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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犔犕犆在机器人交互操作

应用领域新进展

张国亮，王展妮，刘勇，张泽，丁培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手势运动检测器（ＬＭＣ）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机器人人接口（ＨＲＩ）人机交互的发展、ＬＭＣ的传感方

式、定位精度及手势接口特性等多个角度，详细阐述ＬＭＣ的相关理论与技术．通过系统地梳理近３年ＬＭＣ

在 ＨＲＩ应用中的最新进展，对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详细地分析，指出其应用中存在的不足，并总结今后

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手势运动检测器；人机交互；自然用户接口；医疗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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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Ｌｅａｐ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ＬＭＣ）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ｉ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ｏｂｏ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ＨＲ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ｇｅｓ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ＭＣｏｎＨＲＩ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ｒｅｃ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ｕｒｇ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ＭＣ

ｆｏｒＨＲＩ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ｅａｐ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ｈｕｍａｎｒｏｂｏ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近年来，随着机构日益复杂，且对于操作有着特殊化需求的特种机器人的大量出现，以机器人为研

究对象的新型人机交互接口机器人人接口（ＨＲＩ）正逐渐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１］．相对于传统的二维图

形用户界面，以手势运动检测器（ｌｅａｐ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ＬＭＣ）为代表的自然交互接口ＮＵ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ｕｓ

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可使操作者在３Ｄ空间直接操控机器人，成为当前机器人人机交互领域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然而，虽然学者已注意到ＬＭＣ在机器人领域应用的潜在价值，但由于ＬＭＣ设备和技术较为新颖，对于

其特性的研究从２０１３年刚刚开始，目前尚未发现对这一新型传感器最新研究进展的报道．为此，本文从

ＨＲＩ人机交互的发展、ＬＭＣ的传感方式、定位精度及手势接口特性等多个角度，详细阐述ＬＭ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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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与技术，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１　犔犕犆工作原理及特性分析

为了有效分析ＬＭＣ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性能，分别从结构组成、传感方式、定位精度及手势接口等４

个方面对其特性进行分析．ＬＭＣ具有双目结构，包含３个红外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和２个红外摄像机，利

用这些光学传感器及数字信号处理芯片，能够完成手掌和手指的动态追踪．作为一种新型的手势和位置

跟踪传感器，其定位精度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由于仅追踪手部运动，而不像Ｋｉｎｅｃｔ那样追踪全身，因此，

ＬＭＣ可实现更低的处理器占用率，更精确的动作识别率，其硬件也能够做得更小巧．ＬＭＣ工作时会以

自身的中心为原点，设置一个包含犡，犢，犣三轴的坐标系，视角范围呈１５０°倒立椎体，传感器会定期以

数据帧的形式捕获手掌、手指和手势的运动信息、坐标系及工作空间．

对于传统光学传感器的精度分析在文献［２］中已有详细的论述．与普通的光学传感器相比，ＬＭＣ的

定位传感器精度较高，为衡量其工作特性，往往需要一个精确的外部参考系统对它进行评价，如Ｆｒａｎｋ

等［３］最早在真实环境中对ＬＭＣ进行测试，采用精度更高的工业机器人作为跟踪评价系统，比较由机器

人逆运动学计算的末端位置与ＬＭＣ实时测量的位置，验证其准确性和重复定位精度，实验结果表明，

ＬＭＣ的定位精度在静态条件下为０．２ｍｍ，动态条件下为１．２ｍｍ，远高于Ｋｉｎｅｃｔ的１．５ｃｍ深度动态

定位精度［４］．Ｇｕｎａ等
［５］以专业的光学捕获系统（ｑｕａｌｉｓｙｓ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作为参考，对静态和动

态条件下的跟踪性能及采样率变化等展开研究．Ｇｕｎａ指出，ＬＭＣ的静态测量偏差符合正态分布，但动

态环境下具有时空扭曲的特点，即不同的空间位置具有不同的定位精度，测量数据的一致性随着深度的

增加或靠近传感器两侧边缘逐渐下降；当深度超过２５０ｍｍ后，采样率也会显著下降，其时移偏差达到

１２．８Ｈｚ．

对于以手势作为操作基础的ＬＭＣ，其接口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机器人手势控制是近年来

刚刚兴起的研究方向，目前尚无一个通用性的手势语义接口规范．但一些通用的人机接口设计原则可以

作为ＬＭＣ接口设计的参考
［６］，如采用符号化的指令简化接口操作，或加入可视性、反馈性、操作不间断

性、可调整性和可靠性等技术指标提高接口性能．例如，Ｎａｃｅｎｔａ等
［７］给出４条手势接口的通用设计原

则：１）仅使用识别鲁棒性好的手势；２）手势不要过多，尤其在有压力情况；３）手势识别后，加入反馈，将

使操作者更加专注于操作任务；４）为操作者提供仿真环境，加强操作训练．

２　犔犕犆在犎犚犐中的应用进展

２．１　犔犕犆在医疗康复及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２．１．１　医疗康复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老龄化问题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社会问题．有数据显示，截

止到２０５０年，欧洲老龄化人口将从目前的２５％上升到５４％，即从目前的４人供养１个老人上升到２人

供养１个，而中国将有近５亿人口超过６０岁，这一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几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

１／４．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有学者提出生活环境辅助（ＡＡＬ）的概念，即通过智能医疗器械使老年人享

有独立并有尊严的生活．医疗辅助机器人的出现满足了上述需求，但高昂的价格使其难以向大众普及．

以机器人助行器（ｒｏｂｏｔｉｃｗａｌｋｅｒ）为例，它为患者提供了行走的便利，但出于安全的考虑，人们又担心其

发生倾覆，这使用户从心理上感觉必须购买更加昂贵的医疗设备才能安心，从而使与之相关的医疗康复

技术和设备的价格居高不下．

传统的医疗康复设备通常利用力觉信息感知患者意图，但稳定的力觉感知需要将闭环反馈周期设

定在１ｋＨｚ以上，同时，力觉信息对于外界干扰极其敏感，若不对噪声实施有效的滤波，则难以形成稳

定的控制．因此，以力觉感知为基础的医疗设备价格往往非常昂贵，如ＰＡＭＭ 和ＰＡＭ?ＡＩＤ机器人助

行器在手柄处均采用了高精度的六维力／力矩传感器，而 ＭＡＲＣ机器人助行器则在２个手柄处各采用

１个，价格更加昂贵．为替代价格昂贵的力传感设备，有学者考虑采用价格相对低廉的力传感方法，如

Ｓｈｉ等
［８］在手柄处采用价格较低的力敏电阻；Ｃｈａｎｇ等

［９］采用类似超市购物车的结构，将力敏电阻置于

横梁处；Ｒｅｎｔｓｃｈｌｅｒ等
［１０］采用简易开关机构替代力传感，虽然力觉控制得到了简化，但接口的过渡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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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并不自然．另一种替代力传感的方法是借助于光学辅助设备，如Ｐａｔｅｌ等
［１１］采用环形超声和红外阵列

辅助实施导航及避障行为．近３年来，ＬＭＣ控制器在医疗康复领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Ｂａｓｓｉｌｙ

等［１２］提出利用ＬＭＣ控制机械臂辅助患者完成日常活动，通过将传统的机械臂控制与日常环境结合，使

具有移动障碍的患者获得一定自由运动的能力．Ｊｏａｏ等
［１３］针对当前机器人助行器在成本和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ＬＭＣ的机器人助行器系统ＨＭＩ．该系统将视觉交互与以用户为中心的安全保障

控制结合，为下肢移动障碍的患者提供支撑及机动能力，以达到康复训练的目的，如图１所示．ＨＭＩ通

过ＬＭＣ跟踪手柄两侧的位置及运动确定患者所施加力的合理性，并基于模糊逻辑的结果给出患者下

一步的动作指示，如合理安全，则由机构辅助实施运动，如不合理则机构锁死，保持固定，防止倾覆．目

前，该系统只进行了健康人群的测试，尚未见到临床测试．

图１　ＨＭＩ概念设计及传感器设置

Ｆｉｇ．１　ＨＭ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

ｓｅｎｓｏ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ＬＭＣ在医疗康复领域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将目前发展迅

速的虚拟现实（ＶＲ）技术融入传统的力觉感知应用．例如，Ｓｕ

ｃａｒ等
［１４］将力觉反馈与ＶＲ结合，设计虚拟场景及康复任务；

Ｋｌａｍｒｏｔｈ等
［１５］证实该方法能够为患者带来更加深入的沉浸

感，从而改善受损的运动功能；Ｙｕ等
［１６］通过设计管道弹性飞

行任务辅助患者进行上肢灵巧操控，并利用ＬＭＣ和力觉传感

器ＯＭＥＧＡ．７研究了视力协调双手康复训练方法
［１７］，有效激

活了患者身体同侧和对侧的运动机能．

２．１．２　外科手术　医疗机器人系统在国内尚不多见，但在国

外应用已较为普遍．截至２０１３年，美国１／４的医院已配备医疗

机器人系统，如著名的达芬奇商用手术机器人系统［１８］目前已

广泛应用于包括泌尿科、妇科、心内和普外等多项外科手术．其他较为著名的医疗机器人系统还有德国

航空航天中心研制的 Ｍｉｒｏｓｕｒｇｅ
［１９］和华盛顿大学的Ｒａｖｅｎ

［２０］．这些医疗机器人多采用主从式遥操作控

制方法，医生在主端直接操纵机械关节设备记录其操作运动，从端手术设备接收医生的指令完成手术任

务．然而，传统的主从遥操作控制在操作主端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大的支点造成内窥镜等医疗设备运动

范围有限；二是由于存在机械限位，使手动操作和机器人自动操作之间不易平滑转换，转向困难．非接触

式光学跟踪设备的引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案［２１?２６］．近两年来，基于ＬＭＣ的控制

在此方向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Ｙｏｎｊａｅ等
［２７］以０．０５ｍｍ定位精度的库卡机器人作为参考系统，从距离

图２　ＬＭＣ控制同心管机器人完成内鼻腔手术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ｕｂｅｒｏｂｏｔｆｏｒ

ｅｎｄｓｃｏｐ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ＭＣ

范围、单指静态定位误差、手势运动及延时等方面，分析

ＬＭＣ用于外科遥操作手术任务的可行性．

Ｔｒａｖａｇｌｉｎｉ等
［２８］利用ＬＭＣ控制同心管机器人完成

内鼻腔模拟手术（图２），并与力觉反馈方法进行实验比

较，研究成果证实，两种传感器可以取得近似的切除比例

和时间，但ＬＭＣ在精度方面较力觉方法差一些．相比于

传统的接触式或力觉操作方式，无接触接口具有相对短的

学习曲线，Ｋｉｍ等
［２９］虽然从理论和实验角度证实了ＬＭＣ

在仿真实验环境下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然而，由于从端机器人和外科手术的多样性，以及主端操

作者的非确定性，目前，仍很难确定其广泛应用于临床是

否可行．

２．２　犔犕犆在工业机器人中的应用

ＬＭＣ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研究目前尚处于理论方法及实践应用的探索阶段，如针对工业机器人开

放的接口较少问题，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ｐｏ等
［３０］设计了针对ＬＭＣ等接口设备的开源软件平台；Ｌｏｒｅｎｚｏ等

［３１］研究

了基于ＬＭＣ捕获的手势对工业机械臂实施自治可调遥操作的方法；Ｂａｓｓｉｌｙ等
［３２］利用ＬＭＣ直接控制

６ＤＯＦ雅可比机械臂；Ｌｉｕ等
［３３］提出结合卡尔曼滤波和遥操作控制对操作者实施焊接动作做出预测，但

该方法只是对手臂的运动进行了预测，没有考虑遥操作过程中运动震颤及时延等问题；Ｈｕａｎｇ等
［３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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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ＬＭＣ监控气体钨极氩弧焊中的焊枪割炬位置，研究了基于非线性自适应模糊控制方法估计机器人

手臂的响应．

２．３　犔犕犆操控多指灵巧手

多指灵巧手，指具有拟人外观和功能的多关节手型机器人，由于具有高度的灵巧性和复杂性，普通

的图形接口往往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目前，其操作主要以接触型数据手套直接进行运动映射［２］．数

据手套可以在三维空间中直接获取手的位姿信息，具有测量精确、实时识别手势种类多等优点，但数据

手套价格昂贵，操作者必须佩戴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机交互的自然性和灵活性，更换操作者后，

又必须重新进行繁琐的标定．与之相比，基于视觉的裸手手势识别无需佩戴任何机械装置，能够使操作

者以更加自然的方式进行人机交互，但由于人手存在柔性形变及手指自遮挡等问题，使这一操作控制方

法难度非常大．因此，利用裸手直接对多指灵巧手进行操控的文献尚不多见．例如，Ａｌｍｅｉｄａ等
［３５］从理

论上探讨了将手势用于操作臂或夹持器的控制，提升操作者灵巧度的可能性；Ｉｇｏｒ等
［３６］利用ＬＭＣ控制

３指灵巧手实施目标捕捉，不过该系统的手势识别是将整手看作成一个夹持器，并没有对手指进行独立

地控制；Ｆｕｔｏｓｈｉ等
［３７］根据操作者手势的位姿自主定位５指机械手的移交位置，提出的运动映射策略是

目前较少见的直接利用ＬＭＣ控制灵巧手的方法，但是该方法只考虑了位姿估算和移交操作，对于手指

图３　基于ＬＭＣ的５指灵巧手操作

Ｆｉｇ．３　Ｆｉｖ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ｄｅｘｔｅｒｏｕｓ

ｈａｎｄ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ＭＣ

的抓握模式及指尖力封闭等精确抓取问题没有深入考虑．基

于ＬＭＣ的５指灵巧手操作，如图３所示．

３　犔犕犆在犎犚犐应用中的若干问题

与目前较为流行的多点触控手势识别相比，ＬＭＣ提供了

一种新颖的、无接触、高精度手势识别及跟踪方法，其自然交

互的形式为用户带来良好的操作体验，但由于控制方法尚不

成熟，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存在以下４点不足．

３．１　定位精度动态稳定性问题

ＬＭＣ在精度测量方面存在不稳定性的问题，如 Ｗｅｉｃｈｅｒｔ

等［３８］指出其室外环境条件下的测量精度优于室内环境，虽然

静态测量时，精度较为稳定，但在动态运动时，其测量精度远小于厂商宣称的精度；当测量深度大于２５０

ｍｍ后，不仅其空间定位精度显著下降，时间采样率也存在很大的偏移，这很难将ＬＭＣ和其他实时系统

进行同步化控制．因此，需要采用一定的预处理或后处理技术消减采样偏移对控制系统的影响．

３．２　人手震颤对犔犕犆的影响

ＬＭＣ针对以手势为基础的用户接口，人手的震颤对其测量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手部震颤是指参

与者非自觉的、具有节奏性的肌肉运动．针对年龄的不同，抖动的幅度也有变化，年轻人为０．２～０．４

ｍｍ，老年人为０．６～１．１ｍｍ，而帕金森症等患者的震颤幅度则更高
［３９］．由于ＬＭＣ本身的测量精度非

常高，在静态下精度最高可达０．０１ｍｍ，因而非受控的震颤对于ＬＭＣ的测量是具有直接影响的．因此，

为保证测量精度和控制的可靠，需要针对操作者及操作任务的不同，建立震颤滤波模型．此外，也可以通

过ＬＭＣ检测手部颤抖验证某种疾病先兆，例如，Ｌｏ等
［４０］给出一种在家庭环境中对运动迟缓进行测量

的方法．

３．３　噪声对犔犕犆的影响

ＬＭＣ是一种定位跟踪传感器，它不仅包含一般传感器具有的白噪声等干扰，而且其噪声还具有某

些特殊性，如其测量数据具有大量的冗余性［４１］，这些冗余信息对于系统的实时性及控制的稳定性都具

有一定的影响，必须予以抑制．例如，Ｄｕ等
［４２］注意到了噪声对于手势位姿的影响，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

估计手的姿态，粒子滤波估计手的位置，并结合自适应空间变换提高机械臂的精度．Ｚｈａｎｇ等
［４３］采用

ＣＭＡＣ算法克服测量噪声，并利用过阻尼克服人为因素干扰；与扩展卡尔曼滤波相比，该方法在精度和

实验时间有所提高，但超过操作范围后，必须加入重置手势重新操作．

３．４　工作空间问题

ＬＭＣ的手势测量空间是以传感器中心为原点的１５０°倒立椎体，其测量单位为物理世界的毫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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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相对于机器人所需的操作范围，其工作空间过于狭窄，只能进行小幅度的机器人控制操作．因此，为

适应大范围的机器人操作，往往需要在操作者的操作空间和机器人的操作空间之间进行尺度空间变换，

典型的方法是在操作者端加入运动缩放变换，但这种变换往往存在空间映射不一致等问题［４４］．如

Ｚｈａｎｇ等
［４５］提出同时利用５个ＬＭＣ控制工业机械臂实施简单操作，但对于多个ＬＭＣ信息之间的通信

及过渡等问题没有考虑，扩展操作空间的同时是否会降低采样率、实时性等问题也没有论及．

４　发展趋势

从目前ＬＭＣ在机器人领域中的应用来看，虽然在工业和民用已有一定发展，但整体应用的案例较

少，尚未形成规模，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器人的空间运动映射方面，尤其是在串联型手臂机器人方

面，研究者对如何将这种新型传感器应用于工业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于ＬＭＣ较为擅长的手势

近景下的机械灵巧手操作尚不多见．

近年来，ＬＭＣ在医学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将成为这一领域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涉及医疗应

用的研究主要包括医疗手术操作、医疗设备辅助、医疗康复３个方向．在医疗手术方面，采用无接触的交

互设备，对于防止手术场所的病原体污染，提高医生操作的灵活性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从定位精度而

言，ＬＭＣ已完全适合外科手术任务，但在动态测量时，空间定位精度的下降和时间采样率的偏移会对系

统的可靠性带来影响．因此，研究鲁棒性的操作和控制方法将是研究者今后重点考虑的课题．

此外，日益严峻的全球老龄化问题必然带来医疗辅助设备需求的大幅增长，如ＬＭＣ这样使用自然

和便利的医疗设备，无疑将会给肢体残障的患者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在医疗康复方

面，相比于价格昂贵的力觉康复设备，ＬＭＣ低廉的价格很容易占领消费级的用户市场，其操作控制也比

精密的力觉设备容易．因此，研究基于ＬＭＣ等光学设备的辅助康复训练方法，对缩短康复训练周期，提

高康复训练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５　结束语

综述了基于ＮＵＩ方法的ＬＭＣ在ＨＲＩ应用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从医疗康复及外科手术、工业机

器人、多指灵巧手操控等多方面对ＬＭＣ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进行系统的总结与评价，并对

ＬＭＣ的定位精度动态稳定性、工作空间映射、人手震颤和噪声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其应

用中存在的不足，展望了ＬＭＣ在ＨＲＩ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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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第３期　　　　　　　　　　　　张国亮，等：ＬＭＣ在机器人交互操作应用领域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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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９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５０　

　　　虚拟现实的无线网络传输

技术研究进展

魏三强１，２，孙彦景１

（１．中国矿业大学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２．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信息系，安徽 宿州２３４１０１）

摘要：　随着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终端技术的高速发展，虚拟现实（ＶＲ）系统相关设备已高度集

成化和互联网化，形成了由终端、内容生成系统、应用平台和网络传输系统组成的架构．为了保证 ＶＲ系统的

高交互性和实时性，从提升ＶＲ的无线网络传输效率、优化网络通信协议和提高无线网络传输带宽等方面阐

述满足ＶＲ无线网络传输现实需求的技术方法，并分析虚拟现实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虚拟现

实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研究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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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网络、智能终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

系统能够部署在云端，借助无线通信网络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由于ＶＲ的内容具有

高分辨率和高帧率的特点，其海量数据对无线网络传输带宽能力有较高的要求［１］．为了保证ＶＲ系统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１５

　通信作者：　魏三强（１９８０），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云计算、智能算法、虚拟现实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ｗｅｉ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２７４２０２）；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５０４２５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高交互性和实时性，使其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视觉体验，国内外学者们针对ＶＲ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

需求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２?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归纳和总结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

提升ＶＲ的无线网络传输效率、优化网络通信协议和提高无线网络传输带宽等３个方面着手，阐述满足

ＶＲ无线网络传输现实需求的技术方法，未来ＶＲ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ＶＲ无线网络传

输技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１　虚拟现实无线网络传输架构

虚拟现实是指利用计算机等技术模拟产生一个为用户提供视觉、听觉及触觉等感官模拟的三度空

间虚拟环境，用户可借助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与虚拟的环境进行自然的交互并相互影响，获得一种仿

图１　ＶＲ系统架构图

Ｆｉｇ．１　Ｖ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佛在真实环境中的感受与体验效果［４］．

经典的 ＶＲ系统主要由输入设备、输

出设备及运行虚拟现实应用的计算机构

成．如今 ＶＲ系统相关设备已高度集成化

和互联网化［５］，形成由终端、内容生成系

统、应用平台和网络传输系统组成的架构，

如图１所示
［１］．ＶＲ的内容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基于计算机开发的 ＶＲ三维环境；二

是基于全景相机拍摄的真实全景视频．

一个完整的ＶＲ视频无线网络传输架构主要由全景视频采集、视频拼接、映射过程、压缩编码和无

线网络传输等５个部分组成（图２）．１）全景视频采集．ＶＲ视频由全景摄像机拍摄而成．２）视频拼接．视

图２　ＶＲ视频无线网络传输架构

Ｆｉｇ．２　ＶＲｖｉｄｅｏ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频拼接是将若干视频合成一路全景视频，最终提供给用

户一个完整的ＶＲ视频．３）映射过程．为方便存储与压

缩编码，ＶＲ视频内容需被几何映射至平面．４）压缩编

码．ＶＲ视频主要使用压缩编码以减少视频中的冗余信

息．当前 ＶＲ视频主要采用 Ｈ．２６４和 ＨＥＶＣ／Ｈ．２６５

等编码标准，以兼容现有的编码器及播放设备．５）无线网络传输．通过互联网将ＶＲ视频分发给用户，

为了达到流畅、清晰的ＶＲ视频体验效果，无线网络传输效率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２　虚拟现实无线网络传输的技术需求

为了保证ＶＲ系统的高交互性和实时性，ＶＲ无线网络传输的技术需求包括提升无线网络的传输

效率、优化网络通信协议和提高网络传输带宽等方面［１］．

２．１　犞犚无线网络传输效率的提升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已开始研究如何通过改进算法提升ＶＲ的无线网络传

输效率，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ＶＲ系统中，用户的交互界面、游戏中的角色和场景等内容均由三

维模型构成，针对三维模型的压缩传输则成为提升ＶＲ无线网络传输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１９９６年，业

界提出三维模型渐进压缩传输算法，但它只支持对静态模型的流式传输，由于模型的顶点删除及分裂方

式与表面有关，在模型表面出现形变后，其原始的记录不再有效［４］．文献［６］使用谱变换方法，把网格在

空间域上表示为基矩阵与一系列多分辨率变换矩阵，能够用于渐进传输及恢复，只传输变形后的谱系数

而不是完整模型，明显降低网络开销，初步实现变形模型的压缩与流式传输［４］．文献［７］又进一步将实时

变形模型引入移动终端，提出一种渐进的变形压缩和流式传输技术．文献［８］提出一种大规模场景模型

的网络流式传输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大规模三维城市场景模型的网络传输效率．文献［９］为了提升大规

模三维网格模型的传输效率，深入研究了三维模型简化技术和渐进式传输技术，并将这两种技术有效地

结合．文献［１０］提出一种新的单分辨率三角形网格拓扑编码算法和一种几何预测编码算法，该压缩方法

能够减少三维网格的数据量．

５２３第３期　　　　　　　　　　　　魏三强，等：虚拟现实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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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压缩三维模型中的海量数据，进一步提高三维模型网络传输的速度，文献［１１］提出一种基于三

维模型几何信息的纹理图像压缩算法，取得了较好的数据压缩效果．文献［１２］提出一种新颖的三维模型

压缩算法，该算法在三维模型网络传输中能取得很好的压缩效率．针对大数据环境下，三维模型的传输

需求问题．文献［１３］提出一种基于数据类型转换的点云快速有损压缩算法，在保证整个三维点云模型质

量的前提下，具有较好的压缩效果．文献［１４］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八叉树的三维点云压缩算法，该算法具

有良好的压缩率且能够缩短压缩时间．文献［１５］在系统研究目前三维模型压缩和简化技术的基础上，为

了提高三维模型的压缩效率，提出一种基于标准劳埃德算法的点云模型压缩技术、一种基于邻域聚类合

并的点云模型简化技术及一种协作简化三角形网格及其纹理图像的技术．文献［１６］也提出一种改进的

渐进网格算法，该压缩方法主要包括网格简化和网格拓扑几何数据编码压缩．以上压缩方法虽各有利

弊，但都达到了一定的数据压缩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ＶＲ的无线网络传输效率．

由于全景视频具有侵入感强、观看视角自由、较好的用户体验效果等优点，已被作为ＶＲ重要的内

容来源之一［１７］．当前，全景视频压缩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ＮｅｘｔＶＲ公司提出了一种立体视频压缩技术

（降低信息熵），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公司专门针对ＶＲ，提出了动态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技术，其技术原理主

要是压缩非用户当前视点范围内的所有视频，仅传输当前视点的高清内容给用户，为了确保画质与分辨

率的无损，传至用户ＶＲ设备上的视频压缩比最多达到原来的２０％．

２．２　犞犚网络通信协议的优化

当前，在网络系统中常用的基本通信协议是传输控制协议（ＴＣＰ）和用户数据包协议（ＵＤＰ）．相比

无连接的ＵＤＰ，面向连接的ＴＣＰ有更好的数据一致性，但是由于ＴＣＰ接收到数据包时需要确认机制，

假如出现丢包，就得重传，其实时性明显要比 ＵＤＰ差一些
［１８］．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实时性和可靠性之

间的矛盾，业界提出以下３种ＶＲ通信优化协议
［１］．

１）分布式交互仿真协议（ＤＩＳ）．ＤＩＳ是由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ＩＥＥＥ）定义的一种平台级实时战

略游戏标准，它建立了单独的协议元素的形式和内容．ＤＩＳ是ＶＲ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被广泛

应用于军事、太空探测及医疗等领域．

２）交互式共享传输协议（ＩＳＴＰ）．ＩＳＴＰ是构建在ＴＣＰ，ＵＤＰ，ＲＴＰ，ＨＴＴＰ４个协议之上的混合通

信协议，它支持在一个虚拟环境中一组进程的信息共享．

３）分布式虚拟世界传输和通信协议（ＤＷＴＰ）．ＤＷＴＰ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共享虚拟环境的应用层协

议．它允许一个虚拟环境收发诸如事件、消息、文件和流等类型的数据．虚拟现实传输协议（ＶＲＴＰ）是

ＶＲ的应用层协议．它试图使用一个统一的框架支持ＶＲ所有类型数据的传输，使用协议模块的集合提

供给客户必要的连接．

如今，虽然学界和业界一直不断地优化ＶＲ的网络通信协议，但在该领域仍没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工

业或科学标准［１］．ＶＲ网络通信协议的优化依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２．３　犞犚无线网络传输带宽的提高

ＶＲ的内容具有高分辨率及高帧率的特点，其海量数据对无线网络传输带宽能力（实时传输速率）

表１　ＶＲ内容对无线网络传输带宽能力的要求

Ｔａｂ．１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Ｖ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分辨率
每像素比特数／
ｂｉｔ·ｐｘ

－１

帧率／
帧·ｓ－１

带宽／
Ｍｂｉｔ·ｓ－１

１０８０Ｐ １２ ６０ １５

４Ｋ １２ ６０ ６０

８Ｋ １２ ６０ ２４０

８Ｋ３Ｄ ２４ １２０ ９６０

有非常高的要求．为了能够避免其较大延迟所带来

的眩晕感，无线网络传输系统需要将端到端时延有

效控制在１０ｍｓ以内．

针对不同分辨率、每像素点比特数及帧率的内

容，在百倍压缩比的情形下，对无线网络传输带宽的

要求，如表１所示
［１］．

例如，表１中８Ｋ３Ｄ的无压缩视频传输速率可

达近１００Ｇｂｉｔ·ｓ－１，在经过百倍压缩后，需要９６０

Ｍｂｉｔ·ｓ－１（将近１Ｇｂｉｔ·ｓ－１）的网络传输带宽，它对当前的网络承载，特别是无线通信网络提出新的挑

战．然而，面向２０２０年及未来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５Ｇ）在设计当初便充分考虑到虚拟现实的网络承

载需求［１９?２０］．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定义的８项５Ｇ核心能力指标，如表２所示
［１］．依据ＩＴＵ所发布的

ＩＭＴ?２０２０Ｖｉｓｉｏｎ报告，未来５Ｇ主要面向的应用场景是：增强型移动带宽、大规模机器间通信和高可靠

６２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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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Ｇ核心能力指标

Ｔａｂ．２　５Ｇ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指标名称 数值

流量密度／Ｔｂｉｔ·（ｓ·ｋｍ２）－１ １０

连接数／万·ｋｍ－２ １００

时延／ｍｓ １

移动性／ｋｍ·ｈ－１ ５００

能效 比４Ｇ提升１００倍

用户体验速率／Ｍｂｉｔ·ｓ－１ １００～１０００

频谱效率 比４Ｇ提升３倍

峰值速率／Ｇｂｉｔ·ｓ－１ ２０

低时延通信［２１］．５Ｇ计划提供高达１Ｇｂｉｔ·ｓ－１的用户

体验速率及毫秒级的端到端时延，这将稳步提升 ＶＲ

的用户体验效果．为了实现此目标，５Ｇ在大规模天线、

超密集组网、新型多址技术、全频谱接入，以及新型网

络架构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科研进展及突

破．另外，基于滤波的正交频分复用、灵活双工、终端直

连和全双工等也是５Ｇ潜在的关键技术
［１］．

１）大规模天线．大规模天线是在现有多天线的基

础上增加天线数量、提升波束赋形增益和多用户复用

增益，以大幅提升频谱效率为最终目的．大规模天线能

够提升系统容量和用户速率［２２］，并且能够抑制小区间的干扰．文献［２３］提出在热点覆盖区域大量增加

协作节点或小区的个数，或在各节点把目前采用的多天线替换为大规模阵列天线［２４］，构建一种大规模

协作无线通信环境（图３）
［２５］，以解决未来移动通信的频谱效率和功率效率问题．另外，为抑制大规模多

输入多输出（ＭＩＭＯ）用户间的干扰
［２６］，文献［２７］结合迫零预编码与块对角化预编码算法，提出一种优

化的块对角化算法，它有效降低了用户间的干扰，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文献［２８］介绍了大规模 ＭＩ

ＭＯ和ｍｍＷａｖｅ技术，以及５Ｇ无线异构网（ＨｅｔＮｅｔ）的功能及面临的挑战．

为解决全双工中继的残留回路干扰及大规模 ＭＩＭＯ的导频污染问题，文献［２９］设计了一个多对用

户的全双工双向中继系统，和传统的中继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更高的效率．目前，大规模天线亟待解决

信道测量与反馈、天线阵列设计、低成本实现等技术难题．为此，文献［３０］提出一种基于多径的双极化信

道信息反馈方法，它仅需少量的长周期宽带反馈的相位信息便可获得准确的预编码，提高了量化反馈效

率，降低了终端侧复杂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大规模天线将向天线小型化、一体化、隐形化及

宽带化的方向发展［１］．

２）超密集组网．超密集组网主要通过增加小基站的密度，提升系统容量与用户效率．当前，很多公

司都将超密集组网视为５Ｇ满足数百倍、上千倍流量增长需求的关键技术攻关方向之一．超密集组网的

小蜂窝网络是一种能够满足更高无线通信服务需求的重要技术［３１?３３］．文献［３４］提出除了增加频谱带宽

及提高频谱利用率之外，还可使用加密小区部署、提升空间复用度的方法提高无线系统容量．为了解决

未来５Ｇ超密集组网“覆盖”和“容量”的问题，文献［３５］提出一种基于控制承载分离及簇化集中控制技

术的５Ｇ超密集组网网络架构，如图４所示．

图３　大规模协作无线通信　　　　　　　　　　图４　５Ｇ超密集组网部署场景架构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４　５Ｇｕｌｔｒａｄｅｎｓ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同时，针对“宏微”和“微微”的超密集组网部署场景，给出具体的设计与实现方案．针对小区密集

部署的网络，文献［３６］提出一种增强型动态分簇算法．该算法能够更好地权衡系统的性能和复杂度，并

降低移动台之间的干扰．目前，干扰管理与抑制、小区虚拟化技术等都是超密集组网的重要研究方向．

３）新型多址技术．新型多址技术通过在空域、时域、频域、码域发送信号的叠加传输，以此实现多种

７２３第３期　　　　　　　　　　　　魏三强，等：虚拟现实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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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下系统频谱效率、连接数密度及用户速率的大幅提升［１］．当前，业界提出的技术方案主要有稀疏码

多址（ＳＣＭＡ）技术、图样分割多址（ＰＤＭＡ）技术、多用户共享接入（ＭＵＳＡ）技术、基于功率叠加的非正

交多址（ＮＯＭＡ）技术、资源扩频多址（ＲＳＭＡ）技术等
［３７］．除了 ＭＵＳＡ技术外，其他非正交的多址技术

方案在提出之初未充分考虑通信用户的多址接入过程，若５Ｇ系统依然采用基于竞争的多址接入协议，

就将面临繁重的接入信令负担，甚至将会产生信令风暴，这必将严重削弱非正交多址技术的优势．针对

这种问题，文献［３８］提出一种免信令的上行非正交多址方法，它的主要技术原理是发送端利用预编码矩

阵扩展数据包，再通过系统预先分配的天线时频资源块发送扩展后的数据包，而接收端则利用多天线接

受并完成对数据包的恢复．该方法能够免去接入信令开销，系统可允许多用户使用相同的时频资源，频

谱效率也有明显提升．另外，新型多址技术还可通过免调度传输而降低信令开销，缩短接入时延．

４）全频谱接入．全频谱接入通过充分利用各类移动通信频谱资源，以此提升用户数据传输速率及

图５　高低频混合组网

Ｆｉｇ．５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ｈｙｂｒｉ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系统容量．分为两类频段：对于６ＧＨｚ以下的低频段，因其具

有较优的信道传播特性，故可作为５Ｇ的优选频段；而在６～

１００ＧＨｚ的高频段，因其包含更为丰富的空闲频谱资源，可以

作为５Ｇ的辅助频段．在全频谱接入的技术框架下，低频和高

频亦可采用混合组网的形式（图５），运用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

的技术，既能发挥各自频段的优势，又能满足覆盖面、速率和

流量等需求，并可减少基站的数量，降低布网的成本［３９］．将来

可考虑低频与高频分别承载控制面及用户面，以此实现高低

频统一设计．而高频器件、高频接入回传一体化、信道测量和

建模，将是全频谱接入面临的主要技术性挑战［１］．

５）新型网络架构．随着ＶＲ等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对无线通信网络的端到端时延和速率等提出了

更加严格的需求，基于长期演进（ＬＴＥ）网络，以后向兼容的方式满足现实需求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４０］．以

更扁平、基于控制面和转发面功能的进一步分离，按业务需求灵活动态组网的新型网络架构为特征的网

络编辑功能与接口，以及网络拓扑与平台组合的５Ｇ技术成为这些新兴业务发展的基石
［１］．文献［４１］中

给出一种新型的５Ｇ网络架构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新型的５Ｇ网络架构图

Ｆｉｇ．６　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５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新型网络架构的设计内容主要有：业务下沉和本地化，降低业务时延，减少回传网络传输要求；多网

融合和多连接，基于５Ｇ多网共存，提高网络效率及资源利用率，降低无线网络部署与运维成本；网络容

量和效率优化，进而满足海量连接、数据洪流的需求并减少网络开销；ＩＴ化和虚拟化，现有的专用网络

设备节点被通用ＩＴ技术平台所取代，采用软件定义网络（ＳＤＮ）和网络功能虚拟化（ＮＦＶ）技术促进网

络的集中控制和分布转发，从而实现网络计算与存储资源虚拟化，以及网络功能、性能的可动态重构和

定制化能力；网络接入更加灵活及智能化，包括密集灵活部署、业务与内容感知，最终实现低成本和用户

体验一致性［１］．在ＶＲ应用中，为了满足低延迟和大规模数据传输的需求，文献［４２］提出一种基于ＳＤＮ

架构的５Ｇ小蜂窝网络解决方案，如图７所示．

８２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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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基于ＳＤＮ的５Ｇ小蜂窝网络架构

Ｆｉｇ．７　ＳＤＮ?ｂａｓ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５Ｇ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　发展趋势与研究挑战

３．１　发展趋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虚拟（增

强）现实白皮书（２０１７年）》中提出：未来

虚拟现实网络传输技术呈现大带宽、低

时延、高容量、多业务隔离的发展趋势，

ＶＲ涉及接入网、承载网、数据中心网

络、网络传输运维与监控及投影、编码

压缩等网络传输技术．ＶＲ端到端网络

传输的需求以用户体验为发展主线，不

断增强沉浸感．

新型 Ｗｉ?Ｆｉ、大容量无源光纤网络（ＰＯＮ）与５Ｇ将成为ＶＲ接入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下一代 Ｗｉ?

Ｆｉ技术为８０２．１１ａｘ，最大能够实现１０Ｇｂｉｔ·ｓ－１空口速率的家庭无线网络覆盖，ＶＲ头显无线化则是基

于６０ＧＨｚ的 Ｗｉ?Ｆｉ技术．随着１０ＧＰＯＮ技术的即将部署，预计能将无线网络传输带宽提升１０倍左

右．而ＩＴＵ?Ｔ也已经开始“１０Ｇ＋”速率的下一代ＰＯＮ需求与相关技术研究，以期能够满足ＶＲ业务的

承载需求．从５Ｇ的应用场景看，５Ｇ用户体验速率能达到１００～１０００Ｍｂｉｔ·ｓ
－１，无线网络传输时延将

达毫秒量级，５Ｇ能确保虚拟现实完全沉浸体验，ＶＲ将成为５Ｇ先期商用的重点应用领域，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５Ｇ先期商用的重点应用领域

Ｔａｂ．３　Ｋｅ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５Ｇｅａｒｌ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５Ｇ商用规划较早的国家 频谱／ＧＨｚ 应用时间 ５Ｇ先期重点应用领域

韩国 ３．４～３．７，２８．０ ２０１８年展示 ＶＲ（２０１８年平昌冬季奥运会）

日本
４．５，２８．０ ２０１８年展示 ＶＲ、无人机、云计算、工业设备等

３．６～４．２，４．４～４．９ ２０２０年商用 ＶＲ（２０２０年东京奥运会）

　　架构简化、智能管道、按需组播、网络隔离将成为ＶＲ承载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从ＶＲ业务的具体

时延需求出发，承载网络规划合理的无线网络带宽进行带宽满足．例如，承载网络须在１０ｍｓ级的粒度

内以满足ＶＲ大流量的传输需求．由于ＶＲ的大视频对带宽、时延和丢包率都有很高的要求，故需要对

传统网络的层次及网络结构进行简化，通过实现网络架构扁平化，以此提高承载网的传输效率．当下

ＶＲ业务的视觉体验功能主要依赖于价格高昂的ＧＰＵ，将来的发展趋势是将ＶＲ本地计算能力云化（即

在数据中心内部署复杂的运算功能）．在ＶＲ计算能力云化后，将产生更大的数据流和更低的业务时延

要求．因此，低延迟的数据中心将成为实现ＶＲ计算能力云化的关键方向．当下 Ｈ．２６４和高效视频编码

（ＨＥＶＣ）编码是ＶＲ主要使用的编码形式．根据动态图像专家组（ＭＰＥＧ）等标准组织的研究新进展，表

明下一代编码技术（即 Ｈ．２６６）的压缩效率最多提升３０％．ＶＲ无线网络传输技术路线将由全视角等质

量传输向全视角不等质量、ＦＯＶ传输方向发展，投影、编码与传输技术将成为优化ＶＲ网络性能的重要

方向．此外，面向ＶＲ业务的网络运维及评估将成为优化ＶＲ用户体验效果的重要途径．

３．２　研究挑战

基于中国在５Ｇ通信产业中所积累的技术基础优势，ＶＲ作为５Ｇ时代最为重要的垂直应用场景之

一，它与通信产业在市场准备、技术研究、标准制定及产业构建等方面的协同合作和创新具有十分广阔

的想象空间．一方面，ＶＲ无线网络传输技术是垂直领域业务在时延、可靠性、带宽、移动性等方面的现

实需求，从而不断地推动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承载网技术的不断演进，它将促进无

线网络的敏捷、开放和达到多业务隔离承载及越来越灵活的运营模式．

ＶＲ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研究挑战主要有：１）为能够在有限带宽上传输高质量的ＶＲ视频，可深入

研究ＶＲ视频处理技术、ＶＲ视频传输架构及关键技术；２）为进一步提高ＶＲ的无线网络及视频传输效

率，可在现有的压缩传输算法研究基础上，进行算法的改进和优化；３）为提高 ＶＲ的无线网络传输带

宽，可深入研究５Ｇ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新型多址、全频谱接入和新型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关键技

术及应用．

９２３第３期　　　　　　　　　　　　魏三强，等：虚拟现实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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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虚拟现实技术在网络上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面向虚拟现实的

无线网络传输技术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从提升ＶＲ的无线网络传输效率、优化网络通信协议和提高无

线网络传输带宽等方面阐述满足ＶＲ无线网络传输现实需求的技术方法，并分析了虚拟现实无线网络

传输技术的发展趋势．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基于用户视点的ＶＲ视频处理与传输、ＶＲ视频业

务对承载网络的需求分析、高效率的视频压缩编码及如何实现低时延等关键技术及应用．

参考文献：

［１］　徐兆吉，马君，何仲，等．虚拟现实：开启现实与梦想之门［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　董振江，张东卓，黄成，等．虚拟现实视频处理与传输技术［Ｊ］．电信科学，２０１７，３３（８）：４５?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５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７２４４．

［３］　ＮＯＨ ＷＪ，ＳＨＩＮＣＹ．Ｎｏｖ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１（２）：１６４?１６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６／ｊｎｏ．２０１６．

１８５７．

［４］　周忠，周颐，肖江剑．虚拟现实增强技术综述［Ｊ］．中国科学（信息科学），２０１５，４５（２）：１５７?１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０／

Ｎ１１２０１４?０００７６．

［５］　张新彩，赵晓亮．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安全智能无线网络资源动态分配方法研究［Ｊ］．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１７，１７

（１５）：２７８?２８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１８１５．２０１７．１５．０４５．

［６］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ＡＮＢ．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３Ｄｓｈａｐ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ｌｔｈａｍ：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１８３?１８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ＶＲ．２０１０．５４４４７９３．

［７］　ＴＡＮＧＺｉｙｉｎｇ，ＯＺＢＥＫＯ，ＧＵＯＸｉａｏｈｕ，犲狋犪犾．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３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Ｓｃｏｔｔｓｄａｌｅ：ＤＢＬＰ，２０１１：１００９?１０１２．ＤＯＩ：

１０．１１４５／２０７２２９８．２０７１９２５．

［８］　任慧玲，申闫春．大规模三维城市场景模型的流式传输策略［Ｊ］．计算机仿真，２０１３，３０（１１）：２０９?２１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１．０４８．

［９］　孙中轩．三维模型简化算法与渐进式传输方法研究［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１６．

［１０］　刘浩然．三维模型压缩及网络传输关键技术的研究［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６．

［１１］　吴晓军，徐广毅．基于三维模型几何信息的纹理图像压缩［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２０１６，２８（３）：４７１?

４７９．

［１２］　何辰，王磊，王春萌．新颖的网格模型压缩算法：网格切片［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６，３６（２）：５４６?５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２／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９０８１．２０１６．０２．０５４６．

［１３］　律帅，达飞鹏，黄源．基于数据类型转换的点云快速有损压缩算法［Ｊ］．图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２）：１９９?２０５．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９６／ＪＧ．ｊ．２０９５３０２Ｘ．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９９．

［１４］　黄源，达飞鹏，唐林．基于改进八叉树的三维点云压缩算法［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１２）：１４１?１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

ＡＯＳ２０１７３７．１２１０００３．

［１５］　范玉雪．带多种属性的三维模型的简化与压缩技术研究［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７．

［１６］　王冷晶．三维模型编码压缩算法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７．

［１７］　ＬＥＥＷＴ，ＣＨＥＮＨＩ，ＣＨＥＮ ＭＳ．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３６０ｖｉｄｅｏｆｏｖｅａｔｅｄ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ＶＲ［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７，３６（７）：１１５?１２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ｃｇｆ．１３２７７．

［１８］　尚慧萍，张丽娜．网络虚拟现实的网络架构和通信协议研究［Ｊ］．计算机工程与设计，２００６，２７（２４）：４６９９?４７０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０２４．２００６．２４．０２７．

［１９］　ＳＨＡＦＩＭ，ＭＯＬＩＳＣＨＡＦ，ＳＭＩＴＨＰＪ，犲狋犪犾．５Ｇ：Ａ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ｒｉａｌ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ｄｅ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３５（６）：１２０１?１２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

ＪＳＡＣ．２０１７．２６９２３０７．

［２０］　ＡＬＡＭ ＭＦ，ＫＡＴＳＩＫＡＳＳ，ＢＥＬＴＲＡＭＥＬＬＯＯ，犲狋犪犾．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Ｉｏ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８９：１０９?１１９．

［２１］　ＤＯＮＧＬｅｉ，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ｙｉ，ＣＨＥＮＹａｎ，犲狋犪犾．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ＭＴ?２０２０５Ｇｔｒｉ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３５（８）：１８４９?１８６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ＪＳＡＣ．２０１７．２７１０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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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２２］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Ｙｕｘｉａｎｇ，ＹＵＹａｗｅｉ，犲狋犪犾．３?ＤＭＩＭＯ：Ｈｏｗｍｕｃｈｄｏｅｓｉｔｍｅｅｔｏｕ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３５（８）：１８８７?

１９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ＪＳＡＣ．２０１７．２７１０７５８．

［２３］　ＨＵＨ Ｈ，ＣＡＩＲＥＧ，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ＨＣ，犲狋犪犾．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ＭＯ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ａｎｏｔ?ｓｏ?

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１１（９）：３２２６?３２３９．ＤＯＩ：１０．

１１０９／ＴＷＣ．２０１２．０７０９１２．１１１３８３．

［２４］　ＭＡＲＺＥＴＴＡＴＬ．Ｎ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ｗｉｔｈ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ｂａ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９（１１）：３５９０?３６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ＷＣ．２０１０．０９２８１０．０９１０９２．

［２５］　王东明，张余，魏浩，等．面向５Ｇ的大规模天线无线传输理论与技术［Ｊ］．中国科学（信息科学），２０１６，４６（１）：３?２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６．２２．０８２．

［２６］　ＢＪＯＲＮＳＯＮＥ，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ＴＴＩＬ，ＨＯＹＤＩＳＪ，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ＭＩＭＯｓｙｓ

ｔｅｍｓ：Ｉｓ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ＭＯ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１４（６）：３０５９?

３０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ＷＣ．２０１５．２４００４３７．

［２７］　王军，戴建新，程崇虎，等．一种改进的大规模 ＭＩＭＯ预编码算法［Ｊ］．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６

（６）：３０?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３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３?５４３９．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５．

［２８］　ＢＯＧＡＬＥＴＥ，ＬＥＬＢ．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ＭＯａｎｄｍｍｗａｖｅｆｏｒ５Ｇ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ＨｅｔＮｅ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ＩＥＥＥ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６，１１（１）：６４?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ＭＶＴ．２０１５．２４９６２４０．

［２９］　邱梦婷，赵普，俞晖．大规模天线全双工双向中继系统的干扰分析［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５１（６）：６４７?６５６．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８３／ｊ．ｃｎｋｉ．ｊｓｊｔ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

［３０］　郑凤，陈艺戬．基于多径的双极化信道信息反馈方法［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４）：３６５?３７０．ＤＯＩ：１０．

１５９１８／ｊ．ｔｂｉｔ１００１?０６４５．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７．

［３１］　贾亚男，岳殿武．面向５Ｇ的小蜂窝网络研究综述［Ｊ］．电讯技术，２０１５，５５（１１）：１２９６?１３０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８９３ｘ．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９．

［３２］　ＢＡＲＲＯＡＳＭＴ，ＭＵＬＬＩＮＳＲ，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ｆｏｒ

５Ｇ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６（７）：５６４７?５６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

ＴＶＴ．２０１６．２６３９３２６．

［３３］　ＤＩＮＧＭｉｎｇ，ＬＯＰＥＺ?ＰＥＲＥＺＤ，ＭＡＯ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ｄｌｅｍｏｄ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ｄｅｓｅ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６（１１）：１０４４６?１０４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ＶＴ．２０１７．

２７５４４１６．

［３４］　ＡＡＹＡＰＯＮＧＰ，ＩＷＡＭＵＲＡ Ｍ，ＳＴＡＥＨＬＥＤ，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５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Ｊ］．

ＩＥＥＥ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４，５２（１１）：６５?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ＭＣＯＭ．２０１４．６９５７１４５．

［３５］　张建敏，谢伟良，杨峰义．５Ｇ超密集组网网络架构及实现［Ｊ］．电信科学，２０１６（６）：３６?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５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６．

［３６］　曾捷，张琪，粟欣，等．超密集组网中基于上行容量分析的增强型动态分簇算法［Ｊ］．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１７，１７

（１８）：６９?７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１８１５．２０１７．１８．０１０．

［３７］　胡显安．５Ｇ新型非正交多址技术研究［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７．

［３８］　谢榕贵．免信令的上行非正交多址方法研究［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１７．

［３９］　詹文浩，戴国华．全频谱接入现状与技术分析［Ｊ］．移动通信，２０１６，４０（１７）：４５?４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１０１０．

２０１６．１７．０２７．

［４０］　史志明，黄诚惕．使用网络编码技术的同步传输方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８（４）：５４６?５４９．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９．

［４１］　ＬＩＵＹｕｗｅｉ，ＱＩＮＺｈｉｊｉｎ，ＥＬＫＡＳＨＬＡＮＭ，犲狋犪犾．Ｎ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５Ｇ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２０１７，１０５（１２）：２３４７?２３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ＪＰＲＯＣ．２０１７．２７６８６６６．

［４２］　ＧＥＸｉａｏｈｕ，ＰＡＮＬｉｎｇｈｕｉ，ＬＩＱ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ｖｉｒ

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７，１９（１０）：２３４５?２３５８．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１３３第３期　　　　　　　　　　　　魏三强，等：虚拟现实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研究进展



　第３９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０　

　　　采用犃犚犕犃犡模型的精磨非线性

振动系统辨识

陈勇１，黄国钦２，罗光华３，柯翔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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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外源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ＡＲＭＡＸ），提出改进的动态偏心精密磨削非线性振动系统的二阶振

动微分方程解耦算法，获得其传递函数系统模态参数，主要包括模态刚度、模态质量和模态阻尼等的辨识．结

合模态辨识理论，优化复模态振型的振动系统传递函数矩阵模态参数的模态留数或模态参数形式辨识算法，

并进行相应实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该复模态振型振动系统解耦算法实现重构传递函数曲线低频区域局部

振动特征，计算精度较高，有效应用于精密加工过程非线性振动的预估和控制．

关键词：　ＡＲＭＡＸ模型；非线性振动；解耦算法；精密磨削；系统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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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密磨削过程输入?输出数据建立的动力学解析模型是磨削振动控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

一［１?２］．由于磨削加工具有砂轮磨粒非均匀分布、磨粒微刃不等高切削等特性，而且在加工过程中，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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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振动通常是高刚度机床结构与磨削弧区内动力学特性互相耦合的结果［３?５］．通常有３类方法实现磨削

振动系统解耦，并获得工件加工表面完整性特征值的定量表达．１）文献［６］基于系统等效质量、刚度、阻

尼特征变量的振动系统表达，研究了砂轮不平衡质量引起的砂轮周期性振动对工件表面波纹度的影响，

解耦结果及其应用具有一定局限性．２）文献［７］建立两自由度非线性振动模型，在阻尼和刚度非线性条

件下探讨了振动的稳定性问题；文献［８］基于混沌振动理论和用于识别混沌振动的若干数值特征，讨论

了重构相空间吸引子、计算关联维数和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的算法，解耦算法较为复杂且计算效率低．３）文

献［９］基于振动系统模态特征表达的频率、矢量（振型）、衰减系数特征变量或质量、刚度、阻尼和矢量（留

数）形式，实现振动系统模态参数非线性项解耦．由于再生效应和砂轮?主轴装配体微量偏心回转等非线

性扰动容易导致两自由度粘性?阻尼?振动磨削加工系统的振动?力等响应?激励序列分散性特征，使得局

部振动各阶振型模态极值点的振幅及其振动相位均不相同且具有时滞特性，振动系统的特征频率与特

征向量均具有复模态振型特征［１０?１１］．因此，为探索非线性磨削振动系统振幅及其相位形成规律与影响因

素，实现精密加工过程优化控制与监测，本文以表面精密磨削为对象，采用外源自回归滑动平均（ＡＲ

ＭＡＸ）模型进行精磨非线性振动系统辨识．

１　磨削动力学犃犚犕犃犡模型

基于ＡＲＭＡＸ模型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通过离散化的瞬态加工振动系统参数模型对有序输入?

输出值进行数值处理的计算方法［１２］．将直观反映振动系统动态特性的瞬态磨削力?振动位移作为ＡＲ

ＭＡＸ模型输入与输出序列，借助系统辨识与解耦算法推导过程，计算系统传递函数的模态留数或模态

参数形式数值解，实现系统主要模态参数辨识．磨削振动系统ＡＲＭＡＸ［狀犪，狀犫，狀犮，狀犽］模型具有如下形

式，即

犃（狇）犡（狋）＝狇
－狀犽犅（狇）犉（狋）＋犆（狇）犲（狋），

犃（狇）＝１＋犪１狇
－１
＋犪２狇

－２
＋…＋犪狀犪狇

－狀犪，

犅（狇）＝犫１＋犫２狇
－１
＋…＋犫狀犫狇

－狀犫＋１，

犆（狇）＝１＋犮１狇
－１
＋…＋犮狀犮狇

－狀犮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狇为时间平移算子；狀犪，狀犫 和狀犮定义为各多项式序列的阶次；狀犽 为序列延迟时间；犉（狋）和犡（狋）

为待辨识系统的磨削力（输入）和振动位移（输出）信号序列；犲（狋）为系统噪声扰动序列；犃（狇）序列的零点

是系统极值点．若犃（狇）零点取值不在单位圆以内，该系统可视为不稳定；若犅（狇）零点取值不在单位圆

以内，该系统则处于非最小相位状态；犆（狇）零点取值必须位于单位圆上或以内，以避免出现激振或失真

状态，其阶次狀犮大小与系统受噪声扰动特性有关．

为简化非线性复杂系统研究，可假设噪声为零均值的正态白噪声序列，即狀犮 和噪声特性犲（狋）序列

均取为零，则ＡＲＭＡＸ模型可简化为自回归滑动平均（ＡＲＭＡ）模型．将系统输出位移犡（狋）离散值表示

为犡（狋犽）＝犡（犽Δ狋）＝犡犽（犽＝０，１，２，…，Λ），力输入犉（狋）离散值表示为犉（狋犽）＝犉（犽Δ狋）＝犉犽（犽＝０，１，２，

…，Λ），Δ狋为采样时间离散间隔，则振动系统的位移（输出）与力（输入）序列为

犡犽－∑
狆

犾＝１

犪犾犡犽－犾 ＝犫０犉犽－∑
狇

犾＝１

犫犾犉犽－犾． （２）

　　ＡＲＭＡＸ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序列犪犾 与滑动平均系数序列犫犾 均为反映系统固有特性的常数序列，

其为线性差分方程，即对于确定性系统，某个时刻离散输出响应值犡犽 是过往狆个输出响应表达式犡犽－犾

（犾＝１，２，Λ，狆）和当前时刻输入激励值犉犽，以及狇个过往激励表达式犉犽－犾（犾＝１，２，Λ，狇）间线性形式组

合，反映当前振动位移离散值与当前磨削力激励，以及过往振动位移响应和磨削力激励之间的关系．

２　二阶磨削振动系统解耦与辨识算法

２．１　磨削振动系统解耦算法

改进的两自由度非线性磨削振动系统粘性?阻尼?振动物理模型，如图１所示
［８?９］．图１中：ω犱 为角速

度．二阶非齐次振动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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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二阶非线性磨削振动系统物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犕̈犡＋犆犡＋犓犡 ＝犉． （３）

式（３）中：犕，犆，犓为振动系统２×２维的质量、阻尼和刚度矩

阵；犡为振动位移向量（狇×１）；犉为磨削力向量（狆×１）．

物理模型综合考虑基于因基体密度和动态磨损分布不均

匀容易导致的砂轮动态回转偏心行为和加工过程再生振动效

应，使得该模型中振动位移项犡中包含有各阶振型模态极值

点的振幅，且其振动相位均不相同，具有非线性时滞项，使得

解耦结果更符合实际应用，精度更高．

式（３）经拉氏变换后可得

（犕狊２＋犆狊＋犓）｛犡（狊）｝＝ ｛犉（狊）｝． （４）

犣（狊）犡（狊）＝犉（狊）． （５）

式（５）中：犣（狊）＝犕狊２＋犆狊＋犓，将其定义为阻抗矩阵．若其逆阵

存在，则式（５）可写为

犡（狊）＝犣－
１（狊）犉（狊）＝犎（狊）犉（狊）．

即式（３）系统传递函数矩阵犎（狊）可表示为阻抗矩阵犣（狊）的逆矩阵，计算式为

犎（狊）＝犣－
１（狊）＝

ａｄｊ犣（狊）

狘犣（狊）狘
． （６）

式（６）中：分母｜犣（狊）｜为矩阵犣（狊）的行列式；分子ａｄｊ犣（狊）为矩阵犣（狊）的伴随矩阵；两者相应展开多项式

的最高次幂为狊２犖和狊２犖－２．则式（６）可计算为两个多项式之比，即

犎犾，狆（狊）＝
犫０＋犫１狊＋犫２狊

２
＋…＋犫犿狊

犿

犪０＋犪１狊＋犪２狊
２
＋…＋犪狀狊

狀． （７）

式（７）中：犿＝２犖－２；狀＝２犖．对式（７）进行部分分式分解，可得

犎犾，狆（狊）＝∑
犖

狉＝１

犃犾，狆，狉
狊－狊狉

＋
犃
犾，狆，狉

狊－狊
（ ）
狉

． （８）

式（８）中：犃
犾，狆，狉为系统第狉阶模态留数犃犾，狆，狉的共轭；狊


狉 为系统模态频率及阻尼值极值点狊狉 的共轭．

犃
犾，狆，狉，狊


狉 分别表示系统的振型和在响应序列中各阶模态的参与情况，二者均为复常数．当狉＞犖 时，

犃犾，狆，狉＝犃

犾，狆，狉，狊狉＝狊


狉 ．式（８）经拉氏逆变换后可得某离散时刻响应犾对当前激励狆的脉冲响应，即

犺犾，狆（狋）＝∑
犖

狉＝１

（犃犾，狆，狉ｅ
狊狉狋＋犃


犾，狆，狉ｅ

狊

狉狋）． （９）

　　对式（９）进行离散采样取值处理，其离散型表达式可写为

犺犾，狆（犿）＝∑
犖

狉＝１

（犃犾，狆，狉ｅ
狊狉犿Δ＋犃


犾，狆，狉ｅ

狊

狉 犿Δ）． （１０）

式（１０）中：Δ为采样离散时间间隔；犿＝１，２，…．记犣狉＝ｅ
狊狉Δ．则式（１０）可计算为

犺犾，狆（犿）＝∑
犖

狉＝１

（犃犾，狆，狉犣狉
犿
＋犃


犾，狆，狉犣

犿
狉 ）． （１１）

　　进一步对式（１１）进行犣变换，可得

犎犾，狆（犣）＝∑
犖

狉＝１

犃犾，狆，狉
１－犣狉犣

－１＋
犃
犾，狆，狉

１－犣狉
犣－（ ）１ ． （１２）

式（１２）中：犣＝ｅ狊Δ，作为犣变换因子．将式（１２）进行通分和合并后，可得其有理分式表达式，即

犎犾，狆（犣）＝
θ０＋θ１犣

－１
＋θ２犣

－２
＋…＋θ２犖－１犣

－２犖＋１

１＋φ１犣
－１
＋φ２犣

－２
＋…＋φ２犖犣

－２犖 ． （１３）

式（１３）中：φ犻，θ犼分别为ＡＲＭＡ模型自回归系数和滑动平均系数．将式（１３）简写成 犎犾，狆（Ζ）＝
Χ（Ζ）

犉（Ζ）
，即

（１＋φ１犣
－１
＋φ２犣

－２
＋…＋φ２犖犣

－２犖
Χ（犣））＝ （θ０＋θ１犣

－１
＋θ２犣

－２
＋…＋θ２犖－１犣

－２犖＋１）犉（Ζ）．（１４）

　　对式（１４）再施行犣逆变换，即将其转化为时域序列模型，可得

犡狋＋φ１犡狋－１＋φ２犡狋－２＋…＋φ２犖犡狋－２犖 ＝θ０犉狋＋θ１犉狋－１＋θ２犉狋－２＋…＋θ２犖－１犉狋－２犖＋１． （１５）

　　式（１５）即为振动系统离散差分模型．在此取等式前面为狆项，等式后面取狇项，并将其中“－”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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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式中多项式系数，可计算出

犡狋－φ１Χ狋－１－φ２Χ狋－２－…－φ狆Χ狋－狆 ＝θ０犉狋－θ１犉狋－１－θ２犉狋－２－…－θ狇犉狋－狇． （１６）

　　对比式（１６）与式（２），二者表达形式完全相同．由此可知，犖 自由度磨削振动微分方程顺序推导可

求解获得与ＡＲＭＡＸ时序模型相同的数值解表达形式．依序反推，即磨削非线性振动系统时间序列

ＡＲＭＡＸ模型确立，则可解耦获得犖 自由度振动系统及其传递函数各阶模态参数数值解表达式．

２．２　振动系统传递函数模型参数辨识

二阶振动系统传递函数矩阵［８９］可计算为

犎（狊）＝
犎１，１（狊） 犎１，２（狊）

犎２，１（狊） 犎２，２（狊
［ ］） ． （１７）

　　直接传递函数犎１，１（ｓ）经式（１２）拉普拉斯变换后，其模态留数和模态参数形式表达式分别为

犎１，１（狊）＝
犃１，１，１
狊－狊１

＋
犃
１，１，１

狊－狊
［ ］
１ ｍｏｄｅ１

＋
犃１，１，２
狊－狊２

＋
犃
１，１，２

狊－狊
［ ］
２ ｍｏｄｅ２

，

犎１，１（狊）＝
α１，１，１＋β１，１，１狊

狊２＋２ξ１ω狀，１狊＋ω
２
狀，

［ ］
１ ｍｏｄｅ１

＋
α１，１，２＋β１，１，２狊

狊２＋２ξ２ω狀，２狊＋ω
２
狀，

［ ］
２ ｍｏｄｅ２

．

上式中：模态留数形式的狊狉和狊

狉 （狉＝１，２）为模态参数形式的系统特征方程狊

２＋２ξ狉ω狀，狉狊＋ω
２
狀，狉＝０的两

个复数共轭根，其数值解分别为狊狉＝－ξ狉ω狀，狉＋ｊω犱，狊

狉 ＝－ξ狉ω狀，狉－ｊω犱，对应模态留数计算为犃＝σ＋ｊν，

犃＝σ－ｊν，且有α＝２（ξω狀σ－ω犱ν），β＝２σ．模态参数形式的分子式中α狀，犼与β狀，犼为进给方向或法线方向上

系统某阶振型模态犼的模型系数，分母式中ω狀，犼与ξ犼为系统某阶振型模态犼的固有频率和阻尼比系数．

３　磨削振动系统传递函数辨识实验验证

为验证基于ＡＲＭＡＸ模型实现精密磨削非线性振动系统及其传递函数模态参数解耦精度可靠性，

在精密平面磨床（ＭＩＴＳＵＩＭＳＧ?２５０）上设计若干组模态激振实验，并采集激振后的砂轮主轴（端部）?工

件系统（１９１ｍｍ，主轴转速为３５００ｒ·ｍｉｎ
－１，工件材料为低碳钢）在进给和法向方向上的激振力和振

动信号，将其输入傅里叶分析仪进行模态留数分析．

在进给方向，经动平衡系统补偿后的砂轮?主轴回转系统运行平稳后，将相应传感器标定因子输入

信号分析仪，经实验振动信号模态留数分析（即将采集的加速度信号每个模态的留数除以ω
２
犱ｅ
ｊπ，将其转

变为位移信号），获得系统特征频率（犳）及其纵坐标信号幅值．基于提出的改进解耦算法系统辨识重构

后，系统振动直接传递函数曲线和交叉传递函数曲线，分别如图２，３所示．

由图２，３可知：系统辨识重构后的振动系统主模态振型共振幅值最大处（极值点处）的振动频率（约

４４００ｒａｄ·ｓ－１）与实验测量曲线相比保持不变，曲线走向趋势基本一致；重构曲线在共振频率相对较低

区间内的各局部极值点（２０５０，７５０，２５０ｒａｄ·ｓ－１）处较好地重现了因信号分析仪设定频率过高导致实

测低频区局部振幅泄漏的区域振动特征，即重构曲线完整地反映系统在不同频域区间内的局共振幅度

及其振动频率特征．

　　　　（ａ）基于加速度信号的实验测量　　　　　　　 （ｂ）基于位移信号的系统辨识重构

图２　工件振动系统进给方向直接传递函数图形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ｆｅ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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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基于加速度信号的实验测量　　　　　　　　 （ｂ）基于位移信号的系统辨识重构

图３　工件振动系统进给方向交叉传递函数图形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ｆｅ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４　结束语

基于ＡＲＭＡＸ模型的精密磨削振动系统复模态振型解耦算法，有效实现再生效应和偏心振动扰动

下以模态留数或模态参数形式表达的系统传递函数模态参数辨识．相比以往实模态振型研究更具有实

用性，有利于低频区域局部极值点振动特征的系统复模态振型重构，计算精度更高，可为深入研究磨削

机床整体机电耦合系统颤振稳定性分析和振动特征实时监测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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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犘犃犚犃犉犃犆的欠定盲分离中

机械振源数估计方法

杨诚，李志农

（南昌航空大学 无损检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摘要：　针对复杂机械系统振源数未知的欠定盲源分离（ＵＢＳＳ）问题，为提高欠定盲源分离的性能，提出一种

基于平行因子分析（ＰＡＲＡＦＡＣ）和核一致诊断（ＣＯＲＣＯＮＤＩＡ）的欠定盲源数估计算法．该算法利用二阶非平

稳源分离的基本思想，将中心化传感器数据分成不重叠的数据块，计算各数据块的单一时延协方差矩阵并叠

加成三阶张量，即平行因子模型．利用核一致诊断算法估计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的最佳组分数，从而得到机械系

统的振源数．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可从非平稳欠定混合信号中准确估计振源数目．将所提算法应用于多

机振动源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振源估计；平行因子分析；核一致诊断；欠定混合；盲源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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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械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精密程度越来越高，机械故障诊断基础研究亟待由从前的零件故障

研究向机械系统多故障研究突破［１］．盲源分离（ＢＳＳ）作为一种新颖的信号分析与处理工具，被众多学者

应用于机械系统多故障复合诊断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实际工程中，复杂机械系统的振源

数往往是未知的，盲源分离难以精确有效地从观测信号中分离出所有源信息，这严重限制了盲源分离在

机械多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因此，准确估计振源数对盲源分离在机械系统多故障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具

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十几年的研究中，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了未知信源条件下源数估计方法
［２４］．然而，

在机械振动信号盲源分离中，对于观测信号数小于源信号数情况下的源数估计问题并没有考虑．近年

来，平行因子分析（ＰＡＲＡＦＡＣ）因其在宽松约束条件下模型分解具有唯一性而备受关注，众多学者对

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分解唯一性进行了研究，现已广泛应用于环境与资源利用
［５］、化学计量［６］、通信与信号

处理［７］等领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化学计量领域中，学者们利用平行因子分析对未知干扰系统进行

组分定量分析时，一般需要利用核一致诊断法先对系统组分数进行预估并得到最佳组分数，从而使

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分解得到有实际意义的解．就源信号与传感器的相对位置和信号的传播速度而言，文

中研究的机电系统可忽略传感器到不同振源的延时差．基于此，本文针对线性瞬时混合模型，提出一种

基于平行因子分析和核一致诊断的欠定盲源数估计算法．

图１　平行因子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ａ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１　平行因子分析的理论基础

平行因子模型［８］是一种多维矩阵低秩分解模型，又

称为三线性模型，其模型如图１所示．

三维矩阵犡∈犆
犐×犑×犕的ＰＡＲＡＦＡＣ分解标量形式

可表示为

犡犻，犼，狀 ＝∑
犕

犿＝１

犃犻，犿犅犼，犿犆狀，犿 ＋犈犻，犼，狀． （１）

式（１）中：犻＝１，２，…，犐；犼＝１，２，…，犑；狀＝１，２，…，犖；犿＝１，２，…，犕；犃∈犆
犐×犕，犅∈犆

犑×犕和犆∈犆
犖×犕分别

为该模型的３个承载矩阵；犈∈犆
犐×犑×犕为噪声矩阵．

三线性模型亦可写成切片形式，即

犡犻∷ ＝犅犇犻（犃）犆
Ｔ
＋犈犻∷，

犡∶犼∶ ＝犃犇犼（犅）犆
Ｔ
＋犈∶犼∶，

犡∷狀 ＝犃犇狀（犆）犅
Ｔ
＋犈∷狀

烍

烌

烎．

（２）

式（２）中：犇犻（犃）为由矩阵犃的第犻行元素构成的对角矩阵．

与二维矩阵低秩分解有所不同，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分解在没有任何额外的约束条件下，具有唯一

性［９１０］．

２　欠定盲源数估计算法

２．１　构建犘犃犚犃犉犃犆模型

考虑线性瞬时混合的盲源分离模型为

犡（狋）＝犃·犛（狋）＋犈（狋）． （３）

式（３）中：犛（狋）＝［狊１（狋），狊２（狋），…，狓犕（狋）］
Ｔ 为犕 个源信号构成的向量；犡（狋）＝［狓１（狋），狓２（狋），…，狓犖（狋）］

Ｔ

为犖 个传感器所感测到的信号构成的向量；犃为犖×犕 维混合矩阵；犈（狋）为附加的噪声信号．

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传感器个数的限制，源信号的个数往往多于混合信号的个数，而且源信号的个

数常是未知的．因此，仅考虑欠定的盲源分离情形，即犖＜犕．

假设每一个观测信号包含犓 个采样点，利用二阶非平稳源分离（ＳＯＮＳ）的主要思想
［１１］，首先，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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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数据进行中心化预处理．然后，将预处理后的信号分成不重叠的犔（可整除）段数据块，每段数据

块包含犖犾＝犓／犔个数据点，用犾＝１，…，犔标志数据块．因此，式（３）也可表示为

犡（犾，狋）＝犃·犛（犾，狋）＋犈（犾，狋）． （４）

式（４）中：犡（犾，狋）＝［狓１（犾，狋），…，狓犖（犾，狋）］
Ｔ；犛（犾，狋）＝［狊１（犾，狋），…，狊犕（犾，狋）］

Ｔ．

同时，估计观测信号各段数据块的时滞协方差矩阵犚狓，有

犚狓（犜犾，τ犻）＝犃犚狊（犜犾，τ犻）犃
Ｔ，　　犾，犻． （５）

式（５）中：犃∈犚狀×犿为混合矩阵；τ犻为时间延迟，犻＝１，２，…，犐；犜犾为第犾个时间窗口．

针对单一时延τ１＝０协方差矩阵（即犐＝１），有

犚狓（犜犾，τ１）＝犃犚狊（犜犾，τ１）犃
Ｔ，　　犾． （６）

式（６）中：源时滞协方差矩阵为

犚狊（犜犾，τ１）＝

犚１，１（犜犾，τ１） 犚１，２（犜犾，τ１） … 犚１，犕（犜犾，τ１）

犚２，１（犜犾，τ１） 犚２，２（犜犾，τ１） … 犚２，犕（犜犾，τ１）

  

犚犕，１（犜犾，τ１） 犚犕，２（犜犾，τ１） … 犚犕，犕（犜犾，τ１

熿

燀

燄

燅）

． （７）

　　假设源信号犛（狋）＝［狊１（狋），狊２（狋），…，狊犕（狋）］
Ｔ 之间互不相关，则源时滞协方差矩阵犚狊为对角矩阵．

将各段数据块时滞协方差犚狓（犜犾，τ１）叠加成三阶张量，记为犚狀
１
，狀
２
，犾，其中，狀１＝１，…，犖；狀２＝１，…，

犖；犾＝１，…，犔．犃中的元素记为犪狀×犿；构建一个犕×犔维矩阵犆，其表达式为

犆＝

犚１，１（犜１，τ１） 犚１，２（犜２，τ１） … 犚１，１（犜犔，τ１）

犚２，１（犜１，τ１） 犚２，２（犜２，τ１） … 犚２，２（犜犔，τ１）

  

犚犿，犿（犜１，τ１） 犚犿，犿（犜２，τ１） … 犚犿，犿（犜犔，τ１

熿

燀

燄

燅）

． （８）

　　根据式（６）可改写为

犚狀
１
，狀
２
，犾 ＝犃·ｄｉａｇ（犆）犃

Ｔ，　　犾． （９）

　　记其标量形式为

犚狀
１
，狀
２
，犾 ＝∑

犕

犿＝１

犪狀
１
，犿犮犾，犿犪


狀
２
，犿． （１０）

式（１０）中：狀１＝１，２，…，犖；狀２＝１，２，…，犖．与式（１）对比可知，式（１０）为ＰＡＲＡＦＡＣ分解模型．

２．２　核一致诊断法

在ＰＡＲＡＦＡＣ分解模型具有可辨识性条件下，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中因子数也具有唯一性．为了对模

型的组分数进行确定，通常采用由Ｂｒｏ等
［１２］提出的核一致诊断算法进行测定．利用核一致诊断法对上

述构建的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进行求解，得到的最佳组分数与机械振动系统的振源数相对应．核一致诊断

法通过计算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中的超对角阵犜和ｔｒｕｃｋ３模型中的立方阵犌之间的相似程度，即通过核

一致ξ估计组分数，有

ξ＝ １－
∑
犕

犪＝１
∑
犕

犫＝１
∑
犕

犮＝１

（犵ａｂｃ－狋ａｂｃ）
２

∑
犕

犪＝１
∑
犕

犫＝１
∑
犕

犮＝１

狋２ａ

熿

燀

燄

燅ｂｃ

×１００％． （１１）

式（１１）中：犕 为模型的组分数；犵ａｂｃ为立方阵犌的元素；狋ａｂｃ为超对角阵犜的元素．

对于可辨识的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超对角阵犜和ｔｒｕｃｋ３模型的立方阵犌 非常相似，此时的核一致值

等于１００％．一般来说，当核一致值ξ大于或等于６０％时，可认为其符合三线性模型；当核一致值ξ低于

４０％时，可认为偏离三线性模型．因此，可以根据核一致值的变化确定最佳组分数，即振动源个数．

３　仿真试验与分析

为验证该算法的有效性，源信号生成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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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狋）＝

狊１（狋）

狊２（狋）

狊３（狋）

狊４（狋

熿

燀

燄

燅）

＝

０．１（狋＋５）·（３＋ｓｉｎ（８０π狋））ｓｉｎ（６０π狋）

０．２（狋＋４）
１．２５·（１＋ｓｉｎ（８０π狋））ｓｉｎ（４０π狋）

０．１（狋＋５）
１．５

∑
１０１

狀＝１

ｓｉｎ（５００（狋－０．１狀））ｅｘｐ（
－５０（狋－０．１狀）

２
）狌（狋－０．１狀）

０．１（狋＋５）
０．８

∑
６

狀＝１

ｓｉｎ（狀２０π狋

熿

燀

燄

燅）

．（１２）

　　仿真源信号时间波形及幅值谱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中：犎 为幅值；犳为频率．采样频率犳ｓ＝１０００

Ｈｚ，采样点数犖＝１０２４０，设置混合矩阵取值范围在［０～１］区间．混合矩阵犃与源信号犛（狋）相乘得到的

混合信号波形和幅值谱，如图４，５所示．由图４可知：无法从混合信号中直接评估独立组成成分波形及

数目．由图５可知：观测信号中均存在源信号的特征频率，四路振动源信号完全相互干扰混在一起．

　图２　源信号时间波形 图３　源信号幅值谱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Ｆｉｇ．３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图４　混合信号时间波形 图５　混合信号幅值谱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ｉｘ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　　　　　Ｆｉｇ．５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ｍｉｘ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

　　由于观测信号成分复杂，无法预知机械系统中的振源数，故采用核一致诊断法估计系统中的振源

数．通过ＰＡＲＡＦＡＣ和ＳＯＮＳ联合构造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并利用核一致诊断对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求解，

得到模型因子数，即振动源数．首先，对各观测信号的１０２４０个采样点进行去均值化预处理；然后，将其

分割成２０块不重叠的数据段，每个数据段包含５１２个数据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每一块数据块相应的

３×３维时滞协方差矩阵；接着，将２０块数据段各自的时滞协方差矩阵叠加成３阶张量形式，合理初始

化载荷矩阵，采用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的三线性交替最小二乘算法（ＴＡＬＳ）对模型进行低秩分解．

通过核一致诊断算法，估计最佳组分数，从而得到振动源数犕．研究模型不同组分数对核一致值的

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可根据核一致值的变化确定最佳组分数．即当组分数为１～４时，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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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于核一致诊断的信源数估计

Ｆｉｇ．６　Ｓｏｕｒ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ＣＯＮＤＩＡ

核一致值均大于８０％，表明符合模型；当组分数大于４

时，对应的核一致值迅速趋近于０，表明偏离模型．由此

得到最佳因子数为４，即振动源数犕＝４．

４　试验台试验与分析

采用电机?减速箱耦合实验装置（图７），验证所提算

法在机械多振源系统中源数估计的有效性．设置３个振

源装置：主机组（大电机?减速箱）中的大电机、干扰电机

１和干扰电机２．在实验装置内，本着传感器尽量靠近振

源点的原则，将传感器１安装于大电机（２．２ｋＷ）壳体

上；将传感器２，３安装于靠近齿轮箱输入轴位置；将传

图７　电机?减速箱耦合实验装置

Ｆｉｇ．７　Ｍｏｔｏｒｒｅｄｕｃ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感器４安装于齿轮箱顶盖位置；将传感器５安装于干扰电机１

上；将传感器６安装于干扰电机２上．在具体实验中，采用定频

率、等间隔采样策略，采样频率为５ｋＨｚ（为清楚起见，仅给出

前１０２４个样本点）．

当各电机同时运行时，由传感器１，２，５，６共同获得４通道

的混合振动观测信号，其时域及频域波形，如图８所示．由图８

可知：观测混合信号波形复杂，难以有效评估出蕴涵其中的振

源波形和数目信息．文献［１３］对参考振源信号的独立性进行

校验，不相关源数估计为５．

　　（ａ）波形图 （ｂ）幅值谱

图８　观测信号波形图与幅值谱

Ｆｉｇ．８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

图９　基于核一致诊断的实验台振源数估计

Ｆｉｇ．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ＣＯＮＤＩＡ

利用ＰＡＲＡＦＡＣ的核一致诊断法估计４通道壳体结

构实验台观测混合信号的振源数目，分析结果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当组分数为１～５时，对应的核一致值均大于

８０％，表明符合模型；当组分数大于５时，对应的核一致值

迅速趋近于０，表明偏离模型．由此得到最佳因子数为５，即

独立振动源个数为５．与文献［１３］估计的振源数一致，进一

步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在机械振源数估计中，将

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的唯一性与核一致诊断算法相结合，能够

准确地得到振源数目，为下一步欠定混合信号的盲源分离

提供可靠的先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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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提出一种基于平行因子分析和核一致诊断的欠定盲源数估计算法．该算法利用二阶非平稳源分

离的基本思想，首先，将中心化预处理后的传感器数据分成不重叠的数据块．然后，计算各数据块的单一

时延协方差矩阵，并叠加成平行因子模型．最后，利用核一致诊断算法估计平行因子模型的最佳组分数，

从而得到振源数的估计．

２）根据振动信号的非平稳性，该ＰＡＲＡＦＡＣ模型在宽松约束条件下具有唯一可辨识性．此外，该

模型在欠定条件下仍满足可辨识性条件，故该算法能够解决欠定盲源分离下的源数估计问题．仿真实验

结果表明，该算法可从非平稳欠定混合信号中准确估计振源数目．将所提算法应用于多机振动源实验

中，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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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客运车辆山区小半径曲线

通过性能分析

张云飞１，李军１，２

（１．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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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解决山区小半径曲线下车辆运行安全性低、平稳性差等问题，基于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建立某型

轨道客运车辆动力学模型；给出线路参数方程及车辆动力学方程，并对其进行仿真计算，分析曲线半径、缓和

曲线长度、欠超高等山区工况曲线几何参数对轨道客运车辆通过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

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等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均随着圆曲线半径、缓和曲线长度、欠超

高的增大而有明显的降幅，车辆曲线通过性能增强，安全性和平稳性提高．

关键词：　小半径曲线；圆曲线半径；缓和曲线长度；欠超高；曲线通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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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大量铁路处于山区，西南地区地势险要，导致铁路建设桥隧相连，小半径曲线多，列车运行速

度低．如果贸然提速必定导致运行安全性和平稳性变得更差甚至脱轨．目前，针对轨道车辆曲线通过性

的研究，有的集中在曲线几何参数上［１３］，有的集中在悬挂参数上［４］．李亨利等
［１］分析圆曲线半径及欠超

高对两种新型改进型转向架曲线通过性能的影响规律．田光荣等
［２］利用模块化对列车进行耦合，进而研

究重载列车的曲线通过性能，指出车辆动力学与铁道线路的关系，分析圆曲线半径及缓和曲线的影响．

杨茜茜［３］对京沪高铁线路及ＣＲＨ２列车进行分析，研究曲线参数、轨道状态等在高速动车通过曲线路

段时对动态性能的影响．张徐
［４］建立有轨电车动力学模型，分析悬挂参数和曲线参数对有轨电车通过性

能的影响．但目前山区小半径下系统性研究曲线几何参数的文献较为少见．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曲线

半径、缓和曲线长度、欠超高等山区工况曲线几何参数对轨道客运车辆通过性能的影响［５］，以改善山区

图１　动态曲线通过轨道

参考坐标系统

Ｆｉｇ．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ｏｒｂｉｔ

小半径下轨道客车的通过性能．

１　车线动力学模型

１．１　缓和曲线及超高方程

轨道线路存在曲线，动态曲线通过时，一般采用轨道动态坐标

系［６］，如图１所示．同时，缓和曲线常用三次螺旋线型，参数方程为

狓＝犾－
犾２

４０犚２犾２０
，　　狔＝

犾３

６犚犾０
． （１）

式（１）中：狓，狔分别为缓和曲线的纵向坐标与横向坐标；犾０ 为缓和曲

线长度；犚为圆曲线半径．当犾＝犾０ 时，曲线倾斜角θ＝θ０＝
犾０
２犚
．

缓和曲线使直线路况过渡到圆曲线路况变得舒缓，避免通过曲线时各种因素引起的突变冲击载荷，

保持车辆通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国根据长期运营实践，确定了缓和曲线的最小长度犾０≥
犺
１００
狏ｍａｘ

［７］．

其中：犾０ 为缓和曲线长度；犺为线路超高；狏ｍａｘ为通过曲线的最高车速．

为平衡车辆系统所受的离心力，设置曲线时，通常将线路外侧相对于内侧抬升一个高度（即超高），

图２　客车模型

Ｆｉｇ．２　Ｒａｉｌ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ｏｄｅｌ

使内外侧曲线平面形成一定的倾角，产生与离心力作用相反的重力分

力．由经验公式可得曲线上超高（犺ｄ）计算式为

犺ｄ＝１１．８狏
２／犚－犺０． （２）

式（２）中：犺ｄ＞０为欠超高，犺ｄ＜０为过超高；狏为速度．

１．２　车辆动力学模型

文中建立的客车模型［８］，如图２所示．车辆系统包括１个车体，２

个构架和４个轮对，每个刚体都有纵向、横向、垂向位移、侧滚、点头、

摇头等自由度，整车共计４２个．客车动力学微分方程组
［８］为

犕̈犡＋犳（犡，犡，犚，犺）＝犵（狋）． （３）

式（３）中：犕 为系统质量矩阵；̈犡 为二阶坐标向量；犕̈犡 表示惯性力矩

阵；犳为悬挂力，与曲线半径、超高、坐标向量等相关；犵（狋）为外界激扰

力，是由轨道不平顺而产生的．钢轨在高低及左右方向与钢轨理想位置几何尺寸的偏差、接头、轮轨磨耗

等因素造成的轨道不平顺的外部激扰，是产生车辆系统振动的主要根源，不可避免．同时，轨道客车系统

动力学方程采用数值积分方法求解．

１．３　模型验证

与文献［２］中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计算工况为曲线半径３００～１６００ｍ，缓和曲线长度８０ｍ，外轨

超高１１０ｍｍ，车速７０ｋｍ·ｈ－１．基于文中与文献［２］中的参数，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曲线半径（犚）不断增大，脱轨系数与轮重减载率
［９］大幅减小；在小半径曲线下，对车辆

通过性能的影响更大；在大半径下，变化则较为舒缓．文中所得规律与文献［２］中不同曲线半径对通过安

全性能的影响规律相符，说明该模型计算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较为符合，模型具有有效性，可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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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脱轨系数　　　　　　　　　　　　　　　　　　（ｂ）轮重减载率

图３　不同半径条件下所得指标变化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ｕｓ

２　计算参数的选取

以某轨道不平顺功率谱为基础，各段线路条件设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曲线由两段缓和曲线加圆

曲线组成．建立的轨道不平顺激励
［１０］，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犳（狊）为不平顺幅值；狊为行程．所建立的轨道

客运车辆模型基本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１　曲线段线路条件设置

Ｔａｂ．１　Ｃｕｒｖ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工况 曲线组成／ｍ 犚／ｍ 狏／ｋｍ·ｈ－１ 犺ｄ／ｍｍ

圆曲线半径影响分析 ８０＋３００＋８０ ３００～１６００ ７０ １１０

缓和曲线长度影响分析 （５０～２５０）＋３００＋（５０～２５０） ６００ ７０ １１０

欠超高影响分析 ８０＋３００＋８０ ６００ ７０ －１２０～８０

　　（ａ）横向不平顺　　　　　　　　　　　　　　　　　　（ｂ）竖向不平顺

图４　轨道不平顺激励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ｃｋ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表２　车辆基本参数

Ｔａｂ．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名称 数值 名称 数值 名称 数值

一系悬挂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６０ 车体质量／ｔ ３２ 轴距／ｍｍ ２５００

一系悬挂横向刚度／ＭＮ·ｍ－１ １０．００ 构架质量（每侧）／ｔ ３ 车辆定距／ｍｍ １８０００

二系悬挂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４５ 轮对质量（每条）／ｔ １

二系悬挂横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１５ 轨距／ｍｍ １４３５

３　圆曲线半径的影响分析

３００ｍ半径下客车通过曲线，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犙为轮轨横向力；犘为竖向力．由图５（ａ），（ｂ）可

知：客车驶入缓和曲线后，轮轨横向力及竖向力都有较大增幅，驶入圆曲线后，增长至最大阶段，下一段

再次进入缓和曲线直至驶入直线段后，横向力、竖向力均大幅减小；竖向力在轮对平均静载荷５２．５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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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轮轨横向力

附近稳定，横向力在零附近稳定．这是轮对外侧车轮由

于离心力作用挤压外轨导致，由于处于欠超高，车体对

外轨发生挤压，轨排力增加，外轮受力均大于内轮［１１］．

由图５（ｃ）可知：脱轨系数先增后减，外轮数值更大．

车辆经过曲线时，由于离心力作用，外轮本身更易脱轨，

且此时处于欠超高，外轮较内轮易脱轨［１２］．

研究不同圆曲线半径的影响情况，预设车速为７０

ｋｍ·ｈ－１，外轨超高为１１０ｍｍ，缓和曲线为８０ｍ，圆曲

线为３００ｍ，圆曲线半径为３００～１６００ｍ的通过性能评

　（ｂ）轮轨竖向力 （ｃ）脱轨系数

图５　３００ｍ圆曲线半径工况下的客车通过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３００ｍ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ｕｒｖｅ

价指标的增减情况，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狔为客车轮对横移量；犎 为轮轴横向力．

由图６（ａ）可知：圆曲线半径增大，客车轮对横移量不断减小．由于离心作用，轮对不可避免地向外

甩，从而靠向外轨，甚至发生挤压和碰撞［１３］．当半径较小时，冲角较大，轮缘开始接触钢轨形成较剧烈的

轮轨侧磨，位移较大，但在大曲线阶段，影响减弱．

　　（ａ）轮对横移量　　　　　　　　　　　　　　　　　　　（ｂ）轮轴横向力

　（ｃ）脱轨系数　　　　　　　　　　　　　　　　　　　（ｄ）轮重减载率

图６　不同圆曲线半径工况下的客车通过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ｕｒｖｅｒａｄｉｕｓ

由图６（ｂ）可知：轮轴横向力先减后增，全程峰值为１９．７ｋＮ，小于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

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９］要求的５０．１５ｋＮ；开始通过曲线段时，处于欠超高，轮对对外轨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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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挤压，最大轮轴横向力指向外轨；随着欠超高程度减小，逐渐向内轨方向趋近；在接近平衡超高的位置，

靠内外轨的趋势基本持平，轮轴横向力随之减至最小；之后半径不断增大，预设超高已变为过超高，轮对

逐渐向内轨靠，最大轮轴力出现在指向内轨方向．

由图６（ｃ），（ｄ）可知：脱轨系数和轮重减载率指标与圆曲线半径成负相关，由小半径过渡到大半径

时不断减小，两者最大分别为０．３５，０．３６，远小于规范要求的脱轨系数限度０．８
［９］，也小于轮重减载率第

二限度０．６．分析认为，由于离心力作用，整车有向外轨靠的趋势
［１４］，在设定车速、超高下，随着半径逐渐

增大，离心作用减轻，超高作用明显，指标随之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安全性提高．

４　缓和曲线长度的影响分析

在预设６００ｍ圆曲线半径条件下，分析缓和曲线长度对客车通过性能的影响情况．预设外轨超高

为１１０ｍｍ，车速为７０ｋｍ·ｈ－１，超高范围为５０～２５０ｍ，通过性能评价指标的变化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车辆曲线通过指标峰值随缓和曲线的变化情况

Ｔａｂ．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ｕｒ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ｄｅｘ

ｐｅａｋ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ｅａｓ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犾０／ｍ 犙／ｋＮ 犎／ｋＮ 脱轨系数 轮重减载率

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１．９０ ０．３６ ０．３３

６０ １７．９９ １１．８８ ０．３６ ０．２９

７０ １７．９２ １１．６５ ０．３５ ０．２９

８０ １７．８６ １１．２４ ０．３４ ０．２５

１００ １７．６６ １０．８４ ０．３３ ０．２２

１５０ １７．６１ １０．６９ ０．３１ ０．２０

２００ １７．５３ １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１７

２５０ １７．５１ １０．２０ ０．３１ ０．１６

　　由表３可知：４个曲线评价指标峰值与缓

和曲线长度成负相关，长度越长，各项值越小，

轮重减载率变化更大．在缓和曲线长度增加初

期，轮轴横向力降幅较猛，但当长度继续增大

时，降幅却逐渐减缓，而脱轨系数、轮轨横向力

降幅则相对较为舒缓．由表３还可知：轮轴横

向力为１１．９０ｋＮ，脱轨系数及轮重减载率的峰

值分别为０．３６，０．３３，远小于规范要求的轮轴

力限度５０．１５ｋＮ，脱轨系数限度０．８及轮重减

载率第二限度０．６
［９］，运行安全．

缓和曲线缓和了车辆通过曲线时的离心

力，曲线半径不断变化，从零增加至圆曲线半径，符合车辆通过的自然轨迹，有利于车辆平稳通过［１５］．离

心加速度连续变化，超高等逐渐变化，缓和优势随长度的增加更加明显，尤其在预设超高对应的平衡半

径之前，指标降低势头更猛；当长度增大到一定值后，半径、超高等指标的值变化趋势更加舒缓．

５　欠超高的影响分析

欠超高对客车在山区工况下的曲线通过性能至关重要．为研究其对通过性能的影响程度，在半径

６００ｍ曲线上取欠超高范围为－１２０～８０ｍｍ，车速为７０ｋｍ·ｈ
－１，指标变化情况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犺

为超高值．由图７可知：随着超高值的增大，各项数值均持续降低，除轮轨横向力外，其余指标减少势头

均较猛．在长度变化初期，轮轨／轮轴横向力及脱轨系数降幅较猛，接近平衡超高，下降势头减缓．由图７

还可知：轮轴横向力为１９．６６ｋＮ，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的峰值分别为０．３１，０．２６，小于规范要求的轮轴

力安全限度５０．１５ｋＮ，脱轨系数限度０．８及通过性能指标轮重减载率第二限度０．６
［９］．

车辆在通过曲线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整车有向外轨甩的趋势，在预设车速、半径下，随着超高值

逐渐增大，离心力逐渐被平衡，脱轨系数与轮重减载率指标随之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安全性得到保

障［１６］；欠超高下，增加超高值有利于改善客车曲线通过性能，保证行车安全可靠．

　（ａ）轮轨横向力　　　　　　　　　　　　　　　　　（ｂ）轮轴横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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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脱轨系数　　　　　　　　　　　　　　　　　　（ｄ）轮重减载率

图７　不同欠超高工况下客车通过曲线

Ｆｉｇ．７　Ｒａｉｌ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６　结论

１）各轨道曲线几何参数在预设范围内，随着参数取值的增大，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轮对横向

位移量、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等评价指标峰值均不同程度地降低，轨道客车曲线通过性能得到改善．

２）在进行通过性能评价时，即使横向力极小也可能发生脱轨，因此，不能仅看轮轨横向力、轮对横

移量，应该采用脱轨系数和轮重减载率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以综合判断脱轨风险．

３）在设计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应尽可能地增大曲线半径，适当延长缓和曲线长度，适量增大欠超高

下的超高值，这样可以降低轮轨磨耗及脱轨风险，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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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犓犪狀狅模型的闭环产品

聚类配置方法

乔虎１，冯帆１，杜江１，李存良２

（１．西安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２．轻工业西安机械设计研究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８６）

摘要：　为解决产品配置过程中各零部件属性互为约束、无法分解的问题，引入闭环产品概念及其形式化表

述．首先，以客户需求为基础，利用卡诺（Ｋａｎｏ）模型快速拆解闭环产品约束，确定产品配置方向；然后，以设计

结构矩阵（ＤＳＭ）为工具，求解产品配置问题；最后，以民用无人机配置过程为例，验证该方法可完成闭环产品

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产品配置；卡诺模型；设计结构矩阵；民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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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市场与企业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以模块化为基础的产品配置方法是缩短企业产品设计周

期、提高客户满意度、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手段［１?２］．从产品配置思想
［３］的提出到现在，国内外学者已对

产品配置的方法进行广泛的研究．目前，产品配置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资源２类方法
［４?５］，其配置过程

是：首先，将客户的需求转化为产品的功能约束［６］；然后，根据约束，为每个功能模块选择唯一的实例，并

将其组成配置系统；最后，完成产品配置方案．该方案利用不同模块满足客户的不同功能需求，可快速实

现产品配置或设计重用，但该方法所面对的被配置本体大多为树状结构．例如，计算机主机的配置，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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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作为根节点，为其他功能模块提供支撑．其他功能模块作为具体功能实现单元，叶节点依附于其根节

点之上．本文引入闭环产品的概念，通过卡诺（Ｋａｎｏ）模型将闭环产品配置模型转换为常见的树状结构

模型，并利用结构设计矩阵（ＤＳＭ）聚类的方法对产品进行配置．

１　闭环产品

１．１　基本概念

客户对产品的选择从本质上说是对产品属性的选择［７］，产品的某一属性可由某一零部件直接决定，

也可由多个零部件通过相互配合决定［８］．设产品的某一属性犃需要由多个零部件狆犻配合完成，其中，零

部件狆犻与零部件狆犼之间存在约束关系，此约束关系可表示为狆犻→狆犼．

定义１　若针对产品的某一属性犃，需由狀个零件犘 共同决定，犘＝｛狆１，狆２，…，狆狀，狀∈犖
＋且狀≥

３｝．产品中间的犾个零部件之间的约束关系为狆犻→狆犼，狆犼→狆犽，…，狆犾→狆犻，３≤犾≤狀，称该产品为闭环产

品．其中，由约束关系所组成的闭环称为约束环；位于约束环上节点位置的零部件称为环上零部件；不在

图１　闭环产品典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约束环节点位置上，但与环上零部件存在约束关系的零部件

称为环外零部件．

闭环产品典型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１中：产品零件１～６

为环上零部件；产品零件７～９为环外零部件．闭环产品具有

产品属性、零件属性、开放性和唯一性４个特征．

１．２　形式化描述

根据闭环产品特征，采用５维的向量描述闭环产品，即

ＣＬＰ＝ （ＩＤ，犘，ＰＤＯＭ，犆，犕）．

　　１）ＩＤ为闭环产品的标号．

２）犘为零部件的集合．它是对产品配置设计过程中零部

件的归纳，零部件通过其标号、名称、类型等参数进行描述．根

据零部件所处的位置节点，将零部件分为环上零部件和环外零部件，同一节点位置上的零部件可以是单

个或多个．

３）ＰＤＯＭ为零部件的域集．域是闭环产品同一节点位置上可选零部件的范围，是具有相似属性的

零部件集合．

４）犆为零部件之间的约束集．零部件的属性通过约束配合并最终表达为产品的属性．由定义１可

知，在闭环产品的约束集中有明显的环状结构．

５）犕 是零部件的方法集．产品的配置过程包括零部件的选型、配置方案的确定、生产加工及产品装

配等步骤，其必须通过方法的集合加以表征．

２　基于犓犪狀狅模型的约束闭环拆解

２．１　犓犪狀狅模型

关于产品或服务是否满足顾客需求，Ｋａｎｏ等
［９］提出Ｋａｎｏ模型，它是通过双因数问卷调查表进行

数据采集，以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层次的顾客需求对客户满意度的影响，从而得到其影响因素，并作为最

终目的．定量化的Ｋａｎｏ模型可以标度用户对正向／负向问题的满意程度
［１０?１２］．

２．２　闭环产品的拆解

由于闭环产品零部件的属性之间互相嵌套，必须先将某一零部件作为基本节点；然后，将此节点的

零部件属性作为约束，代入下一个零部件的配置过程．产品配置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但不同

零部件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求解过程中所占权重不尽相同．文中利用Ｋａｎｏ模型计算闭环产品各零部件

满足客户需求的权重，将所占最大权重的零部件作为闭环产品配置的基础节点．

Ｋａｎｏ模型本质上属于定性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主观性，但对于闭环产品的拆解问题，

Ｋａｎｏ模型具有代入简单、计算速度快、使用方便等优点．因此，构建分析型Ｋａｎｏ模型可进一步得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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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的结果．

分析型Ｋａｎｏ模型的构建需设计客户需求权重标度，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ρ为权重．因零部件具有

可替代性，且最终配置方案必须满足客户需求，故设计不对称的刻度．

表１　分析型Ｋａｎｏ模型正向／负向客户需求权重标度

Ｔａｂ．１　Ｗｅｉｇｈｔｓｃａｌ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Ｋａｎｏｍｏｄｅｌ

产品零部件 ρ（完全契合） ρ（部分满足） ρ（不影响） ρ（可以补偿） ρ（无法满足）

仅提供该零部件 ０．５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０ －１．００

不提供该零部件 －０．５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０ １．００

　　若某闭环产品ＣＬＰ的零部件集合犘＝｛狆１，狆２，…，狆狀｝，针对闭环产品上的每一节点，从其零件域

ＰＤＯＭ中随机选取一个零部件构成分析域犇ａ，则每个零部件对客户的需求，应满足的权重评价为

犲犻，犼 ＝ （狓犻，犼，狔犻，犼）．

上式中：狓犻，犼为犇ａ中第犼个零部件对客户需求满足权重的正向评价；狔犻，犼为犇ａ中第犼个零部件对客户需

求满足权重的负向评价．

用描点法将（狓犻，犼，狔犻，犼）在２维坐标图中标出．其中，横坐标为零部件对客户需求的满足水平，纵坐标

为零部件对客户需求的不满足水平．满足客户需求的零部件（狓犻，犼，狔犻，犼）应落在第１象限中，且横纵坐标

均在０～１的范围内；否则，将其满足水平设置为０，表示该零部件对该产品是否满足客户需求无影响，

可在产品配置过程中不采用该零部件，或依据其他约束条件对其进行配置．对于落在第１象限中的零部

件（狓犻，犼，狔犻，犼），计算距｜犲犻，犼｜＝ 狓２犻，犼＋狔
２
犻，槡 犼．其中，｜犲犻，犼｜的数值越大，说明该零部件在求解满足客户需求问

题中的权重越大．

设某闭环产品共有狀个环上零件，第狀个零部件的｜犲犻，犼｜数值最大，则将零部件狀作为求解产品配

置方案的起点，沿约束指向方向进行产品配置问题的求解，并利用指向零部件狀的约束，对求解进行反

向验证，最终将产品配置过程转化为树状求解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Ｋａｎｏ模型的闭环产品配置求解问题转化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ａｎｏｍｏｄｅｌ

３　面向约束的产品模块规划

产品各零部件之间存在几何约束或功能约束［１３］，ＤＳＭ可用于描述不同零部件之间的约束关系，利

用ＤＳＭ聚类算法，形成若干满足约束关系的模块，组成不同的产品配置方案，再进行反向验证，将验证

成功的配置方案作为最终产品配置问题的解［１４?１５］．

利用ＤＳＭ矩阵对产品装配问题进行规划的方法可分解为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建立ＤＳＭ．ＤＳＭ为一个犿阶对称方阵，方阵的行与列均表示产品包含所有零部件的不同

待选型号．若狉犻与犮犼满足约束关系，则矩阵元素犿犻，犼＝１；否则，犿犻，犼＝０．犿犻，犼为产品零部件间约束关系的

映射．其主对角线元素均为０，最终建立的ＤＳＭ矩阵为犕＝［犿犻，犼］．其中，犻＝１，２，…，犿；犼＝１，２，…，犿．

ＤＳＭ的建立与聚类，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为一个根据４种类型共有９个零部件建立的ＤＳＭ．

步骤２　ＤＳＭ的聚类．采用文献［１６?１８］中提出的聚类算法对ＤＳＭ进行聚类，对ＤＳＭ 的聚类方法

主要依靠矩阵的行列变换，包括以下４个程序．

１）独立元素的识别与分离．检查ＤＳＭ矩阵，独立元素与其他行列元素没有任何联系，其所在行与

列内没有元素，可将其移动至矩阵末尾处．

２）行列变换．对ＤＳＭ矩阵执行行列变换，使ＤＳＭ中的非零单元格尽可能地靠近对角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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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聚类划分．选择下三角矩阵中高度最高的矩形空白区域，以空白区域右上角定点为交叉点画直

角坐标系，将ＤＳＭ划分为４个象限．如果坐标系狔轴右侧有被狓 轴截断的列，则选择下三角矩阵中高

度次之的矩形空白区域重新执行本程序；如果狔轴右侧区域不存在被狓轴截断的列，则将第２象限与第

４象限中的区域划分为２个子类．

４）针对第４象限中的子类，循环执行程序３），直到狓轴与矩阵下边界重合．

经过上述聚类算法，可得到对角化的ＤＳＭ聚类矩阵，如图３（ｂ）所示．

步骤３　ＤＳＭ的解读．产品配置问题的解犕犻存在于ＤＳＭ 聚类后所生成的子模块中．以聚类矩阵

犕Ｃ 为例，它的２个子模块分别包含ｄ１→ｃ２→ｂ１→ａ１和ａ３→ｂ２→ｃ１→ｄ２这２个可能的解．

　（ａ）犕ｄｉａｇ　　　　　　　　　 　　　　　　　　　（ｂ）犕Ｃ

图３　ＤＳＭ的建立与聚类

Ｆｉｇ．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ＤＳＭ

４　实例分析

民用无人机一般由机架、电机、电调、桨叶、飞控、全球定位系统、遥控器、电池等主要部件组成，功能

模块包括云台、摄像机、水箱等，附加配件包括脚架、桨叶保护罩等，连接紧固件包括螺钉、连接线、插头

等．民用无人机核心零部件之间的约束关系，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民用无人机属于闭环产品．

某用户需要配置一架４轴无人机，通过市场调研得到常见无人机的配置零部件种类，并由Ｋａｎｏ模

图４　民用无人机核心零部件之间的约束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ｍｏｎｇｃｏｒ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ｄｒｏｎｅｓ

型计算出各零部件的权重指数ρ，如表２所示．

表２　无人机各零部件权重指数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ｓｃａｌｅｏｆｄｒｏｎｅｓｐａｒｔｓ

零部件
名称

ρ（正向评
价标度）

ρ（负向评
价标度） ρ

轴机架 ０．５ １．０ １．５

６轴机架 －１．０ －０．５ －１．５

锂电池 ０ ０．５ ０．５

普通电机 －１．０ ０ －１．０

无刷电机 ０ ０．５ ０．５

桨叶 ０ ０．５ ０．５

由表２可知：该无人机配置问题排斥６轴机架及普通电机；其余零部件中，４轴机架权重指数最高．

因此，在配置问题求解过程中，应以４轴机架作为起点，沿约束方向，即机架（Ｒ）→电池（Ｂ）→电调（Ｃ）→

电机（Ｍ）→桨叶（Ｐ）方向进行配置，而桨叶对机架的约束则被转换为反向验证约束，用于确定配置方案

的合理性．

以市场上各种类零部件的常见型号与约束关系建立ＤＳＭ 矩阵，如图５所示．通过产品聚类方法对

矩阵犕Ｐ 进行聚类，得到产品配置模块聚类矩阵犕Ｃ，如图６所示．

　　以３种不同的机架为起点，对聚类矩阵犕Ｃ 进行解读，依据３个不同的聚类子块得到４条约束路径

规划，如图７所示．

根据路径规划得到的４种产品配置方案，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犐为电流；犝 为电压．由于机架与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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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产品ＤＳＭ?犕Ｐ　　　　　　　　　　　　　　　　图６　产品配置聚类矩阵?犕Ｃ

　　　　Ｆｉｇ．５　ＤＳＭ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犕Ｐ　　　　　　　　Ｆｉｇ．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犕Ｃ

图７　零件约束路径规划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ｔｒａｉｌａｍｏｎｇｐａｒｔｓ

叶之间存在几何约束，即机架两相邻悬臂之间的距离不能小于桨叶长度，通过对这４种配置方案进行反

向验证，得到各配置方案均可满足机架与桨叶之间的几何约束要求．

表３　产品配置方案

Ｔａｂ．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配置方案 机架型号 电池型号 犐（电调）／Ａ 犝（电机）／ｋＶ 桨叶型号

１ Ｆ４５０ ２Ｓ ２０ ８００ １１４７

２ Ｆ４５０ ２Ｓ ２０ ９００ １０４５

３ ＺＤ５５０ ３Ｓ １２ １８００ ５０４０

４ ＥＮＺＯ２５０ ６Ｓ ３０ ３８０ １４５５

５　结束语

由于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与产品种类的急剧增多，导致产品配置的复杂度与成本急速增加．因此，提

出基于Ｋａｎｏ模型的闭环产品配置方法，对产品进行有效、快速地配置．利用Ｋａｎｏ模型解决闭环产品配

置过程中，不同零部件配置优先级的问题，对待选零部件进行初步筛选．采用ＤＳＭ 聚类对产品进行详

细配置，可快速确定产品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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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自由度机械臂运动轨迹自动

生成方法仿真与实现

余乐１，２，李庆１，２，郑力新１，２，朱建清１，２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工业智能化技术与系统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运用运动捕捉系统，结合机器人运动学方法，提出一种六自由度机械臂运动轨迹自动生成方法．首先，

在运动捕捉系统下得到人手臂末端的 Ｍａｒｋｅｒ标记点的位姿信息；然后，通过数据处理得到标记点的位姿矩

阵，并将其作为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的位姿矩阵，进而通过数据流通道将该数据传入机器人运动学仿真系统，在

仿真系统中运用代数解法求机器人运动学逆解，并进行运动学仿真．最后，将逆解求得的６个关节角度传入机

械臂本体，实现机械臂末端执行器按照运动捕捉系统下手臂末端标记点的运动轨迹而运动．仿真实验表明：该

方法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　机械臂；六自由度；运动捕捉系统；机器人运动学；运动学仿真；轨迹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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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ｒｍ；ｓｉｘ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ｏｂｏｔ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机器人的发展过程中，模仿人类运动一直是一个主要研究和实现的方向，从实现最简单的“两足

步行”到仅仅通过观察就能模仿人类动作．模仿学习
［１４］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国外，Ｒｏｓａ

ｄｏ等
［５］使用Ｋｉｎｅｃｔ捕捉人手臂动作，并提出了一种改进骨架的姿态修正算法再现手臂动作．Ｄｕｒｄｕ

等［６］提出和设计出了一个模拟人类手臂的机器人手臂，然后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分类，而机械臂执行

这些分类后的结果是实现模仿人体手臂动作．在国内，对于机器人动作模仿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于建

均等［７８］将体态感知技术与Ｎａｏ机器人结合，以机器人的模仿学习框架为指导实现机器人动作模仿，通

过ＢＰ神经网络建立模仿学习策略实现机械臂对示教行为的快速学习．陈家顺
［９］基于Ｋｉｎｅｃｔ传感器和

语音交互，提出的ＢＰ人工神经网络算法能对比较简单的动作序列进行识别，实现机器人的动作模仿．

本文提出在运动捕捉系统下得到人手臂末端的 Ｍａｒｋｅｒ标记点的位姿信息，并通过运动学反解到机器

人各关节数据，从而实现机器人仿人手臂末端轨迹的生成．

图１　ＯｐｔｉＴｒａｃｋ运动捕捉系统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Ｔｒａｃｋ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　运动捕捉系统

采用的ＯｐｔｉＴｒａｃｋ运动捕捉系统具有红外影像追踪技

术，能对人体和目标物的三维运动进行分析和重建，支持物

体的六自由度数据实时和离线处理，如图１所示．

系统的主要部件是内置现场可编程门阵列（ＦＰＧＡ）处

理芯片的智能摄像机，采用８５０ｎｍ红外感光互补金属氧化

物半导体（ＣＭＯＳ），分辨率有３０万，１３０万，１７０万和４１０万等４个像素级别，能实时跟踪高速运动物体

的轨迹，定位精度高达０．１ｍｍ．系统配还备一些特制并能识别和处理的标记点，通过标记点的红外成

像，实时获取标记点在空间中的位置，当相机帧率够高，就能得到该点的运动轨迹［１０］．

图２　ＳＡ１４００型机器人

各关节运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ＳＡ１４００ｒｏｂｏｔｊｏｉｎｔｓ

２　六自由度机械臂逆解求解

采用Ｄ?Ｈ坐标对上海新时达ＳＡ１４００型六自由度机器人（机

械臂）建立运动学模型，其参数如表１所示．图２为六自由度机器人

（机械臂）的结构示意图．

表１　ＳＡ１４００型机器人Ｄ?Ｈ坐标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Ａ１４００ｒｏｂｏｔＤ?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连杆犻 α犻／（°） 犪犻／ｍｍ 犱犻／ｍｍ θ犻／（°） 变量范围／（°）

１ －９０ １８０ ４１５ －θ１ －１６０～１６０

２ ０ ５９０ ０ θ２－９０ －８０～１４５

３ －９０ １１５ ０ θ３ －１９０～６５

４ ９０ ０ ６２５ －θ４ －１６５～１６５

５ －９０ ０ ０ θ５ －１１５～１１５

６ ０ ０ ９８ －θ６ －３６０～３６０

　　相邻连杆犻－１相对于连杆犻的变换矩阵为

犃犻 ＝犚（狕，θ犻）犜（０，０，犱犻）犜（α犻，０，０）犚（狓，α犻）＝

　　

ｃｏｓθ犻 －ｓｉｎθ犻·ｃｏｓα犻 ｓｉｎθ犻·ｓｉｎα犻 犪犻·ｃｏｓθ犻

ｓｉｎθ犻 ｃｏｓθ犻·ｃｏｓα犻 －ｃｏｓθ犻·ｓｉｎα犻 －犪犻·ｓｉｎθ犻

０ ｓｉｎα犻 ｃｏｓα犻 犱犻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１）

　　末端执行器的位姿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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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６ ＝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５犃６ ＝

狀狓 狅狓 犪狓 狆狓

狀狔 狅狔 犪狔 狆狔

狀狕 狅狕 犪狕 狆狕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２）

　　对于六自由度机器人而言，运动学反解非常复杂，一般没有封闭解．ＳＡ１４００型机械臂３个相邻关

节４，５，６轴线交于一点，满足三轴相交的皮贝尔解法
［１１］，因此可以使用皮贝尔方法解出它的封闭解．机

械臂的运动学逆解封闭解可以通过代数解和几何解得到．文中采用代数解求机械臂运动学逆解，其逆解

方程为犃３犃４犃５＝犃
－１
２ 犃

－１
１ 犜犃

－１
６

［１２］．假设该等式左右两边矩阵乘积为犃＝犅，并分别令等式左右两边相关

项元素相等，则θ犻存在如下多解的情况．

情况１　 令犃（３，４）＝犅（３，４），由此可计算得到

θ１ ＝ＡＴＡＮ２［－（狆狔－犱６犪狔），狆狓－犱６犪狓］．

　　情况２　令犃（２，４）＝犅（２，４）及犃（１，４）＝犅（１，４），可计算得到

θ２ ＝－ＡＴＡＮ２（狌，狏）＋ＡＴＡＮ２（狑，± 狏２＋狌
２
－狑槡

２）．

其中：狌＝犪１＋ｃｏｓθ１·（犪狓犱６－狆狓）＋ｓｉｎθ１·（狆狔－犪狔犱６）；狏＝犪狕犱６＋犱１－狆狕；狑＝ｃｏｓθ２·狏＋ｓｉｎθ２·狌．

情况３　由情况２可得到

ｓｉｎθ３ ＝－（犿犱４－狀犪３）／（犪
２
３＋犱

２
４），　　ｃｏｓθ３ ＝ （犿犪３＋狀犱４）／（犪

２
３＋犱

２
４）．

其中：犿＝－犪２－狏ｃｏｓθ２－狌ｓｉｎθ２；狀＝－狌ｃｏｓθ２＋狏ｓｉｎθ２．则有θ３＝ＡＴＡＮ２（ｓｉｎθ３，ｃｏｓθ３）．

情况４　令犃（２，３）＝犅（２，３）及犃（１，３）＝犅（１，３），则有

ｃｏｓθ５ ＝ （犪狓ｃｏｓθ１－犪狔ｓｉｎθ１）ｃｏｓ（θ２＋θ３）－犪狕ｓｉｎ（θ２＋θ３）．

进一步可得到θ５＝ａｒｃｃｏｓ（ｃｏｓθ５）．

情况５　令犃（３，３）＝犅（３，３），可以得到

ｓｉｎθ４ ＝－（犪狓ｓｉｎθ１＋犪狔ｃｏｓθ１）／ｓｉｎθ５．

进一步可得到θ４＝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θ４）．

情况６　令犃（３，２）＝犅（３，２），可以得到

（狅狓ｓｉｎθ１＋狅狔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６－（狀狓ｓｉｎθ１＋狀狔ｃｏｓθ１）ｓｉｎθ６ ＝－ｃｏｓθ４．

　　令犕＝狅狓ｓｉｎθ１＋狅狔ｃｏｓθ１，犖＝狀狓ｓｉｎθ１＋狀狔ｃｏｓθ１，则有

θ６ ＝２ａｒｃｔａｎ２（（－犖± 犖２＋犕
２
－犮

２
θ槡 ４
）／犕－ｃｏｓθ４）．

　　对于θ犻存在多解的情况，首先，根据表１中关节变量范围进行取舍，选择在关节变量范围的角度作

为关节解．如果两个解θ犻均满足在关节变量范围内，则分别计算这两个解与当前角度值的欧氏距离，取

其中欧氏距离最小时的θ犻为最优解．

３　数据处理及传输实现

３．１　数据处理

ＯｐｔｉＴｒａｃｋ运动捕捉系统下实时六自由度数据流的数据结构为｛犡，犢，犣；Ｙａｗ，Ｒｏｌｌ，Ｐｉｔｃｈ｝，其中：

犡犢犣为轴坐标；Ｙａｗ为偏航角；Ｒｏｌｌ为横摇角；Ｐｉｔｃｈ为俯仰角；后３者一组被称为欧拉角
［１３?１４］．数据处

理过程即为这６个数据转换为机器人关节空间的过程．

由于运动捕捉系统中标记点 Ｍａｒｋｅｒ位姿涉及到 Ｙａｗ（β），Ｒｏｌｌ（α），Ｐｉｔｃｈ（γ）３个角度，所以对

Ｍａｒｋｅｒ姿态描述采用的是犣?犢?犡欧拉角表示法，即用一个绕狕轴旋转α角，再绕新的狔轴（狔′）旋转β
角，最后绕新的狓轴（狓″）旋转γ角来描述任何可能的姿态

［１４］．欧拉变换Ｅｕｌｅｒ（α，β，γ）可由３个旋转矩

阵相乘求得，即

Ｅｕｌｅｒ（α，β，γ）＝犚（狕，α）犚（狔，β）犚（狓，γ）＝

ｃｏｓα·ｃｏｓβ ｃｏｓα·ｓｉｎβ·ｓｉｎγ－ｓｉｎα·ｃｏｓγ ｃｏｓα·ｓｉｎβ·ｃｏｓγ＋ｓｉｎα·ｓｉｎγ ０

ｓｉｎα·ｃｏｓβ ｓｉｎα·ｓｉｎβ·ｓｉｎγ＋ｃｏｓα·ｃｏｓγ ｓｉｎα·ｓｉｎβ·ｃｏｓγ－ｃｏｓα·ｓｉｎγ ０

－ｓｉｎβ ｃｏｓβ·ｓｉｎγ ｃｏｓβ·ｃｏｓγ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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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已知 Ｍａｒｋｅｒ的运动姿态后，它在基系中的位姿矩阵就可以通过左乘一个对应的位置矢量狆

的平移变换得到，即

犜＝

１ ０ ０ 狆狓

０ １ ０ 狆狔

０ ０ １ 狆狕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Ｅｕｌｅｒ（α，β，γ）＝

狀狓 狅狓 犪狓 狆狓

狀狔 狅狔 犪狔 狆狔

狀狕 狅狕 犪狕 狆狕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４）

　　当得到 Ｍａｒｋｅｒ的位姿后，通过机器人运动学逆解得到６个关节角度；然后，通过运动学正解得到

末端执行器位姿犜６．通过机器人控制器的控制，机器人末端即可按照 Ｍａｒｋｅｒ的运动轨迹而运动．

３．２　数据传输的实现

ＯｐｔｉＴｒａｃｋ运动捕捉系统与ＳＡ１４００型机器人系统是不同公司的产品，是完全独立的．因此，需要

搭建一个平台，实现两个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从而实现机械臂按照人手臂末端运动轨迹的生成．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下，工控机与ＯｐｔｉＴｒａｃｋ运动捕捉系统通过ＵＳＢ２．０接口连接，机械臂与工控机

之间通过网络连接，用Ｃ＃创建数据传送与接收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运动捕捉系统软件 Ｍｏｔｉｖｅ实时捕

捉人体手臂末端标记点信息———六自由度数据，并以软件自身作为服务器，通过 Ｍｏｔｉｖｅ配套的实时数

据流通道开发包ＮａｔＮｅｔ将数据传输到 ＭＡＴＬＡＢ程序中；然后，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进行运动学逆解求解，

以及三维运动学仿真，得到的运动学逆解通过以太网ＴＣＰ／ＩＰ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在客户端接收后，通

过服务器传送到机械臂运动控制器，从而通过机械臂ＡＰＩ接口驱动机械臂各个关节的运动．如果关节

角度超过机械臂运动关节角度范围，关节角度将保持与上一时刻未超标关节数据一致，避免机械臂运行

卡死情况．系统数据传输过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数据传输图

Ｆｉｇ．３　Ｓｙｓｔｅｍ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ｔ

４　实验仿真及结果

为了实现机器人根据人体手部的运动生成运动轨迹的过程，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手部拿着 Ｍａｒｋ

ｅｒ标记点在运动捕捉系统下运动，运动捕捉系统实时捕捉手部标记点的数据．经过数据处理和传输后，

在机器人端轨迹再现．在数据传入机器人控制器前需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进行仿真．其目的是为了更直观地显

示机器人是否运动异常及各关节是否异常．在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环境下，机器人末端的轨迹再现，机器人末端

会按照运动捕捉系统下标记点的运动轨迹运动，如图４所示．

（ａ）动作捕捉位置图　　　　　　　　　　　　　　　（ｂ）机器人位置图

图４　运动捕捉系统与机器人系统运动轨迹仿真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由图４可知：在仿真系统下，机器人末端能够实时按照运动捕捉系统下标记的运动轨迹而跟随运

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系统的结合是可行的．

在实际操作中，记录运动捕捉系统下 Ｍａｒｋｅｒ点位置信息与同时刻机器人系统下末端执行器的位

８５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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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息，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运动捕捉系统下的数据是基本可以准确传输到机器人系统下，经多次

实验验证在实际操作中机器人末端能按照运动捕捉系统下的 Ｍａｒｋｅｒ点的运动轨迹而运动．

表２　Ｍａｒｋｅｒ点位置坐标与同时刻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位置坐标

Ｔａｂ．２　Ｍａｒｋｅｒ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ｅ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ａｔ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Ｍａｒｋｅｒ点位置／ｍｍ

犡　　　 　　　　犢　　　 　　　　犣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世界坐标／ｍｍ

犡　　　 　　　　犢　　　 　　　　犣

－７２６ １０６８ ４２１ －７２７ １０６８ ４２１

－８１８ １０６７ ４５８ －８１８ １０６７ ４５８

－６００ １０６７ －１０１ －６００ １０６７ －１０１

－６４０ １０３２ －５０ －６４０ １０３２ －５０

－７１３ １０２５ －１２４ －７１３ １０２５ －１２４

５　结束语

将运动捕捉系统与机器人结合作为一种人机交互方式，使用运动捕捉系统下的 Ｍａｒｋｅｒ点的位姿

信息通过数据处理得到了机器人关节数据，建立了服务器和客户端，实现了端到端的数据传输．经过实

验仿真，能够实现机器人按照 Ｍａｒｋｅｒ点的运动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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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犘犛犑加固犜形犚犆梁钢板箍

有效预应力的计算方法

王超１，刘阳１，２，陈海１，郭子雄１，２，陈大?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结构工程与防灾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确定不同加固阶段预应力钢板箍（ＰＳＪ）的有效预应力计算方法，对加固过程中和加固之后ＰＳＪ的

实际应变进行监测．通过对原型试件加固过程的监测，提出螺栓预紧扭矩和ＰＳＪ有效应变之间的关系．对１０

个加固后的ＰＳＪ进行２００ｈ的应变监测，研究不同预应力水平下ＰＳＪ应变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预应力水平较低时，ＰＳＪ有效应力随时间有一定波动，预应力未出现明显衰减；预应力水平较高时，ＰＳＪ有效

预应力随时间衰减，最大衰减比为３５％．

关键词：　预应力钢板箍；Ｔ形梁；有效预应力；预应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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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试验研究；林于东等［２］研究了粘贴 Ｕ形钢板箍加固普通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剪性能；郭子雄等
［３］对

闭合预应力钢丝绳加固ＲＣ梁的抗剪性能开展试验研究；文献［４?６］分别考虑碳纤维增强材料（ＣＦＲＰ）

配置率和ＣＦＲＰ加固长度对ＲＣ梁抗剪承载力的影响；荀勇等
［７］对织物增强混凝土加固ＲＣ梁的斜截

面抗剪承载力展开研究．为进一步改进加固技术的效率
［８?１２］，本文提出预应力钢板箍（ＰＳＪ）加固技术，探

讨螺栓预紧扭矩和ＰＳＪ有效应变之间的关系及不同预应力水平下ＰＳＪ应变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１　钢板箍应变分布情况

试验所用钢板箍由Ｕ形箍板与端部带直螺纹的钢筋焊接而成，钢板箍的细部构造和布置，如图１

所示．ＰＳＪ由钢板箍、倒角垫片、套筒垫片与套筒组成，通过扭矩扳手旋紧套筒对钢板箍施加预应力．加

工精度与施工误差均可能造成螺杆拉力偏离箍板轴线，最终形成附加弯矩使得钢板箍截面应变非均匀

分布，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犉狋为拉力；犜为施加扭矩；狇（狓）为拉应力；犲为偏心距；

　图１　ＰＳＪ加固Ｔ形梁示意图 　图２　钢板箍受力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ｂｅａ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Ｊ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ｃｅｓ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ｏｎＰＳＪ　　

为明确钢板箍截面的应力分布情况，在钢板箍ＰＳＪ?１，ＰＳＪ?２中部沿Ｕ形箍板宽度方向等间距粘贴

７个电阻应变片．对钢板箍顶端分别施加７５，１０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Ｎ·ｍ扭矩，实时量测钢板箍截面

的应变（ε）随钢板箍宽度（犔）变化的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

　　　（ａ）ＰＳＪ?１ （ｂ）ＰＳＪ?２

图３　箍板应变沿箍板宽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ａｉｎａｌｏｎｇｊａｃｋｅｔｗｉｄｔｈｏｆＰＳＪ

由图３可知：由于钢板箍的初始缺陷，造成钢板箍安装完成后在箍板中部呈拱形，使得在预应力加

载初期，箍板和Ｔ形梁未严密贴合，造成钢板箍初始量测结果为负值；随着施加预应力水平的增加箍板

的应变也随着增大，且沿着箍板截面呈线性变化，其试验结果和理论分析相吻合．由此，取钢板箍两侧箍

板中部对称放置两个电阻应变片的平均应变代替整个箍板截面应变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２　钢板箍预应力施加试验

为明确对套筒所施加扭矩与最终有效预应力的关系，试验分为两个阶段：１）预应力施加阶段，主要

量测不同扭矩与钢板箍应变的关系；２）预应力施加完成阶段，主要监测箍板预应力随时间的发展规律．

在不同预应力水平下，进行２００ｈ的应变监测，以明确施加预应力后钢板箍预应力的损失情况．

２．１　试验概况

试验参数为套筒扭矩施加值和钢板箍预应力水平，犜 分别为６０，１２０，１８０，２４０，３００，３６０Ｎ·ｍ．其

１６３第３期　　　　　　　　　王超，等：ＰＳＪ加固Ｔ形ＲＣ梁钢板箍有效预应力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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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套筒扭矩施加值由钢板箍截面应变（ε）表示；钢板箍预应力水平由预应力度（α）表示，α为加固时，对

钢板箍张拉产生的应变与屈服应变的比值［１０］．

２．２　试验材料

钢板箍钢材力学性能指标，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犇为钢板箍厚度；犱为螺杆直径；犳ｙ为屈服强度；犳ｕ

为峰值强度；犈ｓ为初始弹性模量；εｙ为屈服应变；钢板箍采用Ｑ２３５Ｂ级普通碳素钢．

表１　钢材材料性能

Ｔａｂ．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

钢材类型 犳ｙ／ＭＰａ 犳ｕ／ＭＰａ 犈ｓ／ＴＰａ εｙ／με

钢板箍（犇＝４ｍｍ） ３１６ ４６１ ０．２０６ １５３３

螺杆（犱＝１６ｍｍ） ４５０ ５９０ ０．２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３　钢板箍安装及量测

钢板箍加固有如下３个步骤．１）ＲＣ板钻孔及梁底倒角．为防止梁底角部的局部应力集中，对梁底

角部进行倒角处理，并粘贴倒角垫片以减小局部摩擦．２）箍板就位．由梁底将钢板箍上所焊接的钢筋穿

过孔洞，并向上提升使钢板箍与梁表面贴合，在板顶放置套筒垫片，初步拧紧套筒．３）预应力施加．用两

个扭矩扳手同时旋紧同一箍板两侧的套筒，提升钢板箍以实现预应力的施加．图４为施工步骤．

（ａ）倒角处理 　　　　（ｂ）钢板箍就位

（ｃ）初步固定 　　　　（ｄ）施加预应力

图４　ＰＳＪ加固Ｔ形梁实施步骤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Ｔ?ｂｅａ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Ｊ

图５　应变测点布置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在ＰＳＪ的Ｕ形箍板每侧各对称放置２个电阻应

变片，对钢板箍预应力施加过程及预应力施加完成后，

腹板两侧箍板的竖向应变进行监测，如图５所示．试验

数据均由ＤＨ３８１６Ｎ数据采集仪记录，前２ｈ采集频率

为１次·ｓ－１，之后，２ｈ后采集频率为每３ｍｉｎ采集１

次．

２．４　施加扭矩与对应应变的关系

在钢板箍完成安装，通过数显扭矩扳手对钢板箍施加预应力．为明确对套筒所施加扭矩与等效预应

力的关系，试验采用预应力钢板箍加固技术（图１），在加固过程中对犜状态下对应的钢板箍应变（ε）进

行量测，对应关系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在不同扭矩作用下，对应的应变呈一定的离散性；随着扭矩的增加，对应应变的离散性

也随着增加，但施加扭矩与对应应变之间基本呈正相关．通过对边界离散点与全部离散点分别作线性拟

２６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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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扭矩?应变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Ｔｏｒｑｕｅ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ｓ

合，可得到εｍａｘ（犜），εｎｏｍ（犜），εｍｉｎ（犜）共３条直线，它们的

相关系数（犚２）分别为０．９４５７，０．６０１６，０．９４２９，表现出良

好的拟合相关性．各表达式分别为

εｍａｘ＝２．５０犜＋６１．２５， （１）

εｎｏｍ ＝１．９０犜－７７．１８， （２）

εｍｉｎ＝１．１８犜－１７０．３３． （３）

　　采用式（２）计算钢板箍扭矩和对应应变的关系．

３　钢板箍预应力损失监测

３．１　应变损失监测结果

以剔除异常点后的钢板箍截面平均应变作为预应力随

时间衰减的依据．钢板箍预应力施加完成后，钢板箍应变（ε）随时间（狋）衰减规律，如图７所示．图７中：

图７（ａ）为图７（ｂ）虚线区域的放大图．由图７可知：在完成预应力施加后的初期（约１０ｍｉｎ），各钢板箍应

变发生较为显著的降低，其衰减幅值约为总衰减量的４０％；在之后２００ｈ的预应力损失监测中，钢板箍

应变相对稳定，文中取预应力施加后２００ｈ的预应力度作为有效预应力度αｅ的取值．

　　（ａ）２ｈ 　　（ｂ）２００ｈ　

图７　ＰＳＪ应变?时间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ａｉｎ?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ＳＪ

钢板箍应变损失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ε０ 为钢板箍初始应变；σ０ 为钢板箍初始应力；α０ 为钢板

箍初始预应力度；σ２００为２００ｈ钢板箍的应力；α２００为２００ｈ钢板箍预应力度．预应力度衰减量Δ＝α２００－

α０，反映了２００ｈ后预应力的损失情况；预应力衰减比δ＝Δ／α０．由表２可知：预应力度平均衰减量珚Δ约

为０．０６，平均衰减比珔δ为１６．４％．

表２　预应力钢板箍应变

Ｔａｂ．２　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ＰＳＪ

试件 ε０／με σ０／ＭＰａ α０ σ２００／ＭＰａ α２００ Δ δ／％

ＰＳＪ１ ６６０ １３６ ０．４３ ９６ ０．３０ ０．１３ ３０．２

ＰＳＪ２ ６３１ １３０ ０．４１ ９７ ０．３１ ０．１０ ２４．４

ＰＳＪ３ ５６３ １１６ ０．３７ ８７ ０．２８ ０．０９ ２４．４

ＰＳＪ４ ４８５ １００ ０．３２ ９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９．４

ＰＳＪ５ ４３２ ８９ ０．２８ ６８ ０．２２ ０．０６ ２１．４

ＰＳＪ６ ３０１ ６２ ０．２０ ４０ ０．１３ ０．０７ ３５．０

ＰＳＪ７ ２８２ ５８ ０．１８ ５６ ０．１８ ０ ０

ＰＳＪ８ ２３３ ４８ ０．１５ ５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１３．３

３．２　有效预应力计算公式

综合上述，施加扭矩与钢板箍应变的关系、钢板箍应力应变关系和预应力损失规律，可推导施加扭

矩与对应有效预应力的关系．结合式（２）和ＰＳＪ预应力度的定义计算式为

α０ ＝犈·ε０／犳ｙ＝６．５２×１０
－４·（１．９０犜－７７．１８）． （４）

式（４）中：犈为钢板箍弹性模．

３６３第３期　　　　　　　　　王超，等：ＰＳＪ加固Ｔ形ＲＣ梁钢板箍有效预应力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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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初始预应力度与

预应力衰减比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结合表２数据得，各试件初始预应力度（α０）与预应力度衰

减比（δ）的关系曲线，如图８所示，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δ＝１３３．４α０－２７． （５）

　　综合式（２），（４）及（５），ＰＳＪ有效预应力度与扭矩的关系为

α犲 ＝－２．０５×１０
－６犜２＋１．７４×１０

－３犜－０．０６７． （６）

４　结论

１）施加扭矩与钢板箍截面应变分布满足线性关系，可以由

钢板箍截面上粘贴两个应变片的平均应变来代替整截面的应

变分布．

２）钢板箍在完成预应力施加的初期衰减较快，衰减量约为

总衰减量的４０％，之后，趋于平稳．

３）基于对钢板箍应变的监测，得出施加扭矩与有效预应力

度的关系式．据此式，由预应力度求其所需施加的扭矩，也可由扭矩反算其有效预应力度，实现在实际工

程中对预应力度较为便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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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剪跨比预应力活性粉末

混凝土梁抗剪承载力分析

金凌志１，王龙１，张毅１，周家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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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摘要：　为了研究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简支梁的抗剪性能，对４根不同剪跨比无粘结后张预应力活性粉末

混凝土梁展开抗剪试验研究，分析剪跨比对承载力的影响，并运用我国现行规范和塑性上限理论等公式对试

验梁的承载力计算进行适用性验证．结果表明：随着剪跨比的增大，试验梁的破坏形态由斜压破坏向剪压破坏

和斜拉破坏转化；试验梁的承载力随剪跨比的增大而减小，斜裂缝倾角也相应变小，预应力筋应力增量提升速

率加快；在Ｖｏｏ塑性上限理论公式的基础上，考虑截面尺寸的影响，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试验梁数据进行拟合，

建立的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梁抗剪承载力计算修正公式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关键词：　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梁；剪跨比；塑性上限理论；抗剪性能；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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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筋梁的抗剪性能进行研究，表明预应力变化、钢纤维种类及掺量对抗剪承载力的影响显著．美国ＦＨ

ＷＡ管理局
［２］对一根２４ｍ的预应力ＲＰＣ梁进行加载试验，证明ＲＰＣ试验梁具有良好的变形能力．陈

彬［３］对１０根预应力ＲＰＣ梁的抗剪性能进行试验，提出适用于预应力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建议公

式．王强等
［４］对１４根分别考虑剪跨比、钢纤维体积比、配箍率、配筋率及纵筋强度影响的 ＨＲＢ５００级纵

筋ＲＰＣ梁进行受剪试验，得到其抗剪承载力实测值，并基于塑性理论推导出活性粉末混凝土梁的受剪

承载力简化公式．然而，有关预应力ＲＰＣ梁抗剪性能的试验数据还相对匮乏．本文对４根预应力ＲＰＣ

简支梁进行抗剪性能试验，探究不同剪跨比下预应力ＲＰＣ梁抗剪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５］，提出预应力

ＲＰＣ简支梁抗剪承载力计算的修正公式．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

试验共设计４根无粘结后张预应力无腹筋活性粉末混凝土梁，梁长均为２６００ｍｍ，主要参数为剪

跨比，具体截面尺寸、配筋情况、测点布置及加载方式，如表１及图１所示．表１中：ρｆ为钢纤维体积比；λ

为剪跨比；ρ为纵筋率；δｋ为张拉控制力；λｐ为预应力度．

表１　试验梁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

试验梁 ρｆ／％ λ 非破坏端箍筋 纵筋 ρ／％ 预应力筋 δｋ／ｋＮ λｐ

Ｌ１ ０．７５ １．２８ Ｃ６＠２００ ２ ２５ ２．００ ２ １５．２ １５０ ０．４５

Ｌ２ ０．７５ １．７１ Ｃ６＠２００ ２ ２５ ２．００ ２ １５．２ １５０ ０．４５

Ｌ３ ０．７５ ２．００ Ｃ６＠２００ ２ ２５ ２．００ ２ １５．２ １５０ ０．４５

Ｌ４ ０．７５ ２．５７ Ｃ６＠２００ ２ ２５ ２．００ ２ １５．２ １５０ ０．４５

（ａ）配筋图 （ｂ）测点及加载方式图　　

图１　试验梁测点、配筋及加载方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ｕｎｉｔ：ｍｍ）

１．２　原材料配比

材料配比为水泥∶粗砂∶中砂∶细砂∶硅灰∶钢纤维∶减水剂∶水＝１．０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２０∶

０．３０∶０．７５∶０．０２∶０．２３．其中，钢纤维为体积比，其余为质量比．硅酸盐４２．５ＰⅡ型水泥；石英砂级配

分为粗、中、细，粗砂粒径为０．６０～１．２５ｍｍ，中砂粒径为０．３～０．６ｍｍ，细砂粒径为０．１６０～０．３１５

ｍｍ；硅灰中ＳｉＯ２ 质量分数不低于９４．７％，粒径小于０．２μｍ；钢纤维长度约为１２～１５ｍｍ，长径比为

５４．５～６８．２，表面镀铜，抗拉强度大于２０００ＭＰａ；高性能聚羧酸减水剂，减水率大于２８％；水为自来水．

表２　ＲＰＣ力学指标实测值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Ｐ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Ｐａ

力学指标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平均值

犳ｃｕ １２１．２ １２５．１ １１７．８ １２１．２ １２１．３

犳ｔ ６．１ ５．９ ５．８ ５．９ ５．９

犳ｃ １０８．５ １０５．７ １０５．７ １０８．５ １０７．１

犳ｌ １８．５ １６．６ １９．８ １８．５ １８．４

１．３　力学性能

ＲＰＣ力学性能指标参照 ＧＢ／Ｔ

５００８１－２００２《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进行实测，试块与试

验梁由同一批材料浇筑、养护．ＲＰＣ

各项力学性能指标，如表２所示．表

２中：犳ｃｕ为立方体抗压强度；犳ｔ为立

方体劈裂强度；犳ｃ为棱柱体抗压强度；犳ｌ为棱柱体抗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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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力学性能指标参照ＧＢ／Ｔ２２８－２００２《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进行实测，钢筋力学指标

实测值如下：直径为２５ｍｍ的钢筋屈服强度、极限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分别为５５５．９，７３５．７，２．０×１０５

ＭＰａ；直径为１５．２ｍｍ的钢筋极限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分别为１８６０，２．０×１０５ ＭＰａ．

１．４　加载方案

１．４．１　预应力张拉方案　试验梁的预应力度λｐ 约为０．４５，预应力张拉值为１５０ｋＮ，４根试验梁的有

效预应力均约为１２０ｋＮ．试验梁采用两端交错张拉，即先张拉一端的第一根预应力筋至设计预应力值

的２０％，锁住千斤顶持荷；然后，再张拉另一端第二根力筋到与第一根预应力筋的等值状态，张拉后停

歇１０ｍｉｎ，观测并采集数据；每级预应力值约３０ｋＮ，逐级增大，直到张拉力达到１５０ｋＮ，停止张拉并持

荷，进入结构加载试验阶段．

１．４．２　试验梁加载方案　试验梁加载分为预加载和正式加载两个阶段．１）预加载．预加载分三级进

行，每级荷载为理论计算开裂荷载值的２０％．然后，分三级卸载，试验梁每级预加载或卸载后均持荷１０

ｍｉｎ．２）正式加载．每级荷载为理论计算极限荷载值的１０％，加载至约为极限荷载计算值的９０％时，每

级荷载按５％计算值进行加载，直至试验梁破坏．每级荷载加载后，均持荷１０ｍｉｎ，保证每级荷载所对应

的裂缝得到充分发展，待试验数据基本稳定后，再进行数据采集、裂缝观察、测量和记录．

表３　不同破坏形态的试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

试验梁 λ 犞ｃｒ／ｋＮ 犞ｍａｘ／ｋＮ 犞ｅｘ／ｋＮ

Ｌ１ １．２８ １９１．５８ ７４０ ５７３．５

Ｌ２ １．７１ １２４．３９ ４９３ ３４５．１

Ｌ３ ２．００ １４８．７２ ３９０ ２５３．５

Ｌ４ ２．５７ ７２．１１ ３６８ ２０２．４

１．５　试验结果

按照试验方案得出的试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中：犞ｃｒ为开裂荷载；犞ｍａｘ为极限荷载；犞ｅｘ为抗

剪承载力；Ｌ１的破坏形态为斜压型；Ｌ２～Ｌ４的破

坏形态为剪压型．

１．６　试验现象及结果分析

１．６．１　破坏特征　试验梁Ｌ１～Ｌ４破坏时的裂缝

情况，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Ｌ１剪跨比最小，承载力最高，破坏时没有出现临界主斜裂缝，而是在加

载点与支座之间产生多条近似平行的斜裂缝，形成多个受压短柱，最后加载点的混凝土有局部压碎现

象，属于斜压破坏；Ｌ２～Ｌ４均由几条裂缝互相连通形成一条临界主斜裂缝，剪压区高度逐渐减小，最后

混凝土被压碎而破坏，属于剪压破坏．Ｌ１～Ｌ４剪跨区的斜裂缝数量依次减少，而纯弯区的受弯裂缝数

量却依次增加，说明随着剪跨比的增大，试验梁的破坏形态由斜压型转为剪压型，如果继续增大还可能

转为斜拉型，甚至最后转化为受弯破坏．

（ａ）Ｌ１ （ｂ）Ｌ２

（ｃ）Ｌ３ （ｄ）Ｌ４

图２　试验梁破坏时的裂缝图

Ｆｉｇ．２　Ｃｒａ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ｂｅａｍｆａｉｌｕｒｅ

７６３第３期　　　　　　　　 金凌志，等：不同剪跨比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梁的抗剪承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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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剪跨比对承载力的影响　荷载?剪跨比（犞０?λ）曲线，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Ｌ１～Ｌ４的剪跨比

λ从１．２８增加到１．７１，２．２０，２．５７，试验梁的承载力依次为５７３．５，３４５．１，２５３．５，２０２．４ｋＮ，下降幅度分

别为３９．８％，５５．８％和６４．７％，表明剪跨比对预应力ＲＰＣ试验梁的破坏形态及抗剪承载力的影响比较

明显；特别是小剪跨比λ从１．２８增加到１．７１，承载力下降的速率最大，而后呈降低趋势．

随着剪跨比的增大，试验梁的斜裂缝倾角变小，这与文献［６］的结论一样．取ＲＰＣ梁上的单元体进

行分析，假设单元体各向匀质同性，各向极限应力等值，符合摩尔应力圆［７］原理，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犳

为单元体的合力，即摩尔圆半径，２犳＝犳１＋犳２；θ为斜裂缝与水平方向的夹角；犳１ 为单元体混凝土的主压

应力σ１；犳２ 为主拉应力σ２．单元体合力犳不变，正应力σ越大，则剪应力τ越小，当试验梁主拉应力达到

或超过ＲＰＣ抗拉极限应力时，ＲＰＣ即开裂．在集中荷载作用下，剪跨比λ＝犕／（犞犺０）．剪跨比λ越大，试

验梁所受弯矩犕 相对于剪力犞 的比重越高，单元体水平方向应力的夹角θ越小，梁的斜裂缝倾角也随

之变小，剪跨比是决定试验梁承载力和破坏形态的关键因素．

　图３　荷载?剪跨比曲线 　 图４　摩尔应力圆

Ｆｉｇ．３　Ｓｈｅ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ｈｅａｒｓｐａｎｒａｔｉｏ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４　Ｍｏｌ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ｃｉｒｃｌｅ　　

１．６．３　预应力筋应力增量　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增量间接反应试验梁受力情况的变化，根据穿心

式传感器所测得的试验数据绘制的荷载?应力增量（犞０?Δσ）曲线，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４根试验梁

的应力增量曲线均可分成两段，曲线上半段斜率较大，后半段出现明显转折点．这说明未开裂时，试验梁

基本处于弹性受力阶段，荷载由ＲＰＣ及纵筋、钢纤维、预应力筋共同承担；开裂后试验梁进入弹塑性阶

段，裂缝处的混凝土不再承担应力，与裂缝相交处的预应力筋应力增量加速增大，荷载?应力增量曲线向

横坐标偏转，曲线斜率减小．剪跨比为１．７５与２．０的Ｌ２，Ｌ３的弹塑性阶段曲线斜率变化不明显；剪跨

图５　荷载?预应力筋应力增量曲线

Ｆｉｇ．５　Ｌｏａｄ?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

比最小的Ｌ１（λ＝１．２８）弹塑性阶段曲线斜率最大，预应

力筋的应力增量最为缓慢；剪跨比最大的Ｌ４（λ＝２．５７）

弹塑性阶段的曲线斜率最小，即预应力筋的应力增量提

升速率最快．对比弹塑性阶段Ｌ１～Ｌ４预应力筋的应力

增量曲线斜率，可知剪跨比越大，试验梁预应力筋的应

力增量值增加越快．

２　预应力犚犘犆梁受剪承载力计算分析

２．１　基于我国规范公式的受剪承载力计算

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并没有给

出无腹筋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而是在有腹筋混凝土梁中才考虑增设

预应力项，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公式为

犞ｐ＝０．０５犖ｐ，０． （１）

式（１）中：犞ｐ为预应力对构件受剪承载力的贡献；犖ｐ，０为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相预应力为零的预加力．

文中预应力ＲＰＣ抗剪承载力的计算，暂且沿用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公式进

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犞ｃｓ为混凝土项受剪承载力理论计算值；犞ｃａｌ为混凝土项与预应力

项叠加的受剪承载力理论计算值；犞ｅｘ为试验实测抗剪承载力值．

　　由表４可知：试验梁的抗剪承载力实测值均高于公式的理论计算值，而且剪跨比λ越小，其差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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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国标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

试验梁 λ 犞ｃｓ／ＭＰａ 犞ｐ／ＭＰａ 犞ｃａｌ／ｋＮ 犞ｅｘ／ｋＮ 犞ｅｘ／犞ｃａｌ

Ｌ１ １．２８ １０１．３２ １５．５１ １１６．８３ ５７３．５ ４．９０９

Ｌ２ １．７１ ９３．５０ １５．５１ １０９．０１ ３４５．１ ３．１６６

Ｌ３ ２．００ ８４．３９ １５．５１ ９９．９０ ２５３．５ ２．５３８

Ｌ４ ２．５７ ７０．９２ １５．５１ ８６．４３ ２０２．４ ２．３４２

平均值 － － － － － ３．２０３

均方差 － － － － － １．１６８

变异系数 － － － － － ０．３６５

明显，最大达４．９１倍，均值为３．２０倍，说明我国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公式并不适用于预应力ＲＰＣ

简支梁抗剪承载力的计算，严重低估了预应力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预应力和ＲＰＣ的优越性能无法得

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有以下２点．１）从ＲＰＣ的材料组成着眼，由于去粗骨料，消除了水泥石和粗骨料之

间交互面上的原始微裂纹；而硅微粉、硅灰等活性材料可以降低水化热，改善混凝土的抗温差开裂性能，

使孔隙细化提高强度；采用加热养护和加压方式，充分改善ＲＰＣ凝结后的微观结构，使其微观结构极其

致密，进一步提升强度；在ＲＰＣ中掺有一定量钢纤维，钢纤维的“桥架”作用对试验梁承载力的贡献不容

忽视．２）从预应力项分析，文献［３］研究表明，预应力对抗剪承载力的贡献随剪跨比的增大而减小，而我

国规范公式仅考虑５％的预应力对承载力的影响，显然偏低．

２．２　基于塑性上限理论受剪承载力公式修正

Ｖｏｏ等
［８］根据塑性上限理论，以裂缝滑移模型为基础，认为梁的最薄弱截面上出现首批裂缝时，裂

缝截面处的混凝土应力为０，全部拉应力转由钢筋承担，钢筋应力突增，裂缝两侧的ＲＰＣ发生相对滑

移．设试验梁开裂时，所对应的斜裂缝水平投影长度为极限承载力对应的斜裂缝水平投影长度，提出了

ＲＰＣ无腹筋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公式，即

犞ｕ＝１／２犳ｃｕ犫犺（１＋（狓／犺）槡
２
－狓／犺）． （２）

表５　塑性上限理论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ａｐ

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试验梁 犞ｕ／ｋＮ 犞ｅｘ／ｋＮ 犞ｕ／犞ｅｘ

Ｌ１ １７９７．６９ ５７３．５ ３．１３

Ｌ２ １５３８．８７ ３４５．１ ４．４６

Ｌ３ １４９７．２１ ２５３．５ ５．９１

Ｌ４ １２１３．５１ ２０２．４ ５．９９

平均值 － － ４．８７

均方差 － － １．１６

变异系数 － － ０．２３８

式（２）中：犳ｃｕ为混凝土抗压强度；犫为梁宽度；犺为梁高

度；狓为斜裂缝在水平方向的投影长度；犞ｕ 为梁的抗剪

承载力．

文献［９］已证实式（２）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适用

性．将４根ＲＰＣ预应力试验梁的斜裂缝水平投影长度代

入式（２），计算出对应的极限承载力，其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极限承载力计算值犞ｕ 与试验实测值犞ｅｘ并

不接近，几乎大了４倍多，二者的比值随剪跨比的改变呈

现非线性变化，说明式（２）不能较好地反应ＲＰＣ预应力

试验梁的承载力．究其原因，主要与ＲＰＣ超高的强度和

梁的截面尺寸有关，截面尺寸对混凝土梁的抗剪承载力影响显著，而式（２）一般适用于犺／犫为３．３３左右

较大的深梁［１０］，需考虑截面尺寸对承载力的影响．为找出修正系数ζ的参考值，将４根试验梁实测得到

的数据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拟合，可得

ζ＝
０．１０８

１＋（犪／犺）
２
－犪／（２犺）

． （３）

式（３）中：ζ为截面尺寸的影响系数．由于４根梁数据偏少，有待以后进一步验证．将式（３）代入式（２），有

犞ｕ＝
０．１０８犳ｃｕ犫犺

１＋（犪／犺）
２
－犪／（２犺）

． （４）

２．３　受剪承载力修正公式验证

徐海宾等［１１］对６根后张法预应力超高性能钢纤维混凝土梁的受弯性能进行试验，变化参数包括非

预应力纵筋强度等级、配筋率、张拉控制应力、预应力度及试验梁尺寸等．修正公式计算值与文献［１１］试

验值的对比，如表６所示．表６中：犪为剪跨长；犞ｕ，１为有关参数代入进行验算的计算值；犞ｅｘ，１为试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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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修正公式计算值与文献［１１］试验值对比

Ｔａｂ．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１］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

试验梁 犪／ｍｍ 犞ｕ，１／ｋＮ 犞ｅｘ，１／ｋＮ 犞ｅｘ，１／犞ｕ，１

Ｂ１ １０５ ４８３．９３１ ４０７ ０．８４１

Ｂ２ １０５ ４８３．９３１ ５４０ １．１１６

Ｂ３ １０５ ４９２．４１１ ５５９ １．１３５

Ｂ４ １０５ ４９２．４１１ ４９９ １．０１３

Ｂ５ １０５ ４７５．６６０ ５２１ １．０９５

Ｂ６ １０５ ４７５．６６０ ４６５ ０．９７８

平均值 － － － １．０３０

均方差 － － － ０．１０１

变异系数 － － － ０．０９８

　　分析表６中的计算值与试验值可知：计算值

与试验值比值的均值为１．０３，均方差为０．１０１，

变异系数为０．０９８，表明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度

较高，可见式（４）对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梁抗

剪承载力的计算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３　结论

１）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梁一样，剪跨比对预

应力ＲＰＣ试验梁承载力的影响较大，随着剪跨

比的增大，试验梁所受弯矩犕 相对于剪力犞 的

比重增加，破坏形态由斜压破坏向剪压破坏过

渡，极限承载力随之下降，斜裂缝倾角相应减小．

２）试验梁的荷载?预应力筋应力增量曲线可分为弹性和弹塑性两个阶段，开裂前，试验梁处于弹性

受力阶段，荷载?应力增量曲线呈线性增长；开裂后，试验梁进入弹塑性阶段，预应力筋应力增量加快，荷

载?应力增量曲线向横坐标偏转，曲线斜率减少，且剪跨比越大，预应力筋应力增量的提升速率越快．

３）由于ＲＰＣ材料的超高性能，我国现行混凝土设计规范公式不能直接运用于预应力ＲＰＣ梁抗剪

承载力的计算，澳大利亚学者Ｖｏｏ基于塑性上限理论的计算公式针对高宽比较大的深梁而构建，也不

适应于普通预应力ＲＰＣ梁抗剪承载力的计算．文中在Ｖｏｏ公式的基础上，考虑截面尺寸对承载力的影

响，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试验梁数据进行拟合，建立了预应力活性粉末混凝土梁抗剪承载力计算的修正公

式，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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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正截面

偏心受压承载力分析

余文茂，曾志兴，林强，刘祥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在８根偏心受压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箍筋的拱作用原理和方钢管混凝

土承载力的计算方法，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偏心受压柱承载力计算的相关公式，提出钢板笼约束混凝

土组合柱偏心受压情况下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可采用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提供的方法计算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偏心受压承载力，理论计算结果和试验数据吻

合地较好．

关键词：　钢板笼混凝土；偏心受压；组合柱；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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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ｎｓｕｎｄｅｒ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ｄｅ，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Ｃ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ｕｎｄｅｒ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ＣＳ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ｉｌｌｅｄｓｑｕａｒｅ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ｇｒｅｅ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ｌｏａ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钢板笼混凝土结构是一种新型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
［１］，它以钢板笼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

钢筋笼，增强了对混凝土的横向约束作用．Ｓｈａｍｓａｉ等
［２?４］提出钢板笼系统，通过６根钢板笼约束混凝土

缩尺短柱和１６根钢板笼混凝土方柱的轴压试验，证明钢板笼约束混凝土柱比普通钢筋混凝土柱有更好

的抗压承载力、延性和耗能能力．曾志兴课题组完成了４根钢板笼短柱的轴压试验，并与普通的混凝土

短柱进行对比，研究配箍特征值对钢板笼混凝土柱承载力的影响，提出钢板笼混凝土的约束应力公

式［５］．本文在８根偏心受压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偏心受压试验的基础上，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进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０１

　通信作者：　曾志兴（１９６７），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混凝土结构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ｉｘｉ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５７２１３１）；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Ｊ０１０９５）；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ＪＢＺＲ１１２１）；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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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提出钢板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的横向约束作用模型和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大、小偏心受

压情况下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

１　钢板笼混凝土约束模型

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在钢板箍的横向约束作用下，核心区混凝土受力情况与方钢管混凝土相似，处

于三向受力状态，核心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提高．

１．１　钢管约束核心混凝土抗压强度

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柱截面核心区域混凝土的强度采用 Ｍａｎｄｅｒ模型建议的公式计算
［６］，即

犳′ｃｃ＝犳ｃｏ（－１．２５４ １＋７．９４犳′ｌ／犳槡 ｃｏ－２犳′ｌ／犳ｃｏ）． （１）

式（１）中：犳′ｃｃ为约束混凝土抗压强度；犳ｃｏ为无侧压混凝土强度；犳′ｌ为有效侧向约束应力，犳′ｌ＝犳ｌ×犽ｅ，犳ｌ

图１　计算简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为钢板箍提供的侧向约束应力，犽ｅ为约束系数，主要受钢板箍约束

形式的影响．

１．２　钢板笼约束作用下有效侧向约束应力

１．２．１　钢板箍提供的侧向约束应力　假设钢板笼对核心混凝土

的约束应力沿钢板壁均匀分布，将钢板笼约束混凝土柱沿纵向切

开，以钢板笼为对象进行分析，如图１所示．钢板箍作用下核心混

凝土的平均侧向应力为

σ＝２犳１／（（犫２－２狋）狊）． （２）

式（２）中：σ为钢板箍对核心混凝土的平均侧向应力；犳１ 为钢板箍

的环向拉应力，犳１＝犃ｓｖ犳ｙｖ，犳ｙｖ为钢板的屈服强度，犃ｓｖ为钢板笼切开后沿竖向的截面面积；狋为钢板的厚

度；狊为钢板笼竖向的间距；犫２ 为钢板笼的边长．

钢板箍提供的侧向约束应力为

σ＝２犳ｙｖ犃ｓｖ／（（犫２－２狋）狊）． （３）

结合箍筋配箍特征值的计算方法，有

λｖ＝４犳ｙｖ犃ｓｖ犫２／（狊犫
２
１犳ｃ）． （４）

结合式（３），（４），钢板笼提供的侧向约束应力为

σ＝λｖ犫
２
１犳ｃ／（２犫２（犫２－２狋））． （５）

式（５）中：犫１ 为柱的边长．

１．２．２　约束系数　梁扬滨等
［７］提出对于钢板箍约束系数犽ｅ，主要考虑钢板箍形式影响系数α狀 和钢板

箍间距影响系数αｓ，即

犽ｅ＝α狀×αｓ． （６）

张正国［８］对方形钢管混凝土柱承载力机理进行分析，得出方形钢管混凝土柱中钢板对混凝土约束

图２　方钢管对混凝土平面约束

Ｆｉｇ．２　Ｓｑｕａｒｅｔｕｂｅｐｌａｎ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同样存在有效区和薄弱区．因此，在钢板箍约束形式下，钢板箍形式影响

系数α狀 可取有效约束核心混凝土面积犃ｅｎ与核心混凝土截面面积犃ｘｖ的

比值．

采用周绪红等［９］提出的方钢管混凝土核心混凝土的约束模型，约束

模型如图２所示．图２中：核心混凝土距角部０．１犱范围内为有效约束

区；边缘０．８犱范围内为非约束区，非约束区的抛物线为１／４圆弧．

结合钢板箍的开孔情况，钢板箍形式影响系数为

α狀 ＝１－０．１８１狀犱
２／犫２２． （７）

式（７）中：狀为每横排开孔个数；犱为开孔尺寸．

图３为文献［１０］提出的箍筋约束混凝土的拱作用模型．由图３可

知：箍筋间距产生的约束薄弱区成抛物线分布，最高位置处于竖向两箍筋中间位置，高度为箍筋间距的

一半．对于钢板笼组合柱，纵向的混凝土弱约束区抛物线高度取钢板间距狊的１／４，即

２７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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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拱作用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ｃｔｉｏｎ

αｓ＝
犃ｅｓ
犃ｘｙ

＝ （犫ｘ－
狊
４
）（犫ｙ－

狊
４［ ］）／（犫ｘ犫ｙ）． （８）

　　有效侧向约束应力公式为

犳ｌ′＝犳ｌ×犽ｅ． （９）

由犫ｘ＝犫ｙ＝犫２，钢板笼约束作用下有效侧向约束应力为

犳ｌ′＝ （１－０．１８１
狀犱２

犫２２
） λｖ犫

２
１犳ｃ

２犫２（犫２－２狋）
（１－

狊
４犫２
）２． （１０）

１．３　偏心受压作用下侧向约束应力

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在偏心受压作用下，钢板对混凝土的

侧向约束分布不均匀，侧向约束呈梯度变化．计算过程中采用以

下方式简化计算．

１）大偏心受压时，混凝土一部分受拉，混凝土处于三向异号应力状态，降低了钢板的约束作用，故

计算时偏安全地不考虑钢板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核心区混凝土受压强度取犳ｃｃ＝犳ｃｏ．

２）小偏心受压时，李四平等
［１１］对偏心受压方钢管混凝土柱的研究提出方钢管混凝土偏压柱在受

压区也存在紧箍效应而使核心混凝土强度提高，核心混凝土的本构关系与轴压短柱相同．故钢板笼混凝

土组合柱偏心受压计算过程中，钢板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可近似取与轴压短柱相同，核心区混凝土受压

强度取犳ｃｃ＝犳′ｃｃ．

２　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偏心受压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２．１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

对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基于以下５个假定．１）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偏心受压时，符合平截面假定．

２）承载力计算中，不考虑混凝土的抗拉强度．３）钢板的应力应变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计算过程中，钢

板屈服强度取实测值２８７ＭＰａ，弹性模量犈ｓ取实测值１９０ＧＰａ．４）受压区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采用

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１２］规定的应力应变曲线．５）计算过程中，将两侧面中部的纵向

钢板强度用混凝土代替，使计算结果偏于安全．

２．２　偏心距

由于试件浇筑误差和材料的不均匀等原因，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偏心受压中不可避免产生附加偏

心距，故在计算过程中应考虑轴向压力在偏压方向存在的附加偏心距犲α．截面的初始偏心距犲ｉ＝犲０＋犲α，

附加偏心距犲α取２０ｍｍ和偏心方向截面尺寸的１／３０两者中的较大值．

２．３　二阶效应

柱的长细比较大时，即犾ｃ／犻＞３４－１２（犕１／犕２），由于柱自身挠曲变形影响，产生狆δ效应使柱中间

段弯矩增大，可能使柱中间段弯矩超过柱端控制截面弯矩．采用柱端弯矩增大考虑二阶效应的影响，即

犆ｍ ＝０．７＋０．３犕１／犕２． （１１）

由于试件在加载过程中不存在侧向荷载，故犆ｍ＝１．０．柱端弯矩为

犕 ＝犆ｍηｎｓ犕２， （１２）

ηｎｓ＝１＋
１

１３００（犕２／犖＋犲α）犺０

犾ｃ（ ）犺
２

ζｃ． （１３）

式（１３）中：ζｃ＝０．５犳ｃ犃／犖．由于式中的承载力设计值犖 未知，故ζｃ无法直接求出，计算中采用反复迭代

的方法．假设一初始的ζｃ，计算对应的承载力设计值犖１；以初始假设的ζｃ值进行后续计算，得出承载力

设计值犖，用重新计算的犖 重新计算ζｃ；再重新迭代计算犖，直到两次计算的犖 值相差很小为止．初始

ζｃ的计算可采用张育智等
［１３］提出的估算公式，即ζｃ＝０．２＋２．７犲０／犺０．

２．４　大小偏压的判断

计算中大小偏心判断与普通混凝土结构类似，由柱的界限破坏偏心距犲０，ｂ与柱的偏心距进行比较

判断．当犲≤犲０，ｂ时，试件为小偏心受压破坏；当犲＞犲０，ｂ时，试件为大偏心受压破坏．

当偏心破坏时，由柱截面上的轴力和对受拉钢板合力中心取矩的平衡，有

３７３第３期　　　　　　　　　 余文茂，等：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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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ｂ＝犳ｃｃ犫ξｂ犺０＋犳′ｙ犃′ｓ－犳ｙ犃ｓ， （１４）

犕ｂ＝犖ｂ犲０，ｂ＝０．５犳ｃｃ犫ξｂ犺０（犺－ξｂ犺０）＋０．５犳′ｙ犃′ｓ（犺－２α′ｓ）＋０．５犳ｙ犃ｓ（犺－２αｓ）， （１５）

犲０，ｂ＝
０．５犳ｃｃ犫ξｂ犺０（犺－ξｂ犺０）＋０．５犳′ｙ犃′ｓ（犺－２α′ｓ）＋０．５犳ｙ犃ｓ（犺－２αｓ）

犳ｃｃ犫ξｂ犺０＋犳′ｙ犃′ｓ－犳ｙ犃ｓ
． （１６）

界限相对受压区高度为

ξｂ＝β／（１＋犳ｙ／（εｃｕ犈ｓ））．

２．５　偏心受压柱的计算

钢板箍约束混凝土组合柱在偏心荷载作用下受力和变形情况与普通混凝土结构相似，以核心区混

凝土受压强度犳ｃｃ代替偏压柱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的犳ｃ
［１２］．

２．５．１　大偏心受压计算　大偏心受压破坏时，柱受拉区纵向钢板应力达到屈服应力犳ｙ，即

犃′ｓ＝犃ｓ，　　犳′ｙ＝犳ｙ．

由柱截面上的轴力和对受拉钢板合力中心取矩的平衡，有

犖 ＝犳ｃｃ犫犺０ξ， （１７）

犖犲＝犳ｃｃ犫犺
２
０ξ（１－０．５ξ）＋犳ｙ犃ｓ（犺０－α′ｓ）． （１８）

联立式（１７），（１８），可得承载力．

２．５．２　小偏心受压计算　小偏心受压破坏时，柱距离轴向力较远一侧的纵向钢板中应力σ狊＜ｆ狏，此时，

由柱截面上的轴力和对受拉钢板合力中心取矩的平衡，有

犖 ＝犳ｃｃ犫犺０ξ＋犳′ｙ犃′ｓ－
ξ－β１

ξｂ－β１
犳ｙ犃ｓ， （１９）

犖犲＝犳ｃｃ犫犺
２
０ξ（１－０．５ξ）＋犳ｙ犃ｓ（犺０－α′ｓ）． （２０）

联立式（１９），（２０），可得承载力．

３　模型验证

采用８根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进行试验，试件的截面尺寸均为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混凝土保护

图４　钢板笼试件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ｓｔｅｅｌｃａｇｅ

层厚度为２５ｍｍ，混凝土强度等级为Ｃ３０，钢板笼试件如图４所示．试件中，

钢板笼采用Ｑ２３５级方钢管加工而成，屈服强度犳ｙ＝２８７ＭＰａ．试件具体的

设计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犲０ 为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犾０／犺为

柱的长细比．

根据文中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试验中的８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的

偏心受压承载力，计算８个试件的极限承载力（犖ｃ），并与承载力试验值

（犖ｕ）进行对比，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犲为轴向压力作用点至钢板笼

合力点的距离．由表２可知：计算结果与８根试验柱的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试件ＰＣＳ?７由于试件开孔较大，试验中出现误差问题，计算结果与试验的承

载力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试件ＰＣＳ?４，ＰＣＳ?５，ＰＣＳ?６计算结果满足随长细

比增大，柱承载力减小的规律．

表１　试件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编号 犲０／ｍｍ 犾０／犺 纵向含钢率／％ 开孔尺寸／ｍｍ λｖ设计值

ＰＣＳ?１ ３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２ ６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３ ９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４ ６０ ４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５ ６０ ８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６ ６０ １０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７ ６０ ６ ２．０７ １６?７０?２８?７０?１６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８ ６０ ６ ３．３８ ２６?５３?４２?５３?２６ ０．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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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承载力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件编号 犳ｃｃ／ＭＰａ 犲／ｍｍ 犖ｕ／ｋＮ 犖ｃ／ｋＮ 犖ｕ／犖ｃ

ＰＣＳ?１ ３５．７０ １５０ １３９８ １３０５ １．０７１

ＰＣＳ?２ ３５．７０ １８０ １１０７ １０１２ １．０９４

ＰＣＳ?３ ２０．５６ ２１０ ７４６ ７３３ １．０１８

ＰＣＳ?４ ３５．７０ １８０ ９４７ １０１２ ０．９３６

ＰＣＳ?５ ３５．７０ １８０ ８５６ ８７４ ０．９７９

ＰＣＳ?６ ３５．７０ １８０ ９８５ ７９６ １．２３７

ＰＣＳ?７ ３５．１０ １８０ ７３８ ９３２ ０．７９２

ＰＣＳ?８ ３６．２５ １８０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２ １．００４

４　结论

１）试验结果和计算结果的对比表明：８根试件中，ＰＣＳ?３为大偏心受压破坏，其余７根试件均为小

偏心受压破坏，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计算方法可准确地判定试件的破坏形式．

２）提出钢板笼混凝土的横向约束作用模型，并以此计算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核心混凝土强度，计

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计算模型能准确地计算核心混凝土强度．

３）依据规范规定的钢筋混凝土柱大、小偏压的计算方法，分别给出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大、小偏压

两种情况下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参考文献：

［１］　ＳＨＡＭＳＡＩＭ，ＷＨＩＴＬＡＴＣＨＥ，ＳＥＺＥＮ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ｌｕｍｎｓ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１３３（１１）：

８６４?８７０．

［２］　ＳＨＡＭＳＡＩＭ，ＳＥＺＥＮＨ．Ｆａｓｔａｎｄｅａｓ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ｔｅｅ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ＡＳＣＥ，２００５：１?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４０７５４（１８３）６３．

［３］　ＳＨＡＭＳＡＩＭ．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ｅｍｂｅｒ［Ｄ］．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Ｔｈｅ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２００６．

［４］　ＳＨＡＭＳＡＩＭ，ＳＥＺＥＮ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１，４４（１）：８９?１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７／ｓ１１５２７?０１０?９６１１?ｙ．

［５］　李飞．钢板笼混凝土短柱的轴压性能试验研究［Ｄ］．厦门：华侨大学，２０１２．

［６］　ＭＡＮＤＥＲＪＢ，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ＭＪＮ，ＰＡＲＫ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８，１１４（８）：１８０７?１８２６．

［７］　梁扬滨，曾志兴，苏江林，等．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短柱轴压承载力分析［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

（５）：５７６?５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５．０５７６．

［８］　张正国．方钢管混凝土柱的机理和承载力的分析［Ｊ］．工业建筑，１９８９，１９（１１）：２?７．

［９］　周绪红，甘丹，刘界鹏，等．方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轴压实验研究与分析［Ｊ］．建筑结构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２）：６８?７４．

［１０］　ＳＨＥＩＫＨＳＡ，ＵＺＵＭＥＲ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ｉ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Ｊ］．ＡＳＣＥ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１９８２，１０８（１２）：２７０３?２７２２．

［１１］　李四平，霍达，黄玉盈，等．偏心受压方钢管混凝土柱极限承载力的计算［Ｊ］．建筑结构学报，１９９８，１９（１）：４１?５１．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１３］　张育智，何伟．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截面极限承载力影响因素研究［Ｊ］．四川建筑科学研究，２０１１，３７（６）：７０?

７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９３３．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７．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方德平）

５７３第３期　　　　　　　　　 余文茂，等：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组合柱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分析



　第３９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２　

　　　干湿盐渍耦合对夯土材料

劣化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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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取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已拆除的土楼墙体进行盐分测试，制备与原土块盐分质量分数相似且含不同

类别盐的土样试块，并在干湿循环后，进行抗压、抗剪强度试验．结果表明：土楼原土块的可溶性盐的质量分数

为０％～２％；在干湿循环后，随着含盐质量分数的增大，试样的粘聚力及抗压强度呈现下降趋势，内摩擦角则

表现出先增长后减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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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土楼作为福建客家人引为自豪的建筑形式，于２００８年７月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１］，是

福建民居中的瑰宝［２?３］．土楼是由生土夯实成块后砌筑而成的
［４］，因而，气候对福建土楼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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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降雨加上充足的阳光是福建地区普遍的气候特征之一，这使土楼处于干湿循环交替的环境中．一

方面，土楼内部的渗流场、温度场发生变化，对土楼墙体产生一定的劣化作用；另一方面，干湿循环交替

的环境会引起土楼墙体中的盐分发生反复溶解收缩，结晶膨胀的盐渍过程［５］，从而加剧土楼墙体的劣

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湿、盐渍单独作用下对土体劣化性能的影响，而干湿盐渍耦合作用对土体

劣化性能的影响研究较少，特别是在复合盐下的干湿盐渍耦合作用则更少．崔凯等
［６?８］研究了掺有硫酸

钠及氯化钠的夯土在经历干湿循环后，随着夯土试块含盐量的增加，其崩解速度延长，抗压强度降低，风

蚀速率增大．沈云霞等
［９］研究不同含量硫酸钠盐及氯化钠盐的夯土试块的抗剪强度，测得夯土试块的内

摩擦角随含盐量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文献［１０?１１］通过重塑土试验得出，在干湿循环过程中，增湿使土

体软化是降低土体强度的重要因素，而多次干湿循环会加剧土体软化而导致强度变化．Ｚｅｉｄ等
［１２］研究

地下水盐度对粘性土性质的影响，得出与纯水粘土相比，含盐粘土的塑性指数下降、固结系数增加、最佳

含水率提高、最大干密度降低，且无侧限抗压强度显著下降的结论．在环境的催化下，大量土楼存在毁灭

的可能．因此，了解干湿盐渍耦合作用的变化特点，对土楼这类文物的保护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指导意义．

基于此，本文取福建永定县原土楼墙体拆除的土块进行土样的物理性能和土的盐分测定，了解土体盐渍

劣化情况；以新土为样品，进行室内脱盐处理，模拟自然条件，对不同含盐类别和不同含盐质量分数的夯

土试块进行干湿循环，测试其抗压及抗剪强度，并对其干湿盐渍劣化效应进行分析．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干湿环境特征

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漳州市南靖县和华安县的气候资料
［１３?１４］可知：永定县、南

靖县和华安县的湿润指数分别为２．２６～２．５１，２．５１～２．９１和２．０７～２．２６，相对湿度分别为（７４．１３５±

３．０９１）％，（７１．８９１±３．１５１）％和（７１．８９１±３．１５１）％，都为湿润地区．集中降雨主要发生在３～９月，其

相对湿度达到９０％以上，但因为强烈的蒸发作用使其很快恢复到年平均湿度．在这种环境下，干湿循环

作用会使土楼墙体严重劣化．

研究的土楼地处福建西部的永定县，土楼所在地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地貌特点属于中低山丘

陵，年平均温度为２０．１℃
［１５］，年降雨量约为１４００～１８００ｍｍ，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７４．１３５±３．０９１）％．

１．２　含盐特征

选取已拆除土楼（紫气楼）的夯土土块敲碎后，用２ｍｍ的筛子过筛．取墙体的上、中、下部位各３个

试块，将３个墙体上部位土块标记为Ｘ１，Ｘ２，Ｘ３，３个墙体中部位试块标记为Ｙ１，Ｙ２，Ｙ３，３个墙体下部

位试块标记为Ｚ１，Ｚ２，Ｚ３，随机选取土楼墙体部位的１０个其他试块标记为 Ｗ１，Ｗ２，Ｗ３，Ｗ４，Ｗ５，Ｗ６，

Ｗ７，Ｗ８，Ｗ９，Ｗ１０．土样中各盐分的质量分数（狑），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各种盐的质量分数分布在

０％～２％之间；墙体上、中、下部位试块的狑水溶性盐有明显的差异，墙体下部位试块的狑水溶性盐高于上、中

部位试块；墙体的上、中、下部位试块的狑水溶性盐有递增的趋势；阴离子中，狑ＨＣＯ
－
３
相对于狑Ｃｌ－ 和狑ＳＯ

４
２－ 较

高；阳离子中，狑Ｃａ２＋最高．

表１　土样的盐分测定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ｉｎ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　

试块 狑水溶性盐 狑ＨＣＯ
－
３ 狑Ｃｌ－ 狑ＳＯ

４
２－ 狑Ｃａ２＋ 狑Ｍｇ

２＋ 狑Ｎａ＋ 狑Ｋ＋

Ｘ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Ｘ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Ｘ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６ ０．２６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Ｙ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Ｙ２ ０．７１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Ｙ３ ０．３２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Ｚ１ ０．９３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Ｚ２ １．６８０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４

Ｚ３ １．４６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Ｗ１ ０．７１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３

７７３第３期　　　　　　　　　　　曾伟龙，等：干湿盐渍耦合对夯土材料劣化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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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　

试块 狑水溶性盐 狑ＨＣＯ
－
３ 狑Ｃｌ－ 狑ＳＯ

４
２－ 狑Ｃａ２＋ 狑Ｍｇ

２＋ 狑Ｎａ＋ 狑Ｋ＋

Ｗ２ ０．３２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２

Ｗ３ １．８３３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２ １．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Ｗ４ １．５７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Ｗ５ ０．７１０ ０．１８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Ｗ６ １．２５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８

Ｗ７ ０．９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５

Ｗ８ ０．８６０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Ｗ９ １．４４１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Ｗ１０ １．１３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１．３　土的基本特征

对已拆除土楼的夯土试块进行物理性质测试，其颗粒级配如表２所示．

表２　土的颗粒级配

Ｔａｂ．２　Ｇｒａｉｎ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

试块
粒径分布范围／ｍｍ

＞２ ２～１ １．０～０．５ ０．５０～０．２５ ０．２５～０．１０ ０．１００～０．０７５０．０７５～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Ｘ ０．６６ ５．２４ ９．６７ ８．３２ １１．８９ １３．２２ ２８．７９ ２２．２１

Ｙ ０．５６ ３．７７ ６．５１ ７．５２ １１．７８ １５．９７ ２７．３９ ２６．５０

Ｚ ０．３７ ３．９３ ６．３８ １０．５９ １１．７１ １４．９７ ２９．３３ ２２．７２

　　墙体上、中、下部位试块的含水率分别为１９．１％，１７．６％，１８．９％，液限ωＬ 为３７％，塑限ωＰ 为

２２％，塑性指数犐Ｐ为１５，液性指数犐Ｌ 为－０．１９．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材料与制备

将经过充分碾碎的土样进行脱盐处理．去离子水与土样按照大于１∶５的比例进行充分浸泡，然后，

使用台式离心机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进行固液分离，测量滤液的电导率．重复进行５次，直至滤液电导率

小于３００μＳ·ｃｍ
－１，即表示已脱盐成为素土．向脱盐后的土体中加入不同种类、不同质量分数的盐．其

中，不同种类的盐分别为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ＣａＣｌ２，ＮａＳＯ４＋ＣａＣｌ２；盐的质量分数以０．４％递增，从０增加

到２％．通过前期试验得到的含水率，配置不同质量分数的盐溶液，将制备的溶液喷在素土中，搅拌均

匀，用保鲜膜密封２４ｈ，让其充分润湿．用夯土模具制备边长为７０．７ｍｍ的立方体试块，其夯实过程分

３层夯实，在室内环境下养护１５ｄ后，进行干湿循环；直剪试块则是按一层夯实，然后用环刀直接割取，

同样在室内环境下养护１５ｄ后，进行干湿循环．

考虑永定县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相对湿度，采用恒湿箱模拟试块在自然干燥与湿润交替的环境变

化过程，将试块置于温度为２０℃、湿度为１５％～９０％的变化环境中，进行干湿循环养护．每个循环阶段

分为吸湿和放湿两部分，每个循环２４ｈ，每个阶段１２ｈ，共循环３次．

２．２　方法与仪器

２．２．１　抗压强度试验　对４个不同含盐类型组和不同含盐质量分数组的立方体试件进行干湿循环后，

用万能试验机以５ｍｍ·ｍｉｎ－１的速度进行加载，并以均匀的速率将试块加载到开裂破坏．

２．２．２　直剪试验　采取快剪法，对试件进行干湿循环后，用应变控制式直剪仪进行直剪试验．对上述不

同组中的试块分别施加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Ｐａ的垂直压力，施加的剪切速率为０．８ｍｍ·ｍｉｎ－１．

土体的剪切力、粘聚力和内摩擦角的关系式为

τｆ＝犮＋σｔａｎ． （１）

式（１）中：τｆ为土的抗剪强度；σ为剪切面上的垂直应力，σ＝犘／犃，犃为试样面积；为土的内摩擦角；犮为

粘性土的粘聚力．

８７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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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块试件的剪应力及剪切位移计算式为

τ＝犓犚，　　Δ犔＝２０狀－犚． （２）

式（２）中：τ为试件所受的剪应力；犓 为测定计校正系数；Δ犔为剪切位移．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对夯土材料抗压强度的影响

经历干湿循环后，测得不同含盐质量分数、不同含盐类型试块的抗压强度变化，如图１所示．图１

中：犉ｃｕ为抗压强度；狑为盐的质量分数．由图１可知：随着夯土试块中盐质量分数的增加，４种不同含盐

图１　夯土试块抗压强度随含盐质量

分数和含盐类型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ｒａｍｍｅｄｅａｒｔｈ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ｉｔｈ

ｓａｌｔ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ｌｔｔｙｐｅ

试块的抗压强度都下降，但变化形式有所不同；当盐的质量分

数小于０．８％时，含单盐试块的抗压强度减小速率较小，当含

盐质量分数大于０．８％时，抗压强度急速下降；而复合盐试块

抗压强度减小的速率较均匀．

对比抗压强度和含盐质量分数可知：在同等质量分数下，

含ＮａＳＯ４ 试块的抗压强度低于含 ＮａＣｌ试块；随着盐质量分

数的增加，含ＮａＳＯ４ 试块的抗压强度下降速率比其他两种单

盐试块更快，这是由于在土体内部，ＮａＳＯ４ 盐受到吸湿、放湿

的作用而产生结晶，膨胀的效果更明显，晶体不断增多，从结

构内部产生的压力也就增大，所以才会出现抗压强度下降如

此快的现象；而含ＣａＣｌ２ 土样下降趋势比其他两种单盐缓，原

因可能是Ｃａ２＋与土体中的其他阴离子反应形成固体，进而成

为骨架，填充了土体的孔隙．

复合盐的抗压强度明显低于其他３种单盐，这可能是由

于复合盐中Ｃａ２＋与ＳＯ４
２－在土体里形成微溶物，经过干湿循环后，微溶物不断增多，进而使土体从内部

膨胀，抗压强度显著下降．从试块试验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随着复合盐质量分数的增多，其表面开始析出

白色晶体，这与土体干湿循环后，晶体会富聚在土体表面，造成土体盐渍劣化的情况相呼应．

３．２　对夯土材料抗剪强度的影响

粘聚力和内摩擦角作为抗剪强度的主要参数，影响着剪切强度的变化，而土体的抗剪强度又是材料

性能的主要特征指标．

经历干湿循环后，３种单盐试块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随单盐质量分数的变化，如图２所示．对比不

同单盐与复合盐试块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随盐的质量分数的变化，如图３所示．

　　　（ａ）粘聚力 （ｂ）内摩擦角

图２　３种单盐试块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随单盐质量分数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ｏｆ３ｓｉｎｇｌｅｓａｌｔｂｌ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ｓａｌｔ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粘聚力作为夯土材料结构强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它是由土颗粒之间的引力和斥力综合作用而成的．

由图２，３可知：含盐的质量分数和粘聚力之间都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不论加入哪种盐的试块，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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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粘聚力 （ｂ）内摩擦角

图３　不同单盐与复合盐试块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随盐的质量分数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ｎｇｌｅｓａｌｔ

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ｌｔｂｌ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ｓａｌｔ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粘聚力都随着盐质量分数的增加呈现出下降趋势．

土体的内摩擦角则不同于粘聚力，它的力主要来自土颗粒的表面摩擦力及颗粒间的嵌入和联锁作

用产生的咬合力．内摩擦角变化的主要因素是颗粒之间的联系，颗粒之间的滑动摩擦和咬合摩擦主导着

内摩擦角的变化．当夯土试块中盐的质量分数小于０．８％时，土体孔隙中的晶体相对较少，仅是附着在

颗粒的表面，与颗粒之间的滑动摩擦增强，从而使内摩擦角在含盐质量分数在１．２％之前有明显增大的

趋势．但随着盐的质量分数逐渐增大，再加上试块吸湿放湿的作用，土体内部的盐分出现结晶和溶解现

象，对结构产生影响，造成土体中的部分空隙扩大加深，使土颗粒之间的咬合摩擦力减小．由此表现出如

下２点规律．

１）在含ＣａＣｌ２ 盐的夯土试块中，当ＣａＣｌ２ 的质量分数小于０．８％时，试块的内摩擦力增大；当ＣａＣｌ２

的质量分数为０．８％～１．２％时，试块的内摩擦力急速减小．

２）在含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２ＳＯ４＋ＣａＣｌ２ 盐的试块中，当盐的质量分数小于１．２％时，试块的内摩擦

力增大；当盐的质量分数为１．２％～１．８％时，试块的内摩擦力急速下降．

由图２（ａ）可知：在３种单盐质量分数相同的情况下，ＮａＣｌ的粘聚力始终最低．在整个试块的干湿

过程中，氯盐因湿度的变化从而产生结晶和溶解现象，使土体的孔隙体积增大，结晶产生的压力也随之

增加，导致土体结构变得松散．由图２（ｂ）可知：３种不同单盐的夯土试块的内摩擦角都表现出先增大后

减小的趋势；当盐的质量分数小于０．８％时，含ＣａＣｌ２ 试块的内摩擦角相比其他两种单盐大，但其衰减

得更早更快．由此可见，ＣａＣｌ２ 质量分数的增加会使土样内摩擦角较早地进入衰减期．

由图３（ａ）可知：随着盐质量分数的增加，含复合盐试块的粘聚力减少的速度高于其他两种单盐；而

含ＣａＣｌ２ 单盐土体的粘聚力虽然也随盐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减少，但是其粘聚力均高于复合盐土体．在干

湿循环过程中，复合盐的阴阳离子反应是造成土体盐渍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盐的质量分数为０．４％

时，含复合盐试块的粘聚力大于其他两种单盐，说明适当地处理好土体中盐分的比例，可以很好地控制

土体盐渍劣化的进程．由图３（ｂ）可知：复合盐表面析出的晶体量超过了其他两种单盐的总和，结晶量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过多的．结晶量的初步增加造成土体滑动摩擦增长较快，且结晶对于夯土试块的破坏

也逐渐增大，所以才会出现在盐质量分数为１．２％时，复合盐的内摩擦系数急剧下降．

４　结论

１）在制备试块时，复合盐（Ｎａ２ＳＯ４＋ＣａＣｌ２）在混合初期便开始产生些许絮状微溶物；在试块养护

完后，复合盐土体表面出现泛白晶状体，并且随着复合盐质量分数的增加，晶状体越来越多．

２）干湿循环造成盐分析出的表聚性，抗压强度变化更多地取决于试样因含水量变化而发生反复地

干缩?湿胀所引起的强度变化；在复合盐中，两种单盐（Ｎａ２ＳＯ４ 和ＣａＣｌ２）在干湿循环条件下会相互反应

形成晶体，使土体内部的压力增大，导致土体变得松散，随着含盐质量分数的增加，土体盐渍劣化相对其

他两种单盐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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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盐的质量分数相同时，含ＮａＣｌ盐夯土试块的直剪破坏早于其他两种单盐试块，而含ＮａＣｌ盐

试块表现出明显的结晶膨胀的物理特性，土体反复吸水放湿产生的收缩膨胀恰恰与含ＮａＣｌ盐土体的

收缩膨胀状态相同，所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含ＮａＣｌ盐试块的粘聚力始终低于其他两种单盐试块；而

控制复合盐的质量分数可以减缓夯土的劣化；ＣａＣｌ２ 质量分数的增加会使试块摩擦力在某个质量分数

时快速下降，这是因为ＣａＣｌ２ 盐在干湿循环中产生较多的结晶，导致土体结构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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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

指标及重要度分析

赵振宇，于英姿

（华北电力大学 工程建设管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摘要：　将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分为市场感知、资源整合、网络关系、学习吸收和组织柔性５项子能力，

并建立动态能力指标体系．根据所建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确定并分析动态能力对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

影响的重要度排序，研究各动态能力指标对不同业务类型、不同营业收入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度及其差

异性和变化特点．结果表明：各类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把握动态能力的提升方向、明

确重点建设内容．

关键词：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指标体系；重要度；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７２；Ｆ７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３８２?０７　

犐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犇犲犵狉犲犲狅犳

犇狔狀犪犿犻犮犆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犻狀犵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狊

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ｙｕ，ＹＵＹｉｎｇｚ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ＣＥｓ）ａ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ｐａｒ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ｓｓｅｔｕ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ＣＥｓ．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ｏｒＩＣＥ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ｙｐｅ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ＣＥｓｗ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工程承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对外工程承包发展迅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年均增长率超过２０％．国际工程承包以动态的超强竞争为特

点，其市场环境、市场需求、经营方式及竞争战略不断变化，投资大、周期长、具有复杂性［１］，国际工程承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２９

　通信作者：　赵振宇（１９６９?），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工程管理、电力建设管理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ｙｕｘｍ＠

２６３．ｎｅ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３７１０７２）；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０６７３５０３９）；中加学者交换项目

（ＣＣＳ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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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企业竞争互动速度快，长期竞争优势的可保持性低．许多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由于未能使企业资源和能

力随内外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导致在动态环境下企业成长难以持续．动态能力理论，可以帮助国际工

程承包企业科学分析和掌握环境变化，调整企业资源与战略方向，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动态

能力研究已成为复杂环境下企业能力问题研究的前沿［２４］，同时，对动态能力给出了不同定义：动态能力

是企业为应对外部环境快速变化而构建、整合或重构内外部胜任力的能力；是一种能使企业通过重新配

置和整合资源应对不断发展的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变革导向型能力；是组织对环境变化的认知能力

及在新主题导引下，对原有资源配置方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能力［５７］；是对企业核心能力进行管理

的能力［８］．动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能说明企业如何通过整合、塑造和重组内部资源与竞

争力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使企业的核心能力动态演化，从而使企业持续成长．动态能力的内涵及运作

机制也随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而调整［９］．本文以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业务类

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分类进行动态能力及重要度研究．

１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指标体系

赵振宇等［１０１２］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团队提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

态能力的定义及维度划分，即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动态能力是企业根据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与发展需要，

通过重新配置和整合企业资源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综合性能力，可将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

力细分为市场感知、资源整合、网络关系、学习吸收和组织柔性等５项子能力
［１０］，并提出动态能力各维

度的维度内涵［１３］．在上述对动态能力维度定义及内涵研究基础上，设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分

项指标，通过多次讨论及向相关企业管理者征求意见，最终形成２６个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动态能力分项指标

Ｔａｂ．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子能力 主要功能 动态能力指标

Ａ：市场感知能力
及时洞察外部环境变化，
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迅速识别市场机会及威胁

Ａ１：及时洞察行业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识别机会和威胁

Ａ２：对行业的运行现状和发展规律有深入了解

Ａ３：关注国内外行业相关政策，跟踪收集工程招标信息

Ａ４：准确预测行业先进管理模式和工程技术发展变化的趋势

Ａ５：认知潜在业主需求变化趋势

Ａ６：关注主要竞争者的市场动向

Ｂ：资源整合能力
对组织内外资源进行
重新配置，使之能符合
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

Ｂ１：合理高效调配内部资源

Ｂ２：以低成本、快速度从外部获取资源、技术和知识

Ｂ３：可获得项目融资、银行信贷支持

Ｂ４：充分利用或妥善处置各类资源

Ｂ５：提升业绩和技术水平以承揽大型复杂工程

Ｂ６：持续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

Ｃ：网络关系能力
利用关系技巧和合作技巧进行
关系网络的构建、管理与协调，
以实现资源获取的能力

Ｃ１：与项目参与各方进行良好的信息交流与项目合作

Ｃ２：积极响应行业内合作，并开展协调活动

Ｃ３：项目部与公司总部进行有效的跨职能活动的协调与管理

Ｃ４：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Ｃ５：设立国际市场开发专门机构

Ｄ：学习吸收能力
通过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

现有的知识来创造
新知识及实现创新

Ｄ１：企业知识学习和共享机制

Ｄ２：项目决策和管理中运用创新实践

Ｄ３：员工合理化建议反馈及激励机制

Ｄ４：吸纳外部专家、咨询机构等的经验和建议

Ｄ５：国际化人才培训机制

Ｅ：组织柔性能力
企业战略与计划、组织、结构
管理、程序等保持灵活性与
弹性，以适应动态环境

Ｅ１：企业进行国际战略和经营策略调整的速度

Ｅ２：组织结构灵活、高效，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Ｅ３：内部运作模式和沟通机制

Ｅ４：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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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收集

在全国范围内，向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放问卷．为保证数据可靠性，选择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国际工

程工作经验在５年以上的从业人员为问卷调查对象，涵盖企业高层、中层管理人员和国际工程项目一线

管理人员．共发放问卷４１４份，有效问卷２６１份，有效问卷回收率６３％．有效问卷来源分布情况，如表２

所示．表２中：货币为人民币．

表２　有效问卷来源分布统计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分类 答卷对象 占比／％ 分类 答卷对象 占比／％ 分类 答卷对象 占比／％

业务类型

投资开发 １３．８

总承包 １０．２

施工 ２４．５

咨询 ４１．３

装备制造 １０．１

海外营业
收入／亿元

＜０．２ １６．７

０．２～０．５ ２２．７

０．５～２．０ ３９．５

２．０～１５．０ １９．７

＞１５．０ ０．８

所在企业
从事国际
工程年限／ａ

＜５ ２．６８

５～１０ ２２．２２

１０～１５ ５０．５７

１５～２５ １８．７７

＞２５ ５．７５

　　问卷设计包括３方面内容：答卷对象及所在企业的基本信息；答卷对象所在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绩效

情况；答卷对象对企业动态能力各个维度重要程度的评价．其中，动态能力评估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点量表

法，被调查者根据工作经验对各题项的相对重要程度打分，１代表“很不重要”，２代表“不重要”，３代表

“一般”，４代表“重要”，５代表“很重要”．通过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检验量表的信度，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问

卷数据信度进行检验，得到总量表的信度值达０．８９２，超过基准值０．８．同时，为进一步验证数据的可靠

性，在不具备重复测量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折半信度检验，信度值为０．９０８．两种方法检验结果均通

过，验证了问卷测量信度良好．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不同业务类型企业动态能力重要度设计

在重要度问题研究中，均值检验是最常用的有效方法之一［１４１５］．根据表１所列各项指标对问卷数据

进行统计，各指标重要度得分均值及排名，如表３所示．根据统计结果，从总体看，重要度排名前五位的

分别是“关注主要竞争者的市场动向”、“持续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合理高效调配内部资源”、“高层

管理团队的领导力”和“与项目参与各方进行良好的信息交流与项目合作”．

表３　不同业务类型企业动态能力指标重要度得分表

Ｔａｂ．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ｙｐｅｓ

动态能力指标
所有企业

均值 排名

投资开发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总承包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施工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管理／设计／
监理类企业

均值 排名

装备制造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Ａ６：关注主要竞争者的市场动向 ３．６７ １ ３．６２ １ ３．６１ ８ ３．６８ １ ３．６５ １ ３．８６ ２

Ｂ６：持续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 ３．６０ ２ ３．５４ ２ ３．７２ １ ３．５６ ４ ３．５３ ７ ３．９７ １

Ｂ１：合理高效调配内部资源 ３．６０ ３ ３．４９ ５ ３．６２ ６ ３．６２ ２ ３．６１ ２ ３．６４ １５

Ｅ４：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导力 ３．６０ ４ ３．５１ ４ ３．７０ ２ ３．５９ ３ ３．５９ ３ ３．６９ １０

Ｃ１：与项目参与各方进行良好

　 的信息交流与项目合作 ３．５６ ５ ３．４６ ８ ３．６２ ７ ３．５４ ６ ３．５７ ４ ３．６３ １７

Ｃ５：设立国际市场开发专门机构 ３．５４ ６ ３．４６ １０ ３．６７ ４ ３．５２ ７ ３．５２ ８ ３．６９ ８

Ｄ５：国际化人才培训机制 ３．５４ ７ ３．４４ １２ ３．６１ ９ ３．４９ ９ ３．５６ ５ ３．６９ ９

Ｄ１：企业知识学习和共享机制 ３．５４ ８ ３．４７ ６ ３．６７ ５ ３．５５ ５ ３．５２ ９ ３．５８ １８

Ａ２：对行业的运行现状和

　 发展规律有深入了解 ３．５１ ９ ３．５３ ３ ３．６７ ３ ３．４０ １９ ３．４９ １１ ３．７０ ５

Ｅ３：内部运作模式和沟通机制 ３．５０ １０ ３．４７ ７ ３．５５ １２ ３．４８ １０ ３．４８ １５ ３．６６ １４

Ａ５：认知潜在业主需求变化趋势 ３．５０ １１ ３．４４ １１ ３．５７ １１ ３．４９ ８ ３．４８ １４ ３．６６ １１

Ｃ３：项目部与公司总部进行有效

　 的跨职能活动的协调与管理 ３．５０ １２ ３．４６ ９ ３．５８ １０ ３．４６ １１ ３．５２ １０ ３．５５ ２１

Ｄ２：运用创新实践 ３．４８ １３ ３．４１ １４ ３．４１ １７ ３．４３ １５ ３．４９ １３ ３．７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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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动态能力指标
所有企业

均值 排名

投资开发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总承包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施工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管理／设计／
监理类企业

均值 排名

装备制造类
企业

均值 排名

Ｂ４：充分利用或妥善处置

　 各类资源 ３．４７ １４ ３．４３ １３ ３．５２ １３ ３．４２ １６ ３．４５ １９ ３．７０ ６

Ｄ４：吸纳外部专家、咨询

　 机构等的经验和建议 ３．４５ １５ ３．３３ １８ ３．４８ １５ ３．４０ １７ ３．４７ １６ ３．６４ １６

Ａ１：及时洞察行业市场的外部

　 环境变化，识别机会和威胁 ３．４５ １６ ３．３７ １５ ３．２９ ２２ ３．４０ １８ ３．５３ ６ ３．５２ ２２

Ｃ２：积极响应行业内合作，

　 并开展协调活动 ３．４５ １７ ３．３７ １６ ３．３９ １９ ３．４４ １２ ３．４９ １２ ３．４２ ２３

Ａ３：关注国内外行业相关政策，

　 跟踪收集工程招标信息 ３．４３ １８ ３．３２ １９ ３．２３ ２５ ３．４３ １４ ３．４６ １８ ３．６９ ７

Ｂ２：以低成本、快速度从外部

　 获取资源、技术和知识 ３．４２ １９ ３．２４ ２２ ３．３８ ２０ ３．４４ １３ ３．４０ ２０ ３．７２ ３

Ａ４：准确预测行业先进管理模式

　 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变化趋势 ３．３９ ２０ ３．３０ ２０ ３．４３ １６ ３．４０ ２０ ３．３７ ２２ ３．５６ １９

Ｅ１：企业进行国际战略和

　 经营策略调整的速度 ３．３９ ２１ ３．３０ ２１ ３．５２ １４ ３．３２ ２４ ３．３８ ２１ ３．５６ ２０

Ｄ３：员工合理化建议

　 反馈及激励机制 ３．３７ ２２ ３．１５ ２５ ３．３３ ２１ ３．３６ ２３ ３．４６ １７ ３．４１ ２５

Ｂ３：可获得项目融资、

　 银行信贷支持 ３．３３ ２３ ３．２３ ２３ ３．２６ ２４ ３．３８ ２１ ３．２７ ２４ ３．６６ １２

Ｂ５：提升业绩和技术水平

　 以承揽大型复杂工程 ３．３２ ２４ ３．３６ １７ ３．３９ １８ ３．２５ ２６ ３．２５ ２５ ３．６６ １３

Ｃ４：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 ３．３１ ２５ ３．１５ ２４ ３．２２ ２６ ３．３８ ２２ ３．３２ ２３ ３．４２ ２４

Ｅ２：组织结构灵活、高效，

　 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３．２４ ２６ ３．１３ ２６ ３．２９ ２３ ３．２７ ２５ ３．２２ ２６ ３．３３ ２６

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系数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２

　　由于动态能力的实质是通过合理重构、配置资源，调动企业常规能力实现企业的动态调整
［１６１７］，而

企业常规能力与企业资源、规模、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需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因此，将问卷调查对象

按企业业务类型、海外营业收入额、从事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年限分类，探究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度问题．

３．２　不同业务类型企业动态能力重要度分析

为了研究动态能力对不同业务类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重要程度，将企业划分为投资开发类企业、

总承包类企业、施工类企业、咨询类（包括管理、设计、监理）企业和装备制造类企业５类．

３．２．１　５项子能力重要度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业务类型企业５项子能力的重要度，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通

过主成分分析为五维度下各指标赋予权重，并计算不同类型企业动态能力重要度分值．５组数据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４，０．０２３，０．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３１，均在０．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大于未分

组的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系数值０．０１３，说明各分组组内数据的一致性更高．

以市场感知能力为例，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如表４所示．进而

表４　市场感知能力各指标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Ｔａｂ．４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指标项
初始特征值

方差／％　　累积／％　　合计

旋转平方和载入

方差／％　　累积／％　　合计
特征向量

Ａ１ ３６．８３５ ３６．８３５ ２．２１０ ３０．２８３ ３０．２８３ １．８１７ ０．２３１７９８，０．５３６２５２

Ａ２ １７．０２４ ５３．８５９ １．０２１ ２３．５７６ ５３．８５９ １．４１５ －０．０２９９００，０．７３１３３１

Ａ３ １２．６５３ ６６．５１２ ０．７５９ － － － ０．４８７４９０，０．１５１９２６

Ａ４ １１．８１６ ７８．３２８ ０．７０９ － － － ０．４６２２６１，０．１６６６５６

Ａ５ １１．３０１ ８９．６３０ ０．６７８ － － － ０．４０１５７６，０．３４７６０８

Ａ６ １０．３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２ － － － ０．５７６８７２，－０．０７６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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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各指标的权重，如表５所示．

表５　动态能力子能力中各指标权重

Ｔａｂ．５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指标
Ａ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Ｂ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权重 ０．１８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８ ０．１９６

指标
Ｃ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Ｄ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Ｅ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４

权重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３ ０．２３４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９ ０．１８９ ０．２１７ ０．１９２ ０．２５４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０

　　根据统计，不同类型企业动态能力分项重要度得分情况，如表６所示．由表６可知：不同类型企业５

项子能力的重要度得分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市场感知能力对投资开发类企业和装备制造类企业重

表６　不同类型企业动态能力各维度重要度得分均值

Ｔａｂ．６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企业类别
指标

Ａ Ｂ Ｃ Ｄ Ｅ

投资开发类 ３．４２２ ３．３８３ ３．３８８ ３．３６２ ３．３５５

总承包类 ３．４５９ ３．４８５ ３．５１０ ３．４９７ ３．５１８

施工类 ３．４５９ ３．４３８ ３．４７１ ３．４４４ ３．４２０

咨询类 ３．４９５ ３．４１４ ３．４８７ ３．５００ ３．４１９

装备制造类 ３．６５７ ３．７３３ ３．５５０ ３．６１０ ３．５６３

所有企业 ３．４８９ ３．４５５ ３．４７８ ３．４７８ ３．４３５

要度最高；组织柔性能力对总承包类企业重要

度最高；网络关系能力对施工类企业最重要；学

习吸收能力则对管理、设计、咨询类企业最重

要．由表６还可发现，装备制造类企业各项能力

重要度得分均高于其他企业，而投资开发类企

业各项能力重要度得分相对偏低．

３．２．２　各指标重要度分析　根据表４分析动

态能力各指标对不同企业的重要程度．

对投资开发类企业，“关注主要竞争者的市

场动向“、“持续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对行

业的运行现状和发展规律有深入了解“分列指标重要度的前３位．可见，对于投资开发类企业，更要求其

能够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和行业发展趋势，以抓住机遇，及时做出投资决策．

对总承包类企业，“持续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导力”、“对行业的运行现状和

发展规律有深入了解”分列指标重要度的前３位．反映出对总承包类企业，由于业务范围涵盖工程项目

咨询、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更需要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并通过高层决策实现对国际业务的高

效管理．此外，总承包类企业较之其他类型企业还更应重视“设立国际市场开发专门机构“．

对施工类企业和咨询类企业，重要度得分最高的前３个指标一致，即“关注主要竞争者的市场动

向”、“合理高效调配内部资源“、“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导力”．可见，对外准确把握好市场动向、对内高效利

用好企业资源成为施工和咨询类企业的首要任务．

对装备制造类企业，“关注主要竞争者的市场动向“、“持续优化供应链和业务流程”、“以低成本、快

速度从外部获取资源、技术和知识”分列前３位，反映出低成本、资源和技术获得能力对装备制造类企业

的特殊重要性．

３．３　不同规模企业动态能力重要度分析

为研究不同规模企业动态能力重要度，将企业根据其海外营业收入（人民币）分为４类，对分类进行

Ｋｅｎｄａｌｌ相似系数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由表７可知：各分类的相似系数在０．０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

均大于未分组的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系数值，表明分类组内一致性更高．

表７　不同规模企业动态能力Ｋｅｎｄａｌｌ相似系数检验

Ｔａｂ．７　Ｔｅｓｔｏｆ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参数
企业类别

所有企业 ＜０．２亿元 ０．２～０．５亿元 ０．５～２．０亿元 ２．０～１５．０亿元

ＫｅｎｄａｌｌＷａ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５

显著性水平 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为研究动态能力重要度与企业规模变化的关系，将所有企业中合计重要度得分排名前１０位的因素

进行比较，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有８项因素的重要度随海外营业收入增加而提升，即指标Ａ６，Ｂ６，

Ｂ１，Ｅ４，Ｄ５，Ｄ１，Ａ２，Ｅ３．因此，中小型企业应学习大型企业经验，提升自身对动态能力重要性的认知，积

６８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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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加快动态能力建设，以利企业做大做强．此外，海外营业收入２亿元以上的企业在“关注主要竞争者的

图１　重要度居前１０位的指标及

不同规模企业得分比较

Ｆｉｇ．１　Ｔｏｐ１０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市场动向”、“对行业的运行现状和发展规律有深入了解”两项

重要度得分突出，可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

此外，考虑不同行业企业规模间存在的差异，进一步对各

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前１０项因素的重要度进行统计．结果发

现，投资开发类企业和总承包类企业的前１０项因素变化规律

相似，但对海外营业收入小于２千万元规模的企业，其前１０项

动态能力因素的重要度得分比海外营业收入更高企业普遍偏

低，而海外营业收入２千万元以上不同规模企业间动态能力

因素的重要度得分基本相近，反映出海外营业收入低的投资

开发类企业和总承包类企业更需改善动态能力建设的不足．

对于施工类企业，有５项指标的重要度随企业海外营业收入

规模的增大而提升，其中，指标Ａ１重要度的增长趋势最显著．

咨询类企业有７项指标的重要度随企业海外营业收入规模的

增大而提升，其中，指标Ｄ１重要度的增长最为明显，反映出随着咨询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更应强化企

业知识学习和共享机制能力建设．装备制造类企业有４项指标的重要度随企业海外营业收入规模的增

大而提升，其中，指标Ｂ６增长趋势最显著，并应成为装备制造类企业在实现海外业务扩张中，企业动态

能力建设的重点．

３．４　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动态能力重要度分析

为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度差异，将企业按照从事国际工程业务的时间分为４类．

表８　不同发展阶段企业Ｋｅｎｄａｌｌ相似系数检验

Ｔａｂ．８　Ｔｅｓｔｏｆ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ｔａｇｅｓ

参数
企业类别

所有企业 ＜５年 ５～１０年 １０～１５年 １５～２５年

ＫｅｎｄａｌｌＷａ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６１

显著性水平 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５

对分类进行 Ｋｅｎｄａｌｌ相似系数检验，

如表８所示．由表８可知：４类的相似

系数在０．０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均

大于未分组的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系数值．

分析所有企业中，合计重要度得

分排名前１０位的因素与从事国际工

程业务时间增长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５项指标的重要度随从事国际工程年限的增长而显著提升．因此，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发

图２　重要度居前１０位的指标

及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得分比较

Ｆｉｇ．２　Ｔｏｐ１０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

展过程中，应重点提升这５项指标．其中，从事国际工程业务

１５年以上企业在组织柔性能力的“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导力”、

“内部运作模式和沟通机制”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组，体现出

管理层高效决策和运作模式优化、沟通顺畅对长期从事国际

工程承包业务获得在国际市场中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性．

４　结论

动态能力重要度与企业类型、规模、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建设提升动态能力，是我国国际工程承包

企业适应国际市场复杂环境、实现可持续成长、保持长期竞争

优势的重要保证．研究得到以下４个结论．

１）根据对我国不同业务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问卷调查分析可知，动态能力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影响显著．其中，把握竞争者的

市场动向、优化企业业务流程、合理调配内部资源最为重要．

２）对于不同业务类型企业，动态能力子能力与各项指标的重要度有所不同．投资开发企业和装备

制造类企业的市场感知能力最为重要，可通过政策研究、市场调查、需求预测等方式积极适应行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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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总承包类企业组织柔性能力最为重要，总承包类企业应积极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提高组织运作的

效率，以保障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迅速响应；施工类企业网络关系能力最为重要，应重视与项目合作

各方的关系维护与协调，以获得更多资源；咨询类企业则最应重视学习吸收能力，需建立学习、共享机

制，鼓励创新，加强培养国际化人才．

３）对于不同规模企业，随着海外营业收入增加，动态能力各项指标的重要度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同

时，不同类型企业中，不同规模企业的动态能力各项指标的重要度变化也存在差异，各类企业应积极提

升对动态能力的认知，不断借鉴同行先进经验以提升企业动态能力．

４）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随着企业从事国际承包业务时间的增长，多数指标重要度显著增加，

其中，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导力与内部运作模式和沟通机制最为明显．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应加强关注企

业高层管理团队的能力培养，同时，学习龙头企业经验，构建灵活、高效的内部运作、沟通机制，以保障企

业的稳步发展．

不同企业在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时，应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状况及发展目标，选择适合的方向及正

确的途径进行动态能力的建设与提升．文中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构建、提升动态能力提

供参考．在未来研究中，可考虑更深入地探讨指标间重要性差异程度，对动态能力要素重要度分级进行

细化，为企业动态能力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１］　刘进，高轩能．改进的国际工程项目投资风险模糊评价［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２（６）：６８９?６９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１．０６．０６８９．

［２］　张晓军，席酉民，谢言，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企业动态能力研究［Ｊ］．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３（４）：１?１１．

［３］　苏云霞，孙明贵．国外动态能力理论研究梳理及展望［Ｊ］．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３?１８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２９１２．２０１２．１０．０３０．

［４］　ＷＯＬＬＥＲＳＨＥＩＭＪ，ＣＡＲＤＵＣＫＣ，ＢＡＲＴＨＥＬＥ，犲狋犪犾．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５

（３）：２９９?３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５０４／ＩＪＢＥ．２０１３．０５０６３４．

［５］　ＰＲＩＥＴＯＩＭ，ＲＥＶＩＬＬＡ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ＲＡＤＯＢ．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ｏｗ

ｄｏ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ｍａｔｔｅｒ？［Ｊ］．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５（３）：３１３?３２６．

［６］　弋亚群，李垣，刘益．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及其对战略变化影响的理论框架［Ｊ］．管理评论，２００６，１８（１０）：３０?３４．

［７］　罗珉，刘永俊．企业动态能力的理论架构与构成要素［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１）：７５?８６．

［８］　柯昌文．一种基于动态能力的企业理论框架［Ｊ］．中国集体经济，２０１７（２９）：３９?４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２８３．

２０１７．２９．０２２．

［９］　ＲＩＮＧＯＶ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５０（５）：６５３?６６４．

［１０］　赵振宇，高洁．基于动态能力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Ｊ］．建筑经济，２０１４，３５（１２）：１３?１６．

［１１］　赵振宇，曾勇．复杂环境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双元动态能力研究［Ｊ］．建筑经济，２０１３（４）：８７?９０．

［１２］　赵振宇，于英姿．国际工程承包龙头企业如何提升动态能力［Ｊ］．施工企业管理，２０１７（１）：１１５?１１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９２５１．２０１７．０１．０４０．

［１３］　赵振宇，王岚．基于ＮＫ模型的中国国际承包商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Ｊ］．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２０１７，３４

（５）：１５?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７９／ｊ．ｃｎｋｉ．２０９５?０９８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

［１４］　ＣＨＡＮＡＰＣ，ＣＨＡＮＤＷ Ｍ，ＨＯＫＳＫ．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９（３）：１２６?１３５．

［１５］　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ｙｕ，ＺＵＯＪｉａｎ，ＺＩＬＬＡＮＴＥＧ，犲狋犪犾．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ＢＯ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ｏｗｅｒｖｅｒｓｕｓ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０，３５（６）：１２８３?１２９１．

［１６］　余浩，郑兰君．动态能力与环境动态的实证研究：批判性综述［Ｊ］．技术经济，２０１６（１１）：３６?４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９８０Ｘ．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５．

［１７］　宝贡敏，龙思颖．企业动态能力研究：最新述评与展望［Ｊ］．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５（７）：７４?８７．

（责任编辑：黄晓楠　　英文审校：方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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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９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４　　　

　　　改性蒙脱石的电动性质及吸附

直接大红染料性能

叶玲，张敬阳，肖子敬

（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多种化合物插层蒙脱石，制备不同电动电位（ζ?电位）的蒙脱石，用于吸附水体中的直接大红染

料，并研究蒙脱石的ζ?电位与吸附直接大红染液的性能关系．研究表明：蒙脱石的ζ?电位对吸附染料性能有显

著的影响，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性蒙脱石及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石对染料的吸附性较好，脱

色率可达９０％以上，且前者对染料的吸附性基本与ｐＨ值无关．动力学研究表明：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

石吸附染料较快，液膜扩散是主要的控速步骤，可用准一级动力学描述；而 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

性蒙脱石吸附染料较慢，粒内扩散限速作用大，更接近准二级动力学模型．热力学研究表明：聚合羟基铝离子

改性蒙脱石和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性蒙脱石的吸附过程分别适合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和Ｆｒｅｕｍｄｌｉ

ｃｈ模型，两者的吸附能力均约为２２ｍｇ·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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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ｍｇ·ｇ
－１．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ｄｄｙｅ

蒙脱石作为一种天然的吸附材料，广泛用于工业污水的净化、脱色和去异味等，并取得良好的效

果［１?４］．蒙脱石在水中极易分散，硅铝酸盐片层发生分离，形成纳米级的胶体颗粒，层间离子也逐渐扩散，

形成扩散双电层．因而，蒙脱石在水体中的吸附性与其扩散后片层的性质，尤其是胶粒的电动性质密切

相关．然而，目前从带电性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研究改性蒙脱石吸附性的相关报道较少．为此，本文制

备了多种不同电动电位的改性蒙脱石，以直接大红染料为吸附对象，探索电动电位与吸附染料性能的关

系，研究吸附的动力学及热力学行为．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１．１．１　试剂　膨润土的主要成分是钠基蒙脱石（浙江临安），每１００ｇ蒙脱石的阳离子交换容量（ＣＥＣ）

约为１００ｍｍｏｌ；将膨润土与水按质量比１∶２０浸泡２ｄ，超声波震荡２ｈ，磁力搅拌２ｈ，静置沉降１ｄ，取

上层２０ｃｍ的悬浮液（粒径小于２μｍ的胶粒），离心分离，烘干，粉碎．直接大红染料（福建晋江凤竹印

染厂）；ＨＣｌ，ＮａＯＨ，ＣｕＣｌ２，ＡｌＣｌ３，ＣｒＣｌ３·６Ｈ２Ｏ，ＮｉＣｌ２·６Ｈ２Ｏ，邻菲罗啉（ｐｈｅｎ）均为ＡＲ级试剂．

１．１．２　仪器　Ｄ８型Ｘ射线粉末衍射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ＡＸＳ公司）；ＢＤＬ?Ｂ型表面电位粒径仪（上海上立

检测仪器厂）；８４００ｓ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日本岛津公司）；ＰＢ?１０型ｐＨ计（北京赛多利斯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７２２型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ＫＱ?２５０ＤＥ型超声波清洗器（江苏昆山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蒙脱石的改性

１．２．１　过渡金属离子改性蒙脱石　首先，分别配制金属离子浓度为０．１ｍｏｌ·Ｌ
－１的 ＮｉＣｌ２，ＣｕＣｌ２，

ＣｒＣｌ３ 溶液，将１．０ｇ蒙脱石与１００ｍＬ不同金属离子溶液混合，超声震荡２ｈ，磁力搅拌３ｈ，静置２ｄ，

用去离子水洗涤至ＡｇＮＯ３ 检验无白色沉淀．然后，将制得的金属离子改性蒙脱石配成质量分数为１％

的悬浮液，记为 Ｘ?Ｍ（Ｍ为蒙脱石，Ｘ为金属阳离子）．

１．２．２　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石　聚合羟基铝改性蒙脱石的制备参见文献［５］，记为Ａｌ１３?Ｍ．

１．２．３　螯合物改性蒙脱石　按１００ｍＬ溶液加入３ｇ邻菲罗啉的比例，将Ｃｕ?Ｍ，Ｎｉ?Ｍ，Ｃｒ?Ｍ悬浮液分

别与邻菲罗啉混合，超声波震荡２ｈ，再搅拌３ｈ，静置１ｄ，洗涤离心分离，并配成质量分数为１．０％的改

性蒙脱石悬浮液［５］记为Ｘ?ｐｈｅｎ?Ｍ（Ｘ为金属离子，ｐｈｅｎ为邻菲罗啉）．

１．３　改性蒙脱石的电动电位测定

各种改性蒙脱石分别配制成质量分数为０．０１％的胶粒悬浮液，表面电位粒径仪设定电压５０Ｖ，测

定２０组电动电位（ζ?电位），求取平均值．

１．４　改性蒙脱石对直接大红染料吸附实验

直接大红染料用蒸馏水配成一定质量浓度的溶液（未特别说明时，温度为２０℃，染料的初始质量浓

度均为４０．０ｍｇ·Ｌ
－１）．取５０ｍＬ染料溶液，加入１０ｍＬ质量分数为１．０％的改性蒙脱石悬浮液（未特

别说明时，ｐＨ值均为４．０±０．２），在密闭容器中，磁力搅拌一定时间（未特别说明均为６０ｍｉｎ）．以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的转速离心分离８ｍｉｎ，取上清液，测定吸光度（λ＝５２３ｎｍ）．先测定吸附后染料的吸光度，再

从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染料浓度为横坐标的工作曲线上读出相应的染料浓度（犮）．计算吸附量狇＝２０－

０．６犮，脱色率η＝狇／２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改性蒙脱石的层间结构

各种改性蒙脱石的Ｘ射线粉晶衍射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采用聚合羟基铝离子及邻菲罗啉

螯合物改性蒙脱石的层间距比单纯的过渡金属离子改性的蒙脱石有明显的增大，说明插层物有效地进

０９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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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改性蒙脱石的ＸＲＤ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入蒙脱石层间，使其层间结构发生实质性改变．

２．２　改性蒙脱石的电动性质

胶体的ζ?电位数值可反映改性蒙脱石的带电性，即ζ?电

位＞０带正电，ζ?电位＜０带负电
［６］．各种改性蒙脱石的电动电

位，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钠基蒙脱石（Ｎａ?Ｍ）及过渡金属

离子改性的蒙脱石带负电，这是由于蒙脱石在水溶液中溶解

分散后，层间的离子在水中扩散，此时，胶粒的溶剂化层正电

性不足以抵消片层的负电荷，使蒙脱石胶粒带负电，ζ?电位为

负值．对于同为带负电的Ｃｕ２＋，Ｎｉ２＋，Ｃｒ３＋改性蒙脱石，ζ?电位

的绝对值大小与金属离子的离子势有关，离子势越大，金属离

子与蒙脱石的结合力越强，则ζ?电位绝对值小；反之，离子势

越小，结合力越弱，ζ?电位绝对值大
［７］．

Ｎｉ?ｐｈｅｎ?Ｍ，Ａｌ１３?Ｍ改性蒙脱石的电性从带负电变为带正

电，原因是有较多的正电离子进入其紧密层，使蒙脱石胶粒带正电．ζ?电位值明显减小，说明扩散作用大

幅减少，改性剂与蒙脱石片层结合紧密［６，８］．

２．３　蒙脱石电动电位及吸附直接大红染料的性能

各种改性蒙脱石对直接大红染料的吸附量（狇）及脱色率（η），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当改性蒙脱

石的ζ?电位为负值时，对染料的脱色率较小；当改性蒙脱石的ζ?电位为正值时，对染料的吸附脱色率显

著增大，可达９０％以上．

表１　改性蒙脱石电动电位及吸附染料的性能

Ｔａｂ．１　ζ?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ｄｙｅ

项目 Ｎａ?Ｍ Ｃｕ?Ｍ Ｎｉ?Ｍ Ｃｒ?Ｍ Ｃｕ?ｐｈｅｎ?Ｍ Ｎｉ?ｐｈｅｎ?Ｍ Ｃｒ?ｐｈｅｎ?Ｍ Ａｌ１３?Ｍ

ζ?电位／ｍＶ －５１．３ －３３．５ －３６．８ －２８．６ ＋２０．７ ＋２３．６ ＋１６．８ ＋９．３

狇／ｍｇ·ｇ
－１ ０．１８ ５．２８ ４．５９ ５．７６ １８．３２ １９．１６ １９．２６ １８．９３

η／％ ０．９ ２６．４ ２２．９ ２８．８ ９１．６ ９５．８ ９６．３ ９４．６

　　直接大红属于偶氮型染料，溶于水后，结构中磺酸钠的钠离子解离，染料带负电，因而带正电的改性

蒙脱石与染料分子产生静电吸附，结果脱色性提高．对于ζ?电位为负值的金属离子改性蒙脱石，尽管染

料分子与蒙脱石片层均带负电，同性相斥导致两者难以相互吸引，但是由于染料分子中的苯环、萘环、氨

基等可与蒙脱石结构中的硅烷醇基（Ｓｉ－ＯＨ）、铝醇基（Ａｌ－ＯＨ）通过氢键、范德华力作用力结合
［９?１０］，

使染料链的其他部位被蒙脱石吸附，因而也有一定的吸附效果，这也间接说明带正电的改性蒙脱石优越

的吸附性中，不仅包含有蒙脱石片层与染料的静电力，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范德华力、氢键等结合力．

对于邻菲罗啉螯合物改性蒙脱石，虽然螯合物中心离子的正电性被外围不带电的邻菲罗啉包围，削

弱了正电性，但改性蒙脱石对直接大红染料仍有很好的脱色性能，可见此时范德华力、氢键等结合力起

着重要的作用．

２．４　溶液的酸碱性对蒙脱石电动电位及吸附染料性能的影响

改性蒙脱石的ζ?电位随ｐＨ值的变化情况，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随着ｐＨ值的增大，改性蒙脱

石ζ?电位的数值减小，但变化程度各不相同．对于带负电的金属离子改性蒙脱石（如Ｎａ?Ｍ，Ｎｉ?Ｍ），在酸

性中，由于Ｈ＋的离子势比金属离子Ｎａ＋，Ｎｉ２＋更大，优先被吸附，且结合力更大，使双电层被压缩，｜ζ?

电位｜变小；随着溶液ｐＨ值增大，这一趋势逐渐减少，因而｜ζ?电位｜变大．碱性条件下，蒙脱石产生可变

负电，也使｜ζ?电位｜变大．对于带正电的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石，因在碱性介质中Ａｌ１３的水解而解

体，ζ?电位变化最大，从正值变为负值；对于Ｎｉ?ｐｈｅｎ?Ｍ，由于主要是邻菲罗啉螯合物与蒙脱石片层范德

华力和氢键等结合力起作用，与静电引力的关系不大，因而受溶液ｐＨ值影响较小．此外，由于Ｎｉ
２＋与

邻菲罗啉形成的螯合物的稳定常数很大，在碱性条件下难转化为镍的氢氧化物沉淀，也是维持ζ?电位基

本稳定重要原因［１１］．

钠基蒙脱石及改性蒙脱石对直接大红染料的脱色率η随ｐＨ值的变化情况，如图３所示．由图２，３

１９３第３期　　　　　　　　　　叶玲，等：改性蒙脱石的电动性质及吸附直接大红染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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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蒙脱石的ζ?电位对吸附染料的性能起重要作用．对于Ｎｉ?ｐｈｅｎ?Ｍ，由于蒙脱石ζ?电位为正值，且其

数值受ｐＨ值的影响较小，因而吸附性基本不随ｐＨ值改变，且保持有较高的脱色率．对于Ａｌ１３?Ｍ，在酸

性条件下蒙脱石的ζ?电位为正值，且ζ?电位较小，说明Ａｌ１３与蒙脱石片层结合紧密，容易聚沉，因而吸附

染料效果最好．但是在碱性条件下，由于Ａｌ１３的解体，蒙脱石ζ?电位变为负值，因此，吸附效果明显减弱．

对于Ｎａ?Ｍ和Ｎｉ?Ｍ，由于它们的ζ?电位均为负值，因而吸附效果较差．Ｎａ?Ｍ和Ｎｉ?Ｍ在酸性条件下，吸

附性比碱性条件下稍好，可能还与酸性时蒙脱石存在可变正电荷有关；当ｐＨ值大于５后，由于Ｎｉ
２＋水

解，产生了ＮｉＯＨ＋，Ｎｉ（ＯＨ）２ 等产物
［１１］，使吸附脱色率递减．

　　　图２　ｐＨ值对改性蒙脱石ζ电位的影响　　　　图３　改性蒙脱石对染料脱色率与ｐＨ值的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ζ?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　　　　　Ｆｉｇ．３　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ｏｒｄｙ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Ｈｖａｌｕｅ

２．５　吸附动力学分析

针对吸附效果较好的Ａｌ１３?Ｍ和Ｎｉ?ｐｈｅｎ?Ｍ 改性蒙脱石，进行吸附动力学研究．在不同温度时，两

种改性蒙脱石吸附直接大红染料性能随时间（狋）的变化，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Ａｌ１３?Ｍ 约５０ｍｉｎ达

图４　改性蒙脱石在不同温度下吸附染料

的性能与时间的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ｄｙｅ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ｉｍ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到吸附平衡；而Ｎｉ?ｐｈｅｎ?Ｍ 要７０ｍｉｎ才接近饱和吸附量．

分别采用如下动力学模型进行线性拟合．

１）准一级动力学：ｌｎ（狇ｅ－狇ｔ）＝ｌｎ狇ｅ－犽１狋．

２）准二级动力学：
狋

狇ｔ
＝
１

犽２狇ｅ
２＋
狋

狇ｅ
．

３）粒内扩散：狇ｔ＝犽ｉｄ狋
１／２＋犫１．

４）液膜扩散：－ｌｎ（１－
狇ｔ

狇ｅ
）＝犽ｆｄ狋＋犫２．

线性拟合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犽１，犽２ 分别为准一

级、准二级动力学的吸附速率常数；狇ｅ 为平衡吸附量；犚为

拟合的可决系数；犽ｉｄ为粒内扩散速率常数；犽ｆｄ为液膜扩散的

速率常数；犫１，犫２ 是从拟合直线求出的截距，截距越小，说明

拟合效果越好．

由表２可知：对于Ａｌ１３?Ｍ 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不论

是准一级还是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的可决系数都很大，

将它们的平衡吸附量狇ｅ与实验值对照可见，采用准一级模型描述更适合；对于Ｎｉ?ｐｈｅｎ?Ｍ改性蒙脱石，

准二级方程拟合的可决系数犚２ 均在０．９９５以上，比准一级方程的犚２ 更接近１，可见采用准二级模型描

述更准确．

由图４可知：Ａｌ１３?Ｍ吸附较快，在５０ｍｉｎ时吸附基本达到平衡；而Ｎｉ?ｐｈｅｎ?Ｍ吸附较慢，约７０ｍｉｎ

才达到平衡，这与表２中两种改性蒙脱石的二级动力学模型求出的反应速率常数犽２ 相吻合．其原因可

能是Ａｌ１３?Ｍ聚合羟基铝离子带有７个单位正电荷，它与蒙脱石片层结合后，还有较多的正电荷可与带

负电的染料分子产生静电吸附，因此，Ａｌ１３?Ｍ的犽２ 值更大．Ｎｉ?ｐｈｅｎ?Ｍ吸附的犽２ 尽管较小，但吸附剂与

吸附质有更充分的接触时间，有利于增大吸附量［１２］，这也是Ｎｉ?ｐｈｅｎ?Ｍ 虽然正电性弱但吸附量与Ａｌ１３?

Ｍ相差不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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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表２　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的动力学模型参数

Ｔａｂ．２　Ｋｉ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ｄｙ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样品 犜／Ｋ
准一级动力学

犽１／ｍｉｎ
－１

狇ｅ／ｍｇ·ｇ
－１ 犚２

准二级动力学

犽２／ｍｇ·（ｍｇ·ｍｉｎ）
－１

狇ｅ／ｍｇ·ｇ
－１ 犚２

Ａｌ１３?Ｍ

２９３ ０．０７８０ １８．８８ ０．９９９ ３．８７ ２２．４７ ０．９９６

３１３ ０．０８２１ １９．２１ ０．９９８ ４．６７ ２２．７７ ０．９９７

３３３ ０．０８９３ １９．３４ ０．９９６ ５．９３ ２２．８０ ０．９９７

Ｎｉ?ｐｈｅｎ?Ｍ

２９３ ０．０５８４ ２４．９９ ０．９９６ １．５７ ２４．５２ ０．９９５

３１３ ０．０５８７ ２５．６５ ０．９１７ １．７２ ２４．８５ ０．９９７

３３３ ０．０６８４ ２８．０９ ０．８９２ １．８８ ２５．０７ ０．９９６

样品 犜／Ｋ
粒内扩散

犽犻ｄ／ｍｇ·（ｇ·ｍｉｎ
１／２）－１ 犫１／ｍｇ·ｇ

－１ 犚２

液膜扩散

犽ｆｄ／ｍｉｎ
－１ 犫２／ｍｇ·ｇ

－１ 犚２

Ａｌ１３?Ｍ

２９３ ２．５１４ １．６１０ ０．９３８ ０．０８４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９９８

３１３ ２．５６３ ２．００６ ０．９１９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１１８ ０．９９８

３３３ ２．５７９ ２．４５０ ０．８９３ ０．０９９９ ０．０４３２ ０．９９６

Ｎｉ?ｐｈｅｎ?Ｍ

２９３ ２．１２８ ０．６０８ ０．９８７ ０．０４９９ －０．３１１０ ０．９３９

３１３ ２．２０１ ０．８５８ ０．９８２ ０．０５８８ －０．２６００ ０．９１３

３３３ ２．２６８ １．０６７ ０．９６５ ０．０６８４ －０．３６９０ ０．８９５

　　对于Ａｌ１３?Ｍ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粒内扩散模型的犚
２ 均低于０．９４，表明拟合效果不好，可见吸附

过程染料在蒙脱石胶粒内部扩散的控速成分较小［１３］；而液膜扩散模型的可决系数犚２ 很大，均在０．９９６

以上，且截距较小，可近似为过原点，说明液膜扩散是重要的限速步骤［１４］．这可能是染料分子的链较长、

带电点较分散，使染料分子向蒙脱石表面的扩散相对较慢，一旦染料的带负电点与Ａｌ１３?Ｍ 改性蒙脱石

片层的正电点接近时，就能较快地进行粒内扩散吸附，原因是聚合羟基铝离子带有７个单位的正电荷，

静电引力强．

对于Ｎｉ?ｐｈｅｎ?Ｍ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由其液膜扩散模型和粒内扩散模型的可决系数犚
２ 可知，线

性拟合效果都不太好，且拟合直线都不过原点，说明液膜扩散和粒内扩散都不是控速步骤，可能是二者

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５?１６］；但粒内扩散模型的可决系数犚２ 更大，说明粒内扩散的限速作用更大，这与 Ｎｉ?

ｐｈｅｎ?Ｍ改性蒙脱石的正电性较弱、粒内扩散时的静电作用力较小有关．

图５　不同温度时染料平衡浓度

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ｙｅ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２．６　改性蒙脱石的吸附等温线

当温度为２９３，３１３Ｋ时，不同染料浓度下，两种改性蒙

脱石对直接大红染料的平衡吸附量，如图５所示．图５中：

犮ｅ为平衡浓度；狇ｅ为平衡浓度时的吸附量．由图５可知：随

着平衡浓度的增大，改性蒙脱石的饱和吸附量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采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进行拟合，其线性

式分别为
犮ｅ

狇ｅ
＝
犮ｅ

狇ｍａｘ
＋
１

犫狇ｍａｘ
，ｌｇ狇ｅ＝ｌｇ犓ｆ＋

１

狀
ｌｇ犮ｅ．其中：狇ｍａｘ

为最大吸附量；犫，狀为吸附强度；犓ｆ为吸附能力．

线性拟合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对于Ａｌ１３?Ｍ

改性蒙脱石，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吸附的可决系数犚
２ 较Ｆｒｅｕｍｄｌｉｃｈ

大，说明Ａｌ１３?Ｍ改性蒙脱石对染料的吸附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的

模型更吻合，即都是单层均匀吸附．这是由于Ａｌ１３?Ｍ 正电

性较强，单纯的静电引力即可吸附较多的染料，而当它吸附

了一层染料后，蒙脱石表面带了负电，因为染料也带负电，此时它们之间产生排斥作用，无法再进行吸

附，所以是单层吸附［１７］．对于Ｎｉ?ｐｈｅｎ?Ｍ改性蒙脱石的吸附则相反，Ｆｒｅｕｍｄｌｉｃｈ吸附的可决系数犚
２ 较

大，说明Ｆｒｅｕｍｄｌｉｃｈ模型更适于Ｎｉ?ｐｈｅｎ?Ｍ吸附染料的行为，即吸附层更厚
［１８］．这与Ｎｉ?ｐｈｅｎ?Ｍ 和染

料间存在静电引力及邻菲罗啉与染料奈环间的范德华力和氢键等分子间作用力有关，两个作用力虽都

３９３第３期　　　　　　　　　　叶玲，等：改性蒙脱石的电动性质及吸附直接大红染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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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但总作用产生的吸附效果基本与Ａｌ１３?Ｍ一致，可见其不仅只是单层吸附．

表３　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的热力学参数

Ｔａｂ．３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ｙ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样品 犜／Ｋ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

狇ｍａｘ／ｍｇ·ｇ
－１ 犫／Ｌ·ｍｇ

－１ 犚２
Ｆｒｅｕｍｄｌｉｃｈ模型

狀 犓ｆ／ｍｇ·ｇ
－１ 犚２

Ａｌ１３?Ｍ
２９３ ２１．０２ １．７２７ ０．９９９ ５．８５０ １３．２６ ０．９３９

３１３ ２１．５６ ３．０８５ ０．９９９ ７．６００ １５．３８ ０．９７１

Ｎｉ?ｐｈｅｎ?Ｍ
２９３ ２２．６７ ０．６２８ ０．９８９ ４．３００ ２．２９ ０．９９６

３１３ ２２．７６ ０．９１２ ０．９９１ ５．５９６ ２．３０ ０．９９５

　　由Ｆｒｅｕｍｄｉｃｈ模型的犓ｆ数值可见，Ａｌ１３?Ｍ大于Ｎｉ?ｐｈｅｎ?Ｍ，说明Ａｌ１３?Ｍ 对染料的静电吸附是提

图６　样品傅里叶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６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高吸附能力的主要原因［１９］；同时，吸附强度狀值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中的犫变化相似，均为Ａｌ１３?Ｍ 较大，也说明Ａｌ１３?Ｍ 对染

料的亲和力更强．此外，两种改性蒙脱石的吸附密度狀值均大

于１，表明它们对染料的吸附均以物理吸附为主
［２０］．

各样品的红外光谱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比较Ａｌ１３

?Ｍ吸附染料前后，未出现新的振动吸收峰；Ｎｉ?ｐｈｅｎ?Ｍ吸附染

料前后，同样未出现新的振动吸收峰．因此，可进一步证明两

种改性蒙脱石对染料的吸附都是物理吸附．

３　结论

１）聚合羟基铝离子及 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

性可使蒙脱石的电性由负变正，因而，对带负电的物质具有较强的静电引力作用，对直接大红染料的吸

附脱色率可达９０％以上．

２）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石的ζ?电位绝对值在酸性时较小，容易聚沉，因而，在酸性条件下具有

更好的吸附效果，但不适于碱性条件．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性蒙脱石对直接大红染料的吸附

以范德华力和氢键为主，因而，吸附性基本不受ｐＨ值的影响．

３）动力学研究表明：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较快，液膜扩散是主要的控速步骤，可用

准一级动力学描述；而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性蒙脱石吸附染料较慢，粒内扩散限速作用大，

更接近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４）热力学研究表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适用于聚合羟基铝离子改性蒙脱石的吸附，而Ｆｒｅｕｍｄｌｉｃｈ模型

则更适用于Ｎｉ２＋与邻菲罗啉生成的螯合物改性蒙脱石的吸附，两者吸附量相近，大约为２２ｍｇ·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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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ｉｔ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ｇｒａｆｔｅｄｃｈｅｌａｔｅｌｉｇａｎｄ［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５９／６０（５）：１１５?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ｌａｙ．

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２．

［５］　Ｗ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ＨＵＡＹｕｙａｎ，ＳＵＸｉｎ，犲狋犪犾．Ｃｒ（ＶＩ）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ｙ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１２４／１２５（５）：１１１?１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ｌａｙ．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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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Ｍ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Ｍ，ＭＲＯＺＩＫＷ，ＲＥＺＷＡＮＫ，犲狋犪犾．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３，９０（２）：７０６?７１２．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２．０９．０５３．

［７］　ＺＡＤＡＫＡＤ，ＲＡＤＩＡＮＡ，ＭＩＳＨＡＥＬＹＧ．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

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ｍｏｎｏｍｅｒｓ，ｍｉｃｅｌｌｅｓ，ｏｒ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３５２（１）：１７１?１７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ｃｉｓ．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０．

［８］　ＹＡＮＧＪｉｅ，ＹＵＫａｉ，ＬＩＵＣｕｎ．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

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３２１（５）：７３?８０．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３．

［９］　ＦＥＲＲＥＩＲＯＥＡ，ＤｅＢＵＳＳＥＴＴＩＳＧ．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１，１０?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ｏｌｉｎｅｏｎ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ｏｆＣａ?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２９２（１）：

５４?６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ｃｉｓ．２００５．０５．０５０．

［１０］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ＩＶＯＮＧＳ，ＫＨＡＯＤＨＩＡＲＢ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ａｎｄ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ｏｎｄｏｄｅｃｙｌｐｙｒｉｄｉｎｉｕｍ?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４３（３／４）：３１７?３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ｌａｙ．２００８．０９．０１２．

［１１］　ＩＪＡＧＢＥＭＩＣＯ，ＢＡＥＫＭ Ｈ，ＫＩＭＤ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ｃａｌｃｉｎｅｄｓｏｄｉｕｍ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ｎｄａｃｉｄ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ｆｏｒＮｉ２＋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ｇｅ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０，１７４（３）：７４６?７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０９．０９．１１５．

［１２］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ＫＧ，ＧＵＰＴＡＳ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ｉ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ｉ（Ⅱ）ａｎｄＣｕ（Ⅱ）ｏｎＫａｏ

ｌｉｎｉｔｅａｎ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１３６（２）：１?

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ｅｊ．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５．

［１３］　ＷＵＸｉｌｉｎ，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ｎ，ＹＡＮＧＳｈｉｔｏ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ｕ

（Ⅱ）ｏｎＬｉｎ′ａｎ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Ｊ］．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６９（１／２／３）：８４?９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ｄｅｓａｌ．２０１０．１０．０４６．

［１４］　ＳＯＮＤＩＩ，ＢＩＳＣＡＮＪ，ＰＲＡＶＤＩＣＶ．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ｒｅ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１７８（２）：５１４?５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６／ｊｃｉｓ．１９９６．０１４６．

［１５］　ＨＵＡＮＧＦｕｃｈｕａｎｇ，ＬＥＥＪＦ，ＬＥＥＣＫ，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ｒ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ｄ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０４，２３９（１／２／３）：４１?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ｌｓｕｒｆａ．２００３．１０．０３０．

［１６］　ＥＬＳＨＥＲＢＩＮＹＡ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ｉｄｄｙｅｏｎｔｏ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ｏｐｐｅｄ?ｆ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８３／８４（１０）：５６?６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ｌａｙ．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４．

［１７］　ＨＵＢｉｎｇｊｉｅ，ＬＵＯＨａｎｊｉ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ｘａｖａｌｅｎｔ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ｏｎｔｏ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ｌｕｍｉ

ｎｕｍａｎｄｃｅｔｙｌ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５７（３）：７６９?７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ａｐｓｕｓｃ．２０１０．０７．０６２．

［１８］　Ｗ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ＵＸｉｎ，ＨＵＡＹｕｙａｎ，犲狋犪犾．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ｌ

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１２９（８）：７９?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ｌａｙ．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３．

［１９］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ＷＥＩＳｈｉｙｏｎｇ，ＦＡＮＧＤｕｎ，犲狋犪犾．Ｈｙｄｒｏｘｙｉｒ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ｓｅｌｅｎａｔ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２８６３?２８７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２／ＣＪＩＣ．２０１４．３８５．

［２０］　ＴＯＮＧ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ＯＵＣｈｕｎｈｕｉ，ＬＵＹａｎ，犲狋犪犾．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ｉｄｒｅｄＧｄｙｅｏｎｏｃｔａｄｅｃｙｌ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５０（３）：４２７?４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ｌａｙ．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８．

（责任编辑：黄晓楠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５９３第３期　　　　　　　　　　叶玲，等：改性蒙脱石的电动性质及吸附直接大红染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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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阶耦合能对半无限液晶

界面特性的影响

曾明颖，王星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应用Ｆｕｋｕｄａ锚泊能描述液晶与界面的相互作用，即将Ｆｕｋｕｄａ公式转变为序参数的表示式，它与ＲＰ

（Ｒａｐｉｎｉ?Ｐａｐｏｕｌａｒ）公式的序参数表示式比较多了四阶耦合能项；然后，讨论四阶耦合能的存在对液晶的相变

及界面润湿的影响．结果表明：四阶耦合能是负能量，它能降低界面液晶的相变温度，但没有改变其他参量对

相变的影响；在界面润湿方面，四阶耦合能使界面的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润湿的相图发生变化．

关键词：　界面液晶；四阶耦合能；Ｆｕｋｕｄａ锚泊能；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润湿；序参数；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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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Ｆｕｋｕｄａ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ｅｎｅｎｇｙａｎｄｉｓ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ｒ

ｄ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Ｆｕｋｕｄａ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ａｐｐｅａｒｓａｑｕａｒ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ＲＰ（Ｒａｐｉｎｉ?Ｐａｐｏｕｌａ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ｑｕａｒ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ａｎｄｗｅｔ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ｑｕａｒｔｉｃｉ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ｔ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ｕｔｄｏ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ｏｔｈ

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ｔｔｉｎｇ，ｑｕａｒ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ｗｅｔｔ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ｑｕａｒ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ｋｕｄａ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ｗｅｔｔ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液晶与固体界面接触时，界面附近的液晶分子受到与其接触的固相的作用，指向矢狀倾向于某一固

定的平均方向，这种由界面引起的液晶分子定向取向的现象称为界面锚定．由于液晶界面锚定的特性在

理论、应用上都是很重要的限制因素，液晶界面特性一直是研究热点课题［１?５］．１９６９年，Ｒａｐｉｎｉ等
［６］提出

ＲＰ（Ｒａｐｉｎｉ?Ｐａｐｏｕｌａｒ）公式，即犵Ｓ＝
１

２
狑ｓｉｎ２θ，用其描述液晶在界面上的锚泊能量．２００７年，Ｆｕｋｕｄａ等

［７］

从理论上证明在方位角不可忽略的情况下，ＲＰ公式不能正确描述锚泊能，需要改为犵Ｓ＝
１

２
狑１ｓｉｎ

２
θ＋
１

２

狑２ｓｉｎ
２
θ，并在后来的实验工作中也对此进行了证明

［８?１２］．Ｋａｄｉｖａｒ
［１３］应用ＲＰ公式，研究讨论了半无限的

液晶模型在磁场中的润湿情况，但是由于ＲＰ公式存在缺陷，得到的半无限液晶的润湿结论在方位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通信作者：　曾明颖（１９８０?），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液晶物理性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ｙｉｎｇｚ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６００００５?Ｚ１５Ｙ０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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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时不能成立．考虑到方位角的影响，应用Ｆｕｋｕｄａ锚泊能分析液晶的界面润湿行为是很有必要的．

在前期工作中，应用Ｆｕｋｕｄａ锚泊能对液晶盒在磁场中的相变及润湿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与ＲＰ公式

描述下的液晶盒模型进行了比较［１４］．本文应用Ｆｕｋｕｄａ锚泊能，描述液晶与界面的相互作用．

１　半无限液晶的自由能

１．１　犉狌犽狌犱犪锚泊能的序参数形式

ＲＰ公式中角度θ是界面处液晶的指向矢狀与易取指向矢狀０ 之间的夹角，ＲＰ公式可以变换为界面

处的序参量犙犻，犼与易取序参量犙０，犻，犼的表示式
［１５］，即

犵Ｓ＝
１

２
犃（犙犻，犼－犙０，犻，犼）

２． （１）

　　同理，可以将Ｆｕｋｕｄａ锚泊能转变为序参量的表示形式
［１４］，即

犵Ｓ＝
１

２
犃１（犙犻，犼－犙０，犻，犼）

２
＋
１

２
犃２（犙犻，犼－犙０，犻，犼）

４． （２）

式（２）中：等式右边第２项由
１

２
狑２ｓｉｎ

４
θ变换得到；参数犃２ 为负数；第１项则是由

１

２
狑１ｓｉｎ

２
θ与

１

２
狑２ｓｉｎ

４
θ

两部分共同贡献；参数犃１ 为正．

由于锚泊能属于液晶的弹性能，有

１

２
犃１（犙犻，犼－犙０，犻，犼）

２
＋
１

２
犃２（犙犻，犼－犙０，犻，犼）

４
＞０． （３）

１．２　半无限液晶体系的自由能

半无限的液晶体系中，液晶分子被放置在狕＞０的空间中，衬底处于平面狕＝０．衬底经过处理后，其

上的液晶具有一定的排列，外磁场沿着狕轴正向．将式（２）应用到液晶体系，体系的自由能为

犉＝∫ｄ
３狉［
１

２
犃犙２犻，犼＋

１

３
犅犙犻，犼犙犼，犽犙犽，犻＋

１

４
犆（犙２犻，犼）

２
＋
１

２
犔１（犽犙犻，犼）

２
－

１

２
Δχ犎犻犎犼犙犻，犼］＋∫ｄ

２狉［
１

２
犃１（犙犻，犼－犙０，犻，犼）

２
＋
１

２
犃２（犙犻，犼－犙０，犻，犼）

４］． （４）

式（４）中：等式右边第１积分项是液晶体系内部的自由能；前３项是Ｌａｎｄａｕ?ｄｅＧｅｎｎｅｓ自由能；第４项

是由于体系内部序参数变化产生的弹性能；最后１项是体系在磁场作用下的能量；第２积分项是界面处

液晶与界面的锚泊能．

为了化简式（４），对式中的参量进行重新标度，其中，序参数犛犻，犼＝
犙犻，犼
犵
（犵＝

槡２６犅
９犆

）；长度狉＝珔狉ξｎ（ξｎ＝

犔１
犆犵槡 ２

，槡２２ξｎ为液晶的相干长度）；单位自由能Δ犳＝犆犵
４；温度狋＝

犃

犆犵
２
；磁场犺＝

犎２Δχ
犆犵

３
；二阶耦合的参

数γ＝
犃１ξｎ
犔１
＞０及四阶耦合参数η＝

２犃２
３犆ξｎ

＜０，选取液晶在界面处的指向矢与易取向，液晶在垂直于狕轴

方向的单位面积上的自由能密度可表示为

犉Ａ ＝∫
∞

０

［犳ｂ＋（
ｄ犛
ｄ狕
）２］ｄ狕＋γ（犛０－犛Ｓ）

２
＋η（犛０－犛Ｓ）

４． （５）

式（５）中：犳ｂ是体液晶的自由能密度，犳ｂ＝狋犛
２－
１

槡６
犛３＋

１

３
犛４－犺犛；犛０ 是界面处液晶的序参数；犛Ｓ 则为易

取序参数．

结合液晶在无限远处（体液晶）的边界条件ｄ犛
ｄ狕
｜狕→∞＝０与ｌｉｍ

狕→∞
犛（狕）＝犛ｂ，将式（５）变换为

犉Ａ ＝犳ｂ（犛ｂ）犇±２∫
犛
ｂ

犛
０

犳ｂ（犛）－犳ｂ（犛ｂ槡 ）ｄ犛＋γ（犛０－犛Ｓ）
２
＋η（犛０－犛Ｓ）

４． （６）

　　当
ｄ犛
ｄ狕
≥０时，式右边第１项取“＋”，反之“－”，犇表示液晶体系的厚度．液晶体系的序参数由界面处

的犛０ 逐渐变化到体系内部的犛ｂ，体系的能量由这两个序参数相关，由于体系的能量处于最低状态，由

７９３第３期　　　　　　　　　　　曾明颖，等：四阶耦合能对半无限液晶界面特性的影响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此可以得到

犳′ｂ（犛ｂ）＝０， （７）

犳ｂ（犛０）－犳ｂ（犛ｂ槡 ）＝狘γ（犛０－犛Ｓ）＋２η（犛０－犛Ｓ）
３
狘． （８）

　　由式（７）可知：体液晶远离界面，液晶分子排列不受界面的影响，只与体系的温度以及外磁场相关．

式（８）反映了体液晶与界面液晶通过固体界面的联系，同时，也是确定界面液晶序参数的方法．

２　液晶体系界面特性的分析

由式（８）可知：界面处液晶的排列犛０ 不只与二阶耦合参数γ、四阶耦合参数η和易取序参数犛Ｓ 相

关，还与体液晶的排列犛ｂ相关．在温度狋、磁场犺和界面确定的情况下，犛ｂ 可由式（７）求得，将其带入式

（８），便可确定界面液晶的犛０．如果求得多个解，则给出最低自由能密度犉Ａ 对应的那个犛０ 为正解．

２．１　界面液晶相变的分析

式（５）相比文献［１３］中液晶体系的自由能，多了一项液晶与界面的四阶耦合能．由于四阶能为负值，

提高了界面液晶的相变温度［１６］．由于界面液晶排列受到了温度狋、磁场犺、二阶耦合参数γ、四阶耦合参

数η和易取序参数犛Ｓ五个参量的影响，将分别分析这些量对界面液晶的相变影响．

当磁场犺＝０．０１，二阶耦合参数γ＝０．０７，易取序参数犛Ｓ＝－０．３时，界面液晶的相变温度随着四阶

耦合参数η大小的变化曲线，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曲线１，２分别对应文中及文献［１３］的模型．

由图１可知：两条曲线起始同一点，之后，曲线１的相变温度狋随着－η的增大而增大，－η的增大

导致锚泊能的减少，正的能量减少，从而提高了相变温度狋；当－η增大到０．０２６０４，曲线不再呈现递增

趋势，而是一条直线，这是由于锚泊能减少到了不能影响界面液晶相变的程度，界面液晶的相变完全与

体液晶的相变同步；曲线１终止于－η取值０．０６３５５，大于这个数值，将使液晶的界面锚泊能取到负值；

曲线２由于不存在四阶耦合能，所以曲线不受－η的影响．

相变温度随着二阶耦合参量的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犺＝０．０１；犛Ｓ＝－０．３；η＝－０．０２；曲

线１，２分别对应包含及不包含四阶耦合能．

由图２可知：曲线１，２在γ较小时，都呈直线，这是因为锚泊能较小时，界面液晶的相变不受界面性

质的影响，其与体液晶的相变同步；曲线１起始于γ＝０．０１６７８，在γ＝０．０６６３２处开始呈现递减趋势，

终止于γ＝０．１０９６；３个阈值较之曲线２都大，这是因为四阶耦合能的缘故，但是二阶耦合参量γ对界

面液晶相变温度狋的影响在趋势上是一致的，都是先不产生影响，之后，由于γ增大，锚泊能随之增大，

正的能量减低了相变温度，所以呈现递减趋势；最终，曲线终止于γ的某一数值，这是由于大于这个数值

界面液晶的一阶相变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二阶或者更高阶的相变．

　图１　相变温度随着四解耦合参数的数值的变化　　　　图２　相变温度随着二阶耦合参量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ｑｕａｒ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磁场对界面液晶相变温度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η＝－０．０２；γ＝０．０７；犛Ｓ＝－０．３；曲线１，２

分别对应锚泊能包含及不包含四阶耦合能．

由图３可知：当给定的界面条件使锚泊能在磁场较小时，不足以降低界面液晶的相变温度，两条曲

线起始于同一点，而且两条曲线都是呈现递增的趋势；由于红色曲线存在取负值的四阶耦合能，所以当

８９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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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取值较大时相变温度比绿色曲线高，一阶相变消失的阈值也比曲线２大．

界面处液晶的易取序参数对相变的影响，如图４所示．图４中：η＝－０．０２；γ＝０．０７；犺＝０．０１；曲线

１，２分别对应包含及不包含四阶耦合能．

由图４可知：两曲线在趋势上是一致的，相变温度狋随着易取序参数犛Ｓ 的增大递增，之后，趋向稳

定；在曲线的左端，曲线呈递增趋势，这是由于在这部分犛Ｓ 的取值小，使锚泊能较大，但是随着犛Ｓ 的增

大锚泊能逐渐减小，相变温度就随之增大，当锚泊能减少到一定程度将不再影响界面液晶的相变；曲线

１变化比曲线２平稳，这是因为曲线１存在四阶耦合能使液晶与界面之间的锚泊能比曲线２小，所以曲

线１对应的相变温度高，曲线达到平稳点的犛Ｓ较之曲线２的小．

　　图３　相变温度随着磁场的变化　　　　　　　　　图４　相变温度随着易取序参数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ｒｄ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２．２　界面液晶的润湿分析

界面液晶的润湿相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磁场犺＝０．０１；四阶耦合参数η＝－０．０２；温度狋由低温

慢慢升温到体液晶的相变温度狋（犺）＝０．１４１３２９９；相变平面被分成４个区域．

由图５可知：曲线２上方给出了二阶耦合参数的取值范围，这是由于界面液晶的锚泊能必须大于

零；曲线１将相平面分为部分润湿相与完全润湿相，曲线１，２之间的区域为准润湿相；曲线１，２的交点

为三相共存点（０．０４２８，０．２９１７）．由图５（ａ）与图５（ｂ）比较可知：四阶耦合能的存在使γ的取值范围变

小，相的分界线在变化趋势上的相同的，但是在相同的界面Ｓ犛 的情况下，图５（ａ）中曲线对应的γ比图５

（ｂ）的大．

（ａ）四阶耦合能 （ｂ）无四阶耦合能

图５　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润湿相

Ｆｉｇ．５　Ｗｅｔｔ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ｏｆ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

３　结论

讨论了四阶耦合能对半无限液晶模型中界面液晶的相变及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润湿的影响，并与文献

［１３］中只有二阶耦合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由于四阶耦合能量是负的，使界面的锚泊能量变小，而界面

的作用使与其邻近的液晶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发生相变，所以在界面锚泊能可以影响界面液晶的情况

９９３第３期　　　　　　　　　　　曾明颖，等：四阶耦合能对半无限液晶界面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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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阶耦合能的存在提高了界面液晶的相变温度．

在趋势上，二阶耦合参数 、磁场和易取序参数对界面液晶相变的影响与只有二阶耦合能的ＲＰ公

式是一致的．在ｐａｒａｎｅｍａｔｉｃ润湿方面，由于界面锚泊能量为弹性能，是正的，负的四解耦合的存在使二

阶耦合参数不能取遍所有正数，从而减小了部分润湿相的区域．完全润湿相与准润湿相的分界线、准润

湿相与部分润湿相的分界线较之于没有四阶耦合能的ＲＰ公式的情况下更为平缓，所以三相点的位置

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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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犓犘犆犃?犓犘犔犛方法在狆犎中和

过程建模中的应用

朱瑞鹤，李军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针对化工过程中的具有严重非线性、不确定性、时变性的复杂ｐＨ中和过程系统建模问题，提出一种

基于核主元分析（ＫＰＣＡ）与核偏最小二乘（ＫＰＬＳ）相结合的建模方法．在高维特征空间内，该方法通过ＫＰＣＡ

有效地提取输入数据的非线性主元，利用ＫＰＬＳ方法将输入变量投影在潜在变量上，再用输入与输出变量之

间的协方差信息提取潜在特征建立ｐＨ中和过程模型．为验证其有效性，将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应用到弱酸强

碱中和过程、强酸强碱中和过程实例中，并与核偏最小二乘、核主元分析＿支持向量机（ＫＰＣＡ?ＳＶＭ）、核极限

学习机（ＫＥＬＭ）、极限学习机（ＥＬＭ）、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ＬＳＳＶＭ）、ＳＶＭ等方法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

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具有很高的动态建模精度．

关键词：　ｐＨ中和过程；核主成分分析；核偏最小二乘；系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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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Ｈ中和过程是具有强非线性和不确定的化工过程，其广泛存在于石油化工、污水处理等工业过程

中．良好控制流出ｐＨ值的前提是获取精确地ｐＨ中和过程模型．近年来，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系统等

计算智能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ｐＨ中和过程建模中
［１?２］，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Ａｂｄｅｌｈａｄｉ等

［３］比较

了径向基函数和局部线性模型两种网络对非线性ｐＨ中和过程辨识的性能好坏．文献［４?５］采用 Ｈａｍ

ｍｅｒｓｔｅｉｎ及 Ｗｉｅｎｅｒ模型对ｐＨ中和过程进行研究．吕游等
［６］将非线性偏最小二乘应用到了ｐＨ中和过

程辨识中．王宏伟等
［７］提出一个基于ＧＫ（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ｋｅｓｓｅｌ）模糊聚类和递推最小二乘的ｐＨ中和过程

辨识模型．Ｌｉ等
［８］将动态极限学习机应用到了具有大滞后的非线性ｐＨ中和过程系统辨识中．目前，支

持向量机（ＳＶＭ）等基于核学习的方法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９?２２］，被成功应用于过程建模与辨识

中．鉴于核主元分析（ＫＰＣＡ）与核偏最小二乘（ＫＰＬＳ）等核学习方法在过程建模中的成功应用，本文结

合ＫＰＣＡ与ＫＰＬＳ方法各自优点，针对复杂的非线性ｐＨ中和过程，提出一种新的建模方法，并将其应

用于典型ｐＨ中和过程实例中，以进一步提高复杂非线性化工过程的建模精度及计算效率．

１　核主元分析

ＫＰＣＡ是一种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通过非线性映射将原始数据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后再进行

ＰＣ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处理．若给定训练输入数据狓犻（犻＝１，２，…，犾；狓犻∈犚
狀），通过非线性映

射：狓∈犚
狀
→（狓）∈犉犚

犖 将训练数据映射到 犖 维特征空间中，构成犾×犖 维的矩阵犡 ＝

［（狓１）（狓２）…（狓犾）］
Ｔ ．

定义核矩阵犓为

犓＝犡犡
Ｔ ． （１）

式（１）中：犓的元素为犓犻，犼 ＝犽（狓犻，狓犼）＝（狓犻）
Ｔ

（狓犼）．

核矩阵犓的协方差矩阵Σ 为

犾Σ＝犡
Ｔ犡 ． （２）

式（２）中：Σ为Σ狊，狋＝
１

犾∑
犾

犻＝１
（狓犻）狊（狓犻）狋，狊，狋＝１，…，犖．

对犓进行中心化处理可得

犓^＝犓－
１

犾
犐犾犐犾

Ｔ犓－
１

犾
犓犐犾犐犾

Ｔ
＋
１

２
（犐犾

Ｔ犓犐犾）犐犾犐犾
Ｔ ． （３）

式（３）中：犐犾是元素为１，长度为犾的列向量．

对Σ及犓^ 进行特征值分解可得：

犓^＝犞Λ犾犞
Ｔ，　　犾Σ ＝犝Λ犖犝

Ｔ ． （４）

式（４）中：正交矩阵犞的列狏犻为犓^ 的特征向量，正交矩阵犝 的各列形成的向量狌犻为犾Σ 的特征向量．

由于犓^与犾Σ 对称，则犾Σ 的任意特征向量狌与特征值λ可变为犓^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犡狌与特征值

λ．令狋＝ｒａｎｋ（犡犡
Ｔ）＝ｒａｎｋ（犡

Ｔ犡）≤ｍｉｎ（犖，犾），则犝 的前狋列特征向量构成的矩阵犝狋可表示为

犝狋 ＝犡
Ｔ犞狋Λ狋

－
１
２ ． （５）

式（５）中：^犓假定与犾Σ 的前狋个非零特征值是按降序排列的．

由式（５）可知：犾Σ 的第犼个特征向量狌犼 具有一种相应的对偶表示，可由核矩阵犓^的相应特征向量

狏犼乘以尺度化因子系数λ犼
－
１
２，即

狌犼 ＝λ犼
－
１
２∑

犾

犻＝１

（狏犼）犻（狓犻）＝∑
犾

犻＝１

α犼犻（狓犻），　　犼＝１，…，狋． （６）

式（６）中：向量狌犼的对偶变量α
犼＝λ犼

－
１
２狏犼，狏犼，λ犼分别为犓^ 的第犼个特征向量及对应的特征值．

由式（６），若定义犝犱 是特征空间中由前犱个特征向量狌犱 所形成的子空间，训练数据（狓）在该子空

间上的犱维向量投影为

犘犝犱（（狓））＝ 狌Ｔ犼（狓（ ））犱
犼＝１ ＝ （∑

犾

犻＝１

α犼犻（狓犻），（狓（ ）））
犱

犼＝１
＝ ∑

犾

犻＝１

α犼犻犽（狓犻，狓（ ））
犱

犼＝１
． （７）

式（７）中：（ ）獉 是内积符号；α犼犻 为第犼个主元的第犻个元素．将特征值λ按照降序排列，可选取前犱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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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犱≤犾）．ＫＰＣＡ中使用最常见的高斯核函数，其形式为

犽（狓犻，狓犼）＝ｅｘｐ －
狓犻－狓犼

２

２σ｛ ｝２ ． （８）

式（８）中：σ（σ＞０）为高斯核函数的核宽度参数．

２　核偏最小二乘

最小二乘（ＰＬＳ）方法利用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协方差提取数据的潜在特征，能够克服数据

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可以实现观测变量多于观测数据的情形．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相比，ＰＬＳ方法同

时利用输入犡和输出犢的协方差选择潜在特征向量．若给定训练数据 狓犻，狔｛ ｝犻 ∈犚
狀×犚狏，犻＝１，２，…，犾，

可构建矩阵犡∈犚
犾×狀，犢∈犚

犾×狏，ＰＬＳ的回归模型描述如下，即

犢^＝犡犠 ． （９）

式（９）中：^犢为模型的输出，犠 是维数为狀×狏的回归系数矩阵．

若潜在特征数目为犔，ＰＬＳ方法的算法实现有以下６个步骤．

１）初始化，计算犡的均值犡１．

２）令犢^＝０，ｆｏｒ犼＝１，投影方向向量狌犼取为犡
Ｔ
犼犢的第１列，狌犼＝

狌犼
狌犼
．

３）重复计算狌犼＝犡
Ｔ
犼犢犢

Ｔ犡犼狌犼，狌犼＝
狌犼
狌犼
，直至狌犼收敛．

４）计算狆犼 ＝
犡Ｔ犼犡犼狌犼
狌犼犡

Ｔ
犼犡犼狌犼

，犮犼 ＝
犢Ｔ犼犡犼狌犼
狌犼犡

Ｔ
犼犡犼狌犼

．

５）计算输出犢^＝犢^＋犡犼狌犼犮犼，犡犼＋１ ＝犡犼（犐－狌犼狆
Ｔ
犼），犼＝犼＋１，返回步骤２），直至犼＝犔为止．

６）计算回归系数矩阵犠 ＝犝（犘犜犝）－
１犆Ｔ ，给出模型输出犢^．

对ＫＰＬＳ方法而言，定义特征空间中的投影方向向量为β犼，β犼 是原空间的投影方向向量狌犼 的对偶

向量．相应地，向量犮犼在特征空间的对偶表示为τ犼，记核矩阵为犓
１．

ＫＰＬＳ的核函数采用线性核，其形式为

犽１（狓犻，狓犼）＝狓犻
Ｔ狓犼． （１０）

为了消除回归模型中偏置项的影响，还应对映射至特征空间中的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需要进行如

下变换，即

犓１ ＝ 犐－
１

犾
犐犾犐犾（ ）Ｔ 槇

犓１ 犐－
１

犾
犐犾犐犾（ ）Ｔ ． （１１）

式（１１）中：
槇
犓１ 为未进行中心化的数据核矩阵，维数为犾×犾．

与ＰＬＳ方法的算法实现相对应，ＫＰＬＳ方法的算法实现有如下６个步骤．

１）初始化，定义犓１犻，犼 ＝犽（狓犻，狓犼），犻，犼＝１，…，犾，计算犓
１，犓１１＝犓

１，^犢＝犢．

２）进入循环，ｆｏｒ犼＝１，在特征空间的投影方向向量β犼取为犢^的第１列，β犼＝
β犼

β犼
．

３）重复计算β犼＝^犢^犢
Ｔ犓１犼β犼，β犼＝

β犼

β犼
，直至β犼收敛．

４）计算β犼 ＝犓
１
犼β犼，犮犼 ＝

犢Ｔ犼犡犼狌犼
狌Ｔ犼犡

Ｔ
犼犡犼狌犼

＝
犢^Ｔτ犼
τ犼

Ｔ
τ犼
＝
犢^Ｔτ犼
τ犼

２ ．

５）计算输出犢^＝犢^－τ犼犮犼，犓
１
犼＋１＝ 犐－

τ犼τ犼
Ｔ

τ犼（ ）２ 犓１犼 犐－τ犼τ犼
Ｔ

τ犼（ ）２ ，犼＝犼＋１，返回到步骤２），直至犼＝
犔为止．

６）定义矩阵犅＝ ［β１，…，β犔］，犜＝ ［τ１，…，τ犔］，计算特征空间上的回归系数矩阵α，则有α＝犅

（犜Ｔ犓１犅）－１犜Ｔ犢．

提取前犔个潜在变量，在非线性特征空间中，可将ＫＰＬＳ回归模型解释为线性ＰＬＳ回归模型，有

犢^＝犓α． （１２）

３０４第３期　　　　　　　　　　朱瑞鹤，等：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在ｐＨ中和过程建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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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犓犘犆犃?犓犘犔犛的仿真实验

３．１　弱酸强碱中和过程模型

假定ＣＳＴＲ处处等温且物料完全混合，设流入物和反应物的流量分别为犉ａ和犉ｂ，所含浓度分别为

犆ａ和犆ｂ，则其动态模型可表示为

犞
ｄ狑ａ
ｄ狋
＝犉ａ犆ａ－（犉ａ＋犉ｂ）狑ａ， （１３）

犞
ｄ狑ｂ
ｄ狋
＝犉ｂ犆ｂ－（犉ａ＋犉ｂ）狑ｂ． （１４）

式（１３），（１４）中：犞 为反应器容积；狑ａ为反应器中酸液浓度；狑ｂ为反应釜中碱液浓度．

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由狑ａ，狑ｂ与ｐＨ值之间的中和滴定曲线获取流出物的ｐＨ值．考虑中和

的弱酸强碱过程，其中和滴定曲线方程为

狑ｂ＋１０
－ｐＨ
－１０

ｐＨ－１４
－

狑ａ
１＋１０狆

犓
ａ－ｐＨ

＝０． （１５）

式（１５）中：狑ａ＝［ＨＡＣ］＋［ＡＣ
－］；狑ｂ＝［Ｎａ

＋］；弱酸电离常数犓ａ＝
［ＡＣ－］［Ｈ＋］
［ＨＡＣ］

；狆犓ａ＝－ｌｏｇ１０犓ａ．

由式（１５）的中和滴定曲线方程可知：ｐＨ值的变化与输入存在着严重的非线性．弱酸强碱中和滴定

曲线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在ｐＨ＝７附近，该过程对反应釜中再加入的酸碱量的灵敏度极高；测

图１　弱酸强碱中和滴定曲线

Ｆｉｇ．１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ｏｆｗｅａｋａｃｉｄ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ｂａｓｅ

试数据集上的建模输出与真实输出的结果对比具有较好的逼

近能力．根据弱酸弱碱中和过程输入数据的构造不同，分为结

构１和结构２两种情况．

结构１．给定流入物流量犉ａ，以反应物流量犉ｂ 控制流出

物ｐＨ值的系统．在输入犉ｂ的稳态值基础上，叠加［－５１．５，＋

５１．５］范围内均匀变化的随机信号ξ作为过程的输入信号，且

系统参数的取值同文献［１］．由式（１３）～（１５）所描述的机理模

型及犉ｂ，得到６００组数据，前３００组为训练数据集，其余作为

测试数据集．模型输入选择犉ｂ和ｐＨ值，其辨识模型为

狔^ｐＨ（狋）＝ψ（犉ｂ（狋－１），狔ｐＨ（ｔ－１））． （１６）

式（１６）中：^狔ｐＨ和狔ｐＨ分别表示模型和实际系统的输出．

由交叉验证法确定不同核学习方法的辨识模型参数．ＫＰ

ＣＡ?ＫＰＬＳ方法中，ＫＰＣＡ采用高斯核函数，核宽度σ＝１；ＫＰＬＳ采用高斯核函数，核宽度σ＝１，潜在变

量数目犔＝１５；ＫＰＣＡ?ＳＶＭ中，ＳＶＭ取线性核函数，选取非线性主元数目为１５；ＬＳＳＶＭ中的正则化参

数犆２＝８；ＳＶＭ方法使用Ｌｉｂｓｖｍ软件完成，惩罚因子犆＝１００，ε＝０．１；ＥＬＭ 方法中，隐含层节点数目

为５０．在训练数据集与测试数据集上的不同方法的建模性能评价，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ＫＰＬＳ方法

的建模精度均明显占优．

表１　ｐＨ中和过程建模性能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Ｈ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算法

弱酸强碱中和过程 强酸强碱中和过程

结构１（２个输入）

训练 ＭＳＥ　测试 ＭＳＥ

结构１（３个输入）

训练 ＭＳＥ　测试 ＭＳＥ

结构２

训练 ＭＳＥ　测试 ＭＳＥ
训练 ＭＳＥ　测试 ＭＳＥ

ＥＬＭ ０．０２７４ ０．１４０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１１０３ ０．０１０２ ０．１０１４ ０．０１０９ ０．１３０１

ＳＶＭ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７５２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７２０

ＬＳＳＶＭ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８

ＫＰＣＡ?ＳＶＭ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６０４

ＫＥＬＭ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５５１

ＫＰＬ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１２１ ５．５６４１×１０４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３

ＫＰＣＡ?ＫＰＬＳ ７．００６１×１０４ ０．００３０ １．４１６９×１０４ ９．３６４０×１０４５．７８９４×１０４ ０．００２３ ８．６２５４×１０４ ０．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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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增加模型的输入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建模的精度，可采取具有三个输入的动态辨识模

型，即

狔^ｐＨ（狋）＝Γ（犉ｂ（狋－１），犉ｂ（狋－２），狔ｐＨ（狋－１））． （１７）

利用ＫＰＣＡ?ＫＰＬＳ对该模型进行辨识，不同方法的参数选取不变．辨识精度见表１，测试输出及测

试误差如图２，３所示．由图２，３可知：对同一方法而言，３个输入的情形下的建模精度更好一些．因此，适

当增加模型的输入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建模精度．

　 图２　 结构１测试输出 　　　　　　　　　　　　　　　 图３　 结构１测试误差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

结构２．给定流入物流量犉ａ，若建模考虑犉ｂ为时变输入信号的情形，则

犉ｂ（狋）＝
５１．５＋５１．５ｓｉｎ（２π狋／２５），　　　　　　　　　　狋≤１５０，

５１．５＋２５．７５ｓｉｎ（２π狋／２５）＋２５．７５（２π狋／１０），　　狋＞｛ １５０．
（１８）

由式（１３）～（１５）所描述的机理模型及式（１８），可得到６００组数据，前３００组为训练数据集，其余作

为测试数据集．针对该过程，模型输入选择犉ｂ和ｐＨ值，其辨识模型同式（１６）．

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中，ＫＰＣＡ采用高斯核函数，核宽度σ＝１５；ＫＰＬＳ采用高斯核函数，核宽度σ＝

图４　 结构２训练输出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ｉｎ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

１５，潜在变量数目犔＝３５；ＫＰＣＡ?ＳＶＭ中，ＳＶＭ取线性核函

数，选取非线性主元数目为３５；ＬＳＳＶＭ中的正则化参数犆２ ＝

４；ＳＶＭ方法使用Ｌｉｂｓｖｍ软件完成，惩罚因子犆＝１，ε＝０．１；

ＥＬＭ方法中，隐含层节点数目为６０．

由建模精度的数值比较（表１）可知：ＫＰＣＡＳ?ＫＰＬＳ方法

的建模精度明显占优．在训练数据集上ＫＰＣＡ?ＫＰＬＳ，ＫＰＬＳ

方法的辨识模型输出，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模型能够较好

地适应时变信号输入所引起的输出变化．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

在测试数据集上的辨识输出，如图５所示．进一步给出在测试

数据集上所有方法的测试误差，如图６所示．由图４～６可知：

文中方法在训练和测试上均具有很好的建模精度．

　 图５　 结构２测试输出 　　　　　　　　　　　　　 图６　 结构２测试误差

　Ｆｉｇ．５　Ｔｅｓｔ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　　　　　　　　　　Ｆｉｇ．６　Ｔ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

５０４第３期　　　　　　　　　　朱瑞鹤，等：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在ｐＨ中和过程建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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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强酸强碱中和过程模型

ＨＣｌ和ＮａＯＨ的强酸强碱过程的中和滴定曲线方程为

狑ｂ－狑ａ＋１０
－ｐＨ－１０ｐＨ－１４＝０． （１９）

式（１９）中：狑ａ＝［Ｃｌ
－］，狑ｂ＝［Ｎａ

＋］．

给定流入物流量犉ａ，考虑犉ｂ为式（１８）的时变输入信号情形，由式（１３），（１４）所描述的机理模型及

式（１９），得到６００组数据，前３００组为训练数据，其余作为测试数据．系统参数的取值同文献［１］，辨识模

型采用式（１６）．

实验中，通过交叉验证方法选取 ＫＰＣＡ?ＫＰＬＳ，ＫＰＬＳ，ＫＰＣＡ?ＳＶＭ 的核参数σ＝５．ＫＰＣＡ?ＫＰＬＳ

方法中，ＫＰＬＳ采用线性核函数，潜在变量数目犔＝３０．ＫＰＣＡ?ＳＶＭ 中，ＳＶＭ 取线性核函数，选取非线

性主元数目为３０；ＬＳＳＶＭ中的正则化参数犆２＝８；ＳＶＭ的惩罚因子犆＝２００，ε＝０．０１；ＥＬＭ方法中，隐

含层节点数目为８０．

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模型在测试数据集上的各点输出，如图７所示．所有方法的测试误差比较，如图８所

示．由图７，８可知：核学习方法具有很好的建模性能．进一步给出了在同等条件（表１）下，由不同方法的

建模性能指标对比可知：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的建模精度均明显占优，提高一个数量级以上．

　图７　强酸强碱过程测试输出　　　　　　　　　　　图８　强酸强碱过程测试误差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ａｃｉｄ?ｓｔｒｏｎｇｂ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ｉｇ．８　Ｔ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ａｃｉｄ?ｓｔｒｏｎｇｂ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　结束语

ＫＰＣＡ适合解决非线性特征提取问题，相比ＰＣＡ能够提取更多的主元数目和更多的主元质量，可

以最大限度地提取非线性主元，消除了输入数据的噪声．ＫＰＬＳ方法通过引入核变换技术，克服了高维

特征空间特征向量的多重相关性，可以有效地处理非线性回归建模问题．将ＫＰＣＡ与ＫＰＬＳ方法相结

合建立了ｐＨ中和过程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型描述方法．仿真实验表明：不同情形下，与其他方法相

比，无论是弱酸强碱还是强酸强碱ｐＨ中和过程，ＫＰＣＡ?ＫＰＬＳ方法具有良好的建模精度，为难以得到

精确数学模型的复杂工业过程建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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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金属热强度性能指标的瓦楞板

踢脚线散热器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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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ＩＣＥＭＣＦＤ软件建立不同结构参数的流体流动与传热计算模型，利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

行数值模拟，对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瓦楞间距和高度进行优化．结果表明：随着瓦楞间距的减小和散热器高

度的增加，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散热量随之增加；当瓦楞间距为５０ｍｍ时，散热器的金属热强度最高，热工

性能最优；当高度为９０ｍｍ时，金属热强度最高，热工性能最优．

关键词：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金属热强度；结构优化；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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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室内环境的美观及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１］．目前，最常见的采暖

方式主要有散热器采暖、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中央空调采暖、电热膜辐射采暖，以及壁挂式燃气炉采

暖等［２］．散热器采暖和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是使用最广泛的两种采暖方式，作为将热媒的热量传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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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末端设备，其安全性、经济性及装饰性等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３］．暖气片需要明装，至少占用

３～５ｍ
２ 的室内空间，家具还需要根据暖气片的位置摆放．而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铺设盘管需要将

地面抬高１０ｃｍ左右，减小了房间的净高，也给日后的维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４］．由于暖气片和低温热

水地板辐射采暖存在上述问题，一种以环绕室内踢脚线位置为散热源的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应运而

生［５］．该散热器既不占用室内空间，又易于改造、方便维修，且符合采暖的发展要求．因此，对其进行结构

优化以提高踢脚线散热器热工性能具有显著意义．采暖散热器的散热量、承压能力、外型尺寸及外观是

评价散热器优劣的主要参数，由于这些参数与用户的使用密切相关，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金属热

强度是衡量散热器经济性的一个标志，其数值的高低既可以反映散热器散热量的大小，也可以反映产品

的材质、构造、工艺、外观设计及金属耗量的合理性［６］．因此，本文针对瓦楞间距和高度对瓦楞板踢脚线

散热器的散热量和金属热强度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散热量和金属热强度随结构参数的变化规律，得出

图１　结构尺寸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散热器热工性能最佳时的结构参数．

１　数值计算模型

１．１　物理模型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结构尺寸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其特征参数，如

表１所示．图１，表１中：犪为瓦楞间距；犫为散热器高度；犮为瓦楞宽度；犱为

瓦楞高度；犲为凹槽高度；犳为瓦楞厚度；犵为凹槽厚度；犺为模型长度．

对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瓦楞间距及高度进行结构优化，得到热工性

能最佳时的结构参数，故需控制瓦楞宽度和厚度、凹槽厚度设置不变．其他

影响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性能特征参数的优化将进行后续研究．散热器管

体的材料为４３０不锈钢，材料物性参数如下：密度ρ＝７７５０ｋｇ·ｍ
－３，比热

容犮＝４６０Ｊ·（ｋｇ·Ｋ）
－１，导热系数λ＝２６．４Ｗ·（ｍ·Ｋ）

－１．

表１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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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ｍｍ 犫／ｍｍ 犮／ｍｍ 犱／ｍｍ 犲／ｍｍ 犳／ｍｍ 犵／ｍｍ 犺／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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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９０ １０ ４５ ６０ ３０ ２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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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几何模型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

ｂｏａｒｄｓｋｉｒ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几何模型，如图２所

示．该散热器是由长１ｍ的不锈钢管体和左右两

端直径为２ｃｍ用于连接的圆钢管组成．

１．２　相关假设

在建立模型时，假设如下：流体流动时，物理

量不随时间发生变化，设为定常流动［７］；流体的动

力粘度μ为常数，是不可压缩的牛顿流体
［８］；考虑重力的影响；忽略流体粘性耗散的影响．

１．３　数学模型

在常物性与宏观热能守恒的前提下，基于不可压缩的牛顿型流体，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内流体的流

动与传热需满足下列３个控制方程
［７］．

１）连续性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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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

狓
＋
狏

狓
＋
狑

狓
＝０． （１）

式（１）中：狌，狏，狑为速度矢量分别在狓，狔，狕方向上的分量．

２）动量方程为

狌
狌

狓
＋狏
狌

狔
＋狑

狌

狕
＝μ
ρ


２狌

狓
２＋

２狌

狔
２＋

２狌

狕［ ］２ －１
ρ

狆
狓
，

狌
狏

狓
＋狏
狏

狔
＋狑

狏

狕
＝μ
ρ


２狏

狓
２＋

２狏

狔
２＋

２狏

狕［ ］２ －１
ρ

狆
狓
，

狌
狑

狓
＋狏
狑

狔
＋狑

狑

狕
＝μ
ρ


２狑

狓
２ ＋

２狑

狔
２ ＋

２狑

狕［ ］２ －１
ρ

狆
狓
－ρ犵

烍

烌

烎
．

（２）

式（２）中：狆为流体微元体上的压力；μ为动力粘度．

３）能量方程为

狌
犜

狓
＋狏
犜

狔
＋狑

犜

狕
＝α


２犜

狓
２＋

２犜

狔
２ ＋

２犜

狕［ ］２ ． （３）

图３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局部放大网格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ｌ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ｇｒｉ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ｂｏａｒｄｓｋｉｒ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式（３）中：犜为温度，Ｋ；α为流体的热扩散率．

１．４　网格划分

通过ＩＣＥＭＣＦＤ软件建立模型并划分网格，采用Ｔｅｔ

ｒａ／Ｍｉｘｅｄ自动体网格生成方法，考虑到边界层对传热与流

动的影响，创建Ｐｒｉｓｍ三棱柱边界层网格，将壁面附近网格

加密，每个模型的网格数均超过４０万个
［９］．瓦楞板踢脚线

散热器局部放大网格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１．５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

根据实验数据，算得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管中水流的

雷诺数均小于２３００，为层流，故选择Ｌａｍｉｎａｒ层流模型，并

开启能量方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添加－犢 方向、大小为９．８ｍ·ｓ－２的重力条件
［１０］．压力和速度值的求

解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流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定义收敛条件为残差的绝对值小于１×１０－３．

定义入口为速度入口边界，设定入口速度及相应的温度条件；出口为自然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壁面

边界条件设定散热器外表面与空气之间的对流表面传热系数及周围空气的温度；同时，添加辐射换热的

边界条件，并设定环境温度；设定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管体的壁厚为１ｍｍ．

２　模型的可靠性验证

２．１　实验装置与方法

采暖散热器热工性能检测装置，如图４所示．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瓦楞间距为４０ｍｍ，高度为８０

ｍｍ，长度为２ｍ．按照ＧＢ／Ｔ１３７５４－２００８《采暖散热器热量测定方法》要求，采用改变进、出口温度的方

图４　采暖散热器热工性能检测装置

Ｆｉｇ．４　Ｈ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法进行实验测定［１１］．测量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进口处的水流

量、进出口处的水温及密闭小室内的空气温度．通过调节空

调，控制套间内空气的温度．所有测量数据均为在改变工况

后，稳定超过２０ｍｉｎ后记录的数值．

２．２　实验数据处理

被测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散热量［１２］计算式为

犙＝１．１６３犌狋ｇ－狋（ ）ｈ ． （４）

式（４）中：犌为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中的循环水量；狋ｇ为热媒的

进口温度；狋ｈ为热媒的出口温度．

２．３　实验结果

实验数据，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狋１ 为环境温度；狋２ 为热水

０１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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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实验数据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

ｂｏａｒｄｓｋｉｒ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测试项目 工况Ⅰ 工况Ⅱ 工况Ⅲ

狋１／℃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５．００

狋２／℃ ５２．３５ ５９．３１ ６９．１４

狋３／℃ ４７．０８ ５２．４６ ６０．６１

犌／ｋｇ·ｈ
－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进口温度；狋３ 为热水出口温度；犌为热水流量．

２．４　模型可靠性验证

为了验证数值计算的可靠性，对瓦楞板踢脚线散

热器的计算模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模拟时，设置的进

口速度边界及壁面边界与表２中的实验数据相同．散

热器外表面与空气之间的对流表面传热系数计算

式［１３］为

犖狌＝犆（犌狉×犘狉）
狀，　　犺＝

犖狌·λ
犾

． （５）

式（５）中：犖狌为努塞尔数；犆，狀是由实验确定的常数；犌狉为格拉晓夫准则，犌狉＝
犵αΔ狋犾

３

γ
２
，α为体积膨胀系

数，γ为运动黏度，犾为定型尺寸，Δ狋为狋ｗ 与狋ｆ的差值，狋ｆ为远离壁面的流体温度；犺为换热器表面与空

气间的对流表面传热系数；λ为空气的导热系数．

使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分别对３种进口水温工况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１４］．模拟出的散热量与

表３　模拟散热量和实验散热量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ｔ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

工况 犙１／Ｗ 犙２／Ｗ δ／％

Ⅰ １３１．８０ １２２．５８ ７．５２

Ⅱ １６１．３４ １５９．３３ １．２６

Ⅲ ２０８．４９ １９８．４１ ５．０８

实验数据得到的散热量比较，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犙１ 为

ＦＬＵＥＮＴ模拟的散热量；犙２ 为实验测试得到的散热量；

δ为犙１ 对犙２ 的相对偏差．由表３可知：模拟与实验得到

的散热量偏差均小于１０％，可以认为建立的计算模型是

可靠的．

３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分析

３．１　瓦楞间距对散热量的影响

衡量散热器热工性能的好坏，不仅要考虑散热量，还应衡量散热器的经济性．金属热强度作为衡量

散热器经济性的指标，其值越大，表明散发出同样的热量消耗的金属量越小［１５］．

金属热强度是指散热器内热媒的平均温度与室内空气温度相差１℃时，每千克散热器单位时间所

散发出的热量［１６］．其计算式为

狇＝
犙ｒ
犠ｇΔ狋

． （６）

式（６）中：犙ｒ为被测散热器的标准散热量；犠ｇ 为被测散热器的质量；Δ狋为进出散热器热媒的平均温度

与闭室小室内基准点温度之差．标准工况如下：进口温度为９５℃，出口温度为７０℃，室温为１８℃，传热

表４　不同瓦楞间距的参数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ｂｏａｒｄｓｐａｃｉｎｇｓ

参数
犪／ｍｍ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犞／×１０－３ｍ３ １．６２ １．６０ １．５９ １．５８

犠ｇ／ｋｇ １．４４ １．４１ １．４０ １．３９

犙ｒ／Ｗ １４５．４８ １４３．２７ １４２．１８ １４１．５０

狇／Ｗ·（ｋｇ·℃）
－１ １．５６７９ １．５７３３ １．５７４４ １．５７３０

温差Δ狋＝６４．５℃．

在入口水温为９５℃，出口水温为７０℃，环

境温度为１８℃的标准工况下，对长度为１ｍ，

瓦楞间距分别为３０～６０ｍｍ的几何模型进行

数值模拟计算，模拟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犪

为瓦楞间距；犞 为体积；犠ｇ 为质量；犙ｒ 为散热

量；狇为金属热强度．

不同瓦楞间距条件下，瓦楞板踢脚线散热

器的模拟结果关系曲线，如图５，６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犪＝３０ｍｍ时，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散热量最高；随着瓦楞间距的增大，散热量随

之递减，散热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３．９８Ｗ．这是因为随着瓦楞间距的减小，散热器的散热面积逐渐增

大，这样可以增大散热器的传热系数，传热系数犓 值越高，说明其散热性能越好．

由图６可知：当犪＜５０ｍｍ时，金属热强度随着瓦楞间距的增加逐渐增大；当犪＞５０ｍｍ时，金属热

强度随瓦楞间距的增加而减小．当犪＝５０ｍｍ时，金属热强度最大，与犪＝３０ｍｍ时的金属热强度相差

０．００６５Ｗ·（ｋｇ·℃）
－１．这是由于金属热强度取决于标准散热量与散热器质量的比值，散热量随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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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间距的增加而减小，而散热器的质量也随着瓦楞间距的增加而减小，两者比值的大小先增大后减小．

　　图５　瓦楞间距与散热量关系曲线 图６　瓦楞间距与金属热强度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ｂｏａｒｄ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ｂｏａｒｄ

　　　　ｓｐａｃ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综上可知：当犪＝５０ｍｍ时，热工性能最优；当犪＝３０ｍｍ时，热工性能最差．

３．２　散热器高度对散热量的影响

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高度也是影响散热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入口水温为９５℃，出口水温为７０

℃，环境温度为１８℃的工况下，对犪＝４０ｍｍ，长度为１ｍ，散热器高度（犫）为７５～９５ｍｍ的５种计算模

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不同高度的参数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参数
犫／ｍｍ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犞／×１０－３ｍ３ １．４７ １．６０ １．７３ １．８６ １．９９

犠ｇ／ｋｇ １．３３ １．４１ １．４９ １．５８ １．６６

犙ｒ／Ｗ １３２．９２ １４３．２７ １５０．５８ １６４．３９ １６５．２５

狇／Ｗ·（ｋｇ·℃）
－１ １．５８５８ １．５７３３ １．５６１８ １．６１５４ １．５４２７

　　在５种不同高度条件下，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模拟结果关系曲线，如图７，８所示．

图７　散热器高度与散热量关系曲线 图８　散热器高度与金属热强度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ｉｇ．８　Ｃｕｒｖｅ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由图７可知：随着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高度的增加，散热量逐渐递增；当犫＝９５ｍｍ时，散热器的散

热量最大，与犫＝７５ｍｍ时的散热量相比，增加了３２．３３Ｗ．这是因为随着高度的增加，散热器的散热面

积逐渐增加，散热器的传热系数犓 随之增大，因此，散热器的散热性能也得到了提高．

由图８可知：当犫＜８５ｍｍ时，散热器的金属热强度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减小；当犫＝９０ｍｍ时，散

热器的金属热强度最高，与犫＝９５ｍｍ时的金属热强度相比，增加了０．０７２Ｗ·（ｋｇ·℃）
－１．这是因为

金属热强度的值取决于标准散热量与散热器质量的比值，散热量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增大，而散热器的质

量也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增大，但两者比值的大小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

综上可知：当犫＝９０ｍｍ时，散热器的热工性能最优；当犫＝９５ｍｍ时，散热器的热工性能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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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散热量随瓦楞间距的增大而减小；金属热强度随瓦楞间距的增加先增大

后减小．当瓦楞间距为５０ｍｍ时，散热器的金属热强度值最大，热工性能最优．

２）瓦楞板踢脚线散热器的散热量随高度的增大而增加；金属热强度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后增大再

减小．当高度为９０ｍｍ时，散热器的金属热强度值最大，热工性能也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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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蝌蚪状类弹性蛋白多肽

相变特性分析

邱岳，张丹丹，吴姝羽，蔡征文，林源清，张光亚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研究不同盐类型及浓度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特性的影响，探究霍夫曼斯特（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中

阴、阳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通过设计、表达和纯化后，获得由谍标签／捕谍器（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

Ｃａｔｃｈｅｒ），以及由４０个重复的线性类弹性蛋白多肽所形成的２个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结果表明：蝌蚪状

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比ＥＬＰｓ８０相变温度高１．３５℃；阴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符合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

子序现象，但ＮＨ４
＋，Ｋ＋，Ｎａ＋等阳离子却发生逆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现象；在 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ＮＯ３，Ｋ２ＳＯ４，

ＫＣｌ，ＫＮＯ３，ＮＨ４Ｃｌ，ＮＨ４ＮＯ３，（ＮＨ４）２ＳＯ４ 等不同浓度缓冲液中，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发生相变所需的温度范围显

著高于线性ＥＬＰｓ４０，这与其特殊的结构密切相关．

关键词：　蛋白拓扑结构；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构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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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窄的温度范围内（约１～２℃）经历一个可逆相变过程
［３］．其中，阴、阳离子是引起ＥＬＰｓ发生相变的

关键因素之一，其触发 ＥＬＰｓ相变一般遵循霍夫曼斯特（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
［４］．谍标签／捕谍器

（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来源于革兰氏阳性菌酿脓链球菌的纤连蛋白结合蛋白中的免疫球蛋白二级结合

区域（ＣｎａＢ２）
［５］，ＣｎａＢ２有一个稳定性极高的异肽键

［６］．基于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基因的重组特性，

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可将线性ＥＬＰｓ构建成不同拓扑结构的ＥＬＰｓ，极大丰富了传统线性ＥＬＰｓ的结构

形式和应用领域［７?８］．但有关拓扑结构各异的ＥＬＰｓ相变特性及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对ＥＬＰｓ相变温度

的影响规律报道较少［９?１１］．本文以４０个重复的ＥＬＰｓ４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盐类型及浓度对蝌蚪状

ＥＬＰｓ４０相变特性的影响，并探究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中阴、阳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载体构建

所设计的蛋白结构，如图１所示．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如图１（ａ）所示；酶切后得到线性类弹性蛋白，如图

１（ｂ）所示；通过犖犱犲Ⅰ和犎犻狀犱Ⅲ限制性内切酶进行酶切，酶切成功后克隆至ｐＥＴ?２２ｂ（＋）表达载体

中，并转入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宿主菌，如图１（ｃ）所示．全基因片段ＳｐｙＴａｇ?ＥＬＰｓ４０?ＴＥＶ?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

ＥＬＰｓ４０由江苏省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并测序；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的基因序列参见文献

［５?７］；ＥＬＰｓ４０基因为实验室前期合成
［９］．

（ａ）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　　　　　 （ｂ）酶切后的线性ＥＬＰｓ４０　　（ｃ）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表载体质粒图谱

图１　 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蛋白构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ａｄｐｏｌｅ?ｌｉｋｅＥＬＰｓ４０

１．２　蝌蚪状犈犔犘狊４０分子的表达和纯化

将含目的基因的载体宿主菌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在氨苄青霉素（１００μｇ·ｍＬ
－１）ＬＢ培养基中过夜

培养（３７℃），继而接种到ＴＢ培养基中继续培养．在ＴＢ培养基中加入０．５ｍｍｏｌ·Ｌ－１异丙基?β?硫代吡

喃半乳糖苷，在２５℃中诱导表达．随即常温离心大肠杆菌菌液，将沉淀重悬于预冷的磷酸缓冲液（ＰＢＳ

缓冲液，ｐＨ＝７．４）中，并去除沉淀
［９］．融合蛋白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纯化采用可逆相变循环（ＩＴＣ）法

［１２?１３］，

即添加固体ＮａＣｌ（２．５ｍｏｌ·Ｌ－１），并在３８℃下保温２０ｍｉｎ以触发ＥＬＰｓ４０相变．然后，在４０℃（１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１０ｍｉｎ）离心弃上清，将再溶解的沉淀物在４℃（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１０ｍｉｎ）离心以除去不溶

物．最后，收集含有目的蛋白的上清液．为得到高纯度的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可再重复上述过程．

１．３　蛋白特性

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初步验证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纯度和相对分子质量．为精确测

定蛋白相对分子质量，用超滤离心管除盐后，利用Ｕｌｔｒａｆ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ＴＯＦ型基质辅助激光

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美国布鲁克道尔顿公司），以芥子酸为基质测定［１４］．其理论相对分子质量在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ｈｔｔｐ：∥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中计算．使用ＳＰＥＣＰＲＤ４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德国ＡｎａｌｙｔｉｋＪｅｎａＡＧ公司）于２８０ｎｍ处测定纯蛋白消光系数，与色氨酸（Ｔｒｐ）在２８０ｎｍ处消光系

数的标准曲线对比可确定其浓度［１５］．

盐对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影响的测定．终浓度为２５μｍｏｌ·Ｌ
－１的ＥＬＰｓ４０与不同浓度梯度的盐混匀后

（溶于ＰＢＳ缓冲液，ｐＨ＝７．４）备用．相变温度定义为程序升温过程中，犇（３５０）（波长为３５０ｎｍ时，测得

的消光系数）最大值一半时所对应的温度［１６］．相变温度的测定由配置有温控装置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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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完成．

１．４　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分子的蛋白酶切

根据烟草蚀斑病毒蛋白酶（ＴＥＶ）的产品说明书，４６μＬ蛋白样品加入４μＬＴＥＶ混合物，于室温下

过夜酶切．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由一个环化ＥＬＰｓ４０与一个线性ＥＬＰｓ４０连接组成的结构）经蛋白酶酶切后形

成含有２个ＥＬＰｓ４０的线性结构（Ｅ?Ｔ?Ｅ分子，两端是ＥＬＰｓ４０，中间一段是Ｓｐｙｔａｇ），如图１（ａ），（ｂ）所示．

ＥＬＰｓ８０是指包含２个ＥＬＰｓ４０的线性结构，但没有ＳｐｙＴａｇ和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蛋白的表达、纯化及鉴定

通过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将ＥＬＰｓ４０设计成蝌蚪型结构，表达和纯化后获得的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经

ＴＥＶ蛋白酶酶切后（１０～１２ｈ），与未酶切的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纯度和相对分子质量的初

步验证，如图２所示．图２中：Ｍ为蛋白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１泳道为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２泳道为酶

切后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由图２可知：１泳道在１７０ｋｕ左右有明显的杂条带，说明ＳｐｙＴａｇ?ＥＬＰｓ４０?

图２　 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Ｆｉｇ．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ａｄｐｏｌｅ?ｌｉｋｅＥＬＰｓ４０

ＴＥＶ?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ＥＬＰｓ４０蛋白自身反应形成蝌蚪状

ＥＬＰｓ４０并未达到１００％，可能出现分子间异肽键的共

价反应．电泳图经 ＢａｎｄＳｃａｎ软件分析，有９０％的

ＳｐｙＴａｇ?ＥＬＰｓ４０?ＴＥＶ?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ＥＬＰｓ４０蛋白自身

发生环化反应；２泳道在１７０ｋｕ左右的杂条带减少，

比１泳道多１个相对分子质量为４８ｋｕ左右的ＴＥＶ

蛋白酶的条带．据文献［１７］报道，β?内酰胺酶经

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自身环化，环化率约为７５％．文

中对地衣多糖酶进行环化，自身环化率同样低于

１００％，这主要由被环化分子氮端和碳端的距离决

定［１８］．经２轮纯化的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及 ＴＥＶ蛋白酶

酶切后的ＥＬＰｓ４０，其精确相对分子质量由 Ｕｌｔｒａｆ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ＴＯＦ型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

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犿／狕为质荷比；犐观测值 为所检测到离子质荷比的观测

值；犐计算值为所检测到离子质荷比的计算值．由图３可知：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和经酶切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对分子质

量分别为５０６０７．５ｕ和５０６２９．１ｕ，与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计算值非常接近．由图３（ｂ）可知：经ＴＥＶ蛋白酶酶

切水解后的ＥＬＰｓ４０相对分子质量增加约１８（即１分子水的相对分子质量），再次证实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

成功环化所得分子与预期相符．

　　　（ａ）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　　　　　　　　 　（ｂ）经ＴＥＶ酶切后蝌蚪型结构的ＥＬＰｓ４０

图３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质谱分析

Ｆｉｇ．３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２　犖犪犆犾和犖犪２犆犗３ 对不同拓扑结构犈犔犘狊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

以ＮａＣｌ和Ｎａ２ＣＯ３ 为例，测定它们对不同拓扑结构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狋Ｔ 为相变温度；犮为盐浓度；狋Ｒ 为相对浊度；狋为温度．由图４可知：ＮａＣｌ和 Ｎａ２ＣＯ３ 对不同拓扑结构

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呈线性相关，随着浓度的增加，相变温度均呈直线下降．由图４（ａ），（ｂ）可知：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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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均高于ＥＬＰｓ８０和Ｅ?Ｔ?Ｅ．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ＥＬＰｓ８０和Ｅ?Ｔ?Ｅ分子中，都含有２个

ＥＬＰｓ４０重复数．一方面，因为分别融合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和ＳｐｙＴａｇ；另一方面，由于拓扑结构的不

同，使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有所不同，但相差不大．在所测的ＮａＣｌ溶液中，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分别与ＥＬＰｓ８０，Ｅ?

Ｔ?Ｅ平均相变温度相差４．５℃和２．３℃，且二者有相交的趋势．在所测的 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中，蝌蚪状

ＥＬＰｓ４０与ＥＬＰｓ８０相变温度最小相差５℃．随着Ｎａ２ＣＯ３ 浓度的增加，二者的相变温度相差也越来越大．

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比Ｅ?Ｔ?Ｅ的相变温度平均高出４℃．

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在含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ＮＯ３，Ｋ２ＳＯ４，ＫＣｌ，ＫＮＯ３，ＮＨ４Ｃｌ，ＮＨ４ＮＯ３，（ＮＨ４）２ＳＯ４ 的

缓冲液中发生相变所需的温度范围很宽．以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在不同浓度的ＮａＣｌ缓冲液中的相变曲线为

例，结果如图４（ｃ）所示．由图４（ｃ）可知：在不同浓度的ＮａＣｌ溶液中，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现象发生缓慢，

要经历很宽的温度范围（约１５℃，ＮａＣｌ浓度为２．０ｍｏｌ·Ｌ－１）才能达到犇（３５０）的最大值，这与传统线

性ＥＬＰｓ４０相变发生在很窄的温度范围（约１～２℃）存在明显差异
［１９?２０］．而且，随着ＮａＣｌ浓度的升高，温

度范围呈增大的趋势，这可能与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拓扑结构有关．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尾部是一个ＥＬＰｓ４０分

子，头部是被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环化的ＥＬＰｓ４０，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尾部的ＥＬＰｓ４０位于蝌蚪型的

表面会优先发生相变，而头部环化的ＥＬＰｓ４０在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的包围中，且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

表面带有较多的电荷会延缓相变现象的发生．

　　　　（ａ）ＮａＣｌ　　　　　　　　　　　（ｂ）Ｎａ２ＣＯ３　　　　　　（ｃ）ＮａＣｌ缓冲液中的犇（３５０）曲线

图４　不同盐对不同拓扑结构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ｌｔｓ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ＬＰｓ４０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３　阴离子对蝌蚪状犈犔犘狊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

为更进一步探究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是否符合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选取４种阴离子

盐溶液进行研究［２１?２２］．阴离子分别为ＣＯ３
２－，ＳＯ４

２－，Ｃｌ－和 ＮＯ３
－，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随着

ＣＯ３
２－，ＳＯ４

２－，Ｃｌ－和ＮＯ３
－浓度的增加，蝌蚪状 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均呈线性减少．这４种阴离子对蝌

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顺序均为 ＣＯ３
２－
＞ＳＯ４

２－
＞Ｃｌ

－
＞ＮＯ３

－，这与文献［１７］报道的结果一致，

符合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中阴离子对蛋白质溶解度的影响趋势．在相同浓度的ＣＯ３
２－和ＳＯ４

２－溶液中，

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大小比较接近，它们与Ｃｌ
－和ＮＯ３

－溶液中的相变温度相差较大，其原因是

ＣＯ３
２－和ＳＯ４

２－都是二价阴离子，且在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中对相变温度的影响最大．Ｃｌ－和ＮＯ３
－均为

一价阴离子，在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中属于对相变温度影响较小的阴离子．

２．４　阳离子对蝌蚪状犈犔犘狊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

ＮＨ４
＋，Ｋ＋和Ｎａ＋３种阳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随着

ＮＨ４
＋，Ｋ＋和Ｎａ＋浓度的增加，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呈线性下降．由图６（ａ）可知：３种硫酸盐溶液

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为ＮＨ４
＋
＜Ｋ

＋
＜Ｎａ

＋，且在相同浓度的Ｋ２ＳＯ４ 和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中，蝌

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差距很小．由图６（ｂ）可知：在ＮａＣｌ与ＫＣｌ溶液中，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非

常接近，而ＮＨ４Ｃｌ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依然最小．相比之下，硝酸盐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图

６（ｃ）所示．由图６（ｃ）可知：ＮＨ４ＮＯ３ 相变温度的趋势线与ＮａＮＯ３ 有交点，而ＮａＮＯ３ 又与ＫＮＯ３ 有交

点．即当ＮＯ３
－的浓度小于０．４５ｍｏｌ·Ｌ－１时，ＮＨ４ＮＯ３ 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强于ＮａＮＯ３；

而当ＮＯ３
－的浓度大于０．４５ｍｏｌ·Ｌ－１时，则相反；当ＮＯ３

－的浓度小于１．０５ｍｏｌ·Ｌ－１时，ＫＮＯ３ 对蝌

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的影响强于 ＮａＮＯ３；当 ＮＯ３
－的浓度大于１．０５ｍｏｌ·Ｌ－１时，则 Ｎａ＋＞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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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钠盐　　　　　　　　　　 　　　（ｂ）钾盐　　　　　　　　　　　　　（ｃ）铵盐

图５　不同阴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ｉｏｎｓ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ａｄｐｏｌｅ?ｌｉｋｅＥＬＰｓ４０

ＮＨ４
＋．根据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

［２３］，ＮａＮＯ３ 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的影响强于ＫＮＯ３，由于这种

分界，ＮＨ４
＋，Ｋ＋和Ｎａ＋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的影响可分为３种，即当硝酸盐的浓度小于０．４５

ｍｏｌ·Ｌ－１时，Ｋ＋＞ＮＨ４
＋
＞Ｎａ

＋；当硝酸盐的浓度大于０．４５ｍｏｌ·Ｌ－１，小于１．０５ｍｏｌ·Ｌ－１时，Ｋ＋＞

Ｎａ＋＞ＮＨ４
＋（阳离子效应均不符合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当硝酸盐的浓度大于１．０５ｍｏｌ·Ｌ－１时，

ＮＨ４
＋
＞Ｃｓ

＋
＞Ｒｂ

＋
＞Ｋ

＋
＞Ｎａ

＋（此情况符合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
［２３］）．黄凯宗等

［２４］研究 Ｎａ＋，Ｋ＋和

ＮＨ４
＋阳离子对线性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出现逆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其主要原因可能与ＥＬＰｓ４０中

的赖氨酸（Ｋ）与苯丙氨酸（Ｆ）有关．苯丙氨酸会产生阳离子与π键的相互作用，赖氨酸会使多肽产生屏

蔽效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中的ＥＬＰｓ４０序列与之相同，也含有苯丙氨酸残基和赖氨酸残

基，只是重复数更多［２５］．因此，可推测阳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产生逆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

序不全是ＳｐｙＴａｇ／ＳｐｙＣａｔｃｈｅｒ造成的，也和ＥＬＰｓ４０本身的氨基酸残基有关．

　　（ａ）硫酸盐　　　　　　　　 　　　　（ｂ）氯盐　　　　　　　　　　　　（ｃ）硝酸盐　　

图６　不同阳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ａｄｐｏｌｅ?ｌｉｋｅＥＬＰｓ４０

３　结论

１）在不同的盐溶液中，发现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高于相同重复数的其他ＥＬＰｓ４０．

２）由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中的阴、阳离子对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可知：阴离子对蝌蚪状

ＥＬＰｓ４０相变温度的影响符合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而阳离子发生逆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离子序．

３）蝌蚪状ＥＬＰｓ４０在含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ＮＯ３，Ｋ２ＳＯ４，ＫＣｌ，ＫＮＯ３，ＮＨ４Ｃｌ，ＮＨ４ＮＯ３，（ＮＨ４）２ＳＯ４

的缓冲液中发生相变所需的温度范围很宽（最大可达１５℃），显著高于传统线性ＥＬＰｓ４０的相变温度范

围（１～２℃），且缓冲液中盐浓度越高，温度范围越大，这可能与其特殊的拓扑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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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胺基喹唑啉类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的电喷雾质谱裂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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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艾克替尼３种苯胺基喹唑啉类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电喷雾质谱正离子模

式下的裂解规律．通过电喷雾质谱产生各化合物稳定的［Ｍ＋Ｈ］＋准分子离子峰，进而对［Ｍ＋Ｈ］＋离子进行

高能诱导裂解和碰撞诱导裂解，获得相应化合物的质谱图．结果表明：在电喷雾电离（ＥＳＩ）多级质谱中，３种药

物的裂解主要发生在喹唑啉环Ｃ４，Ｃ６ 和Ｃ７ 位取代基上，并伴随分子内重排和 Ｈ
＋的迁移重排；在二级质谱图

中，吉非替尼的高丰度特征离子质荷比（犿／狕）为１２８．１，厄洛替尼的犿／狕值为２７８．１和３３６．１，埃克替尼的犿／

狕值为２７８．１，３０４．１．

关键词：　苯胺基喹唑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电喷雾电离质谱；裂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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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针对肿瘤特定分子靶点的靶向抗癌药物在疗效上具有很大的突破，如吉非替尼（ｇｅ

ｆｉｔｉｎｉｂ）、厄洛替尼（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和埃克替尼（ｉｃｏｔｉｎｉｂ）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ＴＫＩ）是非小细胞肺癌临床治疗的常用靶向药物．它们可以通过模拟腺嘌呤核苷三磷酸（ＡＴＰ）的腺嘌

呤环，与ＡＴＰ竞争ＥＧＦＲ胞内区激酶催化位点，阻断酪氨酸激酶活性，抑制肿瘤的增殖
［１?２］．作为质谱

裂解模式之一，高能诱导裂解技术（ＨＣＤ）是先通过离子阱对选择的离子进行捕获，然后，在特有的

ＨＣＤ裂解池中进行高能裂解，最后可与 Ｏｒｂｉｔｒａｐ质量分析器结合得到高分辨的质谱数据
［３］．另外，

ＨＣＤ作为一项新型的质谱裂解技术，与碰撞诱导解离技术（ＣＩＤ）相比，它能够有效地改善ＣＩＤ裂解中

的低质量碎片丢失效应，得到更为丰富的碎片离子信息．迄今为止，Ｌａｎｋｈｅｅｔ等
［４］，Ｃｏｕｃｈｍａｎ等

［５］已经

报道了几种ＴＫＩｓ的主要特征离子，并考察了其在体内的定量分析和代谢途径，但ＴＫＩｓ的质谱裂解机

制，特别是高能裂解机制鲜有报道．本文主要利用高分辨率质谱仪研究以喹唑啉为母核的吉非替尼、厄

洛替尼和埃克替尼在 ＨＣＤ裂解中的二级碎片离子，根据原化合物结构及碎片离子和丢失中性分子的

精确质量推测碎片离子的化学结构．另外，利用低分辨率多级串联质谱仪得到各化合物二级质谱中的主

要特征碎片离子在ＣＩＤ裂解中的三级碎片离子信息，确认碎片离子的结构，进而探讨这３种ＴＫＩｓ药物

可能的裂解途径．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与装置

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ＴＭ组合型四极杆Ｏｒｂｉｔｒａｐ质谱，配有电喷雾离子源（ＥＳＩ）及Ｘｃａｌｉｂｕｒ２．２数据处理系统

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ＡｍａＺｏｎＳＬ质谱仪，配有电喷雾离子源及Ｅｓｑｕｉｒｅ５．２数据处理系统（美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１．２　主要材料与试剂

吉非替尼（批号：Ｓ１０２５０４）、厄洛替尼（批号：Ｓ７７８６０１）、埃克替尼（批号：Ｓ２９２２０２），均为分析纯，美

国Ｓｅｌｌｅｃｋ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公司产品；甲醇：色谱纯，美国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产品．

１．３　实验条件

１．３．１　样品制备　取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分别用甲醇配成１０ｍｇ·Ｌ
－１的母液和１ｍｇ·Ｌ

－１

的待测液．

１．３．２　质谱条件 　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ＭＳ
狀：电喷雾电离离子源，正离子模式，喷雾电压为３．８ｋＶ，离子源温度

为３２０℃，裂解碰撞气为氮气，相对碰撞能量为１０％～２０％．ＡｍａＺｏｎＳＬＭＳ
狀：电喷雾电离离子源，正离

子模式，毛细管温度为２００℃，裂解碰撞气为氦气，雾化气为氮气，ＣＩＤ相对碰撞能量为１０％～２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犈犛犐?犕犛质谱结果

在ＥＳＩ软电离源电离的正离子检测模式下，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的一级全扫描质谱均

以［Ｍ＋Ｈ］＋准分子离子峰为基峰，质荷比（犿／狕）分别为４４７．１５８７，３９４．１７５５，３９２．１５９７，并且具有很

强的响应值．这说明在正离子模式下，该类化合物易与质子结合形成加和峰．

２．２　犈犛犐?犕犛
狀 质谱结果

为研究此类药物分子结构与裂解途径之间的关系，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均以准分子离子

［Ｍ＋Ｈ］＋为前体离子做电喷雾电离多级串联质谱（ＥＳＩ?ＭＳ
狀）分析．首先，各药物经过Ｔｈｅｒｍｏ高分辨

质谱仪 ＨＣＤ裂解后产生丰富的二级碎片离子，如表１所示．依据表１原化合物结构和碎片离子的精确

质量，推测碎片离子的元素组成和可能的化学结构．

２．２．１　吉非替尼ＥＳＩ?ＭＳ
狀 质谱数据分析及可能的裂解途径　在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

ＴＭ质谱仪中，吉非替尼以

准分子离子峰［Ｍ＋Ｈ］＋（质荷比犿／狕＝４４７．１５８７）为前体离子进行ＥＳＩ二级串联质谱分析，产生的主

要碎片离子，如表１所示．图１，２分别为高能诱导解离（ＨＣＤ）二级质谱图及对应的裂解途径．

Ｌａｎｋｈｅｅｔ等
［４］报道了吉非替尼的准分子离子［Ｍ＋Ｈ］＋（犿／狕＝４４７．２）在ＥＳＩ质谱中的裂解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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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喹唑啉母环上，产生喹唑啉环特征碎片离子（犿／狕＝１２８．１），如图３所示．

表１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苯胺基喹唑啉类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准分子离子［Ｍ＋Ｈ］＋的高能诱导裂解碎片离子

Ｔａｂ．１　Ｍａｓ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Ｍ＋Ｈ］
＋ ｏｆ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ａｎｉｌｉｎｏｑｕｉｎａｚｏｌｉｎｅ

ｍｏｉｅｔｙ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化合物 离子 元素组成
犿／狕

理论值　 　实测值

误差／
×１０－４％

碎片离子来源
相对
丰度

吉
非
替
尼

［Ｍ＋Ｈ］＋ Ｃ２２Ｈ２５ＣｌＦＮ４Ｏ
＋
３ ４４７．１５９４ ４４７．１５８７ －１．５７ ［Ｍ＋Ｈ］＋ １９．７５

Ｐ１ Ｃ２１Ｈ２１ＣｌＦＮ４Ｏ
＋
２ ４１５．１３３２ ４１５．１３３３ ０．２４ ［Ｍ＋Ｈ］＋－ＣＨ３ＯＨ ０．３２

Ｐ２ Ｃ１８Ｈ１６ＣｌＦＮ３Ｏ
＋
２ ３６０．０９１０ ３６０．０９０４ －１．６７ ［Ｍ＋Ｈ］＋－Ｃ４Ｈ９ＮＯ １．０４

Ｐ３ Ｃ１５Ｈ１２ＣｌＦＮ３Ｏ
＋
２ ３２０．０５９７ ３２０．０５９１ －１．８７ ［Ｍ＋Ｈ］＋－Ｃ７Ｈ１３ＮＯ ０．４９

Ｐ４ Ｃ１３Ｈ１０Ｎ３Ｏ
＋ ２２４．０８１８ ２２４．０８１５ －１．３４

［Ｍ＋Ｈ］＋－Ｃ７Ｈ１３ＮＯ－
Ｈ２Ｏ－ＦＣ≡ＣＣｌ

０．０４

Ｐ５ Ｃ１０Ｈ９Ｎ２Ｏ
＋
２ １８９．０６５９ １８９．０６５５ －２．１２

［Ｍ＋Ｈ］＋－Ｃ４Ｈ９ＮＯ－ＣＨ≡
ＣＨ－Ｃ６Ｈ５ＣｌＦＮ

０．０６

Ｐ６ Ｃ７Ｈ１４ＮＯ
＋ １２８．１０７０ １２８．１０６９ －０．７８ ［Ｍ＋Ｈ］＋－Ｃ１５Ｈ１１ＣｌＦＮ３Ｏ２ １００．００

Ｐ７ Ｃ５Ｈ１０ＮＯ
＋ １００．０７５７ １００．０７６０ ３．００

［Ｍ＋Ｈ］＋－Ｃ１５Ｈ１１ＣｌＦＮ３Ｏ２－
ＣＨ２＝ＣＨ２

５．１６

Ｐ８ Ｃ４Ｈ８Ｎ
＋ ７０．０６５１ ７０．０６５８ ９．９９

［Ｍ＋Ｈ］＋－Ｃ１５Ｈ１１ＣｌＦＮ３Ｏ２－
ＣＨ２＝ＣＨ２－ＨＣＨＯ

０．１１

厄
洛
替
尼

［Ｍ＋Ｈ］＋ Ｃ２２Ｈ２４Ｎ３Ｏ
＋
４ ３９４．１７６１ ３９４．１７５５ １．５２ ［Ｍ＋Ｈ］＋ １２．４１

Ｐ１ Ｃ２０Ｈ２０Ｎ３Ｏ
＋
３ ３５０．１４９９ ３５０．１４９３ －１．７１ ［Ｍ＋Ｈ］＋－Ｃ２Ｈ４Ｏ ０．５９

Ｐ２ Ｃ１９Ｈ１８Ｎ３Ｏ
＋
３ ３３６．１３４３ ３３６．１３３６ －２．０８ ［Ｍ＋Ｈ］＋－Ｃ３Ｈ６Ｏ ４６．５４

Ｐ３ Ｃ１８Ｈ１４Ｎ３Ｏ
＋
２ ３０４．１０８１ ３０４．１０７４ －２．３０ ［Ｍ＋Ｈ］＋－Ｃ３Ｈ６Ｏ２－ＣＨ３ＯＨ １１．３０

Ｐ４ Ｃ１６Ｈ１２Ｎ３Ｏ
＋
２ ２７８．０９２４ ２７８．０９１８ －２．１６

［Ｍ＋Ｈ］＋－Ｃ３Ｈ６Ｏ２－
ＣＨ３ＯＨ－ＣＨ≡ＣＨ

１００．００

Ｐ５ Ｃ１５Ｈ１２Ｎ３Ｏ
＋ ２５０．０９７５ ２５０．０９７１ －１．６０

［Ｍ＋Ｈ］＋－Ｃ３Ｈ６Ｏ２－
ＣＨ３ＯＨ－ＣＨ≡ＣＨ－ＣＯ

５．１９

Ｐ６ Ｃ８Ｈ５Ｎ２Ｏ
＋
２ １６１．０３４６ １６１．０３４３ －１．８６ ［Ｍ＋Ｈ］＋－２Ｃ３Ｈ６Ｏ－Ｃ８Ｈ７Ｎ ０．１０

Ｐ７ Ｃ８Ｈ８Ｎ
＋ １１８．０６５１ １１８．０６５３ １．６９ ［Ｍ＋Ｈ］＋－Ｃ１４Ｈ１６Ｎ２Ｏ４ ０．１８

Ｐ８ Ｃ３Ｈ７Ｏ
＋ ５９．０４９１ ５９．０４９９ １３．５５ ［Ｍ＋Ｈ］＋－Ｃ１９Ｈ１７Ｎ３Ｏ３ ２．６０

埃
克
替
尼

［Ｍ＋Ｈ］＋ Ｃ２２Ｈ２２Ｎ３Ｏ
＋
４ ３９２．１６０５ ３９２．１５９７ －２．０４ ［Ｍ＋Ｈ］＋ ７．８４

Ｐ１ Ｃ２０Ｈ１８Ｎ３Ｏ
＋
３ ３４８．１３４３ ３４８．１３３７ －１．７２ ［Ｍ＋Ｈ］＋－Ｃ２Ｈ４Ｏ ２．９９

Ｐ２ Ｃ１９Ｈ１６Ｎ３Ｏ
＋
２ ３１８．１２３７ ３１８．１２２９ －２．５１ ［Ｍ＋Ｈ］＋－Ｃ３Ｈ６Ｏ２ ９．８９

Ｐ３ Ｃ１８Ｈ１４Ｎ３Ｏ
＋
２ ３０４．１０８１ ３０４．１０７４ －２．３０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 １００．００

Ｐ４ Ｃ１７Ｈ１２Ｎ３Ｏ
＋
２ ２９０．０９２４ ２９０．０９１９ －１．７２ ［Ｍ＋Ｈ］＋－Ｃ５Ｈ１０Ｏ２ ２．８１

Ｐ５ Ｃ１６Ｈ１２Ｎ３Ｏ
＋
２ ２７８．０９２４ ２７８．０９１９ －１．８０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ＣＨ≡ＣＨ ６０．３８

Ｐ６ Ｃ１６Ｈ１０Ｎ３Ｏ
＋
２ ２７６．０７６８ ２７６．０７６４ －１．４５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
ＣＨ≡ＣＨ－Ｈ２

５．９４

Ｐ７ Ｃ１６Ｈ１０Ｎ３Ｏ
＋ ２６０．０８１８ ２６０．０８１４ －１．５４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
ＣＨ≡ＣＨ－Ｈ２Ｏ

３．４３

Ｐ８ Ｃ１５Ｈ１２Ｎ３Ｏ
＋ ２５０．０９７５ ２５０．０９７０ －２．００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
ＣＨ≡ＣＨ－ＣＯ

２．５０

Ｐ９ Ｃ１５Ｈ１０Ｎ３Ｏ
＋ ２４８．０８１８ ２４８．０８１５ －１．２１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
ＣＨ≡ＣＨ－ＨＣＨＯ

７．１８

Ｐ１０ Ｃ１２Ｈ１１Ｎ２Ｏ
＋
３ ２３１．０７６４ ２３１．０７８８ １０．３９ ［Ｍ＋Ｈ］＋－Ｃ２Ｈ４Ｏ－Ｃ８Ｈ７Ｎ ３．５４

Ｐ１１ Ｃ１４Ｈ１０Ｎ
＋
３ ２２０．０８６９ ２２０．０８６７ －０．９１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ＣＨ≡
ＣＨ－Ｃ２Ｈ２Ｏ２

４．０６

Ｐ１２ Ｃ１０Ｈ７Ｎ２Ｏ
＋
２ １８７．０５０２ １８７．０５００ －１．０７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Ｃ８Ｈ７Ｎ １．２８

Ｐ１３ Ｃ９Ｈ８ＮＯ
＋
２ １６２．０５４５ １６２．０５４８ １．８５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Ｃ９Ｈ６Ｎ２ １．３５

Ｐ１４ Ｃ８Ｈ８Ｎ
＋ １１８．０６５１ １１８．０６５２ ０．８５ ［Ｍ＋Ｈ］＋－２Ｃ２Ｈ４Ｏ－Ｃ１０Ｈ６Ｎ２Ｏ２ １．９３

　　检测到相对丰度最高的特征碎片离子是Ｐ６（犿／狕＝１２８．１０６９），与文献［４］报道的喹唑啉环特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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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离子模式下吉非替尼准分子离子

［Ｍ＋Ｈ］＋的高能诱导裂解二级质谱图

Ｆｉｇ．１　ＨＣＤ?ＭＳ
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Ｈ］

＋ ｏｆ

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子［Ｃ８Ｈ４Ｎ２］·
＋（精确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２８．０３６９）

误差值为５４６．７２×１０－４％，误差远远大于标准要求

的５×１０－４％，故确定实验中检测到该碎片离子的结

构与该文献报道的不同．考虑离子的精确质量，推测

检测到的吉非替尼特征离子Ｐ６（犿／狕＝１２８．１０６９）是

由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６ 位上丙氧基的Ｃ１－Ｏ键发生

断裂产生的离子［Ｃ７Ｈ１４ＮＯ］
＋（精确相对分子质量为

１２８．１０７０），并得到碎片离子Ｐ３（犿／狕＝３２０．０５９１，

［Ｃ１５Ｈ１２ＣｌＦＮ３Ｏ２］
＋）．因此，所推测的碎片离子Ｐ６

（犿／狕＝１２８．１０６９）的结构与文献［５］归属的吉非替

尼犿／狕＝１２８．２０特征碎片离子结构相同（图３）；文

献［６７］的研究也都曾检测到吉非替尼裂解产生碎片

离子（犿／狕＝１００．１，１２８．１），但是均未对其结构进行

归属．

图２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吉非替尼可能的裂解途径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图３　文献报道的吉非替尼特征离子（犿／狕＝１２８）结构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ｏｎｏｆ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犿／狕＝１２８）

根据得到的质谱图中低丰度的碎片离子信息，推测特征离子Ｐ６ 会脱去一分子乙烯Ｃ２Ｈ４ 形成离子

Ｐ７（犿／狕＝１００．０７６０），进一步发生ＲＤＡ裂解脱去一分子甲醛得到离子Ｐ８（犿／狕＝７０．０６５８）；离子Ｐ３

（犿／狕＝３２０．０５９１）在其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６ 和Ｃ４ 位同时分别脱去一分子 Ｈ２Ｏ和一分子１?氯?２?氟乙炔

（Ｃ２ＦＣｌ），形成碎片离子Ｐ４（犿／狕＝２２４．０８１５）．另外，根据其他低丰度碎片离子的精确质量推测吉非替

尼还存在以下裂解途径：１）准分子离子［Ｍ＋Ｈ］＋在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７ 位脱掉一分子甲醇ＣＨ３ＯＨ形

成碎片离子Ｐ１（犿／狕＝４１５．１３３）；２）［Ｍ＋Ｈ］
＋脱掉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６ 位取代基上的一分子吗啉

（Ｃ４Ｈ９ＮＯ）形成碎片离子Ｐ２（犿／狕＝３６０．０９０４），该离子继续发生裂解，脱去Ｃ６ 位取代基上的一分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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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Ｃ２Ｈ２）和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４ 位的３?氯?４?氟苯胺（Ｃ６Ｈ５ＣｌＦＮ），形成碎片离子Ｐ５（犿／狕＝１８９．０６５５），

具体裂解机制如图２所示．

在低分辨的Ｂｒｕｋｅｒ质谱仪中，吉非替尼的准分子离子峰［Ｍ＋Ｈ］＋（犿／狕＝４４７．２）经过ＣＩＤ二级裂

解后，同样得到高丰度的碎片离子Ｐ６（犿／狕＝１２８．１），如图４（ａ）所示．为了进一步确认其结构，以Ｐ６（犿／

狕＝１２８．１）为前体离子，进行ＥＳＩ三级串联质谱分析，最终得到子离子Ｐ７（犿／狕＝１００．１），如图４（ｂ）所

示．Ｐ７（犿／狕＝１００．１）比Ｐ６（犿／狕＝１２８．１）少了２８ｕ，可推测其是由Ｐ６［Ｃ７Ｈ１４ＮＯ］
＋发生碳碳键断裂脱去

一分子乙烯Ｃ２Ｈ４ 形成的碎片离子Ｐ７［Ｃ５Ｈ１０ＮＯ］
＋．综上，吉非替尼在ＥＳＩ质谱中裂解得到的高丰度特

征碎片离子Ｐ６（犿／狕＝１２８．１０６９）是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６ 位丙氧基发生了Ｃ１－Ｏ键断裂形成的Ｎ?烯丙

基吗啉加氢离子［５］，而非文献［４］中报道的喹唑啉环离子．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吉非替尼的碰撞诱导裂解多级质谱图，如图４所示．

（ａ）准分子离子［Ｍ＋Ｈ］＋（犿／狕＝４４７．２）的二级质谱图　　　　（ｂ）碎片离子Ｐ６（犿／狕＝１２８．１）的三级质谱图

图４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吉非替尼的碰撞诱导裂解多级质谱图

Ｆｉｇ．４　ＣＩＤ?ＭＳ
狀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ｇｅｆ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图５　正离子模式下厄洛替尼准分子离子

［Ｍ＋Ｈ］＋的高能诱导裂解二级质谱图

Ｆｉｇ．５　 ＨＣＤ?ＭＳ
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Ｈ］

＋

ｏｆ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２．２．２　厄洛替尼ＥＳＩ?ＭＳ
狀 质谱数据分析及可能的

裂解途径　在 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
ＴＭ质谱仪中，厄洛替尼以

准分子离子峰［Ｍ＋Ｈ］＋（犿／狕＝３９４．１７５５）为前体

离子进行 ＨＣＤ分析，产生的主要碎片离子如表１所

示，其ＨＣＤ二级质谱图如图５所示，其可能的质谱

裂解途径分别如图６，７所示．

厄洛替尼的 ＨＣＤ二级质谱图中，丰度最高的特

征碎片离子为Ｐ４（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与 Ｌａｎｋｈｅｅｔ

等［４］报道的犿／狕＝２７８．０碎片离子［Ｃ１４Ｈ１８Ｎ２Ｏ４］
＋

（相对分子质量为２７８．１２６７）误差值为－１２５．４８×

１０－４％，误差远大于标准要求的５×１０－４％，故确定

实验检测到的该碎片离子结构与Ｌａｎｋｈｅｅｔ等
［４］报

道的不同；但该离子和Ｓｖｅｄｂｅｒｇ等
［８］报道的厄洛替

尼犿／狕＝２７８的碎片离子［Ｃ１６Ｈ１２Ｎ３Ｏ２］
＋（相对分子

质量为２７８．０９２４）的误差很小，误差值为－２．１６×１０－４％，故实验检测到的该碎片离子的结构可能与

Ｓｖｅｄｂｅｒｇ等
［８］报道的相同，如图８所示．

根据ＨＣＤ二级质谱图中另外２个丰度较高的离子Ｐ２（犿／狕＝３３６．１３３６）和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０７４），

推测厄洛替尼准分子离子 ［Ｍ＋Ｈ］＋的苯胺喹唑啉母环Ｃ６ 或Ｃ７ 位侧链甲氧乙氧基的Ｃ－Ｏ键先发生

断裂，丢失一分子甲基乙烯基醚Ｃ３Ｈ６Ｏ，并伴随质子的迁移生成碎片离子Ｐ２（犿／狕＝３３６．１３３６），可同时

得到碎片离子Ｐ８（犿／狕＝５９．０４９９）．其中，Ｐ２［Ｃ１９Ｈ１８Ｎ３Ｏ３］
＋与Ｓｖｅｄｂｅｒｇ等

［８］和Ｌｉ等
［９］归属的犿／狕＝

３３６结构相同．碎片离子Ｐ２［Ｃ１９Ｈ１８Ｎ３Ｏ３］
＋中，母环的另一个侧链（Ｃ６ 或Ｃ７ 位）继续发生Ｃ－Ｏ键断裂

脱去一分子甲醇ＣＨ３ＯＨ后，发生分子内重排，形成碎片离子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０７４）．丰度最高的特征离

子Ｐ４（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与Ｐ３ 相差２６．０１５７ｕ，可能是源于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０７４）脱去一分子乙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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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厄洛替尼可能的裂解途径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ｅｒｌｏ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ａ）Ｐ１ （ｂ）Ｐ５

图７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厄洛替尼碎片离子Ｐ１ 和Ｐ５ 形成的可能途径

Ｆｉｇ．７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ｍｅ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Ｐ１ａｎｄＰ５ｏｆｅｒｌｏ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图８　厄洛替尼特征离子（犿／狕＝２７８）

的文献报道结构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ｏｎｏｆ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

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犿／狕＝２７８）

Ｃ２Ｈ２；特征离子Ｐ４（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可进一步脱去

一分子ＣＯ（图７（ｂ）），形成的碎片离子Ｐ５（犿／狕＝

２５０．０９７５）．因此，Ｐ４（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与Ｓｖｅｄｂｅｒｇ

等对厄洛替尼二级碎片离子犿／狕＝２７８．０推测的结

构也不同．另外，碎片离子Ｐ１（犿／狕＝３５０．１４９３）可能

源于厄洛替尼 ［Ｍ＋Ｈ］＋的Ｃ６ 或Ｃ７ 侧链中化学键

的均裂和Ｈ迁移，丢失一分子环氧乙烷（Ｃ２Ｈ４Ｏ）形

成碎片离子［Ｃ２０Ｈ２０Ｎ３Ｏ３］
＋，其形成的可能途径，如

图７（ａ）所示．碎片离子Ｐ６（犿／狕＝１６１．０３４３）和Ｐ７

（犿／狕＝１１８．０６５３）源于厄洛替尼喹唑啉环Ｃ６，Ｃ７ 和

Ｃ４ 侧链的Ｃ－Ｏ键和Ｃ－Ｎ键处的断裂．

为了进一步验证厄洛替尼特征离子Ｐ４（犿／狕＝

２７８．０９１８）的结构和推测的裂解途径．在低分辨的

Ｂｒｕｋｅｒ质谱仪中，对厄洛替尼的准分子离子［Ｍ＋

Ｈ］＋（犿／狕＝３９４．２）进行低分辨ＣＩＤ二级质谱分析，得到的ＣＩＤ的二级质谱图，如图９（ａ）所示．由图９

（ａ）可得：Ｐ２（犿／狕＝３３６．１），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Ｐ４（犿／狕＝２７８．１）和Ｐ５（犿／狕＝２５０．１）等碎片离子．图９

（ｂ），（ｃ）分别为Ｐ２（犿／狕＝３３６．１），Ｐ４（犿／狕＝２７８．１）的三级质谱图．由图９（ｂ）可得：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Ｐ４

（犿／狕＝２７８．１）和Ｐ５（犿／狕＝２５０．１）；由图９（ｃ）可得：Ｐ５（犿／狕＝２５０．１）．这些结果进一步印证厄洛替尼在

ＨＣＤ中的裂解途径及特征碎片离子Ｐ４（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的结构．其中，Ｐ４（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的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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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ｋｈｅｅｔ等
［４］和Ｓｖｅｄｂｅｒｇ等

［８］报道的都不同．

（ａ）准分子离子［Ｍ＋Ｈ］＋（犿／狕＝３９４．２）　　（ｂ）碎片离子Ｐ２（犿／狕＝３３６．１）　　（ｃ）碎片离子Ｐ４（犿／狕＝２７８．１）

　　的二级质谱图　　　　　　　　　　　的三级质谱图　　　　　　　　　　的三级质谱图

图９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厄洛替尼的碰撞诱导裂解多级质谱图

Ｆｉｇ．９　ＣＩＤ?ＭＳ
狀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图１０　正离子模式下埃克替尼准分子离子

［Ｍ＋Ｈ］＋的高能诱导裂解二级质谱图

Ｆｉｇ．１０　 ＨＣＤ?ＭＳ
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Ｈ］

＋

ｏｆｉｃｏ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２．２．３　埃克替尼ＥＳＩ?ＭＳ
狀 质谱数据分析及可能的

裂解途径　在 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
ＴＭ质谱仪中，埃克替尼以

准分子离子峰［Ｍ＋Ｈ］＋（犿／狕＝３９２．１５９７）为前体

离子进行 ＨＣＤ分析，产生的主要碎片离子已列于表

１，其ＨＣＤ二级质谱图如图１０所示．

在 ＨＣＤ二级质谱图中，丰度比较高的离子Ｐ２

（犿／狕＝３１８．１２２９），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０７４）和丰度较

低的Ｐ１（犿／狕＝３４８．１３３７），Ｐ４（犿／狕＝２９０．０９１９），

Ｐ１０（犿／狕＝２３１．０７６４）等碎片离子，均源于喹唑啉

Ｃ６，Ｃ７ 位的氧杂环的断裂，可能裂解途径如图１１～

１３所示．

由图１１可知：埃克替尼的准分子离子峰［Ｍ＋

Ｈ］＋分别丢失一分子环氧乙烷和二分子环氧乙烷产

生碎片离子Ｐ１，Ｐ３；Ｐ１ 离子喹唑啉母环Ｃ４ 位的Ｃ－

图１１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埃克替尼可能的裂解途径Ⅰ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Ⅰｏｆｉｃｏ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Ｎ键继续发生断裂丢失一分子的３?氯?４?氟苯胺（Ｃ６Ｈ５ＣｌＦＮ）产生碎片离子Ｐ１０．其中，Ｐ１ 和Ｐ３ 与Ｇｕａｎ

等［１０］研究埃克替尼在小鼠体内代谢物所推测的结构相同．由图１２可知：埃克替尼喹唑啉母环Ｃ６，Ｃ７ 间

的侧链上可能同时发生了Ｃ－Ｃ和Ｃ－Ｏ键的断裂，分别丢失一分子的１，３?二氧戊环（Ｃ３Ｈ６Ｏ２）和一分

子的（２?甲氧基）乙基乙烯基醚（Ｃ５Ｈ１０Ｏ２），产生碎片离子Ｐ２，Ｐ４．由图１３可知：丰度最高的特征离子Ｐ５

（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９）可能源于离子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０７４）脱去一分子乙炔（Ｃ２Ｈ２），且其与厄洛替尼在

ＨＣＤ二级质谱图中的特征碎片离子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８结构相同．离子Ｐ５（犿／狕＝２７８．０９１９）可脱去２个

质子形成离子Ｐ６（犿／狕＝２７６．０７６８），也可发生质子迁移重排后，脱去一分子甲醛ＨＣＨＯ形成碎片离子

Ｐ９（犿／狕＝２４８．０８１５），或脱去一分子ＣＯ时形成碎片离子Ｐ８（犿／狕＝２５０．０９７５），或脱去一分子水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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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埃克替尼可能的裂解途径Ⅱ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Ⅱｏｆｉｃｏ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图１３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埃克替尼可能的裂解途径Ⅲ

Ｆｉｇ．１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Ⅲｏｆｉｃｏｉ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成碎片离子Ｐ７（犿／狕＝２６０．０８１８）．此外，离子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０７４）脱去Ｃ４ 侧链的一分子乙炔和喹唑啉

Ｃ６，Ｃ７ 间的一分子乙二醛后，可产生碎片离子Ｐ１１（犿／狕＝２２０．０８６９）；而离子Ｐ３ 的喹唑啉Ｃ４ 位的Ｃ－Ｎ

键断裂后可产生碎片离子Ｐ１２（犿／狕＝１８７．０５０２）和Ｐ１４（犿／狕＝１１８．０６５４）．

在低分辨的Ｂｒｕｋｅｒ质谱仪中，埃克替尼经过ＣＩＤ二级裂解后产生碎片离子Ｐ１（犿／狕＝３４８．１），Ｐ３

（犿／狕＝３０４．１）和Ｐ５（犿／狕＝２７８．１），如图１４（ａ）所示．对碎片离子Ｐ１（犿／狕＝３４８．１），Ｐ３（犿／狕＝３０４．１）进

行ＣＩＤ三级裂解，形成碎片离子Ｐ３（犿／狕＝３０４．１），Ｐ５（犿／狕＝２７８．１），以及Ｐ５（犿／狕＝２７８．１），Ｐ９（犿／狕＝

２４７．８），Ｐ１１（犿／狕＝２２０．１），Ｐ１２（犿／狕＝１８７．０）和Ｐ１３（犿／狕＝１６２．１），分别如图１４（ｂ），（ｃ）所示．埃克替尼

ＣＩＤ三级裂解得到的碎片离子信息进一步确认了其在ＨＣＤ质谱中的碎片离子结构及裂解途径．

（ａ）准分子离子［Ｍ＋Ｈ］＋（犿／狕＝３９２．２）　　（ｂ）碎片离子Ｐ１（犿／狕＝３４８．１）　　 （ｃ）碎片离子Ｐ３（犿／狕＝３０４．１）

　　的二级质谱图　　　　　　　　　　　的三级质谱图　　　　　　　　　　　的三级质谱图

图１４　ＥＳＩ正离子模式下埃克替尼的碰撞诱导裂解多级质谱图

Ｆｉｇ．１４　ＣＩＤ?ＭＳ
狀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ｉｃｏｔｉｎｉｂｉｎＥＳ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ｄｅ

３　结论

通过电喷雾多级串联质谱技术对３种以喹唑啉为母核的ＴＫＩｓ类药物的质谱特征进行研究，探讨

各自的主要特征碎片离子结构和相应的裂解途径．３种ＴＫＩｓ药物在一级ＥＳＩ质谱中主要以［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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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子离子形式存在，对其进行 ＨＣＤ和ＣＩＤ的二级裂解，发现其裂解主要发生在喹唑啉Ｃ４，Ｃ６ 和Ｃ７

位的侧链上，并伴随分子内重排和质子的迁移重排．吉非替尼的特征碎片离子为［Ｃ７Ｈ１４ＮＯ］
＋（犿／狕＝

１２８．１），其源于喹唑啉Ｃ６ 位丙氧基Ｃ１－Ｏ键断裂
［６］，而非Ｌａｎｋｈｅｅｔ等

［４］报道的离子［Ｃ８Ｈ４Ｎ２］
＋．厄洛

替尼的特征离子是犿／狕为２７８．１，３３６．１．其中，文献［４，８］对于犿／狕＝２７８结构的归属存在差异，根据高

分辨 ＨＣＤ二级碎片离子的精确分子质量和低分辨ＣＩＤ三级裂解形成的碎片离子犿／狕＝２５０．１．进一

步确认其结构为［Ｃ１６Ｈ１２Ｎ３Ｏ２］
＋，其结构与两篇文献报道的结构都不同．埃克替尼的特征离子是犿／狕

为２７８．１，３０４．１，这些碎片离子也均源于喹唑啉Ｃ４，Ｃ６ 和Ｃ７ 位侧链相关化学键的断裂．由于厄洛替尼

和埃克替尼仅在喹唑啉Ｃ６ 和Ｃ７ 位取代基间存在微小差异，因此在ＥＳＩ多级质谱结中产生结构相同的

犿／狕＝２７８．１特征碎片离子［Ｃ１６Ｈ１２Ｎ３Ｏ２］
＋．

比较这３种ＴＫＩｓ类药物在两种不同裂解模式质谱仪中的检测结果，发现 ＨＣＤ裂解能够能得到更

为丰富的碎片离子信息，有效改善药物在ＣＩＤ裂解中产生的低质量碎片丢失效应．Ｔｈｅｒｍｏ高分辨率质

谱仪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相对分子质量，Ｂｒｕｋｅｒ质谱仪可得到碎片离子的多级质谱裂解信息，可为推

测药物的裂解机制提供详细的实验数据．文中推测的苯胺基喹唑啉类ＴＫＩｓ药物的裂解途径，有助于此

类药物的结构解析，并对应用质谱技术快速鉴定这３种药物的类似物及其代谢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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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互补特征的核相关滤波

目标跟踪算法

谢维波，夏远祥，刘文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改善跟踪算法的性能，提出一种自适应加权的融合颜色特征和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ＯＧ）特征的多

核多通道的相关滤波跟踪算法．针对核相关滤波算法特征单一的问题，采用互补特征核空间描述目标，并根据

互补特征响应值的大小，自适应为互补特征核空间分配权重、更新模型，提高算法的鲁棒性．实验结果表明：所

提出的算法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目标外观变化问题，而且完全满足跟踪场景的实时需求．

关键词：　目标跟踪算法；核相关滤波；互补特征；自适应权重；颜色特征；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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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ｋｅｒｎｅ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ｓ；

ｃｏｌ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目标跟踪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最具挑战的问题之一，在视频监控、机器人等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

虽然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有效的跟踪算法［１?１０］，但实际跟踪过程中的目标外观变化，包括光照变化、非刚

性形变、遮挡等问题，常常导致跟踪失败．针对跟踪目标的外观变化问题，一种方法是将跟踪目标分解成

不同的部分，建立分块模型进行跟踪［５］．另外一种有效的做法是，设计一个互补特征模型，使用不同的特

征描述目标外观．在互补特征模型中，不同的特征能获得目标不同通道的信息并取得良好的跟踪效

果［１１］．本文在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
［１?４］的基础上，将两种互补的特征模型进行更合理的组合，同时，针对

跟踪过程中模型更新参数固定的问题，提出一种自适应参数更新的方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１１

　通信作者：　谢维波（１９６４?），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信号处理与视频图像分析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ｗｂｌｘｆ＠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２７１３８３）；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１４００２１４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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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核相关滤波模型

１．１　训练样本的构建

在判别模型中，需要在目标周围进行采样获得训练样本．因为计算量的限制，只能进行少量随机采

样，因此，降低了分类器的训练效果．ＫＣＦ（ｋｅｒｎｅｒ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跟踪算法通过循环矩阵进行浓

密采样．

设基本向量为狓＝（狓０，狓１，…，狓狀），则其循环矩阵犡为

犡＝犆（狓）＝

狓０ 狓１ … 狓狀－１

狓狀－１ 狓０ … 狓狀－２

  

狓１ 狓２ … 狓

烄

烆

烌

烎０

． （１）

　　对于循环矩阵犡，它的每一行都被看作是训练样本．其中，基本向量狓为正样本，其他循环移位向量

为负样本，如图１所示．

（ａ）水平循环左移６０位 （ｂ）原始图像 （ｃ）水平循环右移６０位

图１　构造循环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ｙｃ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２　核相关滤波的构建

针对线性模型分类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引入核函数，将输入数据映射到非线性特征空间提高分类

器的性能，则有犽（狓，狓′）＝φ
Ｔ（狓）φ（狓′）．其中：犽为核函数；φ为映射函数．此时，分类器

［４］可以表示为

犳（狕）＝狑
Ｔ狕＝∑

狀

犻＝１

α犻犓（狕，狓犻）． （２）

式（２）中：狑＝∑α犻φ（狓犻）；α＝［α１，α２，…，α狀］，对偶空间系数α
［４］可表示α^

 ＝^狔／（^犽
狓，狓＋λ）

［４］．其中，犽狓
，狓

为目标外观模型的自相关；狔为以目标为中心的高斯函数．则有

犽狓
，狓′
＝ｅｘｐ（－

１

σ
２
（‖狓‖

２
＋‖狓‖

２）－２犉－
１（^狓⊙^狓）． （３）

式（３）中：⊙表示像素点乘操作训练标签．

１．３　快速检测

当新一帧的图像狕输入时，分类器的置信输出
［４］^
狔＝（^犽

狓，狕） ⊙^α．其中：狓为上一帧学习到的目标外

观模型；狔值最大的位置即为跟踪目标的位置．更新外观模型和滤波模型
［４］为

狓１：狋 ＝ （１－λ）狓１：狋－１＋λ狓狋，　　α１：狋 ＝ （１－λ）α１：狋－１＋λα狋． （４）

式（４）中：λ为学习因子．

２　多通道互补特征核相关滤波模型

２．１　特征描述

在计算机视觉中，不同属性的特征在不同干扰因素下稳定性不同．１）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ＨＯＧ）特征
［１２］．这是视觉领域中常用的描述图像局部纹理的特征．它受光照变化较

小，但对目标形变比较敏感，同时，忽视了目标的颜色信息．２）颜色特征．ＣＮ（ｃｏｌｏｒｎａｍｅｓ）
［１３］是人为描

述颜色的语言颜色标签，ＣＮ特征能充分对目标颜色特征进行描述，但易受光照变化的影响．为了增强

０３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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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鲁棒性，利用ＨＯＧ特征和ＣＮ特征在相同类型干扰因素下稳定性不同，采用多通道的互补特征

对目标进行描述．

２．２　多通道特征融合

由式（３）可知，用狓＝［狓１，狓２，…，狓犮］∈犚
犕×犖×犆表示目标的多通道特征描述．其中，狓犮 表示第犮个通

道特征，则对应的多通道高斯核为

犽（狓，狕）＝ｅｘｐ（－
１

σ
２
（‖狓‖

２
＋‖狓‖

２）－２犉－
１（∑

犇

犮

狓^犮⊙^狕

犮 ））． （５）

　　对于ＨＯＧ特征，犮表示统计的梯度方向个数；对于ＣＮ特征，犮表示颜色的维度．由于只需计算点积

及向量范数，保证了多通道下模型跟踪的速度．设犳ＨＯＧ，犳ＣＮ分别表示ＨＯＧ特征核和ＣＮ特征核的置信

值，则多通道多核特征模型下置信值可表示为

犳（狓）＝狉ＨＯＧ犳ＨＯＧ＋狉ＣＮ犳ＣＮ（^狓）． （６）

式（６）中：狉ＨＯＧ，狉ＣＮ是与相应特征核跟踪效果有关的权重参数．

目标的位置为综合置信值最大的位置，即为ａｒｇｍａｘ（犳（狓））．

３　鲁棒的核相关滤波算法

通过定义相似性权重衡量当前跟踪结果，然后，根据相似性权重确定不同特征核在确定跟踪结果时

所占的比重，并确定更新模型的学习速率．

３．１　遮挡检测

在相关滤波分类器中，ＰＳＲ（ｐｅａｋ?ｔｏ?ｓｉｄｅｌｏｂｅｒａｔｉｏ）是置信值的峰值旁瓣比，可以量化相关峰的锐

利程度．在跟踪系统中，用ＰＳＲ可以衡量当前帧中的候选目标与上一帧目标的相似程度，即

ＰＳＲ＝ （ｍａｘ（犳狋）－μ）／σ． （７）

式（７）中：犳狋表示狋帧时的置信值；μ，δ分别表示犳狋的均值和方差．

ＰＳＲ值越大，表示相似程度越高，跟踪的结果越可靠．实验发现，当ＰＳＲ大于８时，跟踪比较稳定，

而小于５时，可认为跟踪目标丢失．定义衡量相邻两帧目标相似性的权重系数狑＝ＰＳＲ．当狑越大时，表

示前、后两帧确定的目标越相似，发生遮挡的可能性越小．将相似性权重用于模型更新和确定不同特征

核的权值，可以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３．２　鲁棒的核相关滤波模型

相似性权重可以衡量当前模型的跟踪结果．当权重较大时，表明当前的模型比较可靠，在估计目标

位置及更新学习模型时，应该增大相应的权重，反之，则减少．所以，ＨＯＧ特征核和ＣＮ特征核在确定目

标位置时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狉ＨＯＧ ＝狑ＨＯＧ／（狑ＨＯＧ＋狑ＣＮ），　　狉ＣＮ ＝狑ＣＮ／（狑ＨＯＧ＋狑ＣＮ）． （８）

式（８）中：狑ＨＯＧ，狑ＣＮ分别表示对应特征核的相似性权重．

当更新学习模型时，采用带权重的自适应模型更新方式．当相似性权重小于阈值时，则认为目标被

严重遮挡，此时应停止目标模型的更新．

１）目标的外观模型更新方式为

狓１：狋 ＝
（１－β狑狋）狓狋＋β狑狋狓１：狋－１，

狓１：狋－１
｛ ，

　　
狑狋＞ 阈值，

其他．
（９）

　　２）目标的滤波模型更新方式为

α１：狋 ＝
（１－β狑狋）α狋＋β狑狋α１：狋－１，

α１：狋－１
｛ ，

　　
狑狋犻＞ 阈值，

其他．
（１０）

　　实验中，阈值设为８．

３．３　算法流程

算法完整流程有如下４个主要步骤．

１）在第一帧中，手动选定跟踪目标，分别提取ＨＯＧ特征和ＣＮ特征，利用式（５）分别获得不同特征

核的滤波模型．

１３４第３期　　　　　　　　　　　　谢维波，等：采用互补特征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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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新一帧到来时，根据狔^＝（^犽
狓，狕） ⊙^α确定不同特征核的置信值；然后，根据式（７），（８）计算相似

性权重，并由式（６）确定目标位置．

３）根据式（９），（１０）对滤波模板和目标外观模型进行更新．

４）输入下一帧，重新获得训练数据；然后，继续下一帧更新．

４　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实验环境与评估标准

为了对所提出算法性能进行更加准确的评估，使用文献［９］中的１０组目标外观变化较大的标准视

频序列对算法进行测试．实验中的对比算法来自相应作者的公开代码，并保留默认的参数设置；正则化

参数λ设置为０．０１，模型更新因子β设为０．０７５．系统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在Ｃｏｒｅｉ５?３４７０３．２０

ＧＨｚＣＰＵ和８ＧＢＲＡＭ的台式机配置下进行，算法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２和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０实现．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用帧率（ＦＰＳ）、中心位置误差（ＣＬＥ）及成功率（ＳＲ）等３个指标对算法进行

评价．其中，帧率用来衡量跟踪速度，平均中心位置误差、成功率用来衡量跟踪结果的准确度．

４．２　犓犆犉框架下的对比实验

４．２．１　互补特征实验　在ＫＣＦ框架下，不同特征的部分跟踪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黄色、黑色、红

色和绿色矩形实框分别表示灰度特征模型、ＨＯＧ特征模型、ＣＮ特征模型和 ＨＯＧ＋ＣＮ特征模型．由图

２可知：在Ｃｏｋｅ视频中，从第５２帧至第６３帧，跟踪目标由为灯下亮度较大的地方运动至亮度较小的地

方，易受光照影响的灰度特征模型、ＣＮ特征模型产生了跟踪偏差，ＨＯＧ特征模型和互补特征模型受影

响较小；在Ｓｏｃｃｅｒ视频中，从第６４帧至８２帧，产生了较大的背景干扰，灰度特征模型和ＨＯＧ特征模型

产生了较大跟踪偏差，且在之后的跟踪过程中偏差累积，造成跟踪失败．说明充分利用了颜色信息的

ＣＮ特征模型和互补特征模型有着较好的跟踪效果．

（ａ）Ｃｏｋｅ视频　　　　　　　　　　　　　　（ｂ）Ｓｏｃｃｅｒ视频

图２　互补特征算法对比实验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表１　互补特征算法对比实验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方法 ＳＲ／％ ＣＬＥ值 ＦＰＳ值

原型 ５６．０ ３５．１０ １７０．４

ＨＯＧ特征模型 ７０．１ ２４．９０ １５１．０

ＣＮ特征模型 ７４．２ ２０．８０ ７２．１

ＨＯＧ＋ＣＮ特征模型 ７９．１ １２．９８ ６６．２

　　各种特征模型在１０组视频序列中ＦＰＳ，ＣＬＥ和ＳＲ

的平均值，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使用灰度特征的

ＫＣＦ算法各方面性能最低，采用 ＨＯＧ特征及ＣＮ特征

后的平均跟踪精度均有较大提高．采用多核互补特征的

方式（狉ＨＯＧ，狉ＣＮ皆设置为０．５）进一步提高了跟踪精度，但

同时损失了速度．

４．２．２　模型更新实验　为了验证模型更新策略的有效

性，在多核互补特征模型下进行对比实验，如图３所示．

图３中：红色和绿色矩形实框分别表示固定参数更新和自适应参数更新；所提出的算法采用式（９），（１０）

中自适应的更新方法．由图３可知：在ＳＵＶ视频中，从第５０３帧到第６９３帧，跟踪目标会两次被树木遮

挡．采用固定更新方式的模型在遮挡过程中因为学习到了错误模型而逐渐脱离目标，并在之后的过程中

始终无法修正直至完全跟踪失败．通过提出的相似性权重更新模型，在两次受到较严重的遮挡后仍能准

确跟踪目标．

１０个数据集中的跟踪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相较于固定参数的更新方法，所提出方法的

２３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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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模型更新对比实验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表２　模型更新对比实验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方法 ＳＲ／％ ＣＬＥ值 ＦＰＳ值

ＨＯＧ＋ＣＮ特征模型 ７９．１ １２．９８ ６６．２

文中算法 ８０．８ １１．０８ ６１．８

平均ＳＲ值提高１．７％，平均ＣＬＥ值降低１．９０％，同时牺

牲了一定的速度．

４．３　与其他跟踪算法的对比实验

４．３．１　定性分析　将所提出算法与当前主流的ＤＦＴ算

法［６］、ＣＴ算法
［７］、ＳＴＣ算法

［３］和基准方法（ＫＣＦ算法）在

部分视频序列上的部分跟踪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灰色、黑色、黄色、红色和绿色矩形实框分别表示ＤＦＴ算法、ＣＴ算法、ＳＴＣ算法、ＫＣＦ和文中算法．

（ａ）Ｄｅｅｒ视频的部分跟踪结果

（ｂ）Ｓｏｃｃｅｒ视频的部分跟踪结果

（ｃ）Ｃｏｋｅ视频的部分跟踪结果

图４　跟踪算法的对比实验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４（ａ）可知：Ｄｅｅｒ视频中跟踪目标运动较为剧烈，且存在和跟踪目标外观相似的干扰目标．在第

７帧时，跟踪目标的位置产生了从上到下的较大变化，ＤＦＴ算法、ＳＴＣ算法和ＤＴ算法脱离了跟踪目

标；第２９帧时，ＫＣＦ跟踪算法受到相似目标的干扰，只有文中算法一直有着较好的跟踪结果．由图４（ｂ）

可知：Ｓｏｃｃｅｒ视频中存在着较大的光照变化．在第４８，７４和９５帧中，由于背景的干扰，导致了较大的光

线变化，对比算法都产生了一定的跟踪偏差，所提出的算法能一直很好地跟踪目标．由图４（ｃ）可知：

３３４第３期　　　　　　　　　　　　谢维波，等：采用互补特征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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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ｋｅ视频中对目标存在遮挡情况下进行测试，在第４１，７７帧时，目标被遮挡较多，只有文中算法具有较

表３　跟踪算法的对比实验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ＳＲ／％ ＣＬＥ值 ＦＰＳ值

ＤＦＴ算法 ３７．２ ５６．３３ １３．１

ＣＴ算法 ２１．３ ５５．１７ ２３．６

ＳＴＣ算法 ５２．４ ８６．３０ ３９７．４

ＫＣＦ算法 ７０．１ ２４．０９ １５１．０

文中算法 ８０．８ １１．０８ ６１．８

好的抗遮挡能力．

４．３．２　定量分析　通过５种跟踪算法对１０组标准视频序列进

行测试，相应的ＦＰＳ，ＣＬＥ和ＳＲ值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文

中所提算法在ＣＬＥ和ＳＲ的平均值取得最优的效果．与 ＫＣＦ

算法相比，文中算法的ＳＲ平均值提高１０．７％，ＣＬＥ平均值降

低１３．０１．此外，虽然帧率较ＫＣＦ下降较大，但仍能满足实时要

求．

５　结束语

在ＫＣＦ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多核互补特征的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该算法提取图像互补的多

通道特征，以多核的形式组合模型，并使用相似性权重更准确地更新和组合模型．通过与原ＫＣＦ算法和

其他当前主流跟踪算法对比，验证了文中算法可行性和有效性．当然，文中所提算法仍有不足之处，即当

目标外观具有较大的尺度变化、角度旋转等问题时，算法跟踪效果有限．因此，如何处理目标外观变化较

大等问题将是下一步的工作．

参考文献：

［１］　ＢＯＬＭＥＤＳ，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ＪＲ，ＤＲＡＰＥＲＢＡ，犲狋犪犾．Ｖｉｓｕ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２５４４?２５５０．

［２］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ＪＦ，ＣＡＳＥＲＩＯＲ，ＭＡＲＴＩＮＳＰ，犲狋犪犾．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ｂ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ｋｅｒｎｅｌ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７０２?７１５．

［３］　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ＵＱｉｎｇｓｈａｎ，犲狋犪犾．Ｆａｓｔｖｉｓｕ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ｖｉａｄｅｎｓ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Ｚｕｒｉｃｈ：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１２７?１４１．

［４］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ＪＦ，ＣＡＳＥＲＩＯＲ，ＭＡＲＴＩＮＳＰ，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ｋｅｒｎｅ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７（３）：５８３?５９６．

［５］　ＬＩＵＴｉｎｇ，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ａｒｔ?ｂａｓｅｄｖｉｓｕ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ｖｉａ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ｓ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４９０２?４９１２．

［６］　ＳＥＶＩＬＬＡ?ＬＡＲＡＬ，ＬＥＡＲＮＥＤ?ＭＩＬＬＥ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ｆｏ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９１０?１９１７．

［７］　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ｓｕａ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８６４?８７７．

［８］　ＫＷＯＮＪ，ＬＥＥＫＭ．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ｂ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ｅｒ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１９５?１２０２．

［９］　ＷＵＹｉ，ＬＩＭＪＷ，ＹＡＮＧＭＨ．Ｏｎｌｉｎ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２４１１?２４１８．

［１０］　钟必能，陈雁，沈映菊，等．在线机器学习跟踪算法的进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１）：４１?４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４１

［１１］　ＶＡＲＭＡＭ，ＲＡＹ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Ｒｉｏ：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８．

［１２］　ＦＥＬＺＥＮＳＺＷＡＬＢＰＦ，ＧＩＲＳＨＩＣＫＲＢ．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ａｒ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２（９）：１６２７?１６４５．

［１３］　ＶＡＮＷＪ，ＳＣＨＭＩＤＣ，ＶＥＲＢＥＥＫＪ．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ｌｏｒｎａｍｅｓｆｏｒ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１８（７）：１５１２?１５２３．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吴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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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９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２０６４　

　　　采用基因表达式编程的

自适应层次聚类方法

姜代红１，２，尹洪胜２，张三友２

（１．徐州工程学院 信电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００８；

２．中国矿业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００８）

摘要：　针对层次聚类算法高维度数据计算复杂度较高、抗干扰性较差、误差较大等不足，在结合基因表达式

编程（ＧＥＰ）非线性演化优越性能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ＧＥＰ计算模型的层次聚类算法（ＧＥＰＨＣＡ），寻找

经过基因遗传进化适应度最高的聚类中心．通过试验对比验证可知：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的自适应层次聚类

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有效的，不仅能够实现自动聚类，而且和一般的聚类方法进行比较，具有自适应迭代、速

度较快、稳定高效等优点．

关键词：　基因表达式编程；层次聚类；自适应方法；选择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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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ｉ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ＧＥＰ），ａｋｉｎｄｏｆ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ＧＥＰＨＣＡ）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ｇｅｎ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ｎｏｔｏｎ

ｌｙ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ｆａｓ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聚类算法是研究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专家学者对聚类算法进行了研究［１?２］．

目前，聚类算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３?５］，如ｋ?ｍｅａｎｓ，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ＣＬＡＲＡＮＳ算

法等；基于层次的聚类算法［６?７］，如ＣＵＲＥ，ＢＩＲＣＨ算法等；基于密度聚类算法
［８］，如ＤＢＳＣＡＮ，ＯＰＴＩＣＳ

算法等；基于网格的聚类算法［９?１０］，如 Ｗａｖ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ＬＩＱＵＥ算法等；基于神经网络的聚类算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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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ＳＯＭ算法等；基于统计学的聚类算法
［１２］，如ＣｏｂＷｅｂ，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算法等．各种聚类算法各有优劣，其

中，层次聚类方法由于算法简单、普适性强、并具有高可伸缩性的优点，因此，在聚类分析中应用非常广

泛．基因表达式编程（ＧＥＰ）计算模型于２００１年首次由Ｃａｎｄｉｄａ提出，融合了遗传算法和遗传程序设计

的优点，编码简单，较其他遗传演化算法易于表达、速度更快、求解能力更强．层次聚类方法结合基于基

因表达式编程的演化遗传优化，应用到聚类分析计算模型中，具有以下３个优点．１）能够通过迭代演化

自动寻找最佳聚类中心；２）在保证聚类效果的前提下，有效减少聚类时间；３）能够解决诸多聚类实际

问题，在应用方面具有良好的自适应性．本文提出采用基因表达式编程的自适应层次聚类方法．

１　层次聚类算法的基本原理

层次聚类算法通过将数据组织为若干组并形成树进行聚类，因此，也称为树聚类算法．设集合犡∈

犚狀×犱，狀为样本数．首先，通过计算样本之间的相似性构成一个相似性矩阵犚＝（狉犻，犼）狀×狀；然后，根据该样

本集的样本之间的相似性矩阵形成层次结构，对每个分层节点进行二叉划分，生成从１到狀的树形聚类

分析结果，从而构成样本集犡的系统树图犎＝｛犎１，犎２，…，犎狇｝．对于狇≤狀，犆犼∈犎犼且１＜犾＜犿＜狇，在

犆犻犆犼或犆犻∩犆犼＝的条件下，满足全部犼≠犻．设初始聚类结果犆＝｛犆１，犆２，…，犆犽｝及聚类中心狊＝｛狊１，

狊２，…，狊犽｝，根据距离合并簇，递归进行层次聚类．定义犱（狓犻，狓犼）为簇犻，犼之间的对称距离，即犱犻，犼＝犱犼，犻．犻

的特征向量为狓犻，用中心向量表示簇．层次聚类方法通过迭代进行数据分析，具体有如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ｆｏｒｅａｃｈ（犻，犼∈犆２），犱犻，犼＝犱（狊犻，狊犼）；

步骤２　（犻，犼）＝ａｒｇｍｉｎ（犱犻，犼），（犻，犼）∈犆２；

步骤３　Ｓｅｔ犆犿←犆

犻 ∪犆


犼 ；

步骤４　犆←｛犆－｛犻｝－｛犼｝｝∪｛犿｝；

步骤５　中心调整狊犿＝
１

狘狘犆犿狘狘∑狏∈犆犿
狓犻；

步骤６　重复步骤１～５，直到所有对象聚类到一个单一的聚类中为止．

２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的层次聚类算法

基于ＧＥＰ，在对层次聚类算法进行非线性迭代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ＧＥＰ计算模型的层次聚

类算法（ＧＥＰＨＣＡ）．该算法能够通过基因遗传自适应演化寻找适应度最高的聚类中心．

２．１　基因编码

基因表达式编程编码由基因头和基因尾两部分组成．头部由非终结符构成，而尾部由终结符构成．

为使基因染色体表达树达到自动聚类的目标，设计头部函数集犉＝｛犘，犙｝．犘为聚类中心取节点值，如

；犙为聚类中心取平均值，如 ．基因尾部终结符集合犜＝｛狓１，

图１　基因犌

翻译成的聚类树

Ｆｉｇ．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ｒｅｅｆｒｏｍｇｅｎｅ犌

狓２，狓３，…，狓狀｝，其中，狓犻为犆狋的聚类中心，如基因犌＝犘犙犘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翻译成

的聚类树，如图１所示．

２．２　适应度函数

在层次聚类方法基础上，依据适应度函数解码染色体可得到各可能的

簇中心．适应度函数为

犳＝１／∑
狆

狉＝１
∑

犿狉

犻＝１

‖犡
狉
犻－犆狉‖

２． （１）

式（１）中：聚类中心犆狉＝
１

犿狉∑

犿狉

犻＝１

犡
（狉）
犻 ，犻＝１，２，…，犿狉，狉＝１，２，…，犘；∑

狆

狉＝１

犿狉＝

犖，犿狉为第狉类样本的数目，犡
狉
犻为数据狓犻隶属第狉类，犖 为样本的数目，犘（２≤犘≤犖－１）为输出的聚类

６３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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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个数．

２．３　遗传算子

１）选择算子．使用的轮盘赌选择方法进行选择操作，并引入精英策略进行择优选择，直接选择复制

上一代种群中的最佳个体到下一代，算法描述如下．

ｎｅｘ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ｅｐ（）∥精英选择策略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种群代数加１

　　　　Ｌｉｓｔ〈Ｔ〉ｅｌｉｔｅｓ＝ｎｅｗＡｒｒａｙＬｉｓｔ＜Ｔ＞（）；

　　　　ｆｏｒ（０到最佳个体数）

　　　　｛

　　　　　　ｅｌｉｔｅｓ．ａｄｄ（上一代种群中的最佳个体）；

　　　　｝

　　　　选择种群中的个体；

　　　　对选中的个体进行遗传修饰；

　　　　返回下一代种群

　　｝

２）基因重组和基因变异基因头采用函数符替换法进行变异，即犘→犙，犙→犘，基因尾部采用随机选

图２　基于ＧＥＰ的层次聚类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Ｐ

取一个数据的方式进行无重复替换变异．

２．４　自动合并聚类算法

经过基因遗传自适应演化寻找适应度最高的聚

类中心后，通过自动合并聚类算法对簇进行整合优

化，自动归并可详见文献［１１］．

２．５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的层次聚类算法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ＧＥＰ）的层次聚类算法流

程，如图２所示．具体有如下１１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输入样本数据集和算法参数，如最大迭

代代数、种群大小、头部的长度、基因重组率和基因

变异率等．

步骤２　按聚类基因编码方式随机初始化种群．

步骤３　按照适应度函数计算种群适应度值．

步骤４　判断是否已经迭代到最大演化代数条

件，假如达到，则根据自动合并聚类算法合并聚类，

输出聚类中心和聚类结果犆；否则，转向步骤５．

步骤５　对种群中个体尾部的簇中心进行聚类．

步骤６　按照层次聚类合并簇算法，更新聚类结

果犆．

步骤７　根据步骤５更新聚类中心．

步骤８　精英保留策略保留最佳个体到下一代．

步骤９　按输入的基因重组率进行单点和两点

基因重组．

步骤１０　按输入的基因变异率进行变异．

步骤１１　产生新种群，转向步骤３，重新计算新种群适应度值．

３　实验性能与对比分析

基于ＧＥＰ的层次聚类算法配置：种群大小为１００；基因头部长度为８；变异率为１．０；基因尾部长度

７３４第３期　　　　　　　　　　姜代红，等：采用基因表达式编程的自适应层次聚类方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为９；基因数目为３；染色体长度为５１；远程安装服务（ＲＩＳ）转移率为０．５；ＲＩＳ长度为１，２，３；函数集为

图３　两种聚类算法的聚类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变量集犉＝｛犘，犙｝；连接函数为“＋”；适应度函

数为式（１）．实验环境：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ＣＰＵ

为酷睿ｉ５双核，２．７０ＧＨｚ，２．００Ｇ内存；开发环境和运行环境

为ＶｉｓｕａｌＣ＋＋．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对参考文献［１２］的合并

聚类算法和文中ＧＥＰＨＣＡ算法两种聚类效果进行了比较，结

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ＧＥＰＨＣＡ算法适应度能够达到

７００，而文献［１２］算法最高达６５０就收敛了．这说明ＧＥＰＨＣＡ

算法比文献［１２］算法聚类效果要好．因此，ＧＥＰＨＣＡ算法是

一种稳定高效的自适应聚类方法，聚类结果更有参考意义．

４　结束语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算法，结合层次聚类，提出了基于 ＧＥＰ演化的 ＧＥＰＨＣＡ．ＧＥＰＨＣＡ 具有

ＧＥＰ聚类不需要任何先验知识的条件下进行自动聚类分析且聚类精度较高的优点，提高了聚类收敛速

度．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ＧＥＰＨＣＡ算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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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区域间互联电网时延差异性的

分布式犃犌犆方法

赵熙临，何晶晶，付波，单治磊，汤倩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针对区域互联电网自动发电控制（ＡＧＣ）过程中系统间传输时延的随机性与差异性问题，提出一种分

布式模型预测控制（ＤＭＰＣ）方法．首先，在考虑互联电网区域时延存在差异性的前提下，构建互联电网 ＡＧＣ

系统模型；然后，针对互联电网ＡＧＣ系统的分布式特征，对ＤＭＰＣ方法进行讨论，分析在ＤＭＰＣ框架下时延

的处理模式；最后，分别以阶跃与随机负荷曲线为扰动变量，获取互联电网频率控制效果曲线．仿真结果表明：

在考虑区域间时延随机性与差异性的情况下，所提方法能够保证系统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验证了此方法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自动发电控制；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互联电网；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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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发电控制（ＡＧＣ）是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系统实现二次调频的重要手

段．从电网调度的角度看，当电力系统存在负荷扰动时，ＡＧＣ可以尽可能地减小频率和联络线功率的偏

差，保证系统频率稳定［１?３］．鉴于频率稳定对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性，ＡＧＣ的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２０

　通信作者：　赵熙临（１９６９?），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ｘｌ＠ｍａｉｌ．ｈｂｕｔ．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４７３１１６）；国家教育部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１６８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形成了如ＰＩＤ控制、滑模控制、模型预测控制等多种实现形式
［４?７］．Ｋａｒ等

［８］针对多区域互联电网ＡＧＣ

设计了一种模糊ＰＩＤ控制器，避免了暂态频率振荡．高宗和等
［９］将ＣＰＳ功率分量与传统ＰＩ控制器中比

例与积分分量相结合，以增强互联电网各ＡＧＣ控制区的相互支援．Ｋｈｏｄａｂａｋｈｓｈｉａｎ等
［１０］提出一种基

于鲁棒ＰＩＤ控制器的水轮机发电系统的自动发电控制，能有效提高系统动态性能．Ｙａｎｇ等
［１１］在分散滑

模控制的基础上，设计了针对匹配和不匹配不确定性的负荷频率控制器．Ｃａｇｉｅｎａｒｄ等
［１２］提出一种用于

多区域互联电力系统的综合ＰＩ滑模控制方法．Ｍｅｎｇ等
［１３］提出基于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ｎ函数的分散滑模控制

策略．然而，上述方法在控制对象特性渐变时适应性较差，容易在控制点变换时出现颤振现象．针对上述

问题，以最优化理论为内核的控制方式得到了快速发展［１４］．周念成等
［１５］采用模型预测控制代替传统

ＰＩＤ，动态响应性能较传统ＰＩ控制器有显著改善，并具有更强的鲁棒性．付鹏武等
［１６］针对具有时滞性特

征的ＡＧＣ系统提出一种模型预测控制算法，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ＹＡＮ等
［１７］在变速风力发电机

的ＡＧＣ控制中采用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策略，改善了系统全局动态性能．但传统ＡＧＣ方法的研究普

遍基于ＡＧＣ专用通信通道的存在，控制方法的设计没有考虑通信时延对系统的影响
［１８］．随着智能电网

理念的提出与发展，基于综合信息网的网络化ＡＧＣ方法以其开放性、灵活性等特点逐渐成为智能电网

时代系统二次调频的主要控制方式［１９?２０］．同时，即使是传统的专用通信网络，也无法绝对避免网络传输

时延的发生．因此，在 ＡＧＣ实施过程中，时延、丢包等通信环境的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段献忠

等［２１］针对调速器到执行机构的通信延迟，提出将时滞依赖性稳定设计方法引入网络化ＡＧＣ控制器，利

用犎∞控制理论设计状态反馈控制器．但上述文献均没有考虑区域间时延的差异性，而区域间信息的传

递不可避免存在时延的不一致性．因此，考虑区域时延差异性的ＡＧＣ方法对于ＡＧＣ理论体系的完善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网络化ＡＧＣ系统为研究对象，将模型预测控制算法应用到互联电网ＡＧＣ过程

中．在考虑区域间信息传送时延的随机性与差异性情况下，构建ＡＧＣ系统模型，并采用分布式模型预

测控制（ＤＭＰＣ）实现电网频率控制．

１　两区域互联犃犌犆系统动态模型

考虑到规模特征，一个大电网通常由数个互联的区域电网构成，区域间通过联络线连接．以两区域

电网为例，忽略区域内信息的传递时延，而当考虑区域间延时的情况时，其动态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

中：犜ｇ，犻为调速器时间常数；犜ｔ，犻为发电机时间常数；犓ｒ，犻为汽轮机再热系数；犜ｒ，犻再热时间常数；犚犻为机组

调差系数；犅犻为系统调差系数；犕犻为机组转动惯量；犇犻为负荷阻尼系数；Δ犘ｔ，犻为发电机输出功率增量；

Δ犘ｒ，犻为再热发电机组输出热功率增量；Δ犡ｇ，犻为调速器位置增量；Δ犘ｃ，犻为控制器控制量；Δ犘Ｌ，犻为负荷的

变化量；Δ犳犻为频率的变化量；Δ犘ｔ，１２为联络线交换功率变化量；犜１２为联络线功率同步系数．

图１　考虑区域间时延的两区域互联电网ＡＧＣ系统动态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ａｒｅａ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ＡＧ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ｒｅａ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

当以下标犻代表第犻个控制区域，可获取各区域系统状态方程，即

犡犻（狋）＝犃犻，犻犡犻（狋）＋犅犻，犻犝（狋）＋犉犻，犻犠犻（狋）＋∑
犻≠犼

（犃犻，犼犡犼（狋）＋犅犻，犼犝犼（狋）＋犉犻，犼犠犼（狋）），

犢犻（狋）＝犆犻，犻犡犻（狋）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犻＝１，２；犼＝１，２；犡犻∈犚
狀，犝犻∈犚

犿，犠犻∈犚
犽，犢犻∈犚

狉分别代表第犻个系统状态变量、控制变量、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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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变量和输出变量，犡犻＝［Δ犳犻　Δ犘ｔ，犻　Δ犘ｒ，犻　Δ犡ｇ，犻　Δ犘ｔ，１２］
Ｔ，犢犻＝［ＡＣＥ犻　Δ犳犻　Δ犘ｔ，１２］

Ｔ，犝犻＝

［Δ犘ｃ，犻］，犠犻＝ ［Δ犘Ｌ，犻］；犡犼∈犚
狀，犝犼∈犚

犿，犠犼∈犚
犽，犢犼∈犚

狉分别为与第犻个区域相邻的第犼个区域系统的

状态变量、控制变量、扰动变量和输出变量；犃犻，犻，犅犻，犻，犉犻，犻，犆犻，犻，犃犻，犼，犅犻，犼，犉犻，犼分别为对应维度的参数矩阵．

２　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机理

２．１　时延处理

当考虑区域间信息传输时延差异时，即区域１的输出交互信息传递给区域２时存在时延τ１，区域２

的输出交互信息传递给区域１时存在τ２，则系统的控制方式将会发生变化．

对于离散系统而言，由于存在采样周期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离散化处理，即在延时信号值大于仿

真采样周期犜Ｓ时才会表现出时延的存在，输出１；延时信号值小于或等于仿真采样周期犜Ｓ时对系统无

影响，输出０．延时信号的离散化处理过程，如图２所示．经过此离散化处理后，随机时延将转化为随机

图２　时延信号离散化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ｓｉｇｎａｌ

的马尔科夫跳变过程［２２］．

２．２　预测模型

假设预测窗口大小为犖Ｐ，控制窗口大小为犖ｃ，一般情况

下，有犖Ｐ≥犖ｃ．根据模型预测控制理论，对于式（１）对应的离

散系统状态方程，以犽犻为起始时刻，其输入序列为

犝（犽）＝ ［狌（犽犻）狌（犽犻＋１）…狌（犽犻＋犖ｃ－１）］
Ｔ． （２）

　　假设系统期望输出为

犚Ｓ＝
犖Ｐ

［狉（犽犻）狉（犽犻）…狉（犽犻）］
Ｔ． （３）

式（３）中：狉（犽犻）为某一采样时刻的输出期望值．

为实现滚动优化，定义目标函数为

犑＝ （犚Ｓ－犢）
Ｔ（犚Ｓ－犢）＋犝

Ｔ犚犝． （４）

式（４）中：犢为系统输出；犚为输入对目标函数影响的权重．

当寻求预测控制达到最优控制目标时，目标函数对输入的一阶导为零，可获得最优控制序列，即

犝
＝ ［狌（犽）狌（犽＋１）…狌（犽＋犖ｃ－１）］

Ｔ． （５）

　　根据预测控制的时域特征，控制域存在的控制变量序列，仅当前时刻序列值参与到控制过程中．

２．３　优化选择

ＭＰＣ的最优化轨迹依赖于最优控制序列（５），若考虑区域间时延，存在控制器无法获取反馈信息的

情况．利用 ＭＰＣ的预测控制功能，在执行器信号接收端设置缓存器，用来存储控制量预测序列，当发生

图３　控制变量选择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延迟、网络数据包丢失等情况时，可以将缓存器所存储的上时

刻原控制序列作为备用控制序列使用，其操作如图３所示．

如犽时刻反馈信息由于网络时延未获取，则可有犽－１时

刻计算的最优控制序列中第二个值代替．

考虑到在某些特定控制形式下，如在平稳控制过程中，也

就是在控制量变化不大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可能，即按接收到

的前时刻信息重新计算，获取当前时刻控制量，控制效果优于

按上述方法进行选择．因此，采取的操作策略是：当检测时延

发生时，以接收到的最新信息为基础重新进行控制序列的计

算，选择序列第一个值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以该信息对应时刻计算的控制序列中对应位置值作为控制

变量，比较两种控制模式下的控制性能指标，选择性能指标更优的作为当前时刻实际控制变量输出．

３　仿真分析

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构建考虑区域时延差异性的ＡＧＣ系统仿真模型，详细参数如表１所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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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述方法设计控制器，设置预测时域犖Ｐ＝１０，控制时域犖ｃ＝４，权矩阵犚＝犐，针对两区域分别生成随

机时延序列，体现区域间时延的差异性．

表１　两区域互联ＡＧＣ系统动态模型仿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ｗ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ＧＣｓｙｓｔｅｍ

参数 区域１ 区域２ 参数 区域１ 区域２ 参数 区域１ 区域２

犕犻 １１ １２．５ 犚犻 ０．０４ ０．０６ 犜ｒ，犻 １１ ９

犇犻 ２．７５ ２．００ 犓ｒ，犻 ０．３ ０．４ 犜ｔ，犻 ０．２ ０．３

犅犻 ２８ １９ 犜ｇ，犻 ０．１５ ０．１０ 犜１２ ０．８５ －　

　　设置仿真采样周期为０．０１ｓ，采用３种方法对控制变量进行处理，并进行仿真对比．

１）不考虑时延存在；

２）根据当前时刻时延的判断，选择最新控制序列中对应序列值作为控制变量输出；

３）在第２种状态下，将对应序列值与最近一次采样值重新计算获取的控制序列首元素进行目标函

数比较，选择结果较优的控制变量输出．

这３种方法分别对应无时延处理、控制序列选择、控制序列选择优化等３种情况．

当输入为阶跃信号时，给定区域１的扰动负荷Δ犘Ｌ，１为０．０４ｐｕ（ｐｕ为标幺值），区域２的扰动负荷

Δ犘Ｌ，２为０．０１ｐｕ，则各控制方式下两区域输出响应，如图４，５所示．

　　（ａ）ＡＣＥ１ （ｂ）ＡＣＥ２

图４　阶跃信号下ＡＣＥ１ 和ＡＣＥ２ 响应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ＣＥ１ａｎｄＡＣＥ２ｓｔｅｐｓｉｇｎａｌ

　　（ａ）Δ犳１ （ｂ）Δ犳２

图５　阶跃信号下Δ犳１ 和Δ犳２ 响应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Δ犳１ａｎｄΔ犳２ｓｔｅｐｓｉｇｎａｌ

由图４，５可知：当区域间时延存在时，第２，３种情况相比第１种情况调节时间短，超调量小，且无稳

态误差．而无时延处理的各输出曲线不仅具有较差的暂态响应，而且明显存在稳态误差，说明时延的存

在会降低系统的控制性能指标．同时，在对延时的处理中，对控制序列进行选择优化相比只进行选择输

出的控制效果更优．

某地区电网两区域某时段的负荷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两区域的频率Δ犳１，Δ犳２ 控制响应曲线，如

图７所示．由图６，７可知：在扰动负荷为随机信号时，有时延处理相比无时延处理具有更好的控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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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Δ犘Ｌ，１ （ｂ）Δ犘Ｌ，２

图６　随机输入信号Δ犘Ｌ，１和Δ犘Ｌ，２的负荷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ｎｐｕｔｓｉｇｎａｌΔ犘Ｌ，１ａｎｄΔ犘Ｌ，２

　　（ａ）Δ犳１ （ｂ）Δ犳２

图７　 随机信号下Δ犳１ 和Δ犳２ 响应曲线

Ｆｉｇ．７　Δ犳１ａｎｄΔ犳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ｓｉｇｎａｌ

４　结束语

针对互联电网区域间信息传递时延的差异性，提出一种模型预测控制方法．通过构建区域间时延存

在的两区域ＡＧＣ系统模型，进行控制过程中时延差异的处理，运用 ＭＰＣ的控制特征，对预测的控制序

列进行存储．根据预测序列中对应时刻的元素进行时延导致的缺失数据的替代，分别对无时延处理、对

控制序列进行选择、对控制序列进行选择优化３种方式进行了仿真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具有更好

的频率控制效果，从而验证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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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

杨麟，杜吉祥，聂一亮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复杂背景的多图像显著性检测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块聚类的多图像协同显著性检测方法．该方法

通过构建多图像间共同对象的关联性，利用块聚类计算４种显著性测度并融合，获得较好的协同显著性检测

效果．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检测精度，且鲁棒性较高．

关键词：　协同显著性检测；协同分割；块聚类；显著性测度；测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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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较多的显著性检测算法基本是对单图像进行显著性检测［１］，然而，随着图像数据量的增

加，需要在许多有关联性的图像中找到感兴趣的共同目标［２］．因此，多图像的协同显著性检测成为研究

热点［３］．现有的显著性检测算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
［４?６］．Ｉｔｔｉ等

［７］提出一种模拟生

物视觉注意机制的算法，但该算法模型只对于自然图像的效果较好．田明辉
［８］提出一种适用于自然场景

的视觉显著度模型．对于较为复杂的图像，Ｈｏｕ等
［９］和Ｇｕｏ等

［１０］利用图像频域的统计特性计算图像显

著性，但是，如果采用数据规模较大的图像集时，直接使用协同显著性检测方法，效果一般并不理想．针

对复杂背景的多图像显著性检测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块聚类方法的协同显著性检测方法．

１　检测算法的实现

１．１　算法流程

基于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目标检测算法是一种结合人类视觉对显著性物体的注意机制与多图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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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的目标检测算法，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目标检测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对图像集合中的所有图像进行分块操作，将每张图像分为犕×犖 的小块，经实验研究２ｐｘ×２ｐｘ

的小块效果最好．分块后，取块内的像素平均值作为这个块的特征，对所有块进行聚类，聚类方式采用

犓?ｍｅａｎｓ方法，即在单图像与多图像显著性检测中都先进行块聚类．经过多次实验分析，在聚类时，获

得较好结果的聚类数目犓 为

犓 ＝
２０，　　３犻≥２０，

３犻，　　３犻＜２０｛ ．
（１）

式（１）中：犻为图象数目．

　　初始化类中心一般采用随机或猜测的方式，采用随机的方法实现简单，但聚类的质量往往比较差．

因此，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先使用层次聚类，从层次聚类中提取犓 个簇，并用这些簇的质心作为初

始质心．聚类完成以后，进行单图像的测度计算与多图像的测度计算．首先，对单图像进行特征对比度、

中心偏移度、背景对比度３种测度的计算，并将这３种测度进行融合，得到单图像显著性图像．然后，对

多幅图像进行协同测度的计算，在特征对比度、中心偏移度、背景对比度３种测度的基础上，加入图间重

复度测度，以加强多图像间目标关联性的约束．将计算完的４种测度进行融合，得到多图像显著性图像．

将计算得到单图像显著性图像与多图像显著性图像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的协同显著性图像．这里的融合

方法采用较为简单快捷的乘性融合．

１．２　特征对比度

块聚类后的每一类结果的特征对比度可以定义为该类中所有的块与其他类别的块差异之和，如果

差异越大，则该值越大．特征对比度的优势在于即使一个类的特征相对较少，特征对比度也会比较显著；

相对的，如果一个类的块数目越多且相似度越大，则特征对比度越大．

类犮犽 特征对比度狑犮（犽）定义为类犮犽 与其他所有类的特征对比差，即

狑犮（犽）＝ ∑
犽

犻＝１，犻≠犽

（狀
犻

犖
‖狌

犽
－狌

犻
‖２）． （２）

式（２）中：犔２ 范数为特征空间的距离；狀
犻为聚类结果类犮犽 的块数目；犖 为所有图像的块数目．

特征对比度狑犮（犽）表明，越大的类具有越大的影响．但是，特征对比度在图像背景较为复杂及目标

对象和背景较为相似这两种情况下容易受到干扰．

１．３　中心偏移度

在人类视觉注意机制中，对图像中心的目标对象关注度总是比对图像边缘的对象关注度高很多，这

种情况被称为中心偏移准则．采用中心偏移准则测量所要检测的目标对象类在多幅图像中的全局分布．

在块聚类的基础上，中心偏移测度可以通过各类别中所有块的中心位置与图像中心位置的欧式距离进

行定义．该测度将块的位置信息加入计算，可以获得图像的中心偏移约束．中心偏移测度能去除复杂背

景，尤其是远离图像中心的干扰性背景，采用特征对比度与中心偏移度结合的算法可以有效区分目标对

象和相似背景的区域．

类犮犽 的中心偏移测度值定义为类中各个块中心位置与块所在的图像中心的欧氏距离的平均值．为

了使离图像中心更近的块具有更高的权重，采用高斯核函数计算图像块之间的欧式距离，即

狑狊（犽）＝
１

狀犽∑
犕

犼－１
∑
犕

犻＝１

［犖（‖狕犼犻－狅犼‖
２）·δ［犫（狆犼犻）－犮

犽］］． （３）

式（３）中：归一化参数狀犽 为类犮犽 的块数目；犖（·）为高斯核函数，函数方差设置为图像半径；狆犼犻 为第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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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图像中的第犻个块；狕犼犻 为块狆犼犻 在图像中的位置；狅犼 为第犼张图像的图像中心；犫（狆犼犻）为块到类的映射

函数，表示块狆犼犻 所在的类；δ（·）为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ｄｅｌｔａ方程，用于区别块是否属于当前类，即当块狆犼犻 属于

类犮犽 时，δ｜犫（狆犻）－犮
犽
｜输出为１；否则，输出为０．

１．４　背景对比度

基于基本的图像原则，图像拍摄者通常会将关注的目标对象放于图像中心位置．据此做出假设：图

像的背景区域有很大的几率为图像的边缘区域，同时，背景区域不单分布于边缘区域，也会分布在其他

位置，但是背景区域和显著性区域的特征差别很大．因此，背景对比度算法可以通过估计的背景区域同

图像的每个区域之间的对比度来计算它的显著值．在特征对比度和中心偏移度协同检测下，可以得到可

能的背景区域，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每个聚类结果中所有块的背景对比度来度量该区域的显著性．令

犚表示输入图像所有属于估计的图像目标（前景）的块集合，犅表示所有属于估计的图像背景的块集合，

则每个图像块的背景对比度可以计算为该图像块和所有属于估计的背景区域图像块的加权背景对比度

之和，即

狑犫（狉犼）＝犳（狉犼，犫犽）＝∑狑
狊（狉犼，犫犽）狑

犮（狉犼，犫犽）． （４）

式（４）中：狑犮（狉犼，犫犽）为图像目标块狉犼和属于估计的图像背景的块犫犽 之间的对比度；狑
狊（狉犼，犫犽）是在对比

度计算中的全局权重值引入空间距离关系，将其设定为块与估计的显著性区域的中心距离，所以当块和

估计的显著性区域的中心距离越远，显著性值就越低，这可去除那些和目标对象特征相似的干扰背景．

１．５　图间重复度

一个目标块在多张图像中出现的频率是这个目标对象块的重复度．多图间的块聚类本身就反映了

多幅图像的全局关联性，每一个块在多幅图像中的全局关联性可以通过其分布进行估计，某类的块在多

幅图像中的分布越平均，该类的块的全局关联性就越高．某类的块在多幅图像中的分布可以使用各类块

的方差或熵粗略计算．一个犖 区间划分的直方图狇＝｛狇
犽
犼｝
狀
犼＝１可以定义为一个聚类结果犮

犽 在犖 张图像

中的分布度，狇为类分布于各图像中块的比例，即

狇
犽
犼 ＝

１

狀犽∑

犖
犼

犻＝１

δ［犫（狆犼犻）－犮
犽］，　　犼＝１，…，犖． （５）

式（５）中：归一化参数狀犽 表示类犮犽 的块数目；犫（狆犼犻）为块到类的映射函数，表示块狆犼犻 所在的类；δ（·）为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ｄｅｌｔａ方程．

图间重复度狑犱（犽）定义为

狑犱（犽）＝
１

ｖａｒ（狇
犽）＋１

． （６）

式（６）中：ｖａｒ（狇
犽）为类犮犽 的直方图狇

犽 的方差．

完成显著性测度设计后，每一幅图像的协同显著图可以通过将单图显著性和经由４种测度融合的

多图像显著性值进行乘性融合来计算协同显著性．理论上，协同显著性应该是各种显著性测度的非线性

函数融合得到的结果最佳，但是鉴于计算效率与代价，文中方法只考虑简单的乘性模型方法．

基于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输入：待测图像狀张，块的大小为２ｐｘ×２ｐｘ，聚类数目为犓．

步骤１　在完成对狀张图像分块并进行犓?ｍｅａｎｓ聚类后，计算特征对比度、中心偏移度、背景对比

度、图间重复度，并将４种测度乘性融合．

步骤２　在完成对单张图像分块并进行犓?ｍｅａｎｓ聚类后，计算特征对比度、中心偏移度、背景对比

度，并将３种测度乘性融合．

步骤３　将步骤１和步骤２得到的显著性图像分别对应进行乘性融合．

输出：狀张图像的协同显著性图．

２　实验分析

选取 ＭＳＲＡ１０００和ＣＭＵ?ＣｏｒｎｅｌｌｉＣｏｓｅｇ两个图像数据集进行实验，这是图像数据集中较大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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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工标记的数据集．选取 Ｍｏｎｋｓ?ＬＡＯＰＤＲ２００８?Ｒｏｌａｎｄｉｔｏ图片组进行算法过程的实验，如图２所

示．由图２（ａ），（ｂ）可知：单图像的显著性检测无法将复杂的背景与所要检测的对象分离开．由图２（ｃ）可

知：已经基本将不相关的对象和所要的对象区分开来，但还是无法很好地抑制背景．由图２（ｄ）可知：效

果比之前的图像提升了较多，较好地将背景和前景区分开．

（ａ）原图

（ｂ）单图像显著图

（ｃ）多图像显著图

（ｄ）协同显著图

图２　实验结果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ｇｕｒｅ

为了更形象地比较实验结果，对基于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算法（ＰＣＳ）与基于上下文关系的显

著性检测算法（ＣＡ）
［１１］、基于布尔映射的显著性检测算法（ＢＭＳ）

［１２］、基于最大对称环绕的显著性检测算

法（ＭＳＳＳ）
［１３］、基于谱残差法的显著性检测算法（ＳＲ）

［９］、基于聚类的显著性检测算法（ＣＳ）
［１４］进行比较

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ＰＣＳ能较好地抑制复杂的背景，将所需的共同对象较准确地分割出来，并将不相关的

对象筛选掉，而这些对象往往在其他显著性检测方法中被误作为显著性对象．图３（ｂ）～（ｅ）等单图像显

著性检测算法会把不相关的对象当成所需的共同对象检测出来，而图３（ｆ），（ｇ）协同显著性检测算法则

能将不相关的对象筛选掉，并且文中算法ＰＣＳ对噪声和复杂背景中的显著性对象检测效果更为精确．

采用准确率（犘）与召回率（犚）曲线进行实验效果评估．选取 ＭＳＲＡ１０００图像集中的１０００张图像

（原图像且有正确标注的显著性图像），将基于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算法（ＰＣＳ）和基于聚类的显著

性检测算法（ＣＳ）、从协同显著性检测到协同分割的方法（ＣＯ）
［１５］、基于改进的基于区域颜色对比的显著

性检测算法（ＲＣ）
［１６］、基于全局颜色直方图的颜色对比度算法（ＨＣ）

［１６］进行比较，阈值设置为０～２５５的

（ａ）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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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Ａ

（ｃ）ＢＭＳ

（ｄ）ＭＳＳＳ

（ｅ）ＳＲ

（ｆ）ＣＳ

（ｇ）ＰＣＳ

图３　不同方法的显著性检测比较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４　不同方法的准确率召回率曲线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整数，对显著性图像进行二值化计算，并将得到的二值化图

像和标注的准确显著性图像进行比较，准确率与召回率曲

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文中方法ＰＣＳ较其他显著性

检测的方法有更好的表现．

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基于块聚类的协同显著性检测方法，其可在

数据量较大的图像集中进行协同显著性的检测．相较于传

统的单图像显著性检测方法，基于块聚类的检测方法通过

多图像间信息的互补，加强图像间共同对象的关联性，取得

良好的显著性检测效果．相较于其他的协同显著性检测方法，块聚类的检测方法通过４种协同显著性测

度对图像集合进行显著性测量，并进行乘性的融合，有效地抑制复杂背景的影响，并且块级别的计算可

以去除噪点与小像素块的影响，使检测效果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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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散事件系统的故障

一次可修复性诊断

郭忠宝，王飞，刘清兰，张波业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突破周期可修复性的局限性，提出一种新的可修复性定义及相关诊断方法．针对可修复状态为一

次可达状态的情况，通过详细分析这类离散事件系统的特点，提出一次可修复性的形式化定义；然后，从不可

区分串和可修复性诊断器角度，讨论一次可修复性的诊断方法和证明过程．实例结果表明：所提出的一次可修

复性诊断方法能有效解决系统的诊断需求．

关键词：　离散事件系统；不可区分串；状态估计；可修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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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程系统的不断复杂化，自动化生产领域因设备故障引发的事故变得难以预测．如何有效

区分故障类型［１］、检测和诊断故障［２?４］，以及如何及时采取适当的修复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类故障

的离散化和事件驱动的特点，基于离散事件模型［５?６］的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是十分有效的．容错控制
［７］

虽然能保证离散事件系统在安全的故障模式下运行，然而，其性能往往会降低．基于状态
［８］的故障诊断

建模往往涉及到更为一般的状态估计问题［９?１０］．关于故障恢复问题，Ｓａｂｏｏｒｉ等
［１１］提出系统控制的３种

模式，即正常模式、过度模式和恢复模式．Ｑｉｎ等
［１２］在事件完全可观的假设下进行思考，但可修复性局

限于返回非故障状态．Ｓｈｕ等
［１３?１４］对可修复性概念进行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的可修复性理论及检测策

略．离散事件系统的可纠错研究中将系统状态分成可接受状态和不可接受状态
［１５?１６］，对可纠错状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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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故障纠错的目标是控制系统进入到可接受状态圈，纠错结果极大地缩小了系统的状态量．基于此，本

文对离散事件系统的故障可修复性概念进行拓展，提出一次可修复性的定义，并给出相关诊断策略．

１　故障状态的离散事件系统

用确定性自动机模型描述一个离散事件系统，即

犌＝ （犙，Σ，δ，狇０）． （１）

式（１）中：犙为离散状态集合；Σ为离散事件集合；δ∶犙×δ→犙是状态转移关系；狇０ 是初始状态．δ（狇，狊）

有定义可用δ（狇，狊）！表示，即δ（狇，狊）≠．因此，自动机的形式语言可表示为犔（犌）＝｛狊∈Σ∶δ（狇０，

狊）！｝．

假设系统有一个正常模式和犽个故障模式，正常模式用犌０＝（犙０，Σ０，δ０，狇０）表示，第犻个故障模式

犌犻＝（犙犻，Σ犻，δ犻）（犻＝１，２，…，犽），犌犻的初始状态与犌０ 下发生第犻类故障的状态有关，Σ犻可分为可观事件

集Σｏ，犻和不可观事件集Σｕｏ，犻．对于犌犻的部分事件可观测情形可以描述为

犘犻（ε）＝ε，　　犘犻（狊σ）＝
犘犻（狊）σ，　　σ∈Σｏ，犻，

犘犻（狊），　　σΣｏ，犻
｛ ．

　　假设故障只在正常模式中发生，第犻类故障犳犻发生后，系统由犌０ 进入犌犻，犌犻不再发生其他故障，

因此，故障集犉＝｛犳犻∶犻＝１，２，…，犽｝．简单起见，同样地，用犳犻表示当故障犳犻发生时的状态转移映射关

系，即

犳犻∶犙０ →犙犻，　　犻＝１，２，…，犽．

上式中：犙０＝｛狇１，０，狇２，０，…，狇｜犙０｜，０｝；犙犻＝｛狇１，犻，狇２，犻，…，狇｜犙犻｜，犻｝；犳犻（狇ｌ，０）＝狇ｍ，犻表示故障犳犻在状态狇ｌ，０发生，

系统进入故障模式犌犻且下一个状态为狇ｍ，犻．

包含故障状态的离散事件系统犎＝（犌０，犌１，…，犌犽，犉）可看成一个扩展自动机
［１３］，有

犌ｅｘｄ＝犃犮（犙ｅｘｄ，Σｅｘｄ，δｅｘｄ，狇０）． （２）

式（２）中：犙ｅｘｄ＝犙０∪犙１∪…∪犙犽；Σｅｘｄ＝Σ０∪Σ１∪…∪Σ犽∪｛犳犻∶犻＝１，２，…，犽｝；δｅｘｄ＝δ０∪δ１∪…∪δ犽∪

｛狇ｌ，０，犳犻，狇ｍ，犻）∶犳犻（狇ｌ，０）＝狇ｍ，犻｝．

对于故障犳犻，其故障语言可表示为犔犻＝｛狊∈犔（犌ｅｘｄ）∶（狊１，狊２∈Σ

ｅｘｄ）狊＝狊１犳犻狊２｝，当前状态估计

ＳＥ＝｛狇∶（狋∈犔（犌ｅｘｄ））犘（狋）＝犘（狊）∧狇∈δｅｘｄ（狇０，狋）｝．

２　修复行为

为方便建模，假设每一个故障模式对应一种修复行为．修复行为集合表示为

Σ
狉
＝ ｛狉１，狉２，…，狉犻，…，狉犽｝． （３）

式（３）中：狉犻表示故障犳犻对应的修复行为，在犌犻的可修复状态触发狉犻能使系统恢复到正常模式运行．因

此，犙犻分为可修复状态集合犙ｒ，犻和不可修复状态集合犙ｕｒ，犻，仅当系统到达犙ｒ，犻时，可以触发狉犻，即

犚犻∶犙犻→ ｛０，１｝，　　犻＝１，２，…，犽．

上式中：犚犻（狇ｌ，犻）＝
１，　　狇ｌ，犻∈犙ｒ，犻，

０，　　狇ｌ，犻∈犙ｕｒ，犻
｛ ．

对于给定的狊∈犔犻，不可区分串的集合
［１４］定义为

犔ｉｎｄ（狊）＝ ｛狊′∶δｅｘｄ（狇０，狊′）！∧犘（狊）＝犘（狊′）｝． （４）

　　确定性自动机中的不可区分串是由于部分事件不可观导致不同事件序列有相同投影，而相同投影

无法对原不同事件序列进行有效区分．假设狋是故障模式犌犻中初始状态狇ｍ，犻下有定义的事件序列，同理

可定义犌犻下不可区分串集犔
犻
ｉｎｄ（狋）＝｛狋′∶δｅｘｄ（狇ｍ，犻，狋′）！∧犘犻（狋）＝犘犻（狋′）｝．

３　离散事件系统的故障一次可修复性

针对各个故障模式，文献［１４］给出以下２个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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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　任一故障模式犌犻（犻＝１，２，…，犽）均为非死锁，即对于犌犻中的任一状态狇∈犙犻，至少有一个

事件有定义，即

（ ∈犙犻）（σ∈Σ犻）δ犻（狇，σ）！，　　犻＝１，２，…，犽．

　　假设２　任一故障模式犌犻（犻＝１，２，…，犽），不存在只包含不可观事件的环，即

瓙（狇∈犙犻）（狊∈Σ

ｕｏ，犻）狊≠ε∧狇∈δ犻（狇，狊）．

　　文献［１４］的可修复状态出现在环上，将这种情况称为周期可修复性．

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中：系统存在故障犳１ 和相应的修复行为狉１，可修复状态

狇２，１未出现在环上，初始状态为狇１，０．假设事件和故障均可观测，α犳１α后系统到达狇２，１，此时，可以触发狉１，

系统具有可修复性，但是如果不触发狉１，系统将进入且一直处于狇１，１状态，此后，没机会再触发狉１．因此，

系统进入犌１ 后，有且仅有一次机会触发狉１．假设事件β不可观测，则有犘（α犳１αβ）＝犘（α犳１α），存在不可

　（ａ）系统１ （ｂ）系统２

图１　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

Ｆｉｇ．１　Ｆａｕｌｔ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区分串，ＳＥ（α犳１α）＝｛狇２，１，狇１，１｝，不能确定系统是否处于

狇２，１．因此，系统不可修复．

图１（ｂ）中：系统进入犌１ 后，系统可能经过事件序列

ααα…且一直处于状态狇３，１．因此，系统也不具有可修复性．

为了避免概念混淆，增加２个假设条件．

假设３　任一故障模式犌犻（犻＝１，２，…，犽）均不存在包

含犙ｒ，犻状态的环，即

（瓥狇∈犙ｒ，犻）（狊∈Σ

犻 ）狇∈δ犻（狇，狊）．

　　假设４　任一故障模式犌犻（犻＝１，２，…，犽），轨迹均经过

犙ｒ，犻，且到达犙ｒ，犻之前不经过任何环，即

（狇∈犙ｒ，犻）（狇′∈犙犻）（狊∈Σ

犻 ）（瓥狊′∈Ｐｒ（狊））狇∈δ犻（狇′，狊）∨狇′∈δ犻（狇′，狊′）．

上式中：Ｐｒ（狊）表示事件序列狊的所有前缀的集合．

定义　对于给定的有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 犎，假设故障模式犌犻（犻＝１，２，…，犽）后，随着系统在犌犻

中运行，有且仅有一次机会触发相应的修复行为狉犻，那么，称系统具有一次可修复性，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

（狊＝犺犳犻）（狋′∈Ｐｒ（狋））（犔
犻
ｉｎｄ（狋′）＝）犚犻（δｅｘｄ（狇０，狊狋′））＝１

∨ （狊＝犺犳犻）（狋′∈Ｐｒ（狋））（犔ｉｎｄ（狋′）＝）（狊′σ１ ∈犔
犻
ｉｎｄ（狋′σ１））犚犻（δｅｘｄ（狇０，狊狋′σ１））＝１

（狊″∈犔犻）（ＳＥ（狊″）犙ｒ，犻．

上式中：｜狋｜表示序列狋的长度；犖表示自然数的集合．

定理１　对于给定的有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犎，如果满足以下条件：１）系统到达犙ｒ，犻之前可诊断；

２）由故障模式初始状态到可修复状态的下一状态组成的事件序列狊犼（犼＝１，２，…，犿），其可观事件序列

犘犻（狊犼）均不是不可区分串，那么，系统对于故障犳犻具有一次可修复性．

证明　假设给定系统故障可诊断，故障犳犻发生后，系统会进入故障模式犌犻，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δｅｘｄ（狇０，犘（狊狋））∈犙犻．

　　假设系统经过事件序列狊刚好进入故障模式，即狊＝犺犳犻，犌犻状态到修复状态的下一状态的事件序

列狋′（狋′∈Ｐｒ（狉））不经过任一环，如果犘犻（狋′）不是不可区分串，即犔
犻
ｉｎｄ（狋′）＝，那么，犘犻（狋′）＝狋′，狋′完全

可观，ＳＥ（犘犻（狋′））为犙ｒ，犻中可修复状态的下一状态，｜ＳＥ（犘犻（狋′））｜＝１，此时，状态唯一确定．

如果犘犻（狋′）不是不可区分串，狋″（狋′＝狋″σ）必定也不是不可区分串，即犔
犻
ｉｎｄ（狋″）＝，有犘犻（狋″）＝狋″，故障

后经过狋″系统到达犙ｒ，犻，｜ＳＥ（犘犻（狋″））｜＝１，状态唯一确定．因此，可以断定系统会到达可修复状态．

由于假设狊狋′不经过任一环且环中不包含犙ｒ，犻中的状态，系统有且仅有一次机会触发修复行为，满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

（狊＝犺犳犻）（狋′∈Ｐｒ（狋））（犔
犻
ｉｎｄ（狋′）＝）犚犻（δｅｘｄ（狇０，狊狋′））＝１

（狊″∈犔犻）ＳＥ（狊″）犙ｒ，犻．

　　此时，系统对于故障犳犻具有一次可修复性．证毕．

系统进入故障模式后，到达可修复状态的事件序列可能不止一组，且其中某些序列是不可区分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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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如图２所示．图２（ａ）中：系统存在故障犳１ 和修复行为狉１，且在状态狇４，１可触发，

狇１，０为初始状态．当事件和故障均可观测时，故障模式初始状态到可修复状态下一状态的２组事件序列

可区分．由定理１可知：系统具有一次可修复性．假设事件β不可观，故障犳１ 后存在犘（βα）＝犘（α），即有

不可区分串，ＳＥ（α犳１α）＝｛狇４，１｝，系统仍然具有一次可修复性．图２（ｂ）中：系统存在故障犳１ 和可修复状

（ａ）系统３ （ｂ）系统４　

图２　含多支路的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

Ｆｉｇ．２　Ｆａｕｌｔ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态狇６，１，初始状态是狇１，０．当事件和故障均可观时，系统

具有一次可修复性．假设事件β不可观时，故障犳１ 后有

犘（αβ）＝犘（ββα）＝α，即存在不可区分串，当前状态估计

为ＳＥ（α犳１α）＝｛狇４，１，狇６，１｝，故系统不具有一次可修复性．

定理２　对于给定有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犎，如果

满足以下条件：１）系统到达犙ｒ，犻之前可诊断；２）由故障

模式初始状态到犙ｒ，犻前一状态组成的事件序列狊犼（犼＝１，

２，…，犿）的可观事件序列犘犻（狊犼）是不可区分串，且驱使

系统进入修复状态再到下一状态的事件均为可观事件．

那么，系统对于故障犳犻具有一次可修复性．

证明　假设给定系统故障可诊断，故障犳犻 发生后，

系统会进入故障模式犌犻，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

δｅｘｄ（狇０，犘（狊狋））犙犻．

　　假设系统经过事件序列狊刚好进入故障状态，则有狊＝犺犳犻，犌犻初始状态到犙ｒ，犻前一状态的事件序列

狋′（狋′∈Ｐｒ（狉））不经过任一环，如果犘犻（狋′）是不可区分串，即犔
犻
ｉｎｄ（狋′）＝，狋′部分可观，有狊′＝犘犻（狋′）．

由于驱使系统进入修复状态再到下一状态的事件均为可观事件，即

（σ１ ∈Σ犻）（σ２ ∈Σ犻）犘犻（狋′σ２）＝狊′σ１σ２．

上式中：狋′包含不可观事件；事件σ１ 使状态转移到犙ｒ，犻；事件σ２ 使系统离开犙ｒ，犻到达下一状态．

在故障模式下，系统经过狋′σ１ 到达犙ｒ，犻，犘犻（狋′σ１）＝狊′σ１，σ１ 可观，ＳＥ（犘犻（狊′σ１））是唯一确定的；同理，

犘犻（狋′σ１σ２）＝狊′σ１σ２，犙ｒ，犻的下一状态也是唯一确定的，因此，可以断定系统会到达可修复状态．

由于假设狊狋′不经过任一环且环中不包含犙ｒ，犻中的状态，系统有且仅有一次机会触发修复行为，满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

（狊＝犺犳犻）（狋′∈Ｐｒ（狋））（犔
犻
ｉｎｄ（狋′）＝）（狊′σ１ ∈犔

犻
ｉｎｄ（狋′σ１））犚犻（δｅｘｄ（狇０，狊狋′））＝１

（狊″∈犔犻）ＳＥ（狊″）犙ｒ，犻．

　　此时，系统对于故障犳犻具有一次可修复性．证毕．

在假设条件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也可对给定有故障的离散事件系统构造可修复性诊断器，具体方

法见文献［９?１０］，犌ｅｘｄ的可修复性诊断器模型为

犌ｒｄ＝ （犡，Σ０，ｅｘｄ，ξ，狓０）＝犃犮（２
犙
ｅｘｄ，Σ狅，ｅｘｄ，ξ，ＵＲ（狇０））． （５）

　　诊断器犌ｒｄ中能确定故障犳犻发生的状态标记为犡Ｄ，犻＝｛狓∈犡∶（狇∈狓）狇∈犙犻｝，能执行修复行为

的状态标记为犡Ｒ，犻＝｛狓∈犡∶（狇∈狓）狇（狇）＝１｝．

定理３　给定有故障的的离散事件系统犎 对于故障犳犻具有一次可修复性，当且仅当在假设条件下

的状态估计是可修复状态或者可修复状态集，即

（狊∈犔犻）ＳＥ（犘（狊））犡Ｒ，犻．

　　证明　假设系统故障可诊断，故障犳犻发生后系统会进入犌犻，构造可修复性诊断器，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

ξ（狓０，犘（狊狋））犡Ｄ，犻．

　　在假设条件下系统经事件序列狊的状态可观测，如果ＳＥ（犘（狊））犡Ｒ，犻，那么，系统满足

（狊∈犔犻）（狋∈Σ

犻 ）（狀∈犖）狘狋狘＞狀∧δｅｘｄ（狇０，狊狋）！

δｅｘｄ（狇０，狊）犙ｒ，犻．

　　此时，系统具有一次可修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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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在假设条件下，如果系统有一次可修复性，必定存在事件序列狊使系统到达可修复性状态，即

（狊∈犔犻）δｅｘｄ（狇０，狊）犙ｒ，犻．

建立相应可修复性诊断器，那么，有ξ（狓０，犘（狊））犡Ｄ，犻．

如果ξ（狓０，犘（狊））犡Ｒ，犻，系统将无法确定是否到达相应的可修复状态，因此，不具有可修复性，与假

设相矛盾．所以诊断器中必须满足（狊∈犔犻）ＳＥ（犘（狊））犡Ｒ，犻．证毕．

如果给定系统是非确定自动机模型犌＝（犙，Σ，δ，狇０），其中，转移关系为δ∶犙×Σ→２
犙，将犌ｅｘｄ中所

有不可观事件用空串ε替换，再将非确定性自动机转化成确定自动机后，定理３仍适用．

４　实例分析

液压系统如图３所示．液压系统由管道将槽Ｔ１，Ｔ２，泵Ｐ和阀门Ｖ１，Ｖ２ 连接所组成．如果要将液体

从槽中通过管道导引出来，液体在系统中的流动通过打开／关闭阀门和启动／停止泵实现．泵、阀门的转

移关系，如图４所示．系统事件可定义为：ｏｐ１，ｃ１ｓ１分别表示打开和关闭Ｖ１；ｏｐ２，ｃ１ｓ２分别表示打开和

关闭Ｖ２；ｓｔａｒｔ表示启动泵；ｓｔｏｐ表示停止泵，且事件均可观测；狆ｓ表示泵的空闲状态；狆ｗ 表示泵的工作

状态；狏１，ｃ，狏１，ｏ分别表示Ｖ１ 处于闭合和开启状态；狏２，ｃ，狏２，ｏ分别表示Ｖ２ 处于闭合和开启状态．

图３　液压系统 图４　泵、阀门的状态转移

　　Ｆｉｇ．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ｍｐ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ｇａｔｅ

由于考虑到系统的安全性，泵的工作状态和阀门Ｖ２ 的闭合状态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因此，系统正

常运行的可达状态及转移关系，如图５所示．假设泵突然卡住作为系统故障事件犳１，犳１ 可观测．此时，系

统将由正常模式犌０ 进入到故障模式犌１，犳１ 的自动机模型，如图６所示．

图５　液压系统正常模式 图６　故障犳１ 的液压系统　

Ｆｉｇ．５　Ｎｏｒｍａｌ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６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ｆａｕｌｔ犳１　　　

假设故障模式下，当停止泵的工作状态即可安全进行修复操作，此时，系统有４个可修复状态：

（狏１，ｃ，狏２，ｃ，狆ｓ，犉），（狏１，ｃ，狏２，ｏ，狆ｓ，犉），（狏１，ｏ，狏２，ｃ，狆ｓ，犉），（狏１，ｏ，狏２，ｏ，狆ｓ，犉）．ＳＥ（犳１ｓｔｏｐ）＝｛（狏１，ｃ，狏２，ｏ，狆ｓ，

犉）（狏１，ｏ，狏２，ｏ，狆ｓ，犉）｝，由故障模式初始状态到可修复状态前不存在不可区分串，当系统在（狏１，ｃ，狏２，ｏ，狆ｗ）

发生故障，有且仅有一次机会进入（狏１，ｃ，狏２，ｏ，狆ｓ，犉）；当系统在（狏１，ｏ，狏２，ｏ，狆ｗ）发生故障，有且仅有一次机

会进入（狏１，ｏ，狏２，ｏ，狆ｓ，犉）．因此，系统具有一次可修复性．同样地，ＳＥ（犳１ｓｔｏｐｃｌｓ２）＝｛（狏１，ｃ，狏２，ｃ，狆ｓ，犉）

（狏１，ｏ，狏２，ｃ，狆ｓ，犉）｝，系统会进入由（狏１，ｃ，狏２，ｃ，狆ｓ，犉）和（狏１，ｏ，狏２，ｃ，狆ｓ，犉）组成的环内．因此，系统也具有周

期可修复性．构造可修复性诊断器就是故障犳１ 的自动机模型，也可以得到相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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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在周期可修复性诊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次可修复性的概念及判定方法．对于给定有故障的离散

事件系统，分别基于不可区分串和可修复性诊断器，研究了系统的故障可修复性诊断问题，并通过一个

液压系统进行验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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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于锁相环中的锁定检测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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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种应用于锁相环（ＰＬＬ）中的锁定检测电路（ＬＤＣ）．该电路采用移位寄存器的方式，当连续１８

个时钟周期内检测到锁定时，输出通过正反馈置为高电平．同时，在该电路中加入复位及强制锁定端口，采用

ＳＭＩＣ２８ｎｍＣＭＯＳ标准工艺库实现．仿真结果表明：当电源电压为０．９Ｖ，参考频率在１０～１００ＭＨｚ范围内

时，均可完成锁定检测．

关键词：　锁相环；锁定检测电路；移位寄存器；正反馈；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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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串行传输方式成为高速数据传输的研究热点［１?２］．高速串行接口包含发送端和

接收端，其中，发送端的串化及接收端的解串均需要锁相环电路［３?５］．锁相环锁定后，需要为数字控制电

路提供状态转换标志位，这就需要锁定检测电路．文献［６?９］采用在一段时间内分别对参考时钟和反馈

时钟计数的方式，使锁定误差与计数器位数相关．其中，袁慧等
［６］具体电路的实施需要两组１８位计数器

及一组比较器，增加了电路开销．黄召军
［８］采用ＳＭＩＣ０．１８μｍＣＭＯＳ工艺设计的锁定检测电路，锁定

误差为０．９６ｎｓ＠１．２７ＧＨｚ．锁相环环路带宽较小时，压控振荡器控制电压长时间缓慢上升
［１０］，可能导

致锁定检测电路误判．因此，本文提出一种锁定检测电路，采用一组１６位的移位寄存器，不仅简化了电

路设计，且在减小锁定误差的同时，又有效防止了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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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锁定检测电路的应用框图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ＤＣｃｉｒｃｕｉｔ

１　锁定检测电路的设计背景

锁定检测电路的应用框图，如图１所示．系统主要由鉴

频鉴相器（ＰＦＤ），电荷泵（ＣＰ），环路滤波器，压控振荡器

（ＶＣＯ），分频器（ＤＩＶ）及锁定检测电路（ＬＤＣ）组成
［７］．图１

中：犳ｒｅｆ为参考时钟；ｒｅｓｅｔ为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ｆｏｒｃｅ＿

ｌｏｃｋ为强制锁定信号（高电平有效）；ｌｏｃｋ为锁定输出标志

位．ＰＦＤ输出ｕｐ，ｄｎ作为后级ＣＰ充放电控制信号；Ｒ１，

Ｃ１，Ｃ２ 构成环路滤波电路；犞ｃｔｒ为ＶＣＯ控制电压．系统锁定

前，ＰＦＤ输出ｕｐ，ｄｎ信号始终存在相差
［５］．锁定后，ＶＣＯ

的输出频率（犳ｖｃｏ）趋于恒定，此时，ＰＦＤ产生同频同相的ｕｐ，ｄｎ信号 （脉宽等于复位单元的延时狋ｄ，频率

等于参考频率犳ｒｅｆ）．因此，可通过实时检测ｕｐ，ｄｎ信号的变化情况，判定锁相环是否锁定．

２　锁定检测电路的整体设计方案

２．１　结构及功能描述

提出的锁定检测电路，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系统由锁定判别电路（２０１），防误锁电路（２０２），电源上

拉电路（２０３）和正反馈输出电路（２０４）组成．

图２　锁定检测电路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ＬＤＣ

ｕｐ，ｄｎ信号作为图２中单元２０１的输入，经异或门，延迟单元（ｄｌｙ），与非门，Ｄ触发器，在时钟信号

的作用下，判别系统是否锁定．系统锁定后，ｕｐ，ｄｎ信号同频同相，经异或门的作用输出低电平．延迟一

段时间（延迟等于ＰＦＤ复位单元延时的２倍，２狋ｄ）的信号与未经延迟的信号经与非门，送Ｄ触发器的数

据输入端．因此，锁定误差可控制在狋ｄ～２狋ｄ 内．锁定后，单元２０１的Ａ点置为高电平，送移位寄存器用

来防止误锁定．

单元２０２由１６个Ｄ触发器组成的移位寄存器和若干与门构成．当单元２０１输出端连续１７个时钟

周期（２０１部分１个，２０２部分１６个）内输出始终为高电平，ｄ〈１５∶０〉全部置为高电平，经若干与门逻辑

组合后，在Ｂ端输出高电平．在此期间，只要ｄ〈１５∶０〉有一个为低电平，则Ｂ端输出低电平，有效防止了

误锁定．

增加单元２０３作为电源上拉电路，使电源电压经ＰＭＯＳ管缓冲后，再供其他数字单元使用，有效地

减小了电源噪声对数字逻辑的影响．正常工作时，ｔｉｅｈｉ端口恒为高电平．单元２０４为正反馈输出级，初

始状态Ｂ，Ｄ两点输出为低电平，２选１多路选择器选择ａ０作为输出．当Ｂ点输出输出高电平时，Ｄ点置

高，选择器选择ａ１作为输出，这样输出通过正反馈的方式稳定到高电平．

图２中共使用了１８个带复位端的Ｄ触发器，其内部结构如图３所示．当复位信号ｒｅｓｅｔ为高电平

时，在Ｃｌｋ上升沿到来时，Ｄ端数据送Ｑ，直到下个时钟上升沿到来时，刷新Ｑ端的数据，起到数据暂存

的作用；当复位信号ｒｅｓｅｔ为低电平时，经与门的作用，输出恒为低电平，完成复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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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带复位端的Ｄ触发器电路

Ｆｉｇ．３　Ｄｆｌｉｐ?ｆｌｏｐｃｉｒｃｕｉｔｗｉｔｈｒｅｓｅｔ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２．２　时序分析

２．２．１　锁定前的时序分析　图４为锁定前的时序．图４

中：标注的各信号节点对应图２．设定初始条件ｒｅｓｅｔ从

ｇｎｄ跳变到ｖｄｄ完成复位操作（防止上电时的误锁定），

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ｋ置为低电平．未锁定前，ｕｐ和ｄｎ信号始终存

在相差，ｕｐ，ｄｎ经与门及驱动电路后，作为前１７个Ｄ触

发器的时钟信号，如图４中Ｆ所示．时钟上升沿到来时，

图２中Ｅ点始终为低电平，经１７个时钟沿后，ｄ〈１５∶０〉

全部置为低电平，第１８个时钟沿到来时，ｌｏｃｋ端也被置为低电平（实际是保持了复位状态的低电平）．

２．２．２　锁定后的时序分析　锁定后的时序，如图５所示．ｒｅｓｅｔ，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ｋ的设置方法与图４相同．锁

定后，ｕｐ和ｄｎ信号同频同相，ｕｐ，ｄｎ经与门及驱动电路后，作为前１７个Ｄ触发器的时钟信号，如图６

中Ｆ所示．时钟上升沿到来时，图２中Ｅ点始终为高电平，经１７个时钟沿后，ｄ〈１５∶０〉全部置为高电

平，第１８个时钟沿到来时，ｌｏｃｋ端也被置为高电平．

　图４　锁定前时序 图５　锁定后时序

　Ｆｉｇ．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ｆｏｒｅｌｏｃｋｅｄ Ｆｉｇ．５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ｆｔｅｒｌｏｃｋｅｄ

图６　锁定过程时序图

Ｆｉｇ．６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ｏｃｋｉｎｇ

锁定过程的时序，如图６所示．系统完成

复位后，进入锁定检测状态．检测到锁定后，图

２中的ｄ〈０∶１５〉在时钟的作用下，依次置为高

电平．其中，Ｇ，Ｈ信号为经８个３输入与门逻

辑组合后的结果．第１９个时钟上升沿（包含１

个复位周期）到来时，ｌｏｃｋ端输出高电平．

３　电路仿真结果

电路采用电源电压为０．９Ｖ 的ＳＭＩＣ２８

ｎｍＣＭＯＳ标准工艺进行设计，采用Ｓｐｅｃｔｒｅ

对电路进行了仿真．仿真时，设定ＰＦＤ参考时钟信号的周期为１０ｎｓ，反馈回来的时钟信号周期为１０．３

图７　锁定检测电路锁定前波形图

Ｆｉｇ．７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ｂｅｆｏｒｅＬＤＣｌｏｃｋｅｄ

ｎｓ，占空比为４９．５５％（模拟锁相环锁定前的参考

时钟和反时钟）．在第１１ｎｓ时，完成复位操作；第

２７６ｎｓ时，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ｋ置为高电平．锁定前的波

形，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ｌｏｃｋ信号在前２７６

ｎｓ内始终为低电平，之后在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ｋ的作用

下，输出变为高电平．

仿真时，设定ＰＦＤ参考时钟和反馈时钟周期

均为１０ｎｓ，占空比为５０％（模拟锁相环锁定后的

参考时钟和反馈时钟）．在第１１ｎｓ时，完成复位

操作；２３０～２６０ｎｓ时，再次复位；第２７６ｎｓ时，

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ｋ置为高电平．锁定后的波形，如图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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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图８可知：ｌｏｃｋ信号在第２０个时钟上升沿到来时，变为高电平并一直保持；第２３０ｎｓｒｅｓｅｔ信号到

来时，变为低电平；２７６ｎｓ时，在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ｋ的作用下，再次变为高电平．由此可见，所设计的锁定检测电

路可完成锁定检测，并可有效防止误锁定．复位及强制锁定信号可以正常工作，方便了电路之间的联调．

锁定检测电路应用于锁相环时的整体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仿真时，设定锁相环参考频率为１０

ＭＨｚ，内部分频器分频比为２５０．由图９可知：锁定后输出频率（犳ｖｃｏ）为２．５ＧＨｚ；ＶＣＯ控制电压（犞ｃｔｒ）

为３４８．８ｍＶ；锁定时间为４．５７μｓ；ｕｐ和ｄｎ脉宽为１５６．４ｐｓ；锁定检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图８　锁定检测电路锁定后波形图 图９　锁相环锁定后的波形图

　　　Ｆｉｇ．８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ｆｔｅｒＬＤＣｌｏｃｋｅｄ Ｆｉｇ．９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ｆｔｅｒＰＬＬｌｏｃｋｅｄ

４　结束语

在ＳＭＩＣ２８ｎｍＣＭＯＳ工艺下，设计了２．５ＧＨｚ锁相环中的锁定检测电路．仿真结果表明：当参考

频率为１０～１００ＭＨｚ时，锁定检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为了方便与其他电路进行联调，增加了复位及强

制锁定信号．整体电路在保证检测精度的前提下，相比其他电路减化了电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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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特征点匹配的在线目标跟踪算法

刘兴云，戴声奎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结合特征点匹配的目标跟踪算法．首先，通过显著区域跟踪方法，解决算法对初始化目标框

大小敏感的问题，提高样本选取质量，并降低背景杂波对跟踪器的影响．其次，采用中值流法跟踪和特征点匹

配相结合的方法估计目标的尺度变化，并通过层级聚类方法剔除干扰点，解决跟踪器漂移及目标平面旋转跟

踪失败等问题．最后，提出一种简单的检测器自适应尺度快速搜索目标方法加快检测速度．结果表明：所提方

法有效地提高了ＴＬＤ目标跟踪算法的跟踪鲁棒性，并在标准数据集上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　ＴＬＤ；目标跟踪；显著性；特征点匹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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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ＬＤ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ｇｏｏｄ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ＬＤ；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目标跟踪是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视觉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广

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如运动分析、智能监控、自动驾驶及人机交互等．近年来，目标跟踪得到快速的发

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依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如光照变化、目标形变、运动模糊、目标被遮挡或消失、

复杂背景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法
［１?４］．虽然目标跟踪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方法容易在目标外观迅速变化时产生跟踪漂移，且未考虑目标周围的背

景信息，使目标在复杂的环境中跟踪质量显著降低．判别式跟踪模型将目标跟踪问题视为二分类问题，

通过分类器的学习将目标从背景中分离出来，并在线更新目标模板［５８］．本文提出一种结合特征点匹配

的在线目标跟踪方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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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ＬＤ跟踪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Ｌ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１　犜犔犇跟踪算法

ＴＬＤ目标跟踪模型，如图１所示．算法主要由４个部分组

成，即跟踪器、检测器、学习模块和综合模块．跟踪器利用前

向、后向误差，对跟踪到的轨迹进行误差估计．如果误差大于

一定的阈值，说明跟踪失败，从而选择可信度更高的轨迹．检

测器采用级联分类器，由方差分类器、集合分类器和最近邻分

类器组成，对当前视频中的所有扫描窗口进行检测，估计被跟

踪目标的大致区域．学习模块根据输入的跟踪和检测结果生

成新的正样本和负样本，更新在线模型，实现对检测器的更新．综合模块综合检测的结果和跟踪器的结

果输出下一帧目标边界框的位置信息．

２　结合特征点匹配的跟踪方法

根据ＴＬＤ跟踪算法存在对初始化目标框敏感，以及处理运动模糊、严重遮挡、形变及目标旋转等

跟踪效果不佳的问题，提出一种结合特征点匹配的在线目标跟踪方法，具体可分为以下３点．１）计算跟

踪目标的显著区域，提取最佳跟踪区域．２）结合光流法和特征点匹配进行跟踪，采用层级聚类方法剔除

不稳定跟踪点．３）利用跟踪得到的尺度估计辅助检测器进行自适应尺度搜索，提高检测速度．

２．１　跟踪目标显著区域提取

文献［２］给出不同初始化目标框对跟踪算法的影响．当初始化目标框尺度较小时，ＴＬＤ跟踪算法表

图２　背景对跟踪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现出极好的性能．当初始化目标框较大时，目标包含了较多的背

景信息，在跟踪过程中，背景的跟踪点对最后目标框的估计产生

了影响，同时，生成的学习样本也含有越来越多的背景信息，形成

误差累积，最终导致跟踪失败．背景对跟踪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用目标显著区域跟踪法，通过提取待跟踪

目标的显著区域消除ＴＬＤ跟踪算法受背景杂波的影响，且小目

标受目标的形变影响更小，从而提高跟踪的鲁棒性．

采用显著性提取方法［９］，目标显著性区域的提取，如图３所示，具体有以下２点．

１）对跟踪目标Ｂｏｘ进行８ｐｘ×８ｐｘ的无重叠分割，计算各个块的显著性，并提取显著性值高的块

作为候选跟踪区域，如图３（ａ），３（ｂ）所示．

２）如果显著块少于阈值Ｔｈｒｐａｔｃｈ，则用原来的目标框进行跟踪；否则，以目标框的中点为中心，步长

为８，根据跟踪目标的长宽比例向外扩展．计算当前扩展区域所含的显著块的面积与扩展区域总面积的

比值犛ｓａｌｉｅｎｃｙ．当比值小于Ｔｈｒｓｃｏｒｅ时，停止搜索．此时，得到新的跟踪目标框，如图３（ｃ）所示．

（ａ）目标区域分块 （ｂ）显著块提取 （ｃ）新的跟踪框

图３　目标显著性区域提取

Ｆｉｇ．３　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ｒｅｇ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

２．２　融合光流法和特征点匹配的跟踪器

ＴＬＤ跟踪器采用中值光流法进行跟踪，在目标发生平面旋转时，会产生跟踪漂移现象，导致跟踪失

败．其主要原因是当目标遇到上述跟踪困难因素时，不满足光流法的假设条件，导致跟踪失败．更重要的

是，ＴＬＤ跟踪器固定不变易产生相同的错误，当跟踪失败时，检测器初始化的跟踪目标不一定准确，易

产生误差累积，导致跟踪失败．因此，采用特征点匹配法提高跟踪性能．首先，提取待跟踪区域两倍范围

２６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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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特征点，将待跟踪目标区域的特征点标记为前景特征点，剩下的标记为背景特征点并保存，对前景

特征点分别进行前、后向光流法跟踪和特征点匹配，将跟踪到的点和匹配到的点合并，剔除与背景点相

匹配的点．然后，采用层级聚类的方法剔除不稳定的跟踪点，并估计目标的位置及大小．

２．２．１　结合中值光流法和特征点匹配的跟踪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用ＦＡＳＴ特征点检测快速检

测特征点，采用具有旋转不变性的ＢＲＩＳＫ描述子对特征点进行描述．对特征点进行中值流法跟踪和特

征点匹配共同估计目标的位置和尺度．

对跟踪器进行初始化，对初始化目标框两倍范围内的区域进行ＦＡＳＴ特征点检测，计算特征点的

ＢＲＩＳＫ描述子并保存，可得

犘＝ ｛（犾１，犳１），（犾２，犳２），…，（犾狀，犳狀）｝． （１）

式（１）中：犾１：狀为所提取的特征点位置；犳１：狀为所提取特征点的二进制描述子．将特征点划分为前景特征点

犘ｆｇ＝（犾１，犳１），…，（犾狀１，犳狀１）及背景特征点犘ｂｇ＝（犾１，犳１），…，（犾狀－狀１，犳狀－狀１）．从第二帧开始对上一帧跟踪

到的目标区域两倍范围内的区域进行特征点检测，可得

犕 ＝ ｛（狉１，犳１），（狉２，犳２），…，（狉狀
２
，犳狀

２
）｝． （２）

式（２）中：狉１：狀
２
是所检测到的特征点位置．由于ＢＲＩＳＫ描述子是二进制描述子，因此，采用两者的汉明距

离判断特征点的相似性，即

犎 ＝∑
犱

犻＝１

ＸＯＲ（犳
犘
犻，犳

犕
犻 ）． （３）

　　通过最近邻距离和次邻近距离的比值θ确定匹配有效性，得到有效的匹配点，剔除与背景相匹配的

特征点，得到跟踪目标的特征匹配点犕ｆｇ．在匹配的同时，对犘ｆｇ特征点进行前、后向光流法跟踪，得到

ＦＢ＿ｅｒｒｏｒ小于ＴｈｒＦＢ的跟踪点犜ｆｇ，融合匹配得到的特征点犕ｆｇ和跟踪得到的特征点犜ｆｇ，以及它们的并

集点犘ｆｕｓｅ．估计特征点之间的相对位移，采用中值估计法估计目标的位置变化、尺度变化及角度变化．

２．２．２　结合层级聚类的干扰点剔除　为了精确地确定目标的位置，采用中心点投票法
［１０］剔除错误跟

（ａ）跟踪到的候选特征点　（ｂ）聚类后剩下的特征点

图４　干扰点的剔除

Ｆｉｇ．４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ｎｏ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ｓ

踪点，估计目标所在的位置，并得到下一帧的待跟踪

点．由于跟踪和匹配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这些

点严重影响了目标中心的位置估计．采用层级聚类

法［１１］提取最大类，并剔除干扰点．将跟踪的特征点进

行尺度和角度变换，由于跟踪过程中会产生误差，所

产生的新的坐标中心也会存在误差，因此，引入投票

机制剔除干扰点．干扰点的剔除，如图４所示．对最

终变换的坐标点进行自下而上的层级聚类，基于大部分特征点的偏差比较小的理论，所跟踪到的特征点

大部分围绕在真正目标中心附近，聚集在一个较小的区域，通过聚类提取数目较多且占总体比例较高的

类，并通过

ｃｅｎｔｅｒ＝
１

犽∑
犽

犻＝１

犞犮犻 （４）

估计出目标的准确中心点．式（４）中：犽为聚类点数；犞犮犻 为犞
犮中的点．结合所得到的目标尺度即可确定目

标的精确位置和大小．

２．３　检测器自适应尺度搜索

由于跟踪器采用匹配的方法可以估计出目标尺度，且相邻帧的目标尺度变化不大，因此，为了提高

检测器的检测速度及跟踪算法的实时性，根据跟踪器的尺度估计，设计一种自适应尺度检测方法，具体

有以下４点．１）存储跟踪器最近１０帧的目标尺度变化犛＝［狊１，狊２，狊３，狊４，狊５，狊６，狊７，狊８，狊９，狊１０］．２）计算尺

度变化犛的中值犛Ｍｅｄ，并计算犛Ｍｅｄ与初始化尺度间的关系．３）通过映射关系找到对应的网格化尺度

狊ｇｒｉｄ，用检测器对（狊ｇｒｉｄ－６）～（狊ｇｒｉｄ＋６）尺度进行检测．４）如果跟踪失败，则对当前帧进行全部尺度检测．

３　实验结果与比较

为了验证文中算法的有效性，在２５个测试视频上对提出的算法进行对比验证．这些视频来自于文

３６４第３期　　　　　　　　　　　　　刘兴云，等：结合特征点匹配的在线目标跟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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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２］的测试库，所有视频的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文件均来自该测试库．这些视频序列包含了目标跟踪中所遇

到的各种困难因素，包括光照变化、尺度变化、严重遮挡、背景杂波、运动模糊、快速运动、平面旋转及非

刚性形变等，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为了保证实验的可信度，挑选了公认目标跟踪效果较好的６种跟踪算

法，并采用作者提供的公开源代码或可执行文件，这些算法包括ＣＳＫ
［１２］，ＳＴＣ

［１３］，ＭＩＬ
［５］，Ｓｔｒｕｃｋ

［７］，

ＣＴ
［８］，ＴＬＤ

［６］．

开发平台为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２，Ｏｐｅｎｃｖ２．４．６，Ｅｉｇｅｎ３．２，编程实现上述算法，并在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

（ＴＭ）ｉ５?４５９０ＣＰＵ＠３．３０Ｈｚｗｉｔｈ４ＧＢＲＡＭ 的计算机上进行测试．实验参数设置：Ｔｈｒｂａｔｃｈ＝５０；

Ｔｈｒｓｃｏｒｅ＝０．７；ＴｈｒＦＢ＝１０；θ＝０．８；犱＝５１２．由于算法在跟踪时候的初始化目标框进行了缩放，所以在算

法评估时按照原始的缩放比例进行缩放．采用的默认准则为：对具有跟踪失败的算法采用前一帧的目标

框来替代，并使用公开代码中的默认参数，在实验过程中，保持参数不变．

３．１　定性分析

部分跟踪结果截图，如图５所示．所选的测试视频中，ｃａｒｓｃａｌｅ视频序列主要包含目标尺度的大幅

度变化及目标遮挡现象，如图５（ａ）～（ｄ）所示．由图５（ａ）～（ｄ）可知：只有文中算法能够准确地估计目标

的尺度变化，在ｃａｒｓｃａｌｅ视频序列中，跟踪成功率超过５０％的算法只有ＴＬＤ算法和文中算法，且文中算

法的跟踪成功率比ＴＬＤ算法高２０％．这主要是因为文中算法通过特征点匹配，提高目标抗遮挡的能

力，通过引入自下而上的层级聚类剔除不可靠的跟踪点，准确地估计目标的中心位置及尺度信息，获得

较好的跟踪效果．

（ａ）ｃａｒｓｃａｌｅ序列＃５０ （ｂ）ｃａｒｓｃａｌｅ序列＃１１５ （ｃ）ｃａｒｓｃａｌｅ序列＃１７１ （ｄ）ｃａｒｓｃａｌｅ序列＃２４５

（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１序列＃３５ （ｆ）ｆｒｅｅｍａｎ１序列＃９５ （ｇ）ｆｒｅｅｍａｎ１序列＃１４９ （ｈ）ｆｒｅｅｍａｎ１序列＃２２４

（ｉ）ｗｏｍａｎ序列＃５０ （ｊ）ｗｏｍａｎ序列＃１３５ （ｋ）ｗｏｍａｎ序列＃２８２ （ｌ）ｗｏｍａｎ序列＃５６４

（ｍ）ｌｉｑｕｏｒ序列＃２８１ （ｎ）ｌｉｑｕｏｒ序列＃３８１ （ｏ）ｌｉｑｕｏｒ序列＃９２８ （ｐ）ｌｉｑｕｏｒ序列＃１２３６

图５　部分跟踪结果截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ｆｏｒｐａｒ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５（ｅ）～（ｈ）可知：目标存在严重的旋转，目标出现从最开始的正脸到侧脸，再到另一边的侧脸；

到＃９５帧时，只有文中算法可以准确跟踪到目标的位置及大小，最后跟踪成功率超过５０％的算法只有

文中算法．这是因为原始的ＴＬＤ算法采用光流法进行目标跟踪，当目标发生旋转时，光流法的假设条

件不再满足，跟踪失败．文中采用特征点检测及ＢＲＩＳＫ描述子，具有抗目标旋转的性能，可以有效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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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旋转目标．ｗｏｍａｎ序列含有非刚性形变、严重遮挡及运动模糊等，给目标跟踪带来很大的跟踪困难．

由图５（ｉ）～（ｌ）可知：当跟踪的目标被汽车遮挡后，ＭＩＬ，ＣＴ，ＴＬＤ算法均发生漂移，而到＃２８２帧时，

ＳＴＣ，ＣＳＫ算法也无法正确地跟踪目标；到＃５６４帧时，目标发生了镜头抖动、大小变化、形变及运动模

糊时，只有文中算法可以有效地跟踪目标．当目标跟踪场景中出现遮挡及相似目标时，ＣＳＫ，Ｓｔｒｕｃｋ算

法出现跟踪漂移现象．由图５（ｍ）～（ｐ）可知：到＃３８１帧时，由于目标经过瓶子时出现遮挡，ＭＩＬ，ＣＴ，

ＴＬＤ算法均发生偏移；到＃９２８帧时，由于目标反复遇到严重遮挡，ＣＳＫ，ＳＴＣ算法均没有处理严重遮

挡的能力，跟踪失败且具有不可恢复能力，而Ｓｔｒｕｃｋ算法遇到相似目标时也发生了误跟踪，只有文中算

法可以较好地应对这些困难，获得了第一的跟踪成功率和距离精度，都接近１００％．主要原因在于为了

防止目标遇到严重遮挡，防止跟踪器初始化时发生误跟踪的情况，文中算法在第一帧初始化目标的时候

就保留了目标及其周围的特征点，在目标遇到遮挡时，检测器重新对跟踪器进行初始化，只有特征点匹

配相似度很高的时候才进行重新初始化，这样可以避免检测器的误初始化，防止误跟踪，同时，可以准确

地估计出目标的尺度信息，精确地跟踪目标．

３．２　定量分析

采用跟踪成功率进行定量分析，跟踪成功率定义为ＳＣ＝
ａｒｅａ（犚Ｔ∩犚Ｇ）

ａｒｅａ（犚Ｔ∪犚Ｇ）
．式中：犚Ｔ，犚Ｇ 分别为跟踪

算法和人工手动标注的目标状态；ａｒｅａ为目标跟踪状态的面积．当ＳＣ＞０．５时，表示目标跟踪成功．跟

踪结果的成功率，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文中算法在多数视频中取得较好的成绩，相对于目前主流的

跟踪算法，文中算法在测试序列上的平均成功率最优，这表明算法是合理有效的．

表１　跟踪结果的成功率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

序列
ＳＣ值

ＣＳＫ算法 ＳＴＣ算法 ＭＩＬ算法 Ｓｔｒｕｃｋ算法 ＣＴ算法 ＴＬＤ算法 文中算法

ｂｏｙ ０．８１ ０．６４ ０．３１０ ０．９７ ０．７０ ０．８１ ０．９５

ｃａｒｓｃａｌｅ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４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５０ ０．７３

ｃｏｋｅ ０．７３ ０．０５ ０．１１０ ０．９４ ０．０９ ０．５１ ０．８４

ｃｏｕｐｌｅ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６７０ ０．５４ ０．６８ １．００ ０．６０

ｄｅｅｒ ０．９８ ０．０４ ０．１１３ ０．９８ ０．０４ ０．７３ ０．９５

ｄｏｇ１ ０．６０ ０．５６ ０．３５０ ０．６１ ０．４６ ０．６６ ０．９９

ｄｏｌｌ ０．３３ ０．１０ ０．３５０ ０．４７ ０．５４ ０．６１ ０．９８

ｄｕｄｅｋ ０．８６ ０．６８ ０．８２０ ０．９１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９６

ｆａｃｅｏｃｃ１ １．００ ０．２３ ０．８１０ ０．９８ ０．８５ ０．７９ ０．９６

ｆｉｓｈ ０．０４ ０．３７ ０．３７０ １．００ ０．８６ ０．９６ １．００

ｆｌｅｅｔｆａｃｅ ０．６６ ０．３８ ０．４８０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４９ ０．６１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０．７３ ０．６０ ０．７１０ ０．６６ ０．７８ ０．４１ ０．６９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１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８２０ ０．８１ ０．０８ ０．３９ ０．５２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０ ０．１９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６２

ｊｕｍｐｉｎｇ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５８０ ０．９５ ０．００ ０．８４ ０．９７

ｌｉｑｕｏｒ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０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５６ ０．９６

ｍａｔｒｉ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０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ｉｋｅ １．００ ０．６１ ０．５４０ ０．９５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９３

ｓｈａｋｉｎｇ ０．８３ ０．８２ ０．１９０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７３

ｓｉｎｇｅｒ１ ０．２７ ０．４８ ０．２７０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９９ ０．９０

ｓｋａｔｉｎｇ１ ０．３６ ０．２１ ０．１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５９

ｓｕｂｗａｙ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８００ ０．８９ ０．７７ ０．２２ ０．６５

ｓｕｖ ０．５７ ０．４９ ０．１３０ ０．５７ ０．２３ ０．８３ ０．９０

ｗａｌｋｉｎｇ２ ０．４０ ０．５７ ０．３８０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３９ ０．７６

ｗｏｍａｎ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１８０ ０．９３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７８

平均值 ０．４８ ０．３４ ０．３９０ ０．６４ ０．３６ ０．５５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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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计算时间分析

文中所用的目标显著区域提取方法只有在目标初始化时进行一次提取，之后将进行正常跟踪，基本

不会影响跟踪系统的时效性．由于算法采用了局部特征点匹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跟踪算法的实时性，

但提出了检测器自适应尺度搜索，在不影响跟踪精度的情况下，弥补了特征点匹配所耗费的时间．在实

验测试中，２５个视频序列的平均运行速度为２４．６帧·ｓ－１，平均跟踪成功率达到７９．２％，平均距离精度

达到８６．７％．而在没有采用检测器自适应尺度搜索时，对测试序列的平均运行速度为１６．８帧·ｓ－１，平

均跟踪成功率为７９．８％，平均距离精度达到８７．３％．因此，提出的自适应尺度搜索方法在不影响跟踪性

能的前提下，提高了跟踪实时性．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结合特征点匹配的在线目标跟踪方法，在原始ＴＬＤ基础上对其改进．实验结果表明：提

出的算法更加优秀，平均跟踪成功率超过了原始ＴＬＤ算法及当前的主流目标跟踪算法，验证了文中算

法的有效性．改进后的ＴＬＤ算法对不同场景下、不同类型的视频目标都有很好地跟踪效果，具有更好

的场景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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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化推荐

王少兵，吴升

（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摘要：　通过对旅游网站的景点评论进行情感分析，综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领域本体构建技术，准确把

握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和需求；将群体智慧和个人偏好有效地结合，为游客出行制定合理的个性化推

荐策略．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推荐策略能够有效地将碎片化的游客评论数据转化为对其他游客出行地选

择的辅助信息，提高了游客获取旅游知识的效率，真实地反映游客的旅游感受，为游客景点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　旅游网站；在线评论；情感分析；个性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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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和旅游景点相关的评论信息．这些评论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在博客、ＢＢＳ或论坛网站等各种媒体，成为一种越发重要的经验信息载体，潜在游客会花费很多时间阅

读在线评论，协助旅行决策［１?３］．然而，游客撰写评论信息具有随意性，评论的质量良莠不齐，大量冗余的

信息严重干扰了潜在游客获取和分析有用的信息，造成了信息超载问题，使潜在游客难以做出合适的个

性化旅行决策．信息过滤技术和信息定制技术是目前解决信息超载问题的常用技术手段
［４?５］．相比信息

定制技术，信息过滤技术将适合游客的信息经过筛选排序，以推送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符合其兴趣需求的

个性化推荐服务，因此，更加受到游客青睐．但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信息过滤技术，如个性化推荐系统，普

遍仅从单个游客的兴趣偏好、属性，以及游客之间的社交关系等方面挖掘用户的喜好，而忽视群体贡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９?１１

　通信作者：　吴升（１９７２?），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时空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信息共享与智慧政务、应急信息系统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ｗｓ０１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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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信息．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化推荐策略．

１　相关研究

在线评论不仅是游客表达意见、建议和满意度的常见方式之一，也进一步形成了景点的网络口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ｗｏｒｄ?ｏｆ?ｍｏｕｔｈ）．因此，国内外研究者从多角度展开旅游在线评论的有用性研究，证实了评

论信息对游客的旅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以评论数据作为研究景点推荐的素材，具有重要的意义．Ｇｒｅｔ

ｚｅｌ等
［６］通过网络调查游客评论，研究评论信息在旅游规划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四分之三的游客

都在确定旅游景点之前查看评论．Ｔｒｕｓｏｖ等
［７］将口碑营销与传统营销手段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相较于

传统营销行为，口碑推荐具有更大的作用．Ｚｈａｏ等
［８］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了在线评论的有用性、

时效性、数量及全面性等特征对游客旅游预订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地属于体验性商品，它的产品质量主要通过服务质量体现［９］．和普通产品的评论数据相比，旅

游在线评论反映了游客对旅游服务的感受，涉及游客旅游活动相关的，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的多个

方面．因此，只有通过细粒度评论数据挖掘，才能获取游客个性化需求．目前，学者的研究兴趣包括在线

评论的主观性内容识别、褒贬义情感倾向分类，以及旅游推荐等．Ｙｕ等
［１０］通过几种用于区分主观意见

和客观事实的模型实验，发现贝叶斯分类器能够达到非常高的识别精度．Ｔｕｒｎｅｙ
［１１］提出一种无监督分

类学习算法，根据评论语句中形容词或副词短语的平均语义情感倾向，将评论语句的类型分为正向推荐

或负向不推荐．Ｃａｏ等
［１２］提出一种综合用户历史评论主题和情感倾向的方法．

根据推荐系统数据来源的不同，主流推荐系统可分为：基于内容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基于知识推荐

和组合推荐［１３］．近年来，由于社会化网络的成熟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利用用户社会关系、信任关系提

高推荐系统精度的社会化推荐系统成为研究热点．Ｒｅｎｄｌｅ等
［１４］通过将用户的年龄、性别、微博数量、标

签、关键词，以及社交网络关注的用户作为分类输入变量，利用贝叶斯推理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

建立基于社交网络项目推荐模型．Ｙａｎｇ等
［１５］通过给用户朋友圈的朋友赋予不同的权重，对用户间的信

任关系进行建模，提出一种基于朋友圈的社交网络推荐方法．李鑫等
［１６］通过考虑不同的兴趣圈上的社

会关系，提出一种在社交网络中基于兴趣圈的社会关系挖掘推荐算法，更好地解决冷启动问题．

已有的关于在线评论的研究虽取得不错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旅游领域，鲜有以旅游景点

在线评论作为数据来源进行推荐系统的研究；评论的情感分析主要集中在句子级别，很难通过细粒度评

论数据挖掘、获取游客个性化需求；现有的社会化推荐方法，大多把单个游客的社会关系信息作为重要

影响因子引入推荐模型，忽略了其他游客实地旅行之后的旅游体验与感受，而其他游客的评论信息作为

旅游经验信息，对游客的旅行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２　基于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化推荐流程

首先，针对旅游在线评论内容，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领域本体构建技术，一方面，选取待推荐景

图１　基于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化推荐流程

Ｆｉｇ．１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点的评论数据，针对评论对象进行细粒度情感

分析；另一方面，选取待被推荐景点的游客历

史评论数据，通过词频统计，抽取其评论对象

的关注重点．然后，结合个人偏好和群体智慧，

构建景点推荐指数数学模型．最后，为游客提

供个性化景点推荐．基于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

化推荐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１　旅游评论数据的获取和预处理

通过网络爬虫程序从携程网、蚂蜂窝等旅

游网站的评论专区随机采集景点评论数据和

特定游客的评论数据．每条评论数据记录内容

包括游客名（或游客ＩＤ）和评论内容．由于爬取的评论数据有很多没有实际研究意义，为了避免影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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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需要过滤一些无用信息，包括广告信息、重复评论、特殊符号等，通过过滤中文停用词，得到可用

于下一步处理的实验数据．

２．２　旅游评论本体的构建

旅游领域中的主要概念及其关系，即景点评论内容中和游客旅游活动有关的，包括吃、住、行、游、

购、娱的多个要素的关系．如饮食方面，游客可能从口味、餐饮服务、饮食环境、位置等方面进行评论，购

物方面可能涉及商品、购物环境、购物服务、物价等方面的评论．通过咨询领域专家，并查阅相关文

献［１７?１８］，结合景点评论内容，归纳旅游领域的概念（或个体）及其关系．利用Ｐｒｏｔｅｇｅ５．１本体构建工具

构建旅游评论本体知识库，作为和景点评论对象匹配的规则信息．旅游评论本体知识库各个概念间的逻

辑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旅游评论本体概念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３　评论对象的情感词抽取

在旅游评论中，评论对象和情感词之间存在修饰与被修饰关系．为了抽取游客评论中评论对象的情

感词，组成评论对象?情感词对．采用依存句法（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ｐａｒｓｉｎｇ）分析景点评论语句．

实验使用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ｐａｒｓｅｒ句法分析工具．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ｐａｒｓｅｒ句法分析工具会将分词后的句子处理成

树状结构．通过实验发现评论对象和情感词之间主要存在两种句法依赖关系，分别是主谓关系和定中关

系．主谓关系和定中关系的中心语一般为评论对象，词性为名词或名词短语．主谓关系的谓语和定中关

系的定语一般为情感词，词性为形容词或动词短语．

依存句法分析后，根据评论对象和情感词之间主要句法依赖关系的特点，抽取评论对象的情感词的

方法主要有以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旅游评论数据分词、词性标注．

步骤２　遍历句法树中所有叶子节点，找到叶子节点为名词短语（ＮＰ）或常用名词（ＮＮ）的节点，匹

配旅游评论本体知识库，识别评论中的评论对象．

步骤３　若找到的叶子节点为评论对象，查找其父节点的所有兄弟节点．

步骤４　若兄弟节点有谓词短语（ＡＤＶＰ）或形容词（ＶＡ），提取情感词并组成评论对象?情感词对．

步骤５　若步骤２中没有识别出评论对象，继续向上遍历父节点．递归执行步骤３，４，寻找评论对象

的情感词．

２．４　情感分析

文本情感分析是对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１９］．按照文本分

析的粒度，文本情感分析可以划分为针对文本中的词、句子、篇章３个级别的识别与分析
［２０］．对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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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词进行情感分析属于词级别的情感分析，是为了获取景点评论数据中游客对评论对象的情感倾向，

包括正向（褒义）情感和负向（贬义）情感．

由于在情感词的情感极性判断时，情感词前常出现的程度副词及否定词导致对表达的情感有影响．

程度副词起到加深或减弱情感倾向的作用，否定词则使情感倾向发生逆转．为了全面了解游客评论对象

的整体情感倾向，根据《知网情感分析用词词语集》给出的程度副词不同的修饰等级，将情感词和带有程

度副词的情感词的极性进行量化，构建情感极性量化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情感极性量化表

Ｔａｂ．１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极性词汇 程度级别

极其、倍加、极、… ２．０

很、不过、多、… １．８

较、更加、益、… １．５

稍、略、未免、… １．２

欠、还、轻度、… ０．５

正向情感词（无程度副词修饰） １．０

负向情感词（无程度副词修饰） －１．０

　　对有程度副词修饰的情感词，其情感总极性值（犛）＝

程度副词的极性值×情感词的极性值．例如，“景区极其漂

亮”的情感极性值为２×１＝２；“票价很贵”的情感极性值为

１．８×（－１）＝－１．８．对于否定词前置的情感词，如“美”、

“不美”，分词时，将否定词与情感词合并为负向情感词．最

终，情感总极性值犛的分类结果据表１分为３个区间：犛＞

１（褒义）；１犛≥０（中性）；犛＜０（贬义）．

２．５　推荐指数模型构建

数据来源于携程网、蚂蜂窝等旅游网站采集的景点评

论数据和特定游客的历史评论数据．特定游客的历史评论信息反映其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关注的旅游活

动要素．通过统计该游客评论对象的词频数量，可以发现该游客旅游活动关注的主要要素．利用每个评

论对象的词频数占评论对象总词频的百分比作为推荐指数的权重狑犻．同时，通过对景点评论数据进行

情感分析，挖掘景点评论内容中，景点的某个评论对象的情感倾向，统计景点评论对象褒贬义情感信息

的数量．最终构建的推荐指数数学模型为

犜＝∑
犻

犽

狑犻×（（犿犻－狀犻）／（犿犻＋狀犻））． （１）

式（１）中：犜为景点的推荐指数；犻为游客景点旅游的某个评论对象；犽为评论对象的个数；狑犻 为某个评

论对象的权重；犿犻，狀犻分别为某个评论对象包含正面和负面情感信息的数量．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的景点评论数据为：鼓浪屿评论数据８０１４条；三坊七巷评论数据８００９条．实验景点案例知名

度和关注度较高，旅游需求明显，关于鼓浪屿和三坊七巷的点评数据丰富．待推荐景点的３位试验者游

客年龄层、职业均不相同．为简化起见，以Ａ，Ｂ，Ｃ分别标识３位游客，其发表景点评论分别为３２１，２３２，

８１条．通过对３位游客的景点评论对象进行词频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η为占总频次百分比．

表２　３位游客评论对象的词频统计

Ｔａｂ．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评论对象
Ａ

频次　　　　　η／％　

Ｂ

频次　　　　　η／％　

Ｃ

频次　　　　　η／％　

饮食

口味 １４ ７．０３ ６ ３．９４ ２ １．７３

餐饮服务 １２ ５．８５ ２ １．４１ ３ ３．０３

饮食环境 ９ ４．４９ ４ ２．３４ ２ ２．０２

住宿

位置 ５ ２．６６ ２ １．２２ ３ ２．６０

住宿卫生 ３ １．３６ ９ ５．８１ ３ ２．６０

住宿设施 ３ １．４８ １１ ６．９４ ３ ２．４５

住宿服务 １１ ５．３８ ４ ２．４４ ６ ６．０６

住宿费 ４ ２．１９ ５ ３．３８ ２ ２．１６

购物

商品 ７ ３．３７ ３ １．８８ ５ ５．１９

购物环境 ５ ２．４８ １２ ７．６９ １ １．１５

购物服务 ４ ２．１３ ８ ５．２５ ２ １．４４

物价 １０ ４．９１ ４ ２．３４ ５ 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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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评论对象
Ａ

频次　　　　　η／％　

Ｂ

频次　　　　　η／％　

Ｃ

频次　　　　　η／％　

娱乐

娱乐服务 ５ ２．６０ ４ ２．３４ ９ ８．８０

娱乐设施 ４ ２．０７ ２ １．５０ ６ ６．２０

趣味性 ９ ４．４３ ８ ５．０６ ４ ４．１８

性价比 ９ ４．３２ ７ ４．５０ １ １．３０

交通

通行状况 ８ ４．１４ ２ １．１３ ２ ２．３１

交通费 ４ １．８９ ５ ３．２８ １ １．０１

交通安全 ７ ３．３１ ７ ４．３１ ４ ３．６１

游览

景区服务 ２２ １０．７０ １８ １１．１６ １５ １３．９９

景色 ２８ １４．０１ １５ ９．０９ １３ １２．１２

观光价值 １３ ６．２７ １５ ９．６６ １０ ９．９５

票价 ６ ３．０１ ５ ３．２８ １ ０．８７

　　由表２可知：３位游客都对景点的景区服务、景色和观光价值较为关注，涉及的评论数也较多，但他

们对景点的其他评论对象却因个人旅游需求和喜好的不同存在差异，如Ａ游客涉及对景点饮食的特征

评价明显高于Ｂ，Ｃ两名游客．

图３　景点评论数据情感分析结果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ｄａｔａ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通过对鼓浪屿和三坊七巷两

个景点的评论数据进行细粒度情

感分析，挖掘群体贡献的经验知

识．最终得到的统计结果，如图３

所示．由图３可知：鼓浪屿和三坊

七巷的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评价．

两个景点作为国家５Ａ级景区，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可见分析结果与

社会普遍的认可度存在一致性．

由图３反映的２个景点评论

对象情感分析结果具体分布情况

还可知：鼓浪屿作为滨海观光景点，经过多年的自然人文的沉淀，海洋、小资、特色建筑等已经成为其旅

游形象的代名词；而三坊七巷作为历史文化名街，主打街巷文化，并有各种福州特色小吃，但是占地面积

只有鼓浪屿的五分之一，并处于内陆，景点相对较少．因此，游客对２个景点的关注点并不均匀，评论主

要集中在景点游览、景点饮食两个要素的评价．这说明游客比较注重景点游览和饮食的旅游体验．

将３位游客评论数据的统计结果和景点评论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并将结果代入推荐指数模型公式，

可得３位游客的个性化景点推荐指数，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基于在线评论的景点个性化推荐模型，

表３　景点推荐指数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ｉｎｄｅｘ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游客 景点 推荐指数

Ａ
鼓浪屿

三坊七巷

０．６６７６４

０．６９５４７

Ｂ
鼓浪屿

三坊七巷

０．６５９７９

０．６０３８０

Ｃ
鼓浪屿

三坊七巷

１．２０１２１

０．６２７９８

可根据群体贡献的经验知识发现更值得游客游玩的景点，并推荐

给游客．在推荐过程中，模型也根据游客个性化旅游的需求，得到

不同的景点推荐结果．案例中，对游客而言，鼓浪屿观光景点较

多．Ｂ，Ｃ两名游客对景点的游览价值需求明显，故鼓浪屿的推荐

指数更高．而Ａ游客虽然对景点的游览需求最大．但是对景点的

饮食需求仅次于游览需求，为１７．３７％．三坊七巷不仅有各种观

光景点，而且有各种福州特色小吃，如肉燕、永和鱼丸等，因此，对

于Ａ游客三坊七巷的推荐指数更高，相比鼓浪屿更值得推荐．

４　结束语

综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领域本体构建技术，有效地将群体智慧和个人旅游需求结合，为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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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旅游景点的推荐．提出的推荐策略能为游客景点选择提供参考，对其他景点的个性化推荐具有借鉴

和研究意义．下一步的工作是考虑更多的旅游推荐影响因素，尝试解决旅游推荐的冷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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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李鑫，刘贵全，李琳，等．ＬＢＳＮ上基于兴趣圈中社会关系挖掘的推荐算法［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７，５４（２）：

３９４?４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５／２３３９５３０．２３３９７２８．

［１７］　黄金顺，黎慧，唐素勤，等．基于领域本体的 Ｗｅｂ旅游信息抽取［Ｊ］．计算机与信息技术，２０１０（１２）：３２?３７．

［１８］　ＭＡＲＲＥＳＥ?ＴＡＹＬＯＲＥ，ＢＲＡＶＯ?ＭＡＲＱＵＥＺＦ．Ａｎｏｖｅ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ａｓｐ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４１（１７）：７７６４?７７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ｓ

ｗａ．２０１４．０５．０４５．

［１９］　赵妍妍，秦兵，刘挺．文本情感分析［Ｊ］．软件学报，２０１０，２１（８）：１８３４?１８４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２４／ＳＰ．Ｊ．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８３２．

［２０］　杨立公，朱俭，汤世平．文本情感分析综述［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３，３３（６）：１５７４?１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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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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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下称《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福建省教育厅主管，华侨大学主

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学报》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

《学报》以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为办刊特色，主要刊登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

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应用数学

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学报》既是中文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又是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固定收录

的刊源．在历次全国及福建省的科技期刊评比中，《学报》都荣获过大奖．曾获得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全国优

秀自然科学学报及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并于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学报》现为双月刊，Ａ４开本．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国内邮发代号：３４４１；国外发行代号：ＮＴＺ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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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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