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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钎焊金刚石砂轮磨削

犃犃４０３２铝合金试验

余凯峰，陈世隐，黄国钦

（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通过磨削试验，研究钎焊金刚石砂轮磨削４０３２铝合金（ＡＡ４０３２）在不同磨削参数时的磨削特性．结果

表明：磨削力和磨削表面粗糙度都随着磨削深度和工件进给速度的增加而增大，随着砂轮线速度的增加而减

小；法向磨削力与切向磨削力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其力比为２．６；ＡＡ４０３２主要以塑性方式去除，其被加工表面

由光滑区、划痕、磨屑粘附、白色析出颗粒及孔组成，表面质量随磨削速度增大而明显提高；磨削比能随单颗磨

粒切削厚度（犺ｃ，ｍａｘ）增大而减小，在相同犺ｃ，ｍａｘ下，高速磨削有利于降低磨削能耗．

关键词：　钎焊金刚石砂轮；磨削；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磨削力；磨削比能；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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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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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钎焊金刚石技术实现了金刚石、结合剂、金属基体三者之间的化学冶金结合，极大提升了钎料对磨

粒的把持能力，使磨粒的出刃高度达７０％～８０％．因此，钎焊金刚石砂轮具有强把持和大容屑等特点．

近２０多年来，钎焊金刚石砂轮是磨削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关于钎焊砂轮的应用研究，以往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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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硬脆难加工材料（如石材［１?２］、陶瓷［３?５］、玻璃［５］等）和高温强韧合金（如高温镍基合金［６］和钛合金［７］

等），但对塑性较好、易堵塞的铝合金材料的相关研究甚少．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具有高硬度、耐磨和低热膨

胀系数等优势，主要用于发动电机活塞、录音机磁头等耐磨零件的制造．虽然铸造、锻造是其主要成形方

式，但磨削也是提高其制件精度与质量的关键手段．本文以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为加工对象，考察不同磨削

参数时，钎焊金刚石砂轮的磨削特性．

１　试验条件

１．１　工件与砂轮

工件选用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材料，尺寸为２０ｍｍ×１２ｍｍ×２０ｍｍ，磨削加工在２０ｍｍ×１２ｍｍ表面

上进行．砂轮基体为４５钢，直径为３５０ｍｍ，磨削宽度为１５ｍｍ．钎料采用镍基合金粉末ＢＮｉ８２ＣｒＳｉＢＦｅ．

金刚石磨料粒度为１４０／１７０目（粒径为９０～１０５μｍ），随机分布，平均面浓度为８颗·ｍｍ
－２．钎焊工艺

采用真空炉加热，参数如下：钎焊温度为１０３０℃，保温时间为１０ｍｉｎ，真空度为０．１０Ｐａ．制备得到的钎

焊金刚石砂轮及砂轮表面磨粒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

１．２　试验装置和参数

试验在ＢＬＯＨＭ型高速平面磨床上进行，试验系统如图２所示．

（ａ）砂轮整体实物图 （ｂ）砂轮表面磨粒分布情况　　　　　　　　　　　　　　　　　　　　　

图１　砂轮实物和表面磨粒分布 图２　磨削试验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ｔｅｓｔ

采用Ｋｉｓｔｌｅｒ９２５７Ｂ型压电晶体测力仪测量不同加工参数下的磨削力．磨削力的原始信号通过

ＤＥＷＥ?２０１０型动态信号分析仪实时显示和采集．磨削方式采用带冷却液的顺磨．磨削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磨削试验参数

Ｔａｂ．１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磨削参数 变化值

狏ｓ／ｍ·ｓ
－１ 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

犪ｐ／μｍ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

狏ｗ／ｍ·ｍｉｎ
－１ ２，４，８，１２

表１中：狏ｓ为砂轮线速度；犪ｐ为磨削深度；狏ｗ 为工件速度．

每种工况下做３次相同的磨削试验，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的

结果．设计磨削液隔离装置（图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冷却液的

冲击对测力仪的影响［８］，提高磨削力测量的精确度．

１．３　磨削加工表面表征

用 ＭａｈｒＸＲ２０型三维轮廓仪（德国马尔公司）测量磨削加

工表面粗糙度，采样长度为４．２ｍｍ．每个方向测量６个位置，求其平均值作为该试样表面粗糙度值．用

ＰｈｅｎｏｍＰｒｏＸ型扫描电镜观察加工表面微观形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磨削参数对磨削力的影响

钎焊金刚石砂轮磨削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测得的磨削力结果，如图３～５所示．图３～５中：犉ｎ 为法向磨

削力；犉ｔ为切向磨削力．由图３～５可知：法向磨削力和切向磨削力的大小都随砂轮线速度的提高而减

小，随工件进给速度和磨削深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与单颗磨粒切削厚度变化有关．

采用角正回归法，其回归一致性效果，如图６所示．可得到磨削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的磨削力公式为

犉ｎ＝１．２６８０狏
－０．７０８２
ｓ 狏０．３８６３ｗ 犪０．９６９１ｐ ， （１）

犉ｔ＝０．７１７５狏
－０．８７１２
ｓ 狏０．４５９９ｗ 犪０．８８４０ｐ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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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法向磨削力 （ｂ）切向磨削力

图３　砂轮线速度对磨削力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ｗｈｅｅｌｓｐｅｅｄｏｎ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

　（ａ）法向磨削力 （ｂ）切向磨削力

图４　磨削深度对磨削力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ｐｔｈｏｆｃｕｔｏｎ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

　（ａ）法向磨削力 （ｂ）切向磨削力

图５　进给速度对磨削力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ｅｅｄｒａｔｅｏｎ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

　（ａ）法向磨削力 （ｂ）切向磨削力

图６　磨削力与磨削参数的回归分析

Ｆｉｇ．６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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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１），（２）的指数系数可知：砂轮线速度对切向和法向磨削力的影响是负指数效应，而磨削深度

和工件进给速度对其影响则是正指数效应；不管是法向还是切向磨削力，磨削深度对其影响程度远比另

两个参数明显．因此，在实际磨削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单次磨削深度；在保证磨削效率的情况下，应适当

图７　不同磨削参数下的磨削力比

Ｆｉｇ．７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提高砂轮线速度和减小磨削深度，可以降低磨削力的大小，提

高砂轮的使用寿命．

２．２　磨削力比特征

法向与切向磨削力的比值犉ｎ／犉ｔ（磨削力比），可反映砂轮

表面磨粒的锋利度，砂轮越锋利，磨削力比越小．不同磨削参

数下的磨削力比，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在磨削过程中，法

向与切向磨削力之间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其斜率（即力比）

为２．６，主要与钎焊金刚石砂轮磨粒出刃高、大容屑空间带来

的优异加工性能有关．因此，将钎焊金刚石砂轮应用到

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塑性难加工材料的加工上是可行的．

２．３　单颗磨粒平均磨削力

单颗磨粒的平均法向磨削力及平均切向磨削力的计算

式［９］为

犳ｎ＝犉ｎ／（犆ａ犫犾ｃ），　　犳ｔ＝犉ｔ／（犆ａ犫犾ｃ）． （３）

式（３）中：犆ａ为有效磨粒的密度，犆ａ＝η犆，η取０．７５，犆为砂轮表面静态磨粒密度，文中为８颗·ｍｍ
－２；犾ｃ

为磨削区域接触弧长，犾ｃ＝ 犪ｐ·犱槡 ｓ，犱ｓ为砂轮的直径；犫为磨削宽度．

最大未变形切屑厚度犺ｃ，ｍａｘ用于衡量单颗磨粒进出磨削弧区的单次最大切削量，其计算式
［１０］为

犺ｃ，ｍａｘ＝
３

犆ａｔａｎθ

狏ｗ
狏ｓ

犪ｐ
犱槡槡 ｓ

． （４）

式（４）中：θ为磨粒顶锥半角，取值为６０°．

单颗磨粒平均磨削力与最大未变形切屑厚度的关系，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两者之间存在良好

的线性关系，随着犺ｃ，ｍａｘ的增大，单颗磨粒平均磨削力（犳ｎ，犳ｔ）都在增大；速度为１２０ｍ·ｓ
－１时的磨削力

明显小于速度为３０ｍ·ｓ－１时的磨削力．因此，为了延长砂轮的寿命，降低单颗磨粒上的载荷，提高砂轮

线速度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ａ）平均法向磨削力 （ｂ）平均切向磨削力

图８　单颗磨粒平均磨削力与最大未变形切屑厚度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ｎ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ｃｈｉｐ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２．４　磨削参数对磨削比能的影响

磨削比能是指去除单位体积材料所消耗的能量，其大小取决于砂轮切向磨削力及加工参数的数值．

计算式［１０］为狌＝犉ｔ狏ｓ／（犪ｐ狏ｗ犫）．

当砂轮线速度不同时，钎焊金刚石砂轮磨削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磨削比能随单颗磨粒最大未变形切屑

厚度的变化，如图９所示．当速度为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ｍ·ｓ－１时，分别对磨削比能狌与单颗磨粒最大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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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磨削比能和单颗磨粒最大未

变形切屑厚度的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ｎ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ｃｈｉｐ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ｇｒａｉｎ

形切屑厚度犺ｃ，ｍａｘ进行拟合，得到４条曲线及其对应的拟合公

式，如图９所示．拟合所用的计算式
［１１］为

狌＝犃／犺ｃ，ｍａｘ＋犅． （５）

式（５）中：犃，犅为常数．

由图９可知：砂轮线速度越大，常数犃 越大；不同速度

下，磨削比能随着最大未变形切屑厚度犺ｃ，ｍａｘ的增大而减小．

２．５　磨削加工表面分析

２．５．１　表面形貌　当犪ｐ＝８０μｍ，狏ｗ＝８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

时，不同砂轮线速度对应的工件表面形貌，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工件本体内存在大量白色

颗粒，其主要成分是硅和硅化镁颗粒［１２］．这些白色颗粒作为

该材料的硬质点，提高了其耐磨性．在磨削过程中，白色颗粒

会以挖除、切断、破碎、保持完整等形式存在．当颗粒破碎或

被挖除时，磨削后工件表面会留下小孔；当颗粒被切断时，磨

削后工件表面出现光滑区，光滑区面积占比越大，工件表面质量就越好；此外，磨屑会通过再沉积作用在

工件表面产生大量磨屑粘附．ＡＡ４０３２铝合金主要以塑性方式去除，其加工表面主要是由光滑区、划痕、

磨屑粘附、白色析出颗粒及孔组成．对比图１０（ａ），（ｂ）不难发现，砂轮线速度提高可以明显改善加工表

面质量，光滑区明显增加，磨屑粘附减少，这与单颗磨粒切削厚度变薄有直接关系．

（ａ）狏ｓ＝３０ｍ·ｓ
－１ （ｂ）狏ｓ＝１２０ｍ·ｓ

－１

图１０　工件表面形貌

Ｆｉｇ．１０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５．２　表面粗糙度　磨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犚ａ）的影响，如图１１所示．

　　（ａ）砂轮线速度 （ｂ）磨削深度 （ｃ）工件进给速度

图１１　磨削参数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当犪ｐ＝８０μｍ，狏ｗ＝２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时，表面粗糙度随砂轮线速度的变化，如图１１（ａ）所示．由图

１１（ａ）可知：随着砂轮线速度的增加，工件表面粗糙度呈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当砂轮线速度增加时，单

位时间内参与磨削的磨粒数量增加，单颗磨粒负荷减小，工件塑性变形和犁沟两侧塑性隆起减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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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值减小．

当狏ｓ＝１２０ｍ·ｓ
－１，狏ｗ＝８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时，表面粗糙度随磨削深度的变化，如图１１（ｂ）所示．由

图１１（ｂ）可知：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加，表面粗糙度呈上升的趋势．其原因是增大磨削深度会使单颗磨粒

未变形切屑厚度增大，磨削力加大，塑性变形的程度增大，从而使表面粗糙度值增大．

当狏ｓ＝１２０ｍ·ｓ
－１，犪ｐ＝４０μｍ时，表面粗糙度随进给速度的变化，如图１１（ｃ）所示．由图１１（ｃ）可

知：随着进给速度的增加，表面粗糙度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增大进给速度会使单位时间内金属材料去

除率增加，单颗磨粒切厚增大，塑性变形量增大，导致表面粗糙度值增大．

综上结果可知，平行于磨削方向的表面粗糙度为０．１～０．４μｍ，垂直于磨削方向的表面粗糙度为

０．３５～０．６５μｍ．平行于磨削方向的表面粗糙度较小，这是因为每颗磨粒在表面都会进行耕犁划擦并留

下沟槽，而沟槽的方向与磨削方向一致（图１０（ｂ））．因此，平行磨削方向测量时，基本是沿着平行沟槽的

方向进行，而沿着平行沟槽方向的形貌比垂直于沟槽方向的平坦，所以平行于磨削方向的粗糙度较小．

３　结论

１）磨削力随着磨削深度和工件进给速度的增加而增大，随着砂轮线速度的提高而明显减小．对磨

削力影响最大的是磨削深度，其次是磨削速度．磨削力比为２．６左右．

２）磨削加工表面平行于磨削方向时，工件表面粗糙度为０．１～０．４μｍ；垂直于磨削方向时，工件表

面粗糙度为０．３５～０．６５μｍ．ＡＡ４０３２主要以塑性方式去除，其被加工表面由光滑区、划痕、磨屑粘附、

白色析出颗粒及孔组成．随着磨削速度增大，磨削加工表面光滑区增多，磨削表面粗糙度明显减小，表面

质量明显提高．

３）试验中，磨削比能集中在２０～９０Ｊ·ｍｍ
－３．在相同的犺ｃ，ｍａｘ下，高速磨削有利于降低磨削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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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犈犈犕犇算法与互信息法的

机械故障诊断方法

李军１，２，李佳１，张世义１，束海波１，２

（１．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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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总体经验模态分解（ＥＥＭＤ）算法与互信息法相结合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变换机械故障诊断改

进的方法．仿真与实例结果表明：ＥＥＭＤ算法能克服模态混叠弊端，获得具有实际物理含义的固有模态函数

（ＩＭＦ）；互信息法能有效剔除虚假分量，使最终ＩＭＦ分量更加精准且集中突显故障信号特征；所提出方法能

有效表征机械故障特征，并进行精确诊断．

关键词：　故障诊断；固有模态函数；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变换；总体经验模态分解；互信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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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故障时，由传感器监测复杂机械系统机构得到的原始数据包含机械系统本身的工频、随机噪

声、故障频率，以及其他零部件共振频率对故障频率的调制信号等．如若直接提取分析该数据，将使得分

析结果不够准确或是得到没有实际意义的特征参量．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变换（ＨＨＴ）是一种新的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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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非线性的信号处理方法［１］．它通过经验模态分解获取一定数量的固有模态函数，由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和

瞬时频率法得到其时?频分析谱，即 Ｈｉｌｂｅｒｔ谱．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算法可根据故障测试数据自身的

内在特点自适应地将其分解到不同的频带上，获取相应不同频率的固有模态函数（ＩＭＦｓ）；然后，将所得

ＩＭＦｓ进行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最终反映原始数据的不同频率组分的特征．ＥＭＤ算法存在模态混叠效应不仅

使得各个阶次的ＩＭＦｓ失去其实际表达的物理含义，而且所得ＩＭＦｓ通常只有部分包含了故障信息，这

样ＩＭＦ分量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谱就不再准确
［２３］．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由ＥＥＭＤ算法和互信息法相结合而改

进的 ＨＨＴ机械故障诊断方法，并通过仿真与实验分析给予验证．

１　犈犈犕犇算法与互信息法

１．１　模态混叠效应

模态混叠与信号基本属性相联系，当其不连续或在时间水平上呈现出跳跃性波动时会出现模态混

叠效应，主要表现两个方面：１）单一ＩＭＦ中含有异种时间尺度的解析成分；２）同一尺度信号出现在了

不同的ＩＭＦ中
［４］．此类表现使得应用ＥＭＤ算法却得不到应有实际物理含义的ＩＭＦ成分，造成时?频分

布状态一定程度失真，影响了故障诊断精度［５?６］．

１．２　犈犈犕犇算法

总体经验模态分解（ＥＥＭＤ）算法是对ＥＭＤ算法的改进
［７］．该方法是将所测故障原始数据与白噪

声组为新的信号，并将定义的新信号应用多次ＥＭＤ分解；然后，将各次分解获取的ＩＭＦ总体平均处

理，获取最终的ＩＭＦ分量．由于白噪声的统计特性，经过数次平均处理后的噪声将被削减至几乎无影响

乃至消除，此时，平均后的结果可作为最终结果［８?１０］，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模态混叠现象．

ＥＥＭＤ算法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１）向原信号狓（狋）加入第犿次高斯白噪声狀犿（狋），得到第犿次加噪后的信号狓犿（狋）．

２）将各次加噪处理后的信号狓犿（狋）应用ＥＭＤ分解获取各ＩＭＦ分量，记作ＩＭＦ（犮狀，犿）．其中，犮狀，犿为

第犿 次分解获取的第狀个ＩＭＦ．

３）计算犕 次分解后ＩＭＦ的集成平均值狔狀，狔狀 ＝
１

犕∑
犕

犿－１

犮狀，犿，狀＝１，２，…，犖；犿＝１，２，…，犕；然后，

将此值集成平均值狔狀（狀＝１，２，…，犖）作为最终各ＩＭＦ．

为说明ＥＥＭＤ性能效果，根据经验一般取总的平均次数犕 为１００，噪声幅值与原始的标准差ε狀 为

０．２（经验值）．当然，两者之间应服从ε狀＝ε／槡犕的统计规律．其中，ε为加入噪声的幅度（经验值）；ε狀 为

噪声幅值与原信号的标准差．仿真信号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并没有产生之前两者混而不清的现象，这在

解决信号分解模态混叠问题上已相当明了．通过简单验证表明，ＥＥＭＤ算法具备良好抑制ＥＭＤ算法模

态混叠表象的效果．

１．３　互信息的虚假分量识别

信息熵是表示对物理系统无序状态的描述或紊乱程度的一种测度，其定义式为

犎（犡）＝－∑
狓∈犡

狆（狓）·ｌｏｇ２狆（狓）． （１）

式（１）中：狆（狓）为发生事件狓的频次（先验概率）；犡包含所有可能存在状态（事件）．

那么，针对随机变量犡和犢，可得狓对狔的条件信息熵犎（犡｜犢）为

犎（犡狘犢）＝－ ∑
狓∈犡，狔∈犢

狆（狓，狔）·ｌｏｇ２狆（狓狘狔）． （２）

式（２）中：狆（狓，狔）为两个随机变量（犡，犢）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狆（狓｜狔）为在事件狔存在的前提下狓 存

在的概率（后验概率或条件概率）．

由于原信号中总有噪声和其他信号，信号源发出消息狓后，通过干扰作用引起某种改变狓，这一过

程可由后验概率狆（狓｜狔）来描述
［１１?１２］．信号源发出狓的概率狆（狓）称为先验概率．该互信息量定义式为

犐（犡，犢）＝－ ∑
狓∈犡，狔∈犢

狆（狓，狔）·ｌｏｇ２
狆（狓，狔）

狆（狓）·狆（狔）
． （３）

也可描述为犡的自信息熵除去犡 对犢 的条件信息的结果，即犐（犡，犢）＝犎（犡）－犎（犡｜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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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将互信息运用于剔除虚假ＩＭＦ分量上，即首先计算原始数据与分解出来的各阶ＩＭＦ互信息，

然后求出总的平均互信息量，并将所得互信息与总平均值进行比照；最后，将平均互信息量小的ＩＭＦ剔

除掉［１３］．由此，可提高对故障信号分析准确性，免去对不必要的分量进行研究分析而提高工作效率．

２　故障振动信号的仿真分析

以一高一低正弦波模拟旋转运行机械正常工作时的工频，以及当机械故障时伴随有周期小幅冲击

和机械零部件共振而产生调幅调频的调制信号［１４］．图１～２为在 Ｍａｔｌａｂ下模拟故障振动信号．

　（ａ）高频分量 （ｂ）低频分量 （ｃ）正常信号

图１　正常信号及组成成分的仿真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周期冲击成分 （ｂ）调制成分 （ｃ）故障信号　

图２　故障信号及各成分的仿真分析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应用ＥＭＤ算法对模拟故障振动信号进行解析，可得各阶ＩＭＦ，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时频谱和 Ｈｉｌｂｅｒｔ

边际谱，如图３所示．图３（ｇ）中：犳ｓ为瞬时频率．

　　（ａ）ＩＭＦ１ （ｂ）ＩＭＦ２ （ｃ）ＩＭＦ３

　　（ｄ）ＩＭＦ４ （ｅ）ＩＭＦ５ （ｆ）残余量　

　（ｇ）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时频谱 （ｈ）Ｈｉｌｂｅｒｔ边际谱

图３　模拟故障振动信号的ＥＭＤ算法分析

Ｆｉｇ．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ｙ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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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ａ）～（ｆ）可知：模态混叠表象在各ＩＭＦ中均有出入，并伴有畸变．由图３（ｇ）～（ｈ）可观察到

两正弦组分，但冲击和调制两因素不易发现．因此，原始 ＨＨＴ方法中的ＥＭＤ算法不能有效地获得精

准的ＩＭＦ，其时频谱、边际谱无法反映故障特征，影响故障诊断．

为清楚反映出故障信息，采用ＥＥＭＤ算法和互信息的改进ＨＨＴ方法对模拟故障振动信号进行分

析，可得各阶ＩＭＦ，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时频谱和Ｈｉｌｂｅｒｔ边际谱，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ａ）～（ｆ）可知：ＩＭＦ１～ＩＭＦ４中可明显提取到冲击、两个高、低正弦分量和调制讯息．与图１，

２的信号组成和特征进行对比，可知潜藏在故障信号的各成分被清晰准确地分解出来；与图３（ａ）～（ｆ）

对比，再次证实了ＥＥＭＤ算法能获得比ＥＭＤ更为精准的分量．

由图４（ｇ）～（ｈ）可知：剔除虚假分量方法使得时频谱、边际谱更加清楚明了地突现了故障特征，可

见该改进的 ＨＨＴ方法优于原始基于ＥＭＤ算法的ＨＨＴ方法．

　　（ａ）ＩＭＦ１ （ｂ）ＩＭＦ２ （ｃ）ＩＭＦ３

　　（ｄ）ＩＭＦ４ （ｅ）ＩＭＦ５ （ｆ）ＩＭＦ６

　　（ｇ）ＩＭＦ７ （ｈ）残余量

（ｉ）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时频谱 （ｊ）Ｈｉｌｂｅｒｔ边际谱

图４　模拟故障振动信号的ＥＥＭＤ算法分析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Ｅ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ｙ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按照文中两随机变量的互信息算法，可算出在去除残余量后每个ＩＭＦ与原故障数据的互信息量，

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平均互信息量为０．１８１２．
表１　去除残余量的ＩＭＦｓ与原始数据的互信息量

Ｔａｂ．１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ＭＦ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互信息量 ＭＩ１ ＭＩ２ ＭＩ３ ＭＩ４ ＭＩ５ ＭＩ６ ＭＩ７

数值 ０．２１３２ ０．３９５１ ０．２３７９ ０．２７９２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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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轴承外圈故障信号时域波形

Ｆｉｇ．５　Ｂｅａｒｉｎｇｏｕｔｅｒ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ｓｉｇｎ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３　实例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改进方法的可行性，将其运用到轴承

外圈故障降噪分析中．数据来源为美国西储大学实验

室，采用６２０５２ＲＳ深沟球轴承，其尺寸为２５ｍｍ×５２

ｍｍ×１５ｍｍ，接触角为０°．滚动轴承测试装置由两马力

（约合１．５ｋＷ）电机、测力计、测扭传和控制电子装置等

构成；电机带动输入轴，转速为１７９７ｒ·ｍｉｎ－１（转频为

３０Ｈｚ），以每秒１２０００个采样点进行数据记录，并从中

截取２０４８个采样点进行分析．轴承外圈的通过频率犳ｏ

为１０７Ｈｚ，其故障观测信号，如图５所示．实验所用模拟

轴承故障是通过电火花加工技术在轴承外圈中央加工

所得的微径小坑缺陷．

显然，仅从该振动时域信号中难以捕捉到有用的故障诊断信号，因此，将观测信号通过ＥＥＭＤ分解

以使其各频率分离开来．为进行比较，分别采用ＥＭＤ算法和ＥＥＭＤ算法和互信息的改进ＨＨＴ方法对

轴承故障观测信号进行分析，可得各阶ＩＭＦ，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时频谱，如图６，７所示．

由图６（ａ）～（ｊ）可知：ＩＭＦｓ中出现模态混叠现象，个组分间相似度大、解析度不够精细．由图６（ｋ）

可知：故障频率信息完全湮没在频谱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故障频率信息，相当不易抓取到有用频率，从

而无法为后面故障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由图７（ａ）～（ｋ）可知：在ＩＭＦｓ中能够看到周期性冲击，但由于故障微小且各成分间具有相似性无

法进行故障特征描述；再次通过互信息保留了与故障信息相关的分量ＩＭＦ１，完成故障轴承振动信号的

有用信息提取分析．由图７（ｌ）明显看出：周期冲击成分（已圈出），两相邻冲击间时间大约为０．００９２ｓ，

接近轴承外圈故障频率１０７Ｈｚ（１／０．００９２＝１０８Ｈｚ），与实际故障基本相符，证实了该改进方法的有效

　　（ａ）ＩＭＦ１ （ｂ）ＩＭＦ２ （ｃ）ＩＭＦ３

（ｄ）ＩＭＦ４ （ｅ）ＩＭＦ５ （ｆ）ＩＭＦ６

　　（ｇ）ＩＭＦ７ （ｈ）ＩＭＦ８

　　（ｉ）ＩＭＦ９ （ｊ）残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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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谱

图６　轴承故障观测信号的ＥＭＤ算法分析

Ｆｉｇ．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ＩＭＦ１ （ｂ）ＩＭＦ２ （ｃ）ＩＭＦ３

　　（ｄ）ＩＭＦ４ （ｅ）ＩＭＦ５ （ｆ）ＩＭＦ６

　　（ｇ）ＩＭＦ７ （ｈ）ＩＭＦ８ （ｉ）ＩＭＦ９

　（ｊ）ＩＭＦ１０ （ｋ）残余量

（ｌ）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谱

图７　轴承故障观测信号的ＥＥＭＤ算法分析

Ｆｉｇ．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Ｅ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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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操作性．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结合ＥＥＭＤ算法和互信息法的改进的 ＨＨＴ机械故障诊断方法．仿真和实例分析结果表

明，所提出的方法具有有效性、可行性，能够有效表征机械故障特征、精确诊断，对于机械振动故障诊断

分析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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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除尘的

数值模拟与仿真分析

宋意１，杨建红１，房怀英１，陈俊龙２

（１．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部，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　采用计算机流体力学（ＣＦＤ）理论中的离散相模型（ＤＰＭ）对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复杂的气固两相

流进行数值仿真，模拟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除尘装置除尘过程，探究除尘装置的除尘效果及最佳风机风量．以不

同粒径的固体颗粒为入射源，分别从流场的速度、压强等方面讨论分析破碎机内部气固耦合作用，分析在除尘

口风机不同风量下破碎机的除尘装置对不同粒径的颗粒的分离效果．结果表明：风机风量在最大值的４０％～

６０％之间时，既能保证除尘装置的除尘效果，又能尽量避免粒径较大的颗粒被吸除．

关键词：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计算机流体力学；离散相模型；气固两相流；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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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西兰，８０年代逐步在中国推广
［１］，其广泛适用于各种

岩石、水泥熟料等多种硬脆物料的破碎［２］．破碎过程产生颗粒粒径在１５０μｍ以下的粉尘，影响骨料级

配，污染环境．通过在破碎机外部添加除尘结构，可实现矿石在破碎的过程中除尘．近年来，数值仿真成

为研究流体流场和颗粒运动的有力手段［３］．采用数值求解的方法求解控制方程的计算机流体力学，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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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联合创新项目（２０１５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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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Ｄ）已经成为模拟流体流动的主要技术手段
［４］，可用于模拟结构复杂的几何体的内部流场［５］．ＣＦＤ

与其他计算方法耦合时可用于模拟气固两相流耦合作用，如张学强等［６］利用ＣＦＤ与离散单元法离散单

元法（ＤＥＭ）耦合模型模拟流体流动和颗粒相运动，模拟密相气力运输过程，并对其进行优化．Ｂｅｒｒｏｕｋ

等［７］采用基于欧拉?拉格朗日方法的密相离散相模型耦合（ＤＰＭ）模型模拟流化床气泡形成、长大、运动、

颗粒的分布规律，得到相比欧拉?欧拉方法更加全面的颗粒分布规律和气泡分布情况，与同等条件下的

实验结果一致．Ｋｌｏｓｓ等
［８］采用ＣＦＤ?ＤＥＭ模型模拟连续相和离散相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进行相应实验

验证ＣＦＤ?ＤＥＭ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ＣＦＤ?ＤＰＭ耦合模型是处理气固两相流的另外一种模型
［９］，相

对于ＣＦＤ?ＤＥＭ模型而言，颗粒被视作为质点作稀疏相处理，不考虑颗粒与颗粒之间碰撞占用的计算

机资源少，计算速度快［１０］．Ｔａｋｅｕｃｈｉ等
［１１］采用ＣＦＤ?ＤＰＭ模型对冲击式粉碎机内部气固耦合作用进行

数值仿真，并进行同等条件实验，仿真与实际结果相对吻合．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在破碎除尘的过程中，当

除尘口内风量较大时，除尘装置在吸除粉尘的同时也会带走一部分成品砂；当除尘管口风量较小时，除

尘效果不佳．本文采用ＣＦＤ?ＤＰＭ模型模拟破碎机内部气固耦合作用，模拟和探讨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在

不同风机风量得情况下对不同粒径的颗粒的分离效果，探究风机最佳除尘风量．

图１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ｈａｆｔ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ｕｓｈｅｒ（ｕｎｉｔ：ｍｍ）

１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及除尘装置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破

碎机由入料口、除尘腔、破碎腔、挡板、出料口等静止结构

和转子组成．除尘腔为内部安装有挡板与挡环的圆环柱体

结构，外径为２９６ｍｍ，内径为１８５ｍｍ，高度为５７０ｍｍ；

除尘口与除尘腔相连且偏置于除尘腔的一侧；转子半径为

２５０ｍｍ，最大线速度为５５ｍ·ｓ－１；除尘口由风机产生一

个速度向外的流场，风机最大风量为１００ｍ３·ｍｉｎ－１．

由图１可知：研究带有除尘功能的破碎机除尘效果，

物料由入料口进入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在转子的加速作用

下以较高的速度抛出转子，并与物料衬层发生碰撞并破碎，在除尘口风机产生的负压作用下，粒径较小

的粉尘颗粒经由除尘腔到达除尘口，粒径较大的骨料则直接由破碎腔落入产品出口，从而实现破碎机破

碎过程中除尘．

２　气固两相流数值模型

２．１　湍流模型

目前广泛应用的湍流模型中有Ｊｏｎｅｓ与Ｓｐａｌｄｉｎｇ提出的标准犽?ε模型，和经过修正的各种低雷诺

数犽?ε模型
［１２?１３］．然而，相比于标准犽?ε模型，修正后的犽?ε双方程湍流模型可以更好地处理高应变率及

流线弯曲程度较大的流动［１４］．

修正后犽?ε模型的湍流涡粘系数表达式为

μ１ ＝ρ犆μ
犽２

ε
． （１）

　　湍流动能方程（犽方程）为



狋
（ρ犽）＋



狓犼
（ρ犽狌犼）＝



狓犼
（μ＋

μｔ

ρ犽
）犽
狓［ ］

犼

＋犌犽＋犌ｂ＋ρε＋犢ｍ＋犛犽． （２）

　　耗散方程（ε方程）为



狋
（ρε）＋



狓犼
（ρε狌犼）＝



狓犼
（μ＋

μｔ

ρε
）ε
狓［ ］

犼

＋ρ犆１犛ε＋犆１ε
ε
犽
犆３ε＋犌ｂ＋ρ犆２

ε
２

犽＋ 狏槡ε
犛ε． （３）

式（２），（３）中：犌ｂ为由于浮力而引起的湍动能犽的产生项；犌犽 为由于速度梯度引起的应力源项；犢ｍ为可

压湍流中脉动的扩张项；犆１ε，犆２ 为经验常数；ρ犽 和ρε为湍动能犽和耗散率ε对应的Ｐｒａｎｄｔｌ数，ρ犽＝１．０，

５１第１期　　　　　　　　　　　宋意，等：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除尘的数值模拟与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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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ε＝１．３；犛犽，犛ε为用户定义源项；ρ为气体密度；犆１ ＝ｍａｘ０．４３，
η

η＋
［ ］５ ；犆３ε＝ｔａｎｈ

狌ｈｇ
狌ｖｇ

，狌ｈｇ，狌ｖｇ分别

为流体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速度．

相比于标准的犽?ε模型，修正后的犽?ε模型能更准确地模拟旋流．因此，文中湍流模型选择修正后的

犽?ε双方程模型．

２．２　固体颗粒在气相流场内的受力

ＤＰＭ模型要以颗粒受力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离散相颗粒在气相流场运动过程中，所受重力与浮力

是最基本的两个力．此外，还有多个力作用于颗粒．颗粒运动轨迹是由求解拉格朗日坐标下的运动方程

得到［１５］，即

犿ｐ
ｄ狌ｐ
ｄ狋
＝犉ｄ＋犉ｐ＋犉ｖｉｒ＋犉ｇ＋犉ｏｔｈｅｒｓ． （４）

式（４）中：连续相对离散相的曳力犉ｄ为

犉ｄ＝
１８μ

ρｐ犱
２
ｐ

犆ｄ犚犲ｐ
２４ ρ

ｐ（狌－狌ｐ）． （５）

犚犲ｐ＝ρ
犱ｐ狘狌ｐ－狌狘

μ
． （６）

式（５），（６）中：狌为气相流体速度；狌ｐ为颗粒速度；ρｐ为颗粒密度；犱ｐ为颗粒直径；犚犲ｐ 为颗粒雷洛数；犆ｄ

为曳力系数或阻力系数；ρ为气体密度．

压力梯度力犉ｐ是气相流场中压力梯度对颗粒引起的作用力，其表达式为

犉ｐ＝∫犃
－狆ｄ犃＝∫犞 －Δ狆ｄ犞 ＝－

犿ｐ

ρｐ
Δ狆． （７）

　　由颗粒表观质量效应产生的虚假质量力犉ｖｉｒ为

犉ｖｉｒ＝
犿ｐ
２
ρ
ρｐ

ｄ（狌－狌ｐ）

ｄ狋
． （８）

　　颗粒在流体中所受的重力犉ｇ为

犉ｇ＝犿ｐρ
ｐ－ρ

ρｐ
犵． （９）

　　此外，犉ｏｔｈｅｒｓ还包括固体颗粒在流体中受到的Ｂａｓｓｅｔ力、Ｓａｆｆｍａｎ力和 Ｍａｇｎｕｓ升力等不同作用力．

Ｂａｓｓｅｔ力只存在于有粘性的流体中，与流动的不稳定性有关．Ｓａｆｆｍａｎ力为颗粒主流动方向上下侧的速

度大小不同，颗粒将受到一个升力的作用．固体颗粒在运动时还伴随着高速旋转，固体颗粒旋转时也会

产生一个与流体速度相垂直的 Ｍａｇｎｕｓ升力．

文中固体颗粒相的密度远大于气相的密度，通用ＤＰＭ 模型将颗粒看作表面光滑的球体，于是认为

颗粒不受气相流场的外力矩［１６］，因此，忽略固体颗粒相所受到的虚拟质量力、压力梯度力、Ｍａｇｎｕｓ升

力，仅考虑气体与固体颗粒之间的拖曳力、固体颗粒与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壁面的碰撞等．

表１　不同粒径颗粒的分离效果仿真条件

Ｔａｂ．１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仿真条件 仿真参数

流体密度／ｋｇ·ｍ
－３ １．２２５

出口流速／ｍ·ｓ－１ ２６．９

颗粒进口流速／ｍ·ｓ－１ ２．０

法向碰撞恢复系数 ０．５０

切向碰撞恢复系数 ０．８３

流体进口压力／ｋＰａ １０１．３２５

颗粒密度／ｋｇ·ｍ
－３ ２６４０

转子转速（滑移网格）／ｒ·ｍｉｎ－１ ２１００

２．３　仿真条件

不考虑颗粒在破碎机中的破碎，研究破碎机除

尘装置对不同粒径颗粒的分离效果，仿真参数如表

１所示．表１中：固体颗粒与壁面之间的法向碰撞恢

复系数位０．５，切向碰撞的恢复系数为０．８３
［１７］．

２．４　网格划分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结构复杂，如图２（ａ）所

示．对模型细节进行简化处理，得到ＣＦＤ仿真的简

化物理模型，如图２（ｂ）所示．运用ＩＣＥＭ 软件对破

碎机转动部分和静止部分的流场域分开进行网格划

分，并使用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将两部分链接起来，由于模型

总体尺寸较大，网格单元总数为２２２７０５０，如图２（ｃ）所示．仿真中采用滑移网格实现内部转子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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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三维模型 （ｂ）简化模型 （ｃ）网格

图２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建模及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ｓｈｉｎｇ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ｈａｆｔ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ｕｓｈｅｒ

图３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流线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ｈａｆｔ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ｕｓｈｅｒ

３　仿真结果及分析

３．１　流线图与部分截面云图

风机风量为最大值时，以入料口为起始面，破碎机在某一时

刻的流线图，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除尘口偏置导致除尘腔内靠近除尘口一侧流线

密集、流速大且流向经除尘腔内指向除尘出口．远离除尘口一侧

流线稀疏、速度较小且流线曲率较大．流线的切线方向为流体的

速度方向，除尘腔内靠近除尘口侧流体流速大，方向垂直向，且与

固体颗粒运动方向一致，颗粒受到流体曳力作用，直接经由除尘

腔到达除尘口；除尘腔远离除尘口侧流体流速小，方向变化大，且与固体颗粒的运动方向不一致，导致部

分颗粒无法到达除尘口．

分析风机风量为最大值时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除尘腔内部流场的均匀性，截取几个关键平面内速度

与压力云图．某时刻除尘口正对子午面犡＝０面的速度与压力云图，如图４所示．除尘腔末端截面（犢＝

３３７面）的速度与压力云图，如图５所示．

　　　（ａ）速度云图 （ｂ）压力云图

图４　犡＝０面云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犡＝０ｐｌａｎｅ

由图４可知：靠近除尘口处速度较大，速度均匀性好，且由下至上压差大，远离除尘口一侧流体速度

小，压差小．

由图５可知：流体速度主要分布在１０～２０ｍ·ｓ
－１之间，由于边界层效应靠近壁面处流体流速小，

环内流速大，速度均匀性差，压强则由环内向环外依次减小．粒径为０．１５ｍｍ及以下的粉尘颗粒的悬浮

速度为２．１ｍ·ｓ－１，输送气速为５～１０ｍ·ｓ
－１［１８］．除尘结构针对粉尘颗粒具有较好的吸除效果，风量

为最大值时也会将粒径较大的颗粒吸出．较小风机风量除尘腔内风速较大一侧大颗粒吸出减少，同时，

风速较小一侧将无法达到最小推荐输送气速，粉尘颗粒吸除效果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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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速度云图 （ｂ）压力云图

图５　犢＝３３７面云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犢＝３３７ｐｌａｎｅ

３．２　单粒径颗粒仿真结果

以物料入口为面入射源，除尘口风机风量为最大值时，分别以直径为０．０７～９．６０ｍｍ的颗粒为入

射颗粒．立轴式冲击破碎机内部体积较大，颗粒所占体积分数小，颗粒相做稀相处理，流体对颗粒的气动

力占主导作用．统计颗粒从不同出口逃逸的数量，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狉为粒径．

表２　单粒径颗粒仿真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逃逸出口
狉／ｍｍ

０．０７５ ０．１５０ ０．３００ ０．６００ １．１８０ ２．３６０ ４．７５０ ９．６００

除尘口 １６１９ １４８１ １２８７ ６４５ １８６ １０ ０ ２

产品出口 ３２ １４６ ３６０ １００６ １４７２ １６４９ １６５８ １６５８

总个数 １６５１ １６２７ １６４７ １６５１ １６５８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８ １６６０

吸除占比／％ ９８．０６ ９１．０３ ７８．１４ ３９．０７ １１．２２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１２

　　由表２可知：破碎机除尘装置针对０．１５ｍｍ（包含０．１５ｍｍ）以下的粉尘颗粒吸除占比均达到９０％

以上；但粒径为０．３，０．６ｍｍ的颗粒吸除占比也占有较大比重；颗粒粒径为１．１８～９．６０ｍｍ的大颗粒

也有少量被吸除；除尘口风机风量为最大值时，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针对粉尘颗粒具有较好的吸除效果，

图６　不同粒径吸除占比

Ｆｉｇ．６　Ｇｅ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

同时，也会带走大部分粒径较大的颗粒．

为探究除尘装置在不同风机风量下的分离除尘效

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更改除尘口风机风量分别为最

大值的８０％，６０％，４０％，不同粒径的颗粒吸除占比，如

图６所示．图６中：犱为颗粒直径．

由图６可知：风机风量为１００％，８０％时，除尘装置

针对不同粒径的吸除占比差别不大，风机风量继续下降

时，某粒径范围内颗粒的吸除占比迅速降低；风机风量

下降到最大值的６０％时，除尘装置针对粒径为０．３，０．６

ｍｍ的颗粒吸除占比分别下降了１１％和１９％，降低了

粒径较大颗粒的吸除占比；风机风量下降到最大值的

４０％时，除尘装置针对粒径为０．１５，０．３０，０．６０ｍｍ的

吸除占比分别下降了２０％，４０％和１５％，有效地减少了粒径较大的颗粒的吸除占比，但同时也降低了粒

径为０．１５ｍｍ粉尘颗粒的吸除占比．由仿真结果可知：风机风量减少时，除尘装置针对不同粒径的吸除

效果呈规律性下降，为保证粒径为０．１５ｍｍ及以下颗粒的吸除效果，又尽量减少０．１５ｍｍ以上颗粒的

吸除占比，当前除尘装置风机风量应在最大值的４０％～６０％之间取值．

４　结论

构建ＣＦＤ?ＤＰＭ气固两相流耦合模型，分析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流场及除尘口不同风量下不同

粒径颗粒的吸除效果，得到以下４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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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除尘腔内部靠近除尘口侧流体流向变化小，远离除尘口侧流体流向变化大，

因此，除尘腔两侧流体对颗粒曳力、湍流作用相差较大不能将均匀分布在破碎腔内的粉尘颗粒与粒径较

大的颗粒完全分离开来．

２）除尘口偏置导致除尘腔内流场均匀性差，靠近除尘口一侧速度、压差大，远离除尘口一侧速度、

压差小，导致其针对不同粒径颗粒的颗粒分离效果较差．

３）当前除尘装置存在最优风机风量在最大值的４０％～６０％之间取值使得在吸除０．１５ｍｍ及０．１５

ｍｍ以下颗粒时尽量减少对粒径较大颗粒的吸除作用．

４）颗粒与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内部面碰撞具有随机性，风机风量为１００％，８０％，６０％时，均有个别粒

径较大的颗粒与壁面随机碰撞，在流体曳力作用下，经过除尘腔从除尘口处被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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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Ｍ，ＨＵＢＥＲ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ａｌ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１９９９，２５（６）：１４５７?１４８９．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３０１?９３２２（９９）０００４７?６．

［１８］　吕子剑，刘今．不同粒径固体颗粒的悬浮速度计算及测试［Ｊ］．化学工程，１９９７（５）：４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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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姿状态下人?结构相互作用体系

　　　水平振动特性

王丰磊，叶茂，付明科

（广州大学 淡江大学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针对人?结构系统水平振动问题，建立质量轻基频低的试验平台，研究人端坐于试验平台时该人?结构

相互作用体系的水平振动特性．试验结果表明：自然端坐状态下，人体的不同朝向对结构的动力特性的影响不

同．当人朝狓向端坐时，结构多出一个振型频率，而基频恰好分布于两振型中间；而当人朝狔向端坐时，结构

仅有共振频率高于原结构基频．在研究中，人通常比较成质量块放在结构装置上，而事实上质量块对结构的振

型阻尼比影响很小，人体能显著增大结构振型阻尼比．因此，不能将水平向自然端坐的人仅仅看作质量块，而

应当成质量?弹簧?阻尼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　人?结构系统；质量?平台系统；水平振动；振型频率；动力特性；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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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ｉｔｔｉｎｇｐｏｓｔｕｒｅ

随着对土木工程领域的深入研究，建筑结构逐渐向大空间、大跨度方向发展．这些建筑的材料具有

高强度、轻质量、耐久性好等优点，但是这些结构因本身自振频率较低、阻尼小、柔度大，在人群密集处会

产生较大人群荷载，使得结构振动过大．如人在钢架的人行天桥、演唱会的临时看台等建筑上震感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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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影响舒适性，还可能引起建筑物坍塌［１?２］．Ｓａｃｈｓｅ
［３］在前人研究人?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实验提出人

体竖向动力模型．Ｉｂｒａｈｉｍ
［４］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改进，在坐姿与站姿等不同姿势上引进多元化模型参

数．Ｌｉｔｔｌｅｒ等
［５?６］对矩形看台结构在有无人群两种情况下的两个方向结构的原始频率的测试分析得出竖

向与水平向外侧在一定程度被削减，而水平向内侧频率变大．Ｚｈｏｕ
［７］和王海等［８］研究分析了人?结构系

统耦合作用，建立了人?平台结构竖向研究理论基础，并对分布有限人数的结构体系竖向振动模态特性

理论进行分析．何卫等
［９］研究人板质量比、频率比等参数对人?板系统竖向振动和阻尼人群?薄板系统振

动特性的影响．李红利等
［１０］研究人?桥竖向动力相互作用效应理论与相应的理论表达式．综上所述，国

内外对人?结构系统的研究大多是关于人?结构竖向系统，而基本未对水平系统做出实质性的研究．为了

研究人在自然端坐下前后左右４个方向的水平振动特性，本文在水平振动试验平台上，分别对结构系

统、质量块?结构系统，以及人?结构系统进行水平振动研究，并对其振动特性进行分析．

图１　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

１　人?结构系统振动试验概况

图１为试验装置，其材质采用Ｑ３４５钢．图１中：１号构

件尺寸为３．６０ｍ×０．２０ｍ×０．０１ｍ；２号构件（承重板）下

部设加劲肋，其尺寸为０．７００ｍ×０．７００ｍ×０．００６ｍ；在１

号与３号构件上铺设卡槽，并用膨胀螺栓固定在装置上．另

外，１号构件通过螺栓与承重板连接来传递振动．为便于叙

述，将分别将构件厚度、长边及竖直等３个方向为狓，狔，狕

向；以承重板的远端为刻度原点，在狔向（长边方向）作刻度

线．为了保证数据的精确性，数据收集采用Ｂ＆ＫＰｕｌｓｅＴＭ３５６０Ｄ数据采集器；水平狓向（厚度方向）振

动是通过３个４３８１?ｖ型加速度传感器进行测试．

２　原结构与质量块?结构动力特性分析

试验过程中，将１号构件移动至３号构件中的卡槽左端，其读数为２３５ｃｍ（即从卡槽左端到承重板

左端距离）．给出空载状态下原结构水平狓向加速度（犪）的时程曲线和对应的自功率频率谱，分别如图

２，３所示．由图２，３测试结果可知：结构基频为２．３３５Ｈｚ，振型阻尼比为０．１３１５％．

图２　加速度狓方向时程曲线 图３　自功率频率谱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Ｓｅｌｆｐｏｗ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图４　质量块?平台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Ｍａｓ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

　　在承重板上加不同重量质量块，测试质量块?结构系统的动力特性，

对比分析人?结构系统，如图４所示．图４中：质量块为６０．１ｋｇ．

结构上加载质量块（钢制圆盘），进行５次加载，加载质量 Ｍ１～Ｍ５

分别为１２．２，２４．１，３６．１，４８．２，６０．１ｋｇ，不同质量块?平台系统模态变化，

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犳为频率．

由表１可知：随着质量块质量的增加，系统的基频随之降低，但振型

阻尼比在纯质量块的作用下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质量块对一阶阻尼比的

影响可忽略，但对结构的基频有显著影响．

单人?结构系统试验模型，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端坐人产生很大的阻尼，说明人?结构系统已

迅速静止．当人朝狓向端坐时，单人?结构系统水平狓向时程图与自功率谱，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空

载状态下原结构在０～１０Ｈｚ的频率范围只出现一个共振频率点；而当人朝狓向端坐时，出现了两个共

１２第１期　　　　　　　　　王丰磊，等：坐姿状态下人?结构相互作用体系水平振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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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质量块?平台系统模态变化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工况 平台结构系统 平台系统（Ｍ１） 平台系统（Ｍ２） 平台系统（Ｍ３） 平台系统（Ｍ４） 平台系统（Ｍ５）

犿（附加）／ｋｇ ０ １２．２ ２４．１ ３６．１ ４８．２ ６０．２

犑／Ｈｚ ２．３３６ １．９９３ １．７６９ １．６１６ １．４８２ １．３８９

阻尼比／％ ０．１３２５ ０．０９６６ ０．１２２３ ０．１４２４ ０．１２３６ ０．１７３７

振频率点，空结构基频大于其中一个共振频率，另一个恰恰相反．

（ａ）狓向端坐图 （ｂ）狔向端坐图

图５　单人?结构系统试验模型

Ｆｉｇ．５　Ｈｕｍａｎ?ｓｔｕｃｔｕｒｅｔｅｓｔｍｏｄｅｌ

人朝狔向端坐时，单人?结构系统水平狓向时

程图与自功率谱，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端坐

人提供很大的阻尼，人朝狔向端坐与狓向区别很

大，狔向只有一个高于空载状态下原结构基频的

共振频率．

单人静态自然端坐人?结构系统测试结果（１８

个人），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人朝狓向端坐

时，结构有两个振型频率分布在空载状态下原结

构基频的两边（比空荷载结构多出一个频率），共

　　（ａ）加速度狓方向时程图曲线 （ｂ）自功率频率谱曲线　

图６　狓向端坐单人?结构系统水平

Ｆｉｇ．６　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加速度狔方向时程图曲线 （ｂ）自功率频率谱曲线

图７　狔向端坐单人?结构系统水平

Ｆｉｇ．７　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人?结构系统与空平台结构基频　　　　　　　　（ｂ）人?结构系统与空平台结构阻尼比

图８　单人静态自然端坐人?结构系统测试结果

Ｆｉｇ．８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ｎ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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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频率的平均值分别为１．８８１，３．７５５Ｈｚ；然而，对于人朝狔向端坐时，结构只存在一个共振频率，其平

均值为２．９６５Ｈｚ，低于共振频率；此外，人端坐状态将会使整个系统的阻尼大很多，人朝狓向端坐时，系

统第一阶与第二阶振型阻尼比分别为原结构的６０．３，１３３．３倍（其中第一阶与第二阶振型阻尼比平均值

分别是８．０１４％，１７．７３５％）；而人端坐朝向为狔向端坐时，系统阻尼比为原结构的１０７．１倍（阻尼比平

均值是１４．２４３％）．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人体在水平向可以看成质量?弹簧?阻尼系统，因为人朝狓向端坐时，结构有两个振型频率分布在空

载状态下原结构基频的两侧（比空荷载结构多出一个频率）；人朝狔向端坐时，结构只存在一个共振频

率，且此空载状态下原结构基频低于共振频率．上述现象表明端坐的前后向人体与左右向人体的动力特

性有很大的区别；端坐人?结构系统阻尼效果显著导致在水平向自然端坐的人不能当成质量块．

４　结论

通过整个试验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可获取如下４个结论．

１）通过人?结构系统和质量?平台系统比较，两者在动力特性方面差异明显，其中，人?结构水平动力

态特性是不可以把人看成质量块附加在结构上．

２）自然端坐的人在前后左右４个方向上，人体对结构的动力特性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区别，即当人

朝狓向端坐时，结构多出了一个振型频率，而基频恰好分布于两振型中间；而当人朝狔向端坐时，结构

仅有共振频率高于原结构基频．

３）结构振型阻尼比受人的端坐状态的影响很大，而质量块对结构的振型阻尼比影响可忽略．

４）为了研究人?结构体系在水平向的振动特性可将端坐人体看作质量?弹簧?阻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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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雷诺数下二维长方形截面柱

绕流数值模拟

王珊珊，董毓利，段进涛，王冬晔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研究高雷诺数下长方形截面柱绕流特性，基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宽高比分别为２，３，４的二维长方形

截面柱绕流开展数值模拟，并考虑角部修正对长方形截面柱的绕流特性的影响．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结合

标准壁面函数求解长方形截面柱的绕流，研究宽高比分别为２，３，４的长方形截面柱在不同风向角α和不同雷

诺数的条件下，阻力系数犆Ｄ、斯托哈数犛狋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一定雷诺数范围内，方向角为０°时，犆Ｄ，

犛狋随着雷诺数的增加而增加，随后基本保持不变；在相同雷诺数下，宽高比增大，犆Ｄ 减小，犛狋增大；在高雷诺

数条件下，随着风向角α的增加，犆Ｄ 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现象，而犛狋与之相反．

关键词：　长方形截面柱；高雷诺数；气动特性；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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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体绕流现象广泛存在于桥梁工程、海洋工程、风工程等领域，钝体绕流过程中存在流动分离、旋涡

脱落及再附等复杂流动现象，对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安全性造成极大危害［１］．国内外学者采用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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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洞试验对柱体绕流开展大量研究．祝志文等
［２］采用剪切压力传输（ＳＳＴ）犽ε湍流模型对高宽比为４

的矩形断面进行数值模拟，并与文献中的结果进行对比，两者较为一致．邓燕华等
［３］对雷诺数犚犲＝６×

１０４ 的二维方柱在风向角α为０°～４５°下的绕流开展数值计算，得到斯托哈数犛狋、平均和脉动风荷载随

来流风向角的变化规律．Ｍｕｒａｋａｍｉ等
［４］采用大涡模拟对二维和三维方柱进行模拟，结果表明三维数值

模拟与试验结果更近，尤其是在压强脉动性方面．Ｓｏｈａｎｋａｒ等
［５］在低雷诺数条件下对二维方柱绕流进

行全风向角数值模拟，获得斯托哈数犛狋、阻力系数犆Ｄ 和升力系数犆Ｌ 与风向角的变化关系．据此可知，

在现有文献中，少见对长方形截面柱绕流特性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不同高宽比的

二维长方形截面柱绕流开展数值模拟，并考虑角部修正对长方形截面柱的气动特性的影响．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控制方程

采用雷诺平均模型（ＲＡＮＳ）作为研究钝体绕流的数值模型．在直角坐标系下，二维不可压黏性流体

的运动采用ＲＡＮＳ方程描述为

ρ
τ
＝
（ρ狌犻）

狓犻
＝０， （１）

（ρ狌犻）

狋
＋
（ρ狌犻狌犼）

狓犻
＝－

狆
狓犻
＋


狓犼
（μ
狌犻

狓犼
）＋



狓犼
（－ρ狌′犻狌′犼）． （２）

式（１），（２）中：ρ，μ分别为空气密度和动力粘性系数；狆为压力；狌犼，狌′犼（犼＝１，２）分别为气流沿狓犻（犻＝１，

２）的平均速度和脉动速度；－ρ狌′犻狌′犼为雷诺应力，是脉动运动的平均动量输运．

１．２　湍流模型

上述雷诺应力的引入使控制方程不封闭，需要引入湍流模型求解．两方程模型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ＣＦＤ模拟中应用较为广泛．针对雷诺数较高的情况（犚犲＞１０
５），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结合标准壁面

函数（要求狔
＋为３０～３００），求解长方形截面柱的绕流

［６?９］．以指定湍流强度与粘性比的方式确定湍动能

强度和耗散率；考虑中等强度湍流时，湍流强度和粘性比分别为５％和１０
［１０］．

值得注意的是，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只适用于完全发展的湍流，且受各项同性假设限制，无法考虑绕

流过程中的各向异性的影响．

１．３　边界条件及求解设置

模拟时，采用速度入流边界和自由出流边界，总压设置为０；流场的上下边界采用对称边界条件，以

减少阻塞率对流动的影响；长方形截面柱采用无滑移壁面条件；各流域之间采用界面交换边界．

选择基于压力的瞬态求解器，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分离求解算法．相较于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该求解算法在

通量修正上做了改进，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为了提高求解精度，对流及扩散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１．４　无量纲系数

定义矩形断面升力系数犆Ｌ、阻力系数犆Ｄ 和斯托哈数犛狋分别为

犆Ｌ ＝
犉Ｌ

０．５ρ犝
２犔Ｌ
，　　犆Ｄ ＝

犉Ｄ
０．５ρ犝

２犔Ｄ
，　　犛狋＝

犳犇
犝
． （３）

式（３）中：犉Ｌ，犉Ｄ 分别为升力和阻力；ρ为空气密度；犝 为来流速度；犔Ｌ，犔Ｄ 分别为计算升力与阻力系数

图１　模型姿态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时的特征长度；犇为特征长度，取与计算升力系数相同的特征长度犔Ｌ；犳

为涡脱频率．

２　计算分析

２．１　验证模型

方柱边长犅＝０．１ｍ，风向角α以５°为间隔，在０°～４５°变化．计算阻

力系数犆Ｄ 和升力系数犆Ｌ 时，采用特征长度犔＝犅（ｓｉｎα＋ｃｏｓα）
［１１］，模

型姿态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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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阻塞率的影响，设流域的宽度为３０犅，长度为９３犅，方柱的中心位于距离来流入口３２犅处，

此时，阻塞率约为３．３％．为了方便考虑不同的风向角，将流域分成两个部分，其中，方柱包含于圆形流

域内，方柱的中心与圆心重合．当考虑风向角α时，只需要将圆形流域绕着圆心旋转相应的α即可．入流

速度采用１０ｍ·ｓ－１，对应的雷诺数犚犲＝６．８×１０４．

表１　４组网格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ｏｕｒｍｅｓｈ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网格编号 第一层高度／ｍｍ 延展因子 网格总数

Ｍ１ ０．０２ １．１３ ３８０９２

Ｍ２ ０．０２ １．０５ ７１０８０

Ｍ３ ０．０１ １．１３ ４０５９２

Ｍ４ ０．０４ １．１３ ３６５３６

２．２　网格无关性检验

影响网格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网格数量、延

展因子不同引起的网格疏密和近壁区第一层网

格高度等因素．为了找到较为合理的网格，以方

向角α＝０°设计了４组不同网格用于网格无关性

检验．４组网格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延展因

子指的是圆形流域内的延展因子，外部的延展因

子根据圆形流域外层网格大小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两个流域在界面交换边界上的网格尺寸基本保

表２　不同网格计算结果与文献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ｓｈｅｓ

项目 犚犲／×１０４ 犆Ｄ 犛狋

Ｍ１ ６．８ ２．１６ ０．１３５

Ｍ２ ６．８ ２．１２ ０．１２５

Ｍ３ ６．８ ２．１７ ０．１３２

Ｍ４ ６．８ ２．０５ ０．１３１

文献［１２］ － ２．１０ －

文献［１３］ － ２．１２ －

文献［１４］ ２．１ － ０．１３１

持一致．由表１可知：４组网格的差异在于第一层网格高度

和延展因子不同．不同网格条件下的计算结果与文献的对

比，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４组网格的计算结果与文献

都较为吻合．为了减少计算开销并保证计算精度，采用第一

组网格参数作为后续计算的依据．

２．３　计算结果

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为０．０２ｍｍ，采用结构化网格，

网格总数为３．８万．局部计算网格，如图２所示．其余网格

图２中未列出．计算采用上述湍流模型，并考虑中等湍流强

度．计算中监测阻力系数和升力系数，时间步长为０．００１ｓ，

仿真时间为１．５ｓ．

（ａ）α＝０° （ｂ）α＝３０°

图２　局部计算网格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ｌｍｅｓｈ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计算得到不同风向角下的阻力系数平均值犆Ｄ 和斯托哈数犛狋，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　阻力系数犆Ｄ 模拟值与文献值的对比 图４　斯托哈数犛狋模拟值与文献值的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犆Ｄ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ｏｕｈａｌｎｕｍｂｅｒ犛狋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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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３，４可知：数值模拟结果与既有文献［１２?１４］吻合地较好；模拟结果与文献［１２?１３］试验结果吻

合较好；风向角α＝０°～１５°时，随着风向角的增大，阻力系数逐渐下降；当风向角α＝１５°～３０°时，阻力系

数大幅度上升；当风向角α＝３０°时，增速变慢．模拟结果除了α＝０°时比文献［１２］的结果多了３．０％，其

他值均为文献［１２?１３］两者之间的值，文中模拟结果与文献［１２］的试验结果更为接近．

由图４可知：风向角α≥１５°时，斯托哈数犛狋比文献［１４］的试验结果略高；当α＝１５°时，模拟结果与

试验相差约８％；随着风向角逐渐增大，两者的差异变小．总体而言，两者的发展趋势大致相同，存在误

差的主要原因为文献［１４］是雷诺数犚犲＝２．１×１０４ 三维方柱试验的数据，而文中采用的是犚犲＝６．８×

１０４ 二维方形截面数值模拟．上述研究及结果表明：选用的计算参数是合理有效的．

２．４　长方形截面柱计算模型

根据方柱的计算结果，考虑一个犅×犇的长方形截面柱．其中，犅仍取０．１ｍ，犇取０．２，０．３，０．４ｍ，

宽高比犇／犅分别为２，３，４．对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考虑等边切角，切角尺寸为犅／８．采用０．１ｍ作为计

算雷诺数犚犲的特征长度，而升力系数犆Ｌ 与阻力系数犆Ｄ 的特征长度犔Ｌ，犔Ｄ 与风向角α的对应关系，如

表３所示．为了研究不同雷诺数犚犲对长方形截面柱绕流的影响，参考文献［１５］，针对不同的宽高比模型

分别设计了９种不同雷诺数犚犲的工况，雷诺数犚犲的范围为０．２×１０６～２．５×１０
６．数值计算中，雷诺数

犚犲均大于１０５，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结合标准壁面函数进行计算．近壁区最小网格尺寸为０．０２ｍｍ，

其余边界条件与上述相同，不再赘述．

表３　犔Ｌ，犔Ｄ 与风向角α的对应关系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犔Ｌ，犔Ｄａｎｄｗｉｎｄａｎｇｌｅｓα

α／（°）
犇／犅＝２

犔Ｌ／ｍ　　　　犔Ｄ／ｍ

犇／犅＝３

犔Ｌ／ｍ　　　　犔Ｄ／ｍ

犇／犅＝４

犔Ｌ／ｍ　　　　犔Ｄ／ｍ

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５ ０．２０８ ０．１１７ ０．３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４０７ ０．１３４

１０ ０．２１４ ０．１３３ ０．３１３ ０．１５１ ０．４１１ ０．１６８

１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４８ ０．３１６ ０．１７４ ０．４１２ ０．２００

２０ ０．２２２ ０．１６２ ０．３１６ ０．１９７ ０．４１０ ０．２３１

２５ ０．２２４ ０．１７５ ０．３１４ ０．２１７ ０．４０５ ０．２６０

３０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７ ０．３１０ ０．２３７ ０．３９６ ０．２８７

３５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７ ０．３０３ ０．２５４ ０．３８５ ０．３１１

４０ ０．２１７ ０．２０５ ０．２９４ ０．２６９ ０．３７１ ０．３３４

４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８３ ０．２８３ ０．３５４ ０．３５４

　图５　阻力系数犆Ｄ 随雷诺数犚犲的变换规律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ｒ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犆Ｄ

ｗｉｔｈ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犚犲

３　计算结果与讨论

３．１　雷诺数犚犲的影响

当风向角为０°时，长方形截面柱的阻力系数犆Ｄ 随

雷诺数犚犲的变换规律，如图５所示．当风向角为０°时，

平均升力系数犆Ｌ 为０，故图５未画出０°风向角下的升力

系数曲线．由图５可知：对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当犚犲＝

０．２×１０６ 时，犆Ｄ 约为０．１４；随着犚犲增大，犆Ｄ 也有所增

加；当犚犲＝０．６×１０６ 时，犆Ｄ 约为０．１５，较犚犲＝０．２×１０
６

时，增幅为５．１％；当犚犲为０．６×１０６～２．５×１０
６ 时，犚犲

的增大对犆Ｄ 基本无影响．对于宽高比为３，４的模型，阻

力系数犆Ｄ 也先随着雷诺数犚犲的增大而增加，当犚犲超过０．６×１０
６ 后，阻力系数犆Ｄ 基本保持稳定．其

中，宽高比为３时，阻力系数犆Ｄ 约为１．３９；宽高比为４时，阻力系数犆Ｄ 约为１．２８．由图５还可知：当雷

诺数相等时，随着模型宽高比的增加，阻力系数犆Ｄ 将随之减小．

　　风向角为０°时，长方形截面柱的斯托哈数犛狋随雷诺数犚犲的变换规律，如图６所示．计算斯托哈数

犛狋时，采用表１中０°风向角对应的犔Ｌ．由图６可知：对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当犚犲＝０．２×１０
６ 时，犛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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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斯托哈数犛狋随雷诺数犚犲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ｒｏｕｈａｌｎｕｍｂｅｒ犛狋

　ｗｉｔｈ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犚犲

为０．１５；随着犚犲的增加，斯托哈数犛狋也有所增大，当

犚犲＝０．６×１０６ 时，犛狋约为０．１８；雷诺数增至２．５×１０６

时，斯托哈数犛狋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与圆柱的斯托哈数

犛狋随雷诺数犚犲的变化规律类似．当宽高比为３，４时，斯

托哈数犛狋变化规律与高宽比为２时情况类似，随着模

型宽高比的增加，斯托哈数犛狋也随之增大；雷诺数犚犲

的变化规律与宽高比为２时类似，不再赘述．

３．２　风向角的影响

根据节３．１的计算结果，取雷诺数犚犲＝１．０×１０６，

分析风向角对阻力系数犆Ｄ、斯托哈数犛狋的影响．不同宽

高比模型的阻力系数犆Ｄ 随风向角α的变换规律，如图７

所示．由图７可知：对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当α≤１０°时，随着α的增大，阻力系数犆Ｄ 变小；当α＝１０°时，

犆Ｄ 最小值约为１．１５；当１０°＜α≤４５°时，随着α的增大，阻力系数犆Ｄ 也随之增大．

由图７还可知：其变化关系近似为线性关系．对于宽高比为３，４的模型，阻力系数犆Ｄ 与风向角α的

图７　阻力系数Ｃ犇 随风向角α变化规律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ｒ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犆Ｄ

　ｗｉｔｈｗｉｎｄａｎｇｌｅｓα

关系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大体相同，但存在一定差异：

当宽高比为３，４时，阻力系数犆Ｄ 在α＝５°时，出现最小

值，两者的最小值接近，约为１．１０；当风向角α变大时，

阻力系数也随之增大，但与风向角α之间不再为线性关

系．综上所述，随着宽高比的增大，改变风向角时，阻力

系数犆Ｄ 的最小值所对应的风向角α将越小．不同宽高

比模型的斯托哈数犛狋随风向角α的变换规律，如图８

所示．由图８可知：对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当α≤１０°

时，随着α的增大，斯托哈数犛狋有所增大；当α＝１０°时，

犛狋最大值约为０．２７；当１０°＜α≤４５°时，随着α的增大，

斯托哈数犛狋随之减小．

不同风向角下长方形截面柱绕流的涡脱频率（犳），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随着风向角的增加，涡

脱频率随之减小，对于宽高比较大的模型，涡脱频率减小得更为显著．但对于宽高比为４的模型，当０°＜

α≤２０°时，涡脱频率随着α的增大而减小；当α增大时，涡脱频率有所增加．

图８　斯托哈数犛狋随风向角α变化规律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ｒｏｕｈａｌｎｕｍｂｅｒ犛狋

ｗｉｔｈｗｉｎｄａｎｇｌｅｓα

表４　不同风向角α对应的犳

Ｔａｂ．４　犳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ｄａｎｇｌｅｓα

α／（°）
犳／ｓ

－１

犇／犅＝２ 犇／犅＝３ 犇／犅＝４

０ ９．２６ １１．９０ １３．５１

５ ９．８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１６

１０ １２．８２ １１．３６ １０．６４

１５ １１．１１ ９．６２ ８．３３

２０ １０．２０ ８．２０ ３．２５

２５ ９．４３ ５．１０ ４．６７

３０ ８．９３ ４．９０ ４．８１

３５ ８．６２ ４．９０ ４．９５

４０ ８．６２ ５．０５ ３．７０

４５ ７．４６ ５．１０ ３．８２

　　结合表４及式（３），其主要原因是涡脱频率减小导致的．当宽高比为３时，斯托哈数犛狋与风向角α

的变化规律与宽高比为２的模型在总体趋势上一致，但在α＝５°时，斯托哈数犛狋出现最大值，约为０．

３５．对于宽高比为４的模型，当０°≤α≤５°时，斯托哈数犛狋的值基本保持不变，约为０．５４；当α增大时，斯

托哈数犛狋的变化规律与对应的涡脱频率类似．综上所述，随着宽高比的增大，改变风向角时，斯托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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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阻力系数犆Ｄ 修正前后的模型对比

Ｆｉｇ．９　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犆Ｄ

Ｓｔ的最大值所对应的风向角将越小．

３．３　角部修正对模型的影响

宽高比为２的模型角部修正后的阻力系数犆Ｄ 与未

修正模型的对比图，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角部修正

后，长方形截面柱的阻力系数犆Ｄ 随雷诺数的变化规律

大致与未修正的模型相同．当雷诺数犚犲＞１．０×１０
６ 时，

未切角的模型阻力系数稳定值约为１．５１，而切角后的阻

力系数稳定值约为０．８４，减少了４４．４％．

切角模型与未切角模型的无量纲流速分布及无量

纲湍动能度分布，如图１０，１１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对于未切角的模型，尾流长度约为模

型宽度的３倍，且模型上、下壁面处剪切层厚度较大；切

角模型的尾流长度约为模型宽度的２倍，且模型上、下壁面处的剪切层厚度明显减小．由图１１可知：切

角之后，模型周围的湍动能有所增加，且尾流区湍动能的带长有所减短．

　　（ａ）未切角 （ｂ）切角

图１０　无量纲速度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未切角 （ｂ）切角

图１１　无量纲湍动能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　结论

　　１）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结合标准壁面函数对长方体截面柱的复杂绕流及气动特性进行仿真

计算，结果与既有文献吻合地较好，表明该模型在二维长方体柱的绕流模拟中具有较好的仿真效果．

２）对于０°方向角的模型，在一定范围内，阻力系数犆Ｄ、斯托哈数犛狋随着雷诺数的增加而有所增

加，当雷诺数犚犲＞０．６×１０
６ 时，阻力系数、斯托哈数基本保持不变；在相同雷诺数下，随着宽高比增大，

阻力系数犆Ｄ 随之减小，而斯托哈数犛狋随之增大．

３）在高雷诺数（犚犲＞１．０×１０
６）条件下，随着风向角α的增加，阻力系数犆Ｄ 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现

象；而斯托哈数犛狋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现象．

９２第１期　　　　　　　　　　 王珊珊，等：高雷诺数下二维长方形截面柱绕流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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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强度理论下小净距隧道

围岩塑性区新解

舒忠磊，常方强，林从谋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将小净距隧道中岩柱塑性区不重叠的极限塑性区半径定义为塑性区贯穿半径，考虑中间主应力的影

响，采用统一强度准则和Ｓｃｈｗａｒｚ交替法，对小净距隧道的弹塑性状态进行分析，推导小净距隧道塑性区半径

的解析表达式．通过算例，分析中间主应力、内摩擦角和黏聚力对理论解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两隧道净距大于

２．３倍的开挖半径时，两隧道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小，塑性区半径趋于一个稳定值，稳定值比单孔隧道塑性区半

径大１７．７％，可近似按照单孔隧道进行处理；小净距隧的塑性区贯穿半径随着统一强度参数、内摩擦角和黏

聚力的增大而减小；与同不考虑中间主应力作用相比，考虑中间主应力作用的塑性区贯穿半径减小９．１９％～

２０．７１％，充分发挥围岩的强度性能．

关键词：　小净距隧道；塑性区贯穿半径；复变函数理论；统一强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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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隧道之间水平方向的塑性区半径对小净距隧道的合理净距具有一定影响，当净距处于一个范围

时，中岩墙不需要进行加固，先后行洞的支护结构仅需做适当加强即可满足围岩稳定、结构安全的要求，

不致使造价显著增加．因此，确定小净距隧道的塑性区半径对其合理净距的判断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

意义．对小净距隧道塑性区半径的研究，Ｂａｒｌａ等
［１］通过有限元模拟两相邻并行隧道，研究了隧道不同间

距对隧道的影响．胡元芳
［２］基于限元数值计算方法，获得了城市双线隧道最小净距的合理值．张桂生

等［３］基于快速拉格朗日分析（ＦＬＡＣ３Ｄ）模拟了不同净距下隧道围岩塑性区的分布状况，将敏感突变阶

段出现之前的净距定义成合理净距．胡居义
［４］采用有限元法与强度折减弹塑性有限元方法进行研究，将

基于强度折减法运算的安全系数出现突变时的净距作为合理净距．门妮等
［５］采用有限元法，找出曲线最

小曲率点，从而判断小净距隧道的合理净距．虽然隧道围岩的弹塑性分析大都看做成平面应变问题，但

是在工程实际中，围岩始终处于三轴应力状态，即存在所谓的中间主应力效应［６］．宋伟超等
［７］提出并行

隧道塑性区贯穿半径的概念，基于Ｄ?Ｐ（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屈服准则建立了相邻水平并行隧道力学模型．

统一强度理论综合考虑了拉压强度差效应与中间主应力作用，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和广泛的适用性，在

许多领域应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８?９］．为研究考虑计算中间主应力效应的小净距隧道的合理净距及其

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统一强度准则和Ｓｃｈｗａｒｚ交替法
［１０?１１］，拟推导获得考虑计算中间主应力相邻水平小

净距隧道的塑性区半径的表达式，并与文献［７］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１　小净距隧道相互作用理论模型

１．１　弹性区应力求解

假定无限远处水平和竖向原岩地应力相等，均为犘．隧道模型１，２相对应的直角坐标系分别用

图１　小净距隧道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ｓｍａｌｌｓｐａｃｉｎｇｔｕｎｎｅｌｓ

狓１犗１狔１ 和狓２犗２狔２ 表示．记狕１ 和狕２ 分别为狓１犗１狔１ 和狓２犗２狔２

坐标系下的坐标，则两个直角坐标系的平移关系为狕１＝狕２＋犮，

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犮为隧道１和２的圆心间距．

　　为简便计算，使隧道模型位于同一水平线上．设φ１（狕１）和

ψ１（狕１）为狓１犗１狔１ 坐标系下的复应力函数．在狓２犗２狔２ 坐标系

下，两复应力函数可分别写成φ２（狕２）和ψ２（狕２）．首先，求出在

压力犘１＝犘２＝犘作用下，只存在隧道模型１的解．此时，两解

析函数分别用φ１，１（狕１）和ψ１，１（狕１）表示．φ１，１（狕１）和ψ１，１（狕１）在

狓２犗２狔２ 坐标系下分别写作φ１，２（狕１）和ψ１，２（狕１）．由于隧道模型

１的开挖在隧道模型２周边产生的多余面力可根据应力边界

条件求出，即

犳１，２ ＝φ１，２（狋２）＋狋２φ′１，２（狋２）＋ψ１，２（狕２）． （１）

　　为了满足模型２的孔边应力边界条件必须加上反面力犳１，２（狋２），进而可解出在－犳１，２（狋２）作用下只

存在模型２的解φ２，２（狕２）和ψ２，２（狕２）．

利用坐标变换狕２＝狕１－犮，可得到φ２，２（狕２）和ψ２，２（狕２）在狓１犗１狔１ 坐标系下的结果分别为解φ２，１（狕２）

和ψ２，１（狕２）．这时实现第１次迭代过程
［１２］，有

φ１，１（狕１）＝
犃狕１
２
－
犅狉２１
狕１
， （２）

ψ１，１（狕１）＝犅狕１－
犃狉２１
狕１
－
犅狉４１
狕３１
， （３）

φ２，１（狕１）＝
犅狉２

（珋犮）２

（狉
２
２

珋犮
）３

（狕１－犮＋
狉２２
珋犮
）２
－

３（
狉２２
珋犮
）２

狕１－犮＋
狉２２
珋

熿

燀

燄

燅犮

－

　　　　　　　　　　　
犅狉２２
狕１－犮

＋
犃狉２１
狉２２
狕１－犮

＋珋犮

＋
犅狉４１

（狉
２
２

狕１－犮
＋珋犮）

３

－
犅犮狉２１

（狉
２
２

狕１－犮
＋珋犮）

２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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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２，１（狕１）＝
犃狉２２
狕１－犮

犅狉２１
狉２２
狕１－犮

＋珋犮

－
犅狉２１狉

２
２

（狕１－犮）犮
２－

狉２２
狕１－犮

φ′２，１（狕１）－珋犮φ′２，１（狕１）． （５）

　　第１．５次迭代在第１次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由φ２，１（狕２）和ψ２，１（狕２）在孔１周边产生的多余面力为

犳２，１ ＝φ２，１（狕１）＋狋１φ′２，１（狋１）＋ψ２，１（狋１）． （６）

　　总的结果为

φ１（狕１）＝φ１，１（狕１）＋φ２，１（狕１）， （７）

ψ１（狕１）＝ψ１，１（狕１）＋ψ２，１（狕１）． （８）

　　在１次迭代之后，根据文献［１２］中数据，孔１周边多余面力为外荷载的７．０５％．因此，孔１周边的

应力边界条件（零面力）能够近似满足，孔２周边还存留多余面力，此时有

σ狉＋σθ＝４Ｒｅ［φ′１（狕１）］． （９）

σ狉－σθ＋２ｉτ狉，θ＝２［珔狕φ″１（狕１）＋ψ′１（狕１）］ｅ
２ｉα． （１０）

１．２　考虑中间主应力的统一强度理论

统一强度理论物理概念明确，具有多种表达形式，以材料的内聚力犮和内摩擦角φ作为基本试验参

数．当σ２≤
σ１＋σ３
２

＋
σ１＋σ３
２
ｓｉｎφ０ 时，有

犉＝ ［σ１－
１

１＋犫
（犫σ２＋σ３）］＋［σ１＋

１

１＋犫
（犫σ２＋σ３）］ｓｉｎφ０ ＝２犮０ｃｏｓφ０， （１１）

　　而当σ２＞
σ１＋σ３
２

＋
σ１＋σ３
２
ｓｉｎφ０ 时，则有

犉＝ ［
１

１＋犫
（σ１＋犫σ２－σ３）］＋［σ３＋

１

１＋犫
（犫σ２＋σ１）］ｓｉｎφ０ ＝２犮０ｃｏｓφ０． （１２）

　　当犫＝０时，双剪统一强度理论退化成 Ｍ?Ｃ（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准则；当犫＝１时，则退化成广义双剪屈

服准则［１３］；而当０＜犫＜１时，又能同其他的屈服准则相匹配．由于σ狉，σθ，σ狕３者相互正交，可以认为是３

个主应力．假定塑性区围岩体应变ε犞＝０，设围岩弹性区径向应力与切向应力依次是σ
（犲）
狉 ，σ

（犲）
θ ，分别为

σ
（狆）
θ ＝

犿
２
（σ
（狆）
狉 ＋σ

（狆）
θ ）． （１３）

式（１３）中：犿为中间主应力参数．

在平面应变情况下，材料达到塑性状态时，犿 趋近于１
［１３］，在塑性区内３个主应力的依次是σ１＝

σ
（狆）
θ ，σ２＝σ

（狆）
狕 ，σ３＝σ

（狆）
狉 ，且满足式（１２），故在进行塑性区应力计算时，采用统一强度准则的式子，将式（１３）

代入式（１２）中化简，有

σ
（狆）
狉 －σ

（狆）

φ ＝－（犓１σ
（狆）
狉 ＋犓２）． （１４）

式（１４）中：犓１＝
４（１＋犫）ｓｉｎφ
（２＋犫）（１－ｓｉｎφ）

；犓２＝
４犆０（１＋犫）ｃｏｓφ
（２＋犫）（１－ｓｉｎφ）

．

不考虑体积力时，平面应变问题的平衡方程为

σ
（狆）
狉

狉
＋
σ
（狆）
狉σ

（狆）

φ

狉
＝０． （１５）

　　将式（１４）代入式（１５）得

σ
（狆）
狉 ＝

犇
犓１

狉犓１－
犓２
犓１
． （１６）

式（１６）中：犇为积分常数，可由围岩的边界条件进行求解．

无支护情况下，在无限接近隧道１的位置时，由于受到隧道２的扰动，围岩径向应力等于多余面力

产生的应力σｆ，即σ
（狆）
狉 ＝σｆ，代入式（１６）中得

σｆ＝
２犃狉２１狉

２
２

（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２＋
２犃狉３１狉

２
２犱

（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３－

犃狉２２
（狉１－犱）

２－
犃狉２１狉

４
２

（狉１－犱）
２（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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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犃狉２１狉
４
２犱

（狉１－犱）（狉
２
２－犱

２
＋狉１犱）

３－
２犃狉２１狉

２
２犱
２

（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３． （１７）

　　在围岩弹塑性区交界处，围岩的应力状态同时满足弹性应力条件和塑性应力条件，则狉＝狉ｐ 时，有

σ
（犲）
狉 ＋σ

（犲）
θ ＝σ

（狆）
狉 ＋σ

（狆）
θ ．

将式（９），（１０），（１４），（１７）代入上述平衡方程中，有

４
犃
２
＋

犃狉２１狉
２
２

（狉２２－犱
２
＋狉ｐ犱）［ ］２ ＝ （２＋犓１）× （ ２犃狉２１狉

２
２

（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２［ ＋

２犃狉３１狉
２
２犱

（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３－
犃狉２２

（狉１－犱）
２－

犃狉２１狉
４
２

（狉１－犱）
２（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２－

２犃狉２１狉
４
２犱

（狉１－犱）（狉
２
２－犱

２
＋狉１犱）

３－
２犃狉２１狉

２
２犱
２

（狉２２－犱
２
＋狉１－犱）

３＋
犓２
犓１
）（狉
狉１
）犓１－

犓２
犓 ］
１

． （１８）

图２　塑性区贯穿半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ｒｏｃｋｐｌａｓｔｉｃｚｏｎｅ

式（１８）中：犃＝
犘＋犘
２
＝犘；犱为两小净距隧道的净距；狉ｐ

为隧道所对应的塑性区半径（将犱代入到式（１８）可得）．

若犱＝２狉ｐ，则得出两隧道塑性区半径刚好相交时贯穿半

径狉′ｐ，如图２所示．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Ｆｓｏｌｖｅ函数进

行求解，便可获得塑性区贯穿半径狉′ｐ．

２　算例分析

为验证理论计算的可行性，将文中公式与基于Ｄ?Ｐ

计算公式、基于 Ｍ?Ｃ及基于Ｄ?Ｐ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

比较．为方便比较数值模拟的结果，除统一强度理论参

数外，相关参数的取值同文献［６］：统一强度理论参数原岩应力犘＝２２ＭＰａ；凝聚力犮＝２ＭＰａ；内摩擦

角φ＝３０°；平均变形模量犈＝８．３ＧＰａ；容重γ＝２２ｋＮ·ｍ
－３；抗拉强度σ狋＝２ＭＰａ．

１）将Ｄ?Ｐ模型和 Ｍ?Ｃ模型模解与统一强度理论解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３所示．由于与文献［７］计

算所采用的强度理论不同，统一强度理论值比Ｄ?Ｐ屈服准则理论值要小，同张小波等
［１４］得出的结论一

致．理论推导结果略小于数值模拟的结果，但是在整体上与数值模拟结果有较好的吻合性，证明理论推

导的合理性．

２）在开挖半径为３ｍ条件下，采取同一强度准则计算间距为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ｍ时隧

道塑性区半径大小，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３　半径与塑性圈贯穿半径关系　　　　　　　图４　隧道间距对隧道塑性区范围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ｕｎｎｅｌｒａｄｉｕｓ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ｒｏｃｋｐｌａｓｔｉｃ　　　　　　　　　ｏｎｔｕｎｎｅｌｐｌａｓｔｉｃｚｏｎｅ　　　

由图４可知：在犱＝８，９，１０，１１ｍ时，两隧道的塑性区半径一直处于相交状态，并且覆盖整个中岩

墙，使其处于塑性区贯穿状态，在不进行相应处理的前提下，极易出现纵向贯通长裂缝［１５?１６］，最终导致中

岩墙坍塌，双洞连通形成塌落拱［１７?１８］．当犱＝１３～１６ｍ时，塑性区半径稳定在４．７４ｍ，并维持不变，表明

此时的两隧道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同均匀力场、无支护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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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主应力的单孔隧道塑性区半径对比［１９］为

狉ｐ＝狉
１－狆０／σ０

（１＋犮狋ｃｏｓφ狋／σ０）ｓｉｎφ槡 狋

．

上式中：狆０ 为支护反力，狆０＝０；狉为半径，狉＝３ｍ；ｓｉｎφ狋＝
２（１＋犫）ｓｉｎφ０
犫（１＋ｓｉｎφ０）＋２

．

当狉ｐ＝３．９０ｍ，隧道净距犱≥２．３狉时，两隧道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小，塑性区半径稳定值比单孔隧道

塑性区半径大１７．７％．

３）在φ＝２０°的情况下，小净距隧道塑性区贯穿半径狉，犫和犮之间的关系，如图５（ａ）所示．在犮＝２

ＭＰａ的情况下，小净距隧道塑性区贯穿半径狉，犫和φ之间的关系，如图５（ｂ）所示．

（ａ）凝聚力 （ｂ）内摩擦角

图５　不同对应的隧道塑性区贯穿半径狉′ｐ 与犫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ａｍｏｎｇｒａｄｉｕ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ｒｏｃｋｐｌａｓｔｉｃｚｏｎｅａｎｄ犫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狉′ｐ

由图５（ａ）可知：当统一强度参数犫一定时，小净距隧道的塑性区贯穿半径狉ｄ 随着黏聚力犮的增大

而减小；犮＝２．８ＭＰａ所对应的狉ｄ比犮＝２ＭＰａ所对应的减小１４．７１％～２１．３４％．因此，在围岩条件相同

时，中间主应力影响越大、黏聚力越强，小净距隧道的塑性区贯穿半径越小．

由图５（ｂ）可知：当统一强度参数犫一定时，内摩擦角φ越大，所对应的狉ｄ 越小，φ＝２６°所对应的狉ｄ

比φ＝２０°所对应的减小６．４０％～１８．２７％．可见，相同情况下，土颗粒的表面摩擦力，颗粒间的嵌入和联

锁作用产生的咬合力越大，塑性区贯穿半径越小．

由图５可知：当围岩的黏聚力犮一定时，小净距隧道的塑性区贯穿半径狉ｄ随着统一强度参数犫的增

大而减小，犫＝１所对应的狉ｄ比犫＝０所对应的减小１４．０６％～２０．７０％；当φ一定时，统一强度参数犫越

大，所对应的狉ｄ越小，犫＝１时所对应的狉ｄ比犫＝０所对应的减小９．１９％～２０．７１％；相同情况下，统一强

度中间主应力影响越大，即统一强度参数犫值越大，等同于隧道围岩的围压变强，围岩的等效强度提高，

最终使得围岩承载能力提升，从而减小了塑性区贯穿半径狉ｄ．

３　结论

１）针对小净距隧道围岩的支护特点，利用统一强度理论和Ｓｃｈｗａｒｚ交替法，推导出小净距隧道中

岩墙保持稳定时的塑性区贯穿半径，以及不同隧道净距下的塑性区影响范围，解析解具有广泛意义．取

犫＝０，即犮犻＝犮及φ狋＝φ，则获得的半径公式是在岩土工程中大量应用的摩尔?库伦屈服准则条件下的小

净距隧道塑性区半径公式，取犫＝０，则能够得到基于Ｔｒｅｓｃａ准则计算结果．

２）中间主应力影响越大，即统一强度参数犫值越大，等同于隧道围岩的围压变强，围岩的等效强度

提高，最终使得围岩承载能力提升．为此，考虑中间主应力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发挥围岩的强度性能，优化

支护设计．

３）当隧道净距犱≥２．３狉时，两隧道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小，塑性区半径稳定值比单孔隧道塑性区半

径大１７．７％，表明此时隧道可以近似按照单孔隧道进行处理．在隧道施工时，合理选择隧道净距，使其

既能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又能达到成本的最优化．

４）围岩的黏聚力越强，围岩内损伤破坏的区域便会越小；围岩的内摩擦角从微观角度，表示土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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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摩擦力，颗粒间的嵌入和联锁作用产生的咬合力，内摩擦角越大，岩体抵抗变形破坏的能力越强，

小净距隧道的塑性区范围便会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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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业主方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技术应用难题，在识别ＢＩＭ 技术应用风险的基础上，运用重要性

指数和聚类分析对风险因素进行筛选．通过德尔菲法获得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构建业主方的风险网络．利

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对风险网络的密度、凝聚力和中心性进行分析，确定风险网络中的关键风险因素．针对关

键风险因素提出应对措施，并对措施效果进行检测．结果表明：ＣＲ４（对ＢＩＭ 的认知不足）、ＣＲ２（投资收益率

低）、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和ＣＲ１０（ＢＩＭ 专业人才的匮乏）等４个风险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引

起其他风险发生的重要因素，网络复杂程度和关联关系都明显降低．

关键词：　建筑信息模型；业主方；风险因素；风险网络；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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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城市之一，其ＢＩＭ技术的应用及政策法规的制定在国内均处于较领先的位置，在《２０１６上海市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与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上海大规模建设处于低位增长期，企业特别是业

主对于ＢＩＭ技术认识不够．因此，从当前ＢＩＭ发展形势来看，业主对ＢＩＭ 技术的认知水平和态度应该

得到关注．要使业主方积极倡导和推广建筑信息化技术，基于业主视角研究ＢＩＭ 技术应用风险有一定

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杨冬梅等
［１］总结业主方ＢＩＭ应用面临组织、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阻碍，并针对潜在风

险提出ＢＩＭ技术评价体系．秦旋等
［２］基于市场推广视角，指出当前中国市场业主、设计等单位并没有感

受到ＢＩＭ带来明显的收益和优势．从国内ＢＩＭ 的研究中可知，关于业主方ＢＩＭ 技术应用的研究大多

侧重于ＢＩＭ技术对业主方的影响，有关ＢＩＭ技术的风险研究并不多，特别是涉及因素间影响关系的研

究更加稀少．本文以业主方的视角，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ＢＩＭ技术应用风险网络，有利于业主方

进一步认识、评估和管理ＢＩＭ技术应用风险，从而提高风险管理效率．

１　研究思路和风险因素的辨识

１．１　研究思路

首先，辨识业主方可能面临的制度、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各类风险，并针对各风险因素给出具

体解释．面对众多风险因素，研究采用重要性指数排序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去除相对不重要和较类似的

风险．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风险网络中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和传递关系，以动态变化

的视角分析网络中的节点，利用中心性分析确定风险网络中的关键风险因素．最后，提出业主方ＢＩＭ 技

术风险应对策略，并对策略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研究的主要分析思路分为４部分：１）辨识风险；２）确定

风险因素间关系；３）建立风险网络并分析；４）管理措施的提出及有效性检测．

１．２　风险因素的识别

通过相关案例分析，得出基于业主视角的２６个ＢＩＭ 应用风险因素．为消除风险因素间的相似性，

明确因素的内涵，保证所定义和识别的因素是边界清晰和准确的，需要用重要性指数和聚类分析对风险

因素进行筛选，最终得到的风险因素，如表１所示．

表１　风险因素

Ｔａｂ．１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编号 因素 文献源 解释

ＣＲ１ 存在数据安全、准确性等问题 ［３?４］ 数据存储形式存在隐患，增录信息的审核不健全

ＣＲ２ 投资收益率低 ［３，５?６］
更新和审核ＢＩＭ数据会增加额外成本；资金投入
巨大和收益不明显

ＣＲ３ 缺乏ＢＩＭ合同及相关契约文件 ［３?４］
缺乏责任分配的相关标准；缺乏相关标准合同范
本；缺乏适用保险条款

ＣＲ４ 对ＢＩＭ的认知不足 ［３?５，７］
应用目标缺乏或不合理；对ＢＩＭ有认识误区，消
极对待该项技术

ＣＲ５ 国内缺乏相应ＢＩＭ数据标准 ［３，５，７］ 软件种类多，标准不同，交互存在困难

ＣＲ６ ＢＩＭ软件之间交互性不足 ［３?５］ 数据导入导出存在问题

ＣＲ７ 缺乏项目的交流及经验 ［３?４，８］ 优秀案例不多，借鉴性不足

ＣＲ８ 缺乏协同交互平台 ［４，８］ 难以实现各阶段信息的共享

ＣＲ９ 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 ［３，７?８］ 传统模式以固化，难以改变

ＣＲ１０ ＢＩＭ专业人才的匮乏 ［３，５，８］
ＢＩＭ团队专业人才不足，ＢＩＭ职业发展途径不明
确

ＣＲ１１ 企业内部的激励政策不足 ［６］ 管理者不够重视，激励政策不足

２　业主方风险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通过两轮筛选上述风险因素，得出较为科学的风险清单，但仅考虑因素间排序上的重要性，易忽略

因素间相互连接的网络关系．因此，在风险因素筛选的基础上，应用社会网络分析（ＳＮＡ）方法进一步研

究风险因素间的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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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和各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集合，其中：点代表社会行动者；连线代表行动者之

间的关系．行动者可以是任何一个社会单位或社会实体，关系常表示具体的联络内容或者现实中发生的

实质性关系，而且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９］．国内外学者将ＳＮＡ方法应用到风险管理中，为项目风险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秦旋等［１０］把该方法应用到绿色建筑项目的风险网络分析中．Ｌｉ等
［１１］认为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可以对因素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通过中心性分析明确网络中的节点和关系，反映点在网络中

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借鉴上述文献的思路，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业主方应用ＢＩＭ 技术的

风险因素，用中心性分析判断网络中的关键风险因素．

２．２　风险网络的构建

风险因素间影响关系的获取，采用了德尔菲法向３０位专家征询意见，每位专家对ＢＩＭ技术应用风

险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有丰富的ＢＩＭ项目实践经验．首先，以匿名的方式邀请他们对风险因素间的影

响关系作出判断．影响关系分别为有影响和无影响两类，对收集到的结果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匿名反

馈给各专家，再征求意见，如此循环往复２次．两轮之后，专家看法基本收敛，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ＢＩＭ

技术应用风险网络邻接矩阵，如表２所示．表２中：若行所在的风险因素犻对列所在的风险因素犼有影

响，则在邻接矩阵中第犻行犼列填１；否则为０．

表２　ＢＩＭ技术应用风险网络邻接矩阵

Ｔａｂ．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ＢＩ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新编号 ＣＲ１ ＣＲ２ ＣＲ３ ＣＲ４ ＣＲ５ ＣＲ６ ＣＲ７ ＣＲ８ ＣＲ９ ＣＲ１０ ＣＲ１１

ＣＲ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ＣＲ２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Ｒ３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ＣＲ４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ＣＲ５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ＣＲ６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ＣＲ７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Ｃ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ＣＲ９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ＣＲ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ＣＲ１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图１　风险网络图

Ｆｉｇ．１　Ｒｉｓｋ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３　业主方风险网络的分析

２．３．１　网络的规模分析　利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通过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Ｎｅｔｄｒａｗ?Ｆｉｌｅ?Ｏｐｅｎ操作，选择邻接矩阵文件，输出风险网络，如

图１所示．图１中：矩阵中数字１以箭头的形式呈现，靠近箭头一

侧的因素表示该因素被影响．

由图１可知：节点间的相互影响较频繁，各节点受到的影响

均较多．利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得出网络图密度为０．６９０９，关系数

为７６，网络的平均距离为１．３０９（即风险因素平均经过１．３０９条

线，即可影响其他因素），聚类系数为０．８４５．风险因素之间的联系

较紧密，对风险管理提出较高要求．

２．３．２　中心性分析　用网络的密度和可达性分别衡量风险因素

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和便捷程度，但要准确和科学地衡量网络中节点及节点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进

行中心性分析．选取中心性分析中的３类经典指标进行度量，即度数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

１）度数中心性分析．借助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按照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步骤输出点度中心性

的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节点出度衡量一个风险因素影响其他风险的程度，入度表示一个风险

因素被其他风险影响的程度．网络中心性分析指标，由表３可知：排列靠前的６个因素是 ＣＲ１０（ＢＩＭ 专

业人才的匮乏）、ＣＲ７（缺乏国外项目的交流及经验）、ＣＲ２（投资收益率低）、ＣＲ４（应用目标及计划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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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合理）、ＣＲ５（国内缺乏一定的ＢＩＭ数据标准）和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

表３　网络中心性分析指标

Ｔａｂ．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ｅｘ

编号
点度中心度

点出度 点入度

中间中心度

绝对中间中心度 相对中间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内接近中心度 外接近中心度

ＣＲ１ ３ ８ １．４２６ １．８８９ １２ １７

ＣＲ２ ９ ９ ９．７６７ １０．８５２ １１ １１

ＣＲ３ ７ ６ ２．３１０ ２．５６６ １４ １３

ＣＲ４ ９ ７ ２．１６０ ２．３９９ １３ １１

ＣＲ５ ８ ６ １．７００ １．５８５ １４ １２

ＣＲ６ ４ ７ １．０３３ １．１４８ １３ １６

ＣＲ７ １０ ４ １．０４３ １．１５９ １６ １０

ＣＲ８ ２ ９ １．２９３ ２．０４８ １１ １７

ＣＲ９ ７ ７ ５．８３３ ６．４８１ １３ １３

ＣＲ１０ １０ ６ ５．５９３ ６．２１４ １４ １０

ＣＲ１１ ６ ７ １．８４３ １．４３７ １３ １４

　　把节点的出度、入度反映到坐标体系中，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在风险网络中，节点出度越大、入

图２　风险网络点度中心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ｒｉｓｋ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ｏ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度越小，说明该风险在网络中处于主要地位，对其他风险产生

的影响越大，被影响程度越小，在风险传导中扮演风险源的角

色；风险网络中风险的传导大致是由出度大、入度小的风险因

素传导至入度大、出度小的风险因素（沿箭头方向由图的左上

角传导至右下角的过程）．

由图２还可知：ＣＲ７（缺乏项目的交流及经验）出度大，入度

小，在ＢＩＭ应用初期，缺乏实际项目的指导与借鉴．因此，技术

的不确定性降低业主方在项目中应用ＢＩＭ的主动性，该风险在

网络中处于风险源的位置；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

变）出度、入度相当且处于中等状态，ＢＩＭ 作为一种新技术，各

方面尚未成熟，业主方对新的工作和管理模式持怀疑态度，同

时，由于ＢＩＭ技术强调各参与方的协同工作，需要共享工作成

果．因此，要使用ＢＩＭ技术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流程，工作模式要由直线式转变成圆桌式；

ＣＲ８（缺乏协同交互平台）在风险网络中处于风险结果的位置，ＢＩＭ 区别于传统３Ｄ建模软件的根本在

于数据信息的整合应用，但当前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法律缺失、专业人才不足及软件不兼容等问题，使

得协作平台共享各阶段的ＢＩＭ数据信息有一定困难，对业主方ＢＩＭ技术采纳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２）中间中心性分析．中间中心度表示的是该节点在多大程度落在其他两个节点连线之间，衡量行

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程度．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中，通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Ｆｒｅｅｍ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Ｎｏ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输出网络的中间中心度结果（表３）．由表３还可知：中间中心度指数越高，该风险具有的影

响力越大，在因素触发路径上充当关键中介和沟通桥梁的作用越明显；在网络中，中间中心度较高的６

个节点对应的风险因素编号是ＣＲ２（投资收益率低）、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ＣＲ１０

（ＢＩＭ 专业人才的匮乏）、ＣＲ３（缺乏ＢＩＭ合同及相关契约文件）、ＣＲ４（应用目标及计划缺乏或不合理）、

ＣＲ１１（企业内部的激励政策不足）．

３）接近中心性分析．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一个节点以最短路径到达所有其他节点的能力．接近中

心度值的大小决定该因素在网络中处于核心还是边缘位置，其值越小，该风险因素越不受控制，在网络

中越处于核心地位，被影响程度大．应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经过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输出的结

果（表３）．由表３还可知：外接近中心度较小的６个节点编号分别是ＣＲ７（缺乏项目的交流及经验）、

ＣＲ１０（ＢＩＭ 专业人才的匮乏）、ＣＲ２（投资收益率低）、ＣＲ４（对ＢＩＭ 的认知不足）、ＣＲ５（国内缺乏一定的

ＢＩＭ数据标准）和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说明６个节点较不受控制，处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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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风险因素分类　根据中心度分析结果，把风险分为４类，即出度高，出度适中，较低和低．风险分

类示意图，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以下４点．

１）第１类风险，出度大，入度小，中间中心度小，受其他风险影响小，属于不可控风险，此类风险大

多为国家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风险．业主方可通过风险转移的方式化解危机，在研究中并未涉及．

２）第２类风险为ＣＲ２（投资收益率低）、ＣＲ３（缺乏ＢＩＭ合同及相关契约文件）、ＣＲ４（应用目标及计

划缺乏或不合理）、ＣＲ５（国内缺乏一定的ＢＩＭ数据标准）、ＣＲ７（缺乏项目的交流及经验）、ＣＲ９（传统思

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ＣＲ１０（ＢＩＭ 专业人才的匮乏）．该类风险出度、入度适中，在网络中较活跃，

接近中心度适中，中间中心度较大．此类风险应引起业主方的关注，是需要业主方应对的主要风险因素，

图３　风险分类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ｒｉｓｋ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管理该类风险应以事前控制和主动控制为主．

３）第３类风险为ＣＲ１１（企业内部的激励政策不足）、ＣＲ６（ＢＩＭ

软件之间的交互性不足）和ＣＲ１（存在数据安全、数据准确性问题）．

该类风险入度大，出度较小，接近中心度小，中间中心度相对较小，对

其他风险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该类风险业主方只需控制好其他

风险，自然可以规避．

４）第４类风险为ＣＲ８（缺乏协同交互平台），该类风险位于图的

右下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他因素所累积导致的．因此，管理者只

要管控好上游风险，该类风险会迎刃而解．

３　管理措施及有效性检验

根据风险网络中心性分析可知，第２类风险因素应引起业主方重视．由于接近中心度与点度中心度

作用相同．因此，关键风险因素只需考虑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两类指标，即同时满足这两类指标的

风险因素即为关键风险因素．关键风险、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分析．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分析，

如表４所示．

表４　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分析

Ｔａｂ．４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风险管理措施 措施有效性检测

编号 关键风险因素 具体措施

ＣＲ２
投资收
益率低

实施ＢＩＭ时，有长远眼光，采取由点及面的方式，
先实现局部应用价值，再实现整体应用价值

政府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和信
息共享

ＣＲ４
对ＢＩＭ的
认知不足

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消除对新技术的抵触心
理，让员工真正理解ＢＩＭ的内涵

在企业认知方面，企业应实事求是，逐步设置工程
试点，从而扩展到多阶段、多应用形式

ＣＲ９

传统思维
模式和管理
方式未转变

与精益思想融合，制定精细化的ＢＩＭ应用管理计
划并实时跟踪，确保计划的有效执行

采用ＩＰＤ模式，加强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交互作用、
信息流动、资源利用和知识积累

ＣＲ１０
ＢＩＭ 专业
人才的匮乏

与高校的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在组建ＢＩＭ团队时
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确保团队的专业性

企业需根据自身特点、员工特性及工作内容等方
面，制定培养策略，保障ＢＩＭ人才的专业性

网络图密度从０．６９０９降低到０．４２３６，降
低了３８．６９％，节点间平均距离从１．３０９
增加到１．４９３，增大了１４．０１％，聚类系数
从０．８４５下降到０．６１１，减小了２７．６９％

　　ＣＲ４（对ＢＩＭ的认知不足）、ＣＲ２（投资收益率低）、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和ＣＲ１０

（ＢＩＭ 专业人才的匮乏）４个风险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引起其他风险发生的重要因素．上述４个关键风险

因素在网络中充当“活跃行动者”和“桥”的角色比较明显．因此，针对该４项因素提出具体管理措

施［１２?１３］，整个风险网络的节点聚集程度减弱，风险间相互影响降低，节点联系的紧密程度下降，表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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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有效的．

４　结论

在识别ＢＩＭ技术应用风险的基础上，基于重要性指数大小和聚类分析把２６个风险因素归类为１１

个．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风险网络的密度、凝聚力和中心性，得出ＣＲ２（投资收益率低）、ＣＲ４（对

ＢＩＭ的认知不足）、ＣＲ９（传统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未转变）和 ＣＲ１０（ＢＩＭ 专业人才的匮乏）４个风险因

素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排名较靠前，确定为关键风险因素．

基于ＳＮＡ的风险网络分析可帮助业主方理解和掌握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风险因素间复杂的网络关

系，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可降低网络的复杂度，减少风险因素间的传播叠加影响，实现对ＢＩＭ 技术

应用的风险管理，提高企业应用ＢＩＭ技术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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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构筑物功能需求的力层级构成响应

王瑜１，２，陈震３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０６；

２．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６；

３．江苏开放大学 传媒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３６）

摘要：　为了满足景观构筑物对竖向、跨向、遮蔽、围合等方面的功能需求，以及日益多样化与模糊化的发展要

求，将单纯的结构力学问题转化为拓展景观构筑物设计的思维与方法．通过塔式结构的层级秩序调度，以截面

作用、形态作用与向量作用结构体系为主层级结构两种方式实现层级的强化；而通过构件的无差别化与构件

的相互支承两种方式实现层级的弱化．研究结果表明：层级的强化与弱化均是内在物理法则的物质表达，能够

有效地促进建筑与结构的整合，在实现景观构筑物自身功能需求的基础上，为其形态的创新生成提供坚实有

力的技术支撑．

关键词：　景观构筑物；功能需求；层级强化；层级弱化；塔式结构；主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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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织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上所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了具有质的差异性系统等级．层

次性便是反映这种不同的系统等级或系统中的等级差异性．层次是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或系统外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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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集合．它可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形成一类新的子系统，也可以是相

对独立，但属性相似的集合体［１］．建筑系统的子系统———结构系统通常按照其内在的约束机制分层级、

分类型组织秩序而形成，层次性是其一种基本特征．隶属于结构系统的力量表现出分层级传递的特征，

通常包括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的层，即水平体系与竖向体系，如梁柱结构是由一系列的梁、面板和柱构

件组成．各层次之间既各司其职，也相互联系，相邻上下层间相互牵制，但不能支配另一方，均需服从所

属的共同层级整体，结构层级中较低层次构件的布置通常确定了竖向体系的必要安排；反之，竖向体系

的类型与几何的选取也就先期设定了最佳的层次布置与适宜的水平体系的性质．由于景观构筑物的建

筑与结构的天然一体性，景观构筑物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对结构形态的驾驭，其功能需求的满足很大程

度上依赖力量的合理组织．本文通过发现结构内在的力流组织法则，即层级构成的规律，探讨应用于景

观构筑物功能需求的层级的强化与弱化两种方式．

１　景观构筑物的功能需求

建造景观构筑物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人的使用，其功能需求（主要是物质需求）囊括了竖向、跨向、

遮蔽、围合、抬升和动态６种．

１）竖向是指构筑物对空间高度的追求，藉由高度所带来的便利为人所用，涉及广播、电视、通讯、观

光、导航、照明、供水、排风（烟）、训练、监测等多种用途．

２）跨向是指当人无法依靠一己之力跨越障碍物，借助一定的外在力量实现跨越和沟通，从而顺畅

地由一端到达另一端，如景观桥、街桥（人行天桥）、铁路桥、公路桥、公路铁路两用桥、管线桥和渡槽等．

３）遮蔽是通过悬浮于空中的水平界面即屋顶实现的，森佩尔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基于实用需求

的技术操作，因而，在起源处就必然与一定的制作方式和形式相联系，与遮蔽需求相对应的形式便是屋

顶［２］，此类构筑物涵盖了所有类型的亭、廊、榭、舫、入口雨棚、公交站台、汽车与火车客运站月台顶棚、温

室大棚及动物园笼架等．

４）围合是构筑垂直向的界面以区隔内外，用“围”这种物质形式产生出内部空间供人使用，维护自

身的舒适与安全，如柱列、景墙、围墙、挡土墙、防音壁、户外观演构筑物，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墙等．

５）抬升指的是抬升地面，其原始动机不在于与外界的隔断，而在于支撑起活动的场所，而今该方式

还可用于规制人类的行动，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满足远眺、观景等需求，如各种类型的观景平台、休闲

驳岸、树屋、楼阁、儿童游乐设施等．

６）动态即为顺应剧变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产生诸多新的社会需求，进而对景观构筑物提出新的功能

要求，使用功能越发表现出不确定性，有的是突发性的，有的是临时性的，有的则是更迭往复的．鉴于自

身的优势，运动结构［３］使构筑物进行调整与变换迎合人的需求成为可能，它所应对的动态需求是以上竖

向、跨向、遮蔽、围合，以及抬升各种使用功能的综合，并以动态的方式实现功能之间的快速转换［４］．

２　层级的强化

调节与控制能力的缺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增加组织层级来补偿［５］．层次的增加一方面使系统结

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每一层次的划分又会使系统在属性功能上得到一次简化［１］．将其应用于结构系

统，即通过层次化构成的调度，也就是增加组织层级增强控制力，能发挥良好的力学性能，从而有效地引

导力流在空间形态中的分布与传递．

２．１　通过塔式结构实现空间的竖向延展

自立式的塔式结构属于高耸结构，横向荷载起着主要作用．其力学模型相当于悬臂梁，在横向荷载

作用下，呈现上部截面较小，下部结构较大的结构形式［６］．作为主层级的塔身，其功能主要集中为两类：

一是作为载体，将某种工艺装置举向高空；二是将烟气通过杆身内管道排向高空．前一类重在将位于塔

顶装置的重力荷载、活荷载及风荷载经由塔身导向基础；后一类则重在维持塔体自身的稳定性．

２．１．１　利用空间桁架形成向量作用结构体系　桁架在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下，各杆件主要承受轴向拉

力或轴向压力，两力共同作用形成能够改变力向且不需中间支承就能传递荷载跨越长距离的机制．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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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仅作用于跨向，还作用于竖向上的延展，以较少的结构材料换取较大的空间刚度，体现出结构的实

效性．结构的构成方式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塔柱为一水平截面为正多边形、外轮廓呈抛物线形

或折线形的棱，如位于巴西首都高２２４ｍ的巴西利亚电视塔（图１），塔形呈锥形，正四边形空间桁架结

　图１　巴西利亚电视塔 图２　埃菲尔铁塔

　Ｆｉｇ．１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ＴＶｔｏｗｅｒ　Ｆｉｇ．２　Ｅｉｆｆｅｌｔｏｗｅｒ

构；另一种是以３或４根钢管构成一个大格构柱，再由数

个大格构柱之间的连接桁架（隔一定间距设置）构成塔体

的组合型塔．

以空间桁架作为主层级结构，与圆盘形塔楼的悬挑

桁架结构、球形塔楼的网壳结构、田字形塔楼结构，以及

悬挑结构平台等次层级结构进行组合，有利于抵抗横向

作用力和垂直重力的双重作用．最著名的案例是埃菲尔

铁塔（图２）．塔脚是由４个角铁和扁铁构造成的空间桁

架角柱，底部大面积铺展以增加横向抗风的能力，清晰地

表明其稳定性，向上逐渐变窄的形态有助于减小风压．角

柱倾斜５４°，在标高５５ｍ 处，由第一平台（水平横梁支

承）相互连接，标高１１５ｍ的第二平台再次将４个角柱相连，向上转化为１８９ｍ高、细长的、近乎垂直的、

刚性很大的方尖塔直通顶部平台［７］．

２．１．２　通过钢筋混凝土管筒实现空间竖向上的扩展　塔顶支承大型塔楼结构，受力最为合理的结构方

案莫过于钢筋混凝土管筒结构．通过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代替钢结构，减少了结构受风压产生的弯曲变

形，由风力或气涡流引起的摇摆，也通过钢筋混凝土的耗能性能加以避免．常见的圆形截面的塔柱可将

风力的影响减至最小，而小型钢筋混凝土塔的截面形式则更加多样化，也有用３片结构呈三叶形或４片

结构呈十字形截面共同擎起塔楼的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管筒为主层级结构，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符

合技术要求，并以优雅而纤细的形态形成对各种形式塔楼的有力支持．

德国汉堡海因里希的荷尔茨塔（图３）塔体为钢筋混凝土管筒结构，标高１５０，１２５ｍ设有两处塔楼，

主要受力结构为预应力混凝土薄壳，分别作为发射中心与旋转餐厅、观光平台．主层级结构良好的受力

性能保证了其上部次层级结构的功能运作［８］．

布拉格电视塔（图４）主层级结构为３个钢筋混凝土管筒结构（一大两小），上下３个方形塔楼均沿３

个方向悬挑而出，将３个筒体联成一体，增加了结构的刚度．标高６３ｍ的塔楼设有餐厅，标高约１００ｍ

的塔楼设有望层，塔顶还设有露天平台，各种功能被整合于竖向扩展的空间内．

　图３　汉堡海因里希的荷尔茨塔 图４　布拉格电视塔　

　Ｆｉｇ．３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ｒｔｚｔｏｗｅｒ Ｆｉｇ．４　ＰｒａｇｕｅＴＶｔｏｗｅｒ

２．１．３　利用双层筒体的组合提供空间竖向扩展的足够刚度　双层筒体（又称筒中筒）由内筒和外筒组

成．内筒一般为刚性结构，由多根钢管构成一个兼具抗压、抗弯的空间桁架结构或是钢筋混凝土管筒结

构，内设楼梯和电梯井道等．外筒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
［６］．柔性外筒以钢索、钢绞线或不能作为压杆的细

长杆件构成，一旦进入受压模式便退出工作，索的两端分别固定于基础及悬挑于刚性内筒的桁架外端节

点上．内筒及悬挑桁架为刚性杆，外筒为柔性杆，是一个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单元构成的强非线性体系．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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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外筒一般是由数十根等角度空间斜向排列的直线状斜柱构成一个双曲抛物面，杆件均为刚性构件，可

视为整体空间桁架，内外筒之间亦由塔上的桁架系统与塔下的基础相连接．因外斜柱一部分受压，故在

适当高度处内外筒之间还要增设横隔．内筒承受压力和部分弯矩，外筒与之相连并协调工作，构成整个

塔的有效而经济的抗水平侧向力结构．

德国斯图加特的基乐斯山观景塔为索网塔（图５），内筒为一高４１ｍ、直径仅为５０ｃｍ的塔柱，外筒

为索网结构．在位于８，１６，２４，３１ｍ标高处设有４个观景平台，２个呈１８０°错开的螺旋式楼梯分别用于

上下交通．观景平台与楼梯悬挂于四周由４８根钢索编织而成的索网结构上，交叉索网体系悬挂在高

３３．５ｍ的压力环与圆形基础之间．塔柱与索网共同承担竖向力，一部分通过预张拉的索向下传递，一部

分导向上部的压力环上，对塔柱施压，塔柱受压而在索网内产生预应力．通过施加预应力，索网可以承担

平台和楼梯的质量，并在风力作用下保持稳定，而不会使索松弛．连接塔柱与索网的平台，由凹形薄板放

置在辐射状的梁上，增强了塔身的横向刚度，促使整个系统得以稳定［８］．

（ａ）全景图 （ｂ）立面与平面图 （ｃ）结构原理　　　

图５　斯图加特的基乐斯山观景塔

Ｆｉｇ．５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ｉｌｌｅｓｂｅｒｇ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ｔｏｗｅｒ

刚性外筒的案例是总高度达６１０ｍ的广州新电视塔（图６），它由高４５４ｍ的主塔与高１５６ｍ的天

线桅杆构成．主塔竖向传力结构由混凝土内筒与钢结构外筒组合而成，内筒为１４ｍ×１７ｍ的椭圆，外

筒由２４根倾斜的钢管混凝土直柱、４６道钢环杆和４５道钢斜撑组成，由底部和顶部２个不同直径且相

互转动、错心的椭圆各２４个点对应拉直线构成．外筒节点刚接，提高了外筒刚度与整体稳定．外筒和内

筒下端均支承在塔座上，上端功能区放射状布置的钢梁联系混凝土内筒和钢结构外筒支承起楼面，但混

（ａ）全景图 （ｂ）竖向构件组成示意图

　　　（ｃ）外框柱定位图 （ｄ）典型楼层结构示意图 （ｅ）腰部透空区水平支撑布置

图６　广州新电视塔

Ｆｉｇ．６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ｎｅｗＴＶｔ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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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凝土楼板并没有与外筒钢柱直接相连，加强了外筒的稳定性，透空区除腰部设有４道支撑外，内外筒之

间彼此再无连接［９］．

２．２　空间面域扩展、跨向延伸与组织自由性的实现

截面作用结构体系中的刚架结构，形态作用结构体系中的悬索结构和拱结构，以及向量作用结构体

系在外力作用下，均具有较为突出的结构性能，将其应用为主层级结构，并通过与膜、折板、薄壳、网壳、

网架等次层级结构共同组成杂交结构，可轻松驾驭较大尺度的空间．主次层级的构成有利于整体性能的

发挥与整体结构的力流组织，解放次层级结构而实现空间的灵活多变以适应构筑物多元的功能需求．

２．２．１　以刚架作为主层级结构　作为主层级结构的刚架结构有效性虽不高，但结构的连续性使景观构

筑物能获得更大的内部空间与设计的自由度，与作为次层级的其他结构形式结合运用有利于空间在面

域上的拓展．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郊区一户人家后院里的茶室（图７），其主层级结构为两榀钢结

构刚架，位于主梁处通过水平向的交叉斜撑将两榀刚架联系起来，确保整体结构的横向稳定．钢结构的

茶室经拉杆悬挂于刚架下方，犹如日本灯笼一般悬浮在地面上，构成次层级结构，是主人饮茶、冥想及举

办家庭聚会的场所．主体结构强有力的支承提供了必要的刚度支持，方才造就了次级结构的轻盈．

２．２．２　以拱作为主层级结构　刚性拱在荷载变化的情况下，仍能够一直保持原始形状．支座处常设计

为能够承受竖向和水平反力，以及弯矩的支墩，或用拉杆来承受水平推力，从而将拱所接收到的荷载传

至基础或下一层级的竖向体系．以拱结构作为主层级结构，可为结构整体提供主要刚度和边界支承条

件，与次层级的桁架、网架、壳体和悬索等结构相互组合、共同作用．联合国临时雨篷（图８）毗邻新建的

临时的联合国大会大楼，用作入口与安保空间，采用一系列扭曲呈一定Ｓ弧度的预制钢桁架拱作为主层

级结构，并将荷载传至与两侧拱脚铰接的高矮不一的立柱上．同拱相组合的是次一级的膜结构，它作为

张拉构件参与结构受力，使荷载均匀分布．

图７　大卫·吉姆森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茶室 图８　联合国临时雨篷　　　　

Ｆｉｇ．７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Ｊａｍｅｓ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Ｆｉｇ．８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ｗｎｉｎｇ　

２．２．３　以斜拉结构作为主层级结构　斜拉结构是一种有着一系列直线形缆索定点地支承着一个刚性

水平构件的结构［１０］．它除了在桥梁之类满足跨向需求的景观构筑物中广泛应用，还可与其他类型结构

组成各种混合结构，服务于空间面域扩展的要求．作为跨越构件的次层级结构，如梁、板、桁架、网架、网

壳等，可与塔柱顶端伸出的呈辐射状的缆索相连，将受弯构件的传力途径改为由缆索和塔柱承受拉力和

压力的传力路径，沿塔柱传递给地基．一方面，由于附加支承点的存在而使得结构覆盖的空间大增；另一

方面，次层级结构因附加支承点而减轻了原有结构构形跨度上的压力，缆索布置得紧密，可采用相对较

小的次层级结构，缆索布置得宽松，则要采用尺寸和刚度越大的次层级结构，尤其是当跨度超出了跨越

构件正常可能达到的距离时，采用斜拉结构是最有效的．

德国公共电视频道ＺＤＦ的户外场地建有一处用于遮阳避雨的景观构筑物（图９），以保证在恶劣的

天气下仍然能够正常地表演和广播．预制的桁架梁通过斜拉索悬挂于６根２０ｍ高的桅杆上，受拉的斜

拉索对梁提供多点弹性支承，并将梁承受的荷载传递至桅杆，再由桅杆传到基础．梁在斜拉索的支承下，

仿佛多个弹性基础上的小跨径连续梁一般工作，使梁内的弯矩大大减小．因而，梁的尺寸较小，结构自重

较轻，跨越能力突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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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以悬索结构作为主层级结构　悬索结构是目前跨越能力最强的桥型体系之一，它是用悬挂在两

边塔架之间的强大主缆为主要承重构件的悬吊结构．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吊杆将荷载传递到主缆上，使

主缆承受拉力，主缆支承在塔架上并最终锚固于桥两端的锚碇中，从而将荷载通过塔架和锚碇传至基

础．也可将主缆直接锚固在主梁上，形成自锚式悬索桥．另外，把悬索结构应用到具有遮蔽功能的景观构

筑物中，与其他结构方式进行杂交，既能有效增强结构对空间的覆盖力，又具有意想不到的景观效果．当

然，悬索结构发挥优势的领域仍主要集中在桥梁一类的景观构筑物上．

ＳａｎｚｐｏｎｔＡｒｑｕｉｔｅｃｔｕｒａ设计公司名为动态变形螺旋桥（图１０）的过街天桥方案位于两栋假想的建

筑之间，其灵活的结构可根据两栋建筑间距的不同而改变跨度．运用单层悬索结构作为主层级结构，主

缆固定在天桥两端的建筑上，与其相组合的是次一级的张拉膜结构，两者皆属于柔性结构，因而，每当有

行人走过时，桥体会产生技术上的动态形变以适应之．

　　　　图９　德国公共电视频道ＺＤＦ景观构筑物 图１０　动态变形螺旋桥

　　　　Ｆｉｇ．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ＺＤＦ　　Ｆｉｇ．１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ｈａｐ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ｈｅｌｉｘｂｒｉｄｇｅ

３　层级的弱化

层级的弱化绝不意味着否定与抹杀层级性的存在，其本质在于用多向度的传力路径取代原本唯一

且明晰的传力路径，将层次隐藏于刚度的梯度分布中，而削弱视觉上的差异性．

３．１　无差别化构件创造均质的遮蔽空间

由于构件各自所处的位置（水平体系与竖向体系）与受力情况的不同，各司其职，共同作用，荷载逐

级传递最终平稳的到达地面才成为可能．层级的构成有赖于构件本身的材料和力学性能、几何特征及构

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反之，对层级秩序的破解亦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所谓无差别化是不强调各个方位

图１１　比利时Ｂｕｒｇ休闲亭

Ｆｉｇ．１１　ＢｅｌｇｉｕｍＢｕｒｇｌｅｉｓｕｒｅ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结构构件之间的差异性，即弱化竖向和水平构件、高层次和低

层次构件的差别，在视觉上将它们进行同一化处理，不采用结

构分层、分段，而是强化结构传力的整体连续性，使得传统的

力流层级变得视而不清．非线性景观构筑物的创作即显现出

构件角色的模糊化与一体化成型的特征．其结果往往还表现

为结构构件与围护构件没有明显的区分，构件在承担结构功

能的同时，还起到部分围合的作用．该手法主要适用于以遮蔽

为主要目标的景观构筑物，能够创造出均质统一的空间效果．

在２００２年建成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临时展亭（图１１）中，尝

试将结构的逻辑性与空间秩序均质化的思想相结合，选用无

差别化的倒Ｕ字形铝合金蜂窝板构筑结构体．蜂窝板六边形

结构的形成有赖表面张力作用，与多个肥皂泡交接在一起构成的六边形原理相同，在结构上具有天然的

稳定性．在应力集中、不能满足结构受力要求的部分两侧加固铝合金板做成夹芯板，以增加其刚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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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表皮，表皮亦是结构，如此便产生了戏剧性的空间氛围，令人难以捕捉力流传递的痕迹．

３．２　相互支承构件的实现跨向与面域上的空间扩展

与构件的无差别化相伴而生的是构件的相互支承（又称作互承结构），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并

重在对结构构件之间传统组织关系的突破．互承结构是一种构造独特的三维格架结构，其特点是每根构

件都被相邻构件支承，同时又支承相邻构件，即构件之间以一种递推的方式相互支承，因而，在几何上和

结构上均无主次层次可言．层级的消解造成互承结构的几何形状难以预测，更增添了所塑造空间的玄妙

感．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在受到外力作用时，结构整体共同参与受力，以构件受弯来承受荷载，解决了构件

之间的弯矩传递问题，同时，作为彼此的侧向支撑而获得刚度和稳定．利用相同类型的小尺寸构件（线形

构件或面形构件），以相同的连接方式建造，实现简便易行的模数化施工，可以很好地应对景观构筑物在

跨向与面域上空间扩展的要求，在运动结构（包括可展结构）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应用潜力．

互承结构优秀的跨越能力早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便已显现出来，虹桥结构正是应用互承结

构的代表．即使在现今的浙江、福建等地区仍可见用该结构配置而成的廊桥．目前，通过构件的相互支承

创造遮蔽空间的案例还集中在小型的景观构筑物，多数作为实验的足尺模型以供研究．国内有王澍与柏

庭卫分别从不同的关注点所进行的模型建造［１２］，国外有如ＥＴＨ与日本诸多高校的课程实践活动．巴尔

蒙德与坂茂为合作设计森林公园展廊曾在莱斯大学先期进行了实验建造项目（图１２），巴尔蒙德提出一

种一大一小２种方格相互交织的几何图式，一种在２种节奏之间交替变换的互承网格．大小正方形的面

积关系和每块竹板在结构中的厚度变化即位置关系制造出了变化的曲率，形成壳体结构的形态．覆盖面

积为１１ｍ×１１ｍ的竹构顶棚置于一束束同样也是采用互承形式的、由８根钢管放射状排列捆扎成的

支撑体上［１３］．

　　　　　（ａ）全景图 （ｂ）构造单元草模 （ｃ）支撑体及其与顶棚交接细部

图１２　莱斯大学的竹天棚

Ｆｉｇ．１２　ＢａｍｂｏｏｒｏｏｆｉｎＲ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在形成面域上拓扑关系的同时，借助互承结构还可达成对空间的围合效果．为纪念８００年前著有

《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彼时的居所，建筑师隈研吾使用现代的材料、结构和建造技术在下鸭神社内同样

的场地上重现该原型（图１３）．从顶界面、围合界面至底界面共计２１片ＥＴＦＥ膜，每３片膜材组合成１

个单元，膜材上附有断面２０ｍｍ×３０ｍｍ的日本柳杉木条相互搭接而成的互承构件单元，连接节点采

用强力磁铁牢固地吸附在一起，搭接成共同受力的互承结构．

　　（ａ）日景 （ｂ）夜景 （ｃ）内部及细部构造

图１３　８００年前方丈庵的景观构筑物重现

Ｆｉｇ．１３　８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ａｂｂｏｔｎａｍ′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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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等级层次原理是复杂系统最合理的组织方式，或是最好的发展模式［１４］，系统的层次性特征有利于

系统本身的运行和功能的发挥．力量的层级构成是结构系统进行控制的方式，是景观构筑物作为物质的

人工物必须居于其中，且又必须遵守的自然界的物理法则［１５］．

力量的层级强化或层级弱化皆是内在的物理法则的物质表达，将这一通常认为是束缚设计师创作

的结构力学问题转化为激发设计灵感的新动力，充分实现建筑与结构在设计思维与设计方法上的整合．

通过对力量的合理引导与调度可以产生外化的形式动力，获得景观构筑物结构形态的自由度，从而适应

景观构筑物功能需求所提出的条件，适应其今后功能日益多样化与模糊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将这种

形式的变换建立在稳固的结构力学性能的基础上，在确保空间性的同时以结构的名义推动建筑形态的

创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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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制备

除磷材料工艺参数优化

刘
"

迪１，周真明１，张红忠２，

费霞丽３，谢保金４，李书文１，苑宝玲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泉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３．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８；

４．厦门水务中环制水有限公司 制水三部，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摘要：　针对净水厂污泥（ＷＴＰＳ）直接应用于富营养化水体除磷过程中存在向水体释放氨氮和有机物的问

题，研究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ＣＷＴＰＳ）制备除磷材料的可行性，考察ＣＷＴＰＳ的氨氮和有机物的释放情况，

优化煅烧工艺参数．等温吸附试验和去离子水浸渍试验的结果表明：在煅烧温度为５０～４００℃，煅烧时间为

０．５～４．０ｈ范围内，最佳煅烧温度为４００℃，最佳煅烧时间为２．５ｈ；与 ＷＴＰＳ相比，Ｃ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

增长４８．２％，氨氮和总有机碳（ＴＯＣ）的释放量分别削减７９．５％，７１．９％，铵态氮和有机物的质量比分别削减

８０．５％，９１．６％；ＣＷＴＰＳ制备除磷材料具有可行性，煅烧改性工艺不仅提高 ＷＴＰＳ的磷吸附能力，而且大为

削减了 ＷＴＰＳ氨氮和有机物的释放量．

关键词：　净水厂污泥；煅烧改性；工艺参数；除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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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ｕｍ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４００℃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２．５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

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５０ｔｏ４００℃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０．５ｔｏ４．０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ＷＴＰＳ，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ＷＴＰ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４８．２％，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ＴＯＣ）ｏｆＣ?ＷＴ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７９．５％ａｎｄ７１．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ａｍ

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Ｃ?ＷＴ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８０．５％ａｎｄ９１．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ｒｅｍｏｖ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ＷＴＰＳ．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ＷＴＰ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ｒ

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ｓｌｕｄｇｅ；ｃａｌｃｉｎｅｄ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ｒｅｍｏｖ

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水体富营养化是全球水环境的难题之一［１］．限制水体磷的质量浓度是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有效措

施［２］．目前，用于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常见除磷材料有铝盐
［３］、铁盐［４］、钙盐［５］和镧改性黏土［６］．此外，还

有一些新型的除磷材料，如膨润土载锆除磷复合材料［７］、Ｍｇ／Ａｌ?ＬＤＯ
［８］．这些新型的除磷材料存在不易

大规模生产、成本高和污染物再释放等问题．因此，关于工业副产物（工业废渣
［９］、净水厂污泥［１０］等）制

备除磷材料的研发逐渐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研究热点．净水厂污泥（ＷＴＰＳ）是净水厂的生产副产物，富

含铁、铝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氮化物、有机质等．王昌辉等
［１１］研究表明 ＷＴＰＳ对磷的理论饱和吸附量可

达４５．４５ｍｇ·ｇ
－１，与其他天然和工业材料相比，具有较高的磷吸附量．然而，课题组前期的研究结果表

明［１２］，ＷＴＰＳ覆盖控制底泥磷释放过程中，存在向水体释放氨氮和有机物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通

过煅烧工艺制成的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Ｃ?ＷＴＰＳ）作为除磷材料的可行性，考察Ｃ?ＷＴＰＳ氨氮和有机

物的释放情况，优化煅烧工艺参数．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ＷＴＰＳ颗粒制备：从净水厂污泥脱水间装取脱水污泥，带回实验室风干，粉碎成颗粒状，用不锈钢

筛选出粒径为１～２ｍｍ的颗粒，保存于塑料自封袋内备用．

Ｃ?ＷＴＰＳ颗粒制备：定量称取风干后的 ＷＴＰＳ置于陶瓷坩埚中，放入马弗炉内煅烧，煅烧结束后，

转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再将其粉碎成颗粒状，用不锈钢筛选出粒径为１～２ｍｍ的颗粒，保存于塑料

自封袋内备用．

ＷＴＰＳ分别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和１０月取自福建省厦门市某净水厂（该厂以聚合双酸铝铁（ＰＦＡＣＳ）作

为混凝剂），分别记为１＃ＷＴＰＳ，２＃ＷＴＰＳ，其理化性质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η（水）为含水率；狑（铵态

氮），狑（有机质），狑（总磷）分别为铵态氮、有机质、总磷的质量比；１＃ＷＴＰＳ用于优化煅烧温度参数的

试验，分别在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下煅烧３ｈ；２＃ＷＴＰＳ用于优化煅烧时间参数的试

验，在４００℃下，分别煅烧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ｈ．

表１　ＷＴＰＳ的理化性质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ＴＰＳ

项目 η（水）／％ ｐＨ值 狑（铵态氮）／ｍｇ·ｋｇ
－１ 狑（有机质）／ｍｇ·ｋｇ

－１ 狑（总磷）／ｍｇ·ｋｇ
－１

１＃ＷＴＰＳ ７５±２ ７．０６±０．２０ １２２．３９±０．８４ １３３．２５±１．２０ １７４３．９３±３９．２８

２＃ＷＴＰＳ ７０±３ ６．９２±０．２３ ７５．６１±１．２３ ９６．４２±０．９０ １０１６．６７±１７．８６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等温吸附试验　用去离子水配置质量浓度为１ｍｇ·Ｌ
－１的ＫＨ２ＰＯ４ 溶液，用０．１ｍｏｌ·Ｌ

－１的

ＨＣｌ和ＮａＯＨ溶液调节 ＫＨ２ＰＯ４ 溶液的ｐＨ 值为７．００±０．２０，每个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倒入２００ｍＬ

ＫＨ２ＰＯ４ 溶液，投加０．５ｇＷＴＰＳ或Ｃ?ＷＴＰＳ（即投加量为２．５ｇ·Ｌ
－１）．在２５℃，１５０ｒ·ｍｉｎ－１的条件

下，振荡反应２４ｈ后取样，测定水样中ＰＯ３－４ Ｐ的质量浓度．每个试验设置３组平行样，分别考察煅烧温

度和煅烧时间对Ｃ?ＷＴＰＳ磷吸附量的影响．

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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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浸渍试验　称取１０．０ｇＷＴＰＳ或Ｃ?ＷＴＰＳ，置于２５０ｍＬ透明的螺口玻璃试剂瓶中，加入１００

ｍＬ去离子水（ｐＨ 值为５．８±０．２），密封，在室内阴凉处常温放置３０ｄ后，测定玻璃瓶中水样的氨氮

（ＮＨ＋
４?Ｎ）和总有机碳（ＴＯＣ）的质量浓度．每个试验设置３组平行样，分别考察煅烧温度和煅烧时间对

Ｃ?ＷＴＰＳ氨氮和有机物释放量的影响．

１．３　项目测试方法

水样的ＰＯ３－４?Ｐ，ＮＨ
＋
４?Ｎ，ＴＯＣ的质量浓度分别采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纳氏试剂光度法、燃烧氧

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进行测定
［１３］；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的有机质质量比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氧化法进行测

定［１４］；铵态氮质量比采用２ｍｏｌ·Ｌ－１ＫＣｌ浸提靛酚蓝比色法进行测定
［１５］；总磷质量比采用ＳＭＴ法进

行测定［１６］；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的表面元素质量分数采用Ｘ?Ｍａｘ型Ｘ射线能谱仪（英国ＯＸＦＯＲＤ仪器公

司）进行分析．分析前，将 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磨成粉末状，过１２０目筛，分析范围为粉末集中聚集区域．

１．４　数据处理

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的磷吸附量为

犡１ ＝
（犆０－犆ｅ）×犞

犿
． （１）

式（１）中：犡１ 为吸附剂的磷吸附量，ｍｇ·ｇ
－１；犆０ 为溶液的磷初始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犆ｅ为吸附反应后

溶液的磷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犞 为反应溶液的体积，Ｌ；犿为吸附剂的投加量，ｇ．

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的氨氮或总有机碳释放量为

犡２ ＝
犆１×犞

犿
． （２）

式（２）中：犡２ 为吸附剂的氨氮或总有机碳释放量，ｍｇ·ｇ
－１；犆１ 为反应后溶液的氨氮或总有机碳的质量

浓度，ｍｇ·Ｌ
－１；犞 为反应溶液的体积，Ｌ；犿为吸附剂的投加量，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犆?犠犜犘犛煅烧温度参数的优化

２．１．１　等温吸附试验　不同煅烧温度对Ｃ?ＷＴＰＳ磷吸附量（犡１）的影响，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横坐标

０表示 ＷＴＰＳ．由图１可知：在５０～２００℃煅烧，Ｃ?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逐渐增加，这主要因为随着煅烧

图１　煅烧温度对Ｃ?ＷＴＰＳ磷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ＷＴＰＳ

温度的增加，其内部的自由水和结晶水蒸发量越多，比

表面积及孔容增大，以及吸附位点上某些易热解的物质

被去除［１７］；在２００～４００℃煅烧，随着煅烧温度的提高，

Ｃ?ＷＴＰＳ的水分蒸发量达到稳定，水分蒸发对磷吸附的

改善作用不再增强，最终Ｃ?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在３５０

℃和４００℃时达到最大值０．２６９ｍｇ·ｇ
－１，是 ＷＴＰＳ磷

吸附量的３倍．

文献［１７?１８］研究表明：在３００℃下煅烧，Ｃ?ＷＴＰＳ

对磷的吸附量最大；当煅烧温度高于３００℃时，由于无

定形铁铝向晶体转化的作用增强，吸附孔道塌陷，Ｃ?

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出现下降趋势．这与文中研究的结

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 ＷＴＰＳ的成分及理化性质不同．

ＷＴＰＳ除磷的主要机理是配合基的交换作用，其中，无定形铁铝是配合基交换作用的反应物之

一［１９］．ＷＴＰＳ的无定形铁铝质量分数越大，对磷的吸附效果越好，但是煅烧过程会导致无定形铁铝晶体

化，降低Ｃ?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文中Ｃ?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并未出现下降的现象，说明煅烧温度在

５０～４００℃内，Ｃ?ＷＴＰＳ中无定形铁铝晶体化作用较弱，在此温度范围内煅烧，水分和有机物的损失导

致Ｃ?ＷＴＰＳ质量减少，但其中无定形铁铝的总量不变．因此，单位质量Ｃ?ＷＴＰＳ的无定形铁铝质量分

数增加．ＷＴＰＳ和Ｃ?ＷＴＰＳ的元素质量分数（η），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与 ＷＴＰＳ相比较，Ｃ?ＷＴＰＳ

的各元素质量分数发生变化，吸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Ａｌ，Ｆｅ的质量分数明显增加，这也是Ｃ?ＷＴＰＳ

３５第１期　　　　　　　　　　刘"

迪，等：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制备除磷材料工艺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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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磷的吸附量提高的原因．

表２　ＷＴＰＳ和Ｃ?ＷＴＰＳ的元素质量分数

Ｔａｂ．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ＷＴＰＳａｎｄＣ?ＷＴＰＳ　　　　　　　　　　　　％

吸附剂 η（Ｃ） η（Ｎ） η（Ｏ） η（Ａｌ） η（Ｆｅ） η（Ｃａ） η（Ｍｇ） η（Ｓｉ）

１＃ＷＴＰＳ ３４．２０ ０．５１ ５５．４１ ４．７２ １．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４ ３．５６

Ｃ?ＷＴＰＳ（２００℃） ３０．９７ １．２１ ５６．２２ ５．５６ １．２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４．２５

Ｃ?ＷＴＰＳ（４００℃） ２３．４１ ０．１９ ５９．０２ ８．３３ ２．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８ ６．１１

２．１．２　浸渍试验　煅烧温度（θ）对Ｃ?ＷＴＰＳ氨氮释放量（犡（ＮＨ
＋
４?Ｎ））和总有机碳释放量（犡（ＴＯＣ））

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ａ）ＮＨ＋
４?Ｎ　　　　　　　　　　　　　　　　　　　　　（ｂ）ＴＯＣ

图２　煅烧温度对Ｃ?ＷＴＰＳ氨氮和总有机碳释放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ｍｍｏｎｉａ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ＷＴＰＳ

由图２可知：煅烧温度为５０～２００℃时，Ｃ?ＷＴＰＳ的氨氮和总有机碳释放量均呈现逐渐增加的趋

势；煅烧温度为２００℃时，Ｃ?ＷＴＰＳ的氨氮和总有机碳释放量均达到最大（与Ｉｃｈｉｈａｒａ等
［２０］的研究结果

一致），分别为０．４４９，５．３２１ｍｇ·ｇ
－１，比 ＷＴＰＳ的氨氮和总有机碳释放量分别增加４４０％，２７４６％；煅

烧温度在２００～４００℃时，Ｃ?ＷＴＰＳ的氨氮和ＴＯＣ释放量均呈现减少趋势；当煅烧温度为４００℃时，Ｃ?

表３　不同煅烧温度Ｃ?ＷＴＰＳ铵态氮和有机质质量比

Ｔａｂ．３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ｆ

Ｃ?ＷＴＰ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θ／℃ 狑（铵态氮）／ｍｇ·ｋｇ
－１ 狑（有机质）／ｍｇ·ｋｇ

－１

５０ １４２．７±１．２ １３４．３±３．５

１００ １５３．７±１．２ １３９．０±０．２

１５０ ２６８．４±５．９ １２９．５±３．８

２００ ３６４．８±３．８ １１０．５±３．１

２５０ ３２５．０±１１．０ ７３．９±０．４

３００ １５７．０±１０．０ ５５．０±１．６

３５０ ７８．５±１．０ ２９．７±０．５

４００ ２８．４±２．８ １０．８±２．６

ＷＴＰＳ氨氮和总有机碳的释放量均达到最

小值，分别为０．０５６，０．０３７ｍｇ·ｇ
－１，与

ＷＴＰＳ相比，分别减少３２．４％，８０．３％．

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中氨氮、总有机碳的

释放量主要与铵态氮和有机质质量比有

关．不同煅烧温度Ｃ?ＷＴＰＳ中铵态氮和有

机质的质量比，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以得到以下２点结论．１）随

着煅烧温度的增加，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质

量比先增加后减少，煅烧温度为２００℃时，

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质量比最多，比 ＷＴＰＳ

增加了１９８．１％；煅烧温度为４００℃时，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质量比最少，比 ＷＴＰＳ削减了７６．８％．结合

浸渍实验的结果可知，ＷＴＰＳ和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质量比越高，其氨氮的释放量越高．２）煅烧温度为

５０～１００℃的Ｃ?ＷＴＰＳ中，有机质质量比随着煅烧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水分蒸发导致 ＷＴＰＳ

的质量减少，但有机质的总量基本不变，故单位质量ＷＴＰＳ的有机质质量比增加；煅烧温度为１００～４００

℃的Ｃ?ＷＴＰＳ中，有机质质量比随着煅烧温度增加而减少，因为煅烧温度高于１００℃时，有机物的损失

量逐渐增大；煅烧温度为４００℃时，Ｃ?ＷＴＰＳ的有机质质量比达到最小值，比 ＷＴＰＳ削减了９１．９％．结

合浸渍实验的结果可知，ＷＴＰＳ，Ｃ?ＷＴＰＳ的总有机碳释放量与其有机质质量比并不是正相关的关系，

这可能与其有机物的种类、形态及稳定性有关．

综上所述，４００℃的Ｃ?ＷＴＰＳ，磷吸附量最大，氨氮和有机物释放量最少．因此，ＷＴＰＳ煅烧改性工

艺的最佳煅烧温度为４００℃．

４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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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犆犠犜犘犛煅烧时间参数的优化

２．２．１　等温吸附试验　煅烧时间（狋）对Ｃ?ＷＴＰＳ磷吸附量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在最佳煅

烧温度４００℃下，煅烧０．５～４．０ｈ，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量可增大，增加率为４４．０７％～６１．１５％，但煅烧

图３　煅烧时间对Ｃ?ＷＴＰＳ磷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ＷＴＰＳ

０．５～１．５ｈ的Ｃ?ＷＴＰＳ对磷的吸附能力优于煅烧２ｈ

以上的，这与文献［１７］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２．２　浸渍试验　在浸渍试验中，煅烧时间（狋）对Ｃ?

ＷＴＰＳ氨氮和总有机碳释放量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以得到以下２点结论．１）煅烧０．５ｈ时，

Ｃ?ＷＴＰＳ的氨氮释放量比 ＷＴＰＳ增加了３８．７％；当煅

烧时间超过１ｈ，Ｃ?ＷＴＰＳ的氨氮释放量均小于 ＷＴＰＳ，

且随着煅烧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当煅烧时间超过２．５ｈ

后，Ｃ?ＷＴＰＳ的氨氮释放量变化趋于稳定．煅烧２．５ｈ

的Ｃ?ＷＴＰＳ氨氮释放量比 ＷＴＰＳ削减了７９．５％．２）与

ＷＴＰＳ相比，随着煅烧时间的增加，Ｃ?ＷＴＰＳ的总有机

　　（ａ）ＮＨ＋
４?Ｎ　　　　　　　　　　　　　　　　　　　　　（ｂ）ＴＯＣ

图４　煅烧时间对Ｃ?ＷＴＰＳ氨氮和ＴＯＣ释放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ａｍｍｏｎｉａ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ＷＴＰＳ

碳释放量逐渐减少，在２ｈ以后，总有机碳释放量变化趋于稳定．煅烧２．５ｈ的Ｃ?ＷＴＰＳ的总有机碳的

释放量比 ＷＴＰＳ削减了７１．９％．

不同煅烧时间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和有机质的质量比，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在煅烧温度为４００

表４　不同煅烧时间Ｃ?ＷＴＰＳ中铵态氮和有机质质量比

Ｔａｂ．４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ｆ

Ｃ?ＷＴＰ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狋／ｈ 狑（铵态氮）／ｍｇ·ｋｇ
－１ 狑（有机质）／ｍｇ·ｋｇ

－１

０．５ ６１．３±０．０ ３３．９±３．７

１．０ ４９．１±０．１ ２８．９±２．０

１．５ ３２．６±０．０ ２０．３±０．８

２．０ ２１．２±０．３ １６．１±１．６

２．５ １４．７±０．２ ８．１±１．１

３．０ ５．３±０．０ ６．９±０．７

３．５ ３．７±０．０ ７．０±１．１

４．０ ２．２±１．１ ７．０±０．６

℃时，煅烧时间越长，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和

有机质质量比越少，煅烧４ｈ的Ｃ?ＷＴＰＳ

的铵态氮和有机质质量比最少，比 ＷＴＰＳ

分别削减９７．１％，９２．７％．但煅烧２．５ｈ的

Ｃ?ＷＴＰＳ的铵态氮和有机质质量比比

ＷＴＰＳ削减了８０．５％，９１．６％，ＷＴＰＳ中

大部分的铵态氮和有机物已被去除．综上

所述，考虑Ｃ?ＷＴＰＳ制备能耗和其氨氮、

有机物释放量，ＷＴＰＳ煅烧改性工艺的最

佳煅烧时间为２．５ｈ．

３　结论

１）在煅烧温度为５０～４００℃，煅烧时间为０～４ｈ范围内，Ｃ?ＷＴＰＳ制备的最佳煅烧工艺参数：煅

烧温度为４００℃，煅烧时间为２．５ｈ．与 ＷＴＰＳ相比，Ｃ?ＷＴＰＳ对磷吸附量的增长率为４８．２％，Ｃ?ＷＴＰＳ

的氨氮和总有机碳释放量的削减率分别为７９．５％，７１．９％，Ｃ?ＷＴＰＳ中铵态氮和有机质质量比的削减

率分别为８０．５％，９１．６％．

２）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资源化制备除磷材料具有可行性，煅烧改性工艺不仅提高了净水厂污泥的

５５第１期　　　　　　　　　　刘"

迪，等：煅烧改性净水厂污泥制备除磷材料工艺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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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吸附能力，而且大为削减了净水厂污泥铵态氮和有机物量，基本解决净水厂污泥直接应用于富营养化

水体除磷中存在的释放氨氮和有机物问题，但Ｃ?ＷＴＰＳ的除磷机理及主要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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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

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

乔夏莹，李风雷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为基础，建立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制冷系统的!

"

分析和能量分

析模型，分析发生温度、中间温度、冷凝温度和蒸发温度等运行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选取对系统最佳的运

行参数．结果表明：发生温度升高，性能系数（ＣＯＰ）小幅度下降，!"效率先增加后趋于平缓；中间温度升高，

ＣＯＰ随之减小，而!

"

效率随之增加；冷凝温度上升，导致ＣＯＰ和!

"

效率随之降低；蒸发温度上升，导致ＣＯＰ和

!

"

效率随之增加；当发生温度为８５℃，中间温度为２４℃时，系统的性能最优．

关键词：　喷射器；太阳能；压缩；制冷；!

"

分析；性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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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每年的辐射总量大于５０２０ＭＪ·ｍ－２，大部分地区总日照时间超过２０００ｈ，

为太阳能的利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１］．在当前化石能源储量有限，环境污染严重，尤其是雾霾严重威胁

到人们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开发利用太阳能的意义重大［２］．利用这种低品位热源驱动空调系统降低建筑

制冷的能耗是当前解决能源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太阳能喷射式制冷系统是利用低品位太阳能的有效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１２

　通信作者：　李风雷（１９６７?），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空调制冷新技术、热能利用与节能技术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ｎ

ｇｌｅｉｌｉ＠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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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供冷季太阳能辐射强度的变化与建筑空调冷负荷呈现了时间上的一

致性．气温越高，用户所需的制冷量越大，太阳能辐射越强．利用太阳能驱动实现制冷，可减少空调制冷

的电能消耗，显著节约常规能源．喷射式制冷循环具有结构简单、运行稳定等优点．然而，与其他制冷方

式相比，其性能系数不高，且集热器面积过大．为了提高系统总的性能系数，减少集热器面积，复合制冷

方式成为新的研究方向．Ｓｏｋｏｌｏｖ等
［３］提出太阳能增压喷射制冷系统，在二次流体入口处设置了增压

器，增加二次流体的入口压力，提高了喷射器效率．张博等
［４］提出太阳能双喷射器制冷系统，以提高单一

喷射系统的喷射效率．Ｓｕｎ
［５］提出喷射?压缩回热式制冷系统，回收余热提高系统性能．田琦

［６］提出太阳

能喷射压缩一体化制冷系统，简化传统喷射系统，提高系统系能．然而，上述系统受天气限制，难以实现

连续制冷．此外，蒋立本
［７］提出太阳能喷射?吸收式制冷系统，该系统在吸收循环的基础上，增加气体和

液体喷射器以提高系统的性能系数（ＣＯＰ）．李春华等
［８］提出太阳能固体吸附?喷射制冷系统．但是现阶

段对于此类系统的研究不多，且系统运行维护相对复杂．李风雷等
［９］提出光热光电喷射?直接蒸发复合

制冷系统，但是对环境湿度有要求，可利用区域有限．本文针对Ｓｏｋｏｌｏｖ等
［３］提出的太阳能喷射?压缩复

迭制冷系统，从ＣＯＰ和!

"

效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不同运行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图１　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制冷系统

Ｆｉｇ．１　Ｓｏ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　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制冷系统

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制冷系统由太阳能集

热子系统、喷射制冷子系统和压缩制冷子系统３

部分组成．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１～１３

为状态点．

太阳能集热子系统主要由太阳能真空集热

器、蓄热水箱、发生水泵、发生器等构成，集热器内

的水经加热升温后进入发生器，将热量传递给发

生器内的制冷剂，再经由发生水泵形成回路．

喷射制冷子系统主要由发生器、喷射器、冷凝器、蒸发器、膨胀阀和工质泵构成．发生器产生的高温、

高压制冷剂蒸汽入喷射器，经喷嘴高速喷出膨胀，在喷嘴附近压力降低，产生抽吸作用，将蒸发器中的低

温蒸汽吸入喷射器．低温蒸汽与发生器的高温蒸汽在喷射器中混合、升压，蒸汽压力能增大到适当的冷

凝压力，进入冷凝器进行放热．从冷凝器出来后，一部分流体被工质抽回发生器，剩余的通过膨胀阀进入

蒸发冷凝器吸热完成制冷循环．喷射制冷压焓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狆为压力，其值为绝对压力的对数值；犺为焓值；狅为喷嘴出口；狔为混合室入口；６为冷凝器

出口．由图２可知：混合流体分为两股，７→４为发生器换热，６→８→９为节流和蒸发过程；４→狅为一次流

量从喷射器入口到喷嘴出口，之后，引射二次流体狔→５压力升高；混合流体从喷射器出来进入冷凝器．

压缩制冷子系统由风冷冷凝器、蒸发冷凝器、蒸发器和节流阀组成．蒸发器流出的低压蒸汽通过压

缩机加压之后，进入蒸发冷凝器冷凝，流经节流阀后进入蒸发器．压缩制冷压焓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

１３→１０为等熵压缩过程；１０→１１为等压冷凝；１１→１２为绝热节流；１２→１３为等压蒸发过程．

　图２　喷射制冷压焓图 图３　压缩制冷压焓图

　Ｆｉｇ．２　Ｅｊｅｃｔｏｒ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狆?犺ｆｉｇｕｒｅ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狆?犺ｆｉｇ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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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能量分析

在太阳能喷射?压缩耦合制冷系统中，系统输入的电能为压缩机、工质泵等的消耗功率
［１０］．系统的

机械ＣＯＰ为

ＣＯＰ＝犙ｅ／犠． （１）

式（１）中：犙ｅ为蒸发器换热量，即系统制冷量，ｋＷ；犠 为系统中工质泵、压缩机等的消耗功率，ｋＷ．

基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进行
!

"

分析，分析不同能量的
!

"

值，能够更全面更本质地揭示能的利用

状况．!"是以环境为基准状态时，某种能量的最大可用功．对于流动的工质而言，!"是指从某一状态出

发，经过一系列可逆过程达到与环境平衡时，工质所能完成的最大可用功．如果取环境温度为基准温度，

则单位质量的工质
!

"

［１１］为

ε＝ （犺－犺０）－犜０（狊－狊０）． （２）

式（２）中：犺为工质焓值，ｋＪ·ｋｇ
－１；狊为工质熵值，ｋＪ·（ｋｇ·Ｋ）

－１；下标０代表基准状态．

!

"

效率指系统的输出最大可用能与输入最大可用能的比值［１２］，即

η＝犈ｏｕｔ／犈ｉｎ． （３）

式（３）中：犈ｏｕｔ为输出最大可用能；犈ｉｎ为输入最大可用能．

对于文中系统而言，系统的目的是制冷，最终制冷量为输出的有用能．输入的有用能为集热器所获

得的太阳能和工质泵、压缩机等的耗能．

太阳能集热器最终获得的有效热量犈ｕ为

犈ｕ＝犙ｕ（１－犜０／犜ｓｃ）． （４）

式（４）中：犜０ 为环境温度，Ｋ；犜ｓｃ为太阳能集热器的平均温度，Ｋ；犙ｕ 为太阳能集热器收到的有效热

量［１３］，ｋＷ，即

犙ｕ＝犃ｓｃ犉Ｒ［犌（τα）ｅ－犝Ｌ（犜ｉ－犜ａ）］． （５）

　　太阳能集热器的效率为

犢 ＝
犙ｕ
犃ｓｃ犌

＝犉Ｒ（τα）ｅ－
犉Ｒ犝Ｌ（犜ｉ－犜ａ）

犌
． （６）

式（６）中：犝Ｌ 为集热器总热损系数；犜ｉ为传热流体进口温度，Ｋ；犜ａ为大气温度，Ｋ；犉Ｒ（τα）ｅ为集热器吸

收系数；犉Ｒ犝Ｌ 为集热器散热系数．

整个系统的输入最大可用能为

犈ｉｎ＝犈ｕ＋犠． （７）

　　整个系统的输出最大可用能为

犈ｏｕｔ＝犈ｅ＝犙ｅ（犜ａ／犜ｒ－１）． （８）

式（８）中：犜ｒ为房间温度，Ｋ．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在太阳能喷射?压缩耦合制冷系统中，喷射制冷子系统制冷剂为 Ｒ１４１ｂ；压缩子系统制冷剂为

Ｒ１３４ａ．太阳能辐射强度取８００Ｗ·ｍ－２，周围空气温度取３１℃．为了研究发生温度、中间温度、冷凝温

度和蒸发温度对系统系能的影响，固定３个运行温度的值，变化其中１个进行分析．蒸发器为房间供冷，

为保证供冷效果，分析时蒸发温度暂取４℃．冷凝温度随环境湿球温度变化，为方便分析，取１个较大的

定值，４０℃．根据发生温度对单一喷射系统的效率分析情况
［１１］，取发生温度为８５℃．

３．１　中间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在蒸发温度为４℃，冷凝温度为４０℃，发生温度为８５℃的条件下，系统的ＣＯＰ和η随中间温度

（狋ｍｉｄ）的变化情况，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系统ＣＯＰ随着中间温度的增加而减小，而η随着中间温度

的增加而增加．中间温度的增加，即压缩制冷系统的冷凝温度升高，导致压缩机功率增加，使ＣＯＰ下降．

但喷射制冷子系统的蒸发温度增加，从而使喷射系数也随着增加，使η增加．中间温度的选择需要综合

ＣＯＰ与η的变化规律．因此，选择１个位于曲线中间的温度，使ＣＯＰ，η都比较适合．此处选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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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发生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在蒸发温度为４℃，冷凝温度为４０℃，中间温度为２４℃的条件下，系统的ＣＯＰ和η随发生温度

（狋ｇ）的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ＣＯＰ随着发生温度上升略有下降，而η随发生温度的上升而

增大，且发生温度大于８５℃后，增加趋势减缓．ＣＯＰ主要受压缩机功率和工质泵功率的影响，当蒸发温

度和中间温度固定不变时，压缩机的功率是不变的，但是发生温度升高造成工质泵功率的增加，从而使

ＣＯＰ呈现下降趋势，但因为工质泵功率与压缩机功率相比很小，所以下降趋势不明显．发生温度的增加

导致系统输入
!

"

减小，但工质泵的功率增加，发生温度低时，输入
!

"

占主导位置，所以η增加比较显著，

发生温度增大速率变小．

图４　ＣＯＰ和η随中间温度的变化 图５　ＣＯＰ和η随发生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ＯＰａｎｄηｗｉｔｈ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５　ＣＯＰａｎｄη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３　冷凝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在蒸发温度为４℃，中间温度为２４℃，发生温度为８５℃的条件下，系统的ＣＯＰ和η随冷凝温度

（狋ｃ）的变化情况，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ＣＯＰ和η的值都随冷凝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随着冷凝温度的

增加，喷射器的冷凝压力增加，喷射系数降低．这表明更多的制冷剂需要抽到发生器，工质泵需消耗更多

的能量，这导致ＣＯＰ和η变低．

３．４　蒸发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在冷凝温度为４０℃，中间温度为２４℃，发生温度为８５℃的条件下，系统的ＣＯＰ和η随蒸发温度

（狋ｅ）的变化情况，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ＣＯＰ和η随蒸发温度的增加，但η的上升趋势缓慢．蒸发温

度的升高导致压缩制冷子系统冷凝和蒸发的温差减小，压缩机的功率消耗也降低，ＣＯＰ和η都增加．

　图６　ＣＯＰ和η随冷凝温度的变化 图７　ＣＯＰ和η随蒸发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ＯＰａｎｄη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７　ＣＯＰａｎｄηｗｉｔｈ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　结论

通过对太阳能喷射?压缩复迭制冷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运行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１）发生温度上升，引起ＣＯＰ缓缓下降，而η先增加后趋于平缓，在发生温度大于８５℃后，其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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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变．因此，发生温度为８５℃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２）中间温度上升，系统ＣＯＰ随之减小，而η随之增加，将中间温度选为２４℃．

３）冷凝温度上升，导致ＣＯＰ和η随之降低．理论上，冷凝温度越低，系统性能越好．

４）蒸发温度上升，导致ＣＯＰ和η随之增加，理论上，蒸发温度越高，系统性能越好．

总体而言，降低冷凝温度或增加蒸发温度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但冷凝温度受环境湿球温度的影响

而变化，而蒸发温度受末端用户需求的限制，不能随意改变．然而，对于发生温度和中间温度可以确定其

最佳值分别为８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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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４０μｍｏｌ·Ｌ
－１）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ｉｍｏｄｉｐｉｎ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μｍｏｌ·Ｌ

－１）．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ＣＣＫ?８，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Ｃａ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６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ｒｕｇ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ｈｙｐｏｘｉａ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Ｒ）ｉｎｊｕｒｅｄ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ｖｉａ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ｓ，Ｃａ
２＋ｏ

ｖｅｒｌｏａｄａｎｄＲＯ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ＵＡ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ＬＣ８Ａ２，

ＲｙＲ２ａｎｄＲｙＲ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Ｂｃｌ?２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ｌｅａｖｅ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Ｃｙｔ?ｃ，ｐ?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ｐ３８ａ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ＵＡ

ｈａｓ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ＵＡ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ａｐｏｐ

ｔｏ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Ａｍｉｇｈｔｂ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ＲＯ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Ｃａ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３８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ａ
２＋

犆犔犆犖狌犿犫犲狉：　Ｕ４９１．１７ 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犆狅犱犲：　Ａ　　犃狉狋犻犮犾犲犖狌犿犫犲狉：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２?０８　

熊果酸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犎９犮２细胞的保护作用（英文）

王国权１，２，庞素秋３，邱飞１，２，

成文召１，２，杨会勇１，２，刁勇１，２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医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０医院 临床药学科，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　为研究熊果酸（ＵＡ）对 Ｈ９ｃ２细胞心肌缺血／再灌注的影响，将细胞分为对照组、心肌缺血再灌注组（Ｉ／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６?２４

　通信作者：　庞素秋（１９７２?），女，副主任药师，博士，主要从事临床药学和天然药物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ｇｓｕｑｉｕ＠ｈｑｕ．

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３７１６６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资助项目

（Ｕ１４０５２１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熊果酸组（１０，２０，４０μｍｏｌ·Ｌ
－１）和尼莫地平阳性对照组（５μｍｏｌ·Ｌ

－１）．在细胞缺氧和复氧之前给药６ｈ后，

经ＣＣＫ?８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钙离子（Ｃａ２＋）摩尔浓度、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

ｃｉｅｓ，ＲＯＳ）的产生及细胞凋亡情况．结果发现，ＵＡ对心肌缺血／再灌注细胞损伤的细胞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其主要通过抑制细胞中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进而抑制Ｉ／Ｒ受损细胞的凋亡．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结

果显示，与Ｉ／Ｒ组相比，ＵＡ能够显著诱导细胞中ＳＬＣ８Ａ２，ＲｙＲ１，ＲｙＲ２及Ｂｃｌ?２的表达，抑制剪切型Ｃａｓｐａｓｅ?

３，Ｃｙｔ?ｃ，ｐ?ＥＲＫ１／２和ｐ?ｐ３８蛋白的表达，且随着 ＵＡ浓度升高趋势愈明显，表明 ＵＡ对 Ｈ９ｃ２细胞的Ｉ／Ｒ损

伤的保护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ＵＡ促进细胞增殖和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Ｈ９ｃ２细胞保护作用可能与

细胞中Ｃａ２＋摩尔浓度及ＲＯＳ值降低有关，其主要机制可能通过ＥＲＫ１／２和ｐ?３８信号通路介导．该研究能为

ＵＡ保护 Ｈ９ｃ２细胞免受Ｉ／Ｒ损伤提供依据．

关键词：　熊果酸；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细胞凋亡；活性氧；钙离子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ｉｓｔｈａｔ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ｒｅ

ｓｔｏｒｅｓ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ｆｔｅｒ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ａｎｄｆｕｒ

ｔｈｅｒ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
［１］．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ｌｃｉｕｍ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ｕｍ．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ＵＡ），ａｐｅｎｔａｃｙｃｌｉｃ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ｍａｉｎｌｙｅｘ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ｅａｒｂｅｒｒｉｅｓ，Ｐｒｕｎｅｌｌ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ａｎｄｌｌｅｘｒｏｔｕｎｄ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２］．Ｉｔ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ｈａｔＵＡｈａｓａ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ｇｏｏ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ａｎｔｉ?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３?４］．

Ｕ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ｈｏｗｎｔ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５］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ｕｍ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６?７］．ＵＡ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ｉｎｄｕｃ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ａｗｉｄ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ＮＡ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８］，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９］，ｏｒ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２＋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０］．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ｗ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Ｒｍｏｄ

ｅｌ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Ａｉ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Ｒｄａｍａｇｅ．

１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犕犲狋犺狅犱狊

１．１　犆犲犾犾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Ｔｈｅ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ｙｐ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ｎＤＭＥ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０％ＦＢＳａｔ３７℃ｉｎａ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５％ＣＯ２ａｎｄ９５％ａｉｒ．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Ａ，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ＵＡ．Ｔｈｅ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ｓｉｘｇｒｏｕｐｓ：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ｇｒｏｕｐ），Ｉ／Ｒｇｒｏｕｐ（Ｂｇｒｏｕｐ），ＵＡ

（１０，２０，４０μｍｏｌ·Ｌ
－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Ｒｇｒｏｕｐ（Ｃｇｒｏｕｐ，Ｄｇｒｏｕｐ，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ｉｍｏｄｉｐｉｎｅ（５μｍｏｌ·

Ｌ－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Ｆｇｒｏｕｐ）．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Ａａｎｄｎｉｍｐｄｉｐｉ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ｈｙｐｏｘ

ｉａａｎｄ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ＲｏｆＨ９ｃ２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ｎ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ｂｕｆｆｅｒ（１．１３ｍｍｏｌ·Ｌ
－１ＣａＣｌ２，５ｍｍｏｌ·

Ｌ－１ＫＣｌ，０．３ｍｍｏｌ·Ｌ－１ ＫＨ２ＰＯ４，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 ＭｇＣｌ２，０．４ｍｍｏｌ·Ｌ

－１ ＭｇＳＯ４，１２８ｍｍｏｌ·

Ｌ－１ＮａＣｌ，４ｍｍｏｌ·Ｌ－１ＮａＨＣＯ３，１０ｍｍｏｌ·Ｌ
－１ ＨＥＰＥＳ（（４?（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１?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ｅｔｈ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６．８）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ｄｉｎｔｏａｈｙｐｏｘｉｃｃｈａｍｂｅｒ（３７℃，１％ Ｏ２，２０％ＣＯ２ａｎｄ７９％ Ｎ２）

ｆｏｒ１ｈ，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ｆｏｒ３ｈｕｎ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１］．

１．２　犆犆犓?８犃狊狊犪狔

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ｐｌａｔｅｄａｔ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３．０×１０
３ｃｅｌｌｓ／ｗｅｌｌｉｎ９６?ｗｅｌｌ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ｌ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ＣＫ?８ａｓｓａｙ（Ｄｏｊｉｎｄｏ，Ｊａｐａｎ）．Ｂｒｉｅｆｌｙ，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０，２０，ｏｒ４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ＵＡｏｒ５μｍｏｌ·Ｌ

－１ｎｉｍｏｄｉｐｉ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ｈｙｐｏｘｉａａｎｄ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ｎ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ａｔ３７℃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ＭＥＭｍｅｄｉｕｍｆｏｒ６ｈ．Ｅａｃｈｗｅ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１０μＬ

ＣＣＫ?８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ｆｏｒ１ｈ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ａｔｅｓｔｗａ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４５０ｎｍ．

３６第１期　　　　　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犲狋犪犾：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３　犃狊狊犪狔狅犳犃狆狅狆狋狅狊犻狊

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ｒｏｐｉｄｉｕｍｉｏｄｉｄ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ｋｉｔ（Ｒｏｃｈｅ）ｗａｓｕｓ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Ｂｒｉｅｆｌｙ，Ｉ／Ｒ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ｗａ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ＰＢ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ｆｏｒ１５ｍｉｎａｔ４℃，ｐｒｉｏｒ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ａｆｌｏｗｃｙ

ｔｏｍｅｔｒｙ（ＢＤ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Ｌａｋｅｓ，ＮＪ，ＵＳＡ）．

１．４　犃狊狊犪狔狅犳犐狀狋狉犪犮犲犾犾狌犾犪狉犆犪
２＋ 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

Ｃａ２＋ 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ｅｆｌｙ，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ｏｎ６?ｗｅｌｌｐｌａｔｅｓ，ｌｏａ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Ｃａ
２＋
ｐｒｏｂｅＦｌｕｏ?３?ＡＭ （１０μｍｏｌ·Ｌ

－１）ｉｎｔｈｅ

ＰＢＳｂｕｆｆｅｒ，ｗａｓｈｅｄａ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犉）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ｌｌｕ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Ｔｈ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１％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ｆｏｒ３０ｍｉｎ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１ｍｍｏｌ·Ｌ
－１

ＣａＣｌ２ｆｏｒ１?１０ｍｉｎ，ａｎｄｔｈｅ犉ｍａｘ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Ｔｈｅ犉ｍｉｎ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４８８ｎｍ

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ｅｄｗｉｔｈ１０ｎｍｏｌ·Ｌ－１ＥＤＴＡｆｏｒ１?１０ｍｉｎ．Ｃａ
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２＋＝
犓ｄ（犉－犉ｍｉｎ）

犉ｍａｘ－犉
，ｗｈｅｒｅ犓ｄ＝３９０ｎｍｏｌ·Ｌ

－１．

１．５　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狅犳犐狀狋狉犪犮犲犾犾狌犾犪狉犚犗犛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ＤＣＦＨ?ＤＡ．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

ｓｅｅｄｅｄｉｎ６?ｗｅｌｌ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ｌｏａｄｅｄｗｉｔｈＤＣＦＨ?ＤＡ（１０μｍｏｌ·Ｌ
－１）ｉｎａ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ｆｏｒ２０ｍｉｎａｔ３７

℃．ＲＯＳ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ｗｉｔｈ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４８０ｎｍａｎｄ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ａｔ５２５ｎｍ．ＲＯ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ｅｌｌｓｈａｖｅｓｔｒｏｎｇ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Ｌ１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Ｄ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１．６　犠犲狊狋犲狉狀犅犾狅狋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ｈｏｌｅｃｅｌ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ｉｎｌｙｓｉｓｂｕｆｆｅｒ．

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ｗａ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ａｎｄ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ｗａｓｈｅｄｂｒｉｅｆｌｙ

ｗｉｔｈＰＢＳａ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ｌｙｓｅｄｉｎａｂｕｆｆｅ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２０ｍｍｏｌ·Ｌ
－１ Ｔｒｉｓ?ＨＣｌ．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ｗｅ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ＢＣ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ａｙｋｉ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ｏｃｙｔｏｓｏｌ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

ｂｏｉｌｉｎｇｆｏｒａｂｏｕｔ５ｍ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ｅｗｅｒ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ｙ

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ｎｙｌｏｎ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ｆ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５％ｓｋｉｍｍｉｌｋｆｏｒ１．５ｈｉｎｆｒｅｓｈｂｌｏｃｋｂｕｆｆｅｒ，ｔｈ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ｗａｓｐｒｏｂｅｄ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ＳＬＣ８Ａ２，ａｎｔｉ?ＲｙＲ２，ａｎｔｉ?ＲｙＲ１，ａｎｔｉ?Ｂｃｌ?２，ａｎｔｉ?ｃｌｅａｖｅ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ａｎｔｉ?Ｃｙｔ?ｃ，ａｎｔｉ?ｐ?ＥＲＫ１／２，ａｎ

ｔｉ?ＥＲＫ１／２，ａｎｔｉ?ｐ?ｐ３８，ａｎｔｉ?ｐ３８ａｎｄａｎｔｉ?ＧＡＤＰＨｉｎｆｒｅｓｈｌｙ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ＢＳ?Ｔｗｉｔｈｍｉｌｋ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ａｔ４

℃．Ｔｈ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ｗｅｒｅｗａｓｈｅｄｆｏｒ３ｔｉｍｅｓｗｉｔｈＴＢ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ｔｉ?

ｍｏｕｓｅｏｒａｎｔｉ?ｒａｂｂｉｔ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２ｈ．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ｅｒｅｖｉｓｕａｌ

ｉｚ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ＥＣ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

ｇｅｎａｓｅ（ＧＡＤＰＨ）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７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ｉｎｓｉｘ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ｓ

ｍｅａｎ±Ｓ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Ｖ５．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ＬａＪｏｌｌａ，Ｃ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ｃａｓｐａｓｅ?ｔａｉｌｅｄ狋ｔｅｓｔａｎｄ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

ｅｌ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ｗａｓｓｅｔａｔ犘＜０．０５，犘＜０．０１．Ｎｏｔ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ｉｇｕｒ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犘＜０．０１，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犘＜０．０５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犘 ＜０．０１，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ｇｒｏｕｐ．

２　犚犲狊狌犾狋狊犪狀犱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２．１　犝犃犐狀犮狉犲犪狊犲狊犆犲犾犾犘狉狅犾犻犳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犚犎９犮２犆犲犾犾狊

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２０ｏｒ４０μｍｏｌ·Ｌ
－１）ｏｆＵＡ，ｗｅｒｅｔｈｅｎ

４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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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

图１　不同摩尔浓度熊果酸

对 Ｈ９ｃ２细胞增殖的影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Ｒ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ｆｏｒ６ｈ，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ｅｌｌ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ＣＫ?８ａｓｓａ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Ｉ／Ｒｃｅｌｌ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ａｔｏｆＩ／Ｒ

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ＵＡ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Ｉ／Ｒ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２　犝犃犇犲犮狉犲犪狊犲狊犆犲犾犾犃狆狅狆狋狅狊犻狊狅犳犎９犮２犐／犚犆犲犾犾狊

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ＵＡ

ｃ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ｍａｎ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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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犻狀狏犻狋狉狅ａｎｄａｌｓｏ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ｒａｔｈｅａｒｔｓｅｘ

ｖｉｖｏ
［１３］．

Ｉｔｉｓ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ｔｈａｔ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

ｃｉｅｓ（ＲＯＳ）
［１４］．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１５］．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２＋ａｎｄＲＯ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ｕｐｏｎ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

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ａｒｅａｓｔａｒｇｅ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ｈ

ＲＯ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
［１６］．Ｃｈｅｎ，犲狋犪犾

［１７］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ｐｒｅ?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ＵＡ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ＲＯ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ｙ，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ＵＡｃｏｕｌｄｒｅ

ｄｕｃｅＲＯＳ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ａ２＋，ｗｈｉｃｈ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ａｔＵＡ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ｂｏｄｙ′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ｒｅ

ｍｏｖｅ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ａ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６第１期　　　　　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犲狋犪犾：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ＨｏｗＵ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ｓｎｏｔｃｌｅａｒ．ＳＬＣ８Ａ２（ｓｏｄｉｕｍ／ｃａｌｃｉｕｍ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２）ｉｓ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ａｔｒｅｌａｔｅｓｔｏ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ＬＣ８Ａ２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ｇｌｉｏｍａ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１８］．ＲｙＲ２（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２（ｃａｒｄｉａｃ））ｉｓａｎ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２＋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ｏ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ｚｙｍ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１９］．Ａｎ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ｐａｒａｌｏｇｏｆｔｈｉｓｇｅｎｅｉｓＲｙＲ１．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ａ
２＋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ＳＬＣ８Ａ２，ＲｙＲ２ａｎｄ

ＲｙＲ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Ｕ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ｔｉ?ａｐｏｐ

ｔｏ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ｃｌ?２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Ｒｉｎｊｕｒｙ
［２０］．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Ｃｙｔ?ｃ）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ｃａｓｐａｓｅ?ｓｔｅ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ｏｆｔ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
［２１］．Ｃｙｔ?ｃｈａｓｔｗ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２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ｙ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ｏｆ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ｃａｎ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ｂ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ｃｌ?２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７］．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Ｂｃｌ?２ｗａ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ｃｌｅａｖｅ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ａｎｄＣｙｔ?３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ＡｉｎＩ／Ｒｃｅｌｌｓ．ＥＲＫ１／２ｃａｎｂ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Ｉ／Ｒ，ａｎｄｔｈｅｙｍａｙｐｌａ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ｓｉｎ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ｉｎｊｕｒｙ
［２３］．ｐ３８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２４］．

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Ｕ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３８ｉｎＩ／Ｒ

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ｓｅｄａｔ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Ｕ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ｖｉａ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１／２

ａｎｄｐ３８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ｖｉｔｅｘ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ｂｒａ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ｐ３８
［１７］．Ｔａｋｅｎ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ｓｅｄａｔａ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ＲＫ１／

２ａｎｄｐ３８ｍａ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ｎｅ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Ａｍａｙｂｅｍｅｄｉａ

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Ｓ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ａ
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３８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ＳＡＮＺ?ＲＯＳＡＤ，ＧＡＲＣＩＡ?ＰＲＩＥＴＯＪ，ＩＢＡＮＥＺＢ．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ＮＹＡｃａｄ

Ｓｃｉ，２０１２，１２５４（１）：９０?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７４９?６６３２．２０１２．０６５０１．ｘ．

［２］　ＬＩＵＪｉ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４９（２）：５７?６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０３７８?８７４１（９５）９００３２?２．

［３］　ＬＩＭＡＭＩＹ，ＰＩＮＯＮＡ，ＬＥＧＥＲＤＹ，犲狋犪犾．ＨＴ?２９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ＣＯＸ?２

ｔｏｄｅｌａｙ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ｅ，２０１１，９３（３）：７４９?７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ｃｈｉ．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３．

［４］　ＰＲＡＳＡＤＳ，ＹＡＤＡＶＶＲ，ＫＡＮＮＡＰＰＡＮＲ，犲狋犪犾．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ｐｅｎｔａｃｙｃｌｉｎ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ｅｓＴＲＡＩＬ?ｉｎ

ｄｕｃ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５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ｔｈ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ＪＮ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２８６（７）：５５４６?５５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４／ｊｂｃ．Ｍ１１０．１８３６９９．

［５］　ＨＵＡＮＧＭｏｕｔｕａｎ，ＨＯＣｈｉｔ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ｙｕａｎ，犲狋犪犾．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ｋｉｎ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ｂｙ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ｉｔ

ｕｅｎｔｓｃａｒｎｏｓｏｌａｎｄ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４，５４（３）：７０１?７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８／０００８?５４７２．ｃａｎ?０６?３２７７．

［６］　ＮＩＳＨＩＮＯ Ｈ，ＮＩＳＨＩＮＯ Ａ，ＴＡＫＡＹＡＳＵＪ，犲狋犪犾．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Ｏ?ｔｅｔｒａｄｅ

ｃａｎｏｙｌｐｈｏｒｂｏｌ?１３?ａｃｅｔａｔｅｂｙｓｏｍｅｏｌｅａｎａｎｅ?ｔｙｐｅ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８，４８（１８）：５２１０?

５２１５．

［７］　ＴＯＫＵＤＡＨ，ＯＨＩＧＡＳＨＩＨ，ＫＯＳＨＩＭＩＺＵＫ，犲狋犪犾．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ｎｄ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ｎｃｉｄｏｎｓｋｉｎ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ｂｙ１２?Ｏ?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ｙｌｐｈｏｒｂｏｌ?１３?ａｃｅｔａｔｅ［Ｊ］．Ｃａｎｃｅｒ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６，３３（３）：２７９?２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３０４?

３８３５（８６）９００６７?４．

［８］　ＫＩＭＤＫ，ＢＡＥＫＪＨ，ＫＡＮＧＣＭ，犲狋犪犾．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ｍａ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ＮＡ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０，８７（５）：６２９?６３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１０９７?０２１５

（２００００９０１）８７：５〈６２９：：ＡＩＤ?ＩＪＣ２〉３．０．ＣＯ；２?Ｐ．

［９］　ＣＨＯＩＹＨ，ＢＡＥＫＪ，ＹＯＯＭ，犲狋犪犾．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ｂｙ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ｐａｓｅｓａｎｄｄｏｗ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ＡＰ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１７（３）：５６５?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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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ＤＯＩ：１０．３８９２／ｉｊｏ．１７．３．５６５．

［１０］　ＬＡＵＴＨＩＥＲＦ，ＴＡＩＬＬＥＴＬ，ＴＲＯＵＩＬＬＡＳＰ，犲狋犪犾．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

Ｄａｕｄｉｃｅｌｌｓ［Ｊ］．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０，１１（９）：７５７?７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００００１８１３?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

［１１］　ＹＩＮＹｉｎｇ，ＧＵＡＮＹｕｅ，ＤＵＡＮＪｉａｌｉｎ，犲狋犪犾．Ｃａｒｄｉ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ａｎｓｈｅｎｓｕ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Ｈ９ｃ２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ｖｉａＡｋｔａｎｄＥＲＫ１／２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３，６９９（１／２／３）：２１９?２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ｊｐｈａｒ．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５．

［１２］　ＹＥＬＬＯＮＤＭ，ＨＡＵＳＥＮＬＯＹＤＪ．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Ｊ］．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７，３５７

（１１）：１１２１?１１３５．

［１３］　ＣＨＥＮＪ，ＫＯＫＭ．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ｈｅｒｂａ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ｉｅｘ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ｘｉｄａｎｔ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

ｒａｔ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ＡＴ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ｒｅｄｏｘｃｙｃ

ｌｉｎｇ，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ｕ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１）：

９２４１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２０１３／９２４１２８．

［１４］　ＨＡＬＥＳＴＲＡＰＡＰ，ＣＬＡＲＫＥＳＪ，ＫＨＡＬＩＵＬＩＮＩ．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ｂｙ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７，１７６７（８）：１００７?１０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ｂａｂｉｏ．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８．

［１５］　ＫＥＶＩＮＬＧ，ＣＡＭＡＲＡＡＫＳ，ＲＩＥＳＳＭＬ，犲狋犪犾．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ｔｅｒ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Ｏ２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ｉｎｔａｃｔｈｅ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３，２８４（２）：Ｈ５６６?Ｈ５７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２／ａｊｐｈｅａｒｔ．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２．

［１６］　ＨＡＬＥＳＴＲＡＰＡ．Ｃａｌｃｉｕｍ，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ｐｏｒｅｗａｙｔｏｄｉｅ［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３４（Ｐｔ２）：２３２?２３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２／ＢＳＴ２００６０２３２．

［１７］　ＣＨＥＮＪｉｈａｎｇ，ＷＯＮＧＨＳ，ＫＯＫ Ｍ．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ｎ

ｄｕｃ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ｕ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ｒｅｄｏｘｃｙｃ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ｘｉｄａｎｔ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Ｈ９ｃ２ｃｅｌｌｓ

［Ｊ］．ＦｏｏｄＦｕｎｃｔ，２０１５，６（２）：５４９?５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９／ｃ４ｆｏ００７１５ｈ．

［１８］　ＱＵＭ，ＪＩＡＯＨ，ＺＨＡＯＪ，犲狋犪犾．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犖犆犡２／犛犔犆８犃２ａｔ１９ｑ１３．３ｉｎ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ｓ［Ｊ］．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６（３）：１９８?２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９９０．２０１０．

０１０７０．ｘ．

［１９］　ＪＩＡＮＧＤａｗｅｉ，ＸＩＡＯＢａｉ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ｉ，犲狋犪犾．ＲｙＲ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ａｎｄ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ｏｒｓｔｏｒｅ?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ａ
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ＯＩＣ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

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４，１０１（３５）：１３０６２?１３０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０４０２３８８１０１．

［２０］　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ｙｉ，ＣＨＵＡＣＣ，ＨＯＹＳ，犲狋犪犾．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ｃｌ?２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ｙ

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Ｒ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ｍｉｃ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

２８０（５）：Ｈ２３１３?Ｈ２３２０．

［２１］　ＯＴＴ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ＪＤ，ＧＯＧＶＡＤＺＥＶ，犲狋犪犾．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ｒｏｍ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ｂｙａｔｗｏ?ｓｔ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２，９９（３）：１２５９?１２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

２４１６５５４９８．

［２２］　ＡＲＡＭＡＥ，ＢＡＤＥＲＭ，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Ｍ，犲狋犪犾．Ｔｈｅｔｗｏ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ｃ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ｏ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ＥＭＢ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２５（１）：２３２?２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ｓｊ．ｅｍｂｏｊ．７６００９２．

［２３］　ＢＯＮＶＥＮＴＲＥＪＶ，ＺＵＫＡ．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４，６６（２）：４８０?４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５２３?１７５５．２００４．７６１＿２．ｘ．

［２４］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Ｃ．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３８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９７（４）：２７６?２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００３９５?００２?０３６４?９．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９６第１期　　　　　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ｕａｎ，犲狋犪犾：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第３９卷　第１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ｎ．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３２　

　　　 采用原研制剂制备米诺膦酸片及

体外溶出度的一致性考察

宋伟杰１，２，曾皓月１，２，龙莎２，王立强１，２，乔凤敏３，方美娟４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解放军２１１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３．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４．厦门大学 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　制备米诺膦酸片，并以原研制剂为参比制剂，采用犳２ 相似因子法对两者体外溶出度的一致性进行考

察．建立合适的体外溶出度测定方法，研究参比制剂的溶出情况，通过单因素试验对辅料的用量进行筛选，制

备出米诺磷酸片．比较自制品与原研制剂在不同溶出介质中的溶出行为，评价两者体外溶出行为的相似性．结

果表明：制备的米诺膦酸片剂与原研制剂在４种不同ｐＨ值溶出介质中的溶出相似因子犳２ 均大于５０；制备的

米诺膦酸片剂与原研制剂体外溶出行为相似．

关键词：　米诺膦酸片；溶出曲线；一致性评价；相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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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膦酸类药物是治疗骨质疏松应用最为广泛的药物之一．米诺膦酸（ｍｉｎｏｄｒｏｎｉｃａｃｉｄ）是一种新型

杂环双膦酸类化合物，为第三代含氮芳杂环双膦酸盐，它通过抑制破骨细胞内焦磷酸法尼酯（ＦＰＰ）合成

酶的活性［１］，抑制破骨细胞的骨吸收功能，降低骨转换，起到防治骨质疏松的效果，其抑制骨吸收活性分

别是阿仑膦酸钠和帕米膦酸的１０倍和１００倍
［２?３］．与以往药物相比，米诺膦酸具有疗效更好，不良反应

轻微短暂的优势．米诺膦酸片由日本小野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和日本 Ａｓｔｅｌｌａｓ制药株式会社共同开发，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首次获准上市，规格为１ｍｇ，商品名分别为Ｒｅｃａｌｂｏｎ
○Ｒ（小野药品）和Ｂｏｎｏｔｅｏ○

Ｒ（Ａｓ

ｔｅｌｌａｓ制药）
［４］．目前，国内尚无上市品，也尚未见进口的有关报道．通过检索文献，初步了解其处方组成

为乳糖、淀粉、羟丙基纤维素、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聚乙二醇、滑石粉、二氧化钛［５］．其中，羟丙甲纤

维素、聚乙二醇、二氧化钛和滑石粉为包衣材料．现今，仿制药在全球药物市场处于主流地位，开展仿制

药与原研药物体外溶出行为相似性的研究是确保仿制药临床疗效的首要前提［６］．本文通过单因素试验

对米诺膦酸片处方辅料的用量进行筛选，采用湿法制粒压片工艺制备出米诺膦酸片，以原研上市品

（Ｒｅｃａｌｂｏｎ○
Ｒ）为参比制剂，采用相似因子犳２ 法考察两者在４种溶出介质中体外溶出行为的相似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试剂：甲醇、焦磷酸钠、四丁基溴化铵、磷酸二氢钾和氢氧化钠（广东省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磷

酸（上海市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米诺膦酸对照品（加拿大ＴＲＣ公司）；羟丙纤维素、淀粉和硬

脂酸镁（安徽省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乳糖和乙醇（湖南省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欧巴代包衣预混

粉（上海市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

仪器：ＬＣ?１０ＡＴｖ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ＰＢ?１０型ｐＨ计、ＢＴ?１２５Ｄ型电子天平（北京市赛多利斯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ＧＦ３００Ａ型粉碎机、ＹＫ?１６０Ａ型摇摆式颗粒机、ＺＰＹ?１２９型压片机（上海市天祥健合

机械有限公司）；ＺＲＳ?８Ｇ型智能溶出试验仪（天津市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厂）；ＳＣ?３６１０型低速离心机（安

徽省中科中佳科学仪器公司）；ＳＮＧ?Ｘ４?２０７型热风循环烘箱（江苏省通州飞达药机有限公司）；ＺＳ?６５０

型旋振筛、ＧＨＪ?１００Ｖ型混合机（江苏省瑰宝集团有限公司）；ＢＧＢ?７５Ａ型高效包衣机（北京市北京航空

工业研究所）．

１．２　参比制剂的体外溶出行为考察

参比制剂为Ｒｅｃａｌｂｏｎ
○Ｒ（日本小野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其规格为１ｍｇ，生产批号为０８９ＪＡ．通过桨

图１　参比制剂在４种溶出介质中的溶出曲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ｅｄｉａ

法进行测定，介质体积为５００ｍＬ，转速为５０ｒ·ｍｉｎ－１，

取样时间为４５ｍｉｎ．参比制剂在水、盐酸溶液（ｐＨ值为

１．０）、磷酸盐缓冲液（ｐＨ值为４．０）、磷酸盐缓冲液（ｐＨ

值为６．８）中的溶出曲线（狀＝６），如图１所示．

１．３　米诺膦酸片的制备

将原辅料过８０目筛备用．精密称取米诺膦酸、乳

糖、淀粉、羟丙纤维素，按等量递加法手工混合均匀．然

后，向混合均匀的物料中加入纯化水适量制软材，２０目

筛网手工制粒，５０℃干燥，２０目整粒．向整粒好的颗粒

中加入处方量的硬脂酸镁混合、压片、包薄膜衣．

１．４　溶出度测定方法学的建立

１．４．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迪马Ｃ１８柱（２５０．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焦磷酸

钠中含０．００１ｍｏｌ·Ｌ－１四丁基溴化铵溶液（用磷酸调节ｐＨ值至６．５）?甲醇（体积比为９５∶５），检测波

长为２８０ｎｍ，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柱温为２５℃，进样量为２０μＬ．

１．４．２　线性试验　精密称取米诺膦酸对照品１１．２５ｍｇ（质量分数为９５．０６％），置于１００ｍＬ量瓶中，

加入１ｍＬ氢氧化钠溶液（０．１ｍｏｌ·Ｌ－１）使药品溶解，加介质至容量瓶刻度线处并混合均匀．分别精密

量取储备液０．２，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ｍＬ，置于５０ｍＬ量瓶中，加溶出介质稀释至刻度，作为线性１＃～５＃

１７第１期　　　　　　　　宋伟杰，等：采用原研制剂制备米诺膦酸片及体外溶出度的一致性考察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溶液．精密量取１＃～５
＃溶液各１００μＬ，用注射器注入液相色谱仪中，进行线性回归并计算相关系数（以

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

１．４．３　回收率试验　分别精密称取米诺膦酸约１６，２０，２５ｍｇ（即质量分数分别为５０％，８０％，１００％）各

３份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适量空白辅料（按处方比例）后，用少许盐酸（０．１ｍｏｌ·Ｌ－１）溶解稀释，

加入适量流动相，使每１ｍＬ溶液中约含２μｇ米诺膦酸．取过滤后的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称

取原研对照品适量制备对照品溶液，同样加流动相定量稀释，使每１ｍＬ溶液中约含２μｇ米诺膦酸，以

作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各１００μＬ，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溶出量用外标法的

峰面积计算，回收率由溶出量与标示量之间的比值计算所得．

１．４．４　供试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取本品，按照上述确定的溶出度测定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于０，２，４，

８，１２ｈ量取供试品溶液１０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峰面积，按照峰面积计算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

１．４．５　体外溶出度测定　取本品，参照溶出度测定法
［７］，以水作为溶出介质，体积为５００ｍＬ，转速为

５０ｒ·ｍｉｎ－１，于０，１５，３０，４５，６０ｍｉｎ分别取样，过滤后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称取原研对照

品适量制备对照品溶液，加流动相稀释，使每１ｍＬ溶液中约含米诺膦酸２μｇ．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和

对照品溶液各１００μＬ，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测定，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各点的累积溶出度．

１．５　处方筛选

根据参比制剂的处方组成，在常规用量范围内，对辅料的用量（狑），进行以下处方筛选．

１．５．１　填充剂的筛选　在初步掌握参比制剂的质量情况后，结合前期研究结果，对淀粉用量（质量分数

分别为０％，２０％，４０％，６０％）进行单因素考察，试验方案如表１所示．

１．５．２　崩解剂的筛选　为进一步提高制剂的溶出度，以拟用的崩解剂羟丙纤维素的用量（１０００片片

剂用量）为水平，采用溶出度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对其用量进行筛选，试验方案如表１所示．

表１　淀粉与羟丙纤维素用量的筛选

Ｔａｂ．１　Ｄｏｓａｇ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ｔａｒｃｈ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辅料 处方 狑（主药）／ｇ 狑（淀粉）／ｇ 狑（乳糖）／ｇ 狑（羟丙纤维素）／ｇ 狑（硬脂酸镁）／ｇ

填充剂

１ １．０ ０ ９３．５ ５．０ ０．５

２ １．０ ２０．０ ７３．５ ５．０ ０．５

３ １．０ ４０．０ ５３．５ ５．０ ０．５

４ １．０ ６０．０ ３３．５ ５．０ ０．５

崩解剂

２ １．０ ２０．０ ７３．５ ５．０ ０．５

５ １．０ ２０．０ ７０．５ ８．０ ０．５

６ １．０ ２０．０ ６８．５ １０．０ ０．５

１．５．３　包衣粉的筛选　包衣粉选用２１Ｋ５８７９４型欧巴代系列胃溶型包衣粉（上海市卡乐康包衣技术有

限公司）．用体积分数为８５％的乙醇为溶剂，配置成质量分数为６％的溶液，过１００目筛后搅拌备用．

按处方６制备片芯，称质量后置包衣锅内，调节适宜转速，向锅内喷包衣溶液适量，同时４０℃热风

干燥，当片剂质量增加约３％时，停止包衣，干燥后即得薄膜衣片．然后，分别取本品片芯和薄膜衣片，照

溶出度测定法，比较包衣前后溶出曲线的变化，并同时与参比制剂作比较．

１．６　与原研制剂体外溶出度的比较

为了体现自制样品与参比制剂的一致性，采用相似因子法比较自制样品与参比制剂的相似性［８?９］．

相似因子犳２ 计算公式为犳２ ＝５０×ｌｏｇ １＋
１

狀∑
狀

狋＝１

（犚狋－犜狋）［ ］２
０．５

×｛ ｝１００ ．式中：狀为溶出度试验取样

点数；犚狋，犜狋为狋时刻两种处方制剂在同一溶出条件下，或同一处方制剂在不同溶出条件下的累积溶出

度．犳２ 的计算结果表示两条释药曲线的吻合程度．一般认为，犳２ 在５０～１００之间，两释药曲线相似；犳２

在０～５０之间，则两释药曲线不相似．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溶出度测定方法学的测定结果

２．１．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米诺磷酸的质量浓度范围为０．４２７８～４．２７７７μｇ·ｍＬ
－１，得出样品的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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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为犢＝８８３４３犡＋５１４．８４，狉＝０．９９９９，米诺膦酸的质量浓度与吸收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２．１．２　回收率试验　回收率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δ为主药量；η为回收率；ηａｖｅ为平均回收

率．由表２可知：回收率试验的ＲＳＤ为１．３０％，表明上述方法适合用于米诺膦酸片的溶出度测定．

２．１．３　供试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由供试品溶液稳定性试验结果可知：供试品溶液在室温放置１２ｈ，峰

面积基本无变化，表明供试品溶液稳定性良好．

２．２　处方筛选

２．２．１　填充剂的筛选　淀粉与羟丙纤维素用量的考察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处方１的片剂外

观不光滑．随着淀粉用量的增加（２０％～６０％），片剂外观得到改善，但制剂的脆碎度明显增大（０．１５％～

０．６８％）
［１０］．因此，综合考虑，最优处方为处方２，并在该处方基础上对崩解剂的用量进行筛选．

２．２．２　崩解剂的筛选　由表３可知：当羟丙纤维素的量由５．０％提高到１０．０％时，溶出度由９１．８０％

提高到９８．０７％．因此，暂定处方６为最佳片芯处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包衣粉的筛选．

表２　回收率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δ／％ η／％ ηａｖｅ／％ ＲＳＤ／％

１００．９１

５０ １００．５２

９６．２０

９８．０６

８０ １００．２３

９７．８０

９９．９８

１００ ９７．７４

９８．０４

９８．８３ １．３０

表３　淀粉与羟丙纤维素用量考察结果

Ｔａｂ．３　Ｄｏｓａｇ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ｓｔａｒｃｈ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辅料 处方
质量情况

片剂外观 脆碎度／％ δ／％ 溶出度／％

填充剂

１ 麻面 ０．２１ ９９．９５ ８５．８２

２ 光滑 ０．１５ ９７．０４ ９１．８０

３ 光滑 ０．４１ ９９．２６ ８５．６７

４ 光滑 ０．６８ ９８．８９ ９２．２６

崩解剂

２ 光滑 ０．１５ ９７．０４ ９１．８０

５ 光滑 ０．１９ １００．７９ ９４．９７

６ 光滑 ０．１１ １０１．９４ ９８．０７

图２　自制片芯和薄膜衣片与

参比制剂在水中的溶出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ｌｆ?ｍａｄｅｃｏｒ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ａｎｄｆｉｌｍ?ｃｏａｔｅｄｔａｂｌｅｔ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２．２．３　包衣粉的筛选　自制片芯、自制薄膜衣片

和参比制剂在水中的溶出曲线，如图２所示．由图２

可知：米诺膦酸片包衣前后溶出曲线无明显变化，

且与参比制剂溶出趋势基本相同，因此，暂定处方６

为最佳处方．

２．３　与原研制剂体外溶出度的比较

为进一步验证处方，在４种溶出介质中，对自

制样品与参比制剂进行体外溶出度对比．犳２ 相似因

子测定结果：水为６３；磷酸盐缓冲液（ｐＨ值为６．８）

为６８；盐酸溶液（０．１ｍｏｌ·Ｌ－１）为６９；磷酸盐缓冲

液（ｐＨ值为４．０）为６０．绘制的溶出曲线图，如图３

所示．

由图３可知：在４种溶出介质中，自制样品与参比制剂的溶出曲线相似因子犳２ 均大于５０，说明自

制样品与参比制剂的溶出行为基本一致．

　　（ａ）水 （ｂ）盐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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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磷酸盐缓冲液（ｐＨ值为４．０） （ｄ）磷酸盐缓冲液（ｐＨ值为６．８）

图３　自制品与原研制剂在不同溶出介质中的溶出曲线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ｌｆｍａ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３　讨论

建立米诺膦酸片的体外溶出度测定方法，参考原研制剂的处方组成，对处方用量进行单因素考察，

成功制备出米诺膦酸片．同时，采用相似因子犳２ 法对自制品与原研制剂在４种溶出介质中的溶出行为

相似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犳２ 均大于５０，说明自制样品与原研制剂的体外溶出行为具有一致性．后期

可对其处方工艺研究细化，以期获得与原研米诺磷酸片生物等效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药物在各时间

点的平均累积释放度的差异在平台区最小（如果外推到释放１００％，差值将为０），在平台区上取样点的

增加会直接导致犳２ 偏大．因此，在应用相似因子犳２ 法评价体外溶出行为时，为了减少误差，药物的累积

释放度达到８５％以上的取样点数目应不多于一个．

２０１６年３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其明确指出，与原研参

比制剂的溶出曲线一致或具有相似性，是评价仿制药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的重要指标［１１］．尽管溶出

曲线相似与具有生物等效性之间不能划上等号，但相似的溶出曲线可降低仿制药出现临床差异的概率．

若溶出曲线与原研药基本一致，则可提高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成功率，为后续的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起到

一定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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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及性能分析

焦琛１，张卫珂１，２，杨艳青１，蔡慧中１，３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２．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４；

３．西澳大利亚大学 机械与化工系，西澳大利亚 珀斯 ＷＡ?６００９）

摘要：　选取日本５０Ｆ活性炭为电极材料，四氟硼酸四乙基氨盐／碳酸丙烯酯为电解液，从极片尺寸、极片所

受压力、电极片在电解液浸泡时间研究影响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的因素．结果表明：５组超级电容器电荷转

移电阻减小，平均比容量从最初的９４．６Ｆ·ｇ
－１增加到１１０．８Ｆ·ｇ

－１，提高１７．１％；比容量方差从２．９２降到

０．２０，一致性明显提高；经过１０００次循环，比容量保持率均在９５．０％以上，循环稳定性强．

关键词：　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５０Ｆ活性炭；电解液；一致性制备

中图分类号：　ＴＭ５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５?０６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犆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狋犘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犛狌狆犲狉犮犪狆犪犮犻狋狅狉狊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１，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ｋｅ１
，２，ＹＡＮＧＹａｎｑｉｎｇ１，ＣＨＵＡＨｕｉｔｏｎｇ１

，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ａｉｙ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ｅｒｔｈＷＡ?６００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５０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ｐａｎ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ｅｔｒａ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

ｎｉｕｍ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ｂｏｒａｔｅ／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ａ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

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ｓｅｔ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ｗａｓｒｅ

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９４．６Ｆ·ｇ
－１ｔｏ１１０．８Ｆ·ｇ

－１，ｗｉｔｈ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１７．１％．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２．９２ｔｏ０．２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１０００ｃｙｃｌ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ａｂｏｖｅ９５．０％，ａｎｄ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ｓｔｒｏ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５０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超级电容器具有功率密度高［１］、快速充放电、使用寿命长［２］、能量密度高等优点，因而受到广泛关

注．电极材料和电解液是超级电容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制约超级电容器性能的两大关键因素．此外，

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对其性能的提高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提高电极材

料与电解液性能，忽略两者之间的匹配性，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也尚未专门研究．碳材料由于大的比

表面积、良好的电子导电性和高的化学稳定性［３］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超级电容器．常用的碳材料包括

活性炭［４?５］、碳纳米管［６］、活性碳纤维［７］、石墨烯［８］、纳米洋葱碳［９］等．由于低成本、高比表面积、良好的导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０７

　通信作者：　张卫珂（１９８１?），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纳米材料的合成与应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ｋｅ＠ｔｙｕｔ．

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第５９批面上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Ｍ５９２６５４）；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０２１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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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１０］及制备原料丰富［１１?１３］等原因，活性炭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有机电解液高的

操作电压（２．５～２．７Ｖ）可以明显改善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使其性能显著提高．现常用

的有机电解液是将导电盐（四氟硼酸四乙基铵盐、四氟硼酸三乙基甲基铵盐等）溶入有机溶剂（乙腈、聚

碳酸酯等）制成．本文选取日本５０Ｆ活性炭作为电极材料，以１ｍｏｌ·Ｌ－１四氟硼酸四乙基铵盐／碳酸丙

烯酯（ＴＥＡ?ＢＦ４／ＰＣ）为电解液，系统研究影响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的因素，得出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

图１　超级电容器制备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

备最优工艺，进而提高超级电容器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超级电容器电极片制备

超级电容器的制备流程，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

超级电容器制备步骤众多，易造成制备的超级电容器一

致性程度差．依据图１所示流程制备电极片．

１）配置浆液．将制备极片所需要的材料放入真空

干燥箱８０℃真空干燥２４ｈ，去除材料中多余的水分．按

配比依次称取各种原材料，将称量好的增稠剂羧甲基纤

维素（ＣＭＣ）加入玛瑙研钵中，加少许去离子水搅拌２０

ｍｉｎ．待ＣＭＣ均匀分散后，加入导电剂（Ｓｕｐｅｒ?Ｐ），搅拌３０ｍｉｎ．将活性炭分批次依次加入所制的混合液

体中，并不断搅拌．最后，加入粘结剂丙烯腈共聚物乳胶（ＸＲ?０１８７），将混合均匀的浆液倒入真空搅拌机

中，真空搅拌２０ｍｉｎ，使各种组分充分混合，并去除浆料中多余的氧气．

２）涂布．将真空搅拌后的浆料过１２０目筛，去除浆料中的大颗粒物质，使用自动涂膜烘干机将过滤

好的浆料均匀涂在涂炭铝箔上，涂布速度设为７ｍｍ·ｓ－１，涂布厚度为１００μｍ．经２０～８０℃梯度升温

烘干所涂极片，将其放入真空干燥箱中继续烘２４ｈ，保证极片完全烘干．

３）裁片．用冲片机将电极片裁成直径为１０，１４ｍｍ的圆形电极片，并称量每一个电极片的质量（洗

耳球吹去每个电极片表面的杂质），记录数据，选取质量完全一样的极片，放入自封袋中备用．

１．２　超级电容器组装

超级电容器的组装过程应严格控制，电极片的大小、极片所受压力等会影响超级电容器的一致性．

１）将质量相同的电极片（直径为１０ｍｍ）用１０ＭＰａ压力进行压片．加压后，将极片放入真空手套

箱中进行组装．在组装过程中，将电极片在电解液中浸泡５ｓ，完成第１次实验．

２）分别用２，４，６，８，１０ＭＰａ压力进行压片，电极片在真空手套箱小仓中抽真空，第１次真空度为

０．５，第２次为０．８，第３次为１．０，每次静置３ｓ．为减少电极材料氧气的体积分数，在抽真空过程中，瓶

中电极片控制在１０片以下．电极片抽真空后，在手套箱真空浸泡２４ｈ后进行组装，完成第２次实验．

３）探究极片浸泡时间对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影响，选取不加压的极片，在真空手套箱进行抽真空处

理，处理方式同第２次实验，控制瓶中电极片的数量在５～１０片．电极片抽真空后，在手套箱真空浸泡

６０ｈ，浸泡后再抽真空，方式如上，抽真空后浸泡１２ｈ组装，完成第３次实验．

４）极片过小不利于极片的对称，故选用直径为１４ｍｍ的极片进行实验，流程参照第３次实验．

超级电容器组装顺序为负极壳、极片、隔膜、极片、垫片、弹簧片、正极壳，碳酸丙烯酯（ＰＣ）膜为隔

膜，ＰＣ膜先经过电解液浸泡．同时，使用移液枪严控控制注液量，每次注液量为２０μＬ（相当于２滴）．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活性炭粉末和极片的形貌分析

５０Ｆ活性炭粉末、极片俯视图及断面图的扫描（ＳＥＭ）图，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５０Ｆ活性炭粒径分布均匀，粒径在２～１０μｍ之间，形态均一，活性炭颗粒之间存在间

隙；添加导电剂、增稠剂与粘结剂制成极片，由于增稠剂、粘结剂的作用，活性炭颗粒之间的间隙变小，间

隙确实存在．

６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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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５０Ｆ活性炭 （ｂ）极片俯视图 （ｃ）极片断面图

图２　电极材料ＳＥＭ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２　活性炭粉末和极片的犅犈犜分析

５０Ｆ活性炭粉末、超级电容器极片 Ｎ２ 吸附图与孔径分布（ＢＪＨ）图，如图３所示．由图３（ａ）可知：

５０Ｆ活性炭及制备的极片Ｎ２ 吸附图都存在滞后环，符合Ⅳ型吸附曲线，说明材料中存在介孔
［１４］．由图３

（ｂ）可知：孔径分布集中在２．０ｎｍ附近，为微介孔结构．电极材料中存在一定量的介孔有利于电解液离

子充分进入孔内部，提高材料比表面积的有效利用率．导电剂、增稠剂与粘结剂的引入未改变５０Ｆ活性

炭原有的孔径分布，但能引起材料比表面积减少，比表面积的改变基本不影响超级电容器的比容量（比

表面积超过１２００ｍ２·ｇ
－１，比容量趋于稳定［１５］）．材料的比表面积、平均孔径、总孔容，如表１所示．

（ａ）Ｎ２ 吸附图 （ｂ）ＢＪＨ图

图３　两种活性炭材料的Ｎ２ 吸附图及ＢＪＨ图

Ｆｉｇ．３　Ｎ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ＢＪＨ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表１　两种活性炭材料孔结构分析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活性炭材料 比表面积／ｍ２·ｇ
－１ 平均孔径／ｎｍ 总孔容／ｃｍ３·ｇ

－１

５０Ｆ活性炭粉末 １５６４ ２．０４ ０．８０

５０Ｆ超级电容器极片 １３３４ ２．０９ ０．７０

２．３　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分析

交流阻抗灵敏度高，用交流阻抗法检验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程度高低．电流密度为０．５Ａ·ｇ
－１

条件下，循环１０００次，测试超级电容器稳定性，进而研究制备工艺对比容量的影响．

（ａ）超级电容器极片 （ｂ）浸泡后的电解液

图４　１０ＭＰａ加压后极片与浸泡后电解液

Ｆｉｇ．４　１０ＭＰａｐｏ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２．３．１　第１次实验一致性分析　第１次实验的压力为

１０ＭＰａ，经过加压后的极片和浸泡电极５ｓ后的电解

液，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极片形状发生明显改变，

周边向中心弯曲（图４（ａ）），电解液底部出现黑色杂质

（图４（ｂ）），说明在浸泡过程中，电极材料发生脱落，造

成活性材料的损失，进而影响超级电容器比电容．

第１次实验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如图５所示．图５

中：－犣″为交流阻抗图虚部；犣′为交流阻抗图实部．由图

５（ａ）可知：５组超级电容器的交流阻抗一致性差，电荷转

７７第１期　　　　　　　　　　　　　 焦琛，等：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及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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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电阻不同（交流阻抗图中半圆的直径）［１６］；造成第２，４电阻偏大的原因是１０ＭＰａ压力过大导致极片

表面弯曲，超级电容器极片对称性差；５组超级电容器电荷转移电阻为３．５～３０．０Ω，偏差较大．由图５

（ｂ）可知：５组超级电容器的初始比容量都在９０～１００Ｆ·ｇ
－１之间，分别为９６．４，９３．５，９６．９，９２．９，９３．２

Ｆ·ｇ
－１，平均值为９４．６Ｆ·ｇ

－１，方差为２．９２．经过１０ＭＰａ加压之后，极片表面活性材料掉落严重，导

致超级电容器的比容量偏低．经过１０００次循环后，比电容保持率为９４．７％，９３．７％，９３．９％，９６．３％，

９７．７％，５组超级电容器存在偏差，一致性差．

　（ａ）交流阻抗图 （ｂ）循环寿命图

图５　第１次实验的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ｖｅｓｅｔ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ｆｉｒ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２．３．２　第２次实验一致性分析　不同压力加压后极片与浸泡后电解液，如６所示．图６（ａ）是经过不同

压力加压后的极片，从左往右依次经过０，２，４，６，８，１０ＭＰａ加压．由图６可知：经过加压后，极片都出现

（ａ）超级电容器极片 （ｂ）浸泡后的电解液

图６　不同压力加压后极片与浸泡后电解液

Ｆｉｇ．６　Ｐｏ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两边向内凹陷的现象，压力过大可能造成极片的破裂；

选用不加压极片，极片经过浸泡后电解液电极材料不发

生脱落（图６（ｂ））．因此，实验所用极片为不加压极片．

选用不加压极片，极片经抽真空?浸泡方法处理后，制备

的超级电容器性能，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ａ）可知：相较于第１次实验，５组超级电容

器的一致性有所改善，电荷转移电阻减小，有助于减少

循环时的损耗．由图７（ｂ）可知：５组超级电容器的初始

比容量分别为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９９．６，９９．１，１００．１Ｆ·ｇ
－１，

比容量平均值为１００．２Ｆ·ｇ
－１，方差为０．４９；５组超级

电容器的比容量较第１次实验有所提高；经过１０００次

循环后，比容量保持率分别为９６．０％，９６．３％，９５．７％，９５．１％，９６．０％，较第１次实验稳定性能提高，与

交流阻抗图一致．

　　（ａ）交流阻抗图 （ｂ）循环寿命图

图７　第２次实验的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ｖｅｓｅｔ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２．３．３　第３次实验一致性分析　第３次实验的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如图８所示．由图８（ａ）可知：随着

浸泡时间的加长，５组超级电容器的一致性趋于稳定，电荷转移电阻变小，在３Ω左右；随着浸泡时间的

８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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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便于电极材料与电解液相互接触，增加活性材料比表面积的利用率，减小内阻的同时，也减少在循

环过程中的损耗．由图８（ｂ）可知：５组超级电容器的初始比容量分别为１０４．１，１０４．１，１０４．７，１０４．４，

１０２．７Ｆ·ｇ
－１，平均值为１０４．０Ｆ·ｇ

－１，方差为０．４７，比容量总体较第１，２次实验明显提高；经过１０００

次循环后，电容保持率分别为９６．２％，９４．４％，９４．１％，９４．１％，９５．４％．然而，浸泡时间不能无限加长．

首先，因为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电极会发生脱落，比容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会减小；其次，浸泡时

间的增加会延长实验周期，增加工作量．由实验可知：浸泡３ｄ后，极片电极材料基本不发生脱落．

　（ａ）交流阻抗图 （ｂ）循环寿命图

图８　第３次实验的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

Ｆｉｇ．８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ｖｅｓｅｔ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ｉｒ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２．３．４　第４次实验一致性分析　由前３次实验可知：浸泡时间能够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比容量，提高其

循环稳定性．然而，在组装过程中发现极片过小不利于两极片的对齐，进而影响超级电容器的性能．第４

次实验采用直径为１４ｍｍ的极片，制备方法如第３次实验．

第４次实验的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如图９所示．由图９（ａ）可知：５组超级电容器的交流阻抗曲线

在高频区和中频区差距较小，超级电容器传输电阻减小，在２Ω左右，这说明经过浸泡之后，电极材料与

电解液接触更充分．由图９（ｂ）可知：５组超级电容器初始比容量分别为１１０．３，１１０．２，１１１．２，１１１．１，

１１１．２Ｆ·ｇ
－１，５组超级电容器比电容的平均值为１１０．８Ｆ·ｇ

－１，方差为０．２０，极片变大能更好地进行

组装，两个极片的对称性得到保障，比容量得到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总容量进而也得到提高（极片直径

大，活性物质质量大），循环１０００次后，比容量分别为初始的９５．６％，９５．７％，９５．１％，９５．３％，９５．１％，

超级电容器一致性更好．

　　（ａ）交流阻抗图 （ｂ）循环寿命图

图９　第４次实验的５组超级电容器性能

Ｆｉｇ．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ｖｅｓｅｔ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ｆｏｕｒ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３　结论

从极片尺寸、极片所受压力、电极在电解液浸泡时间系统研究影响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因素，提

出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最优工艺：采用不加压直径为１４ｍｍ电极片在真空手套箱小仓中抽真空，第

１次真空度为０．５，第２次真空度为０．８，第３次真空度为１．０，每次静置３ｓ，控制电极片的数量在５～１０

片；极片抽真空后，用电解液真空浸泡６０ｈ，浸泡后再抽真空，抽真空后浸泡１２ｈ进行组装，每个超级电

９７第１期　　　　　　　　　　　　　 焦琛，等：超级电容器一致性制备及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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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注液量为２０μＬ（２滴注液量）．

由此得出超级电容器的性能不仅取决于电极材料与电解液的性能，一致性制备也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优化电极材料与电解液性能，改进优化工艺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改善电极材料和电解液之间的

匹配性研究，从电极材料表面化学、孔结构与电解液离子尺寸、盐及溶剂的化学反应性的相关性出发，寻

找最优的组合方式．因此，下一步研究重点应集中在建立电极材料与电解液匹配性模型，并从理论上阐

明两者之间的匹配性，指导和改进一致性制备工艺，进一步提高超级电容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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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准犘犚双模逆变器的设计

赵熙临，明航，吴胧胧，何晶晶，汤倩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针对光伏发电系统并网与离网两种应用需求，讨论分析并网、离网两种逆变模式的原理及控制策略．

提出一种非线性准比例谐振（ＰＲ）控制器用于光伏系统并网与离网状态切换过程中的逆变控制，拟通过引入

的非线性环节增大系统响应初期增益，提高控制的快速性，以消除切换过程中的电压电流畸变，保障逆变效果

的平滑性．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　光伏系统；逆变；非线性ＰＲ控制器；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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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光伏发电系统作为清洁能源的典型应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１］．在光伏系统应用中，考虑到

其供电模式特征，需要对其电能进行逆变，以锲合大电力系统的供电模式．针对供电对象的不同，光伏系

统的逆变存在并网与离网两种方式．为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光伏逆变器根据对象的状况进行并网模

式或离网模式的选择．考虑到供电的连续性，需要保证这两种模式之间能够实现平滑过渡
［２?３］．文献［４?

５］提出了双模式逆变器两种模式间相互切换所要满足的条件和操作步骤．文献［６］设计了一种能够工作

在并网和离网状态的双模式逆变器．文献［７?８］提出以间接电流控制方式来完成离并网双模式的转换，

具有一定的效果．文献［９］分析了双模式逆变器从并网运行切换到离网状态的工作特性．文献［１０］提出

利用交流脉冲宽度调制（ｐｕｌｓｅ?ｗｉｄｔｈ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ＷＭ）开关代替传统的并网开关，通过动态改变开关

等效阻抗实现对电流冲击的抑制．但综合考虑已有的方案，普遍存在切换过渡过程中的平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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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时会威胁到电网稳定运行．针对以上问题，文献［１１］设计了一种具有独立供电和并网发电的逆变系

统，提出采用电流控制离网作为独立工作与并网切换的过渡状态，对切换时刻的电压电流冲击起到了缓

解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冲击带来的影响．为进一步减小切换过程中的电压电流畸变，本文提出一种基

于非线性准非线性准比例谐振（ＰＲ）控制器的双模式逆变器，在并网向离网切换时能够有效改善切换过

程中出现的电流畸变，在离网模式向并网切换时，能够通过调整控制方式消除切换过程的电压冲击，实

现并网离网两种模式间的无缝切换．

１　逆变系统控制策略

１．１　双模式逆变器的拓扑结构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双模式逆变器的主要功能是按照供电对象的不同情况，完成不同供电方式下的

图１　单相双模式全桥逆变电路拓扑

Ｆｉｇ．１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ｄｕａｌｍｏｄｅｆｕｌｌ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逆变，从而确保光伏系统在离网供电与并网输

电两种模式间高效、平滑的切换．全桥式单相

双模式逆变系统主电路拓扑结构主要由直流

电源ｕｄ、滤波电容器Ｃ、逆变桥（ＶＳ１～ＶＳ４）、

输出滤波器Ｌ和本地负载Ｒ及无穷大电网等

几部分组成，如图１所示．

１．２　离网工作模式

当双模式逆变器离网进行独立运行时，所

要控制的对象为逆变器输出电压，所以一般采

用控制效果较好的输出电压外环，电感电流内

环的双环电压控制策略．离网模式下系统整体拓扑与控制框图，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及高频正弦脉冲宽度（ＳＰＷＭ）调制原理可知：开关状态是不连续的，但由于输出频率远小于

开关频率，因此，可利用状态空间平均法求得连续的频域模型．由图２中所示拓扑结构，可推出负载端输

出电压狌０ 与逆变桥输出电压狌ｉｎ间的传递函数为

犌０（狊）＝
狌０（狊）

狌犻狀（狊）
１／犚＋犆狊
１

１／犚＋犆狊
＋犔狊

＝
１

犔犆狊２＋
犔
犚
狊＋１

． （１）

１．３　并网工作模式

当电网正常工作时，需要让逆变器工作在并网模式，将光伏系统发出的电能输送到电网．在并网瞬

间，为了确保光伏逆变系统不会对电网产生冲击，多采用并网电流环与同步锁相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并网

电流对电网电压频率和相位的跟踪．并网模式下系统拓扑与控制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２　离网模式下系统拓扑与控制结构 图３　并网模式下系统拓扑与控制框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ｍｏｄｅ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ｍｏｄｅ

图２，３中：Ｌ为滤波电感；Ｃｆ为滤波电容；狌ｄ为直流输入电压；狌ｉｎ为逆变桥输出电压；犻ｇ 逆变器输出

的并网电流；狌ｇ为电网电压；犻ｒｅｆ并网电流参考值．由图３可推出，并网模式下逆变器并网电流犻ｇ 与参考

电流犻ｒｅｆ和电网电压狌ｇ的传递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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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犵 ＝
犓ＰＷＭ犌ＰＲ（狊）

狊Ｌ＋犚＋犓ＰＷＭ犌ＰＲ（狊）
犻ｒｅｆ－

１

狊Ｌ＋犚＋犓ＰＷＭ犌ＰＲ（狊）
狌ｇ． （２）

式（２）中：犌ＰＲ（狊）为控制器的传递函数．

２　并／离网切换控制方法

由于离并网工作特性和控制策略的不同，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切换必然引起电压或电流冲击．为了

实现无缝切换，必须使冲击尽可能减小，在操作模式上采用主电路上的并网开关与控制电路上的模式转

换开关相互配合的操作方式．

但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两种开关动作的不同步，可能导致系统工作在电流控制离网运行，或电压

控制并网运行的不稳定状态．如果突然出现电压控制并网运行时参考值由负载电流突变为电压，必然导

致巨大的电流冲击，严重危害逆变器和电网的安全．而鉴于电流控制对离网模式的破坏性相对较小，提

出了一种基于准ＰＲ控制器以电流控制离网状态作为切换过渡瞬态减缓冲击的控制方法．

基于比例谐振原理的ＰＲ控制器的传递函数为

犌ＰＲ（狊）＝犽ｐ＋
２犽ｒ狊

狊２＋ω
２
０

． （３）

　　ＰＲ控制器在基波频率处的增益为

犌ＰＲ（狊）（ｊω０）＝ 犽２ｐ＋（
２犽ｒω０

－ω
２
０＋ω

２
０

）槡
２． （４）

　　由式（３），（４）可知：ＰＲ控制器在ｊω轴上增加了两个固定频率的开环极点，形成此固定频率下的谐

振，使ＰＲ控制器能够在该频率处得到无穷大增益，最终达到对参考交流信号的无静差跟踪
［１２］．因此，

在光伏系统中更适合采用ＰＲ控制器完成对逆变器输出交流信号的调节．

在实际应用时，考虑到ＰＲ控制器实现难度大，对电网频率偏移适应性差，采用一种性能更好的准

ＰＲ控制器，其传递函数为

犌ＰＲ（狊）＝犽ｐ＋
２犽ｒωｃ狊

狊２＋２ωｃ狊＋ω
２
０

． （５）

式（５）中：犽ｐ是比例系数；犽ｒ为谐振比例系数；ωｃ为系统带宽；ω０ 为谐振频率取电网基频３１４ｒａｄ·ｓ
－１．

为提高系统性能，需要对准ＰＲ控制器的３个参数犽ｐ，犽ｒ，ωｃ进行设计．根据控制理论相关内容，并由仿

真实验，设计出一组性能较好的准ＰＲ控制参数：ωｃ＝８，犽ｒ＝２００，犽ｐ＝１２０，此时的准ＰＲ控制器能够实

现逆变输出较好跟踪电网电压的目标．

由离网切换到并网时，检测逆变器输出电压将其调至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将模式控制开关切换至

电流控制方式，调节参考电流至负载电流值，待电网电压过零点时合上并网开关．在准ＰＲ控制策略下

以电流控制离网作为过渡状态，从离网切换至并网的仿真波形，如图４（ａ）所示．

（ａ）离网切换 （ｂ）并网切换

图４　准ＰＲ控制并离网切换时输出波形

Ｆｉｇ．４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ｗｉｔｈｑｕａｓｉＰＲ

由并网切换到离网时，检测电网故障，将并网参考电流调节到输出负载电流值，待电网电压过零点

时打开并网开关，将模式开关切换至电压控制模式并保持稳定运行．在准ＰＲ控制策略下以电流控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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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作为切换过渡状态，从并网切换至离网时的仿真波形，如图４（ｂ）所示．由图４（ａ），（ｂ）可知：在准ＰＲ

控制下从离网切换到并网时，在切换点狋＝０．０５ｓ时，出现一个明显的电流冲击，而从并网切换到离网

时，在切换点附近逆变器输出电流幅值下降明显且存在较大震荡．由此说明在准ＰＲ控制下，以电流控

制离网状态作为并网和离网两种模式切换的过渡状态的这种切换控制策略是不能够满足双模式逆变器

平滑切换要求的．

３　基于非线性准犘犚控制器的并离网切换

３．１　非线性准犘犚控制器设计

针对图４（ａ），（ｂ）表现出的问题，考虑在ＰＲ控制器前加入非线性环节以提高响应的快速性．非线性

环节能够保证在起始时刻提供一个大的增益，系统增益的提高将加快系统响应速度，弥补原控制系统响

应不及时导致的问题．下面引入非线性函数狔（犲），非线性函数狔（犲）的表达式为

狔（犲）＝犽０＋犽１×［１－
２

ｅｘｐ（犽２犲）＋ｅｘｐ（犽２（－犲））
］． （６）

式（６）中：变量犲为系统实际输出与输出参考值之间的差值；犽０，犽１，犽２ 为非线性函数的３个系数，取值分

别为１，４，１．

当以阶跃信号作为输入，将闭环反馈系统的输出与输入信号的差值送入非线性环节，得到非线性环

节的响应特性曲线，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在响应初期约０．３ｓ时，非线性环节给系统提供了一个较

大的增益，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能有效解决系统响应较慢和输出幅值震荡问题．

为尽可能减小切换冲击，保障逆变器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设计一种基于非线性的准ＰＲ控制器．

非线性环节与准ＰＲ控制器在控制系统中连接方式，如图６所示．

图５　非线性环节的特性曲线 图６　非线性准ＰＲ控制器结构框图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ｒ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ｑｕａｓｉＰＲ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３．２　仿真验证

并网到离网切换时，在以电流控制离网工作瞬态作为切换过渡状态的基础上，利用控制器的非线性

补偿功能弥补单纯准ＰＲ控制器在切换点附近的增益不够幅值跟踪响应迟缓，切换瞬间震荡剧烈等显

著缺点．具体的操作步骤和前面一致，先检测电网故障，再调整并网参考电流值，接着，待并网电压过零

断开并网开关进行脱网．最后，操作模式控制开关，将电流控制切换为电压控制，最终实现在非线性准

ＰＲ控制方式下并网到离网的平滑切换．

离网到并网切换时，检测电压控制独立工作模式下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并进行调整使其与电网同频

同相，在达到并网要求后动作模式控制开关使系统工作在电流控制下的独立工作模式，缓慢调节参考电

流至负载电流给定值，待电网电压幅值过零时，合上并网开关，并将电流参考调节至并网运行时的给定

值，至此完成由离网至并网的切换．

通过搭建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模型，在以电流控制离网工作瞬态作为切换过渡状态的基础上，对所提出的

将非线性与准ＰＲ控制相结合的离并网双模式光伏逆变器进行了仿真．仿真参数设置如下：光伏逆变器

的输入直流母线电压为狌ｄ＝４００Ｖ；电网电压为狌ｇ；并网频率ω０＝５０Ｈｚ；滤波电感犔＝３０ｍＨ；滤波电

容犆＝２μＦ；ＰＲ控制参数为ωｃ＝８，犽ｒ＝２００，犽ｐ＝１２０，ωｃ由截止频率带宽决定，犽ｒ与犽ｐ通过综合系统的

稳定性和增益选取．引入非线性准ＰＲ控制策略的双模式逆变器，在狋＝０．０５ｓ时，从并网切换到离网，

以及离网切换到并网的仿真波形，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的仿真结果与图４对比可知：当采用非线性与准ＰＲ控制相结合后，双模式逆变器并离网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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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程的电流波形得到了明显改善，有效地消除了准ＰＲ控制下在两种模式切换点附近出现的电压电

流冲击，实现了平滑过渡无缝切换的要求，能够使逆变器在两种模式及切换瞬态保持正常平稳运行．

（ａ）离网切换到并网 （ｂ）并网切换到离网

图７　基于非线性准ＰＲ的并离网切换输出波形

Ｆｉｇ．７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ｅｑｕａｓｉＰＲ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４　结束语

分析了并离网双模式逆变器在并网运行和离网工作两种模式下的控制方式，针对双模式逆变器在

并网运行和离网工作两种模式间切换时出现的电压电流冲击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非线性准ＰＲ控制器

的无缝切换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小切换瞬间输出电压电流冲击．最后，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对切换方

法和控制策略进行了仿真验证．结果表明：这种控制方式能够确保双模式逆变器在两种模式下稳定工

作，并能实现离并网的平滑过渡，该研究为中小型光伏发电系统的离并网切换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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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动态劣化度的风电机组

运行状态实时评估

江顺辉，方瑞明，尚荣艳，王黎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满足大数据环境下风电机组状态评估的实时性要求，提出一种基于动态劣化度的实时状态评估方

法．首先，建立动态劣化度计算模型；然后，引入正态云模型取代传统隶属函数，将正态云模型与模糊综合评价

法相结合，形成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方法；最后，基于辽宁某风电机组的ＳＣＡＤＡ数据，利用所述方法

对其进行状态评估．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把握机组的实时运行状态，并对其早期缺陷及时预警，有

助于防范机组严重故障的发生．

关键词：　风电机组；动态劣化度；实时状态评估；马尔科夫链模型；正态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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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ｏｆｕｚｚ

ｙ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ｇｉｖｅ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ｍｅｔｈ

ｏｄｉｓｔｅｓ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ＣＡＤＡｄａｔａｏｆａ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ｉ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ｌａｒｍｉｎｇｉｔｓ

ｅａｒｌｙｄｅｆｅｃｔｓｔｉｍ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ｕｓｅｆｕｌｆｏｒ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ｉｏｕｓｆａ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ｄｅｇｒｅ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

ｎｏｒｍａｌ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

近年来，已有相关文献通过神经网络［１］、支持向量机［２］、Ｃｏｐｕｌａ理论
［３］、物元理论［４］、健康状态理

论［５］和模糊综合评价等［６?７］对机组整体运行状态进行研究．其中，模糊综合评价基于模糊线性变换和隶

属度，适合于具有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运行状态的定量评估，非常切合风电机组自身的特点．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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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模糊评估模型时，为满足不同指标统一评估的需要，常采用劣化度描述评估指标偏离正常状态的程

度．但是，目前大部分文献中采用的劣化度计算方法仅考虑了评估指标当前时刻的参数值，而忽略了评

估指标的参数变化趋势［４，６?７］．事实上，风电机组劣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其状态不仅取决

于评估指标当前值，更与评估指标的参数变化趋势密切相关．在评估模型中，隶属函数是将评估指标的

劣化度转变成评估等级隶属度的重要工具，隶属函数的选取因没有严格的方法而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并

且得出的隶属度是精确值，导致模型过分偏重于不确定性中的模糊性，而忽视了随机性．针对此不足，李

德毅等［８］提出了结合模糊性和随机性的正态云模型，其构造了定性和定量间的相互映射，为评估指标劣

化度到机组评估等级的映射提供了新思路．然而，正态云模型虽然能够克服传统隶属函数的选取弊端，

但传统劣化度作为其输入所求得的云隶属度无法动态反映由于评估指标的参数趋势变化所产生的隶属

度偏移［９?１０］，容易导致评估结果不准确．因此，本文将动态劣化度作为正态云模型的输入，将该云模型与

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建立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方法．

１　动态劣化度及其计算方法

１．１　动态劣化度

偏小型评估指标的动态劣化度的计算式为

犵ｄ（狓）＝

０， 狓ｐ＜狓ｍｉｎ，

狓ｐ－狓ｍｉｎ
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 狓ｍｉｎ＜狓ｐ＜狓ｍａｘ，

１， 狓ｐ＞狓ｍａｘ

烅

烄

烆 ．

（１）

式（１）中：狓ｍｉｎ，狓ｍａｘ是评估指标参数临界区间的阈值；狓ｐ 为预测值，由当前值与参数趋势变化量叠加而

得．可见，动态劣化度的计算综合考虑了评估指标当前值及其变化趋势，能够动态描述机组运行状态．

１．２　动态劣化度的计算方法

分析式（１）可知：计算动态劣化度的关键在于评估指标参数变化趋势的准确预测．考虑到现代风电

机组ＳＣＡＤＡ系统的实时监控数据量较大，因而，选择参数趋势预测方法时既要算法的精度，也要兼顾

实时性的要求．马尔科夫链模型的状态转移矩阵，能够仅从当前时刻的状态预测下一时刻的状态，在数

据趋势预测中已得到成功应用［１１?１２］．该方法所需数据量少，可满足实时评估要求．因此，引入马尔科夫链

模型预测评估指标的参数趋势变化量．马尔科夫链模型在做参数趋势预测时，必须给定两个条件，一是

当前时刻变化量，二是状态转移矩阵犘．具体预测有以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获取每个评估指标的ＳＣＡＤＡ系统历史监测数据序列．

步骤２　针对每个序列，用下一时刻值减去当前时刻值，得到评估指标的参数变化量序列．

步骤３　对每个变化量序列进行状态划分；采用均值?均方差的方法
［１３］，划分其状态区间．

步骤４　建立状态转移矩阵为犘＝［狆犻，犼］，１≤犻，犼≤狀．元素狆犻，犼的计算式为

狆犻，犼 ＝犿犻，犼／犿犻． （２）

式（２）中：犿犻，犼表示由状态犛犻转移到状态犛犼的次数；犿犻表示状态犛犻出现的次数．

步骤５　由评估指标当前时刻的参数变化量狓狋确定其所属状态犛犻，进而由该状态在下一时刻可能

转移到的状态犛犼的区间中值与转移概率狆犻，犼的乘积，求得下一时刻的参数趋势变化量狓狋＋１，即

狓狋＋１ ＝∑
犽

犼＝１

ε犼ｕｐ＋ε
犼
ｄｏｗｎ

２
·狆犻，犼． （３）

式（３）中：ε犼ｕｐ表示区间犛犼的上限；ε
犼
ｄｏｗｎ表示区间犛犼的下限；犽表示区间个数．

步骤６　将参数趋势变化量与当前时刻值叠加，得到评估指标的参数预测值．

以某风电机组ＳＣＡＤＡ系统的发电机驱动端轴承温度指标为例．首先获取时间段犜１～犜７（间隔为

１０ｍｉｎ）内的ＳＣＡＤＡ系统监测数据，参照该机组技术规格书
［１４］，确定式（１）中该评估指标参数临界区

间的阈值，计算动态劣化度和传统劣化度，并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狓ｃ为当前值；狓ｐ 为预

测值；犵ｔ为传统劣化度；犵ｄ为动态劣化度．由表１可知：犜１～犜３时刻，传统劣化度和动态劣化度的计算

结果相近，原因是犜１～犜３时刻该评估指标的参数值仅发生连续、缓慢变化；从犜４时刻开始，发电机驱

７８第１期　　　　　　　　　　江顺辉，等：采用动态劣化度的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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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发电机驱动端轴承温度参数值及劣化度

Ｔａｂ．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ｅ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时刻 狓ｃ／℃ 狓ｐ／℃ 犵ｔ 犵ｄ

犜１ １８．１８ １９．０４ ０．２８ ０．２９

犜２ １８．９３ ２０．７２ ０．２９ ０．３１

犜３ １９．５７ ２１．３７ ０．３０ ０．３１

犜４ ２８．８１ ３８．９１ ０．３９ ０．４９

犜５ ４０．５４ ５０．６４ ０．５１ ０．６１

犜６ ５３．２８ ６３．３８ ０．６３ ０．７３

犜７ ６１．８５ ７１．９５ ０．７２ ０．８２

动端轴承温度急剧增大，出现显著变化．此时，动

态劣化度计算结果明显高于传统劣化度．显然，

由于动态劣化度综合考虑了评估指标的当前值

及其参数变化趋势，因而，更能表征机组从犜４

时刻开始出现的“病况”．

２　正态云模型及其云隶属度的求取

２．１　正态云模型

正态云模型采用（犈ｘ，犈ｎ，犎ｅ）表征云的数字

特征．其中，期望值犈ｘ是最能够代表定性概念的

点；熵犈ｎ综合度量定性概念的模糊度和概率，反映定性概念的不确定性；超熵犎ｅ反映在数域空间云滴

的凝聚度，间接表示云的离散程度和厚度［１５］．

２．２　云隶属度的求取

在对风电机组进行状态评估时，常将评估等级划分为犛＝（犛１，犛２，犛３，犛４）＝（良好，合格，异常，严

重），对应４朵正态云犆犻＝（犆１，犆２，犆３，犆４）．其数字特征的计算方法，如表２所示．

表２中：犪，犫，犮为动态劣化度区间的限值．根据现场运维经验，将动态劣化度与评估等级的对应区

间确定为犛１［０，０．２），犛２［０．２，０．５），犛３［０．５，０．８）和犛４［０．８，１．０］．则表２中：犪＝０．２，犫＝０．５，犮＝０．８．参

考文献［１６］的计算公式犎ｅ＝ ｜（犛－犈ｎ）·（犛＋犈ｎ）槡 ｜，并结合数值实验，确定狇＝０．００５．根据表２的方

法，即可计算得到每个评估等级的数字特征值，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２　数字特征计算方法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犛犻 犆犻 犈ｘ，犻 犈ｎ，犻 犎ｅ，犻

犛１ 犆１ 犈ｘ，１＝０ 犈ｎ，１＝（犈ｘ，２－犈ｘ，１）／３ 狇

犛２ 犆２ 犈ｘ，２＝（犪＋犫）／２ 犈ｎ，２＝（犈ｘ，２－犈ｘ，１）／３ 狇

犛３ 犆３ 犈ｘ，３＝（犫＋犮）／２ 犈ｎ，３＝（犈ｘ，３－犈ｘ，２）／３ 狇

犛４ 犆４ 犈ｘ，４＝１．０ 犈ｎ，４＝（犈ｘ，４－犈ｘ，３）／３ 狇

表３　各评估等级的数字特征值

Ｔａｂ．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

犛犻 犆犻 犈ｘ，犻 犈ｎ，犻 犎ｅ，犻

犛１ 犆１ 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５

犛２ 犆２ ０．３５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５

犛３ 犆３ ０．６５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

犛４ 犆４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５

　　将评估指标的动态劣化度犵ｄ代入正态云模型中，可得到各评估等级的云隶属度狉′犻，即

狉′犻＝ｅｘｐ（－
（犵ｄ－犈ｘ，犻）

２

２犈′２ｎ，犻
）． （４）

　　求得的云隶属度是微小范围内的随机数，但具有稳定倾向，取１０次结果的平均值，即狉犻 ＝

∑
１０

犽＝１

狉′犻，犽／１０，最终确定云隶属度狉犻．为了比较云隶属度的计算结果，以表１中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犚ｔ为传统云隶属度；犚ｄ为动态云隶属度．

表４　云隶属度比较结果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时刻 犵ｔ 犵ｄ 犚ｔ 犚ｄ

犜１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０４，０．８３，０，０） （０．０３，０．９４，０，０）

犜２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０３，０．８８，０，０） （０．０２，０．９７，０，０）

犜３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０３，０．９２，０，０） （０．０４，０．９６，０，０）

犜４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０１，０．９４，０．０３，０） （０，０．４９，０．２９，０）

犜５ ０．５１ ０．６１ （０，０．３９，０．４１，０） （０，０．０３，０．９５，０．０１）

犜６ ０．６３ ０．７３ （０，０．０６，０．９９，０．０２） （０，０，０．６５，０．０９）

犜７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０．０１，０．７９，０．０５） （０，０，０．２２，０．３４）

　　犜３～犜４时刻，评估指标的参数变化趋势出现明显增大，表明该指标在犜４时刻出现了劣化．由表４

可知：与传统云隶属度相比，良好的云隶属度由０．０１减小为０，合格的云隶属度由０．９４减小为０．４９，异

常的云隶属度由０．０３增大为０．２９，说明将动态劣化度作为正态云模型输入所得的动态云隶属度，能准

８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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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

确描述由于评估指标的参数趋势变化带来的隶属度偏移．

３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方法的建立

３．１　评估方法的建立

将正态云模型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结合，建立风电机

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算法，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

左边虚线框内为离线建模过程；右边为实时状态评估过程．

３．２　评估体系的建立

将该机组的评估体系分为３层．首先，建立评估对象

层，为该机组实时运行状态；然后，建立子项目层，为发电机

系统，齿轮箱系统，机舱系统，环境因素和并网因素；最后，

建立评估指标层，根据ＳＣＡＤＡ系统的监测项目，将各子项

目细分为多项评估指标．风电机组运行状态的评估体系，如

图２所示．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数据分析

根据图２所示的评估指标，将表１对应机组在相同时

段内的ＳＣＡＤＡ数据进行汇集．如前所述，该机组在犜３～

犜４时刻，发电机驱动端轴承温度的变化趋势明显增大，出现了劣化，且后续时刻发电机绕组温度和齿轮

箱输入轴温度也均出现了劣化情况，表明机组出现了“病况”．因此，在犜４时刻，机组监控人员应提高警

惕，排查问题．

图２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评估体系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

４．２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评估

以犜４时刻为例，其状态评估流程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权重的确定．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常权重；然后，结合变权理论将常权重进行变权处

理［７］．评估体系中各层权重的分配结果，如表５所示．

　　步骤２　计算动态劣化度．针对预测值序列，计算各子项目犝犻的动态劣化度犵ｄ，犻，结果为

犵ｄ，１ ＝ （０．４９，０．３３，０．４０，０．３６，０），　　犵ｄ，２ ＝ （０．４２，０．３３，０．３６，０．３４），

犵ｄ，３ ＝ （０．３５，０．３３，０．４２），　　犵ｄ，４ ＝ （０，０，０．３８），　　犵ｄ，５ ＝ （０，０，０，０，０）．

　　步骤３　求取动态云隶属度矩阵．根据节２．２动态云隶属度的计算结果，求取各子项目的动态云隶

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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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层权重的分配

Ｔａｂ．５　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ｙｅｒ

子项目层 权值 评估指标层 常权值 变权值

犝１ ０．３１ （犝１１，犝１２，犝１３，犝１４，犝１５） （０．３１，０．３１，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０） （０．４４，０．２５，０．１８，０．０９，０．０４）

犝２ ０．３１ （犝２１，犝２２，犝２３，犝２４） （０．１７，０．１７，０．４９，０．１７） （０．２１，０．１５，０．４８，０．１６）

犝３ ０．１０ （犝３１，犝３２，犝３３） （０．７０，０．１５，０．１５） （０．６８，０．１４，０．１８）

犝４ ０．１０ （犝４１，犝４２，犝４３） （０．３４，０．３３，０．３３） （０．２２，０．２２，０．５６）

犝５ ０．１８ （犝５１，犝５２，犝５３，犝５４，犝５５） （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６，０．３９） （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６，０．３９）

　　步骤４　风电机组运行状态评估．根据各子项目的动态云隶属度矩阵和评估指标的权重，可计算各

子项目的评估结果矢量，并由此构成综合云隶属度矩阵犚．最终可得风电机组实时运行状态的评估结果

矢量为

犞＝犃×犚＝ ［０．２４，０．７０，０．０５，０］．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的确定通常采用取隶属度最大项的策略．然而，对于风电机组这种复杂设备，考

虑到其故障机理中的短板效应，为及时对机组的早期缺陷进行预警，应更关注底层参数的劣化情况．因

此，采用非零最低等级项的策略，直接考虑底层参数的最低隶属度．以犜４时刻为例，采用文中策略将机

组状态确定为异常，这与之前的数据分析结果是一致的．此时，监控人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机组状

态进一步恶化．

４．３　评估结果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基于动态劣化度方法的有效性，将其与基于传统劣化度方法进行对比，２种方法的

评估结果，如表６所示．其趋势图，如图３所示．

表６　连续时刻的状态评估结果

Ｔａｂ．６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ｉｍｅ

评估方法 评估结果
犜犻（犻＝１，２，…，７）时刻系统运行状态评估

犜１ 犜２ 犜３ 犜４ 犜５ 犜６ 犜７

基于动态

劣化度的

方法

评估矢量
（０．２５，０．７５，

０，０）

（０．２５，０．７５，

０，０）

（０．２４，０．７６，

０，０）

（０．２４，０．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２３，０．５０，

０．２４，０．０１）

（０．２３，０．３１，

０．３３，０．０３）

（０．２３，０．３１，

０．３３，０．０３）

评估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异常 严重 严重 严重

基于传统

劣化度的

方法

评估矢量
（０．２６，０．７４，

０，０）

（０．２５，０．７５，

０，０）

（０．２５，０．７５，

０，０）

（０．２５，０．７５，

０，０）

（０．２４，０．６７，

０．０８，０）

（０．２３，０．４８，

０．２６，０）

（０．２３，０．３２，

０．３４，０．０２）

评估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异常

　　由表６可知：犜４时刻，应用基于传统劣化度方法所得的该机组运行状态的评估结果矢量为

犚＝ ［０．２４，０．７６，０，０］．

　　此时，该模型的评估结果为合格．显然，传统云隶属度由于无法反映隶属度的偏移，导致了机组运行

图３　状态评估结果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状态的误判．

由图３可知：基于动态劣化度方法在犜４时刻就指出

机组运行状态已发生异常，至犜５时刻则明确机组状态已

经严重，这与数据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而基于传统劣化度方

法在犜６时刻的评估结果仍为合格，到犜７时刻才提醒异

常．这说明所提基于动态劣化度方法能够根据评估指标的

参数变化准确地把握机组的实时运行状态，并对机组早期

缺陷及时预警．

５　结束语

提出基于动态劣化度的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方

法．首先，针对传统劣化度的不足，提出动态劣化度的概念，

并实例验证动态劣化度能够综合考虑评估指标的当前值和参数变化趋势，反映评估指标劣化度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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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其次，以动态劣化度为输入，建立正态云模型求取动态云隶属度，通过实例验证动态云隶属度能够

客观反映评估指标的隶属度及其偏移，并建立风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评估方法．最后，分析辽宁某风电

机组在一段时间内的ＳＣＡＤＡ系统监测数据后，应用所提方法对其进行状态评估．实例验证表明：与基

于传统劣化度的状态评估方法相比，所提方法能够有效挖掘ＳＣＡＤＡ系统海量监测数据，实时把握机组

运行状态发展趋势，所得风电机组运行状态的评估结果更为可靠，能够对异常状态进行及时预警，为监

控人员制定检修维护计划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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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值自动机的产生式推理建模方法

戴茵茵，彭翔，王飞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多规则多结论的复杂产生式推理，将形式化语言识别能力和产生式推理结合起来，提出一种基于

格值自动机的产生式推理建模方法．首先，利用格值自动机理论优点，将复杂产生式推理过程用格值自动机的

格值语言描述出来，从而建立通用的产生式推理模型；其次，给出模型的规则间逻辑正确性验证方法，以及模

型随规则库更新而更新的方法；最后，用实例验证建模方法的正确性．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充当专家系统的

辅助决策系统，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　产生式推理；格值自动机；正确性验证；故障诊断；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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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式规则推理在许多领域的专家系统中都能得到应用，但也存在推理效率较低、无法表示结构性

知识等缺点［１?２］．Ｐａｎ等
［３］用确定性自动机构建了继电器控制电路的产生式推理故障诊断模型，并用于

区分控制电路中故障的种类．Ｋｉｌｉｃ等
［４］用模糊自动机构建了变压器故障诊断模型，结合故障的模糊产

生式规则，确定故障的种类．然而，文献［３?４］都是针对特定的系统构建的模型，没有给出泛化的产生式

推理建模方法．Ｃｈｅｎ
［５］利用Ｐｅｔｒｉ网构建了泛化的模糊加权产生式系统推理模型，但没有给出相应的模

型更新或规则间逻辑正确性验证方法，实际运用起来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文献［６］的基础上做出理

论延伸，降低模型维数，增加逻辑正确性验证与模型更新方法，使之适于复杂的产生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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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输电线路实例

Ｆｉｇ．１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１　问题的描述

对于电力网络，“设备”和“断路器”表示的拓扑结

构［７］，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ＣＢ①～ＣＢ⑨为断路器；Ｌ１～

Ｌ３为线路；Ｂ１～Ｂ４为母线．当故障发生时，相应点的线

路保护动作引起对应的断路器动作，切除故障点与电网

的联接，从而达到保护电网的目的．同时，数据采集与监

视控制（ＳＣＡＤＡ）系统采集各线路保护动作与断路器动

作的数据，通过数据定位故障点，由推理系统完成．线路

故障的产生式规则，如表１所示．

表１　线路保护动作与断路器动作的产生式规则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ｂｒｅａｋｅｒ

规则 前件 后件

１ ｉｆ线路送端主保护和受端主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１正常

２ ｉｆ线路送端主保护和受端近后备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２正常

３ ｉｆ线路送端近后备保护和受端主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３正常

４ ｉｆ线路送端近后备保护和受端近后备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４正常

５ ｉｆ线路送端主保护和受端远后备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５正常

６ ｉｆ线路送端远后备保护和受端主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６正常

７ ｉｆ线路送端近后备保护和受端远后备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７正常

８ ｉｆ线路送端远后备保护和受端近后备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８正常

９ ｉｆ保护方式１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０ ｉｆ保护方式２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１ ｉｆ保护方式３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２ ｉｆ保护方式４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３ ｉｆ保护方式５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４ ｉｆ保护方式６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５ ｉｆ保护方式７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１６ ｉｆ保护方式８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线路故障

　　将产生推理系统中的规则、每条规则前提中的条件，以及结论中的每个小结论进行排序，分别记为

前提集犃＝｛犪犻
犼
｜犻为第犻条规则，犼为该条规则的第犼个条件｝与结论集犆＝｛犮犿狀｜犿为第犿 条规则，狀为

该条规则的第狀个结论｝．在一个产生式规则中，若前提和结论不止一个，则将多个前提看作是一个个条

件，前提中的每个条件都满足，则该规则前提满足；同样，结论也可能是多个．当前提满足时，则所有的小

结论满足．以规则１为例，ｉｆ犪１
１
ａｎｄ犪１

２
，ｔｈｅｎ犆１

１
．

由产生式规则相关定义可知，若存在前提与结论关联的情况，即若犪犻
犼
∈犃，犮犿狀∈犆，使得犪犻犼＝犮犿狀

（犿，狀，犻，犼＝１，２，３，…），则当犻≠犿时，犪犻
犼
＝犮犿狀成立．故得如下定义１．

定义１　在产生式系统推理中，某些规则中的前提或前提中的条件的满足需要其他规则的结论或

结论中的一个小结论成立，则称这样的结论或结论中的小结论为中间结论．

中间结论所对应的既是某个规则结论，也是另外某个规则的条件，记犅＝｛犫犿狀｜犪犻犼∈犃，犮犿狀∈犆，使

得犪犻
犼
＝犫犿狀＝犮犿狀，其中，犻≠犿；犿，狀，犻，犼＝１，２，３，…｝，犆犱＝｛犮犿狀｜犮犿狀∈犆，犮犿狀≠犫犽１｝为不含中间结论的后

件集，犃犱＝｛犪犻
犼
｜犪犻

犼
∈犃，犪犻

犼
≠犫犿狀｝为不含中间结论的前件集．易知犅＝｛犫１１，犫２１，犫３１，犫４１，犫５１，犫６１，犫７１，

犫８
１
｝，犃犱＝｛犪犻

犼
｜当犻∈｛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时，犼≠１｝．

基于中间结论，可得如下定义２．

定义２　在规则产生式推理中，系统从推理开始到推理结束，经过多个前置结论，进而能获得任一

个最终结论的路径，称为推理路径．

基于格值自动机［８?９］，推理机模型定义为

犌＝ （犙，犈，δ，Σ，犔，狇０，狇犳，犙ｃ，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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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犈＝犈狉∪｛犳｝，犳为推理结束事件，犈狉＝｛犲犿狀｜犿为第犿 条规则，狀为该条规则的第狀个结论｝为

给定规则触发事件集；Σ＝犃犱∪｛σ｝为有限综合条件集，σ是Σ 的幺元，表示条件输入结束；犔＝（２
Σ，）

为格值自动机推理模型的有限格；狇０∈犙为初始状态，表示推理机的准备就绪状态；狇犳∈犙为终止状态，

表示推理机的推理结束状态；犙ｃ＝｛狇犿狀｜犿为第犿 条规则，狀为该条规则的第狀个结论｝∈犙为结论成立

状态集，表示到此状态得到对应的结论；α∶犙ｃ→犆为映射，满足α（狇犿狀）＝犮犿狀．

按上述定义，规则１与规则９的构造推理机，如图２，３所示．

图２　规则１的推理机 图３　规则９的推理机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ｏｆｒｕｌｅ１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ｏｆｒｕｌｅ９

对于每个规则的推理机，构造转移δ（狇犿狀，犳）＝狇犳，其中，犿＝９，…，１６；狀＝１．

２　建模流程

格值自动机的逻辑且关系的构建，如图４所示．犔（犪１）＝｛１｝，犔（犪２）＝｛２｝．由图４可知：若犪１ 在犪２

前面，则犔（犪１）＝犔（犪２）∪犔（犪１）＝｛１，２｝；反之，则犔（犪２）＝｛１，２｝．将两个条件的且关系推广到狀个条

件，那么，任一路径开头接受的格值语言输入为所有且关系格值的并集．即有犔犪＝犔（犪１）∪犔（犪２）∪…∪

图４　逻辑犪１ 且犪２

Ｆｉｇ．４　Ｌｏｇｉｃ犪１ａｎｄ犪２

犔（犪狀），对于任一路径中的事件犪狀，按照其位置，更新犔（犪狀）如下，即

１）令犔ｐｒｅ＝，狓＝１；

２）按此路径事件的先后顺序，取第狓个事件犪狔，狔∈｛１，２，…，狀｝，

令犔（犪狔）＝犔犪－犔ｐｒｅ，犔ｐｒｅ＝犔ｐｒｅ∪｛犪狔｝，若狓＜狀，狓＝狓＋１，转２）；

３）若狓＝狀，则结束．

按照上述方法，将会产生犃狀狀 个事件状态序列，即为犃
狀
狀 条路径．

定义３　基于一般自动机的输入等价原则
［１０］，格值自动机在进行状态合并前，原状态输入事件的格

值对应相等，称为格值自动机的输入等价原则．

建模有如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对于每个规则触发事件，构造映射犲犿狀→犔，若犪犿犼∈犃犱，则犔（犲犿狀）＝｛犪犿犼｜犪犿犼∈犃犱｝；若

犪犿
犼
犃犱，则犔（犲犿狀）＝．

步骤２　令犙ｏｌｄ＝犙ｃ，构造产生式推理系统中每一个结论所需输入条件的转移关系如下，即

１）若犙ｏｌｄ＝，则转步骤４；若犙ｏｌｄ＝，则转步骤２．

２）任取狇犿狀∈犙ｏｌｄ，犙ｏｌｄ＝犙ｏｌｄ－狇犿狀．如果犪犿犼∈犃犱，则δ（狇０，犲犿狀）＝狇犿狀，转步骤１；如果犪犿犼犃犱，转

步骤３．

３）必然存在一个或多个犪犿
犼
＝α（狇犽

１
）（犼，犽，犾＝１，２，３，…），对于任一个犪犿

犼
＝α（狇犽

１
），令δ（狇犽

１
，犲犿狀）＝

狇犿狀，犔（犲犽１）＝犔（犲犽１）∪犔（犲犿狀）．若存在多个犪犿犼（犼＝１，２，３，…），使得犪犿犼＝α（狇犽１）（犽，犾＝１，２，３，…），对于

其中任一犪犿
犼
＝α（狇犽

１
），令δ（狇犽

１
，犲犿狀）＝狇犿狀，犔（犲犽１）＝犔（犲犽１）∪犔（犲犿狀）．同时，把狇犽１所对应的犲犽１按逻辑且

关系处理，将所得的任一路径的最后一个状态替为狇犿狀，转步骤１．

４）构造δ（狇犿狀，犳）＝狇犳，ｓ．ｔ．α（狇犿狀）∈犆犱，结束．

步骤３　从上述结论对应所需条件的转移关系可知，总存在从狇０ 到狇犳 的状态事件序列，形成推理

路径，若其可接受的格值为犔犪，则更新此条路径的所有条件的格值．同时，利用输入等价原则合并初始

状态狇０ 与终止状态狇犳，对合并后的结论状态狇的映射α（狇）取并集．

步骤４　获得所有δ（狇０，犲犿狀）＝狇犿狀，令犲犿狀的格值犔（犲犿狀）＝Σ，如果有犔（犲犿狀）≠，那么，增加犲犿狀，满

足δ（狇犻
犼
，犲犿狀）＝狇犿狀，并有狇犻犼∈犙ｃ，犔（犲犻犼）犔（犲犿狀）．

步骤５　对于结论状态狇犿狀，若有犔（犲犿狀）≠，则在该状态上引入犲犿狀的自循环，并添加输出事件犳，

使得δ（狇犿狀，犳）＝狇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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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建模步骤，可获得８条从狇０ 到狇犳 的推理序列．合并序列，并更新每个事件的格值，根据输

入的等价原则化简，可获得模型，如图５所示（只画出狇１
１
的所有输入和犳｛σ｝输出事件，但没有标示具体

的事件）．图５中：犔（犲１
１
）＝｛犪１

１
，犪１

２
，犪９

２
，犪９

３
｝；犔（犲２

１
）＝｛犪２

１
，犪２

２
，犪１０

２
，犪１０

３
｝；犔（犲３

１
）＝｛犪３

１
，犪３

２
，犪１１

２
，犪１１

３
｝；

犔（犲４
１
）＝｛犪４

１
，犪４

２
，犪１２

２
，犪１２

３
｝；犔（犲５

１
）＝｛犪５

１
，犪５

２
，犪１３

２
，犪１３

３
｝；犔（犲６

１
）＝｛犪６

１
，犪６

２
，犪１４

２
，犪１４

３
｝；犔（犲７

１
）＝｛犪７

１
，

犪７
２
，犪１５

２
，犪１５

３
｝；犔（犲８

１
）＝｛犪８

１
，犪８

２
，犪１６

２
，犪１６

３
｝；犔（犲９

１
）＝｛犪９

２
，犪９

３
｝；犔（犲１０

１
）＝｛犪１０

２
，犪１０

３
｝；犔（犲１１

１
）＝｛犪１１

２
，

犪１１
３
｝；犔（犲１２

１
）＝｛犪１２

２
，犪１２

３
｝；犔（犲１３

１
）＝｛犪１３

２
，犪１３

３
｝；犔（犲１４

１
）＝｛犪１４

２
，犪１４

３
｝；犔（犲１５

１
）＝｛犪１５

２
，犪１５

３
｝；犔（犲１６

１
）＝

｛犪１６
２
，犪１６

３
｝．

图５　线路故障诊断模型

Ｆｉｇ．５　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ｎｅ

３　规则间逻辑正确性的验证

由于模型基于规则库构建的，若规则间的前提与结论存在逻辑性的错误，则影响推理的正确性．因

此，须先验证规则间逻辑正确性．基于格值语言而进行的逻辑上的正确性验证，是基于模型检测的一种

形式化方法［１１］．

由建模的过程可知：对于任意一个格值自动机模型犌中的任一推理路径狇０犲狓狇狓…犲狔狇狔犳狇犳（犲狓，犲狔，

狇狓，狇狔 分别代表推理系统中某些规则的条件与对应的某个结论），由于狇犳 为标识状态，则有相应的标识

格值语言犔犕（犌）＝犔（犲狓）∩…∩犔（犲狔）∩犔（犳）；同时，根据系统中的规则与规则间的关系，构建包含关系

犔（犳）犔（犲狔）…犔（犲狓），若犔犕（犌）≠，则说明包含关系是正确的，即该事件状态序列所包含的规则

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是完整且正确的．据此，有如下结论１．

结论１　对于使得（狇０，θ）＝狇犳 的规则事件串θ，若其所对应的标识格值语言犔犕（θ）≠，则该模型对

应的产生式系统规则间的逻辑是正确的．

由前述模型，易知前述１６个规则间的逻辑关系正确．

４　推理的实现方法

由推理模型的构造方法可知，格值自动机初始状态可接受的格值语言输入是犃犱 上的串ω犱 及输入

结束标志σ（σ是输入信息后自动添加的），则在初始状态下，其可接受的输入为ω＝ω犱·σ，并由状态转移

关系，给出如下结论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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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２　若犪犿
犼
∈犃犱，有犪犿

犼
∈ω狉，则第犿条规则的第狀条结论所对应的规则触发事件犲犿狀触发，使

δ（狇，犲犿狀）＝狇犿狀成立，自动机进入状态狇犿狀．若犪犿犼犃犱，则δ（狇，犲犿狀）＝狇犿狀也成立，自动机进入狇犿狀状态．

结论３　当格值自动机处于任意状态狇时，接受格值输入结束标志σ，若δ（狇，犳）存在，则δ（狇，犳）＝

狇犳，狇犳 即为推理结束状态；若δ（狇，犳）不存在，则说明输入条件有误，无法获得推理结果，无法到达推理结

束状态狇犳，推理结束．

若输入条件后，格值自动机从初始状态转移到了终止状态，那么，在得到的从狇０ 到狇犳 的状态序列

中，所有状态的并集构成输入条件后所得到的犙ｃ，由映射α∶犙ｃ→犆，可得结论集合犆，由此获得多规则

多结论的产生式推理目标．

对于格值自动机模型，综合前件集Σ＝犃犱∪｛ε｝，则初始可接受格值为２
Σ．易知当输电线路某处发生

故障时，若ＳＣＡＤＡ系统采集到断路器ＣＢ①，ＣＢ③，ＣＢ⑤的动作信息，并采集到线路Ｌ１的送端主保护、

Ｌ２的送端远后备保护和Ｌ３的送端远后备保护动作．根据当前的故障信息及图５可知：线路Ｌ１或母线

Ｂ３可能故障．Ｌ１保护动作及对其应断路器动作事件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Ｌ１保护动作及对其应断路器动作事件表

Ｔａｂ．２　ＥｖｅｎｔｌｉｓｔｏｆＬ１′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ｂｒｅａｋｅｒ

保护种类 送端主保护 受端主保护 送端近后备保护 受端近后备保护 送端远后备保护 受端远后备保护

对应断路器代号 ＣＢ１ ＣＢ２ ＣＢ３ ＣＢ４ ＣＢ５ ＣＢ６

　　结合线路Ｌ１的物理意义与故障诊断模型，易得线路Ｌ１的故障推理模型．将采集的故障信息输入

线路Ｌ１的推理模型中，此时模型接受的格值输入为犪２
１
犪２

２
犪１０

２
犪１０

３
ε，状态事件序列为狇０犲２

１
狇２

１
犲１０

１
狇１０

１

犳狇犳，得到线路Ｌ１的保护方式２正常启动．同时，格值自动机转移到终止状态，表示线路Ｌ１发生了故

障，至此诊断结束．

５　模型的更新方法

当系统或设备的运行策略发生改变时，需增减部分规则，此时，对部分事件状态进行增减，可以减少

建模的复杂性，具体更新有如下２个步骤．

步骤１　规则库中增加规则．

１）对于新增的所有规则，若一条规则有狀条结论，那么，将其分为狀个单结论的规则．

２）对于新增的每一条单结论规则，将其前件、后件分别纳入前提集、结论集、中间结论集中．

３）对于新增的每一条单结论规则，设转移触发事件为犲狓，结论成立状态为狇狓．构造δ（狇狓，犳）＝狇犳，若

其前件需要其他规则的结论成立，则可构造状态转移，见节２建模过程中的步骤２中３）；若其前件不需

要其他规则的结论成立，则直接构造转移δ（狇０，犲狓）＝狇狓．构造完毕后，在包含犲狓狇狓 的事件状态序列的推

理路径上，将处于犲狓狇狓 之前的事件格值进行更新．

步骤２　规则库减少一条规则．

若此条规则的条件或结论中存在中间结论，则在该规则所属的所有推理路径中，将规则之后的所有

事件状态序列剔除，并对存在的每一条推理路径上的前一状态上添加事件输出犳，然后，进行模型整合；

若此条规则的条件或结论中不存在中间结论，则剔除该条规则相关的事件状态．

规则库减少规则后应当进行模型的逻辑正确性验证，若有犔犕（θ）＝，则说明减少该规则会使得推

理模型出现逻辑错误．

在原产生式规则中加入推断母线Ｂ３故障的相关规则，如表３所示．母线Ｂ３的保护对应断路器代

号为ＣＢ２，ＣＢ３，ＣＢ５．

表３　母线保护动作与断路器动作的产生式规则

Ｔａｂ．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ｂｒｅａｋｅｒ

规则 前件 后件

１７ ｉｆ与母线直接相连的线路保护均动作 ｔｈｅｎ保护方式９正常

１８ ｉｆ保护方式９正常且对应的断路器均跳闸 ｔｈｅｎ母线故障

　　按照上述模型更新方法，对新增的两条规则，构造推理机模型，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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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新增的推理机模型

Ｆｉｇ．６　Ｎｅｗ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

将构造好的推理机模型进行模型合并整合，得到

的Ｌ１与母线Ｂ３的故障诊断模型，如图７所示（部分状

态的输入输出事件未画出）．

图７中：犔（犲１８
１
）＝｛犪１８

２
，犪１８

３
，犪１８

４
｝；犔（犲１７

１
）＝

｛犪１７
１
，犪１７

２
，犪１７

３
，犪１８

２
，犪１８

３
，犪１８

４
｝．由图７可知：当故障信

图７　线路Ｌ１与母线Ｂ３的故障诊断模型

Ｆｉｇ．７　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１ａｎｄＢ３

息输入模型后，犪１７
２
与犪１７

３
也包含在格值输入内；ＣＢ③与

ＣＢ⑤在规则２中对应的是线路Ｌ１的近后备保护，即

犪２
２
；母线Ｂ３的保护对应的是与母线相连的两个断路器

保护，在规则１７中分别对应犪１７
２
与犪１７

３
．由于犲１７

１
事件发

生的条件是犪１７
１
，犪１７

２
，犪１７

３
同时存在于格值输入的串中，

所以犲１７
１
不会发生，自动机的状态也不会转移到狇１７

１
状

态，更不会转移到狇１８
１
．综上所述，母线Ｂ３没有发生故

障，Ｌ１发生故障．

６　结束语

在文献［６］的基础上，作了理论的扩展．用格值自动

机构建了产生式系统的推理模型，并结合格值自动机的

语言，给出了产生式规则间逻辑正确性验证方法与模型

随规则库更新的方法．这种方法拓宽了用自动机对产生

式系统建模与推理的应用范围，并且能更好地满足实际

应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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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代表点插值的道路网提取方法

林杰１，２，３，陈崇成１，３

（１．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２．福建工程学院 数理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３．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针对浮动车轨迹数据包含较多异常数据导致道路网提取效果不好的问题，提出一种渐近方式的代表

点插值算法．首先，采用ＤＢＳＣＡＮ聚类算法对转弯点聚类求出路口位置，计算经过两个路口间的轨迹，合并轨

迹．然后，采用改进的代表点算法提取代表点．最后，利用最短路算法在由代表点建立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上插

值，从而得到道路网．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从带有较多异常的轨迹数据中取出由复杂网络构建的道

路网，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关键词：　轨迹数据；道路网；海量数据挖掘；聚类算法；插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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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定位系统和无线通信设备的广泛应用，收集车辆轨迹数据的技术正在逐步完善普及．浮动

车轨迹数据在城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应用是提取道路网．道路网数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地理信息数

据［１］，对方便人们交通出行、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车辆轨迹数据是车辆沿着道路行

驶过程中利用车载定位设备获取的，是道路网络几何特征的直接反映［２］，这使从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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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数据中提取道路网数据成为可能．目前，一些学者已经用不同方法从浮动车数据中提取道路网
［３５］．

Ｓｃｈｒｏｅｄｌ等
［６］提出从装有ＧＰＳ接收器的车辆中提取高精度的道路网，利用原有的数字地图把单独的轨

迹划分成路段和路口，并得到道路中心线．Ｂｒüｎｔｒｕｐ等
［７］提出一种基于ＧＰＳ轨迹增量更新路网的方法，

成功地把每一轨迹融合到已推断出的路网中，这种方法和Ｌｉ等
［８］提出的方法密切相关．Ｃａｏ等

［９］把来

自日常车辆的原始ＧＰＳ轨迹转化为可路由的道路网，该方法利用新建立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模型分离不

同道路的轨迹，合并轨迹点生成路网．Ｋａｒａｇｉｏｒｇｏｕ等
［１０］利用１ｓ或５ｓ这种时间间隔较小的轨迹数据，

经过路口识别、合并轨迹等步骤提取路网．除了从ＧＰＳ轨迹角度处理数据，一些论文也利用ＧＰＳ点作

为基本处理单元提取路网信息．Ｗｏｒｒａｌｌ等
［１１］把原始位置点聚类成有相同转向角的相似位置区域，把聚

类结果连接在一起，形成连贯的链条，最后，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道路中心线．Ｇｕｏ等
［１２］利用轨迹

点数据提取代表点，建立车辆轨迹的网络构造，从而分析轨迹的分区模式．此外，一些学者利用图像处理

方法从浮动车轨迹数据中提取道路网［２，１３１５］．由于ＧＰＳ终端被地面建筑物遮挡、车载ＧＰＳ设备故障等

客观原因，接收到的轨迹数据会产生ＧＰＳ数据漂移、车速值异常等情况
［１６］．针对这种带异常较多的海

量浮动车数据，本文提出一种取用渐近的方式高效地提取代表点算法．

图１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１　路网提取算法

文中路网提取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算法流程主要分为

预处理、提取代表点和轨迹插值，其步骤如下：１）利用轨迹数

据计算转弯点，采用ＤＢＳＣＡＮ聚类算法对转弯点聚类求出路

口位置，计算经过两个路口间的轨迹，合并轨迹；２）经过第１

步处理后得到的轨迹数据，已经去除大量的异常数据，再采用

改进代表点算法提取代表点；３）先利用代表点建立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网结构，再利用步骤２）合并后轨迹的每条线段的起点和

终点查找最近的代表点，用最短路算法求出起点和终点在三

角网上的最短路径并保存，最后，计算复杂网络图边的权值．

１．１　预处理

预处理的第１个步骤是计算转弯点．当浮动车轨迹的相

邻３个轨迹点构成的夹角大于５０°且小于１５０°时，判断中间的轨迹点的转弯点．绝大多数转弯点都发生

在路口附近，从而根据转弯点聚集的位置与聚类算法找到路口位置、细节［１０，１７］．由于对数据的概率分布

没有任何先验知识，不知道目标区域有多少个交叉口，这就要求所选择的聚类算法能自动确定聚类的个

数．对此，文中采用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ＤＢＳＣＡＮ算法，聚类数量为路口的数量，聚类中心为路口位置．

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包括领域半径值Ｅｐｓ和领域密度阀值 ＭｉｎＰｔｓ两个参数．当减少 ＭｉｎＰｔｓ值时，路口数量

增加，但有可能提取出伪路口［１７］；当增加 ＭｉｎＰｔｓ值时，路口数量减少，这时会忽略真实的路口位置．经

过综合考虑，将Ｅｐｓ和 ＭｉｎＰｔｓ分别设为４０ｍ和１０，提取出２０９个路口位置．根据浮动车的轨迹数据，

当采样点和路口的距离小于４５ｍ时，认为这辆车经过这个路口，保存连接两个路口间的轨迹．当两个

路口的共有轨迹量超过一定阈值（大于５条）时，即可认为这两个路口之间有道路相连．

预处理的最后１个步骤是多条轨迹合并．这个处理步骤可去除一些异常的轨迹，并简化轨迹点．多

条轨迹合并算法的主要步骤为：两路口的轨迹中任意找１条，每隔３０ｍ取１个点犘犻．以点犘犻为圆心，

图２　间隔３０ｍ取点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３０ｍｔ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以３０ｍ为半径做圆，找出落在圆内的轨迹点（当轨

迹点数量小于５时，换１条轨迹，去除一些异常的轨

迹），并求出圆内轨迹点的重心犮犻．将所有的犮犻 按顺

序连起来，即可构成两路口的多条轨迹合并后的一

条轨迹．举例说明，如图２所示．路口犃，犇 间有犃，

犅，犆，犇这４个轨迹点，间隔３０ｍ取点，得到的点为

犘１～犘６，即犘１犘２ 的长度为３０ｍ，犘２犅与犅犘３ 的长度和为３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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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提取代表点

经过预处理步骤的轨迹已去除大量的异常轨迹，但还不具备拓扑连接结构．采用改进的提取代表点

算法自动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轨迹点．算法思路为：任意选择１个不是代表点的轨迹点，以特定半径作

圆，计算出落在圆内的所有轨迹点的重心坐标作为代表点．这时得到的代表点靠近道路中心．然后，以这

个代表点作圆，落在这个圆内的所有的点都设置这个点作为代表点，也可理解为删除圆内的其他点，只

保留该代表点．提取代表点可以减少轨迹点的数量和冗余，便于插值．如果设置圆的半径太小，道路网的

一些地方会不平整．根据测试结果，圆的半径选择为５５ｍ．查找在半径为５５ｍ的圆内的所有点时，建立

ｋｄ树索引可提高查找效率．

文中提取代表点算法包括以下５个关键步骤．

步骤１　从任意的ＧＰＳ点狊开始，代表点集犆＝．

步骤２　找出点狊的５５ｍ内的全部ＧＰＳ点（包含点狊），计算这些ＧＰＳ点的重心犮．

步骤３　找出离点犮５５ｍ的ＧＰＳ点．对每个点狆犻，当狆犻还不是代表点，指派狆犻到犮（即狆犻用犮代

表）；当狆犻已经指派到另外的代表点狇，则重新指派狆犻到点犮．

步骤４　从剩余的不是代表点中选择下一个点狊．

步骤５　重复步骤２～４，直到所有ＧＰＳ点都有代表点．

文中改进提取代表点算法［１２］，其中，与原算法比较，步骤３，４在效率上均有提高．在步骤３中，文献

［１２］在狆犻已经指派到另外的代表点狇这种情况时，需要分别计算狆犻到点狇和点犮的距离，当狆犻靠近犮

时，重新指派狆犻到犮．因为点狆犻指派到哪个代表点不会影响代表点的提取，从而点狆犻可任意指派到点狇

或点犮．在步骤４中，文献［１２］在选择下一个点狊时，要求它是任一｛狆犻｝的邻居且没有代表过，这要求下１

个代表点在｛狆犻｝的附近．而文中是随机从剩余的不是代表点中选择点狊，其优点是在执行步骤４时均可

减少１次最近邻查询操作．

１．３　插值代表点

利用步骤２提取的代表点建立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根据预处理的第３个步骤中得到的两路口间的轨

迹，对于每两个轨迹点间的线段，设点犃，犅是轨迹任意一条线段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找到离犃，犅最近

的代表点犃′，犅′．根据修正的距离度量和最短路算法，找到犃′，犅′间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上的最短路径，

即犃，犅间的插值路径．对每段轨迹都做类似的插值处理，计算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各条边的权值，从而得

到由复杂网络构建的道路网．

设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１条边的两个端点为狌＝（狓狌，狔狌），狏＝（狓狏，狔狏）．边长定义为欧氏距离的α次

方［１２］，即

犱（狌，狏）＝ （ （狓狌－狓狏）
２
＋（狔狌－狔狏）槡

２）α． （１）

式（１）中：当α大于１时，应用最短路算法会插值更多的代表点．改变α的取值可以控制１条直线路径和

１条有更多代表点的曲线路径之间做平衡．经过实验，文中采用参数α＝１．５．

图３　原始的浮动车轨迹点

Ｆｉｇ．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２　实验评价

为了对上述算法进行验证，实验１采用连续一周的上海

市６０００辆浮动车轨迹数据．区域为［（１２１．４２４９，３１．２４８０），

（１２１．４８７９，３１．２０２０）］，位于上海市中心．涉及的轨迹数据共

有３６４０万个轨迹点，主要包括经度、纬度、时间等属性．原始

数据的坐标是ＷＧＳ?１９８４坐标系，先将其转换到ＵＴＭ投影坐

标系．

浮动车轨迹点原始数据，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原始数

据带有大量异常数据点；在一些地方，由于轨迹点过于密集，

导致分辨不出道路形状．经过预处理后，得到５５１５０个轨迹点，这时已经去除大量的异常轨迹点，可以

清晰分辨出道路，如图４所示．利用文中的代表点提取算法，共提取２２４６个代表点，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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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预处理后的轨迹点 图５　文中算法提取的代表点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ｉｇ．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这些代表点均匀分布，是道路网的特征点，经过插值操作可获取道路网．分别从代表点提取质量和

运行时间两方面进行测试比较．１）针对部分的原始轨迹点直接提取代表点（全部的原始轨迹点提取代

表点的运行时间太长，故只用部分原始轨迹点测试），将得到杂乱分布的代表点，从而无法提取出道路

网．２）采用相同的５５１５０个轨迹点测试提取代表点的运行时间．文中算法执行时间为１１３ｓ，原算法的

执行时间为１９１ｓ，文中提取代表点算法运行时间仅为原算法的５９％．需要指出的是，原算法是直接对

原始数据执行提取代表点算法，而原始数据点是３０００多万个轨迹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提取代表点，

图６　实验结果与百度地图叠加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Ｂａｉｄｕｍａｐ

远多于１９１ｓ．而文中是对预处理后的轨迹点执行代表点算法，

预处理后的轨迹点仅有５５１５０个．因此，文中方法的执行时间

远少于原方法提取代表点算法执行时间．

将提取的道路网图层叠加到百度地图进行比较，如图６

所示．由图６可知：利用浮动车轨迹数据提取的道路网与现有

的路网结构基本一致．但从细节上看有些差异，在实验区中部

提取的道路与百度地图的道路有偏移，在实际应用时需对提

取的道路网进行修正．

实验２的轨迹数据是由文献［５］提供的美国芝加哥市轨

迹数据，覆盖范围是７．０ｋｍ×４．５ｋｍ，如图７所示．将文中方

法与文献［１０］算法的提取结果相比较，如图８所示．图８中：两

处椭圆框标注处为两种方法提取结果的差异．由图８可知：左下方标注内应该有道路，文献［１０］没有提

取出；右上方标注内没有道路，文献［１０］将其误提取，而文中方法均得到正确的结果．

　　　　　　　　　　　　　　　　　　（ａ）文中的提取结果 （ｂ）文献［１０］的提取结果

图７　芝加哥市轨迹数据　　　　　　　　　　　　图８　两种方法提取结果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ｄａｔａ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结论

针对浮动车轨迹数据存在较大异常数据的实际情况，文中提出预处理、提取代表点和轨迹插值３大

步骤的方法流程．文中方法具有以下４个特点．

１）预处理去除大量异常轨迹点，使代表点提取质量上优于直接在原始轨迹点中提取代表点．这十

分重要，因为高质量的代表点才能够提取出高质量的道路网．

２）预处理简化了原始轨迹点的数量，简化效率为０．１５％，提取效率优于直接对原始轨迹点提取代

１０１第１期　　　　　　　　　　　　　　林杰，等：采用代表点插值的道路网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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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点．

３）改进了原有的提取代表点算法，提高了运行效率．

４）针对包含大量异常轨迹数据提取出的道路网质量较高，提取结果具有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利

用文中提出的方法，可以避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为道路网更新和变化发现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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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粒子群优化和犅样条曲线的

改进可视图路径规划算法

吕太之１，２，周武３，赵春霞２

（１．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２；

２．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４；

３．浙江师范大学 工学院，浙江 金华，３２１０１９）

摘要：　针对传统局部路径规划中容易陷入局部陷阱和规划路径不平滑的问题，提出一种将改进可视图，基于

Ｂ样条曲线和粒子群优化算法结合起来规划一条平滑路径的算法．该算法由多边形动态生成、路径规划和路

径平滑３个步骤组成，为了逃离局部陷阱，在多边形动态生成的过程中增加环境记忆功能，并通过路径平滑过

程，使规划的路径更能满足移动机器人动力约束条件．仿真实验结果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对比其他几种路径

规划算法，所提出算法规划的路径质量更高．

关键词：　移动机器人；局部路径规划；可视图；粒子群算法；Ｂ样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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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等）下尽可能优化的避障路径［１］．从移动机器人对环境信息掌握程度和规划的目标范围，可将路径

规划分为环境信息已知的全局路径规划和环境信息未知或者部分未知的局部路径规划．局部或在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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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规划就是当机器人无法预先获得完整环境信息时，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信息，规划出一条无碰撞的路

径［２］．由于移动机器人需要具备在动态环境中自主运行的能力，局部路径规划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

注．传统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包括人工势场法、快速扩展随机树、行为分解法、爬行虫Ｂｕｇ算法、滚动窗口

法［３?５］等．然而，这些传统的算法存在着容易陷入局部陷阱和规划路径不平滑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

者们提出一些改进的算法［６?８］，虽然能避开局部陷阱和提高路径规划的效率，但规划的路径却并不平滑．

鉴于此，本文提出基于粒子群优化（ＰＳＯ）和Ｂ样条曲线的改进可视图路径规划算法．

１　改进的可视路径规划算法

１．１　移动机器人的环境感知

移动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获取外部环境的原始数据，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环境结构信息；然后，根

据这些信息实现路径规划和行动决策．所提算法使用文献［９］的方法，基于空间采样点信息，将传感器感

图１　移动机器人环境感知

Ｆｉｇ．１　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知到的信息提取为线段特征信息．移动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感知的环境

信息，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可视部分是传感器对障碍物可以感知到的部

分；不可视部分是传感器对障碍物感知不到的部分．

１．２　多边形动态生成

对于没有感知到障碍物的地方及不可视部分，移动机器人都假定为

不存在障碍物，可以直接通过．对于感知到的障碍物可视部分，移动机器

人认为存在障碍物，必须要避开它们，甚至不能接近它们．通过文献［９］

的方法将障碍物的可视部分信息提取为线段特征，然后，通过线段分组、

多边形膨胀和多边形合并实现多边形动态生成．

１．２．１　线段分组　线段分组就是将若干线段分成若干折线组．如果相邻线段的点是角点，即第一个线

段的终点和第二个线段的起始点相同，则相邻两个线段合并为一个折线．相邻两个线段点（第一个线段

终点和第二个线段起始点）的距离小于移动机器人防碰撞半径，即移动机器人无法从这两个点中间通

过，第一个线段、相邻两个线段点的连线和第二个线段合并为一个折线．

１．２．２　线段膨胀　通过线段分组获得一组折线，每个折线由若干线段组成．如果某折线中只包含一条

线段，直接将该线段膨胀为四边形，折线转换为多边形过程结束．假定某线段从点犘１（狓１，狔１）到犘２（狓２，

狔２），根据移动机器人防碰撞半径犚将线段膨胀为包含４个顶点｛犞１，犞２，犞３，犞４｝的多边形．首先将线段

向两端延长犚长度，获得点犘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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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狓犞
１
，狔犞

１
）是顶点犞１ 的坐标位置；（狓犞

２
，狔犞

２
）是顶点犞２ 的坐标位置．过犘犲

２
做犘犲

１
到犘犲

２
连线的

垂线，与确定犞１ 和犞２ 相同的方法，在该垂线上确定多边形的顶点犞３ 和犞４．

单线段和相邻线段的膨胀，如图２所示．图２（ａ）显示线段犘１→犘２ 膨胀的过程．如果某个折线由多

（ａ）单线段的膨胀 （ｂ）相邻线段的膨胀

图２　线段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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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线段组成，首先，将每条线段按照单线段的处理方法膨胀为一个四边形，然后，将相临的四边形合并．

对于相交部分，将两个多边形的交点作为顶点，舍弃部分原有的顶点，合并成一个多边形．图２（ｂ）将相

邻两个线段膨胀后合并为一个含有６个顶点的多边形．根据图１感知环境生成的多边形，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多边形的生成

Ｆｉｇ．３　Ｐｏｌｙｇ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３　多边形合并　陷入局部陷阱而无法到达目标点是许多传统

局部路径规划算法所面临的问题．文中算法使用了多边形合并实现

移动机器人环境记忆的功能，从而解决了局部陷阱问题．移动机器人

在每个控制周期保存了该周期内生成的多边形，同时会将上一周期

与本周期相交的多边形合并为新的多边形，而上一周期与本周期没

有相交的多边形将不再保存．

多边形之间的关系有相同、相离、相切（内切和外切）、包含和相

交．相同、内切和包含表示了一个区域内的顶点都在另外一个区域内

（包括在多边形的边上），此时，只保留大的多边形．对于相离和外切

的情况，只保留最新生成的多边形．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多边形相交情况下的合并．如果两个多边形相交，

他们之间有两个或以上的交点．多边形相交分为普通相交、顶点与边相交、顶点相交和共同边相交．两个

多边形合并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从第一个多边形中选取一个不在第二个多边形内的顶点．

步骤２　判断当前顶点是否是第一个顶点，如果是，合并结束；否则，执行步骤３．

步骤３　取出下一个节点，如果是顶点，直接添加到新多边形中；如果是交叉点，则根据相交的类型

确定是否添加到新多边形，以及是否切换当前多边形．该步骤执行完成后，跳转到步骤２．

１．３　基于同步可视图构造和路径搜索算法的路径规划

完整可视图构造方法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实时性要求［１０］，文中使用同步可视图构造和路径搜索（ＳＶ

ＧＡ）算法可以快速查找到达目标点的最优路径．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融入了移动机器人动力约束，即

评价函数增加机器人转向的耗费，有

犳（狓）＝犵狀＋犺狀＋ωｓｔｅｅｒａｎｇｌ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ＭＡＸ． （２）

式（２）中：犳（狓）表示从起始节点经过当前节点到目标节点最短路径的估计值；犵狀 表示起始点到当前节点

图４　ＳＶＧＡ算法的路径搜索

Ｆｉｇ．４　ＰａｔｈｓｅａｒｃｈｂｙＳＶＧ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的估计值；犺狀 表示该节点到目标点的估计值；ωｓｔｅｅｒａｎｇｌｅ表示移动机

器人从上一节点到达当前节点需要转向的耗费；ｖｉｓｉｔｅｄＣｏｕｎｔ是

节点的访问次数；ＭＡＸ表示了从起始点到目标点可能的最大距

离．基于图３多边形环境下，ＳＶＧＡ算法的路径搜索过程，如图４

所示．由图４可知：通过５次两点之间可视性判断（即两点之间的

连线是否穿越障碍物），ＳＶＧＡ算法能快速地找到一条最优路径．

１．４　基于粒子群优化和犅样条曲线的路径平滑

ＳＶＧＡ算法规划的路径不够平滑，往往无法满足移动机器人

动力约束条件．基于ＳＶＧＡ规划的路径，采用粒子群优化和３次

Ｂ样条曲线进行路径的平滑．

Ｂ样条曲线通过逼近多边形而获得曲线，是Ｂｅｚｉｅｒ样条曲线

的一种特例［１１］．给定狀＋１个控制点犘犻（犻＝０，１，２，…，狀），狀次犅 样条曲线表示为

犙狀（狋）＝∑
狀

犻＝０

犅犻，狀（狋）犘犻． （３）

式（３）中：犅犻，狀（狋）是狀阶（狀－１次）Ｂ样条曲线的基函数，也称Ｂ样条分段混合函数．

第犽段四阶（３次）均匀Ｂ样条曲线表示为

犙犽，４（狋）＝ ［犅０，４（狋），犅１，４（狋），犅２，４（狋），犅３，４（狋）］［犘犽－１，犘犽，犘犽＋１，犘犽－２］
Ｔ． （４）

式（４）中：犅犻，４（狋）为３次Ｂ样条基函数；［犘犽－１，犘犽－２，犘犽－３，犘犽－４］为Ｂ样条曲线的一组控制点．

通过对ＳＶＧＡ生成的路径参数化实现路径平滑．ＳＶＧＡ规划的是路径上一系列的顶点，路径平滑

需要Ｂ样条曲线通过路径上的每个顶点，这就需要根据顶点倒推出控制点来确定Ｂ样条曲线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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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ＳＶＧＡ搜索的路径序列为｛犞１，犞２，犞３，…，犞犕｝，根据Ｂ样条曲线的端点性质，路径点与Ｂ样条控制

点的关系为

犙犽－１（０）＝犙犽（０）＝犞犽，　　犽＝１，２，…，犕， （５）

犙犽－１（０）＝犙犽（０）＝
１

６
（犘犽－１＋４犘犽＋犘犽＋１），　　犽＝１，２，…，犕． （６）

　　每相邻两个路径点用一段Ｂ样条曲线连接，整条路径由犕－１段Ｂ样条曲线连接而成．由于Ｂ样

条曲线保证了路径的平滑性，所以这里对路径的评价主要考虑的是行驶安全和路径长度．

１）规划路径的安全性．Ｂ样条曲线规划的路径不能与障碍物有碰撞．路径安全性惩罚函数定义为

犳ｓａｆｅ＝

０，

（１－犱ｍｉｎ／犇ｓａｆｅ）
２，

ＭＡＸ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烅

烄

烆 ，

　　

犱ｍｉｎ＞犇ｓａｆｅ，

０≤犱ｍｉｎ≤犇ｓａｆｅ，

犱ｍｉｎ０．

（７）

式（７）中：犇ｓａｆｅ代表安全距离；犱ｍｉｎ代表整条路径与所有障碍物之间的最小距离．当犱ｍｉｎ大于犇ｓａｆｅ，表示路

径是安全的；当犱ｍｉｎ小于或等于０，表示规划的路径与障碍物有冲突；当犱ｍｉｎ小于犇ｓａｆｅ，表示路径可能存

在一定的风险．所以，设计一定的惩罚，可使规划的路径与障碍物保留一定的距离．

２）规划路径的长度．规划的路径长度越短越好．路径长度惩罚函数定义为

犳ｌｅｎ＝∫
１

０

（狓′（狋））２＋（狔′（狋））槡
２ｄ狋． （８）

　　评价路径质量的函数定义为

犳＝犪１犳ｓａｆｅ＋犪２犳ｌｅｎ． （９）

式（９）中：犪１ 和犪２ 为权重系数，用来调整路径安全性和长度在路径规划中的权重．评价函数值越低，说

明规划路径的品质越好．

通过３次Ｂ样条曲线描述路径，路径规划问题转换为Ｂ样条曲线控制点位置优化问题．根据定义

的评价函数，采用基于动态分数阶和Ａｌｐｈａ稳定分布的粒子群优化算法
［１２］，可以快速搜索到优质的平

滑无碰撞路径．

１．５　算法流程

移动机器人在每个控制周期感知外部环境信息，根据感知的环境信息使用基于粒子群优化和Ｂ样

条曲线的改进可视图算法规划一条避障路径，具体算法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根据点云信息提取线段特征．

步骤２　判断提取的线段特征是否与当前路径有冲突，如果有冲突，执行步骤３的１）；否则，执行步

骤３的２）．

步骤３　１）首先，根据线段特征生成多边形；然后，使用改进可视图方法搜索一条可行的路径；最

后，使用３次Ｂ样条曲线和ＰＳＯ算法平滑路径．２）创建后台线程，根据线段特征生成多边形．

为了使移动机器人可以逃离陷阱，即使当前感知的障碍物与规划的路径没有冲突，文中算法也需要

保存环境地图信息．同样，为了尽快将规划结果发送到下层控制模块中，在不需要重新规划路径的情况

下，通过后台线程动态生成本周期内的多边形．

２　仿真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仿真实验环境

为了测试算法的性能，将基于粒子群优化和Ｂ样条曲线的改进可视图路径规划算法与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

算法［７］和ＰＥＡＰＦ
［６］算法进行比．仿真实验使用的计算机ＣＰＵ型号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３２３０Ｍ，

主频为２．６０ＧＨｚ，ＲＡＭ容量为８ＧＢ．３种算法均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３平台上实现，在有障碍物的仿真环境

中进行实验对比．

实验中，移动机器人最大行驶速度不超过２ｍ·ｓ－１，其通过激光雷达来感知周围障碍物的距离信

息，通过ＧＰＳ完成定位信息．移动机器人控制决策周期为０．１ｓ，控制周期内根据系统所提供的环境信

息完成路径规划．规划完成后将控制命令发生给控制器，使机器人在环境中移动．机器人的防碰撞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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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０．４ｍ，对每个线段按照０．４ｍ的半径膨胀为多边形．

２．２　障碍物环境下的测试

首先，将３种算法在如图５所示的环境中进行测试，移动机器人从（１０，１０）的位置移动到（９０，９０）的

位置上．每个采样周期内机器人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信息，同时，重新规划路径，避开障碍物．

　　（ａ）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算法 （ｂ）ＰＥＡＰＦ算法 （ｃ）文中算法

图５　障碍物环境下３种局部路径规划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ｏｃａｌ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由图５可知：文中算法规划的路径长度为１１７ｍ，机器人耗时６２ｓ到达目的地；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算法规

划的路径长度为１１８ｍ，机器人耗时６５ｓ到达目的地；ＰＥＡＰＦ算法规划的路径长度为１３９ｍ，机器人耗

时７９ｓ到达目的地．文中算法每次路径规划的平均时间为０．０８７ｓ，可以满足实时路径规划要求．说明

文中算法规划的路径要优于其他两种算法，但是规划的时间要高于其他两种算法，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算法耗时

０．０８３ｓ，ＰＥＡＰＦ算法耗时０．０６２ｓ．

２．３　存在凹形陷阱环境下的测试

环境中如果存在陷阱区域，传统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就会陷入其中．在凹形陷阱的环境下，人工势

场法由于引力和排斥力的相互作用落入到陷阱区域无法出来．存在凹形环境下，３种算法的路径规划仿

真，如图６所示．

　（ａ）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算法 （ｂ）ＰＥＡＰＦ算法 （ｃ）文中算法

图６　陷阱情况下３种局部路径规划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ｏｃａｌ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ｒａｐｓ

由图６可知：文中算法通过多边形合并记住了凹形环境，通过ＳＶＧＡ算法逃离陷阱区域；Ｅｇｒｅｓｓ

Ｂｕｇ算法通过向左沿墙走和向目标行进的策略逃离陷阱区域；而ＰＥＡＰＦ通过演化计算等方法逃离了

陷阱．移动机器人从（１０，１０）的位置移动到（９０，９０）的位置上，在移动的过程中遇到凹形的障碍物．文中

算法通过环境记忆的功能逃离了陷阱，耗费１０５ｓ到达目的地，路径长度为２００．２ｍ．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算法由

于没有环境记忆功能，无法判断向左沿墙走还是向右沿墙走更能节省路程，统一采用的是向左沿墙走．

这种策略导致路径长度为２５６．３ｍ，耗时１４３ｓ才到达目的地，明显比文中算法高很多．ＰＥＡＰＦ算法耗

时１２０ｓ到达目的地，路径长度为２２６．４ｍ．

２．４　随机环境地图下的测试

为了进一步测试文中算法的效率，将３种算法在随机生成的地图中进行比较．随机地图基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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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的环境，随机生成３～６个半径不超过１５ｍ的圆形障碍物，移动机器人从（１０，１０）移动到

表１　随机地图下３种

局部路径规划算法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ｏｃａｌｐａｔｈ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ｍａｐｓ

算法 珋犾／ｍ 珋狋Ｆ／ｓ 珋狋Ｐ／ｓ

文中算法 １１８ ６４ ０．０９

ＥｇｒｅｓｓＢｕｇ算法 １２１ ６７ ０．０８

ＰＥＡＰＦ算法 １３５ ７８ ０．０７

（９０，９０）．基于这样的仿真环境，实验执行了１００次，测试

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珋犾为平均路径长度；珋狋Ｆ 为平均

运行时间；珋狋Ｐ 为平均规划时间．由表１可知：文中算法规

划的路径更加平滑，耗时更短．

３　结束语

针对传统局部路径规划容易陷入局部陷阱和路径平

滑的问题，将ＳＶＧＡ算法应用到局部路径规划中．通过

多边形动态生成、ＳＶＧＡ搜索和基于粒子群优化及３次Ｂ样条曲线路径平滑３个步骤，规划出一条平

滑的可通行路径．在多边形动态生成的过程中通过多边形合并实现了环境记忆功能，使移动机器人可以

逃离局部陷阱．根据移动机器人动力学约束条件，使用粒子群优化和３次Ｂ样条曲线规划尽可能平滑

的路径．实验结果表明了算法的有效性，能够较好地解决移动机器人局部路径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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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

方楷强，王靖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框架．首先，利用托攻击检测技术，度量用户是托用户

的概率，并以此构造信任度权值矩阵；然后，将此权值矩阵引入到矩阵分解模型，以降低托用户攻击行为的影

响；最后，通过求解新模型实现对用户评分的预测．实验结果表明：这类算法与其他协同过滤算法相比较，能够

更有效地抵御托攻击．

关键词：　推荐系统；托攻击；矩阵分解；信任度权值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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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系统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电子商务．协同过滤技术是推荐系统中

应用最广泛和成功的技术之一．目前，协同过滤技术的方法有基于内存的算法、基于模型的算法和混合

推荐算法［１］．由于推荐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攻击者出于商业竞争等目的，人为地向系统注入大

量虚假用户概貌［２］，企图使系统产生对他们有利的推荐结果．这种托攻击（ｓｈｉｌｌ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ｓ）
［３］主要有两

种攻击方式：推攻击提高目标项目的推荐频率和核攻击减少目标项目的推荐频率．基本的攻击模型有随

机攻击和均值攻击，填充规模和攻击规模是两个与攻击概貌相关的基本量［４］．针对托攻击问题的研究主

要包括托攻击的检测和托攻击的防御．Ｍｏｂａｓｈｅｒ等
［５］把概率潜在语义分析（ＰＬＳＡ）模型应用到推荐系

统的鲁棒性方面．Ｍｅｈｔａ等
［６］提出一种鲁棒的矩阵分解算法（ＲｏｂｕｓｔＭＦ）．李聪等

［７］提出一种迭代贝叶

斯推断遗传探测算法．伍之昂等
［８］概述现有的一些关于推荐系统托攻击模型与检测技术的方法．在现有

的协同过滤算法中，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协同过滤算法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基于非负矩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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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ＮＭＦ）的协同过滤算法
［９］．这些算法能够很好地处理大规模矩阵、高稀疏性等问题．但是，很少有托

攻击防御工作涉及这些算法．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

１　基于矩阵分解的协同过滤技术

１．１　矩阵分解的基本模型

矩阵分解（ｍａｔｒ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Ｆ）技术是一种有效的寻找内部潜在特征的方法，它希望找到一个

低秩的矩阵逼近原始矩阵犚．在推荐系统中，用户对项目的评分往往是有限的，因此，评分矩阵中很多数

据是未知的．为了表明矩阵中哪些评分是已知，引入一个标志矩阵犜，表示为

ｍｉｎ∑
犻，犼∈Ω

（犚犻，犼－（犝犞
Ｔ）犻，犼）

２
＝ ‖犜·（犚－犝犞

Ｔ）‖
２

Ｆ
，

ｓ．ｔ．　犝 ∈犚
犿×犱，　犞∈犚

狀×犱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Ω是犚中已知评分的位置的集合；犜相当于原来矩阵有评分项设置为１，未评分项设置为０；·

表示点乘（犃＝犜·犚等价于犃犻，犼＝犜犻，犼犚犻，犼）．

求解矩阵分解的基本模型存在过拟合问题，且评分预测的范围不合理．因此，学者们在不同应用背

景下，对基本模型提出不同的约束条件．

１．２　正则化矩阵分解模型

Ｓｒｅｂｒｏ等
［１０］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关于犝，犞 的正则项防止过拟合现象，从而生成正则化矩阵

分解（ＲＭＦ）模型，即ｍｉｎ‖犜·（犚－犝犞
Ｔ）‖

２

Ｆ＋λ狌‖犝‖
２

Ｆ＋λ狏‖犞‖
２

Ｆ．其中，λ狌，λ狏 分别是犝 和犞 的正则

化参数．

１．３　非负矩阵分解模型

Ｆｉｎｅｓｓｏ等
［９］在模型（１）的基础上，添加了关于犝，犞 的非负性约束条件，得到非负矩阵分解（ＮＭＦ）

模型，即 ｍｉｎ
ｓ．ｔ．犝，犞≥０

‖犜·（犚－犝犞
Ｔ）‖

２

Ｆ．其中，犝，犞≥０表示矩阵犝，犞中所有元素均大于等于０．

１．４　核范数正则化矩阵分解模型

Ｍａｚｕｍｄｅｒ等
［１１］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引入核范数约束条件，这种约束条件不需要把矩阵的维度作

为输入参数，得到核范数的矩阵分解模型，即ｍｉｎ
犣

１

２
‖犜·（犚－犣）‖

２

Ｆ＋λ‖犣‖．其中，犣是犝犞
Ｔ 的乘

积；λ＞０，是控制核范数的正则化参数；‖犣‖是核范数（即犣的奇异值之和）．

１．５　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

为了降低托攻击对推荐结果的影响，使用现有的托攻击检测方法，检测哪些用户可能是虚假用户，

通过降低虚假用户评分在模型中的影响，提高矩阵分解模型对托攻击的防御能力．原有的工作大都是把

检测出来的托用户直接从数据集中剔除而不参与运算，是一个二元分类问题（即检测结果是托用户和正

常用户）．但实际中，可能存在误检的情况（即正常用户被检测成托用户）．例如，一个用户的喜好就是对

不同的项目打平均分，对比较热门、流行的项目给最高分，这个用户的概貌和托的概貌就非常类似，很可

能被误检为托用户．因此，文中不采用０，１的分类思想剔除检测的托用户，而是通过降低检测是托用户

的信任度，从而减少托攻击用户的影响．

利用Ｃｈｉｒｉｔａ等
［１２］提出的偏离平均度（ＲＤＭＡ）的托攻击检测算法构造权值矩阵．其算法思想是，根

据攻击用户和其他用户在目标评分项出现的次数不同，计算目标项与其他用户平均评分的偏离程度判

断是托用户的概率．记狉犻为托攻击检测算法计算的用户犻的偏离平均度（ＲＤＭＡ）．狉犻 的范围为［０，１］，

且狉犻越大，表示用户犻是托的可能性越大．利用狉犻，构造用户信任度权值矩阵犠＝ｄｉａｇ（狑１，狑２，…，狑犿），

其中，狑犻＝ｅｘｐ（－狉
２
犻）．

将权值矩阵犠 引入到矩阵分解模型，提出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框架．鲁棒的正则

化矩阵分解（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法模型为

ｍｉｎ
犝，犞
‖犠×犜·（犚－犝犞

Ｔ）‖
２

Ｆ＋λ狌‖犝‖
２

Ｆ＋λ狏‖犞‖
２

Ｆ． （２）

　　鲁棒的非负矩阵分解（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算法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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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
ｓ．ｔ．犝，犞≥０

‖犠×犜·（犚－犝犞
Ｔ）‖

２

Ｆ． （３）

　　鲁棒的软填充（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模型为

ｍｉｎ
犣

１

２
‖犠×犜·（犚－犝犞

Ｔ）‖
２

Ｆ＋λ‖犣‖． （４）

１．６　鲁棒的正则化矩阵分解算法模型

模型（２）的求解参考 Ｗａｎｇ等
［１３］提出的求解特征子空间变换的方法，根据其模型求解的思路，可以

得到该模型的求解方法，即

犘＝

犞１，１ … 犞１，犱

  … ０

犞狀，１ … 犞狀，犱

 

犞１，１ … 犞１，犱

０ …  

犞狀，１ … 犞狀，

熿

燀

燄

燅犱 犿，狀×狀，犱

，　　狌＝

犝１，１



犝１，犱



犝犿，１



犝狀，

熿

燀

燄

燅犱 犿，犱

，

犙＝

犝１，１ … 犝１，犱

  … ０

犝狀，１ … 犝狀，犱

 

犝１，１ … 犝１，犱

０ …  

犝狀，１ … 犝狀，

熿

燀

燄

燅犱 犿，狀×狀，犱

，　　狏＝

犞１，１



犞１，犱



犞犿，１



犞狀，

熿

燀

燄

燅犱 犿，犱

．

　　模型（２）的函数可以改写为

‖犠×犜·（犚－犝犞
Ｔ）‖Ｆ ＝ ‖犛犘狌－狉‖Ｆ ＝ ‖犛犙狏－狉‖Ｆ．

式中：犛是由权值矩阵犠 和训练矩阵犜构成的选择矩阵．

接下来，可以求解Ψ（狌，狏）→ｍｉｎ，其中，Ψ（狌，狏）＝‖犘犛狌－犚犛‖
２

Ｆ＋λ狌‖狌‖
２

Ｆ＋λ狏‖狏‖
２

Ｆ＝‖犙犛狏－

犚犛‖
２

Ｆ＋λ狌‖狌‖
２

Ｆ＋λ狏‖狏‖
２

Ｆ．然后，对Ψ（狌，狏）函数分别对狌和狏求偏导，令偏导数等于０．则

Ψ狌－２犎狌－２犘
Ｔ
ｓ狉ｓ＝０．

　　因此，可以得到狌的更新公式为

狌←犎
－１犘Ｔｓ狉ｓ，　　犎＝犘

Ｔ
ｓ犘ｓ＋λ狌犐． （５）

　　同样，可以计算狏的更新公式为

狏←犌
－１
犙
Ｔ
ｓ狉ｓ，　　　犌＝犙

Ｔ
ｓ犙ｓ＋λ狏犐． （６）

１．７　鲁棒的非负矩阵分解算法模型

模型（３）的求解参考Ｃａｉ等
［１４］关于非负矩阵分解求解的算法，能得到模型的求解方法，记

犳（犝，犞）＝ ‖犠×犜·（犚－犝犞
Ｔ）‖

２

Ｆ
，　　犠ｘ ＝犠×犜．

　　因此，将函数改写为

犳（犝，犞）＝ ‖犠ｘ·犚－犠ｘ·犝犞‖
２

Ｆ．

　　然后，利用求导法则对函数犳求出犝 的偏导
δ犳（犝，犞）

δ犝
＝２（－犠ｘ·犚犞＋犠ｘ·犝犞

Ｔ犞）．接着，利用梯

度下降法的更新规则犡犻，犼←犡犻，犼＋η犻，犼犳（犡犻，犼），得到狌犻，犽的更新公式为

狌狀＋１犻，犽 ＝
狌狀犻，犽（（犠ｘ·犚）犞）犻，犽
（（犠ｘ·犝犞

Ｔ）犞）犻，犽
． （７）

式（７）中：狌犻，犽为犝 的每一个元素．

使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狏犻，犽的更新公式，即

狏狀＋１犻，犽 ＝
狏狀犻，犽（（犠ｘ·犚）犞）犻，犽
（（犠ｘ·犝犞

Ｔ）犞）犻，犽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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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鲁棒的软填充算法模型

模型（４）参考软填充算法
［１１］，得到鲁棒的软填充（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模型的求解方法，记犳＝

１

２
‖犠×犜·（犚－犣）‖

２

Ｆ＋λ‖犣‖．

首先，把函数犳对狕求偏导
δ犳
δ狕
＝犠×犜·（犣犚）＋λδ‖犣‖；然后，令偏导数为０，即０∈犠×犜·（犣－

犚Δ）＋λδ‖犣‖，记犠×犜·（犣－犚Δ）＝犢Δ－犣Δ．则由
δ犳
δ狕
＝０可知，犣Δ－犢Δ＋λδ‖犣‖＝０，其最优解等

价于下面函数的最优解ｍｉｎ
１

２
‖犠×犜·（犚－犢Δ）‖

２

Ｆ＋λ‖犣‖，其解为犣Δ犛λ（犢Δ）．犣Δ犛λ（犢Δ）的计算方

法为［犝，犛，犞］＝ｓｖｄ（犢Δ），犛＝ｍａｘ（犛－λ，０），犣
犽＋１＝犝×犛×犞．其中，犢Δ＝犣Δ－犠×犜·（犣Δ－犚），简化后

为犢Δ＝犚＋犞×犣
ｏｉｄ，

进一步化简，得到犣的更新公式为

犣ｎｅｗ ＝犛λ（犢Δ）． （９）

２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包括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

ｐｕｔｅ）的有效性，分别采用基于用户相似度的协同过滤（Ｋ?ＮＮ）算法和 Ｍｅｈｔａ等
［６］提出的鲁棒的矩阵分

解（ＲｏｂｕｓｔＭＦ）算法做对比实验．同时，采用基于矩阵分解的协同过滤（包括ＲＭＦ，ＮＭＦ，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

算法进行对比实验．

２．１　数据和评价标准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是由明尼苏达大学的ＧｒｏｕｐＬｅｎｓ小组发布的电影评分数据集．实验采用了１Ｍ

的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了６０４０个用户对３９５２项电影进行的１０００２０９个评分，每个用户至少评价了

２０部电影，且每部电影至少属于１９种影片类型之一，评分范围为１～５．

ＥａｃｈＭｏｖｉｅ数据集是由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系统研究中心收集的电影评分数据集．数

据集包含了７２９１６个用户对１６２８个电影项目的２８００万条评分，其评分范围为１～６．

采用均方根误差（犈ＲＭＳ）和平均绝对误差（犈ＭＡ）评估算法的准确性，计算式分别为

犈ＲＭＳ＝
∑
犻，犼∈犜

（犣犻，犼－犚犻，犼）
２

狘犜槡 狘
，　　犈ＭＡ ＝

∑
犻，犼∈犜

狘犣犻，犼－犚犻，犼狘

狘犜槡 狘
．

上式中：犣犻，犼是预测的评分；犚犻，犼是真实的评分；犜是测试的数据集，｜犜｜是测试数据的总个数．这２个指

标的值越小，说明算法越准确．

２．２　参数设定

采用基于用户相似度的协同过滤算法时，选取的最近邻个数为１０；对于Ｒ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ＮＭＦ

和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算法，都涉及到特征维度参数犱，其选取范围为 ｛５，１０，１５，２０｝；对于ＲＭＦ和Ｒｏｂｕｓｔ

ＲＭＦ算法，还涉及正则化参数ｌａｍｂｄａ，其选取范围为｛０．１，１，５，１０｝；对于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和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

ｉｍｐｕｔｅ算法，核正则参数选取范围为｛１０，１５，２０，２５｝．所有的实验中，只列出最优的结果．

２．３　方案和结果

首先，测试在同一填充规模下，不同攻击规模的托攻击对不同算法的影响．采用均值攻击模型构造

攻击概貌，攻击类型是推攻击．对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采用３％的填充规模和不同的攻击规模的攻击，分别

测试在不同攻击规模下，算法受到的影响．这些攻击的目标项针对的都是同一组目标项．选择的填充项

目有２个标准
［６］：这些项目有不多于５％的用户对其评分；这些项目的评分的平均分小于等于３．根据这

个原则，随机选出８０％的数据进行训练，剩下的用于测试．

在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上，选取填充规模为３％，攻击规模为１％，３％，５％，１０％时，分别采用Ｒｏｂｕｓｔ

Ｒ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和ＲｏｂｕｓｔＭＦ算法及ＲＭＦ，ＮＭＦ，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进行

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η为攻击规模．

由图１可知：随着攻击规模的增加，采用不同算法计算出的预测误差都有所增加，其中，ＲｏｂｕｓｔＭ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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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受到的影响最大．整体上，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Ｒｏ

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都有更好的鲁棒性，其中，鲁棒的正则化（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法对托攻击有更明细的防

御效果．攻击规模从５％增加到１０％的过程中，ＲｏｂｕｓｔＭＦ算法的犈ＲＭＳ值变化０．１１；而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

法只变化了０．０２，说明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法在大规模攻击下，受到的影响不大．

　（ａ）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法 （ｂ）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法 （ｃ）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算法

　　　（ｄ）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算法 （ｅ）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 （ｆ）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

图１　３％填充规模、不同攻击规模时的预测精度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３％ｆｉｌｌｅｒｓｉｚ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ｚｅ

其次，测试同一攻击规模时，不同填充规模的托攻击对不同算法的影响．采用均值攻击模型构造攻

击概貌，攻击类型是推攻击．对ＥａｃｈＭｏｖｉｅ数据集采用３％的攻击规模和不同的填充规模，分别测试不

同填充规模时，算法受到的影响．在ＥａｃｈＭｏｖｉｅ数据集上，选取攻击规模为３％，填充规模为３％，５％，

１０％，２５％时，分别使用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和Ｋ?ＮＮ，ＲｏｂｕｓｔＭＦ算

法及ＲＭＦ，ＮＭＦ，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Ｒ?ＭＦ为ＲｏｂｕｓｔＭＦ算法；

Ｒ?ＮＭＦ为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算法；Ｓ?ＩＭ为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ＲＳ?ＩＭ 为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算法；Ｒ?ＲＭＦ

为ＲｏｂｕｓｔＲＭＦ算法．

表１　３％攻击规模、不同填充规模时的预测精度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３％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ｚ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ｌｅｒｓｉｚｅ

填充规模 指标 Ｋ?ＮＮ Ｒ?ＭＦ ＮＭＦ Ｒ?ＮＭＦ Ｓ?ＩＭ ＲＳ?ＩＭ ＲＭＦ Ｒ?ＲＭＦ

０％
犈ＭＡ １．２７４４ ０．９１３１ ０．８８９６ ０．８８９６ ０．８１０７ ０．８１０７ ０．７６４７ ０．７６４７

犈ＲＭＳ １．４１７２ １．１９２８ １．１７９０ １．１７９０ １．０４１７ １．０４１７ １．０１１３ １．０１１３

３％
犈ＭＡ １．３５５９ ０．９８１１ ０．９６１１ ０．９０７４ ０．８９４０ ０．８３９０ ０．７９７５ ０．７６９６

犈ＲＭＳ １．５３４０ １．２８４３ １．２５８１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１４３ １．０６１８ １．０１８４ １．０１２６

５％
犈ＭＡ １．５２１０ １．１２１２ １．０７９２ ０．９３１２ ０．９８１７ ０．８７６１ ０．８４９６ ０．８０７９

犈ＲＭＳ １．６９５８ １．４３８６ １．４０５８ １．２３９４ １．２７５８ １．１０２６ １．１３７９ １．０６４１

１０％
犈ＭＡ １．８０６１ １．１５２５ １．１６１５ ０．９８１７ １．０９６１ ０．９２０８ ０．９４１１ ０．８３１６

犈ＲＭＳ ２．０３６５ １．５５６１ １．５６０５ １．３０５８ １．３６５４ １．１８４１ １．２４１８ １．１２５６

２５％
犈ＭＡ ２．１４９１ １．２９３５ １．３０７５ １．０３２４ １．２３１３ １．０１６２ １．０７９８ ０．８９３７

犈ＲＭＳ ２．４４８６ １．６１８７ １．６２０５ １．３８５７ １．５０５８ １．２６４４ １．３８４１ １．２０６２

　　由表１可知：随着填充规模的增加，采用不同算法计算出的预测误差都有所增加，其中，Ｋ?ＮＮ算法

受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ＲｏｂｕｓｔＭＦ算法．整体上，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Ｒｏｂｕｓｔ

Ｒ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ＮＭＦ，Ｒｏｂｕｓｔｓｏｆｔ?ｉｍｐｕｔｅ）对预测精度都有明显的改进．即使在填充规模不大（填充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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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时，Ｋ?ＮＮ和Ｒ?ＭＦ算法的预测精度都有明显的变化，而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的预

测精度变化很小．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小规模填充的托攻击更易于操作，许多推荐系统往往面临着这种

类型的攻击．采用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托攻击防御算法能够有效地抵御此类托攻击的影响．

３　结束语

把一些矩阵分解的模型应用到推荐系统的鲁棒性研究上，并提出基于矩阵分解的托攻击防御算法．

基于矩阵分解的托攻击防御算法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对真实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考虑，引入了信

任度权值矩阵，使模型的构造趋于合理．这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于模型的协同过滤算法的鲁棒

性，能更好地抵御托用户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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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诊断

刘清兰，王飞，张波业，郭忠宝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诊断器不能只依赖自身就能判断诊断的缺点，基于不可区分串的概念，提出一种模糊离散事件系

统的多故障诊断方法．首先，基于极小可观测事件构造模糊自动机相应的诊断器，用于寻找不可区分串的集

合；其次，根据诊断器的性质，提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可诊断的充分必要条件；最后，通过实例进行验

证．结果表明：该方法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诊断提供一种简单可行的新途径．

关键词：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模糊自动机；不可区分串；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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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化生产领域和大量的人造系统中，因设备故障而引起的灾难性事故频繁发生，这些故障具有

异步性、离散化和事件驱动的特点．因此，研究一种针对离散化故障事件的理论方法和体系，是刻不容缓

的［１?２］．１９９５年，Ｓａｍｐａｔｈ等
［３］针对逻辑离散事件系统，提出了基于有限自动机模型的诊断器理论［４］．由

于现实中大量的系统具有模糊属性，Ｌｉｎ等
［５?６］结合模糊集理论［７］，将经典的离散事件系统理论扩展到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Ｋｉｌｉｃ等
［８?９］基于模糊ＩＦ?ＴＨＥＮ规则，研究了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监控和故障诊断．

随后，Ｑｉｕ等
［１０?１２］基于ｍａｘ?ｍｉｎ形式的模糊离散事件系统，讨论了故障诊断问题．Ｗａｎｇ等

［１３］利用格值

模糊自动机的特性，构造了一种新的故障诊断器．为了解决模糊离散事件系统部分可诊断性问题，陆伟

等［１４］提出一种系统部分可诊断性的量化评价方法．Ｌｕｏ等
［１５］基于不可区分串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模糊

离散事件系统可诊断的概念和可诊断的充要条件，并将这一套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动物疾病的治疗案例．

基于此，本文将单故障类型的故障诊断方法推广到有多个故障类型的故障诊断．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７２８

　通信作者：　王飞（１９７７），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离散事件系统、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ｉｗ５４５＠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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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

将诊断对象建模为一个模糊有限自动机（ｍａｘ?ｍｉｎ自动机）
［１６］，即

珟犌＝ （珟犙，珟Σ，珘δ，珘狇０）．

上式中：珟犌为有限模糊状态集；珟Σ为模糊事件集；珘狇０ 为初始模糊状态；状态转移函数珘δ：珟犙×珟Σ→珟犙定义

为珘δ（珘狇，珓σ）＝珘狇⊙珓σ，⊙是模糊集合论中的最大最小运算（ｍａｘ?ｍ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定义１
［１０］
　对于珓σ∈珟Σ，记

珟犙珓σ ＝ ｛珘狇０｝∪ ｛珘狇∈珟犙∶（珘狇′∈珟犙）（珘α∈珟Σ珓σ）珘δ（珘狇′，珘α）＝珘狇｝，

其中，珟Σ珓σ ＝ 珟Σ
ｍａｘ＿狅
∪ ｛珘α∈珟Σ∶珟Σ狅（珓σ）＞珟Σ狅（珓σ）｝．

珟犙珓σ 包括初始状态及所有经过一个最大可观测度事件（或可观测度大于事件珓σ的事件）可以达到的

状态．

定义２　犔（珘狇）＝｛珓狊∈犔（珟犌）∶δ（珘狇，珓狊）！｝；犔０（珘狇，珓σ）＝｛珓狊∈犔（珘狇）∶珓狊＝珘狌珘α，珘α∈∶珟Σ珓σ，珟Σ０（珓σ）≥珮犕０（珘狌）｝；

犔珓θ（珘狇，珓σ）＝ ｛珓狊∈犔０（珘狇，珓σ）∶珓狊犳 ＝珓θ｝．其中，珮犕０（珘狌）＝ｍａｘ｛珟Σ０（珓θ犻）∶珘狌＝珓θ１，珓θ２，…，珓θ狀｝；犔（珘狇）表示从状态

珘狇出发的所有串的集合；犔０（珘狇，珓σ）表示在犔（珘狇）中，只有最后一个事件对于事件珓σ为可观测事件的串的集

合；犔珓θ（珘狇，珓σ）表示犔０（珘狇，珓σ）中最后一个事件为珓θ的串的集合．

假设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中有犿 个故障，Δ犳＝｛犳１，犳２，…，犳犿｝，每个故障都以一定的可能性发生

在每一个事件上，记珟Σ犳犻＝｛
珓σ∈珟Σ∶珟Σ犳犻（

珓σ）≥０｝，犻＝１，２，…，犿，珟Σ犳犻表示事件
珓σ对于故障犳犻可能的错误程

度［１５］．基于不可区分串的概念，定义３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可诊断定义．

定义３　设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中有犿 个故障，Δ犳＝｛犳１，犳２，…，犳犿｝，犔（珟犌）是由模糊离散事件系

统珟犌产生的具有前缀闭包性语言．对于每一个故障犳犻（犻＝１，２，…，犿），定义模糊犳犻 可诊断函数犉犇
犻∶

犔∞／≈→［０，１］．对于任意的犔∞
珘ω犽∈犔

∞／≈，有

ＦＤ犻（犔∞
珘ω犽
）＝

ｍｉｎ｛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

ｍａｘ｛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
，　　ｍａｘ｛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０，

１，　　　　　　　　　　　　 其他

烅

烄

烆 ．

　　若λ犻＝∧
犽∈犓
ＦＤ犻（犔∞

珘ω犽
），则称犔是｛犳１，…，犳犿｝｛λ１，…，λ犿｝可诊断的．

定义４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中有限故障集Δ犳＝｛犳１，犳２，…，犳犿｝，珟Δ犳 为Δ犳 上的模糊集，即

珟Δ犳 ＝
λ１

犳１
＋
λ２

犳２
＋…＋

λ犿

犳犿
，

λ犻为故障犳犻的隶属度，则称珟Δ犳 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 的故障可诊断程度集．

２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诊断器的构造

为了寻找不可区分串，只需确定事件串对任意极小可观测事件珓σ∈珟Σ是否具有相同的可观测行为．

因此，只要针对任一极小可观测事件构造其诊断器，就能找到所有的不可区分串．

记极小可观测事件为珓σ，构造诊断器珟犌
ｄ
珓σ，诊断器是一个有限自动机，即

珟犌ｄ珓σ ＝ （珟犙
ｄ
珓σ，珟Σ

ｄ
珓σ，珘δ

ｄ
珓σ，珓ρ０）．

　　珟犙
ｄ
珓σ 是诊断器的有限状态空间：珟犙

ｄ
珓σ２

珟犙珓σ×犐，其中，犐＝犐１×犐２×…×犐犿．对于每个犻＝１，２，…，犿，犐犻＝

｛０｝∪｛珟Σ犳犻
珘α∈珟Σ｝．珟犙

ｄ
珓σ 的状态为

珓
ρ＝ ｛（珘狇１，（犾１，１，犾１，２，…，犾１，犿）），（珘狇２，（犾２，１，犾２，２，…，犾２，犿）），…，（珘狇狋，（犾狋，１，犾狋，２，…，犾狋，犿））｝，

其中，犾犼，犻用于标记状态狇犼已经发生的故障犳犻的错误程度．为了方便起见，记

犞犼 ＝ （犾犼，１，犾犼，２，…，犾犼，犿），

则状态也可以表示为

珓
ρ＝ ｛（珘狇１，犞１），（珘狇２，犞２），…，（珘狇狋，犞狋）｝，

（珘狇犼，犞犼）（犼＝１，２，…，狋）称为状态珓ρ的组成部分．

诊断器的初始状态为珓ρ０＝｛（珘狇０，（０，…，
烉烇 烋
０

犿

）｝，表示系统从无故障状态开始．珟Σ
ｄ
珓σ 是诊断器的有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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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珟Σ
ｄ
珓σ＝珟Σ珓σ．诊断器的状态转移函数珘δ

ｄ
珓σ：珟犙

ｄ
珓σ×珟Σ

ｄ
珓σ→珟犙

ｄ
珓σ．

首先，定义标识传播函数ＬＰ∶珟犙珓σ×犐×Σ

→犐∶，对于珘狇犼∈珟犙珓σ，犞犼∈犐，珓狊∈珟Σ

，ＬＰ（（珘狇犼，（犾犼，１，犾犼，２…，

犾犼，犿）），珓狊）＝（ｍａｘ｛珟Σ犳１（
珓狊），犾犼，１｝，ｍａｘ｛珟Σ犳２（

珓狊），犾犼，２｝，…，ｍａｘ｛珟Σ犳犿（
珓狊），犾犼，犿｝）．

其次，记可达状态集为

珓
ρｍａｘ（珓ρ，珘α）＝ ∪

（珘狇犼
，犾
犼
）∈珓ρ

∪
珓狊∈犔珘α

（珘狇犼
，珓σ）
｛（珘δ（珘狇犼，珓狊），ＬＰ（珘狇犼，犞犼，珓狊））｝．

　　令下一个状态的组成个数不小于当前状态的组成个数，则有珦犇（珓ρｍａｘ）＝｛珓ρ′珓ρｍａｘ∶｜珓ρ′｜≥｜珓ρ｜｝．其

中，｜珓ρ｜表示状态珓ρ的组成个数．

最后，对所有的珓ρ′∈珦犇（珓ρｍａｘ），定义珘δ
ｄ
珓σ（珓ρ，珘α）＝珓ρ′．

３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可诊断的判断方法

由不可区分串和循环定义可知［１５］，诊断器珟犌ｄ珓σ 中存在一个错误程度为（（犾１，１，犾１，２，…，犾１，犿），（犾２，１，

犾２，２，…，犾２，犿），（犾狀，１，犾狀，２，…，犾狀，犿））循环，当且仅当系统珟犌产生的语言中存在不可区分串的集合犔
∞
珘ω 对所

有珘ω犽∈犔
∞
珘ω ，１，２，…，狀，有（珘ω犽，珘ω）∈≈，珘ω犽 的错误程度为（犾犽，１，犾犽，２，…，犾犽，犿）．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产生的语言中不可区分串的集合犔∞
珘ω 与诊断器珟犌

ｄ
珓σ 中的循环一一对应，利用诊

断器中的循环便可以寻找到不可区分串的集合．因此，基于不可区分串的模糊诊断概念可以通过诊断器

中的循环来实现系统可诊断程度的判断．基于定义３，利用诊断器中的循环可求得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

的故障可诊断程度集，具体有如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假设诊断器珟犌
ｄ
珓σ 中存在犓 个循环，第犽个循环的错误程度为

（犾犽１，１，犾
犽
１，２，…，犾

犽
１，犿），（犾

犽
２，１，犾

犽
２，２，…，犾

犽
２，犿），…，（犾

犽
狀，１，犾

犽
狀，２，…，犾

犽
狀，犿），　　犽＝１，２，…，犓，

则第犽个循环的错误程度矩阵犞犽 为

犞犽 ＝

犞犽１

犞犽２



犞

熿

燀

燄

燅
犽
狀

＝

犳１ 犳２ … 犳犿

犾犽１，１ 犾
犽
１，２ … 犾犽１，犿

犾犽２，１ 犾
犽
２，２ … 犾犽２，犿

  

犾犽狀，１ 犾
犽
狀，２ … 狏犾犽狀，犿

熿

燀

燄

燅…

珘狇１

珘狇２



珘狇狀

熿

燀

燄

燅．

．

　　步骤２　根据第犽个循环的错误程度矩阵犞
犽，计算第犽个循环的可诊断程度向量为

犘犽ｍｉｎ∩
狀

犻＝１
犞犽犻 ＝犞

犽
１ ∩犞

犽
２ ∩ … ∩犞

犽
狀，

犘犽ｍａｘ∩
狀

犻＝１
犞犽犻 ＝犞

犽
１ ∩犞

犽
２ ∩ … ∩犞

犽
狀．

　　设犘
犽
ｍｉｎ＝［犪１…犪犿］１×犿和犘

犽
ｍａｘ＝［犫１…犫犿］１×犿，则

狉犽犻 ＝
犪犻／犫犻，　　犫犻≠０，

１，　　　犫犻＝０
｛ ．

上式中：狉犽犻（犻＝１，２，…，犿）表示第犽个循环的第犻个故障的可诊断程度．

因此，第犽个循环的可诊断程度向量可以表示为

犘犽 ＝ ［狉
犽
１…狉

犽
犿］１×犿．

　　步骤３　犽从１取到犓，最后得到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的可诊断程度向量为

犚犽 ＝ ［狉１…狉犿］１×犿 ＝∩
犓

犽＝１
犚犽．

上式中：狉１（犻＝１，２，…，犿）表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的第犻个故障的可诊断程度．记故障可诊断程度集

为珟Δ犳 ＝
狉１

犳１
＋
狉２

犳２
＋…＋

狉犿

犳犿
．其中，珟Δ犳 为Δ犳 上的模糊集，狉犿 为故障犳犿 的隶属度．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可诊断的充分必要条件，即

定理１　假设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有多个故障Δ犳＝｛犳１，犳２，…，犳犿｝，系统产生的语言为犔（珟犌），基

于极小可观测事件珓σ构造诊断器为珟犌
ｄ
珓σ．那么，犔是｛犳１，…，犳犿｝?｛λ１，…，λ犿｝可诊断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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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器中存在犓 个循环，错误程度为

（犾犽１，１，犾
犽
１，２，…，犾

犽
１，犿），（犾

犽
２，１，犾

犽
２，２，…，犾

犽
２，犿），…，（犾

犽
狀，１，犾

犽
狀，２，…，犾

犽
狀，犿），　　犽＝１，２，…，犓．

使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的故障可诊断程度集为

珟Δ犳 ＝
狉１

犳１
＋
狉２

犳２
＋…＋

狉犿

犳犿

成立，其中狉犻＝λ犻（犻＝１，２，…，犿）．

证明　１）必要性．犔是｛犳１，…，犳犿｝｛λ１，…，λ犿｝可诊断，在犔中有犓 个不可区分串的集合犔
∞
珘ω犽
（犽＝

１，…，犓）．根据定义３，对于任意一个故障犳犻（犻＝１，２，…，犿），有

λ犻 ＝∧
犽∈犓

ｍｉｎ｛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

ｍａｘ｛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
．

　　由于不可区分串的集合与循环一一对应，从而诊断器中存在犓 个循环，第犻个故障的错误程度为

（犾犽１犻，犾
犽
２犻，…，犾

犽
狀犻），　　犽＝１，２，…，犓．

　　由步骤１～３，可得

狉犻＝∧
犓

犽＝１
狉犽犻 ＝∧

犓

犽＝１

ｍｉｎ｛犾犽１，犻，犾
犽
２，犻，…，犾

犽
狀，犻｝

ｍａｘ｛犾犽１，犻，犾
犽
２，犻，…，犾

犽
狀，犻｝
＝∧

犓

犽＝１

ｍｉｎ｛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

ｍａｘ｛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λ犻

．

因此，系统珟犌的故障可诊断程度集为

珟Δ犳 ＝
狉１

犳１
＋
狉２

犳２
＋…＋

狉犿

犳犿
，

其中，狉犻＝λ犻（犻＝１，２，…，犿）．

２）充分性．如果在诊断器中存在犓 个循环，错误程度为

（犾犽１，１，犾
犽
１，２，…，犾

犽
１，犿），（犾

犽
２，１，犾

犽
２，２，…，犾

犽
２，犿），…，（犾

犽
狀，１，犾

犽
狀，２，…，犾

犽
狀，犿），　　犽＝１，２，…，犓，

使得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的故障模糊集为

珟Δ犳 ＝
狉１

犳１
＋
狉２

犳２
＋…＋

狉犿

犳犿
．

　　由于不可区分串的集合与循环一一对应，那么犔中有犓 个不可区分串的集合犔∞
珘ω犽
（犽＝１，…，犓），对

于任意一个故障犳犻（犻＝１，…，犿），有

λ犻 ＝∧
犽∈犓

ｍｉｎ｛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

ｍａｘ｛珟Σ犳，犻（珘ω）∶珘ω∈犔
∞
珘ω犽
｝＝∧犽∈犓

ｍｉｎ｛犾犽１，犻，犾
犽
２，犻，…，犾

犽
狀，犻｝

ｍａｘ｛犾犽１，犻，犾
犽
２，犻，…，犾

犽
狀，犻｝
＝∧
犽∈犓

犘犽
，犻
ｍｉｎ

犘犽
，犻
ｍａｘ

＝∧
犽∈犓
狉犽犻 ＝狉犻．

因此，犔是｛犳１，…，犳犿｝｛λ１，…，λ犿｝可诊断的．证毕．

推论１　当系统珟犌中只有一个故障（犿＝１）时，定理１即为文献［１５］中的定理３．

推论２　如果λ犻＝０（即犪犻＝０且犫犻≠０），那么称犔是犳犻?完全不可诊断的（或者称对于故障犳犻，犔的

可诊断程度为０）；如果诊断器中不存在关于故障犳犻 的循环，或者λ犻＝１，那么称犔是犳犻?完全可诊断的

（或者称对于故障犳犻，犔的可诊断程度为１）．

推论３　若诊断器中不存在循环，则对于所有的故障犳犻（犻＝１，２，…，犿），系统珟犌是完全可诊断的．

４　两种诊断方法的比较

令珟犌＝（珟犙，珟Σ，珘δ，珘狇０）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
ｄ
珓σ＝（珟犙

ｄ
珓σ，珟Σ

ｄ
珓σ，珘δ

ｄ
珓σ，珓ρ０）为基于极小可观测事件珓σ所构造的诊

断器，｜珟犙｜和｜珟Σ｜分别为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 的状态个数和事件个数，故障划分为犿 个类型．对文献

［１０］中提出的方法和文中提出的方法进行的比较，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两种方法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参数 文献［１０］提出的方法 文中提出的方法

是否需要参考初始系统 是 否

需要构造的诊断器个数 ｜珟Σ｜ １

验证可诊断条件的复杂性 犗（２｜
珟Σ｜×犿（｜珟Σ｜）＋１×｜珟Σ｜

２） 犗（２｜
珟Σ｜×犿（｜珟Σ｜）＋１×｜珟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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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实例验证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如图１所示．系统包含两种故障犉１ 和犉２，事件的可观测程度和故障发生在

图１　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

Ｆｉｇ．１　Ｆｕｚｚ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珟犌

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分别为

珟Σ０（珘α）＝０．５，　　珟Σ０（珓β）＝０．４，

珟Σ０（珘γ）＝０．６，　　珟Σ０（珓θ）＝０．３，

珟Σ犳１（
珘α）＝０．１，　　珟Σ犳１（

珓
β）＝０．２，

珟Σ犳１（
珘γ）＝０．３，　　珟Σ犳１（

珓θ）＝０．４，

珟Σ犳２（
珘α）＝０．３，　　珟Σ犳２（

珓
β）＝０．４，

珟Σ犳２（
珘γ）＝０．２，　　珟Σ犳２（

珓θ）＝０．２．

　　采用文献［１０］提出的方法，关于珘α，珓β，珘γ，珓θ的诊断器，如图２所示．对于故障犳１，关于珘α，珓β和珘γ的诊断

器都不存在犉１?不确定环，但在关于珓θ的诊断器中，存在一个极小０．３?犉１?不确定环．由于珟Σ犳１（
珓θ）＝０．４，

则对于故障犳１，犔的可诊断程度是０．７５．对于故障犳２，关于珘α，珓β，珘γ和珓θ的诊断器都不存在犉１?不确定环，

则对于故障犳２，犔是完全可诊断的．

（ａ）关于珘α和珘γ的诊断器

（ｂ）关于珓β的诊断器

（ｃ）关于珓θ的诊断器

图２　关于每个珓σ∈珟Σｆａｉｌ的诊断器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ｒ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ｅａｃｈ珓σ∈珟Σｆａｉｌ

基于极小可观测事件珓θ构造诊断器，如图３所示．

图３　诊断器珟犌
ｄ
珓θ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ｒｓ珟犌
ｄ
珓θ

由图３可知：珟犌ｄ珓θ 中存在一个循环（即犓＝１），错误程度为（０．３，０．４），（０．４，０．４）．由步骤１～３，可得

Δ犳 上的模糊集为珟Δ犳＝
狉１

犳１
＋
狉２

犳２
＝
０．７５

犳１
＋
１

犳２
．

因此，由定理１可知，λ１＝狉１＝０．７５，λ２＝狉２＝１，犔是（犳１，犳２）?（０．７５，１．００）是可诊断的．

６　结束语

在文献［１５］的基础上，提出了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的多故障诊断方法，对于模糊离散事件系统珟犌，基

于极小可观测事件构造诊断器珟犌ｄ珓σ，用于寻找不可区分串的集合．不可区分串的集合和诊断器中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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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一对应的，只要通过诊断器中的循环就可以判断系统的可诊断程度．文中提出的方法更加简单、容

易理解，便于编程，且不需要依赖初始系统．根据诊断器自身就能完成可诊断程度的判断，为模糊离散事

件系统的多故障诊断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易于操作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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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犎犈犞犆帧间编码的快速犆犝尺寸和

犘犝模式决策算法

吴良堤，冯桂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进一步降低高效视频编码（ＨＥＶＣ）帧间编码的复杂度，提出一种快速的编码单元（ＣＵ）尺寸和预

测单元（ＰＵ）模式决策算法．首先，利用ＳＫＩＰ和平均运动矢量提前结束ＣＵ分割过程．其次，根据统计的阈值，

实现概率较小的ＰＵ模式计算过程的跳过．算法在随机方向（ＲＡ）和低延时（ＬＤ）配置下，编码时间分别平均

降低４２．２％和３６．３％，造成的ＢＤＢＲ（ｂｊｅｎｔｅｇａａｒｄｄｅｌｔａｂｉｔｒａｔｅ）损失仅为０．６２４％和０．２６４％．实验结果表明：

ＣＵ尺寸和ＰＵ模式决策算法在编码质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能正确地决策出最佳ＣＵ尺寸和ＰＵ模式，有效

地提高 ＨＥＶＣ的编码效率．

关键词：　高效视频编码；帧间预测；编码单元尺寸；预测单元模式；决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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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ｓａｖｉｎｇｏｆ４２．２％ａｎｄ３６．３％ｏｎｌｙｗｉｔｈａｖ

ｅｒａｇｅ０．６２４％ａｎｄ０．２６４％ ＢＤＢＲ（ｂｊｅｎｔｅｇａａｒｄｄｅｌｔａｂｉｔｒａｔｅ）ｌｏｓｓｅｓ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ＲＡ）ａｎｄｌｏｗｄｅｌａｙ（Ｌ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Ｕｓｉｚｅａｎｄ

ＰＵｍｏｄ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ｅｃｉｄｅ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ＣＵｓｉｚｅｏｒＰＵｍｏｄ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ＥＶＣｃｏｄｉｎｇｗｈｅｎｔｈ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ｕｎｉｔｓｉｚ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ｏｄ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为了满足市场对高质量、高分辨率视频的需求，视频编码联合小组（ｊｏｉｎ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ｍｏｎｖｉｄ

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ＪＣＴ?ＶＣ）发布了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高效视频编码（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ＨＥＶＣ）
［１］．ＨＥＶＣ采用新的编码策略实现了 Ｈ．２６４／ＡＶＣ两倍高的编码增益；但其复杂度比 Ｈ．２６４／

ＡＶＣ高９％～５０２％
［２］．为了推广 ＨＥＶＣ在工业上的应用，众多学者提出了诸多快速算法来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

　通信作者：　冯桂（１９６０），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图像与视频信息处理与应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应用、模式识

别与影像理解、计算机视觉和多媒体通信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Ｊ０１２４２，２０１６Ｊ０１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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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ＨＥＶＣ的复杂度．Ｇｗｅｏｎ等
［３?５］提出了３种方案实现了较好的编码性能，因此，被加入到了ＨＥＶＣ测

试模式（ＨＥＶＣｔｅｓｔｍｏｄｅ，ＨＭ１０．１）的官方标准代码中．Ｓｈｅｎ等
［６］根据图像特性实现多参考帧的优

化．这些算法都在相应的 ＨＭ测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主要针对 ＨＥＶＣ帧间编码中复杂的编码

单元（ＣＵ）分割及预测单元（ＰＵ）模式选择进行优化，利用ＳＫＩＰ模式和平均运动矢量提前终止ＣＵ分

割，并根据统计阈值优化ＰＵ模式决策过程．

１　犎犈犞犆帧间犘犝模式决策

分割实例，如图１所示．在 ＨＥＶＣ中，最大编码单元（ＬＣＵ）以四叉树递归分割成４个子ＣＵｓ，直至

最小编码单元（ＳＣＵ）为止．每一次分割对应一个深度级（Ｄｅｐｔｈ），如图１（ａ）所示．每个ＣＵ又可分割为

多种ＰＵ和变换单元（ＴＵ）．ＰＵ可分为帧内２犖×２犖 和犖×犖，帧间２犖×２犖，犖×犖，２犖×犖，犖×

２犖，２犖×狀犝，２犖×狀犇，狀犔×２犖 和狀犚×２犖，如图１（ｂ）所示．ＴＵ也以四叉树进行递归划分，其尺寸范

围为３２ｐｘ×３２ｐｘ～４ｐｘ×４ｐｘ，如图１（ｃ）所示．

在 ＨＭ１０．１的帧间预测中，为了决策出最佳ＰＵ模式，编码器计算ＲＤ?Ｃｏｓｔ过程：首先，计算在

ＳＫＩＰ模式下的ＲＤ?Ｃｏｓｔ；然后，计算剩余帧间ＰＵ模式的ＲＤ?Ｃｏｓｔ；再将当前ＲＤ?Ｃｏｓｔ最小的模式作为

目前的ＰＵ模式，检查该最佳模式的编码块标志（ＣＢＦ）是否为０，当ＣＢＦ＝０时，跳过帧内ＰＵ模式的计

算，否则，继续计算帧内ＰＵ模式的ＲＤ?Ｃｏｓｔ；最后，选择ＲＤ?Ｃｏｓｔ最小的ＰＵ模式作为当前ＣＵ最终的

最佳ＰＵ模式，并将当前ＣＵ分割为４个子ＣＵｓ，重复该过程直至当前ＣＵ为ＳＣＵ．

（ａ）ＣＵ （ｂ）ＰＵ （ｃ）ＴＵ

图１　ＣＵ，ＰＵ和ＴＵ分区示例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ＣＵ，ＰＵａｎｄＴＵ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２　提出的算法

２．１　犆犝提前终止的分割算法

在帧间预测过程中，当ＣＵ纹理较简单且运动较平缓时，ＣＵ最佳分割为６４ｐｘ×６４ｐｘ或３２ｐｘ×

表１　测试配置条件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参考项目 参考值

操作系统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８

处理器 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ｅｉ５?４５９０３．３ＧＨｚ

内存 ４ＧＢ

参考软件 ＨＭ１０．１

层次（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ａｉｎ

图像组（ＧＯＰ）结构 Ｒａｎｄｏｍａｃｃｅｓｓ

最大ＣＵ尺寸 ６４ｐｘ×６４ｐｘ

最大ＣＵ深度 ４

量化参数（ＱＰ） 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

运动搜索模式 ＴＺＳｅａｒｃｈ

运动搜索范围 ６４

３２ｐｘ的可能性较高；反之选择小尺寸ＣＵ分割的可能性

比较大［７?１０］．用均值绝对差（ＭＡＤＣＵ）度量ＣＵ的纹理，即

ＭＡＤＣＵ ＝
１

犕·犖∑
犖－１

犼＝０
∑
犕－１

犻＝０

狘狆（犻，犼）－狆·ａｖｅ狘． （１）

式（１）中：犕，犖 分别为ＣＵ的宽和高；狆（犻，犼）表示位于

（犻，犼）处的ＣＵ像素值；狆·ａｖｅ为ＣＵ块的平均像素值；

当 ＭＡＤＣＵ＜（１６Ｄｅｐｔｈ）时，ＣＵ为非复杂，而其他情况

下，ＣＵ为复杂，为右移，Ｄｅｐｔｈ表示当前深度级．

表１为测试配置条件．由于 ＭＡＤＣＵ的计算可能给

ＨＥＶＣ编码器带来额外的计算负担．当ＳＫＩＰ为最佳

ＰＵ模式时，其对应的ＣＵ纹理总是较为简单．在表１测

试配置条件下，６个序列统计 ＭＡＤＣＵ与ＳＫＩＰ模式的关

系，如表２所示．

２２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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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序列的统计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ＱＰ为量化参数．由图２可知：随着ＱＰ的增加，当ＳＫＩＰ

模式为最佳时，ＭＡＤＣＵ＜（１６Ｄｅｐｔｈ）的概率（犘）呈递减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ＱＰ递增，ＣＵ的分割

越来越粗糙．通过取平均计算，可知满足 ＭＡＤＣＵ＜（１６Ｄｅｐｔｈ）为８５％．这说明了ＳＫＩＰ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当前ＣＵ的纹理复杂度．

图２　ＳＫＩＰ与 ＭＡＤＣＵ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ＫＩＰａｎｄＭＡＤＣＵ

表２　测试序列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纹理
特性

序列
分辨率／

ｐｘ×ｐｘ

统计编
码帧数

Ｋｉｍｏｎｏｌ １９２０×１０８０ ６０

同质 ＰａｒｋＳｃｅｎｅ １９２０×１０８０ ６０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２５６０×１６００ ６０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Ｐａｓｓ ４１６×２４０ ６０

非同质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Ｃ ８３２×４８０ ６０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Ｓｔｒｅｅｔ ２５６０×１６００ ６０

　　为了衡量当前ＣＵ运动剧烈度，文中定义

了平均运动矢量（犕犞），即

犕犞＝
１

２∑
１

犻＝０

（｜犕犞犡犻｜＋｜犕犞犢犻｜）． （２）

式（２）中：犻＝０和犻＝１分别表示参考列表０，１；犡和犢 分别表示水平和垂直方向．

当犕犞ｃｕｒ＝０，犕犞ｌｅｆ＝０，犕犞ａｂｏ＝０时，ＣＵ为运动平缓；其他情况下，ＣＵ为运动剧烈．其中，犕犞ｃｕｒ，

犕犞ｌｅｆ，犕犞ａｂｏ分别表示当前ＣＵ、左邻近ＣＵ、上邻近ＣＵ的平均运动矢量．

通过对ＣＵ纹理复杂度和运动剧烈度的分析，提出提前终止ＣＵ分割的算法．当ＣＵ对应的最佳

ＰＵ模式为ＳＫＩＰ，且犕犞满足ＣＵ的运动强度时，提前终止ＣＵ的进一步分割．为了证明该算法的正确

性，在表１的测试条件下，统计表２的测试序列ＣＵ分割的正确率，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η为正

确率．由表３可知：利用ＳＫＩＰ和犕犞提前结束ＣＵ分割的正确率随ＱＰ的增加而增大；总体平均正确率

达到了９４．７％．这一统计结果充分说明了，提前终止ＣＵ分割的算法具有较好的正确性．

表３　利用ＳＫＩＰ和犕犞提前终止ＣＵ分割的正确率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ＵｓｐｌｉｔｂｙＳＫＩＰａｎｄ犕犞 ％　

序列 η

ＱＰ＝２０ ＱＰ＝２５ ＱＰ＝３０ ＱＰ＝３５ ＱＰ＝４０ 平均值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９２．４ ９６．４ ９７．９ ９８．８ ９９．４ ９７．０

Ｋｉｍｏｎｏ ９５．９ ９７．２ ９８．１ ９８．７ ９９．０ ９７．８

ＰａｒｋＳｃｅｎｅ ９１．３ ９４．７ ９６．７ ９８．０ ９８．８ ９５．９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Ｓｔｒｅｅｔ ８４．３ ８７．８ ９１．７ ９４．７ ９６．９ ９１．１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Ｃ ８３．０ ８７．６ ９１．７ ９４．７ ９６．９ ９０．８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Ｐａｓｓ ９２．４ ９４．４ ９６．１ ９７．７ ９８．８ ９５．９

平均值 ８９．９ ９３．０ ９５．４ ９７．１ ９８．３ ９４．７

２．２　犘犝模式决策优化算法

为了获得最佳的ＰＵ模式，ＨＥＶＣ对每一个ＣＵ都进行多种ＰＵ模式的计算．若能设计出一种方法

提前决策最佳的ＰＵ模式，或跳过某些ＰＵ模式将能极大地降低编码复杂度．为了实现ＰＵ模式决策过

程的优化，统计了在表１测试条件下表２的测试序列，当ＳＫＩＰ模式和ＡＭＰ模式分别为最佳ＰＵ模式

时与其对应的ＲＤ?Ｃｏｓｔ的分布，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犑ＦＢＤ为ＲＤ?Ｃｏｓｔ，即率失真代价．

由图３（ａ）可知：当ＳＫＩＰ为最佳ＰＵ模式时，ＱＰ越小，ＲＤ?Ｃｏｓｔ所占的比率越大．由图３（ｂ）可知：

当ＡＭＰ为最佳ＰＵ模式时，随着ＱＰ的递增，其ＲＤ?Ｃｏｓｔ的分布呈现出了与图３（ａ）几乎相反的分布规

律．由此可得，当ＳＫＩＰ模式为最佳ＰＵ模式时，其对应的ＲＤ?Ｃｏｓｔ倾向于较小值；而当ＡＭＰ模式为最

佳ＰＵ模式时，其对应的ＲＤ?Ｃｏｓｔ分布小于５０００的概率．

基于上述统计分析，选取表２的６个测试序列，以分别超过９５％和８５％命中率的ＳＫＩＰ模式和

３２１第１期　　　　　　　　　吴良堤，等：ＨＥＶＣ帧间编码的快速ＣＵ尺寸和ＰＵ模式决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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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ＫＩＰ模式

（ｂ）ＡＭＰ模式

图３　最佳时ＲＤ?Ｃｏｓｔ的分布

Ｆｉｇ．３　ＲＤ?Ｃｏ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ｐｔｉｍａ

ＡＭＰ模式设定阈值，以此进行ＰＵ优化．进一步拟合，可得

ＴＨＳＫＩＰ ＝

７０．９８·ｅｘｐ（０．１５９９ＱＰ）＋２０４０，　　Ｄｅｐｔｈ＝０，

７．７５８·ｅｘｐ（０．２０６３ＱＰ）＋１０９８，　　Ｄｅｐｔｈ＝１，

３．４６１·ｅｘｐ（０．２２３４ＱＰ）＋６７５．２，　　Ｄｅｐｔｈ＝２，

４．４３６·ｅｘｐ（０．１９９０ＱＰ）＋２９６．７，　　Ｄｅｐｔｈ＝

烅

烄

烆 ３．

（３）

ＴＨＡＭＰ ＝

１２５２·ｅｘｐ（０．０８９４２ＱＰ）－１７１９，　Ｄｅｐｔｈ＝０，

４５．３·ｅｘｐ（０．１６９６ＱＰ）＋８１３．４，　　Ｄｅｐｔｈ＝１，

８．９１·ｅｘｐ（０．２９６３ＱＰ）＋８５０．６，　　Ｄｅｐｔｈ＝

烅

烄

烆 ２．

（４）

　　优化ＰＵ模式决策过程的算法：当ＳＫＩＰ模式的ＲＤ?Ｃｏｓｔ小于对应深度级的ＴＨＳＫＩＰ时，则跳过当前

ＣＵ及其他帧间ＰＵ模式的测试；当除ＡＭＰ模式外其他帧间ＰＵ模式的最佳模式ＲＤ?Ｃｏｓｔ小于对应深

度级的ＴＨＡＭＰ时，则当前ＣＵ的ＰＵ决策跳过ＡＭＰ模式的计算．

为了进一步证明提出的ＴＨＳＫＩＰ和ＴＨＡＭＰ的合理性，在表１的测试条件下，统计了表２的测试序列

在式（３），（４）下最佳ＰＵ模式的命中率，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δ为命中率．

表４　预设阈值下最佳ＰＵ模式命中率

Ｔａｂ．４　ＢｅｓｔＰＵｍｏｄｅｈｉｔ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　

序列
δ

ＱＰ＝２０ ＱＰ＝２５ ＱＰ＝３０ ＱＰ＝３５ ＱＰ＝４０ 平均值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８９．３ ９６．４ ９８．２ ９８．９ ９９．３ ９６．４

Ｋｉｍｏｎｏ ６９．４ ８５．０ ９０．６ ９３．３ ９５．３ ８６．７

ＰａｒｋＳｃｅｎｅ ８９．５ ９７．１ ９８．３ ９８．７ ９９．１ ９６．５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Ｓｔｒｅｅｔ ７１．９ ９１．９ ９６．２ ９７．２ ９７．６ ９１．０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Ｃ ９５．４ ９８．２ ９９．０ ９９．３ ９９．６ ９８．３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Ｐａｓｓ ７０．４ ８４．９ ９１．９ ９４．６ ９６．４ ８７．７

平均值 ８１．０ ９２．３ ９５．７ ９７．０ ９７．９ ９２．８

　　由表４可知：在式（３），（４）设定的阈值下，随着ＱＰ的增加，其命中率不断提升．总体的平均命中率

达到了９２．８％．这说明了预设的阈值能较好地预判ＰＵ的最佳模式．

２．３　整体算法

提出的算法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提前ＣＵ终止分割和ＰＵ模式优化．提出的算法流程图，如图４所

示．图４中：犑ＳＫＩＰ表示ＳＫＩＰ模式的ＲＤ?Ｃｏｓｔ：犑ＢＥＳＴ表示除ＡＭＰ和帧内模式外最佳模式的ＲＤ?Ｃ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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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整体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提出的快速算法的有效性，以通用测试条

件［１１］对全部１８个测试序列各编码１００帧进行测试．使用

ＢＤＢＲ
［１２］和平均时间节省（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ｓａｖｉｎｇ，ＡＴＳ）来衡

量提出的算法在随机访问（ｒａｎｄｏｍａｃｃｅｓｓ，ＲＡ）配置和低时

延（ｌｏｗｄｅｌａｙ，ＬＤ）配置下的编码性能．选取ＱＰ＝｛２２，２７，

３２，３７｝，其余测试条件如表１．

ＡＴＳ的定义为

ＡＴＳ＝
１

４∑
４

犻＝１

犜Ｐｒｏｐ（ＱＰ犻）－犜Ａｎｃｈｏｒ（ＱＰ犻）

犜Ａｎｃｈｏｒ（ＱＰ犻）
×１００％．（５）

式（５）中：犜Ｐｒｏｐ（ＱＰ犻）表示提出算法在不同ＱＰ下的编码时

间；犜Ａｎｃｈｏｒ（ＱＰ犻）表示原始ＨＭ１０．１标准代码在不同ＱＰ下

的编码时间（表４）．

文中提出的综合算法与文献［６］在ＲＡ和ＬＤ配置下

的编码性能对比，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知：提出的综合算

法在ＲＡ配置下平均能节省４２．２％的编码时间，ＢＤＢＲ增

加０．６２４％．与文献［６］提出的算法比对可以发现：提出的

算法在编码复杂度降低小２．９％的情况下，ＢＤＢＲ的损失

少了一半左右．同样，通过对ＬＤ配置下的实验数据分析可

知：在ＬＤ配置下，提出的算法平均降低了３６．３％的编码复杂度，相比于文献［６］的４３．９％有所不足，提

出的算法ＢＤＢＲ的增加仅为文献［６］的０．２３．这充分说明了，相较于文献［６］，提出的算法能在编码复杂

度节省与编码性能损失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表５　文中提出的综合算法与文献［６］的编码性能对比

Ｔａｂ．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６］ ％　

编码配置方式 ＲＡ ＬＤ

类别 序列
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文献［６］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文献［６］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ＣｌａｓｓＡ
ＷＱＸＧＡ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０．６３９ －５４．４ １．０５９ －６０．５ ０．４５６ －４７．７ １．０１５ －５４．７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

０．８７５ －２４．３ ０．２２８ －４２．５ ０．３０１ －２２．１ ０．４７７ －３２．５

ＣｌａｓｓＢ
１０８０ｐｉｘ

Ｋｉｍｏｎｏ ０．６８６ －３９．８ １．０１３ －４７．３ ０．３３５ －３５．６ ０．８９８ －３８．０

ＰａｒｋＳｃｅｎｅ ０．７９６ －４８．３ ０．９７２ －４５．２ ０．４３０ －３９．４ ０．８９３ －４０．５

Ｃａｃｔｕｓ ０．８４９ －４２．９ １．０５４ －４２．１ ０．４１６ －３６．３ ０．５９６ －４３．５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Ｄｒｉｖｅ

０．３６１ －３９．３ １．０２５ －４１．８ ０．２１９ －３５．１ ０．８４４ －４２．３

ＣｌａｓｓＣ
ＷＶＧ

ＡＢＱＴｅｒｒａｃｅ ０．８７２ －５２．２ １．１６８ －４９．７ ０．３８２ －４５．５ １．３３７ －４２．７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Ｄｒｉｌｌ

０．３４１ －３５．９ ２．１３３ －３９．８ ０．０４５ －３１．３ １．９１２ －４４．０

ＢＱＭａｌｌ ０．８２２ －３４．３ １．６５２ －４０．０ ０．３６２ －３０．１ ２．０２３ －４３．５

ＰａｒｔｙＳｃｅｎｅ
Ｒａｃｅ

０．７０４ －３０．７ １．１６４ －４５．８ ０．２４７ －１９．２ １．０２９ －４０．０

ＨｏｒｓｅｓＣ ０．５０４ －２１．４ １．８２６ －３８．５ ０．１６９ －１９．７ １．０１０ －３４．１

ＣｌａｓｓＤ
ＷＱＶＧＡ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Ｐａｓｓ

０．６５１ －３８．２ １．８１２ －２８．９ ０．１４３ －３３．９ １．５２５ －３５．４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 ０．５０１ －４３．４ ０．４６４ －３４．４ ０．０９２ －２６．２ ０．４６７ －３６．０

Ｂｌｏｗｉｎｇ
Ｂｕｂｂｌｅｓ

０．８６５ －３０．０ １．３７５ －３３．７ ０．３５６ －２１．０ ２．２６３ －３９．７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 ０．７７２ －１６．５ １．８４９ －２４．４ ０．２１３ －１４．５ ０．７２３ －３０．８

５２１第１期　　　　　　　　　吴良堤，等：ＨＥＶＣ帧间编码的快速ＣＵ尺寸和ＰＵ模式决策算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　

编码配置方式 ＲＡ ＬＤ

类别 序列
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文献［６］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文献［６］提出的算法

ＢＤＢＲ／％　ＴＳ／％

ＣｌａｓｓＥ
７２０ｐｉｘ

Ｆ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 ０．２４９ －６７．８ １．４９５ －６６．３ ０．１２１ －６３．５ １．１０４ －６４．０

Ｊｏｈｎｎｙ ０．３００ －７０．６ ０．９１２ －６７．８ ０．２８６ －６６．６ １．３２９ －６６．９

ＫｒｉｓｔｅｎＡｎｄ
Ｓａｒａ

０．４３６ －６９．７ １．３４６ －６２．５ ０．１８５ －６５．４ １．４８８ －６０．９

平均值 ０．６２４ －４２．２ １．２５２ －４５．１ ０．２６４ －３６．３ １．１６２ －４３．９

４　结束语

提出的利用ＳＫＩＰ和犕犞提前终止ＣＵ分割，并引入统计阈值ＴＨＳＫＩＰ和ＴＨＡＭＰ分别提前判决ＳＫＩＰ

模式和跳过ＡＭＰ模式计算的快速编码算法，在产生０．６２４％ＢＤＢＲ损失的情况下，能有效地大幅降低

编码复杂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提出的算法易于在软件上实现．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提出自适

应在线更新阈值，进一步优化编码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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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习与一致性表示空间学习

的跨媒体检索

邹辉，杜吉祥，翟传敏，王靖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与一致性表示空间学习的方法，针对图像与文本２种模态，分别采用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和潜在狄利克雷分布算法学习图像的深度特征和文档的主题概率分布；通过一个概率模型将两个

高度异构的向量空间非线性映射到一个一致性表示空间；采用中心相关性算法计算不同模态信息在此空间

的距离．在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Ｄａｔａｓｅｔ上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单模态输入检索中，文中方法的平均准确率为３８．４３％，

相比于其他方法有明显提高．

关键词：　跨模态；跨媒体；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一致性表示空间；中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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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多媒体数据量正在日益增多，而事物的知识需要由所有与其相关的各种媒

体信息（如文本、声音、视频和图像等）综合起来表示．在过去的２０年间，许多学者致力于跨媒体信息检

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１?４］．多种不同模态信息的特征空间之间往往是高度异构的关系．近年来，更

多学者专注于多媒体信息间关联关系的研究［５?６］．Ｒａｓｉｗａｓｉａ等
［７］提出将典型关联分析（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ＣＡ）用于分析文本特征空间与图像特征空间的相关关系，结合语义分析，提出了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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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匹配算法，但是其采用的ＳＩＦＴ特征无法很好地表达图像丰富的全局内容．深度学习的概念是由

Ｈｉｎｔｏｎ等
［８］提出，而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ＮＮｓ）

［９］在２０１２年之后被广泛地

用于图像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１０?１１］，并且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潜在狄利克雷分布（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是由Ｂｌｅｉ等
［１２］设计的主题模型，被广泛用于文档分类中［１３?１５］，效果显著．因

此，本文结合ＣＮＮ网络、ＬＤＡ及一个概率模型构建一个图像与文本的媒介空间，在此媒介空间中进行

语义匹配（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Ｍ），采用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Ｄａｔａｓｅｔ验证提出的方法，并将其与其他的跨媒体

检索方法对比．

１　跨媒体检索模型

针对图像与文本两种形式的信息，提出一种新的一致性表达空间学习模型，用于文本对未标注图像

的检索，以及图像对相关文章的搜索，模型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跨媒体检索模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ｍｅｄｉａ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ｍｏｄｅｌ

１．１　图像的卷积特征表示

Ｃａｆｆｅ框架
［１６］重现了Ｋｒｉｚｈｅｖｓｋｙ等

［１７］提出的ＣＮＮ模型（ｂｖｌ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ａｆｆｅｎｅｔ．ｃａｆｆｅｍｏｄｅｌ），针

对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Ｄａｔａｓｅｔ，调整该网络模型用于获取图像的ＣＮＮ特征．ＣＮＮ的结构，如图２所示．该ＣＮＮ

网络模型有８层，图像数据经过多次卷积、池化和非线性变换后，再经过最后一层ｓｏｆｔｍａｘ层进行分类．

卷积层通过权值共享的方法减少训练参数，池化层对卷积的结果进行处理，使之具有平移、旋转及伸缩

不变性，并且还起到降维的作用．网络中使用ＲｅＬＵｓ（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ｕｎｉｔｓ）
［１８］作为激活函数，即犵（狓）＝

ｍａｘ（０，狓）．

图２　ＣＮＮ结构

Ｆｉｇ．２　ＣＮ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标准的ｓｉｇｍｏｉｄ输出不具备稀疏性，而ＲｅＬＵｓ是线性

修正．Ｌｉ等
［１９］证明，训练后的网络完全具备适度的稀疏性，

从函数的二维坐标图形看，ＲｅＬＵｓ比ｓｉｇｍｏｉｄ更接近生物

学的激活模型．Ｈｉｎｔｏｎ等
［２０］提出了一种ｄｒｏｐｏｕｔ机制，在

训练神经网络时，如果训练样本较少，为了防止过拟合，需

要以一定概率将隐含节点清零，提取网络的第６层或第７

层的数据犚１ 表达图像，并用于实验中．

１．２　文本的主题概率分布

ＬＤＡ是一种文档主题生成模型，它包含单词、主题和文档３层结构，语料库中的每一篇文档与犜个

主题的一个多项分布相对应，每个主题又与词汇表中的犞 个单词的一个多项分布相对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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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 ｛犱１，犱２，…，犱犿｝，

犱犻＝ ｛狑１，狑２，…，狑狀｝，

狑犼∈犞 ＝ ｛狏１，狏２，…，狏犾｝，

犜＝ ｛狋１，狋２，…，狋犜｝．

式中：犇为文档集，每个文档可看作由多个单词组成的一个序列；词典犞 是由所有不同单词组成的一个

集合；犜为主题集．由每篇文档犱对应的主题狋的概率狆（狋｜犱）和该主题狋生成单词狑 的概率狆（狑｜狋），可

以得到文档中出现单词狑的概率，即

狆（狑狘犱）＝狆（狑狘狋）×狆（狋狘犱）．

　　计算每个文档中一个单词在某一个文档中的概率狆（狑｜犱）．然后，根据结果修改该单词应该属于哪

个主题．如果该单词所属的主题改变了，就会反过来影响狆（狋｜犱）的值．将文档中所有主题分布的概率值

狆（狋｜犱）作为文本文档的特征描述，文本特征空间表示为犚
Ｔ．

１．３　一致性表达空间与相似性度量

获取图像与文本的特征表示后，将２种模态特征进行匹配，以完成两者间的相互检索．给出一个图

像（文本）查询犐ｑ∈犚
Ｉ（犜ｑ∈犚

Ｔ），跨媒体系统将返回犚Ｔ（犚Ｉ）中与犐ｑ（犜ｑ）语义最接近的文本（图像）．

１．３．１　一致性表达空间　传统的检索问题一般寻找一个线性映射，即

犘∶犚
Ｉ
→犚

Ｔ，

使得犘是可逆的．在跨媒体检索中，由于文本与图像的表示形式往往不一样，在犚Ｉ与犚Ｔ 之间不存在某

种自然的对应．因此，简单的映射或者求最近邻值无法挖掘两个异构空间之间内在的语义关联．采用一

个机制将两个高度异构的特征空间映射到新的空间，即

犘Ｉ∶犚
Ｉ
→犝

Ｉ，　　犘Ｔ∶犚
Ｔ
→犝

Ｔ，

使得犘Ｉ和犘Ｔ 都是可逆的非线性映射、犝
Ｉ和犝Ｔ 两个新的特征空间是同构的，并且有犝Ｉ＝犝Ｔ＝犝．通过

以上两个映射，将犚Ｉ和犚Ｔ 映射到了一个共享的语义空间犝，称此共享空间为一致性表示空间．

１．３．２　概率模型　用一个概率模型将两个特征空间映射到同一个特征空间．语义概念词汇表犆＝｛犮１，

犮２，…，犮犽｝表示文档的犽类语义．用线性分类器分别训练图像与文本的训练集，学习得到相应的权值矩

阵犠Ｉ与犠Ｔ，用多类逻辑回归预测图像与文本的测试数据中每一个样本属于类别狉的概率，即

犘犆狘犡（狉狘狓；狑）＝
１

犣（狓，狑）
ｅｘｐ（狑

Ｔ
犼狓）．

式中：犆表示语义概念（也就是类别标签）；狉表示犽类中的第狉类；狓表示犐∈犚
Ｉ和犜∈犚

Ｔ；犣（狓，狑）＝

∑
狉

ｅｘｐ（狑
Ｔ
犼，狓）是一个归一化常数．完成映射的概率公式为

犘Ｉ∶犚
Ｉ
→犝

Ｉ，

犘Ｔ∶犚
Ｔ
→犝Ｔ．

　　两个映射分别将每个图像特征犐∈犚
Ｉ映射到后验概率向量犘犆｜Ｉ（狉｜犐），将每个文本特征犜∈犚

Ｔ 映射

到后验概率向量犘犆｜Ｔ（狉｜犜），狉＝｛１，２，３，…，犽｝，得到图像与文本的语义空间犝
Ｉ和犝Ｔ．两个语义空间是

原特征空间更高层次的抽象，并且是同构的，表示的都是语义概念的概率空间．因此，可以把两个语义空

间看成是同一个向量空间（犝Ｉ＝犝Ｔ＝犝），犝 即为一致性表达空间．跨媒体检索实验中，两个模态的相似

性比较将在此一致性表示空间度量．

１．３．３　距离度量　实验衡量的是两个不同模态特征向量的相似度，而向量的相似度与向量的方向也有

关系．文中采用的距离度量方法是经修正调整后的中心相关性，即

犱犻，犼 ＝－
∑
犿

犻＝１
∑
狀

犼＝１

（狓犻－珚狓）（狔犼－珔狔）

狀
，　　犿＝狀．

　　中心相关性度量方法主要考虑向量犡与犢的线性相关性．在计算相似度时，先减去向量平均值，再

计算两个向量的内积，犿和狀分别是两个向量的长度．用相关性的负数表示两个向量的距离，相关性越

大，距离犱犻，犼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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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采用提出的检索框架进行跨媒体检索实验，验证模型及所采用的距离度量方法的有效性，并与近年

同类研究结果作对比，分析实验结果．

２．１　数据集

使用维基百科数据集（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Ｄａｔａｓｅｔ），该数据集是从维基百科的专题文章《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中收集得到的．文章被分成１０类，每篇文章分章节，每个章节有一个对应的图片，最终得到包含２８６６

个文本图像对的文档集．每个文本图像对都标有相应的语义类别，标签包括Ａｒ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Ｂｉｏｌｏ

ｇ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ｌａｃ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Ｍｅｄｉａ，Ｍｕｓｉｃ，Ｒｏｙａｌｔｙ＆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ｏｒｔ＆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和 Ｗａｒｆａｒｅ．与文献［７］相同，将数据集划分成２１７３个训练样本和６９３个测试样本．

２．２　犮犪犳犳犲微调与犆犖犖特征提取

使用８层结构的ｃａｆｆｅ模型（ｂｖｌ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ａｆｆｅｎｅｔ．ｃａｆｆｅｍｏｄｅｌ），将像素大小为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

的图像作为模型的输入，使用该ＣＮＮ网络模型进行训练．由于样本数量比较少，采用Ｌｉ等
［１９］提出的

ｄｒｏｐｏｕｔ机制，将其设置为０．５，在训练样本的时候，以５０％的概率将隐含节点清零，防止过拟合．分别提

取第６层（ｆｃ６）和第７层（ｆｃ７）的数据表示图像特征，特征维数为４０９６．

２．３　实验结果分析

平均精度均值（ｍｅ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Ｐ）是反映搜索性能的评价指标，其大小与检索效果的

排名情况有关，系统检索出来的相关文档越靠前（ｒａｎｋ越高），ＭＡＰ就越高．因此，文中采用 ＭＡＰ作为

跨媒体检索算法的评价指标．

２．３．１　跨媒体检索模型有效性验证　 文中的ＣＮＮ与概率模型相结合的跨媒体检索结果与Ｒａｓｉｗａｓｉａ

等［７］提出的３种模型对比，距离度量方法使用标准的皮尔逊相关性度量（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Ｃ）．

表１　多模态检索结果的 ＭＡＰ评估

Ｔａｂ．１　ＭＡ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实验模型 图搜文本 文本搜图 平均值

ＣＣＡ＋ＳＩＦＴ
［９］ ０．２４９０ ０．１９６０ ０．２２３０

ＳＭ＋ＳＩＦＴ
［９］ ０．２２５０ ０．２２３０ ０．２２４０

ＳＣＭ＋ＳＩＦＴ
［９］ ０．２７７０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５２０

ＳＭ＋ＣＮＮ（ｆｃ６） ０．４０１９ ０．３１５１ ０．３５８５

ＳＭ＋ＣＮＮ（ｆｃ７） ０．３９８５ ０．３２３０ ０．３６０８

　　多模态检索结果的 ＭＡＰ评估，如

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文中的ＣＮＮ与

ＳＭ 相结合模型的检索 平均准确率

（ＭＡＰ）比文献［７］使用的３种模型高，

验证了提出模型的有效性；相比于人工

选择的ＳＩＦＴ特征，采用ＣＮＮ网络学习

得到的深度特征可以更有效地表达图像

的抽象概念、描述图像的深层语义；对于

采用的多样性较高的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ＮＮ特征的优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２．３．２　相似性度量方法的有效性验证　采用第一范式（Ｌ１）、第二范式（Ｌ２，欧氏距离）、ＫＬ散度（Ｋ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标准相关性（ＮＣ）、余弦相似度（ｃｏｓ）和中心相关性（ｃｅｎｔｒ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Ｃ）等多种算法度

量两种模态特征向量间的距离，并对比验证实验采用的ＣＣ算法的有效性．

与其他相似度度量方法不同，ＣＣ算法在计算相似度时，不仅考虑了两种不同模态特征向量的方

向，而且在中心化后消除了指标量纲的影响．不同度量方法对检索结果影响对比，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

知：不论是ＣＮＮ网络第６层的特征还是第７层的特征，ＣＣ算法都能计算得到更准确的相似度．

　　此外，在使用相同距离度量算法的情况下，图像检索相关文本的模式中，ＣＮＮ网络中第６层的特征

能取得较好的结果；而用文本检索相关图像的模式中，第７层的特征表现出更好的检索结果．如果同时

考虑图搜文本与文本搜图两种模式网路第６层的特征要比第７层的特征表现的更好些．

２．３．３　跨媒体检索模型与现有模型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证明文中提出模型的优势，将提

出方法与其他跨媒体检索模型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Ｒａｎｄｏｍ为随机排序的 ＭＡＰ值；

ＳＣＭ是Ｒａｓｉｗａｓｉａ等
［９］提出的模型；ＭＳＡＥ是 Ｗａｎｇ等

［２１］使用的模型，采用栈自动编码器学习图像与

文本的深度特征；ＣＭＬ２Ｒ是 Ｗｕ等
［２２］提出的模型，他们将图像与文本特征联合编码为一个共享的特征

向量作为两种模态的连接点；ＴＳＲｔｅｘｔ和ＳＲｉｍｇ是Ｌｉｎｇ等
［２３］提出的方法．

由表３可知：无论是图像搜索相关文本还是文本搜索相关图像，文中提出的跨媒体检索方法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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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体检索方法表现出更好的检索结果，充分验证了所设计系统的有效性．

表２　不同度量方法对检索结果影响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实验模型 距离度量 图搜文本 文本搜图 平均值

ＳＭ＋ＣＮＮ

（ｆｃ６）

Ｌ１ ０．４００６ ０．２９３３ ０．３４７０

Ｌ２ ０．３８８５ ０．２７９３ ０．３３３９

ＫＬ ０．３８７５ ０．２７２９ ０．３３０２

ＮＣ ０．４０１９ ０．３１５１ ０．３５８５

ＣＳ ０．３９９７ ０．３２５６ ０．３６２７

ＣＣ ０．４１６９ ０．３５１７ ０．３８４３

ＳＭ＋ＣＮＮ

（ｆｃ７）

Ｌ１ ０．３９６９ ０．３００２ ０．３４８６

Ｌ２ ０．３８６４ ０．２８７３ ０．３３６９

ＫＬ ０．３８３９ ０．２７２３ ０．３２８１

ＮＣ ０．３９８５ ０．３２３０ ０．３６０８

ＣＳ ０．３９６９ ０．３２９５ ０．３６３２

ＣＣ ０．４０８８ ０．３５１８ ０．３８０３

表３　提出的跨媒体检索方法与现有方法的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实验模型 图搜文本 文本搜图 平均值

Ｒａｎｄｏｍ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１８０

ＳＣＭ
［９］ ０．２７７０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５２０

ＭＳＡＥ
［２１］ ０．１８７０ ０．１７９０ ０．１８３０

ＣＭＬ２Ｒ
［２２］ ０．２３３０ ０．２１５２ ０．２２４１

ＴＳＲｔｅｘｔ
［２３］ ０．２９５０ ０．２０７０ ０．２５１０

ＴＳＲｉｍｇ
［２３］ ０．３２２０ ０．２５１０ ０．２８７０

ＳＭ＋ＣＮＮ（ｆｃ６） ０．４１６９ ０．３５１７ ０．３８４３

ＳＭ＋ＣＮＮ（ｆｃ７） ０．４０８８ ０．３５１８ ０．３８０３

３　结束语

针对跨媒体检索中不同模态间的相似度匹配问题，提出了卷积神经网络与语义匹配相结合的方法，

得到文本与图像的共享语义特征空间．在此特征空间中，进行两种模态特征的相似性度量，较大地提高

了跨媒体检索结果的平均准确率．中心相似性距离度量方法也进一步改善了检索结果．由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数据集所收集的数据多样性较大，比较贴近现实中的检索环境．当前的实验结果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

准确率，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是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获取更有效的图像与文本的特征表示，建立数据

量更大的多媒体数据库，并把跨媒体检索的研究扩展到语音、视频等其他模态数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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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天空分割修正的快速去雾方法

刘子兵，戴声奎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目前去雾算法对高亮天空区域处理不理想，以及去雾后的图像整体视觉效果较差的问题，提出一

种结合天空区域分割修正的快速雾天图像复原方法．首先，对输入图像进行白平衡处理；其次，根据大气散射

物理特性和光学成像特性对大气耗散函数做初始估计，判断是否存在天空区域，若存在天空区域，结合对比度

增强调整，Ｏｔｓｕ算法（大津法）分割出天空区域，修正天空区域的大气耗散函数；最后，由大气散射模型得到复

原图像，并对复原图像做亮度调整．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强的场景适应能力，能很好地处理天空区域；

复原图像具有较好视觉效果，而且执行速度更快．

关键词：　图像复原；去雾；图像分割；大气散射模型；大气耗散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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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ｉｌ

雾天场景下，大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对光线的散射效应导致成像设备成像质量的严重退化，影响了主

观视觉效果及后期分析处理．因此，去雾技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基于先验假设的单幅

图像去雾方法成为了研究的热点［１］．Ｆａｔｔａｌ
［２］采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ＩＣＡ）估计场景的反射系数，该方

法需要对场景颜色信息统计．因此，不能处理灰度图像．Ｈｅ等
［３］提出了暗通道先验规律，极大提升去雾

的有效性，但算法复杂度太高，实时性较差．引导滤波器的提出和应用
［４５］大幅降低了透射率修复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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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然而滤波半径和正则化参数设置如果不恰当，易产生光晕效应．王伟鹏等
［６］采用快速双边滤波

来细化透射率，没有光晕效应，但实时性仍然不够高．Ｙｕ等
［７］通过对大气光照进行白平衡处理，利用快

速双边滤波估计大气耗散函数，通过求解简化的退化物理模型实现图像去雾，然而该方法不能有效处理

白色物体．针对当前算法对天空等高亮区域处理的不足，本文从大气散射模型出发，提出一种结合天空

区域分割修正的去雾方案．

１　大气散射模型

Ｋｏｓｃｈｍｉｅｄｅｒ等通过对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大气粒子的散射特性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雾霾天气的

大气散射模型，该模型描述了雾霾天气图像退化过程，即

犔（狓）＝犔０（狓）狋（狓）＋犃（１－狋（狓））． （１）

式（１）中：犔（狓）为有雾图像；犔０（狓）为无雾图像；狋（狓）为光线传输透射率，描述光线通过大气传输后没有

被散射部分的比例；犃为全局大气光强度值．

在大气粒子分布均匀时，透射率狋（狓）可以表示为

狋（狓）＝ｅ－β
犱（狓）． （２）

式（２）中：β为散射系数；犱（狓）为场景深度．

去雾的目的是恢复出犔０（狓），然而，式（１）中只有犔（狓）为已知量．因此，这是一个欠约束问题．为了

简化描述上述方程，引入大气耗散函数，即

犞（狓）＝犃（１－ｅｘｐ（－β犱（狓）））． （３）

　　大气散射模型式（１）可以等价为以下形式，即

犔（狓）＝犔０（狓）（１－犞（狓）／犃）＋犞（狓）． （４）

　　大气耗散函数犞（狓）和大气照射光强度犃可以复原无雾图像犔０（狓）．根据对大气散射物理模型属

性分析，Ｔａｒｅｌ等
［８］提出大气耗散函数应该满足两个约束条件．１）大气耗散函数的取值应该为正值．２）

大气耗散函数的取值不大于该像素点的ＲＧＢ通道中最小颜色分量灰度值．

２　基于犗狋狊狌天空分割修正的去雾方法

２．１　大气光强度值犃估计

根据大气耗散函数的物理特性及暗通道先验信息［３］，可以用有雾图像三通道的最小颜色分量对雾

气质量浓度进行初步估计，即

犞ｍ（狓，狔）＝ ｍｉｎ
犮∈｛Ｒ，Ｇ，Ｂ｝

犔犮（狓，狔）． （５）

　　为了进一步排除小块白色物体的干扰，对犞ｍ（狓，狔）做形态学腐蚀操作，得到犞ｅｒ（狓，狔）．在犞ｅｒ（狓，狔）

中选取最亮的前０．２％像素点作为大气光候选点，对应有雾图像的相同位置的三颜色通道的平均值分

别为犃Ｒ，犃Ｇ，犃Ｂ，则大气光值犃的估计为

犃＝ （犃Ｒ＋犃Ｇ＋犃Ｂ）／３． （６）

２．２　白平衡处理

由雾天图像降质物理模型的特性及Ｒｅｔｉｎｅｘ理论
［９］，雾天场景中引起光学成像系统色偏的主要是

由大气粒子对不同波长的光线散射能力不同而引起的，文献［１０］采用白点算法进行白平衡校正，当最亮

点不是大气光强度值时，不能有效实现白平衡校正．利用大气光候选点的ＲＧＢ颜色比例信息来实现白

平衡处理，方法为

犔犮ｗｂ（狓，狔）＝犔
犮（狓，狔）
犮∈｛Ｒ，Ｇ，Ｂ｝

·犃／犃犮． （７）

式（７）中：犔犮ｗｂ（狓，狔）为白平衡校正输出．

２．３　大气耗散函数估计

２．３．１　大气耗散函数初步估计和天空分割修正　根据大气耗散函数的物理特性及暗通道先验信

息［１１］，利用白平衡校正后的有雾图像的最小颜色通道分量对大气耗散函数做初步估计，即

犞ｍｉｎ（狓，狔）＝ ｍｉｎ
犮∈｛Ｒ，Ｇ，Ｂ｝

犔犮ｗｂ（狓，狔）． （８）

４３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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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１２］指出对于不满足暗通道先验的高亮白色区域，需要增加其透射率才能获得正确的恢复结

果，明亮的天空区域便是不满足暗通道先验．根据式（２），（３）大气耗散函数与透射率的关系，需要衰减天

空区域的大气耗散函数．

为了分割出天空区域，天空区域应该满足两个条件：１）天空区域位置靠上；２）整体亮度值较高，选

取犞ｍｉｎ（狓，狔）中位置靠上的２０％区域犞ｕｐ（狓，狔）分析．计算犞ｕｐ（狓，狔）亮度均值犕．统计亮度值位于［λ×

犃，犃］的大气光像素比例犓，λ表示亮度判定范围，文中选取０．９８．

天空是否存在的判决规则为

ｉｓＳｋｙ＝
１，　　犕 ＞犕ｔｈ，　犓 ＞犓ｔｈ，

０，　　 其他｛ ．
（９）

式（９）中：犕ｔｈ，犓ｔｈ分别为亮度判断阈值和大气光像素比例阈值，犕ｔｈ，犓ｔｈ分别选取１９０．０和０．２．

如果存在天空区域（ｉｓＳｋｙ＝１），就需要尽可能准确地分割出天空区域，但由于雾气的影响，有雾图

像中天空区域和非天空区域的亮度值差别不明显，很难用阈值分割出天空区域．为了增大天空区域与非

天空区域的亮度差异，提出一种简单但是有效的对比度调整方案，即

犔ｇｒａｙ（狓，狔）＝犞ｍｉｎ（狓，狔）∏
犮∈｛Ｒ，Ｇ，Ｂ｝

（ 犔犮ｗｂ（狓，狔）

ｍａｘ（犔犮ｗｂ（狓，狔））
）． （１０）

式（１０）中：犔ｇｒａｙ（狓，狔）为对比度调整后的亮度图像．

对犔ｇｒａｙ（狓，狔）采用Ｏｔｓｕ
［９］法分割，得到背景部分即是天空区域，其对应自适应分割阈值狋．

ＳｋｙＡｒｅａ（狓，狔）＝
１，　　犔ｇｒａｙ（狓，狔）＞狋

，

０，　　 其他｛ ．
（１１）

　　对于天空区域，为了衰减其大气耗散函数，将初始估计大气耗散函数犞ｍｉｎ（狓，狔）的Ｏｔｓｕ分割阈值

作为天空区域大气耗散函数值的修正依据，修正方法为

犞ｆｉｘ（狓，狔）＝
ｔｈ×η，　　　ＳｋｙＡｒｅａ（狓，狔）＝１，

犞ｍｉｎ（狓，狔），　 其他｛ ．
（１２）

式（１２）中：犞ｆｉｘ（狓，狔）是修正后大气耗散函数；ｔｈ为犞ｍｉｎ（狓，狔）的Ｏｔｓｕ分割阈值；η为衰减修正系数η＝

（２５５－犃）／２５５自适应求取．

为了保证修正的天空和非天空区域过渡自然，对修正的大气耗散函数做高斯平滑处理．天空修正和

ＢＥＥＰＳ滤波，如图１所示．Ｔａｒｅｌ等
［８］指出大气耗散函数在局部应该具有平滑性，没有景深跳变的区域，

纹理信息应该滤除；而对于景深跳变的区域，应该保护跳变边缘．因此，修正后的大气耗散函数需要进一

步精细化处理以滤除局部纹理信息．

（ａ）天空修正 （ｂ）对（ａ）局部放大 （ｃ）（ａ）的局部方差

（ｄ）ＢＥＥＰＳ滤波 （ｅ）对（ｄ）局部放大 （ｆ）（ｄ）的局部方差

图１　天空修正和ＢＥＥＰＳ滤波

Ｆｉｇ．１　Ｓｋｙｒｅｇ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ＥＰ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２．３．２　大气耗散函数精细化处理　在保护景深跳变的边缘信息的前提下，进一步滤除局部纹理信息，

５３１第１期　　　　　　　　　　　　　刘子兵，等：结合天空分割修正的快速去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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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双指数边缘保持平滑滤波器（ｂｉ?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ｅｒ，ＢＥＥＰＳ）
［１３］来精细化大气

耗散函数．

对修正的大气耗散函数进行双指数边缘保持滤波，便得到精细化的大气耗散函数犞（狓，狔），即

犞（狓，狔）＝ＢＥＥＰＳ（犞ｆｉｘ（狓，狔））． （１３）

２．４　雾天图像复原和亮度调整

在求得大气光强度值犃和大气耗散函数犞（狓，狔）的前提下，可以依据大气散射模型式（４）直接恢复

出无雾图像，即

犔０（狓，狔）＝
犃（犔（狓，狔）－犠 ×犞（狓，狔））

犃－犠 ×犞（狓，狔）
． （１４）

式（１４）中：犠 为去雾程度控制参数，为了保持景深透视感，需要保留一些远处的雾气，犠 取０．９２．

为了更好地增强雾天图像复原结果，通过实验分析提出一种非线性映射的亮度调整方法．其调整函

数为

犔ｅｎｃｈａｎｃｅ（狓，狔）＝
犔０（狓，狔）（２５５－γ犔０（狓，狔））

１－γ
． （１５）

式（１５）中：犔ｅｎｃｈａｎｃｅ（狓，狔）为亮度调整后的图像；γ为调整系数，取值越大调整能力越强，γ＝ｍｉｎ（０．５，

ｍｅａｎ（犞（狓，狔）／２５５）自适应求取，ｍｅａｎ（）表示求均值运算．直接去雾和亮度调整后的效果，如图２所示．

（ａ）雾天图像 （ｂ）复原图像 （ｃ）亮度调整

图２　亮度调整方法去雾效果

Ｆｉｇ．２　Ｈａｚ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３　实验结果与比较

３．１　实验系统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使用的测试图片均来源于互联网，所使用的实验硬件平台为３．３０ＧＨｚＩｎｔｅｌ

ｉ５?４５９０ＣＰＵ，内存为４ＧＢ的普通ＰＣ机，软件编程平台为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５ａ．在不同场景下获取的大气耗

散函数和复原结果，如图３所示．

（ａ）雾天图像１ （ｂ）雾天图像２ （ｃ）雾天图像３ （ｄ）雾天图像４

（ｅ）大气耗散函数１ （ｆ）大气耗散函数２ （ｇ）大气耗散函数３ （ｈ）大气耗散函数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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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去雾图像１ （ｊ）去雾图像２ （ｋ）去雾图像３ （ｌ）去雾图像４

图３　文中算法去雾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主观评价

实验结果对比，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文中效果和 Ｈｅ方法效果接近，文中方法在局部细节上要

优于 Ｈｅ方法
［３］；Ｔａｒｅｌ方法

［８］由于采用中值滤波估计大气耗散函数，复原后的结果色彩失真严重，视觉

效果较差；Ｓｕｎ方法
［１４］复原结果出现了色偏现象．

（ａ）有雾图像１ （ｂ）Ｈｅ方法１
［３］ （ｃ）Ｔａｒｅｌ方法１

［８］ （ｄ）Ｓｕｎ方法１
［１４］ （ｅ）文中结果１

（ｆ）有雾图像２ （ｇ）Ｈｅ方法２
［３］ （ｈ）Ｔａｒｅｌ方法２

［８］ （ｉ）Ｓｕｎ方法２
［１４］ （ｊ）文中结果２

图４　实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３　客观评价

为了客观地验证文中方法优势，采用Ｈａｕｔｉｅｒｅ等
［１５］提出的可见边梯度评估方法和灰度熵犈对图４

的复原结果作分析比较．可见边梯度方法包含两个评价参数：新增可见比之比犲和平均梯度比珔狉．它们分

别用来衡量新增边缘和梯度变化情况，通常犲和珔狉越大，说明复原图像细节越丰富，清晰度越高．

上述评价参数的实验结果比较，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像
指标

方法 犲 珔狉 犈
图像

指标

方法 犲 珔狉 犈

有雾
图像１

Ｈｅ
［３］ １．８０８ １．９５２ ６．７７８

Ｔａｒｅｌ
［６］ １．９９４ ２．４３２ ７．００１

Ｓｕｎ
［７］ １．８５４ ２．３２３ ６．７７６

文中 １．９４３ ２．５４５ ７．２２３

有雾
图像２

Ｈｅ
［３］ ０．５０５ ２．７４３ ７．１１２

Ｔａｒｅｌ
［６］ ０．６０３ ２．６２４ ６．９５３

Ｓｕｎ
［７］ ０．４２１ ２．１２１ ７．１１５

文中 ０．５１４ ２．９１３ ７．３４３

　　由表１可知：复原图像具有最高灰度熵，表明复原的图像整体亮度分布更均匀，亮度信息最丰富，整

体对比度较好．从细节恢复能力指标犲和珔狉上分析，由于Ｔａｒｅｌ方法产生了很多伪边缘，所以导致其新增

可见边之比犲过高，本方法与Ｈｅ方法的新增可见边之比犲值较为接近，并且文中方法的平均梯度珔狉较

高，说明细节信息丰富．综合整体分析比较，算法仍具有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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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上述算法运行速度，在相同的硬件平台上处理不同分辨率的图像平均耗时，如表２所示．由表

２可知：文中算法执行速度至少是其余３种算法的４倍以上，因此，具有更高的执行效率和实时性．

表２　算法耗时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

图像分辨率／ｐｘ×ｐｘ
狋／ｓ

Ｈｅ
［３］ Ｔａｒｅｌ

［８］ Ｓｕｎ
［１４］ 文中

４８０×３２０ ６．３７ １．３３ ０．５５ ０．１３

６００×４００ １２．４１ ２．２７ ０．９１ ０．２１

１２８０×７２０ ５２．１５ ６．２２ ３．５２ ０．８５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结合天空分割修正的快速去雾方案，复原图像没有边缘光晕效应．对于存在高亮的天空区

域，结合对比度调整算法和大津法分割，修正天空区域的大气耗散函数，经过双指数边缘保持滤波，得到

更准确的大气耗散函数．最后，提出一种非线性的亮度提升方法，在提升整体亮度的同时保持全局的对

比度，很好地改善了视觉效果．然而，由于大津法只是运用了亮度信息进行图像分割，文中方法的局限在

于当非天空区域拥有与天空区域同等亮度的大面积白色物体时，天空分割会不够准确，接下来的工作将

是针对这一现象，增加图像分割的特征信息，使天空分割更加准确，进一步提高复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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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时定子

　　　阻抗不对称故障模型

李利１，李平１，金福江１，彭艳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上海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　为研究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不对称故障对电机运行特性的影响，分别定义可表征定子绕组电阻

和电感不对称故障程度的电阻不对称率和电感不对称率两个参数，并应用多回路理论建立描述电机定子阻

抗不对称故障特性的微分方程．通过稳态时方程两边各项系数相等的原则，将电机微分方程组转化为线性方

程组，解方程可得到定转子电流及电磁转矩关于阻抗不对称率的模型．最后，以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为例，分析

电阻不对称率和电感不对称率对电机运行特性的影响，并用仿真和实验结果验证所得结论的正确性．

关键词：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阻抗；不对称率；故障模型；稳态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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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定子故障占所有电动机故障的３０％～４０％
［１?２］．目前，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内部故障主保

护的确定主要建立在稳态故障分析的基础上，而现有的电机故障诊断方法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３］．孙丽

玲等［４］用定子三相电流的相位差判断定子绕组有无故障，并进一步判定故障程度．文献［５?６］采用多回

路数学模型，通过对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故障瞬变过程仿真，探讨各种故障特征的灵敏度与可

靠性．然而，基于模型的分析结果很有可能导致误判，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７］．另有学者对定子绕组不对称

故障的定子负序阻抗［８?９］、定子负序电流［１０?１１］、功率、磁通等［１２?１３］故障特性进行分析．张正东等
［１４］以转子

电流普特征频率处的幅值为故障特征量，对异步电机定子电阻不对称故障的特征量提取方法进行研究．

但这些方法对定子电感不对称或阻抗不对称故障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定义了电阻不对称

率和电感不对称率两个参数，建立了故障稳态下定转子电流及电磁转矩关于阻抗不对称率的模型，以三

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为例进行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

１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

１．１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常状态模型

假定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Ｙ接线．理想条件下，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在相坐标系的动

态模型由电压方程、磁链方程和转矩方程组成．

１）电压方程的表达式为

犝 ＝犚犐＋狆ψ． （１）

式（１）中：狆＝
ｄ

ｄ狋
为微分算子；犝＝（狌Ａ，狌Ｂ，狌Ｃ，狌１，狌２，狌３）

Ｔ 为定转子电压的瞬时值矩阵；犐＝（犻Ａ，犻Ｂ，犻Ｃ，犻１，

犻２，犻３）
Ｔ 为定转子电流的瞬时值矩阵；ψ＝（ψＡ，ψＢ，ψＣ，ψ１，ψ２，ψ３）

Ｔ 为定转子磁链矩阵；犚＝ｄｉａｇ（犚Ａ，犚Ｂ，

犚Ｃ，犚１，犚２，犚３）为定转子绕组的电阻矩阵，正常状态下犚Ａ＝犚Ｂ＝犚Ｃ＝犚ｓ；犚１＝犚２＝犚３＝犚ｒ．

２）磁链方程用分块矩阵表示为

ψ＝
ψｓ

ψ
［ ］

ｒ

＝
犔ｓｓ 犕ｓｒ

犕ｒｓ 犔
［ ］

ｒｒ

犻ｓ

犻
［ ］
ｒ

． （２）

式（２）中：ψｓ ＝ （ψＡ，ψＢ，ψＣ）
Ｔ；ψｒ ＝ （ψ１，ψ２，ψ３）

Ｔ；犻ｓ ＝ （犻Ａ，犻Ｂ，犻Ｃ）
Ｔ；犻ｒ ＝ （犻１，犻２，犻３）

Ｔ；犔ｓｓ ＝

犔Ａ 犔ＡＢ 犔ＡＣ

犔ＢＡ 犔Ｂ 犔ＢＣ

犔ＣＡ 犔ＣＢ 犔

熿

燀

燄

燅Ｃ

；犔ｒｒ＝

犔１ 犔１２ 犔１３

犔２１ 犔２ 犔２３

犔３１ 犔３２ 犔

熿

燀

燄

燅３

；犕ｓｒ＝犕
Ｔ
ｒｓ＝

犕Ａ１ 犕Ａ２ 犕Ａ３

犕Ｂ１ 犕Ｂ２ 犕Ｂ３

犕Ｃ１ 犕Ｃ２ 犕

熿

燀

燄

燅Ｃ３

．正常状态下，犔Ａ＝犔Ｂ＝犔Ｃ＝

犔ｓ，犔ｓ为定子绕组自感；犔１＝犔２＝犔３＝犔ｒ，犔ｒ为转子自感；犔ＡＢ＝犔ＡＣ＝犔ＢＡ＝犔ＢＣ＝犔ＣＡ＝犔ＣＢ＝犕ｓ，犕ｓ为

定子绕组间互感；犕ｒ为转子绕组间互感，犔１２＝犔１３＝犔２１＝犔２３＝犔３１＝犔３２＝犕ｒ；犔ｓ，犔ｒ，犕ｓ，犕ｒ均为常数．

犕ｓｒ，犕ｒｓ为三相定转子绕组间的互感矩阵，是与定转子相绕组轴线间的夹角θ有关的时变参数．

３）电磁转矩方程为

犜ｅ＝
犘
２
犐·

犔

γ
犐Ｔ ＝犘犻ｓ·

犕ｓｒ

γ
犻Ｔｒ． （３）

式（３）中：犘为极对数．

１．２　定子不对称故障时的基本方程

１．２．１　电阻不对称率和电感不对称率的定义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发生故障时，需重新计算故障

绕组相的参数，相关电阻、电感均发生变化．为分别研究定子绕组电阻和电感不对称故障对电机运行特

性的影响，定义电阻不对称率（γＲ）和电感不对称率（γ

Ｌ），其表达式分别为

γ

Ｒ ＝犚／犚ｓ，　　γ


Ｌ ＝ 犔／犔槡 ｓ． （４）

式（４）中：犚，犔分别为故障相的电阻和电感．

这里以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Ａ相故障为例，分别给出定子绕组电阻不对称和电感不对称故障时的

电机动态模型．根据式（４），可分别得到Ａ相电阻不对称率和电感不对称率分别为

γ

Ｒ，Ａ ＝犚Ａ／犚ｓ，　　γ


Ｌ，Ａ ＝ 犔Ａ／犔槡 ｓ． （５）

式（５）中：犚Ａ，犔Ａ 分别为故障下定子Ａ相绕组的电阻和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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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电阻不对称故障下的动态模型　当定子Ａ相绕组发生电阻不对称故障时，相关电阻参数发生

变化，但电感部分依然对称．此时，电机的电压方程为

犝 ＝犚′犐＋狆ψ． （６）

式（６）中：犚′为故障时的电阻矩阵，相应犚′中犚Ａ＝γ

Ｒ，Ａ犚ｓ，犚Ｂ＝犚Ｃ＝犚ｓ，犚１＝犚２＝犚３＝犚ｒ．此外，电阻不

对称故障时的磁链方程、电磁转矩方程同式（２），（３）．

１．２．３　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动态模型　当定子Ａ相绕组发生电感不对称故障时，相关电感参数发生

变化，各绕组电阻参数保持对称．此时，电机的状态微分方程为

犝 ＝犚犐＋狆ψ′，

ψ′＝犔′·犐，

犜ｅ＝
犘
２
犐·

犔′

γ
犐Ｔ ＝犘犻ｓ·

犕′ｓｒ

γ
犻Ｔｒ

烍

烌

烎
．

（７）

式（７）中：犔′为故障时电感矩阵；犕′ｓｒ为故障时定转子绕组间的互感矩阵．在犔′中，犔Ａ＝（γ

Ｌ，Ａ）

２犔ｓ，犔ＡＢ＝

犔ＡＣ＝犔ＢＡ＝犔ＣＡ＝γ

Ｌ，Ａ犕ｓ，犔ＣＢ＝犔ＢＣ＝犕ｓ；犕′ｓｒ中定子 Ａ相绕组与转子回路间的互感系数；犕′Ａｒ＝γ


Ｌ，Ａ

犕Ａｒ，犕Ａｒ为无故障时定子Ａ相绕组与转子回路间的互感系数．

由此可以看出，γＲ ＝１且γ

Ｌ ＝１时，定子绕组三相对称，电机在正常状态下运行；随着γ


Ｒ，γ


Ｌ 偏离

对称状态值１的程度增大，电机的不对称故障程度也增大．

２　空载时定子不对称故障稳态电流模型

稳态时，先建立电机各回路电流的方程，代入各状态下的微分方程组；然后，根据等号两端同频率量

相等的原则，把微分方程组化为线性代数方程组．通过解线性代数方程，求得各回路电流的稳态模型．

２．１　定子不对称故障时的定转子稳态电流

２．１．１　定转子绕组均不对称时定转子电流的谐波　对于交流电机定转子绕组均不对称的最一般的情

图１　定子和转子电流的相互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ｏｒａｎｄｒｏｔｏｒ

况而言，设有定子线圈ＡＡ′，转子线圈ＲＲ′，转子转速为ω．若

ＡＡ′中流过的基波电流犻＝犐ｓｉｎω０狋，由文献［１５］中的推导结果

可知，电流犻在转子线圈ＲＲ′中产生的磁链及感应产生的电流

的频率都是｜ω０±犼ω｜（犼＝１，３，５，…）．转子线圈的感应电流又

在定子线圈ＡＡ′中感应产生频率为｜ω０±犼ω±犼′ω｜，（犼＝１，３，

５，…；犼′＝１，３，５，…）的电流，如图１所示．

最终，ＡＡ′中具有频率为｜ω０±２犽ω｜，（犽＝０，１，２，…）的电

流，ＲＲ′中具有频率为｜ω０±犼ω｜，（犼＝１，３，５，…）的电流．这是

因为犼，犼′，犼″都是正奇数，所以±犼ω±犼′ω和±２犽ω有相同的数

值，±犼ω±犼′ω±犼″ω和±犼ω有相同的数值．

２．１．２　空载时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不对称故障的定转子稳态电流　空载状态下，当三相异步电动机发

生定子绕组不对称故障时，转差率狊≈０，即近似有ω＝ω０．这时，电机定子的回路电流频率为｜１±２犽｜ω＝

犿ω，犿＝１，３，５，…；转子的回路电流频率为｜１±犼｜ω，犼＝１，３，５，…．则定子回路电流方程为

犻ｓ＝∑
犿

｛犐ｓ，犿ｃｏｓ犿ω狋＋犐′ｓ，犿ｓｉｎ犿ω狋｝，　　犿＝１，３，５，…． （８）

而转子第犵条回路的电流方程为

犻犵 ＝∑
犼

｛犐１，犼ｃｏｓ［（１＋犼）ω狋＋犼（犵－１）φ］＋犐′１，犼ｓｉｎ［（１＋犼）ω狋＋犼（犵－１）φ］｝． （９）

式（９）中：犼＝±１，±３，±５，…；转子为三回路结构时，φ＝２π／３．

２．２　空载时定子不对称故障的稳态电流模型

将电流方程式（８），（９）分别代入电机定子绕组电阻和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动态模型，可得到对应故

障下含有各种频率量的新的方程．

２．２．１　电阻不对称故障下的稳态电流模型　电源为基波频率的正弦形电压时，狌Ａ＝犝ｃｏｓω狋．故障稳态

下，将式（８），（９）代入电压方程式（６），可得定子Ａ相的电压方程为

１４１第１期　　　　　　　　　　　李利，等：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时定子阻抗不对称故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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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ｃｏｓω狋＝狆ψＡ＋犚Ａ犻Ａ ＝∑
犿

｛［－犿ω犔ｓ犐Ａ，犿 －犿ω犕ｓ犐Ｂ，犿 －犿ω犕ｓ犐Ｃ，犿 ＋犚Ａ犐′Ａ，犿］ｓｉｎ犿ω狋＋

［犿ω犔ｓ犐′Ａ，犿 ＋犿ω犕ｓ犐′Ｂ，犿 ＋犿ω犕ｓ犐′Ｃ，犿 ＋犚Ａ犐′Ａ，犿］ｃｏｓ犿ω狋｝＋

∑
犽
∑
犼

３

２
犕犽｛－（１＋６狀）ω犐１，犼ｓｉｎ（１＋６狀）ω狋＋（１＋６狀）ω犐′１，犼ｃｏｓ（１＋６狀）ω狋－

（１＋６狀１）ω犐１，犼ｓｉｎ（（１＋６狀１）ω狋）＋（１＋６狀１）ω犐′１，犼ｃｏｓ（（１＋６狀１）ω狋）｝． （１０）

式（１０）中：犿＝１，３，５，…；犽＝１，３，５，…；犼＝±１，±３，±５，…；６狀＝犼＋犽（狀＝０，±１，±２，…），其余情况下

与６狀对应项为零；６狀１＝犼－犽（狀１＝０，±１，±２，…），其余情况下与６狀１ 对应项为零．式（１０）是一个恒等

式，其两边的同频率量应相等．对于定子Ｂ相和Ｃ相及转子可得到与式（１０）相似的电压方程．

由定转子电压方程，根据方程两边同频率量相等的原则，可得到一组线性代数方程．其中，各未知电

流的系数与各回路的电感和电阻参数有关，可预先求得．考虑定转子电流的基波项，忽略定子绕组与转

子回路间高次谐波的作用而只计及基波项互感时，犿＝１，犽＝１，犼＝１；犼＋犽＝２，只需计算与６狀１ 相关的

项．解电阻不对称故障下的线性代数方程组，可求得Ａ相电流的有效值为

犐Ａ ＝ 犐２Ａ，犿／２＋犐′
２
Ａ，犿／槡 ２． （１１）

式（１１）中：犐Ａ，犿＝犳（γ

Ｒ，Ａ）／犺（γ


Ｒ，Ａ），犳（γ


Ｒ，Ａ）＝｛犇［犉－犃犆犚（１－γ


Ｒ，Ａ）＋犅（犆

２＋γ

Ｒ，Ａ犚

２）］＋犌［犈－犃（犆２＋

γ

Ｒ，Ａ犚

２）－犅犆犚（１－γＲ，Ａ）］｝犝，犺（γ

Ｒ，Ａ）＝｛－［犉＋犅（犆

２＋γ

Ｒ，Ａ犚

２）］２＋［犈－犃（犆２＋γＲ，Ａ犚
２）］２＋犃犚（犆－

１）（１－γＲ，Ａ）［犉＋犅（犆
２＋γ


Ｒ，Ａ犚

２）］－犅犚（犆＋１）（１－γＲ，Ａ）［犈－犃（犆
２＋γ


Ｒ，Ａ犚

２）］＋犆犚（犃２－犅２）（１－

γ

Ｒ，Ａ）｝；犐′Ａ，犿＝

［（犕ｓ－犔ｓ）ω犚ｒ－２犚ω（犔ｒ－犕Ｒ）］犝

犉－犃犆犚（１－γＲ，Ａ）＋犅（犆
２＋γ


Ｒ，Ａ犚

２）＋
－犈＋犃（犆２＋γＲ，Ａ犚

２）＋犅犚（１－γＲ，Ａ）

犉－犃犆犚（１－γＲ，Ａ）＋犅（犆
２＋γ


Ｒ，Ａ犚

２）
·犳
（γＲ，Ａ）

犺（γＲ，Ａ）
．

其中，犃＝｛１．５ω
３犕２犽犕ｓ＋３ω

３犕２犽犔ｓ＋（犔ｒ－犕ｒ）［２ω犚
２＋２ω

３（犕２ｓ－犔
２
ｓ）］＋２犚犚ｒω犔ｓ｝／（犆

２＋犚２）；犅＝

｛３犕２犽ω
２×犚＋犚ｒω

２（犕２ｓ犔
２
ｓ）－４ω

２犚犔ｓ（犔ｒ－犕ｒ）＋犚
２犚ｒ｝／（犆

２＋犚２）；犆＝ω犔ｓ＋２ω犕ｓ；犇＝４．５ω
２犕２犽＋

２ω
２（犕ｓ－犔ｓ）（犔ｒ－犕ｒ）＋犚犚ｒ；犈＝４．５ω

３犕２犽犕ｓ＋ω（犕ｓ－犔ｓ）［（１．５ω
２犕２犽＋４ω

２（犔ｒ－犕ｒ）犕ｓ］＋

２犚犚ｒω犕ｓ；犉＝犚［１．５ω
２犕２犽＋４ω

２（犔ｒ－犕ｒ）犕ｓ－２ω
２犕ｓ犚ｒ（犕ｓ－犔ｓ）］；犌＝（犕ｓ－犔ｓ）ω犚ｒ－２犚ω（犔ｒ－

犕ｒ）．

类似可依次求出故障稳态下，定转子电流犐Ｂ，犐Ｃ，犐ｒ关于电阻不对称率γ

Ｒ，Ａ的模型．

将定转子电流表达式（８），（９）代入电磁转矩方程（３），化简后可得

犜ｅ＝犜ａｖｅ＋犜ｐｕｌ． （１２）

式（１２）中：犜ａｖｅ为平均转矩；犜ｐｕｌ为脉振转矩，其表达式分别为

犜ａｖｅ＝
３

４
犘犕犽［犐Ａ，犿犐′１，犼＋犐′Ａ，犿犐１，犼＋

１

２
（犐′Ｂ，犿犐１，犼－槡３犐′Ｂ，犿犐′１，犼－犐Ｂ，犿犐′１，犼－

槡３犐Ｂ，犿犐１，犼＋犐′Ｃ，犿犐１，犼＋槡３犐′Ｃ，犿犐′１，犼－犐Ｃ，犿犐′１，犼＋槡３犐Ｃ，犿犐１，犼）］，

犜ｐｕｌ＝
３

４
＋犘犕犽｛ｓｉｎ（２ω狋）·［－犐Ａ，犿犐１，犼＋犐′Ａ，犿犐′１，犼＋

１

２
（犐Ｂ，犿犐１，犼－犐′Ｂ，犿犐′１，犼－

槡３犐′Ｂ，犿犐１，犼－槡３犐Ｂ，犿犐′１，犼）＋
１

２
（犐Ｃ，犿犐１，犼－犐Ｃ，犿犐′１，犼＋槡３犐′Ｃ，犿犐１，犼＋槡３犐Ｃ，犿犐′１，犼）］＋

ｃｏｓ（２ω狋）·［犐Ａ，犿犐′１，犼＋犐′Ａ，犿犐１，犼＋
１

２
（－犐′Ｂ，犿犐１，犼＋槡３犐′Ｂ，犿犐′１，犼－犐Ｂ，犿犐′１，犼－

槡３犐Ｂ，犿犐１，犼）＋
１

２
（－犐′Ｃ，犿犐１，犼－槡３犐′Ｃ，犿犐′１，犼－犐Ｃ，犿犐′１，犼＋槡３犐Ｃ，犿犐１，犼）］｝．

２．２．２　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稳态电流模型　将式（８），（９）代入定子绕组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微分方程

式（７），可得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定转子电压线性方程组．如果只考虑基波项时，解方程组可求得定子Ａ

相电流的有效值为

犐Ａ ＝ 犐２Ａ，犿／２＋犐′
２
Ａ，犿／槡 ２． （１３）

式（１３）中：犐Ａ，犿＝（γ

Ｌ，Ａ）／犺（γ


Ｌ，Ａ），犳（γ


Ｌ，Ａ）＝犇｛［（犉１犉－犈１犈）（１－γ


Ｌ，Ａ）＋（犇犉＋犌犈）γ


Ｌ，Ａ］（γ


Ｌ，Ａ）

２＋

［（犉１犅－犈１犃）（１－γ

Ｌ，Ａ）＋（犅犇＋犌犃）γ


Ｌ，Ａ］［犆

２（γＬ，Ａ）
２＋犚２］＋犆犚［（犉１犃－犈１犅）（１－γ


Ｌ，Ａ）＋（犃犇＋

犌犅）γＬ，Ａ］（γ

Ｌ，Ａ）

２［１－（γＬ，Ａ）
２］｝；犺（γＬ，Ａ）＝（犈

２＋犉２）（γＬ，Ａ）
４＋（犃２＋犅２）｛［犆２（γＬ，Ａ）

２＋犚２］２＋犆２犚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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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Ｌ，Ａ）
２］｝＋２（－犃犈＋犅犉）（γＬ，Ａ）

２［犆２（γＬ，Ａ）
２＋犚２］＋２（犅犈＋犃犉）犆犚（γＬ，Ａ）

２［１－（γＬ，Ａ）
２）］；犐′Ａ，犿＝

－犈１犝＋（犈１＋犌）γ

Ｌ，Ａ犝－｛犈（γ


Ｌ，Ａ）

２－犃［犆２（γＬ，Ａ）
２＋犚２］＋犅犆犚［１－（γＬ，Ａ）

２］｝·犳
（γＬ，Ａ）

犺（γＬ，Ａ）

犉（γＬ，Ａ）
２＋犅［犆２＋（γＬ，Ａ）

２＋犚２］＋犃犆犚［１－（γＬ，Ａ）
２］ ．其 中，犈１ ＝

槡３３
４
ω
２犕２犽［犃犚＋犅ω（犔ｓ＋２犕ｓ）］＋［犆犚

２＋犇犚ω（犔ｓ＋２犕ｓ）］－ω（犔ｓ－犕ｓ）［犇犚－犆ω（犔ｓ＋２犕ｓ）］，犉１＝

槡３３
４
ω
２犕２犽［－犅犚＋犃ω（犔ｓ＋２犕ｓ）］＋［－犇犚

２＋犆犚ω（犔ｓ＋２犕ｓ）］－ω（犔ｓ－犕ｓ）［犇犚－犇ω（犔ｓ＋２犕ｓ）］．

依次求解可得故障稳态下，定转子电流犐Ｂ，犐Ｃ，犐ｒ及电磁转矩犜ｅ关于电感不对称率γ

Ｌ，Ａ的模型．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仿真验证

对一台四极，２．２ｋＷ，３８０Ｖ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进行故障仿真．电机定子三相绕组Ｙ接，电源

电压为额定值并理想对称．在处理与定子各回路有关的电感系数时，把每个线圈作为一相回路．不同阻

抗不对称率下的定子三相电流，如图２所示．

（ａ）γＲ，Ａ＝０．２ （ｂ）γＲ，Ａ＝５ （ｃ）γＲ，Ａ＝１５　

（ｄ）γＬ，Ａ＝０．２ （ｅ）γＬ，Ａ＝５ （ｆ）γＬ，Ａ＝１５　

图２　阻抗不对称故障下的定子三相电流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

进一步计算并画出定转子电流随电阻不对称率γ

Ｒ，Ａ、电感不对称率γ


Ｌ，Ａ的变化曲线，如图３中线Ⅰ

所示．同时，针对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常状态及定子绕组阻抗不对称故障状态下的动态数学模型，在空载

且只考虑基波项时，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仿真，采集数据，绘制定转子稳态电流随γＲ，Ａ，γ

Ｌ，Ａ的变化

曲线，如图３中线Ⅱ所示．图３中：结果均为标幺值．

从以上仿真结果可以得出以下４点结果．

１）由图２可知：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发生阻抗不对称故障时，定子三相电流的模值和相角均

不对称，且这种不对称随着阻抗不对称程度的增大而增大．电阻不对称故障下，Ｂ，Ｃ相电流偏离正常状

态很小，近似为对称状态；电感不对称故障下，定子三相电流的对称性遭到很大的破坏，电流模值和相角

都发生严重畸变．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２）在已知三相异步电动机相关结构参数的情况下，根据所得模型能直接获得定转子电流及电磁转

矩与电阻不对称率γ

Ｒ，Ａ和电感不对称率γ


Ｌ，Ａ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这样，在已知γ


Ｒ，Ａ，γ


Ｌ，Ａ时，根据相应

的关系曲线，即可对电机故障稳态时的运行特性进行分析；故障情况未知时，通过测量定子三相电流的

有效值及其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方向，借助相应的关系曲线，可确定γＲ，Ａ，γ

Ｌ，Ａ的值，实现故障检测．

３）由图３可知：根据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线性方程组计算所得结果与动态模型微分方程仿真所得

结果在变化规律上基本一致，说明文中分析的相关理论及结果是正确的．图３中存在细微的误差，是因

为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直接求解状态微分方程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计算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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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γＲ，Ａ （ｂ）γＬ，Ａ

图３　定、转子电流及电磁转矩随γＲ，Ａ和γＬ，Ａ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ｏｒｑｕ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γ

Ｒ，Ａａｎｄγ


Ｌ，Ａ

４）由图３可知：当γＲ，Ａ＞１或γ

Ｌ，Ａ＞１时，定子Ｂ，Ｃ相电流、转子电流及电磁转矩均随不对称率的

增大而增大；但当γＲ，Ａ＜１或０＜γ

Ｌ，Ａ＜１时，定子Ｂ，Ｃ相电流、转子电流及电磁转矩均随不对称率的增

大先增后减；定子Ｂ，Ｃ相电流近似对称；故障Ａ相电流受γＲ，Ａ，γ

Ｌ，Ａ的影响，无论是变化趋势还是变化速

图４　实验接线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ｗｉｒ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度都大大不同；γＬ，Ａ对电机运行特性的影响更复杂，影响

程度也更大．

３．２　实验验证

对一台２．２ｋＷ，３８０Ｖ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进

行实测，实验接线如图４所示．实验过程中，电压为额定

电压（３８０Ｖ），通过在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Ａ相串接电

阻Ｒ模拟定子绕组的电阻不对称故障（γＲ，Ａ＞１）；电感

不对称实验中，因定子绕组间、定转子绕组间的互感参

数难以同步且准确设置，故仅通过在电机定子Ａ相串接电感线圈Ｌ模拟定子绕组的自感不对称故障，

表１　电阻不对称故障下的空载实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ｌｏａｄｍｏ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

γＲ，Ａ 犚／Ω 犐Ａ／Ａ 犐Ｂ／Ａ 犐Ｃ／Ａ

０．９９８７ ０ ０．４１８０ ０．４３５２ ０．３９３９

２．１７７３ ７．０ ０．３９９５ ０．４４９０ ０．４０１１

３．４５５４ １４．６ ０．３５７９ ０．４５１５ ０．４２０３

５．６２５０ ２７．５ ０．３１２４ ０．４３１９ ０．４５７４

８．８２０４ ４６．５ ０．３０４６ ０．４１７７ ０．４６８７

１７．４４８０ ９７．８ ０．３０３８ ０．３７８９ ０．５０５７

所得实验结果仅供参考，并以智能转速表测电

机的转速供检测．

空载时，正常及不同故障程度下实测的定

子电流有效值，如表１，２所示．表１，２中：各电

流均以标幺值表示，单位为１．电机正常运行

时，ＬＣＲ测试仪测得的定子三相绕组的电阻值

犚Ａ＝５．９３８Ω，犚Ｃ＝５．９４０Ω，犚Ｂ＝５．９６５Ω．这

样，即使在正常状态下，定子三相绕组的电阻也

不是理想对称的，在计算电阻不对称率γ犚，犃时，

取犚ｒ＝（犚Ａ＋犚Ｂ＋犚Ｃ）／３＝５．９４６Ω．电机电感参数由短路实验测得，定子自感犔１＝９２４．６５ｍＨ．在计算

电感不对称率γ

Ｌ，Ａ时，假设定子三相绕组电感对称，取犔ｓ＝犔１＝９２４．６５ｍＨ．

表２　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空载实验数据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ｌｏａｄｍｏ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ｉ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

犔／ｍＨ γＬ，Ａ
实验结果

犐Ａ／Ａ　　犐Ｂ／Ａ　　犐Ｃ／Ａ

仿真Ⅰ

犐Ａ／Ａ　　犐Ｂ／Ａ　　犐Ｃ／Ａ

仿真Ⅱ

犐Ａ／Ａ　　犐Ｂ／Ａ　　犐Ｃ／Ａ

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４３６ ０．４６２４ ０．４１０９ ０．４９０３ ０．４９０３ ０．４９０３ ０．４８８４ ０．４８９７ ０．４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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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际测量数据可得以下４点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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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即使在正常状态下运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三相电流也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这是因为定子

三相绕组及电源电压并不是理想对称的，且电机运转过程中的摩擦、铁心损耗及温度变化等也会对电机

的对称性能产生影响．实测的电流值小于理想仿真值，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２）随着γＲ，Ａ增大，Ａ相电流逐渐减小，而Ｃ相电流逐渐增大；受实验电机本身制造及饱和情况的影

响，在γＬ，Ａ＝５．１０之后，Ｂ相电流虽略有下降，但是在γ

Ａ＜３．１８内却保持明显的增加趋势．

３）由表２可知：仿真Ⅰ，Ⅱ分别由定子绕组电感不对称故障下的线性方程组和动态数学模型仿真

所得．对比可发现，随定子绕组自感不对称程度的增大，实验结果与两种仿真结果在变化规律上一致．

４）由表１，２可知：实测数据与仿真计算结果在变化规律上基本一致，说明相关理论是正确的．

４　结束语

在多回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阻抗不对称故障的数学模型．仿真实验表

明：已知三相异步电动机相关结构参数时，根据所得模型可直接获得定转子电流及电磁转矩与电阻不对

称率、电感不对称率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此外，相较于电阻不对称故障，电感不对称故障对三相异步电

动机运行特性的影响更加复杂，影响程度也更大．在实际的电机计算中，可根据定子绕组的实际线圈回

路数设定回路电流，并结合供电电源的实际情况列写各回路电压方程；同时，根据计算精度的要求选取

合适的谐波项，可以求解得到与电机实际运行接近的故障状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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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无监督学习算法与卷积的

图像分类模型

王改华１，２，李涛２，吕朦２，袁国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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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图像分类精度，降低训练复杂度，提出一种采用无监督学习算法与卷积构造的图像分类模

型．首先，从输入无标签图像中随机抽取大小相同的图像块构成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其次，将预处理后的图像

块通过两次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提取字典，并采用离散卷积操作提取最终图像特征．最后，采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

器对提取的图像特征进行分类，得出准确率．将该模型与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网络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在对大规模高维图像分类上，文中模型具有分类精确度高、简单、训练参数少、适应度高等优点．

关键词：　犓?ｍｅａｎｓ聚类；图像分类；卷积；卷积神经网络；Ｄｒｏｐ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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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ｌｅｓ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ｄａｐ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犓?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Ｄｒｏｐｏｕｔ

卷积神经网络因其具有独特的二维数据处理方式及便捷性，在图像分类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

广泛的应用，是目前应用较为成熟的一种结构［１?５］．Ｋｒｉｚｈｅｖｓｋｙ等
［６］提出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虽然将Ｉｍ

ａｇｅｎｅｔ的分类错误率降低了９％，但存在计算成本高和过拟合的情况．Ｚｅｉｌｅｒ等
［７?８］采用反卷积方法对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０４

　通信作者：　王改华（１９７９?），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ｇｈ＠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青年项目（Ｑ２０１６１４０５）；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指导性项目（Ｂ２０１５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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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ｉｚｈｅｖｓｋｙ的网络结构进行优化，其采用的学习算法存在训练参数多、时间长、训练过程复杂等问题．

Ｓｅｒｍａｎｅｔ等
［９］提出了Ｏｖｅｒｆｅａｔ模型，但同样存在相同的问题．Ｊｉｅ等

［１０］提出ｃｒｏｓｓ?ｌｅｖｅｌＬＬＣ?ＣＮＮ模型

以提高场景分类的准确率，但存在最终全局特征向量对于几何变换不具有不变性的缺点．此后，各种优

化分类模型相继被提出［１１］．吕娜
［１２］提出采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提取特征的深层网络结构，虽然其在分

类性能略优于单层网络结构［１３］，但对实验平台要求较高，且采用的ＤＡＧ?ＳＶＭ分类器存在层次结构“误

差累积”的弊端．何鹏程
［１４］提出基于犓?ｍｅａｎｓ的卷积神经网络，其分类效果略优于单层犓?ｍｅａｎｓ网络

结构，但其训练过程繁琐且存在分类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将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与卷积

结合，构建多层网络结构ＫＤＬ（犓?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模型．

图１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　相关工作

１．１　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多个交叠的卷积层和子采样层

从自然图像中提取图像特征，并采用全连接神经网络对

提取的图像特征完成分类．文中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箱自

带的一种卷积神经网络模型［１５］，如图１所示．在特征提

取阶段，输入大小为狀×狀的图像，经过６个大小为５×５

卷积核卷积，其运算过程为

犪犼 ＝犳（∑
犻∈犐犼

狓犻·犽犻，犼＋犫犼）． （１）

式（１）中：犻为图像中对应一点取值；犼为特征图的编号；犽犻，犼为第犼个特征对应的卷积核中的取值犻；犐犼 为

输出特征图所对应的当前输入图像，每一个输出图对应一个偏置犫．输入图像经过卷积后，添加对应的

偏置犫，通过激活函数犳输出６个大小为（狀－５＋１）×（狀－５＋１）的特征图，构成卷积层Ｃ１．然后，将Ｃ１

层６个特征图通过２×２的子采样生成６个大小为（（狀－４）／２）×（（狀－４）／２）的特征图，构成采样层Ｓ２．

通过对特征图中２×２区域中的像素值取均值狔表示该区域像素值，即

狔＝∑
狓

狓犻／４． （２）

式（２）中：狓为子采样的区域；狓犻为该区域中的神经元；狔为子采样后生成的特征．重复上述步骤，生成卷

积层Ｃ３及采样层Ｓ４．之后，将采样层Ｓ４中的特征图经过光栅化处理，生成一个向量，光栅层与输出层

间采用全连接，构成全连接网络，将该向量送入输出层，得出识别结果．

１．２　犇狉狅狆狅狌狋犆犖犖网络

Ｈｉｎｔｏｎ等
［１６］提出一种能防止网络模型过拟合的方法Ｄｒｏｐｏｕｔ，有效提高了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

由于深度网络要求有足够多的训练样本，当训练样本较少时，会导致网络出现严重的过拟合现象．

Ｄｒｏｐｏｕｔ是在网络训练过程中，以概率狆随机选取部分神经元，使其激活输出值为０，使每一批次所训

图２　Ｄｒｏｐｏｕｔ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Ｄｒｏｐｏｕ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练的网络结构都不同，避免网络中每两个神经元同时产生作用，防止

某些特征只在固定组合下才生效．在测试过程中不采用Ｄｒｏｐｏｕｔ，为

了保证采用Ｄｒｏｐｏｕｔ隐层的下一层的输入和训练时具有相同的数

量，使用均值网络的方法对所有激活输出值乘以概率（１－狆）．根据经

验，Ｄｒｏｐｏｕｔ的比例狆通常设为０．５时，网络模型取得的效果最好．

Ｄｒｏｐｏｕｔ的结构，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狏为输入值；犠 为权值；犪（·）

为激活函数；犿（·）为随机取０的概率．

２　犓犇犔模型

该模型由输入层、双隐层、输出层组成，隐层均采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对其进行训练，提取字典，再

分别由特征映射函数和卷积操作提取图像特征，将提取出的图像特征送入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完成图像分

类．ＫＤＬ模型的结构，如图３所示．

７４１第１期　　　　　　　　　　　 王改华，等：采用无监督学习算法与卷积的图像分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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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ＫＤＬ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ＫＤＬ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１　图像预处理

首先，采用大小为狀×狀无标签图像作为输入图像，并从其中随机抽取一定量大小图像块构成狑×

狑的无标签图像集｛狓
（１），狓

（２），…，狓
（犿）｝，狓

（犻）
∈犚

狀．光照、遮挡等不利因素会影响从自然图像中得到的输

入图像集的图像分类效果．为了改善图像分类效果，提高分类精度，有必要对图像进行预处理．采取正则

化操作，增强图像对比度，以减少光线的影响．正则化处理后的图像为

狓^
（犻）
＝ （狓

（犻）
－ｍｅａｎ（狓

（犻）））／ ｖａｒ（狓
（犻））＋槡 δ． （３）

式（３）中：ｖａｒ，ｍｅａｎ分别为方差和均值；δ为常量，避免分母为０和对图像去噪．由于图像数据间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为了消除图像间的冗余性，对图像采取主成分分析（ＰＣＡ）白化处理．

２．２　图像特征提取

将预处理后的无标签图像集作为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数据，通过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训练网络，得到聚类

中心，即字典．首先，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设定初始聚类中心为｛μ１，μ２，μ３，…，μ犽｝．由文献［１３］可知，随着

聚类中心（特征）数量的增加，该模型的分类性能也得到相应的提升，故设定聚类中心个数（字典维度）为

１６００．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通过迭代方式不断修改聚类中心，直到准则函数收敛．设预处理后的无标签图

像集为｛^狓
（１），^狓

（２），…，^狓
（犿）｝，^狓

（犻）
∈犚

狀，则准则函数为

犼（犮
（１），…，犮

（犿）；μ１，…，μ犽）＝
１

犿∑
犿

犻＝１

‖^狓
（犻）
－μ犮（犻）‖． （４）

式（４）中：犮为类别；μ为聚类中心．

对于任何一个图像块犻，计算其属于的类别，即犮
（犻）＝ａｒｇｍｉｎ‖^狓

（犻）－μ犼‖．对于每一个类犼，重新计

算其聚类中心，即

μ犼∶＝∑
犿

犻＝１

１｛犮
（犻）
＝犼｝^狓

（犻）／∑
犿

犻＝１

１｛犮
（犻）
＝犼｝^狓

（犻）． （５）

　　准则函数取最小值时，得到最优的聚类中心．通过字典构建特征映射函数犳犽（^狓）＝ｍａｘ｛０，μ（狕）－

狕犽｝．式中：狕犽＝‖^狓－μ犼‖；μ（狕）为每一类所有样本到聚类中心距离和的平均值．输入狑×狑 的图像块

狓^
（犻）
∈犚

狀，通过特征映射函数映射为一个新的特征表达狔′＝犳犳（^狓），狔′∈犚
犽，将狀×狀无标签图像转换成

（狀－狑＋１）×（狀－狑＋１）×犽的图像特征表达，更准确地描述图像内容．当特征映射函数输出值为０时，

该特征到聚类中心的距离大于平均值．这样保证输出大多数特征值为０，使其具有稀疏性．

通过上述步骤提取输入无标签图像特征，由于得到的图像特征维数过高，故对其采取池化处理，降

低特征向量的维数和整合图像特征．待图像特征池化后，为了平衡特征的各个分量的影响，以改善后续

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对图像特征的分类效果，该模型对已池化的图像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珘狓
（犻）
＝ （^狓

（犻）
－ｍｅａｎ（^狓

（犻）））／ ｖａｒ（^狓
（犻））＋槡 δ． （６）

式（６）中：ｖａｒ，ｍｅａｎ分别为方差和均值；δ为常量．通过式（６）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图像特征为珘狓
（犻）．然

后，将标准化的图像特征作为隐层２的输入，采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对其提取字典，并采取均值池化处

理．该过程与隐层１中采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提取字典的操作相同，通过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提取聚类

中心（即字典）．此时，设定初始聚类中心为μ＝｛^μ１，^μ２，^μ３，…，^μ犽｝，由文献［１２?１３］可知，隐层２初始的

聚类中心设定为２０００时，模型的识别率得到较好的提升，故设定聚类中心个数（字典的维度）为２０００．

提取出字典后，采取离散卷积操作提取图像特征，有

狔＝珘狓·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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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输入的图像块与提取的字典做卷积，提取出最终图像特征，并采用式（６）对其标准化处理，以再次

平衡特征的各分量的影响．对输入图像提取图像特征的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对输入６４×６４大小的彩色图片提取图像特征过程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６４×６４ｓｉｚｅ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２．３　图像特征分类

采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完成图像分类，假设存在一个包含犿 个样本的图像数据集｛（狓
（１），狔

（１）），…，

（狓
（犿），狔

（犿））｝，狓
（犻）
∈犚

狀，对其进行多分类．当类标签狔
（犻）可以取犽＝１０个不同值时，采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

对其进行分类．此时，假设函数表示为

犺θ（狓
（犻））＝

狆（狔
（犻））＝１狘狓

（犻）；θ

狆（狔
（犻））＝２狘狓

（犻）；θ

　　　　

狆（狔
（犻））＝犽狘狓

（犻）；

熿

燀

燄

燅θ

＝
１

∑
犽

犼＝１

ｅｘｐ（θ
Ｔ
犻狓

（犻））

ｅｘｐ（θ
Ｔ
１狓

（犻））

ｅｘｐ（θ
Ｔ
２狓

（犻））

　　

ｅｘｐ（θ
Ｔ
犽狓

（犻）

熿

燀

燄

燅）

． （８）

式（８）中：θ为模型参数；ｅｘｐ（θ
Ｔ
犻狓

（犻））确保向量各元素间的和为１．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的代价函数为

犑（θ）＝－
１

犿
∑
犿

犻＝１
∑
犽

犼＝１

１｛狔
（犻）
＝犼｝ｌｏｇ

ｅｘｐ（θ
Ｔ
犻狓

（犻））

∑
犽

犼＝１

ｅｘｐ（θ
Ｔ
犻狓

（犻）

熿

燀

燄

燅）
． （９）

式（９）中：犼＝１，２，３，…，犽，犽为类别标签；１｛狔
（犻）＝犼｝为示范性函数，当狔

（犻）＝犼成立时，其值取１，否则，取

０；θ为模型参数，θ＝ θ
Ｔ
１　θ

Ｔ
２　…　θ

Ｔ［ ］犽
Ｔ．

由于目前还没有闭式解法求解犑（θ）最小值，则通过求解其梯度公式，即

θ
犼
犑（θ）＝

１

犿∑
犿

犻＝１

［狓
（犻）（１｛狔

（犻）
＝犼｝－狆（狔

（犻）
＝犼狘狓

（犻）；θ））］． （１０）

　　采用梯度下降法求解其最小值，并更新模型参数θ优化代价函数，有

θ犼 ＝θ犼－αθ犼犑（θ）． （１１）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集

３．１．１　ＭＮＩＳＴ数据集　ＭＮＩＳＴ数据集包含７００００张样本图片，其中，训练样本图片６００００张，测试

样本图片１００００张．样本图片的内容包含阿拉伯数字０～９，每张样本图片为２８×２８的灰度图像．

３．１．２　Ｃｉｆａｒ?１０数据集　Ｃｉｆａｒ?１０数据集包含６００００张样本图片，其中，训练样本图片５００００张，测试

样本图１００００张片．样本图片内容包含飞机、卡车、汽车、船、马、猫、鹿、狗、鸟类、蛙类等１０类物体．其

中，每一类图片６０００张，每张样本图片为３２×３２的彩色图像．该数据集训练样本由５个部分组成，每

部分包含１００００张图片；训练样本中每一类图片５０００张；测试样本每一类图片１０００张．

３．１．３　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数据集　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数据集包含１４８４０张样本图片，其中，训练样本图片１３４９１

张，测试样本图片１３４９张．样本图片内容包含巴士图片３７３３张，轿车图片３６７４张，面包车图片３６９５

张，卡车图片３７３８张．每一张样本图片为６４×６４的彩色图像．

３．２　实验结果

通过上述３个数据集测试该模型的分类性能，将其分类结果与ＣＮＮ网络及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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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比较，同时，与文献［１２］中模型进行分析比较，实验结论，如表１～３所示．

由表１～３可知：ＫＤＬ模型对 ＭＮＩＳＴ数据集的分类准确率（η）最高为９７．５２％；ＣＮＮ，Ｄｒｏｐｏｕｔ

ＣＮＮ对 ＭＮＩＳＴ数据集的分类准确率最高可达９７．９４％，９４．３１％．由此可见，虽然ＣＮＮ网络、Ｄｒｏｐｏｕｔ

ＣＮＮ网络在 ＭＮＩＳＴ取得不错的效果，但ＫＤＬ模型在 ＭＮＩＳＴ数据集上的分类效果与之相差不大．

由表２，３还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狀）增加，ＣＮＮ，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在Ｃｉｆａｒ?１０数据集上的分类准确率

分别达到４４．２３％，３３．６４％．由表１可知：随着迭代次数增加，ＫＤＬ模型对Ｃｉｆａｒ?１０数据集的分类识别

准确率逐渐提高到６１．７２％．由此可见，ＫＤＬ模型在Ｃｉｆａｒ?１０数据集上的分类效果优于ＣＮＮ网络及

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网络．此外，查找文献资料发现，ＣＮＮ网络在迭代５００次左右时，准确率可达４８．４６％；迭

代４０００次时，准确率可达７０．４９％；迭代５０００次时，准确率最高可达７５％，但其对数据集的适应度和

分类效率不如ＫＤＬ模型．此外，由表１还可知：ＫＤＬ模型对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数据集的分类识别准确率随着

迭代次数增加，基本保持在８０．８０％左右；而ＣＮＮ网络、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网络对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数据集的分

类识别准确率分别达到４５．８１％，５２．６４％．由此可见，ＫＤＬ模型在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数据集上的分类效果优

于ＣＮＮ网络及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网络．

表１　ＫＤＬ模型在数据集上分类准确率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ＫＤ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数据集 η

狀＝１００ 狀＝２００ 狀＝３００ 狀＝４００ 狀＝１０００

ＭＮＩＳＴ ９７．４０ ９７．３２ ９７．５２ ９７．３０ ９７．２２

Ｃｉｆａｒ?１０ ６１．３４ ６１．２８ ６１．３９ ６１．６７ ６１．７２

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 ８０．８７ ８０．８０ ８０．８０ ８０．８０ ８０．７３

表２　ＣＮＮ模型在数据集上分类准确率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Ｎ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模型 η

狀＝１ 狀＝５ 狀＝１０ 狀＝１５ 狀＝２０

ＭＮＩＳＴ ８０．８０ ９５．９４ ９７．１４ ９７．８０ ９７．９４

Ｃｉｆａｒ?１０ １５．０７ ２９．１２ ３３．５０ ３９．９１ ４２．２３

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 ２５．２１ ３９．１８ ４５．３７ ４５．４５ ４５．８１

表３　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模型在数据集上分类准确率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模型 η

狀＝１ 狀＝５ 狀＝１０ 狀＝１５ 狀＝２０

ＭＮＩＳＴ ４６．２９ ９１．０９ ９２．３５ ９３．９８ ９４．３１

Ｃｉｆａｒ?１０ １０．２４ ２４．２６ ２９．２９ ３１．９８ ３３．６４

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 ３９．６６ ４７．６６ ４８．６３ ５１．４０ ５２．６４

　　为了进一步更好地体现ＫＤＬ模型的优势，将其与文献［１２］中的模型进行分析对比．虽然文献［１２］

中的模型采用多层次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提取图像特征，并通过大数据处理平台 Ｈａｄｏｏｐ并行计算取得

了较好的分类效果，然而，该模型采用的 Ｈａｄｏｏｐ平台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数据库，且对实验设备要求

较高；另一方面，该模型存在训练时间长，且采用的ＤＡＧ?ＳＶＭ分类器在多层次结构中存在“误差累积”

的弊端，从而降低图像分类精确度．与文献［１２］中的模型相比，ＫＤＬ模型不但具有分类效率高的优点，

且对实验平台要求较低，同时对各类数据集都具有良好的分类性能．由此可见，ＫＤＬ模型的分类性能及

适应度优于文献［１２］中的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由于ＣＮＮ网络及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网络采用有监督学习算法，训练过程复杂、训练参

数较多导致图像分类效率偏低，而文中采用的无监督学习算法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在训练过程中只需训练字

典，该模型训练过程简单、训练参数较少，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能更好地处理大规模无标签数据集．相

比于文献［１２］中的模型存在实验平台要求较高和误差累积的缺陷，ＫＤＬ模型具有分类性能高、适应度

高和实验平台要求较低等优点．除此之外，ＫＤＬ模型也很好地结合卷积独特的二维数据处理方式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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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性，具有更好的适应度，能更精准地提取图像特征．

４　结束语

将犓?ｍｅａｎｓ算法与卷积构造ＫＤＬ模型，通过多次运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提取特征字典，并分别

通过构建的特征映射函数和卷积操作提取图像特征，最终采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对提取的图像特征分类．

相较于ＣＮＮ网络、ＤｒｏｐｏｕｔＣＮＮ网络及文献［１２］中的模型，ＫＤＬ模型具有分类精确度高、适应度高、

训练过程简单、学习参数少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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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与

地域差异分析

王成军１，２，３，徐伟铭１，２，３，罗星１，２，３，董小帅１，２，３，翁谦１，２，３

（１．福州大学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２．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３．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从耕地数量、质量及资源承载力等３个方面构建耕地保护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

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引入物元模型完成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标探索福建省耕地

保护成效的空间分异规律，从经济发达程度和耕地资源地域禀赋两个角度分析耕地保护成效评价结果．研究

结果表明：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评价结果为优和差的地区基本相当，二者合计占全省

６５．６７％；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整体趋势是西北部优于东南部，

内陆优于沿海，需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耕地保护政策．

关键词：　耕地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物元模型；空间自相关；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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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耕地保护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国颁布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耕地减少的趋势并没有因

此得到有效的遏制，耕地保护机制建设与耕地保护现状的不一致是制约耕地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１?２］．

对此，许多学者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得到许多有意义的结论［３?７］．现有耕地保护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局

限性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１）仅从某一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据此得到的评价结果不能全面准确地反

映耕地保护成效；２）所采用的指标评价方法
［８?１１］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恰当地处理耕地保护指标因子

的多样性、指标结果之间的互不相容性，以及指标评价结果与评价等级复杂的非线性对应关系；３）忽略

了评价结果间存在的对耕地保护分区及制定耕地差别化保护措施有重要作用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以

福建省为实验区，从耕地数量、质量及资源承载等３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引入物元模型开展耕地保护

成效方法和实证研究，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标分析实验区耕地保护成效的空间尺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１　数据与研究方法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耕地面积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及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耕地刚性需求持续增长与适合作为耕地开发

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

１．１　数据来源

依据下列数据完成２０１５年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福建省各市、县（区）行政区划基础地理数据

（以下数据均不含金门县）；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福建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指标评价所用数据来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福建省土地利用现状面积汇总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福建省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结果

表；福建省农村土地整治系统数据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物元模型　考虑到耕地保护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指标较多，且指标评价结果不相容
［１２１４］，

文中采用我国学者蔡文提出的物元模型［１５］．

１）确定待判物元．物元是指由一个确定的事物犖，犖 的特征犮，以及特征犮的量值狏三者组成的有

序三元组犚（犖，犮，狏）描述事物的基本元
［１６］．事物犖 可能有多个特征犮１，犮２，…，犮狀，其相应的量值为狏１，

狏２，…，狏狀，则犖 可以表示为

犚＝

犖 犮１ 狏１

犮２ 狏２

 

犮狀 狏

熿

燀

燄

燅狀

． （１）

　　２）确定经典域和节域矩阵．在进行物元评价时，需考虑多个指标，而每个指标的评价等级各不相

同，要把评价结果的不相容性转化为相容性．确定经典域和节域便是实现这个转化的重要前提
［１７］．待判

物元的经典域物元矩阵与节域物元矩阵分别为

犚犼 ＝

犖犼 犮１ （犪犼，１，犫犼，１）

犮２ （犪犼，２，犫犼，２）

 

犮狀 （犪犼，狀，犫犼，狀

熿

燀

燄

燅）

，　　犚ｐ＝

犖ｐ 犮１ （犪ｐ，１，犫ｐ，１）

犮２ （犪ｐ，２，犫ｐ，２）

 

犮狀 （犪ｐ，狀，犫ｐ，狀

熿

燀

燄

燅）

．

式中：犚犼表示经典域物元；（犪犼，犻，犫犼，犻）表示第犻（犻＝１，２，３，…，狀）个特征所对应的第犼个等级的取值范围，

即经典域取值范围；犚ｐ表示节域物元；（犪ｐ，犻，犫ｐ，犻）表示第犻（犻＝１，２，３，…，狀）个特征的节域取值范围．

３）确定关联度函数．待评价指标犡犻的关联度函数定义为

３５１第１期　　　　　　　　　　　　王成军，等：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与地域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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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犡犻）＝

－ρ（犡，犡０）

狘犡０狘
，　 犡∈犡０，

ρ（犡，犡０）

ρ（犡，犡ｐ）－ρ（犡，犡０）
，　　犡犡０

烅

烄

烆
．

（２）

式（２）中：ρ（犡，犡０）表示点犡与待判物元经典域区间犡０＝［犪０，犫０］之间的距离，ρ（犡，犡０）＝｜犡－
１

２
（犪０＋

犫０）｜－
１

２
（犫０－犪０）；ρ（犡，犡ｐ）为点犡与待判物元节域区间犡ｐ＝［犪ｐ，犫ｐ］的距离，ρ（犡，犡ｐ）＝｜犡－

１

２
（犪ｐ＋

犫ｐ）｜－
１

２
（犫ｐ－犪ｐ）；｜犡０｜表示经典域区间的模，｜犡０｜＝｜犫０－犪０｜．

４）计算综合关联度．待评价对象犖狓关于等级犼的综合关联度为

犓犼（犖狓）＝∑
狀

犻＝１

犠犻犓犼（犡犻）． （３）

式（３）中：犓犼（犖狓）为评价物元犖狓关于第犼等级的综合关联度；犠犻为各评价指标犡犻的权重值，∑
狀

犻＝１

犠犻 ＝

１；犓犼（犡犻）为待评价物元犖狓关于等级犼的单指标关联度，若犓犼（犖狓）＝ｍａｘ犓犼（犖狓），则评价指标犖狓属

于第犼个等级．

１．２．２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理论地学邻域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空间自相关关注对象（或

要素）的属性值在空间上的相关性，或者说由对象（或要素）的地理次序或地理位置造成的属性值的相关

性［１８］．度量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有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是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１９］指数．该指数用于衡量空间要素之

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取值区间为±１．指数取值大于零，说明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取值小于零，说明存在

空间负相关关系；取值为零，则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关系［２０］．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Ｍｏｒａｎ′ｓＩ＝
犖

∑
犖

犻＝１
∑
犖

犼＝１

犠犻，犼

·
∑
犖

犻＝１
∑
犖

犼＝１

犠犻，犼（狓犻－珚狓）（狓犼－珚狓）

∑
犖

犻＝１

（狓犻－珚狓）
２

，　　犻≠犼． （４）

式（４）中：狓犻，狓犼分别为在犻，犼位置的观测值；珚狓为观测值的平均值；犠犻，犼表示空间权重，文中采用基于距

离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２１］．

局部空间自相关用于反映微观空间单元及其邻域空间单元就某一属性值在局部空间上所表现出的

相关性程度［２２?２３］．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Ｍｏｒａｎ′ｓＩ）仅能够揭示耕地保护成效在空间尺度上是否存在聚

集性，无法揭示空间聚集的位置和特征［２４］．将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结合起来，既揭示了耕

地保护成效的空间聚集性，又表明了其空间聚集的分异特征．

图１　指标论证及权重确定流程

Ｆｉｇ．１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２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

２．１　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福建省耕地保护现状进行多次实地调研

分析，了解各业务科室的实际工作需求，从耕地

数量、耕地质量及耕地资源承载等３个方面进行

指标的初步选取．

在此基础上，以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关于强

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作为参

考，对初选指标进行筛选，邀请相关领域的教授

和专家对初步筛选的指标进行论证，确立耕地保

护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具体指标论证及

指标权重确定流程，如图１所示．

文中所确定的指标体系与权重，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犮１～犮１０分别表示耕地保有量目标完成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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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耕地保护

犮１ ０．０９８

犮２ ０．０９７

犮３ ０．０８８

耕地规模保障指数 犮４ ０．１０７

犮５ ０．０９８

犮６ ０．０９８

犮７ ０．１１４

耕地质量稳定性指数 犮８ ０．１３７

犮９ ０．０６３

耕地资源承载指数 犮１０ ０．１００

农田目标完成率、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率、补

充耕地任务完成率、建设占用耕地比例、占补

平衡自主完成率、耕地总面积动态变化率、补

充耕地质量符合率、耕地质量平均等别变化

率、粮食自给率．

２．２　指标体系物元评价及结果分析

２．２．１　指标体系评价经典域与节域的确定

　　将耕地保护成效分为优、良、中、差４个

等级，记为：犖１ ＝｛优｝，犖２ ＝｛良｝，犖３ ＝

｛中｝，犖４＝｛差｝．

根据长期积累的耕地保护评价经验，结

合各指标单因子聚类分析结果，确定耕地保

护成效物元评价经典域矩阵犚１，犚２，犚３，犚４和

节域矩阵犚ｐ，其中：

犚１ ＝

犖１ 犮１ （１．０５，２．０６）

犮２ （１．００，１．０７）

犮３ （１．５０，４．５０）

犮４ （１．５０，３．８２）

犮５ （０．２０，０．６０）

犮６ （１．００，１．７４）

犮７ （１．５０，４．１６）

犮８ （１．１０，１．３４）

犮９ （１．０１，１．２５）

犮１０ （１．５０，２．４３

熿

燀

燄

燅）

，　　犚２ ＝

犖２ 犮１ （１．００，１．０５）

犮２ （０．８０，１．００）

犮３ （１．００，１．５０）

犮４ （１．００，１．５０）

犮５ （０．６０，１．００）

犮６ （０．８０，１．００）

犮７ （０，１．５０）

犮８ （１．００，１．１０）

犮９ （１．００，１．０１）

犮１０ （１．００，１．５０

熿

燀

燄

燅）

，

犚３ ＝

犖３ 犮１ （０．９５，１．００）

犮２ （０．６０，０．８０）

犮３ （０．６０，１．００）

犮４ （０．６０，１．００）

犮５ （１．００，１．５０）

犮６ （０．６０，０．８０）

犮７ （－１．５０，０）

犮８ （０．８０，１．００）

犮９ （０．９９，１．００）

犮１０ （０．５０，１．００

熿

燀

燄

燅）

，　　犚４ ＝

犖４ 犮１ （０．８３，０．９５）

犮２ （０．５４，０．６０）

犮３ （０，０．６０）

犮４ （０，０．６０）

犮５ （１．５０，１．８６）

犮６ （０．０３，０．６０）

犮７ （－８．８１，－１．５０）

犮８ （０．３８，０．８０）

犮９ （０．９５，０．９９）

犮１０ （０，０．５０

熿

燀

燄

燅）

，

犚ｐ＝

犖ｐ 犮１ （０．８３，２．０６）

犮２ （０．５４，１．０７）

犮３ （０，４．５０）

犮４ （０，３．８２）

犮５ （０．２０，１．８６）

犮６ （０．０３，１．７４）

犮７ （－８．８１，４．１６）

犮８ （０．３８，１．３４）

犮９ （０．９５，１．２５）

犮１０ （０，２．４３

熿

燀

燄

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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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耕地保护成效指标物元分析评价　以仙游县为例，对计算过程进行简单说明．

犚仙游县 ＝

耕地保护成效 犮１ １．０２

犮２ ０．９２

犮３ ２．２７

犮４ ３．７０

犮５ １．４１

犮６ １．００

犮７ －０．７２

犮８ １．０６

犮９ １．００

犮１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３７

．

　　２０１５年仙游县耕地保有量目标完成率为１．０２，将其输入式（２），可得评价等级关联度为犓０，１（犮１）＝

－０．０２７９５８０６；犓０，２（犮１）＝０．４３５２４７；犓０，３（犮１）＝－０．４３５２４７０９；犓０，４（犮１）＝－０．５９８０１９６２２．可得

犓０，２（犮１）＝ｍａｘ犓０，犼（犮１），则判定该指标评价等级属于犚０，２，等级为良．

同理，可得其他指标的关联度及等级．将各指标的关联度及对应的权重值代入式（３），可得２０１５年

仙游县耕地保护成效各等级的综合关联度为犓０，１（仙游县）＝－０．５７５９７；犓０，２（仙游县）＝－０．６８１７５；

犓０，３（仙游县）＝－１．１２７３４；犓０，４（仙游县）＝－１．１２８３０；犓０，１（仙游县）＝ｍａｘ犓０，犼（仙游县）．由此可判

定２０１５年仙游县耕地保护成效等级为优．

图２　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等级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经过运算得出各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等级．全

省６７个评价单元中，耕地保护成效为优、良、中、差

的评价单元数依次为２１，１１，１２，２３，分别占全省评

价单元的３１．３４％，１６．４２％，１７．９１％，３４．３３％．

３　耕地保护成效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桌面平台支持下对评价结果

进行可视表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福建省耕

地保护成效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总趋势

为东南地区耕地保护成效低于西北地区，沿海地区

低于内陆地区．

对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结果进行空间自

相关分析，计算得到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值为０．３６４，

表明福建省各地域单元耕地保护成效存在较强的

空间正相关性．各等级空间分布特点，如表２所示．

为进一步探究其空间聚集特征，引入局部空间

表２　耕地保护成效评价结果空间分布特点

Ｔａｂ．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分布
区位
与特点

分布较松散，分散分布在福建
省内陆地区，如三明市辖区、
明溪县、泰宁县、建宁县、宁化
县，南平市辖区、武夷山市、松
溪县、政和县、光泽县、邵武
县，宁德市辖区、霞浦县、寿宁
县、屏南县，及莆田市仙游县、
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州市永泰
县，泉州市德化县及龙岩市武
平县、漳平县等地

具有明显的集聚效
应，重心偏闽西北，
且大多是在福建省
内陆地区，如南平市
浦城县、建阳县、建
瓯县、顺昌县，宁德
市古田县，三明市的
沙县、将乐县、清流
县及龙岩市的长汀
县．此外，还包括宁
德市福鼎市和福州
市罗源县

主要分布在闽东南
沿海一带地区，如福
州市辖区、福清市，
泉州市南安县，漳州
市长泰县、龙海县、
漳浦县、诏安县和东
山县，以及内陆地区
的宁德市周宁县，三
明市尤溪县、大田县
和永安市

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一
带，特别是闽南地区．具体
包括：福州市长乐市、闽清
县、闽侯县、连江县，厦门
市，泉州市辖区、惠安县、晋
江市、石狮市、安溪县，漳州
市辖区、华安县、云霄县、平
和县、南靖县，龙岩市辖区、
永定县、上杭县、连城县，莆
田市辖区，宁德市福安县、
柘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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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等级ＬＩＳＡ聚集图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自相关（ＬＩＳＡ）局部聚集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

Ｈｉｇｈ?Ｈｉｇｈ（ＨＨ）表示本地区及其周边地区耕地保

护成效都较好；Ｌｏｗ?Ｌｏｗ（ＬＬ）表示本地区及其周围

地区耕地保护成效都较差；Ｌｏｗ?Ｈｉｇｈ（ＬＨ）表示本

地区耕地保护成效较差，但其周边地区耕地保护成

效却较好；Ｈｉｇｈ?Ｌｏｗ（ＨＬ）表示本地区耕地保护成

效较好，但其周边地区耕地保护成效较差；Ｎｏｔ?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表示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现象．

由图３可知：ＨＨ 型聚集位于闽西北内陆的泰

宁县；ＬＬ型聚集主要分布在闽南沿海地区；ＬＨ型聚

集位于闽中部内陆及闽北地区；ＨＬ型聚集位于闽西

南内陆地区．

从耕地保护成效的空间分布及ＬＩＳＡ分布聚集

特征看，评价结果为中、差级别的地区，尤其是东南

沿海的泉州、厦门及漳州一带经济普遍较发达．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耕地保护工作所带来的压力也会

有所差异，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必定会影响区域之间耕地保护成效，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耕地

保护，合理地开发利用耕地资源是今后耕地保护工作的关键内容．

同时，还应当注意到，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保护成效也有一定的影响，评价结果较好的闽西北内陆

地区耕地资源较为丰富，先天充裕的耕地后备资源为城市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及占补平衡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这对耕地资源禀赋不足的地区势必加大了耕地保护工作的难度．全面掌握全省耕地保护成效的

空间分布特征，注重耕地资源禀赋的地域差异，有所侧重的调配耕地保护指标是政府部门制定耕地保护

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重点．

４　结论

１）基于耕地的数量、质量和资源承载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显示，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呈现出两级

分化的态势，评价结果为优的地区和差的地区分别为：２１，２３，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不均衡，地区之间耕

地保护成效差距较大．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耕地保护成效评价结果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

关，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区域分异明显，表现出由西北部向东南部、由内陆向沿海两个方向上的分

布规律．

２）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地区的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保护成效有一定的影响，国土部门在制定耕地

保护政策时，需要综合平衡地区之间经济发达程度、耕地资源禀赋与耕地保护的关系，有针对性、差别化

的开展耕地保护工作，对进一步研究耕地保护方案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３）物元模型的得到的结果减少了人为主观判断因素，评价结果更加可靠，但是物元模型在耕地保

护成效评价中的运用目前研究尚少，评价指标的选取、评价指标权重及评价物元经典域和节域区间的确

定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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