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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横风时高墩高架上的

地铁车辆运行安全性

李军１，２，张云飞１，高健博１

（１．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２．重庆交通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系统集成与控制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首先，基于山区城市地铁线路条件，建立风区横风车辆高墩桥梁模型；然后，选取计算参数并确定评

价指标，对风?车?桥系统的特性进行分析；最后，对车速及风速的影响规律和安全阈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风

区条件和高墩条件不可忽视；横风引起车、梁及墩的剧烈振动，由于高墩稳定性较差，加剧车辆运行的不稳定

性；车?桥系统响应随风速显著增加，且随车速出现波动；当标准高度风速达到２１．４ｍ·ｓ－１时，已无法保证车

辆以最高时速运行．

关键词：　地铁车辆；横风；高墩高架；地铁线路；山区城市；车辆?轨道?桥梁耦合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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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高架墩高度甚至超过１００ｍ．与平原城市地下线路相比，山城高架线路容易遭受横风袭扰，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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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墩高架在横风下的稳定性更差，会加剧地铁车辆横风下运行的不稳定、不安全［１］．目前，关于风?车?桥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风洞试验及仿真方法等方面［２?６］，多关注高铁而非地铁，多关注普通桥梁而非高墩高

架．基于此，本文建立精细的风区横风?车辆?高墩桥梁模型，选取适当的计算参数并确定评价指标，进行

风?车?桥的基本特性分析，研究车速及风速对运行安全性的影响，并得到相应的安全阈值．

１　风?车?桥动力学模型

１．１　风?车?桥系统的基本假设

风?车?桥动力学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犝ｖ为车速；狕为上、下摩擦层高度；狕ｓ为标准高度；狕０ 为

风速减弱为零时的高度，即地面粗糙高度．基于山区城市的实际线路条件及自然环境，结合实际需求对

风?车?桥模型做以下３个方面的处理．

１）车辆方面．地铁车辆位于双线桥迎风侧，匀速行驶．车辆由１个车身、２个转向架、４个轮对组成，

均为刚体，且有伸缩、横摆、浮沉３个平动及侧滚、点头和摇头３个转动，整车共４２个自由度
［７］．悬挂系

统均为粘性阻尼、线性弹簧；允许轮轨相互脱离，轮轨之间为非线性弹性接触［８］．

２）桥梁方面．高架结构简化为四墩三跨双线简支箱梁桥，并给予编号，基于有限元方法建立高墩桥

梁，采用实体单元对桥墩和箱梁进行建模［６］．桥跨结构通过固定支座及活动支座与桥墩相连结，混凝土

材质．钢轨被视为连续弹性离散点支承上的无限长欧拉梁，且由线性扣件紧固，每根轨道被考虑为垂向、

横向平动及扭转３个自由度，且轨道板与桥梁浇筑为一体．

３）横风方面．横风被描述为阶跃变化的自然非定常阵风，车辆在双线桥迎风侧轨运行．同时，风区

设置在三跨桥梁范围，车辆穿越风区分为驶入、穿越、驶离３个阶段．横风风速沿高度方向呈梯度变化，

水平方向不变，且任意两个相邻的模拟横风速点之间的距离相等［１，５］．

　（ａ）车?线?桥耦合模型　　　　　（ｂ）动力学系统受风示意图　　　 （ｃ）横风激扰下的系统响应

图１　风?车?桥系统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ｉ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ｒｉ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车?线?桥耦合模型及其验证

车辆、轨道、桥梁分别被考虑为３个子系统．横风作为外部激励输入系统，系统响应过程，如图１（ｃ）

所示．横风下的车?线?桥系统动力学方程
［５］为

犕ｖ̈犡ｖ＋犆ｖ犡ｖ＋犓ｖ犡ｖ＝犉ｖｔ＋犉ｗｖ，

犕ｔ̈狌ｔ＋犆ｔ狌ｔ＋犓ｔ狌ｔ＝犉ｔｖ＋犉ｔｂ，

狇̈＋Φ
Ｔ犆ｂΦ狇＋Φ犓ｂΦ狇＝Φ

Ｔ（犉ｂｔ＋犉ｗｂ＋犉ｗｐ）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下标ｖ，ｔ，ｂ，ｐ分别表示车辆、轨道、箱梁及桥墩；犕ｖ，犆ｖ，犓ｖ分别为车辆的质量、阻尼及刚度矩

阵；犕ｔ，犆ｔ，犓ｔ分别为轨道的质量、阻尼及刚度矩阵；̈犡ｖ，犡ｖ，犡ｖ 分别为车辆的加速度、速度、位移矢量；

狌̈ｔ，狌ｔ，狌ｔ分别为轨道的加速度、速度、位移矢量；̈狇，狇，狇分别为桥梁的加速度、速度、位移矢量；Φ 分别为

模态矩阵；犆ｂ，犓ｂ分别为箱梁的阻尼和刚度矩阵；犉ｖｔ，犉ｔｖ，犉ｔｂ，犉ｂｔ分别为轮轨及桥轨的相互动作用力；

犉ｗｖ，犉ｗｂ，犉ｗｐ分别为车辆、箱梁及桥墩所受的风载荷．

将结果与文献［９?１０］进行对比验证．桥梁均选用跨度为３０ｍ的简支梁，双线箱梁参数一致（刚性桥

墩），均为Ｂ型地铁车辆，采用德国低速轨道不平顺谱．文中模型为直线高架段，文献［９?１０］为曲线段（半

径犚为８００ｍ），两者基本参数一致．计算结果的对比，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Δ犘／犘为轮重减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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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梁跨中竖向加速度　　　　　　　 （ｂ）车体Ｓｐｅｒｌｉｎｇ指标　　　　　　　　（ｃ）轮重减载率　

图２　车?线?桥耦合模型验证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ｒａｃｋ?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

由图２可知：随着车速的增大，轮重减载率与车辆Ｓｐｅｒｌｉｎｇ指标均呈上升趋势，而跨中竖向加速度

出现车桥共振，导致幅值激增；文中所得数据与文献［９?１０］的规律性保持高度一致；文中轮重减载率数

值比文献［９?１０］小，是由于文献［９?１０］的曲线线路所致；文中车桥振动指标随车速变化的规律与文献［９?

１０］保持高度一致，说明车?线?桥模型计算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较为符合，车?桥耦合模型具有有效性，可

信度高．

１．３　风载荷模型

横风风速沿着高度呈梯度变化，气流贴近地面运动时，受摩擦阻力较大，风速降低；反之，气流离地

面较高时，部分能量损失较小，风速较大［２，４］．在附面层之内，选取标准风压，按照ＴＢ１０００２．１－２０１７《铁

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取标准高度狕ｓ为２０ｍ，则平均风速沿高度上、下摩擦层分布为

珡犝ｚｕ＝珡犝ｓ（狕／狕ｓ）
ε，

珡犝ｚｄ＝珡犝ｓ（ｌｇ狕－ｌｇ狕０）／（ｌｇ狕ｓ－ｌｇ狕０）
｝． （２）

式（２）中：珡犝ｚｕ，珡犝ｚｄ为上、下摩擦层高度狕处的平均风速，ｍ·ｓ
－１；ε为地面粗糙指标，取０．３０；珡犝ｓ为标准高

度狕ｓ处的平均风速，ｍ·ｓ
－１；狕０ 取１．０ｍ．

风载荷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犝（狋）为风速；犝Ｒ 为车辆运行时受到的相对风速；β为偏航角；犈

为箱梁高度；犅为桥面宽度；犎 为桥墩截面长度；犔为桥墩截面宽度．

桥墩及箱梁受到攻角α及γ的自然风力（单位高度），其力系
［３?６］为

犉ＹＰ ＝０．５ρ·犝（狋）
２犆ＹＰ（α）犔，

犉ＸＰ ＝０．５ρ·犝（狋）
２犆ＸＰ（α）犎，

犉ＭＰ＝０．５ρ·犝（狋）
２犆ＭＰ（α）犎

２

烍

烌

烎，

　　

犉ＤＢ ＝０．５ρ·犝（狋）
２犆ＤＢ（γ）犈，

犉ＬＢ ＝０．５ρ·犝（狋）
２犆ＬＢ（γ）犅，

犉ＭＢ ＝０．５ρ·犝（狋）
２犆ＭＢ（γ）犅

２

烍

烌

烎．

（３）

式（３）中：犉ＹＰ，犉ＸＰ，犉ＭＰ分别为桥墩受到的纵向、横向风力及扭转力矩；犉ＤＢ，犉ＬＢ，犉ＭＢ分别为箱梁受到的

阻力、抬升风力及扭转力矩；ρ为空气密度；犆ＹＰ，犆ＸＰ，犆ＭＰ，犆ＤＢ，犆ＬＢ，犆ＭＢ等空气动力学系数可由文献［１０?

１１］中α＝９０°，γ＝０°时的泰勒级数确定．

　　（ａ）桥墩受风　　　　　　　　　　 （ｂ）箱梁受风　　　　　　　　 （ｃ）移动的地铁车辆周围风环境

图３　风载荷模型

Ｆｉｇ．３　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ｍｏｄｅｌ

地铁车辆进入或离开风区，其纵向位置随时间变化．然而，当地铁车辆完全处于风区时，风力和力矩

是恒定的．当分析风压中心的变化时，将受风阶段细分为７个区间，选取７个离散的风压中心，并确定７

个离散区间的横风压力中心位置．地铁车辆穿越风区具有代表性的４个阶段，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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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地铁车辆穿越风区的不同阶段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ｍｅｔｒ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ｚｏｎｅ

７个阶段的风压中心在行驶方向上的位置可用时变函数犡（狋）替代，即

犡（狋）＝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０，犱ｆ，狋４，犱４）＋ｓｔｅｐ（ｔｉｍｅ，狋４，犱４，狋５，犱５）＋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狋５，犱５，狋１，犱ｃ）＋ｓｔｅｐ（ｔｉｍｅ，狋１，犱ｃ，狋２，犱ｃ）＋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狋２，犱ｃ，狋６，犱６）＋ｓｔｅｐ（ｔｉｍｅ，狋６，犱６，狋７，犱７）＋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狋７，犱７，狋３，犱ｒ）．

（４）

式（４）中：狋１ 为车辆完全进入风区的时刻；狋２ 为车辆开始驶离分区的时刻；狋３ 为车辆完全离开横风区的时

刻；狋４，狋５ 分别为地铁车辆前、后转向架驶入横风区的时刻；狋６，狋７ 分别为驶离时刻；犱３，犱４，犱５，犱６，犱７ 分别

为狋３，狋４，狋５，狋６，狋７ 时刻对应的风压中心在车辆行驶方向上的位置；犱ｆ，犱ｒ，犱ｃ分别为车头、车尾、车体质心

在行驶方向上的位置．

相对风速犝Ｒ 和偏航角β为

犝Ｒ ＝ 犝（狋）２＋犝
２
ｖ＋２犝（狋）犝ｖｃｏｓ槡 α，　　β＝ａｒｃｔａｎ［犝（狋）ｓｉｎα／（犝（狋）ｃｏｓα＋犝ｖ）］． （５）

　　车辆通过风区时的风力犉ｗｖ和力矩犕ｗｖ（空气动力学系数由风洞试验拟合得到
［１２］）为

犉ｗｖ（狋）＝

Δ犜１·犉ｗｖ０，　　狋∈ （０，狋１），

犉ｗｖ０，　　　　　狋∈ （狋１，狋２），

Δ犜２·犉ｗｖ０，　　狋∈ （狋２，狋３

烅

烄

烆 ），

　　犕ｗｖ（狋）＝

Δ犜１
２·犕ｗｖ０，　　　狋∈ （０，狋１），

０，　　　　　　　　狋∈ （狋１，狋２），

－Δ犜２
２·犕ｗｖ０，　　狋∈ （狋２，狋３）

烅

烄

烆 ．

（６）

Δ犜１ ＝
狋（狋－２狋５）

２狋１（狋１－２狋５）
＋
狋（狋－２狋４）

２狋１（狋１－２狋４）
，

Δ犜２ ＝
（狋－狋３）（狋＋狋３－２狋７）

２（狋２－狋３）（狋２＋狋３－２狋７）
＋
（狋－狋３）（狋＋狋３－２狋６）

２（狋２－狋３）（狋２＋狋３－２狋６）

烍

烌

烎
，

（７）

犉ｗｖ０ ＝０．５ρ犛ｖ犆Ｆ犝Ｒ（狋）
２，　　犕ｗｖ０ ＝０．５ρ犛ｖ犱ｉ犆Ｍ犝Ｒ（狋）

２， （８）

犆Ｆ ＝－０．１０６２＋５．０５３５β＋２．４５７８β
２，　　犆Ｍ ＝－０．３３４２＋１２．４３２９β－１０．０１８６β

２． （９）

式（８）中：犛ｖ为车辆侧面受风面积；犱ｉ为不同阶段风压中心与车辆质心的距离．

表１　地铁车桥系统安全评价指标

Ｔａｂ．１　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ｆｏｒｍｅｔｒ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ｒｉ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项目 指标 阈值

车辆运行
稳定性

车体横向Ｓｐｅｒｌｉｎｇ指标 ２．７５

车体横向加速度 ０．２犵

车辆运行
安全性

犙／ｋＮ ５０

犙／犘 ０．８

Δ犘／珚犘 ０．６

犇 ０．８

桥梁动
力学响应

跨中横向位移／ｍｍ ７．５

跨中横向加速度／ｍ·ｓ－２ １．３

墩顶横向位移／ｍｍ ８．５

墩顶横向加速度／ｍ·ｓ－２ －

２　评价指标与计算参数

２．１　地铁车桥系统安全评价指标

地铁车辆在高架上运行需保证安全及稳定，

各子系统之间的振动传递应最小化，以减少车辆

及桥梁的疲劳损伤．基于此，运行车辆通过高架时

的安全性、稳定性及桥梁的动力学响应是不可忽

视的３个方面．选取的地铁车桥系统安全评价指

标［１３］，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犙为轮轨横向力；犙／

犘为脱轨系数；犇 为倾覆系数；犵为重力加速度，

取９．８１ｍ·ｓ－２．

２．２　计算参数的选取

高墩高架为四墩三跨简支梁桥（图１（ａ）），桥墩的高度为５０ｍ，其横截面为３．８ｍ×２．０ｍ；箱梁长

为３０ｍ，宽为８．８ｍ，高为１．８ｍ；标准高度（狕＝２０ｍ）的平均风速取１０ｍ·ｓ－１，风攻角α＝９０°，γ＝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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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桥最高车速取１００ｋｍ·ｈ－１．风速犝ｓ加载过程样本，以及车体受风力和力矩的变化曲线，如图５所

示．

　　（ａ）风速加载过程　　　　　　　　　　　　　（ｂ）车体受风力和力矩变化曲线

图５　横风载荷样本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

基于重庆地铁的实际情况，采用Ｂ型地铁车辆，其动力学参数，如表２所示．同时，考虑德国低速谱

轨道不平顺，其不平顺样本，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犾为沿轨道方向的长度．

表２　Ｂ型地铁车辆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ｙｐｅＢｍｅｔｒｏｖｅｈｉｃｌｅ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车体质量／ｔ ３５．４４３ 滚动圆直径／ｍｍ ８４０ 车辆高度／ｍｍ ３６９５ 一系悬挂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３４

构架质量／ｔ ４．００７ 轮距／ｍｍ ２３００ 质量高度／ｍｍ １９２９ 一系悬挂水平刚度／ＭＮ·ｍ－１ ０．２２

轮对质量／ｔ １．８７８ 轴距／ｍｍ １２６００ 车体宽度／ｍｍ ２８００ 二系悬挂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３４

车辆长度／ｍｍ ２００２０ 横向跨度／ｍｍ １４９３ 轨距／ｍｍ １３４５ 二系悬挂水平刚度／ＭＮ·ｍ－１ ０．１５

　（ａ）左轨垂直／水平不平顺　　　　　　　　　　　　　　（ｂ）右轨垂直／水平不平顺

图６　德国低速轨道谱样本

Ｆｉｇ．６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ｃｋ

图７　车辆受风分析

Ｆｉｇ．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３　高架上运行的地铁车辆风致安全性分析

３．１　车辆直线运行受风理论分析

车辆在高架直线运行时，横风作用造成车辆的一侧车轮减载，另

一侧车轮增载．如果各种横向力在最不利组合作用下，车辆一侧车轮

与钢轨之间的垂向作用力减少到零时，车辆有倾覆的危险．当列车处

于高架段时，横风也会引起桥面和桥墩振动，这将导致列车运行稳定

性更差．

车辆受风分析，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狕ＣＯＧ，０为簧下质量质心的坐

标值；狕ＣＯＧ，１为一系悬挂质量质心的坐标值；狕ＣＯＧ，２为二系悬挂质量质

心的坐标值；狔２ 为车体横移量；狔１ 为构架横移量．车辆在直线线路上

运行时，受到横风作用，轮对将向左贴靠于钢轨接触点犪．此时，左侧轮为增载侧，右轮为减载侧，车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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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侧倾覆的危险．犪点处力矩平衡为

－犿０犵犫Ａ－犿１犵（犫Ａ－狘狔１狘）－犿２犵（犫Ａ－狘狔２狘）＋４（犙ｉ，１＋犙ｉ，２）犫Ａ＋犕ｘ，ｌｅｅ＝０， （１０）

（犿０＋犿１＋犿２）犵＝８犙０，　　（犿１狔１＋犿２狔２）犵＝犕ＣＯＧ， （１１）

犿犵犫Ａ ＝犕ｍ，　　犇＝Δ犙／犙０ ＝１－（犙ｉ，１＋犙ｉ，２）／２犙０． （１２）

式（１０）～（１２）中：犫Ａ 为轮间跨距的一半；犙０ 为静态轮重；犙ｉ，１，犙ｉ，２为同一转向架减载侧前、后轮的动态轮

重；犕ｍ 为回复力矩；犇为倾覆系数；犿为车辆总质量；犿０ 为簧下质量；犿１ 为一系二系间质量；犿２ 为二系

簧上质量；犕ｘ，ｌｅｅ为临界气动力矩；犕ＣＯＧ为由犿１，犿２ 横向位移引起的力矩．

此时，由式（１０）～（１２）在犪点的平衡方程为

犇犕ｍ＋犕ＣＯＧ－犕ｘ，ｌｅｅ＝０． （１３）

３．２　加载横风激励后车桥系统的动力响应

横风作用于桥墩和桥面，引起整个桥梁的水平和垂直变形，桥墩越高，桥面风速越快，桥面变形越

大，这将导致桥梁构件过早疲劳，严重时甚至造成桥梁破坏，影响交通安全．同时，横风作用于车身，直接

引起车体振动，当风速过快时，可能引起车辆脱轨或倾覆［１，４?６］．加载横风后的响应变化，如图８所示．

　　（ａ）车体横向加速度　　　　　　　　　　　　　　　　　（ｂ）轮轨横向力

　　　　（ｃ）２＃梁跨中横向位移　　　　　　　　　　　　　　　（ｄ）２＃墩墩顶横向位移

图８　加载横风后的响应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由图８可知：当车速为１００ｋｍ·ｓ－１，标准高度风速为１０ｍ·ｓ－１时，风攻角α＝９０°，γ＝０°，其他参

数不变的条件下，横风加载后，车桥动力系统的响应大大提高；车体、轮轨、梁、墩在横风荷载作用下的

动态评价指标值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车辆驶入风区及驶离风区阶段，车身由于进入和离开横风

区的过程中风压中心变化及风力大小变化，而受到强大的扭转作用，振动又通过轮轨关系和桥轨关系传

递到梁和墩上．加载横风后，各指标的振幅均大于无风条件，说明与无风工况相比，横风对动力系统响应

较大，对地铁车辆运行安全性的影响较大．

３．３　车速对横风激扰的车桥系统运行安全性的影响

为了探讨车速对运行安全性的影响，采用与节２．２相同的计算参数．车速设置为５０～１００ｋｍ·ｈ
－１

的梯度，标准高度风速为１０ｍ·ｓ－１，其他参数不变．风?车?桥系统响应随车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随着车速的增加，车身横向稳定性指标、轮轨横向安全性能指标和桥梁横向动力性能

指标有所增大，但车身和桥梁振动的评价指标存在一些异常，特别是当车速为７０，８０ｋｍ·ｈ－１时．运行

的车辆对桥梁结构而言是移动载荷，载荷频率随车速和载荷的变化而变化［５］，而车?桥系统自振频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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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车辆行驶稳定性　　　　　　　　　　　　　　　　（ｂ）车辆运行安全性　

（ｃ）箱梁响应　　　　　　　　　　　　　　　　　　　　（ｄ）高墩响应

图９　风?车?桥系统响应随车速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ｒｉ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ｐｅｅｄ

载荷加载频率相同时，会产生共振，导致各结构之间剧烈振动，动力指标发生剧烈变化．假设车辆以速度

犝ｖ通过桥梁，则地铁车辆对桥施加频率犳ｖ＝犝ｖ／犔的周期性荷载．同时，车速为７０，８０，１００ｋｍ·ｈ
－１时，

相应的荷载频率分别为０．６４８，０．８３３，０．９２６Ｈｚ．同时，地铁车辆扭转自振频率为０．６４８Ｈｚ，高墩横摆自

振频率为０．７８３Ｈｚ，梁水平摆动自振频率为０．９６１Ｈｚ．这些加载频率接近于自振频率，从而产生共振，

各结构互相传递剧烈振动，指标数值急剧增加［１４］．

３．４　风速对车辆运行安全性的影响及其相应阈值

为探索风速的影响和相应的阈值，车辆速度取１０ｋｍ·ｈ－１，标准高度风速为５～２８ｍ·ｓ
－１［１５?１６］，

风攻角α＝９０°，γ＝０°，其他参数不变．由计算结果可知：车体横向Ｓｐｅｒｌｉｎｇ评价指标，Δ犘／珚犘和犇 超过安

全限值，其他指标则未达到安全限度，并且其规律性一致（随风速增大而增大）．因此，文中不再赘述．车

桥系统的最大响应随风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０所示．

（ａ）车体横向Ｓｐｅｒｌｉｎｇ评价指标　　　　　　（ｂ）轮重减载率　　　　　　 　　　　（ｃ）倾覆系数　　　

图１０　系统相应随风速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０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由图１０可知：高墩高架上运行的地铁车辆的响应峰值随着风速的增加而不同程度地增加；横风作

用的影响比车速更加明显，在穿越横风区的过程中，车辆受到强大的扭转作用，振动通过轮轨关系和桥

轨关系传递到梁和墩上，而横风直接对桥梁结构的影响又会传递到车体，横风风速的增加会迅速增加风

力及力矩，车辆运行稳定性迅速变差．此外，车辆比桥梁对横风作用更为敏感，桥梁响应未达到限值时，

７２４第４期　　　　　　　　　　　 李军，等：遭遇横风时高墩高架上的地铁车辆运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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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已有部分指标超标．车体横向Ｓｐｅｒｌｉｎｇ评价指标（２．７５），犘／珚犘（０．６）和犇（０．８）的限制临界风速分别

为２３．５，２１．４，２４．７ｍ·ｓ－１．即当标准高度风速达到２１．４ｍ·ｓ－１时，已有评价指标超标，说明此时已无

法保证车辆以最高时速运行，应采用风屏障等措施以保障安全．

４　结论

１）考虑风区条件和高墩高架条件对保证横风激扰下的地铁车?桥系统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２）横风会引起车、梁及墩的剧烈振动，尤其是高墩稳定性较差，加剧车辆运行的不稳定．

３）车?桥系统响应随风速显著增加，随车速出现波动；当标准高度风速达到２１．４ｍ·ｓ
－１时，已无法

保证车辆以最高时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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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接触器振动噪声测量方法

及系统开发

陈首虹，杨建红，范伟，高丽华，杨凯，张认成

（华侨大学 机电装备过程监测及系统优化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实现强背景噪声环境下交流接触器的噪声测量，开发基于振速法的噪声测量系统．首先，在消声

室内，通过激光测振仪和传声器分别采集大量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的振动信号和声压信号，计算并提取辐

射指数．然后，测量一定数量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运行时的表面振动，通过振速法，求得其噪声值．最后，将

求得的噪声值与声级计的测量值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当交流接触器的噪声为３０～５０ｄＢ时，两种方法的测量

误差为±１ｄＢ；该测量系统能够通过振动强弱求得噪声值，并准确判定合格与否，不受背景噪声的影响．

关键词：　交流接触器；振速法；振动；噪声；辐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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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ｒｗ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３０ａｎｄ５０ｄＢ，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１ｄＢ．Ｔ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Ａ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ｒ

ｗａ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ｏｒｎｏｔ，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ｎｏｉｓ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ｓｏｕ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交流接触器是一种常见的机械开关电器，在低压配电系统中被广泛应用［１?５］．交流接触器的电磁机

构线圈由交流电源供给，由于电磁铁的电压是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周期函数，所以其磁通和电磁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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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大小也按正弦规律周期变化．交流接触器的振动噪声主要有电磁性噪声、机械噪声和高频噪声
［６?７］．

根据ＪＢ／Ｔ７４３５－２００６《ＣＪＸ系列交流接触器》
［８］的规定，接触器在控制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的８５％～

１１０％时，在距离声源０．５ｍ处，其测量噪声应在４０ｄＢ（Ａ）以下．长期以来，由于生产车间背景噪声的影

响，在生产线上，很难直接使用声级计测量交流接触器的噪声，工厂常用的办法是抽检部分产品在消声

室中进行测量，或在生产线上凭借有经验的工人手摸振动、耳听声音进行判断，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同

时保证检测质量和效率［９?１１］．振速法通过测量工件表面的振动，间接获得工件表面的辐射声能大小，因

此，可有效消除背景噪声过大的影响，从而对交流接触器运行噪声进行高效、高质的检测［１２?１８］．激光测振

法将激光打在被测工件表面，直接获得位移或速度，通过测量结构振动，理解声学现象，是一种非接触式

测量法，具有适用性强、效率高、精度高、不易受干扰等特点．目前，激光测振技术已得到较大的发展，可

以方便地在空间分辨率较高的结构上进行振动测量，已成功应用于汽车［１９］、航空航天［２０］、机械设计［２１］

和建筑［２２］等领域．基于此，本文采用激光测振法，对交流接触器生产线上的噪声进行检测
［１０］．

１　振动噪声测量系统的硬件搭建

交流接触器振动噪声测量系统的设备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１所示．交流接触器振动噪声测量

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１（ａ）所示．

表１　设备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

Ｔａｂ．１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名称 型号 技术参数

激光测振仪 ＬＶ１１０Ｄ 速度：－２．４～２．４ｍ·ｓ－１；测量距离：０．４～２０．０ｍ；频率：２．０～４．０×１０４ Ｈｚ

数据采集卡 ＮＩＵＳＢ?６３６３ ３２个单端或１６个差分输入

传声器 ＡＷＡ１４４００ 灵敏度：４５．１８ｍＶ·Ｐａ－１

声级计 ＡＷＡ５６３６ 灵敏度：３０．００ｍＶ·Ｐａ－１；测量范围：３０～１３０ｄＢ（Ａ），频率：２０．０～１２．５×１０３ Ｈｚ

　　　　　　　　　　（ａ）总体结构　　　　　　　　　（ｂ）传声器位置

图１　交流接触器振动噪声测量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ｒ

　　实验在消声室内进行，待检测的交流接触器被固定于自制的工装上．通过控制工装气缸的气路开关

开闭，可方便地实现交流接触器的夹紧与松开．工装上设计有电源触头，当夹紧时，触头能给交流接触器

的线圈供电．线圈的电源由１个调压器供应，可实现０～３００Ｖ的调整．

激光测振仪通过工装上的孔，将激光打在交流接触器的铁芯表面，可测得交流接触器工作时的振动

信号．参照ＧＢ／Ｔ３７６７－１９９６《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２３］

布置传声器，采用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

经多次实验可知，由于交流接触器声源为稳态噪声，且辐射呈对称性，若将传声器减少为４个后，测

得的表面声压与标准规定位置的测量结果的偏差不超过０．６ｄＢ．因此，采用４点法进行实验．传声器

（Ｐ１～Ｐ４）的位置，如图１（ｂ）所示
［２３?２４］．声级计置于距声源０．５ｍ处，测量交流接触器工作的噪声，以验

证振速法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信号通过ＮＩＵＳＢ?６３６３型多通道数据采集卡完成模数（Ａ／Ｄ）转换，转换

后的数字信号经ＵＳＢ总线传输至计算机，用软件ＬａｂＶＩＥＷ 完成数据采集、采样波形实时显示、采集数

据存储和数据的分析处理．

０３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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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测量系统计算方法及软件开发

２．１　振速法测定声功率级

振速法通过测量表面振动确定其所辐射的声功率，可消除背景噪声对声压法和声强法的影响，实现

交流接触运行噪声的现场测定．

声功率级犔犠 表示单位时间内辐射声波的平均能量，有

犔犠 ＝１０ｌｇ
犠
犠０

． （１）

式（１）中：犠 为机器振动面辐射的声功率；犠０ 为基准声功率，其值为１０～１２Ｗ．

辐射因数σ表示声辐射效率的因数，有

σ＝
犠

ρ犮犛狏
２． （２）

式（２）中：ρ为空气密度；犮为空气声速；ρ犮为空气声阻抗；犛为振动表面面积；狏为通过激光测振仪测量

交流接触器表面振动速度的有效值．

振速级犔狏 为

犔狏 ＝１０ｌｇ
狏２

狏２０
． （３）

式（３）中：狏０ 为基准速度，狏０＝５×１０
－８ｍ·ｓ－１．

因此，远场的声功率级可表示为

犔犠 ＝犔狏＋１０ｌｇ
犛
犛０
＋１０ｌｇσ＋１０ｌｇ ρ

犮
（ρ犮）０

． （４）

式（４）中：犛０ 为参考面积，犛０＝１ｍ
２；（ρ犮）０ 为空气在温度为２０℃，气压为１０５Ｐａ时的阻抗；１０ｌｇσ为物

体表面振动向远场辐射的声能量的辐射指数．

辐射指数与相关频率声波在空气中的波长、激励力、辐射面尺寸、相应频率振动模态、机器结构特性

等因素有关．因此，各种类型机器的辐射指数曲线没有固定的形状，但相同类型、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

的辐射指数曲线却具有规律性［８，２５］，可以通过测定一定数量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获得其辐射指数的

规律曲线．

噪声与振动之间具有相关性，由式（４）可知，辐射指数可描述噪声和振动之间的关系，只要获得辐射

指数和表面振速级，即可求得声功率级．

研究表明，不论噪声强度大小如何，Ａ计权网络都能较好地反映人对噪声吵闹的主观感觉．根据Ａ

计权的响应特性，将１个噪声的１／３倍频程谱转换为Ａ计权声功率级的公式
［２５］为

犔犠
Ａ
＝１０ｌｇ∑

犻＝０

狀

１００．１
（犔犠

犻
＋Δ犔犠

犻
）
． （５）

式（５）中：犔犠
Ａ
为Ａ计权声功率级；犔犠犻为第犻个频带声功率级；Δ犔犠犻为第犻个Ａ计权修正值．

２．２　计算流程

交流接触器运行噪声检测系统的流程主要分为辐射指数提取、噪声检测和噪声验证３个部分，如图

２所示．

１）辐射指数提取．选取一定数量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作为实验样本，提取其辐射指数．通过激光

测振仪和传声器，分别获得交流接触器的表面振动信号和声压信号．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求得

振动速度和声压频域信号，再用１／３倍频程滤波器对信号进行滤波，分别获得中心频率为２０～１６０００

Ｈｚ的３０个频带的频谱信号．通过傅里叶逆变换（ＩＦＦＴ），得到振动信号和声压信号的实数序列，振动信

号的实数序列经过均方根计算，得到各频带振速级，由声压信号的实数序列可得各频带声压级，即

犔犘 ＝１０ｌｇ（
１

狀∑
犻＝０

狀

１００．１犔犘犻）． （６）

式（６）中：犔犘犻为第犻个测点的频带声压级；狀为总测点数．

然后，将声压级转换成声功率级，即

１３４第４期　　　　　　　　　　　 陈首虹，等：交流接触器振动噪声测量方法及系统开发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２　交流接触器振动噪声测量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ｒ

犔犠 ＝犔犘＋１０ｌｇ犛． （７）

　　最后，计算各频带的振速级和声功率级，获得交流接触器的辐射指数．

２）噪声检测．另选一定数量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作为验证样本，通过激光振速法，实现交流接触

器运行噪声的非接触测量．通过噪声检测流程，获得振速级，再与获得的辐射指数求得声功率级，并计算

得到Ａ计权声功率级．

３）噪声验证．在消声室内，用声级计直接测量交流接触器工作时的Ａ计权声压级，变换获得Ａ计

权声功率级，对比振速法和声级计的Ａ计权声功率级，验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２．３　测量系统软件开发

测量系统的软件开发主要包括辐射指数提取、振动噪声检测和振动噪声验证３个模块．

辐射指数提取模块采集、存储激光测振仪和各传声器的时域信号，并通过采集卡传输至计算机，其

数据通信方式基于ＮＩＤＡＱ驱动软件设计．最后，通过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计算、提取数据的辐射指数．

振动噪声检测模块采集振动的时域信号，对振动信号进行分析并显示结果，如图３所示．分析模块

的子模块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ＬＡＢＶＩＥＷ混合编程实现，如图４所示．测量系统人机界面，如图５所示．

振动噪声验证模块通过声级计采集交流接触器的运行噪声，并与振速法测得的噪声进行对比，验证

其准确性．

　　　（ａ）噪声测试分析与显示模块程序　　　　　　　　　　　（ｂ）程序流程图

图３　噪声测试分析与显示模块程序及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ｎｏｉｓｅｔｅ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ｏｄｕｌｅ

振动噪声测量系统，如图６所示．激光测振仪、测试工装和声级计的位置参照图１（ａ）布置，传声器

的位置参照图１（ｂ）布置．

测量时，在工装上安装交流接触器，通气、夹紧、上电，将激光测振仪聚焦到待测表面，关闭消声室，

测量噪声．

２３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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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噪声测试分析子程序　　　　　　　　　　　　　　（ｂ）程序流程图　

图４　噪声测试分析子程序及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ｎｏｉｓｅｔｅ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ｕｂｒｏｕｔｉｎｅ

　图５　测量系统人机界面　　　　　　　　　　　　　　图６　振动噪声测量系统

Ｆｉｇ．５　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６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辐射指数提取

选取１００个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作为实验样本，其中，合格样本３５个，不合格样本６５个．ＪＢ／Ｔ

７４３５－２００６《ＣＪＸ系列交流接触器》
［８］中规定，接触器噪声合格的阈值为４０ｄＢ，为了确定交流接触器运

行时表面振动与噪声的相关性，选取声级计测量值分别为５１ｄＢ（不合格）和２５ｄＢ（合格）的两个样本，

用激光测振仪测量其运行时的表面振动．

相同型号样本的时域图和频域图，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犝 为电压幅值；犳为频率．由图７可知：交流

接触器的原始信号是典型的振动信号，其振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合格与不合格样本的交流接触器振动

信号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无杂乱的脉冲信号．

对交流接触器的内部结构及运行原理进行分析可知，交流接触器运行噪声主要是由电磁激振力引

起的交流接触器内部衔铁和铁芯硅钢片的周期性振动的电磁性噪声．市电的频率为５０Ｈｚ，在每个周期

电压下，衔铁和铁芯吸合释放各２次，当衔铁和铁芯周期性地吸合、释放，引起交流接触器周期性地振

动．电磁性噪声的频率与磁场的变化频率相对应，交流接触器在工频的激励下，每个工频，交流接触器衔

铁与铁芯吸合释放１００次，而由这１００次振动引起的谐振使交流接触器在１００Ｈｚ的整数倍处出现较大

的幅值，而在其他频率点处，无明显幅值（图７（ｂ），（ｄ））．由此可知：通过激光测振仪测得的交流接触器

运行时表面振动的时域图和频域图与交流接触器内部结构及运行原理相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各实验样本的辐射指数及辐射指数平均值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犳０ 为１／３倍频程中心频率．

由图８（ａ）可知：虽然１００个实验样本的辐射指数曲线存在一定偏差，但辐射指数曲线在各频段的

趋势基本一致．由图８（ｂ）可知：３条曲线基本一致，说明各频率段的辐射指数与样本噪声及样本个体无

关，体现了物体结构辐射指数的固有属性．

将交流接触器所有样本辐射指数的平均值存入系统，即为该型号交流接触器的辐射指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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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合格样本的时域图　　　　　　　　　　　　　（ｂ）合格样本的频域图

　　（ｃ）不合格样本的时域图　　　　　　　　　　　　（ｄ）不合格样本的频域图

图７　相同型号样本的时域图和频域图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ａｍ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辐射指数　　　　　　　　　　　　　　　　　（ｂ）辐射指数平均值

图８　实验样本的辐射指数及辐射指数平均值

Ｆｉｇ．８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２　振动噪声测量及验证

图９　噪声测量误差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ｎｏｉ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振动噪声测量系统加载提取的辐射指数后，得到Ａ

计权声功率级，并与标准规定的接触器噪声合格的阈值

４０ｄＢ进行对比．振动噪声测量系统人机界面可显示振

动时域信号、选择的辐射指数曲线及测量结果．为了验

证测量系统的可靠性，另选８０个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

器作为验证样本，其中，合格样本３２个，不合格样本４８

个．分别采用振速法和声级计进行测量，并将得到的 Ａ

计权声功率级的结果进行对比．

两种方法的测量误差，如图９所示．图９中：Δ为误

差绝对值．由图９可知：噪声为３０～５０ｄＢ的样本，在运

行过程中，振动微弱且平稳，这部分样本的测量误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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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１ｄＢ；噪声为４０ｄＢ以下的样本，无经验人员用手触摸样本几乎感觉不出其振动；噪声低于３０ｄＢ

的样本，测量误差大多超过±２ｄＢ．这是由于声级计测量范围为３０～１３０ｄＢ，对低噪声样本测量误差偏

大．噪声超过５０ｄＢ的样本，测量误差部分也超过±２ｄＢ，这部分样本在运行过程中，振动较为明显，噪

声越大，振动越明显，尤其是当噪声超过６５ｄＢ时，部分测量误差接近±３ｄＢ，用手触摸样本有明显振

感，这是由于噪声过大的样本导致其振动的因素较多，噪声与振动呈多样性，而文中主要测量样本的电

磁性噪声．

由此可知，振速法可以较为准确地测量噪声为３０～５０ｄＢ的样本，而噪声低于３０ｄＢ及超过５０ｄＢ

的样本误差均不影响测量系统判定的准确性．通过该测量系统，声级计测量为合格的样品，通过振速法

测量也为合格的比例为９７％；声级计测量为不合格的样品，通过振速法测量也为不合格的比例为９８％．

因此，激光测振仪通过振速法测得的结果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交流接触器运行噪声的大小．

该系统满足工程应用，具有很好的推广性．在工程应用中，由于激光有效距离范围较大，故激光测振

仪安装位置较灵活，但需避免和其他设备引起共振的情况，测量方向必须根据振源振动方式选择，且每

个样本的测点需保持一致，以减少测量误差．

４　结论

针对交流接触器运行噪声测量现状，开发了振动噪声测量系统，该系统包括辐射指数提取、噪声测

量和噪声验证３个模块．通过激光测振仪和传声器提取相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运行时的辐射指数及表

面振动信号，采用振速法实现交流接触器运行噪声的现场测量，并得到以下３个结论．

１）同一型号的交流接触器各频率段的辐射指数曲线趋势基本一致，与样本噪声及样本个体无关，

体现了物体结构声辐射效率的固有属性．

２）通过激光测振仪测量交流接触器运行时的振动，求得其运行噪声．与声级计测量值相比，噪声为

３０～５０ｄＢ的样本的测量误差为±１ｄＢ，可准确反映噪声与振动的关系．

３）采用激光测振法测量交流接触器运行时的噪声，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场测量强背景噪声带来的影

响，实现快速、准确地测量．

实验结果表明，该测量系统能够较为准确地通过测量振动强弱求得噪声的大小，为实现强背景噪声

环境下交流接触器的现场测量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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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滑模观测器的四旋翼无人机

执行器加性故障容错控制

郑佳静，李平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获得四旋翼无人机更好的飞行性能，在考虑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基于滑模观测器对四旋翼无人机

的执行器故障问题进行容错控制设计．首先，针对受干扰和发生执行器故障的四旋翼无人机进行建模；然后，

设计一种滑模观测器重构故障信息，并实时估计外界扰动；最后，基于观测所得信号，采用反步法设计内环姿

态控制器和外环位置控制器，实现故障容错和干扰补偿，保证四旋翼无人机稳定跟踪既定轨迹．仿真结果验证

了所提方案的有效性．

关键词：　四旋翼无人机；容错控制；加性故障；滑模观测器；反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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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旋翼无人机具有体积小、隐蔽性好、能够实现垂直起降等优点，在军事领域和民用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１］．由于其执行任务时所处环境多样，且需要实现不同姿态来满足各种任务需求，很容易发生故

障，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对四旋翼无人机容错控制问题进行研究．当四旋翼无人机发生故障时，为实现容

错控制，最首要的是获得故障信息．自适应方法
［２?３］能够实现故障重构，但一般故障都以常数形式加入系

统中，不能解决函数形式的故障估计，具有局限性．时延控制技术（ＴＤＣ）通过一步状态迭代逼近执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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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故障信息［４］，但与控制方法结合之后，系统响应时间较长．神经网络
［５?６］是一种万能函数逼近器，但

应用在四旋翼无人机的６个自由度都需要在快速跟踪的情况下，其学习时间过长，瞬态性能不好．另外，

由于上述容错控制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没有考虑四旋翼无人机在实际飞行中受到的气流、噪声等

环境因素的外界干扰，因此，根据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定理设计一种滑模观测器［７?１０］，不仅能对故障信息

进行重构，还能实时估计干扰信号，具有鲁棒性．四旋翼无人机的控制设计方法包括滑模控制
［１１?１３］、模糊

控制［１４?１５］、ＰＩＤ控制
［１６］等．本文结合反步法

［１７?１８］设计容错控制器，对滑模观测器得到的故障信号进行容

错，同时，补偿干扰信号，使四旋翼无人机实现稳定的位置和姿态跟踪．

１　执行器加性故障的四旋翼无人机模型

四旋翼无人机的物理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杆１与杆２垂直分布，且杆１末端的２个电机逆时

针方向旋转，另一根杆上的２个电机顺时针旋转；２个坐标系分别为机体坐标系犗ｂ狓ｂ狔ｂ狕ｂ 和惯性坐标

图１　四旋翼无人机的物理结构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ｑｕａｄｒｏｔｏｒ

系犗ｉ狓ｉ狔ｉ狕ｉ．定义４个螺旋桨旋转的转速为狑犻（犻＝１，２，

３，４），且产生沿狕ｂ 轴正方向相应的升力犉犻＝犫狑犻
２（犻＝

１，２，３，４），犫为升力系数．假设机头沿着狓ｂ轴的正方向，

当杆１上两电机转速不同、杆２的两电机转速相同时，

机体便会绕狓ｂ轴进行旋转产生横滚角φ；若杆１上两电

机转速相同、杆２不同时，则绕狔ｂ轴旋转产生俯仰角θ；

当杆１与杆２的电机转速存在差值，则绕狕ｂ 轴沿转速

较小那组电机的旋转方向转动，产生偏航角ψ．可见，四

旋翼无人机在空间运动时的状态由三维位置［狓，狔，狕］
Ｔ

及姿态角［φ，θ，ψ］
Ｔ 共同确定．

若四旋翼无人机长时间处于飞行状态，很可能发生

故障．此时，空气阻力、噪声等外界干扰会加剧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不容忽略．为了研究四旋翼无人机在

外界干扰下的容错控制问题，首先要建立起系统模型．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及欧拉动力学方程
［１９］，将四旋

翼无人机的故障模型改进为

狓̈＝狌１，狓＋犳ａ，１＋ξ１，

狔̈＝狌１，狔＋犳ａ，２＋ξ２，

狕̈＝狌１，狕－犵＋犳ａ，３＋ξ３，

¨
φ＝

犐狔－犐狕
犐狓

·θψ＋
犾
犐狓
狌２＋犳ａ，４＋ξ４，

θ̈＝
犐狕－犐狓
犐狔

·φ

ψ＋

犾
犐狔
狌３＋犳ａ，５＋ξ５，

¨
ψ＝

犐狓－犐狔
犐狕

·φ
θ＋

犮
犐狕
狌４＋犳ａ，６＋ξ６

烍

烌

烎
．

（１）

式中：狌１，狓，狌１，狔，狌１，狕为沿三轴的位置控制输入，狌１，狓＝
狌１
犿
（ｃｏｓφ·ｓｉｎθ·ｃｏｓψ＋ｓｉｎφ·ｓｉｎψ），狌１，狔＝

狌１
犿
×

（ｃｏｓφ·ｓｉｎθ·ｓｉｎψ－ｓｉｎφ·ｃｏｓψ），狌１，狕＝
狌１
犿
（ｃｏｓφ·ｃｏｓθ），其中，狌１＝犉１＋犉２＋犉３＋犉４ 为位置［̈狓，̈狔，

狕̈］Ｔ 的控制作用，犿为四旋翼无人机的质量，犵为重力加速度；犐狓，犐狔，犐狕 为机体绕三轴的转动惯量；犾为

螺旋桨与无人机中心的距离；犮为力矩力比例系数；狌２，狌３，狌４ 分别为姿态［̈φ，̈θ，̈ψ］
Ｔ 的控制作用．

考虑到四旋翼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发生故障，在四旋翼无人机的动态方程中，加入连续且有界的

加性故障函数犳ａ，犻（犻＝１，２，３，４，５，６）．加性故障是容错控制领域中通用的一种描述故障的方法，是在正

常系统动态上加上一个故障函数项，表示故障对系统的影响．另外，还考虑到在飞行过程中，系统受到外

界干扰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分别加入干扰函数ξ犻（犻＝１，２，３，４，５，６）．建立四旋翼无人机执行器故障

模型后，即可进行容错控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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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内外环结构下的容错控制设计

２．１　内外环控制结构

采用内外环控制结构进行容错控制设计，如图２所示．在存在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四旋翼无人机的

位置故障对象和姿态故障对象相应的数学模型参见式（１）．滑模观测器通过输入的位置信号犡１＝［狓，狓；

狔，狔；狕，狕］
Ｔ，姿态信号犡２＝［φ，


φ；θ，
θ；ψ，


ψ］

Ｔ 及系统受到的扰动信号犓１＝［ξ１，ξ２，ξ３］
Ｔ，犓２＝［ξ４，ξ５，ξ６］

Ｔ，

可重构系统状态犡^１＝［^狓，^狓
·
；^狔，^狔

·
；^狕，^狕

·
］Ｔ，^犡２＝［^φ，^φ

·
；^θ，^θ

·
；^ψ，^ψ

·
］Ｔ，加性故障犉^ａ，１＝［^犳ａ，１，^犳ａ，２，^犳ａ，３］

Ｔ，^犉ａ，２＝

［^犳ａ，４，^犳ａ，５，^犳ａ，６］
Ｔ 和外界干扰犓^１＝［^ξ１，^ξ２，^ξ３］

Ｔ，^犓２＝［^ξ４，^ξ５，^ξ６］
Ｔ．然后，通过观测器所得信息，采用反步

法分别设计３个位置控制输入狌１，狓，狌１，狔，狌１，狕，以及３个姿态容错控制器狌２，狌３，狌４，进一步可由狌１，狕推导

得到位置容错控制器（欠驱动控制律）狌１，相较于间接驱动结构
［２０］，其表达式简洁，在实际控制中更易实

现．而内环期望的俯仰角θｄ 和横滚角φｄ 由位置控制输入推导得到．最后，由位置容错控制器和姿态容

错控制器补偿系统受到的故障和干扰影响，四旋翼无人机就能对位置期望轨迹狓ｄ，狔ｄ，狕ｄ 及姿态期望轨

迹φｄ，θｄ，ψｄ进行稳定跟踪．

图２　内外环结构

Ｆｉｇ．２　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ｌｏｏ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２　滑模观测器的设计

式（１）中，分别由６个微分方程表示的位置及姿态故障对象都可写成二阶通用形式，即

狓１ ＝狓２，

狓２ ＝犳（狓）＋犵（狓）狌＋犳ａ＋ξ
｝． （２）

式（２）中：［狓１，狓２］
Ｔ 为系统的状态向量；犳（狓）和犵（狓）均为连续可导函数；犳ａ 表示一个有界的故障；ξ为

一正常数，表示外界干扰，且满足｜ξ｜≤ρ３，ρ３ 表示外界干扰变化量的上界．

滑模观测器可以设计为

狓^
·

１ ＝狓^２＋狏１，

狓^
·

２ ＝犳（狓）＋犵（狓）狌＋^ξ＋狏２，

＾
ξ
·

＝狏３

烍

烌

烎．

（３）

狏１ ＝η１ｓｉｇｎ（犲１），　　狏２ ＝η２ｓｉｇｎ（狏１），　　狏３ ＝η３ｓｉｇｎ（犲３）． （４）

式（３），（４）中：狏１，狏２，狏３ 均为待设计项；η１，η２，η３ 为待设计参数；犲１＝狓１－^狓１ 表示状态实际值狓１ 与其观

测值狓^１ 间的误差；犲３＝ξ１－^ξ１ 表示实际扰动ξ与其观测值^ξ间的误差．滑模观测器包含３个状态 狓^１，^狓２

和＾ξ．为了避免抖振现象，符号函数ｓｉｇｎ用其平滑形式ｓｉｇｎ（犡）＝犡／（｜犡｜＋Δ）代替，取Δ＝０．００１．

证明：由式（２）减去式（３），可得误差系统，即

犲１ ＝犲２－狏１，　　犲２ ＝犳ａ＋犲３－狏２，　　犲３ ＝ξ－狏３． （５）

式（５）中：犲２＝狓２－^狓２＝狓＝^狓
·
表示状态实际值狓２ 与其观测值狓^２ 之间的误差，且满足｜犲２｜≤ρ１^狓２，ρ１ 为一

正常数．

步骤１　定义珓ρ１＝ρ１－^ρ１ 为犲２ 上界的估计误差，则有珓ρ
·

１＝－^ρ
·

１．选择李雅普诺夫候选函数，即

犞１ ＝
１

２
犲２１＋

１

２σ１
珓ρ
２
１． （６）

式（６）中：σ１ 为正常数．

对式（６）求导，并将式（４），（５）代入，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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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１ ≤ （ρ１－η１）狘犲１狘－
１

σ１
珓ρ１^ρ

·

１． （７）

　　令η１＝^ρ１＋ε１，^ρ
·

１＝σ１｜犲１｜，ε１ 为一正常数．代入式（７），得犞１＝－ε１｜犲１｜≤０，说明犲１ 及其导数在步骤

１设计中渐近收敛于０，因此有犲２→狏１，则狏２＝η２ｓｉｇｎ（犲２）．

步骤２　选择李雅普诺夫候选函数犞２０＝
１

２
犲２２，求导得犞２０＝犲２（犳ａ＋犲３－狏２），其中，｜犳ａ＋犲３｜≤ρ２，ρ２

为一正常数．继续选择李雅普诺夫候选函数，即

犞２ ＝犞２０＋
１

２σ２
珓ρ２
２． （８）

式（８）中：σ２ 为正常数．

对式（８）求导，并将式（４），（５）代入，可得

犞２ ≤ （ρ２－η２）狘犲２狘－
１

σ２
珓ρ２^ρ

·

２． （９）

　　令η２＝^ρ２＋ε２，^ρ
·

２＝σ２｜犲２｜，ε２ 为一正常数．代入式（９），得犞２＝－ε２｜犲２｜≤０，说明犲２ 及其导数在步骤

２设计中渐近收敛于０，因此有犳ａ＋犲３→狏２．

步骤３　定义珓ρ３＝ρ３－^ρ３ 为外界干扰变化上界的估计误差，珓ρ
·

３＝－^ρ
·

３．选择李雅普诺夫候选函数

犞３ ＝
１

２
犲２３＋

１

２σ３
珓ρ
２
３． （１０）

式（１０）中：σ３ 为正常数．

对式（１０）求导，并将式（４），（５）代入，可得

犞３ ≤ （ρ３－η３）狘犲３狘－
１

σ３
珓ρ３^ρ

·

３． （１１）

　　令η３＝^ρ３＋ε３，^ρ
·

３＝σ３｜犲３｜，ε３ 为一正常数．代入式（１１），得犞３＝－ε３｜犲３｜≤０，说明犲３ 及其导数在步

骤３设计中渐近收敛于０，因此有犳^ａ≈狏２．为了避免抖振现象，滑模观测器的输出端应串联一个低通滤

波器 １

１＋犜狊
，取犜＝０．０１，即可得到该有界故障的估计值．

２．３　容错控制设计

基于滑模观测器得到的观测信息，通过反步法设计四旋翼无人机系统的位置容错控制器和姿态容

错控制器．首先，将式（２）写成如下形式，即

狓^
·

１ ＝狓^２，

狓^
·

２ ＝犳（^狓）＋犵（^狓）狌＋犳^ａ＋^ξ
烍
烌

烎．
（１２）

式（１２）中：［^狓１，^狓２］
Ｔ 表示滑模观测器输出的状态观测向量；犳（^狓）和犵（^狓）均为连续可导函数；^犳ａ和＾ξ分

别为滑模观测器输出的故障和干扰的观测值．

步骤１　定义狕１＝^狓１－狓１，ｄ为狓^１ 的跟踪误差变量，狓１，ｄ是实际状态狓１ 的期望值．定义狕２＝^狓
·

１－α１ 为

虚拟误差变量，^狓
·

１ 是狓^１ 的一阶导数，α１ 是虚拟控制变量．则有

狕１ ＝ （狕２＋α１）＋狓１，ｄ，　　狕２ ＝犳（^狓）＋犵（^狓）狌＋犳^ａ＋^ξ－α１． （１３）

　　选择李雅普诺夫候选函数犞１＝
狕１

２

２
，求导得

犞１ ＝狕１（狕２＋α１－狓１，ｄ）． （１４）

　　为了确保犞１ 负定，取虚拟控制变量α１＝－犮１狕１＋狓１，ｄ，犮１ 是一个正常数，则α１＝－犮１狕１＋̈狓１，ｄ．代入

式（１４），可得犞１＝－犮１狕
２
１＋狕１狕２．

步骤２　选择李雅普诺夫候选函数犞２＝犞１＋
狕２

２

２
，求导得

犞２ ＝－犮１狕
２
１＋狕１狕２＋狕２（犳（^狓）＋犵（^狓）狌＋犳^ａ＋^ξ＋犮１狕１－狓̈１，ｄ）． （１５）

　　为了确保犞２ 负定，设计容错控制器为

狌＝
１

犵（^狓）
（－狕１－犮２狕２－犳（^狓）－犳^ａ－^ξ－犮１狕１＋狓̈１，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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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６）中：犮２ 是一个正常数．

由以上步骤，可设计３个分别沿三轴的位置控制输入及内环的３个姿态容错控制器，即

狌１，狓 ＝－狕１－犮２狕２－犳^ａ，１ －^ξ１－犮１狕１＋狓̈ｄ， （１７）

狌１，狔 ＝－狕３－犮４狕４－犳^ａ，２ －^ξ２－犮３狕３＋狔̈ｄ， （１８）

狌１，狕 ＝－狕５－犮６狕６＋犵－犳^ａ，３ －^ξ３－犮５狕５＋狕̈ｄ， （１９）

狌２ ＝
犐狓
犾
－狕７－犮８狕８－

犐狔－犐狕
犐狓

θψ－犳^ａ，４ －^ξ４－犮７狕７＋φｄ（ ）¨ ， （２０）

狌３ ＝
犐狔
犾
－狕９－犮１０狕１０－

犐狕－犐狓
犐狔


φ

ψ－犳^ａ，５ －^ξ５－犮９狕９＋θｄ（ ）¨ ， （２１）

狌５ ＝
犐狕
犮
（－狕１１－犮１２狕１２－犳^ａ，６ －^ξ６－犮１１狕１１＋ψｄ

¨
）． （２２）

式（１７）～（２２）中：犮犻（犻＝１，…，１２）均是正常数．

进一步可推导得到外环的位置容错控制器为

狌１ ＝犿
狌１，狕

ｃｏｓφ·ｃｏｓθ
， （２３）

以及内外期望的俯仰角和横滚角分别为

θｄ＝ａｒｃｔａｎ
ｃｏｓψｄ·狌１，狓＋ｓｉｎψｄ·狌１，狔

狌１，（ ）
狕

， （２４）

φｄ＝ａｒｃｔａｎ
ｃｏｓθｄ（ｓｉｎψｄ·狌１，狓－ｃｏｓψｄ·狌１，狔）

狌１，（ ）
狕

． （２５）

　　针对外界干扰下的四旋翼无人机位置故障对象和姿态故障对象（１），应用滑模观测器（３），（４）对系

统存在的故障和干扰进行重构，进而通过反步法设计得到的位置容错控制器（２３）和姿态容错控制器

（２０），（２２）补偿故障和干扰，所设计的滑模观测器和容错控制器均能保证四旋翼无人机系统稳定．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平台上建立一个完整的四旋翼无人机内外环控制系统并进行仿真．给定的轨

迹为一个空间螺旋体轨迹，即狓ｄ＝ｓｉｎ狋，狔ｄ＝ｃｏｓ狋，狕ｄ＝狋，ψｄ＝０．５ｒ，初始状态均设为０．横滚角与俯仰角

的期望角度由外环位置动态实时计算给出．四旋翼无人机的模型参数：犿＝２ｋｇ；犵＝９．８１ｍ·ｓ
－２；犐狓＝

犐狔＝１．０７９Ｎ·ｓ
２·ｒ－１；犐狕＝２．２５Ｎ·ｓ

２·ｒ－１；犾＝０．２ｍ；犮＝１．考虑到四旋翼无人机在飞行中受到外界

气流等干扰因素的影响，设置干扰函数ξ１＝ｓｉｎ狓，ξ２＝ｓｉｎ狔，ξ３＝ｓｉｎ狕，ξ４＝ｃｏｓ

φ，ξ５＝ｃｏｓ

θ，ξ６＝ｃｏｓ

ψ．

仿真时间为４０ｓ，且在狋＝１０ｓ时加入一个加性故障函数犳ａ，５＝３ｅｘｐ（０．０５狋）·ｓｉｎ２狋，同时，其他故障

图３　故障估计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ａｕｌ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犳ａ，１＝犳ａ，２＝犳ａ，３＝犳ａ，４＝犳ａ，６＝０．滑模观测器的参数取值ε犻＝３

（犻＝１，３，５，７，９，１１），ε犼＝０．１（犼＝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８），σ犻＝

３０（犻＝１，２，…，１８）；容错控制器参数取犮犻＝１２（犻＝１，２，…，

１２），初始状态均设为０．仿真结果，如图３～５所示．

由于四旋翼无人机的执行机构都是进行周期性的运转，

发生故障后会产生周期性的震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震荡

加剧，震荡幅度不断变大．因此，将具有这种特性的信号作为

故障，并对其进行估计．由图３可知：滑模观测器能够实现对

该故障准确地重构．由图４可知：滑模观测器在实现故障重构

的同时，还能对系统存在的外界干扰ξ１～ξ６ 进行较为准确地

估计ξ１，ｐ～ξ６，ｐ．由图５可知：位置状态和姿态状态［狓，狔，狕，φ，

θ，ψ］
Ｔ 均能被观测器准确地观测［狓ｐ，狔ｐ，狕ｐ，φｐ，θｐ，ψｐ］

Ｔ．综上所述，所设计的滑模观测器具有较为理想

的观测性能，为进一步的容错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虽然一开始四旋翼无人机就受到外界干扰（图４）的影响，但由于６个自由度上的干扰函数均可以

被滑模观测器实时估计，且在控制设计中被补偿，所以在无人机位置和姿态的整个跟踪过程曲线（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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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没有因外界干扰的存在而受到恶劣的影响．另外，由图５（ｂ）可知：由于加性故障信号加在俯仰角的动

态上，因此，在故障发生时刻，θ的跟踪偏离期望曲线的幅度较大．又因为四旋翼无人机的位置动态中含

有姿态角的耦合作用，所以在图５（ａ）中，四旋翼无人机对期望轨迹［狓ｄ，狔ｄ］
Ｔ 的跟踪在１０ｓ时也会产生

些许偏离．

　　（ａ）位置干扰　　　　　　　　　　　　　　　　　　　　（ｂ）姿态干扰

图４　干扰估计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ａ）位置跟踪　　　　　　　　　　　　　　　　　　　　（ｂ）姿态跟踪

图５　四旋翼无人机的位置和姿态跟踪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ｑｕａｄｒｏｔｏｒ

总体而言，所设计的俯仰容错控制器狌３ 能够对图３所示的故障进行有效的补偿，同时，位置和姿态

控制器也均能有效补偿图４所示的干扰，使发生加性故障的四旋翼无人机在外界干扰的影响下，依然能

顺利完成对给定位置和姿态的稳定跟踪．仿真结果验证了所设计的滑模观测器及容错控制器的有效性．

４　结束语

考虑到四旋翼无人机在实际飞行过程中，既会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又可能发生加性故障，因此，对

外界干扰下四旋翼无人机的容错控制问题进行研究．首先，为了使模型更贴近实际，在四旋翼无人机６

个自由度的动态中，分别加入故障函数及扰动函数．然后，将外界干扰作为所设计滑模观测器的一个状

态，使其对故障信息进行重构的同时，还能获得扰动的估计值．基于观测器所得信息，采用反步法设计内

环姿态控制器和外环位置控制器，补偿系统发生的故障和存在的扰动，从而保证四旋翼无人机对期望位

置和姿态的稳定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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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材桥式切割机多边形区域的

粗加工优化

胡海琪１，２，邵辉１，２，王达１，２，王福增３，方慧娟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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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圆盘锯在粗加工方面具有切削深度较深和线速度大的优势，扩大石材桥式切割机的加工范围，研

究其在多边形区域中的切削加工优化问题．首先，研究圆盘锯的切削几何特性，根据圆盘锯切触面特性，计算

避免干涉现象的多边形内轮廓；然后，对多边形区域进行走刀方向优化，以减少进退刀次数，从而缩短加工时

间；最后，为进一步缩短加工时间，采用最邻近点法对加工轨迹进行优化．通过对多边形区域加工的仿真研究，

验证了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石材桥式切割机；圆盘锯；轮廓偏置；走刀方向；最邻近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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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的石材加工业蓬勃发展，传统的石材加工技术已经很难满足石材加工的要求
［１］．目前，

石材桥式切割机正逐渐向加工多样化、数控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２?３］．虽然石材桥式切割机安

装的圆盘锯具有切割线速度大和切割深度深的特性，在进行大余量切削的加工过程中也具有很大的优

势，但是目前对石材的加工优化研究依然是以铣刀的加工优化为主，对圆盘锯加工优化的研究相对较

少．Ｄｅｍａｉｎｅ等
［４］研究用任意大的圆盘锯切割多边形的可行性，并提出线性时间算法．Ｄｕｍｉｔｒｅｓｃｕ

［５］提

出一种近似算法，用于圆盘锯对凸边形的裁剪．此外，更多的文献资料对刀具加工路径进行了优化．

Ｋｕｍａｚａｗａ等
［６］提出基于待加工表面最优进给方向（ＰＦＤ）场生成刀具轨迹，进而采用等扇形刀具加工

路径，以减轻冗余加工．Ｐａｒｋ等
［７］提出刀具路径规划算法，对全局进行走刀方向的路径规划，但是没有

考虑局部图元的走刀方向．Ｊｉｎ等
［８］采用穷举法得到加工的方向，该方法精度不高且算法复杂度大．Ｈｕ

等［９］对走刀方向进行趋势分析，进而得到加工趋势方向，但其加工优化度仍比较小．也有研究者采用遗

传算法对加工路径进行优化［１０?１２］．本文基于圆盘锯的特性和切触面特性，计算无干涉内轮廓并确定加工

轨迹的运动范围，同时，分析凸多边形的几何特性，得到较优的走刀方向；然后，利用最邻近点法优化加

工轨迹，最终达到石材桥式切割机对多边形区域粗加工的目的．

１　圆盘锯切削的几何特性及无干涉内轮廓计算

１．１　圆盘锯切削的几何特性

为了便于研究石材桥式切割机对多边形区域的粗切削加工优化问题，需要确定圆盘锯切削加工过

程形成的扫描体的几何体特性．圆盘锯切削的几何特性，如图１所示．图１中：采用一个半径为犚，厚度

为犠 的圆盘锯，以切削深度犪ｐ，从某一点犗Ｓ＝（狓Ｓ，狔Ｓ，狕０）以进给速度犞ｆ沿走刀方向犽ｄ 运动到犗Ｅ＝

（狓Ｅ，狔Ｅ，狕０）时，圆盘锯加工完成后形成以矩形犃Ｅ犅Ｅ犆Ｓ犇Ｓ 为顶面的扫描体．扫描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为已加工的长方体区域，该区域在狓狔平面投影可近似为一个宽度为犪ｗ 的矩形，其面积为

犛ｃｕｔ＝犪ｗ× （狔Ｅ－狔Ｓ）
２
＋（狓Ｅ－狓Ｓ）槡

２；

另一部分为圆盘锯切触区域［１３］，其为圆柱体的部分体积．该体积的顶面为图１中的矩形犃Ｅ犅Ｅ犈Ｅ犉Ｅ 和

犆Ｓ犇Ｓ犉Ｓ犈Ｓ，二者顶面正好构成矩形犃犅犆犇，如图２所示．

图１　圆盘锯切削几何特性

Ｆｉｇ．１　Ｃｕｔｔｉ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ａｗｂｌａｄｅ

图２　圆盘锯切触面投影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ｓａｗｂｌａｄ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定义该矩形为圆盘锯切触面投影．该矩形的长度为２犜狓＝

２犚ｓｉｎ（ｃｏｓ－１（
犚－犪ｐ
犚

））；宽度为２犜狔＝犪ｗ，犪ｗ 为走刀宽度．这２个

圆盘锯切触区域的顶面面积和为

犛ｐａｒｔ＝２犜狓·２犜狔． （１）

　　该加工过程中，对应的运行时间为进给量犳与圆盘锯进给

速度犞ｆ的比值为

狋ｆ＝
犳
犞ｆ
＝

（狔Ｅ－狔Ｓ）
２
＋（狓Ｅ－狓Ｓ）槡

２

犞ｆ
． （２）

５４４第４期　　　　　　　　　　　胡海琪，等：石材桥式切割机多边形区域的粗加工优化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２　圆盘锯无干涉内轮廓的计算方法

数控加工过程中的干涉包括２种：一是机床零件或者刀具后端与工件之间的干涉；二是刀具切触面

与工件发生的干涉［１４］．圆盘锯沿走刀方向加工石材过程中的干涉主要来源于圆盘锯切触面与石材模型

的干涉，为了保证石材的粗加工表面质量，应避免该干涉发生，而避免该干涉应保证圆盘锯切触面投影

边界犃犅（犆犇）不与多边形轮廓线相交．因此，在忽略第一种干涉的情况下，圆盘锯与多边形轮廓的干涉

问题可等效为切触面投影与多边形的位置关系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切触面投影向多边形内部

偏置位置的计算．

不同走刀方向的刀具偏置，如图３所示．为了避免与多边形某一条斜率为犽边上的一点犘ｔａｇ＝

（狓ｔａｇ，狔ｔａｇ，狕ｔａｇ）干涉，需要将圆盘锯切触面的中心点向多边形内部偏置距离为犡ｏｆｆｓｅｔ的横向偏置和距离

为犢ｏｆｆｓｅｔ的纵向偏置，由此得到新的目标点为

犘ｎｅｗ ＝ （狓ｔａｇ±犡ｏｆｆｓｅｔ，狔ｔａｇ±犢ｏｆｆｓｅｔ，狕ｔａｇ）． （３）

　　当多边形边界偏置到点犘ｎｅｗ所在的线段上时，即避免了圆盘锯对多边形边界产生干涉．

　　（ａ）犽ｄ≥０　　　　　　　　　　　　　　　　　　　（ｂ）犽ｄ＜０

图３　不同走刀方向的刀具偏置

Ｆｉｇ．３　Ｔｏｏｌｏｆｆｓｅ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ｓｓｅｓ

不失一般性，假设加工的五边形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如图４所示．当走刀方向为犽ｄ 方向时，令直线犔犽
ｄ
和

线段犔犘
１
犘
２
相交于线段犘１犘２ 的中心点犖（（狓１＋狓２）／２，（狔１＋狔２）／２）．为避免发生干涉，圆盘锯中心应从

犖 偏置到犗′Ｅ 或犗″Ｅ，即中心点形成的线段应偏置到直线犔１ 或犔２．结合图１，３，当犽ｄ≥０时，偏置后新的

目标点坐标为犗′Ｅ（狓犖－犡ｏｆｆｓｅｔ，狔犖－犢ｏｆｆｓｅｔ），犗″Ｅ（狓犖＋犡ｏｆｆｓｅｔ，狔犖＋犢ｏｆｆｓｅｔ）．此时，对应的偏置直线方程为

犔犾：狔＝犽ｄ，ｂｅｓｔ狓＋犫，　　犫＝狔犖犢ｏｆｆｓｅｔ－犽（狓犖犡ｏｆｆｓｅｔ），　　犾＝１，２． （４）

　　当犽ｄ＜０时，偏置后新的目标点坐标为犗′Ｅ（狓犖－犡ｏｆｆｓｅｔ，狔犖＋犢ｏｆｆｓｅｔ），犗″Ｅ（狓犖＋犡ｏｆｆｓｅｔ，狔犖－犢ｏｆｆｓｅｔ）．此

时，对应的偏置直线方程为

犔犾：狔＝犽ｄ，ｂｅｓｔ狓＋犫，　　犫＝狔犖 ±犢ｏｆｆｓｅｔ－犽（狓犖犡ｏｆｆｓｅｔ），　　犾＝１，２． （５）

　　由几何位置关系可知，犗′Ｅ 或犗″Ｅ 为内外轮廓线上的点，通过判断犗′Ｅ 或犗″Ｅ 所处位置，即可以判

图４　多边形区域的无干涉内轮廓

Ｆｉｇ．４　Ｎ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断犔１ 和犔２ 与多边形轮廓的位置关系．由图４可知：犞犻为从点

犗′Ｅ 指向五边形顶点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 的矢量，求解犞１～犞５ 中相

邻矢量之间的夹角和为

θｓｕｍ ＝∑
５

犻＝１

犞犻犞犻＋１

狘犞犻狘狘犞犻＋１（ ）狘 ，　　犞６ ＝犞１． （６）

　　若θｓｕｍ≠３６０°，则说明点不在内部，即点所在的线为外轮

廓线；若θｓｕｍ＝３６０°，则说明点在内部，即点所在的线为内轮廓

线［１５］．依次求得多边形所有边界的内轮廓线作为圆盘锯切触

面的边界，由这些边界围成的封闭多边形区域，即为避免圆盘

锯切触面与多边形轮廓发生干涉的走刀轨迹允许区域．在设

定走刀方向的情况下，圆盘锯在该区域平行走刀，即可完成对

多边形区域的加工．

６４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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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行走刀得到的加工轨迹可知，圆盘锯以走刀方向犽ｄ从内轮廓边界上的一点犗Ｓ，犿＝（狓Ｓ，犿，狔Ｓ，犿，

狕０）运动到犗Ｅ，犿＝（狓Ｅ，犿，狔Ｅ，犿，狕０）需要走刀犕 次．其中，犿代表第犿 次走刀；犕＝犎／犪ｗ，犎 为与内轮廓相

交且斜率为犽ｄ的最远平行线间距．加工完成后，已加工区域的面积为

犛ｃｕｔ＿ａｌｌ＝
１

２∑
犕

犻＝１

（犪ｗ （狔Ｅ，犿 －狔Ｓ，犿）
２
＋（狓Ｅ，犿 －狓Ｓ，犿）槡

２）． （７）

　　由几何关系可知，面积犛ｃｕｔ＿ａｌｌ与图４阴影部分面积相等，该面积可以通过二维向量叉乘求三角形面

积和的方法求解，具体计算式为

犛ｃｕｔ＿ａｌｌ＝
１

２∑
狀

犻＝１

（犞ＩＮ，犻×犞ＩＮ，犻＋１）． （８）

式（８）中：犞ＩＮ，犻为从点犗′Ｅ 指向内轮廓顶点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 的矢量．

同理，多边形区域的总面积为

犛ｃｕｔ＿ａｌｌ＝
１

２∑
狀

犻＝１

（犞犻×犞犻＋１）． （９）

　　为了表示圆盘锯对多边形区域的去除效果，定义已加工表面面积与多边形区域面积的比值为加工

率，即

ρ＝
犛ｃｕｔ＿ａｌｌ
犛ａｌｌ

． （１０）

式（１０）中：ρ∈［０，１］，ρ越接近于１，加工完成后的残留区域的面积（犛ｎｅｘｔ＝犛ａｌｌ－ρ犛ａｌｌ）就越少．

２　加工时间的优化

２．１　优化方法分析

通过无干涉的内轮廓计算，既避免了圆盘锯与石材模型发生干涉，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圆盘锯切削深

度较深的优势．这虽然能保证圆盘锯在加工一条较深的轨迹时，相较于其他刀具的加工时间更短，但是，

并不能保证该过程的总粗加工时间最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加工效率，需要对圆盘锯粗加工时间做

进一步的优化．

在圆盘锯对多边形区域进行切削过程中，总加工时间为粗加工工序与残留区域进行补加工工序的

时间和，其长短与切削的轨迹、速度和补加工工序消耗时间密切相关，其关系可以表示为

狋＝狋ｒ＋狋ｎｅｘｔ＝∑
犕

犿＝１

狋犳犿 ＋
ＱＭ犿
狏（ ）
狇

＋２犕狋ｌ＋狋ｎｅｘｔ． （１１）

式（１１）中：狋ｒ为粗加工时间；狋ｎｅｘｔ为残留区域加工时间；犕 为平行切削线段数量，即进退刀次数；狋犳犿为第

犿 条加工表面线段消耗的时间；ＱＭ犿 为第犿 条空走行程；狏ｑ为空走速度；狋ｌ为抬刀时间．

由式（１１）可知：粗加工工序中的切削线段数量犕 和空走行程长度ＱＭ ＝∑
犕

犼＝０

ＱＭ犼 越少，粗加工时

间越短．而后续补加工相比于粗加工的加工效率更低，因此，后续补加工的工作量越少（即加工率ρ越

大），总加工时间就越短．综上所述，在速度设定不变的情况下，总加工时间的优化可等效为对切削线段

数量犕、空走行程长度ＱＭ和多边形区域的加工率ρ的优化．

２．２　走刀方向优化法

走刀方向不同将导致进、退刀次数不同，因此，为了减少进、退刀次数，需要对走刀方向进行优化．不

同走刀方向的平行线间距，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走刀方向为斜率犽ｄ，１所示方向时，平行切削线段

的数量犕１＝犎犽
ｄ，１
／犪ｗ，对应抬刀次数为犕１ 次；当走刀方向为斜率犽ｄ，２所示方向时，平行切削线段数量

犕２＝犎犽
ｄ，２
／犪ｗ，对应抬刀次数为犕２ 次．由犎犽

ｄ，１
＞犎犽

ｄ，２
可知，相较于与多边形边不同的方向，走刀方向

与多边形边相同方向的进、退刀次数更少．因此，多边形最短的最远平行线间距存在于多边形的高中，即

应在多边形所有的高中求得较优的高，以得到较优的走刀方向．

以三角形为例，三角形的最优高和优化的走刀方向，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在３条边对应的高

中，犎２，１为最短的高（下标２代表第２条边，下标１代表第１个顶点），则沿该高对应的边的方向进、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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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最少，故此高的垂直方向为最小切削线数量方向．三角形最短的高有如下３个定义．

　　图５　不同走刀方向的平行线间距　　　　　　　　　图６　三角形的最优高和优化的走刀方向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ｍ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定义１　设任意三角形犘１犘２犘３，高为犎１，３，犎２，１和犎３，２，其中，最短的一条高定义为三角形的最优

高，垂直于最优高的方向定义为垂直最优高方向．

由演绎推理，可得任意凸狀边形的最优高和垂直最优高方向，给出相关定义２．

定义２　设犘１犘２…犘狀 是由狀个顶点围成的平面凸狀边形，犘犻是狀边形第犻个顶点，犲犼（犼＝１，２，…，

狀）是狀边形第犼条边，犎犻，犼（犼≠犻，犼≠犻＋１）表示底边犲犼 对应顶点犘犻 的高，定义一条边犲犼 对应的所有高

中，最大的高为边最大高犎犻，犼＿ｍａｘ．

定义３　设犎犻，犼＿ｍａｘ为平面凸狀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的边最大高（图５中犎５，３为边犲３ 对应的边最大高），

则所有的边最大高之中最小的为最优高犎ｂｅｓｔ，垂直于最优高的方向为狀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的垂直最优高

方向犽ｄ＿ｂｅｓｔ．

对任意平面凸狀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进行加工，由定义２，３可求得狀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的最优高犎ｂｅｓｔ和

相对应的垂直最优高方向犽ｄ＿ｂｅｓｔ．此时，平行切削线段数量为最优高与走刀宽度的比值犕ｂｅｓｔ＝犎ｂｅｓｔ／犪ｗ．

最后，根据走刀方向信息，结合节１．２的方法得到的无干涉内轮廓和线扫描法
［１６］，可求得内轮廓信

息和相应的加工轨迹犔犽
ｄ，犿
．同时，可通过计算得到已加工区域的面积和加工率．

图７　最邻近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Ｎｅａｒ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３　最邻近点法

由于线扫描法计算加工轨迹过程仅考虑加工轨迹

的生成，却未考虑轨迹之间的空行程消耗，因此，生成的

加工轨迹往往存在大量的空行程．为了优化加工空行

程，在确定第一条加工轨迹的基础上，对后续的轨迹采

用最邻近点法进行优化，使每一条轨迹距离下一条轨迹

的空行程距离最短，进而使总空行程距离优化．

分析圆盘锯的切削加工轨迹可知，切削的每一条轨

迹都存在唯一的起点和终点，切削过程是对所有轨迹的

遍历．而最邻近点是指在点集合中距离当前点最近的一

个点，当一条轨迹加工到终点时，即可通过最邻近点法

找到下一条轨迹的起点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如此循环完

成区域的切削．然而，从轨迹起点到终点和从终点到起

点是一个等效的过程，所以，在一条轨迹加工到终点时，

可通过寻找未加工轨迹的起点和终点数据找到欧氏距

离最近的点．一旦找到一条轨迹的终点为最临近点，就

将该终点视为轨迹加工的起点并进行加工，否则，直接

加工下一条轨迹．该方法能有效减少刀具的空行程，缩

短总加工时间．最邻近点法的具体流程图，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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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石材桥式切割机仿真模型

Ｆｉｇ．８　Ｓｔｏｎｅｂｒｉｄｇｅ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３　仿真验证与分析

３．１　多边形区域的粗加工

为了验证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根据实际机床尺寸，利用

ＶＥＲＩＣＵＴ软件搭建石材桥式切割机仿真模型
［１７］，如图８所

示．图８中：圆盘锯半径犚为２００ｍｍ；厚度犠 为３．６ｍｍ．根

据圆盘锯和花岗岩的特性，设定圆盘锯加工工艺参数［１８］如下：

加工深度犪ｐ为２０ｍｍ，加工宽度犪ｗ 为３．６ｍｍ，进给速度犞ｆ

为２２５０ｍｍ·ｍｉｎ－１．由此计算圆盘锯切触面投影尺寸犜狓＝

犚ｓｉｎ（ｃｏｓ－１（
犚－犪ｐ
犚

））＝８７．１７８ｍｍ；宽度为犜狔＝犠／２＝１．８

ｍｍ．

根据文中提出的方法，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平台上通过Ｃ＃

编程语言研发了相应的软件．该软件通过ＯｐｅｎＧＬ实现显示，采用模型信息和加工工艺参数结合机床

的后置处理方法，得到数控Ｇ代码．在此基础上，利用Ｇ代码在石材桥式切割机仿真模型中实现仿真实

验，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

（ａ）干涉　　　　　　　　　　　　　　　　　　　　（ｂ）无干涉

图９　仿真实验结果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９可知：直接对多边形区域进行加工，圆盘锯切触面与多边形轮廓产生了干涉，此时，圆盘锯在

进给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切；对无干涉计算过后的内轮廓进行加工，此时，圆盘锯切触面与多边形外轮廓

无干涉现象出现．

为了验证走刀方向优化和最邻近点法２个优化方法对多边形区域粗加工的优化效果，在不失一般

性的前提下，对六边形区域进行４组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虚线示意加工过程中的空行

程轨迹；实线示意刀具切削的加工轨迹；箭头方向示意走刀方向．

　　　（ａ）无优化　　　　　（ｂ）最邻近点法　　　　（ｃ）走刀方向优化　　（ｄ）最邻近点法＋走刀方向优化

图１０　优化算法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采用４种不同的加工优化方法所得的实验数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狋为总加工时间．由表１可得

以下３点结论．

１）相较于未采用走刀方向优化的方法，采用走刀方向优化的进、退刀次数减少了２６％，加工率增加

了８．２％．由此可知，走刀方向优化既能有效地减少进、退刀次数，又提高了加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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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相较于未采用最邻近点法优化的方法，采用最邻近点法优化的空行程减少了约９９％，总加工时

间减少了２３．８％或２５．７％．由此可见，最邻近点法能有效地减少空走行程长度和空行程时间．

３）采用走刀方向和最邻近点法相结合的优化方法，其总加工时间减少了３．４％～２６．４％．

由此可知，采用走刀方向和最邻近点法优化的方法减少了总加工时间．

表１　４种加工优化方法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加工方法 犕／次 ＱＭ／ｍｍ 狋／ｓ ρ／％

无优化 ３７１ ２２５８４１．１０ １２４８４．３８ ７６．６３

最邻近点法优化 ３７１ ３１２１．４７ ９５１４．７８ ７６．６３

走刀方向优化 ２７５ ２４２００８．００ １２３７０．８３ ８２．８６

最邻近点法＋走刀方向优化 ２７５ ３２１７．８８ ９１８６．９６ ８２．８６

　　综上可知，采用走刀方向优化和最邻近点法优化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减少下刀次数，提高加

工率，缩短空走行程长度，减少总加工时间．

３．２　不同刀具的加工比较

为了进一步验证圆盘锯加工多边形区域的可行性，选用意大利ＮＩＣＯＬＡＩ公司生产的金刚石圆盘

锯和电镀金刚石砂轮对花岗岩的加工进行对比实验．金刚石圆盘锯的加工工艺参数同节３．１所选用的

参数，金刚石砂轮的加工工艺参数［１９］如下：加工深度犪ｐ为１ｍｍ；加工宽度犪ｗ 为２２．５ｍｍ；进给速度为

表２　圆盘锯与砂轮的加工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ａｗ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

参数 圆盘锯
砂轮

未优化 优化后

犪ｗ／ｍｍ ３．６ ２２．５ ２２．５

犪ｐ／ｍｍ ２０ １ １

犞ｆ／ｍｍ·ｍｉｎ
－１ ２２５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狋／ｓ ９１８６．９６ １８８７１．６１ １１０７６．５６

５０００ｍｍ·ｍｉｎ－１．

以图１０（ｄ）所示深度为２０ｃｍ的

多边形区域为例，当采用分层加工的

方法对该区域进行加工时［２０］，圆盘锯

需以犪ｐ＝２０ｍｍ向下加工１层，而砂

轮需要以犪ｐ＝１ｍｍ向下加工２０层．

通过仿真计算得到的加工数据，如表

２所示．表２中：圆盘锯列的加工过程

采用走刀方向优化和最邻近点法优化；砂轮（未优化）列的加工过程未采用走刀方向优化；砂轮（优化后）

列的加工过程采用走刀方向优化和最邻近点法优化．由表２可知：圆盘锯的总加工时间比砂轮减少了

１７．１％～５１．３％，由此可见，选用圆盘锯作为加工刀具深加工大多边形区域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此

外，优化后的砂轮比未优化砂轮的总加工时间减少了４１．３％，可知走刀方向优化和最邻近点优化方法

也有效地提高了砂轮加工石材的加工效率．

４　结束语

通过对加工的多边形区域进行分析可知，合理的走刀方向可以减少进、退刀的次数，进而缩短加工

时间；合理的加工方式能缩短空行程的总长度．因此，在考虑圆盘锯特性和分析刀具切削轨迹的前提下，

首先，根据圆盘锯切触面特性计算无干涉现象的多边形内轮廓；然后，通过走刀方向优化得到较优的走

刀方向，以减少加工轨迹的进退刀次数；最后，利用最邻近点法对加工轨迹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相比于未

优化的加工，文中提出的优化方法很好地缩短了进、退刀次数和空行程距离，减少了总加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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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萤火虫算法的高速列车

节能运行优化

马晓娜，朱爱红，段玉琼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智能算法可以通过优化列车运行曲线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将列车运行能耗作为目标函数，以限速、

时间和距离为约束条件，建立优化模型．以ＣＲＨ３ 型动车组和武广客运专线中某段线路为基础，进行仿真实

验．运用萤火虫算法，搜索能耗最低时的一组列车工况转换速度序列．仿真结果表明：列车运行能耗指标降低

１４．３３％，且满足停车精确性与准时到站的要求．

关键词：　高速列车；运行能耗；萤火虫算法；节能运行曲线；工况转换速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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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速列车的发展，列车节能运行方式越来越受关注．对高速列车运行节能降耗最简易可行的方

式是优化列车的运行曲线．不同的运行曲线对应不同的列车能耗，基于此理论支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

大量实验研究．Ｈｏａｎｇ等
［１］把列车的节能问题定义成满足约束条件的优化问题，采用搜索算法进行列

车运行曲线的优化设计；Ｃｈａｎｇ等
［２］使用遗传算法优化列车驾驶曲线的惰行运行距离，通过对惰行点位

置的选取，取得了一定的节能效果；Ｋｏ等
［３］采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求解列车节能操纵优化的问题；付印

平［４］采用遗传算法优化列车的工况转换点位置，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李玲玉［５］使用动态粒子群算法优

化列车的距离?速度运行曲线，降低了１１．９８％的列车能耗；刘建强等
［６］基于现代最优控制理论，得出整

个运行过程中列车运行能耗最小时，最大牵引、匀速、惰行及最大制动的转换点；宿帅等［７］基于驾驶策略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９?１２

　通信作者：　朱爱红（１９６９?），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７９１３３８８９０＠ｑｑ．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６６１０２７）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的列车自动驾驶系统（ＡＴＯ）控制方法，给出一种ＡＴＯ节能驾驶策略的求解算法；荀径等
［８］介绍列车节

能操纵优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根据求解方法的特征将研究方法分类；宋文婷等［９］采用遗传算法为子区间

搜索最优的速度码组合序列，获得列车节能运行的速度操纵范围；唐涛等［１０］通过蚁群算法优化列车

ＡＴＯ控制策略，将单车运行能耗降低了５．６７％；Ｚｈｕ等
［１１］运用萤火虫算法优化列车运行曲线，达到节

能运行的目的．针对以上所用算法存在参数复杂、寻优精度低等不足，本文提出采用萤火虫仿生智能算

法（ｆｉｒｅｆｌ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Ａ），对列车运行工况转换点处的速度进行优化，实现高速列车节能运行的目标．

图１　列车节能操纵策略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列车节能运行优化模型

１．１　优化策略

在规定运行时间内，列车按照运行图从起点站至终点站

的运行曲线存在无数条，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犛为列车运行距

离；狏为速度．通过寻优确定一条使列车能耗最低的运行曲线．

１．２　评价指标

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消耗的能量主要有３部分：发动机牵

引时提供的能量、制动装置减速运行时的能源消耗和车厢内

其他设备（照明、空调设备等）产生的电能消耗．文中只考虑列

车的牵引能耗，其计算模型为

犈＝∫
犜

０
犘（狋）ｄ狋＝∫

犜

０
犉（狋）·狏（狋）ｄ狋．

上式中：犈为牵引能量消耗；犜为运行时间；犉（狋）为狋时刻的牵引力；狏（狋）为狋时刻的列车运行速度．

运行时间是指列车在某段线路上运行所消耗的时间之和，其计算模型为犜＝∫
犛

０
狋（狊）ｄ狊，其中，狋（狊）

为列车运行距离与运行时间的函数关系式．

运行距离是指列车按照运行图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速度在线路上行驶过的距离，其计算模型为

犛＝∫
犜

０
狏（狋）ｄ狋．

１．３　数学模型

根据以上基础理论［１２?１５］，建立列车节能优化的数学模型为

犳ｅ＝ｍｉｎ犈＝ｍｉｎ∑
狀

犻＝１

犈犻．

其工况转换约束条件为

ｓ．ｔ．

狏＝ｄ狊／ｄ狋，

犿·ｄ狏／ｄ狋＝犳（狌，狏）－狑（狊，狏）－犫（狌，狏），

０≤狊犻≤犛，　　犻＝１，２，…，狀，　狊１ ＝０，　狊狀 ＝犛，

狏（０）＝狏（犛）＝０，　　狏（狊犻）≤狏ｍａｘ，

狋（０）＝０，　　狋（犛）＝犜，　　０≤狋（狊犻）≤犜

烅

烄

烆 ．

上式中：犳ｅ为列车节能性优化数学模型的适应度函数；犳为单位牵引力；狑 为单位阻力；犫为单位制动

力；狏ｍａｘ为线路的限速值；狊犻为列车在每一个时间步长内的行驶距离；犜为列车的运行时间；狀为时间步

长个数；狌为运行工况（牵引、惰行和制动）．牵引工况时，列车只受到牵引力作用，处于加速阶段；相反，

制动工况时，列车只受制动力作用，处于减速阶段；惰行工况时，列车仅受地面阻力的作用，同处于减速

阶段．时间步长Δ狋取０．０１ｓ，则狀的计算式为狀＝犜／０．０１．

２　基于萤火虫算法的节能优化

萤火虫夜间活动时，发出黄绿色荧光，其亮度受自身荧光素的影响，荧光强度与荧光素值成正比，荧

火虫发出荧光会吸引周围荧火虫向其移动．荧光素值越大，吸引力越强．每只萤火虫都在向着荧光更强

３５４第４期　　　　　　　　　　　马晓娜，等：采用萤火虫算法的高速列车节能运行优化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的萤火虫方向移动，最后，所有荧光虫会聚集在荧光最亮的那只萤火虫附近．基于萤火虫这种特殊的活

动规律，学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算法，即萤火虫算法．

萤火虫包含亮度和吸引度２个要素，其更新过程可从数学角度说明．萤火虫相对荧光亮度计算式为

犐＝犐０×ｅｘｐ（－γ狉ｉ，ｊ）．其中：犐０ 是萤火虫自身（狉ｉ，ｊ＝０处）的荧光亮度，也是最大的萤光亮度，与目标函数

值相对应，目标函数值越大，自身亮度会越高；γ为光强吸收系数，运动距离的增加和传播媒介的吸收会

使荧光强度逐渐变弱，因此，设置光强吸收系数来体现这一特点，取值为常数；狉ｉ，ｊ是萤火虫ｉ与ｊ之间的

空间距离，计算式为狉ｉ，ｊ＝｜狓ｉ－狓ｊ｜＝ ∑
犱

犽＝１

（狓ｉ，犽－狓ｊ，犽）槡
２ ．其中：狓ｉ，狓ｊ为萤火虫个体ｉ和ｊ所在的空间位

置．萤火虫的吸引度为β＝β０×ｅｘｐ（γ狉ｉ，ｊ
２）．其中：β０ 是光源处（狉ｉ，ｊ＝０）的吸引度，也是最大吸引度．

萤火虫ｉ被吸引向萤火虫ｊ移动，位置更新计算式为

狓ｉ＝狓ｉ＋β×（狓ｊ－狓ｉ）＋α×（ｒａｎｄ－１／２）．

上式中：α为移动步长因子，在［０，１］间取值；ｒａｎｄ为随机因子，在［０，１］间取值．

为了进一步验证萤火虫算法的优良性，采用萤火虫算法和差分进化算法对函数式

犉（狓）＝ｅｘｐ（－（狓１－４）
２
－（狓２－４）

２）＋ｅｘｐ（－（狓１＋４）
２）＋

２×ｅｘｐ（－狓１
２
－（狓２＋４）

２）＋２×ｅｘｐ（－狓１
２
－狓２

２），　　狘狓狘≤５

进行测试．优化过程的仿真图分别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中：犖 为迭代次数．对比图２，３可知：萤火虫算

法收敛速度快于差分进化算法，寻优性能较好．

图２　萤火虫算法迭代图　　　　　　　　　　　　　　图３　差分进化算法迭代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ｒｅｆｌ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萤火虫算法初始化中，布置５０个萤火虫，初始种群如图４所示．图４中：黑色圆点代表萤火虫．最

终，所有萤火虫都聚集在亮度最高的萤火虫周围，如图５所示．

　　图４　萤火虫初始种群　　　　　　　　　　　　　　　图５　萤火虫聚集图像

　　Ｆｉｇ．４　Ｆｉｒｅｆｌｙ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Ｆｉｒｅｆｌｙ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ｉｍａｇｅ

３　仿真验证与分析

为验证萤火虫算法的优化效果，选用ＣＲＨ３ 型动车组为仿真车型，对武广专线中武汉站到咸宁北

路站间的线路进行仿真实验．列车主要性能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狑０ 为单位运行阻力．

列车牵引力（犉）和制动力（犅）特性曲线，分别如图６，７所示．线路距离为８４．５０８ｋｍ；在３４～４０ｋｍ

４５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表１　列车主要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主要参数 参数性能

编组长度／ｍ ２００

定员／人 ６０１

满载质量／ｔ ５３６

最大牵引力／ｋＮ ３００

最大牵引功率／ｋＷ ８８００

狑０／Ｎ·ｋＮ
－１ ０．７９＋０．００６４狏＋

０．０００１１５狏２

最高速度／ｋｍ·ｈ－１ ３００

路段限速１６０ｋｍ·ｈ－１，其余路段限速３００ｋｍ·ｈ－１；图

定运行时间犜为１４３８ｓ；允许时间误差为３０ｓ．

萤火虫算法初始化相关参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

犖ｍａｘ为最大循环次数．将高速列车能耗作为算法的适应

度值．同时，为了保证列车安全且准点到达终点站，将运

行距离和时间作为惩罚函数，惩罚函数系数为犚＝１０５．

首先，根据仿真运行线路状况和列车运行图，拟定９

个列车运行工况（牵引?惰行?制动?惰行?牵引?惰行?牵引?

惰行?制动），因此，需要设置８个工况转换速度值．然后，

将萤火虫个体代表工况转换速度值，通过１０００个萤火

虫的不断移动，搜索出亮度最高的８个萤火虫序列，即列车运行能耗最低时依次对应的一组工况转换速

度序列．

　图６　ＣＲＨ３ 型动车组牵引特性曲线　　　　　　　　　　图７　ＣＲＨ３ 型动车组制动特性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ＲＨ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７　ＣＲＨ３ｂｒａｋ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

表２　萤火虫算法参数值

Ｔａｂ．２　Ｆｉｒｅｆｌ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名称 狀 犖ｍａｘ α γ β０ ｒａｎｄ

参数值 １０００ ３０ ０．４ １ ０．９ １

　　参照《列车牵引规程》，仿真可得高速列车优化前的运行曲线，如图８所示．运用萤火虫算法优化工

况转换处的速度值，得到优化后的高速列车运行曲线，如图９所示．

　 图８　优化前高速列车运行曲线　　　　　　　　　　　　图９　优化后高速列车运行曲线

　Ｆｉｇ．８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９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３　优化前、后的节能性优化指标

Ｔａｂ．３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

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评价指标 优化前 优化后

犛／ｍ ８４５０７．７１ ８４５０７．７８

狊Ｅ／ｍ ０．２９ ０．２２

犈／ＭＪ ４５３０ ３８８０

　　对比图８，９可知：列车工况转换点处的速度发生了明

显变化．计算得出优化前、后的节能性优化指标，如表３所

示．表３中：狊Ｅ 为停车误差距离．

由表３可知：高速列车运行曲线优化后，列车节能模式

的运行时间为１４３６．９０ｓ，满足到站准时性的要求；停车误

差为０．２２ｍ，满足停车精确性的要求；能耗指标从４５３０

ＭＪ减少到３８８０ＭＪ，降低了１４．３３％的能源消耗．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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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中所用方法取得了一定的节能效果．

４　结束语

运用算法优化列车的运行曲线．以列车运行能耗为目标函数，以限速、时间和距离为约束条件，建立

优化模型．运用萤火虫算法对模型中列车运行工况转换点处的速度进行优化．以ＣＲＨ３ 型动车组及武

广客运专线中武汉站到咸宁北路两站间线路数据作为实验基础，得到高速列车优化后的运行曲线．对比

优化前后的运行曲线和各项运行指标可知，该方法有效降低了高速列车运行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且满足

精确停车和准时到站的要求．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满足约束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进一步进行相关方面的优化实验工作．

参考文献：

［１］　ＨＯＡＮＧＨＨ，ＰＯＬＩＳＭ，ＨＡＵＲＩＥＡ．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ｍｅｔｒ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７５，２０（５）：５９０?５９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Ｃ．１９７５．１１０１０５８．

［２］　ＣＨＡＮＧＣＳ，ＳＩＭＳ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ａ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１４４（１）：６５?７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９／ｉｐ?ｅｐａ：１９９７０７９７．

［３］　ＫＯＨ，ＫＯＳＥＫＩＴ，ＭＩＹＡＴＡＫＥ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

ｔｒａｉ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２００４，４５（３）：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２２５２９３８．

［４］　付印平．列车追踪运行与节能优化建模及模拟研究［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０９．

［５］　李玲玉．基于粒子群算法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节能优化研究［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６．

［６］　刘建强，魏远乐，胡辉．高速列车节能运行优化控制方法研究［Ｊ］．铁道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１０）：８?１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８３６０．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２．

［７］　宿帅，唐涛．城市轨道交通 ＡＴＯ的节能优化研究［Ｊ］．铁道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１２）：５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８３６０．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９．

［８］　荀径，杨欣，宁滨．列车节能操纵优化求解方法综述［Ｊ］．铁道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４）：１５?１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８３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３．

［９］　宋文婷，谭觅，蔡文川．高速列车的节能操纵策略研究［Ｊ］．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１３（３）：４２４?４２７．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０２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３．

［１０］　唐涛，荀径，曹芳．北京地铁亦庄线列车节能驾驶研究［Ｊ］．北京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０（４）：２０?２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０／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２９１．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３．

［１１］　ＺＨＵＡｉｈｏｎｇ，ＭＡＸｉａｏｎａ，ＤＵＡＮＹｕｑｉｏｎｇ，犲狋犪犾．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ｒｅｆｌ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

４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１６２４?１６２８．

［１２］　王合良，贺德强，莫志刚．基于改进 ＱＰＳＯ算法的地铁列车节能优化操纵研究［Ｊ］．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１（５）：

１３９５?１３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２４／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４５．２０１６．１３９４．

［１３］　曹佳峰，刘斌．基于２阶段优化的高速列车节能运行仿真研究［Ｊ］．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１５（４）：８２２?８２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０２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

［１４］　王德春，李克平，李想．多目标列车节能调度模型及模糊优化算法［Ｊ］．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２８６９?２８７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１８１５．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２．

［１５］　卢启衡，冯晓云，王青元．基于遗传算法的追踪列车节能优化［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７（２）：２６６?２６８．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２７２４．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６．

（责任编辑：黄晓楠　　英文审校：崔长彩）

６５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第４０卷　第４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９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ｌ．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９　

　　三维机加工工序模型的变更与维护方法

乔虎１，何俊１，徐昭晖１，向颖２

（１．西安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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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三维机加工工序模型在变更过程中数据维护困难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变更传播模型和工序模

型信息的三维工序模型变更与维护方法．首先，通过建立工艺路线中各加工特征间的设计结构矩阵（ＤＳＭ），

分析各加工特征可能的传播路径；然后，以分析所得路径为核心，对可能受影响的加工特征、加工特征所属工

序模型等信息进行结构化存储；最后，结合工艺路线中各工序的工序模型信息，提出添加、删除、修改加工特征

的工序模型变更和维护算法．实例验证表明：该方法可有效地进行三维机加工工序模型的变更与维护．

关键词：　三维工序模型；变更传播模型；加工特征；设计结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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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定义（ＭＢＤ）技术旨在通过三维模型为产品设计与制造信息提供依据和载体
［１?２］，其中，

应用 ＭＢＤ技术进行机械加工工艺设计和数控编程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３?１０］．工序模型变更传播是指对某

一工序模型进行修改后，该工序模型的更改会传播到后续的工序模型中［１１?１２］．通过研究变更因素之间的

关系，构建数学模型是预测变更路径的基础［１３?１４］．目前，这方面应用较广的数学模型主要有层次分析模

型［１５］、多目标决策模型［１６］、设计结构矩阵（ＤＳＭ）模型
［１７］等．设计结构矩阵在描述多重组成关系中具有

较为突出的优势［１７?２１］，它可以清晰地表现设计因素之间的耦合、制约等复杂关系．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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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各加工特征间的设计结构矩阵，对其进行聚类分析，获取各加工特征可能的传播路径．然后，基于传播

路径，对路径中的机加工序模型、加工特征等信息进行结构化建模，形成三维工序模型变更与维护的数

据基础．最后，提出添加、删除、修改加工特征的工序模型变更和维护算法，并进行实例验证．

１　基础模型的建立

１．１　工序模型变更传播的路径分析

１．１．１　工序模型变更ＤＳＭ的建立　在工序模型变更过程中，后期工序模型中的加工特征在前期工序

模型的加工特征更改的基础上获得，即工序模型的加工特征间存在有向的关联关系．工序模型变更，如

图１所示．首先，通过外轮廓加工和扩孔操作，对工序模型１的基础特征１．１～１．５进行加工，形成新的

特征２．１～２．５（图１（ｂ））；然后，在特征２．１的基础上，通过开槽工步形成特征３．１，３．２，通过打孔工步

形成特征３．３（图１（ｃ））；最后，在特征２．１的基础上进行开异型槽工序，形成新特征４．１（图１（ｄ））．

（ａ）工序模型１　 　 　 　 （ｂ）工序模型２　　　　 　（ｃ）工序模型３　　　　　　（ｄ）工序模型４

图１　工序模型变更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ｃｈａｎｇｅ

图２　工序模型变更ＤＳＭ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ＳＭ

工序间加工特征关联关系共有１４个（图１），用１４×１４

的矩阵表示．ＤＳＭ中，若某一特征犻基于特征犼构建，则令

方阵中的第犻行第犼列的元素为１；否则，该元素为０，其中，

犻≠犼．得到的设计结构矩阵，即为该工序模型变更设计结构

矩阵，如图２所示．

１．１．２　基于ＤＳＭ 聚类的变更传播路径分析　采用文献

［１６］中的算法，得到ＤＳＭ聚类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

知：经过聚类之后，ＤＳＭ中产生了若干大小不同的子块，每

个子块中包含的加工特征的变更只会影响其对应子块中的

元素．由于不同子块的加工特征不存在耦合关系，故不同子

块之间不会发生变更传播．因此，分析或关联子块中蕴含的

加工特征成为核心问题．

根据ＤＳＭ聚类结果，得到若干个无关的加工特征关联子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对加工特征变更

图３　ＤＳＭ聚类结果　　　　　 　　　 　　　　　　　图４　特征间关联图

　　Ｆｉｇ．３　ＤＳ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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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影响路径和影响范围进行标示．

１．２　工序变更传播模型的建立

根据相似零件结构有相似工艺准则，相似的加工特征可能使用相同的加工方法［２２］．根据加工特征

的类别，可以确定已有工序模型中是否具有与新加工特征同一类别的加工特征．若存在同一类别的加工

特征，则优先将新加工特征添加到该工序模型中；否则，需要工艺人员确定新加工特征所属工序模型．

建立工序模型变更传播模型，记录工序变更发生时的加工特征的变化路径和影响范围，指导加工特

征的增加、删除、修改操作．ＤＳＭ 聚类分析结果或对应的加工特征关联子图是工序变更传播模型的基

础，在这基础上，整合各加工特征所属工序模型及加工特征类型的信息，以形式化进行表示，便于存储和

应用．变更传播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第１层节点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为根节点，其他节点均为

其子节点；第２层节点包括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ａｍｅ（存储该变更传播模型所属的工艺名称），ＰａｔｈＮｕｍ（分类标记

图５　变更传播模型的基本结构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指示变更路径的编号，即所基于的ＤＳＭ 子块或加

工特征子图）和 Ｎｏｄｅｓ（记录该变更路径所包含的

节点信息）；第３层节点包括ＰａｒｅｎｔＩＤ（存储加工特

征引用的加工特征的Ｉ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存储加工特

征的Ｉ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记录加工特征所属的特征

类型信息），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Ｎａｍｅ（记录加工特征所属的

工序模型信息）．

１．３　三维工序模型信息的建模

变更传播模型虽然包含加工特征与所属三维工序模型等部分的三维工序模型信息，但是不包含工

艺标注和未发生变化的加工特征等其他信息．三维工序模型中不仅包含新添加的加工特征，还包含已有

的、未发生变化的加工特征，即已完成加工特征．已完成加工特征在当前工序模型中不进行工艺标注，但

当在工序模型中添加、删除或修改加工特征时，可能对已完成的加工特征产生影响．因此，在建立三维工

序模型信息结构时，需要包含完整的加工特征信息、组成加工特征的几何元素信息和工艺标注信息．

综上所述，建立三维工序模型信息的组织结构，将工艺路线中的三维工序模型信息按照该结构进行

组织规范，结合变更传播模型，成为三维机加工工序模型变更传播与维护的基本信息来源．

三维工序模型信息包括工序名、加工特征、组成加工特征的几何元素和工艺标注等，形式化表示这

些信息，形成三维工序模型信息组织结构，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第１层节点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为根节点；第２

图６　三维工序模型信息组织结构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３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

层节点包括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ａｍ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Ｎａｍｅ，Ｆｅａｔｕ

ｒｅｓ（描述该工序模型包含的加工特征信息）；第３

层节点包括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Ｇｅ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存储组成加

工特征的几何元素信息），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对加工特

征进行工艺标注）；第４层节点包括ＡｎｎｏＩＤ（工艺

标注的唯一标识），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Ｅｌｅ（记录该工艺标注

所依附的几何元素）．

２　三维工序模型变更与数据维护

２．１　加工特征算法的修改

加工特征算法的修改有以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打开工序模型犻，对加工特征犽进行修改．

步骤２　在变更传播模型中，查找修改的加工特征犽，确定其所属加工特征关联子图ＰａｔｈＮｕｍ．

步骤３　根据ＰａｔｈＮｕｍ记录的加工特征间关联关系，确定依赖于加工特征犽的狀个加工特征．

步骤４　修改加工特征犽后，重新建立工序模型犻的工序模型信息，并与原工序模型信息进行对比，

将差异信息（不包含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添加到数组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ｓ（一个存储变化信息的临时数组）．根据

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存储的信息，更新犻之后所有工序模型的对应信息和三维模型．

步骤５　依赖加工特征犽的第犼（１≤犼≤狀）个加工特征进行更新，若犼＜狀，令犽＝犼，转至步骤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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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加工特征算法的删除

由于加工特征的关联性，删除加工特征的难点在于删除后的相关加工特征的处理．按照删除加工特

征在加工特征关联子图中的位置，删除后的后续加工特征的处理可以分为删除后重新链接前、后加工特

征和删除后续所有加工特征２种方式；此外，若删除加工后，导致某工序模型与前续工序模型相同，则该

工序模型不存在新的加工特征，需要删除该工序模型．加工特征算法的删除有以下８个步骤．

步骤１　打开工序模型，删除加工特征犽．

步骤２　查找待删除加工特征犽，确定其所属加工特征关联子图ＰａｔｈＮｕｍ．

步骤３　建立待删除加工特征数组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记录待删除加工特征的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和所属工序模

型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Ｎａｍｅ．

步骤４　若仅删除加工特征犽，根据ＰａｔｈＮｕｍ记录的加工特征关联关系，查找依赖于加工特征犽的

加工特征，更新这些加工特征的ＰａｒｅｎｔＩＤ，从而重建变更传播模型结构．更新加工特征犽之后的第犽＋

１，犽＋２，…个加工特征，使用添加加工特征的算法对工序模型进行维护．

步骤５　根据ＰａｔｈＮｕｍ中加工特征间关联关系，查找依赖于加工特征犽的所有加工特征，存储其

信息至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步骤６　在变更传播模型中，删除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记录的加工特征．

步骤７　根据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记录的待删除加工特征所属工序模型信息，打开对应工序模型，并删除

工序模型信息中的加工特征信息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步骤８　判断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记录的待删除加工特征所属工序模型信息中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节点下是否为

空，若为空，则删除该工序模型．

２．３　加工特征算法的添加

在工艺路线中添加新的加工特征，可以分为对后续加工特征有影响和无影响２类．在新加工特征归

属三维工序模型方面，若新加工特征对后续加工特征无影响，则可以将此加工特征添加到任一三维工序

模型，考虑加工效率和经济性，优先将新加工特征添加到有相似特征的工序模型中；若新加工特征对后

续加工特征有影响，则必须将新加工特征归属于受影响的加工特征所属的工序模型或其前续加工模型．

考虑新添加加工特征的不同类型，加工特征算法的添加有以下９个步骤．

步骤１　遍历变更传播模型中的Ｎｏｄｅｓ节点下的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属性，若存在与待添加加工特征犽

同类型的加工特征，转至步骤２；否则，进入步骤３．

步骤２　在与待添加加工特征同类型的加工特征集合中选取一个加工特征，记为加工特征，获取其

对应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Ｎａｍｅ属性，即该加工特征所处的工序模型记为工序模型犻，从而确定待添加加工特征

所属工序模型，转至步骤４．

步骤３　根据工艺设计基本原则，选取某一工序模型作为新加工特征的依赖工序模型，记为工序模

型犻，也可以在工序模型尾部新建工序模型作为新加工特征的依赖工序模型．

步骤４　考察新添加加工特征犽与变更传播模型中各加工特征的关联关系．若加工特征犽处于某

一加工特征关联子图的尾部，则在变更传播模型中对应ＰａｔｈＮｕｍ的Ｎｏｄｅｓ节点下新建加工特征犽相

关信息，并使用ＰａｒｅｎｔＩＤ属性建立关联关系；若加工特征犽处于某一加工特征关联子图中，则在变更传

播模型中对应ＰａｔｈＮｕｍ的Ｎｏｄｅｓ节点下新建加工特征犽相关信息，并查找依赖于加工特征犽的加工

特征，更新这些加工特征的ＰａｒｅｎｔＩＤ，从而重建变更传播模型结构．

步骤５　若新建工序模型，转至步骤９．

步骤６　根据ＰａｔｈＮｕｍ记录的加工特征间关联关系，确定依赖于加工特征犽的狀个加工特征．

步骤７　新添加（修改）加工特征犽后，重新建立工序模型犻的工序模型信息，并与原工序模型信息

进行对比，将差异信息（不包含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添加到数组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ｓ．根据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存储

的信息，更新犻之后所有工序模型的对应信息和三维模型．．

步骤８　依赖加工特征犽的第犼（１≤犼≤狀）个加工特征进行更新，若犼＜狀，令犽＝犼，转至步骤７．

步骤９　拷贝工艺路线中的最后一个工序模型及信息，更新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Ｎａｍｅ，并删除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节点

下所有的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信息．将新添加加工特征信息添加到该工序模型Ｆｅａｔｕｒｅｓ节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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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例分析

以图１所示零件的加工过程为例，对节２加工特征变更方法进行有效性验证．在图１的基础上添加

模型尺寸，得到初始加工工序模型，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犚为外圆半径；Φ为孔直径．

　 （ａ）工序模型１　 　　 　　（ｂ）工序模型２　 　　　　　（ｃ）工序模型３　　　　　　（ｄ）工序模型４　　

图７　初始加工工序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ｍｍ）

３．１　加工特征的修改

假定待修改的加工特征为工序模型２中的外轮廓加工特征，要求上、下２个加工面分别加工１ｍｍ，

得到工序模型２′．修改外轮廓加工特征后，根据工序模型２′重建工序模型信息，将新工序模型信息与原

工序模型信息进行对比，在工序模型信息变化的基础上，更新后续工序模型，得到工序模型３′，４′，如图

８所示．

（ａ）工序模型１　　　　　（ｂ）工序模型２′　 　 　　　（ｃ）工序模型３′　　　 　　（ｄ）工序模型４′

图８　修改加工特征后的工序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ｉｔ：ｍｍ）

由图４可知：工序模型３中的２个开槽加工特征依赖于外轮廓加工特征．故更改上加工面，开槽加

工特征也将随之发生更改．因此，再次使用修改加工特征算法，进行加工特征修改，得到修改后的工序模

型３″，４″，如图９所示．

（ａ）工序模型１　 　 　 　（ｂ）工序模型２′　　　　　　（ｃ）工序模型３″　 　　　　（ｄ）工序模型４″

图９　变更维护后的工序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ｕｎｉｔ：ｍｍ）

３．２　加工特征的删除

假定待删除加工特征为图７中工序模型３中的２个槽特征和孔特征．根据删除加工特征算法，在变

更传播模型中查找待删除加工特征，由图４可知：工序模型３中的２个槽特征（特征３．１，３．２）和孔特征

（特征３．３）位于加工特征关联子图的尾部，即无其他加工特征依赖于这２个槽特征和孔特征．因此，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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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变更传播模型中２个槽特征和１个孔特征对应的节点及工序模型３中的加工特征，更新工序模型４，

得到删除加工特征后的工序模型，如图１０所示．由于工序模型３中的加工特征已经被删除，因此，删除

工序模型３．

　 （ａ）工序模型１　 　　 　　（ｂ）工序模型２　　　　　　（ｃ）工序模型３　　　 　 　（ｄ）工序模型４　　

图１０　删除加工特征后的工序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ｕｎｉｔ：ｍｍ）

３．３　加工特征的添加

假定需要在底座上添加倒角特征，该加工特征也属于外轮廓加工．遍历变更传播模型中各节点下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属性，查找变更传播模型中存在外轮廓加工特征２．１（图４），从而确定将倒角特征添加到

工序模型２中．由于不存在依赖于倒角特征的加工特征，因此，将倒角特征直接添加到变更传播模型中

对应的加工特征关联子图的尾部．将加工特征添加到工序模型２中，重建工序模型信息，将新工序模型

信息与原工序模型信息进行对比，在工序模型信息变化的基础上，更新后续工序模型，得到添加加工特

征后的工序模型，如图１１所示．

　 （ａ）工序模型１　 　　 　　（ｂ）工序模型２　 　　　　　（ｃ）工序模型３　　　 　 　（ｄ）工序模型４　　

图１１　添加加工特征后的工序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ｉｔ：ｍｍ）

４　结束语

从工艺路线中的加工特征着手，以ＤＳＭ聚类分析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对加工特征变更传播的可

能路径和影响范围进行分析，从而建立变更传播模型记录加工特征的关联关系及其与工序模型的对应

关系．通过建立适用于变更传播模型的工序模型信息组织结构，对工序模型信息进行组织管理，并通过

研究不同类型变更来源的应对策略，实现三维机加工工序模型变更传播与维护．实例验证表明：与基于

特征关联进行三维工序模型变更的方法相比，文中方法在加工路径的多样性和加工特征的灵活性方面

更具有优势，在工序模型的变更与维护上也更具有可靠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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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行星排客车混动系统控制策略对比

孙贵斌１，２，卓文得１，李英１，马腾腾３

（１．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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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及降低汽车的尾气排放，从中国城市典型工况的动力需求出发，

以单行星排１０．５ｍ城市公交客车为研究对象，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建立整车经济性计算模型；然后，对比分

析客车在单一目标控制策略和双层筛选全局优化控制策略下的节油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城市典型工

况下，客车采用双层筛选全局优化控制策略比采用单一目标控制策略节油效果更为显著，节油率高达４．４％．

关键词：　混合动力；全局优化；控制策略；单行星排

中图分类号：　Ｕ４６９．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４６４?０６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犆狅狀狋狉狅犾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犳狅狉

犎狔犫狉犻犱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犛犻狀犵犾犲?犘犾犪狀犲狋犅狌狊

ＳＵＮＧｕｉｂｉｎ１
，２，ＺＨＵＯＷｅｎｄｅ１，ＬＩＹｉｎｇ１，ＭＡＴｅｎｇｔｅ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ｊ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３．ＦｕｊｉａｎＦｕｇｏ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ｆｕ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ｓｉｎｇｌ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ｒｏｗ１０．５ｍｃｉｔｙｂｕｓ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

ｍａｎｄ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ＭＡＴＬＡ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ｈｅｆｕ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ｎ

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ｅｌｓａｖ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４．４％，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ｏ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ｙｂｒｉｄｐｏｗ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ｅｔ

在不同工况下，合理地运用混合动力汽车的两套动力系统，不仅可以降低汽车的排放和改善燃油经

济性，也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能和增加续航里程［１］．为此，国内外学者对混合动力汽车的控制策略进

行了大量研究．Ｐｉｓｕ等
［２］从混合动力汽车的规则控制策略、自适应等油耗最小控制策略、鲁棒控制策略

和动态规划法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得出自适应等油耗最小控制策略的节油效果．Ａｈｎ等
［３］应用帕累托

最优理论，提出多目标能量管理控制策略．李篧
［４］提出解决混合动力汽车多目标匹配问题的方法，即权

重法和非归一法．张松等
［５］通过对遗传算法和粒子群算法进行改进，提出一种对混合动力汽车控制策略

的混合优化算法．林潇等
［６］分析和对比了基本型优化控制算法、改进型优化控制算法和规则控制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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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效果和燃油经济性．张岩
［７］利用ＣＲＵＩＳＥ，Ｓｔａｔｅｆｌｏｗ等构建一条能够反映实际运行情况的行驶工

况．方华
［８］开发了典型的上海城市道路工况及典型市区、郊区混合动力系统台架试验循环工况．李军

等［９］完成了驱动电机、变速器和动力电池组在纯电动方面的动力性和经济性之间的优化匹配．上述研究

在燃油经济性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都是从单一控制策略出发的．本文从研究双层筛选全局优化

控制策略出发，通过建模分析，以实现混合动力汽车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图１　单行星排系统构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１　模型分析

１．１　系统结构分析

单行星排系统（ＥＣＶＴ）构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发动机通过

减震器与行星齿轮系行星架ＰＣ进行连接，ＩＳＧ电机 Ｍ１与行星轮系

太阳轮Ｓ相连，驱动电机 Ｍ２与行星轮系齿圈Ｒ相连，整个系统通过

齿圈Ｒ连接后桥进行输出动力
［１０］．ＥＣＶＴ系统始终满足线性关系为

（１＋犽）犖ＰＣ ＝犖Ｓ＋犖Ｒ·犽，

犜Ｓ＋犜Ｒ＋犜ＰＣ ＝０，　　犜Ｓ·犽＝犜Ｒ
｝． （１）

式（１）中：犖Ｓ，犜Ｓ分别为太阳轮的转速和转矩；犖Ｒ，犜Ｒ 分别为齿圈的转速和转矩；犖ＰＣ，犜ＰＣ为分别行星架

的转速和转矩；犽＝犚Ｒ／犚Ｓ
［１１］，其中，犚Ｒ 为齿圈的半径，犚Ｓ为太阳轮的半径．

以单行星排１０．５ｍ城市公交客车为例展开研究，整车的主要参数如下：轮胎半径狉为４７８ｍｍ；最

大总质量犿为１６５００ｋｇ；主减速器比犻０ 为６．１４；迎风面积犃为７ｍ
２；风阻系数犆Ｄ 为０．６５；滚动阻力

系数犳为０．０８５；传动效率ηｔ为０．９５；旋转质量系数δ为１．０５．

１．２　路况需求分析

依据ＧＢ／Ｔ１９７５４－２０１５《重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试验方法》对重型商用混合动力车进

图２　中国城市典型工况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ｉｅｓ

行燃油经济性考核时，其考核工况为中国城市典型工况，为了便

于研究，去除工况中车速为０的点，得到路谱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狋为时间；狏为车速．

对于同一工作状态下的车辆，同一道路工况下的扭矩需求是

相同的，将上述典型工况以１ｓ为步长进行采样化，求出每个步长

下车辆行驶需求的扭矩犜犻和转速犖犻，即

犜犻 ＝ （犿犵犳狌犻ｃｏｓα＋
犆Ｄ犃

２１．１５
狌２犻 ＋犿犵狌犻ｓｉｎα＋δ犿

ｄ狌犻
ｄ狋犻
）狉／（犻０η狋），

犖犻＝
狌犻犻０
０．３７７狉

，　　犻∈ （０，狋ｍａｘ）．

上式中：犵为重力加速度常数；狌犻 为行驶速度；α为坡度角；狋ｍａｘ为

上述路谱的时长．

求解出目标工况的全部需求扭矩犜犻和转速犖犻，结果如图３所示．

　　（ａ）工况驱动需求转速　　　　　　　　　　　　　　　（ｂ）工况驱动需求转矩

图３　中国城市典型工况下转速和转矩需求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ｍａｎ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ｔｏｒｑｕｅｕｎｄｅｒｔｙｐ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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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优化策略

２．１　单一目标优化策略

在同一时刻，整车的转速和转矩需求是一定的，ＥＣＶＴ系统的优势在于可以控制此需求的提供，既

可以选择用纯电动和混动二者其中之一的模式进行驱动，又可以在混动模式时，分配发动机和驱动电机

二者参与驱动和回收能量的比例．由于电机和发动机本身都有自己工作的高效率区间，因此，合理协调

各部件进行有效工作是进行控制优化的重点．当系统采用纯电动模式时，系统需要（含驱动和制动）的

犖犻和犜犻完全由驱动电机提供，可以表示为

犖犻＝犖ｍｏｔ，犻，　　犜犻 ＝犜ｍｏｔ，犻． （２）

式（２）中：犖ｍｏｔ，犻，犜ｍｏｔ，犻分别表示驱动电机实际提供给车辆驱动的转速和扭矩．

当系统切换为混动模式时，发动机启动并参与提供系统需求，但参与的程度与整车控制策略有

关［１２］．单一目标优化策略主要以发动机为优化目标，将发动机始终置于高效工作区，优先参与驱动，动

力不足的部分由驱动电机补充，可以表示为

犖犻＝犖ｍｏｔ，犻，　　犜犻 ＝犜ｍｏｔ，犻＋犜ｅｎｇ，犻·犽／（１＋犽）． （３）

２．２　双层筛选全局优化策略

全局优化策略就是综合考虑所有可能存在的工作点，通过大量计算求解最佳的工作点［１３１４］．ＥＣＶＴ

属于三元件运动系统，单一的发动机优化并不能保证整车系统的最优经济性，且没有考虑驱动电机和发

电机的效率．为此，提出一种双层筛选全局优化策略，兼顾三者的效率，实现以中国城市典型工况为例的

燃油经济性最优化．

２．２．１　确定发动机的转速工作范围　根据式（１）和ＮＧＷ 型行星轮系原理可知，发动机转速犖ｅｎｇ的工

作范围除了受自身的物力特性约束外，还受系统需求转速犖犻和ＩＳＧ电机的转速犖ｉｓｇ限制，可表示为

犖ｅｎｇ，ｍａｘ≥犖ｅｎｇ≥犖ｅｎｇ，ｍｉｎ，

犖ｅｎｇ＝ （犖ｉｓｇ＋犽犖犻）／（１＋犽），

犖ｉｓｇ，ｍａｘ≥犖ｉｓｇ≥犖ｉｓｇ，ｍｉｎ，

犖犻，ｍａｘ≥犖犻≥

烍

烌

烎０．

（４）

式（４）中：犖ｅｎｇ，ｍａｘ，犖ｅｎｇ，ｍｉｎ分别为发动机最高转速和最低工作转速（怠速）；犖ｉｓｇ，ｍａｘ，犖ｉｓｇ，ｍｉｎ分别为ＩＳＧ电

机最高工作转速和最低工作转速（一般为０）．最后，得出发动机的可利用转速范围为犖ｅｎｇ，ｌｏｗ～犖ｅｎｇ，ｈｉｇｈ．

２．２．２　确定发动机的扭矩工作范围　在该行星轮系中，发动机转矩犜ｅｎｇ的工作范围除了受自身物力特

性限制外，由式（１）可知，主要受ＩＳＧ电机转矩犜ｉｓｇ工作范围的影响，可表示为

犜ｅｎｇ，ｍａｘ≥犜ｅｎｇ≥犜ｅｎｇ，ｍｉｎ，

犜ｅｎｇ ＝犜ｉｓｇ（１＋犽），

犜ｉｓｇ，ｍａｘ≥犜ｉｓｇ≥犜ｉｓｇ，ｍｉｎ

烍

烌

烎．

（５）

式（５）中：犜ｅｎｇ，ｍａｘ，犜ｅｎｇ，ｍｉｎ分别为发动机的最大工作扭矩和最低工作扭矩（一般为０）；犜ｉｓｇ，ｍａｘ，犜ｉｓｇ，ｍｉｎ分别为

ＩＳＧ电机的最大工作扭矩和最低工作扭矩（一般为０）；变量均取绝对值．

２．２．３　能耗的折算规则　由于上述已对工况进行１ｓ步长的统一采样化，所以在求解最小能耗时，只

需得出每个采样时刻的最小需求能耗即可．为了统一评价标准，将驱动电机和ＩＳＧ电机的能耗统一折

算为油耗，能耗计算式为

犞ｅｎｇ，犻 ＝犳（犜ｅｎｇ，犻，犖ｅｎｇ，犻，犈ｅｎｇ，犻，犆ｅｎｇ），

犞ｍｏｔ，犻 ＝犳（犜ｍｏｔ，犻，犖ｍｏｔ，犻，犈ｍｏｔ，犻，犆ｍｏｔ），

犞ｉｓｇ，犻 ＝犳（犜ｉｓｇ，犻，犖ｉｓｇ，犻，犈ｉｓｇ，犻，犆ｉｓｇ）

烍

烌

烎．

（６）

式（６）中：犻表示当前采样时刻；犆ｍｏｔ和犆ｉｓｇ中，涵盖油耗转电耗的转换系数，该系数主要由柴油的热值、柴

油密度和柴油机的热机效率决定［１５１６］．

２．２．４　策略设计　上述基础设定后，进行第一次筛选，选出满足要求的子集（犜ｅｎｇ，犻，犖ｅｎｇ，犻），其思路为

（犜ｅｎｇ，犻１，犖ｅｎｇ，犻１），　　犞 ＝ｍｉｎ（犞ｅｎｇ，犻＋犞ｍｏｔ，犻＋犞ｉｓｇ，犻），　　犖ｅｎｇ，ｌｏｗ ≤犼≤犖ｅｎｇ，ｈｉｇｈ． （７）

以１ｒ·ｍｉｎ－１为步长，从犖ｅｎｇ，ｌｏｗ循环到犖ｅｎｇ，ｈｉｇｈ，第一次筛选后，得出的（犜ｅｎｇ，犻１，犖ｅｎｇ，犻１）值并非是唯一值，

６６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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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第二次筛选．因为每个步长时长仅为１ｓ，且相对转速响应来说，转矩响应较快，为了防止相邻

步长发动机转速跳动过大，第二次筛选选取步长内转速相对变化最小值，即

（犜ｅｎｇ，犻２，犖ｅｎｇ，犻２），　　ｍｉｎ（狘犖ｅｎｇ，犻－犖ｅｎｇ，犻＋１狘），　　犻∈ （０，狋ｍａｘ）． （８）

图４　基础策略发动机工作点分布

Ｆｉｇ．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二次筛选后，发动机的最佳工作点为（犜ｅｎｇ，犻２，犖ｅｎｇ，犻２）．

３　优化结果与分析

３．１　单一目标优化结果

整个过程发动机转速设置为１１００ｒ·ｍｉｎ－１，根据需

求动态调整发动机扭矩，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技术，建立整

车仿真计算模型，可求解出中国城市典型工况行驶过程中，

发动机的转速（犖）、转矩（犜）在其效率 Ｍａｐ图中的分布，如

图４所示．图４中：曲线为有效燃油消耗等值线；点为发动

机的工作点．由图４可知：在该状况下，发动机的工作点都

落在相对高效的工作区域里面，起到较好的节油作用．

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技术对该工况行驶过程中，ＩＳＧ

发电机和驱动电机的转速、转矩在其效率 Ｍａｐ图中的分布进行求解，结果如图５，６所示．图５，６中：黑

色细实线为电机的驱动效率曲线；数据标签代表电机当前转速下的驱动效率值；点分别为ＩＳＧ发电机

和驱动电机的工作点；粗虚线代表电机的外特性曲线，电机的转速和转矩不会超过此曲线范围，由于电

机在驱动状态时，其转矩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外特性曲线随着转速增加呈下降的趋势．

　图５　基础策略ＩＳＧ电机工作点分布 　　　　　　　　　图６　基础策略驱动电机工作点分布

　Ｆｉｇ．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Ｇ　　　　　　Ｆｉｇ．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由图５，６可知：虽然发动机的大多数工作点都落在相对高效的工作区域内，但是ＩＳＧ发电机和驱

图７　优化策略发动机工作点分布

Ｆｉｇ．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动电机的工作点有多数没有落在相对高效的工作区域内，

由此可见，只以发动机为优化目标，并不能兼顾ＩＳＧ电机

和驱动电机的能耗优化，该策略并不能实现较好的整车经

济性，还需要进一步对各部件之间的协调工作进行优化．

３．２　双层筛选全局优化结果

求解出发动机的最佳工作转速和转矩后，导入典型工

况需求，通过仿真计算出发动机、ＩＳＧ电机和驱动电机的转

速、转矩在其 Ｍａｐ图中的分布，结果如图７～９所示．

对比图４和图７可知：双层筛选全局优化后，发动机的

工作点仍然大部分都落在相对高效工作区内，但是分布较

为分散．对比图５和图８，图６和图９可知：优化后，ＩＳＧ电

机与驱动电机都有更多工作点落在相对高效工作区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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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双层筛选全局优化后，发电机和驱动电机的工作效率要明显优于单一目标控制策略．

　　图８　优化策略ＩＳＧ电机工作点分布　　　　　　　　　 图９　优化策略驱动电机工作点分布

　　Ｆｉｇ．８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Ｇ　　　　　　Ｆｉｇ．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３　结果对比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对比两种策略对经济性的影响效果，将整个典型工况下，发动机的油耗和系统折合

油耗进行曲线化对比，如图１０，１１所示．图１０，１１中：犞 为油耗．

由图１０可知：基础策略发动机的实时油耗曲线峰值相对稳定，起伏较小，而优化策略发动机的实时

油耗曲线峰值起伏较大，显然，两种策略下，发动机的启动时刻和同一采样时刻下发动机的实时油耗差

别较大，表明二者的控制策略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

　　图１０　发动机油耗实时对比　　　　　　　　　　　图１１　系统折合油耗实时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图１２　ＥＣＶＴ系统工作模式推荐划分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ＥＣＶＴｓｙｓｔｅｍ

由图１１可知：优化策略的实时折合油耗在每个采样时

刻下均低于基础策略，从而证明优化策略对提高整车燃油

经济性效果更好．另外，通过仿真对比两种策略下的油耗，

得到基础策略下的每１００ｋｍ综合油耗为１５．１４Ｌ，优化策

略下的每１００ｋｍ综合油耗为１４．４７Ｌ，每１００ｋｍ油耗降

低了０．６７Ｌ，证明了优化策略的可行性．

为了更好地指导实际车辆的程序设计，根据上述优化

结果，将典型工况按照时间变量进行工作模式划分，结果如

图１２所示．由图１２可导出相应时刻的三元件推荐转速、转

矩数据，供程序设计参考．

４　结束语

通过对单行星排客车混动系统控制优化策略的研究，提出一种双层筛选全局优化策略方法．相比于

８６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单一控制策略，该方法兼顾了发动机、驱动电机和ＩＳＧ电机的效率，从而使研究更具真实性和运用性．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建立的整车经济性计算模型，对两种策略的结果进行详细地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相较

于单一控制策略，双层筛选全局优化控制策略节油显著，节油率高达４．４％以上，可显著提高整车的燃

油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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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广义极值分布的公路桥梁

车辆荷载效应极值预测

刘均利１，２，余学志１，余文成１，２，景天虎１，２，张晋豪３

（１．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２．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３．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３０）

摘要：　为改善对汽车荷载效应样本的统计拟合，建立随机变量的均值、偏差系数、变差系数与广义极值分布

的形状参数、尺度参数、位置参数的一一对应关系．采用广义极值分布适线法拟合车辆荷载效应区间最大值样

本的概率分布．首先，以矩法计算样本均值和变差系数，假定偏差系数，计算广义极值分布的形状参数、尺度参

数和位置参数；然后，将样本点和理论频率曲线绘制到海森机率格纸上，按照理论频率曲线与实测数据拟合得

最好的原则选定统计参数，并确定汽车荷载效应样本的理论频率曲线；最后，采用经典极值理论建立设计基准

期荷载效应最大值分布．采用某公路一个车道３９周的动态称重系统（ＷＩＭ）数据，建立车辆荷载效应模型，并

与最大似然法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文中方法更能反映样本分布曲线尾部特征，且实际最大基准期车辆荷

载效应远大于现行公路?Ⅰ级汽车荷载效应．

关键词：　桥梁工程；车辆荷载效应；广义极值分布；适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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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ｗａｓｂｅｓｔｆｉｔ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ｍｐｌｅ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Ｌａｓｔｌｙ，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ｅｄ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ｉｎｍｏ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ｏｎ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ａｎｅｏｆａ

ｈｉｇｈｗａｙｂｒｉｄｇｅｏｖｅｒａ３９ｗｅｅｋ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ｔｈｅｎ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ｗｈｉｃｈａ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ｔａｉ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ｆａ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ｗａｙｇｒａｄｅⅠ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ｅｆｆｅｃ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汽车荷载是公路桥梁结构承担的主要可变荷载，是影响结构安全与耐久性能的重要因素．随着车辆

动态称重技术（ＷＩＭ）的发展，在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获取车质量、轴质量和轴距等数据，

并获得车辆荷载效应样本．于是，外推汽车荷载模型正成为新的热点．极值外推是基于短时汽车荷载效

应数据预测长周期极端值的重要方法［１?２］．目前，常用的建立车辆荷载模型的方法有基于随机变量假定

拟合经验外推和基于经典极值理论的最大值外推．基于随机变量假定拟合经验外推方法是将车辆荷载

效应假定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通过对随机变量经验分布的拟合，获取相关参数，并在正态概率

纸上进行直线外延，从而获取相关极值［３?５］．基于经典极值理论的最大值外推方法的关键是车辆荷载效

应样本的构建及其概率分布的拟合．而完成车辆荷载效应样本的构建及其概率分布的拟合方法有两种：

一是构建车辆荷载效应区间最大值样本，常采用极值Ⅰ型拟合样本概率分布函数
［６］；二是以所有车辆荷

载效应值作为样本，但其概率分布函数复杂．文献［７?８］先采用广义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拟合车辆荷载效应样

本尾部的概率分布，再采用极值Ⅰ型描述车辆荷载在不同时段内的最大值概率分布．但不论采用哪种方

法，车辆荷载效应样本分布曲线较大值一侧的形状及走势对设计基准期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分布都起

着主导作用［２，９］．本文采用车辆荷载效应区间最大值构建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样本，在借鉴水文学中的

适线法［１０］基础上，在海森机率格纸上采用广义极值分布拟合样本区间最大值分布，并利用经典极值理

论外推设计基准期最大值分布．

１　广义极值分布及相关统计参数

１．１　概述

广义极值分布包括极值Ⅰ型（Ｇｕｍｂｅｌ分布）、Ⅱ型（Ｆｒéｃｈｅｔ分布）和Ⅲ型分布（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１９５５

年，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１１］从理论上证明了上述３种分布模型可概括成一个通式，即具有３参数的极值分布函数，

称为广义极值分布（记为ＧＥＶ），其标准化分布函数
［１２］为

犉（狓）＝ｅｘｐ － １＋犽
狓－μ（ ）（ ）σ

－１／

（
犽

． （１）

式（１）中：狓为随机变量犡 的取值；犽，σ，μ分别为形状参数、尺度参数和位置参数，其中，σ值恒为正值．当

犽＝０时，式（１）为极值Ⅰ型（Ｇｕｍｂｅｌ分布），－∞＜狓＜∞；当犽＞０时，式（１）为极值Ⅱ型（Ｆｒéｃｈｅｔ分布），

μ－σ／犽≤狓＜∞；当犽＜０时，式（１）为极值Ⅲ型分布（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狓≤μ－σ／犽．

为采用适线法拟合车辆荷载效应样本最大值分布，必须先建立广义极值分布的参数犽，σ，μ与常用

的统计参数（均值珚狓，标准差犛或变差系数犆狏 和偏差系数犆狊）之间的关系．类似的，金光炎
［１３］也建立了

广义极值分布的参数犽，σ，μ与其统计参数（均值珚狓，标准差犛或变差系数犆狏 和偏差系数犆狊）之间的关

系，但当参数犽≠０时，其采用的广义极值分布函数形式与文中的不同．故先建立广义极值分布的分布参

数与统计参数之间的关系．

１．２　极值Ⅰ型（犽→０）

当犽→０时，式（１）为极值Ⅰ型分布，则式（１）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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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狓）＝ｅｘｐ －ｅｘｐ －
狓－μ（ ）（ ）σ

． （２）

　　根据金光炎
［１３］的研究，变量犡的统计参数为珚狓＝μ＋γσ，犛狓＝σπ／槡６，犆狊＝１．１３９５５，其中，γ为欧拉

常数，约等于０．５７７２１５７．

１．３　极值Ⅱ，Ⅲ型（犽≠０）

为推导广义极值分布变量犡的分布参数与统计参数的关系，引入变量犣，取狕＝１＋犽·
狓－μ
σ
，其中，

狕为随机变量犣的取值，则变量犣的分布函数为

犉（狕）＝ｅｘｐ（－狕－
１／犽）． （３）

　　变量犣的狉阶原点矩犿狉，狕＝Γ（１－狉犽）．根据中心矩与原点矩的关系，可得变量犣的均值（珔狕）、标准

差（犛狕）和偏差系数（犆狊，狕）为

珔狕＝犿１，狕 ＝Γ（１－犽）， （４）

犛狕 ＝ Γ（１－２犽）－Γ
２（１－犽槡 ）， （５）

犆狊，狕 ＝
Γ（１－３犽）－３Γ（１－２犽）Γ（１－犽）＋２Γ

３（１－犽）

［Γ（１－２犽）－Γ
２（１－犽）］

３
２

． （６）

　　根据变量犡和变量犣的关系，可得变量犣的均值（珚狓）、标准差（犛狓）和偏差系数（犆狊，狓）为

珚狓＝
Γ（１－犽）－１

犽
σ＋μ， （７）

犛狓 ＝
σ Γ（１－２犽）－Γ

２（１－犽槡 ）

狘犽狘
， （８）

犆狊，狓 ＝
Γ（１－３犽）－３Γ（１－２犽）Γ（１－犽）＋２Γ

３（１－犽）

［Γ（１－２犽）－Γ
２（１－犽）］

３
２

． （９）

　　综上所述，统计参数均值珚狓、变差系数犆狏、偏差系数犆狊 与广义极值分布函数的形状参数犽、尺度参

数σ、位置参数μ之间的计算关系，可参照式（７）～（９）或在犽＝０时，变量犡的统计参数计算式．

从上述公式可知：只要犽值已知，则犆狊为犽的函数（犽≠０）或为常数（犽＝０），由此可建立犽～犆狊的关

系；反之，指定犆狊值，可以试算出相应的犽值．

２　离均系数计算及适线法步骤

２．１　离均系数

定义随机变量犡的离均系数
［１０］为

Φ犘 ＝
狓犘－珚狓

犛狓
． （１０）

式（１０）中：狓犘 为概率犘 对应的变量值；珚狓为随机变量犡 的均值；犛狓 为随机变量犡 的标准差．

　　当犽＝０时，将式（２）及变量犡的统计参数代入式（１０），可得频率犘对应的离均系数Φ犘 为

Φ犘 ＝
－槡６｛γ＋ｌｎ［－ｌｎ（１－犘）］｝

π
． （１１）

　　当犽≠０时，将式（１），（７），（８）代入式（１０）中，可得频率犘对应的离均系数Φ犘 为

Φ犘 ＝±
（－ｌｎ犘）－

犽
－Γ（１－犽）

Γ（１－２犽）－Γ
２（１－犽槡 ）

． （１２）

　　当犽＞０时，Φ犘 取正号；当犽＜０时，Φ犘 取负号．据此，可以建立犽～Φ犘 的关系．由于犆狊为犽的函数，

即犽＝犳（犆狊），则可以建立犆狊～Φ犘 的关系．因此，广义极值分布的变量值的计算式为

狓犘 ＝珚狓（１＋Φ犘犆狏）． （１３）

２．２　适线法

适线法是选定统计参数，绘制理论频率曲线的一种方法，主要有以下４个步骤
［１０］．

步骤１　计算车辆荷载效应样本，并选取区间最大值组成最大值效应样本，按大小递增次序排列，

计算各变量的经验频率，并将样本值和样本经验频率绘制到海森机率格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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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２　应用矩法公式计算均值珚狓和变差系数犆狏，并假定偏差系数犆狊，在绘有经验频率点群（或曲

线）的同一海森机率格纸上，绘出理论频率曲线．

步骤３　观察理论频率曲线与经验频率曲线（尤其是较大值一侧尾部）的符合程度，反复调整统计

参数犆狊，直到两者符合得最好为止，即可确定统计参数珚狓，犆狏 和犆狊的采用值．

步骤４　根据统计参数珚狓，犆狏 和犆狊，计算广义极值分布的形状参数犽，尺度参数σ和位置参数μ．

３　应用实例和分析

收集某高速公路一车道３９周的动态称重系统的实测车辆数据，共计１６１１９９２个原始车辆数据，按

照车辆总质量大于或等于８ｔ的规则进行筛选，得到２２７８６７个重车车辆数据．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采

用影响线加载方法编程计算标准跨径（犱）为１３，２０，２５，３０ｍ的简支梁桥的车辆荷载效应，选取荷载效

应周最大值作为样本．将样本绘制到海森机率格纸上，调整统计参数，选定一条与经验点拟合良好的频

率曲线，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犕７ 为７ｄ最大弯矩．确定的统计参数和广义极值分布参数，如表１所示．

　 　　（ａ）犱＝１３ｍ　　　　　　　　　　　　　　　　　　　　（ｂ）犱＝２０ｍ　

　 　 　（ｃ）犱＝２５ｍ　　　　　　　 　　　 　　　　　　　　　 （ｄ）犱＝３０ｍ　

图１　设计基准期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

表１　车辆荷载效应样本的统计参数与分布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ｍｐｌｅ

犱／ｍ
统计参数

珚狓 犆狏 犆狊

分布参数

犽 μ σ

１３ ９７７．１３０８ ０．０６１９ －０．９３９９ －０．０３５８ ９５０．３７９７ ４９．２７６１

２０ １８５６．４９２４ ０．０７４７ －１．０９７１ －０．００７２ １７９４．２７４０ １０９．１３１２

２５ ２５６１．６４２９ ０．０８２５ －０．９４９２ －０．０３４１ ２４６３．８１６４ １７９．６５４７

３０ ３２４０．３９３０ ０．０８６１ －１．１０４１ －０．００６０ ３１０９．５００９ ２２９．１１１３

　　由于荷载效应的较大值是桥梁安全的控制因素，因此，将数据拟合的重点放在较大值一侧尾部１／３

的数据上，并采用曲线与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作为拟合程度的指标．相关系数可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内

部二维相关系数函数计算得到．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只选取较大值一侧尾部１／３的数据；ε为

相关系数．由表２可知：将最大似然法计算的广义极值曲线、极值Ⅰ型曲线与文中方法结果进行比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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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中方法计算出的分布曲线的较大值一侧尾部走势与实测数据更吻合．

表２　３种拟合曲线与原始数据的吻合程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ｄｅｇｒｅ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ｅ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

犱／ｍ ε（最大似然法曲线） ε（适线法曲线） ε（极值Ⅰ型曲线）

１３ ０．９３８０ ０．９４１１ ０．９２３１

２０ ０．９０７８ ０．９１４１ ０．８９２６

２５ ０．９４８３ ０．９４９６ ０．９３５６

３０ ０．９４０８ ０．９４４５ ０．９２４４

分别采用适线法确定广义极值分布

（样本）曲线、极大似然法确定的广义极值

（样本）曲线和 Ｇｕｍｂｌｅ分布（样本）曲线，

并根据经典极值理论外推设计基准期为

１００ａ的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概率分布，其

分布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犕 为跨中

弯矩；ζ为分布概率．由图２可知：不同样

本分布曲线，对设计基准期车辆荷载效应

极大值的概率分布有显著地影响，并且桥梁跨径越小，影响越显著．

　 　　（ａ）犱＝１３ｍ　　　　　　　　 　　 　　　　　　　　　（ｂ）犱＝２０ｍ　

　 　 　（ｃ）犱＝２５ｍ　　　　　　　　　　　　　　　　　　　　　 （ｄ）犱＝３０ｍ

图２　设计基准期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

取车辆荷载效应的９５％分位值为标准值
［１４］，标准跨径为１３，２０，２５，３０ｍ的车辆荷载效应在设计基

准期为１００ａ的预测值，如表３所示．表３中：引入文献［１５１６］的公路?Ⅰ级车辆荷载作用效应与适线

法、ＧＥＶ极大似然法、极值Ⅰ型分布进行对比．

表３　车辆荷载效应标准值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Ｎ·ｍ　

计算方法
犱／ｍ

１３ ２０ ２５ ３０

犕（适线法） １４１５．７６ ３００１．４０ ４１７６．１２ ５６６１．１３

犕（ＧＥＶ?极大似然法） １２０９．１５ ２５３２．０２ ４１１７．５２ ５６４０．７８

犕（极值Ⅰ型分布） １５１３．２４ ２８９６．７４ ４０７６．０５ ５３５０．３９

犕（文献［１５］） ８４７．６８ １５９４．８１ ２２９２．００ ３０７０．０８

犕（文献［１６］） １０８０．２９ １８８９．３１ ２６０４．００ ３３７５．３６

　　由表３可知：不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得出的车辆荷载效应标准值都远大于规范要求
［１５１６］的公路?Ⅰ

级车辆荷载作用效应．由此可知，该高速公路中实际的车辆荷载远大于规范中所给的设计车辆荷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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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采用适线法确定广义极值分布参数，更注重样本分布曲线尾部形状、走势与实测数据的一致性，更

能反映超重车辆的影响，其拟合效果优于采用极大似然法计算的广义极值分布曲线和极值Ⅰ型分布的

拟合结果，并且非常适合用于设计基准期内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的外推．该高速公路实际的车辆荷载远

大于规范要求［１５１６］的公路?Ⅰ级车辆荷载．因此，规范中给出的设计车辆荷载是否满足当下实际高速公

路中车辆荷载的要求值得进一步研究．文中对高速公路车辆荷载效应模型的建立给出了一种可行的方

法，可为规范的修订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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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

轴压性能试验

叶勇１，２，邓江聪１，彭译琳１，丁金鹏１，

郑庶贤１，孙小乔１，张世江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结构工程与防灾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研究混凝土在不锈钢侧向约束下的受压力学性能，开展不锈钢圆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轴压试验研

究．在试验中，设置素混凝土短柱和碳素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作为对比，主要研究参数为加载边界条件和不锈

钢管壁厚．试验结果表明：素混凝土短柱出现沿竖向劈裂破坏，破坏前变形较小；其余约束混凝土短柱均呈现

较好的变形能力，破坏表现为钢管外屈及相应位置混凝土压溃破坏；在圆不锈钢管约束下，混凝土短柱的轴压

承载力和变形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不锈钢管混凝土短柱的初始刚度大于不锈钢约束混凝土短柱；随着不锈

钢管壁厚的增大，约束混凝土短柱的轴压承载力近似呈线性增长；采用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的承载力高于采

用相近屈服强度的碳素钢管约束混凝土．

关键词：　不锈钢；约束混凝土；短柱；轴压承载力；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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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ｔｅｓｔｕｂ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ｉｆｆ

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ｓ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ｌｏａ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ｌｉｎ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ｏｗｎ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

ｔｕｂ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ｕｂｃｏｌｕｍｎ；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钢管混凝土结构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抗震性能和耐火性能，且施工方便，在高层建筑和大跨桥梁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１］．目前，钢管混凝土结构广泛采用碳素钢，由于碳素钢耐久性及耐腐蚀性能较弱，

需进行防腐、防锈处理，因此，增加了普通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全寿命周期成本［２］．不锈钢材料具有优越的

耐久性和耐腐蚀性，且维护费用低，近年来逐渐受到结构工程师的关注，且在越来越多的工程结构中得

到应用［３］．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不锈钢管混凝土的研究已相继展开．廖飞宇
［４］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不

锈钢管混凝土和普通钢管混凝土短柱的轴压性能进行对比研究．Ｈａｎ等
［５］研究新型不锈钢混凝土普通

钢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柱在轴压下的受力性能．Ｔａｏ等
［６］建立方形不锈钢管混凝土短柱在轴压作

用下的精细有限元分析模型．Ｕｙ等
［７］研究不锈钢管混凝土短柱和细长柱在轴压、轴压与弯矩共同作用

下的受力性能．陈誉等
［８］进行热成型不锈钢圆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的试验研究．赵秋红等

［９］通过有限

元方法研究圆端形不锈钢管混凝土桥墩的滞回性能．Ｌｉａｏ等
［１０］研究不锈钢管混凝土柱的抗震性能．Ｙｅ

等［１１?１３］通过试验和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圆形和方形不锈钢碳素钢复合管混凝土构件的轴压性能．郭浩

等［１４］建立圆形不锈钢碳素钢复合管混凝土轴拉构件的精细化有限元分析模型．钢管约束混凝土兼具

钢管混凝土和型钢混凝土的特点，它是另一种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相较于普通碳素钢，不锈钢具有更好

的后期应变强化能力和变形性能［１１］，当用于钢管约束混凝土结构中可具有较好的约束效果．然而，目前

关于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力学性能的研究仍较为少见．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开展圆不锈钢管约束混

凝土短柱的轴压性能试验，研究外不锈钢管的约束作用对核心混凝土在轴向压力作用下的破坏形态和

力学性能的作用，并分析不同参数的影响规律．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

试验设计制作了７个轴压试件，主要研究参数为加载边界条件和不锈钢管壁厚，相应的试件信息，

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Ｃ?１，Ｃ?２为素混凝土试件；ＣＦＳＳＴ为圆不锈钢管混凝土试件；ＣＴ３为碳素钢管约

束混凝土试件；ＳＴ２，ＳＴ３，ＳＴ５为圆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犇为试件外径；犱为钢管厚度；犇／犱为钢

管径厚比；α为截面含钢率，α＝犃ｓ／犃ｃ，其中，犃ｓ，犃ｃ分别为钢管、核心混凝土的横截面面积；犳ｙ为钢材屈

服强度，对于不锈钢，取名义屈服强度；犉ｕｅ为试验测得的轴压承载力，取试件竖向平均应变为１０
－２
ε时

所对应的荷载［１５］．

表１　试件参数和主要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编号 犇／ｍｍ 犱／ｍｍ 犇／犱 α 犳ｙ／ＭＰａ 犉ｕｅ／ｋＮ

Ｃ?１ １１４ － － － － ２０２．３

Ｃ?２ １１４ － － － － １８５．３

ＣＦＳＳＴ １２０ ３．１ ４０ ０．１１２ ２８５ ４６０．８

ＣＴ３ １２０ ３．０ ４０ ０．１０８ ２９４ ３７１．１

ＳＴ２ １２０ １．９ ６０ ０．０６６ ２８５ ３０３．０

ＳＴ３ １２０ ３．１ ４０ ０．１１２ ２８５ ３７９．７

ＳＴ５ １２０ ４．９ ２４ ０．１８６ ２８５ ４１７．７

　　试件所用钢管外径均为１２０ｍｍ．素混凝土试件采用外径为１２０ｍｍ，壁厚为３ｍｍ的钢管作为模板

浇筑而成，浇筑完成的素混凝土试件外径为１１４ｍｍ．所有试件的长度均为３６０ｍｍ，混凝土的实测立方

体抗压强度平均值为２５．１ＭＰａ．碳素钢与不锈钢全过程应力（σ）?应变（ε）的关系曲线，如图１所示．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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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碳素钢与不锈钢全过程应力应变关系

　Ｆｉｇ．１　Ｗｈｏｌｅｒａｎｇ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中：插图为虚线方框的放大图．

１．２　加载装置及加载制度

对于ＣＦＳＳＴ试件，采用全截面加载的形式，即外钢

管和核心混凝土同时直接承受外加轴向荷载；而对于

ＳＴ，ＣＴ系列试件，在试件上、下设置直径略小于核心混

凝土外径的钢块（直径×高＝１１０ｍｍ×５０ｍｍ），以实

现轴向荷载施加于核心混凝土．

采用２０００ｋＮ液压试验机对试件施加轴向荷载，

加载装置，如图２所示．在试件的弹性阶段，采用力控制

加载，加载速率约为０．１ＭＰａ·ｓ－１；钢管屈服后，转位

移控制，慢速连续加载．

１．３　量测内容及测点布置

为量测加载过程中试件的轴向变形，在试验机上、下端板之间安置３个位移计，沿试件环向均匀布

置．由于试件两端的钢块刚度大，可忽略钢块变形的影响．因此，位移计量测得的结果视为核心混凝土的

轴向变形值．为研究在加载过程中，外钢管的受力情况及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在试件钢管的跨中

截面沿环向均匀布置轴向和环向各３组应变计，以量测测点处钢管的轴向和环向应变．具体的测点布置

情况，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犉为荷载．试验过程中，试验机输出的荷载值与其他量测内容同步采集．

　　　　　图２　加载装置 　　　　　 　　 　　　图３　加载装置及测点布置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ｅｔｕｐ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ｅｔｕｐ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ｕｎｉｔ：ｍｍ）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破坏形态

试验过程中，对试件的变形情况进行全程观察，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Ｃ试件破坏前的变形较

小，且破坏突然，呈现明显的脆性性能；ＳＴ，ＣＴ系列试件和ＣＦＳＳＴ试件的破坏过程相似，均表现出较好

的后期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由图４（ａ），（ｂ）可知：初始加载时，Ｃ试件处于弹性工作阶段，无明显变形；

（ａ）Ｃ?１　　　　　　　（ｂ）Ｃ?２

当荷载加至１６０ｋＮ左右时，混凝土开始出现竖向裂缝并逐

渐发展，最终导致试件丧失承载力．由图４（ｃ）可知：随着荷

载的增加，钢管变形开始增大，ＣＦＳＳＴ试件中部逐渐向外

凸出，在靠近柱高中部的位置出现褶皱形局部屈曲现象．由

４（ｄ）～（ｇ）可知：钢管中部鼓曲，管壁无明显褶皱．

试件的典型破坏形态，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设置

外钢管可有效约束混凝土竖向裂缝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在

破坏截面处，混凝土的裂缝范围更广；同时，相比于全截面

受压的钢管混凝土形式，采用约束混凝土的形式可减小外

钢管的局部屈曲现象，可更充分发挥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

８７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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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ＣＦＳＳＴ　 　 　　 （ｄ）ＣＴ３　　 　　　（ｅ）ＳＴ２　　　　 　　（ｆ）ＳＴ３　　 　　 　（ｇ）ＳＴ５　 　

图４　试件破坏形态

Ｆｉｇ．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Ｃ试件 　 （ｂ）ＣＦＳＳＴ试件　（ｃ）ＳＴ，ＣＴ试件　

　　图５典型破坏形式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

约束作用；相较于碳素钢管，不锈钢管的约束作用

更为显著．

２．２　荷载轴向变形曲线

各试件的荷载?轴向变形关系曲线，如图６所

示．图６中：Δ为轴向变形，核心混凝土的轴向变

形取３个位移计所测变形的平均值；图６（ａ）中的

插图为虚线方框的放大图．

由图６可知：所有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柱的荷

载?轴向变形关系曲线发展过程相近，均呈现较好

的延性性能．与素混凝土试件相比，钢?混凝土组

合结构柱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

对比图６（ｂ），（ｅ）可知：在弹性阶段，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的刚度相对较小，随着荷载的增大，

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的承载能力和刚度逐渐接近不锈钢管混凝土试件；在弹塑性阶段，不锈钢管约

束混凝土的钢管因不直接承担纵向荷载而未发生局部屈曲，因此，钢管可更有效地限制混凝土的变形和

破坏．故不锈钢管约束下的混凝土承载力的提高幅度超过不锈钢管混凝土中钢管对纵向承载力的贡献，

　　（ａ）Ｃ?１，Ｃ?２　　　　　　　　　　　　　　　　　　　　（ｂ）ＣＦＳＳＴ

　 　 （ｃ）ＣＴ３　　　　　　　　　　　　　　　　　　　　 　（ｄ）Ｓ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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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ＳＴ３　　　　　　　 　　　 　　　　　　　　　　 　（ｆ）ＳＴ５

图６　荷载?轴向变形全过程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Ｗｈｏｌｅｒ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ｏａｄａｘｉ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从而使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柱具有更高的后期承载力．

对比图６（ｃ），（ｅ）可知：在弹性阶段，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与碳素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的荷载?

变形曲线发展过程基本一致；而在弹塑性阶段，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承载能力明显高于碳素钢管约

束混凝土试件；在加载后期（Δ＝２５ｍｍ），ＳＴ３试件的承载力提高了１０．７％．这是因为与碳素钢相比，不

锈钢具有更高的后期塑性变形能力和应变强化性能，使得构件进入弹塑性阶段后，不锈钢管对核心混凝

土约束效应逐渐增强，从而提高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的承载能力．

对比图６（ｄ）～（ｆ）可知：在弹性阶段，不同壁厚的钢管对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的刚度和承载力的影

响不明显，这是由于约束混凝土为被动约束类型，核心混凝土的侧向变形很小，钢管的约束作用尚未发

挥；在弹塑性阶段，随着钢管壁厚犱的增大，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增强，试件的承载能力和屈

　 　 图７　ＳＴ试件荷载纵向

　 　 平均应变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Ｌｏａ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ｘ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Ｓ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服后刚度明显增大；与ＳＴ２试件相比，在相同变形下（Δ＝２０

ｍｍ），ＳＴ３，ＳＴ５试件的承载力分别提高了２５．３％，６９．６％．

典型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的荷载?纵向平均应变的关

系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犉ｍａｘ为荷载最大值；ε为纵向平均

应变；试件的关系曲线分为弹性阶段和弹塑性阶段；点犃为弹

性阶段和弹塑性阶段的分界点；点犅为弹塑性阶段的结束点．

由图７可知：试件在弹性阶段的荷载?轴向变形曲线呈线

性关系；在达到点犃所对应的荷载后，试件进入弹塑性阶段直

至结束（点犅）．在弹塑性阶段中，核心混凝土沿横向迅速膨胀，

导致不锈钢管开始向外鼓曲，曲线斜率明显降低；同时，由于

不锈钢材料的应变强化性能，试件的轴压承载力随着不锈钢

管的约束效应的提高而提高．

２．３　荷载钢管钢材应变曲线

试件的荷载?钢管钢材应变关系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εｓ为钢管钢材应变；εｌ，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εｔ，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分别

为不锈钢管的轴向和环向应变；εｌ，ｃａｒｂｏｎ，εｔ，ｃａｒｂｏｎ分别为碳素钢管的轴向和环向应变．

　 　（ａ）ＣＦＳＳＴ

由图８可知：在轴压作用下，所有试件钢管的塑性均得

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在相同荷载下，ＣＦＳＳＴ试件钢管的纵

向应变始终大于环向应变；在弹性阶段，ＳＴ，ＣＴ系列试件

钢管的轴向应变和环向应变相差不明显；相同钢管壁厚的

ＳＴ３，ＣＴ３试件的犉?εｓ曲线基本一致，但在钢管屈服后（试

件进入弹塑性阶段），由于核心混凝土破坏，混凝土迅速横

向膨胀，导致钢管的横向应变迅速增大，钢管对混凝土的约

束作用开始充分发挥；与ＣＴ３试件相比，ＳＴ３试件在弹塑

性阶段的荷载增加幅度更大，这是因为不锈钢具有比碳素

钢更高的应变强化性能，在弹塑性阶段后，相同壁厚的不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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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ＣＴ３　　　　　　　　　 　　　　　　　　　　　　 （ｃ）ＳＴ２

　 　（ｄ）ＳＴ３　　　　　　　 　　 　　　　　　　　　　　　（ｅ）ＳＴ５

图８　荷载钢管应变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ｏａｄ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ｓ

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约束效应比碳素钢管更强．

２．４　试验参数对轴压承载力的影响

各试件的轴压承载力试验值，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相同钢管壁厚的ＳＴ系列试件的轴压承载

　　图９　含钢率对ＳＴ短柱轴压承载力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ｒａｔｉｏｏｎ

　 　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ｓｔｕｂｃｏｌｕｍｎｓ

力低于ＣＦＳＳＴ试件；与ＣＦＳＳＴ试件相比，ＳＴ３试件的轴

压承载力降低了１７．６％；相同钢管壁厚的ＳＴ３试件与ＣＴ３

试件的轴压承载力相近；与Ｃ试件相比，ＳＴ３，ＣＴ３试件的

轴压承载力分别提升了９５．９％，９１．５％．

不同含钢率对ＳＴ短柱轴压承载力的影响，如图９所

示．由图９可知：含钢率对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试件的轴压

承载力具有显著影响，试件的轴压承载力随着含钢率的增

大而近似呈线性增长；与Ｃ试件相比，ＳＴ２，ＳＴ３，ＳＴ５试件

的轴压承载力分别提升了５６．３％，９５．９％，１１５．５％．

３　结论

对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轴压力学进行性能试验，在研究参数为加载边界条件和不锈钢管壁

厚的范围内，得到以下４点主要结论．

１）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在轴压荷载作用下的破坏形态为核心混凝土压溃，钢管中部较均匀外

鼓，未出现明显的局部屈曲现象，呈现出较好的承载变形性能及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

２）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承载力相比素混凝土短柱有显著提升，且其轴压承载力随着含钢率

的增大而近似呈线性增长．

３）在钢管壁厚相同时，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轴压承载力低于不锈钢管混凝土短柱；随着轴

压变形的发展，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承载能力和刚度逐渐接近和超过不锈钢管混凝土试件，显示

出良好的后期承载能力．

４）在弹塑性阶段时，相同钢管壁厚的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与碳素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刚度

１８４第４期　　　　　　 　　　　 　叶勇，等：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试验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和承载能力相近；但在后期强化阶段，不锈钢管约束混凝土短柱的刚度和承载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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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热平衡法的燃油式火灾

试验炉模拟与分析

段进涛，董毓利，林剑青，朱三凡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实现火灾动力学模拟（ＦＤＳ）软件对火灾试验炉的模拟，以热平衡法为基础，在原燃油生成热计算公

式中引入有效燃烧系数，使其适用于ＦＤＳ对轻柴油燃烧的模拟；依据质量守恒原理，计算离炉烟气带走热量

代替原来的经验公式计算法，进而提出基于改进热平衡法的ＦＤＳ模拟火灾试验炉的方法．模拟结果表明：相

较于热平衡法，改进热平衡法ＦＤＳ可以更好地模拟火灾试验炉的燃烧过程，模拟平均炉温曲线和设定的ＩＳＯ?

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吻合得更好．

关键词：　火灾试验炉；热平衡法；火灾动力学模拟；火灾模拟；改进热平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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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起火灾事故引发的惨痛教训，使人们对火灾下建筑结构的安全性愈发关注，建筑结构的

抗火性能和抗火设计逐渐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１］．建筑结构抗火试验研究主要依靠火灾试验炉模拟真

实室内火灾高温场景［２］．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建造了符合我国制定的《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方法》的火灾试验炉［３?６］．从燃料种类上，这些火灾试验炉可以分为燃油火灾试验炉和燃气火灾试验炉．

早期建造的火灾试验炉大多使用轻柴油（０＃柴油）作为燃料对试验炉进行升温
［３?５］，近年来新建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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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炉普遍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６?７］．相对于柴油来说，天然气不需要汽化过程，可直接发生燃烧，与空

气混合更为充分，这极大提高了天然气的燃烧效率，因此，天然气的燃烧效率普遍可以达到９８％
［７?８］．此

外，柴油是易燃物，在实验室内储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天然气可以从市政燃气管道内随用随取．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火灾试验炉开始普遍采用基于实时炉温的模糊控制系统控制火炉的升温曲线［９］．这

种火灾试验炉可以克服温度滞后干扰［１０］，炉温控制较为精确．然而，有些老式的燃油火灾试验炉
［１１］和一

些临时性的燃油火灾试验炉［１２?１３］没有条件使用基于实时炉温的模糊控制系统控制炉温，而是基于热平

衡法［１１］，根据设定的炉温曲线计算得到每个时刻的轻柴油消耗速率，通过控制燃料和空气供应控制炉

温曲线．这种基于热平衡法设计的燃油式火灾试验炉，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现实条件的差异，火灾试验炉

的实际炉温难以达到设定的炉温曲线［１２?１３］，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火灾动力学模拟软件（ＦＤＳ）作为常用

的火灾模拟软件，理论上可以实现火灾试验炉燃烧过程的模拟，通过ＦＤＳ模拟火灾试验炉，可以事先验

证火灾试验炉设计的效果，同时，还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火灾试验炉的燃烧过程及炉内温度场变化．

ＦＤＳ对火灾试验炉的模拟，不仅可以为燃油式火灾试验炉设计提供帮助，而且模拟得到的温度场数据

也可以用于建筑结构的抗火研究［１４］．但是如何采用ＦＤＳ模拟火灾试验炉，并确保火灾试验炉按照设定

的升温曲线升温，仍缺少相关理论及试验研究．本文以热平衡法为基础，结合ＦＤＳ模拟火灾的原理，提

出改进的热平衡法．

１　改进热平衡法设计火灾试验炉

１．１　犐犛犗?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

建筑结构抗火研究通常采用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作为火灾温度场的升温曲线
［１５］，火灾试验炉通

常也按照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进行设计
［１６］，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公式为

θ＝θ０＋３４５·ｌｇ（８狋＋１）． （１）

式（１）中：θ为狋时刻的温度，℃；θ０ 为初始温度，℃；狋为时间，ｍｉｎ．

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是学者根据大量实际建筑室内火灾实验总结出的升温曲线，该曲线符合实

际火灾温度场的升温过程．火灾试验炉按照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设计时，虽然炉温可以达到真实火灾

场景中的温度，但是燃烧过程却与真实火灾过程并不完全相同．

为了充分利用燃料，火灾试验炉会通过喷嘴提供足量的空气，燃烧过程始终通过燃料控制．而实际

火灾中，在火灾初期阶段，新鲜空气充足，火灾由燃料控制，可燃气体聚集到一定阶段会发生“轰燃”现

象，“轰燃”促使温度快速上升，室内火势蔓延迅速，火灾的局部燃烧会过渡到全室燃烧；在火灾充分发展

阶段，氧气消耗量巨大，火场内部会出现供氧不足的情况，这时的燃烧主要由通风控制，室内火灾温度上

升速度逐渐减缓，可以达到１１００℃左右．

１．２　热平衡法

１．２．１　热平衡法原理　热平衡法根据能量守恒原理设计火灾试验炉，火炉在任意时刻都处于热平衡状

态．在火灾试验炉中，热量的产生主要是由燃料燃烧生成的化学热，热量的流失主要是墙壁吸收的热量

和烟气带走的热量．所以，燃料燃烧生成的热量犙１ 等于墙壁吸收的热量犙２ 和烟气带走的热量犙３ 之

和．在任意时刻，分别计算犙１，犙２ 和犙３，建立热平衡方程犙１＝犙２＋犙３，计算某一时刻的温度，取对应的

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在该时刻的温度，解此方程，即可得到当炉温按照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升温时

的轻柴油消耗速率．

１．２．２　燃料燃烧生成热量犙１　燃油火灾试验炉内升温的热量来源是轻柴油燃烧生成的热量，其计算

公式为

犙１ ＝犅·犙ｙｄ． （２）

式（２）中：犅为燃油消耗速率，ｋｇ·ｈ
－１；犙ｙｄ为燃油燃烧热，一般取４１．８６８ＭＪ·ｋｇ

－１．

１．２．３　炉壁吸收热量犙２　在火灾试验炉中，当升温曲线按照ＩＳＯ?８３４曲线进行升温时，试验炉通过炉

壁（炉墙、底板和顶板）向外散发热量的过程为不稳态过程．炉壁不稳态散热过程的理论计算方法较为复

杂，且火灾试验炉需要研究的是炉内温度，而不需要计算炉壁温度，为简化计算通常采用近似公式法．研

４８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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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当傅里叶准数犉＜０．４时，可采用《工业炉设计手册》
［１７］推荐的近似公式，计算炉墙不稳态散热，

相对于有限差分法，近似公式计算结果的误差在５％内
［１１］．傅里叶准数犉的表达式为

犉＝犪·狋／犺
２． （３）

式（３）中：犪为导温系数，犪＝λ／（ρ犮），其中，λ为炉壁的热传导系数，犮为炉壁比热容，ρ为炉壁密度；狋为火

灾已持续时间，取常见建筑结构试验时长４ｈ；犺为炉壁厚度，取一块砖的长度０．２４ｍ．

火灾试验炉的炉墙、底板和顶板的材料热工参数，如表１所示．λ，犮，ρ均依据表１取值，通过公式计

算得到犉＝０．１２，小于０．４，所以，可以采用近似公式计算炉壁不稳态散热过程．

表１　材料热工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 ρ／ｋｇ·ｍ
－３

λ／ｋＪ·（ｍ·ｈ·℃）－１ 犮／ｋＪ·（ｋｇ·℃）
－１ 犪／ｍ２·ｈ－１

粘土砖 １７００～１８００ ２．９１８ ０．８７９ 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９

混凝土 ２２００～２５００ ５．５８１ ０．８４２ ０．００２７～０．００３０

　　炉墙、顶板、底板吸收热量的热流密度近似计算式为

狇ｎ＝
０．９５·犫·Δθ

槡狋
． （４）

式（４）中：狇ｎ为炉壁不稳态散热热流密度；犫为热惰性系数，犫＝ λ·ρ·槡 犮；Δθ为温差；狋为加热时间．

炉墙、顶板、底板吸收热量犙２ 的计算式为

犙２ ＝犛２ｗ·狇２ｗ＋犛２ｃ·狇２ｃ． （５）

式（５）中：犛２ｗ为火炉内炉墙的面积；狇２ｗ为火炉炉墙散热的热流密度；犛２ｃ为火炉内顶板、底板的面积；狇２ｃ为

炉墙散热的热流密度．

１．２．４　离炉烟气带走热量犙３　在热平衡法中，烟气带走热量犙３ 的计算式为

犙３ ＝ （１－犽）·犅·犞ａ·犆ｙ·Δθ． （６）

式（６）中：犽为机械不完全燃烧损失率，轻柴油取０．０１；犞ａ为单位燃料生成的烟气量，根据经验取１２．１５

ｍ３·ｋｇ
－１；犆ｙ为离炉烟气平均比热容，取１．０９８６ｋＪ·（ｋｇ·℃）

－１．

１．３　改进热平衡法

改进热平衡法主要是结合ＦＤＳ的特点，对热平衡法中无法准确描述ＦＤＳ模拟的计算分项进行改

进，主要包括２部分内容：在燃料燃烧生成的热量犙１ 计算式中引入有效燃烧系数α；依据质量守恒定律

计算烟气带走的热量犙３．

热平衡法认为，在火灾过程中，轻柴油始终充分燃烧，但在实际燃烧过程中，轻柴油的燃烧需要经历

液体?雾化?汽化?燃烧的过程，很难充分燃烧，甚至在火炉内部分轻柴油未发生燃烧就随烟气排出火炉，

所以，轻柴油实际燃烧生成的热量要比公式计算的结果略低．在原计算式的基础上，引入有效燃烧系数

α，在氧气充足和燃烧喷嘴的雾化效率确定的情况下，通过ＦＤＳ软件的试算可知，α和温度成正相关，在

２０～１２００℃范围内，α可取０．８０～０．９６．改进后的公式可表示为

犙１ ＝犅·犙ｙｄ·α． （７）

　　在热平衡法中，烟气带走热量是通过计算离炉烟气的体积与离炉烟气的平均热容量和温差三者之

积得到的．但是，由于燃烧生成的烟气的体积会随温度变化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１８］，从２０℃上升到１２００

℃的过程中，烟气会膨胀几倍，所以，使用离炉烟气的平均热容量计算烟气带走热量会有较大的误差．而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进入火炉的轻柴油质量和空气质量之和等于排出炉体的烟气质量，质量守恒原理不

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因此，采用质量守恒的方法，计算烟气带走热量犙３，结果会更加准确．排出炉体的烟

气质量等于喷入炉体的轻柴油质量和空气质量之和．排出炉体的烟气带走热量犙３ 可以表示为

犙３ ＝犅·（α＋１）·犆ｙ·Δθ． （８）

２　实例验证与分析

以目前常见的水平火灾试验炉为例，根据热平衡法和文中提出的改进热平衡法，分别计算４ｈ内火

灾试验炉按照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升温的轻柴油的消耗速率；使用ＦＤＳ分别模拟２种轻柴油消耗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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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火灾试验炉内的燃烧过程，采集火炉内的温度场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水平火灾试验炉内部空间尺寸

一般为６．０ｍ（长）×４．２ｍ（宽）×１．６ｍ（高），四周炉墙为耐火砖墙，底部通常为混凝土地面加耐火砖，

顶部一般放置火灾试验对象（板梁构件或结构体），柱体一般放在垂直炉内进行试验，水平炉顶部空出区

域用盖板进行封堵，可以近似地认为顶部盖板为混凝土材质．在长边炉墙上布置６个喷嘴，一侧短边炉

墙上设置排烟孔道，考虑到热烟气一般向上流动，在底部设置排烟孔道，排烟孔大小为０．４ｍ×０．４ｍ．

火灾试验炉结构，如图１所示．利用热平衡法和改进热平衡法，根据实际炉体参数和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

曲线，分别计算轻柴油消耗速率随时间的变化，结果如图２所示．

（ａ）平面图　　　　　　　　　　　　　　　　　　　　（ｂ）剖面图

图１　火灾试验炉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ｒｅｔｅｓｔｆｕｒｎａｃｅ

由图２可知：在火灾初期阶段，温度上升较快，单位时间内火炉消耗的轻柴油量较大．当时间很短

时，轻柴油消耗速率会接近于无限大，主要是因为炉墙不稳态散热热流密度狇ｎ 采用近似公式（４）计算，

在火灾前期阶段时间狋很小时，狇ｎ会趋于无穷大，即炉墙散热会达到无穷大，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为了避

免近似公式在时间很小时产生的误差，王广军等［１１］和王勇［１２］在试验中都建议取３０ｍｉｎ时的燃油消耗

速率作为火灾试验炉前期的供油速率，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文献［１２］的试验中，火炉的平均炉温

无法按照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进行升温，最大温差达到５００℃左右，其平均炉温曲线与ＩＳＯ?８３４标准

升温曲线的对比，如图３所示．

　　　图２　轻柴油消耗速率随时间的变化　　　　　　图３　文献［１２］炉温曲线与ＩＳＯ?８３４升温曲线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ｄｉｅｓｅｌｏｉｌ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ａｎｄＩＳＯ?８３４

为了确定火灾试验炉升温初期轻柴油消耗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采用热平衡法［１１］和文中提出的

改进热平衡法，分别计算３０，１５，８，４，２ｍｉｎ时的燃油消耗速率，将其作为初期供油速率，并使用ＦＤＳ模

拟火灾试验炉燃烧１ｈ，将模拟得到的平均炉温曲线与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进行对比，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热平衡法取２ｍｉｎ时的轻柴油消耗速率作为前期供油速率，平均温度场虽然可以控制

得比较好，但后期温度场与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相差越来越大；改进热平衡法取４ｍｉｎ时的轻柴油消

耗速率作为前期供油速率，平均温度场可以控制得较好，得到的炉温曲线接近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

根据图４结果，热平衡法取２ｍｉｎ时的燃油消耗速率作为前期供油速率，改进热平衡法取４ｍｉｎ时

的燃油消耗速率作为前期供油速率，在该时刻之后，供油速率按照计算结果取值，使用ＦＤＳ分别模拟火

灾试验炉燃烧４ｈ．对比这两种方法模拟火灾试验炉的平均炉温曲线，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基于改

进热平衡法，采用ＦＤＳ模拟火灾试验炉的平均炉温与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吻合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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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热平衡法　　　　　　　　　　　　　　　　　　　（ｂ）改进热平衡法

图４　不同供油速率下的平均炉温曲线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ｅｌｓｕｐｐｌｙｒａｔｅｓ

为进一步验证基于改进热平衡法的ＦＤＳ模拟火灾试验炉的有效性，从ＦＤＳ模拟结果中，分别提取

炉墙和顶、底板吸收热量、烟气带走热量、轻柴油燃烧生成热量与改进热平衡法的计算值进行对比，结果

如图６所示．

　　图５　两种方法的平均炉温曲线对比　　　　　　　　　图６　各项热功率的模拟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ｕｒｎａｃｅ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ｏｗｅｒｓ

由图６可知：采用改进热平衡法得到的炉墙和顶、底板吸收的热量、烟气带走的热量、轻柴油燃烧生

成热量的计算值与ＦＤＳ模拟的结果基本吻合；只在火灾初期阶段，由于“轰燃”现象的存在，导致计算结

果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究其原因是热平衡法无法考虑火灾的“轰然”现象对火灾试验炉的

影响．但“轰然”现象只存在火灾发展的初期阶段，且时间很短，不影响后期火灾试验炉的温度场，故基于

改进热平衡法可准确地模拟火灾试验炉的燃烧过程，平均炉温曲线与设定的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基

图７　各测点升温曲线的对比

Ｆｉｇ．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ｏｆ

ｅａｃｈ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

本吻合．

相较于真实火灾试验炉，ＦＤＳ模拟可以在火灾试验炉内

测得更多的数据和物理参数，且布置测点也无需考虑现实条

件的约束．因此，可以在ＦＤＳ模拟火灾试验炉内布置大量的

热电偶测点，研究火炉内的温度场分布情况和烟气流动情

况．在火炉的中心位置分层布置热电偶测点，与混凝土地面

的距离分别为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１．２，１．４ｍ，提取０．２

ｍ（炉体底部）、０．８ｍ（炉体中间）、１．２ｍ（炉体顶部）３点处的

温度曲线进行对比，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炉体中间处的温度最高，而靠近底板处的

温度最低．这是因为炉体中间处正对着燃烧火焰喷嘴，所以

温度较高；又由于热烟气向上流动，所以炉体上部的温度高

于下部．８０ｍｉｎ后，火炉内上、下空间的温度逐渐趋于一致，温度场分布较为均匀，说明火灾试验炉内温

度场基本均匀，同时可知，火灾试验炉的排烟孔设置在底部可以使高温烟气实现有利循环，提高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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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为了实现ＦＤＳ对火灾试验炉的模拟，以热平衡法为基础，提出改进热平衡法；计算当火灾试验炉按

照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升温过程中任意时刻消耗轻柴油的质量，以改进热平衡法计算的结果作为

ＦＤＳ的供油参数，模拟火灾试验炉，得到以下３个结论．

１）采用引入有效燃烧系数α的改进热平衡法，计算轻柴油燃烧时所释放的热量与ＦＤＳ模拟结果更

加吻合．

２）根据质量守恒定律计算离炉烟气带走热量，可以消除由于升温导致烟气膨胀产生的误差，计算

结果与ＦＤＳ模拟结果相吻合．

３）根据改进热平衡法，可以实现ＦＤＳ对火灾试验炉的模拟，模拟炉温曲线符合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

曲线．通过ＦＤＳ对火灾试验炉的模拟，可以为燃油式火灾试验炉的设计和炉温控制提供参考，也为建筑

结构抗火研究及模拟提供更准确的温度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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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锯条石砌筑灰缝的抗剪性能试验

庄思思，郭子雄，柴振岭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砂浆强度和压应力为主要参数，对１２片水泥砂浆砌筑机锯条石石墙进行单调双剪静力加载试验，

研究石墙灰缝的破坏过程和抗剪机理．试验结果表明：试件灰缝都呈现显著的剪切脆性破坏，破坏过程可分为

为弹性、开裂和摩擦滑移３个阶段；在弹性阶段，切应力?位移曲线近似线性关系，开裂后应力仍增加，直至灰

缝形成通缝，应力明显下降并稳定在一定范围，承载力仅由砂浆与石材间的摩擦强度承担；灰缝抗剪强度随着

压应力或砂浆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压应力的效应更显著；对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水泥砂浆砌机锯条石

砌筑灰缝抗剪强度计算公式．

关键词：　石砌体；机锯条石；抗剪强度；破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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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结构房屋是我国村镇住宅的主要结构形式［１?３］．石材作为最古老的建筑材料之一，具有取材方便、

坚固耐久、质朴美观等优点．对不同加固方式砌筑下石墙抗震性能试验的研究表明
［４?７］，遭受外力作用

时，石砌块本身破坏程度不大，灰缝是石结构中最为脆弱的部位．刘木忠
［８］研究表明，料石砌体的灰缝抗

剪强度主要是由石砌体的粘结强度与砂浆强度决定．在此基础上，柴振岭等
［９?１０］开展了干砌甩浆粗料石

墙体和有垫片铺浆砌筑石墙灰缝抗剪性能试验，并提出相应的灰缝抗剪强度公式．刘小娟等
［１１］对聚合

物砂浆嵌缝加固后的干砌甩浆石墙灰缝进行抗剪试验，研究加固对石墙通缝抗剪承载力的影响．黄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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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２］对干砌甩浆粗料石墙体灰缝进行抗剪试验后，提出基于库伦剪摩理论灰缝抗剪强度计算公式，并

对其可靠度进行分析．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等
［１３］考虑砂浆灰缝含水率的影响，对干砌灰缝与砂浆砌灰缝的抗剪

性能进行试验研究．近年来，随着石材的开采和切割加工技术的改进，学者提出新型机器切割加工石材

的技术．然而，机器切割石材使界面光滑平整，会影响石材和灰缝之间的粘结抗剪性能．郭子雄等
［１４］对

新型机器切割条石无垫片砌筑石墙进行抗震性能试验，研究表明，机锯细料石墙的抗剪极限荷载较传统

粗料石墙有大幅度提高，但后期退化快、延性差，剪力键对承载力提高效果不明显．基于此，郭子雄等
［１５］

进行水泥净浆砌筑机锯石墙灰缝抗剪性能试验，研究不同砂浆强度、压应力和界面处理方式对石墙灰缝

抗剪性能的影响．但水泥净浆并非常用的传统砂浆，在实际工程中极少使用，且试验结果表明，灰缝强度

退化很快．因此，有必要展开有关机器切割条石砌体灰缝抗剪性能的研究．本文利用新型机器切割技术

对石材进行规整切割加工，对１２片水泥砂浆砌筑机器切割条石砌体试件进行单调双剪静力试验，分析

灰缝的抗剪机理与破坏过程，并与传统粗料石石墙灰缝的抗剪性能［９?１０］进行对比．

１　试件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和制作

设计１２片水泥砂浆砌筑机器切割条石砌体试件，试件的主要参数和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ＭＳＷＦ１～６为不同试验参数对应的试件编号，每组２个试件；σｎ为压应力；犳ｍ 为水泥砂浆强度；犞ｍａｘ

为最大剪力；τｍａｘ为抗剪强度极限值；Δｃｒ为灰缝开裂时的水平滑移量；Δｍａｘ为峰值荷载对应的灰缝水平滑

移量；κ１ 表示试验结束时，灰缝的残余抗剪能力，κ１＝τｕ／τｍａｘ，τｕ 为抗剪强度残余值；珚犞ｍａｘ，珋τｍａｘ，珋τｕ，珔κ１ 分

别表示各参数的平均值．

表１　石墙的主要参数和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ｌｌｓ

试件编号 σｎ／ＭＰａ 犳ｍ／ＭＰａ 犞ｍａｘ／ｋＮ τｍａｘ／ＭＰａ 珚犞ｍａｘ／ｋＮ 珋τｍａｘ／ＭＰａΔｍａｘ／ｍｍ Δｃｒ／ｍｍ 珋τｕ／ＭＰａ 珔κ１／％

ＭＳＷＦ１?１
ＭＳＷＦ１?２

０．１
０．１

２３
２３

６８
７０

０．５９６
０．６１４

６９．０ ０．６０５
０．９３
１．７５

０．６５
０．８０

０．１３５ ２３．１

ＭＳＷＦ２?１
ＭＳＷＦ２?２

０．３
０．３

２３
２３

９５
１０３

０．８３３
０．９０４

９９．０ ０．８６８
１．４２
２．１１

０．５６
１．４４

０．２５７ ３０．４

ＭＳＷＦ３?１
ＭＳＷＦ３?２

０．５
０．５

２３
２３

１４８
１５３

１．２９８
１．３４２

１５１．５ １．３２０
２．６０
２．１２

０．８７
２．１１

０．４７１ ３６．２

ＭＳＷＦ４?１
ＭＳＷＦ４?２

０．１
０．１

１６
１６

６７
６３

０．５８８
０．５５３

６５．０ ０．５７０
１．３１
１．５０

０．５７
０．５５

０．１８５ ３４．７

ＭＳＷＦ５?１
ＭＳＷＦ５?２

０．３
０．３

１６
１６

７７
８３

０．６７５
０．７２８

８０．０ ０．７０２
０．９３
０．７０

０．８１
０．３４

０．２１８ ３１．８

ＭＳＷＦ６?１
ＭＳＷＦ６?２

０．５
０．５

１６
１６

１０６
１００

０．９３０
０．８７７

１０３．０ ０．９０４
１．５０
１．３０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４００ ４５．７

图１　水泥砂浆石墙（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Ｃｅｍｅｎｔｍｏｒｔａｒｗａｌｌｓ（ｕｉｎｔ：ｍｍ）

　　试件由３块机器切割花岗岩条石叠砌形成双

剪试件，石材的轴心抗压强度为１０１．８ＭＰａ．试件

的尺寸为２００ｍｍ×２２５ｍｍ×５７０ｍｍ，灰缝的厚

度约为５ｍｍ，上、下条石与中间条石之间错开３０

ｍｍ．水泥砂浆试件石墙的尺寸和实物图，如图１

所示．

１．２　试验加载

采用平推双剪的加载方式，首先，利用电动稳

压油泵，将液压千斤顶在石墙上压板施加竖向荷

载，保持荷载恒定；然后，利用高精度液压千斤顶进行水平匀速加载，加载速率控制在５ｋＮ·ｍｉｎ－１．加

载装置，如图２所示．

水平与竖向荷载均采用压力传感器数据传输，灰缝（剪切面）水平剪切位移利用位移传感器进行量

测，精度为０．０１ｍｍ．借助ＤＨ３８１７型静态应变测试仪，全程采集数据，并对裂缝进行观测，做好相应记

录，破坏状态以试件出现灰缝剪切滑移且荷载急剧下降为标志．

０９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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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试验装置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件的破坏过程

所有试件的破坏都发生在条石界面和灰缝的粘结处，属于脆

性的剪切破坏．初始裂缝发生在灰缝的上表面与石材的粘结处，

这主要是由于在养护和安装就位的搬运过程中，容易造成试件损

伤．灰缝的破坏过程分为弹性、开裂和摩擦滑移３个阶段．在加载

的初始阶段，水平灰缝变形均较小，伴有灰缝内部细微砂浆劈裂

的声响．灰缝在低压应力（σｎ＝０．１ＭＰａ）的作用下，试件一旦开

裂，裂缝沿水平方向迅速延伸形成通缝，承载力快速下降；当压应

力 （σｎ为０．３，０．５ＭＰａ时）较大时，试件灰缝开裂较晚，裂缝发展比较慢，直到加载后期灰缝裂通，并在

图３　灰缝典型破坏形态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ｉｔ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ｏｆｍｏｒｔａｒｊｏｉｎｔ

灰缝的角部和中部出现砂浆剥落、外鼓的现象，如图３所示．

由表１可知：当剪切位移为０．３４～２．１１ｍｍ时，灰缝开裂，承载力仍有

些许增加．由于摩擦作用，灰缝裂通后，试件承载力下降到一定值，且维持

不变，试件峰值荷载对应的水平位移滑行量在０．７０～２．６０ｍｍ之间．传统

粗料石墙的灰缝破坏过程［９?１０］则主要分为开裂前的弹性阶段和开裂后的摩

擦滑移阶段，它具有一定延性，当灰缝裂通时，水平承载力即达到峰值，水

平滑移快速增加，但承载能力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这与上述试件的破坏

过程存在明显的差异．

２．２　结果分析

不同试件的切应力（τ）?位移（Δ）曲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加载初

期，切应力?位移曲线基本呈线性关系，灰缝处于弹性变形阶段，变形很小，不超过２．１１ｍｍ，此时，抗剪

强度由石材界面本身的剪切摩擦强度与石材砂浆之间粘接强度共同承担，石材界面平整，界面的剪切摩

擦强度很低，灰缝的砂浆强度较高，灰缝剪切粘结强度也较高；当灰缝开裂后，灰缝抗剪强度仍有些许增

加，直至灰缝形成通缝，粘结强度完全丧失，强度急剧退化，此时，承载力由砂浆与石材间的摩擦强度承

　　（ａ）ＭＳＷＦ１　　　　　　　　　　　（ｂ）ＭＳＷＦ２　　　　　　　　　　　　（ｃ）ＭＳＷＦ３

　　（ｄ）ＭＳＷＦ４　　　　　　　　　　　（ｅ）ＭＳＷＦ５　　　　　　　　　　　　（ｆ）ＭＳＷＦ６

图４　不同试件的切应力?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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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抗剪强度明显下降，并稳定在一定范围（不低于抗剪强度极限值的２３％）．

传统粗料石石墙灰缝切应力?位移曲线
［１０］，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在达到最大承载能力后，存在

明显的摩擦滑移阶段，承载能力保持不变或略微下降．

由表１还可知：通缝后，残余抗剪强度主要受压应力的影响，砂浆强度的提高对残余抗剪强度变化

量的影响不明显．将表１中每组试件的灰缝极限抗剪强度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极限抗剪强度值，绘制

压应力?切应力的关系曲线，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灰缝抗剪强度随着压应力和砂浆强度的增加

而增加．当压应力由０．１ＭＰａ提高到０．３ＭＰａ时，ＭＳＷＦ２组的灰缝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１组提高

了４５％，ＭＳＷＦ５组的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４组提高了２３％；当压应力由０．３ＭＰａ提高到０．５ＭＰａ

时，ＭＳＷＦ３组的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２组提高了５２％，ＭＳＷＦ６组的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５组提

高了２９％；当砂浆强度由１６ＭＰａ提高到２３ＭＰａ时，ＭＳＷＦ４组的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１组提高了

６％．同理可得，ＭＳＷＦ５组的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２组提高了２３％，ＭＳＷＦ６组的极限抗剪强度较

ＭＳＷＦ３组提高了４６％．由此可认为，压应力对灰缝抗剪强度的影响效果显著，砂浆强度对灰缝抗剪强

度的影响次之．

　图５　传统粗料石石墙切应力位移曲线　　　　　　　图６　压应力和砂浆强度对抗剪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ａｒｓｅ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ｏｒｔ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ｎ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３　灰缝抗剪强度建议公式

对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水泥砂浆砌机锯条石石墙灰缝抗剪强度的计算公式，即

τ＝０．１１４ 犳槡 ｍ ＋０．９０９σｎ． （１）

　　机锯条石砌体灰缝抗剪强度的实测值和理论值的比较，如表２所示．表２中：τＣ 表示抗剪强度理论

值；τＥ 表示抗剪强度实测值．

表２　机锯条石砌体灰缝抗剪强度的实测值和理论值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ｍｏｒｔａｒｊｏｉｎ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ｆｏｒｓａｗｎ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ｓ

试件编号 σｎ／ＭＰａ 犳ｍ／ＭＰａ τＥ／ＭＰａ τＣ／ＭＰａ τＣ／τＥ

ＭＳＷＦ１?１ ０．１ ２３ ０．５９６ ０．６３８ １．０７０

ＭＳＷＦ１?２ ０．１ ２３ ０．６１４ ０．６３８ １．０３８

ＭＳＷＦ２?１ ０．３ ２３ ０．８３３ ０．８１９ ０．９８４

ＭＳＷＦ２?２ ０．３ ２３ ０．９０４ ０．８１９ ０．９０６

ＭＳＷＦ３?１ ０．５ ２３ １．２９８ １．００１ ０．７７１

ＭＳＷＦ３?２ ０．５ ２３ １．３４２ １．００１ ０．７４６

ＭＳＷＦ４?１ ０．１ １６ ０．５８８ ０．５４７ ０．９３０

ＭＳＷＦ４?２ ０．１ １６ ０．５５３ ０．５４７ ０．９８９

ＭＳＷＦ５?１ ０．３ １６ ０．６７５ ０．７２９ １．０７９

ＭＳＷＦ５?２ ０．３ １６ ０．７２８ ０．７２９ １．００１

ＭＳＷＦ６?１ ０．５ １６ ０．９３０ ０．９１０ ０．９７９

ＭＳＷＦ６?２ ０．５ １６ ０．８７７ ０．９１０ １．０３８

　　由表２可知：除了试件组ＭＳＷＦ３外，其他试件组的理论结果和实测结果的比较值均在误差的允许

范围内，理论结果和实测结果相吻合，可为工程实践与设计提供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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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水泥砂浆砌机锯条石石墙灰缝呈现显著的剪切脆性破坏．灰缝破坏过程可分弹性、开裂和摩擦

滑移３个阶段．由于摩擦作用，试件承载力下降到一定值后，会维持不变．

２）在加载初期，切应力?位移曲线基本呈线性关系，灰缝处于弹性变形阶段，在剪切位移为０．３４～

２．１１ｍｍ时，灰缝开裂．灰缝开裂后，应力仍增强，直至灰缝形成通缝，应力明显下降并稳定在一定范

围，试件抗剪强度极限值对应的灰缝位移在０．７０～２．６０ｍｍ之间，此时，砂浆与灰缝的粘结强度完全丧

失，承载力仅由砂浆与石材间的摩擦强度承担．与传统粗料石石墙灰缝进行对比，其破坏过程及抗剪机

理存在明显的差异．

３）随着压应力或砂浆强度的增加，灰缝抗剪强度增加．压应力对灰缝抗剪强度的影响效果显著，砂

浆强度对灰缝抗剪强度的影响次之．

４）对试验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水泥砂浆砌机锯条石砌体灰缝抗剪强度的计算公式．计算结果

表明：实测结果和理论结果吻合良好．

以上内容可在实际工程中为机器切割条石的加工工艺提供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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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综合管廊犘犘犘项目的

全面后评价体系

董娜，张萌

（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２３）

摘要：　通过梳理文献、实地调研、构建模型，建立一套面向综合管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目的全面

后评价体系．通过三标度法确定指标权重，用物元可拓法建立模型，对项目目标、过程、效益进行综合评价．结

果表明：在项目进入运营期后，运用文中的评价体系对项目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可以提高其实施质量和管

理水平，正视建设过程中的不足，及时矫正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地消灭萌芽状态的潜在危机．

关键词：　综合管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项目后评价；三标度法；物元可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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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ｏｓ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ｓｃａ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

ｍ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地下综合管廊作为一种集成建设及管理各类市政管线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以延长道路使用寿命，降

低各类管线腐蚀更新成本，节约城市地上空间［１］．合理的地下综合管廊分布为保护城市环境，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２］．近年来，综合管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目前我国综合管廊ＰＰＰ入库项目３５４个，项目投资金额主要分布在１～５０亿元之间．在综合管廊

ＰＰＰ项目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前期设计失控、建设期失信等问题频发．这些问题引发的合同纠纷、政府

回购、项目中止等现象严重损害项目效益，极易造成资产移交的标准不合格、资产虚化，严重违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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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初衷［３］，这意味着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需要更高效的项目管理．后评价是决策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手段，可以为项目前期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和指导；可以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也可以为后

续项目提供经验，有效控制同类问题的重复出现．我国项目后评价工作起步较晚，目前综合管廊ＰＰＰ项

目后评价的开展存在评价结果不准确、评价指标不合理、评级方法不适用诸多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出

台过多份规范性文件对项目后评价进行政策性规定，但这些文件评价框架较模糊、内容简单、可操作性

差．此外，学者们的研究也尚不深入，存在着过分注重经济评价忽略社会和环境影响的问题
［４?５］．随着社

图１　ＰＰＰ项目后评价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会的进步，经济评价显示出片面性，使评价者不能全

面地评价项目效果．本文为进一步提高综合管廊

ＰＰＰ项目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建立囊括财务、社

会、环境的综合、科学的后评价体系．

１　相关研究现状

项目后评价是指项目进入运营期一段时间后，

对项目过程、结果及影响进行研究和系统回顾，分析

其与项目目标的差别和变化；然后，通过信息反馈，

提出改进意见并整合资料用以提高后续项目建设、

运营效率的一种管理活动［６?７］．ＰＰＰ项目后评价流

程，如图１所示．

有代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后评价指标维度［８?１３］，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目前的研究还是集

表１　有代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

项目后评价指标维度

Ｔａｂ．１　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研究者 指标体系研究角度

胡芳［８］ 投入、过程、产出、影响

颜艳梅［９］ 顾客、财务、内部交流、学习与成长

孙彬［１０］ 管理、经济、社会、环境

李?娴［１１］ 决策、管理、产出、影响

吴小军［１３］ 财务、效率、风险

赵金先，等［１２］ 集成、范围、进度、成本、质量、
人力资源、安全风险、沟通、采购

中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和财务效益两方面，对项

目的国民经济效益可持续性、社会环境影响的研

究还不充分［１４］．

目前，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的研究，在

指标上，评价指标与建设内容不对应，可考核性不

强［１５?１６］，我国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的评价体系亟待

完善，急需建立一套综合可靠的、有针对性的评价

体系［１７?２０］，并以此为标准提高实施质量和管理水

平，促进综合管廊长远发展．

２　综合管廊犘犘犘项目后评价指标

体系的建立

对ＣＮＫＩ数据库中收录的有关后评价、综合管廊特点、综合管廊项目评价、ＰＰＰ绩效等期刊文献

（时间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来源类别为ＳＣＩ，ＥＩ及核心的文献）进行分析．

筛选１４位有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指标进行梳理，通过提取其指标体系中同级指标权重不小于０．４部

分，以及其论文中表示重要度很高的指标，发现投资效益、成本控制、社会效益和服务质量类指标是研究

者们关注的重点．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研究指标维度及关键指标梳理
［２１?３３］，如表２所示．

在指标划分的维度方面，无论利用传统的平衡记分卡法、逻辑框架法或者按阶段划分，其实都是对

项目目标、过程、结果中重要影响因素进行选取．项目评估定级工具（ＰＡＲＴ）是美国联邦政府为推进绩

效预算改革而评价政府项目绩效的工具，主要用来评价７大类联邦项目，其中之一就是大额或公式化补

贴项目［３４?３５］，这与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十分类似．ＰＡＲＴ的指标类型分为结果、产出和效率３类，还需要

为项目设定目标和基准．

参考上述文献及评价工具后，将指标体系划分为目标、过程、效益３个维度．目标评价验证的是目标

完成情况，考虑到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作为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参与方众多，文中增加利益相关者满意度

作为评价标准；过程评价考察的是项目建设与运营中各部分工作的完成情况；效益评价考察项目的服务

５９４第４期　　　　　　　　　　　董娜，等：面向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的全面后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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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研究指标维度及关键指标梳理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ｋｅ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作者 研究领域 指标维度 指标个数
主要指标

（以权重≥０．４为标准）

杨胡萍，等［２１］ 配电网
项目后评价

前期工作、准备工作、
建设过程、建设成效 ４１

投资效益
环境友好性

贾乐盈［２２］ 保障性住房
项目后评价

物业、制度、经济、影响 １６
物业管理、程序公平度、
内部收益率、就业率

韩亚楠［２３］ 客运枢纽
项目后评价

过程、效益、服务、
技术、影响、可持续性 ２０

工程质量和竣工验收、服务
质量与效率污染控制、
区域环境质量影响

韩涛［２４］ 铁路项目
过程后评价

决策、设计、施工、运营 ２９
决策过程勘察设计、
施工过程、风险控制

尤荻，等［２５］ 图书馆项目
社会效益后评价

基础条件、实现程度和可持续性 ４０
硬件设施、用户满意度、

信息可持续性

乌云娜，等［２６］ 电网项目经济
效益后评价

建设成本、财务效益、
社会经济效益、环境影响 １７

设备购置费、
内部收益率、纳税总额

刘英杰，等［１６］ 综合管廊绩效 投入、过程、结果、影响 １９
政策支持、成本控制、
社会效益、管廊功能达标

王明慧，等［２７］ ＰＰＰ绩效 财务、内部流程、顾客、学习与成长 １５

项目投资回报率、安全与
风险管理、技术管理与
创新、公众满意度

楼源，等［２８］ ＰＰＰ绩效
项目本身特性、项目投入因素、

项目发展过程因素、项目参与人因素 １１
融资方案、伙伴关系状况、
信息投入、移交运营

赵琰，等［２９］ ＰＰＰ绩效 投入、过程、产出和影响 １３
资金投入、项目管理、
运行效果、社会影响

王建波，等［３０］ 轨道交通

ＰＰＰ绩效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２３

政府财政支持度、公私部门
资金到位率、运营安全

事故率、安全事故整理水平

张红平，等［３１］ 公私合作项目绩效 产品与服务、安全与环境、社会贡献度 ２３
安全／质量控制、

ＧＤＰ增长、公众满意度

王太钢，等［３２］ 污水处理厂

ＰＰＰ项目绩效
立项、招投标、特许权授予、
实施、特许经营期、移交 ２４

招投标程序完整性、
政府补贴安排、施工质量、
社会效益、技术交接程度

陈都［３３］ 高铁ＰＰＰ绩效
质量水平、时间管理水平、成本水平、
公私方资本利用水平、效益水平 ２５

材料质量、融资时间控制建设
成本、社会资本利用水平

能力及效益水平，综合管廊的社会及环境的影响不可或缺．众所周知，社会及环境影响范围广泛，表现形

图２　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式多样，地域性强．因此，在指标设计上，把由

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引起的范围广、影响大、不

可逆的影响纳入指标体系，同时也考虑到指标

的可评价性．

参考相关政策法规，结合综合管廊项目实

际特点，提出景观特色、交通情况、环境改善程

度等指标［３６］．经过工程案例调研后，结合

ＳＭＡＲ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ｔｉｍｅ?ｂｏｕｎｄ）原则
［３７］，共设计二级指标９

个，三级指标３４个，如图２所示．图２中：ｖｆｍ

为物有所值评价．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

指标解析，如表３所示．表３中：ＰＳＣ为政府独

资的投入资金额．

６９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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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指标解析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析

项
目
目
标
︵
Ｇ
︶

利益相关者
满意度（Ｇ１）

政府方满意度（Ｇ１１） 解决财政压力，满足基建需求

公众方满意度（Ｇ１２） 服务方便、价格合理

社会资本方满意度（Ｇ１３） 按时竣工、预算不超支、质量合格

目标完成情况（Ｇ２）

环境目标（Ｇ２１） 资源利用及污染控制情况

安全目标（Ｇ２２） 项目实施期事故数、预期事故数

进度目标（Ｇ２３） 实际工期／预计工期

质量目标（Ｇ２４） 抽样检查合格率

建设内容（Ｇ２５） 原定目标与实际工程的差距

投资金额（Ｇ２６） 实际投资／投资估算

项
目
过
程
︵
Ｐ
︶

项目识别（Ｐ１）
ｖｆｍ评价工作（Ｐ１１） ＰＰＰ项目优势分析及（ＰＰＰ值／ＰＳＣ值）计算

财政承受能力评价（Ｐ１２） 当年项目所需财政支出／当年财政支出

项目准备（Ｐ２）

管理框架构建（Ｐ２１） 项目实施、专门协调机构构建

尽职调查（Ｐ２２） 建设地发展规划及项目情况分析

实施方案编制（Ｐ２３） 实施方案合规完整

竞争性磋商文件编制（Ｐ２４） 程序规范及文件清晰程度

项目执行（Ｐ３）

融资管理（Ｐ３１） 融资设计合理性、机构接洽流畅度

风险管理（Ｐ３２） 建设期特殊风险识别、事前控制水平、风险处理能力

进度管理（Ｐ３３） 实施活动与工期计划吻合度

质量管理（Ｐ３４） 过程监督、工程验收情况

成本管理（Ｐ３５） 责任成本落实、成本跟踪、成本执行情况评估

安全管理（Ｐ３６） 安全事故处理效率、安全保障措施装备情况、员工安全培训

运营管理（Ｐ３７） 运营技术可靠性、人员培训、收费机制建立情况

项目移交（Ｐ４）

移交准备（Ｐ４１） 补偿方式、移交内容、移交标准准备情况

性能测试（Ｐ４２） 资产评估和性能测试方案

资产交割（Ｐ４３）
资产、知识产权、技术法律文件和
项目清单过户和管理权移交

项
目
效
益
︵
Ｂ
︶

经济效益（Ｂ１）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Ｂ１１） 采用以插值法计算出的内部收益率

总投资收益率（Ｂ１２） 年净利润／资本金

资本金净利润率（Ｂ１３） 年均利润／投资总额

社会效益（Ｂ２）

产品及服务功能（Ｂ２１） 产业结构调整及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

景观美化（Ｂ２２） 管廊周边环境变化

交通改善（Ｂ２３） 交通安全、堵塞改善状况

居民生活条件改善（Ｂ２４） 公众生产生活舒适度、便利度

环境效益（Ｂ３）
环境影响（Ｂ３１） 多种环境影响及综合应对结果

可持续影响（Ｂ３２）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影响等可持续性总体评价

３　综合管廊犘犘犘项目后评价模型的建立

模型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标度法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其次，在待评案例中运用物元可拓模型得到

待评单元的综合关联度；最后，分析模型运算结果及项目运作过程中待评工作的完成情况．

３．１　三标度法确定权重

三标度法通过一致性检验，避免反复校准，经两两比较，能够有效降低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综合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模型中：犪犻，犼为重要性比较结果；当犻比犼重要时，取值为２；当犻和犼同等重要时，取值

为１；当犻比犼不重要时，取值为０；狀为指标个数．

选择６位在综合管廊及ＰＰＰ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进行调查．首先，请专家根据自身经验为指标

赋权，进而用三标度法进行处理，最终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ω＝１；每 个一级指标下属的

二级指标权重之和等于其一级指标权重；每个二级指标下属的三级指标之和等于其二级指标权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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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为其在整个体系中的权重．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有如下５个主要步骤
［３８?３９］．

表４　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指标权重

Ｔａｂ．４　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
指标

权重
三级
指标

权重

Ｇ ０．４１４１

Ｇ１ ０．１７２５

Ｇ１１ ０．０４７９

Ｇ１２ ０．０７０１

Ｇ１３ ０．０５４５

Ｇ２ ０．２４１６

Ｇ２１ ０．０１７７

Ｇ２２ ０．０４０２

Ｇ２３ ０．０４８６

Ｇ２４ ０．０４９８

Ｇ２５ ０．０５８１

Ｇ２６ ０．０２７２

Ｐ ０．２００７

Ｐ１ ０．０４１３
Ｐ１１ ０．０１８９

Ｐ１２ ０．０２２４

Ｐ２ ０．０２７７

Ｐ２１ ０．００４６

Ｐ２２ ０．００４０

Ｐ２３ ０．０１０４

Ｐ２４ ０．００８５

Ｐ３ ０．０７０９

Ｐ３１ ０．００９３

Ｐ３２ ０．００６４

Ｐ３３ ０．００７４

Ｐ３４ ０．０１３０

Ｐ３５ ０．０１０７

Ｐ３６ ０．０１２４

Ｐ３７ ０．０１１９

Ｐ４ ０．０４７８

Ｐ４１ ０．００９１

Ｐ４２ ０．０１４４

Ｐ４３ ０．０２４４

Ｂ ０．３８５２

Ｂ１ ０．４０６７

Ｂ１１ ０．０４１８

Ｂ１２ ０．０５７４

Ｂ１３ ０．０５７４

Ｂ２ ０．３０３８

Ｂ２１ ０．０５０４

Ｂ２２ ０．０１１８

Ｂ２３ ０．０２２８

Ｂ２４ ０．０３１９

Ｂ３ ０．２８９５
Ｂ３１ ０．０３７２

Ｂ３２ ０．０７４３

步骤１　记取直接比较矩阵犃，计算获取判断矩阵

犅，即

狉犻＝∑
狀

犼＝１

犪犻，犼，　　犻＝１，２，…，狀，

　　犫犻，犼 ＝

狉犻－狉犼
狉ｍａｘ－狉ｍｉｎ

狉ｍａｘ
狉ｍｉｎ

－（ ）１ ＋１，　　狉犻≥狉犼；

１／ 狉犻－狉犼
狉ｍａｘ－狉ｍｉｎ

狉ｍａｘ
狉ｍｉｎ

－（ ）１ ＋（ ）１ ，　　狉犻≤狉犼
烅

烄

烆
，

　　犅＝

犫１，１ 犫１，２ … 犫１，狀

犫２，１ 犫２，２ … 犫２，狀

  

犫狀，１ 犫狀，２ … 犫狀，

熿

燀

燄

燅狀

．

　　步骤２　计算传递矩阵犆，即

犮犻，犼 ＝ｌｇ犫犻，犼，

犆＝

犮１，１ 犮１，２ … 犮１，狀

犮２，１ 犮２，２ … 犮２，狀

  

犮狀，１ 犮狀，２ … 犮狀，

熿

燀

燄

燅狀

．

　　步骤３　计算最优传递矩阵犇，即

犱犻，犼 ＝
１

狀∑
狀

犽＝１

（犮犻，犽－犮犼，犽）．

犇＝

犱１，１ 犱１，２ … 犱１，狀

犱２，１ 犱２，２ … 犱２，狀

  

犱狀，１ 犱狀，２ … 犱狀，

熿

燀

燄

燅狀

．

　　步骤４　获取拟优一致矩阵犅′，即

犫′犻，犼 ＝１０
犱犻，犼．

犅′＝

犫′１，１ 犫′１，２ … 犫′１，狀

犫′２，１ 犫′２，２ … 犫′２，狀

  

犫′狀，１ 犫′狀，２ … 犫′狀，

熿

燀

燄

燅狀

．

　　步骤５　计算指标权重，即

狋犻，犼 ＝
犫犻，犼

∑
狀

犽＝１

犫′犽，犼

，　　ω犻 ＝
１

狀∑
狀

犼＝０

狋犻，犼，

犜＝

狋１，１ 狋１，２ … 狋１，狀

狋２，１ 狋２，２ … 狋２，狀

  

狋狀，１ 狋狀，２ … 狋狀，

熿

燀

燄

燅狀

．

３．２　物元可拓法建立的模型

在评价体系中利用物元可拓法，可以计算综合关联度用以评定指标等级［３９］．物元可拓法将可拓集

合方法与物元分析理论结合，可拓集合是用来分析物元的数学工具，它用关联度将模糊集合闭区间［０，

１］的取值拓展到实数轴（－∞，＋∞）
［４０?４２］．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体系等级评价标准，如表５所示．

表５中：Ⅰ级为最优级，依次递减，定性指标Ⅰ级取值范围为（７．５，１０．０］，Ⅱ级取值范围为（５．０，７．５］，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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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取值范围为（２．５，５．０］，Ⅳ级取值范围为［０，２．５］；精确度截止小数点后两位；定量指标按实际取值．具

体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确定经典域物元矩阵犚０ 和节域物元矩阵犚犆，即

犚０ ＝

犕 犆１ （犪０，１，犫０，１）

犆２ （犪０，２，犫０，２）

 

犆狀 （犪０，狀，犫０，狀

熿

燀

燄

燅）

，　　犚犆 ＝

犕犆 犆１ 〈犪犮，１，犫犮，１〉

犆２ 〈犪犮，２，犫犮，２〉

 

犆狀 〈犪犮，狀，犫犮，狀

熿

燀

燄

燅〉

．

　　步骤２　确定关联函数犽（狓），即

犽犻（狓犻）＝

－ρ（狓犼，狓犻，犼）

狘狓犻，犼狘
，　　狓犼∈狓犻，犼，　狘狓犻，犼 ＝犪犻，犼－犫犻，犼狘，

ρ（狓犼，狓犻，犼）

ρ（狓犼，狓狆，犼）－ρ（狓犼，狓犻，犼）
，　　狓犼狓犻，犼

烅

烄

烆
，

ρ（狓犼，狓犻，犼）＝ 狓犼－
１

２
（犪犻，犼＋犫犻，犼）－

１

２
（犫犻，犼－犪犻，犼），　　犻＝１，２，…，犿，　犼＝１，２，…，狀，

ρ（狓犼，狓狆，犼）＝ 狓犼－
１

２
（犪狆，犼＋犫狆，犼）－

１

２
（犫狆，犼－犪狆，犼），　　犻＝１，２，…，犿，　犼＝１，２，…，狀．

　　步骤３　综合关联度犓犼（犘）及等级评定，即

犓犼（犘）＝∑
狀

犻＝１

ω犻×犽犼（狓犻），　　犓犼（犘）＝
犓犼（犘）－ｍｉｎ犓犼（犘）

ｍａｘ犓犼（犘）－ｍｉｎ犓犼（犘）
，　　犑＝

∑
狀

犼＝１

犼犓犼（犘）

∑
狀

犼＝１

犓犼（犘）．

表５　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三级指标等级划分及评价标准

Ｔａｂ．５　３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三级
指标

取值范围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三级
指标

取值范围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Ｇ１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３３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１２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３４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１３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３５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２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３６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２５，０．５０］（０．５０，０．７５］（０．７５，１．００］Ｐ３７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２３ ［０．８，０．９］ （０．９，１．０］ （１．０，１．１］ （１．１，１．５］ Ｐ４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２４ （０．９，１．０］ （０．８，０．９］ （０．７，０．８］ ［０，０．７］ Ｐ４２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２５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４３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Ｇ２６ ［０．８，０．９］ （０．９，１．０］ （１．０，１．１］ （１．１，１．５］ Ｂ１１ （０．０８，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０２］

Ｐ１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１２ （０．１２，０．１５］（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４，０．０８］ ［０，０．０４］

Ｐ１２ ［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７］（０．０７，０．１０］Ｂ１３ （０．１２，０．１５］（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４，０．０８］ ［０，０．０４］

Ｐ２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２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２２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２２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２３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２３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２４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２４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３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３１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Ｐ３２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Ｂ３２ （７．５，１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５，５．０］ ［０，２．５］

４　工程案例

成都市天府新区某已建成投运综合管廊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ＰＰＰ项目，该管廊长１３ｋｍ左

右，投入运行监控中心３座，整个管廊高３ｍ，宽约为５ｍ，包括弱电管道、高压管道、通信管道、自来水管

道等管线．截至目前，新区综合管廊入廊企业已达１２家．保安、巡查、维修、监控等不同班组工作人员２４

ｈ轮流工作，于２０１５年初投建，现已进入运营期，项目合作期为２７ａ（包含２ａ建设期），项目未移交．

９９４第４期　　　　　　　　　　　董娜，等：面向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的全面后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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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指标的打分来自ＳＰＶ（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ｖｅｈｉｃｌｅ）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共有１３位项目负责人参与

调查，对负责人的打分做平均处理后再进行模型计算．此项目进入运营期不久，移交尚有２０余年，对于

项目移交部分进行的是模拟评价．物元可拓模型的关联度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后评价体系指标关联度计算结果

Ｔａｂ．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ｏ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指标 指标代号
指标等级关联度

Ⅰ Ⅱ Ⅲ Ⅳ
指标等级

一级指标

Ｇ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９５５　 －０．４８６８ －０．６６４０ Ⅰ

Ｐ ０．２１１４ －０．１７７８ －０．４７３２ －０．５６０７ Ⅰ

Ｂ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７５８ －０．４４０８ Ⅱ

二级指标

Ｇ１ －０．０９５９ ０．１１４７ －０．４４３１ －０．６２２０ Ⅱ

Ｇ２ ０．１１７５ －０．２４５７ －０．５１８１ －０．６９４０ Ⅰ

Ｐ１ ０．３８４７ －０．１２９９ －０．７００５ －０．８００３ Ⅰ

Ｐ２ ０．２６２１ －０．３４１７ －０．６６７２ －０．７７５７ Ⅰ

Ｐ３ ０．２５３１ －０．２７５２ －０．６０６２ －０．７３８３ Ⅰ

Ｐ４ ０．１７２３ －０．１７２３ －０．５８７２ －０．７２５５ Ⅰ

Ｂ１ －０．１４０９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９１１ －０．１１８７ Ⅲ

Ｂ２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３０５ －０．１３８９ －０．２２４８ Ⅰ

Ｂ３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８３２ －０．１８３９ Ⅱ

三级指标

Ｇ１１ －０．１６９３ ０．２５６０ －０．３７２０ －０．５８１３ Ⅱ

Ｇ１２ －０．１１４２ ０．１４８０ －０．４２６０ －０．６１７３ Ⅱ

Ｇ１３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８０ －０．４９６０ －０．６６４０ Ⅱ

Ｇ２１ －０．３１７８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６４０ －０．３７６０ Ⅱ

Ｇ２２ ０．２４００ －０．７６００ －０．８８００ －０．９２００ Ⅰ

Ｇ２３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０．７３３３ Ⅰ

Ｇ２４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Ⅰ

Ｇ２５ ０．２５６０ －０．１１６３ －０．７４４０ －０．８７２０ Ⅰ

Ｇ２６ －０．３７５０ －０．１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１６６７ Ⅲ

Ｐ１１ ０．２４８０ －０．２８４０ －０．６４２０ －０．７６１３ Ⅰ

Ｐ１２ ０．５０００ ０ －０．７５００ －０．８３３３ Ⅰ

Ｐ２１ ０．１０８０ －０．１０８０ －０．５５４０ －０．７０２７ Ⅰ

Ｐ２２ －０．１４６９ ０．２０８０ －０．３９６０ －０．５９７３ Ⅱ

Ｐ２３ ０．４１６０ －０．４１６０ －０．７０８０ －０．８０５３ Ⅰ

Ｐ２４ ０．３５６０ －０．６４４０ －０．８２２０ －０．８８１３ Ⅰ

Ｐ３３ ０．４５２０ －０．５４８０ －０．７７４０ －０．８４９３ Ⅰ

Ｐ３４ ０．４５２０ －０．５４８０ －０．７７４０ －０．８４９３ Ⅰ

Ｐ３５ ０．４５２０ －０．５４８０ －０．７７４０ －０．８４９３ Ⅰ

Ｐ３６ ０．４５２０ －０．５４８０ －０．７７４０ －０．８４９３ Ⅰ

Ｐ３７ －０．０２４０ ０．３４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５５３３ Ⅱ

Ｐ４１ ０．１７２０ －０．１７２０ －０．５８６０ －０．７２４０ Ⅰ

Ｐ４２ ０．１７２０ －０．１７２０ －０．５８６０ －０．７２４０ Ⅰ

Ｐ４３ ０．１７２０ －０．１７２０ －０．５８６０ －０．７２４０ Ⅰ

Ｂ１１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１４２９ －０．４０００ Ⅱ

Ｂ１２ －０．４１６７ －０．１２５０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０００ Ⅲ

Ｂ１３ －０．４０００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Ⅲ

Ｂ２１ ０．３４４０ －０．３４４０ －０．６７２０ －０．７８１３ Ⅰ

Ｂ２２ －０．２１９７ ０．３９２０ －０．３０４０ －０．５３６０ Ⅱ

Ｂ２３ －０．３３１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３４００ Ⅱ

Ｂ２４ －０．０３５１ ０．１３２０ －０．０６６０ －０．３７７３ Ⅱ

Ｐ３１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６４０ －０．５３２０ －０．６８８０ Ⅰ

Ｐ３２ －０．３１６７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６８０ －０．３７８７ Ⅱ

Ｂ３１ ０．２５６０ －０．２５６０ －０．６２８０ －０．７５２０ Ⅰ

Ｂ３２ －０．３３１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３４００ Ⅱ

　　由表６可知：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良好，６６．７％的一级指标在Ⅰ级，３３．３％的一级指标在Ⅱ级，没有

Ⅲ，Ⅳ级指标；６６．７％的二级指标在Ⅰ级，２２．２％的二级指标在Ⅱ级，１１．１％在Ⅲ级；５５．９％的三级指标

在Ⅰ级，３５．３％的三级指标在Ⅱ级，８．８％的三级指标在Ⅲ级．

０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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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基本完成，项目实施过程管控严谨，但经济效益表现不够好，其中两个主要的收益率指标

都差强人意，这说明社会资本和政府的收益都没有达到最优水平．这是由于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充足且完

善，实施过程平稳，无明显问题，但进入运营期后，项目经济效益表现不佳，主要体现为总投资超支，社会

资本收益不达标．项目后续运营可在定调价、管线入廊上多做研究，开发管廊边际利益，从而提高项目的

经济效益．当调整过运营策略后，项目公司可利用物元可拓模型对项目效果进行再次评价，计算新的关

联度，并以此为依据观察策略调整后项目的表现，并做出调整，循环往复．

在整个运营周期内，评价?调整?评价的循环可以保证项目的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当调整过运营策

略后，项目公司可利用物元可拓模型对项目效果进行再次评价，计算新的关联度，并以此为依据观察策

略调整后项目的表现，并做出调整，循环往复．

５　结束语

通过建立科学可行的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项目后评价体系，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将此体系运用

到实际项目中有利于提高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效率，完善综合管廊市场环境．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改

进综合评价方式，可以促进准经营类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发展，将潜在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１］　范辉，王飞，王国伟．供热热水管道管廊敷设方式研究进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８（６）：７４７?７５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３１．

［２］　王曦祝，付玲．基于博弈分析的城市综合管廊收费对策研究［Ｊ］．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９（１）：１９７?２０３．

［３］　薛敏，陆惠民．完善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体系研究［Ｊ］．工程管理学报，２０１１，２５（３）：３１８?３２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８５９．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６．

［４］　姜青．两部委开展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年度绩效评价工作［Ｊ］．建设科技，２０１６（８）：７．

［５］　赵伯廷．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Ｊ］．企业管理，２０１８（４）：７３?７４．ＤＯＩ：４．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３２０．２０１８．０４．０２．

［６］　姜连馥，石永威，杨尚群．基于 ＡＮＰ的工程项目后评价研究［Ｊ］．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２００７（２）：１８３?１８７．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２６１８．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４．

［７］　贾乐盈．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Ｊ］．价格月刊，２０１４（１０）：８７?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７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

２０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６．

［８］　胡芳．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２．

［９］　颜艳梅．公共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０６．ＤＯＩ：１０．７６６６／ｄ．ｙ１０１８８８０．

［１０］　孙彬．市政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Ｄ］．重庆：重庆交通大学，２０１５．ＤＯＩ：１０．７６６６／ｄ．ｙ１０１８８８０．

［１１］　李?娴．基于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公共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６．

［１２］　赵金先，李龙，刘敏．基于ＯＷＡ算子赋权的地铁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灰色评价［Ｊ］．建筑经济，２０１４，３５（９）：１２５?１２９．

［１３］　吴小军．ＰＰＰ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基于ＶＦＭ视角［Ｄ］．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２０１６．

［１４］　黄德春．投资项目后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Ｄ］．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３．

［１５］　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１６］　刘英杰，孙丽云，杨凯．ＰＰＰ模式下综合管廊绩效评价研究［Ｊ］．人民珠江，２０１７，３８（１０）：１０５?１０８．

［１７］　ＡＭＥＹＡＷＥ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６

（２）：１２４?１６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９２３５．２０１７．１０．０２２．

［１８］　王超，赵新博，王守清．基于ＣＳＦ和ＫＰＩ的ＰＰＰ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研究［Ｊ］．项目管理技术，２０１４，１２（８）：１８?２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４３１３．２０１４．０８．００３．

［１９］　黄艳．化工企业总平面布置方案优选研究［Ｄ］．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２００９．

［２０］　刘英杰，孙丽云，杨凯．基于改进物元可拓模型的综合管廊绩效评价研究［Ｊ］．人民长江，２０１７，４８（１９）：１０６?１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３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４１７９．２０１７．１９．０２０．

［２１］　杨胡萍，李泰伟，熊宁．一种基于全过程管控的新型城镇配电网建设项目后评价体系［Ｊ］．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

２０１８，４２（３）：２８３?２８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０４６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５．

［２２］　王波．后评价在保障性住房中的应用研究［Ｊ］．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６（２５）：３５?３６，４４．

１０５第４期　　　　　　　　　　　董娜，等：面向综合管廊ＰＰＰ项目的全面后评价体系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２３］　韩亚楠，周伟，黄浩丰．公路客运枢纽项目后评价技术体系研究［Ｊ］．公路，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５?１６９．

［２４］　韩涛．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建设过程后评价研究［Ｊ］．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１４（５）：９１３?９２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０２９．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５．

［２５］　尤荻，梁双陆．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社会效益后评价体系研究［Ｊ］．图书馆，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２?１０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５５８．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１．

［２６］　乌云娜，范亮，陈开风．考虑关联性的电网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研究［Ｊ］．中国电力，２０１６，４９（１２）：１５６?１６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３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６４９．２０１６．１２．１５６．０６．

［２７］　王明慧，张桥，凌飞翔．改进层次分析法在ＰＰＰ项目绩效评估中的应用［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２０１７，４７（１３）：５０?

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３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６４９．２０１６．１２．１５６．０６．

［２８］　楼源，王洪涛，冉连月．基于ＳＥＭ的ＰＰＰ项目绩效影响因素ＦＣＭ 模型［Ｊ］．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２０１８，３５（３）：

１４５?１５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０９８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４．

［２９］　赵琰，王建东，陈志鹏．ＰＰＰ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综合评级模型研究［Ｊ］．会计之友，２０１８（４）：１１０?１１５．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５９３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４．

［３０］　王建波，刘芳梦，有维宝．基于ＤＰＳＩＲ与物元分析的城市轨道交通ＰＰＰ项目绩效评价［Ｊ］．隧道建设：中英文，

２０１８，３８（７）：１１００?１１０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３／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４４９８．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４．

［３１］　张红平，叶苏东．基于成功度的公私合作项目绩效评价研究［Ｊ］．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６（３）：２２?

２９．

［３２］　王太钢，李慧敏．基于物元可拓模型的污水处理厂ＰＰＰ项目绩效评价［Ｊ］．水电能源科学，２０１７，３５（８）：１４５?１４７，

１０６．

［３３］　陈都．中国高铁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模糊综合绩效评价研究：以京沪高铁项目为例［Ｊ］．理论月刊，２０１７（１２）：１２８?

１３４．

［３４］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ＰＡＲＴ：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ｏ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ｂｕｄｇｅｔ［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７２（１）：１１２?１２１．

［３５］　ＪＥＲＲＹＥ．Ｓｃｏｒ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０７，３６（２）：３?９．

［３６］　王亦虹，潘敏，尹贻林．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目全过程咨询手册［Ｍ］．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７］　李字庆．ＳＭＡＲＴ原则及其与绩效管理关系研究［Ｊ］．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７（１９）：１４８?１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

３１０２．２００７．１９．０９７．

［３８］　赵洪磊，项添春，张新伦，等．基于三标度理想解法的发电计划评估［Ｊ］．中国电力，２０１７，５０（１１）：１０８?１１５．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３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６４９．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８．

［３９］　甘蓉，宣昊，刘国东．基于博弈论综合权重的物元可拓模型在地下水质量评价中的应用［Ｊ］．水电能源科学，２０１５，

３３（１）：３９?４２，９０．

［４０］　兰双双，姜纪沂，王滨．基于物元可拓法的地下水水质评价：以梨树县平原区浅层地下水为例［Ｊ］．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９（４）：７２２?７２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５８８８．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７．

［４１］　贾善坡，金凤鸣，郑得文．含水层储气库的选址评价指标和分级标准及可拓综合判别方法研究［Ｊ］．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４（８）：１６２８?１６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２２／ｊ．ｃｎｋｉ．ｊｒｍｅ．２０１４．１１９７．

［４２］　何玉钧，刘毅，周生平．基于物元可拓模型的电力通信网风险评估［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７，４５（１４）：６４?６９．

ＤＯＩ：１０．７６６７／ＰＳＰＣ１６１０８５．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方德平）

２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第４０卷　第４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９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ｌ．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９３　

　　　犅犐犕在鲁中地区传统农宅

节能改造中的运用

马乐原，陈悦华

（武汉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在对鲁中地区农宅进行实地调研、了解现存住宅类型及围护结构方案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农宅

类型，借助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建模软件Ｒｅｖｉｔ建立三维模型．利用ＢＩＭ 可持续分析软件Ｅｃｏｔｅｃｔ，分别模拟

不同的农宅布局形式及围护结构优化前、后的室内逐月不舒适度和能耗情况．结果表明：从节能角度分析，合

院式布局农宅仍然是最佳布局形式；进一步提高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是节能改造的关键，且对屋顶和外窗进

行改造的效果明显优于外墙．

关键词：　建筑信息模型；合院式农宅；逐月不舒适度；建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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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地区即山东半岛中部地区，在全国建筑气候区图上属寒冷地区，冬冷夏热、春秋短促，因此，该

地区住宅需满足冬季保温、夏季隔热的基本要求［１］．然而长期以来，该地区农村住宅以农民自发组织建

设为主，缺少专业的设计与施工团队，再加上经济水平有限，住宅建造质量相对较差，对住宅的节能环保

性及室内的热舒适性也更加缺少关注．近年来，农宅的节能工作开始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及相关专家的关

注．２００９年，《严寒和寒冷地区农村住宅节能技术导则》试运行；２０１０年，住建部发布文件要求对农村居

住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同年，我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始编制农村地区节能改造标准，以改善民居环境为

目标，尽量满足住户对舒适度的要求［２］．学者们主要从节能改造策略及能耗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开展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２８

　通信作者：　陈悦华（１９６８?），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信息化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ｕｈｃｈｅｎ＠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７１０７３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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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董馨潞
［２］以哈尔滨市周边农宅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其围护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合适的围护

结构节能改造方案，同时辅以ｅＱＵＥＳＴ能耗模拟软件动态模拟进行方案优选．高宁宁
［３］从适宜性角度

探索胶东半岛新型农宅的节能设计策略．邹惠芬等
［４］通过分析东北地区农宅地基传热过程，得到不同厚

度的地基保温层对建筑能耗和室内热舒适性的影响．董令初等
［５］对浙江农宅不同功能、不同朝向的房间

窗墙比进行实测，分析各自特点并提出改造建议．袁炯炯
［６］基于厦门地区不同类型的用能特征及人体热

适应性，提出适宜的节能措施，并分析不同围护结构参数对空调能耗的影响．郑少群等
［７］利用Ｅｎｅｒｇｙ

Ｐｌｕｓ，模拟不同变量变化对建筑能耗和室内舒适度的影响，分析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采用粒子群算

法进行多维优化．总的来说，目前，我国既有农宅节能改造的研究成果适用范围相对有限，复用性和共享

性偏低．现有研究成果尽管可以在某些典型农宅节能改造设计阶段提供一些指导，但是模拟软件中所建

的模型仍然无法用于指导施工及后期运维，也无法在各专业之间实现共享，也就难以实现改造全过程的

实时监控和多专业之间高度协调．因此，如何将节能改造所需的全部信息高效准确地集成于统一的平

台，实现数据共享，同时简化传统的节能改造流程，提高普适性，是目前既有农宅节能改造研究的重点方

向．本文借助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平台，运用建模软件ＡｕｔｏｄｅｓｋＲｅｖｉｔ建立鲁中地区典型农宅三维模

型，经过简单数据转换，将带有属性信息的模型导入ＢＩＭ系列软件分析建筑性能，进而辅助改造方案的

比选和优化．

１　犅犐犕理论基础

ＢＩＭ技术是一种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贯穿于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通过整合建筑项目生成的

各类信息为项目的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共享式信息平台的新技术［８］．ＢＩＭ 的实现离不开ＢＩＭ 系列软

件，目前ＢＩＭ系列软件可划分为两大类型：ＢＩＭ 建模软件和利用模型的软件．每一类都包括诸多具体

软件，这些软件大大推进了ＢＩＭ的普及和发展，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和综合运用，进而优化设计、

节约成本等．

１．１　犅犐犕建模软件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ＢＩＭ 建模软件，比较常用的是 Ｒｅｖｉｔ，ＭａｇｉＣＡＤ，ＸＳｔｅｅｌ和ｉＴＷＯ等，其中，

ＭａｇｉＣＡＤ专注于机电，ＸＳｔｅｅｌ致力于钢构，两者和ｉＴＷＯ都是国外软件，不能适应本土化施工规范、计

算规则等．Ｒｅｖｉｔ可以通过创建建筑基础构件，快速完成平、立、剖面等设计，生成三维模型并输出二维图

纸，在任何一个视图下修改图元，其他视图下自动发生联动，并且其自带的族可以直接载入模型中，大大

提高了绘图效率［９］．除此之外，Ｒｅｖｉｔ建模基于统一的ＩＦＣ建模标准，其生成的模型可以在任意支持ＩＦＣ

标准的软件之间转换．因此，文中选用Ｒｅｖｉｔ建立既有农宅模型，进而利用可持续分析软件进行建筑性

能分析．

１．２　犅犐犕可持续分析软件

ＢＩＭ可持续分析软件可以从ＢＩＭ模型中提取建筑性能，分析所需的相关建筑信息并进行模拟，及

时给出评价反馈，便于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完善，从而使设计过程更加理性．以往一些专业分析软件，如

ＤＯＥ?２，ＥｎｅｒｇｙＰｌｕｓ等，尽管功能强大，但操作难度较大，且需要操作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Ｅｃｏｔ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基于三维信息化模型，简化了复杂几何体的构建过程，用户界面友好、可视化程度高、操作难度

低、应用范围较为广泛．

１．２．１　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与建模软件的数据交换　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功能较为全面，集合了热环境、声

环境、光环境、经济性、环境影响和可视度分析等６项功能．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属于ＢＩＭ系列软件，提

供了与ＢＩＭ软件的接口，可以与Ｒｅｖｉｔ中所建模型进行单向链接
［１０］．模型从Ｒｅｖｉｔ到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主要以Ｇｒ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ＸＭＬ（ｇｂＸＭＬ）或ＤＸＦ的格式进行数据转换，其中，ｇｂＸＭＬ是基于ＸＭＬ规范

的专门用于绿色建筑分析的数据转换语言，以空间为基础，围护结构以面的形式简化表达，主要用来分

析建筑的热环境、声环境等；而ＤＸＦ文件储存的是详细的３Ｄ模型，在各软件之间转换速度相对较慢，

适用于光环境、阴影遮挡分析等［１１］．研究主要利用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热环境分析功能分析住宅的逐月

不舒适度和能耗，使用从Ｒｅｖｉｔ导出的ｇｂＸＭＬ文件，在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中赋予构件相应的材质，并进

行区域设置（人员、设备运行时间表等）之后，载入当地气象数据，即可开始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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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准入法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１．２．２　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热环境分析计算方法 　

Ｅｃｏｔ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热环境分析采用英国工程师协会

（ＣＩＢＳＥ）核定的准入系数法，是一种动态负荷计算方

法，包括平均和波动两种计算状态，其计算流程，如图１

所示．该运算比较灵活，对建筑物的体形及模拟仿真的

区域数量没有限制．同时，准入法的计算也比较高效，在

完成遮挡和区域计算后，无论是继续修改材料，还是重

新进行区域内人员活动情况的设置，系统都会迅速完成

计算［１２］．

２　典型农宅概况及犅犐犕建模

为了更真实地了解鲁中农村现有住宅形式及居住环境状况，选取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五井东村７０

余户农宅进行深入走访调研．由于建造时间不同，农村住宅的空间布局、结构形式等也发生着变化．结合

调研结果，将住宅建造时间划分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０年以后３个时间段，并分别利用

Ｒｅｖｉｔ建立三维模型，如图２，３所示．宅基地面积统一为１５ｍ×１５ｍ．

建筑形式上，该地区住宅一直以单层坡屋面为主；结构形式上，２０１０年以前，以砖混结构为主，２０１０

　　　 （ａ）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新建（类型１）　　（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新建（类型２）　

（ｄ）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住宅改建后　　　　　　　　　　　　（ｅ）２０１０年以后新建住宅　　

图２　１９９０年至今典型农宅模型平面视图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０

　　（ａ）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新建（类型１）　　　（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新建（类型２）

５０５第４期　　　　　　　　　　　马乐原，等：ＢＩＭ在鲁中地区传统农宅节能改造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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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住宅改建后　　　　　　　　　　　　（ｅ）２０１０年以后新建住宅　　

图３　１９９０年至今典型农宅模型三维视图

Ｆｉｇ．３　３Ｄｖｉｅｗ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０

年之后，开始出现框架结构．围护结构上，越来越关注材料的保温隔热性能，外墙、屋面、门窗、地面等部

位的构造形式，如表１所示．空间布局上，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住宅建设受经济条件限制，多数家庭只建正

房和一间厢房（东厢房或西厢房）以满足基本居住需求；２１世纪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

开始在自家宅基地上加建厢房及倒座房，形成四合院式布局，同时，考虑采光及保暖需求，在正房与厢房

之间加建阳台连接（图２（ｄ））；２０１０年之后，除了继续沿用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建造房屋，一些条件比较

好的农户开始结合楼房布局形式设计自家住宅，取消厢房的建造，所有居住活动全部改为在室内进行．

表１　农宅围护结构概览

Ｔａｂ．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围护结构
部位

材料及厚度（由外到内）

类型１（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类型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类型３（２０１０年以后）

外墙 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２４０ｍｍ
厚黏土砖＋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

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２４０ｍｍ
厚黏土砖＋２０ｍｍ厚水泥
砂浆＋１０ｍｍ厚白灰抹灰

５ｍｍ厚贴砖饰面＋１０ｍｍ
厚白灰抹灰＋２０ｍｍ厚水泥
砂浆＋２４０ｍｍ厚黏土砖＋
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

屋顶
黏土瓦＋２０ｍｍ厚麦秸泥＋
６０ｍｍ厚高梁箔＋木檩条＋

１０ｍｍ厚石膏板

黏土瓦＋２０ｍｍ厚麦秸泥＋
１０ｍｍ厚苇箔＋木檩条＋
１０ｍｍ厚纸面石膏板

黏土瓦＋２０ｍｍ厚麦秸泥＋
１２０ｍｍ厚现浇混凝土屋面板＋

１０ｍｍ厚纸面石膏板

门窗 单框单玻木门窗 单玻铝合金门窗
单玻铝合金门窗为主，
少数中空双玻铝合金门窗

地面 － 瓷砖地面为主 －

３　基于犅犐犕的典型农宅能耗模拟分析

３．１　热环境参数的设置

进行热工模拟前，要先进行区域属性的参数设置：“室内设计条件”使用系统默认值；“人员和运行”

的设置按人均占有使用面积６ｍ２ 及不同房间的使用功能对人员进行分配；换气次数的计算根据《农村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冬季取０．５ｈ－１，夏季取１．０ｈ－１；考虑到农村当地生活习惯，热环境参数“系统

类型”选择“ＨｅａｔｉｎｇＯｎｌｙ”，即仅在冬季采取取暖措施，夏季不设置空调制冷；室内舒适温度按标准设定

为１４～２８℃；“运行时间”假定平时和周末的取暖炉使用时间分别是１８：００～２４：００和８：００～２４：００．

３．２　不同平面布局对节能改造的影响

为了分析住宅的不同平面布局对住宅热环境的影响，住宅围护结构统一采用类型１的方案．

３．２．１　逐月不舒适度分析　选取的逐月不舒适度数据表示形式为ＤＨ（ＤｅｇｒｅｅＨｏｕｒｓ），单位为℃·ｈ．

即计算每月所有不舒适温度与节３．１中设定舒适温度（１４～２８℃）的差值的总和，可以分别得到过热

（高于２８℃）和过冷（低于１４℃）的不舒适度总和．

在自然通风条件下，模拟各类型住宅的逐月不舒适度，汇总得到全年不舒适度，如表２所示．由表２

可知：夏季的过热不舒适度远远低于冬季的过冷不舒适度，即该地区农村住宅通过自然通风基本能够实

现夏季降温的需求，但是因处寒冷地区、冬季气温低、外加当前使用的围护结构材料的传热系数过大、气

６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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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同平面布局住宅全年不舒适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Ｙｅａｒｌｙ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ｓ ℃·ｈ　

时间
不舒适度

过热 过冷 总计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１６３．６ １５５６２．４ １５７２６．０

新建类型１ １２０．１ １４２１９．３ １４３３９．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新建类型２ １１５．３ １４４６２．６ １４５７７．８

改建 １１９．５ １４１２７．０ １４２４６．５

２０１０年以后 １３５．５ １４８６７．２ １５００２．７

密性低等原因，还需要加强采暖措施提高舒

适度．对比４种布局类型可以看出，逐月不舒

适度最大的是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所建住宅，阳

台、厢房、倒座房等加建之后，逐月不舒适度

明显降低，因为合院式布局中间形成的庭院

可对民居室内外的热环境起到过渡作用，有

效缓冲室外温度对室内的直接作用．２０１０年

以后的布局虽然居住方便，但是由于直接受

到户外露天环境的影响，逐月不舒适度略高

于合院式布局．

３．２．２　住宅能耗分析　住宅能耗是指维持建筑功能和建筑物在运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包括照明、

采暖、空调、家用电器等能耗［１３］．对农宅来说，能耗主要用于采暖．Ｅｃｏｔｅｃｔ可以模拟建筑整体和各个区

域的逐月采暖能耗，计算单位面积能耗＝建筑物整体采暖能耗／建筑面积，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农宅类型单位面积能耗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由图４可知：单位面积能耗情况与逐月不舒

适度结果相似，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所建住宅的单位面

积能耗最高，为１８４．７１ｋＷ·ｈ·ｍ－２；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的住宅改建为合院式住宅后，过冷不舒适

度降低，所需单位采暖能耗减少为１５０．９９ｋＷ·

ｈ·ｍ－２，比改建前降低了１８％；而２０１０年以后的

非合院式布局过冷不舒适度高于合院式，导致采

暖能耗有所增加．

３．３　围护结构形式对节能改造的影响

３．３．１　围护结构改造方案的确定　由于农村居

民专业知识匮乏、节能意识低等原因，目前农宅建

设所采用的外墙、门窗、屋顶等大多没有进行任何

保温处理，热工性能不良，造成农村住宅冬季室内热环境情况并不乐观．外墙是住宅的主要围护结构，内

保温、外保温和夹芯保温是目前流行的墙体保温形式［１４?１５］．其中，外墙外保温是在外墙外部加设保温材

料，施工过程不影响室内居住活动的正常进行，既有利于保护原有围护结构，又帮助改善室内热环境，是

既有建筑墙体节能改造的首选；门窗是建筑围护结构各部件中绝热性能最差的部分，目前农村大量使用

的仍然是保温隔热性能比较低的单层玻璃窗，这是造成室内热环境质量差和冬季能耗高的重要原因．寒

冷地区的住宅，选择门窗玻璃时，应选用气体间层厚度不小于９ｍｍ的中空玻璃
［１４］，严格控制其热传导

能力；屋顶所造成的室内外传热耗热量远远大于其他围护结构的耗热量．常见的保温屋面采用保温隔热

材料改善屋面层的热工性能，选择保温隔热材料时，需考虑其导热能力和蓄热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屋面

荷载，尽量选用密度适中的材料．

综合上述原则，确定该地区农宅围护结构改造方案，如表３所示．改造后的外墙、外窗、屋顶的传热

系数均小于改造前的，且均符合《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以图２（ｂ）布局形式为例，分别对

外墙、外窗、屋顶进行改造，并对比改造前、后逐月不舒适度和能耗情况．

表３　围护结构改造前、后的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围护结
构部位

改造前

构造 传热系数

改造后

构造 传热系数

外墙
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２４０ｍｍ
厚黏土砖＋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

１０ｍｍ厚白灰抹灰
１．４９０

５ｍｍ厚贴砖饰面＋５ｍｍ厚
抗裂砂浆＋５０ｍｍ厚ＥＰＳ保温板＋
胶黏剂＋２０ｍｍ厚水泥砂浆＋
２４０ｍｍ厚黏土砖＋２０ｍｍ厚
水泥砂浆＋１０ｍｍ厚白灰抹灰

０．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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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围护结
构部位

改造前

构造 传热系数

改造后

构造 传热系数

屋顶
黏土瓦＋２０ｍｍ厚麦秸泥＋
１０ｍｍ厚苇箔＋木檩条＋
１０ｍｍ厚纸面石膏板

２．１３０

黏土瓦＋４０ｍｍ厚麦秸泥＋
１２０ｍｍ厚现浇混凝土屋面板＋
５０ｍｍ厚玻璃棉保温层＋
薄膜隔汽层＋纸面石膏板吊顶

０．２２５

门窗 单玻铝合金门窗 ５．４４０ 中空双玻铝合金门窗 ２．７１０

３．３．２　逐月不舒适度分析　在自然通风条件下，模拟该类型住宅逐月不舒适度．围护结构改造前、后的

全年不舒适度对比，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每种围护结构的改造都会使房间过热及过冷的不舒适度

降低，即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主要是传热系数的减小）可以大大增强住宅的保温隔热性能，降低逐

月不舒适度；屋顶改造后，全年不舒适度降低幅度最为明显，外窗次之；相比改造前，外墙改造后的全年

不舒适度有一定降低，但幅度不大．

图５　围护结构改造前、后全年不舒适度的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ｙｅａｒｌｙ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ｄｅｇｒｅ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３．３．３　住宅能耗分析　同样地，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在其他围护结构材质不变的情况下，分别更改外

墙、屋顶和外窗的材质，模拟得到逐月采暖能耗，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传热系数小、传热能力

低、保温性能好的围护结构有利于冬季采暖能耗的降低，单一围护结构的改造节能效果远不如同时对所

有围护结构进行优化，且屋顶和外窗的节能改造效果明显优于外墙．

图６　围护结构改造前、后逐月能耗的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４　结论与展望

借助ＢＩＭ平台的数据协同能力，通过可视化数据模型在建模软件与可持续分析软件之间的自由转

换，对农宅热环境进行模拟，得出以下３点结论．

１）通过分析不同平面布局的逐月不舒适度及能耗情况，得出在合院式布局中，其庭院具有很好的

热缓冲作用，可以避免室内环境直接受到户外露天环境的影响，从而降低住宅的逐月不舒适度，减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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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能耗．

２）通过分析不同围护结构改造方案对逐月不舒适度和能耗的影响，得出外墙、屋顶和外窗的优化

能减小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降低其传热能力、增加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降低全年室内不舒适度，从而

有效地降低建筑采暖能耗．

３）通过对比单一围护结构和所有围护结构同时改造前、后的逐月不舒适度和能耗变化情况，得出

单一围护结构的改造后的逐月不舒适度和能耗降低幅度远不如同时对所有围护结构进行优化，且改造

屋顶和外窗的节能效果明显优于外墙的改造．

信息化、可视化的改造流程提高了传统农宅的节能改造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既有农宅的改造不同于新建住宅，其改造过程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还需进一步通过实地调研

对模拟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如有差异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不断改善信息化工作流程，帮助居民更好地

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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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胶?凝胶抛光膜中磨料?基体

界面结合强度分析

俞能跃，陆静

（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对粒径分别为４０，３μｍ的金刚石磨料进行不同的表面处理，通过测量拉伸强度，以及扫描电子显微

镜、红外光谱等方法分析表面处理对界面结合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粒径为４０μｍ的金刚石表面镀钛并

氧化处理后，界面结合强度提升２０％；在粒径为３μｍ的金刚石表面涂覆ＦｅＯＯＨ，界面结合强度不会出现明

显的变化．

关键词：　磨料；界面结合；拉伸强度；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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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晶圆加工过程中具有高精度、低损伤等优点［１?２］，基于溶胶?凝胶制备而成的生物高分子柔性

抛光膜受到广泛关注．相较于传统的固结磨料与游离磨料抛光工具，半固结的溶胶?凝胶抛光膜具有一

种特有的“容没”效应，可避免加工过程中的磨粒对加工工件的损伤，更好地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３?５］．在

常温下，金刚石为亚稳定态，耐热性不高，加工过程中常发生氧化失质量、石墨化等反应，从而影响加工

效率［６］．此外，由于金刚石是由共价键结合而成的晶体，它和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结合较差，在加工过程

中，会出现磨料脱落等问题．为了提高磨料与基体的结合，众多学者选择对金刚石表面进行涂覆处理，如

涂覆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等壳层，从而使磨料与基体更好地结合［７?９］．涂覆壳层后，复合磨料的导热性、分

散性、耐磨性及抗氧化性等皆有大幅度提升［１０?１４］，可实现磨料与基体的牢固结合，提高加工效率．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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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抛光工具中，金刚石磨料是镶嵌于陶瓷、金属、树脂等结合剂中，界面结合强度的测量大多基于三

点抗弯原理［１５?１７］，通过测试抛光工具的抗弯强度，表征磨料与基体的界面结合强度．对于球状或块状的

溶胶?凝胶抛光工具，有学者通过容积密度和硬度参数对抛光工具中的磨料与基体的界面结合进行表

征［１８?１９］．然而，由于半固结的溶胶?凝胶抛光膜基体较软且很薄，无法使用传统的三点抗弯法．溶胶?凝胶

抛光膜在制备过程中采用生物高分子材料，在固化及干燥过程中会产生剧烈的收缩［２０］，从而在金刚石

表面产生压应力，这种界面应力在宏观上会影响工具的拉伸强度．因此，本文通过对拉伸强度的测量，研

究表面镀钛氧化、涂覆羟基氧化物等不同表面处理方法对抛光工具界面结合强度的影响，并通过扫描电

子显微镜、红外分析等手段从机理上进行结果分析．

１　实验过程

采用真空微蒸发方法，对粒径为４０μｍ的金刚石表面进行镀覆金属钛处理．在金刚石外层镀覆一

层厚度小于２００ｎｍ的壳层
［２１］，其结构如图１所示．镀覆前、后的磨料电子显微照片，如图２所示．

　　　　　　　　　　　　　　 　　　（ａ）金刚石磨料　　　　　　　　　（ｂ）镀钛复合磨料

　图１　镀钛复合磨料结构图　　　　　　　　　　　 图２　镀覆前、后的磨料电子显微照片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　　　　　　Ｆｉｇ．２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ｐ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镀钛复合磨料的表面是一层金属钛，对复合磨料进行热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犿为质量；狋

为温度；犈为电位差．由图３可知：在４４６℃左右，复合磨料开始氧化，升温至７０５℃时，复合磨料内层金

刚石发生氧化，从而出现大量失质量．

根据热分析结果，对复合磨料进行表面氧化处理．在马弗炉中，将其加热至５００℃，保温５ｍｉｎ，随

炉冷却至室温，获得氧化后的复合磨料．氧化前、后的复合磨料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图像，如图４所

示．对磨料进行点能谱分析，取点位置在ＳＥＭ图像中标出，能谱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犈为能量；狑 为

质量分数．由图５可知：氧化处理后，复合磨料的外层由纯金属钛层转变为氧化物层．

　　　　　　　　　　　　　　　　　 　（ａ）氧化前　　　　　　　　　　　（ｂ）氧化后

图３　镀钛复合磨料热分析结果　　　　　　　　 图４　氧化前、后的镀钛金刚石磨料ＳＥＭ图像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Ｆｉｇ．４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ｉｃｏａｔｅｄ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Ｔｉｐ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对粒径为３μｍ的金刚石磨料进行表面镀覆羟基氧化铁处理，将金刚石磨料放入盛有ＦｅＣｌ３ 溶液的

烧瓶中，４０℃水浴加热，并伴随磁力搅拌．４８ｈ后，将烧瓶中的金刚石磨料去除，在扫描电镜下进行观

察．由此可知，金刚石磨料的表面包裹一层致密的壳层．同时，将未涂覆处理的金刚石磨料ＳＥＭ 图片作

为对比，涂覆前、后磨料的ＳＥＭ图像，如图６所示．

１１５第４期　　　　　　　　　　 俞能跃，等：溶胶?凝胶抛光膜中磨料?基体界面结合强度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ａ）涂覆前　　　　　　　　　 　（ｂ）涂覆后

图５　镀钛金刚石氧化前、后能谱分析图　　　　　　　　　　图６　涂覆前、后磨料ＳＥＭ图像　　　　　　　

Ｆｉｇ．５　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Ｆｉｇ．６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ｐｌａｔｅｄｄｉａｍｏｎｄ　　　　　　　　　　　　　　　　　　　　　　　　　　　　　　

对涂覆后的磨料进行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水解涂覆后得到的

图７　涂覆ＦｅＯＯＨ复合磨料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７　ＸＲＤａｔｌａｓｏｆＦｅＯＯＨｃｏ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ｓ

复合磨料衍射峰的出峰位置对应两种物质，除了金刚石对应的

（１１４）（２２０）特征晶面，还有ＦｅＯＯＨ 对应的（１１０）（２００）（３１０）

（４００）（２１１）（３０１）（４１１）（６００）（５２１）（５４１）特征晶面．结合磨料的

表面ＳＥＭ及实验反应过程，可知复合磨料的表面所涂覆的壳层

物质为ＦｅＯＯＨ．将抛光膜从涂覆基材上取下，根据国家标准ＧＢ／

Ｔ１０４０．３－２００６《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３部分：薄膜和薄片的

试验条件》制作标准试样．在岛津拉力机上进行拉伸强度测试，实

验参数如下：样品数为１０；标距为８０ｍｍ；长度为１５０ｍｍ；宽度

为１５ｍｍ．

２　结果与分析

对粒径分别为４０，３μｍ（Ｗ４０，Ｗ３）的金刚石磨料进行不同的表面处理，其拉伸实验结果，如图８所

示．由图８可知：粒径为４０μｍ的金刚石磨料在表面镀钛并氧化处理后，界面结合强度有所提高；而粒

径为３μｍ的金刚石磨料在表面镀覆羟基氧化铁后，界面结合强度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ａ）镀钛氧化磨料（Ｗ４０）　　　　　　　　　　　　　（ｂ）涂覆ＦｅＯＯＨ磨料（Ｗ３）　　

图８　镀钛氧化磨料与涂覆ＦｅＯＯＨ磨料的对比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ｉｃｏａｔｅｄｏｘｉｄｉｚｅｄ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ｓａｎｄＦｅＯＯＨｃｏａｔｅｄ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ｓ

抛光膜断面中磨料的分布情况，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在相同粒度金刚石磨料与复合磨料所对

应的标准试样中，试样厚度接近且整体厚度分布均匀，磨料的分布未出现明显差异，无局部集聚现象．

粒径为３μｍ的金刚石磨料与涂覆ＦｅＯＯＨ复合磨料的红外光谱，如图１０（ａ）所示．粒径为４０μｍ

的金刚石磨料与表面镀钛并氧化处理的复合磨料的红外光谱，如图１０（ｂ）所示．图１０中：η为透过率；σ

为波数．由图１０可知：相较于本身亲油疏水的粗粒度金刚石磨料（粒径为４０μｍ），随着粒度降低至３

μｍ，磨料的表面性质发生较大变化，在特征频率区，细粒度金刚石磨料的表面会吸附更多的羟基官能

团，羟基官能团与有机高分子基体材料更好地结合，从宏观上表现为细粒度磨料抛光膜中，基体与磨料

的界面结合强度明显高于粗粒度金刚石磨料组；由于粒径为３μｍ的金刚石磨料表面已吸附大量的羟

２１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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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Ｗ４０金刚石　　　　　　　　　　　　　　　（ｂ）Ｗ４０复合磨料

　（ｃ）Ｗ３金刚石　　　　　　　　　　　　　　　　（ｄ）Ｗ３复合磨料

图９　抛光膜断面中磨料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ｉｎ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ｓｈｅｄｆｉｌｍ

基官能团，在ＦｅＯＯＨ涂覆后，表面所吸附的羟基官能团数量较涂覆之前仅略有提升，这也是在羟基氧

化物涂覆之后，磨料与基体间的界面结合强度没有出现较大变化的原因．

　　（ａ）Ｗ３磨料　　　　　　　　　　　　　　　　　　　　　（ｂ）Ｗ４０磨料　

图１０　不同磨料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ｓ

由对表面进行镀钛并氧化后的复合磨料红外图谱可知：在８７０，９００ｃｍ－１处，复合磨料的谱图出现

新的吸收峰，新化学键的形成会加强磨料与有机高分子间的结合，使氧化后的复合磨料界面结合强度升

高．同时，由实验结果可知，高分子材料基体与金属钛的结合较差，与钛的氧化物结合较好．

３　结论

１）标准试样的拉伸强度可用于表征抛光膜中磨料与高分子基体的界面结合强度，因为抛光膜在制

作过程中，基体产生收缩，从而使结合剂的表面产生拉应力．

２）在粒径为４０μｍ的金刚石表面镀覆金属钛并进行氧化处理后，磨料与基体的界面结合强度提升

２０％．对粒径为３μｍ的金刚石表面进行水解涂覆实验，并在其表面涂覆ＦｅＯＯＨ后，磨料与基体的界面

结合强度未发生明显变化．

３）经过不同表面处理后，磨料表面吸附的羟基官能团的数量及化学键的形成是影响磨料与基体界

面结合强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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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西港近岸海域柱状沉积物重金属

形态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

万瑞安１，胡恭任１，２，韩璐１，崔建勇３，于瑞莲１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８１；

３．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研究厦门西港近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１２种重金属元素（Ｖ，Ｃｒ，Ｃｏ，Ｎｉ，Ｃｕ，Ｚｎ，Ｓｒ，Ｃｄ，Ｂａ，Ｐｂ，Ｆｅ，Ｍｎ）

的质量比及分布特征，并采用改进的ＢＣＲ四步提取法分析赋存形态，使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次生相与原生相比

值法进行污染评价．结果表明：除Ｂａ，Ｐｂ，Ｍｎ外，其余元素的平均质量比均高于厦门Ａ层土壤元素的背景值；

Ｃｒ，Ｃｏ，Ｎｉ，Ｃｕ，Ｚｎ，Ｃｄ，Ｆｅ，Ｍｎ在０～６０ｃｍ深度的可提取态占比明显高于６０～１２０ｃｍ；综合两种评价方法，

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在整个沉积历史中受到除Ｂａ，Ｓｒ外其余重金属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开始污染程度加重，与厦门的近代经济发展历史相对应．

关键词：　柱状沉积物；重金属；化学形态；生态风险；地累积指数；次生相与原生相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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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ＢａａｎｄＳ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Ｘｉａｍｅ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ｒ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ｇｅ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ｔｏ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ｒａｔｉｏ

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较强的生物毒性和危害持久性，且能够通过食物链的富集放大效应富集于鱼类

等高营养阶生物体内，并最终威胁人类的健康，因而倍受关注［１］．作为水体重金属污染物重要的源和汇，

沉积物对水体重金属污染具有指示作用［２］，而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及赋存形态的垂向分布特征既

能提供重金属沉积与转化的历史信息，又能显示不同时期受人为和自然影响的程度［３?４］．厦门西港是一

个近南北走向的哑铃状半封闭型内湾，作为重要的港口区和航道区，近些年来，西港受到船舶业、工业和

生活废水污染的困扰，加之水动力条件差，使西港沉积物中污染物含量较高［５?６］．诸多学者对厦门西港沉

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及形态分布进行了研究［７?１１］，但多集中于表层沉积物．本文通过测定厦门西港柱状沉

积物不同深度共８个样品中的重金属总量和形态含量，对其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结合不同深度对应的沉

积年代，分析重金属污染状况．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样品采集于２０１１年４月，根据《海洋监测规范》，在调查厦门西港近岸海域地质和环境状况的基础

上，选择沉积环境较稳定的泥质或粉砂质淤泥沉积物地段，借助地质勘查钻机采集了一根有代表性的沉

积柱，柱深１２０ｃｍ．使用聚乙烯刀进行切割分层，０～６０ｃｍ以１２ｃｍ分层，６０～１２０ｃｍ以２０ｃｍ分层，

共分为８个样品，将分层后的柱状样装入干净的自封袋中密封保存．采样点所在经、纬度为１１８°２′８″Ｅ，

２４°２８′０．１″Ｎ．预处理前，将样品放置于－２０℃冷冻保存，使用冷冻干燥机去除样品中的水分，剔除杂质

后，用玛瑙研钵进行研磨，过６３μｍ尼龙筛，筛下样装入自封袋中，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待用．

１．２　样品分析

将过筛后的沉积物按水土比２．５∶１．０混合搅拌１ｍｉｎ，静置３０ｍｉｎ，用ｐＨ计测量沉积物样品的

ｐＨ值．参考Ｌｏｒｉｎｇ等
［１２］提出的方法，对样品中的ＣａＣＯ３ 质量分数进行测定．将样品置于马弗炉中，在

温度５５０℃下灼烧５ｈ，测定烧失量（ＬＯＩ）．称取０．１００ｇ样品于Ｔｅｆｌｏｎ杯中，使用混酸消解体系（２ｍＬ

ＨＣｌ＋６ｍＬＨＮＯ３＋２ｍＬＨＦ）在电热板上进行消解，以提取重金属总量；使用改进的ＢＣＲ多级连续提

取法［１３］提取样品中重金属的４种形态：弱酸溶态（Ｆ１，可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可还原态（Ｆ２，铁、锰

氧化物结合态）、可氧化态（Ｆ３，有机物及硫化物结合态）和残渣态（Ｆ４，与矿物晶体强烈结合态）；使用安

捷伦７７００ｃｘ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仪（ＩＣＰ?ＭＳ）测定提取液中重金属的质量比．

１．３　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１．３．１　基于总量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运用地累积指数法
［１４］对Ｐ１０７柱中重金属元素进行污染状况

评价，计算式为

犐ｇｅｏ＝ｌｏｇ２［犆狀／（犽·犅狀）］． （１）

式（１）中：犐ｇｅｏ为地累积指数；犆狀，犅狀 分别为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狀的实测质量比及地球化学背景值；犽为

各地岩石差异的修正系数（一般取值１．５）．采用厦门Ａ层土壤背景值
［１５］作为犅狀．依据犐ｇｅｏ数值的大小，

将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分为０～６级，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地累积指数与重金属污染程度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

污染程度 无 轻度 偏中度 中度 偏重 重 严重

级别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犐ｇｅｏ ≤０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

１．３．２　基于形态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采用能更有效评价重金属的迁移性和潜在生态风险的次生相

与原生相比值（犚ＳＰ）法
［１６］对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的重金属进行污染评价，计算式为

６１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犚ＳＰ＝犕ｓｅｃ／犕ｐｒｉｍ． （２）

式（２）中：犚ＳＰ为污染程度；犕ｓｅｃ为次生相中重金属的质量比（可提取态，即ＢＣＲ前三态之和）；犕ｐｒｉｍ为原

生相中重金属的质量比（残渣态，ＢＣＲ第四态的质量比）．通过犚ＳＰ值将污染程度分为４个等级：犚ＳＰ＜１，

表明无污染；１≤犚ＳＰ＜２，表明轻度污染；２≤犚ＳＰ＜３，表明中度污染；犚ＳＰ≥３，表明重度污染．

１．４　数据处理方法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７软件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质量比进行数据处理和作图，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柱状沉积物主要理化参数的分布特征

使用李桂海［１７］研究得出的厦门西港沉积物平均沉积速率（４．０ｃｍ·ａ－１），计算柱状沉积物不同深

度所对应的年代．厦门西港近岸海域柱状沉积物Ｐ１０７的主要理化参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犱为深度；

狑ＣａＣＯ
３
为ＣａＣＯ３ 的质量分数．由表２可知：柱状沉积物中ｐＨ值的变化范围为３．３３～６．５９，整体呈酸性，

ｐＨ值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深度为０～６０ｃｍ时酸性较强，深度为６０～１２０ｃｍ时呈弱酸性．沉积物Ｃａ

ＣＯ３ 质量分数随深度变化趋势与ｐＨ值基本相似，有研究表明，土壤中ＣａＣＯ３ 质量分数与ｐＨ值呈非

线性正相关［１８］，两者在深度４８～８０ｃｍ时变化明显．Ｐ１０７柱中，深度０～６０ｃｍ的有机质质量分数明显

高于６０～１２０ｃｍ．深度０～６０ｃｍ的沉积物中，ｐＨ值较低，说明近代以来该柱可能受人为源影响较大，

表层至６０ｃｍ深度的有机负荷（１２．５８％～１３．０９％）较高，也进一步指明了该柱近代以来可能受到一定

程度的外源输入．何海星等
［１９］研究发现，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厦门西港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质量比有升高的

趋势，这与文中的研究结果相符．

表２　厦门西港近岸海域柱状沉积物Ｐ１０７的主要理化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１０７ｃｏａｓｔａｌｃｏｒ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Ｘｉａｍｅ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ａｙ

样品编号 年份 犱／ｃｍ ｐＨ值 狑ＣａＣＯ
３
／％ ＬＯＩ／％

Ｐ１０７?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０～１２ ３．３６ ０．１８ １２．９７

Ｐ１０７?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１２～２４ ３．３３ ０．２５ １３．０９

Ｐ１０７?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 ２４～３６ ３．３７ ０．６０ １２．８４

Ｐ１０７?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 ３６～４８ ３．３８ ０．２９ １２．７３

Ｐ１０７?５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４８～６０ ３．４０ ０．４６ １２．５８

Ｐ１０７?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６０～８０ ６．４７ ０．５３ ８．３９

Ｐ１０７?７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８０～１００ ６．５１ ０．５７ ８．８６

Ｐ１０７?８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 １００～１２０ ６．５９ ０．６４ ８．５５

２．２　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质量比的分布特征

重金属元素的质量比随深度的变化，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狑 为质量比；虚线表示厦门Ａ层土壤各

元素背景值．由图１可知：Ｖ，Ｃｒ，Ｃｏ，Ｎｉ，Ｃｕ，Ｚｎ，Ｓｒ，Ｃｄ，Ｂａ，Ｐｂ，Ｆｅ，Ｍｎ的平均质量比分别为厦门Ａ层

土壤元素背景值的２．４２，１．９３，２．６２，２．８０，１．６６，１．４９，１．０２，２．９９，０．５８，０．９１，１．２１，０．８８倍．根据图１

中各组数据计算可得，这１２种重金属元素的变异程度为Ｃｄ（６０．４３％）＞Ｃｒ（５７．００％）＞Ｎｉ（５５．３０％）＞

Ｂａ（４９．８３％）＞ Ｓｒ（３９．５６％）＞ Ｃｏ（３８．９１％）＞ Ｃｕ（３８．５２％）＞ Ｖ（３６．５１％）＞ Ｆｅ（２７．００％）＞ Ｚｎ

（２５．４５％）＞Ｍｎ（１８．００％）＞Ｐｂ（１３．５９％），其中，Ｃｄ，Ｃｒ和 Ｎｉ变异系数较大且超过背景值较多，变异

系数大，说明沉积物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

由图１还可知：Ｃｒ，Ｎｉ，Ｃｕ，Ｚｎ的质量比随深度减小而增加，且在８０ｃｍ（对应１９９１年）至表层的质

量比高于背景值，１００～４８ｃｍ（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质量比上升显著，４８ｃｍ至表层的质量比变化不大；Ｖ，

Ｃｏ，Ｆｅ的变化趋势类似，除在深度８０ｃｍ左右质量比显著增加达到峰值外，其他深度的质量比在一定范

围内波动，峰值段重金属质量比约为背景值的２～４倍；Ｃｄ的质量比在０～６０ｃｍ段高于６０～１２０ｃｍ

段，最大值在４８ｃｍ附近（１９９９年左右），为背景值的７倍；Ｓｒ的质量比最大值仅高出背景值的０．６倍，

表明Ｓｒ受人为源影响小；Ｂａ的质量比虽然随深度变化，但未高出背景值；Ｐｂ的质量比在８０～１００ｃｍ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略高于背景值，其余深度的质量比均低于背景值；Ｍｎ的质量比随深度呈多峰锯齿状分

７１５第４期　　　　　　　万瑞安，等：厦门西港近岸海域柱状沉积物重金属形态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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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Ｖ　　　　（ｂ）Ｃｒ　　　　 （ｃ）Ｃｏ　　　　 （ｄ）Ｎｉ　　　　 （ｅ）Ｃｕ　　　　 （ｆ）Ｚｎ

　　（ｇ）Ｓｒ　　　　（ｈ）Ｃｄ　　　　 （ｉ）Ｂａ　　　　 （ｊ）Ｐｂ　　　　 （ｋ）Ｆｅ　　　　 （ｌ）Ｍｎ

图１　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质量比垂向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Ｐ１０７ｃｏｒ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布，除表层质量比略高于背景值外，其余深度的质量比均低于背景值．

１２种重金属质量比的最低值多出现在柱底部附近，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深度为８０ｃｍ左右处）

及２１世纪初（深度为４０ｃｍ左右处）这两个时间节点附近，均出现重金属质量比明显升高，且有些重金

属的质量比达到整个柱状样的峰值，说明受人为活动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时期，厦门市也处于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时期，港口的开放、工业的快速发展，加之当时环保监管

不够严格，从而导致了重金属的污染．

２．３　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形态分布特征

重金属元素的总量并不能完全反映重金属的生物可利用性、可迁移性和毒性，而形态分析不仅可以

了解重金属在沉积物中的赋存形态，还可以了解重金属受人为和自然来源的影响程度．厦门西港近岸海

域柱状沉积物Ｐ１０７中，Ｖ，Ｃｒ，Ｃｏ，Ｎｉ，Ｃｕ，Ｚｎ，Ｓｒ，Ｃｄ，Ｂａ，Ｐｂ，Ｆｅ，Ｍｎ的弱酸溶态（Ｆ１）、可还原态（Ｆ２）、

可氧化态（Ｆ３）和残渣态（Ｆ４）所占的百分比，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η为各态所占的百分比．

由图２可知：Ｃｏ，Ｎｉ，Ｚｎ，Ｃｄ在０～６０ｃｍ的Ｆ１态比例较高，与节２．２总量分析结果相对应，以上元

素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受到了人为源的影响；Ｓｒ在整根柱中的Ｆ１态比例也较高，且随深度增加而增

大，但不能据此断定是否受Ｓｒ污染，因为Ｓｒ为生物成因元素，主要富集在含碳酸钙的生物碎屑介质中，

以高比例存在于Ｆ１态中；Ｍｎ在０～６０ｃｍ的Ｆ１态比例较高，但仅根据Ｆ１态比例无法断定其是否受人

为源污染，因为海洋自生作用产生的 Ｍｎ大部分也赋存在Ｆ１态中
［２０］，同时有研究表明，厦门港湾表层

　（ａ）Ｖ　　　　　　　　　　　　　（ｂ）Ｃｒ　　　　　　　　　　　　　（ｃ）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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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Ｎｉ　　　　　　　　　　　　　（ｅ）Ｃｕ　　　　　　　　　　　　　（ｆ）Ｚｎ

　（ｇ）Ｓｒ　　　　　　　　　　　　　（ｈ）Ｃｄ　　　　　　　　　　　　　（ｉ）Ｂａ

　（ｊ）Ｐｂ　　　　　　　　　　　　　（ｋ）Ｆｅ　　　　　　　　　　　　　（ｌ）Ｍｎ

图２　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赋存形态垂向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１０７ｃｏｒ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沉积物中，Ｍｎ有近半存在于Ｆ１态
［２１］，这与文中研究结果相同，而 Ｍｎ可提取态所占比例随深度增加而

明显减小，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Ｍｎ受到一定程度人为源的影响；Ｐｂ在０～６０ｃｍ以Ｆ４态占绝对

优势，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Ｐｂ污染并不严重，在６０ｃｍ以深尤其是８０～１００ｃｍ（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的Ｆ２，Ｆ３态都占一定比例，有研究表明，人为源排放的Ｐｂ主要赋存在Ｆ２态中
［２２］；Ｃｕ在０～６０ｃｍ的

Ｆ３态在前三态中所占比例较高，韩璐等
［２３］发现，Ｃｕ的赋存形态除以Ｆ４态为主外，在Ｆ３态中也有一定

比例，并与ｐＨ值存在一定相关性．Ｆ４态主要赋存于矿物晶格中，几乎不被生物利用，Ｖ，Ｃｒ，Ｂａ，Ｆｅ主要

以Ｆ４态为主，可迁移性低且潜在生态风险相对较低，但Ｃｒ，Ｆｅ在０～６０ｃｍ的可提取态（Ｆ１，Ｆ２，Ｆ３态

之和）明显高于６０～１２０ｃｍ，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这两个元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源的影响．

Ｐ１０７柱中，０～６０ｃｍ段 Ｍｎ，Ｃｄ，Ｃｏ，Ｓｒ的可提取态所占比例较大（２５．９６％～６９．３０％），Ｚｎ，Ｃｕ，Ｎｉ

次之（３０．３１％～４７．１８％），当可提取态所占比例越大时，重金属越易从沉积物中释放，造成“二次污染”，

生物有效性就越大，也可说明该重金属受人为源影响较大．Ｃｒ，Ｃｏ，Ｎｉ，Ｃｕ，Ｚｎ，Ｃｄ，Ｆｅ，Ｍｎ在０～６０ｃｍ

的可提取态比例明显高于６０～１２０ｃｍ，表明研究区域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受到较严重的污染．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厦门港口数量迅速增多，工业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厦门西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

一直是厦门周边海域中污染较严重的海域，文中的研究结果与当地经济发展历史较吻合．有研究表明，

厦门西港近岸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的三大主要来源为交通和工业污染、生活废水污染、自然来源［１９］．

２．４　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评价

２．４．１　地累积指数法　Ｐ１０７柱中，重金属元素的地累积指数，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除Ｆｅ在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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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ｃｍ，Ｓｒ在２４～３６ｃｍ为轻度污染外，Ｓｒ，Ｆｅ在其他深度，以及Ｂａ，Ｐｂ，Ｍｎ在所有深度的犐ｇｅｏ都小于

零，无污染；Ｃｕ，Ｚｎ在６０ｃｍ以深无污染，在６０ｃｍ至表层为轻度污染；Ｃｒ在８０ｃｍ以深无污染，在８０

ｃｍ至表层为轻度污染；Ｖ和Ｃｏ的污染状况相似，Ｖ在６０～１００ｃｍ，Ｃｏ在６０～８０ｃｍ表现为中度污染，

其余深度为轻度污染；Ｎｉ在８０ｃｍ以深无污染，在６０～８０ｃｍ为轻度污染，６０ｃｍ至表层为偏中度污染；

Ｃｄ在８０～１００ｃｍ无污染，其余深度（３６～４８ｃｍ）表现为轻度到中度污染．

表３　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地累积指数

Ｔａｂ．３　Ｉｎｄｅｘｏｆｇｅ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Ｐ１０７ｃｏｒ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样品编号 Ｖ Ｃｒ Ｃｏ Ｎｉ Ｃｕ Ｚｎ Ｓｒ Ｃｄ Ｂａ Ｐｂ Ｆｅ Ｍｎ

Ｐ１０７?１ ０．３８ ０．８０ ０．７４ １．４３ ０．６３ ０．２６ －０．１１ ０．８６ －１．２４ －０．６９ －０．５１ －０．３８

Ｐ１０７?２ ０．６２ ０．９８ ０．８３ １．４９ ０．５２ ０．３３ －０．８０ １．３７ －２．６２ －１．０５ －０．４６ －１．０７

Ｐ１０７?３ 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６４ １．２２ ０．４５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１１ －１．０１ －０．９０ －０．６３ －０．６５

Ｐ１０７?４ ０．４８ ０．８７ ０．７９ １．４２ ０．５０ ０．２７ －０．４０ ２．１６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５１ －０．６８

Ｐ１０７?５ ０．３１ ０．６５ ０．６８ １．２０ ０．３６ ０．１５ －０．２１ １．０１ －０．９２ －０．７４ －０．６９ －０．９８

Ｐ１０７?６ １．４６ ０．２７ １．７３ ０．５６ －０．４４ －０．４３ －１．０２ ０．１６ －１．６４ －０．４６ ０．３７ －１．０８

Ｐ１０７?７ １．２２ －１．８５ ０．２７ －１．４１ －０．５３ －０．５８ －１．７８ －１．３８ －３．２５ －０．５３ －０．１１ －０．６１

Ｐ１０７?８ ０．１８ －４．６１ ０．１５ －１．７７ －１．２７ －０．５６ －１．１８ ０．５２ －１．４９ －０．８４ －０．２９ －０．８７

２．４．２　次生相与原生相比值法　基于重金属总量的污染评价方法，只能单一地评价重金属的污染程

度，而基于重金属赋存形态的污染评价方法能更好地反映重金属的污染状况和来源，有效地评价重金属

的迁移性和潜在生态风险．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次生相与原生相的比值，如表４所示．次生

相与原生相比值法与地累积指数法的评价结果均显示该柱未受Ｂａ的污染，但受到了Ｃｏ和Ｃｄ的污染．

由于Ｓｒ并不适用于次生相与原生相比值法，因此，根据地累积指数法的评价结果，Ｐ１０７柱中Ｓｒ未受到

人为污染．由地累积指数法得出，沉积物中Ｐｂ，Ｍｎ未达到污染程度，但根据犚ＳＰ值可知，Ｍｎ在０～６０

ｃｍ，Ｐｂ在８０～１００ｃｍ为轻度污染，说明Ｐｂ和 Ｍｎ具有轻度的潜在生态风险，该柱状沉积物某些层位

受到Ｐｂ和 Ｍｎ的轻度污染．由表４可知：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Ｖ，Ｃｒ，Ｎｉ，Ｃｕ，Ｚｎ，Ｆｅ无生态风险，但根据

地累积指数可知，Ｆｅ和Ｖ在６０～８０ｃｍ深度受到了污染，Ｃｒ，Ｎｉ，Ｃｕ，Ｚｎ在０～６０ｃｍ处于轻度到偏中

度污染水平．因此，以上重金属虽未构成一定的生态风险，但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应引起相关部门

的重视．

表４　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次生相与原生相的比值

Ｔａｂ．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ｔｏ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ｒａｔｉｏ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Ｐ１０７ｃｏｒ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样品编号 Ｖ Ｃｒ Ｃｏ Ｎｉ Ｃｕ Ｚｎ Ｓｒ Ｃｄ Ｂａ Ｐｂ Ｆｅ Ｍｎ

Ｐ１０７?１ ０．１０ ０．１５ １．０８ ０．４３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９７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１．７８

Ｐ１０７?２ ０．１２ ０．１５ １．０８ ０．４７ ０．６７ ０．７１ １．４１ １．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１７ １．３２

Ｐ１０７?３ ０．１１ ０．１７ １．１７ ０．５７ ０．８９ ０．７９ ０．３５ １．５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８ １．５５

Ｐ１０７?４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９９ ０．４５ ０．７２ ０．６２ ０．６５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６ １．３７

Ｐ１０７?５ ０．１３ ０．１７ １．２０ ０．５３ ０．７６ ０．７７ ０．７２ ２．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８ １．１３

Ｐ１０７?６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５５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３ １．５２ ０．３６ ０．１４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６３

Ｐ１０７?７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３ １．４２ ０．２４ ０．３６ １．７８ ０．０１ ０．０８

Ｐ１０７?８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０４ １．４４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８７ ０．０１ ０．０８

３　结论

１）厦门西港近岸海域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中，Ｖ，Ｃｒ，Ｃｏ，Ｎｉ，Ｃｕ，Ｚｎ，Ｓｒ，Ｃｄ，Ｂａ，Ｐｂ，Ｆｅ，Ｍｎ这１２种重

金属中，除Ｂａ，Ｐｂ，Ｍｎ外，其余元素的平均质量比均高于厦门Ａ层土壤元素背景值．

２）１２种重金属质量比的最低值均出现在柱底部附近；该柱状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部分深度受一

定程度Ｖ，Ｃｏ，Ｆｅ的人为源影响；Ｓｒ，Ｂａ，Ｐｂ，Ｍｎ受人为源影响较小；Ｃｒ，Ｎｉ，Ｃｕ，Ｚｎ，Ｃｄ在该柱沉积历史

中（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明显受人为源的影响．

３）分析认为，Ｐ１０７柱状沉积物受到人为源影响较严重，除未受到Ｂａ，Ｓｒ的污染外，在不同阶段受

到不同程度重金属的污染，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污染加重，这与厦门的经济发展历史相对应．

０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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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调式覆盖床对富营养化

水体的净化效果

林灿阳，李涛，滕腾，林久洪，庞子君，周真明，苑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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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活性覆盖材料吸附饱和失效和沉水植物在光照较弱的水体底部难以生存的问题，在污染底泥沉

水植物与活性覆盖材料联合修复技术的基础上，研发一种可调节式富营养化水体污染底泥覆盖床装置，并开

展室内静态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实验历时２５ｄ，在苦草种植密度为３０株·ｍ－２，黑藻种植密度为８丛·ｍ－２，

沸石和活性炭混合覆盖强度均为１ｋｇ·ｍ
－２的条件下，基于沉水植物（苦草＋黑藻）和活性覆盖材料（沸石＋

活性炭）联合的可调覆盖床系统对水体中氨氮削减率及高锰酸盐指数削减率分别达到９８．７８％，５１．０５％，可

有效削减水体中氨氮和有机物的负荷．

关键词：　沉水植物；活性覆盖材料；可调式覆盖床；底泥；富营养化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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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ａｃｔｉｖｅｃａｐｐ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ｃａｐｐｉｎｇｂ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河湖污染不断加剧，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尤为突出，且呈

现严重的发展趋势［１］．当外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时，底泥作为内污染源，在一定条件下会向上覆水体释

放氮和磷等营养物质，造成水体富营养化［２］．内源污染控制技术包括疏浚
［３］、原位覆盖［４］、底泥钝化［５］和

生物修复［６］等．原位覆盖技术可有效控制底泥氮磷释放，深受国内外学者青睐
［７］．原位覆盖技术是通过

在污染底泥表面铺放一层或多层清洁的覆盖材料，如活性炭［８］、沸石［９］、方解石［１０１１］、砂砾等，使污染底

泥与上层水体隔离，从而阻止底泥中的污染物向水体迁移．原位覆盖技术的核心是覆盖材料，但覆盖材

料不仅存在污染物吸附量有限、吸附饱和后对氮磷控制失效等问题，还存在覆盖层易被底泥二次覆盖的

问题．近年来，许多沉水植物被运用于生态修复领域中
［１２］．沉水植物如黑藻、苦草等

［１３］不仅对污染底泥

和水体中氮磷有很好的削减效果，还能有效地抑制底泥再悬浮，但其在生长过程中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如在富营养化和黑臭水体中，因水体的水质差、透明度不高，沉水植物存活率低或难以生长．因此，将

活性材料覆盖与沉水植物联用，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１４］．本文以沸石和活性炭作为活性覆盖材料，选用

苦草和黑藻作为沉水植物，通过室内静态模拟，研究基于沉水植物与活性覆盖材料联合的可调式覆盖床

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效果，并分析其削减污染源的作用机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原水和底泥分别取自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白鹭湖中的湖水和底泥，底泥采用 Ｈａｐｓ手动柱

状采泥器（丹麦ＫＣ?Ｄｅｎｍａｒｋ公司）取得；覆盖材料为沸石和椰壳活性炭，粒径为１～２ｍｍ；沉水植物选

用苦草和黑藻，两种沉水植物为土培苗，经除土洗净后，移植到试验水体中；试验水箱材料为透明有机玻

璃．上覆水水质参数：溶解氧（ＤＯ）的质量浓度为８．０６ｍｇ·Ｌ
－１；氨氮质量浓度为９．２１ｍｇ·Ｌ

－１；高锰

酸盐指数为１４．４２ｍｇ·Ｌ
－１；ｐＨ值为６．８８；温度为２１．８℃．

１．２　可调式覆盖床设计

可调节式覆盖床主要由主体框架、沉水植物种植床和勾夹３部分构成．其中，主体框架由立柱、支撑

架、土工布层、弯管、三通等连接件组成，如图１所示；沉水植物种植床设置种植孔、浮标、沟孔，并具有独

立的勾夹和活性覆盖材料，如图２所示．

　　图１　可调节式覆盖床框架图　　　　　　　　　　　　图２　沉水植物种植床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ｂｅｄ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ｂｅｄ

可调节式覆盖床中主体框架主要由直径为１５ｍｍ的普通聚氯乙烯材料（ＰＶＣ）给水管拼接而成，连

接构件为普通的ＰＶＣ弯管和三通，土工布层由两层土工布平行叠放而成，内置活性覆盖材料．沉水植物

种植床中的种植孔布置密度根据所种植沉水植物种类的不同进行选择，实验选用的苦草和黑藻种植密

度分别为３０株·ｍ－２，８丛·ｍ－２，沉水植物种植床的勾孔直径为２０ｍｍ．土工布层使用活性覆盖材料

可选择沸石［９］、生物沸石［１５］、活性炭［８］、锁磷剂［１６］、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１７?１８］等一种或几种组合，文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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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沸石和活性炭组合，两种活性覆盖材料混合强度为１ｋｇ·ｍ
－２．

１．３　试验方法

在体积为２１０Ｌ的透明有机玻璃缸中进行试验，有机玻璃缸长×宽×高为６０ｃｍ×５０ｃｍ×７０ｃｍ．

使用２个有机玻璃缸进行试验，编号为１＃，２＃．其中，１＃为对照组，未放置可调式覆盖床；２＃为覆盖

组，放置可调式覆盖床．试验有以下３个操作步骤．１）将底泥均匀放置于有机玻璃缸底部，底泥厚度为５

ｃｍ，体积约为１５Ｌ．２）制备可调式覆盖床，将混合覆盖密度为１ｋｇ·ｍ
－２的沸石和椰壳活性炭均匀放置

于双层土工布中，在种植床上种植苦草（种植密度为３０株·ｍ－２）和黑藻（种植密度为８丛·ｍ－２），将可

调式覆盖床放置于２＃有机玻璃缸中．３）利用虹吸原理，通过塑料软管将原水分别沿缸壁缓慢流入有机

玻璃缸中，上覆水的体积均约为１００Ｌ，水深约为３４ｃｍ．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开始进行，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结束，历时２５ｄ．在实验室室温下进行试验，

有机玻璃缸上部敞开，不控制上覆水的ＤＯ的质量浓度，定期取５０ｍＬ水样，分别测定水样中的氨氮质

量浓度和高锰酸盐指数，每个水样有３个平行样，求其平均值，取水样后，用原水补充至原刻度线．

１．４　测试方法

水温和ＤＯ的质量浓度采用 ＨＱ３０ｄ型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美国 ＨＡＣＨ公司）测定；ｐＨ值采用

ＳＴＡＲＴＥＲ３１００型便携式ｐＨ计（上海奥豪斯仪器有限公司）测定；上覆水体中，氨氮质量浓度和高锰酸

盐指数分别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１９］和酸性法测定［１９］．

１．５　数据处理

上覆水体中，氨氮质量浓度和高锰酸盐指数削减率（犘）的计算式为

犘＝
ρＲ犻 －ρＣ犻

ρＲ犻
×１００％．

上式中：ρＣ犻为取样时覆盖组中氨氮质量浓度或高锰酸盐指数，ｍｇ·Ｌ
－１；ρＲ犻为取样时对照组中氨氮质量

浓度或高锰酸盐指数，ｍｇ·Ｌ
－１；犻为取样次数．

采用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５软件分析覆盖组与对照组之间氨氮质量浓度和高锰酸盐指数削减率的差异．

　　图３　各组上覆水中氨氮质量浓度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可调式覆盖床对氨氮的去除效果

在历时２５ｄ的试验过程中，对照组和覆盖组

的水温变化范围为１７．４～２２．１℃，ｐＨ值变化范

围为６．１０～６．９２．对照组和覆盖组中，氨氮的质

量浓度（ρ（ＮＨ４
＋Ｎ））随时间（狋）的变化情况，如

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对照组上覆水中氨氮质量浓度

波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水体在进行自净作用

和底泥向上覆水中持续释放氨氮，释放氨氮和削

减氨氮之间呈动态关系；覆盖组上覆水中氨氮质

量浓度在前５ｄ大幅度下降，在第５ｄ时，氨氮的削减率达到７８．３８％，在试验第５～２５ｄ时，氨氮的削减

率保持在７８．００％及以上，氨氮质量浓度较为稳定，说明可调式覆盖床不仅可以抑制底泥向上覆水释放

氨氮，还可以有效地去除上覆水中的氨氮物质；试验历时２５ｄ之后，覆盖组上覆水中氨氮质量浓度仅为

０．０３３ｍｇ·Ｌ
－１，其削减率达到９８．７８％，说明可调式覆盖床对氨氮有很好地削减效果，可有效控制底泥

中氨氮的释放．

２．２　可调式覆盖床对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对照组和覆盖组中的高锰酸盐指数（ρ（ＣＯＤＭｎ））随时间（狋）的变化情况，如图

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对照组上覆水中高锰酸盐指数较高，在第１０ｄ时，对照组上覆水中高锰酸盐指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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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各组上覆水中高锰酸盐指数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

１７．４４２ｍｇ·Ｌ
－１，其主要原因为底泥向上覆水中

不断释放有机物质；在试验前１５ｄ时，覆盖组上

覆水中高锰酸盐指数均低于对照组，说明可调式

覆盖床能够有效抑制底泥中的有机物向上覆水

迁移，同时，沉水植物能够吸收水中的有机物质；

在实验第１６～２０ｄ时，覆盖组高锰酸盐指数升高

且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由少量沉水植物死亡腐

烂而引起的；试验历时２５ｄ之后，覆盖组上覆水

中高锰酸盐指数仅为７．０５６ｍｇ·Ｌ
－１，其削减率

达到５１．０５％，说明可调式覆盖床对有机物有一

定的去除效果．

２．３　氨氮和有机物的削减机理

２．３．１　氨氮的削减机理　上覆水体中，氨氮的削减途径主要包括掩蔽作用、吸附作用和吸收作用．１）

掩蔽作用．沸石和活性炭作为活性覆盖材料，通过物理遮掩等作用，将上覆水与污染底泥隔开，从而抑制

污染底泥中氨氮向上覆水迁移．２）吸附作用．沸石通过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离子交换）作用，有效地削

减上覆水中的氨氮［１８］．３）吸收作用．沉水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吸收同化水体中的营养物质，转化为

自身的组织结构，可对上覆水及底泥中的氨氮起到削减作用［１４］．

２．３．２　有机物的削减机理　上覆水体中，有机物的削减途径主要有物理掩蔽和吸附．１）掩蔽作用．沸

石和活性炭作为活性覆盖材料，通过物理遮掩等作用，将上覆水与污染底泥隔开，从而抑制污染底泥中

有机物向上覆水迁移．２）吸附作用．活性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内部微孔结构，且表面具有各

种官能团，对有机物有很好的吸附能力，易吸附水中的非极性或弱极性有机物；沸石具有发达的孔隙，且

带有金属离子，对极性有机物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２０］．

３　结论

通过室内静态模拟，研究活性覆盖材料（沸石＋活性炭）与沉水植物（苦草＋黑藻）联合的可调式覆

盖床，研究其削减水体中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的效果，可以得到以下３个结论．

１）污染底泥可调节覆盖床装置可使污染底泥活性覆盖材料与沉水植物联用修复技术在实际工程

中易于实施与推广应用．

２）在试验条件下，基于沉水植物（苦草＋黑藻）和活性覆盖材料（沸石＋活性炭）联合的可调式覆盖

床系统，对水体中氨氮质量浓度的削减率达９８．７８％，对高锰酸盐指数削减率达５１．０５％，可有效削减水

体中氨氮和有机物的负荷．

３）后续需要开发货源广、经济高效、可回收与再生的活性覆盖材料，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沉水植

物与活性覆盖材料削减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并优化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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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的

合成工艺优化

周癑莹１，曾皓月１，裘京晓２，黄程勇３，吴振４，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校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３．福建国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６；

４．厦门大学 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　对最新抗乙肝药物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ＴＡＦ）的合成工艺进行优化研究．以腺嘌呤（１）为原

料，与（犚）?碳酸丙烯酯反应得到（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然后，将产物经磷叶立德取代，水解反应得到（犚）?９?

（（２?磷酸单苯酯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最后，将所得产物经取代、酰化、缩合、成盐反应得到目标产物

ＴＡＦ，并对各步反应条件进行优化．结果表明：总收率达３２．１％（以腺嘌呤计），较原工艺提高２３．１％，目标化

合物及主要中间体经电子轰击质谱（ＥＩ?ＭＳ）、核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核磁共振碳谱（１３Ｃ?ＮＭＲ）确证结构；

与现有文献报道的ＴＡＦ合成工艺相比，优化后的工艺总收率大幅提高，反应成本降低，反应时间缩短，可避

免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隐患，适合工业化生产．

关键词：　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腺嘌呤；（犚）?碳酸丙烯酯；工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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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ａｎｄｓａｌｔ?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ＡＦ，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ｃｈｓｔｅｐｗｅ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ｙｉｅｌｄｒｅａｃｈｅｄ３２．１％ （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ｏ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２３．１％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ｍ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ｍｐａｃｔ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ＥＩ?ＭＳ），ｐｒｏｔｏ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１Ｈ?ＮＭＲ）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１３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１３Ｃ?ＮＭ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Ａ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６?１３

　通信作者：　王立强（１９７０?），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药剂学和创新药物研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ｌｑ１５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Ｅ０１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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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ｅｒｅａｖｏｉｄ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ａｌａｆｅｎａｍｉｄｅｈｅｍｉｆｕｍａｒａｔｅ；ａｄｅｎｉｎｅ；（犚）?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慢性乙型肝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ＣＨＢ）是由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持续感染引起的慢性肝脏炎症

性疾病．全球约有三分之一人口曾感染 ＨＢＶ，其中２．４亿人为慢性 ＨＢＶ感染者．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报道，全球３０％的肝硬化患者和５０％肝癌患者都由ＨＢＶ感染所致，２０１３年，全球约有６８万人

死于 ＨＢＶ感染，ＨＢＶ感染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重大健康问题
［１?３］．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ｔｅｎｏ

ｆｏｖｉｒａｌａｆｅｎａｍｉｄｅｈｕｍｉｆｕｍａｒａｔｅ，ＴＡＦ）是一种治疗乙肝的新型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尚未在中国上市

及进口［４］．ＴＡＦ是富马酸替诺福韦酯（ＴＤＦ）的新一代替诺福韦（ＰＭＡＰ）口服前药，ＴＡＦ的Ⅲ期临床试

验数据显示，２５ｍｇ的ＴＡＦ与３００ｍｇ现有的抗乙肝一线药物ＴＤＦ的抗乙肝病毒效果相当，且ＴＡＦ对

肾和骨骼的毒性更小，安全性更好［５?６］，是目前疗效最好的核苷类乙肝药物．文献中报道的ＴＡＦ合成路

线主要有４条
［７?１５］．ＴＡＦ的合成路线需经过中间体（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或（犚）?９?［２?（膦酰基甲氧

基）丙基］腺嘌呤，并以此为二次原料，经过数步反应制得ＴＡＦ．但现有的合成方法存在目标产物收率

低，反应后处理程序繁多，合成成本高，工业生产效率低，存在安全性问题等缺点，不适合工业化放大生

产．因此，本文选择对吉利德公司的原研路线
［９］进行优化，以腺嘌呤为起始原料，与（犚）?碳酸丙烯酯反应

得到（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然后，经磷叶立德取代、水解反应得到（犚）?９?（（（２?磷酸单苯酯基）甲氧

基）丙基）?腺嘌呤，再经取代、酰化、缩合、成盐反应制备得到ＴＡＦ．

１　实验材料

１．１　仪器与试剂

ＤＦ?１０１Ｓ型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Ｘ?５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河南省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ＤＡＤ检测器，美国安捷伦公司）；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型高分辨质谱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核磁共振波谱仪（瑞士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腺嘌呤、（犚）?碳酸丙烯酯、对甲苯磺酰氧基甲基膦酸二乙酯（优级纯，上海邦成化工有限公司）；其余

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ＴＡＦ的合成方法　文中研究的ＴＡＦ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ＴＡＦ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ｏｕｔｅｏｆＴＡＦ

１．２．２　（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化合物２）的制备　将腺嘌呤（４．１ｇ，０．０３０ｍｏｌ），（犚）?碳酸丙烯酯

（３．９８ｇ，０．０３９ｍｏｌ）和氢氧化钠（０．０８ｇ，０．００２ｍｏｌ）置于１２ｍＬ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中，１３０℃加热

８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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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过夜．待薄层色谱（ＴＬＣ）监控反应完全．将反应冷却至１００℃，加入甲苯（２５．２ｍＬ）并于室温搅拌２

ｈ，抽滤，滤饼用丙酮（５ｍＬ×２）冲洗，于８０℃真空干燥得到类白色粉末，即化合物２（５．３７ｇ），其收率为

９１．６％（文献［９］为７５％），熔点为１８８．６～１８９．７℃，样品质量分数为９６．８％（高效能液相色谱（ＨＰＬＣ）

面积归一化法，检测条件：色谱柱为ＳｉｎｏｃｈｒｏｍＯＤＳ?ＢＰＣ１８（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犞（甲

醇）∶犞（水）＝２５∶７５，犞 为体积；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为２６０ｎｍ；进样量为１０μＬ；柱温为

３０℃）．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Ｏｘｉｄｅ），化学位移（δ）：７．８８（ｓ，２Ｈ），４．１６～４．００（ｍ，２Ｈ），３．９４（ｄ，

犑＝８．６Ｈｚ，１Ｈ），１．１５（ｓ，３Ｈ）．化合物２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２所示．

１．２．３　（犚）?９?［２?（二乙酰氧基膦酰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化合物３）的制备　将称取化合物２（５．０２

ｇ，０．０２６ｍｏｌ）置于ＤＭＦ（２５ｍＬ）中，加热至６５℃后，在１ｈ内加入叔丁醇镁（３．５８ｇ，０．０２１ｍｏｌ）；当反

应升温至７８℃时，在２ｈ内加入对甲苯磺酰氧基甲基膦酸二乙酯（１６．４３ｇ，０．０５１ｍｏｌ），于７５℃下反应

４ｈ．冷却反应至５０℃后，加入冰醋酸调节反应液的ｐＨ值至６，蒸出溶剂，加入二氯甲烷（５０ｍＬ）和质

量分数为２０％的ＮａＣｌ水溶液（３０ｍＬ），搅拌３０ｍｉｎ，滤除不溶物；分层取有机层，水层用二氯甲烷（２０

ｍＬ×２）萃取．加入无水硫酸钠干燥，过滤后将溶剂旋蒸干，得到黄色油状物，即化合物３（７．４２ｇ），其收

率为８３．２％，样品质量分数为９８．５％（ＨＰＬＣ面积归一化法，检测条件：色谱柱为ＳｉｎｏｃｈｒｏｍＯＤＳ?ＢＰ

Ｃ１８（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犞（甲醇）∶犞（水）＝２０∶８０；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
－１；检测波长

为２５４ｎｍ；进样量为１０μＬ；柱温为３０℃）．

１．２．４　（犚）?９?［２?（膦酰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化合物４）的制备　将化合物３（５．８３ｇ，０．０１７ｍｏｌ）和

三甲基溴硅烷（７．８１ｇ，０．０５１ｍｏｌ）加入乙腈（３０ｍＬ）中，于７７℃下反应３ｈ，减压蒸馏；将残余物溶解在

蒸馏水（３０ｍＬ）中，用乙酸乙酯（２５ｍＬ）进行萃取，分层取水层；用ＮａＯＨ调节水层ｐＨ值至１．１，放入

晶种，再用ＮａＯＨ调节ｐＨ值至２．１，室温搅拌过夜，冷却至４℃后过滤的灰色固体，用少量水洗涤，于

５０℃真空干燥得到粗产物．将粗产物放入水（５０ｍＬ）中，加热回流４ｈ；冷却至室温后，将混合物于４℃

冷却３ｈ，过滤固体，用少量水和丙酮洗涤，于５０℃真空干燥，得到白色粉末，即化合物４（３．４２ｇ）．其收

率为７０．２％（文献［９］的收率为５０．４％，以化合物２计）．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Ｏｘｉｄｅ），化学位移（δ）：８．４３～８．２３（ｍ，２Ｈ），４．４４（ｄｄ，犑＝１４．８，

３．２Ｈｚ，１Ｈ），４．２５（ｄｄ，犑＝１４．７，７．０Ｈｚ，１Ｈ），４．００～３．８８（ｍ，１Ｈ），３．６５（ｄｄ，犑＝１３．２，９．３Ｈｚ，１Ｈ），

３．５５～３．３７（ｍ，１Ｈ），１．１３（ｄ，犑＝６．４Ｈｚ，３Ｈ）．化合物４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３所示．

图２　化合物２的核磁共振氢谱　　　　　　　　　　图３　化合物４的核磁共振氢谱　　

Ｆｉｇ．２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　　　　　　Ｆｉｇ．３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４　　

１．２．５　（犚）?９?（（（２?磷酸单苯酯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化合物５）的制备　将称取化合物４（２．８７ｇ，

０．０１０ｍｏｌ），亚磷酸三苯酯（６．５２ｇ，０．０２１ｍｏｌ），４?二甲氨基吡啶（ＤＭＡＰ）（０．１２２ｇ，０．００１ｍｏｌ），三乙

胺（０．２０ｇ，０．００２ｍｏｌ）于４０ｍＬ无水吡啶中，氮气保护条件下，将反应升温至７５℃，反应７２ｈ；ＴＬＣ监

控至反应完成后，减压蒸馏将反应液的溶剂蒸干，得到橙黄色油状物．加入水（１５ｍＬ）和乙酸乙酯（２５

ｍＬ），分层取水层，水层再用乙酸乙酯（１５ｍＬ）萃取一次，取水层．用浓盐酸将水层的ｐＨ值调至３，搅拌

２ｈ至晶体析出，过滤，滤饼用少量乙醇洗涤，得到白色固体粗产物，于７０℃真空干燥，得到白色粉末，

９２５第４期　　　　　　　　　　　周癑莹，等：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的合成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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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化合物５（２．５６ｇ）．其收率为７０．６％（文献［９］的收率为５０．７％），样品的质量分数为９９．２％（ＨＰＬＣ

面积归一化法，检测条件：色谱柱为ＳｉｎｏｃｈｒｏｍＯＤＳ?ＢＰＣ１８（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犞（甲

醇）∶犞（水）＝３５∶６５；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为２５４ｎｍ；进样量为１０μＬ；柱温为３０℃）．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Ｏｘｉｄｅ），化学位移（δ）：８．２７（ｓ，１Ｈ），８．１８（ｓ，１Ｈ），７．１８（ｔ，犑＝７．７

Ｈｚ，２Ｈ），７．０４（ｔ，犑＝７．４Ｈｚ，１Ｈ），６．６８（ｄ，犑＝７．９Ｈｚ，２Ｈ），４．３８（ｄｄ，犑＝１５．０，２．９Ｈｚ，１Ｈ），４．２２

（ｄｄ，犑＝１４．７，８．７Ｈｚ，１Ｈ），４．０４（ｄ，犑＝８．１Ｈｚ，１Ｈ），３．７９（ｄｄ，犑＝１３．７，７．９Ｈｚ，１Ｈ），３．５３（ｄｄ，犑＝

１３．７，９．０Ｈｚ，１Ｈ），１．２４（ｄ，犑＝６．１Ｈｚ，３Ｈ）．化合物５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４所示．

１．２．６　（犚）?９?（（（２?磷酰氯基单苯酯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化合物６）的制备　将化合物５（２．５０ｇ，

０．００７ｍｏｌ）、亚硫酰氯（ＳＯＣｌ２，１．９０ｇ，０．０１６ｍｏｌ）溶于乙腈（４０ｍＬ）中，在７５℃下搅拌至反应物完全溶

解，蒸除溶剂，得到褐色油状物，即化合物６（２．４５ｇ），其收率为９３．４％．

１．２．７　替诺福韦艾拉酚胺（化合物７）的制备　在氮气保护下，将上一步反应所得的化合物６（２．４０ｇ，

０．００６ｍｏｌ）冷却至室温后加入二氯甲烷（３５ｍＬ）并冷却至－２９℃，在－１８℃条件下，于１ｈ内加入含有

（犔）?丙氨酸异丙酯（１．８４ｇ，０．０１４ｍｏｌ）的二氯甲烷溶液（３０ｍＬ）；然后，在－１８～－１１℃的条件下缓慢

加入三乙胺（１．９２ｇ，０．０１９ｍｏｌ），室温反应，ＴＬＣ监控反应完全．将反应完毕的反应液用质量分数为

１０％的磷酸二氢钠水溶液（５ｍＬ×５）洗涤，无水硫酸钠除去有机反应液中的水分，过滤．用二氯甲烷（３０

ｍＬ）冲洗，减压蒸馏得粗产物．将粗产物加入至质量分数为２０％的氯化钠溶液（１０ｍＬ）洗涤，洗涤数次

后，ＴＬＣ监控直到原料点除去，分离得浅褐色油状产物，即化合物７（２．１７ｇ），其收率７２．３％（文献［９］的

收率为４６．８％，以化合物５计）．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化学位移（δ）：８．１３（ｄ，犑＝１３．８Ｈｚ，２Ｈ），８．１１（ｓ，１Ｈ），７．３４～

７．１１（ｍ，５Ｈ），７．０５（ｄ，犑＝７．９Ｈｚ，２Ｈ），５．６５（ｍ，犑＝１１．２Ｈｚ，１Ｈ），４．８５（ｍ，犑＝６．２Ｈｚ，１Ｈ），４．２８

（ｄｄ，犑＝１４．５，３．７Ｈｚ，１Ｈ），４．１５（ｄｄ，犑＝１４．４，６．５Ｈｚ，１Ｈ），３．９６～３．７０（ｍ，４Ｈ），１．１８～１．０５（ｍ，

１２Ｈ）．化合物７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５所示．

图４　化合物５的核磁共振氢谱　　　　　　　　　　图５　化合物７的核磁共振氢谱

Ｆｉｇ．４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５　　　　　　　Ｆｉｇ．５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７

１．２．８　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化合物８）的制备　将化合物７（２．００ｇ，０．００４ｍｏｌ），富马酸（０．１４

ｇ，０．００２ｍｏｌ）加入至乙腈（５０ｍＬ）中，加热回流直至化合物溶解，趁热过滤，将滤液缓慢冷却至０～５℃

并静置过夜，过滤，滤饼用冷乙腈（５ｍＬ×２）洗涤，真空干燥得到白色粉末状产物，即化合物８（１．９９ｇ），

其收率为８８．９％，样品的质量分数为９９．９％，光学异构体质量分数为０．１４％（ＨＰＬＣ面积归一化法，检

测条件：色谱柱为ＳｉｎｏｃｈｒｏｍＯＤＳ?ＢＰＣ１８（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犞（乙腈）∶犞（醋酸铵）

（１０ｍｍｏｌ·Ｌ－１，ｐＨ＝６．２）＝３０∶７０；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
－１；检测波长为２６０ｎｍ；进样量为１０μＬ；柱

温为３０℃．ＨＰＬＣ光学异构体检测条件：色谱柱为ＣＨＩＲＡＬＰＡＫＡＤ?Ｈ（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犞

（正己烷）∶犞（异丙醇）＝８０∶２０（流动相加质量分数为０．１％的乙二胺调节ｐＨ 值）；检测波长为２６０

ｎｍ；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柱温为３０℃；进样体积为１０μＬ）．

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７７．３；［Ｍ＋Ｈ］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化学位移（δ）：８．１３（ｄ，２Ｈ），

７．３１～７．１２（ｍ，５Ｈ），７．０５（ｄｔ，犑＝７．３，１．２Ｈｚ，２Ｈ），６．６４（ｓ，１Ｈ），５．６５（ｄｄ，犑＝１２．０，１０．４Ｈｚ，１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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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５（ｈｅｐｔ，犑＝６．３Ｈｚ，１Ｈ），４．２８（ｄｄ，犑＝１４．４，３．７Ｈｚ，１Ｈ），４．１６（ｓ，１Ｈ），３．９４～３．７５（ｍ，４Ｈ），１．１４

（ｄｄ，犑＝８．４，６．６Ｈｚ，９Ｈ），１．０７（ｄ，犑＝６．２Ｈｚ，３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化学位移（δ）：

１７３．３６，１７３．３２，１６６．４５，１５６．４０，１５２．８６，１５０．７０，１５０．６２，１５０．２３，１４１．８７，１３４．４５，１２９．９４，１２４．８１，

１２１．０１，１１８．８３，７５．８８，６８．３６，６５．３４，６３．８０，４９．５２，４７．３０，２１．８５，２０．７８，１７．０９．ＩＲ（ＫＢｒ）σ（ｃｍ
－１）：

３３６０．４，３１７６．７，２９８２．９，２８９０．３，１７４８．２，１６６３．８，１６０６．９，１４２０．８，１３０１．２，１２０６．３，１１５２．３，

１１０４．１，９２４．２．化合物８的核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碳谱、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和红外光谱图，分别如图

６～１０所示．图１０中：η为透过率．

　　　　图６　化合物８的核磁共振氢谱　　　　　　　　　　图７　化合物８的核磁共振碳谱

　　Ｆｉｇ．６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８　　　　　Ｆｉｇ．７　

１３Ｃ?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８

　　图８　化合物８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图９　化合物８的质谱图

Ｆｉｇ．８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８　　　Ｆｉｇ．９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８

图１０　化合物８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８

２　合成工艺的优化

２．１　（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

反应的合成机理是腺嘌呤在碱性条件下形成氮

负离子，从而进攻（犚）?碳酸丙烯酯上正电荷密集的

碳原子，促使其脱去一分子二氧化碳；接着，腺嘌呤

上的氮负离子和碳原子链接后形成带有氧负离子的

（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最后，该氧负离子与一分

子腺嘌呤反应生成一分子（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

和一分子腺嘌呤氮负离子．其中，氢氧化钠在该反应

中起催化作用，有利于腺嘌呤脱去氢离子从而进攻

（犚）?碳酸丙烯酯上的碳原子促使反应发生．

通过分析反应机理和前期实验得知，狀（腺嘌呤）∶狀（（犚）?碳酸丙烯酯）和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

对实验收率有较大影响，狀为物质的量．因此，通过单因素考察实验分别考察狀（腺嘌呤）∶狀（（犚）?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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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酯）和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对（犚）?９?（２?羟丙基）腺嘌呤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１１，１２所示．

图１１　狀（腺嘌呤）∶狀（（犚）?碳酸丙烯酯）　　　　　　　图１２　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

　　　对化合物２收率的影响　　　　　　　　　　　　　　　对化合物２收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狀（ａｄｅｎｉｎｅ）∶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狀（ＮａＯＨ）∶

　狀（（犚）?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　　　　　　　　　　狀（ａｄｅｎｉｎ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

由图１１可知：腺嘌呤与（犚）?碳酸丙烯酯的物质的量的比对化合物２的收率有较为突出的影响；当

狀（腺嘌呤）∶狀（（犚）?碳酸丙烯酯）为１．０∶１．０～１．０∶１．３时，收率随着比值的增大而增加；当狀（腺嘌

呤）∶狀（（犚）?碳酸丙烯酯）为１．０∶１．３时，收率达最大值８１．７％，而后趋于平稳．

由图１２可知：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对中间体７收率影响较大，当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为

１∶２５～１∶１５时，收率随着比值的减小而增加；当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为１∶１５时，收率达到最大

值９１．６％，而后逐渐减小．

由实验可知，当狀（腺嘌呤）∶狀（（犚）?碳酸丙烯酯）为１．０∶１．３，狀（氢氧化钠）∶狀（腺嘌呤）为１∶１５

时，反应收率达最大值９１．６％．

２．２　（犚）?９?［２?（膦酰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

该反应机理为三甲基溴硅烷（ＴＭＢＳ）与（犚）?９?［２?（二乙酰氧基膦酰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上发生

图１３　狀（化合物３）∶狀（三甲基溴硅烷）的

物质的量比对化合物４收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

狀（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３）∶狀（ＴＭＢＳ）

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４

亲电取代反应后，水解生成三甲基硅醇和（犚）?９?［２?（膦酰基甲

氧基）丙基］腺嘌呤．由反应机理可知，反应溶剂和脱烷基化试

剂三甲基溴硅烷在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单因素考察狀

（化合物３）∶狀（三甲基溴硅烷）对化合物４收率的影响，如图

１３所示．

由图１３可知：狀（化合物３）∶狀（三甲基溴硅烷）对反应收

率的影响较大；当比值为１∶３时，反应收率达最大值５９．４％．

推测可能是因为溶剂中含有较多水，使部分三甲基溴硅烷水

解失去脱烷基化作用．因此，增加三甲基溴硅烷的用量可提高

反应收率，故选择狀（化合物３）∶狀（三甲基溴硅烷）为１∶３为

该步实验的反应条件．

通过单因素考察反应溶剂对化合物４收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以乙腈作为反应溶剂时，化合物４的收率为７０．２％，远

高于以二甲基甲酰胺和二氯甲烷作溶剂时的收率，二者分别

为５９．４％和６１．２％．究其原因，可能是乙腈和二氯甲烷溶剂中含水分较少，可以减少脱烷基化试剂的水

解，从而使反应收率提高，而原料在乙腈中的溶解效果比在二氯甲烷中要好，反应在乙腈溶剂中更易形

成均相体系．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将采用乙腈作为该步反应的溶剂．

２．３　（犚）?９?（（（２?磷酸单苯酯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

原合成工艺路线采用二环己基碳二亚胺（ＤＣＣ）作催化剂，（犚）?９?［２?（膦酰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

与苯酚反应制得（犚）?９?（（（２?磷酸单苯酯基）甲氧基）丙基）?腺嘌呤．其中，苯酚为高毒性试剂，且用Ｄ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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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催化剂的催化效率不高，ＤＣＣ反应后生成的１，３?二环己基脲（ＤＣＵ）难以除净，需要经过繁琐的后处

理步骤．

根据预实验结果发现，以另一工业化试剂亚磷酸三苯酯代替高毒性试剂苯酚、高效催化剂ＤＭＡＰ

代替ＤＣＣ进行反应，省去了原合成路线多次过滤，先碱调再酸调ｐＨ值的众多繁琐步骤，化合物５的收

率由５０．７％提高至７０．６％．

２．４　替诺福韦艾拉酚胺

在制备替诺福韦艾拉酚胺的过程中，原工艺采用柱层析的方法对产物进行纯化，在工业化生产中。

该方法需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增加药物的生产成本．经实验分析发现化合物６与副产物均易溶于

ＮａＣｌ溶液，而产物难溶于该溶液．因此，选择用ＮａＣｌ溶液洗涤法代替柱层析对产物进行提纯．选择以

ＮａＣｌ溶液洗涤法代替柱层析法来优化步骤，化合物７的收率由原来的４６．８％提高至７２．３％，两种方法

的产物纯度相近（柱层析法产物纯度为９９．３％，ＮａＣｌ溶液洗涤法产物纯度为９８．６％），且大大缩短了纯

化时间，适合工业化生产．

３　讨论

以腺嘌呤为原料，与（犚）?碳酸丙烯酯反应得到化合物２，再经过取代、水解、取代、酰化、缩合、成盐

共７步反应得到目标产物ＴＡＦ，合成的ＴＡＦ及重要中间体经ＥＩ?ＭＳ，
１Ｈ?ＮＭＲ，

１３Ｃ?ＮＭＲ进行结构验

证．通过单因素实验考察得知，在合成化合物２时，当狀（腺嘌呤）∶狀（（犚）?碳酸丙烯酯）为１．０∶１．３，狀

（氢氧化钠）∶狀（腺嘌呤）为１∶１５时，反应收率最优，为９１．６％；在合成化合物４时，当狀（化合物３）∶狀

（三甲基溴硅烷）为１∶３，以乙腈作为反应溶剂时，反应收率最优，为７０．２％；在合成化合物５时，以高效

催化剂ＤＭＡＰ代替ＤＣＣ反应，以亚磷酸三苯酯代替高毒性试剂苯酚，省去了多次过滤，先碱调再酸调

ｐＨ值等众多繁琐步骤，收率由５０．５％提高到７０．６％，避免了反应中有毒试剂的使用，简化了操作步

骤，使反应更适合工业化大生产；在合成化合物７时，以ＮａＣｌ溶液洗涤法重结晶代替柱层析的纯化方

式，在保证纯度的基础上，提高了产品收率，节省了生产时间，直接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文中在参考大量生产路线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最适宜工业化生产半富马酸替诺福韦艾

拉酚胺合成路线进行试验，并对合成工艺进行了优化．改进后的工艺反应以腺嘌呤和（犚）?碳酸丙烯酯温

和反应代替金属钌催化反应，降低了生产成本；以三甲基溴硅烷取代后水解代替文献路线中的氢氧化锂

水解反应，降低了工业化生产中易燃易爆的安全隐患；以ＮａＣｌ溶液洗涤法代替柱层析进行产品纯化方

式，简化了后处理步骤和时间，优化后的反应路线条件温和、步骤简便、经济安全、后处理简单、收率更

高、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适合工业化生产，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但是，该合成研究仍有不足之处，还有以下３个问题有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１）中间体２的反

应时间需要２４ｈ，反应时间过长将使工业生产成本直接提高．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单因素试验考察，

以期获得收率更高、反应时间更短、纯度更高的中间体２的生产工艺．２）可尝试中间体７（游离碱）与不

同酸成盐（如枸橼酸、柠檬酸、酒石酸等），以期获得稳定性更好的候选药物．３）受ＴＡＦ和前一代药物

ＴＤＦ启发，可尝试在中间体４上连接多种氨基酸，进行化合物抗病毒活性与稳定性及相关药代动力学

实验，尝试开发新一代抗病毒效果更好，毒副作用更小的替诺福韦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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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 犕狅狀犵狅犇犅的三维时序遥感

影像存储及 犠犲犫应用

李嘉欣１，余劲松弟１，佟瑞菊２

（１．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２．福建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为更好地存储和管理时序遥感影像数据，将传统ｔｉｆ等格式的时序遥感影像数据集转换为（狓，狔，狋）三

维的ｎｅｔＣＤＦ格式，并对其进行八叉树瓦片划分后存储于 ＭｏｎｇｏＤＢ中；同时，使用三维 Ｍｏｒｔｏｎ码建立索引机

制．为验证该存储和管理系统，设计基于 Ｗｅｂ覆盖服务（ＷＣＳ）的时序遥感影像 Ｗｅｂ服务原型，并在其基础上

结合 Ｗｅｂ覆盖处理服务（ＷＣＰＳ）和Ｒ语言对影像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实验表明：文中所设计的时序遥感

影像存储模型在时序检索和获取方面具有较好的性能，并可支持 ＷＣＰＳ，Ｒ语言等互操作计算的扩展．

关键词：　时序遥感影像；ｎｅｔＣＤＦ；八叉树；Ｍｏｒｔｏｎ码；Ｗｅｂ覆盖服务；Ｒ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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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Ｆｕ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Ｆｕｊ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１１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ｒ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ｗ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ｈｅ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ｆｆｏｒｍａｔｔｏ（狓，狔，狋）３ＤｎｅｔＣＤＦｆｏｒｍａ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ｉｎｎｅｔＣＤＦｆｏｒｍａｔ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ｃｔｒｅｅｔｒｅｅｔｉｌ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ｅｄｉｎ

ＭｏｎｇｏＤＢ，ａｎｄｕｓｅｔｈｅ３ＤＭｏｒｔｏｎｃｏｄｅ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ｗｅｂ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ＣＳ）?ｂａｓ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ｂ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ＣＰＳ）

ａｎｄ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ＣＰＳａｎｄ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ｎｅｔＣＤＦ；ｏｃｔｒｅｅ；Ｍｏｒｔｏｎｃｏｄｅ；Ｗｅｂ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遥感影像数据作为一种超高容量的信息载体，在军事、资源、环境和防灾等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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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及数据挖掘技术的高速发展，从遥感影像提取信息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多源多

时相的遥感影像应用越来越广泛［２］．由于仅对单个时相的遥感数据进行分析难以达到时下对信息获取

和遥感数据分析的要求，以及现有的遥感影像存储管理较多着重于其空间属性，在管理时序遥感影像

时，仅增加一条时间标签或时间语义的记录［３］，难以高效地应对多时相或时序的遥感影像的获取和检

索．现有的二维空间遥感影像存储管理大多是将遥感影像划分为瓦片，并建立相应的索引后，存储于文

件系统或关系数据库［４?５］．基于文件系统存储遥感影像能够实现影像的便捷管理，但不易实现对影像数

据的并发访问及快速检索［２］．而基于关系数据库存储遥感影像，一方面，随着遥感影像数据量的增大，入

库时间越来越长，难以支撑ＰＢ级的海量遥感影像管理；另一方面，关系数据库的关系表结构难以应对

较为复杂的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相较于关系数据库，非关系数据库能够更灵活地存储和管理非结

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６］．在遥感影像网络共享方面，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ＯＧＣ）推出一系列面向

Ｗｅｂ服务的地理信息共享和互操作规范
［７］．其中，Ｗｅｂ覆盖服务

［８］（ＷＣＳ）以Ｃｏｖｅｒａｇｅ的形式提供数字

式的地理信息，不仅可以保持遥感影像数据的原始语义，还可以作为遥感影像数据共享规范．为了更高

效地组织管理时序遥感影像，便于时空查询，本文将传统的时序遥感影像数据集转换为（狓，狔，狋）三维的

ｎｅｔＣＤＦ格式，并对其进行瓦片划分，在原有四叉树瓦片划分的基础上，增加时间维度狋的瓦片划分，形

成三维八叉树瓦片划分方法，并研究其瓦片的存储和 Ｗｅｂ共享应用的问题．

１　时序遥感影像瓦片化及索引方法

时序遥感影像的瓦片化与传统二维遥感影像瓦片的划分不同，在地理空间二维（狓，狔）的基础上，增

加时间狋维度．因此，对具有时间维度的时序遥感影像数据集进行瓦片化，需要在原有二维瓦片化的基

础上向三维拓展，将传统的四叉树拓展为三维八叉树．时序遥感影像的三维时空域可以基于三维笛卡尔

坐标系定义，该时空域有（狓，狔，狋）３个相互正交的维度轴，每个三维实体对象的时空域犇 由每个维度轴

的上界犾和下界狌定义，其中，时间轴狋的下界默认为１，上界为三维实体对象时间节点的个数，即

犇＝ （犾狓：狌狓，犾狔：狌狔，１：狌狋）． （１）

式（１）中：犇为时序遥感影像的三维时空域；犾狓，犾狔，狌狓，狌狔 分别为时序遥感影像在狓，狔轴的上下界；１为

时间轴狋的默认下界；狌狋为三维实体对象时间节点的个数．

因此，八叉树瓦片划分方法可表示为对该三维时空域犇 中每个维度轴递归二分．以第１次划分的

第１个叶节点为例，八叉树划分的叶节点的时空域犇１ 可表示为

犇１ ＝
犾狓：犾狓＋「狌狓－犾狓２ ?，犾狔：犾狔＋「狌狔－犾狔２ ?，１：「狌狋２
烄

烆

烌

烎
?． （２）

式（２）中：犇１ 为八叉树第１次划分的第１个叶节点．在各维度进行递归二分时，为保证瓦片大小为整数，

中值数字取值为向上取整．以狓轴为例，其二分区间可表示为

犾狓：犾狓＋「狌狓－犾狓２

烄

烆

烌

烎
?，　　 犾狓＋「狌狓－犾狓２ ?：狌

烄

烆

烌

烎

狓 ．

　　在编码方法上，传统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是一种四叉树编码方式，二维数据可以通过 Ｍｏｒｔｏｎ编码表示为

一维数据［９］．当四叉树瓦片化方法向三维拓展为八叉树瓦片化方法时，相应地需要将 Ｍｏｒｔｏｎ码向三维

拓展．三维 Ｍｏｒｔｏｎ码可以由八叉树瓦片划分的叶节点的三维行列号（犡，犢，犜）计算得到
［１０］．首先，根据

八叉树瓦片划分得到三维行列号，并将三维行列号转为二进制．然后，以错位交叉的方法由二进制行列

号得到二进制的三维 Ｍｏｒｔｏｎ码．最后，将其转换为十进制表示．具体八叉树瓦片划分方法和三维 Ｍｏｒ

ｔｏｎ码错位交叉的计算，如图１所示．

在错位交叉方法中，错位交叉的先后顺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序列，这将直接影响数据

库内瓦片数据的存储顺序．如按狓，狔，狋的顺序进行错位交叉形成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首先，注重于瓦片时间

序列狋轴的临近关系；其次，注重空间上狔轴的临近关系，在形成整个 Ｍｏｒｔｏｎ码序列时，可使临近时间

序列的瓦片排列顺序尽可能连续，从而提高在数据库中按时间序列检索的性能．

６３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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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ｏｒｔｏｎ码的八叉树瓦片索引能较好地管理规则的时序遥感影像瓦片，检索时，用户只需输入

目标影像区域的三维时空域犇犿＝（犾狓：狌狓，犾狔：狌狔，犾狋：狌狋），即可根据瓦片在三维时空的大小及整个时序遥

感影像的三维时空域犇计算出目标影像区域所包含瓦片的三维行列号，从而可以根据三维行列号计算

出所包含瓦片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以此实现根据三维时空坐标查询和检索时序遥感影像瓦片．瓦片划分的流

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１　二进制三维 Ｍｏｒｔｏｎ码错位交叉　　　　　　　 　　图２　时序遥感影像瓦片划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Ｂｉｎａｒｙ３ＤＭｏｒｔｏｎｃｏｄｅ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ｔｉｌｅ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ｒｏｓ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基于 犕狅狀犵狅犇犅的影像瓦片及元数据存储

将时序遥感影像的二进制瓦片文件和元数据分别存储．瓦片文件以ｎｃ格式存储于ＧｒｉｄＦＳ，元数据

以ＢＳＯＮ格式存储．每个瓦片对应一个ｆｓ．ｆｉｌｅｓ和多个ｆｓ．ｃｈｕｎｋｓ，其文件存储在ｆｓ．ｃｈｕｎｋｓ中，其描述

信息存储在ｆｓ．ｆｉｌｅｓ中．ｆｓ．ｆｉｌｅｓ记录文件的序号狀为瓦片 Ｍｏｒｔｏｎ码，多个ｆｓ．ｃｈｕｎｋｓ中的“ｆｉｌｅ－ｉｄ”与

ｆｓ．ｆｉｌｅｓ中的“－ｉｄ”相对应，瓦片描述通过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ｄ与ＢＳＯＮ元数据相关联．存储框架，如图３所示．

图３　时序遥感影像存储结构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时序遥感影像元数据相对于一般遥感影像元数据，除了需要具备基础元数据项外，还需要在索引域

及时间信息上进行扩展．ＯＧＣＷｅｂ覆盖服务定义了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和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３个核心操作，同时继承覆盖模型标准
［１１］．文献［１１］将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模型的地理要素以结构化树的形式组

织起来，主要包括索引域（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值域（ＲａｎｇｅＳｅｔ）、值域类型（ＲａｎｇｅＴｙｐｅ）和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４

个模块．因此，参考ＯＧＣ制定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模型
［１２］，使用三维索引域描述时序遥感影像（狓，狔，狋）三维时

空范围．

有关基础元数据部分，根据文献［１３］制定的影像和格网数据内容模型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广泛使

用的影像和格网数据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数据类别制定基础元数据，以及设定可选项和必选项，可支

持扩展．其中，对于光学影像，文献［１３］定义了获取时间、影像描述、镶嵌情况、波段信息、卫星平台和传

感器等基础元数据项．

７３５第４期　　　　　　　　 李嘉欣，等：运用 ＭｏｎｇｏＤＢ的三维时序遥感影像存储及 Ｗｅｂ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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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维时序遥感影像元数据，不仅需要在其索引域扩展出时间维度信息，并记录三维遥感影像时

间节点，还需要修改获取时间的元数据，按照三维遥感影像时间节点的排列顺序存储时序遥感影像所有

时相的影像获取时间．其余基础元数据项因为同属同一数据源，在影像描述、镶嵌情况、波段信息等基础

元数据部分均保持一致．因此，时序遥感影像元数据总体可分为２部分：１）基于文献［１３］定义的基础元

数据项；２）基于文献［１１］定义的三维索引域和值域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增加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记录来描述时

序遥感影像的时间信息．具体时序遥感影像元数据表结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时序遥感影像元数据表结构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在时序遥感影像元数据表结构中，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Ｔｙｐｅ，ＯＩ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分别存储时序遥

感影像的索引域、值域、值域类型及光学影像元数据，在遥感影像元数据中，ＯＩＭｅｔａＤａｔａ部分主要记录

光学遥感影像基础元数据．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除了需要记录目标时空域的二维索引域，还需要记录时空域的时

间序列，构成三维时空坐标系的三维时空索引域．其中，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ｔ／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仅记录时序遥感影像的

时间序列号，其序列号对应的遥感影像获取时间记录在 ＯＩ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中．除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外，在光学影像的基础元数据中，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记录影像处理级别及其他描述信息；Ｍｏｓａｉｃ记录镶

嵌信息；ＢａｎｄｓＩｎｆｏ记录波段信息；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ｆｏ记录卫星平台信息；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ｆｏ记录传感器信息．

３　性能测试比较与分析

为验证所提的时序遥感影像三维瓦片化存储模型的性能，将所提的三维格网化存储与不划分瓦片

存储，以及传统的遥感影像二维瓦片化存储的影像获取性能进行比较．将自变量设置为获取目标影像瓦

片时间节点的个数（犖），因变量设置为检索并获取目标影像瓦片所需响应时间（狋），为排除第３方格式

　 图５　３种存储方式瓦片获取性能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ｏｄｅ

　　ｔｉｌ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转换和影像融合所造成的影响，该性能比较试验不进行格式

转换．性能测试结果，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相较于无瓦片划分，对遥感影像进行二维或

三维瓦片化都可以明显地提高遥感影像子集获取的效率，瓦

片化存储可以明显减小影像子集获取的数据量；对于二维和

三维瓦片化存储，在获取单个时间的遥感影像瓦片时，由于三

维瓦片文件大小大于二维瓦片，无法体现出其瓦片获取性能

的优势，但随着获取遥感影像瓦片的时间节点个数的递增，三

维瓦片可以极大地减小影像瓦片获取时的ＩＯ操作的次数，从

而在获取多个时间节点的遥感影像瓦片时有较高的效率，可

更高效地管理时序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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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 犠犆犛的时序影像管理服务及 犠犆犘犛和犚语言计算

在基于 ＭｏｎｇｏＤＢ的时序遥感影像存储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时序遥感影像的管理，首先，以时

序遥感影像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使用Ｇｄａｌ作为空间数据转换工具，将时序的遥感影像集转换为具有

时间维度的ｎｅｔＣＤＦ格式，并进行瓦片划分后存入 ＭｏｎｇｏＤＢ；然后，构建基于ＯＧＣＷＣＳ的 Ｗｅｂ覆盖

服务原型，根据 ＷＣＳ服务原型检索，获取目标时空域的时序遥感影像子集，并使用 Ｗｅｂ覆盖处理服务

（ＷＣＰＳ）和Ｒ语言对目标时空域的时序遥感影像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计算．

Ｇｄａｌ是一种在Ｘ／ＭＩＴ许可协议下的开源栅格空间数据转换工具，它利用抽象数据模型来表达所

支持的各种文件格式［１４］．Ｇｄａｌ不仅可以对各种栅格进行读写，还可以实现栅格空间数据的格式转换、几

何校正、重投影、重采样、裁剪等．

Ｒａｓｄａｍａｎ是由德国不莱梅雅各布斯大学和Ｒａｓｄａｍａｎ公司合作开发的多维栅格数据管理系统，支

持ＯＧＣＷＣＳ２．０核心及其拓展，包括 ＷＣＳ?Ｔ和 ＷＣＰＳ等．ＷＣＰＳ是一种独立于 ＷｅｂＣｏｖｅｒａｇｅ的查

询语言，支持对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进行代数运算、逻辑运算和聚合运算等．Ｒ是一种用于统计分析和绘图的语言

和操作环境，Ｓｈｉｎｙ是一个开源的Ｒ包，为使用Ｒ构建 Ｗｅｂ应用所提供的一种 Ｗｅｂ开发框架，可以进

图６　ＷＣＳ原型数据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ＷＣ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

行快速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文中设计的基于 ＭｏｎｇｏＤＢ的 ＷＣＳ服务原型将原始遥感

影像增加时间维度，使用Ｇｄａｌ将时序的遥感影像数据集转换

为ｎｅｔＣＤＦ格式后进行瓦片划分，并将ｎｅｔＣＤＦ格式的三维

（狓，狔，狋）瓦片存储于ＧｒｉｄＦＳ中；在用户发送获取影像请求时，

根据用户发送的时空域请求，快速索引瓦片，最终调用 Ｇｄａｌ

进行瓦片融合，并转换为用户需要的格式返回给用户．数据流

程图，如图６所示．

该服务原型可以结合Ｒａｓｄａｍａｎ的 ＷＣＰＳ和Ｒ语言进行

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形成时序遥感影像获取和处理服务链．首

先，在该 ＷＣＳ快速原型及影像计算服务链中，ＷＣＳ服务原型可直接获取用户请求的目标遥感影像数

据．然后，将用户请求的目标遥感影像数据上传至Ｒａｓｄａｍａｎ，并发送 ＷＣＰＳ计算请求，对遥感影像进行

图７　ＷＣＳ原型及影像计算服务链架构图

Ｆｉｇ．７　ＷＣ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初步计算后，将 ＷＣＰＳ计算结果传递给Ｓｈｉｎｙ，并使用Ｒ语言

对计算结果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最后，获取的遥感影像经过

ＷＣＰＳ计算和Ｒ语言分析得到可视化结果．ＷＣＳ快速原型及

影像计算服务链架构，如图７所示．图７中：ＩＢＩ为基于遥感指

数的新型城市建筑用地指数．

５　应用案例分析

５．１　研究区及实验数据

开封市位于我国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与交通枢纽郑州

相邻，其城市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

文化古城发展的缩影，研究开封市的城市发展进程和趋势对

建设我国古代历史名城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开封市主城区位于东经１１３°５２′１５″～１１５°１５′４２″，北纬３４°

１１′４５″～３５°０１′２０″．

实验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探局ＵＳＧＳ下载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影像，产品级别为Ｌ１Ｔ，地面分辨率

为３０ｍ，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期间共有１２幅影像，日期分别为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７日，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４日，２００２

年８月２日，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２日，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２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６日，２００７年７月

３１日，２００８年８月２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２０１０年８月８日和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日．文中实验主要选择夏

季或盛夏时期的遥感影像数据，该季节植被较为茂密，闲置耕地较少，减少荒地对ＩＢＩ的计算和提取结

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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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案例分析

通过所提的 ＷＣＳ原型服务可以检索并获取开封市主城区的时序遥感影像数据，并上传至Ｒａｓｄａ

ｍａｎ．以徐涵秋
［１５］提出的ＩＢＩ计算为例，调用 ＷＣＰＳ分别计算出每年开封市主城区的归一化建筑指数

（ＮＤＢＩ）、修正归一化水体指数（ＭＮＤＷＩ）和土壤调节植被指数（ＳＡＶＩ）．以２０００年开封市ＮＤＢＩ指数计

算为例，ＷＣＰＳ语句为

　　ｆｏｒ犮ｉｎ（ｋａｉｆｅｎｇ２０００）

　　　　ｒｅｔｕｒｎｅｎｃｏｄｅ（（犮．４－犮．３）／（犮．４＋犮．３），″ｐｎｇ″）

上述语句中：犮为２０００年开封市遥感影像的整体变量；犮．３，犮．４分别为用于ＮＤＢＩ计算的近红外波

段和中外波段．

ＷＣＰＳ计算ＮＤＢＩ的可视化结果，如图８所示．使用Ｒ语言对 ＷＣＰＳ计算出的ＮＤＢＩ，ＭＮＤＷＩ和

ＳＡＶＩ３种指数进行ＩＢＩ指数计算，最终获得开封市主城区ＩＢＩ指数的计算结果，如图９所示．图８，９中：

仅展示变化较为明显的计算结果（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ａ）２００２年　　　　　 　　（ｂ）２００４年　　　　　　 　（ｃ）２００８年　　　　　　　（ｄ）２０１０年　

图８　ＷＣＰＳＮＤＢＩ指数计算结果

Ｆｉｇ．８　ＮＤＢＩｉｎｄｅｘ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ｙＷＣＰＳ

　（ａ）２００２年　　　　　　　　　　　　　　　　　　　　（ｂ）２００４年　　　

　（ｃ）２００８年　　　　　　　　　　　　　　　　　　　　（ｄ）２０１０年　　　

图９　Ｒ语言ＩＢＩ指数计算结果

Ｆｉｇ．９　ＩＢＩｉｎｄｅｘ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ｙ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由图８，９可知：ＮＤＢＩ指数可视化结果和ＩＢＩ指数可视化结果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开封市主城区主

要城市建筑的空间分布．相较于ＮＤＢＩ指数，ＩＢＩ指数能够更加有效地排除土壤、水体及植被对建筑物提

取的影响，且新的指数可以进一步影响城市生态环境的因子研究，对研究城市发展历程和建筑物规划分

布有指导性意义．

由图９可知：ＩＢＩ指数可视化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开封市城区有较为明显的向东西方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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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开封市西边毗邻我国中原交通枢纽郑州市，一方面，这种向西发展的模式可以更好地和郑州东区发展相

互结合，使郑汴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城区建筑物分布逐渐变为松散，城市中掺杂较多空白

区域，这表明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间，开封市的城市发展在向西扩张，加速周边区域城市化的同时，对老城

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生态改造，有效地优化了开封市主城区的生态环境，这种发展经验也对我国其他历史

名城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有指导意义．

６　结束语

基于 ＭｏｎｇｏＤＢ进行时序遥感影像的三维格网化存储研究，且以 ＷＣＳ的形式发布为 Ｗｅｂ遥感影

像获取服务，可以具有针对性地解决区域时序遥感影像的存储和检索问题．同时，该影像获取服务可以

进一步与 ＷＣＰＳ服务结合，形成影像获取和影像计算 Ｗｅｂ服务链，并支持与其他影像处理服务协同对

遥感影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或进一步计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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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目视觉定位实现机器人跟踪的

实验系统和控制方法

程前，聂卓
"

，方浩澄，邵辉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视觉定位的多机器人跟踪控制方法．首先，采用单目视觉定位技术，建立平面物理坐标

与视觉图像坐标之间的映射关系．然后，结合轮式移动机器人的运动学模型，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方法设计轨迹跟

踪控制器．最后，结合视觉定位确定机器人的平面坐标位置，分阶段规划机器人运动轨迹，实现多机器人跟踪

控制．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视觉定位；轨迹跟踪控制；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多机器人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２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５４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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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ｍｏｎｏｃｕｌａｒｖｉｓ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ｈｅｅｌ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ｒｏ

ｂｏｔ，ａ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ｍｅｔｈｏ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ｓｕ

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ｏｄｅｔｅｍｉｎｅｒｏｂｏｔ′ｓｐｌａ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ｆｏｒ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ｒｏｂｏｔｗａ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ｖｉｓｕ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ｍｅｔｈｏｄ；ｍｕｌｔｉ?ｒｏｂｏｔ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以机械臂、自动导引运输车（ＡＧＶ）、无人机等为代表的机器人在工业领域

的应用逐渐增多．在实际应用中，从最初单机器人的简单重复动作，到多机器人集群协同完成复杂任务，

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当前，多机器人的协同控制逐渐成为机器人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
［１］．对

于单个机器人的跟踪控制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模糊控制算法、反步法及滑模控制等多种方案．文献［２］基

于模糊控制算法和有定位精度限制的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对农作物自主巡检机器人进行路径规划、轨

迹导航跟踪，虽然系统在仿真中有较好的抗干扰性，但由于模糊控制算法自身的控制特点，必将导致系

统的控制精度降低和动态品质变差．文献［３］对轮式移动机器人的运动学模型进行分析，利用里程计进

行位置定位，基于反步法设计出机器人的目标跟踪控制，仿真效果良好．然而，反步法的计算量较大，系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１３

　通信作者：　聂卓"

（１９８３?），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进控制理论与应用、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ｅｚｈｕｙ?

ｕｎ２００４＠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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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设计过于复杂，且由于里程的误差累计，对机器人位姿角度的计算往往不准确．文献［４］针对移动机器

人的轨迹跟踪控制问题，提出带有变结构控制的切换函数滑模轨迹跟踪控制方法，但此控制律的设计需

要大量运算，过于复杂．对于多机器人的跟踪控制问题，常用的方法有领航跟随法、基于行为法和虚拟结

构法等［５］．文献［６］将基于行为法和虚拟结构法相结合，使系统获得很强的鲁棒性能，但无法精确控制跟

踪的速度，且机器人之间的通信量巨大，对通信设备的要求颇高．本文在常规实验条件下，对单目视觉定

位实现机器人跟踪的实验系统和控制方法进行研究．

１　单目视觉定位

定位作为机器人跟踪控制的最基本的环节，其准确度很大程度上影响跟踪控制的效果．定位主要分

为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区别在于机器人是否已知自身初始位置［７?８］．２００４年，Ｆｉａｌａ
［９］提出将视觉定位

技术应用于实时多移动机器人平台，同时，视觉里程计这个概念被提出，弥补了传统轮式里程计受环境

因素影响的缺陷［１０］．其他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１１１２］．在常规实验条件下，文中采用单目视觉识别

目标物上的颜色特征点，获取目标物的位置信息，从而实现多机器人的单目视觉相对定位．

首先，假设视觉目标对象所处的像平面坐标为（狌，狏），由于摄像头安装位置与地面存在一定高度和

俯仰角，如图１所示．因此，像平面中的坐标（狌，狏）并不是实际世界坐标系（ＷＣＳ）中的坐标，需要进行坐

标转换，才能得出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狓，狔）．

像平面坐标（狌，狏）转换为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狓，狔）的公式
［１３］为

狓＝
狌犺

（犳ｓｉｎθＥＬ＋狏ｃｏｓθＥＬ）
，　　狔＝

犺（狏ｓｉｎθＥＬ－犳ｃｏｓθＥＬ）
（犳ｓｉｎθＥＬ＋狏ｃｏｓθＥＬ）

． （１）

式（１）中：犺为摄像头中心到基平面的高度；犳为摄像头的焦距；θＥＬ为摄像头的俯仰角．

由光学成像基本原理可知：摄像头在固定角度和水平高度下，图像所能识别的地面区域近似为梯

形，并可通过实验方式测得地面区域坐标位置．像平面图像与地面区域的映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１　像平面坐标与世界坐标系关系图　　　　　　　　　　图２　区域关系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ｎｅ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ｕｎｉｔ：ｍ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在轴对称条件下，测量定点坐标所在地面区域的位置数据，可得到映射计算公式．以某次实验为例

（图２），进行说明．通过测量，得出世界坐标系点犃坐标为（１１５，２３０），点犅坐标为（２７０，９７０）．同时，在

像平面坐标系下，点犃′坐标为（１２０，０），点犅′坐标为（１２０，３２０）．得到梯形上、下底２个顶点在世界坐标

系中的坐标后，结合两点的像平面坐标，代入式（１），反解出未知参数．若直接将点坐标代入式（１）计算

犺，犳，θＥＬ，则会显得十分复杂，故先将式（１）进行近似处理．即令犪＝
犳ｓｉｎθＥＬ
犺

，犫＝
ｃｏｓθＥＬ
犺

，犮＝ｓｉｎθＥＬ，犱＝

犳ｃｏｓθＥＬ并代入式（１），可得

狓＝
狌

犪＋犫狏
，　　狔＝

犮狏－犱
犪＋犫狏

． （２）

　　简化后的公式只需要计算出参数犪～犱即可．将点犃，犅，犃′，犅′的坐标代入式（２），可得犪＝１．０４３５，

犫＝－０．００１９，犮＝０．５９７２，犱＝－２４０．００００．由式（２）和计算出的参数值，可实现视觉定位．当目标对象

出现在摄像头视野范围内，通过图像识别对象坐标（狌，狏），利用式（２）计算出目标点在实际世界坐标系

下的坐标（狓，狔），确定目标点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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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轨迹跟踪控制

２．１　基于犔狔犪狆狌狀狅狏法的跟踪控制律

采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设计结构简单、性能稳定的单个机器人的跟踪控制律．考虑一类双轮驱动差动转

向移动机器人，其运动学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犔为两轮之间的距离；狏Ｌ，狏Ｒ 分别为左、右轮速度；

（狓，狔，θ）为车辆当前位姿；（狓，狔）为小车的几何中心坐标，假定该模型质心与中心重合；θ为智能车速度

矢量方向与犡 轴的夹角．智能车的运动状态由线速度狏和角速度ω决定
［１４］，其运动学方程［１５］为

狓＝狏ｃｏｓθ，　　狔＝狏ｓｉｎθ，　　θ＝ω． （３）

式（３）中：狏＝（狏Ｌ＋狏Ｒ）／２；ω＝（狏Ｌ－狏Ｒ）／犔．

移动机器人常采用虚拟机器人的方式实现跟踪控制．智能车位姿误差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小车的当前位姿为狆＝［狓　狔　θ］
Ｔ；参考位姿（虚拟机器人）即规划的轨迹向量为狆ｒ＝［狓ｒ　狔ｒ　θｒ］

Ｔ，规

定逆时针方向为正方向；小车的当前运动状态为狇＝［狏　ω］
Ｔ；参考运动状态为狇ｒ＝［狏ｒ　ωｒ］

Ｔ．

图３　差动式智能车运动模型　　　　　　　　　　　　图４　智能车位姿误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ｋ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以犡ｒ犗犢ｒ作为参考坐标系，其位姿误差狆ｅ为

狆ｅ＝

狓ｅ

狔ｅ

θ

熿

燀

燄

燅ｅ

＝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狓ｒ－狓

狔ｒ－狔

θｒ－

熿

燀

燄

燅θ

． （４）

　　对位姿误差狆ｅ求微分
［１６］，结合式（４）可得

狆ｅ＝

狓ｅ

狔ｅ

θ

熿

燀

燄

燅ｅ

＝

狏ｒｃｏｓθｅ＋ω狔ｅ－狏

狏ｒｓｉｎθｅ－ω狓ｅ

ωｒ－

熿

燀

燄

燅ω

． （５）

　　由式（５）可知：智能车的轨迹跟踪控制问题，即设计合适的输入控制量狇＝［狏　ω］
Ｔ，使位姿误差狆ｅ

有界且能够收敛于０．

根据智能车的位姿误差狆ｅ，选取犞 函数作为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即

犞 ＝
犽１
２
（狓２ｅ＋狔

２
ｅ）＋２ｓｉｎ

θｅ（ ）２
２

≥０． （６）

式（６）中：犽１＞０．

对犞 函数求微分，可得

犞＝犽１［狓ｅ狏ｒｃｏｓθｅ－狏狓ｅ］＋犽１狔ｅ狏ｒｓｉｎθｅ＋（ωｒ－ω）ｓｉｎθｅ． （７）

　　由式（７）可得控制律为

狇＝
狏［］
ω
＝

狏ｒｃｏｓθｅ＋犽２狓ｅ

ωｒ＋犽１狏ｒ狔ｅ＋犽３ｓｉｎθ
［ ］

ｅ

． （８）

式（８）中：控制参数犽１，犽２，犽３ 皆大于０．

为了证明该控制律的稳定性，将式（８）代入式（７），可得

犞＝－犽１犽２狓
２
ｅ－犽３ｓｉｎ

２
θｅ≤０． （９）

　　由式（６），（９）可知：选取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满足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的稳定性判据，该控制律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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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基于视觉定位的从车跟踪控制

２．２．１　跟踪控制系统设计思路　设计的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的跟踪控制律，可对单个机器人实现良好的

跟踪控制．但对于多个机器人的跟踪控制，考虑到基于行为法和虚拟结构法的设计过于复杂
［６］，且速度

控制不够精确，故采用领航跟随法，以主车带动从车行进．在此方法下，多个机器人可以采用相同的参考

轨迹进行跟踪控制，理论上可做到协调和同步．但由于每个机器人的动力学模型存在差异，运行环境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很难保证多个机器人的同步控制．基于领航跟随法的多移动机器人协调控制系统利

用数种传感器对位置信息进行在线估计与校正，可实现精确定位及同步控制［１７］．然而，这增加了系统的

复杂程度，并对系统的实时性要求颇高．文中在以主车带动从车的领航跟随法下，多机器人进行协调跟

踪控制，并利用单目视觉定位对从车的速度和轨迹进行修正的跟踪控制策略．

２．２．２　轨迹规划控制器　以主车实际位置为参考坐标，通过主车摄像头确定从车的相对位置，根据跟

踪任务计算从车位置偏差，分阶段生成从车的跟踪轨迹．对于跟踪轨迹的生成，使用设计的轨迹规划控

制器实现．结合图像传感器，利用视觉定位技术识别从车的实际位置坐标（狓１，狔１），并将其与期望坐标

（狓２，狔２）发送给从车，从车利用这２个坐标生成期望轨迹，即两点的直线，有

θｒ＝∫ωｒ１ｄ狋＋θｒ０，　　狓ｒ＝∫狏ｒ１ｃｏｓθｒｄ狋，　　狔ｒ＝∫狏ｒ１ｓｉｎθｒｄ狋． （１０）

式（１０）中：（狓ｒ，狔ｒ，θｒ）为参考位姿；狏ｒ１＝狏
，ωｒ１＝０分别为给定直线速度和转向速度；θｒ０为直线轨迹方

向，θｒ０＝ａｒｃｔａｎ（（狔２－狔１）／（狓２－狓１））．

２．２．３　跟踪控制策略　基于视觉定位的跟踪控制策略，如图５所示．考虑从车在启动过程中，可能处于

任意初始位置，故采用两段控制方式．机器人运动示意图，如图６所示．

　图５　基于视觉定位的跟踪控制系统框图　　　　　　　　　　 图６　机器人运动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Ｆｉｇ．６　Ｒｏｂｏｔｍｏｔｉｏｎｓｋｅｔｃｈｄｉａｇｒａ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在第一阶段，主车保持静止，通过调整从车的位置和姿态，使其到达期望的坐标位置上．由于从车的

运动目标是跟随主车的，即需要其位姿角度与主车位姿角度差小于π／２．当存在特殊情况，即从车的参

考角度θｒ与实际角度θ的差值大于π／２，从车前进，而主车不动，则两车的距离变大．通过视觉定位，得

知从车正远离主车，主车则发送信号给从车，从车遂旋转π／２，以此调整位姿．

利用设计的轨迹规划控制器，生成位于期望坐标与实际坐标之间的直线轨迹．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控制律

下，从车实现轨迹跟踪控制，到达指定位置．

在第二阶段，多机器人在共同的期望轨迹作用下，进行独立的轨迹跟踪控制．此时，主车和从车都处

于运动状态．由于图像传感器在运动过程中存在振动现象，图像数据处理具有一定的延时，视觉定位与

实际位置存在偏差，难以用于实时反馈控制．因此，在这一阶段，视觉传感器用于判别从车与期望目标点

之间的距离，并对从车的独立运动过程进行适时调整和修正，以确保多机器人的协同．此时，在单目视觉

中，假设存在一个虚拟机器人处于对主车的理想跟踪状态，即期望状态，协同控制目标要求从车机器人

与虚拟机器人的距离保持在阈值犛范围内．

假设虚拟机器人目标点坐标即期望坐标为（狓２，狔２），从车视觉定位坐标即实际坐标为（狓１，狔１）；设定

坐标误差犈犡 与犈犢，目标点与从车之间的距离阈值为犛，则犈犡＝狓２－狓１，犈犢＝狔２－狔１，而犛
２＝犈犡

２＋

犈犢
２．由此计算位置误差，且按照参数设定判据（表１），对相关控制律的参数进行调节．表１中：狏主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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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度．如果‖（狓１，狔１）－（狓２，狔２）‖２＞犛，则对式（１０）中的ωｒ１和狏ｒ１进行调节，从而对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

的跟踪控制律的控制参数狏ｒ和ωｒ进行设定，进而控制机器人的运动状态，使跟踪误差位于允许的范

围，即‖（狓１，狔１）－（狓２，狔２）‖２≤犛，达到视觉修正的目的．

表１　参数设定依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ｂａｓｉｓ ｍｍ　

犈犢＝狔２－狔１
犈犡＝狓２－狓１

犈犡＞０ 犈犡＝０ 犈犡＜０

犈犢＞０ θｒ＝ａｒｃｔａｎ（犈犢／犈犡），狏ｒ＞狏主 θｒ＝π／２，狏ｒ＞狏主 θｒ＝π－ａｒｃｔａｎ（－犈犢／犈犡），狏ｒ＞狏主

犈犢＝０ θｒ＝ａｒｃｔａｎ（犈犢／犈犡），狏ｒ＝狏主 θｒ＝π／２，狏ｒ＝狏主 θｒ＝π－ａｒｃｔａｎ（－犈犢／犈犡），狏ｒ＝狏主

犈犢＜０ 狏ｒ＝０ 狏ｒ＝０ 狏ｒ＝０

３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系统平台

根据实际条件，选用三轮智能机器人作为控制对象，搭建多智能机器人系统平台．系统平台由主机

器人和从机器人组成，如图７所示．

　　　（ａ）示意图　　　　　　　　　　　　　　　　　　　　（ｂ）实物图

图７　多机器人系统平台

Ｆｉｇ．７　Ｍｕｌｔｉｒｏｂｏｔ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３．２　仿真分析

采用根据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法设计控制律（式（８）），在 ＭＡＴＬＡＢ上进行小车轨迹跟踪控制仿真，验

证该控制律的准确性．首先，假设机器人初始位姿为［０，０，０］Ｔ，其所要追踪的轨迹初始位姿为［０，０，

π
２
］Ｔ，控制器参数设定为犽１＝２０．０，犽２＝０．５，犽３＝１．５．由图８可知：机器人能够迅速地跟踪期望轨迹，位

姿误差在６ｓ内迅速收敛于０，收敛过程稳定，可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

　　（ａ）轨迹图　　　　　　　　　　　　　　　　　　　 （ｂ）位姿误差图　　

图８　轨迹跟踪控制仿真曲线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了更加立体地对控制律的性能进行分析，采用滑模控制律［４］在同一初始条件下进行 ＭＡＴＬＡＢ

仿真，且狏ｒ都设为０．２．滑模控制轨迹跟踪控制仿真曲线，如图９所示．切换函数狊与控制律狇分别为

狊＝
狊１

狊
［ ］
２

＝
狓ｅ

θｅ＋ａｒｃｔｇ（狏ｒ狔ｅ
［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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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
狏［］
ω
＝

狔ｅω＋狏ｒｃｏｓθｅ＋犽１
狊１

狘狊１狘＋σ１

ωｒ＋
犿

狏ｒ
狏ｒ＋

犿

狔ｅ
（狏ｒｓｉｎθｅ）＋犽２

狊２

狘狊２狘＋σ２

１＋
犿

狔ｅ
狓

熿

燀

燄

燅
ｅ

， （１２）

犪／狏ｒ＝狔ｅ／（１＋（狏ｒ狔ｅ）
２），　　犪／狔ｅ＝狏ｒ／（１＋（狏ｒ狔ｅ）

２）． （１３）

式（１２），（１３）中：σ１，σ２ 为正小数；犿＝ａｒｃｔｇ（狏ｒ狔ｅ）．

　　（ａ）轨迹图　　　　　　　　　　　　　　　　　　 （ｂ）位姿误差图　　

图９　滑模控制轨迹跟踪控制仿真曲线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由图９可知：虽然从车可以很快地靠近期望轨迹，但真正收敛到期望轨迹是在狔＝２ｍ之后，且运

动过程中也依然伴随着一些抖振，这对小车而言有些许危害．而对于所设计的控制律，小车运动则很平

缓，也有较好的收敛效果，方法简便、有效．

将上述策略应用于移动机器人实验平台．设一从车的期望位置为（０，４００），另一从车的期望位置为

（２００，７５０），形成一个普通三角形队形．实验过程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ａ）为三车的起始状态，进

入控制第一阶段，即机器人就位阶段．此时，主车保持静止，从车在非期望位置的任意位置．图１０（ｂ）为

控制第二阶段，即机器人跟踪行驶阶段．对其中一辆从车的实验情况进行分析．视觉定位下的从车跟踪

主车的动态过程，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狊为相对于坐标轴的距离．

　　　（ａ）起始状态　　　（ｂ）机器人跟踪行驶阶段　　　　　　　　　　　　　　　　　　　　　　　　

　　图１０　轨迹跟踪行驶实验示意图　　　　　　　　　　图１１　从车运动过程坐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　

　ｔｒａｃ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ｌａｖ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直线编队要求从车与主车保持一条直线，并设定从车就位期望坐标为（０，４００），主、从车间距为４００

ｍｍ，允许的最大误差为２５０ｍｍ．由图１１可知以下３点结论．

１）在狋＝０ｓ时，开始第一阶段．从车所处初始位置坐标为（－１８３，８３７），主车保持静止，在得到期望

坐标后，从车开始运动，并且迅速响应进行轨迹跟踪，在７．５ｓ左右，到达距期望坐标１５ｍｍ附近．在此

阶段，从车响应迅速且跟踪精度较高．

２）在狋＝１５ｓ时，进入第二阶段．主车开始直线运动，从车坐标发生变化，控制器不断生成期望轨

迹，从车跟随轨迹运动，保持所设定的间距同时运动．当主车开始运动后，从车犢 轴坐标增大，即从车与

主车之间的距离增大，此时，从这段误差的产生到控制器响应，再到驱动电机运转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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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且由于摄像头视觉检测到的光源位置本身存在误差，从车会落后于期望位置运动．当两车间距接

近允许的最大误差２５０ｍｍ时，利用表１所设定的判据，对从车的线速度狏ｒ１和角速度ωｒ１进行调节．

３）在狋＝３１．５ｓ时，主车停止运动，狏ｒ１和ωｒ１得到调节，使从车迅速靠近主车，保持间距４００ｍｍ．

４　结束语

采用单目视觉定位技术，实现多机器人的相对定位，克服传统里程计、ＧＰＳ等方法误差大的缺陷；

设计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方法的跟踪控制器，解决了诸如反步法、滑模控制等方法的收敛振荡、实施困难等

局限；提出在领航跟随法下，对从车的行车状态进行实时修正的跟踪策略．提出的基于视觉定位的多机

器人跟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为多机器人的跟踪控制提供了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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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的

文本生成图像模型

陈鑫晶，陈锻生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利用堆栈生成对抗网络，提出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第一阶段生成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第二

阶段生成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的图像．在每个阶段的文本生成图像中，加入图像类别信息、特征和像素重构信息

辅助训练，生成质量更好的图像．将图像模型分别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鸟类数据库（ＣＵＢ）和微

软ＣＯＣＯ（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上进行验证，使用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评估生成图像的质量和多样性．结果表明：提

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效果，在３个数据集上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值分别是３．５４，４．１６和１１．４５，相应比堆栈生成

对抗网络提高１０．６％，１２．４％和３５．５％．

关键词：　文本生成图像；堆栈生成对抗网络；分类；重构；跨模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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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生成图像是结合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两个领域的综合性任务，是一个跨学科、跨模态的

交叉性任务．其输入的是一句或一段文本，输出包含该文本语义信息的图像，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例

如，为不同品种的花卉、鸟类配插图等．在文本生成图像任务中，不仅需要计算机理解文本语义信息，还

要将其转化为像素，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但是随着深度学习日渐火热，在跨模态应用取得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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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１?３］．另外，生成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ＧＡＮ）
［４］也为这项任务提供了可能．学

者对于文本生成图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５?１３］，但是生成图像的颜色和细节处理还有待提高．为了

进一步改善生成图像的质量，本文提出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文本生成图像模型（ＣＲＳｔａｃｋ?

ＧＡＮ）．

１　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

１．１　对抗网络模型结构

在图像生成中，很难直接生成高质量的图像，提出的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分两个阶段进行训

练，每个阶段的模型框架，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狋）为文本描述狋的特征向量；犔Ｄｓ为判别损失；犔Ｄｃ为分

类损失；^犮为条件变量；狕为随机噪声；犎 为交叉熵损失；犔ｆｅａｔｕｒｅ特征重构损失；犔ｉｍｇ为图像重构损失．

（ａ）第Ⅰ阶段

（ｂ）第Ⅱ阶段

图１　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

由图１（ａ）可知：将文本通过条件增强模型后，对生成的向量和噪声向量进行拼接，通过生成器生成

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在判别器中，将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生成或真实图像）经过下采样后，对得到的

张量和文本特征向量进行拼接，经过两个平行的卷积层得到两个不同的概率分布，第一个概率分布判别

输入图像的真假，以及与文本是否匹配，第２个概率分布判别输入图像所属类别．

由图１（ｂ）可知：将文本特征向量经过条件增强模型后的张量与第一阶段生成的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

像经过下采样后得到的张量进行拼接，通过生成器生成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的图像，第Ⅱ阶段的判别器与

第Ⅰ阶段相同，只是将输入图像改为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

图１与文献［９］中的模型图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判别器的设置，图１在判别器的末尾增加了一个分类

器，用于判断输入图像的所属类别，并且在生成器的损失计算中引入像素重构损失犔ｉｍｇ和犔ｆｅａｔｕｒｅ，提高生

成图像的质量．

１．２　条件增强模型

首先，将文本描述表示为特征向量，采用文献［１４］预训练的字符级卷积循环神经网络（ｃｈａｒ?Ｃ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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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Ｎ）文本编码器，将文本描述表示为特征向量（狋），（狋）∈犚
犖狋，由于（狋）是一个高维向量（犖狋＞

１００），在数据量有限的情况下，导致潜在数据流不连续，不利于生成模型的学习．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采

用文献［９］提出的条件增强模型，将向量（狋）转化为低维的条件变量犮^，^犮∈犚
犖犮．

在条件增强模型中，将向量（狋）通过全连接层得到均值μ（ｔ）和协方差矩阵Σ（狋），然后，从单位高斯

分布犖（０，犐）中随机采样ε，则条件变量犮^为

犮^＝μ（狋）＋Σ（狋）⊙ε． （１）

式（１）中：⊙表示矩阵元素对应相乘．为了增强平滑度避免过拟合，生成器在训练的过程中增加以下损失

函数，即

犔ＫＬ ←犇ＫＬ（犖（μ（狋）；Σ）‖犖（０；犐））． （２）

式（２）中：犔ＫＬ为ＫＬ的重构损失；犇ＫＬ表示ＫＬ散度．

１．３　第Ⅰ阶段

在第Ⅰ阶段，将文本特征向量经过条件增强模型后得到的条件变量犮^和随机噪声狕进行拼接，狕∈

犚犖狕，通过生成器生成６４ｐｘ×６４ｐｘ图像犐ｆ０．在具体生成器中，将犮^和狕拼接后，通过全连接层将其变成

大小为４×４×犖ｇ的张量，然后，将其通过上采样（反卷积）操作生成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试验中，犖狋＝

１０２４，犖犮＝１２８，犖狕＝１２８．

在第Ⅰ阶段的判别网络中，输入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和文本，得到图像源和图像文本匹配度的概

率分布犇ｓ０和图像类别标签的概率分布犇ｃ０．首先，将文本特征向量（狋）通过全连接层将其转化为潜在

变量犾ｒ０，犾ｒ０∈犚
犖犾，将犾ｒ０通过空间扩展后变成大小为４×４×犖犾的张量犖．然后，将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

犐０ 通过下采样后变成大小为４×４×犉的张量犕．将犕 和犖 在Ｆ通道上进行拼接后，得到中间层特征张

量犙，其大小为４×４×（犉＋犖犾）．最后，将犙分别传入两个卷积核个数为１和犮的卷积层中．卷积核为１

的卷积层产生图像源和图像文本匹配度的概率分布犇ｓ０，卷积核为犮的卷积层产生图像类别标签的概率

分布犇ｃ０．

１．４　第Ⅱ阶段

在第Ⅱ阶段，输入文本和第Ⅰ阶段生成的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犐ｆ０，输出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的图像

犐ｆ１．首先，将第Ⅰ阶段生成的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犐ｆ０通过卷积下采样后变成大小为１６×１６×犎 的犜．

将文本特征向量（狋）通过条件增强模型转化为犖ｃ维的犮^，将犮^通过空间扩展变成大小为１６×１６×犖犮

的犘．将犜和犘在 Ｈ通道上进行拼接后，变成大小为１６×１６×（犎＋犖犮）的张量犅．最后，将拼接后张量

犅通过上采样生成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的图像犐ｆ１．

第Ⅱ阶段的判别器和第Ⅰ阶段类似，将文本特征向量（狋）通过全连接层转化为潜在变量犾ｒ１，犾ｒ１∈

犚Ｎｌ，将犾ｒ１通过空间扩展变成大小为４×４×犖犾的张量犖１，将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的图像犐１ 通过下采样变成

大小为４×４×犉的张量犕１，将犕１ 和犖１ 在Ｆ通道上进行拼接，得到中间层特征张量犙１．最后，将犙１ 分

别通过两个卷积层，得到图像源和图像文本匹配度的概率分布犇ｓ１，以及图像类别标签的概率分布犇犮１．

１．５　训练机制

第Ⅰ，Ⅱ阶段采用同样的训练方式，在每个阶段的训练中，分别将图像文本对｛（犐ｒ，犾ｒ），（犐ｆ，犾ｒ），（犐ｗ，

犾ｒ）｝传入判别器中，其中，犐ｒ为与文本犾ｒ相匹配的真实图像；犐ｆ为生成器生成的虚假图像；犐ｗ 为与文本犾ｒ

不匹配的错误图像，则判别损失犔Ｄｓ和分类损失犔Ｄｃ分别为

犔Ｄｓ←犎（Ｄｓ（犐ｒ，犾ｒ），１）＋（犎（Ｄｓ（犐ｆ，犾ｒ），０）＋犎（Ｄｓ（犐ｗ，犾ｒ），０））×０．５， （３）

犔Ｄｃ←犎（Ｄｃ（犐ｒ，犾ｒ），犆ｒ）＋（犎（Ｄｃ（犐ｆ，犾ｒ），犆ｒ）＋犎（Ｄｃ（犐ｗ，犾ｒ），犆ｗ））×０．５． （４）

式（３），（４）中：犎 表示交叉熵损失；犆ｒ和犆ｗ 分别为图像犾ｒ和犐ｗ 的类别标签．

判别器的损失函数为

犔Ｄ ＝犔Ｄｓ＋犔Ｄｃ． （５）

　　在生成器的训练中，犔Ｇｓ←犎（Ｄｓ（犐ｆ，犾ｒ），１），犔Ｇｃ←犎（Ｄｃ（犐ｆ，犾ｒ），犆ｒ），则生成器的损失函数为

犔Ｇ０ ＝犔Ｇｓ＋犔Ｇｃ＋λ０犔ｋｌ． （６）

式（６）中：犔Ｇ０为单纯地加入图像的分类损失；λ０ 为超参数．

为了使生成器更好地收敛，以及使生成模型不太偏离真实样本，在模型生成器的损失函数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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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重构误差和像素重构误差．其中：特征重构误差犔ｆｅａｔｕｒｅ＝‖犳Ｄ（犐ｆ，犾ｒ）－犳Ｄ（犐ｒ，犾ｒ）‖
２
２．其中，犳Ｄ（犐ｆ，犾ｒ）

和犳Ｄ（犐ｒ），犾ｒ分别表示图像文本对｛（犐ｆ，犾ｒ），（犐ｒ，犾ｒ）｝在判别器中得到的中间层特征犙．像素重构误差为

犔ｉｍｇ＝‖犐ｆ－犾ｒ‖
２
２，则生成器的损失函数变为

犔Ｇ１ ＝犔Ｇｓ＋犔Ｇｃ＋λ０犔ｋｌ＋λ１犔ｆｅａｔｕｒｅ＋λ２犔ｉｍｇ． （７）

式（７）中：λ０＝２，λ１＝１，λ２＝１；犔Ｇ１表示加入图像的类别信息以及特征和像素的重构损失．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数据集及评价指标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分别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６］，ＣＵＢ

［７］和 ＭＳＣＯＣＯ
［８］数据集上进行实验，数据集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数据集
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６］

训练集 测试集

ＣＵＢ
［７］

训练集 测试集

ＭＳＣＯＣＯ
［８］

训练集 测试集

图像数量 ７０３４ １１５５ ８８５５ ２９３３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图像描述数量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 ５

　　实验采用文献［９］中同样的评价指标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
［１５］，其计算公式为

犐＝ｅｘｐ（犈狓犇ＫＬ（狆（狔狘狓）‖狆（狔）））． （８）

式（８）中：狓为生成样本；狔为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预测的标签．

一个好的生成模型应该生成多样且有意义的图像，因此，边缘分布狆（狔）和条件分布狆（狔｜狓）的ＫＬ

散度应该越大越好．

２．２　模型的选择

为了验证节１．５提出的特征和像素重构损失的有效性，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数据集上进行对比实验，生

成效果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生成器的损失函数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测试集上生成图像示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ｔｅｓｔｓｅｔ

　　由图２可知：在Ｓｔａｃｋ?ＧＡＮ的基础上，加入分类损失犔Ｇｃ后生成的图像颜色处理比Ｓｔａｃｋ?ＧＡＮ好，

但是随着训练的不断进行，容易远离真实图像．在加入了特征和像素重构损失后，生成的图像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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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部分也更细腻真实．

生成器不同损失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６］测试集上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值，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犔Ｇ＝犔Ｇｓ＋

λ０犔ｋｌ．

表２　生成器不同损失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６］测试集上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值

Ｔａｂ．２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ｌｏｓｓ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６］ｔｅｓｔｓｅｔｓ

模型 损失函数 犐（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Ｓｔａｃｋ?ＧＡＮ 犔Ｇ＝犔Ｇｓ＋λ０犔ｋｌ ３．２０±０．０１

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
犔Ｇ０＝犔Ｇｓ＋犔Ｇｃ＋λ０犔ｋｌ ３．４４±０．０４

犔Ｇ１＝犔Ｇｓ＋犔Ｇｃ＋λ０犔ｋｌ＋λ１犔ｆｅａｔｕｒｅ＋λ２犔ｉｍｇ ３．５４±０．０３

２．３　模型对比

生成图像示例，如图２～４所示．由图２～４可知：提出的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比ＳｔａｃｋＧＡＮ生成图像的

颜色及细节处理更加细腻，图像也更加清晰．

图３　在ＣＵＢ测试集上生成图像示例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ＵＢｔｅｓｔｓｅｔ

图４　Ｓｔａｃｋ?ＧＡＮ
［９］和提出的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在 ＭＳＣＯＣＯ测试集上生成图像示例

Ｆｉｇ．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Ｓｔａｃｋ?ＧＡＮ
［９］ａｎｄｏｕｒ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ＭＳＣＯＣＯｔｅｓｔｓｅｔ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实验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６］，ＣＵＢ

［７］和 ＭＳＣＯＣＯ
［８］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同文献

［９］一样，分别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ＣＵＢ测试集上随机生成３０００张图像，使用文献［９］在这两个数据集上预

训练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进行评估，在ＭＳＣＯＣＯ测试集上生成４０００张图像，使用文献［１５］在ＩｍａｇｅＮ

ｅｔ数据集上预训练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进行评估．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提出的模型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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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集上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值分别为３．５４，４．１６和１１．４５，高于最近提出的很多模型
［１０?１３］，相应地比

Ｓｔａｃｋ?ＧＡＮ提高了１０．６％，１２．４％和３５．５％．

表３　各模型分别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ＣＵＢ和 ＭＳＣＯＣＯ测试集上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值

Ｔａｂ．３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ｂｙ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ＣＵＢａｎｄＭＳＣＯＣＯｔｅｓｔｓｅｔｓ

数据集 犐（Ｓｔａｃｋ?ＧＡＮ）犐（Ｓｔａｃｋ?ＧＡＮ?Ｖ２） 犐（ＴＡＣ?ＧＡＮ） 犐（ＰＰＧＮ） 犐（ＣｈａｔＰａｉｎｔｅｒ） 犐（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

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３．２０±０．０１ － ３．４５±０．０５ － － ３．５４±０．０３

ＣＵＢ ３．７０±０．０４ ４．０４±０．０５ － － － ４．１６±０．０３

ＭＳＣＯＣＯ ８．４５±０．０３ － － ９．５８±０．２１ ９．７４±０．０２ １１．４５±０．１８

２．４　风格迁移

为了进一步测试输出图像对输入句子变化的敏感程度，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测试集上通过改变文字描述

中最受关注的单词生成相应图像，如图５所示．分别改变句子图５（ａ）中的颜色词汇，生成相应图像，如

图５（ｂ），（ｃ）和（ｄ）所示．由图５可知：生成的图像根据输入句子的变化而变化，模型可以捕捉文本描述

中的细微语义差异．

（ａ）花瓣是粉红色的，中心是黄色的

（ｂ）花瓣是红色的，中心是黄色的

（ｃ）花瓣是蓝色的，中心是白色的

（ｄ）花瓣是白色的，中心是黄色的

图５　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测试集上通过改变文本描述生成的图像示例

Ｆｉｇ．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ＲＳｔａｃｋ?ＧＡＮ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ｉｎｅ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

ｗｈｉｌ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ｏｍｅｍｏｓｔ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ｘ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３　结论

针对文本生成图像任务，提出一种分类重构堆栈生成对抗网络文本生成图像模型，沿用堆栈生成对

抗网络的思想，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图像类别信息、特征重构和像素重构信息辅助训练，提高了生成图像

的质量．

通过实验对比，提出的模型比堆栈生成对抗网络分别在Ｏｘｆｏｒｄ?１０２，ＣＵＢ和 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上

的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提高了１０．６％，１２．４％和３５．５％．生成的图像颜色和细节部分处理的更加细腻，也能

够很好地捕捉到文本描述中的细微语义差异．针对场景比较复杂的数据集，结合视觉对话语料
［１６］进一

步提高生成图像的效果是以后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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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的

短期风速组合预测

常雨芳１，２，张力２，谢昊２，刘光裕２

（１．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２．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为了提高风速的波动性与随机性预测精度，提出小波分析和神经网络组合的风速预测模型．该方法利

用小波分解将风速分解为一列频率不相同的分量，并利用二插值进行重构；根据各个分量的频率特征，选择合

适的模型分别进行预测；高频分量采用组合神经网络预测，低频分量采用合适的单一模型直接进行预测；将各

预测值叠加得到最终预测值．算例分析表明：相较于单一预测模型，所提方法的预测精度得到大幅提升，更加

贴近实际风速曲线，预测结果更具可靠性．

关键词：　短期预测；小波分析；径向基神经网络；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广义回归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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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能自身的波动性、间歇性与不可控性，大规模的风电接入电网将对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带来严峻考

验．风力发电功率的准确预测一方面可以降低电力系统的运行成本，提高风电穿透功率；另一方面，可以

根据预测曲线对电力系统进行及时调度，降低风电接入电网时对电网产生的影响［１?２］．风力发电功率的

影响因素很多，但风速对风力发电功率的影响最为突出，风力发电功率准确预测主要取决于风速的准确

预测．在实际运用中，选择单一预测模型很难达到较高的预测精度，一般将物理方法与统计方法相结

合［３?１０］．风速预测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有多种预测的方法与模型，各具特点，且在预测精度上存在

一定的差异．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小波分解重构与组合神经网络的短期风速预测方法．

１　小波分解

Ｍａｌｌａｔ算法即金字塔算法
［１０］．利用 Ｍａｌｌａｔ算法，将非平稳的风速离散时间序列分解为不同频率的

风速序列犱１，犱２，…，犱犑 和序列犪犼．其中，犑为最大分解层数．上述分解过程可表示为

犪犼＋１ ＝犎犪犼，　　犱犼＋１ ＝犌犪犼，　　犼＝１，２，３，…，犑．

上式中：犎（·）为低频分解函数，相当于低通滤波器；犌（·）为高频分解函数，相当于高通滤波器．

对非平稳的风速离散时间序列进行分解，得到不同频率的分量，但分解后各分量的长度各不相同，

每进行一次分解，长度变为分解前的一半，分解后的分量长度与原始长度不相等．因此，选择二插值对分

解后的分量进行数据重构，得到与原始序列长度相等，但频率不相同的分解分量，即

犃犼 ＝ （犎
）犼犪犼，　　犇犼＋１ ＝ （犎

）犼－１犌犱犼＋１，　　犼＝１，２，３，…，犑．

上式中：犎，犌分别为犎 和犌 的对偶算子．利用二插值重构方法对分解后的各个分量进行重构，得到

重构后的序列犇１，犇２，…，犇犑 和序列犃犑，且各分量的长度与原始风速序列的长度相等．

对历史风速数据进行小波分解，小基波和分解级数的选择尤为重要，选择不同的小基波得到的预测

结果有所差异．选择较大的分解级数对风速序列进行分解与重构，得到分解后的分量较多，对风速进行

预测时选择的预测模型也较多，从而导致一定的预测误差，影响预测的精度与结果．而选择较小的分解

级数对风速序列进行分解与重构，则可能导致原始序列中部分频率特征的分量未被分离出来，从而影响

最终风速预测的精度与结果．

２　短期风速组合预测模型的建立

２．１　神经网络

２．１．１　径向基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可将多维的输入映射到输出．神经网

络中径向基（ＲＢＦ）神经网络结构较为简单、收敛快，且能逼近任意一个非线性函数．在反向传播（ＢＰ）神

经网络中，三层以上结构也可以实现逼近任意一个非线性函数，但ＢＰ神经网络的逼近属于全局逼近，

相对于ＲＢＦ收敛较慢，且容易陷入局部的极小值．神经网络一般分为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在ＲＢＦ

中隐含层的节点数为样本数，基函数的数据中心也由样本本身决定．因此，在ＲＢＦ神经网络的参数中只

需设计输出节点的权值和拓展系数．拓展系数一般根据公式确定，以避免基函数太尖或太平．拓展系数

δ＝犱ｍａｘ／ ２槡狆．式中：犱ｍａｘ为各个样本间的最大距离；狆＝１，２…，犘，犘为样本的数目．

输出层的权值设计一般根据公式具体调整，输出层的权值调整公式为Δ犠犽＝η（犱犽－犠
Ｔ
犽φ）φ．式中：

Δ犠犽 的各个分量Δ犠犫，犽＝η（犱犽－犠
Ｔ
犽φ）犫，犫＝０，１，…，狆，犽＝１，２，…，犾；权值的初始值可为任意值．

２．１．２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ＧＲＮＮ）
［４］是径向基神经网络的一种特殊变形．但广义

回归神经网络与径向基神经网络的区别在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的学习速度及逼近能力较径向基神经

网络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在不平稳数据的处理上，ＧＲＮＮ也表现出较大的优势．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在

隐含层传递函数的选择上也与径向基神经网络有所不同，通常将高斯函数作为传递函数，即

犚犻＝ｅｘｐ －
‖狓－犮犻‖

２

２σ
２［ ］
犻

，　　犻＝１，２，…，狀．

上式中：狓为输入向量；犮犻，σ犻分别为第犻个函数的中心和第犻个感知单元的变量；狀为个数．

输出层实现犚犻（狓）→狔狆 的线性映射，狔狆 ＝∑
犿

犻＝１

ω犻，狆犚犻（狓１），狆＝１，２…，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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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　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局部回归神经网络．在结构上，局部回归神经

网络可以看作是ＢＰ神经网络多了一个局部反馈的连接层
［１１１２］．局部记忆单元与局部反馈相连的前向

神经网络构成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存在一种自连，即承接层与隐含层输入的连接，承接层

负责隐含层输出延迟与存储，使神经网络对出现过的数据更加敏感；内部的反馈网络使网络处理动态信

息的能力得到提升，使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能够实现动态建模．

在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中，当输出节点选择线性转移函数时，隐含层单元、反馈单元、输出单元分别为

犡（犲＋１）＝犉（犡犮（犲＋１），犝（犲）），犡犮（犲）＝犡（犲－１），犢（犲－１）＝犠犡（犲－１）．式中：犝（犲）为输入；犡犮（犲）为隐

含层的反馈信号（犲时刻的输出）；犡（犲－１）为隐含层输入；犢（犲－１）为隐含层输出．

２．２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一种统计学习方法，是在统计学习理论的ＶＣ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机器学习方法［８］．将ＳＶＭ 运用于风速预测，首先，应将历史风速映射到一

个高维空间，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对映射后的样本进行分析，此时，存在回归函数犳（狏）＝ ∑
犾

犺＝１

（α犺 －

α

犺 ）犽（狏，狏犺）＋犫．其中：α犺，α


犺 不等于０，分别对应支持向量；犽（狏，狏犺）为核函数．

在应用ＳＶＭ时，选择运用最为广泛的径向基核函数．此外，ＳＶＭ 的使用还涉及惩罚系数犆、不敏

感损失值的选择．为避免盲目性，通过交叉验证得到合适的参数．

２．３　组合预测模型

组合预测模型结合使用两种或几种预测模型，在提升预测精度的基础上，可避免单一预测模型产生

的局限性［１３１４］．各模型根据同一样本进行预测，得到多个预测值，将其预测结果进行叠加，得到最终的预

测结果．在运用组合预测时，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各模型或方法的预测结果．因此，各模型的权重值选择

尤为关键，权重值或权重比的选择直接影响最终的预测结果与精度．

针对组合模型的运用，风速预测值与实际值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各模型的预测值相对于样本数据较

少的情况，选择ＧＲＮＮ对各模型的风速预测值进行拟合，即将各模型的预测结果输入ＧＲＮＮ，ＧＲＮＮ

的输出即最后的风速预测值．

２．４　基于小波分解的神经网络组合预测

为了降低风速随机性、波动性与不可控性的影响，提高预测精度，采用小波分析对风速进行数据预

处理，将风速时间序列进行分解，得到不同频率的子分量，同时采用小波二插值重构各子分量的数据．选

择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ＲＢＦ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的组合预测模型对子分量中最高频分量进行预测；通过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对３种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拟合，得到高频分量的预测值；通过单一的ＲＢＦ神经网

图１　基于小波分解的神经网络组合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络对低频分量进行预测．将高频分量的预测值与低频分量

的预测值进行等权叠加，得到最终的风速预测

值．通过参数筛选，ＲＢＦ神经网络的拓展系数选择８５，广

义回归神经网络的拓展系数选择０．０８；支持向量机采用

工具箱进行实现，选择使用最为广泛的高斯径向基核函

数，可以验证得到最佳的参数犮＝５，高斯核函数参数σ＝

１．７１５，不敏感损失函数ε＝０．１．

基于小波分解的神经网络组合算法的流程，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ＣＤ１，…，ＣＤ狀，ｒｅｓ为小波分解与重构后与原风

速序列长度相等的风速序列；犜１，犜ａ，犜ｂ，犜ｃ 分别为各预

测模型的预测结果．

文中方法的实现有以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选择合适的分解级数对风速历史数据进行

小波分解，得到不同频率的风速分量．

步骤２　对小波分解后的各频率分量进行二插值重构，在不改变各组分量频率特征的情况下，使风

量的长度达到原始风速数据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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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３　对重构后的各频率风速分量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

步骤４　根据各组分量的频率特点，分别为其选择合适的风速预测模型并进行训练．

步骤５　最高频分量采用组合预测模型对未来２４ｈ的风速进行预测，其余分量采用单一的风速预

测模型进行预测．

步骤６　将得到的两组风速预测值进行合适的加权求和，得到的风速值即最终的风速预测值．

３　算例分析

样本数据来自某风电场某月的实际风速，测试时间间隔为１ｈ，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编程，对上述预测方法

进行验证．历史风速样本，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狏为风速．利用前３０ｄ的风速数据对接下来第３１天（２４

ｈ）的风速进行预测．

根据上述方法将历史风速样本用小波分解，选择二插值重构对分解后各个风速分量进行重构，得到

重构后各频率的风速分量，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狊为原始信号．

图２　历史风速数据　　　　　　　　　　　　　　　图３　小波分解与重构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知：犱１ 分量的频率为各个分量中最高频分量，风速变化较大，将其作为分量２．针对最高频

分量的风速，选择支持向量机、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ＲＢＦ神经网络、ＧＲＮＮ神经网络组合的预测模型对其

进行训练，并对接下来２４ｈ的风速进行预测，即采用支持向量机、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ＲＢＦ神经网络分别

对第３１天（２４ｈ）的风速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作为ＧＲＮＮ神经网络的输入，通过拟合得到的值为最高频

风速分量的预测值．由图３还可知：除去最高频风速分量还剩下犱２，犱３，犱４，犱５，犪５ 等５组分量，较分量２

频率明显较低，将其归为低频分量１，单一的预测模型可以达到较好的预测精度与预测效果．因此，选择

　 图４　组合模型和单一模型的预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ｌ

ＲＢＦ对分量１进行预测．

在得到分量１、分量２风速预测值时，将两组预测值

进行等权叠加，得到第３１天（２４ｈ）的风速值，即最终的

风速预测值．针对历史风速数据，采用单一的预测模型

进行分解，直接对第３１天（２４ｈ）风速进行预测，预测结

果与所提方法进行比较，其结果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相较于传统预测模型，所提方法能更

好地随着实际风速的变化而变化，且２４ｈ各个时间点

的风速值也更接近实际风速．为了更好地判断各个模型

的预测效果，比较预测精度，选择平均相对百分比误差

（犈ＭＲ）和均方根误差（犈ＭＡ）作为评价标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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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上式中：犖 为预测样本长度，即２４；狏犻为实测风速值；狏′犻为预测风速值．

经计算可知：组合预测模型的犈ＭＲ值和犈ＭＡ值分别为７．０５００％，０．７３２０％，单一预测模型（ＲＢＦ）

的犈ＭＲ值和犈ＭＡ值分别为１４．９６００％，０．１７８５％，而单一预测模型（ＳＶＭ）的犈ＭＲ值和犈ＭＡ值分别为

１８．４６００％，０．２１６４％．采用的预测模型在绝大部分点给出了较准确的预测值，相较于单一预测模型预

测，其误差明显降低，精度大幅提升．此外，采用单一神经网络模型得到的预测曲线无法随实际风速曲线

而变化，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而所提方法很好地改善了滞后问题，更加贴近实际风速变化曲线，更好地

反映风速的变化，预测结果更具有实际价值．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小波分解与重构和组合神经网络相结合的风速预测模型．以某风电场的历史平均风速数

据为例，对所提方法进行仿真验证，并与传统风速预测模型进行实验对比．结果表明：所提方法降低了风

速波动性与随机性，提高了预测精度，适用于风速的短期预测，预测曲线也更贴近实测风速变化曲线．但

所提方法无法完全克服风速的随机性与波动性，有待继续研究，从而降低影响，使预测精度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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