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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在生物

医药领域的研究进展

王国权１，２，庞素秋３，林俊生１，２，刁勇１，２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医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０医院 临床药学科，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　综述了石墨烯及其衍生物氧化石墨烯和功能化石墨烯的结构特性、生物学特性，以及其在生物传感

器、药物载体、光线疗法、生物成像和组织工程材料等生物医药方面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石墨烯及其衍生物

特殊的结构、优异的性能为疾病诊断及临床用药提供新的可能，在生物医药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石墨烯；纳米材料；功能化；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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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包括单层石墨烯、多层石墨烯、氧化石墨烯和功能化石墨烯，每种材料都具有不

同的氧化中心和表面化学特性，由于单层石墨烯的化学稳定性不高、不易制备且很难悬浮在溶液中．因

此，相对单层石墨稀，氧化石墨烯和功能化石墨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

１．１　石墨烯

石墨烯是由单原子层构成的二维原子晶体，其基本结构单元为有机材料中最稳定的苯六元环．石墨

烯既是最薄的材料，又是最强韧的材料，断裂强度比最好的钢材还要高２００倍；同时，它又具有良好的弹

性，拉伸幅度达到自身尺寸的２０％．从结构上来看，石墨烯经包裹成球可以得到零维富勒烯，沿固定轴

旋转可以形成一维碳纳米管，多层石墨烯堆叠组装在一起，可形成三维石墨片．因此，石墨烯可以看作是

富勒烯、碳纳米管及石墨等碳材料的基本组成单元．石墨烯独特的结构赋予其一系列优良的物理化学性

质，如高热导性、高机械强度、室温下的量子霍尔效应，双极性电场效应等．

１．２　氧化石墨烯

氧化石墨烯的化学结构，如图１所示．由石墨烯氧化制备而来的氧化石墨烯两面均具有芳香结构，

图１　氧化石墨烯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

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层状结构，且含有大量的含

氧活性基团，如羰基、羟基、羧基和环氧基团等［１?２］，

环氧基与羟基主要位于氧化石墨烯的基面上，而羰

基、羧基则通常分布于氧化石墨烯的边缘处，易于修

饰与功能化，拥有良好的水溶性和稳定性［３］．氧化石

墨烯是一种两亲性的片状分子，从石墨烯薄片边缘

到中央呈现亲水至疏水的性质分布，可在水溶液中

作为表面活性剂，稳定疏水性分子［４?５］．

１．３　功能化石墨烯

对氧化石墨烯进行修饰，以具有高反应活性表

面官能团的氧化石墨烯为原材料，进行化学修饰等不同的加工处理手段，在提高水溶性的同时，加强其

分散稳定性．通过在氧化石墨烯上引入不同官能团进行修饰，可以赋予其新的特性，制备出多种功能的

氧化石墨烯，既能保持石墨烯本身良好的性能，又能使官能团因修饰而赋予其新的特性，如分散性、亲水

性、与聚合物的兼容性等．

２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的生物学特性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具有一些与生物医药相关的突出性能，与其他碳纳米材料相比，这些性能使其在

生物医药方面的应用更具潜在优势．

２．１　比表面积大

单层石墨烯的理论比表面积为２６３０ｍ２·ｇ
－１，比大多数纳米材料的比表面积大１个数量级以上，

两个表面与边缘均可与生物分子进行相互作用．巨大的比表面积使石墨烯具有较高的载药能力．Ｙａｎｇ

等［６］利用氢键作用实现抗肿瘤药物多柔比星（ＤＯＸ）在氧化石墨烯上的高效负载，其负载量可达２３５％，

远远高于其他传统药物载体．

２．２　良好的亲水性

氧化石墨烯表面的基团使氧化石墨烯具有良好的亲水性，由于羟基和羧基在水中发生电离，分散在

溶液中的氧化石墨烯表面带有负电荷，负电荷具有电子排斥力，使氧化石墨烯能够在水中稳定分散．

２．３　独特的表面特性

氧化石墨烯的疏水性表面含有氧活性基团，使化学药物通过π－π共轭相互作用、离子键和氢键等

非共价键固定在氧化石墨烯上．将小分子药物中的部分基团通过共价键与氧化石墨烯边缘的酸性官能

团连接起来，可以使氧化石墨烯带上具有不同特性的功能基团，从而使氧化石墨烯成为一种多功能的药

物载体．

８８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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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优良的光学性能

氧化石墨烯因具有近红外光致发光现象，可用于活细胞成像研究．其优良的光学性能表现为：可以

允许直接跟踪氧化石墨烯粒子在细胞内的位置，而不需要外来的共轭荧光基团；由于在近红外区域最小

细胞的自发荧光，在成像过程中，将受到最小化的干扰；此外，氧化石墨烯可通过荧光能量共振转移和非

辐射偶极?偶极相互作用，有效淬灭荧光体荧光，可用于开发各种荧光生物传感器．

２．５　较好的生物相容性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应用于临床，对其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及其生物相容性的研究是当前首要任

务．Ｚｈａｎｇ等
［７］使用放射性示踪技术和一系列生物技术，研究氧化石墨烯静脉注射后，在小鼠体内的分

布和生物相容性，连续１４ｄ注射后，小鼠组织器官未见病理学改变，但如果发生氧化石墨烯高度的累积

和长时间的滞留，则小鼠器官将出现显著的病理学改变．赵媛媛等
［８］采用亲水性高分子材料修饰氧化石

墨烯，增强石墨烯的水溶性或水分散性，可相应提高其生物安全性．Ｔａｎ等
［９］将羟丙基?β?环糊精修饰的

氧化石墨烯羧化物（ＧＯ－ＣＯＯＨ）负载抗癌药物紫杉醇（ＰＴＸ），与未修饰的ＰＴＸ相比，载药纳米微球具

有良好的血液相容性，其水溶性和稳定性都有显著的提高．

２．６　低细胞毒性

氧化石墨烯富含的羟基、羧基、环氧基等含氧活性基团都会增强其水溶性，因此，氧化石墨烯的安全

性高于石墨烯，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细胞毒性．采用亲水性高分子材料修饰氧化石墨烯，可以进一步提

高氧化石墨烯的生物安全性．

３　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

目前，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生物传感器、药物载体、光线疗法及生

物成像等方面．

３．１　生物传感器

石墨烯材料是应用于下一代生物传感器最具发展潜力的材料之一．因其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良好

的导电、导热性能而备受关注．在生物体内，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具有良好的水分散性、生物相容性及对特

定生物分子的亲和性，通过对石墨烯表面特定分子的修饰，既可以实现电子的快速传递，又可以对生物

分子进行选择性检测．

３．１．１　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石墨烯具有快速转移电子的能力，既可以有效促进电极附近氧化还原反应

的进程，又可以作为新型的电极修饰材料，提高传感器的重现性、选择性和灵敏度．刘艳等
［１０］制备石墨

烯?壳聚糖纳米复合材料，并与辣根过氧化物酶混合，构建基于石墨烯?壳聚糖?辣根过氧化物酶的生物传

感器，结果表明，该传感器对过氧化氢响应灵敏度高，检测范围宽，并且表现出高选择性和良好的稳定

性．王丹丹等
［１１］以多巴胺印记聚合物为特异性识别材料，以石墨烯为电极增敏材料，制备石墨烯修饰电

极的分子印记电化学传感器，该传感器对多巴胺具有高灵敏性和高选择性，可以用于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的测定．

３．１．２　光学生物传感器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具有光致发光的特性，同时，氧化石墨烯的荧光淬灭特性

与其氧化的程度相关．氧化石墨烯可作为荧光淬灭剂用于荧光共振能量转移（ＦＲＥＴ）传感器中，与传统

淬灭剂相比，氧化石墨烯由于具有更高的淬灭效率，使ＦＲＥＴ传感器具有背景干扰小、灵敏度高、可多

重检测的显著特点．Ｚｈａｎｇ等
［１２］构建免标记的石墨烯ＦＲＥＴ传感器，可用于ＤＮＡ特定序列的检测．Ｌｉｕ

等［１３］以金纳米粒子作为荧光受体，氧化石墨烯作为供体，以ＤＮＡ杂交的免疫反应构建ＦＲＥＴ传感器，

检测特定的ＤＮＡ序列，该方法可广泛用于ＤＮＡ、离子及蛋白质小分子的检测．

３．２　药物载体

纳米药物载体具有药物负载量高、靶向运输和控制释放等优点，在生物医学领域应用前景广泛．氧

化石墨烯作为单层的氧化石墨，平面上富含的羧基、羟基、环氧基等官能团可改善氧化石墨烯的分散性

和亲水性．文献［１４?１５］研究发现，化学药物，ＤＮＡ，ＲＮＡ等均能通过π－π共轭、静电作用等非共价键

作用，有效地固定在氧化石墨烯上，从而实现高效运载药物的功能，包括负载小分子药物和基因药物等．

３．２．１　负载小分子药物　功能化的氧化石墨烯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更强的吸附能力，对小分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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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载能力也大大提高，可用来构建高效靶向运输体系．利用壳聚糖（ＣＳ）修饰后的氧化石墨烯负载抗

癌药物喜树碱（ＣＰＴ）可以用来治疗肿瘤
［１６］．

引入含氧官能团，使氧化石墨烯和分子药物之间可以通过共价键结合或氢键结合的方式实现负载，

亲水性的提高，拓宽了其作为药物载体材料的适用范围．Ｙａｎｇ等
［１７］利用氢键作用，实现ＤＯＸ在氧化石

墨烯上的高效负载，其负载量可达２３５％，远远高于其他传统药物载体．ＤＯＸ的负载量及释放行为呈

ｐＨ依赖性，通过调节ｐＨ值，改变石墨烯与ＤＯＸ的氢键作用，可以实现ＤＯＸ的可控负载和释放．在此

基础上，Ｙａｎｇ等
［１８］研制ｐＨ敏感型的氧化石墨烯多重靶向和控释载药系统．由于肿瘤细胞环境显酸性

（ｐＨ＜６），该体系在癌细胞释药量将高于正常细胞，从而形成三重靶向效果．药物和石墨烯衍生物之间

还可以通过共价键连接．Ｚｈａｎｇ等
［１９］通过化学法将氧化石墨烯与磺酸基及叶酸（ＦＡ）偶联，在提高氧化

石墨烯生理稳定性的同时，实现抗癌药物ＤＯＸ与ＣＰＴ的可控联合载药和生物靶向运输，具有比单一

载药更高的抗肿瘤效果．此外，Ｍａ等
［２０］利用氧化石墨烯诱导ＤＯＸ形成原位凝胶，在细胞中持续释放抗

癌药物，并保持抗癌活性．二硫键在谷胱甘肽的作用下会发生断键反应，而谷胱甘肽在肿瘤细胞内的浓

度要比其在血浆中的浓度高１０００倍以上．因此，载体可通过二硫键共价负载药物，实现药物在体内循

环中而不释放，直到进入肿瘤细胞后才释放出药物．Ｃｈｅｎ等
［２１］利用二硫键将ＤＯＸ连接到负载银纳米

粒的氧化石墨烯表面，使该体系具有还原敏感性．基于肿瘤细胞中强还原性谷胱甘肽（ＧＳＨ）浓度远高

于正常细胞，使该给药体系能在肿瘤细胞中释放药物，同时，减少氧化石墨烯多功能化后所形成的表面

扩散屏障，促进药物释放．

３．２．２　负载基因药物　随着现代生物医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基因药物越来越受科研工作者的重

视，如何高效地负载，并靶向运输基因药物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ｓｉＲＮＡ是肿瘤治疗中一种常用

的基因药物，Ｙａｎｇ等
［２２］使用 聚乙二醇（ＰＥＧ），ＦＡ和１?芘甲胺盐酸盐（ＰｙＮＨ２）修饰的氧化石墨烯

（ＰＥＧ?ＦＡ?ＰｙＮＨ２?ＧＯ）递送人端粒酶逆转录酶（ｈＴＥＲＴ）基因ｓｉＲＮＡ．Ｚｈａｎｇ等
［２３］以聚乙烯亚胺（ＰＥＩ）

共价修饰的氧化石墨烯作为载体，同时负载ｓｉＲＮＡ和ＤＯＸ，该载药系统不仅毒性低，而且在最佳Ｎ／Ｐ

值时，所负载的ｓｉＲＮＡ具有很高的转染效率，能够有效地降低细胞中Ｂｃｌ?２蛋白的表达，协同增强ＤＯＸ

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提高疗效．

除了负载多种药物可以提高疗效外，用两种材料共同修饰氧化石墨烯也可以提高其多方面的性能，

共同发挥效果．曹秀芬等
［２４］将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乳糖酸和ＣＳ作为修饰氧化石墨烯的材料，制备出

乳糖酰化壳聚糖修饰的氧化石墨烯纳米载体，可同时运载基因药物和抗肿瘤药物ＤＯＸ，发挥协同效果．

由于乳糖酰化壳聚糖可以模拟去唾液酸糖蛋白，具有肝靶向性，使载体能够肝靶向运输基因和抗肿瘤药

物，在提高疗效的同时，降低对人体正常组织器官的毒副作用．

３．３　光线疗法

在非药物治疗法中，利用各种光线来防治人类的各种疾病已经普遍地在临床中使用．光线疗法包括

光动力疗法（ＰＤＴ）和光热疗法（ＰＴＴ），可通过特定的光辐射摧毁肿瘤细胞，克服化疗和放疗对正常细

胞和器官产生的毒副作用［２５］．其中，ＰＤＴ是利用光敏剂在光照射下产生的活性氧杀死肿瘤细胞；而

ＰＴＴ是利用其经激光照射发生光热转化而产生的超高热致肿瘤细胞热损伤并凋亡
［２６?２７］．一方面，石墨

烯衍生物生物相容性好，且毒性较低，可以作为光敏剂的载体；另一方面，石墨烯衍生物在近红外区存在

光吸收性，具有光热效应，可以作为光线疗法的辅助．因此，石墨烯衍生物在光线疗法治疗肿瘤领域具有

极高的应用价值．

３．３．１　光动力疗法　光敏剂可以吸收光子并将能量传递给不能吸收光子的分子，促其发生化学反应，

而本身则不参与化学反应．石墨烯及其衍生物较大的比表面积有利于作为光敏剂的载体，有较好的生物

相容性，提高了光敏剂在细胞内的流通性．Ｔｉａｎ等
［２８］通过超分子π－π作用，将光敏性分子Ｃｅ６负载于

ＰＥＧ修饰的氧化石墨烯上，得到的ＰＥＧ?Ｃｅ６?ＧＯ表现出良好的水溶性．氧化石墨烯作为载体单元负载

抗癌药物ＤＯＸ．氧化石墨烯和卟啉均具有良好的光动力性能，在可见光照射下，纳米超级分子切割恶性

肿瘤ＤＮＡ的效率高于氧化石墨烯，其效率分别为８０％和６９％．

３．３．２　光热疗法　光热治疗法利用具有较高光热转换效率的材料，将其注射到人体内部，利用靶向性

识别技术聚集在肿瘤组织附近，并在外部光源（一般是近红外光）的照射下，将光能转化为热能，进行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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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癌细胞．修饰后的石墨烯拥有较强的光吸收能力和较高的负载力，且能产生更多的热量，这为光热疗

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Ｙａｎｇ等
［２９］研究氧化石墨烯表面化学结构及尺寸大小对肿瘤光热治疗的

影响．Ｋａｌｌｕｒｕ等
［３０］以ＰＦＧ?ＦＡ?ＧＯ为载体材料负载ＤＯＸ，在 ＮＩＲ光照射下，对小鼠黑色素瘤Ｂ１６Ｆ０

细胞兼具光动力和光热治疗效果，小鼠寿命是单独给予ＤＯＸ的１．８倍，说明功能化的氧化石墨烯对肿

瘤的光线疗法具有明显的辅助作用．李勇等
［３１］分别从细胞层面和机体层面研究纳米氧化石墨烯（ＮＧＯ）

联合８０５ｎｍ近红外激光对肿瘤的杀伤和免疫刺激作用．该体系不仅能够有效杀伤肿瘤细胞，还能够刺

激巨噬细胞产生ＴＮＦ?α及ＩＬ?６，增强激光杀伤的肿瘤细胞对巨噬细胞的免疫刺激效应，通过该机制可

以达到抑制远隔肿瘤生长的效果．

３．４　生物成像

生物成像作为一种临床诊断技术，要求其核心部分荧光探针在缓冲液、细胞培养液或体液中有良好

的溶解性、光稳定性和特异性．传统的生物荧光探针含有重金属元素，在体内通过生物降解或光降解可

释放出重金属离子，从而产生毒性．而氧化石墨烯具有大量含氧官能团，易于功能化修饰，其衍生物还具

有负载荧光分子的能力，作为荧光探针具有稳定的光致发光、良好的水溶性和生物相容性，应用于以生

物成像为基础的癌症诊断及定位领域前景广阔．Ｐｅｎｇ等
［３２］通过ＰＥＧ连接氧化石墨烯和荧光染料，并

将其用于细胞内成像．Ｈｕ等
［３３］利用量子点（ＱＤ）标记还原氧化石墨烯（ｒＧＯ），形成具有强烈荧光、无毒

的ＱＤ?ｒＧＯ纳米复合物，并在肿瘤细胞内进行生物成像实验．

３．５　组织工程材料

组织工程材料是组织再生的支架与模板，目前在组织工程研究中常用的聚合物材料，包括源自于生

物体的天然生物材料和人工合成的高分子生物材料等．近年来，石墨烯材料已被成功地用于创伤愈合、

再生医学、干细胞工程及组织工程学中．支架材料的表面性质可调节细胞黏附和分化行为，石墨烯具有

的高弹性、高强度和灵活性等优良特性，使其非常适用于组织工程支架，能够显著地增强现有支架材料

的生物相容性，并促进干细胞的黏附、增殖及分化［３４］．石墨烯材料能够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方

向分化［３５?３７］．石墨烯类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可被应用于促进干细胞向心肌方向分化与心肌细胞增殖

的支架材料中．由于碳纳米管的几何结构与人心脏组织细胞外基质的结构相似度高，Ｓｔｏｕｔ等
［３８］将碳纳

米管与聚乳酸?羟基乙酸（ＰＬＧＡ）材料结合，探究该支架对心肌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结合了碳纳米管

支架的心肌细胞的密度是没有结合支架的５倍，说明该支架可以有效促进心肌细胞的增殖．

４　研究展望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的应用发展十分迅速，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各个方面．总

体而言，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极低的细胞毒性、优良的载药性能和生物成像等特

性，在纳米药物运输系统、肿瘤治疗、细胞成像、组织工程材料等方面的应用中，填补了部分生物医药技

术的空白，为推动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研究还处在早期阶段，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例如，石墨烯在水和有机溶剂中的溶解性不理想，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一步的应用
［３９］．首先，

功能化的石墨烯虽然具有较好的溶解性和生物相容性，但在制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入各种化学试剂

对生物分子活性和生物体细胞产生一定的毒性影响；其次，石墨烯及其衍生物作为药物载体载药种类少

且多为小分子药物，而对大分子或蛋白类药物的靶向递送的研究较少．今后，可将石墨烯衍生物的应用

拓展到基因和蛋白药物靶向运输和治疗方面，同时，药物传递系统的靶向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与肿瘤细胞

特异性结合的ＦＡ分子等，未来可尝试针对不同肿瘤细胞采用不同的特异性分子．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特殊的结构、优异的性能为疾病诊断及临床用药提供新的可能，在生物医药方面

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因此，进一步研究石墨烯的作用机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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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弹性索的绳牵引并联机构的

动力学和末端轨迹控制

郑亚青１，２

（１．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拉瓦尔大学 机械工程系，魁北克省 魁北克市 Ｇ１Ｖ０Ａ６）

摘要：　为了能为实际应用提供更多的机构构型选择及更有效地研究机构动力学和轨迹控制问题，以２索（一

索为弹性索；另一索为普通无质量无弹性刚性索）牵引末端执行器实现２个方向平动运动的２Ｔ机构为例，研

究其动力学和末端轨迹控制问题．首先，在末端执行器运动方程的基础上，推导机构系统的逆动力学公式，给

出机构动力学系统的状态空间表示及体现其具有微分平坦性的非正式表达；接着，利用非线性控制理论的线

性化过程严格证明该微分平坦性，并获得微分平坦输出量和微分同胚于机构动力学系统的拥有Ｂｒｕｎｏｖｓｋｙ正

则形式的线性化和解耦化的等价系统；最后，通过针对该等价系统设计外环线性状态反馈控制器，实现末端执

行器的渐近稳定轨迹跟踪，并进行实例控制仿真研究．结果表明：控制仿真可实现末端轨迹渐近稳定跟踪，稳

定之后的跟踪误差值为０；但在稳定之前存在轨迹跟踪误差和振荡时间，这可通过优化反馈控制增益或修正

反馈控制器来改善．

关键词：　绳牵引；并联机构；弹性索；动力学；微分平坦性；轨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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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ｗａｓ０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ｇａｉｎｓ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ｉｒｅ?ｄｒｉｖｅ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ａｂ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ｆｌａｔｎｅｓｓ；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虽然，绳牵引并联机器人具有一些令人满意的特性，包括具有潜在的大工作空间，容易进行重组和

使用，可实现高速运动和高质量负荷比［１］．然而，绳牵引并联机器人也存有一些特别的缺陷，最主要的缺

陷是绳索只能承受拉力，即绳索必须被绷紧以产生作用在末端执行器上的力和力矩．但由于绳索的柔性

有时不能被忽略（如在绳悬挂并联机器人等一些应用场合中），在弹性索、末端执行器和驱动器这３者的

动力学之间存在非平凡耦合，机构系统的动力学和末端轨迹控制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２］．为逐步解决此

类问题，Ｇｏｓｓｅｌｉｎ教授替代性地提出一种２索牵引的平面并联机构，在该机构里，每根绳索被看成是由

一个无质量的刚性杆和一个线性弹簧组成．Ｚｈｅｎｇ
［３］证明该平面并联机构的若干个机构具有微分平坦

性，并研究基于微分平坦性的末端执行器轨迹控制问题．由于可简化其动力学和轨迹控制问题，该类型

绳牵引并联机构在相应的实际应用中是合适的、有希望的．具有狀自由度的狀根绳索牵引的并联机构

（绳索为无质量、无弹性的直线索，机构类型包括２Ｔ机构，３Ｔ机构，１Ｒ２Ｔ机构和３Ｒ３Ｔ机构），其动力

学方程具有微分平坦性［４］．本文以２索（一索为弹性索；另一索为普通无质量、无弹性刚性索）牵引末端

执行器实现２个方向平动运动的２Ｔ机构为例，研究其动力学和末端轨迹控制问题．

１　含有１弹性索的２犜绳牵引并联机构的动力学方程

含有１弹性索的２Ｔ绳牵引并联机构的机构简图，以及末端执行器的受力分析，如图１所示．图１

中：τ１，τ２ 分别为第一根绳索和第二根绳索的拉力值；ρ１，ρ２ 分别为第一根绳索和第二根绳索的长度．由

图１（ａ）可知：２索并联机器人机构中，末端执行器被绳１和绳２牵引在狓狅狔平面，沿狓和狔方向进行平

动运动；绳１由一个无质量而长度为ρ１ 的刚性索和一个长度为狊１ 而刚度为犽的线性弹簧组成（绳拉力

值τ１＝犽狊１，方向沿矢量犘犅１ 的方向）；绳２是无质量而长度为ρ２ 的刚性索（绳拉力值τ２＝狋２，方向沿矢

量犘犅２ 的方向）．由图１（ｂ）可知：末端执行器在３个力（τ１，τ２ 和犌）的作用下，在狓狅狔平面内实现沿狓和

狔方向的平动运动，包含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变化，可表示为狓，狔；狓，狔；̈狓，̈狔．

　　 （ａ）机构简图　　　　　　　　　　　　　 　　　 （ｂ）末端执行器的受力图

图１　机构简图及末端执行器的受力分析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绳１和绳２分别绕过滑轮１和滑轮２与各自的绞盘和驱动器相连，机器人控制系统将控制信号发

送到驱动器后，使伺服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并带动绞盘改变绳索的长度值或绳拉力值．若伺服驱动器采

用位置控制模式，则控制的是绳索长度值（ρ１ 和ρ２）；若伺服驱动器采用力矩控制模式，则控制的是绳索

的绳拉力值（τ１ 和τ２）．图１（ｂ）的末端执行器的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τ１ ＝犽狊１，　　τ２ ＝狋２． （１）

τ１

－狓

狓２＋（狔＋犾）槡
２

－犾－狔

狓２＋（狔＋犾）槡

烄

烆

烌

烎２

＋τ２

－狓

狓２＋（狔－犾）槡
２

犾－狔

狓２＋（狔－犾）槡

烄

烆

烌

烎２

＋犿
犵（）０ ＝犿

狓̈（̈）狔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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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１＋ρ１ ＝ 狓２＋（狔＋犾）槡
２，　　ρ２ ＝ 狓２＋（狔－犾）槡

２． （３）

根据式（１）～（３），可得

ρ１ ＝ 狓２＋（狔＋犾）槡
２· １＋犿（̈狓犾－̈狓狔－犵犾＋犵狔＋狓̈狔）／（２犽狓犾（ ）），

ρ２ ＝ 狓２＋（狔－犾）槡
２

烍
烌

烎．

（４）

τ１ ＝犿 狓２＋（狔＋犾）槡
２·（̈狓犾－̈狓狔－犵犾＋犵狔＋狓̈狔）／（－２狓犾），

τ２ ＝犿 狓２＋（狔－犾）槡
２·（－̈狓犾＋犵犾－̈狓狔＋犵狔＋狓̈狔）／（２狓犾）

烍
烌

烎．

（５）

　　在给定末端执行器的期望运动（狓，狔；狓，狔；̈狓，̈狔）时，可获得唯一一组的绳索长度值（ρ１，ρ２）、拉力值

（τ１，τ２）及线性弹簧的长度狊１．即对于给定的一组（狓，狓，̈狓；狔，狔，̈狔），由式（１）～（５）计算得到绳索的长度值

（ρ１，ρ２），并将其转化成伺服电机的输出转角以控制末端执行器的运动控制，此时，２根绳索的拉力值

（τ１，τ２）将自动满足通过式（１）～（５）计算而得到的那些值；若采用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力矩（由τ１，τ２ 值

可换算得到）以实现末端执行器的运动控制．此时，绳索的长度值（ρ１，ρ２）将自动满足通过式（１）～（５）计

算得到的那些值．

在末端执行器的轨迹控制中，需要研究机构的逆动力学问题．逆动力学问题可描述为已知末端执行

器的运动狓，狓，̈狓和狔，狔，̈狔的值，分别求绳索长度值（ρ１，ρ２）和绳拉力值（τ１，τ２）．

２　机构动力学系统的状态空间表示及微分平坦性的非正式表达

设状态变量狓＝（狓，狓，狔，狔）∈犚
４，输入量狌＝

τ１

τ

烄

烆

烌

烎２
∈犚

２ 和ρ＝
ρ１

ρ

烄

烆

烌

烎２
∈犚

２，输出量狔＝
狔１

狔

烄

烆

烌

烎２
＝（）狓狔 ∈

犚２，状态方程用狓＝犳（狓，狌）表示，由式（１）～（３）可得

狓＝

狓１ ＝狓

狓２ ＝狓̈

狓３ ＝狔

狓４ ＝¨

烄

烆

烌

烎狔

＝

　　　　　　　　狓１ ＝犳１（狓，狌）＝狓（２）

　　　　犳２（狓（１），狓（３），τ１，τ２）＝犳２（狓，狌）＝

－狓（１）

犿 狓（１）２＋（狓（３）＋犾）槡
２
τ１＋

－狓（１）

犿 狓（１）２＋（狓（３）－犾）槡
２
τ２＋犵

　　　　　　　　狓３ ＝犳３（狓，狌）＝狓（４）

　　　　犳４（狓（１），狓（３），τ１，τ２）＝犳４（狓，狌） （＝ －狓（２）

犿
－
犾）犿 ×

τ１

狓（１）２＋（狓（３）＋犾）槡
２

（＋ －狓（２）

犿
＋
犾）犿 · τ２

狓（１）２＋（狓（３）－犾）槡
）

烄

烆

烌

烎
２

＝

狓１ ＝犳１（狓，狌）

犳２（狓（１），狓（３），τ１，τ２）＝犳２（狓，狌）＝犪１（狓（１），狓（３））τ１＋犪２（狓（１），狓（３））τ２＋犵

狓３ ＝犳３（狓，狌）

犳４（狓（１），狓（３），τ１，τ２）＝犳４（狓，狌）＝犫１（狓（１），狓（３））τ１＋犫２（狓（１），狓（３））τ

烄

烆

烌

烎２

． （６）

　　由式（４），（５）和狔＝
狔１

狔

烄

烆

烌

烎２
＝（）狓狔 ∈犚

２，可得

ρ＝
ρ１

ρ

烄

烆

烌

烎２
＝

１（狓）

２（狓，
狓

烄

烆

烌

烎）
，　　狊１ ＝ 狓２＋（狔＋犾）槡

２
－１（狓）＝Φ（狓），

τ＝
τ１

τ

烄

烆

烌

烎２
＝
ψ１（狓，

狓）

ψ２（狓，
狓

烄

烆

烌

烎）
，　　狔＝ （）狓狔 ＝

犺１（狓）

犺２（狓

烄

烆

烌

烎）

烍

烌

烎
．

（７）

　　取平坦输出为狔，将式（７）中的各个式子用狔及其有限阶导数进行表达，可得

ρ＝
１（狔，

狔）

２（狔，
狔，̈狔

烄

烆

烌

烎）
＝（狔，̈狔），　　狊１ ＝Φ（狔，̈狔），　　τ＝

ψ１（狔，̈狔）

ψ２（狔，̈狔

烄

烆

烌

烎）
＝ψ（狔，̈狔），

狓＝ θ１（狔），θ２（狔，狔），θ３（狔），θ４（狔，狔（ ））Ｔ
＝θ（狔，狔）

烍

烌

烎．

（８）

　　式（８）即为机构动力学系统具有微分平坦性的非正式表达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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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构动力学系统具有微分平坦性的证明

利用非线性控制理论的线性化过程，证明机构动力学系统具有微分平坦性，并推导出微分平坦输出

量，以及与机构动力学系统微分同胚的等价系统（具有Ｂｒｕｎｏｖｓｋｙ正则形式的线性化和解耦化的系

统）［７?９］，具体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１）输出函数关于状态量狓的Ｌｉｅ导数，输出函数及Ｌｉｅ导数关于输入量狌的偏微分表达，即

犔０ｆ犺（狓，狌）＝犺（狓）＝
狓（１）

狓（３（ ））；

犔１ｆ犺（狓，狌）＝
犔

０
ｆ犺（狓，狌）

狓
犳（狓，狌）＝


狓（１）

狓（３（ ））
狓

犳（狓，狌）＝
１ ０ ０ ０［ ］
０ ０ １ ０

狓１

犳２

狓３

犳

烄

烆

烌

烎４

＝
狓１

狓

烄

烆

烌

烎３
；

犔２ｆ犺（狓，狌）＝
犔

１
ｆ犺（狓，狌）

狓
犳（狓，狌）＝


狓１

狓

烄

烆

烌

烎３

狓
犳（狓，狌）＝

０ １ ０ ０［ ］
０ ０ ０ １

狓１

犳２

狓３

犳

烄

烆

烌

烎４

＝
犳２

犳

烄

烆

烌

烎４
；

犔３ｆ犺（狓，狌）＝
犔

２
ｆ犺（狓，狌）

狓
犳（狓，狌）＝ 狓１

犳２

狓（１）
＋狓３

犳２

狓（３）
，狓１

犳４

狓（１）
＋狓３

犳４

狓（３［ ］）
Ｔ

；

犺（狓）

狓
＝

犺１（狓）

狓（１）
犺１（狓）

狓（２）
犺１（狓）

狓（３）
犺１（狓）

狓（４）

犺２（狓）

狓（１）
犺２（狓）

狓（２）
犺２（狓）

狓（３）
犺２（狓）

狓（４

熿

燀

燄

燅）

＝
１ ０ ０ ０［ ］
０ ０ １ ０

；



狌
（犔０ｆ犺（狓，狌））＝



狌

狓（１）

狓（３
［ ］）＝

０ ０［ ］
０ ０

；　　


狌
（犔１ｆ犺（狓，狌））＝


狓１

狓

烄

烆

烌

烎３

狌
＝
０ ０［ ］
０ ０

；



狌
（犔２ｆ犺（狓，狌））＝

犳２，犳（ ）４
Ｔ

狌
≠０．

　　２）寻找机构系统状态方程的微分同胚表达．设微分同胚为（）ξ
η
＝φ（狓），其中，ξ＝

ξ１

ξ

烄

烆

烌

烎２
∈犚

４，η＝

η１

η

烄

烆

烌

烎２
∈犚

４，据文献［７?９］的步骤求解．如ξ１＝φ１（狓）＝犔
１－１
ｆ 犺（狓）＝犔

０
ｆ犺（狓）＝

狓（１）

狓（３
［ ］）＝（）

狓

狔
，ξ２＝φ２（狓）＝

犔２－１ｆ 犺（狓）＝犔ｆ犺（狓）＝
狓１

狓

烄

烆

烌

烎３
＝
狓

（）狔 ，即ξ＝［狓　狔　狓　狔］；η１＝φ２＋１（狓）＝φ３（狓）＝犔
２
ｆ狓（狓）＝

犳２

犳
［ ］
４

＝
狓̈（̈）狔 ，

η２＝φ３＋１（狓）＝犔
３
ｆ狓（狓）＝

狓１
犳２

狓（１）
＋狓３

犳２

狓（３）

狓１
犳４

狓（１）
＋狓３

犳４

狓（３

烄

烆

烌

烎）

，即η＝

狓̈

狔̈

狓１
犳２

狓（１）
＋狓３

犳２

狓（３）

狓１
犳４

狓（１）
＋狓３

犳４

狓（３

烄

烆

烌

烎）

．

用新坐标ξ表示的新系统为ξ１＝（）狓狔 ，狔＝ξ１＝（）狓狔 ，ξ１＝ξ２，ξ狉＝
狓̈（̈）狔 ＝

犳２

犳
［ ］
４

＝犕（ξ，η１，狌），ξ２＝

狓

（）狔 ，犕（ξ，η１，狌）＝犔
２
ｆ狓（Φ

－１（ξ，η１），狌）＝
犳２

犳

烄

烆

烌

烎４
＝
狓̈（̈）狔 ＝狏，狇∈犚

狀－狉（＝犚２），狇犓（ξ，η１）＝犔ｆΦ狉＋犓（Φ
－１（ξ，

η１）），狀＝４，狉＝２，１≤犓≤狉．

犕（ξ，η１，狌）＝狏（），若方程（）是可解的，则ξ狉＝狏，犔
２
ｆ犺（狓，狌）＝狏，狏＝

犳２

犳

烄

烆

烌

烎４
＝
犪１τ１＋犪２τ２＋犵

犫１τ１＋犫２τ

烄

烆

烌

烎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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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解．由于犔２ｆ犺（狓０，狌０）≠０，则狌＝Φ（狓，狏）或狏＝犔
２
ｆ犺（狓，Φ（狓，狏））．

３）微分平坦输出量的确定．若考虑狔＝ξ１＝（）狓狔 作为微分平坦输出，则ξ＝
ξ１

ξ

烄

烆

烌

烎２
∈犚

４，狏＝
狏１＝̈狓

狏２＝̈

烄

烆

烌

烎狔
，

存在有用Ｂｒｕｎｏｖｓｋｙ正则形式表示的线性化和解耦化的系统
［１０?１２］，即

ξ＝犃·ξ＋犅·狏，

ξ１

ξ

烄

烆

烌

烎２
＝

狓

狔

狓̈

¨

熿

燀

燄

燅狔

＝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狓

狔

狓



熿

燀

燄

燅狔

＋
０ ０ ０ ０［ ］
０ ０ ０ ０

狏１

狏
［ ］
２

，

狔＝犮·ξ＝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狓

狔

狓



熿

燀

燄

燅狔

烍

烌

烎

．

（９）

４　通过外环线性状态反馈实现末端执行器的渐近稳定轨迹跟踪

狏１ 和狏２ 的选择为
狏１＝̈狓犱－α１（狓－狓犱）－α０（狓－狓犱），

狏２＝̈狔犱－β１（
狔－狔犱）－β０（狔－狔犱）

烅
烄

烆 ．
其中，α０ 和α１ 为控制增益．由于

狏１＝̈狓，

狏２＝̈狔
烅
烄

烆 ，
末端

　　图２　轨迹跟踪误差系统控制框图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

执 行 器 的 轨 迹 跟 踪 误 差 系 统 为

犲̈１＋α１犲１＋α０犲１＝０，

犲̈２＋β１
犲２＋β０犲２＝０

烅
烄

烆 ．
轨迹跟踪误差系统的控

制框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狓ｄ，狔ｄ 分别为期

望轨迹的狓，狔坐标值．

为保证误差系统的稳定性，α０，α１，β０，β１ 应

满足
α１≥２ α槡０＞０，

β１≥２ β槡０＞０
烅
烄

烆 ．

为达到优化控制效果，可

通过线性二次优化（ＬＱＲ）求解代数 Ｒｉｃｃａｔｉ

方程以获得合适的控制增益值，或者通过极点

配置来获得［１３１４］．

１）ξ（微分平坦输出狔 和它的有限阶导

数）可通过一个状态反馈被定义成新的状态变量；新的状态变量ξ的准静态状态反馈，导致一个精确线

性状态空间线性化和解耦化的系统，即ξ＝犃·ξ＋犅·狏，其中，（犃，犅）为Ｂｒｕｎｏｖｓｋｙ对．

２）渐近稳定跟踪行为通过一个外环线性状态反馈达到，实时状态变量ξ应该可被测量，而且反馈

增益应该可被实时调整．

５　实例控制仿真分析

针对图１的２索并联机构选择一组机构参数，即末端执行器的质量犿＝１ｋｇ，线性弹簧的刚度犽＝

１．５７１×１０５Ｎ·ｍ－１，犾＝１０ｍ，α０＝４，α１＝１０，β０＝４，β１＝１０．选择一个直线作为末端执行器的期望轨

迹，即狓ｄ＝１０ｍ，狔ｄ＝（５－０．５×狋）ｍ，狋＝０～２０ｓ．根据文中推导出的理论结果，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中获得

控制仿真结果，如图３～６所示
［１５］．图３～６中：狋为时间；狓，狔分别为狓，狔方向；狓ｓ，狔ｓ分别为实际轨迹的

狓，狔坐标值；犲为误差值；犲狓，犲狔 分别为狓，狔方向上的误差值．

由图３，６可知：末端执行器的期望轨迹和实际轨迹沿狓方向的误差值较小（小于０．５ｍ），而沿狔方

向的误差值较大（在５ｍ以内），但二者均在狋＝１０ｓ以后为０，即基于微分平坦性的末端轨迹跟踪可实

现渐近稳定跟踪，稳定之后跟踪误差值为０；但在稳定之前，存在轨迹跟踪误差和振荡时间，这可通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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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狓方向　　　　　　　　　　　　　　　　　　　（ｂ）狔方向

图３　期望轨迹和实际轨迹沿狓，狔方向的坐标值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ｅｓｉｒｅ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ａｌｏｎｇ狓，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ａ）第一根绳索　　　　　　　　　　　　　　　　　（ｂ）第二根绳索

图４　不同绳索的拉力值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ｅｎｓ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ｂｌ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图５　２根绳索的长度随时间变化　　　　　　　图６　不同轨迹沿狓，狔方向的误差值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５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２ｃａｂｌ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Ｆｉｇ．６　Ｅｒｒｏｒｓｖａｌ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狓，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线性二次优化（ＬＱＲ）求解代数Ｒｉｃｃａｔｉ方程或通过极点配置以获得更优增益值来改善，若优化控制增

益尚无法满足控制目标要求，可修正反馈控制律．由图３，６还可知：如何优化控制增益以满足既定的末

端执行器运动及其精度要求是机构能否得到实际应用的重要问题；此外，对某一组给定的控制增益，确

定末端执行器的动力学工作空间（在驱动器满足一定的输入条件，如绳拉力介于一定的正值范围内，末

端执行器所能达到的运动范围），以及其运动精度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由图４可知：绳１的拉力值远小于绳２的拉力值，即在轨迹跟踪控制过程中，绳１远比绳２软．

６　结论

１）仅有一根绳索具有线性弹性，而其他绳索满足无质量、无弹性的情况，该绳牵引并联机构是一种

特殊的机构．可利用非线性控制理论的线性化过程严格证明该类型机构系统具有微分平坦性，并获得微

分平坦输出量和微分同胚于机构动力学系统拥有Ｂｒｕｎｏｖｓｋｙ正则形式的线性化和解耦化的等价系统．

２）可通过针对该等价系统设计外环线性状态反馈控制器实现末端执行器的渐近稳定轨迹跟踪，可

通过用线性二次优化（ＬＱＲ）求解代数Ｒｉｃｃａｔｉ方程以获得合适的控制增益值或者通过极点配置来获得

更优增益值，以及修正反馈控制器以达到优化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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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上盖流动平衡数值模拟分析

许建文，刘斌，骆灿彬

（华侨大学 福建省特种能场制造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非平衡式浇注系统的鼠标上盖注塑模，容易导致熔体流动不平衡，需要进行浇注系统优化．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模拟浇口位置设计、熔体的填充及流动平衡过程，初步优化浇注系统，并得到流动平衡分析的

结果．以分析结果为基础，调整浇注系统设计后，进行填充及流动平衡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浇注系统优化后，

型腔间的填充时间不平衡率低于５％，压力不平衡值小于５ＭＰａ，有效改善熔体的流动平衡性．

关键词：　浇注系统；鼠标上盖；流动平衡；熔体；填充；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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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模多腔的注塑成型过程中，塑料熔体同时到达各型腔的终端，则流动是平衡的；否则，流动不平

衡［１］．流动不平衡很难保证不同型腔内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容易导致飞边、短射、产品密度不均匀、气穴

和过多熔接痕等缺陷［２?４］．为使塑料熔体能平衡填充，在模具设计时，需对型腔和浇注系统进行流动平衡

分析，优化浇注系统设计［５?７］．传统的多型腔注塑模设计过程中，为获得理想的产品，通常依靠经验，在试

模阶段，不断修改流道与浇口来调整流动不平衡问题，致使生产周期较长，成本较高［８?９］．利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软件，对模具浇注系统设计进行数值模拟分析，预测熔体流动不平衡的原因，经过优化可以得到理想的

浇注系统设计方案，缩短了生产周期［１０?１４］．在注塑模多型腔浇注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非平衡式布局具有

缩短分流道长度、减少注射压力损失、缩短充模时间及减小模具总体尺寸等优点，具有一定的应用优

势［１５?１６］．因此，本文针对非平衡式浇注系统，以鼠标上盖为例，以填充时间不平衡率和压力不平衡值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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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进行一模八腔的流动平衡分析，优化浇注系统设计．

１　浇注系统的创建与填充分析

１．１　浇注系统的创建

运用ＰＲＯ／Ｅ软件进行鼠标上盖的三维建模，长×宽×高为１１８ｍｍ×６２ｍｍ×３８ｍｍ．选用Ｇ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ｕｒｏｐｅ）公司、牌号为ＣｙｃｏｌａｃＴ的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ＡＢＳ）塑料．

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进行浇口位置分析，模具及熔体温度设置分别为６０，２４０℃，最大注射压力及

锁模力采用自动控制方式，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数值接近１是浇口位置较为理想的区域；接近０则

是浇口位置较差的区域．考虑到模具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熔体在型腔内流动的平衡性，将浇口位置设在鼠

标上盖尾端位置（图１圆圈处）．

在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分析过程中，为提高效率，设置模型及浇注系统出现次数为４，即可实现一模八腔

分析，第一个型腔、第二个型腔及浇注系统初步设计，如图２所示．

　图１　浇口位置分析结果　　　　　　　　　　　　　　　图２　浇注系统设计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ａｔ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ｇ．２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ｒｕｎｎ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填充分析

浇注系统创建后，进行填充分析，模具及熔体温度分别设置为６０，２４０℃，采用自动的填充控制方

式，为得到最大注射压力值，设置充填体积为１００％时进行速度／压力（Ｖ／Ｐ）切换，模拟结果如图３所

示．图３中：犉为注射位置压力；狋为时间．

　　　（ａ）填充时间　　　　　　　　　　（ｂ）Ｖ／Ｐ转换点压力　　　　　　　（ｃ）注射位置压力曲线

图３　初步的填充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由图３（ａ）可知：整个型腔填充时间为１．１３１０ｓ，当填充时间为０．９６９１ｓ时，第一个型腔刚好完全

充满，第二个型腔尚未充满，时间差异为０．１６１９ｓ，则时间不平衡率为０．１６１９／１．１３１０，即１４．３％．因

此，型腔间的时间不平衡率较高，流动较为不平衡，容易造成型腔间的压力分布不均衡．

由图３（ｂ）可知：Ｖ／Ｐ转换点浇口位置压力，即最大注射压力为１１８．３０ＭＰａ．一方面，第一个型腔填

充结束时，末端压力达到了７６．２５ＭＰａ，较高的压力易引起过保压，使产品出现质量缺陷；另一方面，第

二个型腔填充结束时，末端压力接近０ＭＰａ，型腔间的压力分布较不均衡，容易造成产品质量不均一．

由图３（ｃ）可知：注射位置压力在０．９６９１ｓ时，熔体充满第一个型腔时仅有９７．５２ＭＰａ，此后，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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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压力上升速度填充第二个型腔，填充完成时压力为１１８．３０ＭＰａ．分析其原因，熔体充满第一个型腔

后，随着温度的下降，不断增大的浇注系统及型腔壁的阻力与仅剩下第二个型腔末端的排气空间，需要

更快的压力上升速度才能将熔体注入型腔，致使压力上升的速度较之前快，出现突变．

综上，由初步的填充分析可知，型腔间的填充时间不平衡率为１４．３％，压力分布较为不均衡，注射

位置压力曲线存在突变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流动平衡分析，改善熔体的流动平衡性．

２　流动平衡分析

２．１　初步的流动平衡分析

流动平衡的约束条件设置为：目标压力通常小于最大注射压力值，由初步的填充分析可知其值为

１１８．３０ＭＰａ，故设置为１１５ＭＰａ；迭代计算中，流道截面直径的改变步长为０．１ｍｍ；最大的迭代计算次

数为３０步；时间收敛精度为５％；压力收敛精度为５ＭＰａ；流道尺寸约束条件设置为不限制．运用Ｍｏｌｄ

ｆｌｏｗ软件进行流动平衡分析，填充分析界面设置同前述填充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

　　　（ａ）迭代结果　　　　　　　　　　　　　　　　　（ｂ）流道优化结果

图４　流动平衡分析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ｏｗ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由图４可知：时间不平衡率为１．４１７７％，压力不平衡值为４．８４ＭＰａ，均在设置的约束条件之内；但

第一个型腔的二级分流道直径仅有２．８ｍｍ，小于潜伏式浇口的大端直径３．０ｍｍ，说明初始浇注系统

的设计有问题，需要重新设计．

２．２　优化的流动平衡分析

由初步的流动平衡分析结果可知，初始时间不平衡率为１４．２８８３％，较高的时间不平衡率使迭代后

分流道尺寸变换较大．因此，考虑减小初始时间不平衡率，即增加第一个型腔的填充时间，将其二级分流

道及浇口尺寸减小，如图５（ａ）所示．由图５（ａ）可知：一级分流道直径均保持不变；第一个型腔二级分流

道直径由６ｍｍ减小为４ｍｍ，浇口大端和小端直径分别由３．０，１．２ｍｍ减小为２．１，１．０ｍｍ；第二个型

腔二级分流道及浇口尺寸保持不变．浇注系统修改会导致最大注射压力变化，因此进行填充分析，参数

设置同初步的填充分析，结果如图５（ｂ）所示．由图５（ｂ）可知：Ｖ／Ｐ转换点浇口位置的压力为１２６ＭＰａ，

因此，设置平衡约束条件中目标压力为１２０ＭＰａ．

　　（ａ）浇注系统尺寸　　　　　　　　　　　　　　　　（ｂ）Ｖ／Ｐ转换点压力

图５　修改的填充分析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０８第６期　　　　　　　　　　　　　许建文，等：鼠标上盖流动平衡数值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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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优化浇注系统，比较２种方案．方案１为分流道直径约束条件均设置为不限制；方案２

为一级分流道直径约束条件设置为固定，二级分流道则为不限制，其他则同初步的流动平衡分析．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进行流动平衡分析，其他参数设置同初步的流动平衡分析，结果如图６～９所示．

　（ａ）方案１　　　　　　　　　　　　　　　　　　　（ｂ）方案２

图６　迭代结果对比

Ｆｉｇ．６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方案１　　　　　　　　　　　　　　　　　　（ｂ）方案２

图７　填充时间对比

Ｆｉｇ．７　Ｆｉｌ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方案１　　　　　　　　　　　　　　　　　　　（ｂ）方案２

图８　Ｖ／Ｐ转换点压力对比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ｔＶ／Ｐｓｗｉｔｃｈｏｖｅｒ

　　（ａ）方案１　　　　　　　　　　　　　　　　　　　　（ｂ）方案２

图９　注射位置压力曲线对比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ｌｏｔａｔ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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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６可知：初始时间不平衡率和压力不平衡值分别为９．７４００％和１４．２０ＭＰａ，较浇注系统调整

前的１４．２８８３％和１８．５３ＭＰａ，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流动平衡分析以后，对于时间不平衡率和压力不平

衡值，方案１为０．００６６％和４．７０ＭＰａ；方案２为０．０１５９％和４．６８ＭＰａ，均在设置的约束条件之内．

由图７可知：对于方案１，当填充时间为１．０７８ｓ时，第一个型腔未充满部分较第二个型腔多，当填

充时间为１．０８２ｓ，则充满整个型腔；对于方案２，当填充时间为１．０７８ｓ时，第一个型腔未充满部分较第

二个型腔多，当填充时间为１．０８１ｓ，则充满整个型腔；两种方案均能大致实现同一时间充满整个型腔，

实现流动平衡．

由图８可知：方案１，２的 Ｖ／Ｐ转换点的压力均为１１５．３０ＭＰａ，小于约束条件中目标压力１２０

ＭＰａ；型腔间的压力大致相同，分布较均匀，流动较为平衡，能够确保产品质量均一．

由图９可知：在注塑成型过程中，２种方案浇口位置的压力均能稳定上升，特别是在熔体填充的后

期变化较为均匀，没有出现压力突变问题．这是由于流动平衡优化的结果，且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浇口

位置压力曲线差别不大．

２．３　优化后的浇注系统

优化后的浇注系统，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ａ），（ｂ）可知：对于方案１，一级分流道第一段、第二段的

体积分别变化了－９．７５％，－２１．９７％，第一个型腔的二级分流道不变，第二个型腔的二级分流道变化了

－３０．５６％；对于方案２，因一级分流道直径约束条件设置为固定，所以直径没有变化，第一个、第二个型

腔的二级分流道分别变化了－９．７５％，－５５．５６％．由图１０（ｃ），（ｄ）可知：对于方案１，第一段、第二段的

一级分流道直径分别为５．７，５．３ｍｍ，第一个、第二个型腔的二级分流道直径分别为４．０，５．０ｍｍ；对于

方案２，第一个、第二个型腔的二级分流道直径分别为３．８，４．０ｍｍ．

（ａ）方案１分流道的尺寸变化　　　　　　　　　　（ｂ）方案２分流道的尺寸变化

（ｃ）方案１优化后的浇注系统尺寸　　　　　　　　（ｄ）方案２优化后的浇注系统尺寸

图１０　优化后的浇注系统

Ｆｉｇ．１０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ｕｎｎ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综上所述，方案１的时间不平衡率小于方案２，相差为０．０９３％，差异较小，都能保证流动的平衡；方

案１的压力不平衡值大于方案２，相差为０．０２ＭＰａ，差异不大，都能保证型腔间压力分布均衡；整个注

塑过程中，方案１，２均能实现浇口位置压力稳定上升；方案１浇注系统优化后，一级分流道有２种尺寸，

后续的加工则更为复杂，加工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在流动平衡效果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为了便于加工、

提高效率，方案２的优化结果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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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对于非平衡浇注系统的设计，在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分析前，不同型腔的流道及浇口设计的相同尺

寸，由此进行流动平衡分析．流动平衡分析过程中，根据时间不平衡率及压力不平衡值评价浇注系统的

结构合理性，对流道及浇口设计尺寸进行反复调整，可以得到几种优化的浇注系统设计结果．对结构优

化后的几种浇注系统需进行工艺性评估，得出工艺可靠、成本效益好的浇注系统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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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轴端铣锥形摆线齿轮齿形的数值模拟与试验（英文）

许建民１，顾立志２

（１．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２．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提高锥形摆线齿轮齿面的加工质量和效率，提出端铣锥形摆线齿轮的工艺技术．建立端铣刀有效切削

椭圆的数学模型，提出利用前倾角和侧倾角分别解决端铣刀局部干涉与刀杆碰撞干涉问题的方法．建立端铣锥形

摆线齿轮的几何模型和五轴数控仿真模型，获得其刀具轨迹．数控仿真结果表明：各参数设置合理，加工轨迹均匀

顺畅，无加工干涉．在五轴数控铣床上利用端面铣刀实现精密锥形摆线齿轮的无过切加工，验证端铣锥形摆线齿轮

的加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锥形摆线齿轮；端铣；前倾角和侧倾角；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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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顾立志（１９５６?），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化设计制造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ｌｉｚｈｉ８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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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用于端面铣削的

有效切削椭圆

ｃｕｒ．ωｉｓ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ｌｒｏ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ａｌｏｎｇａｘｉｓ狕ｌ．Ｗｈｅｎ狕ｃｉｓｉｎｐｌａｎｅ狓ｌ狕ｌ，ｉｔｉ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

ｚｅｒｏ，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９０°ｔｏ９０°．Ｗｈｅｎ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ω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ｏ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ｅｄｇｅ

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狔ｌ狕ｌｉｓａｎｅｌｌｉｐｓｅ，ｗｈｉｃｈ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ｌｌｉｐｓｅ，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５．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ａｐｏｉｎｔ犆ｏ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ｍｉｌｌ

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狉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ｏ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狓ｃ狔ｃ狕ｃ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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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狔ｃａｘｉｓｖｅｃｔｏｒｔｏｔｈｅｐｏｉｎｔ犆ｏ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ｌ．Ｆｏｒ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

ｃｕｔｔｅｒ，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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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ｅｌｌｉｐｓｅ犈（θ）ａｒｅｔｈｏｓ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ｓ犪＝狉ａｎｄ犫＝狉｜ｓｉｎλｃｏｓω｜．

Ｉ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狓ｌ狔ｌ狕ｌ，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ｓｅ犈（θ）ａｒｅ狔０＝狉ｃｏｓλｓｉｎ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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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狅?狔′?狕′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ａｘ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ｓｅａｓ狔′，ｔｈｅｍｉ

ｎｏｒａｘｉｓａｓ狕′，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ｒｉｇｉｎ狅（狔０，狕０）ａ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狅?狔′?狕′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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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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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 （狕－狉ｃｏｓλ·ｓｉｎω）ｃｏｓ＋（狔＋狉ｓｉｎλ）ｓｉｎ，

狕′＝－（狕－狉ｃｏｓλ·ｓｉｎω）ｓｉｎ＋（狔＋狉ｓｉｎλ）ｃｏ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ｏｏｌｒａｄｉｕｓ狉＝３ｍｍ，ｔｈｅｓｉｄｅａｎｇｌｅω＝０°，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ｌｌｉｐ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ｄｍｉ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λ，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６．Ｔｈ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λ，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ｘｉｓ犪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ｌｌｉｐｓｅｉｓｆｉｘ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ｏｒａｘｉｓ犫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ｏｔｈ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λ．Ｗｈｅｎｔｈｅ

ｔｏｏｌｒａｄｉｕｓ狉＝３ｍｍ，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λ＝－５°，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ｌｌｉｐ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ｄｍｉ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ｓｉｄｅ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ω，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７（ω＝０°，１５°，

３０°，４５°，６０°）．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ｄｅ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ωｗｉｌｌｍｏｖ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ｓｅ犈（θ）ｔｏ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ａｘｉｓ狔．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ｎｇａｘ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ｘｉｓ狔′

ｂｅｃｏｍ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ｘｉｓｌｅｎｇｔｈｂｗｉｌｌ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ｓｅ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ｓｌｅｎｄｅｒ，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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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ｉｖｅ?ａｘｉｓＣＮＣｍｉｌｌ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ｈａｓｔｗｏｒｏｔａｒｙａｘｅ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ｘｅｓ，ｓｏｔｈ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ｖｅｃｔｏｒｉｓｖｅｒｙｓｔｒｏｎｇ．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ｔｏｏｌ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ｏｏｌｉｓｖｅｒｙｅａｓ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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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ｈｅａ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ｏｖ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ｏｌ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ｅｎｃ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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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五轴铣床模型 图１１　五轴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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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ｉｓｓｈｏｗｎｔａｂｌｅ１．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

表１　圆锥摆线齿轮的加工工艺参数

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ａｍｅ Ｔｏｏｌ
Ｓｐｉｎｄｌｅｓｐｅｅｄ／
ｒ·ｍｉｎ－１

Ｆｅｅｄｒａｔｅ／
ｍｍ·ｍｉｎ－１

Ｄｏｗｎｍ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ｕｐｍｉｌｌｉｎｇ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ｍｍ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ｍｍ

Ｒｏｕｇｈ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ｏｆ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８ｆｌａｔｂｏｔｔｏｍｅｄｃｙｌｉｎ
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

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Ｄｏｗｎｍｉｌｌｉｎｇ ０．２ ０．１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６ｆｌａｔｂｏｔｔｏｍｅｄｃｙｌｉｎ
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

８０００ ８００ Ｄｏｗｎｍｉｌｌｉｎｇ ０．１ ０

　　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ｉｓ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ｔｏａｎａｎｇｌｅ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ｙ

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ｍａｋｅｓａ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ｙ

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ｉｔｓ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ｕｔｔｈｅ

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ｆｏｒｍａｔｏｏｌｐａｔ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ｉｇｕｒｅ１６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ｔｏｏｌｐａｔｈｏｆ

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ｅｅｎ

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７．Ｆｉｇｕｒｅ１８ｓｈｏｗｓ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ｏｎｔｈｅｆｉｖｅａｘｉｓｍｉｌｌ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Ｆｉｇｕｒｅ

１９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９．Ｉｔｉ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ｏｏｌ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３１８第６期　　　ＸＵＪｉａｎｍｉｎ，犲狋犪犾：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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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ｇ．１６　Ｔｏｏｌｐａｔｈｏｆ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　　　　　　　Ｆｉｇ．１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ｃｅ

　　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　　　　　　　　　　　　　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１６　面铣锥形摆线齿轮刀具路径　　　　　　　图１７　圆锥摆线齿轮精密端面铣削仿真模型

　Ｆｉｇ．１８　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　　　　　　　　Ｆｉｇ．１９　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ｃｙｃｌｏｉｄｔｏｏｔｈ　　　　　　　　　　　　　　　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

　　　图１８　面铣锥形摆线齿轮　　　　　　　　　图１９　精密端面铣削后的摆线齿轮样机

４．４　犚狅狌犵犺狀犲狊狊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犆狔犮犾狅犻犱犌犲犪狉犘狉狅犳犻犾犲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ｓ犚ａ＝０．５３７７μｍ，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ａ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ｏｆ犚ａ＝０．８μ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５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１）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ｏｌｐａ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ｐｒｏ

ｆｉｌ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ｏｎｆｉｖｅ?ａｘｉｓＮ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ｌｌｉｐｓｅｏｆ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ｉｓ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ａｋｅ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ｄｅ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ｏｌｒａｋｅ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ｓｉｄｅ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ｕｓ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ｏｌｒａｋｅ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ｓｉｄｅ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ａｌｌｅｎｄ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ａｎｄ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

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ｏｎｆｉｖｅａｘｉｓＣＮＣｍｉｌｌ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ｍ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ｉｖｅ?ａｘｉｓＮ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ａ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

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ｉｓ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ｔｏａｎａｎｇｌｅ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ｆａｃｅｏｆ

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ｇｅａｒ．Ｔｈｅ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ｍａｋｅｓａ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

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ｉｔｓ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ｔｅｒ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ｕｔ

ｔｈｅ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ｆｏｒｍａｔｏｏｌｐａｔ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ｄ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ｕｎｇ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ｔｏｏ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ａｘｉ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ｕｎｇ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ｃｙｃｌｏｉｄａｌ

ｇｅａ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ｏｌ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ｌａｒｇｅｒａｄｉ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ｒｕｎ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ｌｉｎｇ

ｃｕｔｔ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ｍｉｌｌｉｎｇ．

４１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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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Ｉｔ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ｇ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ａｌｒｏｕｇｈｍ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ｃｅｍ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ｉｓ犚ａ＝０．５３７７μｍ，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ａ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ｏｆ犚ａ＝０．８μ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ｉｓ０．１６９ｍｍ．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ｌａｉｄａｎ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ｉｄｄｒｉｖｅ，ａｎｄｈａｓｃｅｒ

ｔａ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ａｒ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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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固山隧道施工力学特征及

围岩变形控制

金煜皓１，２，韩立军１，２，孟庆彬２，王帅２，刘振军３，杨灵１

（１．中国矿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２．中国矿业大学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３．中铁十四局集团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兖州２７２１００）

摘要：　基于ＡＮＳＹＳ软件，采用有限元法和ＢＰ神经网络建立数值分析模型，并确定围岩的力学参数．首先，

考虑隧道开挖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围岩的位移场和应力场．然后，阐述围岩和边坡的破坏机理，从而进一步表

明围岩的牵引作用对边坡和隧道稳定性的重要性．最后，应用所得破坏机理对北固山隧道围岩变形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考虑边坡稳定性和围岩变形的技术方案是合理、有效的．

关键词：　空间效应；偏压小净距隧道；隧道洞口?边坡体系；滑移?拉裂变形破坏；围岩变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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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地形、地质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偏压小净距隧道出现在实际工程中
［１?３］．然而，此类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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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围岩在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性问题［４?６］．与传统隧道相较，偏压小净距隧道地

形结构更加复杂、荷载分布严重不均，且双洞开挖过程中相互影响导致施工安全难以保证．因此对其施

工力学特征及变形破坏机理的研究成为保障此类隧道施工稳定的关键所在［７］．张业民等
［８］针对偏压小

净距隧道复杂的受力状态，模拟开挖前、后围岩与支护结构应力，位移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控制中间岩

柱稳定可以有效减小隧道整体变形；祁寒等［９］研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偏压小净距隧道施工的力学特征，

分析围岩塑性区发展规律，结果表明，任一地质条件下，靠近倾斜边坡一侧隧道洞口塑性区均与边坡塑

性区发生贯通现象．晏启祥等
［１０］研究小净距软岩隧道施工力学特征，分析锚杆、喷射混凝土层受力特

点，并给出围岩特征点应力和变形值，结果表明，先行洞受力状态受后行洞开挖方式影响较大．在围岩变

形控制方面，Ｇｒｅｃｏ等
［１１］使用旋喷桩、锚杆挡土墙对岩质隧道洞口边坡进行加固，结果表明，边坡加固效

果良好．陶志平等
［１２］研究滑坡地段隧道变形特征，结果表明，坡体滑面与隧道洞口相对位置关系是影响

隧道变形的关键．综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将此类偏压小净距隧道简化为二维平面模型，或针对

三维模型的某一特定截面进行围岩力学特征分析，原因是隧道在长度方向上的尺寸比横截面的尺寸大

的多，将隧道开挖支护作用简化为二维平面应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此类二维平面假设无法考虑

隧道掘进空间效应对其施工力学特性的影响，即无法考虑在隧道施工中，围岩监测点位移场随掌子面推

进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围岩应力场受先、后行洞开挖扰动的影响．此外，针对隧道边坡或洞口变形破坏

单一研究较为充分，而对隧道洞口?边坡协同体系变形破坏机制的研究仍十分欠缺．因此，本文以江苏连

云港北固山隧道为工程背景，采用数值模拟动态施工过程，并结合现场监测和围岩变形现场加固试验，

开展偏压小净距隧道施工力学特征及围岩变形控制研究．

１　隧道施工力学特征分析

１．１　工程概况

江苏连云港北固山隧道是连云港疏港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隧道的洞径为１７ｍ，洞高为１２ｍ，两

洞之间的净距离为１０ｍ，左右两隧道的埋深距地表约为８～２０ｍ，地形的偏压角度约为３０°～６０°．围岩

综合评定为Ｖ级，稳定性较差，施工时易坍塌．隧道的断面大、埋深小、偏压、小净距，且靠近安置小区，

施工难度极大．

１．２　计算模型

图１　北固山隧道支护结构设计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Ｂｅｉｇｕｓｈａｎｔｕｎｎｅｌ

隧道支护的结构设计，如图１所示．图１中：

犚１～犚４分别表示为以犗１～犗４ 为圆心的多心拱的

不同半径．施工现场隧道初期支护拟采用厚为２６

ｃｍ的Ｃ２０早强喷射混凝土，ＨＰＢ２３５型双层钢

筋网（８ｍｍ，间距为２０ｃｍ×２０ｃｍ），Ｉ２２ｂ型工字

钢支架作为初期支护的加劲措施，其纵向间距为

０．６ｍ．初期支护锚杆采用Ｄ２５中空注浆锚杆，长

度犔为４．０ｍ，纵环向间距１００ｃｍ×８０ｃｍ（纵×

环），梅花形布置．二次衬砌设计厚度为６０ｃｍ的

Ｃ３５模筑钢筋混凝土．

为了保证计算的准确性，数值模型的整体建

模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立，包括隧道断面形状尺

寸、锚杆类型，以及间排距等（图１）．模型尺寸如

下：沿隧道轴线方向取６０ｍ；隧道横坡为实际地形情况；模型左、右侧边界为３倍洞径，约为５０ｍ；模型

总宽约为１２０ｍ；模型下边界取３倍的洞高，约为４０ｍ．模型左边界、右边界和后边界施加法向约束，底

部边界施加３个方向的约束，隧道开挖断面以上直至地表及洞口处正面为自由边界，如图２所示．

１．３　计算参数

参照隧道实际状况，在三维有限元数值分析中，隧道围岩材料特性按均质弹塑性考虑．采用Ｄｒｕ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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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围岩?边坡联合体系计算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ｌｏｐｅ

Ｐｒａｇｅｒ屈服准则，根据隧道开挖及支护工艺，围岩体采用三维实

体单元（Ｓｏｉｌｄ４５）模拟；套拱导向墙及管棚利用刚度等效原则，选

取相应实体单元模拟；初支网喷混凝土及拱架利用刚度等效原

则，采用壳单元模拟；二次衬砌采用Ｓｏｉｌｄ４５，锚杆体采用三维杆

单元（Ｌｉｎｋ８）模拟．为准确求解，在隧道结构的附近和所分析的研

究面附近采用细密单元．因隧道埋深较浅，地应力场按自质量应

力场考虑［１３］．

为保证数值模型计算的准确性，整体建模严格按照施工图纸

及现场工况建立，并基于正交设计法和有限元法构建神经网络样

本．岩体物理力学参数包含变形模量（犈ｏ）、粘聚力（犮）、泊松比（μ）

及内摩擦角（）．其中：犮，值通过室内试验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

结果；犈，μ值对围岩位移场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且二者通过现场试验不易获得，故需对其进行反演．根

据规范中围岩物理力学指标标准值［１４］和《北固山隧道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确定部分围岩物理力学参数

的取值范围，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γ为重度；犈为弹性模量；犇 为外径；犔为长度；σ为喷射砼厚度．正演

分析数据模型，如图３所示．

表１　围岩力学参数取值范围

Ｔａｂ．１　Ｒａｎ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

围岩参数 犈ｏ／ＧＰａ μ 犮／ＭＰａ ／（°） γ／ｋＮ·ｍ－３

数值 ０．５～２．５ ０．３６～０．４０ ０．２０ ２５ ２０

锚杆参数 犈／ＧＰａ μ γ／ｋＮ·ｍ－３ 犇／ｍｍ 犔／ｍ

数值 ２１０ ０．３０ ７８ ２５ ４．０

喷射砼参数 犈／ＧＰａ μ γ／ｋＮ·ｍ－３ σ／ｍ

数值 ２６ ０．２０ ２５ ０．２６

　（ａ）围岩及工法局部细化图 　　　　　　　　　　　　　　　（ｂ）初期支护结构　　　

图３　正演分析数值模型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表２　各参数水平划分

Ｔａｂ．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水平

１ ２ ３ ４ ５

犈ｏ／ＧＰａ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μ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４０

　　通过正分析计算隧道开挖后累计水平收敛

μＡ，μＢ 和拱顶下沉νＭ 以反演围岩物理力学参数

犈ｏ，μ值，按照２因素５水平进行样本构造，各参

数水平划分，如表２所示．

通过设计出的每组数据值对应的围岩物理力

学参数犈ｏ，μ，建立 ＡＮＳＹＳ参数化分析命令流．

将２５组隧道开挖及监测命令流代入ＡＮＳＹＳ模型中计算，得出相应的μＡ，μＢ 和νＭ 值（２５组ＢＰ神经网

络输入样本）．将这些数值作为输入值代入ＢＰ神经网络进行样本训练，神经网络模型中，取犽＝２５，狀＝

３，犿＝２，即网络输出层为２个节点，对应围岩２个物理力学参数；输入层为３个节点，对应正分析得到

的μＡ，μＢ 和νＭ 值．经过反复调试，当隐含层节点数为９时，网络收敛性最好，继而训练得到ＢＰ神经网

络模型，即用于围岩参数的反演计算［１５］．

８１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首先，根据北固山隧道先行施工隧道ＹＫ３＋４００断面监测的拱顶下沉终值和水平收敛终值（νＭ＝

１３．２３ｍｍ，μＡ＝５．７３ｍｍ，μＢ＝４．５５ｍｍ），作为样本输入到已经训练好的ＢＰ神经网络模型中，得到物

理力学参数反分析结果，即变形模量为０．７０２６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３６７７．然后，利用反分析得到的力学

参数值进行ＡＮＳＹＳ有限元正分析计算，得出隧道围岩的拱顶下沉值和水平收敛值．最后，将计算结果

与实测结果对比，检验计算结果的精确性．具体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Δｍ，Δｃ分别为实测位移

值和计算位移值；ε为误差值；μＡ，μＢ 均为水平收敛值．

表３　围岩力学参数反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项目 Δｍ／ｍｍ
围岩反演参数

犈ｏ／ＧＰａ　　μ　
Δｃ／ｍｍ ε／％

νＭ／ｍｍ １３．２３ ０．７０２６ ０．３６７７ １２．６３ －４．５３

狌Ａ／ｍｍ ５．７３ ０．７０２６ ０．３６７７ ５．５６ －３．１５

狌Ｂ／ｍｍ ４．５５ ０．７０２６ ０．３６７７ ４．３７ －３．９６

由表３可知：北固山隧道右线

ＹＫ３＋４００断面的监测拱顶下沉实测

值与计算值之间的误差为４．５％，而

水平收敛的实测值与计算值的误差为

３．５％，由此可知，反演得到的隧道围

岩参数基本是合理的．

上述运用有限元法和ＢＰ神经网

络构建参数反分析模型，对北固山隧道先行洞施工过程中典型断面位移监测进行反演，从而确立围岩物

理力学参数．隧道支护结构物理力学参数按隧道设计规范取值，围岩参数取值是综合参照室内试验和现

场地质勘察结果、国家现行规范及反演分析等确定的，最终确定数值模拟的具体地层、初期支护、二次衬

砌结构尺寸和力学参数，如表４所示．

表４　数值模拟材料力学参数

Ｔａｂ．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围岩参数 犈／ＧＰａ μ γ／ｋＮ·ｍ－３ 犮／ＭＰａ ／（°）

数值 ０．７０２６ ０．３６７７ ２０ ０．２０ ２５

锚杆参数 犈／ＧＰａ μ γ／ｋＮ·ｍ－３ 犇／ｍｍ 犔／ｍ

数值 ２１０ ０．３０ ７８ ２５ ４

喷射砼参数 犈／ＧＰａ μ γ／ｋＮ·ｍ－３ 犺／ｍ

数值 ２６ ０．２０ ２５ ０．２６

模铸砼参数 犈／ＧＰａ μ γ／ｋＮ·ｍ－３ σ／ｍ

数值 ３１．５０ ０．２０ ２５ ０．６０

１．４　动态施工过程

通过Ｋｉｌｌ和Ａｌｉｖｅ模块分别模拟隧道分步开挖及初期支护．为研究开挖产生的空间效应对围岩结

构的位移、应力及其分布规律的影响，设定每次循环开挖的进尺为３ｍ，并将隧道沿纵向分成２０段，共

图４　监测曲线布置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ｌａｙｏｕｔ

６０ｍ．为减小边界效应，将隧道沿纵向犣＝３０ｍ断面作为目标面．为了

研究地表沉降随开挖步演化特征，取测线犔进行地表沉降监测，测线沿

着大、小埋深方向对称取８个监测点．其中，深埋侧０～６个测点、浅埋侧

９～１４个测点．选取犔０～犔４ 为代表性测线，用以描述测线水平位移随深

度的变化特征，如图４所示．

２　计算结果分析

２．１　双洞位移场演化特征

１）为考虑开挖扰动空间效应的影响，应重点分析位移场随隧道开挖过程的演化规律．先行洞、后行

洞地表沉降随着掌子面推进演化曲线，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犆为地表沉降监测点坐标；犎 为沉降量；狕

为沿开挖方向，掌子面推进距离．

由图５（ａ）可知：受地形偏压等因素的影响，深埋侧先行洞开挖后，地表沉降呈现中间大、两头小、且

不对称Ｖ形分布，最大沉降量为６．５３１ｍｍ．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受开挖扰动及荷载分布的影响，地表沉

降多集中在隧道轴线１０ｍ的范围内，且拱顶沉降量最大，为相对最薄弱部位，监测面地表沉降增量随

掌子面靠近逐渐增大；掌子面离开监测面，沉降增量减小，说明监测面地表沉降受开挖扰动空间效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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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

由图５（ｂ）可知：后行洞开挖时，沉降曲线由Ｖ形演化为不对称 Ｗ 形，右侧隧洞沉降峰值向左偏移

近５ｍ．分析认为，由于先行洞受后行洞开挖二次扰动及偏压效应的共同作用，可能在右洞（先行洞）靠

近左洞一侧产生新的边坡滑裂面，从而加剧右洞向左横向移动．双洞贯通后，左洞沉降最大值为６．４９４

ｍｍ，右洞为８．７４８ｍｍ，较原先增幅近３０％，这表明先行洞位移场受后行洞开挖扰动效应影响较大．

（ａ）先行洞施工　　　　　　　　　　　　　　　　　　 （ｂ）后行洞施工

图５　地表沉降随掌子面推进演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ａｃｅ

２）先行洞、后行洞开挖水平位移随掌子面推进演化曲线，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犛０ 为测线犔０ 水平位

移；犛２ 为测线犔２ 水平位移；犛为水平位移；犺为深度．

由图６（ａ）可知：先行洞开挖后，犔０，犔２ 测线均明显向隧道临空面发展，且越靠近隧道位移越大，最

大值分别为３．１０，５．８１ｍｍ．分析可知，这是由于隧道开挖产生空间效应，使中间岩柱及洞周围岩有向

临空面收缩移动的趋势．监测面水平位移增量随掌子面临近不断增大，说明监测面水平位移变化受开挖

扰动空间效应的影响较大．

由图６（ｂ）可知：后行洞开挖过程中，犔４ 演化规律与上述犔２ 规律类似，均向临空面偏移；犔０，犔２ 向后

行洞临空面演化明显，其中，中墙（犔０）最终表现为向左偏移，偏移量为２．２ｍｍ，导致墙身向左倾斜，这

表明后行洞开挖过程中受地形偏压、先行洞开挖及后行洞自身开挖三重效应扰动的影响，其空间效应较

之前先行洞开挖更加显著，导致中岩柱最终向左偏移．值得注意的是，图６（ａ），（ｂ）在犺＝２ｍ附近均出

现潜在突变．分析可知，这可能是由于潜在滑移面的出现导致位移曲线的突变，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节

２．１提到的边坡滑裂面．

　（ａ）先行洞开挖犔０，犔２ 演化曲线　　　　　　　　　　　（ｂ）后行洞开挖犔４，犔０ 和犔２ 演化曲线

图６　水平位移随深度演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

３）先行洞、后行洞开挖位移场分布，如图７所示．由图７（ａ），（ｂ）可知：先行洞开挖对后行洞所处部

位的位移场产生影响，且对水平位移场影响较大；先行洞开挖整体位移量值较后行洞开挖小，表明后行

洞开挖加剧坡体的破坏．

由图７（ｃ），（ｄ）可知：竖向整体位移大于水平位移，表明在位移演化中沉降占主导地位．图７（ｃ）的右

侧位移比左侧大，这是由于右侧埋深较大，且位于拱顶上方沉降值最大，这与图５沉降曲线所得规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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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从等值线形状看，开挖面附近竖向位移场呈沿纵向“半弯
"

”分布，这是由于受隧洞断面形式及围岩

所处开挖平面位置的影响，即距离隧洞越远，竖向位移越小．图７（ｄ）的水平位移较大值发生在双洞拱

腰、边墙和墙角等部位，这是由于二次开挖扰动的影响，使围岩向临空面偏移；此外，二次开挖扰动加剧

地形偏压效应，使围岩沿坡体向下蠕滑，产生滑移推力，导致水平位移的变化，甚至产生贯通区，严重威

胁围岩的稳定．

（ａ）先行洞开挖竖向位移　　　　　　　　　　　　 （ｂ）先行洞开挖水平位移　

（ｃ）后行洞开挖竖向位移　　　　　　　　　　　　 （ｄ）后行洞开挖水平位移　

图７　隧道开挖位移场分布特征（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ｕｎｎｅ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２．２　双洞应力场演化特征

先行洞、后行洞围岩应力分布特征，如图８所示．由图８（ａ），（ｂ）可知：先行洞开挖过程中，拱顶、边

墙及底部应力变化较大，拱顶和底处最大主应力σ１ 表现为拉应力集中，边墙?墙脚处最小主应力σ３ 表现

为压应力集中；从应力数值上分析，先行洞右侧应力值（压应力）较左侧大．另外，图８（ａ）左侧拱肩向上

一直延伸至坡面形成一条拉应力贯通区，这是由于在地形偏压和开挖扰动双重耦合效应下，洞周岩体内

挤诱发坡体产生蠕滑效应，出现拉应力现象，将严重影响即将开挖的后行洞施工安全，该处坡体拉应力

贯通区再一次验证边坡滑移面．因此，在施工时，应对这些部位予以重视，防止开挖诱发洞内塌方和边坡

变形失稳．

由图８（ｃ），（ｄ）的最大主应力σ１ 分布可知：后行洞的开挖加剧了围岩扰动，使先行洞在拱顶、底处所

受拉应力变大，受拉区增加；后行洞自身拱顶、拱肩及拱底处出现显著的拉应力区，在两侧拱肩处存在拉

应力贯通区．从整体来看，中墙附近的拉应力贯通区、左洞与坡体连接形成的贯通区为受力最薄弱区域，

（ａ）先行洞开挖最大主应力　　　　　　　　　　　　 （ｂ）先行洞开挖最小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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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后行洞开挖最大主应力　　　　　　　　　　　　 （ｄ）后行洞开挖最小主应力　

图８　隧道开挖应力场分布特征（单位：Ｐａ）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ｕｎｎｅ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Ｐａ）

这些贯通区极易引起中墙失稳及沿坡体的滑动破裂，从而造成围岩失稳变形．分析表明，上述贯通区是

由于受到二次开挖扰动及隧道偏压双重效应的影响，因此相较于传统隧道，小净距偏压隧道更容易产生

贯通区．从最小主应力σ３ 分布特征来看，后行洞开挖加剧先行洞两侧拱脚、墙脚处的压应力集中，先行

洞应力演化特征受到明显的地形偏压、自身及后行洞开挖扰动的三重效应影响．

２．３　隧道围岩边坡变形破坏机制

在偏压小净距隧道动态施工中，由围岩结构位移、应力场演化规律（尤其是洞口与边坡之间的拉应

力贯通区）可知：围岩变形控制取决于对洞口围岩与边坡变形的双重控制，即应将洞口围岩与边坡二者

的变形破坏特征综合考量，表现为二者变形破坏的协同模式．这一模式可进一步表述为，偏压隧道边坡

结构内存在潜在滑动破裂面，在施工过程中，该破裂面向下发展成剪应变增高带，如图９所示．

在围岩先后洞开挖扰动及偏压效应耦合作用影响下，洞周岩体变形“牵引”上覆坡体滑移和下陷，使

剪切面断裂，从而导致洞口边坡失稳破坏；反之，边坡结构的变形又会对下方洞口结构造成应力集中，进

而引发衬砌裂损，严重时，可能导致洞口隧道围岩崩塌破坏．因此，隧道洞口与边坡之间的变形破坏是相

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基于以上分析，偏压小净距隧道洞口破坏机制为洞口?边坡联合体系的滑移?拉裂

变形破坏．

（ａ）先行洞开挖剪应变　　　　　　　　　　　　　 　 （ｂ）后行洞开挖剪应变　　

图９　围岩?边坡体系剪应变分布特征

Ｆｉｇ．９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ｌｏｐ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　围岩变形与支护结构受力监测

为验证数值分析所得结果的合理性，对北固山隧道施工过程中围岩应力、钢支撑内力进行监测．以

先行洞为例，选取隧道进洞后３０ｍ处ＹＫ３＋３４０典型断面进行分析，分别于该断面左右拱肩、左右边墙

及拱顶位置布设５个压力盒，监测到的围岩?支护接触应力近似压力场，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犜１～犜５

为压力盒布设位置处的压力监测值．由图１０可知：由于偏压存在，该压力场呈现较为明显的偏压现象，

且右侧压力值较大，这与先行洞受偏压效应影响导致其右侧压应力较大的应力分布特征（图８）一致．

钢支撑内力监测时程曲线，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犉为钢拱架内力；狋为监测时间．由图１１可知：钢

支撑受力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钢拱架外侧受力均为压力，其中，边墙及拱肩受力较大，拱顶受力最

小，这也同图８先行洞应力分布特征，即与拱肩、边墙及墙脚处应力值较大，拱顶应力值较小一致，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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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数值模拟的合理性．

图１０　ＹＫ３＋３４０断面围岩近似压力场　　　　　　　　图１１　ＹＫ３＋３４０断面钢支撑内力时程　

Ｆｉｇ．１０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ｏｆ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ｏｆＹＫ３＋３４０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ｅｅ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ＹＫ３＋３４０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隧道围岩变形控制

基于所提出的隧道洞口?边坡联合体系滑移?拉裂变形破坏机制，结合北固山隧道工程，对施工过程

中围岩变形破坏特征进行分析，进而给出合理的变形控制技术方案．

４．１　围岩变形破坏

在没有对山体边坡进行预处理的情况下，先对隧道右洞进行开挖．隧道围岩?边坡联合体系扰动随

着掌子面的推进而明显加剧，隧道洞口衬砌外侧发现较多受拉裂缝，与洞口关联的上部边坡结构发现多

处弧形裂缝，这些部位裂缝具有贯通性，严重时，诱发坡体滑动，导致隧道破坏．

实际工程的破坏特征符合提出的“滑移?拉裂”破坏机制．早期施工中，先行洞上方地表沉降不收敛．

当施工进行到ＹＫ３＋３６１～ＹＫ３＋３６７区段，掌子面发生较大范围坍塌，为避免事故进一步恶化，隧道当

即停止开挖．

４．２　变形控制措施

针对围岩变形及其产生机理，结合数值分析，提出“以稳定边坡为先导，洞内外综合整治，确保隧道

左线安全平稳进洞”的治理方针，即对于稳定边坡，采用锚杆挡墙与锚索抗滑桩联合加固的方式，如图

１２所示．

（ａ）边坡锚杆挡墙　　　　　　　　　　　　 　　　 （ｂ）边坡锚索抗滑桩

图１２　锚杆挡墙与锚索抗滑桩联合加固边坡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ｌｏｐｅｗｉｔｈａｎｃｈｏｒ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ｌｌａｎｄａｎｃｈｏｒｃａｂｌｅａｎｔｉｓｌｉｄｅｐｉｌｅ

同时，采用小导管注浆与钢管桩联合加固坡体，在两洞间施作钢管桩，除了起到进一步加固坡体的

作用外，还可以将双洞隔开，从而减小在施工过程中，双洞之间的相互影响，保证围岩?边坡体系的稳定，

如图１３所示．

对于洞身加固，采用大管棚注浆方式加固塌方段洞身，并快速施作仰拱封闭支护以控制围岩变形，

如图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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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小导管注浆加固坡体　　　　　　　　　　　　　　　 （ｂ）钢管桩＋冠梁加固坡体

图１３　小导管注浆与钢管桩联合加固坡体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ｌｏｐｅ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ｐｉｐｅ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ｐｉｐｅｐｉｌｅ

（ａ）大管棚注浆加固洞身　　　　　　　　　　　　　　　（ｂ）仰拱浇筑控制洞身变形

图１４　大管棚与仰拱联合加固塌方段洞身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ｕｎｎｅ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ｐｉｐｅｓｈｅ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ｔａｒｃｈ

４．３　控制效果分析

施工现场围岩变形地表沉降的控制效果，由图１５所示．由图１５（ａ），（ｂ）对比可知：经过治理，先行

洞上方地表沉降渐趋收敛．由图１５（ｃ）可知：犇６，犇７，犇８测点分别位于后行洞轴线上方及其左侧，曲线

收敛，表明后行洞施工过程中围岩状态良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破坏，围岩?边坡体系变形破坏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

　　（ａ）围岩变形控制前先行洞上方　　　　（ｂ）变形控制后先行洞上方　　　　（ｃ）变形控制后后行洞上方　

图１５　施工现场围岩变形控制前、后地表沉降

Ｆｉｇ．１５　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５　结论

通过对偏压小净距隧道动态施工特征及工程现场围岩变形控制技术的研究，基于隧洞开挖扰动下

的空间效应，提出隧道洞口?边坡联合变形体系，得出以下３点结论．

１）隧道围岩位移、应力场随掌子面推进变化明显．监测面监测点竖向、水平位移增量均随着掌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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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近而增大；围岩应力场受到先、后行洞开挖的扰动作用，施工过程中不断发生重分布，且后行洞开挖

扰动使先行洞力学特征发生较大改变，这表明此类隧道施工力学特征明显地受开挖空间效应的影响．

２）隧道洞口到上方坡体拉应力贯通区及潜在坡体滑裂面，说明隧道洞口失稳与坡体变形破坏不是

单独发生的，而是两者之间具有变形协同性．

３）结合工程实际围岩变形破坏特点，给出隧道围岩控制技术方案，结果表明，控制效果良好，进一

步验证文中提出的隧道洞口?边坡联合体系及其滑移?拉裂变形破坏机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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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半空间球形药包爆破引起的

地表振动波形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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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球形爆源在弹性半空间内爆破引起地表质点的振动波形预测进行研究．利用等效孔穴理论，将球形

药包的爆破简化为球腔压力源的作用，推导出球腔压力源狆（狋）作用下的等效震源强度函数；然后对 Ｈｏｏｐ点

源理论的位移解进行修改，得到在球腔压力源狆（狋）的作用下地表质点的振动位移和速度函数；最后画出地表

质点振动速度函数波形，并对波形进行拟合．根据萨道夫斯基公式和等效爆源强度函数，构造一个与装药量直

接相关且更为简洁的质点振动速度函数．结果表明：构造函数与理论解得到的波形非常吻合，且验证了构造函

数的适用性，实现爆破振动波形预测．

关键词：　球形药包；等效震源；地表运动；速度函数；曲线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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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爆破中，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不可能被完全利用，还有相当部分能量以振动波的形式在岩

体中传播，造成周围岩体和地下结构的破坏．当振动波传播到地表时，还会对地表的建筑物造成破坏，这

是造成爆破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虽然国家对此制定了相关的爆破安全规程，但大多都是经验性或半经

验性的，而且计算参数也非常单一．根据大量的工程实践可知，现有的爆破地表振动安全预测是不完全

可靠的，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由于爆破振动时程波形蕴含丰富的爆破振

动信号特征，爆破振动波形预测近些年来开始发展．实现了爆破振动波形的预测，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改变振动波形，进而根据预测与控制结果优化爆破参数，实现爆破安全作业．Ｓｈａｒｐｅ
［１］提出均匀弹性介

质中爆炸震源等效孔穴模型，将爆破问题简化为弹性介质中的扰动问题；加拿大的Ｆａｖｒｅａｎ弹性波理论

模型［２］以应力波理论为基础，给出质点速度关于时间和距离的函数．而在实际的工程中，自由面对爆破

波的传播具有很大的影响［３］．对于半空间问题，最早的理论结果为Ｌａｍｂ
［４］提出的各向同性均匀弹性半

空间表面突加荷载时的位移解．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５］在１９７３年得出平面波在自由面反射的性质．目前，平面波

的反射性质已经相当成熟了，而球面波在自由面的反射性质比较复杂，理论还不是很成熟，但也有部分

学者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Ｄｅ?Ｈｏｏｐ
［６］对弹性半空间的点源进行研究，得到点源作用下

自由面上质点的振动波形函数，即Ｈｏｏｐ点源理论．舍米亚金
［７］用不完全分离变量法得到在球腔压力作

用下自由表面上质点的运动时程曲线．Ｊｉａｎｇ等
［８］使用数值方法研究反射球面波的偏振与振幅特性．同

时，Ｊｉａｎｇ等
［９］还利用 Ｈｏｏｐ点源理论的无量纲化，将点源修改成球腔压力源，从而研究半空间中掩埋球

形震源的动力响应．而近些年，研究爆破振动都是依托实际工程，对某一特定工况进行动力学模拟或直

接对工程监测得到的波形进行分析［１０?１３］，或者对速度峰值或频率单一参数进行研究［１４?１５］，很少有学者

对波形函数理论进行研究．本文根据 Ｈｏｏｐ点源理论，推导球形药包等效震源函数和等效震源作用下的

地表质点振动速度函数，构造一个更为简洁的地表质点振动速度函数．

１　球形药包等效震源强度函数

虽然研究的重点是自由面上质点的爆炸振动效应，但爆源是位于半空间介质内的，单独考虑爆源

时，可以不考虑自由面边界的影响，故可以在无限介质讨论震源函数．

球形药包在岩石中爆破后，根据周围岩石破坏的程度，形成空腔区、破碎区、径向裂隙区和弹性区．

图１　等效球腔压力源

Ｆｉｇ．１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ｖｉｔｙ

根据等效孔穴模型，将球形药包的爆破等效为半径为犪、压力为狆（狋）的

球腔压力源的作用，等效球腔压力源，如图１所示．

Ｄｅ?Ｈｏｏｐ
［１６］推出的点源强度函数犳（狋）与介质中质点的位移函数

狌ｒ（狓，狔，狕，狋）的关系为

犳狋－
犚
狏（ ）
Ｐ
＝４π犚狌ｒ（狓，狔，狕，狋）． （１）

式（１）中：狏Ｐ 为Ｐ波的传播速度．

对于半径为犪的球腔压力源，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５］根据点源的关系式推出

球形药包爆源强度函数犳（狋）与介质中质点的位移函数狌ｒ（狓，狔，狕，狋）的

关系式为

犳狋－
犚－犪
狏（ ）
Ｐ

＝４π犚狌ｒ（狓，狔，狕，狋）． （２）

　　根据林大超等
［１７］的爆炸地震效应可知，球腔压力源产生的地震波的强迫振动方程为

犺″（狋）＋２ξω０犺′（狋）＋ω
２
０犺（狋）＝ζ狆（狋）． （３）

式（３）中：ω０＝
２狏Ｓ
犪
；ξ＝
狏Ｓ
狏Ｐ
；ζ＝－

犪

ρ
，犪为球腔半径，ρ为介质密度．

取球腔压力狆（狋）＝犎（狋）狆０ｅｘｐ（－α０狋），其中，犎（狋）为 Ｈｅａｖｉｓｉｄｅ单位阶跃函数，将压力函数狆（狋）代

入强迫振动方程中，可得

犺（狋）＝ｅｘｐ（－ξω０狋）［犃ｃｏｓ（ωｄ狋）＋犅ｓｉｎ（ωｄ狋）］－
犪狆０ｅｘｐ（－α０狋）

（ω
２
０－２ξω０α０＋α

２
０）ρ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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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波前的条件，当犚≥犪＋狏Ｐ狋时，位移函数和位移都为０．由于位移及位移函数的连续性要求，当

狋＝
（犚－犪）

狏Ｐ
时，位移函数和位移也应为０，即

（犚，狋）＝
犺（０）

犚
＝０， （５）

狌（犚，狋）＝
（狋）

犚
＝－
犺′（０）

狏Ｐ犚
－
犺（０）

犚２
＝０． （６）

　　由式（４）～（６）可得

犃＝
犪狆０

（ω
２
０－２ξω０α０＋α

２
０）ρ
，

犅＝犃
（ξω０－α０）

ωｄ

烍

烌

烎
．

（７）

犺（τ１）＝犺狋－
犚－犪
狏（ ）
Ｐ

＝犃ｅｘｐ（－ξω０τ１）ｃｏｓ（ωｄτ１）＋
ξω０－α０

ωｄ
ｓｉｎ（ωｄτ１［ ］）－犃ｅｘｐ（－α０τ１）． （８）

式（８）中：τ１＝狋－
（犚－犪）

狏Ｐ
；ωｄ＝ω０ １－ξ槡

２．

球形药包等效震源强度函数为

犳狋－
犚－犪
狏（ ）
Ｐ

＝４π犚 －
１

狏Ｐ犚
犺（τ１）

犚
－
犺（τ１）

犚［ ］２ ． （９）

２　自由面质点振动效应

半空间介质的密度为ρ，杨氏模量为犈，泊松比为υ．自由面位于狕＝０平面上，球形药包位于狕轴上，

图２　半空间中的球腔压力源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ｉｎｓｅｍｉｓｐａｃｅ

震源在狋＝０时开始作用．在均匀、各向同性的弹性半空间内，自由

面以下深犺处有一个球形药包，根据节１，可将球形药包爆破等效

为球腔压力源作用．半空间中的球腔压力源，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狉，犚分别为地表质点犅（狓，狔，０）到原点，震源的距离．

Ｄｅ?Ｈｏｏｐ
［６］推导出在点源作用下自由面上质点（狓，狔，０）的位

移函数狌（狓，狔，０，狋），根据点源与球腔压力源能量传播到自由面质

点的时间、源函数的不同，将球腔压力源用
（犚－犪）

狏Ｐ
代替犚
狏Ｐ
的点爆

源解法求解，并将点源强度函数改为节１得到球形药包等效的震

源函数．

在球腔压力源作用下，地表质点振动的位移函数为

狌ｒ（狓，狔，０，狋）＝∫
狋

（犚－犪）
狏
Ｐ

犳″（狋－τ）犵ｒ（狓，狔，０，τ）ｄτ，　　
犚－犪
狏Ｐ

≤狋≤ ∞，

狌ｚ（狓，狔，０，狋）＝∫
狋

（犚－犪）
狏
Ｐ

犳″（狋－τ）犵ｚ（狓，狔，０，τ）ｄτ，　　
犚－犪
狏Ｐ

≤狋≤ ∞

烍

烌

烎
．

（１０）

式（１０）中：犳（狋）为节１所求的球形药包等效震源强度函数；犵（狓，狔，０，狋）为格林函数，其分量的表达式为

犵ｒ（狓，狔，０，τ）＝
１

π
２犚∫

π
２

０
Ｒｅ（狑ｒγＰ）ｄΨ，

犵ｚ（狓，狔，０，τ）＝
１

π
２犚∫

π
２

０
Ｒｅ（狑ｚγＰ）ｄΨ

烍

烌

烎
．

（１１）

式（１１）中：狑ｒ＝
狆γＳ
２狏２Ｓη

，狑ｚ＝
狆
２－（狇

２＋
１

２狏２Ｓ
）

２狏２Ｓη
；η＝［狇

２＋
１

２狏２Ｓ
－狆

２］２＋（狆
２－狇

２）γＰγＳ；γＰ，Ｓ＝［狇
２＋１／狏２Ｐ，Ｓ－

狆
２］１／２；Ｒｅ（γＰ，Ｓ）≥０，狇（Ψ）＝

１

犚
τ
２－
（犚－犪）２

狏２（ ）
Ｐ

１
２

ｓｉｎΨ，０≤Ψ≤π／２；狆（Ψ）＝（
狉

犚２
）τ＋犻（

犺

犚２
）（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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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犪）２

狏２Ｐ
）１／２ｃｏｓΨ，０≤Ψ≤π／２．

Ｐ波的传播速度狏Ｐ＝ （λ＋２μ）／槡 ρ；Ｓ波的传播速度狏Ｓ＝ μ／槡 ρ．故球形药包爆破引起的地表质点的

速度分量为

狏ｒ（狋）＝犳″（０）犵ｒ（狋）＋∫
狋

（犚－犪）
狏
Ｐ

犳（狋－τ）犵ｒ（τ）ｄτ，

狏ｚ（狋）＝犳″（０）犵ｚ（狋）＋∫
狋

（犚－犪）
狏
Ｐ

犳（狋－τ）犵ｚ（τ）ｄτ

烍

烌

烎．

（１２）

３　波形拟合及函数构造

假设一个装药量为０．４２ｋｇ，药包半径为０．０４５ｍ的球形药包在埋深２ｍ的岩石中爆破．岩石的密

度为２３５０ｋｇ·ｍ
－３，弹性模量为１８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２５．数据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１８］：较硬岩石空腔区、

破碎区、径向裂隙区半径分别为装药半径的１．３３，２．９７和２２．７倍．因爆破地震波是经过破碎区、径向裂

隙区滤波后的波的传播，故球腔压力源半径为爆破形成的非弹性区半径，即为药包半径（犱）的２２．７倍．

因此，球形非弹性区的半径犪＝２２．７×犱，即球腔压力源半径为１．０２１５ｍ．

球腔压力为狆（狋）＝犎（狋）狆０ｅｘｐ（－α０狋），其中：狆０ 为非弹性与弹性界面的峰值压力；而α０ 为衰减系

数．峰值压力可由狆０＝
狆ｍ

珔狉
狀
计算得出，其中：狆ｍ 为岩石与炸药界面处的压力，狆ｍ＝犽狆ｈ，犽为透射系数，犽＝

２ ρ０犮Ｐ

ρ０犮Ｐ＋ρ犇
，ρ０，犮Ｐ分别为岩石密度与声速，ρ，犇分别为炸药密度和爆轰速度，狆ｈ为爆轰压力，狆ｈ＝

ρ犇
２

４
；珔狉

为相对距离，珔狉＝
犚
犚０
，犚为爆源距离，犚０ 为装药半径；狀为衰减指数．

爆破时使用的炸药为乳化炸药，密度为１１００ｋｇ·ｍ
－３，爆速为３６００ｍ·ｓ－１．对破裂区，裂隙性发

育，同时考虑粉碎区的强衰减，可取狀＝２．２．故可得球腔压力峰值狆０＝５．６ＭＰａ，取衰减系数α＝２０００．

已知压力狆（狋）后，可根据式（９）得到等效震源函数犳（狋）．

选取距药包水平距离狉＝１０ｍ处的Ｂ点，根据得到的等效震源函数犳（狋）和式（１０）～（１２），可计算

出地表质点犅点处水平、垂直方向上的速度波形，分别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　水平方向上的速度波形　　　　　　　　　　　　图４　垂直方向上的速度波形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根据式（８）的形式，对于地表振动波形的拟合式为

狏（狋）＝犪１ｅ
－犫１狋［ｃｏｓ（犮１狋）＋犱１ｓｉｎ（犮１狋）］． （１３）

表１　函数拟合系数

Ｔａｂ．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速度 犪１ 犫１ 犮１ 犱１

狏ｒ １．３２ ２３８１ ３３２６ －０．８９

狏ｚ ０．７２ ２３３６ ３５１３ －０．９３

式（１３）中：犪１，犫１，犮１ 和犱１ 为需要拟合的系数．分别对垂直

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的速度波形进行拟合，系数如表１所示．

再将理论解得到的速度波形与拟合得到的速度波形进行对

比，拟合效果相当吻合．水平、垂直方向上的速度波形，分别

如图５，６所示．由图５，６可知：拟合函数的形式（式（１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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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分别对狉＝５，１５ｍ处的波形进行拟合，根据拟合系数变化的规律，可以将式（１３）中系数与萨道

夫斯基公式和等效震源函数式（８）中的系数联系起来，函数构造为

狏（狋）＝犽
３

槡犙（ ）
犚

α

ｅｘｐ（－ξ
ω０＋α０
２

狋）［ｃｏｓ（ω０狋）－ｓｉｎ（ω０狋）］． （１４）

　图５　水平方向的速度对比图　　　　　　　　　　　图６　垂直方向的速度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式（１４）中：犙为装药量，ｋｇ；犽，α为与岩土特性有关的系数，犽＝３０～７０，α＝１～２．

取犽＝５０，α＝１．４，由式（１４），得出在狉＝１０ｍ处的波形图．因为爆破安全规程中的质点允许振速为

水平和垂直方向中的较大值，故将构造函数得到的波形与速度振幅较大的速度波形进行对比，对比图如

图７（ａ）所示．

由图７（ａ）可知：由构造的速度函数得到的波形与由理论解得到的波形较为一致，峰值、频率比较接

近．为验证构造函数适用性，对比不同性质的岩石对理论解和构造函数．假设一个装药量为０．５７６ｋｇ，

药包半径为０．０５ｍ的球形药包在埋深３ｍ的岩石中爆破．岩石的密度为３０００ｋｇ·ｍ
－３，弹性模量为

３８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２．爆破使用的炸药为乳化炸药，密度为１１００ｋｇ·ｍ
－３，爆速为３６００ｍ·ｓ－１．对破

裂区，裂隙性发育，同时考虑粉碎区的强衰减，可取狀＝２．２．故可得球腔压力峰值狆０＝５．６８ＭＰａ，取衰

减系数α＝２０００．

取犽＝４５，α＝１．５，得出在狉＝１０ｍ处的构造函数波形图．因爆破安全规程中的质点允许振速为水

平和垂直方向中的较大值，故将构造函数得到的波形与振幅较大的水平方向上的速度波形进行对比，对

比图如图７（ｂ）所示．由图７（ｂ）可知：构造的速度函数得到的波形与理论解波形较为相似；构造函数具有

一定的适应性．

　（ａ）犽＝５０，α＝１．４，狉＝１０ｍ　　　　　　　　　　　　（ｂ）犽＝４５，α＝１．５，狉＝１０ｍ

图７　理论解与构造函数速度波形对比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４　结束语

根据等效震源强度函数和 Ｈｏｏｐ点源理论，推导出在球腔压力源狆（狋）作用下弹性介质中球形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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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引起的地表振动波形函数，并根据震源强度函数形式构造拟合函数形式，再对不同爆心距处的理论

解波形进行拟合．将拟合系数与萨道夫斯基公式和等效震源强度函数中的系数建立联系，构造一个更为

简洁的地表质点振动速度函数，用不同岩性的岩石，对构造函数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由于研究的是弹性

介质，与实际介质有所差别，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达到运用到实际工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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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

流变性的影响

张亦林１，严捍东１，钟国才２，３，全志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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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泥粉和聚羧酸减水剂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在掺入聚羧酸减水剂母液和两种复配助剂的

基础上，分别外掺１％，２％，３％的高岭土型和蒙脱土型泥粉，并采用Ｂｉｎｇｈａｍ流变模型系统地研究泥粉掺量、

种类和聚羧酸减水剂助剂对水泥净浆屈服应力及塑性粘度的影响规律．通过Ｘ射线（ＸＲＤ）小角度衍射、总有

机碳（ＴＯＣ）、Ｚｅｔａ电位对宏观试验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增大泥粉掺量可降低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的

流变性；高岭土型普通黏土对降低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程度小于蒙脱土型膨润土；异戊烯基聚氧

乙烯醚（ＴＰＥＧ类）保坍型助剂Ｆ１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促进作用大于异丁烯基聚氧乙烯醚（ＨＰＥＧ类）减水

型助剂Ｆ２．

关键词：　泥粉；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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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ｄｕｅｔｏｉｓｏｐｒｅｎｅｐｏｌｙ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ｅｔｈｅｒ（ＴＰＥＧ）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ｏｆＦ１ｗｉｔｈ

ｓｌｕｍｐｌｏｓ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ｕｅｔｏ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ｐｏｌｙ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ｅｔｈｅｒ（ＨＰＥ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ｏｆＦ２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ｃｅｍｅｎｔｐａｓｔ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聚羧酸类减水剂具有掺量低、减水率高、收缩小等特点，不仅能与水泥较好的相容，还能大幅度提高

混凝土的早期、后期强度，并提升混凝土的耐久性［１?３］．但随着优质砂石资源的短缺，劣质砂石对聚羧酸

减水剂的效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中，泥粉产生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研究表明
［４?５］，泥粉对减水剂

有吸附作用，可降低浆体中减水剂浓度，使浆体稠度增大，导致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增大．由于泥粉引起水

泥净浆流变性变化的因素较多、作用机理较复杂，现阶段还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６］．Ｓｖｅｎｓｓｏｎ等
［７］研

究蒙脱土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及和易性的影响．Ｓａｋａｉ等
［８］研究对比蒙脱土、高岭土对掺聚

羧酸减水剂水泥浆体流动度和粘度的影响．何正恋
［９］采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模型，研究蒙脱土、高岭

土和伊利土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王林
［１０］采用Ｘ射线（ＸＲＤ）测试方法，研究不同掺

量下，蒙脱土、高岭土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砂浆流变性的影响．程勋
［１１］研究掺量为１％的膨润土对聚羧

酸减水剂水泥净浆初始扩展度及２ｈ经时扩展度的影响．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就泥粉种类及掺量对水泥

净浆和砂浆的流变性展开了诸多研究，但较少有人通过调整聚羧酸减水剂助剂种类，系统地研究泥粉种

类和掺量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试验测试分析泥粉种类、掺量，以及聚羧酸减水剂助

剂种类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

１　试验原材料

１．１　水泥

水泥采用符合ＧＢ８０７６－２００８《混凝土外加剂》
［１２］规定的基准水泥．水泥物理性能为：初凝时间为

　　　图１　减水剂母液和助剂的红外光谱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ｍｏｔｈｅｒｌｉｑｕｉｄａｎｄ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

１４６ｍｉｎ；终凝时间为２１０ｍｉｎ；密度为３．１８ｇ·

ｃｍ－３；比表面积为３５３ｍ２·ｋｇ
－１．

１．２　聚羧酸减水剂母液及助剂

福建泉州中实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母

液，用 Ｍ表示．依据规范ＪＧ／Ｔ２２３－２０１７《聚羧酸系

高性能减水剂》，母液主要性能指标有：固体质量分

数为 ５０．１％；ｐＨ 值为５．３４；密度为１．１０７ｇ·

ｍＬ－１；水泥净浆流动度为３１４ｍｍ；砂浆减水率为

３２．１％；混凝土减水率为３４．０％；母液掺量为水泥用

量的０．９％．福建厦门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助剂，保坍型助剂（ＴＰＥＧ类，异戊烯基聚氧乙烯

醚）用Ｆ１表示，固体质量分数为３９．２７％，其主要性

能指标见文献［１３］；减水型助剂（ＨＰＥＧ类，异丁烯

基聚氧乙烯醚）用Ｆ２表示，固体质量分数为５０．３７％，其主要性能指标见文献［１４］．

减水剂母液和助剂的红外光谱，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η为发光率；σ为波数．由图１可知：样品 Ｍ、样

品Ｆ１和样品Ｆ２红外谱图的特征吸收峰相似度很高，即２８７８ｃｍ－１处为次甲基（－ＣＨ－）的伸缩振动

峰；１７１８ｃｍ－１处的特征峰说明羧酯基（－ＣＯＯ－和／或－ＣＯＯＨ）存在；１１０５ｃｍ－１处的强吸收峰归属

于－ＣＯ－的伸缩振动峰．由图１还可知：样品Ｆ２在１５７５ｃｍ－１处，有一个明显的讯号峰，这可能是使用

了与母液和样品Ｆ１不同的共聚合单体．

１．３　泥粉

泥粉采用的普通黏土（Ｓ）取自福建省泉州市中泰混凝土发展有限公司洛江搅拌站，膨润土（Ｐ）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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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高禹鼎丰膨润土厂．Ｓ的表观密度为２．４６ｇ·ｃｍ
－３，比表面积为３５１ｍ２·ｋｇ

－１；Ｐ的表观

密度为２．０４ｇ·ｃｍ
－３，比表面积为２２７ｍ２·ｋｇ

－１．Ｓ的主要矿物成分为高岭土（Ａｌ４［Ｓｉ４Ｏ１０］［ＯＨ］８），由

硅氧４面体和铝氧８面体相间组成，层状结构为１∶１型；Ｐ的主要矿物成分为蒙脱土（（Ａｌ１．６７Ｍｇ０．３３）

［Ｓｉ４Ｏ１０］［ＯＨ］２·狀Ｈ２Ｏ），由两个硅氧４面体与一个铝氧８面体构成，层状结构为２∶１型．

两种泥粉的化学成分，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狑 为质量分数．采用ＲｉｇａｋｕＳｍａｒｔｌａｂ型粉末衍射仪

（日本理学公司）分析泥粉ＸＲＤ矿物成分，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θ为入射角．采用Ｂｅｔｔｅｒｓｉｚｅ２０００型

激光粒度分布仪（辽宁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对泥粉粒度分布进行测试，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ζ
为累计筛余百分率；ψ为分计筛余百分率；犱为粒径；Ｄ１０代表累计筛余百分率为１０％时，对应的粒径

值；Ｄ５０代表累计筛余百分率为５０％时，对应的粒径值；Ｄ９０代表累计筛余百分率为９０％时，对应的粒

径值．由图３可知：Ｐ的粒径颗粒激光粒度分布（Ｄ５０）小于Ｓ．

表１　泥粉的化学成分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 ％　

种类 狑（ＳｉＯ２） 狑（Ａｌ２Ｏ３）狑（Ｆｅ２Ｏ３） 狑（ＴｉＯ２） 狑（Ｋ２Ｏ） 狑（Ｎａ２Ｏ） 狑（ＣａＯ） 狑（ＭｇＯ） 狑（ＬＯＩ）

普通黏土 ４７．４９ ２７．３９ ５．３９ ０．６５ ３．１７ ２．１４ １．４９ ０．５４ １１．７０

膨润土 ５９．８０ １３．５２ ２．５０ ０．３０ ２．６４ ３．３１ ４．９３ ２．１５ １０．６４

　（ａ）普通黏土　　　　　　　　　　　　　　　　　　　　（ｂ）膨润土

图２　泥粉ＸＲＤ矿物成分测试

Ｆｉｇ．２　ＸＲ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ｅｓｔ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

（ａ）普通黏土　　　　　　　　　　　　　　　　　　　（ｂ）膨润土

图３　泥粉激光粒度分布测试

Ｆｉｇ．３　Ｌａｓｅｒ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犡犚犇小角度衍射

在掺聚羧酸减水剂母液Ｍ及助剂Ｆ１时，利用ＲｉｇａｋｕＳｍａｒｔｌａｂ型粉末衍射仪（日本理学公司）的Ｘ

射线小角度衍射分析Ｓ，Ｐ层间间距的变化，若泥粉层间发生吸附作用，则层间间距增大．

２．２　犅犻狀犵犺犪犿流变模型

采用ＮＪ?１６０Ａ型水泥净浆搅拌机（江苏无锡建仪仪器机械有限公司）制备水泥净浆，采用ＮＸＳ?１１Ｂ

４３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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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旋转粘度计（四川成都仪器厂）测试水泥净浆在不同剪切速率下的剪切应力．根据Ｂｉｎｇｈａｍ流变模型

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屈服应力、塑性粘度参数．拟合直线与纵坐标的截距为屈服应力（τ０），斜率为塑性粘

度（ηｐｌ）．Ｂｉｎｇｈａｍ线性拟合方程为

τ＝τ０＋ηｐｌ·γ． （１）

式（１）中：τ０ 为水泥净浆的屈服应力；τ为水泥净浆的剪切应力；ηｐｌ为水泥净浆的塑性粘度；γ为水泥净浆

搅拌机的剪切速率．

２．３　总有机碳测试

采用ＴＯＣ?Ｖｗｐ型总有机碳分析仪（日本岛津公司）分析总有机碳（ＴＯＣ）．先计算已知溶液中聚羧

酸减水剂的质量比，当泥粉吸附减水剂后，再将初始减水剂的质量比减去溶液中减水剂剩余质量比，从

而测定泥粉颗粒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量．首先，分别称取Ｓ，Ｐ各５ｇ，加入５０ｍＬ聚羧酸减水剂Ｍ，

Ｆ１和Ｆ２，搅拌１０ｍｉｎ后，静置５ｍｉｎ；然后，将１０ｍＬ上层悬浊液倒入离心管，保持２５℃恒温，在６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转速下离心５ｍｉｎ后，取上层清液３ｍＬ稀释１００倍；最后，根据计算公式计算泥粉颗粒对聚羧

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量，其计算公式为

犙＝
犞×（犆０－犆１）

犿
． （２）

式（２）中：犙为颗粒对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量；犞 为聚羧酸减水剂溶液的体积；犆０ 为吸附前聚羧酸

减水剂的质量浓度；犆１ 为吸附后聚羧酸减水剂的质量浓度；犿为加入的泥粉或水泥颗粒质量．

２．４　犣犲狋犪电位测试

在保持聚羧酸减水剂含固质量一致的情况下，采用ＪＳ９４Ｋ２型微电泳仪（上海中晨数字技术设备有

限公司）进行电动电位（Ｚｅｔａ）测试．由于，掺入的泥粉会吸附聚羧酸减水剂分子，导致电位变化，从而测

得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速度和吸附量．

３　试验方案

由于砂石带入的泥，将增大混凝土拌合物经时坍落度损失．为满足预拌混凝土施工要求，搅拌站一

般会适当提高混凝土拌合物初始坍落度．为与工程中大流动性混凝土相适应，试验设定净浆水灰比为

０．３５，聚羧酸减水剂 Ｍ掺量为０．３９％．为使减水剂固体质量分数保持不变，Ｍ与Ｆ１复配减水剂的掺量

为１．４４％，Ｍ与Ｆ２复配减水剂的掺量为１．３４％．泥粉分别按水泥用量的１％，２％和３％掺入净浆中，

分别用Ｓ１，Ｓ２，Ｓ３和Ｐ１，Ｐ２，Ｐ３表示．初始流变性测试后，将样品放置于恒温水箱（３５℃），每隔３０ｍｉｎ

重新搅拌均匀，再重新取样测试，测试至１２０ｍｉｎ．

４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流变参数的线性拟合

Ｂｉｎｇｈａｍ流变模型线性拟合得到的流变参数，如图４～６所示．图４～６中：狋为时间．通过对比研究

泥粉掺量、泥粉种类和减水剂种类，研究其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规律．拟合过程中，出

现少量测试点的屈服应力为负值，原因是在某些剪切速率范围内水泥净浆不稳定［１５］，这些负值点不作

为实际参考，仅观察相对变化趋势．

４．２　泥粉掺量的影响

由图４～６可知：在泥粉、聚羧酸减水剂种类均相同时，掺Ｓ１，Ｐ１时，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屈服应

力、塑性粘度相对较小，流变参数大致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在２ｈ经时基本达到最大值；增加泥粉掺

量至２％和３％时，两种泥粉的初始屈服应力和塑性粘度相较掺量为１％时，皆有大幅度增加，不仅经时

流变参数随时间的增长而增加，而且参数数值始终大于同一时刻掺量为１％的泥粉．出现这一现象的机

理为：泥粉颗粒为松散多孔的层状结构，使其吸水性优于水泥；同时，泥粉颗粒对减水剂吸附性较强，在

有限的减水剂掺量下，水泥颗粒缺乏足够的减水剂，导致净浆颗粒分散，故随着泥粉掺入量的增加，净浆

流变性大幅下降［１６?１７］．这充分表明增大泥粉掺量显著降低了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的流变性．根据ＪＧ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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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００６《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１８］规定，以及结合试验现象分析，为最大程度减小

泥粉掺量的不利影响，控制泥粉掺量在１％左右比较合适．

　　（ａ）屈服应力　　　　　　　　　　　　　　　　　　　　（ｂ）塑性粘度　

图４　泥粉种类和掺量对 Ｍ净浆流变参数影响曲线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ｘ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ｔ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ｐａｓｔｅ

　　（ａ）屈服应力　　　　　　　　　　　　　　　　　　　　（ｂ）塑性粘度　

图５　泥粉种类和掺量对Ｆ１净浆流变参数影响曲线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ｘ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ｔ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１ｐａｓｔｅ

　　（ａ）屈服应力　　　　　　　　　　　　　　　　　　　　（ｂ）塑性粘度　

图６　泥粉种类和掺量对Ｆ２净浆流变参数影响曲线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ｘ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ｔ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２ｐａｓｔｅ

４．３　泥粉种类的影响

由图４～６可知：在泥粉掺量、聚羧酸减水剂种类均相同时，掺Ｐ时，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屈服应

力、塑性粘度皆大于Ｓ．其中，泥粉掺量为１％，掺Ｓ，Ｐ时，流变参数均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且在参数

数值上两者差异较小；泥粉掺量为２％，３％，掺Ｓ，Ｐ时，流变参数同样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但二者的

参数数值存在明显差异，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数值差异越来越大．从宏观角度分析，Ｐ颗粒堆积较为疏

松，且颗粒间空隙较大，吸水性较强；Ｓ颗粒堆积相对紧密，且颗粒间空隙较小，故吸水性弱于Ｐ
［１９］．

４．４　减水剂种类的影响

由图４～６可知：在泥粉掺量和种类相同的条件下，复掺Ｆ１或Ｆ２时，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初始

屈服应力、塑性粘度明显小于单掺 Ｍ；复配时，流变参数大致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在２ｈ经时基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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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值，且参数数值始终小于单掺 Ｍ的水泥净浆，这说明复配能促进水泥净浆的流变性．对比图５，６

可知：除个别时间点外，掺Ｆ２时，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屈服应力、塑性粘度皆大于Ｆ１，这充分说明

ＴＰＥＧ类保坍型助剂Ｆ１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促进作用大于 ＨＰＥＧ类减水型助剂Ｆ２．

５　试验结果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准确性，采用ＸＲＤ小角度衍射分析、总有机碳ＴＯＣ和Ｚｅｔａ电位测试对上述

试验结果进行验证．

５．１　犡犚犇小角度衍射测试结果

两种泥粉层间间距测试结果，如图７所示．图７中：Ｓ，Ｓ＋Ｍ，Ｓ＋Ｆ１，Ｓ＋Ｆ２分别为单掺Ｓ，掺Ｓ和

Ｍ，掺Ｓ和Ｆ１，掺Ｓ和Ｆ２；Ｐ，Ｐ＋Ｍ，Ｐ＋Ｆ１，Ｐ＋Ｆ２分别为单掺Ｐ，掺Ｐ和 Ｍ，掺Ｐ和Ｆ１，掺Ｐ和Ｆ２．由

图７可知：与未经减水剂处理的Ｓ相比，经聚羧酸减水剂 Ｍ，Ｆ１，Ｆ２处理后的Ｓ层间间距增加不明显，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明聚羧酸减水剂 Ｍ，Ｆ１，Ｆ２没有进入Ｓ层间；与未经减水剂处理的Ｐ相比，经聚

羧酸减水剂 Ｍ，Ｆ１，Ｆ２处理后的Ｐ层间间距明显增加，说明聚羧酸减水剂分子进入Ｐ层间．从微观角度

分析，Ｐ为分子间作用力，键能较弱，故分子吸水后体积膨胀，晶层间距增大，聚羧酸减水剂分子易被吸

入Ｐ分子层间，因此，水泥净浆中具有功能作用的聚羧酸减水剂分子减少；而Ｓ晶层两侧由氢键连接，

键能远强于分子间作用力，水分子不易渗入层间［２０２５］．这充分表明高岭土型普通黏土对降低聚羧酸减水

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程度小于蒙脱土型膨润土．

　　　（ａ）普通黏土　　　　　　 　　　　　　　　　　　　（ｂ）膨润土

图７　泥粉层间间距测试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ｓｐａｃｉｎｇｔｅｓｔ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

　　　图８　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的

　　　吸附量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ｌａｙｐｏｗｄｅｒｔｏ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

５．２　总有机碳犜犗犆测试结果

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的吸附量的影响，如图８所示．由图

８可知：掺 Ｍ时，Ｓ吸附量约为水泥的２倍，Ｐ吸附量约为水泥

的２．５倍；掺Ｆ１，Ｆ２时，Ｓ吸附量约为水泥的２倍，Ｐ吸附量则

达到水泥的３倍以上．故无论是单掺 Ｍ，还是复掺Ｆ１或Ｆ２，

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量均为犙（Ｐ）＞犙（Ｓ）＞犙（水

泥）．因此，Ｓ降低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程度小于

Ｐ，与水泥净浆流变性的试验一致．同时，掺Ｆ２时，泥粉对聚羧

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量大于掺Ｆ１，即保坍型助剂Ｆ１对水泥净

浆流变性的促进作用大于减水型助剂Ｆ２．

５．３　犣犲狋犪电位测试结果

两种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分子Ｚｅｔａ电位测试结果，如表

２所示．表２中：为掺量．由表２可知：掺Ｓ时，单掺及复掺水

泥净浆Ｚｅｔａ电位值相对较低，电位绝对值不超过８．２ｍＶ；掺Ｐ时，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比掺Ｓ时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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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泥粉特性分析，Ｐ对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的吸附量和吸附速度大于Ｓ，由于减水剂分子与水泥颗粒呈

齿形吸附，此吸附方式将对水泥颗粒起排斥分散作用，从而增强水泥浆体的流变性，而泥粉对聚羧酸减

水剂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其对聚羧酸减水剂的吸附量和吸附速度将极大地影响减水剂分子与水泥颗粒

之间的结合［２６?３０］．因此，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越大，且达到最大绝对值的时间越短时，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

水泥净浆的流变性能的抑制作用越强，故Ｐ对降低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程度大于Ｓ，这与节

４．２的结论相契合．

仅对聚羧酸减水剂母液及助剂进行研究．掺 Ｍ 时，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在外掺Ｓ，Ｐ时，其电位绝对值

在３０ｍｉｎ和９０ｍｉｎ分别达到最大值，７．４８，１３．６８；掺Ｆ１时，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在外掺Ｓ，Ｐ时，其电位绝

对值在９０ｍｉｎ分别达到最大值，５．８９，１１．７８；掺Ｆ２时，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在外掺Ｓ，Ｐ时，其电位绝对值

在３０ｍｉｎ分别达到最大值，８．２９，１２．３５．由于掺Ｆ２时，Ｚｅｔａ电位绝对值大于Ｆ１，且达到绝对值最大时

间长于Ｆ１，即Ｆ２对聚羧酸减水剂吸附量和吸附速度大于Ｆ１．结合文献［２６?３０］可知，保坍型助剂Ｆ１对

水泥净浆流变性的促进作用大于减水型助剂Ｆ２．

表２　Ｚｅｔａ电位测试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ｏｆ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聚羧酸
减水剂 ／ｇ 泥粉 ／ｇ

Ｚｅｔａ电位／ｍＶ

初始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９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Ｍ １．１７００
Ｓ ３ －３．３５ －７．４８ －６．５２ －６．２１ －６．０３

Ｐ ３ －１０．５０ －１１．８６ －１２．９５ －１３．６８ －１２．７２

Ｆ１ ４．３２７７
Ｓ ３ －４．３０ －５．１２ －５．５３ －５．８９ －５．６３

Ｐ ３ －９．５３ －１０．８９ －１１．１５ －１１．７８ －１０．３２

Ｆ２ ４．０３０９
Ｓ ３ －４．３７ －８．２９ －７．４５ －６．７３ －６．１６

Ｐ ３ －９．１２ －１２．３５ －９．８２ －６．４３ －４．２１

６　结论

１）泥粉的物理性能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的流变性起决定性作用．泥粉的比表面积大，需水性

强，导致对聚羧酸减水剂的吸附性增强，从而对水泥净浆的流变性产生不利影响．为最大程度降低泥粉

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不利影响，泥粉掺量宜控制在１％左右．

２）不同泥粉对掺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不同．泥粉颗粒间空隙越大、颗粒堆积越紧

密、分子间作用力越强，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不利影响越小．故高岭土型普通黏土对降低聚羧酸减水剂

水泥净浆流变性的程度小于蒙脱土型膨润土．

３）加入助剂对聚羧酸减水剂进行复配，可以使水泥净浆流变性有较大的提升，其中，ＴＰＥＧ类保坍

型助剂Ｆ１对水泥净浆流变性的促进作用大于 ＨＰＥＧ类减水型助剂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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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挠曲线方程的精确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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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数学工具，在不忽略任何高阶微量的基础上，修改原有近似的挠曲线方程，推导出更精确、更符合

实际的方程式．通过有限元法验证该方程的可靠性，结果表明：传统的计算方法误差较大，且误差随着梁的跨

度、横截面、荷载大小、抗弯刚度变化而变化；文中方法得到的误差较小．

关键词：　挠曲线；挠度；弯矩；曲率；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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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最主要的原则是安全性，结构的安全性由其组成的各个构件（如梁、柱）体现，构件的安全

主要包括强度和刚度［１?２］．设计者往往会重视强度的设计，而对刚度的关注度不足．传统的刚度公式是在

忽略一些因素基础上得到的近似公式，因此，国内学者做了一些改进研究．刘明超等
［３］推导了拉氏变换

求解梁的挠曲线方程；李自林［４］推导了用积分法求变截面梁的挠曲线方程；何斌等［５］用直接定义法推导

梁的挠曲线微分方程．这些新方程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计算精度，但也存在忽略一些高阶微量的情

况［６?８］．基于此，本文在不忽略任何高阶微量的基础上，对梁的挠曲线方程进行精确推导．

１　梁刚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刚度设计主要考虑挠度和转角两部分．传统力学教材中给出了受弯构件挠曲线方程式
［９?１１］，即

犳″（狓）＝－犕（狓）／（犈犐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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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犳（狓）为挠曲线方程；犕（狓）弯矩；犈为弹性模量；犐Ｚ 为惯性矩．

积分一次，得转角方程［１２］为

犈犐Ｚθ＝犈犐Ｚ犳（狓）′＝∫－犕（狓）ｄ狓＋犆． （２）

式（２）中：θ为转角，犆为常数项．

在式（２）的基础上，再积分一次，得挠度方程
［１３?１４］为

犈犐Ｚ犳（狓）＝－犕（狓）ｄ狓ｄ狓＋犆狓＋犇． （３）

式（３）中：犇为常数项．

传统方法在推导转角方程和挠度方程时忽略了很多因素［１５?１６］，这种近似虽然可以满足工程精度的

要求［１７?１８］，但仍有必要对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方程进行研究．

２　精确推导过程

悬臂梁受弯变形示意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一矩形截面悬臂梁犃犅左端为固定端约束，右端

悬挑；右端受一个垂直向下的荷载犉作用；水平向右为犡轴正向，垂直向下为犢 轴正向．为了说明问题，

任取一个形心为犆的截面，在外荷载作用下，梁的挠曲线如图１虚线所示，犆从原来位置移动到犆′位

图１　悬臂梁受弯变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Ｂｅｎｄ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ｂｅａｍ

置，截面转过的角度为θ，挠度为狔．

挠曲线是狓的函数，可以写成狔＝犳（狓）．由几何关系及

导数定义可知，犳′（狓）＝ｔａｎθ或θ＝ａｒｃｔａｎ犳′（狓）．又知曲率

１

ρ
与抗弯刚度及弯矩犕 的关系，则有

１

ρ
＝
犕
犈犐Ｚ

． （４）

式（４）中：ρ为曲率半径．

在非纯弯曲情况下，弯矩和曲率随狓的变化而变化，因

此，弯矩和曲率都是狓的函数，式（４）可以写成一般函数表达式，即

１

ρ（狓）
＝
犕（狓）

犈犐Ｚ
． （５）

　　从几何上考虑，曲线上任一点的曲率公式为

１

ρ（狓）
＝±

犳″（狓）

［１＋犳′
２（狓）］

３
２

． （６）

　　对犳′（狓）＝ｔａｎθ左右两次各求一次导，可得犳″（狓）＝ｓｅｃ
２
θ．将其代入式（６），并考虑式（５），有

１

ρ（狓）
＝±

ｓｅｃ２θ

（１＋ｔａｎ
２
θ）

３
２

＝±
犕（狓）

犈犐Ｚ
． （７）

　　因为１＋ｔａｎ
２
θ＝ｓｅｃ

２
θ，故式（７）可以简化为

１

ｓｅｃθ
＝±

犕（狓）

犈犐Ｚ
． （８）

即ｃｏｓθ＝±
犕（狓）

犈犐Ｚ
．对犳′（狓）＝ｔａｎθ进行积分，可得犳（狓）＝∫ｔａｎθｄθ．经过数学变换，式（８）等价于

犳（狓）＝－∫
１

ｃｏｓθ
ｄｃｏｓθ． （９）

　　积分的结果为

犳（狓）＝－ｌｎｃｏｓθ＋犆． （１０）

　　把ｃｏｓθ＝±
犕（狓）

犈犐Ｚ
代入式（１０），可得

犳（狓）＝－ｌｎ ±
犕（狓）

犈犐［ ］
Ｚ
＋犆． （１１）

１４８第６期　　　　　　　　　　　　　　　刘海波，等：梁挠曲线方程的精确推导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式（１１）中：当弯矩犕（狓）为负值时，正负号取负号；当犕（狓）为正值时，取正号．

式（１１）就是精确的挠曲线方程表达式，结合几何关系和导数定义可以求出转角，把狓位置代入式

（１１）就可以求出任意位置的挠度．式（１１）相对于传统求转角和挠度的式（２），（３）而言，不仅仅去掉了双

重积分，成功地简化了公式，而且推导过程中没有忽略高阶微量项，故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况．

３　有限元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程的可靠性，采用有限元方法对传统公式和文中公式进行对比分析．

利用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建立有限元模型，如图２所示．边界条件为模型左侧完全约束，右侧杆状

结构可看作一个悬臂梁．为了便于阐述，以期达到较大变形，采用矩形截面钢梁进行对比分析．悬臂梁的

几何及物理力学参数如下：梁宽犫为０．３ｍ；梁宽犺为０．６ｍ；弹性模量犈为２１０ＧＰａ；泊松比υ为０．３；

梁长犔为６ｍ；计算得到的惯性矩犐Ｚ为０．００５４ｍ
４；右端垂直轴线集中荷载犉为１０００ｋＮ．梁最右端受

到一个垂直梁轴线的集中荷载．

选择轴对称矩形悬臂梁，为了节省计算资源，采用二维模型进行计算．程序中，对适合梁的Ｂｅａｍ３

单元进行模拟，并定义了相关实常数，划分网格后加载求解．梁变形后的位移图，如图３所示．关键各节

点运动矢量图，如图４所示．该梁的弯矩图，如图５所示．有限元计算的各节点挠度值，如表１所示．

图２　悬臂梁有限元模型 图３　梁变形后位移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ｂｅａ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ｂｅａ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４　关键各节点运动矢量图 图５　梁的弯矩图　　

Ｆｉｇ．４　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ｋｅｙｎｏｄｅｓ Ｆｉｇ．５　Ｂｅａｍ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表１　有限元计算的各节点挠度值

Ｔａｂ．１　Ｅａｃｈｎｏｄｅ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ｂｙ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节点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挠度／ｍ ０ ０．６６６６７ ０．６７５１５×１０－２ ０．２６２３５×１０－１ ０．５７２９２×１０－１ ０．９８７６５×１０－１ ０．１４９５０

节点号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挠度／ｍ ０．２０８３３ ０．２７４１１ ０．３４５６８ ０．４２１８８ ０．５０１５４ ０．５８３５３

　　由图３，４和表１可知：最大挠度发生在节点编号为２的位置，最大挠度为０．６６６６７ｍ．由图５可知：

最大弯矩为６０００ｋＮ·ｍ，发生在１节点位置，这个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说明有限元计

算的可靠性．采用传统方法，利用式（３）计算各个节点的挠度，最大误差接近１０％，且误差随着狓的变化

而变化；而采用文中方法，利用式（１１）计算的结果和有限元计算结果非常接近，最大误差不到３％，最小

误差不到１％．为节省篇幅，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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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以悬臂梁为例，其他形式的梁经文中方法计算后，发现都与悬臂梁呈现一样的规律，且当

梁的跨度越大、横截面积越小、抗弯刚度越小时，传统计算方法的误差越大．

４　结论

１）经过精确推导，得到了挠曲线计算公式，该公式计算不需要计算二重积分，外形简单，便于计算．

２）通过有限元方法和室内实验分别验证了传统公式和文中公式的精确度，发现利用文中公式计算

出的结果精确度高，误差较小．

３）梁在弯曲变形过程中，严格从数学角度上分析，轴向（对于梁来说一般指水平方向）也会有一定

微小的变形，该部分研究将会在后续继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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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锆柱撑膨润土负载纳米犉犲３犗４
多相类芬顿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

马翠，刘亚琦，张寒旭，袁鹏飞，何争光

（郑州大学 水利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锆柱撑膨润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Ｆｅ３Ｏ４／Ｚｒ?Ｂ）磁性催化剂，并将其应用于多相类芬

顿反应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研究结果表明：当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初始ｐＨ值为２，过氧化氢浓

度为０．１ｍｍｏｌ·Ｌ－１时，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去除率提高到６８％，５日生化需氧量（ＢＯＤ５）与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的比值达到０．２７．由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分析可知，催化反应对杂环化合物和醚化合物均具有良好的去

除效果；同时，酚类化合物的比例从５０．００％下降到１９．６８％，有效地降低出水的芳香性化程度．由三维荧光光

谱（３Ｄ?ＥＥＭ）分析可知，荧光强度显著下降，腐殖酸类和富里酸类物质在催化降解过程中得到有效去除．

关键词：　Ｆｅ３Ｏ４／Ｚｒ?Ｂ；老龄垃圾渗滤液；非均相催化剂；类芬顿；共沉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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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ｎｏｖｅ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ｎａｎｏ?Ｆｅ３Ｏ４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Ｚｒｐｉｌｌａｒｅｄ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Ｆｅ３Ｏ４／Ｚｒ?Ｂ）

ｗａ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ｃ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ｅｎｔｏｎ?ｌｉｋ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ｂｉ

ｌｉｚｅｄ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６８％ａｎｄＢＯＤ５／ＣＯＤｗａｓ０．２７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１．０ｍｇ·Ｌ
－１，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ｆ２ａｎ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０．１ｍｇ·Ｌ
－１．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ＧＣ?ＭＳ），Ｆｅｎ

ｔｏｎ?ｌｉｋ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ｅ３Ｏ４／Ｚｒ?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ｈａｄ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ｒｅｍｏｖ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ｔｈｅ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

ｆｒｏｍ５０．００％ｔｏ１９．６８％，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３Ｄ?ＥＥＭ）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Ｖｈｕｍｉｃ?ｌｉｋｅａｎｄｆｕｌｖｉｃ?ｌｉｋ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ｍｏｖ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５?２４

　通信作者：　何争光（１９６３?），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以及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材料的开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ｅ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１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十三五水专项（２０１７ＺＸ０７６０２?００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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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Ｆｅ３Ｏ４／Ｚｒ?Ｂ；ｏｌｄ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ｅｎｔｏｎ?ｌｉｋｅ；ｃ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均相芬顿和类芬顿方法均能有效降解水中难降解的有机物，但是二者均存在一些缺点，如出水中含

有大量的铁离子，造成色度增加、产泥量增大、催化剂无法回收与利用等问题［１?２］，而多相类芬顿反应能

够克服上述缺点．目前，用磁性Ｆｅ３Ｏ４ 纳米颗粒作为催化剂的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废

水处理之中［３］．磁性纳米Ｆｅ３Ｏ４ 不仅能吸附和催化降解污染物，而且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可以分离回

收［４］，因而在环境工程中，被广泛应用于处理难降解有机物［５?１０］．但是，由于纳米Ｆｅ３Ｏ４ 的团聚作用，导

致其有效比表面积大大减少，进一步使其反应活性也降低．因此，如何解决纳米Ｆｅ３Ｏ４ 的团聚问题是目

前面临的一个挑战．膨润土由于其特殊的空间结构而具有极强的吸附性、交换性和高比表面积
［１１?１２］，因

此，适合作为纳米Ｆｅ３Ｏ４ 的载体材料．Ｚｒ
４＋可以在酸性条件下，通过水解作用进入膨润土层间，形成较大

的表面积和孔隙体积．但目前仍缺乏有关使用锆柱撑膨润土负载Ｆｅ３Ｏ４ 纳米颗粒处理实际渗滤液的相

关研究，而老龄垃圾渗滤液因成分复杂、重金属含量较高［１３］、难降解物质浓度高［１４］、５日生化需氧量与

化学需氧量的比值（ＢＯＤ５／ＣＯＤ）极低（＜０．０１）、可生化性差
［１５］及具有生物毒害性［１６］，是常规生物工艺

难处理的废水之一［１７］．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纳米Ｆｅ３Ｏ４ 负载锆柱撑膨润土催化降解老龄垃圾渗滤液

的降解效率．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原料

七水合硫酸亚铁（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氢氧化钠（ＮａＯＨ）、硝酸钠（ＮａＮＯ３）、无水乙醇、八水合氧氯化

锆（ＺｒＯＣｌ２·８Ｈ２Ｏ），以上实验原料均为分析纯（ＡＲ）．

１．２　锆柱撑膨润土的制备

在阳离子交换过程中，将Ｚｒ４＋柱撑到自然膨润土里以制备锆柱撑膨润土
［１８］．取５．０ｇＺｒ?Ｂ加到１Ｌ

的蒸馏瓶中，再在蒸馏瓶中加入７５０ｍＬ蒸馏水，搅拌；用Ｎ２ 气流吹脱２０ｍｉｎ，以去除蒸馏瓶中的空气，

再将蒸馏瓶置于９０℃的水浴装置中，接着取２７．８０１ｇ的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加入到蒸馏瓶中．取８．０ｇ

ＮａＯＨ和８．０ｇＮａＮＯ３ 溶于２５０ｍＬ的蒸馏水中，用蠕动泵缓慢（１５ｍＬ·ｍｉｎ
－１）将二者混合溶液加入

到蒸馏瓶中，同时用超声波搅拌；蒸馏瓶水浴加热１ｈ后，冷却到室温，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通入Ｎ２．

蒸馏瓶中的沉积物用磁铁吸附分离，并在超声波的处理下，用去离子水和乙醇反复交替冲洗５遍．将制

备好的Ｆｅ３Ｏ４／Ｚｒ?Ｂ在６０℃的真空烘箱中干燥１２ｈ．

１．３　样品的表征

采用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Ｘ型射线衍射仪和ＤａｖｉｎｃｉＤｅｓｉｇｎ?Ｘ型射线衍射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进行Ｘ射

线衍射（ＸＲＤ）测试（Ｃｕ靶，犓α，λ＝０．１５４１ｎｍ，犝＝４０ｋＶ，犐＝３０ｍＡ）．采用ＮｏｖａＮａｎｏＳＥＭ型场发射

扫描电子显微镜（德国ＦＥＩ公司）观察样品形貌．

１．４　垃圾渗滤液的非均相催化实验

实验垃圾渗滤液取自河南省郑州市某填埋时间超过１０ａ的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的特性有：ｐＨ值为

７．９～８．２；ＣＯＤ值为１５８２～１６７９ｍｇ·Ｌ
－１；ＢＯＤ５ 值为４０～７５ｍｇ·Ｌ

－１；ＮＨ３?Ｎ质量浓度为７０２～

７８５ｍｇ·Ｌ
－１；ＮＯ３?Ｎ质量浓度为２３２～２６８ｍｇ·Ｌ

－１；ＮＯ２?Ｎ质量浓度为２．５～８．２ｍｇ·Ｌ
－１；总氮

（ＴＮ）质量浓度为８０２～１０９９ｍｇ·Ｌ
－１．

催化反应采取序批式实验，在室温（２５±１）℃下，取６个２５０ｍＬ烧瓶，分别编号为１～６．具体有如

下３个操作步骤．

１）在６个烧瓶中分别加入１ｍｏｌ·Ｌ－１的 Ｈ２ＳＯ４，并将１００ｍＬ渗滤液的ｐＨ值调节至３．

２）加入一定量（０，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５，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Ｌ
－１）的固体催化剂，以及加入过量的 Ｈ２Ｏ２ 启

动降解反应，反应时间为４ｈ，确定最佳催化剂投加量．在最经济催化剂投加量的条件下，按照上述实验

步骤，分别将１００ｍＬ渗滤液的ｐＨ值调至不同水平（２，４，５，７，８，９），考察其对催化反应的影响．

３）在催化剂和ｐＨ 值最佳的条件下，加入不同浓度的 Ｈ２Ｏ２（０．０２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

５４８第６期　　　　　　　 马翠，等：锆柱撑膨润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多相类芬顿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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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ｌ·Ｌ－１），考察其对渗滤液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及可生化性的影响．

传统芬顿实验条件与上述最佳实验条件一致．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犡犚犇表征分析

样品的ＸＲＤ谱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曲线ａ，ｂ，ｃ，ｄ分别代表膨润土（Ｂｅｎｔ），Ｚｒ?Ｂ，纳米Ｆｅ３Ｏ４，

图１　样品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ｅ３Ｏ４／Ｚｒ?Ｂ．由图１可知：曲线ａ中，膨润土的犱００１特征

峰出现在２θ＝７．５°处，根据布拉格公式得出自然膨润土

的层间距为１．５８ｎｍ；曲线ｂ中，锆柱撑膨润土的犱００１特

征峰出现在２θ＝６．８°处，经过柱撑之后，层间距增大为

１．８８ｎｍ；曲线ｃ，ｄ中，纯Ｆｅ３Ｏ４ 的８个特征峰分别出现

在２θ为１８．５°，３０．７°，３５．６°，３７．８°，４３．６°，５３．８°，５８．７°

和６２．６°时，与晶面衍射（ＪＣＰＤＳＮｏ．３?８６３）的Ｆｅ３Ｏ４ 标

准谱峰吻合，说明制备的纳米Ｆｅ３Ｏ４ 颗粒结晶形态良

好；曲线ｄ中，Ｆｅ３Ｏ４／Ｚｒ?Ｂ的ＸＲＤ谱图为锆柱撑膨润

土和Ｆｅ３Ｏ４ 的相互叠加，并没有出现新的衍射峰，表明

膨润土结合的铁是以Ｆｅ３Ｏ４ 的形式存在，没有生成其他

物质，计算得到的Ｆｅ３Ｏ４／Ｚｒ?Ｂ层间距为１．７１ｍｍ．这可

能是因为部分Ｆｅ进入膨润土层间，使Ｆｅ３Ｏ４／Ｚｒ?Ｂ的层间距较锆柱撑膨润土略有降低．

２．２　犛犈犕表征分析

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ａ）可知：自然状态下的膨润土呈现出明显的

层状结构，表面没有显著的孔隙结构，光滑平整．由图２（ｂ）可知：经过锆柱撑后，膨润土表面变得粗糙且

　 （ａ）Ｂｅｎｔ（膨润土）　　　　　　　　　　　　　　　　　　　（ｂ）Ｚｒ?Ｂ　　　

　　（ｃ）纳米Ｆｅ３Ｏ４　　　　　　　　　　　　 　　　　　　（ｄ）Ｆｅ３Ｏ４／Ｚｒ?Ｂ　

图２　样品的ＳＥＭ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６４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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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但仍具有一定的层状结构．实验制备的纯纳米Ｆｅ３Ｏ４ 大部分呈现为球状，并且出现严重的团聚现

象，但使用锆柱撑膨润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之后（图２（ｄ）），Ｆｅ３Ｏ４ 颗粒较均匀地负载在锆柱撑膨润土表

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团聚现象．由图２（ｃ），（ｄ）可知：纯Ｆｅ３Ｏ４ 颗粒粒径与Ｆｅ３Ｏ４／Ｚｒ?Ｂ中的Ｆｅ３Ｏ４ 颗

粒粒径相差不大，均为３０ｎｍ左右．

２．３　催化剂质量浓度对犆犗犇去除率的影响

催化剂质量浓度（ρ）对其可生化性及ＣＯＤ去除率（η）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当Ｆｅ３Ｏ４／

Ｚｒ?Ｂ催化剂质量浓度从０．２５ｍｇ·Ｌ
－１增加到２．００ｍｇ·Ｌ

－１时，ＣＯＤ去除率从３８．２％增加到５２．７％．

实际上，当Ｆｅ３Ｏ４／Ｚｒ?Ｂ质量浓度从０．２５ｍｇ·Ｌ
－１增加到１．００ｍｇ·Ｌ

－１时，ＣＯＤ去除率从３８．２％增加

图３　催化剂质量浓度对其可生化性

和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ｎ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Ｄｒｅｍｏｖａｌ

到５２．７％．此外，加入氧化剂Ｈ２Ｏ２ 时，催化剂质量浓度

越高就可以为 Ｈ２Ｏ２ 提供越多的金属活性位点；但是，

当Ｆｅ３Ｏ４／Ｚｒ?Ｂ质量浓度从１．００ｍｇ·Ｌ
－１增加到２．００

ｍｇ·Ｌ
－１时，ＣＯＤ的去除率没有变化．

由图３还可知：经过处理的出水（即无催化剂添加

时）的可生化性在一定范围内均有所提高，随着催化剂

质量浓度的增加，ＢＯＤ５／ＣＯＤ比值也随之提高．当催化

剂投加量为１．００ｍｇ·Ｌ
－１时，ＢＯＤ５／ＣＯＤ比值最大．综

合ＣＯＤ的去除率，在本实验条件下，催化剂的最经济投

加量为１．００ｍｇ·Ｌ
－１．

２．４　初始狆犎值对犆犗犇去除率的影响

初始ｐＨ值对可生化性及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如

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当垃圾渗滤液初始ｐＨ值为２．０

时，ＣＯＤ去除率达到最高；随着ｐＨ值的升高，ＣＯＤ去

除率随之降低．这是因为在较低的ｐＨ值（如ｐＨ＝２）时，处于酸性环境中，促进 Ｈ２Ｏ２ 分解成·ＯＨ，随

着·ＯＨ生成速率的增加，提高了对有机物的降解效果；相反，在较高的ｐＨ值（如ｐＨ＝９）时，处于碱性

环境中，抑制Ｈ２Ｏ２ 分解产生·ＯＨ，减缓·ＯＨ的生成速率．同时，较高的ｐＨ值（如ｐＨ＝９）有利于碳

酸盐和碳酸氢盐的存在，因为碳酸盐和碳酸氢盐会消除羟基自由基［１９］；而较低的ｐＨ值时，ＢＯＤ５／ＣＯＤ

值将略高．这可能是在酸性环境中，产生更多的·ＯＨ降解渗滤液中的有机物，导致有机物的种类发生

改变，·ＯＨ将复杂的有机物转化为小分子的有机物，最终氧化成ＣＯ２ 和 Ｈ２Ｏ．

２．５　犎２犗２ 浓度对犆犗犇去除率的影响

Ｈ２Ｏ２ 浓度（犮）对其可生化性，以及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 Ｈ２Ｏ２ 浓度从

０．０２５ｍｍｏｌ·Ｌ－１增加到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时，ＣＯＤ去除率从３２．０％增加到６８．５％．Ｈ２Ｏ２ 浓度高于

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时，ＣＯＤ去除率反而降低，分析其原因是当 Ｈ２Ｏ２ 浓度过量时，会产生过氧化氢自由

图４　初始ｐＨ值对其可生化性及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图５　Ｈ２Ｏ２ 浓度对其可生化性及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ｏｎ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２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Ｄ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Ｄｒｅｍｏ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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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ＨＯ２，由于·ＨＯ２ 的活性比·ＯＨ活性低，所以，ＣＯＤ去除率降低．因此，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随

着 Ｈ２Ｏ２ 浓度的增加，ＣＯＤ去除率也随之增加．

当Ｈ２Ｏ２ 溶度升高时，ＢＯＤ５／ＣＯＤ值也随之提升，即渗滤液的可生化性提高．例如，当Ｈ２Ｏ２ 浓度从

０．０２５ｍｍｏｌ·Ｌ－１增加到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时，ＢＯＤ５／ＣＯＤ值从０．０８上升到０．２７．该现象可以通过

Ｌｕ等
［２０］提出的Ｆｅｎｔｏｎ降解有机物三阶段理论来解释．第一阶段，改变有机物的结构性质以提升废水

的可生化性；第二阶段，部分降解以减少毒性；第三阶段，彻底把有机物氧化分解成为 Ｈ２Ｏ和ＣＯ２ 等其

他无机物．因此，提高 Ｈ２Ｏ２ 浓度，有利于改善渗滤液的可生化性．在０．０２５～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
－１的浓度

范围内，可生化性一直提升．但是，当 Ｈ２Ｏ２ 溶度高于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
－１时，并没有提高ＣＯＤ的去除效

率和改善渗滤液的可生化性．因此，可选择浓度为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的 Ｈ２Ｏ２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３　渗滤液中有机物的变化

３．１　垃圾渗滤液中有机物种类

实验所用的垃圾渗滤液中所含有机物的种类，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原始垃圾渗滤液中含有一

系列有机化合物．为便于分析，将这些检测到的有机化合物分为杂环化合物、酚类化合物、硅氧烷化合

物、醚类化合物、烷烃类、烷烃衍生物、脂类、羧酸类和烯烃类等９类．

表１　实验所用的垃圾渗滤液中所含有机物的种类及所占比例

Ｔａｂ．１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有机化合物
原始值

类型　比例／％　

最终值

类型　　比例／％　
有机化合物

原始值

类型　比例／％　

最终值

类型　比例／％　

杂环化合物 ４ ２８．６０ ０ ０ 酚类化合物 ７ ５０．００ ５ １９．６８

硅氧烷化合物 ２ １４．２８ ２ １８．３５ 醚类化合物 １ ７．１４ ０ ０

烷烃类 ０ ０ ５ ２６．２７ 烷烃衍生物 ０ ０ ２ ３．５０

脂类 ０ ０ ５ ６．１８ 羧酸类 ０ ０ ２ ２２．７４

烯烃类 ０ ０ １ ２．６７

　　由表１还可知：类芬顿反应对于垃圾渗滤液中的杂环化合物和醚类化合物表现出良好的去除性能；

此外，反应前后酚类化合物的比例从５０．００％下降到１９．６８％，说明类芬顿反应对酚类化合物有较高的

去除率．在类芬顿反应后，检测到一些新的有机物，如烷烃类、烷烃衍生物、脂类、羧酸类、烯烃类等，这进

一步表明，垃圾渗滤液中的有机污染物受到·ＯＨ的攻击后，转化为一些结构简单的有机化合物．这也

证实Ｆｅ３Ｏ４／Ｚｒ?Ｂｅｎｔ在催化氧化过程中可以快速催化 Ｈ２Ｏ２ 生成·ＯＨ，从而使垃圾渗滤液中的大分

子、结构复杂的有机物转变成小分子、结构简单的有机物，便于后续进一步处理．

３．２　３犇?犈犈犕荧光光谱分析

三维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可以用来追踪垃圾渗滤液中有机化合物的化学变化过程．所测得的三维

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可分为５个主要区域，分别是芳香族蛋白质Ⅰ（Ⅰ）、芳香族蛋白质Ⅱ（Ⅱ）、富里酸

类（Ⅲ）、腐殖酸类（Ⅳ）和可溶性微生物副产物（Ⅴ）
［２１］．样品的３Ｄ?ＥＥＭ 荧光光谱图，如图６所示．图６

　（ａ）未经处理　　　　　　　　 　　　　　　　　（ｂ）经催化反应处理

图６　３Ｄ?ＥＥＭ荧光光谱

Ｆｉｇ．６　３Ｄ?ＥＥＭ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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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犈ｘ为激发波长；犈ｍ 为发射波长．

由图６（ａ）可知：未经任何处理的原始垃圾渗滤液样品中的３Ｄ?ＥＥＭ 荧光光谱可以清楚地辨别出２

个峰．峰１在犈ｘ／犈ｍ＝２５０ｎｍ／４５０ｎｍ处，为富里酸类（ＦＡ）物质；峰２在犈ｘ／犈ｍ＝２７０ｎｍ／４１５ｎｍ处，

为腐殖酸类（ＨＡ）物质．由图６（ａ）还可知：富里酸类、腐殖酸类物质的荧光强度比芳香族蛋白质Ⅰ的荧

图７　传统均相芬顿与多相类芬顿

对其可生化性及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ｅｎｔｏｎ

ａｎｄＦｅｎｔｏｎ?ｌｉｋｅｏｎ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Ｄｒｅｍｏｖａｌ

光强度强一些，这表明腐殖酸物质、富里酸物质是原始

垃圾渗滤液中天然溶解的有机物（ＤＯＭ）的主要组分．

由图６（ｂ）可知：峰３在犈ｘ／犈ｍ＝３２０ｎｍ／３８０ｎｍ处，为

腐殖酸类化合物，该物质可能由不可降解的腐殖酸积累

产生．图６（ａ）主要吸收峰１，２在Ｆｅ３Ｏ４／Ｚｒ?Ｂ催化反应

结束后消失，表明富里酸类物质和腐殖酸类物质被有效

去除．

３．３　传统均相芬顿与多相类芬顿的对比分析

传统铁盐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和Ｆｅ３Ｏ４／Ｚｒ?Ｂｅｎｔ对老龄

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效果，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以

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为铁盐的芬顿反应对ＣＯＤ的去除率仅

为２８．０％左右，远低于以Ｆｅ３Ｏ４／Ｚｒ?Ｂ为催化剂的类芬

顿反应的处理效果（６８．０％左右），可生化性提高也明显

低于类芬顿反应处理后的值．

由此可见，多相类芬顿对ＣＯＤ的去除率和可生化性的提高均优于传统均相芬顿反应，这主要是由

类芬顿反应的机理决定的．Ｆｅ３Ｏ４／Ｚｒ?Ｂ固体催化剂在反应体系中，发生的反应为

≡Ｆｅ
Ⅱ
＋Ｈ２Ｏ２ → ≡Ｆｅ

Ⅱ（Ｈ２Ｏ２），

≡Ｆｅ
Ⅱ（Ｈ２Ｏ２）→ ≡Ｆｅ

Ⅲ
＋ＯＨ

－
＋·ＯＨ，

≡Ｆｅ
Ⅲ
＋Ｈ２Ｏ２ → ≡Ｆｅ

Ⅲ（Ｈ２Ｏ２），

≡Ｆｅ
Ⅲ（Ｈ２Ｏ２）→ ≡Ｆｅ

Ⅱ
＋Ｈ

＋
＋·ＯＯＨ，

≡Ｆｅ
Ⅲ
＋·ＯＯＨ →≡Ｆｅ

Ⅱ
＋Ｏ２＋Ｈ

＋，

·ＯＨ＋Ｚｒ?Ｂ（有机物）→Ｚｒ?Ｂ＋中间产物 →ＣＯ２＋Ｈ２Ｏ，

·ＯＨ＋（有机物）→ 中间产物 →ＣＯ２＋Ｈ２Ｏ．

　　Ｆｅ３Ｏ４／Ｚｒ?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在其表面能与 Ｈ２Ｏ２ 和有机物相结合，二价Ｆｅ催化 Ｈ２Ｏ２ 可产

生·ＯＨ，而·ＯＨ在表面与有机物反应，生成中间产物，最终生成ＣＯ２ 和 Ｈ２Ｏ．

４　结束语

Ｆｅ３Ｏ４／Ｚｒ?Ｂ可以作为类Ｆｅｎｔｏｎ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一种高效非均相催化剂．在类Ｆｅｎｔｏｎ反应

中，当初始ｐＨ值为２，Ｆｅ３Ｏ４／Ｚｒ?Ｂ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Ｈ２Ｏ２ 浓度为０．１００ｍｍｏｌ·Ｌ

－１时，ＣＯＤ

的去除效率达到６８．０％，ＢＯＤ５／ＣＯＤ比值从０．０３６增加到０．２７０．经催化反应处理后，难处理的、结构

复杂的、分子量大的有机物被转变成易处理的、结构简单的、分子量小的有机物，特别是对不可被生物降

解的有机物，如富里酸类化合物，其去除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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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锆玉米秸秆生物炭的结构表征

及磷吸附效果

敖涵婷，曹威，阚晋，邓彩军，魏琳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玉米秸秆为原料，利用氧氯化锆浸渍?限氧热解法制备一种新型的载锆生物炭阴离子吸附剂．采用

场发射扫描电镜（ＦＥ?ＳＥＭ）、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Ｘ射线光电子能谱（ＸＰＳ）和比表面积测定（ＢＥＴ?

Ｎ２）等手段，对空白生物炭（ＢＣ）及载锆生物炭（Ｚｒ?ＢＣ）的形貌、组成及结构进行表征．结果表明：热解后的生物

炭表面形貌粗糙，均发育有裂纹和蜂窝状大孔结构；与ＢＣ相比，Ｚｒ?ＢＣ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都有降低，且表面

元素含Ｃ量大幅降低，含Ｏ量显著增加，Ｚｒ质量分数达到１５．７％；Ｚｒ?ＢＣ表面主要官能团有羟基（－ＯＨ）、羧

基（－ＣＯＯＨ）、锆羟基氧化物等，构成吸附性能的结构基础；当ｐＨ值为２时，Ｚｒ?ＢＣ对磷酸盐吸附效果最显

著，符合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线模型．通过多种阴离子混合吸附测试发现，Ｚｒ?ＢＣ对水中磷酸盐有较高吸附

量，且选择性较高．

关键词：　玉米秸秆；生物炭；锆氧化物；结构表征；磷酸盐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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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ｐｙ（ＸＰＳ），ａｎｄＢＥＴ?Ｎ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ｅ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Ｚｒ?ＢＣ）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Ｃ）．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Ｚｒ?ＢＣｈａｄ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ｃｒａｃｋ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

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ＢＣ．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Ｚｒ?Ｂ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Ｏａｎｄｌｅｓｓ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ＢＣ，ａｎｄＺ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１５．７％．Ｍａｊ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Ｚｒ?ＢＣ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ＯＨ），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ＣＯＯＨ），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ｏｘｙ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ａｎｉ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ｙＺｒ?ＢＣｗａｓｈｉｇｈｌｙ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ｏｎｐＨ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Ｈ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２．Ｔｈ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ｄａｔａ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ｏｎＺｒ?ＢＣｗｅｒｅ

ｗｅｌｌｆ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ｘｅｄａｎｉｏｎ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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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ｒ?ＢＣｈａ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ｈｉｇ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ｒｎｓｔａｌｋ；ｂｉｏｃｈａｒ；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ｏｘｉ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磷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但过量的磷酸盐可能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破坏水生生态

系统，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去除水中磷酸盐的方法包括生物处理法、化学沉淀法和吸附法等
［１３］．中国

是农业大国，秸秆资源丰富，从２０世纪中期起每年的秸秆产量就在７亿ｔ以上，约占世界秸秆资源的

２５％
［４］．有效利用秸秆资源已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秸秆一般具有良好的亲水性和多孔结构、来源广、可

再生、可降解、低污染等特点［５］，在限氧条件下热解可得到生物炭（ｂｉｏｃｈａｒ）
［６］．由于生物炭具有结构稳

定、孔隙发达、表面官能团丰富、成本低等优点，在环境治理、废物管理、农业土壤改良、气候变化减缓方

面表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７］．生物炭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阳离子吸附容量，可用于去除水体或土壤中

的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离子［８９］．但是，生物炭的阴离子吸附容量小，对砷、磷酸盐等吸附效果差
［１０１１］，一

般需要通过改性来提升其阴离子吸附能力．近期研究发现，负载镁、铁、锌等金属氧化物后，能提高生物

炭对水中阴离子污染物的吸附能力［１２１４］．锆氧化物化学性质稳定且无毒性，锆氧化物或氢氧化锆对水中

的阴离子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１５１６］．目前，国内外关于锆改性多孔材料的报道，主要包括锆改性沸石提

高对磷酸盐的吸附量［１７］，锆改性纤维素去除水中氟离子［１８］，锆负载交联壳聚糖吸附硫酸盐［１９］等．但是，

将锆负载于秸秆生物炭的研究还鲜有报道，负载金属锆对秸秆生物炭结构和性能的影响还不清楚．本文

以玉米秸秆为原料，采用氧氯化锆溶液浸渍后限氧热解的方法，制备一种载锆生物炭（Ｚｒ?ＢＣ），探讨负

载Ｚｒ对生物炭形貌、组成、结构的影响，并测试生物炭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潜力．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实验所用玉米秸秆来自湖北十堰．新鲜的玉米秸秆用水洗净后自然风干，用ＦＺ１０２型微型植物试

样粉碎机（上海科恒公司）粉碎后过筛（娥江牌标准筛，浙江省上虞市纱筛厂），留下２０～８０目的秸秆粉

末封袋保存．实验所用试剂：氧氯化锆（ＺｒＯＣｌ２·８Ｈ２Ｏ）、硫酸钾（Ｋ２ＳＯ４）、硝酸钾（ＫＮＯ３）、磷酸二氢钾

（ＫＨ２ＰＯ４）均为分析纯，由上海国药集团生产．实验用水均为去离子水．

１．２　载锆生物炭的制备

取４０ｇ的八水氧氯化锆（ＺｒＯＣｌ２·８Ｈ２Ｏ）溶于６０ｍＬ去离子水中，称量２ｇ玉米秸秆粉末加入氧

氯化锆溶液中，置于摇床中振荡３．５ｈ，设置摇床温度为２９８Ｋ，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１．过滤分离后，将浸

渍Ｚｒ的秸秆置于烘箱中８０℃烘干过夜．将烘干的载Ｚｒ玉米秸秆置于ＮＢＤ?Ｏ１２００?５０ＩＴ型管式炉（河

南郑州诺巴迪公司）中，在氮气氛围中，于６００℃热解玉米秸秆１ｈ（管式炉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１），

冷却至室温后，取出生物炭．用去离子水清洗生物炭３次，洗净的生物炭置于烘箱中８０℃烘干一夜，装

袋备用．将载Ｚｒ生物炭记为Ｚｒ?ＢＣ．此外，将４０ｇ的八水氧氯化锆（ＺｒＯＣｌ２·８Ｈ２Ｏ）换成４０ｇ去离子

水，在相同条件下制备空白生物炭，记空白生物炭为ＢＣ．

１．３　生物炭的表征

１）场发射扫描电镜（ＦＥ?ＳＥＭ）．采用ＺＥＩＳＳＳｉｇｍａＦＥ?ＳＥＭ 型场发射扫描电镜（德国卡尔蔡司公

司）对生物炭表面微观形貌进行分析．取适量于样品盘上进行镀金操作，放入场发射扫描电镜样品室中

并抽真空，选择合适的倍数放大生物炭．

２）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采用ＮｉｃｏｌｅｔｉＳ５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国热电公司）对

材料表面基团进行分析．将生物炭与干燥的溴化钾按质量比约１∶１００的比例混合研磨，取适量研磨后

的混合物通过压片机制成薄片状样品，再放入傅里叶红外光谱仪中进行分析，得到相应的红外谱图．其

分辨率为１ｃｍ－１，扫描范围为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
－１．

３）Ｘ射线光电子能谱（ＸＰＳ）．采用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ｓｃａｌａｂ２５０Ｘｉ型Ｘ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美国

赛默飞公司）对材料表面元素及结构、价态等进行分析．ＸＰＳ分析所用的Ｘ射线源为Ａｌ单色源，Ｋ?ａｌ

ｐｈａ阳极靶，分析室残留压力为６６．７ｎＰａ，全谱扫描和高分辨扫描的电压分别为１５０，５０ｅＶ，样品扫描

２５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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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约０．５～７．５ｎｍ．采用ＸＰＳ?ｐｅａｋ４．０软件对高分辨率图谱进行分峰，ＸＰＳ高分辨率图谱通过Ｃ１ｓ

轨道在２８４．８ｅＶ处进行校准．

４）比表面积测定（ＢＥＴ?Ｎ２）．在７７．３Ｋ条件下，采用ＮＯＶＡ２０００ｅ型氮气物理吸附仪（美国康塔公

司）进行氮气吸附?脱附实验测定比表面积，而比表面积及孔体积分布的计算由仪器自带软件完成．比表

面积选点区为０．０５～０．３０，比表面积测定选用ＢＥＴ法，介孔分布选用ＢＪＨ模型，微孔分布选用狋?图法．

１．４　生物炭的吸附性能

１）不同ｐＨ值下的磷吸附实验．取０．１ｇ的Ｚｒ?ＢＣ于锥形瓶中，加入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ｇ·Ｌ
－１不同ｐＨ

值的磷酸盐溶液．将锥形瓶置于摇床中，设置温度为２９８Ｋ，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１，振荡２４ｈ后，取出过

滤溶液．测定溶液中磷酸盐的质量浓度，以探究ｐＨ值对磷酸盐吸附的影响．

２）磷吸附等温线测试．取５０ｍＬ初始质量浓度为５～１００ｍｇ·Ｌ
－１的磷酸盐溶液置于锥形瓶中，调

节溶液ｐＨ值，Ｚｒ?ＢＣ投加量为０．１ｇ，于２９８Ｋ下恒温振荡２４ｈ后，取出过滤，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
－１．测

定溶液中磷酸盐的质量浓度，探究溶液初始质量浓度对磷酸盐吸附量的影响．

３）混合阴离子溶液吸附实验．在两组锥形瓶中分别投加０．１ｇＺｒ?ＢＣ和ＢＣ，每组锥形瓶中加入５０

ｍＬ０．５ｍｍｏｌ·Ｌ－１的磷酸盐、硫酸盐、硝酸盐混合溶液，置于摇床中，在２９８Ｋ，转速１５０ｒ·ｍｉｎ－１下振

荡，２４ｈ后取出过滤．测定溶液中磷酸盐、硫酸盐、硝酸盐的质量浓度，研究Ｚｒ?ＢＣ及ＢＣ在共存阴离子

条件下对磷酸盐的吸附情况．磷酸盐质量浓度用ＩＣＳ?３０００型离子色谱仪（美国戴安公司）测定．吸附容

量狇ｅ（ｍｇ·ｇ
－１）的计算公式为

狇ｅ＝ （犆０－犆ｅ）犞／犿． （１）

式（１）中：犆０ 为初始溶液的离子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犆ｅ 为平衡时溶液中剩余的离子质量浓度（ｍｇ·

Ｌ－１）；犞 为溶液体积（Ｌ）；犿为加入的吸附剂的质量（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场发射扫描电镜分析

原玉米秸秆（ＲＣＳ）、空白生物炭（ＢＣ）及载锆生物炭（Ｚｒ?ＢＣ）的ＦＥ?ＳＥＭ图，如图１所示．

（ａ）ＲＣＳ（５００×）　　　　　　　　　　　　　　　　　 （ｂ）ＢＣ（５００×）

　（ｃ）Ｚｒ?ＢＣ（５００×）　　　　　　　　（ｄ）ＢＣ（１０００×）　　　　　　　　（ｅ）Ｚｒ?ＢＣ（１０００×）

图１　ＲＣＳ，ＢＣ及Ｚｒ?ＢＣ微观形貌的ＦＥ?ＳＥＭ图

Ｆｉｇ．１　ＦＥ?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ＲＣＳ，ＢＣａｎｄＺｒ?ＢＣ

由图１（ａ）可知：原玉米秸秆表面相对光滑，纤维结构完整；而经过６００℃热解１ｈ后，ＢＣ和Ｚｒ?ＢＣ

表面的孔道明显出现大量不规则的裂纹和孔隙结构．其中，孔的结构类似于蜂窝状，孔壁结构较薄，孔径

相对均匀，从几微米到１０μｍ左右，属于大孔（图１（ｂ）～（ｅ））．在碳化过程中，秸秆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结

３５８第６期　　　　　　　　　　 敖涵婷，等：载锆玉米秸秆生物炭的结构表征及磷吸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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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被高温烧蚀，导致孔壁变薄甚至坍塌，出现孔隙结构；由于秸秆受热分解，产生的能量在释放过程中冲

击原本碳化的孔道，使孔道产生大量裂纹［５］．对比图１（ａ），（ｂ），（ｃ）可以发现，Ｚｒ?ＢＣ表面最粗糙，表面存

图２　ＢＣ及Ｚｒ?ＢＣ的ＦＴ?ＩＲ图

Ｆｉｇ．２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ＢＣａｎｄＺｒ?ＢＣ

在较多团聚物，可能有锆氧化物负载在Ｚｒ?ＢＣ表面．

２．２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

空白生物炭及载锆生物炭的红外光谱图，如图２所示．图

２中：σ为波数．由图２可知：ＢＣ及Ｚｒ?ＢＣ在波数为６２２～８５３，

１４６０，１６００～１６２８，２８８９～２９１６，３０００～３７００ｃｍ
－１处皆有

吸收峰；波数为６２２～８５３ｃｍ
－１处的吸收峰对应芳香族碳氢键

（Ｃ－Ｈ）的平面外变形
［２０］；波数为１４６０ｃｍ－１处的吸收峰是由

羧基（－ＣＯＯＨ）伸缩振动产生的
［２１］；波数为３０００～３７００

ｃｍ－１处的宽峰则是羟基（－ＯＨ）伸缩振动产生的
［２２］．生物炭

在波数为１６００～１６２８ｃｍ
－１处的吸收峰，被认为是由芳香族

的羰基（Ｃ＝Ｏ）伸缩振动产生
［２２］，而波数为２８８９～２９１６ｃｍ

－１

处是甲基（－ＣＨ３）和亚甲基（－ＣＨ２）的吸收峰
［２３］．Ｚｒ?ＢＣ在波数为２８８９～２９１６ｃｍ

－１处的吸收峰非常

微弱，这表明碳链在高温热解中逐渐分解，生物炭的芳香化程度增加［２４］．Ｚｒ?ＢＣ表面存在波数为１３３８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其对应的是金属表面羟基（－ＯＨ）的伸缩振动
［２５］，此处的官能团应为锆的羟基氧化

物，这与Ｃｈｅｎ等
［２６］制备的Ｌａ?Ｚｒ磁性复合材料分析所得一致．ＢＣ的ＦＴ?ＩＲ图中没有发现这个吸收峰，

从而说明Ｚｒ确实是在制备过程负载到生物炭上的．

２．３　犡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

Ｘ射线光电子能谱能定性和半定量地分析材料表面元素及基团组成．ＢＣ和Ｚｒ?ＢＣ的Ｘ射线光电

子能谱分析，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犈ｂ为结合能．

　　　（ａ）ＸＰＳ元素调查谱图　　　　　　　　　　　　　　（ｂ）ＸＰＳＣ１ｓ高分辨率图谱

　　（ｃ）Ｚｒ?ＢＣ的Ｏ１ｓ高分辨率图谱　　　　　　　　　　（ｄ）Ｚｒ?ＢＣ中Ｚｒ３ｄ高分辨率图谱

图３　ＢＣ及Ｚｒ?ＢＣ的ＸＰＳ图谱

Ｆｉｇ．３　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ＢＣａｎｄＺｒ?ＢＣ

由图３（ａ）各峰面积可计算得到除Ｈ外的主要元素的相对质量分数（ω），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

ＢＣ表面含Ｃ量超过９０％，另外还含６．７％的Ｏ元素及少量的Ｃｌ元素和Ｎ元素；Ｚｒ?ＢＣ表面元素与ＢＣ

４５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相比变化显著，含Ｃ量大幅减少，含Ｏ量大量增加，含Ｃｌ量略有增长，同时出现质量分数为１５．７２％的

Ｚｒ．Ｃｌ质量分数的增加是因为秸秆浸渍采用的是氧氯化锆，热解后可能形成氯化物残留．负载Ｚｒ的同

时增加了Ｏ的质量分数，这暗示增加的Ｚｒ以氧化锆、羟基氧化锆等氧化物形式存在．

表１　ＢＣ及Ｚｒ?ＢＣ的ＸＰＳ全谱扫描数据

Ｔａｂ．１　ＸＰＳｆｕｌ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ｃａｎｄａｔａｏｆＢＣａｎｄＺｒ?ＢＣ

生物炭
ω／％

Ｃ Ｏ Ｚｒ Ｃｌ Ｎ

ＢＣ ９０．３８ ６．７０ － ２．１６ ２．１６

Ｚｒ?ＢＣ ３３．３５ ４１．９０ １５．７２ ７．９８ ０．７８

由图３（ｂ）可知：ＢＣ和Ｚｒ?ＢＣ的Ｃ１ｓ轨道

特征峰经高斯拟合后可以分为３个峰，２８４．８

ｅＶ对应Ｃ－Ｃ，２８６．３ｅＶ对应Ｃ－Ｏ，２８９．２ｅＶ

对应ＣＯＯ－
［１３］．对比可知，负载Ｚｒ后，Ｃ－Ｃ

键增加，ＣＯＯ－键减少，Ｃ－Ｏ键变化不大．由

图３（ｃ）可拟合出３个不同的能量峰５３３．９，

５３２．５，５３０．６ｅＶ．其中，５３３．９ｅＶ处的峰为表面吸附氧
［２７］，５３２．５ｅＶ分配给Ｏ－Ｃ键，５３０．６ｅＶ分配给

基团Ｚｒ－ＯＨ
［２］；与ＢＣ对比可知Ｚｒ?ＢＣ表面有锆氧连接，而ＢＣ表面不存在，可能是由于秸秆浸泡过程

中负载了锆离子，热解后形成羟基氧化锆．由图３（ｄ）可知：２个轨道特征峰结合能分别为１８２．７，１８５．０

ｅＶ，对应的是Ｚｒ３ｄ５／２和Ｚｒ３ｄ３／２电子轨道
［２］，Ｚｒ?ＢＣ表面锆的主要存在价态为＋４价

［２８］．由此推测，Ｚｒ?ＢＣ

表２　ＢＣ和Ｚｒ?ＢＣ的比表面积、孔容及孔径

Ｔａｂ．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ｐｏｒｅ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ｏｆＢＣａｎｄＺｒ?ＢＣ

生物炭 犛ＢＥＴ／ｍ
２·ｇ

－１ 犞ｇ／ｍＬ·ｇ
－１ 狉ｋ／ｎｍ

ＢＣ ２５４．３７ ０．３３ １．９６

Ｚｒ?ＢＣ ５４．３８ ０．０７ ０．８６

表面锆的存在形式为金属羟基氧化物．

２．４　比表面积和孔径分析

比表面积和孔径对吸附剂的吸附能力有极

大的影响．通过氮气吸附?脱附法（ＢＥＴ?Ｎ２）测

试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结果如表２

所示．表２中：犛ＢＥＴ，犞ｇ 和狉ｋ 分别表示比表面

积、孔容和平均孔径．由表２可知：与ＢＣ相比较，Ｚｒ?ＢＣ的比表面积大幅降低，从２５４．３７ｍ
２·ｇ

－１降低

到５４．３８ｍ２·ｇ
－１；孔容也从０．３３ｍＬ·ｇ

－１降低到０．０７ｍＬ·ｇ
－１；平均孔径从１．９６ｎｍ降低到０．８６

ｎｍ．究其原因可能是氧氯化锆浸泡秸秆后，热解过程中堵塞了生物炭的部分孔结构，导致Ｚｒ?ＢＣ的比表

图４　ｐＨ值对Ｚｒ?ＢＣ吸附磷酸盐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ｙＺｒ?ＢＣ

面积和孔体积的减小．这与 Ｗａｎｇ等
［２９］研究的载Ｌａ生物炭和

Ｌｉ等
［３０］研究的 Ｍｎ负载生物炭所得结论一致．

２．５　溶液狆犎值对生物炭吸附磷酸根的影响

溶液ｐＨ值会影响吸附质的形态和吸附剂的表面电荷．不

同ｐＨ值条件下，Ｚｒ?ＢＣ对磷的吸附能力，如图４所示．由图４

可知：当ｐＨ值由２增大到４时，Ｚｒ?ＢＣ对水中磷酸盐的吸附

能力明显下降；当ｐＨ值为６～１２时，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

能力缓慢下降．磷酸盐在不同ｐＨ 值条件下存在 Ｈ３ＰＯ４，

Ｈ２ＰＯ４
－，ＨＰＯ４

２－和ＰＯ４
３－４种不同形态，对应的平衡常数

ｐ犓１，ｐ犓２，ｐ犓３ 分别为２．１５，７．２０，１２．３３
［１６］．

当ｐＨ值较低时，Ｚｒ?ＢＣ材料表面发生质子化作用而带正

电，能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带负电的磷酸盐；同时，因为锆氧化

物或氢氧化锆吸附水中磷酸盐的主要机制为阴离子配位体交换［１６?１７，３１］，故Ｚｒ?ＢＣ表面羟基可通过阴离

子配位体交换与水中的磷酸盐形成配合物，实现对磷酸盐的去除．当ｐＨ值逐渐升高，Ｚｒ?ＢＣ表面正电

荷量逐渐减少，对磷酸盐静电吸引能力减弱；而当ｐＨ值高于零电荷点
［１２］，Ｚｒ?ＢＣ表面电荷由正转负，高

质量浓度的ＯＨ－和磷酸盐竞争Ｚｒ?ＢＣ表面吸附位点，导致吸附量减少．因此，酸性条件更有利于Ｚｒ?ＢＣ

吸附磷酸盐，ｐＨ值越低，静电吸引和离子配位体交换作用越强，磷酸盐去除效果更好．

２．６　生物炭吸附等温线

吸附等温线能够反映水中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的吸附过程，以及得到吸附剂的最大吸附容量．在

ｐＨ＝２，反应温度为２９８Ｋ，犆０ 为５～１００ｍｇ·Ｌ
－１条件下，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等温线，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平衡质量浓度低时，Ｚｒ?ＢＣ平衡时的单位吸附量随初始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快速增长；当

平衡质量浓度进一步增大，单位吸附量增长速度减慢．这是因为生物炭表面的羟基数量一定，当ｐＨ值

为２时，通过配位体交换作用吸附磷酸盐．当溶液中的磷酸盐增加到一定质量浓度时，吸附位点趋于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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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５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ｏｎＺｒ?ＢＣ

和，而通过静电作用吸附的磷酸盐有限，因此，磷酸盐质量浓

度高时单位吸附量增长缓慢．

分别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和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拟合实验数

据［３２］，拟合结果如图５和表３所示．

１）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的计算式为

狇ｅ＝狇ｍ犓Ｌ犆ｅ／（１＋犓犆ｅ）． （２）

　　２）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的计算式为

狇ｅ＝犓Ｆ犆ｅ
１／狀． （３）

式（２），（３）中：狇ｅ 和狇ｍ 分别为吸附平衡时单位吸附量和最大

吸附量（ｍｇ·ｇ
－１）；犆ｅ为吸附质的平衡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

犓Ｌ 为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常数；犓Ｆ 和狀均为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常数．

由图５，表３可知：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的拟合效果（犚２＝０．

８６）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更好，更符合Ｚｒ?ＢＣ吸附水中磷酸盐的吸附行为，因此，推测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

附过程主要为不规则的多分子层吸附［１２］．经计算得到的１／狀大于０且小于１，表明Ｚｒ?ＢＣ吸附磷酸盐的

过程为优惠吸附［１７］．

表３　Ｚｒ?ＢＣ吸附水中磷酸盐的等温吸附模型参数值和拟合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Ｚｒ?ＢＣ

负离子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线

狇ｍ／ｍｇ·ｇ
－１ 犓Ｌ／Ｌ·ｍｇ

－１ 犚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线

犓Ｆ／ｍｇ·ｇ
－１ １／狀 犚２

磷酸盐 １１．０９８ ０．３０７ ０．７６ ４．０４０ ０．２４８ ０．８６

图６　ＢＣ及Ｚｒ?ＢＣ的混合阴离子吸附

Ｆｉｇ．６　Ｍｉｘｅｄａｎｉ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ＣａｎｄＺｒ?ＢＣ

２．７　生物炭的混合阴离子吸附性能

实际废水中存在多种阴离子，竞争吸附性能会显著影响

生物炭材料的应用效果．考察在混合溶液中Ｚｒ?ＢＣ和ＢＣ对不

同阴离子硫酸盐、磷酸盐、硝酸盐的吸附效果，如图６所示．由

图６可知：混合溶液中，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效果最好，吸附

量为１２．１７ｍｇ·ｇ
－１，优于对硫酸盐和硝酸盐的吸附；与ＢＣ

相比，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提高了４～５倍；ＢＣ对硝酸盐的

去除能力强于硫酸盐和磷酸盐，吸附量为１０．２６ｍｇ·ｇ
－１．

由表征分析可知，Ｚｒ?ＢＣ表面存在大量羟基氧化锆结构，

可能通过静电吸引作用吸附硝酸盐、硫酸盐和磷酸盐，因此，

硝酸盐和硫酸盐的存在会对磷酸盐的吸附形成抑制．但静电

吸引作用和离子大小及所带电荷有关，且Ｚｒ－ＯＨ 基团可通

过阴离子配位体交换作用吸附水中的磷酸盐［１，３１］，故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选择性更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ＢＣ对硝酸盐的去除能力强于硫酸盐和磷酸盐，吸附量为１０．２６ｍｇ·ｇ
－１．有

研究表明，高温热解后，生物炭产生的表面碱性官能团和生物炭丰富的比表面积对硝酸盐表现出较高的

吸附效果［３３?３４］．综合来看，Ｚｒ?ＢＣ对磷酸盐效果较好，吸附量高且选择性也高，具有应用潜力．

３　结论

１）采用氧氯化锆浸渍?限氧热解法方法，制备一种新型载锆生物炭阴离子吸附材料．经ＦＥ?ＳＥＭ，

ＦＴ?ＩＲ，ＸＰＳ，ＢＥＴ?Ｎ２ 等表征分析可知，Ｚｒ?ＢＣ表面粗糙，均发育有裂纹和孔隙结构，其中，载Ｚｒ后生物

炭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均有降低，分别为５４ｍ２·ｇ
－１和０．８６ｎｍ．此外，Ｚｒ?ＢＣ表面含Ｃ量减少，含Ｏ

量大幅增加，Ｚｒ的质量分数达到１５．７％；表面具有羟基、羧基及锆氧化物，特别是Ｚｒ－ＯＨ结构，构成了

吸附水中阴离子的结构基础．

２）Ｚｒ?ＢＣ对磷酸盐的吸附效果在酸性条件下较好，吸附量随着ｐＨ值的增大而减少．Ｚｒ?ＢＣ对磷酸

盐的吸附等温线更贴合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属于多分子层吸附．通过多离子混合溶液吸附性能测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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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ＢＣ相比，Ｚｒ?ＢＣ的磷酸盐吸附量提高４～５倍，且表现出对磷酸盐较高的选择性，具有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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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ｅｎｔ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ｈｙｐｅｒ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ｗａｔｅｒ［Ｊ］．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２，４２（７）：２１２?２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ｂｉｏｍｂｉｏｅ．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３．

［３］　ＭＡＺｕｏｈａｏ，ＬＩＱｉａｎ，ＹＵＥＱｉｎｙａｎ，犲狋犪犾．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ｒｏｍｗａｔｅｒｂ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ｇｅｎ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１７１（３）：１２０９?１２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ｅｊ．２０１１．０５．０２７．

［４］　高利伟，马林，张卫峰，等．中国作物秸秆养分资源数量估算及其利用状况［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７）：１７３?１７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６８１９．２００９．０７．０３２．

［５］　张继义，蒲丽君，李根．秸秆生物碳质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增刊２）：１０４?１０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６８１９．２０１１．ｚ２．０２１．

［６］　ＬＥＨＭＡＮＮＪ，ＪＯＳＥＰＨＳ．Ｂｉｏｃｈａｒ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Ｂｉｏｃｈａｒ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Ｌｔｄ，２００９：１?１０．

［７］　ＣＵ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ＤＡＩＸｉ，ＫＨＡＮＫＹ，犲狋犪犾．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ｒｏｍ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犜犺犪犾犻犪犱犲犪犾犫犪狋犪［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１８：１１２３?

１１３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ｒｔｅｃｈ．２０１６．０７．０７２．

［８］　ＣＨＥＮＢａｏ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Ｚａｉｍｉｎｇ．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ａｎｄ１?ｎａｐｈｔｈｏｌｂｙｂｉｏｃｈａｒｓｏｆｏｒａｎｇｅｐｅ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９，７６（１）：１２７?１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９．０２．００４．

［９］　ＵＣＨＩＭＩＹＡＭ，ＷＡＲＴＥＬＬＥＬＨ，ＫＬＡＳＳＯＮＫＴ，犲狋犪犾．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ｂｉｏｃｈ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ｏｒｂｅｎｔｉｎ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５９（６）：２５０１?

２５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ｊｆ１０４２０６ｃ．

［１０］　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ＣＣ，ＢＩＳＯＧＮＩＪＪ，ＬＥＨＭＡＮＮＪ．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ｅｌｅａｃ

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ｂｉｏｃｈａｒ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ｒｎｓｔｏｖｅｒ（犣犲犪犿犪狔狊Ｌ．）ａｎｄｏａｋｗｏｏｄ（犙狌犲狉犮狌狊ｓｐ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３，４２（１）：１３７?１４４．ＤＯＩ：１０．２１３４／ｊｅｑ２０１２．００３３．

［１１］　ＹＡＯＹｉｎｇ，Ｇ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ｎ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ｎｉｔｒａｔｅ，ａｍ

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ｎａｓａｎｄｙｓｏｉｌ［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２，８９（１１）：１４６７?１４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２．

［１２］　万霞，梅昌艮，何俐臻，等．磁性生物炭的制备、表征及对磷的吸附特性［Ｊ］．安全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７，１７（３）：１０６９?

１０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７／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０９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５０．

［１３］　Ｇ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ＵＹｕｎｇｕｏ，ＴＡＮＸｉａｏｆｅｉ，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ｚｉｎｃ?ｂｉｏｃｈａｒ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ｏｎＣｒ（Ⅵ）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Ｒｓ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５（４４）：３５１０７?３５１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９／ｃ５ｒａ０４４１６ｂ．

［１４］　ＸＵＥＬｉｈｏｎｇ，Ｇ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Ｙｏｎｇｓｈａｎ，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ｇＦｅ?ＬＤ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

ｂｉｏｃｈａ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ｎｉｔ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２０１６，６３：３１２?３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ｔｉｃｅ．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１．

［１５］　ＬＩＵＨｏｎｇｌｅｉ，ＳＵＮＸｉａｏｆｅｉ，ＹＩＮＣｈｅｎｇｑｉｎｇ，犲狋犪犾．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ｙ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ＺｒＯ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

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８，１５１（２）：６１６?６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０７．０６．０３３．

［１６］　ＣＨＩＴＲＡＫＡＲＲ，ＴＥＺＵＫＡＳ，ＳＯＮＯＤＡＡ，犲狋犪犾．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ｒｏｍ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ｙ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９７（２）：４２６?４３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ｊｃｉｓ．２００５．１１．０１１．

［１７］　林建伟，詹艳慧，陆霞．锆改性沸石对水中磷酸盐和铵的吸附特性［Ｊ］．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２０２３?２０３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９２３．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５．

［１８］　ＹＵＺｈｉｃｈａｏ，ＸＵＣｈｏｎｇｈｅ，ＹＵＡＮＫａｎｇｋａｎｇ，犲狋犪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ＺｒＯ２ ｍｅｓｏ

ｐｏｒｏｕｓｆｉｂｅｒ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３４６：８２?９２．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４．

７５８第６期　　　　　　　　　　 敖涵婷，等：载锆玉米秸秆生物炭的结构表征及磷吸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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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薛娟琴，党龙涛，刘瑶，等．锆负载交联壳聚糖树脂的制备及硫酸根吸附性能［Ｊ］．环境化学，２０１４，３３（９）：１５５３?

１５５７．ＤＯＩ：１０．７５２４／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１０８．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４．

［２０］　ＫＥＩＬＵＷＥＩＴＭ，ＮＩＣＯＰＳ，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Ｇ，犲狋犪犾．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ｂｉｏｃｈａ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４４（４）：１２４７?１２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ｅｓ９０３１４１９．

［２１］　谢奕明，吴季怀．膨润土／聚丙烯酸钠超吸水性复合材料的表征［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８（３）：２８２?

２８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６．

［２２］　ＣＨＥＮＢａｏ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Ｄａｎｄａｎ，ＺＨＵＬｉｚｈｏｎｇ．Ｔ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ｐｏｌａｒ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ｂｙｂｉｏｃｈａｒｓｏｆｐｉｎｅｎｅｅｄ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４２（１４）：５１３７?５１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ｅｓ８００２６８４．

［２３］　?ＺＩＭＥＮＤ，ＥＲＳＯＹ?ＭＥＲＩＢＯＹＵ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ｎｄｂｉｏ?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ｂｉｏｍａｓ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０，３５（６）：１３１９?１３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ｒｅｎｅｎｅ．２００９．１１．

０４２．

［２４］　俞花美，陈淼，邓惠，等．蔗渣基生物炭的制备、表征及吸附性能［Ｊ］．热带作物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３）：５９５?６０２．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２５６１．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９．

［２５］　ＣＵＩＨａｎｇ，ＬＩＱｉ，ＧＡＯＳｈｉ′ａｎ，犲狋犪犾．Ｓｔｒｏｎｇ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ｓｅｎ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ｙ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ｏｘｉｄｅ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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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壁蒸发器换热性能的理论分析及仿真

李宗北，田琦，董旭，秦成君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为解决岗亭空调占地及冬季空气源热泵适应低温环境差的问题，提出一种在外壁面涂有太阳能选择

性吸收材料的亭壁蒸发器，以吸收太阳能和室内外空气的热量的策略．应用制冷系统热动力学的理论，建立亭

壁蒸发器数学模型，提出复合对流换热系数的概念．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亭壁蒸发器建立仿真程序，进行实验

验证，并分析太阳能辐射照度、环境温度及结构参数对亭壁蒸发器运行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

有效预测亭壁蒸发器的运行工况；太阳辐射照度对亭壁蒸发器的影响最大．

关键词：　亭壁蒸发器；太阳能吸收材料；热动力学；复合对流换热系数；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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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亭常见于小区、物业、交通等执勤场所，用来为安保人员遮风挡雨．岗亭一般空间狭小，大多安装

常规风冷热泵空调．常规风冷蒸发器在蒸发器管外布置与制冷剂流动方向垂直的多层翅片，空气流过

时，与翅片对流换热，热量传给翅片，再传递给制冷剂［１］．北方冬季室外温度低，空气源热泵的运行存在

性能系数（ＣＯＰ）低、结霜、排气温度高等问题
［２?４］．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

［５］，近年来，国内对太阳能与空气

源热泵耦合利用系统的研究增多［６］．文献［４，７?８］均提出一种与空气源结合的太阳能采暖系统，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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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空气源与太阳能的组合使系统运行更加可靠与稳定．邢琳等
［９］提出一种直膨式太阳能热泵系统的柔

性设计方案，通过仿真与验证得到影响ＣＯＰ的环境因素权重，即辐射照度占比最大，其次是环境温度和

风速，并得到最优工况点组合；Ｄｏｎｇ等
［１０］提出在常规风冷蒸发器的结构上涂上太阳能选择性吸收材

料，研究表明，该结构可吸收太阳辐射能，并与室外空气对流换热，可提高蒸发温度，抑制结霜，ＣＯＰ值

提高８．１％，平均热力学完善度提高５．４％．上述研究内容都充分利用了太阳能与空气能，提高蒸发温度

与饱和压力，从而解决北方地区冬季空气源热泵ＣＯＰ值低和结霜等问题，但由于其设备复杂，占地大，

对于岗亭这类空间狭小的建筑，没有合适的放置空间．因此，本文提出一种适用于岗亭的亭壁蒸发器，并

对亭壁蒸发器的传热进行理论分析，讨论蒸发器结构对得热量的影响．

１　亭壁蒸发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与风冷蒸发器不同，亭壁蒸发器是将蒸发器与亭壁一体化．一体化亭壁从外到内依次是太阳能涂

料、不锈钢板、蒸发管、绝热材料、铝塑板．蒸发器铜管安装在薄铝板凹槽内，薄铝板下采用绝热材料包

敷，上面粘贴不锈钢板，并在不锈钢板表面涂有太阳能选择性吸收材料，其结构剖面图，如图１所示．图

１中：犠 为相邻蒸发管管间距；犇为蒸发管直径．

因为蒸发温度（犜ｅ）＜室外温度（犜ｗ）＜室内温度（犜ｎ），亭壁蒸发器将同时吸收亭壁两侧的空气热

量．又因为在亭壁外侧涂有太阳能吸收材料，亭壁蒸发器将增大吸收太阳能辐射能量，制冷剂吸热后蒸

发，变成过热气体流入压缩机．增加制冷剂的饱和压力与温度，系统运行的ＣＯＰ值将提高．以太原地区

某应用亭壁蒸发器岗亭为例，环境温度在－１２～－８℃波动，其ＣＯＰ值变化，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

ＣＯＰ最大值为４．６４，最小值为１．８３，平均值为３．５５，高于常规风冷热泵的ＣＯＰ值．

　 　　图１　亭壁蒸发器结构剖面图　　　　　　　　　　图２　太原某岗亭热泵系统的ＣＯＰ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ｏｆ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ＯＰ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ｔｈ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ｗａｌ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　 　　　　　　　　　　　　　　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ａｉｙｕａｎ

２　亭壁蒸发器理论分析及数学模型

对亭壁蒸发器的传热分析建立在以下４个假设的基础上．

１）制冷剂在垂直于流动方向的温度分布均匀，温度梯度小，忽略管壁在流动方向上的导热，且为湍

流状态．

２）太阳能吸收涂料吸收的太阳辐射在其表面分布均匀．

３）太阳能吸收涂料、不锈钢板、绝热材料、铝塑板间接触良好，忽略接触热阻．由于涂料、蒸发管管

壁薄，使用材料导热系数高，忽略其导热热阻．

４）吸收室内与外界能量的蒸发管管壁面积各占蒸发管换热面积的一半．

薄铝板在垂直于制冷剂流动方向上看作是肋片的导热过程，能量转移过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狓

为制冷剂流动方向；狔为肋片中能量传递方向；狕为亭壁内外空气及太阳能向薄铝板传热方向，两两相

互垂直；狇１ 为室外空气向薄铝板传递的热流密度；狇２ 为室内空气与向薄铝板传递的热流密度；犛为上层

太阳能涂料传递来的热流密度；狇狓，ｉｎ，狇狓，ｏｕｔ，狇狔，ｉｎ，狇狔，ｏｕｔ分别为肋片微元沿狓，狔方向上的导热进出热流密

度，满足傅里叶导热定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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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锈钢板肋片微元导热分析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ｆｉｎｓｏｎ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ｐｌａｔｅ

狇狓 ＝－λ
犜

狓
，　　狇狔 ＝－λ

犜

狔
． （１）

式（１）中：λ为薄铝板的导热系数．

室外空气向薄铝板传热过程经过不锈钢，其导热微分方程为

λｓ

ρｓ犮ｓ
·

２犜

狓
２ ＝

犜

狋
，　　狋＞０，　０＜狓＜δｓ． （２）

式（２）中：λｓ为不锈钢的导热系数；ρｓ为不锈钢的密度；犮ｓ为不锈钢的

比热．

边界条件为第三类边界条件，即

－λｓ·
犜

狓
狘狓＝０ ＝犺１（犜ｗ－犜狘狓＝０），　　狋＞０． （３）

式（３）中：犺１ 为室外空气与亭壁的对流换热系数；犜ｗ 为室外温度．

室内空气向薄铝板的传热过程需经过铝塑板与绝热材料，其导热微分方程为

λｌ

ρｌ犮ｌ
·

２犜

狓
２ ＝

犜

狋
，　　

λｃ

ρｃ犮ｃ
·

２犜

狓
２ ＝

犜

狋
，　　狋＞０，　０＜狓＜δｃ． （４）

式（４）中：λｌ，λｃ分别为铝塑板和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ρｌ，ρｃ分别为铝塑板和绝热材料的密度；犮ｌ，犮ｃ分别

为铝塑板和绝热材料的比热．

边界条件为第三类边界条件，即

－λｌ·
犜

狓
狘狓＝０ ＝犺２（犜ｎ－犜狘狓＝（δｌ＋δｃ））． （５）

式（５）中：犺２ 为室内空气与亭壁的对流换热系数；δｌ为铝塑板厚度；δｃ为绝热层厚度；犜ｎ为室内温度．犺１，

犺２ 满足犺＝２．８＋３．０狌ｗｉｎｄ
［１１］，其中：狌ｗｉｎｄ为风速．

上层太阳能涂料传递的热流密度（犛）计算式为

犛＝α犐＋εσ（犜
４
ｗ－犜

４
ｐ）． （６）

式（６）中：α为太阳能选择性吸收涂层的吸收率；犐为太阳辐射照度；ε为太阳能涂层的发射率；σ为斯蒂

芬波尔兹曼常数，σ＝５．６７×１０
－８；犜ｐ为太阳能涂层表面温度．

建立肋片微元的能量平衡方程，并推导出导热微分方程，即

λ

２犜

狓
２＋λ


２犜

狔
２ ＋
犛＋狇１

δ
＋
狇２

δｃ＋δｌ
＝ρ犮ｐ

犜

狋
． （７）

式（７）中：δ为薄铝板厚度；ρ为薄铝板的密度；犮ｐ为定压比热．相应的初始条件为犜｜狓＝０＝犜ｅ．

亭壁蒸发器的制冷剂模型分析与常规风冷空调类似，制冷剂在蒸发管内是一个沸腾换热过程，模型

　 图４　亭壁蒸发器

　制冷剂传热微元模型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ｏｆ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ｗａｌ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

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犺ｉｎ，犺ｏｕｔ分别为制冷剂进、出口焓值；狇为蒸发管管

壁向单位制冷剂传递热量，满足

狇＝
１

１／犺ｉ＋１／犺１
（犜ｏ－犜ｒ）． （８）

式（８）中：犺ｉ为制冷剂与管壁间对流系数；犜ｏ 为蒸发管壁温；犜ｒ为制冷

剂温度．

制冷剂在蒸发管中流动过程经历两相区和过热区，在计算制冷剂与

管壁间的换热系数时，二者所选用的公式不同．制冷剂两相区换热系数

采用Ｇｕｎｇ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ｔｏｎ关联式
［１２］计算，制冷剂单相区换热系数采用

Ｇｎｉｅｌｉｎｓｋｉ关联式
［１３］计算．制冷剂传热微元满足的能量方程、连续性方

程及动量方程分别为

（ρ犺）

狋
＋狌
（ρ犺）

狓
＝
π犱ｉ
犃ｉ
·犺ｉ（犜ｗ－犜ｒ）， （９）

ρ
狋
＋
（ρ狌）

狓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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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狌）

狋
＋狌
（ρ狌）

狓
＝犡－

ｄ犘
ｄ狓
． （１１）

式（９）～（１１）中：犡为单位体积力在流动方向上的分量；犃ｉ为蒸发器管内截面积；犱ｉ为内径；狌为制冷剂

流动方向上的流速；犘为压力．

整理式（７），（９），可得

犙＝ξ（犺ｏｕｔ－犺ｉｎ）＝∑
犉
２
（犛＋狇１＋狇２）＝

∑
犉
２

犜ｗ－犜０
１／犺１＋１／犺ｉ＋１／犺ｓ

＋
犜ｎ－犜０

１／犺２＋１／犺ｉ＋∑
δ

烄

烆

烌

烎λ

． （１２）

式（１２）中：犺ｓ＝
α犐＋εσ（犜

４
ｗ－犜

４
ｏ）

犜ｗ－犜ｏ
为太阳能换热系数，表示太阳能传递到蒸发管的热量换算为对流换热

量的等价对流换热的系数；犺ｗ＝
１

１／犺１＋１／犺ｉ＋１／犺ｓ
为外对流换热系数；犺ｎ＝

１

１／犺２＋１／犺ｉ＋δ／λ
为内对流换

热系数；犺ａ＝（犺ｗ＋犺ｎ）／２为复合对流换热系数；ξ为制冷剂质量流量；犉为蒸发器换热面积．

换热理论中的换热系数应取作用在全管换热面积上的换热系数，但在假设条件中，蒸发管与室内外

的换热面积分别取半管，故取犺ｗ，犺ｎ的平均值作为全管的换热系数．可兼顾全管换热的均匀性，同时提

高蒸发管得热量计算的准确性．由上述分析可知，影响亭壁蒸发器得热量的因素有太阳辐射照度、室内

图５　亭壁蒸发器仿真流程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ｗａｌ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　　

外温度等气候条件及亭壁自身结构．此外，复合对流换热系

数犺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述因素对亭壁传热的影响．

分别将犺ｗ，犺ｎ，犺ａ计算式代入式（１２），可得亭壁蒸发器

得热量，即

狇＝犺ａ（犜ｗ－犜ｏ）＋犺ｎ（犜ｎ－犜ｗ）／２． （１３）

　　基于上述数学模型应用于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编写程序，对亭

壁蒸发器进行仿真计算，制冷剂性质从ＲＥＦＰＲＯＰ软件中

调取［１４］．亭壁蒸发器的仿真流程
［１５］，如图５所示．

３　实验验证

３．１　实验装置

选取太原地区的某岗亭，供暖原理是以低位能源（太阳

能与空气能）为热源，制冷剂直接采用地板辐射采暖．岗亭

中的制冷剂在亭壁蒸发器内，可同时吸收太阳辐射能和室

内外两侧空气热量，将吸收的热量变成过热气体，经压缩机

流入地板结构里的冷凝管；在冷凝管中，冷凝放热以加热室

内空气，经热力膨胀阀节流降压后，返回亭壁蒸发器中．至

此，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亭壁蒸发器的结构参数如下：蒸发管管长犔为４０ｍ；管间距犠 为５０ｍｍ；管内径犇ｉ、外径犇ｏ分别

为９，１０ｍｍ；薄铝板厚度δＡｌ为０．５ｍｍ；不锈钢板厚度δｓ为１ｍｍ；太阳能发射率取０．１１；太阳能涂层厚

度在５～７μｍ之间，黑色光滑，以丙烯酸树脂为基础材料，以ＡｌＰＯ４ 及ＮｉＳＯ４·６Ｈ２Ｏ为功能成分；吸

热系数取０．９７；绝热材料导热系数λｃ为０．０２Ｗ·ｍ
－２；厚度δｃ为１００ｍｍ；铝塑板厚度为３ｍｍ．在实验

工况下，制冷剂（Ｒ１３４ａ）流量为０．０１５ｋｇ·ｓ
－１，过热度为８℃．实验测试时间段选１０：００－１７：００，每隔

３０ｍｉｎ记录一组数据．

得热量与复合对流换热系数为亭壁蒸发器的主要性能参数．在亭壁蒸发器进出口，设置商用冷媒压

力表和Ｐｔ１００型热电偶温度探测器（精度为０．１℃），依据制冷剂的压力值和温度，通过ＲＥＦＰＲＯＰ查取

制冷剂进出口焓值，两者差值为亭壁蒸发器的得热量；用ＥＴＨ?Ｐ型环境试验设备智能多路巡检仪（精

度为±０．２℃）测量室外温度；用天空辐射表和辐射电流表（精度为１Ｗ·ｍ－２）测量室外太阳辐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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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当天的室外温度（犜ｗ）与太阳辐射照度（犐），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室外温度在－０．５～５．０℃间

波动，在１５：００时达到最大值；太阳辐射照度在１００～５００Ｗ·ｍ
－２间波动，在１３：００时达到最大值．

亭壁蒸发器的得热量（犙）与复合对流换热系数（犺ａ）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随着太

阳辐射照度的增强，亭壁蒸发器的得热量逐渐增大，在１３：００时达到最大值（０．４ｋＷ），随后逐渐降低．

对亭壁蒸发器的分析可知，对于特定结构的亭壁蒸发器，影响其得热量的主要因素包括太阳辐射照度和

环境温度等气候参数．在１０：００－１３：００时，太阳辐射照度及环境温度均升高，蒸发器得热量升高；在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时，环境温度升高，但太阳辐射照度下降，亭壁得热量下降，说明太阳辐射照度对蒸发器

得热量的影响比环境温度大；在１５：００－１７：００时，环境温度下降，蒸发器得热量下降．太阳辐射照度增

大，太阳能传递到制冷剂的热量从而增大，蒸发器制冷剂得热量增大；当太阳辐射照度增大至最大值时，

蒸发器得热量则最大．蒸发器的得热量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较吻合，仅在开始时段误差较大（最大相对

误差小于５．００％），证明仿真模型的准确性较高．通过与常规风冷热泵的得热量比较可知，亭壁蒸发器

的得热量平均提高４７．４２％．

　　图６　室外温度和太阳辐射照度的变化情况　　　图７　蒸发器的得热量和复合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ｇａｉｎｏｆ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ｗａｌｌ　

　　　　　　　　ｓｏｌａ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复合对流换热系数（犺ａ）与太阳辐射照度、环境温度、室内温度等条件有关，其变化趋势与亭壁蒸发

器得热量的变化趋势相同，随着太阳辐射照度的增强（减弱）而增大（减小）．在１３：００时达到了最大值

８．３２Ｗ·（ｍ２·Ｋ）－１，说明太阳辐射照度对其影响最大．

除气候条件外，亭壁蒸发器的自身结构对得热量有一定的影响，如蒸发管管长、管间距、绝热层厚度

等．为便于分析比较，假定环境温度为５℃，太阳辐射照度为４００Ｗ·ｍ２．假设管间距等条件不变，蒸发

管管长（犔）对蒸发器得热量（犙）的影响，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随着蒸发管管长的增加，蒸发器的面

积随之增大，蒸发器的得热量也随之增大，但趋势趋于平缓．这是因为受到环境温度与太阳辐射的影响，

使蒸发器的得热量增大，同时，由于蒸发器表面与室外空气的温差减小，导致蒸发器得热量的增幅减小．

亭壁蒸发器与常规风冷蒸发器相比，得热量平均提高３５．２２％．

假设管长等不变，管间距（犠）对蒸发器得热（犙）的影响，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管间距增大，意

味着单位管射面积增大，蒸发器得热量从而增加；而蒸发器表面温度升高，散热量增加，使得热量增速放

缓，并趋于稳定．亭壁蒸发器与常规风冷蒸发器相比，得热量平均提高２８．５０％．

图８　蒸发器管长对得热量的影响　　　　　　　　图９　蒸发器管间距对得热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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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　蒸发器绝热层厚度对得热量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ｈｅａｔｇａｉｎ

长的太阳辐假设管间距等条件不变，绝热层厚度（δｃ）对蒸

发器得热（犙）的影响，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随着绝热层

厚度的增加，室内空气与制冷剂之间的热阻增大，使室内空气

对蒸发管的传热量减小，从而减小蒸发器的得热量；当绝热层

厚度增大到一定数值时，蒸发管的得热量趋于稳定．

４　结论

１）在亭壁蒸发器传热分析中，提出复合对流换热系数概

念，构建亭壁蒸发器数学模型．亭壁蒸发器得热量的模拟值与

实验值的误差在５．００％之内，数据吻合较好．

２）亭壁蒸发器的得热量与复合对流换热系数受太阳辐射

照度的影响较大，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小；蒸发器得热量、复合对流换热系数随太阳辐射照度的增强而增

大，随太阳辐射照度的减弱而减小．

３）随着亭壁蒸发器的管长增加，得热量增大；随着亭壁蒸发器的管间距增加，得热量增大；随着亭

壁蒸发器的绝热层厚度增加，得热量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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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均匀孔隙率防风抑尘网优化设计

王世杰，宋罛芳，雷勇刚，景胜蓝，秦成君，刘治廷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基于均匀孔隙率抑尘网后呈现贴附涡旋贴附的流动状态，提出将抑尘网从下到上划分为孔隙率不同

的三部分，建立非均匀孔隙率下，露天堆场周围空气流场的数学模型．运用Ｆｌｕｅｎｔ６．３，模拟９种非均匀孔隙

率组合下网后的空气流动和堆面受力．结果表明：三层非均匀抑尘网的设置可人为引导网后空气运动的微环

境；网的上、下部孔隙率（εＨ，εＬ）不变，中部孔隙率（εＭ）从０．３增至０．６时，料堆的迎风面流场先减弱后增强，

εＭ＝０．４时，获最佳减速效果；上部孔隙率从０增至０．２时，εＨ＝０．１时最优；调整网下部孔隙率，εＬ＝０．２时最

佳；孔隙率组合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以最大限度地虚弱迎风面受力而获最小剪切力，与均匀空隙率

（ε＝０．３）网相比减小６６．１％，与上、下两层非均匀网（εＨ∶εＬ＝０．１∶０．３）相比减小３１．２％，抑尘效果最佳．

关键词：　露天堆场；非均匀孔隙率；防风抑尘网；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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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ｗｅａｋ

ｗｉｎｄｗａｒｄｆａｃｅ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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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中的固体颗粒是城市污染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也是空气质量标准中的重要指标．工矿企业

中，大型露天料堆形成的扬尘颗粒物已成为大气污染颗粒物的主要来源［３?４］．防风抑尘网作为一种有效

的抑尘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工程实践中［５?７］．国内外研究人员认为，孔隙率对防风抑尘网的抑尘效果影响

最为显著［８?１１］．凌裕泉等
［１２］对沙坡头铁路北侧进行现场试验，发现当孔隙率为０．３～０．４时，防护效果最

好．Ｄｏｎｇ等
［１３］等通过缩尺风洞模拟不同来流风速、不同孔隙率下，网后的气流结构，发现不同来流风速

下平均速度场相似，网后会出现７个典型流动区域，随着孔隙率的增加，网后流动区域数量会减少，但气

流结构会更加复杂，得出最佳孔隙度为０．２或０．３．Ｓａｎｔｉａｇｏ等
［１４］对比６种不同孔隙率对平均风速和湍

流脉动的影响，得出孔隙率为０．３５时，网后较长距离内流线平稳，防护效果最好．Ｈｕａｎｇ等
［１５］研究网上

部孔隙率（εｕ）和网下部孔隙率（εＬ）的５种组合，以ＰＩ值为评价指标，得出εｕ∶εＬ＝０∶０．３时，保护效果

最佳．陈延国等
［１６］对孔隙率为０％，３０％，４０％的蝶形网和平板网的流场结构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

孔隙率为４０％的蝶形网性能最优．张立群等
［１７］用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数值模拟发现，网板底部孔隙

率为０．３，０．４，０．５时，导沙效果较好．目前，对于防风抑尘网最优孔隙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均匀网，且最优

孔隙率的数值不尽相同．但对均匀网不同孔隙率下，抑尘网后料堆周围风场的微观特性研究发现，网后

料堆不同高度处的风场结构和散尘特性不同．本文基于露天堆场防风抑尘网设置后空气流动规律的不

均匀性，将抑尘网设置为上、中、下不同孔隙率的形式，应用标准犽?ε湍流模型，模拟料堆周围空气运动

规律和料堆表面剪切力特性，以期获得抑尘网的一些优化设计．

１　数值模拟

１．１　几何模型

选取风洞实验中一棱台型料堆为模拟对象，料堆尺寸参数［１８］如下：棱台下表面长１５４ｍ，宽５１ｍ；

棱台上表面长１１３ｍ，宽１０ｍ；料堆高１７ｍ．张奕君等
［１９］研究表明，防风抑尘网的高度、宽度和与料堆

距离的选取对网的庇护效果至关重要，当网高为料堆高１．１～１．３倍时，网的抑尘效果最佳．综合经济性

考虑，取网高为堆高的１．３倍，即２２ｍ；网与料堆间距在１．０～１．５倍堆高为最佳范围，故取间距为１．０

倍堆高，即１７ｍ；网长度的选取至少与料堆下表面长度相等，故网长取１．０倍堆长，即１５４ｍ．数值模拟

中，计算区域的选取对模拟结果至关重要．堆场对周围流场的影响是以其为中心向周围扩散产生，宋罛

芳等［２０?２１］以料堆为中心区域，向四周逐步扩大计算区域，选取７种计算模型，以料堆平顶面剪切力为考

图１　计算区域图（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ｕｎｉｔ：ｍ）

查指标，发现料堆平顶面剪切力随计算

区域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计算区域高取

７倍堆高，长取１４倍堆高，宽取２倍堆

高时，剪切力变化仅为０．０４％．因此，选

取以上区域为计算区域，如图１所示．图

１中：料堆下表面中心位置为坐标原点；

犡轴正向为来流方向；犢 轴正向为沿料

堆高度；犣轴正向为沿堆长方向．

１．２　数学模型

露天堆场周围空气可视为理想牛顿流体，密度为常数，周围无热量传递．

１）质量守恒方程，即

狌犻／狓犻＝０． （１）

　　２）动量守恒方程，即

ρ狌犼
ｄ狌犻
ｄ狓犼

＝－
狆
狓犼

＋


狓犼
μ
狌犻

狓犼
＋ρ犆μ

犽２

ε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 ）

犻
－
２

３ρ
犽δ犻，［ ］犼 ＋犛犻． （２）

　　３）犽?ε两方程，即

ρ狌犼
犽

狓犼
＝


狓犻
μ＋

μｔ

σ（ ）
ｋ

犽

狓［ ］
犼

＋犌ｋ＋犌ｂ－ρ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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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狌犼
ε
狓犼

＝


狓犻
μ＋

μｔ

σ（ ）
ε

ε
狓［ ］

犼

＋犆１，ε
ε
犽
（犌ｋ＋犆３，ε犌ｂ）－犆２，ερ

ε
２

犽
． （４）

　　模拟防风网多孔介质，源项犛犻由粘性损失和惯性损失两部分组成，即犛犻＝－ μ
α
＋犆２

１

２ρ
｜狌｜狌（ ）犻 ，

犆２＝
１

犆２
（犃ｐ／犃ｆ）

２－１

狋
．其中：α为多孔介质的渗透性，ｍ·ｓ；犆２ 为惯性阻力因子，ｍ

－１；犃ｆ为网孔总面积，

ｍ２；犃ｐ为网板总面积ｍ
２；狋为网厚度，取０．００２ｍ；犆近似为０．９８；μｔ为湍流粘性系数，Ｎ·Ｓ·ｍ

－２．

对于不可压缩流体，犌ｂ＝０；当主流方向与重力方向垂直时，犆３，ε＝０；系数犆１，ε，犆２，ε，犆μ，σｋ和σε根据

文献［２２?２３］分别取值为１．４４，１．９２，０．０９，１．０和１．３；空气动力粘性系数μ取１．７９×１０
－５Ｎ·Ｓ·ｍ－２．

１．３　网格的划分

对计算区域进行网格划分时，采用分区划分，用狔＝１．５犺（犺为料堆高度）将计算区域划分为两部

图２　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Ｍｅｓ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分，再对网前３ｍ和堆后１ｍ作切平面划分，共得到６个子

区域．料堆和网所在区域为加密区域，以此区域为中心向四

周进行网格划分，比例因子取１．０２．由此得出，网和料堆所

在区域网格最密，此区域向四周网格渐渐变疏，网格划分的

疏密符合流场梯度变化情况，网格划分如图２所示．

网格独立性考核是数值模拟的重要一步，对模型网格

数量从小到大进行了５种划分，以料堆迎风面剪切力为判

别指标进行网格独立性考核，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犖 为网格数量；犉为迎风面剪切力．

表１　网格独立性考核

Ｔａｂ．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参数 网格１ 网格２ 网格３ 网格４ 网格５

犖／×１０４ ８３．０４５６ ９２．８５６４ １２０．１４８９ １５５．５２１８ ２２１．７８６５

犉／Ｎ ５３．８９ ５３．５２ ５３．２９ ５３．２４ ５３．２８

　　由表１可知：网格数量从８３０４５６增加到２２１７８６５时，剪切力呈逐渐减小的趋势，且剪切力减小程

度逐渐降低；网格数量从１５５５２１８增加到２２１７８６５时，剪切力变化率为０．０７％，对网格进一步做加密

处理不会影响模拟结果．因此，数值模拟网格数取１５５５２１８．

边界条件如下：防风抑尘网设为Ｐｏｒｏｕｓ?Ｊｕｍｐ边界条件；出口边界设为压力出口；入口边界条件设

为速度入口，风速为６ｍ·ｓ－１；料堆表面和地面为无滑移壁面；计算区域前、后及上表面设为对称边界

图３　压力系数数值模拟与实验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ｐｏｒｏｕｓｆｅｎｃｅ

条件；压力、动量、湍流动能和耗散项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进

行模拟．

１．４　数值模拟验证

对Ｐａｒｋ等
［２４］风洞实验的工况进行数值模拟，压力系数模

拟结果和实验结果的对比，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犆ｐ 为压力系

数；犡／犅为位置，犡是数值模拟中狓 方向的尺寸，犅是风洞实

验中狓方向的尺寸．由图３可知：模拟结果和实验结果中，来

流风在防风抑尘网前后的压力变化规律相同，通过数据对比

发现，模拟结果和实验结果的相对误差为６．２１％，此误差在可

接受范围内，验证了Ｐｏｒｏｕｓ?Ｊｕｍｐ边界条件的可行性．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非均匀防风抑尘网后料堆周围速度场

已有研究表明，均匀孔隙率抑尘网后呈现比例不同的贴附流、涡漩流、贴附流三种形态［２５］．因此，将

防风抑尘网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取均匀网某工况的模拟结果，迎风面前涡旋处于网高１／３～２／３处，将

三部分网高从下到上设为７，７，８ｍ，各层孔隙率表示为εＬ∶εＭ∶εＨ．研究结果表明，低孔隙率（ε＜０．３）

网后料堆上部扬尘得到明显抑制，而高孔隙率（ε≥０．３）的抑尘作用主要体现在料堆迎风面中下部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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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网上部设置较小孔隙率，以削弱来流风对迎风面上部和平顶面的动力影响；为减小近地层贴附

流穿过抑尘网后对料堆迎风面下部的剪切作用，取下部孔隙率为０．１～０．４进行模拟．基于上部和下部

孔隙率的设置范围均较小，会因其渗流风比例小而引起网后中部区域压力甚小，在垂直压差作用下形成

较强的涡旋，导致迎风面物料被卷吸扬起，故中部孔隙率设置为０．３～０．６，以通过适量的来流风．上、

中、下部孔隙率设置的工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模拟工况下的孔隙率表

Ｔａｂ．２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ｔ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模拟工况 εＭ εＬ εＨ 模拟工况 εＭ εＬ εＨ 模拟工况 εＭ εＬ εＨ

工况１ ０．３ ０．２ ０ 工况４ ０．６ ０．２ ０ 工况７ ０．４ ０．４ ０

工况２ ０．４ ０．２ ０ 工况５ ０．４ ０．１ ０ 工况８ ０．４ ０．２ ０．１

工况３ ０．５ ０．２ ０ 工况６ ０．４ ０．３ ０ 工况９ ０．４ ０．２ ０．２

　　对上述工况进行数值模拟，料堆周围速度矢量分布，如图４所示．

（ａ）εＨ∶εＭ∶εＬ＝０∶０．３∶０．２　　　（ｂ）εＨ∶εＭ∶εＬ＝０∶０．４∶０．２　　　（ｃ）εＨ∶εＭ∶εＬ＝０∶０．５∶０．２

（ｄ）εＨ∶εＭ∶εＬ＝０∶０．４∶０．１　　　　　　　　　　（ｅ）εＨ∶εＭ∶εＬ＝０∶０．４∶０．３

（ｆ）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　　　　　　　　　　（ｇ）εＨ∶εＭ∶εＬ＝０．２∶０．４∶０．２

图４　不同孔隙率组合下料堆周围速度矢量场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ｓｏｖｅｒｐｉ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当防风抑尘网上部孔隙率εＨ 为０，下部孔隙率εＬ 为０．２时，料堆周围速度矢量场，如图４（ａ）～（ｃ）

所示．由于εＨ 为０，网上部无气流渗入，来流风绕过抑尘网在上部形成强剪切层，网后中、上部压差较

大；较小的下部孔隙率εＬ 为０．２时，对近地层来流风的阻碍作用较强，来流风通过网后风速骤降，在粘

性力作用下，料堆迎风面中、下部形成低流速的贴附流．受网后上部压差作用，网中部渗流空气一部分在

网后形成逆时针漩涡，另一部分气流沿料堆向上运动，在料堆顶部受强剪切层的作用向下游流动．中部

孔隙率大小决定渗流风的比例，当εＭ＝０．３时，渗流风较小，受垂直压差作用涡旋较强，随着εＭ 的增加，

渗流风量渐多，呈现衰减的贴附流，近壁面风速较小；当εＭ＝０．４时达到最小，εＭ 继续增大，贴附作用渐

强，强烈的剪切力会在迎风面底部产生涡旋，使散尘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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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防风抑尘网上部孔隙率εＨ 为０，中部孔隙率εＭ 为０．４时，料堆周围速度矢量场，如图４（ｂ），（ｄ），

（ｅ）所示．当网下部孔隙为０．１时，网后中、下部竖向压差增大，在网后出现大尺度涡旋，整个迎风面处于

涡旋影响范围，气流扰动较大，抑尘效果较差；当网下部孔隙从０．１增加到０．２时，网后竖向压差减小，

料堆迎风面由涡旋流变为微弱贴附流，抑尘效果较好；当网下部孔隙率从０．２增加到０．３，０．４时，料堆

迎风面贴附流强度增加，气流紧贴料堆表面运动，料堆壁面空气运动剧烈，扬尘加剧．因此，网下部孔隙

率εＬ 为０．２时，料堆近壁面空气流速较小，抑尘效果明显．

当防风抑尘网中部孔隙率为０．４，下部孔隙率为０．２时，料堆周围速度矢量场，如图４（ｂ），（ｆ），（ｇ）

所示．网中部和下部孔隙率不变，εＨ 从０增加到０．１，渗入的空气量增加，网后竖向压差减小，网后上部

漩涡消失，料堆迎风面和平顶面为微弱贴附流，近壁面风速较小；当εＨ 从０．１增加到０．２时，网中部的

高速气流会到达料堆迎风面上部，使迎风面上部和平顶面贴附流强度增加，近壁面风速增加，抑尘效果

减弱．综合考虑防风抑尘网后气流运动规律和湍流结构，抑尘网孔隙率为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

时，防风抑尘效果最佳．

２．２　非均匀抑尘网后料堆表面动力特性

影响露天堆场散尘的因素很复杂，从剪切力角度，可以分辨绕流和水平贴附流的区别，更加准确地

反映防风网的防护特性．在料堆各表面中，迎风面的扬尘最为严重，因此，抑制迎风面的扬尘显得尤为重

要．不同孔隙率组合下，料堆迎风面受力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犉迎风为迎风面剪切力．

　（ａ）工况组合１　　　　　　　　　　（ｂ）工况组合２　　　　　　　　　　（ｃ）工况组合３

图５　不同孔隙率组合下料堆迎风面剪切力

Ｆｉｇ．５　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ｐｉ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由图５（ａ）可知：网上部和下部孔隙率分别为０和０．２时，网中部孔隙率从０．３增加到０．６，料堆迎

风面剪切力呈先减小再增大的趋势；当εＭ 为０．４时，剪切力较εＭ 为０．３时减小了４９．３％，较εＭ 为０．５

时减小了６５．７％．因此，网中部孔隙率εＭ 为０．４，即工况２时，料堆迎风面为微弱贴附流，近壁面风速

小，料堆迎风面剪切力最小，为８．６Ｎ．

依据上述结论，确定网中部孔隙率为０．４，保持上部孔隙率为０不变，料堆迎风面的受力情况，如图

５（ｂ）所示．当网下部孔隙率εＬ 从０．１增加到０．４时，料堆迎风面剪切力呈现先减小再增大的趋势；当εＬ

为０．２时，剪切力较εＬ 为０．１，减小了８１．９％，较εＭ 为０．３时减小了８７．３％．因此，网中部孔隙率εＭ 为

０．２，即工况２时，料堆迎风面剪切力最小．

确定网中部孔隙率为０．４，下部孔隙率为０．２时，料堆迎风面受力情况，如图５（ｃ）所示．当网上部孔

隙率εＨ 从０增加到０．２时，料堆迎风面剪切力呈先减小再增大的趋势；当εＨ 为０．１时，剪切力较εＨ 为

０时减小了１３．９％，较εＨ 为０．２时减小了６９．５％．因此，网上部孔隙率εＨ 为０．１，即工况８时，料堆迎

风面剪切力最小，为７．４Ｎ．综上所述，工况８时，料堆迎风面剪切力最小，料堆迎风面抑尘效果最佳，剪

切力的变化趋势也与前述流动形态相吻合．

９种工况料堆各表面剪切力绝对值之和（犉ｔｏｔ），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工况８时，各表面剪切力

绝对值之和最小，整体抑尘效果最好；工况２和工况３时，各表面剪切力绝对值之和较工况８相差不大，

抑尘效果较好．

为了进一步量化三层非均匀网的抑尘效果，以最优工况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与均匀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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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孔隙率组合下料堆各表面剪切力之和

Ｆｉｇ．６　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ｓｕｍ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ｐｉｌ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优孔隙率０．３和两层非均匀网最优工况εＨ∶εＬ＝０．１∶０．３

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犉为剪切力．

由表３可知：三层非均匀网迎风面、背风面剪切力在３

种工况中最小，迎风面剪切力相较于两层非均匀网减小了

８０．６％，较均匀网减少了８９．６％；背风面剪切力较两层非

均匀网减少了１９．２％，较均匀网减小了２３．３％；但平顶面

剪切力较两层非均匀网略有增加，较均匀网减小了．在抑制

料堆整体扬尘上，三层非均匀网效果最佳，各表面剪切力绝

对值总和较两层非均匀网减少了３１．２％，较均匀网减小了

６６．１％．从上述分析可知，与均匀孔隙率０．３，两层非均匀

孔隙率εＨ∶εＬ＝０．１∶０．３相比，三层非均匀孔隙率εＨ∶εＭ

∶εＬ＝０．１∶０．４∶０．２的抑尘效果最出众．

表３　不同孔隙率下料堆各表面剪切力值

Ｔａｂ．３　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ｎｅａｃ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ｉｌｅ

工况
犉／Ｎ

迎风面 平顶面 背风面 各表面总和

ε＝０．３ ７１．１８ ８６．２２ ３１．８２ １８９．２２

εＨ∶εＬ＝０．１∶０．３ ３８．０８ ２４．９０ ３０．２０ ９３．１８

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 ７．４０ ３２．３２ ２４．４０ ６４．１２

３　结论

１）孔隙率大小决定着料堆周围流场及表面受力．三层非均匀抑尘网的设置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孔隙

率下渗流风与绕流风的比例，人为创造料堆周围风场环境，获得料堆表面最弱受力．

２）网上部和网下部孔隙率不变，εＭ 从０．３增加到０．６时，料堆迎风面由贴附漩涡流变为贴附流，再

由贴附流变为漩涡贴附流的混合流动，当εＭ 为０．４时气流扰动较小；网上部和网中部孔隙率不变，εＬ 从

０．１增加到０．２时，料堆迎风面由漩涡流变为微弱贴附流，εＬ 为０．２时扰动最小；网中部和下部孔隙率

不变，εＨ 从０增加到０．２时，料堆上部表面气流运动先减弱，在εＨ 为时０．１气流运动达到最小．综合流

场规律，得到孔隙率组合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的抑尘效果最佳．

３）比较三层非均匀网最优工况（εＨ∶εＭ∶εＬ＝０．１∶０．４∶０．２）、两层非均匀网最优工况（εＨ∶εＬ＝

０．１∶０．３）和均匀网最优工况（ε＝０．３）各表面的受力情况．结果表明：三层非均匀网可大幅减小料堆迎

风面扬尘，迎风面剪切力较两层非均匀网减小了８０．６％，较均匀网减少了８９．６％；各表面剪切力绝对值

总和较两层非均匀网减少了３１．２％，较均匀网减小了６６．１％；综合受力特性，孔隙率组合εＨ∶εＭ∶εＬ＝

０．１∶０．４∶０．２时，抑尘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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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７?１７０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９２３．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４．

（责任编辑：黄晓楠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１７８第６期　　　　　　　　　　　　　王世杰，等：非均匀孔隙率防风抑尘网优化设计



　第３９卷　第６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ｖ．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８　

　　　二氧化铅／石墨烯电极的制备

及其电化学性能

叶俊辉，王森林，黎辉常，梁维俊，张燕秀

（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沉淀结合法，制备二氧化铅／石墨烯（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材料．通过Ｘ?射线粉末衍射仪（ＸＲＤ）、场

发射电子扫描显微镜（ＦＥＳＥＭ）、高分辨率透射电子显微镜（ＨＲＴＥＭ）和比表面积分析仪研究该复合材料的

结构、形貌和比表面积，利用电化学测试技术研究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电极和纯β?ＰｂＯ２ 电极的电化学性能．结

果表明：在复合材料中，纳米β?ＰｂＯ２ 较均匀地分散在ｒＧＯ片表面，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材料比纯β?ＰｂＯ２ 具有更

大的比表面积；复合电极因具有更多的反应活性位点，电化学反应速度较快；在不同的电流密度下，β?ＰｂＯ２／

ｒＧＯ电极的质量比容量比纯β?ＰｂＯ２ 电极高，证明复合电极具有比纯β?ＰｂＯ２ 电极更好的电化学性能．

关键词：　β?ＰｂＯ２；石墨烯；铅酸电池；复合正极；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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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ｉｓｔｉｎ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β?ＰｂＯ２；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ｌｅａｄ?ａｃｉｄｃｅｌ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随着人们对全球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能源储存迫在眉睫．铅酸电池作为二次电池的主要类型，占

全球电池市场销售量的４５％以上，但存有许多不足．铅碳电池技术被认为是铅酸电池的创新，可极大地

提高铅酸电池的电化学性能，但该技术主要集中在负极板上［１?３］．Ｙａｎｇ等
［４］研究表明，铅酸电池的循环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４?１２

　通信作者：　王森林（１９６２?），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ｌｗａ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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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受ＰｂＯ２ 的软化、脱落和钝化等限制．在放电过程中，二氧化铅还原成硫酸铅；在充电过程中，只有

部分硫酸铅可以转变成具有电化学活性的状态．在充、放电的反复过程中，硫酸铅将进一步覆盖二氧化

铅的表面，使其与电解液的接触面积减小，最终导致电池容量下降．因此，提高材料的表面积和反应活性

位点，可以使形成的硫酸铅更加均匀地分布，减少堆积，使其在充电过程中，尽可能多的转变为二氧化

铅．故改进正极活性材料事关重要．ＰｂＯ２ 具有高化学稳定性、易于制备、价格低廉等优点
［５?７］．作为界面

反应，ＰｂＯ２ 的氧化还原活性与形态、结构（α?ＰｂＯ２ 或β?ＰｂＯ２）有关
［８］，β?ＰｂＯ２ 与α?ＰｂＯ２ 相比，具有较高

的电导率值［９］．同时，ＰｂＯ２ 颗粒的尺寸与比表面积可影响电化学行为
［１０?１１］．二氧化铅电极主要运用在能

源和催化两个领域．Ｗｏｎｇ等
［１２］利用硝酸铅，在碱性条件下，先合成前驱体ＰｂＯ，再在恒定电压下，电化

学氧化成纳米枝晶型ＰｂＯ２，结果表明，纳米枝晶ＰｂＯ２ 结构可以在高放电率下，获得更好的材料利用

率．Ｄｕａｎ等
［１３］结合电泳沉积和电沉积，制备一种新型的石墨烯纳米片层间ＰｂＯ２ 复合电极（ＧＮＳ?

ＰｂＯ２），结果表明，ＧＮＳ?ＰｂＯ２ 电极具有的晶粒尺寸远小于传统的ＰｂＯ２ 电极，ＧＮＳ?ＰｂＯ２ 电极上的２?氯

苯酚电化学降解速率常数远高于ＰｂＯ２ 电极，使用寿命是传统ＰｂＯ２ 电极的１．９３倍．Ｌｉ等
［１４］将β?ＰｂＯ

和过硫酸铵利用简单水热法制备ＰｂＯ２ 纳米颗粒，并与还原氧化石墨烯（ｒＧＯ）复合之后，作为电催化剂

降解废水中的阳离子红Ｘ?ＧＲＬ．由于，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导电、导热和机械性能
［１５］，且与之结合而成的

复合材料具有高表面积和高化学稳定性等性能［１６?１７］．因此，本文将片状结构的石墨烯与β?ＰｂＯ２ 复合，

作为铅酸电池正极，运用石墨烯高导电率和大的比表面积，提高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和比表面积，从而

提高复合电极的电化学性能．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β?犘犫犗２／狉犌犗的制备

β?ＰｂＯ２ 的制备如下：取２个装有２０ｍＬ二次水的烧杯，分别加入０．３ｇＮａＯＨ和１ｇＰｂ（ＮＯ３）２ 溶

解均匀，将Ｐｂ（ＮＯ３）２ 溶液缓慢滴加到ＮａＯＨ溶液中，剧烈搅拌３０ｍｉｎ，直至溶液变浑浊，产生白色沉

淀，随着搅拌的进行，白色沉淀逐渐变成翠绿色沉淀．静置，吸出上清液，再加入二次水，搅拌，静置，吸出

上清液．多次重复以上步骤后，在６０℃的环境中，干燥１２ｈ，得到前驱体ＰｂＯ．取０．５ｇＰｂＯ，加入２０

ｍＬ二次水并搅拌１０ｍｉｎ，超声１５ｍｉｎ后，加入８ｍＬＮａＣｌＯ，搅拌５ｍｉｎ，转移至５０ｍＬ高压反应釜中，

放入１２０℃烘箱中，烘干２ｈ．取出产物，用二次水多次洗涤，过滤，烘干备用．

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制备：由改进的Ｈｕｍｍｅｒｓ方法
［１８］制备ＧＯ溶液（稀释成２ｇ·Ｌ

－１），β?ＰｂＯ２ 与ＧＯ

的质量比为２３∶５．首先，取２５ｍＬＧＯ溶液，加入上述方法制备的０．２３ｇβ?ＰｂＯ２ 和１３ｍｇ十二烷基硫

酸钠，超声２０ｍｉｎ，搅拌３ｈ；然后，加入２００ｍｇ抗坏血酸，将溶液倒入高压反应釜中，９０℃油浴并搅拌，

反应２ｈ；最后，将产物用二次水多次洗涤，冷干备用．

１．２　作为集流体的铜网表面镀覆犘犫?犛犫的制备

以铜网为基体，电镀铅锑合金，可以极大地减小集流体的质量，以提高电池的比能量，并且可以保护

铜网不被腐蚀．

电镀液的配置如下：首先，取３０ｇ柠檬酸溶解于３０ｍＬ水中，加入０．４ｇ三氧化二锑，搅拌直至完

全溶解；然后，加入４０ｍＬ质量分数为７０％的甲磺酸和９０ｍＬ质量分数为５３％的甲磺酸铅；最后，依次

加入２．５ｇ聚乙烯醇、０．８ｇ丁炔二醇和４滴ＯＰ乳化剂，余量加水，配置成５００ｍＬ镀液．取２ｃｍ×２ｃｍ

铜网，经过碱洗、酸洗作为阴极，取两块铅块放置于电镀槽的两侧作为阳极，利用双脉冲电源进行电镀．

电源设置的参数如下：正向脉冲占空比为２０％，工作时间为１００ｍｓ，平均电流为０．０３Ａ；反向脉冲占空

比为３０％，工作时间为３０ｍｓ，平均电流为０．０１Ａ；总电镀时间为２ｈ．电镀完成之后，将其用二次水洗

涤，烘干备用．

１．３　β?犘犫犗２／狉犌犗电极的制备

首先，将β?ＰｂＯ２／ｒＧＯ，乙炔黑，６０％聚四氟乙烯乳液（ＰＴＦＥ）按照质量比为８∶１∶１依次加入含少

量无水乙醇的小烧杯中，再用玻璃棒搅拌均匀后，超声１５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将涂料均匀地涂抹在上

述制备的集流体的两面，将电极放入鼓风干燥箱（６０℃）中干燥，称质量，并记录其质量．多次重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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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直至质量达到６～８ｍｇ，再放入鼓风干燥箱中干燥１２ｈ．

１．４　结构表征

采用Ｘ?射线粉末衍射仪（ＸＲＤ）、场发射电子扫描显微镜（ＦＥＳＥＭ）和高分辨率透射电子显微镜

（ＨＲＴＥＭ）对材料的形貌和结构进行分析．采用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Ｒａｍａｎ）对材料的谱学特征进行

表征．采用全自动物理与化学吸附仪（ＢＥＴ）对材料的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进行表征．

１．５　电化学性能测试

以５．３ｍｏｌ·Ｌ－１ Ｈ２ＳＯ４ 为电解液，硫酸亚汞电极为参比电极，铂电极（２ｃｍ×３ｃｍ）为对电极．以

样品电极作为工作电极的三电极体系，在ＣＨＩ６６０Ｅ型电化学工作站上进行电化学阻抗测试（ＥＩＳ）、循

环伏安（ＣＶ）测试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ＧＣＤ），以评估该活性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β?ＰｂＯ２ 和不同放大倍率下的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ＦＥＳＥＭ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ａ）可知：β?ＰｂＯ２ 是由

大量的小颗粒堆积在一起，形成一个类球型，颗粒大小在５００～７００ｎｍ之间，颗粒间有轻微的团聚．由

图１（ｂ）～（ｄ）可知：大量粒径约为５０～１００ｎｍ 的β?ＰｂＯ２ 较均匀地分布在ｒＧＯ表面，可清晰地观察到

ｒＧＯ存在大量的褶皱和孔隙，并且厚度非常薄，这有利于扩大电极和电解质之间的界面，促进离子的扩

散，并且增加反应的活性位点，提升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β?ＰｂＯ２ 经过复合过后，粒径明显减小，表明

将β?ＰｂＯ２ 与石墨烯进行复合，可有效地提高材料的比表面积；在β?ＰｂＯ２ 表面，可以看到很多丝状的线

条将其包裹在内，可以防止β?ＰｂＯ２ 与ｒＧＯ脱离．

　（ａ）β?ＰｂＯ２（５００００×）　　　　　　　　　　　　　（ｂ）β?ＰｂＯ２／ｒＧＯ（１００００×）

（ｃ）β?ＰｂＯ２／ｒＧＯ（２００００×）　　　　　　　　　　　　（ｄ）β?ＰｂＯ２／ｒＧＯ（５００００×）

图１　材料的ＦＥＳＥＭ图

Ｆｉｇ．１　ＦＥ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透射电镜（ＴＥＭ）图像，如图２所示．图２中：放大倍数为２０００倍；插图为ＴＥＭ 和

电子衍射图，放大倍数为８×１０５ 倍．由图２可知：ｒＧＯ片层厚度比较薄，并且可以看到典型的还原氧化

石墨烯的褶皱结构；在ｒＧＯ片层表面分布着β?ＰｂＯ２ 粒子，大小不一，超声使其原本团聚的大颗粒分散

开．由图２插图可知：相邻两条晶格条纹的间距为０．２７９ｎｍ，对应于β?ＰｂＯ２ 的（１０１）晶面，这证明所制

备的复合材料为β?ＰｂＯ２／ｒＧＯ．

样品的ＸＲＤ谱图和拉曼光谱图，如图３，４所示．图３，４中：θ衍射角；σ为拉曼位移．由图３可知：纯

β?ＰｂＯ２ 的衍射峰在２θ角为２４．４°，３２．０°，３６．２°，４９．０°，５２．１°，５４．１°，５８．９°，６０．７°，６２．５°，６６．８°，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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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ＴＥＭ图像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β?ＰｂＯ２／ｒＧＯ

７６．９°和７８．５°处分别对应（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２１１），

（２２０），（００２），（３１０），（１１２），（３０１），（２０２），（３２１），（４００）

和（２２２）晶面，这与标准ＰＤＦ卡片（ＪＣＰＤＳ４１?１４９２）相

符合，说明合成产物为β?ＰｂＯ２，并且结晶性良好．由图３

还可知：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衍射峰并不明显，只能够看到在

２３．３°的位置有一个小型的馒头峰与ｒＧＯ相对应．于是，

借助β?ＰｂＯ２／ｒＧＯ，β?ＰｂＯ２ 和ｒＧＯ的Ｒａｍａｎ图谱进一

步分析复合物的组成．

由图４可知：在１３７．５，２７９．９ｃｍ－１处，β?ＰｂＯ２／ｒＧＯ

的两个特征峰正好与纯β?ＰｂＯ２ 的两个特征峰相互对

应；在１２００～１７００ｃｍ
－１的范围内，β?ＰｂＯ２／ｒＧＯ出现

两个强的宽吸收峰（Ｄ峰出现在１３５１ｃｍ－１，Ｇ峰出现

在１５９４ｃｍ－１），分别对应于ｒＧＯ的Ｄ峰和Ｇ峰，Ｄ峰

与结构的缺陷和无序有关，Ｇ峰与石墨烯表面官能团的伸缩振动相一致．由于β?ＰｂＯ２／ｒＧＯ谱图上的Ｄ

峰略高于Ｇ峰，可以进一步判断ＧＯ已经还原成ｒＧＯ，这证明β?ＰｂＯ２ 和ｒＧＯ存在复合物中．

图３　样品的ＸＲＤ谱图　　　　　　　　　　　　　　图４　样品的拉曼光谱图

Ｆｉｇ．３　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　　　　　　　 　　　Ｆｉｇ．４　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

β?ＰｂＯ２／ｒＧＯ和纯β?ＰｂＯ２ 的氮气吸附脱附曲线，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狆／狆０ 为相对压力；犙为体积

吸附量；犱为孔径；犞 为每ｇ待测物质单位纳米所占的孔体积；插图为相应的孔径分布，由Ｂａｒｒｅｔｔ?Ｊｏｙ

ｎｅｒ?Ｈａｌｅｎｄａ计算方法
［１９］所得．由图５可知：两种样品材料的等温曲线并未出现明显的滞后环，按照

ＢＤＤＴ分类属于Ⅲ型等温曲线．

　　　（ａ）β?ＰｂＯ２　　　　　　　　　　　　　　　　　　　　（ｂ）β?ＰｂＯ２／ｒＧＯ

图５　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曲线

Ｆｉｇ．５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β?ＰｂＯ２／ｒＧＯ和纯β?ＰｂＯ２ 两种材料的ＢＥＴ比表面积分别为２８．２６，１．２９ｍ
２·ｇ

－１，平均孔径分别

为３．８３，３．８２ｎｍ．由此可知：纯β?ＰｂＯ２ 的比表面积小，当与石墨烯形成复合材料后，其比表面积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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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６ｍ２·ｇ
－１．复合材料比表面的提高，一方面是来自于石墨烯较大的比表面积的贡献；另一方面是由

于β?ＰｂＯ２ 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负载在石墨烯上，可有效地阻止石墨烯之间的团聚．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材

料大的表面积，在发生电化学反应时，可为离子和电子的传输提供更多的通道，出现更多的活性位点，从

而提高反应速度．

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犝 为电位（参比电极为Ｈｇ２ＳＯ４／Ｈｇ）；犐为电流；狋为时间；

犑为电流密度；犆ｍ 为质量比容量．由图６（ａ）可知：当β?ＰｂＯ２ 电极和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在扫描速率为５

ｍＶ·ｓ－１时，在电位窗口为０．８～１．５Ｖ的范围内出现明显的氧化还原峰，说明活性物质在这两处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氧化峰对应ＰｂＳＯ４→ＰｂＯ２ 的转变过程，也对应电极的充电过程；而还原峰对应ＰｂＯ２→

ＰｂＳＯ４ 的转变过程，同时也对应电极的放电过程
［２０］．其反应机理

［２１］为

ＰｂＳＯ４＋２Ｈ２ＯＰｂＯ２＋ＨＳＯ４
－
＋３Ｈ

＋
＋２ｅ

－．

　　　　　　（ａ）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　　　　　　　　（ｂ）不同扫描速度的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ＣＶ曲线

　 　（ｃ）电流密度为１Ａ·ｇ
－１时的放电曲线　　 　　　　（ｄ）β?ＰｂＯ２ 在不同电流密度的充放电曲线

　（ｅ）β?ＰｂＯ２／ｒＧＯ在不同电流密度的充放电曲线　　　　　　（ｆ）不同放电电流密度的质量比容量

图６　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Ｆｉｇ．６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由图６（ａ）还可知：β?ＰｂＯ２ 或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的氧化峰与还原峰不对称，且峰电位相距较大，表明

样品电极的可逆程度较低．其原因是存在不可逆的硫酸盐化，当形成结晶状的硫酸铅时，它会使活性物

质减少，并且阻挡活性物质与溶液接触，导致容量下降，内阻增加；此外，与纯β?ＰｂＯ２ 电极相比，复合电

极拥有更大的循环伏安曲线包围面积，表明加入ｒＧ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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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ｂ）可知：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在进行ＣＶ测试时，随着扫描速率的增加，ＣＶ曲线上对应的氧化

还原峰的位置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这是由极化引起的，当扫描速率增大，极化增强时，偏移也将增大

（氧化峰正向偏移，而还原峰相反偏移）．

由图６（ｃ）可知：β?ＰｂＯ２ 和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在电流密度为１Ａ·ｇ
－１时，复合电极的放电时间比纯

电极长，这意味着复合电极的质量比容量高于纯β?ＰｂＯ２ 电极．根据公式犆ｍ＝（犻·狋）／犿 计算，在电流密

度为１Ａ·ｇ
－１的情况下，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质量比容量为１１１６Ｃ·ｇ

－１，与纯β?ＰｂＯ２ 电极（８７３Ｃ·ｇ
－１）

相比，提高了２７．８％，这与图６（ａ）的结果一致．

由图６（ｄ），（ｅ）可知：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充、放电平台逐渐减小；随着电流密度的加大，质量比容

量随之下降．这是由于增大电流密度，导致电极电解液界面吸附大量的电解质离子，从而增大极化；而维

持高的电流密度，需要更高的极化电压，但是界面电荷数却没有增加，导致比电容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

而降低．由图６（ｄ），（ｅ）还可知：充电曲线和放电曲线对称性差，放电平台电压比充电平台低很多，且随

着电流密度的增加，两平台电压相距增大，这也说明了样品在大电流密度时，充、放电的可逆性较差．

由图６（ｆ）可知：在不同的电流密度时，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的质量比容量始终比纯β?ＰｂＯ２ 电极高，这

说明由于ｒＧＯ的加入，减少了β?ＰｂＯ２ 原本的团聚现象，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比表面积，为氧化还原反应

提供更多的活性位点，从而提高电化学性能．

在频率为０．０１～１．００×１０
５Ｈｚ范围时，β?ＰｂＯ２ 和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的奈奎斯特图，如图７所示．测

试所用电极的表观面积一致．图７中：犚实 为实部电阻；犚虚为虚部电阻；圆弧对应的圆的直径表示电荷转

移电阻（犚ｃｔ）；低频区斜线表示扩散的阻抗（犠）；插图为等效电路；Ｌ为电感；Ｑ常相位元件；犠 为阻抗．

　　图７　β?ＰｂＯ２ 和β?ＰｂＯ２／ｒＧＯ的奈奎斯特图

　　Ｆｉｇ．７　Ｎｙｑｕｉｓｔｃｈａｒｔｏｆβ?ＰｂＯ２

　　ａｎｄβ?ＰｂＯ２／ｒＧＯ

由图７可知：两图谱都是由高频区的圆弧和低频区的斜线

组成．

将图７的数据通过ＺＳｉｍｐＷｉｎ软件进行拟合，拟合结

果表明：β?ＰｂＯ２ 和β?ＰｂＯ２／ｒＧＯ电极的界面接触电阻（犚ｅ）

分别为１．８１，１．８０Ω；电荷转移电阻（犚ｃｔ）分别为６８９．３０，

４９３．００Ω；扩散的阻抗分别为０．５７，０．５５Ω．由此可知，犚ｅ

与犠 的阻抗值非常接近，而电荷转移电阻差距很大，说明

由于ｒＧＯ的加入，可以大大提高电荷的转移能力，加快电

化学反应速度，这与图６的结论相符合．

４　结论

１）采用沉淀结合两步水热法，成功制备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材料，结构表征证明纳米β?ＰｂＯ２ 较均匀

地分散在ｒＧＯ片表面．

２）比表面积测试表明，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材料比纯的β?ＰｂＯ２ 更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３）β?ＰｂＯ２／ｒＧＯ复合电极比纯的β?ＰｂＯ２ 有更高的比容量，特别是倍率性能，这是由于复合电极具

有大的比表面积和更多的反应活性位点，因此，具有较快的电化学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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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氯甲基苯乙烯的功能化及其

在酯化反应中的应用

杜慷慨，郑好英

（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聚氯甲基苯乙烯为载体，通过键合法连接磺酸丙基咪唑，制备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并用元素分析、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和热重（ＴＧ）对其进行表征．以对甲基苯磺

酸根为阴离子，将固载化离子液体作为水杨酸丁酯合成的催化剂，通过正交法实验，研究酯化反应的温度、时

间、催化剂加入量及醇酸摩尔比反应条件对酯化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应温度为１２０℃、反应时间为１．５

ｈ、催化剂用量为反应物质量的６％、醇酸摩尔比为２∶１是合成水杨酸丁酯的最优工艺条件；催化剂重复使用

６次后，酯化仍有较高的产率．

关键词：　聚氯甲基苯乙烯；功能化；离子液体；咪唑；水杨酸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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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液体由于对环境友好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而备受关注［１?２］．离子液体的结构具有可设计性，因此，

可将离子液体称为“绿色可设计溶剂”［３?４］，其在电化学、分离过程、聚合、加成、缩合及Ｆｒｉｅｄｅｌ?Ｃｒａｆｔｓ等

反应中是优良的溶剂和催化剂［５?１３］．然而，离子液体存在价格较高、不容易与产品分离等缺点，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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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将离子液体固载到固体材料表面上［１４?１７］．固载化有活性炭吸附法、浸渍嫁接法、硅胶载体键合法，以

及高聚物载体键合法等［１８?２５］．水杨酸丁酯在日用化工和食品添加领域有广泛应用，目前工业上主要采用

浓硫酸作为催化剂合成水杨酸丁酯，但副反应多、选择性差，且浓硫酸易腐蚀设备，废液污染环境．近年

来，研究者积极探寻水杨酸和正丁醇酯化反应的新型催化剂，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２６?３０］．在高分子材料

中，聚苯乙烯的热稳定性较好，易于健合，常被用作载体而功能化［２３?２６］．本文用正交法实验，研究催化剂

酯化反应的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催化剂用量、醇酸摩尔比因素对合成水杨酸正丁酯的影响，并考察固载

化离子液体的重复使用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实验试剂及装置

实验试剂．聚氯甲基苯乙烯（氯球，ＰＳ?ＣＨ２Ｃｌ）的交联度为１％，粒径大小为１００～２００目（天津南开

和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未进一步纯化．实验装置．ＦＴＩＲ?８４型傅里叶红外光谱

仪（日本岛津公司）；ＶａｒｉｏＥＬⅢ型元素分析仪德国（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Ｎ型气相色谱仪（美

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ＤＴＧ?６０Ｈ型热重分析仪（日本岛津公司）．

１．２　聚苯乙烯的功能化

氯球的功能化，固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方案［３１］分３步．

１）前驱体［ＰＳ?Ｉｍ］的制备．利用亲核取代反应原理，使氯球与咪唑进行反应，使咪唑的一个Ｎ原子

取代Ｃｌ原子，在咪唑过量的情况下，使反应接近完全．将５ｇ氯球置于装有磁力搅拌的１００ｍＬ圆底烧

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甲苯，再加入过量的咪唑，回流反应２４ｈ．反应结束后，静置、冷却，抽滤并用丙酮洗

涤，６０℃真空干燥一夜，得到前驱体［ＰＳ?Ｉｍ］．

２）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

－］的制备．在１００ｍＬ圆底烧瓶中加入前驱体［ＰＳ?Ｉｍ］和５０

ｍＬ甲苯，室温搅拌下，缓慢加入与氯甲基等物质的量的１，３?丙磺酸内酯，回流反应２４ｈ．反应结束后，

静置、冷却，抽滤并用丙酮洗涤，６０℃真空干燥一夜，得到功能化聚苯乙烯，即固载化的离子液体［ＰＳ?

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
－］．

３）酯化反应催化剂［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的制备．在１００ｍＬ圆底烧瓶中加入

功能化的聚苯乙烯［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

－］和５０ｍＬ甲苯，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对甲基苯磺酸，室温搅

拌３０ｍｉｎ后，反应回流２ｈ．反应结束后，静置、冷却，用４０℃的温水浸泡１０ｍｉｎ，抽滤并用蒸馏水洗涤，

６０℃真空干燥一夜，得到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

１．３　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表征

１．３．１　元素分析　用ＶａｒｉｏＥＬⅢ型元素分析仪测定Ｃ，Ｈ，Ｎ的质量分数（狑），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犔为催化剂的负载量，ｍｍｏｌ·ｇ
－１；狑（Ｎ）为氮元素的质量分数．由氮质量分数可计算出固载化离子

液体催化剂的负载量，即犔＝１０００×狑（Ｎ）／２８．

表１　催化剂元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项目 狑（Ｃ）／％ 狑（Ｈ）／％ 狑（Ｎ）／％ 犔／ｍｍｏｌ·ｇ
－１

催化剂 ５６．６３０３０ ５．９３１７６ ５．４６６７２ １．９５２４

反应６次后 ５７．１６５１０ ６．０４１７２ ５．１５３１０ １．８４０４

１．３．２　红外光谱分析　将一定量样品和适量的溴化钾粉末混合，放在玛瑙研钵体中进行研磨；然后，置

于不锈钢膜片中压片成型；最后，在红外光谱（ＦＴ?ＩＲ）仪上进行红外扫描，波长范围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
－１．

１．３．３　热稳定性分析　用ＴＧＡ?５０Ｈ 型热重分析仪进行热稳定性分析，称量前对样品进行充分的干

燥．在Ｎ２ 气氛下保护，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
－１，升温至８００℃．

１．４　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合成的水杨酸正丁酯

向１００ｍＬ的三颈烧瓶加入不同比例的水杨酸、正丁醇，以及相应比例的催化剂、分水剂、分水器分

水，按不同温度和不同时间进行酯化反应．反应结束后，冷却，过滤分离催化剂，将滤液依次用蒸馏水、质

量分数为５％的碳酸氢钠溶液及饱和氯化钠溶液洗涤，并用无水硫酸镁干燥后，减压蒸馏，用气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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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反应产率．

１．５　气相色谱分析及产率的换算

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Ｎ型气相色谱仪对产物进行分析．气相色谱检测条件为：高纯 Ｈ２ 为燃气；高纯

Ｎ２ 为载气；进样口温度为２００℃；柱温为２５０℃．

将反应产物与标准样品的气相色谱进行比较，反应的主产物为水杨酸丁酯．同时，存在少量副产物

苯酚．用气相色谱峰面积法计算水杨酸的转化率和水杨酸丁酯的选择性．气相色谱产率的换算式为

水杨酸转化率 ＝
犮（水杨酸丁酯）＋犮（苯酚）

犮（水杨酸）
×１００％；

水杨酸丁酯选择性 ＝
犮（水杨酸丁酯）

犮（水杨酸丁酯）＋犮（苯酚）
×１００％；

水杨酸丁酯产率 ＝ 水杨酸转化率×水杨酸丁酯选择性．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反应温度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在醇酸摩尔比为２∶１、催化剂用量为反应物质量的６％、反应时间为１．５ｈ的条件下，酯化反应温

度（θ）对水杨酸丁酯的产率影响，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催化剂在１２０℃时具有最高的产率；温度升高，能加快酯化反应的进行，但对平衡产率

的提高没有贡献．因为当反应温度进一步升高时，氯球因受热，使氯球内的孔道发生坍塌，造成表面结构

的破坏而减弱催化作用．因此，反应温度在１２０℃时具有最高的产率．

２．２　催化剂用量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在反应温度为１２０℃、醇酸摩尔比为２∶１、反应时间为１．５ｈ的条件下，催化剂用量（犿）对水杨酸

丁酯的产率影响，如图２所示．

　　　　图１　反应温度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图２　催化剂用量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ｆｌｅｘ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ｍｏｕｎｔ

　　　　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由图２可知：水杨酸丁酯的产率随着催化剂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当催化剂用量达到反应物质量的

６％时，产率最高；当继续增大催化剂用量，酯化产率并没有增加，反而有些许降低．可能是因为催化剂对

酸或醇的表面作用，并吸附产品而使收率略有降低．因此，选择用量为反应物质量６％的催化剂．

２．３　反应时间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在反应温度为１２０℃、醇酸摩尔比为２∶１、催化剂用量为反应物质量的６％的条件下，不同反应时

间（狋）对水杨酸丁酯产率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酯化产率随着酯化反应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当反应时间达到１．５ｈ时，产率最大；延长

反应时间，酯化反应的产率并没有继续增加．这是因为进一步延长反应时间，正反应基本平衡，而副反应

也同时增加，并不能使酯化反应产率增加．因此，选择反应时间为１．５ｈ．

２．４　醇酸摩尔比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在反应温度为１２０℃、催化剂用量为反应物质量的６％、反应时间为１．５ｈ的条件下，不同醇酸摩尔

１８８第６期　　　　　　　　　杜慷慨，等：聚氯甲基苯乙烯的功能化及其在酯化反应中的应用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比（狀）对水杨酸丁酯产率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图３　反应时间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图４　醇酸摩尔比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ｋｙｄ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

　　　　　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由图４可知：随着醇加入量的增加，酯化产率明显增加，当醇酸摩尔比为２∶１时，产率最高；继续增

加醇的量，产率反而下降．这是因为酯化反应是可逆反应，增加醇酸摩尔比，使正丁醇过量，可促使水杨

酸转化为水杨酸丁酯，所以酯化产率增加；但当醇酸摩尔比过大时，正丁醇过量太多，反而造成体系中水

杨酸物质量的浓度过低，不利于酯化反应的进行，酯化产率反而下降．因此，选择醇酸摩尔比为２∶１．

图５　催化剂重复使用次数

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ｒｅｕｓ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２．５　固载化离子液体的重复使用性能

功能化聚苯乙烯催化剂经过简单的过滤和无水乙醇洗

涤，干燥后便可直接用于下一次酯化反应中．在最优条件，

即反应温度为１２０℃、醇酸摩尔比为２∶１、催化剂用量为

反应物质量的６％、反应时间为１．５ｈ的条件下，酯化产率

最高可达８６．６％．催化剂对水杨酸丁酯合成反应的重复使

用性能，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犽为重复使用的次数．

由图５可知：催化剂重复６次时，其酯化产率有所降

低，但还可以继续使用．这是因为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在

使用过程中，因氯球表面的孔道受热发生变型或孔道被副

产物阻断，使得催化中心数量减少，从而使酯化产率随着催

化次数的增加而降低．

２．６　红外光谱分析

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的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如图６所示．图６

中：σ为波数．

图６　催化剂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由图６可知：在３１６２ｃｍ－１和２９２０ｃｍ－１处的吸收峰

为咪唑环上Ｃ－Ｈ和－ＣＨ２ 峰；１５７２ｃｍ
－１和１４４５ｃｍ－１

处为咪唑环上的Ｃ＝Ｃ，Ｃ＝Ｎ伸缩振动峰；１１５２ｃｍ－１处

为－ＳＯ３Ｈ和－ＳＯ３
－上的Ｓ＝Ｏ的伸缩振动共同产生的，

因而该吸收峰强度较大；１０３７ｃｍ－１处为－ＳＯ３Ｈ 和－

ＳＯ３
－上的Ｓ－Ｏ的伸缩振动峰；８６４ｃｍ－１和７６２ｃｍ－１处

分别为Ｃ－Ｈ对二取代和间二取代面外弯曲振动峰．

２．７　犜犌分析

对合成的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

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进行热重（ＴＧ）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从室温到１００℃有一定程度的失重（不

超过４％的质量分数），这是催化剂在空气中吸附水份引起的；在１００～２２０℃范围内，催化剂基本没有

变化；在２２０～４６０℃有一段很明显的分解温度平台，这是因为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从氯球表面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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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固载化离子液体的热重曲线图

Ｆｉｇ．７　Ｔ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

而脱离，同时，聚苯乙烯骨架也被破坏，并发生分解．因

此，在温度低于２２０℃时，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的结

构是比较稳定，一般的酯化反应温度都低于２２０℃，催

化剂可用于酯化反应中．虽然催化剂的分解温度在２２０

℃以上，但因为其骨架是大孔型聚苯乙烯，在不到２２０

℃时，氯球表面及内部孔道会受热发生变形，使其催化

中心锐减，导致催化活性减弱．

３　结论
将聚氯甲基化苯乙烯功能化，制备固载化离子液体

催化剂［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并用

作酯化反应催化剂；然后，以正交实验和单因素实验探

讨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催化剂用量、醇酸摩尔比等因素对酯化反应工艺的影响规律．

温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最佳的工艺合成条件为：反应温度１２０℃、反应时间为１．５ｈ、催化剂用

量为反应物质量的６％、醇酸摩尔比为２∶１．在最佳的酯合成条件下，酯化产率可达８６．６％．固载化离

子液体［ＰＳ?Ｉｍ
＋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狆?ＣＨ３Ｃ６Ｈ４ＳＯ３

－］经重复使用６次，酯化产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仍

能作为酯化反应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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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犆犗２
性能与反应机制

胡鹏程，钟丽娟，江伟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有机超强碱和氟代醇为原料，采用一步法合成４种可调性离子液体，用于ＣＯ２ 的吸收．采用在线红

外光谱和１３Ｃ核磁光谱分析可调性离子液体与ＣＯ２ 的反应机制，并对可调性离子液体的ＣＯ２ 吸收性能及物

性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常压下，可调性离子液体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最高可达０．９７ｍｏｌ·ｍｏｌ
－１，降低

吸收温度和增加吸收压力有利于ＣＯ２ 的吸收，阴离子的结构对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的影响强于阳离子；ＣＯ２ 与阴

离子反应的同时，伴随着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结构从氢键离子对向自由离子转变；ＣＯ２ 的吸收促进可调性离子

液体极性和离子强度的增加，导致低极性的正庚烷在可调性离子液体中的溶解性能发生变化．

关键词：　可调性离子液体；ＣＯ２；吸收性能；反应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Ｏ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８８５?０７　

犆犗２犃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犪狀犱犚犲犪犮狋犻狅狀犕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狅犳犛狑犻狋犮犺犪犫犾犲犐狅狀犻犮犔犻狇狌犻犱狊

ＨＵ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Ｗｅ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Ｆｏｕｒ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ＩＬｓ）ｗｅ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ｖｉａａｏｎｅ?ｓｔｅｐ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ｕｐｅｒ

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ｎｄ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Ｌｓｗｉｔｈ

ＣＯ２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ｖｉａｉｎ?ｓｉｔｕ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
１３Ｃ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Ｌ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ＣＯ２ｍｏｌａ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Ｌ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ｕｐｔｏ０．９７ｍｏｌ·ｍｏｌ
－１ａｔａｍｂ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ａｖｏｒｅｄ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ｉ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ＣＯ２ ｍｏｌａｒ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Ｌ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ｉｏｎｐａｉｒｓｈａｄ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ｆｒｅｅ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ＬｓａｎｄＣＯ２．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２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ｔｈｅｍｉｓｃ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ｈｅｐｔａｎ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Ｌｓｈａｄｃｈａｎｇｅｄｄｒ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化石燃料在燃烧时，产生的有害物质将导致温室效应和酸雨问题［１］．天然气液化加工工艺中，要求

ＣＯ２ 质量浓度不得大于５０ｍｇ·Ｌ
－１［２３］．因此，炼厂气、天然气的脱碳是一个重要的加工处理过程．目

前，工业上主要采取醇胺法进行脱碳，但整个工艺能耗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１）解吸温度在

１１５℃左右，解吸过程占整个工艺约６０％的能耗
［４５］；２）吸收剂中水的质量分数超过７０％，水的大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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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解析能耗高的重要原因；３）解吸ＣＯ２ 过程中，大量有机醇胺的挥发增加了能耗和成本
［６］；４）水蒸

发到脱碳气体中，使脱碳气体需要额外的干燥过程［７］．因此，开发吸收性能优良且解析能耗低的ＣＯ２ 吸

收剂具有重要意义．离子液体具有挥发性低、热稳定性好、溶解性能强等特点
［８?９］，被广泛用于气体的分

离．文献［１０?１２］测定ＣＯ２ 在常规离子液体［Ｂｍｉｍ］［ＰＦ６］中的摩尔吸收量只有０．０３５ｍｏｌ·ｍｏｌ
－１，且以

物理吸收为主．Ｂａｔｅｓ等
［４］首次报道一种阳离子含－ＮＨ２ 的功能化离子液体［ＮＨ２?Ｂｍｉｍ］［ＢＦ４］吸收

ＣＯ２，阳离子胺基功能化离子液体与ＣＯ２ 按摩尔比２∶１进行反应，生成氨基甲酸铵盐．Ｇｕｒｋａｎ等
［１３］使

用蛋氨酸、脯氨酸分别合成两种含胺基的功能化离子液体［Ｐ６６６１４］［Ｍｅｔ］和［Ｐ６６６１４］［Ｐｒｏ］的阴离子，用于

ＣＯ２ 的吸收，发现该离子液体的摩尔吸收量高达０．９ｍｏｌ·ｍｏｌ
－１．胺基功能化离子液体通过引入与

ＣＯ２ 高效键合的胺基，提高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但高粘度及解吸过程中胺基的氧化问题限制了它的应用．

Ｊｅｓｓｏｐ等
［１４］首次研究等摩尔比的有机超强碱１，８?Ｄｉａｚａｂｉｃｙｃｌｏ［５．４．０］ｕｎｄｅｃ?７?ｅｎｅ（ＤＢＵ）与脂肪醇形

成的可调性溶剂，用于ＣＯ２ 吸收．研究表明，形成的产物烷基碳酸盐［ＤＢＵＨ］
＋［ＲＯＣＯ２］

－具有热不稳

定性，大大降低解吸温度（仅５５℃），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理论上可达到１ｍｏｌ·ｍｏｌ
－１．文献［１５?１８］研发耐

水性较好的有机超强碱／脂肪伯胺可调性溶剂，其解吸温度只有５０℃．Ｈｅｌｄｅｂｒａｎｔ等
［１９］研究发现，可调

性溶剂吸收与解析ＣＯ２ 更加有效，主要体现在可调性溶剂的ＣＯ２ 质量吸收容量高达１９％，体积吸收容

量为１４７ｇ·Ｌ
－１，比热容为１．２～２．０Ｊ·（ｇ·Ｋ）

－１，其解析能耗低．可调性溶剂尽管具有ＣＯ２ 吸收容量

高和解析温度低的优点，但也存在诸多的缺点，例如，对水分的要求苛刻、脂肪醇和脂肪胺的挥发性高、

体系反应前后粘度变化大等［２０］．为此，本文考虑结合离子液体挥发性低和可调性溶剂解析温度低的优

点，合成可调性离子液体用于吸收ＣＯ２，考察可调性离子液体对ＣＯ２ 的吸收规律，研究可调性离子液体

吸收ＣＯ２ 的反应机制，探讨吸收前后体系电导率与极性的变化．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试剂和仪器

实验试剂．２，２，２?三氟乙醇（ＴＦＥ），２，２，３，３?四氟?１?丙醇（ＴＦＰ），１，１，３，３?四甲基胍（ＴＭＧ），１，８?二

氮杂二环十一碳?７?烯（ＤＢＵ）（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ＣＯ２（北京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以上试剂纯度均达到９９％以上．

仪器．１）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ａｎｃｅ型核磁共振仪（德国布鲁克公司），其照射频率为４００ＭＨｚ，以ＴＭＳ为内

标，以ＣＤＣｌ３ 为溶剂；２）ＵＮＩＣＯＭｏｄｅｌＵＶ?２１０２ＰＣＳ型紫外可见光光谱仪（美国尤尼克斯公司）；３）

ＲｅａｃｔＩＲＴＭ型红外光谱分析仪（瑞士梅特勒托勒多公司），其分辨率为１６ｃｍ－１，每分钟扫描次数２５６

次，扫描波数范围６５０～４０００ｃｍ
－１；４）ＳＴＡ４０９ＰＣ型同步热分析仪（德国耐弛公司），样品在氩气和氧

气的混合气流下升温，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１，气流量为１３５ｍＬ·ｍｉｎ－１；５）ＴＰ３２０型电导率仪（北

京时代新维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　可调性离子液体的合成

有机超强碱和氟代醇通过质子转移反应得到可调性离子液体．可调性离子液体的阳离子由超强碱

１，８?二氮杂二环［５．４．０］十一碳?７?烯（ＤＢＵ）和四甲基胍（ＴＭＧ）提供，阴离子由氟代醇２，２，２?三氟乙醇

和２，２，３，３?四氟丙醇提供，合成［ＤＢＵＨ］［ＴＦＥ］，［ＤＢＵＨ］［ＴＦＰ］，［ＴＭＧＨ］［ＴＦＥ］，［ＴＭＧＨ］［ＴＦＰ］４

种可调离子液体，其反应方程式，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Ｒ为ＣＦ３ＣＨ２ 或ＣＨＦ２ＣＦ２ＣＨ２ 基团．

以极性可调离子液体［ＴＭＧＨ］［ＴＦＰ］为例，表示由ＴＭＧ夺取ＴＦＰ中羟基上的质子形成
［２１］，其合

成方法如下：１）准确称取５７．５９ｇ（０．５ｍｏｌ）的ＴＭＧ加入烧瓶中，开动搅拌，设定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
－１

并通入Ｎ２ 保护；２）在搅拌过程中，将６８．６５ｇ（０．５２ｍｏｌ）的ＴＦＰ缓慢滴加到反应釜中；３）维持温度不

超过５℃，滴加完ＴＦＰ后停止冷却，继续搅拌３ｈ，以保证ＴＭＧ完全质子化；４）反应结束后，将混合液

放入真空干燥箱内，设定真空干燥箱的温度为６０℃，真空度为９９．３２ｋＰａ，真空干燥２４ｈ，脱除过量的

ＴＦＰ，留下的无色油状液体即为极性可调离子液体［ＴＭＧＨ］［ＴＦＰ］．

利用卡尔费休水分仪，对上述４种可调性离子液体中水的质量比进行测定，所测得质量比的值均在

１０５０～１３５０μｇ·ｇ
－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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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可调性离子液体的合成及与ＣＯ２ 的反应过程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ｗｉｔｈＣＯ２

１．３　犆犗２ 吸收装置及实验步骤

利用体积法原理在搭建的实验装置上对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的过程进行测量，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１为吸收器；２为储罐；３为ＣＯ２；４为缓冲罐；５为真空泵；６，７，８为针状阀；９，１０为球阀；１１，１２

图２　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的实验装置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

为压力传感器；１３为压力表．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１）将质量为犿０，相对分子量为

犕，体积为犞１ 的可调性离子液体加入体积为犞０ 的吸收

器中密封，再把吸收器和体积为犞２ 的储罐放入恒温油

浴中；２）打开阀门８和９，并启动真空泵，将吸收器、储

罐和缓冲罐抽真空，之后关闭阀门８和９；３）设置恒温

油浴的温度为θ，并保温１０ｍｉｎ；４）打开阀门７，向储罐

内通入适量的ＣＯ２，使储罐内的压力为犘１，关闭阀门７；

５）调节球阀９的大小，让储罐内的ＣＯ２ 缓慢进入吸收

器，关闭球阀９，开启磁力搅拌器．为保证吸收器内ＣＯ２

的压力达到实验设定的测定压力犘２，多次调节球阀９

向吸收器内导入气体．当吸收器内ＣＯ２ 的压力保持在

犘２ 不再变化时，则表示此压力下的ＣＯ２ 在可调性离子

液体中的溶解达到平衡．此时，记录下储罐内的气体压力为犘３．

在实验温度为θ，测试平衡压力为犘２ 的条件下，ＣＯ２ 的摩尔吸收量（犛）为

犛＝ ［（犘１－犘３）犞２－犘２（犞０－犞１）］犕／（犿０犚θ）． （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犆犗２ 吸收性能

温度和压力是影响［ＴＭＧＨ］［ＴＦＰ］与ＣＯ２ 反应平衡的２个重要因素．不同温度和不同压力下，

［ＴＭＧＨ］［ＴＦＰ］可调性离子液体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随着温度的增加和压力的下降，［ＴＭＧＨ］［ＴＦＰ］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也随之降低．

［ＴＭＧＨ］［ＴＦＰ］与ＣＯ２ 的是一个放热，且体积压缩的反应过程．根据勒夏特列原理，升高温度和降低压

力将不利于反应的进行．相较于压力而言，温度对ＣＯ２ 吸收变化量的影响更大些，这主要是因为反应生

成的ＲｆＣ－Ｏ－Ｃ键能低，ＣＯ２ 解析温度低（６０℃）．在测定的温度范围下，升高温度容易使ＲｆＣ－Ｏ－Ｃ

键更加活泼，不利于反应的进行 ［１９］．当ＣＯ２ 的摩尔吸收量超过理论的１．００ｍｏｌ·ｍｏｌ
－１之后，增加压力

将很大程度上影响ＣＯ２ 在［ＴＭＧＨ］［ＴＦＰ］中的物理溶解．

当压力为０ｋＰａ，温度为１０～３０℃时，考察可调性离子液体的阴阳离子结构对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的

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当阳离子相同时，以ＴＦＰ为原料合成的可调性离子液体中，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高于以

ＴＦＥ为原料合成的可调性离子液体，如当温度为２０℃时，［ＤＢＵＨ］［ＴＦＰ］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为０．７６

ｍｏｌ·ｍｏｌ－１，［ＤＢＵＨ］［ＴＦＥ］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为０．６５ｍｏｌ·ｍｏｌ
－１，这主要是因为ＴＦＰ中吸电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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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原子数量多于ＴＦＥ，有利于ＴＦＰ中羟基上的Ｈ被超强碱ＤＢＵ或ＴＭＧ夺走，形成阴离子上更强的

电荷密度，因此更加容易与ＣＯ２ 结合；当阴离子相同时，以ＴＭＧ为原料合成的可调性离子液体中，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仅略高于以ＤＢＵ为原料合成的可调性离子液体，如当温度为２０℃时，［ＴＭＧＨ］［ＴＦＰ］的

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为０．７８ｍｏｌ·ｍｏｌ
－１，［ＤＢＵＨ］［ＴＦＰ］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为０．７６ｍｏｌ·ｍｏｌ

－１，这说明

阴离子结构对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的影响强于阳离子．尽管ＤＢＵ的碱度（ｐ犓ａ＝２４．３３）高于ＴＭＧ（ｐ犓ａ＝

２３．３０）
［２２］，但在相同的氟代醇下，二者都能将氟代醇中羟基上的氢夺走，进而对阴离子与ＣＯ２ 的反应影

响不大．在常压下，可调性离子液体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介于０．５２～０．９７ｍｏｌ·ｍｏｌ
－１之间．理论上，ＣＯ２

与阴离子上Ｏ的负离子结合，可调性离子液体最高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为１．００ｍｏｌ·ｍｏｌ
－１，但受到粘

度及传质的影响，实际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小于１．００ｍｏｌ·ｍｏｌ
－１．

　 图３　不同表压下［ＴＭＧＨ］［ＴＦＰ］的　　　　　　　　　　　图４　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离子结构对

　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与温度关系　　　　　　　　　　　　　　　　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２ｍｏｌａｒ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ＴＭＧＨ］［ＴＦＰ］ａｎｄ　　　　　　　　　　　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ｎＣＯ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ｕ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ｍｏｌａ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２．２　可调性离子液体与犆犗２ 的反应机制

选取吸收性能最好的［ＴＭＧＨ］［ＴＦＰ］为研究对象，以在线红外和核磁为表征手段，考察可调性离

子液体与ＣＯ２ 的反应机理．［ＴＭＧＨ］［ＴＦＰ］与ＣＯ２ 反应的红外光谱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犃为吸光

度；σ为波数．

由图５可知：当ＣＯ２ 通入［ＴＭＧＨ］［ＴＦＰ］后，在１６９４，１５７１ｃｍ
－１处出现２个新的红外吸收峰，且

峰强度随着ＣＯ２ 通入时间的增加而增强，当ＣＯ２ 吸收达到饱和时，峰强度保持不变；１６９４，１５７１ｃｍ
－１

两处的新峰分别归属于与ＣＯ２ 反应后新生成的阴离子［ＣＨＦ２ＣＦ２ＣＨ２ＯＣＯＯ］
－中的伸缩振动（Ｃ＝Ｏ）

和自由阳离子［ＴＭＧＨ］＋中的伸缩振动（Ｃ＝ＮＨ＋）．这些峰可以与离子液体［ＴＭＧＨ］［ＣＦ３ＣＯＯ］
－的

伸缩振动（Ｃ＝Ｏ）（１６８３ｃｍ－１）和伸缩振动（Ｃ＝ＮＨ＋）（１５７１ｃｍ－１）相类比
［２３２４］．１５９３ｃｍ－１处的红外

吸收峰归属于［ＴＭＧＨ］＋…［ＴＦＰ］－氢键离子对中的伸缩振动（Ｃ＝ＮＨ），另外，１５９３ｃｍ－１处的吸光度

随着１６９４，１５７１ｃｍ－１两处吸光度的增加而下降．

［ＴＭＧＨ］［ＴＦＰ］与ＣＯ２ 反应前、后的
１３Ｃ核磁谱图，如图６所示．图６中：δ为化学位移．由图６可

　图５　［ＴＭＧＨ］［ＴＦＰ］与ＣＯ２ 反应的红外光谱变化 　图６　［ＴＭＧＨ］［ＴＦＰ］吸收ＣＯ２ 前、后的
１３ＣＮＭＲ图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　　　　　　　　Ｆｉｇ．６　
１３Ｃ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ＭＧＨ］［ＴＦ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ＭＧＨ］［ＴＦＰ］ｗｉｔｈＣＯ２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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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ＴＭＧＨ］［ＴＦＰ］与 ＣＯ２ 反应后，在１６１．１２处发现新的
１３Ｃ核磁峰，这归属于新生成阴离子

［ＣＨＦ２ＣＦ２ＣＨ２ＯＣＯＯ］
－上的羰基碳，该峰可与离子液体［ＤＢＵＨ］［ＣＨ３ＣＨ２ＯＣＯＯ］

－的羰基碳１５８．６０

相类比［２５］．［ＴＭＧＨ］［ＴＦＰ］与ＣＯ２ 反应后，阳离子［ＴＭＧＨ］
＋上夺氢质子的化学位移从７．２６向低场

７．６１移动，说明阳离子的去屏蔽作用增强，阳离子正电荷密度增加．综合ＣＯ２ 吸收前、后的红外光谱

与１３ＣＮＭＲ变化发现，ＣＯ２ 不仅与［ＴＭＧＨ］［ＴＦＰ］反应生成［ＴＭＧＨ］［ＴＦＰＣＯ２］，而且ＣＯ２ 促进可调

性离子液体的结构从氢键离子对向自由离子转变．

２．３　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物性变化

ＣＯ２ 吸收前后，正庚烷在［ＴＭＧＨ］［ＴＦＰ］中的溶解度变化，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ＣＯ２ 吸收前，

（ａ）吸收前　　　　　　　 　（ｂ）吸收后

图７　２５℃时，ＣＯ２ 吸收前、后正庚烷

在［ＴＭＧＨ］［ＴＦＰ］中的溶解变化

Ｆｉｇ．７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ｅｐｔａｎｅｉｎ［ＴＭＧＨ］［ＴＦＰ］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ｔ２５℃

低极性的正庚烷能完全溶解在［ＴＭＧＨ］［ＴＦＰ］中．

当ＣＯ２ 以３０ｍＬ·ｍｏｌ
－１的流速通入５ｍｉｎ后，混合

体系发生分相．顶相是低极性的正庚烷，底相是与

ＣＯ２ 反应后的［ＴＭＧＨ］［ＴＦＰ］．针对这个现象，进一

步考察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前后的极性与电导

率变化．

以荧光致色染料尼罗红为极性指示剂，利用紫

外光谱测定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前、后的极性

变化．当尼罗红溶解在高极性的介质中，它的紫外最

大吸收峰会向高波数移动［２６?２９］．ＣＯ２ 吸收前后，尼罗

红在４种可调性离子液体中的紫外最大吸收峰

（λｍａｘ），以及在２５℃时，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前

后的电导率，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γ为电导率．

由表１可知：可调性离子液体的极性与阳离子有直接的影响关系，阴离子对极性的影响不大．如

［ＴＭＧＨ］［ＴＦＥ］和［ＴＭＧＨ］［ＴＦＰ］的极性低于［ＤＢＵＨ］［ＴＦＥ］和［ＤＢＵＨ］［ＴＦＰ］，具有相同阳离子的

表１　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前后的电导率和极性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吸收剂
γ／μＳ·ｃｍ

－１

吸收前　 吸收后

λｍａｘ／ｎｍ

吸收前 　吸收后

［ＤＢＵＨ］［ＴＦＥ］ １４８ ４０６ ５４１．１ ５５２．２

［ＤＢＵＨ］［ＴＦＰ］ ９１ １８８ ５４１．５ ５４８．２

［ＴＭＧＨ］［ＴＦＥ］ ４１１ ８１１ ５３６．１ ５４３．８

［ＴＭＧＨ］［ＴＦＰ］ ４３２ ５８２ ５３６．７ ５４３．３

可调性离子液体极性相似．由于离子液体中

氢键的存在，有效中和了氟代醇的氢键给予

能力和超强碱（ＤＢＵ，ＴＭＧ）的氢键接受能

力，因而，可调性离子液体的极性要低于纯的

氟代醇和纯的超强碱．在与ＣＯ２ 作用前，可

调性离子液体的极性大致介于丙酮（λｍａｘ＝

５２９．７ｎｍ）和二甲基甲酰胺（λｍａｘ＝５４１．４

ｎｍ）之间
［３０］；与ＣＯ２ 作用后，尼罗红的λｍａｘ

向高波数移动，可调性离子液体的极性大致

介于二甲基甲酰胺和乙醇（λｍａｘ＝５４８．７ｎｍ）之间
［３１］，这表明吸收ＣＯ２ 增加了可调性离子液体的极性．

由表１还可知：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电导率也与阳离子有直接关系，阴离子对电导率的影响不大．如

［ＴＭＧＨ］［ＴＦＥ］和［ＴＭＧＨ］［ＴＦＰ］的电导率高于［ＤＢＵＨ］［ＴＦＥ］和［ＤＢＵＨ］［ＴＦＰ］，具有相同阳离子

的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电导率接近．与ＣＯ２ 反应后，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电导率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这进

一步说明吸收ＣＯ２ 促进了可调性离子液体从氢键离子对向自由离子的转变，增加了可导电离子的数

量，进而带来的是体系离子强度的增大．［ＴＭＧＨ］［ＴＦＰ］吸收ＣＯ２ 前后，［ＴＭＧＨ］［ＴＦＰ］的极性和离

子强度增加，这是导致低极性的正庚烷从［ＴＭＧＨ］［ＴＦＰ］中分相出来的主要原因．

３　结论

１）常压下，可调性离子液体的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最高可达０．９７ｍｏｌ·ｍｏｌ
－１，其中，阴离子的结构对

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的影响强于阳离子．

２）温度和压力是影响ＣＯ２ 摩尔吸收量的２个主要因素，但温度对ＣＯ２ 摩尔吸收变化量的影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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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压力．

３）ＣＯ２ 不仅与阴离子反应，生成烷基碳酸盐，而且也促进可调性离子液体的结构从氢键离子对向

自由离子转变．

４）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后，体系的极性和离子强度的增加将导致溶解在可调性离子液体中

的低极性物质被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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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里拉京对顺铂抗卵巢癌犎犲狔和

犛犓犗犞３细胞的增敏作用

李旭丹１，２，林志灿２，李煊１，２，郑志忠２，明艳林１，２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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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柯里拉京（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与羟基喜树碱（ＨＣＰＴ）、顺铂（ｃＤＤＰ）单独及联合用药，体外抗卵巢癌细胞

Ｈｅｙ，ＳＫＯＶ３的活性及与ｃＤＤＰ联用机制的初步研究．利用四唑盐（ＭＴＴ）比色法检测柯里拉京，ＨＣＰＴ，ｃＤ

ＤＰ在不同质量浓度下，单独及联合用药对卵巢癌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并根据金氏公式计算其协同指数（犙），

进而评价两药联用的增敏效果．通过形态学观察吖啶橙（ＡＯ）／溴化乙啶（ＥＢ）和 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染色及线粒体

膜电位变化，探究其诱导机制．结果表明：柯里拉京对卵巢细胞 Ｈｅｙ，ＳＫＯＶ３的半抑制浓度（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１９．２０，１７．１７μｍｏｌ·Ｌ
－１；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联合作用对于ＳＫＯＶ３，Ｈｅｙ两种细胞均有协同作用，与ＨＣＰＴ联

用只对ＳＫＯＶ３细胞有协同作用，对 Ｈｅｙ细胞仅是相加效应；联合用药组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效果显著高于

单独用药组；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联合用药对卵巢癌细胞的杀伤效果可能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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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ａｌ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Ｃ５０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ｏｎ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ｌｌｓＨｅｙａｎｄＳＫＯＶ３

ｗｅｒｅ１９．２０ａｎｄ１７．１７μｍｏｌ·Ｌ
－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ｈａｄ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ｂｏｔｈＳＫＯＶ３ａｎｄＨｅｙｃｅｌｌ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ＨＣＰＴｏｎｌｙｈａｄ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Ｋ

ＯＶ３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Ｈｅｙ．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ｋｉｌ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ｍａｙ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ｙｌｔｈｉａｚｏｌｙｌｔｅｔｒａｚｏｌ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

柯里拉京（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分子式为Ｃ２７Ｈ２２Ｏ１８，是一种鞣质、多酚类化合物，易溶于甲醇、二甲基亚砜

（ＤＭＳＯ）等有机溶剂，在植物中，特别是大戟科植物中分布广泛．药理研究表明，柯里拉京具有抗肿

瘤［１］、抗氧化［２］、抗炎［３］、保护肝脏［４］、保护神经细胞［５］、保护心血管［６］和辅助治疗２型糖尿病
［７］等多种

生物活性．近几年的研究表明，柯里拉京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在体外可抑制人肝癌
［８］、卵巢癌［９］、喉

癌［１０］、胆管癌［１１］等多种癌细胞株的生长，在体内也可显著抑制卵巢癌和肝癌移植瘤的生长，且对正常卵

巢上皮细胞毒性非常低．近年来，本实验室对柯里拉京的提取制备及其抗肿瘤活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

究，并已申请柯里拉京作为抗癌植物新药的国家发明专利［１２］．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合适的柯

里拉京和顺铂（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ｃＤＤＰ）浓度进行联合用药，初步探讨柯里拉京对顺铂增敏的药理药效学．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

柯里拉京由本实验室提取所得［１３］，纯度达９６．２％；顺铂（ｃＤＤＰ）、吖啶橙（ＡＯ）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

司；羟基喜树碱（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ｉｎｅ，ＨＣＰＴ）购自成都瑞芬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

ＪＣ?１购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ＲＰＭＩ１６４０，新生胎牛血清（ＦＢＳ）购自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溴化

乙锭（ＥＢ）、胰蛋白酶、双抗、四甲基偶氮唑盐（ＭＴＴ）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二甲基亚

砜（ＤＭＳＯ）购自北京吉泰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人卵巢癌细胞ＳＫＯＶ３和Ｈｅｙ由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分子病理实验室郁茵华教授赠送．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细胞培养　ＳＫＯＶ３，Ｈｅｙ细胞采用含体积分数为１０％新生牛血清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完全培养液，

ＣｈａｎｇＬｉｖｅｒ采用含体积分数为１０％新生牛血清的ＤＭＥＭ 完全培养液，于３７℃，体积分数为５％的

ＣＯ２ 和饱和湿度下培养，待细胞生长至对数生长期时进行实验．

１．２．２　ＭＴＴ法测细胞的生长抑制率　取对数期的ＳＫＯＶ３，Ｈｅｙ，ＣｈａｎｇＬｉｖｅｒ细胞，按每孔５×１０
４ 个

细胞培养约２４ｈ，使细胞贴壁完全．根据预试验的结果，加入２００μＬ药液继续培养２４ｈ后，吸掉上清

液，每孔加入２００μＬ的 ＭＴＴ（５００μｇ·ｍＬ
－１）后，置于３７℃温育４ｈ，弃上清；然后，每孔加入２００μＬ

的ＤＭＳＯ，用微孔板快速振荡器振荡２０ｍｉｎ．在波长４９２ｎｍ处测定吸光值（犃），每个质量浓度设４个复

孔，重复３遍．生长抑制率犈的计算式为

犈＝
犃（对照组）－犃（用药组）

犃（对照组）－犃（空白组）
×１００％．

　　体外两药联合应用时，用金正均法（即金氏公式法）求协同指数（犙），再进行判断拮抗、相加、协同效

果．协同指数计算式为

犙＝
犈ａｂ

犈ａ＋犈ｂ－犈ａ×犈ｂ
．

上式中：犈ａｂ为联合用药的抑制率，即实测合并效应；犈ａ和犈ｂ为单独用药时的抑制率；（犈ａ＋犈ｂ－犈ａ×犈ｂ）

为期望合并效应．当犙＜０．８５时，为拮抗；当犙值在０．８５～１．１５时，两药合并效应为相加；当犙＞１．１５

时，为协同．

１．２．３　吖啶橙（ＡＯ）／溴乙锭（ＥＢ）染色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ＳＫＯＶ３，Ｈｅｙ，ＣｈａｎｇＬｉｖｅｒ细胞，按每

孔５×１０４ 个细胞接种于９６孔培养板中，在３７℃，体积分数为５％ＣＯ２ 的条件下培养２４ｈ．药物处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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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里拉京（１７μｍｏｌ·Ｌ
－１）和ｃＤＤＰ（１０μｍｏｌ·Ｌ

－１）单独及联合作用２４ｈ后，每孔加入１００μＬ荧光染色

液（含５０μｍｏｌ·Ｌ
－１的ＡＯ和ＥＢ，即将ＡＯ和ＥＢ按体积比１∶１混合，混合液再与培养液按相应的体

积比混合成荧光染色液）染色５ｍｉｎ．将９６孔板置于荧光显微镜下，随机选取５个视野观察拍照．

１．２．４　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染色　细胞培养及药物处理同上，每孔加入１００μＬ荧光染色液（含５０μｍｏｌ·

Ｌ－１的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即将 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和体积分数为７５％的冷乙醇按体积比１∶２混合配成荧光

染色液），避光孵育１０ｍｉｎ．染色完成后，将９６孔板置于荧光显微镜下，随机选取５个视野观察拍照．

１．２．５　线粒体跨膜电位测定　细胞培养及药物处理同上，每孔加入１００μＬ的ＪＣ?１染色工作液后，放

在体积分数为５％的ＣＯ２，３７℃培养箱中，孵育２０ｍｉｎ．孵育完成后，吸去上清液，用ＪＣ?１染色缓冲液洗

２遍，加入２００μＬ细胞培养液；然后，将９６孔板置于荧光显微镜下，随机选取５个视野观察拍照．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柯里拉京单独作用对卵巢癌细胞的抑制效果

采用 ＭＴＴ法测定柯里拉京单独作用于卵巢癌细胞ＳＫＯＶ３，Ｈｅｙ２４ｈ后的抑制率，结果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η表示存活率；犮为卵巢癌细胞ＳＫＯＶ３，Ｈｅｙ的浓度．由图１可知：柯里拉京对卵巢癌细胞

Ｈｅｙ，ＳＫＯＶ３的半抑制浓度（ＩＣ５０）值分别为１９．２０，１７．１７μｍｏｌ·Ｌ
－１．

　　（ａ）ＳＫＯＶ３细胞　　　　　　　　　　　　　　　　　　　　（ｂ）Ｈｅｙ细胞

图１　柯里拉京单独作用后ＳＫＯＶ３和 Ｈｅｙ细胞的存活率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ＳＫＯＶ３ａｎｄＨｅｙ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ｓｉｎｇｌ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２．２　柯里拉京与羟基喜树碱和顺铂联合作用效果

柯里拉京联合 ＨＣＰＴ及ｃＤＤＰ对ＳＫＯＶ３和 Ｈｅｙ细胞的抑制率及犙值，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犈ａｂ

为联合用药的抑制率；犮（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犮（ＨＣＰＴ），犮（ｃＤＤＰ）分别为柯里拉京，ＨＣＰＴ和ｃＤＤＰ的浓度．

表１　柯里拉京联合 ＨＣＰＴ及ｃＤＤＰ对ＳＫＯＶ３和 Ｈｅｙ细胞的抑制率及犙值（狓±狊，狀＝４）

Ｔａｂ．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犙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ＨＣＰＴａｎｄｃＤＤＰｏｎＳＫＯＶ３ａｎｄＨｅｙｃｅｌｌｓ（狓±狊，狀＝４）

细胞株 犮（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μｍｏｌ·Ｌ
－１

柯里拉京与 ＨＣＰＴ联合作用

犮（ＨＣＰＴ）／μｍｏｌ·Ｌ
－１ 犈ａｂ／％ 犙值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联合作用

犮（ｃＤＤＰ）／μｍｏｌ·Ｌ
－１ 犈ａｂ／％ 犙值

０．１０ ４６．９５±６．２７ １．４０ １０ ６１．７０±２．４９ １．４３

０．２０ ５１．２０±２．３９ １．３６ １５ ７５．２６±０．９６ １．３７

ＳＫＯＶ３ １７ ０．４０ ５２．８６±１２．７６ １．３８ ２０ ７９．１６±３．６３ １．３８

０．８０ ５９．３０±７．０３ １．３０ ４０ ８３．３６±２．４７ １．２４

１．６０ ５９．３１±４．４５ １．１６ ６０ ７８．６９±１．７６ １．０６

０．０１ ４８．３２±２．９０ １．４３ ５ ７０．８０±９．２６ １．６７

０．０２ ４８．７６±２．４５ ０．９８ １０ ７９．９７±３．０９ １．６１

Ｈｅｙ １５ ０．０４ ５３．４０±１．７６ １．１３ １５ ７７．９１±４．７９ １．５７

０．０８ ６０．７６±６．４３ １．０６ ２０ ７８．３６±２．４２ １．２５

０．１６ ６２．７６±０．５８ ０．８９ ２５ ８０．７５±３．５５ ０．９２

　　由表１可知：将柯里拉京分别与 ＨＣＰＴ，ｃＤＤＰ联合作用于ＳＫＯＶ３细胞、Ｈｅｙ细胞，与 ＨＣＰＴ，ｃＤ

ＤＰ单独作用时进行对比，联合作用能够明显降低细胞的ＩＣ５０值，且在所选取的用药浓度中，均有合适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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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组合犙值（犙＞１．１５）；柯里拉京与 ＨＣＰＴ联用，对于ＳＫＯＶ３细胞二者具有协同效应，而对于 Ｈｅｙ

细胞二者仅是相加效应；与ｃＤＤＰ联用对于ＳＫＯＶ３，Ｈｅｙ两种细胞均有协同作用．

２．３　柯里拉京与顺铂联用对细胞形态的影响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ＳＫＯＶ３细胞、Ｈｅｙ细胞的形态学变化，如图２，３所示．

　　 （ａ）对照组　　　　　　　 （ｂ）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ｃ）ｃＤＤＰ　　　　　　（ｄ）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ＤＤＰ

图２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ＳＫＯＶ３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对照组　　　　　　　 （ｂ）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ｃ）ｃＤＤＰ　　　　　　（ｄ）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ＤＤＰ

图３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 Ｈｅｙ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ｅｙ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由图２可知：对于ＳＫＯＶ３细胞，对照组细胞贴壁舒展均匀，长势良好；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用药

组，细胞数量略为减少，部分细胞呈现出典型的凋亡形态，紧缩变圆，体积变小，细胞核皱缩；联合用药组

的细胞减少量较单独用药组多，且几乎全部细胞呈现出典型的凋亡形态．所有用药组与对照组相比，细

胞形态都有明显变化，且联合用药组的变化比单独用药组的变化更为明显．由图３可知：柯里拉京与

ｃＤＤＰ单独和联合作用对 Ｈｅｙ细胞的抑制效果与对ＳＫＯＶ３的抑制效果相似．

２．４　吖啶橙／溴化乙啶双染法观察细胞凋亡

采用ＡＯ／ＥＢ双染色法，观察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ＳＫＯＶ３，Ｈｅｙ的细胞凋亡情况，如

图４，５所示．图４，５中：箭头所指为凋亡细胞．

由图４可知：对于ＳＫＯＶ３细胞，对照组细胞核发出均匀弥散绿色荧光；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用

药组，细胞数量减少，部分细胞核体积变小，发出橘红色荧光；联合用药组细胞数量减少，几乎全部细胞

核体积变小发出橘红色荧光．即联合用药组呈橘红色细胞的比例比单独用药组的有显著的提高．由图５

　　（ａ）对照组　　　　　　　（ｂ）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ｃ）ｃＤＤＰ　　　　　　 （ｄ）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ＤＤＰ

图４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ＳＫＯＶ３细胞凋亡的形态学观察

Ｆｉｇ．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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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对照组　　　　　　　（ｂ）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ｃ）ｃＤＤＰ　　　　　　 （ｄ）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ＤＤＰ

图５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 Ｈｅｙ细胞凋亡的形态学观察

Ｆｉｇ．５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ｅｙ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可知：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和联合作用对Ｈｅｙ细胞的抑制效果与对ＳＫＯＶ３的抑制效果相似．

２．５　犎狅犲犮犺狊狋３３２５８染色观察细胞凋亡

采用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染色法，观察柯里拉京与顺铂单独或联合作用诱导ＳＫＯＶ３，Ｈｅｙ的细胞凋亡

情况，如图６，７所示．图６，７中：箭头所指为凋亡细胞．

　　 （ａ）对照组　　　　　　　 （ｂ）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ｃ）ｃＤＤＰ　　　　　　（ｄ）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ＤＤＰ

图６　柯里拉京与顺铂单独或联合作用诱导ＳＫＯＶ３细胞凋亡的形态学观察

Ｆｉｇ．６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ＳＫＯＶ３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对照组　　　　　　　 （ｂ）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　　　　　　　 （ｃ）ｃＤＤＰ　　　　　　（ｄ）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ｃＤＤＰ

图７　柯里拉京与顺铂单独或联合作用诱导 Ｈｅｙ细胞凋亡的形态学观察

Ｆｉｇ．７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ｅｙ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ｃｏｒｉｌａｇｉｎａｎｄｃＤＤＰ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对于ＳＫＯＶ３细胞，对照组细胞核发出的蓝色荧光呈均匀弥散且较弱；柯里拉京与ｃＤ

ＤＰ单独用药组，细胞数量减少，部分细胞核发出明亮的蓝色荧光；联合用药组细胞数量减少，几乎全部

细胞核都发出明亮的蓝色荧光．即联合用药组呈明亮蓝色荧光细胞的比例比单独用药组的有显著提高．

由图７可知：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和联合作用诱导Ｈｅｙ细胞凋亡的效果与对ＳＫＯＶ３的效果相似．

２．６　犑犆?１检测线粒体膜电位

采用ＪＣ?１检测线粒体膜电位，结果如图８，９所示．

由图８可知：对照组细胞均发出红色荧光；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用药组，细胞数量减少，部分细胞

呈绿色荧光；联合用药组细胞数量减少，几乎全部细胞都发出绿色荧光．即联合用药组呈绿色荧光的细

胞的比例比单独用药组的有显著的提高．由图９可知：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和联合作用诱导 Ｈｅｙ细

胞凋亡的效果与对ＳＫＯＶ３的效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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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引起ＳＫＯＶ３细胞跨膜电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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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单独或联合作用引起 Ｈｅｙ细胞跨膜电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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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与讨论

中药及其有效成分是近年来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之一［１４］．柯里拉京是一种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的天

然产物［１５］，它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抗炎活性，是一个极具开发潜力的单宁类物质．日本学者Ｏｋａｂｅ等从

传统中草药中筛选肿瘤预防剂的研究中发现，柯里拉京能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的分泌，从而对

肿瘤的发生有一定化学预防作用．Ｇａｍｂａｒｉ等
［１６］研究发现，柯里拉京能够抑制小鼠体内的人肝癌细胞

（Ｈｅｐ３Ｂ）的生长，而且不会对小鼠的肝功能造成损伤．Ｊｉａ等
［９］发现，柯里拉京可以引起卵巢癌（ＳＫ

ＯＶ３，Ｈｅｙ）细胞周期Ｇ２／Ｍ的阻滞，并且能通过下调ｐ?Ａｋｔ，ｐ?ＥＲＫ，ｐ?Ｓｍａｄ等凋亡相关蛋白引起卵巢

癌细胞的凋亡，但对正常卵巢上皮细胞（ＮＯＥ０１，ＮＯＥ０２，ＮＯＥ０３）的毒性作用却非常低．

研究结果显示，柯里拉京单独作用对卵巢癌细胞 Ｈｅｙ，ＳＫＯＶ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表明柯里拉京

对卵巢癌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当浓度为１７μｍｏｌ·Ｌ
－１的柯里拉京与不同浓度的 ＨＣＰＴ和ｃＤＤＰ

联合用药后，作用于ＳＫＯＶ３的抑制率随着联合用药的浓度增大而不断增加；当浓度为１５μｍｏｌ·Ｌ
－１

的柯里拉京与不同浓度的ＨＣＰＴ和ｃＤＤＰ联合用药后，作用于Ｈｅｙ的抑制率随着联合用药浓度的增大

也不断增加．说明柯里拉京可增强ｃＤＤＰ对卵巢癌细胞ＳＫＯＶ３，Ｈｅｙ的增殖抑制作用，提高两种细胞对

ｃＤＤＰ的敏感性，且柯里拉京与ｃＤＤＰ联用对于ＳＫＯＶ３，Ｈｅｙ细胞二者联用均有协同作用（犙＞１．１５）．

另外，柯里拉京与 ＨＣＰＴ联合用药对于ＳＫＯＶ３细胞，二者具有协同效应（犙＞１．１５），虽然对于 Ｈｅｙ细

胞不产生协同效果，但有相加效应，这表明柯里拉京具有化疗协同或相加作用，且具有一定的抗卵巢癌

广谱性．

柯里拉京对肿瘤细胞抑制作用为其抗肿瘤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验依据，其与ｃＤＤＰ的联合应用

也为肿瘤的临床联合用药拓宽了思路．抑制形态学观察实验表明，联合用药对卵巢癌细胞的杀伤作用与

单独用药相比有显著的提高．ＪＣ?１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联合用药组较多细胞膜电位发生下降，表明柯里

拉京可以促进线粒体膜电位发生变化，推测其有可能引起凋亡相关因子的释放，促进细胞凋亡．这为柯

里拉京与铂类药物联合用药的机理研究提供了参考．由于文中研究是体外细胞学实验，与体内药物学实

验有一定的差距，化疗增敏的机制尚不清楚，真正应用于临床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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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杰１，２，余劲松弟１，２，佟瑞菊３

（１．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和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２．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３．福建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提出从概念、逻辑、物理三个层次实现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ＲＳＴＳＤＣＭ），并补充遥感影像元数据，

使其能被有效解析．该模型遵循覆盖标准，支持基于 Ｗｅｂ覆盖服务（ＷＣＳ）／Ｗｅｂ覆盖处理服务（ＷＣＰＳ）的互

操作挖掘应用．为实现此应用，设计基于该模型的快速原型，通过中间件连接Ｒａｓｄａｍａｎ覆盖数据处理引擎和

Ｒｓｅｒｖｅ服务，耦合二者特性，在 ＷＣＰＳ计算基础上，利用Ｒ建立数据挖掘模型，使遥感信息互操作挖掘能力提

升到更高层次．进行郑州市主城区遥感生态指数（ＲＳＥＩ）互操作计算的试验．结果表明：该模型不仅支持遥感

时序数据互操作，更能挖掘出隐含的时空动态变化信息及专题时态数据相关关系．

关键词：　覆盖模型；遥感时序数据；互操作；数据挖掘；遥感生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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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

空天地一体化对地观测网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提高我国核心竞争

力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核心是解决地球空间信息获取、处理、应用和服务中的基础理论问题
［１］．随着遥

感技术的发展，遥感数据呈现海量、多元、异构等特征，如何有效集成这些数据，提取出其中隐含但又具

有潜在价值的信息是空天地一体化对地观测应用服务的关键问题之一［２］．遥感时序数据蕴含丰富的历

史信息，在水体面积变化监测、地物信息特征提取、精准农业产量预估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３?５］．为了深

入挖掘遥感时序信息，学者们开展了遥感时序数据建模研究［６］，可有效解决领域内问题，但未涉及分布

式异构遥感时序数据互操作问题．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ｏｐｅｎ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ＯＧＣ）和ＩＳＯ／

ＴＣ２１１推出了一系列面向 Ｗｅｂ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和互操作规范．其中，ＯＧＣＷｅｂ覆盖服务（Ｗｅ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ＣＳ）规范
［７］基于覆盖模型反映地理现象的真实状态，保持了地理数据原始语义并支

持机器解译和判读［８］．文献［９］研究了基于覆盖模型的遥感时序信息表达，并通过 Ｗｅｂ覆盖处理服务

（Ｗｅｂ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ＣＰＳ）
［１０］进行互操作挖掘，但遥感数据的描述未完全涉及，不利于

互操作的解析．因此，本文构建了可满足遥感时序数据互操作解析的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并设计了

相应快速原型，实现遥感时序数据互操作挖掘，为区域时空大数据互操作挖掘研究提供新思路．

１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

１．１　概念模型

概念层次上，ＩＳＯ１９１２３
［１１］将覆盖模型定义为：在给定时空范围内，任意位置到该位置上相关地理

现象属性值的映射，即空间和／或时间到属性值的映射．主要涉及覆盖模型索引域、值域和值域类型的定

义．索引域实现覆盖模型的时空定位；值域存储了该位置上的属性值；值域类型描述了属性值代表的含

义．覆盖模型以映射方式建模，契合遥感时序信息的表达．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除了具备索引域、值域和值域类型信息外，还需相应元数据，使该模型能被

有效解析．ＩＳＯ／ＴＣ２１１提出了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１２］影像和格网内容模型标准．该标准对影像和格网数据进

行分类，分析了类别间的继承关系，并指出此类数据继承于覆盖模型．同时，以最低需求制定此类数据的

基础元数据，使元数据冗余较少．其中，针对影像数据类，定义了获取时间、影像描述、镶嵌情况、波段信

息、卫星平台、传感器等元数据项．针对影像数据类的子类，如光学影像等，则在基础元数据上，又定义了

光学影像类型、光学传感器类型元数据项．

遥感影像应用前，通常需要进行２次预处理，分别是地面接收站获取遥感影像时所做预处理，以及

用户使用遥感影像前所做二次预处理．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缺乏相应的元数据记录这两次预处理信息，欧洲航

空航天局归档格式标准ＳＡＦＥ定义的“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１３］支持遥感影像历史处理信息的记录，可弥补这一

不足．此外，为了反映研究对象的作用域，还需感兴趣区域的范围信息．ＯＧＣＷｅｂ覆盖服务对地观测应

用（Ｗｅｂ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ＣＳＥＯ）
［１４］定义的“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支持这一信息的记录．综上

所述，即可构建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的元数据集，使该模型能被有效解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元数据

Ｔａｂ．１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遥感数据描述需求 互操作元素 相关标准 必要性说明

获取时间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引用自ＩＳＯ１９１０８

影像获取时间，便于影像的检索和查询

影像描述 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引用自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１

影像的相关情况，如数据产品级别、
太阳方位角、太阳高度角等信息

镶嵌情况 ｉｓＭｏｓａｉｃ／ＩＥ＿
Ｍｏｓａ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影像镶嵌信息，若是，则记录各镶嵌影像相应
信息等，可进一步校验感兴趣区范围的有效性

００９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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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遥感数据描述需求 互操作元素 相关标准 必要性说明

波段信息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ａｎｄｓ／ＭＩ＿Ｂａｎｄ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引用自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
判定影像波段是否满足应用需求

卫星平台信息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ｆｏ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引用自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

影像成像的载体信息，如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
卫星，便于影像的检索和查询

传感器信息 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ｆｏ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引用自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

影像成像的传感器，如ＴＭ传感器，可推断
该传感器影像的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等

光学影像类型 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Ｔｙｐｅ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光学影像类型信息，如多光谱影像

光学传感器类型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Ｔｙｐｅ ＩＳＯ１９１６３?１ 光学影像的成像方式，如摆扫式

感兴趣区域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ＧＣ１０?１４０ｒ１
感兴趣区域边界点坐标，
便于影像的检索和定位

影像处理信息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ＥＳＡＰＧＳＩ?ＧＳＥＧ?
ＥＯＰＧ?ＦＳ?０５?０００１
ｉｓｓｕｅ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４

数据存储、处理流程及有关负责人信息
等信息．其中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元素记录遥感数据
历史处理信息，包括地面接收站的处理、
用户的二次处理，用于判定影像进行的

预处理是否达到应用的要求

１．２　逻辑模型

逻辑层次上，主要涉及了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的编码．该编码的实现是基于ＯＧＣＧＭＬ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
［１５］编码标准进行的，能通过ＷＣＳ／ＷＣＰＳ互操作一致性检验．ＧＭ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是ＩＳＯ１９１２３覆盖模型

的标准编码实现，定义了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使覆盖模型的各个地理要素以结构化信息树的形式组织起来．

主要包括４个模块：索引域（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值域（ＲａｎｇｅＳｅｔ）、值域类型（ＲａｎｇｅＴｙｐｅ）及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

ｔａ）．其中，元数据模块通过使用〈ａｎｙ〉元素，允许自定义扩展．

对于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而言，也具备ＧＭ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４个模块．各模块记录信息如下：索引域记

录了时空混合坐标系下的遥感影像各像元位置坐标；值域记录了遥感影像不同波段的亮度值，并允许同

时存储多个波段；值域类型记录了每个波段的含义；元数据记录了遥感时序数据元数据信息．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的逻辑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ＳＴＳＤＣ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对象作为

抽象元数据类，遵循影像数据类的继承关系，且包含了相应元数据的编码元素．该对象可分为共有特征

元数据和独有特征元数据两大类．

图１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

Ｆｉｇ．１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共有特征元数据记录了影像数据集相同的特征信息，包括影像处理级别、卫星平台、传感器信息、影

像范围、历史处理信息、影像波段等．独有特征元数据记录了每幅影像不同的特征，主要涉及各个影像的

获取时间、镶嵌信息等．实际编码时，“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ＳＴＳＤＣ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需要被实例化为具体的影像类，并

补充该类别的元数据．以光学影像为例，需被实例化为光学影像类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元数据，即

“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ＳＴＳＤＣ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并补充“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Ｔｙｐｅ”和“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Ｔ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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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物理模型

物理层次上，主要涉及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ＸＭＬ数据的数据库存储．基于模板驱动的映射规则

算法进行ＸＭＬ数据的关系数据库存储，其映射规则算法为：复杂元素映射为数据表，当其子元素为简

单元素时，则直接构成该数据表的列；当其子元素为复杂元素，则映射为新数据表，并以外键进行关联．

但是，有的复杂元素嵌套引用其他复杂元素，存在多层子节点，且部分子节点没有实值．这种情况下，上

述算法规则下建表存在大量空表，形成冗余．因此，文中以基于模板驱动的映射规则算法为指导思想，结

合实例化的ＸＭＬ数据，仅对有实值的元素进行存储，实现ＸＭＬ数据的关系数据库存储．遥感时序数据

覆盖模型的索引域、值域、值域类型及元数据信息分别由“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ｔｙｐｅ”“ｒｓｔｓｄｃｍ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表记录，并通过外键“ｒｓｃｍｉｄ”与主表“ｒｓｔｓｄｃｍ”进行关联，如图２及表２所示．

图２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物理结构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表２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数据库建表情况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项目 索引域 值域 值域类型 元数据

数据库表名 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ｇｒｉｄａｘｉ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ｃｒｓ

ｒａｎｇｅｓｅｔ ｒａｎｇｅｔｙｐｅ

ｒｓｔｓｄｃ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ｉｍａｇｅｒｙｔｙｐｅ，ｔｙｐｅｉｎｆｏ，
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ａｎｄｓｉｎｆｏ，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ｉｓｍｏｓａｉｃ，ｍｏｓａｉｃｉｎｆｏ，ｍｏｓａ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记录内容
索引域时空混合坐标系、
原点坐标、各轴步进、

不规则时间轴时间点信息

二进制遥感
数据存储信息

遥感影像
各波段信息

遥感影像的元数据信息，
具体对应于表１

　　由图２及表２可知：“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表记录了时空混合坐标系和该坐标系表示的原点坐标，其关联对

象“ｇｒｉｄａｘｉｓ”及“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表记录了索引域每个轴的步进信息和不规则时间轴上时间点信息；“ｒａｎｇｅ

ｓｅｔ”表记录了二进制遥感数据存储信息；“ｒａｎｇｅｔｙｐｅ”表记录了值域类型信息，即遥感影像波段信息；

“ｒｓｔｓｄｃ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表记录了波段数、影像类别、卫星平台、传感器信息．其中，影像类别信息由“ｉｍａｇｅｒｙ

ｔｙｐｅ”及其关联表记录；“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表记录影像的处理级别等信息；“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表记录影像历

史处理信息；“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表记录研究区域４个边界点坐标信息；“ｂａｎｄｓｉｎｆｏ”表记录各波段信息；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表记录每幅影像的获取时间；“ｉｓｍｏｓａｉｃ”记录每幅影像是否经过镶嵌处理，若是，则以

其关联表记录具体镶嵌信息．这些表均由外键“ｒｓｃｍｍｉｄ”与元数据主表“ｒｓｔｓｄｃ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相关联．

２　犠犲犫互操作快速原型

Ｒａｓｄａｍａ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ｓｄａｍａｎ．ｏｒｇ／）是德国不莱梅大学和Ｒａｓｄａｍａｎ公司合作开发的覆盖数

据处理引擎，较为全面地实现了ＯＧＣ的 ＷＣＳ和 ＷＣＰＳ服务．其中：ＷＣＰＳ是覆盖数据互操作查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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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支持覆盖数据的信息提取、处理、分析等操作．ＷＣＰＳ的语法结构为

图３　快速原型架构

Ｆｉｇ．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

　　　　ｆｏｒ＄ｃｉ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ｓｔ）

　　　　　（，＄ｄｉ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ｓｔ））

　　　　　［ｗｈｅｒｅｂｏｏｌｅａｎＳｃａｌａｒＥｘｐｒ］

　　　　　ｒｅｔｕｒｎｅｎｃｏｄ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Ｅｘｐｒ，ｆｏｒｍａｔＮａｍｅ）

为了提升覆盖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在ＷＣＰＳ计算基

础上，提出 ＷＣＰＳ和Ｒ语言协同计算方法，并构建相应

快速原型，其原型架构如图３所示．ＷＣＰＳ计算和Ｒ语

言计算分别是由覆盖数据处理引擎Ｒａｓｄａｍａｎ和 Ｗｅｂ

环境下 Ｒ平台ＦａｓｔＲＷｅｂ（ｈｔｔｐ：∥ｒ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ＦａｓｔＲ

Ｗｅｂ／）实现．该快速原型以一个部署在Ｔｏｍｃａｔ服务器

的 Ｗｅｂ应用连接Ｒａｓｄａｍａｎ和ＦａｓｔＲＷｅｂ的中间件．用

户通过浏览器向该中间件发送访问请求，Ｗｅｂ服务器动

态返回服务器中可用的覆盖数据．用户发送覆盖数据 ＷＣＰＳ计算请求，Ｗｅｂ服务器将该请求发送至

Ｒａｓｄａｍａｎ，并将返回的计算结果写入数据库中．用户通过与ＦａｓｔＲＷｅｂ动态交互，调用部署在ＦａｓｔＲ

Ｗｅｂ服务器上Ｒ脚本即可实现这些数据的更深层次计算．

３　犠犲犫互操作应用案例

为检验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 Ｗｅｂ互操作计算，深层次挖掘遥感时序信息的能力，以 Ｗｅｂ互操作

快速原型为实验平台，实现遥感生态指数（ＲＳＥＩ）互操作计算．ＲＳＥＩ利用主成分分析技术集成了绿度、

湿度、热度和干度４个评价指标，是较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快速评价的指标
［１６?１７］．

实验数据源可通过ＵＳＧＳ下载，产品级别为Ｌ１Ｔ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５影像，研究区域介于东经１１３．４８°～

１１３．８５°，北纬３４．６２°～３４．８７°，日期分别为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３日，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这

些遥感影像建模前进行相关预处理．由于计算不同指标的遥感影像的预处理不相同，计算湿度指标的影

像是表观反射率定标；计算绿度和干度指标的影像是辐亮度定标，且进行了大气校正；计算热度指标的

热红外波段影像并未进行辐射定标．因此，需对这３种预处理后的遥感影像数据集分别建模，实现遥感

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的３种实例化，并将预处理信息记录在元数据“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中予以区分．通过这３种

覆盖数据，即可计算绿度、湿度、热度和干度指标．热度指标公式各参数含义可参见文献［１７］，以热度指

标为例，介绍 ＷＣＰＳ语句语法规则，即

　　ｆｏｒｃ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Ｍｕｌ），ｄ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Ｔｅｍ）

　　　　　ｒｅｔｕｒｎｅｎｃｏｄｅ（（Ｋ２／ｌｎ（Ｋ１／（ｇａｉｎｄ［ｘ，ｙ，ｔ］＋ｂｉａｓ）＋１））／（１＋λＫ２／ｌｎ（Ｋ１／

　　　　　（ｇａｉｎｄ［ｘ，ｙ，ｔ］＋ｂｉａｓ）＋１）／ρｌｎ（ｆ（（ｃ．３［ｘ，ｙ，ｔ］－ｃ．２［ｘ，ｙ，ｔ］）／（ｃ．３［ｘ，ｙ，ｔ］＋

　　　　　ｃ．２［ｘ，ｙ，ｔ］）））），″ｃｓｖ″）

该 ＷＣＰＳ语句中，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Ｍｕｌ，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Ｔｅｍ表示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的２种实例化；ｃ．２，

ｃ．３分别表示用于计算ＮＤＶＩ的红色和近红外波段，ＮＤＶＩ是计算地表比辐射率的参数；ｄ表示热红外

波段；［ｘ，ｙ，ｔ］是该模型索引域的子集，表示在该时空范围内计算目标对象，其表示方法如［Ｌａｔ（ｉ：ｊ），

Ｌｏｎｇ（ｍ：ｎ），ａｎｓｉ（ｔ）］．其中，经纬度应位于元数据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坐标区间内，时间应与元数据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相一致．通过该 ＷＣＰＳ语句可计算出目标时空域各位置点上的热度值．其他３个指标计算与此类

似，不再赘述．

通过ＦａｓｔＲＷｅｂ读取 ＷＣＰＳ数据库中的上述４个指标数据，并构成了４×狀的矩阵，利用Ｒ语言可

进行下述计算．首先，对上述４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通过ｐｒｉｎｃｏｍｐ函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并以

ｐｒｅｄｉｃｔ函数获得第一主成分ＰＣ１；最后，以１减去ＰＣ１，并对结果归一化，使其取值区间为［０，１］，从而

计算出ＲＳＥＩ．其中：ＲＳＥＩ的计算公式为

ＲＳＥＩ＝１－｛ＰＣ１［ｆ（ＷＥＴ，ＮＤＶＩ，ＮＤＳＩ，ＬＳＴ）］｝． （１）

　　Ｗｅｂ互操作快速原型界面，如图４所示．计算后ＲＳＥＩ的统计数据及可视化结果，如表３及图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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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ＲＳＥＩ变化统计是将各年份的ＲＳＥＩ以０．２为间隔分成５级，分别代表差、较差、中等、良、优５个

等级，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级面积统计和差值变化检测所得．

图４　中间件 Ｗｅｂ界面

Ｆｉｇ．４　ＷｅｂＵＩ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

表３　指标主成分分析及ＲＳＥＩ均值统计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ＲＳＥＩ

年份 项目 ＷＥＴ ＮＤＶＩ ＮＤＳＩ ＬＳＴ ＲＳＥＩ均值

１９９９ ＰＣ１载荷值 －０．３６６ －０．４９１ ０．６０７ ０．５０６ ０．５２５

２００６ ＰＣ１载荷值 －０．４１６ －０．３１９ ０．６４９ ０．５５２ ０．４８９

２０１１ ＰＣ１载荷值 －０．２７７ －０．６８３ ０．５９８ ０．３１６ ０．４７９

（ａ）１９９９年　　　　　　　　　　　 （ｂ）２００６年　　　　　　　　　　　（ｃ）２０１１年　　

图５　ＲＳＥＩ可视化结果

Ｆｉｇ．５　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ＳＥＩ

（ａ）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　　　　　　　（ｂ）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　

图６　ＲＳＥＩ变化可视化结果

Ｆｉｇ．６　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ＳＥＩｃｈａｎｇｅ

　　由表３及图５，６可知：在研究时间

内，郑州市主城区的生态环境呈恶化趋

势．从空间上看，生态环境变化具有空

间差异性，由ＲＳＥＩ变化图可知，生态环

境恶化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周边地区．

由指标对第一主成分载荷值可知，干度

指标代表的建筑用地对 ＲＳＥＩ影响最

大，绿度指标代表的植被用地次之，建

筑用地的增加和植被用地的减少会对

城市生态环境产生一定消极影响，这是

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参考生态环境各指标的影响度，合理规划土地

利用，因地制宜，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有效支持 Ｗｅｂ互操作计算，挖掘出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动态变化信息及

其原因，有助于决策者制定适宜的城市发展政策．

４　结论

在分析遥感数据互操作方法的基础上，从概念、逻辑、物理三个层次对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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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同时，针对遥感时序数据覆盖模型的解析需求，构建基于ＩＳＯ１９１６３影像数据类标准的元数据集．

利用覆盖模型元数据模块的可扩展性，对该元数据集进行集成，使遥感时序覆盖模型能较好地支持遥感

时序数据 Ｗｅｂ互操作应用．应用案例表明，该模型可充分发挥 ＷＣＰＳ和Ｒ语言的优势，实现遥感时序

数据的互操作挖掘，提取出遥感影像专题信息和时序影像间隐含动态关联信息．

在后续工作中，将进一步研究影像和格网数据类的继承关系及其元数据表达，以期完成基于影像和

格网数据类的时序数据覆盖建模．此外，该模型编码数据入库需结合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实例化数据，而如何

基于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实现自动化数据库建库也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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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

煤和煤矸石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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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煤和煤矸石图像识别方法．首先，对煤和煤矸石０～２５５

级灰度图像的前部分灰度信息作灰度级压缩和灰度矩阵扩阶处理，对剩余灰度级部分保持原灰度级不变；然

后，根据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分析理论，分别计算压缩扩阶后的煤和煤矸石灰度图像的能量、熵、惯性矩及

相关性．最后，对煤和煤矸石各１００张样本采集图像进行处理，并依据特征参数分类识别．结果表明：基于部分

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特征参数能够很好地对煤和煤矸石图像进行有效识别，总的正确率达到９３．５％．

关键词：　煤；煤矸石；图像识别；特征提取；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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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煤炭消费大国，经过分选的煤炭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的燃烧效率．煤和煤矸石的识别是实现自

动选矿技术的关键，是煤炭工业的重要环节．传统煤和煤矸石的识别主要有人工手选法、机选法、γ射线

透射法．人工手选法效率低下，且工人劳动强度较大；机选法需要将原矿石破碎，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和浓

缩煤的损失［１］；双能γ射线对混合物中矸石的混合度进行判定
［２］，射线对人体有害［３］．随着图像处理与

模式识别的快速发展，采用该技术的煤矸识别研究逐渐深入，主要是针对煤和煤矸石灰度和纹理等［４?６］

表面特征的不同对二者进行识别，已取得相关成果［７?１２］．本文基于煤和煤矸石纹理特征差异，提出一种

用于煤矸识别的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方法，建立相应的图像特征参数提取的理论模型．

１　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理论分析

１．１　灰度共生矩阵

图像灰度共生矩阵（ＧＬＣＭ）理论由 Ｈａｒａｌｉｃｋ于１９７３首先提出
［１３］，描述的是某方向上间隔一定距

离的一对像素点灰度出现的统计规律，其数学定义为：灰度共生矩阵是从图像灰度为犻的像元（位置为

（狓，狔））出发，统计与其距离为犱，灰度为犼的像元（狓＋犇狓，狔＋犇狔）的频度犘（犻，犼，犱，θ），θ为共生矩阵的

生成方向，通常取０°，４５°，９０°，１３５°方向．

Ｈａｒａｌｉｃｋ提出了用于分析灰度共生矩阵的１４个特征值，其中，有４个（能量、熵、惯性矩及相关性）

是不相关的［１４］，这４个特征既便于计算，又能给出较高的分类精度
［１５］．

能量表征图像灰度分布与纹理粗细，其定义公式为

犈＝∑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犘（犻，犼，犱，θ）］
２． （１）

　　２）熵表征图像纹理复杂程度，它是图像信息量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定义公式为

犎 ＝∑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犘（犻，犼，犱，θ）ｌｏｇ犘（犻，犼，犱，θ）． （２）

　　３）惯性矩表征图像清晰程度与纹理沟纹深浅，其定义公式为

犐＝∑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犻－犼）
２犘（犻，犼，犱，θ）． （３）

　　４）相关性表征图像纹理的主方向．度量灰度共生矩阵在行或列方向上的相似度，其计算式为

犆＝
∑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犻犼犘（犻，犼，犱，θ）－μ１μ２

σ
２
１σ
２
２

． （４）

式（１）～（４）中：μ１＝∑
犔－１

犻＝０

犻∑
犔－１

犼＝０

犘（犻，犼，犱，θ）；μ２＝∑
犔－１

犻＝０

犼∑
犔－１

犼＝０

犘（犻，犼，犱，θ）；σ
２
１＝∑

犔－１

犻＝０

（犻－μ１）
２

∑
犔－１

犼＝０

犘（犻，犼，犱，θ）；

σ
２
２ ＝∑

犔－１

犻＝０

（犻－μ２）
２

∑
犔－１

犼＝０

犘（犻，犼，犱，θ）．

１．２　部分灰度压缩处理

通常地，在进行共生矩阵相关特征值计算时，为减小计算量，需对图像灰度级进行压缩．常规灰度压

缩是对全局灰度级（比如０～２５５）进行灰度压缩，把灰度范围等分成若干段，把同段灰度映射为同一灰

度值，而此种压缩方法没有考虑灰度值下的像素数，会造成图像中较大的结构差异被丢失［１６］．部分灰度

压缩方法考虑了绝大部分灰度分布，仅对有价值灰度信息进行灰度压缩，其他灰度级则不作处理，对图

像感兴趣灰度信息保留较完整，其实现流程如下．

１）求出煤与煤矸石图像中灰度均值的最大值犔ｍａｘ和最小值犔ｍｉｎ，大部分灰度信息分布于其间；

２）扩展灰度分布区间为［犔′ｍｉｎ，犔′ｍａｘ］，使得更多有价值信息分布于该区间，其中，０＜犔′ｍｉｎ＜犔ｍｉｎ，

犔ｍａｘ＜犔′ｍａｘ＜犔，犔＝２
狀，狀为图像位数，取犔ｍ∈［犔′ｍｉｎ，犔′ｍａｘ］为灰度压缩最大灰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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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犌为该图像中像素点（狓，狔）的灰度值，犔ｍ 级灰度压缩为犔ｐ（犔ｐ＜犔ｍ）级公式，即

犌＝
狀－１，　　（狀－１）犔ｍ／犔ｐ≤犌≤狀犔ｍ／犔ｐ－狌，

犌，　　　 其他｛ ．
（５）

式（５）中：狌的取值范围为Ｉｎｔ（［１，犔ｍ／犔ｐ］）；狀的取值范围为（１，犔ｐ）．

经过上面灰度压缩处理之后图像的灰度级变为犔ｐ级，按照灰度共生矩阵计算式（１）～（４），相应的

犔均应更换为犔ｐ．扩阶，即在已压缩灰度级犔ｐ的基础上进行级数扩展，扩展后的灰度级为犔ｑ．目的就是

为了融合进行灰度级压缩时部分未进行压缩的那部分高灰度级信息［１２］．那么，此时的灰度级上限犔ｑ所

（ａ）煤　　　　　　　　　　　（ｂ）煤矸石

图１　煤和煤矸石采样图片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ａｌａｎｄｃｏａｌｇａｎｇｕｅ

处范围为（犔ｐ，犔ｍ）．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样本采集及图像预处理

实验煤和煤矸石样本采集环境为：室内，

Ｓｔｉｎｇｒａｙ Ｆ５０４Ｃ 型 工 业 相 机，Ｃｏｍｐｕｔａｒ

Ｍ３５１４?ＭＰ型镜头，沃德普环形高亮型无影光

源 ＨＢＤ?１５０Ｗ，光源高度、光照强度保持一

致．图１为煤和煤矸石的图像．由于煤和煤矸

石样本有限，实验采集煤图片２０７张，煤矸石

图片１８１张．为了避免实验结果的偶然性，从这２０７张煤图片和１８１张煤矸石图片随机各抽取１００张作

为数据分析的样本来源，样本图片分辨率大小为１２８０ｐｘ×９６０ｐｘ．

图像预处理首先对采样图片进行灰度化．然后，采用最大类间方差法（ＯＴＳＵ）自动阈值算法
［１１］，通

过自适应阈值将图像分为背景和目标两部分，再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开闭运算等．最后，将二值化图像与

原灰度图进行匹配，以此作为灰度和纹理分析的图片样本，如图２所示．

　（ａ）灰度图　　　　　（ｂ）处理前的二值图像　　　（ｃ）处理后的二值图像　　　（ｄ）匹配后的图像　

图２　样本预处理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图３　煤与煤矸石灰度均值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

ｏｆｃｏａｌａｎｄｃｏａｌｇａｎｇｕｅ

２．２　灰度分析

由于煤和煤矸石的灰度方差关系不易确定［１２］，而灰度均值较

方差更具比较性，灰度分析针对的是对灰度均值进行灰度数据分

析．１００张煤和１００张煤矸石灰度均值分布，如图３所示．图３中：

平行于水平轴的实线为煤和煤矸石灰度均值分割阈．

由图３可知：将灰度信息作为煤和煤矸石图像识别特征值的

效果很一般；灰度均值作为特征值的煤矸识别率只有６８．５％（其

中，煤为６８．０％，煤矸石为６９．０％）．经计算可得煤样本的灰度均

值分布范围为（４３．８４４１，８５．３６７７），煤矸石样本的灰度均值分布

范围为（４５．９８４９，１２０．０２７６），其中，煤样本灰度均值的平均值为

６０．９３１５，煤矸石为７０．２１８５．

２．３　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参数分析

灰度共生矩阵分析针对能量均值、熵均值、惯性矩均值及相关性均值４个特征参数，进而用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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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来正确识别煤和煤矸石．对于１００张煤和１００张煤矸石样本分别计算各自的常规共生矩阵、间隔

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１２］，以及提出的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

３种方法的上述４个特征参数的分布，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煤与煤矸石的常规灰度共生矩阵４

个特征分布显得十分凌乱，识别率很低；文献［１２］所使用的方法对煤与煤矸石的正确分布有了很大程度

上提升，利用常规灰度共生矩阵不能识别的利用文献［１２］的方法也能正确识别（图４（ｋ）），此算法用相

关性作为特征值识别率最高，而利用其他３个作为特征值的识别率则相对而言低一些；文中方法中煤和

（ａ）常规灰度共生矩阵能量 （ｂ）文献［１２］算法能量　　

　（ｃ）文中算法能量 （ｄ）常规灰度共生矩阵熵

（ｅ）文献［１２］算法熵 （ｆ）文中算法熵　　

（ｇ）常规灰度共生矩阵惯性矩 （ｈ）文献［１２］算法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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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文中算法惯性矩 （ｊ）常规灰度共生矩阵相关性

（ｋ）文献［１２］算法相关性 （ｌ）文中算法相关性

图４　４特征参数结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煤矸石的上述４个参数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图４（ａ）～（ｌ）），出现煤和煤矸石共生矩阵特征参数交叉错

乱的情况相对较少，因而文中方法利用４个灰度共生矩阵参数作为特征值的识别率均很高．

由图４还可知：常规灰度共生矩的煤矸识别率最高为７５．０％（其中，煤９３．０％，煤矸石５７．０％），此

时，灰度共生矩阵处理从２５６级压缩到１６级，狌＝８，未扩阶，以相关性均值作为识别的特征参数（图４

（ｊ））；间隔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
［１２］的煤矸识别率最高为８７．０％（其中，煤９５．０％，煤矸石７９．０％），间

隔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处理从２５６级压缩到１６级，狌＝８，扩阶为３２级，以相关性均值作为识别的特

征参数（图４（ｋ））；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煤矸识别率最高为９３．５％（其中，煤９５．０％，煤矸石

９２．０％），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处理从０～６３级压缩到１６级，狌＝１，扩阶为３２级，以熵作为识别

的特征参数（图４（ｆ））．

２．４　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分析

在灰度分析中，煤和煤矸石图像的灰度均值最大值为１２０．０２７６、最小值为４３．８４４１，说明大部分灰

度信息介于［４３．８４４１，１２０．０２７６］之间．为了提取更多有用灰度信息，在进行部分灰度压缩之前先将灰

度区间扩展［犔ａ，犔ｂ］，选择灰度压缩最大灰度级犔ｍ 在此区间内，其中０＜犔ａ＜４３．８４４１且１２０．０２７６＜

犔ｂ＜２５５．为了计算方便、提高运算实时性，选择犔ｍ 为１２８，６４；压缩等级分为８，１６级；扩阶等级分为

１６，３２级；狌分为１，４，８三种方法共生矩阵特征参数的识别率，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犔ｍ＝２５６且犔ｑ＝

“－”为常规灰度共生矩阵４个特征参数的煤矸识别率；犔ｍ＝２５６且犔ｑ≠“／”为间隔灰度压缩扩阶共生

矩阵［１２］４个特征参数的煤矸识别率；其余部分为文中算法４特征参数的煤矸识别率．

由表１可知：在犔ｍ，犔ｐ及狌三者分别保持一样，而犔ｑ不同时，识别率保持一致；常规灰度共生矩阵

识别结果表明，相关性作为特征值的煤矸识别效果最好，惯性矩次之，能量识别率较低；文献［１２］采用上

述４个特征值的整体识别结果表明，惯性矩作为特征值得煤矸识别效果最好，相关性次之，能量识别率

最低；当部分灰度压缩的最大灰度级为６３，即犔ｍ＝６４时，煤和煤矸石整体识别率高低依次是熵均值、能

量均值、惯性矩均值、相关性均值．综合上表数据可以看出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最大灰度取６４

时的煤矸整体识别率远高于最大灰度级取１２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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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方法的共生矩阵特征参数的煤矸识别率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ａｌｇａｎｇｕｅｏｆ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犔ｍ 犔ｐ 犔ｑ 狌 能量均值／％ 熵均值／％ 惯性矩均值／％ 相关性均值／％

２５６ １６ － １ ７１．５（８０．０／６３．０） ７３．０（７９．０／６７．０） ７４．０（８２．０／６６．０） ７４．０（８５．０／６３．０）

２５６ １６ － ４ ７１．５（８０．０／６３．０） ７２．０（７７．０／６７．０） ７４．５（８１．０／６８．０） ７４．０（８９．０／５９．０）

２５６ １６ － ８ ６９．５（８３．０／５６．０） ７２．０（８１．０／６３．０） ７４．０（７６．０／７２．０） ７５．０（９３．０／５７．０）

２５６ ８ １６ １ ５３．５（５９．０／４８．０） ６１．５（５６．０／６７．０） ６６．０（５７．０／７５．０） ６７．０（７１．０／６３．０）

２５６ ８ １６ ４ ５６．５（６４．０／４９．０） ６２．５（５７．０／６８．０） ７０．０（８１．０／５９．０） ６７．５（７０．０／６５．０）

２５６ ８ １６ ８ ６０．５（６４．０／５７．０） ６５．５（５６．０／７５．０） ７４．５（８１．０／６８．０） ６８．５（６９．０／６８．０）

２５６ ８ ３２ １ ５３．５（５９．０／４８．０） ６１．５（５６．０／６７．０） ６６．０（５７．０／７５．０） ６７．０（７１．０／６３．０）

２５６ ８ ３２ ４ ６０．５（７２．０／４９．０） ６９．５（７２．０／６７．０） ８５．０（９１．０／７９．０） ８５．５（９１．０／８０．０）

２５６ ８ ３２ ８ ６７．０（７７．０／５７．０） ７６．５（７９．０／７４．０） ８６．０（８８．０／８４．０） ８６．５（８８．０／８５．０）

２５６ １６ ３２ １ ７１．５（８０．０／６３．０） ７３．０（７９．０／６７．０） ７４．０（８２．０／６６．０） ７４．０（８５．０／６３．０）

２５６ １６ ３２ ４ ７４．０（８３．０／６５．０） ７８．０（８８．０／６８．０） ８６．０（８８．０／８４．０） ８６．０（８７．０／８５．０）

２５６ １６ ３２ ８ ７４．５（８３．０／６６．０） ７８．０（８９．０／６７．０） ８６．０（８９．０／８３．０） ８７．０（９５．０／７９．０）

１２８ ８ １６ １ ７３．０（８０．０／６６．０） ７５．５（７３．０／８３．０） ７８．０（７３．０／８３．０） ７８．０（９０．０／６６．０）

１２８ ８ １６ ４ ７２．５（７９．０／６６．０） ７５．０（８５．０／６５．０） ７７．５（７４．０／８１．０） ７６．５（８４．０／６９．０）

１２８ ８ １６ ８ ６９．５（７８．０／６１．０） ７２．５（８１．０／６４．０） ７７．０（７５．０／７９．０） ７６．０（８６．０／６６．０）

１２８ ８ ３２ １ ７３．０（８０．０／６６．０） ７５．５（８４．０／６７．０） ７８．０（７３．０／８３．０） ７８．０（９０．０／６６．０）

１２８ ８ ３２ ４ ７６．０（８４．０／６８．０） ８１．０（８８．０／７４．０） ８６．０（８８．０／８４．０） ８５．５（８７．０／８４．０）

１２８ ８ ３２ ８ ７５．０（８０．０／７０．０） ８１．０（８０．０／８２．０） ８６．０（８９．０／８３．０） ８６．５（９４．０／７９．０）

１２８ １６ ３２ １ ７１．５（７４．０／６９．０） ７４．０（７６．０／７２．０） ７８．０（７３．０／８３．０） ７８．５（９３．０／６４．０）

１２８ １６ ３２ ４ ７４．５（７８．０／７１．０） ８０．０（８８．０／７２．０） ８６．０（８６．０／８６．０） ８７．０（９５．０／７９．０）

１２８ １６ ３２ ８ ８２．５（６９．０／９６．０） ８７．５（８０．０／９５．０） ８５．５（９４．０／７７．０） ８５．５（８６．０／８５．０）

６４ ８ １６ １ ９２．５（９６．０／８９．０） ９３．０（９７．０／８９．０） ９２．５（９７．０／８８．０） ８９．５（９５．０／８４．０）

６４ ８ １６ ４ ９３．０（９４．０／９２．０） ９２．５（９５．０／９０．０） ９１．０（８０．０／９２．０） ９０．５（９５．０／８６．０）

６４ ８ ３２ １ ９２．５（９６．０／８９．０） ９３．０（９７．０／８９．０） ９２．５（９７．０／８８．０） ８９．５（９５．０／８４．０）

６４ ８ ３２ ４ ９２．０（９３．０／９２．０） ９２．５（９６．０／８９．０） ８５．０（９３．０／７７．０） ８４．５（８２．０／８７．０）

６４ １６ ３２ １ ９３．０（９３．０／９３．０） ９３．５（９５．０／９２．０） ９１．０（９３．０／８９．０） ８９．０（９７．０／８１．０）

２．５　结果与讨论

不同方法的煤矸整体最优识别率（ρ１），如表２所示．为了进一步验证文中方法的可行性及鲁棒性，

在原２０７张煤和１８１张煤矸石照片中随机抽取各１００张图片，以３种煤矸整体最优识别率情况下的共

生矩阵处理方法为准则，并在这些处理方法下重新处理此１００张煤和１００张煤矸石图片，得到能量、熵、

惯性矩、相关性４个参数均值的识别率．

表２　不同方法的煤矸整体最优识别率

Ｔａｂ．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ｏｐｔｉｍｕｍ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ａｌｇａｎｇｕ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形态 灰度 ρ１／％

常规ＧＬＣＭ算法 文献［１２］算法 文中算法

整体 ６８．５ ７５．０ ８７．０ ９３．５

煤 ６８．０ ９３．０ ９５．０ ９５．０

煤矸石 ６９．０ ５７．０ ７９．０ ９２．０

　　由表２可知：对于随机抽取的１００张煤和１００张煤矸石照片，在同样的处理方法下，虽然在４个特

征值下的识别率会有所波动，且最优识别率不一定是在原特征值下取得，但煤和煤矸石整体最优识别率

高低还是会呈现：ρ１（常规ＧＬＣＭ）＜ρ１（文献［１２］算法）＜ρ１（文中算法）．因此，文中算法是可行的且具

有很好的鲁棒性．不同方法的共生矩阵特征参数的煤矸识别率（ρ２），如表３所示．

由表１，２，３可知：常规灰度共生矩阵、文献［１２］的煤和煤矸石整体识别率最高时，煤和煤矸石各自

的识别率并不能都保证很高，但文中所提出的方法不仅整体识别率很高，而且煤和煤矸石单独的识别率

也很高，说明文中算法的可行性．但是此识别率是在最大灰度级犔ｍ＝６３时得出的，并不一定是所有满

足条件的犔ｍ 的最优识别率，通过多次对犔ｍ 的取值计算，得出识别率高于常规灰度共生矩阵识别率和

１１９第６期　　　　　　　　余乐，等：采用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煤和煤矸石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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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２］算法识别率的犔ｍ．

表３　不同方法的共生矩阵特征参数的煤矸识别率

Ｔａｂ．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ａｌｇａｎｇｕｅｏｆ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犔ｍ 犔ｐ 犔ｑ 狌 ρ２（能量均值）／％ ρ２（熵均值）／％ ρ２（惯性矩均值）／％ ρ２（相关性均值）／％

２５６ １６ － ８ ６５．０（６０．０／７０．０） ６６．５（６７．０／６６．０） ７８．０（７６．０／８０．０） ７２．５（８２．０／６３．０）

２５６ １６ ３２ ８ ７４．０（７９．０／６９．０） ８０．５（８４．０／７７．０） ９１．０（９４．０／８８．０） ９０．５（９０．０／９１．０）

６４ １６ ３２ １ ９４．５（９５．０／９４．０） ９５．０（９５．０／９５．０） ９１．０（９１．０／９１．０） ８９．５（９５．０／８４．０）

２５６① １６ － １ ６６．５（６４．０／６９．０） ６８．０（５８．０／７８．０） ７５．０（７２．０／７８．０） ７２．０（８３．０／６１．０）

１２８① １６ ３２ ４ ７０．０（６６．０／７４．０） ７８．５（８５．０／７２．０） ９０．０（８９．０／９１．０） ９０．５（９１．０／９０．０）

　　注：① 为随机测试．

３　结束语

在综合几种常用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基于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煤矸图像识别方法，通过大

量的实验数据证明所提方法的可靠性、识别率的高效性．但该方法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样本在强光照下

采集，没有考虑在不同光照强度对实验数据的影响；没有结合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神经网络等进行进一

步深入研究，实现煤和煤矸石的自动分选等．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选择更多的最大灰度级犔ｍ，并对犔ｍ

的最优化进行分析，使用更多的图片作为样本来源，完善该方法在煤和矸石识别与分类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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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开关柜内部气隙放电模型

及其电场分析

许超１，尚荣艳１，艾春２，毛恒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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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高压开关柜中典型的内部气隙放电，建立内部气隙放电有限元分析模型．通过气隙处电场分析，

得到该模型的电晕起始电压和电晕层厚度，并研究气隙模型参数对内部气隙处电场分布变化的规律．在此基

础上，研制出内部气隙放电模型实物，并搭建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模拟试验平台，测量内部气隙放电模型的电

晕起始电压．结果表明：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相近，证明模型有限元分析及实物研制的一致性．

关键词：　高压开关柜；内部气隙放电；电场分析；绝缘缺陷；局部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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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开关柜作为电力系统中典型的配电设备，发生局部放电现象是导致绝缘老化或劣化甚至损坏，

从而引发设备损坏及电力系统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３］．目前，利用脉冲电流法、超高频法（ＵＨＦ）、超声

波（ＡＥ）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ＴＥＶ）等局部放电检测技术
［４?６］，可以带电检测高压开关柜的局部放电特

征．检测不必嵌入设备，且不必停电，是预防开关柜故障的一种好方法．然而，局部放电检测技术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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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目前仍是研究的热点［７?１４］．检测方法是否准确有效，检测仪器质量是否可靠，都需通过功能性与

有效性验证试验进行验证．设计局部放电缺陷模型，仿真放电过程，分析放电机理和预测放电参数是实

验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实验的正确性与准确性．因此，本文以内部气隙放电模型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

（ａ）放电情形 （ｂ）等效电路

图１　内部气隙放电情形与等效电路

Ｆｉｇ．１　Ｃａｓｅ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

结构设计，并通过有限元分析其电场特性．

１　内部气隙放电模型的设计

１．１　高压开关柜的内部气隙放电机理

内部气隙放电是开关柜局部放电类型中最常见，也

是最典型的一种放电类型．开关柜内部气隙放电情形与

等效电路，如图１所示．气泡厚度为δ，整个绝缘介质的

厚度为犱，通过该等效电路可进行气隙放电机理研究．

图１中：设置绝缘介质中的气泡为ｃ，其电阻与电容分别

为犚ｃ，犆ｃ；与气泡串联的介质部分为ｂ，其电阻与电容分别为犚ｂ，犆ｂ；其余介质为ａ，其电阻与电容分别为

犚ａ，犆ａ
［１５］．通过平板电极向绝缘介质施加电压，根据电路理论，可得

狌ｃ
狌ｂ
＝

（１／犚ｂ）
２
＋（狑犆ｂ）

２

（１／犚ｃ）
２
＋（狑犆ｃ）槡 ２ ≈

狑犆ｂ
狑犆ｃ

＝
εｂδ

εｃ（犱－δ）
． （１）

　　由于气泡内的放电频率可达吉赫（ＧＨｚ），所以电阻对放电脉冲的阻抗将远远大于容性阻抗，则电阻

的倒数将远小于容性阻抗的倒数，电阻部分在计算时可略去不计，得到式（１）结果，从而可得气泡ｃ和绝

缘介质ｂ上的场强关系为

犈ｃ
犈ｂ
＝

狌ｃ／δ
狌ｂ／（犱－δ）

＝
εｂ

εｃ
． （２）

式（２）中：εｂ，εｃ分别表示绝缘介质ｂ与气泡ｃ的相对介电常数．

由式（１），（２）可知：在同样的电场环境下，绝缘气隙中的电场强度是绝缘介质中电场强度的εｂ／εｃ

倍；由于εｂ／εｃ，则犈ｃ＞犈ｂ；由于气隙很小，其击穿电压将小于绝缘介质中的击穿电压．因此，对含有气隙

的绝缘介质施加高压时，气隙将先于绝缘介质被击穿，但由于绝缘介质其他部位未击穿，致使两电极间

没有形成固定的放电通道，从而发生局部放电［１６１８］．由ＤＬ／Ｔ４１７－２００６《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测量

导则》可知：气隙放电的相位一般集中在０°～９０°及１８０°～２７０°上对称分布．这可作为开关柜发生内部气

图２　内部气隙放电

模型结构（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ｉｒ?ｇａｐ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ｍｍ）

隙放电的判据．

此外，内部气隙放电具有极不均匀电场特征，如内部气隙长度、气

隙宽度、气隙厚度、气隙的边缘倒角等因素都会对内部气隙放电起始

电压产生影响．此外，开关柜内部气隙部位结构复杂，进行电场计算分

析非常困难．因此，有必要建立简单的电场有限元分析模型．

１．２　内部气隙放电有限元分析模型

借鉴其他研究者使用的内部气隙放电实验装置［１８］，设计的内部气

隙放电模型结构，如图２所示．

内部气隙放电区域用有机玻璃密封，可减小空气湿度及流动速度

的影响．根据内部气隙放电模型结构，采用ＡＮＳＹＳ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块，

搭建内部气隙放电３Ｄ模型，如图３所示．

内部气隙放电仿真模型，如图４所示．环氧树脂圆板模型（图４

（ａ）），厚度为３ｍｍ，宽度为２０ｍｍ，长度为４０ｍｍ．气泡为扁平状（图４

（ｂ）），内嵌于环氧树脂圆板模型中，宽度为犔，长度为２犔，厚度为犎，边

沿倒角为犚１（调节犔，犎，犚１的参数值，改变气隙形状，探究不同形状对

气隙场强的影响）．实验过程，逐步加载电压，直至气隙出现放电．

电晕起始场强犈ｃ与电源频率无关，且直流电压下的犈ｃ 的极性效应不大（负极性下的稍低于正极

性），数值和工频电压下的基本相同［１９］．因此，求解器选用静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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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环氧树脂内嵌气泡模型 （ｂ）气泡模型

图３　内部气隙放电有限元分析３Ｄ模型　　　　　　　　　图４　内部气隙放电仿真模型

Ｆｉｇ．３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ｉｒ?ｇａ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ｉｇ．４　Ａｉｒ?ｇａ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激励源和边界条件：１）以空气Ａｉｒ／ＳＦ６ 作为空间介质，建立长方体空气外围，将外表面电势值设０

Ｖ作为参考点，模拟无限远大地；２）高压电极加载５ｋＶ作为参考值进行仿真计算，下端铜板电极接地；

３）接地电极电势值设为０Ｖ．

２　内部气隙放电模型的电场分析

２．１非内部气隙处电场分析

为了保证模型只在内部气隙处发生放电，其他地方不发生放电，必须消除内部气隙放电模型棱角、

毛刺及其他可能导致放电的凸起．而有限元也可以仿真非内部气隙处电场，减小非内部气隙处放电引起

局部放电检测技术误判的可能性．

对上、下两块电极板及气隙模型（犔＝１ｍｍ，犎＝０．５ｍｍ，犚１＝０．２５ｍｍ）进行电场分析，电极倒角

犚＝２ｍｍ，模型上端板加载５ｋＶ作为参考值进行仿真计算，下端接地．内部气隙放电模型场强分布，如

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１）场强最大处出现在高压电极倒角与环氧树脂板间的倒角气隙，最大处为７．２６

ｋＶ·ｍｍ－１，按理想空气的判据，可计算出起始放电电压为２．０７ｋＶ；气泡处场强为３．４１ｋＶ·ｍｍ－１，

按理想空气的判据，可计算出起始放电电压为４．３９ｋＶ；２）加压过程中，高压电极与环氧树脂板的倒角

气隙先发生电晕放电；３）为避免非内部气隙处放电引起局部放电检测技术误判，此模型需放于ＳＦ６环

境下，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犈５０％为导体在雷电冲击负极性电压下的５０％击穿场强；犈Ｂ 为耐受场强；犈１

为允许雷电冲击的合理场强值．以ＳＦ６ 相对压力为４个大气压（ＳＦ６ 表计气压为０．４ＭＰａ）作为试验环

境，按４个大气压ＳＦ６的判据，可计算出倒角气隙处电晕起始放电电压为９．６ｋＶ．因此，文中所有的仿

真，起始放电电压都应在９．６ｋＶ以下才有意义．

（ａ）模型 （ｂ）气隙处

图５　内部气隙放电模型场强分布

Ｆｉｇ．５　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ｍｏｄｅｌ

表１　不同ＳＦ６气压时光洁导体场强设计基准值

Ｔａｂ．１　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ｃｌｅａ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Ｆ６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Ｆ６ 表计气压／ＭＰａ 犈５０％／ｋＶ·ｍｍ
－１ 犈Ｂ／ｋＶ·ｍｍ

－１ 犈１／ｋＶ·ｍｍ
－１

０ ８．７ ７．４ ６．３

０．１ １５．０ １２．８ １１．０

０．２ ２１．３ １８．１ １５．５

０．３ ２７．６ ２３．６ ２０．０

０．４ ３３．９ ２８．８ ２４．０

０．５ ４０．２ ３４．２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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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宽度犔气隙处场强分布折线图

Ｆｉｇ．６　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ａｉｒ?ｇａｐｍｏｄｅ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ｄｔｈｓ犔

２．２　不同参数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２．２．１　不同长度／宽度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以气隙模型厚度

犎＝０．３ｍｍ，倒角犎／２＝０．１５ｍｍ为定量，探究不同长度／宽

度（垂直电力线方向）时，气泡处的场强分布．输入电压为５

ｋＶ，以０．５ｍｍ为宽度步长，设置９组气隙模型．模型宽度犔

分别为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１０．０ｍｍ．仿真

得出气泡处的场强分布，如图６所示．图６中：横轴坐标是沿

电力线方向，以气隙正上方２．５ｍｍ 为起点，气隙正下方２．５

ｍｍ 为终点的直线场强分布．由图６可知：在气隙厚度不变的

时候，垂直于电力线方向面积犛足够小时，气隙长度、宽度越

大，气隙处的场强畸变越严重，气隙内电场强度越来越大；垂

直于电力线方向面积犛足够大时，气隙长度、宽度越大，气隙内电场强度基本不再变化；相对于其他介

质电容，当前模型物理结构尺寸的设定，建模气隙等效分布电容不够大，随着气隙垂直电场线的面积增

大，呈现气隙场强变大的趋势；当气隙面积增大到一定程度，气隙电容远大于其他介质电容后，犈气隙／

犈环氧树脂＝ε环氧树脂ε气隙，满足理论分析结果，其中，ε环氧树脂，ε气隙表示环氧树脂与气隙的相对介电常数．

２．２．２　不同厚度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气隙长度２犔＝８ｍｍ，宽度犔＝４ｍｍ，倒角为犎／２，探究厚度 （垂

直电力线方向）不同时，气隙处的场强分布．输入电压为５ｋＶ，以０．１ｍｍ 为厚度步长，设置９组气隙模

型，模型厚度犎 分别为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ｍｍ．仿真得出气隙处的场强分布，如

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在气隙长度和宽度一定的时候（气隙电容远大于其他介质电容），厚度越薄，气隙

处的场强畸变越严重，气隙的起始放电电压越低；当气隙越来越厚，场强畸变减弱，气隙的场强趋近于

犈气隙／犈环氧树脂＝ε环氧树脂／ε气隙，满足理论分析结果．

２．２．３　不同边沿倒角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气隙长度２犔＝８ｍｍ，宽度犔＝４ｍｍ，厚度犎＝０．５ｍｍ，探

究边沿倒角犚１ 不同时，气隙处的场强分布．加载５ｋＶ输入电压，以０．０５ｍｍ为倒角步长设置６组气隙

模型，边沿倒角犚１ 分别为０，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ｍｍ．仿真得出气隙处的场强分布，如图８所

示．由图８可知：气隙模型的场强主要取决于电力线方向的厚度大小和垂直于电力方向长度、宽度的大

小，其长度宽度厚度一定时，不同边缘倒角对其气隙场强影响并不是很大．

　　图７　不同厚度犎 气隙处场强分布折线图 图８　不同边沿倒角犚１ 气隙处场强分布折线图

　Ｆｉｇ．７　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ｇａｐ Ｆｉｇ．８　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ｇａｐ

　　ｍｏｄｅ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犎 ｍｏｄｅ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ｄｇｅｃｈａｍｆｅｒ犚１

２．３　内部气隙处电场分析

产生电晕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气隙局部区域的电场强度超过了电介质的耐电强度．在气压为０．４

ＭＰａ下，理想ＳＦ６ 气体的击穿强度为２．４×１０
７Ｖ·ｍ－１，不妨令其作为有限元分析时发生电晕的条件，

电场强度大于２．４×１０７Ｖ·ｍ－１的区域为放电区域．内部气隙模型采用环氧树脂板内嵌气泡进行试验．

为满足气隙放电模型理论分析结果，以气泡长度、宽度、倒角及厚度为单一变量，研究其对气隙处电场分

布变化的规律．设置气隙模型厚度犎＝１ｍｍ，宽度犔＝４ｍｍ，长度２犔＝８ｍｍ，边缘倒角犚１＝０．５ｍｍ．

通过向模型高压电极加载电压，可得到不同电压时内部气隙的场强分布情况，如图９所示．

改变高压电极的电压犝ｅ，得到内部气隙（气泡）及倒角气隙处的最大场强犈ｍａｘ及电晕层厚度δ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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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电晕起始　　　　　　　　　　　（ｂ）电晕发展　　　　　　　　（ｃ）倒角气隙电晕放电时

图９　内部气隙的场强分布

Ｆｉｇ．９　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ｍｏｄｅｌ

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内部气隙及倒角气隙处的最大场强与施加电压成线性，随着电压的增大，最大场

强越大；在相同施加电压下，倒角气隙处最大场强大于内部气隙处．

最大场强与施加电压的关系，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内部气隙及倒角气隙处的电晕层厚度随

着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电晕层厚度与施加电压的关系，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知：在加压过程中，内部气隙放电将产生伴

生现象，即在一定施加电压下，内部气隙较倒角气隙放电明显，检测结果可靠，超过一定施加电压时，倒

角气隙处电晕放电将覆盖内部气隙放电，检测结果误差较大．因此，试验中需将施加电压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才有意义．

表２　最大场强及电晕层厚度

Ｔａｂ．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放电位置 犝ｅ／ｋＶ 犈ｍａｘ／Ｖ·ｍ
－１ δｃ／ｍｍ 放电位置 犝ｅ／ｋＶ 犈ｍａｘ／Ｖ·ｍ

－１ δｃ／ｍｍ

内部气隙
（气泡）处

４．００ ２．４７ 不放电

４．４０ ２．７２ 极小

４．７０ ２．９１ 极小

７．００ ４．３３ 极小

９．６０ ５．９５ ０．２

１２．５０ ７．７４ ０．６

１４．０４ ８．７０ ０．８

１５．００ ９．２９ ０．９

２０．００ １８．５９ １．５

倒角
气隙处

４．４０ １１．２９ 不放电

５．００ １２．８３ 不放电

９．６０ ２４．６３ 极小

１０．００ ２５．６１ ０．２

１４．０４ ３６．０２ １．８

１５．００ ３８．４９ ２．４

２０．００ ５１．２３ 击穿

　　图１０　最大场强与施加电压的关系 图１１　电晕层厚度与施加电压的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

　　

３　电晕起始电压验证

３．１　内部气隙放电模型实物的研制

根据内部气隙放电有限元分析模型，研制出内部气隙放电模型实物，内部气隙模型内嵌于环氧树脂

圆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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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试验平台的搭建

选择测量电晕起始电压验证仿真结果．搭建的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模拟试验平台，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中：交流电源为３８０Ｖ三相工频交流电源；调压器采用接触式电动调压器，调压范围为０～４３０Ｖ；

试验变压器为工频无局放高压试验变压器，其额定电压为１５０ｋＶ／０．３８ｋＶ，额定容量为１５ｋＷ；保护电

阻的额定电压为１５０ｋＶ，额定电流为０．１Ａ，标称阻值为５ｋΩ，其作用是限制变压器负载短路电流，以

免因耦合电容器短路或放电模型击穿而烧坏变压器，并可改善负载短路时产生的过电压和变压器绕组

上的电位分布，避免损坏变压器；电容分压器的额定电压为１５０ｋＶ，额定电容为３００ｐＦ；试验高压开关

柜的电压等级为１０ｋＶ．

试验采用具有ＵＨＦ检测技术连接通道的局部放电检测仪．通过ＵＨＦ传感器对试验开关柜局部放

电时产生的超高频电磁波信号进行检测，从而获得局部放电的相关信息．

图１２　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模拟试验平台接线图

Ｆｉｇ．１２　Ｗｉｒ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

３．３　电晕起始电压测量

试验加压通过工频高电压试验手动控制台实现，具有性能稳定、工作可靠、测量精确、操作方便等优

点．从０Ｖ开始加压，步长为０．５～１．０ｋＶ可调，加载工频电压，直至发生电晕为止．改变施加电压，进

行８组试验，测得内部气隙电晕起始电压犝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电晕起始电压测量值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ｏｎ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ｏｌｔａｇ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试验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犝ｓ／ｋＶ ３．７ ４．６ ４．２ ４．８ ５．３ ６．１ ５．０ ４．２

　　由表３可知：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相近，电晕起始电压的仿真结果为４．４ｋＶ，而实验结果平均值为

４．７ｋＶ．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仅仅选择测量电晕起始电压进行实验验证，然而，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

图１３　内部气隙放电点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ａｉｒ?ｇａｐｍｏｄｅｌ

高度相近，大大提高了仿真分析结果的可信程度，证明了有

限元分析模型及研制的模型实物的正确性．

此外，发生内部气隙放电时，局部放电检测仪采集的放

电点分布，如图１３所示．由图１３可知：放电相位分布基本

对称，主要集中在０°～９０°及１８０°～２７０°上，基本符合ＤＬ／Ｔ

４１７－２００６《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测量导则》所指定的内

部气隙放电标准图谱，这也间接验证了有限元分析模型及

研制的模型实物的正确性．

４　结论

１）根据高压开关柜的内部气隙放电机理，设计出内部气隙放电有限元分析模型．在电场分析的基

础上，研制出准确、实用的内部气隙放电实物模型．

２）在气压为０．４ＭＰａ的ＳＦ６ 环境下，对内部气隙放电有限元分析模型进行电场分析，得到该模型

的电晕起始电压和电晕层厚度，并分析其随施加电压变化的规律及气隙模型参数．

３）分析模型的非内部气隙处电场可知，加压过程中，模型的内部气隙放电产生伴生现象，为确保检

测结果可靠，需将试验电压控制在１１ｋＶ以下，保证局部放电检测技术有效性及验证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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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变量过程监控的犇控制图

夏蓓鑫１，简铮２，高雅２，陶宁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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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如何将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的多元控制图相结合，以获得一个具有自学习性的控制图的问题，以支

持向量数据描述（ＳＶＤＤ）为构建基础，提出一个基于支持向量数据描述的犇控制图．该犇控制图通过对在控

数据的学习，自适应地构建出自己的监控模型．仿真实验及工业实例表明：犇控制图在多变量制造过程中的表

现优于犜２ 控制图，是一个理想的监控模型．

关键词：　犇控制图；多元统计过程控制；支持向量数据描述；平均运行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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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ｔｔｏｇｅ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ＶＤＤ），ａ犇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ｒｔｗｉｔｈＳＶＤ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犇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ｃ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ｓｏｗ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ｅ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ａｔ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ｈａｓ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犜
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犇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ｕｎｌｅｎｇｔｈ

在现代化工业制造过程中，一个完整的制造单元常由多个相关变量组成，如果分别使用单变量控制

图进行监控往往效果不好［１］．因此，针对具有互相关性的多变量制造，提出相应的多变量控制图尤为重

要．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犜
２ 控制图监控多变量制造过程［２］．之后，由于犜２ 控制图对

小幅度异常的不敏感性［３］，研究人员又提出多元累积和控制图［４］及多元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控制图［５］．这

些控制图基于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缺乏自学习性．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传感器被安装

在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以收集制造过程的多方位信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许多具有自学习性

的机器学习算法被提出．例如，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６］、支持向量数据描述（ＳＶＤＤ）

［７８］、反向传播（Ｂ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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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９］、自组织特征映射（ＳＯＭ）神经网络
［１０］等．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将一些机器学习算法与传统

控制理论相结合，以克服传统多元控制图的缺陷，使新的控制图具有自学习［１１］．文献［１２］将无监督学习

的ＳＯＭ神经网络作为学习器，学习在控数据分布，基于训练好的ＳＯＭ神经网络结构，构建最小量化误

差（ＭＱＥ）控制图．这样的构建方式使 ＭＱＥ控制图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性．但其构建的基础为ＳＯＭ神经

网络，而支持向量数据描述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支持向量数据描述的犇 控制

图，用于监控多变量制造过程．

１　犜
２控制图

在化学工业和过程工业生产中，往往需要同时监测多个质量特性，且这些质量特性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假设观测值犡＝［狓１，狓２，…，狓狆］′服从狆元正态分布犖（μ０，Σ），犜
２ 控制图的统计量定义为

犜２ ＝ （犡－μ０）
狉
Σ
－１（犡－μ０）． （１）

　　犜
２ 控制图的控制限犺是由在控平均运行链长（ＡＲＬ）决定的．当统计量犜２＞犺，可认为该制造过程

图１　支持向量数据描述的数据描述过程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ＶＤＤ

失控；否则，认为过程受控．

２　基于支持向量数据描述的犇控制图

２．１　支持向量数据描述

支持向量数据描述是一种一类分类器，能解决一分

类问题．它的目标是找到一个最小的超球体，把大部分

目标集的数据包含在里面．一个典型的描述过程，如图１

所示．图１中：狓１，狓２ 为样本对应的坐标位置值．

当给定一个训练的目标集犜＝｛狓犻∈犚
犱，犻＝１，…，

犖｝，犖 为目标集的数量，狓犻 为一个犱 维的向量．构建包

含目标集的最小超球体的数学过程，有

ｍａｘ犔＝∑
犻

犪犻犓（狓犻·狓犻）－∑
犻，犼

犪犻犪犼犓（狓犻·狓犼）． （２）

式（２）中：犓（狓犻·狓犼）为核函数；∑
犻
犪犻＝１，０≤犪犻≤犆，犻，犼＝１，…，犖．

一般主要使用的核函数有２种：高斯核函数和多项式核函数．由于高斯核函数在数据描述方面具有

更好的表现［１３］，故采用高斯核函数进行控制图的构建，即

犓（狓犻，狓犼）＝ｅｘｐ －
‖狓犻－狓犼‖

２

狊（ ）２ ． （３）

式（３）中：狊为核函数．

在支持向量数据描述中，惩罚参数犆、核函数狊是２个重要的参数，分别选取犆为５，狊为１
［１４１５］．

２．２　犇控制图

２．２．１　犇统计值　基于支持向量数据描述的犇控制图的监控统计量为犇，其计算公式为

犇＝ ‖狋－犪‖
２
＝犓（狋·狋）－２∑

犻

犪犻犓（狋·狓犻）＋∑
犻，犼

犪犻犪犼犓（狓犻·狓犼）． （４）

式（４）中：狋为输入的向量数据，输入数据是通过移动窗口法得到的数据；犪为支持向量数据描述学习到

的超空间的中心．

２．２．２　移动窗口分析法　采用移动窗口的方法获得监控数据，一个简单的应用过程，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犖 为观测的个体．因为不同的窗口大小会使控制图获得不同的监控性能，所以窗口大小的选择需要

进一步分析．

２．２．３　基于犇控制图的监控模型　支持向量数据描述在离线过程通过对在控目标数据集进行离线学

习，学习到在控数据的空间分布．在在线监控阶段，可以利用犇值判断当前制造过程的状态．

如果犇＞犺，则控制图发出报警，表示当前制造过程超控，犺可以通过给定的在控ＡＲＬ调整得到．犇

控制图的一个典型的监控模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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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移动窗口 图３　犇控制图的监控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犇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ｓ

３　仿真实验

３．１　窗口大小的影响

为了研究窗口大小对犇控制图监控性能的影响，分别选取２５，１６，１２，４的窗口进行仿真实验，以选

择合适的窗口大小．离线学习数据集不是原始二维正态分布数据，而是犜２ 统计值
［２］．前期基础性的实

验证明这样的构建方法能够使控制图有更好的监控性能．

首先，产生二维正态分布（均值为［］０
０
，协方差矩阵为

１．０　０．８

０．８　
［ ］

１．０
）的在控仿真数据．同时，计算每个

数据点的犜２ 统计值．然后，通过移动窗口法采集１０００组狀维的在控学习数据集，狀为移动窗口大小，

将１０００组数据集输入ＳＶＤＤ进行离线学习．完成离线学习后，通过调节控制限犺，使在控ＡＲＬ大约等

于设定值．本次实验中，设定值为３８０．获得控制限犺后，生成超控数据，即

犡狋 ＝犢狋＋δ，　　狋≥狀． （５）

式（５）中：犢狋为狋时刻的在控数据；犡狋为狋时刻的超控数据；δ为阶跃向量，δ＝
δ１

δ
［ ］
２

；狀为窗口大小．

计算每个数据点的犜２ 统计值．同样采用移动窗口的方法获得１０００组狀维超控数据，计算超控

ＡＲＬ．用马氏距离λ表示阶跃幅度的大小
［１６］，即

λ＝ δ
Ｔ
Σ

－１槡 δ． （６）

式（６）中：Σ 为协方差矩阵．

一般而言，一个大的阶跃幅度会得到一个小的在控ＡＲＬ．因此，根据λ对结果进行排序，以获得更

图４　不同窗口大小仿真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ｚｅｓ

好的展示效果．选取７个不同程度的阶跃幅度向量δ作

为实验对象，δ ＝
０．７５

０．
［ ］
００
，
１．００

０．
［ ］
２５
，
１．５０

１．
［ ］
５０
，
１．５０

０．
［ ］
５０
，

１．５０

０．
［ ］
００
，
２．００

０．
［ ］
２５
，
２．５０

０．
［ ］
２５
．

在控ＡＲＬ及超控ＡＲＬ都是通过１００００次实验得

出的结果，实验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窗口大小

为４的情况下，相较于其他窗口，其整体的监控性能明

显较差；虽然在小的阶跃幅度时，窗口２５的监控性能最

好，但在大的阶跃幅度时，窗口４的监控性能最好．因

此，窗口１６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以获得整体最优的监控性能．

３．２　性能分析

对仿真实验进行对比，验证犇控制图的监控性能．实验假设数据集都服从均值为［］０
０
，协方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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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０　０．８

０．８　
［ ］

１．０
的二维正态分布．

在离线学习阶段，将采集到的１０００组１６维在控数据集的犜２ 统计值输入ＳＶＤＤ进行离线训练，获

得训练后的ＳＶＤＤ结构．调节控制限犺，使在控ＡＲＬ大约等于设定值３７０．在在线监控过程中，通过不

同的阶跃向量δ生成不同超控程度的超控数据，并计算相应的超控ＡＲＬ．同时，用表示阶跃幅度的λ进

行排序．犇控制图（犺＝１．０３７２６）和犜２ 控制图（犺＝１１．８３１５）的ＡＲＬ性能，如表１所示．

表１　控制图的ＡＲＬ性能仿真结果

Ｔａｂ．１　ＡＲ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ｓ

实验序号 　　　λ δ 超控ＡＲＬ（犇控制图） 超控ＡＲＬ（犜２ 控制图）

０ ０ （０，０） ３７３．６１３８ ３７０．８３７４

１ ０．２６３５ （０．２５，０．２５） ２７１．８７３２ ２９０．０４３４

２ ０．４１６７ （０．２５，０．００） １９３．３１０１ ２３３．８６２０

３ ０．５２７０ （０．５０，０．５０） １４３．２４２３ １９２．１７９１

４ ０．５５９０ （０．５０，０．２５） １２９．９１１４ １７６．８７０２

５ ０．７６８３ （０．７５，０．５０） ６８．９７３０ １１４．１３１６

６ ０．７９０６ （０．７５，０．７５） ６４．３１５８ １０６．９８８９

７ ０．８３３３ （０．５０，０） ５６．３６５２ ９７．６４３７

８ ０．９５０１ （０．７５，０．２５） ４０．２１４４ ７６．５０６５

９ １．００３５ （１．００，０．７５） ３４．７７８６ ６７．８５３８

１０ １．０５４１ （１．００，１．００） ３０．５７０８ ５９．８３５５

１１ １．１１８０ （１．００，０．５０） ２６．１３３１ ５３．０３９１

１２ １．２５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９．１４６５ ３９．３３６２

１３ １．３５６６ （１．００，０．２５） １５．３１５０ ３１．０３２２

１４ １．５３６６ （１．５０，１．００） １１．０１３２ ２１．６８７２

１５ １．５８１１ （１．５０，１．５０） １０．５５３３ ２０．１８１５

１６ １．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９．０３４０ １６．６７４３

１７ １．６７７１ （１．５０，０．７５） ８．９１２４ １６．５８９３

１８ １．９００３ （１．５０，０．５０） ６．５８２１ １１．０２５７

１９ ２．００６９ （２．００，１．５０） ５．９２７４ ９．１８０８

２０ ２．１０８２ （２．００，２．００） ５．２１０６ ７．８３４８

２１ ２．１８１０ （１．５０，０．２５） ４．８１７８ ７．０２４５

２２ ２．２３６１ （２．００，１．００） ４．５７５０ ６．５２５９

２３ ２．４５０９ （２．００，０．７５） ３．７３１３ ４．８７８５

２４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６０３９ ４．５２０５

２５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２．００） ３．５５７３ ４．５５２４

２６ ２．６３５２ （２．５０，１．５０） ３．１６９７ ３．８６８１

２７ ２．６３５２ （２．５０，２．５０） ３．１６３７ ３．７６８６

２８ ２．７１３１ （２．００，０．５０） ３．００８５ ３．５１４０

２９ ３．００４６ （２．５０，１．００） ２．３７７０ ２．５３８８

３０ ３．００４６ （３．００，２．５０） ２．３９８３ ２．５６５０

３１ ３．０１０４ （２．００，０．２５） ２．３６９１ ２．５３１７

３２ ３．０７３２ （３．００，２．００） ２．２７１５ ２．４２１１

３３ ３．１６２３ （３．００，３．００） ２．１８２２ ２．２１７９

３４ ３．２５４３ （２．５０，０．７５） ２．０３８５ ２．０３１７

３５ ３．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１．９３９３ １．９６２５

３６ ３．３５４１ （３．００，１．５０） １．９２５０ １．９０７４

３７ ３．５３５５ （２．５０，０．５０） １．７４３６ １．６７２３

３８ ３．８００６ （３．００，１．００） １．５３０９ １．４２９７

３９ ３．８４１５ （２．５０，０．２５） １．５１２４ １．４１４４

４０ ４．０６９７ （３．００，０．７５） １．３８２６ １．２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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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实验序号 λ δ 超控ＡＲＬ（犇控制图） 超控ＡＲＬ（犜２ 控制图）

４１ ４．１６６７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５０ １．２３６５

４２ ４．３６２１ （３．００，０．５０） １．２５８０ １．１７４２

４３ ４．６７３４ （３．００，０．２５） １．１５９９ １．０９７０

４４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９７８ １．０４８４

　　分别选取表１中序号１，２，４，５，８，１１，１３，１４，１７，１８，２０，２３，２８，２９，３３，３５，３７，３９，４０，４２，４３，４４进行

实验，仿真结果如图５所示．所有在控ＡＲＬ及超控ＡＲＬ都是通过１００００次实验得出的．由于犇 控制

图与犜２ 控制图的监控统计量不一样．因此，它们所调整计算出的控制限犺也不一样．

图５　不同控制图的仿真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ｓ

　　由表１与图５可知：相较于犜
２ 控制图，提出的犇控

制图具有几乎一样，甚至更好的监控性能，特别是在中

小阶跃幅度时，其具有明显更优的监控性能．这是因为

传统的犜２ 控制图是基于数理统计的方法构建的，而犇

控制图是在机器学习方法基础上构建的．

因此，犇控制图能够通过对制造过程历史数据的学

习，调整自身结构，实现对当前制造过程更好的监控．比

较结果也说明犇控制图在多变量制造过程中是一个更

理想的监控模型．

４　应用实例

通过犇控制图和犜２ 控制图监控一个木材加工厂的制造过程
［１７］，以说明犇控制图在实际应用的优

越性．木材加工厂的制造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两变量过程，木材的硬度和弯曲应力是该制造过程的２个质

量特性．在进行在线监控之前，首先，将采集到的在控数据的犜２ 统计值以１６维移动窗口向量的形式输

入ＳＶＤＤ进行离线训练．然后，利用在控数据，调节控制限犺，使在控ＡＲＬ大约为３７０．分别用犇控制图

和犜２ 控制图监控１１５组观测数据，制造过程在第５５组数据开始出现过程失控．监控结果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犇控制图在第６１组观察点的犇值超过了控制限犺，而犜２ 控制图在第９６组观察点才发出

警报信号．

（ａ）犇控制图 （ｂ）犜２ 控制图

图６　监控木材加工过程实例

Ｆｉｇ．６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ｌｕｍｂｅ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进一步对表现结果进行分析，犇控制图有更好的监控性能主要有以下２点原因．１）犇 控制图是在

机器学习方法基础上构建的监控模型．因此，犇控制图能够通过对制造过程历史数据的学习，调整自身

结构，实现对当前制造过程更好的监控．而犜２ 控制图是基于数理统计的方法建立的，不能对制造过程

的实际情况调整自身结构．２）犇控制图是将采集到的数据以移动窗口向量的形式输入，所以更多的异

常特征可以输入监控模型中，这样的监控模型可以更容易超过它的控制限，更快地监控到异常．而犜２

控制图只能监控当前观测值的信息，因此，更难超过它的控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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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提出基于支持向量数据描述的犇 控制图，克服传统控制图不具备自学习的特点，能够根据不同的

制造过程，通过学习不断改进自身结构．因此，犇 控制图具有更好的应用性．由于ＳＶＤＤ是一种无监督

学习算法，所以，犇控制图的学习只需要在控数据，这样可进一步减少在数据收集方面的消耗．犇 控制

图具有应用性和经济性两大特点．仿真实验及应用实例证明，犇控制图在多变量制造过程中是一个理想

的监控工具．

参考文献：

［１］　张鹏伟，苏秦，李乘龙．面向小批量生产过程的多变量贝叶斯控制图［Ｊ］．系统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８（３）：３８７３９３．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７８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３．

［２］　汪洋，陈向东，闪四清．基于ＡＲＬ的犜２ 控制图多元质量特性统计设计经济模型［Ｊ］．工业工程，２０１３，１６（４）：１３３

１３９．

［３］　ＬＩＡＮＧＷｅｎｊｕａｎ，ＰＵ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ｅｅ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ＣＵＳＵ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ｕｓｉｎｇｄｙ

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ｍｉ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４（１１）：１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２６６４７６３．２０１６．１２４７７８４．

［４］　ＷＯＯＤＡＬＬＷ Ｈ，ＮＣＵＢＥＭ Ｍ．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ＣＵＳＵ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Ｔｅｃｈ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８５，２７（３）：

２８５２９２．ＤＯＩ：１０．２３０７／１２６９７１０．

［５］　ＬＯＷＲＹＣＡ，ＷＯＯＤＡＬＬＷＨ，ＣＨＡＭＰＣＷ，犲狋犪犾．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ｒｔ［Ｊ］．Ｔｅｃｈ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２，３４（１）：４６５３．ＤＯＩ：１０．２３０７／１２６９５５１．

［６］　张学工．关于统计学习理论与支持向量机［Ｊ］．自动化学报，２０００，２６（１）：３２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３／ｊ．ａａｓ．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５．

［７］　ＴＡＸＤＭＪ，ＤＵＩＮＲＰＷ．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ｄｏｍａ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９，２０（１１）：１１９１

１１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７８６５５（９９）０００８７２．

［８］　ＴＡＸＤＭＪ，ＤＵＩＮＲＰＷ．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Ｊ］．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４，５４（１）：４５６６．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３／Ｂ：ＭＡＣＨ．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８４．６０８１１．４９．

［９］　ＢＵＳＣＥＭＡＭ．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ＵｓｅａｎｄＭｉｓｕｓｅ，１９９８，３３（２）：２３３２７０．

［１０］　ＫＯＨＯＮＥＮ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ｍａｐ［Ｊ］．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３，３７（１）：５２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ｎｅ

ｕｎｅｔ．２０１２．０９．０１８．

［１１］　ＳＨＩ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ＧＩＮＤＹＮＮ．Ｔｏｏｌｗｅａ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１（４）：１７９９１８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ｙｍｓｓｐ．２００６．０７．０１６．

［１２］　ＸＩＬｉｆｅ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ｎＭＱＥｃｈａｒ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ｍａｐＮＮ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４６（２１）：５９０７５９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２０７５４０７

０１３５８７２９．

［１３］　ＬＡＺＺＡＲＥＴＴＩＡＥ，ＴＡＸＤＭＪ，ＮＥＴＯＨＶ，犲狋犪犾．Ｎｏｖｅｌｔ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ｌａｓ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ｗｅｒ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ｔａｇ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４５（Ｃ）：３２２３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ｓｗａ．

２０１５．０９．０４８．

［１４］　王佼，刘艳春．应用灰关联分析的ＰＳＯＳＶＲ工程造价预测模型［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６）：

７０８７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０．

［１５］　邹心遥，陈敬伟，姚若河．采用粒子群优化的 ＳＶＭ 算法在数据分类中的应用［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３７（２）：１７１１７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７１．

［１６］　ＧＡＲＣ?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ＬＡ，ＤＵＱＵＥＰＥＲＥＺＯ，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ＴＥＭＰＲＡＮＯＭ，犲狋犪犾．Ｒｏｂｕ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ｉｐｉ

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ＶＳＩｆｅ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ｔ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５３（３）：３０７６３０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Ａ．２０１６．２６１７３００．

［１７］　ＭＯＶＡＦＦＡＧＨ Ａ，ＡＭＩＲＩＡ．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６９（５／６／７／８）：１８９５１９０６．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５２９第６期　　　　　　　　　　　　　　 夏蓓鑫，等：多变量过程监控的犇控制图



　第３９卷　第６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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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局部相似和双边滤波的

图像超分重建

黄炜钦１，黄德天１，２，顾培婷１，柳培忠１，骆炎民２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提高重建图像的分辨率，提出一种改进的稀疏表示超分重建算法．在稀疏编码阶段，引入非局部

相似正则化以改进稀疏编码目标函数，并通过非局部相似正则化获得图像非局部冗余，以保持图像边缘信息．

为了进一步恢复图像的边缘细节信息，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模型，以实现重建图像的

误差补偿．实验结果表明：与Ｂｉｃｕｂｉｃ，Ｌ１ＳＲ，ＳＩＳＲ，ＡＮＲ，ＮＥ＋ＬＳ，ＮＥ＋ＮＮＬＳ，ＮＥ＋ＬＬＥ和 Ａ＋（１６ａｔｏｍｓ）

等算法相比，无论在主观视觉效果，还是在峰值信噪比和结构相似性指标上，所提算法都有显著的提高．

关键词：　图像处理；超分辨率；稀疏表示；非局部相似性；双边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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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稀疏表示的方法是超分辨率算法研究的热点方向［３］，是基于学习ＳＲ方法中最为突出的重建算

法之一．图像的非局部相似性有助于保持边缘细节，与稀疏编码的有效结合可以提高重建图像的性能．

丁静等［４］将双边滤波引入图像超分重建中，利用双边滤波的双重异性加权机制，提高了重建图像的边缘

保持特性．本文将图像的非局部相似性融入到稀疏编码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基于非局部相似正则化的稀

疏编码模型；然后，提出一种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模型，通过提出的误差补偿模型对重建后的 ＨＲ

图像进行误差补偿，恢复更多的边缘细节信息．

１　基于稀疏表示的超分重建与双边滤波理论

１．１　基于稀疏表示的超分重建模型

设犡∈犚
犖 为ＨＲ图像，犢∈犚

犕 为ＬＲ图像，ＨＲ图像到ＬＲ图像的下采样模型
［１］可定义为

犢＝犇犅犡＋狀． （１）

式（１）中：犇为下采样算子；犅为模糊矩阵；狀为随机加性噪声．式（１）表明：图像的超分重建是一个病态

的反问题，由给定的ＬＲ图像犢，可重建出多幅满足上述重建条件的 ＨＲ图像犡．

在基于稀疏表示的超分重建模型中，采用文献［２］中的字典训练算法分别对高、低分辨率样本图像

块进行字典训练，得到ＨＲ字典犇Ｈ 和ＬＲ字典犇Ｌ．通过犇Ｌ 为每一个ＬＲ图像块狔找到一个稀疏表示

系数α，假设ＨＲ和ＬＲ图像块具有相同稀疏表示，则ＨＲ图像块可以由犇Ｈ 与α线性组合重建得到．求

解ＬＲ图像块狔的稀疏表示系数的问题为

ｍｉｎ‖α‖０，　　ｓ．ｔ．‖犉犇Ｌ－犉狔α‖
２

２ ≤ε． （２）

式（２）中：犉是一个线性特征提取操作，详见文献［１］．

通常，式（２）的优化问题是一个ＮＰ难问题，文献［５］的结果表明只要稀疏表示系数α足够稀疏．那

么，可采用最小化犾１范数来代替犾０范数，并采用拉格朗日乘数进行等价转换，可得稀疏编码的函数为

ｍｉｎ
１

２
犉‖犇Ｌα－狔‖

２

２＋λ‖α‖１． （３）

式（３）中：λ是用于平衡解的稀疏度和图像块狔保真度的参数．

１．２　双边滤波理论

高斯低通滤波是邻域内像素值的加权平均，但这种滤波方式会造成图像的一些边缘被平均掉，从而

导致图像出现模糊．双边滤波
［６］的核函数是由空间域滤波核函数和灰度域滤波核函数相乘构造得到，同

时考虑了像素间的距离因素和灰度值因素．对于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双边滤波器用空间相邻且灰度相

近的像素的平均值代替原来的灰度值．在图像变化平缓的区域，由于邻域内的所有像素灰度十分近似，

通过求平均值消除由噪声造成的相关度较弱的像素值之差；在图像变化剧烈的区域，对于边缘同侧的像

素点使其灰度值相似度因子趋近１，而对于边缘异侧的像素点趋近０，用边缘点邻域内灰度相似的像素

点灰度平均值代替原灰度值．所以，双边滤波器在去噪的同时能够保护图像边缘不模糊受损，达到保持

边缘的效果．因此，双边滤波对空间域和灰度域都进行平滑
［６］．

设犳（狓）为待滤波的 ＨＲ图像，犺（狓）为滤波后的图像．双边滤波的传递函数定义为

犺（狓）＝犽－
１（狓）∫

∞

－∞∫
∞

－∞
犳（ξ）犮（ξ，狓）狊（犳（ξ），犳（狓））ｄξ． （４）

式（４）中：犮（ξ，狓）为邻域中心狓与相近点ξ的距离；狊（犳（ξ），犳（狓））为犳（ξ）与犳（狓）的亮度相似性；犽（狓）为

归一化常数，犽（狓）＝∫
∞

－∞∫
∞

－∞
犮（ξ，狓）狊（犳（ξ），犳（狓））ｄξ．

２　图像超分重建算法

２．１　非局部相似正则化

图像在高度冗余的字典上进行稀疏表示会产生人为伪影．根据图像结构内容和纹理信息的相似，即

图像的非局部相似性，在稀疏编码阶段引入了一个非局部相似正则化项．该非局部相似可以将非局部冗

余贯穿在图像中，消除伪影并保持边缘，从而改善重建图像的质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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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寻找相似图像块．对于每一个局部图像块犡犻，在整个图像中根据欧氏距离最小的准则来寻找其

所有相似的图像块犡犾犻，即满足条件‖犡犻－犡
犾
犻‖≤狋，狋为预设阈值．设狓犻是图像块犡犻的中间像素，狓

犾
犻 是

图像块犡犾犻的中间像素，利用狓
犾
犻的加权平均值∑

犔

犾＝１

狑犾犻狓
犾
犻来预测狓犻，为狓

犾
犻分配的权重狑

犾
犻可表示为

狑犾犻 ＝ｅｘｐ（－‖犡犻－犡
犾
犼‖

２

２
／犺）／∑

犔

犾＝１

ｅｘｐ（－‖犡犻－犡
犾
犼‖

２

２
／犺），　　犾＝１，２，…，犔． （５）

式（５）中：犺是权重调节因子．

２）构造非局部相似正则化项．为了使加入的非局部信息更加准确，预测误差 ‖狓犻－∑
犔

犾＝１

狑犾犻狓
犾
犻‖

２

２
应

该尽可能小．通过处理，可将误差表达式改写为 ∑
狓
犻∈狓

‖狓犻－狑
Ｔ
犻β犻‖

２

２
，其中，狑犻为包含所有权重狑

犾
犻 的列

向量，β犻 为包含所有狓
犾
犻 的列向量．最后，将最小化预测误差作为非局部相似正则化项加入稀疏编码阶

段，即式（３），从而得到新的目标函数为

ｍｉｎ
１

２
犉‖犇Ｌα－狔‖

２

２＋γ· ∑
狓
犻∈狓

‖狓犻－狑
Ｔ
犻β犻‖

２

２＋λ‖α‖１． （６）

式（６）中：γ是一个用于调整非局部正则化项的常数．式（６）可以改写为

ｍｉｎ
１

２
犉‖犇Ｌα－狔‖

２

２＋γ·‖（犐－犛）狓‖
２

２＋λ‖α‖１． （７）

式（７）中：犐是单位矩阵；当狓犾犻∈β犻时，犛（犻，犾）＝狑
犾
犻，狑

犾
犻∈狑犻，而当狓

犾
犻β犻时，犛（犻，犾）＝０．

２．２　基于改进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模型

为了进一步恢复图像的细节边缘信息，引入迭代式全局误差补偿模型［８］．由于双边滤波不仅考虑到

几何空间上的邻近关系，也考虑到灰度上的相似性，二者非线性组合既可有效降低图像加性噪声，又可

保持图像边缘细节信息．因此，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重建

后的ＨＲ图像实现全局误差补偿，恢复重建图像更多的边缘细节，从而提高重建质量．

设犚为输入函数，犚′为输出函数，双边滤波的离散形式可以表示为

犚′［犽，犾］＝ ∑
狆

犿＝－狆
∑
狆

狀＝－狆

犆［犿，狀，犽，犾］·犚［犽－犿，犾－狀］． （８）

式（８）中：犆［犿，狀，犽，犾］为核函数，犆［犿，狀，犽，犾］＝ｅｘｐ（－
犿２＋狀２

２σ
２
ｓ

－
（犚［犽，犾］－犚［犽－犿，犾－狀］）２

２σ
２
ｒ

）／犣［犽，犾］，

σｓ为空间域滤波参数，σｒ为灰度域滤波参数，（犿
２＋狀２）／２σ

２
ｓ 为几何接近程度的度量，犣［犽，犾］为正规化常

数，（犚［犽，犾］－犚［犽－犿，犾－狀］）２／２σ
２
ｒ 为光度相似程度的度量；（犽，犾）表示位置（犿，狀）的邻域像素点；狆表

示图像的行和列的数目．

在传统双边滤波中，上述参数σｓ和σｒ是按照经验给定，通常难以保证其最优设置．为了实现σｓ的

自适应调整，提出一种基于目标尺度的参数调整方法，利用目标尺度具有明显反应空间结构特征的特点

取参数σｓ的值．即在平滑区域，取较大σｓ以更好地平滑噪声；而在细节丰富区域，取较小σｓ以保留更多

的边缘细节特征．另一方面，考虑到文中实验没有对图像进行加噪，σｒ变动不大，按经验设定即可．

设（狓，狔）为图像的像素点，（犻，犼）表示（狓，狔）的邻域像素点，犖狓，狔（犗）表示其邻域，犞狓，狔（犗）表示其边

界区域［９］，犗（犗≥０，犗∈犣）为邻域大小，犖狓，狔（犗）与犞狓，狔（犗）的相似度计算式为

犝狓，狔（犗）＝ ∑
（犻，犼）∈犞狓，狔

（犗）

ｅｘｐ［－
犳（狓，狔）－犳（犻，犼）

２σ
２
ｕ

］／狘犞狓，狔（犗）狘． （９）

式（９）中：｜犞狓，狔（犗）｜为犞狓，狔（犗）中像素点的数目；犳为待滤波的图像；σｕ 表示图像梯度分布的统计参数，

设置方法见文献［１０］．通过式（９）可得目标尺度犗狓，狔为

犗狓，狔 ＝ａｒｇｍａｘ｛犝狓，狔（狉）≥犜ｓ｝，

ｓ．ｔ．犗∈犣（０≤犗≤犗狓，狔－１），犝狓，狔（狉－犗）≥犜ｓ
｝． （１０）

式（１０）中：犜ｓ为文献［１１］定义的阈值函数．

结合高斯函数性质，令σｓ＝犗狓，狔／２，从而可实现参数σｓ的自适应调整．由此构造出空间域参数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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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调整的双边滤波器Ｇ．基于改进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有如下４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输入：待重建的ＬＲ图像狔，稀疏表示重建后的 ＨＲ图像狓，最大迭代次数犜．

步骤２　 构造改进的双边滤波器犌．

步骤３　Ｆｏｒ犻＝１，２，…，犜．

将狓下采样，得到图像狓ｄｏｗｎ；求出待重建ＬＲ图像狔和狓ｄｏｗｎ的差值图像，即犱＝狔－狓ｄｏｗｎ；采用双三

次插值法对差值图像犱进行上采样，得到图像犱′；采用改进双边滤波犌对图像犱′进行噪声滤除和细节

边缘保持，得到图像犱″；将犱″与狓叠加，即狓＝狓＋犱″．

　Ｅｎｄ

步骤４　输出：ＨＲ图像狓Ｈ＝狓．

２．３　超分重建算法的整体流程

综合以上分析，文中所提超分重建算法流程有如下６个具体步骤．

输入：ＬＲ图像狔，用于字典训练的样本图像犡．

步骤１　对ＨＲ图像犡下采样，得ＬＲ图像犢，并通过犡，犢训练出ＨＲ字典犇Ｈ 和ＬＲ字典犇Ｌ．

步骤２　采用特征表征搜索算法求解图像块狔犻在ＬＲ字典下的稀疏表示系数α犻．

步骤３　通过狓犻＝犇Ｈ·α犻重建出ＨＲ图像块狓犻，最后将ＨＲ图像块组合为 ＨＲ图像狓．

步骤４　引入非局部相似正则化项（犐－犛）狓，构造新的稀疏编码目标函数，即式（７），对狓进行非局

部相似约束重建，最后得到ＨＲ图像狓^．

步骤５　利用目标尺度理论改进传统双边滤波，实现空间域参数的自适应调整，得到改进的双边滤

波器犌．

步骤６　采用基于改进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模型来对狓^进行误差补偿，得到优化图像狌．

输出：优化的 ＨＲ图像狌．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定量地评价重建图像质量，将原图像作为 ＨＲ参考图像，通过降采样获取待处理的ＬＲ图像．

实验所用的字典训练库和方法与文献［２?３］相同．为了保证实验的客观性，测试图像来自Ｓｅｔ５，Ｓｅｔ１４和

Ｂ１００三个测试图像集
［１２］．实验采用主观和客观两种方法来评价图像超分重建的效果，客观评价指标包

括峰值信噪比（犚ＰＳＮ）和结构相似性度量（ＳＳＩＭ）．犚ＰＳＮ值越高，表示重构的图像质量越好；ＳＳＩＭ 值越接

近于１，表明重构图像与原始图像越相似，重建效果越好．

为了验证文中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将其与Ｂｉｃｕｂｉｃ，Ｌ１ＳＲ
［１］，ＳＩＳＲ

［１３］，文献［１４］中的 ＡＮＲ，ＮＥ＋

ＬＳ，ＮＥ＋ＮＮＬＳ，ＮＥ＋ＬＬＥ，以及Ａ＋（１６ａｔｏｍｓ）
［１２］等８种ＳＲ算法在犚ＰＳＮ和ＳＳＩＭ 两个方面进行比

较，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粗体标出的数值在相应图像质量评价指标下最优．由表１可知：无论是在单一

数值上还是总体平均值上，所提算法在两个评价指标下的超分重建效果均优于其他８种ＳＲ算法．

表１　不同ＳＲ算法的犚ＰＳＮ和ＳＳＩＭ值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犚ＰＳＮａｎｄＳＳＩＭ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图像 评价指标 Ｂｉｃｕｂｉｃ Ｌ１ＳＲ ＳＩＳＲ ＡＮＲ
ＮＥ＋
ＬＳ

ＮＥ＋
ＮＮＬＳ

ＮＥ＋
ＬＬＥ

Ａ＋（１６
ａｔｏｍｓ）

文中算法

Ｂａｂｙ
犚ＰＳＮ ３３．９１ ３４．２９ ３５．０８ ３５．１３ ３４．９６ ３４．７７ ３５．０６ ３５．１３ ３５．２５

ＳＳＩＭ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３ ０．９４０ ０．９４２ ０．９３９ ０．９３７ ０．９４０ ０．９４１ ０．９４３

Ｂｉｒｄ
犚ＰＳＮ ３２．５８ ３４．１１ ３４．５７ ３４．６０ ３４．３６ ３４．２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８３ ３５．２６

ＳＳＩＭ ０．９４２ ０．９５３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０ ０．９５８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７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犚ＰＳＮ ２４．０４ ２５．５９ ２５．９４ ２５．９０ ２５．８３ ２５．６１ ２５．７５ ２６．１７ ２６．８２

ＳＳＩＭ ０．８５９ ０．８９３ ０．９０５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５ ０．８９７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６ ０．９２１

Ｈｅａｄ
犚ＰＳＮ ３２．８８ ３３．１７ ３３．５６ ３３．６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４５ ３３．６０ ３３．６５ ３３．７６

ＳＳＩＭ ０．８３９ ０．８３８ ０．８５７ ０．８６０ ０．８５７ ０．８５５ ０．８５９ ０．８６１ ０．８６３

Ｂｒｉｄｇｅ
犚ＰＳＮ ２４．４０ ２４．８２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１ ２４．９２ ２４．８６ ２４．９８ ２５．０４ ２５．１２

ＳＳＩＭ ０．７１３ ０．７５５ ０．７５９ ０．７６３ ０．７５６ ０．７５３ ０．７６１ ０．７６４ ０．７７１

９２９第６期　　　　　　　　　　　黄炜钦，等：非局部相似和双边滤波的图像超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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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图像 评价指标 Ｂｉｃｕｂｉｃ Ｌ１ＳＲ ＳＩＳＲ ＡＮＲ
ＮＥ＋
ＬＳ

ＮＥ＋
ＮＮＬＳ

ＮＥ＋
ＬＬＥ

Ａ＋（１６
ａｔｏｍｓ）

文中算法

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
犚ＰＳＮ ２６．５５ ２７．０２ ２７．１５ ２７．０８ ２７．０５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７ ２７．０３ ２７．２４

ＳＳＩＭ ０．６６１ ０．６８６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６ ０．７００ ０．６９７ ０．７０４ ０．７０５ ０．７１３

Ｌｅｎａ
犚ＰＳＮ ３１．６８ ３２．６４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８ ３２．９８ ３２．８２ ３３．０１ ３３．１７ ３３．３８

ＳＳＩＭ ０．８８２ ０．８８５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０ ０．８９８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３ ０．９０５

Ｍａｎ
犚ＰＳＮ ２７．０１ ２７．７６ ２７．９０ ２７．９２ ２７．８５ ２７．７２ ２７．８７ ２８．００ ２８．１４

ＳＳＩＭ ０．７９１ ０．８１３ ０．８２６ ０．８２８ ０．８２５ ０．８２１ ０．８２７ ０．８３０ ０．８３５

Ｐｐｔ３
犚ＰＳＮ ２３．７１ ２４．９８ ２５．２３ ２５．０３ ２５．１５ ２４．８１ ２４．９４ ２５．２２ ２５．６３

ＳＳＩＭ ０．８８７ ０．９０２ ０．９２０ ０．９１２ ０．９１９ ０．９０８ ０．９１１ ０．９１５ ０．９２９

Ｚｅｂｒａ
犚ＰＳＮ ２６．６３ ２７．９５ ２８．４９ ２８．４３ ２８．２６ ２８．１２ ２８．３１ ２８．６４ ２８．８０

ＳＳＩＭ ０．８３６ ０．８６５ ０．８７８ ０．８７９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２ ０．８７８ ０．８８１ ０．８８６

平均值
犚ＰＳＮ ２８．２７ ２９．２３ ２９．５９ ２９．５７ ２９．４８ ２９．３１ ２９．５０ ２９．６９ ２９．９５

ＳＳＩＭ ０．８４５ ０．８６３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６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０４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７ ０．８８３

　　以Ｌｅｎａ的帽檐和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的翅膀为例，对几种算法图像重建进行比较，分别如图１，２所示．图１

（ａ）和图２（ａ）是 ＨＲ测试图像Ｌｅｎａ和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矩形框为所选择的细节放大区域．

（ａ）Ｌｅｎａ （ｂ）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Ｂｉｃｕｂｉｃ （ｄ）Ｌ１ＳＲ （ｅ）ＳＩＳＲ （ｆ）ＡＮＲ　

（ｇ）ＮＥ＋ＬＳ （ｈ）ＮＥ＋ＮＮＬＳ （ｉ）ＮＥ＋ＬＬＥ （ｊ）Ａ＋（１６ａｔｏｍｓ） （ｋ）文中算法　　

图１　不同ＳＲ算法下Ｌｅｎａ帽檐细节放大图像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Ｌｅｎａ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Ｌｅｎａ （ｂ）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Ｂｉｃｕｂｉｃ （ｄ）Ｌ１ＳＲ （ｅ）ＳＩＳＲ （ｆ）ＡＮＲ　

（ｇ）ＮＥ＋ＬＳ （ｈ）ＮＥ＋ＮＮＬＳ （ｉ）ＮＥ＋ＬＬＥ （ｊ）Ａ＋（１６ａｔｏｍｓ） （ｋ）文中算法　

图２　不同ＳＲ算法下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翅膀细节放大图像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ｗ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１，２可知：视觉直观上，Ｌ１ＳＲ算法虽然恢复了部分细节，但重建图像仍然比较模糊；ＳＩＳＲ算

法的边缘锐化效果明显，但是在重建图像中出现了很多虚假细节；其他算法重建结果略优于前面提及的

０３９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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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方法；文中所提方法优于其他８种方法，恢复了更多的边缘和纹理的细节且没有引入过多的虚假细

节，重建图像更加清晰．

在不同ＳＲ算法下，Ｂ１００中１００张图像的犚ＰＳＮ和ＳＳＩＭ的平均值，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文中所

提算法在这两个评价指标下的平均值都是最高的．

表２　不同ＳＲ算法下Ｂ１００的犚ＰＳＮ（ｄＢ）和ＳＳＩＭ平均值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犚ＰＳＮ（ｄＢ）ａｎｄＳＳＩＭ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Ｂ１００

评价指标 Ｂｉｃｕｂｉｃ Ｌ１ＳＲ ＳＩＳＲ ＡＮＲ ＮＥ＋ＬＳ ＮＥ＋ＮＮＬＳ ＮＥ＋ＬＬＥ Ａ＋（１６ａｔｏｍｓ） 文中算法

珚犚ＰＳＮ ２７．１５ ２７．７２ ２７．８７ ２７．８９ ２７．８３ ２７．７３ ２７．８５ ２７．９４ ２８．０８

ＳＳＩＭ ０．７７８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９ ０．８１２ ０．８０９ ０．８０６ ０．８１１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９

４　结束语

为了提高图像的超分辨率重建效果，提出一种基于非局部相似正则化和改进双边滤波的稀疏表示

超分重建算法．一方面，构造了基于非局部相似正则化的稀疏编码目标函数，通过非局部相似正则化获

得图像非局部冗余以保持图像边缘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提出的基于双边滤波的全局误差补偿模型对重

建后的图像进行误差补偿，恢复更多边缘细节信息．实验结果表明，与多种超分重建算法相比，文中所提

算法不论是在视觉效果上，还是在客观评价指标上，都具有更好的超分重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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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多叉树模型数据迁移

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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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传统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向非关系型数据库迁移的低效率问题，提出利用多叉树模

型对历史数据存储模式进行重构．基于４种模式迁移规则对各表节点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分析，推导算法完

成传统关系型数据库中存储模式和历史数据的自动化迁移．该算法不受源数据库存储模式的限制，具有一定

的通用性．数据迁移实验表明：在查询性能上，基于多叉树的迁移算法比官方迁移工具Ｓｑｏｏｐ有较大的提高．

关键词：　关系型数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数据迁移；多叉树模型；Ｓｑｏ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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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ｑｕｅ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ｐａｃ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ｏｌＳｑｏ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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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 Ｗｅｂ应用系统通常基于 ＭｙＳＱＬ和Ｏｒａｃｌｅ等传统关系型数据库．然而，大数据和云计算技

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考虑到海量数据的高并发访问等特性，关系型数据库不再适用［１?２］，而非关系型数

据库凭借其可拓展性、高可用性、对大量数据的快速查询能力，以及对非结构数据的支持而呈现出更大

的优势［３?４］．另外，因为 ＭｙＳＱＬ中的历史数据对于企业的业务研究和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所以，将传统数据模式和数据转换迁移到适合大数据平台的非关系型数据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

值．随着Ｈａｄｏｏ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５?６］，相关的技术支持越来越丰富，并且出现了很多数据迁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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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应用［７］，如Ａｐａｃｈｅ的官方应用Ｓｑｏｏｐ和 Ｋｅｔｔｌｅ等，不足之处是它们只能机械化地完成数据的迁

移，而无法进行数据库中众多表模式的转换和迁移．但是，对关系型数据库到大数据的转换设计往往需

要考虑到一些实际需求和平台特性的因素．所以，相关工作的完成存在很大的难度．ＮｏＳＱＬ数据库元素

众多，也使ＮｏＳＱＬ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从应用广度和应用技术等多角度出发，选择 ＨＢａｓｅ

数据库［８］，针对文献［９］提出的几种模式转换方法，提出一种基于多叉树模型的迁移算法．

１　数据库模式迁移思想

在进行实际操作时，基于文献［９］和关系型数据库的关系范式
［１０］，将这４种转换模型进一步划分为

两类，即单表模式的转换和多表模式的转换．

单表模式的转换较为简单，即完成单个表的转换．这种表与源数据库中的其他表之间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当应用程序对这些表进行操作时也不会涉及到其他表．

多表模式即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表节点，各表之间通过主键和外键的方式进行关联．４种转换模型

图１　４种转换模型的分类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

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的分类，如图１所示．

将４种模式转换中基本表的转换归为单表模式，将内嵌转换、递

归转换和分割转换划分为多表模式的转换．在对多表模式进行转换

时，借助多叉树结构［１１?１２］．多叉树是节点的有限集合，当节点数为０

时，该多叉树为空树；当节点数大于０时，该多叉树由一个根节点和

它的子树构成．树中的每个节点都可以有任意个子节点，且子节点之

间没有严格的排列顺序．

２　多叉树结构的设计与实现

进行数据模式的转换和迁移时，首先，从源数据库中获取描述数据库模式的信息并存储到多叉树结

构中；然后，通过对树种各节点的遍历等操作完成模式的转换和迁移［１３］．用多叉树的节点表示源数据库

中的数据表．节点设计包含：用于存储表名的节点名、列属性名、主／外键属性名、父节点链表、孩子结点

链表、标记信息等．

多叉树节点有８种成员函数．１）无参构造函数 ＴｒｅｅＮｏｄｅ（），实现表节点的初始化；２）ｓｅｔＮｏｄｅ

Ｎａｍｅ（）为表节点设置节点名；３）ａｄｄｐａｒｅｎｔＮｏｄｅ（ＴｒｅｅＮｏｄｅｔｒｅｅｎｏｄｅ）为表节点添加父节点（当根据各

表之间的关系构造多叉树时）；４）ａｄｄＣｈｉｌｄＮｏｄｅ（ＴｒｅｅＮｏｄｅｔｒｅｅｎｏｄｅ）为表节点添加孩子节点（当根据各

表之间的关系构造多叉树时）；５）ｇｅｔＣｈｉｌｄＬｉｓｔ（）返回当前节点的孩子节点组成的 Ｌｉｓｔ；６）ｇｅｔ

ＰａｒｅｎｔＬｉｓｔ（）返回当前节点的父节点组成的Ｌｉｓｔ；７）ｇｅｔＥｌｄｅｒｓ（）返回当前节点的父辈节点；８）ｉｓＬｅａｆ（）

图２　单表模式迁移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ｔａｂ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判断当前节点是否为叶子节点

通过构造表节点的属性和成员函数，存储表的各属性，通过

调用各节点的成员函数灵活地实现表与表之间关系的描述．因

此，可以通过构造多叉树，较为容易地实现源数据库中表模式的

获取和转换．

３　数据库的迁移算法

３．１　表模式迁移算法实现

１）单表模式的迁移．首先，寻找单表；然后，按照基本表的转

换方法创建相应的 ＨＢａｓｅ表．该算法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１１］．

２）多表模式的迁移．多表模式的迁移相对单表模式的迁移较

为复杂，并且要在单表模式的迁移完成之后进行．首先，对剩余的

表节点构造多叉树；然后，对多叉树分情况进行内嵌变换、递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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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多表模式迁移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ｔａｂ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换和分割变换．算法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分割变换的模型，如图４所示．图４中：１为ｗｅｂｓｉｔｅ

节点创建新的副本节点ｗｅｂｓｉｔｅ′；２为依次删除ｗｅｂｓｉｔｅ

节点中首个父节点之后的所有父节点；３为依次将ｗｅｂ

ｓｉｔｅ′的父节点设置为ｗｅｂｓｉｔｅ节点删除的父节点，并将

相应父节点的ｃｈｉｌｄＬｉｓｔ中的ｗｅｂｓｉｔｅ节点更改为ｗｅｂ

ｓｉｔｅ′．

多表模式的递归变换可以简单地看作是多个嵌套

变换的组合，因此，在对多表模式进行转换时可以同时

完成嵌套和递归变换．具体方法为：首先，获取叶子节

点；然后，利用节点的ｇｅｔＥｌｄｅｒｓ（）方法返回，整个路径

上的表节点作为一个列族迁移到 ＨＢａｓｅ表中．

３．２　数据库的迁移过程

在数据库迁移的过程中，需要在线连接 ＭｙＳＱＬ，

ＨＢａｓｅ数据库，获取所有关系型数据表模式．然后，根据表与表之间的关系决定对表模式进行怎样的转

换．总的迁移过程的流程图，如图５所示．

图４　多表模式中的分割变换 图５　迁移过程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ｕｌｔｉ?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５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４　迁移算法在犎犅犪狊犲的具体实现

以在线商品比价系统为例，对文中提到的迁移算法进行测试［１４］．将现有历史数据和平台迁移到

ＨＢａｓｅ分布式数据平台上，并对算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在线商品比价系统在原有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中包

含了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ｒ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ｒａｎｄ和ｗｅｂｓｉｔｅ等表，表与表之间的关系模式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实例

Ｆｉｇ．６　ＭｙＳＱ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由上面的数据库实例模型可以对数据库中的表模式进行转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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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单表模式转换．由图６可知：在线商品比价系统的数据库中ｑｕａｌｉｔｙ表的属性与其他表之间不存

在任何互联关系，并且ｑｕａｌｉｔｙ表与其他表之间不存在任何连接查询．根据上面的算法将该表判定为单

表，直接将ｑｕａｌｉｔｙ的表名作为迁移之后ＨＢａｓｅ中表的表名，将ｑｕａｌｉｔｙ的主键作为 ＨＢａｓｅ中相应表的

ＲｏｗＫｅｙ，且只存在一个名为ｑｕａｌｉｔｙ的列族．

２）分割变换．按照上面的算法，可以将实例中相互关联的表构建成一棵多叉树．将会有两个父节

点，因此，要对该节点进行分割变换，即创建ｗｅｂｓｉｔｅ的一个副本节点ｗｅｂｓｉｔｅ′．将ｗｅｂｓｉｔｅ的第２个父

节点在ｗｅｂｓｉｔｅ的ｐａｒｅｎｔＬｉｓｔ中删除，并赋值给ｗｅｂｓｉｔｅ′的ｐａｒｅｎｔＬｉｓｔ．修改相应的ｐａｒｅｎｔ节点的孩子

节点，完成表模式的分割变换．

３）嵌套变换和递归变换．ＨＢａｓｅ数据库不能对多表进行ｊｏｉｎ查询
［１５?１６］，因此，不能像传统关系型数

据库，为了满足关系范式把相互关联的信息存储在多个表中来减少数据的冗余．相反地，ＨＢａｓｅ牺牲空

间存储率，将相互关联的多个表存储在一个大表中，实现了巨量数据的高效查询［１７］．因此，要将图６中

所有表构造成图４所示的多叉树；然后，依次从叶子节点开始通过嵌套和递归变换，将每个分支作为

ＨＢａｓｅ表的一个列族成员存储到ＨＢａｓｅ数据库中．迁移后的ｑｕａｌｉｙ描述为｛Ｎａｍ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

ｄｕｃｔｕｒｌ描述为｛Ｎａ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Ｎａ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完成上述表模式的转换和迁移，按照相

应的列族和列的关系进行数据的批量迁移．

５　性能测试与分析

实验测试环境，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犳为频率；犮为容量．

表１　实验测试环境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主／从配置 ＩＰ 犳（ＣＰＵ）／ＧＨｚ 犮（ＲＡＭ）／ＧＢ 犮（ＲＯＭ）／ＧＢ

Ｍａｓｔｅｒ １９２．１６８．１．２ ３．６ ４ ５００

Ｓｌａｖｅ１ １９２．１６８．１．３ ３．６ ４ ５００

Ｓｌａｖｅ２ １９２．１６８．１．４ ３．６ ４ ５００

Ｓｌａｖｅ３ １９２．１６８．１．５ ３．６ ４ ５００

　　分别用文中的迁移算法、Ｓｑｏｏｐ对关系型数据库Ｇｏｏｄｓ进行迁移，对比结果分析可知：在自动化方

面，Ｓｑｏｏｐ迁移工具需要手动指定数据库名、数据表名、数据类型和迁移后在 ＨＢａｓｅ端的列族名及列名

等参数，且这些参数都需要一一对应，否则，很难实现迁移后应用的正确运行．所以，在迁移的时候就会

比较繁琐．而文中提到的迁移算法，在执行的时候能够自动获取 ＭｙＳＱＬ端源数据库的表模式，并转换

为相应的ＨＢａｓｅ表模式，确定ＨＢａｓｅ端的表名、列族名和列名等，自动化程度很高．

在存储空间上，因为文中工具通过内嵌、递归和分割变换规则对原始表中的数据进行了冗余复制，

因此，同Ｓｑｏｏｐ相比，迁移后的数据需要更大一些的存储空间．数据存储容量对比，如图７所示．测试查

询性能对比，如图８所示．

图７数据存储容量对比 图８　测试查询性能对比

Ｆｉｇ．７　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Ｆｉｇ．８　Ｔｅｓｔｑｕｅ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在查询性能上，由于ＨＢａｓｅ数据库不支持表间的ｊｏｉｎ操作，Ｓｑｏｏｐ迁移的数据结果在对“ＳＥＬ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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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Ｎａｍｅ，Ｉｍｇｕｒｌ，ｂｒａｎｄＮａｍｅｗ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ｒａｎｄＩＤ＝ｂｒａｎｄ．ｂｒａｎｄＩＤ”这样的ＳＱＬ语句的执行

时效率会非常低［１８］，而文中的算法，利用４种模式转换规则对源数据表的模型进行了转换，将表间的

ｊｏｉｎ操作转换为了同表内不同列族、不同列的查询操作．依据 ＨＢａｓｅ表内快速查询的特性，以及图８所

示的测试结果可知：文中的算法更胜一筹．

６　结论

对大数据迁移工具的研究背景和现状进行了阐述．然后，基于文献［９］中的４种模式转换模型提出

了一种基于多叉树模型的迁移算法，并进一步阐述了该算法实现的具体原理．最后，以在线商品比价系

统的迁移为例，实现了传统关系数据库Ｇｏｏｄｓ中表模式和历史数据向ＨＢａｓｅ数据库的自动迁移．

相对于大多数现有迁移工具而言，该算法一方面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另一方面，在尽量保证数据完

整性的前提下，提高了迁移后的数据查询性能．但是，在对 ＭｙＳＱＬ的源数据表进行分割变换时，采用了

完全备份的方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数据的存储空间．所以，后续工作中还应加入对业务日志的

分析模块，更细腻地完成表模式分割转换，达到优化存储空间占用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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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积特征图融合与显著性

检测的图像检索

聂一亮，杜吉祥，杨麟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检索提取特征往往包含了复杂的背景噪声，导致图像检索的精确率并不高

的问题，提出一种特征图融合与显著性检测的方法．首先，训练用于分类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然后，并将

图像卷积之后的特征图谱进行融合，得到图像的显著性区域．最后，通过计算图像显著性特征的余弦距离来进

行检索．实验结果证明：相比目前主流的方法，文中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检测精度，且鲁棒性较高．

关键词：　图像检索；特征图融合；显著性检测；卷积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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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ｍａｐ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ｒａｉｎｅｄ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ｉｎ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ｆｕｓｅｄ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ｍａｐｓａｆ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ｌｉ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ｓｉｎ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ｌｉ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

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ｔｈｏｄ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近些年，深度学习在各种计算机视觉任务中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包括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ＣＢＩＲ）
［１］任务，目的是通过分析图像内容检索图像．在检索任务中，图像的特征表达与相似性度量成为

了图像检索中的关键任务，尽管有很多手工描述子用于提取图像特征，如具有尺度和旋转不变性的尺度

不变特征变换（ＳＩＦＴ）
［２］算法、在人脸识别广泛应用的局部二值模式（ＬＢＰ）高效算子

［３］、行人检测中的

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ＯＧ）特征描述子
［４］，以及基于全局特征的ＧＩＳＴ（ｇ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ｓｃｅｎｅ）

［５］描述子等，但它

们是浅层特征，视觉特征的描述能力十分有限．针对大规模图像检索，许多研究旨在解决如何快速和有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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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在大规模数据中检索相似图像［６?７］，而在大规模图像集中仅仅检索出语义相似的图像并不能满足用

户日常的检索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更希望检索出实例级别的相似图像，而不仅仅是语义相似的

同类图像．传统的方法是基于视觉词袋模型（ＢＯＶＷ）的图像检索，但由于ＢＯＶＷ 最初提取的特征是传

统手工描述子，抽取的特征比较低级，无法很好地描述图像的高层语义信息，因此，本文利用融合网络深

层特征图谱来获取图像的显著性区域，从而筛去背景干扰信息，并结合阈值分割与局部特征向量编码方

法进行实验．

１　图像检索方法

根据卷积神经网络的特性，网络浅层提取的是一些细节特征，深层才开始学习到一些总体特征，并

提炼出某些语义信息．文中算法采用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网络模型进行微调，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网络最核心的地方在

于其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结构，这类结构具有强大的局部细节表征能力．由于图像通常具有总体表征和局部细节

这两种特征，只采用一种尺度的卷积核就不能充分捕捉到这两种特征的信息．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检索一般都是提取最后一个卷积层或全连接层的特征直接进行相似度计

算［８］，导致最后检索出的结果虽然是语义同类的图像，但是图像间的局部细节并不相似．例如，在电商平

台进行纹饰服装或箱包图像搜索时，不同的服装或箱包可能会因为局部的某一个细节（如衣服的纹理、

领口和袖口）而区分［９］，使用户检索不到相同款型的服装和箱包．因此，在高层语义保持一致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地让特征包含局部细节信息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卷积特征图融合概要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特征图融合概要图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ｉ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ｆｕｓｉｏｎ

首先，将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网络中经过前向运算得到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结构的输出特征图谱进行叠加融合，其

计算过程表示为

犳ａｄｄ＝∑
犓

犻＝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犻． （１）

式（１）中：犓 为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结构输出的特征图谱的个数；ｆｅａｔｕｒｅ犻为一个平面二维向量，大小为犎×犠，它

表示输出的第犻个特征图谱；犳ａｄｄ为这犓 个特征图谱叠加的结果，由于每个特征图谱的大小是相同的，

所以最终得到一个大小为犎×犠 的二维平面向量．犳ａｄｄ特征图谱中值越大的区域，网络的激励越高，说

明此区域有网络学习到的对象．

为了得到特征图谱中高响应区域的具体位置，筛去干扰的背景信息，利用图谱的均值进行阈值分

割，计算过程可表示为

犳ｍａｓｋ（犿，狀）＝
１，　ｉｆ犳ａｄｄ（犿，狀）≥ｍｅａｎ（犳ａｄｄ），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２）

式（２）中：犳ａｄｄ（犿，狀）为特征图谱中的对应的每一个像素点；ｍｅａｎ（犳ａｄｄ）为整个特征图谱的均值，将小于均

值的位置取０，反之，取１，从而得到整个特征图中激励比较大的区域；犳ｍａｓｋ为阈值分割后的标记图谱，它

的大小与犳ａｄｄ相同．

对标记图谱使用双线性插值将其变换到原图大小，双线性插值可以使区域边缘更加地圆滑．然后，

将标记图谱映射到原图上显示，实验发现需要检索的实例对象几乎都在区域里面．为了进一步得到原图

的显著性区域，提取出标记图谱的最大连通域，这样做可以除去其他小面积非显著性区域的影响．为了

方便观察，在实验中将得到的显著性区域用蓝绿色进行渲染，并用红色虚线矩形框标记出来．

最终只需提取出图像显著性区域对应的特征，再将其编码生成最终的特征向量进行检索．首先，将

８３９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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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图谱犳ｍａｓｋ依次与犓 个ｆｅａｔｕｒｅ犻取交集，得到犓 个显著性特征图犛（犛１，犛２，…，犛犽），其计算过程为

犛犻 ＝犳ｍａｓｋ∩ｆｅａｔｕｒｅ犻． （３）

由于每张图像的显著性区域大小不一，故采用文献［１０］聚合处理可以消除大小影响，使得每张图像

最后的向量维度都一致．这种局部向量聚合方法不仅计算简便，而且使融合后的特征表达效果更好，其

计算可表示为

狏犻＝∑
犪

狔＝１
∑
犫

狓＝１

犛犻（狓，狔）． （４）

式（４）中：犛犻为上一步得到的显著性特征图；犪，犫分别为显著性特征图的高度与宽度；狓，狔为犛犻上的空间

坐标．文献［１０］实际上是对得到的每一个显著性特征图犛犻上的所有元素进行累加求和，这里有犓 个特

征图，最终会生成一个犓×１×１的向量犞（狏１，狏２，…，狏犽），即得到图像检索需要的特征向量．

图像显著性检测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图像分类与检索任务的性能［１１］，在实验中选择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

网络中哪一层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结构输出的特征图融合成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便于观察，实验将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网络中的１１个卷积层生成的特征图谱分别进行融合，可视化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网络中融合各个

卷积层之后所得的标记图谱示意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浅层的特征更加侧重于一些角点和边缘

信息，并且随着层数的增加，网络高响应的区域往往是实例对象存在的区域［１２］，使得提取的深层特征更

加具有针对性，便于更好地检索．在经过大量的显著性检测后发现，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４ｄ与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４ｅ两个层

生成的特征图谱进行融合之后的效果都比较好，并且有互补的效果．所以，实验将这两个层阈值分割之

后的特征图谱犳ｍａｓｋ?４ｄ与犳ｍａｓｋ?４ｅ取交集，得到犳ｍａｓｋ，然后，再提取交集的最大连通域，得到更加准确的标记

图谱，其计算可表示为

犳ｍａｓｋ＝犳ｍａｓｋ?４ｄ∩犳ｍａｓｋ?４ｅ． （５）

图２　标记图谱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ａｒｋｅｒｍａｐ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评估标准

为评估图像的检索性能，采用平均精度均值（ＭＡＰ）度量方法，计算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计算平

均准确度（ＡＰ），对不同召回率上的准确度进行平均．假设检索有犖 个结果，犓 个相关图像，返回的排序

位置分别为狓１，狓２，…，狓犓，则单个类别的平均准确度ＡＰ犻表示为ＡＰ犻＝（１／狓１＋２／狓２＋…＋犓／狓犓）／犓．

第二步，对ＡＰ进行算术平均，假设检索总次数为犕，则平均精度均值 ＭＡＰ表示为 ＭＡＰ＝
１

犕∑
犕

犻＝１

ＡＰ犻．

２．２　数据集

为验证文中方法的有效性，实验分别在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两个细粒度数据集上进行．

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鸟类数据集含２００类，共１１７８８张图像，其中，训练集有５９９４张，测试集有５７９４张．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狗类数据集含１２０类，共２０５８０张图像，其中，训练集有１２０００张，测试集有８５８０张．

９３９第６期　　　　　　　　　　聂一亮，等：卷积特征图融合与显著性检测的图像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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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验配置

在ＧＰＵ为ＴｅｓｌａＫ４０ｃ且内存大小为１６ＧＢ的机器上，使用开源的Ｃａｆｆｅ
［１３］深度学习框架搭建网

络，并采用随机梯度下降进行微调训练，设置初始学习率为０．０１，批大小为５０，共迭代５００００次．数据

预处理阶段，在输入层使用Ｃｒｏｐ对图像进行裁剪，并将每个图像的大小统一重置为２２４ｐｘ×２２４ｐｘ．微

调之后，提取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中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４ｄ与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４ｅ层的特征并进行融合，将融合后特征图谱的均

值ｍｅａｎ（犳ａｄｄ）作为分割阈值，在提取显著性区域特征之后，使用拓展查询进行检索，拓展查询是对返回

的前犕 个结果，包括查询样本本身，对它们的特征求和取平均，再做一次查询，实验中取犕 值为１０．

２．４　结果分析

在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数据集上Ｔｏｐ１０的显著性检测，以及图像检索结果，如图３所

示．图３中：第１栏为检索输入的原图像；第２栏为原图像的显著性检测结果；最后１栏为检索返回的

Ｔｏｐ１０图像．由图３可知：在对两个数据集图像进行检索时，算法不仅可以检测出同属类别的相关图

像，包含颜色相近、外形相似的鸟与狗，并且检索返回鸟与狗的图像在姿态上更加相似．

（ａ）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

（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

图３　 显著性检测以及图像检索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为验证算法的高效性，将实验结果与其他主流图像检索方法在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数

表１　ＭＡＰ值对比

Ｔａｂ．１　ＭＡＰ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方法 维度 ＭＡＰ（ＣＵＢ） ＭＡＰ（Ｄｏｇｓ）

ｆｃ８＿ｉｍ ４０９６ ０．４８１ ０．７２７

ｆｃ８＿ｇｔＢＢｏｘ ４０９６ ０．５５３ ０．７６６

ｆｃ８＿ｐｒｅｄＢＢｏｘ ４０９６ ０．５３１ ０．７４１

ＳＰｏＣ
［１０］（ｗ／ｏｃｅｎ．） ２５６ ０．４２５ ０．５５９

ＳＰｏＣ
［１０］（ｗｉｔｈｃｅｎ．） ２５６ ０．４７３ ０．５５７

ＣｒｏＷ
［１４］ ２５６ ０．５９７ ０．６８４

ＳＣＤＡ
［１２］ １０２４ ０．６５８ ０．７５２

文中算法 ５２８ ０．６８３ ０．７７２

据集上进行比较，包括ＳＰｏＣ（ｓｕｍｐｏｏｌｉｎｇ

ｏｆ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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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

数据集上 ＭＡＰ值对比，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与其他方法相比，文中算

法的优点在于检索的同时能检测出图像的

显著性区域，筛去了背景干扰信息，使得图

像特征的表达能力更突出，而ｆｃ８＿ｉｍ，

ＳＰｏＣ等方法都是直接提取整张图像特征进行检索；实验得到的 ＭＡＰ值在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Ｄｏｇｓ数据集上分别为０．６８３与０．７７２，相较于无监督方法ＳＰｏＣ，ＣｒｏＷ 与有监督方法ＳＣＤＡ上表现最

优．算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提特征之前需要进行有监督微调，让网络学习出图像的语义特征，从而找出图

像的显著性区域．实验最后提取的特征维度为５２８，该参数由特征提取层的通道数决定，虽然在检索精

度上比其他方法高，但在特征维度上相较于ＳＰｏＣ与ＣｒｏＷ 方法的２５６维存在一定劣势，未来的工作将

从网络结构与维度缩减上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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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基于深层卷积特征图融合与显著性检测的图像检索方法，相较于主流算法，其优点在于检

索的同时能检测出图像的显著性区域．筛去了背景干扰信息，可有效提高检索的精确度．在算法复杂度

方面，较之前方法，仅增加特征图谱的矩阵线性相加计算，使得算法具有良好的计算性能．通过有监督的

分类标签将图像准确分类，网络模型中响应值较大的区域即为类别实例区域．与直接提取整图特征相

比，计算实例区域的特征相似度有助于提高检索精度与速度．算法不足之处是没有实现端到端的训练出

特征，而是对卷积特征重新进行编码，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在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ｏｇｓ细粒度数据集上具有良好的性能与检索精度，优于现有大多数图像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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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负相关学习的犛犞犕集成算法

洪铭，汪鸿翔，刘晓芳，柳培忠

（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为了平衡集成学习中多样性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并提高决策分类器的泛化能力，提出一种基于负相

关学习和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支持向量机（ＳＶＭ）集成学习方法．将负相关学习理论融合到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的训

练过程中，利用负相关学习理论计算基分类器间的相关性，并根据相关性的值自适应调整基分类器的权重，进

而得到加权后的决策分类器．在 ＵＣＩ数据集中进行仿真，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的负相关集成学习算法和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算法，所提出的方法分类准确率更高，泛化能力更好．

关键词：　负相关学习；误差?分歧分解；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集成学习；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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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ｉ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ＣＩ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ｇｅｔｈｉｇｈ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ｂｅｔ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ａｍｂｉｇｕｉｌｔｙ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集成学习是通过构建并结合多个学习器来完成学习任务［１］．随着集成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集

成学习算法被广泛应用于工程、生物、医学、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２?５］．虽然集成学习器的预测

效果显著优于单个学习器，但随着基学习器数目增多，所需的计算和存储开销也逐渐增加，基学习器之

间的差异性难以保证［６?９］．Ｚｈｏｕ等
［２］提出了选择性集成的概念，剔除一些精度不高和作用不大的基分类

器进行集成能获得更好的效果［１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是一种有效的集成学习方法．它使用权重更新的方法对难

训练的样本赋予更高的权重以训练出一系列基学习器［１１］，即基学习器的差异性主要通过样本扰动实

现．但是，将稳定的学习算法，如支持向量机（ＳＶＭ），作为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基分类器时，基分类器之间通常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０３

　通信作者：　柳培忠（１９７６?），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嵌入式系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ｚｌｉｕ＠ｈ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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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和冗余性，融合后的决策分类器容易造成过拟合［１１］．而集成学习器的分类精度主要

由基分类器的准确性和多样性决定，基分类器的准确性越高、多样性越大，则集成效果越好［１２］．因而有

必要使用ＳＶＭ等稳定的分类器作为基分类器
［１３?１４］．针对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上述缺陷，本文将基于负相

关学习（ＮＣＬ）的相关性惩罚项引入ＳＶＭ的集成学习过程中，以提高集成系统的精确度和泛化能力．

１　负相关学习

负相关学习最早应用于神经网络集成［１５］，它的理论来源于误差?方差分解和分歧分解
［１６?１８］，它对每

一个基分类器显式地添加一个相关性惩罚项，保证集成系统的多样性．

给定训练集｛狓犻，狔犻｝
犖
犻＝１，ＮＣＬ融合犜个基分类器犺狋（狓）构建集成系统犎（狓）＝

１

犜∑
犜

狋＝１

犺犻（狓犻）．

每一个基学习器的误差犲狋定义为

犲狋＝∑
犖

犻＝１

（犺狋（狓犻）－狔犻）
２
＋λ狆狋． （１）

式（１）中：犲狋为第狋个基学习器的训练误差；狆狋为相关性惩罚函数；λ为惩罚项狆狋的权重参数，用于协调

训练误差与惩罚项之间的关系．

由式（１）可知：当λ＝０时，相关性惩罚项都是０，每个基分类器都是独立地训练；随着λ的增大，集成

系统越来越多地偏重于惩罚项，基分类器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独立，每个基分类器的误差都要受到自身和

其他分类器分类结果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是负相关的，从而可以训练出一些差异性较大的分类器．

相关性惩罚函数狆狋为

狆狋＝∑
犖

犻＝１

｛（犺狋（狓犻）－犎（狓犻））∑
犜

犽≠狋

（犺犽（狓犻）－犎（狓犻））｝＝

∑
犖

犻＝１

｛（犺狋（狓犻）－犎（狓犻））（∑
犜

犽≠狋

犺犽（狓犻）－（犜－１）×犎（狓犻））｝＝

∑
犖

犻＝１

｛（犺狋（狓犻）－犎（狓犻））（犜×犎（狓犻）－犺狋（狓犻）－（犜－１）×犎（狓犻））｝＝

－∑
犖

犻＝１

（犺狋（狓犻）－犎（狓犻））
２． （２）

　　由式（２）可知：狆狋的幅值｜狆狋｜越小，表明第狋个基学习器与集成系统的差异性越小．因而，采用｜狆狋｜

计算相关性惩罚值．

２　犖犆犃犅犛犞犕算法

集成系统的性能主要由基学习器的准确性和多样性决定，其泛化误差与多样性、准确性的关系为

犈＝珚犈－犇． （３）

式（３）中：犈为集成系统的泛化误差；珚犈为基分类器的平均错误率；犇为基分类器之间的多样性．因此，在

提高基分类器准确性的同时，保证分类器间的多样性，便可减小集成系统的泛化误差．然而，多样性和准

确性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即增加多样性的同时，准确性一般会降低，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集

成学习研究的重点．

文中基于负相关学习理论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提出一种新的ＳＶＭ 集成学习算法（ＮＣＡＢ?ＳＶＭ）．通

过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中引入负相关学习的惩罚项，协调集成系统的多样性和准确性，并选用ＲＢＦ核ＳＶＭ

（ＲＢＦＳＶＭ）作为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基分类器．ＲＢＦＳＶＭ主要包含犆，σ两个参数．其中，参数犆控制模型的复

杂度和训练误差；σ为高斯核的带宽．由ＲＢＦＳＶＭ的性能分析
［１４］可知：相对于犆，ＲＢＦＳＶＭ的性能主要

由核参数σ决定．对于一个给定范围的犆值，ＲＢＦＳＶＭ 的性能仅随着σ的改变而改变．当σ值很大时，

ＲＢＦＳＶＭ的分类精度通常小于５０％；当σ值很小时，分类精度较高，但是分类结果与高度相关，很难得

到好的集成效果．因此，通过固定参数犆，使用步长σ狊 更新σ，以获得一系列不同性能的ＲＢＦＳＶＭ 基分

３４９第６期　　　　　　　　　　　　　　 洪铭，等：采用负相关学习的ＳＶＭ集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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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的主要流程如下．

输入：给定训练数据集｛（狓１，狔１），…，（狓犻，狔犻），…，（狓犿，狔犿）｝；

过程：

步骤１　初始化数据权重犇１（狓犻）＝１／犿，惩罚项狆１（狓犻）＝１，初始化σ＝σ犿，σ的最小值σｍｉｎ，σ的更新

步长σ狊，惩罚项阈值ＤＩＶ，迭代次数狋＝２；

步骤２　根据输入样本训练一个ＲＢＦＳＶＭ，记作犺１，则有犎（狓）＝犺１；

步骤３　ｄｏｗｈｉｌｅ（σ＞σｍｉｎ）；

步骤４　根据输入样本训练一个ＲＢＦＳＶＭ，记作犺狋；

步骤５　计算训练误差：ε狋 ＝∑
犿

犻＝１

犇狋（狓犻），狔犻≠犺狋（狓犻）；

步骤６　 计算每一个样本狓犻的惩罚值：狆狋（狓犻）＝∑
犖

犻＝１

（犺狋（狓犻）－犎（狓犻））
２；

步骤７　ｉｆ１／犿∑
犿

犻＝１

狆狋（狓犻）＜ＤＩＶ‖ε狋＞０．５；σ＝σ－σ狊；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步骤８　 根据误差和惩罚项计算犺犻的权重α＝
１

２
ｌｇ
∑
犿

犻＝１

（狆狋（狓犻））
λ犇狋（狓犻），狔犻＝犺狋（狓犻）

∑
犿

犻＝１

（狆狋（狓犻））
λ犇狋（狓犻），狔犻≠犺狋（狓犻）

；

步骤９　 更新权重犇狋，得到新的权重犇狋＋１（狓犻）＝
犇狋（狓犻）ｅｘｐ（－α狋犺狋（狓犻）狔犻）

犣狋
；

步骤１０　 更新集成分类器犎（狓）＝ｓｉｇｎ∑
犜

狋＝１

α狋犺狋（狓）；

步骤１１　 更新迭代次数狋＝狋＋１；

输出：决策分类器犎（狓）＝ｓｉｇｎ∑
犜

狋＝１

α狋犺狋（狓）．

由此可知：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在集成时进行权重更新，而不是在数据层或算法层进行．原始的Ｂａｇ

ｇｉｎｇ或Ｂｏｏｓｔｉｎｇ方法，仅通过数据扰动或参数扰动实现多样性，但这并不能保证生成的基分类器彼此

不相关．提出的ＮＣＡＢ?ＳＶＭ 算法通过设置阈值的方式自动删除相关性和误差太大的基分类器（步骤

７）．同时，对具有不同相关性和训练误差的分类器赋予不同的权重．最后，集成得到的决策分类器的输出

将由这个权重值决定．

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在步骤８中同时使用相关性惩罚项和精确度计算分类器的权重．其中，λ控制惩

罚项的强度，以协调多样性和精确性．由步骤９可知，当基分类器与集成系统的差异很小或准确率较低

时，该基分类器被赋予的权重将很小，对集成系统的影响也很小．

综上所述，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具有以下２个优点：１）使用ＲＢＦＳＶＭ作为基分类器，通过自动调整核

参数获取一系列准确率较高的基分类器；２）算法基于分类器之间的相关性和准确性进行加权，在增加

多样性的同时，能保证基分类器的准确性，最终提高了集成系统的性能．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的性能，使用ＵＣＩ数据库
［１９］的１０个数据集进行试验，并与集成学习方

法ＳＶＭ，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
［１６］，Ｂａｇｇｉｎｇ和基于负相关学习的相关性数据修正学习（ＮＣＣＤ）算法

［２０］进行

比较．从收敛性分析、分类误差和多样性等３个角度对文中算法进行验证．对于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设置

相关参数：σｉｎｉ为２０；σｍｉｎ为－２０；ＤＩＶ为０．８．

３．１　算法的收敛性分析

由于文中算法的迭代次数主要由ＲＢＦＳＶＭ的高斯核宽度σ的更新步长σ狊决定．因此，通过调整σ狊

来调整迭代次数．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和Ｓｏｙｂｅａｎ两个数据集的训练精度与迭代次数（狀）的关系，如图１所示．由

图１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训练精度逐渐提高，最后趋于稳定；当迭代次数等于２０时，精度已经达

４４９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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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稳定．因此，试验中步长σ狊设为２．

　　（ａ）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数据集 （ｂ）Ｓｏｙｂｅａｎ数据集

图１　不同数据集上迭代次数与训练精度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３．２　泛化误差的比较

采用十折交叉验证的方法估计泛化误差，取平均值作为最后分类器的训练误差．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 算

法和Ｂａｇｇｉｎｇ算法的迭代次数均为５０次，ＮＣＣＤ算法的迭代次数为２０．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相比其他算法，ＮＣＡＢ?ＳＶＭ 算法在大部分数据集都获得了最小的分类误差，表明文

中算法不仅改进了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算法的性能，而且相比其他负相关学习算法，其引入ＳＶＭ作为集成

系统的基分类器可以提高集成系统的性能；基于样本扰动的Ｂａｇｇｉｎｇ方法相对于纯ＳＶＭ 的分类精度

没有显著改善．因此，对存在冗余或无用信息的基分类器进行选择性裁剪是有必要的．

表１　不同算法分类误差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数据集 ＳＶＭ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ＮＣＣＤ ＮＣＡＢ?ＳＶ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２７．４５４±４．８１５ ２３．９０５±３．８０１ ２４．０９１±４．３２１ １５．０００±９．１０３ １７．７２７±４．５２０

Ｓｏｎａｒ １４．２２７±１．１０６ １２．２５０±１．１０３ １２．３８１±３．２４１ ２２．８５７±１５．６８１ １０．９５２±２．３００

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６．２５０±０．２３５ ４．５８０±１．７０６ ５．２１１±０．９５０ ４．５８４±２．５２３ ４．０４７±０．９５０

Ｈｏｕｓｅ?ｖｏｔｅｓ?８４ ３．００７±０．９３５ ２．９６５±０．６４７ ３．２１８±０．７２６ ４．０２３±１．８１７ ２．５２８±０．４８４

Ｂｒｅａｓｔ?ｗ ２１．２７０±２．００２ １２．６６６±２．５４２ １９．０５５±１．５０２ １８．３５８±１．４５４ １５．６７１±０．８５３

Ｐｉｍａ ２９．７８０±２．１４３ ２６．５９２±２．１４３ ２６．９００±１．７４４ ２５．０７１±２．０８１ ２４．０２５±１．９６０

Ｇｅｒｍａｎ ２６．１８９±２．３５１ ２３．７８０±１．５４４ ２５．１３０±１．４３７ ４９．２２１±１７．９８７ ２４．９００±１．７７６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 ２９．７８０±２．１４３ １５．２３５±０．８６２ ２６．９００±１．７４４ １８．６７３±２．０６４ １２．２７０±０．１５７

Ｓｏｙｂｅａｎ?ｌａｒｇｅ １１．２４４±１．７９５ ８．３１６±１．２５０ １０．６６５±１．２８１ ７．９５２±０．７１４ ４．０８０±１．１２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６．０６７±０．４３５ ９．８２８±０．９３５ １３．２４０±０．９１２ ７．２１９±２．３９１ ６．４５０±０．１７７

　（ａ）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算法 （ｂ）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

图２　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数据集上的Ｋａｐｐａ?Ｅｒｒｏｒ图

Ｆｉｇ．２　Ｋａｐｐａ?Ｅｒｒｏｒｆｉｇｕｒｅｏｎ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３．３　多样性比较

为验证文中算法相对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ＳＶＭ算法引入相关性惩罚项后，集成系统

基分类器的多样性的改变，使用Ｋａｐｐａ?Ｅｒ

ｒｏｒ图
［２１］分析基分类器间的差异性．对Ａｄ

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 和 ＮＣＡＢ?ＳＶＭ 使用Ｉｏｎｏ

ｓｐｈｅｒｅ数据集训练的 Ｋａｐｐａ?Ｅｒｒｏｒ图，如

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相比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

ＮＣＡＢ?ＳＶＭ 具有较低的分类误差和较高

的差异性．为更明确地表示 ＮＣＡＢ?ＳＶＭ 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 算法的差异，使用计算各个基分类器的

Ｋａｐｐａ统计值和平均分类错误率之积求和再平均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两种算法对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数据集

的计算结果分别为０．３２０４，０．３３７６，可得ＮＣＡＢ?ＳＶＭ算法的分类效果更好．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基于负相关学习和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ＳＶＭ集成学习方法．将负相关学习理论融合到Ａｄ

５４９第６期　　　　　　　　　　　　　　 洪铭，等：采用负相关学习的ＳＶＭ集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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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ｏｏｓｔ?ＳＶＭ的训练过程中，利用负相关学习理论计算基分类器间的相关性，并根据相关性的值自适应

调整基分类器的权重，进而得到加权后的决策分类器．算法使用ＲＢＦＳＶＭ 作为基分类器，通过自动调

整核参数获取一系列准确率较高的基分类器．同时，基于分类器之间的相关性和准确性进行加权，在增

加多样性的同时，不降低基分类器的准确性，最终提高了集成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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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９卷总目次

第１期

　钎焊金刚石砂轮磨削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试验 余凯峰，陈世隐，黄国钦 （１）!!!!!!!!!!!!!!!!!!!

　采用ＥＥＭＤ算法与互信息法的机械故障诊断方法 李军，李佳，张世义，束海波 （７）!!!!!!!!!!!!!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除尘的数值模拟与仿真分析 宋意，杨建红，房怀英，陈俊龙 （１４）!!!!!!!!!!!!!

　坐姿状态下人?结构相互作用体系水平振动特性 王丰磊，叶茂，付明科 （２０）!!!!!!!!!!!!!!!!!

　高雷诺数下二维长方形截面柱绕流数值模拟 王珊珊，董毓利，段进涛，王冬晔 （２４）!!!!!!!!!!!!!

　统一强度理论下小净距隧道围岩塑性区新解 舒忠磊，常方强，林从谋 （３１）!!!!!!!!!!!!!!!!!

　业主方ＢＩＭ技术风险网络的构建与评价 谢祥，秦旋，王付海 （３７）!!!!!!!!!!!!!!!!!!!!!

　景观构筑物功能需求的层级构成响应 王瑜，陈震 （４３）!!!!!!!!!!!!!!!!!!!!!!!!!!

　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制备除磷材料工艺参数优化

　 刘
"

迪，周真明，张红忠，费霞丽，谢保金，李书文，苑宝玲 （５１）!!!!!!!!!!!!!!!!!!!

　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 乔夏莹，李风雷 （５７）!!!!!!!!!!!!!!!!!!!!!

　熊果酸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Ｈ９ｃ２细胞的保护作用（英文）

　 王国权，庞素秋，邱飞，成文召，杨会勇，刁勇 （６２）!!!!!!!!!!!!!!!!!!!!!!!!!

　采用原研制剂制备米诺膦酸片及体外溶出度的一致性考察

　 宋伟杰，曾皓月，龙莎，王立强，乔凤敏，方美娟 （７０）!!!!!!!!!!!!!!!!!!!!!!!!

　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及性能分析 焦琛，张卫珂，杨艳青，蔡慧中 （７５）!!!!!!!!!!!!!!!!!!

　非线性准ＰＲ双模逆变器的设计 赵熙临，明航，吴胧胧，何晶晶，汤倩 （８１）!!!!!!!!!!!!!!!!!

　采用动态劣化度的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 江顺辉，方瑞明，尚荣艳，王黎 （８６）!!!!!!!!!!!!!

　格值自动机的产生式推理建模方法 戴茵茵，彭翔，王飞 （９２）!!!!!!!!!!!!!!!!!!!!!!!

　采用代表点插值的道路网提取方法 林杰，陈崇成 （９８）!!!!!!!!!!!!!!!!!!!!!!!!!!

　采用粒子群优化和Ｂ样条曲线的改进可视图路径规划算法 吕太之，周武，赵春霞 （１０３）!!!!!!!!!!!!

　采用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 方楷强，王靖 （１０９）!!!!!!!!!!!!!!!!!!!!!!!!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诊断 刘清兰，王飞，张波业，郭忠宝 （１１５）!!!!!!!!!!!!!!!!!!!

　ＨＥＶＣ帧间编码的快速ＣＵ尺寸和ＰＵ模式决策算法 吴良堤，冯桂 （１２１）!!!!!!!!!!!!!!!!!!

　深度学习与一致性表示空间学习的跨媒体检索 邹辉，杜吉祥，翟传敏，王靖 （１２７）!!!!!!!!!!!!!!

　结合天空分割修正的快速去雾方法 刘子兵，戴声奎 （１３３）!!!!!!!!!!!!!!!!!!!!!!!!

　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时定子阻抗不对称故障模型 李利，李平，金福江，彭艳 （１３９）!!!!!!!!!!!!!!

　采用无监督学习算法与卷积的图像分类模型 王改华，李涛，吕朦，袁国亮 （１４６）!!!!!!!!!!!!!!!

　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与地域差异分析 王成军，徐伟铭，罗星，董小帅，翁谦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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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机械臂加工花岗岩的力和工具磨损特性 黄吉祥，刘舒颖，黄辉，黄身桂，徐西鹏 （１５９）!!!!!!!!!!!!

　采用Ｃ＃的多轴联动石材桥切机控制系统设计与仿真分析 邵辉，王磊，胡伟石，晏来成，黄吉祥 （１６６）!!!!!

　采用叠加图像的浅浮雕生成算法及实现 朱钰恒，刘斌，张凌搏 （１７２）!!!!!!!!!!!!!!!!!!!!

　带脱空的钢管混凝土短柱受剪性能有限元分析 王兰，叶勇，郭子雄，王海峰 （１７９）!!!!!!!!!!!!!!

　预压比对预应力钢绞线?聚合物砂浆加固ＲＣ板受弯性能的影响 张世江，陈海，刘阳，叶勇，柴振岭 （１８６）!!!!

　改进 Ｈ?Ｂ准则的层状岩体隧洞塑性区半径与应力场分析 余振兴，俞缙，张建智，刘士雨，张玉，张大山 （１９２）!!

　计及组织氛围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机理模型的构建 祁神军，成家磊，张云波 （１９８）!!!!!!!!!!!!!

　玻璃棉等温吸湿曲线测试及其最适拟合分析 张婷婷，冉茂宇，任晶，王波，徐佳蕙 （２０５）!!!!!!!!!!!

　ＭＯＣＶＤ原位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徐龙权，许冬，刘新卫，方颂 （２１０）!!!!!!!!!!!!!!!!!!

　应用残基相互作用探讨嗜热和嗜冷酶稳定机制 葛慧华，蔡征文，张光亚 （２１４）!!!!!!!!!!!!!!!!

　快速简单组织定位甘蔗ＲＳＤ致病菌Ｌｘｘ的原位ＰＣＲ方法 胡敏，汪文华，何恩铭，孟红岩，郭莺 （２２１）!!!!!

　喷射式热泵系统的能量分析及!

"

分析 常?，李风雷 （２２７）!!!!!!!!!!!!!!!!!!!!!!!!

　采用矩阵建模方式的冷热电联供系统运行优化 常雨芳，王豪，谢昊，张力，刘光裕 （２３３）!!!!!!!!!!!

　低压开关触头压降取样电路的设计 彭长青，尚荣艳，方瑞明 （２４０）!!!!!!!!!!!!!!!!!!!!!

　大气光幕融合的去雾新方法 刘子兵，戴声奎 （２４６）!!!!!!!!!!!!!!!!!!!!!!!!!!!

　采用循环神经网络的情感分析注意力模型 李松如，陈锻生 （２５２）!!!!!!!!!!!!!!!!!!!!!

　采用邻域关联性的非监督流形对齐算法 徐猛，王靖，杜吉祥 （２５６）!!!!!!!!!!!!!!!!!!!!!

　双策略高效视频编码帧间模式快速决策算法 罗志伟，冯桂 （２６２）!!!!!!!!!!!!!!!!!!!!!

　采用共享空间稀疏表示的单幅图像超分辨率方法 张建，彭佳林，杜吉祥 （２６８）!!!!!!!!!!!!!!!!

　应用叶片图像分割与特征融合的复杂背景植物识别方法 赵熙临，单治磊，付波，杨章 （２７４）!!!!!!!!!!

　ＫＰＣＡ?ＬＳＳＶＭ方法在视频时间序列预测中应用 张观东，李军 （２８１）!!!!!!!!!!!!!!!!!!!!

　ＤＥＩＣＡ优化算法在工作模态参数识别的应用 雷宇翔，缑锦，王成，罗伟 （２８６）!!!!!!!!!!!!!!!

　ＺｉｇＢｅｅ室内定位算法中数据预处理 樊晓冬，王佳斌，蔡灿辉 （２９３）!!!!!!!!!!!!!!!!!!!!!

　采用人群搜索算法的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参数整定方法 何莉，肖茗方，张威亚 （２９９）!!!!!!!!!!!!!

　四阶常微分方程的Ｂｉｒｋｈｏｆｆ配点法 庄清渠，王金平 （３０６）!!!!!!!!!!!!!!!!!!!!!!!!

　利用模函数估计拟共形映照的偏差函数 王朝祥 （３１２）!!!!!!!!!!!!!!!!!!!!!!!!!!

第３期

　ＬＭＣ在机器人交互操作应用领域新进展 张国亮，王展妮，刘勇，张泽，丁培 （３１７）!!!!!!!!!!!!!

　虚拟现实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研究进展 魏三强，孙彦景 （３２４）!!!!!!!!!!!!!!!!!!!!!!

　采用ＡＲＭＡＸ模型的精磨非线性振动系统辨识 陈勇，黄国钦，罗光华，柯翔敏 （３３２）!!!!!!!!!!!!!

　采用ＰＡＲＡＦＡＣ的欠定盲分离中机械振源数估计方法 杨诚，李志农 （３３７）!!!!!!!!!!!!!!!!!

　轨道客运车辆山区小半径曲线通过性能分析 张云飞，李军 （３４３）!!!!!!!!!!!!!!!!!!!!!

　应用Ｋａｎｏ模型的闭环产品聚类配置方法 乔虎，冯帆，杜江，李存良 （３４９）!!!!!!!!!!!!!!!!!

　六自由度机械臂运动轨迹自动生成方法仿真与实现 余乐，李庆，郑力新，朱建清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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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ＳＪ加固Ｔ形ＲＣ梁钢板箍有效预应力的计算方法 王超，刘阳，陈海，郭子雄，陈大? （３６０）!!!!!!!!!

　不同剪跨比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梁抗剪承载力分析 金凌志，王龙，张毅，周家亮 （３６５）!!!!!!!!!!!

　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分析 余文茂，曾志兴，林强，刘祥 （３７１）!!!!!!!!!!!

　干湿盐渍耦合对夯土材料劣化性能的影响 曾伟龙，彭兴黔，刘士雨，叶俊捷 （３７６）!!!!!!!!!!!!!!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指标及重要度分析 赵振宇，于英姿 （３８２）!!!!!!!!!!!!!!!!!!!

　改性蒙脱石的电动性质及吸附直接大红染料性能 叶玲，张敬阳，肖子敬 （３８９）!!!!!!!!!!!!!!!!

　四阶耦合能对半无限液晶界面特性的影响 曾明颖，王星 （３９６）!!!!!!!!!!!!!!!!!!!!!!

　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在ｐＨ中和过程建模中的应用 朱瑞鹤，李军 （４０１）!!!!!!!!!!!!!!!!!!!!

　采用金属热强度性能指标的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优化设计 管梦雪，田琦，董旭，王洋涛，梁春喜 （４０８）!!!!!

　蝌蚪状类弹性蛋白多肽相变特性分析 邱岳，张丹丹，吴姝羽，蔡征文，林源清，张光亚 （４１４）!!!!!!!!!

　苯胺基喹唑啉类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电喷雾质谱裂解规律

　 王立强，王凤玲，周癑莹，李赞，高源，吴振，方美娟 （４２０）!!!!!!!!!!!!!!!!!!!!!

　采用互补特征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谢维波，夏远祥，刘文 （４２９）!!!!!!!!!!!!!!!!!!!

　采用基因表达式编程的自适应层次聚类方法 姜代红，尹洪胜，张三友 （４３５）!!!!!!!!!!!!!!!!!

　考虑区域间互联电网时延差异性的分布式ＡＧＣ方法 赵熙临，何晶晶，付波，单治磊，汤倩 （４３９）!!!!!!!

　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 杨麟，杜吉祥，聂一亮 （４４５）!!!!!!!!!!!!!!!!!!!!!!!!!!

　离散事件系统的故障一次可修复性诊断 郭忠宝，王飞，刘清兰，张波业 （４５１）!!!!!!!!!!!!!!!!

　应用于锁相环中的锁定检测电路设计 崔冰，杨骁，娄付军，邱伟彬 （４５７）!!!!!!!!!!!!!!!!!!

　结合特征点匹配的在线目标跟踪算法 刘兴云，戴声奎 （４６１）!!!!!!!!!!!!!!!!!!!!!!!

　采用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化推荐 王少兵，吴升 （４６７）!!!!!!!!!!!!!!!!!!!!!!!!!!

第４期

　焦散光束产生方法研究进展 杨艳飞，吴逢铁 （４７３）!!!!!!!!!!!!!!!!!!!!!!!!!!!

　金刚石砂轮表面二维形貌全场测量和分析 杨栖凤，崔长彩，黄国钦 （４７９）!!!!!!!!!!!!!!!!!!

　石材桥切机自动化加工过程的图形分析与路径优化 林宇，邵辉，胡伟石，罗继亮，晏来成，黄吉祥 （４８５）!!!!

　轮径差对轨道客车山区小半径曲线通过的影响 张云飞，李军 （４８９）!!!!!!!!!!!!!!!!!!!!

　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的轻量化设计 邓援超，周杨，刘艺，周升 （４９６）!!!!!!!!!!!!!!!!!!!

　重卡半挂系统在虚拟试验场的平顺性仿真分析 张功学，陈宁 （５０２）!!!!!!!!!!!!!!!!!!!!

　应用ＧＡ?ＢＰ神经网络优化平摆复合振动筛的振动参数 沈国浪，童昕，李占福 （５０９）!!!!!!!!!!!!!

　橡胶扭转减振器性能的试验与仿真分析 盛精，贺梦达，王方，肖祖玉 （５１４）!!!!!!!!!!!!!!!!!

　应用ＤＧ方法的新型局部变差间断监测器（英文） 黄日鑫，谭永华，吴宝元，李光熙 （５２０）!!!!!!!!!!!

　融合装配信息的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方法 乔虎，吴庆云，杜江，白蠫 （５２６）!!!!!!!!!!!!!!!!!!

　扶壁式挡土墙在坡地建筑中的应用 林强，曾志兴，余文茂，刘祥 （５３２）!!!!!!!!!!!!!!!!!!!

　水力耦合条件下预制节理砂岩裂纹扩展和能量演化细观数值模拟 林春，俞缙，陈旭，蔡燕燕，文志杰 （５３８）!!!

　突水突泥影响下隧道围岩松动圈变化测试与分析 舒忠磊，林从谋，常方强，张强，王海涛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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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刘超，刘远明 （５５１）!!!!!!!!!!!!!!!!!!!!!!!

　夏热冬暖地区开窗通风与壁体遮阳对集装箱房室内热环境的影响 王玉琳，冉茂宇，池佩富 （５５６）!!!!!!!!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优化方法 徐泽达，姚敏峰 （５６２）!!!!!!!!!!!!!!!!

　空气源热泵换热器与岗亭壁体一体化供暖性能 李宗北，田琦，董旭，段兰兰，秦成君 （５６９）!!!!!!!!!!

　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在兰州地区的性能分析 李蓉蓉，李风雷，韩瑞春 （５７７）!!!!!!!!!!

　单环刺!

纤溶酶的季节积累及初步药效学 龙莎，吕卓伦，李小红，宋伟杰，王立强 （５８３）!!!!!!!!!!!

　采用逆系统方法的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逐步反推滑模控制 #

玲英，王胡 （５８９）!!!!!!!!!!!!!!!

　采用亮通道先验的低照度图像增强算法 贾存坤，戴声奎，卫志敏 （５９５）!!!!!!!!!!!!!!!!!!!

　动静结合的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检测技术 李鑫，张维纬，郑力新 （６００）!!!!!!!!!!!!!!!!!!!

　采用有色Ｐｅｔｒｉ网的等级转换场景概念建模 宋丽梅，朱爱红，马欣宇 （６０６）!!!!!!!!!!!!!!!!!

　抗遮挡的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顾培婷，黄德天，黄炜钦，柳培忠 （６１１）!!!!!!!!!!!!!!!!!!

　高速低功耗ＣＭＯＳ动态锁存比较器的设计 李靖坤，杨骁，陈国晏，娄付军，邱伟彬 （６１８）!!!!!!!!!!!

　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张敏，陈锻生 （６２３）!!!!!!!!!!!!!!!!!!!!

第５期

　硅材料改性水性聚氨酯的研究进展 许军凯，辛梅华，李明春，刘旭光 （６２７）!!!!!!!!!!!!!!!!!

　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数值模拟与实验分析 许建文，刘斌 （６３６）!!!!!!!!!!!!!!!!!!!!!!

　新型嵌入式灶具燃烧器设计与优化 安文旗，肖桂菀，徐德明，苏慧玲，舒畅，高乃平 （６４２）!!!!!!!!!!

　应用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ＰＯＴ模型分析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 张晋豪，刘均利，余文成，王雷 （６４９）!!!!!!!!!

　高速电梯提升系统纵向振动建模与分析 吴虎城，张德坤，程琼 （６５４）!!!!!!!!!!!!!!!!!!!!

　２，６?二叔丁基对甲酚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抗老化性能的影响 张文刚，丁龙亭，袁中玉 （６５９）!!!!!!!!!!!!

　考虑刚度劣化影响的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 杨哲豪，俞缙，涂兵雄，刘士雨，周建烽，蔡燕燕 （６６４）!!!!!!

　安全态度、安全能力、不安全动机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 祁神军，成家磊，黄芹芹，张云波 （６６９）!!!

　考虑路径相关度的ＰＥＲＴ网络进度风险的改进算法 刘迅，毕远志 （６７５）!!!!!!!!!!!!!!!!!!

　运用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的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重要性分析 崔彩云，王建平，刘勇，李会联 （６８２）!!!!!!

　被动蒸发与架空遮阳不同组合对屋面防热降温的影响 王波，冉茂宇 （６８９）!!!!!!!!!!!!!!!!!

　硅衬底上多层Ｇｅ／ＺｎＯ纳米晶薄膜的制备及光学特性 潘书万，庄琼云，郑力新 （６９６）!!!!!!!!!!!!!

　软锰矿浸出液有机物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周泽广，明宪权，卢国贤，袁爱群，钟磊，郭雨桐 （７０１）!!!!!

　制备焙烧 Ｍｇ／Ａｌ水滑石及同时去除水中氟和硬度 许昶雯，王国英，刘吉明，岳秀萍，宁舒怡 （７０６）!!!!!!!

　城市高架桥街谷空气环境和污染物扩散的数值模拟 秦成君，宋罛芳，王世杰，赵敬源 （７１４）!!!!!!!!!!

　改性活性炭纤维催化碳酰肼去除给水中的溶解氧 王洁，梁美生，叶翠平 （７２０）!!!!!!!!!!!!!!!!

　灰色关联理论在城市污水处理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张文杰，袁红平 （７２６）!!!!!!!!!!!!!!!!

　重组人组织激肽释放酶结合蛋白抗氧化活性及抗凝活性分析 周癑莹，龙莎，方美娟，王立强 （７３２）!!!!!!!

　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传输特性 胡汉青，吴逢铁，胡润，杨艳飞 （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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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变形开口方环频率选择表面圆极化器的分析与仿真 汤炜，袁良昊，谢姣皎 （７４４）!!!!!!!!!!!!!

　采用特征识别技术的 ＭＢＤ模型自动语义标注方法 乔虎，周源，白蠫 （７５０）!!!!!!!!!!!!!!!!!

　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方法及实现 龚雪，张育钊，庄铭杰，唐加能 （７５６）!!!!!!!!!!!!!!!!!!!

　结合高斯核函数的卷积神经网络跟踪算法 郑凌云，柳培忠，汪鸿翔 （７６２）!!!!!!!!!!!!!!!!!!

　采用 ＨＯＧ特征和机器学习的行人检测方法 陈丽枫，王佳斌，郑力新 （７６８）!!!!!!!!!!!!!!!!!

　采用ＢＰ算法和深度ＳＡＥ网络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 张永梅，付昊天，张睿 （７７４）!!!!!!!!!!!!!

　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生物演化与海平面变化的耦合关系 李建成，况代智，洪祖寅，张祖辉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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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进展 王国权，庞素秋，林俊生，刁勇 （７８７）!!!!!!!!!!!!!

　含弹性索的绳牵引并联机构的动力学和末端轨迹控制 郑亚青 （７９４）!!!!!!!!!!!!!!!!!!!!

　鼠标上盖流动平衡数值模拟分析 许建文，刘斌，骆灿彬 （８０１）!!!!!!!!!!!!!!!!!!!!!!!

　五轴端铣锥形摆线齿轮齿形的数值模拟与试验（英文） 许建民，顾立志 （８０７）!!!!!!!!!!!!!!!!

　北固山隧道施工力学特征及围岩变形控制 金煜皓，韩立军，孟庆彬，王帅，刘振军，杨灵 （８１６）!!!!!!!!

　弹性半空间球形药包爆破引起的地表振动波形预测 刘小鸣，陈士海 （８２６）!!!!!!!!!!!!!!!!!

　泥粉对聚羧酸减水剂水泥净浆流变性的影响 张亦林，严捍东，钟国才，全志龙 （８３２）!!!!!!!!!!!!!

　梁挠曲线方程的精确推导 刘海波，刘玉丽，石祥锋 （８４０）!!!!!!!!!!!!!!!!!!!!!!!!!

　锆柱撑膨润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多相类芬顿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 马翠，刘亚琦，张寒旭，袁鹏飞，何争光 （８４４）!!

　载锆玉米秸秆生物炭的结构表征及磷吸附效果 敖涵婷，曹威，阚晋，邓彩军，魏琳 （８５１）!!!!!!!!!!!

　亭壁蒸发器换热性能的理论分析及仿真 李宗北，田琦，董旭，秦成君 （８５９）!!!!!!!!!!!!!!!!!

　非均匀孔隙率防风抑尘网优化设计 王世杰，宋罛芳，雷勇刚，景胜蓝，秦成君，刘治廷 （８６５）!!!!!!!!!

　二氧化铅／石墨烯电极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 叶俊辉，王森林，黎辉常，梁维俊，张燕秀 （８７２）!!!!!!!!

　聚氯甲基苯乙烯的功能化及其在酯化反应中的应用 杜慷慨，郑好英 （８７９）!!!!!!!!!!!!!!!!!

　可调性离子液体吸收ＣＯ２ 性能与反应机制 胡鹏程，钟丽娟，江伟 （８８５）!!!!!!!!!!!!!!!!!!

　柯里拉京对顺铂抗卵巢癌 Ｈｅｙ和ＳＫＯＶ３细胞的增敏作用 李旭丹，林志灿，李煊，郑志忠，明艳林 （８９２）!!!!

　运用覆盖模型的遥感时序数据 Ｗｅｂ互操作 陈远杰，余劲松弟，佟瑞菊 （８９９）!!!!!!!!!!!!!!!!

　采用部分灰度压缩扩阶共生矩阵的煤和煤矸石图像识别 余乐，郑力新，杜永兆，黄璇 （９０６）!!!!!!!!!!

　高压开关柜内部气隙放电模型及其电场分析 许超，尚荣艳，艾春，毛恒 （９１３）!!!!!!!!!!!!!!!!

　多变量过程监控的犇控制图 夏蓓鑫，简铮，高雅，陶宁蓉 （９２０）!!!!!!!!!!!!!!!!!!!!!!

　非局部相似和双边滤波的图像超分重建 黄炜钦，黄德天，顾培婷，柳培忠，骆炎民 （９２６）!!!!!!!!!!!

　采用多叉树模型数据迁移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宋春红，王佳斌，郑力新 （９３２）!!!!!!!!!!!!!!!!!

　卷积特征图融合与显著性检测的图像检索 聂一亮，杜吉祥，杨麟 （９３７）!!!!!!!!!!!!!!!!!!!

　采用负相关学习的ＳＶＭ集成算法 洪铭，汪鸿翔，刘晓芳，柳培忠 （９４２）!!!!!!!!!!!!!!!!!!

　第３９卷总目次 （Ⅰ～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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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华侨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广泛联系海外华

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是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

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本刊主要刊登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

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数学和管理工程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

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１　投稿约定

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１５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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