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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溶性光敏树脂保护层的

产生与消除方法

郭必成１，张丽彬１，张涛１，姜峰１，言兰２

（１．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手机磨头电镀过程中非电镀位置碱溶性光敏树脂保护层的产生与消除的方法．首先，用毛刷

在工件上涂一层厚度为１９４～３６６μｍ的碱溶性光敏树脂；其次，在８０℃电阻炉内表面干燥４０ｍｉｎ，然后，在

工件需要保护的部分用紫外线照射固化５０ｓ，工件需要电镀的部分无需照射，用质量分数为３％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

液冲洗工件５ｍｉｎ，未被照射的部分树脂被去除，固化率为９９．４８％．最后，用质量分数为１０％的 ＮａＯＨ溶液

把保护层全部去除．结果表明：这种保护层产生及去除的方法成本低、效率高、环保，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屏蔽层；碱溶性光敏树脂；分段电镀；紫外线；固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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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屏蔽保护另外一部分［１］．分段电镀工具传统的制造方法是用塑料薄膜等绝缘材料包裹整个电镀

磨头，再手工去除部分屏蔽层，裸露出待电镀部分，然后，用特定的工艺进行电镀［２３］．该过程的传统工艺

是采用人工屏蔽保护，人工或机械去除屏蔽层．人工去除的方法加工成本高、精度不高、成品率低；而机

械去除的方法容易对工件造成损伤．碱溶性感光树脂是近期获得迅速发展的一类感光性树脂，同时，具

有光固化性和碱溶性，在电子和印刷等行业的生产上获得广泛的应用［４］．紫外光固化是一种绿色环保固

化技术，在紫外光照射下，光固化体系中的光引发剂形成活性中间体（激发态分子），分解成自由基和其

他活性基团，进而引发活性单体或低聚物聚合、交联．与传统固化体系相比，它具有环境友好、能耗低、固

化快、固化产物性能优良、适合涂覆各种基材和高速自动化流水线生产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涂料、油

墨、胶粘剂和微电子等众多领域［５］．本文对碱溶性光敏树脂保护层的产生和消除方法进行了研究．

　图１　磨头工件　　　　图２　手机磨头电镀参数（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ｈｅａｄ　　　　Ｆｉｇ．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ｈｅａｄ（ｕｎｉｔ：ｍｍ）

１　磨头保护层的产生和去除

金刚石工具（手机磨头）及其电镀

要求，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磨头Ａ

段的电镀电流密度为３８０Ａ·ｍ－２，金

刚石磨粒粒度为４００＃，Ｂ段的电镀电

流密度为２８０Ａ·ｍ－２，金刚石磨粒粒

度为３００＃．由图１，２可知：不同部位需

电镀不同粒度的金刚石磨粒，电镀不同

磨粒也有不同电流的要求．

文中提出一种手机磨头电镀过程中非电镀位置的屏蔽保护层的产生及保护层的取消方法．具体方

图３　手机磨头制造原理流程

Ｆｉｇ．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ｈｅａｄ

法是：用紫外线固化碱溶性光敏树脂，在非电

镀位置形成保护层，再利用未被紫外线照射的

树脂与紫外光固化的树脂的碱溶性区别，去除

特定位置的保护层．基于上述思路，手机磨头

制造原理流程，如图３所示．即涂覆制样→烘

干→装夹→紫外照射→弱碱溶解→电镀→强

碱溶解→清洗→烘干．

２　紫外线固化树脂机理

通常的光固化过程是指液态树脂经光照

后变成固态的过程，所涉及的反应大多数是光引发的链式聚合反应．光引发聚合的机理是利用光引发剂

的光解反应得到活性自由基，它从机理上可分为自由基聚合和阳离子聚．其中，以自由基聚合的应用最

为广泛．自由基光固化反应涉及到以下３个阶段
［６?７］．

１）链引发．其反应式为

ＰＩ（引发剂）
ｈ
→
ν
ＰＩ（激发态光引发剂 →） Ｒ（活性自由基）＋Ｐ（活性自由基） （１）

Ｒ ＋ＣＨ＝ＣＨＰ（单体 →） ＲＣＨ２Ｃ·ＨＲ （２）

　　２）单体链的增长．其反应式为

ＲＣＨ２Ｃ·ＨＲ＋狀ＣＨ２ ＝ →ＣＨＲ Ｒ（ＣＨ２ＣＨＲ）狀－ＣＨ２－Ｃ·ＨＲ（Ｐ
） （３）

　　３）链终止．其反应式为

Ｒ ＋Ｒ →
 Ｒ－Ｒ （４）

Ｐ ＋Ｐ →
 Ｐ－Ｐ （５）

Ｐ ＋ →Ｒ′Ｈ Ｐ－Ｈ＋Ｒ
′（吸氢，链转移） （６）

Ｐ ＋Ｏ →２ Ｐ－ＯＯ

　（氧的清除或阻聚） （７）

ＰＯＯ ＋ →Ｒ′Ｈ ＰＯＯ－Ｈ＋Ｒ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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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照下，光引发剂（ＰＩ）接受光能，从基态变为激发态（ＰＩ），进而分解成自由基．自由基与单体的

碳碳双键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链式增长，使碳碳双键发生聚合．其中，伴随着增长链上的自由基的转

移和终止，液态碱溶性光敏预聚物转化为固态，在光引发下聚合达到固化．常用的光引发剂１?羟基环己

基苯酮（ＨＣＰＫ）．由链终止最终反应可以看出，自由基聚合形成的高分子具有一定的耐酸性．由于链上

羧基的存在，且固化膜为线性结构，没有形成交联，不会在剥离液中产生溶胀效应，可以在碱液中与基材

快速剥离［８］．由研究背景和反应机理可知：实验温度、碱溶液的溶质质量浓度、光照时间、树脂涂覆厚度

等条件对实验结果有显著影响．

３　实验部分

３．１　材料及仪器

１）材料．碱溶性改性环氧丙烯酸树脂 ＷＤＳ?１１６１（３６５ｎｍ紫外光固化，耐酸，不耐碱，粘度为１０～

３８Ｐａ·ｓ）；碳酸钠溶液（质量分数为３％）；氢氧化钠溶液（质量分数为１０％）；乙酸溶液（质量分数为

３０％）；蒸馏水．

２）仪器．电子天平（精度为０．１ｍｇ，量程为２１０ｇ）；超声波清洗机（频率为４０ｋＨｚ，功率为５００Ｗ，

加热功率为８００Ｗ）；电热鼓风干燥箱（温度范围为０～３００℃，测温误差为０．５℃）；箱式电阻炉（电压为

３８０Ｖ，额定温度为１２００℃）；紫外线固化装置（波长为（３６５±５）ｎｍ，３ｍｍ×１６ｍｍ线型紫外光源）；数

显（千分）指示表（量程为０～１２．７ｍｍ，分辨力为０．００１ｍｍ，测量力犉＜１．５Ｎ，误差为±０．００５ｍｍ）．

３．２　实验步骤

１）超声清洗．实验前，将载玻片和工件放在烧杯里，并在烧杯里添加一定量的酒精，用保鲜膜封住

烧杯口；然后，将烧杯放在超声波清洗机里振动清洗１０ｍｉｎ．清洗过后，将工件和载玻片取出，风干并称

量．实验前还要把箱式电阻炉打开，设定为８０℃进行预热，时间大概为３ｈ．

２）树脂涂覆．由于涂覆表面是一个平面，所以树脂涂覆采用刷涂的方法，人工的控制保护层的厚

度．即在６块载玻片相同大小的区域，涂上不同质量的树脂，可间接地得到不同厚度的树脂保护层．

３）烘烤表干．在８０℃的电阻炉里烘烤，然后称量．该过程关键是烘烤时间的设定，不同的时间，表

干的程度不同．烘烤时间过短，造成固化不完全、固化后硬度低等后果；而烘干时间太长，会影响生产效

率，增大生产成本．

４）紫外线固化．采用３ｍｍ×１６ｍｍ的线光源，距离样品表面为１０ｍｍ，对工件特定的部位照射．

另外，由于文中的应用背景（手机磨头）工时的要求，因此，紫外线最有效照射固化时间的设定是很重要

的．照射固化时间的判定方法是：对比不同照射时间下，树脂保护层经弱碱清洗后的显影清晰程度．测定

照射固化时间的判据是显影清晰程度，而显影的清晰程度分为无显影、不明显、不清晰、清晰、较清晰等．

５）显影．用质量分数为３％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冲洗紫外线照射过的工件，经过弱碱冲洗，会显现出来

照射的位置．工件上未照射的部分是需要电镀的位置，经过弱碱清洗，这部分树脂保护层会脱落，形成絮

状的物质分散在溶液中，需要电镀的表面位置就会暴露出来，然后风干并称量，最后进行电镀．另外，显

影的时间一般为５ｍｉｎ．

６）脱膜．将电镀后的零件浸泡在质量分数为１０％的ＮａＯＨ溶液中，将所有的树脂层去除掉．

３．３　对比试验方法

通过试验对比，确定合适的烘干时间、紫外线固化时间、显影的弱碱质量浓度，以及树脂保护层最佳

厚度．

１）合适的烘干时间的测定．在６块载玻片上相同大小的区域，涂上不同质量的树脂，可以间接得到

不同厚度的树脂保护层，样品１～６的厚度逐渐增加．然后，放在电阻炉中烘烤表干，每隔１０ｍｉｎ记录下

树脂的质量．最后，对比每组树脂质量稳定的时间．

２）测定合适的紫外固化时间．在９块载玻片上相同大小的区域，涂上相同厚度的较薄的树脂，保证

能够充分显影．表干后，对每个样品进行不同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并显影．最后，通过观察每个样品的显影

效果，分析得出合适的固化时间．

３）测定适合显影的碱溶液质量浓度．在５块载玻片上相同大小的区域，涂上相同厚度的树脂．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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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用质量分数为１％，２％，３％，４％，５％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冲洗样品５ｍｉｎ，显影后，对比显影效果，

分析得出合适的碱溶液质量分数．该处的质量分数梯度是根据李智玲等
［９］研究碱溶性树脂中显影用质

量分数为１％的 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以及朱安峰等
［１０］研究碱溶性光敏树脂中显影用质量分数为３％的

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所设定的．

４）在５块载玻片上相同大小的区域，涂上不同厚度的树脂．表干后称量其质量，再运用试验方法２，

３的结果，用合适的光照时间照射样品，再用合适质量浓度的溶液冲洗样品５ｍｉｎ．显影后，烘干并称量．

最后，计算树脂的固化率（显影后质量／显影前质量）．

５）测定合适的树脂保护层厚度．将试验方法１中烘干后的样品，用紫外线照射固化样品，照射时间

为试验方法２中得出的合适的固化时间，并用试验方法３得到合适质量浓度的弱碱溶液冲洗样品，观察

显影的效果．结合试验方法１的结果，分析得到最佳厚度范围，树脂厚度用数显（千分）指示表测定．

３．４　结果与分析

烘烤表干的时间测定结果及分析，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犿为质量；犿０ 为初始质量；狋为时间．

由图４可知：８０℃烘烤４０ｍｉｎ后，树脂保护层的质量基本趋于稳定．整体看来，样品１～６的质量趋

图４　烘烤表干过程中树脂的质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ｒｅ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ｂ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于稳定的时间是逐渐增加的，表明树脂保护层越薄完全表

干时间越短；３０ｍｉｎ后，样品１，２，３，４，５的质量基本不发生

变化，样品６的质量发生微小的变化，这是由于样品６的保

护层较厚的缘故，完全表干的时间更长．因此，选烘烤表干

的时间为４０ｍｉｎ．

２）紫外线固化的时间测定结果及分析，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照射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时间太短，树脂

不足以固化，显影效果不好；时间太长，紫外光的散射现象

会对特定部位以外的部分进行固化，即显影范围会变大，弱

碱清洗后，残留面积增大．因此，选取的照射时间既要节省

时间，高效，又要对特定部分充分固化，而不对周围部分进

行固化．紫外线照射时间在５０～８０ｓ范围内可满足要求，

但是考虑到样品加工工时越短越好的要求，因此，选择紫外线照射的时间为５０ｓ最合适．

（ａ）１０ｓ （ｂ）２０ｓ （ｃ）３０ｓ （ｄ）４０ｓ （ｅ）５０ｓ （ｆ）６０ｓ （ｇ）７０ｓ （ｈ）８０ｓ （ｉ）９０ｓ

图５　不同固化时间树脂的显影效果及碱洗现象

Ｆｉｇ．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ｗａｓｈｉｎｇｏｆｒｅｓｉ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ｒｉｎｇｔｉｍｅ

　　３）适合显影的碱溶液质量浓度的测定结果和分析，如图６所示．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４％ （ｅ）５％

图６　样品在不同质量分数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中的显影效果

Ｆｉｇ．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Ｎａ２ＣＯ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用质量分数为１％和２％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冲洗样品５ｍｉｎ，未被紫外线照射过的树脂也

会部分残留；而用质量分数为３％，４％和５％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可将未被紫外线固化的树脂清洗干净，但

是５％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清洗过的样品会有部分呈乳白色，影响被固化树脂层的质量．综合以上，选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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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为３％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进行显影．

４）显影前后树脂层的质量，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犿１，犿２，犿３，犿４ 分别为未涂覆树脂、初始树脂、烘

表１　显影前后树脂层的质量变化情况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编号 犿１／ｇ 犿２／ｇ 犿３／ｇ 犿４／ｇ η／％

１ ０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２３ ９９．１０

２ ０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２７２ ９９．６０

３ ０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５０９ ９９．４０

４ ０ ０．１０５８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８３３ ９９．８０

５ ０ ０．１５１９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１９４ ９９．５０

干４０ｍｉｎ的树脂、紫外固化５０ｓ并显影后

的树脂的质量；η为固化率．由表１可知：

固化率平均值为９９．４８％；表干的碱溶性

光敏树脂经紫外线照射５０ｓ固化后，基本

不溶于弱碱，平均固化率高达９９．４８％，固

化效果很好．

　　５）合适的树脂保护层厚度的测定结

果与分析，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样品

１，２显影不完整，样品６显影会呈现部分乳白色，这说明样品６树脂层太厚，显影部分未被完全固化．再

结合实验１的结果，则样品３，４，５的厚度范围１９４～３６６μｍ可作为树脂保护层的选择依据．

（ａ）７８μｍ　　 （ｂ）１２１μｍ　　 （ｃ）１９４μｍ　　 （ｄ）３０４μｍ　　 （ｅ）３６６μｍ　　 （ｆ）４４２μｍ

图７　不同厚度树脂层的显影效果

Ｆｉｇ．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ｉｎ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４　结论

文中提出一种碱溶性光敏树脂保护层的产生与消除的方法，通过试验分析得到以下２点结论．

１）树脂层越薄，完全表干的速度越快，一般情况下，完全烘烤表干的合适时间是４０ｍｉｎ．要达到完

全固化，紫外线照射时间在５０～８０ｓ范围内可满足要求，但是考虑到工件加工工时的要求，因此，选择

紫外线照射的时间为５０ｓ最合适．烘烤表干后的碱溶性光敏树脂，经紫外线照射５０ｓ固化后，基本不溶

于弱碱溶液，固化率高达９９．４８％．

２）对于实验中的碱溶性光敏树脂材料，显影用的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３％；树脂保护层

的合适的厚度范围为１９４～３６６μｍ；脱膜的时间一般是１～２ｍｉｎ，冲洗后，脱膜率接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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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人群搜索算法的汽车

半主动悬架犔犙犌控制

李军，方春杰

（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针对某款乘用车的悬架系统，建立１／４车辆２自由度半主动悬架动力学模型，并对模型的输出指标进

行加权处理，得到性能指标函数．鉴于性能指标函数中各权重不易确定的特点，运用人群搜索算法对函数各权

重进行寻优，并采用线性二次高斯（ＬＱＧ）最优控制算法对悬架的阻尼力进行控制．最后，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

ｌｉｎｋ中搭建仿真模型，对悬架的性能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基于人群搜索算法的ＬＱＧ控制能够较好

地减小车身加速度（ＢＡ）、悬架动挠度（ＳＷＳ）及轮胎动变形（ＤＴＤ），有效地改善车辆的平顺性和乘坐舒适性．

关键词：　半主动悬架；人群搜索算法；线性二次高斯控制；平顺性；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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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被动悬架的刚度和阻尼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均不可调，难以适应路面的复杂性及多样性，进而限

制了车辆平顺性及乘坐舒适性的提升．主动悬架虽可以根据路面激励大小和车辆运行状态，适时调整作

动力的大小，但产生主动作动力需要安装独立的动力装置，因而提高了成本［１］；而半主动悬架以控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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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器阻尼力为目标，具有减振效果良好、成本相对低廉等优点．针对半主动悬架的控制问题，研究人员陆

续提出了诸多控制方法．严天一等
［２］采用粒子群算法优化模糊控制器的隶属度函数和模糊控制规则，提

出一种不依赖专家控制经验的粒子群模糊控制方法．么鸣涛等
［３］采用基于微分几何法的线性二次型调

节器（ＬＱＲ）控制方法，对某工程车辆半主动油气悬架进行控制．赵亮等
［４］提出了基于磁流变阻尼器和

小种群遗传算法的半主动悬架最优控制方法．孟杰等
［５］提出一种基于模拟退火算法的半主动悬架最优

控制方法．罗鑫源等
［６］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设计了减小半主动悬架系统输出指标车身加速度（ＢＡ）、

悬架动挠度（ＳＷＳ）及轮胎动变形（ＤＴＤ）的线性二次高斯（ＬＱＧ）控制器．本文以某款乘用车的悬架系统

为研究对象，建立１／４车辆２自由度半主动悬架动力学模型，并采用ＬＱＧ最优控制算法对半主动悬架

的阻尼力进行控制；然后，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搭建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以验证控制的有效性．

图１　半被动悬架

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１　半主动悬架动力学建模

为了反映车辆半主动悬架的动力学特性，建立１／４车辆２自由度半主动悬架

动力学模型［７］，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犿ｓ，犿ｕ 分别为簧载质量和非簧载质量；犝（狋）为可控阻尼力；犽ｓ，犽ｔ分

别为被动悬架刚度和轮胎等效刚度；犣ｓ，犣ｕ，犣ｑ分别为车身相对平衡位置的位移、

车轮相对平衡位置的位移、路面不平度的位移输入．根据图１，可以建立被动悬架

动力学方程，即

犿ｓ̈犣ｓ＋犽ｓ（犣ｓ－犣ｕ）－犝（狋）＝０，

犿ｕ̈犣ｕ＋犽ｔ（犣ｕ－犣狇）＋犽ｓ（犣ｓ－犣ｕ）＋犝（狋）＝
｝０． （１）

　　采用滤波白噪声的时域表达式模拟该模型的路面不平度输入，可得路面输入

表达式［８］为

犣狇 ＝－２π犳０犣狇＋２π 犌０槡 狌ω（狋）． （２）

式（２）中：犳０ 为下截止频率；犌０ 为路面不平度系数；狌为车速；ω（狋）为均值等于零的高斯白噪声．

设定悬架系统的３个输出指标分别为车身加速度、悬架动挠度和轮胎动变形，则模型的输出变量为

犢（狋）＝（̈犣ｓ　犣ｓ－犣犿　犣ｕ－犣狇）
Ｔ．选取状态变量为犡（狋）＝（犣ｓ　犣ｕ　犣ｓ　犣ｕ－犣狇）

Ｔ，将该运动学方程转

化为状态空间方程形式为

犡（狋）＝犃犡（狋）＋犅犝（狋）＋犈ω（狋），

犢（狋）＝犆犡（狋）＋犇犝（狋） ｝．
（３）

式（３）中：各系数矩阵分别为

犃＝

０ ０ －
犽ｓ
犿ｓ

犽ｓ
犿ｓ

０

０ ０
犽ｓ
犿ｓ

犽ｓ＋犽ｔ
犿ｕ

犽ｔ
犿ｕ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π犳

烄

烆

烌

烎０

，　　犅＝
１

犿ｓ
　－

１

犿ｕ
　０　０　（ ）０

Ｔ

，

犆＝

０ ０ －
犽ｓ
犿ｓ

犽ｓ
犿ｓ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

烄

烆

烌

烎１

，　　犇＝
１

犿ｓ
　０　（ ）０

Ｔ

，　　犈＝ ０　０　０　０　２π 犌０槡（ ）狌
Ｔ
．

２　半主动悬架系统控制

２．１　半主动悬架系统犔犙犌控制器的设计

采用ＬＱＧ最优控制算法对半主动悬架施加控制，旨在降低车身加速度，减小轮胎动变形及限制悬

７４４第４期　　　　　　　　　　 李军，等：采用人群搜索算法的汽车半主动悬架ＬＱ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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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动挠度．对上述３个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得到悬架性能指标函数
［９］为

犑＝ｌｉｍ
犜→∞

１

犜∫
犜

０

［狇１̈犣
２
ｓ＋狇２（犣ｓ－犣ｕ）

２
＋狇３（犣ｕ－犣ｑ）

２］ｄ狋． （４）

式（４）中：狇１，狇２，狇３ 分别为车身加速度、悬架动挠度和轮胎动变形的权重．

将式（４）转化成二次型形式
［６］，则有

犑＝ｌｉｍ
犜→∞

１

犜∫
犜

０

（犡Ｔ犙犡＋犝
Ｔ犚犝＋２犡

Ｔ犖犝）ｄ狋． （５）

式（５）中：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狇２＋
狇１犽

２
ｓ

犿２ｓ
－狇２－

狇１犽
２
ｓ

犿２ｓ
０

０ ０ －狇２－
狇１犽

２
ｓ

犿２ｓ
狇２＋狇３＋

狇１犽
２
ｓ

犿２ｓ
－狇３

０ ０ ０ －狇３ 狇

烄

烆

烌

烎３

；犚＝
狇１
犿２ｓ
；犖＝ ０　０　－

狇１犽ｓ
犿２ｓ
　
狇１犽ｓ
犿２ｓ
　（ ）０

Ｔ

．

当车辆悬架结构参数和各指标权重确定后，可由Ｒｉｃｃａｔｉ方程求得最优控制反馈增益矩阵犓，即

犘犃＋犃
Ｔ犘－（犘犅＋犖）犚－

１（犅Ｔ犘＋犖
Ｔ）＋犙＝０． （６）

　　由式（６）可求出犓＝犅
Ｔ犘＋犖Ｔ．

根据半主动悬架系统的状态变量犡（狋），可得最优的阻尼控制力为

犝（狋）＝－犓犡（狋）． （７）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线性二次高斯最优控制器设计函数［犓，犛，犈］＝ＬＱＲ（犃，犅，犙，犚，犖）
［１０］，求解

出矩阵犓．根据式（３），（７），将半主动悬架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转化为

犡（狋）＝ （犃－犅犓）犡（狋）＋犈ω（狋），

犢（狋）＝ （犆－犇犓）犡（狋） ｝．
（８）

２．２　犔犙犌控制器的犛犗犃优化设计

为了解决半主动悬架系统性能指标函数中各权重不易确定的问题，采用相应的群智能算法对ＬＱＧ

控制器进行优化．人群搜索算法（ＳＯＡ）是一种新型的群智能算法
［１１］，它通过对人的不确定性推理行为

和搜寻经验梯度行为的模拟，求解得到问题的最优解．ＬＱＧ控制器的ＳＯＡ算法优化有以下５个方面．

２．２．１　参数编码　设种群犛中搜索者个体数为狀，每个搜索者个体位置向量由ＬＱＧ控制器的３个权

重狇１，狇２，狇３ 构成，即个体位置向量的维度犱＝３．令犡＝（狇１，狇２，狇３），则可将种群表示为

犛狀·犱 ＝

狇
１
１ 狇

１
２ 狇

１
３

狇
２
１ 狇

２
２ 狇

２
３

  

狇
狀
１ 狇

狀
２ 狇

狀

烄

烆

烌

烎３

＝

犡１

犡２



犡

烄

烆

烌

烎狀

． （９）

２．２．２　适应度函数的确定　考虑到半主动悬架系统的输出指标车身加速度（ＢＡ）、悬架动挠度（ＳＷＳ）

及轮胎动变形（ＤＴＤ）的综合最优，需要统一这三者的量纲．因此，将ＳＯＡ算法的适应度函数设定为

ｍｉｎ犳＝ＲＭＳ［̈犣ｓ（犡）］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ＲＭＳ［̈犣ｓ（犡）］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ＭＳ［（犣ｓ－犣ｕ）（犡）］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ＲＭＳ［（犣ｓ－犣ｕ）（犡）］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ＭＳ［（犣ｕ－犣狇）（犡）］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ＲＭＳ［（犣ｕ－犣狇）（犡）］Ｐａｓｓｉｖｅ． （１０）

式（１０）中：犡＝（狇１，狇２，狇３）；犡犻∈［１，１０
６］，犻＝１，２，３；ＲＭＳ为相应指标数据的均方根值．

该ＳＯＡ算法的适应度函数还需满足３个条件
［１２］，即

ＲＭＳ［̈犣ｓ（犡）］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ＲＭＳ［̈犣ｓ（犡）］Ｐａｓｓｉｖｅ≤１，

ＲＭＳ［（犣ｓ－犣ｕ）（犡）］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ＲＭＳ［（犣ｓ－犣ｕ）（犡）］Ｐａｓｓｉｖｅ≤１，

ＲＭＳ［（犣ｕ－犣狇）（犡）］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ＲＭＳ［（犣ｕ－犣狇）（犡）］Ｐａｓｓｉｖｅ≤

烍

烌

烎１．

（１１）

２．２．３　搜索步长的确定　人群搜索算法的不确定性推理行为是利用模糊系统的逼近能力模拟人的智

能搜索行为，以建立目标函数值和步长之间的联系［１３］．因此，将人群搜索算法的搜索步长模糊变量表示

８４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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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斯隶属度函数的形式，即

犝（狓）＝ｅｘｐ（
－（狓－狌）

２

２δ
２

）． （１２）

式（１２）中：犝 为高斯隶属度；δ，狌均为隶属度函数参数；狓为输入变量，若狓的取值超出［狌－３δ，狌＋２δ］，

且满足条件犝（狌＋３δ）＜０．０１１１，则可忽略此时的隶属度，故设定犝ｍｉｎ＝０．０１１１．

目标函数的模糊变量采用线性递减的隶属度函数，使隶属度与函数值的排列成正比，可将其表示为

犝犻＝犝ｍａｘ－
狊－犐犻
狊－１

（犝ｍａｘ－犝ｍｉｎ），　　犻＝１，２，…，狀． （１３）

式（１４）中：犝犻为目标函数值犻的隶属度；狀为种群大小；犐犻 为种群目标函数值按降序排列后狓犻（狋）的序

号；犝ｍａｘ为最大隶属度值，取犝ｍａｘ＝１．

为了模拟搜索行为的随机性，可以得到犼维搜索空间目标函数值犻的隶属度犝犻，犼为

犝犻，犼 ＝ｒａｎｄ（犝犻，１），　　犼＝１，２，…，犱． （１４）

　　由式（１４）可得搜索步长的表达式为

α犻，犼 ＝δ犻，犼 －ｌｎ（犝犻，犼槡 ）． （１５）

式（１５）中：α犻，犼为犼维搜索空间的搜索步长；δ犻，犼为高斯隶属度函数参数，珔δ犻，犼＝ω·｜狓ｍｉｎ－狓ｍａｘ｜，其中，狓ｍａｘ，

狓ｍｉｎ分别为同一种群的最大和最小目标函数值的位置；ω为惯性权重．

惯性权重ω随着进化代数的增加，从０．９线性递减至０．１，即ωｍａｘ＝０．９，ωｍｉｎ＝０．１，则有

ω＝
ｉｔｅｒｍａｘ－ｉｔｅｒ

ｉｔｅｒｍａｘ
． （１６）

式（１６）中：ｉｔｅｒｍａｘ为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为当前迭代次数．

２．２．４　搜索方向的确定　分析人的利己行为、利他行为及预动行为，并进行建模，可得任意第犻个搜寻

图２　人群搜索算法优化

ＬＱＧ控制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

ＬＱ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Ｏ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者个体的利己方向犱犻，ｅｇｏ，利他方向犱犻，ａｌｔ和预动行为犱犻，ｐｒｏ
［１４］为

犱犻，ｅｇｏ（狋）＝狆犻，ｂｅｓｔ－狓犻（狋），

犱犻，ａｌｔ（狋）＝犵犻，ｂｅｓｔ－狓犻（狋），

犱犻，ｐｒｏ（狋）＝狓犻（狋１）－狓犻（狋２）

烍

烌

烎．

（１７）

　　综合考虑利己方向、利他方向和预动方向，由这３个方向随

机加权几何平均产生搜索方向［１１］，即

犱犻，犼（狋）＝ｓｉｇｎ（ω犱犻，犼，ｐｒｏ＋φ１犱犻，犼，ｅｇｏ＋φ２犱犻，犼，ａｌｔ）． （１８）

式（１７），（１８）中：狓犻（狋１），狓犻（狋２）分别为｛狓犻（狋－２），狓犻（狋－１），狓犻（狋）｝

中的最佳位置；狆犻，ｂｅｓｔ为第犻个搜寻者个体到目前为止经历过的最

佳位置；犵犻，ｂｅｓｔ为第犻个搜寻者个体所在邻域的集体历史最佳位

置；φ１，φ２∈［０，１］．

２．２．５　搜寻者个体位置的更新　在搜寻步长、搜寻方向确定之

后，对搜寻者个体的位置进行更新，操作［１３］为

Δ狓犻，犼（狋＋１）＝α犻，犼（狋）犱犻，犼（狋），

狓犻，犼（狋＋１）＝狓犻，犼（狋）＋Δ狓犻，犼（狋＋１）
｝． （１９）

　　采用人群搜索算法优化ＬＱＧ控制器设计过程，如图２所示．

３　车辆悬架系统仿真分析

３．１　悬架系统仿真条件的设定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建立车辆半主动悬架系统的仿真

模型，如图３所示．选取某款乘用车的悬架系统，其中，簧载质量犿ｓ＝３４０ｋｇ；非簧载质量犿ｕ＝４０ｋｇ；悬

架刚度犽ｓ＝２０ｋＮ·ｍ
－１；轮胎等效刚度犽ｔ＝２２０ｋＮ·ｍ

－１；路面输入采用Ｂ级路面均值为零的白噪声

输入，其路面不平度系数为犌０＝６４×１０
－６ｍ３；行驶车速狌＝２０ｍ·ｓ－１；下截止频率犳０＝０．１Ｈｚ；仿真

时间狋＝１０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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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车辆半主动悬架系统仿真

Ｆｉｇ．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３．２　悬架系统仿真结果及分析

设ＳＯＡ算法的搜索者个体数狀＝１０００，

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１０００，狇１，狇２，狇３ 的搜索

范围均为［１，１０６］．为了验证半主动悬架性能

的控制效果，将其与被动悬架系统进行对比仿

真，仿真结果如图４～７所示．

　　通过人群搜索算法优化ＬＱＧ控制器，可

得到狇１＝２１４．９８８４，狇２＝５．００３８×１０
５，狇３＝

８．１０１９×１０５．与传统的悬架系统ＬＱＧ控制

方法相比，该控制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控制过

程中性能指标函数各权重不易确定的问题．

由图４，５可知：与被动悬架相比，半主动

悬架车身加速度（̈犣ｓ）减幅明显，且在低频范围

内，半主动悬架车身加速度功率谱密度（ＰＳＤ）降幅较大．由图６，７可知：半主动悬架动挠度（犣ｓ－犣ｕ）变

化曲线、轮胎动变形（犣ｕ－犣ｑ）变化曲线均为被动悬架相应曲线所包络，因而其动挠度和轮胎动变形均

有所减小．

　图４　被动和半主动悬架的车身加速度变化曲线 图５　被动和半主动悬架的车身加速度功率谱密度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ｂｏｄ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ｄ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６　被动和半主动悬架的动挠度变化曲线 图７　被动和半主动悬架的轮胎动变形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ｐａｃ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ｉ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被动和半主动悬架性能指标数据对比，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ＲＭＳ（ＢＡ）为车身加速度均方根值；

ＲＭＳ（ＳＷＳ）为悬架动挠度均方根值；ＲＭＳ（ＤＴＤ）为轮胎动变形均方根值；ａｂｓ（ＢＡ）ｍａｘ为车身加速度最

大绝对值；ａｂｓ（ＳＷＳ）ｍａｘ为悬架动挠度最大绝对值；ａｂｓ（ＤＴＤ）ｍａｘ为轮胎动变形最大绝对值．由表１可

知：半主动悬架性能指标相对于被动悬架的减幅依次为ＲＭＳ（ＢＡ）和ａｂｓ（ＢＡ）ｍａｘ分别下降了６１．６８％，

６１．５０％；ＲＭＳ（ＳＷＳ）和ａｂｓ（ＳＷＳ）ｍａｘ分别减小了４．１７％，１３．０７％；ＲＭＳ（ＤＴＤ），ａｂｓ（ＤＴＤ）ｍａｘ则分别

下降了９．３８％和３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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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被动与半主动悬架性能指标数据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

性能指标 ＲＭＳ（ＢＡ）／
ｍ·ｓ－２

ＲＭＳ（ＳＷＳ）／
ｍ

ＲＭＳ（ＤＴＤ）／
ｍ

ａｂｓ（ＢＡ）ｍａｘ／

ｍ·ｓ－２
ａｂｓ（ＳＷＳ）ｍａｘ／

ｍ
ａｂｓ（ＤＴＤ）ｍａｘ／

ｍ

被动悬架 １．８４１３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３２ ８．５４１３ ０．１０３３ ０．０２１３

半主动悬架 ０．７０５５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２９ ３．２８８１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１４６

　　综上所述，与未施加任何控制的被动悬架系统相比，采用基于ＳＯＡ算法优化ＬＱＧ控制的半主动

悬架系统，有效地降低了车身的垂直振动，减少了限位块冲击车身、轮胎跳离地面的可能性，从而改善了

车辆的平顺性和乘坐舒适性．

４　结束语

针对某款乘用车悬架系统，建立１／４车辆２自由度半主动悬架动力学模型．采用人群搜索算法优化

半主动悬架系统性能指标函数的权重，解决了函数中各权重不易确定的问题，并利用ＬＱＧ最优控制算

法对半主动悬架系统的阻尼力进行控制，结合Ｂ级路面工况进行对比仿真分析．结果表明，与被动悬架

系统相比，采用该控制方法可以减小车身加速度、悬架动挠度及轮胎动变形，有效地降低了车身的垂向

振动，减少了限位块冲击车身、轮胎跳离地面的可能性，对于提高汽车的平顺性和乘坐舒适性具有一定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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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设计

及其运动学分析

夏田，桓茜，陈宇，徐建林，韩瑞琪

（陕西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要：　采用电机驱动方式，设计一种用于辅助行走和康复训练的人体下肢外骨骼康复装置．将下肢外骨骼简

化为矢状面内的五杆机构，建立相应的Ｄ?Ｈ（Ｄｅｎａｖｉｔ?Ｈａｒｔｅｎｂｅｒｇ）模型，推导出一个步态周期内髋关节、膝关

节、踝关节和脚尖的坐标方程．在 ＡＤＡＭＳ环境下，对下肢外骨骼进行运动学仿真分析，所得到的髋关节、膝

关节和踝关节的坐标变化曲线表明：下肢外骨骼各关节在空间中具有连续的运动轨迹．

关键词：　下肢外骨骼；五杆机构；运动学方程；Ｄ?Ｈ模型；仿真分析；ＡＤＡＭ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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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底，我国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到总人口的１６％，呈现出老龄化趋势．老年人的行走运

动障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运作的一个巨大压力．用于辅助康复和治疗的机器人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帮助

老年人、残疾人和运动障碍患者进行辅助行走和康复训练，机器人辅助下肢康复的领域也得到了迅速地

发展［１?４］．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是一种具有一定可穿戴性的机械系统装置，要求外骨骼装置与人体下

肢高度地耦合以辅助人体下肢运动，即要求其工作原理应尽可能地满足人体下肢的运动机理，实现一种

整体的协调运动．本文采用电机驱动方式，设计出一种下肢外骨骼机械结构，建立了下肢外骨骼的Ｄ?Ｈ

（Ｄｅｎａｖｉｔ?Ｈａｒｔｅｎｂｅｒｇ）运动学模型，并在ＡＤＡＭＳ环境下对其运动学方程进行了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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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行走步态周期

Ｆｉｇ．１　Ｈｕｍａｎｇａｉｔｃｙｃｌｅ

１　人体步态参数

一个步态周期是指从一侧足跟着地到

该足跟再次着地所经历的时间，如图１所

示．以右腿（图中黑色部分）为研究对象，将

整个步态周期划分为３个典型的步态时

相，包括单腿支撑相、双腿支撑相和摆动

相．其中，支撑相表示足部和支撑面之间接

触，摆动相表示足部和支撑面之间离开［５］．

一个步态周期内，左侧腿和右侧腿上

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屈／伸角度（α）

随着时间（狋）的关系曲线，如图２所示．由图

２可知：髋关节屈／伸的活动度为－２．４０°～２９．００°；膝关节屈／伸的活动度为１．２５°～５４．００°；踝关节背

屈／趾屈的活动度为－４．００°～３３．００°．

　　（ａ）左腿 （ｂ）右腿

图２　人体步态运动数据

Ｆｉｇ．２　Ｈｕｍａｎｇａｉ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表１　下肢外骨骼的自由度

Ｔａｂ．１　ＤＯＦ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名称 自由度 运动副 运动形式

髋关节 ３ 转动副 内收／外展屈／伸

膝关节 １ 转动副 旋内／旋外屈／伸

踝关节 ３ 转动副
内翻／外翻背屈／
趾屈旋内／旋外

２　下肢外骨骼结构设计

２．１　下肢外骨骼结构特征

下肢外骨骼结构特征，如表１所示．对人体下肢

向机械进行简化，将大小腿及脚骨头视为刚性杆件，

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视为杆件之间的运动副，肌

图３　可穿戴式下肢外骨骼机械结构

Ｆｉｇ．３　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

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肉组织则起着驱动的作用．

２．２　下肢外骨骼机械结构设计

一种电机驱动型的仿人型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如图３所示．

它主要包括动力源、背带架、髋部支架、髋部驱动、膝部驱动和踝部机

构等．根据各关节的力矩，在下肢外骨骼髋关节和膝关节处分别设计

一个驱动电机，髋关节处电机和大腿部采用垂直布置方式；膝关节处

电机和小腿采用平行布置方式，并且电机和膝关节之间设计一个直

角锥齿轮的换向装置．这种布位方式使膝关节处的横向尺寸减小，提

高了膝部安装和驱动的稳定性，更加有利于人体的正常平稳行走．

人正常行走时，踝关节背屈／趾屈运动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又因

踝关节自身空间比较狭小，且大多数踝关节处的扭伤主要发生在背

屈／趾屈上，故踝关节处的设计只保留实现人体踝关节背屈／趾屈运

动的１个自由度．各关节的自由度处分别设计有限位结构的功能，以

满足各关节的活动度．此外，身高１６０～１８０ｃｍ的人群大小腿长度变

３５４第４期　　　　　　　　　　　　夏田，等：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设计及其运动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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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Ｄ?Ｈ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Ｈｍｏｄｅ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化范围约６ｃｍ，故在下肢外骨骼大小腿构件上有６ｃｍ以上的长度调节．

３　下肢外骨骼的运动学建模

３．１　犇?犎模型的建立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由多个刚性构件串联而成的开环链式结

构［６］．由于下肢外骨骼的对称性，只需建立一侧外骨骼的模型即可，将其简

化为五杆模型，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犗０犡０犢０犣０ 是建立在背带架和髋部支

架连接处的坐标系；犗１，犗２ 和犗３ 分别为髋关节（屈／伸）、膝关节（屈／伸）和

踝关节（背屈／趾屈）的运动坐标系原点；犾１，犾２，犾３ 和犾４ 分别为髋部支架、大

腿、小腿和脚部构件的长度；θ犻为杆件犻与坐标系狓 轴之间的夹角；α犻 为相

邻坐标系狕轴之间的夹角；犱犻为相邻坐标系狕轴之间的距离．在矢状面内，

表２　Ｄ?Ｈ模型运动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Ｄ?Ｈｍｏｄｅｌ

犻 犱犻 θ犻 犾犻 α犻

１ ０ ０ 犾１ ０

２ ０ θ２ 犾２ ０

３ ０ θ３ 犾３ ０

４ ０ θ４ 犾４ ０

各关节的轴线和坐标系原点均在同一平面内，故α犻＝０，犱犻＝０，下肢外

骨骼Ｄ?Ｈ模型的运动参数，如表２所示．

　　下肢外骨骼Ｄ?Ｈ模型中相邻杆件的位姿矩阵分别为

犕０１ ＝

１ ０ ０ 犾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犕１２ ＝

ｃｏｓθ２ －ｓｉｎθ２ ０ 犾２ｃｏｓθ２

ｓｉｎθ２ ｃｏｓθ２ ０ 犾２ｓｉｎθ２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犕２３ ＝

ｃｏｓθ３ －ｓｉｎθ３ ０ 犾３ｃｏｓθ３

ｓｉｎθ３ ｃｏｓθ３ ０ 犾３ｓｉｎθ３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犕３４ ＝

ｃｏｓθ４ －ｓｉｎθ４ ０ 犾４ｃｏｓθ４

ｓｉｎθ４ ｃｏｓθ４ ０ 犾４ｓｉｎθ４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３．２　运动学分析

下肢外骨骼的运动学正问题是根据图１所知的各关节的角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求解各关节

相对于坐标系犗０犡０犢０犣０ 的位置和姿态，进而得到步态周期内各关节随时间的轨迹变化曲线．

下肢外骨骼膝关节、踝关节及脚尖相对于坐标系犗０犡０犢０犣０ 的位姿矩阵分别为

犕０２ ＝犕０１×犕１２ ＝
犚０２ 犘０２［ ］
０ １

，　　犕０３ ＝犕０２×犕２３ ＝
犚０３ 犘０３［ ］
０ １

，

犕０４ ＝犕０３×犕３４ ＝
犚０４ 犘０４［ ］
０ １

．

上式中：犚０２，犚０３和犚０４分别表示膝关节、踝关节和脚尖的姿态；犘０２，犘０３和犘０４分别表示膝关节、踝关节和

脚尖的位置．又因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分别为其运动坐标系的原点，根据齐次坐标变换原理，可知各

关节及脚尖在矢状面内相对于坐标系犗０犡０犢０犣０ 的齐次坐标方程为

犱ｈｉｐ［ ］
１
＝犕０１×［ ］０

１
＝
犘０１［ ］
１
，　　

犱ｋｎｅｅ［ ］
１

＝犕０２×［ ］０
１
＝
犘０２［ ］
１
，

犱ａｎｋｌｅ［ ］
１

＝犕０３×［ ］０
１
＝
犘０３［ ］
１
，　　

犱ｔｏｅ［ ］
１
＝犕０４×［ ］０

１
＝
犘０４［ ］
１
．

上式中：犱ｈｉｐ，犱ｋｎｅｅ，犱ａｎｋｌｅ和犱ｔｏｅ分别为步态周期内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和脚尖的坐标方程．

取θ２＝９０°，θ３＝０°，θ４＝９０°，即为人体站姿，θ２′＝０°，θ３′＝９０°，θ４′＝９０°，即为人体坐姿，将其分别代入

上式，则可得两种姿态下各关节的坐标为

犱ｈｉｐ＝ ［犾１　０　０］
Ｔ，　　犱ｋｎｅｅ＝ ［犾１　犾２　０］

Ｔ，　　犱ａｎｋｌｅ＝ ［犾１　犾２＋犾３　０］
Ｔ，

犱′ｈｉｐ＝ ［犾１　０　０］
Ｔ，　　犱

′
ｋｎｅｅ＝ ［犾１＋犾２　０　０］

Ｔ，　　犱
′
ａｎｋｌｅ＝ ［犾１＋犾２　犾３　０］

Ｔ．

　　根据各关节的坐标式可知，人体正常站和坐时，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各关节的位姿符合要求，说明

下肢外骨骼的运动学分析是正确合理的．

４５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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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运动学仿真分析

４．１　犃犇犃犕犛环境下的仿真

将图２所示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简化模型导入ＡＤＡＭＳ中，分析其在一个步态周期（１．５ｓ）中矢

状面内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运动轨迹变化曲线，验证下肢外骨骼装置模拟人体行走的合理性，

有如下３个主要分析过程．

１）下肢外骨骼各关节连接处定义为旋转副约束，在髋部支架的质心位置设定为移动副约束，在脚

部构件与行走支撑面之间设定为接触力约束（ｓｏｌｉｄ?ｓｏｌｉｄ）
［７］．

２）图１所示一个步态周期内各关节的角度随时间的变化数据，将其保存为．ｔｘｔ格式，导入 ＡＤ

ＡＭＳ中生成左腿和右腿各个关节的Ｓｐｌｉｎｅ曲线函数
［８?９］．

３）在各关节的旋转副约束处设定为旋转驱动，并将各关节的驱动函数修改为ＡＫＩＳＰＬ（ｔｉｍｅ，０，

ＳＰＬＩＮＥ＿１，０）１ｄ，ＡＫＩＳＰＬ（ｔｉｍｅ，０，ＳＰＬＩＮＥ＿２，０）１ｄ等．

图５　样机模型的运动仿真

Ｆｉｇ．５　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ｌ

人体正常行走的步态周期为１．５ｓ，故仿真时间设

定为１．５ｓ．图５为一个步态周期内样机模型的仿真运

动．图５中：各关节具有连续的运动轨迹，可以满足下肢

运动的可达性，符合人体正常行走的运动特征．以下肢

外骨骼的右侧腿为例，仿真结束后，在坐标系犗０犡０犢０犣０

对应的位置处创建 Ｍａｒｋｅｒ点（即坐标点犗０），分别测量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相对于该 Ｍａｒｋｅｒ点的

距离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

　　（ａ）髋关节的水平方向　　　　　　　　　　　　　　（ｂ）髋关节的竖直方向

　　（ｃ）膝关节的水平方向　　　　　　　　　　　　　　（ｄ）膝关节的竖直方向

　　（ｅ）踝关节的水平方向　　　　　　　　　　　　　　（ｆ）踝关节的竖直方向

图６　各关节相对于该 Ｍａｒｋｅｒ点的距离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ｊｏｉ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ｒｐ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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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仿真结果分析

下肢外骨骼在一个步态周期内，髋关节（屈／伸）设计在髋部支架的下端，髋关节的坐标原点犗１ 相

对于坐标点犗０ 在犡和犢 方向上的运动是不变的，故髋关节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变化曲线为一条直

线（图６（ａ））．其中，竖直方向的５０ｍｍ为实体结构中髋关节中心与髋部支架之间的杆件长度，而在Ｄ?

Ｈ模型的理论分析中，未考虑结构的实际装配，故犱ｈｉｐ的狔值为０．

膝关节（屈／伸）和踝关节（背屈／趾屈）的坐标原点犗２ 和犗３ 相对于坐标点犗０ 在犡和犢 方向上的运

动是变化的．图６（ｂ）中：０．５ｓ时刻，下肢外骨骼右侧腿的大腿处于竖直支撑状态，膝关节水平方向上与

犗０ 点的距离为１２５ｍｍ，膝关节竖直方向有最大值５４６ｍｍ，即右侧腿的膝关节中心与髋部支架之间的

杆件总长度为５４６ｍｍ（图２中大腿杆件长４９６ｍｍ）；１．１２ｓ时刻，右侧腿的大腿摆动到最大位置，膝关

节水平方向有最大值３５３ｍｍ，竖直方向有最小值４８３ｍｍ．图６（ｃ）中的最大值９４２ｍｍ表示在竖直支

撑状态时踝关节中心与髋部支架之间的杆件总长度（图２中小腿杆件长３９６ｍｍ）．

５　结论

１）采用电机驱动方式，设计出一种人体下肢外骨骼康复装置，并且膝关节和电机之间设计有直角

锥齿轮的换向装置，踝关节处的设计只保留１个实现踝关节背屈／趾屈运动的自由度，各关节的自由度

处分别设计有限位结构的功能．

２）在矢状面内，将下肢外骨骼简化为五杆机构，建立其Ｄ?Ｈ数学模型，推导出一个步态周期内髋

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和脚尖的运动学方程．

３）通过ＡＤＡＭＳ的仿真分析，得到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坐标变化曲线，结果表明：各关节在

空间中具有连续的运动轨迹，并且各关节仿真曲线符合理论分析，为下肢外骨骼的结构设计和运动学研

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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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原位修复

土壤中三氯乙烯的中试实验

刘春骁１，２，李云琴３，周真明１，２，李飞１，２，邹景１，２，苑宝玲１，２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市政与环境工程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福州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　采用熔化成型法，以环境友好型材料石蜡和硅砂为复合材料制备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ＣＲＰＣｓ）．将

制备的缓释体用于渗透反应墙（ＰＲＢ），通过小型砂槽实验比较缓释体在反应墙中横向、竖直放置对高锰酸钾

传质的影响；通过中试砂槽实验研究在连续进水条件下，缓释体在平行于水流和垂直于水流方向上对三氯乙

烯（ＴＣＥ）的去除效果．结果表明：横向放置比垂直放置更有利于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中活性组分在土壤中

的均匀传质；在横向放置渗透反应器中，平行水流对ＴＣＥ的去除效果稍好于垂直水流，但不论是平行水流还

是垂直水流放置，最终出水均未检出ＴＣＥ．通过２５ｄ的连续进水实验发现：各取样点的去除效果均维持在高

去除率，说明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剂可有效地去除土壤中的ＴＣＥ污染．

关键词：　三氯乙烯；高锰酸钾；渗透反应墙；氯代烃；控制释放；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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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ｏｉｌ

由于三氯乙烯（ＴＣＥ）的普遍应用和不合理的处理，导致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已经成为最为

广泛的污染物之一．原位化学氧化法是有效处理土壤及地下水中ＴＣＥ污染物的一种重要方法
［１?２］．常用

的氧化剂有过氧化氢［３］、Ｆｅｎｔｏｎ试剂
［４］、臭氧［５］和高锰酸钾［６］等，其中，高锰酸钾是最常用且最具工程

应用价值的氧化剂［７?８］．以往高锰酸钾修复 ＴＣＥ污染是一次性投加高锰酸钾，在高锰酸钾传输达到

ＴＣＥ相的过程中，会无选择性地与土壤和地下水体中的还原性物质反应，使得只有少部分氧化剂真正

与目标污染物ＴＣＥ反应，氧化剂的利用效率低，影响ＴＣＥ污染的修复效果
［９?１１］．因此，开发缓释型高锰

酸钾，使其既能减少无选择性的消耗，又能持久有效地释放高锰酸钾成了研究的目标．已开发的高锰酸

钾缓释剂有负载型、包覆型和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剂．负载型缓释剂制备简单但缓释效果差，缓释过程

不可控［１２］；包覆型高锰酸钾虽然缓释效果可持久，但制备工艺复杂，制备成品组分重复性差，不适合大

量生产［１３?１４］．曾秋生等
［１５］开发的复合型缓释剂综合了负载型和包覆型高锰酸钾缓释剂的优点，可实现

缓释剂的可控制备、规模生产和持久释放，但其在实际工程应用的研究还未深入开展．本文设计砂槽反

应器进行室内动态模拟实验，将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放置在渗透反应墙，研究污染持续动态情况下复

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在土壤中的均匀传质，以及高锰酸钾缓释后对土壤中ＴＣＥ的去除效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药品与仪器

实验所用自制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犇×犔＝１．４ｃｍ×１５．０ｃｍ，含１３．２ｇＫＭｎＯ４）
［１５］；三氯乙烯

（ＴＣＥ），分析纯（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ＩＫＡ ＲＷ２０ＤＳ２５型搅拌器（德国ＩＫＡ 公司）；

ＹＺ１５１５Ｘ型蠕动泵（河北保定兰格恒流泵有限公司）；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ｌａｂ５３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棱

光技术有限公司）；ＬＣ?１０Ａ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万用电炉．

１．２　中试反应砂槽的设计

实验选用垂直二维矩形弥散槽，研究ＴＣＥ在含水层中的重力分异及其对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去

除ＴＣＥ的影响．垂直二维矩形弥散槽的选择应遵循以下６点原则：１）弥散槽长宽足够大，以模拟多维

地下水流；２）弥散槽长宽也不能太大，保证试验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３）使用毒性相对小的化学试

剂及砂土，以减小试验对环境和试验人员影响；４）观测孔间距大小以可确定土层性质在空间上的变化

为准；５）可收集土样做水质分析和土样分析，且不影响试验水流流向；６）可精确控制边界条件和初始

条件，包括两头水位．根据上述原则，设计的垂直二维矩形弥散砂槽，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砂槽反应器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ｎｄｔａｎｋｒｅａ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１．３　反应砂槽装置参数

反应槽的总长度为１４０ｃｍ，宽为４０ｃｍ，高４５ｃｍ，材质为普通玻璃，整个反应槽分为５个功能区．

８５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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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Ⅰ区为进水池，尺寸为１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５ｃｍ．

２）Ⅱ区为模拟含水层污染区，尺寸为２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５ｃｍ，由４０～７０目的硅砂填充，填充高度为

３５ｃｍ．

３）Ⅲ区为渗透反应墙（ＰＲＢ），尺寸为４ｃｍ×４０ｃｍ×４５ｃｍ，材质为亚克力板，两侧壁各有１６个直

径为８ｍｍ的孔洞．整个ＰＲＢ为可抽出式，用于更换缓释体，操作简单方便，可以解决ＰＲＢ失效时难更

换活性介质的问题．

４）Ⅳ区为砂土区，尺寸为９６ｃｍ×４０ｃｍ×４５ｃｍ，由４０～７０目的硅砂装填，装填高度为３５ｃｍ，该

区为高锰酸钾活性组分与污染物充分反应区．在Ⅳ区，在距离ＰＲＢ分别为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ｃｍ的地方放了

４排取样井，每排又有３口取样井，等距离分布，总计１２个．每个取样井由３根直径为１７ｍｍ，壁厚为１

ｍｍ的ＰＶＣ管组合而成，埋深分别为９，１８，２７ｃｍ．ＰＶＣ管的底部用１００目的不锈钢网包裹，以防止砂

粒进入到监测孔中而影响监测孔的正常工作．各区之间由隔板隔开，隔板的板面打孔，并罩有１００目的

钢丝网，可以阻挡泥砂但可使水流渗过．为了减少ＴＣＥ溶液在反应槽中由于光照分解和挥发造成的损

失，在进水端和出水端用牛皮纸包住避光，且在水面上放置泡沫密封，在砂子的表面铺设塑料薄膜，以减

少ＴＣＥ的挥发．

５）Ⅴ区为出水池，尺寸为１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５ｃｍ．

１．４　犘犚犅中横向放置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对犜犆犈的去除

为了减少进水ＴＣＥ溶液的挥发，选择在线稀释高质量浓度ＴＣＥ的方法配制进水ＴＣＥ溶液．先用

ＴＣＥ溶液通入砂槽数天，直至反应槽中的砂子达到吸附饱和，反应槽继续连续进水运行７ｄ，直至反应

槽进水池ＴＣＥ质量浓度维持在１．０～３．５ｍｇ·Ｌ
－１之间；从第８天起，将可移动的装有横向放置复合型

高锰酸钾缓释体的ＰＲＢ放入槽中，渗透反应墙填充了２１６７．８ｇ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其中，共含有

６１９．４ｇ高锰酸钾．用恒流泵控制进水流量在２５ｍＬ·ｍｉｎ
－１，连续进水，每隔２４ｈ分别在进水点，１５个

取样点和出水点各取样一次．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Ｔｈｅｍ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０ｍｍ色谱柱，直径５μｍ；Ｌ?２４５５二极管阵列检测

器；流动相（体积比）为乙腈∶超纯水＝７０∶３０；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１；柱温为２５℃）测定各点的ＴＣＥ质

量浓度，并用分光光度法监测ＰＲＢ之后各检测点的高锰酸钾质量浓度．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进水方式的确定

根据ＵＳＥＰＡ的现场治理资料可知，除少数场地土壤中ＴＣＥ质量浓度高达每升上百毫克外，大部

图２　相同横截面不同深度的ＴＣＥ质量浓度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ｓａｍ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分场地的ＴＣＥ质量浓度都在每升几毫克

以内．因此，实验采用在线稀释的方法配置

进水ＴＣＥ溶液．首先，配成高质量浓度的

ＴＣＥ储备液，用两台蠕动泵，往进水池输

水．一台蠕动泵以５ｍＬ·ｍｉｎ－１的流速输

送ＴＣＥ储备液，另一台以２０ｍＬ·ｍｉｎ－１

流速输送自来水．通过进水池的搅拌器使

两种溶液混合均匀，同时，监测反应槽Ⅱ区

１＃，２＃，３＃在不同深度的ＴＣＥ质量浓度

（ρ（ＴＣＥ））的变化，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这种进水方式基本形成

了质量浓度较为接近实际均质 ＴＣＥ污染

区域，各深度的ＴＣＥ质量浓度基本稳定在

２ｍｇ·Ｌ
－１左右．通过出水端的出水口，保

持一定水头控制反应槽７１．４ｃｍ·ｄ－１的水

９５４第４期　　　　　　　刘春骁，等：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原位修复土壤中三氯乙烯的中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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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度，水流流经反应槽的时间需要约２ｄ，这保证了高锰酸钾与ＴＣＥ有充分接触的时间．

２．２　犘犚犅中缓释体的放置方式对 犕狀犗
－
４ 传质的影响

氧化剂与污染物的接触问题是影响ＴＣＥ去除效率的关键问题．根据Ｌｅｅ等
［８］的研究表明，由于

ＭｎＯ－４ 缺少横向传递，导致ＴＣＥ即使在足够的停留时间内仍不能达到完全去除的效果．实验比较了缓

释体在渗透反应墙中横向放置和垂直放置两种方式对高锰酸钾传质的影响，从而确定用于中试反应砂

槽实验中缓释体的放置方式，如图３所示．

（ａ）横向放置 （ｂ）垂直放置　　

图３　ＣＲＰＣｓ放置方式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ＲＰＣｓｓｅｔ?ｕｐ

为了减少工程量，该部分槽式实验装置按中试模型缩小，槽式实验装置材料为普通玻璃，外槽尺寸

（长×宽×高＝５０ｃｍ×２０ｃｍ×２０ｃｍ），内槽尺寸（长×宽×高＝４０ｃｍ×２０ｃｍ×２０ｃｍ），用硅砂将槽装

满．槽前、后分别设有１个进水池和１个出水池，池尺寸为（长×宽×高＝５ｃｍ×２０ｃｍ×２０ｃｍ），并用

１００目不锈钢筛网阻隔砂子进入进、出水池．然后，在距离进水池１５ｃｍ处放置４条复合高锰酸钾缓释

条（每条质量为５４ｇ，其中，高锰酸钾质量为１５．４ｇ，犇×犔＝１．４ｃｍ×１５．０ｃｍ）．在距离释放带每间隔６

ｃｍ设置３组不同埋深的监测井，每组有齐平的２个监测井，间隔７ｃｍ，沿中轴线对称分布．每个监测井

设置３个埋深（犺）分别为４，９，１４ｃｍ的管子．

通过蠕动泵进自来水，控制流量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定时从 Ｈ１，Ｈ１′，Ｈ２，Ｈ２′，Ｈ３，Ｈ３′的不同深度

（４，９，１４ｃｍ）共１８个取样点吸取水样，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现场分析检测．垂直放置方式下取样方式

同上．Ｈ１与Ｈ１′为距离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投放带６ｃｍ处的两个平行监测井；Ｈ２与 Ｈ２′，Ｈ３与

Ｈ３′分别为距离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投放带１２，１８ｃｍ处的两个平行监测井（Ｖ系列同理）．监测缓释

体不同放置方式对氧化剂扩散的影响，用于评价随着水平流动，在相同水平距离和不同深度下氧化剂的

扩散行为．横向放置和垂直放置对 ＭｎＯ－４ 传质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ρ（ＭｎＯ
－
４ ）为高锰酸钾

质量浓度；犺为监测井深度；狊为与缓释体投放带的距离．

　　（ａ）横向放置 （ｂ）垂直放置　

图４　不同放置条件对 ＭｎＯ
－
４ 传质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ｕｐｏｎ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ＭｎＯ
－
４

由图４（ａ）可知：距离缓释体投放带６ｃｍ的两个平行监测井 Ｈ１，Ｈ１′，在同一深度的高锰酸钾质量

浓度随着时间的释放与传质规律相似，在不同深度上的质量浓度变化规律也相似，且释放出的活性组

０６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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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锰酸钾质量浓度值也相近．这说明横向放置缓释体，可以保证ＫＭｎＯ４ 的均匀扩散．在距离缓

释体投放带１２，１８ｃｍ的两组平行监测井中，高锰酸钾的质量浓度在同一深度上随着时间变化的规律和

不同深度上缓释体释放的质量浓度变化规律也都相近；随着距离缓释体投放带距离的增加，当距离缓释

体投放带１８ｃｍ的两组平行监测井中，高锰酸钾在同一深度两个平行监测井的质量浓度，以及同一监测

井中不同监测深度，所监测到高锰酸钾质量浓度都基本维持在３０ｍｇ·Ｌ
－１左右．这说明随着水流方向，

横向放置缓释体更有利于缓释体的均匀传质．

由图４（ｂ）可知：距离缓释体投放带相同距离的两个平行监测井（Ｖ１和 Ｖ１′，Ｖ２和 Ｖ２′，Ｖ３和

Ｖ３′），在同一深度上（４，９，１４ｃｍ）时，高锰酸钾质量浓度差别很大．特别是在Ｖ１和Ｖ１′监测井群，在Ｖ１′

监测井４ｃｍ深度上高锰酸钾质量浓度可达４００ｍｇ·Ｌ
－１，且在Ｖ１监测井同一深度，高锰酸钾质量浓

度为１７ｍｇ·Ｌ
－１；在同一监测井（Ｖ１）、不同深度（４，９，１４ｃｍ）的高锰酸钾质量浓度从每升几毫克变化

到３５０ｍｇ·Ｌ
－１，差别也很明显．这说明垂直放置缓释体不利于释放后高锰酸钾的均匀传质．

综合横向放置和垂直放置的高锰酸钾释放质量浓度监测结果，很好地证明了缓释体横向放置更能

够使高锰酸钾在同一断面上均匀扩散，有利于高锰酸钾溶液与污染物的接触，可以解决由于垂直放置造

成高锰酸钾缺乏横向扩散而引起的ＴＣＥ去除效率低的难题．因此，后续ＰＲＢ中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

对ＴＣＥ的去除研究均采用横向放置方式．

２．３　犘犚犅中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对犜犆犈的去除

不同水流方向上，不同取样点和取样深度的ＴＣＥ质量浓度变化历时曲线，如图５所示．不同水流方

向上，每个取样点不同深度上缓释体释放ＫＭｎＯ４ 质量浓度变化，如图６所示．

（ａ）垂直水流方向　　　　　　　　　　　　　　　　　（ｂ）平行水流方向　　

图５　不同取样点和取样深度的ＴＣＥ质量浓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Ｔ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ｓ

（ａ）垂直水流方向　　　　　　　　　　　　　　　　　　（ｂ）平行水流方向

图６　不同取样点和取样深度上缓释体释放ＫＭｎＯ４ 的质量浓度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ＭｎＯ４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ｂｏｄ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ｅｐｔｈ

由图５（ａ）可知：距离缓释体投放带２０ｃｍ的３个平行井４＃，５＃，６＃，其ＴＣＥ的去除效果整体趋

势是随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在不同深度上，每个监测井中ＴＣＥ质量浓度随深度增加而降低，在２７

ｃｍ的埋深处ＴＣＥ基本被完全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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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５（ｂ）可知：平行于水流方向上的各取样点的ＴＣＥ的去除，在同一深度上，ＴＣＥ的去除与距离

ＰＲＢ的远近没有关系，而是都表现出近乎相同的去除率．但是，ＴＣＥ的去除率随深度增加而增加，尤其

是在２７ｃｍ深度能达到完全去除ＴＣＥ效果．经过２５ｄ的连续去除实验发现，各取样点的ＴＣＥ均达到

完全去除效果．由此可见，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可用于土壤中ＴＣＥ的去除．

由图６（ａ）可知：高锰酸钾质量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一致，质量浓度值也相近．由于高锰酸钾溶液

是重水相液体，每个监测井的高锰酸钾质量浓度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在２７ｃｍ深度上，高锰酸钾质

量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是先增大后减少，最后稳定在一个质量浓度．结合ＴＣＥ的去除和高锰酸钾的

释放可知，当高锰酸钾质量浓度越大，ＴＣＥ的去除效果越好，２７ｃｍ深度上ＫＭｎＯ４ 的质量浓度最大，

所对应的ＴＣＥ的去除效果也最好．同一深度平行监测井和不同深度的高锰酸钾质量浓度的变化规律一

致的结果，也证明了横向放置缓释体可形成高锰酸钾的均匀传质，从而实现对ＴＣＥ的高效去除．

由图６（ｂ）可知：在平行水流方向上，４个取样井同一深度的高锰酸钾质量浓度变化规律相似．这说

明横向放置缓释体有利于高锰酸钾活性组分的均质扩散．同一深度上，随着离ＰＲＢ反应墙距离的增大，

高锰酸钾的质量浓度逐渐减少，这可能是因为ＫＭｎＯ４ 沿水流方向迁移过程中逐渐被反应砂槽中的还

原性物质消耗；但在不同深度上，高锰酸钾的质量浓度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是由于高锰酸钾作为

重水相液体，有向下聚集和迁移的趋势．在２７ｃｍ深度，高锰酸钾质量浓度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最后保

持在一个质量浓度的变化规律，说明了高锰酸钾向下迁移的特性．由于高锰酸钾在纵向深度上的聚集，

使得在纵向深度上ＴＣＥ的去除效果好，与上述ＴＣＥ在纵向方向上去除效果佳的原因相吻合．

２．４　出水犜犆犈的质量浓度和狆犎值的变化

从反应砂槽开始运行，连续监测反应槽中出水的ＴＣＥ质量浓度和进出水的ｐＨ值变化，结果如图

７，８所示．由图７可知：出水ＴＣＥ质量浓度从第１天到第７天逐渐增加，然后下降；当第８天投放复合型

高锰酸钾缓释体后，ＴＣＥ质量浓度显著降低，到第１０天达到完全去除；之后，连续运行３５ｄ，均未检出

ＴＣＥ．说明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可以持续有效地修复土壤中ＴＣＥ污染．

由图８可知：经过ＰＲＢ复合高锰酸钾缓释体原位修复土壤中ＴＣＥ反应前后的水溶液ｐＨ值并没

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稳定在７．５～８．５之间，这说明该修复技术对土壤的ｐＨ值不会产生影响．

　　图７　反应槽出水的ＴＣＥ质量浓度变化曲线 图８　反应槽进出水的ｐＨ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ａｎｋ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Ｆｉｇ．８　ｐＨｖａ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ｔａｎｋ　　

３　结论

设计矩形反应槽模拟多维地下水流，将控制释放高锰酸钾技术与渗透反应墙技术相结合，应用于原

位土壤和地下水的模拟修复，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通过考察渗透反应墙中缓释体的放置方式发现，缓释体横向放置更有利于高锰酸钾的均匀扩

散，增加高锰酸钾溶液与污染物的接触，可以解决由于高锰酸钾缺乏横向扩散引起的ＴＣＥ去除效率低

的问题．

２）通过横向放置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原位去除ＴＣＥ的效果发现，不论是在与水流平行的方向

上还是在与水流垂直的方向上，均能实现对ＴＣＥ完全去除．这也证明了横向放置缓释体可实现高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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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活性组分的均质分布，有利于全方位去除ＴＣＥ．

３）通过２５ｄ的连续进水实验发现，各取样点均未检出ＴＣＥ．由此可见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用于

ＰＲＢ技术，可实现缓释剂的持续释放和释放后缓释剂的持久去除ＴＣ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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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梁的

抗剪承载力试验

李月霞１，刘超２，金凌志３

（１．桂林理工大学 博文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２．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２；

３．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在对称集中荷载作用下，对８根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矩形截面简支梁进行抗剪试验，研究剪跨

比、配箍率、纵筋配筋率对试验梁抗剪承载力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构件的破坏形

态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构件相似，高强钢筋和活性粉末混凝土具有较好的协同工作能力；在无腹筋情况下，随剪

跨比的提高，梁抗剪承载力随纵筋率的增大抗剪承载力略有提高，但变形能力降低；采用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梁的抗剪承载力值比实验值小，说明规范计算结果偏于保

守，建议采用适用于纤维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的抗剪计算公式，使理论计算结果和实测值更接近．

关键词：　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简支梁；抗剪承载力；变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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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是一种力学性能长期保持稳定，早期强度高、韧性高和体积稳定性好，在恶

劣条件下寿命长的高性能混凝土［１?４］．近年来，国内外对高强钢筋ＲＰＣ构件斜截面抗剪性能等问题已有

一定的研究．Ｖｏｏｌ等
［５］通过改变预应力的大小、钢纤维的种类及掺量，对７根预应力ＲＰＣ无腹筋梁进

行抗剪承载力试验研究．Ｃｌａｄｅｒａ等
［６］基于软化桁架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１８根高强混凝土梁进行了抗

剪破坏试验．金凌志等
［７?８］通过对６根高强钢筋ＲＰＣ简支梁进行试验，分析剪跨比、配箍率、纵筋配筋率

和纵筋钢筋等级等因素对试验梁其破坏形态、剪切延性和受剪承载力的影响．郑辉等
［９］对预应力高性能

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薄壁箱梁进行了荷载试验，研究配箍率、剪跨比等参数对ＲＰＣ箱梁抗剪性能的

影响．如何充分发挥高强钢筋、高强混凝土的强度，如何控制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变形能力，以及如何估

算构件的承载能力及理论研究等仍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通过８根高强钢筋ＲＰＣ简支梁，探讨

剪跨比、配箍率、纵筋率等参数对破坏形态、抗剪承载力、变形能力等的影响．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与制作

试验设计了３批共８根高强钢筋ＲＰＣ矩形截面梁，其截面尺寸（犫×犺）均为１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梁

长２２００ｍｍ，钢筋锚固长度为２００ｍｍ，计算长度为１８００ｍｍ．混凝土强度等级为Ｃ１２０，试验梁中间不

设架立筋．ＲＰＣ的原材料有Ｐ．Ｏ４２．５硅酸盐水泥、硅粉（粒度为０．１～０．２μｍ，ＳｉＯ２ 质量分数为９４．７％

以上）、石英砂（颗粒呈球形，级配连续良好，平均粒度为０．４～０．６ｍｍ）、硅微粉（平均粒度为０．１μｍ，火

山灰效应较好）、粉煤灰（形状呈球形，粒径小于１００μｍ）、高效减水剂（淡黄色透明液体，减水率为

２５％）、钢纤维（表面细圆形镀铜，直径为０．２２ｍｍ，长度为１２～１５ｍｍ，长径比为５５～６８）和水．考虑到

ＲＰＣ的活性在高温热水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试验梁均在６５℃的高温热水中养护７ｄ．为防止受弯破

坏先于受剪破坏，采用 ＨＲＢ５００纵筋，各试验梁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φ为钢纤维体积掺量；λ为剪

跨比；ρｖ，ρ分别为配箍率和纵筋配筋率．

表１　试验梁的主要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

试件编号 φ／％ λ
配筋情况

箍筋 ρｖ／％ 纵筋 ρ／％

Ｌ１?１ ２ １．５１ Ｃ６＠４５０ ≈０ ４Ｄ２５ ６．５８

Ｌ１?２ ２ ２．２６ Ｃ６＠４５０ ≈０ ４Ｄ２５ ６．５８

Ｌ１?３ ２ ３．０２ Ｃ６＠４５０ ≈０ ４Ｄ２５ ６．５８

Ｌ２?１ ２ ２．２６ Ｃ６＠４５０ ≈０ ３Ｄ２５ ４．４３

Ｌ２?２ ２ ２．２６ Ｃ６＠４５０ ≈０ ５Ｄ２５ ８．０４

Ｌ３?１ ２ ２．２６ Ｃ６＠２２５ ０．１７ ４Ｄ２５ ６．５８

Ｌ３?２ ２ ２．２６ Ｃ６＠１５０ ０．２５ ４Ｄ２５ ６．５８

Ｌ３?３ ２ ２．２６ Ｃ６＠６５ ０．５８ ４Ｄ２５ ６．５８

图１　试验加载装置和测点布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ｅｔｕｐ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　加载方式和测量方案

试验采用静力加载方法，加载装置和

主要测点布置如图１所示．加载设备采用

液压加载系统，最大加载为１００ｔ．通过分

配型钢梁在试验梁上的对称位置得到两个

等值、同步的集中力．为确保设备工作正

常，在正式加载前先进行预压，然后分级缓

慢加载，直至破坏．

测试内容有如下４个主要方面．１）挠

度量测．挠度测点采用位移计，通过位移传

感器测量梁两端支座处下沉和跨中的挠度变形，获取试验梁的荷载挠度曲线．２）钢筋应变量测．箍筋

应变通过沿斜裂缝最可能出现处粘贴的箍筋应变片，读取每级荷载下的应变值，测试箍筋对抗剪承载能

５６４第４期　　　　　　　　　　李月霞，等：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梁的抗剪承载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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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贡献；纵筋应变通过梁跨中位置纵筋上粘贴电阻应变片，估算梁的受弯承载力．３）裂缝量测．用裂

缝比对卡及放大镜观察和测量每级荷载作用下的裂缝发展情况，以及裂缝宽度、裂缝间距和斜裂缝倾

角．４）荷载量测．记录梁开裂荷载和极限抗剪承载力．

１．３　材料性能的试验

通过ＲＰＣ的力学性能试验，得到其立方体强度（犳ｃｕ）、棱柱体强度（犳ｃ）、抗折强度（犳ｆ）、劈裂强度

（犳ｔ）和弹性模量（犈）分别为１２７．１３，１１７．２０，２５．８０，９．１９，４．０９ＭＰａ．通过钢筋的拉拔试验，得到钢筋型

号为Ｄ２５和Ｃ６的屈服强度分别为５２２．３，４４１．０ｋＮ，极限抗拉强度分别为６７６．８０，６３５．８５ｋＮ，弹性模

量均为０．２ＴＰａ．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试验现象

高强钢筋ＲＰＣ矩形截面简支梁的破坏特征与普通梁相似．当荷载较小时，主要由ＲＰＣ的抗拉强度

抵抗剪力，混凝土表面未出现裂缝；当加载到２００ｋＮ左右时，剪跨区梁底出现微小的受剪裂缝．随着荷

载的增加，剪跨区受剪裂缝发展为弯曲斜裂缝；荷载继续增加，斜裂缝沿梁高方向不断延伸，裂缝宽度不

断加大，新的斜裂缝也随之出现．最终因混凝土被压酥剥落而使梁的承载力迅速下降而退出工作．

２．２　破坏形态

高强钢筋ＲＰＣ梁斜截面的破坏形式与普通混凝土梁略有不同．ＲＰＣ中掺入适量的钢纤维可以改

善ＲＰＣ破坏特征，起到桥接裂缝，阻碍裂缝发展的作用．高强钢筋ＲＰＣ斜截面的破坏形式主要分为剪

压破坏、斜压破坏、弯剪破坏．高强钢筋ＲＰＣ梁一般不发生斜裂缝，一旦出现，裂缝宽度迅速发展，开裂

荷载与极限荷载相近．试验梁的破坏形态，如图２所示．

（ａ）剪压破坏 （ｂ）斜压破坏

（ｃ）弯剪破坏

图２　试验梁的破坏形态

Ｆｉｇ．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

由图２（ａ）可知：发生剪压破坏的为无腹筋梁Ｌ１?２，Ｌ１?３，Ｌ２?１，Ｌ２?２和有腹筋梁Ｌ３?１，Ｌ３?２，Ｌ３?３．

在加载过程中，试验梁跨中首先出现弯曲裂缝，继而在剪跨区出现斜裂缝，最后因斜裂缝宽度过大而破

坏．在有腹筋梁中，进入下降段时箍筋屈服，纵筋均不屈服，沿主斜裂缝混凝土和受压区混凝土被压碎而

宣告整根梁失去承载能力而破坏．

由图２（ｂ）可知：试验中，Ｌ１?１剪跨比为１．５１，试验梁腹部斜裂缝间混凝土出现较多的细小裂缝，从

而表现出一定的斜压破坏特征．由图２（ｃ）可见：由于Ｌ３?３配置了较多的箍筋而发生弯剪破坏，其余发

生斜截面的剪压破坏．Ｌ３?３发生斜截面弯曲破坏时，不仅部分屈服箍筋，而且剪跨区靠近加载点处的纵

筋也达到屈服．试验梁将要破坏时，荷载基本不变，梁挠度持续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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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承载能力分析

承载能力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剪跨比、配箍率对梁的斜截面开裂荷载影响不大，开

裂荷载在１００ｋＮ左右．这是因为抗剪斜裂缝主要由混凝弯曲拉应力σ和剪切应力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

主拉应力σｔｐ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犳ｔ所致．但是，纵筋率对斜截面开裂荷载有一定的影响，无腹筋梁

Ｌ２?１（ρ＝４．４３％），Ｌ１?２（ρ＝６．５８％），Ｌ２?２（ρ＝８．０４％）的开裂荷载分别为７０．４，１１０．０，１１０．９ｋＮ．这是

因为纵筋增大时，斜裂缝出现的高度得到更好的控制，使得贡献抗拉强度的混凝土面积增加，故而初始

斜裂缝荷载增大．

表２　承载能力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试件编号 λ ρｖ／％ ρ／％ 犘ｃｒ／ｋＮ 犘ｕ／ｋＮ Δｒ／ｍｍ 狌Δ／ｍｍ 破坏类型

Ｌ１?１ １．５１ ０ ６．５８ １０１．００ ６５６．００ １．１０３ ２１．１３７ 斜压破坏

Ｌ１?２ ２．２６ ０ ６．５８ １１０．００ ３５６．００ ２．４３８ ２１．３９１ 剪压破坏

Ｌ１?３ ３．０２ ０ ６．５８ １０８．００ ３３５．００ ２．２６１ ２９．９８９ 剪压破坏

Ｌ２?１ ２．２６ ０ ４．４３ ７０．４０ ３００．５０ ２．８８２ １４．１６１ 剪压破坏

Ｌ２?２ ２．２６ ０ ８．０４ １１０．９０ ４２５．００ １．８７２ １４．２３３ 剪压破坏

Ｌ３?１ ２．２６ ０．１７ ６．５８ １００．７０ ４１９．２５ １．９１３ ２１．２３４ 剪压破坏

Ｌ３?２ ２．２６ ０．２５ ６．５８ １００．２５ ４３０．８５ ２．２０９ ２１．４３６ 剪压破坏

Ｌ３?３ ２．２６ ０．５８ ６．５８ １００．２５ ４２６．２５ １．９６２ ２６．８５０ 弯剪破坏

图３　剪跨比与承载力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ｅａｒ

ｓｐａ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剪跨比（λ）对抗剪承载力（犳）的变化，如图３所示．由图３

可知：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与普通梁相似，随着剪跨比的增大

而减小．Ｌ１?１（λ＝１．５１），Ｌ１?２（λ＝２．２６），Ｌ１?３（λ＝３．０２）在配

箍率为０％时，剪跨比由１．５１提高到３．０２，承载力降低了

４９％．这是因为支座反力及加载点处集中荷载产生的竖向压

应力会削弱梁的主拉应力，从而提高抗剪承载力．剪跨比较小

时，这种削弱较为明显，因而承载力提高较大；剪跨比较大时，

竖向压应力削弱梁主拉应力的能力较小，承载力提高较小．

抗剪承载力随纵筋配筋率的变化，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

知：随着纵筋率增大，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增大，无腹筋梁Ｌ２?

１（ρ＝４．４３％），Ｌ１?２（ρ＝６．５８％），Ｌ２?２（ρ＝８．０４％）在剪跨比

相同情况下，配筋率由４．４３％增加到８．０４％，抗剪承载力提升

了４１％．究其原因是由于纵筋的销栓作用．纵筋可有效地控制弯曲裂缝宽度和高度，使贡献抗剪作用的

混凝土面积增大，从而提高抗剪承载力．纵筋率越高，ＲＰＣ梁的销栓作用就越大，抗剪承载力就越高．

抗剪承载力随配箍率的变化规律，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Ｌ１?２（ρｓｖ＝０％），Ｌ３?１（ρｓｖ＝０．１７％），

Ｌ３?１（ρｓｖ＝０．２５％）和Ｌ３?３（ρｓｖ＝０．５８％）的极限承载力分别为３５６．００，４１９．２５，４３０．８５，４２６．２５．Ｌ３?１与

图４　纵筋配筋率与承载力的关系曲线 图５　配箍率与承载力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ｉｒｒｕｐｒａｔｉｏ

　　　　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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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１?２相比，其抗剪承载力提高１５％左右，说明配置箍筋可以有效地提高梁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斜截面

的抗剪承载力随配箍率的增大而增大，但增加的幅度并不明显．特别注意的是，Ｌ３?３随配箍率的增大，

斜截面承载能力反而略有降低．这是因为在发生剪切破坏的同时也发生了弯曲破坏，箍筋有个别屈服，

纵筋也屈服，导致了梁的承载力降低．

３　犚犘犆梁抗剪计算公式

３．１　我国规范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

目前，国内尚无计算ＲＰＣ梁抗剪承载力的规范，ＲＰＣ简支梁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参照混凝土规范，

其计算公式为

犞ｃｓ＝αｃｖ犳ｔ犫犺０＋犳ｙｖ（犃ｓｖ／犛）犺０． （１）

式（１）中：犞ｃｓ为试验梁抗剪承载力设计值；αｃｖ为斜截面受剪系数，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对集中荷载αｃｖ取

１．７５／（λ＋１），当λ小于１．５，取１．５，当λ大于３取３；犳ｔ为混凝土的劈裂抗拉强度；犫为混凝土截面宽

度；犺０ 为混凝土截面有效高度；犳ｙｖ为箍筋抗拉强度，犃ｓｖ为箍筋面积，狊为箍筋间距．

混凝土规范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犞ｃａｌ，犞ｅｘｐ分别为计算和试验所得剪力

值．由表３可知：按我国规范的计算值与试验值比为０．４４，计算值严重偏离试验值，表明采用我国混凝

土规范计算ＲＰＣ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远小于实测值，计算结果偏于保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规范未考虑

ＲＰＣ中钢纤维的抗剪贡献，在研究其抗剪承载力时，钢纤维对斜裂缝的增强、阻裂作用不容忽视．此外，

我国混凝土规范主要适用于Ｃ８０以下混凝土，对高强ＲＰＣ构件的抗剪承载力是低估了．

表３　混凝土规范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ｄ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件编号 λ ρｖ／％ ρ／％ 犳ｔ／ＭＰａ 犺０／ｍｍ 犞ｃａｌ／ｋＮ 犞ｅｘｐ／ｋＮ 犞犮犪犾／犞ｅｘｐ

Ｌ１?１ １．５１ ０ ６．５８ ９．１９ ２０５．０ １９７．０３ ６５６．００ ０．３００

Ｌ１?２ ２．２６ ０ ６．５８ ９．１９ ２０５．０ １５１．７０ ３５６．００ ０．４２６

Ｌ１?３ ３．０２ ０ ６．５８ ９．１９ ２０５．０ １２３．０２ ３３５．００ ０．３６７

Ｌ２?１ ２．２６ ０ ４．４３ ９．１９ ２２１．５ １６３．９１ ３００．５０ ０．５４５

Ｌ２?２ ２．２６ ０ ８．０４ ９．１９ １９９．０ １４７．２６ ４２５．００ ０．３４６

Ｌ３?１ ２．２６ ０．１７ ６．５８ ９．１９ ２０５．０ １８４．７２ ４１９．２５ ０．４４１

Ｌ３?２ ２．２６ ０．２５ ６．５８ ９．１９ ２０５．０ ２０１．２３ ４３０．８５ ０．４６７

Ｌ３?３ ２．２６ ０．５８ ６．５８ ９．１９ ２０５．０ ２６６．００ ４２６．２５ ０．６２４

３．２　考虑犚犘犆桥架和阻裂作用的塑性理论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分析

ＲＰＣ构件开裂后跨越裂缝的钢纤维仍能承担一定的荷载，抑制斜裂缝的开展，塑性变形能力增加．

Ｚｈａｎｇ
［１０］，Ｖｏｏｌ等

［５］和陈彬等［１１］基于塑性理论提出了钢纤维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即

犞ｕ＝ ［
１

２μ
犳ｃ
１－ｃｏｓβ
ｓｉｎβ

＋
１

２
（１－μ）犳ｔ

１＋ｃｏｓβ
ｓｉｎβ

＋ρｓｖ犳ｙｖｃｔｇβ］犫犺． （２）

　　由（犞ｕ／犫犺）／β＝０，可解得

ｃｏｓβ＝
μ犳ｃ－（１－μ）犳ｔ－２ρｓｖ犳ｙｖ

μ犳ｃ＋（１－μ）犳ｔ
，　　ｓｉｎβ＝

（μ犳ｃ－ρｓｖ犳ｙｖ）（（１－μ）犳ｔ＋ρｓｖ犳ｙｖ槡 ）

μ犳ｃ＋（１－μ）犳ｔ
．

　　β值必须满足条件：ａｒｔｇ（犺／犪）≤β≤π／２．

钢纤维混凝土梁的塑性系数［１２］的计算公式为

μ＝１－０．００９犳ｃｕ＋０．１５５犘，　　犘＝１００ρ．

式（２）中：犞ｕ为梁抗剪承载力；μ为塑性系数；犳ｃ，犳ｔ分别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β为塑性

屈服面与水平轴夹角，满足ａｒｔｇ（犺／犪）≤β≤π／２；犳ｙｖ为箍筋抗拉强度；ρｓｖ为配箍率；犳ｃｕ为立方体强度．

塑性理论公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犞ｃａｌ／犞ｅｘｐ的均值为１．１９１，标准差

为０．２９１８，变异系数为０．２４５０，抗剪极限承载力的塑性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较为相近，可见塑性

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良好．塑性剪切理论能较好地反映混杂纤维ＲＰＣ梁的剪切破坏特征，可用

于预测纤维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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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塑性理论的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ｂ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试件编号 犳ｃ／ＭＰａ 犳ｔ／ＭＰａ ρｓｖ／％ ρ／％ 犳ｙｖ／ＭＰａ 犳ｃｕ／ＭＰａ 犞ｃａｌ／ｋＮ 犞ｅｘｐ／ｋＮ 犞ｃａｌ／犞ｅｘｐ

Ｌ１?１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 ６．５８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４０６．００ ６５６．００ ０．６１９

Ｌ１?２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 ６．５８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４０６．００ ３５６．００ １．１４０

Ｌ１?３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 ６．５８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４０６．００ ３３５．００ １．２１２

Ｌ２?１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 ４．４３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６１３．１３ ３００．５０ １．３５１

Ｌ２?２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 ８．０４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６１５．３５ ４２５．００ ０．９５５

Ｌ３?１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１７ ６．５８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５２０．６２ ４１９．２５ １．２４２

Ｌ３?２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２５ ６．５８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５６６．１１ ４３０．８５ １．３１４

Ｌ３?３ １１７．２ ９．１９ ０．５８ ６．５８ ４４１ １２７．１３ ７２１．５９ ４２６．２５ １．６９３

４　结论

１）高强钢筋ＲＰＣ矩形截面简支梁的破坏形态与普通梁略有不同，主要为剪压破坏、斜压破坏和弯

剪破坏，ＲＰＣ中掺入的钢纤维能改善剪跨比较大的无腹筋梁的破坏形态．

２）随着剪跨比的增大，ＲＰＣ梁的抗剪承载力减小，而变形加快；而随着纵筋率增大，ＲＰＣ梁的抗剪

承载力随之增大，但过高的纵筋配筋率，对提高梁的变形能力效果不明显；ＲＰＣ梁抗剪承载力随着配箍

率的增大而增大，但配置过多的箍筋，承载力反而下降．这是因为在发生剪切破坏的同时也发生了弯曲

破坏，个别箍筋屈服，纵筋也屈服，导致了梁的承载力降低．

３）按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计算的高强钢筋 ＲＰＣ梁抗剪承载力

与实测值存在较大差异；但按塑性理论抗剪承载力公式，承载力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良好，变异系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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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沥青路面动态应变响应特性

及疲劳寿命分析

肖川１，２，艾长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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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半刚性路面（Ｓ１）、倒装式路面（Ｓ２）、组合式路面（Ｓ３）开展三维有限元计算，分析其面层底动态应

变的空间分布特性及车辆荷载参数对沥青路面动态应变响应的影响规律；同时，基于应变响应及沥青层疲劳

预估方程，对比不同类型路面的疲劳寿命．结果表明：行车荷载在沥青路面面层层底平面所引起的拉应变主要

集中在轮印作用区域，其由应变值所表征的最不利位置出现在轮印面积中心；车辆动载条件下的应变响应量

小于静态荷载模式，其中，Ｓ２的动、静力差异性表现尤为显著；随着轴质量的增加，面层底动态应变逐渐增大；

而随着车速的提高，应变响应量逐渐减小；随着轴质量的增加，沥青层疲劳寿命急剧减小；在行车安全的前提

下，合理提高车辆行车速度有利于提高沥青路面使用寿命，３种路面的面层疲劳寿命排序为Ｓ１＞Ｓ３＞Ｓ２．

关键词：　沥青路面；动态应变；轴质量；换算系数；疲劳寿命；三维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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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面层底部的弯拉应变响应，是控制沥青层疲劳开裂的关键力学指标［１］．在传统的设计分析

方法中［２３］，应变响应大多基于静力学理论假设得到，荷载模式采用静态荷载，其分析结果在车速水平较

低时基本合理［４］．但随着动载车速的逐步提高，行车荷载作用的动态属性进一步凸显，静力模式与路面

实际受力状态之间的差异显著［５］，路面结构的动力学特性已不可忽视［６７］．我国现行沥青路面设计规

范［８］所考虑的荷载模型仍为静态的双圆均布垂直荷载，无法合理解释动态荷载作用下路面结构产生的

各种损坏现象．此外，我国沥青路面的设计方法主要基于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的研究成果和使用经验形

成，缺乏不同类型沥青路面的类比分析．鉴于此，本文结合经过实测数据检验的三维沥青路面有限元模

型，以半刚性基层路面（Ｓ１）、倒装式路面（Ｓ２）和组合式路面（Ｓ３）作为典型沥青路面代表，对比分析了沥

青面层底部动态应变的空间分布特性，并结合疲劳预估方程，分析了不同类型路面的面层疲劳寿命．

１　沥青路面建模

１．１　沥青路面结构模型

计算选取的三维沥青路面结构模型为平面长、宽及路基计算深度均取６ｍ的正方体，经试算验证，

图１　沥青路面三维

模型（１／４模型）（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１／４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ｍ）

其计算结果收敛稳定．空间坐标轮轴中点为原点犗，狓，狔，狕方向分别表

示道路横向、纵向（行车方向）和厚度方向．为了提高运算效率，结合路面

几何尺寸及轮轴荷载模式的对称性，取１／４模型进行计算．沥青路面三

维模型，如图１所示．

１．２　荷载模式

在进行计算时，基于必要假设对荷载模型予以适当简化，将车胎对

地面的荷载作用面视为当量圆．其接触应力均匀分布，当量圆内的荷载

强度随时间发生变化，具体荷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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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１）中：狇为荷载强度峰值，１００ｋＮ单轴双轮组荷载ＢＺＺ?１００的取值

为０．７ＭＰａ；犚为轮印当量圆直径，ＢＺＺ?１００荷载对应取值为０．１０６５

ｍ；犜为荷载作用时间，参考ＫＥＮＬＡＹＥＲ计算程序所作假设及其提出的简化计算公式
［９］可知，车辆动

态荷载的作用时长犜同行车速度和轮印当量圆面积大小有关，当狏＞０时，犜＝１２犚／狏．

在保证有限元网格质量、运算精度和效率的基础上，为适当降低计算模型的网格划分难度，建模将

车辆荷载作用形成的当量圆进一步简化为与之面积相等的矩形［９］，如图２所示．以我国设计规范采用的

ＢＺＺ?１００为标准，根据图２所示换算关系，每个矩形轮印的几何尺寸，如图３所示．

　　图２　轮印面积简化图形 图３　标准轴载分布几何尺寸（单位：ｃｍ）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ｉｒｅａｒｅａ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ｘｉａｌｌｏａｄ（ｕｎｉｔ：ｃｍ）

１．３　路面结构与计算参数

从不同类型沥青路面结构［３，９?１０］中选取半刚性路面（Ｓ１）、倒装式路面（Ｓ２）和组合式路面（Ｓ３）作为典

型沥青路面代表，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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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半刚性路面（Ｓ１）　　　　　（ｂ）倒装式路面（Ｓ２）　　　　　（ｃ）组合式路面（Ｓ３）　　

图４　典型沥青路面结构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ｓｐｈａｌ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计算采用的路面结构计算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犺为厚度；犈为模量，沥青路面各结构层的静

态模量根据我国现行规范［８］取值，动态模量参考文献［１０］中相关材料的设计参数取值，并采用车速８０

ｋｍ·ｈ－１和２０℃作为标准条件；ν为泊松比；ρ为密度；对于上面层与中面层、中面层与下面层、下面层

与基层间，其层间摩阻系数μ＝０．７；对于基层与底基层间，μ＝０．５；对于底基层与路基间，则为Ｔｉｅ绑定

约束［１１］．实际路面各结构层间通常难以实现完全黏结而处于部分连续状态
［１２］，因此，建立以层间摩阻系

数μ表征的接触模型，以求更真实地模拟行车荷载作用下的路面应变响应规律．

表１　路面模型计算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序号 结构层位 犺／ｃｍ 材料类型
犈／ＭＰａ

静态 动态
ν ρ／ｋｇ·ｍ

－３

１ 面层

上面层 ４ ＳＭＡ?１３ 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００

中面层 ６ ＡＣ?２０ １８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００

下面层 ８ ＡＣ?２５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００

２ 基层
基层 ２０

水泥稳定碎石 ３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２００

级配碎石 ２５０ ３５０ ０．３５ ２０００

沥青稳定碎石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００

底基层 ３０ 水泥稳定碎石 ３２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１００

３ 路基 ６０ 土基 　５０ 　１００ ０．３５ １８００

１．４　基于实测数据的模型合理性验证

依托四川省成都市成德南高速公路的试验路段开展车辆现场加载试验，获取大量关于沥青路面的

动态应变实测数据［１３］，并由此进行计算模型的合理性验证．

经计算值与实测数据对比分析表明：基于ＡＢＡＱＵＳ所建立的分析模型能够正确反映沥青路面的

动态应变响应特征，计算值与实测值呈相同的变化规律，二者可在相同数量级下进行分析，基本能够满

足工程分析的要求．由于面层底部的纵、横向应变响应值表现为纵向大于横向，因此，从不利受力角度出

发，统一选取路面延伸方向（纵向狔方向）的弯拉应变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后续计算．

２　面层底动态应变分析

２．１　动态应变空间分布特性

面层底部应变（ε）响应量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狊ｐ，狊ｔ分别为纵向和横向距离．由图

５可知：车辆荷载在面层底部所引起的应变响应集中于车轮接地面作用区域，呈明显的驼峰分布形式；

而对于远离荷载作用区域的面层底部各点，其应变值显著降低；在动态荷载作用下，采用松散类级配碎

石基层的Ｓ２产生的应变响应水平最高；而采用整体性基层结构的Ｓ１与Ｓ３的应变值明显小于Ｓ２，且Ｓ１

略小于Ｓ３．结果表明，基层整体性能提升有助于改善面层底部的弯拉受力状态．

此外，从应变响应在面层底部平面上的分布看，Ｓ１与Ｓ３中应变值在双轮组荷载的车轮间隙位置存

在局部突变，即轮隙位置的应变响应较轮印作用区域显著减小．表明这两种路面的层底弯拉应变在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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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作用处的集中效应较为显著，其应变响应值与荷载轮印面积及分布形式密切相关．基于各点应变大

小分布，最终确定３种路面的轮印荷载中心位置作为层底弯拉应变的最不利点位．

　（ａ）Ｓ１结构 （ｂ）Ｓ２结构 （ｃ）Ｓ３结构

图５　面层层底动态应变三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ａｔ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

２．２　动应变与静应变响应对比

为了分析路面动力与静力特性的差异，对３种沥青路面的动应变（εｍ）、静应变（εｑ）响应值进行对

比，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ε为面层层底应变；犘为荷载；具体计算参数从表１选取．

由图６可知：随着车辆荷载的提高，动、静应变响应值均逐渐增大．就应变响应大小来看，相同荷载

图６　动态与静应变响应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水平下的动态应变值明显小于静态应变，并且相

同路面的动、静应变比值总体保持稳定．具体大小

为：Ｓ１结构和Ｓ３结构的动、静力应变响应比值接

近，其大小为０．１８～０．２０，Ｓ２的动、静力应变的差

异性更为显著，其比值范围为０．２７～０．３０．这表

明路面动、静态应变响应的差异性受轴质量水平

变化的影响作用可基本忽略．

以上分析表明，沥青面层底部弯拉应变在行

车荷载作用下的响应量大小与静态荷载模式有明

显区别，而层底弯拉应变响应特征将直接影响沥

青面层的使用寿命．

２．３　车辆荷载的影响

２．３．１　应变响应随荷载参数的变化　以半刚性路面（Ｓ１）作为代表模型，面层底应变响应随不同车辆

荷载参数的变化规律，如图７所示．图７中：假定两轮轮印中心间距不随车辆荷载大小而变化，车轮荷载

力犘与轮印区域压应力狆的换算关系参见赫克罗姆（Ｈｅｕｋｅｌｏｍ）与克罗姆普（Ｋｌｏｍｐ）所提出的经验模

型，即狆犻／狆＝（犘犻／犘）
１／３．结合图２的简化图形，轮印面积大小的计算公式为

（ａ）轴质量对动态应变的影响 （ｂ）车速对动态应变的影响

图７　荷载参数对动态应变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ａ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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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犘犻／狆犻＝０．５２２７犔
２，　　犔ａ＝０．８７１２犔，　　犔ｂ＝０．６犔． （２）

　　由图７可知：随着行车荷载的增加，荷载作用强度的峰值增大，在整个荷载作用时程内的面层层底

均有所提高．当以轴载１００ｋＮ为标准轴质量，若其轴载力由１００ｋＮ超载至２６０ｋＮ，动态应变峰值提高

至标准轴质量的１．７倍；而轴载力减小至３０ｋＮ时，应变峰值减小为标准轴质量的３７．６％．随着行车速

度的增大，其荷载作用时间缩短，沥青混合料不会完全瞬时压缩或瞬时回弹，路面结构在力学性质上表

现出动态模量值增大［５］．相应地，面层底部弯拉应变值呈逐渐减小的趋势．其中，当车辆以２０ｋｍ·ｈ－１

车速低速行驶时，其荷载引起的应变峰值大小为１２０ｋｍ·ｈ－１高速行车条件下应变峰值的１．３倍．

２．３．２　不同荷载条件下动态应变的换算关系　为评价车辆荷载轴质量及行车速度同路面动态应变响

应之间的相关程度，对荷载参数与动应变的相关性展开定量分析，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面

层底动态应变与轴质量、车速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２　荷载参数与动态应变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ａ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

荷载参数 荷载参数与动应变的相关系数 狋值 狋临界值（概率水平０．０１） 显著性判定

轴质量 ０．９８６ １３．２２６ ４．０３２ 显著

车速 ０．９３０ ５．０６０ ４．６０４ 显著

　　在下一步分析中，以单轴双轮组１００ｋＮ和８０ｋｍ·ｈ
－１作为标准行车荷载，研究不同荷载因素影响

下动态应变的换算关系．参考林绣贤
［１４］所提出的弯沉比犾１／犾２ 及拉应力比σ１／σ２ 的简化公式，可将轴质

量及车速影响作用下的动态应变比值关系分别简化为

犚犻／犚＝（犘犻／犘）
犪犻犪犻＝ｌｎ（犚犻／犚）／ｌｎ（犘犻／犘）， （３）

犚犻／犚＝（犞犻／犞）
犫犻犫犻＝ｌｎ（犚犻／犚）／ｌｎ（犞犻／犞）． （４）

式（３），（４）中：犪犻，犫犻分别为动应变的轴质量和车速换算系数；犘犻和犘 分别为换算轴质量与标准轴质量；

犚犻和犚 分别为对应轴质量和车速水平下的动态应变峰值大小；犞犻和犞 分别为换算车速和标准车速．

针对３种典型沥青路面结构模型进行有限元数值计算，确定轴质量换算系数犪犻 和车速换算系数

犫犻，具体计算结果如表３，４所示．

表３　轴质量换算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ｈａｆｔｍａｓｓ

路面类型
犘／ｋＮ

３０ ６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２２０ ２６０
平均值

Ｓ１ ０．８１３ ０．８９７ ０．５１２ ０．５２１ ０．５４８ ０．５６１ ０．６４２

Ｓ２ ０．８０７ ０．８９７ ０．３５１ ０．３５３ ０．３８４ ０．３９１ ０．５３１

Ｓ３ ０．８１６ ０．９３２ ０．４２３ ０．４５２ ０．４６０ ０．４８４ ０．５９５

表４　车速换算系数

Ｔａｂ．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ｐｅｅｄ

路面类型
犞／ｋｍ·ｈ－１

２０ ４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２０
平均值

Ｓ１ －０．１４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１

Ｓ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８

Ｓ３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７

　　由表３可知：Ｓ１的轴质量换算系数与Ｓ３取值接近，Ｓ３略小于Ｓ１，而Ｓ２值最小．表明倒装式结构

Ｓ２随着轴质量变化的敏感性最小，即其应变响应量受轴质量变化的影响作用较小．不同轴质量水平下，

面层层底应变的轴质量换算系数差异较大，其轴质量水平低于标准轴载（１００ｋＮ）时的换算系数明显大

于轴质量高于标准轴载时的系数值．因此，应结合换算系数取值相近的原则，针对大于和小于标准轴载

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若考虑换算系数的通用性而忽略沥青路面结构差异，将３种路面结构的轴质量换

算系数汇总取平均值作为动态应变响应的统一换算系数，则有

ε犻／ε＝
（犘犻／犘）

０．８６０，　　犘犻＜犘，

（犘犻／犘）
０．４５３，　　犘犻＞犘

烅
烄

烆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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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中：犘犻为第犻级轴载；犘为标准轴载，取１００ｋＮ；ε犻，ε分别为第犻级轴载条件下和标准轴质量条件

下的层底动应变．

由表４可知：不同类型路面面层底动应变对于行车速度的敏感性大小排序为Ｓ２＞Ｓ１＞Ｓ３．不同类

型路面的车速换算系数较为接近，若忽略路面结构类型差异对其车速换算系数取平均值，以此作为统一

条件下的车速换算系数，可实现不同车速下的面层层底动态应变向标准车速条件转换，即有

ε′犻／ε′＝ （犞犻／犞）
－０．１２５． （６）

式（６）中：犞犻为第犻级车速；犞 为标准车速，取８０ｋｍ·ｈ
－１；ε′犻，ε′分别对应为车速取犞犻水平时，所引起的

层底动应变和标准车速下的动应变．

３　疲劳寿命预估及对比

３．１　沥青层疲劳开裂预估模型

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对于沥青层层底应变响应的分析，最终将归结于通过应变水平评价沥青层

疲劳使用寿命．选取的沥青层疲劳预估模型
［１０］为

犖ｆ＝１．６４５×１０
１６·ε－

３．９７３
０ 犛－１．５８９０ ＶＦＡ２．７２０

１＋０．３６２犛
０．４３６
０ ＶＦＡ－０．８４６ｅｘｐ（０．２３７犺－５．４０８）

１＋ｅｘｐ（０．２３７犺－５．４０８［ ］）

３．３３３

．（７）

式（７）中：犖ｆ为沥青层预估疲劳寿命；ε０ 为动态弯拉应变值；犛０ 为沥青层材料的初始弯拉劲度模量；

ＶＦＡ为沥青饱和度；犺为沥青层厚度．

在疲劳寿命预估过程中，ε０ 取不同类型路面的动态应变计算值，犛０ 为沥青混合料的初始弯曲劲度

模量，其大小根据弯曲劲度模量犛０ 与压缩动态模量犈的经验换算关系
［１５］得到；而动态模量值与特定路

面的温度条件及车速大小（即荷载作用时间）相对应，具体试验及取值参见文献［１６］．根据路面结构设计

方案及试验结果，沥青层厚度犺取１８ｃｍ，面层沥青混合料的沥青饱和度ＶＦＡ为６６．９％．

经过与美国地沥青学会ＡＩ（ＭＳ?１）设计法、力学?经验法路面设计指南（ＭＥＰＤＧ）中所提出的沥青

混合料疲劳寿命预估模型进行对比验证［１０］，沥青层疲劳预估模型得到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平均偏差最

小，具备最高的预估精度．

３．２　疲劳寿命分析

不同轴质量及车速条件下，３种典型沥青路面的疲劳寿命预估值（犖ｆ）及其对比情况，如图８所示．

　　　　（ａ）车速的影响　　　　　　　　　　　　　　　　　　（ｂ）轴质量的影响

图８　沥青路面疲劳预估寿命

Ｆｉｇ．８　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ｌｉｆｅ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由图８可知：行车速度越高，其荷载作用时间缩短，沥青层动态模量值增大，而面层底动态应变减

小．在沥青层模量及其层底弯拉应变大小的综合影响作用下，沥青层疲劳寿命表现出随车速增加而逐渐

增大．具体而言，车辆低速行驶（２０ｋｍ·ｈ－１）条件下的沥青层疲劳寿命为车辆高速行驶（１２０ｋｍ·ｈ－１）

时的７１．２％（Ｓ１），６５．７％（Ｓ２）和７２．９％（Ｓ３）．这表明在综合考虑行车安全性的基础上，合理提高车辆

行车速度有利于提高沥青路面使用寿命．相比于车速，轴质量变化对沥青层疲劳寿命的影响作用更为显

著．即随着轴质量增加，沥青层使用寿命急剧减小．其中，在轴载２６０ｋＮ条件下的疲劳寿命仅为３０ｋＮ

轴载时的０．２４％（Ｓ１），０．６６％（Ｓ２）和０．２９％（Ｓ３）．说明车辆超载是荷载因素方面引发沥青层早期疲劳

５７４第４期　　　　　　　　　　肖川，等：典型沥青路面动态应变响应特性及疲劳寿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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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的重要原因．

此外，对比３种路面的疲劳寿命大小可以发现：Ｓ１结构由于基层材料的整体强度高，其沥青面层能

够较好地抑制疲劳开裂，组合式基层路面Ｓ３的疲劳寿命居中；而Ｓ２由于采用低模量级配碎石基层，其

沥青层底部弯拉应变处于较高水平，这将加剧Ｓ２中沥青面层的疲劳损伤，进而过早出现疲劳开裂．在实

际工程应用中，应通过增大面层厚度与模量，或借助低剂量水泥结合料改善级配碎石层的整体刚度等措

施，提高Ｓ２结构的面层疲劳寿命．

４　结论

１）车辆荷载在面层底部所引起的动态应变响应主要集中在轮印作用区域，而远离荷载作用区域的

应变响应量显著减小，面层底部弯拉应变的最不利位置处于轮印荷载中心位置．

２）车辆动载条件下的应变响应量小于静态荷载模式，在３种典型沥青路面结构中，倒装式路面Ｓ２

的动、静力差异性表现更为显著．

３）随着轴质量的增加，面层底动态应变逐渐增大；而随车速提高，应变值逐渐减小．通过轴质量及

车速换算系数的确定，实现了不同荷载条件下的应变值向标准荷载条件转换．换算系数大小表明：倒装

式结构Ｓ２的应变值受随轴质量变化的影响程度敏感性最小，对重载交通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不同类型

路面面层底动应变对于行车速度的敏感性大小排序为：Ｓ２＞Ｓ１＞Ｓ３．

４）随着轴质量的增加，沥青层疲劳寿命急剧减小，车辆超载是导致沥青层早期疲劳开裂的重要因

素．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提高车辆行车速度有利于提高沥青路面使用寿命．３种典型路面抵抗沥

青层疲劳破坏的能力表现为：Ｓ１＞Ｓ３＞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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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影响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的各类风险因素视为影响工程工期中的瓶颈，将鼓?缓冲?绳子（ＤＢＲ）理论

中的“鼓”、“缓冲”、“绳子”３元素加入到传统的计划评估和审查技术（ＰＥＲＴ）网络进度计划的编制中；然后，通

过识别ＰＥＲＴ网络进度计划中的瓶颈工序，制定瓶颈工序的实施计划；最后，通过衡量工序的缓冲时间，计算

工程网络进度计划路径的缓冲时间及投料时间，改善工程进度网络图中的工序作业任务活动之间存在的关

系及作业活动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算例结果表明：若能够将“鼓”、“缓冲”、“绳子”３元素充分地加以配合，能

够达到降低工程施工进度风险的目的．

关键词：　工程项目管理；计划评估和审查技术网络；鼓?缓冲?绳子理论；施工进度；瓶颈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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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制订工程施工进度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它们对工程进度的影响［４］．将影响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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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险因素视为约束理论（ＴＯＣ）中的瓶颈，在工程施工项目的进度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人员往往通

过主观地增加作业活动的缓冲时间，作为吸收风险发生条件下所造成的作业活动持续时间的延迟［５］．

Ｇｏｌｄｒａｔｔ
［６］提出“鼓?缓冲?绳子”（ｄｒｕｍ?ｃｕｓｈｉｏｎ?ｒｏｐｅ，ＤＢＲ）理论，而文献［７９］以此理论为基础，将“鼓”、

“缓冲”、“绳子”３者应用在计划制定的过程中．文献［１０］提出一种分散式的缓冲设置方式，在保证按期

完工的前提下具有良好的鲁棒性．施骞等
［１１］提出约束理论下项目不确定条件下的缓冲区设置方法，综

合考虑资源紧张度、网络计划复杂度和项目经理风险偏好等影响因素．别黎等
［１２］考虑活动逐渐存在间

隙的特点，针对项目计划中使用“鼓”元素的活动特点，提出分散式能力约束的设置法．上述文献均未从

系统的角度对整个工程网络进度计划完工工期的影响进行深入量化研究，进而无法得到对工程项目完

工风险较为客观的分析结果．本文将约束理论中的ＤＢＲ进度计划技术应用在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

中，并结合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建立新的工程项目进度计划，以降低工程进度计划的不确定性．

１　瓶颈工序活动的识别与计划的制定

在计划评估和审查技术（ＰＥＲＴ）网络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将影响工序

作业时间［１３］，而网络计划中瓶颈作业工序活动可以看作造成实际工程完工时间与计划完工时间不符结

果影响最大的作业．基于此，网络计划中瓶颈作业工序活动的识别主要有以下４点确认原则．

１）工程完工时间受到总时差为零的主关键路径或者次关键路径的影响，若关键路径中的作业完成

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不符，将使后续作业开始时间或者工程完工时间发生变化．

２）将ＤＢＲ进度计划管理技术应用于工程进度计划的编制过程中时，由于瓶颈作业活动必然为降

低工程完工时间确定性的限制作业，因此，瓶颈作业必然存在于关键路径之中．作业时间不确定性的程

度，可以作为选择瓶颈作业的标准，作业时间的标准差越大，其可能成为瓶颈作业的机会就越高．

３）由于关键路径有时不止一条，且每条关键路线可能存在着对工程完工工期概率分布的影响，选

择瓶颈作业活动除考虑作业活动持续时间的标准差，还需考虑到关键路线完成时间的标准差．

４）当存在多个瓶颈时，需考虑工程网络进度计划内，由于靠近汇合点的作业对计算工期的影响高

于其他作业，因此，应选择最靠近作业汇合点的作业．

由于瓶颈作业活动的计划影响了整个项目的工程进度，进度计划的制定必须要提供足够多人力、机

械及施工材料等资源，以确保瓶颈作业任务能够在期望的时间开始，并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所以，瓶颈

的作业时间计划以作业活动最可能的完成时间作为瓶颈作业活动的完成时间．另一方面，瓶颈作业工序

安排的同时应为其他进度计划元素的计算提供依据，如ｂｕｆｆｅｒ及ｒｏｐｅ的计算．瓶颈作业活动生产计划

的制定以降低瓶颈作业时间的不确定性，并提供非瓶颈作业时间延迟或提早的判断依据为目的．

２　瓶颈作业活动缓冲时间的确定

作业活动没有明确且固定的缓冲保护时间，不同的作业活动因具有不同的特性而存在差异，所以缓

冲时间的设定不适合采取全部相同的比率．采用动态缓冲量化作业活动时间发生延迟的可能并计算作

业活动的缓冲时间，运用作业活动缓冲时间的大小表示作业风险的情况，随着作业时间的延迟，缓冲时

间将以延迟的程度而减少．在ＤＢＲ理论中，存在３种不同的时间缓冲，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ＤＢＲ理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ＢＲ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缓冲的决定是为了提供保护给缓冲区前

的作业产生变化时，不至于影响瓶颈作业及后

续作业活动．因此，作业完成时间若超过预定

时间，缓冲时间就会相应地减少，作业活动任

务能以期望完成时间执行，令后续作业无闲置

时间，将更有助于项目管理人员对工程资源加

以合理的安排．缓冲时间可以视为作业活动持

续时间的不确定性程度，作业活动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代表缓冲时间设置的越大．从另一方

面来说，风险的发生是对工程项目在规定工期内完成具有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据此，风险的发生所造成

８７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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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存在于作业悲观完成时间与作业期望完成时间之间，故衡量缓冲时间的公式为

ＣＢｃ＝
犜ｃｂ－犜ｃｅ
２

，　　ｃ∈犛ＣＢ， （１）

ＡＢａ＝
犜ａｂ－犜ａｅ
２

，　　ａ∈犛ＡＢ， （２）

ＳＢｓ＝
犜ｓｂ－犜ｓｅ
２

，　　ｓ∈犛ＳＢ． （３）

式（１）～（３）中：ＣＢｃ，ＡＢａ，ＳＢｓ分别为瓶颈、汇流和出货的缓冲时间；犜ｃｂ，犜ｃｅ分别为瓶颈缓冲前先行作业

路径的悲观完成时间和期望完成时间；犜ａｂ，犜ａｅ分别为汇流缓冲前先行作业路径的悲观完成时间和期望

完成时间；犜ｓｂ，犜ｓｅ分别为出货缓冲前先行作业路径的悲观完成时间和期望完成时间；犛ＣＢ，犛ＡＢ，犛ＳＢ分别

为瓶颈、汇流和出货缓冲前先行作业的集合．

上述３种缓冲时间的衡量方式相近，但缓冲时间考虑的先行作业数量不同，也形成缓冲时间长度不

同的情形．瓶颈、汇流和出货工序活动缓冲前的作业保护时间，是根据不同缓冲前每个作业悲观完成时

间与工程期望完成时间的比例分配各作业的缓冲时间，如

ＢＴｃ＝
犫ｃ
犜ｅ
×ＣＢｃ，　　ｃ∈犛ＣＢ， （４）

ＢＴａ＝
犫ｃ
犜ｅ
×ＡＢａ，　　ａ∈犛ＡＢ， （５）

ＢＴｓ＝
犫ｃ
犜ｅ
×ＳＢｓ，　　ｓ∈犛ＳＢ． （６）

式（４）～（６）中：ＢＴｃ，ＢＴａ，ＢＴｓ分别为瓶颈、汇流和出货工序活动缓冲前各作业的保护时间；犜ｅ 为工程

期望完工时间；犫ｃ，犫ａ，犫ｓ分别为瓶颈、汇流和出货缓冲前各作业的悲观完成时间．

考虑到缓冲时间的设置由每个工序作业活动共同提供，缓冲区的设置将各个作业中多余的安全保

护时间移除管理．借由缓冲管理对工程项目的进度状态进行监控，以提升项目完工进度的可靠度，即有

珔犫ｃ＝犫ｃ－ＢＴｃ，　　珔犫ａ＝犫ａ－ＢＴａ，　　珔犫ｓ＝犫ｓ－ＢＴｓ． （７）

式（７）中：珔犫ｃ，珔犫ａ，珔犫ｓ分别为瓶颈、汇流和出货缓冲前各作业未包含保护时间的悲观完成时间．

３　工序作业活动的瓶颈缓冲管理

考虑到缓冲时间的设置是由每个作业活动共同提供的实际情况，缓冲区的设置是将各个作业中多

余的安全保护时间移除并集中管理，同时通过缓冲管理监控工程项目的进度状态．以瓶颈缓冲管理为

例，若先行作业实际完成时间超过扣除保护时间的先行作业期望完成时间加上警戒区时间，使得完成时

间在赶工区内，则表示工程实际完成时间可能与计划完成时间不符．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诸

如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施工加班、增加施工班组等措施来确保瓶颈作业活动达到如期开始的目标．

当然，缓冲时间的消耗情况完全视先行作业悲观与期望时间的分布情况，如果先行作业完成时间不

确定性高，则很可能会发生延迟，造成先行作业实际完工时间超过赶工区．若瓶颈缓冲前的作业实际完

成时间是在忽略区，则表示有足够的时间提供施工项目管理人员用以预防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对的

情况是，如果作业活动的完成时间是在警戒区内，项目管理人员必须需要密切注意工程的进行，避免工

程进度落入到赶工区内，如珡犜ｃｅ＝ｍａｘ｛狋狋＋（犪犻＋４犿犻＋珔犫ｃ）／６｝．其中：珡犜ｃｅ为瓶颈缓冲前先行作业路径为

包含作业缓冲时间的期望完成时间；狋犻，犪犻，犿犻 分别为作业犻的开始时间、乐观完成时间和可能完成时

间；珔犫ｃ为瓶颈缓冲前ｃ作业未包含保护时间的悲观完成时间．

ｒｏｐｅ的控制机能可以通过从建立资源的开始到施工现场的详细计划而达到，其主要功能在于决定

建立正确的物料达到施工活动现场的适当时间．ｒｏｐｅ控制的目的在于确保生产物料总是足够能够支援

瓶颈作业任务活动的不断进行．故可知ｒｏｐｅ的目的在于决定施工资源物料订单的开始时间，使资源物

料能平顺地经过非瓶颈作业任务活动，以达到支援瓶颈作业，保证瓶颈作业活动如期完成的目的．由此

可以看出，瓶颈作业的开始或瓶颈作业的前置作业集合的完成时间，可以视为ｒｏｐｅ的大小．在实际开工

后瓶颈任务活动前的所有先行作业完成时间将以投料进度计划为里程碑，务求使所有先行作业的完成

９７４第４期　　　　　　　　　　　刘迅，等：应用ＤＢＲ理论的网络进度计划完工工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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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小于或等于投料开始时间，以配合缓冲管理确保瓶颈工序活动如期开工．

４　案例验证与分析

４．１　工程案例

某水电站位于黄河干流上，属于大型梯级电站，水库设计库容量为６．２亿 ｍ３，为日调节水库．该电

站的主要任务是发电，兼顾灌溉及供水等，主要水工建筑物由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左岸泄洪洞、左岸溢洪

道、右岸泄洪洞、引水发电系统及厂房组成，总投资６６亿元．参照该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工程施工

总进度网络计划图（发包阶段研究报告）中规定的工序之间的逻辑组织关系，绘制出施工总进度的网络

图计划，如图２所示．

图２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施工双代号网络图

Ｆｉｇ．２　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ａｃｅｒｏｃｋｆｉｌｌｄａｍ

　　工序的详细信息、网络进度计划各活动完成时的３点估计值，以及作业活动期望完成时间、方差和

标准差等数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工期估计犪，犿，犫分别表示工序程序时间的乐观完成时间、最可能

完成时间及悲观完成时间，其值由原数据修改而得．

表１　工程施工工序信息明细表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ｔａｂｌ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编号 工序名称 紧前工序 犪，犿，犫／ｄ
作业期望
完工时间／ｄ

作业完工时
间标准差

完工时间
方差

１ 两岸坝肩水上部分
"１９０１以上开挖 － １７０，２３０，２６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 戗堤填筑闭起、基坑排水 １ ４０，５５，７０ ５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３ 基坑开挖 ２ ５０，７０，９０ ７０．００ ６．６７ ４４．４４

４ 坝后截水墙基础开挖 ２ ３０，４０，５５ ４０．８３ ４．１７ １７．３６

５ 上、下游围墙基础防渗施工 １ ４０，５５，６０ ５３．３３ ３．３３ １１．１１

６ 上、下游围堰填筑施工 ５ ３０，４５，５０ ４３．３３ ３．３３ １１．１１

７ "１９０１ｍ以下趾板及基础硅浇筑 ３，４，６ ８，１５，２５ １５．５０ ２．８３ ８．０３

８ 坝后截水墙硅浇筑 ４ ５５，７０，９０ ７０．８３ ５．８３ ３４．０３

９ "１９５５ｍ以下坝体上游临时断面填筑 ７，２１ １４０，１６５，１８５ １６４．１７ ７．５０ ５６．２５

１０ "１９５５ｍ以下坝体下游临时断面填筑 ８，９ １３０，１５０，１８５ １５２．５０ ９．１７ ８４．０３

１１ 左岸坝轴线冲沟硷回填 ８，９ ９０，１２０，１４５ １１９．１７ ９．１７ ８４．０３

１２ 坝后千砌石 ８，９ ４５５，４９５，５６０ ４９９．１７ １７．５０ ３０６．２５

１３ 一期面板硅浇筑 ８，９ ４５，６０，８０ ６０．８３ ５．８３ ３４．０３

１４ 表层止水安装 １３ ４５，６０，７５ ６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５ "１９５５ｍ至坝顶全断面填筑 １０，１１，２９，３０ １６０，１９５，２１５ １９２．５０ ９．１７ ８４．０３

１６ 坝前
"１９４０ｍ以下压坡体填筑 １０，１１，２９，３０ 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５ １２０．８３ ７．５０ ５６．２５

１７ 二期面板硷浇筑 １４，１５，１６，３２ ７５，９０，１１５ ９１．６７ ６．６７ ４４．４４

１８ 坝顶防浪墙及坝顶道路施工 １２，１７ ８５，１２０，１５０ １１９．１７ １０．８３ １１７．３６

１９ 下游围堰拆除 １２，１７ ７０，９０，１１５ ９０．８３ ７．５０ ５６．２５

２０ 坝顶填筑、浆砌石 １８，１９ ４８，６０，７５ ６０．５０ ４．５０ ２０．２５

２１ 两岸坝肩锚喷支护 － ２８０，３３０，４００ ３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８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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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编号 工序名称 紧前工序 犪，犿，犫／ｄ
作业期望
完工时间

作业完工时
间标准差

完工时间
方差

２２ 本标段辅体系统施工 － １３５，１６５，１９５ １６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 垫层料加工系统改造 － ８５，１０５，１１５ １０３．３３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４ 药水沟Ⅱ区料场规划和道路修筑 － ２５，３０，４５ ３１．６７ ３．３３ １１．１１

２５ 坡积碎石土及强风化岩剥离 ２４ 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５ １２０．８３ ７．５０ ５６．２５

２６ 过渡料开采爆破试验 ２５ １２，１５，２０ １５．３３ １．３３ １．７８

２７ 垫层试验料加工 ２２，２３ ３５，４５，５０ ４４．１７ ２．５０ ６．２５

２８ 一期垫层料加工 ２７ ４８，６０，８０ ６１．３３ ５．３３ ２８．４４

２９ 二期垫层料加工 ２８ １０５，１３５，１６０ １３４．１７ ９．１７ ８４．０３

３０ 过渡料垫层料开采 ２６ １９５，２４０，２８０ ２３９．１７ １４．１７ ２００．６９

３１ 灌浆试验 － ７２，９０，１１８ ９１．６７ ７．６７ ５８．７８

３２ 左、右岸趾板灌浆与浇筑 ３１ ３００，３６０，４２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２　案例模拟

运用ＣｒｙｓｔａｌＢａｌｌＶｅｒｓｉｏｎ商业软件，各项作业活动的工期的概率分布设定为三角分布．设定模拟

次数为２万次，藉以随机数产生器（０１）及作业３时分布取得每个作业活动的完成时间并计算工程项目

的完成时间及完成时间的概率分布情况．

ＤＢＲ计划技术元素包含了“鼓”、“缓冲”、“绳子”３个基本元素，在排列组合上具有７种模式，加上传

统的ＰＥＲＴ模式，共有８种模式可进行几者之间的相互比较．通过对这８种进度计划模式进行相互比

较，能够找到比较合适的工程项目进度计划，将工程施工项目完工的风险降至最低．进度计划模式建立

后，即可将进度计划模式置入进度计划模式暂存区，记录每一进度计划的模式，所包含的进度计划元素、

相关数据资料等．设定蒙特卡罗模拟次数并根据作业活动任务３时及随机数产生器决定每一次模拟所

得到的作业活动持续时间．当每一次模拟的作业活动时间确定后，依据关键路径法计算工程项目的完成

时间，直至达到设定的模拟次数．

４．３　结果与讨论

该案例在传统ＰＥＲＴ网络进度计划下的模拟结果，以及考虑ＤＢＲ进度计划技术下的各种不同元

素的组合模拟结果数据对比，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种组合仿真不确定性比较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进度计划
控制元素

平均工期 标准差
最乐观

完成时间／ｄ
最悲观

完成时间／ｄ
与传统ＰＥＲＴ比较
不确定性减少

１ ＰＥＲＴ １２１１．６３ ３３．５６ １０９２．２９ １３４８．９２ －

２ ｄｒｕｍ １１８０．０４ ２９．７６ １０８３．５１ １２８８．１２ ３．８０

３ ｂｕｆｆｅｒ １２８４．６４ １６．７８ １２２０．３０ １３４４．３９ １６．７８

４ ｒｏｐｅ １２２７．０７ ２６．５９ １１３２．１２ １３２２．３７ ６．９７

５ ｄｒｕｍ?ｂｕｆｆｅｒ １２５５．１５ １１．４０ １２１３．７２ １３０３．２１ ２２．１６

６ ｄｒｕｍ?ｒｏｐｅ １１９６．１９ ２３．１１ １１１７．４７ １２７１．８３ １０．４５

７ ｂｕｆｆｅｒ?ｒｏｐｅ １１８８．４６ ９．１８ １１５２．８９ １２１６．７５ ２４．３８

８ ｄｒｕｍ?ｂｕｆｆｅｒ?ｒｏｐｅ １１８４．２５ ７．９２ １１５６．３８ １２１２．４６ ２５．６４

　　不同组合仿真下的工程网络进度计划的完工工期（狋）分布和完工概率（犘）比较，如图３所示．由图３

可知：虽然传统经典的ＰＥＲＴ进度计划技术的工程平均完工时间并不是最长的完工时间，但利用该方

法计算所得到完工时间的不确定性程度却是最高的．工程完工工期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往往越有可能

产生额外的作业闲置时间，以及作业资源分配波动较大的不合理等其他管理上的失效的现象产生．

在“鼓”、“缓冲”、“绳子”元素独立应用的条件下，相对于ＰＥＲＴ技术而言均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减

少进度计划的不确定性程度．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有可能在较大的程度上造成延长工程完工时间的发

生，就减低工程进度的不确定性而言，并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同样地，在“鼓”、“缓冲”、“绳子”相互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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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工期分布　　　　　　　　　　　　　　　　　　（ｂ）完工概率

图３　不同组合仿真下的工程网络进度计划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情况下，该种组合技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减少工程完工工期计划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但是同

样也有可能会造成工程完工时间的增加的现象产生．在“鼓”、“缓冲”、“绳子”元素３者的共同应用下，虽

然在降低工程网络计划的不确定性上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同时也没有增加工程完工的时间．在衡量

工程进度计划的不确定性与工程完工时间的条件下，将“鼓”、“缓冲”、“绳子”元素３者的共同应用进度

计划控制技术应用到工程进度计划的编制中，能够得到较为适合工程实际的进度计划的制定效果．

５　结束语

采用ＤＢＲ理论所提出建立的工程进度计划编制方法，并应用于实例分析．仿真结果表明：ＤＢＲ理

论进度计划与管理技术中的每一个元素的应用都能够有效地降低工程完工工期的不确定，其中，将

“鼓”、“缓冲”、“绳子”３元素的结合运用能够最有效地降低工程完工工期不确定的程度．因此，如果管理

者在制定进度计划时将“鼓”、“缓冲”、“绳子”３者充分地加以配合，能够使ＤＢＲ的进度计划与控制技术

的效益能够更有效地显现出来．这样就可使管理者准确地控制施工过程中各活动的进度，从而有效地指

导施工进度计划的具体实施．

参考文献：

［１］　刘俊艳．基于ＢＮ?ＣＰＭ的工程进度风险因素相关性分析［Ｊ］．水力发电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６）：１９９?２０３．

［２］　赵道致，王元明．基于ＰＥＲＴ的项目工期风险传递机制［Ｊ］．工业工程，２００８，１１（４）：１４?１８．

［３］　刘俊艳，王卓甫．工程进度风险因素的非叠加性影响［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３０（８）：１５１７?１５２３．

［４］　ＩＺＭＡＩＬＯＶＡ，ＫＯＲＮＥＶＡＤ，ＫＯＺＨＥＭＩＡＫＩＮ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ｂｕｆｆｅｒｓ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３５（１１）：１８９?１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ｂｓｐｒｏ．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４．

［５］　罗福周，刘静．基于建设项目多目标综合优化的关键链缓冲区研究［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３，４５（６）：９０２?９０６．

［６］　ＧＯＬＤＲＡＴＴＥ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ｉｎ［Ｍ］．Ｇｒｅａｔ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Ｒｉ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１８１．

［７］　张国辉．ＤＢＲ理论求解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Ｊ］．运筹与管理，２０１６，２５（１）：５３?５８．

［８］　周峰．ＤＢＲ管理模式的生产计划与控制机制探讨［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００，８（１）：１７?２１．

［９］　ＩＺＭＡＩＬＯＶＡ，ＫＯＲＮＥＶＡＤ，ＫＯＺＨＥＭＩＡＫＩＮ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２９（８）：９６?１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ｂｓｐｒｏ．２０１６．０７．１１８．

［１０］　ＧＯＬ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Ｄ．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６５（７）：３８?５０．

［１１］　施骞，王雅婷，龚婷．项目缓冲设置方法及其评价指标改进［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３２（８）：１７３９?１７４６．

［１２］　别黎，崔南方，赵雁，等．关键链多项目调度中分散式能力约束缓冲设置法［Ｊ］．管理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７（２）：１４８?

１５３．

［１３］　张清河，张云波．不确定性网络计划的工序作业时间研究［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２，２３（２）：１４２?１４６．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方德平）

２８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第３８卷　第４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７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ｌ．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８　　

　　　采用犇犈犕犃犜犈犔的建筑企业组织

角色网络权力评价及实证分析

鲁梓宏１，祁神军１，刘炳胜２，张云波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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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ＤＥＭＡＴＥＬ）法，以建筑企业核心业务流程为基础，构建建筑企业业务流

程网络模型，计算各角色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及原因度等评价指标．以某建筑企业的成本管理、合同管

理及资金管理等核心业务流程为实证，构建组织角色权力评价的ＤＥＭＡＴＥＬ模型，提出组织优化的措施与路

径．研究结果可为建筑企业组织角色权利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　网络权力；关系矩阵；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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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ｄｅｇｒｅ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ｃｏｒｅ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ｏｓ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ｌａｒ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ｄｅｇｒｅ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

ｃａｕｓｅｄｅｇｒｅ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

建筑企业组织结构是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战略目标，而在组织中分工协作，在职务范围、责任和

权力方面形成的结构体系．随着企业大型化、多项目异地分布的发展，企业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多维立体

的趋势．流程网络中，每个角色均呈现了权力实动和被动的双重属性，且权力大小与该角色的流程网络

位置、个体行为能力及其对其他角色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迫切需要从网络权力的视角建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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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的建筑企业组织角色权力的评价标准，科学量化角色权力的配置，为优化组织结构提供决策依

据．网络权力是社会网络中的个体所拥有的影响他人的权力．相关学者引入网络分析法，对网络权力的

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目前，较为成熟的是社会网络模型，将建设项目管理团队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如绿色

建筑项目利益相关者风险网络模型［１］、大型复杂项目组织角色的权力［２］、工程项目团队网络模型［３］、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群的组织网络复杂关系模型［４］．然而，上述研究较少致力于某一建筑企业内部角色

之间的网络关系．ＤＥＭＡＴＥ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是一种运用图论和矩阵

工具进行系统因素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对于处理复杂的社会网络问题
［５］、企业管理者多层次动态胜任力

问题［６］较为有效，也可以分析组织内外部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组织的网络权力．因此，本文以建筑企

业业务流程为基础，采用ＤＥＭＡＴＥＬ方法，从动态的角度探索建筑企业各业务流程角色的影响度、被

影响度、中心度及原因度，确立各角色的网络中的地位及权利分配．

１　评价模型的建立

１．１　建筑企业组织角色权力

建筑企业组织角色权力是组织中的角色围绕企业业务流程展开的跨部门、跨组织的工作任务协调

及指挥能力［７］．网络权力是组织角色网络地位的体现
［８］，与网络位置之间有效匹配可提高企业的组织效

率［９］．因此，角色的网络权力是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可以作为描述和预测建筑企业组织角色

行为的重要指标．

１．２　建筑企业业务流程

建筑企业流程是围绕建筑企业战略目标，基于企业的核心业务及职能型业务所设计的一系列规范

化的管理任务的总称．建筑企业流程是其管控模式、组织结构、职能部门及权责分配的体现与载体．因

此，对建筑企业业务流程进行建模评价并进行管控模式优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１．３　建筑企业组织角色权利评级模型的建立及步骤

１．３．１　流程角色重要性赋值　假设相邻两个角色犻与犼之间的信息流赋值为犣犻，犼，则犣犻，犼表示为

犣犻，犼 ＝犠犻，犼×（狘狓犻－狓犼狘＋１），　　犠犻，犼 ＝ （狓犻＋狓犼）／２．

式中：犠犻，犼为角色犻到角色犼的信息流在流程网络中的重要度或权重；狓犻，狓犼分别为角色犻和角色犼在组

织层级中的赋值，其中，犻，犼＝１，２，…，狀．

１．３．２　流程角色重要性赋值的关系强度矩阵　设角色犻到角色犼的流程信息流数量为狀，则两角色之

间的所有信息流赋值之和为犣′犻，犼＝∑
狀

犻＝１

犣犻，犼．若一共有犿个流程角色，则汇总形成流程赋值的犿×犿的

关系强度初始矩阵．

１．３．３　流程角色的直接影响矩阵　进一步求解流程赋值的关系强度矩阵的行和，设行和的最大值为

ｍａｘ，则规范化的流程赋值的关系强度矩阵犌＝犣′犻，犼／ｍａｘ，即流程角色的直接影响矩阵．

１．３．４　流程角色的综合影响矩阵　以综合影响矩阵犜表示角色间的综合影响系数，犐为犿×犿的单位

矩阵，则犜＝∑
犖

犾

犌犻＝犌（犐－犌）－１．

１．３．５　流程角色的影响度　流程角色对流程网络中其他角色的影响程度，即综合矩阵的行之和，表示

为犎犻＝∑
犿

犼

狋犻，犼．

１．３．６　流程角色的被影响度　流程网络中，其他角色对某一角色犼的影响程度，表示为犔犼＝∑
犿

犻

狋犻，犼．

１．３．７　流程角色的中心度　角色犻在整个流程信息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表示为犕犻＝犎犻＋犔犻．

１．３．８　流程角色的原因度　流程网络中角色犻与整个流程信息网络中其他流程角色的因果逻辑关系，

即犝犻＝犎犻－犔犻．

１．４　建筑企业组织角色权利评价基本原则

流程角色的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角色越接近网络的核心位置，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也说明该角

４８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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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享有更多的信息流和权力流，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方面占有更多优势．

流程角色的原因度体现了角色在整个网络中影响作用的大小．若为正值，说明该角色是原因型角

色，在流程网络中占据核心主导作用；若为负值，说明该角色是结果型角色，受其他角色的影响较大．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案例选取

选取福建省某一特级总承包建筑企业的成本管理和合同管理等核心业务流程为基础，并将关系非

常紧密的资金管理业务流程一并考虑，最终获得４８个角色、１９条核心流程及３９９条审批信息流．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绘制其流程角色网络图．

２．２　流程角色及层级赋值

根据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遵循组织层级越高，得分越高的原则，对每个角色进行评分．具体

赋值规则遵循祁神军等［１０］的研究成果，因篇幅限制，数据省略．

２．３　评价结果

流程角色的评价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项目经理（ｖ２９）、物资设备科经理（ｖ２１）、分公司经

理（ｖ１８）、副总经理（ｖ２）、经营科经理（ｖ２３）及总经理（ｖ１）等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和中心度均较大，特别是

项目经理（ｖ２９）的影响度非常大．

表１　流程角色的评价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ｏｌｅｓ

编号 影响度 编号 被影响度 编号 中心度 编号 原因度 角色类型

ｖ２９ １．４４０ ｖ２９ １．３５０ ｖ２９ ２．７９０ ｖ１３ －０．５７８ 结果型

ｖ２１ ０．９０５ ｖ１３ １．２１６ ｖ１３ １．８５５ ｖ７ －０．３５３ 结果型

ｖ２ ０．８２４ ｖ２１ ０．７１２ ｖ２１ １．６１７ ｖ５ －０．１９５ 结果型

ｖ１８ ０．６９２ ｖ２ ０．７０８ ｖ２ １．５３２ ｖ３３ －０．１７１ 结果型

ｖ２３ ０．６７０ ｖ１８ ０．６４６ ｖ１８ １．３３７ ｖ３１ －０．１２６ 结果型

ｖ１ ０．６６９ ｖ７ ０．６２７ ｖ２３ １．０８１ ｖ６ －０．１１３ 结果型

ｖ１３ ０．６３８ ｖ５ ０．４９８ ｖ１ ０．９８２ ｖ１４ －０．１０１ 结果型

ｖ８ ０．４８８ ｖ３０ ０．４７９ ｖ７ ０．９００ ｖ３４ －０．１０１ 结果型

ｖ３ ０．４３８ ｖ３５ ０．４１８ ｖ３０ ０．８６８ ｖ３０ －０．０９０ 结果型

ｖ２７ ０．４３５ ｖ２３ ０．４１１ ｖ８ ０．８０９ ｖ９ －０．０７５ 结果型

ｖ３０ ０．３８９ ｖ３３ ０．３８８ ｖ５ ０．８００ ｖ１２ －０．０５９ 结果型

ｖ３５ ０．３８１ ｖ３１ ０．３４６ ｖ３５ ０．７９９ ｖ３２ －０．０５６ 结果型

ｖ２６ ０．３８０ ｖ２６ ０．３４４ ｖ２７ ０．７４２ ｖ４４ －０．０５５ 结果型

ｖ５ ０．３０３ ｖ８ ０．３２１ ｖ２６ ０．７２４ ｖ４１ －０．０５０ 结果型

ｖ４７ ０．２９４ ｖ１ ０．３１４ ｖ３ ０．６７９ ｖ４３ －０．０３９ 结果型

ｖ７ ０．２７４ ｖ２７ ０．３０７ ｖ３３ ０．６０６ ｖ１６ －０．０３８ 结果型

ｖ２４ ０．２５４ ｖ３４ ０．２７４ ｖ３１ ０．５６６ ｖ３５ －０．０３７ 结果型

ｖ１９ ０．２４０ ｖ３ ０．２４１ ｖ３４ ０．４４７ ｖ２０ －０．０２６ 结果型

ｖ３１ ０．２２０ ｖ１７ ０．２１９ ｖ４７ ０．４３３ ｖ１７ －０．０２５ 结果型

ｖ２２ ０．２１７ ｖ３２ ０．２０４ ｖ２４ ０．４１８ ｖ４２ －０．０２１ 结果型

ｖ３３ ０．２１７ ｖ２０ ０．１６７ ｖ１７ ０．４１３ ｖ４０ －０．０１３ 结果型

ｖ１７ ０．１９４ ｖ９ ０．１６６ ｖ１９ ０．３７９ ｖ２５ －０．００３ 结果型

ｖ３４ ０．１７３ ｖ２４ ０．１６４ ｖ３２ ０．３５２ ｖ４６ ０．００１ 原因型

ｖ１０ ０．１６８ ｖ１２ ０．１５８ ｖ２２ ０．３４４ ｖ４５ ０．００１ 原因型

ｖ３２ ０．１４８ ｖ１４ ０．１４５ ｖ２０ ０．３０９ ｖ４８ ０．００３ 原因型

ｖ２０ ０．１４１ ｖ１９ ０．１３９ ｖ３７ ０．２６３ ｖ３７ ０．００５ 原因型

ｖ３７ ０．１３４ ｖ４７ ０．１３９ ｖ９ ０．２５８ ｖ３９ ０．００６ 原因型

ｖ４ ０．１２５ ｖ３７ ０．１２９ ｖ１２ ０．２５７ ｖ２８ ０．００８ 原因型

ｖ１２ ０．０９９ ｖ２２ ０．１２７ ｖ１０ ０．２２０ ｖ３８ ０．０１２ 原因型

５８４第４期　　　　　　　鲁梓宏，等：采用ＤＥＭＡＴＥＬ的建筑企业组织角色网络权力评价及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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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编号 影响度 编号 被影响度 编号 中心度 编号 原因度 角色类型

ｖ３６ ０．０９８ ｖ６ ０．１２０ ｖ１４ ０．１９０ ｖ１１ ０．０１５ 原因型

ｖ１５ ０．０９２ ｖ１６ ０．０７１ ｖ４ ０．１７８ ｖ１５ ０．０２４ 原因型

ｖ９ ０．０９２ ｖ１５ ０．０６８ ｖ１５ ０．１６１ ｖ２６ ０．０３７ 原因型

ｖ３８ ０．０７８ ｖ３８ ０．０６７ ｖ３６ ０．１５８ ｖ３６ ０．０３９ 原因型

ｖ４５ ０．０６２ ｖ４１ ０．０６７ ｖ３８ ０．１４５ ｖ１８ ０．０４６ 原因型

ｖ３９ ０．０５３ ｖ４５ ０．０６１ ｖ６ ０．１２７ ｖ４ ０．０７１ 原因型

ｖ４６ ０．０４５ ｖ３６ ０．０５９ ｖ４５ ０．１２２ ｖ２４ ０．０９０ 原因型

ｖ１４ ０．０４４ ｖ４４ ０．０５５ ｖ１６ ０．１０３ ｖ２９ ０．０９１ 原因型

ｖ２８ ０．０３９ ｖ４ ０．０５３ ｖ３９ ０．０９９ ｖ２２ ０．０９１ 原因型

ｖ１６ ０．０３２ ｖ４３ ０．０５３ ｖ４６ ０．０８９ ｖ１９ ０．１００ 原因型

ｖ４８ ０．０２０ ｖ１０ ０．０５２ ｖ４１ ０．０８３ ｖ１０ ０．１１６ 原因型

ｖ４１ ０．０１６ ｖ３９ ０．０４６ ｖ２８ ０．０７０ ｖ２ ０．１１６ 原因型

ｖ１１ ０．０１５ ｖ４６ ０．０４４ ｖ４３ ０．０６８ ｖ２７ ０．１２８ 原因型

ｖ４３ ０．０１４ ｖ２８ ０．０３１ ｖ４４ ０．０５５ ｖ４７ ０．１５５ 原因型

ｖ６ ０．００７ ｖ４２ ０．０２１ ｖ４８ ０．０３７ ｖ８ ０．１６７ 原因型

ｖ２５ ０．００７ ｖ４８ ０．０１７ ｖ４２ ０．０２１ ｖ２１ ０．１９３ 原因型

ｖ４０ ０．００３ ｖ４０ ０．０１６ ｖ４０ ０．０１９ ｖ３ ０．１９７ 原因型

ｖ４４ ０．０００ ｖ２５ ０．０１０ ｖ２５ ０．０１８ ｖ２３ ０．２５９ 原因型

ｖ４２ ０．０００ ｖ１１ ０．０００ ｖ１１ ０．０１５ ｖ１ ０．３５５ 原因型

２．４　评价结果分析

２．４．１　流程角色的中心度及原因度的整体分析　以各角色的中心度为横坐标、原因度（结果度）为纵坐

标，绘制各角色的中心度及原因度的二维坐标体系，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项目经理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为最大，使其中心度最大，但影响度稍高于被影响度，

因此，整体上属于原因型角色；安全管理部部长（ｖ１３）为结果型角色，其被影响度达到了１．２１６，而中心

度仅次于项目经理，说明该企业在联营模式下，非常注重项目的安全控制；物资设备科经理（ｖ２１）、副总

经理（ｖ２）、分公司经理（ｖ１８）、经营科经理（ｖ２３）和总经理（ｖ１）的中心度都较大，但依次减小，且物资设备

部部长（ｖ６）为典型的结果型角色，其原因度达到了－０．３５３，说明在联营模式下，该企业将总部的权利下

放到分（子）公司，较重视安全管理及物资设备管理，却忽视了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进度控制．

同时，选取中心度或原因度（结果度）累计百分比大于６０％的角色为关键角色，以它们的中心度为

横坐标，原因度（结果度）为纵坐标绘制角色间影响关系图，如图２所示．

图１　基于中心度和原因度的二维结构 图２　关键角色影响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ｋｅｙｒｏｌ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ｄｅｇｒｅｅ 　　　　　　　　

由图２可知：除项目经理（ｖ２９）、安全管理部部长（ｖ１３）外，多数角色呈紧密状分布、所处位置较为集

中，即这些角色的中心度较为接近；而项目经理（ｖ２９）的中心度最大而偏离多数角色；从路径的影响系数

上来看，项目经理（ｖ２９）对其他角色的影响系数较大，在项目管控中，具有极强的管控权利．通过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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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访谈得知，该企业是典型的弱总部模式，主要采用项目承包责任制和联营的经营模式，总公司权

利被相对弱化，分（子）公司及项目部具有较大的项目经营控制权．分析结果与该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及

管理层权利分布状态基本相符．

２．４．２　不同层级流程角色中心度及原因度的结果分析　不同组织层级流程角色评价指标总体分布，如

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从总体趋势来看，随着组织层级的降低，流程角色的中心度呈现快速增加后急剧

下降的趋势，且在组织的第４层级达到峰值；原因度一直呈现上升下降交替的波动趋势，且在组织的第

１，２，４层级为正值，在第２～３层级及第４～５层级快速下降至负值，而在第３～４层级快速上升至正值，

在第１～２层级、第５～６层级基本保持平稳．

不同组织层级流程角色评价指标平均分布，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流程角色的平均中心度在该

企业的第２层级最大，在第４层级及第５层级较大，而在其他组织层级都较小；平均原因度整体呈现下

降的趋势，中间有小幅波动，且前３个层级的下降速度较快，而第５～６层级较为稳定．

　图３　流程角色评价指标总体分布 图４　流程角色评价指标平均分布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ｏｌｅ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ｏｌｅｓ

３　组织优化措施与建议

目前，大型建筑企业面临着多项目管理的普遍难题是如何取得最佳的项目组合管理效果［１１］．管理

者需要通过组织变革，使权力配置适应特定时期组织发展的需求，结合总公司?分（子）公司?项目部的组

织架构及分权管控的理念，对该建筑企业提出以下组织优化措施．

３．１　强化总部对项目管控度

由图３，４可知：管理层中，第３，４层级的影响度和中心度均较高，而其余层级相对偏低；在第３层级

中，项目经理（ｖ２９）的影响度和中心度均位列第一，所占百分比分别达到了１１．７４％和１１．３７％；相比之

下，总公司高级管理层对项目的管控及参与度较低，从总经理（ｖ１）、副总经理（ｖ２）和总工程师（ｖ３）三者

的中心度之和百分比仅为１３．０１％亦足以说明．由于该公司的项目承包责任制和联营模式使项目经理

的权利相对较大，尽管该模式能够激励项目经理，但只能调动项目部所拥有的资源．随着项目数量的增

多、规模的增大，项目运作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在分（子）公司及公司总部两层面实现企业内外部关键

资源的优化和调度，且在总部逐渐加大对项目的成本、资金、质量及进度的管控．

建议在总部设置最高层级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在经营管理委员会职能的基础上扩大职能，形成整个

建筑企业的战略中心和资源中心，并在分（子）公司形成资源分中心，在多项目之间优化建筑内外部的技

术、资金、人力和信息资源等关键资源，监管多项目的运作经营状况．

３．２　加强集约化管理

由表１可知：分（子）公司?项目部管理层级的影响度与中心度分别达到５９．８８％和５８．５９％，很明

显，该企业的权利过多地集中在分（子）公司和项目部，没有有效发挥出总公司、分（子）公司和项目部的

三级架构职能；且项目部为了实现利润目标，忽视了分（子）公司及公司整体的资源优化，导致企业内外

部资源利用率较低；各分（子）公司层面上未统筹整个公司的资源，造成资源的重复购置，增加企业经营

成本．此外，企业总部设立了财务结算中心，物资设备采购由公司总部统一编制采购计划集中采购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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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到各项目部，由此说明总公司仅局限于采购计划的编制工作，分（子）公司的项目遍布在不同区

域，应形成区域性物资采购中心进行集中采购更能节约成本．

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建筑企业的集约化管控，可进一步实现工程分包集中管理和成本集中管理，

按照片区设立采购交易中心，优化物资设备的采购流程，赋予总部对项目质量、进度的管控力度．分包集

中管理的前提是该建筑企业形成合格供方库，并实时动态评价和更新，各分（子）公司在合格分包商名册

内选用专业承包商、劳务分包商、材料供应商及设备租赁商．

４　结束语

以建筑企业业务流程为基础，采用ＤＥＭＡＴＥＬ方法构建了建筑企业网络权力评价模型，并以某一

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的成本和合约管理流程为例展开实证研究，通过影响度、被影响度及原因度等指标对

该建筑企业的网络权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提出组织权力优化配置的措施．研究得出：该企业是典型的

联营与分包模式；总经理、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权利被弱化，分（子）公司及项目部在项目运作、利润考核

及成本管控方面主动控制权较大，应完善统一管理制度，加强集约化管理．该研究采用ＤＥＭＡＴＥＬ方

法对组织的网络权力建立评价指标，为建筑企业组织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后续将选择同类

型案例对比研究，系统地提出建筑企业网络权力评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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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杉矶大都市影响居民步行到

　　　轨道交通站点的多因素分析（英文）

许俊萍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为例，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美国南加州政府联盟提供的居民出行数据，应

用逻辑回归模型寻找影响居民步行到快速公交站点的显著因子．结果表明：到达站点的距离和人行道的连续性、路

灯密度、行道树密度、站点周边停车和土地混合度是显著影响的居民步行到站点的环境因子；而出行目的地、家庭

收入、家庭拥有私家车数量，以及种族等其他因子也显著影响到居民是否步行到站点．

关键词：　步行；公交导向型发展；大都市；多因素分析；逻辑回归模型；洛杉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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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ｖｅ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ａｋｅｍｏｒ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ｔｒｉｐｓｏｒｏｔｈｅｒ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ｔｒｉｐｓ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ｉｔｙｉｎ２０１０

表１　２０１０年洛杉矶市的区域、城市和车站地区的人口特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ｉｔｙｏｆ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ｒｉｐｓｔｏｗｏｒｋ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ｗａｌｋｉｎｇ，ａｎｄｂｉｋｉｎｇ／％

８ １４ ２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ｗｉｔｈ０ｏｒ１ｃａｒ／％ ４６ ５７ ６６

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ｄｏｌｌａｒｓ ４５２８０ ３６６８７ ２９７２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ｒｅｎ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４６ ６１ ７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ｚｅ ３．００ ２．８３ ３．０２

０９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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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犝狀犻狋狅犳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犇犪狋犪犛狅狌狉犮犲

Ｍｏｓｔ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ｕｓｅｄ４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０．２５ｍｉｌｅｓ）ｏｒ８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０．５ｍｉｌｅｓ）ａｓｔｈｅｗａｌｋ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ｒａｐ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ｏｆｔｅ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４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ｏｒ８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ａｓ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
［８，２１，２３，２７］．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ｆｉｎｅｓ４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０．２５ｍｉｌｅ）ｒａｄｉｕｓｂｕｆｆ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ｂｙｅａｃｈ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ｎｉｔ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ｔｒａｖｅｌ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３ｂｙ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ＳＣＡＧ）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ｃｅｎｓｕｓｄａｔａ．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ｗ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ＣＡＧ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ｇｏｔｔｅ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ｏｕｎｔｙＧＩＳ

ｐｏｒｔａｌ，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ｏｕｎｔｙｓｈｅｒｉｆｆ，Ｃｉｔｙｏｆ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ＬＡＤＯＴ），

ａｎｄ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ＵＳＧＳ）．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ｔｔｏｏｌｗｏｕｌｄｂ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ｔｈｅ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ｔｏｏｌ（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ｏｏｌ（ｃｌｉｐ）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ｉｎ４００

ｍｅｔｅｒ／ｑｕａｒｔｅｒｍｉｌｅｂｕｆｆ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ａｂｌｅｇｅ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ｎｅｅｄ．

１．３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犕犲狋犺狅犱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ｂｏ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ｎ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ｂｏ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

ａｂ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Ｈｅｒｅ，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ｉｎａ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ｏｕ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

（１），（２），（３）ａｎｄ（４）ｗ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ａｔｅｄａｓｆｏｌｌｏｗ．

犖 ＝β０＋β１犃＋μ， （１）

犖 ＝β０＋β１犃＋β２犆， （２）

犖 ＝β０＋β１犃＋β２犆＋β３犛＋μ， （３）

犖 ＝β０＋β１犃＋β２犆＋β３犛＋β４犅＋μ． （４）

Ｉｎｈｅｒｅ，犖 ｍｅａｎ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ｔ，犃ｍｅａｎｓ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犅ｍｅａｎｓ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犆ｍｅａｎ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ｕｎｉｔ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犛ｍｅａｎｓ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μ＝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ｔｅｒｍ．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ｏｄｅｌｏｎｌｙｈａｓ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ｂｏｔｈ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ｏｎｅｈａｓ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ｌｅａｄ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ｏ?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ｄｄｓ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ｅｄｏｎ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２　犇犪狋犪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犚犲狊狌犾狋狊

２．１　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狏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７４５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ＣＡＧ）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ｔｒａｖｅ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５５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ｂｏ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ｎｉｔ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００ｍｅｔｅｒ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ａｉ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ａ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Ｄ）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

２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Ｔａｂｌｅ２．Ｉｎｔａｂｌｅ２，“（ｃ）”ｍｅａｎ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ｓ，犖＝７４５ｉｓ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犖＝５５ｉ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２．２　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ｕｒｂｉ

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ｄｏ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ｅｔａｂｌｅ３）．Ｉｎｔａｂｌｅ３，“（ｃ）”

１９４第４期　　　　　　　ＸＵＪｕｎ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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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表２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犖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ｄｉｎｇ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ｖｅｌ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 ７４５ １＝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０＝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０．８０ ０．３９８

Ａｇｅ ７４５ 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ｇｅ ３８．８２ １４．６３７

Ｇｅｎｄｅｒ ７４５ １＝ｍａｌｅ，０＝ｆｅｍａｌｅ ０．３７ ０．４８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２０１０）（ｃ）７４５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ｔｏ４９９９９，
＄５００００ｔｏ＄７４９９９，
＄７５０００ｏｒｍｏｒｅ

２．１１ ０．８７６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７４５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０．８５ ０．８３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ｃ） ７４５ １＝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０＝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０．４４ ０．２４０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ｃ） ７４５ １＝ｎｏｎ?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ｗｈｉｔｅ，０＝ｏｔｈｅｒｓ ０．１８ ０．３８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 ７４５

１１ｔｈｇｒａｄｅｏｒｌｅｓｓ，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２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ｄｅｇｒｅｅ，
４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ｄｅｇｒｅ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２．５６ １．２６８

Ｂｌａｃｋ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５５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ｌａｃｋ／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ｕｎｉｔ／％
１６．４５ １７．６４８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５５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ｕｎｉｔ／％

３５．５１ ２０．５５８

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 ５５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ｄｏｌｌａｒｓ ３８４８９．５３ １６４６８．５７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００ｆｅｅｔ） ７４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ｈｏｍｅ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６４ ６．８３２

Ｓｉｄｅｗａｌｋ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５５
Ｔｏｔａｌｍｉｌｅｓｏｆｓｉｄｅｗａｌｋｓ／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２）／％
４４．２９ １７．５９０

Ｓｔｒｅｅｔｌｉｇｈｔｓｄｅｎｓ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ｍｉｌｅ）

５５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ｌｉｇｈｔｓ／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２）

３９．６２ １６．０７３

Ｔｒｅｅｓ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ｍｉｌｅ）

５５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ｅｅｓ／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２）

４４．２９ １７．５９６

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ｋｉｎｇ（ｃ） ５５ １?ａｖａｌｉａｂｌｅ，０?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０．５３ ０．４９９

Ｓｔｒｅｅ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１００ｆｅｅｔ／ａｃｒｅ） ５５ Ｔｏｔａｌｆｅｅｔ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ｔｏｔａｌａｃｒｅｓｏｆａｒｅａ ２４．６９ ６．３２０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５５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ｗａｙ）／ｔｏｔａｌａｃｒｅｓｏｆａｒｅａ

０．１６ ０．０８５

Ｌａｎｄｕｓｅｍｉｘ ５５
Ｌａｎｄｕｓｅｍｉｘ＝－［（∑

狀

犻

（狆犻）ｌｎ（狆犻））／ｌｎ（狀）］，

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ｑ．ｆ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犻，
狀?Ｎｏ．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ｓ

０．６１ ０．１８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５５ Ｔｏｔ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ｃｒｅｓｏｆａｒｅａ ７．６４ １．７０８

ｍｅａｎ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ｏｄｄｒａｔｉｏ，Ｃｏｅｆ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ｍｏｄｅｌｏｎｌｙｈａｓｔｒａｖｅｌ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ｔｏ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

０．２６０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ｔｏ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ｂｌａｃｋ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Ｗｈｉｌｅａｄ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ｄｅｌ，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ｗｏｕ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

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１．３１３ｔｉｍｅｓ．Ｉｔｂｅｃａｍｅ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１．６３６ｔｉｍ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２９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３　４个逻辑回归模型预测步行到站点的结果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ｏｄｅｌ１

犘　Ｃｏｅｆｆ．　 ＯＲ

Ｍｏｄｅｌ２

犘　Ｃｏｅｆｆ．　 ＯＲ

Ｍｏｄｅｌ３

犘　Ｃｏｅｆｆ．　 ＯＲ

Ｍｏｄｅｌ４

犘　Ｃｏｅｆｆ．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

０ －１．３４９０．２６０ ０ －１．３８４０．２５０ ０ －１．５５６０．２２１ ０ －１．４６９０．２３０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

Ｂｌａｃ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９ １．００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 １．０１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０ １．０２１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 １．０１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７ １．００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８ １．００８

Ｍｅｄｉａｎｈｏｕｓ?
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

－ － － ０．１９５ ０．１４１ １．１５２ ０．０２２ ０．２７２ １．３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４９２ １．６３６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ｏｕｓ
ｅｈｏｌｄｖｅｈｉｃｌｅ

－ － － － － － ０．００１－０．３４２０．７１４０．０２６－０．２６４ ０．７６８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ｃ）

－ － － － － － ０ －０．３６９０．６９２０ －０．４８８ ０．６１４

Ａｇｅ － － － － － － ０．０５３－０．０２２０．９９２ ０．０５２－０．０２９ ０．９８９

Ｇｅｎｄｅｒ（ｃ） － － － － － － ０．６９０－０．０７２０．９３０ ０．０５１－０．２５４ ０．７７６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 － － － － － － ０．５０８－０．１１６０．８９０ ０．６２１ ０．１３７ １．０９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ｃ） － － － － － － ０．００１－１．０２６０．３５９０ －０．８６４ ０．４２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 － － － － － －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５１．１４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３２ １．４１４

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 － － － － － － － ０ －０．０８１ ０．９２２

Ｓｉｄｅｗａｌｋ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 － － － － － － － －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１．０２０

Ｓｔｒｅｅｔｌｉｇｈｔ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 － － － － － －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７ １．０２８

Ｔｒｅｅｓ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 － － － － － －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７ １．００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ｋｉｎｇ（ｃ）

－ － － － － － － － － ０．０１５－０．５３１ ０．５８８

Ｓｔｒｅｅ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 － － － － － － － －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２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 － － － － － － ０．２２４ ０．１７５ １．１８６

Ｌａｎｄｕｓｅｍｉｘ － － － － － － － － －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５ １．１４５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 － － － － － －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７ １．００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３２７ １０．２４２０．００１ １．４４７ ４．２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８６７ ２．４７２ ０．８４５ ０．２６１ １．２９９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 ７４５ － － ７４５ － － ７４５ － 　－ ７４５ －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ｙｈｏｏｄ ９４２．６１４ ９１６．４０２ ８５９．７０４ ７５１．８０９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犚
２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５ ０．２１６ ０．３７０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犘＜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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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犃犖犖与犆犃构建犌犐犛模型的

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分析

吴保宽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基于神经网络算法（ＡＮＮ）和元细胞自动机（ＣＡ），建构台湾逢甲夜市商圈的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模

型，并对非正规摊贩商业行为进行数值模拟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摊贩分布模拟结果为平均正确

率８４．１％，而目标模式的平均正确率可达９４．２％；在环境因子影响性分析方面，街道位置类型是发生非正规

摊贩最具影响性的环境因子，而背景建物宽度则是最不具影响性的环境因子；在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方面，街

道位置类型因子是所有假设环境因子中最能吸引非正规摊贩聚集的正相关因子．

关键词：　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神经网络算法；元细胞自动机；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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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分析技术是城乡规划相关研究的重要发展领域．通过数值模型与研究对象的现实状态进

行比对实验，能帮助研究者解析研究对象的深层知识［１?２］．近年来，由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的发展，大

幅提升数值模型技术的图像与数值信息的同步整合能力［３］．因此，各类数值模拟分析技术与ＧＩＳ的合

并应用成为近年城乡规划相关研究的重要趋势［４?５］，尤其是与各种人工智能算法结合的应用研究［６?８］．神

经网络算法（ＡＮＮ）
［９?１０］能依据研究者所观测环境因子与目标模式数据，通过训练程序建构研究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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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知识数值模型［１１］．基于元细胞自动机（ＣＡ）原理建构的ＧＩＳ模型，能以ＣＡ单元细胞格式与增生规

则，体现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的碎形不规则发展特性，也能藉ＧＩＳ技术记录各项环境观测数据，以图像

同步展现各阶段研究成果［１２］．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是城市街道具有自发性的复杂行为，结合 ＡＮＮ与

ＣＡ技术的ＧＩＳ模型，不仅能模拟分析与描述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也能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

应用ＡＮＮ和ＣＡ建构台湾逢甲夜市商圈的ＧＩＳ模型，进行非正规商业行为的数值模拟，以及进行环境

因子的分析实验，解析非正规摊贩在夜市街道上的分布状态，揭示各环境因子对此非正规商业行为的影

响性与相关性．

１　研究应用技术

１．１　神经网络算法犃犖犖

ＡＮＮ算法具有许多特性，如目标优化能力、输入信息的误差容忍能力、因子分析能力、目标模式的

预测能力等［１０?１１］．ＡＮＮ 基于模式辨识与分类功能，在城乡规划相关研究领域有许多成果
［６?８］．多层

ＡＮＮ基于非线性技术难以解析目标模式数据与输入因子数据的关联性
［１３］，而单层 ＡＮＮ不仅能执行

目标模式辨识与分类任务，也能通过ＡＮＮ因子权重值分析与统计图表分析方法，理解各因子对目标模

式的影响性及相关性．文中采用的就是单层ＡＮＮ技术，ＡＮＮ算法通过训练程序可降低输出数值与现

实目标模式值的误差，以达成最佳目标模式分类结果．完成训练程序的ＡＮＮ，最终模式输出值为

犢犼 ＝δ（∑
狀

犻＝１

犠犻，犼＋犡犻＋β）． （１）

式（１）中：犢犼为ＡＮＮ模式值输出结果；犡犻为第犻项输入因子；犠犻，犼为ＡＮＮ因子权重值；δ为转换函数；β
为偏压值．

１．２　以犆犃原理建构的犌犐犛模型

应用ＧＩＳ进行城乡发展相关研究时，一般采用“宗地图”作为基础图形单元．然而“宗地图”属于规

范化基础土地轮廓，无法充分表达城乡发展过程的非正规行为模式．因此，相关学者采用碎形图形

（ｆｒａｃｔ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作为应用ＧＩＳ的基础图形单元，以表现城乡发展过程有如生命自组织的演化状态．应

用ＣＡ原理建构的ＧＩＳ模型即属此类技术
［５，１２］．以ＣＡ原理建构ＧＩＳ模型具有有机性、相似性、自组织

发展性、由下至上的发展逻辑等特点，很适合应用于研究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的数据记录、分析与成果

展现等工作执行．

传统的ＣＡ程序有设定单元格式、设定单元模式状态、设定邻近关系、制定演化规则４项．随著ＣＡ

技术多元发展及与其他算法的结合应用，上述ＣＡ程序在操作上变得更加多元灵活
［１?２，５］．文中研究的

ＣＡ应用操作主要在设定单元格式和设定单元模式状态两ＣＡ程序上，可藉ＧＩＳ模型的建构过程进行

设定；而设定邻近关系与制定演化规则两个ＣＡ程序，则能在ＡＮＮ程序中以相关环境因子的方式进行

设定，并由ＡＮＮ最终判定各ＣＡ单元的模式状态．

２　研究对象及现场调研

文中研究实证材料为台湾逢甲夜市商圈的非正规摊贩群．逢甲夜市是典型沿街发展夜市
［１４］，时常

可见非正规摊贩占据街道两边的人行道及骑楼区域．这些非正规摊贩群属不合法商业行为，然而其聚集

所产生的热络氛围，是逢甲夜市成为知名夜市区的主要原因．实验区域为逢甲夜市各街道区域．为记录

非正规摊贩的分布现况，将实验区域以ＣＡ网格单元形式建构ＧＩＳ模型．ＣＡ网格化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ｃ）中：深色标记表示被非正规摊贩所占据的ＣＡ单元．

实验区域共有１０９４０个ＣＡ单元．经现场调研，其中被非正规摊贩占据１７１７个ＣＡ单元（图２）为

文中研究目标模式（称Ｔ１模式并以数值１记录）；另外的９２２３个ＣＡ单元则是未被占据（称Ｔ０模式并

以数值０记录）．由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出７个环境因子，用于描述各ＣＡ单元所处位置与相关街道特征

的属性与距离关系，如表１所示．这些街道特征是有关学者归纳出具有吸引非正规摊贩聚集的潜在效

应［１４?１５］，而所有环境因子数值都是经过归一化，设定在０～１之间．有关算法的各程序都是以 ＭＡＴＬ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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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原始街道状态　　　　　　　（ｂ）ＣＡ网格化街道区域　　　　（ｃ）被非正规摊贩所占据的ＣＡ单元

图１　以ＣＡ网格单元形式建构ＧＩＳ模型的非正规摊贩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ｖｅｎｄｏｒｓｂｙＧＩＳ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ＣＡｇｒｉ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表１　描述ＣＡ单元的环境因子

Ｔａｂ．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ＣＡｕｎｉｔｓ

环境因子 因子说明

街道位置类型（ＳＬ） ＣＡ单元在街道的位置类型（骑楼、人行道、自行车道、慢车道、快车道等）．

与十字路口距离 （ＩｎｔＦ） ＣＡ单元与最近十字路口的距离．

街道宽度（ＳＷ） ＣＡ单元所处街道的宽度．

背景建物宽度（ＢＢＷ） ＣＡ单元背景建物的宽度．

与核心区１的距离（Ｃ１） ＣＡ单元与核心区１的距离；核心区１是逢甲大学的正门．

与核心区２的距离（Ｃ２） ＣＡ单元与核心区２的距离；核心区２是城市一级道路的交口．

与核心区３的距离（Ｃ３） ＣＡ单元与核心区３的距离；核心区３是城市一级与二级道路的交口．

图２　目标模式分布的现况调研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ｎ?ｓｉｔ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语言所编写，ＧＩＳ模型则是以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来操作执行．

３　数值模拟与现场调研比对

首先，进行 ＡＮＮ判定ＣＡ单元发

生目标模式的ＧＩＳ模拟结果．有关训练

ＡＮＮ设定方面，是将所有ＣＡ单元分为

１／２训练集和１／２测试集进行 ＡＮＮ训

练程序．ＡＮＮ转换函数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使ＡＮＮ模式输出值限制在

０～１之间．完成ＡＮＮ训练后，各ＣＡ单

元可由式（１）产生最终 ＡＮＮ模式输出

值，并依此来判定ＣＡ单元是否发生目标模式．

实验共执行２０次ＡＮＮ程序以测试ＡＮＮ结果的稳定性，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实验模拟结果

为平均正确率８４．１％，而Ｔ１目标模式的平均正确率可达９４．２％．

表２　ＡＮＮ目标模式模拟结果

Ｔａｂ．２　ＡＮ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序号 Ｔ１群
误判数量

总误判
数量

Ｔ１群
正确率

总正
确率

序号 Ｔ１群
误判数量

总误判
数量

Ｔ１群
正确率

总正
确率

１ ９９ １７４３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１１ １０１ １７４３ ０．９４１ ０．８４１

２ １０１ １７４０ ０．９４１ ０．８４１ １２ ９９ １７３２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２

３ ９９ １７３６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１３ ９８ １７４４ ０．９４３ ０．８４１

４ １００ １７４４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１４ ９９ １７３５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５ ９９ １７４２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１５ ９７ １７３５ ０．９４４ ０．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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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序号 Ｔ１群
误判数量

总误判
数量

Ｔ１群
正确率

总正
确率

序号 Ｔ１群
误判数量

总误判
数量

Ｔ１群
正确率

总正
确率

６ ９８ １７４１ ０．９４３ ０．８４１ １６ １０１ １７４４ ０．９４１ ０．８４１

７ ９９ １７４６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０ １７ ９９ １７４２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８ ９８ １７４３ ０．９４３ ０．８４１ １８ ９８ １７４２ ０．９４３ ０．８４１

９ １０１ １７４７ ０．９４１ ０．８４０ １９ ９８ １７４４ ０．９４３ ０．８４１

１０ ９８ １７３７ ０．９４３ ０．８４１ ２０ ９９ １７４７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０

平均 ９９．０５０ １７４１．３５０ ０．９４２ ０．８４１

图３　以ＧＩＳ展现ＡＮＮ模拟结果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ＧＩＳ

　　ＡＮＮ判定ＣＡ单元发生目标模式的

ＧＩＳ模拟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深色

ＣＡ单元式是ＡＮＮ所判定的目标模式．将

图３与图２进行比对，观察ＡＮＮ模拟结果

与调研现况的相似性．平均模拟正确率代

表环境因子设定（表１）对目标模式的掌握

与描述能力，下一实验阶段将以此模拟表

现为基础，进行环境因子的分析工作．

４　环境因子分析结果

ＡＮＮ模式分类逻辑源于数学回归技

术，单层ＡＮＮ的训练过程是一种线性函数

的最优求解过程．完成训练的ＡＮＮ函式其

因子权重值（式（１）的犠犻，犼），表示ＡＮＮ在多维空间进行模式分类时，对各输入因子的依赖程度
［１１，１６］．因

此，对单层ＡＮＮ因子权重值进行分析，能观察出哪个环境因子对目标模式具有较高影响性．表３为已

训练ＡＮＮ的因子权重值，其数值绝对值越高者，代表其所对应的环境因子对目标模式的影响性越高．

各环境因子其ＡＮＮ因子权重绝对值高低排列如下：ＳＬ，Ｃ２，Ｃ３，Ｃ１，ＳＷ，ＩｎｔＦ，ＢＢＷ．由此可知：ＳＬ是所

有假设环境因子中，对非正规摊贩的发生最具影响性；而ＢＢＷ则是最不具影响性的环境因子．

表３　以ＡＮＮ因子权重值分析环境因子的影响性

Ｔａｂ．３　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ｙＡＮＮｗｅｉｇｈｔｖａｌｕｅｓ

环境因子 ＳＬ ＩｎｔＦ ＳＷ ＢＢＷ Ｃ１ Ｃ２ Ｃ３

原始ＡＮＮ因子权重值 ０．５０３７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２７０ －０．０２６１ －０．１７３２ ０．１９７４ －０．１８３６

绝对值后的ＡＮＮ因子权重值 ０．５０３７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２７０ ０．０２６１ ０．１７３２ ０．１９７４ ０．１８３６

　　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工作，则须搭配统计图表分析方法的散点图和皮尔森相关系数来进行．所有

ＣＡ单元的ＡＮＮ模式输出值与各环境因子变数值的散点图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ＡｎｎＶ为

ＡＮＮ模式输出值；ＮＦＶ为经过归一化的环境因子变数值．各环境因子变数值与ＡＮＮ模式输出值的皮

（ａ）ＳＬ

尔森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及图４可得，正相关环境因子为：ＳＬ，ＩｎｔＦ，

ＢＢＷ和Ｃ２４个环境因子，其余则为负相关因子．由以上

ＡＮＮ因子权重值分析与散点图、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

后可得：街道位置类型因子是所有假设环境因子当中最

能吸引非正规摊贩聚集的正相关因子．

比较表３，４可知：ＳＷ（街道宽度）与ＢＢＷ（背景建

物宽度）在表３属对目标模式影响性偏低群，但在表４

属相关系数偏高群．进一步由图４发现，这是因为此两

数据在散点图上的分布极不均匀造成的．因此，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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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ＩｎｔＦ　　　　　　　　　　　　　　　　　　　　（ｃ）ＳＷ

　（ｄ）ＢＢＷ　　　　　　　　　　　　　　　　　　　　　（ｅ）Ｃ１

（ｆ）Ｃ２　　　　　　　　　　　　　　　　　　　　　（ｇ）Ｃ３

图４　应用散点图来进行各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ｂ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

表４　各环境因子变数值与ＡＮＮ模式输出值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ＡＮＮｏｕｔｐｕｔ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环境因子 ＳＬ ＩｎｔＦ ＳＷ ＢＢＷ Ｃ１ Ｃ２ Ｃ３

与ＡＮＮ模式输出值的相关系数 ０．８５６７ ０．１４２１ －０．４５４０ ０．５３７６ －０．１７８６ ０．２０９５ －０．３２９７

系数并不一定表示该环境因子对目标模式具有较高影响性，具有数学回归理论支持的ＡＮＮ因子权重

值分析，才能客观判断环境因子对目标模式的影响性．然而，上述环境因子分析方法的共同使用与比对

分析，才能全面挖掘环境因子信息．

另外，由ＡＮＮ因子权重值分析辅以散点图、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可作为下一步修正环境

因子实验假设的依据．如ＢＢＷ是对目标模式最不具效益的环境因子，因此，在未来的环境因子实验假

设可考虑以其他因子替换．

５　主要结论

应用ＡＮＮ与ＣＡ技术的ＧＩＳ模型进行以下两阶段实验操作：１）以ＡＮＮ模式辨识与ＣＡ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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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态来模拟逢甲夜市非正规摊贩的分布；２）通过ＡＮＮ因子权重值分析与散点图、皮尔森相关系数

等分析方法，解析各环境因子对于发生非正规摊贩的影响性与相关性．通过实验，非正规摊贩分布模拟

结果为平均正确率８４．１％，而目标模式的平均正确率可达９４．２％．

在环境因子影响性分析方面，ＳＬ是发生非正规摊贩最具影响性的环境因子，ＢＢＷ是最不具影响性

的环境因子．在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方面，与发生非正规摊贩现象呈正相关因子为：ＳＬ，ＩｎｔＦ，ＢＢＷ 与

Ｃ２，其余为负相关因子．因此，街道位置类型因子是所有假设环境因子中最能吸引非正规摊贩聚集的正

相关因子．上述环境因子的分析结果，可进一步作为未来修改环境因子实验假设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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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公寓声环境调查与评价

姜雨杉１，欧达毅１，２

（１．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南理工大学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要：　以华侨大学某学生公寓为例，对大学生公寓声环境进行调查与评价．重点探讨公寓内部的主要噪声

源，它们的干扰程度及其对学生不同行为的干扰特点，并对学生公寓声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结果表

明：所选公寓的声环境质量尚不理想，有待改善，公寓内部噪声是声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学生在从事不

同行为活动时受噪声干扰的程度明显不同．

关键词：　声环境；学生公寓；客观测量；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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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的教学和生活环境质量一直备受关注［１?３］．声环境是建筑物理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４?８］．对

建筑声环境的调查与评价是建筑环境质量研究的重要内容［９］．闫海燕
［１０］对西安高校的学生公寓声环境

进行调查与评价，提出公寓绿色声环境建设的建议措施．吴成等
［１１］对深圳大学的学生公寓声环境进行

调查，指出今后测评和治理应从学生环境噪声烦恼度、室内环境噪声影响程度、室外环境噪声影响程度

及环境噪声意识程度４个方面入手．与此同时，国内各地众多高校学生公寓的声环境质量也得到了调查

和评价［３，１０，１２?１３］．相信随着科学选址、合理规划及隔声降噪技术的应用，学校公寓周边的整体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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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２０１６ＺＢ０６）；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５１１３０５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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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当学校生活区内的典型室外噪声受到有效控制后，公寓的内部噪声很有可能

转而变成影响公寓声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这种情况下的主要噪声源及其干扰程度目前还鲜有研究，值

得探讨．人们在从事不同的行为活动时，对噪声干扰的反应和忍耐明显不同．在学生公寓声环境研究中，

吴成等［１１］将学生在公寓内的行为分为学习和睡眠两种情况．苏万庆
［１４］则更进一步将学生行为分为知识

获取、静心、交流和精力恢复４种情况．因此，本文对华侨大学“紫荆一”学生公寓的声环境进行主客观测

量和评价，尤其对公寓内部的主要噪声源及其对学生不同行为的干扰情况进行研究；在借鉴前人这些分

图１　华侨大学紫荆一公寓及周边环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类方式的基础上，对公寓内学生的常见行为进行界定和

进一步细化．

１　研究对象

华侨大学“紫荆一”学生公寓（以下简称“所选公

寓”）位于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北部．其北向为足球运动

场，东边为兑山小学，南部是生活服务区（包括食堂、超

市、银行、医院等），西边为其他学生公寓，如图１所示．

兑山小学和生活服务区依山势建在高处，且周围种植大

量植被，对所选公寓的噪声干扰较小．公寓周围道路多

属步行区域，几乎没有机动车辆通行，交通噪声干扰很

小．公寓外噪声主要来源于北面运动场．所选公寓西南

部建有３层公共空间，供学生自习用；其余部分为住宿

区（房间为两人间），高９层，走廊将住宿房间分为西北

向和东南向，如图２所示．

图２　所选公寓外部噪声测点平面图（以２层为例）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ｏｉｓｅｓ

２　外部噪声对公寓室内声环境的影响

公寓外部噪声主要来源于北面运动场．平时，从１９时至２２时之间，运动场的使用率最高，这段时间

里运动场内的学生活动噪声最大．在这个时段内对公寓房间内的声级进行测量，测量时进行人为干预和

控制，最大程度降低公寓内部噪声对测量结果的贡献．根据 ＧＢ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１５］的要求，测量条件为门窗关闭状态．测点分布如图２所示，在公寓的第２，５，８层分别布置测点，每

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东南向外廊式房间（测点Ｒ１）、西北向内廊式房间（测点Ｒ２，Ｒ３）和自习室（测点

Ｒ４）．室内测点设在卧室中心，距各反射面距离大于１ｍ，距地面高１．２ｍ．测量仪器采用爱华ＡＷＡ６２１９

型和ＡＷＡ６２２８型多功能声级计，测量前后均进行校准．每个测点测量１０ｍｉｎ等效Ａ声级．测量值与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１５］比较，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只在１～３层设有自习室，因此，第５，８层

无Ｒ４测点．由表１可知：所有测点的等效Ａ声级测量结果均在标准限值内，最大值为４０．２ｄＢ，最小值

为２８．７ｄＢ，平均值为３４．９ｄＢ．考虑到测量是在全天较不利时间段内进行，因此，可以认为所选公寓的

４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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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噪声对公寓室内的干扰影响较小．

表１　公寓外部噪声测评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ｏｉｓｅ ｄＢ　

测点
第２层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第５层

Ｒ１　　　Ｒ２　　　Ｒ３

第８层

Ｒ１　　　Ｒ２　　　Ｒ３
标准限值［１５］

测量值 ３８．２ ３１．２ ２８．７ ４０．２ ３８．３ ３５．３ ３７．９ ３８．３ ２９．７ ３１．１ ４５．０

３　内部噪声对公寓室内声环境的影响

由前文可知：外部噪声对所选公寓的影响较小．因此，需要继续对所选公寓的内部主要噪声源及其

干扰程度进行调查与评价．

３．１　主观问卷调查与评价

３．１．１　问卷设计　主观问卷分为受访者基本信息、不同噪声源干扰程度和声环境整体满意度３个部

分．干扰程度采用５级评分量表（１无影响，２轻微影响，３中度影响，４偏重影响，５严重影响）．满意度同

样采用５级评分量表（１非常满意，２满意，３一般，４不满意，５非常不满意）．所选公寓内部的主要噪声

源，如表２所示．

基于学生在公寓内的主要行为特点，主要研究看书学习、休闲娱乐和睡眠这３种行为受噪声干扰的

特点．其中，睡眠是生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结果指出，睡眠又可分为４个阶段，第１阶段处于

浅睡状态，并非真正的在睡觉，很容易被外部刺激惊醒，之后的３个阶段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大为减少，４

个阶段在整个睡眠活动中不断地周期性重复，但当个体再次进入第１阶段时往往处于做梦状态，属于真

正的睡眠范畴［１６］．基于人体睡眠的上述特点，将睡眠这一行为进一步细化成２种情况，第１种情况称为

即将入睡期（对应于睡眠的第１阶段），第２种情况称为正式睡眠期（对应于睡眠的第２到第４个阶段）．

综上所述，将学生行为分为：看书学习、休闲娱乐、即将入睡和正式睡眠４种类型．

问卷共发放４１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９份．有效受访者情况如下：因所选公寓为女生宿舍，受访者均为

女生，并以研究生为主，各专业均有分布，西北向与东南向调查对象的比例约为１∶２，接近实际的房间

分布比例．

３．１．２　问卷结果分析　经统计，整体声环境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３．０，对应评价为一般．公寓内部各种

噪声干扰度的总平均得分为２．４，介于轻度干扰与中度干扰之间，且走廊噪声比宿舍内噪声对学生的干

扰更大．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行为下各噪声影响程度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ｎｏｉｓ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公寓内部噪声 具体噪声源
行为类型

看书学习 休闲娱乐 即将入睡 正式睡眠
平均值Ａ

宿舍内

噪声

阳台用水声 ２．６ １．９ ３．１ ２．５ ２．５

风扇声 ２．２ １．８ ２．６ ２．１ ２．２

淋浴声 ２．１ １．５ ２．５ ２．２ ２．１

冲厕声 ２．３ １．７ ２．８ ２．３ ２．３

下水管道声 ２．３ １．６ ２．５ ２．１ ２．１

走廊

噪声

走路声 ２．２ １．４ ２．５ ２．０ ２．０

说话声 ３．１ ２．０ ３．５ ２．８ ２．９

关门声 ３．４ ２．３ ３．７ ３．３ ３．２

平均值Ｂ ２．５ １．８ ２．９ ２．４ －

　　由表２可知：公寓内部各种噪声对学生的干扰程度排名几乎不随行为改变而发生变化．具有如下普

遍规律：走廊噪声中的关门声对学生的干扰最大，其次是说话声，而走路声影响最小；在室内噪声中，阳

台用水声的干扰最大，然后依次是冲厕声、风扇声和淋浴声．

针对每一种具体的噪声源，计算不同行为受其干扰程度的平均值（表２中的平均值Ａ），结果表明：

关门声和说话声的得分平均值分别为３．２和２．９，对学生日常生活产生中度影响；阳台用水声为２．５，介

５０５第４期　　　　　　　　　　　　　姜雨杉，等：大学生公寓声环境调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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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度影响和轻微影响之间；其余噪声则在２．０～２．３之间，影响较小．由此而见，走廊传来的关门声、说

话声及宿舍内的阳台用水声是公寓内部的主要噪声干扰．

对每一项具体的行为，计算不同噪声源的干扰度平均值（表２中的平均值Ｂ），结果表明：即将入睡

行为受各种噪声的干扰最大（平均值２．９，属中度影响）；看书学习与正式睡眠这两种行为受干扰程度次

之（平均值分别为２．５和２．４，介于轻微影响与中度影响之间）；休闲娱乐受干扰最小（平均值１．８，属轻

微影响）．可见，不同行为受同一噪声的干扰程度明显不同，不同睡眠阶段受同一噪声的干扰程度也有很

大差异．这些现象在公寓声环境研究和改造中应予以重视．

３．２　内部噪声源测量与结果分析

通过人为实验设计，测量各噪声的声学参数，进一步探讨其声学特性及对学生的干扰特点．测量和

评价过程依照国家标准［１５，１７］进行．其中，关门声和走路声的测量方法依照脉冲声的测量标准
［１７］．

上述２个国家标准均采用评价声级作为噪声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价声级等于噪声的实际测量声级

与其对应的修正量之和．这个修正量与所测噪声的主观烦恼度有关，换言之，评价声级综合考虑了噪声

源的实际声级及其主观烦恼度特点．文中同样以评价声级作为各噪声源的评价指标．

３．２．１　测量方法　测量选在上课时间公寓内外学生较少的时段进行，尽量减少测量中其他声音的干

扰．测点布置在卧室中心，距地面高１．２ｍ，所用声级计同节２，每次同时测量等效Ａ声级和１／３倍频程

频谱结果．

对宿舍内噪声的测量，在２，５，８层分别随机选择一间宿舍进行．对稳定噪声，如风扇声和淋浴声，每

个测点在门窗关闭条件下测量３次，每次测量时间为１０ｓ．调查中发现，在阳台用水时，阳台门窗开启和

关闭的几率各半，因此，分别在阳台门窗开启和关闭２种条件下各测量３次，以两种情况的平均结果作

为阳台用水声的最终测量值．对于随时间变化较复杂但持续时间短的噪声，如冲厕声和下水管道声，每

个测点在门窗关闭条件下测量３次，每次测量时间为噪声持续的整个过程．

对于走廊噪声，参考标准［１５］中电梯噪声的测量方法，具体方案如下：先确定噪声源移动过程中对

室内产生较大影响的移动范围，再测量噪声源在该范围内移动时室内的等效连续Ａ声级．测量过程中

发现，以被测宿舍为中心，前后３个房间的距离为影响较严重的移动范围．因此，设计实验过程如下：１）

走路声，让Ａ，Ｂ两个同学一起在上述移动范围内往返行走各３次，测量每次的等效Ａ声级；２）说话声，

令Ａ，Ｂ两个同学一起在该范围内自然地边走边说话，往返３次，测每次等效Ａ声级；３）关门声，选取与

被测宿舍相邻的房间，正常关门５次，测每次等效Ａ声级．测点选在公寓第３层，分别对外廊区和内廊

区的宿舍进行测量（图２中测点Ｒ１和Ｒ３），测量时门窗均关闭．Ａ，Ｂ两个同学均为女生，同学 Ａ身高

１６０ｃｍ，体质量５４ｋｇ，穿粗跟高跟鞋；同学Ｂ身高１５４ｃｍ，体质量３９ｋｇ，穿细跟高跟鞋（高跟鞋在女生

公寓较为常见）．

３．２．２　测量结果与分析　ＧＢ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１５］规定室内噪声限值标准是绿色

图３　评价声级与主观评价量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

校园的必要条件之一［２］．将公寓内噪声的测量结果与该

规范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所选公寓

目前的声环境状况与绿色校园的要求相距甚远，声环境

亟需改善．再一次说明，在外部噪声干扰较小的情况下，

公寓内部噪声已成为影响公寓声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

值得重视．

将表３中各噪声的评价声级和节３．１．２的主观评

价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二者具

有相似的变化趋势，说明文中的主客观测量结果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为了对各种噪声源的主客观结果关系进行

深入分析，将主客观结果二者之商定义为比例因子，即

比例因子＝主观评价得分／评价声级．比例因子数值越

大，说明在相同评价声级的情况下，该噪声的主观干扰

度越大，更容易对学生生活造成影响．主客观评价量相关参数的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说

６０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话声和关门声的比例因子更大，带来的干扰更强．说话声可能是由于携带语音信息，从而更容易引起人

们的注意．关门声与其他噪声的区别主要在于具有脉冲声性质．相关标准
［１７］将脉冲声分为３类，分别对

应不同的修正量，并指出脉冲声分类与人们的主观感觉具有较好相关性．根据分类的描述将关门声归为

常规脉冲声，即以＋５ｄＢ的修正量为计算依据．然而，比例因子显示，若以高脉冲声的修正量（＋１２ｄＢ）

为计算依据，所得比例因子将与其他噪声的整体趋势更接近．

表３　客观测量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项目
噪声

阳台用水声 风扇声 淋浴声 冲厕声 下水管道声 走路声 说话声 关门声

测量值／ｄＢ ５６ ４７ ４４ ４５ ４３ ３４ ４５ ５５

修正量／ｄＢ ０ ０ ０ ＋５ ０ ＋５ ＋５ ＋５

修正原因 无 无 无 有调声 无 脉冲声 有调声 脉冲声

评价声级／ｄＢ ５６ ４７ ４４ ５０ ４３ ３９ ５０ ６０

评价
结果

昼间≤４５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夜间≤３７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表４　主客观评价量相关参数表

Ｔａｂ．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

项目
噪声

阳台用水声 风扇声 淋浴声 冲厕声 下水管道声 走路声 说话声 关门声

主观评价量 ２．５ ２．２ ２．１ ２．３ ２．１ ２．０ ２．９ ３．３

比例因子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５

４　讨论

建筑声环境的主客观调查结果有助于探究人们对各种噪声的烦恼度阈值［１８?２０］，并有助于为声环境

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和更新提供参考．吴成
［２０］以睡眠质量的主观评价作为数据来源，对高校公寓内学

生的噪声烦恼度阈值进行了研究．文中结果进一步发现，即将入睡和正式睡眠这两个不同睡眠阶段受噪

声干扰的程度差别较大，前者的干扰阈值明显更低．因此，在学生公寓夜间噪声阈值的研究或相关评价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应考虑对学生的行为类型（尤其是睡眠的不同阶段）进行细分．另外，主客观调查结

果均表明，对公寓内部干扰较大的噪声主要来自走廊关门声、走廊说话声和阳台用水声．因此，这些噪声

问题在公寓的设计和改造中尤其需要注意．

表２中的干扰度平均值表示的是某一噪声源的干扰度平均值，得分越高说明该噪声的干扰度越大．

表２中：关门声的得分最高，说明在被调查的噪声源中，关门声对学生的干扰度最大．而表４中的比例因

子是一个相对值，它等于主观评价得分除以评价声级，其数值越大，说明在相同评价声级的情况下，该噪

声的主观干扰度越大．表４中说话声的比例因子最高，说明在被调查的噪声源中，如果评价声级都相同

的情况下，说话声对学生的干扰度将最大．

５　结论

对华侨大学“紫荆一”公寓内外声环境进行测量，并结合主观问卷分析了公寓内部各噪声源对学生

日常生活的干扰程度以及不同行为受干扰特点，由此得出如下４点结论．

１）公寓周边环境安静，所测公寓外部环境噪声声级均在国家标准限值以内，外部噪声对公寓室内

的干扰影响较小．

２）公寓内部噪声是目前影响公寓声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对公寓内部几种主要噪声源的测量实验

结果表明，这些内部噪声源的声级较大，在公寓房间内所测结果普遍超过《绿色校园》的标准限值．研究

结果还表明，这些公寓内部噪声中，对学生干扰最大的几种噪声分别是隔壁宿舍的关门声、走廊同学的

说话声和阳台用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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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生在从事不同行为活动时受噪声干扰的程度明显不同；即便是同一种噪声，它对不同行为下

学生的干扰程度也有明显差异．其中，即将入睡行为最易受噪声干扰，其次是看书学习和正式睡眠，而休

闲娱乐受干扰最小．

４）主客观结果对比分析表明：携带语音信息的噪声更易对学生带来干扰；另外，不考虑声源的其他

性质对主观感受的贡献时，公寓关门声更适宜归为高脉冲声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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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酶的发现及其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

周耕民，刁勇，李三暑

（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核酶是具有催化功能的结构性ＲＮＡ分子，且大多数核酶具有剪切ＲＮＡｓ的功能，可以利用它们剪切

信使ＲＮＡ（ｍＲＮＡｓ）调节基因表达，从而作为基因治疗的新手段．阐述核酶的发现历程，以及其在艾滋病、肝

炎、肿瘤和生殖道系统感染等基因治疗的研究进展．最后，分析核酶在基因治疗中的技术优势及存在问题，并

对核酶领域包括更多核酶晶体结构的确立、酶切机理的理解、核酶新的生物学功能的发现等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　核酶；非编码ＲＮＡ；基因治疗；基因表达；剪切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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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核酶的发现

核酶是具有催化功能的ＲＮＡ分子
［１］，在生物界中执行着非常重要的生物功能，如核糖体 ＲＮＡ

（ｒＲＮＡ）和ＲＮａｓｅＰ分别可以合成氨基酸和加工ｔＲＮＡ的前体
［２?３］．迄今为止，已证实自然发生的核酶

种类有１４类．由于大多核酶具有剪切ＲＮＡ的功能，可利用其对靶标ＲＮＡ进行切割，从而控制基因的

表达．核酶的研究已有３０多年的历史．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ａ间共发现了７类，分别是ＧｒｏｕｐⅠ
［４］，

ＧｒｏｕｐⅡ
［５］，ＲｎａｓｅＰ

［３］，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
［６］，Ｈａｉｒｐｉｎ

［７８］，ＨＤＶ
［９］，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ＶＳ

［１０］；在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的

近２５ａ间仅发现了３类，分别是 ＧＩＲＩ
［１１］，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ＲＮＡ

［１２］，ｇｌｍＳ
［１３］．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两年间，

Ｂｒｅａｋｅｒ实验室发现了４类自我剪切的核酶，分别是Ｔｗｉｓｔｅｒ
［１４］，ＴｗｉｓｔｅｒＳｉｓｔｅｒ

［１５］，Ｈａｔｃｈｅｔ
［１５?１６］，Ｐｉｓ

ｔｏｌ
［１５，１７］，并且Ｓｔｅｉｔｚ实验室和另外几个实验室根据这些发现，确立其中两类核酶的晶体结构

［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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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５１１３１６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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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核酶具有自我剪切的功能，因此，大多数核酶是通过它们的剪切产物被发现的．如ＧｒｏｕｐⅠ

内含子就是从２６ＳｒＲＮＡ前体的“隐藏的剪切”产物中被发现的
［４］；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ＶＳ核酶是在线粒体

ＲＮＡ的剪切条带中被发现的
［１０］；当病毒采用滚环复制策略进行复制时，有的核酶作为病毒ＲＮＡ的一

部分发生剪切，把多聚的病毒ＲＮＡ剪切成单位长度的病毒个体，因而被观察到
［２０］，如 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和

Ｈａｉｒｐｉｎ核酶就是在烟草环斑病毒的卫星ＲＮ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ＮＡ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ｉｎｇｓｐｏｔｖｉｒｕｓ）的复制中被观

察到的［６?８］；ＨＤＶ核酶也是在肝病病毒的复制中被发现的
［９］．另外，ｇｌｍＳ核酶是在发现核糖开关的过程

中被意外发现的，它既是一个核酶，也是一个核糖开关［１３］．由此可见，这些发现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经

常是在ＲＮＡ放射性标记、ＰＡＧＥ胶分离和纯化的过程中通过剪切产物被偶然发现的．

最近，Ｂｒｅａｋｅｒ实验室发现４类自我剪切的核酶
［１４?１７］．先是通过生物信息学发现许多结构性的

ＲＮＡ，但由于单从ＲＮＡ二级结构上很难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核酶的功能，因此，又结合包括合成、放射性

标记、胶分离等生物化学方法检测到核酶．这种方法虽然费时费力，但发现方法显然有很大提高．

２　核酶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

由于核酶具有切割ＲＮＡ的功能，可以利用它们来切割目标ＲＮＡ，降低基因的表达．Ｓａｒｖｅｒ等
［２１］把

加工过的锤头状核酶的催化链部分与底物部分的 ＨＩＶ?１ＧＡＧＲＮＡ相混合，发现这个核酶能切割目标

ＧＡＧＲＮＡ，且在细胞内也能切割．这一实验证明利用核酶来开发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的基因治

疗是可行的．此后，核酶已经应用于许多疾病包括艾滋病、肝炎、肿瘤和生殖道系统感染等的基因治疗研

究中［２１?３１］．

２．１　核酶在抗艾滋病中的应用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于ＨＩＶ（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病毒侵入人体并

强烈破坏体内的免疫系统，引发各种严重的并发症．在艾滋病的基因治疗研究方面，有针对艾滋病 ＨＩＶ

基因的ＲＮＡ靶标，如Ｇａｇ
［２１］，ＬＴＲ

［２２］，Ｐｏｌ
［２３］，Ｔａｔ

［２４，３２］，Ｔａｒ
［２５］，Ｎｅｆ

［２６］，Ｅｎｖ
［２７，３３］；ＨＩＶ受体的ＲＮＡ靶

标，如ＣＤ４和共受体ＣＣＲ５
［３４］．虽然靶标不同，但效果都很好，比如靶标ＧａｇｍＲＮＡ的锤头状核酶不仅

可以显著降低ＧａｇｍＲＮＡ和它编码的ｐ２４抗原，还降低了 ＨＩＶ?１前病毒ＤＮＡ１００倍以上
［２１］．

另外，为了提高酶切的效率，有的科学家还构建了靶标同一基因的不同位点的核酶．Ｂａｉ等
［３４］构建

能够在３个位点切割ＣＣＲ５ｍＲＮＡ的三联体核酶，并将它转导至ＣＤ３４＋造血祖细胞中，与未经转导的

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感染ＨＩＶ的比率下降７０％．在靶标 ＨＩＶ不同基因的核酶中，靶标Ｔａｔ的锤头状核

酶已用于治疗艾滋病的临床一期（１０个ＨＩＶ病人）和二期（７４个 ＨＩＶ病人）的实验
［３５］．试验结果表明，

核酶在艾滋病的基因治疗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２．２　核酶在抗肝炎中的应用

在乙肝（ＨＢＶ）、丙肝（ＨＣＶ）的基因治疗研究方面，Ｗｅｌｃｈ等
［３６］用发夹状核酶靶向切割ｐｇＲＮＡ

（ｐｒｅｇｅｎｏｍｉｃＲＮＡ）和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ＲＮＡ，通过逆转录病毒导入 Ｈｕｂ７细胞与 ＨＢＶ共表达

后，病毒颗粒减少６６％～８３％；Ｔａｎ等
［３７］将加工过的锤头状核酶转导至ＰＬＣ／ＰＲＦ５细胞，特异性地抑

制了８０％的ＨＢｓＡｇ的表达．Ｄａｉ等
［３８］用锤头状核酶靶标 ＨＢＶ 的３个不同靶点，大大降低 ＨＢｓＡｇ

ＲＮＡ的表达．这３个实验靶标ＨＢｓＡｇＲＮＡ，效果都很好，表明用核酶进行乙肝基因治疗是可行的．

贾战生等［３９］用锤头状核酶靶向切割丙肝病毒的两个非编码区，发现核酶能抑制报告基因的表达．

Ｒｙｕ等
［４０］利用ｇｒｏｕｐⅠ内含子靶向切割ＨＣＶ的ＩＲＥＳ（核糖体内结合位点）ＲＮＡ，并导入白喉毒素Ａ

基因（ｄｉｐｈｔｈｅｒｉａｔｏｘｉｎＡ），从而使被ＨＣＶ病毒感染的细胞发生凋亡．张文军等
［４１４２］、李小英等［４３］利用

核糖核酸酶Ｐ（ＲＮａｓｅＰ）靶标ＨＣＶ的５′ＵＴＲ（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可减少ＨＣＶＲＮＡ约１０００倍．由

此说明，用核酶靶标非编码ＲＮＡ进行丙肝的基因治疗是可行的．

２．３　核酶在抗生殖道系统感染中的应用

据报道，高危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与子宫颈癌有密切的联系，超过９０％的宫颈癌患者被感

染了ＨＰＶ．因此，防治 ＨＰＶ很可能有助于预防宫颈癌，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治疗ＨＰＶ的有效方法．利

用核酶和寡核苷酸来抑制 ＨＰＶ基因的表达成为治疗 ＨＰＶ的新方法
［４４］，主要靶标为Ｅ６ｍＲＮＡ和Ｅ７

０１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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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ＮＡ．Ｌｕ等
［４５］设计针对编码ＨＰＶ?１６Ｅ６与Ｅ７转录产物开放阅读框（ＯＲＦ）的特异性核酶，即Ｒｚ１１０

与Ｒｚ５５８，并利用腺相关病毒（ＡＡＶ）作载体转导至受体细胞，发现靶标ＲＮＡ水平明显降低．Ｌｉｕ等
［４６］

通过分析ＨＰＶ?６ｂ和１１Ｅ１ｍＲＮＡ的同源序列，设计可同时剪切 ＨＰＶ?６ｂ与１１Ｅ１ｍＲＮＡ的通用核酶

Ｒｚ１１９８；然后，由体外实验证明Ｒｚ１１９８能够特异性切割靶标ｍＲＮＡ，降低ＨＰＶＤＮＡ复制所必须的Ｅ１

蛋白质的表达．

Ｚｈｅｎｇ等
［４７］、饶智国等［４８?４９］构建具有特异性靶向 ＨＰＶ?１６Ｅ６和Ｅ７转录产物的锤头状核酶———

Ｒｚ１７０，并将其转染至ＨＰＶ?１６阳性宫颈癌细胞ＣａＳＫｉ．结果表明，Ｅ６ｍＲＮＡ，Ｅ７ｍＲＮＡ和蛋白质的表

达显著降低，ｃ?ｍｙｃ和ＢＣＬ?２蛋白质也表达下调，而ｐ５３和Ｒｂ蛋白质的表达上调；受体细胞在体外和

体内实验中的生长均受抑制，凋亡的比率上升，并增强了对化疗和放疗的敏感度．因此，核酶具有治疗宫

颈癌的潜力并可与化疗或放疗进行联合治疗．

２．４　核酶在抗白血病中的应用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ｍｙｅｌ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ＣＭＬ）是一种干细胞来源的白血病，其肿瘤细

胞含有费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染色体和相关的癌蛋白ＢＣＲ?ＡＢＬ１
［５０］．Ｐ２１０蛋白是由ＢＣＲ?ＡＢＬ融合基因

编码的，具有异常蛋白酪氨酸激酶活性，是造成ＣＭＬ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酶切效率，Ｌｅｏｐｏｌｄ等
［５１］合

成针对ＢＣＲ?ＡＢＬｍＲＮＡ的多元核酶（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ｔｒｉｂｏｚｙｍｅ），并用脂质体或叶酸?聚赖氨酸（ｆ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ｐｏｌｙｌｙｓｉｎｅ）作载体将核酶转染至用ＢＣＲ?ＡＢＬ融合基因转化的鼠成髓细胞（３２Ｄ细胞）．结果表明，该核

酶可降低ＢＣＲ?ＡＢＬｍＲＮＡ达１０００倍．另外，通过优化靶标的结合位点也能提高酶切效率．付辉等
［５２］

用构建靶标文库和逆转录相结合的方法筛选靶标跨膜糖蛋白（ｇｌｙｃｏｐｈｏｒｉｎＡ，ＧＰＡ）的最佳 ｍＲＮＡ结

合位点，并用白血病细胞株Ｋ５６２细胞进行验证，发现最好的结合位点可下调ＧＰＡ的基因表达９０％．

为了提高酶切的特异性，Ｋｕｗａｂａｒａ等
［５３］构建带有能识别目标序列（ＢＣＲ?ＡＢＬｍＲＮＡ）的感应臂

（ｓｅｎｓｏｒａｒｍｓ）的新核酶．只有在目标序列存在的情况下，它才能与 Ｍｇ
２＋结合形成正确的三维空间结构

并具活力．该新核酶Ｍａｘｉｚｙｍｅ不但在体外（犻狀狏犻狋狉狅），而且在培养的细胞包括源于病人的带费城染色体

的ＢＶ１７３细胞中具有高特异性和酶切活力．Ｔａｎａｂｅ等
［５４］进一步将转导了抗ＢＣＲ?ＡＢＬ核酶后的ＣＭＬ

细胞接种到ＮＯＤ／ＳＣＩＤ（非肥胖糖尿病／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体内，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小鼠在

１４周后仍然健康存活．由此可见，Ｍａｘｉｚｙｍｅ可完全抑制ＣＭＬ细胞在小鼠体内的浸润（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为了提高转染效率，Ｓｏｄａ等
［５５］利用ＶＳＶ?假型慢病毒载体（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构建针对ＥＬＡ２型

ＢＣＲ?ＡＢＬｍＲＮＡ的特异性核酶并转染至ＣＭＬ细胞．结果显示，ＣＭＬ细胞中的ＢＣＲ?ＡＢＬｍＲＮＡ的

水平明显降低，细胞凋亡率升高．为了研究核酶在体外净化骨髓的作用，吴勇等
［５６］设计了抗ＢＣＲ?ＡＢＬ

基因的核酶，转导至ＣＭＬ和正常骨髓细胞，并检测核酶对原代ＣＭＬ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核酶能显

著抑制肿瘤生长和原代ＣＭＬ细胞中Ｐ２１０融合蛋白的表达，但不影响正常造血祖细胞的生长．在缓解

模型中，核酶抑制了Ｋ５６２细胞的增殖和ＢＣＲ?ＡＢＬｍＲＮＡ的表达，但不影响ＡＢＬｍＲＮＡ的表达．因

此，抗ＢＣＲ?ＡＢＬ核酶可用于净化骨髓白血病细胞．

３　核酶在基因治疗中的技术优势及面临的问题

核酶是具有催化功能的ＲＮＡ分子，大多数具有剪切ＲＮＡ的功能，在肿瘤和病毒性疾病的基因治

疗方面极具应用潜力．它的技术优势有如下４点：１）核酶能够促使靶基因失活且让其无法恢复，因为

ｍＲＮＡ被剪切之后就无法翻译出全长的肽链，而且它的稳定性可能也会降低；２）核酶能够在体外进行

循环使用［５７］，核酶剪切ｍＲＮＡ后，可以脱离ｍＲＮＡ并找到下一个目标 ｍＲＮＡ；３）核酶直接剪切目标

ＲＮＡ，而不需要像ＣＲＩＳＰ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ｄｓｈｏｒｔｐａｌｉｎｄｒｏｍｉｃｒｅｐｅａｔｓ），ｓｉＲＮＡ（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ｉｎｇＲＮＡ）或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那样需要由蛋白酶来剪切目标ＲＮＡ；４）常用于基因治疗的

核酶如锤头状和发夹状核酶分子量比较小，免疫原性弱［５７］．

核酶的基因治疗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如下５点：１）特异性，核酶的酶链部分即使与靶标没有完全配

对也可能发生微弱的非特异性剪切［１６］；２）ＲＮＡ分子在人体内常常不稳定，在受体细胞里容易降解；３）

酶切效率，特别是细胞体内的酶切效率．高水平的酶切效率是降低靶标ＲＮＡ的关键；４）可塑性，每一种

核酶都有保守的核苷酸，如果保守的核苷酸越多，与之相匹配的靶标序列的可选度就越少，即可塑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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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锤头状核酶只要靶标的序列含有ＧＵＣ即可，因此，它的可塑性比较强；５）载体类型和导入技术
［５８］．

容易构建的、高表达的、稳定性好的、转染效率高的载体，以及高效、安全的细胞导入技术也是核酶

基因治疗的关键环节．现在常用的载体有慢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重组腺病毒载体、腺病毒相关载体

（ＡＡＶ），而常用的导入技术有脂质体导入技术、电穿孔法、显微注射等．这些方法在核酶基因治疗的应

用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４　研究展望

核酶作为一类非常独特的ＲＮＡ分子，在生物界占有重要的生物学地位，如蛋白质的合成是由核酶

执行的．然而，核酶发现的步伐比较艰难，在刚开始的１０ａ里发现了７类，之后的近２５ａ里仅发现了３

类，而且大多是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的．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Ｂｒｅａｋｅｒ实验室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共发现

４类自我剪切的核酶，大大加快了核酶发现的步伐．这些发现将推进核酶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包括

更多核酶晶体结构的确立、酶切机理的理解和核酶新的生物学功能的发现等．

发现核酶不久，锤头状核酶就被应用于ＨＩＶ基因治疗的研究．核酶能够促使靶基因失活且让其无

法恢复，并能够在体外进行循环使用，这些优势的存在都使核酶被广泛关注．但是核酶的应用技术还没

有完全成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核酶的可塑性、最佳靶位点的选择、核酶的剪切效率、转染的效率、

在受体细胞内的稳定性等．随着更多新核酶的发现、核酶晶体结构的确立、剪切机理的深入了解、转染载

体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的阳离子脂质体导入技术和核酶化学修饰技术［５９］的提高，核酶的基因治疗研

究将不断深入，最终会成为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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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成本铁碳复合非均相犉犲狀狋狅狀

　催化剂制备及其性能

张圆春１，２，汤须崇１，２，薛秀玲１，２，洪俊明１，２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市工业废水生化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低成本浸渍烘干工艺制备铁碳复合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反应的催化剂．结果表明：催化剂中的Ｆｅ主要

沉积在颗粒活性炭（ＧＡＣ）的微孔结构中，可有效降低Ｆｅ的流失，提高Ｆｅ的利用效率；通过研究偶氮染料活

性黑５（ＲＢ５）的脱色效果，在铁碳复合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催化剂投加量为２ｇ·Ｌ
－１，Ｈ２Ｏ２ 最佳投加量为０．５

ｍｍｏｌ·Ｌ－１，ｐＨ值为２的条件下，Ｆｅｎｔｏｎ反应的脱色效果最佳；反应１ｈ后，对２０ｍｇ·Ｌ
－１的ＲＢ５溶液脱色

率可达９５％，催化剂中Ｆｅ的溶出量为０．６２ｍｇ·Ｌ
－１；催化剂经过５次循环使用后，仍有较好的活性，在最优

条件下，ＲＢ５的脱色率依然能达到７８％．

关键词：　催化剂；浸渍法；活性炭；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活性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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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机物，达到废水净化的目的［１?２］．Ｆｅｎｔｏｎ氧化法具有操作简单、反应物易得、无需复杂设备、对环境

友好等优点［３］．基于Ｆｅｎｔｏｎ反应，延伸出许多形式的类Ｆｅｎｔｏｎ反应
［４?６］，但均相Ｆｅｎｔｏｎ体系因投加亚

铁盐而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含铁污泥的形成及催化剂回收的难度［４］．相较于传统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反应，非均

相Ｆｅｎｔｏｎ反应
［７］具有催化剂可以循环使用、反应平稳、较低的含铁污泥形成［８］等优点．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

催化剂的载体有许多种类［９?１３］，其中，活性炭有较高的孔隙率、比表面积和相对较低的成本，而且能使金

属催化剂颗粒以一种稳定且具有活性的形式负载在其表面［１４］．因此，被大量用做制备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的

催化剂载体．目前，大多是在惰性气体条件下高温焙烧制备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催化剂，操作复杂、运行成本

较高［１５?１６］．本文通过简单的浸渍烘干工艺制备载铁碳复合催化剂作为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体系的催化剂，以

含活性黑５（ＲＢ５）的染料废水为对象，研究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催化剂对ＲＢ５染料废水的脱色效果．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试剂

颗粒活性炭（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七水合硫酸亚铁（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质量分数为

３０％的过氧化氢（Ｈ２Ｏ２）；硫酸、氢氧化钠均为分析纯；实验室用水为去离子水；染料活性黑５（ＲＢ５，台湾

Ｅｖｅｒｌｉｇｈｔ化学公司，纯度＞９９％），其分子结构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活性黑５的分子结构式

Ｆｉｇ．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ｃｋ５

１．２　催化剂的制备

采用浸渍烘干工艺制备铁碳复合催化剂，无需惰性气体氛围焙烧．负载之后，采用烘干取代常用的

真空干燥，具有操作简便、省时、成本低等优点．

颗粒活性炭（ＧＡＣ）先在１００℃条件下煮沸１ｈ，去除无机盐及其他杂质．于１０５℃干燥２ｈ后，用质

量分数为４０％的稀硫酸在室温条件下浸泡搅拌２４ｈ．用去离子水冲洗至中性，于１０５℃干燥２ｈ．配制

质量分数为７％的硫酸亚铁溶液５０ｍＬ，加入２５ｇ的ＧＡＣ，在室温条件下，搅拌２４ｈ，用去离子水冲洗

至ｐＨ值不变．于１０５℃干燥２ｈ后，即可得到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催化剂．

１．３　实验方法

将１，２，３ｇ·Ｌ
－１催化剂分别加入１００ｍＬ的ＲＢ５溶液（２０ｍｇ·Ｌ

－１）中，选择最佳催化剂投加量．

在最佳催化剂投加量条件下，加入１００ｍＬ不同质量浓度的ＲＢ５溶液（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ｍｇ·Ｌ
－１，化学需

氧量为２４．７～８６．４ｍｇ·Ｌ
－１）中，用稀硫酸和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ｐＨ值．在室温条件下，恒速搅拌，

加入１ｍＬ的 Ｈ２Ｏ２ 溶液（０．１，０．５，２．０，５．０ｍｍｏｌ·Ｌ
－１）．开始计时，每隔一段时间，取样测定ＲＢ５的

吸光度，计算ＲＢ５的脱色率．

为了考察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能，将使用后的催化剂经重力自然沉淀后，过滤取出，于１０５℃干燥

２ｈ，再次重复以上实验．

１．４　分析方法

用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铁的质量浓度，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ＲＢ５的质量浓度，脱色率（η）为

η＝ （犃０－犃狋）／犃０×１００％． （１）

式（１）中：犃０ 为ＲＢ５在最大吸收波长６００ｎｍ下的吸光度；犃狋为狋时刻ＲＢ５在６００ｎｍ下的吸光度．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催化剂表征

２．１．１　比表面积（ＢＥＴ）表征　ＧＡＣ和经浸渍法处理后Ｆｅ／ＧＡＣ的ＢＥＴ表征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犞ｍｉｃ为微孔孔容；犞ｍｉｄ为中孔孔容；犔０ 为孔径；犛ＢＥＴ为比表面积．由表１可知：ＧＡＣ的微孔孔容从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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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３·ｇ
－１降低到０．２９ｃｍ３·ｇ

－１；比表面积从７８４ｍ２·ｇ
－１降低到６６９ｍ２·ｇ

－１．这是由于Ｆｅ沉积在微

孔中，导致孔结构堵塞，进而导致ＢＥＴ面积的减小．ＧＡＣ和Ｆｅ／ＧＡＣ的吸附、脱附曲线，如图２所示．图

２中：狏为吸附量；犘／犘０ 为相对压力．由图２可知：ＧＡＣ吸附能力有所减弱，验证了由于Ｆｅ的沉积而导

图２　ＧＡＣ及Ｆｅ／ＧＡＣ对Ｎ２ 的吸附、脱附曲线

Ｆｉｇ．２　Ｎ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ｆｏｒＧＡＣａｎｄｆｏｒＦｅ／ＧＡＣ

致孔结构堵塞．

表１　ＧＡＣ和Ｆｅ／ＧＡＣ的比表面积和孔隙结构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ａｎｄ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ＡＣａｎｄＦｅ／ＧＡＣ

材料 犞ｍｉｃ／ｃｍ
３·ｇ

－１犞ｍｉｄ／ｃｍ
３·ｇ

－１ 犔０／ｎｍ 犛ＢＥＴ／ｍ
２·ｇ

－１

ＧＡＣ ０．３２ ０．１６ ０．８０ ７８４

Ｆｅ／ＧＡＣ ０．２９ ０．１５ ０．６９ ６６９

２．１．２　扫描电镜（ＳＥＭ）表征　ＧＡＣ和Ｆｅ／ＧＡＣ的扫描

电镜照片，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ＧＡＣ孔结构中孔和微孔的表面光滑，而

Ｆｅ／ＧＡＣ的微孔中表面粗糙，孔结构中出现了粒子的沉积，

表明Ｆｅ成功地负载在活性炭的微孔结构中，中孔沉积的

Ｆｅ较少，这与ＢＥＴ数据结果相符．

（ａ）ＧＡＣ （ｂ）Ｆｅ／ＧＡＣ

图３　扫描电镜照片

Ｆｉｇ．３　ＳＥ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２．２　非均相犉犲狀狋狅狀催化剂的工艺条件优化

２．２．１　不同体系中ＲＢ５的脱色　由于活性炭结构的特殊性，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发达的孔结构使其具

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及一定的催化效果．在ＲＢ５质量浓度为２０ｍｇ·Ｌ
－１，Ｈ２Ｏ２ 浓度为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

ｐＨ值为２的条件下，考察不同体系对ＲＢ５的脱色效果，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在相同的条件

下，Ｆｅ／ＧＡＣ对ＲＢ５的吸附效率为１８．４％；单独使用 Ｈ２Ｏ２ 对ＲＢ５的脱色率（η）为４．１２％；同时使用

Ｆｅ／ＧＡＣ和Ｈ２Ｏ２，体系对ＲＢ５的脱色率达到９２％．由于 Ｈ２Ｏ２ 的氧化还原点位太低
［１７］，基本不能氧化

ＲＢ５，单独使用 Ｈ２Ｏ２ 效果并不明显；而由于Ｆｅ／ＧＡＣ拥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及微孔结构，在反应６０ｍｉｎ

后，对ＲＢ５的吸附效率可以达到１８．４％．尽管ＧＡＣ对ＲＢ５具有一定的吸附效果，但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反

应体系在２０ｍｉｎ后脱色率就已达９０％．此时，Ｆｅ／ＧＡＣ对ＲＢ５的吸附效果微乎其微，可以忽略ＧＡＣ的

吸附效果．因为Ｆｅ负载在ＧＡＣ的微孔结构中，降低其吸附性能，所以Ｆｅ／ＧＡＣ的吸附效果有所下降．

２．２．２　Ｈ２Ｏ２ 用量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　考察Ｈ２Ｏ２ 的用量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Ｈ２Ｏ２ 浓度为０．１～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时，速率随Ｈ２Ｏ２ 浓度增加而增加；Ｈ２Ｏ２ 浓度为０．５

ｍｍｏｌ·Ｌ－１时，反应在３５ｍｉｎ达到平衡，染料脱色率为９２％；当 Ｈ２Ｏ２ 浓度从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上升到

５．０ｍｍｏｌ·Ｌ－１时，ＲＢ５的脱色速率反而降低，且６０ｍｉｎ时才趋于平衡，染料脱色率可达到９０％以上．

这是因为Ｈ２Ｏ２ 投加量越多，催化剂表面发生反应的传质动力越大，产生的·ＯＨ 越多，过多的·ＯＨ

相互结合产生ＨＯ２·，降低了·ＯＨ的产量
［１８?１９］．因此，该体系下Ｈ２Ｏ２ 最佳投加量为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

２．２．３　ｐＨ值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　Ｆｅｎｔｏｎ反应体系的ｐＨ值条件一般控制在２～４，ｐＨ值过高或

过低都会对·ＯＨ的产生构成一定的影响．通过调节反应体系的ｐＨ值来研究其最佳ｐＨ值，ｐＨ值对

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ＲＢ５的脱色速率随ｐＨ值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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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不同体系下对ＲＢ５的脱色效果 图５　Ｈ２Ｏ２ 投加量对ＲＢ５脱色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２Ｏ２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体系初始ｐＨ值较高时，ＯＨ
－会捕获·ＯＨ，影响催化反应的进行

［２０］；当ｐＨ值等于２时，脱色率达到

９２％，且反应在２０ｍｉｎ时即可达到平衡．

不同ｐＨ值条件下，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反应后体系Ｆｅ的溶出量（ρ（Ｆｅ）），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当

ｐＨ值为２时，铁的溶出量为０．６２０ｍｇ·Ｌ
－１；当ｐＨ值上升到４时，铁的溶出量只有０．００９ｍｇ·Ｌ

－１．

这说明ｐＨ值的降低导致Ｆｅ溶出量的增加；当ｐＨ值为２时，去染料的脱色率比ｐＨ值为３时只提高了

３％；当ｐＨ值为２时，达到反应平衡的时间比ｐＨ值为３时快１０ｍｉｎ．因此，反应体系的最佳ｐＨ值为

２．为了验证溶出Ｆｅ的作用，设计Ｆｅ２＋催化Ｈ２Ｏ２ 的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实验，如图８所示．在最大Ｆｅ溶出量为

０．６２ｍｇ·Ｌ
－１的条件下，ＲＢ５几乎没有被脱色．这说明了溶出Ｆｅ对ＲＢ５的脱色贡献可以忽略，脱色的

过程主要发生在催化剂的表面．

　　图６　ｐＨ值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 图７　不同ｐＨ值条件下Ｆｅ的溶出量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ｎ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７　Ｉｒｏｎｌｅａｃｈｅ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ｓ

２．２．４　催化剂用量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　催化剂用量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如图９所示．由图９

可知：ＲＢ５的脱色率和脱色速率随反应体系的催化剂浓度增加而增加．反应１ｈ后，在催化剂质量浓度

为１，２，３ｇ·Ｌ
－１的反应体系中，染料的脱色率都达到９０％以上．从反应达到平衡的时间看，２，３ｇ·Ｌ

－１

的反应体系达到平衡的时间远比１ｇ·Ｌ
－１的早，但是染料的脱色率提升并不明显．这说明，在一定范围

内可以通过增加催化剂的投加量提高反应效率．因此，催化剂最佳投加量为２ｇ·Ｌ
－１．

　图８　均相及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对ＲＢ５脱色 图９　催化剂用量对ＲＢ５脱色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Ｂ５ｗｉｔｈ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　

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ｅｎｔ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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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ＲＢ５初始质量浓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不同ＲＢ５初始质量浓度对其脱色效果的影响，如图１０

所示．由图１０可知：随着ＲＢ５质量浓度的升高，脱色速率依次降低，但 ＲＢ５的脱色率依然可以达到

９０％以上．脱色速率的下降是因为随着染料浓度的增加而导致更多的染料分子吸附在催化表面，占据了

其活性位点，从而降低了·ＯＨ的产量
［２１］．

２．３　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能

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催化剂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失活，如Ｆｅ的

流失、孔的堵塞等，影响了催化剂的经济性．反应后的催化剂经过重力自然沉淀过滤后，烘干回收后继续

使用．通过采用５次连续重复的实验考察催化剂的稳定性，如图１１所示．

由图１１可知：催化剂的性能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略有下降，对ＲＢ５染料废水的脱色效果有所降

低，但在５次循环使用过后，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催化体系在６０ｍｉｎ内对ＲＢ５的脱色率依然可以达到７８％．

因此，文中方法制备的催化剂有良好的稳定性，可以达到循环使用的要求．在每次使用中，达到反应平衡

的时间依次增高．这可能是因为每一次的反应都会导致部分Ｆｅ流失，使活性炭上Ｆｅ的质量分数越来

越少，降低了ＲＢ５的脱色效果
［２２］．此外，从活性炭的吸附能力来看，ＲＢ５脱色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可

能会吸附在活性炭的孔结构中，降低活性炭的吸附能力［１０］．

图１０　ＲＢ５初始浓度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图１１　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能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Ｂ５ ｆｏｒ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结论

１）采用浸渍法制备铁碳复合催化剂作为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反应的催化剂，Ｆｅ主要存在于颗粒活性炭

的微孔结构中，制备简单省时．利用颗粒活性炭的吸附性能，脱色效果良好．通过稳定性实验，催化剂在

５次重复使用后，ＲＢ５的脱色率仍可以达到７８％．

２）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反应体系的最佳条件：催化剂用量为２ｇ·Ｌ
－１；Ｈ２Ｏ２ 用量为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

ｐＨ值为２．ＲＢ５脱色率可达９５％．

３）非均相催化剂通过简单自然重力沉淀，即可达到回收的目的，方便催化剂的再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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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拉帕尼的合成工艺改进

李贝贝１，２，邱飞１，２，王立强１，２，３

（１．华侨大学 分子药物研究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３．广州优米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５０）

摘要：　对奥拉帕尼的合成工艺进行改进，采用邻羧基苯甲醛与亚磷酸二甲酯反应得到磷叶立德，然后，与２?

氟?５?甲酰基苯腈进行 Ｗｉｔｔｉｇ?Ｈｏｒｎｅｒ反应、水解和环合反应制得关键中间体化合物６．化合物６制成酰氯后与

４?环丙基羰基哌嗪反应制得奥拉帕尼，产物结构经高分辨质谱，核磁共振氢谱和碳谱等确证．对磷叶立德的制

备、Ｗｉｔｔｉｇ?Ｈｏｒｎｅｒ反应和酰化反应等进行了工艺优化．结果表明：５步反应总收率为３８．９％（以邻羧基苯甲醛

计），比文献报道略高；改进后的工艺降低反应成本，缩短反应时间，简化操作．

关键词：　磷叶立德；邻羧基苯甲醛；亚磷酸二甲酯；Ｗｉｔｔｉｇ?Ｈｏｒｎｅｒ反应；酰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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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女性生殖器官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致命的妇科肿瘤中名列第５
［１］．卵巢癌发生与肿瘤

易感基因ＢＲＣＡ１和ＢＲＣＡ２发生突变密切相关
［２］，这两个基因发生突变即可导致个体发生卵巢癌和乳

腺癌的风险高达８０％
［３］．奥拉帕尼（Ｏｌａｐａｒｉｂ，ＡＺＤ２２８１，１）是首个上市的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Ｐｏ

ｌｙ（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ＰＡＲＰ］抑制剂
［４］，化学名为１?（环丙甲酰基）?４?［５?［（３，４?二氢?４?氧代?１?酞

嗪基）甲基］?２?氟苯甲酰］哌嗪，由美国阿斯利康公司开发，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和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１９日在欧洲和美国被批准上市，商品名Ｌｙｎｐａｒｚａ
ＴＭ，用于治疗与ＢＲＣＡ（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基因缺陷相关的

晚期卵巢癌［５?６］．本文对奥拉帕尼的合成工艺进行改进．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通信作者：　邱飞（１９７８），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新药开发领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ｑｉｕｆｅｉ＠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Ｊ０１３４２）；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项目（１４００２１６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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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与试剂

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型高分辨质谱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ＡＶＡＮＣＥＡＶ?４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

（瑞士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Ｘ?５型显微熔点测定仪（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ＤＡＤ检测器，美国安捷伦公司）．

邻羧基苯甲醛（ＲＧ，阿达玛斯试剂公司），２?氟?５?甲酰基苯腈（ＲＧ，无锡嘉乐医药公司）．其余试剂为

市售分析纯．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奥拉帕尼的合成　奥拉帕尼的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
［７?１０］．以邻羧基苯甲醛（化合物２）为原料，

与亚磷酸二甲酯反应生成了（３?氧代?１，３?二氢异苯并呋喃?１?基）磷酸二甲酯（化合物３）．经 Ｗｉｔｔｉｇ?

Ｈｏｒｎｅｒ反应、水解和环合，得到２?氟?５?［（４?氧代?３，４?二氢二氮杂萘?１?基）甲基］苯甲酸（化合物５），化合

物５与４?环丙基羰基哌嗪（化合物１０）缩合得到化合物１．文献［１０］采用价格较高的 ＨＢＴＵ（苯并三氮

唑?Ｎ，Ｎ，Ｎ′，Ｎ′?四甲基脲六氟磷酸盐）和ＤＩＰＥＡ（Ｎ，Ｎ?二异丙基乙胺）进行缩合反应，产物经制备液相

图１　合成物１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１

纯化，该方法的ＨＢＴＵ和ＤＩＰＥＡ

容易残留，生产成本高且产物不

易纯化，总收率为３８．０％
［９］．

１．２．２　（３?氧代?１，３?二氢异苯并

呋喃?１?基）磷酸二甲酯（３）的制备

　将甲醇钠（４．５６ｇ，０．０８４ｍｏｌ）

和甲醇（７４ｍＬ）加入圆底烧瓶中，

搅拌，降温至０℃后，逐滴加入亚

磷酸 二 甲 酯 （９．６ ｍＬ，０．０９９

ｍｏｌ）．滴完后，２０ｍｉｎ内分批加入

化合物２（１０．００ｇ，０．０６６ｍｏｌ），

３０ｍｉｎ升温至室温，反应８ｈ．然

后，３５ ｍｉｎ内逐滴加入甲磺酸

（ＭＳＡ）（６．２ｍＬ，０．０９４ｍｏｌ），搅

拌，减压浓缩至干．加入水（４０ｍＬ）．用二氯甲烷（３０ｍＬ×３）萃取，收集二氯甲烷层，饱和食盐水洗至中

性，二氯甲烷层用无水Ｎａ２ＳＯ４ 干燥，过滤后减压浓缩，分别用２０ｍＬ石油醚和１０ｍＬ乙醚洗涤，得到

白色固体３（１４．２５ｇ，８９．２％），熔点为９５．５～９７．３℃（文献［１０］为８９％），质量分数为９９．６６％ （ＨＰＬＣ

归一化法）．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３．６１（ｄ，犑＝８Ｈｚ，３Ｈ），３．９４（ｄ，犑＝１２Ｈｚ，３Ｈ），５．７４

（ｄ，犑＝８Ｈｚ，１Ｈ），７．６２（ｍ，１Ｈ），７．７６（ｍ，２Ｈ），７．９５（ｍ，１Ｈ）．

１．２．３　２?氟?５?（３?氧代?３Ｈ?异苯并呋喃?１?基亚甲基）苯腈（４）的制备　化合物３（１０．００ｇ，０．０４２ｍｏｌ）

先溶于四氢呋喃（６０ｍＬ），再加入三乙胺 （１１．４ｍＬ，０．０８４ｍｏｌ），并进行搅拌．２?氟?５?甲酰基苯腈（６．１６

ｇ，０．０４２ｍｏｌ）用四氢呋喃溶解，加入三乙胺（５．７ｍＬ，０．０４２ｍｏｌ）混合均匀后加入反应液中，反应１２ｈ．

减压浓缩，加入适量水搅拌，过滤，滤饼烘干即得化合物４（８．９５ｇ，８０．４％），熔点为２１６．４～２２０．５℃（文

献［１０］为９６％），质量分数为９９．４０％（ＨＰＬＣ归一化法）．

１．２．４　２?氟?５?［（４?氧代?３，４?二氢二氮杂萘?１?基）甲基］苯甲酸（５）的制备　化合物４（７．４４ｇ，０．０２８

ｍｏｌ）加入水（４０ｍＬ）和氢氧化钠溶液（１０．７ｍＬ，０．１３９ｍｏｌ），升温至９０℃，反应１ｈ，降温至７０℃．加入

水合肼（１９．０ｍＬ，０．４００ｍｏｌ），反应８ｈ，降至室温．加入适量盐酸调节ｐＨ值至酸性，抽滤．产物用异丙

醚（２０ｍＬ）洗涤，烘干得化合物５（８．８０ｇ，９９．０％）（文献［１０］为７７％），质量分数为９５．０％（ＨＰＬＣ归一

化法）．ＭＳ?ＥＳＩ（犿／狕）：３２１［Ｍ＋Ｎａ］
＋．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４．３６（ｓ，２Ｈ），７．２２～７．２７

（ｍ，１Ｈ），７．５６～７．６０（ｍ，１Ｈ），７．８０～７．８５（ｍ，２Ｈ），７．８８～７．９２（ｍ，１Ｈ），７．９８（ｄ，犑＝８Ｈｚ，１Ｈ），

８．２７（ｄｄ，犑１＝４Ｈｚ，犑２＝４Ｈｚ，１Ｈ），１２．６１（ｓ，１Ｈ）．

２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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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２?氟?５［（４?氧代?３，４?二氢二氮杂萘?１?基）甲基］苯甲酰氯（化合物６）的制备　在干燥环境下，将

化合物５（３．９０ｇ，０．０１２ｍｏｌ）溶于无水二氯甲烷（２５ｍＬ）中，冷却至０℃，慢慢地加入草酰氯（４，２０ｍＬ，

０．０５０ｍｏｌ），升温至室温，滴加两滴ＤＭＦ（二甲基甲酰胺），室温反应４ｈ．减压除去溶剂即得化合物６．

１．２．６　环丙基甲酰氯（８）的制备　化合物７（１７．０ｍＬ，０．２１４ｍｏｌ）与ＳＯＣｌ２（１７．９ｍＬ，０．２４６ｍｏｌ）在搅

拌条件下，回流３ｈ．降低温度，改用恒压蒸馏装置，收集１２０～１２２℃馏分，即得化合物８．

１．２．７　４?环丙基羰基?哌嗪?１?甲酸叔丁酯（化合物９）的制备　哌嗪?１?甲酸叔丁酯 （１６．００ｇ，０．０８４

ｍｏｌ）加入二氯甲烷（１５０ｍＬ）溶解，然后，加入三乙胺（１５．２ｍＬ，０．１１０ｍｏｌ）．降低温度至０℃以下，慢慢

滴加化合物８（１０．５６ｇ，０．１００ｍｏｌ）．滴加完毕升至室温反应３ｈ．反应液分别用水（１５０ｍＬ×３）、饱和碳

酸氢钠溶液（１５０ｍＬ×３）、饱和氯化钠溶液（１５０ｍＬ×３）洗，无水硫酸钠干燥，过滤浓缩，烘干得化合物

到９（２０．０６ｇ，９３．９％），熔点为１１５．０～１１５．８℃．ＭＳ?ＥＳＩ（犿／狕）：２７７［Ｍ＋Ｎａ］
＋．

１．２．８　哌嗪环丙基酮（化合物１０）的制备　化合物９（４．７４ｇ，０．０１８ｍｏｌ）与盐酸二氧六环溶液（２４ｍＬ）

相混合，室温反应４ｈ，减压，浓缩，调节饱和碳酸氢钠溶液ｐＨ值至８～９．减压浓缩，加入无水乙醇（２０

ｍＬ），过滤，继续浓缩，得到化合物１０（２．８２ｇ，９８．２％），可直接将其投入下一步的反应．
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０．７４～０．８２（ｍ，２Ｈ），０．９３～１．０１（ｍ，２Ｈ），１．７０～１．７６（ｍ，１Ｈ），２．８３～２．８６（ｍ，２Ｈ），

２．９０～２．９２（ｍ，２Ｈ），３．６０～３．６６（ｍ，４Ｈ）．

１．２．９　奥拉帕尼（化合物１）的制备　将化合物１０用乙腈（７０ｍＬ）溶解，加三乙胺（５．６ｍＬ）和少量

ＤＭＡＰ，降温至低于０℃．将化合物６（２．８５ｇ，０．００９ｍｏｌ）用乙腈（７０ｍＬ）溶解，滴加到反应液中，升温

至室温，反应１８ｈ．减压浓缩，并加入水（７０ｍＬ）溶解，加碳酸氢钠溶液调节ｐＨ值至８，用乙酸乙酯（５０

ｍＬ×５）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减压浓缩得化合物１粗品，再经乙酸乙酯重结晶，得到化合物１（２．１５ｇ，

５４．９％），熔点为１７６．４～１７７．８℃，质量分数为９９％以上（ＨＰＬＣ归一化法）．ＦＴＭＳ?ＰＥＳＩ犿／狕：ｃａｌｃｄ

ｆｏｒＣ２４Ｈ２４ＦＮ４Ｏ３，４３５．１８２６９；ｆｏｕｎｄ，４３５．１８２５４；
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０．７９（ｍ，２Ｈ），０．９８

（ｍ，２Ｈ），１．７６（ｍ，１Ｈ），３．３５（ｍ，８Ｈ），４．３１（ｓ，２Ｈ），７．０４（ｍ，１Ｈ），７．３３（ｍ，２Ｈ），７．７５（ｍ，３Ｈ），８．４３

（ｍ，１Ｈ），１１．８１（ｓ，１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７３（２×ＣＨ２），１１．０４（ＣＨ），３７．６９（ＣＨ２），

４１．７８（ＣＨ２），４２．２６（ＣＨ２），４５．３６（ＣＨ２），４６．８５（ＣＨ２），１１６．１９（ＣＨ，ｄ，犑Ｃ?Ｃ?Ｆ２１Ｈｚ），１２３．５９（Ｃ，ｄ，犑Ｃ?Ｃ?Ｆ

２０Ｈｚ），１２５．０２（ＣＨ），１２７．１４（ＣＨ），１２８．２６（Ｃ），１２９．２４（ＣＨ），１２９．５５（Ｃ），１３１．５９（ＣＨ），１３１．７１（ＣＨ，

ｄ，犑Ｃ?Ｃ?Ｃ?Ｆ８Ｈｚ），１３３．６６（ＣＨ），１３４．５（Ｃ，ｄ，犑Ｃ?Ｃ?Ｃ?Ｃ?Ｆ４Ｈｚ），１４５．５４（Ｃ），１５６．９９（Ｃ，ｄ，犑Ｃ?Ｆ２４６Ｈｚ），

１６１．００（Ｃ），１６５．２５（Ｃ），１７２．３５（Ｃ）．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合成工艺条件的优化

２．１．１　化合物３的合成条件优化　经过预实验，认为反应中狀（亚磷酸二甲酯）∶狀（邻羧基苯甲醛）的

比例和反应时间对收率影响比较大．首先，确定反应时间３ｈ，反应温度室温，通过单因素实验考察了亚

磷酸二甲酯与邻羧基苯甲醛的摩尔比对磷叶立德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狀（亚磷酸

二甲酯）∶狀（邻羧基苯甲醛）＝１．５∶１时，产物收率最高，为８７．１％．通过单因素实验考察了反应时间对

产物收率（η）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反应８ｈ时，产物收率最高，为８９．２％．

　图２　摩尔比对产物３收率的影响 图３　反应时间对产物３收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３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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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化合物４的合成条件优化　由 Ｗｉｔｔｉｇ?Ｈｏｒｎｅｒ反应机理可以看出，应先将化合物３与过量的碱

反应，再加入２?氟?５?甲酰基苯腈．通过改变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从保持低于１５℃改为室温，反应时间缩

短，由１８ｈ
［１０］减少至１２ｈ，经简单处理后产物纯度达９９％以上（ＨＰＬＣ归一化法），收率８０．４％．相比文

献报道的９６．０％较低，但制备得到的化合物４用于下一步反应，收率高，得到的中间体５纯度高．

２．１．３　化合物５的合成条件优化　对比文献［１０］，该步采用经纯化后纯度达９９％以上的化合物４进

行反应，在碱性环境中加热水解，再与水合肼环合．通过 ＨＰＬＣ监控反应过程，反应８ｈ后，原料反应完

全（文献［１０］为１８ｈ）．因此，缩短了反应时间，异丙醚洗后纯度即可达到９５％以上（ＨＰＬＣ归一化法），

收率为９９．０％，高于文献报道的收率（文献［１０］为７７％）．

２．１．４　化合物１的合成条件优化　化合物５酰化后，投入化合物１的合成，碱性条件下，与化合物１０

缩合，避免使用价格较高的ＨＢＴＵ和ＤＩＰＥＡ，克服了 ＨＢＴＵ和ＤＩＰＥＡ容易残留，产物不易纯化的缺

点．对酰化反应中的缚酸剂进行了筛选．由于三乙胺碱性强于碳酸钾，且其为有机碱，使得反应为均相系

统，采用三乙胺合成化合物１，简化了操作，降低了成本，反应收率从４８．０％提高到５４．０％．

２．２　实验结果

合成的奥拉帕尼经高分辨质谱，核磁共振氢谱和碳谱等确证．在合成化合物３时，投料比为狀（亚磷

酸二甲酯）∶狀（邻羧基苯甲醛）＝１．５∶１，反应时间为８ｈ，收率较高为８９．２％；制备化合物４时，根据

Ｗｉｔｔｉｇ?Ｈｏｒｎｅｒ反应机理，先加入过量三乙胺与化合物３反应后，再加入２?氟?５?甲酰基苯腈，反应于室

温进行，反应时间缩短．工艺优化了水解和环合条件，反应时间由文献［１０］的１８ｈ缩短至８ｈ，收率由

７７．０％提高至９９．０％，纯度９５％以上（ＨＰＬＣ归一化法）．在合成化合物１采用三乙胺作为缚酸剂时，反

应收率提高．改进后的工艺操作简单，中间体纯度高，反应易于控制，总收率为３８．９％（以化合物２计）．

３　结束语

以邻羧基苯甲醛和亚磷酸二甲酯为起始原料，经５步反应合成得到了奥拉帕尼，并对合成工艺进行

了优化．改进后的工艺操作简便，收率更高，生产成本更低，耗时更少，更适应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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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

供冷性能分析及优化

张峰峰１，田琦１，李风雷１，白慧峰２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２．山西中绿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３２）

摘要：　为提高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的供冷性能，利用ＴＲＮＳＹＳ软件，建立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

统瞬态仿真模型．结合太原市某公共建筑的逐时冷负荷，分析集热侧循环水流量和蓄热水箱容积对系统供冷

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集热侧水流量、水箱容积的增大，系统在连续５ｄ中的平均输出冷量均呈现先增后

减的趋势；集热侧水流量和蓄热水箱容积与集热器总面积的最佳比例分别为０．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１和０．０２

ｍ３·ｍ－２．

关键词：　喷射制冷；供冷品质；逐时输出冷量；集热侧水流量；蓄热水箱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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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喷射式制冷因结构简单、运动部件少、不存在润滑问题、运行维护费用低等优点被认为是最

有效的空调制冷方法之一［１］．Ｈｕａｎｇ等
［２］和Ａｌｅｘｉｓ等

［３］对太阳能单级喷射制冷系统性能进行了实验研

究．Ｗｏｌｐｅｒｔ等
［４］编写了单级喷射制冷系统计算机程序，研究了运行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田琦等

［５］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太阳能喷射和电压缩联合制冷系统，并对该系统与传统联合制冷系统进行了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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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对比分析．王菲等
［６］提出了双喷射制冷系统，利用数学模型，研究了发生温度和冷凝温度对喷射器喷射

系数的影响．Ｖｉｄａｌ等
［７］和 Ｗｉｍｏｌｓｉｒｉ等

［８］利用ＴＲＮＳＲＳ软件，建立太阳能喷制冷系统瞬时仿真模型，

研究了集热器类型、面积以及蓄热水箱容积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李风雷等
［９］通过太阳能集热系统ＴＲＮ

ＳＹＳ模型，研究了环境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综上所述，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的研究大多是在设定工

况下进行的，对系统在运行期间逐时性能的研究较少．本文建立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瞬态仿真模

型，探讨集热侧水流量和蓄热水箱容积的最佳取值．

１　系统工作原理

系统结构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１为太阳能集热器；２为蓄热水箱；３为集热侧热水循环泵；４为发

生器；５为发生侧热水循环泵；６为喷射器；７为冷凝器；８为工质泵；９为节流阀；１０为蒸发器．

系统压焓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狆为压力；犎 为焓．图２中：１为高速低压蒸气；２为扩压段；３为

液体；４为蒸发器；５为发生器；６为高温高压蒸气．

由图２可知：热媒水在太阳能集热器内吸热升温，经过蓄热水箱和发生器，最终将热量传递给液态

工质．液态工质在发生器内，吸热变成高温高压蒸气后，进入喷射器喷嘴进行绝热膨胀，变成高速低压蒸

气．该蒸气与被其抽吸于蒸发器的低温低压气态制冷剂，在混合室混合，在扩压段升压，进入冷凝器中，

放热变成液体．一部分冷凝液经节流阀进入蒸发器再次制冷，另一部分经工质泵进入发生器再次吸热，

从而实现制冷循环．

图１　系统结构图 图２　系统压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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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系统数学模型

２．１　集热器数学模型

系统集热器为热管式真空管集热器，其集热效率［１０１１］为


φ＝０．６８２－２．３２

θｉ－θｅｎ
犐

． （１）

式（１）中：θｉ为集热器进口水温，℃；θｅｎ为环境温度，℃；犐为太阳辐射照度，Ｗ·ｍ
－２．

２．２　蓄热水箱数学模型

蓄热水箱的数学模型采用多节点模型［９］，水箱第犻层的能量平衡式为

犕犻犆ｗ

ｄθ犻
ｄ狋
＝α犻犿ｈ犆ｗ（θｈ－θ犻）＋β犻

犿Ｌ犆ｗ（θＬ－θ犻）＋犝犻犃（θｅｎ－犜犻）＋

λ犻γ犻（θ犻－１－θ犻）犆ｗ＋φ犻γ犻（θ犻－θ犻＋１）犆ｗ＋μ犻
犙犻．

（２）

式（２）中：犕 为水箱节点的容量，ｋｇ；θ为水温，℃；犆ｗ 为热水的定压比热容，ｋＪ·（ｋｇ·Ｋ）
－１；α为集热器

出水流量的控制因子，其值为１或０；犿 为水流量，ｋｇ·ｓ
－１；β为自来水上水流量的控制因子，其值为１

或０；μ为加热元件给予水箱某层热量的控制因子，对最顶层和最底层，μ＝１，对其余层，μ＝０；犝 为传热

系数，Ｗ·（ｍ２·Ｋ）－１；犃为面积，ｍ２；λ，φ为水箱层间质量转移相关换热的控制因子，其值为１或０；γ

为水箱某层接受集热器供水量与自来水补水量之差的绝对值；下标犻为水箱第犻层参数；下标ｈ为集热

器出水参数；下标ｅｎ为环境参数；下标Ｌ为自来水上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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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发生器数学模型

系统所用发生器为满液式换热器，管侧流体为热媒水，壳侧流体是工质Ｒ１４１ｂ．系统工作时，热水放

出的热量为

犙ｗ，ｒ＝犆ｗ犌ｗΔ犜ｗ． （３）

式中：犌ｗ 为发生器中热水流量，ｋｇ·ｓ
－１；Δ犜ｗ 为发生器中热水的温度降，Ｋ．同时，工质吸收的热量为

犙ｒ，ｓ＝犌ｒ（犺６－犺５）． （４）

式（４）中：犌ｒ为发生器中工质的流量，ｋｇ·ｓ
－１；犺５，犺６ 分别为发生器进口、出口制冷剂焓值，ｋＪ·ｋｇ

－１．

２．４　喷射器数学模型

喷射器的性能利用喷射系数评价，喷射系数为

μ＝犌ｓ／犌Ｐ． （５）

式（５）中：犌Ｐ为系统一次流量，ｋｇ·ｓ
－１；犌ｓ为系统２次流量，ｋｇ·ｓ

－１．

系统喷射器为单相喷射器．系统运行时，通过喷嘴的流量即系统一次流量
［１２］，即

犌Ｐ＝
犓ＰΠＰ犘Ｐ犃ｔ

αＰ
φ槡ｓ． （６）

式（６）中：犽Ｐ 为气体绝热指数；ΠＰ为工质临界压力和滞止压力之比；犘Ｐ 为发生压力，Ｐａ；αＰ为临界速

度，ｍ·ｓ－１；犃ｔ为喷嘴喉部面积，ｍ
２；φｓ为绝热膨胀系数．

２．５　蒸发器数学模型

系统运行时，蒸发器内制冷剂的循环流量即系统２次流量为

犌ｓ＝μ
犌Ｐ． （７）

２．６　喷射制冷系统数学模型

在稳态条件下，通过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得到系统制冷量计算公式，即

犙ｅ＝犌ｓ（犎１－犎４）． （８）

式（８）中：犎１，犎４ 为蒸发器出口、进口制冷剂焓值，ｋＪ·ｋｇ
－１．系统耗热量即发生器换热量，与发生器内

制冷剂吸热量和热媒水放热量均相等，即

犙Ｐ＝犙ｗ，ｒ＝犙ｒ，ｓ． （９）

　　忽略工质泵和水泵的功耗，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性能系数为

ＣＯＰ
·

ｓｅｒｓ＝
犙犲
犙ｃｏ
． （１０）

式（１０）中：犙ｃｏ为入射到集热器表面总热量，ｋＷ．

图３　系统瞬态仿真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３　系统仿真模型

系统瞬态仿真模型，如图３所示．图

３中：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的

ＴＲＮＳＹＳ模型包含气象参数、集热器、

集热侧热水循环泵及其控制、发生器、

发生侧循环水泵、喷射器、蒸发器、结果

输出９个模块．各模块的设计参数如下：

集热器的集热面积为７４ｍ２；蓄热水箱

体积为３．７ｍ３；发生器的单位温差下的

换热量为２０００Ｗ·Ｋ－１；集热侧热水循

环泵流量为２６００ｋｇ·ｈ
－１；发生侧热水

循环泵流量为１９８０ｋｇ·ｈ
－１；喷射器设

计制冷量为２．５ｋＷ，设计发生温度为

８５℃，设计蒸发温度为８℃，设计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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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３５℃，设计喷射系数为０．４，喉部直径为５．７４ｍｍ．

为方便建立模型，作如下３点假设．１）系统运行过程中，各换热器出入口和喷嘴入口的制冷剂均处

于饱和状态．２）发生侧热水流量为定值．３）系统运行过程中，各换热器不产生向外界的能量耗散．

集热侧热水循环泵的启停受温差和时间的联合控制，当集热器出口水温高于其入口水温８℃时，自

图４　环境参数和发生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动开启循环水泵；当二者之差小于２℃时，水泵关闭，水

泵仅在８：００～２０：００之间处于开启状态．

４　模拟结果与分析

利用系统ＴＲＮＳＹＳ模型，模拟了系统运行期间，其

发生温度和性能的变化规律；结合太原市某公共建筑的

冷负荷，研究系统的供冷特性，探讨集热侧水流量和蓄

热水箱容积对系统供冷性能的影响．

４．１系统发生温度的变化规律

典型气象日里，系统发生温度的变化规律，如图４

所示．图４中：狋为时间；犐为太阳辐射照度；θ为温度．由

图４可知：系统发生温度随时间先增后减，在１７：００达到最大，峰值滞后于太阳辐射照度，与冷凝温度基

本同步．这是因为在１４：００之前，太阳辐射照度单调递增，集热器输入给蓄热水箱的热量随之增大．因

此，发生温度在这段时间内持续增大．但是由于蓄热水箱具有一定容量，水箱内水温上升需要较长时间；

在１４：００之后，当太阳辐射照度开始下降时，发生温度并没有随之立刻下降，而是先升后降．另外，冷凝

温度升高，发生器壳侧工质吸热量降低，工质吸热量减小又会促使发生温度升高；反之，冷凝温度降低，

图５　系统各性能指标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发生温度降低．

４．２　系统性能的变化规律

系统各性能指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５所示．图５中：

犙ｅ为制冷量．由图５可知：１１：００时，系统开始运行；喷射系

数随发生温度的减小而增大，其最大值约为０．５７８；系统制

冷量波动较小，基本维持在３．５～４．０ｋＷ；１４：００前，系统

ＣＯＰ略有持续下降，１４：００后，系统ＣＯＰ明显持续上升，最

大值出现在运行期末端，约为０．２７．

１１：００前，太阳辐射照度持续升高，但是，分层蓄热水

箱导致水温上升较慢，不足以驱动系统运行．喷射器的设计

冷凝温度为３５℃，喷射器始终运行在临界状态．因此，系统

发生温度越大，喷射系数越小［８］．系统一次流量与发生温度同增减，而喷射系数随发生温度的变化规律

相反．因此，系统二次流量变化幅度较小，这就导致系统制冷量波动较小．１４：００前，太阳辐射照度不断

图６　冷负荷以及逐时气象参数

Ｆｉｇ．６　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ｏａｄｏｆｒｏｏｍ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上升，而系统制冷量波动较小，系统ＣＯＰ不断减小；１４：００

后，太阳辐射照度开始下降，系统ＣＯＰ增大．

４．３　系统供冷特性

系统逐时输出冷量、房间逐时冷负荷以及逐时气象参

数，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犙为冷量．由图６可知：两个气象

日中，环境温度均先增后减，且在１５：００左右达到最大值，

房间冷负荷同样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系统供冷量的产生

和结束均滞后于房间冷负荷．两者同时存在的时段内，系统

供冷量比用户的冷负荷需求多，环境温度是房间冷负荷大

小最大的影响因素，所以２者的变化趋势较一致．

模型中喷射制冷系统运行所需最小发生温度为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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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系统在太阳辐射照度达到较高水平后才能运行．同时，蓄热水箱具有一定容量，导致系统供冷量的

产生滞后于房间冷负荷，系统停止运行的时刻晚于房间冷负荷消失的时刻．喷射器的设计工况一般为用

户最大冷负荷对应时刻的环境参数，即系统设计发生温度偏高，因此，系统能够持续输出较大的冷量．

４．４　集热侧水流量对系统供冷品质的影响

集热侧设计水流量与集热器总面积之比（狉）的研究范围是０．００１～０．０８５ｍ
３·（ｈ·ｍ２）－１．不同狉

值下，系统在连续５个工作日中的平均输出冷量，如图７（ａ）所示．

由图７（ａ）可知：随集热侧水流量的增大，系统平均输出冷量先增后减．这是因为流量太小的水无法

及时带走集热器导热块向连集管水的导热量，导致热管冷凝温度升高，集热器总体得到的热量减小，发

生温度降低，系统未能启动；水流量逐渐增大，系统发生温度升高，系统运行并产生冷量．水流量太大时，

蓄热水箱的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循环一次，这又使得流过集热器的平均水温升高，导致了集热效率的下

降，发生温度降低，系统无法启动．

由图７（ａ）还可知：当狉值为０．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１时，系统平均输出冷量和用户侧的平均负荷较为

接近，且水泵设计流量较小．为进一步考察该流量下，系统输出冷量与用户冷负荷需求的匹配程度，模拟

了系统在连续５个工作日中的逐时输出冷量，结果如图７（ｂ）所示．

由图７（ｂ）可知：系统的逐时输出冷量与房间冷负荷能较好匹配．因此，０．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１的设

计狉值可以使系统兼具较佳的供冷性能和经济性．

　　　（ａ）不同狉值 （ｂ）狉＝０．００５

图７　系统输出冷量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４．５　蓄热水箱容积对系统供冷品质的影响

房间平均冷负荷与系统平均输出冷量，如图８所示．

（ａ）不同犽值 （ｂ）犽＝０．０２

图８　房间平均冷负荷与系统平均输出冷量

Ｆｉｇ．８　Ｈｏｕｒｌｙ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ｏａｄｏｆｒｏｏｍａｎｄ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蓄热水箱容积与集热器总面积之比（犽）值范围是０．０２～０．３０ｍ
３·ｍ－２．模拟了不同犽值下，系统

在连续５个工作日中的平均输出冷量，结果如图８（ａ）所示．

由图８（ａ）可知：随水箱容积的增大，系统平均输出冷量先增大后减小．水箱容积太小，水箱和集热

器内平均水温均较高，导致集热器热管的冷凝温度较高，集热器总得热量减小，集热系统稳定后，发生温

度较低，不足以驱动系统运行．此时，系统运行不稳定
［８］．水箱容积增大，集热器内平均水温减小，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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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效率提高，总的热量增大，系统开始运行．水箱容积增大到一定值后，水箱内的水温上升所需时间较

长．系统运行时段缩短，系统输出冷量减小．

由图８（ａ）还可知：当犽值为０．０２ｍ３·ｍ－２时，系统平均输出冷量和用户侧的平均负荷较为接近，

且水箱容积较小．为进一步考察该容积的水箱下，系统输出冷量与用户冷负荷需求的匹配程度，模拟系

统在连续５个工作日中的逐时输出冷量，结果如图８（ｂ）所示．由图８（ｂ）可知：当蓄热水箱容积与集热器

总面积的比例为０．０２ｍ３·ｍ－２时，系统的逐时输出冷量与房间冷负荷能较好匹配．因此，犽值设计为

０．０２ｍ３·ｍ－２，可使系统兼具较佳的供冷能力和经济性．

５　结论

１）喷射器的设计冷凝温度高于系统冷凝温度时，喷射系数随发生温度的减小而增大，最大值约为

０．５７８；太原典型气象日，系统运行期间，其制冷量波动比较小，基本维持在３．５～４．０ｋＷ 之间；系统

ＣＯＰ先减后增，最大值出现在系统运行期末端，约为０．２７．

２）太原典型气象日，其他参数不变时，系统平均输出冷量随集热侧水流量的增大，先增后减．当水

流量与集热器总面积的比例为０．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１时，系统逐时输出冷量和用户侧负荷的匹配性及

系统经济性均较好．

３）太原典型气象日，其他参数不变时，系统平均输出冷量随蓄热水箱容积的增大，先增后减．当水

箱容积与集热器总面积的比例为０．０２ｍ３·ｍ－２时，系统逐时输出冷量和用户侧负荷的匹配性及系统经

济性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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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内脏酶解制备海参肽工艺

杨东达，秦洪，黄雅燕，叶 静，张学勤，肖美添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蛋白水解度和酶解液中海参肽相对分子质量的分布作为指标，考察不同蛋白酶的酶解效果，筛选水

解海参内脏的最适合蛋白酶，并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优化酶解工艺．实验结果表明：胰蛋白酶的水解效

果最佳，可用于水解海参内脏制备海参肽；在底物质量分数为１．０％，加酶量为０．３７５１ｍｋａｔ·ｇ
－１，ｐＨ值为

８．０，酶解温度为３７℃，水解时间为５ｈ的最优酶解条件下，海参内脏的水解度可达到４８．９０％，酶解液中的多

肽（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ｕ）质量分数为５２．６８％，寡肽（含氨基酸）（≤２０００ｕ）质量分数为４７．２５％．

关键词：　海参肽；海参内脏；胰蛋白酶；酶解法；水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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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Ｈ＝８．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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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海参中的蛋白质是其重要的营养成分，并且含有甘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近２０种氨基酸，且

多为人体必需氨基酸［１］．生物代谢实验
［２］已经证明，大部分蛋白质是通过多肽形式被人体吸收．海参肽

的提取方法主要有水解法和酶解法．但由于水解法主要是利用酸或者碱水解蛋白质，其反应条件剧烈，

严重破坏海参肽的结构，而且强酸、强碱容易腐蚀设备，对生产设备要求高，因此，酶解法成为近年来制

备海参肽的主要方法．目前，海参肽大多是由海参体壁酶解制得，而海参价格昂贵，提取成本高．我国海

参年产量超过１４万ｔ
［３］，在海参加工过程中，大量的海参内脏被废弃，造成海洋生物资源的极大浪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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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废弃的海参内脏是制备海参肽和海参多糖等活性组分的良好原料．据报道，海参内脏中含有丰富的

蛋白、多糖、脂肪、皂苷等营养成分［４?５］，具有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抗肿瘤、抗疲劳、抗凝血等活性［６?７］，

但有关海参内脏制备海参肽鲜有报道．因此，本文以海参内脏为原料，采用酶法制备海参肽，以蛋白水解

度和酶解液中海参肽相对分子质量分布为指标，筛选合适的蛋白酶，并优化其酶解工艺．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１）材料．实验的海参内脏均为刺参（犛狋犻犮犺狅狆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犪狊），产地为福建霞浦；中性蛋白酶（１．６６７

ｍｋａｔ·ｇ
－１）、碱性蛋白酶（３．３３４ｍｋａｔ·ｇ

－１）、胰蛋白酶（４．１６７ｍｋａｔ·ｇ
－１）、木瓜蛋白酶（１．６６７ｍｋａｔ·

ｇ
－１）、菠萝蛋白酶（８．３３５ｍｋａｔ·ｇ

－１），均购自上海金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知相对分子质量（犕ｒ）的

标准品：细胞色素Ｃ（１２５００），胰蛋白酶抑制剂（６５１１．４４），杆菌肽（１４２２．６９），Ｖａｌ?Ｔｙｒ?Ｖａｌ（３７９．５），

Ｇｌｙ?Ｔｙｒ（２３８．２），均购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乙腈，三氟乙酸，色谱纯；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仪器．精密ｐＨ计（美国奥豪斯仪器有限公司），Ｗａｔｅｒｓ１５１５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

司），ＴＳＫ凝胶渗透色谱柱（ＳＲＴＳＥＣ?１００，Φ７．８ｍｍ×３００ｍｍ，江苏苏州赛分科技有限公司），ＤＫ?Ｓ１２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１８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

有限公司），ＴＧ６?ＷＳ型台式高速离心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

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海参内脏的预处理 　海参内脏洗净、冻干、粉碎，并经９０目筛网过滤，备用．

１．２．２　海参内脏酶解最佳蛋白酶的筛选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海参内脏粉于反应器中，加入１００ｍＬ的

蒸馏水，在不同蛋白酶最适ｐＨ值和温度条件下，分别向一定量底物溶液中加入中性蛋白酶、碱性蛋白

酶、风味蛋白酶、胰蛋白酶和菠萝蛋白酶，加酶量０．２００ｍｋａｔ·ｇ
－１，酶解５ｈ，取出煮沸５ｍｉｎ，冷却，离

心（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定容至１００ｍＬ，测定其可溶性多肽质量分数和水解度，并根据水

解度及酶解液中海参肽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筛选最适蛋白酶．

１．２．３　最佳蛋白酶单因素酶解实验　以底物质量分数为１．０％、加酶量为０．３７５１ｍｋａｔ·ｇ
－１、酶解温

度为３７℃、酶解时间为５ｈ为单因素实验的基础条件，以水解度为指标，分别考察底物质量分数、加酶

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对水解度的影响．

１．２．４　正交试验设计　综合考虑各因素对水解度的影响，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选择底物质量分数

表１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水平

因素

Ａ

狑（底物）／％

Ｂ

θ／℃

Ｃ

狋／ｈ

Ｄ

ρ／ｍｋａｔ·ｇ
－１

１ ０．５ ３０ ４ ０．２５０１

２ １．０ ３７ ５ ０．３７５１

３ ２．０ ４０ ６ ０．５００１

（Ａ）、酶解温度（Ｂ）、酶解时间（Ｃ）和加酶量（Ｄ）等

４个因素，采用犔９（３
４）正交设计对海参内脏酶解

条件进行优化．表１为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表１

中：狑（底物）为底物质量分数；ρ为加酶量；θ为酶

解温度；狋为酶解时间．

１．３　分析方法

１．３．１　海参内脏基本质量分数的测定　分别采

用ＧＢ／Ｔ５００９．３－２００３中的质量法
［８］，ＧＢ／Ｔ５００９．６－２００３中的索氏提取法

［９］，ＧＢ／Ｔ５００９．４－２０１０

中的马弗炉高温灰化法［１０］，ＧＢ／Ｔ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０中的微量凯氏定氮法
［１１］和ＧＢ／Ｔ５００９．８－２００８中的

酸水解［１２］测定海参内脏的水分、脂肪、灰分、总蛋白和总糖的质量分数．

１．３．２　可溶性多肽质量分数的测定　采用Ｆｏｌｉｎ?酚试剂法
［１３］测定，取酶解液，定容至１００ｍＬ量瓶，取

５．０ｍＬ溶液，并加入５．０ｍＬ，质量分数为１０％的三氯乙酸溶液，混合振荡，离心（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２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１．０ｍＬ溶液，加入５．０ｍＬ的福林酚试剂甲液，混匀，于３０℃下放置１０ｍｉｎ；然后，加入

０．５ｍＬ福林酚试剂乙液，立即振荡混匀，在３０℃下保温３０ｍｉｎ．以不加标准蛋白试管中的溶液为空

白，在６５０ｎｍ下测定吸光度值（犇（６５０）），代入由牛血清白蛋白为标准品绘制的标准曲线中，即可求得

可溶性蛋白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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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水解度的测定　 采用三氯乙酸（ＴＣＡ）沉淀法
［１４］测定水解度ＤＨ（ＤＨ＝

犖２－犖１
犖０－犖１

×１００％．其

中：犖２ 为反应后酶解液中１０％ＴＣＡ可溶性多肽质量分数；犖１ 为反应前蛋白液中１０％ＴＣＡ可溶性多

肽质量分数；犖０ 为海参内脏中总蛋白质量分数）．

１．３．４　酶解液中海参肽相对分子质量分布的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测定海参肽的相对

分子质量分布．参照黄雅燕等
［１５］的方法并略作改进，即色谱柱为ＳＲＴＳＥＣ?１００，Φ７．８ｍｍ×３００ｍｍ，流

动相为乙腈∶水∶三氟乙酸（体积比为２０．０∶８０．０∶０．１），检测波长为２２０ｎｍ，流速为０．５ｍＬ·

ｍｉｎ－１，进样量为１０μＬ，柱温为３０℃．

以不同相对分子质量标准品保留时间犚ｔ为横坐标，以相对分子质量对数ｌｇ犕ｒ为纵坐标，绘制犚ｔ?

ｌｇ犕ｒ标准曲线，相对分子质量校正的线性回归方程为ｌｇ犕ｒ＝４．９７－０．０７８×犚ｔ，犚
２＝０．９９５５．取酶解

液适量，经０．２２μｍ 微孔滤膜过滤，进行色谱分析，计算相对分子质量，并采用峰面积归一法计算海参

肽相对分子质量的分布情况．

１．３．５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Ｏｒｉｇｉｎ９．０和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海参内脏基本组成

海参内脏基本组成，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洗净干燥后的海参内脏中，总蛋白质质量分数最高，

占总质量的５９．５０％，其次为灰分和粗脂肪．因此，海参内脏可以做为制备海参肽良好的蛋白来源．

表２　海参内脏中主要化学成分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ａ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成分 总蛋白质 多糖 粗脂肪 水分 灰分

狑／％ ５９．５０ ３．２５ ７．６４ ８．３０ １１．００

２．２　蛋白酶水解海参内脏效果

不同蛋白酶水解海参内脏效果的比较，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碱性蛋白酶水解度最大，其次为胰

蛋白酶和中性蛋白酶，但３种蛋白酶水解度相差不大，因此，进一步比较海参肽中相对分子质量分布，作

为判断酶解效果优劣的指；胰蛋白酶酶解液中寡肽质量分数最高，风味蛋白酶次之．

表３　蛋白酶酶解效果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Ｅｎｚｙｍｏｌｙ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ｓ

种类 酶解条件 水解度／％
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多肽 寡肽（含氨基酸）

中性蛋白酶 ４５℃，ｐＨ ＝７．０ ４１．３４ ７１．８９ ２７．８４

碱性蛋白酶 ５０℃，ｐＨ ＝１０．２ ４３．４１ ７２．５２ ２７．２０

风味蛋白酶 ５３℃，ｐＨ ＝６．５ １６．１１ ６０．９４ ３９．３２

胰蛋白酶 ３７℃，ｐＨ ＝８．０ ４１．９５ ５２．６８ ４７．２５

菠萝蛋白酶 ５３℃，ｐＨ ＝７．０ ３７．９７ ７８．５７ ２０．８９

图１　胰蛋白酶酶解液的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ｙｐ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胰蛋白酶酶解液中多肽和寡肽的相对

分子质量分布，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

相对分子质量≤２０００ｕ的寡肽（含氨基

酸）质量分数为４７．２５％，而相对分子质量

为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ｕ的多肽质量分数为５２．

６８％．因此，综合考虑海参内脏的水解度及

海参肽中相对分子质量分布，选择胰蛋白

酶作为最佳水解用酶．

２．３　胰蛋白酶酶解条件的优化

按照酶解工艺，以蛋白水解度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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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底物质量分数、加酶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对水解度的影响，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各个因素

对酶解过程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经优化，底物质量分数为１．０％，加酶量为０．３７５１ｍｋａｔ·ｇ
－１，温度

为３７℃，时间为５ｈ是胰蛋白酶酶解海参内脏的最佳条件．

　　（ａ）底物质量分数　　　　　　　　　　　　　　　　　　　　（ｂ）加酶量

　　（ｃ）酶解温度　　　　　　　　　　　　　　　　　　　（ｄ）酶解时间

图２　酶解条件对水解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ｚｙｍｏ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４　正交试验优化酶解条件

正交试验结果和极差、方差分析表，分别如表４，５所示．由表４可知：各因素对胰蛋白酶水解度的影

响的大小顺序为Ａ＞Ｄ＞Ｂ＞Ｃ，即底物质量分数＞加酶量＞温度＞时间．其中，底物质量分数对水解度

的影响呈极具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加酶量对水解度的影响呈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温度对水

解度的影响不具统计学意义，但是考虑到温度是影响酶活的重要因素，因此，温度选择３７℃．最优条件

为Ａ２Ｂ２Ｃ２Ｄ２，即底物质量分数为１．０％，加酶量为０．３７５１ｍｋａｔ·ｇ
－１，温度为３７℃，时间为５ｈ．

表４　正交试验结果及极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实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Ｄ
ＤＨ／％

实验１ １ １ １ １ ３８．８２

实验２ １ ２ ２ ２ ４８．１７

实验３ １ ３ ３ ３ ４３．５６

实验４ ２ １ ２ ３ ４５．２６

实验５ ２ ２ ３ １ ４３．１０

实验６ ２ ３ １ ２ ４２．８８

实验７ ３ １ ３ ２ ３１．３１

实验８ ３ ２ １ ３ ３３．２１

实验９ ３ ３ ２ １ ２６．１０

犽１ ４３．５２ ３８．４６ ３８．３０ ３６．０１

犽２ ４３．７５ ４１．４９ ３９．８４ ４０．７９

犽３ ３０．２１ ３７．５１ ３９．３２ ４０．６８

犚 １３．５４ ３．９８ １．５４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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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在最优条件下进行验证实验，重复３次，其水解度分别为４８．６３％，４８．９０％，４９．１６％．这说

明通过正交试验优化得到的最优实验条件，可以用于海参内脏的酶解制备海参多肽．

表５　正交设计方差分析表

Ｔａｂ．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犉比 犉临界值 显著性

Ａ ３６０．５４ ２ １０４．６５ 犉０．１００（２，２）＝９ 

Ｂ ２５．６９ ２ ７．４５ 犉０．０５０（２，２）＝１９

Ｃ ３．４５ ２ １．００ 犉０．０２５（２，２）＝３９

Ｄ ４４．９０ ２ １３．０３ 犉０．０１０（２，２）＝９９ 

总和 ４３４．８２ ８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示极具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３　讨论

蛋白质为刺参的主要营养成分，占体壁总质量的７０％以上，刺参内脏中蛋白质质量分数亦较高．刘

小芳等［１６］对乳山刺参体壁和内脏基本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其中，刺参内脏蛋白质质量分数占总质量

的３４．９０％．实验对海参内脏基本组成进行分析发现，蛋白质质量分数最高，占总质量的５９．５０％，但脂

肪质量分数较低，占总质量的７．６４％，可见海参内脏是制备高活性海参肽的良好资源．

采用的胰蛋白酶是一种肽链内切酶，能消化溶解变性的蛋白质，它作用于多肽链中赖氨酸和精氨酸

残基中的羧基侧端，是酶解蛋白质中常用的蛋白酶．龚丽芬等
［１７］采用胰蛋白酶酶解文蛤，并测定了氨基

酸质量分数，结果表明胰蛋白酶酶解的文蛤提取液中氨基酸质量分数大于热水提取法的质量分数．王金

水等［１８］研究了胰蛋白酶水解谷朊粉得到的的酶解产物的抗氧化活性，其还原力为０．８１，说明其酶解产

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施文卫等
［１９］通过胰蛋白酶制备鹰嘴豆活性肽，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所得

酶解产物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率为６７．５９％．

另外，由于蛋白酶的切割位点不同，采用不同的蛋白酶水解，其水解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周洁静

等［２０］采用木瓜蛋白酶酶解海参肠制备海参肽，并通过正交实验优化酶解工艺，在最佳水解条件下，水解

度达到４２．２％．刘程惠等
［２１］通过胰蛋白酶水解海参，在最佳酶解条件下，其水解度达到３２．９３％．Ｙａｎ

等［２２］以水解度为指标，筛选了多种蛋白酶酶解海参内脏，结果表明，胰蛋白酶酶解效果最佳，水解度达

到３２．３８％．袁坤山等
［２３］采用复合蛋白酶酶解糙刺参内脏制备海参肽，并通过响应面法优化酶解工艺，

在最佳水解条件下，水解度达到４９．３２％，与文中的水解度相差不大．

现有文献报道中，海参肽的制备一般仅以水解度作为指标评价酶解效果，而海参肽的生物活性与其

相对分子质量是息息相关的．相对分子质量在２０００ｕ以下的寡肽主要是通过食物中的蛋白质经过特

定的酶水解获得，食用后可以避免肠道酶的水解消化而直接进入小肠被吸收，提高了胃肠对多肽和氨基

酸的吸收速率［２］．王静等
［２４］以海参中蛋白酶使其机体自溶，通过超滤进行分级分离并研究其抗氧化活

性，结果发现，相对分子质量在３０００ｕ以下的海参肽，其抗氧化活性最强．袁坤山等
［２５］利用木瓜蛋白酶

酶解糙刺参内脏，酶解产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在２０００ｕ以下的组分占总质量的９９．５２％，５００ｕ以下的组

分所占比例则为８０．００％，其Ｖｃ抗氧化活性当量值（ＶｃＥＡＣ）为４４．９５ｍｇ·ｇ
－１，说明所得糙刺参内脏

蛋白酶解物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此外，通过酶法制得的海参肽还具有其余的生物活性．袁文鹏等
［２６］

测定仿刺参肠水解液对小鼠负重游泳试验的影响，结果显示能够明显延长小鼠负重游泳时间，说明仿刺

参肠水解液具有显著的抗疲劳活性．

以实验开发的酶解工艺制得的海参内脏酶解液中多肽（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ｕ）质量分数为５２．６８％，寡肽

（含氨基酸）（≤２０００ｕ）质量分数为４７．２５％，提示制备所得的海参肽可能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有关海参

肽的生物活性与相对分子质量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中对海参内脏酶法制备海参肽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了胰蛋白酶对

海参内脏的酶解工艺．其最佳的酶解条件：底物质量分数为１．０％，加酶量为０．３７５１ｍｋａｔ·ｇ
－１，温度

为３７℃，酶解时间为５ｈ，ｐＨ值为８．０．在此最优条件下，海参内脏的水解度为４８．９０％，酶解液中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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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质量在２０００ｕ以下的寡肽（含氨基酸）质量分数为４７．２５％．研究可为实现海参内脏高值化开发利

用提供坚实的实验基础，有关海参肽的生物活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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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制品冷链物流货架寿命模型

杨玮，杨甜，罗洋洋

（陕西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要：　以乳制品中的乳酸饮料为研究对象，引用有效温度的概念，基于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模型构建有效温度的求解

模型．据此建立乳制品冷链全过程货架寿命模型，分析冷链运输过程中温度对乳制品货架寿命的影响．经过计

算和预测，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地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货架寿命，实现对乳制品货架寿命的实时监控，

以达到对乳制品冷链物流质量控制的目的，提高乳制品冷链物流质量．

关键词：　货架寿命；冷链物流；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模型；有效温度；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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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冷链产品中的乳制品为例，层出不穷的质量安全问题使国家对其质量监控越来越严格，对乳制品

冷链物流进行质量控制也变得尤为重要．国内对于冷链产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链物流追溯与预警、经

营模式、需求量与成本上，国外则主要在冷链物流时间温度变化、生物预测模型、物流稳定性上进行研

究［１?２］．作为终端的消费者，判别产品优劣的直接标准是其保质期
［３?４］．消费者购买乳制品时，会根据包装

上的保质期判断乳制品质量；而温度却是影响保质期的主要因素．但在冷链运输过程中，温度会由于各

种不可控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上的保质期（货架寿命）不再准确．基于此，本文

根据冷链运输中变动的温度构建乳制品货架寿命模型，不仅能够提高商家的利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同

时能够提高冷链物流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对乳制品冷链物流的控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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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货架寿命模型的构建

１．１　有效温度的求解模型

由于冷链运输中温度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引用有效温度的概念模拟乳制品冷链运输过程不断变动

的温度．有效温度表示在此温度下产品的质量状态与变动的温度下产品的状态是一样，因此，可以用这

一温度代替整个运输过程中变动的温度．利用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模型求解得到有效温度，据此建立乳制品货架

寿命模型，并通过联立效温度模型和货架寿命模型得到冷链全过程货架寿命模型［５］．由于文中所考虑的

是温度的变化对乳制品质量的影响，因此，基于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模型
［６］建立有效温度求解模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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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犽为速率常数；犚为摩尔气体常量；犜为热力学温度；犈Ａ 为表观活化能；犽ｒｅｆ为指前因子（也称频

率因子）；犜ｒｅｆ为参考温度．

在整个冷链运输的过程中，产品最终的质量状态是由各个阶段共同作用，因此，引入时间变量，将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模型整理可得

犽ｒｅｆ∑
犻

ｅｘｐ［－
犈Ａ
犚
（１
犜犻
－
１

犜ｒｅｆ
）］狋犻＝犽ｅｆｆ狋ｔｏｔ． （２）

　　根据有效温度的定义，当犽ｅｆｆ和犽相等时，求出的温度值则为有效温度，因此，联立公式（１），（２），可

得求解有效温度的公式为

犜ｅｆｆ＝犈Ａ犜ｒｅｆ／（犚犜ｒｅｆｌｎ（
∑
犻

ｅｘｐ［－
犈Ａ
犚
（１
犜犻
－
１

犜ｒｅｆ
）］狋犻

ｔｏｔ
）＋犈Ａ）． （３）

　　由于冷链运输过程中温度的变化是随机变量，而采集到的温度?时间数据是有时间间隔的．因此，提

出了利用蒙特卡洛（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模拟的方法对整个冷链运输过程进行模拟，使其能够更加逼近真实的

冷链运输过程．

１．２　货架寿命模型的构建

产品包装上的保质期在研究中被称之为货架寿命，是消费商品尤其是食品的重要参数［７］．文中建立

货架模型有如下４个主要步骤：１）明确研究对象的反应级数和品质函数；２）建立品质变化速率曲线表

达式；３）对速率曲线进行回归分析；４）联立品质函数建模．

食品质量的变化通常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的化学、物理和微生物过程的变化．研究表明，以化学反应

动力学为基本理论模型可以反映这些变化［８］，食品的品质损失是可定量的、可描述的．食品品质函数的

表达式，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犃为产品的质量状态值，可以通过检测得出；犃０ 为初始的质量状态值．

表１　食品品质函数的形式

Ｔａｂ．１　Ｆｏｒｍｓｏｆｆ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反应级数 ０ １ ２

品质函数 犃０－犃 ｌｎ（犃０／犃） 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

　　对于乳制品来说，影响乳制品变质的主要因素是温度变化．因此，选择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方程作为预测货

架寿命的模型．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方程表示的是食品质量下降的速度与温度的函数，速度与温度的关系式
［９?１１］，

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犽为反应变化速率；犜为热力学温度；犆为摄氏温度；犪，犫为待定常数．

表２　食品品质变化速度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式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ｆ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公式 犽＝犪＋犫犜 犽＝犪犜犫 犽＝犪犫犆 犽＝犪·ｅｘｐ（－犫／犜） 犽＝犪／（犫－犮）

　　定义不同温度下食品品质变化速率的表达式为

犢犜 ＝犱犜×狋＋犳犜． （４）

式（４）中：犢犜 为温度犜 时影响食品品质因素值；狋为时间；犱犜 为不同温度下影响食品品质因素值的变化

速率值；犳犜 为温度犜 时的常数值．

８３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将不同温度下影响食品品质因素值的变化速率值（犱犜）按照表１中食品品质变化速度与温度之间

的关系式，分别按照犽?犜，ｌｎ犽?ｌｎ犜，ｌｎ犽?犆，ｌｎ犽?１／犜和１／犽?犆的线性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犽＝犵１犜＋犺１，　　ｌｎ犽＝犵２ｌｎ犜＋犺２，　　ｌｎ犽＝犵３犆－犺３，

ｌｎ犽＝犵４·（１／犜）－犺４，　　１／犽＝犵５犆－犺５
｝．

（５）

式（５）中：犽为反应变化速率；犜为热力学温度；犆为摄氏温度；犵１，…，犵５，犺１，…，犺５ 均为常数．

式（５）是通过对不同对品质速率值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因此，选择品质变化速率与温度的表达式

时应选择回归系数高的．将式（５）代入表１的品质函数表达式，可得到不同品质函数下的货架寿命模型．

１．３　冷链全过程货架寿命模型

建立冷链全过程货架寿命模型是将求解得到的有效温度代入货架寿命模型中，因此，冷链全过程货

架寿命模型，如表３所示．

表３　货架寿命模型

Ｔａｂ．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ｅｌｆｌｉｆｅ

反应级数 品质函数 速率温度关系式 货架预测模型

犽＝犵１犜＋犺１ 狋＝（犃０－犃）／（犵１犜ｅｆｆ＋犺１）

ｌｎ犽＝犵２犜＋犺２ 狋＝（犃０－犃）／ｅｘｐ（犵２犜ｅｆｆ＋犺２）

０ 犃０－犃 ｌｎ犽＝犵３犆＋犺３ 狋＝（犃０－犃）／ｅｘｐ（犵３犆＋犺３）

ｌｎ犽＝犵４·（１／犜）＋犺４ 狋＝（犃０－犃）／ｅｘｐ（犵４·（１／犜）ｅｆｆ＋犺４）

１／犽＝犵５犆＋犺５ 狋＝（犃０－犃）·（犵５犆＋犺５）

犽＝犵１犜＋犺１ 狋＝ｌｎ（犃０－犃）／（犵１犜ｅｆｆ＋犺１）

ｌｎ犽＝犵２犜＋犺２ 狋＝ｌｎ（犃０－犃）／ｅｘｐ（犵２犜ｅｆｆ＋犺２）

１ ｌｎ（犃０／犃） ｌｎ犽＝犵３犆＋犺３ 狋＝ｌｎ（犃０－犃）／ｅｘｐ（犵３犆＋犺３）

ｌｎ犽＝犵４·（１／犜）＋犺４ 狋＝ｌｎ（犃０－犃）／ｅｘｐ（犵４·（１／犜）ｅｆｆ＋犺４）

１／犽＝犵５犆＋犺５ 狋＝ｌｎ（犃０－犃）·（犵５犆＋犺５）

犽＝犵１犜＋犺１ 狋＝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犵１犜ｅｆｆ＋犺１）

ｌｎ犽＝犵２犜＋犺２ 狋＝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ｅｘｐ（犵２犜ｅｆｆ＋犺２）

２ 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 ｌｎ犽＝犵３犆＋犺３ 狋＝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ｅｘｐ（犵３犆＋犺３）

ｌｎ犽＝犵４·（１／犜）＋犺４ 狋＝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ｅｘｐ（犵４·（１／犜）ｅｆｆ＋犺４）

１／犽＝犵５犆＋犺５ 狋＝１／［（狀－１）（犃１－狀－犃１－狀０ ）］·（犵５犆＋犺５）

２　算例分析

以乳制品中的乳酸饮料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得到冷链运输过程中温度（θ）随时间的变化值，如图

１所示．图１中：狀为次数，将图１中的数据带入式（３）求解有效温度，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１　乳酸饮料冷链运输过程中温度变化　　　　　　　　　　图２　乳酸饮料模拟结果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ｏｌｄ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ｄｒｉｎｋ

ｃｈ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由图２可知：通过１万次的模拟，整个冷链运输过程的有效温度分布在４．５５℃到４．６２℃之间，平

均值为４．５８℃．该值就是此次冷链运输的有效温度．

９３５第４期　　　　　　　　　　　　　　　杨玮，等：乳制品冷链物流货架寿命模型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乳酸饮料在４，１５，２３℃３种不同温度条件下乳脂氧化速率的拟合方程，如表４所示．将其带入表３

中的５个关系式中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如表５所示．

表５　线性回归方程

Ｔａｂ．５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类别 线性回归方程 犚

１ 犢＝６．０×１０－５犡＋０．０１６７ ０．９６１３

２ 犢＝０．５０８９犡－６．２５４１ ０．９５９５

３ 犢＝０．００１８犡－３．３９８４ ０．９６３１

４ 犢＝－１４５．５２犡－２．８６７０ ０．９５５８

５ 犢＝－０．０５１９犡＋２９．９０９０ ０．９６４８

表４　乳酸饮料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速率拟合曲线

Ｔａｂ．４　Ｒａｔ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温度／℃ 线性回归方程 犚

４ 犢＝０．０３３７０狓－２．９７５６ ０．９７２６８

１５ 犢＝０．０３４２２狓－２．８７２８ ０．８２９８７

２３ 犢＝０．０３４９９狓－２．９１６４ ０．９８０６１

　　由表５可知：第５个回归方程的犚平方值最大，其拟合程度最高．因此，选取公式犽＝犪／（犫－犮）．即

犵５＝０．０５１９，犺５＝２９．９０９０，又由于乳酸饮料遵循一级反应方程，则货架寿命计算公式为

狋＝ｌｎ（犃／犃０）·（－０．０５１９·犆＋２９．９０９０）． （６）

式（６）中：犃为乳酸饮料乳脂氧化的临界值；犃０ 为乳酸饮料初始乳脂氧化的值；狋为乳酸饮料的货架寿命

（ｄ）；犆为乳品贮藏的环境温度（℃）．

将模拟的有效温度代入货架寿命模型中，可得其保质期求解公式为

狋＝ｌｎ（犃／犃０）·２９．６７１２９８． （７）

　　为了验证用有效温度代替整个冷链过程的准确性，通过测定乳酸饮料的乳脂氧化速率对此次运输

的乳酸饮料的货架寿命进行实验验证．实验测得其乳脂氧化速率为０．０３５，保质期求解公式为

狋＝ｌｎ（犃／犃０）／０．０３５． （８）

　　对比式（７），（８）可知：用有效温度模拟冷链运输过程，并对其进行货架寿命求解的方法是能准确地

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货架寿命．

３　结束语

利用有效温度构建乳制品货架寿命模型，为求解冷链运输过程中乳制品的真实货架寿命提供了方

法．通过获取冷链运输过程中变动的温度，能够帮助消费者和商家求解乳制品真实的货架寿命，从而提

高商家的利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为提高乳制品冷链物流质量和效率，乳制品真实的货架寿命可以作

为商家的决策依据并作为制定库存策略，这是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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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长距离 犕犪狋犺犻犲狌光束的方法

冯聪１，２，张鹫１，２，吴逢铁１，２，王硕琛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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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套提高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无衍射距离的光学系统，并进行数值模拟．根据传统的方法，利用轴棱锥

聚焦椭圆高斯振幅调制的平面波产生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同时，基于凹透镜对光束的发散特性，将其放置在轴棱锥

的前方，使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无衍射距离得到提高．使用 Ｍａｔｈｃａｄ软件进行模拟，并将新系统与传统方法对比．

结果表明：利用凹透镜系统，可以得到无衍射距离大、质量较高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

关键词：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凹透镜；光学系统；光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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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衍射光束的概念是由Ｄｕｒｎｉｎ等
［１］在１９８７年首次提出，这是一种在自由空间传播过程中横向光

场分布不随传播距离发生变化且光场能量集中的光束．由于光束具有无衍射和自重建的特性成为国内

外学者研究的热点［２?３］，被广泛应用在激光成像［４］、光学微操作［５］和安全质量检测［６］等领域．事实上，

Ｄｕｒｎｉｎ提出的无衍射Ｂｅｓｓｅｌ光束只是无衍射光束家族中的一员
［７］，是自由空间波动方程在圆柱坐标下

的一组特解．２００５年，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ｖｅｇａ等
［８］提出自由空间的标量波动方程能在直角坐标系、圆柱坐标系、

椭圆坐标系和抛物线坐标系４组坐标系下进行分离变量求得无衍射解，分别对应Ｃｏｓｉｎｅ光束、Ｂｅｓｓｅｌ

光束、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和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光束．目前，对Ｂｅｓｓｅｌ光束的研究较多，而对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等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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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李冬等
［９］提出一种基于轴棱锥产生零阶无衍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新方法，并研究了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

束的自重建特性［１０］．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可以被用于光学微操作和光通信等领域
［１１１２］．

随着不断研究，产生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例如，计算机相位全息法
［１３］、环缝透镜组方法［１４］

和柱透镜?轴棱锥法
［９］．其中，相位全息法操作繁琐，成本高；环缝透镜法光能利用率低；而柱透镜?轴棱

锥法不仅方便简单，成本低，且光能利用率高．无衍射光束的无衍射距离往往由轴棱锥的底角大小所限

制，在超过无衍射距离后，光束就失去了中心不发散的特性，所以提高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无衍射距离在实

际应用中显得非常重要．减小轴棱锥底角的大小增加了光学元件的加工难度并提高了成本，限制了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实际应用．因此，通过优化光路提高无衍射距离便尤为重要．文中根据凹透镜对光束的

发散特性，将凹透镜加入柱透镜?轴棱锥系统中，设计一套新的光学系统，用 Ｍａｔｈｃａｄ模拟仿真，并利用

实验进行验证．

１　犕犪狋犺犻犲狌光束理论分析

自由空间中的标量波动方程可以表示为


２犝＋犽

２犝 ＝０．

　　用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解
［１５］可以表示为

犝（狓，狔，狕）＝
ｅｘｐ（ｉ犽狕狕）

２π ∫
２π

０
犃（φ）×ｅｘｐ［ｉ犽ｔ（狓ｃｏｓφ＋狔ｓｉｎφ）］ｄφ． （１）

式（１）中：犽ｔ是平面波的径向波矢分量，犽ｔ＝犽ｓｉｎθ；犽狕 是轴向波矢分离，犽狕＝犽ｃｏｓθ，θ是波矢与狕轴的夹

角，波数犽＝２π／λ；犃（φ）是理想无衍射光的复角谱分布．

由式（１）可知：当犃（φ）取不同的值时，可以得到不同的衍射光场．在椭圆坐标系中，当犃（φ）取零阶

角 Ｍａｔｈｉｅｕ分布ｃｅ０（φ；狇）时，对式（１）积分后，获得零阶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分布为

犝（ξ，η，狕，狋；狇）＝犑θ０（ξ；狇）犮θ０（η；狇）ｅｘｐ（ｉ犽狕狕－ｉω狋）． （２）

式（２）中：ξ∈［０，∞］，η∈［０，２π］为径向变量和角向变量，与直角坐标系关系为狓＝犺（ｃｏｓ犺）ξ（ｓｉｎη），狔＝

犺（ｓｉｎ犺）ξ（ｓｉｎη），狕＝狕，２犺为椭圆柱坐标中椭圆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犑θ０（ξ；狇）代表第一类零阶径向

图１　产生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实验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ｆｏｒ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ｔｈｉｅｕｂｅａｍ

Ｍａｔｈｉｅｕ函数，狇＝犺
２犽２狋／４．

采用柱透镜调制高斯光束得到椭圆高斯振幅

调制的平面波，将其近似为零阶角 Ｍａｔｈｉｅｕ函数

振幅调制的平面波，从而获得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实验

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椭圆高斯振幅调制的平面波可以表示为

犈（狓，狔，０）＝ｅｘｐ（－
狓２

ω
２
０，狓
－
狔
２

ω
２
０，狔

）． （３）

　　让椭圆高斯振幅调制的平面波入射到轴棱锥上，根据菲涅尔衍射积分理论，轴棱锥后的无衍射光场

分布可以表示为

犝（狉，θ，狕）＝
ｅｘｐ（ｉ犽狕）

ｉλ狕
ｅｘｐ（

ｉ犽狉２

２狕
）∫
２π

０∫
犚

０
ｅｘｐ（－ρ

２ｃｏｓ２φ
ω
２
０，狓

－ρ
２ｓｉｎ２φ
ω
２
０，狔

）×

ｅｘｐ（－ｉ犽（狀－１）γρ）ｅｘｐ［
ｉ犽
２狕
（ρ
２
＋２ρ狉ｃｏｓ（φ－θ））］ρｄρｄφ．

（４）

式（４）中：狀为轴棱锥的折射率；γ是轴棱锥的底角；犚为孔径光阑半径．

２　无衍射距离计算与光路设计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形成是通过轴棱锥聚焦椭圆高斯振幅调制的平面波，与Ｂｅｓｓｅｌ光束的唯一区别是

入射到轴棱锥上的平面波具有不同的振幅调制模式，故计算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最大无衍射距离与计算

Ｂｅｓｓｅｌ光束的无衍射距离的几何模型一致．计算无衍射距离的几何模型，如图２所示．图２中：带有椭圆

高斯振幅调制的平面波入射到轴棱锥上，经轴棱锥聚焦会在后方形成无衍射光束，菱形犃犅犆犇 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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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计算无衍射距离的几何模型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

无衍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产生区域．由几何光学可知，最大无衍射

距离犃犇的大小为犣ｍａｘ＝犚／（（狀－１）γ）．当犚为２ｍｍ，折射率

为１．４７；当γ为１°时，犣ｍａｘ＝２４３ｍｍ．

由此可知，最大无衍射距离与光斑半径犚成正比，与轴棱

锥底角γ成反比，与透镜折射率成反比．对于给定的轴棱锥，

底角γ和折射率狀即给定，光斑半径犚越大，最大无衍射距离

犣ｍａｘ也越大．根据凹透镜对平面波的扩散作用，加入平凹透镜，

当平面波照射在凹透镜上，得到发散的球面波，轴棱锥聚焦的光束的光斑半径也将扩大，通过这种方式

提高无衍射距离．

当球面波经过轴棱锥聚焦后，无衍射距离变为犣２
［１６］，即

犣２ ＝
犚２×狕０

（狀－１）γ狕０－犚２
． （５）

式（５）中：犚２ 为入射到平凹透镜后形成球面波的半径；狕０ 为球面波到轴棱锥的距离．

根据几何光学可知，平凹透镜曲率半径为狉，厚度为犱，折射率为狀，则像方焦距为

犳＝
－狉
狀－１

． （６）

　　当平凹透镜与轴棱锥相距５０ｍｍ时，曲率半径狉＝２００ｍｍ，犚２＝２．４７ｍｍ，狕０＝４７５．５ｍｍ，带入式

（５），可得犣２＝６３８ｍｍ．

３　模拟及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加入凹透镜的新系统对最大无衍射距离的影响，并与原本柱透镜轴棱锥系统（图１）相比，

图３　产生长距离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凹透镜系统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ｃａｖｅｌｅ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ｈｉｅｕｂｅａｍｓ

设计出新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产生光路．在原系统的基

础上加入平凹透镜，将平凹透镜置于光阑与轴棱锥

之间，使平凹透镜与轴棱锥距离为５０ｍｍ．凹透镜系

统，如图３所示．

利用 Ｍａｔｈｃａｄ软件对新系统和原系统分别进行

光强分布模拟，参数如下：Ｈｅ?Ｎｅ激光器波长为６３２．

８ｎｍ；柱透镜焦距为１３５ｍｍ；扩束准直系统中的透

镜ｆ１ 焦距为１５ｍｍ；透镜ｆ２ 焦距为１９０ｍｍ；光阑半

径为２ｍｍ；凹透镜和轴棱锥折射率都为１．４７；平凹透镜的曲率半径为２００ｍｍ；轴棱锥底角为１°．

从光线传播的角度来看，柱透镜是非对称光学元件．当光路中存在柱透镜时，该系统为非轴对称光

学系统，可用４×４变换矩阵描述非轴对称光学系统
［１７］，在近轴近似条件下，空间域中的广义惠更斯?菲

涅尔衍射积分为

犝２（狓２，狔２，狕）＝（－
狘ｊ犅狘

－１／２

λ
）ｅｘｐ（ｊ犽狕）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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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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烆

烍

烌

烎２

ｄ狓１ｄ狔１．

（７）

式（７）中：犃，犅，犆，犇均为２×２矩阵．已知透镜、轴棱锥和自由空间的犃犅犆犇矩阵分别为
１ ０

－１／犳
［ ］

１
，

１ ０

－（狀－１）γ／狉
［ ］

１
，
１ 犔［ ］
０ １

．其中，狉为轴棱锥半径，狉＝１７ｍｍ．

对传统柱透镜?轴棱锥系统进行模拟，结果如图４所示．按照图３所示设计光路，将凹透镜加在轴棱

锥之前，使凹透镜与轴棱锥距离５０ｍｍ．对这个新系统进行模拟，结果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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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狕＝９０ｍｍ （ｂ）狕＝１３０ｍｍ （ｃ）狕＝１７０ｍｍ （ｄ）狕＝２１０ｍｍ （ｅ）狕＝２４３ｍｍ

图４　传统系统获得不同位置的模拟光场分布

Ｆｉｇ．４　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狕＝９０ｍｍ （ｂ）狕＝２４０ｍｍ （ｃ）狕＝３７０ｍｍ （ｄ）狕＝５００ｍｍ （ｅ）狕＝６４０ｍｍ

图５　新系统获得不同位置的模拟光场分布

Ｆｉｇ．５　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ｓ

由图５可知：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在观察面的光强分布呈带状分布，在横向方面呈周期性分布，且中心光

强比较高，在纵向分布较为集中，整体类似一个狓型；加入凹透镜后的新系统在原本最大无衍射距离

２４３ｍｍ处并没有发散，无衍射特性明显，证明了凹透镜能够提高无衍射距离；最终发现在６４０ｍｍ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无衍射特性丢失，与式（５）所得结果近似．

根据图１，３设计光路，对上述模拟进行实验验证．同样的，使用 Ｈｅ?Ｎｅ激光器波长为６３２．８ｎｍ，柱

透镜焦距为１３５ｍｍ，扩束准直系统中的透镜ｆ１ 焦距为１５ｍｍ，透镜ｆ２ 焦距为１９０ｍｍ，光阑半径为２

ｍｍ，凹透镜和轴棱锥折射率均为１．４７，平凹透镜的曲率半径为２００ｍｍ，轴棱锥底角为１°．利用电荷耦

合元件（ＣＣＤ）记录在轴棱锥后不同距离处光强分布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随着距离增加，衍射光

场过渡到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光场分布；在距离２４３ｍｍ时，光束丢失了无衍射特性．因此，可以认为 Ｍａｔｈｉｅｕ

光束的无衍射距离为２４３ｍｍ，与模拟结果近似．

（ａ）狕＝９０ｍｍ （ｂ）狕＝１３０ｍｍ （ｃ）狕＝１７０ｍｍ （ｄ）狕＝２１０ｍｍ （ｅ）狕＝２４３ｍｍ

图６　传统系统产生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

Ｆｉｇ．６　Ｍａｔｈｉｅｕｂｅａ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加入轴棱锥后产生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在距离为６４０ｍｍ处，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

已近乎消失，所以认为新系统产生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无衍射距离为６４０ｍｍ．进而证明，加入凹透镜可使

　（ａ）狕＝９０ｍｍ （ｂ）狕＝２４０ｍｍ （ｃ）狕＝３７０ｍｍ （ｄ）狕＝５００ｍｍ （ｅ）狕＝６４０ｍｍ

图７　加入轴棱锥后新系统产生的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

Ｆｉｇ．７　Ｍａｔｈｉｅｕｂｅａ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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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衍射光束的质量更好，传播距离更远．

４　结束语

在前人设计的柱透镜?轴棱锥系统产生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基础上，结合凹透镜的几何光学性质，设计

模拟并通过实验验证了一套可以提高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衍射距离的光学系统．经过巧妙的改动，对 Ｍａｔｈｉｅｕ

光束的传输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且光路简单，凹透镜成本低廉，方便获取．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

设置参数，采用不同的凹透镜，获得不同性质的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相对于其他提高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方法，该

系统简单高效，在实际生活中也具有极高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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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网络编码技术的同步传输方法

史志明１，２，黄诚惕１，２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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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基于网络编码的同步传输方法，分析传统传输和分步传输、同步传输的网络编码传输方法，给出

相应的归一化吞吐量．仿真结果表明：在低误码率下，相比于其他传输方法，基于网络编码的同步传输方法能

够更好地减少传输时隙，有效地提高网络吞吐量．

关键词：　网络编码；同步传输；误码率；网络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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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ｄｉｎｇ；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及现代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迅速增长的数据、语言和视频业务，已呈现出融合

趋势．日益增加的网络负载，要求提高网络传输的实时性，减少传输时延．因此，如何提高传输效率，增加

网络吞吐量，仍需做大量研究．传统通信网中，路由器仅对数据包进行存储转发操作．网络编码混合了

传统路由技术和信息编码技术，不仅允许网络路由器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存储转发，而且可以对传输的

数据进行重新编码操作，从而提高网络流传输效率［１?２］．网络编码理论是由Ａｈｌｓｗｅｄｅ等提出，它在信息

论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３?４］．该技术对于提高网络吞吐量，增强网络健壮性、提高网络安全性、减少传输

延时、节省节点能耗等方面均显示出优越性．网络编码理论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

的关注［５?６］．在网络编码理论基础上，Ｚｈｕ等
［７］在蜂窝网络中设计了机会网络编码，并在终端成功解析了

数据包；Ｔｈａｍｐｉ等
［８］在物理层使用网络编码技术，有效地进行了多通道传输解码；Ｙｕ等

［９］设计了分布

式的动态编码机制，从而降低丢包率；Ｒｏｕａｙｈｅｂ等
［１０］提出了一种优化的分布式编码，可实时更新数据；

文献［１１?１２］提出了一种随机编码机制，有效地提高了多数据传输效率．为提高网络吞吐量，本文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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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传统传输　　（ｂ）分步传输　　（ｃ）同步传输

图１　３种网络编码传输方法比较方式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络传输中使用网络编码技术，提出了同步传输方法，并

设定不同误码率，对比３种不同网络模型的吞吐量．

１　基于网络编码的同步传输

传统传输、分步传输、同步传输３种网络编码传输

方法对传输效果影响，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节点Ａ

和Ｂ通过路由Ｒ相互传递数据包ａ，ｂ，节点Ａ和Ｂ之间

不能直接传递数据包．

图１（ａ）采用传统传输方法，节点 Ａ首先向路由Ｒ

发送数据包ａ，然后，节点Ｂ向路由Ｒ发送信息ｂ，Ｒ再依次把信息ａ和ｂ分别发送给节点Ａ和Ｂ．这样

经过４个传输时隙，节点Ａ可以获得数据包ｂ，节点Ｂ可以获得数据包ａ．

图１（ｂ）采用分步传输方法，节点Ａ，Ｂ分别在不同时隙内把数据包ａ，ｂ发送给路由Ｒ，Ｒ再将ａ和ｂ

异或运算之后广播发送出去，则在节点Ａ处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息恢复出ｂ；同理，在节点Ｂ处，可以

根据接收到的信息恢复出ａ．由此可见，采用了分步传输只需３个传输时隙，就可以实现传统方法的所

有通信要求，网络吞吐量提高了３３．３％．

图１（ｃ）采用同步传输方法，即在同一个时隙内，路由Ｒ同时收到节点Ａ，Ｂ数据包后，对收到的数

据包ａ，ｂ进行异或运算；然后，在下一个时隙内发送编码包ａｂ，节点Ａ，Ｂ收到编码包后，分别恢复出

ｂ，ａ．这种传输方法只需２个传输时隙，比分步传输方法省去一个传输时隙，比传统方法传输提高５０％

的网络吞吐量．由此可见，传输时隙越短，网络吞吐量提高越多，同步传输方法优于其他两种传输方法．

设传输过程中犘ｅ１，犘ｅ２分别代表Ａ，Ｂ到Ｒ的误码率．在传统的传输过程中，当Ａ通过路由Ｒ发送

数据包ａ给Ｂ时候，当Ｂ收到该数据包时，平均用来传输数据包的时隙是［犜Ｓ／（１－犘ｅ１）］＋［犜Ｓ／（１－

犘ｅ２）］．因此，传统网络传输归一化网络吞吐量为

犚ｃｏｎｖ／犚Ｓ＝ （１－犘ｅ１）（１－犘ｅ２）／２－犘ｅ１－犘ｅ２． （１）

　　网络编码分步传输模型有如下４个步骤．１）当路由Ｒ把异或的数据包ａｂ发送给Ａ，Ｂ节点时，

Ｒ等待节点Ａ，Ｂ再次发送新的数据包；２）当路由Ｒ只有数据包ａ，路由Ｒ就询问节点Ｂ，来获得数据包

ｂ，直到Ｒ正确获得数据包ｂ；３）当路由Ｒ只有数据包ｂ，路由Ｒ就询问节点Ａ，来获得数据包ａ，直到Ｒ

正确获得数据包ａ；４）当路由Ｂ既有数据包ａ又有数据包ｂ时，此时，路由Ｂ就发送异或数据包ａｂ．

图２　分步传输的马尔科夫链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ｏｆ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ｄｅ

因此，这些情况存在发生如下４种可能性．１）（１－犘ｅ１）（１－

犘ｅ２），即Ａ，Ｂ均正确收到编码包，此时，路由Ｒ的缓存为空；２）（１－

犘ｅ１）犘ｅ２，即Ａ正确收到编码包，Ｂ没有正确收到编码包，此时，路由

Ｒ的缓存有数据包ａ；３）犘ｅ１（１－犘ｅ２），即Ｂ正确收到编码包，Ａ没有

正确收到编码包，此时，路由Ｒ的缓存有数据包ｃ；４）犘ｅ１犘ｅ２，即Ａ，Ｂ

均为正确收到编码包，路由Ｒ将在下一个时隙发送编码包．

设该模型中共有４种情况即Ｓ０，ＳＡ，ＳＢ，Ｓ２，分别代表上面１）～

４）种情况，定义犘（Ｓ犻）（犻＝０，Ａ，Ｂ，２）分别代表４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如图２所示．根据齐次马尔科夫链的平稳分布，可以计算这４种状态

发生的概率，即

π犻 ＝π０∏
犻－１

犼＝０

（犘犼，犼＋１
犘犼＋１，犼

），　　π０ ＝ （１＋∑
犕

犻＝０
∏
犻－１

犼＝０

（犘犼，犼＋１
犘犼＋１，犼

））－１，　　犻＝１，…，４． （２）

　　经过计算得出犘（Ｓ２）＝１／３．因此，分步传输的归一化网络吞吐量为

犚ＤＦ
犚Ｓ
＝犘（Ｓ２）（犘ｅ２（１－犘ｅ１）＋犘ｅ１（１－犘ｅ２）＋２（１－犘ｅ１）（１－犘ｅ２））＝犘（Ｓ２）（２－犘ｅ１－犘ｅ２）．（３）

　　经过计算，代入犘（Ｓ２）＝１／３，可得

犚ＤＦ
犚Ｓ
＝
１

３
（２－犘ｅ１－犘ｅ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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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传输方法只在两个时隙内完成传输，所以定义如下两个规则：１）在奇数时隙内，Ａ和Ｂ同时把

数据包发送给路由Ｒ；２）在偶数时隙内，路由Ｒ把编码包发送给节点Ａ，Ｂ．由此定义ΩＡ 是节点Ａ正确

接收编码包，并恢复所需数据包的情况，ΩＢ 是Ｂ正确接收编码包，并恢复所需数据包的情况，则有犘

（ΩＡ，ΩＢ）＝（１－犘ｅ１）（１－犘ｅ２），犘（珚ΩＡ，ΩＢ）＝犘ｅ１（１－犘ｅ２），犘（ΩＡ，珚ΩＢ）＝（１－犘ｅ１）犘ｅ２．因此，同步传输的

归一化网络吞吐量为

犚ＡＦ
犚Ｓ
＝
１

２
（１－犘ｅ１）（１－犘ｅ２）［２－犘ｅ１－犘ｅ２］． （５）

２　仿真与数值分析

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１ｂ仿真工具，对３种传输方法的网络吞吐量进行分析，并给出了图形化结果．

同步传输、分步传输和传统传输方法下归一化的网络吞吐量分别为

犚ＡＦ
犚Ｓ
＝
１

２
（１－犘ｅ１）（１－犘ｅ２）（２－犘ｅ１－犘ｅ２），

犚ＤＦ
犚Ｓ
＝
１

３
（２－犘ｅ１－犘ｅ２），　　

犚ｃｏｎｖ
犚Ｓ

＝
（１－犘ｅ１）（１－犘ｅ２）

２－犘ｅ１－犘ｅ２

烍

烌

烎
．

（６）

　　当犘ｅ１＝２犘ｅ２，式（６）变换为

犚ＡＦ
犚Ｓ
＝－３犘

３
ｅ２＋６．５犘

２
ｅ２－４．５犘ｅ２＋１，　　

犚ＤＦ
犚Ｓ
＝
２

３
－犘ｅ２，　　

犚ｃｏｎｖ
犚Ｓ

＝
（１－２犘ｅ２）（１－犘ｅ２）

２－３犘ｅ２
．（７）

　　在犘ｅ１＝２犘ｅ２下，分步传输与同步传输、传统传输与分步传输的网络吞吐量比较，如图３所示．图３

中：犘ｅ２为误码率．由图３（ａ）可知：当０．１２≥犘ｅ２≥０．６６，同步传输方法网络吞吐量好于分步传输方法．由

此可见，在较低误码率情况下，同步传输方法，网络吞吐量更大，效果较好．由图３（ｂ）可知：在任何误码

率情况下，传统传输方法的网络吞吐量均小于编码后的分步网络传输，效果不好．所以在低误码率的情

况下，同步传输的方法能够最大地提高网络吞吐量．

　　（ａ）分步传输与同步传输　　　　　　　　　　　　　（ｂ）传统传输与分步传输

图３　不同传输方法的网络吞吐量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当犘ｅ１＝２犘ｅ２，式（６）变换为

犚ＡＦ
犚Ｓ
＝１－犘

３
ｅ２＋３犘

２
ｅ２－３犘ｅ２，　　

犚ＤＦ
犚Ｓ
＝
２

３
犘ｅ２＋

２

３
，　　

犚ｃｏｎｖ
犚Ｓ

＝－犘ｅ２＋
１

２
． （８）

　　当犘ｅ１＝
１

２
犘ｅ２，式（６）变换为

犚ＡＦ
犚Ｓ
＝－０．３７５犘

３
ｅ２＋１．６２５犘

２
ｅ２－２．２５犘ｅ２＋１，

犚ＤＦ
犚Ｓ
＝
２

３
－０．５犘ｅ２，　　

犚ｃｏｎｖ
犚Ｓ

＝
（１－０．５犘ｅ２）（１－犘ｅ２）

２－１．５犘ｅ２

烍

烌

烎
．

（９）

　　３种不同网络传输方法的网络吞吐量，如图４所示．由图４（ａ）可知：在误码率犘ｅ２≤０．１８的情况下，

同步传输方法网络吞吐量好于分步传输方法，但传统传输方法的网络吞吐量仍然是最小．因此，在较小

误码率情况下，同步传输比分步传输，能够产生较大网络吞吐量．由图４（ｂ）可知：随误码率犘ｅ２变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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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ｅ２≤０．２４时，同步传输的网络吞吐量比分步传输要好，而传统传输方法网络吞吐量偏小．

　　（ａ）犘ｅ１＝犘ｅ２ （ｂ）犘ｅ１＝０．５犘ｅ２

图４　３种不同网络传输方法的吞吐量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通过比较可知：在误码率取值不同情况下，３种网络传输方法的吞吐量虽然不相同，但仍可以发现

在较小误码率情况下，同步传输的方法有明显优势，能够获得更大网络吞吐量．

３　结束语

主要分析网络传输中使用网络编码比传统网络传输提高了网络吞吐量，并提出了改进的同步网络

传输方法．通过不同误码率情况下比较，仿真结果显示在低误码率下，同步传输方法比分步传输方法，网

络吞吐量更大，效果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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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前景检测中的光照变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双背景模型的快速鲁棒前景检测算法．通过建立简单

的快慢双背景模型，提高前景检测的效率．结合视频时间感知信息和光照补偿措施，增强算法对光照变化的鲁

棒性，提高前景检测精度．在具有光照变化的公开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不仅对光

照变化有较强的鲁棒性，同时，具有极快的处理速度．

关键词：　光照鲁棒；前景检测；双背景模型；视频信息；时间感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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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检测是计算机视觉中一个重要分支，其性能高度依赖于有效背景模型的建立；而背景模型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光照、时间、遮挡、抖动和突然静止的前景等因素［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们近

年来提出了大量的背景建模方法［２］．文献［３?６］提出的混合高斯模型（ＧＭＭ）、核密度估计模型、码本模

型和ＶＩＢＥ等经典背景模型，虽然大都能够应对缓慢的光照变化，但是无法处理如开关灯、百叶窗的打

开和关闭等带来的光照突变问题．文献［７?８］提出的ＥＳＩ模型和 ＭＢ
２Ｓ模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处理

光照突变的影响，但是复杂度太高，需要较大的硬件资源才能达到实时应用的可能．背景模型涵盖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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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序列中很长一段时间的状态，通过一定的更新率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快慢双背景模型是利用更新率

的一快一慢两种模型建立稳定背景的方法［９］，既可以利用慢速背景模型应付临时的变化和噪音，又可以

利用快速背景模型快速发现最新变化．文献［１０?１１］证实了双背景模型可以有效提高前景目标的检测精

度．为了解决光照突变的影响达到实时应用的要求，本文建立一种简单的快慢双背景模型，并使用一定

的光照补偿措施，提出一种新的前景检测算法．

１　基于双背景模型的前景检测算法

１．１　双背景模型的建立

为了建立鲁棒的前景检测模型，首先需要建立两个更新速率快慢不一的背景．设ＢＧｆ狋 表示具有较

快更新率的背景，ＢＧｓ狋 表示具有较慢更新率的背景，犐狋（犻）表示视频序列中的第狋帧的像素点犻，αｓ表示慢

速背景模型的更新率，则慢速背景模型的更新方式表示为

ＢＧｓ狋（犻）＝
犐狋（犻），

αｓ犐狋（犻）＋（１－αｓ）ＢＧ
ｓ
狋－１（犻

烅
烄

烆 ），
　　
狋＝０，

狋＞０．
（１）

　　快速背景模型采用相同的更新策略，但是控制更新率αｆ＝犽αｓ，其中，犽为常数，取经验值１０．背景模

型的更新率由当前帧的视频时间感知信息决定．

对新来的每一帧图像与背景图像相减后，阈值化就可以得到对应不同背景的前景图．设ＦＧｓ狋 表示

慢速背景模型对应的前景图像，ＦＧｆ狋表示快速背景模型对应的前景图像，则慢速前景图为

ＦＧｓ狋（犻）＝
０，

２５５｛ ，
　　
狘犐狋（犻）－ＢＧ

ｓ
狋（犻）狘＜犜ｓ，

其他．
（２）

式（２）中：犜ｓ表示得到慢速前景所使用的阈值，默认值为６０．快速前景ＦＧ
ｆ
狋可以采用相同的更新策略获

得，其中，犜ｓ＝λ犜ｆ，λ取经验值２．５．

１．２　视频时间感知信息

时间感知信息（ｔｉｍ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Ｉ）表征视频序列在时域上的复杂度，是表示视频片段

时间变化次数的测量法［１２］．它通常高于高速运动的片段，视频序列变化越剧烈，ＴＩ值越高．视频序列中

某一帧的ＴＩ值表达式为

ＴＩ狋（犻）＝ＳＴＤｓｐａｃｅ（犉狋（狓，狔）－犉狋－１（狓，狔））． （３）

式（３）中：犉狋（狓，狔）表示时间上第狋帧中第狓行第狔列的像素；ＳＴＤｓｐａｃｅ表示两帧在空间上的标准差．

由于ＴＩ值能够很好地描述视频信息的变化，而背景的更新率也只有和视频信息的变化一致趋势

时才能更好地描述背景．因此，取慢速背景模型的更新率αｓ由式（４）决定，即

αｓ＝ＴＩ狋／ＴＩｍａｘ． （４）

式（４）中：ＴＩｍａｘ表示ＴＩ可能出现的最大值，由ＴＩ的定义式可知，对于８ｂｉｔ像素的图像，ＴＩｍａｘ为２５５．

１．３　光照补偿模型

光照突变将导致前景检测算法不同程度地把背景误测为前景或者前景误判为背景．因此，针对光照

突变，需要一个合适光照补偿模型对背景进行补偿，从而让背景尽快适应当前的光照条件，减少误检．假

设只考虑视频场景中光照突变的影响，不考虑相机抖动、伪装、图像丢失等情况，为了应对光照变化带来

的影响，需要采用不同的背景模型更新策略．

１．３．１　光照突变的判定　快速前景可以最快反映当前帧中出现的变化，即通过快速前景中前景点与背

景点的比例狉判定是否发生光照突变．当狉＞犜ｒ时，可以认定发生光照突变，犜ｒ为光照突变的阈值，建

议取犜ｒ≥０．３．

１．３．２　光照突变程度的判定　对于不同程度的光照突变，需要采用不同的补偿策略．为了判断光照突

变的程度，首先，计算当前帧、快速背景、慢速背景中像素点的平均亮度值．通过当前帧与不同背景的平

均亮度差度量光照突变的程度．为了加快计算速度和噪音点的干扰，采用随机采样的方式选取一部分像

素点作为代表计算整个图像的平均亮度．设犛代表随机采样点集合，则当前帧的平均亮度犔（犐（狋）），慢

速背景的平均亮度犔（ＢＧｓ狋（狋）），快速背景的平均亮度犔（ＢＧ
ｆ
狋（狋））就可以通过犛中的像素点计算获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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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像素点的采样率为４０％．然后，计算当前帧的平均亮度与快慢背景的平均亮度的差ＳＡＩＣ即可判定光

照突变的程度，从而可以对不同光照突变进行不同的补偿策略．

当前帧与快速背景的平均亮度差定义为

ＳＡＩＣｆ狋 ＝狘犔（犐狋）－犔（ＢＧ
ｆ
狋）狘．

　　当前帧与慢速背景的平均亮度差定义为

ＳＡＩＣｓ狋 ＝狘犔（犐狋）－犔（ＢＧ
ｓ
狋）狘．

１．３．３　光照补偿策略　１）当｜犐狋（犻）－ＢＧ狋－１（犻）｜＜ＳＡＩＣ时，可以认定为当前帧发生较小的光照变化

（包括局部光照突变）．此时，考虑可能由于稳定背景和一些变化较小的区域不需要进行光照补偿或者需

要较小的补偿值，而对于接近ＳＡＩＣ的像素，则需要较大补偿值．而Ｓｉｇｍｏｄ函数曲线刚好满足这样的变

图１　补偿系数δ的变化曲线示例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

ａｂｏｕ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δ

化要求，将Ｓｉｇｍｏｄ函数引入补偿量的计算中，可得到补偿方

案为

ＢＧ狋（犻）＝ＢＧ狋－１（犻）＋δ（犐狋（犻）－ＢＧ狋－１（犻））． （５）

式（５）中：ＢＧ狋（犻）表示快慢速背景模型像素点犻；犐狋表示当前帧

的像素犻；δ表示补偿系数，δ＝
２

１＋ｅｘｐ（
－５

ＳＡＩＣ
·（犇－ＳＡＩＣ））

；

犇表示｜犐狋（犻）－ＢＧ狋－１（犻）｜．使用Ｓｉｇｍｏｄ函数可以保证补偿系

数对较小光照变化不敏感而对接近于ＳＡＩＣ的变化敏感，防止

过补偿的情况．当ＳＡＩＣ等于１０时，补偿系数δ的变化曲线，

如图１所示．

２）当｜犐狋（犻）－ＢＧ狋－１（犻）｜＞ＳＡＩＣ时，可以认定为发生了较

大的光照突变，此时，需要对该像素进行较大值的补偿．可以

采用下式的补偿方案，即

ＢＧ狋（犻）＝
ＢＧ狋－１（犻）＋ＤＴＩ狋，　　ＢＧ狋（犻）＜犐狋（犻），

ＢＧ狋－１（犻）－ＤＴＩ狋，　　ＢＧ狋（犻）＞犐狋（犻）
｛ ．

（６）

式（６）中：ＤＴＩ狋表示为

ＤＴＩ狋 ＝
ｍａｘ狋（狘ＴＩ狋－ＴＩ狋－１狘），

ξＤＴＩ狋－１
｛ ，

　　
狋＝０或ＤＴＩ狋－１ ＜狘ＴＩ狋－ＴＩ狋－１狘，

其他．
（７）

式（７）中：ｍａｘ狋表示在发生光照突变时间序列上的最大值函数；ξ为常系数，取经验值０．４．

１．４　稳定前景提取

经过上述算法流程之后，稳定的前景图像就可以经过下式运算，获得通过快速前景图像和慢速前景

图像．即

ＦＧ狋 ＝
ＦＧｓ狋 ∩ＦＧ

ｆ
狋，

（ＦＧｓ狋 ∪ＦＧ
ｆ
狋）－（ＦＧ

ｆ
狋－ＦＧ

ｓ
狋

烅
烄

烆 ），
　　

ＴＩ狋＞１２，

其他．
（８）

式（８）中：ＦＧｓ狋 和ＦＧ
ｆ
狋由式（２）获得．

整个过程当中，用户可以不设定任何参数，全部采用提供的经验值即可，也可对极少数参数进行自

定义设置，如前景阈值犜ｓ和光照突变阈值犜ｒ．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评价指标

前景检测算法的评价指标多样化，常用的指标有精确度（犚Ｐ）、查全率（犚）、犉１ 评价值（犉１）和帧率

（犛ＦＰ）．犛ＦＰ为算法每秒能够处理的帧数，用于评价算法的处理速度和复杂度，其他指标分别定义为

犚Ｐ＝
ＴＰ

ＴＰ＋ＦＰ
，　　犚＝

ＴＰ

ＴＰ＋ＦＮ
，　　犉１ ＝

２·犚Ｐ·犚
犚Ｐ＋犚

． （９）

式（９）中：ＴＰ表示检测正确的前景点数；ＦＰ表示背景被误检为前景的点数；ＦＮ表示前景被误检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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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素点数；犉１ 综合了精确度和查全率两种指标，具有较为全面的评价
［１３］．

２．２　数据集与对比算法

为证明算法的有效性，将文中提出的算法分别在公开的标准前景检测数据集 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和实际的

监控视频数据上进行测试，并选取当前应用较为广泛和效果较好的混合高斯模型（ＧＭＭ）
［３］，通用视频

背景提取算法（ＶＩＢＥ）
［６］、多层背景模型（ＭＬＢＧＳ）

［１４］、自适应自组织网络（ＬＢＡＳＯＭ）
［１５］进行对比．文

中算法是基于ＶＳ２０１３＋Ｏｐｅｎｃｖ２．４．１０实现的，对比算法采用文献［２］中提供的算法库或原文作者提供

的算法库实现．硬件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ｉ５４５９０处理器，主频３．３ＧＨｚ，８ＧＢ内存．

２．３　５种前景检测算法的对比分析

文中算法与其他４种算法在标准数据集 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分辨率为１６０ｐｘ×１２０ｐｘ）上的前景检测结

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的视频序列可以分为４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代表前景驻留的场景；Ｃａｍｏｕｆｌａｇ，Ｆｏ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代表存在伪装情况的视频场景；Ｌ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ｃｈ和 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代表存在光照突变的场

景，其中，Ｌ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ｃｈ是灯光突然打开的场景；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是一天中光照均匀变化；Ｗａ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代表

存在抖动背景的场景．

由表１可知：文中提出的算法在所有的视频序列上都有较好的表现，特别是在发生较大光照突变的

Ｌ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ｃｈ序列上，其余方法模型基本失效，而文中方法仍能较好地还原前景．在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序列上，

ＧＭＭ和ＶＩＢＥ模型存在空洞较为严重的情况，而ＬＢＡＳＯＭ 则将背景中的光源检测为前景，文中算法

仅次于 ＭＬＢＧＳ模型，在引入少量前景的情况下，较好地还原了前景．从这两个视频序列可以看出文中

算法对光照突变有一定的抑制能力．从 Ｗａ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序列可以看出，文中算法只将极少的抖动背景检

测成前景，说明文中算法有一定处理背景抖动的能力；不过，从Ｃａｍｏｕｆｌａｇ序列上看到文中算法还存在

一定的不足，不能很好地处理伪装，导致前景检测的空洞．

表１　不同算法在标准数据集 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上的前景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ｄａｔａｓｅｔ

视频序列
背景模型

原始图像 真实前景 ＧＭＭ算法 ＶＩＢＥ算法 ＭＬＢＧＳ算法 ＬＢＡＳＯＭ算法 文中算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ａｍｏｕｆｌａｇｅ

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Ｌ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ｃｈ

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

Ｗａ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

　　为了更好地量化文中算法的检测性能，分别给出５种算法在 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数据集上的精确度犚Ｐ、查

全率（犚）和犉１ 评价值的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由于该数据集的分辨率较低，处理速度犛ＦＰ对算法实际

应用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表２未给出５种算法在该数据集上的犛ＦＰ值．此外，５种算法在真实视频数据

的效果图和用犛ＦＰ表示的处理速度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２，３中：针对各项指标，获得最大值的用粗体表

示，次大值用斜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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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３可知：ＭＬＢＧＳ算法在所有算法中综合各项指标取得最好的结果．文中算法在性能指标不

占很大优势，但是可以看到算法在所有序列上都有较高的精度值，说明算法误检率较低．

结合表３的数据可知：ＭＬＢＧＳ算法和ＬＢＡＳＯＭ 算法的复杂度都较高，特别是 ＭＬＢＧＳ算法无法

达到实时应用的条件；文中所提出的算法在分辨率为３５２ｐｘ×２８８ｐｘ的视频上处理速度（犛ＦＰ）达到

５１０．５５８，仅次于ＶＩＢＥ算法的５９０．３０３，这样的处理速度足够应对实时应用．

相对ＶＩＢＥ算法，文中算法在多个视频序列上取得更高的精度值．在Ｌ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ｃｈ序列上，结合表１

的检测效果和表２的各项指标，文中算法都取得较优的表现，可以说明文中算法可以有效地处理光照突

变场景．综合所有情况考虑，所提出的算法不仅可以实现快速处理，同时还能够针对各种情况特别是在

光照突变情况下达到鲁棒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２　不同算法在标准数据集 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上的检测性能评价值

Ｔａｂ．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Ｗ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ｄａｔａｓｅｔ

视频序列 评价指标 ＧＭＭ算法 ＶＩＢＥ算法 ＭＬＢＧＳ算法 ＬＢＡＳＯＭ算法 文中算法

犚Ｐ ０．８４２ ０．５７１ ０．９１８ ０．５７８ ０．９２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犚 ０．２９５ ０．３６３ ０．６８１ ０．６２９ ０．４６４

犉１ ０．４３７ ０．４４４ ０．７８２ ０．６０２ ０．６１８

犚Ｐ ０．９１９ ０．９４５ ０．９６６ ０．８２９ ０．９９８

Ｃａｍｏｕｆｌａｇｅ 犚 ０．０６０ ０．８９４ ０．９９６ ０．９７１ ０．５６７

犉１ ０．１１２ ０．９１９ ０．９８１ ０．８９４ ０．７２３

犚Ｐ ０．２７９ ０．８３７ ０．８２６ ０．６００ ０．８４５

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犚 ０．４０９ ０．４８９ ０．７５８ ０．５７７ ０．４６２

犉１ ０．３３２ ０．６１７ ０．７９１ ０．５８９ ０．５９７

犚Ｐ ０．７３９ ０．１２７ ０．４２９ ０．１８０ ０．６４１

Ｌ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ｃｈ 犚 ０．１６１ ０．４７４ ０．９４４ ０．８９７ ０．４６６

犉１ ０．２６５ ０．２００ ０．５９０ ０．３００ ０．５４０

犚Ｐ ０．８６４ ０．９７９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８ ０．３７５

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 犚 ０．２８０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６ ０．９０４ ０．１９３

犉１ ０．４２３ ０．３４８ ０．１０５ ０．９１６ ０．２５５

犚Ｐ ０．８３３ ０．９５２ ０．９２０ ０．７５９ ０．９４７

Ｗａ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 犚 ０．７８６ ０．７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３ ０．４９７

犉１ ０．８０９ ０．８０９ ０．９５８ ０．８６０ ０．６５２

表３　不同算法的真实监控视频测试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ｒｅ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ｖｉｄｅｏｓ

帧序
背景模型

原始图像 真实前景 ＧＭＭ算法 ＶＩＢＥ算法 ＭＬＢＧＳ算法 ＬＢＡＳＯＭ算法 文中算法

１００

７５０

８９０

犛ＦＰ － － １８４．０６１ ５９０．３０３ １７．７５２ ８４．００３ ５１０．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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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基于双背景模型的思想，采用简单的双背景模型建立方法，结合视频时间感知信息（ＴＩ）对视频变

化有较好描述的特点，实现了背景更新率自动更新的特点．通过随机采样像素点和平均亮度差的方式，

建立针对局部光照突变和全局光照突变的光照补偿模型，对发生光照突变的视频序列有较好的检测效

率．由于对前景提取采用简单的阈值化导致存在无法应对前景伪装的情况，使得前景容易出现空洞和低

召回率的情形，因此，解决前景伪装将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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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快速编码单元（ＣＵ）修剪方法和ＣＵ深度范围决策方法．在快速ＣＵ修剪方法中，根据贝叶

斯决策准则，基于残差信息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绝对值之和（ＳＡＴＤ）提前结束ＣＵ的修剪；在ＣＵ深度范围决策方

法中，根据当前ＣＵ深度与空间邻近ＣＵ深度的相似性决策当前ＣＵ深度级范围．通过在 ＨＭ１０．１的实验证

明：文中方法相比于 ＨＭ１０．１的标准代码，能降低３５．９％的编码时间，且ＢＤＢＲ的增加仅为１．０３９％．

关键词：　高效视频编码；帧内编码；编码单元；残差信息；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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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了３类快速帧内编码算法：快速ＣＵ尺寸决策算法、快速模式决策算法和ＲＱＴ优化算法．在快速

ＣＵ尺寸决策算法上，Ｓｈｅｎ等
［２］将ＣＵ分割公式化，提出基于贝叶斯准则的快速ＣＵ决策；Ｓｈｅｎ等

［３］根

据邻近ＣＵ提出一个预测当前ＣＵ深度的公式，跳过某些ＣＵ深度级搜索；Ｋｉｍ等
［４］设定一个基于ＲＤ

代价的阈值来提前终止当前ＣＵ的分割；Ｘｕ等
［５］利用灰度级自相关函数来决策当前ＣＵ的深度范围，

同时利用固定的残差信息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绝对值之和（ＳＡＴＤ）作为阈值来提前终止ＣＵ修剪过程．在

快速模式决策算法方面，Ｔｉｎｇ等
［６］采用了变换域的边缘检测法，减化ＲＭＤ模式个数；Ｆａｎｇ等

［７］通过计

算特定角度的方向能量减少进行ＲＭＤ过程的预测模式；Ｙａｎ等
［８］通过对ＲＭＤ后的模式进行分组合

并，减少ＲＤＯ侯选模式个数．在ＲＱＴ优化算法中，Ｔｅｎｇ等
［９］利用合并分割决策过程代替原来的深度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９０４

　通信作者：　冯桂（１９６０），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图像信息处理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Ｊ０１２４２，２０１６Ｊ０１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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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模式决策过程；Ｚｈａｎｇ等
［１０］根据不同尺寸ＣＵ的最大帧间ＲＱＴ深度在编码性能上不相同，提出一

种帧间模式的自适应ＲＱＴ选择．上述算法在测试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Ｃｈｏ等
［１１］提出以ＲＭＤ后的

代价和ＲＤＯ后的代价为阈值，利用贝叶斯准则自适应地对ＣＵ进行快速修剪和分割．基于此，本文以

（ａ）ＣＵ的分割 （ｂ）四叉树结构　　　

图１　ＣＵ的分割及对应的四叉树结构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Ｕ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ＡＴＤ为阈值，利用贝叶斯准则来自适应地提前终

止ＣＵ修剪过程．

１　犎犈犞犆帧内预测编码概述

ＨＥＶＣ编码中引入３种单元：编码单元（ＣＵ）、

预测单元（ＰＵ）和变换单元（ＴＵ）．相对于 Ｈ．２６４固

定大小的宏块，ＨＥＶＣ提供的ＣＵ尺寸从６４×６４到

８×８，对应深度（Ｄｅｐｔｈ）级分别从０到３．ＣＵ的分割

及对应的四叉树结构，如图１所示．在ＨＥＶＣ测试模

型（ＨＭ）中，帧内预测编码主要由ＣＵ分割和ＣＵ修剪完成．ＣＵ分割过程如下：首先，ＣＵ从Ｄｅｐｔｈ＝０

开始进行预测编码，获得率失真代价（ＲＤＣｏｓｔ）；然后，将ＣＵ分割成４个等大的子ＣＵ，此时Ｄｅｐｔｈ＝１，

并对当前ＣＵ进行预测编码得其ＲＤＣｏｓｔ；以此类推，直至ＣＵ深度为３时，结束分割．

ＣＵ修剪过程如下：从Ｄｅｐｔｈ＝３的ＣＵ开始，比较４个８×８子ＣＵ的ＲＤＣｏｓｔ之和是否小于其父

ＣＵ的ＲＤＣｏｓｔ，若小于，则选择子ＣＵ；否则，选择父ＣＵ；以此类推，直至Ｄｅｐｔｈ＝０．３２×３２ＣＵ的分割

与修剪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灰色阴影为修剪过程；其他为分割过程．

ＨＥＶＣ帧内预测提供了３５种预测模式，如图３所示．帧内模式决策过程：首先，进行粗选择

（ＲＭＤ），即对３５种预测模式进行低复杂度的ＲＤＣｏｓｔ计算，选出其中代价最小的犖 个，作为率失真优

化（ＲＤＯ）的初始候选模式集；然后，判断 ＭＰＭｓ是否包含在初始候选模式集中，若不包含则将相应模式

添加到ＲＤＯ初始候选模式集中，反之，则不添加；其次，对 犖 到犖＋２个侯选模式用式（１）计算ＲＤ

Ｃｏｓｔ，选出其中ＲＤＣｏｓｔ最小的作为最佳预测模式；最后，利用ＲＱＴ来得到最佳ＴＵ尺寸，即

犑＝ＳＳＥ＋λｍｏｄｅ·犚ｍｏｄｅ． （１）

式（１）中：ＳＳＥ表示原始图像块与预测图像块差的平方和；λｍｏｄｅ为拉格朗日乘子；犚ｍｏｄｅ为编码预测模式信

息所需的比特数．

　　　　　图２　３２×３２ＣＵ的分割与修剪 图３　帧内预测模式及方向

　　Ｆｉｇ．２　３２×３２ＣＵ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ｐｒｕ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ｒ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　快速帧内犆犝尺寸决策算法

帧内预测编码复杂度增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ＣＵ分割与修剪的复杂化和模式决策的复杂化．为

了降低帧内编码的复杂度，根据当前ＬＣＵ与空间邻近ＬＣＵ深度的相似性，缩小ＬＣＵ分割的深度范

围，同时提出了基于贝叶斯准则利用ＳＡＴＤ提前结束ＣＵ修剪过程．

２．１　空间邻近犔犆犝决策当前犔犆犝深度范围

２．１．１　观察与分析　在帧内预测中，ＬＣＵ分割深度级与图像纹理有很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当

前ＬＣＵ的分割深度级与空间邻近（左边、上边、左上、右上）ＬＣＵ的分割深度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当前

ＬＣＵ与空间邻近ＬＣＵ 的空间位置关系，如图４所示．

７５５第４期　　　　　　　　　　　吴良堤，等：ＨＥＶＣ帧内预测编码的快速ＣＵ决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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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当前ＬＣＵ的

空间邻近ＬＣＵ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ＬＣＵ

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ＣＵ

为了量化空间邻近ＬＣＵ与当前ＬＣＵ深度的相似度，定义相似度计算

公式为

犛犡 ＝
∑
犖

犻＝１

（ｃｕｒ（犻）＝ｎｅｉ＿犡（犻））

犖
，　　犡＝Ｌ，Ｕ，ＬＵ，ＲＵ． （２）

式（２）中：ｃｕｒ（犻）为当前第犻个ＬＣＵ的深度；ｎｅｉ＿犡（犻）为与当前第犻个ＬＣＵ

邻近（犡＝Ｌ表示左邻近，以此类推）的ＬＣＵ的深度；犖 为统计的当前ＬＣＵ

的总个数；犛Ｌ，犛Ｕ，犛ＬＵ，犛ＲＵ分别为与当前ＬＣＵ左邻近、上邻近、左上邻近和

右上邻近ＬＣＵ的相似度．当前ＬＣＵ的深度与邻近ＬＣＵ的深度相等时，

ｃｕｒ（犻）＝ｎｅｉ＿犡（犻）为１；否则为０．因此，犛犡 的取值为［０，１］．

经过上述定义后，取各分辨率的序列，计算当前ＬＣＵ与各邻近ＬＣＵ的相似度．每个序列在不同的

量化参数下编码，量化参数选择为２２，２７，３２，３７．其中：ＰｅｏｐｅｌＯｎＳｔｒｅｅｔ，Ｃａｃｔｕｓ，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ｌｌ，Ｂａｓｋｅｔ

ｂａｌｌＰａｓｓ属于纹理复杂、运动较剧烈的序列；Ｔｒａｆｆｉｃ，ＢＱＭａｌｌ，ＢＱＳｑｕａｒｅ属于纹理较均质、平坦，运动变

化较小的序列；Ｆ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ｉｓｔｅｎＡｎｄＳａｒａ属于背景较简单、前景较复杂的序列．得到当前ＬＣＵ与邻

近ＬＣＵ相似度犛Ｌ，犛Ｕ，犛ＬＵ，犛ＲＵ分别为０．７９５，０．７９４，０．７８８，０．７６３．由此可知：当前ＬＣＵ 与左邻近

ＬＣＵ、上邻近ＬＣＵ、左上邻近ＬＣＵ、右上邻近ＬＣＵ 的相似度呈递减趋势．因此，可以利用空间邻近

ＬＣＵ的深度级跳过当前ＬＣＵ不太可能的深度级搜索．

２．１．２　算法内容　记当前ＬＣＵ空间邻近４个ＬＣＵ的深度分别为：ＬＤｅｐｔｈ（左边）、ＵＤｅｐｔｈ（上边）、

ＬＵＤｅｐｔｈ（左上）、ＲＵＤｅｐｔｈ（右上）．

将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ＬＵＤｅｐｔｈ，ＲＵＤｅｐｔｈ的异同分两大类：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ＬＵＤｅｐｔｈ，ＲＵＤｅｐｔｈ

有任意两个深度相等；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ＬＵＤｅｐｔｈ，ＲＵＤｅｐｔｈ的深度级各不相等．

对于第一大类，又可分成两小类：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和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当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时，

当前ＬＣＵ有极高的可能性选择与其相同的深度级作为当前ＬＣＵ的最佳分割深度级．为了减少这种情

况引起的编码性能的损失，增加一个额外的深度级进行搜索．此额外深度级犲＿Ｄｅｐｔｈ定义为

犲＿Ｄｅｐｔｈ＝
ＬＤｅｐｔｈ＋１，　　ＬＤｅｐｔｈ≤２，

ＬＤｅｐｔｈ－１，　　ＬＤｅｐｔｈ＝｛ ３．
（３）

　　当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时，可通过判断空间邻近ＬＣＵ各深度级的个数决策当前ＬＣＵ的深度级搜

索．若空间邻近ＬＣＵ中深度０和深度１的个数之和多于深度２和深度３的个数之和，则将当前ＬＣＵ搜

表１　空间邻近ＬＣＵ预测当前ＬＣＵ深度范围命中率

Ｔａｂ．１　Ｈｉ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ＬＣＵ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ＣＵ

序列
总的ＬＣＵ
块数

错判的

ＬＣＵ块数
命中率／％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Ｓｒｒｅｅｔ ２０００００ ９０８３ ９５．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１６ ９２．０

Ｃａｃｔｕｓ １０２０００ ６８５８ ９３．４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ｌｌ ２０８００ ２５７ ９８．７

ＢＱＭａｌｌ ２０８００ ２９２ ９８．５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Ｐａｓｓ ５６００ ３４１ ９３．９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 ５６００ ２２ ９９．６

Ｆ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 ４８０００ ３４７２ ９２．７

Ａｒｉｓｔｅｎ＆Ｓａｒａ ４８０００ ７９８８ ８３．３

平均 － － ９４．１

索深度级最大值设为２；反之，则将当前ＬＣＵ搜索

深度级最小值设为１．

对于第二大类，当ＬＤｅｐｔｈ，ＵＤｅｐｔｈ，ＬＵＤｅｐｔｈ

只要有一个的深度为３，此时当前ＬＣＵ选择深度

级０为最佳分割的概率非常小．因此，将当前ＬＣＵ

的深度级最小值设为１；反之，将当前ＬＣＵ的深度

级最大值设为２．

为了证明上述算法中利用空间邻近ＬＣＵ 深

度预测当前ＬＣＵ深度搜索范围的合理性，取与上

述一致的测试序列，统计其命中率．统计结果如表

１所示．通过表１分析可知：利用空间邻近ＬＣＵ跳

过当前ＬＣＵ不必要的深度级搜索，平均命中率达

到了９４．１％，足以说明所提出的利用空间邻近

ＬＣＵ决策当前ＬＣＵ的深度范围能精确、有效地排除不必要的深度级搜索．

２．２　基于贝叶斯准则利用犛犃犜犇提前结束犆犝修剪的算法

由上帧内预测编码概述可知，ＨＥＶＣ引入了ＲＭＤ算法，其计算代价表示为

犑ＲＭＤ ＝ＳＡＴＤ＋λｐｒｅｄ·犚ｐｒｅｄ． （４）

８５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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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ＳＡＴＤ为残差信息绝对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之和；λｐｒｅｄ为拉格朗日乘子；犚ｐｒｅｄ为编码预测模式信息

所需的比特数．ＳＡＴＤ的定义为

ＳＡＴＤ＝∑
犖

犻＝０
∑
犖

犼＝０

狘犱犻，犼狘
２

． （５）

式（５）中：犖 为残差信息块的大小；犱犻，犼为残差信息经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变换后位于（犻，犼）的值，其定义式为

犱＝犎（犛－犆）犎
Ｔ． （６）

式（６）中：犛为原始图像块；犆为重构图像块；犎为Ｈａｄａｍａｒｄ矩阵．

２．２．１　动机与统计　将当前ＣＵ不分割标记为狑１，分割标记为狑２，则由贝叶斯公式可得

犘（狑犼狘ＳＡＴＤ）＝
犘（ＳＡＴＤ狘狑犼）·犘（狑犼）

犘（ＳＡＴＤ）
． （７）

式（７）中：犘（ＳＡＴＤ｜狑犼）为在已知分割（或不分割）下ＳＡＴＤ的条件概率；犘（狑犼）为分割（或不分割）的先

验概率，表示为

犘（狑犼）＝
犖狑

犼

犖狑
１
＋犖狑

２

，　　犼＝１，２． （８）

犘（ＳＡＴＤ）表示ＳＡＴＤ的先验概率，表示为

犘（ＳＡＴＤ）＝∑
２

犼＝１

犘（ＳＡＴＤ狘狑犼）·犘（狑犼）． （９）

　　由式（７）可知：为了利用贝叶斯准则判断当前ＣＵ分割与否，需先统计相关的参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ＣＵ级下需获取的参数

Ｔａｂ．２　Ｎｅｅｄ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ＣＵｄｅｐｔｈｌｅｖｅｌ

参量来源 参数 性质 参量来源 参数 性质

由原始 ＨＭ１０．１

获得的参量

犖狑
１

不分割ＣＵ的总数

犖狑
２

分割ＣＵ的总数

ＳＡＴＤ｜狑２ 分割ＣＵ的犑ＳＡＴＤ

统计、计算的

更新参量

犘（狑１） 分割ＣＵ的先验概率

μＳＡＴＤ 分割ＣＵ的ＳＡＴＤ均值

σＳＡＴＤ 分割ＣＵ的ＳＡＴＤ标准差

　　为使算法具备较好的适应性，文中相关参量都是在线周期性更新，更新周期为帧率．

如同文献［１１］的犑ＳＡＴＤ服从高斯随机分布，文中也先假设ＳＡＴＤ服从高斯分布．从这一假设出发，

统计了ＳＡＴＤ与犘（ＳＡＴＤ｜狑２），ＳＡＴＤ与犘（ＳＡＴＤ｜狑１）的关系．经过使用各种测试序列进行大量的实

验，证明了ＳＡＴＤ近似服从高斯分布．以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ｌｌ这一序列为例，其中，ＳＡＴＤ以２００为间隔，统

计了ＱＰ＝３７，深度为２时的实际分布，并给出其拟合的高斯模型，如图５所示．

　　　（ａ）犘（ＳＡＴＤ｜狑２） （ｂ）犘（ＳＡＴＤ｜狑１）

图５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ｌｌ序列的ＲＤｃｏｓｔ实际分布及其拟合高斯模型

Ｆｉｇ．５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ｌ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Ｄｃｏｓｔａｎｄｆｉｔ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２．２　阈值的计算　ＣＵ提前修剪的贝叶斯决策，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αＳＴ表示在ＣＵ继续分割时

被判断为不再分割的概率．在每一个ＣＵ的深度级上，当最小ＳＡＴＤ小于预设阈值ＳＡＴＤ＿ＴＨ时，则执

行提前修剪算法．由图６易得

αＳＴ ＝∫
ＳＡＴＤ＿ＴＨ

－∞
犘（狓狘狑２）·犘（狑２）ｄ狓．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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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ＣＵ提前修剪的贝叶斯决策

Ｆｉｇ．６　Ｂａｙ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ＣＵｐｒｕｎｉｎｇ

式（１０）中：狓＝ＳＡＴＤ．将式（１０）变换为

αＳＴ
犘（狑２）

＝∫
ＳＡＴＤ＿ＴＨ

－∞
犘（狓狘狑２）ｄ狓． （１１）

　　由上述分析可知，ＳＡＴＤ服从高斯分布，为了得到

给定αＳＴ下的ＳＡＴＤ＿ＴＨ，需在更新阶段获得均值μＳＡＴＤ

与方差σ
２
ＳＡＴＤ，通过这些参量来得到阈值ＳＡＴＤ＿ＴＨ．将

式（１１）标准化，则可得

ＳＡＴＤ＿ＴＨ＝μＳＡＴＤ＋狕·σＳＡＴＤ． （１２）

式（１２）中：狕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变量积分的上界，可由

查找标准正态分布表得到其值．即

αＳＴ
犘（狑２）

＝
１

２槡π∫
狕

－∞
ｅｘｐ（－

狌２

２
）ｄ狌． （１３）

　　大量实验证明，取αＳＴ＝０．１时，在编码时间与码率损失之间可以达到较好的平衡．

３　结果与分析

文中提出的快速帧内ＣＵ尺寸决策算法在 ＨＭ１０．１上实现．实验配置参照文献［１２］，使用 ＱＰ＝

２２，２７，３２，３７，ＬＣＵ尺寸为６４×６４，最大深度级为４．测试使用ＪＣＴ?ＶＣ推荐的５个类别序列：ＣｌａｓｓＡ，

ＣｌａｓｓＢ，ＣｌａｓｓＣ，ＣｌａｓｓＤ，ＣｌａｓｓＥ．所用计算机处理器为 ＡＭＤ Ａｔｈｌｏｎ（ｔｍ）２×２Ｂ２８．使用 ＢＤＢＲ，

ＢＤＰＳＮＲ
［１３］来衡量编码性能，用平均节省时间（ＡＴＳ）来衡量编码复杂度的降低，即

ＡＴＳ＝
１

４∑
４

犻＝１

ＴｉｍｅＨＭ１０．１（ＱＰ犻）Ｔｉｍｅｐｒｏ（ＱＰ犻）

ＴｉｍｅＨＭ１０．１（ＱＰ犻）
×１００％． （１４）

式（１４）中：ＴｉｍｅＨＭ１０．１（ＱＰ犻），Ｔｉｍｅｐｒｏ（ＱＰ犻）分别为原始ＨＭ１０．１与文中算法在不同ＱＰ下的编码时间．

文中算法与文献［３］，［４］比较的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文中算法与文献［５］ＣｌａｓｓＥ测试序列的对

比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文中算法与文献［３］，［４］算法比较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４］

序列
文中算法

ＢＤＰＮＲ／ｄＢ　ＢＤＢＲ／％　ＡＴＳ／％

文献［３］算法

ＢＤＰＮＲ／ｄＢ　ＢＤＢＲ／％　ＡＴＳ／％

文献［４］算法

ＢＤＰＮＲ／ｄＢ　ＢＤＢＲ／％　ＡＴＳ／％

ＣｌａｓｓＡ －０．０５４ １．０８６ －４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６３６ －２３．３ －０．０４７ ０．９４９ －３４．４

ＣｌａｓｓＢ －０．０３５ １．０９０ －３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９８１ －２６．７ －０．０２１ ０．６８３ －２１．１

ＣｌａｓｓＣ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６ －２９．３ －０．０１８ ０．３４９ －１８．１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３ －２０．０

ＣｌａｓｓＤ －０．０２９ ０．５２９ －２２．９ －０．０１６ ０．２９６ －１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６ －１６．４

ＣｌａｓｓＥ －０．０７１ １．６５４ －４９．３ －０．０７２ １．６９６ －２８．６ －０．１５０ ３．３３９ －５５．６

平均 －０．０４７ １．０３９ －３５．９ －０．０３４ ０．７９１ －２１．４ －０．０４８ １．０８６ －３２．５

表４　文中算法与文献［５］算法ＣｌａｓｓＥ测试序列的比对

Ｔａｂ．４　Ｃｏ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ａｓｓＥ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５］

序列
文中算法

ＢＤＰＮＲ／ｄＢ　　ＢＤＢＲ／％　　　ＡＴＳ／％

文献［５］算法

ＢＤＰＮＲ／ｄＢ　　ＢＤＢＲ／％　　　ＡＴＳ／％

ＣｌａｓｓＥ

Ｆ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 －０．０４６ ０．８７５ －４４．４ －０．０８５ １．６４６ －５１．７

Ｊｏｈｎｎｙ －０．０８１ ２．２１１ －４５．８ －０．２７９ ７．５６５ －６２．２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ａｒａ －０．０８７ １．８７５ －５７．６ －０．１９４ ４．２１６ －６６．１

平均 －０．０７１ １．６５４ －４９．３ －０．１８６ ４．７５６ －６０．０

　　通过表３可知：文中算法平均能节省３５．９％的编码时间，引起１．０３９％的ＢＤＢＲ增加．同时，从表３

中可以发现：相较于文献［３］，文中算法以增加微量的ＢＤＢＲ为代价，平均多节省了１４．５％的编码时间；

与文献［４］相比较，文献［４］算法对ＣｌａｓｓＥ的测试序列码率增加比较大，平均为３．３３９％；而文中算法对

１８个测试序列编码性能的损失都没那么严重，最大仅为１．６５４％；同时可以发现两者的平均率失真性能

几乎相等，但文中算法编码时间减少的更多，平均多降低了３．４％．这说明文中算法与文献［４］相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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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测试序列都能在编码时间与码率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

由表４可知：虽然文中算法在编码时间降低上略有不足，但其对ＣｌａｓｓＥ序列平均ＢＤＢＲ的增加为

１．６５４％；而文献［５］对ＣｌａｓｓＥ序列平均ＢＤＢＲ增加了４．７６５％，在Ｊｏｈｎｎｙ测试序列中达到了７．５６５％

这是比较难以接受的．通过这一点的对比，更能突显出文中算法对序列的自适应性．

４　结束语

提出了基于贝叶斯准则使用ＳＡＴＤ提前终止ＣＵ修剪过程，同时利用空间邻近ＬＣＵ与当前ＬＣＵ

深度级的相似性决策当前ＬＣＵ深度范围的快速ＣＵ尺寸决策算法．该算法相比于原本的 ＨＭ１０．１，平

均能节省３５．９％的编码时间，而引起的平均码率增加只有１．０３９％．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帧内模

式决策上进行改进，从而获得更大的编码复杂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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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频域滤波的织物疵点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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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通过傅里叶变换获得含有疵点的织物频谱图，根据频谱图设计频域滤波器分离正常的纹理信

息，保留疵点信息；然后，通过傅里叶逆变换进行灰度图重构，得到去除正常纹理的疵点图像；最后，经过高斯

平滑后二值化分割出织物疵点．实验选取５种织物疵点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采用频域滤波的织物疵点检测方

法检测效果良好，且检测率达到９０％以上．

关键词：　疵点检测；织物；纹理；频域滤波；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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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绝大多数的织物疵点检测还处于人工检测阶段．由于受到人的因素影响，人工检测的效率低、

误检率高，而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检测日益受到业内的认可．织物通常由纱线按照一定的纹理结构进行

编织而成，其生产工艺决定了织物疵点属于正常纹理结构的一种畸变．因此，检测织物疵点是一项纹理

分析的过程．采用纹理模型进行疵点检测的主要有高斯马尔科夫随机场（ＧＭＲＦ）模型
［１］、Ｐｏｉｓｓｏｎ模

型［２］和 Ｗｏｌｄ模型
［３］．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系列织物疵点检测的新方法，如Ｋｕｍａｒ等

［４］提出Ｇａｂｏｒ滤波

器应用于疵点检测；Ｈａｎ等
［５］采用自适应小波包（ＡＷＰ）分解织物图像进行判断疵点的存在；Ｃｈａｎ等

［６］

采用傅里叶变换进行谱分析继而提取特征参数进行检测．本文提出一种新的频域滤波器设计方法进行

织物疵点检测，加强对织物正常纹理信息能量的抑制，使织物的纹理和疵点具备更强的对比度，从而有

利于疵点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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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频域滤波器设计

１．１　二维离散傅里叶变换

图像在计算机中的实质是１个矩阵，且为数字信号．一副大小为犕×犖 的图像可用犳（狓，狔）表示，

其中：狓＝０，１，２，…，犕－１；狔＝０，１，２，…，犖－１．犳（狓，狔）的离散傅里叶正变换犉（狌，狏）可表示为

犉（狌，狏）＝∑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犳（狓，狔）ｅｘｐ（－ｊ２π（狌狓／犕＋狏狔／犖））． （１）

式（１）中：狌＝０，１，２，…，犕－１；狏＝０，１，２，…，犕－１；在频域中，狌，狏确定频率．由此可知：频域图像大小

和时域图像大小相同．

由于傅里叶变换的可逆性，二维离散傅里叶逆变换为

犳（狓，狔）＝
１

犕犖∑
犕－１

狌＝０
∑
犖－１

狏＝０

犉（狌，狏）ｅｘｐ（ｊ２π（狌狓／犕＋狏狔／犖））． （２）

　　由式（２）可知：即使犳（狓，狔）为实数，其傅里叶变换也为复数的形式．因此，通常情况下傅里叶变换后

的频谱图实质是犉（狌，狏）的幅度图．傅里叶变换中幅度定义为

狘犉（狌，狏）狘＝ ［犚２（狌，狏）＋犐
２（狌，狏槡 ）］． （３）

　　相位角定义为

（狌，狏）＝ａｒｃｔａｎ
犐（狌，狏）

犚（狌，狏［ ］）． （４）

　　利用式（３），（４），采用极坐标表示犉（狌，狏），即

犉（狌，狏）＝狘犉（狌，狏）狘＝ｅｘｐ（－ｊ（狌，狏））． （５）

　　图像经过傅里叶变换可以有效地展现频域的相关特性，织物图像存在着周期性纹理，在频域中也就

有相应的频率特性．因此，可以利用织物图像进行傅里叶变换，并在频域中进行相应的处理．

１．２　滤波器设计算法

织物纹理及其频谱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ａ），（ｃ）可知：织物的纹理信息伴随着一定的周期性和方

向性．由图１（ｂ），（ｄ）可知：织物灰度图的纹理是由纱线按照一定的结构编织而成，经过傅里叶变换对应

的频域中的频谱图以图像中心呈发散状分布，且在方向上与空间域中的纹理的方向正交．图２（ａ），（ｃ）

是由图１（ａ），（ｃ）去除高频部分后得到的频谱图；图２（ｂ），（ｄ）是由图１（ａ），（ｃ）去除低频部分得到的频谱

图；图２（ｅ）～（ｈ）是由图２（ａ）～（ｄ）经傅里叶逆变换重构的灰度图．由图２（ｅ），（ｇ）可知：当去除高频信

息时，纹理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抑制．由图２（ｆ），（ｈ）可知：当相应地去除低频信息时，纹理的周期性和方

向性几乎得到了保留．这说明织物的纹理信息主要处于高频段，同时单纯的应用低通滤波器虽然可以很

大程度上抑制正常的纹理信息，但也几乎破坏了可能含有疵点的重要信息．

　（ａ）水平纹织物原图　　（ｂ）水平纹织物频域图　　　　（ｃ）斜纹织物原图　　　（ｄ）斜纹织物频域图　

图１　织物纹理及其频谱图

Ｆｉｇ．１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ｆａｂｒｉｃ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水平纹去高频　　　　（ｂ）水平纹去低频　　　　（ｃ）斜纹纹去高频　　　（ｄ）斜纹纹去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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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水平纹去高频（重构）　（ｆ）水平纹去低频（重构）　（ｇ）斜纹纹去高频（重构）　（ｈ）斜纹纹去低频（重构）

图２　纹理频域滤波及其灰度重构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因此，需要设计一种类似带通频域的滤波器，使织物纹理信息和疵点信息之间有一个节点进行区分

滤波．由织物纹理在频域中的图像可以看出：除频域图像中心外，纹理能量集中在图像中心附近的亮斑

上．需要设计一种滤波器能够针对这些亮斑进行滤波，以最大限度滤除纹理，又最大限度保留疵点能量．

滤波器设计算法流程，如图３所示．在获取织物图像后进行傅里叶变换，将频域图进行高斯平滑滤

图３　滤波器设计算法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波后，采用最大类间方差法（ＯＴＳＵ）二值化处理．然后，通

过分割出的粒子面积大小筛选进行粒子滤波，通过粒子参

数确定频域滤波器所需参数，将滤波后的频域图进行傅里

叶逆变换重构灰度图，再进行ＯＴＳＵ分割出疵点图像．

滤波器的设计为

犎（狌，狏）＝
０，　　（狌，狏）∈φ，

１，　　（狌，狏）φ
｛ ．

（６）

式（６）中：φ为图４（ｆ）中的黑色斑块，是织物纹理能量集中

区．φ的确定过程如下：图４（ａ）中的织物经傅里叶变换后得

到频域能量图犉（狌，狏），如图４（ｂ）所示；由于其频谱发散衰减特性，不利于后续操作，因此，对其进行求

模运算，并采用高斯滤波器进行平滑操作，效果如图４（ｃ）所示；针对平滑滤波后的频谱图进行二值化分

割，采用ＯＴＳＵ确定阈值，分割后的效果如图４（ｄ）所示；通过粒子筛选的方式保留粒子面积为０≤犛狀≤

δ２ 的粒子，效果如图４（ｅ）所示；分别以保留的粒子的质心为圆心作半径为γ的圆，这些圆所组成的区域

即为φ．

参照式（７），将原频谱图犉（狌，狏）进行滤波，得到的效果如图４（ｆ）所示，即

犌（狌，狏）＝犎（狌，狏）犉（狌，狏）． （７）

　　（ａ）织物原图　　　　　（ｂ）原织物频域图　　　　（ｃ）频域图平滑后　　　（ｄ）平滑后二值化　

　　（ｅ）粒子筛选　　　　　（ｆ）纹理滤波　　　　　　（ｇ）去除大多数纹理　　　　（ｈ）纹理信息　

图４　频域滤波器设计

Ｆｉｇ．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ｆｉｌｔｅｒ

　　面积δ２ 与圆半径γ的确定过程：对经ＯＴＳＵ后获得的图４（ｄ）进行粒子分析，得到各粒子的面积参

数，取最大值的２／３为δ２，由于疵点能量信息常位于低频部分，因此，面积最大的那块即为疵点能量；当

δ２＝２×犛ｍａｘ／３时，可在保留疵点信息的同时滤除大多数的纹理信息，对已分割的粒子作最小外接圆，获

４６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取各粒子的最小外接圆半径，在滤波过程中需要保证最大限度的滤除纹理信息，因此，γ取犚ｍａｘ．

由图４（ｇ）可知：经过该滤波器滤波后重构的灰度图纹理信息基本上被剥离出来．将原始图像减去

重构的灰度图像得到的效果如图４（ｈ）所示，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纹理信息．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实验步骤

１）将织物图片进行傅里叶变换，设计频域滤波器．

２）针对该织物图片的频谱图与相应的滤波器进行滤波后，应用傅里叶逆变换重构灰度图像．

３）对重构的灰度图像进行分割，采用ＯＴＳＵ阈值法，检测是否存在非０粒子，若有则视为有疵点．

２．２　实验分析

２．２．１　常见疵点检测　系统软件平台基于ＯＰＥＮＣＶ２．１＋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０，硬件环境为四核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２２．６ＧＨｚＣＰＵ，２Ｇ内存的计算机．分别对勾丝、棉结、破洞、缺纬、油污等５类常见的疵点进行测

试，所选图像大小均为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测试结果如图５～９所示．图５～９中：（ａ）为疵点织物原图；（ｂ）

为经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图；（ｃ）为经频域滤波后的频谱图；（ｄ）为滤波后傅里叶逆变换重构图；（ｅ）为经

ＯＴＳＵ法分割后形态学处理图；（ｆ）为疵点原图（ａ）经ＯＴＳＵ法分割后形态学处理图．由图５～９中（ｅ），

（ｆ）可以看出：原织物疵点图像在未经频域滤波的情况下进行分割，由于受纹理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分割

出来的疵点图像涵盖着大量的纹理信息，油污疵点由于与纹理有较强的对比度差异，因此，受纹理的影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５　勾丝处理图

Ｆｉｇ．５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ｐ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６　棉结处理图

Ｆｉｇ．６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ｎｅ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７　破洞处理图

Ｆｉｇ．７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８　缺纬处理图

Ｆｉｇ．８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ｂｒｏｋｅｎｐｉｃｋ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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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９　油污处理图

Ｆｉｇ．９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ｏｉｌｓｔｒ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响很小，但大多数疵点是纹理性疵点．傅里叶变换、滤波器参数获取、滤波、傅里叶逆变换、ＯＴＳＵ分割

算法模块的时间消耗分别为９．８，８．２，３．２，８．５，４．７ｍｓ，整个算法耗时３４．４ｍｓ．

２．２．２　检测率对比　实验的硬件、软件环境同节２．２．１，共选取１５０张图像作为样本进行测试，５类疵

点图片各３０张，分别采用文中方法和现研究领域中检测效果较好的Ｇａｂｏｒ算法
［４，７］进行对比实验．此

处Ｇａｂｏｒ算法采用１个尺度２个方向（水平、垂直）进行滤波．文中方法的检测率（η１）和Ｇａｂｏｒ算法的检

表１　算法检测率

Ｔａｂ．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检测类型 η１／％ η２／％

勾丝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棉结 ９３．３ ９６．７

破洞 ９０．０ ８３．３

缺纬 ９６．７ １００．０

油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测率（η２），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文中方法对５大疵点的检

测率均超过９０％，与Ｇａｂｏｒ算法在勾丝、棉结、缺纬、油污上的

检测率相差无几；在破洞检测中，由于受破洞疵点本身内部可

能还有没有被完全破坏的纹理周期性和方向性的干扰，Ｇａｂｏｒ

滤波法对其检测效果不佳，但文中方法由于抑制了纹理信息，

仍然保持着９０％的检测率．

在时效性上，文中方法与Ｇａｂｏｒ算法单一疵点耗时分别为

３４．４和２９２．０ｍｓ．假设织物宽度为１．６ｍ，采用４台２Ｋ线阵

相机分别连接４台上述硬件软件配置一致的ＰＣ机，即分辨率为０．２ｍｍ·ｐｘ
－１，图像取２０４８ｐｘ×５１２

ｐｘ，则处理单张图像所耗时间为１３７．６ｍｓ，则该算法的检测速度达４４．６５ｍ·ｍｉｎ
－１，比人工检测速度

（１５～３０ｍ·ｍｉｎ
－１）快得多，可达到实用要求．

３　结束语

根据傅里叶变换后的频谱图特征设计相应的频域滤波器，该滤波器可加强针对织物正常纹理信息

能量的抑制．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具有很好的检测效果和时效性．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在抑制正常

纹理背景的同时也抑制了部分织物疵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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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滤波的示波血压测量算法

及犃狀犱狉狅犻犱实现

许永峰１，２，贺玉成１，２，周林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市移动多媒体通信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软件滤波与示波法相结合的改进算法．利用三重软件滤波处理，针对传统示波法血压测量中脉搏

振荡波提取和波形突变点选择的困难，从混合压力信号采样数据中有效提取出特征明显的脉搏振荡波，通过

幅度系数法确定脉搏振荡波中突变点的幅值范围，利用波形判别法仅在该幅值范围内选取突变点，完成舒张

压和收缩压的测量．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进行仿真，并在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平台上实现．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

较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　血压测量；Ａｎｄｒｏｉｄ；示波法；软件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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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Ａｎｄｒｏｉ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Ｍａｔｌａｂ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ｒｅｌｉａ

ｂｌ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ｏｉｄ；ｏｓｃｉ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ｉｌｔｅｒ

血压是反应人体生理状态的一个重要参数．大量调查表明，采用便携式电子血压计进行日常血压监

护，是预防心血管等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１］．临床上血压测量主要包括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测量法的

测量精确度高，但有一定的创伤性，不适合日常测量．间接法主要包括柯式音法和示波法
［２?３］等．相比于

有创法，无创测量方法具有安全、方便等特点，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李雪情等
［３］通过确定振荡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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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线的最佳拟合曲线，寻找包络线的最大值，并以积分公式确定舒张压和收缩压的位置．侯功等
［４］将幅

度系数法和波形特征法结合起来，提高了血压测量的准确性．王维维等
［５］采用简单的非线性形态滤波

器，得到脉搏振荡波，并结合波形特征法和Ｓ判决法实现血压测量．本文提出软件滤波与示波法相结合

图１　基于脉搏振荡波的示波法的血压测量原理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ｏｓｃｉ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

的血压测量算法．

１　示波法血压测量原理

示波法主要基于袖带内气体振动波的变化，对振荡

波进行检测和分析，获得收缩压和舒张压等生理参数［２］．

最常用的示波法血压测量法可分为两类：幅度系数法和

波形特征法［２?４］．示波法已经成为便携式血压计中最流行

的测量方法之一［３?６］．ＭＡＴＬＡＢ仿真过程中所获得的经

过滤波处理的脉搏振荡波采样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狀

为采样序号；犇（狀）为振荡波幅值；犆（狀）为静压力值．

幅度系数法通过识别振荡波的最大幅度来确定收缩

压和舒张压［３?４］．令犃（ＭＰ）为振荡波的最大波幅，其对应

的静压力即为平均压［６］；令犃（ＳＰ）和犃（ＤＰ）分别表示收缩压和舒张压所在波峰的幅度值，其对应的静

压力分别为收缩压和舒张压．犃（ＳＰ）和犃（ＤＰ）的位置将分别由下述比例关系确定，即

犃（ＳＰ）／犃（ＭＰ）＝狓１， （１）

犃（ＤＰ）／犃（ＭＰ）＝狓２． （２）

式（１）～（２）中：狓１ 和狓２ 称为幅度系数，取值范围为０．３＜狓１＜０．７５，０．４５＜狓２＜０．９０．幅度系数法的核

心在于确定幅度系数狓１ 与狓２，但是该幅度系数是通过统计方法得到的，因此，个体适应性差．

波形特征法通过识别振荡波的波形特征确定收缩压和舒张压［３?４］．波形特征法认为收缩压和舒张压

对应的波峰幅度值将发生较大的突变．最大波幅犃（ＭＰ）左边最大差值对应的左波峰点为收缩压的位置

（图１中突变点１）；最大波幅犃（ＭＰ）右边最大差值对应的右波峰点为舒张压的位置（图１中突变点２）．

波形特征法的缺点是容易受外界干扰而缺乏稳定的测量精度［３?４］．

２　血压测量算法设计

血压测量中，首先，需要从混合压力信号中提取出脉搏振荡波；然后，用一定的血压判定准则对脉搏

振荡波进行特征分析．因此，文中考虑采用软件滤波器实现混合压力信号的处理．软件滤波法因节省了

硬件设计、具备可移植性强等优点，而得到了广泛地应用［７］．

２．１　软件滤波算法

适合血压测量的滤波算法主要包括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它们常用于去除图像噪声．

均值滤波主要采用邻域平均法，就是针对每一个当前待处理数据点，根据预先设定的模板，对该数

据点周围位于模板中的所有邻域数据求取算术平均值，再把该均值赋予当前数据点．用公式可表述为

犵（狓）＝
１

２犚＋１∑
２犚＋１

犻＝１

犳（狓犻）． （３）

式（３）中：狓犻为模板中邻近数据点的值；犚为模板的半径，即滤波半径．

中值滤波是一种基于排序统计理论的非线性信号处理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其实现原理也是

基于预先设定的模板，将信号中某个数据的邻域数据按大小进行排序，然后，选择该序列的中间值替代

当前数据，从而消除孤立的噪声点．其排序公式为

犡＝ Ｍｅｄ｛狓１，狓２，…，狓２犚＋１｝＝狓犚＋１． （４）

式（４）中：狓１＜狓２＜…＜狓２犚＋１；犚为模板的半径，即滤波半径．这里，邻域通常也被称为窗口，通过该窗口

左右移动，中值滤波算法可以很好地对采样数据进行去噪声处理．

混合压力信号包括静压力信号、振荡波信号以及外界干扰信号．其中，振荡波信号和干扰信号相对

８６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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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压力信号来说很小．因此，为了从混合信号中提取静压力信号，将振荡波信号和干扰信号当作噪声，

对混合信号采用均值滤波算法进行顺滑处理，即可得到标准的静压力信号．

混合压力信号和经均值滤波处理的标准静压力信号，分别如图２，３所示．将混合信号与标准静压力

信号相减，即可提取出含有噪声的振荡波信号，如图４所示．再经过中值滤波处理，即可去除振荡波所含

随机噪声，如图５（ａ）所示．图２～５中：狀表示采样序号；犎（狀）表示混合压力信号幅值；犇（狀）为振荡波幅

值；犆（狀）为静压力值．

图２　混合压力信号的采样数据 图３　标准静压力信号 图４　带噪的振荡波信号　

　Ｆｉｇ．２　Ｍｉｘ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ｉｇ．４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ａｔ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ａ）中值滤波后 （ｂ）二次均值滤波后

图５　中值滤波后和二次均值滤波后的脉搏振荡波信号

Ｆｉｇ．５　Ｐｕｌｓ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ｆ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ｍｅ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由图５（ａ）可知：振荡波在去噪后，其峰值点会被削平，不利于波形特征分析．因此，又引入一次均值

滤波处理，以改善振荡波波形的顺滑度，最后，获得具有明显波形特征的纯净脉搏振荡波，如图５（ｂ）所

示．经过三重滤波处理得到的振荡波，有利于应用示波法确定收缩压和舒张压的突变点．

２．２　突变点选择算法

在示波法中，幅度系数法的个体适应性比较差，而波形特征法容易受外界干扰而缺乏稳定的测量精

度．为了克服以上两种测量方法的缺陷，将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幅度系数法选取振荡波最大波幅犃（ＭＰ）

周围的若干个峰值，再根据波形特征法对这些峰值进行差分运算，寻找突变点．这样不仅能提高突变点

判断的准确性，增强抗外界干扰能力，还可以降低运算量．

在脉搏振荡波中寻找峰值点，令脉搏振荡波与静压力信号的离散数据序列分别表示为犇（狀）＝（犱０，

犱１，…，犱狀－２，犱狀－１），犆（狀）＝（犮０，犮１，…，犮狀－２，犮狀－１）．通过对犇（狀）中每个数据与前一位数据进行比较，计算

得到标志序列犕（狀－１）＝（犿０，犿１，…，犿狀－３，犿狀－２）．犿犽（０≤犽≤狀－２）的取值为

犿犽 ＝
　１，　　犱犽＋１ ＞犱犽，

－１，　　犱犽＋１ ≤犱犽
｛ ．

（５）

显然，标志序列犕（狀－１）通过取值＋１和－１分别描述脉搏振荡波的上升和下降过程．

对标志序列犕（狀－１）中的每个数据与前一位数据进行相减，可得差值序列犘（狀－２）＝（狆０，狆１，…，

狆狀－４，狆狀－３）．其中，狆犽（０≤犽≤狀－３）的取值为

狆犽 ＝
　０，　　犿犽＋１ ＞犿犽，

－２，　　犿犽＋１ ≤犿犽
｛ ．

（６）

９６５第４期　　　　　　　　　　许永峰，等：软件滤波的示波血压测量算法及Ａｎｄｒｏｉ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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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若狆犽＝－２，则对应于离散数据犇（狀）中第犽＋１个数据为一个峰值点．因此，差值序列狆（狀－２）中

取值为－２的元素有犳个，表示脉搏振荡波有犳个峰值点．

令峰值点对应的样点序号和幅值分别表示为犙（犳）＝（狇０，狇１，…，狇犳－２，狇犳－１），犈（犳）＝（犲０，犲１，…，

犲犳－２，犲犳－１）．其中：狇犽 表示第犽个峰值点的采样序号，即在犇（狀）中的位置；犲犽 为第犽个峰值点的幅值．

比较犈（犳）中各峰值幅度的大小，找出最大值，即图１中对应脉搏振荡波的最大幅值犃（ＭＰ）．根据

幅度系数法中的式（１）与式（２），分别在犈（犳）中取定用于寻找突变点的范围｛犲犪，犲犫｝与｛犲犮，犲犱｝，即

０．３犃（ＭＰ）≤犲犪 ＜犲犫 ≤０．７５犃（ＭＰ），

０．４５犃（ＭＰ）≤犲犱 ＜犲犮≤０．９犃（ＭＰ）
｝． （７）

式（７）中：犪＜犫＜狋＜犮＜犱＜犳，狋是最大幅值犃（ＭＰ）所在的位置序号；［犲犪，犲犫］表示收缩压对应突变点的

取值区间；而［犲犮，犲犱］则表示舒张压对应突变点的取值区间．

设在［犲犪，犲犫］区间内的峰值点序列为犢（犻）＝（狔０，狔１，…，狆犻－２，狔犻－１）．其中：狔０＝犲犪；狔犻－１＝犲犫；犻＝犫－犪．

通过对序列犢（犻）中的每个数据与前一位数据进行相减，可得差值序列为犣（犻－１）＝（狕０，狕１，…，狕犻－３，

狕犻－２）．其中：狕犽＝狔犽＋１－狔犽（０≤犽＜犻－１），比较差值序列犣（犻－１）的值，得到最大的值狕狑（０≤狑≤犻－２），

则序号为狑＋１的点即为收缩压所对应的突变点（图１的突变点１）．根据突变点的序号狑＋１，就可在静

压力数据犆（狀）中取得元素犮狑＋１，该元素的值即为收缩压．类似地，可以在区间［犲犮，犲犱］中找到对应的突变

点２，并结合静压力信号提取舒张压．

３　犃狀犱狉狅犻犱端算法的实现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是Ｇｏｏｇｌｅ于２００７年发布的一个基于Ｌｉｎｕｘ平台的开源操作系统
［８］．近几年，

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逐渐应用于医学领域中
［９?１０］．文中血压测量算法在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平台上实现，并采用ＭＶＣ

（Ｍｏｄｅｌ?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模式，实现数据层与表示层的分离
［１１］．

３．１　犞犻犲狑层的设计

Ｖｉｅｗ层主要负责接收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层传来的数据并更新用户界面．用户界面包含一个“Ｓｔａｒｔ”按钮

和两个文本编辑器，“Ｓｔａｒｔ”按钮用于启动子线程执行算法，文本编辑器用于显示舒张压和收缩压．

３．２　犕狅犱犲犾层的设计

Ｍｏｄｅｌ层包括滤波函数、突变点选择函数以及数据读取函数，完成数据的读取以及处理．Ｍｏｄｅｌ层

主要包括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ａｖａ，ＲｅａｄＤａｔａ．ｊａｖａ和Ｏｓｃｉ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ｖａ三个实现类．

１）ＲｅａｄＤａｔａ．ｊａｖａ类．实现从ＳＤｃａｒｄ上读取数据．根据文本路径“ｆｉｌｅＰａｔｈ”，声明一个输入流Ｆｉｌｅ

ｆｉｌｅ＝ｎｅｗＦｉｌｅ（ｆｉｌｅＰａｔｈ），ＦｉｌｅＩｎ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ｆｉｓ＝ｎｅｗＦｉｌｅＩｎ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通过一个ｗｈｉｌｅ循环读取数据．

２）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ａｖａ类：负责滤波处理，包括如下两个函数（其中，ｆｉｌ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为待滤波的离

散数据，ｆｉｌｔｅｒＷｉｄｔｈ为滤波半径）．ａ）ｍｅ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ｆｉｌｔｅｒＷｉｄｔｈ）：通过一个ｆｏｒ

循环根据滤波半径不断对所得数据取均值以代替当前值．ｂ）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

ｆｉｌｔｅｒＷｉｄｔｈ）：通过嵌套的ｆｏｒ循环计算滤波半径范围内的中值，以替代当前值．

３）Ｏｓｃｉ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ｖａ类．完成突变点选择算法，主要包括函数ｏｓｃｉ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ｏｕｂｌｅ［］ｐｕｌｓｅＤａ

ｔａ）．该函数返回值为收缩压所对应的样点序号值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Ｘ．舒张压突变点选取的实现代码与此相类似．

通过这两个突变点的序号，即可在静压力数据中找到对应的值，该值分别为收缩压和舒张压．

３．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狉层的设计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层是算法实现的核心控制层，主要体现在主线程对程序的整体控制．该层通过初始化ＵＩ

控件、配置参数与信息、启动相关服务，以及实时监测外部事件控制整个流程的实现．

设计中，主线程通过向ＵＩ界面传递数据，控制界面的刷新与显示；通过监听按钮的触发事件，开启

新线程执行算法．考虑到一次性要处理的数据比较多，如果算法放在主线程中执行有可能导致主线程阻

塞并出现异常，所以开启子线程执行算法．但是，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中更新 ＵＩ界面只能在主线程中完成，在

子线程中更新ＵＩ界面是很危险的．因此，在主线程中声明 Ｈａｎｄｌｅｒ函数接收子线程的数据，并将该数

据排入到主线程的队列中，更新 ＵＩ界面
［１２］．在主线程中，根据语句ｎｅｗＴｈｒｅａｄ（ｎｅｗ Ｍｙｔｈｒ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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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Ａｎｄｒｏｉｄ端子线路实现流程

Ｆｉｇ．６　Ｔｈｒｅａ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ｉｄ

ｓｔａｒｔ开启子线程．子线程通过调用 Ｍｏｄｅｌ层中的函数，对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并返回最后结果．子线程的设计流程图，如图６所示．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用于仿真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ＢＰＰｕｍｐ２型无创血压监护测试

仪（美国ＦＬＵＫＥ公司）．该仪器通过用户自定义模拟功能提供动态

血压模拟，可提供的收缩压模拟范围为２．６７～３３．３３ｋＰａ，舒张压模

拟范围为１．３３～２６．６７ｋＰａ．

４．１　滤波半径影响的仿真分析

在脉搏振荡波提取过程中，设第一次均值滤波半径为犚１，中值

滤波半径为犚２，第二次均值滤波半径为犚３．３组数据选取不同滤波

半径时的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如图７～１２所示．图７，８中：狆ｓ 为收缩

压；狆ｄ为舒张压；犚２＝犚３＝１０．图９，１０中：犚１＝３０；犚３＝１０．图１１，

１２中：犚１＝３０；犚２＝１０．

由图７，８可知：当犚１ 在区间［２０，５０］时，收缩压取值平稳并较为准确；当犚１≥３０时，舒张压的取值

准确并且趋于平稳．由图１０，１１可知：当犚２ 在区间［４，１０］时，收缩压取值平稳并较为准确；当犚２ 在区

间［２，１０］时，舒张压的取值准确且趋于平稳．由图１１，１２可知：当犚３≥８时，收缩压取值平稳并较为准

确；当犚３≥６时，舒张压的取值准确并且趋于平稳．

图７　犚１ 对收缩压的影响 图８　犚１ 对舒张压的影响 图９　犚２ 对收缩压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犚１ｏｎ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犚１ｏｎ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犚２ｏｎ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１０　犚２ 对舒张压的影响 图１１　犚３ 对收缩压的影响 图１２　犚３ 对舒张压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犚２ｏｎ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犚３ｏｎ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犚３ｏｎ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综上所述，文中在算法实现中采用的滤波半径为犚１＝３０，犚２＝１０，犚３＝８．

４．２　软件滤波仿真结果的比较分析

基于以上滤波半径的选取，分别对１２组来自ＢＰＰｕｍｐ２的模拟血压数据进行测量，并分别与基于

幅度系数法和突变点选择法的测量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１３所示．图１３中：狆ｍｓ为测量收缩压；狆ｓｓ为

模拟收缩压；狆ｍｄ为测量舒张压；狆ｓｄ为模拟舒张压；幅度系数法的系数取狓１＝０．５，狓２＝０．６５．

１７５第４期　　　　　　　　　　许永峰，等：软件滤波的示波血压测量算法及Ａｎｄｒｏｉ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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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收缩压 （ｂ）舒张压

图１３　收缩压和舒张压仿真对比图

　Ｆｉｇ．１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由图１３（ａ）可知：经过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测量，基于突变点选择法测量的收缩压与狆ｓｓ的平均欧氏距离为

１．４０ｋＰａ；基于幅度系数法测量的收缩压与狆ｓｓ的平均欧氏距离为０．６５ｋＰａ；基于三重软件滤波法测量

的收缩压与狆ｓｓ的平均欧氏距离则为０．６０ｋＰａ．由图１３（ｂ）可知：经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测量，基于突变点选择

法测量的舒张压与狆ｓｄ的平均欧氏距离为１．２０ｋＰａ；基于幅度系数法测量的舒张压与狆ｓｄ的平均欧氏距

离为０．６５ｋＰａ；基于三重软件滤波法测量的舒张压与狆ｓｄ的平均欧氏距离则为０．４５ｋＰａ．

对比图１３（ａ），（ｂ）的仿真结果可知：相比于突变点选择法与幅度系数法，三重软件滤波法仿真结果

与原始模拟血压的平均欧氏距离均有所降低，和理论分析的结果是相符合的．

５　结束语

在示波法血压测量的基础上，提出软件滤波法与示波法相结合的算法，并在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上实现．

理论和实验结果均表明：１）用软件滤波代替传统的硬件滤波确实可行，且可简化电路设计；２）将幅度

系数法和波形判别法相结合，在保证所需精度的同时，可降低突变点误判的概率和计算量；３）算法执行

简单有效，利于在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平台的算法移植实现，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但是，文中测量采用的数据

均是模拟测量的数据，该方法应用于人体的数据测量结果是下一步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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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与预测的云资源优化配置

蒋，陈永红，田晖，王田，蔡奕侨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云环境下虚拟机资源在多数时间中处于闲置状态导致云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设计一种云资源

监控系统，并在云监控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ＡＲＩＭＡ）模型的动态负载预测与资源配置

的方法．该方法利用虚拟机负载与配置的关系，通过预测负载情况，提前启动或者挂起虚拟机，提高云资源的

利用率．研究结合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云环境提供的虚拟机，实现其下的云资源监控，预测和弹性分配功能．结果表明：

该系统能准确预测虚拟机的需求量，所制定的资源弹性分配策略能够提高云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节约成本．

关键词：　云计算；负载预测；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弹性计算；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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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ＩＭＡ）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ｍａｋｅｓ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ｌｏ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ｌｏａｄ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ｏｒｓｕｓ

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

ｔ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ｌｏｕ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ｃｌｏｕ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ｌｏｕ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ａｎｉｍｐｏｒｖｅ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ｅｃｏｓｔｓａｖ

ｉｎｇ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ｕ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成熟，云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云服务的大规模部署与应用，云数据中心中资源

利用率低，导致的高能耗问题逐渐凸显［１］．要解决云资源弹性优化配置的问题需要分为３步：首先，需要

有效的云资源监控系统；然后，根据资源和负载监控数据，通过预测模型对负载进行预测；最后，根据对

负载的预测，定制云资源动态配置策略，从而实现云资源弹性优化配置，其中，云资源的负载预测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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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配置是整个流程中需要解决的难点．Ｎｉｌａｂｊａ等
［２］提出基于模式匹配方法对资源需求量进行预测；

Ｘｕ等
［３］提出基于ＡＲ（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预测模型的方法对ＣＰＵ使用率进行预测；Ｍｄｔｏｕｋｉｒ等

［４］提出基

于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对资源利用率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值对资源进行调整；Ｌｉ等
［５］提出基于贝叶

斯网络的资源预测方法，进行秒级的资源使用率预测；Ｇｏｎｇ等
［６］提出基于统计学习方法对应用负载预

测的方法，通过预测的资源需求量，提前进行资源分配．文献［２，４?５］所采用的预测方法时间复杂度过

高，会影响系统性能，使预测过程本身成为主要的系统资源开销；文献［３］采用基于 ＡＲ模型的预测方

法，忽视了负载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本文引入基于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ＲＩＭＡ）的预测方法进行负载预测．

１　云监控系统的设计

１．１　云监控动机

云监控是一个对于云服务提供方（云服务方）和云服务用户方（云用户方）同样重要的服务．对云计

算和它的服务水平协议（ＳＬＡ）进行持续的监控，可以为服务方和用户方提供许多关键信息，对云环境构

建云监控系统有很多原因［７］，最重要的原因包括：１）容量和资源管理；２）服务水平协议管理；３）性能管

理；４）故障恢复；５）安全管理．

１．２　云监控系统的架构

云监控系统架构分为３层：基础设施层、汇聚层和视图层．基础设施层包含了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运行所必

须的物理设备和虚拟设备，其为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运行的基础，同时也是被监控的对象．主要监控对象包括：

服务器、核心交换机、ＫＶＭ虚拟机、Ｘｅｎ虚拟机等．汇聚层的功能是收集和汇总监控数据，将数据传递

给视图层用于展示和告警．其主要的组件包括：物理机监控ａｇｅｎｔ、虚拟机监控ａｇｅｎｔ和群集数据汇总节

点．视图层的功能是为用户展示系统运行状况，并根据预定义的告警阈值发送故障信息．告警机制主要

依赖于ＮａｇｉｏｓＣｏｒｅ
［８］实现，运行情况的可视化展示依赖于ＲＲＤ（ｒｏｕｎｄｒｏｂ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工具．

１．３　模型的部署

一方面云监控系统的部署使用多台独立的监控服务器构成监控群集；另一方面，在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私

有云中将一定数量的物理服务器分成一个群集．各群集中的每台物理服务器上面运行物理机监控ａ

ｇｅｎｔ，一个群集中的所有的物理机监控ａｇｅｎｔ，把获取的监控数据统一发送到本群集对应的群集数据汇

聚节点．各群集的群集数据汇聚节点负责收集它所在群集的监控数据，统一汇总后发送到监控服务器群

集，历史监控数据存储于后台数据库，虚拟机也按照一定数量划分为一个群集．云用户方和云实时查看

监控数据获取报警信息．

２　预测模型的设计

２．１　犃犚犐犕犃模型

ＡＲＩＭＡ模型提供了一种对时间序列数据做预测的方法，模型记作ＡＲＩＭＡ（狆，犱，狇）．ＡＲＩＭＡ模型

是ＡＲ模型、ＭＡ模型和ＡＲＭＡ模型
［９］的组合．ＡＲＩＭＡ（狆，犱，狇）模型

［１０］的表达式为

Φ（犅）
犱狓狋 ＝Θ（犅）ε狋，

犈（ε狋）＝０，　　Ｖａｒ（ε狋）＝σ
２
ε，　　犈（ε狋ε狊）＝０，　　狊≠狋，

犈犡狊ε狋 ＝０，　　　　　　　　　　　　　　　　　狊＜狋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ε狋为零均值随机干扰序列；狓狋为负载序列；
犱＝（１－犅）犱 表示时间序列的犱阶差分；Φ（犅）＝

１－φ１犅－…－φ狆犅
狆 表示ＡＲＭＡ（狆，狇）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多项式；Θ（犅）＝１－θ１犅－…－θ狇犅

狇 表示平稳

可逆ＡＲＭＡ（狆，狇）模型的移动平滑系数多项式．

ＡＲＩＭＡ模型建立的流程如下：通过云监控系统获取性能指标的时间序列值，记作犢１，犢２，…，犢狋．

利用单位根检验法［１１］检验该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若为非平稳序列，利用差分的方法，对原始序列进行

平稳化预处理，得到平稳时间序列犡１，犡２，…，犡狋－犱．从差分处理后的平稳时间序列中取前犖 个数据作

为观测数据，进行零均值化处理，得到序列｛犡′狋｝．

４７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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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分布式预测模型

云环境中运行了大量的 Ｗｅｂ服务器，它们每小时产生的访问日志的数量巨大．为了加速访问日志

处理和负载预测过程，采用Ｈａｄｏｏｐ群集存储和处理 Ｗｅｂ访问日志，设计了一种分布式预测模型．分布

式预测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分布式预测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每台 ＷｅｂＳｅｒｖｅｒ都在本地存储了一份自身的 Ｗｅｂ访问日志．通过ｃｒｏｎｔａｂ定时任务程序，定时将

Ｗｅｂ日志文件拷贝到 ＨＤＦＳ分布式文件系统中．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群集运行于多台服务器上，利用分布式并

行计算的高效性，通过读取ＨＤＦＳ分布式文件系统中存储的日志文件，提升计算访问负载的时间序列

数据的效率．

２．３　预测与资源优化配置

在云环境中的应用负载，Ｗｅｂ服务有显著的时域波动特征，所以采用季节性的ＡＲＩＭＡ模型，可以

预测负载．算法中：犆为负载周期，２４ｈ；狀为用于预测的样本周期数；犜为预测的时间片；犔ｍａｘ为单台虚

拟机的最大负载量；α为额外分配的资源比例．其算法主要流程如下：

１）从历史监控数据中取出最近的犆·狀个数据作为输入样本序列犠；

２）使用季节性的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序列犠 下一个时间片犜＋１时的负载犔狑；对犠 进行差分运

算，得到犠′；对犠′采用季节性的ＡＲＩＭＡ模型得到预测值犘′狑；对犘′狑 进行差分恢复运算，得到预测负

载犘狑；

３）根据预测负载进行资源分配：计算下一个时间片犜＋１时的预估资源需求犛（犜＋１）＝（１＋α）

犔狑／犔ｍａｘ；若犛（犜＋１）＞犛（犜），则通过云控制器自动启动Δ犛个虚拟机；若犛（犜＋１）＜犛（犜），则通过云控

制器自动挂起Δ犛个虚拟机；

４）通过云监控系统获取当前实际的负载数据并存入历史数据中，转至流程１）．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平台

实验环境，如图２所示．实验环境中：６台ＨＰＤＬ３８８Ｇｅｎ８服务器分别担任了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云环境中

６个不同角色的节点，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是控制节点；Ｎｅｔｗｏｒｋ是网络节点；Ｃｏｍｐｕｔｅ０是计算节点０；Ｃｏｍｐｕｔｅ１

是计算节点１；ＮＴＰ?ｓｅｒｖｅｒ是时间同步服务器；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ｅｒｖｅｒ是监控服务器．实验环境划分了２个网

段：一个是１９２．１６８．１１．０／２４网段，它运行ＴＣＰ／ＩＰ协议，６台物理服务节点通过三层交换机互联，并且

通过路由器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另外一个是１０．０．０．０／２４网段，它运行ＧＲＥｔｕｎｎｅｌ，是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云系统中

的各组件互相通信的私有网络．

３．２　数据获取

在实验平台中运行多台虚拟机，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１台作为 Ｎｇｉｎｘ负载均衡器；１台作为

５７５第４期　　　　　　　　　　　　　蒋，等：监控与预测的云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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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ＳＱＬ数据库服务器；狀台作为运行ＰＨＰＷｅｂ服务器；另运行犿台虚拟机模拟用户，作为客户端产生

负载压力．根据文献［１］和实际云环境（如Ａｍａｚｏｎ云的服务计费方式以小时为单位），采用每小时的访

问量作为监控系统采样和预测的频率．通过云监控系统获取得到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１日

的该网站每小时的下载访问量．

图２　实验环境 图３　负载数据获取平台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ｇ．３　Ｌｏａｄ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３．３　数据建模与预测

负载预测方法下，实验过程中选取了不同阶段的数据在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
［１２］和基于ＡＲＩＭＡ

季节性模型的预测结果．鉴于篇幅限制，这里只选取有代表性的部分预测实验结果进行说明，根据参数

估计和模型定阶过程得出适用的模型为ＡＲＩＭＡ（１，１，１），其拟合公式为

犡^狋 ＝１犡狋－１＋ε狋＋θ１ε狋－１． （２）

式（２）中：^犡狋为狋时刻的预测值；犡狋－１为狋－１时刻的实际监控值．

使用矩估计方法对位置参数进行估计，求得参数为

１ ＝０．５６２１，　　θ１ ＝０．５２９３． （３）

　　预测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基于ＡＲＩＭＡ季节性模型的预测结果比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

图４　预测值与实际监控值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

型预测结果更接近实际负载．

预测结果对比，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ｍａｘ（ＡＥ）

为最大绝对误差；ｍｉｎ（ＡＥ）为最小绝对误差；ＭＡＥ

为平均绝对误差；ＭＲＥ为平均相对误差，即

ＭＲＥ＝
１

狀∑
狀

犻＝１

犡^狋－犡狋
犡狋

； （４）

ＭＳＥ为预测均方差，即

ＭＳＥ＝
１

狀 ∑
狀

犻＝１

（^犡狋－犡狋）槡
２． （５）

　　由表１可知：基于 ＡＲＩＭＡ季节模型的预测结

果明显优于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从平均绝对误

差来看，基于 ＡＲＩＭＡ季节模型预测的平均绝对误

差约为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的１／６；从平均相对误差来看，基于ＡＲＩＭＡ季节模型为１４％，比Ｈｏｌｔ?

表１　预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季节性的ＡＲＩＭＡ模型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预测法

ＭＡＥ ５０２．１２ ３１３７．２５

ＭＲＥ １４％ ２２８％

ＭＳＥ １３９．２７ ８６０．９７

ｍａｘ（ＡＥ） １４４１．３７ ８６３７．００

ｍｉｎ（ＡＥ） ３．１６ ２８．００

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提高将近１６倍，并且基于

ＡＲＩＭＡ季节模型预测误差的均方差也较小，最

大绝对误差和最小绝对误差也明显小于 Ｈｏｌｔ?

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

３．４　资源需求分析与优化配置

云环境中的虚拟机的硬件配置直接决定其

最大负载的处理能力．ｖＣＰＵ、内存的数量和虚拟

机负载量成正比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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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ｖＣＰＵ）∝犜（Ｌｏａｄ），　　犘（ｍｅｍ）∝犜（Ｌｏａｄ）． （６）

式（６）中：犘（ｖＣＰＵ）和犘（ｍｅｍ）分别表示ｖＣＰＵ和内存的配置数量；犜（Ｌｏａｄ）表示在该ｖＣＰＵ或内存配

置下虚拟机所能承受的负载量，对虚拟机负载量的预测值可以作为虚拟机资源配置的依据．

表２　虚拟机价格模型

Ｔａｂ．２　ＶＭ＇ｓｐｒｉｃｅｍｏｄｅｌ

类型 配置 费用 负载量

Ｓｍａｌｌ １ｖＣＰＵ，１ＧＢＲＡＭ ０．１３美元·ｈ－１ ２５００

Ｍｅｄｉｕｍ １ｖＣＰＵ，２ＧＢＲＡＭ ０．２６美元·ｈ－１ ３５００

Ｌａｒｇｅ ２ｖＣＰＵ，４ＧＢＲＡＭ ０．５２美元·ｈ－１ ７０００

　　云平台中３种类型的虚拟机的配置、费用

和负载量，如表２所示．其费用标准参考ＡＷＳ

的ＥＣ２定价规则，各配置下的负载量由实验平

台实际测试获得．为优化虚拟机资源配置，假

定以每日最小的经济成本为目标．提出虚拟机

资源优化配置函数为

犉＝ｍｉｎ（０．２６·狋·犖Ｍ＋０．５２·狋·犖Ｌ），　　２５００犕Ｓ＋３５００犕Ｍ＋７０００犖Ｌ ≥犔ｆ． （７）

式（７）中：犖Ｓ为Ｓｍａｌｌ类型虚拟机所需数量；犖Ｍ 为 Ｍｅｄｉｕｍ类型虚拟机所需数量；犖Ｌ 为Ｌａｒｇｅ类型虚

拟机所需数量；犔ｆ为预测的负载值，狋为虚拟机租用时长（ｈ）．

由式（７）资源优化配置函数，得到２１日每小时的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策略．其中，０：００－１１：５９和

１２：００－２３：５９的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策略，分别如图５，６所示．图５，６中：Ｓ表示配置为Ｓｍａｌｌ的１台

虚拟机；折线表示每小时的预测负载量．根据资源配置策略，２１日虚拟机租用成本为７．４１美元．如果不

引入弹性资源配置策略，为满足最大负载量下网站访问的可用性，需要租用５台配置Ｓｍａｌｌ的虚拟机２４

ｈ，租用成本为１５．６美元．经计算可知，采用弹性资源配置策略，可以在保证服务质量前提下２１日节约

５２．５％的经济成本．

图５　０：００－１１：５９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策略

Ｆｉｇ．５　Ｖ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０：００ｔｏ１１：５９

图６　１２：００－２３：５９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策略

Ｆｉｇ．６　Ｖ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１２：００ｔｏ２３：５９

４　结论

研究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云环境下基于监控与预测的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策略，包括云监控模块、虚拟机

７７５第４期　　　　　　　　　　　　　蒋，等：监控与预测的云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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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预测模块和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模块．其中：基于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的云监控模块能够实时监控云环境

中虚拟机负载情况．提出了云环境中虚拟机负载的预测与资源弹性配置模型、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监控和预测的云环境中虚拟机资源弹性配置方法，能够提高云资源利用率，降低成本．

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工作如下：１）进一步优化云资源负载预测模型，提高预测精度；２）将云监

控与资源预测、弹性配置模块整合，实现虚拟机资源的自动化部署与管理，使得研究内容应用到实际的

生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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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收获和犅犲犱犱犻狀犵狋狅狀?犇犲犃狀犵犲犾犻狊
功能反应的捕食?食饵模型

章培军１，２，王震１，２，杨颖惠３

（１．西京学院 理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３；

２．西京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研发中心，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３；

３．西南交通大学 数学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１７５６）

摘要：　研究食饵具有阶段结构，捕食者具有收获和时滞的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的捕食?食饵模

型．选取合适的收获率，通过分析相应平衡点处的特征方程，得到各平衡点局部渐近稳定的条件．以时滞τ为

分支参数，运用 Ｈｏｐｆ分支理论，得到当τ经过临界值τ０ 时系统出现 Ｈｏｐｆ分支．最后，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数

值仿真，并验证结论的正确性．

关键词：　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捕食?食饵模型；时滞；阶段结构；Ｈｏｐｆ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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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ｐｒｅｙ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ｗｉｔｈ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ｐｒｅｙａ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ｈａｒｖｅｓｔ

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ｐｏｉｎｔ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ｐｏｉｎｔ；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ｐ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ｍ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ｌａｙτａｓａ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Ｈｏｐ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ｓｗｈｅｎτ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τ０．Ｆｉｎａｌｌｙ，Ｍａｔｌａｂ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ｐｒｅｙｍｏｄｅｌ；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ｓｔ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ｐ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在实验的基础上，Ｈｏｌｌｉｎｇ
［１］对不同类型的物种提出了３种不同的功能反应函数，这些功能反应函

数只与食饵的密度有关，称为食饵依赖功能反应．Ｊｏｓｔ等
［２］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证明功能性反应

项与捕食者有关，即捕食者依赖，如 Ｈａｓｓｅｌ?Ｖａｒｌｅｙ功能反应
［３］，Ｃｒｏｗｌｅｙ?Ｍａｒｔｉｎ功能反应

［４］等．由于

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
［５?６］在描述捕食关系时具有食饵依赖型和捕食者依赖型的双重特点，建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通信作者：　章培军（１９８４?），男，讲师，主要从事生物数学与计算机模拟、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

ｇｐｊ２００６＠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４７３２３７）；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ＪＭ１０２４）；陕西

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１５ＪＫ２１８１）；西京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ＸＪ１６０１４３）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立在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之下的捕食?食饵模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７?８］．近几十年来，对

时滞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和分支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９?１２］，尤其是时滞引起模型产生分支从而

诱发周期解．由于种群的存活率、增长率和繁殖力受年龄和种群发展阶段的影响，很多学者考虑了捕食

者和食饵的年龄因素对生物系统的影响［１２?１５］．鉴于此，本文在文献［８，１５?１６］的基础上，研究食饵具有阶

段结构，捕食者具有收获和时滞的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的捕食?食饵模型．

１　模型的建立

食饵具有阶段结构，捕食者具有收获和时滞的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的捕食?食饵模型为

狓′１（狋）＝狉狓２（狋）－犫狓１（狋）－犱１狓１（狋），

狓′２（狋）＝犫狓１（狋）－ β狓２（狋）狔（狋）

１＋犿狓２（狋）＋狀狔（狋）
－α狓

２
２（狋）－犱２狓２（狋），

狔′（狋）＝
犮β狓２（狋－τ）狔（狋－τ）

１＋犿狓２（狋－τ）＋狀狔（狋－τ）
－犱３狔（狋）－狇犈狔（狋）

烍

烌

烎
．

（１）

式（１）中：狓１（狋），狓２（狋）和狔（狋）分别为幼年食饵、成年食饵和捕食者在狋时刻的数量；狉为幼年食饵的内禀

增长率；犫为幼年食饵成长为成年食饵的比例； β狓２（狋）狔（狋）

１＋犿狓２（狋）＋狀狔（狋）
为捕食者对成年食饵的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函数；α为成年食饵的种内竞争比例；犮，狇分别为捕食者的转化系数和收获系数；犈

为收获努力量；犱１，犱２，犱３ 分别为幼年食饵、成年食饵和捕食者的死亡率；τ为捕食者的妊娠时间．

２　基本动力学行为

２．１　平衡点及存在性

令模型（１）的右端为零，易得系统的平衡点及存在条件．

定理１　１）模型（１）总存在平衡点犈１（０，０，０）．

２）当 Ｈ１）：犫狉－犱２（犫＋犱１）＞０时，模型（１）存在捕食者灭绝的平衡点犈２（
狉［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
２

，

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
，０）．

３）当［犮β－犿（犱３＋狇犈）］狓

２ －（犱３＋狇犈）＞０时，模型（１）存在唯一的正平衡点犈３（狓


１ ，狓


２ ，狔

）．其

中：狓１ ＝
狉

犫＋犱１
狓２ ，狓


２ ＝

－犅＋ 犅２－４槡 犃犆
２犃

，狔＝
［犮β－犿（犱３＋狇犈）］狓


２ －（犱３＋狇犈）

狀（犱３＋狇犈）
，且有犃＝α犮狀（犫＋

犱１），犅＝犮（β＋狀犱２）（犫＋犱１）－犿（犱３＋狇犈）（犫＋犱１）－狉犮犫狀，犆＝－（犱３＋狇犈）（犫＋犱１）．

２．２　平衡点的稳定性

定理２　１）当Ｈ１）成立时，犈１ 不稳定；当Ｈ２）：犫狉－犱２（犫＋犱１）＜０成立时，犈１ 局部渐近稳定．

２）对任意τ≥０，当 Ｈ１）和 Ｈ３）：狇犈＜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犿［犫狉－犱２（犫＋犱１）］
－犱３ 成立时，犈２ 不稳定；当

Ｈ１）和 Ｈ４）：狇犈＞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犿［犫狉－犱２（犫＋犱１）］
－犱３ 成立时，犈２ 局部渐近稳定．

３）对任意τ≥０，若条件Ｈ５）：犕２＋犖２＞０，（犕２＋犖２）（犕１＋犖１）－（犕０＋犖０）＞０，犕０＋犖０＞０，且

犕０＞犖０ 成立，则犈３ 局部渐近稳定．

证明　令珚犈（珚狓１，珚狓２，珔狔）是任意平衡点，则模型（１）在珚犈（珚狓１，珚狓２，珔狔）处的雅可比矩阵为

犑（珚狓１，珚狓２，珔狔）＝

－犫－犱１ 狉 ０

犫 －犱２－２α珚狓２－ β
珔狔（１＋狀珔狔）

（１＋犿珚狓２＋狀珔狔）
２

β
珚狓２（１＋犿珚狓２）

（１＋犿珚狓２＋狀珔狔）
２

０
犮β
珔狔（１＋狀珔狔）

（１＋犿珚狓２＋狀珔狔）
２
·ｅ－λτ

犮β
珚狓２（１＋犿珚狓２）

（１＋犿珚狓２＋狀珔狔）
２
·ｅ－λτ－犱３－狇

熿

燀

燄

燅
犈

．

其特征方程为犉１（λ，τ）＝｜λ犈－犑犻｜＝０，犻＝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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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犈１（０，０，０）处，有

犉１（λ，τ）＝ （λ＋犱３＋狇犈）［λ
２
＋（犫＋犱１＋犱２）λ＋犱２（犫＋犱１）－犫狉］＝０． （２）

　　当 Ｈ１）成立时，方程（２）有一个根的实部为正，从而平衡点犈１（０，０，０）不稳定；当 Ｈ２）成立时，方程

（２）的所有根具有负实部，从而平衡点犈１（０，０，０）局部渐近稳定．

２）在犈２ 处，有

犉２（λ，τ）＝ λ＋犱３＋狇犈－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犿［犫狉－犱２（犫＋犱１）］
·ｅ－（ ）λτ ×

λ
２
＋
（犫＋犱１）

２
＋２犫狉－（犫＋犱１）犱２
犫＋犱１

λ＋犫狉－犱２（犫＋犱１［ ］）＝０． （３）

　　当 Ｈ１）成立时，方程λ
２＋ 犫＋犱１－犱２＋

２犫狉
犫＋犱（ ］

１
λ＋犫狉－犱２（犫＋犱１）＝０的两个根具有负实部，方程

（３）的另外一个根由λ＋犱３＋狇犈－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犿［犫狉－犱２（犫＋犱１）］
·ｅ－λτ＝０决定．故令

犳（λ）＝λ＋犱３＋狇犈－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犿［犫狉－犱２（犫＋犱１）］
·ｅ－λτ．

　　当Ｈ１）和Ｈ３）成立时，可得到犳（０）＝犱３＋狇犈－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犿犱２）（犫＋犱１）＋犫狉犿

＜０，且有犳（λ）→＋∞（λ→

＋∞），从而犳（λ）＝０至少有一个正实部的根．所以，此时犈２ 不稳定．

当 Ｈ１）和Ｈ４）成立时，得犳（０）＞０，且犳（λ）→－∞ （λ→－∞），从而犳（λ）＝０有负实部的根．根据

Ｋｕａｎｇ
［１７］中的定理４．１可得，对任意τ≥０，犈２ 局部渐近稳定．

３）在犈３（狓

１ ，狓


２ ，狔

）处，有

犉３（λ，τ）＝λ
３
＋（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犘＋犱３＋狇犈－犮犙·ｅ

－λτ）λ
２
＋［（犫＋犱１）×

（犱２＋２α狓

２ ＋犘＋犱３＋狇犈）＋（犱２＋２α狓


２ ＋犘）（犱３＋狇犈）－犫狉－

（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犮犙·ｅ

－λτ］λ＋（犱３＋狇犈）［（犫＋犱１）（犱２＋

２α狓

２ ＋犘）－犫狉］＋［犫狉－（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犮犙·ｅ

－λτ
＝０．

（４）

式（４）中：犘＝ β狔
（１＋狀狔）

（１＋犿狓２ ＋狀狔
）２
；犙＝ β狓


２ （１＋犿狓


２ ）

（１＋犿狓２ ＋狀狔
）２．

由此，特征方程（４）可写成

犕（λ）＋犖（λ）·ｅ－λτ ＝０． （５）

式（５）中：犕（λ）＝λ
３＋犕２λ

２＋犕１λ＋犕０；犖（λ）＝犖２λ
２＋犖１λ＋犖０；犕１＝（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犘＋犱３＋

狇犈）＋（犱２＋２α狓

２ ＋犘）（犱３＋狇犈）－犫狉；犕２＝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犘＋犱３＋狇犈；犕０＝（犱３＋狇犈）［（犫＋犱１）

（犱２＋２α狓

２ ＋犘）－犫狉］；犖２＝－犮犙；犖０＝［犫狉－（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犮犙；犖１＝－（犫＋犱１＋犱２＋２α狓


２ ）犮犙．

当τ＝０时，式（５）变为λ
３＋（犕２＋犖２）λ

２＋（犕１＋犖１）λ＋犕０＋犖０＝０．

由Ｒｏｕｔｈ?Ｈｕｒｗｉｔｚ准则可知，如果条件Ｈ５）成立，方程的所有特征根的实部为负，从而犈３（狓

１ ，狓


２ ，

狔
）是局部渐近稳定的．进一步地，当犕０＞犖０ 时，对任意τ≥０，犈３（狓


１ ，狓


２ ，狔

）是局部渐近稳定的［１８］；

而当犕０＜犖０ 时，系统可能会出现Ｈｏｐｆ分支及其周期解．

２．３　犎狅狆犳分支及其周期解

设λ＝ｉω是方程（５）的根，并分离实部与虚部，则可得到

ｃｏｓ（ωτ）＝
犖１ω（犕１ω－ω

３）＋（犖０－犖２ω
２）（犕０－犕２ω

２）

－（犖０－犖２ω
２）２－（犖１ω）

２
，

ｓｉｎ（ωτ）＝
犖１ω（犕０－犕２ω

２）－（犖０－犖２ω
２）（犕１ω－ω

３）

－（犖０－犖２ω
２）２－（犖１ω）

２

烍

烌

烎
．

（６）

　　平方后，可得到（犕０－犕２ω
２）２＋（犕１ω－ω

３）２＝（犖０－犖２ω
２）２＋（犖１ω）

２．即

ω
６
＋犪１ω

４
＋犪２ω

２
＋犪３ ＝０． （７）

式（７）中：犪１＝犕
２
２－２犕１－犖

２
２；犪２＝犕

２
１－犖

２
１－２犕０犕２＋２犖０犖２；犪３＝犕

２
０－犖

２
０．令ω

２＝狕，则有

犳（狕）＝狕
３
＋犪１狕

２
＋犪２狕＋犪３ ＝０． （８）

　　引理１
［１９］
　当犪３＜０时，方程（８）至少有一个正实根；当犪３≥０，且Δ＝犪

２
１－３犪２≤０时，方程（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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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根；当犪３≥０，且Δ＝犪
２
１－３犪２＞０时，方程（８）有正实根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狕

＝
－犪１＋槡Δ
３

＞０，而且

犳（狕）≤０．

当条件 Ｈ６）：犕０＜犖０ 成立时，方程（８）至少有一个正根．不妨设方程（８）有３个正根狕１，狕２，狕３．则方

程（９）有３个正根，分别是ω１＝ 狕槡１，ω２＝ 狕槡２，ω３＝ 狕槡３．由式（６）可知

τ
（犼）
犽 ＝

１

ω犽
ａｒｃｃｏｓ

犖１ω犽（犕１ω犽－ω
３
犽）＋（犖０－犖２ω

２
犽）（犕０－犕２ω

２
犽）

－（犖０－犖２ω
２
犽）
２
－（犖１ω犽）

２ ＋
２犼π
ω犽
，

其中：犽＝１，２，３；犼＝０，１，２，…．

令τ０＝ ｌｉｍ
犽＝１，２，３；犼≥０

｛τ
（犼）
犽 ｝，ω０＝ω犽｜τ＝τ０．对方程（５）两端计算λ关于τ的导数，可得到

（３λ
２
＋２犕２λ＋犕１）

ｄλ
ｄτ
＋（２犖２λ＋犖１）·ｅ

－λτｄλ
ｄτ
－（犖２λ

２
＋犖１λ＋犖０）（τｅ

－λτｄλ
ｄτ
＋λ·ｅ－λτ）＝０．

即有 （ｄλ
ｄτ
）－１ ＝－

３λ
２
＋２犕２λ＋犕１

λ（λ
３
＋犕２λ

２
＋犕１λ＋犕０）

＋
２犖２λ＋犖１

λ（犖２λ
２
＋犖１λ＋犖０）

－
τ
λ
．

所以有

Ｒｅ
ｄλ
ｄ［ ］τ

－１

λ＝ｉω０

＝Ｒｅ－
３λ

２
＋２犕２λ＋犕１

λ（λ
３
＋犕２λ

２
＋犕１λ＋犕０［ ］）λ＝ｉω０

＋Ｒｅ
２犖２λ＋犖１

λ（犖２λ
２
＋犖１λ＋犖０［ ］）λ＝ｉω０

＝

犳′（狕０）

犖２１ω
２
０＋（犖２ω

２
０－犖０）

２．

所以，若条件Ｈ７）：犳′（狕０）≠０成立，那么横截性条件满足．根据 Ｈｏｐｆ分支存在定理
［２０］，得到下列结论．

定理３　对于模型（１），如果条件Ｈ６）～Ｈ７）成立，当τ∈［０，τ０）时，正平衡点犈３（狓

１ ，狓


２ ，狔

）局部渐

近稳定；当τ∈（τ０，＋∞）时，正平衡点犈３（狓

１ ，狓


２ ，狔

）不稳定．进一步地，当τ＝τ０ 时，模型（１）在正平衡

点犈３（狓

１ ，狓


２ ，狔

）产生Ｈｏｐｆ分支，即模型（１）在τ＝τ０ 附近产生一簇分支周期解．

３　数值仿真分析

选择参数值狉＝２，犫＝０．２，犱１＝０．２，β＝１．５，犿＝０．５，狀＝１，犪＝０．１，犱２＝０．２，犮＝０．５，犱３＝０．１，当收

获率和时滞不同时，可能会出现捕食者灭绝、捕食者与幼成年食饵共存、Ｈｏｐｆ分支及周期解的情况．

３．１　犈２ 的稳定性

根据 以 上 参 数 值，可 得 条 件 Ｈ１）：犫狉－犱２ （犫＋犱１）＝０．３２＞０；Ｈ４）：狇犈 ＞ －犱３ ＋

β犮［犫狉－犱２（犫＋犱１）］

α（犫＋犱１）＋犿［犫狉－犱２（犫＋犱１）］
＝１．１，根据定理２，取狇犈＝１．２，对任意τ≥０，犈２ 渐近稳定．

经计算得到捕食者灭绝的平衡点为犈２（４０，８，０），分别对时滞τ＝０，τ＝２进行数值仿真，得到了系

统的轨线趋向于犈２，如图１所示．

　　（ａ）τ＝０ （ｂ）τ＝２

图１　犈２ 稳定性的数值仿真

Ｆｉｇ．１　犈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犈３ 的稳定性

根据以上的参数值，取狇犈＝０．６，可得捕食者与幼成年食饵共存的平衡点犈３（１８．７０８３，３．７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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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８１），且条件 Ｈ５）：犕２＋犖２＝１．７７４２＞０，犕０＋犖０＝０．０５９５＞０，（犕２＋犖２）（犕１＋犖１）－（犕０＋

犖０）＝０．８２２５＞０，犕０－犖０＝０．０３８８＞０成立，根据定理２，对任意τ≥０，犈３ 渐近稳定．分别对时滞τ＝

０，τ＝２进行数值仿真，得到了系统的轨线趋向于犈３，如图２所示．

　　（ａ）τ＝０ （ｂ）τ＝２

图２　犈３ 稳定性的数值仿真

Ｆｉｇ．２　犈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３　犈３ 的渐近稳定性与犎狅狆犳分支及周期解

根据以上的参数值，取狇犈＝０．１，可得到捕食者与幼成年食饵共存的平衡点犈３（３．５０７８，０．７０１６，

１．２８０１），狕０＝０．００８９，τ０＝７．７４２７且Ｈ６）：犕０－犖０＝－０．０２９３；Ｈ７）：犳′（狕０）≠０成立，根据定理３，当

τ∈［０，７．７４２７）时，正平衡点犈３ 局部渐近稳定；当τ∈（７．７４２７，＋∞）时，犈３ 不稳定；而当τ＝７．７４２７

时，系统在正平衡点犈３ 产生 Ｈｏｐｆ分支，即系统在τ＝７．７４２７附近产生一簇分支周期解．取τ＝７．５∈

（０，７．７４２７），系统的正平衡点犈３ 是局部渐近稳定的，而取τ＝８．０∈（７．７４２７，＋∞），系统的正平衡点

犈３ 将失去稳定性并产生Ｈｏｐｆ分支，在正平衡点犈３ 处分支出一簇周期解，如图３所示．

　　（ａ）τ＝７．５∈（０，７．７４２７）　　　　　　　　　（ｂ）τ＝８．０∈（７．７４２７，＋∞）

图３　犈３ 渐近稳定性与 Ｈｏｐｆ分支及周期解的数值仿真

Ｆｉｇ．３　犈３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ｐ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４　结束语

研究收获和时滞对模型性态的影响，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数值仿真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当进行不

同的收获时，可能会出现捕食者灭绝、捕食者与幼成年食饵共存等情况；而当进行适当收获，不同的时滞

也可能导致模型出现不同的形态，并最终趋向正平衡点和产生 Ｈｏｐｆ分支及周期解．该研究可为今后对

生物资源的开发和种群数量的收获提供宝贵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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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耦合犅狌狉犵犲狉狊方程的

犇犪狉犫狅狌狓变换及精确解

吴丽华，赵倩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通过引入与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相联系的３×３矩阵谱问题的规范变换，构造出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的一

个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并由此得到了它的一些精确解．

关键词：　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规范变换；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精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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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ｕｐｌｅｄ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ｇａｕ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ａｒｂｏｕｘ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孤子理论不仅在水波，而且在等离子体、固体物理、光学、医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随着研究的

深入，涌现了很多经典求解孤子方程的方法，如反散射变换［１?２］、Ｈｉｒｏｔａ双线性方法
［３］、Ｐａｉｎｌｅｖé分

析［４?５］、代数几何法［６?７］、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
［８?９］等．其中，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是最有效、直接的求解方法之一．通过

考虑一个３×３矩阵谱问题，Ｇｅｎｇ等
［１０］发现了一个新的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即

狇狋＝狇狓狓 －２狇狇狓＋２（狏狉）狓＋２狌狓，

狉狋＝－狉狓狓 －２狇狉狓，

狌狋＝狌狓狓 －２（狌狇）狓，

狏狋＝狏狓狓 －２（狏狇）狓

烍

烌

烎．

（１）

并建立了它的ｂｉ?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结构．当狌＝狏＝狉＝０时，方程（１）可约化为经典的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本文主

要构造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并讨论它的精确解．

１　耦合犅狌狉犵犲狉狊方程的犇犪狉犫狅狌狓变换

考虑与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相联系的３×３矩阵谱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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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狓＝犝ψ，　　ψ＝

ψ１

ψ２

ψ

烄

烆

烌

烎３

，　　犝＝

λ＋狇 狌 狏

１ ０ ０

狉

烄

烆

烌

烎０ ０

， （２）

及辅谱问题

ψ狋 ＝犞ψ，　　犞＝

λ
２
＋狏狉＋狌－狇

２
－狇狓 狌λ＋狌狓－狌狇 狏λ＋狏狓－狏狇

λ－狇 狌 狏

狉λ－狉狓－狇

烄

烆

烌

烎狉 狌狉 狏狉

． （３）

式（２），（３）中：狇，狉，狌，狏是４个位势；λ是常数谱参数．直接计算可知，零曲率方程犝狋－犞狓＋［犝，犞］＝０可

导出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

引入谱问题（２），（３）的一个规范变换，即

ψ^＝犜ψ，　　犜＝

犪λ＋犪犫１，１ 犪犫１，２ 犪犫１，３

犪－１ λ犫２，２ 犫２，３

犫３，１ 犫３，２ λ＋犫３，

烄

烆

烌

烎３

． （４）

式（４）中的犪和犫犻，犼（犻，犼＝１，２，３）将在下文定出．

显然，矩阵犜的行列式ｄｅｔ犜是关于λ的三次多项式．令λ犼（犼＝１，２，３）为３个任意给定的常数且为

行列式ｄｅｔ犜的根．于是，

ｄｅｔ犜＝犪∏
３

犼＝１

（λ－λ犼）． （５）

　　假设
（犾）＝（

（犾）
１ ，

（犾）
２ ，

（犾）
３ ）

Ｔ（犾＝１，２，３）是式（２），（３）的３个线性无关解．易知，当λ＝λ犼（犼＝１，２，３）

时，矩阵（^
（１），^

（２），^
（３））＝犜（

（１），
（２），

（３））的列向量是线性相关的，故存在常数γ
（犾）
犼 （犼＝１，２，３，犾＝１，

２），满足

^
（１）（λ犼）＋γ

（１）
犼 ^

（２）（λ犼）＋γ
（２）
犼 ^

（３）（λ犼）＝０． （６）

　　方程（６）可改写为

λ犼＋犫１，１＋α
（１）
犼 犫１，２＋α

（２）
犼 犫１，３ ＝０，

犪－１＋α
（１）
犼 （λ犼＋犫２，２）＋α

（２）
犼 犫２，３ ＝０，

犫３，１＋α
（１）
犼 犫３，２＋α

（２）
犼 （λ犼＋犫３，３）＝０

烍

烌

烎．

（７）

式（７）中：α
（１）
犼 ＝


（１）
２ （λ犼）＋γ

（１）
犼 

（２）
２ （λ犼）＋γ

（２）
犼 

（３）
２ （λ犼）


（１）
１ （λ犼）＋γ

（１）
犼 

（２）
１ （λ犼）＋γ

（２）
犼 

（３）
１ （λ犼）

，α
（２）
犼 ＝


（１）
３ （λ犼）＋γ

（１）
犼 

（２）
３ （λ犼）＋γ

（２）
犼 

（３）
３ （λ犼）


（１）
１ （λ犼）＋γ

（１）
犼 

（２）
１ （λ犼）＋γ

（２）
犼 

（３）
１ （λ犼）

，犼＝１，２，

３．适当地选择λ犼和γ
（犾）
犼 （犼＝１，２，３；犾＝１，２），并应用Ｃｒａｍｅｒ法则，犪和犫犻，犼可由线性系统（７）唯一确定．

在规范变换（４）下，当λ≠λ犼（犼＝１，２，３）时，式（２），（３）变换成关于ψ^的谱问题，即

ψ^狓 ＝ 犝^^ψ，　　^ψ狋 ＝犞^^ψ． （８）

其中，有

犝^＝ （犜狓＋犜犝）犜
－１，　　^犞＝ （犜狋＋犜犞）犜

－１． （９）

　　可以证明λ＝λ犼（犼＝１，２，３）是犝^，^犞的可去孤立奇点．因此，通过解析开拓，^犝，^犞对所有λ均有定义．

定理１　由式（９）定义的矩阵犝^，^犞分别与矩阵犝，犞有相同的形式，其中，旧的位势狇，狉，狌，狏转化为

新的位势，即

狇^＝狇＋（ｌｎ犪）狓，　　^狉＝
狉＋犫３，１
犪

，　　^狌＝犪（狌－犫１，２），　　^狏＝犪（狏－犫１，３）． （１０）

变换（１０）称为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一个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

证明　令犢（λ犼）＝（
（１）（λ犼），

（２）（λ犼），
（３）（λ犼））

γ
（１）
犼

γ
（２）
犼

γ
（３）

烄

烆

烌

烎犼

，则式（７）可以改写为

犜（λ犼）犢（λ犼）＝０，　　犼＝１，２，３． （１１）

　　对式（１１）关于狓求导，并联立式（１１），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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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狓（λ犼）＋犜（λ犼）犝（λ犼）

　　　犜（λ犼
（ ））

犢（λ犼）＝０． （１２）

　　由于犢（λ犼）为式（１２）的一个非零解，所以矩阵
犜狓（λ犼）＋犜（λ犼）犝（λ犼）

　　　犜（λ犼
（ ））

的秩不超过２．直接计算，有

（犜狓（λ犼）＋犜（λ犼）犝（λ犼））犜
（λ犼）＝０． （１３）

　　令（犜狓＋犜犝）犜
＝（犳狊，犾（λ））３×３，显然，犳狊，犾（λ犼）＝０（狊，犾，犼＝１，２，３）．经计算可知，犳１，１（λ）是λ的四阶多

项式；犳１，２（λ），犳１，３（λ），犳２，１（λ），犳３，１（λ）是λ的三阶多项式；犳２，２（λ），犳２，３（λ），犳３，２（λ），犳３，３（λ）是λ的二阶

多项式．因此，犳２，２（λ）＝犳２，３（λ）＝犳３，２（λ）＝犳３，３（λ），且

（犜狓＋犜犝）犜

＝ （ｄｅｔ犜）犘（λ）． （１４）

其中，有

犘（λ）＝

犘
（１）
１，１λ＋犘

（０）
１，１ 犘

（０）
１，２ 犘

（０）
１，３

犘
（０）
２，１ ０ ０

犘
（０）
３，１

烄

烆

烌

烎０ ０

， （１５）

式（１５）中：犘
（犽）
狊，犾（狊＝１，２，３；犾＝１，２，３；犽＝０，１）与λ无关．

又犜－１＝犜／ｄｅｔ犜，于是式（１４）可写为

犜狓＋犜犝 ＝犘（λ）犜． （１６）

　　比较（１６）中λ
２，λ

１，λ
０ 的系数，可得

犘
（１）
１，１ ＝１，　　犘

（０）
１，１ ＝狇^，　　犘

（０）
１，２ ＝狌^，　　犘

（０）
２，１ ＝１，　　犘

（０）
３，１ ＝狉^， （１７）

和一些恒等式，即有

（犪犫１，１）狓＋犪犫１，１狇＋犪犫１，２＋犪犫１，３狉＝犪犫１，１^狇＋（犪－１）^狌＋犫３，１^狏，

（犪犫１，２）狓＋犪犫１，１狌＝犪犫１，２^狇＋犫２，２^狌＋犫３，２^狏，

（犪犫１，３）狓＋犪犫１，１狏＝犪犫１，３^狇＋犫２，３^狌＋犫３，３^狏，

犪狓＋（犪－１）狇＋犫２，２＋犫２，３狉＝犪犫１，１，

犫２，２，狓＋（犪－１）狌＝犪犫１，２，　　犫２，３，狓＋（犪－１）狏＝犪犫１，３，

犫３，１，狓＋犫３，１狇＋犫３，２＋犫３，３狉＝犪犫１，１^狉，

犫３，２，狓＋犫３，１狌＝犪犫１，２^狉，　　犫３，３，狓＋犫３，１狏＝犪犫１，３^狉

烍

烌

烎．

（１８）

　　由式（１５），（１７）可证得犘（λ）＝^犝与犝 有相同的形式．

接下来，证明犞^与犞有相同的形式．类似地，对式（１１）关于狋求导，得

犜狋（λ犼）＋犜（λ犼）犞（λ犼）

　　　　犜（λ犼
（ ））

犢（λ犼）＝０． （１９）

　　同理，有

（犜狋（λ犼）＋犜（λ犼）犞（λ犼））犜
（λ犼）＝０． （２０）

　　令（犜狋＋犜犞）犜
＝（犵狊，犾（λ））３×３，显然犵狊，犾（λ犼）＝０（狊，犾，犼＝１，２，３）．通过计算可知，犵１，１（λ）是λ的五阶

多项式；犵１，２（λ），犵１，３（λ），犵２，１（λ），犵３，１（λ）是λ的四阶多项式；犵２，２（λ），犵２，３（λ），犵３，２（λ），犵３，３（λ）是λ的三阶

多项式．于是，有

犜狋＋犜犞＝犙（λ）犜． （２１）

式（２１）中：

犙（λ）＝

犙
（２）
１，１λ

２
＋犙

（１）
１，１λ＋犙

（０）
１，１ 犙

（１）
１，２λ＋犙

（０）
１，２ 犙

（１）
１，３λ＋犙

（０）
１，３

犙
（１）
２，１λ＋犙

（０）
２，１ 犙

（０）
２，２ 犙

（０）
２，３

犙
（１）
３，１λ＋犙

（０）
３，１ 犙

（０）
３，２ 犙

（０）
３，

烄

烆

烌

烎３

． （２２）

式（２２）中：犙
（犽）
狊，犾（狊，犾＝１，２，３；犽＝０，１，２）与λ无关．

比较式（２１）中λ的同次幂系数，并应用恒等式（１８），有

犙
（２）
１，１ ＝１， 犙

（１）
１，１ ＝０， 犙

（０）
１，１ ＝狏^^狉＋^狌－^狇

２
－^狇狓， 犙

（１）
１，２ ＝狌^，

犙
（０）
１，２ ＝狌^狓 －^狌^狇， 犙

（１）
１，３ ＝狏^， 犙

（０）
１，３ ＝狏^狓 －^狏^狇， 犙

（１）
２，１ ＝１， 犙

（０）
２，１ ＝－^狇，

犙
（０）
２，２ ＝狌^， 犙

（０）
２，３ ＝狏^， 犙

（１）
３，１ ＝狉^， 犙

（０）
３，１ ＝－^狉狓 －^狉狓 －^狇^狉， 犙

（０）
３，２ ＝狌^^狉， 犙

（０）
３，３ ＝狏^^狉

烍

烌

烎．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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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犙（λ）＝^犞与犞有相同的形式，证毕．

由此可见，规范变换（４）将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谱问题（２），（３）变成了形式完全一致的谱问题

（８），称规范变换（４）为谱问题（２），（３）的一个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于是，可得如下结论．

定理２　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１０）将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任一解（狇，狉，狌，狏）变成一个新解（^狇，^狉，^狌，^狏），

其中，犪和犫犻，犼（犻，犼＝１，２，３）由式（７）唯一确定．

２　精确解

应用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１０）讨论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精确解．依据Ｃｒａｍｅｒ法则，可从式（７）中解得

犪，犫１，２，犫１，３和犫３，１分别为

犪＝
Δ３

Δ
，　　犫１，２ ＝

Δ１

Δ
，　　犫１，３ ＝

Δ２

Δ
，　　犫３，１ ＝

Δ４

Δ
． （２４）

式（２４）中：

Δ＝

１ α
（１）
１ α

（２）
１

１ α
（１）
２ α

（２）
２

１ α
（１）
３ α

（２）
３

，　　Δ１ ＝

１ λ１ α
（２）
１

１ λ２ α
（２）
２

１ λ３ α
（２）
３

，　　Δ２ ＝

１ α
（１）
１ －λ１

１ α
（１）
２ －λ２

１ α
（１）
３ －λ３

，

Δ３ ＝

１－λ１α
（１）
１ α

（１）
１ α

（２）
１

１－λ２α
（１）
２ α

（１）
２ α

（２）
２

１－λ３α
（１）
３ α

（１）
３ α

（２）
３

，　　Δ４ ＝

－λ１α
（２）
１ α

（１）
１ α

（２）
１

－λ２α
（２）
２ α

（１）
２ α

（２）
２

－λ３α
（２）
３ α

（１）
３ α

（２）
３

烍

烌

烎

．

（２５）

　　假设选取的常数λ犼，γ
（犾）
犼 （犼＝１，２，３；犾＝１，２）使得Δ≠０．

１）选取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初始解狇＝狉＝狌＝狏＝０，则谱问题（２），（３）简化为

ψ１，狓 ＝λψ１，　　ψ２，狓 ＝ψ１，　　ψ３，狓 ＝０，

ψ１，狋 ＝λ
２

ψ１，　　ψ２，狋 ＝λψ１，　　ψ３，狋 ＝０
烍
烌

烎．
（２６）

它的一个基解矩阵是

（
（１），

（２），
（３））＝

ｅｘｐ（λ狓＋λ
２狋） ０ ０

λ
－１ｅｘｐ（λ狓＋λ

２狋） １ ０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１

． （２７）

　　由式（７）的定义和式（２７），可得

α
（１）
犼 ＝λ

－１
犼 ＋γ

（１）
犼 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

α
（２）
犼 ＝γ

（２）
犼 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

烍
烌

烎．
（２８）

　　应用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１０），可得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一个精确解，即

狇^＝ （ｌｎ
Δ３

Δ
）狓，　　^狉＝

Δ４

Δ３
，　　^狌＝－

Δ１Δ３

Δ
２
，　　^狏＝－

Δ２Δ３

Δ
２ ． （２９）

式（２９）中：Δ，Δ犻（犻＝１，２，３，４）由式（２５）定义．

特别地，取λ１＝－３，λ２＝－１５，λ３＝－３，γ
（１）
１ ＝１，γ

（２）
１ ＝－２，γ

（１）
２ ＝－１．５，γ

（２）
２ ＝１．５，γ

（１）
３ ＝０．５，γ

（２）
３ ＝

１．５，可得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孤子解，如图１所示．

２）选定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初始解狇＝狌＝狏＝０，狉＝１，则谱问题（２），（３）变为

（ａ）狋＝０时的狇^ （ｂ）狋＝０时的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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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狋＝０时的狌^ （ｄ）狋＝０时的狏^

图１　式（２９）中的孤子解

Ｆｉｇ．１　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２９）

ψ１，狓 ＝λψ１，　　ψ２，狓 ＝ψ１，　　ψ３，狓 ＝ψ１，

ψ１，狋 ＝λ
２

ψ１，　　ψ２，狋 ＝λψ１，　　ψ３，狋 ＝λψ１
烍
烌

烎．
（３０）

它的一个基解矩阵为

（
（１），

（２），
（３））＝

ｅｘｐ（λ狓＋λ
２狋） ０ ０

λ
－１ｅｘｐ（λ狓＋λ

２狋） １ ０

λ
－１ｅｘｐ（λ狓＋λ

２狋）

烄

烆

烌

烎０ １

． （３１）

　　由式（７）的定义和式（３１），可得

α
（１）
犼 ＝λ

－１
犼 ＋γ

（１）
犼 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

α
（２）
犼 ＝λ

－１
犼 ＋γ

（２）
犼 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
烍
烌

烎．
（３２）

　　应用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１０），得到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一个精确解，即

狇^＝ （ｌｎ
Δ３

Δ
）狓，　　^狉＝

Δ＋Δ４

Δ３
，　　^狌＝－

Δ１Δ３

Δ
２
，　　^狏＝－

Δ２Δ３

Δ
２ ． （３３）

式（３３）中：Δ，Δ犻（犻＝１，２，３，４）由式（２５）定义．

特别地，取λ１＝－１，λ２＝－０．５，λ３＝－１，γ
（１）
１ ＝－１，γ

（２）
１ ＝０，γ

（１）
２ ＝－１．５，γ

（２）
２ ＝－２，γ

（１）
３ ＝３，γ

（２）
３ ＝

２，可得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孤子解，如图２所示．

（ａ）狋＝０时的狇^ （ｂ）狋＝０时的狉^

（ｃ）狋＝０时的狌^ （ｄ）狋＝０时的狏^

图２　式（３３）中的孤子解

Ｆｉｇ．２　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３３）

３）选取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初始解狇＝狉＝狌＝０，狉＝１，可得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一个精确

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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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 （ｌｎ
Δ３

Δ
）狓，　　^狉＝

Δ４

Δ３
，　　^狌＝－

－Δ１Δ３

Δ
２
，　　^狏＝－

（Δ－Δ２）Δ３
Δ
２ ． （３４）

式（３４）中：Δ，Δ犻（犻＝１，２，３，４）由式（２５）定义，且有

α
（１）
犼 ＝

λ
－１
犼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γ

（１）
犼 －γ

（２）
犼λ

－１
犼狓

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γ

（２）
犼λ

－１
犼

，

α
（２）
犼 ＝

γ
（２）
犼

ｅｘｐ（λ犼狓＋λ
２
犼狋）－γ

（２）
犼λ

－１
犼

烍

烌

烎
．

（３５）

　　４）选取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初始解狇＝狉＝狏＝０，狌＝１，可得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１）的一个精确

解，即

狇^＝ （ｌｎ
Δ３

Δ
）狓，　　^狉＝

Δ４

Δ３
，　　^狌＝

（Δ－Δ１）Δ３
Δ
２

，　　^狏＝－
Δ２Δ３

Δ
２ ． （３６）

式（３６）中：Δ，Δ犻（犻＝１，２，３，４）由式（２５）定义，且

α
（１）
犼 ＝

ｅｘｐ（犃犼）＋γ
（１）
犼 ｅｘｐ（犅犼）

η犼ｅｘｐ（犃犼）＋γ
（１）
犼 ｅｘｐ（犅犼）

，

α
（２）
犼 ＝

γ
（２）
犼

η犼ｅｘｐ（犃犼）＋γ
（１）
犼ξ犼ｅｘｐ（犅犼）

烍

烌

烎
．

（３７）

式（３７）中：η犼＝
λ犼＋ λ

２
犼槡 ＋４

２
；ξ犼＝

λ犼－ λ
２
犼槡 ＋４

２
；犃犼＝η犼狓＋（λ犼η犼＋１）狋；犅犼＝ξ犼狓＋（λ犼ξ犼＋１）狋．

３　结束语

通过引入谱问题的规范变换，构造出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的一个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选取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

程的４个平凡的初始解，应用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得到了它的４个精确解．在此基础上，适当选取参数，给出

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的两个孤子解，并画出了狋＝０时相应位势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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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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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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德国《数学文摘》（ＺｂｌＭＡＴ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期刊源　　·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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