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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省数字化装备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３．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０）

摘要：　针对振幅、振动方向角、振频、筛长、筛孔、筛丝直径，及筛面倾角７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共设计４４２组

实验方案，在ＥＤＥＭ软件中进行模拟仿真；结合集成学习的方法对所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建模和综合分析，得

出不同振动参数对筛分效率的影响权重．结果表明：筛面位于波谷和波峰时，筛上颗粒平均质心位置与筛网位

置的距离不一样，当差值约为１．３倍的筛孔尺寸时，其筛分效果好，且对应的触筛角度值在１２°～２３°浮动．

关键词：　振动筛；振动参数；离散元；筛分效率；集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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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械作为筛分作业使用的设备，对于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都有着重要的提升作用［１２］．振动筛

按其筛面振动的形式可分为直线振动筛、椭圆振动筛、圆振动筛，直线振动筛因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

备受企业的关注与应用．近年来，众多学者
［３４］展开了对直线振动筛筛分效率的研究，逐渐完善振动筛的

筛分机理及参数优化．由于振动筛的筛分过程颗粒碰撞、受力与复杂多变运动，在实物试验中也难以进

行测量，为此，采用ＥＤＥＭ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仿真模拟
［５６］．Ｗａｎｇ等

［７］研究发现，用球形颗粒模拟自

然界砂石颗粒，虽然具体的实验结果可能与非球面颗粒的结果有所差异，但所得出的变化规律却是相近

的，说明用球形颗粒进行仿真模拟的可行性．Ｌｉ等
［８］应用机器学习的各种优化算法，对振动筛的筛分特

征量和筛分参数展开深入的研究，发掘了更多潜在的规律，说明了机器学习算法在实验数据研究上的优

势和便捷．但不管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都是基于一定量的实验数据，数据量的短缺很可能会造

成所得到规律的不完整性及不确定性．为此，本文增加实验次数，从而获取更加全面可靠的数据，并使用

集成学习对实验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力求更加全面准确地描述数据，最终输出高筛分效率下的筛机振动

图１　ＥＤＥＭ软件中振动筛简化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ＥＤＥ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参数，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理论基础［９１２］．

１　模型的建立与仿真实验的设计

１．１　犈犇犈犕筛机模型的建立

采用ＥＤＥＭ软件仿真模拟筛分过程，分析筛分过程中的

颗粒在筛面上的位置，确定其是否透筛．ＥＤＥＭ软件中振动筛

简化模型，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模型简化振动筛中其他多

余的机械结构，主要保留了筛箱、筛网及产生颗粒的入料口３

大部分．筛网模型作为仿真模型的核心部件，其形状大小主要

根据工业上常用的钢丝编制的，孔型为正方形的筛网．

为了更好模拟自然界颗粒的分布状态，分别采用直径均

值为０．５，１．０ｍｍ双峰正态曲线生成的颗粒物料，颗粒的总数

为２００００个，产生速率为１３３３３颗·ｓ－１
［１３］．筛网的振动参数可以通过加载在筛网上的运动参数进行

控制．ＥＤＥＭ模型材料的泊松比为０．３０；剪切模量为２３；密度为２６７８ｋｇ·ｍ
－３．ＥＤＥＭ 模型筛网、筛

箱的泊松比为０．２９；剪切模量为７９９２０；密度为７８６１ｋｇ·ｍ
－３．ＥＤＥＭ模型材料颗粒与颗粒碰撞的恢

表１　筛机参数选取范围

Ｔａｂ．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ｃｒｅｅ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筛机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犳／Ｈｚ １４．０ ３０．０

犃／ｍｍ １．１ ３．５

ω１／（°） ０ １８０

ω２／（°） １０ ２０

犔／ｍｍ ５７ ９９

犪／ｍｍ ０．９ １．２

犇／ｍｍ ０．３ ０．７

复系数为０．１；静摩擦系数为０．５４５；滚动摩擦系数为０．０１．ＥＤＥＭ

模型颗粒与筛网、筛箱碰撞的恢复系数为０．２；静摩擦系数为０．５００；

滚动摩擦系数为０．０１．

１．２　仿真实验的设计

振动筛可控的参数很多，如颗粒的大小、形状、入料的速度、筛

机的尺寸大小、筛网的形状等，因此，很难全部综合研究．而文中重

点在于筛机的振动参数，其中，筛长将以其在水平面方向上的投影

进行代替，方便实验的记录与进行．筛机参数选取范围，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犳为振动频率；犃为振动幅度；ω１为振动方向角；ω２为筛

面倾角；犔为筛长；犪为筛孔尺寸；犇为筛丝直径．

根据以上７个因素取值范围，分别对每个因素取不同的水平值，再对这些实验组进行合理的筛选，

在保证实验方案的均匀性和代表性的情况下减少实验次数，选出４４２组实验方案进行模拟仿真
［１４］．

２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２．１　筛分效率的定义

根据与目标分离粒径，入料颗粒可分为小于分离粒径的，以及大于等于分离粒径的，这两部分的质

量分别用犿Ｓ２，犿Ｄ２表示，文中所用的目标分离粒径均为０．９ｍｍ．经筛分后，入料颗粒或者成为筛下物，

或者成为筛上物．试验中出现筛孔尺寸大于分离粒径的情况，因此，筛下物中不仅有小于分离粒径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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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入料与被筛物料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粒，还可能会存在着大于分离粒径的颗粒，

其质量分别用犿Ｓ１，犿Ｄ１表示．入料与被筛物

料关系，如图２所示．筛分效率为

η＝
犿Ｓ１
犿Ｓ２
－
犿Ｄ１
犿Ｄ２
． （１）

２．２　数据模型的建立

２．２．１　集成学习　集成学习的主要思路

是集合多个子模型，综合每个子模型的判

断结果进行投票选择，最终做出判断．在每

个子模型判断精度不需要都很高的情况

下，最后的决策也能达到很高的精度，同

时，还可以兼顾到每个不同子模型的优势［１５］．如在二分类问题中，在每个子模型的判断精度仅为狆＝

６０％的情况下，当集合了犖＝５００时，其准确率为

犉＝∑
５００

犻＝２５１

犆犻５００·０．６
犻·０．４５０－犻＝０．９９９９９９． （２）

由式（２）可知：集成学习在数据处理上的能力和准确性都是不错的．将实验得到的４４２组数据分为

两组：训练集占８０％；测试集占２０％．训练集用于模型的训练，而测试集则用来测试所得模型的准确性

和泛化性，以免模型发生过拟合或者欠拟合．

集成的子模型是决策树模型，经过多次的调参后，确定决策树中的最大深度为４层，并使用有放回

取样（ｏｕｔｏｆｂａｇ，ＯＯＢ）模型
［１６］，样本为５００个，每次取３２０个，模型在训练集的训练效果及测试集的训

练效果，如图３，４所示．图３，４中：ηｐ为预测筛分效率；ηｅ为实验筛分效率．

图３　模型在训练集的训练效果　　　　　　　　　　图４　模型在测试集的训练效果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ｓｔｓｅｔ　　

图５　筛机参数影响筛分效率的权重

Ｆｉｇ．５　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由图３，４可知：模型不管在训练集还是测试集上都

有较好的吻合度，尤其是测试集上的表现效果，更能体

现模型的适用性及可靠性，其预测值偏差基本都在１０％

以内，少数几个偏差在１０％以外．

２．２．２　影响权重的分析　筛机的筛分效率影响因素众

多，在工程上的调整难免会出现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调

整的效果变化多样．采用集成学习的ＸＧＢｏｏｓｔ（ｅｘｔｒｅｍ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筛机参数影响

权重的分析［１７］，筛机参数影响筛分效率的权重，如图５

所示．图５中：η为筛分效率．

对筛分效率影响最大的是振频、振幅及振动方向角

（图３，４）．在振频和振幅的协同作用下，筛面上的颗粒在

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上下窜动．当筛网由波谷向波峰运动时，筛面上的颗粒不断被挤压堆积；当筛网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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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向波谷运动时，筛面上的颗粒在重力的作用下开始散落．通过不断挤压和松散，小颗粒不断下沉和透

筛，大颗粒不断上浮和流动．筛面位于波峰时，筛上颗粒平均质心位置与筛网位置的距离为犱１，筛面位

于波谷时，筛上颗粒平均质心位置与筛网位置的距离为犱２．实验表明：犱１ 与犱２ 之差犱约为１．３倍筛孔

尺寸犪时，筛分效果较优，即

犱＝犱２－犱１≈１．３犪． （３）

振动方向角主要作用是控制着筛上颗粒跳动的方向，从而直接影响着颗粒的触筛角度α，进而引起

图６　筛上颗粒在筛分过程中的触筛角度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ｇｌｅ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筛分效果的变动．触筛角度α过小时，筛上颗粒得不到充分的松

散，不利于小颗粒的下沉透筛；而当α值过大时，筛上颗粒的流动

能力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筛分的效率．实验数据的统计表明，当触

筛角度α控制在１２°～２３°时，可以实现良好的筛分效果．筛上颗

粒在筛分过程中的触筛角度，如图６所示．

３个振动参数为筛面上颗粒的跳动提供了主要的能量，使其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错开分布，便于小颗粒的下落透筛，以及大

颗粒的流动转移，促进物料的持续筛分．而对于筛孔和筛丝直径，

一旦确定整个筛网镂空面积和筛网总面积比例，他们两者的变化对筛分效率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

此，影响权重较小．

２．３　粒子群算法参数寻优

最优化问题的目的是找到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值条件．传统的优化方法有牛顿法、共轭梯度法、模式

搜索法和单纯形法等，通过一次次的迭代寻找最优值［１８］．近年来，粒子群算法在数据处理上有了更多选

择，其特点是简单便捷、收敛速度快、不易陷入局部最值、涉及的理论知识较少等．

粒子群算法是受鸟群觅食行为的启发而建立的一种智能优化算法，可运用在多种情况下的最优化

问题．粒子群算法流程图，如图７所示．算法迭代的效果，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犳ｂｅｓｔ是函数最优值；狀为迭

代次数．

图７　粒子群算法流程图　　　　　　　　　　　　　　　　图８　算法迭代的效果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首先，在７个维度上随机生成５００个粒子，且在每个维度上设置其搜索的范围．初始化后每个粒子

都包含两个信息量：位置信息犘，速度信息犞，将其两个信息量代入适应函数犳狓，犻，求出其适应值，比较得

到粒子犻在７个维度中经历过的最好位置狆ｂｅｓｔ犻为

狆ｂｅｓｔ犻＝（狆犻１，狆犻２，狆犻３，狆犻４，狆犻５，狆犻６，狆犻７）． （４）

所有种群粒子经历过的最好位置犵ｂｅｓｔ犻为

犵ｂｅｓｔ犻＝（犵１，犵２，犵３，犵４，犵５，犵６，犵７）． （５）

每个粒子犻在不同维度μ移动搜索过程中的速度更新公式为

犞狀犻，μ＝狑犞
狀－１
犻，μ ＋犮１狔１（狆ｂｅｓｔ犻，μ－狆

狀１
犻，μ
）＋犮２狔２（犵ｂｅｓｔ

μ
－狆

狀－１
犻，μ
）． （６）

位置更新公式为

狆
狀
犻，μ＝狆

狀－１
犻，μ ＋犞

狀－１
犻，μ ． （７）

式（４）～（７）中：犞
狀
犻，μ
为粒子犻第狀次迭代中速度信息在维度μ中的分量；狆

狀
犻，μ
为粒子犻第狀次迭代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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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维度μ中的分量；犮１，犮２ 为学习因子，调整学习步长；狔１ 和狔２ 是两个随机因子，通常取值在０～１，

增加粒子群搜索的随机性；狑为惯性权重，一般取值在０．５左右
［１９２０］．

为了遵循优化算法的惯例，将是筛分效率最大值转化为最小值问题，目标函数为犳犻＝－η．

完成基本参数的设置之后，将训练好的模型放入粒子群算法中进行迭代搜索．经过迭代后，最优参

数组合及筛分效率如下：振幅为１．２７ｍｍ；振动方向角为１７．０°；振频为１４．１Ｈｚ；筛长为９８．９ｍｍ；筛孔

尺寸为０．９０ｍｍ；筛丝直径为０．６７ｍｍ；筛面倾角为－１０．７°；筛分效率为０．９４６．

２．４　优化结果的验证

为了验证模型建立和优化算法的可靠性与准确性，随机选取优化筛分效率较高的１０组筛机参数，

将其再进行一次仿真实验，得到的结果与算法预测值对比分析，优化筛机参数的验证，如表２所示．

表２　优化筛机参数的验证

Ｔａｂ．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ｓｃｒｅｅ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序号 犳／Ｈｚ ω１／（°） 犃／ｍｍ 犔／ｍｍ 犪／ｍｍ 犇／ｍｍ ω２／（°） ηｐ ηｅ

１ １６．９０ １９．５０ １．１０ ９８．６ １．００ ０．６９ －１０．９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１

２ １６．６０ ３９．８０ １．３０ ９８．７ ０．９２ ０．７０ －１０．６ ０．９２６ ０．９２５

３ １４．４０ １０．９０ １．６７ ９３．５ ０．９４ ０．７０ －１１．６ ０．９１９ ０．９０９

４ １４．８０ １７．３０ １．５３ ９８．１ ０．９４ ０．６３ －１２．０ ０．９２１ ０．９２０

５ １４．１０ ７．２０ １．２０ ９０．１ ０．９１ ０．７０ －１０．５ ０．９２２ ０．９２０

６ １４．１０ ３．６０ １．８６ ９７．５ ０．９５ ０．６２ －１０．６ ０．９２０ ０．９１２

７ １５．１０ ２４．１０ １．４５ ９８．３ ０．９２ ０．６８ －１０．６ ０．９３５ ０．９３２

８ １４．８０ ３．２８ １．６０ ９５．７ ０．９０ ０．６８ －１０．９ ０．９２４ ０．９４２

９ １４．２９ １７．３０ １．１９ ９６．７ ０．９３ ０．６７ －１１．８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８

１０ １５．４７ ２５．１０ １．１７ ９８．６ ０．９１ ０．７０ －１０．４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２

　　由表２可知：预测的优化参数在仿真实验中同样有着良好的表现，其最终的效率值和预测值差异性

只在４％的范围内波动，说明了文中模型建立和优化算法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图，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当犱约为１．３倍的筛孔尺寸犪时，其筛分效果好，

且对应的触筛角度α在１２°～２３°浮动．

（ａ）距离差值　　　　　　　　　　　　　　　　　（ｂ）触筛角度值

图９　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图

Ｆｉｇ．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３　结束语

对直线振动筛的筛机参数展开优化求解，通过对实验的设计到数据的处理，最终得到高筛分效率值

的各个筛机参数，为工程上的筛分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方案，有以下３个结论．

１）对７个筛机参数选取合适的水平值，在确保实验全面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减少试验次数，最终

设计４４２组试验，简化筛机模型，将其核心部分导入离散元ＥＤＥＭ软件进行筛分仿真实验．

２）提取仿真实验的实验数据，运用集成学习的方法集成多个决策树子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建模，

得出７个不同筛机参数对筛分效率的影响权重，并对前３个影响权重最大的参数进行探讨，当犱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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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倍的筛孔尺寸犪时，具有良好的筛分效果，且对应的触筛角度值α在１２°～２３°浮动．

３）采用粒子群算法对建立好的数学模型进行参数寻优，求出高筛分效率对应的筛机参数值，此外，

再随机挑选出１０组优化过的筛机参数值，重新做一次仿真实验，验证模型建立和算法优化结果的准确

性及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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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宝石衬底铜抛犆犕犘加工技术

杨磊，陆静，张大语

（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蓝宝石衬底超精密加工存在的抛光表面不稳定问题，对蓝宝石衬底铜抛化学机械抛光（ＣＭＰ）加

工技术进行研究，系统探讨铜抛与ＣＭＰ的抛光压力、转速和抛光时间对蓝宝石衬底表面质量及加工效率的

影响．综合评价各表面质量指标，结果表明：在满足表面质量对抛光工艺要求的前提下，采用铜抛的最佳工艺

参数为铜抛压力９８．０ｋＰａ，转速５５ｒ·ｍｉｎ－１，铜抛时间３０ｍｉｎ；化学机械抛光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抛光压力

２１５．６ｋＰａ，转速６０ｒ·ｍｉｎ－１，抛光时间１２０ｍｉｎ，由此可获得高质量、无损伤的蓝宝石衬底抛光表面．

关键词：　蓝宝石衬底；化学机械抛光；表面质量；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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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蓝宝石作为ＧａＮ基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应用最广泛的衬底材料，晶片的表面质量直接决定外延

的质量，进而影响最终ＬＥＤ产品的发光性能及寿命，这就要求蓝宝石衬底加工表面具有很高的完整性，

即低表面粗糙度、无划痕、无位错、低非晶相变和亚表面损伤．要获得超光滑的蓝宝石表面，抛光这一道

工序必不可少［１２］．因此，对蓝宝石衬底的抛光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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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械作用的机理模型研究方面，摩擦学领域把两个实体相接触的接触面，包括相对滑动和流体润

滑的接触情形分为完全直接接触形式、半直接接触形式和非直接接触形式（即流体动力润滑接触）［３］．工

件两接触面之间的载荷全部由两接触面的固体结构承受即完全直接接触形式；工件表面固体部分接触，

并且两表面之间的液体也承受部分载荷为半直接接触形式；工件两表面之间载荷全由流体薄膜层承受

即非直接接触形式，也称作流体动力润滑接触形式．

在蓝宝石超精密加工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一些学者研究磨料的种类对蓝宝石

抛光效果的影响［４５］，从而提高磨料的机械硬度［６］，加强磨料的固相反应能力［７８］．对于蓝宝石衬底化学

机械抛光（ＣＭＰ）抛光液的研究方面，Ｚｈｕ等
［９１０］对比了单晶金刚石，多晶金刚石，αＡｌ２Ｏ３，γＡｌ２Ｏ３，

ＺｒＯ２，ＣｅＯ２，ＳｉＯ２ 等磨料ＣＭＰ加工蓝宝石衬底的效果，得出αＡｌ２Ｏ３ 对蓝宝石衬底的ＣＭＰ效果最佳．

赵欣等［１１］研究自主研制的抛光液的ｐＨ值对犮面蓝宝石衬底化学机械抛光去除速率和表面粗糙度的影

响，得出去除速率随ｐＨ值的增加先升高后减小，表面粗糙度随ｐＨ值的升高先减小后增加．周海等
［１２］

研究不同抛光垫材质对蓝宝石化学机械抛光表面质量的影响，得出聚氨酯型抛光垫比无纺布型加工表

面质量更好，并且抛光寿命更长．Ｘｕ等
［１３］通过比较蓝宝石超声弯曲振动（ＵＦＶ）ＣＭＰ与传统ＣＭＰ的

加工效果，得出 ＵＦＶＣＭＰ的材料去除率比传统ＣＭＰ大两倍，并且获得了更低的表面粗糙度．余青

等［１４］设计单晶蓝宝石衬底化学机械抛光的合理方案，探究主要抛光工艺参数对抛光衬底的表面质量和

材料去除率的影响．Ｅｖａｎｓ等
［１５］详细阐述了研抛过程中工件、研抛盘、磨粒、研抛液之间的相互作用．周

艳等［１６］观察蓝宝石从研磨片抛光后的表面变化，阐述蓝宝石表面原子台阶形貌的形成原因，提出蓝宝

石原子级超光滑表面形成的ＣＭＰ去除机理．本文通过分析蓝宝石的弯曲度、翘曲度、平整度、表面粗糙

度和表面缺陷对抛光工艺条件的要求，选定合适的工艺参数进行铜抛和ＣＭＰ试验，综合分析蓝宝石抛

光的加工效果，确定适合蓝宝石抛光的最佳工艺参数．

１　实验条件

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得出蓝宝石衬底各表面质量对抛光工艺的要求，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ＴＴＶ

为总厚度偏差；ＬＴＶ为局部厚度偏差；ＴＩＲ为总平整度；Ｂｏｗ为弯曲度；Ｗａｒｐ为翘曲度；犚ａ 为粗糙度；

狆为施加的压力；狏为抛光盘的转速；ＭＲＡ为材料去除量．

表１　表面质量对抛光工艺的要求

Ｔａｂ．１　Ｓｕｒｆａ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表面质量参数 铜抛工艺 ＣＭＰ工艺

Ｂｏｗ，Ｗａｒｐ
狆≤１２２．５ｋＰａ，狏≥５０ｒ·ｍｉｎ

－１，ＭＲＡ＞
２５μｍ，马鞍状且正Ｂｏｗ面抛光

ＭＲＡ＞１．５μｍ

ＴＴＶ，ＬＴＶ，ＴＩＲ 狆≤９８．０ｋＰａ，狏≤５５ｒ·ｍｉｎ
－１ 有蜡贴片，平边朝向由晶片状态决定

犚ａ －
狆≤２１５．６ｋＰａ，狏≤６０ｒ·ｍｉｎ

－１，

ＭＲＡ＞３．４μｍ

　　蓝宝石材料去除量与其材料去除速率有关，去除速率随压力和转速的增大而增大，当时间一定时，

去除量也相应地增大．可根据Ｐｒｅｓｔｏｎ方程表示材料去除速率和工艺参数的关系，其表达式为

犚ＭＲ＝犓·狆·狏． （１）

式（１）中：犚ＭＲ为蓝宝石材料去除速率；犓 为Ｐｒｅｓｔｏｎ方程系数．

基于物理学、化学、分子学等多种理论，蓝宝石衬底的材料去除速率公式［１７］可表示为

犚ＭＲ＝
π犱ｍ狏犱犃ｒ

６
１

β
＋
１

狉（ ）－１

６狓

π犇（ ）３
２
３

． （２）

式（２）中：犱ｍ 为蓝宝石表面分子的平均直径；犱为磨料与蓝宝石接触的平均直径；犃ｒ为抛光垫与蓝宝石

的实际接触面积；β为表面分子发生化学反应的概率；狉为磨料去除反应产物的概率；狓为磨料的体积密

度；犇为磨料的平均直径．

采用１０．１６ｃｍ犆向蓝宝石经过退火处理的研磨片，实验前使用Ｔｒｏｐｅｌ平坦度仪测量晶片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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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厚度偏差、局部厚度偏差、总平整度、弯曲度和翘曲度．使用数显千分表对晶片的厚度进行分档，确保

图１　上蜡贴片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Ｗａｘ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ｓｔｉｎｇ

厚度的一致性，然后，使用固态上蜡机将晶片平边一致朝外均匀贴在氧

化铝陶瓷盘上，每个陶瓷盘贴７片，上蜡贴片平边朝外．上蜡贴片示意

图，如图１所示．

使用３６ＧＰＡＷ型单面抛光机进行铜抛实验，实验前，先使用金刚

石车刀对树脂铜盘盘面和沟槽进行修整．铜抛采用平均粒径为３μｍ的

金刚石研磨液，研磨液使用前先进行超声分散５ｍｉｎ，并且在铜抛加工

过程中使用磁力搅拌器对研磨液持续搅拌．铜抛完成后，用水将晶片及

陶瓷盘的残留研磨液冲洗干净后，放置在加热板进行熔蜡卸片；然后，使

用去蜡剂在六槽清洗机进行清洗；最后，在烘干机里进行干燥．蓝宝石衬

底铜抛工艺优化参数，如表２所示．

使用３６ＧＰＡＷ型单面抛光机进行抛光实验，抛光前先对抛光垫进行刷洗和修整．采用平均粒径

１１０ｎｍ的Ｅ型ＳｉＯ２ 碱性抛光液和无纺布Ｓ型抛光垫．ＣＭＰ结束后，使用六槽清洗机对晶片进行清洗

后烘干，目的是清洗残留在晶片表面的抛光液，减小Ｔｒｏｐｅｌ测量误差．使用元科ＶＭＸ２２００ＸＧ型仪器

目视检验晶片表面的划痕、崩角、小坑、橘皮等缺陷．蓝宝石化学机械抛光工艺优化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２　蓝宝石衬底铜抛工艺优化参数

Ｔａｂ．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ｐｐｅｒ

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实验组 狆／ｋＰａ 狏／ｒ·ｍｉｎ－１ 狋／ｍｉｎ

第１组 ７３．５ ５０ ３０

第２组 ７３．５ ５５ ３０

第３组 ９８．０ ５０ ３０

第４组 ９８．０ ５５ ３０

表３　蓝宝石化学机械抛光工艺优化参数

Ｔａｂ．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ｆｓａｐｐｈｉｒｅ

实验组 狆／ｋＰａ 狏／ｒ·ｍｉｎ－１ 狋／ｍｉｎ

第１组 １９６．０ ５５ １２０

第２组 １９６．０ ６０ １２０

第３组 ２１５．６ ５５ １２０

第４组 ２１５．６ ６０ １２０

图２　不同工艺参数下铜抛的材料去除量

Ｆｉｇ．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ｓ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铜抛的工艺参数优化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１　材料去除量　不同工艺参数下，铜抛的材料去除量，

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在相同的铜抛时间３０ｍｉｎ下，第４

组实验的材料去除量最大，达到２８．７９μｍ，且第３，４组的材料

去除量均大于２５μｍ，符合铜抛的加工要求．

２．１．２　平整度　不同工艺参数下铜抛的平整度，如图３所

示．由图３可知：抛光前，表面质量相近的４组实验片进行不同

铜抛压力和转速加工，４组实验均能有效降低晶片的 ＴＴＶ，

ＬＴＶ，ＴＩＲ值．综合比较ＴＴＶ，ＴＩＲ，ＬＴＶ可知：第４组的工艺

参数在铜抛前、后的平整度变化值最大，对晶片平整度控制性

最好．铜抛加工为机械加工，通过粒径３μｍ的金刚石研磨液对晶片进行塑性和脆性材料去除，而机械

（ａ）ＴＴＶ　　　　　　　　　　　　　　　　　　　　　　 （ｂ）Ｔ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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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ＬＴＶ　　　　　　　　　　　　　　　　　　　　 （ｄ）平整度变化值

图３　不同工艺参数下铜抛的平整度

Ｆｉｇ．３　Ｆｌａｔ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ｓ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使铜盘升温并发生变形，且磨粒运动轨迹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晶片材料的去除不

均匀．原因是树脂铜盘的盘面形状易受温度的影响，增大压力和转速，虽然均能提高材料去除率，但产生

的热量也使铜盘的变形量增大，使蓝宝石材料去除变得更不均匀，因而降低了其对晶片平整度的修复

性．因此，在有效控制晶片的ＴＴＶ，ＴＩＲ和ＬＴＶ的情况下，增大压力和转速能提高材料的去除率和晶

片的平整度．

２．１．３　翘曲度和弯曲度　铜抛虽然去除了研磨的正面损伤层，但由于加工过程产生了应力，晶片发生

了较大的变形，呈鼓形状．不同工艺参数下铜抛的翘曲度、弯曲度及其变化值，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

铜抛后，４组实验的 Ｗａｒｐ均变大，其中，第２，４组的 Ｗａｒｐ值增幅较第１，３组小，Ｂｏｗ值变化的幅度也

较小，但总体而言，４组实验参数对Ｂｏｗ和 Ｗａｒｐ的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因此，４组实验参数均可作为最

佳工艺参数．

　　　（ａ）翘曲度 　　　　　　　　　　　（ｂ）弯曲度 　　　　　　　　　（ｃ）翘曲度和弯曲度变化值

图４　不同工艺参数下铜抛的翘曲度和弯曲度及其变化值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ａｆ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ｗａｒｐ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２　化学机械抛光的工艺参数优化

不同ＣＭＰ工艺参数的材料去除量，如图５所示．不同工艺参数下ＣＭＰ的表面粗糙度，如图６所

示．由图５可知：在相同的ＣＭＰ时间１２０ｍｉｎ内，第４组实验的材料去除量最大，达到８．７８μｍ，４组数

　　图５　不同ＣＭＰ工艺参数的材料去除量　　　　　　　图６　不同工艺参数下ＣＭＰ的表面粗糙度

Ｆｉｇ．５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ｗｉｔｈ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ＣＭＰ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Ｍ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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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均符合加工要求．由图６可知：在相同时间内，４组实验参数ＣＭＰ后的蓝宝石衬底表面粗糙度均小于

０．２ｎｍ，符合加工要求，但第４组实验的表面粗糙度略大于其余３组的表面粗糙度．

不同工艺参数下ＣＭＰ的平整度，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在相同的抛光时间１２０ｍｉｎ内，４组实

验均能有效降低晶片的ＴＴＶ，ＴＩＲ，ＬＴＶ值．综合比较抛光前、后ＴＴＶ，ＴＩＲ，ＬＴＶ的差值可知，第４组

实验的ＣＭＰ工艺参数对晶片的平整度控制性最好．

　（ａ）ＴＴＶ　　　　　　　　　　　　　　　　　　　　　　（ｂ）ＴＩＲ

　　　（ｃ）ＬＴＶ　　　　　　　　　　　　　　　　　　　 （ｄ）平整度变化值

图７　不同工艺参数下ＣＭＰ的平整度

Ｆｉｇ．７　ＦｌａｔｎｅｓｓｏｆＣＭ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不同工艺参数ＣＭＰ的表面粗糙度形貌图，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犺为样品的测量宽度，选取犺＝５

μｍ．由图８可知：４组实验片表面都存在划痕，划痕深度在０．１ｎｍ以内．在蓝宝石衬底的ＣＭＰ中，可通

过同时控制压力和转速来降低表面粗糙度，但工艺调整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晶片的表面粗糙度与抛光

（ａ）第１组　　　　　　　　　　　　　　　　　　 （ｂ）第２组　　

（ｃ）第３组　　　　　　　　　　　　　　　　　　 （ｄ）第４组　　

图８　不同工艺参数ＣＭＰ的表面粗糙度形貌图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ＣＭＰ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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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和抛光垫存在着较大的关系．

３　结论

探讨铜抛与ＣＭＰ的抛光压力、转速和抛光时间等工艺参数对蓝宝石衬底表面质量及加工效率的

影响．根据已有实验结果，在满足表面质量对抛光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得到以下最佳工艺参数：

１）铜抛最佳工艺参数为加工压力９８．０ｋＰａ，转速５５ｒ·ｍｉｎ－１，铜抛时间３０ｍｉｎ；

２）ＣＭＰ的最佳工艺参数为加工压力２１５．６ｋＰａ，转速６０ｒ·ｍｉｎ－１，抛光时间１２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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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荷载下钢筋混凝土简支

犜型梁剪力滞效应

郑威１，曾刚２，董毓利１，段进涛１，张升耀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６）

摘要：　通过对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进行两点加载试验，研究Ｔ型梁翼板内不同截面的剪力滞效应，并通

过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对Ｔ型梁的加载全过程进行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简支Ｔ型梁在靠近支座位置存在负

剪力滞区，随着荷载增大，负剪力滞效应逐渐增强，并且负剪力滞区出现受拉现象，拉应力达到２．３４ＭＰａ，而

在纯弯段，荷载的增大对剪力滞系数影响不大；Ｔ型梁翼板内的剪力主要发生在翼板和腹板交界处，剪力在向

翼板边缘传递的过程中快速衰减，在翼板没有出现裂缝前，剪力滞效应随着腹板厚度的增加而降低，但是降低

的程度随着腹板厚度的持续增加而减小．

关键词：　钢筋混凝土梁；Ｔ型梁；正剪力滞；负剪力滞；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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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板宽度较大的Ｔ型梁和箱型梁在发生竖向弯曲变形时，腹板和翼板之间产生剪应力，剪应力向

翼板边缘传递的过程中逐渐衰减，导致距离腹板较远的翼板边缘的纵向位移滞后于距离腹板较近的翼

板中间区域的位移．因此，翼板内纵向正应力沿翼板宽度方向呈曲线分布，这种现象称为剪力滞效应
［１］．

由于剪力滞效应的存在，翼板内的正应变不再符合初等梁理论中的平截面假定．在结构设计中若未充分

考虑剪力滞效应的影响，容易造成结构的局部开裂或失稳［２］．

目前，桥梁建设中广泛采用的箱型截面结构、Ｔ型结构、筒状结构等都存在剪力滞效应
［３４］．我国现

有的部分桥梁在设计时因未能充分考虑剪力滞效应的影响，造成桥梁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应力过度集中，

出现了严重的横向裂缝［５６］．为此，很多学者开展了针对箱型梁和Ｔ型梁的剪力滞效应的研究．文献［７

８］通过缩尺模型试验和有限元模拟，分析钢筋混凝土连续箱梁在弹性阶段的剪力滞分布规律，发现顶板

的剪力滞系数大于底板的剪力滞系数，在均布荷载作用下，剪力滞效应比集中荷载作用下要强．罗旗

帜［３］利用有机玻璃箱梁模型开展试验，研究连续曲线箱梁和简支直线箱梁的剪力滞效应，并验证其提出

的基于能量泛函变分原理的剪力滞效应分析理论．文献［９１０］对钢筋混凝土简支和悬臂箱型结构梁在

塑性阶段的剪力滞效应进行试验研究，验证箱型结构梁中也存在剪力滞．目前，对Ｔ型梁剪力滞效应的

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张元海［１１］以平截面假定为基础，对腹板和翼板附加位移函数考虑剪

力滞大的影响．安平和等
［１２］利用有限元模型分析影响装配式连续Ｔ型梁剪力滞效应的关键因素，发现

连续Ｔ型梁的剪力滞效应不受配筋的影响，主要在支座位置比较突出．张军锋等
［１３］分别使用 ＭＩＤＡＳ

和ＡＮＳＹＳ两个有限元软件，研究在有限元模拟中不同的单元类型和网格密度对简支Ｔ型梁模拟结果

的影响．

为研究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的剪力滞效应，需要开展大尺寸钢筋混凝土Ｔ型梁模型试验．本文

在试验的基础上，使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对Ｔ形梁翼板内的正应力和剪力流做进一步分析，并利用有

限元模型分析不同腹板厚度对Ｔ型梁翼板剪力滞效应的影响．

１　犜型梁剪力滞试验

１．１　试验模型

为研究集中荷载下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的剪力滞效应，依据ＪＴＧＤ６０－２０１５《公路桥涵设计通

用规范》［１４］，参考重庆大学黄祖林研究的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桥模型
［１５］，设计大尺寸试验模型．Ｔ型

梁试验模型的长度为３２００ｍｍ；腹板高度为３８０ｍｍ；腹板宽度为２００ｍｍ；翼板宽度为２０００ｍｍ；翼板

厚度为１２０ｍｍ．Φ１２ｍｍ钢筋的屈服强度为４５０．８ＭＰａ，极限强度为６０３．７ＭＰａ；Φ１６ｍｍ钢筋的屈服

强度为４５１．４ＭＰａ，极限强度为６０８．１ＭＰａ；混凝土立方体试块（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抗压

强度为６０．２ＭＰａ．浇筑所用的混凝土为Ｃ５０商品混凝土、钢筋的型号为ＨＲＢ４００．Ｔ型梁截面尺寸和配

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Ｔ型梁截面尺寸和配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ｂｅａｍ（ｕｎｉｔ：ｍｍ）

在Ｔ形梁１／３位置处施加集中荷载，沿Ｔ型梁长度方向上存在３种受力形式：在支座位置只承受

的剪力；支座和加载点之间同时存在的剪力和弯矩；两加载点之间只承受的弯矩．在这３种受力形式范

围内，分别布置应变片，测量沿Ｔ型梁截面宽度方向上的应力变化，布置应变片的犃，犅和犆 三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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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如图２（ａ）所示．图２（ａ）中：Ｌ，Ｒ分别是左、右动头．每个截面应变片测点位置，如图２（ｂ）所示．

　（ａ）应变片布置截面　　　　　　　　　　　　　　（ｂ）截面应变片测点位置　　　　　　　　　

图２　应变片布置（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ｍｍ）

１．２　加载方案

Ｔ型梁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腹板底部的钢筋应力不会达到屈服强度
［１４］．试验主要研究Ｔ型梁在正

常使用状态下翼板内的剪力滞效应，需要计算Ｔ型梁腹板底部受拉钢筋达到屈服强度时的承载力，然

后，分级加载．试验所用的Ｔ型梁翼板宽度和厚度相对较大，腹板高度和宽度都相对较小，可以初步判

断试验模型属于第１类Ｔ形截面．受弯Ｔ型梁正截面，如图３所示．图３中：σｃ为受压混凝土应力；σｅ为

受压钢筋应力；犫ｆ为翼板宽度；犺ｆ为翼板厚度；犺为Ｔ型梁总高度；犫为腹板宽度；αｅ为受压钢筋到Ｔ型

梁顶面的距离；αｓ为底层受拉钢筋到Ｔ型梁底面的距离；α犻为第犻层构造纵筋到Ｔ型梁底面的距离，犻＝

１，２，３；犕 表示Ｔ型梁截面所受弯矩；狔０ 为Ｔ型梁中性轴到Ｔ型梁顶面的距离；φ为犜 型梁受弯变形后

的截面与原截面的夹角；犃ｅ为受压钢筋的截面积；σｓ为底层受拉钢筋的应力；犃ｓ为底层受拉钢筋的截

面积；σ犻为第犻层构造纵筋的应力，犻＝１，２，３；犃犻为第犻层构造纵筋的截面积，犻＝１，２，３．

若按照第１类Ｔ形截面计算得到中性轴位置狔０＜犺ｆ，则说明假设正确；反之，则应按照第２类Ｔ形

截面重新计算．根据初等梁理论计算Ｔ型梁承载力，有以下２个假定：

１）Ｔ型梁在变形过程中符合平截面假定；

２）受拉区混凝土不能承受拉力，所有拉力由受拉区钢筋承担．

图３　受弯Ｔ型梁正截面

Ｆｉｇ．３　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ｄｉｎｇＴｂｅａｍ

简支梁轴力为０，由静力平衡方程
［１６］，有

∫
狔０

０
σｃ·犫ｆｄ狔＋σｅ·犃ｅ＝σｓ·犃ｓ＋∑

３

犻＝１

σ犻·犃犻，

∫
狔０

０
σｃ·犫ｆ·狔ｄ狔＋σｅ·犃ｅ·（狔０－αｅ）＋σｓ·犃ｓ·（犺－狔０－αｓ）＋

∑
３

犻＝１

σ犻·犃犻·（犺－狔０－α犻）＝犕

烍

烌

烎．

（１）

由图３中的Ｔ型梁正截面的变形协调方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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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ｃ＝狔０·φ，

εｅ＝（狔０－αｅ）·φ，

εｓ＝（犺－狔０－αｓ）·φ，

ε犻＝（犺－狔０－α犻）·φ，　　犻＝１，２，３

烍

烌

烎．

（２）

式（２）中：εｃ为混凝土应变，规范
［１７］中建议取值为０．００１７６９；εｓ为钢筋应变．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采

用规范［１７］中的定义的本构模型，即

σｃ＝（１－犱ｃ）·犈ｃ·ε， （３）

犱ｃ＝

１－ρｃ·［αａ＋（３－２·αａ）·狓＋（αａ－２）·狓
２］，　　狓≤１，

１－ ρｃ
犪ｄ·（狓－１）

２＋狓
， 狓＞１

烅

烄

烆
，

（４）

狓＝
ε
εｃ
， （５）

ρｃ＝
犳ｃ
犈ｃ·εｃ

． （６）

式（３）～（６）中：犈ｃ为混凝土弹性模量；αａ和αｄ为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参数，规范中建议分别取值

为１．９２和１．８５；犳ｃ为混凝土单轴抗压强度，根据试验测试为３８．５ＭＰａ．

钢筋的本构关系取规范［１７］定义的三折线模型，即

σｓ＝

犈ｓ·εｓ，　　　　　　　εｓ≤εｙ，

犳ｙ εｙ＜εｓ≤εｕｙ，

犳ｙ＋犽·（εｓ－εｕｙ）， εｕｙ＜εｓ≤εｕ

烅

烄

烆 ．

（７）

式（７）中：犈ｓ为钢筋弹性模量，规范
［１７］中建议取值为２０６ＧＰａ；犳ｙ 为钢筋的屈服强度，根据试验测定为

４５１．１ＭＰａ；εｙ为钢筋的屈服应变，εｙ＝
犳ｙ
犈ｓ
；εｕｙ取４εｙ；犽为钢筋的硬化斜率，犽＝

犳ｔｙ－犳ｙ
εｕ－εｕｙ

，犳ｔｙ为钢筋的峰值

强度，根据试验测定为６０５．９ＭＰａ，εｕ为钢筋峰值应变，取２５εｙ．

Ｔ型梁腹板底部受拉钢筋屈服应力为４５１．１ＭＰａ，将变形协调方程、钢筋和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

系及腹板底部钢筋的屈服应力代入静力平衡方程，可以求得在Ｔ型梁腹板底部钢筋应力达到屈服强度

时正截面承受的弯矩犕＝１６０．８ｋＮ·ｍ．

采用两点加载的方式，加载点为Ｔ型梁１／３的位置，距离支座距离为１０００ｍｍ，所以在Ｔ型梁腹

板钢筋屈服时，加载点所施加的荷载为１６０．８ｋＮ．在加载过程中，先用力的控制方式施加荷载，将１６０．８

ｋＮ力分为８级加载，每１５ｍｉｎ施加一级荷载（２０．１ｋＮ）．１６０．８ｋＮ的荷载施加完毕后，采用位移控制

的加载方式继续施加荷载，试验结束时，作动头最大行程为１２０ｍｍ．Ｔ型梁加载方式，如图４所示．

（ａ）试验加载简图　　　　　　　　　　　　　　　（ｂ）试验加载装置　

图４　Ｔ型梁加载方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Ｌｏａ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Ｔｂｅａｍ（ｕｎｉｔ：ｍｍ）

１．３　试验结果

在试验中，当荷载达到６０ｋＮ时，腹板底部混凝土出现开裂；当荷载达到１３１．２ｋＮ时，腹板混凝土

裂缝蔓延至与翼板交界处，并很快从腹板位置发展到翼板底面的边缘．加载点荷载（犉）位移（狊）曲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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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荷载达到１８０ｋＮ时，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拐点；两个作动头最终加载位移

１２０ｍｍ，Ｌ，Ｒ作动头荷载分别为２７６．８，２７５．２ｋＮ．试验结束后的Ｔ型梁裂缝分布，如图６所示．

　图５　加载点荷载位移曲线　　　　　　　　　　图６　试验结束后的Ｔ型梁裂缝分布

Ｆｉｇ．５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ｇ．６　Ｃｒａｃｋ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ｂｅａｍａｆｔｅｒｔｅｓｔ　　

在各级荷载下，截面犃，犅和犆翼板上的表面正应力分布，如图７～９所示．截面犅，犆翼板上表面剪

力滞系数，如图１０～１１所示．腹板上表面剪力滞系数荷载曲线，如图１２所示．图７～１２中：犠犃，犠犅，

犠犆 为截面犃～犆翼板的横向坐标位置．

由图７～１２可知：位于支座上部的截面犃 在理论上不受弯矩作用，正应力为０，施加第１级荷载

（２０．１ｋＮ）后，截面犃出现了负剪力滞现象，随着荷载的增加，负剪力滞现象更加明显；位于加载点和支

座中间的截面犅，在第１级荷载（２０．１ｋＮ）至第３级荷载（６０．３ｋＮ）下为正剪力滞，随着荷载的增加剪力

滞系数逐渐较小，加载到第４级荷载（８０．４ｋＮ）时，截面犅腹板位置为负剪力滞，此后，随着荷载的增

加，负剪力滞现象逐渐明显，加载到第７级荷载（１４０．７ｋＮ）时，截面犅腹板位置由受压变为受拉；位于

跨中纯弯段截面犆在加载过程中，剪力滞系数变化幅度较小，在第１级荷载（２０．１ｋＮ）增大到第６级荷

图７　截面犃翼板上表面正应力分布　　　　　　图８　截面犅翼板上表面正应力分布

Ｆｉｇ．７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ｕｐｐｅｒ　　　Ｆｉｇ．８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ｕｐｐ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犃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犅

图９　截面犆翼板上表面正应力分布　　　　　　　　图１０　截面犅翼板上表面剪力滞系数

Ｆｉｇ．９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ｕｐｐｅｒ　　　　　　　Ｆｉｇ．１０　Ｓｈｅａｒｌ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ｕｐｐ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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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　截面犆翼板上表面剪力滞系数　　　　　　　图１２　腹板上表面剪力滞系数荷载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Ｓｈｅａｒｌ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ｕｐｐｅｒ　　　　　　　Ｆｉｇ．１２　Ｓｈｅａｒｌ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ｏａｄｃｕｒｖｅ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犆　　　　　　　　　　　　　　ｕ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ｗｅｂ

载（１２０．６ｋＮ）过程中，犆截面腹板位置的剪力滞系数逐渐减小，第７级荷载（１４０．７ｋＮ）至第８级荷载

（１６０．８ｋＮ）剪力滞系数逐渐增大；犃，犅和犆三个截面的应力都发生了突变，剪力滞系数也有显著的增

加，说明翼板的开裂进一步影响剪力在翼板内的传递，导致正应力分布更加不均匀．试验过程中，随着荷

载的增加，截面犅腹板位置由受压变为受拉，且拉应力接近混凝土的受拉极限承载力，这很可能导致Ｔ

型梁在弹性阶段顶面出现受拉裂缝．截面犃，犅的腹板位置受拉主要是受到负剪力滞的影响，支座和集

中力加载点都作用在腹板上，施加荷载后，Ｔ形梁发生挠曲，腹板底部受拉，翼板顶面受压，腹板和翼板

之间产生剪力，剪力从腹板和翼板的交界处向翼板的边缘传递．根据圣维南原理，剪力向翼板边缘传递

时逐渐减小，在翼板内分布不均匀，靠近腹板的位置剪力比较大，而靠近翼板边缘的区域剪力比较小．剪

力在翼板内不均匀分布影响了翼板内的正应力分布，使得正应力在翼板内部分布不均匀．

Ｔ型梁受弯变形，如图１３（ａ）所示，由于简支Ｔ型梁的对称性，取一半结构进行分析．取支座和加载

点之间翼板的一个截面犘犘，翼板顶面变形，如图１３（ｂ）所示．将翼板沿截面犉′犉′剖开，Ｔ型梁受弯后，

翼板内沿Ｔ型梁长度方向产生非均匀变形，如截面犉犉．靠近支座的截面犉′犉′近似处于无应力状态，

截面犉犉 和截面犉′犉′实际上为一个截面，应满足变形协调的条件，截面犉′犉′段在翼板内的腹板位置

将产生拉应力，而翼板的边缘区域内产生的是压应力．翼板边缘和腹板之间纵向的应变差最大，压应力

也是最大．这样就出现翼板边缘的应力大于翼板内腹板位置的应力的现象，即负剪力滞现象．当荷载进

一步增加，翼板边缘和腹板的位移差随之增大，在翼板内腹板位置就出现了受拉区．

（ａ）Ｔ型梁受弯变形　　　　　　　　　　　　　　　　（ｂ）翼板顶面变形

图１３　负剪力滞机理分析

Ｆｉｇ．１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ｈｅａｒｌａｇ

２　犜型梁剪力滞的模拟与分析

通过传感器采集到的应变和变形数据有限，为更加深入研究翼板内的剪力流和正应力分布的特点，

以及对Ｔ型梁进行参数分析，使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对Ｔ型梁进行数值模拟．使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

件模拟Ｔ型梁加载全过程，对比有限元模型和试验过程中的荷载位移曲线和对应位置的应力值，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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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本构模型采用规范
［１７］中定义的本构模型（式（３）～（７））．根据Ｔ型梁试验模

型建立有限元模型，其加载方式与试验一致．钢筋单元类型为Ｔ３Ｄ２，混凝土单元类型为Ｃ３Ｄ８Ｉ．采用将

钢筋嵌入混凝土方式定义钢筋与混凝土的接触关系，这种接触关系不考虑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滑移．在

数值模拟中采用位移控制的方式进行加载，与试验过程相同，最大加载位移为１２０ｍｍ．

图１４　加载点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４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Ｔ型梁加载点的荷载位移曲线，如图１４所示．由图１４

可知：在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的拐点（１８０ｋＮ左右）之

前，试验和数值模拟的荷载位移曲线比较接近．

有限元模型的刚度略大于试验模型，因为 Ａｂａｑｕｓ有

限元模型采用的是无滑移的钢筋与混凝土接触关系，而试

验模型可能会存在微小滑移，而且有限元模型未考虑混凝

土开裂对刚度退化的影响，所以Ｔ型梁的有限元模型的前

期刚度比试验模型略大一些．有限元模型和试验模型均是

在１８０ｋＮ左右，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明显的拐点，相较于弹

性阶段，在Ｔ型梁完全进入塑性阶段后，有限元模型和试

验模型的荷载位移曲线差别更大一些，可能是因为有限元

模型采用的是规范中［１７］定义的钢筋和混凝土本构关系与

真实存在差别．规范中
［１７］定义的是素混凝土的本构关系，没有考虑箍筋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箍筋对混

凝土的约束使混凝土的延性得到较大的提高．整体来看，在Ｔ型梁未完全进入塑性阶段之前，Ａｂａｑｕｓ

有限元模型模拟Ｔ型梁的荷载位移曲线与试验比较接近．

加载位移为１２０ｍｍ时Ｔ型梁的变形，如图１５所示．翼板上表面正应力模拟与试验的对比，如图

１６所示．

（ａ）试验　　　　　　　　　　　　　　　　　　　　　　　　（ｂ）模拟

图１５　加载位移为１２０ｍｍ时Ｔ型梁的变形

Ｆｉｇ．１５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ｂｅａｍａｔ１２０ｍｍ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由图１６可知：有限元模拟和试验应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随着荷载的增加应力逐渐增大；有限元模

（ａ）截面犃

拟和试验结果有一定的误差，模拟应力值略小于试验

值．由于试验过程中测量的应力值有一定的离散性，少

数测点应力值的误差较大，但大多数测点应力值误差都

小于１０％，说明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模型可以有效模拟试验

过程中Ｔ型梁翼板内应力变化过程及分布情况．

相比较于试验，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的模拟可以得

到更详细的正应力分布情况，这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分析

Ｔ型梁翼板内剪力流和正应力的分布特点．在第２级荷

载（４０．２ｋＮ）、第５级荷载（１００．５ｋＮ）和第８级荷载

（１６０．８ｋＮ）下翼板顶面的正应力、剪力流云图，分别如

图１７，１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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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截面犅　　　　　　　　　　　　　　　　　　（ｃ）截面犆　　

图１６　翼板上表面正应力模拟与试验的对比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ｏｎｕ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ａｎｇｅ

　　（ａ）４０．２ｋＮ　　　　　　　　　　（ｂ）１００．５ｋＮ　　　　　　　　　　（ｃ）１６０．８ｋＮ

图１７　各级荷载下翼板正应力云图

Ｆｉｇ．１７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ａｄｓ

　　（ａ）４０．２ｋＮ　　　　　　　　　（ｂ）１００．５ｋＮ　　　　　　　　　　（ｃ）１６０．８ｋＮ

图１８　各级荷载下翼板内剪力流云图

Ｆｉｇ．１８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ａｄｓ

由图１７可知：随着荷载的增加，加载点的局部效应加强，加载点附近的正应力明显比较大；两个集

中力的加载点都位于腹板的顶部，翼板内靠近腹板区域的正应力明显比较大；在加载点到支座位置之间

的区域，出现负剪力滞现象，并且翼板顶面由受压变为受拉，这与Ｔ型梁试验结论一致，翼板内正应力

分布不均匀主要是受翼板内剪力流分布不均匀的影响．

由图１８可知：剪力在翼板和腹板交界处产生，在向翼板边缘传递的过程中迅速衰减，产生剪力滞后

现象，在两加载点之间的纯弯段几乎不存在剪应力，沿宽度方向正应力变化很小；当荷载施加到１３９．８

ｋＮ时，翼板底面开裂，翼板边缘的正应力开始明显小于腹板位置的正应力．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模拟和试验

结果类似，翼板底面开裂缝后，翼板边缘的正应力进一步滞后于腹板位置的正应力，剪力滞效应增强．

３　腹板厚度对剪力滞的影响分析

在Ｔ形梁受弯变形时，翼板和腹板之间存在剪力，当腹板宽度增大时，翼板内的剪力滞效应将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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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１８］．为了研究腹板的厚度对翼板剪力滞效应的影响，采用已经验证过的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模型，研究不

同腹板厚度的Ｔ型梁翼板内的剪力滞效应．试验模型共设计３种腹板厚度分别为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ｍｍ的

Ｔ型梁模型（在下文中分别用Ｔ２００，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表示３种Ｔ型梁）进行对比分析．３种Ｔ型梁模型仅

是腹板的宽度不同，钢筋的配筋形式和数量完全相同，钢筋和混凝土的强度都采用试验测定的强度．根

据初等梁理论计算公式（１），虽然腹板厚度不同，但是相同的配筋下Ｔ形梁的承载力相同．在试验中已

经验证，随着荷载的增加，剪力滞效应也会发生改变，采用相同的配筋可以避免不同荷载比对剪力滞效

应的影响．

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正截面配筋，如图１９所示．图１９中：Ｔ型梁的长度均为３２００ｍｍ，与试验模型相同，

在梁跨１／３位置处两点加载．

（ａ）Ｔ３００　　　　　　　　　　　　　　　　　　　　　（ｂ）Ｔ４００

图１９　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正截面配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３００ａｎｄＴ４００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０　模拟加载点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２０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３种截面形式的Ｔ型梁，在腹板底部钢筋应力达到屈服强

度时的承载力都是１６０．８ｋＮ·ｍ，与试验相同，分８级加载，

每级荷载２０．１ｋＮ．３种截面形式下，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模拟

加载点荷载位移曲线，如图２０所示．在相同的配筋的情况下，

仅增加腹板的厚度，Ｔ型梁的承载力有微小提升．可能是因为

有限元模拟中混凝土本构模型采用的是塑性损伤模型，该本

构模型考虑了混凝土的受拉行为，而理论计算中完全忽略了

混凝土的拉应力对承载力的贡献．第２级荷载（４０．２ｋＮ）和第

８级荷载（１６０．８ｋＮ）下，不同腹板厚度截面犃，犅，犆正应力分

布，如图２１～２３所示．

由图２１可知：截面犃 在４０．２ｋＮ荷载下，不同腹板厚度

的Ｔ型梁翼板边缘的应力差别较小，腹板位置的正应力有明

显的降低；Ｔ３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界处正应力降低４２．０％，Ｔ４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

界处正应力降低６０．９％；截面犃在１６０．８ｋＮ荷载下，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翼板边缘的正应力几乎相同，相较

于Ｔ２００压应力增加，拉应力降低，Ｔ３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界处正应力降低４９．８％，Ｔ４００相较

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界处正应力降低６７．４％．

由图２２可知：截面犅在荷载较小时出现正剪力滞效应，荷载增大后，出现负剪力滞效应；截面犅在

４０．２ｋＮ荷载下，Ｔ３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界处正应力降低９．５％，Ｔ４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

板交界处正应力降低１６．４％；截面犅在１６０．８ｋＮ荷载下，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负剪力滞现象显著低于Ｔ２００，

在翼板Ｂ截面内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腹板位置没有出现受拉区域．

由图２３可知：截面犆在４０．２ｋＮ荷载下，不同的腹板厚度的Ｔ型梁翼板内的应力有明显区别，

Ｔ３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界处正应力降低１４．２％，Ｔ４００相较于Ｔ２００腹板与翼板交界处正应力

降低２５．４％；截面犆在１６０．８ｋＮ下，Ｔ３００和Ｔ４００翼板内腹板位置的正应力相较于Ｔ２００几乎一致．

不同梁腹板厚度的Ｔ型梁的模拟分析表明，在Ｔ型负剪力滞区域，增大腹板厚度，剪力滞效应明显

降低，但是随着腹板厚度的增大，剪力滞效应降低的程度减小．所以通过增加腹板厚度降低剪力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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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０．２ｋＮ　　　　　　　　　　　　　　　　　　　（ｂ）１６０．８ｋＮ

图２１　不同腹板厚度犃截面正应力分布

Ｆｉｇ．２１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犃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ｂ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４０．２ｋＮ　　　　　　　　　　　　　　　　　（ｂ）１６０．８ｋＮ

图２２　不同腹板厚度犅截面正应力分布

Ｆｉｇ．２２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ｂ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４０．２ｋＮ　　　　　　　　　　　　　　　　　（ｂ）１６０．８ｋＮ

图２３　不同腹板厚度犆截面正应力分布

Ｆｉｇ．２３　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犆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ｂ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的作用会随着腹板厚度的增加而减弱．在Ｔ型梁的纯弯段，当荷载较小时，增加腹板厚度可以显著降低

正应力和剪力滞效应；而当荷载较大时，翼板底面出现裂缝导致剪力滞效应增强，增大腹板厚度对减弱

正剪力滞效应的作用不大．

４　结论

通过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试验，研究Ｔ型梁不同位置截面正应力的分布情况．通过Ａｂａｑｕｓ有限

元软件对Ｔ型梁的加载全过程进行模拟，验证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并利用数值模拟分析翼板内正应

力和剪力流的分布特点．利用有限元模型，分析在相同配筋和荷载下不同腹板厚度对翼板剪力滞效应的

影响．对于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剪力滞分析，主要得出以下３个结论．

１）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在荷载作用下，翼板内存在明显的剪力滞现象．翼板内靠近支座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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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存在显著的负剪力滞现象，并且随着荷载的增大，出现负剪力滞的区域混凝土出现受拉的现象，支

座与加载点中间位置最大拉应力达到２．３４ＭＰａ，接近混凝土极限抗拉强度．

２）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对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的试验过程的模拟表明，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模型可以

有效模拟Ｔ形梁的剪力滞现象．通过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到，Ｔ型梁在集中荷载下，加载点附近的局部

效应明显；剪力主要发生在腹板和翼板的交界处，剪力在向翼板边缘传递的过程中快速衰减，纯弯段翼

板内没有明显的剪力．

３）在Ｔ型梁负剪力滞区域，增加腹板厚度，剪力滞效应明显降低，但是随着厚度的增大，剪力滞效

应降低的程度减小．在Ｔ型梁的纯弯段，当翼板底面出现裂缝后，增大腹板厚度对减弱正剪力滞效应的

作用不大．翼板中的裂缝会导致剪力滞效应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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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掘进爆破时掌子面前方

开挖段的地表振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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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掏槽孔的爆破简化为一系列球形药包的爆破．通过复变函数中的保角变换，将爆破点与隧道挖空段

的拱顶映射到复平面的同一侧，即可将隧道挖空段的地表振动问题转化为半空间中的地表振动问题，最终得

出隧道挖空段地表振速的计算方法．最后，通过实际工程，对比理论计算和实际监测的隧道轴线地表质点的振

速峰值分布情况．结果表明：验证理论计算的可行性．

关键词：　隧道爆破；地表振速；双向开挖；保角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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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基建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大城市对交通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铁由于其运行速

度快、输送量大的特点，已逐渐成为一个城市发展建设程度的标志性工程，越来越受到城市建设者们的

重视．我国地铁隧道开挖技术已较为成熟，但多数情况下考虑到经济等因素，建设者们会选择矿山法进

行施工．我国城镇具有人口分布集中、交通线密集的特点，在地铁建设中，地铁线路难免会下穿一些重要

设施，而隧道在掘进爆破的过程中，对地面的一些敏感设施造成影响，甚至对地面的建构筑物产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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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爆破时的地表震速是很有必要的．

随着我国隧道工程建设的开展，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也对工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曹孝君等［１］对地表振速分布规律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其模拟分析结果与实际监测结果较为一致．杨甲

豹［２］通过数据回归分析，并结合实时监测数据，不断调整爆破参数设计，从而达到控制爆破震速的目的．

傅洪贤等［３］在研究爆破近区的振动规律时，运用简化药包的方法．刘小鸣等
［４５］求出实际介质中球形药

包地表振速函数，建立掏槽孔爆破隧道未开挖段上方的地表振动预测方法，得到单孔柱状药包爆破引起

的半空间中地表振速函数．张继春等
［６］发现地表振速受掏槽孔爆破影响最大，且发现挖空段上方的地表

振速存在“空洞效应”．郭建群等
［７］发现隧道未开挖段地表振速和已开挖段地表振速之间的关系．杨云

凌［８］通过数值模拟发现隧道挖空段的地表振速存在放大现象，且该现象受到隧道埋深的影响．宋杰
［９］发

现在爆破近区，振速放大系数随纵向距离的增加有先增加后减少的现象．闫兵等
［１０］建立不同弹性模量

工况情形下的三维多场耦合模型，发现空洞效应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在爆心距０～８０ｍ范围内均有可

能产生隧道空洞放大效应，且围岩的性质会对该现象产生一定影响．宗琦等
［１１］通过监测数据也发现从

工作面后方到工作面前方，地表质点振动峰值速度先增大后减小，有空洞效应现象．李建旺
［１２］发现在掌

子面前后１０ｍ范围内，隧道已开挖段地表振速有空洞效应
［１３１５］．李胜林等

［１６］运用萨道夫斯基公式和日

本株式会社公式对掌子面前方隧道未开挖段地表振速进行预测，并与实际监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袁旺

小［１７］运用应力波斜入射地表面的相关理论，对隧道掘进爆破时未开挖段地表振速进行预测．谢烽等
［１８］

运用波形叠加原理，对掌子面后方的隧道已开挖段振动规律进行模拟．

目前，针对隧道未开挖段地表振速问题和掌子面后方隧道开挖段地表振速预测问题的研究较多，而

对于隧道双向掘进到一定程度时的掌子面前方开挖区段的地表振速问题研究较少，在爆破近区的隧道

成洞区地表振速存在不同程度的放大效应．福建省厦门市轨道交通３号线创业桥站安兜站下穿鹰厦铁

路，铁路位于掘进掌子面的前方且下方存在一定长度的挖空部分，隧道掘进爆破势必会对地表铁路造成

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方面对掌子面前方涉铁段隧道的地表质点振速进行提前预测，以实现爆破优化

图１　隧道掘进爆破振动模型

Ｆｉｇ．１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设计，确保铁路运行安全．

１　隧道爆破振动理论模型

根据地表质点在空间中的具体

位置，振动问题可分为隧道未开挖段

地表质点问题和隧道已开挖段地表

质点问题，隧道掘进爆破振动模型，

如图１所示．

隧道掌子面在掘进爆破时，一般

均由一组掏槽孔先行爆破，受孔数及孔距的影响，计算爆破振速较为困难．因此，将一组掏槽孔的爆破问

题简化为单孔柱状药包的爆破问题，以实现理论计算的简便化．根据药包简化前、后的装药长度和总装

药质量不变的原则［３］，可将一组掏槽孔转化为单孔柱状药包，并将单孔柱状药包转化为犿 个等效球形

药包的叠加．转化原则为：转化前、后总装药质量不变，犿个等效球形药包的直径之和等于柱状药包的装

药长度，有

狉ｅ＝ （狉ｃ槡６）／２．

上式中：狉ｃ为柱状药包半径；狉ｅ为等效球形药包半径．

等效球形药包，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犾１ 为炮泥长度；狓犻 为起爆点到第犻个等效球形药包中心的距

离，犻＝１，２，…，犿．隧道掘进中的等效球形药包，如图３所示．

等效球形药包犻是指第犻个起爆的等效球形药包，等效球形药包犻引起的半空间中地表质点振速函

数已由刘小鸣等［５］求出．等效球形药包犻爆炸会引起隧道已开挖区段地表质点犃１ 和犃２ 的振动，以及隧

道未开挖区段地表质点犃３ 的振动，再将犿个等效球形药包引起的地表质点振速函数进行叠加，在地表

质点犃１，犃２ 和犃３ 叠加后的振速函数即为简化得到的单孔柱状药包爆破在该点引起的振速函数，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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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等效球形药包

Ｆｉｇ．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

图３　隧道掘进中的等效球形药包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ｔｕｎｎｅ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即可得到隧道掘进爆破引起的地表

质点振速函数．

２　隧道未开挖区段的地表

质点振速

对于隧道未挖通段的地表质点

犃３ 而言，振动波在等效球形药包犻

及其之间的传播不受隧道空洞的影

响，地表质点振速可按半空间中的地

表质点振速方法计算，半空间中球形药包爆破在地表质点产生的振速函数［４］为

狏（狋）＝犽
３

槡犙（ ）
犚

α

ｅｘｐ（－２β，狋）ｓｉｎ（２π犳狋）． （１）

式（１）中：犙为球形药包的装药质量，ｋｇ；犚为球形药包至地表质点的距离，ｍ；振速衰减指数β＝１００－

表１　不同类型岩体的ＲＭＲ，β

Ｔａｂ．１　ＲＭＲ，β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ｃｋｓ

参数 类型Ⅰ 类型Ⅱ 类型Ⅲ 类型Ⅳ 类型Ⅴ

ＲＭＲ ８１～１００ ６１～８０ ４１～６０ ２１～４０ ０～２０

β ０～１９ ２０～３９ ４０～５９ ６０～７９ ８０～１００

ＲＭＲ，ＲＭＲ为岩石的分级评分；α为与岩体类型相

关的参数．

　　不同类型岩体的ＲＭＲ，β，如表１所示．振动频

率为

犳＝２犽（
３

槡犙／ｌｇ犚）α－１．

上式中：犽，α根据具体工程地质条件取值，岩石犽＝３０～７０，风化岩石犽＝７０～１５０，土壤犽＝１５０～２５０，岩

石风化程度越严重，犽越大，不论岩石还是土壤，α＝１～２，岩体越完整，α越小．

对于单孔柱状药包所等效的犿 个球形药包而言，必须考虑球形药包爆破时药包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种影响刘小鸣等［５］已通过添加系数的方法在振速函数中予以体现．具体振速函数为

狏犻（狋）＝犽
［犻α
／３－（犻－１）α

／３］狇α
／３
ｅ

犚α犻
ｅｘｐ（－２β（狋－狋犻＋狋１））×ｓｉｎ

１

６
×４π犽

３

狇槡ｅ

ｌｇ犚（ ）
犻

α－１

（狋－狋犻＋狋１［ ］）． （２）

式（２）中：狇ｅ为单个等效球形药包的质量；犚犻为等效球形药包犻至地表预测点的距离；狋犻＝狓犻／犮Ｄ＋犚犻／犮ｐ，

表示从起爆到第犻个等效球形药包产生的振动波传到地表质点的总时间，犮Ｄ 为炸药爆轰速度，犮ｐ为ｐ波

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犮ｐ＝ （λ＋２μ）／槡 ρ，λ和μ为拉梅常量，λ＝犈υ／（１＋υ）／（１－２υ），μ＝犈／（２（１＋υ）），

犈为岩石弹性模量，υ为泊松比．

地表质点犃３ 的振速按半空间理论进行计算，可以先求第犻个球形药包在该点引起的振速函数，隧

道未开挖区段振速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狓ｌ为未开挖区段地表质点犃３ 至掌子面的距离；狉为等效球形药包犻至隧道顶面的距离；犺

为隧道上顶面至地表的距离．

第犻个球形药包至点犃３ 的距离犚犻为

犚犻＝ （狓ｌ－（狓犻＋犾１））
２＋（狉＋犺）槡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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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隧道未开挖区段振速模型

Ｆｉｇ．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ｕ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ｎｎｅｌ

将式（３）的犚犻及具体工程中的相关参数带入式（２）计算，即可得到第犻个球形药包在点犃３ 引起的

振速函数．地表质点犃３ 在任意时刻狋由简化柱状药包爆炸所引起的振速函数为

狏犮（狋）＝∑
犿

犻＝１

狏犻（狋）． （４）

３　隧道已开挖区段地表质点振速

３．１　点犃２ 振速

隧道已开挖区段振速模型，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犾为隧道未挖通段长度；犱犻为等效球形药包犻至隧

道掌子面的距离；犱为掌子面前方开挖段地表质点至未开挖段的水平距离；狓为掌子面后方开挖段地表

质点至掌子面的水平距离．

图５　隧道已开挖区段振速模型

Ｆｉｇ．５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ｎｎｅｌ

　　对于已开挖区段的地表质点犃２ 而言，由于地表质点下方的隧道区段已经挖空，挖空段势必会对振

动波的传播造成影响，无法直接利用上述理论计算该点的振速函数．因此，通过映射函数将隧道已开挖

段上顶面点犅２ 和等效球形药包犻的位置关系映射为半平面空间中的位置关系，继而可求出点犅２ 和等

效球形药包犻之间的等效直线传播距离，最后，将该等效直线距离加上犺，就可得到点犃２ 与等效球形药

图６　狕平面上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１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１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ｎｅ狕

包犻之间的等效直线传播距离．

考虑点犅２ 的振动效应，需要求等效球

形药包犻与隧道开挖段上顶面点犅２ 的等

效直线传播距离，假设隧道顶面和空洞部

分是无限延伸的，即暂不考虑隧道空洞底

部和地表对点犅２ 振速的影响，建立狕平面

上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１，如图６所示．

通过映射函数，将图６的爆破问题转

化为狑 平面上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１，如

图７所示，从而实现复杂边界条件向简单

边界条件的转换．

通过复变函数可求出图６模型的映射函数，即

狑＝狕１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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狕平面中的等效球形药包犻的坐标为狕＝ 犱犻－
犾（ ）２ －狉ｉ，改写成指数形式为

狕＝ 犱犻－
犾（ ）２

２

＋狉槡
２·ｅｘｐｉ·

３π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犱犻－
犾
２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 （６）

图７　狑平面上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１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１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ｎｅ狑

由式（５），将药包犻映射到狑 平面中，其坐标表示为

狑＝

４

犱犻－
犾（ ）２

２

＋狉槡
２·ｅｘｐｉ·

１

２
· ３π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犱犻－
犾
２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 （７）

由复变函数可知，该点位于狑平面中的第二象限．狕平面中振动预测点犅２ 的坐标为狕＝ 犱＋
犾（ ）２ ＋

０ｉ，将其改写成指数形式为

狕＝ 犱＋
犾（ ）２ ·ｅｘｐ（ｉ·０）． （８）

由式（５），将犅２ 点映射到狑平面中，其坐标表示为

狑＝ 犱＋
犾（ ）槡 ２
·ｅｘｐ（ｉ·０）． （９）

　　由复变函数可知，该点位于狑平面中的横轴正半轴上．

根据式（７），（９）可得，狑平面中的球形药包犻和犅′２ 的坐标分别为

狑＝－

４

犱犻－
犾（ ）２

２

＋狉槡
２·ｃｏｓ

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犱犻－
犾
２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

　　

４

犱犻－
犾（ ）２

２

＋狉槡
２·ｓｉｎ

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犱犻－
犾
２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ｉ， （１０）

狑＝ 犱＋
犾

槡 ２
＋０ｉ， （１１）

则狑平面中等效球形药包犻到质点犅′２ 的距离为

犚′犻＝

４

犱犻－
犾（ ）２ ＋狉槡

２·ｓｉｎ（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犱犻－
１

２

－

烄

烆

烌

烎狉

熿

燀

燄

燅

）
熿

燀

２

＋

犱＋
犾（ ）槡 ２

＋

４

犱犻－
犾（ ）２ ＋狉槡

２·ｃｏｓ（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犱犻－
１

２

－

烄

烆

烌

烎狉

熿

燀

燄

燅

）
燄

燅

２ １／２

．
（１２）

　　振动波由犅２ 传到犃２ 后，在犃２ 和犅２ 之间还会继续发生反射，但振动波在各地层之间发生的反射

会不断衰减，衰减后的振动波在地表叠加时，对地表质点的振速影响较小，且影响振动波反射的因素很

多，很难从理论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故暂不考虑振动波的反射叠加作用．

等效球形药包犻与隧道开挖段地表质点犃２ 的等效直线传播距离为

犚犻＝犚′犻＋犺． （１３）

将对应的犚犻带入式（２），（４），并根据叠加原理，即转换得到半空间中犿 个等效球形药包引起的地

表质点振速函数，即隧道掘进爆破时，掌子面前方开挖段的地表质点犃２ 的振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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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狕平面上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２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２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ｎｅ狕

３．２　点犃１ 振速分析

对于犅１ 点的振动问题，借助映射函数

将犅１ 点与球形药包犻映射到狑 平面中计

算．狕平面上的隧道简化模型２，如图８所

示．狕平面中等效球形药包犻的坐标为狕＝

犾
２
－犱（ ）犻 －狉ｉ，可改写成指数形式为

狕＝
犾
２
－犱（ ）犻

２

＋狉槡
２
×

ｅｘｐｉ·
３π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犾
２
－犱犻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

　　由式（５），将药包犻映射到狑 平面中，其坐标表示为

狑＝

４

犾
２
－犱（ ）犻

２

＋狉槡
２·ｅｘｐｉ·

１

２
· ３π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犾
２
－犱犻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 （１４）

　　由复变函数可知，该点位于狑平面中的第二象限．

狕平面中振动预测点犅１ 的坐标为狕＝ 狓＋
犾（ ）２ ＋０ｉ，改写成指数形式为

狕＝ 狓＋
犾（ ）２ ·ｅｘｐ（ｉ·０）． （１５）

由式（５），将犅１ 点映射到狑平面中，其坐标表示为

狑＝ 狓＋
犾（ ）槡 ２
·ｅｘｐ（ｉ·０）． （１６）

　　由复变函数可知，该点位于狑平面中的横轴正半轴上．

因此，可以得到狑平面中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２，如图９所示．

图９　狑平面上的隧道爆破简化模型２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２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ｎｅ狑

由式（１４），（１６），狑平面中的球形药包犻和犅′１ 的坐标分别为

狑＝－

４

犾
２
－犱（ ）犻

２

＋狉槡
２·ｃｏｓ

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犾
２
－犱犻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

　　

４

犾
２
－犱（ ）犻

２

＋狉槡
２·ｓｉｎ

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犾
２
－犱犻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狉

·ｉ， （１７）

狑＝ 狓＋
犾

槡 ２
＋０ｉ． （１８）

狑平面中等效球形药包犻到质点犅′１ 的距离犚′犻为

犚′犻＝

４

犾
２
－犱（ ）犻

２

＋狉槡
２·ｓｉｎ 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犾
２
－犱犻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狉

熿

燀

２

＋

狓＋
犾（ ）槡 ２

＋

４

犾
２
－犱（ ）犻

２

＋狉槡
２·ｃｏｓ π

４
＋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犾
２
－犱犻

－

烄

烆

烌

烎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狉

燄

燅

２ １／２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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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１３）可计算犚犻，将犚犻与各计算参数带入式（２），并根据式（４）对犿 个振速进行叠加，即可求出

地表质点犃１ 的振速函数．

４　工程实例计算与分析

以厦门市轨道交通３号线创业桥站安兜站区间涉铁段为研究对象，计算预测隧道轴线地表质点振

速峰值．地铁区间下穿铁路平面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地铁区间下穿铁路平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ｕｂｗａ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ｒａｉｌｗａｙ

为确保铁路安全，下穿铁路段采用静态破碎法施工，静态破碎法施工范围为铁路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３８．８ｍ，共７７．６ｍ；根据铁路运营需要，为保证列车运行安全，铁路中心线两侧各１００ｍ的范围内（除静

态破碎施工范围）选用封锁点控制爆破施工，下穿铁路距离铁路中心线前、后１００ｍ的范围内，铁路路

基的振速控制在２ｃｍ·ｓ－１以内．

铁路为有砟轨道，拟建区间场区地的基土以稳定基岩和中硬土为主，地层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素

填土、粉质黏土、散体状强风化花岗岩、碎块状强风化花岗岩、中等风化花岗岩、微风化花岗岩．爆破点与

监测点之间的地层结构参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犎 为土层厚度；υ为泊松比；犈为弹性模量；ρ为密度．

由表２可知：弹性模量的加权平均值为４２ＭＰａ；泊松比的加权平均值为０．２５；密度的加权平均值

为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弹性模量、泊松比与密度用于计算ｐ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犮ｐ．计算区间的隧道围

岩为Ⅳ级中等风化花岗岩，Ⅰ～Ⅱ级微风化花岗岩．相关区间隧道采用矿山法施工，洞径约６．２ｍ，共掘

进总长度约１０７７．４ｍ．地铁区间隧道顶面距铁路路基的垂直距离为１５．１ｍ．

表２　场区的地层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ｓｉｔｅ

地层结构 犎／ｍ υ 犈／ＭＰａρ／ｋｇ·ｍ
－３

素填土 ２．４１ ０．３５ １１ １８００

粉质黏土 １．６６ ０．３０ １２ １９００

散体状强风化花岗岩 １１．５８ ０．２２ ５０ ２０００

碎块状强风化花岗岩 １．００ ０．２０ ６０ ２２００

控爆区采用２号岩石乳化炸药，炸药的

密度为１２４３．４ｋｇ·ｍ
－３，爆速为３５００ｍ·

ｓ－１，距离铁路中心前、后１００ｍ范围内用数

码电子雷管，距离铁路中心前、后１００ｍ范围

外用毫秒延期非电导爆管雷管．

案例选取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２２日的爆破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爆破

参数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狊为起爆掌子面里程数；犇 为孔深；犿１ 为单孔装的质量；犿２ 为掏槽孔装药质

量；狏ｍａｘ为测量的最大振速．

表３　爆破参数

Ｔａｂ．３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时间 狊／ｍ 起爆时间 犇／ｍ 犿１／ｋｇ 犾１／ｍ 犿２／ｋｇ 狏ｍａｘ／ｃｍ·ｓ
－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 ＤＫ９＋９１５．２ ０２：２８ ２．２ １．５ ０．７ ６ ０．５２９８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ＤＫ９＋９１１．０ １９：４４ ２．２ １．５ ０．７ ９ ０．７９３２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ＤＫ９＋９０８．８ １７：１６ ２．２ １．５ ０．７ ９ ０．９６１５

　　根据模型的简化方法可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掏槽孔的爆破简化成半径为０．０３２ｍ、长度为１．５ｍ

的简化柱状药包，该简化柱状药包又可划分为２０个半径为０．０３９ｍ的等效球形药包，单个等效球形药

包质量为０．３ｋｇ；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掏槽孔的爆破简化成半径为０．０３９ｍ、长度

为１．５ｍ的简化柱状药包，该简化柱状药包又可划分为１５个半径为０．０４８ｍ的等效球形药包，单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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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球形药包质量为０．６ｋｇ．监测仪器布设在铁路路基上，仪器编号为Ｌ２０Ｎ２２１２９．由于该项目的特殊

性，案例选取掌子面前方地表质点犃２ 的振速进行预测，案例模型图，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案例模型图（单位：ｍ）

Ｆｉｇ．１１　Ｃａｓｅ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ｕｎｉｔ：ｍ）

隧道计算参数，如表４所示．

表４　隧道计算参数

Ｔａｂ．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ｕｎｎｅｌ

时间 狊／ｍ 犱／ｍ 狉／ｍ 犾／ｍ 犽 α β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 ＤＫ９＋９１５．２ １．２ １．５５ ６１．５ １５０ １．８ ７０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ＤＫ９＋９１１．０ １．２ １．５５ ５７．３ １５０ １．８ ７０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ＤＫ９＋９０８．８ １．２ １．５５ ５５．１ １５０ １．８ ７０

　　由表４可知，有

狓犻＝２狉ｅ（犻－０．５）． （２０）

犱犻＝狓犻＋０．７． （２１）

掌子面前方开挖段地表质点犃２ 的爆心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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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波的传递时间为

狋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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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球形药包犻在地表质点犃２ 产生的振速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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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振速预测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狏ｐ为预测最大振速；η为相对误差．

表５　地表振速预测结果

Ｔａｂ．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时间 狊／ｍ 犾／ｍ 狏ｍａｘ／ｃｍ·ｓ
－１ 狏ｐ／ｃｍ·ｓ

－１

η／％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 ＤＫ９＋９１５．２ ６１．５ ０．５２９８ ０．５９８２ １２．９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ＤＫ９＋９１１．０ ５７．３ ０．７９３２ ０．８８４７ １１．５４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ＤＫ９＋９０８．８ ５５．１ ０．９６１５ ０．８９６２ １６．７９

　　根据相关规定，铁路路基的振速要求控制在２ｃｍ·ｓ
－１以内．由表５可知：预测值与实际监测值的

相对误差在１０％左右，实际监测最大振速和计算预测的最大振速均满足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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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在实际岩石介质中球形药包的地表振速函数的基础上，通过保角变换将隧道掌子面前方开挖段

地表质点和爆破点映射到复平面中．将开挖段质点振动问题转化为岩石介质中的振动问题，成功建立了

隧道掘进中掏槽孔爆破引起的隧道已开挖段上方地表质点的振速函数．

２）算例中隧道埋深较浅，地层变化情况较为复杂，计算公式在推导过程中没有考虑ｐ波在隧道顶

和地表之间的叠加作用，且忽略了波在各地层交界处的折反射作用，当地质条件差异性较大，并受到地

下水等的影响时，计算结果可能受影响较大．因此，计算预测值与实际监测值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两者的

相对误差在工程的允许范围之内，能够为爆破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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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填充墙

加固方法比较

华一唯，淳庆

（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６）

摘要：　为研究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填充墙特殊加固方法的加固效果，首先，选取桥头堡典型尺寸的非整墙加

固进行有限元分析，并与整墙加固进行比较；然后，针对不同加固区高度进行参数分析，研究加固区高度对填

充墙的抗震性能的影响；最后，给出不同加固区高度的非整墙加固的抗震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的计算公式．

研究结果表明：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非整墙加固相比于整墙加固虽效果有所下降，但依然有效；加固区高度基

本为整墙高度的７４％，其抗震承载力提高２９３％～３３５％，刚度增强系数为１．８９１～１．９３５，均大于规范值；加

固墙的高宽比对加固效果也有影响，但是对刚度增强系数影响略小，而且不同高宽比加固填充墙在地震时中

部裂缝的方向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加固区高度减小，填充墙面层加固效果明显降低，而且可能导致未加固区域

墙首先开裂，故建议非整墙加固区域高度要超过整墙高度的７４％．

关键词：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填充墙；抗震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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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Ｎａｎ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ａｄ；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１９６８年，是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

梁．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是位于大桥正桥两端的桥头建筑，将正桥与引桥融合成一整体，雄伟壮丽，风格

新颖．桥头建筑为复式桥台，两岸各有一座大、小堡，均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２０１６年９月入选首批中

国２０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作为我国丰碑式的建筑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和科学价值，对其结构性能及保护技术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对南京长江大桥桥头

堡的填充墙进行了单面钢筋网聚合物砂浆面加固．由于原桥头堡的填充墙底部大多有一定高度的水磨

石墙裙，整体美观，保存较好，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无法加固整面墙，只能加固至水磨石的墙裙顶部．

这样的加固方法在一般工程中较为少见，但是在文物保护修缮中往往由于原真性和最小干预性的要求，

需要采用这样的非整墙加固方式．

文献［１３］对钢筋网水泥砂浆面层加固不同种类砌体墙的抗震能力进行试验研究．文献［４６］提出

加固后承载力的计算评估方法，均针对砌体承重墙．文献［７９］研究不同填充墙加固方式的力学性能，但

涉及的加固方式较少．文献［１０１２］主要研究改善填充墙的延性及耗能性能．Ａｋｉｎ等
［１３］研究加固后填充

墙框架整体的抗侧性能．

综上所述，针对砌体承重墙整墙加固的试验及理论研究较为全面，针对填充墙的研究较少．而且，针

对桥头堡的文物保护需求所提出的非整墙加固方式更是鲜有研究，所以亟待对这种特殊加固方法的受

力性能进行分析．本文选取桥头堡典型尺寸的非整墙加固进行有限元分析，给出不同加固高度墙的抗剪

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建议公式．

１　桥头堡填充墙及其加固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塔楼高约７０ｍ，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顶层的红旗层为钢桁架结构，共１１层．

７层以下每层高约６．９ｍ，７层以上层高减少．４层与铁路面相平，７层与公路面相平，８层为休息室，９层

为水箱及电机房，１１层为望层，屋顶为红旗平台．为了了解桥头堡砌体填充墙情况，结合大堡的旧图

纸与大堡尺寸的现场考察，对桥头堡填充墙加固方式、高宽比分布情况及墙材料强度进行研究．

图１　桥头堡填充墙加固墙及加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ｗａｌｌ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ｉｎ

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

由于桥头堡的抗震性能存在一定不足，为了

提高桥头堡的抗震性能，对填充墙的内侧采用单

面钢筋网聚合物砂浆面进行加固，对所有外墙内

侧及电梯井道墙入口侧的水磨石墙裙以上粉刷面

层部分全部进行铲除，采用钢筋网聚合物砂浆面

层加固，形成闭合，以提升桥头堡的抗震性能．桥

头堡填充墙加固区域及加固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水磨石墙裙高约１．４ｍ；聚合物砂浆厚度

为４０ｍｍ；钢丝网为６＠２００单层双向；聚合物砂

浆强度为一级．

桥头堡９层及以上的墙由于没有水磨石墙

裙，故进行了单侧整面墙的聚合物砂浆加固．分布

于迎江面电梯井及设备间的部分墙，由于施工条件受限故未加固．桥头堡填充墙加固前、后照片对比，如

图２所示．

填充墙高宽比分布，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犺／犫为高宽比；狀为数量．由图３可知：非整墙加固墙最多，

占５２％，整墙加固较少，占７％，其余均是未加固；桥头堡的填充墙高宽比大多在０．４～２．６，其中，高宽

比为２．１～２．２的墙数量最多，０．９～１．１的墙次之；整墙加固的墙大多是矮墙，高宽比均较小，而非整墙

加固墙的高宽比从小至大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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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加固前　　　　　　　　（ｂ）施工时　　　　　　　　（ｃ）加固后

图２　桥头堡填充墙加固前、后照片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ａ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图３　填充墙高宽比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ｔｏ

ｗｉｄｔｈ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

为了获得较为准确的材料强度，对桥头堡建筑进行材料

强度的现场无损检测，通过回弹法测得桥头堡的混凝土强度

等级为Ｃ１５～Ｃ２５；填充墙的多孔砖强度为 ＭＵ７．５；砂浆强度

为 Ｍ７．５；多孔砖墙第１层厚度为２４０ｍｍ，其余层的厚度为

２００ｍｍ．

２　非整墙加固填充墙有限元模拟

利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对非整墙加固方式进行抗震性

能分析，并与不加固的墙及传统的整墙加固墙进行对比分析．

由于文献［１４１６］均使用整体式的建模方式模拟砌体，与试验

数据吻合度较高，故亦采用整体式的建模方式以减小计算量．

另外，由于被加固的墙高宽比各不相同，而 ＥｌＤａｋｈａｋｈｎｉ

等［１０］提到墙的高宽比是影响墙在侧向荷载作用下破坏模式的重要因素，故选取两种典型高宽比的墙进

行对比．

２．１　材料参数取值

由于加固的均为多孔砖墙，依据相关砌体结构设计规范，可以得到砌体抗压强度（犳ｃｍ）
［１７］和抗拉强

度（犳ｔｍ）
［１８］的计算公式．砌体、聚合物砂浆的峰值应变和泊松比分别依照文献［１９２０］取值．采用的应力

应变关系式［２１］为

狔ｃ＝ η狓ｃ
１＋（η－１）狓

η／（η－１）
ｃ

． （１）

式（１）中：η＝犈０／犈ｓ，犈０ 为初始弹性模量，犈ｓ为峰值割线模量，η取１．６３３
［２１］；狓ｃ＝ε／εｃｍ，εｃｍ为对应受压峰

值应变．综合文献［２２２３］的试验拟合的结果，砂浆相关比值为

狔ｃ＝
－０．９３狓２ｃ＋１．９１狓ｃ，　　狓ｃ＜１，

１．１－０．１狓ｃ， 狓ｃ≥１
｛ ．

（２）

式（２）中：狔ｃ＝σ／σｃｍ，σｃｍ为对应受压峰值应力，当砌体应力超过０．４３犳ｃｍ时，进入塑性
［２０］，砂浆应力超过

０．４犳ｃｍ时，进入塑性
［２２］．据此，可以计算两种材料的弹性模量．

关于砌体、聚合物砂浆受拉的试验研究较少，采用的混凝土受拉的应力应变关系
［２４］为

狔ｔ＝

１．２狓ｔ－０．２狓
６
ｔ，　　　狓ｔ＜１，

狓ｔ

αｔ（狓ｔ－１）
１．７＋狓ｔ

， 狓ｔ≥１
烅

烄

烆
．

（３）

式（３）中：αｔ为受拉时下降段参数，对于砌体取αｔ＝２
［２５］，对于砂浆取αｔ＝３

［２６］．砌体和砂浆受拉应力达到

峰值应力时，材料进入塑性．

使用混凝土塑性损伤（ＣＰＤ）模型模拟损伤引起的砌体和砂浆刚度退化，损伤演化参数犱表征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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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的折减，修正后的应力应变关系为

σ＝（１－犱）犈ε． （４）

砌体及聚合物砂浆材料及其参数取值［２７２８］，如表１所示．

表１　砌体及聚合物砂浆材料及其参数取值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ｍａｓｏｎ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

材料 应力应变方程 损伤演化模型 犳ｃｍ／

ＭＰａ
εｃｍ／

１０－３
犈／

ＧＰａ

砌体

受压狔ｃ＝
１．６３３狓ｃ

１＋０．６３３狓ｃ２．５８０
犱ｃ＝１－

１

１＋０．６３３狓ｃ２．５８０
１．４８７ ２．０００

受拉狔ｔ＝

１．２狓ｔ－０．２狓
６
ｔ，　狓ｔ＜１，

狓ｔ
２（狓ｔ－１）

１．７＋狓ｔ
，狓ｔ≥１烅

烄

烆
．

犱ｔ＝

－０．２＋０．２狓５ｔ，　　　狓ｔ＜１，

１－
１

２（狓ｔ－１）
１．７＋狓ｔ

，狓ｔ≥１烅
烄

烆
．

０．３８６ ０．３２５

　１．１９

聚合物
砂浆

受压狔ｃ＝
－０．９３狓２ｃ＋１．９１狓ｃ，　狓ｃ＜１，

１．１－０．１狓ｃ， 狓ｃ≥１
｛ ．

犱ｃ＝
０．６４１７狓ｃ－０．３１７９，　狓ｃ＜１，

１．０６９－
０．７５９

狓ｃ
， 狓ｃ≥１

烅
烄

烆
．
２６．３００ ２．０００

受拉狔ｔ＝

１．２狓ｔ－０．２狓
６
ｔ，　　狓ｔ＜１，

狓ｔ
３（狓ｔ－１）

１．７＋狓ｔ
， 狓ｔ≥１烅

烄

烆
．

犱ｔ＝

－０．２＋０．２狓５ｔ，　　 狓ｔ＜１，

１－
１

３（狓ｔ－１）
１．７＋狓ｔ

，狓ｔ≥１烅
烄

烆
．

７．０００ ０．３１５

２２．２２

表２　砌体及聚合物砂浆ＣＰＤ模型参数取值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ｓｏｎｒｙａｎ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ｉｎＣＰＤｍｏｄｅｌ

材料 ω／（°） η 犳ｂ０／犳ｃ０ 犓 粘滞系数

砌体 ３０ ０．１ １．５０ ２／３ ０．００５

聚合物
砂浆 ３０ ０．１ １．１６ ２／３ ０．００５

　　砌体及聚合物砂浆ＣＰＤ模型参数取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中：ω为膨胀角；η为偏移率；犳ｂ０为双轴抗压屈服应力；

犳ｃ０单轴抗压屈服应力；犓 为受拉子午线与受压子午线常应

力的比值．

２．２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及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单面非整墙加固填充墙（Ａ２，仅在距离底部

１．４ｍ以上才有聚合物砂浆加固面层）的加固效果，选择不

加固的填充墙（Ａ０）及单面整墙加固的填充墙（Ａ１）进行对比分析，Ａ２的高宽比可大体按１．５为界限分

为两类．依照高宽比分布、墙面积（选取２．９ｍ×６．１ｍ（Ｗ１），５．０ｍ×６．１ｍ（Ｗ２）两种典型尺寸）进行有

限元分析，以考察墙高宽比对加固效果的影响，墙厚度为２００ｍｍ．选择墙在标准层中的位置，如图４所

示．通过不同尺寸和加固方式进行组合，最终共有 Ｗ１Ａ０～Ｗ２Ａ２共６面墙作为对象进行有限元分析．

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中的ＣＰＤ模型模拟砌体及聚合物砂浆的非线性行为，聚合物砂浆加固面层与砌体

填充墙均采用３Ｄ８ＤＲ单元模拟，两者之间采用Ｔｉｅ约束连接，钢丝网使用３Ｔ２Ｄ杆单元模拟，并使用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约束嵌入聚合物砂浆面层．依据图纸实际尺寸建立上、下混凝土梁及两侧混凝土柱模型，以

考虑框架结构对填充墙的约束作用．其中，混凝土按Ｃ１５取值，弹性模量取２２ＧＰａ．墙与混凝土梁柱之

间均使用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模拟接触，接触模式为“ＨａｒｄＣｏｎｔａｃｔ”．边界条件约束底部梁及混凝土柱底

部，约束整个结构在面外的位移．由于涉及损伤、接触等强非线性，采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中Ｅｘｐｌｉｃｉｔ求解模

块进行准静态分析；加载时，采用单向位移加载，加载点位于顶部梁一侧；当荷载突然卸载时，认为填充

墙开裂，加载结束．建立的 Ｗ１Ａ２填充墙有限元（ＦＥＭ）模型，如图５所示．

　　　　　　　　　　　　　　　　　　　　　　　（ａ）几何模型及边界条件　（ｂ）有限元模型

　图４　选择墙在标准层中的位置　　　　　　　　　　　图５　Ｗ１Ａ２填充墙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ｏｓｅｎ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ｌｏｏｒ　　　Ｆｉｇ．５　ＦＥ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１Ａ２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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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准静态分析的准确性，需验证模型的动能是否较小．文中每个模型的动能（ＡＬＬＫＥ）与势能

（ＡＬＬＩＥ）之比均在５％以内，故准静态加载与静力加载接近，结果较为可信．

２．２．１　Ｍｉｓｅｓ应力分布　为了比较３种不同加固方式墙的应力水平，选取相同外力作用下的墙，比较

其应力分布情况，以及最大应力的差异．

Ｗ１，Ｗ２尺寸墙在３种不同加固方式及相同外力作用下Ｍｉｓｅｓ应力分布，如图６，７所示．图６，７中：

狌为４个时间点的墙的顶部位移；犉为荷载．由图６，７可知：Ｍｉｓｅｓ应力均为对角线分布，且上、下与梁柱

接触部位有较大的应力；加固后聚合物砂浆面层和钢丝网均产生较大的应力，分担了一部分荷载，故加

固区域的墙应力均有明显下降；非整墙加固的墙部分应力在加固砂浆底部分界线处有一定的突变，下部

未加固的墙应力较整墙加固的墙大．不同加固方式对填充墙应力水平的降低程度，如表３所示．

（ａ）Ｗ１Ａ０墙　　　　　　　　（ｂ）Ｗ１Ａ１墙　　　　　　　　　　（ｃ）Ｗ１Ａ２墙

图６　Ｗ１尺寸墙在３种不同加固方式及相同外力作用下 Ｍｉｓｅｓ应力分布

Ｆｉｇ．６　Ｍｉｓｅｓ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１ｗａｌｌｓｕｎｄｅｒ

ｓａｍ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Ｗ２Ａ０墙　　　　　　　　（ｂ）Ｗ２Ａ１墙　　　　　　　　　　（ｃ）Ｗ２Ａ２墙

图７　Ｗ２尺寸墙３种不同加固方式及相同外力作用下 Ｍｉｓｅｓ应力分布

Ｆｉｇ．７　Ｍｉｓｅｓ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２ｗａｌｌｓｕｎｄｅｒ

ｓａｍ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３　不同加固方式对填充墙应力水平的降低程度

Ｔａｂ．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墙尺寸
Ａ０

εｍａｘ／ＭＰａ

Ａ１

εｍａｘ／ＭＰａ δ／％

Ａ２

εｍａｘ／ＭＰａ δ／％

Ｗ１ １．９５７ ０．９０９ ５３．６ １．３６４ ３０．３

Ｗ２ ０．７５９ ０．５８３ ２３．２ ０．６３３ １６．６

２．２．２　塑性应变分布　虽然没有考虑失效的分析，但是观察塑性应变（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可以定性

考察荷载作用下墙的受损位置．为此，选取位移（狌）荷载（犉）曲线峰值附近的点，两种尺寸的不加固墙

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随着加载的进行，墙的中部逐渐出现大面积的塑性区域，并逐渐变窄，形成条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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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Ｗ１Ａ０墙　　　　　　　　　　　　（ｂ）Ｗ２Ａ０墙　　　　　

图８　两种尺寸的不加固墙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ＥＱｏｆｎｏ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这与文献［３］中部出现裂缝的试验现象较为吻合；塑性应变区域的收缩及其应变量的增加均是十分突然

的，故其破坏是较为脆性的；Ｗ１Ａ０墙，Ｗ２Ａ０墙塑性应变分布及其发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是高宽比

较大的墙最终阶段产生的塑性应变带主要沿竖直方向，末端往角部延伸，而高宽比较小的墙最终的塑性

应变带主要沿对角线方向．

两种尺寸的整墙加固墙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加固墙部分的塑性应变发

展及其分布的最终形态与未加固的墙较为一致，均是由大面积的塑性区域突然收缩，最终形成条状的分

布；砂浆部分也较为类似，但是在加载过程中，角部始终产生一定范围的塑性区域，这是由于混凝土梁柱

在角部与砂浆面层局部挤压所造成的．

（ａ）Ｗ１Ａ１墙部分　　　（ｂ）Ｗ２Ａ１墙部分　　　（ｃ）Ｗ１Ａ１砂浆部分　　　（ｄ）Ｗ２Ａ１墙砂浆部分

图９　两种尺寸的整墙加固墙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ＥＱｏｆ

ｗｈｏｌ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两种尺寸的非整墙加固墙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如图１０所示．

（ａ）Ｗ１Ａ２墙部分　　　（ｂ）Ｗ２Ａ２墙部分　　　（ｃ）Ｗ１Ａ２砂浆部分　　　（ｄ）Ｗ２Ａ２墙砂浆部分

图１０　两种尺寸的非整墙加固墙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ＥＱｏｆｎｏｎｗｈｏｌ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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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０可知：非整墙加固墙部分的塑性应变分布的最终形态与前文类似；在砂浆加固区域下沿的

墙在加载过程中会产生塑性区；由于混凝土梁柱在角部与砂浆面层局部挤压，砂浆部分的左上角也始终

产生一定范围的塑性区域．

３　非整墙加固填充墙的抗剪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

考察桥头堡非整墙加固的填充墙及整墙加固填充墙的抗剪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并与规范［２９］进

行对比．两种尺寸、３种加固方式填充墙的位移荷载曲线，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知：两种尺寸的墙在

开裂前，位移荷载曲线呈现出十分微弱的非线性，这是由于刚度较大的混凝土框架对墙进行约束．

（ａ）Ｗ１尺寸墙　　　　　　　　　　　　　　　　　　（ｂ）Ｗ２尺寸墙

图１１　两种尺寸和３种加固方式填充墙的位移荷载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将填充墙的开裂荷载作为其抗剪承载力，两种尺寸和３种加固方式的填充墙刚度增强系数，如表４

所示．表４中：狌ｆ为开裂位移；犞ｆ为 Ｗ１Ａ０～Ｗ２Ａ２的抗剪承载力；犞ｆ０为无竖向压力墙抗剪承载力
［９］；ζ１

为抗剪承载力与规范值的差异；犽犻为割线刚度；η犽为刚度增强系数；ζ２ 为刚度增强系数与规范值（η犽０）的

差异．

由表４可知：有限元计算所得的抗剪承载力比规范值大约８３％～３９０％，刚度增强系数比规范值大

约６０％～１５０％，这是由于规范给出的增强系数对应的加固面层厚度较小；非整墙加固后墙抗剪承载力

约提升２９３％～３３５％，刚度增强系数为１．８９１～１．９３５，与整墙加固的墙相比，刚度增强系数有一定程度

下降，下降约３０％～３４％，但是抗剪承载力差异较小，仅下降约３％～７％；高宽比较大的墙刚度增强效

果略优，约是高宽比较小的墙的１０２％～１０８％．

表４　两种尺寸和３种加固方式的填充墙刚度增强系数

Ｔａｂ．４　ＳＥＦ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墙尺寸 加固方式 狌ｆ／ｍｍ 犞ｆ／ｋＮ 犞ｆ０／ｋＮ ζ１／％ 犽犻／ｋＮ·ｍｍ
－１

η犽 ζ２／％

Ｗ１

Ｗ２

Ａ０ ２３．２３ １１９１．８ １０４．４ ３８３．７ ８．２６ －

Ａ１ ３４．３７ １８３０．３ １９２．９ ３３０．４ ２４．０９ ２．９１６

Ａ２ ５０．２２ １８０２．７ － － １５．９８ １．９３５

Ａ０ １４．７０ １３３１．０ １８０．０ ３８３．９ ２２．５１ －

Ａ１ ２１．４３ １３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３９０．６ ６０．６５ ２．６９４

Ａ２ ２８．４２ １２１０．０ － － ４２．５８ １．８９１

－

１４９．２

１６５．４

－

１３０．３

１６１．６

　　虽然非整墙加固墙的抗剪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均有一定的下降，但该加固方式依然十分有效．考

虑到现行规范中给出的计算方法均针对整墙加固，若引入抗剪承载力折减系数γｖ及刚度增强系数折减

系数γａ，非整墙加固后墙的抗震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为

犞ｆ＝γｖ犞ｆ０，

η犽＝γａη犽０
｝． （５）

为了更好地指导类似工程中非整墙加固设计和计算，将比较不同加固区高度填充墙的开裂模式、抗

剪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的差异，拟合不同加固区高度填充墙的γ狏 和γａ表达式．选取不同加固高度的

两种尺寸填充墙进行有限元分析，研究介于０～６．１ｍ的１２种不同加固高度填充墙的开裂情况、抗剪承

３３７第６期　　　　　　　　　　华一唯，等：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填充墙加固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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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

两种尺寸墙不同加固区高度的破坏模式及相应折减系数曲线，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狓为加固区

域占总墙面积比例．由图１２可知：不同加固高度的墙开裂模式有所不同，在加固区域高度超过总墙高度

７４％时，加固都是较有效的，开裂模式与整墙加固类似，仅加固区域底部小部分墙受到影响；当加固区域

高度逐渐减小，未加固区域墙所受的不利影响变得明显，下部墙首先出现对角线方向的塑性应变带，这

说明未加固区域墙可能先开裂；当加固区域很小时，未加固区域墙将首先出现类似填充墙的开裂模式，

砂浆面层几乎没有加固效果．

（ａ）Ｗ１尺寸墙　　　　　　　　　　　　　　　　（ｂ）Ｗ２尺寸墙

图１２　两种尺寸墙不同加固区高度的破坏模式及相应折减系数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两种尺寸填充墙不同加固区高度的相应折减系数计算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图１２可知：当狓

超过７４％时，随着狓下降，Ｗ１，Ｗ２尺寸墙γｖ下降不明显，基本为１０％以内的线性下降，而γａ则呈现出

明显的非线性下降，其中，Ｗ１尺寸墙γａ 下降及非线性程度更为明显；当狓小于７４％时，随着狓下降，

Ｗ１，Ｗ２尺寸墙的γｖ和γａ均有明显的下降，Ｗ１尺寸墙的下降程度更大．因此，为保证加固的有效性，

建议非整墙加固区域高度超过整墙高度的７４％．

表５　两种尺寸填充墙不同加固区高度的相应折减系数计算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ｈｅｉｇｈｔｓ

参数
狓／％

０ ８．２ ３１．１ ５４．１ ６５．６ ７３．８ ７５．４ ７７．０ ８３．６ ８８．５ ９５．１ １００．０

γｖ（Ｗ１） ０．２３１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４ ０．４１３ ０．６０７ ０．９５８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７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２ １．０００

γａ（Ｗ２） ０．３４３ ０．３９０ ０．４７８ ０．５７０ ０．６３１ ０．６２１ ０．６４６ ０．６６４ ０．７１３ ０．７５５ ０．８２６ １．０００

γｖ（Ｗ１） ０．２５５ ０．２４８ ０．２９４ ０．８７７ ０．９００ ０．９３１ ０．９３１ ０．９３１ ０．９５４ ０．９６９ ０．９８５ １．０００

γａ（Ｗ２） ０．３６９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１ ０．４２４ ０．５５８ ０．６５９ ０．６７６ ０．７０１ ０．７７２ ０．８２６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当狓大于７４％时，γｖ及γａ的计算公式可以利用表５的数据进行多项式拟合得到．γｖ 采用线性拟

合，而γａ则采用３次多项式拟合．非整墙加固填充墙抗剪承载力犞ｆ及刚度增强系数η犽 计算公式为

犞ｆ＝（０．１３５狓＋０．８６１）犞ｆ０，　　犺／犫＞１．５，

犞ｆ＝（０．２７８狓＋０．７２２）犞ｆ０， 犺／犫≤１．５ ｝． （６）

ηｋ＝（４９．９狓
３－１２５．７狓２＋１０６．１狓－２９．２）ηｋ０，　　犺／犫＞１．５，

η犽＝（１７．７狓
３－４４．８狓２＋３８．８狓－１０．７）ηｋ０， 犺／犫≤１．５

烍
烌

烎．
（７）

式（６），（７）中：ηｋ０为整墙加固墙的刚度增强系数．

４　结论

为了研究南京大桥桥头堡填充墙加固中特殊的非整墙加固方式的效果．首先，通过调查桥头堡填充

墙尺寸及加固方式，得到了桥头堡填充墙不同加固方式的比例，以及高宽比的分布情况；然后，选择两种

典型墙尺寸，对桥头堡非整墙加固填充墙进行有限元分析，并与其他两种不同加固方式进行了对比．最

后，研究比较不同加固区高度填充墙的力学性能，给出相应加固高度墙抗剪承载力及刚度增强系数的计

算公式，以指导类似工程设计．主要得到以下６点主要结论．

４３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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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非整墙加固依然可以有效提升原墙抗剪承载力与刚度增强系数，同时，降低原墙的最大应力．非

整墙加固后，墙抗剪承载力提升约２９３％～３３５％，刚度增强系数在１．８９１～１．９３５．与整墙加固的墙相

比，刚度增强系数有一定程度降低，下降约３０％～３４％，但是承载力差异较小，仅下降约３％～７％；与规

范的建议值相比，两种加固方式的抗剪承载力比规范值大约８３％～３９０％，刚度增强系数比规范值大约

６０％～１５０％，故规范给出的值较为保守．这说明虽然非整墙加固比传统整墙加固效果有所降低，但依然

十分有效．

２）对于非整墙加固的墙，应力在砂浆加固区域底边界处存在突变，未加固部分的墙应力明显上升．

而且加固区域底边界下沿的墙在加载过程中首先产生塑性区域．这说明这种加固方式有可能会导致该

区域的墙压裂，是较为薄弱的区域，工程加固修缮中需要额外注意．

３）不同高宽比墙的结果也略有不同．对于刚度增强系数，高宽比较大的墙约是高宽比较小墙的

１０２％～１０８％，稍有增加．因此，墙的高宽比对加固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刚度增强系数影响略小．

４）加固前、后墙的ＰＥＥＱ的分布与发展有较强的一致性，几乎先在墙中部出现较大区域的塑性并

慢慢收缩；但是，对于高宽比较大的墙，最终收缩为竖向塑性应变带，高宽比较小的墙则在对角线方向形

成．这暗示不同高宽比墙的开裂裂缝方向是不一致的，在工程加固修缮中可以针对性地预防．

５）不同加固高度的墙开裂模式有所不同，在加固区域高度超过总墙高度７４％时，仅加固区域底部

小部分墙受到影响．但是当加固区高度逐渐减小，面层加固效果明显减弱，且可能导致未加固区域墙首

先开裂．故建议非整墙加固区域高度要超过整墙高度的７４％．

６）当加固区域高度超过７４％时，随着加固面积的下降，墙抗剪承载力下降不明显，基本在１０％以

内，刚度增强系数则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下降．给出的不同加固高度非整墙加固墙的抗剪承载力及刚度

增强系数计算公式可用于类似钢筋混凝土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

由于文中仅采用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后续工作将通过更多现场监测数据和结构试验以佐证文中的

理论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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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ＲＰ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２０１１，３０（１９）：１６０５１６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０７３１６８４４１１４２４６３１．

［１４］　徐国洲．钢筋网水泥砂浆面层加固砖墙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１．

［１５］　罗瑞．单面水泥砂浆面层加固低强度砖墙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Ｄ］．北京：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６．

［１６］　刘玉，赵均，丁志娟，等．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砖墙的有限元模拟与分析［Ｊ］．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６９

１７１．

［１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砌体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Ｊ３－１９８８［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砌体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３－２０１１［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９］　刘桂秋．砌体结构基本受力性能的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０５．

［２０］　施楚贤．砌体结构理论与设计［Ｍ］．３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１］　杨卫忠．砌体受压本构关系模型［Ｊ］．建筑结构，２００８，３８（１０）：８０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０１／ｊ．ｊｚｊｇ．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７．

［２２］　梁建国，洪丽，肖逸夫，等．砖和砂浆的本构关系试验研究［Ｃ］∥２０１２年全国砌体结构领域基本理论与工程应用学

术会议论文集．宁波：［ｓ．ｎ．］，２０１２：１５５１６４．

［２３］　朱伯龙．砌体结构设计原理［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５］　刘杰．基于ＡＢＡＱＵＳ整体式模型下砌体结构抗震性能影响因素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４．

［２６］　杜修力，王阳，路德春．水泥砂浆材料的静动态应力应变关系研究［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１０（增刊２）：１１９１２６．ＤＯＩ：

１０．１５９５１／ｊ．ｔｍｇｃｘｂ．２０１０．ｓ２．０３３．

［２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钢绞线网片聚合物砂浆加固技术规程：ＪＧＪ３３７－２０１５［Ｓ］．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８］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７２８－２０１１［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１．

［２９］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６－２００９［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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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桩锚基坑开挖变形

相互影响数值分析

郭力群１，房敏安１，徐芳超２，黄晨亮３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沈阳中建东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１２；

３．驻马店市科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河南 驻马店４６３０００）

摘要：　以两个相邻桩锚支护的基坑工程为实例，基于小应变硬化土（ＨＳＳ）模型，通过Ｚ?Ｓｏｉｌ岩土有限元分析

软件建立数值计算模型，分析相邻基坑开挖对基坑变形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邻桩锚基坑开挖明显减小排

桩桩顶水平位移、排桩深层水平位移、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和坡顶水平位移，对于桩顶水平位移的影响最为

显著；相邻桩锚基坑开挖也增大坑间地表沉降，产生的沉降接近两个单坑引起的沉降叠加，最大沉降位置出现

在两基坑的正中央；相邻桩锚基坑的支护设计宜考虑相邻基坑开挖的影响，宜以变形不超过单坑开挖产生的

水平位移为控制基准．

关键词：　相邻基坑；桩锚支护；基坑变形；ＨＳＳ模型；Ｚ?Ｓｏｉ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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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郭力群（１９７０?），男，副教授，主要从事基坑工程及桩基工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ｌｉｑｕｎ＠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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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ｓ；ｐｉｌｅ?ａｎｃｈ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ＨＳＳｍｏｄｅｌ；Ｚ?Ｓｏｉ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随着城市地下空间向综合化、规模化、集约化、深层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基坑工程日益趋向复杂

化，对工期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导致相邻基坑同步或相继施工的情况频繁出现［１?４］．相邻基坑的开挖卸

载，使得基坑支护结构的受力变形、地表沉降及对周边管线的影响等与单独基坑有较大不同．在实际工

程中，相邻基坑交叉施工又使得工程安全风险显著增加，曾发生多起大型基坑坍塌的事故［５?６］．现有研究

大多是针对单基坑施工［７?１１］，对相邻基坑施工引起变形性状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针对桩锚支护形式

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陈东杰
［１２］对上海典型软土条件下两基坑施工的变形特性作了研究，提出近距离

相邻基坑的变形影响为“近大远小”；郭力群等［１３］使用Ｚ?Ｓｏｉｌ软件对不同间距的相邻基坑进行数值分

析，提出当间距小于等于４倍基坑开挖深度时，相邻基坑与支护结构的变形明显相互影响；丁智等
［１４］对

杭州排桩加内支撑支护形式的相邻基坑进行了实测分析，深层土体水平位移总体表现为中间大、两端小

的趋势．

现有研究未能确定两基坑明显相互影响的距离及开挖的深度，并且设计未考虑优化．为此，本文建

立相邻桩锚基坑二维平面模型，近距离研究相邻桩锚支护形式的基坑支护结构及坑间土体的变形趋势．

图１　基坑的平面布置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ｅｌａｙｏｕ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ｓ（ｕｎｉｔ：ｍｍ）

１　工程概况

间隔３０ｍ的Ａ，Ｂ基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某区，两侧基坑

支护结构间距为３１ｍ．相邻基坑间距小于４倍开挖深度，相互

影响明显［１３］．基坑的平面布置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犆，犇为

中间测点．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犔为土

钉长度，ｍ；犔ａ为锚索锚固长度，ｍ；犔ｆ为锚索自由长度，ｍ．

两基坑的开挖分布的土层自上而下为杂填土、粉质粘土、

中砂及中风化石英长岩，小应变硬化土（ＨＳＳ）本构模型计算

图２　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ｕｎｉｔ：ｍｍ）

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犱为土层厚度；犮为粘聚力；γ为重度；φ为内摩擦角；犈
ｒｅｆ
ｏｅｄ为参考垂直应力σ

ｒｅｆ
ｏｅｄ

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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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切线侧限压缩模量参考值；犈ｒｅｆ５０为排水三轴试验的割线杨氏模量参考值；犈
ｒｅｆ
ｕｒ为基于参考应力σ

ｒｅｆ的加

卸载杨氏模量参考值；犈ｒｅｆ０ 为小应变情况对应参考应力σ
狉犲犳的杨氏模量参考值．

表１　ＨＳＳ本构模型计算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ＨＳ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

土层名称 犱／ｍ 犮 γ／ｋＮ·ｍ－３ φ／（°） 犈ｒｅｆｏｅｄ／ｋＰａ 犈ｒｅｆ５０／ｋＰａ 犈ｒｅｆｕｒ／ｋＰａ 犈ｒｅｆ０／ｋＰａ

杂填土 ４．３０ １２ １６．０ １０ ３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６７０００

粉质粘土 ３．５７ ２５ １９．５ １６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９５００ ９７５００

中砂 ５．９４ ５ ２１．７ ３０ １３５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４０５００ ２０２５００

中风化
石英长岩 ５３．００ ４５ ２２．４ ３５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０

　　Ａ基坑相邻侧开挖深度为１８．５ｍ，基坑面积约为２３４３０ｍ
２，设置３层地下室．Ａ基坑支护结构采

用的桩锚支护方案如下：采用Φ１０００ｍｍ桩长为１９．８ｍ的灌注桩，上部设置３道水平间距为１．５ｍ、

长度为６～９ｍ的土钉，下部打设５道水平间距为１．５ｍ、长度为１５～２７ｍ的锚索．Ｂ基坑相邻侧开挖

深度为２１．０ｍ，基坑面积约８６３５ｍ２，设置３层地下室．Ｂ基坑支护结构采用的桩锚支护方案如下：采

用Φ１０００ｍｍ桩长为２３．５ｍ的灌注桩，上部设置４道水平间距为１．５ｍ、长度为９～１２ｍ的土钉，下

部打设５道水平间距为１．５ｍ、长度为１６～１９ｍ的锚索．

２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２．１　整体计算模型

由于相邻基坑都是桩锚的支护形式，且Ａ，Ｂ基坑的邻近距离固定，为了简化计算模型，取基坑的一

图３　数值计算模型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半进行建模．模型的二维尺寸为１３０．０ｍ×８０．０ｍ，Ａ基坑开挖

深度为１８．５ｍ，Ｂ基坑开挖深度为２１．０ｍ．基坑整体的数值计算

模型，如图３所示．

２．２　计算参数及工况设置

建模选用软件内置的 ＨＳＳ模型作为本构模型，ＨＳＳ模型在

描述土体剪切硬化、压缩硬化、加卸载、小应变等方面具有优势，

较常用本构模型更适合模拟基坑开挖问题［１５?１６］．模型中，为模拟

土体和支护结构的位移不连续，土体采用连续体单元（Ｃｏｎｔｉｎｕ

ｕｍ），排桩均采用梁单元（Ｂｅａｍ），在梁单元和土体单元之间设置接触单元（Ｃｏｎｔａｃｔ），锚索采用软件自带

的Ａｎｃｈｏｒ单元进行模拟，土钉采用软件自带的Ｎａｉｌ单元进行模拟．模型两侧的边界条件为限制侧向位

移，底部的边界条件为固定边界条件．考虑土层均匀成层分布，参考尹骥
［１５］提出的 ＨＳＳ模型计算参数

确定办法，通过室内试验并结合地勘报告和工程经验确定计算参数（表１）．

为了模拟实际施工过程，分析相邻基坑开挖对基坑及其坑间土体变形的影响，计算相邻开挖和 Ａ

基坑单独开挖两种工况．相邻开挖的计算（工况１）如下：第１阶段，同期进行Ａ，Ｂ基坑排桩施工；第２阶

段，安排Ａ基坑的土钉墙施工（３层土方开挖），同时，进行Ｂ基坑的土钉墙施工（４层土方开挖）；第３阶

段，两基坑同步进行（６层土方开挖）和逐步进行５道锚索的施工．Ａ基坑单独开挖的计算（工况２）如下：

Ａ基坑施工，Ｂ基坑不施工，Ａ基坑工况参照上述执行．

３　计算结果分析

３．１　排桩桩顶水平位移

从排桩施工完成至坑底开挖完成，Ａ基坑排桩桩顶水平位移，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狋为时间；狊（水

平）为水平位移，位移正值代表位移方向指向Ａ基坑的坑内．

由图４可知：随着基坑开挖深度的不断增大，相邻开挖和单独开挖两个情况下的Ａ基坑的排桩桩

顶水平位移大体上均表现增大的趋势，但相邻开挖的水平位移明显比单独开挖小；相邻开挖的最大水平

位移出现在第３７天，最大水平位移值约为１２．３ｍｍ，而单独开挖的最大水平位移出现在第４０天，最大

９３７第６期　　　　　　　　　　　郭力群，等：相邻桩锚基坑开挖变形相互影响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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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移值约为２８．２ｍｍ，相邻开挖的最大桩顶水平位移接近单独开挖情况下的４０％；相邻开挖的曲

线在第２６，３０，３４，３７天前后水平位移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第２６天进行了Ａ基坑的土方开挖（工况

１），Ａ基坑被动土压力减小，排桩桩顶水平位移增大；第２７天进行了Ｂ基坑的土方开挖，相当于Ａ基坑

主动区卸载，Ａ基坑主动土压力减小，排桩桩顶水平位移减小，第３０，３４，３７天的情况与之类似；单独开

挖的曲线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排桩桩顶水平位移呈现一种增长稳定，再增长再稳定的台阶状持续增大

趋势，而相邻开挖则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伴随Ｂ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加）而呈现一种增大回缩再增大再

回缩的锯齿状增大趋势，当Ｂ基坑开挖到底部时，水平位移回缩最为明显，Ｂ基坑的开挖明显抑制了Ａ

基坑支护桩的水平位移发展．

３．２　排桩深层水平位移

开挖至坑底后，Ａ基坑排桩深层水平位移，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犺为深度；水平位移负值代表水平

位移方向朝向Ａ基坑的坑内．

由图５可知：单独开挖与相邻开挖的排桩深层水平位移整体变化规律基本一致，随着深度的增加，

均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且出现最大水平位移的位置较为接近，但单独开挖的排桩深层水平位移明显大

于相邻开挖的桩身，单独开挖的最大桩身水平位移值约为３９．３ｍｍ，相邻开挖的最大桩身水平位移值

为２８．２ｍｍ，是单独开挖的７０％左右；坑底之上，相邻开挖与单独开挖的排桩桩身水平位移相差很大，

在深度为０ｍ处（桩顶）差距最大，该深度处单独开挖的桩身水平位移值为２８．３ｍｍ，相邻开挖的桩身

水平位移值为６．５ｍｍ，是单独开挖的２０％左右；而坑底之下相邻开挖与单独开挖的排桩桩身水平位移

则较为接近．

　　图４　Ａ基坑排桩桩顶水平位移　　　　　　　　图５　Ａ基坑排桩深层水平位移

　　Ｆｉｇ．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Ｆｉｇ．５　Ｄｅｅｐ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ｒｏｗｐｉｌｅｔｏｐｉｎ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ｒｏｗｐｉｌｅｉｎ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３．３　桩后地表沉降

开挖至坑底后，桩后地表沉降，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狊（竖向）为竖向位移；犱为坑顶到基坑外地表的

水平距离，犱为０ｍ表示Ａ基坑坑边．

由图６可知：单独开挖与相邻开挖的地表沉降槽整体变化规律基本一致，随着沉降计算采集点与Ａ

基坑坑边的距离增加，采集点的沉降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但相邻开挖的沉降计算采集点地表

沉降明显大于单独开挖的地表沉降，并且二者最大竖向位移出现的位置也有着很大差异，单独开挖的最

大地表竖向位移约为１８．４ｍｍ，出现在距Ａ基坑坑边１０．５ｍ处，而相邻开挖的最大地表竖向位移约为

３８．４ｍｍ，其是单独开挖的约２倍，位置在距Ａ基坑坑边１６．５ｍ处，近似位于坑间土体的正中央．Ｂ基

坑的开挖也使其坑外地表产生沉降，其沉降与Ａ基坑开挖产生的沉降叠加，促使地表沉降进一步加大，

同时，也导致最大沉降的位置向坑间中部偏移．

３．４　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Ａ基坑开挖至坑底后，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如图７所示．图７中：水平位移为正值时，表明土体

水平位移方向朝向Ａ基坑的坑外；水平位移为负值时，土体水平位移方向朝向Ａ基坑的坑内．

由图７可知：单独开挖与相邻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沿深度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均随着深度的增加，

水平位移先增大后减小；单独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约为３２．０ｍｍ，明显大于相邻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

０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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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ｍｍ，相邻开挖的水平位移是单独开挖的７０％左右；在０～４．５ｍ的深度范围，Ａ基坑采取放坡支

护形式，单独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方向均朝向坑内，并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大，而相邻开挖的土体水平

位移方向并不统一，地表附近的土体水平位移方向朝向坑外，随着深度的增加，当土体水平位移逐渐减

少至０，土体水平位移的方向朝向坑内，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由图６，７可知：相邻开挖坑间土体沉降较大，从而导致地表浅层土体向沉降槽方向移动，０～２．０ｍ

深度范围的土体水平位移朝向坑外．

　图６　桩后地表沉降　　　　　　　　　　　　图７　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ｐｉｌｅ　　　Ｆｉｇ．７　Ｄｅｅｐ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ｉｔｓ

３．５　坡顶水平位移

从基坑开始施工至开挖到坑底这段时间内，Ａ基坑坡顶水平位移，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随着时

间的增加，相邻开挖的坡顶水平位移随着时间的增加大体上呈现增大的趋势，坡顶水平位移方向朝向Ａ

基坑外，最大坡顶水平位移出现在第４０天，最大坡顶水平位移值约为７．３ｍｍ，是单独开挖的３０％左

右；单独开挖的坡顶水平位移随着时间的增加大体上呈现增大的趋势，但坡顶水平位移方向朝向Ａ基

图８　Ａ基坑坡顶水平位移

Ｆｉｇ．８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ｏｐｉｎ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坑坑内，最大坡顶水平位移出现在第４０天，最大坡

顶水平位移值约为２１．１ｍｍ；在第１５天之前，相邻

开挖和单独开挖的坡顶水平位移变化趋势趋于一

致，显然从开始到第１５天相邻开挖对坡顶水平位移

基本上无影响．

由工况１计算可知，从开始到第１５天进行了Ａ，

Ｂ基坑的放坡与土钉施工，在第１５天Ａ基坑的开挖

深度为４．５ｍ，Ｂ基坑为６．５ｍ，Ｂ基坑开挖掉的６．５

ｍ土层可视为Ａ基坑主动区卸载，较小的主动区卸

载对Ａ基坑坡顶水平位移的影响不大，即相邻开挖

对基坑坡顶水平位移的影响在开挖深度不大（此时

基坑动态间距约为６犎～７犎，犎 为动态开挖深度）的

情况下并不显著；在第１５天之后，相邻开挖与单独开挖的坡顶水平位移变化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相

邻开挖的坡顶水平位移方向朝向坑外，而单独开挖的坡顶水平位移方向朝向坑内，相邻开挖的坡顶水平

位移在第２２，２６，３０，３４，３７天（动态间距为３犎，２．５犎，２犎，１．６犎）前后出现了先减小后增大的情况，其

原因与排桩桩顶水平位移的情况相同，在第２６天，动态间距为２．５犎 时，位移发展方向发生了反转，相

邻基坑变形相互影响作用显现．

４　施工监测及对比

４．１　实际施工工况

Ａ基坑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进场施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完成验收工作；Ｂ基坑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

日进场施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完成验收工作．在Ａ基坑施工完土钉墙时，Ｂ基坑开始施工土钉墙，随

后两个基坑开始一起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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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监测点的布置

为研究相邻基坑一起开挖与单基坑开挖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的差异，选取Ａ基坑东侧（相邻侧）

的中间测点犆点的监测数据代表相邻开挖的水平位移情况．由于基坑长边为１１０ｍ，可以认为西侧基坑

侧壁不受Ｂ基坑开挖影响，故选取Ａ基坑西侧（未邻侧，与东侧支护条件相同）的中间测点犇 点的监测

数据代表单独开挖的水平位移情况．在犆点和犇 点分别布置了基坑顶部水平位移测点和测斜管（图１）．

４．３　实测排桩桩顶水平位移

Ａ基坑排桩桩顶实测水平位移，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随着时间增大，相邻开挖与单独开挖的排

桩桩顶水平位移均表现出增大的趋势，但单独开挖排桩桩顶水平位移明显大于相邻开挖的排桩桩顶水

平位移，与数值模拟的结果变形规律相同；单独开挖情况下排桩桩顶最大水平位移值为３８．０ｍｍ，相邻

开挖排桩桩顶最大水平位移值为１３．０ｍｍ，是单独开挖的３０％左右，二者的差距与数值计算结果接近．

由图４，９可知：相邻开挖桩顶水平位移的数值模拟结果（图４）在第２６，３０，３４，３７天前后存在明显

的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规律，而实测结果（图９）并没有体现该种规律．这是因为数值模拟按连续时间计

算，可以捕捉到位移的连续变化，而实测数据仅在开挖卸载前后即时进行监测，其捕捉到的是土体位移

间断的数值，但二者表现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都能反映变形随开挖增长的趋势．

４．４　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测斜点位于Ａ基坑排桩后侧、放坡坡底的施工平台．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

可知：随着深度的增加，相邻开挖与单独开挖两种情况下土体的水平位移均呈现减小趋势，且最大水平

位移值出现在桩顶处，但相邻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在各个深度均小于单独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这与数

值模拟的结果相同，单独开挖的土体最大水平位移值约为１９．０ｍｍ，相邻开挖的土体最大水平位移值

约为１４．０ｍｍ，是单独开挖的７０％左右，二者的差距与数值计算结果接近；两种条件下土体最大水平位

移发生在测斜管顶部，即放坡坡底的施工平台处，与数值模拟（图７）最大位移在中部不同，这主要是数

值计算的假设条件造成的差异．

数值计算时，考虑桩土变形协调，其桩顶位置的土体水平位移将受支护桩和冠梁的刚度约束，故桩

顶处的计算位移不是最大的水平位移；然而，实际工程中支护桩与桩顶处土体变形存在不协调，土体与

支护桩在桩顶处存在脱离现象，土体变形受支护桩和冠梁的约束弱于其下部土体，导致土体的最大水平

位移发生在支护顶部；另外，由于测斜点位于放坡平台，故未取得放坡段水平位移监测数据，一般情况下

放坡段承受的水平应力较小，可以肯定放坡段实测位移不会大于支护桩范围内的最大位移，且在未受支

护约束情况下变形性状将与数值模拟计算位移变形规律相近．

　　图９　Ａ基坑排桩桩顶实测水平位移　　　　　　　　图１０　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Ｆｉｇ．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ｅｐ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ｒｏｗｐｉｌｅｔｏｐｉｎ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ｓｏｉ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ｉｔｓ

５　结论

使用Ｚ?Ｓｏｉｌ软件，运用 ＨＳＳ模型，以相邻桩锚基坑开挖的工程实例进行二维数值分析，并与工程实

测变形数据对比，得出以下５点结论．

１）排桩桩顶水平位移、排桩深层水平位移、坑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和坡顶水平位移的数值模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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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相邻桩锚基坑开挖明显减小了基坑水平位移，特别是对于桩顶水平位移的影响最为显著．

２）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相邻桩锚基坑开挖增大了坑间地表沉降，产生的沉降接近两个单坑引起的

沉降叠加，从而导致了坑间地表沉降量增加，并且最大沉降位置出现在两基坑的正中间．

３）开挖深度动态变化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相邻基坑间距小于等于２．５犎 时，相邻基坑变形相

互影响显现，基坑水平位移明显减小．相邻基坑侧最大桩顶水平位移仅为单坑开挖产生的桩顶水平位移

的４０％，且最大深层水平位移仅为单坑开挖产生的最大深层水平位移的７０％．

４）实测结果表明：单独开挖的排桩桩顶水平位移明显大于相邻开挖情况下的排桩桩顶水平位移，

并且相邻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在各个深度均小于单独开挖的土体水平位移，这与数值模拟的结果相同．

５）在基坑间距小于等于２．５犎 时，同步或陆续开挖的相邻桩锚基坑，其支护设计宜考虑相邻基坑

开挖的影响．建议调整后续开挖基坑支护相邻侧支护结构设计计算工况，考虑基坑相邻侧最大桩顶水平

位移按单坑的桩顶水平位移的４０％和最大深层水平位移按单坑位移的７０％为水平位移控制基准，对后

续开挖基坑支护刚度适当弱化，以节约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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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浆配合比设计

包惠明，汤铭锋，迟恩涛，叶腾飞，卢孙泉

（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以粉煤灰为主要原料，矿渣微粉为掺加剂，水玻璃（Ｎａ２Ｏ·狀ＳｉＯ２）和氢氧化钠为复合激发剂，标准砂

为细集料，通过正交实验进行配合比设计，运用极差和方差分析流动度、凝结时间、泌水率、抗压及抗折强度、

收缩膨胀率的影响规律，在常温条件下制备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浆．实验结果表明：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

浆配合比的水胶比为０．４５～０．５０，砂胶比为０．２，矿渣微粉取代率为０．３，碱激发剂掺量为０．１４～０．１７．

关键词：　半柔性路面；地聚物砂浆；正交平行试验；配合比设计；极差分析；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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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ｉｎｄｅ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ｆｏｒｓｅｍｉ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ｉｓ０．４５０．５０，ｔｈｅｂｉｎｄｅｒｒａ

ｔｉｏｉｓ０．２，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ｌａｇｐｏｗｄｅｒｉｓ０．３，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ｉｓ０．１４０．１７．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ｅｍｉ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ｅｓｔ；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ｒａｎ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半柔性路面是一种新型刚柔相济的路面，能充分发挥柔性沥青路面和刚性混凝土路面的优势．灌注

式砂浆是在沥青混合料母体中掺加刚性材料水泥砂浆或灌注水泥砂浆，既提高沥青混合料的抗车辙能

力，也提高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抗裂性和耐久性．相互嵌挤的骨料和灌入的水泥胶浆共同形成的材料具有

较高的刚性，可以承受较重的荷载而不产生车辙．灌注式半柔性路面结构厚度与沥青路面基本一致，并

且在温度稳定性、抗腐性、抗疲劳性和抗滑性等方面优于普通沥青混合料路面；同时，半柔性路面具有一

定的应变松弛能力，可以不设或少设温度接缝，在行驶比较舒适等方面优于普通水泥混凝土路面［１４］．传

统硅酸盐体系水泥灌浆材料在施工工艺方面和材料研制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但该种材料存在干缩率大、

微裂缝多、与沥青粘结性能差等问题［５６］．碱激发灌浆材料是一种利用固体工业废弃物替代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４

　通信作者：　包惠明（１９６３），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边坡工程、道路工程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ｂｈｍ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７６８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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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的新型绿色灌浆材料，来源广泛，制备简单，具有浆液稳定性好、粘结力好等优良特点．矿渣微粉和

粉煤灰这些废弃物的堆放不仅会侵占大量土地资源，而且任意堆放还会污染生态环境，严重威胁人们的

身体健康．在碱激发剂作用下，激活处理粉煤灰和矿渣微粉，进行优化配合比设计，使其具有良好的胶凝

性质［７１２］．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碱激发矿渣微粉粉煤灰复合体系的胶凝材料研究颇多．黄科等
［１３］研究发现，

激发剂中Ｎａ２Ｏ质量分数越高（＞４％），碱激发粉煤灰／矿渣微粉的凝结时间越长，ＳｉＯ２ 质量分数越高

（＞６％），其凝结时间越短．王东平
［１４］发现，在保证碱激发矿渣、粉煤灰复合体系的宏观物理性质良好的

情况下，水玻璃模数为１．５，粉煤灰的掺量为２０％，复合体系的减缩效果最好．邓新等
［１５］发现，水胶比与

胶砂比均对粉煤灰基地质聚合物砂浆流动度与力学强度影响较大．这些研究成果为地聚物砂浆的制备

与性能测试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但是对灌浆材料的配合比设计，以及各参数对碱激发矿

渣粉煤灰灌注式砂浆影响规律研究很少．

本文运用正交实验探讨水胶比、砂胶比、粉煤灰取代率、碱激发剂掺量对流动度、凝结时间、泌水率、

强度、干缩率等关键指标对灌注式地聚物砂浆的影响规律，并对其性能进行测试和分析．

１　试验原材料

１．１　原材料

试验原材料为粉煤灰（ｆｌｙａｓｈ，ＩＦＡ，河南省巩义市铂润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矿渣微粉（ｓｌａｇｍｉｃｒｏ

ｐｏｗｄｅｒ，ＧＢＦＳ，广东省韶关市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粉煤灰、矿渣微粉的比表面积分别为２９３，４９６

ｍ２·ｋｇ
－１，粉煤灰和矿渣微粉的化学组成，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狑 为质量分数．激发剂由ＮａＯＨ（广东

省深圳市中粤化工有限公司，狑（ＮａＯＨ）≥９６％）溶解到水玻璃（湖南省湘潭市荷塘化工有限公司，模数

为３．４，固体质量分数为３５．５％，波美度为３８．１，Ｎａ２Ｏ质量分数为８．３５％，ＳｉＯ２ 质量分数为２７．１５％，

透明度为０．８）中配制而成，溶液用以调节水玻璃模数．集细料为标准砂．水为实验室自来水．

表１　粉煤灰和矿渣微粉的化学组成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ｙａｓｈａｎｄｓｌａｇｍｉｃｒｏｐｏｗｄｅｒ ％　

原材料 狑（ＳｉＯ２） 狑（Ａｌ２Ｏ２） 狑（ＣａＯ） 狑（Ｆｅ２Ｏ３）狑（Ｎａ２Ｏ） 狑（ＭｇＯ） 狑（ＳＯ３） 狑（ＴｉＯ２） 狑（其他）

ＩＦＡ ５６．３８ ３０．１８ １．５０ ４．３２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５２ １．３９ ５．０８

ＧＢＦＳ ３５．３４ １８．２３ ３９．２３ ０．３４ ０．２８ ２．２７ ２．５２ １．１４ ０．６５

表２　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

Ｔａｂ．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ｌｅｖｅｌ

水平
因素

Ａ Ｂ Ｃ Ｄ

１ ０．４０ ０．１ ０．１ ０．１１

２ ０．４５ ０．２ ０．２ ０．１４

３ ０．５０ ０．３ ０．３ ０．１７

１．２　实验设计

影响地聚物砂浆性能的４个因素分别是：水与胶凝材料的

比例（Ａ），标准砂与胶凝料的比例（Ｂ），矿渣微粉取代粉煤灰的

比例（Ｃ），固态Ｎａ２Ｏ和ＳｉＯ２ 占总胶凝材料的质量比例，即碱激

发剂掺量（Ｄ）．

实验采用４因素３水平的正交试验设计方案，正交试验因

素及水平，如表２所示．文献［１４１６］表明，水玻璃模数为１．５时

的激发效果最好，且力学性能最好，后续试验均保持模数１．５不变．各测试组配合比设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地聚物砂浆配合比设计

Ｔａｂ．３　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

试样编号 水胶比 砂胶比 矿渣微粉取代率 碱激发剂掺量 试样编号 水胶比 砂胶比 矿渣微粉取代率 碱激发剂掺量

Ｋ１ ０．４０ ０．１ ０．１ ０．１１ Ｋ６ ０．４５ ０．３ ０．１ ０．１４

Ｋ２ ０．４０ ０．２ ０．２ ０．１４ Ｋ７ ０．５０ ０．１ ０．３ ０．１４

Ｋ３ ０．４０ ０．３ ０．３ ０．１７ Ｋ８ ０．５０ ０．２ ０．１ ０．１７

Ｋ４ ０．４５ ０．１ ０．２ ０．１７ Ｋ９ ０．５０ ０．３ ０．２ ０．１１

Ｋ５ ０．４５ ０．２ ０．３ ０．１１

１．３　试样制备

分析纯固体氢氧化钠调配工业水玻璃模数至１．５
［１７］，即１００ｇ原水玻璃溶液加入１３．９ｇＮａＯＨ，用

塑料薄膜密封上口，静置２４ｈ，将其作为碱激发剂．按照质量配比称取粉煤灰、矿渣微粉、已配置好的碱

５４７第６期　　　　　　　　　　　包惠明，等：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浆配合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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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剂，使用砂浆搅拌机搅拌均匀．将搅拌均匀的地聚物砂浆倒入试模中，放入振实台上振捣２ｍｉｎ，振

捣频率为６０次·ｍｉｎ－１．振捣完成后，将试样放入养护箱中，在标准条件下养护１ｄ后脱模，再放入养护

箱中，在标准条件下养护２８ｄ．

１．４　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

合适的流动度保证充分填充基体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灌浆料的初始流动度规定为１０～１４ｓ，３０ｍｉｎ

流动度规定为不大于１８ｓ．测试方法依据ＪＴＧＥ３０－２００５《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流动

测试采用Ｔ０５０８方法；凝结时间需满足施工所需时间，试验采用Ｔ０５０５方法；泌水率会影响强度的均匀

性，规程规定３ｈ自由泌水率小于等于３％，试验采用Ｔ０５１８方法；干缩率限制灌浆料与基体沥青混合

料的界面出现开裂，规定７ｄ干缩率小于等于０．３０％，试验采用Ｔ０５１１方法；强度是决定半柔性路面材

料性能的重要因素，７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１５ＭＰａ，抗折强度不应小于２ＭＰａ，试验采用Ｔ０５０６方法．

技术要求依据Ｄ５１０１－２０１９《道路灌注式半柔性路面技术规程》．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流动度

不同配合比地质聚合物砂浆流动度，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犔为流动度．初始流动度极差分析，如图２

所示．图２中：犔０ 为流动度；Ａ１，Ａ２，Ａ３表示水胶比，分别为０．４０，０．４５，０．５０；Ｂ１，Ｂ２，Ｂ３表示砂胶比，

分别为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Ｃ１，Ｃ２，Ｃ３表示矿渣微粉取代率，分别为０．１，０．２，０．３；Ｄ１，Ｄ２，Ｄ３表示碱激发

剂掺量，分别为０．１１，０．１４，０．１７．

图１　不同配合比地聚物砂浆流动度　　　　　　　　图２　初始流动度极差分析

Ｆｉｇ．１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ｗｉｔｈ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由图１可知：水胶比为０．４的测试组中，３０ｍｉｎ的流动度比初始流动度略有减小，说明流动性能反

而增加了，这可能是由于在拌和初期，水胶比较小导致水玻璃的粘度较高，而在拌和３０ｍｉｎ后，水玻璃

与粉煤灰、矿渣粉复合胶凝体系产生水化反应，分解了水玻璃中固态胶凝材料，引起粘度降低；Ｋ３，Ｋ５，

Ｋ９在３０ｍｉｎ丧失了流动性，这是因为矿渣掺粉量高、碱激发剂质量浓度低，缩短了初凝时间．

表４　流动度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来源 ｄｆ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犉 犘 显著性

Ａ ２ ９０５．７１ ４５２．８６ ５９５．８６ ０．００２ 

Ｃ ２ １０．６９ ５．３４ ７．０３ ０．１２５ －

Ｄ ２ １１．３３ ５．６６ ７．４５ ０．１１８ －

误差 ２ １．５２ ０．７６ －　 －　 －　

合计 ８ ９２９．２４ － － － －

由图２可知：水胶比从０．４０提高

到０．４５极差最大，这是因为水胶比

０．４５相对于０．４０，使浆体流动性能提

高了５５％．

流动度的方差分析，如表４所示．

表４中：ｄｆ为自由度；ＳＳ为均差平方

和；ＭＳ为均方；Ａｄｊ（）为修正后的函

数；犉为检验统计量；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有意义，犘＜０．０５．由图２，表４可知：水胶比为显著影响因素，随着水胶比的增大，流动性能越来越

好；碱激发剂掺量和矿渣取代率这两个影响因素的极差值非常接近，砂胶比极差最小，可能是因为地聚

物砂浆在拌和过程发生初始水化反应，原料加入碱溶液中，粉煤灰活性玻璃体相在外碱液的ＯＨ－的侵

６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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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作用下发生溶浸，形成的离子态单体在结构中扩散，碱激发剂掺量高，溶解的离子越多，液相分散系就

越多，使得浆体流动性增加；砂胶比影响因素最小，原因可能是砂胶比值在０．１～０．３，占整个胶凝体系

的用量少．影响地聚物砂浆的流动度主次因素为：水胶比＞碱激发剂掺量＞矿渣微粉取代率＞砂胶比．

２．２　凝结时间

不同配合比地聚物砂浆凝结时间，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为凝结时间．对９组试样凝结时间的测试

结果进行极差分析，凝结时间极差分析，如图４所示．初凝时间方差分析，如表５所示．

图３　不同配合比地聚物砂浆凝结时间　　　　　　　　　　图４　凝结时间极差分析

Ｆｉｇ．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ｗｉｔｈ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表５　初凝时间方差分析

Ｔａｂ．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ｉｍｅ

来源 ｄｆ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犉 犘 显著性

Ａ ２ １８８．７ ９４．３ １．６２ ０．３８２ －

Ｃ ２ ３７００．７ １８５０．３ ３１．７２ ０．０３１ 

Ｄ ２ ３１５０．０ １５７５．０ ２７．００ ０．０３６ 

误差 ２ １１６．７ ５８．３ － － －

合计 ８ ７１５６．０ － 　－ 　－ 　－

　　由表３，图３可知：矿渣取代率

高，碱激发剂掺量相对较低的测试组

Ｋ５，Ｋ７，Ｋ９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大大

缩短，且初凝与终凝间隔短．

由图４可知：矿渣取代率从０．１

增加到０．２和０．３，它们使得初凝时

间分别减少３９％和５４％，终凝时间分

别减少４３％和５５％．

由表５可知：矿渣微粉掺量是显著影响因素之一．原因可能与地聚物基体中作为电荷平衡离子的

Ｎａ＋，Ｃａ２＋有关，Ｃａ２＋具有更强的静电引力和电荷中和作用，在Ｃａ２＋作用下，硅铝酸盐凝胶形成更快，所

以凝结时间缩短［１８］．此外，碱激发剂掺量越高，地聚物砂浆初凝和终凝时间越长，碱激发剂掺量从０．１１

增加到０．１４和０．１７，初凝时间分别增加了２７％和４４％，终凝时间分别增加１９％和４３％．

由表５还可知：碱激发剂掺量也是显著影响因素．原因可能是与凝结时间与地聚物聚合程度有关，

加入碱激发剂的质量浓度越大，溶出的Ｓｉ离子和Ａｌ离子越多，完全聚合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１８１９］．水胶

比和砂胶比这两个影响因素的极差值小于矿渣取代率、碱性激发剂掺量，说明相对于前面两个影响因

素，水胶比和砂胶变化对凝结时间不敏感．因此，影响地聚物砂浆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因素主次顺序均

为：矿渣微粉取代率＞碱激发剂掺量＞水胶比＞砂胶比．

表６　泌水率方差分析

Ｔａｂ．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来源 ｄｆ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犉 犘 显著性

Ａ ２ ３．６１５２ １．８０７６ ５０．５６ ０．０１９ 

Ｂ ２ ０．２６７７ ０．１３３８ ３．７４ ０．２６２ －

Ｃ ２ ０．２０１２ ０．１００６ ２．８１ ０．２１１ －

误差 ２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３５８ － － －

合计 ８ ４．１５５６ － － － －

２．３　自由泌水率

试验依据Ｔ０５２８－２００５《水泥混

凝土拌合物泌水试验方法》，不同配合

比地聚物砂浆泌水率（η１），如图５所

示．泌水率极差分析，如图６所示．泌

水率方差分析，如表６所示．

由表３，６可知：水胶比是影响泌

水率的显著因素，水胶比从０．４５提高

到０．５０，泌水率升高９２％，其值接近水胶比为０．４５的两倍．可能是因为地聚合砂浆在发生聚合反应的

过程中，水的用量达到反应临界值，而大部分过剩的游离水在终凝成型之前的地聚合物浆体表面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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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配合比地聚物砂浆泌水率　　　　　　　　　　图６　泌水率极差分析

Ｆｉｇ．５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ｗｉｔｈ　　　　　　Ｆｉｇ．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由图５可知：砂胶比由０．１增加到０．３，泌水率先减小后增大，说明当砂胶比为０．１时，过小的砂胶

比使地聚物浆体的粘聚性和保水性均下降，但变化幅度不是很大；然而，当砂胶比由０．２提高到０．３，泌

水率升高３１％，说明砂胶比增加到一定程度，粉煤灰和矿渣微粉复合地聚物浆体密度很小，多余的砂会

沉底导致浆体一定程度的离析，保水性下降；当砂胶比为０．２时，泌水率最小，且各测试组均小于规范值

的３％．因此，影响地聚物砂浆自由泌水率因素主次顺序均为：水胶比＞砂胶比＞矿渣微粉取代率＞碱

激发剂掺量，

２．４　强度

对龄期分别为７，２８ｄ的地聚物砂浆试件进行抗压强度（犚）及抗折强度（犚ｂ）的测试，抗压强度极差

分析，如图７所示．抗折强度极差分析，如图８所示．

　图７　抗压强度极差分析　　　　　　　　　　　图８　抗折强度极差分析

Ｆｉｇ．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ｉｇ．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ｏｆ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由图７可知：抗压强度总体随着水胶比的增大而减小，随着矿渣取代率、碱激发剂掺量的增加而增

大．水胶比从０．４５增加到０．５０，抗压强度降低了７５％，其原因可能随着缩聚反应的不断进行，浆体内部

过剩的水逐渐蒸发，在内部形成一定数量的空隙，造成地聚物砂浆密实度降低，从而引起强度下降．矿渣

取代率从０．１增加到０．２，０．３，抗压强度呈线性增长规律，７ｄ抗压强度分别增加了１１２％和６０％．

由图８可知：抗折强度随着水胶比的增大而减小，随着矿渣取代率、碱激发剂掺量的增加而增大，这

与抗压强度变化原因类似；随着砂胶比增大，胶凝材料较少时，抗压抗折强度先增加后减小，可能是因为

在反应初期会快速生成凝胶胶体而形成一定的强度，但随着养护龄期的增加，聚合反应生成的凝胶数量

减少，不足以充分胶结砂颗粒，导致试块内部空隙率较高，造成力学性能降低．

不同配合比７，２８ｄ地聚物砂浆力学性能，如表７所示．抗压强度方差分析，如表８所示．抗折强度

方差分析，如表９所示．

由表８可知：矿渣微粉是影响地聚物砂浆的显著因素．由于粉煤灰玻璃结构网络中［ＳｉＯ４］四面体聚

合度高，较难被碱激活，因此，纯粉煤灰试样宏观性能上表现出硬化体强度不高．而矿渣微粉玻璃结构网

络中［ＳｉＯ４］四面体聚合度低，易被碱激发，水化速度较粉煤灰快，前期形成的水化产物对粉煤灰的水化

有诱导作用，因此，矿渣微粉取代粉煤灰后，粉煤灰与矿渣微粉之间的协同效应使地聚合物的强度随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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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掺量的增加和龄期的延长而有大幅度提高［２０］．

表７　不同配合比７，２８ｄ地聚物砂浆力学性能

Ｔａｂ．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７，２８ｄ

编号
犚／ＭＰａ

７ｄ ２８ｄ

犚ｂ／ＭＰａ

７ｄ ２８ｄ
编号

犚／ＭＰａ

７ｄ ２８ｄ

犚ｂ／ＭＰａ

７ｄ ２８ｄ

Ｋ１ ６．３９ １６．４０ ２．１０ ２．６１ Ｋ６ ８．０１ １９．０３ １．７０ ２．２３

Ｋ２ １８．６０ ２６．６２ ２．４０ ３．２２ Ｋ７ ２０．５０ ２４．９５ ２．００ ２．３２

Ｋ３ ２６．９０ ２９．８０ ２．６０ ４．１１ Ｋ８ ４．３０ ６．１０ １．６０ １．４０

Ｋ４ １５．８４ １９．００ ２．３０ ２．８１ Ｋ９ １．３０ １．７２ ０．６０ １．１０

Ｋ５ ２５．０５ ３２．３０ ２．８０ ３．６８

表８　抗压强度方差分析

Ｔａｂ．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来源 ｄｆ Ａｄｊ（ＳＳ）Ａｄｊ（ＭＳ） 犉 犘 显著性

Ａ ２ １３２．７１ ６６．３６ ５．７５ ０．１４８ －

Ｃ ２ ５０３．００ ２５１．５０ ２１．８０ ０．０４４ 

Ｄ ２ ４５．６９ ２２．８４ １．９８ ０．３３６ －

误差 ２ ２３．０７ １１．５４ － － －

合计 ８ ７０４．４７ － － － －

表９　抗折强度方差分析

Ｔａｂ．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来源 ｄｆ Ａｄｊ（ＳＳ）Ａｄｊ（ＭＳ） 犉 犘 显著性

Ａ ２ ２．０６８９ １．０３４４ １４．５５ ０．０６４ －

Ｂ ２ ０．９３５６ ０．４６７８ ３．１１ ０．２４３ －

Ｃ ２ ０．４４２２ ０．２２１１ ６．５８ ０．１３２ －

误差 ２ ０．１４２２ ０．０７１１ － － －

合计 ８ ３．５８８９ － － － －

　　由表８还可知：随着碱激发剂剂掺量增加，抗压强度也略有增加．可能是由于激发剂中的碱金属离

子的增加提高了溶液的ｐＨ值，促使更多的粉煤灰与矿渣微粉溶解生成较小的硅酸盐、铝酸盐单体，其

参与的聚合反应提高了试块的抗压强度［１３］，但在２８ｄ龄期碱激发剂掺量从０．１４增加到０．１７，抗压强

度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碱激发剂未能与原材料反应完全，部分碱金属离子Ｎａ＋通过材料的裂缝逸出，

与空气的中碳酸（Ｈ２ＣＯ３）反应生成白色的ＮａＣＯ３ 及ＮａＨＣＯ３，并在表面析出，泛碱导致强度降低，这

与Ｂａｒｂｏｓａ等
［２１］结论一致．影响地质聚合物砂浆抗压强度因素的主次顺序为：矿渣微粉取代率＞水胶

比＞碱激发剂掺量＞砂胶比，矿渣取代率为０．３，碱激发剂掺量为０．１４，抗压强度最大．

因此，影响地质聚合物砂浆抗折强度因素的主次顺序为：水胶比＞矿渣微粉取代率＞砂胶比＞碱激

发剂掺量，矿渣取代率为０．３，碱激发剂掺量为０．１４～０．１７，抗折强度大于规范值的２ＭＰａ．

２．５　收缩膨胀率

采用新型ＢＣＬ３００型砂浆收缩膨胀测长仪，对龄期分别为１，３，７，１４，２１，２８ｄ的各组试样进行比

较．不同配合比地聚物砂浆养护２８ｄ收缩膨胀率，如图９所示．图９中：η２ 为收缩率；η３ 为膨胀率．早期

收缩膨胀率极差分，如图１０所示．

图９　不同配合比地聚物砂浆养护２８ｄ收缩膨胀率　　　　　图１０　早期收缩膨胀率极差分析

　Ｆｉｇ．９　２８ｄ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ｉｔｈ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ｇｅｏｆｅ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ｏｒｔａｒ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由图９可知：地聚物砂浆呈现初期膨胀，前期收缩大，后期收缩减缓的趋势．这是由于试件养护２４ｈ

脱模，放入温度为（２０±１）℃的水中１ｄ，与脱模后初始长度对比，有膨胀的趋势，这与Ｚｈａｎｇ等
［２２］得出

的地质聚合物在湿度为９０％的养护环境下呈略微的膨胀状态的结论一致．

由图１０可知：当养护龄期为１ｄ时，试件的收缩影响因素主要是矿渣取代率和碱激发剂掺量，收缩

９４７第６期　　　　　　　　　　　包惠明，等：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浆配合比设计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率随着矿渣取代率和碱激发剂的掺量增大而增大．这是由于地聚物砂浆发生初期水化反应，引起反应物

和反应产物的绝对体积发生了变化收缩，化学收缩率随着矿渣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这表明，混合物

中矿渣质量浓度的增加导致浆料的反应速率更快．碱激发剂掺量的增加，激发剂中的碱成分（ＯＨ－）会

促使矿渣溶解出更多的金属离子（Ｃａ２＋，Ａｌ３＋），这些金属离子与水玻璃及其水解产物反应生成水化产

ＣＡＳＨ凝胶，进一步产生化学收缩．２８ｄ收缩率方差分析，如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２８ｄ收缩率方差分析　　

Ｔａｂ．１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２８ｄ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ｒａｔｅ　　

来源 ｄｆ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犉 犘 显著性

Ａ ２ ０．００２８０ ０．０１４００ ３５．６２ ０．０２７ 

Ｂ ２ ０．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２３ ５．６５ ０．１５０ －

Ｃ ２ ０．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２０ ５．１１ ０．１６４ －

误差 ２ ０．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０８ － － －

合计 ８ ０．００３８０ － － － －

　　由表１０可知；影响干缩率的主要因素是水胶比，干缩率随着水胶比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湿

度为５０％的养护条件下，干燥产生了自收缩．胶凝材料内部自由水迅速消耗，产生的自干燥从而引起其

宏观体积的减小，砂浆水化反应消耗的水分在试块内部产生一定数量的空隙，空隙内部产生的应力使空

隙之间产生挤压应力，随着龄期的增长，就产生一定的收缩变形，但是从２８ｄ的养护龄期的收缩率仅为

０．０８％，都远小于规范值的０．３０％．

４　结论

１）影响地聚物砂浆的流动度主次因素为：水胶比＞碱激发剂掺量＞矿渣微粉取代率＞砂胶比，地

聚物砂浆的流动性能主要受控于水胶比，水胶比在０．４５以上满足流动度小于１４ｓ的规范要求．

２）影响地聚物砂浆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因素主次顺序均为：矿渣微粉取代率＞碱激发剂掺量＞水

胶比＞砂胶比，矿渣微粉替代率增加，地聚物砂浆初凝和终凝时间缩短，碱激发剂掺量越高，地聚物砂浆

初凝和终凝时间越长．

３）影响地聚物砂浆自由泌水率因素主次顺序为：水胶比＞砂胶比＞矿渣微粉取代率＞碱激发剂掺

量，水胶比对泌水率影响显著，砂胶比由０．１增加到０．３的过程，泌水率先减小后增大，砂胶比为０．２

时，自由泌水率最小．

４）影响地聚物砂浆抗压强度因素的主次顺序为：矿渣微粉取代率＞水胶比＞碱激发剂掺量＞砂胶

比，影响抗折强度因素的主次顺序为：水胶比＞矿渣微粉取代率＞砂胶比＞碱激发剂掺量，抗压强度和

抗折强度随水胶比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矿渣微粉取代率的增加而增大，综合比较两者，矿渣微粉取代率

为０．３的力学性能最好．

５）从２８ｄ的养护龄期来看，地聚物砂浆呈初期膨胀，前期收缩大，后期收缩减缓的趋势，测试组总

体收缩率远小于规范值．

６）综合上述结论，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浆配合比的水胶比为０．４５～０．５０，砂胶比为０．２，矿渣取

代率为０．３，碱激发剂掺量为０．１４～０．１７，其性能符合半柔性路面技术规程中灌浆材料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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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对建筑工人

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牛达钰，祁神军，姚明亮，张云波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通过文献梳理和实例访谈，提出强迫思维、强迫行为及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结构关系的假设模型．对

建筑工人展开问卷调研，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展开信度和效度分析，采用Ａｍｏｓ２１．０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

模拟拟合．结果表明：强迫行为对不安全动机有显著负向影响；强迫思维对不安全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强迫

思维对安全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　强迫思维；强迫行为；建筑工人；安全能力；不安全动机；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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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建筑业２０１９年总产值为２４８４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７０％，占国内生产总值

２５．０７％．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施工行业因作业环境复杂、立体交叉作业多、临时员工多且人

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安全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据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我国的建筑安全事故数为４３５６

起，死亡人数为５２４９人．由此可见，建筑业安全管理仍然是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难题．根据事故致

因理论，绝大多数的安全事故都源自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因此，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产生是

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受其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动机等多方面的影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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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思维作为指导其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很少被提及．建筑工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这种封

闭环境易使人产生迷惘、抑郁等情绪．与此同时，建筑工人长期从事高危险性工作，又可能形成谨小慎

微、自我怀疑和拘谨等性格，这些都是典型的强迫思维［２］．思维决定行为，强迫思维会导致建筑工人产生

一些刻板和不必要的重复行为，即强迫行为．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会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动机和安全态

度产生影响．

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在建筑工人中出现的概率较高［３５］，并且显著影响建筑工人的行为和决策．因

此，预防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产生对减少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至关重要．尽管一些研究对强迫思维和

强迫行为进行了分析，但研究并未结合社会环境、个性及心理状况等影响因素．

本文以《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简称ＳＣＬ９０表）为基础设计问卷，对建筑工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

为进行测量［６］，选取不安全动机和安全能力两个重要的不安全行为影响因子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强迫思

维和强迫行为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并期望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

１　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与不安全行为的理论假定

１．１　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

强迫思维是指反复多次在脑海中出现的难以克制的想法或念头，这种想法或念头会造成痛苦感．具

有强迫思维者能够意识到强迫思维的存在，并努力强迫自己克制和压抑这种思维，这种自我强迫和反强

迫表现往往会引起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５］．据调查，强迫思维在建筑工人之中普遍存在，例如，怀疑自

己的操作是否正确（强迫性怀疑）；反复思考无意义的事情（强迫性穷思竭虑）；脑中总是出现对立的思想

（强迫性思想）等．

强迫行为是为减轻强迫思维所引起的焦虑，而不由自主地采取一些顺从性行为，主要表现为重复的

刻板行为或仪式性动作［７］．强迫行为虽然可以减轻由强迫思维所引起的焦虑和紧张，但长期的强迫行为

阻碍大脑对焦虑情绪的抵抗和习惯过程，使大脑对负面情绪的诱因、敏感性提高，导致个体应对负面情

绪的能力降低，加剧负面情绪所产生的不良后果［８］．强迫行为在建筑工人当中普遍存在，如反复检查操

作是否正确（反复性检查）、不相信自己而反复询问（强迫性询问）等．

选取ＳＣＬ９０表强迫症状分量表作为基础设计问卷，对建筑工人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进行测量，

建筑工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测量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建筑工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测量指标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来源

强迫思维［９］

时常感到头脑中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盘旋（ｓｐ１）

感觉到自己忘性大（ｓｐ２）

总是担心自己穿戴的整齐及仪态的端正（ｓｐ３）

时常感到难以完成任务（ｓｐ４）

遇到问题难以作出决定（ｓｐ５）

时常觉得脑子变空（ｓｐ６）

施工时不能集中注意力（ｓｐ７）

ＳＣＬ９０表

强迫行为［７］

施工时必须做得很慢以保证正确（ｓｐ８）

施工完成后必须反复检查（ｓｐ９）

施工时反复清点机械设备数目、触摸某些东西（ｓｐ１０）

ＳＣＬ９０表

１．２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不安全行为，也称为不安全动作．不安全行为一方面是指建筑工人因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失误
［９１１］，

这种失误是偶然的，并非建筑工人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则是指建筑工人在作业过程中因主观因素而做

出的违反操作规范的行为决策［１２１３］，这种行为受建筑工人本身意愿驱使，并非不可避免．因此，不安全行

为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指不利于减少已发生的安全事故所造成损失的行为；二是指某种具有较大

可能性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行为［１４］．建筑施工不安全行为是指建筑工人在施工作业时可能导致事故发

生的失误或错误行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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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动机是以建筑工人个体规避隐性危险的意愿程度，反映风险感知能力和对安全的重视程度．不

安全动机对个体的不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１６］．建筑工人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常因个人经验、工作习

惯、性格特性及同事关系等影响，出现不安全动机．

安全能力是指组织或个体预防危险、控制危险和降低危险损害的能力［１７］，是集合安全知识、工作经

验、技能水平、价值取向、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等多方面内在特质的一种能力表现．由大量安全事故的调

查结果可知，技能水平是建筑工人安全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１８］，提高建筑工人的技能水平，能够有

效减少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１９］．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测量指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指标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文献来源

不安全行为

施工现场操作失控导致的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

施工现场由于赌气、情绪不稳导致的
有意的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

由于缺乏施工现场安全知识导致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

施工企业、项目部及班组的干扰导致的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

危险施工机械（塔吊、打桩机、电力设备等）干扰导致的
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

不利的施工现场环境和自然环境干扰引起的
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６）

文献［１０１１，２０］

不安全动机

从众动机（ｐｓｍ１）

投机动机（ｐｓｍ２）

习惯动机（ｐｓｍ３）

侥幸动机（ｐｓｍ４）

文献［１６］

安全能力

安全知识的掌握（ｐｓａ１）

安全经验的丰富（ｐｓａ２）

工作技能的熟练（ｐｓａ３）

施工操作的规范（ｐｓａ４）

文献［１６１７］

１．３　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与不安全行为的结构关系的假定

正常的建筑工人根据不同的情境采用不同的应对措施，相比之下，强迫思维显著者对情景变化的感

知较为迟钝，应对方式缺乏灵活性，态度也更为保守［２１］．强迫思维显著者做事虽然态度认真，但往往方

式单一，缺少变通，有些“一根筋”［２２］．

强迫行为往往因强迫思维而产生，又对强迫思维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如下６个假设．

Ｈ１：强迫行为与强迫思维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强迫思维显著者存在风险决策缺陷，其决策遵循

“即时获益优先”策略，常做出不惜放弃长远利益换取即时高收益的“短视行为”［２３］．因此，强迫思维可能

会诱使建筑工人采取有较高风险的作业方式；另一方面，强迫行为显著者表现出过于谨小慎微、凡事希

望尽善尽美等特征．

Ｈ２：强迫思维对安全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３：强迫思维对不安全动机具有正向影响．

Ｈ４：强迫行为对不安全动机具有负向影响．从成就动机来看，高成就动机的个体有较强的获取成功

的期望，这增强了其寻找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低成就动机的个体则因害怕失败而对风险有较强的感知能

力［２４］．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建筑工人往往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倾向于将工作做得出彩，从而产生

一些冒险行为．

Ｈ５：安全能力对不安全动机具有正向影响．从行为动机来看，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

因，当建筑工人认为安全没有意义或没有带来足够的好处时，便会产生不安全行为［２５］．

Ｈ６：不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建立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与不安全行为的关系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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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与不安全行为的关系模型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　模型拟合

２．１　问卷设计与调研

结合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对建筑工人不安全动机、

安全能力和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的基本假设，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设计调研问卷．问卷由以下３个部

分组成：

１）以ＳＣＬ９０表为基础设计的建筑工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测量量表；

２）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的测量量表；

３）建筑工人姓名、性别、年龄、工种、联系方式等信息的采集．

调研目标群体为房屋工程的建筑工人．对福建省１０多个房屋建筑工地的展开调研，共发放问卷

３３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７９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４．２４％．调研对象的男女比例约为５．１８；学历从小学到本

科均有涉及，覆盖面较广，其中，初中学历者比重最大，为３６．０％，本科及以下学历者占比７９．９％；从业

年限包含多个年段，以６～１０年的比重为最大，为２８．１％；涉及工种较为全面，包括电工、泥水工、钢筋

工、木工、特种作业人员等．因此，无论是男女比例、学历组成、从业年限还是工种类型都较为合理，与建

筑业特点相匹配，该次调研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调研问卷结果，有２７１位建筑工人存在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约占调研总人数的９７．１％，其

中，有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倾向者３８人（ＳＣＬ９０表中强迫症状的得分在３０分以上），约占调研总人数

的１３．６％．通过随机选取２８位建筑工人进行回访，其中，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较为显著者４人，存在强

迫思维或强迫行为者２４人．访谈发现：受访的建筑工人确实存在忘性大、选择困难、注意力难以集中等

强迫思维和反复检查、重复某一动作等强迫行为，其行为举止也符合谨小慎微的强迫思维特征．受访建

筑工人表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对其生活和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如睡眠质量下降、做

事拘泥细节、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反应迟钝等负面影响．访谈结果与问卷结果基本一致，均符合上述假

设，具有合理性．

２．２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可靠性分析，ＳＣＬ９０表中的强迫因子、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和不安全行为的α

分别为０．８１５，０．８７８，０．７７８和０．８４７，均大于０．７５０，部分大于０．８５０，总体数据信度系数为０．９０７，远高

于０．７００，信度符合要求；ＳＣＬ９０表中的强迫因子、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和不安全行为的 ＫＭＯ分别为

０．８３８，０．８２６，０．８５７和０．８１２，均高于０．８００，总体数据效度系数为０．８９８，效度符合要求．

２．３　模型拟合与分析

２．３．１　模型拟合　采用Ａｍｏｓ２１．０软件，选取极大似然法对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与不安全行为关系假

设模型进行拟合，经过调整优化，模型拟合度较好，各路径系数满足上述假设要求．修正后模型拟合参数

如下：卡方自由度比χ
２／ｄ犳为１．１９９；适配度指数犐ＧＦ，调整后适配度指数犐ＡＧＦ为别为０．９２３，０．９０３，均高

于０．９００；正规拟合指数犐ＮＦ为０．８８８；增量拟合指数犐ＦＩ和比较拟合指数犐ＣＦ分别为０．９７６，０．９７９，均接近

１．０００；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为０．０２７，小于０．０５０；简约拟合指数犐ＰＧＦ为０．７３５，大于０．５００．上述各种

指标均满足要求，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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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模型路径系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修正后模型路径系数

Ｔａｂ．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ｐａ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变量名称 路径方向 传递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犘 假设 是否支持假设

强迫行为 ßà 强迫思维 －０．８８ ＜０．００１ Ｈ１ 是

安全能力 ß 强迫思维 －０．２０ ＜０．００１ Ｈ２ 是

不安全动机 ß 强迫思维 －０．６２ ＜０．００１ Ｈ３ 是

不安全动机 ß 强迫行为 －０．４３ ＜０．００１ Ｈ４ 是

不安全动机 ß 安全能力 －０．１７ ＜０．００１ Ｈ５ 是

不安全行为 ß 不安全动机 －０．３１ ＜０．００１ Ｈ６ 是

２．３．２　模型结果分析　由表３可知：强迫行为因强迫思维而产生，又对强迫思维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存

在相互影响关系，路径系数为０．８８；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均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动机产生显著影响，强

迫思维对不安全动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６２．强迫行为对不安全动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路径系数为０．４３；不安全动机又对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产生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１７．由此可见，强

迫思维、强迫行为对建筑工人不安全动机和安全能力有显著影响，进而导致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

３　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措施

３．１　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缓解

１）构建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个人形象的追求是影响强迫思维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总是担心自己

穿戴的整齐及仪态的端正（ｓｐ３）的荷载系数达到０．５７；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是强迫思维产生的另一关

键因素，施工时反复清点机械设备数目、触摸某些东西（ｓｐ１０）的荷载系数达到０．６８．因此，为缓解建筑

工人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要求建筑企业为建筑工人营造一个干净、整洁和卫生的生活环境．与此同

时，工作现场也应保持环境卫生，做到材料、机械设备摆放整齐，减少建筑工人工作时因环境产生的不适

感．此外，营造一个温暖、包容的生活氛围也尤为重要．应充分重视建筑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多组织专

题性的班组会、讨论会，以平等的交流代替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教育式交流，引导班组建立健康、积

极、团结的同事关系．

２）尊重工人的个性爱好．长期积攒的负面情绪无法释放也是强迫思维产生的重要因素，时常觉得

脑子变空（ｓｐ６）和施工时不能集中注意力（ｓｐ７）的荷载系数分别为０．７８和０．６７．集体虽然能够给人带

来归属感和荣誉感，但作为个体而言，建筑工人应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来释放自己工作中积累的

消极情绪．因此，要求建筑企业对建筑工人的业余生活给予应有的保障和关注，尊重支持建筑工人的兴

趣爱好，并提供发展的空间．例如，开展文体活动或比赛，以及提供体育锻炼场所．

３）重视建筑工人的心理状况．心理状况也是影响强迫思维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时常感到头脑中

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盘旋（ｓｐ１）和感觉到自己忘性大（ｓｐ２）的荷载系数分别达到０．５８和０．５２．因此，

要求建筑企业关注建筑工人的心理状况，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帮助建筑工人自我发现，正确认识自

己的心理问题，并引导工人学会自我调节，提高对焦虑、自卑、烦躁等不良情绪的抵抗能力．设立心理咨

询室，为建筑工人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通过个体咨询、音乐疗法等帮助工人消除在工作和生活中

产生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重点关注部分心理问题严重的工人，采用自我认知治疗、行为治疗、反应禁

止、思维停顿等方法进行治疗和矫正．

３．２　提高安全能力和端正安全动机

１）提高建筑工人安全能力、强化规范操作．安全能力是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对不安全动机的路径系数达到０．１７．安全能力包含了安全知识、工作经验、技能水平等多方面因素，

对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建筑工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不足，缺

乏基础的安全知识，因此，安全教育培训可以有效地提升建筑工人的按全能力．这就要求建筑企业做好

岗前培训，并定期对建筑工人开展“短平快、高质量”的安全教育培训．

此外，部分建筑工人自负于较强的安全能力或丰富的工作经验，往往忽视安全操作规范，凭借习惯

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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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作业，这极大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应强调规范操作的重要性，确保建筑工人按照要

求，规范作业．

２）端正建筑工人不安全动机，营造良好安全氛围．不安全动机作为不安全行为发生的直接影响因

素之一，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路径系数达到了０．３１，非常显著．建筑工人常常受困于强迫思维，不

由自主地产生习惯动机、冒险动机等一些不安全动机．因此，要求建筑工人严格遵守施工现场的规章制

度，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安全作业，并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督管控，减少建筑工人产生侥幸动机、习惯动机等

不安全动机的可能性．同时，将安全规章制度与群体行为规范结合，树立榜样，引导建筑工人行为安全

化、标准化．通过树立典型，让受教育水平高、学习能力强、安全能力和安全意识良好的部分人有意识地

引导群体其他成员规范自己的行为，端正自己的安全动机，从而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

４　结果与展望

该研究界定了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基本定义，并提出它们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假设关系．通

过问卷调研获得基础数据，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采用Ａｍｏｓ２１．０软件对假

设模型进行验证，提出了缓解建筑工人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以及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措施．研究

结果表明：强迫思维对不安全动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６２；强迫行为对不安全动机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４３；强迫思维对安全能力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２０；不安全

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产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３１．

该研究仍存在以下３方面不足：１）研究主要针对建筑工人群体本身普遍存在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

为，而非针对具有强迫症状的个体；２）偏向于从管理学角度提出缓解建筑工人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

的措施，并未涉及专业的心理学和医学方法；３）所选取的中介变量仅仅涉及安全动机和安全能力，并未

涉及安全意识、安全态度等中介变量．上述不足仍需展开后续更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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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机构居室色彩与材质要素的

视觉舒适度评价

张军，张慧娜

（东北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　在老龄化背景下，探讨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居室空间中的视觉需求．从老年人视觉舒适角度出发，首先，

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正交实验设计获得场景样本，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以色彩和材质交互因素为变量的

沉浸式虚拟场景；然后，将主观心理实验与客观生理实验相结合，主观心理实验采用层次分析法和语义差异

法，客观生理实验测量被试者心电ＲＲ间期和心率指标；最后，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和

协方差分析，综合对比分析主观心理实验数据和客观生理实验数据，提出基于视觉舒适下的养老机构居室空

间色彩与材质搭配优选图谱及设计建议．

关键词：　养老机构；居室空间；色彩；材质；视觉舒适度；虚拟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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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８５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１１．９％．从数据可见，我国已经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
［１］．在老年人口中，普

遍存在因年龄或身体健康等带来的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２０５０年，发展中

国家中无法照料自己的老年人数量将是目前的４倍
［２］．随着社会养老需求的显著增加，对提供护理服务

的养老机构需求日益增长，养老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居室空间作为老年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区域［３］，是营造舒适化机构养老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居室

空间环境能有效改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的舒适度．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在室内物理环境得

到改善的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对视觉空间环境的把控．研究表明，从环境获得的信息中有８０％左右来

自视觉，在构成室内视觉环境的各个要素中，色彩对老年人的视觉器官刺激性较强［４］．色彩在室内空间

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不仅可以起到修饰和装扮的作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

绪、感受和行为．色彩从来不能脱离载体而单独存在，材质和色彩的相互呼应可以营造出不同的视觉环

境．因此，本文提出基于视觉舒适下的色彩与材质搭配优选图谱及设计建议．

图１　研究流程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　研究方法

基于视觉需求的研究，应用虚拟现实技术（ＶＲ）建立虚拟场景并进

行沉浸式体验，将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相结合，对以养老机构居室空间

色彩和材质交互因素为变量的环境进行视觉舒适度评价，通过ＳＰＳＳ专

业统计软件处理获得的实验数据，从而提出基于视觉舒适下的色彩与材

质搭配优选图谱及设计建议，以期为老年人创造更加舒适的养老环境．

研究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１　实验样本

根据不同的区域在居室中的位置和作用，将居室色彩与材质搭配分

为３个区域：地面、墙面、家具．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３５个不同规模的养

老机构居室地面、墙面、家具的色彩与材质进行现场采集并汇总．在材质

因素方面，总结出按照材质种类可将居室空间常用地面材质分为瓷砖

（Ｔ）、地板（Ｆ）及地毯（Ｃ）３类属性，常用墙面材质分为壁纸（ＷＰ）和涂料

（ＣＯ）２类属性，常用家具材质分为天然木材（ＮＴ）和人造板材（ＡＰ）２类属性；在色彩因素方面，总结出

按照色系可将居室空间常用地面色彩分为中性色（ＮＣ）和冷色（ＷＣ）２类属性，常用墙面色彩分为暖色

（ＷＣ）、冷色（ＣＣ）、中性色（ＮＣ）３类属性，常用家具色彩分为暖色（ＷＣ）和中性色（ＮＣ）２类属性．

为避免实验样本数量过大，使用正交分析［５］科学地减少实验场景，结合选定的因素和因素属性，共

设计３６个样本，实验样本如表１所示．表１中：以样本１为例，ＴＮＣ表示地面材质属性为瓷砖，地面色

彩属性为中性色．

表１　实验样本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本 地面 墙面 家具 样本 地面 墙面 家具 样本 地面 墙面 家具

１ ＴＮＣ ＣＯＣＣ ＮＴＮＣ １３ ＴＮＣ ＷＰＷＣ ＡＰＮＣ ２５ ＴＮＣ ＣＯＮＣ ＡＰＷＣ

２ ＴＷＣ ＣＯＷＣ ＮＴＮＣ １４ ＴＷＣ ＷＰＣＣ ＡＰＮＣ ２６ ＴＷＣ ＷＰＷＣ ＡＰＷＣ

３ ＦＮＣ ＣＯＮＣ ＮＴＮＣ １５ ＦＮＣ ＷＰＮＣ ＡＰＮＣ ２７ ＦＮＣ ＷＰＣＣ ＡＰＷＣ

４ ＦＷＣ ＷＰＣＣ ＮＴＮＣ １６ ＦＷＣ ＣＯＣＣ ＡＰＮＣ ２８ ＦＷＣ ＷＰＷＣ ＡＰＷＣ

５ ＣＮＣ ＷＰＷＣ ＮＴＮＣ １７ ＣＮＣ ＣＯＷＣ ＡＰＮＣ ２９ ＣＮＣ ＣＯＮＣ ＡＰＷＣ

６ ＣＷＣ ＷＰＮＣ ＮＴＮＣ １８ ＣＷＣ ＣＯＮＣ ＡＰＮＣ ３０ ＣＷＣ ＷＰＣＣ ＡＰＷＣ

７ ＣＷＣ ＷＰＷＣ ＮＴＷＣ １９ ＣＷＣ ＣＯＷＣ ＡＰＷＣ ３１ ＣＷＣ ＣＯＣＣ ＡＰＷＣ

８ ＣＮＣ ＷＰＣＣ ＮＴＷＣ ２０ ＣＮＣ ＣＯＣＣ ＡＰＷＣ ３２ ＣＮＣ ＷＰＮＣ ＡＰＷＣ

９ ＦＷＣ ＣＯＮＣ ＮＴＷＣ ２１ ＦＷＣ ＷＰＮＣ ＡＰＷＣ ３３ ＦＷＣ ＣＯＷＣ ＡＰＷＣ

１０ ＦＮＣ ＣＯＷＣ ＮＴＷＣ ２２ ＦＮＣ ＷＰＷＣ ＡＰＷＣ ３４ ＦＮＣ ＣＯＣＣ ＡＰＷＣ

１１ ＴＷＣ ＣＯＣＣ ＮＴＷＣ ２３ ＴＷＣ ＣＯＮＣ ＡＰＷＣ ３５ ＴＷＣ ＷＰＮＣ ＡＰＷＣ

１２ ＴＮＣ ＷＰＮＣ ＮＴＷＣ ２４ ＴＮＣ ＷＰＣＣ ＡＰＷＣ ３６ ＴＮＣ ＣＯＷＣ ＡＰＷ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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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平台

使用ＢＩＭ建模软件Ｒｅｖｉｔ２０１８创建养老机构居室空间三维模型，模型经过Ｆｕｚｏｒ软件处理转化成

ＶＲ场景，被试者戴上头戴设备即可体验虚拟环境中的３６个居室场景．由于理想的研究样本难以直接

从现实场景中获得，应用ＶＲ技术可以构建超强真实感的虚拟场景，同时，避免外界因素影响实验结果，

因此，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为研究提供了场景模拟条件，将现实复杂场景以快速且低成本的方式转化为

可控的虚拟场景［６８］．部分居室的实验场景，如图２所示．

（ａ）场景１　　　　　　　　　　（ｂ）场景２　　　　　　　　　　　（ｃ）场景３

（ｄ）场景４　　　　　　　　　　（ｅ）场景５　　　　　　　　　　　（ｆ）场景６

图２　居室的实验场景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ｅｎｅｓｏｆｂｅｄｒｏｏｍ

１．３　被试者

选择６０位老年人对样本场景进行虚拟体验．被试年龄分布在６０～７３岁，平均年龄６８．４岁，身体健

康，性别比例为１∶１．为了避免被试者在ＶＲ实验中产生不适，从而产生适应性差异，影响实验结果，每

位被试者单次使用ＶＲ的实验时间小于１０ｍｉｎ，整个实验持续时间为１５ｄ．

１．４　主观心理实验

１．４．１　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值　通过实地问卷调研和文献查阅可知，安全感、归属感、愉悦感、温馨感一

直是养老机构老年人群居生活质量最常见的心理影响因素．因此，实验拟定主观评价指标为安全感、归

属感、愉悦感、温馨感．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由美国运筹学家Ｓａａｔｙ提出的一种简单、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它是一种

表２　主观评价指标权重值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主观评价指标 安全感 归属感 愉悦感 温馨感

权重值 ０．４８８ ０．２９８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２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９１０］．依据层次分析

法的模型和构建原理，构建视觉舒适度主观评价层次分

析模型，得出主观评价指标权重值，如表２所示．由表２

可知：养老机构居室空间内，视觉舒适度的主观评价指

标权重值排序为安全感＞归属感＞温馨感＞愉悦感．

１．４．２　评价方法　语义差异法（ＳＤ）是由Ｏｓｇｏｏｄ提出的一种衡量人心理感知的量化评价方法．它主要

通过一系列的“感性词语”将被调查者的心理感知量化为具体的数据［１１］．将确定的４个主观评价指标设

定为４组正、反义词成对的形容词进行评价．根据李克特量表
［１２］，将心理变化量分为５个等级，分别用

数值０，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５，１．００表示．

１．４．３　实验步骤　１）被试者在进入虚拟仿真实验室后，需初步了解及适应虚拟场景，适应时间约５

ｍｉｎ；２）正式开始实验，被试者可在虚拟环境观察场景和小幅活动，然后，对每个居室场景的４个主观评

价指标进行判断并实时汇报，由操作人员根据被试者判断的数据实时填写问卷量表．

１．５　客观生理实验

１．５．１　生理指标　引用疗愈环境理念展开研究．疗愈环境指的是那些能够对生理健康和心理福祉进行

恢复、起到疗愈作用的环境［１３］．为评估部分可设计建筑要素对老年人使用者所产生的疗愈影响，采集被

试者在不同虚拟场景下的生理指标变化（心电ＲＲ间期和心率），间接评估色彩和材质交互因素为变量

１６７第６期　　　　　　　　　　张军，等：养老机构居室色彩与材质要素的视觉舒适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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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舒适程度．

１．５．２　实验步骤　图３为测试流程．图３中：Ｔ１，Ｔ２，Ｔ３，Ｔ４分别代表时间开始时刻、应激前、应激后、

图３　测试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ｆｌｏｗ

疗愈后．１）被试者在进入虚拟仿真实验室后需初步了

解及适应虚拟场景，适应时间约５ｍｉｎ；２）正式开始试

验，首先进行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ＴＳＳＴ）
［１４］，即２ｍｉｎ

左右的心算任务，此阶段为压力阶段；３）被试者可在虚

拟环境观察场景和小幅活动，此阶段为缓压阶段．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心理结果与分析

２．１．１　有效性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Ｋｅｎｄａｌｌ′ｓ分析，对心理实验数据进行有效性验证．Ｋｅｎｄａｌｌ

协同系数检验分析表，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犖 为被试者人数；犠 为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犘为渐进显著性．

由表３可知：犘＜０．０５，评价者各项主观评价指标评判标准一致，主观评价实验数据有效．

２．１．２　差异性分析　在分析实验结果之前，有必要对被试者的年龄和性别因素进行差异性分析．由于

老年人被试者的年龄在６０～７３岁，未构成明显的年龄梯度，因此，只针对性别因素差异性进行分析
［１５］．

分别将男性、女性被试者的原始评价数据录入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统计得出部分Ｔ

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Ｓｉｇ值＞０．０５，性别对３６个样本的检验结果没有差异．

表３　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检验分析表

Ｔａｂ．３　Ｋｅｎｄａｌ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ｅ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评价指标 犖 犠 卡方 自由度 犘

安全感 ６０ ０．７４３ １５６０．２９９ ３５ ０

归属感 ６０ ０．７６３ １６０２．１０１ ３５ ０

愉悦感 ６０ ０．７０２ １４７３．６５７ ３５ ０

温馨感 ６０ ０．７１４ １４９９．１７９ ３５ ０

表４　性别因素独立样本部分Ｔ检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ｄ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

评价指标
样本１

狋值 自由度 Ｓｉｇ值

样本２

狋值 自由度 Ｓｉｇ值

安全感 －０．６６８ ５８ ０．５０７ ０．５５７ ５８ ０．５８０

归属感 ０．２６１ ５８ ０．７９５ ０ ５８ １．０００

愉悦感 ０ 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５３１ ５８ ０．５９７

温馨感 １．１５４ ５８ ０．２５３ ０．５２９ ５８ ０．５９９

２．１．３　主观评价综合得分　对６０份主观心理实验问卷量表进行统计，结合主观评价指标权重值，得出

样本的视觉舒适度综合得分（狀），如图４所示．根据图４中每个样本视觉舒适度的综合得分，将样本视觉

舒适度分为３个等级：狀≥４表示比较舒适；３＜狀＜４表示一般舒适；狀≤３表示不舒适．由图４可知：满足

舒适度的样本号为４，５，６，７，８，９，１２，２１，２８，３２．

图４　样本的视觉舒适度综合得分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ｆｏｒｔ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２　生理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生理指标结果　部分被试者心电ＲＲ间期和心率的生理数据统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在应激前，被试者的生理指数无明显差异，个体之间的较小差异是由于不同被试者的

体质不同；在应激后，被试者的生理指数均明显降低，个体之间无明显差别，反映出被试者在面对心算考

试时都持续存在的压力感受；但在疗愈后，被试者的生理指数呈现不同的变化，说明不同的样本对被试

者产生不同的疗愈效果，同时，也证明不同样本对老年人视觉舒适度有不同的影响；相比心电生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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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生理数据对实验的灵敏度较低，整个实验过程未发现明显的变化．

表５　生理数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样本
心电ＲＲ间期／ｓ

Ｔ２ Ｔ３ Ｔ４

心率／ｍｉｎ

Ｔ２ Ｔ３ Ｔ４
样本

心电ＲＲ间期／ｓ

Ｔ２ Ｔ３ Ｔ４

心率／ｍｉｎ

Ｔ２ Ｔ３ Ｔ４

１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６５ ７３ ７８ ７７ ４ ０．８０ ０．５９ ０．７７ ７４ ７８ ７５

２ ０．７６ ０．５８ ０．６３ ７５ ７９ ７８ ５ ０．７８ ０．５７ ０．７５ ７２ ７９ ７３

３ ０．７８ ０．６２ ０．７１ ７６ ７９ ７８ ６ ０．７７ ０．６０ ０．７６ ７３ ７７ ７４

２．２．２　协方差分析　被试者在面对应激阶段的压力任务后，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生理反应．针对这

表６　协方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自变量 因变量 Ｓｉｇ值 犚２

Ａ～Ｃ组
心电 ０ ０．９５０

心率 ０．４８４ ０．０４４

种情况，应采用统计学中的协方差分析［１６］．根据不同变量对被试

的疗愈程度，将其分为Ａ（样本４，５，６，７，８，９，２１，２８，３２），Ｂ（样本

３，１２，１３，１５，１８，２２，２６，２９，３０，３５），Ｃ（样本１，２，１０，１１，１４，１６，

１７，１９，２０，２３，２４，２５，２７，３１，３３，３４，３６）３组．协方差统计结果，如

表６所示．表６中：犚２ 为拟合度．

由表６可知：Ｓｉｇ值＜０．０５，表明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不同样本依然对被试者疗愈后的生理反应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通过对以上概率水平和均值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不同组别的疗愈程度：

Ａ组Ｂ组＞Ｃ组，说明Ａ组样本对老年人有更好的视觉舒适性．

２．３　优选图谱

从主观心理实验与客观生理实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具有较高舒适度的样本结果趋于一致．养老机

构居室空间的色彩与材质搭配优选图谱，如图５所示．

（ａ）居室空间１　　　　　（ｂ）居室空间２　　　　　（ｃ）居室空间３　　　　　（ｄ）居室空间４

（ｅ）居室空间５　　　　　（ｆ）居室空间６　　　　　（ｇ）居室空间７　　　　　（ｈ）居室空间８

图５　居室空间的色彩与材质搭配优选图谱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ａｐ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ｄｒｏｏｍｓｐａｃｅ

３　结论

应用ＶＲ技术，构建以色彩与材质交互因素为变量的沉浸式虚拟场景，采用主观心理与客观生理实

验，选择６０位身体状况良好的自理老年人进行视觉舒适度评价，在对实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适宜视觉舒适度的色彩与材质搭配优选图谱及设计建议，为今后养老机构居室空间色彩与材质搭配设

计提供参考．

１）基于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评价指标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对养老机构居室空间色彩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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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搭配视觉舒适度的影响几乎没有差异，即老年人性别因素对实验变量的感知具有一致性．

２）基于协方差分析，在排除协变量干扰的情况下，自变量依然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表明不同的

实验样本给人的视觉舒适感受不同．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视觉舒适度较高的实验样本．

３）养老机构居室空间地面色彩与材质因素视觉舒适度由高到低排序为暖色的地毯材质＞中性色

的地毯材质＞暖色的地板材质＞中性色的瓷砖材质＞中性色的地板材质＞暖色的瓷砖材质．

４）养老机构居室空间墙面色彩与材质因素视觉舒适度由高到低排序为暖色的壁纸材质＞中性色

的壁纸材质＞冷色的壁纸材质＞中性色的涂料材质＞冷色的涂料材质＞暖色的涂料材质．

５）养老机构居室空间家具色彩与材质因素视觉舒适度由高到低排序为中性色的天然木材材质＞

暖色的天然木材材质＞暖色的人造板材材质＞中性色的天然木材材质．

由于实验的被试者年龄分布较集中，使研究结果存在局限性，随着研究的推进，将在今后的工作中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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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犘犘犘项目物有所值评价

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

赵振宇１，苑曙光１，戴同１，包格日乐图２

（１．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２．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７０）

摘要：　为了能动态分析项目全寿命周期内物有所值（ＶＦＭ）量值及相关变量的变化趋势，根据社会资本和政

府合作（ＰＰＰ）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收益构成要素间的因果关系，构建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评价系统动力学模

型．以某新建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项目为案例，对项目的物有所值量值进行试算，并对生产负荷、折现率、单价

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所建模型可有效用于确定ＰＰＰ项目合理单价范围、特许经营合理期限等关键参

数，能够为ＰＰＰ项目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关键词：　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定量评价；系统动力学；废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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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和政府合作（ＰＰＰ）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已成为公

共基础设施项目开发的重要模式．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ＰＰＰ市场．根据现行规定，ＰＰＰ项目

需要经过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初步实施方案（即“两评一案”）特别准入审批后，方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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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赵振宇（１９６９），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管理、项目管理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ｙ

ｕｘｍ＠２６３．ｎｅｔ．

　基金项目：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９２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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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阶段．在审批决策过程中，物有所值（ＶＦＭ）评价是判断项目是否适合ＰＰＰ模式的重要依据，但由

于ＰＰＰ项目ＶＦＭ评价涉及变量多、变量之间关系复杂，且变量具有动态性，加之ＰＰＰ项目特许经营期

较长，存在众多不确定性[１４]，增加了ＶＦＭ定量评价的难度．因此，构建动态的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定量评价

模型，以准确反映ＶＦＭ变化趋势，对ＰＰＰ项目科学决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者针对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定量评价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关键因素对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量值的影响；二是通过构建具体项目ＶＦＭ定量评价模型，实现ＶＦＭ的准确测度．

在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量值影响因素分析方面，薛朝改等
［５］从政府、社会公众、社会资本三方角度引入

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影响ＰＰＰ项目绩效的主要因素；崔彩云等
［６］依据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德尔菲法

构建ＰＰＰ项目驱动因素层次结构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ＤＥＭＡＴＥＬ）

方法确定ＶＦＭ驱动因素重要性排序；Ｃｕｉ等
［７］基于结构方程（ＳＥＭ）构建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驱动因素框

架，分析各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Ｐａｒｋ等
［８］对韩国３个大型公路ＰＰＰ项目进行事后ＶＦＭ 评估，分

析国债利率和折现率对ＶＦＭ的影响；Ｌｉｕ等
［９］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ＶＦＭ评价指标，结合项目参数，提

出一种熵权Ｐａｒｅｔｏ前沿定量决策方法．

关于ＰＰＰ项目ＶＦＭ的定量测度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ＰＰＰ项目风险的量化及关键参数的选

取．在ＰＰＰ项目风险量化方面，徐文等
［１０］采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度法确定ＰＰＰ项目各项风险的损失权

重，采用集值统计法确定各项风险的发生概率，并将二者结合进行项目风险成本的量化；荀志远等［１１］以

公立学校ＰＰＰ项目为例，细化项目风险成本，通过指标量化确定项目的ＶＦＭ值；梁玲霞等
［１２］建立风险

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和专家打分法建立风险成本量化模型，构建城镇棚户区改造ＰＰＰ模

式ＶＦＭ定量评价模型；郝德强
［１３］对资本成本率和现金净流量计算方法进行改进，构建适用于ＰＰＰ项

目ＶＦＭ评价的净现值修正模型，使ＶＦＭ量值计算更加精确；高华等
［１４］基于政府与社会资本方视角，

研究ＰＰＰ项目ＶＦＭ评价中折现率的确定方法；Ｘｕ等
［１５］根据某ＰＰＰ公路项目定价参数及风险因素，

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项目特许权定价模型，并提出一种考虑不可量化风险因素的基于案例推理

（ＣＢＲ）的定价调整模型；Ｇｕｏ等
［１６］利用公共部门比较基准法构建ＶＦＭ定量评价模型，对某城市轨道交

通ＰＰＰ项目融资模式的适宜性和具体运作模式进行定量评价．

现有ＶＦＭ定量评价研究多为在一定特许经营期限条件下对项目物有所值的评价，鲜有考虑特许

经营期内相关变量动态变化对ＶＦＭ 的影响程度．因此，迫切需要研究用以科学判定关键变量变化对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影响的分析方法和有效工具．基于此，本文从系统动态性视角出发，根据ＰＰＰ项目全寿

命周期成本收益构成，建立ＶＦＭ定量评价系统动力学模型；然后，根据所建的模型，以某工业废渣处

理ＰＰＰ项目为案例，分析关键因素对ＶＦＭ 的影响，以帮助实现对项目的合理定价和特许经营合理期

限的准确判断．

１　犘犘犘项目犞犉犕的计算

目前常用的ＶＦＭ定量方法有公共部门比较值（ＰＳＣ）法、成本效益法和竞争性投标法
［１７］．ＰＳＣ法由

于适用性强，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评价方法，该方法是在假定采用ＰＰＰ模式与政府传统投资方式产出绩

效相同的前提下，比较两种采购模式下政府的净成本现值的偏差，即通过比较ＰＰＰ模式下全生命周期

内政府的净成本的现值（ＰＰＰ值）与公共部门比较值（ＰＳＣ值），判断ＰＰＰ模式能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

成本．ＰＰＰ值（ＬＣＣＰＰＰ）与ＰＳＣ值（ＰＳＣＮＰＶ）的计算式分别为

ＬＣＣＰＰＰ ＝ＮＰＶＥＩ＋ＮＰＶＯＳ＋ＮＰＶＭＩ＋ＮＰＶｒｉｓｋ， （１）

ＰＳＣＮＰＶ ＝ＲＶＰＳＣ＋ＡＶＣ＋犆ｒｉｓｋ． （２）

式（１），（２）中：ＮＰＶＥＩ表示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股权投资的现值；ＮＰＶＯＳ表示生命周期内运营补贴的现值；

ＮＰＶＭＩ表示配套投入的现值；ＮＰＶｒｉｓｋ表示风险承担的现值；ＲＶＰＳＣ表示ＰＳＣ基准值，参照项目的建设、运

营、维护的净成本；ＡＶＣ表示竞争性中立调整值，主要指对政府部门所具有的一些固有优势和劣势进行

调整；犆ｒｉｓｋ表示项目全部风险成本之和．

为了确保公共部门比较值与影子报价ＰＰＰ值具有可比性，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值的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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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ＦＭ＝ＰＳＣＮＰＶ－ＬＣＣＰＰＰ． （３）

２　工业废渣处理犘犘犘案例项目概况

Ｇ市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是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之一．长期以来，该市绝大多数从事有色

金属冶炼的工厂将工业废渣集中露天存放，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５年底，Ｇ市累计堆存冶炼废渣量为３５００

万ｔ，其中，无序堆放量为２０００万ｔ．２０１５年，Ｇ市有色冶炼企业一般废渣增量约为６１万ｔ，危险废物增

量约为１．９万ｔ；其他企业一般废渣增量约为１．２万ｔ，危险废物增量约为３．１万ｔ．２０１６年以来，随着对

落后产能淘汰力度的不断加大，目前，Ｇ市需处置的新增废渣总量约为５８万ｔ·ａ－１．冶炼废渣中还有大

量的重金属，对周边生态及群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根据当前区域危险固体废物防治的要求，为解决当

地历史遗留的废渣处理问题，决定实施建设工业废渣集中处置场工程．

Ｇ市拟采用ＰＰＰ和“设计建造运行转让”（ＤＢＯＴ）方式建设一座８３８．８万ｍ３ 的Ⅱ类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填埋场，拟建项目特许经营期为１５ａ，含建设期１ａ，总投资为３３８１２．５６万元，其中，建设期投资

２９０５５．５３万元，建设期投资中包含工程的配套设施．项目由政府方发起，社会资本与Ｇ市国资公司共

同组建项目公司，Ｇ市环保局与项目公司签订ＰＰＰ项目合同，授予项目公司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管

理、维护并移交项目．资本金拟为２０２５０万元，其中，政府出资８２５０万元，社会资本出资１２０００万元．

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模式，根据同类项目产品售价预测本项目堆渣收购价格为７１．２元·ｔ－１，特许经营

期间，收费标准可根据政府最新出台的指导价格及当地物价浮动指数进行综合调整．根据项目公司收益

情况，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按股权比例共享项目公司收益．

根据调研，历史存量废渣需送至堆场集中堆存的量约为６３０万ｔ，结合现有废渣产生量，拟建渣场入

堆渣量如下：第１～５年为１０８．２万ｔ·ａ
－１；第６年以后为３４．１万ｔ·ａ－１．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管

理费和废渣处置费用，其中，废渣处置费用含废渣运费、处理费及填埋费．废渣运费、处理费和填埋费分

别按２２，２４，２１元·ｔ－１测算．项目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６％，附加税含城市建设附加税、教育费附加税及

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的税率，它们分别为７％，３％，２％，企业所得税税率按１５％测算．由于本项目为

ＤＢＯＴ，建设期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不归项目公司所有，因此，不计固定资产折旧，在特许经营期内长

期使用的运营性资产计入摊销．项目运营期内融资成本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按等额本息法还本付息．

３　工业废渣处理犘犘犘项目犞犉犕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是基于系统工程理论，研究系统内部结构与动态行为关系的重要方

法，尤其适用于分析经济、社会等非线性复杂系统问题［３］．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ＶＦＭ 计算涉及多个变量，

这些变量与项目建设期投资、运营维护成本、税费、运营补贴、特许经营期、折现率等多个因素存在着相

互作用和联系．由于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属于非线性动态性反馈系统，因此，选择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根

据项目投资收益各相关变量构建ＶＦＭ净现值模型．

根据式（３），ＰＰＰ项目ＶＦＭ主要涉及ＰＰＰ和ＰＳＣ两个子系统，根据上述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案例

表１　系统及变量的构建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系统 主要变量

ＰＳＣ
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维护成本、使用者付费、应缴税
费、土地使用费、行政审批费用、风险承担成本

ＰＰＰ
政府股权投入、政府方风险承担支出、政府方运营支
出、政府配套投入支出

项目特点，对两个子系统的要素进行描述，

如表１所示．

根据表１变量间的关系构建ＰＰＰ项

目ＶＦＭ 定量评价因果关系图，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箭头前端的“＋”和“－”表示相

链接的两变量变化方向一致和不一致．

在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定量评价因果关系

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中ＰＰＰ案例项目中ＶＦＭ变量关系，构建该项目物有所值ＶＦＭ定量评价系统动

力学模型．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案例项目ＶＦＭ量值系统动力学存量流量图，如图２所示．

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案例项目 ＶＦＭ 系统动力学模型由ＰＳＣ现值与ＰＰＰ现值两个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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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量值系统动力学因果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ｕｓ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Ｆ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图２　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案例项目ＶＦＭ量值系统动力学存量流量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ｏｃｋ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ＶＦ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ＰＰＰｃａ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ＦＭ量值系统动力学模型参数设置，如表２所示．表２中：风险因子１指项目全部风险成本占项目建设

运营成本的比例，文中按文献［１１］取值．

表２　ＶＦＭ量值系统动力学模型参数设置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ＶＦ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计算公式 单位

ＶＦＭ量值 状态变量 ＶＦＭ量值＝ＰＳＣ现值ＰＰＰ现值 万元

ＰＳＣ现值 辅助变量 ＰＳＣ现值＝风险成本＋建设、运营、维护成本净现值＋竞争性中立调整值 万元

建设、运行、
维护成本净现值

状态变量
运行维护成本净现值＝ＩＮＴＥＧ（（运行、维护成本＋建设投资废渣处理收
入）／ＰＯＷＥＲ（（１＋折现率），（Ｔｉｍｅ－１）），０）

万元·ａ－１

竞争性
中立调整值

状态变量
竞争性中立调整值＝ＩＮＴＥＧ（（缴税总额＋土地使用费）／ＰＯＷＥＲ（（１＋折
现率），（Ｔｉｍｅ－１）），０）

万元·ａ－１

风险成本 状态变量
风险成本＝ＩＮＴＥＧ（（风险因子１×运行、维护成本＋风险因子１×建设投
资）／ＰＯＷＥＲ（（１＋折现率），（Ｔｉｍｅ－１）），０）

万元·ａ－１

ＰＰＰ现值 辅助变量 ＰＰＰ现值＝政府方股权支出现值＋政府方财政风险承担支出现值 万元

政府股权
支出现值

状态变量
政府方股权支出现值＝ＩＮＴＥＧ（政府方股权支出／ＰＯＷＥＲ（（１＋折现率），
（Ｔｉｍｅ－１）），０）

万元

政府风险承担
支出现值

状态变量
政府方财政风险承担支出现值＝ＩＮＴＥＧ（政府方财政风险承担支出／ＰＯＷ
ＥＲ（（１＋折现率），（Ｔｉｍｅ－１）），０）

万元

４　工业废渣处理犘犘犘项目基准场景犞犉犕量值测度

由于案例项目运营期为１５ａ，含建设期１ａ，因此，运营期开始的时间点为第１年末，仿真的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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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案例项目

ＶＦＭ，ＰＰＰ和ＰＳＣ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ＶＦＭ，ＰＰＰａｎｄＰＳＣｏｆ

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数据设定特许经营期的第１年末为折现点、第１５年末

为折现结束点．假定折现率为８％，贷款利率为５．３９％．

将工业废渣处理案例项目及参考数据输入ＰＰＰ项目

ＶＦＭ定量评价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对案例项目的ＰＰＰ

现值、ＰＳＣ现值和 ＶＦＭ 量值计算过程进行仿真模拟，

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为特许经营期．

由图３可知：项目物有所值定量评价中，ＰＳＣ现值

与ＰＰＰ现值均随特许经营期的延长而呈上升趋势，ＰＰＰ

现值的初始值远低于ＰＳＣ现值，但ＰＰＰ现值的上升幅

度大于ＰＳＣ现值的上升幅度；由于在第２～６年处理历

史存量废渣和新增废渣，生产负荷为最大值，从第７年

起仅处理新增废渣，因此，ＰＳＣ现值曲线在第７年以后

上涨趋势逐渐变缓；同时，ＶＦＭ量值随着特许经营期的

延长呈逐年降低趋势，且在特许经营期的第１５年趋于０，接近于物有所值定量评价的临界点．根据分析

结果可知，在现有设定条件下，对于政府方而言，第１５年的ＶＦＭ量值大于０，因此，本项目物有所值．

５　工业废渣处理犘犘犘项目犞犉犕敏感性分析

５．１　生产负荷变化对犞犉犕的影响

大多数市政工程ＰＰＰ项目在建成后的运行负荷比较稳定（如污水处理项目），但工业废渣处理项目

的生产负荷受上游产业影响较大，特别是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配套的固体废料处理项目，其上游产

能受国家及地方政策调整影响很大，生产负荷难以预测．针对Ｇ市废渣处理项目未来生产负荷，可依据

不同场景进行预测．除前文预测的基准场景外，还有以下３种不同场景．

１）低负荷场景．设定历史存量废渣处理量与基准场景一致，仅处理６３０万ｔ历史存量废渣，但预测

未来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上游企业废渣生产量以１％的速度逐年递减．

２）中等负荷场景．设定历史存量废渣处理量及年新增工业废渣量与基准场景一致，但预测未来项

目公司市场运营得当，将周边县市的其他废渣垃圾也运至项目填埋，使项目在第７～１５年内每年的负荷

图４　不同负荷场景下工业废渣处理

ＰＰＰ案例项目的ＶＦＭ量值

Ｆｉｇ．４　ＶＦＭ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ＰＰＰ

ｃａ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ａ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率上升２％．

３）高负荷场景．设定上游企业生产废渣水平与目

前一致，但Ｇ市未来持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不仅当年

产生的废渣需处理，Ｇ市历史产生的无序堆放的２０００

万ｔ废渣也要在特许经营期内处理．假定在高负荷场景

下，第２～６年，每年处理存量废渣１０８．２万ｔ；第７～１５

年，每年处理存量废渣１０４．２１万ｔ．

针对上述３种场景，利用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定量评价

系统力学模型进行模拟仿真．不同负荷场景下工业废渣

处理ＰＰＰ案例项目的ＶＦＭ量值，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在特许经营期末，高负荷场景的ＶＦＭ

量值远大于其余两个场景，中等负荷场景和低负荷场景

的ＶＦＭ 量值差异较小．结果表明，未来政府部门处理

历史存量废渣的政策对项目ＶＦＭ量值的影响较大，如果仅处理现有计划的６７０万ｔ存量废渣，未来项

目生产负荷的小幅波动对项目ＶＦＭ量值影响较小．

５．２　折现率变化对犞犉犕的影响

在ＰＰＰ项目ＶＦＭ定量评价过程中，对政府方而言，关键且较难确定的影响因素是折现率．在工业

废渣处理ＰＰＰ案例项目中，借助ＶＦＭ系统动力学模型可对折现率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假设废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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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折现率下工业废渣

处理ＰＰＰ项目的ＶＦＭ量值

Ｆｉｇ．５　ＶＦＭ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ａｔｅｓ

单价为７１．２元·ｍ－３，生产负荷与基准场景一致，分别选

取折现率为７％，８％，９％三种情形，利用ＰＰＰ项目 ＶＦＭ

定量评价系统力学模型模拟 ＶＦＭ 值的变化趋势．不同折

现率下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项目的ＶＦＭ量值，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随着折现率的提高，特许经营期末的

ＶＦＭ量值逐渐下降；当折现率为９％时，特许经营期末的

ＶＦＭ等于０．因此，从政府决策角度，如要保证项目物有所

值，该项目的折现率取值应小于９％．

５．３　处理单价变化对犞犉犕的影响

由于ＰＰＰ项目涉及政府、社会资本及使用者，ＰＰＰ项

目定价是影响三方利益的关键，合理的定价标准是体现

ＰＰＰ项目公益性的保证，因此，分析价格与ＶＦＭ 之间关系

尤为重要．

运用基于系统动力学的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将废渣处理单价设为合同价（７１．２

元·ｔ－１）、合同价上浮１０％（７８．３元·ｔ－１）、合同价下浮１０％（６４．１元·ｔ－１），模拟废渣处理单价对项目

ＶＦＭ量值的影响，根据模拟结果可进一步判断满足ＶＦＭ 量值大于０的最低处理单价水平．废渣处理

图６　不同单价下工业废渣

处理ＰＰＰ项目的ＶＦＭ量值

Ｆｉｇ．６　ＶＦＭ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ｉｃｅｓ

单价在特许经营期内对ＰＰＰ项目的ＶＦＭ量值影响，如

图６所示．图６中：处理单价为７３．５元·ｔ－１时，废渣处

理ＰＰＰ项目在第１５年的ＶＦＭ量值为０．

由图６可知：随着废渣处理单价的提升，项目ＶＦＭ

量值呈下降趋势；当处理单价为７３．５元·ｔ－１时，第１５

年时的ＶＦＭ为０．由此可判断，当废渣处理单价取７８．３

元·ｔ－１时，项目特许经营期末 ＶＦＭ 值将低于０，从政

府决策的角度，特许经营期缩短至１４年比较合理．因

此，为了充分发挥ＰＰＰ项目的社会服务作用，在其他参

数不变的情况下，该项目初始的废渣处理单价不应高于

７３．５元·ｔ－１．

６　结束语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量值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在项目生命周期内动态变化，为了能够动态分析ＶＦＭ 量

值的变化过程，以ＰＳＣ法为基准，根据ＰＰＰ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收益构成要素的关系，利用系统动力

学方法，构建ＰＰＰ项目ＶＦＭ系统因果关系模型及系统动力学定量评价模型．以某工业废渣处理ＰＰＰ

项目为案例，利用ＶＦＭ系统动力学定量评价方法对项目的ＶＦＭ 变化趋势进行仿真，并分析ＶＦＭ 关

键参数对ＶＦＭ量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固废处理ＰＰＰ项目，在未来不同环保政策情况下，项

目ＶＦＭ量值存在较大差异；在一定生产负荷水平下，为保证项目物有所值，折现率和处理单价均存在

理论上限值．文中提出的方法可以精准反映ＰＰＰ项目特许经营期内 ＶＦＭ 量值的变化趋势，并能够用

于决策变量的敏感性分析，为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定量评价提供了一种新型实用工具．相比传统的ＶＦＭ

计算方式，基于系统动力学的ＶＦＭ分析方法有着调整数据简便、结果清晰、指导性强的优点，具有良好

的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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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出行时空耦合的厦门岛

城市旅游服务设施布局

阚小溪１，２，高悦尔１，王成３，杨春４

（１．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８５；

３．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４．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岛为研究区域，提取旅游服务设施的兴趣点（ＰＯＩ）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

析厦门岛不同旅游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由于旅游住宿与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较为吻合，研究选取旅游日（２０１９

年５月１－４日）和工作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１－１５日）的浮动车数据，通过缓冲区分析选取旅游住宿影响范围内

的浮动车出发地?目的地（ＯＤ）数据，并进一步构建旅游住宿与游客出行时空的耦合度模型．结果表明：旅游服

务设施（除交通枢纽外）在空间上表现为沿景区集聚；旅游住宿与餐饮的空间布局与旅游景区的布局基本吻

合，购物中心、文化娱乐与交通枢纽的空间布局与旅游景区的布局存在差异；旅游日相比工作日耦合度的分布

区域范围较广，耦合性较好的区域在旅游日主要集中在重要的交通枢纽及主要景区，部分景区可能存在旅游

住宿供大于需的现象．

关键词：　城市旅游服务设施；耦合度；空间布局；浮动车数据；厦门岛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９８４．１９１；Ｆ５９２．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６?０７７２?０７

犔犪狔狅狌狋狅犳犝狉犫犪狀犜狅狌狉犻狊犿犐狀犳狉犪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犡犻犪犿犲狀犐狊犾犪狀犱

犝狊犻狀犵犜狉犪狏犲犾犛狆犪狋犻狅?犜犲犿狆狅狉犪犾犆狅狌狆犾犻狀犵

ＫＡＮＸｉａｏｘｉ１
，２，ＧＡＯＹｕｅ′ｅｒ１，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３，ＹＡＮＧＣｈｕｎ４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Ｔｏｎｇｈｅｎｇ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０００８５，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４．Ｘｉａｍｅｎ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ａｋ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ｎＩｓｌａｎｄＸｉａｍｅｎＣｉ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ｄａｔａ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ＸｉａｍｅｎＩｓｌａｎｄ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ｏｎｈｏｌｉｄａｙ（Ｍａｙ１?

４，２０１９）ａｎｄｗｅｅｋｄａｙｓ（Ｍａｒｃｈ１１?１５，２０１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Ｄ）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ｃｏｍ

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ｘｃ?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通信作者：　高悦尔（１９８３），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规划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ｙｕｅｅｒ１２３＠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２０７８２２４）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ｅｐ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ｈｕｂ）ａｒ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ｉｓ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ｈｕｂ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ｈｏｌｉｄａｙｉｓｗｉｄ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ｗｅｅｋｄ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ｈｏｌｉｄａｙ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ｈｕｂ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ｅｘｃｅｅｄ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ｓｏｍｅ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ｒｂａ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ｄａｔａ；ＸｉａｍｅｎＩｓｌａｎｄ

旅游服务设施是城市旅游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城市旅游形象和旅游服务质量的重要影

响因素．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不仅为城市旅游业的运转提供良好的基础，也对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产生巨

大影响．旅游服务设施是否合理，是否物尽其用，将影响到城市旅游业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服务设施的空

间布局与旅游人口分布是否协调，是否接近旅游景区，将影响到游客在旅游观光期间的便利性．这些问

题逐渐引起城市决策者与相关学者的重视，同时，探究旅游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找出旅游服务设

施的配置方案也成为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服务设施的研究日渐活跃和深入．对于旅游服务设施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旅游服

务设施的区位选址、旅游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及旅游服务设施的空间格局演化．在旅游服务设施的区位

选址方面，Ｃｈｅｎｇ等
［１２］分别用网络分析和交互式图层分析购物中心的最佳区位选择，提出购物中心区

位选择的效用问题；Ｔｅｌｌｅｒ等
［３］探讨了零售与服务业租户聚集效应的驱动力，发现地理区位、可达性及

停车条件等与地理相关的驱动因素对租户的经济成功影响最大．在旅游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方面，葛

峰［４］分析了南京市都市区大中型购物中心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布局优化的建议；陶

伟等［５］运用空间句法模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从区域酒店业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城市路网形

态分析、城市路网形态对酒店业分布规律的影响３个角度入手，探究广州市中心区酒店业的空间布局规

律；Ｌｉ等
［６］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统计方法，研究城市旅游现象的空间关联，以检验酒店与土地利用类

型、景点、交通设施及酒店所在的规划单元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往关于旅游服务设施的研究多从酒店、交通设施等单因素进行分析，而不同旅游服务设施布局的

研究成果较少．同时，针对旅游服务设施的布局多集中于其本身与静态路网关系的研究，很少探讨旅游

服务设施与实时交通之间的耦合关系．近几年，基于人的活动视角探讨城市空间布局的研究倍受关注，

例如，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活力［７］、设施的供需特征［８９］、服务水平［１０１１］及空间公平性［１２１４］等．由于城市

交通在旅游期间和工作日期间存在时空上的差异，本文以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岛旅游服务设施为例，通过

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厦门岛各类旅游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同时，将工作日与旅游日的浮动车出发地?目的

地（ＯＤ）数据与旅游住宿进行关联，建立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

１　研究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及基础数据

厦门市由厦门岛、鼓浪屿、海沧半岛、集美半岛、翔安半岛及内陆的同安等组成，是全国优秀旅游城

市和国际花园城市．由于厦门市主要旅游服务设施都集中在厦门岛内，因此，选取厦门岛作为主要研究

区域．城市旅游服务设施数据主要涵盖了厦门岛内湖里区、思明区范围内的兴趣点（ＰＯＩ）数据，主要为

百度收录的厦门岛旅游服务设施数据，该数据包括各类设施的空间地理信息（如经纬度坐标）、设施类

型、旅游住宿房间数目等属性信息．根据我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验收标准，将旅游服务设施分为５

大类，即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购物、旅游文化娱乐、旅游交通服务．经过坐标纠偏与地图匹配，最终

获得旅游服务设施有效信息８８６１个，其中，旅游住宿２７６８个，旅游餐饮５９７４个，旅游购物２９个，旅

游文化娱乐８３个，旅游交通服务７个．

目前，厦门市浮动车系统拥有出租车５０００余辆，系统每１０～３０ｓ回传一次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数

据，其中，浮动车数据包括车辆编号、经度坐标、纬度坐标、瞬时速度、当前状态、当前日期、当前时间、方

向角等属性值．选择２０１９年五一假期（５月１－４日）浮动车数据作为旅游日样本数据，选取２０１９年一

３７７第６期　　　　　　　　　 阚小溪，等：采用出行时空耦合的厦门岛城市旅游服务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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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工作日（３月１１－１５日）作为参照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旅游服务设施数量与种类繁多，其与景点的关系差异显著．因此，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耦合性分析

之前，需要通过核密度分析筛选与景点空间布局吻合的旅游服务设施．在此基础上，加入浮动车ＯＤ数

据，通过缓冲区的分析研究确定与景点空间布局紧密的旅游住宿影响区内的浮动车数据，并建立耦合度

模型，测度旅游住宿与游客出行时空之间的耦合性，为旅游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提供依据．

１．２．１　耦合度模型的构建　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

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１５］．空间上，两种地理事物在分布上的耦合反映的是空间系统内部二者之间的

协同作用关系，表示要素双方相互之间作用的紧密程度．耦合度越大，说明联系越紧密，要素的独立性越

差，反之亦然．旅游住宿作为城市旅游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时交通的影响直接反应游客的出

行时空．因此，以旅游住宿的房间数代表旅游住宿的集聚，测算旅游住宿的权重，通过ＡｒｃＧＩＳ测算出旅

游住宿影响范围内的浮动车ＯＤ数，从而计算出旅游住宿与游客出行时空的空间耦合度．

旅游住宿的影响力（影响范围内的浮动车ＯＤ数，即通过浮动车数据提取的轨迹起止点数）测算按

照游客日常出行的行为习惯入手，以路口作为游客打车可容忍的步行最大范围，将旅游住宿到路口的半

径作为旅游住宿的影响范围，建立以旅游住宿为圆心的缓冲区．同时，考虑到旅客一般选择距离自己最

近的道路出行，因此，选择影响范围内的最近道路，统计落入其中的浮动车ＯＤ数作为旅游住宿的影响

力，则任意旅游住宿耦合度模型为

犆犻＝
犚犻
犚ｍａｘ

×
犖犻
犖ｍａｘ

． （１）

式（１）中：犆犻表示旅游住宿犻与游客出行时空的耦合度，犆犻越大，则耦合性越好；犚犻为旅游住宿房间数；

犚ｍａｘ为厦门岛旅游住宿房间个数中最多的房间数；犖犻为旅游住宿犻影响范围内的浮动车ＯＤ数；犖ｍａｘ为

图１　获取旅游住宿影响区内的

浮动车ＯＤ数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ＯＤｄａｔａ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

旅游住宿影响范围内浮动车ＯＤ数据中的最大值．

１．２．２　数据处理过程　在耦合性分析中，首先，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

件中的邻近分析模块，选择旅游住宿距离最近路口的距离作为

半径进行缓冲区分析，确定旅游住宿的影响范围．其次，利用相

交方法确定旅游住宿缓冲区范围内的道路，并通过邻近分析方

法确定距离旅游住宿最近道路．最后，统计落入旅游住宿最近道

路上的浮动车ＯＤ数（图１），代入耦合度模型（式（１））中进行耦

合度计算．最终，将耦合度结果通过核密度估计法进行呈现，得

到旅游住宿与浮动车ＯＤ的空间耦合性分布图．

２　出行时空耦合的旅游服务设施布局分析

２．１　旅游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

２．１．１　购物中心空间布局特征　厦门岛购物中心呈现“一主一带多次”的分布特征，总体形成了多核心

轴向发展的空间特征，由城市几何中心及中山路步行街附近向外围呈现圈层式的递减，如图２（ａ）所示．

在嘉禾路、厦禾路火车站段、中山路步行街及莲前东路形成４大聚集区，并沿嘉禾路方向轴向发展形成

一条购物中心轴线，反映出厦门岛内不同片区的发展差异对购物中心布局的影响．嘉禾路方向至鹭江道

带状区域是厦门岛老城区及旅游热门片区．由于老城区历史悠久，各种服务设施发展成熟，吸引了游客

和本地居民前往消费，也促进了这片带状区域购物中心的繁荣．

２．１．２　餐饮空间布局特征　厦门岛餐饮呈现“一主两带多次”的分布特征，总体形成了火车站、嘉禾路

厦禾路、环岛岸线、莲前东路４大集聚区域，如图２（ｂ）所示．其中，火车站为主核心区，嘉禾路厦禾路、

环岛岸线为两条轴向发展带．火车站作为厦门岛主要的对外交通枢纽，吸引大量城市内外人口集聚、消

费，餐饮业最为发达．嘉禾路厦禾路带状区域餐饮业也较为聚集，一方面，尽端的中山路步行街是厦门

目前保留较完整的近代历史风貌旧城街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另一方面，嘉禾路作为厦门岛交通

干道，周边汇集了ＳＭ、富山、火车站３大商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带状区域餐饮业的不断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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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岸线作为厦门岛一条集旅游观光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滨海走廊，其服务配套的餐饮业也随之聚集．

莲前东路是岛内东部区域的主要道路，周边拥有大量居住区，加上附近的瑞景商圈，从而形成了莲前东

路餐饮业的集聚．

２．１．３　旅游住宿空间布局特征　厦门岛旅游住宿呈现“一主两带”的分布特征，总体形成以环岛南路曾

厝段为核心、厦禾路、环岛南路为带状走廊的空间分布格局，如图２（ｃ）所示．其中，曾厝是中国最文

艺渔村，在曾厝“五街十八巷”的阡陌小巷里共有民宿６９８家，占全部旅游住宿的２５．２２％．厦禾路集

聚带主要依托于ＢＲＴ１号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带状区域旅游住宿的不断积聚，同时，尽端的中

山路步行街旅游业发达，是城市旅游住宿的成熟地带．环岛南路集聚带依托曾厝旅游景区和厦门大学

进行布局，且受到东南部海岸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近年来其旅游住宿行业发展迅速．

２．１．４　文化娱乐空间布局特征　厦门岛文化娱乐业（以主题类乐园为主）呈现“一主多次”的分布特征，

如图２（ｄ）所示．五缘湾帆船港是主核心区域，是厦门帆船的主要聚集地，火车站、中山路步行街、莲前东

（ａ）购物中心　　　　　　　　　　　　　　　（ｂ）餐饮

（ｃ）旅游住宿　　　　　　　　　　　　　　　（ｄ）文化娱乐

图２　旅游服务设施核密度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３　交通枢纽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

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ｈｕｂ

路加州商业广场段等为次文化娱乐密集区．

由于厦门岛交通枢纽较少，因此，将其输入 ＡｒｃＧＩＳ数

据库中，可视化呈现在厦门岛上，发现厦门岛内旅游交通枢

纽主要沿厦禾路、西南环岛岸线带状分布（图３）．

２．２　旅游服务设施与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关系

将旅游景区叠加在各类旅游服务设施的核密度分析图

上（图４），发现旅游住宿、餐饮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旅游景区

的空间布局基本吻合，但餐饮由于还需要关注城市居民的日

常需求，因此，餐饮不如旅游住宿集聚明显．一方面，作为旅

游景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旅游住宿与餐饮伴随着厦门旅游城

市的建设在景区周边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游客旅游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住宿与餐饮需要在空间上加强与景点

的联系，从而方便游客的观光游览．相反，购物中心、文化娱乐与交通枢纽的空间布局与旅游景区的空间

布局有较大的差异．购物中心与文化娱乐设施不仅是旅游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重要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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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购物中心

务设施．同时，厦门市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尽端式交通枢纽城

市，交通枢纽的布局更多考虑与周边城市及各交通走廊的协

调发展，加强自身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联系．交通枢纽带来的瞬

时客流较多，如果靠近景区布局，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因此，厦

门岛交通枢纽与旅游景区的分布也出现了空间上的差异．

２．３　游客出行时空与旅游服务设施耦合性

将耦合度计算结果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半径为１５００ｍ）

进行呈现，得到旅游住宿与浮动车ＯＤ的空间耦合性分布图，

如图５所示．整体而言，耦合性在厦门岛的分布差异很大，大

部分区域的耦合值较低．因此，只选取耦合值大于０．２的区域

（ｂ）餐饮　　　　　　　　　　　　　　　　（ｃ）旅游住宿

（ｄ）文化娱乐　　　　　　　　　　　　　　　　（ｅ）交通枢纽

图４　旅游服务设施与景区的空间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ａ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

进行分析．

从空间上看，旅游住宿与浮动车ＯＤ耦合性较好的区域主要位于思明区西南部，沿着火车站、中山

路步行街及东南部海岸等区域展开．而耦合性较差的区域主要位于湖里区及思明区的中东部，这些区域

旅游景区分布较少，以居住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主，且思明区中东部有大面积的山地限制了车辆的进入．

虽然曾厝景区在上述的空间布局上呈现“一主”，但在耦合度的分布上范围有所变小，也进一步反映曾

（ａ）旅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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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工作日

图５　旅游住宿与浮动车ＯＤ耦合性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Ｄｄａｔａｏｆ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

厝景区的住宿可能存在供大于需的现象．

从时间上看，工作日耦合性的分布比旅游日更加均匀．在工作日，耦合性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

山路步行街与厦门火车站的轴向区域附近，但相同耦合度的区域比旅游日范围大；在旅游日，耦合性较

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山路、火车站及以椰风寨景点为代表的黄厝景区和曾厝景区附近，同时，曾厝

和椰风寨附近相同耦合度的区域分布较工作日有所扩张，说明这两个地区在旅游日的住宿需求更大．

在空间层面上，旅游住宿与浮动车ＯＤ耦合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在重要的交通枢纽及主要的景区（部

分景区可能存在供大于需的现象）．这些地区是游客进出城市及旅游观光的主要活动区域．同时，厦门岛

作为中心城区，路网密度较大，交通可达性高，因此，有大量的旅游住宿配套设施集中在这些区域，以获

得大量稳定的客源及较大的交通便利度．

在时间层面上，对比工作日与旅游日的耦合度发现：在旅游日，耦合性较好地区呈现扩张的趋势，旅

游住宿作为与景区及游客关系最为密切的旅游服务设施之一，选址在厦门岛景区及火车站附近可以节

省出行时间；在工作日，除了以上分析中耦合性较好的区域，在中山路步行街和火车站之间的轴向的垂

直区域和火车站东北向的轴向地带出现耦合度较高的区域，这些区域附近集中了厦门市大量的医院及

办公设施，在工作日中这些区域主要为外出就医与商务办公人士的住宿与活动，从而导致这些区域有较

高的耦合性．此外，在曾厝和椰风寨景点附近，耦合度范围明显收缩，这与区域的主要服务对象有关．

除了中山路步行街与火车站，在曾厝及椰风寨景点的耦合性在旅游日也有所提高．这些区域是厦门最

具代表性的旅游观光地区之一．由于近年来厦门市全力打造旅游城市，这些区域旅游服务设施逐渐完

善，家庭旅馆兴起，旅游人数增加，加上环岛路的修建，极大提高了曾厝和椰风寨这两处景区的交通可

达性，从而提高了这些区域的耦合性．

总体来看，厦门岛旅游住宿在旅游日的耦合分布范围较工作日大，曾厝和中山路旅游景区的耦合

度在旅游日与在工作日相似，椰风寨景点的耦合度在旅游日比工作日高．因此，部分景点的旅游住宿可

能呈现供大于需的情况，未来旅游服务设施的布局要结合游客的分布情况、景区和枢纽的发展情况，以

旅游需求为出发点，适当调整旅游服务设施的数量和布局．在评估城市交通承载力的条件下，对耦合度

较高的区域，可适当增加旅游住宿；对耦合度较低的区域，可适当减少旅游住宿或挖掘旅游潜力，提高旅

游吸引力．

３　结果与讨论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分析技术，以厦门岛为例，在分析各类旅游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将浮

动车ＯＤ数据匹配到与旅游景点布局紧密的旅游住宿影响范围内的道路上，并建立二者之间的耦合度

模型，深入探讨旅游住宿与游客出行时空之间的耦合性，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除了交通枢纽以外，各类旅游服务设施在空间布局上均呈现集聚趋势，表现为沿景区集聚．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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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岛的景点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强化了各类旅游服务设施的聚集趋势．

２）旅游住宿、餐饮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基本吻合，购物中心、文化娱乐的空间分

布格局与旅游景区的布局存在差异．旅游住宿与餐饮业为了方便获取最多的客源，在空间上集聚，加强

与景点的联系，反应了游客的刚性需求，方便游客的观光游览．

３）在空间上，旅游住宿与浮动车ＯＤ耦合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在重要的交通枢纽，部分景区可能存

在旅游住宿供大于需的现象．旅游住宿是游客实际旅行中重要的旅游服务设施之一，将旅游住宿选址在

景区或交通枢纽附近可以节约游客的出行时间．

通过多源数据（ＰＯＩ数据和浮动车数据），从静态布局和动态活动展开，研究旅游服务设施的空间布

局，为其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但该方法仅考虑浮动车ＯＤ与旅游住宿的空间耦合关系，未能考虑其

他交通方式（如网约车、顺风车、共享单车等）的选择和组合．同时，该方法仅从动态活动角度讨论了旅游

住宿的空间布局，未对不同旅游服务设施与游客出行时空之间的空间耦合差异进行研究．因此，未来需

要从以上两方面入手，对旅游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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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夹心钌分子催化剂的水氧化电催化

陈雪皎１，彭伟２，陆君涛２，庄林２

（１．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设计和合成以五甲基环戊二烯基（Ｃｐ）半夹心钌配合物为代表的一种具有开放的空间结构和高电荷

密度的分子催化剂，通过对配体的调控，成功筛选出具有良好水氧化电催化活性、易固载到电极表面且在强碱

性环境下抗水解的［ＣｐＲｕ（ＰＰｈ３）２Ｃｌ］Ｃｌ配合物分子．电化学和在线微分电化学质谱实验表明：该分子可提

供易于被进攻Ｒｕ（Ⅴ）活性中心，显著加速水氧化生成Ｏ２ 的反应速率．

关键词：　分子催化剂；半夹心钌配合物；微分电化学质谱；水氧化反应；电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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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光合作用是应对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所提出的一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式，其目的是将太阳

能转化为便于储运的化学燃料（如Ｈ２）或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如乙烯、乙醇等）
［１３］．在基于水分解制氢的

人工光合作用的研究中，制约制氢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为水氧化生成Ｏ２ 的半反应动力学缓慢
［４６］．因

此，研制高性能的水氧化催化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与传统的基于无机纳米材料的催化剂相比，分子催化剂在人工光合作用中具有以下３点优势
［７１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９?１２

　通信作者：　陈雪皎（１９８４），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能源化学相关的电催化与谱学电化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ｊｃｈｅｎ＠

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９Ｊ０１０５８）；华侨大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ＺＱＮＰＹ５０７）；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６０５５０Ｙ１７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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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子催化剂多以有机金属配合物为催化材料，除具有高原子利用率外，还具有类似酶催化的高效性

和高选择性．２）高度分散的分子催化剂不存在晶界，与吸光剂（如半导体材料）结合时，不会成为光生电

荷的复合中心，更适于人工光合作用的应用需求．３）分子催化剂具有明确的几何结构与高度可控的电

子性质，在基础研究中是很好的模型催化剂，易于提取构效关系和研究反应机理，可为后续构筑其他类

型的催化剂提供重要依据．然而，分子催化剂往往存在不易固载、稳定性差等问题
［１０１１］，导致其在实际使

用时的催化转化率（ＴＯＦ）和转化数（ＴＯＮ）普遍低于纳米催化剂．基于此，本文设计和合成一种具有开

放结构和高电荷密度的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催化剂，并将其应用于电催化水氧化反应．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２，３，４，５五甲基环戊二烯（ＣｐＨ，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无水三氯化钌（ＲｕＣｌ３，天津市科

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三苯基膦（ＰＰｈ３）、氢氧化钾（ＫＯＨ）、乙腈（ＡＮ）、无水乙醇、乙醚（上海国药集

团）；四丁基四氟硼酸铵（ＴＢＡＴＦ，上海市阿法埃莎（中国）化学有限公司）．所有药品均采用分析纯及以

上纯度，去离子水电阻率为１８．２ＭΩ·ｃｍ，氩气纯度为９９．９９９％．ＴＢＡＴＦ经两次重结晶纯化，乙腈以

ＣａＨ２ 回流和４Ａ分子筛除水，其他试剂直接使用．

电化学实验均采用ＣＨＩ６６０Ａ型恒电位仪（上海市辰华仪器有限公司）和三电极体系．在非水电解

质溶液中，采用玻碳电极（Φ４ｍｍ，天津市艾达恒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工作电极，Ｐｔ丝为对电极，

Ａｇ／ＡｇＮＯ３（５ｍｍｏｌ·Ｌ
－１）电极为参比电极，电势以内标物二茂铁的氧化还原平衡电势（Ｆｃ＋

／０）报道．

在水电解质溶液中，以玻碳电极、Ａｕ电极或Ｆ掺杂ＳｎＯ２（ＦＴＯ）电极为工作电极，以碳纸为对电极，

Ｈｇ／ＨｇＯ（１ｍｏｌ·Ｌ
－１ＫＯＨ）为参比电极，并将电势换算为可逆氢参比电极（ＲＨＥ）报道，相关的换算公

式为犈（ｖｓ．ＲＨＥ）＝犈（ｖｓ．Ｈｇ／ＨｇＯ）＋０．１１＋０．０５９ｐＨ．

利用在线微分电化学质谱（ＤＥＭＳ）测量电催化水氧化反应产物．将 ＡＭＥＴＥＫＤｙｃｏｒ型质谱仪通

过一个毛细管采样探头（Φ２μｍ，长为１ｃｍ）与电化学池相连接．检测时，将探头包裹一层多孔聚四氟乙

烯膜伸入电解液中，并抵近工作电极表面，以氩气作为载气，收集电化学过程中产生的气态产物和挥发

性物质．

１．２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合成与表征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合成方案和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合成方案和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ａｌｆ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ｌｅｘ

采用两步法合成五甲基环戊二烯基钌配合物分子．首先，合成［ＣｐＲｕＣｌ２］２ 二聚体（记作Ｒｃ

２ ），参

考文献［１］进行制备．采用标准Ｓｃｈｌｅｎｃｋ操作，将２１．４ｍｇＲｕＣｌ３·狓Ｈ２Ｏ（０．１ｍｍｏｌ）溶于２５ｍＬ无水

乙醇，向体系加入３４μＬ１，２，３，４，５五甲基环戊二烯（Ｃｐ
Ｈ，０．２２ｍｍｏｌ），在氩气保护下，搅拌回流３～

４ｈ，停止加热，冷却后有针状晶体析出．过滤分离固体产物，并分别用５ｍＬ无水乙醇及５ｍＬ乙醚各洗

涤两次，真空干燥，得２０ｍｇ红褐色固体产品，产率约为６４％．ＩＲ（ＫＢｒ，νｍａｘ／ｃｍ
－１）２９８４（ｍ），２９６４（ｍ），

２９０８（ｍ），１６３４（ｍ），１４５０（ｓ），１３７５（ｓ），１０７４（ｓｈ），１０２２（ｓ）．

然后，将所得Ｒｃ２ 产品继续合成［Ｃｐ
Ｒｕ（ＰＰｈ３）２Ｃｌ］Ｃｌ（记作 Ｒｃ

Ｐ）．在氩气保护下，取２０ｍｇ

［ＣｐＲｕＣｌ２］２（０．０６２ｍｍｏｌＲｕ）溶于３ｍＬ无水乙醇中；将该溶液缓慢滴入含有４２．６ｍｇＰＰｈ３（０．１６２

ｍｍｏｌ）的３ｍＬ乙醇溶液中，室温搅拌１ｈ后，将橙色固体滤出，用冰乙醇和乙醚各洗涤数次，真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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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４９ｍｇ产品，产率约为９０％．Ａｎａｌ．Ｃａｌｃｄ．（ｆｏｕｎｄ）ｆｏｒＣ４７Ｈ４７Ｃｌ２Ｐ２ＲｕＣ：６６．７４（６６．６０），Ｈ：５．６０

（５．６６）；ＥＳＩＭＳｆｏｕｎｄ犿／狕：８２９．１（１００．０％，Ｍ＋），７９４．１（４２．０％，Ｍ＋Ｃｌ），４８５．６（２２．０％，Ｍ２＋＋２Ｃ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氧化还原性质

在前期实验中，发现含ＣｐＲｕ（记作Ｒｃ）结构单元的半夹心钌配合物只在较强碱性的水溶液中才

具有催化水氧化反应的活性．但高浓度的ＯＨ－却易进攻Ｒｕ金属中心，导致配体的解离和配合物分子

的水解．因此，为提高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稳定性，在保持Ｒｃ结构单元的前提下，对其他配体的位

阻、电荷密度及亲疏水性进行调控，筛选出ＲｃＰ分子（图１）．该分子不仅保留了半夹心钌配合物较开

放的准四面体结构和较高的电荷密度，提供易于接近的催化活性中心，同时，ＰＰｈ３ 配体较大的位阻使整

个配合物分子具有很好的憎水性，抗水解能力显著提高．此外，ＲｃＰ分子的憎水性使其易于固载到电

极材料上，改善催化剂与电极材料间的电子接触，推动分子催化剂在电催化水氧化反应中的应用．

在以乙腈为溶剂的电解质溶液中，可以表征溶解的ＲｃＰ分子的氧化还原性质．０．３５ｍｍｏｌ·Ｌ－１

ＲｃＰ在０．０６ｍｏｌ·Ｌ－１ＴＢＡＴＦ／ＡＮ非水电解液不同电势窗口内的循环伏安（ＣＶ）图，如图２所示．图

２中：犐为电流；犈为电势．实验测量时采用玻碳电极（Φ４ｍｍ），并在氩气保护下进行测试，扫速为１００

ｍＶ·ｓ－１．由图２可知：该配合物有３个主要的氧化还原过程．

图２　ＲｃＰ在ＴＢＡＴＦ／ＡＮ非水电解液不同

电势窗口内的循环伏安图（ｖｓ．Ｆｃ＋
／０）

Ｆｉｇ．２　Ｃｙｃｌｉｃｖｏｌｔａｍｍｅｔ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ｃ
Ｐｉｎ

ｎｏ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ＢＡＴＦ／ＡＮ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ｉｎｄｏｗｓ（ｖｓ．Ｆｃ
＋／０）

首先，从开路电势向负电势方向极化，可依

次检测到还原峰犘１（－０．７５Ｖ）和回扫时的犘１′

峰（－０．１９Ｖ），两者相互关联，是一个氧化还原

电对，但根据两者的位置可知，该电对非常不可

逆．结合不同扫速的实验可以推断，具有Ｒｕ（Ⅲ）

中心的 ＲｃＰ在电势负扫时，最先是被还原为

［ＣｐＲｕ（ＰＰｈ３）２Ｃｌ］（犘１），该中间体不稳定，易发

生重排，“丢失”一个Ｃｌ－配体生成具有Ｒｕ（Ⅱ）

中心的［ＣｐＲｕ（ＰＰｈ３）２］
＋，而且后者在－０．１９

Ｖ附近被氧化生成［ＣｐＲｕ（ＰＰｈ３）２］
２＋（犘１′）．显

然，犘１ 和犘１′对应不同配位环境的Ｒｕ配合物的

得失电子过程，因此，该氧化还原电对不可逆．

其次，从开路电势向正电势方向极化，可检

测到氧化峰犘２（０．１９Ｖ）和其对应的还原峰犘２′，两者仅间隔１３０ｍＶ．根据Ｒｃ
Ｐ的初始价态和峰电流

大小，可以判断此电对仅发生单个电子的转移，对应［ＣｐＲｕ（ＰＰｈ３）２Ｃｌ］
２＋／＋，即Ｒｕ（Ⅲ）中心和Ｒｕ（Ⅳ）

中心相互转换．

最后，电势继续正向极化，在１．５３Ｖ可检测到一个完全不可逆的氧化电流峰犘３，其电流大约为

犘１，犘２ 的３倍．因此，推测此时不仅会发生金属中心Ｒｕ（Ⅳ）→Ｒｕ（Ⅴ）的氧化，配体及电离的Ｃｌ
－也会发

生氧化．由于配合物的结构发生重排，且Ｒｕ（Ⅴ）中心极度活泼，该氧化过程完全不可逆．尽管如此，Ｃｐ

配体高的π电子密度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Ｒｕ（Ⅴ）中间体，后者开放的空间结构和高活性的Ｒｕ（Ⅴ）金

属中心可为水氧化反应提供理想的催化场所．

２．２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水氧化电催化

向上述含有ＲｃＰ的非水电解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测量在均相溶液中ＲｃＰ的水氧

化反应活性，如图３（ａ）所示．图３（ａ）中：实验在氩气保护下进行测试；工作电极为玻碳电极（Φ４ｍｍ）；电

解液为溶有０．３５ｍｍｏｌ·Ｌ－１ＲｃＰ的０．０６ｍｏｌ·Ｌ－１ＴＢＡＴＦ／ＡＮ溶液，扫速为１００ｍＶ·ｓ－１；“”标

记的电流峰表示内标物Ｆｃ＋
／０的氧化还原．由图３（ａ）可知：随着加入水体积（犞（Ｈ２Ｏ））的增加，在开始出

现Ｒｕ（Ⅴ）中间体的电势区间，不可逆氧化电流显著增大，而在其他范围，循环伏安图则未出现明显的变

化．显然，１．５Ｖ附近增大的氧化电流来源于水氧化反应的贡献．将该电流与相同水体积下空白支持电

１８７第６期　　　　　　　　　　　　 陈雪皎，等：半夹心钌分子催化剂的水氧化电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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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质溶液的背景电流进行差减，可证明该区域内电流的增大不是简单的两个阳极反应电流的叠加，而是

电极表面附近新鲜生成的Ｒｕ（Ⅴ）中间体催化了水氧化反应，使该反应以更高速率（更大电流）进行．

获得均相溶液中ＲｃＰ催化水氧化的证据后，开始尝试将该分子催化剂修饰于惰性的ＦＴＯ电极表

面，测试电极在碱性水溶液中催化水氧化反应的能力，如图３（ｂ）所示．图３（ｂ）中：犑为电流密度；实验在

氩气保护下进行测试，工作电极为负载了不同载量ＲｃＰ的ＦＴＯ电极（２．５ｃｍ２），电解液为１ｍｏｌ·Ｌ－１

ＫＯＨ，扫速为２０ｍＶ·ｓ－１．由图３（ｂ）可知：当犈≥１．６Ｖ时，水氧化反应的电流密度犑随着ＲｃＰ载量

（τ（Ｒｕ））的增加而逐渐增大，表明ＲｃＰ是一种高活性的、易固载的水氧化分子催化剂．当极化电势（η）

分别为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ｍＶ时，将各载量下水氧化的阳极电流密度与ＲｃＰ载量的平方（（τ（Ｒｕ））
２）作图，

如图３（ｃ）所示．由图３（ｃ）可知：在低载量区间，电流密度与（τ（Ｒｕ））
２ 成正比，并且当ＲｃＰ载量继续增

大时，电流密度逐渐达到饱和．这说明当催化剂载量较低时，ＲｃＰ催化水氧化反应的微观机理可能包

含２个Ｒｕ（Ⅴ）＝Ｏ中间体复合生成Ｏ－Ｏ键的过程；而当载量较高时，由于分子催化剂修饰层变厚和

分散性降低，电子转移和传质过程可能受到影响，导致其催化性能的继续提高受到限制．

　　　（ａ）均相溶液中ＲｃＰ　　　　（ｂ）不同载量ＲｃＰ修饰ＦＴＯ电极　　　（ｃ）不同极化电势下图３（ｂ）的

　　　催化水氧化（ｖｓ．Ｆｃ＋
／０）　　　　　　电催化水氧化（ｖｓ．ＲＨＥ）　　　　　　电流密度与ＲｃＰ载量关系

图３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的水氧化电催化反应

Ｆｉｇ．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ｌｆ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ｌｅｘ

２．３　半夹心钌配合物分子电催化水氧化反应的在线微分电化学质谱表征

尽管观察到水氧化电流，但要确定ＲｃＰ电催化水氧化的产物，还需结合谱学技术．因此，采用微分

电化学质谱方法在线检测电化学反应中生成的气体及挥发性产物．ＲｃＰ电催化水氧化反应的在线

ＤＥＭＳ表征，如图４所示．图４中：以Ａｒ为载气，对该电极表面的气体产物进行采样分析，记录犿／狕＝

３２的Ｏ２ 信号（犛Ｏ
２
）、水氧化电流密度及施加电势的关系；工作电极为修饰了ＲｃＰ的 Ａｕ盘电极（Φ４

ｍｍ），电解液为１ｍｏｌ·Ｌ－１ＫＯＨ，扫速为２ｍＶ·ｓ－１；在标注的恒定电势下，测出曲线犑狋并同步记录

Ｏ２ 信号（图４（ｂ））．

（ａ）动态电势扫描测量（ｖｓ．ＲＨＥ）　　　　　　　　　　　（ｂ）稳态极化测量　　　 　

图４　ＲｃＰ电催化水氧化反应的在线ＤＥＭＳ表征

Ｆｉｇ．４　ＯｎｌｉｎｅＤＥＭ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ｃ
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由图４（ａ）可知：随着水氧化电流的增大，Ｏ２ 信号随之增大，说明Ｒｃ
Ｐ电催化水氧化的主要产物为

４ｅ－的氧化产物Ｏ２．然而，该方法存在明显的质谱信号滞后，难以在循环伏安测量中确定Ｒｃ
Ｐ电催化

水氧化生成Ｏ２ 的起波电势犈ｏｎｓｅｔ．因此，采用恒电位阶跃的方式（图４（ｂ））记录从低到高每个极化电势

下，稳态电流与Ｏ２ 信号随时间的变化，待Ｏ２ 信号平稳后，再切换下一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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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ＲｃＰ／Ａｕ电催化水氧化反应的Ｏ２ 检出电势

Ｔａｂ．１　Ｏ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Ｒｃ
Ｐ／Ａｕ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ｗａｔ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τ（Ｒｕ）／μｍｏｌ·ｃｍ
－２ 犈ｏｎｓｅｔ／Ｖ η／ｍＶ

０．０３８ １．５８ ３５０

０．０５１ １．５８ ３５０

０．０６４ １．５８ ３５０

０．１０２ １．６０ ３７０

　　实验结果表明，当 ＲｃＰ载量为０．０３８～０．１０２

μｍｏｌ·ｃｍ
－２时，ＲｃＰ电催化水氧化生成 Ｏ２ 的起波

超电势（极化电势）均在３５０～３７０ｍＶ（表１）．考虑到

超低的ＲｃＰ载量，该分子催化剂具有很高的水氧化

反应电催化活性．

３　结束语

设计和合成以五甲基环戊二烯基钌配合物［ＣｐＲｕ（ＰＰｈ３）２Ｃｌ］Ｃｌ为代表的一种具有开放的空间结

构和高电荷密度的半夹心钌分子催化剂，并应用于水氧化电催化的研究．实验表明，此类配合物分子在

强碱性环境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直接固载在电极表面催化水分子，发生四电子氧化反应生成Ｏ２，在

极低的Ｒｕ载量和３５０ｍＶ的极化下，即可推动该反应以较高的速率发生．未来将通过优化载体和催化

剂的负载工艺，结合气体扩散电极的应用，进一步提高此类分子催化剂的载量和分散度，有望在实际应

用中发挥更高的活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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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冷地区空气冷却型犘犞／犜系统

性能模拟分析

罗成，张媛媛，秦智胜，邹鹏，程远达

（太原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针对冷却通道位于光伏板上侧的空气冷却型太阳能光伏光热（ＰＶ／Ｔ）系统，采用验证后的数值模型

模拟研究冷却通道长度、高度及空气入口流速等设计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寒冷地区夏季典型

日工况下，随着气象参数的变化，最佳空气入口流速范围为０．８～３．２ｍ·ｓ－１，对应的系统!

"

效率变化范围为

１４．６１％～１５．２４％．

关键词：　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数值模拟；光电转换效率；热效率；!

"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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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电池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中的各种数据表明，光伏电池温度每升高１℃，光电转换效率下

降约０．４５％
［１］．为提高光伏电池的能源转换效率，学者们提出一种集光伏发电与光热利用为一体的太

阳能光伏光热（ＰＶ／Ｔ）系统
［２］．根据冷却介质的不同，ＰＶ／Ｔ系统可分为空气冷却、水冷却、制冷剂冷却、

纳米流体冷却［３６］等类型．相较于其他冷却形式，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具有以下３个优势：１）冷源方

便获取，无成本；２）无需考虑液体冷凝膨胀、管道腐蚀现象；３）装置轻巧、安装方便、成本较低．因此，空

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Ｈｅｇａｚｙ
［７］分析单侧空气通道（光伏板上、下）和双侧通道（通道不连通、连通）４种不同结构形式的空

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的性能，结果表明，双侧通道不连通的ＰＶ／Ｔ系统的性能优于其他３种结构形式．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０２

　通信作者：　程远达（１９８５），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ｄａ＠ｔｙｕｔ．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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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等
［８］也对这４种结构形式的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进行理论计算，结果表明，仅仅通过改变空气

冷却型ＰＶ／Ｔ系统结构来实现系统热效率和光电转换效率的增加较为困难．王婷
［９］对空气通道分别位

于电池板的上侧和下侧的ＰＶ／Ｔ系统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如果ＰＶ／Ｔ系统更看重能量的品质，或

更偏向于电能的输出，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Ｊｏｓｈｉ等
［１０］研究印度地区冬季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一

天内不同时刻的效率变化情况，发现光伏余热的利用使系统效率增加约２％～３％．Ｙａｚｄａｎｐａｎａｈｉ等
［１１］

从热力学第二定律角度对ＰＶ／Ｔ系统!

"

效率的计算进行修正，提出从
!

"

损失方向计算系统
!

"

效率更为

准确．目前，大多数文献侧重于研究辐照强度、环境温度与环境风速等环境参数，以及空气入口流速和温

度等流体状态参数对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性能的影响．然而，各个地区的环境因素不尽相同，具有各

自的特点，且系统性能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此外，冷却通道长度和高度等结构参

数对系统性能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前期设计时需尤为关注，但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然较少，有待进一

步加强．为了提高太阳能利用效率，本文结合太原地区夏季典型日的气象参数，对冷却通道位于光伏板

上侧的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进行研究，分析冷却通道长度、高度及空气入口流速等设计参数对系统

性能的影响．

１　物理及数学模型

冷却通道位于光伏板上侧的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简称文中ＰＶ／Ｔ系统）的物理模型，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犔，犎，犠 分别表示空气冷却通道的长度、高度和宽度．

图１　文中ＰＶ／Ｔ系统的物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Ｖ／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ｐａｐｅｒ

为简化计算模型，提出以下５点假设．

１）系统中各表面均为漫灰表面，且不考虑系统底

面和侧面的热损失．

２）空气不参与辐射换热，空气的密度设定中开启

Ｂｏｓｓｉｎｅｓｑ假设．

３）不考虑玻璃盖板及光伏电池板表面灰尘及污垢

对采光的影响．

４）空气流动为稳态湍流情形．

５）光伏组件水平放置，以吸收水平面上的太阳辐

射总强度．

文中ＰＶ／Ｔ系统采用的光伏组件和玻璃盖板的物

性参数如下：玻璃盖板厚度δｇ为０．００５ｍ；玻璃盖板的热导率λｇ为０．７４Ｗ·（ｍ·Ｋ）
－１；玻璃盖板的吸

收率αｇ为０．０５；玻璃盖板的穿透率τｇ为０．９１；光伏组件的热导率λｃ为０．６４７Ｗ·（ｍ·Ｋ）
－１；光伏组

件的吸收率αｃ为０．８０；光伏组件的发射率εｃ为０．９０．

数值模拟计算采用Ｆｌｕｅｎｔ１５．０软件，计算域包括玻璃盖板、光伏组件及整个通道内的空气区域，

选用标准犽ω湍流模型计算冷却通道内部的流动和换热情形
［１２］，控制方程具体如下．

连续性方程为

（ρ狌犼）

狓犼
＝０． （１）

动量方程为

（ρ狌犻狌犼）

狓犼
＝－

狆
狓犼

＋


狓犼
（μ＋μｔ）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犼

－
２

３

狌犽

狓犽
δ犻，（ ）［ ］犼 ＋ρ犵犻． （２）

　　能量方程为

（ρ狌犼犮狆犜）

狓犼
＝

 λ＋μ
ｔ犮狆
σ（ ）
犜

犜

狓［ ］
犼

狓犼
＋

狌犻

狓犼
μ＋μ（ ）ｔ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犼

－
２

３

狌犽

狓犽
δ犻，（ ）［ ］犼 ＋狌犼

狆
狓犼
． （３）

　　湍流动能犽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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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犽狌犻）

狓犻
＝－
Γ犽

犽

狓（ ）
犼

狓犻
＋犌犽－犢犽＋犛犽． （４）

湍流耗散率ω方程为

（ρω狌犻）

狓犻
＝－
Γω

犽

狓（ ）
犼

狓犻
＋犌ω－犢ω＋犛ω． （５）

式（１）～（５）中：狌犻，狌犼，狌犽 分别为犻，犼，犽方向的速度，ｍ·ｓ
－１；狓犻，狓犼，狓犽 为坐标分量；犜为为流体温度，Ｋ；

σ犜 为Ｐｒａｎｄｔｌ数；μ，μｔ为湍流粘度，Ｐａ·ｓ；λ为导热系数，Ｗ·（ｍ·Ｋ）
－１；ρ为密度，ｋｇ·ｍ

－３；犮狆 为比热

容，Ｊ·（ｋｇ·Ｋ）
－１；犌犽 是由层流速度梯度而产生的湍流动能，ｋｇ·（ｍｇ

－３）－１；犌ω 为湍流耗散率ω 生成

项，ｋｇ·（ｍ·ｓ
３）－１；Γ犽，Γω 分别为犽，ω的扩散率；犛犽，犛ω 为用户自定义项；犢犽，犢ω 分别是由紊流引起的

犽，ω的耗散项，ｋｇ·（ｍ·ｓ
３）－１．

同时，选用离散坐标（ＤＯ）辐射模型对冷却通道内部的辐射换热进行计算，沿犛方向传播的辐射方

程［１３］为

Ñ犌狉，（ ）（ ）狊狊 ＋ 犪＋σ（ ）ｓ 犌狉，（ ）狊 ＝α狀
２σ犜

４
ａｍｂ

π
＋
σｓ
４π∫

４π

０
犌狉，（ ）狊Φ 狊，（ ）狊′ｄΩ′． （６）

式（６）中：犌为辐射强度，Ｗ·ｍ－２，依赖于位置向量狉和方向向量狊；犪为光谱吸收系数；狀为折射率；狊′为

散射方向；σ为斯蒂芬·玻耳兹曼常数，σ＝５．６７×１０
－８ Ｗ·（ｍ２·Ｋ４）－１；σｓ为散射系数；犜ａｍｂ为环境温

度，Ｋ；Φ为相位函数；Ω′为空间立体角．

考虑实际条件下光伏电池板自身产生的电能对热流密度的影响，应用用户定义函数（ＵＤＦ）的初始

化功能，以边界条件的形式，把实际情况下光伏电池板面热流密度值加载到光伏电池板表面上．

玻璃盖板采用壁面边界条件中的混合热边界条件．其中，对流换热系数为玻璃盖板与外界环境间的

对流换热系数犺
［８］，犺＝５．７＋３．８狏ｗ，狏ｗ 为环境风速；自由气流温度为环境温度犜ａｍｂ；外部发射率为玻璃

盖板的发射率，取０．９４；外辐射温度为天空计算温度犜ｓｋｙ，犜ｓｋｙ＝０．０５５２犜
１．５
ａｍｂ．冷却通道的侧面和底面设

定为绝热边界，空气入口设定为速度入口边界，空气出口边界设定为自由出流．

采用绝对速度、分离隐式求解器进行三维稳态计算，采用有限容积法进行方程离散，采用ＳＩＭＰＬＥ

算法进行压力速度的耦合迭代；动量方程、能量方程、湍流动能犽方程、湍流耗散率ω方程均采用二阶

迎风格式；连续性方程、湍流动能犽方程和湍流耗散率ω方程的残差收敛标准都设置为１０
－５，能量方程

设置为１０－６．

２　网格独立性检查与模型验证

采用六面体结构性网格对计算域进行划分．为了检查网格的独立性，分别对网格数为１３９６６４，

２０４３３６，３０４７６０，４８１４８１，６０９９１０，７０２４５５的系统进行计算．

在模拟工况中，冷却通道长度犔＝２．４ｍ，宽度犠＝０．４５ｍ，高度犎＝０．０５ｍ，空气入口流速狏ｉｎ＝

２．０ｍ·ｓ－１，空气入口温度犜ｉｎ＝３００．８Ｋ，环境温度犜ａｍｂ＝３００．８Ｋ，环境风速狏ｗ＝２ｍ·ｓ
－１，太阳辐射

强度固定为犌＝９４４．４４Ｗ·ｍ－２．

不同网格数下，空气出口流体截面平均温度（犜ｏｕｔ，ａｖｅ）及光伏板平均温度（犜ＰＶ，ａｖｅ），如表１所示．由表

１可知：在不同的算例中，模拟结果的计算偏差均小于５％．因此，综合考虑运算时间与计算准确性，使用

网格数为４８１４８１的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分析．

通过文献［７］的数据对文中建立的数值模型进行验证，文中建立的数值模型尺寸与文献［７］一致，采

用的气象参数与文献［７］中每个时刻一致，验证对象为犜ｏｕｔ，ａｖｅ和犜ＰＶ，ａｖｅ．犜ｏｕｔ，ａｖｅ和犜ＰＶ，ａｖｅ的对比结果，如

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模拟计算结果与文献［７］中的实验数值吻合较好．经计算可得模拟值与实验值的均方

根偏差分别为２．６２％和０．８８％．因此，文中采用的数值模型具有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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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网格数下空气出口流体

截面平均温度及光伏板平均温度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ａｉｒｏｕｔｌｅｔｆｌｕｉｄ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ａｎｅ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ｎｕｍｂｅｒｓ

网格数 犜ｏｕｔ，ａｖｅ／Ｋ 犜ＰＶ，ａｖｅ／Ｋ

１３９６６４ ３０９．６８ ３３７．０８

２０４３３６ ３０９．７３ ３３７．１２

３０４７６０ ３０９．７６ ３３７．１２

４８１４８１ ３０９．７９ ３３７．０７

６０９９１０ ３０９．８１ ３３７．０３

７０２４５５ ３０９．６８ ３３６．７３

图２　犜ｏｕｔ，ａｖｅ和犜ＰＶ，ａｖｅ的对比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犜ｏｕｔ，ａｖｅａｎｄ犜ＰＶ，ａｖｅ　

３　模拟工况设置及系统评价指标

山西省太原地区夏季典型日辐照强度、环境温度及环境风速的逐时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图３中：

狋ａｍｂ为环境温度，为便于说明，环境温度采用摄氏温度．

图３　辐照强度、环境温度及环境风速的逐时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Ｈｏｕｒ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分析不同长度和高度的冷却通道、不同空气入口

流速对空冷型ＰＶ／Ｔ系统性能的影响．研究冷却通道

长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时，冷却通道长度犔设置１．２，

１．８，２．４，３．０，３．６，４．２ｍ等６个变量，冷却通道高度

犎 取０．０５ｍ，空气入口速度取２．０ｍ·ｓ－１，气象参数

取太原地区夏季典型日１２：００的气象参数．研究其他

变量的工况设置方法与之类似，不再赘述．模拟工况

汇总表，如表２所示．

采用热效率、平均电效率和
!

"

效率作为系统性能

的评价指标．

系统的热效率ηｔｈ
［１４］为

ηｔｈ＝
犿犮狆 犜ｏｕｔ，ａｖｅ－犜（ ）ｉｎ

犌犃ｃ
×１００％． （７）

式（７）中：犿为空气的质量流量，ｋｇ·ｓ
－１；犜ｉｎ为空气入口温度，等于环境温度，Ｋ；犃ｃ为光伏电池板的面

积，犃ｃ＝犠·犔．

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用平均电效率ηｅ，ａｖｅ
［９］进行描述，即

ηｅ，ａｖｅ＝ηｃ １－０．００４５犜ＰＶ，ａｖｅ－２９８．（ ）［ ］１５ ×１００％． （８）

式（８）中：ηｃ为光伏电池板在标准状况下（光伏电池板温度犜ＰＶ＝２９８．１５Ｋ，犌＝１０００Ｗ·ｍ
－２）的光电

转换效率，取０．１５
［１５］；光伏电池板的温度系数取０．００４５

［１］．

表２　模拟工况汇总表

Ｔａｂ．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气象参数 犔／ｍ 犎／ｍ 狏ｉｎ／ｍ·ｓ
－１

１ 太原地区夏季１２：００ １．２，１．８，２．４，３．０，３．６，４．２ ０．０５ ２．０

２ 太原地区夏季１２：００ ２．４
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

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１０，

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５
２．０

３

太原地区夏季

８：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７：００

２．４ ０．０５
０．５，０．８，１．１，１．４，１．７，

２．０，２．３，２．６，２．９，３．２，

３．５，３．８，４．１，４．４

　　同时，考虑能量的品质，采用净输出!

"

计算系统的
!

"

效率［１６］．在ＰＶ／Ｔ系统中，系统的热!

"

效率

ηｅｘ，ｔｈ与电!

"

效率ηｅｘ，ｅ，ａｖ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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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ｅｘ，ｔｈ＝

犿犮狆 犜ｏｕｔ，ａｖｅ－犜（ ）ｉｎ １－
犜ａｍｂ
犜ｏｕｔ，（ ）

ａｖｅ

１＋
１

３

犜ａｍｂ
犜（ ）
ｓ

４－
４犜ａｍｂ
３犜［ ］

ｓ

犌犃ｃ

×１００％， （９）

ηｅｘ，ｅ，ａｖｅ＝
ηｅ，ａｖｅ犌犃ｃ－犙Ｆ

１＋
１

３

犜ａｍｂ
犜（ ）
ｓ

４－
４犜ａｍｂ
３犜［ ］

ｓ

犌犃ｃ

×１００％． （１０）

式（９），（１０）中：犜ｓ为太阳表面温度，取５７６０Ｋ；犙Ｆ 为系统风机所耗电能．

ＰＶ／Ｔ系统的!

"

效率ηｅｘ为

ηｅｘ＝ηｅｘ，ｔｈ＋ηｅｘ，ｅ，ａｖｅ． （１１）

４　结果与讨论

４．１　冷却通道长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设定冷却通道宽度犠＝０．４５ｍ，高度犎＝０．０５ｍ，空气入口流速狏ｉｎ＝２．０ｍ·ｓ
－１，太阳辐照、环境

温度及环境风速采用太原地区夏季典型日中午１２：００的气象参数，冷却通道长度犔分别选取１．２，１．８，

２．４，３．０，３．６，４．２ｍ（工况１），进行模拟研究．系统的热效率、平均电效率及!

"

效率随冷却通道长度的变

化情况，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得以下３个结论．

图４　冷却通道长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

ｌｅｎｇｔｈ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随着冷却通道长度的增加，文中系统的热效

率从５０．５３％逐渐降低到４１．７５％，这是因为空气沿

着冷却通道流动，不断与光伏板进行换热，使温度逐

渐上升，导致冷却通道中后段的空气与光伏板之间

换热温差逐渐减小，削弱空气对光伏板的冷却效果，

所以随着冷却通道长度逐渐增大，其弱化换热的光

伏板长度占总长度的比例也逐渐增大，导致系统热

效率随着冷却通道长度的增大而逐渐降低．

２）随着冷却通道长度的增加，系统平均电效率

从１２．４８％逐渐降低到１２．１５％，这是因为随着冷却

通道长度的逐渐增大，其弱化换热的光伏板长度占

总长度的比例也逐渐增大，光伏板温度较高的面积

比例逐渐增大，导致光伏板的平均温度逐渐增大，系统的平均电效率逐渐降低．

３）随着冷却通道长度的增加，系统的!

"

效率从１４．１５％逐渐增加到１４．９９％，这是因为随着冷却通

道长度的增大，系统热
!

"

效率逐渐增大，虽然系统电
!

"

效率逐渐降低，但较热
!

"

效率的增大值而言，电
!

"

效率的降低值较小，二者共同影响下导致系统的
!

"

效率逐渐增大．

４．２　冷却通道高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设定冷却通道宽度犠＝０．４５ｍ，长度犔＝２．４ｍ，空气入口流速狏ｉｎ＝２．０ｍ·ｓ
－１，太阳辐照、环境温

度及环境风速取太原地区夏季典型日中午１２：００的气象参数，冷却通道高度犎 选取０．０１～０．１５ｍ（工

况２），进行模拟研究．系统的热效率、平均电效率及!

"

效率随冷却通道高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由

图５可得以下３个结论．

１）冷却通道高度从０．０１ｍ增加到０．１５ｍ，系统热效率从２９．３９％增加到５４．９５％，这是因为随着

冷却通道高度的逐渐增大，参与换热的冷却气体总量逐渐增多，冷却空气与光伏板间的换热平均温差逐

渐增大，增强空气与光伏板之间的换热程度，导致系统热效率随着冷却通道高度的增加而逐渐提高．

２）随着冷却通道高度的增加，系统平均电效率先缓慢增大，而后维持不变．这是因为冷却通道高度

在较小范围内增长时，空气与光伏板之间的平均换热温差显著增大，且显著增强空气对光伏板的冷却效

果，光伏板的温度降低，系统平均电效率逐渐升高；随着冷却通道高度进一步增大，空气与光伏板之间换

热温差的增大对高度变化的影响逐渐降低，虽然换热量逐渐增大，但光伏板平均温度却基本维持不变．

３）当冷却通道高度从０．０１ｍ增加到０．１５ｍ，系统!

"

效率从１６．０４％降低到１３．４８％，随着冷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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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冷却通道高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ｈｅｉｇｈｔ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道高度的增加，空气总热量虽然增多，但空气出口截

面平均温度却逐渐减小，使系统热
!

"

效率逐渐减小，

而平均电效率基本维持不变，风机耗电量却逐渐增

加，因此，电
!

"

效率与
!

"

效率逐渐减小．

４．３　不同时刻下空气入口流速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设定冷却通道宽度犠＝０．４５ｍ，长度犔＝２．４ｍ，

高度犎＝０．０５ｍ，空气入口流速取工况３中的数值，

气象参数取太原地区夏季典型日８：００－１７：００的太

阳辐照、环境温度及环境风速．各时刻最佳运行工况

及最优
!

"

效率，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最佳空气流

速范围为０．８～３．２ｍ·ｓ
－１，对应的系统

!

"

效率变化

范围为１４．６１％～１５．２４％．以１１：００和１４：００为例，

图６　各时刻最佳运行工况及最优!

"

效率

Ｆｉｇ．６　Ｈｏｕｒ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ｅｘ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说明空气入口流速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如图７所示．

由图６，７可得以下３个结论．

１）随着空气入口流速的增大，系统热效率逐渐

升高，这是因为随着空气入口流速的逐渐增大，空气

的紊流程度逐渐增大，空气与光伏板之间的换热程

度增强．

２）随着空气入口流速的增大，系统的平均电效

率增大，这是因为空气与光伏板之间换热程度逐渐

增强，使空气对光伏板具有更优的冷却效果，光伏板

平均温度随空气入口流速的增大而逐渐降低，导致

系统平均电效率逐渐增大．

３）随着空气入口流速的增大，系统的!

"

效率先

增大后减小，且存在极值点使系统
!

"

效率取得最大

　　（ａ）１１：００　　　　　　　　　 　　　　　　　　　　（ｂ）１４：００　　　　　

图７　不同空气入口流速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ｉｒｉｎ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值，这是因为当空气入口流速在小范围内增长时，空气总热量虽然增多，但是空气出口截面平均温度却

逐渐减小，导致系统热
!

"

效率逐渐减小，而系统平均电效率却显著增加，导致电
!

"

效率逐渐增大，且热
!

"

效率的减小值小于电
!

"

效率的增大值，所以系统
!

"

效率先增加，但随着空气入口风速进一步增加，风机

耗电也逐渐增大，这部分能量对总
!

"

效率的变化趋势起主导作用，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导致系统

的
!

"

效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规律．

５　结论

对冷却通道位于光伏板上侧的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性能进行模拟研究，得出以下４个结论．

９８７第６期　　　　　　　　　　　罗成，等：寒冷地区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性能模拟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随着冷却通道长度的增加，系统的热效率和平均电效率逐渐降低，!"效率随着冷却通道长度的

增加而逐渐增大．

２）随着冷却通道高度的增加，系统的热效率逐渐增大，平均电效率先缓慢增大后基本维持不变，!"

效率则逐渐降低．

３）随着空气入口流速的增大，系统的热效率和平均电效率逐渐增大，!"效率先增大后减小，且存在

极值点使系统
!

"

效率取得最大值．在寒冷地区夏季典型日工况下，随着气象参数的变化，最佳空气流速

范围为０．８～３．２ｍ·ｓ
－１，对应的系统

!

"

效率变化范围为１４．６１％～１５．２４％．

４）系统的运行需结合气象参数进行合理的调控，选择最优工况下的运行参数，以期获得最优的运

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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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薏颗粒对高尿酸血症大鼠的

初步药效学分析

张婷１，尹哲１，杨阳１，吴振２，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医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厦门大学 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　针对高尿酸血症大鼠模型开展柏薏颗粒的初步药效学研究，探究其作用机制．将７２只雄性大鼠随机

分为空白组、模型组、柏薏颗粒高、中、低剂量组及非布司他阳性对照组，采用氧嗪酸钾灌胃给药法建立高尿酸

血症大鼠模型，连续给药治疗１４ｄ，每天１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测定血清尿酸

（ＳＵＡ）、肌酐（Ｃｒ）、尿素氮（ＢＵＮ）水平及肝脏黄嘌呤氧化酶（ＸＯＤ）活性，并用免疫印迹法测定肾脏中有机阴

离子转运体１（ＯＡＴ１）及葡萄糖转运体９（ＧＬＵＴ９）的表达．结果表明：与模型组相比，柏薏颗粒可剂量依赖性

地降低ＳＵＡ水平、肝脏ＸＯＤ活性及ＧＬＵＴ９蛋白表达，并上调ＯＡＴ１蛋白表达，且高剂量组与非布司他作用

相当（犘＞０．０５）；柏薏颗粒组与空白组大鼠血清中Ｃｒ和ＢＵＮ浓度无显著性差异，表明柏薏颗粒无肾损伤；柏

薏颗粒具有明显的降血尿酸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ＸＯＤ活性和肾脏ＧＬＵＴ９蛋白表达，并上调ＯＡＴ１蛋白

表达有关．

关键词：　柏薏颗粒；高尿酸血症；黄嘌呤氧化酶；药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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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ａ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ＯＡＴ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ｓｆｅｂｕｘｏｓｔａｔ（犘＞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ｒａｎｄＢＵＮ

ｉｎｓｅｒｕ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ｈａｓｎｏｒｅｎａｌｉｎｊｕ

ｒｙ．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ｈａｖ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Ａ，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Ｘ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ＬＵＴ９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ＡＴ１ｐｒｏ

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ｘａｎｔｈｉｎｅｏｘｉｄａ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现代医学认为在正常的嘌呤饮食情况下，非同日两次空腹测定血尿酸水平，男性血尿酸水平高于

４２０μｍｏｌ·Ｌ
－１，女性高于３６０μｍｏｌ·Ｌ

－１即称为高尿酸血症（ＨＵＡ）
［１］．研究表明，高尿酸已成为冠心

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２６］．目前，我国 ＨＵＡ患病人数

已超过１．２亿，ＨＵＡ成为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后的常见代谢性疾病
［７］．机体内尿酸水平的升高

主要是由体内尿酸生成和排泄不平衡所致，而黄嘌呤氧化酶（ＸＯＤ）是次黄嘌呤、黄嘌呤生成尿酸的关

键限速酶，是研究降血尿酸机制的重要靶点［８］．柏薏颗粒的基本处方来源于医院制剂，用于治疗高尿酸

血症、痛风性关节炎、痛风石等疾病．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入萆、土茯苓、山慈菇、白芥子等药材，具有清

热除湿、健脾补肾、降浊止痛、活血通络等功效．原方为汤剂，其推广和应用受到了限制．因此，本文在已

完成柏薏颗粒处方及工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ＨＵＡ大鼠模型，探究柏薏颗粒降血尿酸的作用及机制．

１　实验材料

１．１　药品与试剂

柏薏颗粒（实验室自制）；非布司他（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氧嗪酸钾（深圳市博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肌酐（Ｃｒ）试剂盒、尿素氮（ＢＵＮ）试剂盒、黄嘌呤氧化酶（ＸＯＤ）试剂盒、尿酸（ＳＵＡ）

试剂盒物（江苏省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二奎啉甲酸（ＢＣＡ）试剂盒（北京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有机阴离子转运体１（ＯＡＴ１）抗体（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葡萄糖转运体９（ＧＬＵＴ９）抗

体（武汉三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蛋白磷酸酶抑制剂复合物（１００×）、Ｗｅｓｔｅｒｎ一抗稀释液、Ｗｅｓｔｅｒｎ二

抗稀释液、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蛋白上样缓冲液（５×）、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

液（１０×）、ＺＤ３０４型快速ＳＤＳＰＡＧＥ凝胶制备试剂盒、Ｗｅｓｔｅｒｎ快速转膜缓冲液（１０×）３０ｍｉｎ转膜（电

转液）、彩色预染蛋白质中分子量标准（１～１８０ｋＤａ）、脱脂奶粉（北京庄盟国际生物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聚偏氟乙烯（ＰＶＤＦ）膜（安徽省合肥市ｂｉｏｓｈａ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超敏ＥＬＣ化学发光试剂盒（上海

市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分数为１０％的水合氯醛（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乙醚（北京

益利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羧甲基纤维素钠（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无水乙醇（上海国药集团）．

１．２　实验仪器

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二极管阵列检测器）、ＵＶ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安捷伦公司）；

ＢＳＡ１２４Ｓ型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ＫＱ５００Ｅ型超声仪（江苏省昆山市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涡旋仪（江苏省海门其林贝尔公司）；５４３０Ｒ型低温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Ｉｎｆｉ

ｎｉｔｅＭ２００型多功能酶标仪（瑞士帝肯公司）；ＤＹＹ７４型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ＴＳ１型摇床、

ＪＲ９２ＩＩＤＮ型超声波细胞破碎仪（浙江省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光成像仪（北京市大龙仪

器有限公司）；制冰机（江苏省常熟市雪科电器公司）；超低温冰箱（上海市赛默飞公司）．

１．３　实验动物

ＳＰＦ级雄性ＳＤ大鼠，体质量为（２００±２５）ｇ（福建省闽侯县吴氏实验动物贸易有限公司）．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溶液的配制

人体柏薏颗粒的每日用量为９０ｇ，以成人体质量７０ｋｇ为基准，可换算出大鼠临床等效剂量为８．１０

２９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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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ｋｇ
－１，分别以等效剂量的４倍、２倍和１倍进行柏薏颗粒高（３２．４０ｇ·ｋｇ

－１）、中（１６．２０ｇ·ｋｇ
－１）和

低（８．１０ｇ·ｋｇ
－１）剂量给药．取８ｇ羧甲基纤维素钠，加蒸馏水，加热搅拌，溶解后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获

得质量浓度为８ｇ·Ｌ
－１的羧甲基纤维素钠；称取适量氧嗪酸钾溶于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中，制得氧嗪

酸钾溶液，以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剂量给药．称取适量非布司他溶于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中，制得非布司他溶

液，以３．６ｍｇ·ｋｇ
－１剂量给药．

２．２　分组与造模

将７２只雄性大鼠随机分为６组，分别为空白组、模型组、柏薏颗粒低剂量组（简称低剂量组）、柏薏

颗粒中剂量组（简称中剂量组）、柏薏颗粒高剂量组（简称高剂量组）、非布司他阳性对照组（简称非布司

他组）．空白组灌胃给予生理盐水，其余各组灌胃给药ＯＡ溶液，建立ＨＵＡ大鼠模型；连续造模７ｄ后，

乙醚麻醉，尾静脉取血检测血尿酸值；确定造模成功后，开始治疗给药．除空白组和模型组给予相应体积

的生理盐水外，其余各组灌胃给予相应剂量的药物．连续给药１４ｄ，每天给药一次，每７ｄ称量大鼠的体

质量并观察变化趋势，同时，还需观察大鼠的活动状态、精神状态、毛发色泽、饮食及大小便情况．

２．３　尿酸浓度的测定

末次灌胃给药后，禁食１２ｈ，正常饮水，腹腔注射０．８ｍＬ的水合氯醛（１０ｇ·Ｌ
－１）麻醉后，心脏取

血，静置２ｈ，于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０ｍｉｎ（４℃），分离血清，测定血清中的尿酸浓度（犮（ＳＵＡ））．

２．４　肌酐和尿素氮浓度的测定

肌酐和尿素氮是肾小球滤过功能的重要指标，当肾小球受损时，滤过率降低，血清中的Ｃｒ，ＢＵＮ浓

度升高．使用Ｃｒ试剂盒与ＢＵＮ试剂盒测定血清中的肌酐浓度（犮（Ｃｒ））和尿素氮浓度（犮（ＢＵＮ））．

２．５　黄嘌呤氧化酶活性的测定

称取１．０ｇ大鼠肝脏组织，按体质量（ｍｇ）∶体积（μＬ）＝１∶１０的比例，加入预冷生理盐水，采用冰

水浴，在低温条件下进行机械匀浆，制备肝匀浆，于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０ｍｉｎ（４℃），取上清液．使用

ＸＯＤ试剂盒测定黄嘌呤氧化酶活性．

２．６　犗犃犜１及犌犔犝犜９蛋白表达的测定

称取０．１ｇ肾脏组织，按体质量（ｍｇ）∶体积（μＬ）＝１∶１０的比例，加入组织蛋白（ＲＩＰＡ）裂解液及

磷酸蛋白酶复合抑制剂混合液，将组织匀浆在冰上裂解３０ｍｉｎ，提取组织蛋白，于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５

ｍｉｎ（４℃），取上清液，采用ＢＣＡ法测定肝脏匀浆的蛋白浓度．用已知浓度的蛋白溶液稀释上样缓冲液

（犞（蛋白溶液）∶犞（上样缓冲液）＝４∶１），沸水浴条件下使蛋白变性．按照试剂盒的使用说明，配制电泳

分离胶及浓缩胶，待胶凝固后，拔出梳子，以避免气泡产生．按每孔３０μｇ上样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在目的

蛋白泳动至距胶下缘１ｃｍ以上结束电泳．根据标准蛋白分子量位置，切下目的蛋白及内参相对应位置

的电泳胶，采用湿转法进行转膜，转膜后加入质量浓度为５ｇ·Ｌ
－１的脱脂奶粉，室温条件下封闭１ｈ；加

入一抗溶液后置于摇床上，４℃下孵育过夜，用杂交膜（ＴＢＳＴ）冲洗液洗膜３次，每次１０ｍｉｎ；加入二抗

溶液后置于摇床上，４℃下孵育８ｈ，用ＴＢＳＴ冲洗液洗膜３次，每次１０ｍｉｎ；加入化学发光试剂，在发光

成像仪上显影，用ＩｍａｇｅＪ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胶片的上目标条带的灰度值，观察柏薏颗粒对ＯＡＴ１和

ＧＬＵＴ９蛋白表达的影响．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大鼠的体表状态

经观察发现大鼠的活动正常，精神状况无明显异常；毛发有光泽，外形无明显变化；饮食正常，尿便

未出现明显异常现象．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柏薏颗粒低、中、高剂量组及非布司他组大鼠体质量的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柏薏颗粒对大鼠的正常生长代谢没有明显影响．大鼠体质量的变

化情况，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犿为大鼠的体质量．

３．２　柏薏颗粒对血清尿酸浓度的影响

不同组别的血清尿酸浓度，如图２所示．图２中：与空白组相比，“”表示犘＜０．０１；与模型组相

比，“△△”表示犘＜０．０１．由图２可知：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的血清尿酸浓度极显著升高（犘＜０．０１），

说明采用ＯＡ灌胃给药法造模成功；与模型组相比，柏薏颗粒低、中、高剂量组的血清尿酸浓度均显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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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犘＜０．０１），说明柏薏颗粒具有降尿酸的作用，且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加，尿酸浓度逐渐下降，柏薏颗粒

降尿酸作用呈剂量依赖性；高剂量组与非布司他组降尿酸效果明显（犘＜０．０１）．

　　　　图１　大鼠体质量的变化情况　　　　　　　　　　　图２　不同组别的血清尿酸浓度　　　　

　　　　　Ｆｉｇ．１　Ｗ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ｒａｔ　　　　　　Ｆｉｇ．２　Ｓｅｒｕｍ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

３．３　柏薏颗粒对血清肌酐和尿素氮浓度的影响

柏薏颗粒对血清肌酐浓度和尿素氮浓度的影响，分别如图３，４所示．由图３，４可知：各组肌酐浓度

和尿素氮浓度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说明柏薏颗粒对ＨＵＡ模型大鼠具有明显的肾脏保护作用，柏薏颗粒

无肾损伤，适合长期服用．

　 图３　柏薏颗粒对血清肌酐浓度的影响　　 　　　　图４　柏薏颗粒对血清尿素氮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ｎｓｅｒｕ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ｎｓｅｒｕｍ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４　柏薏颗粒对犎犝犃大鼠肝脏中黄嘌呤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ＨＵＡ大鼠肝脏中的黄嘌呤氧化酶活性（狕（ＸＯＤ）），如表１所示．表１中：与模型组相比，“”表

表１　ＨＵＡ大鼠肝脏中的黄嘌呤氧化酶活性

（狓±狊，狀＝１２）

Ｔａｂ．１　Ｘ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ＵＡｒａｔｌｉｖｅｒ

（狓±狊，狀＝１２）

组别 狕（ＸＯＤ）／ｎｋａｔ·ｇ
－１

空白组 ２０７．５４±９．６７

模型组 ２７０．２２±１７．１７

低剂量组 ２３４．５５±２０．６７

中剂量组 １７４．８７±２．３３

高剂量组 １５５．０３±６．５０

非布司他组 １４９．８６±５．５０

示犘＜０．０１．实验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偏差（狓±狊）表示，平行

实验１２组．由表１可知：与模型组比较，柏薏颗粒中、高剂量

组均能显著抑制肝脏中的ＸＯＤ活性（犘＜０．０１），从而抑制尿

酸的生成，降低体内尿酸浓度，发挥治疗高尿酸血症的作用；

柏薏颗粒低剂量组也能抑制ＸＯＤ的活性，但效果不显著；柏

薏颗粒中、高剂量组的降尿酸效果与非布司他组相当，效果

显著．

３．５　柏薏颗粒对犗犃犜１和犌犔犝犜９蛋白表达的影响

ＨＵＡ大鼠肾脏匀浆中 ＯＡＴ１和 ＧＬＵＴ９的蛋白条带

图，如图５所示．柏薏颗粒对 ＯＡＴ１和 ＧＬＵＴ９蛋白表达的

影响，分别如图６，７所示．图６，７中：与空白组相比，“”表

示犘＜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表示犘＜０．０５，“△△”表示犘＜０．０１；犽（ＯＡＴ１），犽（ＧＬＵＴ９）分别表示

ＯＡＴ１，ＧＬＵＴ９蛋白相对表达水平．

由图６，７可知：与模型组相比，柏薏颗粒高剂量组能显著地降低肾脏ＧＬＵＴ９蛋白相对表达水平

（犘＜０．０５），柏薏颗粒中、低剂量组也有降低ＧＬＵＴ９蛋白相对表达水平的作用，但无显著差异，非布司

他组极显著降低肾脏ＧＬＵＴ９蛋白相对表达水平（犘＜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柏薏颗粒高、中剂量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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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上调肾脏ＯＡＴ１蛋白表达水平，柏薏颗粒高剂量组上调ＯＡＴ１蛋白表达的作用与非布司他组相

当（犘＜０．０１），但柏薏颗粒低剂量组对ＯＡＴ１作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柏薏颗粒的降尿酸机制

与抑制肾脏ＧＬＵＴ９蛋白的表达减少尿酸重吸收，以及上调ＯＡＴ１蛋白表达促进尿酸的分泌有关．

　　（ａ）ＯＡＴ１　　　　　　　　　　　　　　　　　　　（ｂ）ＧＬＵＴ９

图５　免疫印迹法蛋白条带图

Ｆｉｇ．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ｎｄ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６　柏薏颗粒对ＯＡＴ１蛋白表达的影响　 　　　　图７　柏薏颗粒对ＧＬＵＴ９蛋白表达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ｎ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ａｉｙｉ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ｎ

　　　ＯＡＴ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ＬＵＴ９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　讨论

目前，医学上多采用西药对ＨＵＡ持续降酸治疗，主要有别嘌醇、非布司他、丙磺舒、苯溴马隆等．这

些化学药物虽然及时治疗效果明显，但临床上长期服用都有较为明显的不良反应，病情具有反复性，且

患者依从性较差［９１１］，因此，亟需开发一种药效持久、不良反应少的新药物．根据中医学理论，中医药在

治疗高尿酸血症方面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持久温和、长期服用不良反应少等优点．柏薏颗粒组

方来源于国内医院的临床经验方，可显著降低大鼠ＳＵＡ浓度，具有明显的降尿酸作用．肾小球的滤过

功能决定了血清中Ｃｒ的浓度，人体内蛋白质以ＢＵＮ的形式代谢，产生最终末产物．各种肾病变均可使

血液中Ｃｒ和ＢＵＮ水平升高，而连续１４ｄ服用柏薏颗粒，大鼠血清中的Ｃｒ和ＢＵＮ浓度无明显变化，表

明柏薏颗粒对大鼠无肾损伤．后期可对柏薏颗粒进行急性毒性实验考察，进一步验证其安全性．

在高尿酸血症的造模方法中，ＯＡ造模法最为常见，该法简单易行且模型稳定．ＯＡ为尿酸酶抑制

剂，其结构与尿酸的嘌呤环相似，可竞争性地与尿酸酶结合，抑制体内尿酸的降解过程，能明显升高大鼠

体内血尿酸浓度，与人体内的嘌呤代谢过程相似．由于大鼠体内存在尿酸酶，可将体内尿酸进一步分解

为尿囊素等物质排出体外．因此，建模成功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大鼠体内的尿酸浓度有降低的趋势．

正常状态下，人体内尿酸的生成和排泄基本上保持动态平衡．ＸＯＤ是尿酸生成的关键酶，ＸＯＤ活

性升高或嘌呤代谢酶缺陷导致嘌呤利用障碍是尿酸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９０％的原发性高尿

酸血症的病因与尿酸在肾脏的排泄减少有关［１２］．尿酸的排泄要经过肾小球滤过、近端小管重吸收、近端

小管分泌及近端小管分泌后重吸收４个步骤
［１３］，涉及到多种尿酸转运蛋白，主要分为尿酸重吸收蛋白

（如尿酸阴离子转运体１（ＵＲＡＴ１）、ＧＬＵＴ９），以及尿酸分泌蛋白（如有机阴离子转运体（ＯＡＴｓ）、尿酸

转运体（ＵＡＴ）、多药耐药蛋白４（ＭＲＰ４）等）．大多数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ＯＡＴ）家族的成员是有机阴

离子交换转运体，其介导某种阴离子进入细胞的同时，释放另一种阴离子到细胞外．ＯＡＴ１介导细胞外

有机阴离子与细胞内的α酮戊二酸交换，能够转运尿酸．黄嘌呤、次黄嘌呤、皮质酮类激素和维生素盐酸

盐等内源性化合物能够抑制ＯＡＴ１，减少尿酸分泌．ＧＬＵＴ９主要在人体肝、肾中表达，其转运活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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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胞内己糖浓度的影响，与ＵＲＡＴ１协同完成对肾小管滤过的尿酸盐的重吸收．肾脏表达的ＧＬＵＴ９介

导尿酸重吸收，独立于其他已知的尿酸转运体，寻找有效的ＧＬＵＴ９抑制剂是促尿酸排泄的另一重要靶

点［１４１７］．实验结果表明，柏薏颗粒可显著抑制ＧＬＵＴ９表达，并上调ＯＡＴ１蛋白表达，表明其降尿酸机

制可能与这两个尿酸转运体有关．后期实验可增设柏薏颗粒对其他蛋白和因子的影响，以完善柏薏颗粒

降尿酸的物质基础．

由于柏薏颗粒由多味中药材组成，因此，相较于化学药物，柏薏颗粒的作用机制相对复杂，有的药物

能够抑制尿酸的生成，有的药物具有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有的药材可协同保肝益肾，而各味药材的具

体作用机制及影响权重尚不明确，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此外，高尿酸血症病人在病情发作期常伴随着

红肿热痛等急性期症状，而本组方中加入了黄柏、苍术、薏苡仁、川牛膝等多味可减轻炎症反应的中药

材，可能对痛风急性期的红肿热痛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有待实验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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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车载激光雷达的带状地物

矢量化与结构特征提取

方莉娜１，２，３，卢丽靖１，２，３，赵志远１，２，３，陈崇成１，２，３

（１．福州大学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２．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３．福州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针对车载激光点云带状地物形状多样、难以用规则语义信息矢量化，以及结构语义信息提取研究较少

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的车载激光雷达带状地物（道路边界、实线型标线、铁轨）矢量化与

结构特征提取方法．首先，通过格网剖分构建点云特征图，利用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提取带状地物矢量化数据；

然后，分析不同道路和铁路场景的结构特征，生成具有准确几何和拓扑结构信息的三维矢量数据和属性数据．

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地提取带状地物矢量化与结构信息，实现不同场景下带状地物的有效完整描述．

关键词：　车载激光雷达；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带状地物；矢量化；结构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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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边界、实线型标线和铁轨等带状地物，在空间形态上呈显著线性分布特征，其所提供的矢量和

结构信息是高精地图、三维导航和基础地理数据库等应用的重要基础数据［１］．车载激光雷达系统集成了

激光扫描仪、电荷耦合器件（ＣＣＤ）相机、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惯性导航系统（ＩＮＳ）等多个传感器，能够

快速获取带状地物高精度的三维坐标信息［２３］，为带状地物的识别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源．

当前基于车载激光点云带状地物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带状地物的提取，通过逐点分析或将三维

点云数据投影到二维特征图像上［４］，分析不同地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几何特征，利用阈值滤波［５６］、犽均

值（犽ｍｅａｎｓ）聚类
［７８］或ＳＶＭ等分类器

［９］提取带状地物．这些方法提取的结果仍是离散无拓扑的点集，

缺乏对带状地物矢量与结构信息的描述．为了获取带状地物矢量化数据，许多学者通过提取带状地物候

选点，利用随机采样一致性（ＲＡＮＳＡＣ）
［１０］、贝塞尔曲线（Ｂéｚｉｅｒ）

［１１１２］、ＬＳＤ直线检测算法
［１３］跟踪等方法

拟合带状地物．这类方法需要人工定义大量的跟踪准则，才能将离散带状地物点连接成连续的边界线，

多适用于直线分布带状地物．Ｋａｓｓ等
［１４］提出的Ｓｎａｋｅ模型具有“高度可变形”特征，克服了对目标矢量

化形状的局限性，在目标分割、跟踪与轮廓提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１５１８］．韩婷等
［１９］提出一种公开地图

（ＯＳＭ）辅助的车载激光点云道路三维矢量边界提取的方法，该方法改进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
［２０］，以梯度

矢量流加上宽度约束作为外部能量，提取道路边界线，然后将 ＯＳＭ 的先验知识赋给提取的矢量边界

线，最终生成具有语义和拓扑信息的矢量道路数据．此类方法解决了因遮挡与数据缺失造成的带状地物

提取不完整或漏提取的问题，但其只关注于道路边界的矢量化信息，未能提取道路结构属性信息．

虽然国内外对车载激光点云带状地物矢量化与结构信息提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

以下问题：１）针对多形态的带状地物，难以用单一规则语义信息进行跟踪矢量化；２）目前，带状地物矢

量化信息少，缺少对带状地物结构属性信息的提取．为此，本文利用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能将初始估计、

几何特征与高层知识约束一起嵌入目标轮廓搜索中的优势［２０］，提出一种采用车载激光雷达的带状地物

图１　文中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矢量化与结构特征提取算法．

１　带状地物矢量化与结构特征提取算法

文中算法流程图，如图１所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１）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的带状地物矢量化．利用预先

获取的显著带状地物点云数据，构建显著点特征图，然后，采

用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提取带状地物矢量化信息．

２）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基于带状地物的矢量信息，分

场景提取包括中心线与宽度、曲率与曲率半径、结点与线要素

等结构信息，实现对带状地物结构语义描述，生成具有几何与

结构信息的三维矢量数据．

２　基于犚犻犫犫狅狀犛狀犪犽犲模型的带状地物矢量化

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可用于提取具有严格对称宽度的带状地物．考虑带状地物的分布并不能保证其

两条边界关于中心轮廓严格对称，因此，设计左右宽度可变的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在显著点特征图上，

利用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实现带状地物矢量化提取．

２．１　显著点特征图构建

对于带状地物点云数据，需要通过格网剖分将点云投影到二维特征图上．具体做法是确定带状地物

点狓和狔的最小坐标（犡ｍｉｎ，犢ｍｉｎ），然后，逐点计算各点云在格网中的行列号犻，犼，即

犻＝ｉｎｔ（狔－犢ｍｉｎ）／ＧＳＤ，

犼＝ｉｎｔ（狓－犡ｍｉｎ）／
｝ＧＳ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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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ＧＳＤ是格网剖分尺寸，即图像的分辨率，可以根据点云密度或扫描仪的分辨率进行确定，当

ＧＳＤ取值越大，地物细节信息丢失越多；反之，保留信息越多．通过判断每个格网内是否存在地物点确

定每个格网的灰度值，将存在点的格网赋值为０，其余为２５５，生成显著点特征图犐．

２．２　带状地物矢量化

带状地物具有以左、右边界约束车辆行驶区域的特性，可利用轨迹点数据作为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

初始位置；若无轨迹点数据，可采用路网矢量数据［２１］或众源数据ＯＳＭ
［１９］进行初始化．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

型的初始中心线用参数表示为狏（）狊 ＝（狓（）狊 ，狔（）狊 ，狕（）狊 ），０＜狊＜１，其中，狓（）狊 ，狔（）狊 ，狕（）狊 为组成轮廓

线上各点坐标信息，狊为归一化弧长．引入左、右宽度信息狑（）狊 ＝ 狑ｌ（）狊 ，狑ｒ（狊（ ）），如图２所示．Ｒｉｂｂｏｎ

Ｓｎａｋｅ的左、右条带分别表示为

狏ｌ（狊）＝狏（）狊－狑ｌ（）狊·狀（狊），　　狏ｒ（狊）＝狏（）狊＋狑ｒ（）狊·狀（狊）．

其中：狀（狊）＝
狔（）狊
（ ）狊

，－
狓（）狊
（ ）［ ］狊 ／

狔（）狊
（ ）狊

，－
狓（）狊
（ ）狊

为单位法向量．模型能量函数构建为

犈狏，（ ）狑 ＝∫
１

０
犈ｉｎｔ狏（）（ ）狊 ＋犈ｅｘｔ狏（）（ ）狊 ＋犈ｗｉｄ 狑（）（ ）［ ］狊 ｄ狊． （２）

图２　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参数化表示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ｍｏｄｅｌ

式（２）中：犈ｉｎｔ为内部能量，与传统Ｓｎａｋｅ的定义相似，表示为

犈ｉｎｔ＝
１

２
· α（）狊 狏狊（）狊

２＋β（）狊 狏狊狊（）狊（ ）２ ． （３）

式（３）中：狏狊（）狊
２ 为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轮廓线的一阶导数（连续能

量），控制轮廓线的连续性；狏狊狊（）狊
２ 为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轮廓线的

二阶导数（光滑能量），控制轮廓线光滑性；α和β为权重参数．

犈ｅｘｔ为外部能量，用于吸引Ｓｎａｋｅ往目标轮廓处演变，使用图

像梯度信息定义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外部能量，表达式为

犈ｅｘｔ＝ω（）狊 Ñ犐狏ｌ（）（ ）狊 －Ñ犐狏ｒ（）（ ）（ ）狊 ·狀（狊）． （４）

式（４）中：ω为权重参数；Ñ犐表示图像的梯度．

犈ｗｉｄ为宽度约束能量，是狑ｌ（）狊 和狑ｒ（狊）的一阶导数，表示为

犈ｗｉｄ＝λ（）狊
狑ｌ（）狊 ＋狑ｒ（）狊

狊
． （５）

式（５）中：λ为权重参数．

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将轮廓线逼近目标轮廓的过程转化为求解能量犈狏，（ ）狑 的最小化问题．为了不

断优化Ｓｎａｋｅ中各点位置与对应的宽度，利用变分算法将犈狏，（ ）狑 能量泛函最小化［１４］，通过迭代步长γ

和时间狋分别求解狓（）狊 ，狔（）狊 ，狑ｌ（）狊 ，狑ｒ（狊），在能量函数达到最小时，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收敛于带状地物．

为了获得三维矢量信息，根据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原理，组成轮廓线的各控制点在能量函数约束下不断

优化到带状地物时，虽然位置发生变化，但最终轮廓线控制点顺序与初始化时保持一致［１９］．因此，只需

要将最终的控制点所对应的图像坐标转换为真实坐标，并将对应顺序轨迹点狕值赋给控制点，按照顺序

连接，则实现带状地物矢量化提取．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的带状地物矢量化，如图３所示．

（ａ）带状地物点云数据　　 （ｂ）显著点云特征图　　　（ｃ）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　　　（ｄ）带状地物与点云

　（高程赋色）　　　　　　　与初始化　　　　　　 提取矢量带状地物　　　　　　叠加显示

图３　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的带状地物矢量化

Ｆｉｇ．３　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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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

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矢量化的带状地物仅包含空间位置信息，为了更详细地描述带状地物的空

间结构与几何分布等信息，需进一步提取地物的结构特征．在实际场景中，带状地物类别不同，提供的结

构信息也存在差异．因此，分场景（单车道、多车道、道路交叉口、高速路出入口、铁轨道岔口等）构建带状

地物的结构特征，具体包括以下结构信息：中心线与宽度、曲率与曲率半径、结点与线要素．

３．１　中心线与宽度

中心线是带状地物几何设计中的重要特征线，结合宽度信息可以提供许多结构信息．利用节２．２中

的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当能量函数达到最小值时，可提取带状地物的宽度信息狑＝狑ｌ＋狑ｒ．一般而言，根

据道路的宽度信息，可以进一步将道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４个等级，利用各道路等级

对应机动车道标准宽度提取中心线（图４），伪代码如算法１所示．图４中：４０≤狑≤７０；狑ｔ＝３．７５；车道数

图４　中心线与宽度

Ｆｉｇ．４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犿＝２．

算法１：中心线提取

输入：宽度信息狑，左矢量带状地物狏ｌ，右矢量带状地物狏ｒ

输出：中心线

　　ｉｆ　４０≤狑≤７０

　　机动车道宽度狑ｔ＝３．７５，计算车道数犿＝ｉｎｔ狑／狑（ ）ｔ

　　ｅｌｓｅ

　　机动车道宽度狑ｔ＝３．５０，计算车道数犿＝ｉｎｔ狑／狑（ ）ｔ

　　ｅｎｄ

　　计算单位法向量狀

　　ｉｆ犿等于１

　　单车道场景；根据公式：中心线＝狏ｌ＋狑狋·狀或中心线＝狏ｒ狑狋·狀，求解中心线

　　ｅｌｓｅ

　　多车道场景；根据公式：中心线＝狏ｌ＋狑狋·狀或中心线＝狏ｒ－狑狋·狀，循环求解２犿－１条中心线

　　ｅ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中心线

３．２　曲率与曲率半径

曲率犓 与曲率半径犚 是衡量地物弯曲程度的参数，可作为一种几何特征，引入带状地物结构描述

中［２２］．基于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提取带状地物，首先，逐点狆犻＝狏犻 狓犻，狔｛ ｝犻 ，犻＝ １，２，…，｛ ｝狀 获取局部邻域

狉内的点集狆狋＝ 狓狋，狔｛ ｝狋 ，狋＝ １，２，…，｛ ｝犿 ；然后，选用点集内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狆ｓ，狆ｅ与该点狆犻求解二

次曲线狋的参数 犪１，犪２，犪（ ）３ ，犫１，犫２，犫（ ）３ ，并将参数代入曲率计算式（７）中，获得该点狆犻的曲率值犓 为

图５　曲率与曲率半径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狓＝犪１＋犪２狋＋犪３狋
２，　　狔＝犫１＋犫２狋＋犫３狋

２， （６）

犓＝
狓′狔″狓″狔′

狓′２＋狔′（ ）２
３
２

． （７）

式（６），（７）中：狓的一阶导为狓′＝
ｄ狓
ｄ狋 狋＝０

＝犪２；狓的二阶导

为狓″＝
ｄ２狓

ｄ狋２ 狋＝０

＝２犪３，狔的一阶导为狔′＝
ｄ狔
ｄ狋 狋＝０

＝犫２；狔的

二阶导为狔″＝
ｄ２狔
ｄ狋２ 狋＝０

＝２犫３．

曲率半径犚为曲率的倒数（图５），表达式为

犚＝１／犓． （８）

３．３　结点与线要素

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中，一般使用结点与线要素对数据进行抽象
［２３］，用以提供重要的几何和拓扑

结构．结点要素一般表征特殊位置点或关键拓扑点信息，线要素辅助结点要素，用以确定地物具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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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可以通过提取结点与线要素对带状地物结构进行描述［１］．据此，分析不同场景中带状地物的空

间分布形态，提取相对应结点与线要素，其中，结点要素根据作用的不同划分为位置信息结点（端点与共

享点）、交叉拓扑结点（交叉口中心点、分／合流点及道岔中心点）．

３．３．１　预处理　在实际场景中，带状地物存在直线与曲线两种分布形态，为了使所提取的结点与线要

素更准确地描述其分布形态，需依据节３．２提取的曲率大小，采用犽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对带状地物进行二

分类（图６（ａ））．由于提取交叉拓扑结点时，需要辅助线要素进行判别，因此，首先对线要素进行提取，再

提取结点要素．

３．３．２　线要素提取　在用线要素描述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时，可以使用其形态与长度信息．基于分类结

果，已获得线要素形态信息，若各线段由犿个点组成，则各线段的长度犔ｅｎ为

犔ｅｎ＝∑
犿－１

犻＝１

狓犻＋１－狓（ ）犻
２
＋ 狔犻＋１－狔（ ）犻槡

２． （９）

　　线要素表示方式为犔犪＿犫，其中，犪取ｌ或ｒ时分别表示该线段为左或右带状地物；犫表示线段编号，按

顺序进行取值．线要素，如图６（ｂ）所示．

３．３．３　结点要素提取　１）位置信息结点．基于分类结果，定义直线与曲线型带状地物位置信息结点提

取规则：对于直线型带状地物，使用始末点进行抽象；对于曲线型带状地物，使用始末点和中间结点进行

抽象．位置信息结点表示为犛犪＿犫，犆犪＿犫，犈犪＿犫，其中，犛，犆，犈分别表示起始点、中间结点与终止点（图６（ｃ））．

为了保证带状地物线段与线段之间的连续性，确定各线段之间的关联关系，需进一步将提取的位置

信息结点划分为端点与共享点．其中，共享点是描述具有关联关系的线要素之间的结点
［２４］，剩余位置信

息结点为端点．因文中使用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矢量化带状地物可以同步确定点的顺序关系，基于此，通

过判断线段犔犪＿犫始末点之间的连续性，即犪的一致性与犫的顺序性，确定连接两线段的共享点（犑犪＿犫），其

中，犫值取所关联的两线段编号（图６（ｄ））．

（ａ）带状地物分类点数据 　　　（ｂ）线要素　　　　　（ｃ）位置信息结点要素　（ｄ）位置信息结点要素与线要素

图６　结点与线要素

Ｆｉｇ．６　Ｎｏｄｅａｎｄｌｉｎ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交叉拓扑结点．交叉拓扑结点是记录带状地物空间分布中具有关键拓扑信息的点，一般位于带

状地物相交处，据此求解交叉拓扑结点伪代码，如算法２所示．

算法２：交叉拓扑结点提取

　　输入：矢量带状地物犔＝ 犔犪＿１，…，犔犪＿｛ ｝犖 ，犖　

　　　　 为带状地物条数，犪＝ｌ为左带状地物，　

　　　　犪＝ｒ为右带状地物

输出：交叉拓扑结点犘犽，犽＝ ｃ，ｓｉ，｛ ｝ｒ

　　ｆｏｒ犻＝１∶犖

　　 计算犔犻＝｛犘犻，１，…，犘犻，ｅｎｄ｝与犔犼＝｛犘犼，１，

　　　　 …，犘犼，ｅｎｄ｝，犼≠犻，犼∈ １，（ ）犖 内，犘犻，犽（犽　

　　　　 为犔犻点数）与犘犼，犺（犺为犔犼点数）之间　

　　　　 的距离值犱

　　ｉｆ犱≤犱ｏ（犱ｏ 为接近于０的值，根据实际

　　　　　场景确定）

　　犘犽 取ｍｉｎ（）犱 对应两点中间坐标

　　ｂｒｅａｋ

　　ｅｌｓ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ｅｎｄ

　　ｅ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犘犽

　　根据场景的不同，交叉拓扑结点犘犽 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交叉拓扑结点类型，如表１所示．

针对交叉口场景，交叉口中心点位于两条或两条以上中心线相交处，是描述交叉口的一个重要结构

信息，用于辅助管理交通运行．利用算法２提取交叉口中心点犘ｃ时，以中心线作为输入犔，提取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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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交叉拓扑结点类型

Ｔａｂ．１　Ｃｒｏｓ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ｎｏｄｅｔｙｐｅ

场景 名称 表示方式

交叉口场景 交叉口中心点 犘ｃ

高速路出入口场景 分／合流点 犘ｓｉ

铁路轨道场景 道岔中心点 犘ｒ

图７（ａ）所示．针对高速路出入口场景，分／合流点是引导车

辆分道或并道行驶的重要拓扑点，在根据算法２提取分／合

流点犘ｓｉ时，取左、右带状地物犔进行两两组合计算交点（图

７（ｂ））．针对铁路轨道场景，道岔是机动车辆从一股轨道转

入或越过另一股轨道时必不可少的线路设备，是铁路轨道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铁路轨道结构进行描述时，各铁

轨交叉聚合分离处的道岔中心点是必不可少的结构信息之一．道岔在实际场景中存在多种分布形态，结

合算法２提取的道岔中心点犘ｒ，如图７（ｃ）所示．

（ａ）交叉口中心点

（ｂ）分／合流点

（ｃ）道岔中心点

图７　交叉拓扑结点

Ｆｉｇ．７　Ｃｒｏｓ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ｎｏｄｅ

４　实验分析

４．１　实验数据与参数

为了验证文中方法的有效性，选取３份经过预处理提取的显著带状地物点云数据
［７，９，１２］进行实验．

实验数据，如图８所示．图８中：３份数据均存在因遮挡或数据缺失造成的断裂和噪声点问题，其中，数

据１是从长约４２０ｍ城市街道场景提取的道路边界点，其主要特点是数据密度较大，以多车道与道路交

叉口场景为主；数据２是从长约４８０ｍ的高速公路场景提取的实线型标线点，场景复杂，存在大量曲线

型实线型标线；数据３是从长约４２０ｍ的铁路场景提取的轨道点，多条铁轨交叉聚合分离，远离铁路环

境中的数据点密度稀疏．

构建特征图的格网剖分尺寸ＧＳＤ可根据激光扫描仪分辨率确定，设为０．２．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涉

及的权重参数为α，β，ω，λ，通过选取直线型和曲线型两份实验数据（图９），设计５组实验方案（表２）进行

确定．表２中：α＋β＝１，ω＋λ＝１，在固定ω和λ均为０．５的情况下，α与β分别取０．１，０．５，０．９，找到效果

最佳的α与β参数组合．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ω和λ为０．１，０．５，０．９，确定效果最佳的ω和λ．为了更

好地对比不同方案的实验效果，选取迭代１００次时Ｓｎａｋｅ收敛的中间结果（图９（ａ）～（ｅ））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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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数据１　　　　　　　　　　　　　　　　　（ｂ）数据２

（ｃ）数据３

图８　显著带状地物点云数据

Ｆｉｇ．８　Ｓａｌｉｅｎｔ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ｓ

（ａ）方案１（直线）　 （ｂ）方案２（直线）　 （ｃ）方案３（直线）　 （ｄ）方案４（直线）　　（ｅ）方案５（直线）

（ｆ）方案１（曲线）　 （ｇ）方案２（曲线）　 （ｈ）方案３（曲线）　 （ｉ）方案４（曲线）　　（ｊ）方案５（曲线）

图９　５组实验方案的直线型和曲线型实验数据

Ｆｉｇ．９　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５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ｓ

表２　实验方案参数设置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

实验方案 α β ω λ

实验方案１ ０．１ ０．９ ０．５ ０．５

实验方案２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实验方案３ ０．９ ０．１ ０．５ ０．５

实验方案４ ０．５ ０．５ ０．１ ０．９

实验方案５ ０．５ ０．５ ０．９ ０．１

　　内部能量参数α和β控制Ｓｎａｋｅ曲线的连续性和

平滑性，对比实验方案１，２，３可知：当α为０．１时，

Ｓｎａｋｅ曲线光滑性差；α为０．５时，在数据缺失区域收

敛不佳；α为０．９时，曲线相对平滑，在数据缺失区域收

敛效果较好．因此，考虑实验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的情

况，为保证Ｓｎａｋｅ的连续性与平滑性，将α与β分别设

为０．９，０．１．固定内部能量权重参数，对比实验方案２，

４，５可知：将外部能量权重ω设为０．５时，Ｓｎａｋｅ抖动

明显，收敛效果不佳；当ω为０．１时，Ｓｎａｋｅ曲线相对平滑，但运动缓慢，运行效率低；当ω为０．９时，两

份数据基本收敛且曲线相对平滑．据此，综合考虑收敛效果与运行效率，将ω设为０．９，λ设为０．１，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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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长γ与局部搜索邻域半径狉均设置为０．５．

４．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采用表３的实验参数设置，实现３份实验数据带状地物的矢量信息提取，如图

表３　实验参数设置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参数 ＧＳＤ α β ω λ γ 狉

数值 ０．２ ０．９ ０．１ ０．９ ０．１ ０．５ ０．２

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３份实验数据中，绝大部分带状

地物均能被较好地拟合，不仅能有效拟合直线型带

状地物（图１０（ｃ）），且对曲线型带状地物也有较好

的收敛效果（图１０（ｂ）），同时，适用于因遮挡造成不连续的带状地物的优化（图１０（ａ））．但在道路交叉路

口和高速路出入口，在两条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矢量的道路边界出现误提取（图１０（ａ）②，图１０（ｂ）②），需进

一步进行优化．逐条逐点遍历Ｓｎａｋｅ点，删除位于无显著特征点（即格网值为２５５）处的Ｓｎａｋｅ点；然后，

根据Ｓｎａｋｅ的连续性组合带状地物，得到优化结果．误提取和优化后的矢量带状地物，如图１１所示．

（ａ）数据１　　　　　　　　　　　　　　　　　（ｂ）数据２

（ｃ）数据３

图１０　带状地物矢量信息提取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道路交叉口误提取与优化后的矢量带状地物　　　　 （ｂ）高速路出入口误提取与优化后的带状地物

图１１　误提取和优化后的矢量带状地物

Ｆｉｇ．１１　Ｖｅｃｔｏｒ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ｆｔｅｒｅｒｒ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为了更详细地描述带状地物，通过分析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提供的宽度与矢量边界信息，进一步提取其

结构信息．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结果，如图１２所示．为了更加直观地对比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结果

与实际场景的吻合度，将实验数据中６个子图的三维矢量数据转换成锁眼标记语言（ｋｅｙｈｏｌｅ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ＫＭＬ）文件，将其加载至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进行叠加显示，如图１３所示．

由图１３可知：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的结点和线要素能够与实际环境较好地吻合．３份实验数据

结构特征的结点与线要素信息，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端点是组成带状地物线要素始末位置点；共享点是

连接具有拓扑关联要素的结点，该点的移动或修改不会影响线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交叉口中心点（图

４０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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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道路边界结构特征

（ｂ）实线型标线结构特征

（ｃ）铁轨结构特征

图１３　带状地物结构特征提取结果（分场景）

Ｆｉｇ．１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ｃｅｎｅｂｙｓｃｅｎｅ）

１３（ａ）②）、分／合流点（图１３（ｂ）②）、道岔中心点（１３（ｃ）②）与实际场景匹配地较好．分析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

模型提供的宽度信息，可以区分实际场景车道级别，在矢量边界信息基础上，实现多条中心线（图１３（ａ）

①）的提取．在高速路场景（图１３（ｂ）①），通过结构特征分析，确定该场景宽度规范，补全缺失的中心线

与边界．铁轨分布形态与单车道场景类似，利用轨道宽度信息，生成各轨道中心线（图１３（ｃ））．曲率与曲

率半径可以获取道路、铁轨等场景下带状地物的弯曲情况，当曲率接近于０时，带状地物呈现直线分布

形态（图１３（ａ）①）；反之，多为曲线分布（图１３（ｂ）①）．针对交叉口场景（图１３（ａ）②）），结合提取的交叉

中心点与曲率信息，可用于推演该路口车辆转弯半径与行驶车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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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带状地物结点与线要素信息表

Ｔａｂ．４　Ｎｏｄｅａｎｄｌｉｎ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

实验
数据

线要素

犖／条 总长度／ｍ

结点要素

端点／个 共享点／个 交叉口中心点／个 分／合流点／个 道岔中心点／个

数据１ １４ ８４６．９４ １２ １６ ６ ０ ０

数据２ ２０ ３６５９．２１ １２ １７ ０ ２ ０

数据３ ８ ６５９０．４２ １０ ０ ０ ０ ９

　　综上所述，基于Ｓｎａｋｅ提取的矢量边界与宽度信息，可以提取包括中心线与宽度、曲率与曲率半径、

结点与线要素等结构信息，实现不同场景下带状地物的有效完整描述．为进一步验证方法的有效性，与

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ａｒｅ软件交互提取的带状地物作为参考数据，统计实验结果中正确提取的带状地物总长度

（ＴＰ）、错误提取的带状地物总长度（ＦＰ）、缺失的带状地物总长度（ＦＮ），计算正确度（ηｃｏｒ）、完整度（ηｃｏｍ）

和总体精度（ηＱ），并对提取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对图１３中３份数据选取的２个场景进行宽度比较．矢

量带状地物的提取精度和宽度差值对比，如表５，６所示．

表５　矢量带状地物的提取精度

Ｔａｂ．５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实验数据 ＴＰ／ｍ ＦＰ／ｍ ＦＮ／ｍ ηｃｏｒ／％ ηｃｏｍ／％ ηＱ／％

数据１ ８３３．１４ １３．８０ １２．８２ ９８．３７ ９８．４８ ９６．９０

数据２ ３５９５．６８ ６３．５３ ５９．８６ ９８．２６ ９８．３６ ９６．６８

数据３ ６４９５．２８ ９５．１４ ８６．６１ ９８．５６ ９８．６８ ９７．２８

表６　矢量带状地物的宽度差值对比

Ｔａｂ．６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ｓｔｒｉｐｏｂｊｅｃｔｓ ｍ　

评价指标
数据１

场景① 场景②

数据２

场景① 场景②

数据３

场景① 场景②

软件提取 １２．３８７０ １３．７７１８ ３．５１７８ ３．５１３０ １．４４３８ １．４４４８

文中方法提取 １２．３８６７ １３．７７０８ ３．５１４８ ３．５０８３ １．４４３７ １．４４４６

差值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由表５，６可知：与数据１，２相比，数据３中带状地物矢量提取的正确度与完整度最高，且宽度与实

际场景偏差最小，效果最佳，这是因为该数据带状地物形状相对比较规则，边界较完整，且具有规范的宽

度约束；数据２因存在多处车辆交汇复杂场景，总体精度较低；受场景复杂与点密度不均的影响，３份数

据场景②的宽度偏差较大．整体而言，３份实验数据提取结果的正确度达到９８．２６％以上，完整度达到

９８．３６％以上，总体精度达到９６．６８％以上，基于矢量信息提取的结构与软件交互的结果也有较好的吻

合度，最大偏差均不超０．００４７ｍ，表明文中方法能准确地提取绝大多数带状地物的矢量与结构信息．

５　结束语

Ｒｉｂ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具有“高度可变形”特征，克服了对带状地物形状的局限性．提出一种基于Ｒｉｂ

ｂｏｎＳｎａｋｅ模型的带状地物矢量化与结构特征提取方法，不仅适用于道路边界，对实线型标线与铁轨也

有较好的提取效果，实现了包括直线型与曲线型带状地物的矢量化提取；同时，基于带状地物的矢量信

息提取不同道路和铁路场景下带状地物的结构特征，最终生成具有准确几何和结构的三维矢量数据．但

由于缺乏箭头标线等指示性数据，使所提取带状地物三维矢量数据缺乏方向等属性，因此，未来的一个

工作方向是完善带状地物的结构信息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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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

视频自动描述方法

贺凤１，２，３，张洪博１，２，３，杜吉祥１，２，３，汪冠鸿１，２，３

（１．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大数据智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华侨大学 厦门市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在视频描述模型Ｓ２ＶＴ中，通过长短时记忆

网络学习单词序列和视频帧序列之间的映射关系．引入注意力机制对Ｓ２ＶＴ模型进行改进，增大含有翻转方

向、旋转度数、身体姿态等关键帧的权重，提高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的准确性．建立自由体操分解动作数据

集，在数据集 ＭＳＶＤ及自建数据集上进行３种模型的对比实验，并通过计划采样方法消除训练解码器与预测

解码器之间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可提高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的精度．

关键词：　长短时记忆网络；注意力机制；自由体操；自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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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ｌｏ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在现代人日益注重健康、推崇体育运动的大背景下，体育视频的内容分析与识别成为研究热点．然

而，现有的体育视频研究多集中于体育运动的语义分析及识别方面，在体育运动的分类细项研究中，除

足球、篮球、高尔夫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外，其他运动项目少有涉及［１８］．体育视频自动描述是对体育视

频中人体动作的自动描述，是计算机视觉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之一．通过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等技术

手段对视频中的人体运动进行分析，可以对视频序列中存在的特定人体运动进行智能化表示和标记．自

由体操是竞技体操的典型代表，其自由度最大，动作变化较多，需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规则表演多个动作

组合的成套动作［９］．自由体操视频的自动描述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对非专业人士而言，自动描述

不仅能够提升观赛感受，也能增进观众对自由体操运动的了解；对专业人士而言，可以通过自动描述进

行动作数据分析，挖掘自由体操技术创新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从而辅助训练．

为了实现对自由体操动作的自动描述，可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自由体操视频特征进行分析［１０１９］；基

于分析得出的特征，通过长短时记忆（ＬＳＴＭ）网络
［２０２２］实现特征到自然语言的映射，自动生成自由体操

分解动作的描述．在数据标注的基础上，自由体操视频的自动描述问题可看成是视频字幕的自动生成问

题．视频字幕自动生成的任务是自动生成视频内容的自然语言描述．Ｓ２ＶＴ
［２３］是第一个序列到序列的视

频描述模型，可实现视频帧序列的输入及文本序列的输出，且输入的视频帧和输出的文本长度可变．然

而，对自由体操视频而言，分解动作的关键在于翻转方向、旋转度数、身体姿态，故将包含这些关键动作

的视频帧定义为关键帧，通过提取视频中判别力较高的关键帧，提高视频自动描述的精度．本文基于

Ｓ２ＶＴ模型，提出一种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

１　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

　　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的基本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的基本框架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ｖｉｄｅｏ

图２　ＶＧＧ１６网络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ＶＧＧ１６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１　特征提取

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网络的输入数据包括视

频序列和文本序列．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提取视频特

征，并利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方式提取文本特征．

１．１．１　视频特征提取　卷积神经网络对几何变换、

形变、光照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变性，可用较小的计算

代价扫描整幅图像［２４］．因此，卷积神经网络被广泛地

应用于图像特征提取．文中使用ＶＧＧ１６
［２５］卷积神经

网络提取自由体操视频的特征．ＶＧＧ１６网络结构

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ＲｅＬＵ 为线性整流函数；

ｓｏｆｔｍａｘ为激励函数．

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网络相比，ＶＧＧ１６的错误率较低，拓展性较强，迁移到其他图片数据上的泛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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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ＶＧＧ１６的结构简洁，整个网络都使用相同大小的卷积核尺寸（３ｐｘ×３ｐｘ）和最大池化尺寸（２

ｐｘ×２ｐｘ）．ＶＧＧ１６模型的输入为２２７ｐｘ×２２７ｐｘ固定尺寸的ＲＧＢ图片，输出为视频特征序列犡＝

（狓１，…，狓狀）．

１．１．２　描述文本处理　通过ｏｎｅｈｏｔ向量编码的方式将自由体操视频的描述符转化为特征，统计自由

体操标注文本中的词语，构建字典．因为在自由体操分解动作描述中使用的字词种类数量不一，所以在

预处理时未对字词进行筛选．

ｏｎｅｈｏｔ向量编码的输入是一句话，输出是一个特征．ｏｎｅｈｏｔ向量编码的计算方法：先计算自由体

操数据集中所有描述的单词总数犖；然后，将每个单词表示为一个长１×犖 的向量，该向量中只有０和

１两种取值，且该向量中只有一个值为１，其所在位置即当下单词在词表中的位置，其余值为０．

１．２　自由体操自动描述系统

通过长短时记忆网络实现视频特征到文本特征的学习．循环神经网络（ＲＮＮ）在反向传播过程中易

产生梯度消失现象，导致网络参数难以持续优化［２６］，而ＬＳＴＭ 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可

以有效地解决该问题．

ＬＳＴＭ在每个序列索引位置狋时刻除了向前传播与ＲＮＮ相同的隐藏状态犺狋外，还多了另一个隐

藏状态，即细胞状态犆狋．此外，ＬＳＴＭ网络通过增加门控单元控制即时信息对历史信息的影响程度，使

神经网络模型能够较长时间地保存并传递信息．

因此，ＬＳＴＭ 单元可以看作一个尝试将信息存储较久的记忆单元，记忆单元被遗忘门（ｆｏｒｇｅｔ

ｇａｔｅ）、输入门（ｉｎｐｕｔｇａｔｅ）和输出门（ｏｕｔｐｕｔｇａｔｅ）保护，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有效信息的更新和利用．

ＬＳＴＭ单元的更新方式为

犳狋＝σ（犠犳１
犺狋－１＋犠犳２

犡狋＋犫犳）， （１）

犻狋＝σ（犠犻
１
犺狋－１＋犠犻

２
犡狋＋犫犻）， （２）

犪狋＝ｔａｎｈ（犠犪
１
犺狋－１＋犠犪

２
犡狋＋犫犪）， （３）

犆狋＝犳狋⊙犆狋－１＋犻狋⊙犪狋， （４）

狅狋＝σ（犠狅
１
犺狋－１＋犠狅

２
犡狋＋犫狅）， （５）

犺狋＝狅狋⊙ｔａｎｈ犆狋． （６）

式（１）～（６）中：犳狋，犻狋，犪狋，犆狋，狅狋，犺狋分别为狋时刻各状态的输出值；σ为Ｓｉｇｍｏｉｄ激活函数；犠犳１
，犠犻

１
，犠犪

１
，

犠狅
１
，犠犳２

，犠犻
２
，犠犪

２
，犠狅

２
均为权重向量；犺狋－１，犆狋－１分别为狋－１时刻的隐藏状态和细胞状态；犡狋 为狋时刻

输入的视频序列；犫犳，犫犻，犫犪，犫狅 均为偏移量；ｔａｎｈ为双曲正切激活函数；⊙为向量元素的Ｈａｄａｍａｒｄ积．

长短时记忆网络结构，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犺犖，犺狋＋１，犺狀 分别为不同时刻的隐藏状态；犡犖，犡狋－１，犡狋，

犡狋＋１，犡狀 分别为不同时刻的视频输入序列．

图３　长短时记忆网络结构

Ｆｉｇ．３　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将固定维度的自由体操分解动作特征向量犡＝（狓１，…，狓狀）编码成特征序列，由此得到对应隐藏层

的输出犎＝（犺１，…，犺狀）．已知ＬＳＴＭ 网络的输出取决于前一个输入序列，将特征向量按顺序输入

ＬＳＴＭ网络，可得到一个序列向量的编码映射输出．

当最后一帧图片的特征向量输入后，ＬＳＴＭ网络的输出即为帧序列编码．解码阶段的ＬＳＴＭ 送入

起始符，促使其将收到的隐藏状态解码成单词序列，输出的单词序列犢＝（狔１，…，狔犿），概率为狆（狔１，…，

狔犿｜狓１，…，狓狀），即

０１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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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狔１，…，狔犿狘狓１，…，狓狀）＝∏
犿

狋＝１

狆（狔狋狘犺狀＋狋－１，狔狀－１）． （７）

解码阶段进行训练时，在已知帧序列的隐藏状态及之前输出单词的条件下，求预测句子的对数似然

性．训练目标是使待估参数值θ达到最大值θ
，即

θ

＝ａｒｇｍａｘθ∑

犿

狋＝１

ｌｏｇ狆（狔狋狘犺狀＋狋－１，狔狀－１，θ）． （８）

　　采用随机梯度下降算法对整个训练数据集进行优化，使ＬＳＴＭ 网络学习更合适的隐藏状态．第二

层ＬＳＴＭ网络的输出狕在犢中寻找最大可能性的目标单词狔，其概率狆（狔｜狕狋）为

狆（狔狘狕狋）＝
ｅｘｐ（犠狔狕狋）

∑狔＇∈犢
ｅｘｐ（犠狔′狕狋）

． （９）

式（９）中：狕狋为狋时刻的输出；犠狔，犠狔′均为权重向量．

视频描述的编解码结构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视频描述的编解码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ｉｄｅｏ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１．３　注意力机制

人脑对不同部分的注意力是不同的．注意力机制是人类视觉特有的大脑信号处理机制．人类视觉通

过快速扫描全局图像，获得需要重点关注的目标区域，即注意力焦点，并对这一区域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资源，以获取更多需要关注目标的细节信息，抑制其他无用信息．

对自由体操分解动作自动描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关键帧，故关键帧的权重应该更大．在网络结构

中引入注意力机制［２７］，可允许解码器对自由体操视频的每个时间特征向量进行加权．采用时间特征向

量的动态加权和公式为

φ狋（犡）＝∑
狀

犻＝１

α（狋）犻狓犻． （１０）

式（１０）中：∑
狀

犻＝１

α（狋）犻＝１，α（狋）犻为狋时刻的隐藏层输出与整个视频表示向量的匹配得分占总体得分的比

值，其计算公式为

α（狋）犻 ＝
ｅｘｐ（ｓｃｏｒｅ（狓犻，犺犻））

∑
狀

犼＝１

ｅｘｐ（ｓｃｏｒｅ（狓犻，犺犼））

． （１１）

式（１１）中：ｓｃｏｒｅ（狓犻，犺犼）为第犻个隐藏层的输出犺犼在视频特征向量狓犻中所占的分值；ｓｃｏｒｅ（狓犻，犺犻）为第犻

个隐藏层的输出犺犻在视频特征向量狓犻中所占的分值，分值越大，说明这个时刻的输入在该视频中的注

意力越大．

ｓｃｏｒｅ（狓犻，犺犻）的计算公式为

ｓｃｏｒｅ（狓犻，犺犻）＝狑
Ｔｔａｎｈ（犠狓犻＋犝犺犻＋犫）． （１２）

式（１２）中：狑，犠，犝 均为权重向量；犫为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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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注意力机制后的网络结构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α１～α狀 为不同时刻的隐藏层输出与整个视

频表示向量的匹配得分占总体得分的比值；δ为α１～α狀 在对应隐藏层输出中的比值．

图５　引入注意力机制后的网络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自由体操分解动作数据集的构建

自由体操分解动作数据集的构建是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的基础工作．为此收集了大量高规格赛

事的视频，包括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等多个男女重量级赛事视频．

首先，对这些赛事视频进行预处理．一场完整的赛事视频是由多名运动员共同参与完成的，期间会

穿插精彩瞬间的回放、慢动作解说、评委打分排名等．在海量的视频里，以运动员为单位进行裁剪，仅保

留运动员自由体操的成套动作．构建的自由体操分解动作数据集ＯＵＲＳ包括训练集（２９８个视频）与测

试集（４５个视频），测试集中的自由体操分解动作均在训练集中出现．由于体育赛事的解说没有字幕，解

说员对分解动作名称进行语音解说时，常常会伴随着一些评判，干扰因素很多，无法通过语音识别等技

术进行识别．因此，自由体操分解动作数据集只能根据实时体育解说词进行手动标注．

对测试集的２９８个视频对应的２９８条描述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单词及频数的统计结果，如表１所

示．由表１可知：４５．８３％的单词出现的频数低于１０；仅有４．２０％的单词频数为１５０次以上．

表１　单词及频数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单词 频数 单词 频数 单词 频数 单词 频数 单词 频数 单词 频数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１６５ ｈａｌｆ １９ Ｔｈｏｍａｓ ４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１６４ ｈ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 １６ ｐｌａｎｃｈｅ 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５７ ｈａｎｄｓｔａｎｄ １４ Ｓｐｒｉｎｇ ３ ｔｗｏ １４５ ａｒｍ １３ ｓｔｅｐ ３

ｔｕｃｋｅｄ ７８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１３ ｒｉｎｇ ２ ｓａｌｔｏ ７０ ｆｌｅｘｉｏｎ １３ ｓｉｔ ２

ｔｗｉｓｔ ６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１３ ｓｐｉｎ ２ ｔｗｏｈａｌｆ ５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１２ ｐｕｓｈｕｐ ２

ｏｎｅｈａｌｆ ５５ ｆａｓｔ １１ ｆｌｉｐ ２ ｐｉｋｅｄ ４７ ｂａｃｋ １０ ｔｈｒｅｅｈａｌｆ １

ｏｎｅ ４５ ａｎｄ ９ ｐｕｓｈｕｐ １ ｔｈｒｅｅ ４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９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ｊｕｍｐ ３１ ｃｈａｎｇｅ ７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１ Ａｒａｂ ２２ Ｆｌａｒｅ ５ ｗｉｔｈ １

ｌｅｇ ２０ Ｓｔｒａｄｄｌｅ ５ ｄｏｕｂｌｅ １ ｒｏｌｌ １９ ｓｐｌｉｔ ４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１

２．２　计划采样

训练解码器是将目标样本作为下一个预测值的输入；而预测解码器是将上一个预测结果作为下一

个预测值的输入．这个差异导致训练和预测的情景不同．因此，在预测阶段，如果上一个词语预测错误，

其后的数据都会出现错误，而训练阶段则不会．

为消除训练解码器与预测解码器之间的差异，需对训练解码器模型进行修改，故引入计划采样方

法．训练解码器的基础模型是以真实标注数据作为输入，加入计划采样的训练解码器是以采样率犘选

择模型自身的输出作为下一个预测的输入，以１犘选择真实标注数据作为下一个预测的输入，即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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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变化的．一开始训练不充分，犘可以小一些，尽量使用真实标注数据作为下一个预

测的输入；随着训练的进行，犘逐渐增大，可以多采用自身的输出作为输入；随着犘越来越大，训练解码

器最终趋于预测解码器．通过计划采样方法，可缩小训练解码器和预测解码器之间的差异．

２．３　损失函数

使用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开源软件库中的ＴｅｎｓｏｒＢｏａｒｄ可视化工具，读取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训练后保存的事件

文件，可展示各个参数的变化．Ｓ２ＶＴ模型（原始模型）和文中模型（经文中方法改进的模型）训练完成

后，通过损失函数了解２种模型的损失值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犱为迭代次

数；犔为模型训练损失值．由图６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Ｓ２ＶＴ模型与文中模型的函数损失值均逐

渐下降，最终趋于稳定收敛状态；相较于Ｓ２ＶＴ模型，文中模型因复杂度增加，起始的损失值较大，但其

收敛速度有所提高．因此，文中模型具有可训练性及有效性．

（ａ）Ｓ２ＶＴ模型　　　　　　　　　　　　　　　（ｂ）文中模型

图６　损失值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ｏｓｓ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　评价指标及性能对比

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的结果是自由体操分解动作的描述语句，是一种自然语言，因此，评价自由

体操视频自动描述结果可参考自然语言领域中机器翻译质量的评价指标，即双语评估候补（ＢＬＥＵ）．

ＢＬＥＵ
［２８］是目前最接近人类评分的评价指标，ＢＬＥＵ重点关注相同文本下，机器译文和参考译文的相似

表２　不同模型的ＢＬＥＵ对比　

Ｔａｂ．２　ＢＬＥＵ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数据集
ＢＬＥＵ

Ｓ２ＶＴ模型 文中模型 计划采样模型

ＭＳＶＤ １７．２ １７．９ １８．８

ＯＵＲＳ（１） ８．７ ９．３ １０．４

ＯＵＲＳ（２） １０．９ １１．２ １２．３

度，其值越大，则翻译质量越好．

在数据集 ＭＳＶＤ
［２９］和自建数据集的两个语

料库ＯＵＲＳ（１），ＯＵＲＳ（２）中，对Ｓ２ＶＴ模型、文

中模型和计划采样模型（引入计划采样方法的文

中模型）的性能进行对比．ＯＵＲＳ（１）采用最直接

的自然语言；ＯＵＲＳ（２）则根据专业术语对描述

语句进行调整．不同模型的ＢＬＥＵ对比，如表２

所示．由表２可知：相较于Ｓ２ＶＴ模型，文中模型和计划采样模型的性能更优．

由于篇幅所限，仅给出一个实例作为参考．自建数据集ＯＵＲＳ上，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实例，如

图７所示．图７中：正确描述为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ｔｗｉｓｔｔｈｒｅ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ｔｗｉｓｔｏｎｅ；Ｓ２ＶＴ模型为

ｔｗｏｈａｌ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ｎｅｈａｌｆｆｏｒｗａｒｄ；文中模型为ｏｎｅｈａｌ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ｎｅ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计划采样模型为

ｔｗｏ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ＰＡＤ〉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ＰＡＤ〉．由图７可知：文中模型在翻转方向方面的测试结果与正确描述

相近，如“ｆｏｒｗａｒｄ”；计划采样模型在身体姿势方面的测试结果与正确描述相近，如“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图７　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实例

Ｆｉｇ．７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ｆｌｏ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ｖｉｄｅｏ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３１８第６期　　　　　　 　　　　　贺凤，等：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但该研究仍需进一步优化．在数据层面，

应进一步丰富自由体操自动描述数据集的建设，均匀不同分解动作的数据量及描述量．在视频特征的提

取层面，可以使用目前较为流行的三维卷积操作对自由体操视频进行时域和空域的特征提取［３０］．此外，

可以借助知识迁移更有效地识别、定位体育视频中运动员的动作，并将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运用

于其他体育项目中，扩大研究成果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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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５１８第６期　　　　　　 　　　　　贺凤，等：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



　第４１卷　第６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ｖ．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３０３４　

　　　无刷直流电机犇犛犘逻辑控制程序的

犘犲狋狉犻网设计方法

詹瑜坤１，２，孙佳伟１，罗继亮１，２，郑力新３，张兵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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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４．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机电工程系，河南 南阳４７３０００）

摘要：　提出一种无刷直流（ＢＬＤＣ）电机数字信号处理（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的Ｐｅｔｒｉ网设计方法．首先，建立霍

尔传感器和电机旋转方向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其次，利用功率管（ＭＯＳＦＥＴ）二二切换规则，设计功率管通断的变

迁，获得电机的逻辑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并根据Ｐｅｔｒｉ网可达图算法，计算无刷直流电机动态系统的状态集合，

并利用换相逻辑逐个验证；最后，借助Ｐｅｔｒｉ网变迁的激发规则，设计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并对

文中方法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明：文中方法能够保证控制程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简化无刷直流

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的调试过程．

关键词：　Ｐｅｔｒｉ网；无刷直流电机；数字信号处理；逻辑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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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ＬＤＣｍｏｔｏｒＤＳＰ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ｇｒａ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ｓ；ｂｒｕｓｈｌｅ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ｏｔ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电机等设备的逻辑控制程序需要人工反复调试和检测，非常费时、费力［１］，而且难以避免程序中的

逻辑错误，例如，英国希思罗机场行李分拣系统事故［２］．因此，需要研究逻辑控制程序的形式化设计方

法，从而有效地减少控制程序设计和调试的时间，节约人力成本［３４］．

Ｐｅｔｒｉ网是一种描述离散事件系统的形式化语言，适合描述数字硬件电路，尤其是异步或自动定时

电路．文献［５］给出一种将Ｐｅｔｒｉ网翻译为布尔方程的方法，从而利用Ｐｅｔｒｉ网和布尔代数设计逻辑控制

器．文献［６］利用Ｐｅｔｒｉ网及其关联矩阵，给出现场可编程门阵列（ＦＰＧＡ）逻辑控制器的设计方法．文献

［７８］给出基于Ｐｅｔｒｉ网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ＬＣ）程序设计方法．文献［９１０］提出基于输入输出Ｐｅｔｒｉ

网的无刷直流电机 ＦＰＧＡ 逻辑控制程序的设计方法，将噪音滤波器、正交解码器、脉冲宽度调制

（ＰＷＭ）生成器和无刷直流电机换相管理器描述为Ｐｅｔｒｉ网结点，利用网结构刻画各功能模块的复杂关

系，确保逻辑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并利用Ｐｅｔｒｉ网设计电机的超高速硬件描述语言（ＶＨＤＬ）控制程序．基

于普通Ｐｅｔｒｉ网，本文提出一种无刷直流（ＢＬＤＣ）电机数字信号处理（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的设计方法．

１　基本概念

普通Ｐｅｔｒｉ网是一个三元组犖＝（犘，犜，犉），犘为库所集，犜为变迁集，犉为库所和变迁之间有向弧

的集合．设犿（狆）为库所内的托肯数；犿０ 为初始标识；·狋为变迁狋的所有输入库所集；狋·为变迁狋的所

有输出库所集．如果狆犻∈·狋，当犿（狆犻）≥１时，标识犿 下变迁狋是使能的；如果狋激发，则托肯从输入

库所跃迁到输出库所，得到后继标识犿′．

可达图以有向图的形式描述Ｐｅｔｒｉ网的动态行为，每个结点表示Ｐｅｔｒｉ网的一个可达标识，结点之

间用一条有变迁标记的有向弧相连，它描述了弧的终点标识是由弧的起点标识通过激发该变迁得到的．

可达图生成算法是根据Ｐｅｔｒｉ网的激发规则计算其可达图的计算方法
［１１］，主要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将初始标识犿０ 标记为一个新结点．

步骤２　 任意选择一个新结点犿，激发犿对应标识下每个使能的变迁狋，如果生成的标识犿′在可达

图中没有出现过，则将犿′标记为一个新结点，并画一条从犿到犿′的有向弧，该弧上标记变迁狋．

步骤３　 将结点犿标记为旧结点．

步骤４　 如果可达图中存在新结点，任意选择一个新结点，记作犿，执行步骤２；否则，算法退出，输

出可达图．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ＶＴ１～ＶＴ６ 为功率管；Ｄ１～Ｄ６ 为二极管；ＡＡ′，ＢＢ′，

ＣＣ′为无刷直流电机定子的三相电枢绕组．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主要由６组功率管构成，功率管根

据两两导通（表１）的规则控制通断，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控制器处理位置信号，输出换相信

息，驱动逆变电路３个桥臂上的功率管ＶＴ１～ＶＴ６
［１２１５］．

图１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Ｆｉｇ．１　ＢＬＤＣ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７１８第６期　　　　　　　　　詹瑜坤，等：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的Ｐｅｔｒｉ网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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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霍尔状态与换相关系（两两导通）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ａｌｌ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ｗｏｔｗ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霍尔信号输出

犎１ 犎２ 犎３

霍尔
状态

开关管工作状态（正转）

ＶＴ１ ＶＴ２ ＶＴ３ ＶＴ４ ＶＴ５ ＶＴ６

开关管工作状态（反转）

ＶＴ１ ＶＴ２ ＶＴ３ ＶＴ４ ＶＴ５ ＶＴ６

１ ０ １ ５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０ ０ １ １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０ １ １ ３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０ １ ０ ２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１ １ ０ ６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１ ０ ０ ４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Ｎ ＯＮ ＯＦＦ ＯＦＦ ＯＦＦ

２　无刷直流电机逻辑驱动电路的犘犲狋狉犻网建模方法

无刷直流电机逻辑驱动电路的Ｐｅｔｒｉ网建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建立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被

控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二是建立控制电路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建立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被控Ｐｅｔｒｉ网模型是

为建立控制Ｐｅｔｒｉ网切换提供前提条件．

　　算法１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被控Ｐｅｔｒｉ网模型设计方法．

输入：霍尔信号犎犻（１≤犻≤３）；电机旋转方向控制变量犇

输出：驱动电路的被控Ｐｅｔｒｉ网模型犖ｐ＝（（犘ｐ，犜ｐ，犉ｐ），犿０）

１：犘ｐ＝，犜ｐ＝，犉ｐ＝

２：ｆｏｒａｌｌ犎犻ｄｏ

３：　ｉｆ（狆
０
犎犻犘ｐ∧狋

－
犎犻犜ｐ）　ｔｈｅｎ

４：　　犘ｐ＝犘ｐ∪｛狆
１
犎犻
，狆
０
犎犻
｝；犜ｐ＝犜ｐ∪｛狋

＋
犎犻
，狋－犎犻｝；

　　　犉ｐ＝犉ｐ∪｛（狆
０
犎犻
，狋＋犎犻），（狋

＋
犎犻
，狆
１
犎犻
），（狆

１
犎犻
，狋－犎犻），（狋

＋
犎犻
，狆
１
犎犻
）｝；

　　　犿０（狆
１
犎犻
）＝０，犿０（狆

０
犎犻
）＝１；

５：　　ｅｎｄｉｆ

６：　ｅｎｄｆｏｒ

７：ｆｏｒ犇ｄｏ

８：　ｉｆ（狆
０
犇犘ｐ∧狋

－
犇犜ｐ）　ｔｈｅｎ

９：　　犘ｐ＝犘ｐ∪｛狆
１
犇，狆

０
犇｝；犜ｐ＝犜ｐ∪｛狋

＋
犇，狋

－
犇｝；

　　　犉ｐ＝犉ｐ∪｛（狆
０
犇，狋

＋
犇），（狋

＋
犇，狆

１
犇），（狆

１
犇，狋

－
犇），（狋

＋
犇，狆

１
犇）｝；

　　　犿０（狆
１
犇）＝０，犿０（狆

０
犇）＝１；

１０：　　ｅｎｄｉｆ

１１：　ｅｎｄｆｏｒ

霍尔传感器和电机旋转方向控制变量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如图２所示．

　（ａ）霍尔传感器　　 　　　　（ｂ）电机旋转方向

图２　霍尔传感器和电机旋转方向控制变量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Ｆｉｇ．２　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Ｈａｌｌ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根据算法１，设计驱动电路的被控Ｐｅｔｒｉ

网模型．将每个霍尔传感器描述为２个库所和

２个变迁组成的环，用一对库所狆
１
犎犻
和狆

０
犎犻
分别

描述霍尔传感器的高电平信号和低电平信号，

用一对变迁狋＋犎犻和狋
－
犎犻
分别描述霍尔传感器由

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和霍尔传感器由高电平

向低电平切换，如图２（ａ）所示．

相似地，将电机旋转方向控制输入描述为

２个库所和２个变迁组成的环，用一对库所狆
１
犇

和狆
０
犇 分别描述电机的正转和反转，用一对变

迁狋＋犇 和狋
－
犇 分别描述电机由反转向正转切换和电机由正转向反转切换，如图２（ｂ）所示．在获得被控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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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网模型后，便可将功率管通断切换的规则集成到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中，为后续的模型验证奠定基础．

算法１的输入变量包括３个霍尔传感器和１个电机旋转方向变量，为每个输入变量设计２个库所

和２个变迁结点，总计８个库所和８个变迁结点，因此，其时间复杂性是输入变量个数的多项式，即其复

杂性是多项式级的．

算法２　驱动电路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设计方法．

输入：被控对象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犖ｐ＝ 犘ｐ，犜ｐ，犉（ ）ｐ ，犿（ ）０ 和逆变电路两两导通切换规则

输出：驱动电路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犖ｃ＝ 犘ｃ，犜ｃ，犉（ ）ｃ ，犿（ ）０ ，１≤犻≤６

１：犘ｃ＝犘ｐ，犜ｃ＝犜ｐ，犉ｃ＝犉ｐ

２：ｆｏｒａｌｌＶＴ犻ｄｏ

３：　　　建立库所狆
０
ＶＴ犻
，犘ｃ＝犘ｃ∪｛狆

０
ＶＴ犻
，狆
１
ＶＴ犻
｝；

犿０（狆
０
ＶＴ犻
）＝１，犿０（狆

１
ＶＴ犻
）＝０；

４：　　　犜ｃ＝犜ｃ∪ ｛狋
＋
ＶＴ犻
，狋－ＶＴ犻｝；

５：　　　犉ｃ＝犉ｃ∪
（狆
０
ＶＴ犻
，狋＋ＶＴ犻），（狆

１
犎犻
，狋＋ＶＴ犻），（狆

０
犎犻
，狋＋ＶＴ犻），（狆

１
犇，狋

＋
ＶＴ犻
），（狆

０
犇，狋

＋
ＶＴ犻
），（狋＋ＶＴ犻，狆

１
ＶＴ犻
）

（狆
１
ＶＴ犻
，狋－ＶＴ犻），（狆

１
Ｈ犻
，狋－ＶＴ犻），（狆

０
犎犻
，狋－ＶＴ犻），（狆

１
犇，狋

－
ＶＴ犻
），（狆

０
犇，狋

－
ＶＴ犻
），（狋－ＶＴ犻，狆

０
ＶＴ犻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

６：　ｅｎｄｆｏｒ

算法２分为３个部分：一是设计表示功率管导通和关断的库所（步骤３）；二是在被控Ｐｅｔｒｉ网基础

上增加功率管导通和关断的变迁集合（步骤４）；三是增加功率管导通和关断的有向弧集合（步骤５）．用

一对库所狆
１
ＶＴ犻
和狆

０
ＶＴ犻
分别描述功率管的导通状态和关断状态；将功率管的换向逻辑表达式形式化为析

取范式，将其中每个合取逻辑描述为一个变迁，变迁的输入对应合取逻辑表达式中逻辑变量对应的库所

结点；变迁的输出为功率管对应的导通或关断库所结点；变迁的激发规则为功率管的导通或关断条件．

以功率管ＶＴ３ 为例，根据算法２，设计其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变迁的输入为狆
１
犎
１
，狆
０
犎
１
，狆
１
犎
２
，狆
０
犎
２
，狆
１
犎
３
，

狆
０
犎
３
，狆
１
犇 和狆

０
犇，输出为狆

１
ＶＴ
３
和狆

０
ＶＴ
３
，ＶＴ３ 在４个变迁条件下是导通的，在６个变迁条件下是关断的．功率

管ＶＴ３ 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
＋
ＶＴ
３
，狋－ＶＴ

３
分别为导通变迁和关断变迁．

图３　功率管ＶＴ３ 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ＯＳＦＥＴＶＴ３

在驱动电路中，功率管是控制电流通断的执行器件，算法２设计了功率管通断逻辑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以描述驱动电路的控制执行逻辑．算法２具有６个功率管输入变量，为每个功率管设计了２个库所和

１０个变迁，因此，如果狀表示输入变量的个数，那么，算法２的时间复杂性是１２狀，即算法２具有多项式

级的时间复杂性．

３　基于可达图的分析和验证

在获得驱动电路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后，定义输入变迁和输出变迁的激发规则，生成的状态可达图

可以完整地呈现程序运行过程中的状态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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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图３），通过可达图算法，得到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可达图，如图４

所示．图４中：每个状态表示一个向量，即

犿＝（犿（狆
０
犎
１
），犿（狆

１
犎
１
），犿（狆

０
犎
２
），犿（狆

１
犎
２
），犿（狆

０
犎
３
），犿（狆

１
犎
３
），犿（狆

０
犇），犿（狆

１
犇），

犿（狆
０
ＶＴ
１
），犿（狆

１
ＶＴ
１
），犿（狆

０
ＶＴ
２
），犿（狆

１
ＶＴ
２
），犿（狆

０
ＶＴ
３
），犿（狆

１
ＶＴ
３
），犿（狆

０
ＶＴ
４
），犿（狆

１
ＶＴ
４
），

犿（狆
０
ＶＴ
５
），犿（狆

１
ＶＴ
５
），犿（狆

０
ＶＴ
６
），犿（狆

１
ＶＴ
６
））Ｔ．

上式中：当犿（狆
０
犎犻
）为１，犿（狆

１
犎犻
）为０时，表示霍尔传感器为低电平信号；当犿（狆

０
犎犻
）为０，犿（狆

１
犎犻
）为１时，

表示霍尔传感器为高电平信号；当犿（狆
０
犇）为１，犿（狆

１
犇）为０时，表示电机反转；当犿（狆

０
犇）为０，犿（狆

１
犇）为１

时，表示电机正转；当犿（狆
０
ＶＴ犻
）为１，犿（狆

１
ＶＴ犻
）为０时，表示功率管的关断状态；当犿（狆

０
ＶＴ犻
）为０，犿（狆

１
ＶＴ犻
）为

１时，表示功率管的导通状态．

图４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可达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ａｃｈａｂｌｅｇｒａｐｈｏｆＢＬＤＣｍ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ｓ

计算控制Ｐｅｔｒｉ网的可达图，犿０ 为初始状态，默认全部信号为低电平或关断状态，即犿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Ｔ．可达图中关键结点表示的状态，如表２所示．犿０ 经由变迁狋
＋
犇

激发进入正转过程，旋转顺序为犿１→犿３→犿５→犿７→犿９→犿１１；犿０ 经过变迁狋
－
犇 激发进入反转过程，旋转

顺序为犿２→犿４→犿６→犿８→犿１０→犿１２．

表２　可达图中关键结点表示的状态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ｋｅｙｎｏｄｅｓｉｎｒｅａｃｈａｂｌｅｇｒａｐｈ

关键结点 状态 关键结点 状态

犿０ （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Ｔ 犿７ （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Ｔ

犿１ （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Ｔ 犿８ （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Ｔ

犿２ （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Ｔ 犿９ （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Ｔ

犿３ （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Ｔ 犿１０ （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Ｔ

犿４ （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Ｔ 犿１１ （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Ｔ

犿５ （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Ｔ 犿１２ （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Ｔ

犿６ （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Ｔ

　　为了使可达图更加简洁明了，对其他结点（图４）进行隐藏．如实线有向弧所示，在电机正转（反转）

过程中的状态切换时，隐藏了３个中间状态，例如，从状态犿１ 到状态犿３ 的切换过程中，隐藏了３个中

间状态，这样的状态切换有１２个，因此，电机正转或反转过程共隐藏了３６个中间状态．如虚线有向弧所

示，电机启动隐藏了３个中间状态，电机关断隐藏了２个中间状态，启动和关断各有１２种可能，因此，电

机启动和关断共隐藏了６０个中间状态．如点划线有向弧所示，电机正、反转切换隐藏了４０个中间状态，

这样的切换共有１２种可能，因此，电机正、反转切换共隐藏了４８０个中间状态．

在计算可达图时，涉及９个变量，包括３个霍尔传感器犎犻、１个电机旋转方向控制变量犇和６个功

率管ＶＴ犻．可达图状态随着变量个数快速增长，其状态结点数达到５８９个．

根据Ｐｅｔｒｉ网可达图，计算无刷直流电机动态系统的状态集合，并根据换向逻辑将信号逐个代入逻

辑表达式，验证是否符合规范，若不符合，则重新设计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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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犘犲狋狉犻网的电机驱动犇犛犘逻辑控制程序的设计

根据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设计无刷直流电机的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

步骤１　借助每个霍尔传感器的Ｐｅｔｒｉ网，根据其库所名称狆
１
犇 和狆

０
犇，在ＤＳＰ控制程序中，定义该传

感器对应的输入变量为犎犻．

步骤２　借助转向控制变量的Ｐｅｔｒｉ网，根据其库所名称狆
１
犇 和狆

０
犇，在ＤＳＰ控制程序中，定义电机旋

转方向控制对应的输入变量为犇．

步骤３　借助功率管变量的Ｐｅｔｒｉ网，根据其库所名称狆
１
ＶＴ犻
和狆

０
ＶＴ犻
，在ＤＳＰ控制程序中，定义该功率

管对应的输入变量为ＶＴ犻．

步骤４　借助每个功率管的Ｐｅｔｒｉ网，根据每个变迁的执行逻辑，设计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

程序，编写功率管ＶＴ犻的赋值程序指令．

以功率管ＶＴ３ 为例，其ＤＳＰ控制程序为ＶＴ３＝！ＶＴ３（！犎１犎２犎３犇＋！犎１犎２！犎３

犇＋犎１！犎２！犎３！犇＋犎１！犎２犎３！犇）＋ＶＴ３！（！犎１！犎２犎３＋犎１犎２！犎３＋

犎１！犎２！犎３犇＋犎１！犎２犎３犇＋！犎１犎２！犎３！犇＋！犎１犎２犎３！犇）．

在ＶＴ３ 的ＤＳＰ控制程序中：当ＶＴ３ 为０时，表示管子开始由关断切换到导通，第一个括号中的布

尔公式表示导通条件；当电机正转，犇为１，霍尔信号犎１犎２犎３ 为０１１和０１０时，ＶＴ３ 是导通的；当电机

反转，犇为０，霍尔信号犎１犎２犎３ 为１００和１０１时，ＶＴ３ 是导通的．

当ＶＴ３ 为１时，表示管子开始由导通切换到关断，第二个括号中的布尔公式表示关断条件；当电机

正转时，犇为１，当霍尔信号犎１犎２犎３ 为１００和１０１时，ＶＴ３ 是关断的；当电机反转，犇 为０，霍尔信号

犎１犎２犎３ 为０１０和０１１时，ＶＴ３ 是关断的；无论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当霍尔信号犎１犎２犎３ 为００１和

１１０时，ＶＴ３ 都是关断的．将控制程序与表１一一对应进行验证，可证明控制逻辑是正确的．

５　实验分析

无刷直流电机转速控制实验装置，如图５所示．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控制实验系统采用ＴＰＲ３００３３Ｃ

型电源（广东省深圳市安泰信电子公司）；无刷直流电机（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华洋机电有限公司）的额定

电压为２４Ｖ，额定转速为１６００ｒ·ｍｉｎ－１；Ｆ２８３３５型开发板、ＢＬＤＣＶ２型驱动电路（江苏省南京研旭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ＺＤＳ２０２４ＰＬＵＳ型示波器（广东省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ＴＰＳ２０２４Ｂ型示波器

（上海市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将基于Ｐｅｔｒｉ网的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完成开环正、反转和速度环正、

反转实验．供电电压为２４Ｖ，电机速度环正转转速为１６００ｒ·ｍｉｎ－１，反转转速为－１６００ｒ·ｍｉｎ－１．

电机正、反转实验中的速度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狏为电机转速．电机先正转，然后，再切

换到反转，多次正、反转切换．

当电机正转和反转时，霍尔信号和功率管的电压（犝）变化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中：ＰＷＭ信号表

　　　　图５　无刷直流电机转速控制实验装置　　　　　　图６　无刷直流电机正、反转实验中的速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ＢＬＤＣｍｏｔ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ｖｉｃｅ　　　 　　　　　Ｆｉｇ．６　ＢＬＤＣｍ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ｉｎ　

　　　　　　　ｏｆ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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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管子导通，高电平表示管子关断．当电机正转，霍尔信号为１０１时，管子ＶＴ１ 和ＶＴ６ 是导通的；当霍

尔信号为００１时，管子ＶＴ１ 和ＶＴ２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０１１时，管子ＶＴ２ 和ＶＴ３ 是导通的；当霍

尔信号为０１０时，管子ＶＴ３ 和ＶＴ４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１１０时，管子ＶＴ４ 和ＶＴ５ 是导通的；当霍

尔信号为１００时，管子ＶＴ５ 和ＶＴ６ 是导通的．

当电机反转，霍尔信号为１０１时，管子ＶＴ３ 和ＶＴ４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００１时，管子 ＶＴ４ 和

ＶＴ５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０１１时，管子ＶＴ５ 和ＶＴ６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０１０时，管子ＶＴ１ 和

ＶＴ６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１１０时，管子ＶＴ１ 和ＶＴ２ 是导通的；当霍尔信号为１００时，管子ＶＴ２ 和

ＶＴ３ 是导通的．实验结果与表１相符．

（ａ）电机正转　　　　　　　　　　　　　　　　　　　　（ｂ）电机反转

图７　霍尔信号和功率管的电压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ａ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ＭＯＳＦ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

传统的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的设计和调试比较繁琐，难以避免程序中的逻辑错误，而

Ｐｅｔｒｉ网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首先，根据Ｐｅｔｒｉ网可达图，计算无刷直流电机动态系统的状态集合；然

后，根据换向逻辑将信号逐个代入逻辑表达式，验证其是否符合规范，若不符合，则重新设计系统的Ｐｅ

ｔｒｉ网模型．因此，通过Ｐｅｔｒｉ网先保证控制程序的逻辑正确性，再进行ＤＳＰ程序的设计，无需反复测试．

６　结束语

设计无刷直流电机系统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利用可达图验证模型表示的控制逻辑，根据Ｐｅｔｒｉ网

设计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并进行实验验证．

２２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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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本环状结构描述霍尔传感器和旋转方向控制变量，并按二二切换规则设计功率管库所状态

切换变迁，获得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利用可达图算法对系统状态逐一验证，确保模型的

正确性和可靠性；最后，给出Ｐｅｔｒｉ网转换为ＤＳＰ程序的方法，并进行实验验证．相较于文献［９１０］的谓

词Ｐｅｔｒｉ网，文中方法基于普通Ｐｅｔｒｉ网设计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器，每个变量均描述为网络结点，具有

更为严格的形式化语义，能够采用可达图算法进行严格的控制系统分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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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局部粗糙集模型的决策规则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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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基于局部粗糙集模型下的决策规则提取．对经典粗糙集的决策规则提取进行改进，给出局部粗糙

集模型下的决策规则公式，并研究相关性质．结合局部粗糙集模型给出的规则提取公式，引入参数值α，α∈

（０，１］，使规则提取公式的泛化能力更强，适用性更广．通过３个实例对局部粗糙集模型决策规则提取的运用

进行说明．

关键词：　局部粗糙集；决策规则；经典粗糙集；包容度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１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６?０８２４?０５

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犚狌犾犲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犝狊犻狀犵犔狅犮犪犾犚狅狌犵犺犛犲狋犕狅犱犲犾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１，ＬＩＷｅｉｋａｎｇ１，ＬＩＪｉｎｊｉｎ１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ｉ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６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Ｗｅｍａｉｎｌｙ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ｍｏｄｅｌ．Ｍａｋ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ｗｅｇｉｖｅ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ｓｅｔ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ｉ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ｍ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α，α∈（０，１］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ｍｕｌ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ｍｕｌａ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ｃａｌ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ｍｏｄ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ｏ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ｅｇｒｅｅ

经典粗糙集理论由波兰学者Ｐａｗｌａｋ
［１］首次提出，该理论可处理不确定、不精确、不一致的不完全数

据信息．虽然经典粗糙集理论不需要数据的先验信息，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２３］：需建立在等价关系基

础上、在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效率低、属性约简的过拟合．

为满足数据处理的要求，许多学者对经典粗糙集理论进行一系列推广，如一般关系下的粗糙集、变

精度粗糙集［４５］、局部粗糙集［３］、决策理论粗糙集［６］等，变精度粗糙集是在经典粗糙集的基础上，引入参

数β（０≤β＜０．５），即允许一定的错误分类率发生
［７８］．当β＝０时，经典粗糙集就是变精度粗糙集的特例．

局部粗糙集理论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大数据处理，在计算上、下近似时，无需考虑论域中的所有对象，只需

考虑样本中的对象，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文献［６］引入决策风险，作出的决策规则需使决策风险最

小．目前，粗糙集理论及其推广已广泛地应用于模式识别
［９１０］、知识发现［９，１１１２］、规则提取［９，１３］和决策管

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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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逼近与属性约简是研究粗糙集的两个关键因素
［３］，对给出的新样本做有效的概念逼近可以更

加客观地观察新样本，通过属性约简、对象与属性值之间的关系，可以对决策信息系统进行有效的决策

规则提取．决策规则提取往往出现在决策信息系统数据的处理中．利用粗糙集理论进行决策规则提取

时，一般会有两类决策规则：确定性和可能性决策规则［１４１６］．基于此，文中对基于局部粗糙集模型下的决

策规则提取进行研究．

１　基础知识

假设犝 是一非空有限集合，称为论域，犚犝×犝 是犝 上一等价关系，则犓＝（犝，犚）称为近似空间．

狓∈犝 的等价类记为［狓］犚，若［狓］犚＝［狔］犚，则称对象狓与狔在等价关系犚 上是不可区分的．

定义１
［３］
　给出一个近似空间犓＝（犝，犚）及犝 的任意非空子集犡，犡的下近似和上近似分别为

犚
－

（犡）＝｛狓 ［狓］犚犡，狓∈犝｝＝∪｛［狓］犚 ［狓］犚犝，狓∈犝｝，

犚
－

（犡）＝｛狓 ［狓］犚∩犡≠，狓∈犝｝＝∪｛［狓］犚 ［狓］犚∩犡≠，狓∈犝｝，

则〈犚
－

（犡），犚
－

（犡）〉称为犡是关于等价关系犚 的粗糙集．

２　局部粗糙集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为了计算给定的每个样本犡 的上、下近似，需要考虑给定数据集的所有对象，

在大数据背景下，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为了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文献［３］结合经典粗糙集

和决策理论粗糙集提出局部粗糙集．

定义２
［３］
　任取犡，犢，犣犝，如果函数犇：２

犝×２犝→［０，１］满足：１）若犡犢，则犇（犢 犡）＝１；２）若

犡犢犣，则犇（犡 犣）≤犇（犡 犢），称犇（犢 犡）为犢 包含犡 的程度．不失一般性，犇（犢 犡）＝
犡∩犢
犡

．

定义３
［３］
　设（犝，犚）为一近似空间，犚犝×犝 为犝 上一二元关系，犇是定义２

犝×２犝 上的包容度函

数，则犝 上的任一非空子集犡 的α下近似和β上近似分别为

犚
－
（ＬＲＳ，α）（犡）＝｛狓 犇（犡 ［狓］犚）≥α，狓∈犡｝，

犚
－

（ＬＲＳ，β）
（犡）＝｛狓 犇（犡 ［狓］犚）＞β，狓∈犝｝＝∪｛［狓］犚 犇（犡 ［狓］犚）＞β，狓∈犡｝，

则称〈犚
－
（ＬＲＳ，α）（犡），犚

－

（ＬＲＳ，β）
（犡）〉为犡是基于二元关系犚 下的局部粗糙集，其中，０≤β＜α≤１．

称ＢＮ犚（犡）＝犚
－

（ＬＲＳ，β）
（犡）－犚

－
（ＬＲＳ，α）（犡）为犡的局部边界区域．当α＝１，β＝０时，局部粗糙集模型即

经典粗糙集模型，有

犚
－
（ＬＲＳ，１）（犡）＝｛狓 犇（犡 ［狓］犚）≥１，狓∈犡｝＝｛狓 ［狓］犚犡，狓∈犝｝＝犚

－

（犡），

犚
－

（ＬＲＳ，０）（犡）＝∪｛［狓］犚 犇（犡 ［狓］犚）＞０，狓∈犡｝＝｛狓 ［狓］犚∩犡≠，狓∈犝｝＝犚
－

（犡）．

如果犚
－
（ＬＲＳ，α）（犡）的确定集和不确定集分别记为ＣＬ犚（犡）＝｛狓 犇（犡 ［狓］犚）＝１，狓∈犡｝，ＰＬ犚（犡）＝

｛狓α≤犇（犡 ［狓］犚）＜１，狓∈犡｝，则有

犚
－
（ＬＲＳ，α）（犡）＝ＣＬ犚（犡）∪ＰＬ犚（犡），

犚
－
（ＬＲＳ，α）（犡）＝ ＣＬ犚（犡）＋ ＰＬ犚（犡）．

例１　某公司面试人员的基本信息表，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狓１～狓７ 分别表示７名应聘者．假设α＝

０．６，β＝０．４，犡＝｛狓１，狓２，狓３，狓６，狓７｝，犚＝｛学位｝，由计算可得［狓１］犚＝｛狓１，狓５，狓６｝＝［狓５］犚＝［狓６］犚，

［狓２］犚＝｛狓２，狓３｝＝［狓３］犚，［狓４］犚＝｛狓４，狓７｝＝［狓７］犚，则在局部粗糙集的基础上，有犚
－
（ＬＲＳ，０．６）（犡）＝｛狓１，

狓２，狓３，狓６｝，犚
－

（ＬＲＳ，０．４）（犡）＝犝．但在经典粗糙集基础上，有犚
－

（犡）＝｛狓２，狓３｝，犚
－

（犡）＝犝．由此可知，局部粗

糙集对犡的近似更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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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某公司面试人员的基本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ｙ

犝 学位 性别 工作或实习次数 是否录用

狓１ 本科 男 ２ 否

狓２ 硕士 女 ３ 是

狓３ 硕士 男 １ 否

狓４ 博士 男 ２ 是

狓５ 本科 女 １ 否

狓６ 本科 男 ３ 是

狓７ 博士 女 ２ 是

　　由例１可知：在局部粗糙集与经典粗糙集中，给出论

域的任一子集，调整参数值可使子集的上、下近似更加接

近该子集，即应用局部粗糙集理论可以对集合做更有效的

概念逼近，数据处理更加精确．

３　局部粗糙集模型中的决策规则提取

３．１　规则提取
［１４］

用∧与∨分别表示逻辑连接词“和”与“或”．在决策信

息系统犛＝（犝，犆∪｛犱｝）中，犆为条件属性，犱为决策属性．

任何属性值对（犪，狏）称为犃原子，犪∈犃犆，狏∈犞犪，犞犪 为

对象在属性犪下的取值．任何犃原子或者不同的犃 原子的∧称为犃描述．若狋是犃 描述，则出现在狋中

的属性记为犃（狋），犃（狋）＝｛犪 （犪，狏）∈狋｝，具有描述狋的对象集称为狋的支持，用‖狋‖表示，‖狋‖＝｛狓∈

犝 犪（狓）＝狏，（犪，狏）∈狋｝，则易得‖狋∩狊‖＝‖狋‖∩‖狊‖，‖狋∪狊‖＝‖狋‖∪‖狊‖．

对于犃犆，记ＤＥＳ（犃）＝｛狋狋是一个犃 描述且‖狋‖≠｝，若对任何的狋∈ＤＥＳ（犃），有犃（狋）＝犃，

则称狋是一个满的犃 描述，记ＦＤＥＳ（犃）＝｛狋狋∈ＤＥＳ（犃）且犃（狋）＝犃｝．

例２　继例１，取犃＝｛学位，性别｝，狋１＝（学位，本科），则‖狋‖＝｛狓１，狓５，狓６｝，此时，犃（狋）＝｛学位｝，

犃（狋）≠犃，故狋１ 不是满的犃描述；取狋２＝（学位，本科）∧（性别，男），则‖狋２‖＝｛狓１，狓６｝，此时，犃（狋２）＝

｛学位，性别｝，犃（狋２）＝犃，则狋２ 是一个满的犃描述．

以下讨论都建立在狋是一个满的犃 描述的基础上，即狋∈ＦＤＥＳ（犃）．

对于任意非空犡犝 及犃犆，基于经典粗糙集理论，有犚
－
犃（犡）＝｛‖狋‖ ‖狋‖犡｝，犚

－

犃（犡）＝

｛‖狋‖ ‖狋‖∩犡≠｝，对于犃描述狋，（狋）＝｛犱（狓）狓∈‖狋‖｝称为狋在决策信息系统犛 中的广义决

策．任意取狑∈（狋），则（犱，狑）称为狋的广义决策描述．

在决策信息系统犛＝（犝，犆∪｛犱｝）中，令狋＝∧（犪，狏），犪∈犃犆，狏∈犞犪，狊＝（犱，狑），狑∈犞犱，则有决策

规则：狋→狊，其中，狋，狊分别为决策规则的条件部分和决策部分．规则的确定性因子为 Ｃｅｒ（狋→狊）＝

‖狋‖∩‖狊‖
‖狋‖

，当Ｃｅｒ（狋→狊）＝１时，称决策规则是确定性规则；当０≤Ｃｅｒ（狋→狊）＜１时，称决策规则是

可能性规则，即不确定规则．

３．２　局部粗糙集的决策规则提取

在每个决策信息系统犛＝（犝，犆∪｛犱｝）中都可以产生决策规则，合理的决策规则对新样本的决策具

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不仅要求数据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也要求在分析数据时提取合理的决策规则．

定理１　对于决策信息系统犛＝（犝，犆∪｛犱｝），狊＝（犱，狑），狑∈犞犱，狋∈ＦＤＥＳ（犆），且０≤β＜α≤１，则

１）犇（‖狊‖ ‖狋‖）≥α，当且仅当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α ‖狋‖ ；

２）犇（‖狊‖ ‖狋‖）＞β，当且仅当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β ‖狋‖ ．

证明：１）“”必要性．犇（‖狊‖ ‖狋‖）≥α，则有
‖狋‖∩‖狊‖
‖狋‖

≥α≠０，故‖狋‖∩‖狊‖≠，即存

在狓∈‖狋‖∩‖狊‖，使犱（狓）＝狑，故狑∈（狋）＝｛犱（狓）狓∈‖狋‖｝．

又因为 ‖狋‖∩‖狊‖
‖狋‖

＝
｛狓犪（狓）＝狏，（犪，狏）∈狋｝∩｛狓犱（狓）＝狑，狑∈犞犱｝

‖狋‖
≥α，有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α ‖狋‖ ．

“”充分性．狑∈（狋）＝｛犱（狓）狓∈‖狋‖｝，则‖狋‖∩‖狊‖≠，即犇（‖狊‖ ‖狋‖）＞０．又因为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α ‖狋‖ ，

即
｛狓犱（狓）＝狑，狓∈‖狋‖｝

‖狋‖
≥α，犇（‖狊‖ ‖狋‖）≥α．

２）当０＜β时，证明同１）．

当β＝０时，犇（‖狊‖ ‖狋‖）＞０，当且仅当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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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当犇（‖狊‖ ‖狋‖）＞０时，‖狋‖∩‖狊‖≠，存在狓∈‖狋‖∩‖狊‖，使犱（狓）＝狑，故

狑∈（狋）＝｛犱（狓）狓∈‖狋‖｝．同时，有｛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

“”充分性显然可见．

证毕．

定理２　决策信息系统犛＝（犝，犆∪｛犱｝）中，狊＝（犱，狑），狑∈犞犱，狋∈ＦＤＥＳ（犆），且０≤β＜α≤１，则

１）犚
－
（ＬＲＳ，α）（‖狊‖）＝∪｛‖狋‖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α ‖狋‖ ｝；

２）犚
－

（ＬＲＳ，β）
（‖狊‖）＝∪｛‖狋‖ ｛狓∈犝 犱（狓）＝狑∈（狋），犪∈犆，（犪，犪（狓））∈狋｝＞β ‖狋‖ ｝．

证明：由定理１即可证明．

对于犡犝，犃犆，基于局部粗糙集模型，推广可得

犚
－
（ＬＲＳ，α）（犡）＝∪｛‖狋‖ 犇（犡 ‖狋‖）≥α｝，　　犚

－

（ＬＲＳ，β）
（犡）＝∪｛‖狋‖ 犇（犡 ‖狋‖）＞β｝，

且有决策规则：狋→狊，其中，狋，狊分别为规则的条件部分和决策部分．规则的确定性因子为Ｃｅｒ（狋→狊）＝

‖狋‖∩‖狊‖
‖狋‖

≥α，当Ｃｅｒ（狋→狊）＝α，α∈（０，１］时，记狋 →
α
狊．

命题１　在决策信息系统犛＝（犝，犆∪｛犱｝）中，由于狊＝（犱，狑），狑∈犞犱，狋∈ＦＤＥＳ（犆），则称决策规

则狋 →
α
狊，有１）在犛中是α确定的，当且仅当‖狋‖犚

－
（ＬＲＳ，α）（‖狊‖），当且仅当狋∈犚

－
（ＬＲＳ，α）（（犱，狑）），当

且仅当狑∈（狋），当且仅当Ｃｅｒ（狋→狊）≥α；２）在犛中是α可能性的，当且仅当‖狋‖ＢＮ（ＬＲＳ，α）（‖狊‖），

当且仅当狋∈ＢＮＤＥＳ（ＬＲＳ，α）（（犱，狑）），当且仅当狑∈（狋）且 （狋）≥２，当且仅当０＜Ｃｅｒ（狋→狊）＜α．

表２　某同学浏览的房子的基本信息表

Ｔａｂ．２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

ｈｏｕｓｅｂｒｏｗｓｅｄｂｙｓｔｕｄｅｎｔ

犝
评价

价格 环境 结构
是否预定

狓１ 中 优 优 否

狓２ 低 优 良 是

狓３ 高 良 良 否

狓４ 过高 优 优 是

狓５ 中 良 优 否

狓６ 高 良 优 是

狓７ 低 良 优 是

狓８ 中 优 良 否

狓９ 低 良 良 是

狓１０ 中 良 差 否

例３　某同学去旅游前打算预定房子，他查看了１０间房子，

依次标记为狓１～狓１０，并且将价格、环境、结构作为评价指标，即

属性集犆＝｛价格，环境，结构｝．该同学将此次浏览的信息制成

表格，并给出“是否预定”的初步决策，如表２所示．

取α＝０．６，狊＝（是否预定，是），则‖狊‖＝｛狓２，狓４，狓６，狓７，

狓９｝，能够做α确定的决策情况如下．

１）考虑犃＝犆＝｛价格，环境，结构｝，有狋＝（价格，低）∧（环

境，优）∧（结构，良），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

（价格，过高）∧（环境，优）∧（结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

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高）∧（环境，良）∧（结构，优），决策狋→

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低）∧（环境，良）∧（结

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低）∧

（环境，良）∧（结构，良），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

２）考虑犃犆＝｛价格，环境｝或者｛环境，结构｝或者｛价格，

结构｝，那么，有狋＝（价格，低）∧（环境，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过高）∧

（环境，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低）∧（环境，良），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

Ｃｅｒ（狋→狊）＝１；狋＝（环境，良）∧（结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０．６７；狋＝（价格，过高）∧

（结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低）∧（结构，良），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

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高）∧（结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低）∧（结

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

３）考虑犃犆＝｛价格｝或者｛环境｝或者｛结构｝，那么，有狋＝（价格，低），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

Ｃｅｒ（狋→狊）＝１；狋＝（价格，过高），决策狋→狊的确定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狋＝（结构，优），决策狋→狊的确定

性因子Ｃｅｒ（狋→狊）＝０．６．

４　结束语

在经典粗糙集模型的决策规则提取中，确定因子Ｃｅｒ（狋→狊）＝１的规则称为确定性规则，结合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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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集模型给出的规则提取公式，引入参数值α，α∈（０，１］，使规则提取公式的泛化能力更强，适用性更

广．当α＝１时，即普通的决策规则提取情况．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比较局部粗糙集模型与其他粗

糙集模型的决策规则，以及多个粗糙集模型的结合决策规则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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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球犅狀上改进的

犚狅狆犲狉犛狌犳犳狉犻犱犵犲算子

胡春英，王建飞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研究单位球犅狀 上改进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的几何与分析特性，证明当犽（犽≥２）次齐次多项式犘犽

满足条件 ‖犘犽‖ ≤
ｃｏｓβ

｜１－λ｜（犽＋２）
时，改进的 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 犉（狕）＝（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犽狕０）

Ｔ保持β型复数阶λ次殆星性．同时，证明该算子保持Ｂｌｏｃｈ性质．

关键词：　双全纯映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β型复数阶λ次殆星映射；Ｂｌｏｃｈ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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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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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β

１－λ （犽＋２）
，ｗｈｅｒｅ

犘犽ｉｓ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ｏｆｄｅｇｒｅｅ犽（犽≥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Ｂｌｏｃｈｍａｐｐ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ｉｈ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ｌｍｏｓｔｓｐｉｒａｌ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ｔｙｐｅ

β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ｕｍｂｅｒｏｒｄｅｒλ；Ｂｌｏｃｈｍａｐｐｉｎｇ

１　预备知识

用犆表示复数域，犆狀 表示狀维复欧氏空间，具有内积〈狕，狌〉＝∑
狀

犼＝１

狕犼狌犼，狕，狌∈犆
狀，且欧氏范数为

‖狕‖ ＝〈狕，狕〉
１
２．犅狀＝｛狕∈犆

狀：‖狕‖＜１｝表示犆
狀中的单位球，显然，犅１为犆中的单位圆盘，通常记为

犝．犅
狀
＝ ｛狕∈犅

狀：‖狕‖ ＝１｝表示单位球面．

设犳：犅
狀
→犆

狀 是全纯映射，若犳满足犳（０）＝０，犇犳（０）＝犐狀，则称犳是犅
狀 上的正规化全纯映射，这里

犇犳（狕）表示犳在点狕处的Ｊａｃｂｉａｎ矩阵，犐狀 表示狀阶单位矩阵；若犳的逆映射犳
－１存在，且犳

－１在犳（犅
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通信作者：　胡春英（１９７９），女，讲师，主要从事复分析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ｕｃｈｕｎｙｉｎｇ＿７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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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９Ｊ０１０６６，２０２０Ｊ０１０７３）；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创新项目（２０２０Ｊ０５１５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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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纯，则称犳是犅
狀 上的双全纯映射；若对每点狕∈犅

狀，犇犳（狕）都是非奇异的，则称犳是犅
狀 上的局部全

纯映射．

若对所有狕∈犆
狀 和λ∈犆，多项式犘犽：犆

狀
→犆都满足犘犽（λ狕）＝λ

犽犘犽（狕）（犽∈犖），则称犘犽 为犆
狀 上的犽

次齐次多项式．犘犽 的范数为‖犘犽‖＝ｓｕｐ｛犘犽（狕）：狕∈犅
狀｝，Ñ犘犽（狕）＝（

犘犽

狕１
，…，犘犽

狕狀
）表示犘犽 在狕点

处的梯度，容易看出，Ñ犘犽（狕）狕＝犽犘犽（狕），且 犘犽（狕）＝ 犘犽（‖狕‖·
狕

‖狕‖
）≤‖狕‖

犽
‖犘犽‖．

Ｒｏｐｅｒ等
［１］于１９９５年提出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为

犉（狕）＝（犳（狕１），犳′（狕１槡 ）狕０）
Ｔ

．

上式中：犳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正规化局部双全纯函数，狕＝（狕１，狕０）
Ｔ
∈犅

狀，狕１∈犝，狕０＝（狕２，…，狕狀）∈犆
狀－１，

幂函数取使 犳′（０槡 ）＝１的单值分支．

文献［１２］分别证明了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有如下３个性质：

１）若犳是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凸函数，则犉（狕）是犅
狀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凸映射；

２）若犳是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星形函数，则犉（狕）是犅
狀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星形映射；

３）若犳是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Ｂｌｏｃｈ函数，则犉（狕）是犅
狀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Ｂｌｏｃｈ映射．

由于对犅狀 上具体凸映射、星形映射及Ｂｌｏｃｈ映射等双全纯映射的研究甚少，而用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

算子可以构造出许多这样的映射，Ｌｉｕ
［３］证明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保持α次的星形性，文献［４５］用不同

的方法证明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保持α次的殆星性．２００５年，Ｍｕｉｒ
［６］将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改进为

犉（狕）＝（犳（狕１）＋犘２（狕０）犳′（狕１），犳′（狕１槡 ）狕０）
Ｔ

．

上式中：犘２（狕０）是犆
狀－１上的２次齐次多项式，并证明了该算子保持凸性当且仅当‖犘２‖≤

１

２
，保持星形

性当且仅当‖犘２‖≤
１

４
．Ｍｕｉｒ

［６］将上述算子进一步改进为

犉（狕）＝（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犳′（狕１）］
１
犽狕０）

Ｔ．

上式中：犘犽（狕０）是犆
狀－１上的犽（犽≥２）次齐次多项式．王建飞等

［７］证明了当‖犘犽‖≤
１－ ２α－１
２（犽＋２）α

时，该算

子保持α次的星形性，当‖犘犽‖≤
１－α
犽＋２

时，该算子保持α次的殆星性．冯淑霞等
［８］证明了当‖犘犽‖≤

（１－α）ｃｏｓβ
犽＋２

时，该算子保持β型α次的殆星性．

殆星映射是星形映射的子族，近些年，有很多关于殆星映射的相关研究［４１７］．文中将研究由下面定

义所给出的一类殆星映射．

定义１
［１３］
　设犳（狕）是犅

狀 上的正规化局部双全纯映射，β∈ －
π
２
，π（ ）２ ，λ∈犆且Ｒｅ（λｅ

－ｉβ）≤０，若

Ｒｅ（（１－λ）ｅ
－ｉβ狕Ｔ （犇犳（狕））

－１
犳（狕））≥－Ｒｅ（λｅ

－ｉβ）‖狕‖
２，　　狕∈犅

狀，

则称犳（狕）是犅
狀 上的β型复数阶λ次殆星映射．

当β＝０时，犳（狕）是犅
狀 上的复数阶λ次殆星映射；当λ＝

α
α－１

时，犳（狕）是犅
狀 上的β型α次殆星映射；

当β＝０且λ＝
α
α－１

时，犳（狕）是犅
狀 上的α次殆星映射；当β＝０且λ＝０时，犳（狕）是犅

狀 上的星形映射，α∈

［０，１）．

定义２
［１４］
　设犳（狕）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全纯函数，若

Ｓｕｐ
狕∈犝

（１－ 狕 ２）犳′（狕）＜∞， （１）

则称犳（狕）是犝 上的Ｂｌｏｃｈ函数．

定义３
［１５］
　设犳：犅

狀
→犆

ｎ是全纯映射，若

Ｓｕｐ
狕∈犅

狀

（１－‖狕‖
２）‖犇犳（狕）‖＜∞， （２）

０３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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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犳（狕）是犅
狀 上的Ｂｌｏｃｈ映射．

２　相关引理

引理１
［１４］
　设φ（狕）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全纯函数，则Ｒｅ（φ（狕））≥０的充要条件为存在一个定义在

［０，２π］上的非单减函数μ（狋），使得μ（２π）－μ（０）＝Ｒｅ（φ（０））且

φ（狕）＝∫
２π

０

１＋狕ｅ
－ｉ狋

１－狕ｅ
－ｉ狋ｄμ（狋）＋ｉＩｍ（φ（０）），　　狕∈犝 ．

引理２　设φ（狕）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全纯函数，若Ｒｅ（φ（狕））≥０，则

φ′（狕）≤
２Ｒｅ（φ（狕））

１－ 狕 ２
，　　狕∈犝．

证明：若Ｒｅ（φ（狕））≥０，由引理１，有

φ（狕）＝∫
２π

０

１＋狕ｅ
－ｉ狋

１－狕ｅ
－ｉ狋ｄμ（狋）＋ｉＩｍ（φ（０）），　　狕∈犝．

上式中：μ（狋）是［０，２π］上的非单减函数．由于Ｒｅ（φ（狕））＝∫
２π

０
Ｒｅ（
１＋狕ｅ

－ｉ狋

１－狕ｅ
－ｉ狋
）ｄμ（狋）≥０，因此

φ′（狕）≤∫
２π

０

２

１－狕ｅ
－ｉ狋 ２ｄμ（狋）＝

２

１－ 狕 ２∫
２π

０
Ｒｅ（
１＋狕ｅ

－ｉ狋

１－狕ｅ
－ｉ狋
）ｄμ（狋）＝

２Ｒｅ（φ（狕））

１－ 狕 ２
，　　狕∈犝 ．

引理３
［１６］
　设犳（狕）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函数，常数ν≥２，则

（１－ 狕 ２）犳
″（狕）

犳′（狕）
－ν狕 ≤ν＋２，　　狕∈犝．

３　保持复数阶殆星性的改进的犚狅狆犲狉犛狌犳犳狉犻犱犵犲算子

定理１　设常数β∈ －
π
２
，π（ ）２ ，λ∈犆且Ｒｅ（λｅ

－ｉβ）≤０，犳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β型复

数阶λ次殆星函数，犘犽：犆
狀－１
→犆是犽（犽≥２）次齐次多项式且‖犘犽‖≤

ｃｏｓβ
１－λ （犽＋２）

，则

犉（狕）＝（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犳′（狕１）］
１
犽狕０）

Ｔ

是犅狀 上的β型复数阶λ次殆星映射，其中，幂函数取使［犳′（０）］
１
犽＝１的单值分支．

证明：由定义１，定理１的证明只需证明

Ｒｅ（（１－λ）ｅ
－ｉβ狕Ｔ 犇犉（狕（ ）） －１犉（狕））≥－Ｒｅ（λｅ

－ｉβ）‖狕‖
２ （３）

对所有的狕∈犅
狀 成立即可．

令狕＝（狕１，狕０）
Ｔ
∈犅

狀，其中，狕１∈犝，狕０＝（狕２，…，狕狀）∈犆
狀－１．当狕０＝０时，定理１显然成立．当狕０≠０

时，因为犉（狕）在狕＝（狕１，狕０）
Ｔ
∈犅

狀且狕０≠０上全纯，由调和函数的最小模原理，只需证明定理１对所有

满足‖狕‖＝１且狕０≠０的点成立，即证明

Ｒｅ（（１－λ）ｅ
－ｉβ狕Ｔ（犇犉（狕））－１犉（狕））≥－Ｒｅ（λｅ

－ｉβ） （４）

对所有满足‖狕‖＝１且狕０≠０的点成立．

令狕＝ξ狑，其中，狑∈犆
狀，‖狑‖＝１，ξ∈犆，ξ ＝１．将狕代入式（４），得

Ｒｅ（
（１－λ）ｅ

－ｉβ狑Ｔ （犇犉（ξ狑））
－１犉（ξ狑）

ξ
）＋Ｒｅ（λｅ

－ｉβ）≥０． （５）

　　因为不等式左边是 ξ ≤１上的调和函数，由调和函数的最小模原理，式（５）在 ξ ≤１上也成立．因

此，只需验证式（４）对所有满足狕∈犅
狀 且狕０≠０的点成立即可．

　　假定‖狕‖
２＝ 狕１

２＋‖狕０‖
２＝１，由于

犉（狕）＝
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犽狕Ｔ

烄

烆

烌

烎０

，

则 犇犉（狕）＝

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 犳′（狕１）Ñ犘犽（狕０）

１

犽
［犳′（狕１）］

１
犽－１犳″（狕１）狕

Ｔ
０ ［犳′（狕１）］

１
犽犐狀

烄

烆

烌

烎
－１

． （６）

１３８第６期　　　　　　　　　　　胡春英，等：单位球犅狀 上改进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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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６）中：Ñ犘犽（狕０）＝
犘犽

狕２
，…，犘犽

狕（ ）
狀

．

　　通过计算，可得

犉（狕）＝犇犉（狕）

犳（狕１）

犳′（狕１）
－（犽－１）犘犽（狕０）

１－
犳（狕１）犳″（狕１）

犽［犳′（狕１）］
２ ＋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狕Ｔ
烄

烆

烌

烎
０

．

因此有

狕Ｔ 犇犉（狕（ ）） －１犉（狕）＝狕１
犳（狕１）

犳′（狕１）
＋ １－

犳（狕１）犳″（狕１）

犽［犳′（狕１）］（ ）２ ‖狕０‖
２＋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狕０‖

２－犽狕（ ）１ ．
再由‖狕‖

２＝ 狕１
２＋‖狕０‖

２＝１，得

（１－λ）ｅ
－ｉβ狕Ｔ 犇犉（狕（ ）） －１犉（狕）＋λｅ

－ｉβ‖狕‖
２＝

（１－λ）ｅ
－ｉβ狕１

犳（狕１）

犳′（狕１）
＋ １－

犳（狕１）犳″（狕１）

犽［犳′（狕１）］（ ）２ ‖狕０‖
２＋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狕０‖

２－犽狕（ ）］１ ＋

λｅ
－ｉβ‖狕‖

２＝（１－λ）ｅ
－ｉβ（犳

（狕１）

狕１犳′（狕１）
狕１

２＋ １－
犳（狕１）犳″（狕１）

犽［犳′（狕１）］（ ）２ （１－ 狕１
２）＋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狕１

２）－犽狕（ ）１ ）＋λｅ－ｉβ［狕１ ２＋（１－ 狕１
２）］＝

（１－λ）
犳（狕１）

狕１犳′（狕１）
＋［ ］λｅ－ｉβ 狕１ ２＋ １－（１－λ）

犳（狕１）犳″（狕１）

犽［犳′（狕１）］［ ］２ ｅ－ｉβ（１－ 狕１ ２）＋

（１－λ）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狕１

２）－犽狕［ ］１ ｅ－ｉβ． （７）

令φ（狕１）＝ （１－λ）
犳（狕１）

狕１犳′（狕１）
＋［ ］λｅ－ｉβ，则有犳

（狕１）

犳′（狕１）
＝
狕１［φ（狕１）ｅ

ｉβ－λ］

１－λ
，得

犳（狕１）犳″（狕１）

［犳′（狕１）］
２ ＝

１－φ（狕１）ｅ
ｉβ－狕１φ′（狕１）ｅ

ｉβ

１－λ
． （８）

将式（８）代入式（７），得

（１－λ）ｅ－
ｉβ狕Ｔ（犇犉（狕））－１犉（狕）＋λｅ－

ｉβ‖狕‖
２
＝φ（狕１）狕１

２
＋

ｅ－ｉβ－
ｅ－ｉβ－φ（狕１）－狕１φ′（狕１）［ ］犽

（１－ 狕１
２）＋

（１－λ）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狕１

２）－犽狕［ ］１ ｅ－ｉβ＝
１＋（犽－１）狕１

２

犽 φ（狕１）＋
１－ 狕１

２

犽
狕１φ′（狕１）＋

犽－１
犽
ｅ－ｉβ（１－ 狕１

２）＋

（１－λ）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狕１

２）－犽狕［ ］１ ｅ－ｉβ， （９）

从而有

Ｒｅ（（１－λ）ｅ－
ｉβ狕Ｔ（犇犉（狕））－１犉（狕））＋Ｒｅ（λｅ－

ｉβ）‖狕‖
２
≥

１＋（犽－１）狕１
２

犽
Ｒｅ（φ（狕１））－

１－ 狕１
２

犽
狕１ φ′（狕１）＋

犽－１
犽
（１－ 狕１

２）ｃｏｓβ－

１－λ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狕１

２）－犽狕１ ． （１０）

　　因为犳（狕１）是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β型复数阶λ次殆星函数，所以Ｒｅ（φ（狕１））≥０．由引理２，可得

φ′（狕１）≤
２Ｒｅ（φ（狕１））

１－ 狕１
２
，

从而有

１＋（犽－１）狕１
２

犽
Ｒｅ（φ（狕１））－

１－ 狕１
２

犽
狕１ φ′（狕１）≥

（狕１ －１）
２

犽
Ｒｅ（φ（狕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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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犘犽‖≤
ｃｏｓβ

１－λ （犽＋２）
及引理３，得

犽－１
犽
（１－ 狕１

２）ｃｏｓβ－ １－λ
犽－１
犽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１－ 狕１

２）－犽狕１ ≥

犽－１
犽
（１－ 狕１

２）ｃｏｓβ－ １－λ
（犽－１）（犽＋２）

犽
‖犘犽‖ （１－ 狕１

２）
犽
２ ≥

犽－１
犽
（１－ 狕１

２）ｃｏｓβ－
犽－１
犽
（１－ 狕１

２）ｃｏｓβ＝０．
（１２）

　　结合式（１０）～（１２），得Ｒｅ（（１－λ）ｅ
－ｉβ狕Ｔ 犇犉（狕（ ）） －１犉（狕））＋Ｒｅ（λｅ

－ｉβ）‖狕‖
２
≥０，故犉（狕）是单位球

犅狀 上的β型复数阶λ次殆星映射．

特殊地，当β＝０时，得到下面推论１．

推论１　设常数λ∈犆且Ｒｅ（λ）≤０，犳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复数阶λ次殆星函数，犘犽：

犆狀－１→犆 是 犽（犽≥２）次 齐 次 多 项 式 且 ‖犘犽 ‖ ≤
１

１－λ （犽＋２）
，则 犉 （狕）＝ （犳（狕１）＋

犘犽（狕０）犳′（狕１），［犳′（狕１）］
１
犽狕０）

Ｔ 是单位球犅狀 上的复数阶λ次殆星映射，其中，幂函数取使［犳′（０）］
１
犽＝１

的单值分支．

当λ＝
α
α－１

（０≤α＜１）时，定理１就是文献［８］中的定理３．１；当β＝０且λ＝
α
α－１

（０≤α＜１）时，定理１

就是文献［７］中的定理３．１．

４　保持犅犾狅犮犺性质的改进的犚狅狆犲狉犛狌犳犳狉犻犱犵犲算子

定理２　设犳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正规化局部双全纯Ｂｌｏｃｈ函数，犘犽：犆
狀－１
→犆是犽（犽≥２）次齐次多

项式，则犉（狕）＝（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犳′（狕１）］
１
犽狕０）

Ｔ 是单位球犅狀 上的Ｂｌｏｃｈ映射，其中，幂函数取

使［犳′（０）］
１
犽＝１的单值分支．

证明：因为犳是单位圆盘犝 上的正规化局部双全纯函数，由式（６），可得

犇犉（狕）ζ＝

犳′（狕１）＋犘犽（狕０）犳″（狕１［ ］）ζ１＋犳′（狕１）Ñ犘犽（狕０）ζ
Ｔ
０

１

犽

［犳′（狕１）］
１
犽犳″（狕１）

犳′（狕１） ζ１狕０＋［犳′（狕１）］
１
犽ζ

烄

烆

烌

烎
０

．

上式中：ζ＝（ζ１，ζ０）
Ｔ
∈犅

狀，ζ１∈犝
－

，ζ０＝（ζ２，…，ζ狀）∈犆
狀－１．所以

（１－‖狕‖
２）‖犇犉（狕）‖≤（１－ 狕１

２）犳′（狕１） １＋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 Ñ犘犽（狕０）ζ

Ｔ（ ）０ ＋

１

犽
（１－ 狕１

２）犳″
（狕１）

犳′（狕１）
犳′（狕１［ ］）

１
犽 ‖狕０‖＋（１－ 狕１

２） 犳′（狕１［ ］）
１
犽 ． （１３）

　　因为犳是犝 上的Ｂｌｏｃｈ函数，由定义３可知，必存在一个常数犕≥１，使得

（１－ 狕１
２）犳′（狕１）≤犕，　　狕１∈犝． （１４）

从而有

犳′（狕１［ ］）
１
犽 ≤

犕
１
犽

（１－ 狕１
２）

１
犽

，　　狕１∈犝． （１５）

因此，当犽≥２时，有

（１－ 狕１
２） 犳′（狕１［ ］）

１
犽 ≤犕

１
犽（１－ 狕１

２）１－
１
犽≤犕

１
犽． （１６）

由引理３，对任意狕１∈犝，有

（１－ 狕１
２）犳″

（狕１）

犳′（狕１）
－ν狕１ ≤ν＋２，　　ν≥２．

从而有

（１－ 狕１
２）犳″

（狕１）

犳′（狕１）
≤２（ν＋１），　　ν≥２．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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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式（１５），（１７），得

１

犽
（１－ 狕１

２）犳″
（狕１）

犳′（狕１）
犳′（狕１［ ］）

１
犽 ‖狕０‖≤

２（ν＋１）犕
１
犽

犽
． （１８）

因为

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犘犽‖（１－ 狕１

２）犳″
（狕１）

犳′（狕１）
≤２（ν＋１）‖犘犽‖， （１９）

又由于犘犽 是犽次齐次多项式，可得犘犽（狕０）
犳″（狕１）

犳′（狕１）
在犅狀 上有界，且Ñ犘犽（狕０）ζ

Ｔ
０ 在犆

狀１上有界，结合式

（１３）～（１９）得，（１－‖狕‖
２）‖犇犉（狕）‖在犅

狀 上有界，从而犉（狕）是单位球犅狀 上的Ｂｌｏｃｈ映射．

当犘犽≡０时，定理２就是文献［２］中的定理２．６．

参考文献：

［１］　ＲＯＰＥＲＫＡ，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ＴＪ．Ｃｏｎｖｅｘ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ｂａｌｌｏｆ犆
狀［Ｊ］．ＪＡｎａｌＭａｔｈ，１９９５，６５（１）：３３３３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２７８８７７６．

［２］　ＧＲＡＨＡＭＩ，ＫＯＨＲＧ．Ｕｎ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Ｊ］．ＪＡｎａｌ

Ｍａｔｈ，２０００，８１（１）：３３１３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２７８８９９５．

［３］　ＬＩＵ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ｆｏｒｓｏｍｅｂｉｈ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Ｊ］．ＪＭａｔｈＡ

ｎａｌＡｐｐｌ，２００６，３２４（１）：６０４６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ｍａａ．２００５．１２．０３７．

［４］　ＦＥＮＧＳｈｕｘｉａ，ＬＩＵＴａｉｓｈｕ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Ｊ］．ＡｃｔａＭａｔｈＳｃｉ，２００８，２８Ｂ（１）：

６３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２５２９６０２（０８）６０００７７．

［５］　ＬＩＵＴａｉｓｈｕｎ，ＸＵＱｉｎｇｈｕａ．Ｌｏｅｗｎｅｒｃｈａｉ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Ｊ］．Ｊ

ＭａｔｈＡｎａｌＡｐｐｌ，２００６，３２２（１）：１０７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ｍａａ．２００５．０８．０５５．

［６］　ＭＵＩＲＪＲ．Ａ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Ｊ］．Ｃｏｍｐｕ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ｕｎｃｔ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５，５

（１）：２３７２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３３２１０９６．

［７］　王建飞，刘太顺．全纯映射子族上改进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Ｊ］．数学年刊，２０１０，３１Ａ（４）：４８７４９６．

［８］　ＦＥＮＧＳｈｕｘｉａ，ＹＵＬ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ｆｏｒｓｏｍｅｈ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Ｊ］．ＦｒｏｎｔＭａｔｈ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６（３）：４１１４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４６４０１１０１１６ｙ．

［９］　冯淑霞，刘太顺，任广斌．复Ｂａｎａｃｈ空间单位球上几类映射的增长掩盖定理［Ｊ］．数学年刊，２００７，２８Ａ（２）：２１５２３０．

［１０］　刘名生，朱玉灿．有界完全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域上推广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Ｊ］．中国科学（Ａ辑：数学），２００７，３７（１０）：

１１９３１２０６．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２３２．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６．

［１１］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ｆｅｉ，ＬＩＵＴａｉｓｈｕｎ．Ｔｈｅ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ｏｎｖｅｘ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ｉｎ犆
２

［Ｊ］．ＴｒａｎｓＡｍｅｒＭａｔｈＳｏｃ，２０１８，３７０（１１）：７７４３７７５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０／ｔｒａｎ／７２２１．

［１２］　王洁，林珍连，王建飞．犅２ 上α次殆星映射的一类有界构造［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１（１）：１２６

１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４６．

［１３］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ｉ．Ａｌｍｏｓｔｓｐｉｒａｌ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ｔｙｐｅβ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ｒｄｅｒλ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ｂａｌｌ［Ｊ］．ＣｏｍｐｌｅｘＶａｒＥｌｌｉｐ

ｔｉｃＥｑｕ，２０１９，６４（２）：２４３２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１７４７６９３３．２０１８．１４２７０８１．

［１４］　ＧＲＡＨＡＭＩ，ＫＯＨＲ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ｏｎ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ｒｃｅｌＤｅｋｋｅｒ

Ｉｎｃ，２０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１／９７８０２０３９１１６２４．

［１５］　ＨＡＭＡＤＡＨ．Ｂｌｏｃｈｔｙｐｅｓｐａｃｅ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Ｃｅｓàｒｏ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ｂａｌｌｏｆ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ａｎａｃｈｓｐａｃｅ［Ｊ］．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Ｍａｔｈ，２０１９，６２（４）：６１７６２８．

［１６］　ＭＵＩＲＪＲ．ＡｃｌａｓｓｏｆＬｏｅｗｎｅｒｃｈａｉｎ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Ｊ］．ＪＭａｔｈＡｎａｌＡｐｐｌ，２００８，３３７（２）：８６２８７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ｍａａ．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９．

［１７］　ＦＥＮＧＳｈｕｘｉａ，ＬＵＫ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ｏｒｅｍｆｏｒａｌｍｏｓｔ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ｏｒｄｅｒαｏｎｂｏｕｎｄｅｄ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ｃｉｒｃｕ

ｌａｒｄｏｍａｉｎ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ａｒｔＪＭａｔｈ，２０００，１５（２）：５０５６．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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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１卷　第６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ｖ．２０２０　

第４１卷总目次

第１期

　大尺寸条石无浆砌缝力学性能试验 江云帆，郭子雄，许秀林 （１）!!!!!!!!!!!!!!!!!!!!!!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横截面承载力分析 段进涛，董毓利，朱三凡，王冬晔，雒家琪 （８）!!!!!!!!!!!

　再生块体混凝土的单轴受压试验 蔡敏伟，王卫华，董毓利，洪铁东，陈香蓉，郭秀泉 （１９）!!!!!!!!!!!

　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唐玲玲，张云波，祁神军，陈梅，牛达钰 （２６）!!!!!

　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刚度分析 莫时旭，蒋越，郑艳，韩涛 （３２）!!!!!!!!!!!!!!!!

　运用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 陈丹丹，冉茂宇 （３９）!!!!!!!!!!!!!!!!!!!!!!!

　影响驾驶员心生理变化的高速公路路侧植物的选择原则 乔建刚，李士宣，王伟，孙建斌 （４６）!!!!!!!!!

　装配式建筑施工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成熟度评价 董娜，弓成，熊峰 （５０）!!!!!!!!!!!!!!!!!!!

　两相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制冷系统性能分析 刘琬琳，黄潇治，李风雷 （６０）!!!!!!!!!!!!!!!!

　近海海洋真菌生物转化（＋）柠檬烯 杨道茂，陈煌 （６７）!!!!!!!!!!!!!!!!!!!!!!!!!!

　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对卷烟烟气中苯酚的吸附性能 张艺，龚安达，李华杰，李明春，辛梅华 （７２）!!!!!

　金线莲多糖抗衰老作用及其机制 刘青，李永，盛世美 （７７）!!!!!!!!!!!!!!!!!!!!!!!!

　单环刺!

不同部位中纤溶酶的分离纯化及其活性差异 尹哲，龙莎，张嘉颖，於怀龙，王立强 （８４）!!!!!!!

　自适应变异粒子群优化ＢＰ的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模型 王粟，邱春辉，曾亮 （９０）!!!!!!!!!!!!!!!

　面向摄像整纬器的织物纬斜检测方法 刘建宝，李平 （９６）!!!!!!!!!!!!!!!!!!!!!!!!!

　直达链路下的多用户分集与全双工中继系统 徐伟，赵睿 （１０３）!!!!!!!!!!!!!!!!!!!!!!

　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建模方法 方慧娟，尹亮，罗继亮 （１１３）!!!!!!!!!!!!!!!!!!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的基因?药物共模块识别 毛玉杰，魏东，李玉双 （１２１）!!!!!!!!!!!!!!!!!!

　Β
２ 上α次殆星映射的一类有界构造 王洁，林珍连，王建飞 （１２６）!!!!!!!!!!!!!!!!!!!!!

　形式背景的下近似协调与粒协调的关系 陈东晓，李进金 （１３０）!!!!!!!!!!!!!!!!!!!!!!

第２期

　运用ＧＡ?ＳＶＭ模型的砂石骨料分类方法 余罗兼，童昕，沈国浪，李占福 （１３７）!!!!!!!!!!!!!!!

　燃气干衣机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的一氧化碳排放影响分析 曾吉鹏，潘登，林长津，高乃平 （１４２）!!!!!!!!!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经济性优化分析 陈亚伟，邵毅明，程前 （１５０）!!!!!!!!!!!!!!!!!!

　正断层作用下高承台群桩基础的破坏机制数值模拟 符婉靖，肖朝昀，甘港璐，陈荣淋，张文龙 （１５６）!!!!!!

　隧道爆破力学模型相似材料配比的正交试验 宫嘉辰，陈士海 （１６４）!!!!!!!!!!!!!!!!!!!!

　水平火灾实验炉试验与模拟分析 陈荣淋 （１７１）!!!!!!!!!!!!!!!!!!!!!!!!!!!!!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采用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基损伤位置识别方法 余贤英，林城旭，吴金福，刘景良，吴心坦 （１７７）!!!!!!!!

　支撑体住宅理论在装配式农宅设计中的应用 王舒扬，岳晓鹏，李娟 （１８６）!!!!!!!!!!!!!!!!!!

　疗愈环境理念下养老机构的居室色彩搭配设计 张军，张慧娜，谢法连，吴卓霏 （１９１）!!!!!!!!!!!!!

　多智能体仿真的装配式项目风险对策选择 汪鑫，杜娟，景恒青 （１９９）!!!!!!!!!!!!!!!!!!!!

　一维链结构的铜配位聚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的合成与表征 张文倩，肖子敬 （２０８）!!

　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处理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 袁鹏飞，刘亚琦，张寒旭，何争光 （２１５）!!!!

　采用相邻像素预测的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李亚翔，张显全，俞春强，唐振军 （２２３）!!!!!!!!!!!!!!!

　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中的分组随机化模型 郭宇红，童云海 （２３０）!!!!!!!!!!!!!!!!!!!!

　利用改进的超像素分割和噪声估计的图像拼接篡改定位方法 李思纤，魏为民，楚雪玲，华秀茹，栗风永 （２３７）!!

　高压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与分析 彭长青，许超，尚荣艳，方瑞明 （２４４）!!!!!!!!!!!!!!!!

　采用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张健，黄德天，林炎明 （２５０）!!!!!!!!!!!!!!!!!

　人机交互过程中数字手势的识别方法 贾丙佳，李平 （２６０）!!!!!!!!!!!!!!!!!!!!!!!!

　一类具有反应扩散的两种群竞争的双稳定性 陈梅香，谢溪庄 （２６８）!!!!!!!!!!!!!!!!!!!!

　集值向量均衡问题近似解映射的连续性 陈斌，王浩智 （２７２）!!!!!!!!!!!!!!!!!!!!!!!

第３期

　异型石材高效锯切优化策略 钱平，邵辉，尹方辰，兰欣，王达 （２７７）!!!!!!!!!!!!!!!!!!!!

　横风激扰下的跨座式单轨车辆运行平稳性分析 李军，魏睿，隗寒冰，周伟 （２８５）!!!!!!!!!!!!!!!

　ＸＭＱ６８３８Ｙ客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参数的优化设计 盛精，潘迎春，ＳＯＨＡＩＬＡａｍｉｒ，王志敏，王蒙光 （２９２）!!!

　海蚀槽发育导致的软质海崖滑塌计算与分析 常方强，梁康康 （２９９）!!!!!!!!!!!!!!!!!!!!

　粘弹性传动带横向非线性振动的稳定性与分岔现象 史尧臣，李占国，陈国平，赵希禄 （３０７）!!!!!!!!!!

　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的协同作用机理数值模拟 孙林娜，徐福宾 （３１４）!!!!!!!!!!!!!!!!!!!

　广西典型膨胀土三向膨胀规律室内试验 谭波，李亚奇 （３２３）!!!!!!!!!!!!!!!!!!!!!!!

　施工现场台风风险系统动力学的预测管控体系 邹丰秋，王晨 （３３１）!!!!!!!!!!!!!!!!!!!!

　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评价 许轲，涂平 （３４０）!!!!!!!!!!!!!!!!!!!!!!!!

　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的性能优化 李科宏，田琦，李琦晟，李蓉 （３４８）!!!!!!!!!!!!!!

　采用深度帧内跳过模式的３Ｄ?ＨＥＶＣ视频水印算法 易银城，冯桂，陈婧 （３５７）!!!!!!!!!!!!!!!!

　多任务深度卷积网络的ＣＴ图像方向校正 林家庆，韩娟，袁直敏，彭佳林 （３６６）!!!!!!!!!!!!!!!

　交流伺服系统的高响应电流环控制 赵云，廖政斌，王泽飞，蔡美东 （３７４）!!!!!!!!!!!!!!!!!!

　采用地表反射率模型的Ｌａｎｄｓａｔ时序数据集重构 李凯，陈芸芝，汪小钦，陈雪娇 （３８１）!!!!!!!!!!!!

　织物纬斜检测图像光照不均匀的校正方法 刘建宝，李平 （３８８）!!!!!!!!!!!!!!!!!!!!!!

　珔α?调和映照的正规性 孙乾乾，陈行堤，胡春英 （３９４）!!!!!!!!!!!!!!!!!!!!!!!!!!!

　椭圆界面问题的高阶差分格式 吴龙渊，翟术英 （４００）!!!!!!!!!!!!!!!!!!!!!!!!!!

　广义变系数ＫｄＶ方程的保角能量守恒方法 郭峰，庄清渠 （４０７）!!!!!!!!!!!!!!!!!!!!!!

Ⅱ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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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采用非线性干扰观测器的机械臂补偿型滑模控制 曾伟鹏，邵辉，洪雪梅，聂卓
"

，郭东生 （４１５）!!!!!!!!

　自适应模型预测控制的车道保持控制策略 万远航，邵毅明，胡广雪，吴文文 （４２３）!!!!!!!!!!!!!!

　软质印章石抛光工艺 申云，陆静，刘瑞亮 （４２８）!!!!!!!!!!!!!!!!!!!!!!!!!!!!!

　配置５００ＭＰａ级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延性分析 刘志彬，曾志兴，刘祥，赵荣春 （４３４）!!!!!!!!!!!!!

　ＩＲＲ柱承台局部压应力分布及其计算方法 许一鹏，刘阳，林茂彬，郭子雄 （４３９）!!!!!!!!!!!!!!!

　淮安板闸遗址受力性能的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张承文，淳庆 （４４７）!!!!!!!!!!!!!!!!!!!!!

　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的靖远黄河大桥模态参数识别不确定性量化 刘远贵，徐乐，赖芨宇，骆勇鹏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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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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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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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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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琦 （４８４）!!!!!!!!!!!!!!!!

　内嵌百叶板换热器的壳程流动与传热特性 张媛媛，程远达，杨晓，罗成，贾捷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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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１）!!!!

　盐酸维拉佐酮片的制备及体外溶出度的一致性考察 杨阳，林琪，张雨凝，吴振，王立强 （５１０）!!!!!!!!!

　冷缩式电缆中间接头附件参数的有限元法优化 方瑞明，尚波宇 （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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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铭，王杏锋，刘洁 （５２５）!!!!!!!!!!!

　高斯差分空间的多尺度改进ＣＬＢＰ对带钢表面缺陷的分类 王粟，李庚，曾亮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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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１）!!!!!!!!!!!!!

　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求解分数阶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汪精英，邓杨芳，翟术英 （５４９）!!!!!!!!!!!!!!!!

第５期

　运用灵敏度分析的角接触球轴承多目标优化设计 胡启国，杨学蛟 （５５５）!!!!!!!!!!!!!!!!!!

　考虑变更传播影响的产品模块分类方法 徐昭晖，乔虎，安嘉祥，何江 （５６１）!!!!!!!!!!!!!!!!!

　多参数耦合下湿式换挡离合器滑摩特性 周宇航，李胜波，符升平 （５６８）!!!!!!!!!!!!!!!!!!!

　部分充填式钢箱砼连续组合梁抗弯承载力分析 郑艳，王燕龙 （５７５）!!!!!!!!!!!!!!!!!!!!

　骨架密实型水泥稳定碎石级配设计方法 刘树堂，刘时俊，刘天林，代金国，曹卫东 （５８２）!!!!!!!!!!!

　冷冻水调节模式对冷辐射板性能的影响 马琛，丁云飞 （５８９）!!!!!!!!!!!!!!!!!!!!!!!

　公路隧道视频预处理和病害识别算法 胡珉，周显威，高新闻 （５９５）!!!!!!!!!!!!!!!!!!!!!

　管理安全干预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姚明亮，祁神军，张云波，郭义海 （６０５）!!!!!!!!!!

　不同入射方式条件下“智能镜面”利用太阳辐射的实验 吴正旺 （６１２）!!!!!!!!!!!!!!!!!!!!

　８［４吡啶］１，３，５，７四甲基２，６二溴氟硼二吡咯甲川的晶体生长、结构表征和光谱性质

谢浩然，罗一弘，戴劲草 （６１８）!!!!!!!!!!!!!!!!!!!!!!!!!!!!!!!!!!!

　水合肼修饰壳聚糖在卷烟烟气吸附的应用 张艺，李华杰，张建平，李明春，辛梅华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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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孔介质内高浓度过氧化氢催化分解的数值模拟 缪骋，姚瑜，乐其河，张素芝 （６３１）!!!!!!!!!!!!!

　鞣花酸柔性纳米脂质体的制备工艺优化与体外透皮实验 林琪，张嘉颖，吴振，陈燕江，王立强 （６３８）!!!!!!

　带半圆柱微透镜的超薄直下式ＬＥＤ平板灯设计 单孝忍，陈嘉鸿，丁攀峰 （６４７）!!!!!!!!!!!!!!!

　６０ＧＨｚ低损耗宽带的超表面天线阵列 柯翔敏，施晨昀，陈江，陈瑞虹 （６５４）!!!!!!!!!!!!!!!!

　结合时间序列分解和神经网络的河流溶解氧预测 卢毅敏，张红 （６５９）!!!!!!!!!!!!!!!!!!!

　事件触发机制下二阶多智能体系统量化追踪控制 徐光辉，余蒙，付波，赵熙临，陈洁 （６６７）!!!!!!!!!!

　模糊信息粒化和ＧＷＯＳＶＭ算法结合的短期风速范围预测

黄文聪，张宇，杨远程，李子修，陈润，常雨芳 （６７４）!!!!!!!!!!!!!!!!!!!!!!!!!

　模糊广义决策信息系统的证据特征与信任约简 王志焕，游小英，李伟康，李进金 （６８３）!!!!!!!!!!!!

　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有限差分法／配点法求解 邓杨芳，姚泽丰，汪精英，翁智峰 （６９０）!!!!!!!!!!!

第６期

　集成学习在直线振动筛的应用及参数优化 李威宏，童昕，李占福，王耀坤 （６９５）!!!!!!!!!!!!!!!

　蓝宝石衬底铜抛ＣＭＰ加工技术 杨磊，陆静，张大语 （７０１）!!!!!!!!!!!!!!!!!!!!!!!!

　集中荷载下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剪力滞效应 郑威，曾刚，董毓利，段进涛，张升耀 （７０７）!!!!!!!!!!

　隧道掘进爆破时掌子面前方开挖段的地表振速预测 陈经鹏，陈士海 （７１８）!!!!!!!!!!!!!!!!!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填充墙加固方法比较 华一唯，淳庆 （７２７）!!!!!!!!!!!!!!!!!!!!!!

　相邻桩锚基坑开挖变形相互影响数值分析 郭力群，房敏安，徐芳超，黄晨亮 （７３７）!!!!!!!!!!!!!!

　半柔性路面用地聚物砂浆配合比设计 包惠明，汤铭锋，迟恩涛，叶腾飞，卢孙泉 （７４４）!!!!!!!!!!!!

　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牛达钰，祁神军，姚明亮，张云波 （７５２）!!!!!!!!!!

　养老机构居室色彩与材质要素的视觉舒适度评价 张军，张慧娜 （７５９）!!!!!!!!!!!!!!!!!!!

　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评价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 赵振宇，苑曙光，戴同，包格日乐图 （７６５）!!!!!!!!!!!!

　采用出行时空耦合的厦门岛城市旅游服务设施布局 阚小溪，高悦尔，王成，杨春 （７７２）!!!!!!!!!!!!

　半夹心钌分子催化剂的水氧化电催化 陈雪皎，彭伟，陆君涛，庄林 （７７９）!!!!!!!!!!!!!!!!!!

　寒冷地区空气冷却型ＰＶ／Ｔ系统性能模拟分析 罗成，张媛媛，秦智胜，邹鹏，程远达 （７８４）!!!!!!!!!!

　柏薏颗粒对高尿酸血症大鼠的初步药效学分析 张婷，尹哲，杨阳，吴振，王立强 （７９１）!!!!!!!!!!!!

　采用车载激光雷达的带状地物矢量化与结构特征提取 方莉娜，卢丽靖，赵志远，陈崇成 （７９７）!!!!!!!!!

　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自由体操视频自动描述方法 贺凤，张洪博，杜吉祥，汪冠鸿 （８０８）!!!!!!!!!!!!!

　无刷直流电机ＤＳＰ逻辑控制程序的Ｐｅｔｒｉ网设计方法 詹瑜坤，孙佳伟，罗继亮，郑力新，张兵 （８１６）!!!!!!

　采用局部粗糙集模型的决策规则提取 张晓萍，李伟康，李进金 （８２４）!!!!!!!!!!!!!!!!!!!!

　单位球犅
狀 上改进的ＲｏｐｅｒＳｕｆｆｒｉｄｇｅ算子 胡春英，王建飞 （８２９）!!!!!!!!!!!!!!!!!!!!!!

　第４１卷总目次 （Ⅰ～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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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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德国《数学文摘》（ＺｂｌＭＡＴ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期刊源　　·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ｕａｑｉａｏ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双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刊 ）

第４１卷 第６期 （总第１７６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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