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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非线性干扰观测器的机械臂

补偿型滑模控制

曾伟鹏１，２，邵辉１，２，洪雪梅１，２，聂卓
!

１，２，郭东生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电机控制与系统优化调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机械臂系统中存在的内外复合不确定性干扰问题，提出一种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

策略．在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设计过程中，引入辅助函数，避免加速度反馈测量项；同时实现对复合不确定性干

扰的准确估计，用以补偿系统的控制输入，克服系统的“抖振”现象．在滑模控制策略方面，基于传统方法对惯

性矩阵项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引入跟踪误差对模型离心力和哥氏力项进行调整，提高系统鲁棒性和稳定性．

结果表明：两者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不确定性及外界干扰对机械臂控制性能的影响，在抑制抖振的

同时增强系统的鲁棒性，提高轨迹跟踪精度．

关键词：　机械臂；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动力学系统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２７３；ＴＰ２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４?０４１５?０８

犆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犲犱犛犾犻犱犻狀犵犕狅犱犲犆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犕犪狀犻狆狌犾犪狋狅狉犃狉犿

犝狊犻狀犵犖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犇犻狊狋狌狉犫犪狀犮犲犗犫狊犲狉狏犲狉

ＺＥＮＧＷｅｉｐｅｎｇ
１，２，ＳＨＡＯＨｕｉ１

，２，ＨＯＮＧＸｕｅｍｅｉ１
，２，

ＮＩＥＺｈｕｏｙｕｎ
１，２，ＧＵＯ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１

，２

（１．Ｃｏｌｌａ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ｊｉ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Ｍ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ｏｍｐｅｎ

ｓａｔ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ｔｈｅ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ｐｕｔ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ｓｌｉｄ

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ｍａｔｒｉｘｉｔｅｍｓ，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

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ｉｏｌｉｓｆｏｒｃｅｔｅｒｍ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ｈ，ｉｔｃａｎ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ｒｍ，ｗｈｉｌ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１?２０

　通信作者：　邵辉（１９７３），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机器人控制、运动规划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ｈｕｉｈｕ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６０３１４３）；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９Ｊ０１０５３）；福建省泉州市科

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Ｔ００１）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业机械臂以其跟踪精度高、可靠性强的优势已被广泛应用于医

疗、军事等重要领域．然而，机械臂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变量系统，其不确定性、动态特性在系统模型中

无法准确描述．此外，机械臂在作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确定干扰，如关节摩擦和负载变化等

外界不确定性，诸多因素易造成机械臂轨迹跟踪精度低的问题．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设计优越

的控制策略对实现机械臂的高精度跟踪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１３］．

滑模控制算法简单、响应速度快、对外界噪声干扰和参数摄动具有鲁棒性，其最大优点是滑动模态

对加在系统上的干扰和系统的摄动具有完全的自适应性．因此，滑模控制在众多领域受广大学者青睐，

亦在机器人控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４］．梅红等
［５］针对机械臂系统提出一种双幂次趋近率的变结构滑模

控制策略，系统在达到滑模面上任意一点后能以更快的速度跟踪给定轨迹度．李慧洁等
［６］提出了一种基

于特定双幂次趋近率的滑模控制．Ｒｕｃｈｉｋａ等
［７］针对系统存在的复合干扰采用一种新型的非奇异终端

滑模控制策略．Ｈｅ等
［８］基于全程滑模的思想，引入一种带状态时滞项的积分型滑模面，克服了系统的不

确定性以及时滞的影响，实现其高精度控制．尽管滑模控制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及快速响应能力，但是，滑

模面切换具有不连续性，致使系统容易产生抖振；再者，对于高精度控制需求，一般需要增大控制增益，

然而随着增益的增大，机械臂控制输入更易出现“抖振”现象［９］．

对于解决滑模控制的抖振问题，常用的主动抑制法有力反馈控制法和干扰观测法等［１０１１］．郭闯强

等［１２］在力矩负反馈ＰＤ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名义输出力矩前馈补偿，实现了兼顾高精度下的无抖

振跟踪．于靖等
［１３］针对一类多输入多输出不精确系统的轨迹跟踪精度问题，采用边界层自适应滑模控

制方法，将其应用于空间飞行器高精度姿态控制，并基于传统方法设计干扰观测器以消除滑模控制中的

抖振．Ｌｕｏ等
［１４］设计一种高阶系统的干扰观测器结构，但给出的干扰观测器只能实现干扰估计误差渐

近收敛到零．张贝贝等
［１５］在此基础上，采用自适应变增益的方法，设计一种非奇异终端自适应幂指数趋

近率的滑模微分干扰观测器，实现了系统快速响应的同时避免了抖振．

综上分析，本文针对机械臂系统中存在的内外复合不确定性干扰问题，提出一种非线性干扰观测器

补偿型滑模控制（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ＤＯ

ＣＳＭＣ）策略，并将所提出控制策略应用于二自由度机械臂系统中．

１　机械臂动力学模型建立

对于狀自由度的机械臂，采用拉格朗日方法建模，获得含建模不确定项的动力学微分方程，即

犕（狇）̈狇＋犆（狇，狇）狇＋犌（狇）＝τ． （１）

犕（狇）＝犕０（狇）＋Δ犕（狇），

犆（狇，狇）＝犆０（狇，狇）＋Δ犆（狇，狇），

犌（狇）＝犌０（狇）＋Δ犌（狇）

烍

烌

烎．

（２）

式（１），（２）中：狇＝［狇１，狇２，…，狇狀］
Ｔ，狇＝［狇１，狇２，…，狇狀］

Ｔ，̈狇＝［̈狇１，̈狇２，…，̈狇狀］
Ｔ 分别为关节角位移矩阵、角速

度矩阵及角加速度矩阵；犕（狇）∈犚
狀×狀为惯性矩阵；犆（狇，狇）∈犚

狀×狀为离心力和哥氏力矢量；犌（狇）∈犚
狀×１为

重力矢量；τ为关节驱动力矩；犕０（狇），犆０（狇，狇），犌０（狇）均为名义模型参数．在实际控制过程中，机械臂动

力学模型难以准确获取，因此将犕（狇），Δ犆（狇，狇），Δ犌（狇）定义为名义模型与实际模型的参数误差．

考虑到机械臂作业过程中难免受到外界干扰，结合式（１），给出含内外复合不确定性干扰的动力学

微分方程．即

犕０（狇）̈狇＋犆０（狇，狇）狇＋犌０（狇）＝τ＋τｄ． （３）

式（３）中：τｄ为内外复合干扰不确定项，包含动力学模型不确定项Δ犕０（狇）̈狇，Δ犆０（狇，狇）狇，Δ犌０（狇）及外界

扰动犱．将式（３）化成状态空间方程的形式，即

狓１ ＝狓２，

狓２ ＝－犕
－１
０ （狓１）［犆（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狌］，

狔＝狓

烍

烌

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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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狓１＝狇，狓２＝狇，狓＝［狓１　狓２］
Ｔ，狌＝τ＋τｄ，狔为系统输出．

模型具有如下３点性质．

性质１　惯性矩阵犕０（狓１）是对称、正定矩阵，且其范数有界，即

犕０（狓１）＝犕０（狓１）
Ｔ
＞０， （５）

狓１∈犇狓１，　　α（狓１）＜‖犕０（狓１）‖＜β（狓１）． （６）

式（６）中：犇狓１ 为机械臂的工作范围，α（狓１）和β（狓１）分别为惯性矩阵范数的上、下限．

性质２　犕０（狇）的二范数有界，即

狓１∈犇狓１，‖犕０（狓１）‖≤ξ． （７）

式（７）中：ξ为正实数．

性质３　犕０（狓１）－２犆０（狓１，狓２）是斜对称矩阵
［１６］，即

［犕０（狓１）－２犆０（狓１，狓２）］
Ｔ＝－［犕０（狓１）－２犆０（狓１，狓２）］． （８）

假设１　内外复合干扰不确定项τｄ∈犚
狀，‖τｄ‖＜犇^，犇^∈犚＋且未知；τｄ的一阶导数有界．

２　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设计

由于系统存在不确定性和外界干扰，为了减小干扰对系统的影响，提高系统控制精度的同时抑制抖

振，引入非线性干扰观测器逼近系统干扰．对于传统非线性干扰观测器，一般假设机械臂在实际工程中

角加速度信息可准确获取，参考文献［１７］的非线性干扰观测器（ＮＤＯ），即

τ^
·

ｄ＝－犙（狓１，狓２）τ^ｄ＋犙（狓１，狓２）犕０（狓１）狓
·

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 ｝τ ． （９）

式（９）中：τ^ｄ为非线性干扰观测器的估计干扰；犙（狓１，狓２）为非线性干扰观测器增益矩阵．

然而在实际工程中，利用传感器难以精确获取角加速度信息，而对速度信息求微分的加速度信息易

引入高频噪声，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因此，引入辅助变量设计如下非线性干扰观测器．

步骤１　构造辅助函数．令

τ^ｄ＝狕＋犳（狓１，狓２）． （１０）

式（１０）中：狕为ＮＤＯ内部状态向量；犳（狓１，狓２）为待设计的非线性函数．

为避免引入加速度测量信息狓
·

２，令

犳
·
（狓１，狓２）＝犙（狓１，狓２）犕０（狓１）狓

·

２． （１１）

步骤２　设计观测器结构．结合式（３），（９）和（１１），对式（１０）进行求导，可得

　　　　　　狕
·

＝τ^
·

ｄ－犳
·
（狓１，狓２）

＝τ^
·

ｄ－犙（狓１，狓２）犕０（狓１）狓
·

２＝－犙（狓１，狓２）［狕＋犳（狓１，狓２）］＋

犙（狓１，狓２）｛犕０（狓１）狓
·

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τ－犕０（狓１）狓
·

２｝

＝－犙（狓１，狓２）狕＋犙（狓１，狓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τ－犳（狓１，狓２）｝． （１２）

因此，无加速度信息的非线性干扰观测器可设计为

狕
·

＝－犙（狓１，狓２）狕＋犙（狓１，狓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τ－犳（狓１，狓２）｝，

τ^ｄ＝狕＋犳（狓１，狓２）
烍
烌

烎．
（１３）

步骤３　设计增益矩阵．定义非线性干扰观测器估计误差为

Δτｄ＝τｄ－τ^ｄ． （１４）

为了准确估计内外复合不确定性干扰τｄ，需要设计干扰观测器更新定律．因此，对式（１４）进行求

导，可获得干扰观测器误差动态方程为

Δτ
·

ｄ＝τ
·

ｄ－τ^
·

ｄ＝τ
·

ｄ－狕
·

－犳
·
（狓１，狓２）＝τ

·

ｄ－犙（狓１，狓２）（τｄ－τ^ｄ）． （１５）

当无干扰微分的先验知识，取τ
·

ｄ＝０．故干扰观测器误差动态方程为

Δτ
·

ｄ＝－犙（狓１，狓２）（τｄ－τ^ｄ）＝－犙（狓１，狓２）Δτｄ． （１６）

取 犙（狓１，狓２）＝犡
－１犕－１

０ （狓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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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１７）代入式（１１），并对式（１１）进行积分可得

犳（狓１，狓２）＝犡
－１狓２． （１８）

式（１８）中：犡－１为待求解可逆矩阵．

上述基于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设计可归纳为如下定理．

定理１　对于不确定的非线性机械臂系统（４），设计非线性干扰观测器为式（１３），干扰观测器增益

犙（狓１，狓２）为式（１７），则干扰估计误差渐进收敛．

证明：设计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为

犞１＝Δτ
Ｔ
ｄ犡

Ｔ犕０（狓１）犡Δτｄ． （１９）

由于惯性矩阵犕０（狓１）为正定矩阵，犡为可逆矩阵，故犡
Ｔ犕０（狓１）犡也是正定矩阵，犞１ 正定．

对犞１ 进行求导，可得

犞
·

１ ＝Δτ
·
Ｔ
ｄ犡

Ｔ犕０（狓１）犡Δτｄ＋Δτ
Ｔ
ｄ犡

Ｔ犕０（狓１）犡Δτ
·

ｄ＋Δτ
Ｔ
ｄ犡

Ｔ犕
·

０（狓１）犡Δτｄ

＝（－犙（狓１，狓２）Δτｄ）
Ｔ犡Ｔ犕０（狓１）犡Δτｄ－

Δτ
Ｔ
ｄ犡

Ｔ犕０（狓１）犡犙（狓１，狓２）Δτｄ＋Δτ
Ｔ
ｄ犡

Ｔ犕
·

０（狓１）犡Δτｄ

＝（－犡－
１犕－１

０ （狓１）Δτｄ）
Ｔ犡Ｔ犕０（狓１）犡Δτｄ－

Δτ
Ｔ
ｄ犡

Ｔ犕０（狓１）犡犡
－１犕－１

０ （狓１）Δτｄ＋Δτ
Ｔ
ｄ犡

Ｔ犕
·

０（狓１）犡Δτｄ

＝－Δτ
Ｔ
ｄ犕０（狓１）

－Ｔ犡－Ｔ犡Ｔ犕０（狓１）犡Δτｄ＋

Δτ
Ｔ
ｄ犡

Ｔ犕
·

０（狓１）犡Δτｄ－Δτ
Ｔ
ｄ犡

Ｔ犕０（狓１）犡犡
－１犕０（狓１）

－１
Δτｄ

＝－Δτ
Ｔ
ｄ犡Δτｄ＋Δτ

Ｔ
ｄ犡

Ｔ犕
·

０（狓１）犡Δτｄ－Δτ
Ｔ
ｄ犡

Ｔ
Δτｄ

＝－Δτ
Ｔ
ｄ（犡－犡

Ｔ犕
·

０（狓１）犡＋犡
Ｔ）Δτｄ．

（２０）

　　为保证犞
·

１＜０，须存在正定矩阵φ＞０，使得不等犡－犡
Ｔ犕
·

０（狓１）犡＋犡
Ｔ
≥φ成立．其中，犡可采用线

性矩阵不等式（ＬＭＩ）求解．

３　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的设计

基于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ＮＤＯＣＳＭＣ），如图１所示．其中，狇ｄ＝［狇ｄ１，狇ｄ２，…，狇ｄ狀］
Ｔ，

狇
·

ｄ＝［狇
·

ｄ１，狇
·

ｄ２，…，狇
·

ｄ狀］
Ｔ，狇


ｄ＝［狇


ｄ１，狇


ｄ２，…，狇


ｄ狀］

Ｔ 分别为期望关节角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信息．

图１　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ＳＭ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ＮＤＯ

定义１　ξ１＝狓１ｄ－狓１，ξ２＝狓２ｄ－狓２．

定义２　辅助变量狓２ｒ＝狓２ｄ－Λξ１，狓
·

２ｒ＝狓
·

２ｄ－

Λξ２．

在定义１，２中：狓ｄ＝［狓
Ｔ
１ｄ，狓

Ｔ
２ｄ］

Ｔ＝［狇
Ｔ
ｄ，狇

·Ｔ
ｄ］

Ｔ；

ξ１，ξ２ 分别为机械臂关节角位移、角速度跟踪误

差；Λ＝ｄｉａｇ（λ１，…，λ犻，…，λ狀），λ犻＞０．由此设计滑

模面为

犛＝ξ２＋Λξ１． （２１）

传统滑模控制结构通常只对惯性矩阵项犕０（狓１）进行调整，其控制律
［１８］为

τ＝犕０（狓１）｛狓
·

２ｄ＋犓ｖξ１＋犓ｐξ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 （２２）

式（２２）中：犓ｖ＝ｄｉａｇ（犽ｖ１，…，犽ｖ犻，…，犽ｖ狀），犽ｖ犻＞０，犓ｐ＝ｄｉａｇ（犽ｐ１，…，犽ｐ犻，…，犽ｐ狀），犽ｐ犻＞０．

考虑机械臂系统模型不确定因素不仅与惯性矩阵犕０（狓１）和重力矩阵犌０（狓１）有关，同时与模型哥

氏力矢量犆０（狓１，狓２）有关．因此，在传统结构的基础上增加对哥氏力矢量的调整并结合文献［１９］，为滑

模控制器添加趋近率（－犓Ｄｓｇｎ（犛）），设计控制律为

τ犪 ＝犕０（狓１）狓
·

２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ｒ＋犌０（狓１），

τ犫 ＝－犓Ｄｓｇｎ（犛），

τ＝τ犪＋τ犫

烍

烌

烎．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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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３）中：犓Ｄ＝ｄｉａｇ（犽Ｄ１，…，犽Ｄ犻，…，犽Ｄ狀），犽Ｄ犻＞０；ｓｇｎ（犛）＝［ｓｇｎ（犛１），ｓｇｎ（犛２），…，ｓｇｎ（Ｓ狀）］
Ｔ，ｓｇｎ表示

符号函数．为进一步提高系统收敛速度，采用饱和函数ｓａｔ替代符号函数ｓｇｎ．即有

ｓａｔ（犛）＝
ｓｇｎ（犛），　　 犛 ≥ρ，

犛／ρ， 犛 ＜ρ
｛ ．

（２４）

式（２４）中：ρ＞０表示滑模面边界层的宽度．因此，基于非线性干扰观测器的补偿型滑模控制律设计为

τ＝犕０（狓１）狓
·

２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ｒ＋犌０（狓１）－犓Ｄｓａｔ（犛）－τ^ｄ． （２５）

上述基于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器设计，可归纳为如下定理．

定理２　对于不确定非线性机械臂系统（４），设计非线性干扰观测器（１３）；然后，基于此设计非线性

干扰观测器的补偿型滑模控制律（２５），则闭环非线性系统的跟踪误差渐进收敛．

证明：设计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为

犞＝
１

２
犛Ｔ犕０（狓１）犛＋犞１． （２６）

对犞 进行求导，可得

Ｖ
·

＝犛
Ｔ犕０（狓１）犛

·

＋
１

２
犛Ｔ犕

·

０（狓１）犛＋犞
·

１

＝犛
Ｔ（犕０（狓１）狓

·

２－犕０（狓１）狓
·

２ｒ）＋
１

２
犛Ｔ犕

·

０（狓１）犛＋犞
·

１

＝犛
Ｔ（狌－犆０（狓１，狓２）狓２－犌０（狓１）－犕０（狓１）狓

·

２ｒ）＋
１

２
犛Ｔ犕

·

０（狓１）犛＋犞
·

１

＝犛
Ｔ（犕０（狓１）狓

·

２ｒ＋犆０（狓１，狓２）狓２ｒ＋犌０（狓１）－犓Ｄｓａｔ（犛）－

犆０（狓１，狓２）（犛＋狓２ｒ）－犌０（狓１）－犕０（狓１）狓
·

２ｒ）＋
１

２
犛Ｔ犕

·

０（狓１）犛＋犞
·

１

＝犛
Ｔ（－犓Ｄｓａｔ（犛）－犆０（狓１，狓２）犛）＋

１

２
犛Ｔ犕

·

０（狓１）犛＋犞
·

１

＝－犓Ｄ犛
Ｔｓａｔ（犛）＋

１

２
犛Ｔ（犕

·

０（狓１）－２犆０（狓１，狓２））犛＋犞
·

１

＝－犓Ｄ犛
Ｔｓａｔ（犛）＋犞

·

１ ≤０． （２７）

　　当犞
·

≡０时，犛≡０，Δτｄ＝０．据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性原理，闭环系统为渐近稳定，当狋→∞时，犛→０，Δτ犱→０．

４　系统仿真实验

４．１　仿真系统

为了验证提出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以二自由度机械臂为仿真研究对象，其模型选取连杆质量犿１＝

犿２＝１．０ｋｇ，连杆长度犾１＝犾２＝１．０ｍ．同时，引入如下３项模型内部干扰和１项外界时变干扰，即

Δ犕０（狇）＝０．２犕０（狇），　　Δ犆（狇，狇
·
）＝０．２犆０（狇，狇

·
），

Δ犌（狇）＝０．２犌０（狇），　　犱＝［１５ｓｉｎ（狋）　１０ｓｉｎ（狋）］
Ｔ
烍
烌

烎．
（２８）

系统初始状态及期望跟踪轨迹为

狇＝［０　０］
Ｔ，　　狇

·
＝［０　０］

Ｔ，

狇ｄ＝［ｓｉｎ（２π狋）　ｓｉｎ（２π狋）］
Ｔ，　　狇

·

ｄ＝［２πｃｏｓ（２π狋）　２πｃｏｓ（２πｔ）］
Ｔ

烅
烄

烆 ．

由线性矩阵不等式（ＬＭＩ）求得犡＝ｄｉａｇ（０．０５，０．０５）；采用控制器（２５），取补偿型滑模控制器中增

益矩阵Λ＝ｄｉａｇ（１００，１００），犓Ｄ＝犱犻犪犵（３００，３００），滑模边界层宽度ρ＝０．８．

４．２　传统滑模控制（犛犕犆）与补偿型滑模控制（犆犛犕犆）对比

机械臂系统的传统滑模控制（ＳＭＣ）与补偿型滑模控制（ＣＳＭＣ）对比实验，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

中：ζ为位置跟踪误差；τ为力矩；狋为时间．

由图２可知：考虑式（２８）内外复合不确定性干扰情况下，点线ＳＭＣＳ为传统滑模控制策略的小增益

控制，其跟踪误差为０．０２ｍ；实线ＳＭＣＬ 为传统滑模控制策略的大增益控制，其跟踪误差减小为０．００５

ｍ，即增益调大仍有较大跟踪误差．ＣＳＭＣ策略跟踪误差可达到０．００１ｍ．可见，基于补偿型滑模控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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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效果明显优于基于传统滑模控制策略，其控制精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由图３可知：尽管ＳＭＣ策略随着控制增益变大，系统控制精度有所提高，但是稳定性能降低，两个

关节控制输入都出现了严重的“抖振”现象．对于ＣＳＭＣ策略其关节１控制输入平滑，关节２控制输入

依然存在“抖振”．

　　（ａ）狓轴方向　　　　　　　　　　　　　　　　　（ｂ）狔轴方向

图２　机械臂末端跟踪误差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ｔｉｐ

　　（ａ）力矩１　　　　　　　　　　　　　　　　　　　（ｂ）力矩２

图３　机械臂关节控制输入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ｐｕｔｓ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ｊｏｉｎｔ

４．３　犆犛犕犆策略与犖犇犗犆犛犕犆策略对比

机械臂系统的ＣＳＭＣ策略与ＮＤＯＣＳＭＣ策略对比实验，如图４～６所示．图４～６中：ζ为位置跟

踪误差；τ为力矩；狋为时间．

　（ａ）关节１　　　　　　　　　　　　　　　　（ｂ）关节２

图４　观测器复合干扰估计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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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狓轴方向　　　　　　　　　　　　　　　　　（ｂ）狔轴方向

图５　机械臂末端跟踪误差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ｔｉｐ

　（ａ）力矩１　　　　　　　　　　　　　　　　　　（ｂ）力矩２

图６　机械臂关节控制输入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ｐｕｔｓ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ｊｏｉｎｔ

从图４可知：在同样的复合干扰情况下，干扰观测器能够准确估计出系统存在的内外复合不确定性

干扰（模型不确定性和外界干扰）．从图５可知：相比ＣＳＭＣ策略，ＮＤＯＣＳＭＣ策略轨迹跟踪精度进一

步提高，其末端跟踪误差减小至４．０×１０－４ｍ．从图６可知：系统稳定性能更好，控制输入抖振现象趋近

于零．由此可见，相比无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控制（ＣＳＭＣ）策略，基于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补偿型滑模

控制（ＮＤＯＣＳＭＣ）策略表现出更好的抗干扰控制性能．

５　结论

文中针对机械臂系统在内外复合不确定干扰条件下的轨迹跟踪控制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非线性干

扰观测器的补偿型滑模控制策略．设计的非线性干扰观测器避免了机械臂加速度的反馈测量项，实现了

复合不确定干扰的准确估计，并对控制输入进行精准补偿．补偿型滑模控制策略考虑机械臂惯性矩阵

项、哥氏力项及重力的调整作为系统控制输入，并设计趋近率、增加干扰补偿项．

在仿真实验中，引入３项模型不确定项作为系统内部干扰和外加时变信号作为外部干扰．仿真过

程对比验证了所提出控制策略的抗干扰能力、系统响应速度及轨迹跟踪精度，并消除了抖振，改善了系

统的动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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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模型预测控制的

车道保持控制策略

万远航１，邵毅明２，胡广雪２，吴文文２

（１．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２．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建立车辆侧向动力学模块、车辆传感模块、道路曲率预瞄模块．在传统模型预测控制（ＭＰＣ）算法的基

础上，利用辛普森法则，结合车道保持优化性能指标和系统约束，设计基于自适应模型预测控制的车道保持控

制策略．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环境下，将其与基于传统模型预测控制器进行比较分析．仿真结果表明：相较于模型预测

控制，自适应 ＭＰＣ能够在各控制周期实现车辆模型更新，在强非线性工况下具备较好的鲁棒性，进而能够保

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获取较好的乘坐舒适性．

关键词：　车道保持；自适应模型；预测控制；动力学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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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ｕｌ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ｒｏａｄ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ｖｉｅｗｍｏｄｕｌｅ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Ｐ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ｓｉｎｇ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ｌａｗ，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ｎ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ｌａｎ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ｉｎ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ＰＣｃ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ｙｃｌｅ，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ｒｏ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ｂｅｔｔｅｒｒｉｄ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ｏｆ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ａｆｅ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ａｎ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车辆行驶安全和交通拥堵作为当今交通系统的主要问题，在给人们出行造成困扰的同时，也推动着

车辆主动安全技术的快速发展［１?２］．车道保持作为主动安全技术之一，根据感知驾驶车辆与道路中线偏

差，求解对应控制序列，以此实现车辆道路中线稳定跟随，不但能降低驾驶负荷，防止驾驶分心，还具有

实现路线最优的潜力［３］．控制算法是决定车道保持系统整体性能的关键因素，传统车道保持系统采用

ＰＩＤ
［４?５］、滑膜控制［６?９］、线性二次最优控制［１０?１３］等算法控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行车安全，但缺乏对车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１９

　通信作者：　邵毅明（１９５５?），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ｙｍ＠ｃｑｕｃ．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Ｂ０１００９０５）；重庆市重点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专向资助项目（ｃｓｔｃ

２０１５ｚｄｃｙ?ｚｔｚｘ３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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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安全约束及参数不确定性的处理能力．模型预测算法具有天然的多模型约束处理优势，能够较好地结

合规划控制、感知层面中的传感信息，是无人驾驶车辆控制过程中体现车辆运动学和动力学约束的理想

方法［１４?１５］．传统模型预测控制（ＭＰＣ）虽然解决了系统不确定下的递归约束问题，但由于各控制时域下

车辆模型参数恒定，强非线性工况下仍难以保证良好的鲁棒性，进而降低了系统整体工作性能．因此，本

文在传统模型预测控制算法的基础上，利用辛普森法则，调整各控制时域车辆模型，补偿其非线性时变

特性，并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环境下设计对应的仿真工况，同时验证所设计控制器的整体性能．

１　车道保持系统建模

１．１　车辆侧向动力学模块

车辆侧向动力学模块采用单轨模型，具体表征方程为

ｄ

ｄ狋

狔

［］
ψ
＝
犪１１ 犪１２

犪２１ 犪
［ ］

２２

·
狔

［］
ψ
＋
犫１

犫
［ ］
２

δ． （１）

犪１１ ＝－
２犆ａｆ＋２犆ａｒ
犿狏狓

，　　犪１２ ＝－狏狓－
２犾ｆ犆ａｆ－２犾ｒ犆ａｒ

犿狏狓
，　　犪２１ ＝－

２犾ｆ犆ａｆ－２犾ｒ犆ａｒ
犐ｚ狏狓

，

犪２２ ＝－
２犾ｆ

２犆ａｒ＋２犾ｒ
２犆ａｒ

犐ｚ狏狓
，　　犫１ ＝

２犆ａｆ
犿
，　　犫２ ＝

２犾ｆ犆ａｒ
犐ｚ

烍

烌

烎
．

（２）

式（１），（２）中：ψ为车辆横摆角；δ为前轮转角；狔为车辆的侧向位置；犆ａｆ，犆ａｒ分别为前、后轮侧偏刚度；犾ｆ，

图１　车辆传感模块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

犾ｒ分别为质心距前、后轴的轴距；犐ｚ为车辆的转动惯量；狏狓 为车辆的

纵向速度．

１．２　车辆传感模块

构建传感模块模拟摄像头感知，并计算车辆与道路中心线之间

的侧向位移偏差犲１ 及横摆角偏差犲２．车辆传感模块示意图，如图１

所示．图１中：狏狔 为车辆的侧向速度．

对式（１）进行扩展，建立以道路曲率、纵向速度、侧向速度、横摆

角速度为输入，侧向位移偏差和横摆角偏差为输出的传感模块，即

犲１ ＝狏狔＋狏狓犲２，　　犲２ ＝狉－ρ狏狓． （３）

式（３）中：ρ为道路半径曲率；狉为横摆角速度．

１．３　道路曲率预瞄模块

曲率预瞄模块利用道路信息，根据当前时间及预瞄长度，计算并输出当前道路曲率及未来道路曲率

序列．文中道路曲率预瞄模块设置为提前１ｓ输出，由于仿真步长犜ｓ为０．１ｓ，故提前１０个步长进行输

出．相邻道路曲率采用数值梯度ｇｒａｄｉｅｎｔ函数求解，即

ρ＝
犵（狓）·犵（犵（狔））

犵（狓）
２
＋犵（狔）（ ）２槡

３

． （４）

１．４　连续时间预测模型

结合式（１）～（３），通过引入时间常数τ近似表征车辆纵向动力学，以道路曲率和纵向速度的乘积作

为测量扰动，并采用白噪声ωｏｄ模拟未测量扰动，车辆连续时间预测模型描述为

ｄ

ｄ狋

狏狔


ψ

狏狓

狏狓

犲１

犲２

狓

熿

燀

燄

燅ｏｄ

＝

犪１１ 犪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犪２１ 犪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ψ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τ
０ ０ ０

１ ０ 犲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狏狔


ψ

狏狓

狏狓

犲１

犲２

狓

熿

燀

燄

燅ｏｄ

＋

０ 犫１

０ 犫２

０ ０

１

τ
０

０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犪狓［ ］
δ
＋

０

０

０

０

０

－狏狓

熿

燀

燄

燅０

［］ρ ＋

熿

燀

燄

燅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ω［ ］ｏｄ ． （５）

式（５）中：犪狓 为车辆的纵向加速度；狓ｏｄ为输出干扰，即未测量扰动．

４２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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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适应 犕犘犆车道保持控制算法

车辆高速行驶过程中伴随强耦合、高非线性特征，传统 ＭＰＣ内部模型固定，难以在车辆行驶工况

转换中具备良好的控制稳定性．为改善行驶过程中的非线性问题，采用自适应 ＭＰＣ算法，在各控制周

期根据当前行驶工况调整车辆预测模型，以此提高车道保持行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对式（５）车辆预测模型进行离散化，ＭＰＣ框架下所得到的车辆状态方程可描述为

狓（犽＋１）＝犃ｃ狓（犽）＋犅ｃ狌（犽）＋犅ｖ狏（犽）＋犅ｄ犱（犽），　　狔（犽）＝犆狓（犽）＋犇ｖ狏（犽）＋犇ｄ犱（犽）． （６）

式（６）中：矩阵犃ｃ，犅ｃ，犅ｄ，犅ｖ，犆，犇ｖ，犇ｄ 为随时间变化的参数矩阵；狓为系统状态量；狌为系统控制量；狏

为输入测量干扰；犱为未测量干扰；变量犽为当前控制时刻；狔为系统输出量．

在保证控制周期与仿真步长相同、系统输入输出为常量的前提下，采用连续化线性方法，根据Ｓｉｍ

ｐｏｎｓ法则，通过ｅｘｐｍ函数实现内部模型矩阵的更新．矩阵犃ｄ，犅ｄ可描述为

犃ｄ ＝ｅｘｐｍ（犃ｃ×犜ｓ），　　犅ｄ ＝ （犺／３）×犃ｉ×犅ｃ，

犃ｉ＝ｅｙｅ（狀狓）＋犃ｄ＋４ｅｘｐｍ（犃ｃ犺）＋２ｅｘｐｍ（２犃ｃ犺）＋４ｅｘｐｍ（３犃ｃ犺
｝）． （７）

式（７）中：犃ｉ为单位步长各分段对应的状态矩阵；犺为单位步长各分段时长，犺＝犜ｓ／４；狀狓 为状态量维度．

根据每个控制周期更新的操纵点及车辆模型信息，利用参考系统信息与当前系统信息偏差设计增

量式模型，模型可描述为

狓（犽＋１）＝珔狓＋犃ｄ（狓（犽）－珔狓）＋犅ｄ（狌（犽）－珔狌），

狔（犽）＝珔狔＋犆（狓（犽）－珔狓）＋犇（狌狋（犽）－珔狌狋）
｝．

（８）

式（８）中：珔狓为参考系统状态量；珔狔为参考系统状态输出量；珔狌为参考系统输入量．

车道保持过程中，通过最小化车辆侧向位移偏差、横摆角偏差及驾驶人期望速度偏差，实现车辆驾

驶期望稳定跟随．考虑到车辆自身动力性能、物理转向限制及行驶过程中的稳定性，分别对车辆纵向加

速度、前轮转角范围及变化率设置控制极限约束，具体表现为

狌ｍｉｎ（狋＋犽）≤狌（狋＋犽）≤狌ｍａｘ（狋＋犽），　　　　犽＝０，１，…，犖ｃ－１，

Δ狌ｍｉｎ（狋＋犽）≤Δ狌（狋＋犽）≤Δ狌ｍａｘ（狋＋犽），　　犽＝０，１，…，犖ｃ－
｝１． （９）

式（９）中：
－３

－１．
［ ］

１３
≤狌（狋＋犽）≤

３

１．
［ ］
１３
；
－０．７５

－０．
［ ］

５
≤Δ狌（狋＋犽）≤

０．７５

０．
［ ］
５
；犖ｃ为控制时域．

求解过程中，为保证控制量求解连续性，目标函数引入松弛变量增强系统可行解，具体表现为

犑（犽）＝∑

犖
ｐ

犻＝１

‖狔（犽＋犻狋）－珔狔（犽＋犻狋）‖
２
犙＋∑

犖
ｃ－１

犻＝１

‖Δ狌（犽＋犻狋）‖
２
犚＋狆ε

２． （１０）

式（１０）中：犖ｐ为预测时域；狆为权重系数；ε为松弛因子；犙，犚为权重矩阵．

在目标函数输出变量输出权重指定过程中，由于仅有两个操纵变量，难以同时实现零稳态偏移，设

置横摆角偏差权重系数为零，即稳态工况下侧向位移偏差为零时，默认车辆横摆角无偏差．随后，车道保

持系统控制器根据各控制周期更新的车辆模型、目标函数及对应的约束，利用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ｂｏｘ工

具箱求解出对应的控制序列，即Δ犝＝［Δ狌狋，Δ狌狋＋１，…，Δ狌狋＋犖
ｃ
－１，ε］

Ｔ．

将控制序列第一个元素作为控制增量输入系统，进入下一控制周期，不断重复该过程，以此实现车

图２　双移线参考轨迹

Ｆｉｇ．２　Ｄｏｕｂｌｅｓｈｉｆｔｌｉｎ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ｃｋ

道保持的 ＭＰＣ转向控制．

３　仿真结果及分析

为验证所设计的基于自适应 ＭＰＣ算法的车道保持系统，

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开展仿真试验，并与基于传统 ＭＰＣ算法的

控制器进行对比．采用双移线工况检测车道保持系统跟踪精

度和行驶稳定性．双移线参考轨迹，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犡ｒｅｆ，

犢ｒｅｆ分别为横向、纵向参考轨迹．仿真车辆参数，如表１所示．表

１中：犿为整车质量；犐狓 为横摆转动惯量．设置车辆初始车速为

５２４第４期　　　　　　　　　　　万远航，等：自适应模型预测控制的车道保持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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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ｓ－１，期望车速为２５ｍ·ｓ－１，控制时域犖ｃ为２，预测时域犖ｐ为１０，开展双移线工况仿真．

表１　仿真车辆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车辆参数 犿／ｋｇ 犐狓／ｋｇ·ｍ
２ 犾ｆ／ｍ 犾ｒ／ｍ 犆ａｆ／Ｎ·ｒａｄ

－１ 犆ａｒ／Ｎ·ｒａｄ
－１

数值 １５７５ ２８７５ １．２ １．６ １９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两种算法控制下的车道保持仿真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为时间．

（ａ）前轮转角

由图３（ａ）可知：车辆在保持道路中心线行驶过程中，由于

产生了侧向位移偏差和横摆角偏差，控制器逐步求解并输出

相应的前轮转角控制量调整车辆行驶姿态，从而减小车辆行

驶过程中产生的侧向位移偏差和横摆角偏差，直至车辆驶出

弯道，前轮转角回归正常位置．由图３（ｂ），（ｃ）可知：车辆车道

保持过程中，自适应 ＭＰＣ车辆的侧向位移偏差和横摆角偏差

分别为［－０．１５ｍ，０．１１ｍ］，［－０．１１ｒａｄ，０．３０ｒａｄ］，传统

ＭＰＣ控制车辆的侧向位移偏差和横摆角偏差分别为［－０．４０

ｍ，０．３２ｍ］，［－０．１３ｒａｄ，０．０５ｒａｄ］，两种控制算法均能保证

　（ｂ）侧向位移偏差　　　　　　　　　　　　　　　　　　（ｃ）横摆角偏差

图３　两种算法控制下的车道保持仿真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ｎ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ｗ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车道保持行车安全，主要得益于 ＭＰＣ算法在各采样时刻对系统未来状态进行预测，并优化转向过程的

性能指标，能够在车道保持过程中维持良好的动态响应．

对比两种控制算法响应曲线可以发现：基于自适应 ＭＰＣ的车辆在车道保持行驶过程中具有更小

的侧向位移偏差峰值及横摆角偏差峰值，相较于传统 ＭＰＣ下降了６２．５％，１５．３％，说明采用自适应

ＭＰＣ算法的车道保持系统更具安全性，主要原因在于自适应 ＭＰＣ在各控制周期对车辆模型进行更

新，提高了模型预测精度，增强了车辆强非线性工况下的鲁棒性，从而保证了系统良好的工作性能．

此外，车辆舒适性能也可以通过车道保持仿真结果（图４）进行比较．图４中：狏为车辆速度．由图４

可知：相较于传统 ＭＰＣ算法，采用自适应 ＭＰＣ算法得到的车辆速度和纵向加速度响应曲线都更为平

滑，说明自适应 ＭＰＣ的车道保持控制过程中，在保证行车安全前提下，可以获取更好的行驶舒适性．

　　（ａ）纵向加速度　　　　　　　　　　　　　　　　　　　　（ｂ）车辆速度

图４　车道保持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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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针对车道保持系统控制存在的强非线性问题，联合车辆动力学模块、车辆传感模块、道路曲率预瞄

模块，建立车辆连续时间预测模型，在传统 ＭＰＣ算法的基础上，结合Ｓｉｍｐｏｎｓ法则，设计基于自适应

ＭＰＣ的转向控制策略，并通过仿真试验对该控制器进行验证，其仿真结果如下．

１）无论传统 ＭＰＣ算法还是自适应 ＭＰＣ算法，得益于 ＭＰＣ算法自身特性，均能实现车辆车道保

持行车安全．

２）相较于传统 ＭＰＣ，自适应 ＭＰＣ在各控制周期能够实现车辆模型更新，在强非线性工况下具备

更好的鲁棒性，故能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获取较好的乘坐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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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质印章石抛光工艺

申云１，陆静１，刘瑞亮２

（１．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大学 机电工程系，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１）

摘要：　为了提升软质印章石的加工质量，在不同型号砂纸和溶胶凝胶（ＳＧ）抛光膜上磨抛巴林石、高山石、

芙蓉石３种印章石，探讨研磨盘和载物盘的转动方向、转速，加工压力，加工时间等工艺参数及工艺路线，并确

定每道工序的最大光泽度值，以及印章石表面形貌和粗糙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最终优化工艺的研磨盘、

载物盘分别以３００，１２０ｒ·ｍｉｎ－１同向转动，加工压力为１５ＭＰａ；最佳工艺路线是通过在４００＃砂纸半精磨、在

２０００＃砂纸的精磨和在ＳＧ抛光膜上抛光，使印章石表面光泽度达到５０以上，粗糙度在１００ｎｍ左右，表面形

貌在放大１００倍时无明显划痕．

关键词：　粗糙度；光泽度；表面形貌；印章石；机械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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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３００ｒ·ｍｉｎ－１ａｎｄ１２０ｒ·ｍｉｎ－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ｓ１５ＭＰａ．Ｔｈｅｂｅ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ｏｕｔｅｉｓｓｅｍｉ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４００＃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ｎｆｉｎ

ｉｓ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２０００＃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ｎＳＧ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ｆｉｌｍ，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ｌｏｓ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ｓｅａｌｓｔｏｎｅ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ｂｏｕｔ１００ｎｍ，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ｓｗｈｅｎ

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１００ｔｉｍ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ｇｌｏ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ａｌｓｔｏｎ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在工件加工过程中，抛光作为最后一道工序，可以使加工表面粗糙度降低，得到光滑表面或者达到

镜面效果．随着石材产业的发展，对抛光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中国传统石文化中，印章石有着极为

重要的地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和广泛使用印章石的国家［１２］．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在历史上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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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加工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ｕｊｉｎｇ２６＠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Ｕ１８０５２５１）；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Ｉ００１２）；福建省厦门市科技计划项

目（３５０２Ｚ２０１７３０４９）；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培高项目（１８０１３０８００２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名贵的印章石，而巴林石属后起之秀，近１０年内价格飞涨
［３５］．随着近代市场对寿山石等名贵印章石材

需求的加大，以及石材的过度开采带来的资源日趋匮乏，印章石的精细加工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印章石加工多采用手持石材在砂纸上粗磨，得到较好的表面平整度，然后，在软质布料上进行

抛光．因个人手艺的不同、检测设备的缺失，导致印章各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泽度无法保证，个体质量差异

较大，石材原料浪费严重，抛光效率低下．同时，维持高光泽度通常需要打蜡、油养，保持时间短，过程反

复［６７］．原始石材由于几何形状差异大、材质不均匀，在非专业研磨抛光机床加工时，不易进行装夹和压

力控制，石材损毁浪费严重［８１１］．以叶蜡石型寿山石为例，其主要矿物成分是叶蜡石，含少量石英、绢云

母、水铝石、黄铁矿等，相较石英、绢云母等矿物，叶蜡石的硬度较低［１２１４］．当磨抛压力增大时，磨料磨粒

首先刻蚀掉硬度较低叶蜡石，所留下的石英等硬质砂砾物质脱落，在宏观上表现为“起砂”现象．“起砂”

会严重降低印章表面的光泽度，使表面变得粗糙．因此，本文改进现有印章石加工设备，研究印章石加工

工艺以获得较好的加工表面质量．

１　实验条件与过程

１．１　加工件

为了增加结果的可靠性，实验采用巴林石、高山石、芙蓉石３种印章石．其中，巴林石是４大印章石

中唯一产于北方疆域，而且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高山石和芙蓉石则属于４大印章石中的寿山石．石样品

及锯切后的原始形貌，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ａ）可知：巴林石样本材质并不均匀，分为明显的深黄色和墨黑色两相．初步测定，黑色相部

分硬度略高于黄色相，莫氏硬度约为３．初始面划痕呈单向且粗糙度值达到了２．６９４μｍ．由图１（ｂ）可

知：高山石所含杂质很多．高山石硬度相对较大，莫氏硬度约为４，初始面的划痕与所选巴林石样本相比

较浅，粗糙度为１．２７４μｍ．由图１（ｃ）可知：样品分为明显的红白两相．寿山芙蓉石为叶蜡石类，其莫氏硬

度约为３
［１５］，初始面有数条粗大划痕，粗糙度为１．４９８μｍ．

（ａ）巴林石　　　　　　　　　　（ｂ）高山石　　　　　　　　　（ｃ）芙蓉石　

图１　石样品及锯切后的原始形貌

Ｆｉｇ．１　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ｆｔｅｒｓａｗｉｎｇ

图２　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型

研磨抛光机及夹具

Ｆｉｇ．２　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ｓｔｙｌｅ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ｘｔｕｒｅ

１．２　加工平台

在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型研磨抛光机上进行软质印章石的研磨抛光加工，

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型研磨抛光机及夹具，如图２所示．加工中，印章石材被夹

持在设计的夹具上，机床机头提供下压力并带动工件转动，抛光盘独立转

动，通过工件和研磨盘的摩擦运动达到加工印章的目的．

原始机床的压力系统采用开环控制，在大压力如４０ＭＰａ以上时，可以

实现较精准的压力控制．然而，软质印章石加工所需的压力为２０ＭＰａ或更

小，由于气缸压力和阻尼的影响，小压力难以控制其工作的稳定性．

对原始的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型研磨抛光机进行改造，增加可编辑程逻辑

控制器（ＰＬＣ）压力自动调节系统，可以实现压力精准控制．空压机通过比

例阀向机床的上、下两腔充填气体，连接上、下两腔的通气管上接有压力传

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上、下两腔压力并传回ＰＬＣ控制器．控制器将两腔

压力差与用户设定值比较，不断控制比例阀，向两腔内充填气体，达到压力

９２４第４期　　　　　　　　　　　　　　　　申云，等：软质印章石抛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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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控制的目的．

１．３　加工实验

对软质印章石进行研磨抛光时，制定的工艺参数包括机床研磨盘和载物盘转动方向、转速，加工压

力、加工时间．为了确定出加工软质印章石的最佳加工参数和工艺路线，实验中将研究不同的研抛工具

和加工参数对加工软质印章石加工质量的影响．采用单一变量原则，在改变一个参数时，其他参数固定．

１）研磨盘和载物盘转速的确定．软质印章石研磨抛光属于去除量较小的精加工，使用研磨抛光工

具均为固结或半固结磨料抛光工具，随着研磨抛光转速的增加，印章石表面碰撞的磨料磨粒数增加，每

次碰撞的作用力也增大，对印章石表面的凸峰处碰撞效果更明显［１６１７］．所以在抛光加工中，尽可能使用

机床额定转速下的最高转速．

２）研磨盘和载物盘转动方向的确定．工件装在载物盘上，研磨盘在机床最高转速３００ｒ·ｍｉｎ－１转

动的前提下，分别采用顺磨（载物盘和研磨盘转向相同）、逆磨（研磨盘和载物盘转向相反）和静止３种工

件加工方式．

在实际的加工实验中，分别使工件与研磨盘转动方向相反、工件与研磨盘转动方向相同，以及工件

与研磨盘保持静止，观察砂纸或ＳＧ抛光膜磨损情况、工件加工后表面的划痕规律，从而确定研磨盘和

载物盘加工时的转动方向．

３）加工压力的确定．加工压力是保证加工效率的关键．随着压力的增加，磨粒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材

料的去除加工中，所以材料的去除率随着加工压力的增加而增大［１８２０］．控制研磨盘转速为３００ｒ·

ｍｉｎ－１，载物盘转速为１２０ｒ·ｍｉｎ－１，在４００＃砂纸加工５ｍｉｎ．采用的加工压力分别为７．５，１５．０，３０．０

ＭＰａ．加工后观察砂纸或ＳＧ抛光膜表面磨损情况，以及印章石表面加工质量．

４）加工工序的确定．传统的手工加工印章石经过３００＃～５００＃砂纸，去除了初始的表面划痕，经过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砂纸，去除上一道加工划痕，经过２０００＃～４０００＃砂纸进行精磨，最后，上蜡达到较

高光泽度表面．根据传统手工加工印章石经验，控制研磨盘转速为３００ｒ·ｍｉｎ－１，载物盘转速１２０ｒ·

ｍｉｎ－１，研磨盘压力为１５ＭＰａ．在每一道工序中，选一种型号砂纸进行研磨，如果能把上一道划痕去除，

则可行，最后，用ＳＧ抛光膜对表面进行抛光处理．

５）加工时间的确定．在前面各道工序确定之后，采用合理的加工压力，研磨盘和载物盘转动方向、

转速，以１ｍｉｎ为单位加工，并跟踪监测表面质量，当加工达到较优表面质量时，即确定为本道加工工序

所需加工时间．

６）加工后表面质量测量．用ＨｉｒｏｘＫＨ８７００型三维视频显微镜追踪检测原始状态及其每道工序

表１　实验加工工艺参数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工艺参数 参数值

狏Ｇ／ｒ·ｍｉｎ
－１ 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

狏Ｌ／ｒ·ｍｉｎ
－１

逆磨：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
顺磨：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

静止

狆／ＭＰａ ７．５，１５．０，３０．０

狋／ｍｉｎ ２，４，６，１０，１２

加工后的软质印章石固定点位的二维形貌；每道工序加工后

的表面光泽度及原始光泽度用 ＷＧＧ６０Ｓ（Ｃ）Ⅱ１２型光泽度

仪测量；每道工序表面粗糙度及原始粗糙度用ＭａｈｒＸＲ２０型

粗糙度仪检测．

实验加工工艺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狏Ｇ 为研磨盘逆

时针转速；狏Ｌ 为载物盘转速；狆为加工压力；狋为加工时间．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结果

１）改进后的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型研磨抛光机使用额定转速下的最高转速进行抛光，即采用研磨盘转

速为３００ｒ·ｍｉｎ－１，载物盘 为１２０ｒ·ｍｉｎ－１．

２）当工件与研磨盘转动方向相反时，棱角锋利的工件常在与研磨盘初接触，刮伤砂纸或ＳＧ抛光

膜，而且工件沿压力方向产生轴向跳动，严重损伤工件和研抛工具；当工件在加工中保持静止时，虽然工

件不易跳动，但工件研磨后，其加工表面会产生有规律、明显的划痕，在ＳＧ抛光膜加工中难以去除，从

而影响加工质量；当工件与研磨盘同向转动时，工件加工面无明显的规律划痕，机床运行平稳，砂纸或

ＳＧ抛光膜可以使用较长时间而不必更换．因此，采用两盘同向转动的顺磨方式．

３）当加工压力小于１０ＭＰａ时，工件表面划痕去除效果不明显；当压力较大时，对高山石、芙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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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巴林石进行反复加工均会发现，砂纸或ＳＧ抛光膜破损得很快，需要经常更换，印章去除效果过高，加工

不易控制，一旦装夹失误，将严重损伤工件．当加工压力介于１０～２０ＭＰａ时，不但加工效率和表面质量

可以保证，而且研抛工具的使用寿命也足够长．因此，相对合理的加工压力确定为１５ＭＰａ．

４）分别用３００＃，４００＃和５００＃的砂纸对表面进行研磨，３００＃砂纸研磨后表面留下较深划痕，后

道中工序中难于去除；５００＃砂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初始表面划痕去除，因此，第一道工序采用４００＃

砂纸．２０００＃砂纸可以将４００＃砂纸加工痕迹去除，且时间较短，所以省去中间研磨步骤；在２０００＃砂

纸加工后，印章石表面划痕较浅，可直接进行ＳＧ抛光膜抛光．因此，为达到效果，确立了４００＃砂纸半精

磨、２０００＃砂纸精磨和ＳＧ抛光膜抛光的３道工序．

５）４００＃砂纸累计加工时间为２ｍｉｎ；２０００＃砂纸累计加工时间为１ｍｉｎ；ＳＧ抛光膜累计加工时间

为１０ｍｉｎ．

２．２　加工后表面形貌

加工后巴林石表面形貌，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从原始面到ＳＧ抛光膜抛光结束，巴林石的表面

质量越来越好．４００＃砂纸研磨后，原始面的深划痕被去除；此工序新产生大量无规律划痕经过２０００＃

砂纸研磨加工１ｍｉｎ后，基本去除；２０００＃砂纸加工后表面同样产生了大批单向划痕，但划痕明显较

浅，在ＳＧ抛光膜研磨阶段全部划痕被去除，最终达到了加工表面接近镜面的质量．

　　　　（ａ）原始形貌　　　　（ｂ）４００＃砂纸研磨　　　（ｃ）２０００＃砂纸研磨　　（ｄ）ＳＧ抛光膜抛光

图３　加工后巴林石表面形貌

Ｆｉｇ．３　ＢａｌｉｎＳｔｏ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加工后高山石表面形貌，如图４所示．与巴林石类似，４００＃砂纸将原始表面划痕基本去除；２０００＃

砂纸研磨加工１ｍｉｎ后，４００＃砂纸加工，划痕基本去除；但是加工后表面产生一道深划痕，此划痕超出

了２０００＃砂纸的影响范围，可以归为可排除的意外因素，如冷却液中含有杂质所致；ＳＧ抛光膜抛光１０

ｍｉｎ后，除上道工序中意外产生的划痕外，其他划痕基本消失，表面达到最佳质量．

　　　　（ａ）原始形貌　　　　（ｂ）４００＃砂纸研磨　　　（ｃ）２０００＃砂纸研磨　　（ｄ）ＳＧ抛光膜抛光

图４　加工后高山石表面形貌

Ｆｉｇ．４　ＧａｏｓｈａｎＳｔｏ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加工后芙蓉石表面形貌，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芙蓉石加工表面质量越来越好．从每道工序后划

痕的走向看，各道工序都有新的划痕产生，原始面的深锯痕在４００＃砂纸研磨后被去除；但表面产生新

划痕，在２０００＃砂纸加工后，上一道工序留下的划痕消失，但也存在新的划痕．抛光后表面仍存在少量

新划痕，印章石表面脱落，导致起砂（图５（ｄ）中标注处）．芙蓉石的莫氏硬度为３左右，观测点选在叶蜡

石与石英石杂质的相交位置，大粒径石英石砂砾从印章上脱落后，同研磨工具的磨粒一起参与加工，是

每道工序都存在划痕的原因，小粒径石英石砂砾脱落导致表面“起砂”，使表面失去光泽，最终抛光后表

面光泽度不高，从宏观上观察，即印章石表面“起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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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原始形貌　　　　（ｂ）４００＃砂纸研磨　　　（ｃ）２０００＃砂纸研磨　　（ｄ）ＳＧ抛光膜抛光

图５　加工芙蓉石表面形貌

Ｆｉｇ．５　Ｆｕｒｏｎｇｓｔｏ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３　粗糙度与光泽度的变化

３种样品加工前、后表面粗糙度对比，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犚ａ为粗糙度．由图６可知：经过３道工序

后，３种样品的粗糙度都逐渐降低．３种样品的粗糙度下降最快，其中，巴林石表面粗糙度下降最快，由

２．６７μｍ下降至０．１０μｍ；高山石表面粗糙度变化最小，由１．０１μｍ下降至０．１１μｍ．通过最后一步的

ＳＧ抛光膜抛光后，３种样品表面粗糙度基本达到一致．

３种样品加工前、后表面光泽度对比，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犵为光泽度．由图７可知：经过３道工序

后，３种样品的光泽度都逐渐升高．巴林石表面光泽度达到３种样品中的最佳光泽度６４，芙蓉石光泽度

为３种样品中的最低３５．芙蓉石光泽度低与实验选用的样品品质有密切关系，当芙蓉石石材品质较差

时，含石英石杂质较多，抛光时石英砂砾脱落，使表面失去光泽；脱落的砂砾在研磨抛光时，对表面产生

划痕，进一步损伤表面，光泽度降低．

３种样品光泽度与粗糙度关系，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３种样品的光泽度都随着粗糙度的减小逐

渐增加；当粗糙度小于０．３μｍ时，光泽度都迅速上升．经过ＳＧ抛光膜抛光后，巴林石光泽度达到６４，

高山石粗糙度达到４４，芙蓉石光泽度达到３５．

　　图６　加工前、后表面粗糙度对比图　图７　加工前、后表面光泽度对比图　　图８　光泽度与粗糙度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Ｆｉｇ．７　Ｇｌｏ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ｇｌｏｓ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软质印章石加工工序，如表２所示．

表２　软质印章石加工工序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ａｌｓｔｏｎｅ

工序 研抛工具 狏Ｇ／ｒ·ｍｉｎ
－１ 狏Ｌ／ｒ·ｍｉｎ

－１
狆／ＭＰａ 狋／ｍｉｎ 犵 犚ａ／μｍ

１ ４００＃砂纸 ３００ １２０ １５ ２ ５左右 ０．４

２ ２０００＃砂纸 ３００ １２０ １５ １ ２０左右 ０．２

３ ＳＧ抛光膜 ３００ １２０ １５ １０ ５０以上 ０．１

３　结论

１）在ＵＮＩＰＯＬ１２６０型研磨抛光机上，针对不同石材的多个表面，使用专用夹具，分别在４００＃砂

纸，２０００＃砂纸，以及ＳＧ抛光膜上采用不同的转动方向、转速和加工压力反复加工．通过观察机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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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况，砂纸或ＳＧ抛光膜的破损情况，并对印章石加工表面的光泽度、去除量和表面形貌进行跟踪

检测，最终确定了软质印章石的最终优化工艺参数为研磨盘和载物盘分别以３００，１２０ｒ·ｍｉｎ－１同向转

动；加工压力为１５ＭＰａ．最佳工艺线路为在４００＃砂纸半精磨２ｍｉｎ；在２０００＃砂纸的精磨１ｍｉｎ和在

ＳＧ抛光膜上抛光１０ｍｉｎ．

２）经过３道工序，３种样品的粗糙度都逐渐降低，光泽度随着粗糙度降低而升高．当使用ＳＧ抛光

膜抛光后，表面形貌在放大１００倍时无明显划痕．当粗糙度小于０．３μｍ时，光泽度迅速上升，并且最高

达到６４．

３）巴林石和高山石抛光后表面质量均匀，无明显划痕，无起砂现象；而芙蓉石由于样品中含有较多

石英杂质，抛光时石英砂砾脱落，使表面失去光泽，脱落的砂砾在研磨抛光时对表面产生划痕，进一步损

伤表面，使光泽度降低．

未来将进一步探究材质不均匀，含有较多杂质的印章石的抛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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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５００犕犘犪级钢筋混凝土梁

的抗弯延性分析

刘志彬１，曾志兴１，刘祥２，赵荣春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７５）

摘要：　为分析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的抗弯延性性能，对６个混凝土梁试件进行弯曲破坏试验，分

析不同混凝土强度和纵筋配筋率对延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与４００ＭＰａ级

纵筋混凝土梁的弯曲破坏形式基本一致；随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增大，梁的抗弯承载力和延性也相应增大；纵

筋配筋率的提高会使梁的延性降低；相对于４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在相同的纵筋配筋率及混凝土强度条

件下，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承载力得到明显改善，但其延性会下降．在工程中，可以通过降低

纵筋配筋率提高混凝土梁的延性，达到节省钢筋的目的．

关键词：　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混凝土梁；抗弯破坏；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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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１］．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具有高强度、高延性等特点，在工程结构中，高性能材料能够起到节省材料的

目的［２］．我国建筑钢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引进模仿、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和设备、吸引创新４个阶段
［３４］，

总体上是由低强度向高强度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已对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混凝土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其构件的承载能力
［５７］、正常使

用性能［８１１］、抗震性能［１２１５］等．目前，我国已将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列入规范使用钢筋，但其混凝土梁的设计

规范仍然按照４００ＭＰａ级钢筋的要求．采用旧规范对新钢筋进行规定，有可能过于保守且浪费钢筋，不

利于高强钢筋的使用和推广．因此，本文对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延性进行试验研究，讨

论纵筋的强度等级、配筋率，以及混凝土强度对混凝土梁延性的影响．

表１　试件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构件
编号

混凝土
强度等级

纵筋
纵筋强
度等级 ρ／％

Ｌ１ Ｃ７０ ２ ２５ ４００ＭＰａ级 ０．９８２

Ｌ２ Ｃ７０ ３ ２５ ４００ＭＰａ级 １．４７３

Ｌ３ Ｃ５０ ２ ２５ ５００ＭＰａ级 ０．９８２

Ｌ４ Ｃ５０ ３ ２５ ５００ＭＰａ级 １．４７３

Ｌ５ Ｃ７０ ２ ２５ ５００ＭＰａ级 ０．９８２

Ｌ６ Ｃ７０ ３ ２５ ５００ＭＰａ级 １．４７３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与制作

表１为试件参数．表１中：ρ为纵筋配筋率．试验设

计并制作６个钢筋混凝土梁试件，其中，２个配置４００

ＭＰａ级纵筋，４个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试件均为截面

２５０ｍｍ×４００ｍｍ（宽×高），长度２７００ｍｍ的矩形梁；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均为２５ｍｍ；ＨＰＢ３００级钢筋的箍筋

直径均为１０ｍｍ、间距为８０ｍｍ；混凝土梁的上层纵筋

采用２根直径为１０ｍｍ的ＨＰＢ３００级钢筋作为架立筋，其余纵筋均设置为底部钢筋．为获取试件在加

载过程中的应变变化情况，分别在底部纵筋中间部位、混凝土梁中间截面的混凝土表面粘贴应变片．

　图１　加载示意图　　　　　 图２　试验加载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２　试验加载装置、加载制度及量测

１．２．１　加载装置　为了分析混凝土梁的抗弯

性能，混凝土梁的两端为铰支（一边滑动、一边

固定），采用两点同步加载形式，从而获得跨中

纯弯段部分．加载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１

中：犉为荷载；犪１ 为加载点到梁边支座间的距

离，犪１＝８００ｍｍ；犪２ 为两个加载点间的距离，

犪２＝８００ｍｍ．试验加载图，如图２所示．

１．２．２　加载制度及量测　依据相关标准的要

求进行分级加载，在每个试件加载前有一个预加载部分．正式加载初期，采用力控制进行分级加载；当荷

载施加至预估极限承载力的７０％时，转为位移控制，分级加载，加载速率为１ｍｍ·ｍｉｎ－１；试件的承载

力下降至极限承载力的８５％后，停止加载
［１６］．在梁底中间部位及梁顶端部安置位移传感器．

２　试验现象与结果分析

２．１　材料性能

表２为钢筋强度表．表２中：σｓ为屈服强度；σｂ为抗拉极限强度．在加载前对材料进行测试，得到

表２　钢筋强度

Ｔａｂ．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纵筋强度等级 σｓ／ＭＰａ σｂ／ＭＰａ

４００ＭＰａ级 ４４６．２ ５８６．０

５００ＭＰａ级 ５４０．０ ６７５．０

Ｃ５０和Ｃ７０混凝土标准试块的抗压强度为５３．８１，２．３１ＭＰａ．

２．２　试验现象

各个试件的破坏形态相似，均为弯曲延性破坏．加载初期，

各试件的首条裂纹均出现在单边荷载４０ｋＮ左右时，其裂缝

宽度为０．０４～０．１０ｍｍ，且裂缝均由梁底跨中部位沿梁宽度

发展．随着荷载的增大，纯弯段开始不断出现竖向裂缝和新的横向裂缝，同时，在剪跨区段也开始出现细

长的斜裂缝，但其宽度及发展速率较纯弯段小．当试件Ｌ１～Ｌ６的荷载分别增加到１６０，２２０，１４０，２２０，

１４０，２２０ｋＮ时，梁的裂缝开展已较为明显，此时，试件Ｌ１～Ｌ６的主裂缝宽度分别为０．６２，０．３６，０．３０，

０．４６，０．３６，０．３０ｍｍ；此后，由力控制转为位移控制，当试验梁达到极限荷载时，试件Ｌ１～Ｌ６的承载力

５３４第４期　　　　　　　　　　刘志彬，等：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延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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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４１９．７５，５８９．１０，４５２．９５，６１５．２０，４７０．１７，６５４．６０ｋＮ；当试件Ｌ１～Ｌ６的作动头平均相对位移分

别达到３３．９８，２５．９０，３４．０６，２７．３１，３６．４０，２７．５３ｍｍ时，试验梁纯弯段受压区混凝土压碎，钢筋已屈

服，试件发生适筋破坏，试验结束．各个试件纯弯段的最终破坏图，如图３所示．

（ａ）Ｌ１　　　　　　　　　　　　　（ｂ）Ｌ２　　　　　　　　　　　　　（ｃ）Ｌ３

（ｄ）Ｌ４　　　　　　　　　　　　　（ｅ）Ｌ５　　　　　　　　　　　　　（ｆ）Ｌ６

图３　试件纯弯段的最终破坏图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ｐｕｒｅｂｅｎｄ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３．１　试验梁平截面假定适用性　平截面假定即变形之前的平面在变形之后仍保持为平面
［１７］．为了

分析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截面是否满足平截面假定，在试件中部沿着高度均匀布置了应变

片，以测量不同荷载作用下的应变分布情况．各个试件的跨中截面混凝土应变分布，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犺为梁截面高度；ε为跨中截面应变．

　（ａ）Ｌ１　　　　　　　　　　　　　　（ｂ）Ｌ２　　　　　　　　　　　　　　（ｃ）Ｌ３

　（ｄ）Ｌ４　　　　　　　　　　　　　　（ｅ）Ｌ５　　　　　　　　　　　　　　（ｆ）Ｌ６

图４　试件的跨中截面混凝土应变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ｍｉｄｓｐ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由图４可知：在加载初期，各个试件的应变分布沿着梁截面高度呈线性变化，随着荷载增大，该线性

变化规律不再明显．总体而言，试件的截面基本上符合平截面假定．

６３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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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试件的跨中弯矩挠度曲线

Ｆｉｇ．５　Ｍｉｄｓｐａｎ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２．３．２　试验梁跨中弯矩挠度曲线分析　各个试件的跨中弯

矩（犕）挠度（γ）曲线，如图５所示．各试件的弯矩挠度曲线

均经历了４个阶段：上升阶段１；上升阶段２；水平波动阶段；

下降阶段．

由图５可知：上升阶段１持续较短，主要由于加载初期混

凝土未开裂，整个试件为弹性阶段，荷载较小时混凝土即开

裂，梁截面刚度突变；上升阶段２持续较长且基本为线性，当

底部受拉钢筋屈服后，混凝土梁达到极限承载力；在水平波动

阶段中，梁所承受的荷载不再加大，且过程较长，这一段体现

了混凝土梁弯矩破坏的延性性质；随着位移的增加，混凝土不

断被压碎，当受压区混凝土全部压碎后，梁所承受的荷载迅速

下降，试件破坏．５００ＭＰａ级和４００ＭＰａ级钢筋的试验梁从

位移曲线的变化趋势上看，是基本一致的．

２．３．３　延性系数的计算　 延性系数是衡量结构或构件延性性能的指标，通过构件的极限位移（Δ′ｕ）与

表３　试件延性系数

Ｔａｂ．３　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编号 Δ′ｙ／ｍｍ Δ′ｕ／ｍｍ Δ′ｕ／Δ′ｙ

Ｌ１ １１．１９ ４２．０８ ３．７６

Ｌ２ １２．６２ ２９．１７ ２．３１

Ｌ３ １０．２２ ３７．０７ ３．６３

Ｌ４ １１．８９ ２６．７７ ２．２６

Ｌ５ １０．４７ ４０．４７ ３．８６

Ｌ６ １２．８１ ３０．０９ ２．３５

屈服位移（Δ′ｙ）的比值确定．极限位移与屈服位移分别由架

设在跨中梁底的位移计测量，并通过ＤＨ３８１６Ｎ型采集系

统采集数据．计算得到的试件延性系数，如表３所示．

３　试验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钢筋混凝土梁抗弯延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混凝土强

度、钢筋强度和纵筋配筋率．

３．１　混凝土强度

在采用同样钢筋强度和纵筋配筋率的情况下，分别对比试件Ｌ３与Ｌ５，Ｌ４与Ｌ６可知，随着混凝土

强度的提高，梁的抗弯承载力略有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由Ｃ５０提高至Ｃ７０，试件的抗弯承载力分别由

４５２．９５ｋＮ提高到４７０．１７ｋＮ，６１５．２０ｋＮ提高到６５４．６０ｋＮ，分别提高了３．８％和６．４％．随着混凝土

强度等级的增大，试件的延性也相应提高．

３．２　钢筋强度

在采用同样混凝土强度和纵筋配筋率的情况下，分别对比试件Ｌ１与Ｌ５，Ｌ２与Ｌ６可知，它们的抗

弯承载力分别由４１９．７５ｋＮ提高到４７０．１７ｋＮ，５８９．１０ｋＮ提高到６５４．６０ｋＮ，分别提高了１２．０％和

１１．１％，说明采用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能够有效地提高试件的承载能力，而采用高强度钢筋并不能有效地

提高混凝土梁构件的延性．

３．３　纵筋配筋率

在采用同样钢筋强度和混凝土强度的情况下，分别对比试件Ｌ１和Ｌ２，Ｌ３和Ｌ４，Ｌ５和Ｌ６可以发

现，其抗弯承载力分别提高了４０．３％，３５．８％和３９．２％，说明纵筋配筋率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混凝土梁

的抗弯承载力，但纵筋配筋率大的试件的极限变形较小、延性较差，这与４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的规

律类似．因此，在设计中应注意控制梁的最大纵筋配筋率，从而保障试件的延性性能．

４　结论

通过对６个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性能进行试验研究，分析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截面的抗

弯延性，得到以下４点结论．

１）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与配置４００ＭＰａ级纵筋混凝土梁的适筋受弯破坏形式类似，且

混凝土梁截面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

２）在其他参数一致的情况下，随着混凝土强度的提高，梁的抗弯承载力和延性均有所提高．

３）在其他参数一致的情况下，纵筋配筋率的提高能够有效提高梁的抗弯承载力，但纵筋配筋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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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件的极限变形能力较小、延性较差．

４）在其他参数一致的情况下，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纵筋的混凝土梁较配置４００ＭＰａ级纵筋的混凝土梁

在抗弯承载力上有较大提高，但对延性的提高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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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犐犚犚柱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

及其计算方法

许一鹏１，刘阳１，２，林茂彬１，郭子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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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实现框架结构的震后性能快速恢复，提出一种带可替换开缝钢板阻尼器的新型性能可恢复摇摆柱

（简称ＩＲＲ柱），对ＩＲＲ柱柱底承台在承载力极限状态下局部压应力的分布规律开展研究．采用 ＡＢＡＱＵＳ软

件建立精细化的ＩＲＲ柱有限元模型，研究轴压比、钢板阻尼器厚度等参数对柱底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的影响

规律，并提出相应的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文中提出的计算方法能够较为合理地计算ＩＲＲ柱柱根承台局

部压应力值，且ＩＲＲ柱的局部压应力大小随着轴压比和阻尼器厚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大．

关键词：　摇摆柱；可恢复性能；开缝钢板阻尼器；局部受压；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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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ｒｅｆｉｎｅ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ｓｔｅｅｌｄａｍｐ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Ｒ

ｃｏｌｕｍｎ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ａ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ｄａｍｐ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ｏｃｋｉｎｇｃｏｌｕｍｎ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ｓｔｅｅｌｓｌｉｔｄａｍｐｅｒｓ；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ｉ

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结构工程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结构在遭遇罕见地震后的“性能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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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已经得到全世界结构工程专家的重视．工程结构抗震理念已经从抗倒塌逐渐向结构功能或性能的

可恢复转变，成为近年来发展的重要趋势［１２］．为实现框架结构的性能可恢复，国内外学者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如Ｏｈ等
［３］、Ｓｈｅｎ等

［４］、郭子雄等［５］、刘阳等［６］、邵铁锋等［７］和Ｃａｌａｄｏ等
［８］围绕钢框架和混合框架

结构中的钢梁和混合节点等部位开展了相关研究．为了实现框架结构体系的震后性能恢复，不可避免地

要考虑底层柱脚塑性铰区的替换问题，而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组［９１２］提出多种柱脚震损原位替换的构造．其中，带开缝钢板阻尼器

的新型性能可恢复摇摆柱（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ｒｏｃｋｉｎｇｃｏｌｕｍｎ，简称ＩＲＲ柱）因构造简单、施工和修复

方便，是一种良好的技术选择．前期研究表明，按照“强柱弱阻尼器”的原则设计得到的ＩＲＲ柱具有优越

的抗震性能和良好的性能可恢复能力［９］．同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钢柱发生摇摆，柱底承台处于局部受

压状态．为了保证承台不发生局压破坏，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对不同参数的ＩＲＲ柱柱底承台上表面局

压应力分布进行研究．

１　新型可恢复摇摆柱有限元模型

新型性能可恢复摇摆柱与传统框架结构的对比，如图１所示．传统框架结构会在柱根位置出现塑性

铰，导致结构发生破坏，而ＩＲＲ柱的摇摆机制能很好地避免该缺点．

（ａ）传统框架结构　　　　　　　　　　　　　　　（ｂ）ＩＲＲ柱　　　

图１　新型性能可恢复摇摆柱与传统框架结构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水平荷载作用下，ＩＲＲ柱的变形示意图，如图２所示．ＩＲＲ柱的详细尺寸，如图３所示．图２，３中：犉

为竖向力；α，α′为条带板水平变形量；δｖ，δ′ｖ为条带板竖向变形量；犚为半径；犇为直径．摇摆柱绕一侧的

转动点发生转动，柱根部抬起使左侧钢板阻尼器产生向上的剪切变形，而右侧钢板阻尼器将产生向下的

剪切变形．水平剪力和弯矩通过两侧开缝钢板阻尼器抵抗，轴力则通过柱身和右下角转动点传递到承

台，承台处于局部受压状态．为防止承台发生局压破坏，需要对承台上的局部压应力分布进行研究．由于

局部压应力难以采用试验手段直接量测，因此，采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建立精细化的ＩＲＲ柱有限元模型

　图２　ＩＲＲ柱的变形示意图　　　　　　　　　　　图３　ＩＲＲ柱的详细尺寸（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ｕｎｔｉ：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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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４）进行分析．

１．１　单元类型和材料本构

网格划分的单元类型采用八节点六面体缩减积分格式（Ｃ３Ｄ８Ｒ）的三维实体单元．加载过程中，局

压区域外的承台和柱身保持弹性状态，因此，网格划分较稀疏，网格尺寸为５０～２００ｍｍ，连接板和Ｔ型

连接件网格尺寸均为２０ｍｍ．螺栓不仅承担了预紧力，加载过程中还可能存在法向力和切向力，受力状

态复杂，因此，网格划分最密，网格尺寸为８ｍｍ．柱身下承台的局部受压是研究的重点，因此，对局压部

分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最小网格尺寸为１０ｍｍ．承台局部网格划分，如图５所示．

　　图４　ＩＲＲ柱有限元模型　　　　　　　　　　　　　　图５　承台局部网格划分

　Ｆｉｇ．４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ｓ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ｌｍｅｓｈｉｎｇ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柱身、连接板和Ｔ型连接件均采用 Ｑ３４５钢，屈服强度标准值取３４５ＭＰａ；开缝钢板阻尼器采用

Ｑ２３５钢，屈服强度标准值取２３５ＭＰａ；钢材本构均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高强螺栓采用１０．９级，屈服强

度取９００ＭＰａ，抗拉强度取１０００ＭＰａ，采用双折线弹塑性应力应变曲线．所有钢材泊松比取ν＝０．３．

１．２　接触界面模拟

Ｔ型连接件、开缝钢板阻尼器和连接板之间的界面，以及承台和柱底的界面均由切线方向的库伦摩

擦接触及法线方向的硬接触组成．库伦摩擦接触公式选用“罚函数（ｐｅｎａｌｔｙ）”，摩擦系数取０．３
［１３］，法向

行为采用“硬接触（ｈａｒｄｃｏｎｔａｃｔ）”；接触单元采用“表面与表面（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ｓｕｒｆａｃｅ）”的接触方式．螺栓与

螺栓孔之间由于相对滑移很小，其界面仅考虑硬接触；螺栓与Ｔ型连接件、开缝钢板阻尼器和连接板之

间的界面采用摩擦接触．Ｔ型连接件与承台、连接板与柱身之间的焊接等均采用“绑定（ｔｉｅ）”进行模拟．

图６　水平荷载加载制度

Ｆｉｇ．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１．３　加载方式和边界条件

在有限元分析中，对拟静力试验进行验证．模型有３个

分析步骤：１）通过“螺栓荷载（ｂｏｌｔｌｏａｄ）”施加所有螺栓的

预紧力；２）采用“集中力（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ｃｅ）”在试件上方

施加竖向荷载，根据轴压比的参数设置竖向力的大小；３）

施加往复位移作用，水平荷载加载制度［１４］，如图６所示．图

６中：犖 为试件加载的循环次数；θ为位移角．３个分析步骤

依次传递相互作用．承台底部采用固定端，在初始分析步骤

设置．

２　模型的验证

２．１　模型合理性分析

为验证模型的合理性，采用精细化有限元模型，对文献［９］中的４个ＩＲＲ柱试验滞回曲线进行计

算．有限元模型计算试件Ｓ１６５．５０．１滞回曲线对比，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犘为水平荷载；犘＋
ｍａｘ，犘

－
ｍａｘ分

别为正向和反向加载时的极限荷载；Δ为水平位移．

由图７（ａ）可知：采用精细化有限元模型计算所得荷载位移曲线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有限元计算

结果可以很好地模拟ＩＲＲ柱摇摆过程中引起的滞回曲线捏拢现象．高强螺栓从“摩擦型”到“承压型”的

１４４第４期　　　　　　　　　　　 许一鹏，等：ＩＲＲ柱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及其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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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导致加载刚度的变化也能很好的体现．由图７（ｂ）中精细化模型和试验所得荷载位移骨架曲线的

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由此可知，精细化有限元模型可以比较合理地反应ＩＲＲ柱的受

力特点，并相对准确地计算其承载力、刚度和耗能等指标．

（ａ）精细化模型计算滞回曲线　　　　　　　　　　　　　　（ｂ）骨架曲线对比　

图７　有限元模型计算试件Ｓ１６５．５０．１滞回曲线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Ｓ１６５．５０．１

考虑到承台局压应力分布的最不利状态仅与试件最大承载力相对应，模型计算得到的试件最大承

载力状态下承台法向方向的局部压应力（σＮ）分布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水平坐标犡 表示承台与柱

底接触部分从抬起侧到局压侧的相对距离，方向定义详见图８插图．由图８可知：水平荷载作用下，柱底

图８　有限元模型承台法向局部压应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承台局部压应力主要分布在靠近转动点很小的范围内，受

压区宽度约为２０～３０ｍｍ．

２．２　局部压应力分布

以试件Ｓ１６５．５０．１的有限元模型计算结果为例进行

说明．柱底在承台接触投影面积范围内，分别提取３个平行

于加载方向的纵剖面１１，２２和３３（图５），截面间隔为１００

ｍｍ．在水平荷载达到峰值状态下，３个不同截面位置的承

台局部压应力分布曲线，如图９（ａ）所示．在不同位移角下，

１１截面处的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曲线，如图９（ｂ）所示．

由图９（ａ）可知：在０～３００ｍｍ范围内，由于柱脚抬起，

承台的压应力基本接近于０，水平位置越接近４００ｍｍ处，

压应力就越大．柱身是箱型截面，由于剪力滞后效应，承台

中心位置所受的压应力相对较小，靠箱型外边缘的１１截

面压应力最大．后续分析均以１１截面对应的局部压应力数据进行讨论．

　　（ａ）不同截面压应力　　　　　　　　　　　　　　　（ｂ）不同位移角幅值

图９　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由图９（ｂ）可知：随着加载位移角的增大，柱底承台压应力的最大值也相应增大，１／２０位移角下，柱

底边缘处局部压应力达到最大值，约为１２０ＭＰａ．可见，最不利状态下的承台局部压应力远远超过承台

２４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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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强度，应该做好防止局压破坏的构造处理．考虑到局部压应力的分布面积较小，且承台混凝土局

压强度高于其抗压强度，建议在柱底承台表面局部设置一层厚度为４～６ｍｍ的钢板．根据试验结果
［１５］

可知，该构造在轴压比狀≤０．２时，承台出现局压破坏．由图９（ｂ）还可知：当位移角小于１／３５时，局压应

力基本呈线性分布；当位移角大于１／２５后，局压应力近似为抛物线分布．该分布形式可为后文理论计算

公式的提出作参考．

３　参数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设计参数对承台最大局压应力的影响规律，并对最大局压应力计算公式的提出提供

数据参考，采用精细化有限元模型进行参数分析．

３．１　轴压比

柱身承担的轴力大小是影响试件柱底承台压应力的主要因素．参照钢筋混凝土柱轴压比的定义，计

算ＩＲＲ柱的设计轴压比狀，即

狀＝犉／（犳ｙ犃）． （１）

式（１）中：犉为ＩＲＲ柱承担的轴力设计值；犳ｙ为钢材屈服强度设计值，取犳ｙ＝犳ｙｋ／１．１，犳ｙｋ为钢材屈服强

度试验值；犃为ＩＲＲ柱横截面的面积．

当不同参数的试件水平位移达到１／２０位移角时，提取其１１截面处的压应力最大值，得到轴压比

对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的影响，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σｍａｘ为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犱为阻尼器厚度．由

图１０可知：局部压应力最大值随轴压比的增加而增加，增加速度随着轴压比的增大而减小，局部压应力

最大值已超过３００ＭＰａ，可见混凝土承台已经不能满足局部承压的需求，必须进行构造加强．

由图１０还可知：当试件轴压比从０．１增加到０．４时，阻尼板厚度为８ｍｍ的试件的承台局部压应

力最大值由原先的１０１．１ＭＰａ变为２７６．０ＭＰａ，增加了１７２．９％；阻尼板厚度为１６ｍｍ的试件的承台

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由原先的１２０．８ＭＰａ变为２９３．４ＭＰａ，增加了１４２．９％．

３．２　阻尼器厚度

不同阻尼器厚度对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的影响，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知：在相同的轴压比下，

随着阻尼器厚度的增加，承台最大压应力值基本呈线性增大，但增加幅度较小；当轴压比为０．２，０．３时，

阻尼器厚度从８ｍｍ增加到２０ｍｍ，承台最大局部压应力分别增加了１４．３％和４１．２％，其余厚度的阻

尼器对应的试件承台最大局部压应力的增长范围均在该区间内．

　图１０　轴压比对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的影响　　　　图１１　阻尼器厚度对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ｎ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ａｍｐ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３．３　承台材料的弹性模量

为防止承台的局压破坏，工程中一般根据最大局压应力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承台构造．局压应力较

小时，可以直接采用素混凝土；局压应力较大时，可在混凝土中局部设置多层钢筋网片，或者设置钢垫

板．在有限元分析时，承台简化成单一弹性材料，不同的工程构造反应在模型中即为弹性模量的差异，而

不同的弹性模量在相同的局压力下，会导致承台上表面局压面积的不同，进而导致最大局部压应力的不

同．选取Ｃ３０混凝土和Ｑ３４５钢材的弹性模量作为上、下限进行计算并对比．材料弹性模量对承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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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材料弹性模量对承台局部

压应力最大值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ｏｃ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压应力最大值的影响，如图１２所示．

由图１２可知：尽管承台定义的弹模数值差异较大，所

提取的最大压应力差异并不显著，个别数值存在较大的跳

动，但均不超过１５％的差值范围．

轴压比为０．５的试件在位移角超过３／１００时，柱角处

单元的塑性应变累积大于０，即柱子开始发生塑性损伤．因

此，在提取的计算公式中，轴压比为０．５的试件不纳入考虑

范围．

４　最大局部压应力的计算公式

４．１　局部压力

按照“强柱弱阻尼器”原则设计的ＩＲＲ柱在最大承载

力状态下，塑性变形集中在钢板阻尼器的水平条带板上，条

带板处于弯曲和拉压复合受力状态．其他部件均处于弹性受力阶段，与条带板充分发展的塑性变形相

比，其弹性变形可以忽略．假设水平条带板的弯曲和拉压变形可以单独考虑，并将其简化为一维杆件，弯

曲变形集中于杆件两端的０长度弯曲塑性铰上，拉压变形均匀分布于一维杆件上，其他部位均等效为刚

体，建立的ＩＲＲ柱简化受力分析模型，如图１３所示．图１３中：犪为钢柱柱宽；犫为柱身连接板宽度；犔为

条带板长度；犎 为钢柱高度；犪犻为承台上表面到水平条带板形心距离，犻为条带板编号，犻＝１，２，…，８；δ犻

是条带板的拉伸变形；α为柱底面与承台夹角；δ为柱脚抬起高度；狓犻和狔犻分别为第犻条条带板与柱身

相连一侧在狓和狔方向上的变形．

　　（ａ）整体模型　　　　　　　　　　　　　　　（ｂ）局部几何关系示意图

图１３　ＩＲＲ柱简化受力分析模型

Ｆｉｇ．１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ＲＲｃｏｌｕｍｎ

塑性变形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所有塑性铰均可发挥其塑性弯矩，由于条带板截面相同，塑性弯矩大

小一致，因此，弯曲变形不影响竖直方向的力平衡．

由竖直方向的力平衡计算，可得柱底对承台的局部压力为

犉ｌ＝∑犉ｙｖ＋犉， （２）

犉ｙｖ＝犉ｙ犻ｓｉｎα犻． （３）

式（２），（３）中：犉ｌ为柱底承台局部压力；犉ｙｖ为阻尼器条带板的屈服承载力在竖直方向的分量；α犻是水平

条带板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犻是阻尼器条带板的编号；犉ｙ 是阻尼器条带板的轴向拉压屈服承载力，取

犉ｙ＝犳ｙ犱犅，犅是阻尼器水平条带板的截面高度．

对于图１３中柱脚抬起侧，即左侧的钢板阻尼器水平条带板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计算式为

狓犻＝犪犻ｓｉｎα＋（犪＋犫）（１－ｃｏｓα）， （４）

狔犻＝犪犻（ｃｏｓα－１）＋（犪＋犫）ｓｉｎα， （５）

α犻＝ｔａｎ
－１ 狔犻
狓犻＋（ ）犔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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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５）中：犪＝Δ／犎，根据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ＩＲＲ柱达到峰值承载力时，犪近似取１／２０．

对于图１３中柱脚抬起另一侧，即右侧的钢板阻尼器水平条带板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计算式为

狓犻＝犪犻ｓｉｎα＋犫（ｃｏｓα－１）， （７）

狔犻＝犪犻（１－ｃｏｓα）＋犫ｓｉｎα， （８）

α犻＝ｔａｎ
－１ 狔犻
犔－狓（ ）

犻

． （９）

将ＩＲＲ柱的设计参数代入式（１）～（９）中，即可求得承台的局部压力．

４．２　局部压应力最大值

得到局部压力后，计算局部压应力最大值需要确定两个因素，即局压区面积和压应力分布规律．假

设承台沿加载方向的局部受压区高度为ξ，局部压应力分布曲线用多项式表达．局部受压区应力分布简

图１４　局部受压区应力分布简化图

Ｆｉｇ．１４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ｚｏｎｅ

化图，如图１４所示．

根据有限元计算结果，确定峰值荷载状态下，不同参数试

件局部受压区域受压区高度的有限元计算结果，如图１５所

示．由图１５可知：柱底承台局压范围内的受压区高度跟阻尼

器厚度和轴压比大致呈线性关系，具体数值在１２～１７ｍｍ．经

双参数线性拟合可得ξ的计算式为

ξ＝１０．９３狀－０．０５４３８犱＋１２．２． （１０）

式（１０）中：０．１≤狀≤０．４；８ｍｍ≤犱≤２０ｍｍ．

假设受压区的压应力分布曲线形状分别为三角形、二次

抛物线形、三次抛物线形和矩形．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的计

算式为

σｍａｘ＝
犉ｌ
４００犽ξ

． （１１）

（ａ）阻尼器厚度　　　　　　　　　　　　　　　　　　　　（ｂ）轴压比

图１５　局部受压区受压高度的有限元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ｎ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１６　η的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η

式（１１）中：犽为压应力分布系数，三角形、二次抛物线、三次

抛物线和矩形的压应力分布系数分别取１／２，２／３，３／４，１．

定义承台最大局部压应力计算值与有限元分析值的比

值η为

η＝σｃａｌ／σＦＥＡ． （１２）

式（１２）中：σｃａｌ为式（１）～（１１）计算所得承台最大局部压应

力；σＦＥＡ为有限元模型的最大局部压应力计算结果．

将不同试件参数代入式（１）～（１２）中，计算得到６４个

试件的η值，如图１６所示．图１６中：犓 为试件个数；η为η
的平均值；犆Ｖ 为离散系数．

由图１６可知：假设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曲线为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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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二次抛物线、三次抛物线和矩形，计算得到η的平均值分别为２．００，１．５０，１．３３和１．００；采用矩形分

布假设计算所得的结果与有限元吻合良好，其离散系数仅为６．２１％，可供工程实践和后续研究参考．

５　结论

采用有限元方法，对ＩＲＲ柱柱底承台承载力极限状态下局部压应力的分布规律进行研究，得到４

点主要结论．

１）轴压比是影响试件柱底承台压应力大小的主要参数．随着轴压比的增大，柱底承台压应力值显

著增大．当试件轴压比从０．１增加到０．４时，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增加了１４２．９％～１７２．９％．

２）阻尼器厚度从８ｍｍ增加到２０ｍｍ时，承台局部压应力最大值增加了１４．３％～４１．２％．

３）承台材料的弹性模量对局部压应力分布影响不显著．

４）通过与有限元计算结果的对比，提出ＩＲＲ柱柱底承台局部压应力计算模型，可为性能可恢复摇

摆柱的承台局压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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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板闸遗址受力性能的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张承文，淳庆

（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６）

摘要：　为了解具有复杂形式和结构的淮安板闸遗址受力性能，采用ＦＲＡＮＣ３Ｄ和ＡＮＳＹＳ软件对淮安板闸

遗址进行非线性有限元计算，研究存在初始裂缝的板闸遗址主体的受力及其周边土体的应力分布．研究结果

表明：对于考虑含初始裂缝的板闸有限元模型，根据 Ｍ积分法计算得到应力强度因子和Ｊ积分，并使用最大

周向应力准则预测裂缝结果；在工况组合“自重＋填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淮安

板闸主体结构曲率变化处的斜向裂缝，将会持续以下端开裂早于上端开裂的趋势，保持扭转撕裂的形式发展．

对板闸遗址主体结构与周边土体进行参数分析，得出极限应力与板闸弹性参数、土体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型参

数、板闸与土体间摩擦系数、附加荷载值之间的关系；同时，给出板闸遗址背部填土的较优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

型参数区间，即粘聚力为１２～２０ｋＰａ，内摩擦角为１０°～２０°，膨胀角／内摩擦角的比值为０～０．３，此时附加荷

载增大对板闸遗址的应力提高效应较不敏感．

关键词：　淮安板闸遗址；受力性能；Ｍ积分法；最大周向应力准则；有限元模型；建筑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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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淮安市淮安板闸遗址经过两次抢救性挖掘后呈现了原貌
［１］．遗址保存状况

良好，年代明确，遗迹丰富，为世界遗产———京杭大运河增添新的重要内涵，同时对研究明清水利史、运

河史、明清两代税收史、古代水利工程学、古建筑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水

闸结构和古代砖砌遗址已有一些研究［２?４］．谭波等
［５］应用有限元方法，考虑土体变形、位移，以及土与墙

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合理分析卸荷挡墙的土压力分布，并以卸荷板长度和位置为优化参量进行结构

优化设计．淳庆等
［６］对泰州水关遗址进行残损分析，并通过有限元模拟分析其结构性能找出其隐在的

病害；司海宝等［７］利用双屈服面土体本构模型对遮帘式板桩码头三维数值计算展开研究，并探讨该新型

码头结构与地基土体间相互作用、墙身与桩体的变形等因素间关系；肖瑶等［８］提出了一种考虑岩土体力

学参数自然劣化规律的双折减系数强度折减法和综合安全系数计算方法；芮瑞等［９］研究了考虑墙壁摩

擦影响的挡土墙主动土压力分布特性；李永庆［１０］基于极限平衡理论的基本力学原理，推导出粘性土与

无粘性土情况下的有限土体土压力公式，并推导了滑裂角的关系式；Ｔａｎｇ等
［１１］基于现场实测的三维有

限元模型对板桩墙侧土压力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桩身性能的变化；Ｃａｐｉｌｌｅｒｉ等
［１２］对采用垂直预制

混凝土面板和聚合物带的机械稳定土墙（ＭＳＥＷ）在谐波荷载作用下的动力性能进行了分析；Ｈａｍｄｅｒｉ

等［１３］建立了能够模拟弯道转角的三维有限元模型，指出钢筋刚度和土体模量对砌块的分离和开裂是有

显著影响的．

综上，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对现代水闸、现代挡土墙与土体等进行了研究［１４?１７］，而对古代板闸遗

址的结构性能研究鲜有报道．淮安板闸遗址是典型的明清官式做法，与现代水闸在形制、结构、构造和

工艺上均有明显的不同．为了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必须先弄清楚其结构性能．基于上述，本文综合

考虑板闸周边土体分布情况，建立板闸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非线性计算，并对板闸遗址主体与周边土体

进行参数分析，研究极限应力与板闸弹性参数、土体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型参数、板闸与土体间摩擦系

数、附加荷载值间的关系．

１　数值计算

１．１　计算依据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板闸遗址总占地面积约为２６００ｍ２（含闸墩），实际发掘面积为４４５ｍ２（以闸底

计算）．板闸全长为５７．８ｍ，宽为６．２～５６．２ｍ，残高为５．２～７．８ｍ．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条石之间灰浆

采用石灰加糯米汁制作．现场照片与剖面图，如图１所示．

参考《板闸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工程编号：１７１３０２），遗址场地内的土层由上而

下依次为填土（平均厚约为２．４７ｍ）、粉土（平均厚约为１．７７ｍ）、粉土夹淤泥质黏土（平均厚约为４．１５

ｍ）、黏土（平均厚约为１．８３ｍ）等．本场地为相对稳定区，属稳定场地．场地内布设了较多木桩，主要起

加固地基和稳定土层作用．根据该地质勘察报告，分析时保守取：填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为１４０ｋＰａ，粉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１００ｋＰａ，粉土夹淤泥质黏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为９０ｋＰａ，黏土层的桩土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１４０ｋＰａ．

１．２　有限元模型建立

根据现场调查与分析，板闸主体结构由板闸侧墙和夯土复合承重，较为复杂，且残损严重，整体性

差．为方便建模计算，作如下假定：对孔洞等进行补砌，将墙体简化为各向同性连续均质材料
［１８］．几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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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现场照片　　　　　　　　　　　　　　　　　（ｂ）板闸剖面图　　　　　　

图１　淮安板闸遗址

Ｆｉｇ．１　Ｈｕａｉ′ａｎＷａｔｅｒＧａｔｅＳｉｔｅ

观尺寸按现场实际测绘取值，内部尺寸按勘查结果．即近似按双轴对称考虑，取主体结构整体的１／４建

立模型．有限元网格，如图２所示．单元类型为Ｓｏｌｉｄ９５单元（侧墙后第一层为填土层、侧墙后第二层为

粉土层和侧墙后第三层及墙下部为黏土层，采用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型）和Ｓｏｌｉｄ６５单元（侧墙主体结构，

采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ａｒｎｋｅ模型，考虑开裂和压溃），单元边长约为０．５ｍ，单元数目约为５．２万．

　（ａ）整体　　　　（ｂ）主体结构　　　　（ｃ）填土　　　　　　（ｄ）粉土　　　　　　　（ｅ）黏土　　

图２　有限元网格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ｇｒｉｄ

在计算模型中，模型水位按设计水位０．５ｍ取值，水压力（侧压力）作为面荷载直接加在主体结构

上，填土上的附加堆载取１０ｋＰａ（考虑游客和附加建筑小品等）．

对主体结构在４个工况组合作用下的裂缝、变形和应力及地基应力，进行如下４个方面的非线性分

析．１）自重＋土压力．主要模拟土体侧推力的影响．２）自重＋土压力＋附加堆载．主要模拟土体侧推

力及附加堆载的影响．３）自重＋土压力＋水压力．主要模拟土体和地下水的侧推力影响．４）自重＋土

压力＋水压力＋０．７５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主要考虑２），３）的组合影响．模拟土体和地下水的侧推力与

附加堆载的组合，附加堆载考虑适当的折减．

考虑闸体与土体间的接触，结合检测数据、地勘报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与文献［１９］，并按偏保守的

原则取值，板闸遗址主体材料和板闸遗址周边土体参数分别如表１，２所示．表１，２中：γ为容重；犈Ｐ，犈Ｆ

分别为板闸和填土的弹性模量；ν为泊松比；犳ｒｋ为抗压强度；犳ｔ为抗拉强度；ψｏ 为开口裂缝剪切传递系

数；ψｃ为闭口裂缝剪切传递系数；为粘聚力；φ为内摩擦角；θ为膨胀角；μ为墙土间摩擦系数．

表１　淮安板闸遗址主体的材料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ｉｎｂｏｄｙｏｆＨｕａｉ′ａｎＷａｔｅｒＧａｔｅＳｉｔｅ

分析对象 γ／ｋＮ·ｍ３ 犈Ｐ／ＧＰａ ν 犳ｒｋ／ＭＰａ 犳ｔ／ＭＰａ ψｏ ψｃ

板闸主体 ２２．０ １．３１８ ０．２ １．３５ ０．０７ ０．５ ０．９

表２　淮安板闸遗址周边土体的材料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ｒｏｕｎｄＨｕａｉ′ａｎＷａｔｅｒＧａｔｅＳｉｔｅ

土体 γ／ｋＮ·ｍ３ 犈Ｆ／ＭＰａ ν ／ｋＰａ φ／（°） θ／（°） μ

填土 １８．８ ４６．０ ０．３５ ８．３ ２７．６ ０ ０．３

粉土 １８．８ ５５．０ ０．３５ １３．０ ２４．６ ０ ０．３

黏土 １９．０ ４０．０ ０．３５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３

１．３　有限元分析结果

本有限元模型建立时，各参数取值尽量贴近了实测值，可以认为 Ａｎｓｙｓ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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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析要求．根据计算结果，对主体结构最不利的是工况组合４（自重＋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倍的

（ａ）所有裂纹分布

设计堆载），其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ａ）可知：覆土后，在７．５ｋＰａ的附加堆载和最高设

计水位的共同作用下，裂缝长度扩展，且三级裂缝继续发展，

未出现压碎区域（图３（ｂ））．从第一主应力的云图（图３（ｃ））可

见：拉应力依然较大，裂缝会继续出现；主体结构的侧向变形

较小（图３（ｄ）），整体位移在１１ｍｍ左右．从图３（ｅ）～（ｇ）可

知：填土的Ｓ３值变大，但依然满足要求．粉土出现压溃区，压

溃高度为１ｍ左右；墙体附近黏土Ｓ３应力较大，且压溃区扩

（ｂ）Ｓ３（ＭＰａ）云图　　　　　　（ｃ）Ｓ１（ＭＰａ）云图　　　　　　（ｄ）Ｕｓｕｍ（ｍｍ）云图

（ｅ）填土Ｓ３（ＭＰａ）云图　　　　　　（ｆ）粉土Ｓ３（ＭＰａ）云图　　　　　　（ｇ）黏土Ｓ３（ＭＰａ）云图

图３　工况组合４的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４

大，需要采取可靠的措施来保证土层稳定性．从图３可知：该工况组合下结构出现多级较大裂缝，且裂缝

多出现在闸体的拐角处（曲率最大处）；裂缝会削弱结构的整体性，降低材料耐久性，带来安全隐患，可能

会引起修复后结构局部区段的再次破损．

图４　闸体存在多处缝隙与裂缝

Ｆｉｇ．４　Ｇａｐｓ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ｓｉｎｓｉｔｅｂｏｄｙ

２　考虑初始裂缝的影响

２．１　带初始裂缝的有限元模型建立

根据现场勘察，闸体多处存在开裂现象，如图４所示．初始裂

缝会对结构起到削弱作用，为研究初始裂缝对板闸结构受力性能

的影响，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文中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闸体拐

角处（曲率最大处）———最不利裂缝（裂缝直径为２５０ｍｍ，斜向裂

缝）作为初始裂缝，建立板闸遗址在工况组合４（自重＋土压力＋

水压力＋０．７５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的有限元模型．

在三维裂纹分析软件ＦＲＡＮＣ３Ｄ中进行子模型划分，裂缝插入与子模型网格划分，考虑初始裂缝

的有限元模型如图５所示．

２．２　线弹性断裂分析

首先把主体材料设置为线弹性，通过计算板闸主体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探究其线弹性断裂特

性．Ｃｈｕｎ等
［２０］研究表明，采用Ｍ积分法计算的应力强度因子有较高精度．因此，文中采用Ｍ积分法进

行计算，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犕 为应力强度因子；犱为归一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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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裂缝位置与子模型　　　　　（ｂ）子模型与裂缝尖端处网格　　　　　（ｃ）子模型的空间位置

图５　ＦＲＡＮＣ３Ｄ中插入典型裂缝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ＮＣ３Ｄｍｏｄｅｌ

　　（ａ）张开型裂纹（Ⅰ型）　　　　　　　（ｂ）滑开型裂纹（Ⅱ型）　　　　　　（ｃ）撕开型裂纹（Ⅲ型）

图６　采用 Ｍ积分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图７　采用 Ｍ积分法计算Ｊ积分

Ｆｉｇ．７　Ｊ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６可知：闸体拐角处的斜向贯穿裂缝为Ⅰ，Ⅱ，

Ⅲ型复合裂纹，且根据Ｋ判据，裂纹尖端归一化距离为

０．５处有着最小的应力场，而Ａ，Ｂ端有最大且方向相反

的应力场．可以预见，最终产生的扩展裂纹面将因为三

种裂缝混合影响而表现出非平面性质．

２．３　弹塑性断裂分析

设置主体材料为非线性，考虑一定的材料弹塑性，

采用Ｍ积分法计算裂纹的Ｊ积分，从能量的角度确定弹

塑性裂纹体的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奇异性的程度，如

图７所示．从图７可知：Ｊ积分也表现出以裂纹尖端归一

化距离０．５处为应力场极小值点的特性．说明板闸主

体该处的裂缝发展将更偏向 Ａ，Ｂ两端，而沿着裂纹尖

端往中间的发展逐渐减弱———在０．５距离处达到峰值．研究结果表明：裂缝的出现使得板闸主体应力场

（ａ）扩展裂缝形状　　（ｂ）裂缝面扭转　　（ｃ）扩展裂缝

　　　　　　　　　　　　　　　　　　　形状内部剖视图

图８　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的裂纹扩展

Ｆｉｇ．８　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更加复杂，且容易发生提前破坏，由此使得结

构主体承载力下降．

２．４　裂纹扩展与分析

文献［２０］比较了多种裂纹判据的计算精

度与计算速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最大周向应

力准则作为断裂判据有着更高的计算效率．因

此，文中利用 Ｍ 积分法进行应力强度因子计

算，并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作为判据，进行

裂纹扩展预测，如图８所示．

综合考虑图６～８，结果表明裂缝中Ｂ端

张开型裂缝趋势越来越大，整体来看滑开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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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贡献度基本和扩展前保持一致，而撕开型裂缝则逐渐沿前端趋于同一值．这说明整体裂缝将会持续

以Ｂ端更快开裂的速度（这一点从图７扩展后Ｊ积分曲线也可以看出），以扭转撕裂的形式继续发展（图

８的裂纹形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因此，在考虑初始裂缝的情况下，板闸遗址本体在工况组合４（自重＋

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会继续扩展，存在结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对该裂

缝进行加固处理．

３　影响结构性能的参数分析

由于本次保护工程主要是针对板闸遗址主体和填土，因此在有限元模型中将板闸遗址主体结构改

回弹性结构，使用预处理共轭梯度（ＰＣＧ）算法，基于多核高强性能的设备，综合现场实测合理确定分析

域，进行了３８０种不同工况组合下的计算分析．探究了板闸弹性参数、填土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型参数、

板闸与土体间摩擦系数、附加荷载值，以及板闸主体第一、第三主应力及各层土第三主应力最大值间的

图９　板闸弹性模量与板闸

主体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ｉｌ

关系．计算时除了进行分析的参数摄动变化，其余参数与前文静

力分析时取值一致．

３．１　单参数影响

３．１．１　板闸主体弹性模量　板闸弹性模量（犈Ｐ）对淮安板闸遗址

及其周边土体极限应力（σ）的影响，如图９所示．从图９可知：板

闸主体弹性模量的改变对土体极限承载力影响较小，弹性模量多

阶提高后土体应力仅在３．７％左右的增幅；而对于板闸主体的第

一主应力值与第三主应力值均呈现出了近似线性的增长，第一主

应力每阶增幅约为２１％，第三主应力每阶增幅约为８％．这是由

于随着主体自身刚度增大，其分摊受力也随着提高，因此表现出

了这样的性质．

３．１．２　填土容重　填土容重（γ）对淮安板闸及其周边土体极限

应力（σ）的影响，如图１０所示．从图１０可知：填土的容重改变对

黏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填土应力变化近似为线性增

长，最大增幅为４６．３４％；板闸第一与第三主应力及粉土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容重变大表现出近似线性增

长趋势．

３．１．３　填土弹性模量　填土弹性模量（犈Ｆ）对淮安板闸及其周边土体极限应力（σ）的影响，如图１１所

示．从图１１可知：填土的弹性模量改变对填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从增幅来看，板闸第一与

第三主应力及粉土与黏土应力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弹性模量，表现出前期非线性减小后期逐渐趋于平缓

变化的模式．其中，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值前期非线性减小总幅度约为２４．６８％，后期平稳段仅为６％，

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值前期非线性减小总幅度约为１０．６７％，后期平稳段仅为２．３０％．

　　图１０　填土容重与板闸主体　　　　　　　　　图１１　填土弹性模量与板闸主体

　　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关系　　　　　　　　　　　　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ｉｌ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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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

３．２　双参数共同影响

３．２．１　堆载闸土间摩擦系数　附加堆载（犘）与板闸和

土体间摩擦系数（μ）共同作用对淮安板闸遗址及其周边

土体极限应力（σ）的影响，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云图

颜色表示应力区间，投影等值线表示使得应力进入该区

间内对应堆载与摩擦系数间关系．

由图１２（ａ）可知：板闸第一主应力最大值随着摩擦

系数升高而减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从云图曲面曲

率变化可知，大荷载下摩擦系数增大对第一主应力削弱

较大，比小荷载下的削弱效果多达２．８倍；而从云图等

（ｂ）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　　　　　　　　　　　（ｃ）填土第三主应力

（ｄ）粉土第三主应力　　　　　　　　　　　（ｅ）黏土第三主应力

图１２　堆载闸土间摩擦系数共同作用对板闸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ａ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ｉｌ

值线包络面积可知，绿色等值线左侧面积明显小于右侧，而其应力变化幅度却大于右侧，由此证明进入

大荷载后应力急剧增长的趋势．

由图１２（ｂ），（ｄ），（ｅ）可知：板闸，粉土和黏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

似．即随着摩擦系数增大，第三主应力减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摩擦系数对第三主应力

影响显著．

由图１２（ｃ）可知：对于填土第三主应力而言，堆载和摩擦系数的单一影响与上述结论相同，但是其

应力等值线由近似的直线变为了曲线．这表明堆载和摩擦系数的共同作用对填土第三主应力影响有所

不同．即当摩擦系数＜０．３时，进入同一应力区间所需荷载大小随着摩擦系数变小而减小．说明摩擦

系数变化在０～０．３内对荷载应力关系影响较大，这个趋势在摩擦系数＞０．３后趋于平缓．

３．２．２　堆载填土粘聚力　附加堆载（犘）与填土粘聚力（φ）共同作用对淮安板闸及其周边土体极限应

力（σ）的影响，如图１３所示．图１３中：云图颜色表示应力区间，投影等值线表示使得应力进入该区间内

对应堆载与粘聚力间关系．

由图１３（ａ）可知：板闸第一主应力最大值随着粘聚力升高而减小，最终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变化；随

着堆载升高而增大．从云图曲面曲率变化可知，大荷载下粘聚力减小对第一主应力增幅较大，比小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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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

下的增幅效果多达３．３倍；而从云图等值线包络面

积可知，天蓝色等值线（０．８５ＭＰａ）左侧面积明显小

于右侧，而其应力变化幅度却大于右侧，由此证明进

入大荷载后应力急剧增长的趋势．云图的等值线变

化表明：当粘聚力＜１２ｋＰａ左右时，粘聚力的细微改

变对荷载应力关系有显著影响，这个趋势在粘聚力

＞１２ｋＰａ后逐渐趋于平缓．

由图１３（ｂ），（ｄ），（ｅ）可知：板闸、粉土和黏土的

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

似．即随着粘聚力减小，第三主应力增大，随着堆载

（ｂ）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　　　　　　　　　　　　（ｃ）填土第三主应力

（ｄ）粉土第三主应力　　　　　　　　　　　　（ｅ）黏土第三主应力

图１３　堆载填土粘聚力共同作用对板闸主体及其周边土体应力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ａｄ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ｉｌ

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的粘聚力对第三主应力影响显著，进入小粘聚后应力变化显著．

由图１３（ｃ）可知：对于填土第三主应力而言，随着粘聚力减小，第三主应力也略微减小，但总体减小

幅度很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的粘聚力对第三主应力影响略有加强效果，进入小粘聚

后的应力变化效应加强但幅度很小．整体而言，填土粘聚力对填土自身第三主应力影响幅度较小，同一

荷载下，粘聚力变化导致的应力变化幅度约为０．５％．

３．３　多参数共同影响

附加堆载与填土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型参数间共同作用，如图１４～１８所示．图１４～１８考虑四阶相互

影响效应，影响第一层设为附加堆载（犘），次层设为填土粘聚力（φ），第三层设为填土内摩擦角（），最后

一层设为填土膨胀角（θ），以此建立五维数据分析图．图１４～１８中：颜色表示应力分布情况，时间线表示

荷载变化．

由图１４可知：板闸第一主应力最大值随着膨胀角升高而增大．在小荷载，内摩擦角为５°～２５°时，随

着内摩擦角增大，第一主应力值减小；在内摩擦角为２５°～３０°时，随着内摩擦增大，第一主应力值增大．

大荷载时，随着内摩擦角增大，第一主应力逐渐减小．总体而言，大荷载作用下，填土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模

型参数对应力值影响较大，极值变化幅度约为小荷载作用下的９．６７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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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多参数对板闸主体第一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ｍ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ｇａｔｅｂｏｄｙ

图１５　多参数对板闸主体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ｍ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ｉ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ｇａｔｅｂｏｄｙ

由图１５可知：在小荷载，内摩擦角为５°～１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板闸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内摩

擦角为１０°～３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板闸第三主应力值增大；在大荷载时，随着膨胀角增大，板闸第三

主应力值减小，板闸第三主应力随着内摩擦角增大而减小．总体而言大荷载作用下，填土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

ｅｒ模型参数对应力值影响较大，极值变化幅度约为小荷载作用下的６倍左右．

由图１６可知：在小荷载，内摩擦角为５°～２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增大；在内摩

擦角为２０°～３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大荷载，内摩擦角为５°～１０°时，随着

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内摩擦角为１０°～２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增

大；在内摩擦角为２０°～３０°时，随着膨胀角增大，填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小荷载时，随着内摩擦角增

大，第三主应力随之增大；而在大荷载时，填土第三主应力在内摩擦角为２０°时取极大值．大粘聚力下，

填土第三主应力变化较小，其第三主应力值约在小粘聚力下内摩擦角２０°～２５°附近的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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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多参数对填土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ｍ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ｉ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ｌｌｓｏｉｌ

图１７　多参数对粉土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７　Ｃｏｍｍ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ｉ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ｓｉｌｔｓｏｉｌ

由图１７可知，除个别参数下应力微小浮动外，膨胀角增大，粉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随着内摩擦角

增大，粉土第三主应力随之减小，且在５°～２０°时减小幅度较大，约为２０°～３０°减小幅度的３．９４倍以

上．在小荷载，大粘聚力下，粉土第三主应力变化较小，其第三主应力值约在小粘聚力下内摩擦角２０°～

２５°附近的应力值；在大荷载，大粘聚力下，粉土第三主应力值远小于小粘聚力下的值．

由图１８可知：除个别参数下应力微小浮动外，膨胀角增大，黏土第三主应力值减小．在小荷载时，随

着内摩擦角增大，黏土第三主应力随之减小，且在５°～２０°时减小幅度较大；在大荷载时，内摩擦角增大，

黏土第三主应力先减再增，在２０°附近时取极小值．在小荷载、大粘聚力下，黏土第三主应力变化较小，

其第三主应力值约等于在小粘聚力下内摩擦角２０°～２５°附近的应力值；而在大荷载，大粘聚力下，粉土

第三主应力值大于小粘聚力下内摩擦２０°～３０°时的值，小于５°～２０°的值．

综上所述，当粘聚力较大时，板闸主体与土体随着附加荷载增加，应力增长缓慢．由于内摩擦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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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多参数对黏土第三主应力的共同影响

Ｆｉｇ．１８　Ｃｏｍｍ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ｉ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ｃｌａｙｓｏｉｌ

５°～３０°变化时，不同大小附加荷载情况下，板闸主体与土体的应力变化单调性不同．然而，通过上述分

析可知，内摩擦角在１０°～２０°之间变化时，板闸主体和大部分土体的应力可以达到极小值，且在０～０．３

的膨胀角／内摩擦角比值时，附加荷载增大对板闸遗址的应力提高效应不敏感．

４　结论

采用ＦＲＡＮＣ３Ｄ和ＡＮＳＹＳ软件对淮安板闸进行非线性有限元计算，研究存在初始裂缝状况的板

闸遗址主体受力性能及其周边土体的应力分布．通过影响因素的参数分析，得出如下６点主要结论．

１）对主体结构最不利工况组合是“自重＋填土压力＋水压力＋０．７５倍的设计附加堆载”．此时，结

构出现较多裂缝，影响结构承载力；但结构未出现压碎区，主体结构和填土的受压承载力有较大富余量．

２）采用 Ｍ积分法和最大周向应力准则预测的裂缝结果表明：在工况组合４（自重＋填土压力＋水

压力＋０．７５倍的设计附加堆载）作用下，淮安板闸主体结构曲率变化处的斜向裂缝将会持续以下端开

裂早于上端开裂的趋势，保持扭转撕裂的形式发展．

３）板闸主体弹性模量的改变对土体应力影响较小，对于板闸主体的第一主应力值与第三主应力值

均呈现出了近似线性的增长．填土的容重改变对黏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对填土应力变化近似为线性增

长；而板闸第一与第三主应力及粉土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容重变大，表现出近似线性增长趋势．填土的弹

性模量改变对填土应力值影响很小，对板闸第一与第三主应力及粉土与黏土应力的变化都随着填土弹

性模量，表现出前期非线性减小后期逐渐趋于平缓变化的模式．

４）对于摩擦堆载关系，板闸、粉土和黏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似．

即随着摩擦系数增大应力减小，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摩擦系数对应力影响显著．对于填

土第三主应力而言，堆载和摩擦系数的单一影响与上述结论相同；但摩擦系数以０．３为界，前期增量对

荷载应力关系影响较大，后期趋于平缓．

５）对于粘聚力堆载关系，板闸、粉土和黏土的第三主应力最大值与板闸第一主应力表现性质类

似．随着粘聚力减小，第三主应力增大，随着堆载升高而增大，进入大荷载后的粘聚力对第三主应力影响

显著，进入小粘聚后应力变化显著．粘聚力以１２ｋＰａ为界，前期粘聚力的细微改变对荷载应力关系有

显著影响，后期逐渐趋于平缓．整体而言，填土粘聚力对填土自身第三主应力影响幅度较小．

６）板闸遗址背后的相对较优的填土ＤＰ模型参数范围为：粘聚力为１２～２０ｋＰａ，内摩擦角为１０°～

２０°，膨胀角／内摩擦角的比值为０～０．３，此时荷载增大对板闸遗址的应力提高效应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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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采用了整体式有限元建模的方式对板闸遗址进行结构性能的分析，可为板闸遗址的结构安全

评估和后续板闸遗址，以及周边土体的加固修缮提供依据．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考虑条石间的接

触进行分离式有限元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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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犅狅狅狋狊狋狉犪狆抽样的靖远黄河大桥

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

刘远贵１，徐乐１，赖芨宇１，骆勇鹏１，２

（１．福建农林大学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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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种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方法，从整体和局部的角度评价模态参数

识别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基于动力测试的加速度时程数据，采用协方差驱动随机子空间（ＳＳＩ?ＣＯＶ）法识别不

同测试组的模态参数；引入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法，对多组模态参数识别结果进行犅次重复抽样，得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数据，并通过其概率统计特征值衡量整体不确定性．然后，对单个测试组中不同时间段的识别结果进行重

复抽样，分析并量化单个测试组的模态参数识别的不确定性．最后，以靖远黄河大桥试验数据为例，对靖远黄

河大桥竖向单个及多个测试组下的模态参数进行不确定性量化．结果表明：不同测试组识别的前３阶固有频

率的均值分别为１．５５３９，１．７２０６，２．１６５２，方差分别为０．０７６１，０．０４２９，０．０９６５；单个测试组识别的前３阶

固有频率的均值分别为１．５２６５，１．７８８０，２．３０６０，方差分别为０．０１５３，０．０４９６，０．０１８２；文中方法识别的固

有频率值总体较为稳定．

关键词：　模态参数；不确定性量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协方差驱动随机子空间法；稳定图；靖远黄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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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ｗｅ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１．５５３９，１．７２０６ａｎｄ２．１６５２，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０．０７６１，０．０４２９ａｎｄ０．０９６５．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ｉｒｓｔ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ｓｉｎｇｌｅ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５２６５，１．７８８０，

ａｎｄ２．３０６０，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０．０１５３，０．０４９６ａｎｄ０．０１８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ｉｓｍｅｔｈ

ｏｄ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ｔａｂｌ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ｏｄ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ｄｒｉｖｅ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ｒｉｄｇｅ

模态参数是结构的基本动力参数之一，可用于荷载识别、损伤诊断、模型修正及既有结构状态评估

等方面［１］．常用的模态参数识别方法有频域法、时域法和时频分析３类．基于随机子空间的模态参数识

别是时域模态参数识别中较为常用的方法．该方法可直接作用于时域数据，无需转化为频域数据，避免

频率分辨率误差的问题［２］．由于结构动力测试受仪器精度、测量误差、噪声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模态参数

识别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３］，从而影响结构荷载识别、损伤诊断及状态评估结果的精度．因此，如何

有效地评估模态参数识别结果的可信程度引起学者的关注．蒲黔辉等
［４］采用特征系统实现算法，对整个

模态识别算法进行摄动分析，从而确定模态参数对测量误差的灵敏度．秦世强等
［５］通过构建模态参数置

信区间的方法衡量模态参数的不确定度．易伟建等
［６］采用贝叶斯方法研究模态参数的不确定性．Ｄｈｌｅｒ

等［７］提出一种有效估计模态参数协方差的算法，通过一阶摄动分析对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

Ｈｅｒｒｅｒａ等
［８］研究模态参数在１年内的数据监测变化，并对识别结果进行量化．上述方法是在假设模态

参数服从的概率分布函数及分布参数已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评估．然而，在实际振动测试中，由于观测数

据有限及激励荷载的不确定性，观测数据样本服从的概率分布往往未知，当人为假设的概率分布与实际

不符时，模态参数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将受到影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是一种有返还的再抽样统计方法，可用于总体分布未知或统计量分布未知时的参数推

断，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上述问题，但该方法在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少见．

Ｆａｒｒａｒ等
［９］采用蒙特卡罗（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对模态参数置信区间的算法进行比较，通过

模态参数估计算法，得到模态参数集合，从而得到其统计分布．Ｃｈａｕｈａｎ等
［１０１１］将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引入

模态参数估计过程中，阐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特点及其在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中的应用可行性．

Ｙａｇｈｏｕｂｉ等
［１２］联合相关分析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实现模态参数自动估计，提高参数识别的精度和自动

化程度．本文采用协方差驱动随机子空间（ＳＳＩＣＯＶ）法对靖远黄河大桥的模态参数进行识别，并引入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分别从整体和局部对靖远黄河大桥的模态参数识别结果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１　基本理论

１．１　系统状态空间模型

结构系统振动方程可描述为

犕̈狇（狋）＋犆狇（狋）＋犓狇（狋）＝犅ｃ狌（狋）． （１）

式（１）中：犕，犆，犓分别为系统的质量矩阵、阻尼矩阵和刚度矩阵；̈狇（狋），狇（狋），狇（狋）分别为狋时刻的加速

度、速度和位移向量；犅ｃ为激励的位置向量；狌（狋）为激励．

在环境激励下，实测数据总是离散的，应将连续的状态空间方程离散化，即

狓犽＋１＝犃狓犽＋犠犽，　　狔犽＋１＝犆ｃ狓犽＋犞犽． （２）

式（２）中：狓犽＋１，狔犽＋１分别为犽＋１时刻系统的状态向量和输出向量；犃为状态矩阵；犆ｃ为输出矩阵；狓犽 为犽

时刻系统的状态向量；犠犽，犞犽 分别为零均值的过程噪声和测量噪声，且互不相关．

１．２　随机子空间识别理论

随机子空间（ＳＳＩ）法是一种时域内线性系统识别算法
［１３］，无需进行傅里叶变换，直接对时程响应数

０６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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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处理，可以有效地从环境激励的结构响应中提取结构模态参数．ＳＳＩ法主要分为数据驱动随机子

空间（ＳＳＩＤＡＴＡ）法与协方差驱动随机子空间（ＳＳＩＣＯＶ）法两类．首先，协方差驱动随机子空间法将输

出数据的协方差组成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矩阵；然后，对该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ＳＶＤ），得到扩展的可观测矩阵和

可控矩阵；最后，利用其性质计算系统的犃和犆ｃ，进而得到结构的模态参数．该算法有以下６个流程．

１）构建Ｈａｎｋｅｌ矩阵，即

犎０｜２犻－１＝
１

槡犼

狔０ 狔１ … 狔犼－１

狔１ 狔２ … 狔犼

  

狔犻－１ 狔犻 … 狔犻＋犼－２

狔犻 狔犻＋１ … 狔犻＋犼－１

狔犻＋１ 狔犻＋２ … 狔犻＋犼

  

狔２犻－１ 狔２犻 … 狔２犻＋犼

熿

燀

燄

燅－２

． （３）

２）根据白噪声均值为零且互不相关的性质，计算输出协方差矩阵犚犻，有

犚犻＝犈［狔犽＋犻狔犽］． （４）

式（４）中：犈为数学期望．

３）将协方差序列组成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矩阵并进行分解，有

犜犾｜犻＝

犚犻 犚犻－１ … 犚１

犚犻＋１ 犚犻 … 犚２

  

犚２犻－１ 犚２犻－２ … 犚

熿

燀

燄

燅犻

＝

犆ｃ

犆ｃ犃



犆ｃ犃
犻

熿

燀

燄

燅
－１

犌 犃犌 … 犃犻－１［ ］犌 ． （５）

式（５）中：犌为下一时刻的状态向量与输出向量的协方差矩阵．

４）对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可得

犗犻＝犝犛犞
Ｔ＝ 犝１ 犝［ ］２

犛１ ０［ ］
０ ０

犞Ｔ
１

犞Ｔ［ ］
２

＝犝１犛１犞
Ｔ
１． （６）

式（６）中：犗犻为系统可观矩阵；犝，犞 均为对协方差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后形成的正交矩阵；犛为奇异值

分解中正奇异矩阵组成的对角阵；犝１，犝２ 均为对应于非零奇异值的左奇异向量构成的正交矩阵；犞１，犞２

均为对应于非零奇异值的右奇异向量构成的正交矩阵；犛１ 为降序的奇异值构成的对角阵．

５）计算得到系统状态矩阵犃和输出矩阵犆ｃ，并对犃进行特征值分解，可得

犃＝ΦΛΦ
－１． （７）

式（７）中：Λ＝ｄｉａｇ（λ犿）∈犆
狀×狀
ｃ ，λ犿 为系统特征值；Φ为系统特征向量．

６）将离散系统转化为原连续系统，系统特征值也相应变化，则由

１

Δ狋
ｌｎλ犿＝犪犿＋ｉ犫犿， （８）

可计算出结构第犿阶模态参数，即

犳犿＝ 犪２犿＋犫
２

槡 犿，　　ξ犿＝
－犪犿

犪２犿＋犫
２

槡 犿

． （９）

式（８），（９）中：Δ狋为采样时间间隔；ｉ为虚数单位；犪犿，犫犿 分别为系统特征值的实部和虚部；犳犿，ξ犿 分别为

第犿 阶的固有频率和第犿 阶的阻尼比．

结构第犿阶模态的观测振型φ犿 是系统状态矩阵犃 的特征向量Φ犿 的可观部分，即

φ犿＝犆ｃΦ犿． （１０）

１．３　模态参数不确定性量化

在传感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需要采用多个测试组分批次进行振动测试，才能获得结构的整体振动

特性．受外界因素、仪器误差影响，基于多组模态测试识别得到的模态参数不尽相同．因此，需有效地评

价每个测试组识别的模态参数的可信度，特别是在测试组有限的情况下，基于有限的数据评价识别得到

１６４第４期　　　　　　 刘远贵，等：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靖远黄河大桥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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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态参数的可信度，并进一步确定结构模态参数的最终结果［１４１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运用模拟再抽样技术代替理论分析，基于有限的试验观测数据，模拟再抽样出大量

符合原数据特征的模拟样本，从而提供足够的样本进行概率统计分析［１６］，避免统计分析对概率分布函

数假定的依赖．因此，提出一种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结构模态参数识别结果不确定性量化分析方法．

该方法有以下４个计算步骤．

步骤１　基于不同测试组的加速时程响应，采用ＳＳＩ方法，可识别到多组模态参数犡＝（狓１，狓２，…，

狓犖），假设其为总体分布犉的一个随机独立样本，样本容量为犖．根据该样本，可构造原始样本的经验分

布函数犉狀（狓），即

犉狀（狓）＝

０，　　狓＜狓（１），

狀１＋狀２＋…＋狀犵
犖

，　　狓（犵）≤狓＜狓（犵＋１）

１，　　狓≥狓（狉）

烅

烄

烆 ．

，　犵＝１，２，…，狉－１， （１１）

式（１１）中：狓（１）＜狓（２）＜…＜狓（狉）是由识别得到的模态参数识别值狓１，狓２，…，狓犖 的分量按从小到大的

顺序排列而成；犵为序号；狀狕（狀１＋狀２＋…＋狀狉＝狀）表示各阶模态参数识别结果出现的频次．

步骤２　从犉狀 中相继地、独立地抽取容量为 犖 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样本犡
＝（狓１ ，狓


２ ，…，狓


犖）．

步骤３　构造统计量，可得第犐个自助样本的均值犕（狓犐 ）和第犐个自助样本的方差犛（狓

犐 ），即

犕（狓犐 ）＝
１

犖∑
犖

犐＝１

犕（狓犐 ）， （１２）

犛（狓犐 ）＝
１

犖∑
犖

犐＝１

（犕（狓犐 ）－犕（狓

犐 ））

２． （１３）

式（１２），（１３）中：犕（狓犐 ）为第犐个自助样本．

步骤４　独立重复犅次步骤２至步骤３，得到犅个统计量值，并计算不同测试组模态参数的均值的

均值犕（狓）及均值的方差犛（狓），有

犕（狓）＝
１

犅∑
犅

犐＝１

犕（狓犐 ）， （１４）

犛（狓）＝
１

犅∑
犅

犐＝１

（犕（狓犐 ）－犕（狓
））２． （１５）

在统计学上，平均值数量等同于描述总体的样本的大小．因此，平均值数量越多，越接近准确的估计

值，即样本规模的增大可以减小方差．以犅个自助样本均值的均值作为频率识别值减少了随机误差，均

值的方差可以反映各测点识别的频率值的整体变异程度和稳定性，方差越大，表明多个测试数据识别的

模态参数的不确定性越大；反之，方差越小，则不确定性越小．

为了评估基于单个测点的数据识别得到的模态参数的不确定性，首先，将单个测试组数据按采样时

间分为犿个时间段，可以得到犿组识别结果；然后，采用上述方法对犿组识别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进一

步评估基于单个测点识别得到的模态参数的可靠性；最后，将单个测点的识别值与多测点的识别值进行

比较，通过均值可以得出结构模态参数识别值的差异程度，通过方差可以分析结构模态参数整体和局部

的离散程度，进而为模态参数识别的准确度和稳定性提供可靠性指标．

２　工程实例

２．１　工程概况

以靖远黄河大桥［１７］环境振动测试为例，验证文中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靖远黄河大桥（图１）为五

跨刚构连续组合梁桥，主跨部分为３７４ｍ．

振动测试的测点布置，如图２所示．靖远黄河大桥上、下游两侧共设置４２个竖向测点（Ｖ１～Ｖ４２），

竖向测试采用垂直向加速度传感器，分７组进行量测，每组有６个可移动测点；纵向和横向的量测采用

单侧量测的方法，单侧均布置２０个测点（纵向测点Ｌ１～Ｌ２０，横向测点Ｔ１～Ｔ２０），水平向加速度传感

器分别沿纵桥向和横桥向布置，纵向测试和横向测试均分为４组进行量测，每组有５个可移动测点．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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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１０为竖向、横向和纵向三向量测时各组公用的参考点．振动测试的采样频率为１０２．４０５Ｈｚ，采样时

间为２０ｍｉｎ．

　　图１　靖远黄河大桥　　　　　　　　　　　　图２　振动测试的测点布置（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ｒｉｄｇｅ　　　　　　　　Ｆｉｇ．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ｕｎｉｔ：ｍ）

２．２　模态识别结果的局部不确定性量化

为了衡量单个测点数据识别的模态参数不确定性，以竖向测点１６为例，采样时间为２０ｍｉｎ，该测

点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及傅里叶频谱图（０～５Ｈｚ），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犪ｖ 为竖向加速度；犃ｖ 为振幅；犳

为固有频率．

以６０ｓ为一个时间段，将竖向测点１６的竖向加速度时程分成２０组数据，可以识别２０组模态参数．

利用自助抽样法，假设重复抽样１０００次，计算１０００个自助样本的统计特征值，以样本均值的均值作为

该测点的固有频率识别值，以自助样本均值的方差评估参数识别的不确定性．将文中方法与特征系统实

现算法（ＥＲＡ）、有限元模型修正后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竖向测点１６前３阶固有频率对比（局部），如

表１所示．

由表１及式（１３），（１５）可知：单测点识别的前３阶固有频率与特征系统实现算法（ＥＲＡ）及有限元

模型修正后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前３阶固有频率的方差分别为０．０１５３，０．０４９６，０．０１８２，自助样本均

值的方差分别为０．００３３，０．０１８５，０．００３９，测点１６的识别结果整体稳定性较好，离散程度较低，第２阶

固有频率的方差大于第１阶和第３阶，其不确定性相对较高．由于随机子空间法识别阻尼的精度不高，

故阻尼比的识别算法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处不考虑阻尼比的不确定性．

　　　（ａ）加速度时程曲线　　　　　　　　　　　　　　（ｂ）傅里叶频谱图（０～５Ｈｚ）

图３　竖向测点１６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和傅里叶频谱图（０～５Ｈｚ）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０５Ｈｚ）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１６

表１　竖向测点１６前３阶固有频率对比（局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１６（ｌｏｃａｌ）　 　　Ｈｚ

阶次 犳（有限元模型） 犳（ＥＲＡ）
犳（文中方法）

均值 均值的均值

第１阶 １．５８ １．５４ １．５２６５ １．５２６６

第２阶 １．７２ １．７６ １．７８８０ １．７８７６

第３阶 ２．２７ ２．３１ ２．３０６０ ２．３０６１

　　竖向测点１６基于６０～１２０ｓ，７８０～８４０ｓ及２０ｍｉｎ的加速度识别数据得到的稳定图，如图４～６所

示．由图４，５可知：基于６０～１２０ｓ的加速度识别数据仅识别出第１阶和第３阶的固有频率，第２阶固有

３６４第４期　　　　　　 刘远贵，等：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靖远黄河大桥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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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未被识别；基于７８０～８４０ｓ的加速度识别数据可以识别出前３阶固有频率，但第２阶的识别结果

的稳定性较差，与方差分析结果一致．

由图４～６可知：采用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得到的模态参数识别结果不同；方差可作为识别准确度的

评价指标，从而进一步提高模态参数的识别结果．

　图４　竖向测点１６的稳定图（６０～１２０ｓ）　　　　　图５　竖向测点１６的稳定图（７８０～８４０ｓ）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１６（６０１２０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１６（７８０８４０ｓ）

图６　竖向测点１６稳定图（２０ｍｉｎ）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１６（２０ｍｉｎ）

２．３　模态识别结果的整体不确定性量化

对于每个测试组的加速度响应数据，通过ＳＳＩ

ＣＯＶ算法识别其模态参数，以竖向４２个测点的加速

度时程数据为例．以７个测试组识别的固有频率值

为样本观察值，采用文中方法对多组模态参数识别

结果进行不确定性量化，并与ＥＲＡ、有限元模型修正

后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竖向测点１６前３阶固有频

率对比（整体），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及式（１３），（１５）可知：前３阶固有频率的

方差较小，分别为０．０７６１，０．０４２９，０．０９６５，识别的

固有频率值总体上较为稳定，自助样本均值的方差

分别为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９７，０．０２０７；采用自助样本均

值的均值作为固有频率识别值，减少了随机误差，与ＥＲＡ及有限元模型修正后的分析结果对比，三者

的识别结果基本一致．

表２　竖向测点１６前３阶固有频率对比（整体）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１６（ｗｈｏｌｅ）　　　Ｈｚ

阶次 犳（有限元模型） 犳（ＥＲＡ）
犳（文中方法）

均值 均值的均值

第１阶 １．５８ １．５４ １．５５３９ １．５５３５

第２阶 １．７２ １．７６ １．７２０６ １．７２０８

第３阶 ２．２７ ２．３１ ２．１６５２ ２．１６５７

３　结论

提出一种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方法，从整体和局部的角度量化靖远

黄河大桥模态参数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得到以下２点结论．

１）单个测试组识别的前３阶固有频率均值分别为１．５２６５，１．７８８０，２．３０６０；方差分别为０．０１５３，

０．０４９６，０．０１８２；不同测试组识别的前３阶固有频率的均值分别为１．５５３９，１．７２０６，２．１６５２；方差分

别为０．０７６１，０．０４２９，０．０９６５．这说明识别的固有频率值总体上较为稳定．

２）样本均值的均值、均值的方差都可以用于评价模态参数识别结果局部，以及整体的大小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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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即均值的方差越小，不确定性越小，识别结果的可信度越高；反之，则说明不确定性越大，波动越

大，离散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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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沥青混合料紫外线老化

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包惠明，迟恩涛，叶腾飞

（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使用基质沥青制备空隙率分别为２０％，２３％，２５％的大空隙母体马歇尔试件，并在母体表面涂上不同

二氧化钛掺量改性的彩色乳化沥青．将颜色、空隙率、二氧化钛掺量和紫外线照射时间作为影响因素，将紫外

线照射后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作为评价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对彩色沥青混合料紫外线老化的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空隙率越大，紫外线对彩色沥青混合料的老化影响越明显；二氧化钛能提高彩色沥

青混合料抗紫外线老化性能，当二氧化钛掺量为３．０％时，彩色沥青混合料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最佳；４种影

响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为紫外线照射时间＞二氧化钛掺量＞空隙率＞颜色，且灰色关联度均大于０．６００，

表明这４种因素均对彩色沥青混合料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紫外线老化；彩色沥青混合料；空隙率；马歇尔稳定度；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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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良好的排水性能和色彩丰富的特点，彩色排水沥青路面被逐渐地应用于城市道路中．为了满足

排水功能，彩色排水沥青路面通常具有较大的空隙率，但这更容易使彩色排水沥青路面受外界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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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老化［１］，尤其是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目前，学者已开始关注彩色沥青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何文华

等［２］根据紫外光老化前后马歇尔稳定度和流值的变化，评价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和抗紫外光老化

能力．二氧化钛（ＴｉＯ２）作为一种具有高透明性、高分散性、高折光性和高光活性的阻隔紫外线材料，引

起了学者的关注．孙式霜等
［３］以纳米ＴｉＯ２ 粉体作为紫外线吸收抗老化剂，证实其对紫外线有强吸收作

用，能够有效地增强沥青抗紫外线老化的性能．郑木莲等
［４］为了提高沥青路面夏季高温稳定性，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将一种新型热反射涂层涂布于沥青路面，研究表明白色热反射涂层的降温效果优于灰色涂

层．在此基础之上，张争奇等
［５］研发一种彩色反射式沥青路面涂层，并测试涂层对路用性能的影响，最终

从经济效果和降温效果的角度考虑，推荐红色、绿色及黄色的填料．Ｚｈａｎｇ等
［６］采用薄膜烘箱试验、压力

老化试验和紫外辐射容器分别模拟粘结剂的短期、长期热氧化和光氧化老化，与空白试样相比，热致变

色沥青在３种老化模式下均表现出较好的抗老化性能，加入质量分数为６％的红色热致变色粉的沥青

在粘结剂中表现出最佳的抗老化性能．Ｚｈｅｎｇ等
［７］在高原地区研究无机纳米ＴｉＯ２ 高弹性沥青混合料的

性能，证实纳米ＴｉＯ２ 粉末的加入可以有效地提高高弹性沥青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彩色沥青紫外线老化的一个影响因素或独立的几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缺乏综合性，且关于彩色沥青的颜色、二氧化钛掺量、紫外线照射时间和空隙率等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多［８１０］．灰色关联理论
［１１］是根据完全已知、完全未知或部分已知的信息，将系统分为白色、黑色或灰色系

统，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解决数据匮乏情况下的系统问题，可避免样本量及计算量较大的问题［１２１３］．基

于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颜色、空隙率、二氧化钛掺量和紫外线照射时间等彩色沥青混合料紫

外线老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１　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理论是一种新型工程系统理论［１４］，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信息不完全的不确定系统，主要包

括元素信息不完全、结构信息不完全、边界信息不完全和运行行为不完全等４种情况．灰色关联理论运

用少与多的辩证统一，局部与整体的转化，对少量已知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延伸和扩展，深化对系统的

认识，从众多因素中提炼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

灰色关联分析法有以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的确定．设参考数列为犡０＝｛犡０（狋）｜狋＝１，２，３，…，犖｝，分析数列为

犡犻＝｛犡犻（狋）｜狋＝１，２，３，…，犖｝，犻＝１，２，３，…，狀．

步骤２　参数初始化．为方便分析，并保证影响因素的等效性和同序性，将参数进行无量纲处理，常

用的无量纲处理方法有初值化处理、均值化处理、中心化处理、极小化处理、极大化处理和极差化处

理［１５］．文中采用中心化处理方法，即

犢犻（狋）＝［犡犻（狋）－犡］／σ犻． （１）

式（１）中：犡为犡 样本的平均值；σ犻为样本的均方差．

设中心化处理后的参考数列犢０＝｛犢０（狋）｜狋＝１，２，３，…，犖｝；分析数列为犢犻＝｛犢犻（狋）｜狋＝１，２，３，…，

犖｝，犻＝１，２，３，…，狀．

步骤３　计算绝对差．各参考数列与分析数列在各点的绝对差为

Δ犻（狋）＝ 犢０（狋）－犢犻（狋）． （２）

步骤４　计算关联系数．犢０ 与犢犻的关联系数为

ξ犻（狋）＝
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狋
犢０（狋）－犢犻（狋）＋ρ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狋
犢０（狋）－犢犻（狋）

Δ犻（狋）＋ρ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狋
犢０（狋）－犢犻（狋）

． （３）

式（３）中：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狋
犢０（狋）－犢犻（狋），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狋
犢０（狋）－犢犻（狋）分别为两极最小差和两极最大差；ρ为分辨

系数，取值范围为０～１，一般取０．５．

步骤５　计算关联度．犢０ 与犢犻的关联度狉犻为

狉犻＝
１

狀∑
狀

狋＝１
ξ犻（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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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６　确定主要影响因素．犢犻与犢０ 的关联度狉犻越大，表明犢犻与犢０ 的发展趋势越接近，犢犻对犢０

的影响越大．按照关联度狉犻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最终确定主要影响因素．

２　试验材料与设计

２．１　试验材料

１）基质沥青．采用“东海牌”７０＃Ａ级沥青（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其基本技术指标，如表

１所示．

表１　７０＃Ａ级沥青的基本技术指标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７０＃Ａａｓｐｈａｌｔ

技术指标 文献［１６］要求 测试结果 技术指标 文献［１６］要求 测试结果

２５℃，０．１ｍｍ
针入度 ６０～８０ ６５ 软化点／℃ ≥４６．０ ４７．８

针入度指标 －１．５０±１．００ －１．１２ 闪点／℃ ≥２６０ ２９８

延度（１５℃）／ｃｍ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５５ 溶解度／％ ≥９９．５０ ≥９９．５０

　　２）彩色乳化沥青．采用彩色乳化沥青（北京市中远海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基本技术指标，如表

２所示．

表２　彩色乳化沥青基本技术指标

Ｔａｂ．２　Ｂａｓ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ｅｄ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ａｓｐｈａｌｔ

技术指标 文献［１７］要求 测试结果 技术指标 文献［１７］要求 测试结果

颜色 － 土红色／草绿色 沥青固含量／％ ＞５５ ６２

存储稳定性（１ｄ） ＜１．０ ０．３ ２５℃，０．１ｍｍ针入度 ４０～１００ ８８

存储稳定性（５ｄ） ＜５．０ ３．７ 延度（１５℃）／ｃｍ ＞１００ ＞１００

离子电荷 阳离子 阳离子 延度（５℃）／ｃｍ ＞２０ ４０

破乳速度 慢裂快凝 慢裂快凝 软化点／℃ ＞６０ ６５

筛余残留物比例／％ ＜０．１ ０．０６

　　３）纳米ＴｉＯ２．采用锐钛矿型纳米ＴｉＯ２（河北省南宫市鑫盾合金焊材喷涂有限公司），其为白色粉末

状，质地柔软，无嗅无味，遮盖力和着色力强，溶点为１５６０～１５８０℃，不溶于水、稀无机酸、有机溶剂和

油，微溶于碱，溶于浓硫酸．

４）集料．采用广西某采石场压碎值较高、针片状较低、表面纹理良好的石灰岩作为集料．石灰岩集

料的筛分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犾为粒径；ρａ为表观相对密度；ρｖ 为毛体积相对密度；ηｗ 为吸水率；

ηｍ 为压碎值；δｌ为针片状集料的质量分数．通过水洗法测定粗集料中小于０．０７５ｍｍ的颗粒质量分数

为０．４８％，满足文献［１７］不大于１．０％的要求．

表３　石灰岩集料的筛分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犾／ｍｍ ρａ／ｇ·ｃｍ
－３

ρｖ／ｇ·ｃｍ
－３

ηｗ／％ ηｍ／％ δｌ／％

１３．２００ ２．７２６ ２．７１５ ０．４２ １９．４ ６．０

９．５００ ２．７０４ ２．６９４ ０．４８ １８．６ ８．２

２．３６０ ２．７１５ ２．７０９ ０．６９ － －

１．１８０ ２．７２３ － － － －

０．６００ ２．７２１ － － － －

０．３００ ２．６９２ － － － －

０．１５０ ２．７２８ － － － －

０．０７５ ２．７２２ － － － －

文献［１７］要求 ≥２．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２８．０ ≤１８．０

　　５）紫外线老化设备．作为试验主要光源的紫外线灯泡采用Ｅ２７型灯头的紫外线老化灯泡（德国欧

司朗集团）．紫外线灯泡的技术指标：功率为３００Ｗ；电压为２３０Ｖ；紫外线波长为３６５～４００ｎｍ；长度为

１８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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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试验设计

在分析空隙率对紫外线老化性能的影响时，先根据主骨料空隙填充（ＣＡＶＦ）法
［１８２１］设计空隙率分

别为２０％，２３％，２５％的母体沥青混合料，分别记作级配１～３．矿料级配组成，如表４所示．表４中：η为

矿料的通过率，表示各级粒径颗粒的分配情况；孔径１～９分别表示筛孔孔径为１６．０００，１３．２００，９．５００，

２．３６０，１．１８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７５ｍｍ．

表４　矿料级配组成

Ｔａｂ．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级配 η／％

孔径１ 孔径２ 孔径３ 孔径４ 孔径５ 孔径６ 孔径７ 孔径８ 孔径９

级配１ － １００．０ １５．７ １１．９ ９．３ ６．７ ３．８ ２．７ ２．０

级配２ － １００．０ １１．７ ８．１ ６．１ － ４．１ ２．９ ２．４

级配３ １００．０ ６８．９ ８．７ ６．７ ５．３ ３．９ － ３．３ ２．８

图１　母体马歇尔试件

Ｆｉｇ．１　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

　　在最佳沥青用量的情况下，制备３种符合马歇尔试

验指标级配的母体试件．级配１～３的实测空隙率分别

为１９．６２％，２２．６８％，２４．６２％．３种级配的母体马歇尔

试件，如图１所示．

３　紫外线老化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空隙率和紫外线照射时间

将母体马歇尔试件在紫外线灯下分别照射２４，４８，

７２ｈ，制备经过紫外线老化的试件．根据ＪＴＧＥ２０－

２０１１《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１６］，取未

经紫外线老化和经过紫外线老化的试件进行沥青混合

料马歇尔稳定度试验．将试件置于（６０±１）℃的恒温水槽中，保温４０ｍｉｎ后，取出试件，使用马歇尔试

验仪进行加载．

图２　不同级配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

Ｆｉｇ．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ｄ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

不同级配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犛Ｍ 为马歇尔稳定度；狋０ 为紫外线照射时间．由图２

可知：在紫外线的照射下，随着空隙率增大，马歇尔稳定

度的降幅逐渐增大．这是因为空隙率越大，紫外线越容

易穿透试件照射进其内部，在光、水和空气的作用下，沥

青混合料逐渐老化，降低沥青与骨料之间的粘结性．由

此可知，空隙率越大，紫外线对沥青混合料的老化影响

越显著．

由图２还可知：随着紫外线照射时间的增加，马歇

尔稳定度降幅逐渐增大，紫外线对沥青混合料老化程度

的影响逐渐增大．

３．２　二氧化钛掺量和彩色沥青的颜色

在分析二氧化钛掺量对彩色沥青紫外线老化性能的影响时，首先，在红色乳化沥青中掺加质量分数

（δ）分别为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的ＴｉＯ２，使用高速剪切分散机，以７５００ｒ·ｍｉｎ
－１的速度

剪切分散３０ｍｉｎ，直至沥青均匀稳定．然后，将ＴｉＯ２ 改性乳化沥青在已经成型２４ｈ之后的级配１母体

试件上涂抹１ｍｍ厚度，涂刷完成后，用玻璃棒在表面来回滚动，确保表面平整，在２５℃室温下，固化１２

ｈ．ＴｉＯ２ 改性红色乳化沥青马歇尔试件，如图３所示．

试件分别经过２４，４８，７２ｈ紫外线老化处理后，根据ＪＴＧＥ２０－２０１１《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

试验规程》［１６］进行沥青混合料马歇尔稳定度试验．将经过紫外线老化处理的试件放置于（６０±１）℃的

恒温水槽中，保温４０ｍｉｎ后，取出试件，使用马歇尔试验仪进行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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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红色乳化沥青的马歇尔稳定度，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ＴｉＯ２ 掺量的增加，经过紫外线

照射的彩色沥青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ＴｉＯ２ 掺量为３．０％时，试件的马歇尔

稳定度最高，且随着照射时间增长，马歇尔稳定度降幅相对较小，即此时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最佳．

　　　　图３　改性红色乳化沥青马歇尔试件　　　　　　图４　改性红色乳化沥青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ｅｄ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ａｓｐｈａｌｔ　　　　 　　　Ｆｉｇ．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　 　　　 　　　　　　　ｒｅｄ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ａｓｐｈａｌｔ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

经过紫外线老化处理后，取掺加ＴｉＯ２ 的红色沥青马歇尔试件的表面颗粒进行电镜扫描，结果如图

５所示．同时，通过线扫描进行Ｔｉ元素能谱分析，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犱为线性扫描的距离；ＣＰＳ为

计数率．

　图５　电镜扫描微观照片　　　　　　　　　　　　　　图６　Ｔｉ元素能谱分析

　　　Ｆｉｇ．５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ＳＥＭｓｃａｎ　　　　　　　　Ｆｉｇ．６　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在紫外线照射下，沥青与骨料之间略有分层，但整体依旧粘结在一起，并未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ＴｉＯ２ 在搅拌的过程中出现团聚的现象，同时，由于ＴｉＯ２ 主要通过吸收、反射和散射紫外线达到屏蔽紫

外线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导致团聚现象的产生，若团聚严重，则不利于屏蔽紫外线．因此，应尽量

增加搅拌时间，使ＴｉＯ２ 分布得更加均匀．

在掺加ＴｉＯ２ 的过程中，随着ＴｉＯ２ 掺量的增加，红色乳化沥青逐渐变浅，参照色度图
［２２２４］，可找到

该颜色对应的波长，以颜色波长对颜色进行量化，随着ＴｉＯ２ 掺量的增加，颜色波长逐渐减小．因此，彩

色沥青混合料的颜色也是紫外线老化的影响因素．

３．３　灰色关联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彩色沥青混合料紫外线老化程度的影响，采用红色和绿色两种彩色乳化

沥青，制备红、绿两种颜色的马歇尔试件，经过２４，４８，７２ｈ的紫外线照射后，根据ＪＴＧＥ２０－２０１１《公路

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１６］进行沥青混合料马歇尔稳定度试验，将试件均置于（６０±１）℃的

恒温水槽中，保温４０ｍｉｎ后，取出试件，使用马歇尔试验仪进行加载，得到试验的原始数据．

对颜色波长、空隙率、二氧化钛掺量和紫外线照射时间与经紫外线处理后的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进

行灰色关联分析．其中，经紫外线处理后的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为参考数列；颜色波长、空隙率、二氧化

钛掺量和紫外线照射时间为比较数列．

试验的原始数据，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犡０～犡４ 分别为马歇尔稳定度、ＴｉＯ２ 掺量、颜色波长、空隙率

及紫外线照射时间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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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试验的原始数据

Ｔａｂ．５　Ｒａｗｄａｔａｓｏｆｔｅｓｔ

试验
编号 犡０／ｋＮ 犡１／％ 犡２／ｎｍ 犡３／％ 犡４／ｈ

试验
编号 犡０／ｋＮ 犡１／％ 犡２／ｎｍ 犡３／％ 犡４／ｈ

１ ５．３４ ０ ７３０ ２０ ７２ １２ ４．１６ ３．０ ６９０ ２５ ７２

２ ５．７９ ２．０ ７１０ ２０ ７２ １３ ５．４５ ３．０ ６９０ ２３ ４８

３ ５．９３ ２．５ ７００ ２０ ７２ １４ ４．４５ ３．０ ６９０ ２５ ４８

４ ６．１２ ３．０ ６９０ ２０ ７２ １５ ５．６８ ３．０ ６９０ ２３ ２４

５ ５．９１ ３．５ ６８０ ２０ ７２ １６ ４．７８ ３．０ ６９０ ２５ ２４

６ ５．２２ ０ ５５０ ２０ ７２ １７ ５．２２ ３．０ ５２０ ２３ ７２

７ ５．５９ ２．０ ５３０ ２０ ７２ １８ ３．９８ ３．０ ５２０ ２５ ７２

８ ５．７８ ２．５ ５２５ ２０ ７２ １９ ５．４１ ３．０ ５２０ ２３ ４８

９ ５．９６ ３．０ ５２０ ２０ ７２ ２０ ４．２５ ３．０ ５２０ ２５ ４８

１０ ５．７３ ３．５ ５１５ ２０ ７２ ２１ ５．６５ ３．０ ５２０ ２３ ２４

１１ ５．２５ ３．０ ６９０ ２３ ７２ ２２ ４．５９ ３．０ ５２０ ２５ ２４

　　根据式（１）将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实现参数初始化．指标初始值，如表６所示．表６中：犢０～

犢４ 分别表示马歇尔稳定度、ＴｉＯ２ 掺量、颜色波长、空隙率及紫外线照射时间的指标初始值．

表６　指标初始值

Ｔａｂ．６　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ｉｎｄｅｘｅｓ

试验
编号 犢０ 犢１ 犢２ 犢３ 犢４

试验
编号 犢０ 犢１ 犢２ 犢３ 犢４

１ ０．０８８ －２．８４０ １．３５８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２ －１．７５９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１．２９６ ０．６８１

２ ０．７９３ －０．６８６ １．１３３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３ ０．２６０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０．３７６ －０．５６８

３ １．０１２ －０．１４７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４ －１．３０５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１．２９６ －０．５６８

４ １．３０９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５ ０．６２０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０．３７６ －１．８１７

５ ０．９８０ ０．９３０ ０．７９４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６ －０．７８８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１．２９６ －１．８１７

６ －０．１００ －２．８４０ －０．６７１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７ －０．１００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０．３７６ ０．６８１

７ ０．４８０ －０．６８６ －０．８９７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８ －２．０４１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１．２９６ ０．６８１

８ ０．７７７ －０．１４７ －０．９５３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１９ ０．１９８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０．３７６ －０．５６８

９ １．０５９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２０ －１．６１８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１．２９６ －０．５６８

１０ ０．６９９ ０．９３０ －１．０６６ －１．００３ ０．６８１ ２１ ０．５７３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０．３７６ －１．８１７

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３９２ ０．９０７ ０．３７６ ０．６８１ ２２ －１．０８６ ０．３９２ －１．０１０ １．２９６ －１．８１７

　　根据式（２）计算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点的绝对差．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差数列，如表７所示．

表７中：Δ１～Δ４ 为参考数列（经过紫外线老化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与比较数列（ＴｉＯ２ 掺量、颜色波长、

空隙率、紫外线照射时间）的绝对差．

根据式（３）计算经过紫外线老化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与ＴｉＯ２ 掺量、颜色波长、空隙率、紫外线照射

时间的关联系数，分别记为ξ１～ξ４，结果如表８所示．

将关联系数代入式（４），可计算出经过紫外线老化的试件的马歇尔稳定度与ＴｉＯ２ 掺量、颜色波长、

空隙率、紫外线照射时间的关联度狉１～狉４，分别为０．６６１，０．６０１，０．６１５，０．７７２．

由灰色关联分析可知：狉４＞狉１＞狉３＞狉２，彩色沥青混合料紫外线老化性能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紫外线

照射时间，其次是ＴｉＯ２ 掺量和空隙率，最后是颜色，这４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０．６００，关联

度为强度［２５２７］，说明这４个影响因素对彩色沥青混合料的紫外线老化性能均有重要影响．

表７　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差数列

Ｔａｂ．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ｅｒｉｅｓ

试验编号 Δ１ Δ２ Δ３ Δ４ 试验编号 Δ１ Δ２ Δ３ Δ４

１ ２．９２９ １．２７０ １．０９２ ０．５９３ １２ ２．１５１ ２．６６６ ３．０５５ ２．４４０

２ １．４７８ ０．３４０ １．７９６ ０．１１１ １３ ０．１３１ ０．６４７ ０．１１６ ０．８２８

３ １．１５９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５ ０．３３０ １４ １．６９７ ２．２１２ ２．６０１ ０．７３７

４ ０．９１７ ０．４０２ ２．３１３ ０．６２８ １５ ０．２２９ ０．２８７ ０．２４４ ２．４３８

１７４第４期　　　　　　　　　　包惠明，等：彩色沥青混合料紫外线老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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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试验编号 Δ１ Δ２ Δ３ Δ４ 试验编号 Δ１ Δ２ Δ３ Δ４

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８６ １．９８４ ０．２９９ １６ １．１８０ １．６９６ ２．０８５ １．０２９

６ ２．７４１ ０．５７２ ０．９０４ ０．７８１ １７ ０．４９１ ０．９１０ ０．４７６ ０．７８１

７ １．１６５ １．３７７ １．４８３ ０．２０２ １８ ２．４３２ １．０３１ ３．３３７ ２．７２２

８ ０．９２４ １．７３０ １．７８０ ０．０９６ １９ ０．１９４ １．２０８ ０．１７９ ０．７６６

９ ０．６６７ ２．０６８ ２．０６２ ０．３７７ ２０ ２．０１０ ０．６０８ ２．９１４ １．０５０

１０ ０．２３２ １．７６５ １．７０２ ０．０１７ ２１ ０．１８２ １．５８３ ０．１９７ ２．３９１

１１ ０．４４４ ０．９６０ ０．４２９ ０．７３４ ２２ １．４７８ ０．０７６ ２．３８２ ０．７３１

　　 表８　关联系数表

Ｔａｂ．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试验编号 ξ１ ξ２ ξ３ ξ４ 试验编号 ξ１ ξ２ ξ３ ξ４

１ ０．３６５ ０．５７１ ０．６０７ ０．７４１ １２ ０．４３９ ０．３８７ ０．３５５ ０．４０８

２ ０．５３３ ０．８３５ ０．４８４ ０．９４２ １３ ０．９３２ ０．７２４ ０．９４０ ０．６７２

３ ０．５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４５５ ０．８３９ １４ ０．４９８ ０．４３２ ０．３９３ ０．６９７

４ ０．６４８ ０．８１０ ０．４２１ ０．７３０ １５ ０．８８４ ０．８５８ ０．８７７ ０．４０８

５ ０．９７６ ０．９０４ ０．４５９ ０．８５２ １６ ０．５８９ ０．４９８ ０．４４７ ０．６２２

６ ０．３８０ ０．７４８ ０．６５２ ０．６８４ １７ ０．７７６ ０．６５０ ０．７８２ ０．６８４

７ ０．５９２ ０．５５１ ０．５３２ ０．８９６ １８ ０．４０９ ０．６２１ ０．３３５ ０．３８２

８ ０．６４７ ０．４９３ ０．４８６ ０．９５１ １９ ０．９００ ０．５８３ ０．９０８ ０．６８９

９ ０．７１８ ０．４４９ ０．４４９ ０．８２０ ２０ ０．４５６ ０．７３６ ０．３６６ ０．６１７

１０ ０．８８２ ０．４８８ ０．４９７ ０．９９５ ２１ ０．９０６ ０．５１６ ０．８９９ ０．４１３

１１ ０．７９４ ０．６３８ ０．７９９ ０．６９８ ２２ ０．５３３ ０．９６１ ０．４１４ ０．６９９

　　

４　结论

１）在大空隙的排水沥青路面中，根据标准马歇尔试验结果的降幅可知，随着照射时间的增加和空

隙率的增大，马歇尔稳定度降幅逐渐增大，紫外线对沥青混合料的老化程度的影响逐渐增大．

２）根据标准马歇尔试验、电镜扫描和能谱分析可知，ＴｉＯ２ 具有提高沥青混合料的抗紫外线老化的

作用，对于大空隙排水沥青路面而言，将掺加ＴｉＯ２ 改性的彩色乳化沥青作为彩色沥青混合料涂层，当

ＴｉＯ２ 掺量为３．０％时，随着照射时间的增加，马歇尔稳定度的降幅最小，彩色沥青混合料的抗紫外线老

化能力最佳．

３）ＴｉＯ２ 能使彩色乳化沥青的颜色变浅，根据色度图可知，随着ＴｉＯ２ 掺量的增加，其颜色的波长逐

渐减小．

４）由马歇尔稳定度与４种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可知，彩色沥青紫外线老化的影响因素按照重要程度

排序为紫外线照射时间＞ＴｉＯ２ 掺量＞空隙率＞颜色，且试验中的这４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

０．６００，说明紫外线照射时间、彩色沥青的颜色、ＴｉＯ２ 掺量和母体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均对彩色沥青紫

外线老化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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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算法的平板建筑结构瞬态

隔振性能边界条件优化方法

欧达毅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基于遗传算法及平板建筑构件瞬态振动响应时域有限元模型，提出一种提高平板建筑构件瞬态隔振

性能的边界条件优化方法．有限元模型可模拟任意弹性边界条件下平板结构的瞬态振动响应，并在此基础上

引入遗传算法，以边界条件为优化变量、瞬态振动响应最小化为优化目标，对边界参数进行最优解搜索，最大

程度提升平板建筑构件对已知瞬态激励的隔振性能．实例结果表明：运用所提优化方法可以在不改变平板自

身参数（材质、尺寸、厚度）前提下，通过边界条件的优化设计，有效提升平板建筑构件的瞬态隔振性能．

关键词：　平板建筑构件；瞬态响应；建筑声学；优化设计；边界条件；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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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板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领域，门、窗、墙体、楼板等均可视为平板建筑构件，关于平板结构

声振响应特性的预测模型［１２］、测试技术［３］和评价方法［４］一直备受关注．边界条件是平板结构声振响应

特性的重要因素．随着各种近似计算方法的不断发展，研究复杂边界条件对平板结构声振响应特性的影

响逐渐成为可能［５７］．相关研究不仅证实了边界条件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结构声振响应优化中有应用价

值．当平板结构本身的设计形式无法改变时，如平板材质、尺寸、厚度不可变的情况，对边界条件的优化

可成为改善结构隔振性能的一种有效途径［７８］．

相对于稳态响应问题，对建筑结构瞬态特性的研究仍较为缺乏．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激励源和噪声

源都具有明显的瞬态特性［９１２］．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边界条件的优化设计，可有效提升建筑结构瞬

态隔声隔振特性［８］．然而，平板结构的边界参数优化属于多参数并行寻优问题，穷举法等常规方法具有

局限性．鉴于此，本文在平板建筑构件瞬态振动响应时域有限元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遗传算法，提出一种

图１　弹性边界支承平板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ｌａｔｅｌｉｋ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提高平板建筑构件瞬态隔振性能边界条件的优化方法．

１　优化方法

弹性边界支承平板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平板建筑

构件瞬态振动响应时域有限元模型为

犕δ̈（狋）＋犆δ
·

（狋）＋犓δ（狋）＝犉（狋）＋犜狆０（狋）， （１）

δ
·

（狋＋Δ狋）＝δ
·

（狋）＋［（１－γ）δ̈（狋）＋

γδ̈（狋＋Δ狋）］Δ狋，
（２）

δ（狋＋Δ狋）＝δ（狋）＋δ
·

（狋）Δ狋＋

１

２
－（ ）αδ̈（狋）＋αδ̈（狋＋Δ狋［ ］） Δ（ ）狋 ２． （３）

式（１）～（３）中：犕，犆和犓 分别为平板结构质量、阻尼和刚度矩阵，阻尼犆＝２η／ω０，η为平板阻尼因子，ω０

为平板最低阶固有频率；δ̈（狋），δ
·

（狋）和δ（狋）分别为平板结构在狋时刻的瞬时节点加速度、节点速度，以及

结点位移矢量；犉（狋）为平板结构在狋时刻受到的瞬时外力激励矢量；狆０（狋）为平板结构在狋时刻受到的瞬

时入射声波激励矢量；犜为入射声压转换为等效节点力的转换矩阵；α和γ分别为Ｎｅｗｍａｒｋ法时间积

分常数．

刚度矩阵犓
［８］可分解成平板刚度矩阵犓ｐ和边界刚度矩阵犓ｂ两个部分．边界刚度矩阵犓ｂ由平动刚

度犽ｔ和旋转刚度犽ｒ两个参数确定，通过调整这两个参数，可实现对任意弹性边界支承的模拟．在数值

模拟中，通常对边界刚度进行归一化操作，取

犽ｔ＝犽ｔ犔
３
ｘ／犇，　　犽ｒ＝犽ｒ犔ｘ／犇．

图２　优化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上式中：犇为矩形板抗弯刚度．

由式（１）～（３）可知：平板结构的振动特性

除了与平板结构的材质、尺寸、厚度有关，还与

其边界安装条件相关．

以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为指导的遗传算

法作为一种全局随机搜索方法，具有大多数其

他算法所没有的鲁棒性、自适应性、全局优化

性和隐含并行性，使其在处理多参数寻优问题

上得到广泛应用［１３］．引入遗传算法，将其与平

板建筑构件瞬态振动响应时域有限元模型相

结合，对平板结构边界参数进行最优解搜索．

优化算法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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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优化实例

有限元模拟参数［８］均为玻璃薄板参数，平板构件可在建筑外窗使用［１４］；时域有限元模型网格数为

１００（１０×１０）；Ｎｅｗｍａｒｋ法时间积分常数α和γ分别为０．２５和０．５；遗传算法中初始化种群数为１００，

以连续迭代１０次内最优解均未发生变化作为算法终止条件．

２．１　瞬时节点加速度最小化

实例一．优化目标是通过边界条件最优解搜索，获得结构瞬态振动指标犃ｍａｘ最小化（犃ｍａｘ为平板结

构的最大节点加速度级），犃ｍａｘ＝２０ｌｇ（ｍａｘ（δ̈ ））．

已知平板的长度为１．２ｍ，宽度为１．２ｍ，厚度为５ｍｍ，密度为２５００ｋｇ·ｍ
－３，杨氏模量为６５

ＧＰａ，柏松比为０．２５，阻尼因子为０．０１，则优化参数为犽
－

ｔ２，犽
－

ｔ３，犽
－

ｔ４，犽
－

ｒ２，犽
－

ｒ３和犽
－

ｒ４；约束条件为犽
－

ｔ１＝犽
－

ｒ１＝

∞，犽
－

ｔ２＝犽
－

ｔ３＝犽
－

ｔ４∈［０，∞］，犽
－

ｒ２＝犽
－

ｒ３＝犽
－

ｒ４∈［０，∞］；优化目标为“最大节点加速度级（犃ｍａｘ）最小化”．

图３　实例一所受瞬态激励时域波形图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ｓｅ１

计算结果表明：当边界参数（犽ｔ或犽ｒ）值大于１×１０
１０，继

续增大其数值对结构瞬态响应特性已无影响．因此，在计算过

程中，统一以１×１０１０代替∞（下同）．假设该平板结构的中心位

置受到瞬时外力激励，实例一所受瞬态激励时域波形图，如图

３所示．图３中：犉为瞬态激励．该激励为轮胎撞击器产生的瞬

时激励，常用作建筑楼板撞击声隔声实验的激励源［１５］．

运用所提优化模型进行最优解搜索，且优化算法独立运

行５次，所得优化效果非常一致．５次运行结果中，犃ｍａｘ优化结

果的最大差值为０．０４ｄＢ，可确保最优解的准确性．优化结果

比直接取边界条件约束范围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的犃ｍａｘ结果分

别减小了５．１９，６．３３ｄＢ．

２．２　瞬时节点位移最小化

实例二．优化目标是通过边界条件最优解搜索，获得结构瞬态振动指标犱ｍａｘ最小化（犱ｍａｘ为平板结

构的最大节点位移），犱ｍａｘ＝２０ｌｇ（ｍａｘ（δ（狋））／１０
－６）．

图４　实例二所受瞬态激励时域波形图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ｓｅ２

已知平板长为１．５ｍ；宽为１．５ｍ；厚为５ｍｍ；密度为

２５００ｋｇ·ｍ
－３；杨氏模量６５ＧＰａ；柏松比为０．２５；阻尼因

子为０．０１；优化参数为犽
－

ｔ２，犽
－

ｔ３，犽
－

ｔ４，犽
－

ｒ２，犽
－

ｒ３和犽
－

ｒ４；约束条件

为犽
－

ｔ１＝犽
－

ｒ１＝∞，犽
－

ｔ２∈［０，∞］，犽
－

ｔ３∈［０，∞］，犽
－

ｔ４∈［０，∞］，

犽
－

ｒ２∈［０，∞］，犽
－

ｒ３∈［０，∞］和犽
－

ｒ４∈［０，∞］；优化目标为“最

大节点位移（犱ｍａｘ）最小化”．假设该平板结构受到的瞬时激

励为垂直入射的瞬时平面声波，实例二所受瞬态激励时域

波形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狆为瞬态入射声波．该激励为

实测塑胶炸药Ｃ４爆炸瞬时声波
［１６］．

运用所提优化模型进行最优解搜索，且优化算法独立

运行５次，所得优化效果非常一致．５次运行结果中，犱ｍａｘ优

化结果的最大差值为０．０２ｄＢ．该优化结果比直接取边界

条件约束范围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的犱ｍａｘ结果分别减小了４．６７，４．２３ｄＢ．

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提高平板建筑构件瞬态隔振性能的边界条件优化方法．该方法在平板建筑构件瞬态振动

响应有限元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遗传优化算法，以弹性边界条件为优化变量，瞬态振动响应最小化

为优化目标，进行平板结构边界参数最优解搜索，可实现平板结构对已知瞬态激励的隔振性能最大化．

运用该方法进行了实例分析，以平板结构受瞬时外力（或瞬时入射声波）激励下的“最大节点加速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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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大节点位移”）最小化为优化目标，对平板结构的边界条件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通过合理的

边界条件设计能有效提升平板建筑构件的瞬态隔振性能，同时，也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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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心和体心立方晶体中映像规则

判断始滑移系的原理

杨晓冬１，杨静２

（１．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提出一种易于理解且严谨的论述，从原理上解释面心和体心立方晶体中快速判断始滑移系的映像规

则．首先，将Ｓｃｈｍｉｄ因子转化成关于夹角φ＋λ和φ－λ的余弦函数．该余弦函数在标准投影图上可描述为“力

轴靠近滑移系平面”的程度和“夹角φ和λ接近”的程度，以此为判据可快速地比较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的相对大小．

然后，以数学运算证明映像规则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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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材料但取向不同的单晶试样棒进行拉伸，滑移总发生在特定的平面和方向上，且在滑移启动时，分

解到滑移发生的平面和方向上的临界分切应力为定值．滑移面和滑移方向的空间组合称为滑移系，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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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动滑移的系统称为始滑移系．显然，在所有的滑移系中，始滑移系的分切应力最大．在晶体上施加任意

载荷时，始滑移系的判断方法通常有两种：一是按照Ｓｃｈｍｉｄ定律计算载荷在所有滑移系的分切应力，

比较并确定数值最大的滑移系为始滑移系［３６］；二是通过映像规则进行判断［３，７］，映像规则也称为Ｄｉｅｈｌ

规则［８１１］，应用于常见的面心立方晶体和体心立方晶体中．

映像规则是基于Ｓｃｈｍｉｄ定律判断始滑移系的方法总结而来的规律
［３］．在现有的资料中，仅有范群

成等［１２］根据“始滑移系的φ和λ同时接近中等值”定性地论述映像规则的原理，Ｋｅｌｌｙ等
［１０］通过计算面

心立方晶体和体心立方晶体的１２组滑移系的Ｓｃｈｍｉｄ因子，证明了映像规则的科学性．基于此，本文提

出一种简单、直接、易于理解且严谨的证明方法，利用标准投影图中力轴与滑移系的几何关系解释映像

规则，并结合标准投影图从数学角度证明映像规则．

１　映像规则

映像规则是根据力轴在标准投影图上的位置，取“映像”点判断始滑移系．以立方晶体（００１）标准投

影图为例介绍映像规则，如图１所示，（００１）标准投影图中包含２４个取向三角形，每个取向三角形的３

图１　立方晶体（００１）的标准投影图

Ｆｉｇ．１　（００１）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ｅ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ｂ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

个顶点分别属于００１型、０１１型和１１１型指数．为了方便描

述，假定力轴犉位于取向三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之内，且此晶

体为面心立方结构（ＦＣＣ）．ＦＣＣ的滑移系为｛１１１｝＜０１１
－

＞，

则初始滑移面是属于｛１１１｝晶面族的（１１１）的“像”（１１
－

１），即

以［００１］×［１０１］为镜面；初始滑移方向是属于＜０１１＞晶向

族的［１０１］的“像”［０１１］，即以［００１］×［１１１］为镜面，故始滑

移系为（１１
－

１）［０１１］．若晶体为体心立方结构（ＢＣＣ），则ＢＣＣ

的滑移系为｛０１１｝＜１１１
－

＞
［１３１４］，分别以０１１型和１１１型指数

判断初始滑移面和初始滑移方向．

２　图解映像规则

为了更直观地在标准投影图上展示力轴与滑移系的关系，在单晶试样棒的单向拉伸立体图上分解

力轴与滑移系．图２示意了力轴（犉）、滑移面（法线犖）和滑移方向犜在单晶试样棒上的几何关系．通过

简单的运算，犉分解到犜方向上的分切应力τ
［３４，１５］为

τ＝
犉
犃０
·ｃｏｓφ·ｃｏｓλ． （１）

图２　单晶棒的单向拉伸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ｒｏｄ

式（１）中：犃０ 为试样棒的截面面积；φ为力轴犉 与滑移

面法线犖 的夹角；λ为犉 与滑移方向犜 的夹角；ｃｏｓφ·

ｃｏｓλ为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用犿 表示，其数值越大，则分切应

力越大．

由于犖⊥犜，所以φ＋λ≥
π
２
．当犉位于平面犖×犜，

即φ＋λ＝
π
２
，且当φ＝λ＝

π
４
时，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具有极大

值犿＝
１

２
．

为了便于理解，下文将统一称平面犖×犜 为滑移系

平面．

由图２可知以下边界条件，即

π
２
≤φ＋λ≤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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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φ≤
π
２
， （３）

０≤λ≤
π
２
． （４）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可通过三角函数变换为

ｃｏｓφ·ｃｏｓλ＝
１

２
ｃｏｓ（φ＋λ）＋

１

２
ｃｏｓ（φ－λ）． （５）

结合边界条件可知：式（５）第一项（
１

２
ｃｏｓ（φ＋λ））随φ＋λ在［

π
２
，π］范围内单调递减，即φ＋λ越接近

π
２
（力轴越靠近滑移系平面），第一项越大；式（５）第二项（

１

２
ｃｏｓ（φ－λ））随 φ－λ 在［０，

π
２
］单调递减，即

夹角φ，λ越接近，第二项越大．换而言之，“力轴靠近滑移系平面”和“夹角φ，λ接近”可以定性地比较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的相对大小．以此为据，进一步结合标准投影图筛选始滑移系．

图３　（００１）标准投影图中面心立方体的等价滑移系

Ｆｉｇ．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ｇｌｉ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ｆａ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ｕｂ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ｉｎ

（００１）ｓｔｅ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图３在（００１）标准投影图上标记了面心立方晶体

中１２个等价的滑移系．图３中：虚线为滑移方向犜 和

滑移面犖 组成的滑移系平面，即每条虚线代表一组滑

移系；力轴犉 位于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取向三角形（阴影

区）．与力轴犉最接近的滑移系平面为切过此取向三

角形的虚线，即平面［１１１］×［０１
－

１］，［１１
－

１］×［０１１］和

［１
－

１１］×［１０１］．可以确定的是，这３个滑移系平面的

φ，λ均小于其他平面，且其Ｓｃｈｍｉｄ因子位居前三强．

在这３个滑移系平面中，力轴犉与［１１
－

１］×［０１１］的两

个夹角φ，λ最接近，故始滑移系为（１１
－

１）［０１１］，与映

像规则判断一致．

事实上，取向三角形中的部分区域并不能直观地

比较这３个滑移系平面的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相对大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２点．

１）在标准投影图中，不能便捷、精确地测量夹角，只能通过曲线的长度定性地估算夹角
［１６］，但这是

不准确的．例如，［１１１］与［００１］，［０１０］的夹角相同，但显然两条线长度并不相同．

２）在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前三强中，式（５）中的两项没有同时大于或小于其他两个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当力轴位

于点阴影区域（图３）时，力轴与平面［１１
－

１］×［０１１］最接近，与φ，λ也最接近，此时，式（５）中两项均最大，

故确认始滑移系为（１１
－

１）［０１１］．然而，当力轴位于线阴影区域（图３）时，力轴与平面［１１１］×［０１
－

１］或

［１
－

１１］×［１０１］较为接近，式（５）第一项较小，而力轴与滑移系（１１
－

１）［０１１］形成的两个夹角最接近，式（５）

第二项最小，无法直观地比较三者的Ｓｃｈｍｉｄ因子．

由此可知，通过“力轴靠近滑移系平面”和“夹角φ，λ接近”在标准投影图上定性解释映像规则有所

局限，使用时需考虑其适用性．然而，此方法可直观地呈现出映像规则的本质是结合标准投影图中的夹

角φ，λ判断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大小，便于初学者快速理解映像规则．因此，需进一步通过数学计算求出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前三强中的最大者，从而确定始滑移系，以证明映像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００１］周围的８个取向三角形均示意出３组滑移系（图３），但在外围的１６个取向三

角形中，仅示意出一组或两组滑移系，即只有一条或两条虚线切过．事实上，根据立方晶体的周期性和对

称性，外围１６个取向三角形中均有３个滑移系平面切过．图４补充了外围取向三角形的滑移系平面．为

了简洁示意，以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１１取向三角形为例，对外围取向三角形的滑移系平面进行补充．

由图４可知：当力轴位于外围取向三角形时，仍可根据“力轴靠近滑移系平面”和“夹角φ，λ接近”快速筛

选出３个最有可能的滑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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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外围取向三角形的滑移系组合

Ｆｉｇ．４　Ｇｌｉ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ｏｕｔｅｒｕｎｉｔ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３　映像规则的数学证明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可通过矢量运算表达为

犿＝ｃｏｓφ·ｃｏｓλ＝
犉·犖
犉 · 犖

· 犉·犜
犉 · 犜

．（６）

假设犉为［狌狏狑］，犖为［犺１犽１犾１］，犜为［犺２犽２犾２］，则式

（６）可展开为

犿＝
狌犺１＋狏犽１＋狑犾１

狌２＋狏
２
＋狑槡

２· 犺２１＋犽
２
１＋犾槡

２
１

×

狌犺２＋狏犽２＋狑犾２

狌２＋狏
２
＋狑槡

２· 犺２２＋犽
２
２＋犾槡

２
２

．

　　假设力轴犉为位于三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的任意力轴

矢量，则可将确认的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前三强滑移系（１１１）［０１
－

１］，（１１
－

１）［０１１］和（１
－

１１）［１０１］分别代入式（６），

则有

犿（１１１）［０１
－

１］＝
－狌狏－狏２＋狌狑＋狑２

槡６（狌
２＋狏２＋狑２）

， （７）

犿（１１
－

１）［０１１］＝
狌狏－狏２＋狌狑＋狑２

槡６（狌
２＋狏２＋狑２）

， （８）

犿（１
－

１１）［１０１］＝
狌狏－狌２＋狏狑＋狑２

槡６（狌
２＋狏２＋狑２）

． （９）

力轴犉在取向三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的位置可分成以下３种情况：１）位于三角形内；２）位于３条

边；３）位于顶点．为了便于确认边界条件和限制条件，将矢量犉放回立方晶体的取向胞中．立方晶体取

向胞，如图５所示．图５中：阴影区域为取向三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矢量犉可描述为起点位于犗，经过粉

色区域的矢量．将矢量犉和阴影区域的交点投影至取向胞中的三维坐标轴上，便可得到边界条件．

图５　立方晶体取向胞

Ｆｉｇ．５　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ｏｆｃｕｂ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

当力轴犉位于三角形内（图５）时，边界条件

为０＜狏＜狌＜狑．将式（８）分别与式（７），（９）进行比

较可知，式（８）的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犿（１１
－

１）［０１１］最大，故

为始滑移系．此时符合映像规则，即滑移面（１１
－

１）

为［１１１］指数相对于［１０１］×［００１］平面的镜像，滑

移方向［０１１］为［１０１］指数相对于［１１１］×［００１］平

面的镜像．

当力轴位于取向三角形边界或顶点时，根据

映像规则可将力轴视为同时属于共边或共顶点的

相邻取向三角形［７，１０］，并从每个三角形出发判断

各自的滑移系，便可判断出两个或多个等价的始

滑移系．立方晶体标准投影图可分为０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１１和０１１１１１等３类边，以及００１，０１１和１１１等３

类顶点．以三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的３条边和３个顶点为例，证明映像规则．当犉位于边００１１１１（图５）

时，可知０＜狌＝狏＜狑．首先，仍然根据“力轴靠近滑移系平面”和“夹角φ，λ接近”定性地快速筛选出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最大的若干组滑移系．此时，力轴位于两个三角形中间，应同时考虑切过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和

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１两个相邻三角形的所有滑移系平面．由图３可知：此时有４组滑移系，且（１１１）［０１
－

１］和

（１１１）［１
－

０１］，（１１
－

１）［０１１］和（１
－

１１）［１０１］分别沿１１１００１边对称．对称的滑移系与力轴的夹角相等，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相等，则有犿（１１１）［０１
－

１］＝犿（１１１）［１
－

０１］，犿（１１
－

１）［０１１］＝犿（１
－

１１）［１０１］．根据边界条件０＜狌＝狏＜狑，将式

（７），（８）化简为

犿（１１１）［０１
－

１］＝犿（１１１）［１
－

０１］＝
－２狌２＋狌狑＋狑２

槡６（２狌
２＋狑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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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１１
－

１）［０１１］＝犿（１
－

１１）［１０１］＝
狌狑＋狑２

槡６（２狌
２＋狑２）

． （１１）

显然，式（１１）＞式（１０），始滑移系为（１１


１）［０１１］和（１
－

１１）［１０１］．此时，符合将力轴视为位于相邻三

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和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１中，且根据映像规则判断出两个等价的滑移系．

同理，当犉位于００１１０１边时，狏＝０，０＜狌＜狑，有

犿（１１１）［０１
－

１］＝犿（１１
－

１）［０１１］＝
狌狑＋狑２

槡６（狌
２＋狑２）

， （１２）

犿（１
－

１１）［１０１］＝犿（１
－

１
－

１）［１０１］＝
－狌２＋狑２

槡６（狌
２＋狑２）

． （１３）

显然，式（１２）＞式（１３），始滑移系为（１１１）［０１
－

１］和（１１
－

１）［０１１］，符合映像规则．

当犉位于１０１１１１边时，狏＜狌＝狑，有

犿（１１１）［０１
－

１］＝犿（１１１）［１１
－

０］＝
－狌狏－狏２＋２狌２

槡６（２狌
２＋狏２）

， （１４）

犿（１１
－

１）［０１１］＝犿（１１
－

１）［１１０］＝
狌狏－狏２＋２狌２

槡６（２狌
２＋狏２）

， （１５）

犿（１
－

１１）［１０１］＝犿（１１１
－
）［１０１］＝

２狌狏

槡６（２狌
２＋狏２）

． （１６）

比较式（１５）与式（１４），（１６）可知，式（１５）最大．因此，始滑移系为（１１
－

１）［０１１］和（１１
－

１）［１１０］，符合映

像规则．

当力轴处于顶点处时，需考虑共顶点的所有三角形的滑移系．因为此时力轴相对于这些共顶点的三

角形是等同的．例如，当力轴位于［００１］时，需同时考虑共００１顶点的８个取向三角形．如上文所述，每个

取向三角形均有３个可能的滑移系．根据标准投影图可以定性地筛选出切过每个共顶点三角形的３个

滑移系．力轴位于顶点时的始滑移系，如图６所示．

　 （ａ）［００１］　　　　　　　　　 　（ｂ）［１０１］　　　　　　　　　 　　（ｃ）［１１１］

图６　力轴位于顶点时的始滑移系

Ｆｉｇ．６　Ｉｎｉｔｉａｌｇｌｉ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ｈｅ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当力轴位于［００１］时，由图６（ａ）可知：筛选出的８个滑移系均关于力轴［００１］对称；８个滑移系的

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相等且最大，都是始滑移系．不难验证，这８个始滑移系与根据映像规则判断出的始滑移系

相同．

当力轴位于［１０１］时，由图６（ｂ）可知：当力轴位于［１０１］时，需考虑共１０１顶点的４个取向三角形，

但无需考察经过［１０１］的滑移系．以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三角形为例，（１
－

１１）［１０１］滑移系与力轴［１０１］的夹角犼，

犾分别为π／２，０（图３），Ｓｃｈｍｉｄ因子为０，无需考虑．可定性地筛选出的滑移系有４个，且关于［１０１］对称

（图５，图６（ｂ）），Ｓｃｈｍｉｄ因子相等且最大，均为始滑移系．因此，符合将力轴视为位于共顶点三角形，且

根据映像规则判断出的始滑移系．

同理，当力轴位于［１１１］时，无需考察经过［１１１］的滑移系．由图６（ｃ）可知：定性筛选出的滑移系有４

个，且关于［１１１］对称，均为始滑移系，仍然符合映像规则．

综上论述，在取向三角形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的任何位置均符合映像规则．由于立方晶体的高度对称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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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当力轴位于其他取向三角形，即立方晶体标准投影图的所有位置，均可以运用映像规则判断始

滑移系．

４　结束语

将Ｓｃｈｍｉｄ因子变换为关于φ＋λ和φ－λ的余弦函数（式５），并结合标准投影图的力轴位置可知，

当“力轴靠近滑移系平面”和“夹角φ，λ接近”时，Ｓｃｈｍｉｄ因子最大，可以此确定始滑移系．此论述对映像

规则进行形象的解释，易于理解，十分适合初学者，也可供讲授者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矢量运

算，从数学角度证明力轴取向与始滑移系的关系符合映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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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安装方式下保温卷帘节能窗

对建筑冷、热负荷的影响

王志强１，２，田琦１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２．太原工业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系，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８）

摘要：　为解决现有节能玻璃窗节能灵活性不足和时节适应性差等问题，提出将保温卷帘与普通玻璃窗进行

组合以实现节能的构想．分别以寒冷地区山西省太原市某简化建筑和实际建筑为考察对象，进行单因素分析

和正交分析．首先，通过模型实验与 ＤｅＳＴ软件模拟进行对比，验证 ＤｅＳＴ软件模拟的可行性．其次，利用

ＤｅＳＴ软件模拟分析保温卷帘与普通玻璃的不同组合安装对考察对象全年冷、热负荷的影响．结果表明：南向

玻璃窗配置外保温卷帘，在窗墙比为０．６和遮阳板框至少为１ｍ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冷、热负荷；北向玻

璃窗配置内保温卷帘，在窗墙比为０．４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冬季热负荷；将保温卷帘与普通玻璃窗进行组

合用于寒冷地区，白天收起卷帘进行采光和太阳得热，夜间放下卷帘减少辐射和对流失热，是一种较为灵活和

理想的保温模式．

关键词：　窗户节能；节能保温卷帘安装结构；能耗分析；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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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Ｉｔｉｓａｍｏｒ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ａｎｄｉｄｅ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ｔｏｃｏｍ

ｂｉｎ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ｔ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ｇｌａｓｓ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ｃｏｌｄａｒｅａｓ，ｒｏｌｌ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ｓｈｕｔ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ｄａｙｆｏｒ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ａｔｇａ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ｐｕｌｌｉｎｇｄｏｗｎｔｈｅｓｈｕｔｔｅｒａｔｎｉｇｈｔ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ｅａｔｌｏｓ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ｔｔ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目前，建筑能耗约占整个社会总能耗的３０％～４０％
［１］，因此，建筑节能对于降低社会总能耗非常关

键．作为建筑的重要构件，窗户是建筑隔热保温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通过窗户形成的能耗约占整个建

筑使用能耗的５０％
［２］．因此，窗户的隔热保温性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做好窗户的隔热保温是改善室

内热舒适性、实现建筑节能的关键环节之一［３］．目前，节能窗大多是通过机械增加玻璃层数，或者粘贴防

辐射膜等方法［４９］进行节能，试图一次性克服窗户传热系数大，太阳能得热系数大［１０］等缺点，但是没有

辩证地分析窗户在冬、夏两季，昼、夜两时不同的得热、失热性能．夏季白天窗户容易造成冷负荷上升，而

夜晚有利于散热过程；冬季白天窗户得到太阳辐射有利于室内升温，而夜晚需要保温降低热负荷［１０］．

本文提出一种根据不同时段进行分别调节和控制的节能保温窗（ＥＳＩＷ），通过ＤｅＳＴ能耗分析软

件［１１１２］建立安装有不同结构ＥＳＩＷ系统的房屋计算模型，以全年冷热负荷为主要分析指标，对建筑的窗

墙比、窗户朝向，以及遮阳板宽度等因素进行优化分析，得到节能保温窗最佳的安装方式．

１　软件模拟与可靠性验证

以寒冷地区山西省太原市为分析区域，对配置有节能保温窗的房屋模型进行能耗分析计算，并与配

有同尺寸普通玻璃窗户（ＯＷ）的房屋模型进行比较．所用软件为清华大学开发的建筑模拟分析软件

ＤｅＳＴ
［１３］．为了验证该软件模拟的可靠性，搭建了实验室．实测房间，如图１所示．

　　（ａ）外立面图　　　　　　　　　　　　　　　　　（ｂ）尺寸平面图

图１　实测房间（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ｏｏｍ（ｕｎｉｔ：ｍｍ）

实验室总尺寸为３．４０ｍ（长）×３．５０ｍ（宽）×２．７０ｍ（高），门尺寸为０．９７ｍ（长）×２．００ｍ（宽），

窗尺寸为１．２０ｍ（宽）×１．５０ｍ（高）．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犱为厚度；λ为导热

表１　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构件 结构 犱／ｍ λ／Ｗ·（ｍ·Ｋ）－１犽／Ｗ·（ｍ２·Ｋ）－１

外墙 钢板（０．５ｍｍ）＋岩棉（９９ｍｍ）＋钢板（０．５ｍｍ）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３ ０．４０３

屋顶 钢板（０．５ｍｍ）＋岩棉（９９ｍｍ）＋钢板（０．５ｍｍ）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３ ０．４０３

地面
钢筋混凝土（１００ｍｍ）＋水泥砂浆（２０ｍｍ）＋

釉面砖（５ｍｍ）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９ ０．８６０

外门 聚氯乙烯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０ ２．８００

普通玻璃窗户 ５ｍｍ普通玻璃 ０．００５ ０．７７０ ６．１００

５８４第４期　　　　　　　　王志强，等：不同安装方式下保温卷帘节能窗对建筑冷、热负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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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犽为传热系数．

４种保温卷帘节能窗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保温卷帘装置由保温卷帘、保温卷帘收纳箱、保温卷

帘导轨等组成，卷帘内填充２．０或２．５ｃｍ厚的聚氨酯，铝合金外壳彼此链接，保温卷帘覆盖玻璃窗，总

尺寸为１．４０ｍ（宽）×１．９０ｍ（高）．

　　（ａ）ＥＳＩＷ（Ａ）结构　　　　（ｂ）ＥＳＩＷ（Ｂ）结构　　　　（ｃ）ＥＳＩＷ（Ｃ）结构　　　　　（ｄ）ＥＳＩＷ（Ｄ）结构

图２　４种保温卷帘节能窗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ｋｅｔｃｈ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ｔｔ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

４种保温卷帘结构参数和设置方案，分别如表２，３所示．表２，３中：犪为卷帘与玻璃间空气间隙；狑

为遮阳板宽度；犾为遮阳板长度；ＥＳＩＷ（Ａ）结构、ＥＳＩＷ（Ｂ）结构为房间１的保温卷帘节能窗；ＥＳＩＷ（Ｃ）

结构、ＥＳＩＷ（Ｄ）结构为房间２的保温卷帘节能窗．

表２　４种保温卷帘结构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ｆｏｕ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参数
房间１节能窗结构

ＥＳＩＷ（Ａ）ＥＳＩＷ（Ｂ）

房间２节能窗结构

ＥＳＩＷ（Ｃ）ＥＳＩＷ（Ｄ）

卷帘安装方位 玻璃外 玻璃内 玻璃外 玻璃内

犱（卷帘）／ｃｍ ２ ２ ２ ３

λ（卷帘）／Ｗ·（ｍ·Ｋ）－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犪／ｃｍ ８ ８ １１ ８

犽（玻璃）／Ｗ·（ｍ２·Ｋ）－１ ０．７７０ ０．７７０ ０．７７０ ０．７７０

犱（玻璃）／ｍ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狑／ｍｍ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０

犾／ｍｍ １４００ ０ １４００ ０

表３　４种保温卷帘结构设置方案

　　Ｔａｂ．３　Ｓｅｔｕｐ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ｆｏｕｒ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卷帘落下时段
类型

房间１ 房间２

３月３日１９：００－
３月４日０７：００

ＥＳＩＷ（Ａ） ＯＷ

３月４日１９：００－
３月５日０７：００

ＥＳＩＷ（Ｂ） ＯＷ

３月５日１９：００－
３月６日０７：００

ＯＷ ＥＳＩＷ（Ｃ）

３月６日１９：００－
３月７日０７：００

ＯＷ ＥＳＩＷ（Ｄ）

图３　模型轴测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ａｘｏｎｏｍｅｔｒｙ（ｕｎｉｔ：ｍｍ）

　　在房间室内离地０．１，１．１，１．８ｍ高的３个断面、４条垂线的

节点上布置ＰＴ１００型热电偶
［１４］，用温控仪［１５］测定和记录每个节

点１９：００到次日０７：００的温度，进而得到室内平均温度．模型轴

测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房间模型外轮廓为３．４０ｍ（长）×１．８４

ｍ（宽）×２．７０ｍ（高），构造参数与实测房间相同．

在软件ＤｅＳＴ中，选取太原市气象参数
［１５］对上述房间模型室

内温度进行模拟，模拟温度与实测温度比对，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模拟的室内温度值与实测的温度值曲线走向具

有一致性．４种保温卷帘节能窗的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平均偏

差分别为２．７１％，３．０８％，３．６３％ 和３．０７％，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３．０５％，４．１５％，４．０２％ 和４．１８％．由此可知，利用ＤｅＳＴ软件模

拟各种节能保温窗的节能保温性能具有较好的可信度［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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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ＥＳＩＷ（Ａ）结构　　　　　　　　　　　　　　　　　（ｂ）ＥＳＩＷ（Ｂ）结构

　　　　　　　　　（ｃ）ＥＳＩＷ（Ｃ）结构　　　　　　　　　　　　　　　（ｄ）ＥＳＩＷ（Ｄ）结构　

图４　模拟温度与实测温度比对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模拟结果

为全面分析节能窗在不同安装条件下房间的温度场，对模型（图３）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对某实

际建筑进行正交分析．以最冷日温度及热负荷、最热日温度及冷负荷，以及全年冷热负荷等指标作为分

析对象，对比分析不同结构的保温卷帘节能窗对建筑能耗的影响，保温卷帘节能窗全年起落时段为冬季

采暖期每个夜间的１９：００至次日凌晨的０７：００．

２．１　不同结构的保温卷帘节能窗对典型日冷热负荷的影响

对太原市的气象资料进行调查，由调查分析得知：全年最冷日为１月５日，最低温度为－１７．１０℃，

最高温度为－３．５０℃，日平均温度为－１０．０５℃；全年最热日为７月３１日，最低温度为２１．７０℃，最高

温度为３２．７０℃，日平均温度为２７．０３℃．ＯＷ 结构对应的最冷日、最热日室内热负荷，如图５，６所示．

ＥＳＩＷ（Ｃ）结构对应的最冷日、最热日室内热负荷，如图７，８所示．图５～８中：η为窗墙比；犙ｈ 为热负荷；

犙ｃ为冷负荷．

　图５　ＯＷ结构对应的最冷日室内热负荷　　　　　　图６　ＯＷ结构对应的最热日室内冷负荷

　　Ｆｉｇ．５　Ｉｎｄｏｏｒ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６　Ｉｎｄｏｏｒｃｏｌｄ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ｃｏｌｄｅｓｔｄａｙ　　　　　　　　　　　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ｈｏｔｔｅｓｔｄ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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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ＥＳＩＷ（Ｃ）结构对应的最冷日室内热负荷　　　　　图８　ＥＳＩＷ（Ｃ）结构对应的最热日室内冷负荷

Ｆｉｇ．７　Ｉｎｄｏｏｒｈｅａｔ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８　Ｉｎｄｏｏｒｃｏｌｄ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ＥＳＩＷ（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ｃｏｌｄｅｓｔｄａｙ　　　　　　　　　　　ＥＳＩＷ（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ｈｏｔｔｅｓｔｄａｙ

由图５可知：窗墙比对于建筑冷热负荷有着巨大的影响，ＯＷ 结构从２０：００到次日１０：００，最冷日

热负荷随着窗墙比的增大而增大，意味着这一时段主导规律是夜间更大的窗户面积带来更多的失热，从

１０：００到２０：００，最冷日热负荷都随着窗墙比的增大而减小，意味着这一时段主导规律是白天有太阳辐

射，更大的窗户面积带来了更多的太阳辐射得热．因此，窗墙比并不需要一味予以限制，太小会影响采

光，白天窗墙比大一些，反而容易获取太阳得热；当夜间放下保温卷帘后，在保温时段，不同窗墙比的房

间温度差异不再明显，也就是说，温度随着窗墙比降低的趋势减弱．当使用ＯＷ 结构时，冬季室内逐时

热负荷在白天不大，不需要额外处理，但在整个夜间都处于高位，因此，防护重点在夜间．

由图５，７可知：当夜间使用了ＥＳＩＷ（Ｃ）结构时，夜间热负荷高位时段明显收窄，热负荷明显下降．

虽然在夏季增加窗墙比，一定程度上增加冷负荷，但是在南侧窗户上安装了外置的ＥＳＩＷ（Ｃ）结构，就可

以起到遮阳的作用．由图６，８可知：当窗墙比为０．８１时，ＯＷ 结构最热日的峰值冷负荷从的１．２１ｋＷ

降为ＥＳＩＷ（Ｃ）结构的１．０９ｋＷ．如果遮阳板宽度适度增加，遮阳效果更好，冷负荷就会降低，因此，南窗

安装ＥＳＩＷ（Ｃ）结构较为适宜．

２．２　不同窗户结构对建筑全年能耗的影响

以全年各项指标的汇总数据为基础，在５种窗墙比条件下，安装４种窗户结构，负荷下降率、负荷与

窗户结构的关系，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犚ｃ为冷负荷下降率；犚ｈ为热负荷下降率．

　　　　　　（ａ）全年冷、热负荷下降率　　　　　　　　　　　　　　（ｂ）全年冷、热负荷

图９　负荷下降率、负荷与窗户结构的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ｌｏａｄｄｒｏｐｒａｔｅ，ｌｏａｄｄｒｏｐａｎｄ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图９（ａ）可知：无论哪种窗墙比水平，对于热负荷下降率都是ＥＳＩＷ（Ａ）结构最低，ＥＳＩＷ（Ｃ）结构，

ＥＳＩＷ（Ｂ）结构，ＥＳＩＷ（Ｄ）结构依次增大，代表了各种结构不同的隔热保温性能；对于冷负荷下降率都是

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相同，ＥＳＩＷ（Ｂ）结构和ＥＳＩＷ（Ｄ）结构为零，代表了各种结构不同的遮

阳降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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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卷帘只是在冬季采暖季夜间放下，其余时间都处于升起状态，在冬季夜间可以起到阻止热量由

室内向室外逸散的作用，有利于降低房间的热负荷．安装于玻璃窗外的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

构，有１０％～２５％不等的热负荷下降率，但由于有冷空气渗入，以及全年卷帘盒遮阳等因素的影响，普

遍低于安装于窗内的ＥＳＩＷ（Ｂ）结构和ＥＳＩＷ（Ｄ）结构，其有２０％～３０％不等的热负荷下降率．安装于玻

璃窗外的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由于有卷帘盒自身常年对阳光的遮挡效果，都有１０％～

２０％不等的冷负荷下降率，安装于玻璃窗内的ＥＳＩＷ（Ｂ）结构和ＥＳＩＷ（Ｄ）结构，卷帘盒在室内，没有遮

阳效果，所以冷负荷下降率为零．热负荷下降率都随着窗墙比的增加而增加，可从１１％增加到２５％，反

映了增加窗墙比对建筑能耗的促进作用，同时，增加窗墙比有利于冬季白天太阳辐射热量的增加．对于

冷负荷下降率，ＥＳＩＷ（Ｂ）结构和ＥＳＩＷ（Ｄ）结构无论对于哪种窗墙比都没有遮阳作用，下降率都为零，

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都是随着窗墙比的增加下降率降低，从２０％减少到１３％，代表了增加

窗墙比对夏季遮阳效果的制约作用．

由图９（ｂ）可知：更多的窗户面积代表了夏季白天更多的太阳辐射得热，全年冷负荷也都随着窗墙

比的增加而增加．

２．３　窗户朝向的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建筑朝向主要是建筑的主要立面所面对的方向，模型中是指窗户所在立面所面对的方向．当η＝

０．６６时，对比分析ＯＷ，ＥＳＩＷ（Ａ）和ＥＳＩＷ（Ｂ）结构３种窗户分别处于东、南、西、北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负荷下降率、负荷与窗户朝向的关系，如图１０所示．

　　　　　　　（ａ）全年冷、热负荷下降率　　　　　　　　　　　　（ｂ）全年冷、热负荷　　

图１０　负荷下降率、负荷与窗户朝向的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ｌｏａｄｄｒｏｐｒａｔｅ，ｌｏａｄｄｒｏｐａｎｄｗｉｎｄｏｗ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１０（ａ）可知：冬季夜间放下卷帘后，无论是哪种保温卷帘节能窗，热负荷下降率在窗户朝向方

面呈现了较为一致的趋势，在朝向为南时，下降率最高，为２２．５％～２７．８％，在朝向为北时，下降率最

低，为２０．９％～２４．３％，朝向为东、西时下降率居中；安装有ＥＳＩＷ（Ｂ）结构的房屋，热负荷下降率要稳

定地高于安装了ＥＳＩＷ（Ａ）结构的房屋．

由图１０（ｂ）可知安装了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Ｂ）结构的房屋相比于安装ＯＷ 结构的房屋，热负

荷随着朝向的改变走向大体一致，但是明显下降；当窗户朝向为西时，安装有节能保温卷帘的房屋热负

荷会相对于安装ＯＷ结构的房屋，会有一个陡降，这也反映了安装了节能保温卷帘后，使得朝向为西时

夜间失热更少，白天得热成为其主要因素，故而热负荷下降较为明显．

夏季全天都不放下卷帘的背景下，安装了ＥＳＩＷ（Ｂ）结构的房屋，没有任何遮阳措施，每个朝向的冷

负荷下降率都为零，安装了ＥＳＩＷ（Ａ）结构的房屋，在不同的朝向的遮阳效应不同，因而在朝向为南时，

下降率最高，达到１４．８％，朝向为北时，下降率最低，为７．１％，朝向为东、西时下降率居中，分别为８．２％

和１０．０％．安装有ＥＳＩＷ（Ｂ）结构的房屋曲线与安装了ＯＷ 结构的房屋曲线重合，验证了其冷负荷下降

率为零的结论．安装了ＥＳＩＷ（Ａ）结构的房屋冷负荷相比安装ＯＷ结构的房屋，随朝向的改变走向大体

一致，冷负荷值则有较为明显的下降．由于太阳西晒的作用，普通窗户房屋的冷负荷在窗户朝向为西时

最高，因此，在这个方位有遮阳效应，冷负荷下降量实际上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基数太大，所以冷负荷

下降率比较小；而在南向常年有太阳辐射，遮阳效应同样会带来较大的冷负荷下降，但是由于没有下午

９８４第４期　　　　　　　　王志强，等：不同安装方式下保温卷帘节能窗对建筑冷、热负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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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的西晒集中，未遮阳时，冷负荷下降率最大．

２．４　遮阳板宽度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遮阳板宽度是指遮阳板边缘与窗户的距离，是遮阳功能最重要的参数．当η＝０．５３时，对比分析

ＯＷ结构、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３种窗户分别在遮阳板宽度为０．５，１．０，１．５ｍ对建筑能耗

的影响．建筑全年负荷下降率、负荷与遮阳板宽度的关系，如图１１所示．

　　　　　　　（ａ）全年冷、热负荷下降率　　　　　　　　　　　　（ｂ）全年冷、热负荷

图１１　负荷下降率、负荷与遮阳板宽度的关系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ｌｏａｄｄｒｏｐｒａｔｅ，ｌｏａｄｄｒｏｐａｎｄｖｉｓｏｒｗｉｄｔｈ

由图１１（ａ）可知：两种安装于玻璃之外的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的房间，随着结构外置卷

帘盒遮阳板宽度的增加，阻挡了一部分太阳光，减少了冬季白天太阳辐射得热，从而降低了房间自然温

度，进而增加了热负荷；而没有遮阳板的普通窗户的热负荷未发生变化，导致了热负荷下降率的减少．

由图１１（ｂ）可知：在夏季白天，两种安装于玻璃之外的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的房间，可

以有效利用结构外置卷帘盒遮阳板宽度阻挡部分太阳光，减少了夏季白天太阳辐射得热，降低了房间温

度，减少了冷负荷，由于整个夏季并不放下卷帘，对热负荷无影响，所以遮阳板宽度是唯一制约作用，

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的冷负荷曲线是重合的．冷负荷随遮阳板宽度增加而减少，而没有遮阳

板的普通窗户的冷负荷未变化，故冷负荷下降率随之增大．

２．５　３因素４水平正交分析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以太原市全年气候参数为环境背景，对一栋５层实际公共建筑进行３因素

４水平正交分析．标准层，如图１２所示．

（ａ）平面图　　　　　　　　　　　　　　　　　　　（ｂ）轴测图　　　　

图１２　标准层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ｌｏｏｒ（ｕｎｉｔ：ｍｍ）

实际建筑外立面结构尺寸为２０．０ｍ（长）×２０．０ｍ（宽）×１８．５ｍ（高）；楼层数为５层；每层窗户数

量为４个；层高为３．６ｍ．实际建筑物围护结构参数，如表４所示．正交因素和水平配置表，如表５所示．

以建筑全年的单位面积冷、热负荷为考核指标，得出节能保温卷帘的最佳安装模式．

０９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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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实际建筑物围护结构参数

Ｔａｂ．４　Ａｃｔｕ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构件 结构 犱／ｍｍ λ／Ｗ·（ｍ·Ｋ）－１ 犽／Ｗ·（ｍ２·Ｋ）－１

保温外墙 混凝土外墙（２００ｍｍ）＋聚苯板（５０ｍｍ） ３００ ０．８６６ ０．９７７

内墙 混凝土隔墙（１８０ｍｍ） ２２０ ０．１５９ ２．５６９

保温屋顶 加气混凝土保温屋面 ３５０ １．０７４ ０．８１２

楼板 钢筋混凝土楼板 １２５ ０．０９８ ３．０５４

楼地 混凝土楼地（４０ｍｍ） １６０ ０．２４９ ０．８６０

门 实木复合门 １２５ ２．８５０ １．９６０

　　正交结果表明：对于冬季的热负荷，３种因素的权重依次为窗墙比、保温卷帘安装结构、保温卷帘安

装朝向．窗墙比是第１关键因素，最好水平是０．３８，平均热负荷仅为３６．１７Ｗ·ｍ－２；保温卷帘安装结构

是第２关键因素，ＥＳＩＷ（Ｄ）具有相对最低的热负荷，仅为３８．００Ｗ·ｍ－２；保温卷帘安装朝向也比较重

要，其最好水平是北向，热负荷仅为３８．８０Ｗ·ｍ－２，说明将保温卷帘安装于北向窗户的意义最大，其次

为南向，安装在东、西向窗户外边的实用性相对较小；采用ＥＳＩＷ（Ｄ）结构，当窗墙比从０．３８增到０．８１，

表５　正交因素和水平配置表

Ｔａｂ．５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

水平 η 保温卷帘安装结构 保温卷帘安装朝向

１ ０．３８ ＥＳＩＷ（Ａ） 东

２ ０．５３ ＥＳＩＷ（Ｂ） 南

３ ０．６６ ＥＳＩＷ（Ｃ） 西

４ ０．８１ ＥＳＩＷ（Ｄ） 北

全年热负荷指标仅从３５．６３Ｗ·ｍ－２增加到４１．３９

Ｗ·ｍ－２，并没有大幅增加，所以采用了节能保温卷

帘后，冬季南、北两个方向都可适当扩大窗墙比．

对于夏季的冷负荷，３种因素的权重依次为窗墙

比、保温卷帘安装结构、保温卷帘安装朝向．窗墙比是

第１关键因素，其最好水平是０．３８，平均冷负荷仅为

１１．４０Ｗ·ｍ－２；保温卷帘安装结构是第２关键因素，

ＥＳＩＷ（Ａ）和ＥＳＩＷ（Ｃ）结构由于有遮阳板的存在，为最佳水平，平均冷负荷仅为１７．７６Ｗ·ｍ－２；保温卷

帘安装朝向也比较重要，其最好水平是南向，冷负荷仅为１７．８６Ｗ·ｍ－２，说明将保温卷帘安装于南向

窗户时夏季遮阳的意义最大，其次为西向，安装在东、北向窗户外边对于遮阳效果相对较小；采用ＥＳＩＷ

（Ｃ）结构，当窗墙比从０．３８增加到０．８１，全年冷负荷指标仅从１１．２２Ｗ·ｍ－２增加到２４．１０Ｗ·ｍ－２，

所以采用自带遮阳效能的节能保温卷帘，即使夏季窗户朝向为南向，也可适度扩大窗墙比．

综合上述正交分析结果，在北向窗户，最佳保温卷帘的结构为ＥＳＩＷ（Ｄ）结构；而在南向窗户，最佳

保温卷帘的结构为ＥＳＩＷ（Ｃ）结构，都可以适度突破现行规范中的窗墙比限制．

３　结论

１）安装于窗内的ＥＳＩＷ（Ｂ）结构和ＥＳＩＷ（Ｄ）结构全年热负荷下降率更大，可以达到２０％～３０％；

热负荷下降率随着窗墙比的增大而增加，冷负荷下降率随着窗墙比的增大不变．

２）安装于窗外的ＥＳＩＷ（Ａ）结构和ＥＳＩＷ（Ｃ）结构全年冷负荷下降率更大，达到１０％～２０％；热负

荷下降率随着窗墙比的增大而增加，冷负荷下降率随着窗墙比的增大而下降；热负荷下降率随着遮阳板

宽度的增大而减少，冷负荷下降率随着遮阳板宽度的增大而增大．

３）保温窗安装于建筑南向时，全年冷负荷下降率及全年热负荷下降率都最大，全年热负荷最大．

４）南向窗户可以安装ＥＳＩＷ（Ａ）结构或ＥＳＩＷ（Ｃ）结构，在窗墙比为０．６和遮阳板框至少为１ｍ的

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冷、热负荷；北向窗户可以安装ＥＳＩＷ（Ｂ）结构或ＥＳＩＷ（Ｄ）结构，配置０．４左右的

窗墙比，可以有效降低冬季热负荷．

５）结合单因素和正交分析结果，普通玻璃窗使用了节能保温卷帘，可适度突破现有规范中对各个

朝向窗墙比的限制；如果升级为以中空玻璃为基础，配置节能保温卷帘后，白天升起卷帘采光得热，夜间

放下卷帘以减少失热，能起到更好的隔热保温效果，是一种较为灵活和理想的保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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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

壳程流动与传热特性

张媛媛１，程远达１，杨晓２，罗成１，贾捷１

（１．太原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２．太原理工大学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针对普通弓形板换热器折流板后易出现流动死区的现象，对折流板进行优化设计，并提出一种内嵌百

叶板换热器．应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得到内嵌百叶板换热器壳程流场分布，并与普通弓形板换热器进

行对比，分析百叶角度与百叶数量对换热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相比，百叶可引流部

分流体通过折流板，使内嵌百叶板换热器内流动死区面积明显减小，流场分布更加均匀，具有明显的减小壳程

流体压降及提高壳程传热系数的作用；在研究范围内，当百叶角度为６０°，百叶数量为每组４片时，换热器的综

合性能最佳，综合评价因子可达１．７６～２．０５．

关键词：　内嵌百叶板换热器；压降；传热系数；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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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ｂｏｗｐｌａｔ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ｆｆｌｅｐｌａｔｅ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ａｎ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ｌｏｕ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ｌｕｅｎ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ｌｏｕ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ｂｏｗｐｌａｔ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ｕｖｅｒ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ｂｏｗｐｌａｔ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ｔｈｅｌｏｕ

ｖｅｒｇｕｉｄｅｓ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ｂａｆｆｌｅｐｌａｔｅ，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ｌｏｕｖｅｒ

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

ｓｔｕｄ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ｌｏｕｖｅｒａｎｇｌｅｉｓ６０°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４ｐｉｅｃｅｓｐｅｒ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ｔｏ１．７６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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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壳式换热器又称列管式换热器，是以封闭壳体中管束的壁面作为传热面的间壁式换热器，具有结

构简单、操作可靠，以及可适应高温、高压等特点．因此，管壳式换热器被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化工、能源

动力等行业［１］．在管壳式换热器中，具有较高传热膜系数的弓形板换热器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然而，弓

形板换热器中的折流板使壳程流体呈“Ｚ”字形流动，在折流板后形成流体流动死区及回流区，导致较高

的压力损失［２］．

国内外学者针对弓形板换热器壳程流体流动过程的优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改造传统的单弓

形折流板，以及采用新型支撑结构等．单弓形折流板的改造主要采用各种异型孔（矩形孔、外加小圆孔、

大管孔、梅花孔和网状孔等［３６］）代替原有的圆孔，使部分流体通过折流板并产生射流，从而减小流动死

区，强化传热，但异型孔结构制造较为困难，且存在结垢问题［３］．目前，已提出的双弓形折流板、曲面折流

板、折流杆、圆盘圆环折流板、扭转型结构等新型支撑结构
［７１４］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壳程流体的“Ｚ”字形

流动，折流板后仍存在较大的流动死区和压力损失［１５］．罗富强
［１６］提出依靠扁管外缘螺旋线的点相互支

撑的扁管自支撑结构，这种无折流板的形式可消除流动死区，增强壳程流体湍流度和换热性能，但加工

工艺较为复杂，且存在清洗困难的问题．Ｐｅｎｇ等
［１７］对美国ＡＢＢ公司开发的螺旋折流板进行实验研究，

发现螺旋折流板换热器单位压降下的传热系数比弓形板换热器提高１０％以上，连续的螺旋结构可诱导

壳程流体呈螺旋状流动，有效地消除了流动死区．然而，螺旋折流板换热器因制造及安装难度较大，尚未

实现规模化应用．

在非连续型螺旋折流板的研究方面，搭接式螺旋折流板及重叠式螺旋折流板的换热性能弱于连续

型螺旋折流板，且重叠式螺旋折流板存在三角区漏流现象［１８２１］．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内嵌百叶板换热

器，研究百叶角度与百叶数量等关键设计参数对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综合性能的影响．

１　几何模型及其验证

１．１　几何模型

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软件中分别建立普通弓形板换热器和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全截面三维简化模型．普

通弓形板换热器模型，如图１所示．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管束装配模型，如图２所示．内嵌百叶板预热器由

外壳、换热管束及百叶折流板组成，通过在弓形折流板周边的布管空白区域等间距布置导流叶片，以强

化换热器的流动与换热过程．不同换热器中的换热管束均采用等边三角形的方式布设．

　　　图１　普通弓形板换热器模型　　　　　　　　　　图２　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管束装配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ｂｏｗ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ｕｂｅｂｕｎｄｌｅ

　 　　　 　ｐｌａｔ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ｌｏｕ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换热器的主要几何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犇为壳程外径；犖 为换热管数；ηＨ 为折流板缺口高度

百分比；犔为有效长度；犱ｉｎ，犱ｏｕｔ分别为壳程进、出口管径；犖ｂ为折流板数量；犱为换热管直径；犣为换热

表１　换热器的主要几何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ｓ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犇／ｍｍ ３８０ 犔／ｍｍ １３００ 犱／ｍｍ ３８×２

犖／根 ３７ 犱ｉｎ，犱ｏｕｔ／ｍｍ １００，１００ 犣／ｍｍ ４８

ηＨ／％ ３０ 犖ｂ／片 ３ 犡／ｍｍ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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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心距；犡为折流板间距．

１．２　参数计算

换热器壳程压降及传热系数的计算过程为

犙＝犕·犮犘·（犜ｏｕｔ－犜ｉｎ）， （１）

犺＝
犙

Δ犜ｍ·犃
， （２）

Δ犜ｍ＝
犜ｔｕｂｅ－犜（ ）ｉｎ － 犜ｔｕｂｅ－犜（ ）ｏｕｔ

ｌｎ 犜ｔｕｂｅ－犜（ ）ｉｎ ／犜ｔｕｂｅ－犜（ ）［ ］ｏｕｔ

， （３）

犃＝犖·π犱犔， （４）

Δ犘＝犘ｉｎ－犘ｏｕｔ． （５）

式（１）～（５）中：犙为壳侧流体传热量，Ｗ；犕 为壳程流体质量流量，ｋｇ·ｓ
－１；犮犘为比热容，Ｊ·（ｋｇ·Ｋ）

－１；

犺为传热系数，Ｗ·（ｍ２·Ｋ）－１；犜ｉｎ，犜ｏｕｔ，犜ｔｕｂｅ分别为壳程流体入口、出口及管壁的温度，Ｋ；Δ犜ｍ 为换热

对数平均温差，Ｋ；犃为传热面积，ｍ２；Δ犘为壳程压降，Ｐａ；犘ｉｎ，犘ｏｕｔ为壳程进、出口压力，Ｐａ．

１．３　控制方程及计算方法

采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对普通弓形板换热器及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性能进行对比研究．换

热器流动与换热的控制方程如下．

连续性方程为

狌犻／狓犻＝０． （６）

动量方程为

ρ
（狌犻狌犼）

狓犼
＝


狓犼 μ
狌犻

狓（ ）
犼

－
犘

狓犻
． （７）

能量方程为

（ρ狌犼犜）

狓犼
＝


狓犼

λ
犮犘

犜

狓（ ）
犼

． （８）

犽方程为

ρ狌犼
犽

狓犼
＝


狓犼 μ＋
μ犻

σ（ ）
犽

犽

狓［ ］
犼

＋μ犻
狌犻

狓犼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 ）

犻

－ρε． （９）

ε方程为

（ρε狌犻）

狓犻
＝


狓犼 μ＋
μ狋

σ（ ）
ε

ε
狓［ ］

犼

＋
犮１ε
犽μ

犻
狌犻

狓犼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 ）

犻

－犮２ρ
ε
２

犽
． （１０）

式（６）～（１０）中：狌犻，狌犼为速度分量；狓犻，狓犼为坐标分量；ρ，μ，犘分别为流体的密度、粘度和压力；犜为流体

温度；λ为流体导热系数；犽为湍流脉动动能；σ犽 为犽对应的Ｐｒａｎｄｔｌ数；μ犻 为湍动粘度；ε为湍流脉动动

能的耗散率；σε为ε对应的Ｐｒａｎｄｔｌ数；犮１，犮２ 均为常数．

采用犽ε湍流模型求解湍流方程；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进行动量和能量的离散；采用压力速度耦合的

半隐式方法ＳＩＭＰＬＥ和三阶ＱＵＩＣＫ格式求解控制方程．能量方程的收敛残差设置为１×１０－６，其余方

（ａ）普通弓形板换热器　　 　　（ｂ）内嵌百叶板换热器　

图３　两种换热器的截面网格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ｗｏ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ｓ

程的收敛残差均为１×１０－４．

１．４　网格及边界条件设置

由于换热器的结构较为复杂，故采

用正四面体非结构网格进行数值模拟，

并对管壁和折流板处的网格进行加密

处理．两种换热器的截面网格图，如图３

所示．

为节约计算资源并保证模拟结果

的准确性，对两种换热器模型各划分５

组不同数量的网格进行独立性检验．其

中，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的５组网格数量

５９４第４期　　　　　　　　　 　　 张媛媛，等：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壳程流动与传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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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７５３２９４，１２８４８６１，２０４３６７５，２５２３６９４，３１０２６５９；而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５组网格数量分别

为６８６５９１，１１６３８６２，２１０５５３２，２６９２８９３，３０６１６７４．

两种换热器壳程压降（Δ犘）随网格数目（狀）的变化，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当普通弓形板换热器

的网格数量分别为２５２３６９４，３１０２６５９时，其压降计算偏差小于１．５％；当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网格数量

分别为２６９２８９３，３０６１６７４时，压降计算偏差小于１．５％．在数值模拟计算中，最终确定普通弓形板换

热器的网格数量为２５２３６９４，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网格数量为２６９２８９３．

壳程入口采用速度入口边界，不同工况下的入口流速（狏）为０．５０～１．５０ｍ·ｓ
－１；给定入口温度为

２７８．１５Ｋ；湍流选项采用湍流度与水力直径；壳程出口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换热管束采用定壁温边界，

给定温度为２９３．１５Ｋ；折流板、百叶片及壳程壁面采用不可渗透、无滑移绝热边界；壳程材料为碳钢，管

束材料为黄铜，壳程介质为常物性水．

湍流度犐
［２２］的计算式为

犐＝０．１６犚犲－１
／８． （１１）

式（１１）中：犚犲为壳程流体雷诺数．

１．５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将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的壳程压降（Δ犘０）模拟值与计算值（通过文献［２３］的

压降计算公式得到）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壳程压降模拟值与计算值的最大偏差为

１３．９％．这是因为计算公式考虑了折流板与管束、壳壁间的漏流，而模型已简化为无缝隙结构，故模拟值

略大于计算值，但两者偏差仍在工程可接受范围内，故文中采用的数值模型仍是可靠的．

　 　 　 　图４　壳程压降随网格数目的变化 　　　　　　　图５　壳程压降模拟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ｗｉｔｈ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ｇｒｉｄｓ　　　　　　　　　　　　　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ｆｏｒｍｕｌａｖａｌｕｅｓ

１．６　模拟工况设置

对处于７种工况（工况０～工况６）下的换热器性能进行模拟研究，设置５种入口流速（ａ～ｅ）分别为

０．５０，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ｍ·ｓ－１，共模拟３５个算例．算例的工况设置，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θ为百叶

角度；犿为每组折流板上附着百叶片数，即百叶数量．

表２　算例的工况设置

Ｔａｂ．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

换热器 工况 θ／（°） 犿／片
狏／ｍ·ｓ－１

ａ ｂ ｃ ｄ ｅ

普通弓形板
换热器

工况０ － －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内嵌百叶板
换热器

工况１ ３０ ６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工况２ ４５ ６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工况３ ６０ ６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工况４ ６０ ４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工况５ ６０ ８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工况６ ６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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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两种换热器壳程流场对比

普通弓形板换热器与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壳程速度云图及局部速度矢量图，如图６，７所示．由图６

可知：普通弓形板换热器壳程流体横向冲刷管束，整体呈现“Ｚ”字形流动；当流体流经折流板时，由于流

动方向突然转变，动能损失较大，在折流板缺口区，流体流速较高；当流体到达折流板后方时，由于流动

面积突然增大，流体流速降低，并在折流板后方形成大面积流动死区及旋涡状的回流区，影响流体与管

束之间的对流换热．

由图７可知：在内嵌百叶板换热器中，当流体流经折流板时，在导流百叶的作用下，部分流体通过折

流板形成圆弧状流动，其余流体则仍通过缺口区形成“Ｚ”字形流动；两种流动形式的配合有效地减小折

流板后流动死区与回流区的面积，增强壳程扰动，减少因突然转向造成的压力损失，流场分布更加均匀．

图６　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的壳程速度云图及局部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６　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ｇｒａｐｈ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ｂｏｗｐｌａｔ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图７　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壳程速度云图及局部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７　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ｇｒａｐｈ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ｌｏｕ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２．２　百叶角度对内嵌百叶板换热器性能的影响

设置百叶数量为６片，在不同百叶角度的条件下，内嵌百叶板换热器壳程压降（Δ犘ｅ）随入口流速的

变化情况，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随着百叶角度的增大，壳程压降减小；当百叶角度为３０°时，相较于

普通弓形板换热器，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壳程压降减小１２．１％～１３．０％；当百叶角度为４５°时，壳程压

降减小２０．２％～２１．４％；当百叶角度为６０°时，壳程压降减小２１．２％～２３．２％．这是因为随着百叶角度

的增大，相邻百叶叶片间的流体通道截面积增大，有利于流体通过，减少流体局部动能的损失，使壳程压

降减小．

在不同百叶角度的条件下，换热器传热系数（犺ｅ）随入口流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

随着入口流速的增加，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传热系数逐渐增大，但传热系数并未随百叶角度的增大而呈

现单调性变化；当百叶角度为６０°时，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传热系数最大；当百叶角度为３０°时，传热系

数次之；当百叶角度为４５°时，传热系数最小．这是因为百叶角度的增大使相邻百叶叶片间隙增大，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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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壳程压降随入口流速的

变化情况（不同百叶角度）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

ｗｉｔｈ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ａｎｇｌｅｓ）

片导流量增大，折流板后流动死区和回流区的面积减

小，流体与管束得以充分换热．此外，小角度的百叶片

可导流流体产生较高的扬程，使其流出折流板后，最

终与通过缺口区的流体汇合并一起斜向冲刷管束换

热．由此可知，百叶角度为３０°的换热器的换热能力强

于百叶角度为４５°的换热器，但仍弱于百叶角度为６０°

的换热器；与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相比，内嵌百叶板换

热器的传热系数可提高１６．４％～２７．６％．

以普通弓形板换热器性能为基准，将φ作为内嵌

百叶板换热器性能的评价因子，则有

φ＝
犺ｅ／犺０
Δ犘ｅ／Δ犘０

． （１２）

式（１２）中：犺０ 为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的传热系数．

在不同百叶角度的条件下，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评价因子随流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０所示．由图

１０可知：在研究的流速变化范围内，各角度条件下内嵌百叶板换热器评价因子φ均大于１．０，表明其综

合性能优于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百叶角度为６０°的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评价因子为１．７４～１．８６；百叶角

度为４５°的内嵌百叶板换热器评价因子为１．４３～１．６４；百叶角度为３０°的内嵌百叶板换热器评价因子为

１．３６～１．６１．因此，在研究范围内，百叶角度的最佳参数为６０°．

　图９　传热系数随入口流速的　　　　　　　　　　图１０　评价因子随入口流速的

　变化情况（不同百叶角度）　　　　　　　　　　　　变化情况（不同百叶角度）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ｉｔｈ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

　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ａｎｇｌｅｓ）　　　 　　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ａｎｇｌｅｓ）

２．３　百叶数量对内嵌百叶板换热器性能的影响

图１１　壳程压降随入口流速的

变化情况（不同百叶数量）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

ｓｈｅｌｌｓｉｄｅｗｉｔｈ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ｓ）

设置百叶角度为６０°，在不同百叶数量的条件下，

内嵌百叶板换热器壳程压降随入口流速的变化情况，

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知：随着百叶数量的增加，换

热器壳程压降逐渐增大，且增幅逐渐变缓；当百叶数

量由４片增至６片时，压降增幅较大；当百叶数量由６

片增至１０片时，压降增幅逐渐减小．

百叶数量对壳程压降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流体

流道截面积实现，当百叶数量增加时，相邻百叶间距

减小，流体通道截面积减小，百叶区流量减小，缺口区

流量增加，从而使壳程压降增大．当百叶数量为６片

时，由于通过百叶区的大部分流体速度方向与百叶方

向一致，继续增加百叶数量，百叶区流量不会产生较

大的变化，故壳程压降变化不大；当百叶数量为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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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壳程压降最小．

在不同百叶数量的条件下，内嵌百叶板换热器传热系数随入口流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２所示．由图

１２可知：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传热系数随百叶数量的增加呈现减小的趋势；当百叶数量为４片时，传热

系数最高；当百叶数量为１０片时，传热系数最低．

传热系数的变化与百叶区流量变化相关，百叶数量减少，流体通道截面积增大，通过百叶区的流量

增大，对折流板后流体扰动强烈，增加流体与管束间有效传热面积．当百叶数量从６片增加至１０片时，

带来的流量变化不大，因此，工况３，５，６的内嵌百叶板换热器传热系数相差不大．

在不同百叶数量的条件下，内嵌百叶板换热器评价因子随入口流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３所示．由图

１３可知：当百叶数量为４片时，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综合性能最好，换热器评价因子可达１．７６～２．０５．

　　　图１２　传热系数随入口流速的 　　　　　　　　　　图１３　评价因子随入口流速的

　　　变化情况（不同百叶数量）　　　　　　　　　　　　　变化情况（不同百叶数量）

　　Ｆｉｇ．１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ｉｔｈ　　　　　Ｆｉｇ．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　　

　　　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ｓ）　

３　结论

１）内嵌百叶板换热器壳程部分流体在百叶片导流作用下呈圆弧状流动，配合主流“Ｚ”字形流动，削

弱折流板后流动死区现象，增强流体湍流度，使流场分布更加均匀．与普通弓形板换热器相比，内嵌百叶

板换热器更加高效节能．

２）百叶角度及百叶数量对内嵌百叶板换热器性能影响显著．随着百叶角度增大，百叶导流量增加，

壳程压降随之减小．在研究范围内，当百叶角度为６０°时，换热器壳程压降最小；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使百

叶角度为６０°的换热器传热系数最大，百叶角度为３０°的换热器传热系数次之，百叶角度为４５°的换热器

传热系数最小．百叶数量通过流体通道截面积影响换热器性能，当百叶数量为每组４片时，壳程压降最

小，传热系数最大．

３）当百叶角度为６０°，百叶数量为每组４片时，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综合性能最佳，换热器评价因

子可达１．７６～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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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白及药对作用机制的

网络药理学分析

朱亚玲，杨紫薇，高佳慧，陈建美，陈璐，孔雅珍，刁勇

（华侨大学 医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通过网络药理学的方法，研究三七白及药对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潜在的药理作用机制．采用ＴＣＭＳＰ

数据库筛选三七白及药对的活性成分和作用靶点，并用 Ｕｎｉｐｒｏｔ数据库校正靶点信息得到靶点基因，利用

ＣＴＤ数据库获得靶点基因相关的疾病类型，通过ＳＴＲＩＮＧ数据库构建靶点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分析得到核心

蛋白，运用ＤＡＶＩＤ数据库富集分析靶点基因参与的基因本体论（ＧＯ）生物学过程及京都基因与基因百科全

书（ＫＥＧＧ）通路．共筛选得到１７个活性成分，涉及１９３个作用靶点．结果表明：槲皮素、β谷甾醇和豆甾醇的作

用靶点数目最多；靶点基因与３５类疾病相关，主要包括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蛋白相互作用网

络分析得到核心蛋白ＡＫＴ１，ＭＡＰＫ１，ｃＪｕｎ，Ｐ５３，ＴＮＦ等；靶点基因主要涉及药物反应，ＲＮＡ聚合酶Ⅱ启动

子转录的正调控等９１条ＧＯ生物学过程，ＫＥＧＧ通路显著富集到癌症通路、乙型肝炎等６６条通路，与前述疾

病分析结果相符．

关键词：　三七；白及；网络药理学；活性成分；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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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犘犪狀犪狓犖狅狋狅犵犻狀狊犲狀犵（Ｂｕｒｋ．）Ｆ．Ｈ．Ｃｈｅｎ的干燥根和根茎，具有散瘀止血、

消肿定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咯血、吐血、衄血、便血、崩漏、外伤出血、胸腹刺痛、跌扑肿痛等疾病［１］．《本草

纲目》记载三七“止血散血定痛，金刃箭伤、跌扑杖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其血即止”［２］，

临床应用发现，三七对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肿瘤等多种疾病具有改善和治疗作用［３４］．白及为兰科

植物白及犅犾犲狋犻犾犾犪狊狋狉犻犪狋犪（Ｔｈｕｎｂ．）Ｒｅｉｃｈｂ．ｆ．的干燥块茎，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的功效，用于治疗咯

血、吐血、外伤出血、疮疡肿毒、皮肤皲裂等疾病［１］．《本草纲目》中记载“白及主痈肿恶疮，败疽，伤阴死

肌，胃中邪气贼风鬼击，痱缓不收”［２］．现代研究表明，白及具有促进伤口愈合、抗溃疡、止血、抗肿瘤和抗

炎活性［５６］的作用．此外，白及的活性成分还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等行业
［７］．三七和白及同为止血

药，二药相合，一散一收，去瘀生新，有止血而不留瘀的效果．白及多糖可增加三七总皂苷作用于胃肠道

的药效［８］．三七白及药对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广泛，但目前对于二者配伍的药理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网络药理学从整体角度描述生物系统、药物和疾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９１１］，已被广泛应用于中药

的潜在活性成分及其作用靶点预测、机制研究、药物开发、药效研究等过程，是开发创新药物的重要方

法［１２１４］．本文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筛选三七白及药对的活性成分，并综合分析三七白及药对作用靶

点、相关的疾病和信号通路等，探索三七白及药对的药理作用机制，进一步扩大药物使用范围，为“老药

新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三七和白及化学成分的检索与收集

采用中药系统药理学ＴＣＭＳＰ数据库（ｈｔｔｐ：∥ｌｓｐ．ｎｗｕ．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１５］，分别以“三七”、“白

及”作为关键词，检索２味中药已知的所有化学成分，以口服生物利用度（ＯＢ）≥３０％，化合物类药性

（ＤＬ）≥０．１８作为筛选标准，获得三七和白及中符合筛选标准的化学成分信息，将其作为活性成分．

１．２　三七和白及活性成分靶点信息的收集

通过ＴＣＭＳＰ数据库查找与活性成分相关的作用靶点，收集靶点蛋白信息．利用 Ｕｎｉｐｒｏｔ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ｐｒｏｔ．ｏｒｇ／）
［１６］，将检索物种限定为“犎狅犿狅狊犪狆犻犲狀狊”，对收集的靶点蛋白名称进行统一

校正，并获取靶点蛋白相对应的靶点基因．采用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３．６．１（ｈｔｔｐｓ：∥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ｏｒｇ）软件
［１７］，以三

七、白及、活性成分及靶点信息为基础，构建“药物活性成分靶点”网络图．

１．３　靶点基因相关疾病的获取

将靶点基因导入毒性与基因比较ＣＴＤ数据库（ｈｔｔｐ：∥ｃｔｄｂａｓｅ．ｏｒｇ）
［１８］，富集分析这些基因相关的

疾病，以校正犘＜０．０１作为显著性标准，得到三七白及药对靶点基因相关的疾病信息．

１．４　靶点蛋白相互作用网络构建和分析

利用蛋白相互作用网络ＳＴＲＩＮＧ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ｓｔｒｉｎｇｄｂ．ｏｒｇ／）构建靶点蛋白之间相互作用网

络［１９］．将三七、白及相关的靶点蛋白导入ＳＴＲＩＮＧ数据库，将研究物种设置为“犎狅犿狅狊犪狆犻犲狀狊”，最低互

作分值设置成最高可信（ＨＣ）≥０．９，删除与其他蛋白无相互作用的节点，获得蛋白相互作用关系网络

图，将互作网络数据导入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并用ｃｙｔｏＨｕｂｂａ插件对网络进行分析，计算节点的度（ｄｅ

ｇｒｅｅ），筛选ｄｅｇｒｅｅ排名前５的节点蛋白，并将其作为核心蛋白．

１．５　靶点基因犌犗生物学过程与犓犈犌犌通路富集分析

将靶点基因导入生物学信息注释及可视化 ＤＡＶＩＤ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ｖｉｄ．ｎｃｉｆｃｒｆ．ｇｏｖ／ｈ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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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ｓｐ）
［２０］进行基因本体论（ＧＯ）富集分析及京都基因与基因百科全书（ＫＥＧＧ）通路富集分析，以基因在某

条通路富集结果的可信度（犙）＜０．０５作为显著性标准，分析靶点基因参与的生物学过程及信号通路．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三七白及药对的活性成分

通过ＴＣＭＳＰ数据库共收集到１１９个三七化学成分，３６个白及化学成分，依据口服生物利用度

（ＯＢ）≥３０％，化合物类药性（ＤＬ）≥０．１８进行筛选，共得到１７个活性成分，其中，三七有８个，白及有９

个．三七和白及活性成分，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七和白及活性成分

Ｔａｂ．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ｉｎ犘犪狀犪狓犖狅狋狅犵犻狀狊犲狀犵ａｎｄ犅犾犲狋犻犾犾犪狊狋狉犻犪狋犪

分子ＩＤ 名称 ＯＢ／％ ＤＬ 药物

ＭＯＬ００１４９４ Ｍａｎｄｅｎｏｌ ４２．００ ０．１９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１７９２ ＤＦＶ ３２．７６ ０．１８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２８７９ Ｄｉｏｐ ４３．５９ ０．３９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０３５８ ｂｅｔａ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３６．９１ ０．７５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０４４９ 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 ４３．８３ ０．７６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５３４４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ｒｈ２ ３６．３２ ０．５６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７４７５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ｆ２ ３６．４３ ０．２５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００９８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４６．４３ ０．２８ 三七

ＭＯＬ００５７５５ １（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９，１０ｄｉｈｙｄｒｏ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２，７ｄｉｏｌ ５４．１８ ０．５５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５６ ２，３，４，７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３９．０９ ０．２９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５９ ２，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２，７Ｏｄｉ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３０．２２ ０．７４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６１ ３（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９，１０ｄｉｈｙｄｒｏ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３７．９８ ０．５５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６６ ３，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４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３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３１．４６ ０．７８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６８ ４，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１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２ｍｅｔｈｏｘｙ９，１０ｄｉｈｙｄｒｏ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ｎｅ ３０．５４ ０．５５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７０ ｂｌｅｔｌｏｌＡ ５４．４３ ０．５５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７３ ｂｌｅｓｐｉｒｏｌ ４３．７４ ０．８６ 白及

ＭＯＬ００５７７６ １（２，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１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ｙｌ）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２，７ｄｉｏｌ ３５．２２ ０．６７ 白及

２．２　作用靶点信息及药物活性成分靶点网络图

筛选得到的１７个活性成分中，三七活性成分 ＭＯＬ００７４７５和白及活性成分 ＭＯＬ００５７７６未检索到

相关作用靶点；１５个活性成分共获得１９３个靶点蛋白，三七活性成分靶点有１８４个，白及活性成分靶点

有２７个；２味药物共同作用靶点有１８个，分别为 ＡＲ，ＤＰＰ４，ＥＧＦＲ，ＥＳＲ１，ＰＲＫＡＣＡ，ＰＰＡＲＧ，ＫＣ

ＮＨ２，ＰＴＧＳ１，ＰＴＧＳ２，ＲＸＲＡ，ＳＣＮ５Ａ，Ｆ２，ＰＲＳＳ１，ＮＯＳ３，ＮＣＯＡ２，ＴＯＰ２Ａ，Ｆ７，ＰＰＡＲＤ．三七白及药

对既有不同作用靶点，又有共同作用靶点，提示三七和白及在用药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协同或拮抗作用．

图１　药物活性成分靶点网络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Ｄｒｕｇ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将三七、白及２味药物和１５个活性成分及１９３个靶点

蛋白导入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得到药物活性成分靶点网络关

系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网路共包含２１０个节点和３３６

条边；红色六边形分别代表三七和白及；粉色圆形代表三七

的活性成分；橙色圆形代表白及的活性成分；绿色菱形代表

作用靶点；连接线代表相互关系．经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分析，

槲皮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作用靶点有１５０个，数量最多，其次为β

谷甾醇（ｂｅｔａ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ｌ）３７个和豆甾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３１

个．从作用靶点角度分析，ＰＴＧＳ２相互作用活性成分数目

最多，有１２个，ＰＴＧＳ１相互作用活性成份有９个，ＳＣＮ５Ａ

有８个．结果表明：前述活性成分和靶点蛋白在三七白及

药对疾病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活性成分与靶点蛋白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体现了中药在应用中

“多组分多靶点”综合调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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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靶点基因与相关疾病分析

将１９３个靶点基因导入ＣＴＤ数据库，富集相关疾病，得到与靶点基因相关的疾病共有３５类，前１０

类靶点基因相关疾病的富集，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与癌症相关的疾病有１２４种，涉及１３９个靶点基

因；其次为神经系统疾病，有８３种，涉及１１６个靶点基因；心血管疾病有７０种，涉及１２０个靶点基因，说

明三七白及药对可用于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的治疗．

表２　前１０类靶点基因相关疾病的富集

Ｔａｂ．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ｏｐ１０）

序号 疾病类型 疾病种类 基因数 基因

１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２４ １３９
犃犅犆犌２，犃犆犃犆犃，犃犆犎犈，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犎１犆，犃犇犚犃１犃，

犃犇犚犅１，犃犇犚犅２，犃犎犚，犃犓犚１犅１，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犃犚，犅犃犡，

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犅犐犚犆５，犆犃犛犘８，犆犃犛犘９，犆犃犞１

２
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８３ １１６
犃犅犆犌２，犃犆犎犈，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犎１犆，犃犇犚犃１犅，犃犇犚犃２犃，

犃犇犚犅２，犃犎犚，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犃犚，犅犃犡，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

犆犃犔犕１，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犆犃犛犘９，犆犃犞１

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７０ １２０
犃犆犃犆犃，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犚犃１犅，犃犇犚犃２犃，犃犇犚犅１，犃犇犚犅２，

犃犎犚，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犃犚，犅犃犡，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犆犃犔犕１，

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犆犃犛犘９，犆犃犞１，犆犆犔２

４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５９ １２８

犃犅犆犌２，犃犆犃犆犃，犃犆犎犈，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犚犃１犃，犃犇犚犃１犅，

犃犇犚犅１，犃犇犚犅２，犃犎犚，犃犓犚１犅１，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犃犚，犅犃犡，

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犅犐犚犆５，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

５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ｅｍａｌｅ）
５０ １１９

犃犆犎犈，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犚犃１犅，犃犎犚，犃犓犚１犅１，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

犃犚，犅犃犡，犅犆犔２，犅犐犚犆５，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８，犆犃犞１，犆犆犔２，犆犆犖犅１，

犆犆犖犇１，犆犇犓犖１犃，犆犇犓犖２犃，犆犎犚犕２

６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３ １１６
犃犅犆犌２，犃犆犎犈，犃犇犎１犆，犃犇犚犃１犅，犃犇犚犃２犃，犃犇犚犅１，犃犇犚犅２，

犃犎犚，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犃犚，犅犃犡，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犆犃犔犕１，

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犆犃犛犘９，犆犃犞１

７
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ａｌｅ）
４１ １１１

犃犆犎犈，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犚犃１犅，犃犇犚犅２，犃犎犚，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

犃犚，犅犃犡，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犅犐犚犆５，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

犆犃犛犘９，犆犃犞１，犆犆犔２，犆犆犖犇１，犆犇犓犖１犃

８
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４０ ９１

犃犅犆犌２，犃犆犘犘，犃犇犚犅２，犃犎犚，犃犓犜１，犃犔犗犡５，犅犃犡，犅犆犔２，

犅犆犔２犔１，犅犐犚犆５，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８，犆犃犞１，犆犆犔２，犆犆犖犇１，

犆犇４０犔犌，犆犇犓犖１犃，犆犇犓犖２犃，犆犎犈犓２，犆犎犚犕２

９ 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３８ ９６
犃犆犎犈，犃犇犆犢犃犘１，犃犇犚犃１犅，犃犇犚犅１，犃犇犚犅２，犃犎犚，犃犓犜１，

犃犔犗犡５，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犆犃犔犕１，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

犆犃犛犘９，犆犃犞１，犆犆犔２，犆犆犖犃２，犆犎犚犕１，犆犎犚犕２

１０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５ ９３
犃犅犆犌２，犃犆犃犆犃，犃犆犎犈，犃犇犚犃１犃，犃犇犚犅１，犃犇犚犅２，犃犎犚，

犃犓犜１，犃犚，犅犃犡，犅犆犔２，犅犆犔２犔１，犆犃犛犘１，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８，

犆犃犞１，犆犆犔２，犆犇４０犔犌，犆犎犈犓２，犆犎犚犕２

　　注：每个疾病分类仅列出前２０位的基因．

图２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４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构建与核心蛋白获取

通过ＳＴＲＩＮＧ数据库及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分析，得到靶点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网络共包括１６７个节

点和６７７条边；节点的大小表示ｄｅｇｒｅｅ值的大小，节点越大，

对应的 ｄｅｇｒｅｅ值越大，ｄｅｇｒｅｅ排名前５位的节点蛋白为

ＡＫＴ１（３５），ＭＡＰＫ１（３４），ｃＪｕｎ（３４），Ｐ５３（３３），ＴＮＦ（３１），说

明这些节点蛋白在相互作用网络中发挥关键作用，将其作为

核心蛋白．

２．５　靶点基因犌犗生物学过程及犓犈犌犌通路富集结果

采用ＤＡＶＩＤ数据库对靶点基因进行富集分析，ＧＯ富集

结果显示，靶点基因显著富集到９１条生物学过程中，主要涉

及药物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ｄｒｕｇ）、ＲＮＡ聚合酶Ⅱ启动子转录的

正调控（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Ⅱｐｒｏｍｏｔｅｒ）、转录的正调控（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衰老（ａｇｉｎｇ）、细胞增殖的正调控（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等．前１０条靶点基因生物学过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以犙＜０．０５作为显著性标准，犙越小越显

著，气泡颜色越偏向红色，反之越偏向绿色；各条目相关基因数越多，气泡越大，反之越小．ＫＥＧＧ通路

４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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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前１０条靶点基因生物学过程富集

Ｆｉｇ．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ｐ１０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ｓ

富集结果显示，靶点基因在６６条通路显著性富集，主要包括癌症通路（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乙型肝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膀胱癌（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ＴＮＦ信号通路（ＴＮＦ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ＨＩＦ１信号通路

（ＨＩＦ１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等，前１０条靶点基因ＫＥＧＧ通路富集，如表３所示．

表３　前１０条靶点基因 ＫＥＧＧ通路富集

Ｔａｂ．３　ＫＥＧ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ｐ１０）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ｓ

条目 数量 基因 犙

ｈｓａ０５２００：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５３
犈２犉１，犈２犉２，犘犘犃犚犇，犘犜犌犛２，犕犕犘９，犘犘犃犚犌，犘犜犈犖，犕犕犘２，

犜犌犉犅１，犕犕犘１，犃犓犜１，犉犗犛，犆犃犛犘３，犆犇犓犖２犃，犆犃犛犘９，犆犃犛犘８，

犘犚犓犃犆犃，犖犗犛２，犕犢犆，犆犎犝犓
１．７１×１０２２

ｈｓａ０５１６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 ３４
犈２犉１，犈２犉２，犜犖犉，犕犕犘９，犆犡犆犔８，犖犉犓犅犐犃，犈犔犓１，犘犜犈犖，犜犌
犉犅１，犃犓犜１，犉犗犛，犆犃犛犘３，犆犃犛犘９，犅犆犔２，犆犃犛犘８，犆犆犖犃２，犕犢犆，

犆犎犝犓，犘犚犓犆犃，犘犐犓３犆犌
１．２０×１０２０

ｈｓａ０５２１９：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ａｎｃｅｒ １８
犈２犉１，犈犌犉犚，犈２犉２，犈犚犅犅２，犕犕犘９，犜犘５３，犆犡犆犔８，犚犃犉１，

犕犕犘２，犕犕犘１，犕犃犘犓１，犆犇犓犖１犃，犆犆犖犇１，犆犇犓犖２犃，犚犃犛犛犉１，

犞犈犌犉犃，犈犌犉，犕犢犆
１．７６×１０１４

ｈｓａ０５２１５：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２３
犈２犉１，犘犐犓３犆犌，犈犌犉犚，犈２犉２，犃犚，犎犛犘９０犃犃１，犈犚犅犅２，犚犈犔犃，

犜犘５３，犚犃犉１，犖犉犓犅犐犃，犘犜犈犖，犆犇犓２，犃犓犜１，犕犃犘犓１，犆犆犖犇１，

犆犇犓犖１犃，犆犃犛犘９，犅犆犔２，犌犛犓３犅
６．７６×１０１４

ｈｓａ０４６６８：ＴＮＦ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２４
犘犐犓３犆犌，犐犆犃犕１，犐犔６，犜犖犉，犆犆犔２，犘犜犌犛２，犕犕犘９，犚犈犔犃，犆犡
犆犔２，犕犃犘２犓４，犖犉犓犅犐犃，犕犕犘３，犆犡犆犔１０，犃犓犜１，犞犆犃犕１，

犕犃犘犓１，犉犗犛，犆犃犛犘３，犑犝犖，犕犃犘犓１４
４．２２×１０１３

ｈｓａ０５２１２：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９
犈２犉１，犘犐犓３犆犌，犈犌犉犚，犈２犉２，犈犚犅犅２，犚犈犔犃，犜犘５３，犚犃犉１，

犅犆犔２犔１，犛犜犃犜１，犜犌犉犅１，犃犓犜１，犕犃犘犓１，犆犆犖犇１，犆犇犓犖２犃，

犆犃犛犘９，犞犈犌犉犃，犈犌犉，犆犎犝犓
８．０３×１０１２

ｈｓａ０５１４２：Ｃｈａｇａ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２２
犘犐犓３犆犌，犐犔６，犜犖犉，犆犆犔２，犚犈犔犃，犕犃犘２犓４，犆犡犆犔８，犖犉犓犅犐犃，

犐犔１０，犜犌犉犅１，犃犓犜１，犕犃犘犓１，犉犗犛，犑犝犖，犕犃犘犓１４，犆犃犛犘８，犐犉
犖犌，犛犈犚犘犐犖犈１，犐犔１犅，犖犗犛２

３．９９×１０１１

ｈｓａ０４０６６：ＨＩＦ１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２１
犘犚犓犆犃，犈犌犉犚，犘犐犓３犆犌，犐犔６，犈犚犅犅２，犚犈犔犃，犎犓２，犘犚犓犆犅，

犃犓犜１，犕犃犘犓１，犆犇犓犖１犃，犎犐犉１犃，犅犆犔２，犎犕犗犡１，犐犉犖犌，犛犈犚
犘犐犖犈１，犞犈犌犉犃，犖犗犛３，犖犗犛２，犈犌犉

９．０５×１０１１

ｈｓａ０５２２３：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１７
犘犚犓犆犃，犘犐犓３犆犌，犈犌犉犚，犈２犉１，犈２犉２，犈犚犅犅２，犚犡犚犃，犜犘５３，

犚犃犉１，犘犚犓犆犅，犃犓犜１，犕犃犘犓１，犆犆犖犇１，犆犇犓犖２犃，犆犃犛犘９，

犚犃犛犛犉１，犈犌犉
１．６１×１０１０

ｈｓａ０５２０５：Ｐｒｏｔｅｏｇｌｙｃａｎｓ
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２７
犆犃犞１，犜犖犉，犈犚犅犅３，犈犚犅犅２，犕犕犘９，犈犔犓１，犕犕犘２，犜犌犉犅１，

犃犓犜１，犆犃犛犘３，犘犚犓犃犆犃，犕犢犆，犘犐犓３犆犌，犈犌犉犚，犘犚犓犆犃，犜犘５３，

犈犛犚１，犚犃犉１，犐犌犉２，犘犚犓犆犅
１．６×１０９

　　注：每条通路富集条目仅列出前２０位的基因．

由富集到癌症通路的靶点基因数目最多，有５３个．靶点基因与癌症通路，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红色

节点表示富集于癌症通路上的靶点基因．由图４可知：该结果与前述靶点基因相关疾病中癌症数目最多

的结果相符，提示三七白及药对在癌症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具有潜在优势，可作为今后实验研究和临床

实践的重要方向．

５０５第４期　　　　　　　　　　　朱亚玲，等：三七白及药对作用机制的网络药理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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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靶点基因与癌症通路

Ｆｉｇ．４　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３　讨论

中药在复杂疾病的治疗中考虑了疾病治疗的整体性，具有多组分、多靶点、多通路联合作用的特

点［２１］．采用网络药理学方法对三七白及药对进行研究，共得到１７个活性成分与１９３个作用靶点．通过

药物活性成分靶点网络分析显示：槲皮素、β谷甾醇和豆甾醇等为网络的重要节点．槲皮素具有抗氧

化、清除自由基、抗炎、抗菌、抗病毒、免疫调节的作用［２２２４］，可用于治疗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

等疾病［２５２７］．槲皮素通过上调Ｂａｘ蛋白表达，调控 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下调抗凋亡蛋白Ｂｃｌ２的表达，从

而诱导 Ａ３７５ＳＭ 细胞凋亡，发挥抗黑色素瘤的作用
［２８］．β谷甾醇具有广泛的抗癌药理活性，可下调

Ｐ１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信号通路蛋白的表达，诱导ＳＧＣ７９０１细胞发生自噬，从而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并

促进其凋亡，发挥抗胃癌作用［２９］．实验研究发现，β谷甾醇还能促进肝癌移植瘤ＩＦＮγ表达并抑制ＩＬ６

表达，降低血清ＶＥＧＦ水平，发挥抗癌作用
［３０］．豆甾醇能够显著降低ＣＯＸ２和ＣＳＦ１蛋白的表达，抑

制ＮＦκＢ通路激活，改善硫酸右旋糖酐所致结肠炎，发挥抗炎活性
［３１］．豆甾醇可通过上调促凋亡蛋白

Ｂａｘ和Ｐ５３表达，并下调抗凋亡蛋白Ｂｃｌ２表达，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３２］．网络中靶点蛋白 ＰＴＧＳ２，

ＰＴＧＳ１，ＳＣＮ５Ａ等可与多个活性成分相互作用，体现了三七白及药对多组分、多靶点协调作用的特点．

靶点基因疾病网络分析发现，与１９３个靶点基因相关的疾病共有３５类，主要涉及癌症、神经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等，说明三七白及药对在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的治疗中具有潜在药效作用．

根据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分析，得到核心蛋白 ＡＫＴ１，ＭＡＰＫ１，ｃＪｕｎ，Ｐ５３，ＴＮＦ等，在三七白及药

对药理作用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ＡＫＴ１为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参与调节包括代谢、增殖、细胞存

活、生长和血管生成等生物过程［３３３４］，在胰岛素信号传导、血管生成和肿瘤形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３５３６］．ＭＡＰＫ１参与细胞增殖、分化、转录调控和发育等过程，与多种癌症的治疗密切相关，ｍｉＲ３２９

３ｐ可直接抑制 ＭＡＰＫ１表达，从而抑制宫颈癌发展
［３７］．研究发现，下调ｌｎｃＲＮＡＴＤＲＧ１可促进 ｍｉＲ

３２６的表达，从而降低 ＭＡＰＫ１的表达水平，抑制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３８］．ｃＪｕｎ是由原癌基因

犑犝犖 编码的一种转录因子相关蛋白，研究表明，ｃＪｕｎ与肝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疾病的发生、发展和

转移密切相关［３９４０］．Ｐ５３是一种肿瘤抑制蛋白，可调节靶基因的表达，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凋亡、衰老，

ＤＮＡ修复或代谢等过程，犜犘５３基因的突变普遍存在于各种癌症类型中
［４１４２］．ＴＮＦ是一种主要由巨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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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的多功能促炎细胞因子，参与调控多种生物学过程，包括细胞增殖、分化、凋亡、脂质代谢和凝

血等，并与自身免疫性疾病、胰岛素抵抗和癌症等疾病密切相关［４３４４］．

ＧＯ富集分析结果显示，靶点基因显著富集在药物反应、ＲＮＡ聚合酶Ⅱ启动子转录正调控、转录正

调控、衰老、细胞增殖正调控等生物学过程．三七总皂苷能一定程度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调节帕金森

患者脑中氨基酸质量浓度，发挥神经保护作用［４５］．三七乙醇提取物可通过介导胰岛素／ＩＧＦ１信号通

路，增强应激抵抗，发挥抗衰老作用［４６］．白及多糖能有效抑制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４（ＮＯＸ４）的上调，降低

ＡｎｇⅡ诱导的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ＴＬＲ２）过表达，发挥抗氧化应激和抗炎作用
［４７］．此外，三七总皂苷通过启

动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通路和ＰＩ３Ｋ／ＡＫＴ／Ｂａｄ通路促进肝再生期肝细胞增殖，保护肝细胞免受肝部分

切除术后诱导的凋亡，可作为一种促进肝脏再生能力和肝脏功能恢复的新途径［４８］．ＫＥＧＧ的通路富集

主要涉及癌症通路、乙型肝炎、膀胱癌、ＴＮＦ信号通路、ＨＩＦ１信号通路等，其中，显著富集到癌症通路

上的靶点基因有５３个，与前述结果靶点基因与癌症相关的疾病数目最多结果相符，另外，癌症通路与

ｍＴＯＲ信号通路、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ＭＡＰＫ信号通路、ＨＩＦ１信号通路等多个信号通路的调控密

切相关，说明癌症通路在三七白及药对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三七总皂苷可显著降低

Ｈｇｆ，Ｍｅｔ，Ｎｏｔｃｈ３等一系列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相关基因的表达，提高肿瘤抑制基因Ｒｘｒｇ的表达，调控

Ｍｅｔ／ｍｉＲ２２２水平，发挥抗肺癌和其他类型癌症的作用
［４９］．白及提取物可通过调控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

路、ＲＩＧ１ｌｉｋｅ信号通路、ＭＡＰＫ信号通路、Ｔｏｌｌ样信号通路以及 ＮＦκＢ信号通路中的差异基因表达，

进而发挥抗流感病毒作用［５０］．体外实验发现，白及多糖可通过抑制肝细胞癌增殖，发挥抗肿瘤活性
［５１］．

目前研究已证实的三七和白及有效成分所涉及的生物学过程和信号通路，与文中研究预测结果存在一

致性，说明预测结果的可靠性，表明三七白及药对在疾病治疗，尤其是癌症的治疗过程中具有潜在的优

势，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综合分析三七和白及的活性成分、作用靶点、相关疾病和信号通路

等，为深入研究三七白及药对的药理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但具体结果仍需进一步的基础实验及临

床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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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ａｄｅｂｒｏａｄｌｙ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２０１７，４５（Ｄ１）：Ｄ３６２Ｄ３６８．ＤＯＩ：１０．

１０９３／ｎａｒ／ｇｋｗ９３７．

［２０］　ＨＵＡＮＧＤａｗｅ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ＢＴ，ＬＥＭＰＩＣＫＩＲＡ．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Ｐａｔｈ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ｇｅｎｅｌｉｓｔｓ［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２００９，３７（１）：１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ｎａｒ／ｇｋｎ９２３．

［２１］　ＬＩＵＡｉｌｉｎ，ＤＵＧｕａｎｈｕ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Ｊ］．Ｙａｏ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２０１０，

４５（１２）：１４７２１４７７．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３８／ｊ．０５１３４８７０．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

［２２］　Ｄ′ＡＮＤＲＥＡＧ．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Ａｆｌａｖｏｎｏｌ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Ｆｉｔｏｔｅｒａｐｉａ，２０１５，１０６：２５６

２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ｉｔｏｔｅ．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８．

［２３］　ＫＨＡＮＦ，ＮＩＡＺＫ，ＭＡＱＢＯＯＬＦ，犲狋犪犾．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ｔａｒｇｅｔ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Ａｎｕｐ

ｄａｔｅ［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２０１６，８（９）：５２９．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ｎｕ８０９０５２９．

［２４］　ＧＵＰＴＡＡ，ＢＩＲＨＭＡＮＫ，ＲＡＨＥＪＡＩ，犲狋犪犾．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ｉｏ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ｉｓ

ｅ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６，６（３）：２４８２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２２２２１８０８

（１５）６１０２４６．

［２５］　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Ｐ，ＰＲＡＪＡＰＡＴＩＡＫ．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ｉｎａｎｔｉ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ｑｕｅｒｃｅ

ｔｉｎ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ｓ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５（１１８）：９７５４７９７５６２．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９／ｃ５ｒａ１８８９６ｂ．

［２６］　ＫＡＳＨＹＡＰＤ，ＭＩＴＴＡＬＳ，ＳＡＫＫ，犲狋犪犾．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Ｊ］．Ｔｕｍｏｕｒ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１２９２７１２９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３２７７０１６５１８４ｘ．

［２７］　ＭＡＳＳＩＡ，ＢＯＲＴＯＬＩＮＩＯ，ＲＡＧＮＯＤ，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ｎｔｉｃａｎ

ｃｅｒａｇｅｎｔ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１７，２２（８）：１２７０．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２０８１２７０．

［２８］　ＫＩＭＳＨ，ＹＯＯＥＳ，ＷＯＯＪＳ，犲狋犪犾．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ｉｎｖｏｌ

ｖｉｎｇＪＮＫ／Ｐ３８ＭＡＰＫ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９，８６０：１７２５６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ｊｐｈａｒ．２０１９．

１７２５６８．

［２９］　孙玉成，刘晓巍，片光哲．β谷甾醇诱导人胃癌细胞自噬与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Ｊ］．中国医师杂志，２０１９，２１（６）：

８６６８７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３７２．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５．

［３０］　林明珠，赵岩，蔡恩博，等．β谷甾醇对 Ｈ２２荷瘤小鼠体内抗肿瘤作用［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７，３３（１２）：１７９７１８００．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４７／ｚｇｇｇｗｓ２０１７３３１２３１．

［３１］　ＦＥＮＧＳｉｍｉｎ，ＤＡＩＺｈｕｑｉｎｇ，ＬＩＵＡｎｎａ，犲狋犪犾．Ｂｅｔａ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ａｎｄ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ｎｓｕｌｆａｔｅｓｏｄｉｕｍｉｎ

ｄｕｃｅ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ｉｎｍｉｃｅｆｅｄａｈｉｇｈｆａ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ｙｌｅｄｉｅｔ［Ｊ］．ＦｏｏｄＦｕｎｃｔ，２０１７，８（１１）：４１７９４１８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９／

ｃ７ｆｏ００３７５ｇ．

［３２］　ＫＩＭＹＳ，ＬＩＸＦ，ＫＡＮＧＫＨ，犲狋犪犾．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ｒｉｎｅ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ｈｅｐａｔｏｍａＨｅｐＧ２ｃｅｌｌｓ［Ｊ］．ＢＭＢＲｅｐ，２０１４，４７（８）：４３３４３８．ＤＯＩ：１０．５４８３／ｂｍｂｒｅｐ．２０１４．４７．８．１５３．

［３３］　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ｇ，ＫＡＮＧＱｉａｏｈｕｉ，ＣＨＥＮＹｉｎｇ，犲狋犪犾．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ｒｏｌｅｓｏｆＡｋｔ１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８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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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ｉｎＨｅｐＧ２ａｎｄＨＣＴ１１６ｃｅｌｌｓ［Ｊ］．ＯｎｃｏｌＲｅｐ，２０１４，３１（２）：７３７７４４．ＤＯＩ：１０．３８９２／ｏｒ．２０１３．２８７９．

［３４］　ＢＲＯＬＩＨＳ，ＰＡＲＫＳＳＫ，ＶＩＡＬＶ，犲狋犪犾．ＡＫＴ１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ｈａｒ

ｂｏｒｉｎｇ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ＰＩ３ｋ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ＢＭＣ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１８（１）：２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２８８５０１８

４１６９０．

［３５］　ＬＩＣｈｉａｗｅｉ，ＸＩＡ Ｗｅｉｙａ，ＬＩＭ ＳＯ，犲狋犪犾．ＡＫＴ１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ｔｏ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ｗｉｓｔ１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６，７６（６）：１４５１１４６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８／

０００８５４７２．ＣＡＮ１５１９４１．

［３６］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Ｎ，ＪＩＮＪ，ＣＡＲＤＩＦＦＲＤ，犲狋犪犾．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ｋｔ１（ＰＫＢａｌｐｈａ）ｃ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ＥｒｂＢ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ａｍｍａｒｙ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ｂｕｔ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ｕｍｏｒ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４，６４（９）：３１７１３１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８／

０００８５４７２．ＣＡＮ０３３４６５．

［３７］　ＬＩＷｅｎｆ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ｃｈａｏ，犲狋犪犾．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２９３ｐｔａｒｇｅｔｓＭＡＰＫ１ｔ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

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ＯｎｃｏｌＲｅｐ，２０１７，３７（５）：２７４３２７５０．ＤＯＩ：１０．３８９２／ｏｒ．２０１７．

５５５５．

［３８］　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ｑｉｏｎｇ，犲狋犪犾．ＴｈｅｌｎｃＲＮＡＴＤＲＧ１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ｍｉＲ３２６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ＭＡＰＫ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Ｉｎｔ，２０１９，１９：１５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２９３５０１９０８７２４．

［３９］　ＣＨＥＮＹａｎ，ＺＨＵＧｕｏｑｉｎｇ，ＬＩＵＹａ，犲狋犪犾．ＯＧｌｃＮＡｃｙｌａｔｅｄｃＪｕｎ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ｚｅｓ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ｖ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ＧＳＨ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９，６３：１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ｅｌｌｓｉｇ．２０１９．１０９３８４．

［４０］　ＺＨＡＮＧＤｉ，ＺＨＯＵＱ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ｎｄａｎ，犲狋犪犾．ＲＯＳ／ＪＮＫ／ｃＪｕｎａｘｉｓ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ｏｒｉｄｏｎ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５１３（３）：５９４６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ｂｒｃ．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１．

［４１］　ＬＥＲＯＹＢ，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Ｍ，ＳＯＵＳＳＩＴ．ＴＰ５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ｄｅｃａｄｅ［Ｊ］．ＨｕｍＭｕｔａｔ，２０１４，３５（６）：６７２６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ｈｕｍｕ．２２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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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５第４期　　　　　　　　　　　朱亚玲，等：三七白及药对作用机制的网络药理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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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酸维拉佐酮片的制备及体外

溶出度的一致性考察

杨阳１，林琪１，张雨凝１，吴振２，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厦门大学 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　以原研制剂为参考，采用直接压片法制备盐酸维拉佐酮片；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合适的体外溶

出度测定方法，对两者的体外溶出行为进行一致性评价．通过单因素试验对辅料的用量进行筛选并确定最佳

处方，制备出盐酸维拉佐酮片．然后，以原研药为参比制剂，考察自制品在醋酸溶液（ｐＨ＝３．１）、水、磷酸盐缓

冲液（ｐＨ＝６．８）、盐酸溶液（ｐＨ＝１．０）中的溶出情况，并计算相似因子（犳２），评价自制品与参比制剂溶出行为

的相似性．结果表明：自制品与原研制剂在４种溶出介质中的溶出行为相似，犳２ 均大于５０．所建立的溶出度曲

线测定方法准确、可靠，可为盐酸维拉佐酮片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盐酸维拉佐酮片；体外溶出度；一致性评价；相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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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类精神障碍性疾病，主要影响人的情绪，患病者表面与常人并无区别．临床

特点主要表现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和意志力脆弱等［１］，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自杀行为，且知晓率低、治疗

率低［２?３］．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有三环类抗抑郁药（丙咪嗪）、单胺氧化酶（ＭＡＯ）

抑制剂（异卡波肼、苯乙肼等）和新型药物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氟西汀、帕罗西汀等）
［４７］．然

而，以上药物在治疗抑郁症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副作用．盐酸维拉佐酮是首个吲哚烷基胺类新型抗抑

郁症药，具有选择性的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和５ＨＴ１Ａ受体部分激动剂双重活性
［８?９］，能够有效抑制５

ＨＴ再摄取位点．临床数据表明，盐酸维拉佐酮具有起效快、耐受性好和不良反应小等特点
［１０］．仿制药

占当今社会的主流地位，大多数化学药品都是仿制药．由于过去的药品评审对仿制药和原研制剂没有严

格的质量一致性要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用药疗效．因此，开展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是确保仿制

药临床疗效的首要前提［１１?１２］，而体外溶出度是考察固体制剂最核心的评价指标［１３］．本文以原研制剂为

参考，探索盐酸维拉佐酮片的处方及制备工艺，对其体外溶出行为进行考察和对比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１．１．１　试剂　盐酸维拉佐酮对照品（美国Ｔｒｏｖｉ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ＬＬＣ公司，生产批号为Ｓ１７０７０７）；自

制盐酸维拉佐酮片（本单位研发，生产批号：一批２０１８１１０１、二批２０１８１１０２、三批２０１８１１０３）；乳糖（江苏

徐州丰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微晶纤维素（台湾明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氧化硅（安徽山河药用辅料

股份有限公司）；硬脂酸镁（河南铭之鑫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上海昌为医药辅料技

术有限公司）；欧巴代包衣预混粉（胃溶型，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甲醇（广东汕头西陇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色谱级）；磷酸、磷酸二氢钾（西安悦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２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ＤＡＤ检测器，美国安捷伦公司）；ｐＨ计（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

公司）；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公司）；ＹＱ１００型气流粉碎机（上海塞山粉体机械有限公司）；

ＤＰ６０Ａ型单冲压片机（上海天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ＢＧ７５Ｂ型高效包衣机（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

程研究所）；ＱＳ１５型混合机（浙江温州市佳禾电气有限公司）；ＲＣ８０６型溶出试验仪（天津市天大天发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２　盐酸维拉佐酮片的制备

１．２．１　辅料用量的选择　参考原研制剂的质量情况后，发现原料对高湿环境比较敏感，且本试验采用

直接压片法．因此，试验选择了粒径较大、含水量≤１．５％的ＡｖｉｃｅｌＰＨ１１２规格的微晶纤维素和休止角

较小的Ｔａｂｌｅｔｔｏｓｅ８０乳糖作为填充剂，选用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为崩解剂，以溶出度为主要评价指标，

对辅料（填充剂和崩解剂）的用量（犿）进行考察，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辅料用量的筛选

Ｔａｂ．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 ｇ　

处方 犿（主药） 犿（乳糖） 犿（微晶纤维素）犿（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 犿（二氧化硅） 犿（硬脂酸镁）

１ １０．００ 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３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４ 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６ 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７５ ０．２５ ２．００ １．００

７ 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８ 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２　原辅料相容性的考察　参考原研产品处方组成，根据原辅料相容性试验指导原则对产品处方设

计，如表２所示．按表２比例称取原辅料于自封袋中混合均匀，在温度６０℃，光照度（４５００±５００）ｌｘ，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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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９２．５％的条件下放置１０ｄ．然后，于第５天和第１０天取样检测，考察各样品原料药的含量、有关物

表２　原辅料相容性试验处方设计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序号 主药／辅料 质量比

１ 盐酸维拉佐酮 －

２ 盐酸维拉佐酮／乳糖 １∶１０

３ 盐酸维拉佐酮／微晶纤维素 １∶５

４ 盐酸维拉佐酮／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 １∶１

５ 盐酸维拉佐酮／二氧化硅 １∶１

６ 盐酸维拉佐酮／硬脂酸镁 １∶１

７ 盐酸维拉佐酮／薄膜包衣预混剂 １∶１

８ 盐酸维拉佐酮／全部辅料 １∶１９

质和晶型等项目各时间节点变化．

１．２．３　盐酸维拉佐酮的压片　将盐酸

维拉佐酮的原料微粉化后，过１００目筛，

按处方量称取盐酸维拉佐酮、乳糖、微晶

纤维素、二氧化硅、硬脂酸镁和交联羧甲

基纤维素钠，加入到混合料斗中充分混

合．采用直接压片法进行压片，据所得片

芯质量对素片进行包衣．

１．２．４　盐酸维拉佐酮片的包衣　选用

沪Ｑ／ＷＳ１２２７３９９型欧巴代包衣粉为

盐酸维拉佐酮的包衣材料，用纯化水将其配置成８％的溶液，搅拌，过１００目筛，备用．按照最佳的处方

制备素片，称量后置于包衣锅内；然后，调节主机转速为６～９ｒ·ｍｉｎ
－１，送风温度为６０～６５℃，蠕动泵

转速为６～１５ｒ·ｍｉｎ
－１，雾化压力为０．３～０．６ＭＰａ，开枪压力为０．２～０．６ＭＰａ，出风温度为３７～４５℃

进行包衣．当片剂质量增加约４％时，停止包衣，干燥后即得薄膜衣片．

１．３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ＨｙｐｅｒｓｉｌＯＤＳ２（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体积比１∶１的甲醇磷酸缓冲液，检

测波长为２４０ｎｍ，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进样体积为２０μＬ，柱温为２５℃．

１．４　溶出转速的选择

根据各国药典及美国ＦＤＡ溶出数据库中的方法可知，５０，６０，７５ｒ·ｍｉｎ－１的溶出转速均有被使用．

表３　溶出转速的考察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

狋／ｍｉｎ
犇／％

５０ｒ·ｍｉｎ－１ ６０ｒ·ｍｉｎ－１ ７５ｒ·ｍｉｎ－１

５ ４２．６ ５８．７ ５９．３

１０ ７８．０ ９５．４ ９６．３

２０ ８４．５ ９８．５ ９７．２

３０ ８８．６ 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４５ ９１．８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３

本实验选择参比制剂和批号为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的自制品为样品，在醋酸溶液（ｐＨ＝３．１）

中对３种转速的溶出度进行考察，结果如

表３所示．表３中：狋为时间；犇为溶出度．

从表３可知：溶出转速为６０ｒ·ｍｉｎ－１

较５０ｒ·ｍｉｎ－１的溶出量和溶出速率明显

增多变快，而７５ｒ·ｍｉｎ－１较６０ｒ·ｍｉｎ－１

的溶出量和溶出速率略有增多．由于美国

ＦＤＡ中规定盐酸维拉佐酮的溶出转速为６０ｒ·ｍｉｎ－１，因此，选择转速为６０ｒ·ｍｉｎ－１．

１．５　实验方法

１．５．１　体外溶出度测定　取自制的盐酸维拉佐酮片，参照溶出度测定法
［１３］，以醋酸溶液（ｐＨ＝３．１）、

盐酸溶液（ｐＨ＝１．０）、磷酸盐缓冲液（ｐＨ＝６．８）和水为溶出介质，介质体积为１０００ｍＬ，转速为６０ｒ·

ｍｉｎ－１．然后，以醋酸溶液（ｐＨ＝３．１）为介质，取样时间分别为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５ｍｉｎ；以水、磷酸盐缓冲

液（ｐＨ＝６．８）和盐酸溶液（ｐＨ＝１．０）为溶出介质，取样时间分别为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５，６０，９０ｍｉｎ．上述

样点取样后，过滤得供试品溶液．另精密称取原研药１０．０ｍｇ，加稀释剂定容到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配置

成２μｇ·ｍＬ
－１的盐酸维拉佐酮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各溶液１０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按外标法以峰

面积计算各点的累积溶出度．

１．５．２　专属性实验　取１０ｍｇ空白辅料、自制盐酸维拉佐酮片和参比制剂，按溶出度测定方法操作，

过滤；精密量取上述续滤液和溶出介质（ｐＨ＝３．１醋酸溶液）各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

１．５．３　线性实验　精密称取质量分数为９９．８９％的盐酸维拉佐酮对照品１５．０ｍｇ，置于５０ｍＬ烧杯

中，用甲醇溶解后，转移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定容，摇匀；精密移取上述溶液０．２，０．５，０．８，１．１，１．４ｍＬ，

置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稀释剂（甲醇∶水的体积比为８０∶２０）定容，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按照色

谱条件进样分析，进样量１００μＬ，进行盐酸维拉佐酮线性回归并计算相关系数．

１．５．４　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取盐酸维拉佐酮１０．０，１５．０和２０．０ｍｇ各３份，按处方比例加入适量的空

白辅料后，用少许甲醇溶解并转移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定容，摇匀；然后，精密移取各溶液１ｍＬ置于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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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容量瓶中，用稀释剂定容，过滤，取续滤液作为５０％，８０％，１００％的供试品溶液．精密称取原研对照

药品１０．０ｍｇ，加入稀释剂５００ｍＬ，配置成２μｇ·ｍＬ
－１的盐酸维拉佐酮溶液，过滤后作为对照品溶液；

然后，按照色谱条件进样，进样量１００μＬ，用外标法的峰面积计算溶出量，溶出量与标示量之间的比值

为回收率．

１．５．５　稳定性实验　取自制样品，按照建立的溶出度测定方法，分别在２，４，６，８ｈ时取适量溶出液，用

０．４５μｍ的微孔滤膜过滤；然后，取续滤液加入稀释剂稀释成浓度为２μｇ·ｍＬ
－１的溶液作为供试品，进

样量１０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峰面积．

１．５．６　滤膜吸附性实验　以醋酸溶液（ｐＨ＝３．１）为溶出介质，取溶出液１００ｍＬ，分为５份．其中，第一

份溶液经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５ｍｉｎ后取上清液１００μＬ，其余四份分别弃去３，５，７，１０ｍＬ初滤液，取续

滤液１００μＬ进样，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峰面积．

１．６　体外溶出度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制样品与参比制剂的一致性，本试验用相似因子法比较释药曲线间的异同［１４１５］．

相似因子（犳２）的计算公式为

犳２ ＝５０×ｌｇ １＋
１

狀∑
狀

狋＝１

（犚狋－犜狋）［ ］２ －０．５×｛ ｝１００ ．

上式中：狀为取样点的总数；犚狋和犜狋分别代表两种制剂在时间狋的平均累积释放度．犳２ 的大小表示两条

释药曲线的吻合程度，其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０，且犳２ 越大，两条曲线的相似性越高，一般认为犳２ 在５０～

１００之间，两条释药曲线相似．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处方的筛选

对辅料（填充剂和崩解剂）用量的考察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犉为脆碎度．由表４可知：处方１

表４　辅料用量的考察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

处方 外观 犉／％ 犇／％

１ 麻面、粘冲 ０．２４ ８６．５４

２ 麻面、粘冲 ０．４５ ８７．９０

３ 光滑 ０．２２ ９０．７３

４ 光滑 ０．１３ ９２．６８

５ 光滑 ０．８７ ９３．１７

６ 光滑 ０．１３ ９０．７８

７ 光滑 ０．１３ ９４．２９

８ 光滑 ０．１５ ９９．０５

和处方２在压片过程中出现粘冲现象，处方５溶

出度略高于处方４，但是脆碎度明显增大．综合考

虑，处方４为最优处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崩

解剂进行筛选．由表４可知：随着崩解剂用量的提

高，溶出度由９０．７８％提高到９９．０５％．因此，将处

方８暂定为最佳片芯处方．

２．２　原料药与辅料的相容性

原辅料相容性考察结果，如图１所示．从图１

可知：根据原料药与辅料的相容性，在有关物质测

定中除原料本身的杂质外，无其他杂质出现，含

量、晶型和参比制剂无明显差别，说明拟选用的辅料与原料相容性良好，可以进行后续的处方筛选．

图１　盐酸维拉佐酮杂质图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ｕｒｉｔｙｍａｐｏｆｖｉｌａｚｏｄｏ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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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包衣材料对自制品溶出度的影响

自制素片和包衣片剂、参比制剂在不同溶出介质中的溶出曲线，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知：４种溶出

曲线基本一致，可见沪Ｑ／ＷＳ１２２７３９９型欧巴代系列胃溶型包衣粉可用于盐酸维拉佐酮片的包衣．

（ａ）醋酸溶液（ｐＨ＝３．１）　　　　　　　　　　　　　　　　（ｂ）水　　　

　（ｃ）磷酸盐缓冲液（ｐＨ＝６．８）　　　　　　　　　　　（ｄ）盐酸溶液（ｐＨ＝１．０）

图２　不同溶出介质中自制片芯和薄膜衣片与参比制剂的溶出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ｈｏｍｅｍａｄｅｔａｂｌｅｔｃｏｒｅｓ，ｆｉｌｍｃｏａｔｅｄｔａｂｌｅｔｓ

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２．４　专属性结果

对溶出介质、空白辅料、自制品和参比试剂进行专属性测试，结果如图３所示．从图３可知：溶出介

质和空白辅料对主成分的测定均无干扰，本品专属性良好．

（ａ）溶出介质

（ｂ）空白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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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自制品

（ｄ）参比试剂

图３　不同溶出介质专属性考察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２．５　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盐酸维拉佐酮的浓度（犡）和峰面积（犢）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曲线方程：犢＝１８６．７５狓＋４．９２９７，

犚２＝０．９９９７．表明盐酸维拉佐酮在１．００～１２．０８μｇ·ｍＬ
－１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

２．６　回收率

实验结果表明：盐酸维拉佐酮的回收率范围是９８．５０％～１０１．８７％，平均回收率为９９．５４％，相对标

准偏差（ＲＳＤ）为１．０７％．表明上述方法准确度良好，适合用于盐酸维拉佐酮的溶出度测定．

表５　滤膜吸附性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处理方式 峰面积 ＲＳＤ／％

弃去初滤液
体积／ｍＬ

３ ３８３．４６８３ １．１４

５ ３８８．４２９７ １．１４

７ ３９１．７４３９ １．１４

１０ ３９３．５７３７ １．１４

离心 ３９６．３５６６ １．１４

２．７　供试品溶液稳定性

由试验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２，４，６，８ｈ时

的峰面积ＲＳＤ值分别为０．１５％，０．１９％，２．３４％，

３．１６％．说明供试品溶液在４ｈ内稳定，故检测应

在４ｈ内完成．

２．８　滤膜吸附性实验结果

滤膜吸附性的实验结果，如表５所示．从表５

可知：在醋酸溶液（ｐＨ＝３．１）中，盐酸维拉佐酮片

图４　参比制剂在４种溶出介质中的溶出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ｅｄｉａ

经滤膜和离心处理后，其峰面积几乎无差异，ＲＳＤ＜

２％．说明滤膜对盐酸维拉佐酮无吸附性．

２．９　原研制剂的体外溶出行为考察

以醋酸溶液（ｐＨ＝３．１）、水、盐酸溶液（ｐＨ＝１．０）

和磷酸盐缓冲液（ｐＨ＝６．８）各１０００ｍＬ为溶出介质，

转速为６０ｒ·ｍｉｎ－１，按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通则

０９３１第二法测定原研制剂的体外溶出行为
［１６］．

分别于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５，６０，９０ｍｉｎ时取适量溶

出液（醋酸溶液狀＝５），用０．４５μｍ的微孔滤膜过滤；然

后，取续滤液加入溶出介质，稀释成浓度为２μｇ·ｍＬ
－１

的溶液作为供试品，用高效液相色谱进行测定．参比制

剂在４种溶出介质中的溶出曲线，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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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与原研制剂体外溶出度的比较

采用相似因子法对三批自制品与参比制剂的溶出度进行评价．在４种溶出介质中，三批自制品与参

比制剂的溶出曲线图，如图５所示．从图５可知：在醋酸溶液（ｐＨ＝３．１）中，三批自制品在１５ｍｉｎ内溶

出度均为８５％以上，与参比制剂一致；水中犳２ 为７９，磷酸缓冲液中犳２ 为６６，盐酸溶液中犳２ 为６４．

（ａ）醋酸溶液（ｐＨ＝３．１）　　　　　　　　　　　　　　　　　（ｂ）水　

　（ｃ）磷酸盐缓冲液（ｐＨ＝６．８）　　　　　　　　　　　（ｄ）盐酸溶液（ｐＨ＝１．０）

图５　不同溶出介质中三批自制品与原研制剂的溶出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ｂ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ｓｅｌｆ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３　讨论

首先，参照原研制剂，对盐酸维拉佐酮片的辅料进行筛选，通过原辅料相容性试验，初步拟定辅料种

类．通过单因素试验对辅料的用量进行考察，确定主药１０ｇ、乳糖６０ｇ、微晶纤维素２６ｇ、交联羧甲基纤

维素钠１ｇ、二氧化硅２ｇ、硬脂酸镁１ｇ为最优处方．然后，将原辅料进行微粉化后，过１００目筛，加入到

混合料斗中充分混合．采用直接压片法制备盐酸维拉佐酮片．以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盐酸维拉佐酮片的

溶出度检测方法，该方法准确度高、操作简单，可作为体外一致性评价的重要检测方法．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ＣＦＤＡ）发布的《普通口服固体制剂溶出曲线测定与比较指导原

则》，通过比较多条溶出曲线的相似性，评价自研制剂与原研制剂的质量一致性．相似因子犳２ 法是目前

较常见的评价溶出度的方法之一，故本试验通过比较自制品和原研制剂在４种不同的溶出介质中的溶

出行为，确定其质量一致性．结果表明，自制品在醋酸溶液（ｐＨ＝３．１）中４５ｍｉｎ内的累积释放度大于

８０％，符合药典要求，在水中的累积释放度大于６０％，在盐酸溶液（ｐＨ＝１．０）中的累积溶出度大于

５０％，而在磷酸缓冲液（ｐＨ＝６．８）中的累积释放度很小．由于相似因子犳２ 均大于５０，说明自制品与原

研制剂的体外溶出行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这并不能说明盐酸维拉佐酮片仿制成功，后期应进行生物

等效性试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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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冷缩式电缆中间接头的电场分布并对其结构参数进行优化，首先，建立电缆中间接头的有限

元仿真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对中间接头的结构参数配合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制作一个１０ｋＶ冷

缩式电缆中间接头，并对该样本开展局部放电和耐压试验．仿真与试验结果表明：通过合理优化应力锥和屏蔽

管的结构参数，当应力锥的轴向长度、端部曲率半径及厚度分别为６５，２５和２．５ｍｍ，屏蔽管长度和端口形状

的分别为１７０ｍｍ和９０°，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的距离为６０ｍｍ，中间接头本体长度为４２０ｍｍ时，样品的最

大场强和最大切向场强小于３０ｋＶ·ｃｍ－１（空气击穿场强）且其交界面上的电场分布较为均匀；其可通过局放

与耐压试验，满足设计要求，为１０ｋＶ冷缩中间接头的合理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冷缩式电缆；交联聚乙烯；电场强度；屏蔽管；应力锥；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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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缩式电缆附件在电缆线路中扮演着衔接、过渡等重要角色，是保证电力系统可靠运行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１２］．由于电缆接头内部结构复杂、材料各异，容易产生电场畸变
［３４］，已成为电缆输电线路的薄

弱环节和运行故障的典型部位．要提高电缆接头系统的运行可靠性，不仅要保证电缆接头系统现场制作

工艺的规范性，而且制造现场的环境条件（如湿度等）应符合要求［５］．更重要的是，要对电缆附件进行优

化设计以提高产品的设计质量．

冷缩式电缆附件通常用制成喇叭状的应力锥来控制界面电场分布，以达到优化电场的目的．传统设

计方法通常用简化公式计算应力锥锥面曲线形状及应力锥轴向长度，再根据计算结果设计应力锥形状，

通过经验值来确定屏蔽管和接头本体的长度［６７］．该法无法了解接头内部的电场分布，很难防止局部场

强畸变．近年来，基于有限元法对电缆附件参数进行优化以改善电缆接头内部电场分布的方法，受到了

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８］．李华春等
［９］建立了电缆附件的有限元法分析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合理设计应

力锥的曲线参数以优化电场分布．王霞等
［１０］进一步推导了电缆附件在扩张过程中的形变和位移方程，

然后利用该形变和位移方程对电场优化后呈扩张态的附件结构进行结构松弛，从而确保电缆附件安装

后的最优电场分布．

上述文献仅考虑应力锥对电缆附件电场分布的影响，忽略了电缆附件系统中的其他参数，如屏蔽管

长度、端口形状、中间接头本体长度等的影响．因此，本文以１０ｋＶ冷缩式电缆附件中间接头为研究对

象，基于有限元法对电缆中间接头的内部电场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调整应力锥曲线状态和轴向长度、屏

蔽管长度和端口尺寸等参数优化电缆接头内部的电场分布，改善电缆附件产品的设计质量．

１　１０犽犞冷缩式中间接头材料的选择

１．１　结构与材料

１０ｋＶ冷缩式电缆附件中间接头的结构包括内外半导电层、应力锥、电缆主绝缘、铜导体、附件主绝

缘、屏蔽管，其结构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０ｋＶ冷缩式电缆中间接头１／４结构模型

Ｆｉｇ．１　１／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１０ｋＶｃｏｌｄｓｈｒｉｎｋｃ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选取某企业生产的一款１０ｋＶ冷缩电缆附件中间接头进行优化，该产品的结构尺寸参数（采用经

验设计方法所得），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犾为长度；犱为厚度；狉为端部曲率半径．

表１　１０ｋＶ冷缩式电缆中间接头的结构尺寸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ｊｏｉｎｔｏｆ１０ｋＶｃｏｌｄｓｈｒｉｎｋｃａｂｌｅ

附件本体

犾１／ｍｍ　　　犱１／ｍｍ

屏蔽管

犾２／ｍｍ　　　犱２／ｍｍ

应力锥

犾３／ｍｍ　　　犱３／ｍｍ　　　狉／ｍｍ

连接金具

犾４／ｍｍ

预留的主绝缘

犾５／ｍｍ

３６０ １１ １３０ ２．５ ５５ ２．５ ２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２　优化参数选择

如图１所示，电缆接头系统采用应力锥控制接头内部界面的电场分布，从而实现均匀电场以改善接

头系统中金属护套和屏蔽层边缘处场强集中现象的目的．因此，应力锥的尺寸参数，包括应力锥长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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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半径参数，对电缆接头内部电场分布具有很大影响，需要合理优化．不仅如此，中低压冷缩式电缆中

间接头通常在附件中加入屏蔽管，并使其两端搭接在电缆主绝缘上，形成法拉第笼以克服电缆接头处的

高电位影响．

屏蔽管的端口形状和长度也会对接头内部电场分布有很大的影响．屏蔽管的长度过长会导致附件

本体过长，而过短则会影响屏蔽管的屏蔽作用，导致接头处的高电位集中．屏蔽管参数，包括屏蔽管端口

形状和长度，需要合理优化设计．在确定应力锥和屏蔽管参数后，应力锥和屏蔽管之间的距离会直接影

响到电缆附件本体的长度．应力锥和屏蔽管之间距离过小或过大，都会对附件本体的电场分布产生很大

的影响，故需要合理优化电缆附件本体的长度．

１．３　材料的选择

目前常用的应力锥材料主要有硅橡胶（ＳＩＲ）和三元乙丙橡胶（ＥＰＤＭ）．三元乙丙橡胶硬度高、抗撕

裂性好、弹性模量大、抗张强度高、工频击穿强度高，与硅油有较好的相容性．因此，它适宜于生产高压整

体预制式中间接头主体，以及套管式端、ＧＩＳ终端、装配式接头等带有机械压紧装置产品的应力锥．

三元乙丙橡胶能使产品对电缆的绝缘界面抱紧力更大，界面特性更好．采用三元乙丙橡胶制造应力

锥，能更好地发挥其高电气击穿性能的优点，使其几何尺寸较小，电气绝缘裕度更高．硅橡胶具有较好的

耐气候性、憎水性、弹性伸长率（硅橡胶≥４５０％；三元乙丙橡胶≥３５０％）、耐漏电痕性能，一般用来生产

中低压冷缩式户、内外终端及冷缩中间接头等产品．文中研究对象为１０ｋＶ冷缩式中间接头，因此，选

择硅橡胶橡作为应力锥的制作材料．由于１０ｋＶ电缆中间接头的屏蔽管材料一般和应力锥相同，所以

同样选择硅橡胶作为屏蔽管的制作材料．

２　有限元法优化电缆中间接头参数

２．１　模型分析及边界条件

选取ＹＪＶ２２８．７／１５１８５型单芯电缆及相匹配的ＧＬ１８５铜连接管，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的接头连接器

为研究对象．对模型维数的选择取决于接头的几何特征，若接头具有轴对称特性，则采用二维轴对称方

式建模；如果缺陷引入后接头的轴对称性被破坏，则必须采用三维立体模型［１１］．标准的电缆接头为轴对

称实体［１２１３］，因此，采用二维轴对称方式建模，依据其形状参数，基于ＡＮＳＹＳ软件进行１∶１比例的建

模仿真．１０ｋＶ冷缩式电缆附件中间接头各结构材料参数：导线芯、附件主绝缘、半导电层、屏蔽管、应力

锥和电缆主绝缘的相对介电常数分别为１００００，２．８，６０，７００，２８和２．３．

为了研究电缆附件中间接头的电场分布情况，需要对其边界条件进行设定．１０ｋＶ的交联聚乙烯电

缆中间接头根据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２９７６．１－２００８《额定电压３５ｋＶ及以下铜芯、铝芯纸绝缘电力电缆 第

一部分：一般规定》的要求［１４］，在电缆线芯铜导体上施加电缆设计用的额定工频电压有效值（犝０）为８．７

ｋＶ．同时，根据安装规范，中间接头安装时电缆铜带屏蔽处接有地线，因此，接头外表面及外半导电层与

应力锥接触面施加犝１＝０ｋＶ．两段电缆的缆芯之间由铜连接管相连，在仿真过程中视为相同材质直接

相连的情况，忽略其断开［１５１６］，在此边界条件下，研究电缆接头的电场分布情况．

（ａ）屏蔽管端口处场强变化规律

２．２　屏蔽管结构参数配合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对电缆中间接头６种不同端口形状（端头处为１／４

圆弧状，端头处圆心角分别为９０°，６０°，４５°，３０°，０°）和７

种不同长度（１３０，１４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７０，１８０，１９０ｍｍ）屏蔽

管的相互配合进行仿真计算，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

犾２ 为屏蔽管长度；犈为场强．

由图２可知：在端口处为９０°时，屏蔽管端口处场

强、切向场强和最大场强值为最小，更能优化电场，是最

好的选择．国内外很多电缆附件厂家常常用一种很简洁

的处理方式，即把中间屏蔽管的两头削成一个锐角，然

而那样并不能够改善场强，而仅仅是考虑经济的一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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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屏蔽管端口处切向场强变化规律　　　　　　　　　　　　（ｃ）最大场强值的变化规律

图２　不同屏蔽管长度和端口形状配合使用时的电场变化规律

Ｆｉｇ．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ｔｕｂ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ｓｈａｐｅｓ

理方式．若要更科学地考虑电缆附件的使用寿命，在附件设计时屏蔽管端口形状也应纳入考虑范围．

由图２可知：当屏蔽管长１３０和１９０ｍｍ时，屏蔽管端口处场强相对较小，但此时屏蔽管端口处的

图３　不同厚度应力锥场强变化规律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ｅｓ

切向场强相对较大．综合考虑，１０ｋＶ电缆冷缩电缆附

件中屏蔽管选用端口为９０°、长度为１７０ｍｍ时更能优

化场强，为最好的选择．

２．３　应力锥结构参数配合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２．３．１　应力锥厚度　通过有限元法对不同厚度的应力

锥进行仿真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犱３ 为应力锥

的厚度．由图３可知：改变应力锥的厚度对切口处场强

及应力锥附近切向场强的影响不大．根据仿真结果，并

考虑到安装尺寸的要求，选择应力锥厚度为２．５ｍｍ．

２．３．２　不同长度应力锥与端部曲率半径的相互配合　

未加装应力锥时电场分布情况，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

知：未加装应力锥情况下，最大场强为５ｋＶ·ｍｍ－１．

图４　未加装应力锥时电场分布情况

Ｆｉｇ．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ｅ

对电缆中间接头的不同长度与不同端部曲率半径应力锥的相互配合进行仿真计算，结果如图５所

示．图５中：犾３ 为应力锥的长度．从图５可知：在加装应力锥情况后，应力锥使电缆绝缘表面的轴向应力

控制在３ｋＶ·ｍｍ－１．应力锥长度过小会导致最大处场强数值的增大，而应力锥长度过大会导致应力锥

处切向场强增大．当曲率半径在２５ｍｍ时，最大场强值相对较小，而端部曲率半径为３０ｍｍ时，应力锥

处切向场强较小，但是此时最大场强值却比曲率半径为２５ｍｍ时大．虽然增大锥面曲率半径有利于电

场均匀分布，但过大的曲率半径会使端部离硅橡胶外绝缘的距离减小，导致附件本体的最大场强值也随

之增大，对外绝缘的抗闪络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应力锥长度为６０，６５，７０ｍｍ时，各项性能指标相差不

大，但随着应力锥长度增大，会使本体长度增大，增加制造和安装难度．

从图５可知：当屏蔽管端部曲率半径为２５ｍｍ、长为６５ｍｍ和曲率半径为２５ｍｍ、长为７０ｍ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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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最大场强值　　　　　　　　　　　　　　 （ｂ）应力锥处切向场强

图５　不同应力锥长度和端部曲率半径配合使用时电场变化规律

Ｆｉｇ．５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ｓｈａｐｅｓ

最大场强和应力锥附近切向场强均小于空气击穿场强３ｋＶ·ｍｍ－１，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综合考

虑下，１０ｋＶ电缆冷缩电缆附件中应力锥选用曲率半径为２５ｍｍ、长为６５ｍｍ时更能优化场强，为更好

图６　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

不同距离的电场强度变化规律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ｔｕｂｅ

的选择．

２．４　附件本体长度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的距离直接影响到附件本体

最终的长度．１０ｋＶ冷缩附件中间接头本体的长度等于

两端应力锥的长度，屏蔽管长度和预留的主绝缘长度

（爬距）的总和．通过有限元法对应力锥到屏蔽管之间不

同长度（即爬距）进行仿真计算，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

中：狊为应力锥到屏蔽管之间距离．

从图６可知：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距离过小或过大

都会对附件本体的电场分布产生很大的影响；当距离为

３０，４０ｍｍ时，最大切向场强较小，但此时最大合成场强

却大于空气击穿场强３０ｋＶ·ｍｍ－１；当距离为６０或７０

ｍｍ时，最大合成场强和最大切向场强均小于３ｋＶ·

ｍｍ－１，满足设计要求．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距离的增大

会导致冷缩中间接头本体长度的增大，所以，选择应力锥与屏蔽管距离为６０ｍｍ，其电场仿真结果如图

７所示．最终设计出来的１０ｋＶ冷缩附件中间接头本体的长度为２×６５ｍｍ（应力锥长度）＋２×６０ｍｍ

（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距离）＋２×８５ｍｍ（屏蔽管长度）＝４２０ｍｍ．

（ａ）场强分布

（ｂ）切向场强分布

图７　１０ｋＶ冷缩附件中间接头的电场分布

Ｆｉｇ．７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ｊｏｉｎｔｏｆ１０ｋＶｃｏｌｄｓｈｒｉｎｋ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从图７可知：应力锥端部的最大电场强度（对应图７（ｂ）中Ａ点）为２．６１ｋＶ·ｍｍ－１，小于硅橡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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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表面的最大切向电场强度控制值（６ｋＶ·ｍｍ－１）；硅橡胶与交联聚乙烯界面的最大电场场强（对应图７

（ａ）中Ｂ点）在设计控制值以内（不超过１ｋＶ·ｍｍ－１）；硅橡胶外表面的最大切向电场强度（对应图７

（ｂ）中Ｃ点）为０．７２９ｋＶ·ｍｍ－１，远小于硅橡胶表面闪络电场强度．因此，优化后所得冷缩附件的电场

分布更加均匀合理．

３　试验验证

根据前文分析，制作两组电缆附件中间接头试验样品以达到配合对比的目的．试样１样本为原始方

案（即根据经验公式直接设计的方案），试样２是经有限元分析后优化的方案．局部放电是ＸＬＰＥ电缆

绝缘劣化的特征和主要原因．因此，根据相关标准中对电缆附件的试验要求
［１７］，在实验室对两组电缆附

件样品进行局放和耐压试验．

使用５０Ｈｚ正弦电压依次对试样进行实验，逐渐升高变压器电压直到１５ｋＶ，测量结果以累计放电

幅值的椭圆相位谱图表现．局放试验中，当测量到的局部放电量大于１０ｐＣ时，局部放电试验不合格．耐

压试验是逐渐升高变压器电压直到３９ｋＶ，测试时间５ｍｉｎ，期间无击穿和闪络，则耐压试验合格．试验

电缆型号为ＹＪＶ２２８．７／１５１８５型单芯电缆及相匹配的长度为１２０ｍｍ的接头连接器，制作的电缆中间

接头和试验现场，分别如图８，９所示．

图８　试验电缆的制作　　　　　　　　　　　　　　　图９　试验现场

Ｆｉｇ．８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ｓｔｃａｂｌｅ　　　　　　　　　　　　　Ｆｉｇ．９　Ｔｅｓｔｓｉｔｅ　　

两组中间接头试样的局放和耐压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接头现场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Ｊｏｉｎｔ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项目 测试标准 标准要求 测试结果

试样１
工频电压试验 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４：２０１０ ３９ｋＶ，５ｍｉｎ，不击穿不闪络

３９ｋＶ，５ｍｉｎ，组合试样
均未击穿和闪络

室温下局部放电试验 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４：２０１０ １５ｋＶ放电量不大于１０ｐＣ １５ｋＶ时局放量为２３．６ｐＣ

试样２
工频电压试验 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４：２０１０ ３９ｋＶ，５ｍｉｎ，不击穿不闪络

３９ｋＶ，５ｍｉｎ，组合试样
均未击穿和闪络

室温下局部放电试验 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４：２０１０ １５ｋＶ放电量不大于１０ｐＣ １５ｋＶ时局放量为０．９ｐＣ

　　从表２可知：根据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４：２０１０标准，试样１虽然通过了工频电压测试，但室温下局部放电测

试中１５ｋＶ时局放量为２３．６ｐＣ，大于测试标准中的１０ｐＣ，测试不合格；试样２在工频耐压测试和室温

下，局部放电测试结果均满足要求，说明经有限元优化的１０ｋＶ电缆附件中间接头结构合理，电场分布

均匀，可满足实际运行要求．

４　结论

应用有限元法优化冷缩式电缆中间接头附件参数，能够改善电缆附件系统中的电场分布，抑制电场

畸变，优化效果非常明显．

当应力锥的轴向长度、端部曲率半径及厚度分别为６５，２５和２．５ｍｍ，屏蔽管长度和端口形状的分

别为１７０ｍｍ和９０°，应力锥与屏蔽管之间的距离（爬距）为６０ｍｍ，中间接头本体长度为４２０ｍｍ时，最

大场强和最大切向场强均小于３０ｋＶ·ｃｍ－１（空气击穿场强），满足设计要求；而且，其交界面上的电场

３２５第４期　　　　　　　　　　方瑞明，等：冷缩式电缆中间接头附件参数的有限元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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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也较为均匀，可为１０ｋＶ冷缩中间接头的合理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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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

承载力时空耦合关系

刘文斌１，２，３，徐伟铭１，２，３，王杏锋１，２，３，刘洁１，２，３

（１．福州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２．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３．福州大学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针对区域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协调、不平衡发展问题，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

度模型，从时空维度定量研究福州市（仓山区、台江区和鼓楼区除外）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

协调发展关系及交互耦合程度．然后，通过新陈代谢ＧＭ（１，１）模型预测永泰县和闽清县未来５ａ的耦合协调

发展轨迹，实现从定量研究到动态仿真的转变．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州市国土开发强度呈“倒 Ｕ

形”发展，高值地区主要分布于福州市的中部、南部和东南部，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州市

资源环境承载力在波动中稳步上升，上升幅度较大的地区有平潭县、闽清县、永泰县和晋安区，增幅最高达

５９％．研究期内，福州市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其中晋安区耦合协调度提升最快，增幅达２２．１２％；但资源环

境水平总体滞后于国土开发建设水平，且相对发展状态波动最大的为闽清县和永泰县．预测结果显示，未来

５ａ闽清县和永泰县耦合协调演化进程明显加快，两系统趋于衰退．

关键词：　国土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耦合；趋势预测；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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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ｃｔ，Ｔａｉｊｉ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Ｇｕｌ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ｒｅｏ

ｖｅ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ａｃｋ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

ｇｒｅｅｏｆＹｏ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Ｍｉ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Ｆ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ｓｈａｐｅｄ”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７ｔｈｅ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ｓ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ｉｎｔｈ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７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ａ

ｌａｒ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Ｐｉｎｇｔ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Ｍｉ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Ｙｏ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Ｊｉｎ′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ｉｔｈ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５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ｐｅｒｉｏｄ，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ｏｗ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Ｊｉｎ’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ａｓｔｈｅｆａｓ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２２．１２％．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ｏ

ｖｅｒ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ｇｅｄ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ｓｔ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ｗｅｒｅＭｉ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Ｙｏ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Ｙｏ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ｗｉｌｌａｃ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ｌｌｔｅｎｄｔｏｄｅｃｌｉｎ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两者的彼此协调深刻影响区域经济的高效集

约绿色发展［１］．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区域开发建设呈现出日趋

严重的不协调、失衡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进行了大量研究
［２?４］．当

前，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定量测度某一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二是分析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时空变化趋势［５］．毛汉英等
［６］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进行定量评

价，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区域承载力和承载状况的变化趋势进行模拟和预测．国土开发强度研究主

要关注国土开发强度的生态环境效应、影响因素及时空差异等内容［７］．刘艳军等
［８］探究了东北地区建

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变影响因素，及其在空间上的差异特征和分异机制．围绕区域国土开发强度和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研究，部分学者从耦合协调视角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卫思夷等
［７］利用耦合协调模

型，分析沈阳经济区８个城市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耦合协调视角分析两者关系的成果相对不足，并且围绕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发展层面的研究几乎空白．鉴于此，本研究在明确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内在互动机制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对福州市（仓山区、台江区和鼓楼区除

图１　交互耦合作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外）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关

系进行研究，并借助新陈代谢ＧＭ（１，１）模型进行系统

协调状况动态趋势预测．

１　耦合协调发展机制

在开放系统中，国土开发建设推动资源环境水平的

演化，反过来资源环境水平支撑国土开发建设，两者已

经形成了动态具有互动影响的耦合协调系统，相互促进

且共同发展（图１）．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带动大规模的资

源被利用，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用地

面积扩大．特别是快速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推进在带动

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同时，资源环境系统的平衡被逐渐

破坏．过高的国土开发强度增加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压

力，导致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消耗快速增长，

出现资源危机．

６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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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同时，生活垃圾、工业“三废”等大量产生，给区域大气环境带来不可承受的压力．当区域生态环

境修复能力低于开发建设速度时，资源环境承载力将会下降，区域国土开发建设的能耗超出资源环境所

能承载的范围阈值，严重影响资源环境承载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一过程资源环境系统对区域国土开发建

设产生巨大的反馈作用与制约效应．但随着国土开发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战

略，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区域资源环境利用进行合理优化配置，使两者胁迫程度逐渐减弱．相关部

门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有效整改，加大区域资源环境治理力度，促进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良

性演化，科学有序引导城市发展进程，这种制约作用将是提高资源环境水平的重要驱动力．

图２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２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２　研究区域概况

图２为研究区域．福州市坐落于福建省东部，闽

江下游，东经１１８°０８′～１２０°３１′，北纬２５°１５′～２６°２９′．

截至２０１７年末，福州市共有６个市辖区、１个县级市、

６个县，全市陆地总面积为１１９６８ｋｍ２，其中城市面积

为１２１９．３７ｋｍ２，建成区面积为２９１ｋｍ２，城镇化率为

６９．５％．福州市各县（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差异明显，

根据２０１７年福州市地区经济总量，罗源县、闽清县、

永泰县和平潭县明显低于其它地区，其中永泰县和闽

清县占据低点，分别为１６５和１６６亿元．

３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某个地区建设空间面积占该地区总面积的比值作为国土开发强度．

其中，建设空间包括城镇建设、独立工矿、农村居民点、交通、水利设施（不包含水库水面），以及其他建设

用地等空间；以区域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值作为国土开发强度指数．基于前人研究，

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并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特征，构建福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

体系，如表１所示．利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用熵值赋权法来确定各项指

标的权重［９］．

表１　福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 指标代码 指标功效 权重

资
源
环
境
承
力

资源承载力
子系统（０．３１９）

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 Ａ１ ＋ ０．０６８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ｍ３ Ａ２ ＋ ０．０７９

区域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Ａ３ － ０．０８３

人均粮食占有量／ｋｇ Ａ４ ＋ ０．０８８

生态环境承载力
子系统（０．３３９）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Ａ５ ＋ ０．０５６

环境质量综合指数（ＡＰＩ） Ａ６ － ０．１１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Ａ７ ＋ ０．０５１

污水处理率／％ Ａ８ ＋ ０．０４６

森林覆盖率／％ Ａ９ ＋ ０．０６９

社会经济发展
子系统（０．３４２）

人口增长率／％ Ａ１０ － ０．０６８

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元 Ａ１１ ＋ ０．００４

ＧＤＰ增长率／％ Ａ１２ ＋ ０．０６２

第三产业比重／％ Ａ１３ ＋ ０．０８７

人均ＧＤＰ／元 Ａ１４ ＋ ０．００５

公路通车里程／ｋｍ Ａ１５ ＋ ０．１１６

　　由于福州市的台江区、仓山区和鼓楼区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所以选取福州市其余１０个区县作为研

究对象，对福州市（仓山区、台江区和鼓楼区除外）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

７２５第４期　　　　　　　　　　刘文斌，等：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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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量研究．下文涉及的福州市不包括仓山区、台江区和鼓楼区，有关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

州市统计年鉴》《福州市环境状况公报》《福州市水资源公报》和《福州市各区县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建设

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４　研究方法

４．１　综合指数评价模型

为了能更加正确的反映福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整体状况，拟采用逐层递进的方法合成综合指数．

采用加权函数法合成福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即

犙＝∑
３

犻＝１
η犻· ∑

狀

犼＝１

狓犻，犼η犻，（ ）犼 ，　　∑
狀

犼＝１
η犻，犼 ＝１． （１）

式（１）中：犙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η犻为第犻子系统（资源承载力子系统、生态环境承载力子系统、

社会经济发展子系统）权重；狓犻，犼为第犻子系统第犼项指标的标准值；η犻，犼为第犻子系统第犼项指标的权重；

狀为第犻子系统所包含的指标数．

４．２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耦合度模型是用来反映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但它不能判断系统之间是否良性．本研究参照

国内外学者对系统间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的思路，构建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

模型．即

犠 ＝ （犆·犜）
１／２． （２）

式（２）中：犠 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犆为系统耦合度，犆＝２
犙·犛

（犙＋犛）·（犙＋犛［ ］）
１／２

；犜为国土开发强度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协调指数，犜＝（犪犙＋犫犛）１
／２；犪和犫为待定系数，本研究采用系数犪＝犫＝０．５

［１０］；犛

为国土开发强度综合指数．

４．３　相对发展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可准确评估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发展水平，却难以衡量二者之

间的相对发展程度．因此，采用相对发展度模型求解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相对发展度系

数．即

λ＝犙／犛． （３）

式（３）中：λ为相对发展度；犛，犙分别为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

按照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１１］，建立协

调发展等级判定标准，如表２所示．

表２　协调发展等级判定标准

Ｔａｂ．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耦合协调度 相对发展度 类型 耦合协调发展特征 耦合阶段

０≤犠＜０．５

０＜λ≤０．８ Ⅰ 资源环境水平滞后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高度拮抗，系统趋于衰退

０．８＜λ≤１．２ Ⅱ 资源环境水平同步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低度拮抗，系统趋于优化

１．２＜λ Ⅲ 资源环境水平超前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高度拮抗，系统趋于衰退

拮抗

０．５≤犠＜０．７

０＜λ≤０．８ Ⅳ 资源环境水平滞后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衰退

０．８＜λ≤１．２ Ⅴ 资源环境水平同步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高度磨合，系统趋于优化

１．２＜λ Ⅵ 资源环境水平超前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衰退

磨合

０．７≤犠＜１．０

０＜λ≤０．８ Ⅶ 资源环境水平滞后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低度协调，系统趋于衰退

０．８＜λ≤１．２ Ⅷ 资源环境水平同步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高度协调，系统趋于优化

１．２＜λ Ⅸ 资源环境水平超前于国土开发建设，二者低度协调，系统趋于衰退

协调

４．４　新陈代谢犌犕（１，１）

邓聚龙［１２］提出的ＧＭ（１，１）模型对数据的长期预测存在缺陷，不能对最优初始条件和辨识参数进

行动态选择，而新陈代谢ＧＭ（１，１）模型是对该缺陷的一种优化．新陈代谢ＧＭ（１，１）模型
［１３］在系统不断

补充新信息的同时，能及时去掉老信息，不断地新陈代谢，可以更好的揭示系统将来的发展趋势．因此，

８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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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１４?１５］，建立新陈代谢ＧＭ（１，１）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预测模型，具体有如下４

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设评价数据序列犡狋＝｛犡０，犡１，犡２，…，犡狀｝（狋＝０，１，２，…，狀），通过对序列犡狋 进行一次累

加生成新的数列犢狋和均值数列犛狋，建立ＧＭ（１，１）模型，即

ｄ犢狋
ｄ狋
＋δ犢狋＝γ． （４）

式（４）中：δ，γ为待求系数．利用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得犢^狋＝ 犡０－
γ（ ）δ ｅ－δ狋．

步骤２　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犆＝狀∑（犛狋）
２
－（犛狋）

２，δ＝ ∑
犡（ ）狋 （犛狋）－狀 ∑犡狋犛（ ）狋

犆
，γ＝

∑犛
２（ ）狋 ∑犡（ ）狋 － ∑犛（ ）狋 ∑犡狋犛（ ）狋

犆
，求得预测值 犡^狋＝^犢狋－^犢狋－１＝ 犡０－

γ（ ）δ （１－ｅδ）×ｅ－δ狋．

步骤３　用已知序列建立的ＧＭ（１，１）模型预测一个新值犡狀＋１，去掉最老信息犡０，保持数据等维特

性，构成新数列犡狋（０）＝｛犡１，犡２，…，犡狀，犡狀＋１｝．用新数列重复上述ＧＭ（１，１）模型操作步骤，直到完成

预测目标．

步骤４　对预测模型进行精度校验．若残差检验中平均相对残差小于１０％，则认为该模型精度能达

到较高要求；若平均相对残差小于２０％，则认为该模型精度能达到一般要求
［１６］．

５　结果分析

５．１　国土开发强度时空特征分析

福州市国土开发强度总体呈“倒Ｕ形”发展，国土开发强度总体均值在２０１５年出现高峰值４．４３％，

逼近２０３０年国土开发强度红线４．６２％．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及新城新区的建立，导致人口

和产业的聚集态势不断增强，促使城市快速扩张，部分地区出现土地供不应求等现象．

福州市各县（市）近６ａ的国土开发强度状况表现出空间非均衡性，高值集中分布于福州市的中部、

南部和东南部，主要有马尾区、晋安区、福清市和长乐市．晋安区开发强度遥遥领先，最高达１１．６３％，增

幅达５０．５８％．这四个地区占据优越的地势条件和政策优势，加上产业基础坚实，且地区开放力度逐渐

加强，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以及外资企业入驻，区域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

但是，在福州市的北部、西南部及西北部，由于受工业基础、地形因素等影响，城市发展速度缓慢，开

发强度一直保持低水平状态，如永泰县和闽清县开发强度长期处于低谷，最低仅０．３１％．城市发展一方

面要防止开发强度过大所带来的负效应，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

５．２　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特征分析

福州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均值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呈现了小幅波动下降态势，由０．４５３３下降到

０．２８２３，但下降态势趋缓，特别是近几年资源环境水平表现出“稳中上升”的大好趋势，说明福州市资源

环境承载力状况不断提升．

纵观福州市各县（市）近６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可以看出正向增幅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福

州市的中部、西南部和东南部，主要有平潭县、闽清县、永泰县和晋安区．其中平潭县资源环境承载力总

体占据高位，增长幅度最为显著，由０．３１８２增至０．７２５２，增幅高达５９％．这些地区所在地农业生态环

境优越，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经济发展较快；但经济发展空间相对较大，且平潭县与晋安区资源环境承载

力趋于饱和状态，在未来的几年应持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污染整治、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入，防止出现

倒退趋势．

５．３　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分析

从整体看，福州市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均值在波动中稳步上升，从０．６８提升

至０．８１，增幅达１８％，但总体仍处于低度协调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州市的９个县（市）的国土开发强

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提升（表３），大小排序为：晋安区＞马尾区＞罗源县＞长乐市＞

连江县＞平潭县＞永泰县＞闽侯县＞闽清县．耦合协调度平均提升幅度为９．５５％，提升最高的为晋安

９２５第４期　　　　　　　　　　刘文斌，等：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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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增幅达２２．１２％；仅有福清市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从２０１２年的０．８０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０．７４，降

幅达７．４７％．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福州市经历了磨合和协调两阶段，没有出现拮抗阶段．其中晋安区、闽侯县、闽

清县和长乐市经历了“协调磨合协调”的演变过程，连江县经历了“协调磨合协调磨合”的演变过程，永泰

经历了“磨合协调”的演变过程，其余区县均处于协调阶段．根据各区县的耦合协调阶段情况可以发现，

福州市总体发展态势较好，在磨合和协调两者中互相演化，呈现出往协调方向发展的态势．

表３　耦合协调发展测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行政
区划

２０１２年

犠 λ 类型

２０１３年

犠 λ 类型

２０１４年

犠 λ 类型

２０１５年

犠 λ 类型

２０１６年

犠 λ 类型

２０１７年

犠 λ 类型

马尾区 ０．８２０．０７ Ⅶ ０．７４０．０４ Ⅶ ０．７５ ０．０５ Ⅶ ０．８２ ０．０７ Ⅶ ０．８９ ０．０９ Ⅶ ０．８７ ０．０８ Ⅶ

晋安区 ０．７３０．０３ Ⅶ ０．６８０．０２ Ⅳ ０．７３ ０．０３ Ⅶ ０．８６ ０．０５ Ⅶ ０．８９ ０．０７ Ⅶ ０．９０ ０．０９ Ⅶ

闽侯县 ０．８００．４７ Ⅶ ０．７７０．３７ Ⅶ ０．６６ ０．１６ Ⅳ ０．７７ ０．３２ Ⅶ ０．８２ ０．３９ Ⅶ ０．８５ ０．３８ Ⅶ

连江县 ０．７６０．４０ Ⅶ ０．７３０．２９ Ⅶ ０．６４ ０．１３ Ⅳ ０．７８ ０．３２ Ⅶ ０．７９ ０．３６ Ⅵ ０．８１ ０．３３ Ⅵ

罗源县 ０．７５０．８７ Ⅷ ０．７１０．５６ Ⅶ ０．７０ ０．４２ Ⅶ ０．７７ ０．５８ Ⅶ ０．８０ ０．５３ Ⅶ ０．８２ ０．４９ Ⅶ

闽清县 ０．７００．５３ Ⅶ ０．６９０．４７ Ⅳ ０．６４ ０．３７ Ⅳ ０．６９ ０．６０ Ⅳ ０．７１ １．０２ Ⅷ ０．７１ １．５５ Ⅸ

永泰县 ０．６５１．３２ Ⅵ ０．６４１．０８ Ⅴ ０．６５ １．０６ Ⅴ ０．６８ １．５３ Ⅵ ０．７０ １．５２ Ⅸ ０．７１ １．４９ Ⅸ

平潭县 ０．７４０．２８ Ⅶ ０．７７０．２８ Ⅶ ０．７２ ０．１８ Ⅶ ０．７７ ０．２４ Ⅶ ０．８０ ０．３３ Ⅶ ０．８５ ０．４１ Ⅶ

福清市 ０．８００．１８ Ⅶ ０．８００．１６ Ⅶ ０．７４ ０．１４ Ⅶ ０．７６ ０．１５ Ⅶ ０．８１ ０．２０ Ⅶ ０．７４ ０．１３ Ⅶ

长乐市 ０．８００．１４ Ⅶ ０．７７０．１２ Ⅶ ０．６３ ０．０６ Ⅳ ０．７７ ０．１３ Ⅶ ０．８２ ０．１６ Ⅶ ０．８５ ０．１９ Ⅶ

５．４　耦合协调相对发展特征分析

将两系统的相对发展状态界定为资源环境水平滞后于国土开发建设、资源环境水平同步于国土开

发建设，以及资源环境水平超前于国土开发建设等３种状态．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州市资源环境水平与国

土开发建设相对发展状态总体呈“倒金字塔形”．即大部分区域资源环境水平滞后于国土开发建设，占

比６０％，处于“超前状态”和“同步状态”的区域较少，如图３所示．

（ａ）２０１２年　　　　　　　　　　　　　　　（ｂ）２０１３年

（ｃ）２０１４年　　　　　　　　　　　　　　　（ｄ）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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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２０１６年　　　　　　　　　　　　　　　（ｆ）２０１７年

图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州市资源环境水平与国土开发建设耦合协调发展分布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福州市各县（市）国土开发建设与资源环境水平相对发展状态波动最大的为闽清

县．其从２０１２年的滞后状态逆袭成２０１７年的超前状态，中间经历了“滞后同步超前”的演变过程．究其

原因在于，闽清县生态环保整治工作“对症开方”，近几年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法律保障措施，坚决将责任落实到个人．然而，马尾区、晋安区、闽侯县、平潭县、福清市和长乐市

连续几年处于滞后状态，两系统趋于衰退．

在２０１５年《福州新区总体方案》初期规划中，将马尾区、长乐市、福清市部分区域设立为滨海新区规

划的一部分，受此影响这些地区城镇建设速度加快，造成当地发展脱离实际，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加重．在

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应加强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防止一方“超前”或

“滞后”，影响城市的平衡发展，出现城市“亚健康”病态．

５．５　耦合协调预测分析

闽清县和永泰县位于福州市西部，是福州市构建“一区两翼、双轴多极”城镇空间布局的重要地区．

预测福州市西部山区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趋势，有利于优化山区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加快推进落后地区国土开发建设，为解决福州市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借鉴．

因此，文中基于新陈代谢ＧＭ（１，１）预测模型，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编写程序，取福州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闽清县和永泰县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作为分析数据，预测未来５ａ两县耦合协调发展轨迹，结果

如表４所示．

表４　新陈代谢ＧＭ（１，１）模型精度检验

Ｔａｂ．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ｅｓｔ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

行政
区划

２０１２年

初值 拟合值

２０１３年

初值 拟合值

２０１４年

初值 拟合值

２０１５年

初值 拟合值

２０１６年

初值 拟合值

２０１７年

初值 拟合值

平均相
对残差

闽清县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６４ ０．６８ ０．６９ ０．６９ ０．７１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０２

永泰县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７２ ０．０１

　　从表４可知：闽清县和永泰县平均相对残差分别为０．０２和０．０１，在精度可接受范围之内．这表明

新陈代谢ＧＭ（１，１）预测模型对闽清县和永泰县耦合协调度的拟合程度较高，可以认为该预测模型能用

于闽清县和永泰县未来５ａ耦合协调发展趋势预测，如图４～７所示．

从图４～７可知：闽清县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在２０２２年分别达到０．７８和８．５７，永泰县耦合协

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在２０２２年分别达到０．８３和２５．表明闽清县和永泰县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

力耦合协调未来５ａ的发展轨迹大致延续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变化特征，均呈现上升发展趋势且持续处于超

前状态．其中闽清县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上升速度较缓慢，永泰县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上升态

势较迅猛．这说明如果在未来几年不采取相应措施，两系统将会出现严重的非均衡性，“脱钩”现象越来

越严重，系统将趋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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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闽清县耦合协调度动态变化　　　　　　　图５　闽清县相对发展度动态变化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　　　　　　Ｆｉｇ．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Ｍｉ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Ｍｉ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图６　永泰县耦合协调度动态变化　　　　　　图７　永泰县相对发展度动态变化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ｎｄ　　　　　Ｆｉｇ．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Ｙｏ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Ｙｏ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

６　结论

文中为解决区域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协调、不平衡发展问题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得

到以下５点主要结论．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福州市国土开发强度呈“倒Ｕ形”发展，在２０１５年均值出现高峰值４．４３％，逼

近２０３０年国土开发强度红线４．６２％．高值集中分布于福州市的中部、南部和东南部，主要有马尾区、晋

安区、福清市和长乐市．

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福州市资源环境水平在波动中稳步上升，上升幅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福

州市的中部、西南部和东南部，主要有平潭县、闽清县、永泰县和晋安区，增幅高达５９％．

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福州市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部分地区在磨合和协调中演化，如闽清县和

永泰县．其中耦合协调度提升最高的为晋安区，增幅达２２．１２％，仅有福清市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降幅趋

势，降幅达７．４７％．

４）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福州市相对发展状态呈“倒金字塔形”，为滞后状态的地区占比６０％．其中波

动最大的是闽清县，从２０１２年的滞后状态逆袭成２０１７年的超前状态．

５）通过预测发现，闽清县和永泰县在未来５ａ内，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和相

对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两地协调发展动态演化速度差异明显，闽清县不及永泰县．两系统“脱钩”现象

明显，趋于衰退．

针对所得出的结论，给出了如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对于环境资源压力制约型的连江县、长乐市和福清市，应严格控制区域国土开发强度，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强化内涵挖潜，加大土地资源整合力度．对于新城新区的建设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

资源，做好“两违”整治工作，往“紧凑型”发展，积极构筑“一区、两翼、双轴、多极”空间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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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经济开发制约型的闽清县和永泰县，应在开发强度红线范围内合理有效提高区域国土开

发强度，加快经济建设发展进程．同时，应制定相应人才引进战略，加大人才落户优惠政策，吸引高创新

型人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浪潮．永泰县可结合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点状”乡村旅游，引进先进的

旅游资源项目，以“点线圆”形式向外辐射，实现旅游产业关联发展．

第三，根据区域不同的国土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应明确区域资源禀赋和环境本底，统

筹区域人口资源分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布局，并积极完善资源环境考核机制，以加快推进区域多要

素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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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斯差分空间的多尺度改进犆犔犅犘
对带钢表面缺陷的分类

王粟１，２，李庚１，２，曾亮１，２

（１．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及储能运行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２．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提出一种引入高斯差分空间的改进多尺度完全局部二值模式对带钢表面进行分类，解决由于带钢表

面缺陷纹理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对带钢表面缺陷进行分类难度大的问题．首先，根据人类的视觉注意机

制，采用高斯差分空间对带钢表面缺陷进行预处理．然后，采用多尺度改进的完全局部二值模式对预处理之后

的图片进行特征提取．最后，采用非线性流行学习的方式对特征进行降维，并导入分类器中进行分类．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区分性；针对常见的冲孔、污渍、刮边、黑氧化条、结疤等带钢表面缺陷，其最终的分

类精度能达到９５．７％，优于目前传统的方式．

关键词：　带钢表面；缺陷分类；多尺度完全局部二值模式；高斯差分空间；特征提取；非线性流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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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ａ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Ｇａｕ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ｃ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ｓｔｅｅｌ，ｗｈｉｃｈｓｏｌ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ｕｍａｎｖｉｓｕａｌ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ｓｔｅｅｌ．Ｔｈｅｎ，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ｌ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Ｆｉ

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ｔｈｅｍｉｎｔｏ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ｇｏｏ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ｆｏｒ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ｕｎ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ｉｎｓ，ｓｃｒａｐｉｎｇ，ｂｌａｃｋｏｘｉｄｅｓｔｒｉｐ，ｓｃａｂ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９５．７％，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ｔｒｉ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ｐａｃ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８?０２

　通信作者：　曾亮（１９８０?），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优化计算方法、调度与优化的研究．Ｅ?ｍａｉｌ：

ｚ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ｈｂｕｔ．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６０１１７６，４１６０１３９４）；湖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ＢＳＱＤ２０１７００８）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钢铁广泛应用于航天工业、建筑业、汽车工业和船舶工业，目前钢铁主要的产品形式是冷轧带钢．近

５ａ来，我国钢铁的年产量一直维持在１１亿ｔ，其中，４６％为冷轧带钢
［１］．然而，由于制作的工艺、原材料

和人员操作等问题，导致带钢表面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美观，还

会影响产品的抗腐蚀能力、耐磨性及疲劳强度．这些带缺陷产品会对企业的形象和信誉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也会导致大量的原材料浪费．因此，迅速准确地对缺陷产品进行分类，可以有助于钢铁厂在源头上

解决问题．目前，很多研究人员已经尝试采用基于视觉特征及分类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缺陷图像

的统计特征、基于滤波的特征和基于统计方式的特征等，也已被广泛应用于缺陷的分类与识别问题中．

其中，统计特征包括分块的直方图特征、灰度共协方差矩阵、灰度共生矩阵（ＧＬＣＭ）、局部二值模式

（ＬＢＰ）特征、Ｇａｂｏｒ滤波器、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２?３］和ＳＵＲＦ（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ｏｂｕｓｔ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３?５］等．为了使ＬＢＰ的特征更加的完整，Ｇｕｏ等

［６?７］提出了完全局部二值模式（ＣＬＢＰ）算法，其提取

的特征较为全面且有较强的鉴别能力，适合应用于纹理分类．

不同尺度ＣＬＢＰ所包含的信息有所差异，当选择大尺度时，得到是图片的全局信息，而当选择小尺

度时，得到的是图片的局部信息．为了得到图片的全局信息，本文对一种多尺度的ＣＬＢＰ中的ＣＬＢＰ＿Ｓ

算子进行改进，提出等值模式下完全二值模式符号算子（ＣＬＢＰ＿ＵＳ）的带钢表面缺陷分类算法．

１　相关工作

１．１　高斯差分空间

视觉注意机制使人类在集群视觉场景中快速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了视觉注意机制，人们就可以

图１　中心接受厂

Ｆｉｇ．１　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ｙ

集中精力将一些重要的事情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忽略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可对重

要的或感兴趣的信息优先进行处理．

为了实现人类的视觉注意机制，当人类视觉系统对场景采样进行处理时，采

用高密度采样和高分辨率处理的视觉场景中心区域．随着距离的增加，采样密度

和分辨率逐渐降低，因此，形成了一个中心高采样密度的中心兴奋区域和周围低

采样密度的环绕抑制区域的中心接受厂，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号表示中心

兴奋区域；“－”表示周围抑制区域．

研究发现，视觉系统路径中的中心周围结构与高斯差分函数（ＤＯＧ）的结构

相似，传递函数是两个不同带宽高斯函数的差分［８?９］，即

ＤＯＧ＝犌σ１－犌σ２ ＝
１

２槡π
· １

σ１
·ｅｘｐ

－（狓
２
＋狔

２）

２σ（ ）２
１

－
１

σ２
·ｅｘｐ

－（狓
２
＋狔

２）

２σ（ ）（ ）２
２

． （１）

式（１）中：σ１，σ２ 分别表示高斯滤波器的带宽．

将人眼视觉系统的视觉信息处理机制应用于带钢缺陷的检测，可提高带钢缺陷背景区域和缺陷区

图２　ＬＢＰ算子

Ｆｉｇ．２　ＬＢＰ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域的对比度，便于更好地对带钢表面缺陷进行区分．

１．２　犔犅犘算子

传统的ＬＢＰ算子能有效地度量图像中的局部邻域信

息，是一种有效的特征提取手段．采用ＬＢＰ算子对图像进

行特征提取时，对于给定图像进行局部二值编码，如图２所

示．由图２可知：该３ｐｘ×３ｐｘ的图像由ＬＢＰ算子进行编

码后，变成二进制数００１１１１１０；然后，再由二进制数转化为

一进制数６２，６２即为该３ｐｘ×３ｐｘ的图像中心位置的ＬＢＰ值．即局部描述信息的ＬＢＰ犘，犚算子为

ＬＢＰ犘，犚 ＝∑
犘－１

犘＝０

（犵犘－犵Ｃ）２
犘，　　狊（犵犘－犵Ｃ）＝

１，　　犵犘 ≥犵Ｃ，

０，　　犵犘 ≤犵Ｃ
｛ ．

（２）

式（２）中：犵Ｃ 表示中心位置像素值；犵犘 表示分布在半径为犚 上的犘 个点的像素值．

ＬＢＰ犘，犚一共有２
犘 种和１的组合形式，一定能够找到某种组合形式来描述图像的局部信息．因此，

Ｏｊａｌａ等
［１０］提出了ＬＢＰｒｉｕ２犘，犚和ＬＢＰ

ｕ２
犘，犚在二进制数进行一次循环运算时，最多会产生２位变化．ＬＢＰ

ｕ２
犘，犚表

５３５第４期　　　　　　　　 王粟，等：高斯差分空间的多尺度改进ＣＬＢＰ对带钢表面缺陷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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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种等价模式的犔犅犘算子，即

犝（ＬＢＰ犘，犚）＝狘狊（犵犘－１－犵犘）－狊（犵０－犵Ｃ）狘＋∑
犘－１

犘＝１

狘狊（犵犘－犵Ｃ）－狊（犵犘－１－犵Ｃ）狘． （３）

式（３）中：犝（ＬＢＰ犘，犚）表示０变化到１，或者１变化到０的次数．

图３　ＬＢＰ算子缺点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ＬＢＰ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２　多尺度改进的犆犔犅犘特征提取

２．１　改进的犆犔犅犘算子

由于ＬＢＰ只考虑到所选中的中心像素与周围像素

的数值大小关系，没有考虑到其差值，导致２种算例不

同的局部信息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

可知：２个相差很大的３ｐｘ×３ｐｘ的图像经过ＬＢＰ算子

处理之后，都得到了一个相同的二进制数．

为了使所提取的特征更加充分，文献［１１?１３］提出

完全局部二值模式算子．该算子有２个部分，中心像素

算子 （ＣＬＢＰ＿Ｃ）和 局 部 差 分 符 号 数 值 变 换 算 子

（ＬＤＳＭＴ）．其中，局部差分符号数值变换算子分为符号算子（ＣＬＢＰ＿Ｓ）和数值算子（ＣＬＢＰ＿Ｍ），如图４

所示．图４中：ＣＬＢＰ＿Ｓ算子反映了中心像素值和四周像素值的大小关系，而ＣＬＢＰ＿Ｍ 算子包含了

ＬＢＰ算子所丢失的中心像素与四周像素的差值．

（ａ）３ｐｘ×３ｐｘ图像　　　（ｂ）局部差分图像　　　　（ｃ）ＣＬＢＰ＿Ｓ　　　　　　（ｄ）ＣＬＢＰ＿Ｍ　　

图４　ＣＬＢＰ算子

Ｆｉｇ．４　ＣＬＢＰ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局部差分符号数值变换算子（ＬＤＳＭＴ）计算式为

犱犘 ＝狊犘×犿犘，　　犿犘 ＝狘犱犘狘，　狊犘 ＝
１，　　　犱犘 ≥０，

－１，　　犱犘 ＜
｛ ０．

（４）

式（４）中：狊犘 是犱犘 的符号；犿犘 是犱犘 的大小．

由式（４）可知：ＣＬＢＰ＿Ｓ与原始的ＬＢＰ的编码方式大致是相同的，只是ＣＬＢＰ＿Ｓ将ＬＢＰ的“０”变成

了“－１”．

ＣＬＢＰ＿Ｍ和ＣＬＢＰ＿Ｃ的计算方式分别为

ＣＬＢＰ＿Ｍ犘，犚 ＝∑
犘－１

犘＝０

狋（犿犘，犮）２
犘， （５）

ＣＬＢＰ＿Ｃ犘，犚 ＝狋（犵犮，犮），　　狋（狓，犮）＝
１，　　狓≥犮，

０，　　狓＜犮｛ ．
（６）

式（５），（６）中：犮是自适应阈值，在实验过程为局部图像的均值．

研究发现，在ＣＬＢＰ＿Ｓ只有少量的灰度级对特征的描述较为重要，并且其灰度直方图过于稀疏．因

此，提出等值模式的完全二值模式符号算子（ＣＬＢＰ＿ＵＳ），以减少ＣＬＢＰ＿Ｓ所包含的冗余信息．其计算方

式为

犝（犐ＣＬＢＰ
＿Ｓ

犘，犚 ）＝狘狊（犵犘－１－犵犘）－狊（犵０－犵Ｃ）狘＋∑
犘－１

犘＝１

狘狊（犵犘－犵Ｃ）－狊（犵犘－１－犵Ｃ）狘． （７）

式（７）中：犝（犐ＣＬＢＰ
＿Ｓ

犘，犚 ）表示ＣＬＢＰ＿Ｓ的“－１”变为“１”，或“１”变为“－１”的次数；如果犝（犐ＣＬＢＰ
＿Ｓ

犘，犚 ）≤２，则判定

为等值模式，否则，是非等值模式．

经处理之后的ＣＬＢＰ＿Ｓ的灰度级就由２犘 变为犘（犘－１）＋３，灰度级更加紧凑，减少了其中所包含

６３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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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冗余信息．

由于不同尺度ＣＬＢＰ包含的信息有所差异，因此，采用多尺度ＣＬＢＰ对带钢缺陷图像进行特征提

取．由此可以分别得到对应的ＣＬＢＰ＿ＵＳ８，１，ＣＬＢＰ＿ＵＳ１６，２，ＣＬＢＰ＿ＵＳ２４，３，ＣＬＢＰ＿Ｍ８，１，ＣＬＢＰ＿Ｍ１６，２，

ＣＬＢＰ＿Ｍ２４，３，并分别对其串联作为带钢缺陷图像的特征．

２．２　流行学习

虽然ＣＬＢＰ算子相较于ＬＢＰ算子所提取的特征更加全面，但是所提取的特征维度难免会增加，其

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信息对最后的识别造成干扰．文中采用的是多尺度的ＣＬＢＰ方式对带钢表面缺陷图

像进行特征提取，不同尺度的特征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冗余信息，需要对所提取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筛

选．因此，分别将以上不同尺度之间的ＣＬＢＰ＿ＵＳ直方图和ＣＬＢＰ＿Ｍ 直方图进行串联，采用特征选择

手段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拉普拉斯特征映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ｅｉｇｅｎｍａｐｓ，ＬＥ）是从局部处理数据
［１４?１５］．其基本思想是希望相似度

较高的样本点在降维后的空间里距离较近，有如下３个主要实现步骤．

步骤１　构造近邻图．首先，连接样本点，连接每个点最近的犽个点，犽值为事先设定．

步骤２　确定相邻点之间的权重大小，即

Ｗｅｉｇｈｔ＝ｅｘｐ －
‖狓１－狓２‖

２

（ ）狋
． （８）

式（８）中：狓１ 与狓２ 为相邻点．此外，可以默认设定 Ｗｅｉｇｈｔ＝１，但在狓１，狓２ 两点相连接时不成立；两点相

连时，Ｗｅｉｇｈｔ＝０．

步骤３　让相似的样本点在降维后空间中距离较近，构建优化目标函数为

犳（狓）＝∑
犪，犫

‖狔犪－狔犫‖
２Ｗｅｉｇｈｔ． （９）

式（９）中：狔犪，狔犫 均是特征点在犿 维空间中的列向量．其拉普拉斯矩阵犔＝犇－犠，其中，犇，犠 分别为图的

度矩阵和邻接矩阵．

对图拉普拉斯矩阵进行特征值分解，使用最小的犿个特征值（非零）对应的特征向量作为降维后的

结果，其降维效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特征数据采用流行学习的方式进行降维之后，所得到的数

据更加精简，不同数据之间的空间划分更加明确．

　　（ａ）降维前　　　　　　　　　　　　　　　　　　　　（ｂ）降维后

图５　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的降维效果

Ｆｉｇ．５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ｅｉｇｅｎｍａｐ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ＬＥ相较于常用的ＰＣＡ（主成分分析法）而言，主成分分析是一种以某种方式旋转数据集的方法，使

旋转特征在统计学上不相关．这种旋转通常是根据它们能够解释数据的能力的重要性来选择新特征的

子集．ＰＣＡ只是在旋转的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的分类信息，即简单地分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而ＬＥ的思

想是找到数据的一种二维表达方式，同时，能够尽可能地保持点与点之间的距离．ＬＥ从每个数据点的

随机二维表示开始，然后，尝试使在原始特征空间中更接近的点更靠近，并且在原始特征空间中相距很

远的点更远．ＬＥ更强调靠近的点，而不是保存远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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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描述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研究的带钢表面缺陷图库来自某一钢铁公司，从图库中选取生产线上常见的冲孔、大块污渍、刮边、

图６　带钢表面缺陷分类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ｔｒｉｐ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黑氧化条、结疤等５种缺陷的图片．由于以上

各种缺陷图片的尺度大小不一，因此，需要对

带钢表面缺陷图片进行缩放、剪裁、去除无用

的背景部分，提取缺陷图片的感兴趣区域

（ＲＯＩ），并将其缩放到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每种

缺陷选择１３０张图片作为训练集，用来训练模

型；另选取冲孔缺陷图像１２６张、刮边１００张、

污渍１０２张、结疤１２３张、黑氧化条１３０张作

为测试集，以测试模型的分类精度．

３．２　实验流程

所提的等值模式下完全二值模式的带钢

表面缺陷分类算法的流程，如图６所示．该算

法有如下４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图像的预处理．对带钢表面缺陷

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并采用高斯差分空间得到一个中心区域高密度高采样频率的显著图，如图７所

示．带钢表面缺陷经过Ｓｉｇｍａ１＝１与Ｓｉｇｍａ２＝１０的高斯函数进行差分之后，突出了缺陷区域，淡化了背

景区域．

　（ａ）刮边（原图）　　（ｂ）黑氧化条（原图）　　（ｃ）结疤（原图）　　　（ｄ）冲孔（原图）　　　（ｅ）污渍（原图）　

（ｆ）刮边（效果图）　（ｇ）黑氧化条（效果图）　（ｈ）结疤（效果图）　 （ｉ）冲孔（效果图）　　（ｊ）污渍（效果图）

图７　高斯差分结果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步骤２　特征提取．采用改进的多次度ＣＬＢＰ提取出图像所包含的ＣＬＢＰ特征，得到其对应的

ＣＬＢＰ＿ＵＳ８，１，ＣＬＢＰ＿ＵＳ１６，２，ＣＬＢＰ＿ＵＳ２４，３，ＣＬＢＰ＿Ｍ８，１，ＣＬＢＰ＿Ｍ１６，２，ＣＬＢＰ＿Ｍ２４，３等６种特征．

步骤３　特征选择．采用非线性流行学习的方式对以上特征进行选择，并将选择的特征进行串联

融合．

步骤４　分类．将融合之后的特征导入支持向量机进行分类．

３．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说明文中算法的有效性，在特征提取上分别将其与Ｇａｂｏｒ，梯度直方图（ＨＯＧ），ＬＢＰ等传统特征

提取方式进行对比，并将所提取的特征数据导入支持向量机进行分类，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Ｇａｂ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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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尺度为５，滤波方向为８，卷积模板大小为１７ｐｘ×１７ｐｘ，最大采样频率犽ｍａｘ＝π／２，空间频率σ＝

π；Ｇａｂｏｒ参数的尺度为５，滤波方向为８，卷积模板大小为１７ｐｘ×１７ｐｘ，中心频率值为０．２，缩放因子值

为１．６；ＨＯＧ算子的单元大小为［８，８］，块中单元大小为［２，２］，相邻块之间重叠的单元数为８，方向直方

图分段数目为９；ＬＢＰ算子则是采用ＬＢＰ８，１算子；加黑数字表示分类精度最优．

表１　文中算法与传统特征提取方式分类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　

特征提取方式 冲孔 刮边 大块污渍 结疤 黑氧化条 总体

Ｇａｂｏｒ １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 ８９．２２ ８４．５５ ９９．２３ ９４．１５

ＨＯＧ ９６．０３ ９２．００ ８２．３５ ９４．３０ ９３．８５ ９２．０８

ＬＢＰ ９６．８３ ９４．００ ８５．２９ ９２．６８ ９４．６２ ９２．６８

文中算法 ９８．４１ ９３．００ ９１．１８ ９５．１２ ９９．２３ ９５．７０

　　由表１可知：Ｇａｂｏｒ滤波器通过采用８个方向和５个尺度的高斯函数对带钢表面缺陷进行特征提

取，得到了多尺度多方向的信息．因此在冲孔、刮边、和黑氧化条上取得了最优的分类精确度．但由于对

大块污渍分类精确度一般和对结疤分类精确度较差，其总体精确度为９４．１５％．ＨＯＧ算子通过求取图

像的梯度方向和大小并将其统计为直方图提取特征．虽然整体上有不错的分类精确度，但是由于大块污

渍的识别率最低，因此总体分类精度最差为９２．０８％．ＬＢＰ算子通过求取像素块中中心像素与四周像素

的大小关系对像素重新进行编码，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丢失的幅值，因此丢失了部分信息，虽然整体的

分类精度不错，但是没有突出表现总体分类精确度为９２．６８％．文中所提算法首先通过将高斯差分空间

提取带钢表面缺陷显著图，然后采用多尺度改进ＣＬＢＰ算子对处理之后的图像进行特征提取，最后，采

用流行学习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降维．在大块污渍、结疤、黑氧化条的识别上，文中算法得到了最优的分类

精度，并且在刮边和冲孔的分类表现上也不俗，取得了最优分类精度为９５．７０％．

将文中算法的分类方式与不用尺度的ＣＬＢＰ算子分类精度相比，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

ＣＬＢＰ８．１算子相当于其他尺度提取的是图像的局部细节信息，没有得到对应的全局信息．该尺度在冲孔、

刮边、黑养化条上取得了不错的分类精度，但是在结疤的识别上存在不足，其分类精度为９２．０８％．

ＣＬＢＰ１６，２算子处于中间尺度，在冲孔和黑氧化条上取得了不错的分类精度，但是在其他几种缺陷的识别

上效果较差，其分类精度只有８８．３０％．ＣＬＢＰ２４，３算子通过大尺度考虑到了全局信息，但忽略了图像的细

节信息，虽然在冲孔和黑氧化条上取得了最优的分类精度，但是在其他几项缺陷的分类效果最差，其总

体精确度最差，为８０．９０％．文中算法采用多尺度的方式进行特征提取，所提取的特征不仅包含了局部

细节特征，也包含了全局特征．因此，文中算法在冲孔、刮边、大块污渍、结疤上都取得了最优精度，其整

体精确度最佳为９５．７０％．

表２　文中分类方式与传统ＣＬＢＰ方式分类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Ｂ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分类方式 冲孔 刮边 大块污渍 结疤 黑氧化条 总体

ＣＬＢＰ８．１ ９８．４１ ９１．００ ８３．３４ ８６．１７ ９９．２３ ９２．０８

ＣＬＢＰ１６，２ ９８．４１ ７６．００ ７４．５１ ８７．８０ ９９．２３ ８８．３０

ＣＬＢＰ２４，３ ９８．４１ ７２．００ ４５．０９ ７９．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９０

文中算法 ９８．４１ ９３．００ ９１．１８ ９５．１２ ９９．２３ ９５．７０

４　结论

针对带钢表面缺陷的几何与纹理分部情况复杂多变，类内缺陷分布形式不固定等特点，提出一种引

入高斯差分空间的改进的多尺度ＣＬＢＰ特征提取方式．研究表明：所提出的特征提取方式与传统的特征

提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２点优越性．

１）通过结合３个尺度的改进ＣＬＢＰ算子，能够更加全面地提取出图像的局部细节信息和全局信

息．同时，利用非线性流行学习的方式降维，可以减少其中所包含的冗余信息．

２）相较于传统的完全二值模式符号算子（ＣＬＢＰ＿Ｓ），所提出的等值模式的完全二值模式符号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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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ＢＰ＿ＵＳ），使原本稀疏的ＣＬＢＰ＿Ｓ直方图变得更加紧凑，并减少了其中的冗余信息．

通过多组对比实验表明：较强的区分性和表达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分类结果．文中算法除了应用于带

钢表面缺陷之外，还可以应用于其他产品的表面缺陷分类，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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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阵列的

最大功率点跟踪方法

潘健，梁佳成，黎家成，李坤

（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及储能运行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线性函数的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的最大功率点跟踪（ＭＰＰＴ）方法．首先，在阴影光照

条件下，构建光伏电池的双二极管等效电路，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平台上对光伏阵列输出特性曲线进行

仿真；然后，分析文中方法的工作过程，通过仿真和实验对比文中方法与扰动观测法的控制效果．结果表明：文

中方法可以准确地跟踪到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提升 ＭＰＰＴ的跟踪效果．

关键词：　最大功率点跟踪；阴影光照；线性函数；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多峰值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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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技术的难点在于如何保证光电转换效率与光伏系统的稳定运行［１］，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对

光伏阵列进行最大功率点跟踪（ＭＰＰＴ）
［２］，跟踪精度和跟踪速度是该技术跟踪效果的主要评判指标．为

了提高 ＭＰＰＴ的跟踪效果，学者们已提出诸多 ＭＰＰＴ控制方法，如恒定电压／电流法、增量电导法及其

改进方法等．若步长选取得当，这些 ＭＰＰＴ方法可以有效地对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进行跟踪，但都仅

适用于均匀光照条件下的光伏阵列［３?４］．然而，由于实际运行过程中天气环境多变，特别是在阴影光照条

件下，光伏阵列的输出特性曲线呈现多峰状，ＭＰＰＴ会陷入局部最大功率点，影响跟踪效果
［５］．因此，在

阴影光照条件下对光伏阵列进行最大功率点跟踪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２１

　通信作者：　潘健（１９６２?），男，教授，主要从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８６１４６９６９＠ｑｑ．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６７７０５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２０１８ＡＡＡ０５６）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阵列的 ＭＰＰＴ方法进行相关研究．Ｈａｓｓａｎ等
［６］提出一

种基于高性能模糊小波神经网络的自适应 ＭＰＰＴ控制，但该方法的每个权重都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训

练才能得到合适的值．粒子群优化（ＰＳＯ）算法是一种针对全局最优值搜索问题的解决方法，但粒子群优

化算法在寻找最优值的过程中可能陷入局部极值．因此，学者们在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

改进，从而更快、更精确地寻找到全局最优值［７?９］．Ｗｕ等
［１０］提出一种结合开路电压法的ＰＳＯ算法用于

跟踪全局最大功率点，但开路电压法是一种近似算法，它通过经验公式计算出最大功率点，但跟踪精度

在电压范围较大的情况下会有所下降．Ｋｕｍａｒ等
［１１］提出一种变速跟踪的ＰＳＯ算法，但该算法的程序复

杂繁琐，在工业应用中难以实现．Ｓｅｎ等
［１２］提出一种基于改进粒子速度的ＰＳＯ算法，该算法可以消除

ＰＳＯ算法中的固有随机性并调整权重因子，但其引入的自适应参数降低了跟踪速度．Ｇｈａｓｅｍｉ等
［１３］提

出一种使用犐?犝 曲线的快速跟踪方法以简化控制器，但该方法会影响控制系统的跟踪精度．基于此，本

文提出一种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方法．

１　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阵列的输出特性

１．１　光伏电池的双二极管模型

在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电池单元受旁路二极管的影响而改变原有的输出特性．因此，分析该条件

下的光伏电池单元时，需采用带双二极管的光伏电池模型［１４］．当光伏阵列受到阴影光照，且被遮光的程

图１　光伏电池的双二极管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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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一定界限时，会出现光伏电池的外电流大于光生

电流的情况，可能造成光伏电池反向电压极化，出现电

池击穿的现象．因此，需要在双二极管模型中加入一个

压控电流源，以反映雪崩效应的影响．

光伏电池的双二极管等效电路，如图１所示．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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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电流；犝 为电池输出电压；犐为电池输出电流．

由光伏电池的双二极管等效电路可得光伏电池的数学模型为

犐＝犐ｐｈ－犐ＶＤ１－犐ＶＤ２－犐ｂｒ－犐ｓｈ，

犐ＶＤ
１
＝犐０１ ｅｘｐ（

狇（犝＋犐犚ｓ）

犃１犓θ
）－（ ）１ ，

犐ＶＤ
２
＝犐０２ ｅｘｐ（

狇（犝＋犐犚ｓ）

犃２犓θ
）－（ ）１ ，

犐ｂｒ＝α（犝＋犐犚ｓ）１－
犝＋犐犚ｓ
犝（ ）
ｂｒ

－β

，

犐ｓｈ＝
犝＋犐犚ｓ
犚ｓｈ

烍

烌

烎
．

（１）

式（１）中：犐０１，犃１ 分别为二极管ＶＤ１ 的反向饱和电流和品质因子；犐０２，犃２ 分别为二极管ＶＤ２ 的反向饱

和电流和品质因子；θ为温度；狇为单位电子电荷；犓 为玻尔兹曼常数；犝ｂｒ为反向雪崩击穿电压；α，β为雪

崩击穿特征常数．

１．２　光伏阵列仿真

光伏阵列是由多块光伏模块通过串并联形式组成的，而光伏模块又是由多个光伏电池单元通过串

联形式组成的．其中，光伏模块的并联数为犖Ｐ，串联数为犖ｍ．因此，根据式（１）可推导出光伏阵列的数

学模型并进行仿真．

以３块ＳｕｎＰｏｗｅｒＳＰＲ?Ｘ２０?２５０?ＢＬＫ型的光伏阵列（ＰＶ１～ＰＶ３）串联为例，在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

真平台上搭建光伏阵列的仿真模型．ＳｕｎＰｏｗｅｒＳＰＲ?Ｘ２０?２５０?ＢＬＫ型光伏阵列的参数：开路电压犝ｏ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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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７Ｖ；短路电流犐ｓｃ为６．２Ａ；最大功率犘ｍｐｐ为７４９．８５Ｗ；最大功率处电压犝ｍｐｐ为１２８．４Ｖ；最大功率

处电流犐ｍｐｐ为５．８４Ａ．光伏阵列的串联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为避免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电池单元的温度不同，在仿真中，设定阴影区域面积正好能完全覆盖整

数块的光伏电池．将３块光伏阵列的光照强度设置为不同模式（模式１～模式３），以模拟不同的阴影光

照条件，温度保持在２５℃．

（ａ）ＰＶ１　　　　 　　　　　　　　（ｂ）ＰＶ２　　　　　　　　 　　　　（ｃ）ＰＶ３

图２　光伏阵列的串联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ｒｉｅｓ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ｒｒａｙｓ

表１　光伏阵列的光照强度设置

Ｔａｂ．１　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ｒｒａｙ Ｗ·ｍ－２　

光伏阵列
犈ＰＶ

模式１ 模式２ 模式３

ＰＶ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Ｖ２ ８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ＰＶ３ 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光伏阵列的光照强度设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犈ＰＶ为

光伏阵列的光照强度．阴影光照条件下的光伏阵列输出特

性曲线，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在３种模式下，光伏阵列

的输出特性曲线均呈三峰状．图３中：犐ＰＶ，犝ＰＶ，犘ＰＶ分别为

光伏阵列的输出电流、电压和功率．

相关研究表明，当光伏阵列受到狀处不同强度的光照

时，其特性曲线会呈现狀个峰值
［１５］，但当光照强度较小时，

其峰值对输出结果影响不大，故光伏阵列的输出特性曲线

大多为三峰值或四峰值．

　　（ａ）电流?电压特性曲线　 　　　　　　　　　　　（ｂ）功率?电压特性曲线

图３　阴影光照条件下的光伏阵列输出特性曲线

Ｆｉｇ．３　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ｒｒａｙｕｎｄｅ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３还可知：以电压变化点为分界，可将电压分为３个区域，从左至右依次为低、中、高电压区；阴

影光照条件不同，光伏阵列最大功率点的位置也随之变化；最大功率点在高、中、低电压区内均可出现，

其功率分别为４８７，３１６，２４９Ｗ．

在阴影光照条件下，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并未达到理想最大功率，这是因为阴影光照引起旁路二极

管和串并联电阻的损耗，且当光伏阵列间的光照强度差较大时，功率下降非常严重．因此，在阴影光照条

件下，光伏阵列最大功率点的位置很难确定．

２　基于线性函数的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

由阴影光照条件下的光伏阵列输出特性可知，光伏阵列 ＭＰＰＴ控制的核心在于如何跳出局部最大

功率点（ＭＰＰ）并快速寻求全局的 ＭＰＰ．因此，提出一种基于线性函数的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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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点跟踪方法（简称文中方法），以避免智能算法的大量计算与复杂设计．

２．１　线性函数分析

阴影光照条件下线性函数处理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犝犅～犝犇 分别为工作点犅～犇的电压；

犐犃，犐犅 分别为工作点犃，犅的电流；因光照强度变化的瞬间电压不变，故均匀光照下的最大功率犝ｍｐｐ与

（ａ）低电压区　

犝犅 相同．线性函数处理采用两步法的思想，首先，当光伏系

统稳定运行时，若光伏阵列受到阴影光照，输出电流下降，

工作点由均匀光照下的最大功率点犃 降落到阴影光照下

输出特性曲线的点犅；然后，经线性函数处理重新定位到点

犆，并以点犆作为新的工作点，利用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

重新对光伏阵列最大功率点进行跟踪，从而找到全局最大

功率点犇．

由图４（ａ）可知：当光伏阵列的全局最大功率点犇位于

低压点区时，通过线性函数将工作点移动至最大功率点的

附近点犆，并通过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快速跟踪到全局

（ｂ）中电压区　　　　　　　　　　　　　　（ｃ）高电压区　　

图４　阴影光照条件下线性函数处理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ｏｓｓｕｎｄｅ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最大功率点犇，这种情况下线性函数处理非常高效．

由图４（ｂ）可知：当光伏阵列的全局最大功率点犇位于中电压区时，通过线性函数将工作点移动至

点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和全局最大功率点犇有一定距离，但通过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也能快速跟

踪到全局最大功率点犇，并减少功率损耗．

由图４（ｃ）可知：当光伏阵列的全局最大功率点犇位于高电压区时，通过线性函数将光伏阵列的工

作点移至点犆，并通过点犅回到全局最大功率点犇，增加了寻找最大功率点的路径，这是最糟的情况．

因此，最大功率点越靠近低电压区，线性函数处理越高效，即光伏阵列间的光照强度差越大，线性函

数处理越有效．

线性函数的理论依据是最大功率点处的电压、电流与开路电压、短路电流近似成线性比例关系，在

全局最大功率点处也满足此规律．因此，应用线性函数时，首先应判断光伏阵列是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

阴影光照，从而判断 ＭＰＰＴ控制是否需要通过线性函数将光伏阵列的工作点移至点犆．设当前时刻为

狀，则线性函数的判别式
［１６］为

Δ犝ＰＶ ＝狘犝ＰＶ（狀）－犝ＰＶ（狀－１）狘≤Δ犝ｓｅｔ， （２）

Δ犐ＰＶ
犐ＰＶ（狀－１）

＝
犐ＰＶ（狀）－犐ＰＶ（狀－１）

犐ＰＶ（狀－１）
≤Δ犐ｓｅｔ≈

犐ＰＶ（狀－１）

犖Ｐ

． （３）

式（３）中：犝ＰＶ（狀），犐ＰＶ（狀）分别为当前时刻的光伏阵列工作点的电压和电流；犝ＰＶ（狀－１），犐ＰＶ（狀－１）分别为上一时

刻工作点的电压和电流；Δ犝ＰＶ，Δ犐ＰＶ分别为当前时刻与上一时刻电压与电流的变化量；Δ犝ｓｅｔ，Δ犐ｓｅｔ分别

为设定的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范围．

当工作点的电压、电流满足式（２），（３）时，代表光伏阵列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阴影光照，工作点需要通

过线性函数进行处理．经线性函数处理的下一时刻工作点的电压犝ＰＶ（狀＋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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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ＰＶ（狀＋１）＝
犝ｏｃ

犐ｓｃ
犐ＰＶ（狀）． （４）

２．２　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

根据节２．１分析可知，当光伏阵列受到阴影光照时，经线性函数处理后，还需使用合适的方法在对

应的电压范围内进行局部极值搜索．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是在滞环比较法
［１７］的基础上，增加自适应

步长控制，使 ＭＰＰＴ的跟踪精度更加准确，并保证控制方法的跟踪速度，避免因光照强度的快速变化而

出现误判现象［１７１９］．

由滞环比较法的原理可得滞环比较法的９种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犈为当前工作点；犉，犌为位

于犈点两侧一个扰动步长距离的两个点．犘犈～犘犌 分别为工作点犈～犌的功率，假设犘犈＞犘犌 及犘犉≥

犘犈 记为“＋”，其他情况均记为“－”．根据上述设定，可以得到滞环比较法的判别过程，如表２所示．

（ａ）情况ａ　　　　　　（ｂ）情况ｂ　　　　　　（ｃ）情况ｃ　　　　　　　（ｄ）情况ｄ　　

（ｅ）情况ｅ　　　　　（ｆ）情况ｆ　　　　　　（ｇ）情况ｇ　　　　　（ｈ）情况ｈ　　　　　（ｉ）情况ｉ

图５　滞环比较法的９种情况

Ｆｉｇ．５　Ｎｉｎ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表２　滞环比较法的判别过程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序号 判定式 结果 情况类别 扰动规则

１ 犘犈＞犘犌，犘犉≥犘犈 ＋，＋ ｇ，ｈ 按照原方向继续扰动

２
犘犈＞犘犌，犘犉＜犘犈

犘犈≤犘犌，犘犉≥犘犈

＋，－

－，＋
ａ，ｂ，ｄ，ｅ，ｉ 保持电压恒定运行

３ 犘犈≤犘犌，犘犉＜犘犈 －，－ ｃ，ｆ 按照反方向扰动

　　在此基础上，结合自适应步长控制，提升整体控制的跟踪速度．假设犽时刻的电压为犝犽，功率为

犘犽，为防止滞环控制陷入死循环，在传统的自适应步长法中加入一个犿 倍的比例因子（犿 取０．１），由试

凑法确定其大小．

第犽＋１时刻的电压犝犽＋１为

犝犽＋１ ＝犝犽±Δ狓，

Δ狓＝犖×
犘犽－犘犽－１
犝犽－犝犽－１

＋（ ）犿犖 ，

犝犽＋１ ＝犝犽±犖
犘犽－犘犽－１
犝犽－犝犽－１

＋（ ）犿犖

烍

烌

烎
．

（５）

式（５）中：Δ狓为扰动步长；犖 为比例因子，其取值范围为１．１～１．３；犝犽－１，犘犽－１分别为上一时刻的电压与

功率．

由式（５）可知：随着工作点向最大功率点靠近，Δ狓的值会越来越小，则系统的跟踪速度会逐渐变慢，

但跟踪精度会逐渐增高．通过自适应步长控制，可有效避免因步长选取不当而出现工作点在最大功率点

附近来回震荡的情况，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并有效地保证了跟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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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得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的控制流程图，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犝ｎｅｘｔ为下一时刻的扰

动电压；犐犈～犐犌 分别为工作点犈～犌的电流；犝犈～犝犌 分别为工作点犈～犌的电压．

图６　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的控制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ｅｐｓｉｚｅ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　仿真及实验分析

３．１　仿真分析

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平台上搭建模型，光伏阵列的参数见节１．２．Ｂｏｏｓｔ电路的参数：光伏侧滤

波电容犆１ 为５００μＨ；升压电感犔为６０μＦ；输出侧电容犆２ 为１００μＨ．

为了验证文中方法的有效性，分别采用文中方法和扰动观测法进行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跟踪．仿

真采用光照强度模式２（表１），即光伏阵列ＰＶ１～ＰＶ３ 的光照强度分别为１０００，６００，３００Ｗ·ｍ
－２，最大

输出功率稳定在３１６Ｗ（图３（ｂ））．在阴影光照条件下，两种 ＭＰＰＴ方法的输出功率比较，如图７所示．

　（ａ）文中方法　　　　　　　　　　　　　　　 　 （ｂ）扰动观测法

图７　两种 ＭＰＰＴ方法的输出功率比较

Ｆｉｇ．７　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ＭＰＰ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由图７可知：在阴影光照条件下，文中方法的输出功率由７４０Ｗ（均匀光照）降低到３０８Ｗ，跟踪时

间约为０．０４ｓ，跟踪精度约为９７％（３０８／３１６≈９７％）；扰动观测法的输出功率最终稳定在２４０Ｗ 左右，

跟踪时间约为０．０３ｓ，跟踪精度约为７６％（２４０／３１６≈７６％）．

由此可知，在阴影光照条件下，扰动观测法的跟踪速度比文中方法略快，但它不能准确地跟踪到光

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且输出功率的振幅较大；而文中方法的跟踪精度远高于扰动观测法，能够准确地

跟踪到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但会牺牲跟踪速度（跟踪时间仍然符合要求）．

３．２　实验分析

为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有效性，搭建光伏并网系统实验平台（图８），并在该平台上完成 ＭＰＰＴ测

试．采用ＸＬＹ?１００Ｍ?４０Ｐ型光伏电池板（湖北省武汉市新能源公司），为保证输出电流处于安全范围，采

用１０块光伏模块串联构成光伏阵列．主电路采用两级式并网结构，即前级Ｂｏｏｓｔ电路，后级ＬＣＬ型滤

波的全桥逆变电路．系统采用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型控制芯片，光伏阵列参数：最大功率为１００Ｗ；开路电

压为２４．４９Ｖ；短路电流为５．５７Ａ；最大功率点电压为１９．２８Ｖ；最大功率点电流为５．１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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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光伏阵列　　　　　　　　　　　　　　　　（ｂ）实验平台　

图８　光伏并网系统实验平台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首先，在均匀光照条件下跟踪光伏阵列最大功率点；然后，遮盖数块光伏电池单元以模拟阴影光照

环境，再次跟踪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扰动观测法及文中方法的 ＭＰＰＴ实验数据，如表３，４所示．

表３　扰动观测法的 ＭＰＰＴ实验数据

Ｔａｂ．３　ＭＰＰ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犝ＰＶ／Ｖ 犐ＰＶ／Ａ 犘ＰＶ／Ｗ 犝ＰＶ／Ｖ 犐ＰＶ／Ａ 犘ＰＶ／Ｗ

２１８ ０．６４ １３９．５２ １８０ ３．４６ ６２２．８０

２０１ １．５６ ３１３．５６ １７４ １．８４ ３２０．１６

１９５ ２．８３ ５５１．８５ １７７ １．８３ ３２３．９１

１８６ ３．２７ ６０２．６４ １８１ １．８１ ３２７．６１

１８２ ３．３９ ６１６．９８ １８５ １．８１ ３３４．８５

１７９ ３．４６ ６１９．３５ １８３ １．８２ ３３３．０６

表４　文中方法的 ＭＰＰＴ实验数据

Ｔａｂ．４　ＭＰＰ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

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犝ＰＶ／Ｖ 犐ＰＶ／Ａ 犘ＰＶ／Ｗ 犝ＰＶ／Ｖ 犐ＰＶ／Ａ 犘ＰＶ／Ｗ

２１５ １．０２ ２１９．３０ １４２ ３．３２ ４７１．４４

１９９ １．７６ ３５０．２４ １４４ ３．２９ ４７３．７４

１９２ ２．６４ ５０６．８８ １４７ ３．２７ ４８０．６９

１８５ ３．２２ ５９５．７０ １５３ ３．２６ ４９８．７８

１８１ ３．４１ ６１７．２１ １５０ ３．２７ ４９０．５０

１７９ ３．４５ ６１７．５５ １５２ ３．２７ ４９７．０４

　　该实验的光伏阵列在标准情况下的额定功率为１ｋＷ，但由于实验的光照条件、环境温度不在理想

情况下，因此，受到均匀光照的光伏阵列输出功率稳定在６２０Ｗ 左右．当受到阴影光照时，扰动观测法

的 ＭＰＰＴ电路的输出功率最终稳定在３３０Ｗ左右，而文中方法最终跟踪到的功率为４９７．０４Ｗ．

由表３，４可知：文中方法能较为准确地跟踪到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而扰动观测法则陷入光伏阵

列输出特性曲线的局部极值处；相比同等条件下的扰动观测法，文中方法能够准确地跟踪到光伏阵列的

最大功率点，验证了文中方法的有效性．

４　结束语

在阴影光照条件下，提出一种基于线性函数的自适应步长滞环比较法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方法．当光

伏阵列运行过程中出现阴影光照时，线性函数能将光伏阵列的工作点迅速规划至最大功率点．滞环比较

法可以有效地抑制工作点在最大功率点附近震荡，滞环比较法结合自适应步长法可使光伏阵列的输出

功率极大程度地靠近最大功率．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可以准确地跟踪到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

点，提升 ＭＰＰＴ的跟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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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犔犪狆犾犪犮犲变换求解分数阶

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

汪精英，邓杨芳，翟术英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考虑Ｃａｐｕｔｏ型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高效数值算法，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将其转化为整数阶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方程．利用算子分裂方法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热传导方程和非线性方程．其中，非线性方程精确求解，热传

导方程采用二阶差分方法求解．数值实验表明了所给格式的有效性．

关键词：　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Ｃａｐｕｔｏ型分数阶导数；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算子分裂；能量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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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是一类非齐次半线性泊松方程
［１］，是材料科学中描述流体动力学问题和反应扩散

问题的一类重要方程．在研究图像处理
［２］、平均曲率流量［３］、晶体生长［４］、人群扩散现象［５］和随机扰动［６］

等问题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考虑时间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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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
１

ε
２狌（狌

２－１）－

２狌

狓
２＝０，　　（狓，狋）∈［犪，犫］×（０，犜］，

狌（犪，狋）＝犳（狋），　　狌（犫，狋）＝犵（狋），　　狋∈（０，犜］，

狌（狓，０）＝狌０（狓），　　狓∈［犪，犫］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为Ｃａｐｕｔｏ型分数阶导数．即有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
１

Γ（１－α）∫
狋

０

狌τ（狓，τ）

（狋－τ）α
ｄτ，　　０≤α＜１． （２）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可以视为Ｌｙａｐｕｎｏｖ能量泛函的犔２ 梯度流
［７］．设基本能量泛函为犈（狌），即

犈（狌）＝∫
犫

犪

１

ε
２犉（狌）＋

１

２
狘狌

２［ ］狘ｄ狓． （３）

式（３）中：犉（狌）＝
１

４
（狌２－１）２．

能量泛函犈（狌）关于时间狋求Ｃａｐｕｔｏ型分数阶导数为

犆

０犇
α

狋犈（狌）＝∫
犫

犪

１

ε
２犉′（狌）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狌·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 ］）ｄ狓＝

∫
犫

犪

１

ε
２犉′（狌）－Δ［ ］狌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ｄ狓＝－∫
犫

犪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
２ｄ狓≤０． （４）

　　由此易知，能量泛函犈（狌）不会随时间的增长而增加．

求解上述方程数值解的方法很多［８?２０］．文中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法
［２０］逼近时间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

程（１），并将其转化为整数阶问题．然后，对所得到的整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采用算子分裂法
［１４］将方

程分裂为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并将解算子分别记为犛犃 和犛犅．上述方程可通过以下格式求解，即

狌（狋＋Δ狋）＝犛
犅 Δ狋（ ）２ 犛犃（Δ狋）犛

犅 Δ狋（ ）２ 狌（狋）＋Ο（（Δ狋）２）． （５）

式（５）中：线性部分利用Ｃ?Ｎ格式求解，非线性部分解析求解，从而达到减少计算量的目的，且得到简单

有效的数值格式．

２　分数阶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的数值解

２．１　利用犔犪狆犾犪犮犲变换将分数阶问题转化为整数阶问题

先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逼近Ｃａｐｕｔｏ型分数阶导数，即

犔｛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狊
α狌^（狓，狊）－狊α－

１狌（狓，０）＝狊α［^狌（狓，狊）－狊－
１狌（狓，０）］． （６）

此处的狌^（狓，狊）为狌（狓，狋）的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由于α∈（０，１），故可将狊α 线性化为

狊α ≈α狊
１
＋（１－α）狊

０
＝α狊＋（１－α）． （７）

　　将式（７）代入到式（６），可得

犔｛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 ［α狊＋（１－α）］［^狌（狓，狊）－狊
－１狌（狓，０）］＝

α狊［^狌（狓，狊）－狊－
１狌（狓，０）］＋（１－α）［^狌（狓，狊）－狊－

１狌（狓，０）］．
（８）

再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逆变换，可得

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α
狌（狓，狋）

狋
＋（１－α）［狌（狓，狋）－狌（狓，０）］． （９）

从而原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可转化为整数阶方程，即

狌

狋
＝
１

α
·

２狌

狓
２＋
α－１

α
［狌（狓，狋）－狌（狓，０）］－

１

（槡εα）
２
狌（狌２－１）． （１０）

２．２　算子分裂法求解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

取空间节点数为犕，空间步长为犺＝（犫－犪）／犕，空间节点表示为狓犻＝犪＋犻犺，犻＝０，１，…，犕；取时间

节点数为犖，时间步长为Δ狋＝犜／犖，时间节点表示为狋犽＝犽Δ狋，犽＝０，１，…，犖，且记狌
犽
犻＝狌（狓犻，狋犽）．下面给

出方程（１０）的求解策略．

利用算子分裂将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分解为热传导方程和非线性方程，即有

０５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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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犃：
狌

狋
＝
１

α
·

２狌

狓
２＋
α－１

α
［狌（狓，狋）－狌（狓，０）］， （１１）

犛犅：
狌

狋
＋

１

（槡εα）
２
狌（狌２－１）＝０． （１２）

　　在前半个时间步长狋∈ 狋犽，狋犽＋［ ］１
２
内，通过算子犛犅 求解；然后，在一个完整的时间步长狋∈［狋犽，狋犽＋１］

内，利用算子犛犃 求解，且狌犽＝狌犽＋
１
２；最后，在后半个时间步长狋∈ 狋犽＋１２，狋犽［ ］＋１ 内，再次利用算子犛

犅 求解，

且狌犽＋
１
２＝狌犽＋１．即

狌（狋＋Δ狋）＝犛
犅 Δ狋（ ）２ 犛犃（Δ狋）犛

犅 Δ狋（ ）２ 狌（狋）． （１３）

　　非线性方程解析求解，其数值格式为

狌犽＋１犻 ＝
狌犽犻

ｅｘｐ（－２Δ狋／（αε
２））＋（狌

犽
犻）
２（１－ｅｘｐ（－２Δ狋／（αε

２
槡 ）））

． （１４）

　　引入二阶中心差分算子，则有

δ
２
狓狌
犽
犻 ＝

狌犽犻－１－２狌
犽
犻＋狌

犽
犻＋１

犺２
． （１５）

　　热传导方程的Ｃ?Ｎ格式为

狌犽＋１犻 －狌
犽
犻

Δ狋
＝
１

２α
［δ
２
狓狌
犽
犻＋δ

２
狓狌
犽＋１
犻 ］＋ １－

１（ ）α
狌犽犻＋狌

犽＋１
犻

２
－狌

０（ ）犻 ． （１６）

　　将式（１５）代入式（１６）中，进一步化简，可得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１
犻－１＋ １＋

Δ狋

α犺
２＋

（１－α）Δ狋
２［ ］α

狌犽＋１犻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１
犻＋１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
犻－１＋ １－

Δ狋

α犺
２＋

（α－１）Δ狋
２［ ］α

狌犽犻＋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
犻＋１＋

１－α
α
Δ狋狌

０
犻．

（１７）

　　结合式（１３），（１４）和（１７），可得到求解问题（１０）的二阶差分格式为

狌犽＋１
，（１）

犻 ＝
狌犽犻

ｅｘｐ（－Δ狋／（αε
２））＋（狌

犽
犻）
２（１－ｅｘｐ（－Δ狋／（αε

２
槡 ）））

，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１，（２）
犻－１ ＋ １＋

Δ狋

α犺
２＋

（１－α）Δ狋
２［ ］α

狌犽＋１
，（２）

犻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１，（２）
犻＋１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１，（１）
犻－１ ＋ １－

Δ狋

α犺
２＋

（α－１）Δ狋
２［ ］α

狌犽＋１
，（１）

犻 ＋
Δ狋

２α犺
２狌
犽＋１，（１）
犻＋１ ＋

１－α
α
Δ狋狌

０
犻，

狌犽＋１犻 ＝
狌犽＋１

，（２）
犻

ｅｘｐ（－Δ狋／（αε
２））＋（狌

犽＋１，（２）
犻 ）２（１－ｅｘｐ（－Δ狋／（αε

２
槡 ）））

烍

烌

烎
．

（１８）

　　注１　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同样可以用来逼近Ｒｉｅｍａｎｎ?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型分数阶导数，而且狆（＞０）阶Ｒｉｅｍａｎｎ?

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分数阶导数的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为

犔｛０犇狆狋狌（狓）；狊｝＝狊狆狌^（狓）－∑
狀－１

犽＝０

狊犽［０犇狆
－犽－１
狋 狌（狓）］狋＝０，　　狀－１≤狆＜狀． （１９）

３　数值算例

通过数值算例，验证数值格式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为方便分析，对如下符号进行解释

犈（犕，犖）＝ ｍａｘ
１≤犻≤犕－１

狘狌（狓犻，犜）－狌
犖
犻 狘

狘狌（狓犻，犜）狘
． （２０）

式（２０）中：犕 为空间剖分数；犖 为时间剖分数；狌（狓犻，狋犽），狌
犽
犻分别表示精确解与数值解．

３．１　算例一

为验证时间数值计算的精度，选取具有充分正则性的精确解的方程作为测试实例．考虑如下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方程，有

１５５第４期　　　　　　　　　　汪精英，等：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求解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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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０犇
α

狋狌（狓，狋）＋
１

ε
２狌（狌

２
－１）＝


２狌

狓
２＋犾（狓，狋），

狌（狓，狋）＝ （狋
３
＋１）ｓｉｎ（１．５π狓）

烍

烌

烎．

（２１）

　　在式（２１）右端添加犾（狓，狋），则

犾（狓，狋）＝
ｓｉｎ（１．５π狓）

Γ（１－α）
３

３－α
－
６

２－α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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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满足给定的方程及其精确解．其区域的取值范围是［０，１］×［０，１］，ε＝０．５．

取网格剖分犕＝２０，犖＝３０００，给出α为０．５时的数值解和误差（犲）图像，分别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　算例一的数值解图像（α＝０．５）　　　　　　　　图２　算例一的误差图像（α＝０．５）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１（α＝０．５）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１（α＝０．５）　　

分别计算不同剖分、不同ε和不同α时的最大相对误差，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ε时的最大相对误差

Ｔａｂ．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ε

ε 犈
α

０．２ ０．５ ０．７ ０．９ １．０

０．３

犈（５０，２０００） ３．０３３７×１０－３ ４．０８５７×１０－３ ３．８１８６×１０－３ １．０７７１×１０－３ １．２６７８×１０－３

犈（５０，２５００） １．９７３０×１０－３ ４．３８２６×１０－３ ３．９７００×１０－３ １．１６８８×１０－３ １．１９３４×１０－３

犈（５０，３０００） １．３９３４×１０－３ ４．５４３９×１０－３ ４．０５２２×１０－３ １．２１８６×１０－３ １．１５２９×１０－３

犈（１００，３０００） １．４５９６×１０－３ ７．１１０４×１０－３ ６．６９６２×１０－３ ２．８４６９×１０－３ ５．３７３９×１０－４

犈（１００，４０００） １．９２７６×１０－３ ７．３９５３×１０－３ ６．８４０７×１０－３ ２．９３４０×１０－３ ４．６６９３×１０－４

０．５

犈（５０，２０００） ７．９７２４×１０－３ １．７５２２×１０－２ １．５３３８×１０－２ ４．９４７４×１０－３ ３．７４２３×１０－３

犈（５０，２５００） ８．３００７×１０－３ １．７５７７×１０－２ １．５３６７×１０－２ ４．９６５１×１０－３ ３．７２７７×１０－３

犈（５０，３０００） ８．４７９０×１０－３ １．７６０６×１０－２ １．５３８２×１０－２ ４．９７４７×１０－３ ３．７１９８×１０－３

犈（１００，３０００） １．８７４０×１０－２ ３．５１６７×１０－２ ３．１６８７×１０－２ １．３６６２×１０－２ ３．７２７７×１０－３

犈（１００，４０００） １．９０７４×１０－２ ３．５２２２×１０－２ ３．１７１５×１０－２ １．３６８０×１０－２ １．６４４０×１０－３

０．７

犈（５０，２０００） １．５６７５×１０－２ ３．１４８２×１０－２ ２．７４１９×１０－２ ８．９４６６×１０－３ ６．３７１６×１０－３

犈（５０，２５００） １．５７５８×１０－２ ３．１４９７×１０－２ ２．７４２７×１０－２ ８．９５１７×１０－３ ６．３６７３×１０－３

犈（５０，３０００） １．５８０３×１０－２ ３．１５０５×１０－２ ２．７４３２×１０－２ ８．９５４５×１０－３ ６．３６５０×１０－３

犈（１００，３０００） ３．６３８９×１０－２ ６．５５９３×１０－２ ５．８６４３×１０－２ ２．５１４８×１０－２ ２．９１２１×１０－３

犈（１００，４０００） ３．６４７４×１０－２ ６．５６０８×１０－２ ５．８６５１×１０－２ ２．５１５３×１０－２ ２．９０７９×１０－３

　　由图１，２可知：数值解逼近于精确解，具有较高的精度．由表１可知：数值解在不同剖分、不同ε及

不同α时均满足精度要求，α越接近１，ε越小且网格剖分越细密，数值解精度越高．

３．２　算例二

考虑如下初值问题

狌（狓，０）＝ε·ｓｉｎ（１．５π狓），　　狓∈ ［－１，１］．

取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左边界狌０＝１，右边界狌犕＝－１，狋∈［０，犜］．定义离散能量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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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具体求解参数为犕＝２０，犖＝１０００，犜＝２，ε＝０．１，并分别取α＝０．２，０．５，０．９，得到不同α的数值解

和能量变化图像，分别如图３～８所示．

　　　图３　算例二的数值解图像（α＝０．２）　　　　　　　　　图４　算例二的能量变化图像（α＝０．２）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α＝０．２）　　Ｆｉｇ．４　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α＝０．２）

　　　图５　算例二的数值解图像（α＝０．５）　　　　　　　　　图６　算例二的能量变化图像（α＝０．５）

Ｆｉｇ．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α＝０．５）　　Ｆｉｇ．６　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α＝０．５）

　　　图７　算例二的数值解图像（α＝０．９）　　　　　　　　　图８　算例二的能量变化图像（α＝０．９）

Ｆｉｇ．７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α＝０．９）　　Ｆｉｇ．８　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α＝０．９）

由图３～８可知：能量函数犈（狌）随着时间狋的增大而减小，即能量泛函犈（狌）满足能量递减．此外，

时间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能量耗散受分数阶α的影响，α越小，能量衰减越快．

４　结束语

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将时间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转化为整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然后，再利用算

子分裂法得到能量稳定的二阶差分格式；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格式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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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华侨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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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反映国内尤其是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基础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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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主要刊登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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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和管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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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投稿约定

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１５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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