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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螺旋碳纤维的性能与应用研究进展

罗妍钰，李才亮，陈国华

（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综述双螺旋碳纤维（ＣＭＣｓ）的力学性能、电学性能、热性能，以及其在导电手性吸波材料、传感器元

件、复合材料、储氢材料、储气材料、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生物医疗材料、作为模板制备螺旋结构或中空结

构化合物等方面应用的研究现状，并对双螺旋碳纤维今后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双螺旋碳纤维；力学性能；电学性能；吸波材料；传感器；生物医疗材料；超级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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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Ｄａｖｉｓ等
［１］首次报道了两根相互缠绕的碳纤维，这一发现引起各国科学家和研究学者的关

注，成为碳材料研究的热点．Ｂａｋｅｒ等
［２］以纳米Ｎｉ颗粒作为催化剂裂解乙炔气体获得螺旋结构的碳纤

维．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３］在８００℃左右条件下，以Ｎｉ粉作为催化剂，采用催化热解乙炔气体方法制备得到类

似于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碳纤维，该方法重现性好，可大量制备，获得的双螺旋碳纤维直径为０．１～０．３

μｍ，螺旋直径为２～８μｍ，螺旋长度为０．１～５．０ｍｍ．此后，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４?５］在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

（ＣＶＤ）制备的过程中分别通入少量含硫化合物（Ｈ２Ｓ和噻吩），得到了形貌规整的双螺旋结构碳纤维．

采用气相沉积法制备得到的双螺旋碳纤维（ＣＭＣｓ）具有类似于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由两根纤维成对、

共轴同向同速度、边生长边旋卷而得到，存在不同的旋转生长方向，产物因此具有手性结构，左旋和右旋

的比例一般为１∶１．双螺旋碳纤维因其特殊的三维双螺旋结构而具有高比模量、高强度、超弹性，有望

用作新型电磁波吸收及电磁屏蔽材料、微弹簧、接触传感器的检测元件；其长径比大、螺旋直径小而具有

高比表面积，在作为储氢材料、吸附剂和催化剂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能；其相对较高的导电性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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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的填充相改善复合材料的导电性．本文就双螺旋碳纤维的性能、应用及发展趋势等进行综述．

１　双螺旋碳纤维的性能

１．１　力学性能

双螺旋碳纤维具有高强度、高模量比的力学特点，其强度高于普通长直碳纤维．Ｃｈａｎｇ等
［６］以Ｓｉ为

基底，在甲醇溶剂中使Ｓｉ表面沉积Ｆｅ／Ｍｏ及纳米氧化铝作为催化剂，高温裂解乙醇蒸汽，制备得到纤

维直径１００～２５０ｎｍ、螺旋直径２～７μｍ的双螺旋结构碳纤维．借助原子力显微镜的探针，测量基体边

缘单个双螺旋碳纤维的剪切模量为（３．０±０．２）ＧＰａ．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７］采用自己设计的测量仪器将单根螺

旋碳纤维的两端以碳纤维固定，其中一端固定在载玻片上来测量其力学性能．结果发现：双螺旋碳纤维

环与环之间有少量碳沉积，因此纤维自身的作用力很微弱，在连续外力作用下，双螺旋碳纤维被拉开，当

外力撤除之后，双螺旋碳纤维立即回复到原始状态；圆形截面的和平直截面的双螺旋碳纤维分别能够伸

长１０倍和１．５～３．０倍，弹性模量分别为９．３，４．４ＧＰａ，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Ｃｈｅｎ等
［８］进一步研究发

现螺旋碳纤维在连续外力作用下伸长率与外力成线性关系，若螺旋碳纤维几乎拉伸成为长直碳纤维后

不能恢复到起始的状态．Ｙａｎｇ等
［９］测量了不同温度下处理后的双螺旋碳纤维的拉伸性能，发现随着热

处理温度的升高，在相同的外力作用下，伸长率变小，这是因为高温条件下双螺旋碳纤维的无定形微观

结构逐渐向石墨晶体结构转变．

Ｈａｙａｓｈｉｄａ等
［１０］采用Ｆｅ表面负载铟锡氧化物 （ＩＴＯ）作为催化剂制备得到单螺旋碳纤维，通过使

用硅质悬梁臂固定单螺旋碳纤维的自由端并进行拉伸测试，测试了不同螺旋直径的（１４４～８３０ｎｍ）的

单螺旋碳纤维的杨氏模量．结果表明：单个螺旋碳纤维的杨氏模量约为０．１ＴＰａ，且与螺旋直径的大小

无关．Ｃｈｅｎ等
［１１］利用原子力显微镜（ＡＦＭ）的两个悬臂将单个螺旋碳纤维两端固定进行测试，测量结果

得到单个螺旋碳纤维的剪切模量在１．８～２．９ＧＰａ之间，具体的大小依赖于螺旋直径的大小．

１．２　电学性能

双螺旋碳纤维具有较高的导电性，可以用于改善聚合物表面的静电现象及作为超级电容器的电极

材料．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７］测量了单根螺旋碳纤维未伸长和伸长状态下的螺旋碳纤维电流?电压曲线，得到电

阻值分别是８４．９，２０８．４ｋΩ．进一步考察了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温度逐渐增加，电阻逐渐

减小．Ｋａｎｅｔｏ等
［１２］研究发现双螺旋碳纤维电导率估计在３０～５０Ｓ·ｃｍ

－１之间，相对于碳纳米管（１０－２

Ｓ·ｃｍ－１）来说，导电性还是较差的，若进行短时间的氧化处理，电导率会增加１％～２％．Ｔａｎｇ等
［１３］对

双螺旋碳纤维通以高密度电流时，发现形成的高温和强磁场能够使双螺旋碳纤维部分结构发生重组，生

成中空的石墨球、双壁碳纳米管及富勒烯等碳材料．

１．３　热性能

双螺旋碳纤维具有优异的热性能，在较高温度或其他特殊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弹性和拉伸

强度．Ｈｗａｎｇ等
［１４］对制备得到的双螺旋碳纤维通过热重分析（ＴＧ／ＤＴＡ）发现：双螺旋碳纤维从４５０℃

开始被氧化，出现明显失重，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增加，在７００℃彻底燃烧完全．Ｃｈｅｎ等
［１５］进一步观察发

现，双螺旋碳纤维在７００℃空气中氧化几分钟，即可见其已被均匀氧化，内部结构已不存在，只剩下一层

薄薄的“外衣”，推测这是因为表面短程有序、结晶比较完善和氧化较慢．Ｃｈｅｎ等
［１５］将制备得到的双螺

旋碳纤维在３０００℃的ＣＯ＋ＣＯ２ 气氛中处理６ｈ，并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透射电子显微镜

（ＴＥＭ）、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和拉曼光谱分析．结果表明：双螺旋碳纤维经过高温处理后变脆易断裂，但

仍能保持其双螺旋结构，在其表面能够观察到“鱼脊形”结构［１５］，即所有的石墨层（犱＝０．３３９ｎｍ）与中间

轴线成一定角度取向；在断裂面分别观察到锥形末端和相对应的空穴，这也支持了多根碳丝融合成为一

根碳纤维的生长机理；高温处理之后的双螺旋碳纤维的电导率为１０～０．１Ｓ·ｃｍ
－１，比表面积为６～８

ｍ２·ｇ
－１，密度（２．２０８～２．０８７ｇ·ｃｍ

－３）大于未经氧化处理的双螺旋碳纤维（１．７９～１．８３ｇ·ｃｍ
－３）．

Ｓｈｉｂａｇａｋｉ等
［１６?１７］在４５０～８２０℃用低浓度的氧气对制备得到的双螺旋碳纤维进行氧化处理，引入

含氧官能团，用能谱分析（ＸＰＳ）和热重分析研究其氧化温度、氧化时间、氧气流量对Ｏ和Ｃ峰比值、比

表面积（ＳＳＡ）、热失重起始温度（ＳＴＷＬ）的变化．结果表明：在一定的氧气流量、氧化时间下，随着温度

的增加，Ｏ和Ｃ峰比值会出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存在一个最大值（约６００℃），最大值约为未处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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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碳纤维Ｏ和Ｃ峰比值的３．５倍；ＳＳＡ值在氧气流量为７．５ｍＬ·ｍｉｎ－１，７００℃时达到最大值１０５０

ｍ２·ｇ
－１，约为未处理双螺旋碳纤维的１０倍．这表明，氧化处理是提高其比表面积的有效手段．

此外，氧化时间与氧气浓度都会影响ＳＳＡ的值．要达到相同的ＳＳＡ值，可通过增加氧气流量、减小

氧化时间，或者减少氧气流量、增加氧化时间来实现．通过氧化处理，ＳＴＷＬ在一定的氧气流量和氧化

时间下，随着温度的增加，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存在一个最小值．增大氧气流量和延长氧化时

间，均会使ＳＴＷＬ出现减小的趋势．进一步用拉曼（Ｒａｍａｎ）和红外（ＦＴＩＲ）分析经过高温处理的双螺旋

碳纤维的表面特性，发现在１５７９ｃｍ－１处的Ｇ峰的强度增加，犚值（犐Ｄ／犐Ｇ）减小，Ｃ＝Ｃ的伸缩振动也增

强，这表面热处理有利于双螺旋碳纤维表面的石墨化，能够提高其抗氧化能力［１８］．

Ｂｉ等
［１９］在Ａｒ气氛保护下，于２５００℃对双螺旋碳纤维处理２ｈ，然后，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拉曼

等对其微观形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石墨化处理对双螺旋碳纤维具有显著的纯化作用，其微观结构更

加规整，石墨化程度增强．吴法宇等
［２０?２１］研究了长直碳纤维和双螺旋碳纤维的失重曲线，结果表明：与长

直碳纤维相比，双螺旋碳纤维的氧化失重曲线明显向高温侧偏移，且具有更高的开始氧化温度．这说明

双螺旋碳纤维的石墨片层结构较长直碳纤维更加完整，有更高的抗氧化性能．此外，采用π电子双带模

型分析了双螺旋碳纤维经高温石墨化处理电导行为，其明显改善是因为高温使晶格趋于完美，电子能带

结构由费米能级压低的Ｐ型转变为反映有序结构的ｎ型，载流子浓度和移动度增大．

２　双螺旋碳纤维的应用

２．１　电磁波吸收屏蔽

ＤＮＡ形状的双螺旋碳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波性能．关于这种手性材料的吸波机理存在两种说法：一

种是手性物质通过其旋光色散性吸收电磁波能量，当电磁波通过手性材料时，电磁波的偏振将沿传播方

向旋转，其椭圆偏振率将会随着传播距离不断变化；另一说法是在于其独特的螺旋几何结构，对于手性

材料来说，入射电磁波的电场不但能引起电极化，还能引起磁极化；同样磁场也能同时引起磁极化和电

极化．这种电磁场的交叉极化是由于螺旋结构引起的，电磁波交叉极化而产生电与磁的耦合，因而手性

聚合物具有更好的吸收性能［２２］．双螺旋碳纤维的物质方程中在介电常数和磁导率以外引入了手性参

数，增加了材料设计的灵活性，降低了实现空间阻抗匹配的难度，是吸波性能优异、最有发展前景的导电

手性吸波材料．

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２３］采用自由空间法测量双螺旋碳纤维／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及双螺旋碳纤维／

聚酯复合材料在Ｇ波段的吸波特性．研究发现：将双螺旋碳纤维与聚酯或ＰＭＭＡ进行复合，１％～２％

的双螺旋碳纤维／ＰＭＭＡ复合材料在７５～１００ＧＨｚ范围内能够吸收大于９９％的电磁波，１％～３％的双

螺旋碳纤维／ＰＭＭＡ泡沫对于在６０～１００ＧＨｚ范围内的电磁波的吸收高达９９％．Ｃｈｅｎ
［２４］等为了进一

步扩大双螺旋碳纤维／环氧树脂（ＥＰ）复合材料的吸波频段（８５０～９２０ＭＨｚ），高温裂解甲烷沉积在双螺

旋碳纤维的表面，将吸波频段拓宽到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Ｈｚ．Ｋａｎｇ等
［２５?２６］测定一系列ＣＭＣｓ／ＣＮＴ／ＣＮＣｓ与

聚氨酯（ＰＵ）的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结果发现：ＣＭＣｓ／ＰＵ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在０．２５～１５．００ＧＨｚ

波段内，随着ＣＭＣｓ的含量和复合材料的厚度增加而增加；在０．２５～３．５０ＧＨｚ波段内，ＣＮＴ的加入导

致吸波性能降低，但在２．０～３．５ＧＨｚ波段内，增加测量频率可以增强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在０．２５～

４．０ＧＨｚ波段内，ＣＮＣｓ的加入会降低ＣＭＣｓ／ＰＵ的吸波性能，在０．５～３．０ＧＨｚ波段能够提高ＣＮＴ／

ＰＵ的吸波性能．

Ｓｈｅｎ等
［２７］将采用ＣＶＤ法制备得到的双螺旋碳纤维填充到Ｎｏｍｅｘ蜂窝夹芯环氧玻璃板复合材料

中，用网络分析仪测试其在２～１８ＧＨｚ波段内的吸波性能．结果发现：在没有添加双螺旋碳纤维的情况

下，没有吸波现象．为了更好地观察到不同尺寸的双螺旋碳纤维对吸波性能的影响，实验所用的双螺旋

碳纤维分为Ａ，Ｂ二组，螺径分别为４，２０μｍ，螺距分别为０．５～０．８，１．０～４．０μｍ．以Ａ和Ｂ两组材料

作为掺杂体制得吸波材料的夹芯蜂窝板进行试验，结果发现：Ａ组的吸波性能较好，在１０～５ＧＨｚ内，

衰减大于１０ｄＢ，在４．６～１８ＧＨｚ大于５ｄＢ，在１２．４ＧＨｚ时，衰减有最大值１８ｄＢ；而Ｂ组在１１～１４

ＧＨｚ内，衰减大于１０ｄＢ，在１２．２ＧＨｚ时，衰减达到最大值１３ｄＢ．因此，Ｓｈｅｎ等
［２７］认为出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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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螺旋碳纤维的手性参数有关，手性参数定义为螺距／螺旋半径．杜金红等
［２８］通过双螺旋碳纤维（含

量为４％）和石蜡基体混合物在Ｋｕ（１２．４～１８．０ＧＨｚ）的研究证明，微螺旋碳纤维在Ｋｕ段以电导损耗

为主，磁损耗很小，并且呈现出反磁性．

２．２　接近／接触传感器

双螺旋碳纤维因为其独特的３Ｄ双螺旋结构，能够灵敏地感知和检测外界电磁场及作用力的变化，

是制备传感器元件的优选材料．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２９］将制备得到的双螺旋碳纤维制成片状，通过测量发现其

体积电阻与拉伸的长度成线性关系，这有利于双螺旋碳纤维在力学传感器中的实际应用．Ｍｏｔｏｊｉｍａ

等［２９］进一步将１％～２％的ＣＭＣｓ与ＳＲ混合制备片状复合材料，测量复合材料的电感系数（犔）、电容

（犆）和电阻率（犚）随负载的变化．结果表明：复合材料的电学参数随负载的变化而同步变化．Ｙａｎｇ等
［３０］

将５％的超弹性双螺旋碳纤维与硅胶采用离心机混合后，分别测量复合材料Δ犔，Δ犚，Δ犆随外界压力的

变化，复合材料检测灵敏度达到１Ｐａ．Ｋａｔｓｕｎｏ等
［３１］进一步测量了这种传感器阻抗值｜犣｜和辐角θ分别

随着ＣＭＣｓ拉伸长度和负载大小在４０～２００ｋＨｚ交流电流频率范围内的变化．结果发现：阻抗在一定

频率内稳定，而后突然降低，伸长长度对阻抗影响不大；辐角在１０４ 频率以下几乎为０°，大于１０４ 频率后

突然下降；在负载情况下，阻抗在４０～１０
３ｋＨｚ范围内呈直线下降；当负载为３．７Ｎ时，４０～２００ｋＨｚ频

率范围内的相位角几乎始终为－９０°．

Ｎｅｓｓａ等
［３２］研究了螺旋碳纤维含量对电学参数的影响，发现单螺旋碳纤维与双螺旋碳纤维的含量

变化对电学参数的作用是类似的，螺旋碳纤维的含量增加有利于提高检测的灵敏度．Ｐａｒｋ等
［３３］将双螺

旋碳纤维与硅橡胶（ＳＲ）复合，得到可拉伸、高灵敏度、能测量压力的变化，能通过测量磁场的变化测量

距离的接近／接触传感器．此外，ＳＲ因为其可作为仿生材料在人体内部使用，是作为传感器研究的首选

材料，但也有将ＣＭＣｓ分散到多孔橡胶、聚二甲基硅氧烷等中制备得到性能优异传感器的研究
［３４?３５］．

２．３　犆犕犆狊复合材料

双螺旋碳纤维具有良好的导电性、高杨氏模量及良好的拉伸性能等特点，是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高

分子改性材料．Ｓｈｏｗｎ等
［３６］通过微乳液聚合的方法制备了聚苯胺（ＰＡＮＩ）和双螺旋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并对复合材料进行了形貌分析和电化学性能测试．结果发现：在ＣＭＣｓ的表面均一分布了２００ｎｍ左右

厚度的聚苯胺；热失重曲线分析表明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循环伏安法测试结果对比表明复合

材料的比电容值均大于单一材料的比电容值，可以作为电容器的电极材料使用．

Ｗｕ等
［３７］将以催化剂Ｎｉ／Ｓ制备的双螺旋碳纤维作为导电填料，添加到双马来酰亚胺三嗪树脂中

得到导电性能优良的导电胶粘剂，且当ＣＭＣｓ含量为２％时，效果最佳．Ｊｉａｎｇ等
［３８］将ＣＭＣｓ和高密度

聚乙烯（ＨＤＰＥ）以１，２?二氯苯为溶剂进行机械混合，测量ＣＭＣｓ含量对复合材料导电行为的影响，发现

ＣＭＣｓ／ＨＤＰＥ复合材料表现出明显的渗流行为，其渗流阈值为６．２８％（ＣＭＣｓ的体积分数）或９．７７％

（ＣＭＣｓ的质量分数）．Ｙｏｓｈｉｍｕｒａ等
［３９］将用浓硝酸处理过的双螺旋碳纤维和丙烯腈基碳纤维（ＣＦ）作为

增强相与环氧树脂进行复合，研究复合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根据其断裂伸长率发现：双螺旋碳纤维比

ＣＦ的增强效果好．这是因为双螺旋碳纤维结构使其在拉伸过程不易被从基体中拔出，有更好的“锚定”

效果．Ａｎ等
［４０］将表面氧化过的双螺旋碳纤维超声分散到聚乙烯醇（ＰＶＡ）中，能有效改善聚乙烯醇的拉

伸性能，当加入０．４％的螺旋纳米碳纤维时，复合材料的抗拉强度从１８．５ＭＰａ增加到２４．３３ＭＰａ．

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４１?４２］在９００～１２００℃范围内，将ＮｂＣｌ５ 通过气相渗碳技术制备得到ＮｂＣ／Ｃ／ＮｂＣ的复

合材料（Ｃ是碳纤维）．Ｎｂ不仅能渗入双螺旋碳纤维的外表面，还能进入其内表面，延长反应时间，且能

增加ＮｂＣ层的厚度，电阻率和比表面积均随着ＮｂＣ层厚度的增加而降低；若在反应气体中加入ＮＨ３

则可以制备得到ＮｂＮ／Ｃ／ＮｂＮ复合材料．Ｙａｎｇ等
［４３］采用ＴａＣｌ５ 和Ｎ２ 作反应原料，在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条件下制备得到ＴａＮ／Ｃ／ＴａＮ复合材料．

通常情况下制备得到的双螺旋碳纤维的水溶性较差，容易在水中出现团聚现象．Ｈａｒｕｏ等
［４４］将双

螺旋碳纤维在一定温度下使用浓硝酸进行氧化，在其表面引入－ＣＯＯＨ含氧官能团后，并分别接枝聚

乙二醇（ＰＥＧ）和聚乙烯基异丁醚（ＩＢＶＥ），有效地改善双螺旋碳纤维在水中和硅橡胶中的分散性．

Ｈｉｋｉｔａ等
［４５］等将氧化处理的双螺旋碳纤维与硬脂胺（ＯＤＡ）以异丙醇溶剂微波混合回流，制备得到

ＯＤＡ官能化的双螺旋碳纤维，在３５０ｎｍ激光光源下测量荧光发射光谱．结果发现：ＯＤＡ官能化的双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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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碳纤维在光源波长为４２３ｎｍ时，出现荧光效应，这是因为双螺旋碳纤维表面的乱层结构经过ＯＤＡ

钝化处理的原因．

Ｂｉ等
［４６］将经过氧化处理的双螺旋碳纤维采用化学镀的方法在其表面沉积得到均匀的Ｎｉ／Ｐ复合镀

层，由于镀层增强了双螺旋碳纤维的介电损耗和磁损耗，复合材料显示出更加优良的吸波性能．此外，镀

液的ｐＨ值强烈影响镀层中Ｐ的含量和化学镀的速度，ｐＨ值增加能够增加化学镀的速度并降低镀层

中Ｐ的含量．Ｓｈｉｍａ等
［４７］在双螺旋碳纤维表面共沉积纳米尖晶石铁氧体（Ｎｉ０．５Ｚｎ０．５Ｆｅ２Ｏ４）发现，当两者

含量为１∶１时，复合材料同时具有最大的结晶度和磁化饱和强度．

２．４　储气材料

陈秀琴等［４８］研究４～７ｍｍ的双螺旋碳纤维螺的一些表面特性，其平均密度为１．７８３ｇ·ｃｍ
－３，表

面积为９０～１４５ｃｍ
２·ｇ

－１，存在于双螺旋碳纤维螺中的细孔表面积为７０～９０ｍ
２·ｇ

－１，容积为０．０６～

０．０９ｍ３·ｇ
－１，细孔直径为３～４ｎｍ．通过研究微细孔体积的分布，得出３３７ｎｍ的细孔比例最大，比较

各种碳材料的表面积可知，双螺旋碳纤维螺的比表面积远比其他碳纤维的高得多．这表明双螺旋碳纤维

是性能优异的储氢材料，也可作为高效吸附剂和催化剂载体使用．Ｈｏｒｉｋｏｓｈｉ等
［４９］发现在微波条件下，

ＣＭＣｓ作为催化剂载体负载Ｐｄ，在甲苯溶剂中能够有效催化Ｓｕｚｕｋｉ?Ｍｉｙａｕｒａ偶联反应；ＣＭＣｓ作为催

化剂载体负载Ｐｔ可以实现无溶剂脱氢，将四氢化萘转化为萘；虽然ＣＭＣｓ的比表面积较活性炭（ＡＣ）

小，但ＣＭＣｓ的微波吸收效率高，且反应过程中不会产生影响产率的微等离子体．这表明，双螺旋碳纤

维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催化剂载体．

Ｆｕｒｕｙａ等
［５０］分别将双螺旋碳纤维、碳纳米管和活性炭在液氮温度和１０ＭＰａ的氢气中进行吸附实

验，通过测定室温下平衡压力来比较吸氢量．结果发现：双螺旋碳纤维的比表面积虽然远小于活性炭，但

是其吸氢性能（０．１２％～０．１６％）较活性炭和碳纳米管优异；在７００～１０００℃热处理除去未分解而沉积

的乙炔，吸氢量能够提高２０％；经２５００～３０００℃的高温处理后，吸氢性能明显下降．这是由于双螺旋

碳纤维在高温石墨化的过程中，边缘形成１０～２０单层石墨组成的胶囊结构所致．吴法宇等
［２０］通过对双

螺旋碳纤维与长直碳纤维的低温氮吸附等温线进行解析，发现长直碳纤维的中孔孔容量小，而且孔径分

布广，而双螺旋碳纤维不仅孔容量较大，且孔分布集中在３～４ｎｍ处．进一步通过对分子直径更小的氢

分子进行吸附实验表征更细小的孔结构，发现双螺旋碳纤维的储氢容量为１．９０％，明显高于长直碳纤

维的储氢容量的１．２４％．

２．５　犆犕犆狊作为模板制备螺旋结构或中空结构化合物

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５１］将双螺旋碳纤维作为生长模板，采用溶胶?凝胶法在溶剂作用下超声分散，将样品进

一步干燥后在空气中５００℃处理２ｈ除去双螺旋碳纤维，得到螺旋结构的ＴｉＯ２．Ｑｉｎ等
［５２］采用碳纳米

线圈作为模板，利用原子层沉积技术在其表面沉积一定碳层制备得到 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ＴｉＯ２，ＨｆＯ２ 和

ＺｎＡｌ２Ｏ４ 的纳米管，碳纳米线圈的去除是通过在５００℃空气中处理１ｈ实现的．此外，也可直接利用气

相渗碳技术高温裂解ＴｉＣｌ４ 等金属化合物，直接在双螺旋碳纤维表面进行渗透制备得到ＴｉＣ中空管状

纤维，不需要除去作为模板的双螺旋碳纤维［５３］．

２．６　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

Ｗａｎｇ等
［５４］将经过浓硝酸回流氧化处理的双螺旋碳纤维引入 Ｍｎ３＋组成ＣＭＣｓ／ＭＯＯＨ的复合材

料作为电容器电极材料．通过电化学性能测试，发现当扫描速度为２ｍＶ·ｓ－１时，比电容值达到最大值

３９６Ｆ·ｇ
－１；在２Ａ·ｇ

－１的电流密度下进行１００００次恒电流充放电循环测试，比电容只从１５０Ｆ·ｇ
－１

减小到１３７．６Ｆ·ｇ
－１，这表明ＣＭＣｓ／ＭＯＯＨ的复合材料是优异稳定的电极材料．

Ｒａｋｈｉ等
［５５?５６］将金属氧化物（ＲｕＯ２，ＭｎＯ２，ＳｎＯ２）的纳米晶粒分散到单螺旋碳纤维（ＣＮＣｓ）中得到

ＲｕＯ２／ＣＮＣｓ，ＭｎＯ２／ＣＮＣｓ和ＳｎＯ２／ＣＮＣｓ的复合材料．电化学测试表明：这三种复合材料作为电极使

用时的比电容分别为３１１，２１２和１３４Ｆ·ｇ
－１，电化学性能较金属氧化物纳米晶粒与多层碳纳米管

（ＭＷＣＮＴ）的复合材料更为优异．进一步研究单螺旋碳纤维与聚苯胺（ＰＡＮＩ）、单螺旋碳纤维与聚吡咯

（ＰＰＹ）的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发现ＰＡＮＩ／ＣＮＣｓ和ＰＰＹ／ＣＮＣｓ的比电容分别为３６０，２０２Ｆ·ｇ
－１．

２．７　生物医疗材料

双螺旋碳纤维独特的３Ｄ螺旋手性结构赋予其独特的性能，在生物医疗材料方面也可以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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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ｔｏｊｉｍａ等
［５７?６０］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作为添加剂添加到护肤中能够防止皮肤老化；和碳水化合物、

糖类一起封装到胶囊内，服用后能够用于抗癌及癌症预防；在水存在的条件下，超声作用能够产生活性

氧，可用于非入侵性癌症治疗；添加到硅橡胶中制成的复合材料有减缓疼痛程度的作用．Ｔｓｕｊｉ等
［６１］研

究了双螺旋碳纤维／硅橡胶复合材料减缓疼痛程度的作用，并对病人进行测试，证明确实能够吸收疼痛

传递的神经脉冲，减轻病人的疼痛程度．

双螺旋碳纤维还可以作为加热元件和场发射源等，但因为有关的报道不多，不再一一陈述．

３　研究展望

双螺旋碳纤维类似于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及其独特的电学性能、力学性能，在吸波材料、储氢材料、

传感器和生物医学材料等方面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基础与应用研

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目前，能够通过不同的催化剂和反应条件制备能够得到形貌规整、结构均一的

双螺旋碳纤维，也对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仍有一些关键性问题需要各国的研究者共同努力解决．首先，双螺旋碳纤维的长度和螺旋直

径的可控合成及不同手性双螺旋碳纤维的拆分，这对于双螺旋碳纤维作为吸波材料的使用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其次，现阶段对于螺旋碳纤维的应用研究相对于基础研究尚有不足．主要问题是由于其产量

太低、大批量制备困难、价格高昂，这成为双螺旋碳纤维进一步应用的一大阻碍．双螺旋碳纤维的连续

化、低成本、大规模的生产是其广泛应用的基础．因此，对于双螺旋碳纤维的合成工艺还需进一步开发，

真正运用到工业生产当中，这是将双螺旋碳纤维广泛应用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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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轮钢缓进给深磨的工艺可行性分析

栾晓圣，姜峰，言兰

（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齿轮钢４０ＣｒＮｉＭｏ为研究对象，保持金属去除率一定，改变磨削深度和工件进给速度，测量磨削力，

计算磨削力比和磨削比能．观察磨削表面微观组织变化，测量磨削表面粗糙度、表层亚表层微硬度变化、磨削

表面残余应力，探讨深切缓进给磨削在齿轮钢磨削过程中的工艺可行性．缓进给深磨对比试验表明：在等金属

去除率条件下，缓进给深磨的磨削表面质量较好，加工效率高，利用缓进给深磨加工齿轮钢进行去余量加工具

有很高的可行性；由于缓进给深磨热影响区较大，不适合于齿轮钢精密成形加工，必须增加精磨工序．

关键词：　齿轮钢；缓进给深磨；磨削力；磨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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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钢材料种类繁多，综合力学性能要求高，通常采用磨削加工．然而，在齿轮钢磨削加工过程中，

磨削温度高、砂轮磨损快、加工硬化趋势强，往往导致磨削加工效率低、表面质量差，进而导致生产成本

大幅度提高［１?３］．缓进给深磨是一种磨削深度大、切削弧线长、进给速度低的高效磨削加工方式．它不仅

能够保持传统磨削加工精度高的优势，而且具备刀具切削加工效率高的特点，可针对不同材料调整工艺

参数，实现良好的加工表面质量［４］．同时，由于缓进给深磨磨削深度进一步增大，导致磨削力增大，磨削

消耗的能量大部分转化为热能，使磨削区温度升高，产生砂轮磨损加剧、工件表面容易发生烧伤、金相组

织发生变化等不利影响［５?６］．众多学者在不同试验条件下对不同材料的缓进给深磨进行了相关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０７

　通信作者：　姜峰（１９８１），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精密与超精密加工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４０５１６８，５１２３５００４）；福建省高校杰出科研人才培育计划（ＪＡ１４０１３）；华

侨大学中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资助计划项目（１３Ｊ０５２１）；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１５１１３０３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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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７?１５］．基于此，本文测量磨削力，综合评价磨削表面质量，进而判断齿轮钢缓进给深磨的工艺可行性．

１　磨削试验设计

１．１　试验条件

齿轮钢４０ＣｒＮｉＭｏ，热处理后硬度为ＨＲＣ５２?５７，其化学成分Ｃ，Ｓｉ，Ｍｎ，Ｃｒ，Ｍｏ，Ｆｅ的质量分数分别

为０．３５％～０．４５％，０．１５％～０．４０％，０．４０％～０．７０％，１．０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８０％，余量．齿轮

钢４０ＣｒＮｉＭｏ的抗拉强度σａ为２０００ＭＰａ，屈服强度σｂ为１８００ＭＰａ，断面收缩率ψ为３５％，弹性模量

犈为２０６ＭＰａ，泊松比ν为０．２５～０．３０．平面磨削试样尺寸为３０ｍｍ×１５ｍｍ×１０ｍｍ．其中，１０ｍｍ为

砂轮宽度方向，３０ｍｍ为工件进给方向，１５ｍｍ为磨削深度方向．

磨削试验采用ＢＬＯＨＭ?ＰｌａｎｏｍａｔＨＰ４０８型高速精密平面成型磨床（德国Ｓｃｈｌｅｉｆｒｉｎｇ公司）．机床

的主轴功率为２４．５ｋＷ，主轴转速为０～８０００ｒ·ｍ
－１（无级调速），最大砂轮（直径×宽度×孔径）为

４００ｍｍ×８０ｍｍ×１２７ｍｍ，磨削面积为８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工件进给速度的可调范围为３０～４００００

ｍｍ·ｍｉｎ－１．

磨削试验使用砂轮（江西省南昌精益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的最大线速度为３５ｍ·ｓ－１．每进行一组

试验前，需对砂轮进行修整．Ｋｉｓｔｌｅｒ９２５７ＢＡ型三向动态压电晶体测力仪（瑞士Ｋｉｓｔｌｅ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ＡＧ

图１　磨削力测量的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公司）由测力平台、电荷放大器、数据采

集卡、微型计算机等元件组成．

根据实际试验参数，采样频率设置为１００００

Ｈｚ，测量的所有信号均经模数转换后存储入ＰＣ机，

利用ＤＥＶＥ软件采集、观察和记录．磨削力测量的原

理图，如图１所示．

１．２　磨削工艺参数

缓进给深磨试验工艺方案，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犪ｐ为磨削进刀量；犳为工作台进给速度；狏ｓ为砂轮线速度．

表１　缓进给深磨工艺方案

Ｔａｂ．１　Ｃｒｅｅｐｆｅｅｄ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工艺方案 犪ｐ，顺／ｍｍ 犪ｐ，逆／ｍｍ 犳／ｍｍ·ｍｉｎ
－１ 狏ｓ／ｍ·ｓ

－１

１ ０．０１ －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２ ０．１０ －０．５ １０００ ３５

３ １．００ －０．５ １００ ３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缓进给深磨的磨削力、磨削力比和磨削比能

缓进给深磨对比试验的磨削力（犉），如图２（ａ）所示．由图２（ａ）可知：在等金属去除率条件下，随着磨

削深度的增加，磨削力增大．缓进给深磨对比试验的磨削力比（犉狔／犉狓）和磨削比能（犝），如图２（ｂ），２（ｃ）

所示．由图２（ｂ），２（ｃ）可知：在等金属去除率条件下，随着磨削深度的增加，磨削力比减小，而磨削比能

有明显的升高．因此，缓进给深磨的磨床需具有足够的功率．然而，仅从磨削力、磨削力比和磨削比能方

面难以证明缓进给深磨的工艺可行性，还需对磨削表面质量进行分析．

２．２　表面粗糙度

采用白光干涉仪（德国ＺＹＧＯ公司）进行粗糙度测量，分别测量不同磨削工艺条件下得到的已加工

表面，取样面积为３．０９ｍｍ×１．４２ｍｍ．其中，３．０９ｍｍ为工件进给方向，１．４２ｍｍ为砂轮宽度方向．物

镜１０倍，测量模式为ＶＳＩ，全解析度，平行于测量表面横向分辨率为１．１μｍ，垂直于测量表面方向分辨

率为０．００１ｎｍ，拼接区域重合度为１０％．

结果显示：磨削深度为０．０１ｍｍ，工件进给速度为１００００ｍｍ·ｍｉｎ－１，得到的磨削表面粗糙度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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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磨削力　　　　　　　　　　　　（ｂ）磨削力比　　　　　　　　　　　（ｃ）磨削比能

图２　缓进给深磨对比实验的磨削力、磨削力比和磨削比能变化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ｉ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ｃｒｅｅｐｆｅｅｄｄｅｅｐ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最小为１．３８４μｍ；磨削深度为０．１０ｍｍ，工件进给速度为１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得到的磨削表面粗糙度

犚ａ最大为１．８４２μｍ；磨削深度为１ｍｍ，工件进给速度为１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得到的磨削表面粗糙度犚ａ

图３　测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为１．４９２μｍ，表明缓进给深磨的磨削表面粗糙度较

好．观察磨削表面的三维形貌可以发现：缓进给深磨得

到的磨削表面一致性最好，波谷波峰间距最小．因此，

缓进给深磨可达到已加工表面质量的要求．

２．３　磨削表层／亚表层的维氏硬度变化

利用离磨削表面不同深度的维氏硬度量化磨削表

面的变质情况，测点分布如图３所示．图３中：前５个

点间隔３０μｍ，后１０个点间隔６０μｍ；加载载荷为０．５

Ｎ；加载时间为１５ｓ；测量３个位置取平均值．

图４　缓进给深磨比较试验组的

　　磨削亚表层硬度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Ｖｉｃｋｅｒｓ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ｆｃｒｅｅｐ

ｆｅｅｄ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缓进给深磨比较试验组的磨削亚表层硬度的变化，如

图４所示．图４中：ＨＶ为维氏硬度；犱为亚表面层深度．由

图４可知：缓进给深磨的热影响区较大，磨削变质层约为１

ｍｍ；磨削变质层以软化层为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硬化层，

说明磨削温度的分布比较均匀，梯度较小．其他等金属去除

率的２组参数得到的磨削变质层较小，但磨削深度为１００

μｍ，工件进给速度为１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１的试验组出现了明

显的硬化层．因此，只要磨削液系统有足够的冷却能力，缓

进给深磨的磨削变质层可以得到很好地控制．如果将其应

用到精密成形加工，因为变质层的存在，需要配合一道精磨

工序．

２．４　磨削残余应力

图５　残余应力测量位置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Ｘ射线衍射应力测试使用Ｃｒ靶，电压为２０ｋＶ，电流为５ｍＡ，衍

射晶面为｛２１１｝，弹性模量为２１０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３，无应力衍射角为

１５６．４°，ψ选用０°，±２５°，±３５°，±４５°．测量２个方向的残余应力，狓方

向测得工件进给方向的残余应力，狔方向测得磨削宽度方向的残余应

力．采用互相关法确定Ｘ射线衍射峰的位置，计算峰偏移和残余应力．

残余应力的测量位置，如图５所示．在磨削宽度方向上等距测量５个点

的残余应力．缓进给深磨对比试验得到的工件进给方向和磨削宽度方

向的残余应力（狆），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在等金属去除率情况下，缓进给深磨表面工件进给

方向的残余应力略大于其他２个磨削工艺参数条件下的残余应力，而磨削宽度方向的残余应力和其他

９６６第６期　　　　　　　　　　　　　栾晓圣，等：齿轮钢缓进给深磨的工艺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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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工件进给方向　　　　　　　（ｂ）磨削宽度方向

　图６　磨削深度对工件进给方向与磨削宽度方向的残余应力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ｐｔｈ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ｆｅ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ｗｉｄ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个磨削工艺参数条件下的残余应

力相差不大．此外，在缓进给深磨条

件下，磨削表面残余应力的一致性明

显优于其他２个磨削工艺参数条件

下残余应力的一致性．因此，从残余

应力控制角度而言，缓进给深磨有一

定的可行性．

３　结束语

通过缓进给深磨对比试验发现，

在等金属去除率条件下，缓进给深磨

的磨削表面质量较好，加工效率高．

因此，利用缓进给深磨加工齿轮钢进行去余量加工具有很高的可行性．然而，缓进给深磨热影响区较大，

磨削后表面存在一定厚度的变质层，不适合于精密成形加工，必要时需配合一道精磨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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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降低座椅钩件的材料成本，采用 Ｈｙｐｅｒｗｏｒｋｓ软件建立某款客车后排３人座椅的有限元模型．基

于ＧＢ１４１６７－２０１３《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ＩＳＯＦＩＸ固定点及上固定点系统》进行座椅安全带固定点试验与

仿真，对比分析上、中、下３条绳索最大位移量，验证仿真模型有效．在仿真模型基础上，针对座椅后脚钩件提

出３组优化方案，选取最优方案，利用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模块对最优方案钩件进行尺寸优化．结果表明：在满足安全

带固定点试验法规的前提下，座椅钩件厚度从１０ｍｍ减至２．５ｍｍ；采用 Ｑ２３５材料代替原ＳＡＰＨ５９０材料，

可以降低座椅钩件成本．

关键词：　客车座椅；安全带；尺寸优化；汽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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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座椅作为乘员约束系统的主要安全部件，在汽车被动安全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汽车碰撞中

汽车座椅起着保持乘员生存空间，使其他约束装置实现保护效能的作用［１?９］．ＧＢ１４１６７－２０１３《汽车安

全带安装固定点、ＩＳＯＦＩＸ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规定座椅安全带固定点应具备的最低强度
［３］．

为了座椅及其固定件能够有效保护乘员的生命安全，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Ｋａｎｇ等
［４］通过分析

座椅安全带固定点强度，提出检查焊点断裂有效标准．Ｈｕ等
［５］使用有限元方法对大型客车的安全带固

定点强度进行分析．Ｓｏｍｓａｋ等
［６］研究在汽车发生前碰的情况下，身体尺寸小的孩子需要更向前的上安

全带固定点、内固定点和外固定点去避免滑脱．覃国周
［７］对汽车座椅安全带固定点常见失效形式及原因

进行探讨．谢晓波等
［１０］基于ＬＳ?ＤＹＮＡ，验证了运用有限元显式积分分析汽车安全带固定点强度的方

法．座椅是汽车约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企业对座椅的成本非常敏感．因此，在满足法规要求的

前提下，降低座椅的成本是有必要的．本文提出客车后排３人椅试验仿真与钩件尺寸优化．

１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１．１　座椅模型网格划分

选用的座椅为某款客车后排３人椅汽车，座椅主要由座椅骨架、海绵组成．座椅骨架大部分通过壳

单元模拟，坐垫泡沫由体单元模拟．对于该有限元模型，座椅骨架部分壳单元尺寸以４ｍｍ为主；座椅海

绵部分体单元尺寸以１０ｍｍ为主；刚性人体样块部分壳单元尺寸以２０ｍｍ为主．整个模型有１５５５７９

个节点，１７１２２１个单元，其中，三角形单元有３３５９个，占总单元的２％，满足小于５％的建模要求．座椅

骨架材料为钢材，座垫为泡沫材料．通过对座椅拉伸和压缩，获得材料数据．座椅安全带固定点试验及试

验有限元模型，如图１所示．

　　（ａ）座椅安全带固定点试验 （ｂ）座椅试验有限元模型

图１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１．２　边界条件的施加

由于试验设备的限制，实际通过试验机施加载荷的力值（犉）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施加载荷力

图２　试验机施加载荷的力值曲线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ｏｐｅｓｌｏａｄｉｎｇ

值曲设为加载边界条件．

按照国家标准ＧＢ１４１６７－２０１３《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

点、ＩＳＯＦＩＸ固定点及上固定点系统》，安全带固定点强度

试验有以下２个规定．

１）沿平行于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并与水平线成向上

（１０±５）°的方向施加１０％的综合预加载，然后，增加载荷至

总荷载．

２）通过绳索对上模块施加（１３．５±０．２）ｋＮ的试验载

荷，与此同时，对下人体模块施加（１３．５±０．２）ｋＮ的试验

荷载．在座椅质心施加一个相当于座椅总质量２０倍的力

值，３人座椅质量为２８．５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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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际试验对座椅施加荷载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ｂｕｓｓｅａｔ

绳索位置 犉１／ｋＮ 犞Ｆ／ｋＮ·ｓ
－１ 犉２／ｋＮ 狋／ｓ

上 １．７５５ ３．１５９ １７．５５０ ０．５

中 １．７５５ ３．１５９ １７．５５０ ０．５

下 ０．７２７ １．３０８ ７．２６９ ０．５

　　为了更好地验证座椅的强度，实际对座椅施加

的荷载为１．３倍的施加法规力值，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犉１ 为预紧力；犞Ｆ 为加载力速率；犉２ 为目标力

值；狋为达到目标力值保持时间．

２　座椅仿真分析及模型验证

对比试验和仿真分析结果的上、中、下绳索的最大位移，试验与座椅仿真的３根绳索最大位移分别

为试验值１８３．８ｍｍ（上绳索）、仿真值１８５．８ｍｍ（上绳索）；试验值８８．３ｍｍ（中绳索）、仿真值９１．３ｍｍ

（中绳索）；试验值１９１．３ｍｍ（下绳索）、仿真值１９７．５ｍｍ（下绳索）．通过对比上、中、下绳索最大位移值

可知：３根绳索试验和仿真的最大位移值的误差均在５％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建立的有限元模型是可

靠的，可以用于后面的优化分析．

３　后排座椅的后脚钩件优化

原座椅的钩件由ＳＡＰＨ５９０钢材、１０ｍｍ厚的单片钣金通过激光切割工艺制作，质量约２７８ｇ，达

到了安全带固定点强度试验的要求．为了降低钩件的成本，对其提出３种优化方案．方案１，将钩件改成

ＳＡＰＨ４４０钢材、３ｍｍ厚单片钣金凹槽式锁钩．方案２，将锁钩改成使用钢材、３ｍｍ厚的的凹槽锁钩．

方案３，基于方案２，通过铁片将凹槽尾钩相连．基于上述的３个方案，修改有限元模型，并通过有限元仿

真进行计算，验证方案可行性．上述改进方案，如表２所示．

表２　钩件优化方案

Ｔａｂ．２　Ｈｏｏｋ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材料 ＳＡＰＨ５９０ ＳＡＰＨ４４０ Ｑ２３５ Ｑ２３５

厚度／ｍｍ １０ ３ ３ ３

图示

　　通过仿真分析，可得方案１、方案３通过法规ＧＢ１４１６７－２０１３的安全带固定点强度试验，方案２不

能通过，确定方案３为最优方案．座椅钩件优化方案仿真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

（ａ）方案１ （ｂ）方案２ （ｃ）方案３

图３　钩件３种优化方案仿真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３ｈｏｏｋ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４　座椅钩件厚度尺寸的优化

上述优化方案是通过更改钩件的结构、材料、尺寸厚度达到优化效果．为了达到更省成本的目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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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后脚钩件优化．选取上述最优方案，通过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模块对后脚钩件进行尺寸优化，以期得到

最省材料的方案．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结构优化模块，包括拓扑优化、尺寸优化、形貌优化和自由形状优化．文中

以后脚钩件的质量最小为目标函数进行优化，尺寸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９?１１］为

Ｍｉｎｉｓｉｚｅ：犳（犡）＝犳（狓１，狓２，…，狓狀）．

Ｓｕｂｊｅｃｔ：犵犻（犡）≤０，　　犼＝１，…，犿．

犺犽（犡）≤０，　　犽＝１，…，犿．

犡Ｌ犻 ≤犡犻≤犡
Ｕ
犻，　　犻＝１，…，狀

烍

烌

烎．

模型中：犡＝（狓１，狓２，…，狓狀）为设计变量；犡
Ｌ
犻 和犡

Ｕ
犻 为变量犡 的上下限；犳（犡）为设计目标；犵犻（犡）和

犺犽（犡）为需要进行约束的相应设计．

整个后脚钩件的厚度一致，定义离散变量犡＝（狓１，狓２，…，狓狀），其中，犡
Ｌ
犻＝１ｍｍ，犡

Ｕ
犻 ＝３ｍｍ分别

设为上下限值，定义增量为０．１ｍｍ．

对后脚钩件进行强度约束，根据材料力学强度公式，对于塑性材料，其许用应力值计算公式［１１］为

［σ］＝ ［σｓ］／狀ｓ．

式中：σｓ为材料的屈服极限；狀ｓ为材料的安全系数．

该后脚钩件材料Ｑ２３５，取安全系数为１．５，计算出的许用应力为［σ］＝１５６．６７ＭＰａ．因此，当试验过

程中座椅最大应力≤［σ］时，才能满足强度要求．

对安全带固定点试验进行静力分析，取加载力值达到峰值时的座椅状态，由对安全带加载的力值转

化为对各安全带固定点的力，作为座椅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优化模型的边界条件．对座椅骨架上的安全带固定点

沿安全带方向施加１７．９ｋＮ的力值，对靠骨架上的安全带固定点沿安全带方向施加２０．３ｋＮ的力值，

对靠骨架安全带导向处沿安全带方向施加两个２０．３ｋＮ的力值，如图４所示．

（ａ）座骨架上的安全带固定点 （ｂ）靠骨架上的安全带固定点 （ｃ）靠骨架安全带导向点

图４　静力力值施加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ｃｆｏｒｃ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模型经优化仿真计算得到后脚钩件厚度优化结果由原厚度３ｍｍ优化为２．４３ｍｍ，如图５所示．通

过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优化可知，后脚钩件的最终优化结果为２．４３ｍｍ，取整为２．５ｍｍ，带入原计算模型验证．

座椅满足安全带固定点试验，钩件没有被拉脱，优化方案可行，其验证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５　后脚钩件尺寸优化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ｉｚ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ａｒｈｏ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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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试验初 （ｂ）试验中 （ｃ）试验后

图６　优化后的座椅安全带固定点试验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ａｔｂｅｌｔ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５　结束语

建立某款３人后排座椅有限元模型，通过与试验对比验证其有效性．为了降低座椅成本，提出座椅

钩件的３种优化方案，选取最优的优化方案，并通过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模块进行钩件的厚度优化．最后，实现了

将后脚钩件材料由ＳＡＰＨ５９０替换为Ｑ２３５钢材，将厚度１０ｍｍ减少为２．５ｍｍ，质量约为２０６ｇ，较原

钩件减少２５％的质量，并可通过激光切割制作，没有增加工艺难度，得到了良好的优化结果，降低了座

椅钩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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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器操纵面嗡鸣的非结构网格

并行计算方法

幺虹，郭承鹏，张颖

（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高速高雷诺数气动力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３４）

摘要：　为了数值模拟飞行器操纵面的嗡鸣现象，在集群计算机 ＭＰＩ并行计算环境下建立基于三维非定常欧

拉方程耦合结构运动方程的嗡鸣计算方法．气动流场求解采用基于非结构网格的中心有限体积法进行空间

离散，时间推进采用双时间方法，结构运动方程采用Ａｄａｍｓ预估校正方法求解．针对翼面与操纵面缝隙间存

在的网格运动问题，在非结构网格系统上采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图映射方法实现网格的运动变形．最后，使用飞行器

操纵面标准嗡鸣计算模型对计算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并行计算方法正确，程序具有很好的计算

效率，能够对飞行器操纵面嗡鸣进行高效的数值分析．

关键词：　嗡鸣；飞行器；操纵面；并行计算；动网格；Ａｄａｍｓ预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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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ｕａｌｔｉ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ａｍ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ｇｒｉｄｍｏ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

ｆａｃｅ，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ｓｗｅｒ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ｉｍａ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ｕｎ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ｂｕｚｚ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ｔｈ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ｏｄ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ｕｚｚ；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ｓｈ；Ａｄａｍ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飞行器操纵面嗡鸣是飞行器在跨音速飞行阶段发生的一种操纵面单自由度振动［１］，其本质特征与

多模态耦合的经典弯／扭型颤振是完全不同的．Ｐａｒｋｅｒ等
［２］对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的三维机翼操纵

面标准模型（ＮＡＳＰ）开展了嗡鸣响应特性的分析研究，发现操纵面上激波的运动和操纵面振动之间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１０

　通信作者：　幺虹（１９６３?），女，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飞行器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６１７１６２９５０＠ｑｑ．ｃｏｍ．

　基金项目：　航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ＺＡ２７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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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差造成了嗡鸣现象．Ｄａｖｉｄ
［３］建立了操纵面偏转状态和铰链力矩之间的数学模型．Ｏｄｄｖａｒ

［４］使用

Ｅｕｌｅｒ方程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跨音速副翼嗡鸣现象．刘千刚等
［５］使用ＣＦＤ手段开展了跨音速操纵面

嗡鸣Ｈｏｐｆ分叉分析及结构参数对嗡鸣特性影响的研究．史爱明等
［６］基于Ｅｕｌｅｒ方程，使用单自由度方

法对机翼嗡鸣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张伟伟等
［７］基于Ｅｕｌｅｒ方程分析了二维翼型模型的Ｂ型和Ｃ型嗡

鸣特性．杨国伟等
［８］基于多块结构网格研究了飞机副翼嗡鸣现象．对于飞行器操纵面嗡鸣现象，激波及

流动分离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非定常气动力和激波与操纵面相互干扰的特点，数值模拟计

算量非常巨大，所以准确、高效的数值预测飞行器操纵面嗡鸣，对计算方法有较高的要求．本文研究在集

群 ＭＰＩ并行计算环境下的飞行器操纵面嗡鸣计算方法和程序，采用 ＭＰＩ进行并行化处理以进一步提

高计算效率，最后使用飞行器嗡鸣标准计算模型对计算方法和程序进行验证计算．

１　计算方法

１．１　非定常气动力计算方法

非定常气动力计算的控制方程采用三维可压缩非定常积分形式的欧拉方程，其守恒形式为



狋Ω
犠ｄΩ＋Ω

犉犕
ｃｄ狊＝Ω

犙ｄΩ． （１）

式（１）中：犠＝［ρ，ρ狌，ρ狏，ρ狑，ρ犈］
Ｔ；犉犕ｃ ＝犉ｃ－犞ｔ犠；犉ｃ＝（ρ犞，ρ狌犞＋狀狓狆，ρ狏犞＋狀狔狆，ρ狑犞＋狀狕狆，ρ犎犞）

Ｔ．

其中，ρ，狌，狏，狑，犈分别为密度、三个方向的速度分量及单位质量气体的总能源项；犞ｔ为控制体界面的网

格运动速度在界面法向的投影．

对方程（１）在空间方向上采用有限体积法进行离散，在时间方向上采用二阶精度的双时间方法进行

离散，在伪时间上采用龙格－库塔方法进行推进．

１．２　操纵面结构运动方程求解

飞行器操纵面的运动可以用单自由度的结构运动方程描述［３］，忽略阻尼项，其具体形式为

犐β
ｄ２β
ｄ狋２
＋犓ββ＝犕β． （２）

式（２）中：β为操纵面偏角；犐β，犓β，犕β 分别为操纵面转动惯量、铰链刚度和气动力对铰链轴的力矩．其

中，犐β＝犿狉
２

β犫
２，犓β＝犐βω

２

β
，犿为操纵面质量，狉β为操纵面相对转轴回转半径的无量纲量，ωβ 为操纵面自

然振动频率，半弦长犫＝０．５犮．

为便于结构运动方程的求解，将二阶微分方程降阶，引入变量犈＝［β　

β］

Ｔ，则犈τ＝［β　̈β］
Ｔ，然后采

用二阶预估?校正法求解．

１．３　非结构动网格方法

当前针对含运动边界的网格方法主要有网格变形方法、网格重构法［９］、浸入边界法［１０?１１］和嵌套网格

法［１２］．除网格变形方法外，其他的动网格方法均要对流场进行插值，因而在非定常计算过程中会损失精

度，文中采用不增加或减少网格节点并保持原网格拓扑结构的网格变形方法．近年来研究较多的径向基

函数（ＲＢＦ）动网格方法是Ｂｏｅｒ等
［１３］于２００７年首次提出，也是一种需要全局信息的动网格方法，其计

算精度高，但效率低．

考虑到翼面操纵面缝隙间网格运动效率与鲁棒性要求，采用非结构网格进行计算，使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方法实现网格的运动变形，具体有如下４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收集所有边界点，生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景网格图．

步骤２　建立计算网格节点和背景网格间的对应关系，计算插值权重系数．

步骤３　背景网格的运动和变形．

步骤４　回插，插值公式为狓Ｓ＝∑
４

犻＝１

狓犅犻·犠犻．其中：狓Ｓ为待插值空间点的坐标；狓犅犻为空间点犛插值

所用的背景网格单元（四面体）第犻个点的坐标；犠犻为与之对应的权重系数．

考虑到在整个计算过程中计算网格节点和背景网格单元之间的对应关系保持不变，即背景网格只

需生成一次，同时为了便于实现网格变形模块的并行化，因此在程序设计上将前两步放到前处理程序进

７７６第６期　　　　　　　　　　　幺虹，等：飞行器操纵面嗡鸣的非结构网格并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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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然后，将处理好的背景网格相关信息放到各个分区网格中，减少了实际并行计算过程中各线程

（ａ）运动前　　　　　　　　　　（ｂ）运动后

图１　非结构网格运动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ｓ

之间的数据传递量．

使用文中开发出的基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

景网格动网格方法对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翼型进

行刚体旋转，动网格效果如图１所示．通过

实际测试表明，使用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景网

格的动网格方法能够快速实现网格运动．

２　嗡鸣程序并行化设计

在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研发

的非结构混合网格流场计算软件 ＵＮＳＭＢ

的基础上进行嗡鸣程序设计．图２为嗡鸣

程序的整体计算流程．在图２中，除了非定常流场并行求解以外，还需对操纵面的气动力矩、ＣＳＤ计算

图２　嗡鸣程序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ｂｕｚｚｐｒｏｇｒａｍ

模块和更新网格几何数据进行并行化处理．

操纵面气动力矩计算并行化设计的思路

是，在每个物理时间开始之前（狀－１时刻），各

进程分别计算本分区的操纵面气动力矩，使用

ＭＰＩ＿Ａｌｌｇａｔｈｅｒ将各区计算的气动力矩收集

起来，在主进程中求和得到整个操纵面的气动

力矩．在主进程进行结构运动方程的求解，可

得到操纵面偏转角β，并输出该时刻的时间值

及偏转角．然后，使用 ＭＰＩ＿Ｂｃａｓｔ将偏转角β
值发送到各个进程中，而各进程根据β值分别

对该分区操纵面（仅操纵面物面表面网格）进

行绕空间轴线旋转操作．使用 ＭＰＩ＿Ｓｅｎｄ和

ＭＰＩ＿Ｒｅｃｖ将各进程上各分区的操纵面网格

坐标收集到主进程当中，更新物面网格．

由物面网格、对称面网格、远场网格和足

够大的一个背景网格区域，使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方

法生成背景网格．空间网格点就被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背景网格分区了，可以使用４个体积比表达的

权值来表示空间网格点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景网格

中的具体位置．物面边界更新之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背景网格各点的位置更新，空间网格随之更新．在此过程中，可以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景网格生成放到前处理

部分．如此各分区更新操纵面表面网格之后，在本区就可以完成本区空间网格的更新，然后各进程分别

对本分区的新网格点重新计算控制体几何信息、网格速度等．总体流程有如下６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前处理．使用 Ｍｅｔｉｓ进行网格分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景网格生成及网格点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背景图映

射关系建立及权值的计算．

步骤２　气动力矩计算．每个物理时间步开始之前并行化计算气动力矩．

步骤３　结构运动方程求解．仅在主进程进行结构运动方程求解，然后将求解得到的操纵面偏转等

信息发送到所有进程，并进行时间层的切换．

步骤４　网格运动．在各区上分别进行操纵面偏转操作，操纵面网格发生改变，然后使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图映射法对空间网格进行运动．空间网格运动充分利用前处理分区信息及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图映射的映射关

系不变的特点，方便进行并行化．

步骤５　处理网格几何信息．对更新后的网格计算法矢、面积、体积等几何信息，计算网格速度．

８７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步骤６　进行下一时间步的流场计算．

嗡鸣计算程序并行化处理的关键是背景网格的处理，它充分利用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图映射方法并行化程

序设计方便、计算效率高的优点．经算例测试，该嗡鸣算例使用欧拉方程串行计算一个状态推进０．５ｓ

（时间步长０．０００１ｓ）约需７ｈ，而采用并行计算，其总时间约４ｈ，并行效率基本呈线性关系．

３　犖犃犛犘标模嗡鸣计算

３．１　计算模型及网格

ＮＡＳＰ系列机翼是用于进行跨音速操纵面嗡鸣实验的一组不同平面形状的全翼展操纵面机

翼［２，１４］．计算所采用的模型为ＮＡＳＡ三维操纵面标准模型ＮＡＳＰ，如图３所示．模型相关参数如下：操纵

面质量犿＝０．２６７６２４ｋｇ，操纵面弦长犮＝０．１０１６ｍ，转动频率犳＝１６．５Ｈｚ，转动惯量犐β＝８８．１７Ｍｇ·

ｍ２，转动刚度犓β＝９．４８４３Ｎ·ｍ·ｒａｄ
－１，其他几何参数详见文献［２］．计算采用非结构纯四面体网格，

整体计算域和计算网格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网格节点数约８万个．

　　　　图３　ＮＡＳＰ嗡鸣计算标准模型　　　　　　　　图４　ＮＡＳＰ模型表面及对称面计算网格

Ｆｉｇ．３　ＮＡＳＰｂｕｚｚ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ｏｄｅ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ｐｌａｎｅｆｏｒＮＡＳＰｍｏｄｅｌ

（ａ）犕＝０．９８，犙＝１．５３２２ｋＰａ

３．２　计算结果分析

对ＮＡＳＰ标模犕＝０．９８，犙＝１．５３２２ｋＰａ工况的嗡鸣特

性进行了计算．经过测试研究表明，非定常计算的内迭代步数

和时间步长对计算结果（如嗡鸣的边界）有极大的影响．为此，

选取时间步长为５×１０－５ｓ，内迭代步数为２０步进行计算．共

有８０万个迭代，计算使用集群计算机环境，共使用ＣＰＵ核心

２４个，机时４ｈ．在不同风洞试验条件下计算得到操纵面偏角

随着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ａ）可知：在０．５ｓ之前，操纵面偏角呈发散状态；到

０．５ｓ之后，操纵面偏角在振幅９．３°做极限环振荡，计算结果

　（ｂ）犕＝０．９６，犙＝２．０８２８ｋＰａ　　　　　　　　　　　　（ｃ）犕＝１．３０，犙＝１．８１９４ｋＰａ

图５　不同风洞试验条件下操纵面偏角随时间的变化历程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ｓ

与试验结果一致［２］．假使操纵面转轴强度足够大，则操纵面在此状态下将以振幅９．３°做极限环振荡，振

９７６第６期　　　　　　　　　　　幺虹，等：飞行器操纵面嗡鸣的非结构网格并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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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频率２５．３Ｈｚ，若结构强度不够，则在此状态，操纵面结构发生破坏．从图５（ｂ），（ｃ）可知：当把犕 值降

低到０．９６或提高到１．３时，操纵面偏角随时间变化呈收敛趋势．计算结果表明，在犕＜０．９６或犕＞１．３

时操纵面不会发生嗡鸣（等幅的极限环振荡）现象．

４　结束语

在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ＵＮＳＭＢ软件的基础上，基于集群计算机 ＭＰＩ并行计算环境，研

究了飞行器操纵面嗡鸣计算方法和程序模块，并对ＮＡＳＰ操纵面嗡鸣标模进行了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所提出的嗡鸣并行计算方法和程序模块能够高效、高精度地模拟操纵面嗡鸣现象，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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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微型车前悬架纵倾仿真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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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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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ＡＤＡＭＳ／ＣＡＲ建立前麦弗逊悬架模型和双轮平跳分析，评估某微型车轮跳对其车轮定位参数、

悬架刚度及悬架点／抬头量的影响．针对点／抬头量过大的问题，采用Ｄ?最优试验设计方法，对下摆臂硬点坐

标和弹簧刚度进行灵敏度分析，进而降低点／抬头量，并确保车轮定位参数变化合理．研究表明：该车车轮定位

参数和悬架刚度变化趋势合理；下摆臂内侧硬点狕向坐标、弹簧刚度对点／抬头量影响较显著；当减小下摆臂

前铰狕向坐标或增大下摆臂后铰狕向坐标和弹簧刚度，点／抬头量明显减小，车轮定位参数仍在允许范围内．

关键词：　微型车；麦弗逊悬架；车轮定位参数；点／抬头量；灵敏度；ＡＤＡＭＳ／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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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良好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微型车在汽车市场中受到消费者的亲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国微型车

每年产销量近３００万辆．该类车型设计与制造成本有限，如何在确保微型车经济性的前提下提高其性能

是设计人员的重要课题．麦弗逊悬架作为微型车最常用的前悬结构之一，其运动特性的优劣关系到整车

的操纵稳定性和平顺性［１］．国内外学者对麦弗逊悬架开展了有益的研究
［２６］，但这些研究多关注轿车车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３０２

　通信作者：　韩锋钢（１９６５），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车辆整车及过程质量评价方法、客车研发质量控制及项目管理

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３６０６０１７０８３＠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５０５４０３）；国家高端外国专家基金资助项目（ＧＤＴ２０１５３６０００６５）；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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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定位参数的问题．然而，微型车轴距短，纵倾运动问题突出，关于其纵倾运动学特性研究亟需开展．本

（ａ）三维模型　　　　　（ｂ）仿真模型

图１　微型车前悬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ｉｎｉｃａｒｆｒｏｎｔ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文对某微型车麦弗逊悬架开展纵倾动力学特性研究．

１　方法与材料

在设计软件ＣＡＴＩＡ中建立该微型车前悬架三维模

型，如图１（ａ）所示．在 ＡＤＡＭＳ／ＣＡＲ中建立该车前悬

架仿真模型，如图１（ｂ）所示．

前悬架仿真模型一般装配有转向系统，以构成较完

备的前悬系统，并对部件结构进行简化处理．下摆臂简

化成较大的三角块，通过弹性衬套与副车架相连，并通

过球铰与转向节相连；转向节简化为较小的三角块，通过旋转副与轮毂相连；减震器上端通过弹性衬套

与车架相连，下端固定在转向节上；螺旋弹簧环绕在减震器的外筒上，上端通过弹性衬套与车架相连；转

向横拉杆通过恒速副与齿轮齿条式转向系相连；将悬架和转向系统装配在激振实验台上，从而构成完备

的前悬分析模型．

满载初始前悬参数：簧上质量为６５０ｋｇ；簧下质量为１００ｋｇ；偏频为１．４Ｈｚ；外倾角为０°；前束角为

０°；主销内倾为１０°；主销后倾为２．５°．轮胎为１７５＿７０Ｒ１３型子午线轮胎，制动比分配为５５％．前轮平行

跳动试验模拟车轮遇到类似减速带的障碍物和汽车加减速车身纵倾等工况的悬架运动，将台架上下跳

动位移设置为５０ｍｍ，使双轮同步上下跳动，后处理获得车轮跳动时主要性能参数的变化规律．

２　仿真与分析

２．１　车轮定位参数

车轮定位参数随轮跳（狊）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随车轮上下跳动５０ｍｍ，外倾角变化

范围为－０．４６°～０．９０°，相比于初始外倾角，变化幅度较小，随着车轮上跳有负外倾角趋势；主销后倾角

与主销内倾角变化范围分别为２．３３°～２．７４°和８．７５°～１０．７０°，变化幅度较小，并随轮跳有增大趋势；前

束角变化范围为－０．３２°～０．２５°，变化幅度非常小，并有负前束变化趋势．

参照《汽车工程手册：设计篇》［７］和设计经验，主要从２方面评价车轮定位参数变化是否合理：一是

车轮定位角随轮跳变化范围，且变化幅度小；二是随轮跳变化趋势．以车轮上跳５０ｍｍ为例，外倾角变

化范围通常为－２．０°～０．５°，且要求上跳时有负外倾角变化趋势，下落时相反．车轮上跳时，前束角变化

范围为０°～－０．５°，并具有负前束趋势．通常合理的主销后倾角设计范围为０°～３°，并要求后倾角具有

随车轮上跳而增加的趋势，抵消制动点头时后倾角减小的趋势．主销内倾角推荐设计范围为７°～１３°，并

要求具有随车轮下落而减小，上跳而增加的趋势．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该车前悬架车轮定位参数变化幅度小，变化范围和趋势合理，符合设计要求．

２．２　悬架刚度

悬架刚度（犓）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车轮上下跳动５０ｍｍ，悬架刚度变化范围为

　　图２　车轮定位参数变化曲线 图３　悬架刚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ｗｈｅｅ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ｗｈｅｅｌ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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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２８．３Ｎ·ｍｍ
－１；在车轮上跳过程中，悬架刚度呈增大趋势，且具有弱非线性特性．这种变化趋势

较为合理，可防止簧上质量变化时引起过大的悬架变形［８?９］．

２．３　点头量和抬头量

制动点头量（犇）和加速抬头量（犔）变化曲线，如图４，５．由图４，５可知：随车轮上下跳动５０ｍｍ，点

头量变化范围为１７．４～２１．２ｍｍ·ｇ
－１；抬头量为２０．２～２３．３ｍｍ·ｇ

－１．随车轮上跳都有减小趋势，但

点／抬头量都较大，抗轴荷转移能力较差，需要改进［８?９］．

　　图４　制动点头量变化情况 图５　加速抬头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ｉｖｅｂｒａｋｉｎｇ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ｆ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　优化试验分析

３．１　试验设计

采用Ｄ?最优试验矩阵设计，它是根据最小化规则从大量候选因素中随机抽取的行所组成，因而，将

系数不确定性降至最低，提高了模型覆盖的深度与广度．优化试验方案，如图６所示．

图６　优化试验方案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

考虑到前悬结构硬点改变对车轮定位参数产生不

利影响，其硬点变化范围不宜过大，左右摆臂和拉杆对

称分布，采用左边下摆臂前后铰硬点（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狓，ｌｃａ＿

ｆｒｏｎｔ＿狔，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ｌｃａ＿ｒｅａｒ＿狓，ｌｃａ＿ｒｅａｒ＿狔，ｌｃａ＿ｒｅａｒ＿

狕）和横拉杆内侧硬点（ｔｉｅｒｏｄ＿ｉｎｎｅｒ＿狓，ｔｉｅｒｏｄ＿ｉｎｎｅｒ＿狔，

ｔｉｅｒｏｄ＿ｉｎｎｅｒ＿狕）为试验变量，水平范围为±１０ｍｍ．根据

偏频变化范围较小要求，对弹簧刚度变量设计水平范围

为±２０％．

由于改变硬点会影响到车轮定位参数的变化，故优

化目标选择，４个车轮定位角绝对值的最小值和悬架刚

度为次要优化目标，抬头量和点头量最小值为主要优化

目标，并对主要和次要目标进行不同权重加权．抬头量和点头量加权系数为１，车轮定位参数和悬架刚

度加权系数为０．５．为了便于表示，将下摆臂前后铰点坐标按（狓，狔，狕）分别设为犳１～犳３ 和狉１～狉３，横拉

杆内侧坐标设为狋１～狋３，弹簧刚度因素水平设为狊１．

对１０因素３水平Ｄ?最优化试验矩阵进行６６次迭代，在ＡＮＯＶＡＩ工具箱中，对近似数学模型进行

拟合优度分析犚２ 为１，犚２ａｄｊ为１，均大于０．９，说明近似数学模型拟合较好，且犚／犞＞１０，说明拟合结果可

靠度高［１０］．

３．２　灵敏度分析

点头量和抬头量灵敏度（δ）分布情况，如图７，８所示．由图７，８可知：下摆臂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ｌｃａ＿ｒｅａｒ＿狕

的坐标和弹簧刚度对点／抬头量影响最显著；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的坐标对试验响应的影响为正，即试验因素

增加时，目标响应有增大趋势，且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的坐标对于抬头量灵敏度略大于点头量．

需要指出的是，ｌｃａ＿ｒｅａｒ＿狕的坐标和弹簧刚度对点头量响应的影响分别为－３３．７７％，－３３．０２％，

对抬头量响应的影响分别为－３３．０４％，－３１．５７％，即增大ｌｃａ＿ｒｅａｒ＿狕的坐标和弹簧刚度时，目标响应

有降低的趋势．其余因素的灵敏度相对较小，对点／抬头量的相应影响不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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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点头量灵敏度分布情况 图８　抬头量灵敏度分布情况

　　　Ｆｉｇ．７　Ｄｉｖｅｂｒ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Ｆｉｇ．８　Ｌｉｆ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次要响应灵敏度，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α１ 为外倾角；β为前束角；α２ 为主销后倾；α３ 为主销内倾；犓

为悬架刚度．

由表１可知：下摆臂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的坐标对前束角影响显著，且试验响应的影响为负，即增加ｌｃａ＿

ｆｒｏｎｔ＿狕的坐标时，目标响应有降低的趋势．这与点／抬头量的目标响应相反，当减小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的坐

标，有增大前束角的不利趋势．ｌｃａ＿ｒｅａｒ＿狕的坐标与点／抬头量的目标响应一致．下摆臂狕向坐标和弹簧

刚度对外倾角、悬架刚度的响应与点／抬头量的目标响应一致，对主销内倾角和后倾角响应不够显著．

忽略不显著因素，根据权重关系综合考虑前束角变化的范围和趋势，制定优化方案．显著因素优化

前后对比，如表２所示．

表１　次要响应灵敏度

Ｔａｂ．１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次要响应 δ（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 δ（ｌｃａ＿ｒｅａｒ＿狕）／％ δ（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α１ ５１．６３ －２４．８１ －０．６７

β －７６．６５ －６８．２０ ０．９８

α２ ８．５０ －７．３４ ０．０３

α３ －２．９１ ０．０４ ０．０７

犓 ３２．２３ －２５．１２ ７６．４０

表２　显著因素优化前后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试验因素 ｌｃａ＿ｆｒｏｎｔ＿狕／ｍｍ ｌｃａ＿ｒｅａｒ＿狕／ｍｍ 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优化前 ２２３ ２２３ １．０

优化后 ２１７ ２３３ １．２

３．３　优化前后对比

将优化方案中优化后的硬点和弹簧刚度替换到模型中，再进行一次双轮平行跳动仿真．优化前后的

点／抬头量对比，如图９，１０所示．由图９，１０可知：优化后点头量变化范围下降到１０．８～１３．９ｍｍ·ｇ
－１；

　　图９　优化前后点头量对比 图１０　优化前后抬头量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ｂｒａｋｉｎｇ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ｂｒａｋ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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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量下降到１２．１～１４．４ｍｍ·ｇ
－１．

优化前后前束角（β）和悬架刚度对比，如图１１，１２所示．由图１１，１２可知：优化后前束角变化范围下

降到－０．１°～０．１°，并随轮上跳仍保持负前束变化趋势；优化后悬架刚度提升到２６．４～３３．５Ｎ·ｍｍ
－１，

且前悬架偏频仅增大７％，达到１．５Ｈｚ左右，对整车平顺性影响在允许的范围内
［１１］．

　　图１１　前束角优化前后对比 图１２　悬架刚度优化前后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ｈｅｅｌ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４　结论

通过对前悬架仿真分析和优化，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该车车轮定位参数变化范围和趋势合理，悬架刚度变化趋势比较有利，但存在点／抬头量较大的

问题．

２）下摆臂狕向坐标和弹簧刚度对点／抬头量的目标响应影响较显著．下摆臂前铰狕向坐标对前束

角响应为负，这与对点／抬头量的目标响应相反．

３）通过对下摆臂前铰点狕向坐标减小６ｍｍ，后铰点狕向坐标增大１０ｍｍ，弹簧刚度增大２０％，点／

抬头量明显减小；前束角变化范围减小，悬架刚度增大；平顺性的评价指标偏频仍在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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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ＡＢＡＱＵＳ建立新型组合柱的有限元模型，对组合柱低周往复荷载作用下的全过程进行数值仿

真，分析新型组合柱的受力机理．研究表明：按照“强柱弱阻尼”理念合理设计的新型组合柱具有良好的抗震性

能；大位移角下塑性变形集中于软钢阻尼器，能有效地控制结构的损伤部位，并实现震后的快速原位修复．

关键词：　组合柱；性能可恢复；原位修复；抗震性能；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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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ｒｅｐａｉｒａｂｌｅ?ｏｎ?ｓｉｔｅ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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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ｅｐａｉｒａｂｌｅ?ｏｎ?ｓｉｔ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在结构工程领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抗震建筑结构损伤部位的可控性和良好受力性能的要求能够

有效控制结构的损伤程度，并成为今后性能化抗震设计的重要内容［１］．结构震后损伤的快速修复和建筑

功能的快速恢复越来越得到结构工程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２?５］．对于ＲＣ（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框架在较大地震作用下，按现行抗震规范设计的梁铰机构框架仍不可避免地会在底

层柱下端出现塑性铰，震后难以修复或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课题组针对ＲＣ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ｔｏｓｔｅｅｌｂｅａｍ）混合结构
［７?９］或ＲＣ框架结构的底层ＲＣ柱脚，提出了两种新型装配式震损

可更换组合柱拼装节点构造［１０］，完成了９个大比例组合柱试件的低周反复加载试验
［１１］．研究表明：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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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柱试件损伤部位集中于可更换消能件处，实现了预期的破坏模式和快速修复功能．为进一步优化

图１　可原位修复组合柱脚

构造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ｐａｉｒａｂｌｅ?ｏｎ?ｓｉ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

ＲＣ柱脚可替换构造，本文在课题组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带软

钢阻尼器的新型组合柱脚［１２］．

１　新型组合柱简介

１．１　构造及工艺

为改善框架结构柱脚的受力性能，提高其装配施工的适应性，实

现震损框架柱脚的原位修复，提出一种可原位修复的带位移型软钢

阻尼器的新型组合柱构造形式，如图１所示．组合柱脚主要由柱脚钢

板桶、软钢阻尼器和与之相应的Ｔ型连接板组成．

钢板桶与混凝土柱浇筑成为一整体，其内侧设置有栓钉，内嵌于

钢筋混凝土柱上，可用于抵抗钢板桶所受到的剪力和掀起力；连接板

Ｔ型头部固定安装在地梁上，外侧设置有三角形加劲肋，可以提供连

接板水平方向的抗剪强度；软钢阻尼器通过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便于拆卸安装；同时，在满足结构刚

度需求的前提下，软钢板上开设的长槽为结构提供良好的耗能能力．新型组合柱脚构造可置于建筑地面

以下，并不影响建筑的正常使用．

在大地震作用下，当新型组合柱柱脚遭受较大损害时，只需将软钢阻尼器拆卸替换．阻尼器位于柱

子周边，可以很方便地实现原位替换．

１．２　受力机理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轴力通过ＲＣ柱及柱脚钢板桶传递至地梁，软钢阻尼器不参与受力；在水平荷

载作用下，通过柱身产生侧向倾斜，由柱脚钢板桶带动软钢阻尼器的耗能板产生竖向平面内的剪切变

形，并提供柱脚抗弯承载力．软钢阻尼器耗能板屈服产生较大的塑性变形，吸收并耗散大部分的地震能

量，保护ＲＣ柱脚组合柱不受损坏，从而保证结构竖向承载力的稳定性．

小震时，合理设计的软钢耗能板通过平面内受力，提供足够的强度和较大的初始刚度，各构件均处

于弹性状态，保证结构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完好功能．

大震时，柱脚转动超过弹性变形极限，软钢阻尼器发生剪切屈服，在保证柱脚受弯承载力不降低的

前提下，消耗地震能量，很好地保护结构柱不发生破坏，保证结构不发生倒塌．

２　组合柱承载力计算

强柱弱阻尼的设计是保证新型组合柱损伤可控和震坏可修复的前提．软钢阻尼器的屈服强度

（犞ｙ），极限强度（犞ｕ）设计及变形（δｙ）计算
［１３］分别为

犞ｙ＝ｍｉｎ｛狀
σｙ狋犅

２

２犎′
，狀
２σｙ狋犅

槡３３
｝， （１）

犞ｕ＝ｍｉｎ｛狀
σｕｔ犅

２

２犎′
，狀
２σｕ狋犅

槡３３
｝， （２）

δｙ＝
１．５犞ｙ犎Ｔ

狀犈狋犅
［（犎′
犅
）２＋２．６］． （３）

式（１）～（３）中：狀为单片软钢阻尼器中板带的数目；犅为板带的宽度；狋为软钢阻尼器的厚度；犎′＝犎＋

２狉２，犎 为板带的高度；犎Ｔ 为板带的总高．

软钢阻尼器设计，如图２所示．新型组合柱的受力分析简图，如图３所示．

柱脚钢板桶内混凝土存在一定的受压区，考虑柱顶轴力形成抗倾覆力矩的有利影响（暂不考虑软钢

阻尼器水平轴力的影响），柱脚抗弯承载能力为犕＝犕犞
ＤＶ１
＋犕Ｎ，犕犞

ＤＶ１
＝犞ＤＶ１犾１＋犞ＤＶ２犾２，犕Ｎ＝犖（犫－

狓）／２．其中：犕 为柱脚承担的总弯矩；狓为受压区混凝土合力点到较近柱外边缘的距离；犫为柱截面高

度；犾１ 和犾２ 为两边阻尼器板带高度中心到柱脚中和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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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软钢阻尼器设计 图３　新型组合柱受力分析

　　Ｆｉｇ．２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ｉｌｄｓｔｅｅｌｄａｍｐｅｒ　　　　　　　Ｆｉｇ．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ｓ

３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为研究新型组合柱的抗震性能，采用有限元分析程序 ＡＢＡＱＵＳ对其进行有限元模拟，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分析模块，三维实体建模．

３．１　试件设计

有限元模型（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ＥＭ）模拟共设计３个新型组合柱试件，考虑轴压比的影响，对

新型组合柱的受力性能、破坏形态及滞回特性等进行研究．试件几何尺寸、截面配筋，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软钢阻尼器采用Ｑ２３５；厚度为１２ｍｍ．材料性能，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犱为钢筋直径；犳ｙ 为屈服强

度；犈ｓ为弹性模量；ε为屈服应变．

混凝土采用Ｃ３０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取犳ｃｕ＝３０ＭＰａ；柱纵筋采用 ＨＲＢ４００级钢筋；箍筋为

图４　试件尺寸及配筋

Ｆｉｇ．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ＨＰＢ３００级钢筋；连接螺栓采用１０．９级 Ｍ２０高强度螺

栓；水平力合力点（反弯点）距地梁顶部１４００ｍｍ；令试件

的设计轴压比为狀＝犖／（犳ｃ犃），其中，狀分别为０．１，０．３，

０．５，犖 为设计轴力，犖＝１．２５犖ｋ，犖ｋ为模型实际轴压力．

表１　钢材的材料性能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ｓ

材料 犱／ｍｍ 犳ｙ／ＭＰａ 犈ｓ／ＭＰａ εｙ

Ｑ２３５ １２ ２３５ ２．０５×１０５ ０．００１１

Ｍ１０．９ ２０ ９００ ２．１０×１０５ ０．００４３

纵筋 ２０ ４００ ２．１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９

箍筋 ８ ３００ ２．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５

３．２　犉犈犕模型

图５　试件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５　ＦＥＭｍｏｄａｌ

ＦＥＭ模型，如图５所示．图５中：地梁底面为固端约束；地梁顶面与

ＲＣ柱底面为摩擦面接触；ＲＣ柱上端为自由端．混凝土柱与组合柱脚钢

构件采用八结点线性六面体减缩积分单元（Ｃ３Ｄ８Ｒ）模拟，钢筋采用两

节点线性三维桁架单元（Ｔ３Ｄ２）．将开有洞口的钢构件设为六面体扫掠

网格．为避免应力集中，在支座及加载位置处增设弹性垫块．

３．２．１　材料本构　混凝土采用ＡＢＡＱＵＳ中的混凝土损伤塑性模型，

主要的破坏形态为混凝土受压压溃与受拉开裂；采用的混凝土损伤塑性

模型流动法则为非关联流动法则；塑性势面采用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双曲

线函数．混凝土本构关系受压行为采用Ｓａｅｎｚ模型
［１４］，受拉行为采用过

镇海建议的受拉应力?应变全曲线方程
［１５］．钢材的本构关系采用理想弹

塑性模型，泊松比为狏＝０．３．

３．２．２　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新型组合柱试验模拟采用柱端（反弯点）加载方式．加载时，轴力先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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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的形式施加于柱顶刚性加载板，并保持恒定．然后，再对柱端施加水平荷载．水平荷载以位移的形式

施加，共进行５个位移角的施加，分别为１／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５０，１／３０，１／２５，每个位移角循环一次．

３．２．３　接触设置与预应力的施加　新型组合柱中软钢阻尼器螺栓和连接板的界面模型处理是合理模

拟其力学性能的关键．接触界面模型中，法线方向使用硬接触，使法向应力能够在界面间传递；切线方向

使用罚函数库伦摩擦模型，摩擦系数为０．４５（模拟接触面采用喷砂处理）
［１６］，并在螺杆和孔壁的弧形接

触中使用自动平滑３Ｄ几何表面．

螺栓的预紧力通过对螺杆采用降低温度场的方法来施加，其中，钢材的热膨胀系数取α＝１．２×

１０－５
［１４］．对于实际的焊接，在有限元模型中采用绑定约束模拟；同时，为简化分析，柱脚钢板桶和钢筋通

过Ｅｍｂｅｄｄｅｄ方式嵌入混凝土柱中；Ｔ型连接板和地梁简化为绑定约束．

图６　可原位组合柱脚破坏形态

Ｆｉｇ．６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ｒｅｐａｉｒａｂｌｅ?ｏｎ?ｓ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

４　犉犈犕模拟结果及分析

４．１　破坏形态

采用强柱弱阻尼理念设计新型组合柱

试件，其破坏形态均为软钢阻尼器破坏，典

型的破坏形态，如图６所示．塑性变形集中

于软钢阻尼器，大面积进入塑性屈服状态；

钢筋混凝土柱和其他钢构件则基本处于弹

性受力阶段．由图６可知：新型组合柱的连

接构造可有效避免ＲＣ柱产生不可修复的

损伤．

４．２　滞回性能

金属材料进入塑性状态后仍具有良好的滞回特性，试件加载端水平荷载（犘）?位移（Δ）滞回曲线，如

图７所示．新型组合柱试件展现了稳定的承载能力和良好的滞回耗能能力，滞回曲线饱满．曲线在水平

位移零点左右存在着一定的捏缩现象，取１／２５位移角及下一个循环的曲线对滞回特点进行说明．新型

组合柱脚在轴力犖 和水平力犘 作用下，软钢阻尼器产生竖向剪力犞ＤＶ和水平拉压力犞ＤＨ，ＲＣ柱底面反

力ＲＦＶ 分布于柱底边缘．当试件位于犃点时，犞ＤＶ１达到峰值，犞ＤＶ２略小于犞ＤＶ１，两边阻尼器都处于屈服

状态，试件承载力达到最大；逐渐卸载至犅点时，软钢阻尼器所受剪力慢慢减小，直至反向慢慢增大，因

而水平力犘随着逐渐减少甚至反向；反向加载至犆点时，犞ＤＶ达到强化阶段，水平力增加缓慢，柱脚钢板

桶和地梁的接触点也慢慢转移至对边，弯矩方向发生改变，且因新型柱脚对边缘抬起，犆点到犇 点水平

荷载增速加快，表现为刚度的突增．

　　（ａ）ＲＣＣ?１ （ｂ）ＲＣＣ?２ （ｃ）ＲＣＣ?３

图７　试件犘?Δ滞回曲线

Ｆｉｇ．７　犘?Δ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各新型组合柱试件的荷载位移骨架曲线对比，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由于新型组合柱在水平荷

载作用下的塑性变形主要集中于软钢阻尼器上，试件加载荷载?位移骨架曲线主要经历了弹性阶段、屈

服阶段和强化阶段．阻尼器的设置提供了构件较大的初始刚度，软钢材料充分的强化使试件具有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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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试件犘?Δ骨架曲线

Ｆｉｇ．８　犘?Δ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承载能力，变形性能良好．与传统ＲＣ柱相比，带软钢阻尼器的试

件的刚度和承载力由阻尼器控制，通过对软钢耗能板弹性刚度和

强度的合理设计，可以更好地控制结构的层间位移和损伤部位．

不同轴压比下，随着轴压比的增加，试件的初始刚度略有增

加但不明显；由于轴力限制了柱脚的抬起，强柱弱阻尼破坏形态

的试件承载力随轴压比的增加有明显的增加；各试件ＲＣ柱身在

钢板桶口附近应力较大，达到极限应变的区域随着轴压力和软钢

强度的增加而增大，但ＲＣ柱仍然大部分保持在弹性范围内，表

明阻尼器的设置有效地抑制了ＲＣ柱脚的严重塑性变形现象．

５　结论

１）提出了一种震损可原位修复组合柱构造形式，可实现预制装配施工，具有稳定的承载能力和良

好的变形能力，抗震性能良好．

２）合理设计的新型组合柱可使试件的塑性变形集中于软钢阻尼器上，而使ＲＣ柱身保持弹性状

态，可实现强柱弱阻尼的设计目标，实现震损后的原位快速修复．

３）一定范围内，轴压比在提高试件的抗弯承载能力的同时对试件的延性影响很小，轴压比限值可

比传统ＲＣ柱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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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非关联流动法则与中主应力表达式，顾及沉积岩应变强化和扩容效应，推导基于幂强化?理想塑

性本构模型和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屈服准则的应力、位移、塑性区半径的解析解．将文中解、幂强化解、幂强化?理

想塑性解进行比较，分析幂强化指数与扩容角对解析解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幂强化指数对围岩稳定性有较

大的影响；扩容程度的变化对围岩应力和位移的影响随着扩容角及原岩应力的增加而增大；当隧洞围岩受到

应变强化和扩容效应共同影响时，幂强化指数与扩容角越大，隧洞围岩位移越为敏感，对围岩稳定十分不利．

关键词：　隧道工程；弹塑性解；中主应力；扩容；幂强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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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岩岩层分布极为广泛，该类岩石在屈服过程中会发生应变强化现象
［１?３］，且强度大致呈现幂函

数形式增长，其弹塑性力学响应显著区别于理想弹塑性模型．很多学者基本没有针对隧洞围岩的类别进

行弹塑性分析．刘志钦等
［４］采用考虑中主应力影响的ＤＰ准则进行分析，假设原岩为理想弹塑性体．潘

阳等［５］采用 ＨＢ准则进行弹塑性分析，假设原岩为线弹性体．侯公羽等
［６］探讨了应变强化效应较强岩石

隧洞围岩受力的数学模型，但是假设围岩为塑性不可压缩体．为了求解方便，众多文献
［７?１０］也假定围岩

塑性区体积不变．在实际工程中，隧洞一经挖掘，会引起围岩的扩容，严重影响工程岩体的稳定性．文献

［１１?１３］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扩容行为是围岩塑性力学分析的至要因素．本文采用幂强化?理想塑性模型

和平面应变理论，考虑扩容性能的岩土体中主应力计算式；求解轴对称圆形隧洞的应力、位移、塑性区半

径的解析解；深入探讨幂强化指数和扩容角对围岩稳定性的共同影响．

１　力学模型及假定

应变强化效应较强的岩石隧洞，其力学分析是与扩容行为相关的复杂问题．为了抓住关键问题，作

以下基本假设：１）圆形隧洞（半径为犚０）开挖于各向同性的幂强化?理想塑性岩体中，原岩应力狆０ 表现

为各向等压，如图１所示；２）圆形隧洞深埋（狕≥２０犚０）且纵向无限长，其力学分析服从平面应变假设；３）

以压应力为正，以向隧洞中心发展的位移为正．

针对岩石材料的应变强化效应，侯公羽等［６］建立了三维应力状态下幂强化?理想塑性材料的本构关

系，如图２所示．图２中：σｉ和εｉ分别为岩石材料在三轴压缩下的等效应力和等效应变；σｓ为岩石的屈服

极限．当σｉ＜σｓ时，围岩力学性态服从幂强化特性，用幂函数形式表示的本构关系为σｉ＝犿ε
狀
ｉ．式中：犿和

狀为材料参数，可由实验测定．在理想塑性段，围岩本构关系为σｉ＝σｓ．

三轴压缩下的等效应力σｉ和等效应变εｉ分别为

σｉ＝
（σｒ－σθ）

２
＋（σθ－σｚ）

２
＋（σｚ－σｒ）槡

２

槡２
，

εｉ＝
（εｒ－εθ）

２
＋（εθ－εｚ）

２
＋（εｚ－εｒ）槡

２

槡２（１＋狏）

烍

烌

烎
．

（１）

式（１）中：σｒ，σθ和σｚ分别为围岩径向应力、切向应力和轴向应力；εｒ，εθ和εｚ分别为围岩径向应变、切向应

变、轴向应变．

　图１　岩石隧洞力学模型 图２　隧洞岩体本构关系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ｏｃｋｔｕｎｎｅｌ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ｒｏｃｋ

　　若围岩适用于幂强化模型，则幂强化区与塑性区的力学分析均涉及塑性行为
［６］，在这过程中扩

容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平面应变条件下，考虑扩容影响的塑性中主应力
［１４］为

σｚ＝
（１＋ｓｉｎψ）σθ＋（１－ｓｉｎψ）σｒ

２
． （２）

式（２）中：ψ为扩容角．ＤＰ准则
［４］为

犑槡 ２ －α犐１－κ＝０． （３）

式（３）中：α，κ为准则参数，考虑扩容影响
［１５］后，α＝

ｓｉｎφ ３＋ｓｉｎ２槡 ψ

槡３（３＋ｓｉｎψ·ｓｉｎφ）
，κ＝
槡３犮ｃｏｓφ ３＋ｓｉｎ２槡 ψ
（３＋ｓｉｎψ·ｓｉｎφ）

，犮为

２９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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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黏聚力，φ为材料内摩擦角；犐１，犑２ 分别为应力第一不变量与偏应力第二不变量．

２　围岩的力学分析

２．１　幂强化区

由基本假设可知，隧道为轴对称平面应变问题，忽略自重的影响，满足平衡方程ｄσｒ－σθ
ｄ狉

＝０，几何方

程为εθ＝
狌
狉
，εｒ＝

ｄ狌
ｄ狉
．由岩体的扩容性质

［１４］得βε
ｐ
θ＋ε

ｐ
ｒ＝０，β＝

１＋ｓｉｎψ
１－ｓｉｎψ

，结合几何方程可得

εθ＝
犆１
狉β＋１

，　　εｒ＝－β
犆１
狉β＋１

． （４）

式（４）中：犆１ 为积分常数．将应变分量式（４）代入式（１）中的等效应变，并考虑轴向应变εｚ＝０，得

ε犻 ＝
犆１ β

２
＋β＋槡 １

（１＋狏）狉β＋
１ ． （５）

　　将式（２）代入式（１）中的等效应变，注意σθ＞σｒ，再代入平衡方程，结合本构关系可得

ｄσｒ＝
２犿ε

狀
ｉ

３＋ｓｉｎ
２

槡 ψ

·ｄ狉
狉
． （６）

　　将式（５）代入式（６）进行积分，根据边界条件：当狉→∞时，σ
ｅｐ
ｒ ＝σ

ｅｐ
θ＝σ

ｅｐ
ｚ ＝狆０，可得

σｒ＝狆０－
２犿

狀（β＋１） ３＋ｓｉｎ
２

槡 ψ

犆１ β
２
＋β＋槡 １

（１＋狏）狉
（β＋１［ ］） ． （７）

　　结合边界条件：当狉＝犚０ 时，σ
ｅｐ
ｒ ＝０，可得积分常数犆１＝

（１＋狏）犚β＋１０

β
２＋β槡 ＋１

３＋ｓｉｎ２槡 ψ（β＋１）狀狆０
２（ ）犿

１／狀

．结

合式（５）得到等效应变，再代入本构关系，得到径向应力σｒ与切向应力σθ的关系式为

σθ－σｒ＝狀（β＋１）狆０ 犚０／（ ）狉 狀（β＋１）． （８）

　　将积分常数犆１ 代入式（７），得到径向应力σｒ．结合式（２），（８）得到围岩幂强化区应力表达式为

σ
ｅｐ
ｒ ＝狆０－

犅

狉狀
（β＋１）
，

σ
ｅｐ
θ ＝狆０＋［狀（β＋１）－１］

犅

狉狀
（β＋１）
，

σ
ｅｐ
ｚ ＝狆０＋［

狀（β＋１）

２
－１］

犅

狉狀
（β＋１）

烍

烌

烎
．

（９）

式（９）中：犅为待定系数．

２．２　塑性区

将轴向应力σｚ、应力第一不变量犐１ 和偏应力第二不变量犑２ 代入ＤＰ屈服准则，化简得

σｒ－σθ＝－６α（σ狉＋
κ
３α
）／［ ３＋ｓｉｎ

２

ψ
槡 ３

－（３－ｓｉｎ
２

ψ）α］． （１０）

　　由式（１０）结合平衡方程进行积分，可得

σｒ＝犆２狉
犳１
（φ，ψ，狀）

－１

－
κ
３α
． （１１）

式（１１）中：犳１（φ，ψ，狀）＝（
３＋ｓｉｎ２ψ
槡 ３

－（３－ｓｉｎ２ψ）α）／（６α）．

由边界条件：当狉＝犚０ 时，σ
ｅｐ
ｒ ＝０，可得犆２＝

κ
３α
（１
犚０
）１／犳１（φ，ψ，狀）．

结合式（２），（１１）及积分常数犆２，可得围岩塑性区应力表达式为

σ
ｐ
ｒ ＝

κ
３α
［（狉
犚０
）１／犳１（φ，ψ，狀）－１］，

σ
ｐ
θ＝

κ
３α
［１＋３α
１－３α

（狉
犚０
）１／犳１（φ，ψ，狀）－１］，

σ
ｐ
ｚ ＝

κ
３α
［ １

１－３α
（狉
犚０
）１／犳１（φ，ψ，狀）－１］

烍

烌

烎
．

（１２）

３９６第６期　　　　　　唐胜兰，等：顾及沉积岩应变强化与扩容效应的围岩弹塑性力学状态理论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当幂强化区与理想塑性区的交界面狉＝犚ｐ 时，将式（９），（１２）的第一式、第二式分别代入边界条件

σ
ｅｐ
狉 ＝σ

ｐ
ｒ，σ

ｅｐ
θ＝σ

ｐ
θ，联立得到围岩塑性区半径犚ｐ和待定系数犅．

围岩塑性区半径犚ｐ＝犚０·犎
犳１
（φ，ψ，狀），待定系数犅＝

２κ犚
狀（β＋１）
０ 犎犳２

（φ，ψ，狀）

狀（β＋１）（１－３α）
．式中：犎＝（狀［３狀（β＋１）α狆０＋

（β＋１）κ］［１－３α］）／（κ［狀（β＋１）＋狀（β＋１）α＋６α］）；犳２（φ，ψ，狀）＝狀（β＋１）犳１（φ，ψ，狀）＋１．

将待定系数犅代入式（９），可得隧洞周边达到屈服极限后的围岩幂强化应力解为

σ
ｅｐ
ｒ ＝狆０－

２κ犎犳２
（φ，ψ，狀）

狀（β＋１）（１－３α）
·犚

狀（β＋１）
０

狉狀
（β＋１）
，

σ
ｅｐ
θ ＝狆０＋

２［狀（β＋１）－１］κ犎
犳２
（φ，ψ，狀）

狀（β＋１）（１－３α）
·犚

狀（β＋１）
０

狉狀
（β＋１）
，

σ
ｅｐ
ｚ ＝狆０＋

２［狀（β＋１）／２－１］κ犎
犳２
（φ，ψ，狀）

狀（β＋１）（１－３α）
·犚

狀（β＋１）
０

狉狀
（β＋１）

烍

烌

烎
．

（１３）

　　隧洞周边的位移解，引入一个积分常数犆３，则等效应变为εｉ＝（犆３ β
２＋β槡 ＋１）／（（１＋狏）狉β＋１）．

当狉＝犚ｐ时，将式（１３）代入本构关系，得等效应力为

σｉ＝槡３κ犎／（１－３α）． （１４）

　　将εｉ和σｉ代入本构关系，整理得犆３＝（
槡３κ

犿（１－３α）
）１／狀·

（１＋狏）犚
（β＋１）
０ 犎２犳１

（φ，ψ，狀）＋１／狀

β
２＋β槡 ＋１

，则隧洞周边的围

岩位移为

狌＝ （ 槡３κ
犿（１－３α）

）１／狀·
（１＋狏）犚

（β＋１）
０ 犎２犳１

（φ，ψ，狀）＋１／狀

狉· β
２
＋β＋槡 １

． （１５）

　　当狉＝犚０ 时，隧洞周边处位移为

狌０ ＝ （
槡３κ

犿（１－３α）
）１／狀·

（１＋狏）犚β０犎
２犳１

（φ，ψ，狀）＋１／狀

β
２
＋β＋槡 １

． （１６）

　　若扩容角ψ＝０°时，即扩容参数β＝１，不考虑围岩扩容，则围岩退化为塑性不可压缩的材料，那么计

算出来的弹塑性解与侯公羽解［６］的函数形式一致．

３　分析与讨论

计算参数：犚０＝３ｍ；犮＝６ＭＰａ；φ＝４０°；犌＝１５ＧＰａ；狆０＝６ＭＰａ（常规应力场）及狆０＝３０ＭＰａ（高地

应力场）．幂强化参数：狀＝０．９；犿＝犌＝１５ＧＰａ．

３．１　对比分析

３种不同解答下围岩应力分布，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在常规应力场时，文中解（ψ＝０°）居于幂强

化解和幂强化?理想塑性解二者之间，这是围岩受力平衡的外在体现，也是考虑扩容影响所致；高地应力

　　（ａ）常规应力场（狆０＝６ＭＰａ） （ｂ）高地应力场（狆０＝３０ＭＰａ）

图３　隧洞围岩应力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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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时，三者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无明显差别．但是幂强化模型和幂强化?理想塑性模型的计算结果没有

塑性区，即围岩受力尚处于幂强化阶段，而文中模型（ψ＝０°）的计算结果有塑性区．对比图３（ａ），（ｂ）可

知：参数α，κ对常规应力场的影响大于高地应力场，且对于σθ，σｒ的影响大于σｚ．

隧洞围岩位移狌与狉／犚０ 的关系，如图４所示．在常规应力场中，３种不同解析模型的计算结果有

　　（ａ）常规应力场（狆０＝６ＭＰａ） （ｂ）高地应力场（狆０＝３０ＭＰａ）

图４　隧洞围岩位移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异，归因于ＤＰ屈服准则中α，κ的计算不同．当狉／犚０ 相同时，随着扩容角ψ的增加，隧洞围岩位移增大

且发展变快．而扩容角ψ越大，隧洞围岩位移敏感性越高．这与扩容的实际影响相符
［１６?１８］．在高地应力场

图５　隧洞周边位移与原岩应力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ｓｔｒｅｓｓ

中，幂强化模型与幂强化?理想塑性模型的计算结果稍小于文

中解（ψ＝０°）．由图３，４可知：α，κ对常规应力场的影响比高地

应力场大．

不同解析模型得到的洞壁位移，如图５所示．文中解（ψ＝

０°）稍大于文献［６］的解，主要是扩容影响所致．随着扩容角ψ
的增加，扩容参数增大，隧洞周边位移明显增加且发展变快．

扩容角越大，隧洞周边位移对高地应力的敏感性越高．取扩容

角ψ＝０°，当原岩应力狆０＝１４．２９７ＭＰａ时，围岩进入塑性状

态，而取扩容角ψ＝３０°，当原岩应力狆０＝６．０６７ＭＰａ时，围岩

就已经出现塑性区．可见，扩容角对隧洞周边位移有较大的影

响，所以考虑隧洞围岩的扩容影响更贴合工程实际情况［１９?２０］．

３．２　扩容效应

塑性区半径与原岩应力的关系曲线，如图６所示．隧洞围岩变形可用围岩的塑性区半径犚ｐ 的大小

进行判断，犚ｐ值越大，隧洞越不稳定．在扩容效应下，随着原岩应力的增加，围岩的塑性区半径逐渐增

图６　塑性区半径与原岩应力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ｚｏｎｅ

ｒａｄｉｕｓ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ｓｔｒｅｓｓ

加．而在相同地应力场下，随着扩容角增加，塑性区半径也呈

递增的趋势，且犚ｐ／犚０?狆０ 关系曲线的斜率逐渐增大．由此可

见，扩容角对围岩塑性区半径有较大的影响，进而较大的影响

到隧洞围岩的稳定性．

在不同扩容角ψ下，围岩应力分布规律，如图７所示．由图

７（ａ）可知：在常规应力场中，原岩应力狆０＝６ＭＰａ时，围岩没

有产生塑性区，围岩受力尚处于幂强化阶段．随着扩容角增

加，围岩应力σｒ，σｚ逐渐增加，而对于切向应力σθ，当狉／犚０ 大约

在１．８时，曲线出现了大小值交换现象．由图７（ｂ）可知：在高

地应力场中，围岩出现塑性区，在塑性阶段时，扩容角ψ越小，

围岩应力越大．在幂强化阶段，随着扩容角增加，围岩应力σθ，

σｚ逐渐增加；当狉／犚０ 大约在１．８时，径向应力σｒ的曲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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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小值交换现象．

　　（ａ）常规应力场（狆０＝６ＭＰａ） （ｂ）高地应力场（狆０＝３０ＭＰａ）

图７　围岩三维应力分布的扩容角敏感性分析

Ｆｉｇ．７　Ｄｉｌａｔａｎｃｙａｎｇｌ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

３．３　应变强化效应（原岩应力狆０＝３０犕犘犪时）

塑性区半径与幂强化指数的关系曲线，如图８所示．当狀值较小时，关系曲线出现了大小值交换现

图８　塑性区半径与狀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ｓｔｉｃ

ｚｏｎｅｒａｄｉｕｓａｎｄ狀

象．隧洞围岩的塑性区半径随着幂强化指数狀的增大而增大．

对于相同的幂强化指数，随着扩容角的增大，塑性区半径明显

增加且发展变快．扩容角越大，隧洞围岩在狀值较小时就可产

生塑性区，进而较大的影响到隧洞围岩的稳定性．

隧洞周边位移狌０ 与幂强化指数狀的关系曲线，如图９所

示．隧洞周边位移随着幂强化指数的增加而增加．狀值越趋向

于１，则增加幅度越大，即扩容角越大，隧洞周边位移对幂强化

指数狀值的敏感性越高，这一现象可以表现出在应变强化效

应与扩容效应共同作用下，巷道围岩的变形量显著增加，严重

影响围岩的稳定性．

隧洞周边位移与幂强化系数的关系曲线，如图１０所示．

隧洞周边位移随着幂强化系数犿 值的增大而减小，扩容角越

大，隧洞周边位移对犿值的敏感性越高，同样也体现隧洞围岩受到应变强化效应与扩容效应共同影响．

　　图９　隧洞周边位移与狀的关系曲线 图１０　隧洞周边位移与犿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ａｎｄ狀 ａｒｏｕ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ａｎｄ犿

４　结论

文中探讨了应变强化效应较强的岩体隧洞围岩受力模型，深化了围岩应变强化效应协同扩容效应

对隧洞力学响应及变形影响的理论理解，最终，获得了幂强化围岩顾及扩容效应的三维弹塑性应力解析

式．对比分析文中解与幂强化解、幂强化?理想塑性解，得出以下３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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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中模型建立在考虑扩容效应的ＤＰ屈服准则与中主应力计算式，既能反映幂强化模型、幂强

化?理想塑性模型（不计扩容效应）的计算结果，也能充分反映岩体扩容对隧洞围岩应力分布、塑性区半

径及周边位移的突出影响，解答具有优越性．

２）随着扩容角ψ的增加，隧洞围岩应力分布逐渐增大，塑性区半径呈递增的趋势，隧洞围岩位移明

显增加且发展变快，隧洞周边位移对幂强化参数狀和犿 的敏感性越高．

３）隧洞围岩位移敏感性随着扩容的加剧与幂强化指数狀的增大而越趋增强，这体现了应变强化效

应和扩容效应对隧洞围岩的力学响应与变形有显著的协同影响，获得的解答更贴切应变强化效应较强

的岩体隧洞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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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土楼夯土结构性能的数值模拟

叶俊捷，彭兴黔，施维娟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以福建龙岩的振成楼、承启楼等经典圆形土楼为原型，建立圆形土楼夯土结构模

型．对土楼夯土墙体在静力荷载作用下的结构承载性能进行分析，通过改变土楼各尺寸参数，分析不同土楼夯

土结构模型的受力及变形特征，得出影响受力变形规律特征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论是在墙厚、直径还是

墙高模拟中，应力、位移都不是单调变化的，有合理的取值区间．

关键词：　夯土结构；圆形土楼；承载性能；变形特征；结构参数；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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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土楼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具有极高的历史、政治、艺术、旅游、科学和文化价值［１］．在

众多土楼群中，各个土楼的尺寸参数都各不相同，导致结构性能也不同，这也是导致其在长期相同的环

境作用下所受到的损坏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合理的尺寸能够提高土楼结构性能，也使得有些土楼能

够遗留百年，而有些土楼只能拆除或翻建．为了探究影响土楼结构性能的主要尺寸参数，得出圆形土楼

最合理的尺寸，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数值分析［２］．采集振成楼、承启楼等具有代表性的圆形土楼的相关

尺寸参数，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计算它们的均值，建立模型．所建立的模型

更具有普遍性，更能客观地反映各项参数的变化对土楼带来的影响，更能探究土楼的结构性随着各参数

改变的变化，利于分析土楼的结构可靠性［３４］．本文对圆形土楼的结构性能进行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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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１．１　几何模型的描述

为了能更客观、规律地将模拟结果反映到土楼上，模拟尺寸为振成楼、如升楼、承启楼、侨福楼等圆

形土楼的实际尺寸，包括外部直径犇、墙高犺、每层墙厚犱．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以偏度峰度

检验法及犠 检验法
［５］作为标准，选取平均值进行数值模拟．模拟结果如下：直径犇为４２ｍ；均匀墙厚犱

为１ｍ；层高犺为４．２ｍ；门的尺寸为１．５ｍ×２．０ｍ；窗户的尺寸为０．６ｍ×０．６ｍ．

１．２　本构模型的建立

考虑基于ＡＢＡＱＵＳ提供的两种划分方式
［６?７］的缺陷，根据实际比较，圆形土楼夯土结构的几何模

型，如图１所示．由于圆形土楼的特殊结构，为使圆形土楼模型能获得较高的精度，模型最终选取二次六

面体单元，即采用结构化或扫掠的网格划分技术，得到的网格较为规则．网格划分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１　圆形土楼夯土结构的几何模型 图２　土楼夯土结构模型的网格划分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Ｔｕｌｏｕ Ｆｉｇ．２　ＭｅｓｈｉｎｇｏｆＴｕｌｏ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ａｍｍｅｄｅａｒ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ａｍｍｅｄｅａｒ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通过对比岩土中各种弹塑性本构模型［８?９］、夯土材料参数及实验数据，联用ＡＢＡＱＵＳ中的弹性模

型［１０］与塑性模型中的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模型，结合前期夯土材料试验数据，拟合成适用于土楼夯土材料

的弹塑性本构模型．在ＡＢＡＱＵＳ在分析计算时，采用连续光滑的椭圆函数代替传统的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

的尖角六边形函数，即

犌＝ （ε犮０ｔａｎΨ）
２
＋（犚ｍｗ狇）槡

２
－狆ｔａｎΨ． （１）

式（１）中：Ψ 为剪胀角；犮０ 为初始粘聚力，即未产生塑性变形前的粘聚力；ε为控制子午面上的形状及函

数渐近线间相似度的偏心率．

假设犚ｍｗ（Θ，犲，φ）为控制犌在π平面上的形状，即

犚ｍｗ ＝
４（１－犲

２）ｃｏｓ２Θ＋（２犲－１）
２

２（１－犲
２）ｃｏｓ２Θ＋（２犲－１） ４（１－犲

２）（ｃｏｓΘ）
２
＋５犲

２
－４槡 犲

·犚ｍｃ（
π
３
，φ）． （２）

式（２）中：犲是π平面上的偏心率，即

犲＝
３－ｓｉｎφ
３＋ｓｉｎφ

． （３）

　　通过计算，犲使屈服面与塑性势面在π平面上的受拉及受压角点相切，犲的大小根据所拟用的塑性

势面取值，但必须符合０．５≤犲≤１．

２　试验方案选取

为了能够全面了解土楼参数对土楼结构性能的影响，选取如下３个对土楼结构性能影响的参数．

１）变墙厚对比．土楼墙体作为主要的承重结构，对土楼整体的结构性能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此方

案探究在不改变其余参数的情况下，改变墙体厚度，对土楼夯土墙的整体结构受力变形性能的影响．

２）变直径对比．由于圆形土楼的直径大小不一，通过改变土楼的直径大小，探究土楼直径的取值除

了根据风水及土楼楼主实际的用地需求外，还要根据土楼结构的受力影响．

３）变墙高对比．过高的墙体导致土楼在受力过程中产生失稳破坏，并且土楼自身的墙体就有一定

的倾斜程度，故不能忽略土楼墙体高度的影响．此方案研究改变土楼墙体高度的大小，对土楼夯土墙结

９９６第６期　　　　　　　　　　　　　叶俊捷，等：圆形土楼夯土结构性能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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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受力变形性能的影响．

３　参数变化对结构性能的影响

通过对土楼原状土的夯土材料参数分析，根据土工试验，夯土墙密度取１６２４ｋｇ·ｍ
－３；弹性模量

为１３０．６７ＭＰａ；泊松比为０．３；内摩擦角为３９°；粘聚力为４１０ｋＰａ．在施加荷载时，按照木梁与夯土墙体

接触面积加载，并针对不同模拟试验方案，分别施加土楼实际荷载或极限荷载．

３．１　变墙厚对比数值模拟结果

在保持土楼夯土墙体直径（４２ｍ）、墙体高度（１２．６ｍ）为常数的情况下，变化墙体厚度．按照墙体厚

度由小到大的模型为Ａ～Ｇ（０．７～１．３ｍ，梯度为０．１）．分析不同墙体厚度下，土楼夯土结构模型的极限

状态．不同墙体厚度模型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图３中：σ为应力；狊为位移．

由图３可知：随着墙体厚度的增大，土楼夯土结构模型的承载能力呈现增大趋势，并且不会引起较

大的竖向位移值．但是较大的厚度会引起土楼建造成本的提高，在土楼实际的建造过程中，土楼楼主所

选取的土楼墙体厚度也较为合理，不会单一地追求墙体厚度大小，而是从土楼的整体考虑，选取合适的

土楼墙体厚度，这也是土楼能够经历悠久历史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ａ）最大应力 （ｂ）最大竖向位移

图３　不同墙体厚度模型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３．２　变直径对比数值模拟结果

在保持墙体厚度（１ｍ）、墙体高度（１２．６ｍ）为常数的情况下，改变土楼夯土结构模型的直径，分析

不同直径下的极限状态，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直径分别由小至大模型编号为Ａ～Ｆ（３５．７～４６．２ｍ，梯

度为２．１）．

　　（ａ）最大应力 （ｂ）最大竖向位移

图４　不同直径模型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由图４可知：直径较大的Ｆ模型，承载力较大，且极限状态的位移值反而减小，说明增大直径可以

提高土楼的整体性，从而提高土楼的整体承载能力，且极限状态下的竖向位移值不会有明显的增大．在

实际土楼群中，直径更大的土楼结构承受能力更大，也直观地体现出历史悠久的土楼一般都是直径较大

的原因．

３．３　变墙高数对比值模拟结果

在保持土楼夯土墙体直径（４２ｍ）、墙体厚度（１ｍ）为常数的情况下，变化墙体高度．按照墙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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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到大，模型为Ａ～Ｆ（８．８２～１５．１２ｍ，梯度为１．２６）．分析不同墙体高度下，土楼夯土结构模型的极

限状态．不同墙体高度模型变化曲线，如图５所示．

　　（ａ）最大应力 （ｂ）最大竖向位移

图５　不同墙体高度模型最大应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ｌ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由图５可知：针对给定的其他土楼尺寸参数，土楼有一个较为合理的土楼墙体高度，在此高度下，承

载能力不会太低，且极限状态下的位移也不是最大．位移是应变的累加，当高度为１３．８６ｍ时，位移最

大，但由于应变不是最大，所以应力不大．因此，土楼在选取高度时，不能一味地追求空间开阔，或者为了

能有足够大的承载能力而降低墙体高度，应该从多方面考虑，采取科学的方式选取土楼墙体高度．

４　结论

１）采用数据统计处理得到的模型尺寸，得出的模拟结果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２）通过夯土材料的试验数据，结合改进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模型的函数，并将其与ＡＢＡＱＵＳ中的弹性

模型联用得到土楼夯土的本构模型．

３）模型的最大应力和最大竖向位移随着结构直径、墙体厚度和高度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在土楼实

际尺寸的选取应该要有更科学的方法，合理的尺寸参数能使土楼的结构性能及材料使用达到最优，从而

节约成本及人力．但由于模型较简单，缺少木结构的协调机理，无法更具体表现出实际中各参数对土楼

结构性能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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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内树状支承柱单层球壳的优化分析

高健，高轩能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遗传算法和拟满应力法，以结构总质量为目标函数，杆件截面积为离散变量，对某带内树状支承

柱单层球壳实际工程进行优化分析．通过在强度、杆件稳定和刚度等约束条件下，对优化结果的比较分析及对

优化后的球壳结构的几何非线性全过程整体稳定性分析，使设计方案更加经济合理．算例结果表明：刚度条件

对球壳结构优化起控制作用，杆件稳定和结构整体稳定性不可忽视；对带内树状支承柱单层球壳结构，要使结

构设计方案经济合理，进行优化分析和方案比较是必要的．

关键词：　单层球壳；遗传算法；树状支承柱；优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３９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６０７０２０６　

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犛犻狀犵犾犲?犔犪狔犲狉犛狆犺犲狉犻犮犪犾

犚犲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犱犛犺犲犾犾犠犻狋犺犐狀狋犲狉狀犪犾犜狉犲犲犆狅犾狌犿狀狊

ＧＡＯＪｉａｎ，ＧＡＯＸｕａｎｎ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ｆｕｌｌ?ｓｔｒ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ａｋ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ｍａ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ｈｅｌｌ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ｅ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ｈｅｌｌ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ｅ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ｃｈｅｍｅ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ｈｅｌ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ｒｅｅ?ｃｏｌｕｍ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网壳结构由于结构受力合理、造型美观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各类大型公共建筑当中［１］．在保证网壳

结构使用功能和满足设计指标的前提下，对网壳进行优化一直是结构设计和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２］．

常规大跨球壳结构通过建立自重最小或造价最低的目标函数，调整结构自身参数来实现结构优化．张年

文等［３］以杆件截面积为设计变量对网壳进行了优化设计，对比不考虑几何非线性和考虑几何非线性的

优化结果，指出网壳设计中考虑几何非线性的重要性．尚凌云等
［４］考虑了两种球节点体积对网壳造价的

影响并给出优化结果．王法武等
［５］在文献［３?４］的基础上，增加了整体稳定等约束条件，对杆件截面进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２２５

　通信作者：　高轩能（１９６２），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钢结构及工程结构灾害控制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ｘｎ１１７＠ｓｉｎａ．

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２７８２０８）；福建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２０１２Ｙ４０１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优化．文献［６?８］围绕网壳的矢高、跨度、网格密度等因素对结构优化结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给出

结构和构件选型建议．文献［９?１２］则利用ＢＰ神经网络建立了网壳跨度、矢跨比与用钢量最少的网壳选

型的映射关系，简化了结构杆件种类．但上述方法和结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内设支柱的网壳，而实际工程

中这类结构并不鲜见．因此，本文对内设支柱的大跨网壳结构进行优化研究，分析影响结构性能和经济

性指标的控制因素，提出结构优化设计建议．

１　工程概况

某创意产业园多功能厅屋盖为扁圆体球面网壳结构屋顶，直径７０．８ｍ，弦高２２ｍ，外檐口边距地３

ｍ，球面屋顶表面积７０００ｍ２，采用全玻璃屋面．球面屋盖采用单层网壳结构，网壳外圈周边设置Ｖ型柱

支承，内部设置两圈树状钢结构柱（共２４根，内圈６根，外圈１８根）支承．Ｖ型柱底部与基础铰接，柱顶

与网壳铰接；树状支柱底部刚接，柱顶与网壳铰接．球壳屋顶，如图１所示．

（ａ）室内效果图 （ｂ）整体效果图

图１　多功能厅的球壳屋顶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ｒｏｏｆ

钢网壳采用钢管（材质为Ｑ２３５Ｂ）相贯线焊接连接，所有杆件均为热轧无缝钢管与电焊钢管．网壳

结点采用钢管空间相贯连接方式连接．网壳结构的设计图纸中，主肋杆、最外圈的环向杆件选用钢管截

面为２１９×１０；最内圈杆件选用钢管截面为２７３×１０；树状钢结构柱柱身选用钢管截面为６００×１０；

柱身上部树枝状的杆件选用钢管截面为２４５×８；最内圈及最外圈的环向杆件、非主肋的径向杆件、斜

杆以及Ｖ型柱选用钢管截面为２１９×８．网壳结构各部分组成和整体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球壳结构组成及整体模型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

２　带内支承柱单层球壳的优化分析

２．１　结构优化方法的选择

根据设计变量的不同，结构优化方法可以分为连续变量优化设计法和离散变量优化设计法．已有的

研究表明，采用连续变量优化设计法对网壳结构求最优解，再圆整得到离散解，通常会产生较大偏差，其

优化结果并不理想［１２?１３］．同时，由于结构构件截面选材的离散性，网壳结构的优化宜采用离散变量优化

设计法，包括一维搜索算法和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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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搜索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设计变量的离散集按照升序进行排列，保证目标函数是设计变量的

单调递增函数、约束函数是设计变量的单调递减函数的前提下，依次将设计变量离散集中的截面参数代

入到约束条件当中，若约束条件不满足，则将排序中的下一个截面参数继续代入到约束条件当中，直至

所有约束条件都得到满足为止．此逻辑下找到的第一组满足要求的截面参数，即为结构优化的最优解．

其优点在于优化计算收敛速度快，但是一次只能针对单个变量进行计算，不适用于优化设计中同时存在

多个变量的情况．遗传算法将自然遗传优选的过程抽象剥离出来，以优化计算中的多种变量构成一组染

色体，在对多种变量分别赋予离散的变量值后，形成多组染色体组成的初始母体种群，在此基础上进行

选择、交叉、变异等运算，并通过适应度函数评定染色体的优劣程度，保留适应度大的染色体，淘汰适应

度小的染色体，反复循环该过程，得到结构优化的最优解．

对于设置内支承树状支柱的钢球壳结构，优化的设计变量并不单一，一维搜索法难以满足要求，故

采用遗传算法．首先，通过通用有限元ＡＮＳＹＳ进行优化设计计算，在优化过程中，加入强度、单杆稳定、

刚度等约束条件；然后，进行球壳的整体稳定性校核．为对比优化效果，应用钢结构设计专业软件３Ｄ３Ｓ

中的拟满应力法，对球壳结构进行优化，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２．２　优化设计数学模型的建立

目标函数是以单层网壳总质量为目标建立的函数，即

犠 ＝∑
狀

犻＝１
ρ犻犃犻犔犻． （１）

式（１）中：犠 为结构所有杆件的总质量（ｋｇ）；ρ犻为第犻根杆件材料的密度，杆件为钢材，取为７．８５ｋｇ·

ｍ－３；犃犻为第犻根杆件的横截面积（ｍ
２）；犔犻为第犻根杆件的实际长度（ｍ）．

按照总用钢量最少的优化目标，拟定５个设计变量分别为：除最内圈和最外圈外的环向杆件、非主

肋的径向杆件、斜杆及犞 型柱钢管的截面面积（犃ａ）；主肋杆、最外圈环向杆件钢管的截面面积（犃ｂ）；最

内圈环向杆件钢管的截面面积（犃ｃ）；树状钢结构柱柱身钢管的截面面积（犃ｄ）；树枝状部分的杆件钢管

截面面积（犃ｅ）．每组构件截面面积为离散化变量，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其取值范围根据３Ｄ３Ｓ截面库

图３　杆件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Ｍｅ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中对应类型的钢管截面信息确定．

约束条件：结构和构件应满足我国设

计规范ＪＧＪ７－２０１０《空间网格结构技术

规程》［１４］的要求．

刚度条件：单层网壳屋盖结构的最大

挠度为其短跨方向的１／４００，即Δｍａｘ≤

２犚／４００＝７０８００／４００＝１７７ｍｍ．杆件长

细比：受压杆件的容许长细比≤１５０；承受

静载的受拉杆件容许长细比≤３００；承受动载的受拉杆件容许长细比≤２５０．

杆件强度约束条件为

σ
ｓｔｒ
犻 ＝

犖犻
犃犻
±
犕犻

γ犠犻
≤犳． （２）

式（２）中：犖犻为第犻根杆件的轴力；犕犻为第犻根杆件上的最大弯矩；犃犻为第犻根杆件的截面面积；犠犻为

第犻根杆件的抗弯模量；γ为塑性发展系数，所有截面均为圆钢管，γ取１．１５．

平面内压弯杆稳定性约束条件为

σ
ｉｎ?ｉｎｓｔａ
犻 ＝

犖犻

φ犃犻
± β犕犻，狓

γ犠狓，犻（１－０．８犖／犖′Ｅｘ）
≤犳． （３）

　　平面外压弯杆稳定性约束条件为

σ
ｏｕｔ?ｉｎｓｔａ
犻 ＝

犖犻

φ犃犻
±η
β犕犻，狓

φｂ犠狓，犻
≤犳． （４）

式（３），（４）中：φ为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β为等效弯矩系数；η为截面影响系数；φｂ为均匀弯矩作用时

构件的整体稳定系数；犖′Ｅｘ为欧拉临界力．

单层球壳除应满足构件稳定条件外，还应满足结构的整体稳定性．鉴于仅对优化结果进行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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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校核，文中按弹性理论进行整体稳定全过程分析．将求得的临界荷载狆ｃｒ除以安全系数犓，即得到单层

球壳的整体稳定承载力（标准值），并据此验证结构的整体稳定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２．３　优化结果及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设工程原设计为方案１，优化后为方案２，移除网壳内部树状支柱重新调整网壳

杆件截面并优化的结构为方案３．各设计方案的球壳杆件截面尺寸通过３Ｄ３Ｓ建模计算确定，计Ｐａ算考

虑的荷载包括恒载ＤＬ（取值为１．２ｋＰａ）、活载ＬＬ（取值为０．５ｋＰａ）、以朝向网壳门洞为正向且相互正

交的４个方向的风荷载 ＷＬ１?ＷＬ４（基本风压取０．４５ｋＰａ）、地震荷载ＥＬ及温度作用ＴＬ（±３０℃）等，

共有２３种工况组合．

工程原设计（方案１）的相关计算结果，以及稳定验算最危险工况、强度验算最危险工况和计算长细

比最大相对应的杆件编号和相应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σ
ｓｔｒ
犻 为杆件强度条件；σ

ｉｎｓｔａ
犻 为杆件稳定

条件；λ为长细比；犢ｍａｘ为最大挠度；犿为总质量．由表１可知：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球壳的最大挠

度和杆件的稳定应力较为接近指标限值，但杆件的强度指标有较大富余．

表１　原设计方案１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１

杆件编号 最不利工况组合 σ
ｓｔｒ
犻／ＭＰａ σ

ｉｎｓｔａ
犻 ／ＭＰａ λ 犢ｍａｘ／ｍｍ 犿／ｔ

２２２４ １．２ＤＬ＋１．４ＬＬ＋１．４×０．７ＴＬ ８６ １９１ １１２．６

１５２４ １．３５ＤＬ＋１．４×０．７ＬＬ＋１．４×０．６ＷＬ４ ９３ １８４ １０２．４ １５３．８１ ４５３．９６

２７４８ － － － １２６．８

表２　方案１的杆件截面优化表

Ｔａｂ．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１

截面分组 原始值 遗传法解 ３Ｄ３Ｓ解

犃ａ ２１９×８ １８０×１０ １８０×１０

犃ｂ ２１９×１０ １８０×１０ １８０×１２

犃ｃ ２７３×１０ ２４５×１０ ２４５×１２

犃ｄ ６００×２０ ３２５×１６ ３２５×２０

犃ｅ ２４５×８ ２１９×１０ ２１９×１０

　　按上述方法对方案１的单层球壳进行优化计算，

具体过程如下：１）应用３Ｄ３Ｓ生成 ＡＮＳＹＳ下的网壳

建模命令流，导入到ＡＮＳＹＳ当中进行优化计算；２）建

立备选钢管截面型号表，并将截面的型号赋值于优化

设计的数组中；３）应用遗传算法进行迭代计算，将原

设计方案中犃ａ～犃ｅ截面替换为优选截面；４）在３Ｄ３Ｓ

中，利用拟满应力法进行网壳杆件截面优化，得到另一

组杆件优选截面．杆件优化结果，如表２所示．对优化

后的球壳（方案２）重新计算，得到的结构最不利工况计算结果和总质量优化率（与原设计球壳总质量相

比的总质量减少比率），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η为优化率．由表３可知：采用遗传算法优化计算后，带内

表３　方案２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ｓｃｈｅｍｅ２

计算软件 杆件编号 工况 σ
ｓｔｒ
犻／ＭＰａ σ

ｉｎｓｔａ
犻 ／ＭＰａ λ 犢ｍａｘ／ｍｍ 犿／ｔ η／％

ＡＮＳＹＳ
１１５４

２８６７

１．２ＤＬ＋１．４ＬＬ＋１．４×０．７ＴＬ

－

１０４

－

满足

－

１０９．６

１３８．８
１７２．１４ ４３３．５２４．５０

２３５１ １．２ＤＬ＋１．４ＬＬ＋１．４×０．７ＴＬ ９９ ２０１ １０９．６

３Ｄ３Ｓ １１４２ １．３５ＤＬ＋１．４×０．７ＬＬ＋１．４×０．６ＷＬ４ １１３ １９７ １０７．４ １６９．３４ ４３６．４７３．８５

２８６７ － － － １３６．９

图４　杆件轴向变形分布（方案２）

Ｆｉｇ．４　Ａｘｉ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ｃｈｅｍｅ２）

树状支承球壳的总质量减少了２０．４４ｔ，优化率为４．５０％；而

采用３Ｄ３Ｓ的优化率为３．８５％，效果明显．在进行遗传算法优

化计算时，由于ＡＮＳＹＳ无法直接得到杆件的稳定计算结果，

需要通过提取相应杆件编号的内力，代入式（３）和式（４）验算

杆件的稳定性．以总质量最少为目标函数的单层球壳优化设

计，结构的最大挠度和杆件的稳定承载力是主要控制因素．

最大杆件变形对应工况的球壳整体变形分布，如图４所

示．由图４可知：带内树状支承球壳的杆件轴向最大压缩量为

２．３８ｍｍ，最大拉伸量为１．２１ｍｍ，且压缩变形主要集中在开

设门洞区域的５～６环杆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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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去除内支承柱球壳的杆件截面优化表

Ｔａｂ．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ｌｕｍｎｓ

截面分组 原设计值 遗传法解 ３Ｄ３Ｓ解

犃ａ ２１９×８ ２１９×１２ ２１９×１２

犃ｂ ２１９×１０ ２１９×１４ ２４５×１０

犃ｃ ２７３×１０ ２４５×１０ ２４５×１２

　　为了进一步优化设计和比较分析，取消原设计球壳

内部设置的树枝支柱，对球壳结构重新进行建模，并按上

述过程进行优化计算．相应的杆件优化结果，如表４所

示．结构最不利工况计算结果和总质量优化率，如表５所

示．最大杆件变形对应工况的球壳整体变形分布，如图５

所示．

由表４可知：相比原设计，优化得到的球壳杆件截

面，部分有增大，这将导致网壳结构总质量的增加．这是因为去除内树状支承柱后，球壳结构由周边＋内

多点支承体系改变为周边支承网壳，屋盖荷载由支柱和球壳共同承担变为由网壳单独承担．由表５可

知：尽管网壳杆件截面有所增大，但相比原设计方案，采用遗传算法和３Ｄ３Ｓ优化后的球壳结构总质量

优化率仍然可以达到１．２０％和０．８３％．

表５　方案３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ｌｓｃｈｅｍｅ３

计算软件 杆件编号 工况 σ
ｓｔｒ
犻／ＭＰａ σ

ｉｎｓｔａ
犻 ／ＭＰａ λ 犢ｍａｘ／ｍｍ 犿／ｔ η／％

ＡＮＳＹＳ
１１５４

１１５４

１．２ＤＬ＋１．４ＬＬ＋１．４×０．７ＴＬ

－

１１４

－

满足

－

１０９．６

１０９．６
１７４．０７ ４４８．５４ １．２０

１４１２ １．２ＤＬ＋１．４ＬＬ＋１．４×０．７ＴＬ １０９ ２１１ １１４．２

３Ｄ３Ｓ １１７８ １．２ＤＬ＋１．４ＬＬ＋１．４×０．７ＴＬ １１７ ２０１ １０７．４ １７２．０９ ４５０．１８ ０．８３

１４１２ － － － １１４．２

图５　杆件轴向变形分布（方案３）

Ｆｉｇ．５　Ａｘｉ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ｃｈｅｍｅ３）

　　由图５可知：去除内树状支承柱后的球壳杆件变形程度

相比方案２有明显增大，网壳整体变形分布不如带内树状支

承柱时均匀．杆件轴向最大压缩量达到６．０８ｍｍ，最大拉伸量

为０．３０ｍｍ，压杆的分布区域从第一环延伸至６～７环．由此

可知，内树状支承柱使网壳杆件的受力均匀合理．因此，在构

件选型追求简洁的实际工程中，内树状支承柱的采用有利于

材料的充分使用，但同时也将减小结构空间内的使用面积．

３　优化后结构的整体稳定分析

对网壳结构的优化可以有效减少结构耗钢量，节约成本，

但优化后的网壳结构必须满足整体稳定承载力要求．单层球壳的整体稳定性计算依照ＪＧＪ７－２０１０《空

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１４］的相关要求进行．应用ＡＮＳＹＳ对原设计方案（方案１）和２种优化方案（方案

２，３）进行几何非线性全过程整体稳定性分析．荷载按文献［１４］规定取值，满跨均布．初始几何缺陷按结

构一阶屈曲模态分布，初始缺陷最大值按文献［１４］规定取值，为网壳跨度的１／３００（即２３６ｍｍ）．３个方

图６　最大位移节点的狆?δ曲线图

Ｆｉｇ．６　狆?δ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ｏｄｅｗｉｔｈ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案最大位移节点的荷载（狆）?位移（δ）全过程曲线，即整体分

析结果如图６所示．

不同的单层球壳设计方案１，方案２和方案３，经ＡＮ

ＳＹＳ几何非线性全过程整体稳定性分析，求得的球壳稳定

极限承载力分别为１５．３４，１４．３９和７．３９ｋＰａ．根据文献

［１４］，除以安全系数４．２，即可得到方案１，方案２和方案３

的稳定容许承载力标准值狆ｕｋ分别为３．６５，３．４３和１．７６

ｋＰａ，均大于球壳的荷载标准值１．７０ｋＰａ，满足要求．结果

表明：原设计方案１和优化方案２，３的整体稳定性均满足

规范要求．

从计算结果可知：优化方案２不改变结构布置形式，结

构更轻巧，有较富余的稳定承载能力，其极限稳定承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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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设计仅降低６．２％；不设置内部支承柱的球壳（方案３）相比原方案，在略微降低用钢量的情况下，

还可以获得更完整的大空间，但其极限稳定承载力相对于原设计降低较多，已接近设计限值．另外，方案

３的最大挠度也接近于设计限值．对比方案２和方案３可知：大跨单层球壳内部设置支柱可调节网壳杆

件的内力分布，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整体稳定承载力，虽然增加了支柱部分的用钢量，却能有效削减网壳

杆件的截面尺寸，综合降低结构总体用钢量．由此可见，对单层球壳进行优化分析是必要的，通过优化方

案比较分析，可使设计方案更经济合理．

４　结论

通过对上述内设树枝支承柱大跨球壳结构实例的优化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４点结论．

１）对于复杂形式的大跨单层球壳，进行优化分析和方案比较是必要的，可使结构设计方案节省钢

材，更经济合理．

２）对于周边支承的大跨单层球壳，在强度、杆件稳定、整体稳定和刚度约束条件中，对优化结果起

控制作用的是刚度约束条件．应在网壳优化分析中重点考虑刚度约束条件，同时，不可忽视杆件稳定和

结构整体稳定约束条件．

３）除非必需，不设置内部支承柱的球壳可获得完整大空间，通过优化分析可做到不增加网壳结构

总用钢量，使设计方案更经济合理．

４）对于单层球壳内部不需要用到全开阔大空间时，可在网壳内部设置支承柱，并通过优化分析使

构件截面合理分布，减轻结构自重，使设计方案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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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灰关联分析的犘犛犗?犛犞犚
工程造价预测模型

王佼１，２，刘艳春１

（１．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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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准确预测与控制工程造价水平，提出一种基于灰关联分析（ＧＲＡ）与粒子群优化（ＰＳＯ）的支持向

量回归机（ＳＶＲ）组合预测模型．将ＧＲＡ提取的工程造价主要指标向量输入ＰＳＯ?ＳＶＲ模型预测造价，采用

ＰＳＯ优化的ＳＶＲ模型进行工程造价预测，对比分析ＰＳＯ?ＳＶＲ模型和其他智能模型，对某一地区相同输电工

程进行造价预测．结果表明：基于灰关联分析的ＰＳＯ?ＳＶＲ模型的造价预测效果更理想，预测精度更高．

关键词：　工程造价；ＰＳＯ?ＳＶＲ预测模型；粒子群优化算法；灰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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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输电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工程造价有效管控已经成为输电工程（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建设

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输电工程是由线路长度、电压等级、输送容量、地形、气象、导线型号、杆塔选型、钢

材用量、线材耗量及价格等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１］．因此，输电工程造价估算实际上是

针对这个多变量、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求解过程．目前，国内输电项目工程造价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定性分析．戚安邦
［２］主要从电力工程项目主体、项目本身及环境３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列出影响要素．

王丽霞［３］以全过程管理为指导，详细分析了输电工程各阶段存在的问题．董军
［４］在输电投资模式差异化

下，分别从可靠性、经济性和环保性３个方面对输电工程造价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窦文

雷［５］从输变电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电力工程造价超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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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和建议．上述文献均未对导致工程造价偏差的原因进行深入量化研究，进而无法得出对输电工

程造价进行有效评估的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结果．现阶段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智能算法的深入研究，出

现了以ＢＰ为代表的神经网络、支持向量回归机（ＳＶＲ）及遗传算法（ＧＡ）优化下的支持向量回归机（ＧＡ

?ＳＶＲ）等预测模型，但各个模型在实际工程造价预测中都有不足之处．ＢＰ神经网络由于要求大量的训

练样本数据而导致网络模型训练时间较长，且容易出现局部最优化等问题［６］．ＳＶＲ虽然能够较好地解

决小样本、高维数、非线性及局部最优化等实际问题，但针对输电工程预测的特殊性，单一利用支持向量

回归机建模进行造价预测时，由于模型参数设置存在着盲目性，从而导致预测误差较大［７］．刘爱国等
［８］

发现ＧＡ?ＳＶＲ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ＳＶＲ的参数进行优化，但却存在遗传算法自身的交叉率、变异

率等复杂参数设置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基于灰关联分析（ＧＲＡ）与粒子群优化（ＰＳＯ）的支持向量回

归机混合算法，构建输电工程造价预测模型．

１　灰关联分析

灰关联分析（ＧＲＡ）的概念是由灰色系统理论所提出，通过灰关联分析可以判定各子系统间密切联

系的程度，从而某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可由灰关联分析法供量化的标准，其基本分析有如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比较矩阵的确定．设参考数列（又称系统特征序列）为狓′０＝｛狓′０（犽）｜犽＝１，２，…，狀｝；比较

数列（又称相关因素序列）为

狓′犻＝ ｛狓′犻（犽）狘犽＝１，２，…，狀｝，　　犻＝１，２，…，犿． （１）

　　步骤２　无量纲化的数据处理．因为系统中各因素指标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所以指标单位不一致．

这就导致了数据的量纲差异较大，无法准确比较，或在对比时难以获得较为科学的结论．因此，在进行灰

关联分析时，通常要进行无量纲化数据处理．无量纲化数据处理，即

狓犻（犽）＝狓′犻（犽）／狓犻，　　犻＝０，１，２，…，犿；　犽＝１，２，…，狀． （２）

　　步骤３　灰关联系数ξ０，犻（犽）的确定．所谓灰关联系数，指对于参考数列狓０ 有若干个比较数列狓１，

狓２，…，狓犿，每一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因素指标点上都有关联程度值，即

ξ０，犻（犽）＝
｛ｍｉｎ犻ｍｉｎ犽狘狓０（犽）－狓犻（犽）狘＋ρｍａｘ犻ｍａｘ犽狘狓０（犽）－狓犻（犽）狘｝

｛狘狓０（犽）－狓犻（犽）狘＋ρｍａｘ犻ｍａｘ犽狘狓０（犽）－狓犻（犽）狘｝．
（３）

式（３）中：ρ为分辨系数，通常取０．５；犻＝１，…，犿；犽＝１，２，…，狀．

步骤４　计算关联度．关联系数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因素指标点上的关联程度值，因此，

它不止一个值．但是过于分散的信息不利于各子系统间进行整体性比较，所以有必要采用求平均值的方

法来将各因素指标点上的关联系数集中到一个值，并将它视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

表示，即关联度为

狉０，犻 ＝ （１／狀）∑
狀

犽＝１
ζ０，犻（犽），　　犻＝１，…，犿；　犽＝１，２，…，狀． （４）

　　步骤５　关联度优势排序．关联度狉０，犻越大，说明比较数列狓′犻 与参考数列狓′０ 变化趋势更接近，或

者该因素序列指标对特征序列指标影响更强．为精确筛选出主要影响因素指标，可根据研究需要设定一

个阈值狉，如果狉０，犻＞狉，则视为目标关联；若相反，则认为虚假关联．根据３?５?８因素相关原则，狉设定为强

相关阈值０．８．

２　犘犛犗?犛犞犚预测模型

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机估算时，核函数的类型选取、核函数的参数σ及惩罚系数犆 的设定都很重要．

因此，有必要调整这些重要参数，以求达到获取最佳推广能力的目标．ＳＶＲ参数选择问题实际上相当于

一个优化求解过程，位于搜索空间中的每个点都可能成为最佳模型一个解［９］，再通过能力推广对预测值

进行评估．因此，最优参数的求解问题实质上就是误差最小化泛化问题．ＰＳＯ算法是一种进化算法，可

应用于一切ＧＡ能应用的场合，在编码和寻优策略上，ＰＳＯ要比ＧＡ更加简单、有效．

２．１　粒子群优化算法

假设在一个犖 维空间进行搜索
［１０］，可用两个犖 维向量表示粒子犻的信息，粒子犻的位置与速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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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狓犻 ＝ （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犖）
Ｔ，

狏犻 ＝ （狏犻，１，狏犻，２，…，狏犻，犖）
Ｔ．

　　当粒子犻找到两个最优解后，更新自己的位置和速度，即

狏犽＋１犻，犱 ＝ω狏
犽
犻，犱＋犆１×ｒａｎｄ

犽
１×（Ｐｂｅｓｔ

犽
犻，犱－狓

犽
犻，犱）＋犆２×ｒａｎｄ

犽
２×（Ｇｂｅｓｔ

犽
犻，犱－狓

犽
犻，犱）． （５）

狓犽＋１犻，犱 ＝狓
犽
犻，犱＋狏

犽＋１
犻，犱 ． （６）

式（５），（６）中：狏犽犻，犱是粒子犻在第犽次迭代中第犱 维速度；狓
犽
犻，犱是粒子犻在第犽次迭代中第犱 维的当前位

置；犻＝１，２，３，…，犖，表示种群大小；ω为惯性权值；犆１ 和犆２ 为学习因子（控制加速系数），合适的犆１ 和

犆２ 既可加快收敛又不易陷入局部最优，通常在［０，２］取值；ｒａｎｄ
犽
１ 和ｒａｎｄ

犽
２ 是介于［０，１］之间的随机数；

Ｐｂｅｓｔ犽犻，犱是粒子犻在第犱维的个体极值点的位置；Ｇｂｅｓｔ
犽
犻，犱是整个种群在第犱维的全局极值点的位置．

最大速度狏ｍａｘ决定了问题空间搜索的力度，粒子的每一维速度狏犻，犱都会被限制在［－狏犱，ｍａｘ，＋狏犱，ｍａｘ］

之间，假设搜索空间的第犱维定义为区间［－狓犱，ｍａｘ，＋狓犱，ｍａｘ］，则有狏犱，ｍａｘ＝δ狓犱，ｍａｘ．其中：每一维都用相

同的设置方法．

式（５），（６）计算粒子自身最优位置和群体最优位置可表示为

Ｐｂｅｓｔ犽＋１犻犱 ＝ ｛狓
犽＋１
犻，犱犳（狓

犽＋１
犻，犱）＜犳（Ｐｂｅｓｔ

犽
犻，犱）Ｐｂｅｓｔ

犽
犻，犱犳（狓

犽＋１
犻，犱）｝， （７）

犳（Ｇｂｅｓｔ
犽
犻，犱）＝ｍｉｎ｛犳（Ｐｂｅｓｔ

犽
犻，犱）｝，　　犻＝１，２，…，犖． （８）

２．２　基于犘犛犗优化的支持向量回归机

ＰＳＯ?ＳＶＲ算法依据粒子群群体寻优的思想加速支持向量回归机寻找最优参数值，具体有如下５个

步骤．

步骤１　创建初始样本训练集．若共有狀个工程样本，则犇犻｛（狓犻，狔犻），犻＝１，２，…，狀｝．选取粒子群的

初始种群规模犖 和设定控制加速系数犆１ 和犆２，以及在合理范围下生成粒子的初始位置与速度，并利

用ＰＳＯ算法对ＳＶＲ的重要参数犆与σ进行优选．

步骤２　训练ＳＶＲ．通过样本训练集训练ＳＶＲ，计算出各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并将各个粒子所

经历过的最佳位置Ｐｂｅｓｔ犽犻，犱与该适应度函数值进行比较．如果Ｐｂｅｓｔ
犽
犻，犱劣于该适应度函数值，则可将此适

应度函数值作为新的适应度函数值．为保证适应度函数的稳定性，采用平均相对误差作为适应度函数的

值，即

犳（Ｇｂｅｓｔ
犽
犻，犱）＝ （１／犖）∑

犖

犻＝１

狘（狔犻－狔′犻）／狔犻狘． （９）

式（９）中：犖 为样本训练集中样本点数目；狔犻和狔′犻分别为第犻个样本的实际值与预测值．

步骤３　适应度函数值的比较．将每一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与所有群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相比

较，如果群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大于每一个粒子的适应函数，则用全局最优位置Ｇｂｅｓｔ犽犻，犱将被当前粒子

的最优位置Ｐｂｅｓｔ犽犻，犱所取代．同时根据式（５），（６），分别对粒子的位置与速度进行调整．

步骤４　判断是否终止计算．如果满足终止条件，则结束寻优搜索，同时，输出ＳＶＲ的最优参数；若

是不满足条件，则需要重复步骤２．

步骤５　最优参数代入模型．将经过ＰＳＯ训练获得的最优犆和σ代入ＳＶＲ模型中，重新进行样本

训练学习，得到较为理想的ＳＶＲ预测模型．

３　仿真分析

３．１　输电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

结合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并依据电气、结构及技经等相关专业技术经济指标性质，初步筛选出回

路数、导线分裂数、导线截面、线路长度、输送容量、线材量、塔材量、地线量、杆塔基数、风速、覆冰、地形、

电压等级、线材价格和塔材价格１５个影响输电工程的造价指标
［１１］．

由于受到电力工程样本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通过对现有２２０ｋＶ输电工程样本数据整理清洗，研

究输电工程造价主要影响因素．因此，这里暂不考虑电压等级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其次，由于地形是

电力工程造价系统分析中的必要因素，依据国家电网颁布的《输电工程典型造价（２２０ｋＶ输电线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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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将地形按实际情况分为平地、河网泥沼、丘陵、一般山地和高山大岭５类地形．

通常情况下，不同的地形会对电力工程造价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而实地工程建设中的地形多为混

合型［１２］．在保证研究结论科学性的前提下，将依据《输电工程典型造价（２２０ｋＶ输电线路分册）》中列出

的９种典型方案
［１３］，以每一个典型方案中平地作为基准，将地形因素对输电工程造价的影响由地形综

合系数指标反映，从而有效地提升工程造价影响因素分析的准确性，即

地形综合系数 ＝犘１＋犘２×（犣２／犣１）＋犘３×（犣３／犣１）＋

　　　　　犘４×（犣４／犣１）＋犘５×（犣５／犣１）． （１０）

式（１０）中：犘犻（犻＝１，２，３，４，５）代表典型工程中５种地形所占比例；犣犻（犻＝１，２，３，４，５）代表典型工程中５

种地形所对应的典型造价．

３．２　犘犛犗?犛犞犚系统的输入向量

以华北电网系统内已竣工投产的２９个２２０ｋＶ输电线路工程为样本，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犡０ 为静

态投资．由表１可知：灰关联分析中的参考数列变量、比较数列变量在量纲上不一致，且其数值变化差异

较大，不适宜直接进行灰关联分析；否则，严重影响主要因素提取结果．

表１　原始工程样本数据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工程编号 犡０／万元 输送容量／ｋＷ 线路长度／ｋｍ 线材量／ｔ … 线材价格／万元·ｔ－１

１ ４３８４．３７４２ １４６４６８ １８．７５ ３１７．８７ … １．３７３

２ ２６９６．７１１５ ６２７７２ ２１．７７ １３２．１２ … １．６８０

３ ３６３６．１４８４ １４６２６８ １６．００ ２４６．８３ … １．３５８

４ ５３５８．３６２１ １０４６１０ ５０．４６ ４２１．００ … １．９２４

      

　　根据式（２），对数据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利用ＧＭ 软件将经过处理的数

据变量进行灰关联分析，即将上文初步分析识别出来的１４个输电工程造价影响因素作为工程特征参数

进行关于工程造价?静态投资的灰关联分析．

表２　归一化工程样本数据

Ｔａｂ．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

工程编号 犡０／万元 输送容量／ｋＷ 线路长度／ｋｍ 线材量／ｔ … 线材价格／万元·ｔ－１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 ０．６１５０７３ ０．４２８５７１ １．１６１０６７ ０．４１５６４２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０．８２９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３３３０ ０．７７６５１２ … ０．９８９０７５

４ １．２２２１５０ ０．７１４２１７ ２．６９１２００ １．３２４４４１ … １．４０１３１１

      

　　将关联度在０．８以上的１１个输电工程造价影响因素确定为造价主要影响因素，并作为ＰＳＯ?ＳＶＲ

预测系统输入量，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因素变量灰关联分析

Ｔａｂ．３　Ｇｒｅ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ｆａｃｔ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犡 犡１／ｋＷ 犡２／ｋｍ 犡３ 犡４ 犡５ 犡６／ｍ
２ 犡７

关联度 ０．９８５７ ０．９８３６ ０．９８０６ ０．９７５６ ０．９７４９ ０．９７４５ ０．９７０６

犡 犡８／ｍ·ｓ
－１ 犡９／ｍｍ 犡１０ 犡１１ 犡１２／万元·ｔ

－１ 犡１３／万元·ｔ
－１ 犡１４

关联度 ０．８７０３ ０．８６７５ ０．８６５３ ０．８６５０ ０．６９８５ ０．６９１２ ０．４８６８

　　表３中：犡为因素指标；犡１ 为输送容量；犡２ 为线路长度；犡３ 为线材量；犡４ 为塔材量；犡５ 为回路数；

犡６为导线截面；犡７ 为地形综合系数；犡８为风速；犡９ 为覆冰；犡１０为杆塔基数；犡１１为导线分裂数；犡１２为剔

除线材价格；犡１３为塔材价格；犡１４（狋）为地线量３个因素指标．

由表３可知：地线多用于输电线路引雷，避免线路遭遇雷击而受损，通常在输电线路工程间使用量

相差不大，所以地线量与工程造价关联度小．同时，考虑由于相近年份工程耗材价格波动不大，所以研究

相近年份输电工程造价时，价格因素与工程造价变化情况的关联度相对较小．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８中加载Ｌｉｂｓｖｍ工具箱，由于该工作箱的工作界面程序中包含归一化函数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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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ｎｍａｘ函数和反归一化函数Ｐｏｓｔｍｎｍｘ函数，所以该系统会自动将原始数据变量做归一化处理后输

入系统运行，再将结果做反归一化处理后输出系统．将灰关联分析所提取出的１１个造价主要影响因素

原始数据直接录入ＳＶＲ程序系统，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输入集共１１个因素指标构成了２９×１１矩

阵；输出集静态投资造价（万元）１个因素指标构成２９×１列向量．

表４　输入输出属性集

Ｔａｂ．４　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ｓｅｔｆ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样本序号
因素指标

犡１ 犡２ 犡３ … 犡１１
犢

１ １４６４６８ １８．７５ ３１７．８７ … １ ４３８４．３７４

２ ６２７７２ ２１．７７ １３２．１２ … １ ２６９６．７１２

３ １４６２６８ １６．００ ２４６．８３ … １ ３６３６．１４８

      

２９ １４６４６８ ２０．００ ３０９．００ … １ ４１４０．３７０

　　选取２５个工程造价数据为学习样本，剩余４个工程造价数据为测试样本，利用ＰＳＯ优化支持向量

回归机（ＳＶＲ）的参数，将学习样本输入ＰＳＯ?ＳＶＲ预测网络，得到稳定的模型，再利用测试样本在稳定

的网络模型中得出的预测结果，与真实测试集输出结果进行比较，即可完成整个预测过程．

３．３　犘犛犗优化犛犞犚参数

采用ＰＳＯ对支持向量回归机（ＳＶＲ）的惩罚系数犆和径向基核函数（ＲＢＦ）的参数σ进行寻优．初始

化粒子群的各项参数，设ＰＳＯ规模是２０，解空间为二维分别对应犆和σ，控制加速系数犆１ 和犆２ 分别等

于１．５和１．７，参数犆的变化范围是［０，５０］，参数σ的取值区间为［０，１］．那么，模型参数对应的Ｓｃｏｐｅ阵

是［０，５０；０，１］．为寻找适合的最大进化代数犜ｍａｘ和交叉验证折数犞，经过多次试验获得犜ｍａｘ适合值为

１００，犞 适合值为５，此时训练集与测试集拟合程度分别如图１，２所示．

由图１，２可知：拟合效果较为理想．ＳＶＲ模型中的惩罚系数犆和径向基核函数的参数σ，经过ＰＳＯ

寻优后分别为３６．２９和０．０１．

　图１　训练样本拟合图 图２　测试样本拟合图

　Ｆｉｇ．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Ｆｉｇ．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

３．４　不同模型预测效果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测试ＰＳＯ?ＳＶＲ模型的预测效果，利用相同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ＢＰ神经网络模型预

测、ＧＡ?ＳＶＲ模型预测和ＰＳＯ?ＳＶＲ模型预测．测试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模型预测效果对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工程编号 实际造价／万元
ＢＰ预测

　预测值　　相对误差／％

ＧＡ预测

　预测值　　相对误差／％

ＰＯＳ?ＳＶＲ预测

　　预测值　　相对误差／％

２６ ２８０７．４ ２１１３．２ －２４ ３１２０．２ １１．０ ２８６８．２ ２．１６

２７ ２６２４．３ １１９８．１ －５４ ３０３０．６ １５．０ ２８４７．７ ８．５１

２８ ５１１７．８ ４３３０．３ １５ ４８１５．６ －５．９ ４９４１．７ －３．４４

２９ ３７４０．４ ２４６２．５ ３４ ３６７０．９ －１．８ ３５９８．５ －３．７９

平均绝对值相对误差 　３１ ８．４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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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５可知：ＰＳＯ?ＳＶＲ造价预测结果与真实造价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均在１０％以内，且无论是相

对误差比较还是误差均值比较，都明显优于ＢＰ预测结果，极大地提高了预测精度；同时，也较ＧＡ?ＳＶＲ

预测效果更加理想．

４　结论

１）运用灰关联分析法对各工程特征参数进行灰关联分析并排序，确定ＰＳＯ?ＳＶＲ的输入向量，构建

基于灰关联分析的ＰＳＯ?ＳＶＲ输电工程造价预测模型．结果显示：静态投资工程造价的相对误差绝对值

最大为８．５１％，最小为２．１６％，说明１１个工程特征参数的提取可以较好地表征工程造价，降低了估算

误差．仿真结果证明基于ＧＲＡ的ＰＳＯ?ＳＶＲ预测模型对输电工程造价的估算和审查是科学有效的．

２）利用ＰＳＯ优化算法对支持向量回归机进行参数优化，避免ＳＶＲ模型参数选择的盲目性．与现

今较为广泛应用的ＢＰ神经网模型及ＧＡ?ＳＶＭ 混合算法预测模型相比较，基于灰关联分析的ＰＳＯ?

ＳＶＲ模型使得工程造价计算与预测工作量大幅减少，效率大大提高，其预测结果更加理想，估算造价精

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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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面法优化章鱼内脏酸性

蛋白酶提取条件

黄惠莉１，２，张秀娟１，张育荣３，张鹭鹰３，王开明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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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以章鱼内脏为原料，通过单因素实验，分析ｐＨ值、温度、料液比、抽提时间对提取粗酶液中酸性

蛋白酶活性的影响．然后，通过响应面法优化，得到多项式拟合回归方程，并对酶活的预测值和实测值进行验

证．最后，测定粗酶液中蛋白酶的种类和活性．结果表明：酸性蛋白酶的最优抽提条件为ｐＨ 值５．０、温度３０

℃、时间２．５ｈ、料液比１∶５，由此得到的粗酶液酶活为９１７．２ｎｋａｔ·ｇ
－１，对应比活为２８．５ｎｋａｔ·ｍｇ

－１；响应

面回归方程计算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位于误差范围内，说明该方程具有预测作用；粗酶液中，蛋白酶大部分为酸

性蛋白酶，占总蛋白酶７６．０％．

关键词：　章鱼内脏；响应面优化；酸性蛋白酶；酶活；比活

中图分类号：　Ｑ５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６０７１４０６　

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犮犻犱犘狉狅狋犲犪狊犲犉狉狅犿

犗犮狋狅狆狌狊犞犻狊犮犲狉犪犫狔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犛狌狉犳犪犮犲犕犲狋犺狅犱

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１
，２，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ｊｕ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Ｙｕｒｏｎｇ３，

ＺＨＡＮＧＬｕｙｉｎｇ
３，ＷＡＮＧＫａｉｍｉｎｇ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３．ＸｉａｍｅｎＥａｓｔＯｃｅａ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Ｈｖａｌｕ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ａｃｉｄｉｃｐｒｏ

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ｕｓｉｎｇｏｃｔｏｐｕｓｖｉｓｃｅｒａ

ａｓｔｈｅ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ｋｉｎｄ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ｄｅ

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ｉｄ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ｐＨ５．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０℃，ｔｉｍｅ２．５ｈ，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５．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ｎ

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９１７．２ｎｋａｔ·ｇ
－１，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２８．５ｎｋａｔ·ｍｇ

－１．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ｌａ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ｅｒｒｏｒ，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７６．０％，ｗａｓａｃｉｄｉｃ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ｏｃｔｏｐｕｓｖｉｓｃｅｒ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ｉｄ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通信作者：　黄惠莉（１９６２），女，教授，主要从事海洋水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ｌｈｕａ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重点科研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Ｎ００２２）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章鱼（犗犮狋狅狆狌狊狏狌犾犵犪狉犻狊）属于软体动物门、头足纲、八腕目、蛸科、蛸属，俗称“八爪鱼”，大部分为浅

海性种类，也有少数深海性种类［１］．在食品加工中，占章鱼总质量５０％的内脏表皮眼窝等部位被丢弃，

既浪费又污染环境．近年来，对水产下脚料的再利用主要集中在酶解制备氨基酸及多肽
［２?３］、膜法提取章

鱼胺等非蛋白质含氮类化合物［４］、酶制剂提取［５?６］等方面．在制备酶制剂方面，已成功从南极磷虾中提取

胰蛋白酶［７］、大鲵胃中提取胃蛋白酶［８］、淡水鱼内脏中提取复合酶［９］．在酶的提取方面，水、稀酸、稀盐、

稀碱、有机溶剂均可作为抽提液．考虑到酸性蛋白酶的溶解性和ｐＨ值的稳定性，本文以章鱼内脏为原

料，采用缓冲液进行抽提，以酸性蛋白酶活高低为指标，结合响应面法［１０］，研究从章鱼内脏中提取酸性

蛋白酶的适宜条件，以获取更多的酸性蛋白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和仪器

章鱼内脏由厦门东海洋水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由前期实验测定可知，章鱼盲肠无酸性蛋白酶

活性．原料预处理方法：将章鱼内脏摘除盲肠后，打碎匀浆，于－２０℃保存备用．

实验试剂：牛血清蛋白（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干酪素（上海三浦化工有限公司）；柠

檬酸、十二水合磷酸氢二钠（广东省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福林试剂（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ＭＥ２０４型电子天平（上海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ＴＧＬ?２０Ｍ 型台式高速离心机（湖南

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ＶＩＳ?７２２０型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北京瑞科分析仪器公司）；ＤＫ?８Ｄ型电

热恒温水槽（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ＳＸＴ?０２型索氏提取器（上海洪纪仪器设备有限公司）；ｐＨ

７００型台式ｐＨ计（美国优特公司）；ＨＪ?４Ａ型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江苏省金坛市医疗仪器厂）．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章鱼内脏组分测定　章鱼内脏基本成分（水分、灰分、蛋白质和脂肪质量分数）的测定分别参照

文献［１１?１４］．

１．２．２　粗酶液制备　称取章鱼内脏匀浆与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适宜温度

下抽提一定时间．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转速下，离心１０ｍｉｎ，得到的上清液即为粗酶液．取上清液进行酸

性蛋白酶的酶活测定，蛋白酶活性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１５］．

１．２．３　单因素实验　分别测定不同缓冲液ｐＨ值、温度、料液比和抽提时间对粗酶液中酸性蛋白酶抽

表１　实验因素及编码水平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因素 标识
编码水平

－１ ０ ＋１

ｐＨ值 犃 ３ ５ ７

θ／℃ 犅 ２０ ３０ ４０

狋／ｈ 犆 １ ２ ３

料液比 犇 １∶４ １∶５ １∶６

提效果的影响．

１．２．４　响应面优化实验　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选取酶

活为响应值（犢），缓冲液ｐＨ 值、温度（θ）、抽提时间（狋）、

料液比为自变量，进行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实验
［１６］．其

实验水平编码值，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１，０，－１分别

代表四因素的高、中、低水平．

１．２．５　粗酶液中蛋白酶种类及活性分析　为了验证粗

酶液中酸性蛋白酶的含量，分别测定粗酶液中酸性蛋白

酶、中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的酶活和比活．其中，酸性

蛋白酶酶活测定采用ｐＨ值为３．０的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体系；中性蛋白酶酶活测定采用ｐＨ值

为７．０的磷酸二氢钾?氢氧化钠缓冲液体系；碱性蛋白酶酶活测定采用ｐＨ值为１０．０的碳酸氢钠?氢氧

化钠缓冲液体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章鱼内脏基本成分

对章鱼内脏组分进行分析，测得各组分的质量分数如下：水分为７５．８％，灰分为２．６％，蛋白质为

１６．０％，脂肪为２．６％，其他为３．０％．由此可知，蛋白质质量分数仅次于水分，说明章鱼内脏可作为提取

蛋白酶等含氮类物质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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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单因素实验结果

２．２．１　ｐＨ值对粗酶液酶活影响　ｐＨ值是酶促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酸性蛋白酶的最适ｐＨ值为２～

６左右．在４℃，料液比为１∶５条件下，将一定量的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加入章鱼匀浆中，抽提４

ｈ．控制ｐＨ值为２．２～７．０，测定４０℃时，粗酶液的酸性蛋白酶酶活（狕），结果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

当ｐＨ值为２．２～５．０时，粗酶液中酸性蛋白酶活逐渐升高，这是因为随着ｐＨ值的升高，酸性蛋白酶溶

解度增大；当ｐＨ值为５．０～７．０时，酶活有所降低，这是由于ｐＨ值继续增大至中性，使酸性蛋白酶的

溶解度降低，酶活损失较大．因此，选择浸提粗酶液的最佳ｐＨ值为５．０．

２．２．２　温度对粗酶液酶活影响　在ｐＨ值为５．０、料液比为１∶５、抽提时间为４ｈ的条件下，研究温度

（θ）对粗酶液中酸性蛋白酶酶活（狕）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当温度为４～３０℃时，酶活变

　图１　ｐＨ对粗酶液酸性蛋白酶酶活的影响 图２　温度对粗酶液酶活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ｃｉｄ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ｉｎ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ｉｄ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ｉｎ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化不大；当温度继续升高时，酶活急剧下降，这是因为高温导致部分酶变性失活．由于低温条件较难操

控，且需额外消耗能源，因此，选取最佳温度条件为３０℃．

２．２．３　料液比对粗酶液酶活影响　在３０℃，ｐＨ值为５．０，抽提时间为４ｈ的条件下，研究不同料液比

对粗酶液酶活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着缓冲液比例的增加，粗酶液酶活逐渐升高，当

料液比为１∶５时，酸性蛋白酶活性达到最大；而后继续增加缓冲液用量，酶活波动不大．这主要是因为

相同质量的内脏中，酸性蛋白酶的含量是一定的，缓冲液越多，提取就越充分．然而，过多的缓冲液会增

加后续浓缩过程的工作量．因此，选取最佳的料液比为１∶５．

２．２．４　抽提时间对粗酶液酶活影响　在３０℃，ｐＨ值５．０，料液比为１∶５的条件下，研究不同抽提时

间（狋）对粗酶液酶活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抽提时间的增加，内脏匀浆与缓冲液接

触越充分，酸性蛋白酶酶活越高；当抽提时间为２．５ｈ时，酶活达到最高点，而后短时间内保持稳定；继

续增加抽提时间至４ｈ以上，酶活稍有下降，这是由于此时的粗酶液为液态，长时间放置会使酶活有少

量的损失．因此，选取最佳提取时间为２．５ｈ．

２．３　响应面结果分析

根据响应面设计２９组实验，经过实测后得到的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θ为温度；狋为抽提时间；

狕为粗酶液中酸性蛋白酶的酶活．

对表２的数据进行多项式拟合回归，经优化后得到以酶活（犢）为因变量，以ｐＨ值（犃）、温度（犅）、时

间（犆）、料液比（犇）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即

犢 ＝５４．７０－０．６６犃－０．２７犅＋０．５１犆＋０．０６６犇－４．６８犃犅＋０．５９犃犆－１．０４犃犇＋

１．３６犅犆＋３．３０犅犇＋３．４６犆犇－１０．７９犃
２
－４．１４犅

２
－１．３１犆

２
－５．３９犇

２． （１）

　　对响应面回归方程（１）进行系数显著性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３，４所示．由表３可知：模型大于

犉值的概率犘＜０．０００１，表明模型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可信度较高；模型失拟项无统计学意义，表

明若用此模型进行结果预测，出现失误的概率不大；犃犅，犅犇，犆犇，犃２，犅２，犇２ 的犘值均小于０．０５，表明

其对粗酶液酶活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根据模型线性数值的大小，可以得出影响粗酶液酶活的因素大小

依次为ｐＨ值＞抽提时间＞温度＞料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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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料液比对粗酶液酶活的影响 图４　时间对粗酶液酶活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ｉｍｅ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ｃｉｄ

　ａｃｉｄ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ｉｎ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ｉｎ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表２　响应面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序号 ｐＨ值 θ／℃ 狋／ｈ 料液比 狕／ｎｋａｔ·ｇ
－１ 序号 ｐＨ值 θ／℃ 狋／ｈ 料液比 狕／ｎｋａｔ·ｇ

－１

１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６ ７２５．０ １６ ７．０ ３０ １．０ １∶５ ６８５．８

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５ ７１２．１ １７ ５．０ ２０ ２．０ １∶６ ６９９．１

３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８８６．０ １８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８９３．３

４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９０６．３ １９ ５．０ ４０ ３．０ １∶５ ８９３．３

５ ５．０ ３０ ３．０ １∶６ ８３９．０ ２０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６ ７１２．０

６ ７．０ ３０ ２．０ １∶４ ６５４．８ ２１ ５．０ ４０ １．０ １∶５ ８０２．８

７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４ ７０７．６ ２２ ５．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４．５

８ ５．０ ４０ ２．０ １∶４ ６９４．０ ２３ ３．０ ２０ ２．０ １∶５ ５４３．８

９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５ ６７３．１ ２４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９４１．４

１０ ７．０ ３０ ２．０ １∶６ ６０６．０ ２５ ３．０ ３０ １．０ １∶５ ７３８．０

１１ ５．０ ２０ ３．０ １∶５ ８５４．５ ２６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４ ８１８．３

１２ ７．０ ４０ ２．０ １∶５ ５６７．９ ２７ ５．０ ４０ ２．０ １∶６ ８１５．７

１３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９３２．２ ２８ ５．０ ３０ ３．０ １∶４ ７１４．６

１４ ７．０ ２０ ２．０ １∶５ ７５０．８ ２９ ７．０ ３０ ３．０ １∶５ ６９９．０

１５ ５．０ ２０ ２．０ １∶４ ７９７．５

表３　响应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差来源 平方和 犉值 犘值 方差来源 平方和 犉值 犘值

模型 ２．９７２×１０５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１ 犅犆 １８８３．５６ １．０２ ０．３２９８

犃 １２９７．９２ ０．７２ ０．４０９５ 犅犇 １２１１１．００ ６．０２ ０．０２７８

犅 ２１７．６０ ０．１２ ０．７３６３ 犆犇 １３３０５．６２ ６．６２ ０．０２２１

犆 ７９０．６０ ０．４２ ０．５２５２ 犃２ ２．１０８×１０５ １０４．４３ ＜０．０００１

犇 １２．６１ ７．１９３×１０－３ ０．９３３６ 犅２ ３１６０９．２１ １５．３９ ０．００１５

犃犅 ２５１８１．００ １２．１３ ０．００３７ 犆２ ３１２３．７８ １．５５ ０．２３３４

犃犆 ３８２．２０ ０．１９ ０．６７０１ 犇２ ５２０２５．１６ ２６．０９ ０．０００２

犃犇 １１７３．０６ ０．６０ ０．４５１０ 失拟项 ２６０７４．８４ ４．４４ ０．０８１９

表４　响应面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异系数／％ ＰＲＥＳＳ 模型相关系数 模型确定系数 犚２ 预测 信噪比

４５．０４ ７６２．２２ ５．８８ １．５３８×１０５ ０．９１３２ ０．８２６３ ０．５２９９ １０．６２１

　　由表４可知：模型相关系数为０．９１３２，说明该模型能够解释９１．３２％的总变异；模型确定系数越

大，表示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拟合越好，该模型的确定系数为０．８２６３（大于０．８０），表明模型是

显著的；犚２ 预测为０．５２９９，表明模型是显著的；变异系数越小，表示模型精度和可靠性越高，该模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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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系数为５．８８％，说明模型是高度可靠的．

为了更直观地检测模型并确定最优点，两两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曲面图，如图５所示．

　（ａ）温度与ｐＨ值 （ｂ）时间与ｐＨ值

　（ｃ）料液比与ｐＨ值 （ｄ）时间与温度

　（ｅ）料液比与温度 （ｆ）料液比与时间

图５　两两因素间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ｓ

２．４　最优方案预测与验证

由响应面结果可知，响应值犢 存在最大值．犢 值越大，说明所取的对应条件下，酸性蛋白酶酶活越

高．响应面的理论最优方案如下：ｐＨ值为４．８，温度为３２．９℃，时间为２．８ｈ，料液比为１∶５．４．由此得

到预测酸性蛋白酶酶活为９１５．２ｎｋａｔ·ｇ
－１．为了验证该模型的准确性，调整优化方案，取ｐＨ值５．０，温

度３０℃，时间２．５ｈ，料液比１∶５为实验条件，得到实测酸性蛋白酶酶活为９１７．２ｎｋａｔ·ｇ
－１．预测值与

实际值在误差范围内，说明该响应面回归方程具有预测作用．

表５　粗酶液中蛋白酶种类分析

Ｔａｂ．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蛋白酶种类 狕／ｎｋａｔ·ｇ
－１ 狌／ｎｋａｔ·ｍｇ

－１
η／％

酸性 ９１５．７ ２７．５ ７６．０

中性 １９３．７ ５．８ １６．１

碱性 ９７．０ ２．８ ７．８

２．５　蛋白酶种类及活性的分析

采用优化条件（ｐＨ值５．０，温度３０℃，抽提时

间２．５ｈ，料液比１∶５），对章鱼内脏匀浆进行提

取，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后得到粗酶液．对粗酶

液进行酸性蛋白酶、中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的酶

活和比活测定，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狕为酶

活；狌为比活；η为比活百分比．由表５可知：酸性蛋白酶活性远高于中性及碱性蛋白酶活性，说明经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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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取的粗酶液中大部分是酸性蛋白酶，该方案适合酸性蛋白酶的提取．

３　结论

以章鱼内脏为原料，研究ｐＨ值、温度、料液比、抽提时间等因素对提取酸性蛋白酶粗酶液酶活的影

响．通过响应面法优化抽提条件，并经冷冻干燥得到酸性蛋白酶粗品．通过上述研究确定了各关键提取

参数，为纯化获得章鱼源性纯品酸性蛋白酶提供了重要技术参数和应用参考．

成芳等［８］在大鲵胃中提取得到胃蛋白酶粗液的比活为１７．２ｎｋａｔ·ｍｇ
－１；仇磊等［１７］在扁玉螺食道

腺内提取得到蛋白酶粗液的比活为２４．３ｎｋａｔ·ｍｇ
－１；王琨［７］从南极磷虾体内提取得到蛋白酶粗液的

比活为０．７ｎｋａｔ·ｍｇ
－１．而文中提取的酸性酶酶活为９１７．２ｎｋａｔ·ｇ

－１，对应比活为２８．５ｎｋａｔ·ｍｇ
－１，

说明采用响应面法优化提取得到的酸性蛋白酶含量较高．

对粗酶液中酸性蛋白酶、中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活性进行分析，结果可知：酸性蛋白酶活性＞中

性蛋白酶活性＞碱性蛋白酶活性．说明粗酶液中，酸性蛋白酶的含量远高于其他种类蛋白酶含量．

文中提取的酸性蛋白酶为复合酶，需经盐析、层析等操作后，才能对该复合酶的种类、相对分子质量

等有进一步了解，从而纯化得到纯品酸性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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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性微球的改性及其固定化

铁还原菌的性能

刘凡，周作明，荆国华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油酸、聚乙二醇、柠檬酸钠和３?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ＡＰＴＥＳ）为改性剂，采用化学共沉淀法制备４

种改性磁性微球．通过粒度测定（ＰＳＤ）、Ｘ射线衍射分析（ＸＲＤ）、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ＦＴＩＲ）、热重分析

（ＴＧＡ）、磁强度测定（ＶＳＭ）对各种磁性微球进行表征，并对比各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后还原Ｆｅ（Ⅲ）ＥＤＴＡ

的性能，最终确定最佳的磁性微球改性条件．结果表明：ＡＰＴＥＳ改性的Ｆｅ３Ｏ４ 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效果

优于其他改性微球，其最佳条件为 ＡＰＴＥＳ投加量８ｍＬ，１ｍｇ铁还原菌需１．５ｇ磁性微球进行固定化；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菌后连续使用５次，其Ｆｅ（Ⅲ）ＥＤＴＡ还原效率仍可保持在９０％以上．

关键词：　磁性微球；改性；３?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铁还原菌；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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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微球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具有定位、导向和分离功能，能通过共聚、表面改性等方法调节其表

面亲水性（或疏水性）及生物兼容性，可作为较好的固定化载体［１］，广泛地应用于废水废气处理［２?４］、吸附

剂材料开发［５?６］及环境检测［７?８］等领域．在此基础上，通过磁性微球表面改性，再采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可

将微生物固定在磁性微球上．微生物经固定后，其活性和稳定性有所提高，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便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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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回收，有利于其连续循环反应的运用［９?１１］．铁还原菌是生物还原耦合络合吸收法（ＢｉｏＤｅＮＯ狓）脱除烟

气中ＮＯ狓 的工艺中一种重要的还原菌，它可将Ｆｅ（Ⅲ）ＥＤＴＡ还原为Ｆｅ（Ⅱ）ＥＤＴＡ，实现吸收剂再生循

环利用．本文分别以油酸、聚乙二醇（ＰＥＧ）、柠檬酸钠和３?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ＡＰＴＥＳ）为改性剂，采

用化学共沉淀法合成不同的磁性Ｆｅ３Ｏ４ 微球，从中确定最佳固定化载体，并优化其制备和固定化条件．

１　试验材料

１．１　药品与试剂

ＡＰＴＥＳ（质量分数为９８％）购自上海阿拉丁化学公司；柠檬酸钠、ＰＥＧ、油酸、氨水（质量分数为

２５％）均购自广东省西陇化工公司；六水合氯化铁、七水合硫酸亚铁均购自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

（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用前未经预处理）．

１．２　实验仪器

ＫＱ?３００ＶＤＥ型三频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江苏省昆山市超声仪器公司）；ＲＷ２０型机械搅拌器（德国

ＩＫＡ公司）；Ｈ?２０５０Ｒ型高速冷冻离心机（湖南省长沙市湘仪公司）；ＵＶ?４８０２Ｈ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尤尼柯公司）．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改性磁性微球的制备

参考文献［１２?１６］的方法，将适量ＦｅＣｌ３·６Ｈ２Ｏ溶于蒸馏水，转移至三口烧瓶，搅拌加热至７０℃，

氮气保护下，将Ｆｅ２＋和Ｆｅ３＋（摩尔比为２∶１）加入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机械搅拌，快速加入

适量氨水，超声处理１ｈ，得到黑色溶胶状产物，利用外加磁场将其分离．用蒸馏水洗涤３～５次，加入

１５０ｍＬ乙醇和蒸馏水（体积比为１∶１），５０℃水浴中超声处理３０ｍｉｎ后，加入适量改性剂，超声处理，４

ｈ后磁分离，蒸馏水洗涤３～５次，－８０℃冷冻干燥，得到黑色粉末样品，置于样品袋中密封保存，备用．

２．２　改性磁性微球的表征

１）粒径分析仪（ＰＳＤ，测试波长范围为０．０４～２０００．００μｍ）；２）Ｘ射线衍射分析（ＸＲＤ，衍射条件：

Ｃｕ靶Ｋα（γ＝０．１５４２），管电压为４０ｋＶ，管电流为４０ｍＡ，速度为４°·ｍｉｎ
－１，测量范围为２０°～７０°）；３）

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ＦＴＩＲ，测试波长范围为５００～４０００ｃｍ
－１）；４）热重分析（ＴＧＡ，Ｎ２ 氛围，以１０

℃·ｍｉｎ－１的升温速度加热至８００℃）；５）磁强度测定（ＶＳＭ分析）．

２．３　改性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

称取磁性微球１．５ｇ，置于１００ｍＬ血清瓶，加入５０ｍＬ含Ｆｅ（Ⅲ）ＥＤＴＡ（１０ｍｍｏｌ·Ｌ
－１）的培养

基，接种１．０ｍｇ（湿质量）铁还原菌菌液，Ｎ２ 驱氧后密封，于恒温摇床（４０℃，１４０ｒ·ｍｉｎ
－１）培养２４ｈ．

２．４　分析方法

Ｆｅ（Ⅱ）质量浓度的测定采用邻菲啉分光光度法，细胞质量浓度的测定是通过６１０ｎｍ下光密度

与细胞干质量的关系，读取菌悬液在６１０ｎｍ下的吸光度，得到细胞的干质量．采用Ｆｅ（Ⅲ）ＥＤＴＡ的还

原率评估固定化铁还原菌的还原性能，还原率犚＝［（犮０－犮狋）／犮０］×１００％．其中：犮０ 为Ｆｅ（Ⅲ）ＥＤＴＡ的

初始浓度；犮狋为Ｆｅ（Ⅲ）ＥＤＴＡ在某时刻的浓度．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磁性微球的制备与条件优化

３．１．１　磁性微球改性剂的选择　考察不同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后还原Ｆｅ（Ⅲ）ＥＤＴＡ的性能，反

应１２ｈ后的还原率（η），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经固定化后的铁还原菌还原性能均优于游离菌，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菌对Ｆｅ（Ⅲ）ＥＤＴＡ的还原率最高；改性的磁性微球有效地抑制了因微球

团聚导致的粒径增大现象．改性后微球分散性增强，从而使铁还原菌可以较好地固定在磁性微球上，且

固定化过程采用的吸附法对微生物活力影响较小［１７］，能有效保证体系还原Ｆｅ（Ⅲ）ＥＤＴＡ的能力．

３．１．２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微球改性条件优化　考察不同ＡＰＴＥＳ加入量对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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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ＡＰＴＥＳ投加量小于８ｍＬ时，Ｆｅ（Ⅲ）ＥＤＴＡ还原率随着

加入量增加而增加；投加量大于８ｍＬ时，还原率随着加入量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在制备 ＡＰＴＥＳ?

Ｆｅ３Ｏ４ 过程中，改性剂ＡＰＴＥＳ的最佳投加量为８ｍＬ，固定化铁还原菌最终的还原率达到９７．７１％．

　　　图１　改性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还原率　　　　图２　ＡＰＴＥＳ对固定化铁还原菌还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Ｆｉｇ．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ｉｒ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ｉｒ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ＴＥＳｄｏｓａｇｅ

３．１．３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菌优化　在确定８ｍＬ为最佳投加量的基础上，考察不同质量的

ＡＰＴＥＳ改性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的还原效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犮（Ｆｅ（Ⅲ）ＥＤＴＡ）为Ｆｅ（Ⅲ）

ＥＤＴＡ浓度．由图３可知：当时间为６ｈ时，１．５ｇ的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菌的Ｆｅ（Ⅲ）ＥＤＴＡ还

原率最高．因此，最佳的固定化比例为：１ｍｇ铁还原菌需１．５ｇ磁性微球进行固定化．

表１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

菌前后的粒径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ｆ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犇／μｍ 犇ａｖｅ 犇１０ 犇５０ 犇９０

固定前 ２３．６５ ２．８４ １８．８８ ５２．５８

固定后 ２６．００ ３．７７ ２２．１４ ５５．０４

３．２　改性磁性微球的表征

３．２．１　粒径分析　通过粒径分析仪分析 ＡＰＴＥＳ?

Ｆｅ３Ｏ４ 磁性微球固定铁还原菌前后的粒径（犇），结果如

表１，图４所示．图４中：φ为对应粒径的微球体积所占

的百分数．由表１和图４可知：固定化铁还原菌后的磁

性微球粒径较固定前大．这是因为铁还原菌固定在磁

性微球上形成包覆层，增大其粒径．

３．２．２　ＸＲＤ分析　通过ＸＲＤ分析几种磁性微球的

晶体结构，如图５所示．实验制备的磁性微球在ＸＲＤ图谱中３０．３°，３５．６°，４３．３°，５３．６°，５７．２°，６２．９°等６

处出现特征衍射峰，且峰的宽度与强度与Ｆｅ３Ｏ４ 标准图谱（ＪＣＰＤＳ?７５?１６０９）一致．由此可以确定，磁性

微球含有Ｆｅ３Ｏ４，纯度高且为反式尖晶石结构
［１８］．几种改性微球中，ＡＰＴＥＳ改性后的Ｆｅ３Ｏ４ 吸收强度

最强，说明其成分中Ｆｅ３Ｏ４ 的质量分数较高
［１９］；而柠檬酸钠?Ｆｅ３Ｏ４ 和油酸?Ｆｅ３Ｏ４ 吸收强度明显较弱．

图３　不同质量的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菌还原率 图４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前后粒径分析　

Ｆｉｇ．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ｉｒ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ｉｇ．４　ＰＳＤｏｆ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ｂｅｆｏｒ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３　ＦＴＩＲ分析　通过ＦＴＩＲ分析磁性微球的表面官能团，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所有的磁

性微球都在５８４ｃｍ－１处出现Ｆｅ－Ｏ键产生的吸收峰，在３４３３ｃｍ－１出现Ｏ－Ｈ伸缩振动峰．柠檬酸钠、

油酸改性的磁性微球都在１６３０ｃｍ－１附近出现典型的－ＣＯＯ－吸收峰，说明柠檬酸及油酸成功包覆在

Ｆｅ３Ｏ４ 表面
［１４］．而ＡＰＴＥＳ改性的磁性微球在１１３２，１０４４ｃｍ－１处出现Ｓｉ－Ｏ－Ｓｉ与Ｆｅ－Ｏ－Ｓｉ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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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ＡＰＴＥＳ成功连接到磁性微球表面
［１２］，便于表面进一步改性，或偶联其他生物大分子．

图５　改性磁性微球的ＸＲＤ谱图 图６　改性磁性微球的ＦＴＩＲ图

Ｆｉｇ．５　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Ｆｉｇ．６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３．２．４　ＴＧＡ分析　通过ＴＧＡ分析不同ＡＰＴＥＳ投加量改性下Ｆｅ３Ｏ４ 磁性微球在０～７５０℃的失重情

况（狑），结果如图７所示．几种磁性微球的失重大概可分为２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０～２００℃，是磁性微

球中水分的蒸发；第二阶段为２００～６００℃，是磁性微球中有机成分及杂质的分解
［２０］；６００℃以后为磁

性微球中剩余的Ｆｅ３Ｏ４．由图７可知：不同ＡＰＴＥＳ投加量改性的磁性微球磁物质质量分数不同．８ｍＬ

ＡＰＴＥＳ改性的磁性微球中有机成分质量分数相对较高，说明其表面附着大量的氨基，有利于微生物的

固定化，这也是该投加量情况下，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还原性能最佳的重要原因．

３．２．５　ＶＳＭ分析　通过ＶＳＭ分析磁性微球的饱和磁强度，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犕 为磁化强度；犎 为

磁场强度．各磁性微球的矫顽力和剩磁都几乎为０，说明实验制备的磁性微球具有超顺磁性
［２１］，可通过

外加磁场实现磁性微球的分离和回收．未改性磁性微球的饱和磁强度为０．０７６Ａ·ｍ２·ｇ
－１，而实验室

制得的改性磁性微球的饱和磁强度弱于未改性的磁性微球，但均在０．０６８Ａ·ｍ２·ｇ
－１以上，相差较小，

且改性剂投加量对于磁性微球的磁响应强度无显著影响．综合考虑其他表征结果，确定８ｍＬＡＰＴＥＳ

改性的磁性微球为最佳固定化载体．

图７　改性磁性微球的ＴＧＡ 图８　改性磁性微球的ＶＳＭ

Ｆｉｇ．７　ＴＧ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Ｆｉｇ．８　ＶＳＭ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图９　铁还原菌还原Ｆｅ（Ⅲ）ＥＤＴＡ重复性实验

Ｆｉｇ．９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Ⅲ）ＥＤＴ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３．３　磁性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重复性实验

铁还原菌还原Ｆｅ（Ⅲ）ＥＤＴＡ重复性实验，结果如图９

所示．由图９可知：１．５ｇ，８ｍＬ的ＡＰＴＥＳ改性的磁性微球

固定化铁还原菌连续使用５次后，Ｆｅ（Ⅲ）ＥＤＴＡ的还原效

率仍可以保持在９０％以上．由此可见，ＡＰＴＥＳ改性的磁性

微球固定化铁还原菌具有良好的重复使用性．

４　结束语

采用化学共沉淀法，利用不同的改性剂制备改性磁性

微球，通过其固定化铁还原菌还原性能的对比，确定了

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为４种改性微球中最好的固定化载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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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剂投加量和磁性微球质量对铁还原菌固定化的影响，确定ＡＰＴＥＳ最佳投加量为８ｍＬ，１ｍｇ铁还

原菌需１．５ｇ磁性微球进行固定化．在最佳制备和固定化条件下，ＡＰＴＥＳ?Ｆｅ３Ｏ４ 固定化铁还原菌连续

使用５次后，对Ｆｅ（Ⅲ）ＥＤＴＡ的还原效率仍可以保持在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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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影响因子的

多尺度分析

陆在宝，徐伟铭，肖桂荣

（１．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以福建省长汀县为研究区，运用统计学方法和ＧＩＳ技术，从自然环境方面分析不同尺度下的水土保

持措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了避免选择分析尺度的随意性，利用小波分析识别水土保持措施空间格

局的特征尺度．采用３０ｍ×３０ｍ网格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平均聚合生成以３０ｍ为尺度间隔的多个尺度序

列图层，分别构建不同聚合规模的水土保持措施与不同作用范围的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

结果表明：利用标准化回归系数衡量，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影响因子在不同的作用范围及不同的规模尺度

上，对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关键词：　水土保持；影响因子；小波分析；特征尺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长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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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１］．水土保持措施的空间格局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包括不同的影响因子、不同的特

征演变过程．目前，对影响因子多尺度分析研究大多采用空间自相关
［２?３］和半方差分析［４?６］的定量化尺度

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只适合区域空间尺度分析，不能准确地得到特征尺度的范围．小波分析
［７］能有效

地从信号中提取信息，自适应的伸缩和平移等功能对信号进行多尺度细化分析，通过信息变换使局部特

征信号突出，可用于识别空间格局的特征尺度和监测突变的特征信息．胡云锋等
［８］应用小波变换和小波

多尺度相关分析方法对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因子、地形因子的特征尺度进行研究．傅丽华等
［９］选择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土地，利用变化最明显的湘江样带开展研究，采用一维连续小波变换，求取土地利

用变化的特征尺度值．陈江平等
［１０］选取两个时期的武汉市遥感影像，通过小波分析得到土地利用变化

的特征尺度，并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在宏观上与微观上的制约因素．本文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多尺度分

析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影响因子，由统计方法量化水土保持措施和影响因子的关系［１１?１３］．

１　研究区域的概况

长汀县地处福建省西部，武夷山脉南段，为闽赣两省的边陲要冲，在北纬２５°１８′４０″～２６°０２′０５″，东

经１１６°００′４５″～１１６°３９′２０″之间．东西宽６６ｋｍ，南北长８０ｋｍ．北与宁化相接，东北靠清流，东邻连城，南

毗上杭，西南连武平，西和西北与江西赣南交界．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长汀是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

重的典型区域，土壤主要为地带性红壤，大部分以花岗岩、砂质岩、酸性岩侵蚀红壤为主，风化剧烈，保水

保肥能力低，抗蚀能力差，土壤肥力衰退严重，极易发生水土流失．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预处理

选择的影响因子尽可能综合考虑各种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兼顾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满足空间

化、定量化的需求．自然环境对水土保持措施空间格局变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又因为社会经济资料获

取难度较大，因此，重点选取自然环境影响因子进行研究．

通过不断地实践发现：地形因子、植被覆盖度因子、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失强度、道路、居民点等对

长汀县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决定作用．为了进行水土保持措

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分析，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影响因子的分析与处理，如表１所示．

为了将各种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效地叠加，消除不同数据之间不同规模序列的影响，需进行数据的网

格化处理．将研究区划分为３０ｍ×３０ｍ的矢量网格单元作为基本研究尺度．该步骤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平

台上完成；所有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软件完成，小波方差的计算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

现，小波方差?尺度图和标准化回归系数?尺度图的绘制通过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完成．

表１　影响因子分析与处理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影响因子 分析与处理

坡度

根据１∶１００００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Ｓｌｏｐｅ函数计算得到坡度．考虑

到不同治理措施的坡度要求，查轩等［１４］对流域进行坡度分级，以０°～５°，５°～８°，８°～１５°，１５°～

２５°，２５°～３５°，３５°～９０°对研究区进行坡度分级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分类主要采用基于知识规则的分层分类提取方法，对多时期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遥感影

像进行影响判读，提取专题信息．将各专题信息提取结果拼接，并进行精度评价，将土地利用类型

归并为６种不同的一级土地利用，分别为高植被覆盖区（有林地）、低植被覆盖区（疏林地）、火烧

迹地、建设用地、农用地、砂石地（裸地）

植被覆盖度

利用经过几何校正、大气校正的福建省多时期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遥感影像，在ＥＲＤＡＳ软件

中计算ＮＤＶＩ，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图对 ＮＤＶＩ图进行切割，作出各种类型所对应的概率分布，并

计算置信区间内的最值．按照相应公式计算整个研究区的植被覆盖度，并生成栅格大小为５ｍ×

５ｍ的植被覆盖度图层

６２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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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影响因子 分析与处理

水土流失强度

利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ＵＳＬＥ）模型及模型中各因子参数，获得福建省长汀县土壤侵蚀模数空

间分布．利用水利部的标准进行分级，分别为轻度流失、中度流失、强烈流失、极强烈流失、剧烈流

失，并获得水土流失强度分布

离最近道路
的距离

利用灰度形态特征对遥感影像进行分割，二值化后，得到基本的道路网络轮廓，再利用线段特征

匹配方法提取道路网络，做成单独的图层．通过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Ｎｅａｒ工具，计算出研究区域各点

距离最近道路的距离

离村庄
居民点距离

基于多波段信息的图像分割模型，从ＴＭ 遥感影像提取居民点、道路等光谱相近的地物，然后，

依据居民点的形态特征分离道路，提取出村庄居民点，做成单独的图层．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

Ｎｅａｒ工具计算研究区域各点距离最近村庄居民点的距离

土壤可蚀性因子
利用已经得到的长汀县土壤类型分布图，参照前人对福建省主要分布的土壤类型进行研究得到

土壤可蚀性因子．针对不同的土壤类型赋成其对应的犓值，得到长汀县土壤可蚀性因子分布图

劳动力密度
将研究区划分为若干小流域，根据 “汀江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资料统计每

个小流域对应的农村人口数和面积，然后，计算得到小流域内每公顷土地所占的人口数

图１　研究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水土保持

措施空间分布及其样带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４ａｎｄ２０１３

２．２　小波分析

２．２．１　样带的选取　沿纬线（２５°３３′Ｎ～２５°４８′

Ｎ）和经线（１１６°２０′Ｅ～１１６°３０′Ｅ）方向设置样带宽

度为一个网格单元（即３０ｍ×３０ｍ空间分辨率）

的６条样带，分别按顺序连续采取１６５，２５７，１８３，

２８３，２３３，４４６个数据样点．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研究区

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及其样带位置图，如图１

所示．

进一步对选择的样带进行分析，研究区中水

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地区主要分布在河田、策武、三

洲、濯田等乡镇，设置经度方向上３条：样带４，６

代表河田镇低山高丘景观；样带５代表河田镇中

部河谷盆地景观．纬线方向上设置３条样带：样带

１代表策武乡低山景观；样带２代表河田镇地貌

景观；样带３代表三洲乡、濯田镇盆地半山区景

观，其选取的样带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

２．２．２　小波尺度方差　设犠（犪，犫）为信号犳（狀）

在尺度犪，位置犫上的小波变换系数，定义该尺度

上的小波尺度方差为

犞（犪）＝
１

狀∑
狀

犫＝１

狘犠（犪，犫）狘
２．

　　小波尺度方差表示所有位置的数据在给定尺

度的小波分解下，小波系数离开平均位置的量度，

用来检验全局结构．小波系数是在一定研究尺度

下，信号局部变异特征强度的度量．根据小波系数

计算得出：小波方差越大，表明该尺度上结构信息越丰富，可以揭示特征尺度或监测突变信息［１５］．因此，

利用小波尺度方差可以辅助研究尺度选择或揭示空间格局的特征尺度．

２．３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确定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贡献比较显著的影响因子，用水土保持措施与空间分

７２７第６期　　　　　　　　　　　陆在宝，等：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影响因的子多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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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关系密切的影响因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式所示，即

Ｍｅａｓｕｒｅ犻，犮 ＝β＋β１·Ｆａｃｔ犻，１＋β２·Ｆａｃｔ犻，２＋…＋β狀·Ｆａｃｔ犻，狀．

式中：Ｍｅａｓｕｒｅ犻，犮为矢量网格单元犻中水土保持措施犮所占的面积百分比；Ｆａｃｔ犻，狀为影响因子狀在矢量网

格单元犻中的归一化值或面积百分比；β狀 为影响因子狀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考虑到回归模型的简便性，增加更多的影响因子模型的解释能力变化不大．以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

作为选择标准，选取在逐步回归分析中贡献最大的前９种影响因子或分量．建立某一类型水土保持措施

与不同作用范围的影响因子之间的回归方程，利用标准化回归系数衡量回归方程中各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特性，判断影响因子对该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相对重要的作用范围．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格局的特征尺度检测结果

分别对６条样带数据进行小波细节系数的提取和小波方差的计算，检测长汀县不同地理位置的水

土保持措施空间格局的特征尺度及变化特点．小波方差变换曲线对比，如图２所示．图２中：ｖａｒ为小波

方差值，狊为尺度．

（ａ）沿经度方向的样带 （ｂ）沿纬度方向的样带

图２　小波方差变换曲线对比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由图２可知：沿纬线方向３条样带的小波方差变换曲线的走势比较一致，样带１～３小波方差在移

动窗口为７～１４个网格单元单位时达到局部极大值．因此，小波方差局部极大值所对应的尺度可作为水

土保持措施空间格局的特征尺度．之后，小波方差突然变大，这是由于尺度上推而产生的信息合并，不能

算为特征尺度．若空间格局中存在两个或多个相邻的特征尺度时，应该将其特征尺度看作一个尺度范

围，即一个特征尺度域．按照每个单元３０ｍ粒径，可以将２１０～４２０ｍ作为沿纬线方向上样带１～３代表

的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格局的特征尺度域．

沿经线方向上的特征尺度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尺度范围内，可能是因为长汀县境内的河流流向大多

是南北方向，导致地块破碎程度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尺度上表现出的特征信息不同．沿经线方向上的水

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格局的特征尺度域大致在１５０～３００ｍ和９００～１５００ｍ范围内．

３．２　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子多尺度分析

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在不同聚合规模尺度上的标准化回归，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ｃｏｅｆ为主要

影响因子．考虑到研究区的面积范围及通过平均聚合生成多尺度序列数据图层，选取１５０～４２０ｍ为特

征尺度域，以３０ｍ×３０ｍ的矢量网格单元平均聚合法分别生成１５０ｍ×１５０ｍ～４２０ｍ×４２０ｍ等一系

列以３０ｍ为尺度间隔的聚合规模序列数据图层，将其作为多尺度分析的数据图层．

３．２．１　封禁措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子多尺度分析　由图３（ａ）可知：１）轻度流失区、高植被覆盖区、

大于０．７５的植被覆盖度、２５°～３５°范围内的坡度、离村庄居民点的距离是封禁措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

子，并且这种强的作用随着尺度的增加而增大；２）在小于３０％的植被覆盖度与封禁措施之间拟合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在０．７５～１．００之间则为正，说明０．７５～１．００范围内适宜实施封禁措施，植被覆盖

度小于０．３对封禁措施的实施有强烈的抑制作用；３）在２５°～３５°范围内，坡度因子对封禁措施空间分

８２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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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封禁措施 （ｂ）低效林改造措施

　　　（ｃ）经济林果措施 （ｄ）生态林草措施

图３　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在不同聚合规模尺度上的标准化回归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ｂｅｔａｏｆｍａｉｎｉｍｐ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ｒｕｉｔ

布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在研究尺度范围内较稳定，离村庄居民点的距离因素与封禁措施拟合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离村庄居民点的距离越远越适宜实施封禁措施，弱化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４）与中度流失区相比，轻度流失区对封禁措施空间分布影响程度最大．

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大小与正负，可以得出封禁措施空间分布适宜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轻度流失

区、立地条件好的中度流失区、植被覆盖度大于０．７５，生长良好的地区及离村庄居民点较远的地区．

３．２．２　低效林改造措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子多尺度分析　由图３（ｂ）可知：１）水土流失强度的中度

流失、土壤可蚀性因子均为低效林改造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影响程度随尺度增加呈波动性变化且有

增强的趋势；２）土地利用类型的低植被覆盖区，其影响程度在特征尺度域内随着尺度的增大趋于稳定；

３）在１５°～２５°范围内的坡度和０．４５～０．６０范围内的植被覆盖度对低效林改造措施的影响程度较大，

并且这种影响程度随着尺度增大趋于稳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低效林改造措施的实施一般会选择立地条件较差的中度流失区及立地条件

好的强度流失区；为防止土壤侵蚀，植被覆盖度较高，适宜区间在０．４５～０．６０范围内；坡度的适宜区间

在１５°～２５°范围内．

３．２．３　经济林果措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子多尺度分析　由图３（ｃ）可知：水土流失强度的轻度流失、

０．６０～０．７５范围内的植被覆盖度、离最近道路距离、农村劳动力密度均是影响经济林果空间分布的重

要因子，并且影响程度随尺度的增大呈波动增强的趋势；其次，土地利用类型的低植被覆盖区及５°～８°

范围内的坡度，其影响程度随着研究尺度的增加而趋于稳定．

通过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正负可以得出：经济林果空间分布适宜地区位于轻中度水土流失区，

一般选择坡度为５°～８°的缓坡度，要求交通便利，劳动力密度较大；土地利用类型中的低植被覆盖区适

宜实施经济林果，植被覆盖度较大，利于保持水土及减少土壤养分的流失．

３．２．４　制约生态林草措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子多尺度分析　由图３（ｄ）可知：水土流失强度的强烈

流失、１５°～２５°坡度及土地利用类型中的低植被覆盖区均为影响生态林草措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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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影响程度随着研究尺度的增大呈增强的趋势．小于０．３０范围内的植被覆盖度也是影响生态林草空间分

布的主要影响因子之一，其影响程度随着研究尺度的增大趋于稳定．

由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正负可以看出：长汀县生态林草措施的空间分布一般选择在强烈、极强

烈及剧烈的流失斑，较适宜在１５°～２５°坡度范围内；植被覆盖度小于３０％的流失地块包括低植被覆盖

区、火烧迹地、砂石地等疏林地．

４　结论

通过构建水土保持措施与不同作用范围的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探讨了主要影响因

子及随研究尺度的变化情况．从标准化回归系数随研究尺度的变化直观看出：水土保持措施的类型不

同，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范围有所不同，并且反映适宜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

子的作用范围．

不同的分析尺度会影响对于给定变量的解释，脱离尺度的任何解释是没有意义．因此，识别空间分

布格局的特征尺度，既可以避免分析尺度选取的随意性，又兼顾到选取研究尺度上结构信息丰富．以３０

ｍ×３０ｍ小尺度平均聚合生成一系列较大尺度规模序列数据，便于在多尺度上，全面研究制约水土保

持措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在特征尺度范围内随尺度增大的变化情况；标准化回归系数在多

元线性回归中被用来衡量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可以直观地判定影响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

子及其适宜水土保持措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作用范围．

由于只选取一小段尺度区间（特征尺度域）进行研究，尺度区间范围较小，因此，得到的影响因子及

其分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随着尺度的变化幅度较小，不能宏观地把握影响因子在大中尺度对水土保持

措施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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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简单遗传算法，通过求解超定方程组的非负最小二乘解，优化单色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匹配光源组

合，实现用白光ＬＥＤ取代部分单色ＬＥＤ模拟太阳光谱，并讨论白光ＬＥＤ可以取代几种不同峰值波长的

ＬＥＤ．仿真结果表明：在３００～１１００ｎｍ范围内，随着白光ＬＥＤ取代单色ＬＥＤ种类的增加，所用ＬＥＤ总数减

少，光谱匹配度均下降；当取代３种不同峰值波长ＬＥＤ时，该算法拟合的相关指数为０．９０３５，可减少１５．６％

的ＬＥＤ个数，模拟光谱与目标光谱基本吻合．该方法的光谱失配度小，可精确分辨标准太阳光谱 ＡＭ１．５的

两个吸收谷．

关键词：　发光二极管；ＡＭ１．５；遗传算法；光谱拟合；最小二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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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太阳模拟器的光源采用溴钨灯和氙灯，但其具有寿命短、耗能、光谱匹配度较差、光谱不可调等缺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通信作者：　郭震宁（１９５８），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半导体发光器件及光学设计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ｎｇｕｏ＠ｈｑｕ．ｅｄｕ．

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２０１３Ｉ０００４）；光传输与变换福建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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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２］．与传统光源相比，发光二极管（ＬＥＤ）拥有寿命长、可精确控制、节能环保、种类多样等
［３］优点．近年

来，学者对基于ＬＥＤ的太阳模拟器进行了相关研究
［４?７］．范铎等

［８］将不同单色的ＬＥＤ排成阵列，通过改

变电流改变ＬＥＤ的辐射通量，最终改变各种单色光的比例，模拟太阳光谱．但该方法操作繁琐、耗时较

大．甘汝婷等
［９］提出一种基于遗传算法利用多种不同峰值波长ＬＥＤ合成 ＡＭ１．５的光谱分布，该方法

较好地分辨吸收谷．虽然该算法简单高效，但会消耗大量不同峰值波长的ＬＥＤ．基于此，本文利用光谱

叠加原理，用白光ＬＥＤ取代部分单色ＬＥＤ，通过简单遗传算法（ｓｉｍｐｌ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ＧＡ）
［１０］和求

解构造的超定方程得到ＬＥＤ组合比例，进而合成所需光谱．

１　光谱构造

１．１　犔犈犇光谱辐射模型

目标曲线ＡＭ１．５是连续的，可用多种不同峰值波长ＬＥＤ的光谱叠加获得．为了得到良好的光谱

匹配度和最佳的ＬＥＤ组合，合适的ＬＥＤ光谱分布函数十分重要．单色ＬＥＤ在其光轴方向上单位立体

角内的辐射强度随波长的分布，可用高斯分布函数或洛仑兹分布函数来近似．采用高斯分布模型
［１１］，即

犐（λ）＝犃ｅｘｐ［－３．２２１３（
λ－λｃ

Δλ
）２ｅｘｐ（－０．３狘

λ－λｃ

Δλ
狘）］． （１）

式（１）中：犐（λ）是单个ＬＥＤ的辐射强度；λｃ是峰值波长；犃是相对振幅；Δλ是半高宽．

１．２　光谱匹配

日常接触到的光谱曲线都是连续的，但只要横坐标取足够小，仍然可以通过离散光谱数据对其进行

拟合．可将目标光谱写为
［９］

犳（λ犼）＝ ∑
１≤犼≤犿

犛^（λ犼）． （２）

式（２）中：λ犼表示不同峰值波长．由式（２）可作出目标光谱曲线．

记向量犛１＝（犛１（λ１），犛１（λ２），…，犛１（λ犿））
Ｔ，则ＬＥＤ的光谱矩阵可写为犃＝（犛１，犛２，…，犛犿）．记系数

矩阵犡＝（犽１，犽２，…，犽狀）
Ｔ，目标光谱矩阵犢＝（^犛（λ１），^犛（λ２），…，^犛（λ犿）

Ｔ．当犿＞狀时，得超定方程组

犃犡 ＝犢． （３）

　　通过矩阵可以表示为

犛１（λ１） 犛２（λ１） … 犛狀（λ１）

犛１（λ２） 犛２（λ２） … 犛狀（λ２）

   

犛１（λ犿） 犛２（λ犿） … 犛狀（λ犿

烄

烆

烌

烎）

犽１

犽２



犽

烄

烆

烌

烎狀

＝

犛^（λ１）

犛^（λ２）



犛^（λ犿

烄

烆

烌

烎）

． （４）

　　由于超定方程组通常情况没有精确解析解，但是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求得其近似解．在超定方程组

中，其最小二乘解通常是一种广义解，指的是使残差犢－犃犡的２?范数能达到极小值时的解，此时，可以

使总体误差保持在较小水平．即

‖犢－犃犡

‖２ ＝ ｍｉｎ

Ｘ∈Ｒ

‖犢－犃犡‖２． （５）

　　结合实际情况，比例系数犽犻只能是大于或者等于０，所以只需求超定线性方程组的非负最小二乘解

犡 ［１２］．此时，实际合成的光谱分布为

犛^＝犃犡
． （６）

　　非线性回归分析中，通过相关指数表征拟合曲线与原始数据的相似程度，越接近１表明拟合效果越

好，相应的解就越精确．这里用它来评价光谱匹配度，其定义为
［１３］

犚２ ＝１－∑
狀

犻＝１

（^犛（λ犻）－犛（λ犻））
２／∑

狀

犻＝１

（犛（λ犻）－珚犛（λ））
２． （７）

式（７）中：珚犛（λ）是目标数据组的数学期望．

１．３　光谱匹配算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借鉴生物界自然选择和遗传机制的高度并行、随机、自适应的全局优化概率搜索算

法［１４］．其标准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３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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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遗传算法基本流程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光谱匹配技术可看作优化组合问题，即在众多ＬＥＤ组合中寻找目

标光谱分布的最佳匹配组合．采用遗传算法作为光谱匹配算法，可以得

到匹配目标光谱的最优ＬＥＤ的组合比例．按照ＳＧＡ算法的一般原则，

结合上述问题，给出用ＳＧＡ算法求解的步骤
［１４］：１）初始群体的产生，

利用随机方法产生十进制编码规模为２００的初始群体；２）通过以最小

二乘误差平方和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群体优劣的适应度函数；

３）在适应度的基础上，反复对群体进行遗传运算，得到满意或最优解，

即为所需要的ＬＥＤ比例系数．

２　模拟仿真及评价

２．１　光谱匹配算法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波长为３００～１１００ｎｍ的ＬＥＤ进行光谱拟合．

以式（１）拟合函数，基于光谱构造原理，将波长为３００～１１００ｎｍ的ＡＭ１．５标准太阳光谱作为目标光

谱．采用市面上３５种某品牌的单色ＬＥＤ，根据厂家给出光谱的峰值波长（λｃ）和半高宽（Δλ）数据，利用

式（１）拟合每种ＬＥＤ光谱，把得到的ＬＥＤ光谱作为式（５）中的犃，目标光谱为式（５）中的犢，根据简单遗

传算法求得每种ＬＥＤ的最佳组合比例（犚），如表１所示．

表１　峰值波长间隔不等的ＬＥＤｓ及相应的比例系数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ａｋ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ｒａｎｇｉｎｇＬＥＤｓａｎｄｉｔ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３６５ １５ ０．５６６８３９ ５７０ １５ １．２９６１０６ ７８０ ２６ ０．８９１１７４

３７５ １８ ０．５２６２６１ ５９０ ２０ １．３０８６９５ ８０５ ３０ ０．８４０２３０

３９５ ２０ ０．８１４５４２ ６００ ２０ １．２１５１０８ ８２０ ２５ ０．６３５０６５

４１５ １５ ０．８１４３３１ ６２０ １８ １．２６５９３３ ８３０ ３５ ０．５７２４２９

４３０ ２０ １．１１６２１６ ６３５ １５ １．０７８８６９ ８５０ ４０ ０．１３３４９８

４５０ ２０ １．２５４３５６ ６４５ １８ １．１５３４９８ ８７０ ４０ ０．２５１１１３

４７０ ２０ １．０５６０１１ ６６０ １６ ０．８２９１２６ ８８５ ７５ ０．２３６４６５

４９０ ３０ １．１３０８２３ ６８０ ２５ １．３１１３０７ ９００ ４０ ０．５０１６２１

５０５ ２０ ０．４６６９３９ ７００ ２０ ０．８６０７４８ ９５０ ７０ ０．１４９３０２

５２０ ２１ １．２０５６８８ ７２０ ２０ ０．８１７００９ １０００ ７０ ０．５１０４４２

５４５ ２３ ０．７１７３４８ ７３５ ２０ ０．４５４５３１ １０５０ ５０ ０．１７６４３５

５６５ ２５ １．２００７３８ ７７０ ３０ ０．８５６９５９

　　光谱的匹配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λ为波长；犛ｒ为相对的光谱．由图２可知：在一定范围内，拟

合光谱和目标光谱在７５０和９５０ｎｍ两个吸收谷处具有同样良好的分辨能力．

采用某公司的白光ＬＥＤ，用远方ＰＭＳ０９１０测得其光谱数据，导入 Ｍａｔｌａｂ可得该白光ＬＥＤ的光谱

图，如图３所示．用它分别取代１～４种单色ＬＥＤ，选取被替换的单色ＬＥＤ的原则是：光谱叠加的过程

　图２　３５种单色ＬＥＤ的ＡＭ１．５光谱匹配图 图３　白光ＬＥＤ光谱图

Ｆｉｇ．２　ＡＭ１．５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３５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ＥＤｓ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

３３７第６期　　　　　　　　　　　　　郭震宁，等：采用遗传算法的ＬＥＤ太阳光谱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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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取代单色ＬＥＤ的峰值波长应位于白光峰值波长和主波长附近（图３中相对光谱较高的部分），这

样白光其他相对光谱较低部分对光谱拟合影响会相对小些，采用遗传算法模拟出来的太阳光谱匹配度

较高，通过模拟即可验证．

４种情况模拟所用ＬＥＤ的具体参数，分别如表２～５所示．表２～５中列出了经遗传算法优化后得

到的各种ＬＥＤ的比例系数．光谱的匹配结果，如图４所示．

表２　白光ＬＥＤ代替１种单色ＬＥＤ数据及相应比例系数（λｃ＝４５０ｎｍ）

Ｔａｂ．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ＬＥＤｓ（λｃ＝４５０ｎｍ）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３６５ １５ ０．５５３８１５ ５９０ ２０ ０．９６８６１２ ８０５ ３０ ０．７９２７００

３７５ １８ ０．４５１９１９ ６００ ２０ １．０６１２９８ ８２０ ２５ ０．７２５５０７

３９５ ２０ ０．８５１３２７ ６２０ １８ １．１５７４９２ ８３０ ３５ ０．５１９３３０

４１５ １５ ０．８３８１６１ ６３５ １５ １．０６００２５ ８５０ ４０ ０．１０６６９５

４３０ ２０ １．０６４５４６ ６４５ １８ １．０９７８９１ ８７０ ４０ ０．２３９２５２

４７０ ２０ ０．９３０９９６ ６６０ １６ ０．８１１８１６ ８８５ ７５ ０．０９９８５９

４９０ ３０ ０．８７８５６７ ６８０ ２５ １．２８１７８５ ９００ ４０ ０．６５７５０２

５０５ ２０ ０．３９９９８８ ７００ ２０ ０．８５０２４１ ９５０ ７０ ０．１１４９２２

５２０ ２１ ０．５１５４０８ ７２０ ２０ ０．８５０３４２ １０００ ７０ ０．３２４５４７

５４５ ２３ ０．４６９４７０ ７３５ ２０ ０．４０８５６５ １０５０ ５０ ０．４８０１３９

５７０ １５ １．１０８７９４ ７８０ ２６ ０．８５３２２８ Ｗ?ＬＥＤ － ０．９９４５４２

５６５ ２５ ０．９７９９０１ ７７０ ３０ ０．９９５８２８

表３　白光ＬＥＤ代替２种单色ＬＥＤ数据及相应比例系数（λｃ＝４５０，５７０ｎｍ）

Ｔａｂ．３　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ＥＤｓ（λｃ＝４５０，５７０ｎｍ）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３６５ １５ ０．６５８３３６ ６００ ２０ １．０５３６４２ ８２０ ２５ ０．７９９６３６

３７５ １８ ０．５３１０３２ ６２０ １８ １．０９２７１５ ８３０ ３５ ０．５３６９５７

３９５ ２０ ０．８２５０１８ ６３５ １５ １．０５３３８０ ８５０ ４０ ０．１４９２６６

４１５ １５ ０．７４０５５９ ６４５ １８ １．１１９９７３ ８７０ ４０ ０．２１１６９６

４３０ ２０ １．０７７５０４ ６６０ １６ ０．８６１４５３ ８８５ ７５ ０．２７５２８８

４７０ ２０ ０．９３６１７１ ６８０ ２５ １．２５７７３７ ９００ ４０ ０．４５６６６３

４９０ ３０ ０．９９１１５２ ７００ ２０ ０．８７２１２２ ９５０ ７０ ０．２７２４１２

５０５ ２０ ０．８２８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０ ０．８００７２６ １０００ ７０ ０．４４４３１６

５２０ ２１ ０．２９７１８２ ７３５ ２０ ０．４５００５９ １０５０ ５０ ０．３０８０５６

５４５ ２３ ０．６９５３３９ ７７０ ３０ ０．８７６４５０ Ｗ?ＬＥＤ － ０．９９８２２１

５６５ ２５ ０．８６７８１７ ７８０ ２６ ０．８４６４２２

５９０ ２０ ０．９２７６０３ ８０５ ３０ ０．７９５０６８

表４　白光ＬＥＤ代替３种单色ＬＥＤ数据及相应比例系数（λｃ＝４５０，５６０，５９０ｎｍ）

Ｔａｂ．４　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ＥＤｓ（λｃ＝４５０，５６０，５９０ｎｍ）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３６５ １５ ０．５５３５６１ ６００ ２０ ０．９７６９９１ ８０５ ３０ ０．９７９６１８

３７５ １８ ０．５０５０３５ ６２０ １８ １．０７９２９３ ８２０ ２５ ０．５９１３４２

３９５ ２０ ０．８５１７９７ ６３５ １５ １．１７１１５２ ８３０ ３５ ０．５９４１９８

４１５ １５ ０．６２２８５２ ６４５ １８ １．０２２０３４ ８５０ ４０ ０．１８８６８５

４３０ ２０ １．３５１９４４ ６６０ １６ ０．８７１７４３ ８７０ ４０ ０．３１８９５４

４７０ ２０ ０．８７５８４７ ６８０ ２５ １．２０９２８２ ８８５ ７５ ０．４２４０８３

４９０ ３０ ０．８９４０３４ ７００ ２０ ０．８５６８７２ ９００ ４０ ０．３５０５４１

５０５ ２０ ０．７０４８００ ７２０ ２０ ０．８２７２４８ ９５０ ７０ ０．１７９６８９

５２０ ２１ ０．５８９８５５ ７３５ ２０ ０．４６１６０７ １０００ ７０ ０．５２９４０２

５４５ ２３ ０．７０８３２６ ７７０ ３０ ０．７３９０６１ １０５０ ５０ ０．２５３６４８

５７０ １５ ０．８６３９１２ ７８０ ２６ ０．７７７５４７ Ｗ?ＬＥＤ － ０．９２１８９７

　　为了便于比较以上４种情况，将表２～５比例系数同时放大１０倍后，四舍五入取整相加得到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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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的总数，几个关键因素如表６所示．

表５　白光ＬＥＤ代替４种单色ＬＥＤ数据及相应比例系数（λｃ＝４５０，５６０，５９０，６２０ｎｍ）

Ｔａｂ．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ＥＤｓ（λｃ＝４５０，５６０，５９０，６２０ｎｍ）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λｃ／ｎｍ Δλ／ｎｍ 犚

３６５ １５ ０．５０４６９２ ６００ ２０ １．１２２３４３ ８２０ ２５ ０．６４３５５０

３７５ １８ ０．５２１６８８ ６３５ １５ ０．９８０５７５ ８３０ ３５ ０．５１７５８１

３９５ ２０ ０．８５５２００ ６４５ １８ １．１０４０９４ ８５０ ４０ ０．１５２１４５

４１５ １５ ０．５７６０７１ ６６０ １６ ０．８３０６００ ８７０ ４０ ０．１６２５３９

４３０ ２０ １．６０３２４９ ６８０ ２５ １．２５３８３６ ８８５ ７５ ０．２５１０４８

４７０ ２０ ０．９５５６２１ ７００ ２０ ０．８８３３０８ ９００ ４０ ０．５２２６９１

４９０ ３０ ０．７２０９７８ ７２０ ２０ ０．８４２１３３ ９５０ ７０ ０．１７３４５１

５０５ ２０ ０．５３７２５６ ７３５ ２０ ０．４０２３１６ １０００ ７０ ０．４３５４８７

５２０ ２１ ０．７１７２１１ ７７０ ３０ ０．８４１４９３ １０５０ ５０ ０．３０４４２１

５４５ ２３ ０．９６２８９６ ７８０ ２６ ０．８２５１７７ Ｗ?ＬＥＤ － ０．６８７６４５

５７０ １５ ０．８７７６８７ ８０５ ３０ ０．８５５５７６

　　（ａ）白光代替１种单色ＬＥＤ （ｂ）白光代替２种单色ＬＥＤ

　　（ｃ）白光代替３种单色ＬＥＤ （ｄ）白光代替４种单色ＬＥＤ

图４　白光ＬＥＤ替换不同种类ＬＥＤ的光谱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ＥＤｓ

表６　白光ＬＥＤ代替几种单色ＬＥＤ数据表及相关指数

Ｔａｂ．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ｔａｂｌｅｏｆｗｈｉｔｅＬＥ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ＥＤｓ

代替种类 ＬＥＤ总个数 减少个数比例 相关指数

０ ２８２ ０％ ０．９２１７

１ ２５５ ９．６％ ０．９１４２

２ ２４９ １１．７％ ０．９１２９

３ ２３８ １５．６％ ０．９０３５

４ ２２６ １９．９％ ０．８４３５

　　由表６可以发现：随着白光ＬＥＤ代替其他单色ＬＥＤ种类的增多，其光谱失配越明显（即光谱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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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来越差），实际所用的ＬＥＤ总个数会相应减少．当白光ＬＥＤ取代其中４种单色ＬＥＤ时，相关指数

从０．９２１７减少到０．８４３５，下降了将近８％．此时，由图４（ｄ）可知：在波长为５００～６００ｎｍ间，会出现一

个吸收谷．出现该吸收谷的原因是：在基于遗传算法的光谱匹配过程中，所用的白光ＬＥＤ光谱不足以同

时弥补多种被取代的单色ＬＥＤ光谱引起的缺失．

　　在实际选用白光ＬＥＤ取代部分单色ＬＥＤ过程中，既要保证较高的匹配度又要尽可能地减少使用

的ＬＥＤ总数，这样才能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权衡两者情况，当白光ＬＥＤ取代其中３种

不同单色ＬＥＤ时，该算法拟合的相关指数为０．９０３５，ＬＥＤ个数减少１５．６％，所得结果较佳．

３　结论

研究了一种ＬＥＤ标准太阳光谱灯的拟合算法．以高斯分布函数为ＬＥＤ光谱辐照模型，结合实际的

ＬＥＤ种类，不仅实现非均匀间隔峰值波长的ＬＥＤ拟合标准太阳光谱，还实现了运用白光ＬＥＤ代替部

分单色ＬＥＤ对标准太阳光光谱的光谱拟合，并且详细讨论了白光ＬＥＤ最多可取代其中几种单色

ＬＥＤ．

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保证高光谱拟合优度的同时，减少了ＬＥＤ的种类及数量；其中，种类最多可减

少３种，此时光谱匹配度为０．９０３５，所用ＬＥＤ数量可减少１５．６％，有利于后期制作太阳光光谱灯的灯

珠排布，同时也可以降低成本．该方法简单易操作，运算速度快，拟合效率高，为基于ＬＥＤ光源的标准太

阳光谱灯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这种用ＬＥＤ的组合方式可获得光谱可调的特种光源，适用于牙科治疗、美

体美容、昆虫捕捉、植物的培育等领域．

参考文献：

［１］　刘洪波．太阳模拟技术［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１，９（２）：１７７?１８１．

［２］　陈文志，蒋绿林，姜黎，等．太阳模拟器的光谱设计实验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２２６?２３１．

［３］　张勇．浅谈ＬＥＤ特点及应用［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２０１２（１６）：１６２?１６２．

［４］　孙健刚，李果华，朱孔硕，等．ＬＥＤ太阳模拟器光学系统设计与仿真［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３，５０（１０）：１７５?

１８１．

［５］　周卫华，周汉昌．ＬＥＤ太阳模拟器的研究［Ｊ］．红外，２００９，３０（３）：４６?４８．

［６］　刘洪兴，孙景旭，刘则洵，等．氙灯和发光二极管作光源的积分球太阳光谱模拟器［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２，２０（７）：

１４４７?１４５４．

［７］　苏拾，张国玉，付芸，等．太阳模拟器的新发展［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２，４９（７）：２１?２８．

［８］　范铎，白素平．ＬＥＤ模拟太阳光谱的理论研究［Ｊ］．长春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４（３）：１６?１８．

［９］　甘汝婷，郭震宁，林介本，等．遗传算法在ＬＥＤ光源光谱匹配技术中的应用［Ｊ］．光子学报，２０１４，４３（７）：１７２?１７７．

［１０］　卓金武，魏永生，秦建，等．ＭＡＴＬＡＢ在数学建模中的应用［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７?５９．

［１１］　沈海平，冯华君，潘建根，等．ＬＥＤ光谱数学模型及其应用［Ｃ］∥２６届中国照明学会学术年会．北京：中国照明学

会，２００５：８３?８５．

［１２］　王福昌．遗传算法在求解超定方程组中的应用［Ｊ］．韶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８（６）：１５?１７．

［１３］　朱继亦，任建伟，李葆勇，等．基于ＬＥＤ的光谱可调光源的光谱分布合成［Ｊ］．发光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６）：８８２?８８７．

［１４］　吉根林．遗传算法研究综述［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０４，２１（２）：６９?７３．

（责任编辑：黄晓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６３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第３７卷　第６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６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ｖ．２０１６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５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移动式目标跟踪

王田，彭臻，洪晓华，蔡奕侨，陈永红，田晖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传统无线传感器网络进行移动目标跟踪时能耗过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移动节点和固定节点

协同工作的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在传统的由固定节点组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加入少量移动节点，对移动

目标进行持续性跟踪．通过移动节点和普通固定节点之间的配合，提高监测质量和容错性，在满足既定监测质

量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参与监测的普通固定活跃节点的数量．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跟踪方法

可以有效地降低固定节点的能耗，延长网络生存期．

关键词：　无线传感器网络；移动式监测；目标跟踪；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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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ｂｉｌ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ｆｉｘ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ｆｉｘ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ｎｏｄｅｓｊｏｉｎｅｄｉ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ｘ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ｓｏｐｒ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ｏｂｉ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无线传感器网络（ＷＳＮ）是由大量无线传感器构成的无线自组织网络，其目的是协作地感知、采集

和处理网络覆盖区域内感知对象的信息，并将其传送给需要的用户［１?２］．目前，ＷＳＮ在军事、工业和环境

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３?７］．ＷＳＮ中的传感器节点一般由廉价的嵌入式设备构成，通过电池供电，电量

有限．然而，网络一旦部署，节点通常需要自主工作很长时间．因此，如何降低节点的能量消耗，提高网络

的生存周期是 ＷＳＮ的关键问题之一
［２］．目标跟踪是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吸引了大量学

者进行研究［８?９］．在传统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传感器节点的位置是固定不动的，节点自身没有移动能

力．由于节点无法跟随目标移动，为了能够实时地监测目标，需要众多节点同时保持活跃状态，从而导致

大量的能量消耗．部分研究者通过提前唤醒目标预测位置附近的节点，并让其他不相关的节点切换到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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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状态来有效地减少节点能耗，提高能量利用率［１０?１１］．但是，不具有移动能力的固定节点在进行目标跟

踪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可移动传感器节点制造技术的发展，可移动传感器所携能量与普

通固定节点相比不受限制［１２］，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将移动节点加入到普通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情

况［１３?１４］．本文在传统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加入移动节点对目标进行直接跟踪，在保证监测率不低于预设

阈值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固定节点的能量消耗，提高能量利用率．

１　监测模型及跟踪问题

１．１　能量监测模型

当目标出现在监测区域时，会发出一定强度的信号，如声音信号等．传感器能感知这些信号并测量

出信号能量的大小．同时，环境中存在背景噪声，这些噪声能量也会被传感器所感知．所以传感器犻测量

得到的总能量值犲犻由信号能量犲ｓ（犱犻）和噪声能量犲ｎ两部分组成，表示为

犲犻＝犲ｓ（犱犻）＋犲ｎ． （１）

式（１）中：信号能量犲ｓ（犱犻）随着传感器犻与信号源距离犱犻的增加而衰减．在二维坐标平面中，假设传感器

犻与目标的距离为犱犻，则传感器犻获得的信号能量值可表示为

犲ｓ（犱犻）＝
犛０／（犱犻／犱０）

犽，　犱犻＞犱０，

犛０，　　　　　犱犻≤犱０
｛ ．

（２）

式（１）中：犱０ 是由目标自身形状等特点决定的一个常数；犛０ 是犱０ 距离内的信号能量值；犽为衰减因子，

通常取２～５；噪声能量犲ｎ近似满足均值为μ，方差为σ
２ 的高斯分布．因此，传感器犻测量得到的总能量

值犲犻将满足

犲犻～犖（μ＋犲ｓ（犱犻），σ
２）． （３）

１．２　决策模型

在决策模型中，每个传感器将自身测量得到的总能量值与某个测量阈值λ犻进行比较，获得一个局

部决策．局部决策值取０或者１，分别表示未监测到目标和已监测到目标．目标周围参与监测的传感器

节点将综合所有的局部决策信息，做出一个系统决策［１５］．

基于式（２），（３），当目标出现时，传感器犻的测量值犲犻满足

狆（犲犻）＝
１

２槡πσ
ｅｘｐ（－（犲犻－μ－犲ｓ（犱犻））

２／（２σ
２））． （４）

　　传感器犻将其测量值与阈值λ犻比较，如果测量值大于λ犻，其局部决策值取１；否则，取０．因此，单个

节点犻监测到目标的概率犘犻Ｄ 可表示为

犘犻Ｄ ＝∫
＋∞

λ
狆（犲犻）ｄ犲犻． （５）

　　显然，传感器离目标越近，得到的监测概率越大．当同时有狀个传感器对某一目标进行监测时，系统

监测概率犘Ｄ 可表示为

犘Ｄ ＝Ｐｒ（犢 ≥狀／２）． （６）

式（６）中：犢 表示局部决策为１的传感器数量；Ｐｒ（·）为概率计算函数．如果用犐犻表示传感器犻的决策，

则犢 满足犢 ＝∑
狀

犻＝１
犐犻．

１．３　问题定义

文中的网络有以下３点假设．１）传感器节点可以在活跃状态和休眠状态切换，以节省能量
［１６］，休眠

状态所消耗的能量远远小于活跃状态下的能量消耗．２）移动传感器能量远大于固定传感器能量，可视

为不受限制［１２］，如可移动至充电地点进行充电等．因此，不考虑移动节点的能耗．３）移动目标处于任意

节点的监控半径犱０ 内，就可实现对其的跟踪
［１０］．

在犔×犔的二维平面监测区域内，随机部署狀个位置固定的普通传感器节点，犿个移动传感器节点

以及１个移动目标．其中，狀犿，固定节点和移动节点的感知半径分别为狉，犚，狉≤犚．移动节点移动速度

为狏ｍ．移动目标的最大速度为狏ｏ，狏ｍ≥狏ｏ．目标在区域内随机移动，并有可能静止，其目的是调度合适的

８３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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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固定节点监测目标 （ｂ）移动节点监测目标

图１　问题定义示例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移动节点来实现对目标的跟踪，尽可能地减少处于活跃

状态的固定节点的数量及时间，从而节省能耗（图１）．当

没有移动节点参与跟踪时，需要５个固定节点保持活跃

状态以保证对目标的监测；当有移动节点可以监测到

目标时，该移动节点可跟随运动以跟踪目标，而其他固

定节点可以转为休眠状态，从而减少固定节点能耗．

２　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

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是为了克服固定节点能量有

限的缺点，通过引入移动传感器节点对移动目标进行移动式跟踪，减少处于活跃状态的固定传感器的数

量和时间，从而减少耗能．假设监控区域中随机分布有一些固定节点和移动节点．

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有以下２７个语句：

　　１）节点之间交换位置信息，监测到目标出现；

２）ｗｈｉｌｅ（目标出现）；

３）ｆｏｒ（移动节点犻）；

４）计算犻到目标的距离犔ｍ，犻；

５）ｉｆ（犔ｍ，犻≤ｍｉｎ｛犔ｍ｝）；

６）ｍｉｎ｛犔ｍ｝∶＝犔ｍ，犻；

７）犽∶＝犻；

８）ｅｎｄｉｆ；

９）ｅｎｄｆｏｒ；

１０）ｉｆ（ｍｉｎ｛犔ｍ｝≤犚）；

１１）移动节点犽跟踪目标；

１２）固定节点转为休眠状态；

１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１４）ｅｎｄｉｆ；

１５）ｓｅｎｓｅｄ∶＝ｆａｌｓｅ；

１６）ｆｏｒ（固定节点犼）；

１７）计算犼到目标的距离犔ｓ，犼；

１８）ｉｆ（犔ｓ，犼≤狉）；

１９）固定节点犼进行监测；

２０）ｓｅｎｓｅｄ∶＝ｔｒｕｅ；

２１）ｅｎｄｉｆ；

２２）ｅｎｄｆｏｒ；

２３）移动节点犽向目标靠近；

２４）ｉｆ（ｓｅｎｓｅｄｉｓｆａｌｓｅ）；

２５）开启所有固定节点进行监测；

２６）ｅｎｄｉｆ；

２７）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如该算法所示，初始状态下，所有节点与各自邻居节点交换位置信息，并监测目标是否出现．当目标

出现时，若当前没有移动节点能够监测到目标，则跟踪任务暂时由部分固定节点承担（图２）．能够监测

到目标的固定节点将保持活跃状态以跟踪目标，其他固定节点则保持休眠状态．同时，固定节点将目标

当前的位置信息发送给移动节点．距离目标最近的移动节点犽向目标方向靠近（语句１６）～２３））．

当有移动节点能够监测到目标时，距离目标最近的移动节点犽将向目标方向移动以尝试跟随目标，

并对其进行跟踪（图３）．同时，固定节点将转换成休眠状态以节省能量（语句３）～１４））．由于目标的速度

图２　固定节点对目标进行监测 图３　移动节点对目标进行跟踪

Ｆｉｇ．２　Ｆｉｘｅｄｎｏｄ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ｔａｒｇｅｔ Ｆｉｇ．３　Ｍｏｂｉｌｅｎｏｄｅｓｔｒａｃｋｔａｒｇｅｔ

可能大于移动节点的速度，移动节点在跟踪时可能会出现跟踪丢失的情况．这时移动节点犽将通知目标

周围位置的固定节点转为激活状态以对目标进行监测．若任何移动节点和固定节点都不能监测到目标，

则所有固定节点将转为活跃状态以感知目标位置，判断目标是否消失．跟踪过程中，移动目标随机移动，

无线传感器网络根据以上几种情况，做出跟踪决策，实现对移动目标的跟踪．算法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９３７第６期　　　　　　　　　　　　　王田，等：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移动式目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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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移动式跟踪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ｂｉｌ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该算法通过调度离目标最近的移动节点对目标进行跟

踪．当移动节点无法监测目标时，固定节点将接替跟踪任务．

只有当所有节点都无法监测目标时，才确定目标的消失．因

此，可以有效地保证对目标的监测．由于选出参与跟踪的移

动节点和固定节点都需要时间犗（狀）．因此，整个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为犗（犜狀），其中，犜为目标出现的时间片数．

３　仿真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实验场景设置

通过仿真实验验证文中的移动式跟踪算法，并与传统的

固定节点跟踪算法进行比较．整个仿真过程进行多次实验，

每次实验运行１００个时间片，每个时间片长度为１ｓ．每一种

情况做１０次实验，实验结果取１０次实验的平均值．除了评

估文中的移动式跟踪算法，仿真中还实现了传统的基于固定

节点监测的一类固定式跟踪算法．作为对比，固定式跟踪算

法中的网络全部由固定节点组成．

整个仿真由两部分实验组成，变化量分别为“移动节点

数量”和“固定节点数量”，所使用的结果度量标准为“能量消

耗”和“有效跟踪率”．其中，固定节点在活跃状态和休眠状态下的功率分别为１，０ｍＪ·ｓ－１．因此，总的

能量消耗为每个时间片内处于活跃状态的固定节点数量之和．而“有效跟踪率”表示整个实验过程中目

标能被有效监测的时间与总时间的比率，它反映了网络对移动目标跟踪质量的好坏，即该比率越高，说

明对目标的跟踪越有效．

３．２　移动节点数量的影响

实验中二维区域内部署的固定传感器节点数量是不变的．同时，在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中，改变移

动传感器节点的数量，观察在不同的移动节点数量下，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中的固定节点能耗和有效跟

踪率的变化．

移动节点数量（狀１）对能量消耗（犈）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在移动节点数量从１０个逐步

增加到４０个的过程中，固定节点的总能耗有明显下降．这是因为当移动节点数量增多时，直接由移动节

点跟踪目标的情况将增多．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固定节点转换至休眠状态，从而节省能量．

移动节点数量（狀１）对有效跟踪率（η）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在移动节点数量从１０个逐

步增加到４０个的过程中，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的有效跟踪率不断上升，即随着移动节点数量的增多，移

动式目标跟踪算法中出现移动目标跟丢的情况将减少．这是因为移动节点的数量越多，其分布于二维区

图５　移动节点数量对能量消耗的影响　　　　　　　　图６　移动节点数量对有效跟踪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ｎｏｄｅｓ　　　　　　　　　　　Ｆｉｇ．６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ｎｏｄｅｓ

ｖｓ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域中的密度将越大．当出现当前移动节点和固定节点都无法感应到移动目标的情况时，移动节点的分布

０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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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密集，下一个时间片有移动节点能够感知到移动目标的几率就越大，所以有效跟踪率将上升．

３．３　固定节点数量的影响

当固定节点数量变化时，考察移动式与固定式跟踪算法的实验结果．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中的移动

节点数量始终为３０，而固定式和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中的固定节点数量将由５０个增加到２００个．

图７　固定节点数量对能量消耗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ｘｅｄｎｏｄ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固定节点数量（狀２）对能量消耗（犈）的影响，如图７

所示．由图７可知：两种算法中，随着固定节点数量的增

多，开始时固定节点的能耗不断下降，之后出现轻微上

升．这是因为在节点分布稀疏的情况下，固定节点数量

增多意味着网络中的传感器节点密度增大，使所有节点

均无法感知到目标的情况将有所减少，所以固定节点的

能耗将下降．当固定节点增多到一定的数量时，发生所

有节点均无法感知到移动目标的情况非常少．固定节点

的能量消耗主要发生在在跟踪过程中，移动节点无法感

知移动目标，而由部分固定节点对移动目标进行监控时

所带来的能耗．这种情况下，区域中的固定传感器节点

密度越大，感知半径内能感应到移动目标的固定节点就越多，所以固定节点的能耗将增大．比较在相同

固定节点数量下的两种算法，可以发现：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的固定节点的总能耗始终低于固定式目标

跟踪算法的固定节点总能耗，且二者之间相差１Ｊ左右，体现出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的优越性．

固定节点数量（狀２）对丢失时间（狋）和有效跟踪率（η）的影响分别如图８，９所示．在对移动目标进行

跟踪时，由于其移动速率和方向随机，整个网络对目标的跟踪可能出现丢失情况，即所有节点均无法监

测到目标的情况．在实验中，每次仿真１００个时间片，无法感应到目标的时间片数为跟丢时间片数．

　　图８　固定节点数量对丢失时间的影响 图９　固定节点数量对有效跟踪率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ｘｅｄｎｏｄ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ｘｅｄｎｏｄ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ｍｉ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　　　　　　　　　　　　　　　　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由图８可知：随着固定节点数量的增多，两种算法的跟丢时间片数不断减少．由图９可知：两者的有

效跟踪率不断上升．这是因为无论是移动式还是固定式目标跟踪算法，当固定节点个数增加时，整个无

线传感器网络中的传感器节点变得更加密集．在目标跟踪的过程中，整个网络能够监测到目标的几率也

就更大，即有效跟踪率越高．而比较相同固定节点数量下的两种算法，可以发现：移动式目标跟踪算法的

跟丢时间片数和有效跟踪率均低于固定式目标跟踪算法．当固定节点数量较少时，移动式跟踪算法的优

势更加明显．具体来说，当固定节点数量为５０个时，移动式跟踪算法的有效跟踪率相比固定式跟踪算法

提高了６２％．这说明少量移动节点可以完成原本需要许多固定节点才能完成的任务，提高了跟踪质量，

体现出移动式跟踪算法的优势．

４　结束语

在传统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引入可移动的传感器节点对目标实施近距离跟踪．设计的移动式目标

跟踪算法在保证一定的监控质量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移动节点完成目标跟踪任务，有效减少了固定节点

的能量消耗，延长了网络生命期．通过大量仿真结果验证了移动式目标跟踪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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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规模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未来工作中，考虑移动节点本身的能耗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另外，

算法还将针对多目标的场景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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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小波变换和高斯过程的

肌电信号模型预测

邵辉，苏芳茵，程海波

（华侨大学 信息与科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根据表面肌电信号的生物电信号特点，采用小波变换和高斯过程建模的方法对表面肌电信号进行建

模和预测．对非线性的表面肌电信号利用拟合能力强大的高斯过程进行建模，预测效果较好，但所需运算时间

长．针对其运算时间长的缺点进行改进，将预处理后的表面肌电信号小波分解，对分解后的系数高斯建模，然

后重构．实验结果表明：该改进方法在响应时间和预测误差方面效果明显．

关键词：　表面肌电信号；高斯过程；小波变换；模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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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ＭＧｓｉｇｎａｌ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ｅｄｉｎＧｕａｓｓｉａｎ．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ｍ；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表面肌电信号（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ＥＭＧ）是人体在运动时骨骼肌产生的电信号在

皮肤表面处的叠加，是一种信号微弱、噪声复杂的非线性生物电信号［１］．表面肌电信号作为智能手臂和

假肢的控制源，其采集和处理要求很高．为了更好地控制机械臂，需要对肌电信号进行建模研究．目前，

对其进行建模预测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常见的非线性建模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高斯

过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Ｇ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机器学习领域
［２?４］，已成为非线性机器学习领域的研

究热点［５?７］．它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些问题，并且具有学习参数少，对处理小样本、高维数、非线性等复杂问

题有良好的适应性，且泛化能力强的优点．高斯过程模型应用非常广泛．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
［８］率先将高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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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机器学习领域；Ｍｕｒｒａｙ?Ｓｍｉｔｈ等
［９］分析比较了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的高斯过程先验模型与多模型

方法；Ｋｏｃｉｊａｎ
［１０］率先提出了一种将高斯过程模型中的方差引入控制信号的预测控制方法．高斯过程模

型善于处理小样本、高维数、非线性等复杂问题．因此，本文首次将高斯过程模型应用到肌电信号的建

模，并引入了小波变换（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ＷＴ）．在高斯过程回归前，对样本集进行小波分解处理，从而

减少模型学习的时间以提高预测速度．

１　表面肌电信号高斯过程模型

１．１　表面肌电信号描述

对表面肌电信号的处理方法是肌电信号分析和应用的重要部分，其处理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要

考虑肌电信号的产生机理．表面肌电信号的数学模型主要有４种：线型系统模型、双极型模型、集中参数

模型和非平稳模型．前３种模型均属于稳态分析，即当肌肉用力恒定的平稳情况；当肌肉用力不均时，肌

电信号变化不平稳，可以用非平稳模型表征肌电信号，即

狔（狋）＝犮（狋）犿（狋）． （１）

图１　非平稳模型

Ｆｉｇ．１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ｌ

式（１）中：犮（狋）为肌肉收缩程度的调制信号；犿（狋）为高斯噪声（零均值单位方

差）载波信号．表面肌电信号非平稳模型，如图１所示．

１．２　高斯过程建模

高斯过程是在贝叶斯学习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器学习方法．它描

述了任意有限变量集合的联合密度函数，属于高斯分布的随机过程．对于任

意有限随机变量狓１，…，狓狀，其中，狀≥１，且为任意整数，与其对应的过程状

态犳（狓１），犳（狓２），…，犳（狓狀）的联合概率分布服从狀维高斯分布．其具体过程可由均值犿（狓）与协方差函

数犽（狓，狓′）确定，即

犳（狓）～犌犘（犿（狓），犽（狓，狓′））． （２）

　　给定训练犇＝｛（狓犻，狔犻）｜犻＝１，２，…，犖｝，其中，狓犻∈犚
犱 为输入量，狔犻∈犚是输出向量．则输出向量狔

由零均值函数犿（狓）和一个正定的协方差函数犽（狓，狓′）的高斯先验分布组成，即狔～犖（犿，狆）．

假设输入新的向量狓∈犚
犱，犓犖 为训练样本的协方差矩阵，则其相应的待预测数据的高斯分布函

数为狔～犖（犿，狆），其中

犿 ＝犓
Ｔ
犖犓

－１
犖狔犖，

狆 ＝犽（狓，狓）－犓
Ｔ
犖犓

－１
犖犓犖，

犓犖 ＝ ［犽（狓，狓１），…，犽（狓，狓犖）］
Ｔ

烍

烌

烎．

（３）

　　协方差函数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指导性原则
［１１］，只需满足对称性和半正定性．目前，常用的协方差函

数为平方指数协方差函数，也称为径向基函数（ＲＢＦ）或高斯函数，其形式为

犽（狓，狓′）＝σ
２
犳ｅｘｐ（－

１

２犾２
（狓，狓′）２）＋σ

２
狀δ． （４）

式（４）中：狓和狓′为训练集或测试集中的某个变量组合；σ犳，犾，σ狀 为超参数；δ为符号函数．一般常用极大

似然法求解最优超参数［１２］．

２　小波变换结合高斯模型

高斯过程模型较适用于处理小样本、高维数的问题，而表面肌电信号的样本数量多，其运算量与训

练集样本数成正比．因此，在训练集样本数较大时，计算逆矩阵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将成倍增大．考虑到

这种情况，提出了小波变换结合高斯模型的预测方法．

小波变换的实质是将信号分解为一系列小波函数的叠加，而这些小波函数都是由一个母小波函数

经过平移和尺度伸缩得来的．对信号逐步进行时间频率多尺度细化，最终达到高频处时间细分、低频处

频率细分，能自动适应时频信号分析的要求，从而可聚焦到信号的任意细节．

通过多分辨率离散小波变换将肌电信号狔（狋）分解，即

４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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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狋）＝ ∑
∞

犽＝－∞

犮（犽）φ（狋）＋∑
∞

犼＝０
∑
∞

犽＝－∞

犱（犼，犽）ψ犼，犽（狋）． （５）

式（５）中：φ（狋）为尺度函数；ψ（狋）为小波函数．则尺度系数和小波系数的表达式为

犮犼（犽）＝ 〈狔（狋），φ犼，犽（狋）〉＝∫狔（狋）φ犼，犽（狋）ｄ狋， （６）

犱犼（犽）＝ 〈狔（狋），ψ犼，犽（狋）〉＝∫狔（狋）ψ犼，犽（狋）ｄ狋． （７）

　　将小波分解产生的尺度系数和小波系数分别进行高斯过程训练，则其相应的待预测数据的高斯分

布函数为犮犼～犖（犿ｃ，狆ｃ），犱犼～犖（犿ｄ，狆ｄ）．

高斯过程模型（ＧＰ）和小波变换结合高斯过程（ＷＴ?ＧＰ）模型在实现过程上不同，具体的模型结构，

（ａ）ＧＰ预测模型 （ｂ）ＷＴ?ＧＰ预测组合模型　

图２　２种预测模型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ｓ

如图２所示．ＷＴ?ＧＰ预测模型选用ｄｂ５小

波，对表面肌电信号进行三级分解．ｄｂ５小

波具有较好的正则性，引入的光滑误差不

易被察觉，使信号重构过程较光滑．采用小

波变换结合高斯过程模型对表面肌电信号

进行建模预测．首先，将样本数据进行小波

三级分解，第一级可以得到一组低频系数

和一组高频系数，继续分解低频部分，以此

类推，最终可以得到一组低频系数和三组

高频系数，其样本数远小于原来的样本数

据；然后，对四组系数分别进行高斯过程回

归建模；最后，将每个模型预测的系数重组

得到最终的预测结果．

小波变换有多尺度的分析能力，将信

号按照不同的尺度分解，降低信号非线性程度．由于非线性程度降低，预测信号的误差减小，因此，提高

了预测的精确度．而在小波分解后，低频系数和高频系数的维度明显低于信号本身，所以对其分别求逆

的运算量也低于对信号本身求逆．即使低频和高频系数维度相加等于信号自身，但是求逆过程的计算难

度确随着矩阵维数成倍增长，故运算时间明显减少．由此可以得出，引入小波后的高斯过程模型预测回

归在误差和运算时间上均有优化．

３　实验仿真

３．１　肌电信号采集方案

实验采集设备：表面电极贴、ＰＣ机、ＰＣＬ８１８Ｌ多功能数据采集卡、肌电传感器．实验采用的传感器

是日本司机工工程技术公司的ＴＹＥ?１０００Ｍ双极型表面电极，其中，包含传感器和放大器，配合使用一

图３　现场信号采集实验图

Ｆｉｇ．３　Ｆｉｅｌｄ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

次性银／氯化银按钮式电极贴片．

采集系统的构建：实验平台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

ｌｉｎｋ／ｘＰＣＴａｒｇｅｔ的实时环境建立整个肌电信号采集系

统，采样频率１０００Ｈｚ，信号主要能量集中在１０～５００

Ｈｚ．现场信号采集实验，如图３所示．实验方案：实验前，

上臂经过清洗处理，减少皮肤阻抗，且实验之前未进行

激烈运动；实验时，将电极贴片黏在肱二头肌和肱三头

肌上，受测者坐在椅子上，手成握拳状，手臂自然下垂，

采集两种动作前臂屈伸和前臂旋转各１０次．

采集后的肌电信号含有噪声，需要进行滤波．文中选择常用的切比雪夫Ｉ型滤波器，其通带下限频

率为２０Ｈｚ，上限频率为５１０Ｈｚ；阻带下限为１０Ｈｚ，阻带上限为５２０Ｈｚ；通带衰减小于１ｄＢ，阻带衰减

大于６０ｄＢ．由此，可确定切比雪夫滤波器阶数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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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高斯过程模型预测结果

由理论分析可知：训练集和测试集是两个不同的集合，但这两个集合是由同一个动作产生，因此，这

两个集合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样本点集，其预测效果会比较好．如果测试集由其他动作产生，其效果

会有所不同．

采集２种动作的肌电信号，从中分别抽取１５００组和１０００组样本数据，选择前一种动作的５００组

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剩下的１０００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而后一种动作的１０００组仅作为测试样本．如

此，两个测试集中，一个和样本集属于同一集合，一个属于不同集合．整个学习训练的过程如上叙述，分

别对１０００组测试样本进行预测，结果如图４，５所示．

由图４可知：不管测试样本与训练样本是否来自同一动作数集，其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曲线都几乎相

似．图５中：误差曲线和方差曲线的精确度数量级很小．由此可以证明，高斯过程对非线性回归有很强大

的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

由图５可知：属于同一集合测试样本的预测误差曲线优于不同集合测试样本的预测效果；同一集合

的预测方差明显低于不同集合的方差．这说明训练后的高斯过程模型对同一集合的预测具有更大的可

信度．在高斯过程建模时，根据训练集５００组数据求取最优化参数．因此，它对训练集内１０００组数据预

测时，准确度高于训练集外部的１０００组数据．由此可知：高斯过程模型对训练集外点预测的可信度已

经降低，训练集内的预测效果高于训练集外的预测效果．

　（ａ）同一数集预测效果 （ｂ）不同数集预测效果

图４　实际信号与预测信号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ａ）同一集合误差曲线 （ｂ）不同集合误差曲线

　（ｃ）同一集合方差曲线 （ｄ）不同集合方差曲线

图５　预测的误差和方差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ｐｈ

３．３　基于小波的高斯过程模型预测结果

采用上面的５００组作为训练样本，不同集合的１０００组作为测试样本．经过仿真结果比较可知：在

误差分析和响应速度上，ＷＴ?ＧＰ模型预测的效果都有良好地改善．引入小波预测后，在误差分析上有

变化．在训练和预测前，将信号进行小波三层分解，将小波分解得到的低频系数ｃａ１和高频系数ｃｄ１，

ｃｄ２，ｃｄ３分别训练和预测，分别重构得到低频分量和高频分量．各分量的实际值和预测值，如图６所示．

将得到的低频系数和高频系数组合重构，得到预测后的信号，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预测信号和

实际信号没有太大差别，而误差和方差的数量级依然很小．实验仿真用的数据不是同一集合，由此可见，

６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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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拟合能力和泛化能力依旧没变．比较图５与图７中非同一集合预测的误差，图７的误差更小一些，和

图５中同一集合预测误差范围比较接近．

（ａ）小波分解低频分量ａ３ （ｂ）预测低频分量ａ３

（ｃ）小波分解高频分量ｄ１ （ｄ）预测高频分量ｄ１

（ｅ）小波分解高频分量ｄ２ （ｆ）预测高频分量ｄ２

（ｇ）小波分解高频分量ｄ３ （ｈ）预测高频分量ｄ３

图６　各分量的实际值和预测值

Ｆｉｇ．６　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

　（ａ）实际信号 （ｂ）误差曲线

　（ｃ）预测信号 （ｄ）方差曲线

图７　引入小波后的预测效果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ｔ

两种预测模型运算时间的比较，如表１所示．表１中，运行时间指训练和测试所共用的时间．由表１

可知：引入小波的高斯模型训练时间明显低于没有使用小波的情况．不论测试集合和训练集合是否来自

同一集合，运行时间都会随着训练样本数的下降而明显变小；而当训练组数确定时，同一集合的时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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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不同集合的运行时间．经过小波分解后的训练样本数减少，运行的时间有很大的变化．

表１　两种预测模型运算时间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ｓ　

预测模型 同一集合４００组 同一集合２００组 不同集合４００组 不同集合２００组

ＧＰ １６．８０６９ ８．６５６９ １９．９８７１ ９．０１９９

ＷＴ?ＧＰ ４．７６６８ ２．７３８１ ５．２４７１ ２．２８７８

４　结束语

表面肌电信号是非线性的生物电信号，对其进行高斯过程回归建模预测，能很好地拟合其非线性．

高斯过程建模时，首先，确定核函数；然后，训练高斯过程模型，从而得到最优超参数；最后，用训练好的

模型进行预测．仿真结果证明，高斯过程对表面肌电信号有良好的拟合能力和强大的泛化性能．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基于小波的高斯建模，解决了单纯使用高斯过程建模带来的运行时间长和非同一集合预测

误差大的缺点．从仿真结果来看，引入小波后的预测效果在减小误差和运算时间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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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犌狉狅狏犲狉算法量子处理架构的

　设计与模拟

张洪涛，代永涛，
"

玲英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针对混合架构经典?量子算法的量子算法处理单元，设计基于Ｇｒｏｖｅｒ算法的量子处理架构．将一种用

于量子计算仿真的量子程序设计语言引入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中，并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中进行执行与模拟．

结果表明：所提架构可以提高量子搜索算法的执行性能；利用反馈调节可以有效地实现量子搜索算法的最佳

性能．

关键词：　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量子处理架构；量子程序设计语言；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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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机［１］是一种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计算速

度较超级计算机提高数十亿倍．由于它利用量子系统的可逆运算的特征，可以有效解决耗热问题．量子

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技术相比，具有较高的计算性能，所以受到了科学界和高新产业界的青睐［２］．近几

年，已有许多学者和公司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及完善，先后在量子仿真计算框架［３?４］、量子计算机体系

结构［５?１１］、量子处理执行效率［１２］等方面提出了多种改进措施，并取得了较为瞩目的研究成果．因此，量子

处理的研究为运行量子算法的量子处理器的体系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现量子保密通信技

术在电子商务和数据中心安全方面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军事和经济效益，应用前景广泛．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

索算法［１３?１６］可用于图的着色、最短路径、排序等问题的求解，还可以有效地破译ＤＥＳ密码体系，已经形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通信作者：　张洪涛（１９６３），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ｈｔ

＠ｍａｉｌ．ｈｂｕｔ．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科技局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０１１８０１０１０６０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成一个能够适应各种不同搜索需求且较为完整的搜索算法体系．本文在设计量子计算的核心量子处理

器中，采用基于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的新思路，提出一种基于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的量子处理单元

ＱＡＰＵ架构的方案．

１　量子算法处理单元

１．１　量子计算机系统

量子算法处理单元（ｑｕａｎｔｕ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ＱＡＰＵ）
［１７?１８］是可以运行量子算法的量子

装置，它需要一个混合的体系结构执行量子和经典操作，其对应操作分别运行于量子计算机和经典计算

机上．ＱＡＰＵ可作为量子计算机系统中的量子节点，其中，量子计算机系统是由大量的小节点和量子互

联总线构成．节点执行实际的计算，并且每一个节点由量子部分和经典部分两部分组成．量子部分包含

量子数据，经典部分包含实时测量和控制电路的量子装置，相应的操作分别由量子部分的节点和经典部

分的节点进行执行，并用ＱＡＰＵ和ＣＰＵ代替．量子计算机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虚线

表示非实时通信；实线表示实时通信．

１．２　量子处理单元的架构

量子处理单元的架构，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狓〉和｜狔〉分别表示控制寄存器和目标寄存器的输入，

犌ｃ和犌ｔ为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或量子傅里叶变换；犌′ｃ 为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或量子傅里叶变换的逆变换

（ＱＦＴ－１）；犝ｆ为一种幺正变换；｜狓，狔〉
犝
→
ｆ

｜狓，狔犳（狓）〉，表示按位模２加法；开关犛０，犛１，犛２ 和犛３ 用

于控制反馈迭代．

图１　量子计算机系统的原理框图　　　　　　　　　　　图２　量子处理单元的架构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

２　架构设计与模拟实现

２．１　量子处理架构的设计

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包括不同量子态的狀量子比特的｜狓〉和１量子比特的｜狔〉，分别对应于控制寄

存器和目标寄存器的输入．作为该算法的量子电路，算法从计算机的初态｜０〉
狀开始，用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

使计算机处于均衡叠加态，即

狘ψ〉＝
１

犖１
／２
（狘０〉＋狘１〉＋…＋狘τ〉＋…＋狘犖－１〉）＝

１

犖１
／２∑
犖－１

狓＝０

狘狓〉．

式中：｜τ〉为寻找的标记态；犖＝２
狀 为元素个数．

量子搜索算法由反复应用Ｇｒｏｖｅｒ迭代（Ｇ）或Ｇｒｏｖｅｒ算子的量子子程序组成，即

犌＝犌′ｃ犝ｆ＝犎
狀犝０ ⊥犎

狀犝ｆ．

式中：犎＝
１

槡２

１　　１

１　
［ ］

－１
表示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犎狀表示狀量子比特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的并行运算；犝ｆ的作

用是是变｜狓〉→－｜狓〉（如果狓是一个搜索解），否则，不变；犝０ 的作用是变｜０〉→－｜０〉，且保持其他所有

的计算基不变．

为了确保经过犗（槡犖）次Ｇｒｏｖｅｒ迭代
［１９］，需要一个反馈完成搜索过程，而通过使用开关犛０，犛１，犛２

和犛３ 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种反馈．在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中，这种反馈调节需要关闭犛０ 和犛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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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犛１ 和犛３（此处省略，说明开关为打开状态）．在设计构架中，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将Ｇｒｏｖｅｒ迭代过程中

相位反转的结果反馈给控制寄存器的输入，进而确保均值反演操作的有效执行，从而有效实现量子搜索

算法的最佳性能．其量子处理框架，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的量子处理框架

Ｆｉｇ．３　Ｑｕａｎｔｕ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Ｇｒｏｖｅｒ′ｓ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一般来说，在最坏情况下要识别标记项，对于确定性算法需要查询２狀－１次，概率性算法也需要查

询犗（２狀）次，但是对于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却只需要查询犗（２槡
狀）次，并且已被证明是最优的［２０］．

对于犖 个元素、搜索问题解犕＝１的搜索空间，其运行时间为犗（２槡
狀）次运算，以犗（１）概率成功，

需应用Ｇｒｏｖｅｒ迭代的次数为

犚≈ π ２槡
狀／［ ］４ ．

２．２　量子模拟平台的搭建及相关配置

ＱＣＬ（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１?２２］是一个结构化命令式量子程序设计语言，其语法和Ｃ／

Ｐａｓｃａｌ类似．它提供了基本的量子运算符和量子态的表示方法，能实现量子位的各种幺正变换及测量操

作．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中有如下５个安装过程．

１）下载ＱＣＬ的安装包．

２）下载并安装ｂｉｓｏｎ和ｆｌｅｘ工具．

３）安装依赖库，如ｌｉｂｐｌｏｔ２ｃ２和ｌｉｂｐｌｏｔ?ｄｅｖ等．

４）下载一个最新的ｒｅａｄｌｉｎｅ文件，然后解压并安装．ｔａｒｘｖｚｆｒｅａｄｌｉｎｅ?５．２．ｔａｒ．ｇｚ；／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ｍａｋｅ；ｍａｋｅｉｎｓａｔｌｌ．

５）将ｑｃｌ?０．６．４．ｔａｒ．ｇｚ解压后，进入所在文件夹；然后，直接运行 ｍａｋｅ命令就会在当前文件夹中

生成ｑｃｌ可执行文件，至此说明ｑｃｌ已经安装成功；最后，直接运行．／ｑｃｌ，就可以进入ｑｃｌ量子模拟环境．

２．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当狀＝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时，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搜索结果，分别如图４（ａ），（ｂ），（ｃ）所示．为

了更直观地反映该算法的成功率，通过数据模拟得到算法的成功率犘与搜索问题的解在整个搜索空间

中所占的比例犕／犖 之间的关系，如图４（ｅ）所示．

为了进一步说明搜索过程中幅值变化情况，在狀＝２０量子比特的搜索空间犖＝２２０＝１０４８５７６中搜

索某特定元素１００００００，特定元素（所需记录）和非特定元素（其他记录）的幅值随迭代次数的变化关

系，如图４（ｄ），（ｆ）所示．

由图４（ａ），（ｂ），（ｃ）可知：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每搜索一次，可同时检查所有犖 个数，且利用量子

叠加和量子纠缠的特性，量子干涉效应引起的操作运算重复槡犖次后，平均获得正确答案的概率为１／

２．如果依此，再多重复进行几次操作，便可以以较高的概率（接近于１）找到正确答案，这与算法的实例

化是一致的．

由图４（ｄ）可知：执行此次搜索问题所需的量子比特数和迭代次数分别为２０和８０５．

由图４（ｅ）可知：Ｇｒｏｖｅｒ算法仅在若干离散点处的成功率为１，随着犕／犖 的增大，成功率迅速下降，

直至失效．当要搜索的目标数目超过数据库中记录总数的１／４时（如犖＝１００００），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

搜索成功的概率呈下降趋势；且当要搜索的目标数目超过数据库记录的一半时（如犖＝１００００００），算

法几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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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狀＝１００ （ｂ）狀＝１００００

　　（ｃ）狀＝１００００００ （ｄ）所需量子比特数和迭代次数

　　（ｅ）成功率与犕／犖 的关系 （ｆ）幅值随迭代次数的变化关系

图４　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的模拟仿真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ｖｅｒ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由图４（ｆ）可知：当迭代次数小于８０５时，所需记录的幅值曲线收敛于１．０，而其他记录的幅值曲线

收敛于０．在经过８０５次迭代后，其他记录的幅值变为０，而所需记录的幅值达到１，此时搜索到真解，直

到运行１０２４次迭代才停止搜索．这与理论计算搜索到特定元素所需的迭代次数为（π／４）槡犖≈／８０５，

总运行时间为犗（槡犖）＝１０２４次迭代是一致的．同时，该搜索过程可以形象地反映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

法中幅度值变化情况、所需迭代次数和总运行时间．

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基于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的量子处理架构的方案，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中，通过量子程序

设计语言ＱＣＬ模拟实现了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并通过实验数据说明了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存在的

缺陷与不足，以及Ｇｒｏｖｅｒ量子搜索算法中幅度值与迭代次数的变化情况．该架构可以用来提高量子搜

索算法的的执行性能，利用反馈调节可以有效保证经过犗（槡犖）次Ｇｒｏｖｅｒ迭代完成搜索过程，为运行

量子算法的量子处理器的体系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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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

选择方法设计与仿真

张军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系，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７０）

摘要：　提出一种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通信选择算法．针对节点特征建立模糊数学模型，对健康节点选择

的成本进行约束，引入粒子群优化算法，结合不确定因素，对参数进行优化，实现健康节点的选择．实验结果表

明：与传统的ＢＰ神经网络方法相比，改进的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通信选择算法提高了健康节点选择的

精度，缩短了运行时间，能将入侵后的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关键词：　网络入侵；健康节点；模糊约束；ＢＰ神经网络；粒子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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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网络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由此，相关网络安全防范技术应运而生．网络

入侵后，对网络节点的选择是确保网络安全的基础［１?３］．对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进行准确选择，利用

未被感染节点进行通信，可以保证遭受网络入侵时，整个网络仍有正常工作节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网

络的正常运行［４?５］．对网络节点进行选择技术，成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受到越来越广泛

的关注．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６］对网络入侵环境下节点可能感染区域中的布局进行划分和功能定

位［７?８］，但是，此方法不能确保网络的安全．本文通过对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选择问题进行分析，比

较不同健康节点选择方法的优缺点，用模糊变量反应节点中的不确定性，引入粒子群算法来优化选择参

数，建立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选择模型，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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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节点选择特征模糊模型的设计

在网络受到入侵的环境下，未受攻击节点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涉及到许多不同条件的过程，该

过程通常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要根据节点的固定特征，一层层地筛选，淘汰不合适的节点，逐步

缩小选址的范围，直到最终选出最优的健康节点．

节点选择过程中，较大的难点是节点特征的描述，入侵过程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利用模糊数学模型

表示节点入侵后的特征，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描述节点的模糊性．构建成本最小化的模糊线性规划模型，

该模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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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犢犱犾 为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选择的决策变量；犡犳犻，犼，犽为网络入侵环境下节点的总数；犡
狉
犽，犾，犻为

网络入侵环境下非健康节点的数量；犡犱犽，犾，犿为网络入侵环境下需要维持网络正常运行的节点数量；犆犳犽，犾，犻

和犆狀犻，犼，犽分别代表网络入侵环境下节点选择的总费用和成本；犆
狉
犽，犾，犻和犆

犱
犽，犾，犿分别代表网络入侵环境下未

损坏健康节点的协方差矩阵；犵犽 表示网络入侵环境下的模糊约束变量．

求解模糊现行规划，在不确定信息因素下，将入侵网络设计成一个模糊机会约束模型，对该模型进

行约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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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６）中：犐，犔，犓 为可能发生网络入侵的总次数；犳代表健康节点被选中的概率；犪１，犪２，犪３，犪４ 为健

康节点选择的信任度；犆狀犻，犼，犽为健康节点选择的排列数；犽为受网络入侵影响的区域；犾为网络入侵时节点

的选择中心；犲犱犾 为中心中最大节点数量；犵犽 为网络入侵环境中网络入侵时节点选择中心节点之间的距

离；犡表示发生网络入侵的模糊概率；模型约束条件量ｐｏｓ｛｝表示网络入侵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２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节点选择确认过程

在以上模型进行节点选择基础上，采用粒子群算法进行节点选择．粒子群算法主要通过每个个体的

配合与比较，实现复杂的空间区域内寻求最优解的过程．为了方便分析研究，需要对节点样本进行归一

化处理，分为正指标处理方法和负指标处理方法，具体过程描述为

　　 正指标处理： 犡
犻 ＝

犡犻－犡ｍｉｎ

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 （７）

　　 负指标处理： 犡
犻 ＝

犡ｍａｘ－犡犻
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 （８）

式（７）～（８）中：犡犻为样本中各个参数指标值；犡

犻 为规范化处理后所得数据；犡ｍａｘ为样本中同一指标数

据的最大值；犡ｍｉｎ为样本中同一指标数据的最小值．

在进行节点样本预处理后，假设粒子群的种群为犖，在犱维空间下，粒子群可以表示为犡犻＝（犡犻，１，

犡犻，２，…，犡犻，犱），速度可以用犞犻＝（犞犻，１，犞犻，２，…，犞犻，犱）表示．那么，粒子移动速度在狋＋１时，可以表示为

犞犻，犱，即

犞犻，犱（狋＋１）＝犞犻，犱（狋）＋犮１１［狆犻，犱（狋）－狓犻，犱（狋）］＋犮２２［狆犲，犱（狋）－狓犻，犱（狋）］． （９）

式（９）中：犮１ 和犮２ 为常量，是粒子群的学习因子；１ 和２ 是０到１之间的随机数；狆犻，犱是粒子当前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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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狆犲，犱是种群最优的位置，即最优解．

为了提高粒子群算法的全局搜索和局部搜索能力，引入一个权重因子狌，狌∈（０，１）．对粒子群参数

进行优化，对式（９）进行转换，转换结果表示为

犞犻，犱（狋＋１）＝狌犞犻，犱（狋）＋犮１１［狆犻，犱（狋）－狓犻，犱（狋）］＋犮２２［狆犲，犱（狋）－狓犻，犱（狋）］． （１０）

　　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进行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选择时，具体实现流程描述如下．

１）对粒子进行初始化，设定每个粒子的初始位置犮，λ，ε，设定初始速度．２）输入网络入侵环境下节

点的样本训练集．３）利用初始化后的粒子位置和速度，对网络入侵环境下节点的样本训练集进行ＳＶＭ

训练，并记录粒子的最优位置，全局的最优位置即为当中适应值的位置．４）将式（１１）作为粒子的适应度

函数，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值，即

犙＝ ∑
狀

犻＝１

（犛－犛）
２／

槡 狀． （１１）

式（１１）中：犛代表样本犻训练后的预测值；犛是样本综合评估值；狀是样本的数量；犙是适应值．５）利用

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值，对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进行更新．６）更新位置和速度后，计算出每一次迭代的粒子

的目标函数值，如果该函数值比之前的极值更好，则用该函数值取代之前的极值；否则，不作改变．７）设

置合适的参数，判断粒子群算法中局部粒子是否到达最优位置，直到达到最优位置时，停止迭代．此时，

可以获取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的最优选择参数，完成网络入侵环境下的健康节点选择．８）最后，用

ＳＶＭ算法进行返回考察，算法结束，健康节点选择结束．

３　实例验证和分析

３．１　参数的选择和设置

为了验证文中方法进行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选择的有效性，需要进行相关的仿真实验．实验环

境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７系统，２．２０ＧＨｚ处理器，４Ｇ内存，编程环境为ＶＳ２０１０，最大迭代次数犌＝５０，同时，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数据进行辅助分析．

通过分析比较，预测结果误差表示为犓（狓，狓犻）＝ｅｘｐ（－λ｜狓－狓犻｜
２）．

为了提高粒子群算法的准确率和计算效率，需要对参数进行合理的选择．种群规模犖 一般在１０到

２０之间比较合适；学习因子犮１，犮２ 一般相等，设为２左右；权重狌与搜索算法的能力有关，太大或太小都

不利于搜索，因此，一般取值在０．９～１．２之间；粒子的最大速度与搜索的步长有关，合适的速度有利于

搜索，寻找最优解，一般在０～１之间．

通过分析可以将种群规模犖 设为１２，学习因子犮１＝犮２＝１．９，权重狌设为１．０，粒子的最大速度设为

０．４，最大的迭代次数设为１００．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计算工具，得到经过粒子群算法优化后的训练结果为：

惩罚参数犮＝２０．２３；适应度函数参数λ＝０．１５８；损失函数的参数ε＝０．０３２４．

３．２　不同方法健康节点选择精度与误差的对比

与传统ＢＰ神经网络方法
［９?１０］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σ为节点选择精度，σ＝犛／犛；η

为对比的参数选择预测值和整体评估值的相对误差，即

η＝狘犛－犛

狘／犛． （１２）

表１　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ａｂｌｅ

网络入侵类型
粒子群优化算法

σ／％ η　

传统神经网络算法

σ／％ η　

口令入侵 ９６．３ １．６１ ７３．４ ３．２２

特洛伊木马入侵 ９５．７ １．１１ ７７．９ ４．２１

节点入侵 ９８．６ １．７３ ７６．８ ３．６４

黑客入侵 ９７．４ １．２６ ７４．７ ４．２６

ＤＯＳ入侵 ９５．９ １．２８ ７９．５ ４．３２

伪远程入侵 ９６．８ １．３７ ７８．６ ４．７８

６５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由表１可知：在相同类型的网络入侵环境下，利用文中方法选择中节点的选择精度高于其他方法；

同时，能将相对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不同类型的网络入侵环境下，其优势更加明显．

３．３　不同方法的网络运行时间对比

为进一步验证文中方法进行健康节点选择的性能，将不同方法下网络入侵后的运行时间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狋为总运行时间；狋ａｖｅ为每个节点平均运行时间．

表２　不同方法下网络运行时间比对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　

网络入侵类型
ＢＰ神经网络方法

狋 狋ａｖｅ　　

粒子群优化算法

狋 狋ａｖｅ　　

口令入侵 ２．１９ ０．０２８ １３．８９ ０．１９７

特洛伊木马入侵 ３．５７ ０．０４４ １２．５４ ０．２３８

节点入侵 ２．６７ ０．０３９ １０．９７ ０．４７３

黑客入侵 １．６６ ０．０４１ １４．３７ ０．５６７

ＤＯＳ入侵 ２．５４ ０．０３３ １２．８９ ０．３４７

伪远程入侵 １．９９ ０．０２１ １１．４５ ０．２９９

　　由表２可知：在相同类型的网络入侵环境下，利用文中方法的健康节点选择中节点的运行总时间远

远高于传统方法．在不同类型的网络入侵环境下，文中方法的优势更加明显，说明该方法的时效性较高，

性能优越．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通信选择算法．首先，建立针对健康节点选择的模糊数学模型，

对健康节点选择的成本进行约束；在此基础上，引入粒子群优化算法，考虑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参数进

行了优化；最终，实现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选择．仿真实验对不同方法下健康节点的定位精度、相对

误差、总耗时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ＢＰ神经网络方法相比，文中方法大大提高了健康节点

选择的精度，缩短了运行时间，能将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完善网络入侵环境下健康节点的理论

体系和实际运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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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

数据优化检索方法

王晓英

（赤峰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内蒙古 赤峰０２４０００）

摘要：　针对传统方法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检索的过程中，在海量冗余数据干扰时存在无法区分检索数据

类别，降低数据检索的效率和精度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特征模糊接近的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数据

优化检索方法．利用数据模糊集间的接近度表述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数据的一致度，结合数据融合

技术，对类间数据实现分类处理．利用模糊集算法准确查询分类数据，对分类数据实现二次聚类计算，细分其

类边缘，通过加载辨别函数实现数据定位，完成数据检索．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进行数据检索时具有较高的

检索效率和精度，且抗干扰能力较强．

关键词：　数据检索；冗余数据；特征模糊；模糊集算法；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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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网络数据库的数据检索过程中，由于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存储资源具有多源属性，对数据

库进行信息检索过程中会产生海量干扰数据．如何在海量数据的干扰下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有效检

索，提高数据库数据检索精度，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１?３］．在传统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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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优化检索方法有：基于虚拟数据加速分布重组的数据库索引技术［４］、多源数据相位谱补偿的数据库

索引算法［５］、弱关联字符型数据的密文检索模型优化方法［６］．然而，传统方法进行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

数据库中数据检索时，存在无法区分检索数据类别，降低数据检索的效率和精度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

基于特征模糊接近的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数据优化检索方法［７?８］．

１　数据优化检索方法

１．１　模糊接近分类技术

模糊接近分类技术将存在类间集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连接、归类，实现数据检索［９１０］．数据间的模

糊接近分类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计算数据集间特征的偏斜度，假设在狋时域内，将第犻个类间检索的数据用狓犻（狋），犻＝１，２，…，狀表

示．如果狓犻（狋），狓犼（狋）间差异性较大，则表明不同分类获取的数据一致性较低，偏斜度较大．高度一致的

数据可保障数据检索模型拥有较高的精准度，利用数据模糊集间近似度代表数据间的一致性，有

狊犻，犼（狋）＝ｅｘｐ（－λ（狓犻（狋）－狓犼（狋）））
２． （１）

　　将狋时域偏斜度置信矩阵表示为

犛（狋）＝

１ 狊１，２（狋） … 狊１，狀（狋）

狊２，１（狋） １ … 狊２，狀（狋）

   

狊狀，１（狋）狊狀，２（狋） …

熿

燀

燄

燅１

． （２）

　　由于数据集间特征偏斜度的置信矩阵拥有空间及时间两个维度的数据置信性，在狋时域内检索相

同数据的偏斜度表示为

狆犻（狋）＝
１

狀∑
狀

犻＝１

狊犻，犼（狋）． （３）

　　利用式（３）的偏斜度对数据进行模糊分类，可得到最高一致性的置信数据．为提高这种类间偏斜度

的分类性能，利用反向传输（ＢＰ）神经网络对偏斜度计算的方法进行优化．为保障神经网络实际输出的

偏斜度与期望输出的偏斜度误差及均方差均为最小，在神经网络中代入最小二乘法，保障偏斜度运算的

精准度［１１１２］．

设定海量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的类间数据样本为：（犡犽，犢犽），其中，犽＝１，２，…，犿，输入的样本为

犡犽，且有犡
犜
犽＝（狓１，犽，狓２，犽，…，狓狀，犽），表述数据样本的维度，描述神经网络数据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神经网络数据模型

Ｆｉｇ．１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若数据库神经的隐层数为犔，代入偏斜度计算，则第犻个输

出为

狔^＝σ０（珔狔犻，犽）， （４）

珔狔犻，犽 ＝犠
（０）
犜

犻，犽 犎^
（犾）
犽 ＝∑

犿，犾

犼＝１

ω
（０）
犻，犼犺

（犾）
犼，犽． （５）

　　利用式（５）的偏斜度基准对偏斜度权值矩阵第狆行实现微

分转换，有

犈犽

犠
（０）
狆，犽
＝
犈犽

犲狆，犽

犲狆，犽

^狔狆，犽

^狔狆，犽

狔狆，犽

珔狔狆，犽

^狔
（０）
狆，犽
＝－犲狆，犽σ′０（珔狔狆，犽）^犎

（１）
狆，犽，（６）

Δ犠
（０）
狆，犽 ＝犠

（０）
狆，犽－犠

（０）
狆，犽－１ ＝－α

犈犽

犠
（０）
狆，犽

． （７）

　　对ＢＰ网络以输出层为起始方向，向输入层实现反向递推，对第狉层的偏斜度权值进行修正，提高

偏斜度计算的精度，实现模糊接近分类的优化，有

Δ犠
（狉）
狆，犽 ＝犠

（狉）
狆，犽－犠

（狉）
狆，犽－１ ＝αε

（狉）
狆，犽^犎

（狉＋１）
狆，犽 ， （８）

ε
（狉）
狆，犽 ＝σ′狉（珔犺

（狉）
狆，犽）

狀－１

∑
狉

犻＝１

ε
（狉－１）
犻，犽 ω

（狉－１）
犻，狆 ． （９）

　　数据模糊分类技术可避免数据间的近似性干扰，为高效、准确地进行数据检索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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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海量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数据优化检索

引入三角模糊集算法：将设定论域犉内的某一个模糊集表示为对任意狓∈狇，均有一个数μ（狓）∈

［０，１］与之相互对应．将狓对狇的隶属度表示为μ（狓），μ为隶属函数，设定狇为模糊数目的上限，狊为模

糊数的下限，可能性最大的值为犿，犜＝｛狋１，…，狋狀｝代表检索目标数据的组合，组合序号为犼的记录为狋犼，

犐＝｛犻１，…，犻犿＋１｝代表数据集犜的特征集，其中，数特征为犻１，…，犻犿，类特征为犻犿＋１，利用模糊Ｃ算法使

犻１，…，犻犿 划分为不同的三角模糊集，详细实现过程如下．

１）假设循环次数表示为狊，建立犉
（０）
∈犕犳，犮初始化矩阵，即

犕犮 ＝ ｛犉∈犚
狀
狘０≤狌犻，犼≤１，狌１，犼＋狌２，犼＋…＋狌犮，犼 ＝１｝． （１０）

　　２）计算初始化矩阵中的向量狏犻，有

狏犻 ＝∑
狀

犼＝１

（狌犻，犼）
犿狓犼／∑

狀

犼＝１

（狌犻，犼）
犿． （１１）

　　３）执行犛＋１次循环对初始化矩阵进行更新，对于任意狏犻，当满足１≤狏犻≤狀，且狏犻＝犱（狓犻，狏犻）大于

零时，转至步骤４）；

４）设置结束参数λ，满足‖犉
（狊＋１）－犉

（狊）
‖≤λ时，停止分割循环；否则，返回步骤２），继续循环．

在循环过程中，对犉实现反复计算，此时，狏犻已被分类成犮类，与模糊集隶属度函数犳相融合，设定

因子满足犃＝狊－
犳（狊）（狏－狊）

１－犳（狊）
，犅＝狇＋

犳（狇）（狇－狊）

１－犳（狇）
时，则有

犳（狓）＝

狓－犃
狏－犃

，　　犪≤狓≤狏，

犅－狓
犅－狏

，　　狏≤狓≤犫
烅

烄

烆
．

（１２）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将犻１，…，犻犿 分解成犾１，…，犾犿 个模糊集，完成分类数据实现二次聚类计算，细分

其类边缘．对于模糊数据属性集犎，设惩罚参数，当出现海量数据干扰时，利用该惩罚参数对海量数据

进行消除，有

ｓｕｐ（犎）＝∑
狀

犼＝１
∏
狆

狀＝１

犾犼／狀． （１３）

　　针对划分为不同类型犾１，…，犾犿 个数据模糊集，建立数据辨别函数，通过加载辨别函数对待检测数

据定位进行定位，完成数据库中的数据检索优化，有

犐（狓，狔）＝－∑
狓∈犡

犘（狓，狔）×ｌｇ
狆狓，狔（狓，狔）
（狓，狔）

． （１４）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证明文中提出基于特征模糊接近算法的海量数据干扰下数据优化检索方法的有效性，对文中算

法与传统算法进行对比实验．实验平台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

实验１　采用文中算法对数据库中的不同数据集进行检索实验．文中算法的测试结果，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ＳＴ为检索时间；ＲＡ为检索精准度；ＲＥ为检索误差率实验结果与目标数据的距离平方根．

由表１可知：文中算法在处理海量数据干扰下数据库的子类数据集检索时间较短，且检索精准度较高，

具有可执行性．

不同算法数据检索结果与目标距离，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文中算法聚类检索整体优越性远高

于其他两种算法．这主要因为文中方法先利用数模糊集间的接近度表述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库中

数据的一致度，利用模糊集算法准确查询目标数据，对目标数据实现二次聚类计算，细化其类边缘，保障

表１　文中算法的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数据集 ＳＴ／ｓ ＲＡ／％ ＲＥ／％

Ａ１ ９．５２１ ９８．２ １．８

Ａ２ １０．２５１ ９７．９ ２．１

Ａ３ １０．２９６ ９６．７ ３．３

Ａ４ ８．９６４ ９７．９ ２．１

表２　算法数据检索结果与目标距离

Ｔａｂ．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ｄａｔａ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数据量／Ｔ 传统方法 文献［８］方法 文中方法

１ ９０．２５ ６９．５４ １６．５４

２ １９８．２０ ２０１．３０ ４２．３９

３ ４１２．３０ ５０６．３０ １６３．２０

４ ５９８．２０ ６４９．４０ ２９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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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据优化检索的高效、精准性．

实验２　多次实验求取平均值，传统算法与文中算法搜索最优查询方法的搜索代价消耗比变化，如

图２所示．执行最优查询方案查询代价消耗比变化，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狀为连接数．

　　　图２　不同算法的检索代价消耗比 图３　不同算法的数据查询代价消耗比

　　Ｆｉｇ．２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ｏｓｔ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ｑｕｅｒｙｃｏｓｔ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２，３可知：文中提出的基于特征模糊接近的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库数据优化检索方案算

法，降低了数据库查询执行的时间与代价．这主要因为文中算法将数据模糊集间的接近度表述数据的一

致度，利用模糊集算法准确查询目标数据，通过加载辨别函数实现数据定位，实现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

数据的最优检索．

３　结束语

针对传统方法检索效率低且精度差等缺点，基于特征模糊接近提出海量冗余数据干扰下数据优化

检索方法．首先，运用数据模糊集间的接近度描述数据的一致度，结合数据融合技术，实现对类间数据的

分类处理．其次，利用模糊集算法准确查询分类数据，对其进行二次聚类计算，细分其类边缘，加载辨别

函数以定位数据，实现数据优化检索．结果表明：用文中方法检索数据具有较高的检索精度和效率，且具

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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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机电换能器混沌系统的

　　　分数阶控制及其电路仿真

王献锋，王震，张善文，惠小健

（西京学院 应用理学系，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３）

摘要：　通过数值分析计算一类自激机电换能器耦合系统的分叉、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混沌特性，并运用分

数阶稳定性理论及Ｇｅｒｓｈｇｏｒｉｎ圆定理证明并构造两个反馈控制器．采用所提方法，运用 Ｍｕｌｔｉｓｉｍ软件对机电

控制系统进行电路实验仿真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分数阶控制器对机电换能器的混沌控制是有效的，

同时，电路设计具有可行性和可实现性．

关键词：　机电换能器；分数阶控制器；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混沌控制；电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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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ｒｓｈｇｏｒｉｎｃｙｃｌｅｔｈｅｏｒｅｍ，ｔｗｏ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ｏｆ

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ｉ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ｓｉｍ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ａｏ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ｃｈａｏ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电力系统等工程实际应用中，存在大量耦合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其表现出来的混沌复杂性

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为了研究耦合振子的动力学及分叉行为，奇异性理论、平均法、谐波平衡法等方

法［１?２］被提出并利用．文献［３?４］考虑具有自动频率跟踪功能的电磁振动给料机的机电耦合系统的余维２

动态分叉．张永祥等
［５］研究振动筛系统余维３分岔行为．随着人们对机电耦合混沌系统的深入研究，大

量的复杂非线性现象及系统的内在混沌动力学行为被揭示，同时，基于不同策略的混沌控制与同步方法

在实验和应用中得到广泛验证．王从庆等
［６］对三连杆空间机械臂系统，给出了鲁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ｒｉｖ

ｔｉｖｅ（ＰＤ）补偿控制、延迟反馈控制和模态力最优控制策略．文献［４?８］就一类机电耦合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通信作者：　王献锋（１９６５?），男，副教授，主要从事非线性系统模型控制与优化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ａｎｇｚ＠ｙｅ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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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４７３２３７）；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ＪＭ１０２４）；陕西省教

育厅科研计划项目（１５ＪＫ２１８１）；西京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ＸＪ１３０２４４）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ｉｎｇ系统，分别给出自适应反步控制及无源化控制方案．文献［９?１１］对耦合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分别

提出广义同步、延迟反馈控制、双 Ｈｏｐｆ分叉控制等方法．Ａｒｅｎａ等
［１２］研究低于２阶的分数阶非自治

Ｄｕｆｆｉｎｇ混沌系统；Ｌｉ等
［１３］研究阶数小于３阶的分数阶混沌振荡电路的同步理论．由于分数阶导数的物

理意义和几何意义还不清楚，尤其是在非线性系统理论中，分数阶混沌系统理论还非常不成熟，所以，目

前分数阶混沌系统理论主要以数值仿真实验为主．因此，本文运用分数阶系统稳定性判据
［１４］对一类耦

合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机电系统，即

狓̈－ε１（１－狓
２）狓＋ω

２
１狓＋狆̈狔＝０，

狔̈＋ε２狔＋ω
２
２狔＋犮狔

３
－狆狓＝０

烍
烌

烎．
（１）

设计了两种分数阶微分反馈控制器，并通过电路仿真对控制策略进行了验证．

１　分叉动力学

选取ε２＝０．００９８７，ε１＝２．４６６，ω２＝１，犮＝０，狆＝３．５１８，狇＝０．８０８，系统发生逆向倍式分叉，如图１所

示．相应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随着参数的减少，系统状态经过周期运动

进入混沌运动．

　　　图１　参数ω１ 的分叉图 图２　参数ω１ 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

　　　　Ｆｉｇ．１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ω１ Ｆｉｇ．２　Ｌａｒｇｅｓｔ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ω１

２　分数阶控制

引理１
［１５］
　假设狓＝０是自治系统ｄ

α狓／ｄ狋α＝犃（狓）狓的一个平衡点，如果犃（狓）的任意特征值λ满

足｜ａｒｇ（λ）｜＞απ／２，则系统平衡点渐近稳定．

引理２（Ｇｅｒｓｈｇｏｒｉｎ圆定理）
［１６］
　 设犃＝（犪犻，犼）狀×狀∈犆

狀×狀，则其所有特征值λ都在圆盘狘狋－犪犻，犼狘≤

∑
犼≠犻

狘犪犻，犼狘中．

改写机电换能器混沌式（１），令犣＝（狕１，狕２，狕３，狕４）＝（狓，狓，狔，狔），则

犣＝犳（犣）． （２）

式（２）中：犳（犣）＝

　　　　　　　　　　狕２

－（ω
２
１＋狆狇）狕１＋ε１（１－狕

２
１）狕２＋狆ω

２
２狕３＋狆犮狕

３
３＋狆ε２狕４

　　　　　　　　　　狕４

　　　　　　狇狕１－ε２狕４－ω
２
２狕３－犮狕

烄

烆

烌

烎
３
３

．

由文献［１３］可知式（２）各局部动力学行为，为了对式（２）进行控制，取控制系统为

犣＝犳（犣）＋犞（狋）． （３）

式（３）中：犞（狋）＝

－
ｄα犝（狋）

ｄ狋α
－（犑２＋犑１）（犣－犣０），　犣０ 是平衡点

－犳（犣０）－
ｄα犣

ｄ狋α
＋犣，　犣０

烅

烄

烆
是常点

，犑１＝ｄｉａｇ（犾１，犾２，犾３，犾４），犑２＝ｄｉａｇ（犽１，

犽２，犽３，犽４），
ｄα

ｄ狋α
＝
ｄα１

ｄ狋α１
，ｄ

α２

ｄ狋α２
，ｄ

α３

ｄ狋α３
，ｄ

α４

ｄ狋α［ ］４
Ｔ

，０＜α犻＜１，犽犻＞０，犝＝（狌１，狌２，狌３，狌４）
Ｔ，犻＝１，…，４．

定理Ⅰ　当犾１＞１，犾２＞犕２＋狆ε２＋ε１＋１＞０，犾３＞２，犾４＞１＋犕４－ε２＞０，０＜犽犻＜１时，式（２）可经过控

３６７第６期　　　　　　　　王献锋，等：非线性机电换能器混沌系统的分数阶控制及其电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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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稳定到平衡点．

定理Ⅱ　当式（２）在常点犣０ 处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不存在正实特征值时，可经过控制器稳定到常点．

证明　１）如果犣０＝（狕１，０，狕２，０，狕３，０，狕４，０）
Ｔ 为式（２）的平衡点，则狕２，０＝狕４，０＝０．令犣^＝犣－犣０，则式

（３）可以写为

犣^
·

＝犳（^犣＋犣０）＋犝（狋）－犑１^犣，

ｄα犝（狋）

ｄ狋α
＝－犝（狋）－犑２^犣

烍

烌

烎
．

（４）

　　系统（４）在犣^＝０处的线性化矩阵为犃＝
犑０－犑１ 犈

－犑２

烄

烆

烌

烎犈
．其中，犑０＝

０ １ ０ ０

犃２，１ 犃２，２ 犃２，３ 狆ε２

０ ０ ０ １

狇 ０ 犃４３ －ε

烄

烆

烌

烎２

，犑１＝

ｄｉａｇ（犾１，犾２，犾３，犾４），犑２＝ｄｉａｇ（犽１，犽２，犽３，犽４），犃２，１＝ω
２
１－狆狇－２ε１（^狕１＋狕１，０）（^狕２＋狕２，０），犃２，２＝－ε１（（^狕１＋

狕１，０）
２－１），犃２，３＝狆（ω

２
２＋３犮（^狕３＋狕３，０）

２），犃４，３＝－ω
２
２－３犮（^狕３＋狕３，０）

２．由于混沌系统各变量有界，故可令

犕２＝｜犃２，１｜＋｜犃２，３｜，犕４＝｜犃４，３｜，由引理２以及定理条件知式（４）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特征值的复角主

值满足｜ａｒｇ（λ）｜＞π／２，根据引理１，在原点处式（４）渐近稳定，即在犣０ 点处，式（２）渐近稳定．

２）如果犣０ 是式（２）的常点，则式（３）变为

ｄα犣

ｄ狋α
＝犳（犣）－犳（犣０）， （５）

且犣０ 为式（５）的平衡点，式（５）与（２）在犣０ 点处有相同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根据定理条件，则存在０＜α０＜

图３　１／狊０．９的单元电路

Ｆｉｇ．３　Ｃｅｌｌ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ｆ１／狊
０．９

１，且｜ａｒｇ（λ）｜≥α０π／２，故０＜ｍａｘ｛α｝＜α０＜１，式（５）在

犣０ 点处稳定，即式（２）在常点犣０ 处稳定．

３　电路仿真

为了便于进行仿真实验，取与文献［１４］相同的参数

值，此时式（２）只含有一个零平衡点，即犣０＝（０，０，０，

０）Ｔ，取α＝［０．９，０．９，０．９，０．９］
Ｔ，分数阶１／狊０．９的单元

电路，如图３所示，其相应的电路方程为

１

狊０．９


犚１
狊犚１犆１＋１

＝
犚２

狊犚２犆２＋１
＋

犚３
狊犚３犆３＋１

．

　　控制式（４）的各状态电路原理图，如图４所示（由于各电路设计思路相同，故只给出一个电路图）．由

定理Ⅰ可知，控制式（４）的各状态稳定，其稳定状态如图５所示（这里只给出状态狕^１）．

图４　式（４）的电路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４）

取式（２）的常点犣０＝（０，１，２，１）
Ｔ，可得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特征值λ１，２＝０．９５４３３９±１．６０４９０２ｉ，λ３，４＝

０．２７３７２６±１．４６０３２３ｉ，满足定理Ⅱ．故令α００．６５８４７３，则取α＝［０．５，０．５，０．５，０．５］
Ｔ，按照前述设计

思路，可设计１／狊０．５单元电路及分数阶式（５）的电路．进而由定理Ⅱ可知，式（５）在点犣０ 处稳定，即机电换

能器混沌式（２）经过控制器犞（狋）＝－犳（犣０）－
ｄα犣

ｄ狋α
＋犣在犣０ 处稳定，其稳定状态如图６所示（这里只给

出状态狕１）．

４６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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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式（４）的稳定状态 图６　式（５）的稳定状态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４）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５）

４　结束语

运用分数阶微积分理论及Ｇｅｒｓｈｇｏｒｉｎ圆定理，结合反馈控制法对一类 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耦合机

电系统设计了两个分数阶微分反馈控制器．同时，给出了严格的数学理论证明．运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对

控制策略进行电路设计与实验，证实了分数阶微分反馈控制器的可行性及可实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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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车辆导航系统的模糊控制方法

廖德利

（南京工程学院 电力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６７）

摘要：　针对背景噪声及转弯曲率变化对智能车辆导航系统的横摆角速度控制精度影响较大的问题，提出一

种智能车辆导航系统的模糊控制方法．首先，进行不同坐标系的坐标变换，将目标车辆实际的物理坐标信息变

换到易于建模处理的车辆局部坐标系统；接着，通过计算预瞄路径的非线性函数实时构建了目标虚拟路径，并

给出了车辆目标路径的横摆角速度变化率；最后，以期望横摆角速度和整车质心侧偏角作为模糊控制器的输

入，以车辆行驶两轮差速值作为模糊控制器的输出，设计导航模糊控制系统．计算机仿真和实测结果表明：文

中方法具有较高的控制精度．

关键词：　智能车辆；导航系统；模糊控制；横摆角速度；坐标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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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精确的控制技术是智能车辆导航系统的关键所在［１］，但是，由于车辆导航系统受侧偏信息的影

响，导致现有控制技术在不同曲率的道路和不同车速情况下的控制精度差异较大，很难满足车辆控制系

统在不同路况环境下的高精度控制需求［２］．王家恩等
［３］采用近距离瞄准的方法，但是在实验场景中的控

制精度较差．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等
［４］基于车辆运动模型构建了模型优化控制方法，但是实时性变差．在此基础

上，Ｐｏｎｇｓａｔｈｏｒｎ等
［５］基于极大极小准则，联合预瞄点的方法，有效克服了模型漂移误差的影响，但是无

法实现全智能控制反馈［６］．为了克服模型漂移的影响，Ｐｅｎｔｚｅｒ等
［７］提出了基于期望横摆角速度的模型

控制方法，但是在车辆速度较快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模型误差漂移问题［８］．针对现有智能车辆导航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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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法满足控制精度和实时性的折中，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模糊控制方法．

１　基础知识

１．１　车辆动力学方程

智能车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动力学方程［９］可以表示为

犡ｃ＝狏ｃｏｓ（ｃ＋β），

犢ｃ＝狏ｓｉｎ（ｃ＋β），


ｃ＝ω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犡ｃ，犢ｃ）为车辆质心在物理坐标是的坐标；ｃ为车辆纵轴线与横向坐标的夹角；狏为整车质心

速度；ω为车辆在该时刻的横摆角速度；β为整车质心侧偏角．由式（１）可知：车辆的位置信息主要由狏，β
和ω确定．但是车速狏本身就包含了侧偏角度信息，因此，主要考虑横摆角速度和质心速度对车辆导航

控制精度的影响．

１．２　车辆坐标变化

为进行仿真分析，主要将车辆的实际物理坐标信息变换到车辆计算仿真的局部坐标系中，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犗ｐ（犡ｐ，犢ｐ）为车辆物理坐标系犗犡犢中的选择预瞄点；ｐ为横坐标与该点连线的夹角；（犡ｐ，

犢ｐ，ｐ）为车辆和该点在物理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坐标信息；（狓ｅ，狔ｅ，ｅ）为在车辆局部坐标系中的相对

图１　车辆物理坐标

Ｆｉｇ．１　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位置坐标信息．由图１，车辆局部坐标系犗ｃ犡ｃ犢ｃ中建立车辆质心与

点犗ｐ的相对位置计算方程
［１０］为

狆ｅ＝

狓ｅ

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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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式（２）中：狓ｅ为预瞄点距离值；狔ｅ 和ｅ 分别为车辆局部变换坐标系

中整车质心与预瞄点之间的横向差值和方位角差值．

２　模糊控制分析及实现

２．１　预瞄路径的计算

在犗ｃ犡ｃ犢ｃ坐标系中假设车辆沿着坐标系纵轴方向行驶，则预瞄路径的非线性方程可以表示为

狔（狓）＝犃＋犅狓＋犆狓
２
＋犇狓

３． （３）

　　在忽略车辆质心侧偏角信息的条件下，可以将预瞄路径方程的已知信息
［１１］表示为

狔（０）＝０，　　狔（狓ｅ）＝狔ｅ，

狔（０）＝０，　　
狔̈

（１＋狔
２）３／２ 狓＝０

＝ρ
烍

烌

烎
．

（４）

式（４）中：ρ为车辆转弯行驶曲率；犃，犅，犆，犇为系数参量．由式（３），（４），预瞄路径为

狔（狓）＝
ω
２狏
狓２＋

狔ｅ－ω
ω
２狏
狓２ｅ

狓３ｅ
狓３． （５）

２．２　横摆角速度的计算

为了设计相应的模糊控制模块，根据式（５）给出的车辆预瞄路径函数，结合坐标变换的结果，在车辆

坐标系中，车辆行驶的曲率［８］为

ρ＝
狔̈

（１＋狔
２）３／２ 狓＝０

． （６）

式（６）中：（狓，狔）为车辆在狔（狓）上的坐标位置，则ρ的变化率

ρ为


ρ＝狏

ｄρ／ｄ狓
ｄ狊／ｄ狓

． （７）

　　实际的车辆运行过程中会存在很多曲率改变的情况，车辆行驶过程中的控制目的是为了保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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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和车辆曲率的拟合，因此，横摆角速度为ωｄ＝狏ρ．

２．３　模糊控制规则

根据模糊控制方法的要求，将ω犱 的论域集合表示为正（Ｐ）、负（Ｎ）和零（Ｏ）；将β和Δ狏的论域集合

表示为７个模糊子集．其中：ＺＯ表示零值；ＰＢ表示正大；ＰＭ 表示正中；ＰＳ表示正小；ＮＢ表示负大；

ＮＭ表示负中；ＮＳ表示负小．

根据模糊输入输出变量，整个车辆导航系统的模糊控制规则汇总，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β∈［－６０°，

６０°］；Δ狏∈［－０．２，０．２］，ｍ·ｓ
－１；ω犱∈［－０．５，０．５］，ｒａｄ·ｓ

－１．

表１　模糊控制规则

Ｔａｂ．１　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ｕｌｅ

论域 ＮＢ ＮＭ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Ｍ ＰＮ

Ｎ ＰＢ ＰＭ ＰＳ ＺＯ ＮＳ ＮＭ ＮＢ

Ｏ ＰＢ ＰＭ ＺＯ ＺＯ ＺＯ ＮＭ ＮＢ

Ｍ ＰＢ ＰＭ ＰＳ ＺＯ ＮＳ ＮＭ ＮＢ

３　仿真分析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ｕｌｉｎｋ构建了验证控制算法的仿真模型，车辆整体参数，如表２所示．仿真分析

中规定β前行左偏为正，右偏为负，且采用单点预瞄的方法，车速为０．５ｍ·ｓ
－１．为便于定性和定量对

比分析，将文中方法的控制精度同文献［７］的模型控制（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Ｃ）方法、文献［８］的期望横摆角

速度（ｄｅｓｉｒｅｄｙａｗｒａｔｅ，ＤＹＲ）控制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的仿真结果，如图２～５所示．图２～５中：狊

为位移；ωｄ为横摆角速度；ｅ为方位偏差；犱为距离偏差值．

表２　仿真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仿真数值 参数 仿真数值

整车质量／ｋｇ ９７ 前后轮纵向刚度／ｋＮ·ｍ－１ １５２／１５０

转动惯量犐ｚ／ｋｇ·ｍ
２ １０４２ 质心高度／ｍ ０．４５３

质心的前后轴距／ｍ ０．４／０．７ 轮胎滚动半径／ｍ ０．３

前后轮距／ｍ ０．９ 预瞄点距离／ｍ １８

前后轮侧偏刚度／ｋＮ·ｒａｄ－１ －９７／－７８

图２　仿真轨迹导航跟踪结果 图３　横摆角速度变化率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ｗａｎｇｕｌａ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由图２可知：实际的导航曲线包含了直线部分和具有不同曲率的曲线运行部分；在直线部分，３种

方法在整体的导航效果上都保持了较高的控制精度．由图３，４可知：ＭＣ方法由于存在模型漂移误差累

积效应的影响，在后期跟踪结果明显变差，特别是在具有曲率变化的转弯路径时段，由于误差累积效应

的影响，ＭＣ方法会产生较大的误差累积效应，而且无法自适应的适应不同转弯曲率的变化需求，在第

一次出现转弯运动的时刻开始，ＭＣ方法就出现了导航误差漂移问题；ＤＹＲ方法由于采用了滑移模块

控制的方法，虽然能够保持稳定的收敛特性，但是无法收敛到最佳值，主要是因为该方法受背景噪声干

扰比较严重，因此，即使跟踪精度保持了较高的拟合，还存在传感器本身的噪声效应；文中方法的实时路

径修正能力克服了传统的模型误差累积效应，保持了较高的拟合精度．由图３～５可知：虽然ＤＹ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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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保持了较高的拟合精度，但是该方法无法收敛于０，加上控制参量的模糊控制，本身可以消除传感器

的噪声扰动，保持了较好的０值收敛状态．

图４　方位偏差曲线 图５　距离偏差曲线

Ｆｉｇ．４　Ａｚｉｍｕｔｈ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４　结束语

针对智能车辆导航控制问题，提出了一种横摆角速度的模糊控制方法．该方法首先推导分析了期望

横摆角速度变化率．通过将车辆物理坐标变换到车辆局部坐标，在实时构建目标虚拟路径的基础上计算

了期望横摆角速度变化率．并以期望横摆角速度变化率和整车质心侧偏角作为模糊控制器的输入，行驶

车辆两轮的差速值作为模糊控制器的输出，设计了模糊控制系统．计算机仿真验证了文中方法具有较高

的控制精度，在直线和曲线定位导航两种情况下均保持了较高的导航精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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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散小波变换与奇异值分解的

音频信号水印算法

冯小明１，冯乃光２，汪云云１

（１．南京邮电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３；

２．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７２）

摘要：　针对现有水印算法在嵌入过程中通常会对原始音频信号产生破坏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离散小波

变换?奇异值分解（ＤＷＴ?ＳＶＤ）的水印嵌入方法实现水印信号的嵌入与提取．同时，以相关系数和误码率为衡

量指标，对水印算法的不可感知性、安全性及鲁棒性进行评定测试．结果表明：在经过噪声、滤波、剪切、压缩等

多种攻击后，所提取的水印仍然能保持较高的清晰度，这说明ＤＷＴ?ＳＶＤ算法具有较强的抗攻击能力，可有

效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关键词：　小波变换；水印算法；音频信号；奇异值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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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ｕｄｉｏ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ａ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ＷＴ?ＳＶＤ）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ａ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

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ａｆｔｅｒｎｏｉｓ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ｃｒｏｐ

ｐ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ｃａｎｓｔｉｌｌ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ｈｉｇｈｃｌａ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ＤＷＴ?ＳＶ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ｔｉ?ａｔｔａｃｋ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ｏｗｎｅｒ′ｓ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ｕｄｉｏ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在原始音频信号中嵌入水印是一种有效的产品版权保护手段，但在水印嵌入过程中，往往会使原始

音频信号发生改变，使数字水印所具有的鲁棒性受到破坏．基于此，寻找一种有效的音频水印嵌入方法

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可感知性和鲁棒性是衡量水印算法有效性的根本指标
［１］，按照对音频信号的

处理方式，水印嵌入算法可分为时域法和变换域法［２］．时域法是不经过频域变换，直接把水印嵌入到原

始音频上，嵌入和提取过程较快，缺点是水印比较脆弱，抗攻击能力较弱［３］，如信息隐藏（ＬＳＢ）算法、回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通信作者：　冯小明（１９６０?），女，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６７１００３７５３＠ｑｑ．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３００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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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隐藏算法等［４］．变换域法是先将采样数据变换为另一个域内的数字信号，在加入水印后再逆变为原来

域中的数字信号，该方法具有透明性好、鲁棒性强等特点，如离散小波变换、傅里叶变换、倒谱变换

等［５?７］．在小波变换基础上，以提高水印鲁棒性为目标，设计一种基于ＤＷＴ?ＳＶＤ的组合音频水印算法．

１　基于犇犠犜?犛犞犇的零水印算法

１．１　水印图像预处理

设原始水印是一个二值图像，可以表示为

犠 ＝ ｛ω（犻，犼），０≤犻≤犿１，０≤犼≤犿２，ω（犻，犼）∈ ［０，１］｝． （１）

式（１）中：犿１ 为二值图像的宽度；犿２ 为二值图像的高度．因此，音频信号为一维信号，为将水印信号嵌入

音频信号中，对二值图像进行降维处理，可得到二值序列，即

犞 ＝ ｛狏（犽）＝ω（犻，犼），０≤犻≤犿１，０≤犼≤犿２，犽＝犻×犿２＋犼｝．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序列具有较好的互相关性和自相关性，用其进行水印图像的加密可保证水印具有较

好的保密性，进行二值化处理后，可得

犛＝ ｛狊（犾），１≤犾≤犿１×犿２，狊（犾）∈ ［０，１］｝． （３）

　　由此得到置乱后的水印图像为

犠′＝犞 犛． （４）

１．２　水印的嵌入过程

１）将原始音频信号分段，分成犿１×犿２ 个帧，每帧的长度为１０２４样点．２）将三级小波变换得到的

低频分量ｃａ３进行降维，得到一维矩阵犃０．３）将置乱后的水印和矩阵犃０ 分成１６×１６大小的块．４）将

每个小块进行奇异值分解，得到奇异值矩阵犛犻，犼和犛ω犻，犼．５）将犛ω犻，犼嵌入矩阵犛犻，犼中，完成水印信息的嵌

入，犛犪犻，犼＝犛犻，犼＋α×犛ω犻，犼．式中：α为嵌入强度，且０＜α＜１．６）将嵌入水印的矩阵进行ＳＶＤ变换，分解为

含有水印的小块犃犪犻，犼．７）将含有水印的小块进行整合，将得到的矩阵进行逆变换，最后得到含有水印的

音频信号，从而完成音频水印的嵌入．水印嵌入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３　水印的提取过程

水印提取过程即嵌入水印的逆过程．１）将嵌入水印信号的音频进行三级小波变换．２）低频分量

ｃａ３升维，得到二维矩阵犃１．３）将矩阵犃１ 分成１６×１６大小的块，每个小块中都含有水印信号．４）将音

频块奇异值分解，得到矩阵犛犪犻，犼，犝犪犻，犼和犞犪犻，犼．５）为得到嵌入水印奇异值矩阵，对水印嵌入公式进行逆

运算，犛ω犻，犼＝（犛犪犻，犼－犛犻，犼）／α．６）将含水印的奇异值矩阵反变换，得到水印小块犃ω犻，犼．７）将每个小块整

合为１６×１６的矩阵，实现水印的提取过程．水印提取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１　音频水印信号的嵌入流程 图２　音频水印信号的提取流程

Ｆｉｇ．１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ｕｄｉｏ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ｓｉｇｎａｌ Ｆｉｇ．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ｕｄｉｏ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ｓｉｇｎａｌ

２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２．１　不可感知性测试

为了测试嵌入水印对原始音频信号的影响，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分析软件进行听觉感知仿真，选用单声道、

１６ｂｉｔ原始音频文件，采样频率为４４．１ｋＨｚ，音频格式为 ＷＡＶ．水印图像采用１６ｐｘ×１６ｐｘ的二值图

像．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序列加密，嵌入强度α为０．２，根据原始音频和水印信息的长度进行采样分帧，仿

１７７第６期　　　　　　　　　　冯小明，等：离散小波变换与奇异值分解的音频信号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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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原始音频信号在水印图像嵌入的前后，音频信号的波形幅度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经计算嵌入水印前后音频信号信噪比为３５．０３６７ｄＢ．该数值在听觉上很难感觉到音频水

印的存在，说明水印算法具有较好的不可感知性．

　　　（ａ）嵌入水印前的音频信号　　　　（ｂ）嵌入水印后的音频信号　　　　　（ｃ）嵌入水印前后的波形差

图３　水印嵌入前后音频信号波形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ｕｄｉｏ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２．２　安全性测试

为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序列加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对嵌入的水印信号进行保密性测试，分别采用正

确的和错误的密钥对水印图像进行提取，分别与原始水印图像对比，其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当

采用正确密钥提取水印时，得到的水印图像非常清晰，与原始水印相比，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由此可

见，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序列对音频水印信号进行加密和置乱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满足保密性要求．

　　（ａ）原始水印　　　　（ｂ）正确密匙下提取的水印　　　（ｃ）错误密匙下提取的水印　

图４　水印图像的安全性测试

Ｆｉｇ．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ｍａｇｅ

２．３　鲁棒性测试

为了测试算法鲁棒性，分别对嵌入水印的古典音乐和摇滚音乐信号进行攻击实验，具体攻击内容如

下．１）高斯噪声．在待测试的音频信号中加入均值为０的正态分布高斯噪声．２）重采样．改变待测试音

频的采样频率，由４４．１ｋＨｚ变为２２．０５ｋＨｚ．３）低通滤波．采用２阶低通滤波器对待测试音频进行滤

波，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４Ｈｚ．４）重量化．先将待测试音频从１６ｂｉｔ量化为８ｂｉｔ，再量化为１６ｂｉｔ．５）剪

切．将待测试音频随机裁剪掉２ｓ．６）小波去噪．利用一维小波分析方法对信号进行降噪处理．７）ＭＰ３

压缩．将待测试音频压缩到５６Ｋｂ·ｓ－１．攻击完成后，对水印图像进行提取，为进一步分析水印的清晰

程度，分别采用相关系数和误码率作为评价指标对其进行判定，相关系数为

ＮＣ（ω，^ω）＝
∑

犖
１

犻＝１
∑

犖
２

犼＝１

ω（犻，犼）·^ω（犻，犼）

∑

犖
１

犻＝１
∑

犖
２

犼＝１

ω（犻，犼）
２

∑

犖
１

犻＝１
∑

犖
２

犼＝１

ω^（犻，犼）槡
２

． （５）

式（５）中：犖１，犖２ 分别为信号长度；ω（犻，犼）为原始水印信号；^ω（犻，犼）为提取的水印信号．

误码率犚ＢＥ是检验音频水印信号抗攻击能力的另一个指标，其表达式为

犚ＢＥ ＝
犈ｂｉｔ
犜ｂｉｔ
×１００％． （６）

式（６）中：犈ｂｉｔ为错误的比特数量；犜ｂｉｔ为总的比特数量．

受到攻击后提取的水印图像及其属性值，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受到攻击后的音频信号提取出

来的水印图像大多清晰可见，基本不受各攻击操作的影响，只有 ＭＰ３压缩水印效果稍显模糊，但水印图

像的内容仍然可以很容易分辨出来，这说明所采用的水印算法抗攻击能力强、可行有效．

２７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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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ＤＷＴ?ＳＶＤ算法的有效性，与单纯采用小波变换作为水印嵌入算法进行鲁棒性对

比测试，测试过程中，选取相同的古典音乐作为原始音频信号，采用同一格式的图像作为水印．水印嵌入

后，分别对两个含水印的音频信号进行鲁棒性测试，并采取相关系数及误码率进行评定，结果如表２所

示．由表２可知：与只采用小波变换水印算法相比，采用小波变换与奇异值分解相结合的水印算法各项

性能都大幅提升，对各种攻击的抵抗能力更强．

表１　受到攻击后提取的水印图像及其属性值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ａｆｔｅｒａｔｔａｃｋ

攻击类型
古典音乐

　　相关系数　　　　　　　 误码率　　　　

摇滚音乐

　相关系数　　　　　　　 误码率　　　　

无攻击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

高斯噪声 ０．９９３６ ０．００７２ ０．９９８１０ ０．００２８

低通滤波 ０．９９２５ ０．００８９ ０．９８９３０ ０．０１７３

重量化 ０．９９０４ ０．０１３９ ０．９９８６０ ０．００２１

采重样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９９７９０ ０．００３２

剪切 ０．９９３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９９０７６ ０．００３３

小波去噪 ０．９９７０ ０．００３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ＭＰ３压缩 ０．９０２３ ０．１０３８ ０．８３２９０ ０．２０６２

表２　鲁棒性测试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测试参数 算法 高斯噪声 低通滤波 质量化 采重样 剪切 小波去噪 ＭＰ３压缩

ＮＣ
ＤＷＴ＋ＳＶＤ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８９３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３２９

ＤＷＴ ０．８５１３ ０．７８５７ ０．９０２５ ０．８９１１ ０．８８３５ ０．９１２５ ０．８２２４

犚ＢＥ
ＤＷＴ＋ＳＶＤ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３ ０ ０．２０６２

ＤＷＴ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２２８

３　结束语

针对嵌入过程容易造成原始信号损坏的问题，提出一种ＤＷＴ?ＳＶＤ组合音频水印算法．该方法结

合了小波变换多分辨率与奇异值分解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嵌入过程不改变原始水印信息，同时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序列对二值水印信息进行加密，以满足水印的安全性要求．测试结果表明，ＤＷＴ?ＳＶＤ水

印算法可大幅提高水印的相关系数，有效降低水印信息的误码率，对数字音频产品的版权具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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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高斯噪声背景下计算机

视觉目标跟踪方法

王秉１，王子衡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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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杂波背景下计算机视觉目标跟踪问题，提出一种非高斯噪声背景下计算机视觉目标跟踪方法．在

视频目标运动模型和观测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柯西混合噪声模型，对非高斯噪声运动目标的状态进行建模；

然后，在传统高斯噪声粒子滤波的框架内给出文中方法的具体实现步骤．针对大面积遮挡和夜晚光照改变的

极端情况下对路上行驶的车辆进行实时跟踪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明显提升极端杂波环境下的目标运动

过程的建模精度，有效提升目标跟踪精度．

关键词：　计算机视觉；非高斯噪声；粒子滤波；杂波环境；跟踪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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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将卡尔曼滤波（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ＫＦ）方法引入到视觉目标跟踪领域，虽然实现了文中环境下的有效跟

踪，但是由于ＫＦ只适应高斯解析模型的线性目标运动系统，在杂波机动非线性运动系统中无法实现有

效跟踪；龚俊亮等［６］提出了扩展卡尔曼滤波（ＥＫＦ）视觉目标跟踪方法，基于泰勒级数对非线性目标运动

模型进行一阶近似截断处理，实现了视觉目标的有效跟踪；Ｄｏｕ等
［７］提出了基于无迹卡尔曼滤波

（ＵＫＦ）视觉目标跟踪方法，采用ＵＴ变换取代ＥＫＦ的雅克比矩阵的计算，对目标状态后验的均值和方

差进行时间先后的传递，获取了更高精度的跟踪结果．为实现更加复杂环境下的视频目标跟踪问题，近

年来，研究人员先后将更加适应强非线性系统的粒子滤波（ＰＦ）
［８］和容积卡尔曼滤波（ＣＫＦ）

［９］方法应用

到杂波环境下的视觉目标跟踪问题，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虽然该类方法在视觉目标跟踪领域取得了

优秀的应用成果，但是这些方法均是基于高斯噪声的假设给出的具体解析实现方法，这种高斯噪声统计

特性的假设无法满足目标遮挡、光照变化等杂波情况下的目标背景．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非高斯噪

声背景下计算机视觉目标跟踪方法．

１　系统模型的建立和实现

１．１　过程状态

针对计算机视觉目标跟踪问题，将某一时刻目标的状态记为狓犽＝［狓，狔，狑，犺］．其中：狓，狔为跟踪目

标的质心点（通常情况下为矩形方框或椭圆的中心点）；狑，犺为矩形方框的宽和高（或椭圆的短轴和长

轴）．视频目标的运动模型表示
［１０］为

狓犽－１ ＝犳犽（狓犽，狌犽）＋Γ犽狑犽，　　狔犽 ＝犺犽（狓犽）＋狏犽． （１）

式（１）中：狓犽，狔犽 为犽时刻的状态和观测；犳（·），犺（·）为相应的过程和观测的动态转移函数；狌犽 为控制

参量；狑犽，狏犽 为相应的噪声分量；Γ犽 为噪声的输入矩阵参量．系统模型和观测模型的动态函数，与系统的

初始状态狓０ 一起决定了整个滤波系统的动态模型．

１．２　观测模型说明

为了验证相应观测干扰较大情况下的跟踪性能，采用计算简单且容易受背景干扰的颜色直方图特

征作为观测特征．如果｛狓犻 ｝犻＝１，…，犿为目标区域的归一化像素位置信息
［１１］，则观测函数可以计算为

狆犮，犻（犢犽狘犡犽）＝
１

２槡πσ犮，犻
×ｅｘｐ｛－

犱２犲，犻［狇，狆（犡犽）］

σ犮，犻
｝． （２）

式（２）中：σ犮，犻为高斯方差值，σ犮，犻＝０．２．

１．３　基本粒子滤波实现原理

基本粒子滤波方法主要通过赋予相应权重信息的粒子集合加权近似估计系统的瞬时状态，并通过

在线量测信息递归的估计目标的后验状态分布．粒子权值信息主要来依赖后验概率密度和参考的先验

概率密度的似然量测．在实际的ＰＦ视频目标跟踪系统中，需要目标的运动模型，将式（１）表示为

狓犿 ＝犳犿－１（狓犿－１，ω犿－１）． （３）

式（３）中：犳犿－１为犚
犽×犚狀→犚

犽 维的目标状态非线性函数；ω犿－１∈犚
狀 为零均值的白噪声序列，协方差为

犙犽，其大小代表目标状态预测的不确定度；相应观测信息狕犿∈犚
狕 的表达式为

狕犿 ∈犺犿（狓犿，狌犿）． （４）

式（４）中：犺犿∶犚
犿×犚狇→犚

狕 为观测非线性函数；量测误差狌犿 是零均值的白噪声序列；协方差犚犽 表示量

测的不确定度．标准ＰＦ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步骤．

步骤１　预测．在获取犿－１时刻的概率密度函数狆（狓犿－１｜狕犿－１）以后，基于式（１）表示的系统模型，

可以预测犿时刻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狆（狓犿狘狕犿－１）＝∫狆（狓犿狘狓犿－１）狆（狓犿－１狘狕犿－１）ｄ狓犿－１． （５）

　　步骤２　更新．在给定先验信息和最新观测序列狕犿＝｛狕犻；犻＝１，２，…，犿｝条件下，可以获取后验密度

的估计值为

狆（狓犿狘狕犿）＝
狆（狕犿狘狓０∶犿）狆（狓犿狘狕犿－１）

狆（狕犿狘狕犿－１）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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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６）形成了ＰＦ状态估计的递归过程．

基于初始概率密度函数狆（狓１）获取相应的随机粒子集合［狓
（犻）
１ ］犻＝１，２，…，犖，归一化权值为

ω犼 ＝
狆（狕犿狘狓犿（犼））

∑
犖

犼＝１

狆（狕犿狘狓犿（犼））

，　　犼＝１，２，…，犖． （７）

　　在系统状态满足马尔科夫链特性的条件下，后验状态可以表示为

狆（狓犿狘狕１∶犽）≈∑
犖

犼＝１

ω犼犿δ（狓犽－狓
犻
犽）． （８）

式（８）中：δ（·）为Ｄｉｒａｃｄｅｌｔａ函数．

在实际的应用系统中，经过一段时间的递归，权重较小的粒子数目逐渐增加，导致大量的计算时间

消耗在对状态估计几乎无用的粒子权重计算中．因此，文献［１２］引入重采样步骤，丢弃权重较小的粒子，

复制权值较大的粒子，获取新的粒子集合［狓
（犻）
犿 ］犻＝１，２，…，犖．对后验概率密度狆（狓犽｜狕１∶犽）进行估计，相应

重采样权值表示为

狆［狓
（犻）
犿 ＝狓

犻
犿］犻＝１，２，…，犖 ＝ω

犻
犿． （９）

１．４　非高斯噪声模型

目前，常用的非线性滤波方法中，均采用高斯噪声对系统过程进行建模分析，实际上并不符合遮挡、

光照对比度较低等杂波环境．由于模型误差累积效应的影响，目标跟踪的精度和有效性都会有所降低，

基于此，参考文献［１３］的研究，采用柯西?高斯混合噪声模型取得传统非线性滤波系统的高斯噪声模型，

对杂波环境下的视觉目标跟踪模型进行建模分析．其中，柯西?高斯混合噪声可以表示为

犳α（狓）≈ε
γ

π（狓
２
＋γ

２）＋
（１－ε）

１

２槡πγ
ｅｘｐ（

狓２

４γ
２
）． （１０）

式（１０）中：模型混合比例可以计算为

ε＝ （４－α
２）／２α

２． （１１）

式（１１）中：０＜α＜２；γ为符合α稳态分布特征的比例系数．在实际的视觉跟踪系统中，可以将模型（３）中

的狑犽，狏犽 的统计特性表示为

犳（狓）≈ε
γ

π（狓（－狏）
２
＋γ

２）＋
（１－ε）

１

２槡πσ
ｅｘｐ（

（狓－μ）
２

４σ
２
）． （１２）

式（１２）中：狏为柯西分布峰值所在的位置参量，表示当前帧图像中心点位置像素值；γ为柯西分布最大值

的一半对应的宽度尺寸；μ，σ分别代表着高斯分布的均值和方差．

２　仿真实验分析

实验中，采用目前滤波跟踪方法普遍采用的特征提取方法．为增强运动信息的有效性，提取了运动

目标的运动边缘特征作为观测信息进行处理．两种情况下的具体实验结果，如图１～４所示．图２中：

犲ＲＭＳ为均方根误差．

　　图１，３中：黑方框为文中方法跟踪结果；灰方框为高斯噪声条件下的标准粒子滤波方法．由图１～４

可知：文中方法实现了较好的跟踪，其跟踪效果明显优于传统高斯噪声统计特性假设情况下的标准粒子

　图１　遮挡情况下跟踪结果 图２　遮挡情况下跟踪均方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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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夜间跟踪结果 图４　夜间跟踪均方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ｎｉｇｈｔ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ａｔｎｉｇｈｔ

滤波方法；在两种复杂情况下，由于文中方法引入了非高斯噪声模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目标运动的过

程状态模型；文中方法在杂波环境下的跟踪精度较标准ＰＦ方法提升了近４０％．

３　结束语

以杂波环境下视频目标跟踪问题为背景，探索了非高斯噪声情况下计算机视觉目标跟踪问题．在视

频目标运动模型和观测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柯西混合噪声模型，对非高斯噪声运动目标的状态进行建

模．然后，在标准粒子滤波的框架内给出了方法的具体实现步骤．最后，基于部分遮挡和光照对比度较低

的视觉跟踪问题进行仿真实验，验证了文中方法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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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模糊犓?犿犲犪狀狊算法在测试

用例集约简中的应用

余国清１，２，周兰蓉２，罗可１

（１．长沙理工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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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软件测试用例集约简的成效，提出一种基于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的软件测试集用例约简算法，引

入模糊划分思想，结合测试需求集，从各个簇中抽取测试用例，尽可能地发现相似的用例．实验结果表明：算法

能够最小化约简用例集，用例集覆盖范围最广泛，错误率检测较高．

关键词：　用例约简；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复杂度；软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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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理论

１．１　软件测试用例约简

测试用例需要全覆盖软件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针对每一行代码进行测试．软件测试用例约简是指

在用例集犜中，寻找一个最简化的子集犜′，该子集可以满足所有的测试任务．

１．２　模糊犓?犿犲犪狀狊算法

犓?ｍｅａｎｓ算法采用硬聚类划分思想，划分过程较为武断，不能够充分地考虑测试用例的多个属性，

导致聚类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因此，为了能够提高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准确度，假设软件测试用例共

有狀个，每一个测试用例使用犿 个特征进行刻画，则引入了隶属度函数，使用隶属度刻画测试用例归

属，提高数据对象划分准确性，易于解释和描述．软件测试用例为

犡＝

狓１，１ 狓１，２ … 狓１，狀

狓２，１ 狓２，２ … 狓２，狀

   

狓犿，１ 狓犿，２ … 狓犿，

熿

燀

燄

燅狀

． （１）

式（１）中：狓犻，犼表示样本犼的特征犻，犼＝１，２，…，狀，犻＝１，２，…，犿．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犓?ｍｅａｎｓ算法正确

执行，算法运行之前需要对其检修归一化处理，即

狉犻，犼 ＝
狓犻，犼－狓犻，ｍｉｎ
狓犻，ｍａｘ－狓犻，ｍｉｎ．

（２）

式（２）中：狓犻，ｍａｘ表示第犻个指标特征的最大取值；狓犻，ｍｉｎ表示第犻个指标特征的最小取值；狉犻，犼表示归一化

后狓犻，犼的取值．软件测试用例集矩阵犡归一化之后为

犚＝

狉１，１ 狉１，２ … 狉１，狀

狉２，１ 狉２，２ … 狉２，狀

   

狉犿，１ 狉犿，２ … 狉犿，

熿

燀

燄

燅狀

＝ （狉犻，犼）犿×狀． （３）

　　软件测试用例集犡假设存在犆个类别，则数据集犡可以使用模糊识别矩阵进行描述，即

犝 ＝

狌１，１ 狌１，２ … 狌１，狀

狌２，１ 狌２，２ … 狌２，狀

   

狌犿，１ 狌犿，２ … 狌犿，

熿

燀

燄

燅狀

＝ （狌犻，犼）犮×狀． （４）

式（４）中：狌犻，犼为一个隶属度，代表软件测试样本犼归属于某个类别犺的概率，犺＝１，２，…，犆，并且狌犺，犼需

要满足约束条件０≤狌犺，犼≤１，∑
犲

犺＝１

狌犺，犼 ＝１，∑
狀

犼＝１

狌犺，犼＞０．

假设软件测试样本划分类别犺的犿 个特征向量值作为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中心数据，则一个具有犡

个类别的软件测试用例集拥有犆个模糊聚类中心，即

犛＝

狊１，１ 狊１，２ … 狊１，狀

狊２，１ 狊２，２ … 狊２，狀

   

狊犿，１ 狊犿，２ … 狊犿，

熿

燀

燄

燅犮

＝ （狊犻，犺）犿×犮． （５）

式（５）中：狊犻，犺为类别犺指标犻的归一化特征值，０≤狊犻，犺≤１．

为了满足不同的聚类用户处理需求，在模糊聚类执行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的划分设置不同的特征

权值，以便能够突出某些特征属性的贡献度，即

犠 ＝ ｛狑１，狑２，…，狑犿｝，　　∑
犿

犻＝１

狑犻＝１． （６）

　　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目标函数形式为

∑
狀

犼＝１
∑
犮

犺＝１

｛狌犺，犼［∑
犿

犻＝１

（狑犻（狉犻，犼－狊犻，犺））
狆］１／狆｝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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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测试用例机约简中的应用

在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算法中，假设软件测试用例集为犜＝｛狋１，狋２，…，狋狀｝，数据集拥有的类别数目为犓

个，犿犻为第犻个簇的中心，犻＝１，２，…犽．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的目标函数为

犉（狌犼（狋犻））＝∑
犽

犻＝１
∑
狀

犿＝１

［狌犼（狋犻）］
犫
‖狋－犿犻‖

２． （８）

式（８）中：犫为一个常数，可以控制模糊犓?ｍｅａｎｓ隶属度．通过对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的隶属度函数求导数，可

以获取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最优解，最优解的求解过程分别为

犿犼 ＝
∑
狀

犻＝１

［狌犼（狋犻）］
犫狋犻

∑
狀

犻＝１

［狌犼（狋犻）］
犫

，　　犼＝１，２，３，…，犽； （９）

狌犼（狋犻）＝
（１／‖狋－犿犼‖

２）１／（犫－１）

∑
犽

犻＝１

（１／‖狋－犿犻‖
２）１／（犫－１）

，　　犻＝１，２，３，…，狀；　犼＝１，２，３，…，犽． （１０）

　　模糊犓?ｍｅａｎｓ算法使用程序，迭代执行最优化求解式（９），（１０），可以针对软件测试用例集进行划

分．具体的算法伪代码流程如下．算法输入：软件测试用例约简类簇数目犓，隶属度控制常数参数犫，犖

个数据对象的软件测试用例集．算法输出：软件测试用例约简后的犓 个簇．算法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随机化的将犖 个软件测试用例分配到犓 个簇中，分派每一个簇的中心特征向量为犿犻．

步骤２　使用式（１０）准确计算获取软件测试用例的隶属度函数．

步骤３　使用式（９）重新计算软件测试用例簇的中心值犿犻．

步骤４　计算每一个数据对象的隶属度，直到隶属度不再变化，终止算法运行；否则，返回步骤２．

由于在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基础上，引入模糊控制犫，可以根据模糊控制因子的取值经验．当犫＝０．７５时，

能够取得较好的约简效果．基于此，可以分析测试用例的属性相近程度．

３　实验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集

采用Ｓｉｅｍｅｎ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提供的软件测试公共数据集，数据集１，２，３包含的用例数为３０；

数据集４，５，６，７包含的用例数为３２．

３．２　评价标准

约简算法的评价标准有算法约简率（ＳＲ）、软件错误检测率（ＦＤＥ）、软件错误检测丢失率（ＦＬ）３个

方法，分别表示为

ＳＲ＝
狘犜狘－狘犜′狘
狘犜狘

×１００；　　ＦＤＥ＝
狘犉′狘
狘犉狘

×１００；　　ＦＬ＝
狘犉狘－狘犉′狘
狘犉狘

×１００．

图１　３种算法约简率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其中：｜犜｜为软件测试用例集的元素数；｜犜′｜为约简算法约

简后的软件测试用例集中的元素数；｜犉｜为未约简的用例

集测试软件功能时检测出来的错误数；｜犉′｜为约简后的用

例集检测出来的软件功能错误数．

３．３　结果分析

１）约简率比较．３种算法约简率，如图１所示．模糊犓?

ｍｅａｎｓ算法引入了模糊控制因子，可以动态地调整隶属度

特征权重，将概率值较为接近的软件测试用例划分到一起，

在保证全覆盖的条件下，可以有效提高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约

简率，降低软件测试的复杂度和工作量．

２）软件错误检测率比较．３种算法检错率，如图２所示．模糊犓 均值算法约简后的测试用例能够检

测出更多软件错误数，表明文中算法约简后的依然可以保持全覆盖能力．另外两种算法约简后，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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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功能不同的用例划分到一个簇中，这样造成约简后的用例无法全覆盖软件功能，错误检测率较低．

３）错误检测丢失率比较．３种算法的错误检测丢失率，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矩阵行列变换算

法、关联模式约简算法非常容易将不同覆盖类型的用例约简掉，因此，漏检率较低，算法约简效果不好．

　　　图２　３种算法检错率 图３　３种算法错误检测丢失率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ｒｒ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ｒａｔｅ

４　结束语

在犓?ｍｅａｎｓ算法中引入了隶属度函数，采用模糊数学思想提高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划分软件测试用例

集，可以提高用例约简数量，并且保持用例集检测软件错误的可靠性．未来研究工作包括两个关键内容：

引入模拟退火理论，实现模糊控制因子的自动化确定；针对软件测试用例集进行泛化，提高算法的稳定

性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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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负矩阵分解及其改进方法

刘志扬

（广东科技学院 基础部，广东 东莞５２３０８３）

摘要：　首先，给出非负矩阵分解的数学形式，分析欧式距离和相对熵（ＫＬ）散度两种分解误差评价函数．然

后，针对３种特殊形式的非负矩阵进行分解方法的改进，优化函数和迭代过程分别适用于正交非负矩阵、凸非

负矩阵、投影非负矩阵的分解．结果表明：提出的改进方法简化了非负矩阵分解的过程．

关键词：　非负矩阵；非负分解；优化函数；迭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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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负矩阵分解，是数据挖掘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非负矩阵分解，原始矩阵的维度得以降低，且

分解结果中的非负表达更适用于实际问题．由于非负矩阵分解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开展了理

论和实践研究，尤其在分解过程的收敛速度、分解过程的复杂性方面更加关注［１４］．非负矩阵分解理论建

立之初，是针对用非负矩阵来表达的多维数据［５］．同时，非负矩阵分解要求分解后的矩阵也要满足非负

的特征．显然，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分解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稀疏性，但这种稀疏性也可以有效地抵制来

自外部的干扰．稀疏性特征也反映出非负矩阵分解只能清晰地表达多维数据的部分特征
［６］．随着非负矩

阵分解的应用日益增多，学者们又发现了其聚类功能，从而拓宽了非负矩阵分解的应用领域［７８］．Ｋｉｔａ

ｍｕｒａ等
［９］在一般非负矩阵分解过程中进一步添加新的约束条件，使分解得到的结果可以成为另一个分

解结果上的投影．在此基础上，正交性约束条件也被添加进来，非负矩阵分解的迭代过程得到更新，从而

加快了拉格朗日最优解获得的收敛速度．Ｌｕｄｅｎａ等
［１０］在一般非负矩阵分解过程中添加了一个凸性约

束，从而构建了一种凸非负矩阵的分解方法．这种方法获得的分解结果更加稀疏，但也增强了对凸非负

矩阵多维数据的解释能力．本文在一般非负矩阵分解过程的基础上，探寻几种改进分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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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非负矩阵分解的理论基础

对于实际问题而言，非负的向量表达、非负的矩阵分解往往更有意义．正是这种实际需求，催生了非

负矩阵分解方法的出现．从数学形式上看，高维数据矩阵经过非负矩阵分解后，求得的低维矩阵中的元

素都应该是非负的．因为非负性要求的存在，也必然会使分解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采用稀疏表达的结

果．稀疏表达并不一定是不利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抵御外部的干扰．

至此，给出一个非负矩阵分解的一般性描述．设定犢是一个非负矩阵，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非

负矩阵犃和犅，并且可以满足犢≈犃犅．如果矩阵犃的列数少于矩阵犅的列数，那么，就只能实现对矩阵犢

的稀疏表达．这时，如果要尽可能地实现对矩阵犢的表达，就必须找到原始矩阵的类似结构，矩阵犃和

矩阵犅的乘积才能实现对矩阵犢的最佳拟合．还需要指出，非负矩阵分解获得的投影系数，不会出现有

正有负的情况，这一点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存在明显不同．

假设给定的原始矩阵犢的维度是狆×狇，矩阵中全部元素都是非负的，同时，维度狆大于维度狇．经

过非负矩阵分解的处理，原始矩阵犢被分解为两个非负矩阵犃 和犅．其中，非负矩阵犃的维度是狆×狊，

非负矩阵犅的维度是狆×狊．这里，维度狊一般是一个先行给定的参数，且这个参数需满足狊＜狆狇／（狆＋

狇）．对于不同的实际问题，非负矩阵犃和非负矩阵犅可给出更有针对性的解释．

对于矩阵犃和矩阵犅而言，因为非负属性的限制条件的存在，对于非负矩阵犢而言 ，很难做出准确

性分解，一般都是带有一定误差的分解．因此，分解后３个矩阵的关系是犢≈犃犅．虽然很难实现非负矩

阵的准确分解，但还是希望分解结果和原始矩阵之间的误差尽可能小些．为了分析这种误差的大小，一

般要设定一个评价函数，用以判断非负矩阵犢的非负分解结果误差是否足够小．

第１种常见的评价函数，一般用欧式距离设计，具体形式为

犈１（犢，犃，犅）＝ ‖犢－犃犅‖
２
犌． （１）

　　由欧式距离评价函数，可评价非负矩阵分解结果和原始非负矩阵的近似情况，可得优化函数为

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犅‖
２
犌． （２）

　　优化过程中，每一步骤的迭代操作为

犃犻，犽 ＝犃犻，犽
（犢犅Ｔ）犻，犽
（犃犅犅Ｔ）犻，犽

，　　犅犽，犼 ＝犅犽，犼
（犃Ｔ犢）犽，犼
（犃Ｔ犃犅）犽，犼

． （３）

　　第二种常见的评价函数，一般用相对熵（ＫＬ）散度设计，具体形式为

犈２（犢，犃，犅）＝∑
犻，犼

（犢犻，犼ｌｇ犡犻，犼
（犃犅）犻，犼

－犢犻，犼＋（犃犅）犻，犼）． （４）

式（４）中：对于任意的犽而言，存在∑
犻，犼

犅犻，犽 ＝１．

根据ＫＬ散度评价函数，可以评价非负矩阵分解结果和原始非负矩阵的近似情况，据此设计出的优

化过程的２个迭代操作为

犃犻，犽 ＝犃犻，犽（
∑
犿

犢犻，犿
（犃犅）犻，犿

犅犽，犿

∑
犿

犅犽，犿
），　　犅犻，犽 ＝犅犻，犽

∑
犿

犃犽，犽犢犿，犼
（犃犅）犿，犼

∑
犿

犅犿，犽

． （５）

２　非负矩阵分解的改进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非负矩阵存在一些特殊的形式，需要对原有的分解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文中

将分别探讨３类特殊的非负矩阵：正交非负矩阵、凸非负矩阵、投影非负矩阵．

２．１　正交非负矩阵的对应分解方法

在数据分类等实际应用中，正交非负矩阵有着非常高的实用价值．正交非负矩阵又可以分为水平单

侧方向上的正交非负矩阵、垂直单侧方向上的正交非负矩阵、双向正交非负矩阵等３种类型．

１）水平单侧方向上的正交非负矩阵分解．水平单侧方向上的非负矩阵，在非负分解过程中的优化

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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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犅
Ｔ
‖
２
犌，

ｓ．ｔ．　犃
Ｔ犃＝犐

烍
烌

烎．

（６）

　　在水平单侧方向上非负矩阵分解的过程中，所用的迭代公式分别为

犃犻，犽 ＝犃犻，犽
（犢犅）犻，犽
（犃犃Ｔ犢犅）犻，槡 犽

，　　犅犼，犽 ＝犅犼，犽
（犢Ｔ犃）犼，犽
（犅犃犃Ｔ）犼，犽

． （７）

　　２）垂直单侧方向上的正交非负矩阵分解．垂直单侧方向上的非负矩阵，在非负分解过程中的优化

函数为

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犅
Ｔ
‖
２
犌，

ｓ．ｔ．　犅
Ｔ犅＝犐

烍
烌

烎．

（８）

　　在垂直单侧方向上非负矩阵分解的过程中，所用的迭代公式分别为

犃犻，犽 ＝犃犻，犽
（犢犅）犻，犽
（犃犅Ｔ犅）犻，槡 犽

，　　犅犼，犽 ＝犅犼，犽
（犢Ｔ犃）犼，犽
（犅犅Ｔ犢Ｔ犃）犼，犽

． （９）

　　３）水平垂直双向上的正交非负矩阵分解．水平垂直双向上的非负矩阵，在非负分解过程中的优化

函数为

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犛犅
Ｔ
‖
２
犌，

ｓ．ｔ．　犅
Ｔ犅＝犐，

犃犃Ｔ
＝犐

烍

烌

烎．

（１０）

　　在水平垂直双向上非负矩阵分解的过程中，所用的迭代公式分别为

犃犻，犽 ＝犃犻，犽
（犢犅犛Ｔ）犻，犽
（犃犃Ｔ犢犅犛Ｔ）犻，槡 犽

， （１１）

犅犼，犽 ＝犅犼，犽
（犢Ｔ犃犛）犼，犽
（犅犅Ｔ犢Ｔ犃犛）犼，槡 犽

， （１２）

犛犻，犽 ＝犛犻，犽
（犃Ｔ犢犅）犻，犽
（犃Ｔ犃犛犅Ｔ犅）犻，槡 犽

． （１３）

２．２　凸非负矩阵的对应分解方法

凸非负矩阵分解，一般是在考虑原始矩阵不受任何限制条件下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求分解

出的矩阵有一部份是非负的，对另一部分则没有限制．

假设要求分解出的矩阵犅是非负的，对矩阵犃没有要求，那么，优化问题转变为

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犅
Ｔ
‖
２
犌，

ｓ．ｔ．　犅≥０
烍
烌

烎．

（１４）

　　此时，可以对犃施加一个凸性约束，即

犃犾 ＝犵１，犾狔１＋…＋犵犿，犾狔狀． （１５）

　　式（１５）也可以写为

犃＝犢犌． （１６）

　　至此，可以将凸非负矩阵分解优化过程的迭代公式设计为

犅犻，犽 ＝犅犻，犽
（（犢Ｔ犢）＋犌）犻，犽＋（犅犌

Ｔ（犢Ｔ犢）－犌）犻，犽
（（犢Ｔ犢）－犅）犻，犽＋（犅犌

Ｔ（犢Ｔ犢）－犌）犻，槡 犽

， （１７）

犌犻，犽 ＝犌犻，犽
（（犢Ｔ犢）＋犅）犻，犽＋（（犢

Ｔ犢）－犌犅
Ｔ犅）犻，犽

（（犢Ｔ犢）－犅）犻，犽＋（（犢
Ｔ犢）－犌犅

Ｔ犅）犻，槡 犽

． （１８）

２．３　投影非负矩阵的对应分解方法

投影非负矩阵的非负分解，可以写为

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犅‖
２
犌，

ｓ．ｔ．　犅＝犃
Ｔ犢

烍
烌

烎．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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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优化问题，优化过程中的迭代公式为

犃犻，犽 ＝犃犻，犽
２（犢犢Ｔ犃）犻，犽

（犃犃Ｔ犢犢Ｔ犃）犻，犽＋（犢犢
Ｔ犃犃Ｔ犃）犻，犽

． （２０）

　　对于投影非负矩阵的非负分解，还可以进一步施加一个正交性约束，此时优化问题变为

ｍｉｎ
犃≥０，犅≥０

‖犢－犃犅‖
２
犌，

ｓ．ｔ．　犅＝犃
Ｔ犢，

犃Ｔ犃＝犐

烍

烌

烎．

（２１）

　　对应的迭代公式变为

犃犻，犽 ＝犃犻，犽
（犢犢Ｔ犃）犻，犽
（犃犃Ｔ犢犢Ｔ犃）犻，犽

． （２２）

　　至此，给出了３种不同非负矩阵的非负分解方法，以及具体的优化函数和迭代操作过程．

３　结束语

针对非负矩阵的分解效果评价，提出欧式距离评价函数和ＫＬ散度评价函数．对正交非负矩阵、凸

非负矩阵、投影非负矩阵的分解方案进行改进，分别建立分解过程的优化函数．分解结果显示，文中改进

的分解方法，不仅使３种非负矩阵的分解过程得到简化，分解效率得到提升，分解误差也符合两种评价

函数的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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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给出不定方程犡狀＋犢狀＝犣狀 在狀为奇素数时，无正整数解的初等证明方法，即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了

费马大定理．通过实例分析，结果显示文中证明方法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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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费马大定理也称“费马猜想”，是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提出的，他认为：一整数３次幂不能表为

两个整数的同次幂之和；一个整数４次幂不能表为两个整数的同次幂之和；一般地讲，当狀＞２，一个整

数的狀次幂表为两个整数的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即对于犡狀＋犢狀＝犣狀，当狀＞２时，不定方程无全

正整数解．

“费马猜想”包含两层意义：１）当狆（狆为任意奇素数）时，犡，犢，犣中一定有一个不为整数；２）当狀＝

４狆时，出现两个方程，（犡狆）
４＋（犢狆）４＝（犣狆）４，（犡４）狆＋（犢４）狆＝（犣

４）狆，若犡，犢 为正整数，必须首先是

犣狆，犣４ 不为整数，而后得犣不为整数．因此，只要证明当狀＝４，狀＝狆时，犣不为整数即可．以前有种观点，

只要证明狀＝４的“费马猜想”成立，随之狀＝４狆的“费马猜想”也成立，这是概念上的错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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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马猜想”被提出后，经无数人辨证，先后证得狀＝３，狀＝４，狀＝５，狀＝７，以及一些有限数时费马大

定理成立．最终，在１９９５年被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所证明．但怀尔斯的证明高深冗长．费马在提

出猜想的同时又说，他有一个绝妙的证明方法，只是“边页太小，写不下了”．他的证明到底是个怎样的证

明，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费马处于当时的数学发展水平，他的证明肯定不是类似怀尔斯的证

明，而是一个较为初等的方法［２］．

在怀尔斯的证明之后，世界上仍有不少数学志士为此而着迷，极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数学家科林·迈

克拉蒂．２００３年，他称有比怀尔斯的更简单的方法，并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数学报告会上发表，取得

极大的进展．但他使用近代的“群论”思想，这与费马所称的方法仍是相去甚远
［３］．

２　费马定理的证明

２．１　对犣进行因式分解

令狀为任意奇素数犽，当犽≥３时，有

犣犽 ＝犡
犽
＋犢

犽． （１）

　　设式（１）有一组正整数解犡０，犢０，犣０，且犣０ 是最小的正整数解，则式（１）变换为

犣犽０ ＝犡
犽
０＋犢

犽
０． （２）

式（２）中：若（犡０，犢０）＝犝１，则犝１｜犣０．于是有犡′０＝犡０／犝１，犢′０＝犢０／犝１，犣′０＝犣０／犝１，则式（２）变为

犣′犽０ ＝犡′
犽
０＋犢′

犽
０ ＝ （犣０／犝１）

犽．

２．２　犣０ 的求解

犣因式分解后，求解犣０，由于有

犣犽０１ ＝犝（狓，狔）＝犡０＋犢０，

犣犽０２ ＝犞（狓，狔）＝犡
（犽－１）
０ ＋犢

（犽－２）
０ 犢０＋…－犡０犢

（犽－２）
０ ＋犢

（犽－１）
０

烍
烌

烎．
（３）

将犡０＝犣
犽
０１－犢０ 代入式（２），可得

犣犽０ ＝（犣
犽
０１－犢０）

犽
＋犢

犽
０ ＝

（犣犽０１）
犽
－犆

１
犽（犣

犽
０１）

（犽－１）犢０＋犆
２
犽（犣

犽
０１）

（犽－２）犢２０－…＋犆
（犽－１）
犽 （犣犽０１）犢

（犽－１）
０ －犢

犽
０＋犢

犽
０．

上式右端共（犽＋１）＋１＝犽＋２项，经移项并消项可得

（犣犽０１）
犽
－犣

犽
０ ＝犆

１
犽（犣

犽
０１）

（犽－１）犢０－犆
２
犽（犣

犽
０１）

（犽－２）犢２０＋…＋犆
犽－２
犽 （犣

犽
０１）犢

（犽－２）
０ －犆

犽－１
犽 （犣

犽
０１）犢

（犽－１）
０ ．

　　上式右端犽－１项，正负相间，犢０ 的系数都为组合数，每一组合数皆含有犽因子
［１］，且有犆１犽＝犆

犽－１
犽 ＝

犽，犆２犽＝犆
犽－２
犽 ，…，每一项皆有犽，犣犽０１，狔０ 因子．所以，上式可变换为

（犣犽０１）
犽
－犣

犽
０ ＝犣

犽
０１犽犢０ （犣

犽
０１）

（犽－２）
－（
犆２犽
犽
）（犣犽０１）

（犽－３）犢０＋…［ ＋（
犆犽－２犽
犽
）（犣犽０１）犢

（犽－３）
０ －犢

（犽－２）］０ ． （４）

　　设上式右端中括号内代数和为∑犕′１，且将犣
犽
０１ ＝犡０＋犢０ 代入∑犕′１，用二项式定理展开得

１）第１项为

（犡０＋犢０）
（犽－２）

＝犡
（犽－２）
０ ＋犆

２犽－２犡
（犽－３）
０ 犢０＋…＋犆

（犽－３）
犽－２ 犡０犢

（犽－３）
０ ＋犢

（犽－２）
０ ；

　　２）第２项为

－（
犆２犽
犽
）（犡０＋犢０）

犽－３犢０ ＝－（
犆２犽
犽
）［犡

（犽－３）
０ 犢０＋犆

１
犽－３犡

（犽－４）
０ 犢２０＋…＋１犆

（犽－４）
犽－３ 犡０犢

（犽－３）
０ ］－（

犆２犽
犽
）犢

（犽－２）
０ ；

　　３）第犽－２项为

（犆
犽－２
犽

犽
）（犡０＋犢０）犢

犽－３
０ ＝ （

犆犽－２犽
犽
）犡０犢

（犽－３）
０ ＋（

犆犽－２犽
犽
）犢

（犽－２）
０ ；

　　４）第犽－１项为

－犢
（犽－２）
０ ＝－犢

（犽－２）
０ ．

２．３　引理及其证明

引理１　自然数集合中任意相邻两数犪和犫，若犪犻＝犪＋犻，犫犻＝犫－犻，犪犻＋１＝犪＋（犻＋１），犫犻＋１＝犫－（犻＋

１），则存在关系式［犪犻犫犻－犪犻＋１犫犻＋１］为等差数列（犻＝０，１，２，３，…），且犪犫＞犪犻犫犻＞犪犻＋１犫犻＋１，犪犫为最大值．

引理２　犽为奇素数，如果正整数犣０，犡０，犢０ 满足犡
犽
０＋犢

犽
０＝犣

犽
０，则有犡０＋犢０－犣０≡０（ｍｏｄ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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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犡０＋犢０－犣０）．

证明：参见参考文献［１］．

引理３　犪
犿－１＝（犪－１）（犪犿－１＋犪犿－２＋…＋１）；若犪≡１（ｍｏｄ犿

犽），犿犽｜犪－１，因为犪≡１（ｍｏｄ犿），

所以犪犿－１＋犪犿－２＋…＋１≡犿≡０（ｍｏｄ犿），也就有犿｜犪
犿－１＋犪犿－２＋…＋１，因此犿犽＋１｜犪

犿－１，即犪犿≡

１（ｍｏｄ犿犽＋１），犽＞０，犿≥３的奇素数．

证明：参见参考文献［１］．

推论１　犪
犿－１＝（犪－１）（犪犿－１＋犪犿－２＋…＋１）；若犪犿－１＋犪犿－２＋…＋１≡犿≡０（ｍｏｄ犿）；犿｜犪

犿－１＋

犪犿－２＋…＋１；因为犪
犿－１
＋犪犿－２＋…＋１≡０（ｍｏｄ犿）；所以犿｜犪－１，即犿

２
｜犪

犿－１，犪犿≡１（ｍｏｄ犿
２）．

注１　引理和推论不同，引理有犿
犽＋１
｜犪

犿－１，犽≥１，而推论仅有犿
２
｜犪

犿－１，犿≥３的奇素数
［４８］．

引理４　狆为奇素数，犆
犽
狆－１是（犪＋犫）

狆－１展开式犫犽 的系数，存在关系式

犆犽狆－１ ≡ （－１）
犽（ｍｏｄ狆），　犽＝０，１，２，３，…，狆－１．

　　证明：参见参考文献［１］．

２．４　实例证明

实例１　证明１：假设犱０＝１，犡０，犢０ 为一偶一奇，或同为奇数，引入（－１）
犲（犲＝１，２，３，…，犽－１）犲是

狔０ 的幂指数，则有

犣犽０２ ＝犡
（犽－１）
０ －犡

（犽－２）
０ 犢０＋犡

（犽－３）
０ 犢２０－…＋（－１）

犲犡
（犽－犲－１）
０ 狔

犲
０－…－犡０犢

（犽－２）
０ ＋犢

（犽－１）
０ ． （５）

将犡０＝犡１，犢０＝犢１ 代入上式，并两端同减１可得

犣犽０２－１＝犡
（犽－１）
０ －犡

（犽－２）
０ 犢１＋犡

（犽－３）
０ 犢２１－…＋（－１）

犲犡
（犽－犲－１）
１ 狔

犲
１－…－犡１犢

（犽－２）
１ ＋犢

（犽－１）
１ －１． （６）

　　根据引理２可知犽｜（犡０＋犢０－犣０），又有犣０１｜（犡０＋犢０－犣０），以及因为犡０＋犢０＝犣
犽
０１，犣０＝犣０１－

犣０２，所以有
犡０＋犢０－犣０

犣０１
＝犣犽－１０１ －犣０２＝犣

犽－１
０１ －１－（犣０２－１），犽｜犣

犽－１
０１ －１－（犣０２－１）．

因 （犽，犣０１）＝１，根据费马定理，犽｜犣
犽－１
０１ －１，所以犽｜犣０２－１，即犣０２≡１（ｍｏｄ犽），犣

犽
０２－１＝（犣０２－１）×

（犣犽－１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

因为 （犽，犣０２）＝１，根据引理３有犽
２
｜犣

犽
０２－１，所以犣

犽
０２≡１（ｍｏｄ犽

２），因此存在犣犽０２－１＝犽
２犫．其中：犫

是犣犽０２－１与犽
２相除的倍数．

证明２：当犱０＝犽时，有

犣犽０ ＝犽
犽犣犽０１犣

犽
０２，　　犣０ ＝犽犣０１犣０２，

犝（狓，狔）＝犡０＋犢０ ＝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犞（狓，狔）＝犽犣
犽
０２ ＝犡

（犽－１）
０ －犡

（犽－２）
０ 犢０＋犡

（犽－３）
０ 犢２０－…－犡０犢

（犽－２）
０ ＋犢

犽－１
０

烍

烌

烎．

（７）

　　假设犡１＝
犡０＋犢０＋１

２
＝
犽犽－１犣犽０１＋１

２
，犢１＝

犡０＋犢０－１

２
＝
犽犽－１犣犽０１－１

２
，将犡１，犢１ 代入式（２）可得

犣犽０ ＝
犽犽－１犣犽０１＋１（ ）２

犽

＝
犽犽－１犣犽０１－１（ ）２

犽

，

２犽犣犽０ ＝ （犽
犽－１犣犽０１＋１）

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１）
犽
＝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
＋犆

１
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１
＋犆

２
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２
＋…＋

犆犽－２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

２
＋犆

犽－１
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１］＋［（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
－犆

１
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１
＋

犆２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２
－…－犆

犽－２
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
２
＋犆

犽－１
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１］，

２犽－１犣犽０ ＝ （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
＋犆

２
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２
＋…＋犆

犽－３
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
３
＋犆

犽－１
犽 （犽

犽－１犣犽０１）

烍

烌

烎．

（８）

上式右端组合数含１次犽因子，第１项含犽因子高次幂，且都有（犽犽－１犣犽０１）因子，因此可改写为

２犽－１犣犽０ ＝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１

犽
＋（
犆２犽
犽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３
＋…＋（

犆犽－３犽
犽
）（犽犽－１犣犽０１）

２
＋［ ］１． （９）

因为犣犽０＝犽犽
犽－１犣犽０１犽犣

犽
０２，故可改为

２犽－１犣犽０２ ＝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１

犽
＋（
犆２犽
犽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３
＋…＋（

犆犽－３犽
犽
）（犽犽－１犣犽０１）

２
＋１． （１０）

上式两端同减２犽－１后，再同除以２犽－１，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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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犽０２－１＝

（犽犽－１犣犽０１）
２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３

犽
＋（
犆２犽
犽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５
＋…＋（

犆犽－３犽
犽［ ］）－２犽－１－１）

２犽－１
． （１１）

　　费马定理表明：犪
犿－１
≡１（ｍｏｄ犿）；（犪，犿）＝１；若犪＝犫

犿，则为 （犫犿－１）犿≡１（ｍｏｄ犿
２）

根据对费马定理的解释，式（１１）中（２犽－１－１）只能是２犽－１≡１（ｍｏｄ犽
１），即犽｜２

犽－１－１；２犽－１－１＝犽犆２

（犆２ 是２
犽－１－１除以犽的倍数），（犽，犆２）＝１．则式（１１）可变换为

犣犽０２－１＝犽

（犽２犽－３犣２犽０１）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３

犽
＋（
犆２犽
犽
）（犽犽－１犣犽０１）

犽－５
＋…＋（

犆犽－３犽
犽［ ］）－犆２

２犽－１
． （１２）

　　设上式中括号内代数和为∑犆１ ，则式（１２）可改为

犣犽０２－１＝犽
（犽２犽－３犣２犽０１）∑犆１－犆２

２犽－１
． （１３）

式（１３）中，因为犽狘（犽
２犽－３犣２犽０１）∑犆１，（犽，犆２）＝１，所以（犽，［（犽

２犽－３犣２犽０１）∑犆１－犆２］）＝１；又因（犽，２
犽－１）＝

１，所以
（犽２犽－３犣犽０１）∑犆１－犆２

２犽－１
为整数，设为犪３，即有 （犽，犪３）＝１．故式（１３）可改为

（犣０２－１）（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犪３． （１４）

　　因为犪３为整数，所以犽｜犣
犽
０２－１；又因犽是奇素数，根据整除定理，犽｜犣０２－１，或犽｜（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

１）．若犽｜犣０２－１，即犣０２≡１（ｍｏｄ犽）．根据引理３可知，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０（ｍｏｄ犽），故犽｜（犣

犽－１
０２ ＋

犣犽－２０２ ＋…＋１），所以犽
２
｜犣

犽
０２－１．若犽｜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即有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０（ｍｏｄ犽），故

有犣０２≡１（ｍｏｄ犽），所以有犽
２
｜犣

犽
０２－１；犣

犽
０２－１＝犽

２犫３（犫３ 是犣
犽
０２－１除以犽

２ 的倍数）．于是有

犽２犫３ ＝犽犪３，　　犫３ ＝犪３／犽．

　　由于（犽，犪３）＝１，所以犫３ 为既约分数．如设犪１＝犣０２－１，犪２＝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则有犪１犪２＝犽犪３．

因为犪３ 是整数，所以式中犽｜犪１犪２．由于犽是奇素数，若犪１，犪２ 为整数，就有犽｜犪１或犽｜犪２，根据引理３就

有犽２｜犪１犪２，而实际是犽
２
"犪１犪２，从而产生矛盾．因此，可以证明犪１，犪２ 不为整数，犣０２不为整数而为无理

数．由此可得犣０＝犽犣０１犣０２，又因犽，犣０１为整数，犣０２为无理数，证明犣０为无理数．

实例２　假设犣０为偶数，犡０，犢０ 为奇数，犣０１为偶数，则有

犡１ ＝
犡０，犢０＋２

２
＝ （犽

犽－１犣
犽
０１

２
）＋１，　　犢１ ＝

犡０，犢０－２
２

＝ （犽
犽－１犣

犽
０１

２
）－１． （１５）

将犡１，犢１ 代入式（２）可得

犣犽０ ＝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 ］１

犽

＋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 ］１

犽

＝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犽

＋犆
１
犽 犽

犽－１犣
犽
０１（ ）２

犽－１

＋…＋犆
犽－３
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３

［ ＋

犆犽－２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２

＋犆
犽－１
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 ］１ ＋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犽

＋犆
１
犽 犽

犽－１犣
犽
０１（ ）２

犽－１

＋…［ ＋

犆犽－３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３

＋犆
犽－２
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２

＋犆
犽－１
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 ］１．

（１６）

上式消项后提取公因数２，犽，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加之有犣犽０＝犽

犽－１犣犽０１犽犣
犽
０２，可得

犣犽０２ ＝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犽－１

／犽＋…＋
犆犽－３犽（ ）犽

犽犽－１
犣犽０１（ ）２

２

＋（ ）１． （１７）

上式两端同减１，右端提取公因数（犽犽－１）２，可得

犣犽０２－１＝ （犽
犽－１）２ （犽犽－１）犽－３

犣犽０１（ ）２
犽－１

／犽＋…＋
犆犽－３犽（ ）犽

犣犽０１（ ）２（ ］［ ）
２

． （１８）

　　设中括号内代数和为∑犆３ ，则有

犣犽０２－１＝ （犽
犽－１）２∑犆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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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犽，
犆犽－３犽（ ）犽

犣犽０１（ ）２
２

）＝１，犽狘∑犆３－
犆犽－３犽（ ）犽

犣犽０１（ ）２
２

），因此有（犽，∑犆３）＝１．因为∑犆３为整数，

所以（犽犽－１）２｜犣
犽
０２－１．又因为犣

犽
０２－１＝（犣

犽
０２－１）（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为奇素数，根据整除定理，

（犽犽－１）２ 整除犣０２－１，或（犽
犽－１）２｜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再根据引理３，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０（ｍｏｄ犽），

所以（犽犽－１）２ "犣犽－１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

犽－１）２｜犣０２－１．

如此根据引理３有，犽｜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犽

２犽－１
｜犣

犽
０２－１；即犣

犽
０２≡１（ｍｏｄ犽

犽－１）．设犣犽０２－１＝犽
２犽－１犫４

（犫４是犣
犽
０２－１除以犽

２犽－１的倍数），于是可得

犽２犽－１犫４ ＝ （犽
犽－１）２∑犆３，　　犫４ ＝

∑犆３
犽

． （２０）

　　因为 （犽，∑犆３）＝１，所以犫４ 为既约分数．

如设犪１ ＝犣０２－１，犪２ ＝犣
犽－１
０２ ＋犣

犽－２
０２ ＋…＋１，犪３ ＝∑犆３ ，则有

犪１犪２ ＝ （犽
犽－１）２犪３． （２１）

　　同前面的分析一样，可以证明犣０２为无理数，犣０ 为无理数，犣０ 无最小正整数解和正整数解．

３　结论

上面已证明犡犽＋犢犽＝犣犽 无全正整数解，若将狀进行素因数分解，则有

狀＝２
犾·狆

犾
１
１·狆

犾
２
２·…·狆

犾犾
犾．

式中：犾＝０，１，２，３，…，狆
犾犾
犾，为相异奇素因数之积，狀简化为狀＝２

犾
狆
犾犾
犾，如此有

犡
（２
犾
狆
犾
犾
犾
）
＋犢

（２
犾
狆
犾
犾
犾
）
＝犣

（２
犾
狆
犾
犾
犾
）
．

　　若犾＝１，例犡′
６＋犢′６＝犣′６，可设犾＝２，狆

犾犾
犾＝３，则有犡

１２＋犢１２＝犣１２．若证明其无全正整数解，就可

得（犡２）６＋（犢２）６＝（犣２）６ 无全正整数解，即犡′６＋犢′６＝犣′６无全正整数解．

因为狀＝４，狀＝狆
犾犾
犾 时费马大定理成立，并做如上例中的变换，所以犡

狀＋犢狀＝犣狀，狀≥３，不定方程无

全正整数解，即证明费马大定理成立［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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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介

犅犚犐犈犉　犐犖犜犚犗犇犝犆犜犐犗犖　犜犗

犑犗犝犚犖犃犔犗犉犎犝犃犙犐犃犗犝犖犐犞犈犚犛犐犜犢（犖犃犜犝犚犃犔犛犆犐犈犖犆犈）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下称《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福建省教育厅主管，华侨大学主

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学报》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

《学报》以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为办刊特色，主要刊登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

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应用数学

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学报》既是中文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又是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固定收录

的刊源．在历次全国及福建省的科技期刊评比中，《学报》都荣获过大奖．曾获得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全国优

秀自然科学学报及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并于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学报》现为双月刊，Ａ４开本．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国内邮发代号：３４４１；国外发行代号：ＮＴＺ１０５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ａｒ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１９８０，ｉｓａ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ｂｏｕ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ｐ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ｉｔｓｗｏｒｋ．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ａｓｉｔ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Ｂｌｏｓ

ｓｏｍ；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ｅ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ｓａｎｄａｌｌｓｉｄ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ｉｍ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ｏ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ｉ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ｔｃ．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ｓｏｎ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ｎｅｗｃｒａｆｔｓ，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ｃｏ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ｚｅｏｆｇｏｏ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１９９５，“ｔｈｅｇｏｏｄｐｒ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１９９７，“ｔｈｅｇ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１９９９ａｎｄ２００８，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２００１．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ｅｌ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ｏ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ｏｒｍａｔｏｆＡ４．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ｉｌｎｕｍｂｅｒ：３４４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ｎｕｍｂｅｒ：ＮＴＺ１０５０．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德国《数学文摘》（ＺｂｌＭＡＴ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期刊源　　·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ｕａｑｉａｏ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双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刊 ）

第３７卷 第６期 （总第１５２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犑犗犝犚犖犃犔犗犉犎犝犃犙犐犃犗犝犖犐犞犈犚犛犐犜犢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ｔａｒｔｅｄｉｎ１９８０）

　Ｖｏｌ．３７Ｎｏ．６　（Ｓｕｍ．１５２）　Ｎｏｖ．２０，２０１６

主管单位：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主办单位：　华 　 　 侨 　 　 大 　 　 学

　　　　　 （中国 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２１ ）

　　　　　 （中国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

编辑出版：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电　　话：０５９５２２６９２５４５　　
电子信箱：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网　　址：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

烄

烆

烌

烎ｕ．ｅｄｕ．ｃｎ

主　　编：　乌　东　峰

印　　刷：　泉 州 晚 报 印 刷 厂

国内发行：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邮 政 局

订 购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政 局 （所 ）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７８２信箱，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１１）

　　犆狅犿狆犲狋犲狀狋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犛狆狅狀狊狅狉：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犈犱犻狋犲犱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犫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ｌ：０５９５２２６９２５４５　　

Ｅｍａｉ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

烄

烆

烌

烎ｕ．ｅｄｕ．ｃｎ

　　犈犱犻狋狅狉犻狀犆犺犻犲犳：　ＷＵ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犱犫狔　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７８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刊　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

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
　　　　　代　号：

国内邮发３４４１
国外 ＮＴＺ１０５０

　　国内定价：
８．００元／期

４８．００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