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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灵敏度分析的角接触球

轴承多目标优化设计

胡启国，杨学蛟

（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为了提高角接触球轴承的性能，以双列角接触球轴承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基于Ｉｓｉｇｈｔ多学科优化技

术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优化设计方法．然后，以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为性能指标，采

用最优拉丁超立方设计方法，对双列对角接触轴承结构设计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搭建Ｉｓｉｇｈｔ和 ＭＡＴＬＡＢ

联合仿真平台，采用 ＮＳＧＡⅡ 优化算法对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结构设计参数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优化

后的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相对于轴承手册标准值分别提高了６３．９３％和７５．９８％．

同时，与基于免疫算法的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优化设计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多学科优化设计方法优

化后的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相对于免疫算法的优化结果，分别提高了４．９９７％和

１．３７０％．

关键词：　角接触球轴承；灵敏度分析；多学科优化设计；ＮＳＧＡⅡ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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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ａｌ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ＮＳＧＡⅡ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

在工业生产中，轴承作为旋转机械传动系统中的重要基础部件，有“机械关节”和“机械心脏”之

称［１２］，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数控机床、国防科技等领域．双列角接触球轴承作为限制轴和轴承双向位

移的支撑部件，其运行状态直接关乎整个设备的工作状态，开展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研究，对提高设备可

靠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轴承的优化设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文献［３］将 Ｋｒｉｇｉｎｇ算法和粒子群

（ＰＳＯ）算法相结合，以轴承最小生热率为目标函数，对轴承的结构参数进行了优化．文献［４］基于宏观空

穴效应建立了曲轴主轴承系统的流体动力学润滑模型，以油膜支撑载荷和油膜支撑力矩为优化目标，

对主轴承结构参数进行了多目标优化设计．文献［５］以角接触球轴承的轴向刚度为目标，对其结构参数

进行了优化设计．文献［６］以自润滑关节轴承的接触性能为目标，采用正交试验法来提高轴承的接触性

能．文献［７］使用遗传算法对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主要结构参数进行了优化设计．

本文利用Ｉｓｉｇｈｔ和 ＭＡＴＬＡＢ搭建协同仿真优化平台，对双列角接触球轴承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

载荷进行灵敏度分析，由此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采用ＮＳＧＡⅡ优化算法对其结构参数进行多学科优

化设计．

１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额定载荷计算

轴承的使用寿命主要与其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相关，高的额定动载荷与额定静载荷能够提高

轴承的承载能力和抗冲击载荷能力，进而延长其使用寿命．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额定动载荷犆和额定

静载荷犆０
［８］分别为

犆＝犫ｍ犳ｃ（犻ｃｏｓα）０．７犣
２／３犱１．８ｗ ， （１）

犆０＝
２３．８犻犣犱２ｗ （犪


犻犫


犻 ）

３ｃｏｓα

４－
１

犳ｉ
＋

２γ
１－（ ）［ ］γ

２ ． （２）

式（１），（２）中：犫ｍ 为额定载荷系数；犻为轴承的列数，文中取犻＝２；α为轴承的初始接触角，α＝３０°；犣为单

列轴承滚珠数；犱ｗ 为滚珠直径；犳ｃ为与轴承零件的类型、内部几何参数、材料及制造水平有关的系数；

犪犻 ，犫

犻 分别为滚珠与轴承内滚道椭圆接触的长半轴和短半轴，犪


犻 和犫


犻 可通过查阅文献［９］求得．其

中，系数犳ｃ的表达式为

犳ｃ＝３９．９１＋ １．０４
１－γ
１＋（ ）γ１．７２

犳ｉ（２犳ｅ－１）

犳ｅ（２犳ｉ－１（ ））０．［ ］４１１０｛ ｝３ －

０．３×
γ
０．３（１－γ）１．３９

（１＋γ）
１

３

２犳ｉ
２犳ｉ－（ ）１０．４１． （３）

式（３）中：γ为无量纲几何参数，γ＝
犱ｗｃｏｓα
犇ｗｐ

，犇ｗｐ为滚珠组节圆直径；犳ｉ为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犳ｅ为

外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

２　轴承设计参数灵敏度分析

２．１　联合仿真分析方法

根据双列角接触球轴承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分析计算，编写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程序，以Ｉｓｉｇｈｔ软

件为灵敏度分析平台，通过Ｉｓｉｇｈｔ的试验设计组件对 ＭＡＴＬＡＢ集成，实现仿真程序的调用
［１０］．Ｉｓｉｇｈｔ

内的最优拉丁超立方设计使试验点充满设计空间且分布更加均匀，具有更好的空间填充性和均衡性．因

此，选用最优拉丁超立方设计进行抽样，以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动载荷和静载荷为响应指标，对轴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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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参数做灵敏度分析［１１］．

灵敏度分析是采用Ｐａｒｅｔｏ图来诠释灵敏度，应用百分比来表示设计变量对响应指标的影响效应大

小，反映设计变量对响应指标的贡献程度．使用集成和联合仿真思想，基于参数分析方法设计，建立

Ｉｓｉｇｈｔ和 ＭＡＴＬＡＢ联合仿真的参数影响分析流程，如图１所示．为保证分析精度，试验点数狀和设计

变量总数犖 应当满足如下关系，即

狀≥（犖＋１）（犖＋２）． （４）

（ａ）Ｉｓｉｇｈｔ联合仿真界面　　　　　　　　　 　　　　　（ｂ）参数影响分析流程　　　　

图１　联合仿真参数影响分析流程

Ｆｉｇ．１　Ｃ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２　仿真结果和分析

由式（４）确定出试验点个数狀为５０，即经过５０次运算后得到灵敏度分析结果．设计变量对额定动

载荷和额定静载荷指标影响的Ｐａｒｅｔｏ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犇 为设计变量对指标的影响程度值；蓝

色代表正效应；红色代表负效应．正效应是指标随着设计变量增大而增大，负效应是指标随着设计变量

增大而减小．出现设计变量的二次方，则为二阶主效应，表明设计变量为非线性影响因素；若两个设计变

量之间采用“”连接，表明两个设计变量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即两个设计变量共同变化时对指标的影响．

（ａ）额定动载荷　　　　　　　　　　　　　　　　　　（ｂ）额定静载荷　　

图２　设计变量对设计指标影响的Ｐａｒｅｔｏ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ｅｔｏ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由图２（ａ）可知：对双列角接触球轴承额定动载荷影响最大的前几个设计变量．首先是滚动体直径

和滚珠个数，其次是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最小的是滚珠直径与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交互效应、滚

珠直径与滚珠个数交互效应和外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其中，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滚珠直径与内滚

道沟曲率半径系数交互效应和外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具有负效应，其余为正效应．

由图２（ｂ）可知：对双列角接触球轴承额定动载荷影响最大的前几个设计变量．首先是滚珠直径和

滚珠个数，其次是滚珠直径与滚珠个数交互效应及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最小的是内滚道沟曲率半径

系数和滚珠组节圆直径．其中，内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具有负效应，其余为正效应．

由轴承的灵敏度分析结果可知，轴承滚珠直径和滚珠个数对轴承的额定静载荷和额定动载荷影响

７５５第５期　　　　　　　　　　胡启国，等：运用灵敏度分析的角接触球轴承多目标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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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在进行轴承结构参数优化设计时，应该重点关注轴承滚珠加工精度，并安排合理的滚珠个数．

３　轴承优化数学模型的建立

３．１　目标函数

根据轴承的服役条件［１２］可知，轴承设计的总体目标为尽可能地提高其使用寿命、承载能力和运行

平稳性．因此，在进行轴承的优化设计时，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双列角接

触球轴承的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为

ｍｉｎ

犳１（犡）＝
１

犆
＝

１

犫ｍ犳ｃ（犻ｃｏｓα）０．７犣
２
３犱１．８ｗ

，

犳２（犡）＝
１

犆０
＝

４－１／犳ｉ＋
２γ
１－（ ）［ ］γ

２

２３．８犻犣犱２ｗ （犪

犻犫


犻 ）

３ｃｏｓα

烅

烄

烆
．

（５）

式（５）中：犳１（犡），犳２（犡）分别为第一、第二优化目标．

３．２　设计变量

轴承的几何结构主要由轴承的内、外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犳ｉ和犳ｅ、滚珠数（犣）、滚珠直径（犱ｗ），以

及滚珠组节圆直径（犇ｗｐ）来确定．将上述的轴承参数作为设计变量狓１～狓５，则有

犡＝［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狓５］＝［犳ｉ　犳ｅ　犣　犱ｗ　犇ｗｐ］．

３．３　约束条件

进行角接触球轴承的优化设计时，其主要优化设计参数应满足如下５个约束函数．

１）轴承滚道沟曲率半径系数约束．Ｒａｏ等
［１３］指出轴承内外滚道沟曲率半径应大于０．５１５犱ｗ，曲率

半径低于０．５１５犱ｗ 时，会降低轴承的额定动载荷．根据经验沟曲率半径上限取０．５３５犱ｗ．则沟曲率半径

系数约束为

０．５１５≤犳ｉ≤０．５３５，

０．５１５≤犳ｅ≤０．
｛ ５３５．

２）球径约束．对滚珠直径进行约束，有

犓ｗ，ｍｉｎ
犇－犱（ ）２

≤犱ｗ≤犓ｗ，ｍａｘ
犇－犱（ ）２

．

上式中：犓ｗ，ｍｉｎ为滚珠直径约束条件系数最小值；犓ｗ，ｍａｘ为滚珠直径约束条件系数最大值；犇 为轴承外

径；犱为轴承内径．

３）保持架刚度和强度约束．为了增大轴承的承载能力，应保证轴承内有足够多的滚珠数，但是滚珠

数量与保持架过梁宽度互相矛盾．当滚珠数较大时，保持架刚度和强度无法满足要求
［１３］．为了使保持架

的刚度和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对保持架进行约束，有

π犇ｗｐ

犣
－１．０５犱ｗ≥犫ｍｉｎ． （６）

４）滚珠组节圆直径约束．滚珠组节圆直径与轴承平均直径的差值应保持相近，差值过大会降低轴

承的旋转灵活性．因此，轴承结构优化时，滚珠组节圆直径应大于轴承平均直径，约束条件为

０．５（犇＋犱）≤犇ｗｐ≤ε（犇＋犱）．

上式中：ε为常数．

５）外圈壁厚约束．轴承外圈沟底壁厚度应满足轴承壁厚的要求，其值应大于ξ犱ｗ，ξ为常数，则有

犇－犇ｗｐ－犱ｗ
２

≥ξ犱ｗ．

３．４　模型求解

为了实现轴承结构参数的多目标优化，利用Ｉｓｉｇｈｔ和 ＭＡＴＬＡＢ搭建了协同仿真优化平台．以

ＭＡＴＬＡＢ作为分析系统，编写角接触球轴承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的多目标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程序，

将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实时传输到Ｉｓｉｇｈｔ进行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结构的优化．采用带精英策略的快速

非劣排序的ＮＳＧＡⅡ作为优化算法，提高了算法的收敛性、鲁棒性和求解效率
［１４］．轴承结构参数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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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角接触球轴承结构参数优化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ａｌ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化步骤如图３所示．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犖犛犌犃Ⅱ算法求解

以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为例，对其额定动载荷和

额定静载荷进行优化设计．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材料

为ＧＣｒ１５，其装配尺寸为外径犇＝９０ｍｍ，内径犱＝

５０ｍｍ．约束条件中对应的常系数，犫ｍｉｎ＝０．１犱ｗ，

犓ｗ，ｍｉｎ＝０．４５，犓ｗ，ｍａｘ＝０．６，ε＝０．５５，ξ＝０．３．

ＮＳＧＡⅡ算法控制参数：种群数为２０，优化代数

为５０，交叉概率为０．９．在优化过程中，Ｉｓｉｇｈｔ将每一

代的设计变量传输到 ＭＡＴＬＡＢ，同时，ＭＡＴＬＡＢ根

据输入的设计变量计算轴承的额定静载荷和额定动载荷，并将其返回至Ｉｓｉｇｈｔ，进行目标函数值的计

算，判断其是否满足收敛条件．优化后设计变量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ＮＳＧＡⅡ算法优化后设计变量值

Ｔａｂ．１　ＮＳＧＡⅡ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

设计变量 犳ｉ 犳ｅ 犣 犱ｗ 犇ｗｐ

优化结果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５ １７ １１．９０７４ ７０．８９１６

由表１可知：优化后各尺寸参数满足设计要求，

在不改变轴承空间装配尺寸下，轴承的内径和外径满

足标准化系列推荐值，优化后的各尺寸参数经检验在

约束范围内，符合设计要求．

将表１轴承结构参数代入式（１），（２），可得到优

化后３２１０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分别为７５．４１１和８２．３６４ｋＮ．通过查阅滚动轴承设计手册，

轴承３２１０的额定动载荷为４６ｋＮ，额定静载荷为４６．８ｋＮ．相对于标准３２１０轴承，其额定动载荷和额定

静载荷分别提高了６３．９３％和７５．９８％．

４．２　优化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优化效果，对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采用免疫算法
［１５］进行优化设计，所

得优化设计变量值，如表２
［１６］所示．两种优化算法所得的目标函数结果，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知：经过ＮＳＧＡⅡ化算法优化后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显著提高，与免疫算法

相比，额定动载荷提高了４．９９７％，额定静载荷提高了１．３７０％．经计算分析，文中采用的ＮＳＧＡⅡ算法

的优化结果优于免疫算法．

表２　免疫算法优化后设计变量值

Ｔａｂ．２　Ｉｍｍｕｎ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

设计变量 犳ｉ 犳ｅ 犣 犱ｗ 犇ｗｐ

优化结果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５ １８ １１．３８８７ ７１．７７８

表３　两种优化算法目标函数值结果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ｔｗ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类型 犆／ｋＮ 犆０／ｋＮ

ＮＳＧＡⅡ算法 ７５．４１１ ８２．３６４

免疫算法 ７１．８２２ ８１．２５１

５　结论

１）采用Ｉｓｉｇｈｔ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程序进行联合仿真，对角接触球轴承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进

行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轴承性能的主要结构参数是滚珠个数和滚珠直径，可为轴承加工提供理

论依据．

２）搭建协同仿真优化平台，采用ＮＳＧＡⅡ作为优化算法，对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进行多目标优化，

获得在恒定尺寸和空间约束下最佳轴承结构参数．结果表明，优化设计后的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的额定

动载荷与额定静载荷相对于设计手册中标准３２１０角接触球轴承分别提高了６３．９３％和７５．９８％．将所

得的优化设计结果同免疫算法结果进行对比，ＮＳＧＡⅡ算法所得的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分别提高

了４．９９７％和１．３７０％．

３）通过灵敏度分析和联合仿真优化，能够有效地获得轴承结构参数对轴承性能的影响，为轴承结

９５５第５期　　　　　　　　　　胡启国，等：运用灵敏度分析的角接触球轴承多目标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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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参数设计和加工精度选定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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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变更传播影响的

产品模块分类方法

徐昭晖，乔虎，安嘉祥，何江

（西安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要：　针对产品变更过程中遇到产品结构复杂及零部件间关联程度强的问题，基于设计结构矩阵，通过模糊

聚类分析法，对产品变更模块分层级研究变更传播的特点．首先，将产品零部件按照不同要求划分为不同的模

块，将模块作为基本元素，根据模块间的变更依赖关系建立含权重的设计结构矩阵；然后，利用模糊聚类分析

法对变更模块聚类，对聚类结果分层级，分析各层级之间的变更传播特点，从而降低模块变更的复杂性，提高

模块变更的速度．以某型罐式半挂车为例，对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

有效地降低车辆变更复杂性，并能提高车辆工程变更速度．

关键词：　工程变更；设计结构矩阵；模糊聚类；模块化设计；变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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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挑战．企业为了保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满足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产品进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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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工程变更（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ＥＣ）
［１］是产品在设计完成后，由于市场要求更改、产品功能提升、客

户需求变更、产品用途变化等原因，对产品的形状、尺寸、装配方式、功能等进行的变更和修改．变更传播

的研究是工程变更中的主要内容，变更传播的方向影响着工程变更的结果．何睿等
［２］提出一种基于设计

结构矩阵预测变更传播影响的方法，分析水波式传播、开花式传播和雪崩式传播３种传播的类型及特

点；陶芳等［３］运用设计结构矩阵和模糊层次分析的方法，对变更任务进行分层，评估变更元素之间的影

响程度；王际坤等［４］提出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工程变更影响，并对工程变更影响进行评

估；张勤等［５］通过工程变更管理，对变更传播跟踪和协同感知，预测变更传播的影响范围．以上都是针对

产品的零部件或基本元素进行变更传播的研究，而实际中，产品的零部件数量繁多，若要对每个零部件

进行变更研究，任务量大且困难．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模块划分将产品划分为若干个基本模块，基于工程变更过程中模块

间的变更依赖关系，建立数字型设计结构矩阵（ｎｕｍｅｒ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ｔｒｉｘ，ＮＤＳＭ）；再利用模糊

聚类分析法对产品变更模块进行聚类分层级，分析各层级的变更传播特点．

１　模块划分

在现代设计方法中，模块化设计方法是实现产品多样化的有效途径［６］．产品的模块划分是模块化设

计的基础，对产品进行模块划分，得到一系列模块，再对模块进行重新组合可以得到不同功能的产品［７］．

模块划分的目的是使模块内部具有高内聚度［８］，模块间具有低耦合度，模块的独立性更高．模块划分根

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划分角度和划分方式，得到不同的模块．产品变更发生在产品的设计和使用阶段，因

图１　功能模块划分

Ｆｉｇ．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ｕｌ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此，根据产品的结构和功能对产品进行模块划分．

１）功能划分．产品在设计及使用过程中，因为市

场需求的变化及用户个性化需求，需要对产品现有

功能进行变更．因此，在产品总功能的基础上，按照

零部件之间功能的相关程度，分解成若干个基本功

能模块，对基本功能模块进行变更，从而完成对产品

功能的变更．功能模块划分，如图１所示．

２）结构划分．当市场对产品的经济要求变高时，

要着重考虑结构划分，通过结构模块划分，将产品划分成若干个基础部件模块，对产品结构进行变更，优

化产品结构，降低制造的复杂度．结构模块划分，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结构模块划分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针对产品的特点及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产品进行模块划分，能得到更加准确、适合的模块划分结

果，合理的模块划分是实现模块化设计的必要条件．

２　模块变更设计结构矩阵的建立

设计结构矩阵（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ｔｒｉｘ，ＤＳＭ）能够以一种系统的视角，清楚地显示模块间的变更

过程，明确地指出变更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和迭代［９］．模块变更ＤＳＭ 的建立
［１０］，是将产品划分的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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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根据模块间的变更关联关系构建一个矩阵，矩阵的行和列与模块相对应，构成一个狀×狀阶方

表１　五点刻度权重划分

Ｔａｂ．１　Ｆ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ｓｃａｌｅ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刻度 权重 说明

不存在依赖性 ０ 模块变更不会影响其他模块变更

依赖性很弱 ０．３ 模块变更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影响小

依赖性较弱 ０．５ 模块变更可能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影响

依赖性强 ０．７ 模块变更会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影响

依赖性最强 １．０ 模块变更必然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影响

阵．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变更依赖程度不同，

因此通过五点刻度权重法［１１］将模块间的

依赖程度数字化．五点刻度权重划分，如表

１所示．

数字型设计结构矩阵可以对模块间的

变更依赖关系进行定量分析［１２］．用０～１

之间的数字表示模块间的依赖强度，１表

示依赖性最强，０表示不存在依赖性．以１０

个模块为例，建立产品模块变更ＮＤＳＭ，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犪２ 的变更会引起犪１，犪３，犪４，犪６，犪７，犪８，犪９ 和犪１０的变更，犪１ 的变更又会引起犪２，犪５ 和犪６

图３　产品模块变更ＮＤＳＭ

Ｆｉｇ．３　ＮＤＳＭ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ｄｕ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的变更，可以观察出模块间的变更不仅存在直接变更，还存在

间接变更．ＮＤＳＭ 中不同数字代表不同的变更关系，如犪１ 发

生变更，必然会引起犪２ 的变更，并对犪５ 和犪６ 产生变更影响，

但对犪６ 产生的变更影响较小．变更传播不是单一、简单的传

播［１３］．当某一个模块发生变更，由于不同模块间具有关联性，

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模块发生变更，进而引起模块间的

变更传播［１４］．通过建立的含权重数字型设计结构矩阵，可以初

步发现模块间变更传播的关系，以及模块间变更传播的大致

方向．为了明确模块在变更过程中产生的变更影响范围，以及

模块变更对其他变更产生的变更传播影响，需要对设计结构

矩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３　变更传播模糊聚类分析的步骤

由于工程变更中存在产品结构复杂、关联性高，以及多因素影响等特点，所以工程变更具有复杂性

和综合性．通过模块化技术，将产品中具有相同性质的零部件划分为一个模块，减少参与变更过程的元

素数量，降低工程变更的复杂性．但是，由于模块间的组合具有多样性，模块的归属界限不明确，使模块

间变更传播影响具有模糊性［１５］．模糊聚类分析是模糊数学中应用最多的一种方法．利用模糊聚类分析

方法，对模块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将模块变更分为不同的层级，分析各层级的变更传播特点．

步骤１　建立数据矩阵．假设产品划分了４个模块，即样本集为（狓１，狓２，狓３，狓４）．将模块间依赖关系

作为样本的特性指标，建立的数据矩阵为

犡＝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７ ０．７

０ ０．７ １ ０

０ ０．

烄

烆

烌

烎７ ０ １

＝（狓犻，犼）４×４．

由于来源不同的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为了使数据能够进行比较，必须消除量纲的影响，将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使数据都在区间［０，１］上．在建立的数据矩阵中，每个数据都在区间［０，１］内，因此，犡＝

（狓犻，犼）４×４满足数据标准化的要求．

步骤２　建立模糊相似矩阵．根据实际情况，选取相似系数法、距离法或其他计算方法
［１６］，确定数据

矩阵中元素两两间的相似系数，建立模糊相似矩阵犚（狉犻，犼），其中，狉犻，犼表示狓犻和狓犼之间的相似程度．

步骤３　建立模糊等价矩阵．聚类就是依据模糊矩阵将研究的对象进行分类，但步骤２建立的模糊

相似矩阵满足自反性和对称性的要求，不具有传递性，因此，要将其转化成模糊等价矩阵．

利用平方法将模糊相似矩阵犚转换为模糊等价矩阵犚．令犚２＝犚·犚，再令犚４＝犚２·犚２，以此类

推，直到满足犚２
犾

＝犚２
犾＋１

，得到一个模糊等价矩阵犚＝犚２
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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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４　模糊聚类．根据产品的实际结构功能，选取不同的置信水平λ∈［０，１］，求出犚的λ截矩阵

犚λ ，得到不同的分类结果，完成变更模块聚类
［１７］．

依照聚类结果将变更模块进行重新排序，选取适当的阈值λ，根据模块间变更传播影响关系将其划

分为３个层次．１）变更发起层．这一层级中模块自身会进行变更，模块的变更会影响其他模块的变更，

但是不会因为其他模块的变更而产生变更．２）变更携带层．这一层级中的模块会因为其他模块的变更

而产生变更，同时，还会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的影响．３）变更吸收层．这一层级中模块的变更主要受其

他模块变更的影响，且该模块的变更不会对其他模块变更产生影响．

因此，在产品进行模块变更时，变更发起层和变更携带层中的模块是主要研究的部分．变更发起层

内的模块往往是产品内部的核心部件，其他模块的尺寸或装配关系都根据该模块调整．因此，模块发起

层中的模块对模块变更起决定性作用．变更携带层中的模块，在产品中往往起连接作用．在模块变更过

程中，变更携带层中的模块是实现模块变更传播的关键．在变更吸收层中，模块变更会受到其他模块变

更的影响而产生变更，但该模块的变更不会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影响，所以不会产生模块变更传播，也

不会对产品产生变更影响．

通过对产品变更模块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变更传播影响的特点，将产品变更模块划分到不同层级，

分层级研究变更模块间的传播关系，可以更好地发现模块间变更传播的影响，为研究模块变更传播影响

提供基础，能更快地实现产品变更需求．

４　实例验证

４．１　罐式半挂车辆结构模块划分

以某型罐式半挂车（图４）为例，根据其结构特点进行结构模块划分，划分出罐体、走台、爬梯、牵引

销、车架、支腿、护栏、工具箱、灭火器桶及尾架等１０个基本模块．

图４　某型罐式半挂车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ｔｙｐｅｏｆｔａｎｋ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

图５　罐式半挂车ＮＤＳＭ

Ｆｉｇ．５　ＮＤＳＭｏｆｔａｎｋ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

４．２　建立模块变更犖犇犛犕

将罐式半挂车的１０个基本模块用狓犻（犻＝１，２，…，１０）表

示，根据五点刻度权重法对基本模块之间的依赖程度进行数

字化．基本模块作为矩阵的行与列元素，构建一个１０×１０阶

矩阵．罐式半挂车ＮＤＳＭ，如图５所示．

４．３　模糊聚类分析

根据建立的罐式半挂车ＮＤＳＭ，基于模块间的依赖关系，

获得罐式半挂车结构模块的权重关系，模块自身的变更依赖

程度用数字“１”表示，客观地反映模块之间的变更依赖关系．

通过模糊聚类方法完成变更模块聚类．

１）建立原始数据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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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

１ １ ０ ０ ０．７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７ ０．７ ０ ０．３ ０．５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 ０．７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 ０ ０ ０ １ 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３ ０ ０ ０．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３ 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０．３ ０．

烄

烆

烌

烎３ ０ １

．

犡＝（狓犻，犼）１０×１０中的数据都在区间［０，１］内，因此，矩阵犡同时是标准化数据矩阵．

２）建立模糊相似矩阵犚．选用绝对值减数法狉犻，犼＝１－犮∑
犿

犽＝１

狓犻，犽－狓犼，犽 （取犮＝０．１），计算模块之间

的相似程度狉犻，犼，狉犻，犼值越大，说明两个模块之间的相似程度越大，构造模糊相似矩阵犚（狉犻，犼）．

犚＝

１ ０．５７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８２ ０．７９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５７ １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４２ ０．６０

０．６５ ０．５４ １ ０．８０ ０．６３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６５ ０．５４ ０．８０ １ ０．６３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８２ ０．４３ ０．６３ ０．６３ １ ０．８１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６７ ０．５７

０．７９ ０．４４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８１ １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７２ ０．６２

０．５７ ０．５４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５９ ０．６４ １ ０．８６ ０．７２ ０．８４

０．５７ ０．５４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８６ １ ０．７２ ０．８４

０．６１ ０．４２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１ ０．７０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５７ ０．６２ ０．８４ ０．８４ ０．

烄

烆

烌

烎７０ １

．

３）构建模糊等价矩阵犚．根据构建的模糊相似矩阵犚，通过逐次平方法犚２＝犚·犚，计算传递闭

包，经过计算得到犚８＝犚４·犚４，因此，犚４ 为传递闭包，即犚＝犚４，犚就是所求的模糊等价矩阵，即

犚＝

１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６０ １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６０ １ ０．８０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８０ １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８２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７２ １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８１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８１ １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７２ １ ０．８６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８６ １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７４ １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８４ ０．８４ ０．

烄

烆

烌

烎７４ １

．

４）聚类．由大到小取一组λ（０≤λ≤１），确定相应的λ截矩阵对罐式半挂车结构模块进行聚类．聚类

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不同的阈值λ对应不同的聚类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对聚类结果进行分

析．当λ＝０．７４时，罐式半挂车的１０个模块聚类为３类，第Ⅰ类中包含罐体模块、走台模块和爬梯模块，

这３个模块共同组成了罐式半挂车的罐体部分；第Ⅱ类中包含车架模块；第Ⅲ类中包含牵引销模块、尾

架模块、工具箱模块、护栏模块、灭火器桶模块和支腿模块．在实际中，第Ⅱ类车架模块分别与第Ⅰ类模

块和第Ⅲ类模块有关联关系，但第Ⅰ类模块与第Ⅲ类模块不存在关联关系，认定聚类结果合理．因此，选

取λ＝０．７４，对聚类结果分析，并完成分类．

变更发起层的变更传播特点是模块自身产生变更，并且对其他层级模块产生变更传播影响，但不会

受其他层级模块的变更影响．罐体模块是罐式半挂车中的核心模块，整体车辆的结构会根据罐体模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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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聚类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聚类数目 λ 聚类结果

１０ １．００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９ ０．８６ ｛７，８｝，｛１｝，｛２｝，｛３｝，｛４｝，｛５｝，｛６｝，｛９｝，｛１０｝

８ ０．８４ ｛７，８，１０｝，｛１｝，｛２｝，｛３｝，｛４｝，｛５｝，｛６｝，｛９｝

７ ０．８２ ｛７，８，１０｝，｛１，５｝，｛２｝，｛３｝，｛４｝，｛６｝，｛９｝

６ ０．８１ ｛７，８，１０｝，｛１，５，６｝，｛２｝，｛３｝，｛４｝，｛９｝

５ ０．８０ ｛７，８，１０｝，｛１，５，６｝，｛３，４｝，｛２｝，｛９｝

４ ０．７６ ｛７，８，１０｝，｛１，５，６｝，｛３，４，９｝，｛２｝

３ ０．７４ ｛３，４，７，８，９，１０｝，｛１，５，６｝，｛２｝

２ ０．７２ ｛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２｝

１ ０．６０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变更而变更．因此，｛１，５，６｝即｛罐体，走

台，爬梯｝，这３个模块属于变更发起层．

变更携带层的变更传播特点是模块

会受其他模块的变更传播影响，同时，也

会对其他模块产生变更传播影响．聚类

结果中，第Ⅱ类中的车架模块分别与第

Ⅰ类中的模块和第Ⅲ类中的模块有关联

关系，起连接作用．罐体模块的变更会直

接影响车架模块产生变更，车架模块的

变更又会对工具箱模块、支腿模块、护栏

模块等产生变更传播影响．因此，｛２｝即

｛车架｝模块属于变更携带层．

变更吸收层的变更传播特点是模块会受其他层级模块变更传播影响，但模块变更不会对其他层级

中的模块产生影响．牵引销模块、尾架模块、工具箱模块、护栏模块、灭火器桶模块和支腿模块与车架模

块有关联关系，车架模块的结构发生变更会影响这些模块的结构也产生相应的变更．若工具箱模块的尺

寸发生更改，可能会对同一层级中的护栏模块的尺寸产生变更影响，但车架模块的尺寸不会因为工具箱

模块尺寸的变更而发生变更．因此，｛３，４，７，８，９，１０｝即｛牵引销，尾架，工具箱，护栏，灭火器桶，支腿｝，这

６个模块属于变更吸收层．

对罐式半挂车模块进行聚类分析，在考虑变更传播影响条件下，完成对变更模块的分类．根据各个

层级各自的变更传播特点，模块变更在不同层级中产生不同的变更传播影响．以罐体模块、车架模块和

支腿模块为例进行说明，罐式半挂车模块变更传播过程，如图６所示．

图６　罐式半挂车模块变更传播过程

Ｆｉｇ．６　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ｍｏｄｕ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当变更发起层中的罐体模块为初始

变更模块时，根据该层级的变更传播特

点，罐体模块的变更会对变更携带层级中

的车架模块产生变更传播影响，进而通过

车架模块的变更对变更吸收层级中的支

腿模块产生变更传播影响．由此可见，初

始变更在变更发起层级中时，变更传播影

响范围最大，变更传播涉及大量的模块，

模块变更最为复杂．

当变更携带层中的车架为初始变更

模块时，由于该层级中只有一个模块，因

此，同一层级中不存在变更传播关系，车

架模块的变更只会影响变更吸收层中的支腿模块等产生变更，变更不会引起大量模块产生变更，且变更

会被少量吸收，可能会形成开花式变更传播影响，变更传播范围可控，能够更好地发现变更传播路径．

当变更吸收层中的支腿模块为初始变更模块时，根据该层级的变更传播特点，支腿模块的变更只会

影响同一层级中其他模块产生变更，不会对车架模块产生变更传播影响，因此，变更传播路径相对简单，

变更传播范围较小，变更传播影响较小．

根据不同层级模块的变更传播特点对罐式半挂车中的模块进行分类，能够快速确定可能的变更影

响范围，选择合理的变更发起模块，控制变更传播影响．

５　结论

引入模块化设计方法和模糊聚类分析法，首先，从产品结构和功能方面，将产品划分为狀个基本模

块，减少产品参与变更过程的个数，降低变更过程中受影响的元素个数；然后，基于模块间的变更依赖关

系，建立含权重ＮＤＳＭ，发现产品模块之间的变更传播影响关系；最后，使用模糊聚类分析法，根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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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变更依赖程度，建立狀×狀阶原始数据矩阵，通过相关计算得到模糊等价矩阵，基于模糊等价矩阵

选取不同的阈值λ，变更模块有不同的聚类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选取符合实际需要的阈值确定模块

所属类别．以罐式半挂车为例，在分类过程中选取λ＝０．７４，则１０个变更模块分别被划分到变更发起

层、变更携带层和变更吸收层中，完成变更模块的分类．

利用文中提出的方法，研究产品模块变更问题，考虑到模块之间存在的变更传播影响，将变更模块

进行分类，同一类别的变更模块具有相同的变更传播方式和变更传播影响．因此，其能够更加清楚地发

现变更模块传播的路径，降低变更传播过程的复杂性，有利于提高产品工程变更的速度，缩短工程变更

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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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参数耦合下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特性

周宇航，李胜波，符升平

（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摘要：　以某车辆的湿式换挡离合器为研究对象，分析多参数耦合下湿式换挡离合器的滑摩特性．基于多体动

力学和 Ｈｅｒｔｚ接触理论，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建立和验证离合器动态分析模型，仿真研究接合油压、摩擦副主、

从动件初始转速差、摩擦因数，以及摩擦片刚度等因素对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适

当提高接合油压，增大摩擦因数、摩擦片刚度和摩擦副主、从动件初始转速差，可以有效改善湿式换挡离合器

滑摩特性．

关键词：　湿式换挡离合器；多参数耦合；滑摩特性；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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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式换挡离合器是车辆自动变速器的关键部件，结合平顺，分离彻底，传递力矩更加可靠，其滑摩特

性直接影响自动变速器工作的可靠性、平顺性和高效性，并决定了车辆的换挡品质．离合器的滑摩特性

主要包括摩擦片的速度响应特性和滑摩转矩特性，因此，研究多参数耦合下湿式换挡离合器的滑摩机理

和动态特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张志刚等
［１］基于表面粗糙接触模型建立湿式离合器的接合模型，得出

接合压力的增大可以有效缩短摩擦副接合时间，润滑油液粘度的增大可以减慢摩擦副速度响应的结论．

顾荣华等［２］基于湿式离合器摩擦副表面生热机理，建立了滑摩功计算模型，研究转速差和油液压力等参

数对接合过程中摩擦副表面生热的影响规律．陈漫等
［３］研究摩擦副转矩传递规律，提出等效摩擦系数，

仿真分析湿式离合器多摩擦副接触压力分布规律，并建立湿式离合器转矩计算模型．Ｌｉ等
［４］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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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液压力、润滑油粘度等因素对湿式离合器摩擦副接合特性的影响规律．冯挽强
［５］仿真分析湿式离合器

接合过程中各个工况下的摩擦转矩，建立了摩擦副油液润滑阶段、混合摩擦阶段和粗糙接触阶段的数

学模型．刘小川等
［６］基于雷诺方程和Ｈｅｒｔｚ接触模型，建立了湿式离合器接合转矩计算数学模型，分析

了粘性转矩和粗糙转矩对接合转矩传递变化影响．赵家昕等
［７］建立热弹性不稳定性理论下湿式离合器

摩擦副模型，仿真分析摩擦副润滑边界和摩擦片表面粗糙度等对接合压力的影响情况．袁跃兰等
［８］建立

初始油膜承载力模型，求解压力场，得到湿式离合器摩擦片与钢片的结构参数对油膜承载力的影响规

律．文献［９?１２］仿真分析湿式离合器滑摩过程中粘性转矩、粗糙摩擦转矩的变化．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湿式换挡离合器研究主要集中在润滑边界和摩擦副接触情况对滑摩特性方面

的影响，而针对多参数耦合下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特性机理和动态特性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针对某

车辆湿式换挡离合器，分析多因素下离合器滑摩特性，建立和验证离合器动态分析模型，仿真研究多参

图１　湿式换挡离合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ｗｅｔ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ｃｌｕｔｃ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数对摩擦片速度响应特性和滑摩转矩的影响．

１　湿式换挡离合器

１．１　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机理

湿式换挡离合器主要包括摩擦片和钢片等部件，如图

１所示．在湿式换挡离合器接合过程中，油液进入活塞腔内

产生油压，油压传递到活塞，使摩擦副的主动片向从动片靠

近，摩擦副间隙减少，油液从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副边缘被

挤出，带走摩擦副滑摩时产生的热量，当摩擦副元件分离

时，油液不再进入活塞腔，摩擦副的主、从动片在弹簧回复

力作用下重新分离．

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过程分为以下３个阶段．１）油液

润滑阶段，即从湿式离合器摩擦副存在间隙到表面粗糙峰

接触前，摩擦副表面被润滑油膜完全隔开无法接触，仅由润滑油膜承担油液压力，所产生的摩擦转矩仅

为油膜压力产生的粘性转矩．２）混合摩擦阶段，即从摩擦副表面微凸体开始接触到润滑油膜消失前，油

膜和摩擦副表面微凸体共同承担接合压力，该阶段的摩擦转矩由粘性转矩和摩擦副微凸体接触所产生

的接触转矩组成．３）粗糙接触阶段，湿式离合器摩擦副间油液无法形成油膜，该阶段的摩擦转矩仅为摩

擦副微凸体接触所产生的接触转矩．因此，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转矩犜ｄ 包括摩擦副微凸体接触所产生

的接触转矩犜ｖ
［１３］和油膜被剪切产生的粘性转矩犜ｅ

［１４］，即

犜ｄ＝犜ｅ＋犜ｖ，

犜ｅ＝ （１－λ）∫
２π

０∫
犚
２

犚
１

η（φｆ＋φｆｓ）
狉２Δω
犺
狉ｄ狉ｄθ，

犜ｖ＝λ犳∫
２π

０∫
犚
２

犚
１

狆ｃ狉
２ｄ狉ｄθ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λ为摩擦副微凸体接触面积与总接触面积比；η为润滑油液动力粘度；犺为油膜厚度；φｆ，φｆｓ分

别为Ｐａｔｉｒ和Ｃｈｅｎｇ因素；Δω为摩擦片与钢片之间的转速差；犳为摩擦因数；狆ｃ为油液压强；犚１，犚２ 分

别为摩擦副内、外径；狉为摩擦副径向半径；θ为摩擦副周向角度．

１．２　粘性转矩分析及仿真

研究湿式换挡离合器的接合过程主要是为了研究摩擦副的转矩传递情况，粘性转矩是接合过程中

摩擦转矩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对粘性转矩进行分析及仿真计算．粗糙表面峰点密度α为

α＝犃０（πρ犚σ）
２ １

２
（１＋犎

２）１－ｅｒｆ
犎

槡
（ ）（ ）
２

－
犎

２槡π
ｅｘｐ（－

犎２

２［ ］）． （２）

式（２）中：犃０ 为弹塑性比例系数；犚为微凸体的曲率半径；σ为联合粗糙度均方根；犎 为膜厚比，犎＝犺／

σ；ρ为润滑油密度．

基于平均流量模型，考虑摩擦副接触面粗糙度与润滑油液所受到的离心力，假设油膜压力分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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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性，可得圆柱坐标下雷诺方程为



狉
狉（（φｆ＋φｆｓ）犺

３
＋１２犱）

狆
（ ）狉 ＝φ

ｒρ狉犺
３

５
（３ω

２
１＋４ω１ω２＋３ω

２
２）＋１２μ狉

犺ｔ

狋
． （３）

式（３）中：为渗透率；犱为摩擦材料的厚度；狆为摩擦片间隙中的油膜压力；犺ｔ为摩擦副间隙中油膜的

平均厚度；ω１ 和ω２ 分别为主动元件和被动元件的角速度．

根据式（３），可得平均油膜厚度变化率为

犺ｔ

狋
＝
犺ｔ

犺
ｄ犺
ｄ狋
＝
１

２
１＋ （ｅｒｆ

犺

槡２σ
）［ ］（ ） ｄ犺
ｄ狋
． （４）

　　根据式（４），可求得润滑油膜厚度随时间变化的数学模型．湿式离合器油膜厚度仿真曲线，如图２所

示．将固定的参数代入粘性转矩计算公式，可以得到粘性转矩随转速差变化的仿真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２　湿式离合器油膜厚度仿真曲线　　　　　　图３　粘性转矩随摩擦副初始转速差变化的仿真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ｅｔｃｌｕｔｃｈ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ｖｉｓｃｏｕｓｔｏｒｑｕｅｗｉｔｈ

　　　ｏｉｌ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ｐｅ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ａｉｒ

由图３可知：粘性转矩随摩擦副相对转速差的整体趋势是先增加后减小直至可以忽略；粘性转矩在

相对转速差从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开始减少时逐渐变大，此时，润滑油量小于维持摩擦副全油膜润滑所需流

量，当供给的润滑油流量可以维持摩擦副全油膜润滑且初始间隙消除阶段结束时，油膜所传递的粘性转

矩达到最大，最大粘性转矩约占最终稳定滑摩转矩的３．１％；当摩擦副元件逐渐达到同步时，粘性转矩

线性减少，直至为０．

１．３　接触转矩分析

在湿式换挡离合器工作过程中，在油压作用下，摩擦副主、从动件逐渐接合，摩擦副接触情况和主、

从动件间的转速差会随之改变，引发摩擦副接触表面产生发热、变形和磨损等情况，导致摩擦副摩擦因

数犳的变化
［１５］，即犳＝０．１３０７ｅｘｐ（５．１６１×１０

－５
Δω）．

在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副接合过程中，随着摩擦副间隙中油膜厚度发生变化，摩擦片粗糙峰与油膜

承担摩擦副上的油液压力．假设摩擦副中的钢片与摩擦片表面粗糙度服从Ｇａｕｓｓ分布和各向同性，且

粗糙峰之间的接触是弹性的．粗糙接触有效压力狆ｃ和膜厚比犎 的近似关系式
［１６］为

狆ｃ＝犓′犈′×４．４０８６×１０
－５
×（４．０－犎）

６．８０４，　　犎 ＞４，

狆ｃ＝０，　　犎 ≤４
｝．

（５）

式（５）中：犓′＝ 槡
８２

１５
π（λ犚σ）

２ σ

槡犚 ；犈′＝
犈１犈２

犈２（１－犞
２
１）＋犈１（１－犞

２
２）
；犈１，犈２，犈′分别为摩擦片、钢片和当量的

弹性模量．

２　湿式换挡离合器动态分析模型

２．１　离合器摩擦副犎犲狉狋狕接触力学模型

湿式换挡离合器在接合过程中，摩擦副传递转矩由油膜剪切力和粗糙峰接触扭转组成，且摩擦片会

产生弹塑性变形．因此，基于 Ｈｅｒｔｚ接触力学模型，分析摩擦片表面粗糙峰和表面模型变形状态．采用

Ｐａｔｉｒ
［１７］推导的粗糙接触面关系，计算模型为

犉ｎ＝犓δ
犲
＋犆犞．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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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６）中：犉ｎ为法向接触力；犓 为摩擦片刚度；犲为弹性恢复系数；δ为接触点的法向穿透深度；犆为摩擦

片接触阻尼；犞 为碰撞速度．摩擦片刚度为

犓 ＝２狀犚
１
２σ

１
２犈∫

∞

犺

（狊－犪）
１
２
１

σ ２槡π
ｅｘｐ －

犪２

２σ（ ）２ ． （７）

式（７）中：狀为单位面积微凸峰数目；犪为微凸峰的平均高度．摩擦片接触阻尼为

犆＝
３犓（１－犲

２）

４犞
δ
狀． （８）

式（８）中：δ为接触点的法向穿透深度．

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副元件是面面接触，摩擦副主、从动件的接触等效为 Ｈｅｒｔｚ接触数学模型．而

摩擦副接触可以等效成类似弹簧阻尼模型，可以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ＩＭＰＡＣＴ函数表达摩擦副之间的

接触力．ＩＭＰＡＣＴ函数表达式为

ｍａｘ０，犓（狇０－狇）
犲
－犆×

ｄ狇
ｄ狋
×ｓｔｅｐ（狇，狇０－犱０，１，狇０，０｛ ｝）． （９）

式（９）中：狇为两物体接触时距离；狇０ 为两物体初始距离；犱０ 为阻尼最大时的位移．ＡＤＡＭＳ软件中法向

接触力犉ｎ的理论计算公式为

犉ｎ＝犓×（Δ狓）
犲
－ｓｔｅｐ（狓，０，０，犱０，犆）×犞． （１０）

式（１０）中：Δ狓为两碰撞物体的挤压变形．

２．２　动态分析模型

湿式换挡离合器的壳体作为主动端，驱动摩擦副元件滑摩至同步旋转，将动力传递给被动齿轮．给

摩擦副元件添加圆柱副，使其在接合油压和传递转矩作用下平移旋转，消除摩擦副间隙．同时，增设离合

器壳体与钢片之间的耦合副、摩擦片与被动齿轮之间的耦合副，保证与耦合副相关联的元件的动力学性

图４　湿式换挡离合器

动态分析模型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ｅｔ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ｃｌｕｔｃｈ

能一致．

调整各零件的位姿，设置各零件的质量和惯量属性，添加系统动

力，设置离合器壳体初始转速（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建立接触力模型．湿

式换挡离合器动态分析模型，如图４所示．动力学方程为

犜Ｐｃ＝犜ｄ＋犑Ｐｃω１，

犜Ｄｃ＝犜ｄ－犑Ｔｃω２，

犜ｄ＝犳犚１狕（犓δ
犲
＋犆犞）

烍

烌

烎．

（１１）

式（１１）中：犜Ｐｃ，犜Ｔｃ为主、被动件转矩；犑Ｐｃ，犑Ｔｃ为主、被动元件转动惯

量；犚１ 为内径；狕为摩擦副数．

３　仿真实验与分析

３．１　仿真模型参数

仿真模型基本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犚２ 为外径；犺０ 为摩擦副初始间隙；Δω为主动端转速差；μ
为动力粘度润滑油粘度．采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的ＧＳＴＩＦＦ求解器，仿真时间为２ｓ，仿真步长为０．０１ｓ，

分析接合油压、摩擦副主、从动件转速差、摩擦因数，以及摩擦片刚度等因素对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特性

的影响规律．

表１　仿真模型基本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参数 犚１／ｍ 犚２／ｍ 犺０／１０
－５ｍ Δω／ｒ·ｍｉｎ－１ 犈１／ＭＰａ 犈２／ＭＰａ μ／Ｐａ·ｓ

数值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５ １ １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３ ０．０８６

３．２　验证模型

油液压力曲线，如图５所示．设置模型刚度为８０ｋＮ·ｍ－１、摩擦副初始转速差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和

摩擦因数为０．１６．假设摩擦副处于边界润滑状态，求解式（２），（４），并代入式（１），求得湿式换挡离合器

工作过程中摩擦转矩，通过对比其与 ＡＤＡＭＳ软件中搭建的湿式换挡离合器动态分析模型的摩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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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油液压力曲线

Ｆｉｇ．５　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ｕｒｖｅ

矩，验证所建湿式换挡离合器动态分析模型的准确性．不同

初始转速差的滑摩转矩对比曲线，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ａ）可知：动态分析模型的摩擦转矩峰值为７．３０６

ｋＮ·ｍ，数学模型的摩擦转矩峰值为７．４３８ｋＮ·ｍ；当动态

分析模型与数学模型在摩擦片初始转速差为１０００ｒ·

ｍｉｎ－１时，摩擦转矩误差为１．７８％，可忽略不计．

由图６（ｂ）可知：动态分析模型的摩擦转矩峰值为８．０６５

ｋＮ·ｍ，数学模型的摩擦转矩峰值为９．０６７ｋＮ·ｍ；动态分

析模型与数学模型在摩擦片初始转速差为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１

时摩擦转矩误差为１１．０５％．

　　　　（ａ）Δω＝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　　　　　　　　　　　　　（ｂ）Δω＝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１

图６　不同初始转速差的滑摩转矩对比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ｐｅｅｄｓ

在ＡＤＡＭＳ软件仿真中，油膜厚度设为固定值，随时间没有发生变化，使得仿真时粘性转矩比计算

时的粘性转矩小．当摩擦副初始转速差增大时，仿真的粘性转矩与计算的粘性转矩误差随之增大，因此，

根据理论计算的总摩擦转矩大于ＡＤＡＭＳ软件仿真的摩擦转矩．仿真时的初始转速差不应设置过大，

防止与实际相差较大．

３．３　多参数耦合下的滑摩特性

３．３．１　摩擦副初始转速差　设置模型刚度为２０ｋＮ·ｍ
－１，摩擦因数为０．１６．对比分析摩擦副初始转

速差分别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的滑摩特性，摩擦副初始转速差对转矩的影响，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当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副主、从动端初始转速差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１时，摩

擦转矩分别为９．３４８，９．４８６，９．６４２ｋＮ·ｍ；离合器摩擦副主、从动件间初始转速差越大，摩擦副中的摩

擦转矩越大，且产生转矩曲线波动越大，但摩擦转矩达到稳定所需时间相同．

３．３．２　摩擦片刚度　设置模型摩擦副初始转速差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摩擦因数为０．１６．对比分析刚度

分别为８，２０，８０ｋＮ·ｍ－１下的滑摩特性，刚度对转矩的影响，如图８所示．

图７　摩擦副初始转速差对转矩的影响　　　　　　　　　　　图８　刚度对转矩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ｐｅ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ａｉｒ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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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８可知：当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片刚度分别为８，２０，８０ｋＮ·ｍ－１时，摩擦转矩分别为９．２０３，

９．３４８和９．８１５ｋＮ·ｍ，在湿式离合器接合过程中，刚度越大，摩擦副之间所传递的摩擦转矩越大．刚度

增大时，摩擦片与钢片间所产生的法向接触力越大，当法向接触力增大时，摩擦副间所传递的摩擦转矩

越大．因此，当摩擦片的刚度增大时，摩擦副间所传递的摩擦转矩也随之增加．

３．３．３　摩擦因数　设置模型摩擦片刚度为２０ｋＮ·ｍ
－１，摩擦副初始转速差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对比分

析摩擦副摩擦因数为０．０８，０．１６和０．２４时的速度响应和滑摩特性．摩擦片摩擦因数对摩擦副初始转速

差及摩擦转矩的影响，如图９，１０所示．

图９　摩擦片摩擦因数对摩擦副初始转速差的影响　　　　图１０　摩擦片摩擦因数对摩擦转矩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ｏｎ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ｐｅ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ａｉ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由图９可知：当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片摩擦因数分别为０．０８，０．１６和０．２４时，摩擦副主、从动端达

到同步的时间分别为０．２１９，０．１６４和０．０９３ｓ．摩擦片摩擦因数对湿式离合器初始摩擦副转速差影响非

常大，当摩擦因数越大时，摩擦片表面更加粗糙，主、从动件所产生的滑摩力越大，达到同步状态所需要

的时间更短．

由图１０可知：当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片的摩擦因数分别为０．０８，０．１６和０．２４时，摩擦转矩分别为

９．０８９，９．１６９，９．８０４ｋＮ·ｍ．在滑摩过程所产生的热量主要是由摩擦副元件之间相对摩擦所产生的，摩

擦因数的增大使滑摩过程中所产生的热量增多，热量被摩擦副元件和润滑油所吸收，导致两者特性发生

改变，摩擦副间所传递的接触摩擦随之增大，使得摩擦副间的接触转矩也随之增大．因此，摩擦副间所传

递的摩擦转矩随摩擦片上摩擦因数的增大而增大．

３．３．４　接合油压　设置模型刚度为２０ｋＮ·ｍ
－１、摩擦副初始转速差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和摩擦因数为

０．１６．对比分析接合油压曲线峰值为０．８，１．０，１．２ＭＰａ下的速度响应和滑摩特性，接合油压对转速差、

对摩擦转矩的影响，如图１１，１２所示．

　图１１　接合油压对转速差的影响　　　　　　　　　　图１２　接合油压对摩擦转矩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ｏｉｎｔ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ｏｉｎｔ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

ｓｐｅ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由图１１可知：当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副接合油压分别为０．８，１．０，１．２ＭＰａ时，摩擦副主、从动端

达到同步的时间分别为０．２１４，０．１７９，０．１５６ｓ．随着接合油压的增大，摩擦副间的法向接触力增大，主、

从动片间滑摩力变大，使主、从动片达到同步所需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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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２可知：当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副的接合油压分别为０．８，１．０，１．２ＭＰａ时，摩擦转矩分别为

５．７７８，７．４１７，９．２６５ｋＮ·ｍ．当接合压力增加时，使得摩擦副间法向接触力增大，摩擦副传递的粘性转

矩和接触转矩随之增加，从而增大摩擦转矩．

４　结论

１）理论分析和数字仿真多参数耦合下湿式换挡离合器的滑摩特性，验证了仿真结果的准确性，为

湿式换挡离合器的优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２）通过调控仿真参数，得到接合油压、摩擦片刚度、摩擦副主、从动件初始转速差，以及摩擦因数对

湿式换挡离合器接合过程中滑摩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当提高接合油压，增大摩擦因数、摩擦片刚度

和摩擦副主、从动件初始转速差可以有效改善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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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充填式钢箱砼连续组合梁

抗弯承载力分析

郑艳１，王燕龙２

（１．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２．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研究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抗弯承载力，完成３根两跨连续组合梁在跨中对称荷载作用

下的弯曲试验．以弹塑性理论为基础，考虑钢箱和混凝土翼缘板之间的滑移，基于已有研究推导出部分充填

式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将试验结果与计算值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考虑滑移影响的组

合梁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关键词：　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抗弯承载力；滑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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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桥梁结构主要是从大跨度、轻型化和高速化三个方向发展，但是常规的钢混结构已经

不能满足桥梁的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应运而生，并以其承载能力高、结构自身质量

轻、抗震性能相对较好、相比传统钢混结构施工更加方便等一系列突出优点在大跨度桥梁、城市立交桥、

高层建筑等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对组合结构深层次的研

究必将会成为未来桥梁发展的方向之一［１］．钢混凝土组合梁是由钢梁、混凝土翼缘板和剪力连接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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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以充分利用钢材抗拉性能好和混凝土抗压强度高的特点［２?３］；而部分充填式钢箱砼连续组合梁是

在此类组合梁基础上，通过对负弯矩区钢箱下箱室受压区填充混凝土，充填混凝土在钢箱的约束下处于

三轴受压状态，从而使其抗压性能得以充分发挥［４?５］．混凝土对钢箱壁的约束效应也限制了钢箱向内屈

曲，提高了钢箱梁的局部稳定性［６?７］．

目前，针对此类组合梁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中，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１）依据弹性理论，按

照换算截面法推导钢箱砼连续组合梁弹性极限抗弯承载力；２）依据塑性理论，求出钢箱砼连续组合梁

在塑性极限状态时的抗弯承载力．羊海林等
［８?９］根据换算截面原理，并考虑混凝土板参与受拉的程度来

确定钢箱砼连续组合梁的截面惯性矩与抗弯刚度，据此得出钢箱砼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的弹性抗弯承

载力计算公式，根据塑性理论，推出钢箱砼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极限抗弯承载力的计算公式．莫时旭

等［７］根据弹塑性理论得出钢箱砼连续组合梁极限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

由于采用的是柔性连接件，所以交界面处在荷载作用下必然存在相对滑移，而目前对滑移引起的此

类组合梁负弯矩区抗弯承载力降低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本文借鉴文献［１０?１２］的思路来研究滑移对

此类钢箱砼连续组合梁抗弯承载力的影响．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

本次试验共制作了３片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编号分别为ＰＦＣＳＣＢ２?１，ＰＦＣＳＣＢ２?２

图１　试验梁设计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ｂｅａｍｄｅｓｉｇｎ（ｕｎｉｔ：ｍｍ）

和ＰＦＣＳＣＢ２?３．试验梁具体截面尺寸，如图１所

示．梁的上部为１２０ｍｍ厚的钢筋混凝土板，下部

为厚度６ｍｍ的腹板，用４ｍｍ中隔板分成上下

两个箱室的钢箱，其顶板和底板厚度１０ｍｍ，下

箱室填充Ｃ４０混凝土，混凝土板与钢箱通过圆柱

头栓钉连接，试件全长为６４００ｍｍ，跨度为３０００

ｍｍ，各项材料的具体参数如表１～３所示．表１～

３中：狉为抗剪连接度；狆为负弯矩区配筋率；犳ｃ，Ｆｌ

为翼板混凝土抗压强度；犳ｃ，Ｆｉ为充填混凝土抗压强度；犈为弹性模量；犱为直径（厚度）；犳ｒ为抗拉强度；

犳ｙ为屈服强度．

表１　组合梁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ｂｅａｍ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试件 狉 狆／％

ＰＦＣＳＣＢ２?１ ０．５ １．５

ＰＦＣＳＣＢ２?２ １．０ １．５

ＰＦＣＳＣＢ２?３ １．０ ２．０

表２　混凝土试验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试件 犳ｃ，Ｆｌ／ＭＰａ 犳ｃ，Ｆｉ／ＭＰａ 犈／ＧＰａ

ＰＦＣＳＣＢ２?１ ４６．２５ ４３．２６ ３２．５

ＰＦＣＳＣＢ２?２ ４４．２４ ４４．４２ ３２．５

ＰＦＣＳＣＢ２?３ ４５．３１ ４５．６５ ３２．５

表３　钢材试验参数

Ｔａｂ．３　Ｓｔｅｅｌ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名称 钢材种类 犱／ｍｍ 犈／ＧＰａ 犳ｒ／ＭＰａ 犳ｙ／ＭＰａ

纵向钢筋 ＨＲＢ４００ １２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７ ４３５

横向钢筋 ＨＰＢ３００ ８ ２００．００ ４７１ ３１５

钢板 Ｑ２３５ ６ ２０６．００ ３６４ ２７０

钢板 Ｑ２３５ １０ ２０６．００ ４０５ ２８２

１．２　加载方案

图２为试验加载示意图．试验采用跨中对称逐级加载的方式，试验测量的内容包括滑移、挠度、应

变、滑移和挠度，均通过千分表测量，应变通过应变采集仪测量．

１．３　试验结果

在加载初期，组合梁处于弹性变形阶段，跨中挠度和接触面滑移相对较小；继续加载，中支座负弯矩

６７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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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试验加载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ｌｏａｄｉｎｇ

区混凝土翼缘板表面相继出现多条横向裂缝，

并逐渐向两边发展直至裂缝贯通，裂缝宽度超

过０．２ｍｍ．同时跨中挠度和交界面相对滑移

不断增大，其中，试件ＰＦＣＳＣＢ２?１因抗剪连接

度较小出现栓钉被剪断的现象，并伴有一声巨

响．由于负弯矩区混凝土翼缘板开裂逐渐退

出工作，受拉钢筋和钢箱的应力增大，变形增

加；随后组合梁进入破坏阶段，挠度不断增加，

荷载反而降低，试件出现较为明显的弧度，钢

筋和钢箱达到屈服应变；跨中加载点处混凝土

被压碎且在两个对称加载点处分别出现了一

条纵向裂缝并向两边延伸，表明组合梁在到达极限状态时也发生了纵向剪切破坏．

２　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弹性抗弯承载力分析

２．１　弹性抗弯承载力受力分析

在弹性阶段，负弯矩区承受较大弯矩，且组合梁负弯矩区在受力过程中，即使是在较小的荷载下混

凝土翼缘板也会出现开裂，从而会造成截面刚度的变化．因此，在计算中将其考虑进去．由于钢箱梁和

混凝土板是通过柔性连接件连接在一起形成组合结构共同工作，而柔性连接件在荷载作用下会发生变

形，造成组合梁交界面发生相对滑移，从而对组合梁的承载力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计算承载力时也

应将其考虑在内．

现有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１７《钢结构设计规范》
［１３］中对文中所列钢箱砼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抗

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也没有考虑滑移效应，从而导致其弹性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误差偏大，使结构工作

状态偏于不安全，不利于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的推广与应用．

２．２　截面换算

部分填充式钢箱?砼连续组合梁由多种材料组成，因此在计算其截面特征值时，必须根据截面换算

原则将由多种材料组成的截面换算为同种材料组成的截面．组合梁换算截面如图３所示．使用等效的

　　　　　　　　（ａ）换算前　　　　　　　　　　　（ｂ）换算后

图３　组合梁换算截面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ｂｅａｍ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

钢材代替全部混凝土，并且使截面换算

前后的高度保持不变，仅通过改变其宽

度，使对应截面换算前后的形心位置不

变．根据截面换算的原则，换算后组合

梁相应位置的截面面积为

犃′ｃｔ＝犃ｃｔ／α犈，

犃′ｃｃ＝犃ｃｃ／α犈
｝． （１）

式（１）中：α犈＝犈ｓ／犈ｃ；犃ｃｔ为混凝土板面

积；犃ｃｃ为钢箱下箱室填充混凝土面积；

犃′ｃｔ为混凝土翼缘板换算后等价的钢材面积；犃′ｃｃ为下箱室充填混凝土换算后等价的钢材面积．

２．３　刚度分析

在分析滑移对负弯矩作用下钢箱砼连续组合梁抗弯承载力的影响时，首先做出以下３点基本假设：

１）面板混凝土及下箱室填充混凝土不提供拉力；

２）所用钢筋及钢箱梁皆为线弹性材料；

３）组合梁交界面的剪力在沿梁长度方向上连续分布．

依据上述假设，交界面的滑移与剪力关系［１０?１１］满足狆狏＝犓ｓ．其中：狆为组合梁纵向栓钉间距；狏为

组合梁交界面单位长度上的剪力；犓ｓ为栓钉的抗剪刚度．

根据大量栓钉的推出试验，以及本次试验所用栓钉的推出试验统计分析，可得犓＝０．６６犖ｓ犞ｕ
［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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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犖ｓ为组合梁同一截面上的栓钉数量；犞ｕ 为单个栓钉的极限抗剪承载力，根据试验所用栓钉推出

试验取值７２ｋＮ．

２．４　滑移分析

组合梁弹性抗弯承载力极限状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讨论：１）钢箱梁下翼缘首先达到屈服应变；２）

混凝土板中的钢筋首先达到屈服应变．由于在弹性极限状态时混凝土板已经开裂从而退出工作，因此，

图４　负弯矩区截面应变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在计算组合梁弹性抗弯承载力时仅考虑钢箱梁、混

凝土板中的纵向钢筋，以及抗剪连接件的作用．

当钢箱梁与混凝土板之间发生滑移时，组合梁

负弯矩区截面的弹性应变分布，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εｒ为钢筋的纵向应变；εｂｆ为钢梁下翼缘的纵向应

变；εｓ 为组合梁交界面的相对滑移应变，其求解

式［１０?１１］为

犛″（狓）＝α
２犛（狓）－２β犞（狓）． （２）

式（２）中：α
２＝
犓

狆犈
（１
犃０
＋
狔
２
０

犐ｓｃ
）；β＝

狔０
２犈犐ｓｃ

，狔０＝狔狉＋狔ｓｃ，

１

犃０
＝
１

犃ｒ
＋
１

犃ｓ
；犞 为组合梁竖向剪力；犈为钢材的弹性模量；犐ｓｃ为截面换算后钢梁的截面惯性矩；犃ｒ为负

图５　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计算模型

Ｆｉｇ．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ｂｅａｍ

弯矩区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钢筋的横截面积；犃ｓ 为

钢梁的横截面积；狔ｒ，狔ｓｃ分别为钢筋合力点和钢箱

（包括内填混凝土）合力点到组合梁交界面的距离，

其中钢梁与钢筋的弹性模量相差２．５％，为统一符号

在计算中统一用犈表示，忽略其差别．

图５为试验计算模型．跨中集中荷载作用下的

等跨连续组合梁，设其中支座负弯矩大小为犕，则中

支座的集中反力狆＝４犕／犔，犔为组合梁负弯矩区的

长度．根据试验梁为对称结构可知中支座处滑移为

零，又由反弯点处弯矩为零可知反弯点处组合梁交界面的滑移应变为零．据此，可将边界条件犛（０）＝０，

犛′（犔／２）＝０代入式（２），即可求得跨中集中荷载作用下的滑移
［１０?１１］为

犛＝
４ｅｘｐ（－α狓）（ｅｘｐ（α狓）－１）（ｅｘｐ（α犔）－ｅｘｐ（α狓））β犕

α
２（ｅｘｐ（α犔）＋１）

． （３）

　　对上式求导可得滑移应变为

εｓ＝
４ｅｘｐ（－α狓）（ｅｘｐ（α犔）－ｅｘｐ（２α狓））β犕

α（ｅｘｐ（α犔）＋１）犔
． （４）

２．５　滑移影响下的弹性抗弯承载力分析

２．５．１　钢箱梁底板首先屈服　组合梁中支座截面的弹性抗弯承载力为

犕ｅｕ＝犕ｓｃ＋犜狔０． （５）

式（５）中：犜为混凝土翼缘板中钢筋所提供的拉力；犕ｓｃ为钢箱梁横截面所承担的弯矩，其计算为

犕ｓｃ＝ ［犳－犜／（犃ｓ＋犃′ｃｃ）］犠ｓｃ． （６）

式（６）中：犳为钢材屈服强度；犠ｓｃ为换算截面后钢箱梁与下箱室充填混凝土组合截面的截面抵抗矩．根

据节２．２中的相关假定，组合梁中支座截面在达到弹性极限时，其截面应变应满足

犳／犈＋εｓ＋犜／（犃ｒ犈）＝犕ｓｃ／［（犈犐ｓｃ）犺０］． （７）

式（７）中：犐ｓｃ为钢箱与内部充填混凝土组合截面的截面惯性矩；犺０ 为组合梁下翼缘到混凝土翼板中钢筋

合力作用点的距离．

令犃Ｑ＝犃ｒ＋犃ｓ＋犃′ｃｃ，犐Ｑ＝犐ｓｃ－犠ｓｃ犺０，犃ｐ＝犃ｓ＋犃′ｃｃ，联立（５）～（７）可得到组合梁弹性承载力的

表达式．即

犕ｅｕ＝ （［犃ｒ犈εｓ＋犃Ｑ犳］犐ｓｃ犠ｓｃ－［犐ｓｃ犈εｓ＋犐Ｑ犳］犃ｒ犃ｐ狔０）／（犃ｐ犐ｓｃ＋犃ｒ犺０犠ｓ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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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εｓ＝０即为完全抗剪连接，不考虑滑移时的弹性抗弯承载力为

犕ｅｕ，０ ＝
犃Ｑ犳犐ｓｃ犠ｓｃ－犐Ｑ犳犃ｒ犃ｐ狔０
犃ｐ犐ｓｃ＋犃ｒ犺０犠ｓｃ

． （９）

　　犕ｅｕ，０和犕ｅｕ的差值Δ犕ｅｕ为考虑滑移效应后组合梁弹性抗弯承载力的下降值，有

Δ犕ｅｕ＝
犃ｒ犈εｓ犐ｓｃ（犃ｐ狔０－犠ｓｃ）

犃ｐ犐ｓｃ＋犃ｒ犺０犠ｓｃ

． （１０）

２．５．２　翼缘板中的纵向钢筋首先屈服　当混凝土翼缘板中的钢筋先于钢箱梁底板屈服时，根据组合截

面水平方向力的的平衡关系有

犆＝犜＝犃ｒ犳ｒ． （１１）

式（１１）中：犳ｒ为钢筋的抗拉强度；犆为钢箱（包括内填混凝土）提供的抗力．根据平截面假定并考虑滑

移效应后，组合截面应变满足

犳ｒ／犈ｒ＋εｓ＋犕ｓｃ／（犈犠ｓｃ）＋犆／（犈犃ｓｃ）＝犕ｓｃ／（犈犐ｓｃ）犺０． （１２）

　　联立式（５），（１１），（１２），解得

犕ｅｕ＝犃ｒ犳ｒ狔０－（［犃ｐ犈εｓ＋犃Ｑ犳］犐ｓｃ犠ｓｃ）／（犃ｐ犐Ｑ）． （１３）

　　取ε狊＝０即为完全抗剪连接，不考虑滑移时的弹性抗弯承载力为

犕ｅｕ，０ ＝犃ｒ犳ｒ狔０－（犃Ｑ犳犐ｓｃ犠ｓｃ）／（犃ｐ犐Ｑ）． （１４）

　　犕ｅｕ，０和犕ｅｕ的差值Δ犕ｅｕ为滑移效应导致组合梁中支座截面弹性抗弯承载力的下降值，即

Δ犕ｅｕ＝ （犈犐ｓｃ犠ｓｃεｓ）／犐Ｑ． （１５）

　　通过计算发现式（１５）为负值，表明当上部钢筋先于钢箱梁底板达到屈服时，组合梁负弯矩区截面的

弹性抗弯承载力增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钢箱梁的下翼缘通常早已屈服．因此，从控制裂缝宽度及安

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组合梁在负弯矩作用下的弹性极限抗弯承载力由钢箱梁底板的应力控制，并按照

式（８）进行计算．本试验中３个试件在加载过程中皆为钢箱梁底板首先达到屈服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

确性．根据式（９）可知，组合截面弹性抗弯承载力的下降程度只与组合截面的特性以及滑移应变的大小

有关，与钢筋和钢材的屈服强度无关．

２．６　理论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按式（８），（９）计算的考虑滑移影响和不考虑滑移影响的计算值，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犕ｅｕ，犕ｅｕ，０分

别为考虑滑移影响和不考虑滑移影响的计算值；犕′ｅｕ为试验实测值．

表４　弹性抗弯承载力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ｅｓ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试件编号 犕ｅｕ，０／ｋＮ·ｍ 犕ｅｕ／ｋＮ·ｍ 犕′ｅｕ／ｋＮ·ｍ 犕ｅｕ／犕′ｅｕ 犕ｅｕ／犕ｅｕ，０

ＰＦＣＳＣＢ２１ ４６６．７５ ４０６．０８ ２９８．５９ １．３６ ０．８７

ＰＦＣＳＣＢ２２ ５８４．２４ ４９６．６１ ４７２．９６ １．０５ ０．８５

ＰＦＣＳＣＢ２３ ６１２．１５ ５０１．９６ ４９２．１２ １．０２ ０．８２

　　由表４可知：试件ＰＦＣＳＣＢ２?１考虑滑移影响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差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部分栓钉在加载过程中发生剪切破坏，试件剪切刚度逐渐降低，从而导致组合梁承载力下降．通过对比

试件ＰＦＣＳＣＢ２?２和ＰＦＣＳＣＢ２?３可以发现，在相同的抗剪连接度的情况下，提高负弯矩区配筋率，犕ｅｕ，０

和犕ｅｕ都有所提高．同时还可发现，３个试件中滑移对弹性抗弯承载力的影响均超过１０％，因此，在设计

时不能忽略滑移对承载力的影响．

３　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极限抗弯承载力分析

３．１　极限抗弯承载力受力分析

试验中，组合梁混凝土翼板所配的钢筋截面面积均小于钢箱梁截面面积，因此，组合截面的塑性中

和轴不会出现在混凝土翼板中，一般位于钢腹板或接近钢梁箱顶板位置处．由于中支座处在接近极限弯

矩时，钢箱梁的上翼缘和下翼缘，以及大部分腹板截面均已大大超过其屈服应变，上部的受拉纵筋也已

经屈服，组合梁截面塑性发展比较充分．并且在塑性极限时，钢箱梁上翼缘甚至部分腹板已进入强化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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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考虑强化效应对组合梁抗弯承载力的有利影响，忽略滑移对抗弯承载力的降低效应，大量试验的实

测值与计算值较为吻合也说明了这一点．

参照建筑工程行业标准ＪＧＪ１３８－２０１６《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１４］中的相关规定，只讨论组合截面塑

性中和轴位于钢箱梁腹板时的抗弯极限承载力．根据抗剪连接度的不同分为两种情况：１）部分抗剪连

接；２）完全抗剪连接．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采用闭口箱形密实截面且下箱室填

充了混凝土，负弯矩区没有出现局部屈曲及整体失稳（侧扭屈曲）现象．因此，在计算负弯矩下组合梁极

限抗弯承载力时，可按塑性设计方法计算其极限承载力．依据简化塑性理论，可将钢箱梁的应力图简化

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混凝土翼缘板有效宽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达到抗拉强度设计值，下箱室充填混凝

土均已达到极限抗压强度．

３．２　完全抗剪连接

当采用完全抗剪连接时，组合梁负弯矩区横截面应力，如图６所示．此时，上部翼缘板混凝土开裂

退出工作，故不考虑翼缘板混凝土的抗拉作用，但要考虑钢箱下箱室填充混凝土的作用．图６（ａ）为图６

（ｂ）与图６（ｃ）的和，而图６中钢材的应力又可以根据平衡关系分解为图７所示的应力分解图．

　　　　　（ａ）组合梁　　　　（ｂ）钢材　（ｃ）充填混凝土　　（ａ）钢材　　（ｂ）钢箱应力　　（ｃ）钢筋应力

　　　　横截面图　　　　　应力图　　　　应力图　　　　应力图　　　　平衡图　　　　平衡图

图６　塑性中和轴位于钢箱梁腹板内时截面及应力图形　　 　　图７　应力图分解及平衡条件

　　　Ｆｉｇ．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ｅｓｓ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ｘｉｓｉｎｗｅｂ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ｇｉｒｄｅｒ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根据平衡条件狓＝０，有

犜′＋犃ｒ犳ｒ＝犆′＋犆ｗ， （１６）

其中：犜′＝犆′．则有

犆ｗ ＝犃ｒ犳ｒ＝４犳狋ｗ狔４，

犕ｕ≤犕ｓ＋犃ｒ犳ｒ（狔４／２＋狔５）＋犃ｃｃ犳ｃ０狔ｔ，

犕ｓ＝ （犛ｔ＋犛ｂ）犳

烍

烌

烎．

（１７）

式（１７）中：狋ｗ 为钢箱单肢腹板宽度（ｍｍ）；狔５ 为混凝土翼缘板中纵向钢筋合力作用点到组合梁塑性中和

轴的距离（ｍｍ）；狔４ 为组合梁塑性中和轴与钢箱梁塑性中和轴之间的距离（ｍｍ）；狔ｔ为充填混凝土截面

形心至组合梁塑性中和轴的距离（ｍｍ）；犛ｔ为钢箱梁塑性中和轴以上截面对该轴的面积矩（ｍｍ
３）；犛ｂ为

钢箱梁塑性中和轴以下截面对该轴的面积矩（ｍｍ３）；犃ｃｃ为填充混凝土面积（ｍｍ
２）；犳ｃ０为混凝土极限抗

压强度（ＭＰａ），根据受压方钢管核心混凝土本构关系取值．

３．３　部分抗剪连接

根据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１７《钢结构设计规范》规定，当计算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负弯矩区抗弯

承载力时，可按式（１６）计算．但犃ｒ犳ｓ应取狀犞ｕ和犃ｒ犳ｓ两者较小值，狀取为中支座最大弯矩验算截面至

表５　极限抗弯承载力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ｅｓｏｆ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试件编号 犕ｕ／ｋＮ·ｍ 犕′ｕ／ｋＮ·ｍ 犕ｕ／犕′ｕ

ＰＦＣＳＣＢ２１ ５０４．８２ ４７１．７９ １．０７

ＰＦＣＳＣＢ２２ ５８３．９４ ５６１．４８ １．０４

ＰＦＣＳＣＢ２３ ５９５．２７ ５８３．５９ １．０２

弯矩零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的数目．

３．４　理论值与实验值对比

按文中方法计算所得负弯矩区极限抗

弯承载力及试验测得的极限抗弯承载力，

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犕ｕ，犕′ｕ 分别代表

极限抗弯承载力的计算值与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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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５可知：３组试件的计算值与实测值比值在１．０２～１．０７，两者吻合较好．对比３组试件，还可发

现随着配筋率和抗剪连接度的提高，极限承载力也有所提高．

４　结论

综合实验和理论计算，得出以下４点主要结论．

１）考虑滑移效应影响的两跨连续组合梁弹性抗弯承载力及极限抗弯承载力，其与试验实测结果较

为吻合，表明文中所建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２）提高负弯矩区配筋率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组合梁抗弯承载力，但随着配筋率的提高，对组合梁

滑移的影响也逐渐增大．

３）当抗剪连接度过低时，会导致栓钉被提前剪断，使组合梁交界面产生过大滑移，降低承载力；增

大抗剪连接度能够提高组合梁抗弯承载力，但是抗剪连接度过大会导致施工困难．

４）试验中滑移对组合梁承载力的影响超过１０％，因此，在进行组合梁设计时，不能忽略滑移对组合

梁弹性抗弯承载力的影响．在选取配筋率和抗剪连接度时，要综合考虑其对承载力及滑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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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架密实型水泥稳定碎石级配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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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水泥稳定碎石的级配优化设计问题，针对未加水泥的级配矿料，构建矿料间隙率的物理模型，

给出骨架密实型级配矿料粗细分界筛孔通过率的计算公式，建立骨架密实型级配设计理论．在考虑细料对粗

料排列的干涉作用后，通过试验获得实际意义上的骨架密实型水泥稳定碎石，形成该类材料的级配优化设计

方法．结果表明：未加水泥的级配矿料击实试验所得的最大干密度或间隙率可作为判断水泥稳定碎石骨架密

实性的简便指标；通过建立的理论模型与优化设计方法，可成功地设计出水泥剂量较低、强度较高的骨架密实

型水泥稳定碎石．

关键词：　水泥稳定碎石；骨架密实型级配；矿料间隙率；最大干密度；无侧限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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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稳定碎石（简称水稳碎石）是我国路面结构经常采用的一种典型半刚性基层材料，作为主要的

承重层，其性能直接关系着整体路面结构的功能．已有研究表明，矿料级配的变化对半刚性材料的强度、

收缩及疲劳等诸多性能具有显著的影响［１３］．我国早期公路的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是连续级配，形成悬浮

密实结构．这类结构虽然材料强度可满足要求，但其细集料偏多、水泥用量较多、收缩性较大、易产生裂

缝，且细集料在动水作用下易流失，产生冲刷破坏．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形成共识，在悬浮密实、骨架

空隙和骨架密实３种级配类型的水泥稳定碎石中，骨架密实型级配既能有效发挥粗集料骨架的嵌挤作

用，又能使骨架空隙间填入的细集料及水泥胶结的水化产物发挥填充密实作用，形成密实度高、粘聚力

大的一种实体结构，具有较好的抗疲劳性能［４５］．众多工程实践也表明，骨架密实型矿料级配不仅具有较

好的强度特性，还可减少水泥用量，降低开裂程度［６７］．因此，骨架密实型级配成为工程优先选择的类型，

其级配设计成为关键的理论和技术．

关于骨架密实型级配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学者们先后进行了诸多探索．王峰等
［８９］采用贝雷法，

通过水泥砂浆填充粗集料骨架空隙计算细集料与水泥用量，获得骨架密实型结构的水稳碎石．李涛

等［１０］研究贝雷法的３个参数对无侧限抗压强度的影响．彭波等
［１１］提出筛控级配算法和分形级配算法，

以关键筛孔及其通过率作为级配算法的基本依据，给出两种算法的计算公式，并采用正交试验进行级配

方案的优化．罗迪
［１２］基于规范推荐的悬浮密实型级配和骨架密实型级配的范围，比较两种级配水稳碎

石的强度、刚度及收缩性等方面的性能差异，发现骨架密实型级配在满足强度、刚度性能的情况下，使用

更少的水泥剂量，从而提高抗裂性能．冯德成等
［１３］采用体积设计法，以空隙率为控制指标进行试验筛

选，研究矿料配合比的优化问题．何昌轩
［１４］着重以４．７５ｍｍ的筛孔通过率为变量因素，探讨水稳碎石

的优化设计方法，结果表明，当通过率为３０％时，最大干密度最大、强度最佳且温缩影变最小．然而，这

些研究有的试验工作量较大、配比设计耗时较多，在实体工程中不易推广应用，有的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目前，工程上规范层面的设计方法是基于ＪＴＧ／ＴＦ２０－２０１５《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１５］的级配范

围，拟定级配曲线，然后，通过试验进行水泥剂量的设计，但对骨架密实型级配的具体设计缺乏更为细致

的指导．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骨架密实型水稳碎石的级配优化设计方法．

１　未加水泥级配矿料的间隙率物理模型构建

１．１　矿料的体积组成

文献［１６］对沥青混合料级配进行优化设计，针对未加沥青的矿料，建立矿料间隙率的物理模型．参

考其部分思想，就水稳碎石矿料的级配优化设计问题进行理论与试验探讨，提出水稳碎石矿料的骨架密

实型级配设计理论，并做以下４点假设．

１）对路面常用的含集料的半刚性基层材料，选取４．７５ｍｍ作为粗、细集料的分界粒径．粒径小于

４．７５ｍｍ的集料为细集料，细集料连同矿粉简称为细料；粒径大于４．７５ｍｍ的集料为粗集料；为便于表

达与阐述，将不同档粗集料的混合物简称为粗料．

２）粗料是由不同粒径的多档粗集料依据某种法则（如最大密度）设计而成的具有一定松装间隙率

与骨架结构特征的级配混合料，不包括各档粗集料含有的４．７５ｍｍ以下的细集料与矿粉．细料是由细

集料按类似法则或工程经验确定级配组成的，可包括各档粗集料中少量含有的细集料．

３）整体矿料看作由一定比例的粗料和细料合成所得，当粗、细料合成比例发生变化时，粗、细料各

自的内部组成不变，间隙率不变．

４）粗料颗粒嵌挤形成的骨架间隙在被细料填充的过程中，忽略细料的干涉作用．

当细料质量分数较小时，粗料颗粒间隙被细料部分填充，混合料处于骨架空隙状态；当细料质量分

数增加到一定程度（粗料质量分数相应地减少）时，粗料颗粒间隙刚好被细料完全填充，此时，混合料就

处于骨架密实状态；若细料质量分数继续增加，粗料质量分数继续减少，则粗料会悬浮在细料中，形成悬

浮密实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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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合成集料的体积组成

Ｆｉｇ．１　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考虑到水泥胶结料可以进入集料表面的孔隙，因

此，粗、细料体积和密度的计算均采用表观体积和表观

密度．合成集料的体积组成，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犞 为

全部矿料包括颗粒间隙在内的总体积；犞ｃ 为各档粗集

料筛除４．７５ｍｍ以下颗粒后合成粗料的表观体积；犞ｆａ

为细料表观体积；犞ａ 为粗料间隙被细料填充后剩余的

空隙体积．

１．２　模型构建

若粗料石石接触，则通常意义下粗料的松装间隙

率为犞ＣＡ，即

犞ＣＡ＝ １－
犞ｃ（ ）犞 ×１００％． （１）

假设合成矿料中细料的质量分数为犘（即４．７５ｍｍ筛孔通过率），则粗料质量分数为１－犘．由图１

及式（１）可得未加水泥时的矿料间隙率ＶＭＡＡ 为

ＶＭＡＡ＝犞ＣＡ－（１－犞ＣＡ）·
犘γｃａ

（１－犘）γｆａ
． （２）

式（２）中：γｃａ为合成粗料的表观相对密度，无量纲；γｆａ为合成细料的表观相对密度，无量纲．

当合成矿料为骨架空隙型或骨架密实型级配时，根据假设，认为粗料的松装间隙率犞ＣＡ为常数，与

细料的质量分数犘无关；当合成矿料为悬浮密实型级配时，粗料颗粒之间不再是石石结构，粗料颗粒

被细料撑开，这种情况下的粗料间隙率也不再是通常意义下的松装间隙率犞ＣＡ，此时，不可通过式（２）计

算矿料间隙率．

当粗料刚好达到骨架密实型级配时，ＶＭＡＡ＝ＶＭＡ０，ＶＭＡ０ 为骨架密实级配时的矿料间隙率，可

得ＶＭＡ０ 为

ＶＭＡ０＝犞ＣＡ·狏ｆａ． （３）

式（２）中：狏ｆａ为细料间隙率．

由式（３）可知：在上述假设存在的前提下，当粗、细料各自级配组成确定，犞ＣＡ，狏ｆａ均为定值时，理论

上存在一个矿料间隙率为ＶＭＡ０ 的骨架密实型结构．

１．３　骨架密实型结构粗、细料合成比例的确定

假设骨架密实型结构粗、细分界筛孔４．７５ｍｍ的通过率（即细料的质量分数）为犘０，将式（３）代入

式（２），可得

狏ｆａ·犞ＣＡ＝犞ＣＡ－（１－犞ＣＡ）·
γｃａ

γｆａ
· 犘０
１－犘０

，

犘０＝
１

１＋
γｃａ

γｆａ
·１－犞ｃａ
１－狏ｆａ

·１
犞ｃａ

烍

烌

烎

×１００％．
（４）

由式（４）可知：骨架密实型结构的细料质量分数犘０ 可通过粗、细料的两个间隙率参数犞ＣＡ，狏ｆａ，以及

两个密度参数γｃａ，γｆａ计算得到，据此可计算得到骨架密实级配曲线．

２　骨架密实型水泥稳定碎石矿料级配设计

２．１　原材料

采用山东省某石料场出产的石灰岩碎石及石屑，集料粒径分为４档，分别为２０～３０，１０～２０，５～

１０，０～５ｍｍ．依照ＪＴＧＥ４２—２００５《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１７］，对４档集料进行筛分与密度试验．４档

集料的筛分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η为筛孔的通过率；犾为集料粒径；犔为筛孔孔径．４档集料的

密度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ρａ为表观密度；ρｂ为毛体积密度．

其他指标均符合要求，不再赘述．水泥胶结料选用山东省某公司生产的ＰＯ４２．５型普通硅酸盐水

泥，其性能指标，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犛Ａ 为比表面积；狋为凝结时间；犚ｃ为抗压强度；犚ｓ为抗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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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档集料的筛分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ｏｆｆｏｕｒｇｒａｄｅｓ

犾／ｍｍ
η／％

犔＝３１．５ｍｍ 犔＝２６．５ｍｍ 犔＝１９ｍｍ 犔＝１６ｍｍ 犔＝１３．２ｍｍ 犔＝９．５ｍｍ 犔＝４．７５ｍｍ

２０～３０ ９９．２ ５８．１ １．４ ０．３ ０ ０ 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９ ７７．７ ６０．１ ２７．８ ３．８

５～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９．９ ９７．４ ３６．７

０～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９．９

犾／ｍｍ
η／％

犔＝２．３６ｍｍ 犔＝１．１８ｍｍ 犔＝０．６ｍｍ 犔＝０．３ｍｍ 犔＝０．１５ｍｍ犔＝０．０７５ｍｍ

２０～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０ ２．０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

０～５ ７４．０ ５３．３ ３８．０ ２２．７ １５．６ １２．８

表２　４档集料的密度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ｏｆｆｏｕｒｇｒａｄｅｓ

参数
犾／ｍｍ

２０～３０ １０～２０ ５～１０ ０～５

ρａ／ｋｇ·ｍ
－３ ２．７０９ ２．７１６ ２．７２０ ２．７１９

ρｂ／ｋｇ·ｍ
－３ ２．６８７ ２．６４２ ２．６２７ －

表３　水泥性能指标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ｓｏｆｃｅｍｅｎｔ

犛Ａ／ｍ
２·ｋｇ

－１
狋／ｍｉｎ

初凝 终凝

犚ｃ／ＭＰａ

３ｄ ７ｄ ２８ｄ

犚ｓ／ＭＰａ

３ｄ ７ｄ ２８ｄ

３５．８ ２１５ ２７０ ２８．１ ３１．９ ５０．７ ６．５ ７．８ ９．６

２．２　设计过程

２．２．１　初拟级配曲线　参考ＪＴＧ／ＴＦ２０－２０１５《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１５］对水泥稳定碎石建议

图２　初拟级配曲线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的ＣＢ３级配曲线范围，首先，以级配范围的

中值为目标，通过规划求解方法确定一条初拟

级配曲线（级配１），如图２所示．据此确定４档

集料由粗到细质量比为１６．６０∶５０．６７∶９．３０∶

２３．４３，即粗料、细料（主要为石屑）之间的质量

比为７６．５７∶２３．４３．然后，将３档粗集料按上述

确定的比例进行混合，筛除４．７５ｍｍ以下颗

粒后进行振实试验，获得的振实密度为１．５０１

ｋｇ·ｍ
－３，经过计算可得粗料的合成表观密度

为２．７１５ｋｇ·ｍ
－３，粗料松装间隙率犞ＣＡ为

４４．７％．最后，将３档粗集料中４．７５ｍｍ以下

的细料与石屑混合得到细料，并进行松装密度试验，得到的松装密度为１．７９９ｋｇ·ｍ
－３，基于已知的细

料表观密度（近似认为是混合细料的表观密度），经计算可得细料的松装间隙率狏ｆａ为３３．８％．

２．２．２　理论骨架密实型级配　基于初拟级配曲线的试验与计算参数，由式（４）可得骨架密实型级配的

细料质量分数犘０＝３４．９％，这是由各档集料中４．７５ｍｍ筛孔通过率合成得到的．保持各档粗料之间比

例不变（即粗料组成不变），可得石屑的用量比例α为

α＝（犘４．７５－犘ｃ４．７５）／（犘ｆ４．７５－犘ｃ４．７５）． （５）

式（５）中：犘４．７５为合成级配４．７５ｍｍ筛孔的通过率，％；犘ｃ４．７５为按确定配比混合的粗料在４．７５ｍｍ筛孔

的通过率，％；犘ｆ４．７５为０～５ｍｍ的石屑在４．７５ｍｍ筛孔的通过率，％．

３档粗集料合成级配的犘ｃ４．７５＝６．９７％，犘ｆ４．７５＝９９．９％，骨架密实级配时，犘４．７５＝犘０＝３４．９％，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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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解得α＝０．３００６，进而得到４档集料由粗到细的质量比为１５．１６∶４６．２８∶８．５０∶３０．０６，这是理

论上骨架密实级配的配比，其各筛孔的通过率（级配２），如表４所示．

２．２．３　实际骨架密实型级配　式（２）～（４）是基于细料对粗料排列不产生干涉作用的假设建立的，计算

的犘０＝３４．９％为理想的骨架密实级配，在实际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细料干涉，故犘０＝３４．９％的级

配未必是实际的骨架密实型级配，但其值与实际骨架密实型级配相近．因此，以犘０＝３４．９％为中心，以

±３．０％为变动幅度，得到４．７５ｍｍ筛孔的通过率分别为３７．９％（级配３），３１．９％（级配４），如表４所

示．由此通过试验进一步分析级配２～４的骨架特性与级配类型，找到真实的骨架密实型级配．需指出，

级配２，３在４．７５ｍｍ筛孔的通过率超过ＪＴＧ／ＴＦ２０－２０１５《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１５］中的ＣＢ

３级配范围上限（３２．０％），而０．０７５ｍｍ筛孔的通过率则在ＣＢ１级配范围内．

表４　各级配筛孔通过率与规范级配范围

Ｔａｂ．４　Ｍｅｓｈｓｉｚ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ｎｇｒａｎｇｅ

级配 η／％

犔＝３１．５ｍｍ 犔＝２６．５ｍｍ 犔＝１９ｍｍ 犔＝１６ｍｍ 犔＝１３．２ｍｍ 犔＝９．５ｍｍ 犔＝４．７５ｍｍ

级配２ １００．０ ９３．６ ７９．０ ７４．６ ６６．４ ５１．２ ３４．９

级配３ １００．０ ９３．９ ８０．０ ７５．７ ６７．９ ５３．５ ３７．９

级配４ １００．０ ９３．３ ７８．０ ７３．４ ６４．８ ４９．０ ３１．９

ＣＢ３上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８．０ ３２．０

ＣＢ３下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２．０

ＣＢ１上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０ ７９．０ ７２．０ ６２．０ ４５．０

ＣＢ１下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２．０ ７３．０ ６５．０ ５３．０ ３５．０

级配 η／％

犔＝２．３６ｍｍ 犔＝１．１８ｍｍ 犔＝０．６ｍｍ 犔＝０．３ｍｍ 犔＝０．１５ｍｍ犔＝０．０７５ｍｍ

级配２ ２２．４ １６．１ １１．４ ６．８ ４．７ ３．８

级配３ ２４．８ １７．８ １２．７ ７．６ ５．２ ４．３

级配４ ２０．８ １４．３ １０．２ ６．１ ４．２ ３．４

ＣＢ３上限 ２８．０ ２１．０ １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

ＣＢ３下限 １７．０ １２．０ 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ＣＢ１上限 ３１．０ ２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７．０ ５．０

ＣＢ１下限 ２２．０ １３．０ ８．０ ５．０ ３．０ ２．０

２．３　级配骨架密实性初级判别

基于初拟级配曲线推理的实际骨架密实级配应在级配２～４的级配曲线覆盖范围内，但需要试验加

以判定．为使判断简便易行，作为一种初级判别方法，拟在未添加水泥的情况下，通过级配矿料的重型击

实试验获得击实参数，以最大干密度γｓ或间隙率为技术指标，判定３个级配的骨架密实性．击实试验获

得的矿料间隙率ＶＭＡＡ 为

ＶＭＡＡ＝ １－
γｓ

ρｗ·γ
（ ）

ｓａ

×１００％． （６）

式（６）中：γｓａ为级配矿料的表观相对密度，无量纲；ρｗ 为水（４℃）的密度，取１．０００ｇ·ｃｍ
－３．

表５　各级配的参数

Ｔａｂ．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参数 级配２ 级配３ 级配４

ρｂ，ｃ／ｋｇ·ｍ
－３ ２．６７０ ２．６７２ ２．６６８

ρａ，ｃ／ｋｇ·ｍ
－３ ２．７１６ ２．７１６ ２．７１６

γｓ／ｋｇ·ｍ
－３ ２．２３６ ２．２６８ ２．２１３

狑ｏ／％ ３．７ ４．０ ３．３

ＶＭＡＡ／％ １６．２６ １５．１４ １７．０６

级配２～４的参数，如表５所示．表５中：

ρｂ，ｃ为计算合成毛体积密度；ρａ，ｃ为计算合成表

观密度；狑ｏ 为最优含水率．最大干密度较大或

矿料间隙率较小表明矿料具有较好的密实性，

且较小的矿料间隙率可使用较少的水泥剂量

形成骨架密实型水稳碎石．由表５可知：级配３

的最大干密度最大，矿料间隙率最小，故级配３

即为实际的骨架密实型级配．按照文中理念，

级配４应属于骨架空隙型级配，级配２则为骨架空隙型与骨架密实型之间的一种密实状态，在理论上应

属于骨架空隙型，相较于级配４，级配２具有更好的密实性．

６８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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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水泥稳定碎石的强度特性

３．１　水泥稳定碎石击实试验及骨架密实性的进一步检验

严格而言，未加水泥的级配矿料的骨架密实性与添加水泥形成水稳碎石的骨架密实性有所差异．因

此，需对初级判别方法结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为进一步验证级配３的骨架密实性是否为最好，选取级

配４作为对比，再进行水稳碎石的击实试验．由于最大干密度是可压实材料的一个基本参数，可以简便、

有效地衡量材料的压实性能［１８］，故仍以最大干密度为判断指标，比较级配３，４的水稳碎石在同样击实

功时的密实状态．根据工程经验，水泥剂量δ（干燥水泥质量占干燥矿料质量的百分比）拟定为２％～

５％，试验选取２．５％，３．５％与４．５％这３个水平进行击实试验．最优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随水泥剂量的

变化规律，如图３所示．

　　（ａ）最优含水率　　　　　　　　　　　　　　　　　　（ｂ）最大干密度

图３　最优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随水泥剂量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ｒ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ｃｅｍ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

由图３（ａ）可知：随着水泥剂量的增加，级配３，４水稳碎石的最优含水率均增大，这与实际情况相

符．由图３（ｂ）可知：无论水泥剂量多大，级配３的最大干密度总大于级配４，说明级配３的骨架密实性更

好，验证了击实试验初级判别方法的有效性，表明通过对未加水泥的矿料进行击实试验判断级配的密实

性或级配类型的方法是可行的．

３．２　水泥稳定碎石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依据ＪＴＧＥ５１—２００９《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１９］，对级配３，４进行制件，获得水

泥稳定碎石７ｄ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结果，如表６所示．表６中：犚ｃ为抗压强度平均值；犚
０
ｄ为抗压强度代

表值；犆Ｖ 为变异系数．

由表６可知：两组级配的强度变异性均较小，表明强度结果具有稳定性．首先，在选用的水泥剂量范

表６　级配３，４的７ｄ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结果

Ｔａｂ．６　Ｕｎ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ｄｅ３，４ａｔ７ｄａｙｓ

级配 参数 δ＝２．５％ δ＝３．５％ δ＝４．５％

级配３

犚ｃ／ＭＰａ ７．０８ ９．９３ １１．０３

犚０ｄ／ＭＰａ ６．７２ ８．４８ １０．０７

犆Ｖ／％ ３．０５ ８．９０ ５．３３

级配４

犚ｃ／ＭＰａ ６．００ ８．３９ １０．２２

犚０ｄ／ＭＰａ ５．４２ ７．６１ ９．６８

犆Ｖ／％ ５．８９ ３．７５ ３．２２

围内，随着水泥剂量的增加，级配３，４的抗压

强度平均值基本以接近的增长速率线性增大；

在各个水泥剂量上，级配３的平均无侧限抗压

强度比级配４高约１ＭＰａ，特别地，当水泥剂

量为３．５％时，级配３比级配４的强度高１．５４

ＭＰａ，即高出１８．４％，表明级配３是较好的骨

架密实型级配，强度指标也表明了级配３是骨

架密实型级配．其次，两个级配即使在水泥剂

量较小（２．５％）时，强度也较高，级配４的抗压

强度代表值大于抗压强度标准值（５．０ＭＰａ）；

当水泥剂量为４．５％时，抗压强度代表值接近１０ＭＰａ，远高于抗压强度标准，表明级配４也满足要求，

但级配３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达到相同强度时，级配３的水泥剂量可以少用０．７％～１．０％．显然，较少

的水泥剂量对减少横向裂缝及其导致的反射裂缝具有积极作用，而减少反射裂缝是半刚性基层沥青路

面，特别是长寿命沥青路面需要重点考虑的一项内容［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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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以矿料间隙率为考核指标，建立水稳碎石骨架密实型级配的物理模型，为水稳碎石的级配优化

设计提供一种可行、有效的理论．在考虑细料对粗料排列的干涉作用后，建立骨架密实型水稳碎石的级

配设计方法．

２）水稳碎石的击实试验及７ｄ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表明，通过对未加水泥的级配矿料进行击实试

验，以最大干密度或矿料间隙率为简便依据判断级配矿料骨架密实性的方法是可行的．

３）按照建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成功地设计出水泥剂量较低（如３．５％）、强度较高的骨架密实型水

稳碎石结构，既满足强度要求，又显著地降低了水稳碎石层横向裂缝及其导致的反射裂缝的发生．

４）以最大干密度及无侧限抗压强度判断水稳碎石的骨架密实性是有效的，但仍需通过新的测试技

术（如ＣＴ观测的图像）对骨架密实性做进一步微细观分析，今后的工作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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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冻水调节模式对冷辐射板性能的影响

马琛１，丁云飞１，２

（１．广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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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实验测试，研究冷辐射板表面快结露时，冷冻水阀门调节模式对冷辐射板的防结露效果、制冷能

力和室内热舒适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冷辐射板表面快要结露时，冷冻水阀门通断调节模式下有较好的防结

霜效果，但辐射板制冷能力会下降，室内热舒适性变差；冷冻水阀门比例积分微分（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供水流

速为０．３０～０．４５ｍ·ｓ－１时，冷辐射板既有较好的防结霜效果和制冷能力，又能维持较好的室内热舒适性．

关键词：　冷辐射板；冷冻水调节；通断模式；ＰＩ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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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空调是一种新型的空调，在辐射空调系统末端的换热形式中，辐射换热形式的占比在５０％以

上［１］．冷辐射板的换热主要是通过与人体、室内壁面和家具等进行辐射换热，达到制冷的效果
［２４］．辐射

空调系统能够很好地避免传统空调带来的垂直温差大、吹风感大等问题，并减少能源的浪费［５］．但是，冷

辐射板的制冷量小和易结露一直是困扰其工程应用的问题．针对冷辐射板结露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不同的送风方式防止冷辐射板结露［６１２］及特殊冷辐射板结构［１３１４］等方面．Ｙａｎｇ

等［６］通过模拟分析，认为辐射空调系统与置换通风相结合会形成“空气湖”，从而使室内的通气效果较

好、气体混合均匀，能够有效地防止冷辐射板表面结露；文献［７８］通过实验分析，认为冷却地板与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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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相结合工艺风险低，热舒适性高，能够有效弥补地板供冷系统的不足，减少冷辐射板结露；安迎超［９］

通过对比分析，认为置换通风能够增强地板辐射供冷的对流换热效果；周根明等［１０］通过实验对比分析，

认为贴附射流与辐射空调系统相结合能够形成类似置换通风的分层效果，并在辐射板表面形成干燥的

空气隔离层，起到较好的防结露效果；钱佳炜等［１１］将辐射空调系统与置换通风和贴附射流两种通风形

式相结合，认为结合的系统不易让人产生吹风感，能够更高效地防止结露；于志浩等［１２］将置换通风和贴

附射流两种结合的通风形式与单一的通风系统进行对比，认为两种通风方式结合的防结露效果远比单

种通风系统好，还会有更好的节能性和舒适性；Ｋａｎｇ等
［１３］在置换通风上附加喷射器，发现空调系统明

显优于地板辐射冷却置换通风空调系统；Ｔａｎｇ等
［１４］在不改变辐射板换热性能的条件下，制备新型辐射

板，使冷辐射板表面形成疏水的状态，减少冷辐射板的表面结露；刘龙斌等［１５］通过模拟实验分析，确定

出水系统的布置形式及水冷机组设备投入情况会对辐射板的性能产生影响．

在冷辐射板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室内散湿量突然发生变化，极易导致冷辐射板结露．目前，常用的方

法是当室内空气露点高于冷冻水供水温度时，将冷冻水阀门关闭，防止辐射板表面结露，但这导致冷辐

射板表面温度上升及制冷量大幅衰减，从而降低人体的热舒适感．利用电动调节阀对冷辐射板冷冻水进

水进行比例积分微分（ＰＩＤ）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上述现象．本文借助冷辐射顶板实验台，从冷

辐射板的防结霜效果、制冷能力和室内热舒适性３个方面，对冷冻水阀门通断调节模式和ＰＩＤ调节模

式进行比较．

１　实验装置及方案

１．１　实验装置

冷冻水系统由制冷机组、保温水箱、水泵、控制阀门和测量仪器等组成，其控制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制冷机组为２台制冷量１９．５ｋＷ的水冷式机组，保温水箱容积约为４ｍ３．流量计为玻璃转子流量计，测

量精度为±０．５％；冷量计为超声波冷热量表，测量精度为±０．１℃．

图１　冷冻水系统控制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实验开始前，首先启动制冷机组，将保温水箱的水降至所需要的温度．通过水泵及阀门３联合调节

维持冷辐射板供应水量，通过调节阀门２维持冷冻水供水温度．冷冻水供水温度的控制精度为±０．２

℃，冷冻水供水流速控制精度为±０．０３ｍ·ｓ－１．

冷辐射实验室的室内尺寸（长×宽×高）为５．２ｍ×４．６ｍ×２．７ｍ，各冷辐射板并联连接在供回水

管上．冷辐射板平面图和剖面图，如图２所示．

（ａ）平面图　　　　　　　　　　　　　　　　　　　　（ｂ）剖面图　　　

图２　冷辐射板平面图和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ａ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ｓｏｆｃｏｌ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

实验室顶板共有４４块冷辐射板，冷辐射板的形状均为长方形，每块辐射板的长度为１．２ｍ，宽度为

０．４２ｍ．冷辐射板的剖面结构形式为常规的辐射板形式．测点的编号和实景，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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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分别与测试点相对应，并在每个编号单元的中央位置及其下方０．１ｍ处分别布置１２个Ｔ型热电

偶，用于测量板表面温度的变化及板下方空气温度的变化，测量精度为±０．１℃．按照美国采暖、制冷与

空调工程师学会（ＡＳＨＡＲＥ）和欧洲辐射测量标准（ＥＮ１４２４０－２００４）的要求，将黑球温度计布置于室

内的正中央，离地高１．２ｍ处，测量精度为±０．１℃．

（ａ）编号 　　　　　　　　　（ｂ）实景

图３　测试点的编号和实景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ｅｎｅｏｆ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

冷辐射板间的水管采用常见的并联连接形

式实现制冷（图３（ａ））．按照ＥＮ１４２４０－２００４

的要求对模拟热源进行标准制作（图３（ｂ）），并

选用２４个模拟热源均匀布置，每个模拟热源的

发热量为１８０Ｗ，以确保室内单位面积的冷负

荷为１８０Ｗ·ｍ－２．根据ＥＮ１４２４０－２００４的测

量要求，四周的墙壁和地板均选用白色表面的

隔热壁面，壁面发射率大于０．９５，且具有良好的

隔热效果，可以减少外界环境带来的干扰．

１．２　测试方案

结合欧洲标准ＥＮ１４２４０－２００４的要求，测量方案有如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将模拟热源均匀布置于室内，使室内的单位面积冷负荷为１８０Ｗ·ｍ
－２．确保室内密闭，避

免外来因素的干扰．

步骤２　利用室内空调的通风系统对室内空气进行除湿，使室内的相对湿度为（６０±３）％，并设定

辐射板冷冻水系统的初始参数，即供水温度为２０℃，供水流速为（０．７５±０．０３）ｍ·ｓ－１．

步骤３　待室内空气参数稳定后，降低供水温度，直到冷辐射板的表面温度快要降低至室内空气露

点温度时，关闭阀门３；测试室内参数，每３０ｓ测一次，共测量６００ｓ．

步骤４　重复步骤２，待空气状态参数稳定后降低供水温度，直至冷辐射板的表面温度降低到室内

空气露点温度时，调节阀门３；控制进入辐射板冷冻的流速为０．６０ｍ·ｓ－１，测试相关参数．

步骤５　重复步骤４，分别控制流速为０．４５，０．３０，０．１５ｍ·ｓ
－１，测试相关参数．

步骤６　将室内的模拟热源取出，抽选身体健康，内穿长袖衬衣、外穿长裤和普通外衣（服装热阻为

０．１５５ｍ２·Ｋ·Ｗ－１，即在空气温度２１℃、空气流速不超过０．０５ｍ·ｓ－１、相对湿度不超过５０％的环境

中，静坐者感到舒适所需要的服装热阻［４］）的男、女各１２名，静坐于室内，重复步骤１～５（每组测试工况

前均对室内进行除湿，确保室内的湿度为（６０±３）％），测试人体对不同工况环境的逐时评价情况．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避免冷辐射板表面结露，供水阀门通常采用通断调节模式，但这会使冷辐射板表面温度升幅过

快、室内热舒适性变差．而供水阀门采用ＰＩＤ调节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实验从冷辐射板的防

结霜效果、制冷能力和室内热舒适性３个方面，分析通断调节和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冷辐射板性能．

２．１　通断模式下冷辐射板的性能

２．１．１　防结霜效果　冷辐射板结露是由于冷辐射板的表面温度低于周围空气的露点温度时，引起周围

空气结露，但冷辐射板的表面温度大于周围空气露点温度时不会引起结露；同样，防结露温差（冷辐射板

表面温度与周围空气露点温度的正差值）越大，冷辐射板就越不容易结露，并且冷辐射板在受外界环境

因素干扰下出现结露的可能性越小，防结霜效果就越好．通断模式下的平均防结露温差变化，如图４所

示．图４中：Δθ为防结露温差；狋为实验进行的时间．

由图４可知：在阀门通断模式下，冷辐射板的平均防结露温差在短暂平稳后迅速上升，在６００ｓ内

平均上升率约为０．５５℃·ｍｉｎ－１，并在３３０ｓ时，平均防结露温差已经大于２℃，能够满足ＥＮ１４２４０－

２００４的运行要求．说明阀门通断模式下的防结露效果较好，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避免冷辐射板表面

结露现象的出现．

２．１．２　制冷能力　冷辐射板的表面平均温度能反映冷辐射板制冷能力的大小．表面平均温度的数值和

上升幅度越大，说明冷辐射板表面通过辐射等形式产生的冷量无法满足室内的散热需要，使冷辐射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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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温度急剧上升；表面平均温度越低、上升幅度越小，说明冷辐射板的制冷能力就越强．通断模式下的表

面平均温度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５中：θ为表面平均温度．

图４　通断模式下的平均防结露温差变化　　　　　　　　图５　通断模式下的表面平均温度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ｔｉ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ｏｎｏｆｆｍｏｄ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ｏｎｏｆｆｍｏｄｅ　

由图５可知：在阀门通断后的９０ｓ，由于冷辐射板内的水管仍有少量的冷冻水，冷辐射板的表面温

度变化不大，此时的冷辐射板依然有一定的制冷能力；此后，冷辐射板表面平均温度呈稳定的直线上升

状态，并在３００ｓ内，表面平均温度上升２℃，此时的冷辐射板制冷能力较低．

２．１．３　室内热舒适性　预测平均评价（ＰＭＶ）指标表示同一工况条件下，绝大多数人的热感觉可以作

为评价热环境舒适与否的衡量标准［１６］．根据人体的冷热情况，可将ＰＭＶ指标分成７个级别分度
［４］，正

值越大，人体就感觉越热．经测试，实验只使用了４个ＰＭＶ指标＋３，＋２，＋１，０，对应使用的ＰＭＶ热感

觉标尺分别为很热、热、有点热和中性．

根据热感觉标尺，对身体健康，内穿长袖衬衣、外穿长裤和普通外衣（服装热阻为０．１５５ｍ２·Ｋ·

Ｗ－１），静坐于室内的２４人的热感觉情况进行求和平均，得到相应工况条件下的室内热舒适变化情况．

图６　通断模式下的ＰＭＶ变化

Ｆｉｇ．６　ＰＭＶ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ｏｎｏｆｆｍｏｄｅ

通断模式下的ＰＭＶ变化，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在阀门通断后的９０ｓ内，由于换热的延

时，室内的热舒适情况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室内的人体依旧

处在较为舒适的状态；但是在阀门通断９０ｓ后，人体的热

舒适情况迅速发生变化，冷辐射板的制冷量不能满足室内

的散热需要，室内人体的热负荷正值快速增大，炎热感觉会

越来越强；在进行到３００ｓ时，人体已经开始感觉到炎热；

在进行到５４０ｓ时，人体已经出现明显的炎热状态，此时，

人体感觉到明显的不适．

２．２　犘犐犇调节模式下冷辐射板的性能

２．２．１　防结霜效果　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平均防结露温差

变化，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狏为供水流速．由图７可知：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供水流速越低，平均防结露温

差就越大．当狏＝０．１５ｍ·ｓ－１时，防结露温差和升幅都最大，上升率约为０．２１℃·ｍｉｎ－１，改善结露的

效果最好；当供水流速为０～０．４５ｍ·ｓ
－１时，平均防结露温差的最低上升率约为０．１℃·ｍｉｎ－１，在测

量的时间内至少能够上升０．７℃；当狏＞０．４５ｍ·ｓ
－１时，平均防结露温差最大仅上升０．４℃，上升率小

于０．０５℃·ｍｉｎ－１，不同供水流速下的平均防结露温差波动范围小于０．３℃，改善结露的效果相近且

不明显．因此，当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供水流速为０～０．４５ｍ·ｓ
－１时，冷辐射板的防结霜效果较好．

２．２．２　制冷能力　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表面平均温度变化，如图８所示．由图８所示：当ＰＩＤ调节模式下

的供水流速狏≤０．３０ｍ·ｓ
－１时，其表面平均温度曲线呈现先水平稳定后迅速升高的状态，且在不同供

水流速（０．１５，０．３０ｍ·ｓ－１）下，产生的制冷效果差异大，表面温度最大差值大于１．２℃；当狏＞０．３０

ｍ·ｓ－１时，其表面平均温度曲线在短时间上升后逐渐平稳或以较低幅度的速度增长，在不同供水流速

（０．４５，０．６０，０．７５ｍ·ｓ－１）下，产生的制冷效果变化小；当供水流速由０．３０ｍ·ｓ－１增大到０．７５ｍ·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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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表面温度最大差值小于０．９℃．

　图７　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平均防结露温差变化　　　　　　图８　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表面平均温度变化

　　Ｆｉｇ．７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ｔｉ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ＰＩ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ＰＩ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综上可知，当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供水流速狏≤０．３０ｍ·ｓ
－１时，消耗较少的能量就能有效地改善冷

辐射板的制冷能力，通过消耗能量带来的回报成果多，回报率较高；相比之下，当狏＞０．３０ｍ·ｓ
－１时，空

调系统消耗更多的能量却不能明显地改善室内的制冷效果，回报率低．可见，在空调系统消耗等量的能

量后，狏≤０．３０ｍ·ｓ
－１时的制冷效果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但当狏＞０．３０ｍ·ｓ

－１时的制冷效果改善不明

显．因此，在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狏＝０．３０ｍ·ｓ－１时的工况条件不仅能够满足室内的制冷需要，还能在最

图９　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ＰＭＶ变化

Ｆｉｇ．９　ＰＭＶ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ＰＩ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大程度上减少空调能耗，同时，供水流速越大，制冷效果越好，

但是耗能会更大，回报率低．

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ＰＭＶ变化，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

在冷辐射板表面快要结露时，不同流速下的ＰＩＤ调节模式会

产生不同的室内舒适效果．在刚开始的１２０ｓ内，由于换热的

延时性，室内的ＰＭＶ值均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但随着ＰＭＶ

值的不断上升，流速越小，相应的热舒适水平变化就越快，室

内越炎热．当狏＝０．１５ｍ·ｓ－１时，ＰＭＶ值上升最明显，在３３０

ｓ时人体就会感觉到热，在５１０ｓ时人体出现明显的热感觉；当

狏＝０．３０ｍ·ｓ－１时，在４８０ｓ时人体才有一点热感觉；但当狏＞

０．３０ｍ·ｓ－１时，在测试的６００ｓ内，ＰＭＶ曲线普遍小于１，人

体不会出现热感觉，此时的室内环境较为舒适．

综上可知，在辐射板表面快要结露时，启动ＰＩＤ调节模式后，室内人体开始感觉到热的时刻会随着

供水流速的增大而延迟．

２．２．３　室内热舒适性　 冷辐射板快要结露时，ＰＩＤ调节模式下冷辐射板各项性能较好的供水流速范

表１　冷辐射板各项性能较好的供水流速范围

Ｔａｂ．１　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ｌ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

冷辐射板性能 狏／ｍ·ｓ－１

防结霜效果 ０～０．４５

制冷能力 ＞０．３０

室内热舒适性 ＞０．３０

围，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在测量范围内，当供水流速狏＞０．３０ｍ·

ｓ－１时，不同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冷辐射板制冷能力相近，流

速增大，相应的制冷效果提升不多，故ＰＩＤ调节模式下的

供水流速大于０．３０ｍ·ｓ－１即可．在辐射板表面快要结露

时，为使冷辐射板的各项性能均达到较佳的效果，阀门ＰＩＤ

调节模式的供水流速应控制在０．３０～０．４５ｍ·ｓ
－１时较为

合适，此时的供水流速不仅能够保证辐射板的防结霜效果和制冷能力较好，还能维持室内的热舒适性．

３　结束语

在冷辐射板表面快要结露时，冷冻水阀门通断调节模式能有效改善冷辐射板表面结露的问题，但会

使室内的制冷效果大幅下降，热舒适性明显降低；相比之下，冷冻水阀门ＰＩＤ调节模式则可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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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改善该缺点．实验结果表明：在冷辐射板表面快要结露时，冷冻水阀门在ＰＩＤ调节模式下，供水流速

为０．３０～０．４５ｍ·ｓ
－１时，冷辐射板能有效地减少结露现象，并保持较好的制冷效果和室内热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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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隧道视频预处理和病害识别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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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针对公路隧道病害进行检测与识别，提出视频数据的预处理方法．使用全卷积

网络（ＦＣＮ）模型识别病害的类别和位置，融合不同的上采样结果使最终结果更加精细，结合马尔可夫随机场

（ＭＲＦ）增强ＦＣＮ模型的空间一致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解决数据冗余、镜头畸变及样本不均衡等问

题；该方法在上海市虹梅南路隧道中的应用结果验证其准确度与可靠性．

关键词：　公路隧道；隧道病害；图像预处理；目标识别；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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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路隧道的病害检测主要依赖人工巡检，这种检测方式耗时、耗力、低效，而且恶劣的巡检环

境增加巡检难度［１２］，存在遗漏病害的情况［３１１］．用自动化的巡检设备代替人工采集病害，结合图像处理

方法识别病害是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１２２３］，但基于图像的检测需要对图像进行合适的预处理．在基于图

像处理的病害检测方法中，目前效果最好的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为了能够精确计算病害严重程

度，主要使用全卷积网络（ＦＣＮ）
［２４］对图像进行语义分割［２３］．ＦＣＮ能够对每个像素点进行分类．在病害

检测研究中，ＦＣＮ存在两个问题：１）结果不够精细
［２５］，处理结果过于模糊，对细节不敏感；２）没有考虑

像素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空间规整的步骤［２６］．问题１）主要通过多重上采样解决
［２４］，问题２）可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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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场改善［２５?２６］．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设计合理的图像预处理方法，建立基于ＦＣＮ的病害识别模型．结合ＦＣＮ模型

与马尔可夫随机场（ＭＲＦ），完善ＦＣＮ的空间规整的步骤．

１　基于 犕犚犉犉犆犖的病害检测方法

１．１　病害检测流程

隧道病害检测主要是从图像中获取特征，再通过模式识别的方法判断是否存在病害．在病害检测的

方法中，深度神经网络能够全面提取图像特征，又能够快速进行模式识别，因此，使用深度学习方法作为

图１　病害检测流程

Ｆｉｇ．１　Ｄｅｆ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病害检测的主要模型．考虑到在数据采集的过

程中，数据的采集方式、采样频率及噪声干扰

会影响数据质量，需要在病害检测之前先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

病害检测的整体流程，如图１所示．深度

学习病害检测模型的设计考虑到模型需要进

行训练，因此，应用的过程可以分为模型训练

和模型应用．由于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问题，

首先，需要根据采集数据的特点，对图像进行

一系列数据预处理，构建隧道病害数据并进行

标记；然后，再训练病害检测模型．由于初始采

集的病害数量较少，故使用数据增强技术扩充数据集，获得足够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模型应用处理日

常巡检中产生的数据，完成数据预处理，接下来直接进行病害检测．由于无需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没有

数据增强的步骤．

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由于所采集的视频图像存在数据冗余、镜头畸变、噪声等问题，需要进行适当

的预处理后才能应用．考虑到冗余数据的存在，若先进行畸变矫正则会导致预处理时间增加．而先截取

关键帧不仅能够大幅提高预处理效率，还能在截取关键帧的步骤同时先消除噪声，防止噪声对后续步骤

图２　数据预处理流程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的影响．因此，将视频数据的预处理分为４个

步骤：采集数据、关键帧截取、畸变校正和数据

增强．数据预处理流程，如图２所示．图２中：

数据增强步骤仅用于训练数据集的扩充，而在

模型的实际使用中不存在此步骤．

１．２　数据预处理

１．２．１　采集数据　借助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

采集的视频数据来自上海市大连路隧道，适用

于自动化的采集模式，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为了获取完整的图像信息，往往采用视频录制的方式．另

外，从数据特征的角度，视频相当于图像数据的特征增加了时间步长，获取时间维度的数据可以更好地

应用于离线定位，更加符合工业应用的需要．

视频的录制是以视频帧的方式记录信息，视频的录制帧率一般是２４帧·ｓ－１，有巨大信息冗余．为

了提高检测效率，避免重复的数据处理，需要从视频中截取特定位置的图像，将其作为检测模型的输入

图像，也就是关键帧．关键帧并非指含有病害的帧，而是从视频中挑选特定位置的帧，关键帧之间应当在

地理上近似等距，这样既减少了不必要的数据处理，又利于确定病害的空间位置，其作为病害的定位依

据，满足了工程需求．

１．２．２　关键帧截取　视频关键帧截取是为了从视频中提取重要信息，排除冗余数据．目前广泛使用的

关键帧提取算法主要是基于信息熵［２７］和图像熵［２８］分类方法，这些方法将关键帧视为异常，计算不同镜

头的信息熵，结合静态的局部处理，以异常检测的方式区分冗余帧和关键帧．基于复杂特征和信息熵的

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的图像比对和特征距离计算，处理效率不高，因而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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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显著的、高效的特征提取方法和特征距离计算方法．

由于隧道由环组成，环面在视频中宽度一致，排列有序，因此，每个环面是最合适的关键帧，可以将

环面边缘作为识别的特征，通过对比不同图像中的边缘特征，计算特征距离以判断是否存在病害．由于

Ｃａｎｎｙ算子在边缘检测中检测效率高、效果好且应用广泛
［２９］，因此，文中使用Ｃａｎｎｙ算子作为环面边缘

特征提取的模板．该方法仅适用于边缘特征明显的关键帧截取，但处理效率和效果较好，对于应用场景

是最合适的方法．关键帧截取有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选择标准图作为关键帧的模板，将标准图中的环面边缘特征作为匹配关键帧的依据，因

此，需要从视频帧中选择一组包含完整且不重复环面的图像作为标准图．标准图符合以下特点：１）同一

环的４个边缘线均完整地显示在图像中；２）环面边缘的中心位于或者邻近图像的中心点；３）边缘线没

有病害和干扰物，环面几乎没有病害和干扰物．

步骤２　提取特征点集．灰度化标准图后使用Ｃａｎｎｙ滤波提取环面特征点集犘，用犜表示特征点总

数．将特征点的灰度值犌狀，狀∈［１，犜］按位置顺序排列，形成新的特征点集犘′，并记录每个点的位置坐标

犔狀＝（犡狀，犢狀），狀∈［１，犜］．

步骤３　设定最大步长犕ｍａｘ，最小步长犕ｍｉｎ，从第一帧图像开始计算，取之后第犕ｍｉｎ张图像到第

犕ｍａｘ张图像（若剩余图像不足犕ｍａｘ，则取全部剩余图像；若剩余图像少于犕ｍｉｎ，则终止计算），获取每张

图像中的犔狀，狀∈［１，犜］位置的点组成的验证点集犘
～

，犘
～

中所有点的灰度值为

犘Ｇｒｅｙ狀

～

＝犘Ｒ狀
～

×０．２９９＋犘Ｇ狀
～

×０．５８７＋犘Ｂ狀
～

×０．１１４，　　狀∈［１，犜］． （１）

式（１）中：犘Ｇｒｅｙ狀

～

为点集犘
～

中第狀个点的灰度值；犘Ｒ狀
～

，犘Ｇ狀
～

，犘Ｂ狀
～

分别为点集犘
～

中第狀个点的Ｒ，Ｇ，Ｂ分量值；

０．２９９，０．５８７，０．１１４为图像灰度化权重．

将灰度化后的验证点集犘Ｇｒｅｙ狀

～

和标准特征点集犘′进行相关性分析，计算相关系数ρ（犘
Ｇｒｅｙ
～

，狆′）．在所

取的犕ｍｉｎ～犕ｍａｘ张图像中，选择相关度为ρ（犘
Ｇｒｅｙ
～

，狆′），狀∈［１，犜］的图像为这一步长的关键帧，并且将

这张图像作为新的标准图，也就是关键帧，相邻的关键帧相似性高．取下一个步长的图像，不断重复步骤

２，对所有图像都计算其和标准图的相关度．相关度计算公式为

ρ（犘
Ｇｒｅｙ
狀 ，犘Ｇｒｅｙ狀

～

）＝（犜∑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狀 ·犘Ｇｒｅｙ狀

～

＋∑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狀 ＋∑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狀

～

）／

（ 犜∑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
２

狀 －（∑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狀 ）
槡

２
· 犜∑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
２

狀

～

－（∑
犜

狀＝１

犘Ｇｒｅｙ狀

～

）
槡

２
）． （２）

１．２．３　畸变矫正　通过相机拍摄所采集的数据会产生光学畸变，广角镜头的畸变尤其严重，但许多研

究中往往会忽略畸变问题的处理．镜头畸变一般分为径向畸变和棱镜畸变，针对所使用相机的特点，采

用实际应用广泛的多项式法．镜头畸变校正使用了狉＝０处的泰勒展开的前几项描述径向畸变，由于研

究中需要校正的图片分辨率较大，因而采用了更为完整的多项式，对径向畸变进行详细描述，即

狓ｄｉｓ＝
狓犮（１＋犽１狉

２＋犽２狉
４＋犽３狉

６）

１＋犽４狉
２＋犽５狉

４＋犽６狉
６
，

狔ｄｉｓ＝
狔犮（１＋犽１狉

２＋犽２狉
４＋犽３狉

６）

１＋犽４狉
２＋犽５狉

４＋犽６狉
６

烍

烌

烎
．

（３）

式（３）中：狓ｄｉｓ和狔ｄｉｓ是径向畸变点在原图上的位置坐标；狓犮 和狔犮 是该畸变点经过校正后坐标位置；犽１～

犽６ 为径向畸变系数；狉为透镜半径．切向畸变为

狓′ｄｉｓ＝２狆１狓犮狔犮＋狆２（狉
２＋２狓犮

２），

狔′ｄｉｓ＝２狆２狓犮狔犮＋狆１（狉
２＋２狔犮

２），

狉２＝狓犮
２＋狔犮

２

烍

烌

烎．

（４）

式（４）中：狓′ｄｉｓ和狔′ｄｉｓ是切向畸变点在原图上的位置坐标；狓犮 和狔犮 是该畸变点经过校正后的坐标位置，

狆１，狆２ 为待求解的畸变系数．

畸变参数模型需要考虑径向畸变和切向畸变，结合相机的小孔成像模型，以反向投影的角度反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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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从畸变后的坐标点反推出未发生畸变的坐标点，畸变校正的模型描述为

［犡　犢　犣］
Ｔ＝犚－１·［狓　狔　１］

Ｔ，

狓犮＝犳·犡／犣，

狔犮＝犳·犢／犣，

狓ｄｉｓ＝
狓犮（１＋犽１狉

２＋犽２狉
４＋犽３狉

６）

１＋犽４狉
２＋犽５狉

４＋犽６狉
６ ＋２狆１狓犮狔犮＋狆２（狉

２＋２狓２犮），

狔ｄｉｓ＝
狔犮（１＋犽１狉

２＋犽２狉
４＋犽３狉

６）

１＋犽４狉
２＋犽５狉

４＋犽６狉
６ ＋２狆２狓犮狔犮＋狆１（狉

２＋２狔
２
犮），

狉２＝狓２犮＋狔犮
２，

狌＝狓ｄｉｓ／犱狓＋狌０，

狏＝狔ｄｉｓ／犱狔＋狏０

烍

烌

烎．

（５）

式（５）中：犽１～犽６ 为径向畸变参数；狆１，狆２ 为切向畸变参数；狓ｄｉｓ和狔ｄｉｓ是畸变点在原图上的位置坐标（世

界坐标系）；狓，狔为相机坐标系的坐标；狕为拍摄距离；犚为旋转矩阵；狓犮 和狔犮 是该畸变点经过校正后的

实际坐标位置（图像坐标系）；狌，狏分别像素点在像素坐标系下的坐标；狌０，狏０ 为图像的原点坐标；犳为相

机焦距；犱狓，犱狔 为每个像素在图像坐标系横、纵方向的尺寸．

将标准标定模板（棋盘格）作为参照物，使用需要标定的相机拍摄模板．通过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识别获取

拍摄前后图像的网格角点，计算网格点的坐标差，选择特定的控制点，解出式（５）中的畸变参数，就可以

明确畸变的变化关系．

标准的图像中某一点坐标（犡，犢），且犡，犢 均为整数，但畸变后，在畸变图像上的位置基本上不是整

数，所以需要用双线性内插法进行插值处理．设点狆（犻＋狌，犼＋狏）为畸变前图像中落在畸变图像上的点，

且该点不在畸变图坐标上，使用相邻４个畸变坐标点犘（犻，犼），犘（犻＋１，犼），犘（犻，犼＋１），犘（犻＋１，犼＋１）进

行双线性内插值法计算，即

犘（犻＋狌，犼＋狏）＝（１－狌）（１－狏）·犘（犻，犼）＋狏（１－狌）·犘（犻，犼＋１）＋

狌（１－狏）·犘（犻＋１，犼）＋犘（犻＋１，犼＋１）． （６）

１．２．４　数据增强　对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而言，数据量不足、类别不均衡会导致训练不够充分，容易产

生过拟合现象．而在隧道病害识别的研究领域，深度学习的应用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合适的数据集可用

于训练和测试，因此，在数据预处理之后，使用数据增强方法增加数据量．

一般来说，常用的用于增大图像数据集的方法有保留标记变换图像，变换包括以下５个方式：

１）改变图像亮度、饱和度、对比度；

２）随机重构目标大小；

３）随机裁剪、拉伸、切片；

４）旋转、翻折、仿射变换；

５）随机噪声、模糊和扭曲．

通过两步变换操作实现数据增强，首先，将畸变矫正后的图像添加随机的像素点扰动，其次，将原本

１９２０ｐｘ×１０８０ｐｘ的图像随机裁剪成２２４ｐｘ×２２４ｐｘ大小，随机翻折图像（上下、左右或镜像翻折随

机进行），随机组合，形成新的１９２０ｐｘ×１０８０ｐｘ的图像．通过监督，随机生成原始数据量１９倍的新图

像，总数据量扩充为原来的２０倍．

至此，数据预处理及数据集的构建完成．由于深度学习模型依赖训练样本的数量，所以仅对常见的

裂缝、渗漏水和破损３种病害进行目标检测．排除其他病害，不同病害类别以３∶１随机抽取，构建模型

的训练集和验证集．

１．３　犕犚犉犉犆犖模型的构建

１．３．１　基础模型　对于隧道病害检测而言，从图像级别的分类细化到像素级别的分类，使病害危险程

度可以定量计算和评估．若使用目标检测的神经网络模型，仅能够判断病害的位置，无法进一步计算其

严重程度（面积、宽度等）．在现有的病害检测研究中，薛亚东等
［３０］改进了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并用于隧道内渗

漏水、裂缝、拼缝、管线图片的分类，相对于一般目标检测模型效果更好．目标检测的方法能够找到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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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病害类别，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计算病害的严重程度，例如，裂缝的长度、宽度、渗漏水和破损

的面积等，所以需要将检测的精度细化到像素级别，从而进行图像语义分割．

在现有的语义分割模型中，ＦＣＮ应用于诸多领域中，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ＦＣＮ是卷积神经

网络中的一种，能够对每个像素点都进行预测，可以实现图像像素点对点的分类［２４］．因此，选用ＦＣＮ作

为基础模型．全卷积网络架构图，如图３所示．

全卷积神经网络对图像进行语义分割，需要对图像上的各个像素进行分类，上采样过程是将最后输

出的热力图上采样到原图．上采样类似卷积，在卷积之前，将输入特征插值到更大的特征图，然后，进行

卷积．一般采用双线性插值填充特征图，这一操作丢失部分信息．根据ＦＣＮ模型结构计算，经过５次卷

积和池化，图像的分辨率依次缩小了２，４，８，１６和３２倍．因此，３２倍上采样丢失了大量细节信息．Ｌｏｎｇ

等［２４］将第４次和第３次卷积分别进行１６倍和８倍上采样，可以保留更多细节信息．将底层结果进行２

倍上采样，结果与第４层结果相加并进行预测，得到ＦＣＮ１６ｓ，以此类推，得到更加精细的ＦＣＮ８ｓ．

图３　全卷积网络架构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Ｃ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３．２　ＭＲＦ增强空间一致性　ＦＣＮ模型存在着空间不一致的问题，端对端的计算方式忽视了像素点

之间的关联．由于隧道病害和干扰物均具有连通性，其像素点之间可以通过领域相关算法构建关联．将

像素点视作节点，引入 ＭＲＦ概念可以更好地反映像素点之间的邻域关系．对于病害检测而言，裂缝、渗

漏水和破损３种常见病害均具有连通性，结合 ＭＲＦ的图像分割，对病害区域中的个别错误分类有抑制

的作用．

ＭＲＦ也被称为马尔科夫网络或者无向图模型，在图像处理中，往往使用 ＭＲＦ表示图像像素之间

的关联，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作为马尔可夫随机场的节点，每个节点之间都存在相互的连接（Ｅｄｇｅｓ），

而且这种连接是无向的．特别地，对于马尔可夫随机场而言，每个像素的分类结果仅与相邻像素的类别

相关，而与图像中的其他像素的分类是条件独立的．ＭＲＦ通过势函数反映节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

中需要使用的损失函数，即

犈（狓）＝∑
犻∈γ

Φ（狓
狌
犻）＋ ∑

犻，犼∈ε

Ψ（狓
狌
犻，狓

狏
犼
）． （７）

式（７）中：狓狌犻 表示像素犻被分为标签类别狌的概率；一元势函数∑
犻∈γ

Φ（狓
狌
犻）是图像中每个像素点分类的

先验概率．对于病害分割而言，一元势函数中的分类概率来自于ＦＣＮ网络的最终病害分类结果，因此，

若要结合 ＭＲＦ，需要在ＦＣＮ的处理结果中保留每个像素点的分类概率，而不仅仅是类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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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势函数仅仅反映了单个像素的分类概率，在实际应用中，病害具有连通性，因此，可以看作是连

通区域内的其他像素影响某一像素分类的结果．在势函数中需要添加二元势函数，即

Ψ（狓
狌
犻，狓

狏
犼）＝∑

犽

犽＝１

μ犽（犻，狌，犼，狏）

犱（犻，犼）
（８）

用来反映该像素点与连通区域内其他像素之间的连接关系．

二元势函数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犓 为图像中所有连通区域的集合，且连通区域内所有像素

分类均不是背景；μ犽（犻，狌，犼，狏）表示第犽个连通区域内，像素犻被分为病害类别狌，同时，像素犼被分为病

害类别狏的联合概率；犱（犻，犼）表示像素犻与犼之间的几何距离．二元势函数通过连通区域内像素点的连

接关系（分类的联合概率和像素的几何距离），表现像素之间的关联性．

一元势函数和二元势函数组成了 ＭＲＦ方法，而 ＭＲＦ势函数包含了ＦＣＮ模型的损失函数，作为单

个像素的分类结果，另外还增加了二元势函数反映像素之间的关联．所以使用 ＭＲＦ方法和ＦＣＮ模型

结合的方式就是扩展ＦＣＮ模型的损失函数．增加二元势函数损失犔Ｐａｉ作为额外的优化目标，形成联合

损失函数犔ｔｏｔａｌ，即

犔ｔｏｔａｌ＝犔ＦＣＮ＋犔Ｐａｉ． （９）

ＭＲＦ优化流程，如图５所示．

图４　二元势函数示意图　　　　　　　　　　　　　　图５　ＭＲＦ优化流程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ｉｎａｒｙ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Ｒ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　结果与应用

２．１　数据获取与模型训练

用于训练模型的病害图像来自于上海市大连路隧道，使用自主研发的自动巡检设备机器人采集视

频数据．研究所使用的计算机配置为：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ｅｉ７８７５０Ｈ ＠２．２ＧＨｚ，内存８ＧＢ×２，显卡为ＧｅＦｏｒｃｅ

ＧＴＸ１０７０８ＧＢ．由于自动巡检设备分别对环面、顶部和侧墙３个方向同时采集视频数据，且每个方向

图６　ＭＲＦＦＣＮ模型迭代损失图

Ｆｉｇ．６　ＬｏｓｓｏｆＭＲＦＦＣＮｍｏｄ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的信息无重叠、背景不一样，主要干扰物也不同，但病害特征

基本一致．因此，所使用的实验数据将分为３个数据集．模型

训练的过程中，将从３个数据集等比例随机抽取图像训练，防

止模型过拟合．对３个数据集进行模型验证，并且将验证的结

果与常见检测算法进行对比．

通过采集共获取３个采集方向等比例的４２００余张图像，

通过数据增强使得数据集扩大到２０倍．因此，数据集共有约

８４０００张的图像可用于训练．实验将从增强数据中随机抽取

６７２００张图像进行训练，抽取１６８００张图像用于测试．ＭＲＦ

ＦＣＮ模型迭代损失图，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狀为迭代次数．由

图６可知：经过了３０００次迭代训练，损失函数趋于收敛，结束

模型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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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所提出算法的鲁棒性，将处理后的结果与其他算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准确率（犘）常常作为

目标识别算法的评价指标，可以有效直观地反映出检测算法的准确性，即

犘＝
ＴＰ

ＴＰ＋ＦＰ
×１００％． （１０）

式（１０）中：ＴＰ为正确识别阳性的像素；ＦＰ为错误识别阳性的像素．为了能够体现不同算法对这３个数

据集整体的表现，计算３个数据集中所有病害检测准确率的平均值．文中方法（ＭＲＦＦＣＮ模型）、ＦＣＮ

模型、大律分割法（灰度阈值表现最优异），以及分水岭法实验结果的对比，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犘
－

为平

均准确率．

表１　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　

数据 犘
－

（人工标记） 犘
－

（ＭＲＦＦＣＮ模型） 犘
－

（ＦＣＮ模型） 犘
－

（大律分割法） 犘
－

（区域增长法）

环面数据 ９９．８ ９２．８ ９０．１ ７６．９ ８３．６

顶部数据 ９９．８ ９３．７ ９０．６ ６７．７ ８０．８

侧墙数据 ９９．８ ９１．３ ８９．７ ４５．８ ６３．０

　　由表１可知：文中方法的平均准确率略高于ＦＣＮ模型，比传统方法（大律分割法和区域增长法）要

高出许多，且更为稳定，相比较而言，对于不同背景的数据集传统方法稳定性不佳．

不同病害检测算法的语义分割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病害检测算法的语义分割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ｆ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检测算法 裂缝检测结果 渗漏水检测结果 破损检测结果

原图

标记图

ＭＲＦＦＣＮ模型

ＦＣ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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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检测算法 裂缝检测结果 渗漏水检测结果 破损检测结果

大律分割法（ＯＴＳＵ）

分水岭法（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由表２可知：ＦＣＮ模型在未经过 ＭＲＦ的优化时，对于病害的错误分类较多，存在较多离散的病害

像素，而 ＭＲＦＦＣＮ则较好地优化了检测结果，对于同一病害连通区域内的点进行了分类结果的优化，

减少了连通区域内的误分类，同时，去除了背景区域中的离散点，ＭＲＦＦＣＮ的检测准确度显著提升；大

律分割法和分水岭法两种方法对于图像中的反光部分过于敏感，导致算法忽视了病害的信息，其中，大

律法能有效获取细微的病害边缘信息，适用于细小病害以及零散病害的检测，但边缘信息粗糙，零散的

误诊点也较多．分水岭法对于较大的病害识别更加精细，对于病害边缘预测更加平滑，但会忽视较小的

病害信息．

２．３　实际应用

文中方法已经在上海市虹梅南路隧道中进行应用，共执行１８次巡检任务．根据实际需求开发隧道

运维系统界面，如图７所示．使用文中方法从视频中获取病害信息，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汇总与分析，判断

每个病害的严重程度，以及结构段（５０ｍ）的病害健康状况，以报告的形式为隧道运维和维修提供科学

的建议．

图７　隧道运维系统界面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通过应用文中方法，隧道病害检测的效率和准确率具有明显的提升，日常巡检的耗时从约２ｈ（２

ｋｍ）降低至１．５ｈ（２ｋｍ），定期巡检频率也从一个月１次变为一周２次．另外，与人工检测相比，应用文

中方法大幅度减少了病害的漏检率，达到０．１％ ．病害识别的准确度约为９２．０％，非常接近人工判断的

准确率．另外，在检测中发现了两处尚未修理的严重病害，及时提醒运维公司进行维修，防止进一步恶

化．检测结果均通过人工复检的方式加以验证，并用复检结果再次训练检测模型，不断提高检测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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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再训练和应用，漏检率为０．０５％，错检率为４．５０％．

３　结论

在隧道内部环面上采集视频数据，首先，从视频数据中截取信息完全且不重复的环面图像，然后，对

每个截取出来的图像去除广角畸变．对每张图像进行随机小幅修改，以实现数据增强．通过处理好的图

像进行标记工作，构建了病害图像数据集．使用多种上采样结合推理的跳级策略，引入马尔科夫随机场

弥补了ＦＣＮ模型空间一致性的缺失，构建了 ＭＲＦＦＣＮ病害识别模型．使用预先准备好的数据集训练

改进的 ＭＲＦＦＣＮ模型，并取得部分数据测试模型的性能，模型的平均准确率为９２．８％．

文中方法在上海市虹梅南路隧道中进行了应用，结果通过隧道运维公司的复检进行验证，开展了维

修工作并给予反馈，最后，反向更新数据集，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管理．

但是基于机器学习的隧道病害检测还处于实验阶段，鲜有能够适用于实际应用．主要困难在于：１）

可供用于训练的病害图像数量较少且类别不均衡；２）训练出的模型有特殊性，难以应用于结构有差异

的隧道；３）干扰物数目较多且会与病害交叠共存．针对以上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使基于机器学

习的方法在实际隧道运维中真正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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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

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姚明亮，祁神军，张云波，郭义海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首先，界定管理安全的定义和基本指标，并进一步界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其次，通过文

献梳理提出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的假设模型．基于调研数据，通过ＳＰＳＳ与 Ａ

ＭＯＳ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安全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通

过管理安全干预，安全能力的提升对安全动机的端正的影响显著增强，安全动机及安全态度的端正对不安全

行为的减少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　管理安全干预；建筑工人；安全能力；安全预防；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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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ｆｉｔ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ＳＰＳＳａｎｄＡＭＯ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ｕｐｒｉｇｈｔ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ａｆｅｔ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ｕｎ

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建筑施工安全问题仍然是建筑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住建部统计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２年１月

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我国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领域的安全事故总次数为４３８７次，死亡人数达到５２９０人，

年均建筑安全事故数达到５７９次，年均死亡人数６９８人．通过文献的总结和梳理，事故致因主要有以下

两方面：一是受限于自身较低的文化水平，建筑工人对不安全行为的判断不敏锐，缺乏有效的引导，更少

有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及时的安全干预［１］；二是由于建筑企业安全管理的粗放和低效，自上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１?０５

　通信作者：　祁神军（１９８２?），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安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ｑｉｓｊ９７２＠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３０３０８２）；福建省软科学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９Ｒ００５６）；华侨大学研究生科

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７０１３０８６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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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导致班组和项目部对建筑工人及其不安全行为的不当管理［２］．因此，应对建筑工人进行及时的管理安

全干预，从源头治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目前关于安全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煤矿业与航运领域［３５］．在建筑领域，Ｍｕｌｌａｎ等
［６］通过文献回

顾及整理分析的方法，从主动安全干预视角提出了建筑工人和管理层的有效干预措施；Ｓｔｉｌｅｓ等
［７］通过

深入访谈，分析来自铁路建设部门的安全领导干预实例，确定出干预的成功受工人的专业背景、安全准

备、沟通交流等３个方面的影响；韩豫等
［８］以脆弱性为切入点，提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早期干预的策

略、方法和实施路径；Ｃｈｅｎ等
［９］通过案例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安全干预机理，得出安全能力与

氛围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上述研究尽管构建了建筑工人安全干预机理，但以模拟仿真为主．虽然有学者开展了建筑工人不

安全行为的干预措施的对比试验，但尚未考虑安全动机、安全知识、安全态度等中介变量．本文以管理安

全干预效果为目标，考虑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安全态度等中介变量，构建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不安

全行为减少的机理模型；进一步通过问卷调研和管理安全干预对比试验，对比分析管理安全干预前后建

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的路径系数和荷载系数，提出预防和减少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措施．

１　基本理论

１．１　管理安全干预的定义

安全干预指通过特定的策略对行为主体的安全行为进行干预，提升行为主体的安全水平，如对行为

主体的不安全行为的纠正或消除．建筑工人的管理安全干预可定义为：施工企业、项目部与班组通过引

导［１０］、组织、控制等管理手段［１１］，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及其致因进行及时的教育和针对性的安全干

预，纠正甚至消除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１２?１３］，提高项目的安全管理水平，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

１．２　管理安全干预的基本指标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等
［１４］对建筑工人进行调研及实地考察，得出项目部及班组对建筑工人的安全干预可从

施工技艺的提升、加强工友之间的交流、制定安全生产计划等方面展开；Ａｙｅｓｓａｋｉ等
［１５］研究得出，提高

对建筑工人的安全干预效应，项目部及班组可以组织建筑工人学习及分析典型的建筑安全事故、安全操

作竞赛．因此，选取施工技艺的培训、施工工艺的模拟、同事间的安全交流、典型安全事故的学习、安全作

业竞赛及项目部及班组进行安全生产计划的制定６个观测变量作为管理安全干预的观测指标．

１．３　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指标的界定

不安全行为主要包括：不利于减少已发生安全事故所造成损失的行为或具有较大可能导致安全事

故发生的行为［１６］；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造成或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一种过失．相关研究得出，建筑安全事

故基本是由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所导致［１７］．不安全行为受自身态度、情绪，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影

响［１８］；而建筑工人属于特殊群体，具有文化水平偏低、自我控制能力不强、长期进行高强度作业，以及识

别危险能力弱［１９］等特点，更容易受自身及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基于此，选取安全

态度、安全动机及安全能力作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中介变量；同时基于课题组前期研究及专家访

谈［２０２１］，将不安全行为的观测变量指标界定为：操作不当、情绪不稳、安全知识缺乏、外界干扰及不利环

境等因素．综上，建筑工人管理安全干预观测变量指标及不安全行为观测变量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子的测量指标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ｆｏｒ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基本含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基本含义

管理安全
干预（ｍｓｉ）

ｍｓｉ１ 施工技艺的培训

ｍｓｉ２ 施工工艺的模拟

ｍｓｉ３ 同事间的安全交流

ｍｓｉ４ 典型安全事故的学习

ｍｓｉ５ 安全作业竞赛

ｍｓｉ６
项目部及班组进行
安全生产计划的制定

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 操作失控导致的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 情绪不稳导致的有意的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 安全知识缺乏引起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 项目部及班组的干扰导致的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 施工机械干扰导致的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６
不利的施工与自然环境
导致的不安全行为

６０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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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基本含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基本含义　　

安全能力
（ｐｓａ）

ｐｓａ１ 安全知识的缺乏

ｐｓａ２ 安全经验的缺乏

ｐｓａ３ 工作技能的不足

ｐｓａ４ 施工操作的规范

安全动机
（ｐｓｍ）

ｐｓｍ１ 从众动机

ｐｓｍ２ 投机动机

ｐｓｍ３ 习惯动机

ｐｓｍ４ 侥幸动机

安全态度
（ｓａ）

ｓａ１ 安全意识缺乏

ｓａ２ 安全责任心缺乏

１．４　理论假设

Ｂｒｏｎｋｈｏｒｓｔ等
［２２］研究提出，一定的安全干预可以提高个体对安全的认知，进一步提高个体的安全

能力．基于此，文中将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作为干预切入点，分析管理安全干预的实施效果，提出以下５

个方面基本假设．

Ｈ１）班组级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安全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Ｈ２）安全能力的提升对建筑工人安全动机的端正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图１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干预机理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ｕｎｓａ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Ｈ３）安全动机的端正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的

减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Ｈ４）正确的安全动机对安全态度的端正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

Ｈ５）端正的安全态度对不安全行为的减少具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

基于上述５个理论假设，构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

的安全干预机理模型，如图１所示．

２　干预试验和模型拟合

２．１　问卷调研

２．１．１　问卷设计　基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理论假设和干预机理，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设计调研问

卷．问卷分为３个部分：１）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测量指标；２）建筑工人的背景资料；３）干预后的建筑

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效果测量指标．采用现场访谈法，对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等多个区域的建筑工人

展开调研．

２．１．２　干预试验及调研过程　干预试验选取的项目主要有以下两个：１）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中骏

珑景阁项目，建设单位是中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承包单位是福建长兴建设有限公司；２）福建省厦门

市翔安区世茂国风长安项目，建设单位是世茂房地产，总承包单位是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首先，在两个项目的施工现场对建筑工人的安全状况和不安全行为进行长达数日的观察和分析，并

与现场的建筑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制定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

干预措施．然后，对建筑工人按工种进行分类，分批次展开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安全干预前“不安全行为

的测量”和“基础背景”调研，并对建筑工人的问卷进行编号．

在调研过程中，安排调研工作人员及时解答填写过程中的疑问，进而获取最为真实的基准数据；然

后，准备好安全培训和教育的相关资料，结合试验过程中的一些干预手段，分批次对建筑工人展开安全

教育培训．干预前后，建筑工人需要保持一致，依据建筑工人的编号进行一致性的核查，筛选出一致的问

卷．最终，获取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干预对比研究所需的数据．

安全培训与教育有如下３个主要流程．

１）通过ＰＰＴ及视频资料，讲解施工现场的安全操作技能的要求及施工工艺的原理；然后，通过施

工现场实际操作的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高建筑工人的施工工艺水平．

２）将管理人员、老工人及新工人进行有序的分组，让每组均有这三类人群，以小组讨论交流的方式

７０６第５期　　　　　　　　　　姚明亮，等：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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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小组对施工经验、操作技巧及工作心得等进行交流和分享；然后，让各小组选取一名代表对本次

讨论进行发言，增进彼此的情感．

３）通过前期施工现场的观测，梳理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主要问题；然后，基于这些问题对建筑

工人展开安全知识竞赛及有奖互动提问．定期且持续数日地对建筑工人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以及干预

手段的实施，增强培训和教育的效果．最后，有序地组织建筑工人展开安全干预效果的问卷填写，获得

对比数据，展开研究．

２．１．３　问卷统计及信效度分析　在干预前，发给建筑工人一个问卷号，并与问卷编号保持一致．干预

试验时，核对建筑工人的问卷号和问卷的是否一致，确保干预前后答卷者与干预对象的一致性．调研共

发放问卷３３０份，有效回收问卷２７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４．２４％．调研对象中，男性占比８３．８％，女性占

比１６．２％；初中学历占比最多为３６％，高中以上学历占比５４．６％；工作经验超过６ａ的建筑工人学历基

本分布在高中学历以下，占比２８．１％；钢筋工、木工与泥水工总占比最多为４３．５％．通过上述数据可知，

该样本中建筑工人的性别、学历、工作年限及工种涉及比较全面，比较符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因此，

本次的调研对象有一定的代表性．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１．０对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在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安全干预机理的观测

变量中，管理安全干预、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安全态度、不安全行为及总体信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分别

为０．８６５，０．８７８，０．７８８，０．７００，０．８４７及０．８３４．由上述数据可知，各观测变量的信度值均大于０．７，部分

大于０．８，信度符合要求．观测变量管理安全干预、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安全态度、不安全行为及总体效

度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８７７，０．７７７，０．７６８，０．５００，０．８６６及０．８４４．由此可知，效度值基本大于０．８，调研

表２　管理干预前的拟合模型运行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ｉｔ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路径系数 标准化系数 犘值 原假设 支持假设

ｐｓｍ←ｐｓａ ０．９００ ０．０４８ Ｈ２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ｓｍ ０．７９６  Ｈ３ 支持

ｓａ←ｐｓｍ ０．３２０  Ｈ４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 ０．８３５  Ｈ５ 支持

样本的效度较好．

２．２　模型拟合

２．２．１　干预前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

机理模型　通过对假设的干预前建筑工人

不安全行为的机理模型进行拟合，得到拟

合度较好的模型，其主要变量间的运行结

果和拟合模型，分别如表２，图２所示．表２

中：表示在９７．２５％的概率下显著．

图２　管理干预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拟合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结果表明：χ
２／ｄｆ值为１．０５２，介于１～３，模型拟合度较好；简约优度拟合指数（ＰＧＦＩ）的值为０．６３６，

大于０．５的标准，符合要求；适配度指数（ＧＦＩ）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ＡＧＦＩ）的值分别为０．９６１与

０．９４２，均大于０．９，模型适配度较好；相对拟合指数中的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指数（ＴＬＩ）、递增拟合指数（ＩＦＩ）

和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的值均为０．９７７，接近１，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综上，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性．

２．２．２　干预后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机理模型　通过对假设的干预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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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管理干预后的拟合模型运行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ｉｔ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

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路径系数 标准化系数 犘值 原假设 支持假设

ｐｓａ←ｍｓｉ ０．４２９  Ｈ１ 支持

ｐｓｍ←ｐｓａ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３ Ｈ２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ｓｍ ０．７２９  Ｈ３ 支持

ｓａ←ｐｓｍ ０．３１７  Ｈ４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 ０．８２２  Ｈ５ 支持

模型进行拟合，得到拟合度较好的模型，其

主要变量之间的运行结果和拟合模型，分

别如表３，图３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χ
２／ｄｆ值为１．０２７，介

于１～３，模型的拟合度良好；简约优度拟

合指数（ＰＧＦＩ）的值为０．７０８，远大于０．５

的标准，符合要求；适配度指数（ＧＦＩ）与调

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ＡＧＦＩ）的值分别为

０．９４３与０．９２４，均大于０．９，说明模型适配度较好；相对拟合指数中的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指数（ＴＬＩ）和递增

拟合指数（ＩＦＩ）的值均为０．９７７，接近１，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好．综上，干预机理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性．

图３　管理干预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拟合模型

Ｆｉｇ．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　模型结果对比分析

３．１　管理安全干预前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的对比分析

将管理安全干预前后的结果进行对比，如表４所示．表４中：差值为干预前后的路径系数之差．

表４　管理安全干预对工人不安全行为干预的对比结果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路径系数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

标准化系数 原假设 支持假设

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

标准化系数 差值 支持假设

ｐｓａ←ｍｓｉ － Ｈ１ － ０．４２９ ０．４２９ 支持

ｐｓｍ←ｐｓａ ０．０９０ Ｈ２ 支持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１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ｓｍ ０．７９６ Ｈ３ 支持 ０．７２９ －０．０６７ 支持

ｓａ←ｐｓｍ ０．３２０ Ｈ４ 支持 ０．３１７ －０．０３０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 ０．８３５ Ｈ５ 支持 ０．８２２ －０．０１３ 支持

３．２　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干预效果

对建筑工人展开管理安全干预后，产生了如下５点干预效果．

１）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安全能力的提升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２９．这说明对安全能力的提升产生

０．４２９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地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

２）安全能力的提升对建筑工人安全动机的端正的路径系数增大，差值为０．０２１．说明管理安全干预

措施对建筑工人安全动机的端正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可减少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产生．

３）正确的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的路径系数减少，差值为－０．０６７．说明管理安全干预实施

后，安全动机的进一步端正，减少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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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正确的安全动机对不端正的安全态度的路径系数减少，差值为－０．０３０．说明进行管理安全干预

后，安全动机的端正，使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进一步端正．

５）不端正的安全态度的减少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的路径系数减少，差值为－０．０１３．说明管理安全

干预实施后，安全态度的进一步端正，可以减少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率．

管理安全干预使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各影响因素指标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增强，管理安全干预直

接影响安全能力，进而对安全动机、安全态度及不安全行为产生影响．

３．３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预防措施分析

由上述对比分析可知，管理安全干预对安全能力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２９，应持续对建筑工人进行管理

安全干预，提升其安全能力；安全态度的端正对不安全行为的减少的路径系数为０．８２２，应积极引导建

筑工人形成端正的安全态度，进一步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正确的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减少的路

径系数为０．７２９，应加强建筑工人形成正确的安全动机，提高建筑工人安全水平．鉴于此，提出以下３个

方面的预防措施．

１）加强对建筑工人进行管理安全干预．① 加强对安全生产计划的制定．在管理安全干预的观测变

量中，制定安全生产计划的路径系数最大为０．７９０．项目部及班组应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

的安全生产计划，并且根据每天施工作业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定，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生产水平．

② 促使建筑工人进行安全交流与讨论．在管理安全干预的观测变量中，与同事进行安全交流的路径系

数为０．７５０．班组长应协调好各自班组成员之间的关系，促进工人们进行安全经验以及施工技艺的交流

和讨论，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安全能力与水平．

２）进一步端正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① 注重建筑工人安全责任心的培养．在安全态度的观测变量

中，安全责任心的缺乏的路径系数最大为０．８００．项目部及班组应积极努力做好三级安全教育并配合使

用安全事故视频，让建筑工人对不安全行为的危害有更深刻的认知，对自我安全足够重视，提高安全责

任心；② 建立健全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识体系．在安全态度的观测变量中，安全知识的缺乏的路径系数为

０．６８０．项目部应配合各班组针对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进行相应的安全知识及安全经验的培训，同时对

不同工种之间的关键知识进行讲解，让工人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３）引导建筑工人形成正确的安全动机．① 改善建筑工人不良的安全习惯．在安全动机的观测变量

中，习惯动机的路径系数为０．６７０．项目部及班组应加强日常施工作业中对建筑工人的不良安全动机的

矫正，讲解不良安全习惯对自身的危害，对建筑工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进一步改善建筑工人的不良

安全习惯．② 让建筑工人摒弃施工作业的投机行为．在安全动机的观测变量中，投机动机的路径系数为

０．６７０．项目部及班组应在安全培训中强调投机行为所带来的危害，选取由投机行为造成的安全事故的

教育视频进行讲解，加深工人对投机行为带来危害的认识，减少建筑工人的投机行为．

４　结论

建立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及干预模型．对建筑工人进行管理安全干预试验前后的路径系数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５点结论：１）管理安全干预的介入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减少产生正

向影响；２）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安全能力提升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２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３）安全

能力的提升对安全动机的端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４）正确的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及不端正的安全

态度的减小产生正向影响；５）安全态度的端正对不安全行为的减少产生显著影响．

但仍需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１）本研究所展开的干预试验是一次性的短周期干预试验，在后续

的研究中应增加干预周期；２）干预试验可进一步优化，在后续研究中应加强干预试验的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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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入射方式条件下“智能镜面”

利用太阳辐射的实验

吴正旺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选取几种典型天气，对几种主要入射方式下“智能镜面”将太阳辐射定向反射进入建筑室内的照度、紫

外线辐射强度和眩光情况进行实测及比较．结果表明：采取不同入射方式改善建筑室内的天然采光效果是可

行的．入射俯仰角不佳会产生严重的眩光，但采取侧后方入射方式时，眩光得到改善；而采取水平入射时，其反

射光的照度及紫外线辐射强度较高．此外，在大气能见度高的天气条件下，太阳辐射的入射率较高、强度较大；

而在多云及阴天的天气条件下，紫外线入射率较高，但绝对值较小．

关键词：　智能镜面；镜面反射；入射方式；照度；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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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日照不足的建筑室内空间［１］，特别在旧城区，其日照标准普遍较低［２］．不

少建筑的内部空间昏暗、阴冷，对市民的卫生和心理［３］都产生了不良影响，降低了宜居性［４］．为此，基于

镜面反射原理对太阳辐射进行利用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５］．沈天行等
［６］提出利用建筑外墙及阳台

等空间，将反射材料固定在栏板或窗间墙上，把日照反射进入其南向建筑的室内．诺曼·福斯特（Ｎｏｒ

ｍａｎＦｏｓｔｅｒ）在设计香港汇丰银行总部时，利用两面反光镜将太阳的直射辐射经２次反射后进入建筑中

庭，改善了采光效果［７］．苟中华等
［８］利用双弧面板将太阳的散射辐射引入高层建筑的底层室内，提高了

室内照度．张一飞
［９］进一步提出利用光学折射元件将太阳辐射折射到居住区场地中的阴影区，以改善其

日照质量．栗德祥等
［１０］在清华大学超低能耗大楼中利用“向日葵＋光导管”将室外日照导入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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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了地下空间的天然采光效果．吴正旺等
［１１］将信息技术与太阳能利用相结合［１２］，研制“自动追踪、定

向反射”日照的“模块式无风力矩智能镜面”（以下简称“智能镜面”）装置［１３］，自动追踪太阳辐射，并将其

定向反射至建筑室内的北部．

然而，以上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果反射的角度不当，就难以达到目标．即如果角度过

大，会明显降低太阳辐射的利用率；而如果角度过小，又可能由于入射方位角或俯仰角不合理而产生眩

光．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采取何种入射角度及方式，使其既能避免炫光、改善采光效果，又不显著降低利

用率，这在太阳辐射的利用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不同入射方式下“智能

镜面”利用太阳辐射的特征．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概况

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选取晴天、多云、雾霾等典型天气，对水平入射、上（下）方入射及前

（后）方入射等主要几种“智能镜面”入射方式下，各教室的太阳辐射照度、紫外线和眩光情况进行监测及

比较．不同“智能镜面”入射方式的照射示意图，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　入射方式的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ｍｏｄｅ

图２　入射方式的平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ｍｏｄｅ

图３　入射方式的实景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ｍｏｄｅ

１．２　实验设备

自制“智能镜面”１面；ＫＯＮＩＣＡ牌ＩＬＬＵ

ＭＩＮＡＮＣＥＭＥＴＥＲＴ１０型照度计５台（精

度为１ｌｘ）；泰玛斯（ＴＥＮＭＡＲＳ）牌ＵＶＡＢ紫

外线测试仪５台（解析度为０．００１ｍＷ·

ｃｍ－２，感应波长为２９０～３９０ｎｍ，精确度为

３％）．

１．３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北方工业大学浩学楼的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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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以及其南向励学楼一层的１１８，１２２，三层的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五层的５１６，５２０等教室．将１面“智能镜

面”安装在北方工业大学浩学楼的５层屋面上，太阳辐射被定向反射进入励学楼的１２２，３１６，３１８，５２０等

４间测试教室里，而眩光实验的测试教室为１１８，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５１６等教室．

１．４　实验方法

１）在各种典型的天气条件下，以照度计、紫外线监测仪对各教室及室外的太阳辐射进行照度、紫外

线辐射强度监测．照度计及紫外线测试仪垂直于入射光线，每次监测１ｍｉｎ，取其照度值的最大值．将照

度计平放在室外地面上１ｍ处，以头部阴影遮住照度计的探头，测量４个方向的室外漫射光强度，取其

平均值．以真人模特模拟各教室中正在学习的状态，以其主观感受对眩光情况进行评价．

２）太阳辐射中，可见光约占总能量的５０％，红外区约占４３％，紫外区约占７％
［１４］．虽然镜面对可见

光、红外线、紫外线均能有效反射［１５］，但由于可见光占比最大，而对室内空气杀菌起主要作用的是紫外

线［１６］．因此，本实验以照度作为太阳辐射利用率的主要指标，同时，以紫外线辐射强度为卫生指标
［１７］，推

断“智能镜面”反射的太阳辐射的杀菌效果．实验以同一组同学（共２人）在３０ｍｉｎ之内，先后对１１８室、

３２０室、３１６室、３１８室和５１６室等教室的眩光强弱作出主观评价，对桌面阅读活动进行模拟．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俯仰角条件下的照度情况比较

当俯仰角取顺时针为正时，不同俯仰角条件下各教室的照度（犈）比较，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犐ＵＶ为

紫外线辐射强度；１２２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上方入射，俯仰角２４°；３１６教室的入射光线为水平入射，俯仰

角－２°；３１８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上方入射，俯仰角１１°；５２０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下方入射，俯仰角－２１°；所

有教室的照度测量均在入射教室靠窗５０ｃｍ处；采光系数（ζ）＝（室内照度／室外照度）×１００％．

表１　不同俯仰角条件下各教室的照度比较（俯仰角取顺时针为正）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

监测日期

天气情况

天气概况
大气能
见度／ｋｍ

南向室外

犐ＵＶ／

ｍＷ·ｃｍ－２
犈／ｌｘ

犈／ｌｘ

１２２教室 ３１６教室 ３１８教室 ５２０教室
ζ／％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１１日
晴，优

西北风４级
３３．０ ３３２０ ９９６００ ４１２００ ５４１００ ５２８００ ４８２００ ５４．３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１２日
晴，优

西南风３级
１４．５ ２３４３ ９１６００ ３８３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４３４００ － ５４．７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日
多云，良
西南风２级

１１．３ １１２９ ５４７００ － ９３３０ １６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 ３９．５

２０１９年

１月５日
多云，轻度霾
东北风３级

１６．１ １１２５ ４０５００ － １５７４０ １２７８０ １９６６０ ４８．５

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２日
多云，轻度霾，

无风 ８．１ ４８７ １９９１０ － １３７９０ １２９３０ ７７１０ ６９．３

２０１９年

３月２６日
晴，优，

西南风１级
１１．３ ３２５８ ７６４００ ２１１４０ ２８４３０ １８７３０ ３６３００ ４７．５

２０１９年

３月２８日
多云，轻度霾，
西南风３级

１６．１ ３０ １０３５０ ４９９０ ９６４０ ８４３０ ７９１０ ７６．４

２０１９年

５月２１日
晴，优，

东北风１级
３０．０ ４９６８ １１２６００ ３７１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２９７３０ ６０２００ ５３．５

　　实验选取晴天、多云，以及轻度雾霾等典型天气进行监测．实验发现，不同俯仰角条件下，太阳辐射

被定向反射进入各教室的照度最大相差可达４８．２％以上，而不同天气条件下采光系数也不同．在晴天

和雾霾天气条件下，采光系数较大的入射方式是水平入射和下方入射，最大可达７６．４％．采取上方入射

时，俯仰角的绝对值越大，入射的照度就越低．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为例，当日天气晴，采取水平入射的

３１６教室的照度为５０１００ｌｘ，而采取上方入射的１２２教室的照度为３８３００ｌｘ，二者相差２４％．在２０１９年

５月２１日，采取下方入射的室外照度１１２６００ｌｘ，而室内则达到６０２００ｌｘ，采光系数达５３．５％．在２０１９

年３月２８日，当日天气为多云、轻度霾，采取水平入射的３１６教室的照度为９６４０ｌｘ，而采取下方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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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１２２教室的照度为降至４９９０ｌｘ，二者相差４８．２％．

从表１可知：不同天气条件下，在相同俯仰角时，其太阳照度变化也不同，大气能见度越高，室内照

度越高．以１２２教室为例，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日，１２日，２天的天气均为晴，室外照度分别为９９６００和

９１６００ｌｘ，二者相差８％；但１１日的大气能见度为３３．０ｋｍ，而１２日大气能见度为１４．５ｋｍ，其太阳辐

射入射照度分别为４２７和３３４ｌｘ，二者相差２２％．

从表１还可知：若以照度为指标，则“智能镜面”最高能将约６９．３％的太阳照度定向反射进入建筑

室内．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日，１２日，２０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日，１２日为例，当日室内照度与室外照度之比

最大分别为５４．３％，５４．７％，３９．５％，４８．５％，６９．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多云且有轻度霾的天气条件

下室内外照度的比值最高，但其照度的绝对值却是最低的，反映出可供利用的太阳辐射最少，且照度中

太阳辐射的散射辐射占比较大．

２．２　不同俯仰角情况下紫外线的入射情况比较

当俯仰角取顺时针为正时，在不同俯仰角条件下各教室紫外线辐射强度（犐ＵＶ）的比较，如表２所示．

表２中：犈为照度；１２２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上方入射，俯仰角２４°；３１６教室的入射光线为水平入射，俯仰

角－２°；３１８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上方入射，俯仰角１１°；５２０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下方入射，俯仰角－２１°；所

有教室的照度测量均在入射教室靠窗５０ｃｍ处；室内、外紫外线强度之比的最高值（γｍａｘ）＝（室内紫外

线辐射强度／室外紫外线辐射强度）×１００％．

表２　不同俯仰角条件下各教室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比较（俯仰角取顺时针为正）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

监测日期

天气情况

天气概况
大气能
见度／ｋｍ

南向室外

犐ＵＶ／

ｍＷ·ｃｍ－２
犈／ｌｘ

犐ＵＶ／ｍＷ·ｃｍ
－２

１２２教室 ３１６教室 ３１８教室 ５２０教室
γｍａｘ／％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１１日
晴，优，

西北风４级
３３．０ ３３２０ ９９６００ ４２７ ５６５ ５１７ ４６７ １７．０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１２日
晴，优，

西南风３级
１４．５ ２３４３ ９１６００ ３４４ ４２４ ４３０ － １８．０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日
多云，良，
西南风２级

１１．３ １１２９ ５４７００ － １２６ １１３ ９８ １１．２

２０１９年

１月７日
阴，良，

西北风４级
１４．５ １６０ ５９１０ － １２４ １１４ ６９ ７７．５

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２日
多云，轻度霾，

无风 ８．１ ４８７ １９９１０ － １１３ １３２ ７４ ２７．１

２０１９年

３月２５日
晴，良，

东北风１级
３０．０ ３９８１ １０８８００ － ６２３ ３８１ ５１４ １５．６

２０１９年

３月２８日
多云，良，
西南风３级

１６．１ ３０ １０３５０ ５ １５ ７ ５ ５０．０

２０１９年

５月２１日
晴，优，

东北风１级
３０．０ ４９６８ １１２６００ ５７０ ５８１ ６０６ ８０２ １６．１

　　从表２可知：不同俯仰角入射条件下，各教室内的紫外线辐射强度相差可达２４％以上，在晴天、多

云等天气条件下，紫外线辐射强度最高的入射方式是水平入射．然而在阴天条件下，如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

日，当日室外太阳辐射中紫外线辐射强度为３３２０ｍＷ·ｃｍ－２，经上方入射进入励学楼的１２２教室后，

减弱为４２７ｍＷ·ｃｍ－２，相当于室外的１２．９％；而经水平入射进入３１６教室后，减弱为５６５ｍＷ·ｃｍ－２，

相当于室外的１７％，二者相差达２４．４％．采取由下方向上入射的５２０教室，其紫外线辐射强度介于上述

二者之间．

从表２还可知：在主要几种典型天气条件下，当天空云量较大时，紫外线入射的比例较高．最高的是

２０１９年１月７日和３月２８日，这２天的天气为阴和多云，室外紫外线辐射强度分别为１６０，３０ｍＷ·

ｃｍ－２，而３１６教室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分别达１２４，１５ｍＷ·ｃｍ－２，约为室外紫外线辐射强度的７７．５％及

５０％．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阴天、多云等天气条件下室内外紫外线的比值最高，但其紫外线的绝对值却是

较低的，与雾霾天接近．室内、外紫外线辐射强度绝对值最高的天气仍是晴天，如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日，１２

日，以及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１日，其紫外线辐射强度分别达３３２０，２３４３和４９６８ｍＷ·ｃｍ－２．相应地，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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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室内的紫外线也远高于阴天、多云天．

２．３　不同水平方位角和俯仰角情况下的眩光情况比较

从本次实验看，在眩光控制中，“智能镜面”采取何种入射水平方位角将太阳辐射定向反射极为关

键．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１２：００，天气为晴、西南风３级，大气能见度为１４．５ｋｍ，开展不同水平方位角

入射条件下各教室的炫光测试（水平方位角以顺时针为正），得到如下几点结果．

１）１１８教室的入射光线为左侧上方入射，水平方位角１１°，主观感受为无炫光、舒适，照度为１１８１０

ｌｘ．２）３１６教室的入射光线为后方入射，水平方位角－３５°，主观感受为无眩光，但佩戴眼镜者有轻微炫

光，照度为５４５０ｌｘ．３）３１８教室的入射光线为侧方入射，水平方位角１１°，主观感受为有轻微炫光，照度

为７８９０ｌｘ．４）３２０教室的入射光线为前方入射，水平方位角２１°，主观感受为有明显炫光，照度为９０８０

ｌｘ．５）５１６教室的入射光线为左后方入射，水平方位角－３５°，主观感受为无炫光、较舒适，照度为２３７ｌｘ．

以上结果说明３１６教室、３１８教室和３２０教室的太阳辐射入射的俯仰角相同，水平方位角较大（前

方入射）的３２０教室产生了明显的眩光，而水平方位角较小（侧方入射）的３１８教室其眩光不明显，水平

方位角最小（后方入射）的３１６教室眩光进一步减少．

入射俯仰角对眩光的控制有重要作用［１８］．实验中，１１８教室、３１８教室及５１６教室分别采取了较大、

较小及水平俯仰角入射等３种水平方位角入射方式，５１６还采取了向上入射将太阳辐射反射至室内天

棚的方式．从使用者的主观评价看，在入射俯仰角较小的条件下，入射光对佩戴眼镜者有明显干扰，容易

产生不适，但在较大俯仰角及水平入射等条件下均未有明显眩光产生．例如，在３１６教室，其入射俯仰角

为１１°，在佩戴眼镜时刻感觉到左侧眼角处镜框被照亮，取下眼镜后不适消失，同时在水平方位角相同

而俯仰角更小的５１６教室也没有发生相似情况．

不同入射条件下各教室的眩光实景比较，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知：关闭人工照明，不同入射方式

下，各教室在桌面照度相差较大．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为例，照度最大的是采取侧上方入射的１１８教

室，照度达１１８１０ｌｘ，难以进行阅读、书写等教学活动；从上侧后方入射的３１６教室桌面照度则减少为５

４５０ｌｘ，可以进行阅读、书写等教学活动；桌面照度最小的是采取水平侧后方入射的５１６教室，为２３７ｌｘ，

能较为舒适地进行阅读、书写等教学活动．

（ａ）１１８教室　　　　　　　　　　　　（ｂ）１２２教室　　　　　　　　　　　　（ｃ）３１６教室

（ｄ）３１８教室　　　　　　　　　　　　（ｅ）３２０教室　　　　　　　　　　　　（ｆ）５１６教室

图４　不同入射条件下各教室的眩光实景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ｇｌａｒｅ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　结论

研究表明，采取不同入射方式改善建筑室内的天然采光效果是可行的．不同入射方式下“智能镜面”

对太阳辐射利用中的照度、紫外线及眩光都有明显不同，相差巨大，应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相适宜的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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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果主要是为了改善天然采光效果，则宜采取在使用者侧后方水平入射的方式，特殊情况下可以

用下方入射方式；如果要兼顾天然采光和防止炫光，则宜采取在使用者的左后方、左侧上方等入射方式．

实验表明，太阳辐射在入射前、后的照度、紫外线辐射强度的衰减不同．照度衰减主要受大气能见度

影响，其室内、外太阳辐射照度的最大比值可达６９％以上．紫外线辐射强度则不论在晴天、阴天或轻度

雾霾天气条件下，都有１１０～５６０ｍＷ·ｃｍ
－２的紫外线进入室内．实验还发现，在阴天、雾霾天气条件下，

被反射进入室内的照度及紫外线的绝对值显著降低，且在多种入射方式下，使用者均可感受到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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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的晶体生长、

结构表征和光谱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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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溶液晶体生长法，将８［４吡啶］１，３，５，７四甲基２，６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ＢＤＰＢｒ２）溶于乙醇

水混合溶剂中，自然挥发，可获得ＢＤＰＢｒ２ 单晶．Ｘ射线晶体学分析表明，ＢＤＰＢｒ２ 晶体属单斜晶系犘２１／犮空

间群，分子式为Ｃ１８Ｈ１６ＢＦ２Ｎ３Ｂｒ２，犕ｒ＝４８２．９７．其晶体学参数如下：犪＝１．５００７（１）ｎｍ，犫＝１．１２９５（１）ｎｍ，犮＝

２．２２５９（２）ｎｍ，β＝９０．９４９（８）°，犣＝８，ρｃ＝１．７０１ｇ·ｃｍ
－３，犚＝０．０７３，犚ｗ＝０．１６４，拟合优度（ＧＯＦ）＝１．０１０．

在ＢＤＰＢｒ２ 晶体结构中，每个ＢＤＰＢｒ２ 染料分子通过分子间Ｃ－Ｈ…Ｆ氢键和Ｃ－Ｈ…π超分子作用，组成Ｚ

形分子链反向交替堆积的三维分子阵列结构．固相和溶液相的ＢＤＰＢｒ２ 染料分子可分别于５５０和５６１ｎｍ处

观察到光致发光现象．

关键词：　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荧光团；晶体结构；荧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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啉［５］、罗丹明［６８］和荧光素［９］等相比，其核心骨架具有同处共轭平面的硼氮六元环及两则吡咯五元环的

结构特点，保证了其出色的光活性，如强的可见光吸收、高摩尔消光系数、尖锐的荧光发射和高荧光量子

产率等．同时，ＢＯＤＩＰＹ还具有对化学环境变化、ｐＨ值、溶剂极性相对不敏感，以及良好的生理稳定性

和易于结构修饰以控制荧光团光活性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广泛地应用于传感器、荧光探针、信息储

存、光电子器件、太阳能电池及生命科学中的生物标记等领域［１，１０１４］．为了调控光物理性质，人们常通过

引入推拉电子基团对这类染料分子的核心骨架进行化学修饰
［１］，推电子基团可使光谱发生红移，而拉

电子基团则相反，可能导致蓝移现象．８［４吡啶］１，３，５，７四甲基２，６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ＢＤＰＢｒ２）

是通过在这类染料核心骨架上引入推电子的甲基、吡啶官能团及拉电子的重卤素溴原子进行化学修饰

而获得的一种氟硼二吡咯甲川衍生物．

为了探索引入化学修饰基团在调控ＢＯＤＩＰＹ的光物理性质、实现其电子跃迁效率的提高，以及提

高其荧光量子产率的作用，有必要研究这类染料分子的晶体结构．因此，本文研究了ＢＤＰＢｒ２ 染料分子

的晶体生长、结构表征和光谱性质．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和试剂

Ｇｅｍｉｎｉ／Ｘｃａｌｉｂｕｒ单晶衍射仪（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ＭｉｎｉＦｌｅｘ６００型粉晶衍射仪（日本理学

公司）；ＦＳ５及ＦＬＳ９２０型荧光光谱测试系统（英国爱丁堡仪器公司）；ＵＶ２５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ＮＩＣＯＬＥＴｉＳ５０型红外光谱仪（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ＡｖａｎｃｅⅢ５００Ｍ 型

ＮＭＲ核磁谱仪（德国布鲁克公司）．

２，４二甲基吡咯、４吡啶甲醛、２，３二氯５，６二氰基对苯醌（ＤＤＱ）、三氟乙酸（ＴＦＡ）、犖，犖二异丙

基乙基胺（ＤＩＥＡ）、二氯甲烷（ＤＣＭ）、三氟化硼乙醚（ＢＦ３ＯＥｔ２）和Ｎ溴代丁二酰亚胺（ＮＢＳ）等，均为商

购化学纯（ＣＰ）试剂，使用前未进一步提纯．

１．２　犅犇犘犅狉２ 的合成和晶体生长

目标化合物ＢＤＰＢｒ２ 的合成路线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ＢＤＰＢｒ２ 的合成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ｏｕｔｅｆｏｒＢＤＰＢｒ２

首先，参照文献［１５］的方法，以２，４二甲基吡咯、４吡啶甲醛、三氟乙酸、ＤＤＱ、ＤＩＥＡ和三氟化硼

乙醚溶液等为主要试剂，在通入氦气条件下合成橙红色粉末状的中间体８［４吡啶］１，３，５，７四甲基氟

硼二吡咯甲川（ＢＤＰ），按２，４二甲基吡咯计，产率为２６％．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核磁谱的化学位

移δ为８．８１（ｄ，２Ｈ，Ｐｙ），７．３７（ｄ，２Ｈ，Ｐｙ），６．０４（ｄ，２Ｈ），２．５９（ｓ，６Ｈ，ＣＨ３），１．３４（ｓ，６Ｈ，ＣＨ３）．然后，参

照文献［１６］的方法，在室温磁子搅拌的条件下，把ＮＢＳ的二氯甲烷溶液缓慢滴加到ＢＤＰ的二氯甲烷溶

液中进行合成反应，获得深红色粉末的ＢＤＰＢｒ２，以ＢＤＰ计，产率约为８２％．
１Ｈ 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核磁谱的δ为８．８７（ｄ，２Ｈ，Ｐｙ），７．３５（ｄ，２Ｈ，Ｐｙ），２．６４（ｓ，６Ｈ，ＣＨ３），１．４３（ｓ，６Ｈ，ＣＨ３）．ＦＴＩＲ

（ＫＢｒ）红外光谱的波数狏（ｃｍ－１）为３４４７（ｂｒ），２９２２（ｗ），２８５７（ｗ），１５９８（ｗ），１５３０（ｓ），１４６４（ｍ），

１４０５（ｓ），１３４８（ｓ），１３１０（ｓ），１１８１（ｓ），１１２１（ｍ），１０８５（ｗ），９９９（ｓ），７６３（ｓ），７１８（ｓ），５９４（ｓ），５３６（ｓ）．

称取１０．０ｍｇＢＤＰＢｒ２ 红色粉末溶解于４ｍＬ乙醇中；然后，装入１０ｍＬ棕色螺口瓶（Φ２２ｍｍ×５０

ｍｍ）中，再用超声波处理３０ｍｉｎ，直至全部粉末完全溶解；旋上螺口瓶盖，置于背光的室温环境（２７℃）

下进行单晶培养５ｄ，让溶剂接近挥发干、瓶底出现粉末析出后，加入约４ｍＬ体积比为１６∶１的乙醇水

９１６第５期　　　谢浩然，等：８［４吡啶］１，３，５，７四甲基２，６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的晶体生长、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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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溶剂溶解；继续放置于背光环境中进行晶体生长，一周后在瓶中可获得红色块状单晶ＢＤＰＢｒ２．

１．３　犅犇犘犅狉２ 的光谱实验

样品的固态荧光光谱在ＦＳ５型荧光仪上进行测试，固态粉末样品装在石英比色皿中，采用４５０Ｗ

氙灯为光源，在室温下扫描样品的激发光谱，确定合适的激发波长为４２５ｎｍ，再以４２５ｎｍ的强辐射光

激发照射样品，记录其荧光发射光谱．液相荧光光谱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是将ＢＤＰＢｒ２ 溶解于二氯甲

烷制成５×１０－５ｍｏｌ·Ｌ－１的溶液相，分别在低于２０℃的温度条件下，采用ＦＬＳ９２０型荧光仪和 ＵＶ

２５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进行相应的测试．

１．４　犅犇犘犅狉２ 的单晶结构测定

借助光学显微镜，选择尺寸为０．０８ｍｍ×０．０６ｍｍ×０．０６ｍｍ的ＢＤＰＢｒ２ 红色透明单晶，粘结到

纤维细环上，并装上载晶台用于衍射数据收集；在温度２９３Ｋ下，利用装有 Ｍｏ靶（λ＝０．０７１０７３ｎｍ）的

Ｇｅｍｉｎｉ／Ｘｃａｌｉｂｕｒ单晶衍射仪收集衍射数据；采用ＣｒｙｓＡｌｉｓ软件完成数据还原、并利用 ＭＵＴＩＳＣＡＮ程

序对数据进行经验吸收校正，选择最为可能的空间群，运用ＳＨＥＬＸＳ２０１４软件，采用直接法进行化合

物的结构解析，并通过ＳＨＥＬＸＬ２０１４软件，采用犉２ 全矩阵最小二乘法对结构进行精修．

非氢原子位置直接从差分犉图中找出，再用最小二乘法精修确定，吡啶环及甲基官能团上的氢原

子坐标采用理论加氢方法确定，最终的精修结果收敛于可靠性因子犚＝０．０７３，加权的可靠性因子犚狑＝

０．１６４，其中，权重狑＝１／［σ
２（犉ｏ

２）＋（０．０６８５犘）２］，犘＝（犉ｏ
２＋２犉ｃ

２）／３，拟合优度（ＧＯＦ）＝１．０１０，最大

及最小残余峰分别为８３０，－６７０ｅ·ｎｍ－３．

ＢＤＰＢｒ２ 的主要晶体学数据，如表１～３所示．表１～３中：犞 为晶胞体积；犪，犫，犮为晶胞的尺寸；犕ｒ

为相对分子质量；ρｃ为计算密度；μ为吸收系数；犜为热力学温度；犾为键长；φ为键角；犝ｅｑ为等效温度因

子．更详细的数据可参见英国剑桥国际晶体学数据库登记号为ＣＣＤＣ１９３８２９８的ＣＩＦ格式晶体学文件，

其数据库官方网站为ｗｗｗ．ｃｃｄｃ．ｃａｍ．ａｃ．ｕｋ／ｃｏｎｔ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ｈｔｍｌ．

表１　ＢＤＰＢｒ２ 的晶体学及精修数据

Ｔａｂ．１　Ｃｒｙｓｔ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ＢＤＰＢｒ２

参数 数据 参数 数据 参数 数据

分子式 Ｃ１８Ｈ１６ＢＦ２Ｎ３Ｂｒ２ 犕ｒ ４８２．９７ 晶胞尺寸／ｍｍ×ｍｍ×ｍｍ ０．０８×０．０６×０．０６

晶系 单斜晶系 ρｃ／ｇ·ｃｍ
－３ １．７０１ 数据收集的θ角范围／（°） ３．５～２５．０

空间群 犘２１／犮 犉（０００） １９０４ λ／ｎｍ ０．０７１０７３

犣 ８ 犚ｉｎｔ ０．０７９ 数据／限制／参数 ６６３９／０／４６９

犞／ｎｍ３ ３．７７２３（６） 独立衍射点 ６６３９ 犜／Ｋ ２９３（２）

犪／ｎｍ １．５００７（１） 收集衍射点 １７４２３ 完成度／％ ９９．７

犫／ｎｍ １．１２９５（１） 观察衍射点 ３２３０ 犚（犐＞２σ（犐）） 犚＝０．０７３，犚狑＝０．１６４

犮／ｎｍ ２．２２５９（２） ＧＯＦ １．０１０ 犚（全数据） 犚＝０．１６４，犚狑＝０．１９２

β／（°） ９０．９４９（８） μ／ｍｍ
－１ ４．３２３ 最大／最小残余峰／ｅ獉ｎｍ－３ ８３０／－６７０

表２　ＢＤＰＢｒ２ 的主要键长和键角

Ｔａｂ．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ｏ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ｂｏｎｄａｎｇｌｅｓｆｏｒＢＤＰＢｒ２

键长 犾／ｎｍ 键角 φ／（°） 键长 犾／ｎｍ 键角 φ／（°）

Ｂ（１）－Ｆ（１）０．１３８０（１）Ｆ（１）－Ｂ（１）－Ｆ（２）１１０．５（７）Ｂｒ（３）－Ｃ（２２）１．８７００（８） Ｆ（４）－Ｂ（２）－Ｎ（４）１０９．６（７）

Ｂ（１）－Ｆ（２）０．１３６０（１）Ｆ（３）－Ｂ（２）－Ｆ（４）１０９．２（７）Ｂｒ（４）－Ｃ（２６）０．１８８３（８） Ｆ（４）－Ｂ（２）－Ｎ（５）１１０．０（７）

Ｂ（２）－Ｆ（３）０．１３７９（９）Ｎ（１）－Ｂ（１）－Ｎ（２）１０５．７（７） Ｎ（１）－Ｃ（３） ０．１３２０（１） Ｂ（１）－Ｎ（１）－Ｃ（３）１２４．９（７）

Ｂ（２）－Ｆ（４）０．１３７０（１）Ｎ（４）－Ｂ（２）－Ｎ（５）１０７．１（６） Ｎ（１）－Ｃ（４） ０．１３７４（９） Ｂ（１）－Ｎ（１）－Ｃ（４）１２６．４（７）

Ｂ（１）－Ｎ（１）０．１５５０（１）Ｆ（１）－Ｂ（１）－Ｎ（１）１０９．９（７） Ｎ（２）－Ｃ（５） ０．１３４７（９） Ｂ（１）－Ｎ（２）－Ｃ（５）１２６．８（７）

Ｂ（１）－Ｎ（２）０．１５４０（１）Ｆ（１）－Ｂ（１）－Ｎ（２）１０９．７（７） Ｎ（２）－Ｃ（９） ０．１４１７（９） Ｂ（１）－Ｎ（２）－Ｃ（９）１２５．７（７）

Ｂ（２）－Ｎ（４）０．１５４０（１）Ｆ（２）－Ｂ（１）－Ｎ（１）１１１．０（７）Ｎ（４）－Ｃ（２３） ０．１２９１（９）Ｂ（２）－Ｎ（４）－Ｃ（２３）１２６．７（７）

Ｂ（２）－Ｎ（５）０．１５６０（１）Ｆ（２）－Ｂ（１）－Ｎ（２）１０９．９（７）Ｎ（４）－Ｃ（２４） ０．１４０６（９）Ｂ（２）－Ｎ（４）－Ｃ（２４）１２４．７（７）

Ｂｒ（１）－Ｃ（２）０．１８６８（８）Ｆ（３）－Ｂ（２）－Ｎ（４）１１１．１（７）Ｎ（５）－Ｃ（２５） ０．１３４０（１）Ｂ（２）－Ｎ（５）－Ｃ（２５）１２５．２（７）

Ｂｒ（２）－Ｃ（６）０．１８６６（８）Ｆ（３）－Ｂ（２）－Ｎ（５）１０９．８（７）Ｎ（５）－Ｃ（２９） ０．１３９０（９）Ｂ（２）－Ｎ（５）－Ｃ（２９）１２５．３（７）

０２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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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ＢＤＰＢｒ２ 非氢原子的坐标和等效温度因子

Ｔａｂ．３　Ａｔｏｍ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ＢＤＰＢｒ２

原子 狓 狔 狕 犝ｅｑ／ｎｍ
２ 原子 狓 狔 狕 犝ｅｑ／ｎｍ

２

Ｂ（１） ０．２６９７（６） ０．５００１（８）０．２３５２（４）０．０００４２（２）Ｃ（１１）０．４４２７（６） ０．１９２３（８）０．３８１６（４）０．０００６２（３）

Ｂ（２）－０．２２７７（６） ０．５２６２（８）０．２７０１（５）０．０００４１（２）Ｃ（１２）０．４６３０（６） ０．２９６５（７）０．３５２５（３）０．０００３９（２）

Ｆ（１） ０．１８４６（３） ０．４６８５（４）０．２１６７（２）０．０００６０（１）Ｃ（１３）０．５４６６（６） ０．３４３４（８）０．３６１９（４）０．０００５４（２）

Ｆ（２） ０．２９２２（３） ０．６０７５（４）０．２１２１（２）０．０００５７（１）Ｃ（１４）０．６０５８（７）０．２８５０（１２）０．３９８４（５）０．０００８５（３）

Ｆ（３）－０．２０３４（３） ０．４１８６（４）０．２９４５（２）０．０００５６（１）Ｃ（１５）０．３６８５（７） ０．４２５０（９）０．４５７５（４）０．０００７３（３）

Ｆ（４）－０．３１１６（３） ０．５５５４（４）０．２８９０（２）０．０００６３（１）Ｃ（１６）０．１５３１（６） ０．６４７３（８）０．３１８４（４）０．０００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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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ＢＤＰＢｒ２ 的分子构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ＢＤＰＢｒ２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结构描述

Ｘ射线晶体学的分析可知，ＢＤＰＢｒ２ 的晶体结构属于单斜晶系的

犘２１／犮空间群，其分子构型，如图２所示．ＢＤＰＢｒ２ 的所有键长均在晶体

学正常的化学键范围之内（表２）．每个ＢＤＰＢｒ２ 分子母体核心骨架的两

个吡咯环与中心硼氮六元杂环基本上处于共平面，各原子偏离最小二乘

平面的最大偏差为±０．００７ｎｍ，从而构成大的共轭体系．其中，２个吡咯

环所在平面与中心六元杂环所在平面的二面角分别为２．２０°和３．４８°，

四配位的硼原子接近处于四面体几何环境中，分别与２个氮原子及２个氟原子键联，继承了氟硼吡咯染

料类化合物的结构通性，该结构可有效减少分子的振动，有利于增强染料分子荧光活性．

由于受１，７位上２个甲基的空间位阻影响，中间８位上的吡啶基团平面与母体核心骨架平面扭转

了８５．７２°，略小于ＢＤＣ相应的扭转角８８．２０°
［１５］，接近于９０°的垂直状态．１，７位甲基与吡啶基之间存在

较强的Ｃ－Ｈ…π分子内相互作用，其接触范围分散在０．２７０～０．４７６ｎｍ，这一螺旋位阻可大幅降低其

非辐射衰减效率，有利于增强染料的荧光发射．该结构特点说明ＢＤＰＢｒ２ 分子的跃迁偶极取向仍与其

横跨２，６位的分子长轴接近平行．相邻的ＢＤＰＢｒ２ 分子通过其吡啶基团与氟原子之间的Ｃ－Ｈ…Ｆ氢

键作用（０．２７０～０．３６９ｎｍ），沿着［１００］方向相互排列延伸成折叠角为８６．９７°的一维氢键式Ｚ形分子

链，而相邻的Ｚ形分子链相互间隔０．４４ｎｍ，又通过广泛存在甲基与芳香环之间的Ｃ－Ｈ…π超分子作

用（０．２９６～０．４２０ｎｍ），进一步沿着［０１０］方向堆积成并行的二维超分子层．沿着［００１］投影方向可以观

１２６第５期　　　谢浩然，等：８［４吡啶］１，３，５，７四甲基２，６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的晶体生长、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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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ＢＤＰＢｒ２ 分子沿犮轴投影方向的晶体堆积图

Ｆｉｇ．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ａｃｋｉｎｇｖｉｅｗｏｆＢＤＰＢｒ２

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犮ｌａｔｔｉｃｅａｘｉｓ

察到这些超分子层相互反向交替堆积构成三维的

分子阵列，如图３所示．

有趣的是，在并行的分子链中，相邻ＢＤＰＢｒ２

分子的跃迁偶极并不重叠，而是出现了滑移，其间

距为０．４４ｎｍ，跃迁偶极滑移角θ为７１．４°，构成

了实质性的 Ｈ聚集现象（θ＞５４．７°）
［１７］．这种特殊

的Ｈ聚集堆积方式可能对其光学性能产生影响，

一般会使其吸收光谱产生蓝移，从而减弱荧光活

性，甚至导致发射光谱猝灭［１８］．

２．２　表征与光谱性质

ＢＤＰＢｒ２ 的红外、核磁和粉晶Ｘ射线衍射图

谱，如图４所示．由图４（ａ）可知：３４４７ｃｍ－１的谱峰可归属于吸附水分子的伸缩振动谱带；甲基的Ｃ－Ｈ

不对称伸缩振动和对称伸缩振动分别表现在２９２２和２８５７ｃｍ－１的谱峰处，而其弯曲振动吸收则出现

在１４６４ｃｍ－１的谱峰处；吡啶基团Ｃ－Ｈ及Ｃ＝Ｈ伸缩振动吸收表现在１５９８ｃｍ－１的谱峰处，吡啶环的

面外Ｃ－Ｈ弯曲振动则表现谱峰为７６３和７１８ｃｍ－１；氟硼吡咯骨架的特征振动出现在１５３０ｃｍ－１的谱

峰处，其Ｂ－Ｎ及Ｂ－Ｆ键的伸缩振动分别表现为谱带１４０５和１０８５ｃｍ－１；Ｃ－Ｂｒ键的伸缩振动则出

（ａ）红外光谱

现在１１２１ｃｍ－１的谱峰处．

图４（ｂ）中的非等位氢化学位移与上述红外光谱的表征相

吻合，且均与Ｘ射线晶体学的结构分析一致，所测样品的相纯

度得到了粉晶Ｘ射线衍射图谱的确认（图４（ｃ））．

文献［１８１９］报道了氟硼吡咯发色团的中心母体骨架一般

会有一个可见光波段Ｓ０→Ｓ１ 能态
［２０］范围内的尖锐吸收谱带

出现在４９８ｎｍ，以及一个强荧光发射谱带出现在５０８ｎｍ附

近，这种吸收或发射谱带主要是由染料分子的π→π跃迁或

π

→π激发所致．

ＢＤＰＢｒ２ 的液相紫外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如图５（ａ）所

　　（ｂ）核磁谱　　　　　　　　　　　　　　　　　（ｃ）粉晶Ｘ射线衍射图谱

图４　ＢＤＰＢｒ２ 的红外、核磁和粉晶Ｘ射线衍射图谱

Ｆｉｇ．４　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ＮＭＲａｎｄｐｏｗｄｅｒ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ＢＤＰＢｒ２

示．图５（ａ）中：犇为吸光度；犈为荧光发射强度．由图５（ａ）可知：在紫外可见光波段，ＢＤＰＢｒ２ 出现３８０，

５３３ｎｍ两个明显的吸收峰，其中，３８０ｎｍ吸收峰较为宽泛、强度较弱，而强的５３３ｎｍ吸收峰则显得十

分尖锐，并在５００ｎｍ处出现一个可分辨的小肩峰．前者宽泛的吸收应属于染料分子Ｓ０→Ｓ２ 能态范围内

的ｎ→π
激发［２１］，而后者是典型的氟硼吡咯类染料的Ｓ０→Ｓ１ 能态吸收谱带

［２０］，归属于染料发色官能团

的π→π
跃迁；５００ｎｍ处的小肩峰说明染料分子出现了 Ｈ聚集现象

［１７］．在波长４２５ｎｍ的光激下，液

相的ＢＤＰＢｒ２ 在５６１ｎｍ处呈现出一个典型的尖锐强绿色荧光发射，其斯托克斯（Ｓｔｏｃｋｓ）位移为２７

ｎｍ．相比未作任何修饰的氟硼吡咯中心母体骨架出现在４９８ｎｍ的吸收峰和５０８ｎｍ的发射峰，以及中

间体ＢＤＰ出现在５０２ｎｍ的吸收峰和５２１ｎｍ的发射峰
［１５］，ＢＤＰＢｒ２ 显然发生了明显的红移．其中，吸

２２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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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谱带相对于母体骨架红移了３５ｎｍ，相对于ＢＤＰ红移了３１ｎｍ；而相应的发射谱带则分别红移了５３

ｎｍ和４０ｎｍ．这一红移现象应该与氟硼吡咯中心母体骨架的１，３，５，７位引入了推电子的甲基官能团有

必然的联系，也与２，６位引入Ｂｒ原子产生的重原子效应
［２２］有关；而８位上引入的吡啶基虽然也属于推

电子性质，有利于增强荧光发射，但由于受到１，７位邻近甲基基团的螺旋位阻，使吡啶基与母体骨架之

间的扭转角为几乎垂直的８５．７２°，不能有效地延展氟硼吡咯中心骨架的平面共轭体系，因而，可能对其

吸收谱带及荧光发射谱带出现的红移现象影响不大．

ＢＤＰＢｒ２ 的固态荧光光谱，如图５（ｂ）所示．由图５（ｂ）可知：固态情况下，在波长４２５ｎｍ的光激下，

ＢＤＰＢｒ２ 发出了波长为５５０ｎｍ的绿色荧光，与上述液相出现在５６１ｎｍ波段处的荧光相比，固态分子

发出的荧光发生了明显的蓝移．这应该是由于晶态分子受到的束缚较大、分子活动的自由度远不如溶液

状态下的溶剂化染料分子，从而使ＢＤＰＢｒ２ 激发态能量增加；同时也表明ＢＤＰＢｒ２ 的溶剂化效应对其

发光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ａ）液相紫外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　　　　　　　　　　　　　　（ｂ）固态荧光光谱　　

图５　ＢＤＰＢｒ２ 溶解于二氯甲烷的液相紫外吸收光谱及荧光光谱和ＢＤＰＢｒ２ 的固态荧光光谱

Ｆｉｇ．５　ＵＶＶｉ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ｏｆＢＤＰＢｒ２

ｉｎＤＣＭ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ＢＤＰＢｒ２

３　结束语

研究结果表明：ＢＤＰＢｒ２ 的晶体结构由于分子间的Ｃ－Ｈ…Ｆ氢键作用及Ｃ－Ｈ…π超分子作用而

形成Ｚ形分子链反向交替堆积的三维分子阵列结构，相邻染料分子的跃迁偶极滑移角为７１．４°，构成了

实质性的Ｈ聚集现象；由于１，３，５，７位引入了推电子的甲基官能团，以及２，６位引入Ｂｒ原子产生的重

原子效应，ＢＤＰＢｒ２ 的紫外吸收光谱和荧光发射光谱与未修饰的氟硼吡咯发色团相比，发生了较大的红

移，其光致发光性质在溶液状态下，可在５６１ｎｍ处发出强的绿色荧光，而在固态情况下，由于分子活动

自由度受到限制，荧光峰会蓝移到５５０ｎ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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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合肼修饰壳聚糖在卷烟

烟气吸附的应用

张艺１，李华杰２，张建平２，李明春１，辛梅华１

（１．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１２）

摘要：　以壳聚糖（ＣＳ）、水合肼等为原料，制备氨基化壳聚糖（ＡＨＣＳ）．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Ｘ射线衍射及热

重分别对产物的化学结构、结晶性和热稳定性进行表征．将ＣＳ和ＡＨＣＳ作为添加剂分别添加到卷烟滤嘴中，

研究其对卷烟主流烟气中有害成分的吸附作用．对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及气粒相物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含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卷烟滤嘴的危害指数分别为７．４１和７．１１，与常规滤嘴相比分别下降７．８４％和１１．５７％；添加

ＡＨＣＳ滤嘴的苯酚释放量为６．９２μｇ·支
－１，下降３０．５２％，其对苯酚具有选择性吸附．

关键词：　壳聚糖；水合肼；卷烟主流烟气；有害成分；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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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支中添加功能性材料达到降低卷烟烟气中的有害成分是研究的重点方向［５］．用于卷烟烟支添加剂

的减害材料主要有碳材料、分子筛、介孔材料、高分子材料、天然提取物及纳米贵金属催化材料等［６１２］，

壳聚糖（ＣＳ）是众多添加剂材料中的一种
［１３］．

ＣＳ作为自然界唯一的天然碱性多糖，具有来源丰富、可再生、无毒、可降解等性质
［１４１５］．将ＣＳ应用

于卷烟主流烟气中有害成分的吸附已有报道［９，１６１７］．考虑到烤烟型卷烟（中式卷烟）的烟气ｐＨ 值约为

５．０～６．０，呈弱酸性
［３］，因此，ＣＳ上的化学基团特别是氨基能够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

［１７］．对ＣＳ进

行改性，增加ＣＳ结构单元上的氨基数量，破坏ＣＳ紧密的氢键结构，使ＣＳ结构中原有的功能性基团能

更好的裸露，与烟气中的有害成分结合，达到降低烟气有害成分释放量的效果．本文以ＣＳ和水合肼为

原料，制备氨基化壳聚糖（ＡＨＣＳ）．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ＣＳ（相对分子质量为５０ｋｕ，脱乙酰为８７％，浙江省澳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氢氧化钠、甲醇、苯甲

醛、二甲基亚砜（ＡＲ，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氯乙酸甲酯（ＡＲ，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水合肼（质量分数为８０％，ＡＲ，广东省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某牌号卷烟样品．

ＩＲＴｒａｃｅｒ１０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日本岛津公司）；ＳＤＴ２９６０型热重分析仪（美国ＴＡ仪器

有限公司）；ＳｍａｒｔＬａ型Ｘ射线粉末衍射仪（日本Ｒｉｇａｋｕ公司）；Ｓａｎｐｌｕｓ型自动分析仪（荷兰Ｓｋａｌａｒ公

司）；ＳＭ４００直线型吸烟机（英国Ｆｉｌｔｒｏｎａ公司）；Ｈｕｍａｎ型超纯水系统（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

司）；ＡＧ１０４型电子天平（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仪器公司）；离子色谱仪（带ＥＤ５０电导检测器、ＣＳＲＳⅡ

抑制器、ＩｏｎｐａｃＣＳ１２Ａ阳离子交换分析柱，美国戴安公司）；Ａｃｑｕｉｔｙ型超高效液相色谱仪（带荧光／ＰＤＡ

检测器，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９５０ＨＴＡＥ型超声波清洗器（美国Ｃｒｅｓｔ超声波公司）；ＴｕｒｂｏＶａｐⅡ型氮吹

浓缩仪（美国ＺＹＭＡＲＫ公司）；６８９０Ｎ联合层析型ＣＳＩＴＥＡ６１０型气相色谱热能分析联用仪（美国安

捷伦公司）；ＰＥ６００６００Ｔ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ＰＥ公司）．

１．２　犃犎犆犛的制备

称取５ｇＣＳ，分散在质量分数为４０％的ＮａＯＨ溶液中碱化２ｈ，用大量的蒸馏水洗涤至中性，抽滤

烘干得碱化ＣＳ．称取４ｇ碱化壳聚糖，分散于体积分数为５０％的甲醇水溶液中；将苯甲醛溶于适量的甲

醇后，滴加到上述体系中，６０℃反应４ｈ，抽滤，甲醇索氏提取２４ｈ，得到犖苯亚甲基壳聚糖盐．称取５ｇ

的犖苯亚甲基壳聚糖盐分散于４０ｍＬ的二甲基亚砜溶液中，滴加２ｍＬ氯乙酸甲酯，１１０℃反应２ｈ，

抽滤，乙醇洗涤．将上述产物分散于水合肼中，１００℃反应３ｈ，冷却至室温，抽滤，丙酮洗涤，烘干，得到

氨基化壳聚糖（ＡＨＣＳ）产物．

１．３　卷烟主流烟气的吸附

将常规卷烟的滤嘴棒抽出至中间部位，切断，再将余下的滤嘴棒塞回卷烟．在卷烟滤嘴棒中分别填

充２０ｍｇ的ＣＳ和ＡＨＣＳ样品，再将切下来的醋酸纤维塞入卷烟．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定测定主流烟

气中的有害成分释放量［１８２１］．

１．４　卷烟烟气粒相物成分分析

在温度为２２℃、相对湿度为６０％的条件下，平衡４８ｈ，用剑桥滤片捕集燃烧的气粒相物，将滤片置

于锥形瓶中，加入２０ｍＬ甲基叔丁基醚和４００μＬ脂肪酸甲酯混标溶液（戊酸甲酯、庚酸甲酯、壬酸甲

酯、十一酸甲酯、十三酸甲酯），振荡４５ｍｉｎ后取样，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分析卷烟粒相成分．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犃犎犆犛的犉犜犐犚分析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ＦＴＩＲ谱，如图１所示．图１中：υ为波数；ａ为ＣＳ的红外吸收谱线；ｂ为碱化壳聚糖

红外吸收谱线；ｃ为犖苯亚甲基碱化壳聚糖盐红外吸收谱线；ｄ为滴加氯乙酸甲酯后的产物红外吸收谱

线；ｅ为ＡＨＣＳ红外吸收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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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可知：ｂ与ａ相比，在３２００～３５００ｃｍ
－１的－ＯＨ和－ＮＨ２ 伸缩振动吸收峰变宽，在１０８４

和１０３０ｃｍ－１的处ＣＳ骨架Ｃ—３的ＯＨ和Ｃ—６的ＯＨ不对称振动峰消失，说明ＣＳ的羟基发生了反

应；ｃ在６９４，７５５ｃｍ－１处的峰为苯环单取代的特征吸收峰，１５８０ｃｍ－１为苯环Ｃ－Ｃ骨架的特征吸收峰，

同时，在１６４１ｃｍ－１处出现Ｃ＝Ｎ伸缩振动吸收峰，说明苯甲醛与碱化壳聚糖反应形成了席夫碱；ｄ和ｃ

相比，在１７５１ｃｍ－１处出现了酯基的特征吸收峰，说明氯乙酸甲酯和犖苯亚甲基碱化壳聚糖发生反应；

ｅ在３２００～３５００ｃｍ
－１处出现的宽峰为Ｎ—Ｈ伸缩振动吸收峰，而在１７５１ｃｍ－１处的酯基特征峰消失，

说明在水合肼的作用下，酯基与氨基发生反应生成了酰胺，同时，苯环的特征吸收峰也消失．通过各步反

应，获得的最终产物为ＡＨＣＳ．

图１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ＦＴＩＲ谱图

Ｆｉｇ．１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ＳａｎｄＡＨＣＳ

２．２　犃犎犆犛的犡犚犇分析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衍射角（ＸＲＤ）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θ为衍射角．由图２可知：ＣＳ在２θ为１１．３°

和２０．０°处出现两个较强的衍射尖峰，这主要是ＣＳ分子内及分子间的氢键作用所致；与ＣＳ相比，ＡＨ

ＣＳ在２θ为１１．３°处的峰消失，同时，在２θ为２０．０°处出现了一个明显较宽的衍射峰，但强度较ＣＳ低，说

明引入乙酰肼基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ＣＳ本身的氢键，但由于肼基本身也能与ＣＳ未反应的羟基或氨

基形成氢键，所以在２θ为２０．０°处仍然存在较宽的衍射峰．

２．３　犃犎犆犛的犜犌分析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热重（ＴＧ）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为温度；狑为质量分数．由图３可知：ＣＳ在１００

℃附近的失重为ＣＳ结合水的挥发，在２６０℃附近出现的失重是由于ＣＳ主链的降解；ＡＨＣＳ的热失重

在１００℃以下，这可能是因为肼基的引入具有一定的吸水性能．

图２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ＸＲＤ图　　　　　　　　　　　图３　ＣＳ和ＡＨＣＳ的ＴＧ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ＳａｎｄＡＨＣＳ　　　　　　　　Ｆｉｇ．３　Ｔ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ＳａｎｄＡＨＣＳ

２．４　复合滤嘴的减害评价

在２００℃附近的失重是由于ＡＨＣＳ主链的降解，此温度较ＣＳ的热分解温度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

为乙酰肼基的引入破坏ＣＳ分子内及分子间的氢键，ＣＳ分子内和分子间作用力减小，导致所得ＡＨ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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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稳定性降低．这为ＣＳ和ＡＨＣＳ滤嘴添加剂提供热稳定性的实验基础．

在卷烟滤嘴中添加了２０ｍｇ的ＣＳ和ＡＨＣＳ后，测试卷烟的物理参数和烟气常规参数，如表１所

示．由表１可知：含有ＣＳ和ＡＨＣＳ的卷烟滤嘴焦油的降幅分别为５．２４％和７．９５％．

表１　测试卷烟的物理参数和烟气常规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卷烟滤嘴 犿（卷烟）／

ｇ·支
－１

犿（总粒相物）／
ｍｇ·支

－１
犿（烟碱量）／
ｍｇ·支

－１
犿（水分）／
ｍｇ·支

－１
犿（焦油量）／
ｍｇ·支

－１ 抽吸口数

常规滤嘴 ０．８７ １４．３６ ０．８７ ２．０５ １１．４４ ６．０４

含ＣＳ滤嘴 ０．８９ １３．６１ ０．８０ １．９７ １０．８４ ６．０４

含ＡＨＣＳ滤嘴 ０．８９ １３．１８ ０．７８ １．８５ １０．５５ ６．２１

　　卷烟主流烟气中７种有害物质的释放量和降低率，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犎 为危害指数；η１，η２ 分别

为含ＣＳ滤嘴、含ＡＨＣＳ滤嘴与常规滤嘴相比的降低率．由表２可知：分别添加两种材料后，有害成分的

释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含ＣＳ和ＡＨＣＳ的卷烟滤嘴的危害指数分别为７．４１
［１６］和７．１１，与常规滤

嘴相比，分别下降７．８４％和１１．５７％；通过添加ＡＨＣＳ滤嘴的苯酚释放量为６．９２μｇ·支
－１，与常规滤

嘴相比下降３０．５２％，这表明含ＡＨＣＳ滤嘴对苯酚具有选择性吸附．这是因为水合肼修饰壳聚糖ＡＨＣＳ

结构比ＣＳ含有更多氨基，更有利于与苯酚形成氢键，从而达到选择性吸附的效果．

表２　卷烟主流烟气中有害成分释放量和降低率

Ｔａｂ．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ｒｍｆｕ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ｍｏｋｅ

卷烟滤嘴
犙／μｇ·支

－１

ＣＯ ＨＣＮ ＮＮＫ ＮＨ３ ＢａＰ 苯酚 巴豆醛
犎

常规滤嘴 １０．６５×１０３ １０９．１２ ４．５８×１０－３ ６．６１ ８．４６×１０－３ ９．９６ ２１．０５ ８．０４

含ＣＳ滤嘴 ９．１９×１０３ １０６．９７ ４．７９×１０－３ ５．７１ ７．２７×１０－３ ９．０３ １９．５１ ７．４１

含ＡＨＣＳ滤嘴 １０．３３×１０３ １０２．４５ ４．２６×１０－３ ５．３７ ７．２７×１０－３ ６．９２ １９．５０ ７．１１

η１／％ １３．７１ １．９７ －４．５９ １３．６２ １４．０７ ９．３４ ７．３２ ７．８４

η２／％ ３．００ ６．１１ ６．９９ １８．７６ １４．０７ ３０．５２ ７．３６ １１．５７

２．５　复合滤嘴的粒相分析

用气相色谱质谱法分析了添加ＡＨＣＳ的复合滤嘴棒对卷烟烟气粒相成分的影响，通过与常规滤

嘴棒的数值进行比较，进一步换算得到的卷烟烟气粒相成分的降低率（η３），如表３所示．

表３　卷烟烟气粒相成分的降低率

Ｔａｂ．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ｍｏｋｅ

类别 气粒相物 η３／％ 类别 气粒相物 η３／％

酚类

苯酚 ３０．７

邻甲酚 ３７．４

间甲酚 ３４．７

对甲酚 ３６．３

２乙基苯酚 ３３．５

２，５二甲基苯酚 ３６．６

２甲基对苯二酚 ３０．７

酸类

乙酸 ２６．６

丙酸 ２３．７

丁酸 ２７．７

戊酸 ２１．６

异戊酸 ２３．６

丙烯酸 ２４．４

巴豆酸 ２５．４

醛酮类

环戊酮 １３．１

２乙基环戊酮 １５．７

２环戊烯１酮 １１．８

１，２环戊二酮 １５．８

苯甲醛 １９．７

丙烯醛 １２．６

４甲基苯甲醛 ２２．５

巨豆三烯酮 ２３．７

茄酮 １０．３

多环芳
烃类

吡嗪类

乙苯 ２０．５

二甲苯 ２５．７

萘 ２０．４

蒽 ２２．４

２甲基吡嗪 ２１．９

２，３二甲基吡嗪 ２６．６

２，３，５，６四甲基吡嗪 ２０．２

２乙基吡嗪 ２１．１

２乙基５甲基吡嗪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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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类别 气粒相物 η３／％ 类别 气粒相物 η３／％

吡咯类

２乙酰基吡咯 ２０．５

吲哚 ２０．１

３甲基吲哚 ２０．１

二烯烟碱 ２１．４

２，３＇联吡啶 ２１．６

喹啉 ２１．５

吡啶类

吡啶 ２０．８

２甲基吡啶 ２０．６

３甲基吡啶 ２２．１

３乙烯基吡啶 ２１．２

３乙酰氧基吡啶 ２３．６

６甲基３吡啶醇 ２２．５

亚硝胺类

犖二甲基亚硝胺 ２９．３

犖二乙基亚硝胺 ２８．７

犖亚小计吡咯烷 ２３．５

烯类

月桂烯 ２８．７

β罗勒烯 ２３．６

苎烯 ２０．７

呋喃类

呋喃 ２０．８

糠醛 ２０．１

５甲基糠醛 ２０．１

２乙酰基呋喃 ２１．３

其他有机
化合物

苯胺 ２２．６

丙烯腈 １３．３

氯乙酸 １６．２

氨基甲酸乙酯 ２２．６

　　由表３可知：添加了ＡＨＣＳ的复合滤嘴棒，其卷烟烟气的气粒相成分与常规滤嘴棒（１００％）相比，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对烟气中的酚类、酸类及醛酮类的降低率较为明显，而对吡咯类、亚硝胺类及呋喃

类等物质的降低率比较不明显．

由表２，３可知：乙酰肼基的引入，有利于降低卷烟烟气中的偏酸性及醛酮类物质．可能是由于以下

２个原因．

１）ＣＳ含有大量具有吸附功能的羟基和氨基，对卷烟主流烟气中的焦油、烟碱、醛酮类、酚类和

ＨＣＮ等均有吸附作用
［１３，１７，２２］，但是由于这些基团之间形成了氢键，使得ＣＳ有效的吸附基团较少，吸附

性能下降，未能较好发挥．因此，通过对ＣＳ进行化学修饰，氢键结构被破坏，裸露更多的功能基团，吸附

性能也随之增强、增加．

２）乙酰肼基的引入，使得ＣＳ单元上的氨基数量增加，氨基较易与偏酸性或醛酮类物质进行化学反

应，故其对这类物质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吸附．

３　结束语

通过对ＣＳ进行乙酰肼化改性，在引入更多氨基的同时，破坏了原有ＣＳ紧密的氢键结构，使ＣＳ的

氨基能更有效地与烟气中的有害成分结合．实验结果表明：改性后所得的ＡＨＣＳ能更有效地吸附卷烟

主流烟气的有害成分，且对苯酚具有选择性吸附．与ＣＳ相比，ＡＨＣＳ对卷烟的危害指数降低程度更大，

因此，ＡＨＣＳ材料能一定程度上实现卷烟减害，有望应用于新型的卷烟滤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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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孔介质内高浓度过氧化氢

催化分解的数值模拟　

缪骋，姚瑜，乐其河，张素芝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利用流体力学与化学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探索高浓度过氧化氢在多孔介质（银网或复合离子催化

剂）内的分解反应机理．采用Ｆｌｕｅｎｔ流体仿真软件模拟过氧化氢在使用银网作为催化剂的催化床内的分解反

应，分析过氧化氢的分解温度场分布及反应物和产物的组分分布等，讨论不同尺寸、质量流量和壁面条件对温

度场和组分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值仿真能够较真实地反应过氧化氢的催化分解过程，可为进一步的试验

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过氧化氢；多孔介质；化学动力学；流体力学；催化分解；催化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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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过氧化氢（ｈｉｇｈｔｅｓ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ＨＴＰ）是一种高能液体，分子式为 Ｈ２Ｏ２，其分解后

的产物为水和氧气［１］．作为航天推进剂，过氧化氢具有毒性低、密度高等特性，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第一个

被广泛使用的单组元推进剂［２］，在环保意识日益加强的今天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以 ＨＴＰ作为推进剂

是航天动力装置的一种重要类型，早在１９３８年德国人ＨｅｌｌｍｕｔｈＷａｌｔｅｒ就利用８０％～８２％的过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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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驱动２２００ｌｂｆ的ＡＴＯ（助推起飞装置）和４００ｈｐ（２９８ｋＷ）的潜艇涡轮机．另外，ＨＴＰ推进剂还有许多成

功的应用案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Ｖ２火箭，二战后前苏联的Ｐ１，Ｐ２，Ｐ５Ｍ 火箭，美国的

“红石”（Ｒｅｄｓｔｏｎｅ）、“丘比特”（Ｊｕｐｉｔｅｒ）、“维金”（Ｖｉｋｉｎｇ）火箭及飞行速度达６．７Ｍａ（２２７８ｍ·ｓ
－１）的

Ｘ１５型试验飞行器和我国ＤＦ１型、ＤＦ２型导弹等．

在任何利用过氧化氢作为推进剂的推进系统中，为了给推进系统提供充足的燃气，必须使过氧化氢

能够快速分解，而过氧化氢在常温下的正常分解较慢，必须借助催化剂使其快速分解．ＨＴＰ的催化剂主

要有三大类：银网催化剂、贵金属催化剂和过渡金属氧化物（如高锰酸钾）催化剂等［３６］．银网催化剂由于

性能稳定，不易烧结、破碎，且活性组分不易流失等优点［７８］，尤其适用于大流量高床载的系统，在过氧化

氢的催化系统中被广泛应用．由于催化剂的制备周期较长，且受材料来源的限制，比较流行采用数值仿

真来获得过氧化氢的分解特性，既方便快捷，又能节省资源和时间．

目前，对于过氧化氢的数值模拟的研究不多，Ｚｈａｏ等
［９］进行过氧化氢可节流催化剂混合动力火箭

发动机在推力调节过程的仿真和试验研究，建立了非稳态仿真模型；Ｐｌｕｍｌｅｅ等
［１０１１］在其低温共烧陶瓷

（ＬＴＣＣ）包装技术的微喷嘴技术中也提到使用Ｆｌｕｅｎｔ对过氧化氢的分解进行仿真研究．银网催化床可

以认为是多孔介质［１２］．王弘扬等
［１３］分析了基于多孔介质模型的快堆蒸汽发生器热工水力特性，对多孔

介质控制方程的阻力源项和能源项进行求解；姚彦贵等［１４］对基于多孔介质模型开发的核电蒸汽发生器

三维热工水力进行数值模拟；胡伟［１５］基于丝网多孔介质孔隙通道数值分析，研究了不同几何参数的丝

网多孔介质通道内的流阻特性、黏性阻力与惯性阻力等的变化特性．

上述的研究基本没有考虑过氧化氢的流动性对反应过程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采用Ｆｌｕｅｎｔ仿真

软件，将流体力学模型与化学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并将银网作为多孔介质进行处理，分析高浓度过氧化

氢在银网催化剂床上分解的温度场及各组分的分布场；然后，通过研究不同参数对流场分布的影响，来

获得催化剂床的最优设计参数．

１　过氧化氢催化分解的动力学模型

过氧化氢的热力学分解方程式为

２Ｈ２Ｏ２（ｌ）→２Ｈ２Ｏ（ｌ）＋Ｏ２（ｇ）＋２．９ＭＪ·ｋｇ
－１， （１）

２Ｈ２Ｏ２（ｌ）→２Ｈ２Ｏ（ｇ）＋Ｏ２（ｇ）＋１．６ＭＪ·ｋｇ
－１． （２）

其中：方程（１）是反应后的水以液态形式存在，此时反应释放的热量为２．９ＭＪ·ｋｇ
－１；方程（２）是反应后

的水以气态形式存在，此时反应释放的热量为１．６ＭＪ·ｋｇ
－１．

一般认为，过氧化氢在银网催化剂下发生以下两步反应：

２Ａｇ＋Ｈ２Ｏ２→Ａｇ２Ｏ＋Ｈ２Ｏ＋犙１， （３）

Ａｇ２Ｏ＋Ｈ２Ｏ２→２Ａｇ＋Ｏ２＋Ｈ２Ｏ＋犙２． （４）

其反应的动力学方程为

－
ｄ［Ｈ２Ｏ２］

ｄ狋
＝犽［Ｈ２Ｏ２］［Ａｇ］． （５）

式（５）中：犽是反应常数．

按照文献［４］的叙述，考虑到催化床的面积／体积比率及催化剂的活化能，其动力学方程为

－
ｄ［Ｈ２Ｏ２］

ｄ狋
＝犃·ｅ

－犈
犚犜［Ｈ２Ｏ２］． （６）

式（６）中：犃为催化床的面积和体积的比率；犈是催化剂的活化能；犜是反应过程中的温度，Ｋ；犚是气体

常数，一般取８．３１４Ｊ·（ｍｏｌ·Ｋ）－１．

此处采用过氧化氢的一步总包反应，分解反应假设发生在流体项，为体积反应，而不是在多孔介质

表面（因为多孔介质被设定成具有一定体积力的流体）．

材料物性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模拟结果的好坏及正确性．此处的银网催化剂看作是多孔介

质，按照文献的一般说明，需要保持其孔隙率在３０％～５０％间．因此，选择其孔隙率为５０％，则其密度为

银密度的一半，其他的物理性质与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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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流体力学模型

２．１　连续性方程

流入催化床的过氧化氢的流量连续性方程表示为

ρ
狋
＋


狓犻
（ρ狌犻）＋



狓犼
（ρ狌犼）＝０，

ρ
狋
＋Ñ·（ρ狌）＝０

烍

烌

烎
．

（７）

式（７）中：ρ是过氧化氢的密度，ｋｇ·ｍ
－３；狌是过氧化氢进入催化床的速度，ｍ·ｓ－１；下标犻和犼分别表

示犻方向和犼方向．

２．２　动量方程

流入催化床的过氧化氢的动量方程表示为



狋
（ρ狌）＋Ñ·（ρ狌狌）＝－Ñ狆＋Ñ·［μ（Ñ狌＋Ñ狌Ｔ）］＋ρ犵＋犛犻． （８）

式（８）中：狆是过氧化氢的压强；犵是重力加速度；源项犛犻＝－（∑
３

犼＝１

犇犻，犼μ狌犼＋∑
３

犼＝１

犆犻，犼ρ狌犼 狌犼），其中，第一

项是粘性损失，第二项是惯性损失，犇犻，犼，犆犻，犼分别是粘性和关系损失系数矩阵．

对于可认为是均匀的单一多孔介质的银网催化剂来说，源项简化成犛犻＝－ μ
α
狌犻＋犆２ρ狌犻狌（ ）犻 ，其

中，α是多孔介质的渗透性，犆２ 是惯性阻力系数．

２．３　能量方程

流入催化床的过氧化氢的能量方程表示为



狋
（γρｆ犈ｆ＋（１－γ）ρｓ犈ｓ）＋Ñ·（狌（ρｆ犈ｆ＋狆））＝Ñ·［犽ｅｆｆÑ犜－（∑

犻

犺犻犑犻）＋（τ
＝
·狌）］＋犛ｈｆ． （９）

式（９）中：犈ｆ是总流体能量；犈ｓ是总固体介质能量；犽ｅｆｆ是介质的有效热导率，犽ｅｆｆ＝γ犽ｆ＋（１－γ）犽ｓ，犽ｆ是

流体项的热导率（包括湍流项贡献犽ｔ），犽ｓ是固体的热导率；γ是介质的孔隙率；犑犻是组分犻的扩散速率，

犑犻＝－ρ犇犻，ｍÑ犢犻，犇犻，ｍ是组分犻在过氧化氢分解产物形成的混合流体中的扩散系数；犛
ｈ
ｆ 是流体的热源项．

２．４　湍流模型及输运模型

采用标准犽ε湍流模型处理多孔介质内的湍流流动，而标准犽ε模型是通过计算湍流动能方程和湍

流耗散率方程来圆整方程组的．

对于过氧化氢的催化分解反应，采用组分输运方程模拟多孔介质内组分的传输和化学反应，有



狋
（ρ犢犻）＋Ñ·（ρ狌犢犻）＝－Ñ·犑犻＋犚犻． （１０）

式（１０）中：犚犻是组分犻的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生成速率；犢犻是组分犻的当地质量分数，％．

２．５　催化床模型

催化床是一个圆筒形结构，内部均布银网所形成的多孔介质．由于催化床的结构对称，为了减少计

图１　催化床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ｂｅｄ

算量，将其简化为一个平面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１

所示的结构宜采用结构化网格，其中，催化床的初始

设置长度（犔）为８０ｍｍ，直径（犇）为４０ｍｍ．在仿真

过程中，设置边界条件：左侧为质量入口，右侧为自

由流出．在网格生产中，采用ｓｍｏｏｔｈ／ｓｗａｐ命令对网

格质量进行优化，以提高计算速度和质量．在计算过

程中，设置自适应网格提高计算的精度．

３　结果与分析

利用过氧化氢分解的动力学模型及催化床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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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模型，在Ｆｌｕｅｎｔ中模拟过氧化氢流经多孔介质———银网时发生的反应．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分

析入口质量流量、壁面条件及催化床直径对温度分布和过氧化氢转换率的影响．

３．１　质量流量对催化分解的影响

当壁面为绝热状态，过氧化氢以不同的质量流量流入催化剂床时，在催化剂床的轴线方向上的分解

温度和分解组分的分布，分别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中：犜为温度；狑（Ｈ２Ｏ）为 Ｈ２Ｏ的质量分数；Δ为轴

线位移．

由图２可知：在催化剂床的入口处，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越小，则在催化床上的停留时间长，反应越

提前，因此分解温度较高；随着反应的进行，质量流量越大，参与分解的过氧化氢越多，因此分解温度越

高．当过氧化氢基本分解完毕后，催化剂床内的温度也逐渐趋于恒定．在实际设计时，应根据催化床的实

际尺寸对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进行合理选择，即在催化床较短时，应选择小质量流量以获得较高的分解

温度；而当催化床较长时，则应选择大质量流量．

从图３可知：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越小，反应越提前，其分解产物中 Ｈ２Ｏ的质量分数越大；但当过

氧化氢达基本分解完成时，催化剂床内水的质量分数基本相同，与质量流量的大小无关．

　图２　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对分解温度的影响　　　图３　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对分解组分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３．２　壁面条件对催化分解的影响

当催化剂床分别在等温和绝热条件下，中心轴线处的 Ｈ２Ｏ的质量分数分布比较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狑（Ｈ２Ｏ）为 Ｈ２Ｏ的质量分数；Δ为轴线位移．从图４可知：当壁面保持在５００Ｋ的等温条件下

时，过氧化氢的分解速度较快，能较早地完成分解，且分解产物水的质量分数达到稳定．

当催化剂床分别在等温和绝热条件下，中心轴线上的温度分布曲线比较，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犜为

温度；Δ为轴线位移．从图５可知：由于等温条件下的壁面温度较低，使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通过壁面

扩散掉，因此，在整个过程中的温度都较绝热过程低．尤其是在分解反应结束后，绝热壁面的温度保持在

１３００Ｋ左右，而等温壁面的温度则逐渐下降到壁面温度５００Ｋ左右．

图４　催化剂床的壁面条件对分解组分分布的影响 　　图５　催化剂床的壁面条件对分解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ｌ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ｂｅｄ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ｌ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ｅｄ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上面分析看出，虽然等温壁面有利于过氧化氢的快速分解，但由于在分解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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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大一部分通过壁面耗散掉，使产生的高温蒸汽所携带的能量降低，不利于后续推动系统的工作．因此，在

催化床设计时，在催化床的前缘３０ｍｍ前可以设计成等温壁面；而在后面的部分，则应尽可能地保证壁

面处于绝热状态，以提高能量利用率．

３．３　催化床直径对催化分解的影响

为保证入口处的速度相同，即催化剂床入口单位面积上流入的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相等，当所讨论

的小尺寸直径为１ｍｍ，大尺寸直径为４ｍｍ时，则大尺寸下的质量流量是小尺寸下的１６倍．反应是在

壁面绝热的条件下进行的．催化剂床直径对分解组分分布和分解温度的影响，如图６，７所示．图６，７中：

犜为温度；ε为轴线位移（Δ）与轴线长度（犾）的比值．

从图６可知：在小尺寸情况下，过氧化氢在催化床的中心轴线处的质量较少，浓度较低，因此，其分

解过程滞后于大尺寸下的分解速度；但随着反应的进行，当过氧化氢全部分解完成后，两者的 Ｈ２Ｏ的质

量分数是相等的，即过氧化氢的转化率相同．

从图７可知：由于小尺寸下参加反应的过氧化氢的质量较少，因此，分解过程中的最高温度相对来

说也较低，且在过氧化氢完全分解后，轴线上的温度略有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小尺寸下输入催化剂床内

的过氧化氢的量少，轴线上的过氧化氢分解快，温度高；而靠近壁面处的分解慢，温度低催化床内进行热

对流，从而使轴线处的温度降低．从加快反应速度，获得温度较高的高温蒸汽的角度出发，在安装空间和

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大尺寸的催化床，以获得较高能量的高温蒸汽．

图６　催化剂床直径对分解组分分布的影响　　　　　图７　催化剂床直径对分解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ｂｅ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ｎ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ｂｅ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４　催化床内温度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在上述情况下，催化床内温度和水的质量分数的分布云图，如图８～１１所示．从图８～１１中既能看

出轴线上的温度分布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布，又能直观地看出它们在直径方向的变化规律．

从图８～１１的温度分布云图可以看出：入口处的温度最低，随着分解的进行，温度逐渐升高；轴线处

的温度最高，越接近壁面，温度越低；在等温壁面条件下，壁面温度保持为较低的水平．

　　　（ａ）温度分布云图 　　　　　　　　　　　　　　（ｂ）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图８　大尺寸下壁面绝热时的温度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Ｆｉｇ．８　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ｗａｌ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从图８～１１的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可以看出：大尺寸下的过氧化氢分解较快，在垂直轴线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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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解分布较广，而小尺寸下的过氧化氢分解较慢，主要在轴线附近较小范围内进行．

　　　（ａ）温度分布云图　　　　　　　　　　　　　　（ｂ）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图９　小尺寸下壁面为绝热时的温度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Ｆｉｇ．９　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ｗａｌ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温度分布云图 　　　　　　　　　　　　　　（ｂ）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图１０　大尺寸下等温壁面时的温度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ｗａｌｌａｔ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

　　　（ａ）温度分布云图 　　　　　　　　　　　　　　（ｂ）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图１１　小尺寸下壁面为等温时的温度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布云图

Ｆｉｇ．１１　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ｗａｌｌａｔ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

４　结论

通过建立过氧化氢以银网作为催化剂的分解放热反应方程，利用Ｆｌｕｅｎｔ流体仿真软件，将流体动

力学与化学化学动力学模型相结合，获得过氧化氢分解过程中的温度和分解产物的质量分数分布的３

点主要结论．

１）输入催化床的过氧化氢质量流量越大，分解后的最终温度越高，但最终分解温度基本恒定，最高

温度接近１３００Ｋ．

２）绝热壁面有利于为推进系统提供较高温度的燃气，但等温壁面有利于反应的快速启动；在８０

ｍｍ的催化床长度上，可设置起始３０ｍｍ的等温壁面及尾端５０ｍｍ的绝热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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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入口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大的催化床直径有利于过氧化氢的分解反应，能获得更高的分解温

度，且分解温度基本保持在１３００Ｋ附近．

因此，在实际设计催化床时，应在保证安装尺寸和满足基本的高温分解产物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大

催化床的直径、增加输入的过氧化氢的质量流量；同时，应合理设计壁面的等温段与绝热段，使过氧化氢

能尽快和完全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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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的制备

工艺优化与体外透皮实验

林琪１，张嘉颖１，吴振２，陈燕江３，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厦门大学 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２；

３．晏容美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１２）

摘要：　以包封率为指标，考察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ＥＡＦＮＬ）的最佳制备工艺，验证其透皮效果．采用薄

膜分散法制备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的包封率，通过单因

素实验考察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卵磷脂与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药物质量浓度、水

化时间对包封率和粒径的影响．经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得到最优处方，测定其粒径，以大鼠腹部皮肤为材

料，进行２４ｈ透皮扩散实验．结果表明：在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优化处方实验确定的最佳工艺中，卵磷脂与胆

固醇的质量比为７．８３∶１，脂质体制备水化时间为２．１ｈ，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为２∶１，平均包封率为

７５．６６％，粒径为（１７８．６０±４．５９）ｎｍ，聚合物分散性指数（ＰＤＩ）为０．１５±０．０１，电位为（－３０．６０±０．９２）ｍＶ，

ＥＡＦＮＬ稳定性良好；ＥＡＦＮＬ２４ｈ累积透过量为９．５４μｇ·ｃｍ
－２，２４ｈ后皮肤滞留量为１３．７７μｇ·ｃｍ

－２；文

中方法制备的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包封率较高，粒径可控，在皮肤滞留量较高．

关键词：　鞣花酸；纳米；柔性脂质体；包封率；体外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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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１８０１３０７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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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２４ｈ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ｒａｔ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ｋｉｎａｓ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ａ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ｌｅｃｉｔｈｉｎｔｏ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７．８３∶１，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ｆｏｒ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ｈ，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ｌｅｃｉｔｈｉｎｔｏＴｗｅｅｎ?２０２∶１．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ｒｅｓｃｒ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ｗａｓ７５．６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ｗａｓ（１７８．６０±４．５９）ｎｍ，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ＤＩ）ｗａｓ０．１５±０．０１，

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ａｓ（－３０．６０±０．９２）ｍＶ，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Ａ?ＦＮＬｗａｓｇｏｏｄ．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ｏｆＥＡ?ＦＮＬｆｏｒ２４ｈｗａｓ９．５４μｇ·ｃｍ
－２，ａ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ｎ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ｔ２４ｈｗａｓ１３．７７μｇ·ｃｍ

－２．Ｉｔ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

ＥＡ?ＦＮ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ｅｔｅｎ

ｔｉｏｎｉｎｓｋｉ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ｎａｎｏ；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犻狀狏犻狋狉狅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鞣花酸（ＥＡ）是一类天然多酚二内酯，是没食子酸的二聚衍生物，存在于多种水果、坚果、蔬菜和中

药材中．研究表明，鞣花酸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包括抗氧化
［１２］、抗炎［３５］、抗病毒、抗肿瘤［６］、抗纤维化［７］

和化学预防［８］等作用，除此之外，鞣花酸还具有美白清除自由基、抗皱等活性［９］，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

护肤品中［１０］．然而，水溶性差、溶液稳定性差
［１１］、透皮渗透性差［１２］等缺点使鞣花酸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这些缺点亟待解决．

角质层是皮肤的最外层，是透皮吸收需要克服的最重要的屏障［１３］．目前，促进透皮吸收的方法有磁

导入、电致孔、微针和纳米药物载体等［１４１５］．近年来，纳米药物载药已成为极具前景的透皮给药方式．柔

性纳米脂质体（ＦＮＬ）是第二代脂质体，由磷脂和膜柔软剂（如胆酸钠、去氧胆酸钠、吐温?８０、吐温?２０等）

组成，结构与生物膜相似．柔性纳米脂质体是一种多功能的靶向药物载体，与传统脂质体相比，其具有高

度变形性，可促进药物进入皮肤表皮层和真皮层，将大部分的药物留在皮肤中，减少进入人体血液循环

的药物量，在表皮和真皮形成药物库，形成缓释模型，使药物在局部持久治疗［１６１７］．柔性纳米脂质体的透

皮递送机制一般认为是以水合梯度为驱动力，借助自身的变形能力，穿过比自己粒径小得多的皮肤孔

道，进入表皮层或真皮层［１８１９］．本文运用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进行处方优化，利用ＦＮＬ技术对ＥＡ进

行药学修饰，提高ＥＡ的皮肤渗透率及药物稳定性．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仪器

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图像二极管阵列（ＤＡＤ）检测器，美国安捷伦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恒温水浴锅（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磁

力加热搅拌器（江苏省金坛市友联仪器研究所）；ＮａｎｏＢｒｏｏｋｏｍｉ型多角度纳米粒度与高灵敏度Ｚｅｔａ电

位分析仪（美国布鲁克海文仪器公司）；ＪＥＭ１２００ＥＸ型透射电子显微镜（日本电子株式会社）；旋转蒸发

仪、超声波清洗仪（河南省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ＲＹＪ６Ｂ型药物透皮扩散试验仪（上海黄海

药检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材料

ＳＤ大鼠（雄性大鼠，体质量约２００ｇ，购自福建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ＰＣ９８Ｔ型蛋黄卵磷脂（上

海市艾伟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鞣花酸（质量分数为９８％，上海市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胆固醇（质

量分数≥９５％，上海Ａｄａｍａｓｂｅｔａ公司）、甲醇（色谱级，广东省汕头市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试

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２　实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２．１　鞣花酸的体外分析方法

２．１．１　紫外吸收波长的测定　以甲醇作为空白对照，对质量浓度为１０μｇ·ｍＬ
－１的鞣花酸溶液进行

２００～４００ｎｍ波长范围内的全波长扫描，记录扫描图谱，最大吸收波长为２５５ｎｍ．

２．１．２　高效液相色谱的条件　色谱柱为ＳｉｎｏＣｈｒｏｍＯＤＳＢＰ（４．６ｍｍ×１５０．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

９３６第５期　　　　　　　　　 林琪，等：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的制备工艺优化与体外透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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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磷酸溶液（犞（甲醇）∶犞（磷酸）＝５５∶４５，磷酸的体积分数为０．１％）；检测波长为２５５ｎｍ；流速为１

ｍＬ·ｍｉｎ－１；进样量为３０μＬ．

２．１．３　系统适应性实验　取溶剂甲醇溶液（空白溶剂）、鞣花酸甲醇溶液（５μｇ·ｍＬ
－１，鞣花酸对照品）

及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ＥＡＦＮＬ）进样分析，其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图谱，如图１～３所示．图１～３

中：犛为电信号；狋为色谱柱流出物的流出时间．

　　图１　空白溶剂的 ＨＰＬＣ图谱　 　　　　 　　　　图２　鞣花酸对照品的 ＨＰＬＣ图谱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ｂｌａｎｋｓｏｌｖｅｎｔ　　　Ｆｉｇ．２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３　ＥＡＦＮＬ的 ＨＰＬＣ图谱

Ｆｉｇ．３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ＡＦＮＬ

２．１．４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１０．０ｍｇ鞣花酸，用

甲醇溶液溶解并定容于１００ｍＬ，配制成０．１ｍｇ·ｍＬ
－１的

鞣花酸对照品储备母液．稀释母液，得到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２，３，４，５，６，８，１０，３０μｇ·ｍＬ
－１的系列对照品溶液，并进

样分析．测定鞣花酸的峰面积，作为纵坐标（狔），以鞣花酸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狓）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线性回归方程

狔＝３３１．７９狓－１８６．３４，相关系数犚
２＝０．９９９１，线性范围为

１～３０μｇ·ｍＬ
－１．

２．１．５　精密度实验　制备质量浓度为５μｇ·ｍＬ
－１的鞣

花酸供试品溶液，并进样分析，连续进样６次，测定保留时

间与峰面积，其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狀＝６）分别为０．１９％，

０．１７％，精密度良好．

２．１．６　重复性实验　平行配制６份质量浓度为５μｇ·ｍＬ
－１的鞣花酸供试品溶液，并进样分析，测定其

峰面积，ＲＳＤ为１．６４％（狀＝６），重复性良好．

２．１．７　回收率实验　精密量取１．０ｍＬ空白脂质体混悬液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适量鞣花酸样品

储备液，配置成质量浓度分别为３，５，１０μｇ·ｍＬ
－１的低、中、高３组回收率供试品溶液，每组平行配置３

份，分别用甲醇定容至刻度，混匀、过滤，并进样分析，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质量浓度，结果表明，回收率

为９８．７５％～１０２．３４％，ＲＳＤ为０．９５％．

２．１．８　日内稳定性实验　制备质量浓度为５μｇ·ｍＬ
－１的鞣花酸供试品溶液，分别于０，２，４，８，１２ｈ进

样分析，无其他杂质产生，ＲＳＤ为１．８７％（狀＝５），供试品溶液的日内稳定性良好．

２．１．９　日间稳定性实验　配制质量浓度为５μｇ·ｍＬ
－１的鞣花酸供试品溶液，分别于０，１，２，３ｄ进样

分析，无其他杂质产生，ＲＳＤ为０．９１％（狀＝４），供试品溶液的日间精密度良好．

２．２　犈犃犉犖犔的制备与包封率的计算

２．２．１　ＥＡＦＮＬ的制备　取处方量的卵磷脂、胆固醇、鞣花酸置于茄形瓶内，用１０ｍＬ甲醇与三氯甲

烷（体积比为４∶１）超声１ｍｉｎ溶解，于２５℃下旋蒸３０ｍｉｎ，除掉有机溶剂，直至瓶壁上形成薄膜，真空

干燥箱２ｈ，除去残余有机溶剂，加４０ｍＬ磷酸缓冲液（ｐＨ＝７．０），水化２ｈ，过０．２２μｍ针式滤膜，振摇

混匀，即得ＥＡＦＮＬ，于４℃下保存备用．

２．２．２　包封率的计算　取制备好的１ｍＬＥＡＦＮＬ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加入甲醇破乳定容，超声１５

ｍｉｎ后，过０．４５μｍ滤膜，测定鞣花酸总质量浓度（ρｔ）．另取１ｍＬＥＡＦＮＬ置于３０ｋｕ的超滤离心管，

于４０００ｒ·ｍ－１下离心２０ｍｉｎ，取滤过液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甲醇定容，超声１５ｍｉｎ后，过０．４５μｍ滤

０４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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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测定鞣花酸质量浓度（ρｙ）．

ＥＡＦＮＬ包封率（δＥ）的计算公式为

δＥ＝ρ
ｔ－ρｙ

ρｔ
×１００％．

２．３　犈犃犉犖犔制备的影响因素考察

通过单因素实验来考察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卵磷脂与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

（ａ）表面活性剂的种类

比、药物质量浓度、水化时间对包封率和粒径（）的影响，

再通过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法优化预测最佳处方．５种单

因素对ＥＡＦＮＬ包封率和粒径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２．３．１　表面活性剂的种类　固定鞣花酸质量浓度为２５

μｇ·ｍＬ
－１，水化时间为３ｈ，卵磷脂与表面活性剂质量比

为４∶１，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为４∶１，设定表面活性

剂种类分别为吐温?８０、胆酸钠、吐温?２０，按照节２．２．１方

法制备脂质体，测定其包封率及粒径，结果如图４（ａ）所

示．由图４（ａ）可知：使用吐温?２０制备脂质体的质量最佳，

　（ｂ）卵磷脂与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　 　　　　　　　　（ｃ）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　　　

　 　　（ｄ）药物质量浓度　　　　　　　　　　　　　　　　　（ｅ）水化时间　　　　　

图４　５种单因素对ＥＡＦＮＬ包封率和粒径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ＥＡＦＮＬ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

包封率最大，粒径最小．这可能是由于吐温?２０具有丰富的亲水基团，使水化过程更加容易．

２．３．２　卵磷脂与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　固定鞣花酸的质量浓度为２５μｇ·ｍＬ
－１，水化时间为３ｈ，表面

活性剂为吐温?２０，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为４∶１，设定卵磷脂与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犿（卵磷脂）∶

犿（吐温?２０））分别为１∶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１，按照节２．２．１方法制备脂质体，测定其包封率及粒

径，结果如图４（ｂ）所示．由图４（ｂ）可知：当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为１∶１时，所得粒径最小；当卵磷

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为１∶１，２∶１，４∶１时，包封率无显著性变化．考虑到表面活性剂过多会形成胶

束［２０］，故后续实验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采用４∶１．

２．３．３　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　固定鞣花酸质量浓度为２５μｇ·ｍＬ
－１，水化时间为３ｈ，表面活性剂

为吐温?２０，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为１∶１，设定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犿（卵磷脂）∶犿（胆固

醇））分别为２∶１，４∶１，６∶１，８∶１，１０∶１，１２∶１，０∶１，按照节２．２．１方法制备脂质体，测定其包封率

及粒径，结果如图４（ｃ）所示．由图４（ｃ）可知：当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为８∶１时，所得包封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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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最小；随着胆固醇比例的增加，粒径逐渐减小，但超过一定质量比，包封率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胆固

醇的增加导致膜的通透性增加，使包裹的鞣花酸渗出［２１］．

２．３．４　药物质量浓度　固定水化时间为３ｈ，表面活性剂为吐温?２０，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为１∶

１，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为８∶１，同时，设定鞣花酸的质量浓度（ρ）分别为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

μｇ·ｍＬ
－１，按照节２．２．１方法制备脂质体，测定其包封率及粒径．当鞣花酸质量浓度大于３５μｇ·ｍＬ

－１

时，第二天溶液会发生聚沉现象，故对１５，２０，２５，３０μｇ·ｍＬ
－１４个质量浓度进行整理，结果如图４（ｄ）

所示．为保证所得包封率最大，载药最多，选择鞣花酸质量浓度为２５μｇ·ｍＬ
－１．

２．３．５　水化时间　固定其他因素不变，考察水化时间（狋ｈ）分别为１，２，３，４ｈ时，包封率和粒径的变化情

况，如图４（ｅ）所示．由图４（ｅ）可知：当水化时间为２ｈ时，包封率最大．考虑到水化为１ｈ时，茄形瓶上的

薄膜未被完全水化为脂质体；当水化时间为３，４ｈ时，脂质体的结构被破坏，导致鞣花酸泄露；水化时间

超过２ｈ后，粒径未有明显变化，故选择２ｈ为最优水化时间．

２．４　犅狅狓犅犲犺狀犽犲狀响应面法优化试验设计

单因素考察实验选取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Ａ）、脂质体制备水化时间（Ｂ）、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

　　　　表１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实验设计的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

因素 名称 低（－１） 中（０） 高（＋１）

Ａ 犿（卵磷脂）∶犿（胆固醇） ４∶１ ８∶１ １２∶１

Ｂ 狋ｈ／ｈ １ ２ ３

Ｃ 犿（卵磷脂）∶犿（吐温?２０） ２∶１ ４∶１ ６∶１

质量比（Ｃ）作为对ＥＡＦＮＬ包封率影响较大

的３个因素，并以鞣花酸的包封率（犢）为响

应值，采用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优化制备工

艺．每个因素设置３个水平分别为低（－１）、

中（０）、高（＋１），各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

２．４．１　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方差分析　以包

封率为指标，采用软件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对数据（表２）进行方程拟合，由此得犢＝（７２．００－０．３４Ａ＋

１．５１Ｂ－５．８４Ｃ－２．８４ＡＢ－０．０６７ＡＣ－１．１３ＢＣ－６．５６Ａ２－１３．３１Ｂ２－２．０４Ｃ２）／１００，犚２＝０．９８２５，犘＜

０．０５，拟合度良好．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与显著性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失拟合犉值为０．２１，失拟合犉值相对于纯误

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实验结果可靠．方程中Ｃ项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说明影响脂质体包封率的

最主要因素是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

　 表２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设计与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

试验号 Ａ Ｂ Ｃ 犢／％ 试验号 Ａ Ｂ Ｃ 犢／％

１ １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６８．６０２４ １０ ８．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７６２１

２ 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２７６２ １１ ８．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７２．８０１７

３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４７．２３３１ １２ ８．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７２．６３３５

４ １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１．３３９３ １３ ８．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７４．９３８９

５ ４．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６．９００４ １４ ８．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９．１８８４

６ １２．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５３．０５０８ １５ ４．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５８．３１６７

７ ８．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９５５０ １６ １２．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５６．６８２８

８ ８．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６４．５９２９ １７ 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６９．９６８５

９ ８．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７０．４２５８

表３　包封率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犉 犘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犉 犘

模型 １３３９．６２ ９ １４８．８５ ４４．８２ ＜０．０００１ Ａ ０．９４ １ ０．９４ ０．２８ ０．６１１０

Ｂ １８．２４ １ １８．２４ ５．４９ ０．０５１６ Ｃ ２７２．８８ １ ２７２．８８ ８２．１７ ＜０．０００１

ＡＢ ３２．３７ １ ３２．３７ ９．７５ ０．０１６８ ＡＣ ０．０１８ 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５４００．９４３５

ＢＣ ５．０８ １ ５．０８ １．５３ ０．２５５９ Ａ２ １８１．２１ １ １８１．２１ ５４．５６ ０．０００２

Ｂ２ ７４５．５２ １ ７４５．５２ ２２４．４８ ＜０．０００１ Ｃ２ １７．６０ １ １７．６０ ５．３０ ０．０５４８

残差 ２３．２５ ７ ３．３２ － － 失拟项 ３．１８ ３ １．０６ ０．２１ ０．８８３７

纯误项 ２０．０６ ４ ５．０２ － － 总和 １３６２．８７ １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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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响应面优化与预测　运用软件绘制三因素对评价指标的三维响应面图，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

５可知：等高线趋于椭圆，三维图的曲线较陡，说明两因素交互作用的显著性越好；Ａ与Ｂ的响应面的曲

面较陡，Ｂ与Ｃ，Ａ与Ｃ的响应面的曲面较平坦，说明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与脂质体制备水化时间

的交互作用对脂质体包封率的影响最大，欲使包封率最大化，应选择曲面最高点对应的水平最佳处方工

艺，即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为７．８３∶１，脂质体制备水化时间为２．１ｈ，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

为２∶１，预测包封率为７５．９３％．

　　　　　（ａ）Ａ，Ｂ交互作用的响应面图　　　　　　　　　　　（ｂ）Ａ，Ｂ交互作用的等高线图

　　　　（ｃ）Ａ，Ｃ交互作用的响应面图　　　　　　　　　　（ｄ）Ａ，Ｃ交互作用的等高线图　　

　　　　（ｅ）Ｂ，Ｃ交互作用的响应面图　　　　　　　　　　（ｆ）Ｂ，Ｃ交互作用的等高线图　

图５　因素Ａ～Ｃ对应包封率的三维曲面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ｔｏＣ

２．５　犈犃犉犖犔的粒径与犣犲狋犪电位

根据最终处方平行制备３组ＥＡＦＮＬ，测定其脂质体包封率、粒径与电位，测得柔性纳米脂质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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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率为（７５．６６±０．４０）％，粒径为（１７８．６０±４．５９）ｎｍ，聚合物分散性指数（ＰＤＩ）为０．１５±０．０１，电位为

（－３０．６０±０．９２）ｍＶ．根据透射电镜图可知脂质体呈球形，其粒径大小与激光测定仪测定结果相符．

ＥＡＦＮＬ的粒径分布图及电镜照片，如图６，７所示．图６中：犐为强度．

　　图６　ＥＡＦＮＬ的粒径分布图　　　　　　　　　　　图７　ＥＡＦＮＬ的电镜照片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ＦＮＬ　　　　　Ｆｉｇ．７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ＥＡＦＮＬ

２．６　初步稳定性考察

按最优工艺制备ＥＡＦＮＬ，对存储温度进行考察，将脂质体混悬液分别置于４，２５℃保存，于０，１，

２，３，４，１０ｄ取样，测定其包封率，观察其状态．脂质体在４，２５℃环境中保存无明显差异，ＥＡＦＮＬ的稳

定性，如图８所示．图８中：θ为温度；狋ｓ为采样时间．由图８可知：在第１０ｄ，脂质体的包封率略微下降，

粒径稍有变大．

　（ａ）包封率　　　　　　　　　　　　　　　　　　　（ｂ）粒径

图８　ＥＡＦＮＬ的稳定性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ＡＦＮＬ

２．７　体外透皮实验

２．７．１　离体鼠皮的制备　用水合氯醛将ＳＤ雄性大鼠麻醉并断颈处死，取腹部完整皮肤，将毛发用刀

片刮净．然后，用刀片、镊子剔除皮肤下脂肪组织，将处理好的皮肤，用生理盐水清洗干净，浸泡３０ｍｉｎ，

用滤纸吸干水分，铺皮，用锡纸包裹，置于－８０℃冰箱保存，临用２４ｈ前用生理盐水解冻．

２．７．２　透皮实验　采用Ｆｒａｎｚ扩散池法，将鼠皮角质层向上，固定于接收室与供给室之间，扩散池面积

为２．２ｃｍ２，体积为６ｍＬ，为了便于直接进行高效液相色谱的测定，以甲醇生理盐水为接收液（犞（甲

醇）∶犞（生理盐水）＝５０∶５０），将２ｍＬＥＡＦＮＬ加入供给室，控制温度为（３７．０±０．５）℃，转速为４００

ｒ·ｍｉｎ－１，分别于１，２，３，４，６，８，１０，１２，２４ｈ取出０．７ｍＬ接收液，并加入０．７ｍＬ新的接收液，取出的

接收液过０．２２μｍ滤膜，按照节２．１．２进行色谱分析，计算累积透皮量犙狀 并记录结果（图９），犙狀 的计

算公式为

犙狀＝
犞ｔρ狀＋∑ρ狀－１犞ｓ

犛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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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犞ｔ为接收池体积；ρ狀 为狀次取样点质量浓度；ρ狀－１为狀－１次取样点质量浓度；犞ｓ为每次的取样

体积；犛０ 为渗透面积．

图９　ＥＡＦＮＬ的累积渗透量

Ｆｉｇ．９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ＥＡＦＮＬ

实验结束后，取下鼠皮，将表面残留药物擦拭干净，取透

皮处皮肤，剪碎，加入１．０ｍＬ甲醇匀浆，匀浆液转移至离心管

中，涡旋混匀，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０ｍｉｎ，残渣用０．５ｍＬ甲

醇重提一次，合并两次上清液，混匀，定容至２ｍＬ
［２２］．进行色

谱分析，２４ｈ后ＥＡＦＮＬ的皮肤滞留量为１３．７７μｇ·ｃｍ
－２．

３　讨论

以胆固醇、卵磷脂等为原料，通过薄膜分散法制备 ＥＡ

ＦＮＬ，并以包封率为考察指标，研究柔性纳米脂质体的最佳制

备工艺．由于鞣花酸溶解度低等问题，导致ＥＡＦＮＬ的制备难

度较高．脂质体包封率有以下３个影响因素．１）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量比对

脂质体结构及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胆固醇是脂质体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脂质体的流动性及膜的稳定性

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合适的比例有利于增加膜的刚性，提高脂质体包封率［２３２４］．２）水化时间．水化时间

过短，会导致水化不完全，不能很好地将药物嵌入脂质体的双分子层中；水化时间过长，又可能破坏脂质

体的结构．３）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直接影响脂质体的形成，过多的表

面活性剂可形成胶束，合适比例的表面活性剂可以减小脂质体粒径，但表面活性剂成膜性较差，其用量

直接影响脂质体的稳定性［２５］．

经过单因素实验和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优化最终确定的ＥＡＦＮＬ最佳处方：卵磷脂与胆固醇的质

量比为７．８３∶１，脂质体制备水化时间为２．１ｈ，卵磷脂与吐温?２０的质量比为２∶１．按最佳处方制备

ＥＡＦＮＬ，其稳定性仍有待提高，可增加影响因素的考察，例如，水化温度、搅拌速度、表面活性种类，以

及聚乙二醇类等稳定剂［２６］．

脂质体是一种优秀的药物载体，具有良好的生物亲和性，普通的脂质体不适用于皮肤给药，难以透

过皮肤角质层到达皮肤深层，ＦＮＬ通过降低双分子层的界面张力，增加角质层中双分子层的流动性，从

而提高被包裹药物进入皮肤的通透性［２７］．通过体外渗透实验考察ＥＡＦＮＬ的累积透皮量，ＥＡＦＮＬ的

透皮率较好，皮肤滞留量较高．今后的工作将进一步考察ＥＡＦＮＬ的稳定性与复配性的问题，并开展动

物实验进行验证，未来期望将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应用于化妆品中，同时，也为柔性纳米脂质体作为

药物载体在经皮给药的应用提供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１］　ＢＡＣＣＡＲＩＮＴ，ＬＥＭＯＳＳＥＮＮＡ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ｏ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ｋｉ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ｐｅｅｌ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Ｊ］．ＡＡＰＳＰｈａｒｍＳｃｉＴｅｃｈ，２０１７，１８（８）：３３０７３３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８／ｓ１２２４９０１７０８１８ｘ．

［２］　ＺＥＢＡ．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犻狀狏犻狏狅ａｎｄ犻狀狏犻狋狉狅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８，４４８（１／２）：２７４１．

［３］　ＫＵＢＡＭＩＹＡＲＡＭ，ＡＧＡＲＩＥＫ，ＳＡＫＩＭＡＲ，犲狋犪犾．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ｏｋｉ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ｄｅ，

ｏｎａｎｔｉｇｅ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ｄ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ｂａｓｏｐｈｉｌｉｃ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ＲＢＬ２Ｈ３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ｅ［Ｊ］．Ｉ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２，１２（４）：６７５６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ｎｔｉｍｐ．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３．

［４］　ＢＥＮＳＡＡＤＬ，ＫＩＭＫＨ，ＱＵＡＨＴＣＣ，犲狋犪犾．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ｇａｌ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ｐｕｎｉｃａｌａｇｉｎ

Ａ＆Ｂ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ｕｎｉｃａｇｒａｎａｔｕｍ［Ｊ］．ＢＭ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７（１）：４７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２９０６

０１７１５５５０．

［５］　韩奇亨，张春红，龚雪，等．鞣花酸类化合物在野牡丹科植物中的分布与药理活性研究［Ｊ］．中药材，２０１８，４１（１２）：

２９６２２９６７．

［６］　ＬＩＭＳＣ，ＨＷＡＮＧＨ，ＨＡＮＳＬ．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ｃ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ＣＯＸ１，ＣＯＸ２，ｓｎａｉｌ，ｔｗｉｓｔ１，ａｎｄｃｍｙｃ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２０１９，１１（１２）：３０２３．ＤＯＩ：１０．３３

９０／ｎｕ１１１２３０２３．

５４６第５期　　　　　　　　　 林琪，等：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的制备工艺优化与体外透皮实验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７］　ＺＡＡＺＡＡＡ，ＬＯＫＭＡＮＭＳ，ＳＨＡＬＢＹＡＢ，犲狋犪犾．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ｈｏｌｄｓ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８，１９（２）：３８７３９３．ＤＯＩ：１０．２２０３４／

ＡＰＪＣＰ．２０１８．１９．２．３８７．

［８］　ＤＥＲＯＳＡＧ，ＭＡＦＦＩＯＬＩＰ，ＳＡＨＥＢＫＡＲＡ．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ＡｄｖＥｘｐＭｅｄＢｉｏｌ，

２０１６，９２８：４７３４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４１３３４１＿２０．

［９］　ＯＲＴＩＺＲＵＩＺＣＶ，ＢＥＲＮＡＪ，ＴＵＤＥＬＡＪ，犲狋犪犾．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ｌａｎｉｎ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Ｊ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Ｓｃｉ，２０１６，８２（２）：１１５１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ｄｅｒｍｓｃｉ．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４．

［１０］　ＷＡＮＧＹｉ，ＺＥＮＧＹａｎｇ，ＦＵＷｅｎｓ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Ｓｅｅ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Ａｕ＠Ａｇｃｏｒｅｓｈｅｌｌｎａｎｏｒ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Ｊ］．Ａｎａｌ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９７１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ｃａ．２０１７．１１．

０６７．

［１１］　ＰＡＮＩＣＨＡＹＵＰＡＫＡＲＡＮＡＮＴＰ，ＩＴＳＵＲＩＹＡＡ，ＳＩＲＩＫＡＴＩＴＨＡＭＡ．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ｌｌａｇｉｃ

ａｃｉｄｒｉｃｈ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ｆｒｕｉｔｐｅｅ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Ｊ］．ＰｈａｒｍＢｉｏｌ，２０１０，４８（２）：２０１２０５．ＤＯＩ：１０．３１０９／１３８８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７８５０３．

［１２］　ＭＯＪ，ＫＡＥＷＮＯＰＰＡＲＡＴＮ，ＳＯＮＧＫＲＯＳ，犲狋犪犾．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犻狀狏犻狋狉狅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ｋｉｎｐｅｒｍｅ

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ａｔ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ｒｉ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Ｊ］．ＰａｋＪＰｈａｒｍＳｃｉ，２０１５，２８（１）：

２９３６．

［１３］　ＪＩＡＮＧＴｉａｎｙｕｅ，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ＬＩＴｅｎｇ，犲狋犪犾．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ｂ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ｏｍ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ｏｌｉ

ｇ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ｆｏｒｔｏｐ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Ｊ］．ＡＣＳＮａｎｏ，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９６９３９７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

ａｃｓｎａｎｏ．８ｂ０３８００．

［１４］　刘基，王媚，王露，等．经皮给药系统研究进展［Ｊ］．现代中医药，２０１８，３８（６）：１５６１５９．

［１５］　ＨＡＯＹｉｎｇ，ＬＩＷｅｉ，ＺＨＯＵＸｉｎｇｌｉ，犲狋犪犾．Ｍｉｃｒｏｎｅｅｄ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Ｂｉ

ｏｍｅｄ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７，１３（１２）：１５８１１５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６／ｊｂｎ．２０１７．２４７４．

［１６］　陈桐楷，林华庆，李园．柔性纳米脂质体经皮给药新载体的研究进展［Ｊ］．中国药师，２００９，１２（６）：７３２７３４．

［１７］　ＬＩＣ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ｌ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ｎａｎｏ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

ｌｏａｄ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ｐｔ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ｏｖｅｌ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ｆｏｒｔｏｐｉｃａｌｓｋ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３，８：１２８５１２９２．ＤＯＩ：１０．２１４７／ＩＪＮ．Ｓ４１６９５．

［１８］　陈华兵．促进药物透皮和皮肤靶向的纳米载药系统研究［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０８．

［１９］　ＫＵＭＡＲＡ，ＰＡＴＨＡＫＫ，ＢＡＬＩＶ．Ｕｌｔｒａ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ｎａｎｏ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ｒ

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Ｊ］．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２，１７（２１／２２）：１２３３１２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ｄｒｕｄｉｓ．２０１２．０６．０１３．

［２０］　ＢＮＹＡＮＲ，ＫＨＡＮＩ，ＥＨＴＥＺＡＺＩＴ，犲狋犪犾．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ｌｉｐｉｄｂａｓｅｄ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

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０７（５）：１２３７１２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ｘｐｈ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

［２１］　孙盟璐．薄膜法中胆固醇的比例对维生素Ｃ脂质体性质的影响［Ｊ］．现代化农业，２０１７（８）：４１４２．

［２２］　刘广，齐娜，孙考祥，等．延胡索乙素柔性脂质体的制备与透皮吸收［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８）：３７３９．

［２３］　刘剑敏，唐静宜，程路，等．正交设计优化磷酸川芎嗪冰片脂质体的制备工艺［Ｊ］．中国药业，２０１９，２８（１１）：４４４７．

［２４］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ＳＢ，ＳＩＮＧＨＭ，ＢＥＴＡＧＥＲＩＧＶ．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犻狀狏犻狋狉狅ｌｉｐｏｓｏｍ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ｌｃｈｉｃ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４９（５）：４９１４９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

２０４２７１５８．１９９７．ｔｂ０６８２９．ｘ．

［２５］　张小滨，侯新朴．不同表面活性剂对伊文思蓝脂质体体内外性质的影响［Ｊ］．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０３（１）：５８．

［２６］　ＧＯＮＺ?ＬＥＺＲＯＤＲ?ＧＵＥＺＭＬ，ＢＡＲＲＯＳＬＢ，ＰＡＬＭＡＪ，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ｏ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Ｊ］．ＩｎｔＪＰｈａｒｍ，２００７，３３７（１／

２）：３３６３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ｈａｒｍ．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４．

［２７］　ＦＡ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ＡＬｕ，ＸＩＮＪｉｎ，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ｎｏｖｅｌ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ｎａｎｏ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犻狀狏犻狏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ＳｕｒｆＢＢｉｏ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７２：２８８２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ｌｓｕｒｆｂ．２０１８．

０８．０４６．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６４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第４１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５　

　２０２０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１９　

　　　带半圆柱微透镜的超薄直下式

犔犈犇平板灯设计

单孝忍１，２，陈嘉鸿１，２，丁攀峰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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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决传统直下式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平板灯厚度大、均匀度较低的缺点，设计一种带半圆柱微透镜

的超薄平板灯．该透镜上半部分是竖放的圆柱，下半部分是横放的半圆柱阵列．以一个正六棱柱作为单元模

块，通过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件及Ｔａｇｕｃｈｉ实验法进行模拟仿真，对带半圆柱微透镜的半圆柱半径、圆柱厚度、透镜半

径及透镜距ＬＥＤ的高度进行优化．结果表明：当半圆柱半径为０．２ｍｍ，透镜半径为１．５ｍｍ，透镜距ＬＥＤ高

度为２．５ｍｍ，圆柱厚度为０．５ｍｍ时，其显示效果最好，并设计出一款厚度为１５ｍｍ，照度均匀度为９５．５３％，

光效率为９５．９９％的超薄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该平板灯符合现代超薄、节能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　照明设计；发光二极管；半圆柱微结构；Ｔａｇｕｃｈｉ法；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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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

发光二极管（ＬＥＤ）是第四代发光光源，具有光效高、体积小、寿命长等优点，已被广泛用于生活照

明、医疗照明、植物照明等领域［１?３］．与传统平板灯相比，ＬＥＤ平板灯可有效控制光源的光型及发光角

度．另外，ＬＥＤ平板灯的照度更加均匀、柔和，且无炫光．根据ＬＥＤ平板灯的优势，可在不同照明场合设

计出较为合适的照明灯具，不仅可以提高照明质量，也符合现代发展需求．目前，ＬＥＤ平板灯可分为直

下式和侧光式两种类型［４?５］．侧光式ＬＥＤ平板灯主要依靠导光板对光线进行再次分布．陈俄振等
［６］通过

对导光板散射网点形状的研究，找出最适合导光板的网点形状．然而，不管如何设计导光板形状，都避免

不了其导光效率低、成本高的缺点．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则不需要导光板，直接将光源安装在底板上，可

使光效显著提高．由于ＬＥＤ是类朗伯型光源，只有当ＬＥＤ灯珠之间的距离犇 与混光高度犎 的比值

（犇／犎）为１时，才能得到理想的均匀度
［４，７］．为了降低成本且同时满足犇／犎＝１，传统直下式ＬＥＤ平板

灯通常会做得很厚，不利于向着超薄、节能的方向发展．

为了减小传统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厚度，可为ＬＥＤ光源添加配光透镜，以此增加光线的出射角度．

庞培元等［８］设计两种兼具反射、透射作用的混光元件结构，即棱台结构和半球型结构，并将其应用于超

薄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中以提高出光均匀度．此设计虽可提高照度均匀度，但透镜尺寸较大，不利于光源

散热，影响光源寿命．王雪娇
［９］设计了３种不同面型的自由曲面透镜，但是设计过于复杂，且将ＬＥＤ当

作点光源处理，误差较大．基于此，本文设计一种带半圆柱的微透镜，该微透镜结构较为小巧，有利于光

图１　传统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ｄｏｗｎＬＥＤｆｌａｔｌａｍｐ

源散热，且照度均匀度较高．

１　结构设计与理论分析

１．１　结构设计

传统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结构，如图１所示，一

般包括ＬＥＤ灯珠、反射膜、扩散膜等．为了得到较高

的照度均匀度，一般将ＬＥＤ灯珠的间距设置较小、

混光高度设置较大以保证光线充分耦合，因此，制作

的ＬＥＤ平板灯较厚．为了解决传统光源的不足，一

般在ＬＥＤ灯珠正上方加入透镜，对ＬＥＤ光源的光强极大处进行再次分配
［１０?１２］，即对光进行二次分配，

使光源中心部分的光线以大角度发散到周围，从而弥补周围光线的不足，最终提高整个ＬＥＤ平板灯的

照度均匀度．

文中设计的半圆柱微透镜结构，如图２所示．该微透镜上半部分是圆柱，下半部分是半圆柱阵列，材

料均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透射率为９４％，折射率为１．４９）．为了使透镜对光有更好的分配作

用，将透镜按照不同方向摆放，以７个透镜作为一个模块，六棱柱模块图，如图３所示．

（ａ）上、下二等角轴测图　　　　　　（ｂ）主视图　　　　　　　　　　　　　　　　　　　　　　　　

　　图２　半圆柱微透镜结构　　　　　　　　　　　　　图３　六棱柱模块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　　　　　　Ｆｉｇ．３　Ｓｉｘｐｒｉｓｍｍｏｄｕ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２　理论分析

ＬＥＤ光源可近似为朗伯型发光体
［１３］，将定轴线方向设为０°，标准的朗伯体光源在６０°处的光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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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０°处的一半，其发光强度近似满足余弦分布
［１４］，即

犐（θ）＝Ι０ｃｏｓθ． （１）

式（１）中：θ是光源法线和出射光束的夹角；犐（θ）为θ角方向出射光束的发光强度；Ι０ 为轴向光强．

半圆柱微透镜扩散原理图，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ＬＥＤ经过单个透镜的光线路径只有折射和直

射两种（忽略菲涅尔反射和吸收），而影响其照度均匀度的因子主要是带半圆柱微透镜的半径（犚）、透镜

上半部分圆柱的厚度（犱）、透镜下半部分的半圆柱半径（狉）和透镜下表面距ＬＥＤ光源的高（犺）．

图４　半圆柱微透镜扩散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ｍ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

图５　半圆柱微透镜部分扩散原理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

由于所设计透镜是轴对称的，所以只需分析透镜横截面

一半即可［１５?１６］．将图４中虚线圈内原理图放大，并建立直角坐

标系，半圆柱微镜部分扩散原理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犕狀 为

半圆柱阵列的圆心，其坐标为（－（２狀－１）狉，狉），狀表示第狀个

半圆，且狀＝１，２，３，…，则相应的半圆方程为

［狓＋（２狀－１）狉］
２
＋狔

２
＝狉

２，　　０≤狔≤狉． （２）

　　由边缘光线理论
［１７］可知，当ＬＥＤ光源光线打在透镜边缘

时，其光线的反向延长线交于点犗，因此，可以将光线看作是犗

点发出的．设点光源犗到ＬＥＤ的距离为犪，由几何光学可得

犪＝
犫犺
犚－犫

． （３）

式（３）中：犫为ＬＥＤ元件的半宽．犗点坐标为（０，－犺－犪）．将点光源犗发出的光线分为犻条，第犻条光线

打到透镜的点记为犘犻（狓犻，犘，狔犻，犘），折射出去的点记为犙犻（狓犻，犙，狔犻，犙）．

对于直射部分光线，以角度ψ１ 和ψ２ 为出射角，其中，ψ１ 为光源中心与透镜边缘的最大直射角，ψ１＝

ａｒｃｔａｎ
犚
犺
；ψ２ 为光源中心与相邻透镜边缘的直射角，ψ２＝ａｒｃｔａｎ

犇－犚
狉＋犱＋犺

．

对于折射部分光线，当光线以角度θ犻打在透镜上时，联立点犗和点犘犻，可得直线犗犘犻的方程为

狔犻＝－
１

ｔａｎθ犻
狓犻－犪－犺． （４）

　　又因为点犘犻在第狀个半圆柱上，联立式（２）和式（４），即可求出点犘犻的坐标为

狓犻，犘 ＝ｓｉｎ
２
θ犻 （１－２狀）狉－

犪＋犺
ｔａｎθ犻

－
４狀狉２（１－狀）

ｔａｎ２θ犻
－（犪＋犺）

２
＋狉

２
＋
２狉（犪＋犺）（２狀－１）

ｔａｎθ槡［ ］
犻

，

狔犻，犘 ＝－
１

ｔａｎθ犻
狓犻，犘 －犪－犺

烍

烌

烎
．

（５）

　　点犘犻处的入射角α犻为

α犻 ＝狘θ犻－ａｒｃｔａｎ
（２狀－１）狉－狓犻，犘
狉－狔犻，犘

狘． （６）

　　根据Ｓｎｅｌｌ公式可知，ｓｉｎα犻＝ηｓｉｎβ犻，η为透镜的折射率．设空气的折射率为１，由几何关系可知，犙犻

的坐标为

狓犻，犙 ＝ （犱＋狉－狔犻，犘）ｔａｎβ犻＋ａｒｃｔａｎ
（２狀－１）狉－狓犻，犘
狉－狔犻，（ ）

犘

，

狔犻，犙 ＝犱＋狉

烍

烌

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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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犻 ＝ａｒｃｔａｎ
狓犻，犙 －狓犻，犘

狔犻，犙 －狔犻，犘
． （８）

　　最后，由Ｓｎｅｌｌ公式可求得δ犻＝ａｒｃｓｉｎ（ηｓｉｎγ犻）．

联立上述公式可知，以θ犻发出的光线经过透镜后出射的地方和角度，从而建立发射点和出光点之

间的联系．由以上分析可知，光源边缘处的光线以直射方式出射，越靠近光源中心，其直射的光线越少，

即越靠近光源中心，其折射的光线越多．折射的光线向着四周发散，从而达到弥补周边光强的目的，最终

使整个照度更加均匀，并且能有效避免光影的产生．

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为了模拟各个ＬＥＤ光源之间的作用效果，采用正六棱柱结构（图３）对透镜的半径、圆柱厚度、半圆

柱半径和透镜距ＬＥＤ的高度进行分析．单个光源尺寸（长×宽×高）设置为１．０ｍｍ×１．０ｍｍ×０．１

ｍｍ，光通量设置为１００ｌｍ，追击光线数设为１００万条．

２．１　单一因子分析

对上述４个影响因子进行单一分析，将照度均匀度（即出射面中照度的最小值与整个出射面的平均

照度的比值）作为衡量标准，通过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件进行仿真测试，并计算出相应的照度均匀度．４个影响

因子对照度均匀度（ηＥ）的影响，如图６所示．

　（ａ）半圆柱半径　　　　　　　　　　　　　　　　　　（ｂ）透镜半径

（ｃ）透镜距ＬＥＤ的高度　　　　　　　　　　　　　　　　 （ｄ）圆柱厚度

图６　４个影响因子对照度均匀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ｕ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随着半圆柱半径、透镜半径和透镜距ＬＥＤ高度的变大，照度均匀度都呈现先变大后变

小的趋势，但随着圆柱厚度的增大，照度均匀度却呈递减趋势；当狉＝０．２ｍｍ，犚＝１．４ｍｍ，犺＝２．５ｍｍ，

表１　半圆柱微透镜影响因子及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ｓｅｍ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

编号
影响因子

狉／ｍｍ 犚／ｍｍ 犺／ｍｍ 犱／ｍｍ

１ ０．１ １．３ ２．３ ０．５

２ ０．２ １．４ ２．５ ０．７

３ ０．３ １．５ ２．７ ０．９

犱＝０．７ｍｍ时，正六棱柱结构的均匀度最高．

然而，以上只是单一因子变化时的最佳值，并不能说

明各个参数组合在一起就是最佳的．

２．２　犜犪犵狌犮犺犻实验分析

基于上述测试结果可知，每个影响因子都有一个较

佳的值，根据这个值选取其上、下两个值为待测值，最终

得到４个影响照度因子，每个因子有３个水平．半圆柱微

透镜的影响因子及参数，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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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实验方法需要做３４次实验，实验次数较多、效率低．为了减少实验次数，提高效率，采用

Ｔａｇｕｃｈｉ
［１８?２０］实验法，结合犔９ 正交表，只需进行９次实验．同时，将照度均匀度作为品质特性参数，信噪

比（犚ＳＮ）作为衡量标准．犚ＳＮ值是采用特定的处理方法，将品质特性参数进行数量化，一般可分为望小特

性和望大特性．望小特性是指品质特性越小越好，而望大特性是品质特性越大越好．文中的均匀度属于

望大特性，其犚ＳＮ值的计算式
［２１］为犚ＳＮ ＝－１０ｌｇ∑

狀

犻＝１

１

狔
２
犻

／（ ）狀 ．

采用Ｔａｇｕｃｈｉ的实验设计及结果，如表２所示．通过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件，计算出相应的照度均匀度，并

计算犚ＳＮ值．各因素优化值对应的犚ＳＮ，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均匀度最优的组合是狉２犚３犺２犱１，即半圆柱半径狉为０．２ｍｍ，透镜半径犚为１．５ｍｍ，

透镜距ＬＥＤ高度犺为２．５ｍｍ，圆柱厚度犱为０．５ｍｍ．

图７　各因素优化值对应的犚ＳＮ

Ｆｉｇ．７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犚ＳＮ

表２　采用Ｔａｇｕｃｈｉ的实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ａｇｕｃｈ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编号 狉犽 犚犽 犺犽 犱犽 ηＥ／％ 犚ＳＮ

１ 狉１ 犚１ 犺１ 犱１ ９２．６８ ３９．３４

２ 狉１ 犚２ 犺２ 犱２ ９３．０１ ３９．３７

３ 狉１ 犚３ 犺３ 犱３ ９２．３７ ３９．３１

４ 狉２ 犚１ 犺２ 犱３ ９３．５７ ３９．４２

５ 狉２ 犚２ 犺３ 犱１ ９４．１２ ３９．４７

６ 狉２ 犚３ 犺１ 犱２ ９６．０４ ３９．６５

７ 狉３ 犚１ 犺３ 犱２ ８９．９３ ３９．０８

８ 狉３ 犚２ 犺１ 犱３ ９０．４５ ３９．１３

９ 狉３ 犚３ 犺２ 犱１ ９５．７８ ３９．６３

　　由于透镜并非旋转对称结构，因此，透镜的摆放位置会对照度产生一定的影响．透镜未旋转的单元

结构仿真结果，如图８所示．对相邻透镜逆时针旋转６０°后，得到的单元结构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图

　　　（ａ）照度仿真图　　　　　　　　　　　　　　　　　（ｂ）照度曲线图

图８　透镜未旋转的单元结构仿真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ｒｏｔａｔｅｄｌｅｎｓｕｎｉ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照度仿真图　　　　　　　　　　　　　　　　　（ｂ）照度曲线图

图９　透镜旋转的单元结构仿真结果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ｉ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ｅｎｓ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１５６第５期　　　　　　　　　　单孝忍，等：带半圆柱微透镜的超薄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设计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８，９中：犈为照度；犡，犢 为封装后灯具的长度和宽度．由图８，９可知：旋转后的透镜照度曲线较为平缓，

其照度均匀度达到了９５．２０％，而未旋转透镜的照度均匀度为９４．５０％，因此，旋转透镜可提高透镜的照

度均匀度．

将多个单元结构（图３）组合在一起，单元模块组成的平板灯，如图１０所示．平板灯整体包括５个完

整的六棱体单元结构及９小块被分割的单元结构．

由于每相邻的两个单元结构公用１个反射板，且３个反射板的交点部分光线最弱，容易出现黑点，

故将单元模块的反射板去掉，并在原反射板交点处再添加一个透镜，每个透镜都被玻璃柱固定在底板

上，最终组合成尺寸（长×宽×高）为３０２ｍｍ×２８５ｍｍ×１５ｍｍ的超薄ＬＥＤ平板灯．带半圆柱微透镜

超薄ＬＥＤ平板灯的结构，如图１１所示．该ＬＥＤ平板灯的仿真结果，如图１２所示．由图１２可知：该ＬＥＤ

平板灯的照度均匀度达到９５．５３％，光效率达到９５．９９％，符合照明发展要求．

　　图１０　单元模块组成的平板灯　　　　　　　　　　图１１　带半圆柱微透镜超薄ＬＥＤ平板灯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Ｕｎｉｔ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Ｆｉｇ．１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ｕｌｔｒａｔｈｉｎＬＥＤｐａｎｅｌｌａｍｐ

　　　ｏｆｐａｎｅｌｌａｍｐ　　　　　　　　　　　　　　　　　ｗｉｔｈｓｅｍ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ｓ

　　　（ａ）照度仿真图　　　　　　　　　　　　　　　　　（ｂ）照度曲线图

图１２　ＬＥＤ平板灯仿真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ＥＤｐａｎｅｌｌａｍｐ

３　结束语

设计一种基于半圆柱微结构透镜的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实现了以１５ｍｍ厚度的高均匀度照明．在

实验过程中，将正六棱柱作为测试单元，首先，对透镜４个影响因子进行单个预处理测试，分别得到各自

较为合适的参数；然后，结合Ｔａｇｕｃｈｉ实验法进行综合测试，得到一组较好的参数．将测试单位进行组合

得到尺寸（长×宽×高）为３０２ｍｍ×２８５ｍｍ×１５ｍｍ的超薄ＬＥＤ平板灯，其均匀度达到９５．５３％，光

效率达到９５．９９％，符合现在超薄节能发展．尽管该透镜的实现效果较好，但是它不具有旋转对称作用，

只能靠调整透镜不同的摆放位置进行弥补．接下来的工作主要针对这个不足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寻找

更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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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犌犎狕低损耗宽带的超表面天线阵列

柯翔敏１，施晨昀２，陈江１，陈瑞虹１

（１．华侨大学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摘要：　研究一种基于超表面的６０ＧＨｚ１×２宽带天线阵列．为降低传输损耗，天线阵列由间隙波导功分器馈

电，间隙波导传输线两侧放置电磁带隙结构，能量通过缝隙与顶层超表面耦合，从而向空间辐射．天线阵列安

装在Ｒｏｇｅｒｓ４３５０ｂ介质基板上，由超表面辐射器引入的准ＴＭ３０谐振模式与缝隙辐射单元的本征模式结合，

从而拓展天线带宽，改善天线增益．研究结果表明：天线阵列－１０ｄＢ 犛１１ 带宽仿真结果为４９．３～６５．０

ＧＨｚ，实测结果为４８．５～６４．８ＧＨｚ，覆盖５７．０～６４．０ＧＨｚ范围的无授权毫米波通信频段；在匹配带宽内，天

线的最大增益为１１．８ｄＢ，３ｄＢ增益带宽为１５％．

关键词：　超表面；间隙波导；毫米波天线阵列；低损耗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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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５Ｇ概念提出后，人们对于更高速率通信的需求日益迫切，其中，毫米波频段通信技术受到人们

更多的关注．毫米波系统因为工作频段高，有着通信速率快、穿透性强，分辨率高的优点．天线作为毫米

波无线通信系统最前端，是决定整个系统通信速率和通信带宽的重要组件．文献［１］提出一种基于低温

共烧陶瓷（ＬＴＣＣ）工艺的高性能毫米波天线，但其造价高昂无法进行稳定量产．介质集成波导是毫米波

天线的另一备选方案，但其本身的传输带宽较窄约为７％
［２３］．文献［４］基于介质集成波导提出一种背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０４

　通信作者：　柯翔敏（１９８７?），男，工程师，主要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ｋｅ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ＪＺ１８０１８７，ＪＺ１８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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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天线，但其纵向剖面为３．６倍的波导波长，不利于集成，且传输损耗随阵列尺寸增大而快速上升．

Ｋｉｌｄａｌ等
［５］于２０１２年首次提出了间隙波导传输线概念．间隙波导传输线比等长度微带线和空气

波导拥有更低的传输损耗，随后陆续报导了基于间隙波导的几种毫米波天线［６７］．但是，文献中为了天线

宽带效果增设的附加结构依然具有高剖面的缺点．近年来关于宽带超表面天线的研究成果给出了可能

的解决方案［８１０］，文献［７］基于文献［１１１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适用于ｓｕｂ６ＧＨｚ频段的宽带超表面，

该天线具有超低剖面宽带特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结合宽带超表面和间隙波导传输结构的毫米

波天线阵列，并进行实际的安装测试．

１　天线主体结构

天线阵列分为辐射结构和馈电网络两部分，如图１所示．图１中：上部辐射结构由金属盖板上的耦

合缝隙与顶层的超表面组成．馈电网络是间隙波导结构，它包含了一分二金属条带传输线和周期性金属

柱构成的带阻结构．金属条带传输线末端为 ＷＲ１５过度结构，能量从背面波导口馈送进入天线．天线阵

列剖面为３．５ｍｍ，约等于０．６７倍的波长（６０ＧＨｚ）．

　（ａ）天线结构示意图　　　　　　　　　　　　　（ｂ）实际加工的天线阵列

图１　天线阵列的主体结构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ｒａｙ

（ａ）超表面顶层　　　　　　（ｂ）超表面底层　

图２　超表面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ｕ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１．１　超表面结构的设计

图２为超表面的结构设计，图３为超表面辐

射体的特征模电流．图２中：狑ｓ 为枝节宽度；狑ｇ

为缝隙宽度；狑ｃ 为中缝宽度；狑ｆ 为馈电缝隙宽

度；犾ｆ为馈电缝隙长度．由图２可知：超表面由１３

块间隔０．１ｍｍ 的矩形贴片（０．８５ｍｍ×０．８５

ｍｍ）组成，超表面底层为馈电缝隙（２．５ｍｍ×１

ｍｍ）．通过电磁仿真可以发现，其表面电流幅度

存在３个零点（图３（ａ）），验证了超表面结构引入

的是准ＴＭ３０的谐振模式．

超表面辐射体的特征模电流依次对应天线的

正交特征模ｍｏｄｅ１４，如图４所示．

（ａ）天线表面电流　　　　　　　　　（ｂ）模式电流１　　　　　　　　（ｃ）模式电流２　

５５６第５期　　　　　　　　　　　　柯翔敏，等：６０ＧＨｚ低损耗宽带的超表面天线阵列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ｄ）模式电流３　　　　　　　　　　　（ｅ）模式电流４

图３　超表面辐射体的特征模电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ｓｕ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图４　不同特征模电流的模式效率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图４中：｜η犕犛｜为模式效率；犳为频率．由图４可知：

ｍｏｄｅ１与ｍｏｄｅ２的中心点表面电流幅值最高，为法向

辐射模式，而ｍｏｄｅ３与ｍｏｄｅ４的中心点为表面电流零

点，是全向辐射模式．

根据特征模理论，辐射结构的特征电流可以被视为

几个正交电流对叠加的结果［１２］．即

Ｉｍ犑狀＝λ狀·Ｒｅ犑狀， （１）

ηＭＳ ＝
１

１＋ｊλ狀
， （２）

式（１），（２）中：Ｒｅ和Ｉｍ分别为特征输入阻抗实部和虚

部；犑狀 为特征表面电流；λ狀 为特征电流的本征值；｜ηＭＳ｜

为模式效率，当其大于０．８时，表示所对应的模式为主

要工作模式．对上部辐射结构利用特征模工具计算模式效率，并按照谐振频点由低到高进行模式分类．

由图４可知：位于超表面下方的缝隙谐振为４９．８～５６．６ＧＨｚ，准ＴＭ３０模式即 ｍｏｄｅ１的谐振为

５３．０～７０．０ＧＨｚ；当工作频率大于６５ＧＨｚ时，作为ｍｏｄｅ１的正交特征模的ｍｏｄｅ２与高阶全向辐射模

式ｍｏｄｅ４也开始辐射．考虑到天线交叉极化电平与天线辐射方向图的稳定性，天线应当工作于４９．８～

６５．０ＧＨｚ的频带范围内．

１．２　间隙波导功分器的设计

间隙波导功分器中，通过调整周期性金属柱的尺寸和分布距离可以在特定频段内形成人造磁导体．

根据微波理论，人造磁导体等效微波开路可以屏蔽电磁波泄露，并降低传输损耗．图５为周期性单元禁

带图．图５中：β为相移常数；犳为频率；电磁波能量在传输线上方０．１ｍｍ厚度的空气层中传播，其他方

向传播的能量都会被周期性单元屏蔽，而周期性单元能提供的禁带为４８．０～６７．０ＧＨｚ．

间隙波导功分器的基本形式，如图６所示，其由传统的一分二金属脊线和人造磁导体填充结构共同

组成．具体的尺寸参数如下：枝节宽度（犠ｓ）为０．８６ｍｍ；枝节长度（犔ｓ）为０．６８ｍｍ；变换端宽度（犠ｔ）为

　图５　周期性单元禁带图　　　　　　　　　　　　图６　间隙波导功分器

Ｆｉｇ．５　Ｓｔｏｐｂａｎ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ｇ．６　Ｇａｐ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ｐｏｗ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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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ｍｍ；变换端长度（犔ｔ）为２．２ｍｍ；传输线宽度（犠Ｔ）为０．３４ｍｍ；缝隙中心距离（犠ａ）为５．１５ｍｍ．传

输线末端为一阻抗变换结构，用于调整功分器和馈电缝隙之间的阻抗匹配．

当电磁波能量传输至传输线末端时，能量透过上方金属层的缝隙与微带超表面进行耦合，进而辐射

表１　不同传输类型的传输损耗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ｏｓ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ｙｐｅｓ

传输类型
中心频点损耗／
ｄＢ·ｃｍ－１ 犳／Ｈｚ

矩形波导（空气介质） ０．０１３ ５０．０～７５．０

微带线（介质：ＲｏｇｅｒｓＲＴ５８８０） ０．２５４ ５０．０～７５．０

间隙波导 ０．０３７ ４８．０～６８．０

ＳＩＷ（介质：ＲｏｇｅｒｓＲＴ５８８０） ０．１３２ ５５．０～６５．０

到空间中．间隙波导与其他传输结构的６０

ＧＨｚ单位长度传输损耗对比，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犳为工作频率．由表１可知：间

隙波导的传输损耗相比微带线降低了

８７％，与矩形波导的传输损耗最为接近，且

无需精密焊接，制造成本下降５０％以上．

２　天线阵列性能对比

使用ＨＦＳＳ对天线阵列进行有限元仿真，得到阵列的匹配带宽在４９．０～６４．０ＧＨｚ，如图７～１０所

示．由图７～１０所示可知：实际测量结果显示天线能够工作在４８．５～６４．８ＧＨｚ，与仿真结果一致性较

好，覆盖了５Ｇ毫米波通信的无授权频段．实测天线增益在工作频段内可达１１．８ｄＢ，且交叉极化电平在

－２５ｄＢ．基本满足室内短距离通信的需求．

　　图７　天线的工作带宽　　　　　　　　　　　　图８　天线的阵列增益

Ｆｉｇ．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ｂａｎｄ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ｔｅｎｎａ　　　　　Ｆｉｇ．８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ｇａｉｎｏ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ｒａｙ

图９　犡犗犣平面方向图　　　　　　　　　图１０　犢犗犣平面方向图

Ｆｉｇ．９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犡犗犣ｐｌａｎｅ）　　　　　　　Ｆｉｇ．１０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犢犗犣ｐｌａｎｅ）

表２　不同设计的天线性能对比

Ｔａｂ．２　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ｓ

来源 带宽／％ 剖面高度

文献［１］ １７ １．６λ０

文献［４］ ２５ ３．６λ０

文献［６］ ２４ ２．５λ０

文中设计 ２７ ０．６７λ０

　　文中所设计的天线阵列与参考文献中的天线性能对比，如表

２所示．由表２可知：相比较其他文献提供的天线阵列，文中所提

出的天线阵列具有宽带、低剖面的优势．

３　结束语

基于特征模理论，提出一种６０ＧＨｚ毫米波天线阵列，并对天

线性能和表面辐射做出预测．天线具有低损耗，宽带的特点．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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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验证，该天线能够工作于４８．５～６４．８ＧＨｚ的范围，覆盖了５７．０～６４．０ＧＨｚ的无授权通信频段，且

具有１１．８ｄＢ的增益，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吻合．

参考文献：

［１］　ＸＵＪｕ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ｉｎｉ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ｍｉｎｇ，犲狋犪犾．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６０ＧＨｚ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ｆｅｄｃａｖｉｔｙａｒｒａｙａｎｔｅｎｎａｏｎＬＴＣＣ［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２０１１，５９（３）：８２６８３２．ＤＯＩ：１０．

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０．２１０３０１８．

［２］　ＳＵＮＬｉｎｇ，ＳＵＮＢａｏｈｕａ，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ｎｇ，犲狋犪犾．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ｑｕａｓｉ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ＳＩＷ）ｍｕｌｔｉｈｏｒ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Ｊ］．ＩＥＥ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Ｐｒｏｐａ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６，１５：８１８８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ＬＡＷＰ．２０１５．

２４７６３４６．

［３］　ＭＥＮＣＡＲＥＬＬＩＤ，ＭＯＲＩＮＩＡ，ＰＲＵＤＥＮＺＡＮＯＦ，犲狋犪犾．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ｌｏｔｔｅｄａｒｒａｙａｎｔｅｎｎａｉｎＳＩＷ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ＥＥ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Ｐｒｏｐａ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６，１５：２６３２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ＬＡＷＰ．２０１５．２４４０３３４．

［４］　ＬＩＹｕｊｉａｎ，ＬＵＫＫＭ．Ａ６０ＧＨｚ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ｄｉｐｏ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

ｒａ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２０１６，６４（４）：１３２５１３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６．２５３７３９０．

［５］　ＫＩＬＤＡＬＰＳ，ＡＬＦＯＮＳＯＥ，ＶＡＬＥＲＯＮＯＧＵＥＩＲＡＡ，犲狋犪犾．Ｌｏｃａｌ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ｄ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ｉｎｇａ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ｓ［Ｊ］．ＩＥＥ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Ｐｒｏｐａｇ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８：８４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ＬＡＷＰ．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１４７．

［６］　ＤＡＤＧＡＲＰＯＵＲＡ，ＳＯＲＫＨＥＲＩＺＩＭＳ，ＫＩＳＨＫＡＡ．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ｌｏｗｌｏｓｓｍａｇｎｅ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ｄｉｐｏｌ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ｆｏｒ５Ｇ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ｇａ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ａｎｄｇａｐ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ｅｅｄ［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ｅｎ

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２０１６，６４（１２）：５０９４５１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６．２６２０５２２．

［７］　ＬＩＮＦｅｎｇｈａｎ，ＣＨＥＮＺｈｉｎｉｎｇ．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ｕ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２０１７，６５（４）：１７０６１７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７．２６７１０３６．

［８］　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ＷＡ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Ｓｈｕｏ，犲狋犪犾．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ａｈｉｇｈｇａｉｎｆａｂｒｙｐｅｒｏｔａｎｔｅｎｎａｕｓｉｎｇ

ｃｏｄｉｎｇ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６５（７）：３３７４３３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

ＴＡＰ．２０１７．２７００８７４．

［９］　ＬＩＮＦｅｎｇｈａｎ，ＣＨＥＮＺｈｉｎｉｎｇ．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ｓｈｅｅ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ｎ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ｃｅｌｌｍｅｔ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ｕ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６６

（１０）：５０４３５０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８．２８５４３６６．

［１０］　ＭＯＲＡＤＩＡ，ＭＯＨＡＪＥＲＩＦ．Ｓｉｄｅｌｏｂｅｌｅｖｅ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ａ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ｈｏｒ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ｉ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Ｊ］．ＩＥＴ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２（３）：２９５３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９／ｉｅｔ

ｍａｐ．２０１７．０３７６．

［１１］　ＣＨＥＮＫｅ，Ｙ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ｊｉｅ，ＦＥＮＧＹｉｊｕｎ，犲狋犪犾．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ｗｉｔｈｐｈａｓ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ＡＩＰＡｄｖ，２０１５，５（６）：０６７１５２（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３／１．４９２３１９５．

［１２］　ＡＬＪＯＵＭＡＹＬＹＭＡ，ＢＥＨＤＡＤＮ．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ｐｌａｎａ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ｌｅｎｓ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ｂ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

ｅｒ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２０１１，５９（１２）：４５４２４５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１．２１６５５１５．

［１３］　ＬＩＮＦｅｎｇｈａｎ，ＣＨＥＮＺｈｉｎｉｎｇ，ＬＩＵ Ｗｅｉ，犲狋犪犾．Ａ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ｄ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ｆｅｄ

ｇｒｉｄｓｌｏｔｔｅｄｐａｔｃｈａｎｔｅｎｎａ［Ｃ］∥ＰｒｏｃＩＥＥ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ＰＣＡＰ）．Ｋｕｔａ：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３５３３５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ＡＰＣＡＰ．２０１５．７３７４４０１．

［１４］　ＬＩＵ Ｗ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ｉｎｉ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ｄ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ａｎｔｅｎｎａ［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２０１４，６２（３）：１１６５１１７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ＡＰ．２０１１．２１６５５１５．

［１５］　ＣＨＥＮＹｉｋａｉ，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ｆｕ．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Ｈｏｂｏｋｅｎ：

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１５．

（责任编辑：黄仲一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８５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第４１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５　

　２０２０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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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时间序列分解和神经网络的

河流溶解氧预测

卢毅敏１，２，３，张红１，２，３

（１．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２．福州大学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３．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摘要：　为克服小流域数据资料少，河流溶解氧的非平稳特性及动态变化造成的预测困难，提出结合具有自适

应噪声的完整集成经验模态分解（ＣＥＥＭＤＡＮ）和Ｅｌｍａｎ动态神经网络的预测方法．使用ＣＥＥＭＤＡＮ方法对

原始溶解氧时序数据进行平稳化处理及降噪，提取溶解氧随时间变化的波动特征、周期特征，以及长期趋势，

通过计算样本熵（ＳＥ）值，将相似的特征序列合并，以减小误差累积，对合并后的新序列分别采用布谷鸟搜索

（ＣＳ）算法优化的Ｅｌｍａｎ模型进行预测，将各预测值叠加，得到最终预测结果．实验结果表明：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

ＣＳＥｌｍａｎ方法平均绝对误差（犈ＭＡ）为０．１４；平均绝对百分误差（犈ＭＰＡ）为２．０７％；均方根误差（犈ＲＭＳ）为０．２４；

可决系数（犚２）达到０．９５１６，精度较其他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有所提高．

关键词：　河流溶解氧；预测模型；ＣＥＥＭＤＡＮ；样本熵；布谷鸟搜索算法；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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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１?２０

　通信作者：　卢毅敏（１９７３?），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资源环境模型与系统模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ｕｙｍ＠ｌｒｅｉｓ．ａｃ．

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ＹＦＢ０５０３５０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ｔｈｅｃｕｃｋｏｏｓｅａｒｃｈ（Ｃ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犈ＭＡ）ｏｆ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０．１４，ｔｈｅｍｅ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ｅｒｒｏｒ（犈ＭＰＡ）ｗａｓ２．０７％，ｔｈｅ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犈ＲＭＳ）ｗａｓ０．２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犚２）ｒｅａｃｈｅｄ０．９５１６．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ｉｖｅｒ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ａｍｐｌ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ｃｕｃｋｏｏ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Ｅｌｍａ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河流中的溶解氧（ＤＯ）是反映水质状况及自净能力的重要指标
［１］．高质量浓度溶解氧有利于降解河

流中各类污染物，并有效控制底泥释放氮、磷和有机物，当河流复氧速度远低于耗氧速度时，低质量浓度

溶解氧将导致需氧生物死亡及水质恶化［２］．因此，针对河流溶解氧预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水质管

理和污染预警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机理模型的河流溶解氧预测方法需要大量的基础资料作为支撑［３］，而小流域资料贫乏，随着机

器学习与智能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数据驱动的非机理组合预测模型逐渐兴起［４７］．但河流的动

态性、不确定性，以及繁杂性使得河流溶解氧随着时间随机变化，呈现非线性、非平稳性特征［８］，预测精

度难以提高．文献［９１０］采用小波分解法进行平稳化处理及降噪，并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但这些方法

未对ＤＯ序列的不同时频特征进行深入挖掘，并且小波基函数依赖于人为选择，给预测结果带来一定主

观影响．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１１］，仅根据数据自身极值特点进行分解，而具有

自适应噪声的完整集成经验模态分解（ＣＥＥＭＤＡＮ）法解决了ＥＭＤ模态混叠问题
［１２］，以及集合经验模

态分解（ＥＥＭＤ）存在大量集成平均计算次数的问题
［１３］．因此，本文提出一种结合ＣＥＥＭＤＡＮ分解和

Ｅｌｍａｎ动态神经网络的河流溶解氧预测模型．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犆犈犈犕犇犃犖分解法

ＤＯ时序数据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平稳性特征，任一时间可具有多种波动模式，为了提取ＤＯ时

序数据潜在的变化特性、周期特征，以及长期趋势，实现对ＤＯ序列时频特征的充分挖掘、平稳化处理及

降噪，引入ＣＥＥＭＤＡＮ分解法，使噪声残留引起的重构误差在分解阶段叠加抵消．

进行犐次实验，通过对每次分解后的余量序列添加白噪声，并进行ＥＭＤ分解，可得第犽个模态分

量ＩＭＦ犽（狋）及第犽个余量犚犽（狋）为

ＩＭＦ犽（狋）＝
１

犐∑
犐

犻＝１

犈（狉犽－１（狋）＋ε
犽－１犈犽－１（狑犻（狋）））， （１）

犚犽（狋）＝狉犽－１（狋）－ＩＭＦ犽（狋）． （２）

式（１），（２）中：犐为５００；ε
犽－１取值为ε

０［ｓｔｄ（（狉犽－１（狋））／ｓｔｄ（犈犽－１（狑犻（狋）））］，ε
０ 取０．２，ｓｔｄ（·）为标准差算

子，能使每个分解过程具有适当的信噪比；犈（·）为分解算子．

当余量序列犚犽（狋）的极值点个数小于２时，结束分解，共得到犽个代表ＤＯ序列不同时频特征的模

态分量，以及代表ＤＯ序列长期趋势的最终余量犚（狋）．原始ＤＯ时序数据犛（狋）可表示为

犛（狋）＝∑
犓

犽＝１

ＩＭＦ犽＋犚（狋）． （３）

１．２　样本熵

若对分解后的每个ＤＯ时频特征都进行建模，会带来预测误差累积；若仅根据频率特征将各特征重

组为高频、中频、低频３组，会丢失部分隐含的ＤＯ时序变化信息．样本熵（ＳＥ）是通过计算时间序列的

复杂度来衡量信号产生新模式的概率，抗噪能力强，采用较少的数据段即可得到稳定的熵值，可充分挖

掘水环境系统复杂性［１４］．因此，文中以ＳＥ衡量ＤＯ各时频特征的自相似性，熵值越大，时频特征越复

杂，特征序列的自相似性越小，所包含的特征信息与变化细节越重要，对ＤＯ预测结果影响越大，建模时

０６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越应当保留．将各ＤＯ时频特征依序分别组成维数为犿 和犿＋１的向量序列犛犿＝｛狊１，狊２，…，狊狋－犿｝和

犛犿＋１＝｛狊１，狊２，…，狊狋－犿｝，其中，狊犻＝｛狌犻，狌犻＋１，…，狌犻＋犿－１｝（犻＝１，２，…，狋－犿）为ＩＭＦ犽（狋）中第犻个数据开

始，连续犿＋１个数据组成的向量，犿取４．

样本熵定义为

ＳＥ（犿，狉）＝ｌｉｍ
狋→∞

－ｌｎ
犅犿＋１（狉）

犅犿（狉［ ］） ． （４）

各时频特征的样本熵值计算式为

ＳＥ（犿，狉，狋）＝－ｌｎ
犅犿＋１（狉）

犅犿（狉）
． （５）

式（４），（５）中：狉取０．１～０．２ｓｔｄ（ＩＭＦ犽（狋））具有较合理的统计特性，文中取０．１５ｓｔｄ（ＩＭＦ犽（狋））；犅
犿（狉），

犅犿＋１（狉）分别为向量犛犼与模板向量犛犻的匹配概率．

将熵值近似的分量进行合并，得到狀个新的重组序列犡狋＝｛狓１，狓２，…，狓狋｝（狋＝１，２，…，犜）．

１．３　犆犛优化的犈犾犿犪狀神经网络

ＤＯ时序数据具有延续性及自相关性，历史时序数据对未来指标值的变化具有很大影响．Ｅｌｍａｎ动

态神经网络作为时间序列预测模型的一种，承接层可以记忆一定程度的ＤＯ历史数据，并与当前时刻

ＤＯ值共同成为隐含层的当前输入．这可以表达历史ＤＯ数据与未来ＤＯ数据间的时间延迟，捕捉ＤＯ

数据的时间变化特征，具有适应时变特性的能力［１５１７］．新兴的布谷鸟搜索（ＣＳ）算法只有两个参数（待优

化的初始权值与阈值组数狀＝２５，新解的概率狆＝０．２５），通用性好，搜索速率快，不易陷入局部最小值，

能有效克服神经网络存在的问题［１８１９］，并消除预测过程中随机因素的干扰，提高预测精度．将误差值定

义为适应度值ｆｉｔ，依据莱维（Ｌｅｖｙ）飞行原理寻找新解，采用偏好随机游动法替换该解，即

狓狋＋１犻 ＝狓狋犻＋αｌｅｖｙ（λ），　　狓
狋＋１
犻 ＝狓狋犻＋（犚狓

狋，狆－狓狋
，狇）． （６）

式（６）中：α＞０为步长缩放因子；为逐点乘积运算；ｌｅｖｙ（λ）为随机搜索路径，可以产生随机步长；犚为

（０，１）的随机数；狓狋
，狆，狓狋

，狇表示狋代的两个随机解．最终得到最小适应度值ｆｉｔｍｉｎ及最优解狓ｂｅｓｔ．

１．４　组合预测模型的构建

基于ＣＥＥＭＤＡＮ分解、ＳＥ和ＣＳＥｌｍａｎ动态神经网络构建的河流溶解氧预测方法流程图，如图１

所示．首先，使用ＣＥＥＭＤＡＮ方法分解原始ＤＯ时序数据，实现对非线性、非平稳性ＤＯ序列的平稳化

处理及降噪，充分挖掘ＤＯ时序信号中不同时间尺度的特征信息及噪声，提取ＤＯ时序随时间变化的波

图１　河流溶解氧预测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ｖ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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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征、周期特征及长期趋势．然后，通过计算样本熵值衡量各时频特征的自相似性，将熵值近似的特征

重新组合为新序列，以减小计算量和误差累积．同时，保留对ＤＯ预测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特征信息与

变化细节．最后，对新序列分别构建ＣＳ优化的Ｅｌｍａｎ预测模型，将预测值叠加，得到最终预测结果．

２　实验分析

２．１　数据预处理

以福建省的晋江流域为研究区域，该流域位于北纬２４°４９′３６″～２５°３５′１３″，东经１１７°４１′１３″～１１８°

４１′４９″，流域总面积为５６２９ｋｍ２，河长为１８２ｋｍ，河道平均坡降为１．９％，是福建省第３大河流，泉州市

境内第一大河流，也是福建省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晋江流域水资源是泉州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其水

质优劣与泉州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

实验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环保厅地表水质自动监测站点．晋江流域共有泉州石砻、安溪南英和南安秋

阳３个地表水质监测站点，选取各站点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的ＤＯ监测数据作为研究

数据．每日自００：００开始监测，每间隔４ｈ采样一次．由于监测设备故障、网络传输错误等问题，建模前

必须对原始ＤＯ监测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依据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箱线图剔除

异常值；其次，考虑到实验数据集缺失值很少，且ＤＯ数据一般短时间内波动较小，所以使用中值插补法

对缺失值进行插补；最后，计算日均值，分别得到的６４７条日监测数据构成完整的ＤＯ时间序列犛（狋）＝

｛狊１，狊２，…，狊狋｝．

２．２　河流溶解氧质量浓度预测

ＤＯ时间序列ＣＥＥＭＤＡＮ分解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原始ＤＯ时序数据表现出明显的随

机性和非线性，ＩＭＦ１～ＩＭＦ３时频特征起伏变化明显，表明ＤＯ质量浓度受到随机影响；ＩＭＦ４～ＩＭＦ

８时频特征具有明显的周期特征，可知ＤＯ时间序列具有季节性变化；余量时频特征较为平缓，表明ＤＯ

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各ＩＭＦ分量迭代次数逐渐降低至０，重构后相对百分比误差达到１０－１３数量级，表

明ＤＯ原始数据得到完全分解．

图２　ＤＯ时间序列ＣＥＥＭＤＡＮ分解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ＥＥＭＤ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计算各ＩＭＦ分量样本熵，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Δ为差值．由表１可知：各分量的样本熵值整体表现

为递减趋势，说明各分量随着波动频率降低，序列的复杂程度越小，随机性也越小；ＩＭＦ１熵值最大，和

相邻分量ＩＭＦ２的样本熵差值为０．２３０，在所有相邻样本熵差值中为第２大，说明ＩＭＦ１与ＩＭＦ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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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较小，两者所包含的特征信息与变化细节的差异较大，所以ＩＭＦ１对ＤＯ预测结果影响较大，

建模时将ＩＭＦ１单独作为一个新的重组序列；ＩＭＦ２～ＩＭＦ４熵值较大，且ＩＭＦ２与ＩＭＦ３，ＩＭＦ３与

表１　各ＩＭＦ分量样本熵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ｏｆ

ｅａｃｈＩＭ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分量 样本熵 Δ

ＩＭＦ１ １．０７８ ０．２３０

ＩＭＦ２ ０．８４８ ０．１１７

ＩＭＦ３ ０．７３１ ０．１１４

ＩＭＦ４ ０．６１７ ０．３１７

ＩＭＦ５ ０．３００ ０．０７０

ＩＭＦ６ ０．２３０ ０．０３４

ＩＭＦ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０４

ＩＭＦ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２

犚（狋） ０．０２０ －

ＩＭＦ４之间的样本熵差值在所有差值中较大，说明ＩＭＦ２～ＩＭＦ４所包含

的特征信息与变化细节对预测结果均有一定影响，也分别单独作为一个新

的重组序列；ＩＭＦ５～ＩＭＦ７熵值较小，序列的复杂程度较低，且ＩＭＦ４与

ＩＭＦ５之间的样本熵差值在所有差值中最大，ＩＭＦ５与ＩＭＦ６，ＩＭＦ６与

ＩＭＦ７之间的样本熵差值最小，说明ＩＭＦ４与ＩＭＦ５所包含的特征信息

的相似性很小，不应叠加，而ＩＭＦ５～ＩＭＦ７这３个分量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所以将这３个分量叠加作为一个新的重组序列；同理将余量与ＩＭＦ８

叠加作为一个新的重组序列．

根据文献［２０］计算各重组序列的平均周期，各重组序列的分量组成及

其平均周期结果，各ＩＭＦ分量重组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犜为平均周

期．由表２可知：各重组序列的平均周期呈现递增趋势；重组序列１～３为

分解出的高频序列部分，平均周期分别为６．５５，８．４４，１２．２７ｄ，表明短期内

ＤＯ影响因子随机作用引起的ＤＯ质量浓度波动情况；重组序列４，５为分解出的中频序列部分，平均周

期分别为２３．２８，５１．９２ｄ，表明河流ＤＯ质量浓度的月变化、季节性变化；重组序列６为分解出的低频部

分，平均周期为３３７．５０ｄ，表明从长期看，晋江流域ＤＯ的周期性是按年度变化的．

表２　各ＩＭＦ分量重组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ｏｆＩＭ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参数 重组序列１ 重组序列２ 重组序列３ 重组序列４ 重组序列５ 重组序列６

组成分量 ＩＭＦ１ ＩＭＦ２ ＩＭＦ３ ＩＭＦ４ ＩＭＦ５＋ＩＭＦ６＋ＩＭＦ７ ＩＭＦ８＋余量

狋／ｄ ６．５５ ８．４４ １２．２７ ２３．２８ ５１．９２ ３３７．５０

　　通过计算时间序列的自相关系数确定模型结构，当滞后阶数为犖 时，时间序列自相关系数较小，可

以认为前犖－１天的ＤＯ质量浓度对第犖 天的ＤＯ质量浓度影响最大，确定Ｅｌｍａｎ模型输入神经元个

数为犖－１，输出神经元个数为１．对于重组序列犡狋，循环将连续犖 天的数据分为一组，用前犖－１天的

ＤＯ数据预测第犖 天的ＤＯ质量浓度，即前犖－１天的ＤＯ时序数据作为输入，第犖 天的数据作为输

出，得到样本犘＝｛狆１，狆２，…，狆犜－犖＋１｝，其中，狆犻＝［狓犻，狓犻＋１，…，狓犻＋犖－１］
Ｔ（犻＝１，２，…，犜－犖＋１），共犜－

犖 组，将前３（犜－犖＋１）／４组作为训练数据，后（犜－犖＋１）／４组作为测试数据．犖 为３，共得到６４５组

实验数据，将前５００组作为模型的训练数据，后１４５组作为测试数据．

将训练样本犘＝｛狆１，狆２，…，狆犜－犖＋１｝归一化，并输入ＣＳＥｌｍａｎ模型，将最优初始权值和阈值狓ｂｅｓｔ赋

予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使用误差反向传播和梯度下降法对各个隐含层神经元的权值系数进行修正，直到

训练误差小于阈值．为保证模型高效、稳定运行，将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的学习速率设为０．１，训练目标最小

误差设为０．０００１，隐含层输出采用激活函数ｔａｎｓｉｇ处理，模型训练结束后，将测试样本的ＤＯ数据输入

到训练好的模型中进行预测，经过线性传递函数ｐｕｒｅｌｉｎ处理并反归一化，得到各重组特征序列的预测

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着ＤＯ数据波动趋于平稳，预测值与实际值越相吻合．

　　（ａ）重组序列１　　　　　　　　　　　　　　　　　（ｂ）重组序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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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重组序列３　　　　　　　　　　　　　　　　　（ｄ）重组序列４

　　（ｅ）重组序列５　　　　　　　　　　　　　　　　　（ｆ）重组序列６

图３　重组序列单步预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图４　ＤＯ时间序列单步预测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２．３　模型对比分析与精度评价

为评估文中模型（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的

有效性，将其与其他传统时间序列预测模型进行对

比，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文中模型的预测

曲线更贴合真实曲线，预测精度更高．

精度评价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犈ＭＡ为平均

绝对误差；犈ＭＰＡ为平均绝对百分误差、犈ＲＭＳ为均方根

误差；犚２ 为可决系数．由表３可知：相较于其他经典

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ＬＳＴＭ，ＡＲＩＭＡ，Ｅｌｍａｎ动态

神经网络预测），文中模型的精度更高，更适合作为

晋江流域河流溶解氧预测的基准模型；相较于未分

解的单一Ｅｌｍａｎ模型，文中模型的犈ＭＡ提高０．１７，犈ＭＰＡ提高２．６０％，犈ＲＭＳ提高０．２６，

　　　　　　　　　　表３　不同预测模型精度评价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预测模型 犈ＭＡ 犈ＭＰＡ／％ 犈ＲＭＳ 犚２

ＬＳＴＭ ０．３５ ５．３０ ０．５３ ０．６５９９

ＡＲＩＭＡ ０．３１ ４．６８ ０．５０ ０．７６５４

Ｅｌｍａｎ ０．３１ ４．６７ ０．５０ ０．７５４１

ＥＭＤ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 ０．２７ ３．４０ ０．３９ ０．８６６１

ＥＥＭＤ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 ０．１６ ２．２４ ０．２４ ０．９４３７

ＣＥＥＭＤＡＮＣＳＥｌｍａｎ ０．１８ ２．５６ ０．２９ ０．９２０４

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ＧＡＥｌｍａｎ ０．１６ ２．３７ ０．２６ ０．９３５２

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 ０．１４ ２．０７ ０．２４ ０．９５１６

犚２ 提高０．１９７５，说明采用分解法对溶解

氧时序数据进行平稳化处理及降噪，提取

溶解氧不同时频特征，能显著提高预测精

度，且 ＣＥＥＭＤＡＮ 分解比 ＥＭＤ，ＥＥＭＤ

分解更有效；相较于 ＣＥＥＭＤＡＮＣＳＥＬ

ｍａｎ，文中 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 模

型犈ＭＡ提高０．０４，犈ＭＰＡ提高０．４９％，犈ＲＭＳ

提高０．０５，犚２ 提高０．０３１２，说明将样本

熵值近似的溶解氧时频特征重组，能减小

误差累积，保留重要信息，有效提高河流溶

解氧预测精度；与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的Ｅｌｍａｎ神经网络模型（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ＧＡＥｌｍａｎ）进行对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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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模型犈ＭＡ提高０．０２，犈ＭＰＡ提高０．３０％，犈ＲＭＳ提高０．０２，犚
２ 提高０．０１６４，证明ＣＳ优化算法的优越性，

能进一步提高河流溶解氧预测精度．综合分析，文中构建的模型较其他模型预测效果更好，误差评价指

标均为最优．

２．４　模型应用结果

为了验证文中模型的实用性，分别对晋江流域安溪南英和南安秋阳站点同期ＤＯ时序数据进行预

测，预测的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较好，安溪南英站点犈ＭＡ为０．２０，犈ＭＰＡ

为２．５０％，犈ＲＭＳ为０．３１，犚
２ 为０．９２８１；南安秋阳站点犈ＭＡ为０．１７，犈ＭＰＡ为２．３９％，犈ＲＭＳ为０．２５，犚

２ 为

０．９０２５．

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对于突变数据（如安溪南英站点第１３３ｄ），虽能准确

预测变化趋势，但存在一定预测误差，在今后的建模中，将针对研究提高突变数据的预测精度，考虑加入

其他ＤＯ影响因素，使模型更加准确、稳定．

　（ａ）安溪南英　　　　　　　　　　　　　　　　　　（ｂ）南安秋阳

图５　不同监测站点的预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３　结论

针对小流域基础资料少和溶解氧指标值的随机波动性与非平稳性造成预测精度难以提高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ＣＥＥＭＤＡＮ分解、样本熵和ＣＳＥｌｍａｎ动态神经网络的组合预测模型．以福建省晋江流域

溶解氧数据作为实例验证，得到以下２个结论．

１）设计ＣＥＥＭＤＡＮ和样本熵相结合的溶解氧时间序列分解方法，实现对溶解氧数据的平稳化处

理及降噪，充分挖掘溶解氧数据隐含的不同时间尺度特征，相较传统分解方法，既保留了细节信息，又减

小误差累积，有助于解读溶解氧指标随时间变化的内在机理．

２）对提取的溶解氧时频特征，分别构建Ｅｌｍａｎ动态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和预测，采用全局搜索

能力较强的ＣＳ算法优化模型，进一步提高了河流溶解氧预测精度．

结果表明，提出的ＣＥＥＭＤＡＮＳＥＣＳＥｌｍａｎ模型与其他时间序列预测模型相比，犈ＭＡ，犈ＭＰＡ，犈ＲＭＳ

及犚２ 均有所提高，可为数据驱动的小流域短时河流溶解氧预测提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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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触发机制下二阶多智能体

系统量化追踪控制

徐光辉１，２，余蒙１，２，付波１，２，赵熙临１，２，陈洁３

（１．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２．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与储能系统运行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３．湖北工业大学 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为了解决控制器频繁更新及通信带宽有限性的问题，对二阶线性多智能体系统在事件触发机制下的

量化追踪控制进行研究．设计与均匀量化器相关的事件触发控制机制，提出基于事件触发的追踪控制算法，并

使用均匀量化器对控制输入中的所有跟随者状态进行量化处理．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理论分析，得到在该

算法下使系统渐近趋于一致的充分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控制协议可以排除芝诺行为．最后，通过数

值实验说明理论结果的有效性．

关键词：　追踪控制；事件触发；二阶线性；多智能体系统；芝诺行为；量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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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近些年，多智能体系统（ＭＡＳ）的协同控制在工程领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１５］，例如无人机编

队飞行、军事导弹防空部署和快递分拣的移动机器人．刘晨等
［６］研究了系统的最优主从一致性控制问

题，设计了一种自适应事件触发的控制算法．王誉达等
［７］分析了 ＭＡＳ遭受网络攻击的一致性问题，设

计了有关网络攻击的控制协议．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为了降低网络资源的消耗，需要设计相宜的控制

方法．事件触发机制由此被提出．在事件触发机制下，当智能体的测量误差满足触发条件时，控制器才会

再次更新，从而使得控制器的更新频率明显减少．

近些年，基于事件触发的二阶 ＭＡＳ的追踪控制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８１２］．Ｌｉ等

［１３］分析

了在事件触发机制下二阶 ＭＡＳ的追踪控制问题．Ｆａｎ等
［１４］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事件触发控制算法．在数

据通信传输中，信息量化可以减少对网络通信对带宽的需求，但是也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分析

ＭＡＳ在量化环境下的追踪控制问题很有研究意义
［１５１８］．盖彦荣等

［１９］考虑了在有向拓扑下高阶离散

ＭＡＳ的量化一致性问题．朱韵茹
［２０］分析了在连续时间一致性协议下的信息量化对二阶异质 ＭＡＳ稳定

性的影响．周慧芹
［２１］为了寻找 ＭＡＳ稳定的最优解，设计了基于量化的一致性控制算法，并且分析了量

化误差对系统收敛性的影响．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引入改进事件触发机制［１４］和均匀量化方式［２２］，以二阶线性 ＭＡＳ为研究对

象［２３］，设计了基于事件触发的二阶线性 ＭＡＳ的量化跟踪控制算法，研究其分布式事件触发机制
［２４］．

１　预备知识及问题描述

１．１　代数图论

用犌＝（犞，ε，犠）表示一个有向图，犞＝（１，２，…，犖）表示图犌的所有顶点的集合，图犌的有向边表

示为ε犻，犼犞×犞 ＝ ｛（犻，犼），犻，犼∈犞｝，点犻的邻居集合表示为犖犻，犖犻＝ ｛犼∈犞，ε犼，犻∈ε，犼≠犻｝．犠 ＝

（狑犻，犼）∈犚
犖，犖 表示邻接矩阵，其中，狑犻，犼表示边ε犻，犼的权重值．犇＝ｄｉａｇ（犱１，犱２，…，犱犖）∈犚

犖，犖 表示入度

矩阵，其中，犱犻 ＝∑
犖

犼＝１，犻≠犼
狑犻，犼．相应的，图犌 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矩阵为犔＝犇－犠 ∈ 犚

犖，犖，其中，犾犻，犼 ＝

∑
犖

犼＝１，犻≠犼

狑犻，犼，犾犻，犼 ＝－狑犻，犼，犻≠犼．

当ＭＡＳ有一个领导者时，领导跟随问题变为跟踪控制问题．用图犌
～

＝（犞＋１，ε，犠）描述有一个领导

者的 ＭＡＳ，其中，犞＋１＝｛０，１，２，…，犖｝．节点０表示领导者，领导者的邻接矩阵记为犅＝ｄｉａｇ（犫１，犫２，

…，犫犖）∈犚
犖，犖，其中，如果领导者可以向智能体犻发送信息，则犫犻＝１；否则，犫犻＝０．犚

狀 和犚狀
，犿分别表示狀

维实向量空间和狀×犿 实矩阵空间，犃 的最大和最小特征值分别记为λｍａｘ（犃）和λｍｉｎ（犃）．犐犖 表示

（１，１，…，１）Ｔ∈犚犖．‖犃
狀，犿
‖表示 λｍａｘ（犃

Ｔ犃槡 ），其中狓＝（狓１，狓２，…，狓犖）．若矩阵犙＞０，那么０＜λ１（犙）＜

λ２（犙）＜…＜λ犖（犙）．［狓］表示不超过狓的最大整数．

文中考虑比较常见的均匀量化器［２５２６］，定义狇狌：犚→α犚为均匀量化，则均匀量化狇狌 定义为

狇狌（狓）＝α
狓

α
＋［ ］１２ ．

其中：α和Δ（狓）分别表示量化精度和量化误差，Δ（狓）满足狇狌（狓）－狓＝Δ（狓），Δ（狓）∈ －
α
２
，α（ ）２ ．

１．２　系统描述

给定一个包含犖 个跟随者和一个领导者的犖＋１个智能体 ＭＡＳ，其二阶线性动态方程分别为

狓
·

犻（狋）＝狏犻（狋），　　狏
·

犻（狋）＝狌犻（狋），　　犻＝１，２，…，犖， （１）

狓
·

０（狋）＝狏０（狋），　　狏
·

０（狋）＝０． （２）

式（１），（２）中：狓犻（狋），狏犻（狋），狌犻（狋）∈犚
犿 分别表示跟随者犻在时刻狋的位置状态、速度状态和控制输入；而

狓０（狋），狏０（狋）∈犚
犿 分别表示领导者０在时刻狋的位置状态和速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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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要结果及其证明

假设智能体犻的事件触发时间序列触发为狋犻０，狋
犻
１，狋

犻
２，…，狋

犻
犽，犽∈犣

＋，其中｛狋犻犽｝
∞
犽＝０是单调递增的时间序

列．智能体犻在｛狋犻犽｝
∞
犽＝０时刻会立即向智能体犼（犼∈犖犻）拉取测量状态；狓犻（狋

犻
犽），狏犻（狋

犻
犽）分别表示跟随者犻在

时刻狋犻犽 的位置和速度状态．同样的，狓犼（狋
犻
犽），狏犼（狋

犻
犽），狓０（狋

犻
犽），狏０（狋

犻
犽）分别表示跟随者犻的邻居犼和领导者０

在狋犻犽 的位置和速度状态；狇狌（狓犻（狋
犻
犽）），狇狌（狏犻（狋

犻
犽）），狇狌（狓犼（狋

犻
犽））和狇狌（狏犼（狋

犻
犽））分别表示狓犻（狋

犻
犽），狏犻（狋

犻
犽），狓犼（狋

犻
犽）

和狏犼（狋
犻
犽）的均匀量化状态．据此，提出分布式控制协议为

狌犻（狋）＝－γ１［∑
犼∈犖犻

狑犻，犼（狇狌（狓犻（狋
犻
犽））－狇狌（狓犼（狋

犻
犽））＋狇狌（狏犻（狋

犻
犽））－狇狌（狏犼（狋

犻
犽）））］－

γ１犫犻（狇狌（狓犻（狋
犻
犽））－狓０（狋

犻
犽）＋狇狌（狏犻（狋

犻
犽））－狏０（狋

犻
犽））． （３）

式（３）中：狋犻犽＋１＝ｉｎｆ｛狋：狋＞狋
犻
犽，犳犻（狋）＞０｝；犳犻（狋）是智能体犻（犻＝１，２，…，犖）的事件触发函数；γ１ 是控制增益；

犳犻（狋）是事件触发函数．

令ζ犻（狋）＝狓犻（狋）－狓０（狋），μ犻（狋）＝狏犻（狋）－狏０（狋），犻＝１，２，…，犖，则定义状态误差为

犲狓，犻（狋）＝ζ犻（狋
犻
犽）－ζ犻（狋），　　犲狏，犻（狋）＝μ犻（狋

犻
犽）－μ犻（狋），

犲狓，犻，犼（狋）＝ζ犼（狋
犻
犽）－ζ犼（狋），　　犲狏，犻，犼（狋）＝μ犼（狋

犻
犽）－μ犼（狋）

烍
烌

烎．
（４）

　　给出如下几个定义，即

犲狓（狋）＝ （犲
Ｔ
狓，１（狋），犲

Ｔ
狓，２（狋），…，犲

Ｔ
狓，犖（狋））

Ｔ
∈犚

犖，犿，

犲狏（狋）＝ （犲
Ｔ
狏，１（狋），犲

Ｔ
狏，２（狋），…，犲

Ｔ
狏，犖（狋））

Ｔ
∈犚

犖，犿，

犲狓，犻（狋）＝ （犲
Ｔ
狓，犻，１（狋），犲

Ｔ
狓，犻，２（狋），…，犲

Ｔ
狓，犻，犖（狋））

Ｔ
∈犚

犖，犿，

犲狏，犻（狋）＝ （犲
Ｔ
狏，犻，１（狋），犲

Ｔ
狏，犻，２（狋），…，犲

Ｔ
狏，犻，犖（狋））

Ｔ
∈犚

犖，犿，

犲狓（狋）＝ （犲
Ｔ
狓，１（狋），犲

Ｔ
狓，２（狋），…，犲

Ｔ
狓，犖（狋））

Ｔ
∈犚

犖
２，犿，

犲狏（狋）＝ （犲
Ｔ
狏，１（狋），犲

Ｔ
狏，２（狋），…，犲

Ｔ
狏，犖（狋））

Ｔ
∈犚

犖
２，犿

烅

烄

烆 ．

　　由均匀量化性质可知，Δ（狓犻（狋
犻
犽））＝狇狌（狓犻（狋

犻
犽））－狓犻（狋

犻
犽），Δ（狏犻（狋

犻
犽））＝狇狌（狏犻（狋

犻
犽））－狏犻（狋

犻
犽），犻＝１，２，…，

犖．则量化误差定义为

Δ狓，犻（狋）＝Δ（狓犻（狋
犻
犽）），　　Δ狓（狋）＝ （Δ

Ｔ
狓，１，Δ

Ｔ
狓，２，…，Δ

Ｔ
狓，犖）

Ｔ，

Δ狏，犻（狋）＝Δ（狏犻（狋
犻
犽）），　　Δ狏（狋）＝ （Δ

Ｔ
狏，１，Δ

Ｔ
狏，２，…，Δ

Ｔ
狏，犖）

Ｔ
烅
烄

烆 ．

　　智能体犻的事件触发函数犳犻（狋）设计为

犳犻（狋）＝ （犫犻＋犱犻）‖犲狓，犻（狋）＋犲狏，犻（狋）‖＋‖犠犻‖‖犲狓，犻，犼（狋）＋犲狏，犻，犼（狋）‖－ρ犻犈犻（狋）． （５）

式 （５）中：犈犻（狋） ＝ 犈２犻，１（狋）＋犈
２
犻，２（狋槡 ）；犈犻，１（狋） ＝ ∑

犼∈犖犻

（‖狑犻，犼（狇狌（狓犻（狋））－ 狇狌（狓犼（狋）））‖ ＋

‖狑犻，犼（狇狌（狏犻（狋））－狇狌（狏犼（狋）））‖），犈犻，２（狋）＝犫犻（‖狇狌（狓犻（狋））－狓０（狋）‖＋‖狇狌（狏犻（狋））－狏０（狋）‖），ρ犻＞０；

犠犻表示为加权邻接矩阵犠 的第犻行．

根据上述的均匀量化性质狇狌（狓）－狓＝Δ（狓）及式（４），可得控制协议的紧凑形式为

狌（狋）＝－（γ１（犔＋犅）犐犖）（ζ（狋）＋μ（狋））－（γ１（犔＋犅）犐犖）（Δ狓（狋）＋Δ狏（狋））－

（γ１（犇＋犅）犐犖）（犲狓（狋）＋犲狏（狋））＋（γ１犠
～

犐犖犲狓（狋）＋犲狏（狋））．

上式中：ζ（狋）＝（ζ
Ｔ
１，ζ

Ｔ
２，…，ζ

Ｔ
犖）

Ｔ
∈犚

犖，犿；μ（狋）＝（μ
Ｔ
１，μ

Ｔ
２，…，μ

Ｔ
犖）

Ｔ
∈犚

犖，犿；犠
～

＝ｄｉａｇ｛犠１，犠２，…，犠犖｝∈

犚犖
，犖
２

；犇＝ｄｉａｇ｛犱１，犱２，…，犱犖｝∈犚
犖，犖．

在控制协议（３）和事件触发函数（５）作用下分析 ＭＡＳ（１），（２）的收敛性，则系统（１），（２）可改为

ζ
·

（狋）＝μ（狋），

μ
·

（狋）＝－（γ１（犔＋犅）犐犖）（ζ（狋）＋μ（狋））－（γ１（犔＋犅）犐犖）（Δ狓（狋）＋Δ狏（狋））－

　　　［γ１（犇＋犅）犐犖］（犲狓（狋）＋犲狏（狋））＋（γ１犠
～

犐犖）（犲狓（狋）＋犲狏（狋））

烍

烌

烎．

（６）

　　定理１　假设图犌
～

包含一个有向生成树，领导者作为根节点．考虑二阶线性 ＭＡＳ（１），（２），在分布

９６６第５期　　　　　　　　　　徐光辉，等：事件触发机制下二阶多智能体系统量化追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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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控制协议（３）和事件触发函数（５）的作用下，如果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２θ，其中θ＝狊ρ，狊＝

ｍａｘ｛ξ，η｝，ξ＝
‖犅＋犇‖
（犫犻＋犱犻）犿

，η＝
‖犠

～

‖

‖犠犿‖
，ρ＝ｍｉｎ｛ρ犻，犻＝１，２，…，犖｝，＝ ２狑２犕（犖－犆－１）＋犫

２
槡 犕 ．则所有跟

随者的位置和速度分别收敛到

狓（狋）‖狓（狋）－狓０（狋）犐犖‖ ≤ψ／［γ１λｍｉｎ（（犔＋犔
Ｔ）／２＋犅）－２θ｛ ｝］，

狏犻（狋）‖狏（狋）－狏０（狋）犐犖‖ ≤ψ／［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２θ｛ ｝］．

其中：ψ＝Ψ＋
犖α

２

２
θγ１，Ψ＝槡犖αγ１‖犔＋犅‖．此外，也排除了芝诺行为的发生．

证明：令狕（狋）＝（ζ
Ｔ（狋），μ

Ｔ （狋））Ｔ，构造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为

犞（狋）＝
１

２
狕Ｔ（狋）犘狕（狋）． （７）

其中：犘＝
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

犐犖 犐

烄

烆

烌

烎犖
．当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０时，犞（狋）的正定性可以被保证．

对式（７）求导，再将式（６）代入，可得

犞
·

（狋）＝－ζ
Ｔ（狋）（（犔＋犅）犐犖）ζ（狋）－γ１μ

Ｔ（狋）（γ１（犔＋犅－犐犖）犐犖）μ（狋）＋

（ζ
Ｔ（狋）＋μ

Ｔ（狋））［γ１Π（狋）＋（γ１（犔＋犅）犐犖）（Δ狓（狋）＋Δ狏（狋））］．

其中：Π（狋）＝［（犇＋犅）犐犖］（犲狓（狋）＋犲狏（狋））－（犠
～

犐犖）（犲狓（狋）＋犲狏（狋））．

根据范数的性质，量化误差Δ狓（狋），Δ狏（狋）都满足‖Δ狓（狋）‖，‖Δ狏（狋）‖≤
槡犖α
２
．定义Ψ＝槡犖αγ１

‖犔＋犅‖，可得

犞
·

（狋）≤－γ１ζ
Ｔ（狋）（（犔＋犅）犐犖）ζ（狋）－μ

Ｔ（狋）（γ１（犔＋犅－犐犖）犐犖）μ（狋）＋

（‖ζ
Ｔ（狋）‖＋‖μ

Ｔ（狋）‖）（γ１‖Π（狋））‖＋Ψ．
（８）

　　根据事件触发函数（５）的定义，有

（犫犻＋犱犻）‖犲狓，犻（狋）＋犲狏，犻（狋）‖ ≤σ犻，１ρ犻犈犻（狋），　　‖犠犻‖‖犲狓，犻，犼（狋）＋犲狏，犻，犼（狋）‖ ≤σ犻，２ρ犻犈犻（狋）．

其中：σ犻，１，σ犻，２＞０，并且满足σ犻，１＋σ犻，２＝１．

根据范数性质，‖狓－狔‖
２
≤２（狓

２＋狔
２），狓，狔∈犚

狀，可以得到

（γ犻，１ρ犻犈犻（狋））
２
≤σ

２
犻，１ρ

２
犻［２狑

２
犻，犕∑

犼∈犖犻

（‖μ犻（狋）‖
２
＋‖μ犼（狋）‖

２
＋‖Δ狓，犻（狋）‖

２
＋‖Δ狓，犼（狋）‖２＋

‖ζ犻（狋）‖
２
＋‖ζ犼（狋）‖

２
＋‖Δ狏，犻（狋）‖

２
＋‖Δ狏，犼（狋）‖

２）＋

犫２犕（‖μ犻（狋）‖
２
＋‖Δ狓，犻（狋）‖

２
＋‖ζ犻（狋）‖

２
＋‖Δ狏，犻（狋）‖

２）］，

狑犻，犕 ＝ｍａｘ｛狑犻，犼，犻＝１，２，…，犖｝，　　犫犕 ＝ｍａｘ｛犫犻，犻＝１，２，…，犖｝．

　　因此有

（犫犻＋犱犻）
２
犿∑

犖

犻＝１

‖犲狓，犻（狋）＋犲狏，犻（狋）‖
２
≤∑

犖

犻＝１

（犫犻＋犱犻）
２
‖犲狓，犻（狋）＋犲狏，犻（狋）‖

２
≤

ρ
２

２（‖μ（狋）‖

２
＋‖ζ（狋）‖

２
＋‖Δ狓（狋）‖

２
＋‖Δ狏（狋）‖

２）．

上式中：＝ ２狑２犕（犖－犆－１）＋犫
２

槡 犕 ，狑犕＝ｍａｘ｛狑犻，犕，犻＝１，２，…，犖｝，ρ＝ｍｉｎ｛ρ犻，犻＝１，２，…，犖｝，犖
＾

＝

ｍａｘ｛｜犖犻｜，犻＝１，２，…，犖｝．从而，可得到

‖犅＋犇‖‖犲狓（狋）＋犲狏（狋）‖ ≤ρξ（‖μ（狋）‖＋‖ζ（狋）‖＋
犖α

２

２
）．

其中：ξ＝
‖犅＋犇‖
（犫犻＋犱犻）犿

，（犫犻＋犱犻）犿＝ｍｉｎ｛犫犻＋犱犻｜犻＝１，２…犖｝．同理可得

‖犠
～

‖‖犲狓，犻，犼（狋）＋犲狏，犻，犼‖ ≤ρη（‖μ（狋）‖＋‖ζ（狋）‖）．

其中：η＝
‖犠

～

‖

‖犠犿‖
，‖犠犿‖＝ｍｉｎ｛‖犠犻‖｜犻＝１，２，…，犖｝，取狊＝ｍａｘ｛ξ，η｝．综上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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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犇‖‖犲狓（狋）＋犲狏（狋）‖＋‖犠
～

‖‖犲狓（狋）＋犲狏（狋）‖ ≤θ（‖μ（狋）‖＋‖ζ（狋）‖＋
犖α

２

２
），

其中：θ＝狊ρ，从而可得到

‖Π（狋）‖ ≤θ（‖μ（狋）‖＋‖ζ（狋）‖＋
犖α

２

２
）．

　　由式（８）和上述证明可得

犞
·

（狋）≤－γ１λｍｉｎ（（犔＋犔
Ｔ）／２＋犅）‖ζ（狋）‖

２
＋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μ（狋）‖
２
＋

（‖ζ
Ｔ（狋）‖＋‖μ

Ｔ（狋）‖）［θγ１（‖ζ（狋）‖＋‖μ（狋）‖＋
犖α

２

２
）＋Ψ］．

　　根据规范的性质和犪犫≤
１

２
犪２＋

１

２
犫２，令ψ＝Ψ＋

犖α
２

２
θγ１，可以得到

犞
·

（狋）≤－［（γ１λｍｉｎ（（犔＋犔
Ｔ）／２＋犅）－２θ）‖ζ（狋）‖－ψ］‖ζ（狋）‖－

｛［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２θ］‖μ（狋）‖－ψ｝‖μ（狋）‖．

　　当γ１＞２θ｛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可以得到所有跟随者的位置和速度分别收敛为

狓（狋）‖狘狓（狋）－狓０（狋）狘犐犖‖ ≤ψ／［γ１λｍｉｎ（（犔＋犔
Ｔ）／２＋犅）－２θ｛ ｝］，

狏（狋）‖狘狏（狋）－狏０（狋）狘犐犖‖ ≤ψ／［λｍｉｎ［γ１（（犔＋犔
Ｔ）／２＋犅）－犐犖］－２θ｛ ｝］．

　　以下需证明任意两个事件触发间隔都有一个严格的正下界．设系统中所有智能体的速度和加速度

都存在一个正数上限，即狏＞０和犪＞０．对于智能体犻，在狋∈［狋
犻
犽，狋

犻
犽＋１）时，对犲狓，犻（狋）求时间的导数，存在

ｄ

ｄ狋
‖犲狓，犻（狋）‖≤‖犲

·

狓，犻（狋）‖＝‖狓犻
·
（狋）－狓０

·
（狋）‖＝‖狏犻（狋）狏０（狋）‖≤２狏，故‖犲狓，犻（狋）‖≤２狏（狋－狋

犻
犽）．同

样在狋∈［狋
犻
犽，狋

犻
犽＋１）时，可得‖犲狏，犻（狋）‖≤α（狋－狋

犻
犽），‖犲狓，犻，犼（狋）‖≤２狏（狋－狋

犻
犽），‖犲狏，犻，犼（狋）‖≤α（狋－狋

犻
犽）．

进一步可得到，（犫犻＋犱犻）‖犲狓，犻（狋）＋犲狏，犻（狋）‖＋‖犠犻‖‖犲狓，犻，犼（狋）＋犲狏，犻，犼（狋）‖≤（犫犻＋犱犻＋ 犖槡 犻 ×

‖犠犻‖）（２狏＋α）（狋－狋
犻
犽）．在序列 狋

犻｛ ｝犽
∞
犽＝０时，事件触发函数犳犻（狋）＝０，故（犫犻＋犱犻）‖犲狓，犻（狋）＋犲狏，犻（狋）‖＋

‖犠犻‖‖犲狓，犻，犼（狋）＋犲狏，犻，犼（狋）‖＝ρ犻犈犻（狋）．在系统渐近趋于一致之前，存在犜０＞０，使得ρ犻犈犻（狋）≥犜０，从而

可以得到（犫犻＋犱犻＋ 犖槡 犻 ‖犠犻‖）（２狏＋α）（狋－狋
犻
犽）＞犜０．因此，可以获得智能体犻的任意两个触发事

件之间的时间间隔的下限为τ＝狋
犻
犽＋１狋

犻
犽＞犜０／［（犫犻＋犱犻＋ 犖槡 犻 ‖犠犻‖）（２狏＋α）（狋－狋

犻
犽）］＞０，从而可

排除芝诺行为．定理１的证明完成．

３　仿真实验与分析

考虑一个由一个领导者和４个跟随者共５个智能体组成的 ＭＡＳ．图１为其通信拓扑图．相应的加

图１　通信拓扑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权连接矩阵犠＝（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０），入度矩阵犇＝（１，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以及犅＝（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则领导者的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分别为狓０（０）＝（０．３２，０．１５）
Ｔ，

狏０（０）＝（０．５，０．５）
Ｔ．因此，跟随者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分别为（狓１（０），狓２（０），

狓３（０），狓４（０））＝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４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３５ －０．（ ）２４ ，（狏１（０），狏２（０），狏３（０），
狏４（０））＝

０．２０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３５ ０．（ ）２４ ．跟随者与领导者的位置差和速度差
轨迹图，分别如图２，３所示．图４为事件触发时间序列图．图４中：犜为机器

人的事件时间．

使用均匀量化器并选择量化误差参数α＝０．０５，以及选择控制增益参数γ１＝３，计算可得λｍｉｎ（γ１×

（（犔＋犔Ｔ）／２＋犅）－犐犖）＝０．４５９，（犫犻＋犱犻）犿＝１，‖犠犿‖＝１及狊＝１，犖
＾

＝２，κ＝１．７４，ρ＝０．１３１．由图２，３

可知：在时间狋＝４ｓ时，跟随者的位置和速度状态分别收敛到领导者位置和速度状态的有界值．由图４

可知：在时间狋＝４ｓ之后，芝诺行为不会出现．

１７６第５期　　　　　　　　　　徐光辉，等：事件触发机制下二阶多智能体系统量化追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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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跟随者　　　　　　　　　　　　　　　　　　　　（ｂ）领导者

图２　跟随者与领导者的位置差轨迹图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

　（ａ）跟随者　　　　　　　　　　　　　　　　　　　　（ｂ）领导者

图３　跟随者与领导者的速度差轨迹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ｅ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ｓ

图４　事件触发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ｅｖｅｎｔ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４　结束语

文中研究了基于事件触发的二阶线性 ＭＡＳ的量化追

踪问题，设计了基于事件触发的追踪控制算法．事件触发机

制与均匀量化器有关，其中所有的跟随者的状态信息都先

进行均匀量化处理，然后再进行信息交互的．基于构建的合

适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分析得到了与控制增益参数和量化参

数有关的系统稳定的充分条件．最后，通过仿真实例验证了

理论结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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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信息粒化和犌犠犗犛犞犕算法

结合的短期风速范围预测

黄文聪，张宇，杨远程，李子修，陈润，常雨芳

（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及储能运行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为了实现对风速范围区间的准确预测，提出一种基于模糊信息粒化和灰狼优化支持向量机（ＧＷＯ

ＳＶＭ）算法的风速预测模型．该模型首先利用模糊信息粒子，从一段连续时间的风速值提取出最大值、最小值

及大致的平均水平值；然后，采用时间序列风速输入模型，构建输入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标签向量与特征矩阵；

最后，通过灰狼算法进行支持向量机预测模型的参数寻优，实现对风速范围区间的准确预测．在实例验证阶

段，将风速历史数据进行模糊粒化，采取４种不同的参数寻优方式对支持向量机预测模型进行参数寻优．结果

表明：ＧＷＯＳＶＭ算法可以有效地提高风速范围预测的精确度．

关键词：　风速预测；时间序列；模糊信息粒化；灰狼算法；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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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随着能源危机的到来，大力发展绿色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风能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大力的开发利用．根据《２０１７年全球风电发展报告》，截止

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５３９．１ＧＷ
［１］．由于风电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当大规模的

风电接入电网时，可能会对电网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甚至会扰乱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风速是影响风力

发电最直接的因素，若能对风速范围进行准确的预测，则可以提供高精度的风力发电功率预测．这将有

利于电网及时调整电力调度计划，提高风能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电网运行成本，降低风电接入电网时

对电网产生的影响，对风力发电的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风速预测做了大量的研究．李大中等
［２］提出基于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的预测模型；陈金富等［３］提出用时空相关性的多位置多步风速预测模型，构造了一个利用时空相关性的

风速预测模型———深层时空网络；Ｚｈａｎｇ等
［４］提出基于小波分解和布谷鸟搜索算法的小波神经网络风

速预测；赵征等［５］提出一种基于变分模态分解和改进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的风速预测模型．上述研

究建立的预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风速的预测精度，其平均百分比误差在１％～１０％的范围内．

通过对已发表文献的分析，目前对风速的预测主要采用物理方法与统计方法相结合的方法［６１１］，这

些方法各具特点，在预测精度上存在一些差异．灰狼优化算法（ｇｒｅｙｗｏｌ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ＧＷＯ）是由 Ｍｉｒｊａｌｉｌｉ

等提出的一种模拟灰狼捕食行为的群智能优化算法［１２１４］，因其原理简单、收敛速度快且全局性能好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故障诊断、无人机航迹规划、客流预测、滑坡位移预测等领域［１５１８］．廖小平等
［１９］利用灰狼

优化的支持向量机得到刀具磨损的分类等级，能准确地反映刀具的磨损状态，且具有较高的泛化能力；

朱敬旭辉等［２０］基于灰狼算法优化的比例积分微分（ＰＩＤ）控制，采用灰狼优化算法对ＰＩＤ控制参数进行

自整定以提高控制系统的动态性能，该控制算法能够有效稳定地控制移动机器人完成路径跟踪任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模糊信息粒化和灰狼优化支持向量机（ＧＷＯＳＶＭ）算法的风速

预测模型，实现对风速范围区间的准确预测．

１　时间序列风速输入模型

假设第犻次测得的风速为狓犻，其中，数据长度为犿的第狀组的连续时间风速数据犢（狀，犿）为

犢（狀，犿）＝｛狓狀，狓狀＋１，狓狀＋２，…，狓狀＋犿１｝． （１）

式（１）中：数据以狓狀 开头，数据长度为犿，顺序与原始风速数据相同．数据长度为犖 的原始的风速数据

犢（０，犖）可表示为

犢（０，犖）＝｛狓１，狓２，狓３，…，狓犖｝． （２）

第１组到第狀－１组连续时间风速数据所构成的风速数据时间序列矩阵犡（狀－１，犿）为

犡（狀－１，犿）＝犢（１：狀－１，犿）＝

狓狀－１ 狓狀 … 狓狀＋犿－２

  

狓３ 狓４ … 狓２＋犿

狓２ 狓３ … 狓１＋犿

狓１ 狓２ … 狓

熿

燀

燄

燅犿

． （３）

通过该风速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的特点，可以推导出第狀次测得的风速狓狀 与第１次测得的风速

狓１ 到第狀－１次测得的风速狓狀－１之间存在模糊函数关系，即

狓狀＝犳（狓１，狓２，狓３，…，狓狀－１）． （４）

数据长度为犿的第狀组的连续时间风速数据犢（狀，犿）与第１组到第狀－１组连续时间风速数据所

构成的风速数据时间序列矩阵犡（狀，犿）也存在模糊函数关系，即

犢（狀，犿）＝犉（犡（狀－１，犿））． （５）

通过这一层模糊函数关系，可以实现对风速数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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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糊信息粒化模型

信息粒化是根据一定的划分规则，将一个信息整体分解为多个部分，每个部分即为一个信息粒．非

模糊的信息粒化有区间信息粒化、相空间信息粒化等具体粒化方法，在一些技术领域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粒子都是模糊的，非模糊粒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采用模糊信息粒化

（ｆｕｚｚ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Ｇ）对数据进行处理．利用ＦＩＧ可以对庞大的样本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将提取出的特征作为输入，代入预测模型．

对数据进行ＦＩＧ处理主要划分为两个步骤：１）窗口划分，即对时间序列进行分割，划分为多个窗

口；２）模糊信息化，即分别对每个窗口进行模糊化处理，生成数个模糊信息粒．模糊化是ＦＩＧ的关键步

骤，通过在窗口上建立一个合理的模糊集，也就是从数据中提取出关键的特征信息代替原来的数据．

针对单窗口模糊化问题，对于确定的风速时间序列犡＝（狓１，狓２，…，狓狀），将整个犡作为一个单窗口

进行模糊化得到模糊粒子犘，提取出来的模糊粒子犘能够合理描述以犡 为论域的模糊概念犌．模糊化

的本质是建立一个函数犕 的过程，函数犕 是模糊概念犌 的隶属函数，即犕＝μ犌，其中，μ犌 为犌 的隶属

关系．模糊化的过程也就是先确定模糊概念的基本形式，然后，再确定模糊概念犌的隶属函数犕．

要得到隶属函数犕，先要确定好模糊概念的对应形式，其主要形式有三角型、梯型、高斯型和抛物

型．文中采用的是三角型的模糊概念，函数关系为

犕（狓，狊，犿，犺）＝

０，　　　　狓＜狊，

狓－狊
犿－狊

，　　狊≤狓≤犿，

犺－狓
犺－犿

，　　犿＜狓≤犺，

０，　　　　狓＞犺

烅

烄

烆 ．

（６）

式（６）中：狊和犺为分别对应模糊概念犌 的下界值、上界值；犿是模糊概念犌 的隶属度为１时的取值．

经过对一段连续时间的风速值进行模糊信息处理可以提取出３个参数 ＵＰ，ＬＯＷ 和犚．其中：ＵＰ

表示风速范围预测的最大值；ＬＯＷ表示风速范围预测的最小值；犚表示风速范围预测的平均水平．

对模糊信息粒化得到的三个参数ＵＰ，ＬＯＷ和犚进行归一化处理，利用原始数据线性化将信息转

换到［０，１］的范围．归一化公式为

狆＝
狓犻－狓ｍｉｎ
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 （７）

式（７）中：狆为归一化后的数据；狓犻为原始数据；狓ｍａｘ，狓ｍｉｎ分别为原始数据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该方法实现对原始数据的等比例缩放，归一化之后将数据 ＵＰ，ＬＯＷ 和犚代入时间序列风速输入

模型，得到输入预测模型的标签向量和对应的特征矩阵．

３　建立犌犠犗犛犞犕模型

３．１　犛犞犕理论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一种基于统计理论的ＶＣ（ＶａｐｎｉｋＣｈｅｒｖｏｎｅｎｋｉｓ）维理论和结果风险最小化

理论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其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以及高维模式识别上有较好的应用，且在预测的应

用上有较好效果．通过预测模型构造出损失函数，再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得到支持向量机算法．它

要解决一个原始最优化问题，其形式为

ｍｉｎ
狑，犫，ξ

２

１

２
‖狑‖＋犮∑

犾

犻＝１

（ξ犻＋ξ

犻 ），

ｓ．ｔ．
狔犻－狑



φ（狓犻）－犫≤ε＋ξ犻，　 　ξ犻≥０，　ξ

犻 ≥０，　犻＝１，２，…，犾，

狑φ（狓犻）＋犫－狔犻≤ε＋ξ

犻 ，　　ξ犻≥０，　ξ


犻 ≥０，　犻＝１，２，…，犾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８）

式（８）中：狑为权值向量；狑为狑的伴随矩阵；犮为惩罚参数；ξ犻，ξ

犻 为松弛变量；φ（狓犻）为映射函数；狓犻为

输入变量；狔犻为输出变量；犾为样本个数；犫为偏值；ε为误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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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代入拉格朗日乘子犪犻和犪

犻 ，将式（８）转化为拉格朗日多项式，用犈表示，即

ｍｉｎ
犪犻
，犪犻

犈＝

１

２∑
犾

犻，犼＝１

（犪犻 －犪犻）（犪

犼 －犪犼）犽（狓犻，狓犼）－∑

犾

犻＝１

狔犻（犪犻－犪

犻 ），

ｓ．ｔ．∑
犾

犻＝１

犪犻＝∑
犾

犻＝１

犪犻 ，　　０≤犪犻，　犪

犻 ≤犆，　犻＝１，２，…，犾

烍

烌

烎．

（９）

式（９）中：犽（狓犻，狓犼）为核函数；狓犻，狓犼为输入变量；犾为样本个数．

由式（９）求解，可得到支持向量机的预测函数为

犳（狓）＝∑
犾

犻＝１

（犪犻－犪

犻 ）犽（狓犻，狓犼）＋犫． （１０）

基于 Ｍｅｒｃｅｒ条件，且将高斯ＲＢＦ作为核函数，犵为核函数的内部参数，则有

犽（狓犻，狓犼）＝ｅｘｐ －
‖狓犻－狓犼‖

２

２σ（ ）２ ＝ｅｘｐ（－犵‖狓犻－狓犼‖
２），　　犵＞０． （１１）

式（８）中的惩罚参数犮和式（１１）中的核函数的内部参数犵决定了ＳＶＭ 的预测精确度．因此，为了

构建高精度的预测模型，需要对ＳＶＭ内部的参数（犮，犵）进行优化以确定最优参数．

３．２　灰狼优化算法

采用灰狼优化（ＧＷＯ）算法对ＳＶＭ内部的参数犮，犵进行参数寻优，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包围猎物．灰狼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犇为

犇＝ 犆·犡狆（狋）－犡（狋），　　犡（狋＋１）＝犡狆（狋）－犃犇． （１２）

式（１２）中：狋为迭代次数；犡狆（狋）为当前猎物的位置；犡（狋）为当前灰狼位置；犡（狋＋１）下次迭代后灰狼的位

置；犃，犆为系数向量．犃，犆的更新方式分别为犃＝２犪·狉１－犪，犆＝２·狉２，其中，狉１ 与狉２ 为［０，１］之间的随

机数，犪为收敛因子，初始值为２，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递减至０．

步骤２　追捕猎物．计算每个灰狼个体的适应度值犳犻，将适应度值排列前三的灰狼个体的位置分别

记为犡α，犡β，犡δ，并将适应度值最好的犡α 记为最优解；然后，计算剩余灰狼个体ω与排列前三的灰狼个

体位置犡α，犡β，犡δ 的距离，即

犇α＝ 犆１犡α（狋）－犡（狋），　　犇β＝ 犆２犡β（狋）－犡（狋），　　犇δ＝ 犆３犡δ（狋）－犡（狋）． （１３）

　　最后，更新灰狼α，β，δ和猎物的位置，即

犡１＝犡α（狋）－犃１犇α，　　犡２＝犡β（狋）－犃２犇β，　　犡３＝犡δ（狋）－犃３犇δ， （１４）

犡犘（狋＋１）＝（犡１＋犡２＋犡３）／３． （１５）

步骤３　狼群对猎物进行攻击并捕获猎物以获得最优解．如果灰狼算法的迭代次数达到最大迭代

次数狋ｍａｘ，那么，算法结束并输出最优解犡α；否则，返回步骤２继续进行寻优．

３．３　基于模糊信息粒化和犌犠犗犛犞犕的风速预测模型

由上述建立的模糊信息粒化模型和ＧＷＯＳＶＭ模型，构建文中提出的风速范围组合预测模型，实

现对风速范围的准确预测．风速预测有如下４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将历史数据进行模糊粒化处理，得到新的时间窗口的粒化数据；然后，将模糊粒化后的数

据进行归一化操作，可得到ＬＯＷ，犚，ＵＰ的归一化数据；最后，将归一化数据划分为训练集数据和测试

集数据．

步骤２　构建时间序列风速输入模型，分别对ＬＯＷ，犚，ＵＰ三组时间序列进行归一化，并将训练集

数据分别代入时间序列风速输入模型，即可得到三组ＧＷＯＳＶＭ的训练集标签向量犢（狀，犿）与训练集

特征矩阵犡（狀，犿）数据．

步骤３　将上述三组数据分别作为输入代入模型ＧＷＯＳＶＭ模型，初始化狼群数为狀，最大迭代次

数为狋ｍａｘ，将惩罚参数犮和核函数参数犵代入ＳＶＭ 进行预测．如果灰狼算法的迭代次数达到最大迭代

次数狋ｍａｘ，那么，算法结束并输出最优解犮，犵；否则，继续进行ＧＷＯ参数寻优．

步骤４　将最优参数犮，犵代入ＳＶＭ进行预测，预测时间段狋上最大值、最小值和大体平均水平值，

可得到时间段狋风速范围区间；然后，用同样的预测方法继续预测狋＋Δ狋时间段风速范围，将风速预测

值与风速实际值对比，并进行误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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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信息粒化模型和ＧＷＯＳＶＭ模型的算法流程图，如图１所示．本算法的目的是对未来风

速值进行范围预测，预测结果为（ＬＯＷ，犚，ＵＰ）．

图１　风速预测模型的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４　实例仿真与分析

４．１　试验数据的处理

样本数据来自于某风力发电机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６日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连续１０ｄ的风速数据，采样

时间间隔为５ｍｉｎ．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现对上述预测方式的验证，用前６天的历史风速数据对后４

天的风速数据进行范围预测，其中，风速数据的总样本量为３０００，训练数据样本量为１８５０，预测数据样

本量为１１５０．历史风速数据样本，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犖５ｍｉｎ表示每５ｍｉｎ为采样点的数；狏为风速．

将数据代入模糊信息粒化模型后进行ＦＩＧ处理，使原来每５ｍｉｎ为采样点的数以３０ｍｉｎ（６个采样

点）作为新的窗口周期，数据模糊信息粒化的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２　历史风速数据　　　　　　　　　　　　　　　图３　粒化风速数据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ｄａｔａ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ｄａｔａ

对风速数据进行新的窗口划分后（６个时间点为一个窗口），提取出ＬＯＷ，犚和 ＵＰ值分别进行预

测，对应得到下一个时间窗口的ＬＯＷ，犚和ＵＰ值，即得到最小值、大体平均水平值及最大值．主要步骤

包括对粒化后的ＬＯＷ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使用ＧＷＯＳＶＭ 预测模型得到风速的ＬＯＷ 值．同样

选取风速模糊信息粒化后的犚值和ＵＰ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再通过ＧＷＯＳＶＭ预测模型进行预测，分

别获取对应的预测值，最后，得到风速的预测范围．

ＧＷＯ的初始参数设置，如表１所示．通过ＧＷＯ得到的ＳＶＭ模型的内部参数犮和犵，如表２所示．

最终的取值采用ＧＷＯＳＶＭ预测模型预测的风速ＬＯＷ，犚和 ＵＰ值，实际对比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犖３０ｍｉｎ表示每３０ｍｉｎ为采样点的数．通过对比图４中预测变化曲线和实际变化曲线可以看出，ＧＷＯ

ＳＶＭ预测模型对风速ＬＯＷ，犚和ＵＰ值的预测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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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ＧＷＯ的初始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ＧＷＯ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主要
参数

初始狼
群数量

最大
迭代

犮

下界 上界

犵

下界 上界

参数值 ２０ ２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

表２　ＧＷＯＳＶＭ模型的参数最终值

Ｔａｂ．２　Ｆｉ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ＧＷＯＳＶＭｍｏｄｅｌ

参数 ＵＰ ＬＯＷ 犚

犮 ７．６８ ３６．２１ １．２０

犵 ０．２８ ０．４０ ０．３４

图４　ＧＷＯＳＶＭ预测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ＧＷＯＳＶ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连续３０ｍｉｎ内的实际风速值对应的风速范围的预测值，如表３所示．表３中：实际风速值之间的时

间间隔（Δ狋）为５ｍｉｎ；风速范围区间可用［ＬＯＷ，犚，ＵＰ］表示．

表３　连续３０ｍｉｎ时间内风速范围的预测值

Ｔａｂ．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ｒａｎｇｅｉｎ３０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ｍｉｎｕｔｅｓ

狏／ｍ·ｓ－１

狋犻 狋犻＋Δ狋 狋犻＋２Δ狋 狋犻＋３Δ狋 狋犻＋４Δ狋 狋犻＋５Δ狋

信息特征（ＬＯＷ，犚，ＵＰ）

实际值 预测值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７４ ４．５４ ４．５２ ４．５７ （４．５２，４．６５，４．８１） （４．４０，４．７７，４．８３）

５．４５ ５．６６ ６．１２ ６．０５ ５．３８ ５．７０ （５．３８，５．７３，６．１２） （５．２７，５．８０，６．２０）

３．００ ３．１３ ３．６１ ２．９６ ２．６７ ３．１９ （２．６７，３．０７，３．６１） （２．５１，３．１１，３．６２）

　　由表３可见：实际风速值都在预测范围区间之内，且实际风速范围与预测风速范围一致．由此可知，

采用模糊信息粒化和ＧＷＯＳＶＭ的组合风速预测算法可以实现对风速范围的精准预测．

４．２　算法预测精度的分析

为了对算法预测精度进行分析，分别利用网格搜索（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ＧＳ）法、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ＧＡ）寻优法、粒子群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寻优法进行参数寻优后，再进行风

速预测，通过对误差大小的对比，研究ＧＷＯＳＶＭ算法的预测精度．

通过计算预测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平均百分比误差（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ＭＡＰＥ）和均方根

表４　四种优化算法的误差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ｆｏｕ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预测模型 参数 ＬＯＷ 犚 ＵＰ

ＧＷＯＳＶＭ
犈ＭＡ ０．１１８８ ０．１４５５ ０．１２８６

犈ＭＡ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４３

ＰＳＯＳＶＭ
犈ＭＡ ０．１４０５ ０．１８４５ ０．１４４５

犈ＭＡＰ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７２

ＧＡＳＶＭ
犈ＭＡ ０．１５０５ ０．１７２３ ０．１３２１

犈ＭＡＰ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９

ＧＳＳＶＭ
犈ＭＡ ０．２１８８ ０．２３３７ ０．１９４８

犈ＭＡＰ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８２

误差（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ＭＡＥ）对结果进行

误差分析和评价，结果如表４所示．ＭＡＰＥ和

ＭＡＥ计算公式分别为

犈ＭＡＰ＝
１

犿∑
犿

犻＝１

狓犻－狓^犻
狓犻

，

犈ＭＡ ＝
１

犿∑
犿

犻＝１

狓犻－狓^犻
２

烍

烌

烎
．

（１６）

式（１６）中：犈ＭＡＰ为平均百分比误差；犈ＭＡ为均

方根误差；狓犻表示第犻个样本实际值；狓^犻 表示

第犻个样本预测值；犿表示预测样本个数．

９７６第５期　　　　　　　　黄文聪，等：模糊信息粒化和ＧＷＯＳＶＭ算法结合的短期风速范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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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ＭＡＰＥ和 ＭＡＥ估算模型对不同数量级样例的拟合程度，其中，ＭＡＰＥ和 ＭＡＥ的数值越小，

表示拟合精度越高．通过表４可知：ＧＷＯＳＶＭ 算法的预测精度最高，说明经过基于ＧＷＯＳＶＭ 算法

的参数寻优效果优于其他参数寻优算法，即ＧＷＯＳＶＭ算法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效果．

４．３　区间预测效果的评价

为验证模型的区间预测效果，在不同相对宽度（９０％，７０％）下实现短期风速区间预测．调整相对宽

度的方式计算式为

犝（狓犻）
（１－α）＝犚（狓犻）＋（犝（狓犻）－犚（狓犻））×（１－α），

犔（狓犻）
（１－α）＝犚（狓犻）＋（犔（狓犻）－犚（狓犻））×（１－α）

烍
烌

烎．
（１７）

式（１７）中：１－α为相对宽度；犝（狓犻）为第犻个预测样本的原始上界；犔（狓犻）为第犻个预测样本的原始下界；

犝（狓犻）
（１－α）为相对宽度１－α下第犻个预测样本的上界；犔（狓犻）

（１－α）为相对宽度１－α下第犻个预测样本的

下界．模型的区间预测效果及其对应方框框出的范围放大后的区间预测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中：

犖５ｍｉｎ表示每５ｍｉｎ为采样点的数．

　（ａ）１００％相对宽度　　　　　　　　　　　　　　　（ｂ）图５（ａ）局部放大

　（ｃ）９０％相对宽度　　　　　　　　　　　　　　　　（ｄ）图５（ｃ）局部放大

　（ｅ）７０％相对宽度　　　　　　　　　　　　　　　　（ｆ）图５（ｅ）局部放大

图５　不同相对宽度下的风速区间预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ｉｄｔｈｓ

０８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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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如下几个指标对区间预测效果进行评价．

１）区间覆盖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ＦＩＣＰ）．ＦＩＣＰ用于评价区间的可信程度，

其值越大，可信度就越高，其计算式为

狆
（１－α）

ＦＩＣ ＝
１

犿ξ
（１－α）×１００％． （１８）

式（１８）中：狆
（１－α）

ＦＩＣ
为区间覆盖率；犿表示预测样本个数；ξ

（１－α）为相对宽度１－α下实际值落在预测区间内

的个数．

２）区间平均宽度（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ｉｄｔｈ，ＦＩＡＷ）．ＦＩＡＷ 用于评价预测结果描述不确

定信息的能力，其值越小，效果就越好，其计算式为

犠
（１－α）

ＦＩＡ ＝
１

犿∑
犿

犻＝１

犝（狓犻）
（１－α）
－犔（狓犻）

（１－α）

狓犻
． （１９）

式（１９）中：犠
（１－α）

ＦＩＡ
为相对宽度１－α下的区间平均宽度；犝（狓犻）

（１－α），犔（狓犻）
（１－α）分别为相对宽度１－α下第

表５　不同相对宽度下区间预测效果指标

Ｔａｂ．５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ｉｄｔｈｓ

犠／％ 狆ＦＩＣ／％ 犠ＦＩＡ

１００ ９８．７２ ０．１４３２

９０ ９３．４３ ０．１２８８

７０ ８２．６１ ０．１００２

犻个预测样本的上界和下界；狓犻表示第犻个样本实际值．

不同相对宽度（犠）下区间预测效果指标，如表５所示．

由图５和表５的预测效果指标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１）文中所提模型的风速预测范围区间能够有效包含实际

值，其上下浮动趋势与实际风速变化情况基本一致；２）在进

行区间相对宽度调节后，发现存在极少的风速实际值落在相

对宽度１００％下的预测区间之外，风速实际值大部分都落在

相对宽度９０％下的预测区间之内，少部分落在相对宽度７０％下的预测区间之外，满足实际情况，体现了

文中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各预测模型的指标评价结果，如表６所示．由表６可知：总体上，文中所提出的模型的预测区间的区

表６　各预测模型的指标评价结果

Ｔａｂ．６　Ｉｎｄｅｘ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预测模型 狆ＦＩＣ／％ 犠ＦＩＡ

ＧＷＯＳＶＭ ９８．７２ ０．１４３２

ＰＳＯＳＶＭ ９３．２１ ０．１９２３

ＧＡＳＶＭ ９４．３３ ０．２３２３

ＧＳＳＶＭ ９０．０１ ０．１６３７

间平均宽度最窄，区间覆盖率最高，ＧＷＯＳＶＭ 预测的

区间预测效果较为理想．

综上所述，所提的基于模糊信息粒化和ＧＷＯＳＶＭ

算法的短期风速范围预测模型可实现短期风速的区间预

测，且预测效果较好．

５　结论

基于时间序列预测法和模糊信息粒化方法，提出对风速范围区间预测的方法，并建立模糊信息粒化

和ＧＷＯＳＶＭ算法的风速范围预测模型．通过算例分析，得出以下２点主要结论．

１）由于针对时间序列分布的风速预测具有偶然性，文中所提出的模糊信息粒化的风速范围预测模

型，通过模糊信息粒化提取一定时间内风速的特征信息，对特征信息进行预测，从而实现对风速范围区

间的预测．

２）通过与其他算法的误差对比，证明利用灰狼算法进行参数寻优能有效地提高支持向量机对风速

范围预测的精度．

基于模糊信息粒化和ＧＷＯＳＶＭ算法的风速范围预测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风速范围的准确

预测对风力发电功率的准确预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该预测方法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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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

证据特征与信任约简

王志焕１，游小英２，李伟康１，李进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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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究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证据特征和信任约简．首先，给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中的模糊上、

下近似算子及其相关性质．然后，基于证据理论探讨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数值特征，并在模糊广义决策信

息系统中，利用证据理论中的模糊信任和模糊似然函数对模糊近似集进行刻画．最后，根据模糊信任函数定义

的属性重要度，提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信任约简的算法，并给出实例验证其有效性．

关键词：　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覆盖；粗糙集；约简；证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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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理论［１］是Ｚａｄｅｈ教授提出的一种用于刻画目标对象模糊程度的方法．随着模糊集理论的不

断发展，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波兰数学家Ｐａｗｌａｋ等
［２］提出粗糙集理论，它是一种数据处理的数学

方法．模糊集和粗糙集理论都是用于研究不确定性的数学工具，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对模糊粗糙集的模型及约简问题
［３］进行研究．陈应生等

［４］通过研究属性重要性

度，进而研究不完备信息系统的属性约简．Ｄｕｂｏｉｓ等
［５］通过引入模糊相似关系，最早系统地提出模糊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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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集理论．Ｊｅｎｓｅｎ等
［６］利用依赖函数，首次设计出一种模糊粗糙集模型的属性约简算法．赵晋欢等

［７］构

造辨识矩阵对模糊粗糙集进行属性约简，并进行相关实验．陈毅宁等
［８］引入基于距离比值尺度的样本集

定义，提出基于距离比值尺度的模糊粗糙集，并设计属性约简算法．

证据理论［９１０］提供了一种处理不精确信息的人工智能方法［１１］，它能与粗糙集有效结合进行数据处

理．根据粗糙集与证据理论的关系，一些学者通过证据理论研究模糊粗糙集的信任结构与属性约简问

题，并取得一定的成果．Ｃｈｅｎ等
［１２］根据模糊上近似概率与模糊下近似概率探索两种类型的模糊信任和

似然函数．Ｗｕ等
［１３］利用广义模糊蕴涵算子［１４］，在无限论域中导出广义模糊信任结构．在此基础上，Ｙａｏ

等［１５］对模糊决策系统的属性约简问题进行研究．Ｌｕ等
［１６］通过定义一种新的概率测量，研究第２型模糊

粗糙集的信任和似然函数．模糊粗糙集理论的决策大多建立在划分的基础上，但以划分刻画决策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在现实问题中，多数决策是由覆盖类刻画的，但关于决策为覆盖的模糊粗糙集理论的研究

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对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证据特征和信任约简进行研究．

１　预备知识

定义１
［１］
　设集合犝 为非空论域，当犝 上的集合犡 满足由犝 上一隶属函数犡：犝→［０，１］表示，则

称犡为犝 上的模糊集．其中，犡（狓）表示狓隶属于模糊集犡 的程度．记犝 上的模糊集全体为犉（犝）．

假设犃，犅∈犉（犝），定义模糊集的运算为（犃∪犅）（狓）＝犃（狓）∨犅（狓）＝ｍａｘ｛犃（狓），犅（狓）｝；

（犃∩犅）（狓）＝犃（狓）∧犅（狓）＝ｍｉｎ犃（狓），犅（狓｛ ｝）；～犃（狓）＝１－犃（狓）．

定义２
［５］
　设集合犝 为非空论域，将犝×犝 上的模糊集合犚 称为犝 上的一个模糊关系．狓，狔，狕∈

犝，对于犝 上的模糊关系犚，有

１）若犚（狓，狓）＝１，则称犚是自反的；

２）若犚（狓，狔）＝犚（狔，狓），则称犚是对称的；

３）若犚（狓，狕）≥犚（狓，狔）∧犚（狔，狕），则称犚是传递的．

若犚满足自反、对称关系，则称犚是犝 上的模糊相似关系；若犚满足自反、对称和传递关系，则称犚

是犝 上的模糊等价关系．文中讨论的模糊关系是论域犝 上的模糊相似关系犚．

定义３　称（犝，犆，犇）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其中，集合犝 为论域，集合犆＝ 犆１，犆２，…，犆｛ ｝犿 为

非空有限模糊条件属性集，犝 上覆盖犇＝ 犇１，犇２，…，犇｛ ｝狉 为决策集．

定义４
［１４］
　设犝 为论域，对狓，狔∈ ０，［ ］１ ，定义模糊蕴涵算子犐：０，［ ］１ × ０，［ ］１ → ０，［ ］１ ，有

犐（狓，狔）＝∧（（１－狓）∨狔）．

　　容易看出，该模糊蕴涵算子满足犐（１，０）＝０，犐（１，１）＝犐（０，１）＝犐（０，０）＝１．

定义５
［５］
　设（犝，犆，犇）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对于犡∈犉（犝），称犚（犡）与犚

－

（犡）分别为犡 的

模糊下近似与上近似．对狓∈犝，犡的模糊下近似与上近似隶属函数分别为

犚犡（狓）＝∧
狔∈犝

（（１－犚（狓，狔））∨犡（狔）），

犚
－

犡（狓）＝∨
狔∈犝

（（１－犚（狓，狔））∧犡（狔））．

犡的模糊下近似与上近似隶属函数满足犚
－

犡（狓）＝１－犚犡（～狓），狓∈犝．同时，结合定义４，有

犚犡（狓）＝∧
狔∈犝
犐（犚（狓，狔），犡（狔））．

性质１
［５］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犡，犢犝，犅，犅１，犅２犆，则有

１）犚犅（犡∪犢）＝犚犅犡∪犚犅犢；

２）犡犢犚犅犡犚犅犢；

３）犚犅犡犡犚犅犡；

４）犅１犅２犚犅
１
犡犚犅

２
犡．

定义６
［５］
　设（犝，犆，犇）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覆盖犇＝ 犇１，犇２，…，犇｛ ｝狉 为决策集，对犇犻∈

犇，１≤犻≤狀，犇犻的下近似与上近似隶属函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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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犇犻（狓）＝ ∧
狔犇犻

１－犚（狓，狔｛ ｝），　　犚
－

犇犻（狓）＝ ∨
狔∈犇犻

犇犻（狔｛ ｝）．

　　定义７
［５］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覆盖犇＝ 犇１，犇２，…，犇｛ ｝狉 为决策集，１≤犻≤狉，

犅犆，定义模糊正域为

ＰＯＳ犅（犇）（狓）＝ｓｕｐ
犻≤狉
犚犅（犇犻）（狓），　　狓∈犝．

证据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如下．

定义８
［９１０］
　设犝 为论域，若集函数犿：２

犝
→ ０，［ ］１ ，有

１）犿（）＝０，

２）∑
犡犝

犿（犡）＝１，

则称犿为基本概率指派．

根据基本概率指派，可以导出如下信任函数和似然函数．

定义９
［９１０］
　设犝 为论域，犿：２

犝
→ ０，［ ］１ 是基本概率指派，有

１）若Ｂｅｌ（犡）＝∑
犡′犡

犿（犡′），犡２
犝，则称Ｂｅｌ：２犝 → ０，［ ］１ 为犝 上的信任函数；

２）若Ｐｌ（犡）＝ ∑
犡′∩犡≠

犿（犡′），犡２
犝，则称Ｐｌ：２犝 → ０，［ ］１ 为犝 上的似然函数．

显然，信任函数与似然函数对偶，即Ｂｅｌ（犡）＝１－Ｐｌ（～犡）．此外，信任函数还满足

１）Ｂｅｌ（）＝０；

２）Ｂｅｌ（犝）＝１；

３）犡１，犡２，…，犡犿 犝，１≤狋≤犿，Ｂｅｌ（∪
犿

狋＝１
犡狋）≥ ∑

犑 １，２，…，｛ ｝犿

（－１）
犑 ＋１Ｂｅｌ（∩

狋∈犑
犡狋）．

２　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证据特征

基于证据理论研究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数值特征，即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证据特征．首

先，定义一个概率测量函数度量模糊集的集合质量．

定义１０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犝，犆，犇），犝＝ 狓１，狓２，…，狓｛ ｝狀 ，对于犡∈犉（犝），犙是论域犝

上一个概率测量，定义模糊集犡的概率为

犙（犡）＝∫
１

０
犙（犡α）ｄα＝∑

狓∈犝

犡（狓）犙（狓）＝∑
狓∈犝

犡（狓）

狀
．

上式中：犝 ＝狀；犙（狓）＝
１

狀
．

然后，定义一个函数用于构造模糊基本概率指派．

定义１１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犡∈犉（犝），犅犆，定义函数犼犅：犉（犝）→

犘（犝），即

犼犅（犡）＝ 狓∈犝 犚犅（狓，狔）＝犡（狔），狔∈｛ ｝犝 ，

则犼犅（犡）满足

１）犡，犡′∈犉（犝）且犡≠犡′，犼犅（犡）∩犼犅（犡′）＝；

２） ∪
犡∈犉（犝）

犼犅（犡）＝犝．

证明：１）假设存在狓∈犝，使狓∈犼犅（犡）∩犼犅（犡′），则犚犅（狓，狔）＝犡（狔）＝犡′（狔），这与犡≠犡′矛盾．

因此，对犡，犡′∈犉（犝）且犡≠犡′，有犼犅（犡）∩犼犅（犡′）＝．

２）显然，狓∈ ∪
犡∈犉（犝）

犼犅（犡），都有狓∈犝．需证明狓∈犝，都有狓∈ ∪
犡∈犉（犝）

犼犅（犡）．对于狓∈犝，犡

犝，使犡（）狔 ＝犚犅 狓，（ ）狔 ，则狓∈犼犅（犡），故狓∈ ∪
犡∈犉（犝）

犼犅（犡）．因此，∪
犡∈犉（犝）

犼犅（犡）＝犝．

用以上定义的函数构造一个集函数，并证明其符合基本概率指派的两条性质，即证明该集函数为模

糊基本概率指派．

定理１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犡∈犉（犝），犅犆，定义模糊集函数犿犅：

犉（犝）→ ０，［ ］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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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犅（犡）＝犙（犼犅（犡））＝
犼犅（犡）

犝
，

则犿犅 为论域犝 的一个模糊基本概率指派．

证明：显然，犿犅（）＝犙（犼犅（））＝
犼犅（）

犝
＝

犝
＝０．

其次，由定义１１，有 ∑
犡∈犉（犝）

犿（犡）＝ ∑
犡∈犉（犝）

犙（犼犅（犡））＝犙（∪
犡∈犉（犝）

犼犅（犡））＝犙（犝）＝１．

综上，犿犅 为犝 的一个模糊基本概率指派．

对于犡∈犉（犝），犿犅（犡）表示证据对犡的模糊信任度．若犿犅（犡）＞０，则称犡 为犿犅 上的焦元．设Μ

为所有焦元的并，称其为核，则称二元序对 Μ，犿（ ）犅 为犝 上的模糊信任结构．

根据模糊概率指派函数，可直接导出模糊信任函数和模糊似然函数．

经典的信任函数Ｂｅｌ：犘（犝）→ ０，［ ］１ ，可以把信任函数定义为

Ｂｅｌ（犡）＝∑
犃犡

犿（犃）＝ ∑
犃∈犘（犝）

犿（犃）犐（犃，犡）．

上式中：犘（犝）为论域犝 上的全体经典集；犐（犃，犡）为犃在犡 中的包含度，当犃犡 时，犐（犃，犡）＝１，否

则，犐（犃，犡）＝０．

把经典的信任函数推广到模糊的情况下，则对犡∈犉（犝），可以定义模糊集函数Ｂｅｌ：犉（犝）→

０，［ ］１ ，即

Ｂｅｌ（犡）＝ ∑
犃∈犉（犝）

犿（犃）犐（犃，犡）．

上式中：犐（犃，犡）表示犃包含于犡 中的程度．

定义１２　设犝 为论域，对犃，犡∈犉（犝），定义蕴涵函数犐：０，［ ］１ × ０，［ ］１ → ０，［ ］１ ，有

犐（犃，犡）＝∧
狓∈犝
犐（犃（狓），犡（狓））＝∧

狓∈犝

（（１－犃（狓））∨犡（狓）），

则模糊信任函数的形式变为

Ｂｅｌ（犡）＝ ∑
犃∈犉（犝）

犿（犃）犐（犃，犡）＝ ∑
犃∈犉（犝）

犿（犃）∧
狓∈犝
犐（犃（狓），犡（狓））．

用模糊基本概率指派函数直接导出模糊信任函数和模糊似然函数．

定理２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犡∈犉（犝），犅犆，定义模糊集函数Ｂｅｌ犅：

犉（犝）→ ０，［ ］１ ，即

Ｂｅｌ犅（犡）＝犙（犚犅犡）＝∑
狓∈犝

犚犅犡（狓）犙（狓），

则Ｂｅｌ犅 为犝 上的模糊信任函数．

证明：根据定义５、定义１０～１２及定理１，有

犙（犚犅犡）＝∑
狓∈犝

犚犅犡（狓）犙（狓）＝∑
狓∈犝

（∧
狔∈犝

（１－犚（狓，狔）∨犡（狔）））犙（狓）＝

∑
犃∈犉（犝）

∑
狓∈犼犅

（犃）

犙（狓）（∧
狔∈犝

（１－犚（狓，狔）∨犡（狔）））＝

∑
犃∈犉（犝）

犙（犼犅（犃））（∧
狔∈犝

（１－犃（狔）∨犡（狔）））＝

∑
犃∈犉（犝）

犙（犼犅（犃））（∧
狔∈犝
犐（犃（狔），犡（狔）））＝

∑
犃∈犉（犝）

犿犅（犃）（∧
狔∈犝
犐（犃（狔），犡（狔）））＝Ｂｅｌ犅（犡）．

定理３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犡∈犉（犝），犅犆，定义模糊集函数

Ｐｌ犅：犉（犝）→ ０，［ ］１ ，有

Ｐｌ犅（犡）＝犙（犚犅犡）＝∑
狓∈犝

犚犅犡（狓）犙（狓），

则Ｐｌ犅 为犝 上的模糊似然函数．

证明：由信任与似然函数对偶的性质，有

Ｐｌ犅（犡）＝１－Ｂｅｌ犅（～犡）＝１－犙（犚犅（～犡））＝１－犙（～犚犅（犡））＝犙（犚犅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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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２，３可知：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中的模糊下近似、上近似集合的质量可以用证据理论中的

信任函数和似然函数来刻画．

由此，建立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与证据理论的联系，得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基于证据理论的

数值特征．下文给出一个实例，用以计算信任函数．

　　例１　考虑评估信用卡申请人的问题．设犝＝｛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是５个申请人的集合，有４个模糊

表１　申请人信息

Ｔａｂ．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对象
隶属度

犆１ 犆２ 犆３ 犆４

狓１ ０．１ ０．１ ０．５ ０．２

狓２ ０．５ ０．１ ０．８ ０．１

狓３ ０．２ ０．６ ０．７ ０．３

狓４ ０．３ ０．１ ０．２ ０．５

狓５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６

属性来评估这些申请人：犆＝ 犆１，犆２，犆３，犆｛ ｝４ ．其中，犆１ 表示“教育程度

较高”；犆２ 表示“教育程度一般”；犆３ 表示“收入较高”；犆４ 表示“收入一

般”．所有申请人在每个模糊属性上的隶属度，如表１所示．

若决策为犇＝ 犇１，犇２，犇｛ ｝３ ，其中，犇１ 表示“待定”；犇２ 表示“申请

成功”；犇３ 表示“申请失败”．

对于每个模糊属性犆犽，可以定义模糊相似关系，即

犚犆犽（狓犻，狓犼）＝
ｍｉｎ犆犽（狓犻），犆犽（狓犼｛ ｝），　　犆犽（狓犻）≠犆犽（狓犼），

１， 犆犽（狓犻）＝犆犽（狓犼）
｛ ．

同时，定义模糊相似关系犚（狓，狔）＝ｍｉｎ犚犆犽（狓，狔）犆犽∈｛ ｝犆 ，狓，狔∈犝．

根据定义的模糊相似关系，可以计算出申请人的模糊关系，如表２所示．假设决策为犇１＝ 狓１，狓｛ ｝４ ，

表２　申请人的模糊关系　　　　　　

Ｔａｂ．２　Ｆｕｚｚ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关系 犼＝１ 犼＝２ 犼＝３ 犼＝４ 犼＝５

犚（狓１，狓犼） １．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犚（狓２，狓犼） ０．１ １．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犚（狓３，狓犼） ０．１ ０．１ １．０ ０．１ ０．２

犚（狓４，狓犼）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０ ０．１

犚（狓５，狓犼）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１．０

犇２＝ 狓２，狓｛ ｝５ ，犇３＝ 狓１，狓３，狓｛ ｝４ ，求解犚犇１．

根据定义６可知

犚犇１（狓１）＝ ∧
狔犇１

１－犚（狓１，狔｛ ｝）＝０．９．

　　同理可知

犚犇１（狓２）＝犚犇１（狓３）＝犚犇１（狓５）＝０，

犚犇１（狓４）＝０．９，

则有

犚犇１＝
０．９

狓１
＋
０．９

狓４
．

可以计算信任函数，即

Ｂｅｌ犆（犇１）＝∑
狓∈犝

犚犇１（狓）犘（狓）＝
０．９

５
＋
０．９

５
＝
１８

５０
．

同样可计算出

Ｂｅｌ犆（犇２）＝
１７

５０
，　　Ｂｅｌ犆（犇３）＝

２６

５０
．

３　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信任约简

定义１３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犅犆，狓∈犝，定义

犔犅（狓）＝（犚犅（犇１）（狓），犚犅（犇２）（狓），…，犚犅（犇狉）（狓）），

犔犅（狓）＝（犚犅（犇１）（狓），犚犅（犇２）（狓），…，犚犅（犇狉）（狓））．

１）若犔犅（狓）＝犔犆（狓），狓∈犝，则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下近似协调集．进一步地，若对犅′犅，有

犔犅′（狓）≠犔犆（狓），则称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下近似约简集．

２）若犔犅（狓）＝犔犆（狓），狓∈犝，则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上近似协调集．进一步地，若对犅′犅，有

犔犅′（狓）≠犔犆（狓），则称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上近似约简集．

定理４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犝，犆，犇），犅犆，则

１）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下近似协调集，当且仅当∑
狉

犻＝１

Ｂｅｌ犅（犇犻）＝∑
狉

犻＝１

Ｂｅｌ犆（犇犻）；

２）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下近似约简集，当且仅当∑
狉

犻＝１

Ｂｅｌ犅（犇犻）＝∑
狉

犻＝１

Ｂｅｌ犆（犇犻），且对 犅′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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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狉

犻＝１

Ｂｅｌ犅′（犇犻）＜∑
狉

犻＝１

Ｂｅｌ犅（犇犻）．

证明：１）充分性．由犅犆，结合性质１，则犚犅犇犻犚犆犇犻．由定理２可得，Ｂｅｌ犅（犡）＝犘（犚犅犡），则有

对 犇犻∈犇，Ｂｅｌ犅（犇犻）≤Ｂｅｌ犆（犇犻）．又因∑
狉

犻＝１

Ｂｅｌ犅（犇犻）＝∑
狉

犻＝１

Ｂｅｌ犆（犇犻），则有 犇犻∈犇，有Ｂｅｌ犅（犇犻）＝

Ｂｅｌ犆（犇犻），则有对 犇犻∈犇，犚犅（犇犻）（狓）＝犚犆（犇犻）（狓），则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下近似协调集．

必要性．若犅是（犝，犆，犇）的模糊下近似协调集，则对 犇犻∈犇，犚犅（犇犻）（狓）＝犚犆（犇犻）（狓）．由定理

２可得，对于 犇犻∈犇，有Ｂｅｌ犅（犇犻）＝Ｂｅｌ犆（犇犻），则∑
狉

犻＝１

Ｂｅｌ犅（犇犻）＝∑
狉

犻＝１

Ｂｅｌ犆（犇犻）．

２）由上文及单调性可证明．

定义１４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为（犝，犆，犇），犅犆，犆犻犅，定义属性犆犻关于犅的重要度为

Ｓｉｇ（犆犻，犅）＝∑
狉

犽＝１

（Ｂｅｌ犅∪ 犆｛｝犻
（犇犽）－Ｂｅｌ犅（犇犽））．若Ｓｉｇ（犆犻，犆－ 犆｛ ｝犻 ）＞０，则称犆犻为核心．

显然，可以得到定理５．

定理５　设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犝，犆，犇），若犅是模糊下近似协调集，Ｓｉｇ（犆犻，犆－ 犆｛ ｝犻 ）＞０，则

犆犻∈犅．

根据定理５可知，关于犆的重要度大于０的属性，必属于它的下近似协调集．

由以上定义，可以得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约简算法．

算法１　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下近似约简算法如下．

输入：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犝，犆，犇）；

输出：模糊下近似约简集犅．

步骤１　令犅＝；

步骤２　对于任意的犆犻∈犆，计算Ｓｉｇ（犆犻，犆－ 犆｛ ｝犻 ）；

步骤３　若Ｓｉｇ（犆犻，犆－ 犆｛ ｝犻 ）＞０，令犅＝犅∪ 犆｛ ｝犻 ，若∑
狉

犽＝１

Ｂｅｌ犅（犇犽）＝∑
狉

犽＝１

Ｂｅｌ犆（犇犽），则输出犅；其

他情况，则进行步骤４～６；

步骤４　对于任意的犆犻∈犆－犅，计算Ｓｉｇ（犆犻，犅）；

步骤５　若犆犻
０
∈犆－犅，满足Ｓｉｇ（犆犻

０
，犅）＝ｍａｘＳｉｇ（犆犻，犅）犆犻∈犆－｛ ｝犅 ，令犅＝犅∪ 犆犻｛ ｝

０
；

步骤６　若∑
狉

犽＝１

Ｂｅｌ犅（犇犽）＝∑
狉

犽＝１

Ｂｅｌ犆（犇犽），则输出犅；其他情况，返回步骤４．

通过一个例子验证算法１．

例２　用算法１计算例１的下近似约简．

根据算法１，首先计算

Ｓｉｇ（犆１，犆－ 犆｛ ｝１ ）＝
２

５０
＞０，

Ｓｉｇ（犆２，犆－ 犆｛ ｝２ ）＝
２

５０
＞０，

Ｓｉｇ（犆３，犆－ 犆｛ ｝３ ）＝０，

Ｓｉｇ（犆４，犆－ 犆｛ ｝４ ）＝０．

　　令犅＝ 犆１，犆｛ ｝２ ，而∑
３

犽＝１

Ｂｅｌ犅（犇犽）＝
６１

５０
＝∑

３

犽＝１

Ｂｅｌ犆（犇犽），则犅为模糊下近似约简集．

４　结束语

研究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证据特征，利用证据理论对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中的模糊近似进

行数值度量．此外，还利用证据理论中的信任函数给出重要度的定义，提出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约简

的算法，并给实例计算．覆盖类多粒度粗糙集属性约简的仿真实验，以及不同覆盖近似算子约简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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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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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的有限

差分法／配点法求解

邓杨芳，姚泽丰，汪精英，翁智峰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对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中的时间方向采用有限差分法，空间方向采用重心插值配点法，非线性项采

用牛顿迭代法，导出离散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配点法格式的精度及能量递减规律．

关键词：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有限差分法；重心插值配点法；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格式；能量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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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有限元法［８１０］、谱方法［１１］．Ｃｈｅｎ等

［６］给出求

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差分格式的收敛性的分析．Ｚｈａｉ等
［７］利用高阶紧致 ＡＤＩ差分格式求解三维 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方程．Ｆｅｎｇ等
［８］提出对称内罚间断有限元格式求解带有平均曲率流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Ｌｉ等

［９］利

用无条件能量稳定的二阶有限元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吴龙渊等
［１０］利用交替方向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方程．文献［１１１３］利用算子分裂方法结合有限差分法、谱方法、有限元法求解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上述方法都是利用网格剖分求解微分方程问题．李淑萍等
［１４］利用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微分方程初值问

题，很多学者将该方法推广到求解各类微分方程，如平面弹性问题［１５］和分数阶Ｆｒｅｄｈｏｌｍ积分方程
［１６］

等．翁智峰等
［１７］对时间方向和空间方向都采用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一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本文将该方

法推广到求解二维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时间方向采用有限差分法离散，空间方向采用重心插值Ｃｈｅｂｙ

ｓｈｅｖ配点法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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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般的二维偏微分方程的离散化及推导

考虑一个矩形区域Ω＝［犪，犫］×［犮，犱］，令犪＝狓０＜狓１＜狓２＜…＜狓狀＝犫为区间［犪，犫］上狀＋１个不同

的节点，犮＝狔０＜狔１＜狔２＜…＜狔犿＝犱为区间［犮，犱］上犿＋１个不同的节点，从而区域Ω上张量型节点为

｛（狓犻，狔犻），犻＝０，１，２，…，狀；犼＝０，１，２，…，犿｝．

对于二维的偏微分方程，固定狔，考虑变量狓的方向，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公式为

狆（狓）＝∑
狀

犼＝０

狑犼
狓－狓犼

犳犼／∑
狀

犼＝０

狑犼
狓－狓犼

， （１）

可以推得如下表达式，即

狌（狓，狔）＝∑
狀

犼＝０

狑犼
狓－狓犼

狌犼（狔）／∑
狀

犼＝０

狑犼
狓－狓犼

． （２）

式（２）中：狑犼 ＝
１

∏
犼≠犽

（狓犼－狓犽）
，犼＝０，１，２，…，狀．

令 Υ犼（狓）＝
狑犼

狓－狓犼
／∑

狀

犼＝０

狑犼
狓－狓犼

（３）

为狓方向的重心插值基函数，则式（２）为

狌（狓，狔）＝∑
狀

犼＝０

Υ犼（）狓狌犼（）狔 ． （４）

同理，固定狓，考虑变量狔的方向，式（２）可为

狌（狓，狔）＝∑
犿

犼＝０
β犼（狔）狌犼（狓）． （５）

式（５）中：β犼（狔）是狔方向的重心插值基函数．

由式（４），（５），狌（狓，狔）在节点｛（狓犻，狔犻），犻＝０，１，２，…，狀，犼＝０，１，２，…，犿｝上的重心插值为

狌（狓，狔）＝∑
狀

犻＝０
∑
犿

犼＝０

Υ犻（狓）β犼（狔）狌犻，犼， （６）

推得狌（狓，狔）的犾＋犽阶偏导数为


犾＋犽狌

狓
犾
狔

犽 ＝∑
狀

犻＝０
∑
犿

犼＝０

Υ
（犾）
犻 （狓）β

（犽）
犼 （狔）狌犻，犼，　　犾，犽＝０，１，２，…． （７）

偏导数在节点（狓狆，狔狇）处的函数值近似为

狌
（犾，犽）（狓狆，狔狇）＝


犾＋犽狌（狓狆，狔狇）

狓
犾
狔

犽 ＝∑
狀

犻＝０
∑
犿

犼＝０

Υ
（犾）
犻 狓（ ）狆β

（犽）
犼 （狔狇）狌犻，犼，

狆＝０，１，…，狀，　狇＝０，１，…，犿． （８）

所以，二维偏微分方程的重心插值配点法的格式为

（∑
狀

犻＝０
∑
犿

犼＝０

Υ
（２）
犻 （狓狆）β

（０）
犼 （狔狇）＋∑

狀

犻＝０
∑
犿

犼＝０

Υ
（０）
犻 （狓狆）β

（２）
犼 （狔狇））狌犻，犼 ＝犳犻，犼． （９）

式（９）中：犳犻，犼为犳（狓，狔）在节点（狓犻，狔犼）处的函数值．式（９）用微分矩阵表示为

（犇
（２，０）＋犇

（０，２））狌犻，犼＝犳犻，犼． （１０）

２　二维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在重心插值配点法下的计算格式

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为

狌

狋
－

２狌

狓
２＋

２狌

狔（ ）２ ＋１ε２狌（狌－１）＝０，
狌（狓，狔，０）＝０，

狌（０，狔，狋）＝１，　　狌（１，狔，狋）＝－１，

狌（狓，０，狋）＝１，　　狌（狓，１，狋）＝－１

烍

烌

烎．

（１１）

由于自变量有３个，可以先将时间狋离散化．在狋固定后，即可利用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狓狔空间上

１９６第５期　　　　　　　　　　邓杨芳，等：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有限差分法／配点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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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解．对时间向后差分，得到的变形式为

狌狀＋１－狌狀

Δ狋
－狌狀＋１狓，狓 －狌

狀＋１
狔，狔 ＋

１

ε
２狌

狀＋１（（狌狀＋１）２－１）＝０． （１２）

对非线性项Ｔａｌｏｒ展开后格式变形为

狌狀＋１－狌狀

Δ狋
－狌狀＋１狓，狓 －狌

狀＋１
狔，狔 ＋

１

ε
２
［（狌狀）３－狌狀＋（３（狌狀）２－１）（狌狀＋１－狌狀）］＝０． （１３）

由式（１３）获得重心插值配点法的计算格式为

１

Δ狋
－犇

（２，０）－犇
（０，２）＋

１

ε
２
（３（狌狀）２－１［ ］）狌狀＋１＝狌

狀

Δ狋
－
１

ε
２
［（狌狀）３－狌狀＋（３（狌狀）２－１）狌狀］． （１４）

３　数值算例

为便于分析，定义绝对误差Ｅｒｒａ和相对误差Ｅｒｒｒ分别为

Ｅｒｒａ＝‖狔ｃ－狔ｅ‖２，　　Ｅｒｒｒ＝
‖狔ｃ－狔ｅ‖２

‖狔ｅ‖２
． （１５）

式（１５）中：狔ｃ，狔ｅ分别为数值解和解析解的列向量；‖·‖２ 为向量的二范数．

３．１　算例１

为了验证算法的精度，只对一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验证算法的收敛阶．一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为

狌狋＋
１

ε
２狌（狌

２－１）－Δ狌＝０，　　狓∈［犪，犫］，　狋∈［０，犜］，

狌０（狓）＝狌（狓，０），　　狓∈［犪，犫］，

狌（犪，狋）＝１，　　狌（犫，狋）＝－１，　　狋∈［０，犜］

烍

烌

烎．

（１６）

　　式（１６）的精确解为

狌＝
１

２
１－ｔａｎｈ

狓－狊狋

槡２２
（ ）（ ）

ε
． （１７）

首先，对一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时间项向后差分，转化为

狌狀＋１－狌狀

Δ狋
－狌狀＋１狓，狓 ＋

１

ε
２狌

狀＋１（（狌狀＋１）２－１）＝０． （１８）

对非线性项Ｔａｌｏｒ展开后，可变形为

狌狀＋１－狌狀

Δ狋
－狌狀＋１狓，狓 ＋

１

ε
２
（狌狀）３－狌狀＋（３（狌狀）２－１）（狌狀＋１－狌狀［ ］）＝０． （１９）

依据上述的格式，可以直接得到重心插值配点法的计算格式为

１

Δ狋
－犇

（２，０）＋
１

ε
２
（３（狌狀）２－１［ ］）狌狀＋１＝狌

狀

Δ狋
－
１

ε
２
［（狌狀）３－狌狀＋（３（狌狀）２－１）狌狀］． （２０）

利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计算离散式（８），Δ狋取不同值时，狀＝２０，狀＝３０的相对误差，以及时

间的收敛阶，如表１所示．表１中：时间收敛阶为Ｒａｔｅ＝（ｌｏｇ２犲Δ狋１－ｌｏｇ２犲Δ狋２）／（ｌｏｇ２Δ狋１－ｌｏｇ２Δ狋２）．由表１

可知：时间收敛阶应为１阶．

固定Δ狋＝０．００１，狓∈［－１，１］对狓轴进行不同程度的剖分，可以得到空间方向的相对误差和绝对误

差数据，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空间方向误差具有高精度，而且当剖分的细密程度增加时，

误差也会相对的变得更小．

表１　相对误差及时间收敛阶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Δ狋
狀＝２０

Ｅｒｒｒ Ｒａｔｅ

狀＝３０

Ｅｒｒｒ Ｒａｔｅ

１／８ ０．０１２３ － ０．００７６ －

１／１６ ０．００５９ １．０５９８ ０．００３３ １．２２６８

１／３２ ０．００２９ １．０２４６ ０．００１５ １．１３９２

１／６４ ０．００１２ １．２７３０ ０．０００７ １．１００９

表２　空间方向误差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ｉｎｓｐａｃｅ

狀 Ｅｒｒａ Ｅｒｒｒ

２０ ０．００２３ １．１７６４×１０－４

３０ ４．３０９７×１０－５ １．６４５１×１０－６

４０ ８．２７２３×１０－７ ２．７４４２×１０－８

４５ １．４５５９×１０－７ ４．２２９７×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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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算例２

对时间向后差分，在时间狋固定的情况下，对狓狔空间网格进行剖分．取狀＝３０，犿＝３０进行剖分后，

在狋＝１时，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截面图像，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ｕｃ为数值解．

　　　　　　　　　（ａ）ε＝０．３　　　　　　　　　　　　　　　　　　　（ｂ）ε＝０．１

图１　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截面图像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３．３　算例３

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能量函数为

犈犺（狌狀）＝
犺２

４ε
２∑

犖

犻，犼＝０

［（狌狀犻，犼）
２
－１］

２
＋
犺２

２∑
犖

犼＝０
∑
犖－１

犻＝１

狌狀犻＋１，犼－狌
狀
犻－１，犼

２［ ］犺

２

＋
犺２

２∑
犖

犻＝０
∑
犖－１

犼＝１

狌狀犻，犼＋１－狌
狀
犻，犼－１

２［ ］犺

２

．（２１）

式（２１）中：狌狀犻，犼代表第狀个时刻，在狓狔空间上第犻列第犼行位置处的数值解．

由式（２１），将狓狔网格取狀＝４０，犿＝４０进行剖分，取不同的ε值，能量递减图像，如图２所示．

　　　　　　　　　　（ａ）ε＝０．０５　　　　　　　　　　　　　　　　（ｂ）ε＝０．１０

　　　　　　　　　　（ｃ）ε＝０．３０　　　　　　　　　　　　　　　　　（ｄ）ε＝０．４０

图２　能量递减图像

Ｆｉｇ．２　Ｅｎｅｒｇｙ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ｍａｇｅ

　　图２中：犈为能量；狋为时间．由图２可知：不论ε取何值，格式满足能量递减规律，并且随着网格剖

分细密程度的加深，能量函数犈（狌）的曲线将会变得更加光滑．

３９６第５期　　　　　　　　　　邓杨芳，等：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有限差分法／配点法求解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４　结束语

对时间方向向后差分离散，空间方向采用重心插值配点法离散求解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通过数

值算例验证格式中时间方向一阶精度，空间方向的高精度，以及满足方程的能量递减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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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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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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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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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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