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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钎焊磨粒测量系统中的

显微图像快速融合

陈俊英１，２，崔长彩１

（１．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集美大学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直观地表征钎焊砂轮表面磨粒的形貌，针对钎焊磨粒测量系统中显微镜头景深小，难于一次性清

晰成像的问题，提出基于聚焦评价函数的磨粒显微图像快速融合方法．以聚焦评价函数的最大值为依据判别

聚焦像素点，提取聚焦像素点颜色信息进行图像融合．针对特殊照明条件造成的融合误差进行误差补偿，对融

合结果呈现的雾化现象，采用暗通道先验法进行去雾处理．实验结果表明：单颗磨粒１３７幅１６００ｐｘ×１２００

ｐｘ显微图像融合过程用时５．１０ｓ；文中方法可快速、直观地表征钎焊砂轮表面磨粒形貌．

关键词：　钎焊磨粒；聚焦评价函数；图像融合；暗通道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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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是最常用的材料去除工艺，几乎占整个加工过程生产总成本的２０％～２５％
［１］．磨削加工是砂

轮表面磨粒与工件相互作用的过程［２?３］．其中，钎焊砂轮是磨削加工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磨具．研究人员需

要观测并直观表征钎焊磨粒形貌，以进一步指导钎焊砂轮加工工艺或辅助磨削机理研究，最终达到提高

磨削加工质量的目的［４］．钎焊砂轮磨粒和基体之间通过金属结合剂高温钎焊实现化学冶金结合，其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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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和出露高度一般较大，采用普通机器视觉方法难以观测到磨粒的形貌细节［５］．采用垂直层析扫描获

取显微图像序列，并从中提取视场中各点的高度值以实现三维重构是聚焦合成法的基本原理．该方法可

根据磨粒的尺度选择合适的放大倍数和层析间距，是钎焊磨粒较为适用的光学测量方法．基于聚焦合成

原理搭建测量平台，采集显微层析图像序列，由于显微镜头景深小，每幅显微图像仅能获得少量清晰成

像点，因此，需对层析显微图像进行快速融合，从而获得超景深的磨粒形貌．常见的图像融合算法有基于

空间域和基于变换域两类．像素级的灰度方差算子法、Ｓｏｂｅｌ梯度算子法、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法等
［６］空间域融

合方法直观且效率高，但融合图像对比度较低［７］．而空间域方法中基于区域分割的相关改进算法
［８］对图

像进行区域分解，提取出聚焦区域后再进行重构，其算法复杂度高．基于变换域的多尺度变换法
［９?１２］的

算法同样复杂．然而，钎焊磨粒出露于结合剂表面几十微米到几百微米，层析扫描的显微图像数量一般

多达几十至上百幅，如果采用复杂的融合算法，则计算量大、速度慢．本文采用像素级空域方法进行融

合，并通过暗通道先验技术进行去雾处理［１３］，最终快速获得超景深融合图像．

图１　显微镜物像关系

Ｆｉｇ．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ｅｎｓ

１　显微层析图像融合原理

聚焦合成法采用的显微镜头物像关系为

１

犳
＝
１

狌
＋
１

狏
． （１）

式（１）中：狌为物距；狏为像距；犳为焦距．

显微镜物像关系，如图１所示．移动显微镜头与

电荷耦合器件（ＣＣＤ）可使各层上的点依次聚焦成

像，镜头移动量就是聚焦成像各点相对于初始位置

的相对高度．采用聚焦评价函数评价某个像素点（狓，狔）在镜头移动过程中的聚焦程度，当该点聚焦时，

聚焦评价函数值（聚焦测度值）最大．

聚焦点包含高频信号，而离焦点为低频信号，故采用高通滤波算子提取高频聚焦信号．常见的算子

有基于梯度算子（ＧＲＡ）、基于拉普拉斯算子（ＬＡＰ）、基于小波算子（ＷＡＶ）、基于统计学算子（ＳＴＡ）、基

于离散余弦变换算子（ＤＣＴ）和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杂项算子（ＭＩＳ）．其中，ＬＡＰ各方面性能均具有优越

性［１４］．ＬＡＰ是像素点与邻域像素点二阶差分的和，其表达式为

犉（狓，狔，狀）＝狘４犵′（狓，狔，狀）－犵′（狓，狔＋狊，狀）－犵′（狓，狔－狊，狀）－

犵′（狓＋狊，狔，狀）－犵′（狓－狊，狔，狀）狘． （２）

式（２）中：犉（狓，狔，狀）为像素点（狓，狔）灰度值犵′（狓，狔，狀）的拉普拉斯变换值；狊为步长；狀为图像序列号．

显微图像融合原理，如图２所示．对于像素点（狓，狔），当其聚焦评价函数取得极大值时，其对应的图

像序列号为犽，则（狓，狔）的相对高度值为犽×Δ犺（Δ犺为扫描层析间隔）．此像素点的红、绿、蓝色彩值狉，犵，

犫存储于融合图像彩色通道数组犚，犌，犅中，遍历所有像素点，提取聚焦点高度信息生成三维点云实现

重构，提取聚焦点颜色信息生成融合图像犐（狓，狔），则在三维形貌测量的同时，完成图像融合．

图２　显微图像融合原理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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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测量与融合系统的原理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钎焊砂轮表面磨粒形貌测量与图像融合系统

磨粒形貌测量与图像融合过程需进行垂直扫描，故测量系统

需要一个垂直方向（犣向）的运动控制．为了精确获取镜头与ＣＣＤ

移动量，应配置犣向位移反馈．此外，系统还应配备轴向方向（犢

向）的运动控制和位移反馈，以及砂轮转动装置与转动反馈．

测量与融合系统的原理，如图３所示．砂轮表面全场所有磨

粒均可通过运动控制移动到显微镜头的视场中，通过系统反馈，

可获取磨粒的位置信息，最终实现砂轮表面全场测量．

钎焊磨粒出露于结合剂表面，呈现出复杂的形貌．由于显微

测量采用同轴光照明，磨粒多面体形状中的侧面区域使光反射在

孔径角外，光学系统接收不到侧面反射光，造成这些点成像失败．

因此，需要外加光纤冷光源，使侧面区域反射光进入光学系统．然而，外加光源在改善侧面区域照明的同

时，也带来磨粒表面、金属结合剂表面的强反射现象，由于强反射光中多为偏振炫光，故在测量系统中应

图４　实验平台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采用偏振片滤除．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实验平台的搭建

搭建的实验平台，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犢，犣轴位移由滚

珠丝杆与步进电机驱动，步进分辨率为１μｍ，均配备直线光栅

进行位置反馈，分辨率为０．１μｍ；砂轮转动由步进电机驱动，

转动圆光栅反馈分辨率为０．００１°；显微镜头放大倍数为３５０

倍，横向分辨率为０．６７μｍ；镜头景深值小于５μｍ；犣向层析

间距应小于２．５μｍ，以确保纵向测量精度小于５μｍ．图像序

列号狀分别为１０，５０，９０时的层析图像，如图５所示．

（ａ）狀＝１０　　　　　　　　　　　（ｂ）狀＝５０　　　　　　　　　　　　（ｃ）狀＝９０

图５　显微图像系列中的典型图像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３．２　图像融合及融合误差补偿

由式（２）可知，拉普拉斯变换为像素点与相邻狊的像素点进行的差分运算，由于相邻像素点的点扩

散函数之间互相干扰，引起多极值现象，不利于极值点的提取［１５］．因此，常采用改进的拉普拉斯算子，即

步长狊＞１．然而，步长狊太大会造成信号的过度平滑．由于狊＝３的重构精度评价指标（犙ｒ）优于其他选

值［１４］，故选择狊＝３作为拉普拉斯变换步长．同时，狊＝３也是三维形貌测量与重构所采用的拉普拉斯变

换步长．文中图像融合算法与高度测量重构可同时进行，仅需增加聚焦点颜色信息读取的运行时间，无

需采用如小波变换等方法在变换域进行融合运算再进行反变换的复杂运算，也无需增加额外的硬件支

持．图像融合误差分析与补偿，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犉（狓，狔，狀）为聚焦测度．

由于钎焊砂轮的结合剂为金属材质，在显微测量条件下，强反射引起少量区域曝光现象难以避免，

这些像素点始终不能清晰成像，融合效果图（圆形虚线框）呈现明显的融合误差，如图６（ａ）所示．提取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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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与正常像素点的聚焦测度曲线，如图６（ｂ）所示．由图６（ａ），（ｂ）可知：（狓１，狔１）为误差点，犉（狓１，狔１，

狀）聚焦测度值偏小，且无单值尖峰；（狓２，狔２）为正常点，聚焦测度曲线呈现明显的单值尖峰．根据聚焦测

度最大值的特征，采用阈值将正常区域与异常区域进行区分，如图６（ｃ）所示．对于分割出的异常像素

点，取该像素点层析序列图像狉，犵，犫的均值．误差补偿结果，如图６（ｄ）所示．由图６可知：融合效果满足

直观表征磨粒的要求，但有一定的对比度不足和雾化现象．因此，需进一步进行去雾算法处理，以获得更

好的图像效果．

　　　（ａ）图像融合结果　　　　　　　　　　　 　（ｂ）正常与误差点的聚焦测度曲线

　（ｃ）正常点与误差点的区分 　　　　　　　　　　　　（ｄ）误差补偿后的图像效果　

图６　融合误差分析与补偿

Ｆｉｇ．６　Ｆｕｓ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３．３　暗通道先验去雾处理

由于磨粒突出于结合剂，图像中结合剂过渡到磨粒的区域照明光线弱，形成暗通道区域，故采用一

种基于暗通道先验的去雾算法对融合图像进行去雾处理［１３，１６］．有雾化现象的图像数学模型为

犐（狓，狔）＝犑（狓，狔）狋（狓，狔）＋犃（１－狋（狓，狔））． （３）

式（３）中：犐（狓，狔）为需进行去雾处理的融合磨粒图像；犑（狓，狔）为生成的无雾图像；犃为光成分；狋（狓，狔）为

透射率．

求得犃与狋（狓，狔），即可获得无雾图像犑（狓，狔）．

对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犚，犌，犅分量的最小值进行最小值滤波，获得暗通道图．由暗通道先验理论可

知，无雾图像的暗通道图趋于０．据此理论推导，可得透射率预估值珓狋（狓，狔）为

珓狋（狓，狔）＝１－ω· ｍｉｎ
狔∈Ω（狓，狔）

ｍｉｎ
犮

犐犮（狓，狔）

犃（ ）（ ）犮 ． （４）

式（４）中：犮为犚，犌，犅通道；Ω（狓，狔）是以像素（狓，狔）为中心的一个窗口；ω为保留少量雾化引入的因子，

ω＝０．９５．

犃值按以下规则进行估算：１）在暗通道图中，按亮度大小取前０．１％的像素；２）从这些像素位置，

在原始有雾图像犐（狓，狔）中提取这些点中亮度最大值的像素点的犚，犌，犅值，其均值即为犃值．

由于珓狋（狓，狔）很小时，可能导致白场，故设置一个阈值狋０，当珓狋（狓，狔）值小于狋０ 时，珓狋（狓，狔）＝狋０，取狋０＝

０．１．最终的去雾恢复公式为

犑（狓，狔）＝
犐（狓，狔）－犃
ｍａｘ（狋（狓，狔），狋０）

＋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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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去雾处理结果

Ｆｉｇ．７　Ｈａｚ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

　　去雾处理结果，如图７所示．

３．４　对比分析

将文中方法与其他图像融合方法的运行时间进行对比，

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狋为时间；ＰＣＡ为主成分分析法；ＧＦＦ为

导引滤波法；Ｍｕｌｔｉ?ＧＦＦ为多尺度导引滤波法；ＧＩＦ为综合几

种图像融合方法的一种应用的简称［１２］．

文中方法基于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３?４１３０ＣＰＵ，１２Ｇ内

存，Ｗｉｎ７，ＶＳ２０１０，单颗磨粒１３７幅１６００ｐｘ×１２００ｐｘ显微

图像融合过程用时５．１０ｓ，平均每幅图像融合时间为０．０４ｓ．

在文献［１２］中，每组有２幅图像，文中方法处理２幅图像的时

间为０．０８ｓ．由此可知，采用基于拉普拉斯聚焦评价函数的空域方法更直观、高效、快速．

表１　融合算法运行时间对比

Ｔａｂ．１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参数 ＰＣＡ 文献［１２］方法 ＧＩＦ ＧＦＦ Ｍｕｌｔｉ?ＧＦＦ 文中方法

狋／ｓ １．５９ ８．４０ ０．５８ １．０４ １．５０ ０．０８

　　磨粒分布位置和出露高度，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犡 为圆周方向；犢 为轴向方向．部分融合后的超景

深磨粒图像，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磨粒１和磨粒１７顶端破碎；磨粒２３和磨粒２６晶型完整；磨粒２４

和磨粒２５位置靠近黏连团聚（虚线框）；磨粒２０根部断裂；磨粒１０横向断裂．这些磨粒中，磨粒２５出露

高度大，其顶端与工件相互作用发生磨损，而磨粒２０发生了根部断裂，出露高度最小．

（ａ）被测量样本区间　　　　　　　　　　　（ｂ）磨粒序号与分布位置　　

图８　样本区间及磨粒位置

Ｆｉｇ．８　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磨粒１　　　　　　　（ｂ）磨粒１７　　　　　　　（ｃ）磨粒２４　　　　　　　（ｄ）磨粒２５

（ｅ）磨粒２３　　　　　　　（ｆ）磨粒２６　　　　　　　（ｇ）磨粒２０　　　　　　　（ｈ）磨粒１０

图９　部分磨粒形貌

Ｆｉｇ．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ｇｒａｉｎｓ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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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采用聚焦评价函数进行显微图像的快速融合，获得磨粒超景深显微图像．研究钎焊磨粒的形貌特殊

性，并提出有效的照明改善方案．分析图像融合的误差原因，并进行误差补偿；对融合结果呈现的对比度

较低及雾化现象，采用暗通道先验算法进行去雾处理，最终获得满足直观表征要求的磨粒超景深显微图

像．搭建闭环控制测量系统，基于测量系统的运动反馈，可在获得融合图像的同时，获得磨粒位置．结果

表明：文中方法可以快速、有效、直观地表征钎焊砂轮表面磨粒．今后将对文中方法测量其他工艺制作的

砂轮的适用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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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数字图像处理的机制砂

粒度级配检测方法

蔡园园１，房怀英１，余文１，黄文景２，林伟端２，杨建红１

（１．华侨大学 机电装备过程监测及系统优化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针对振动筛分法存在筛网破裂和颗粒原有尺寸损坏的不足，开发一套机制砂检测系统．基于数字图像

处理的方法，系统提取颗粒的轮廓特征．研究不同的等效粒径表征算法，并采用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短径作为等效

粒径．对花岗岩和石灰石两种材质的机制砂进行重复性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去除粉尘对降低测量误差有重要

作用；系统测量的各粒度区间体积比与筛分法最大误差为３．２６％，最大重复性误差为１．８０％；细度模数与筛

分法最大误差为０．０８，最大重复性误差为０．０４；花岗岩粒测量结果比石灰石更接近筛分法．

关键词：　机制砂；数字图像处理；等效粒径；粒度级配；筛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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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国内天然砂资源逐年减少，为保护有限的资源，采用机制砂代替天然砂．为了

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１］，需要对机制砂的生产质量进行监测．传统检测集料粒度的方法是振动筛分法，

属于接触式测量，筛分过程中，砂石产生碰撞易损坏其原有的粒度，且粒度较小的颗粒易造成筛网堵塞，

筛分精度会受粒形影响，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图像分析法采用的是非接触式测量，能准确地测量机制

砂的粒度，避免砂石原有尺寸被破坏．Ｃｈｅｎ等
［２］提出一种在线视觉测量的方法，主要测量粒径为１～３

ｍｍ的颗粒．Ｙａｎｇ等
［３］提出一种在线检测机制砂颗粒粒径粒形的装置，能实时无接触地对粗骨料颗粒

进行监测．Ｈａｍｚｅｌｏｏ等
［４］发现以机制砂颗粒的最大内切圆直径作为粒径，测得结果与筛分法误差较小．

对纳米级颗粒，主要采用激光测量其粒度［５?６］．对机制砂颗粒，多以等效椭圆短径作为其粒度的表征方

法［７?９］．Ｚｈｅｎｇ等
［１０］介绍一种立体摄影的粒度表征方法，能测量颗粒厚度．Ｂａｐｔｉｓｔａ等

［１１］提出一种新算

法，评估沙质海岸中沉积物尺寸．Ｂａｇｈｅｒｉ等
［１２］引入不规则颗粒尺寸和形状的新策略，分析体积、表面积

和各种形状的描述符［１３］．陈红等
［１４］利用红绿蓝（ＲＧＢ）图像，提高灰度等级和边缘灰度梯度．吴金辉

［１５］

设计一种通过电容传感器测量机制砂含水率（质量分数）的方法，根据物料电容的变化，测得含水率．陈

琦［１６］发现在机制砂混凝土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石粉能明显提高混凝土的坍落度，改善混凝土的粘聚性

和保水性．然而，上述方法基本上都只研究一个参数，没有用整套的测量系统测量完整的级配料．本文开

发一种机制砂测量系统，能够同时测量机制砂不同特性参数．

１　检测系统与表征方法

１．１　测量平台

机制砂测量系统的硬件主要包括含水率检测模块、粒度粒形检测模块、除粉模块和回收模块．含水

率检测模块包括计量翻转装置和烘干装置，烘干后的机制砂由翻转装置翻转进入粒度粒形检测模块；粒

度粒形检测模块包括振动给料器、分散管和暗箱，振动给料器将机制砂连续传送到分散管，使颗粒达到

均匀分散的效果，通过分散管的颗粒进入暗箱中进行图像采集，暗箱包括发光二极管（ＬＥＤ）背光源、镜

头和工业相机；回收模块回收检测完的机制砂．检测系统的整体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检测系统装置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ｉｃｅ

１．２　机制砂级配表征

依据国家标准筛分法中颗粒级配的定义，颗粒的分级是通过每个筛网中残余的质量进行分级．机制

砂在各个粒度区间［犪犻，犪犻＋１］（单位：ｍｍ）的分计筛余率（犃）的计算式为

犃＝
犿
犿ｔ
×１００％ ＝ρ

犞ｍ

ρ犞Ｍ

×１００％ ＝
犞ｍ

犞Ｍ

×１００％． （１）

式（１）中：犿为各号筛上的筛余质量；犿ｔ为待测机制砂的总质量；ρ为密度；犞ｍ 为各号筛上砂的体积；犞Ｍ

为总体积．

图像分析法测量颗粒级配时，由于无法直接得出颗粒质量，对于同一物质而言，可用颗粒的等效体

积间接表征颗粒质量．

１．２．１　等效粒径表征　在评价一个标准形状物体如标准圆、标准小球的大小时，只需直径这一特征参

数，但对于一些不规则的颗粒，单一的参数无法真实地表征其粒径．对于机制砂颗粒等效粒径的表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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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３种不同的费雷特（Ｆｅｒｅｔ）直径算法进行研究，如图２所示．

（ａ）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直径　　　　　（ｂ）过质心最短Ｆｅｒｅｔ直径　　　　　（ｃ）Ｆｅｒｅｔ短径　

图２　３种不同的Ｆｅｒｅｔ径算法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ｆＦｅｒｅ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将颗粒等效为椭圆，如图２（ａ）所示．图２（ａ）中：椭圆的长轴犪为颗粒的最大Ｆｅｒｅｔ直径；短轴犫为

椭圆Ｆｅｒｅｔ短径．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短径（犇）是与有相同面积的、长轴与最大Ｆｅｒｅｔ径相等的椭圆所对应的

短轴，其计算式为

犇＝
４犛

π×犪
． （２）

式（２）中：犛为颗粒投影面积；犪为颗粒最大Ｆｅｒｅｔ直径．

过质心的最短Ｆｅｒｅｔ径算法，如图２（ｂ）所示．通过颗粒的中心（狓０，狔０），任何方向上的直径都称为

Ｆｅｒｅｔ直径．选颗粒中垂直于狓轴的Ｆｅｒｅｔ直径为起点，每相隔５°计算一次颗粒Ｆｅｒｅｔ直径．选取的Ｆｅｒｅｔ

直径与颗粒相交于（狓１，狔１）和（狓２，狔２）两点，若这两点间的距离最短，则这段距离被称为过质心的Ｆｅｒｅｔ

短径（犡Ｆｅｒｅｔ），其计算式为

犡Ｆｅｒｅｔ＝ （狓１－狓２）
２
＋（狔１－狔２）槡

２． （３）

　　Ｆｅｒｅｔ短径算法，如图２（ｃ）所示．Ｆｅｒｅｔ短径又称为卡尺距离，它是一种物体沿某一方向测量的尺

寸．一般该度量方法被定义为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这两个平行面需要卡住物体，并垂直于指定的方

向．在０°～１８０°间选取与颗粒相切的平行线，求出平行线之间最小的距离，则为Ｆｅｒｅｔ短径．

１．２．２　投影面积　计算颗粒的投影面积需要提取颗粒轮廓，如图３所示．由于颗粒轮廓是由轮廓上每

一个像素点中心连接而成，而实际采集到的像素点有长度和宽度，颗粒轮廓内的面积比颗粒的实际投影

面积要小．颗粒轮廓内的面积，如图４所示．颗粒总面积，如图５所示．为了能够真实反映颗粒的投影面

积大小，在二值图中，以直接计算颗粒所占像素点的个数作为颗粒的投影面积．

　图３　颗粒轮廓　　　　　　　　　图４　颗粒轮廓面积　　　　　　　　图５　颗粒总面积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　　　　Ｆｉｇ．４　Ａｒｅａ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Ｆｉｇ．５　Ｔｏ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３　机制砂形态质量表征方法　根据国家标准
［１］，机制砂的粒径等级是由方孔筛的尺寸决定的．筛

分后，某号筛网上余留的颗粒质量与总质量的比值称为分计筛余率；某号筛的分计筛余率与大于该号筛

的各筛分计筛余率的总和，称为累计筛余率．机制砂的细度模数（犕ｘ）计算式为

犕ｘ＝
（犃２＋犃３＋犃４＋犃５＋犃６）－５犃１

１００－犃１
． （４）

式（４）中：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５，犃６ 分别为４．７５，２．３６，１．１８，０．６０，０．３０，０．１５筛网的累计筛余率．

由于测量的机制砂需要测定含水率和含粉量（质量分数），所以在整个测量装置中添加了两个计量

翻转装置，分别用来计量机制砂不同状态下的质量．将待测的机制砂倒入检测装置中，由计量翻转装置

９６５第５期　　　　　　　　　　蔡园园，等：采用数字图像处理的机制砂粒度级配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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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图１）称出其质量为犿１，在加热系统中加热１０ｍｉｎ，待水分完全蒸发后，由计量翻转装置１再次称出

其质量为犿２，通过两次称出的质量差值，可以得到含水率．含水率（犣）的计算式为

犣＝
犿１－犿２
犿１

×１００％． （５）

式（５）中：犿１ 为烘干前质量，ｇ；犿２ 为烘干后的质量，ｇ．

烘干后的机制砂进入粒度粒形检测模块进行检测，在该模块中设有除粉装置，检测完后的机制砂进

入回收模块中的计量翻转装置２，通过该装置称出其质量为犿３．根据除粉前、后的质量差值可以得到机

制砂的含粉量，含粉量（犠）的计算式为

犠 ＝
犿２－犿３
犿２

×１００％． （６）

式（６）中：犿３ 为除粉后的质量，ｇ．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对于设计的机制砂粒度级配、含水率、含粉量检测系统，首先，将３种不同等效粒径方法与筛分法进

行对比，选取最接近筛分法的等效粒径方法；其次，研究机制砂粉量去除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最后，对不

同材质的机制砂进行重复性实验，验证检测系统的准确度．

２．１　不同粒度表征参数

实验所需的机制砂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市花岗岩，依据ＪＴＧＥ４２－２００５《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１７］

进行筛分，将筛分得到的单级料依据文献［１］中国家二区曲线的标准，分别配制犕ｘ 为２．８和２．６的级

配料，并通过实验，选择最佳粒径表征参数．

提出３种不同的表征等效粒径的方法，并分别对其进行实验验证，将结果与国标筛分法进行对比．

不同犕ｘ的机制砂粒径（犾）?通过率（η）曲线，如图６所示．

（ａ）犕ｘ＝２．６　　　　　　　　　　　　　　　　　（ｂ）犕ｘ＝２．８　

图６　不同犕ｘ 的机制砂粒径?通过率曲线

Ｆｉｇ．６　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ａｄ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犕ｘ

由图６可知：Ｆｅｒｅｔ短径算法曲线均在筛分法曲线的上方，当机制砂粒径为２．３６～４．７５ｍｍ时，该

曲线的斜率小于筛分法曲线的斜率，表明Ｆｅｒｅｔ短径算法的颗粒含量（体积分数）小于筛分法；Ｆｅｒｅｔ短

径与卡住颗粒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有关，且受颗粒形状影响，因此，细长形大颗粒粒径偏小；犕ｘ 越小，

粒径为２．３６～４．７５ｍｍ的颗粒含量越少．因此，粒径区间为２．３６～４．７５ｍｍ的颗粒粒径测量值偏小，

被计算到粒径区间为１．１８～２．３６ｍｍ中．由于犕ｘ越小，影响越大，因此，相较于犕ｘ 为２．８的机制砂，

犕ｘ为２．６的机制砂在粒径为２．３６～４．７５ｍｍ时的体积分数明显偏小，而在粒径为１．１８～２．３６ｍｍ时

的体积分数明显偏大．

过质心最短Ｆｅｒｅｔ径算法在表征颗粒粒径时，小颗粒占像素点较少，造成计算结果不准确，使粒径

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的颗粒含量小于筛分法；大颗粒棱角较明显．在选择质心时，受颗粒形状影响，粒径

为２．３６～４．７５ｍｍ的颗粒含量小于筛分法，而粒径区间为０．６０～１．１８ｍｍ和１．１８～２．３６ｍｍ的颗粒

棱角并不明显，颗粒形状对结果影响较小．由于粒径区间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和２．３６～４．７５ｍｍ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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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变少，导致粒径为０．６０～１．１８ｍｍ的颗粒含量变多（图６（ａ）），粒径为１．１８～２．３６ｍｍ的颗粒含量

变多（图６（ｂ））．

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径算法是将颗粒等效成一个椭圆，将等效的椭圆短轴作为等效粒径．该方法减小了

颗粒形状对粒径计算的影响，且计算结果最接近国家标准筛分法，所以，选用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径作为等

效粒径的表征参数．

２．２　含粉量

在测量系统中加入除粉装置去除粉尘，通过实验检验除粉模块去除粉尘的效果，并验证去除粉尘对

降低测量误差的重要性．实验的机制砂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花岗岩，配制犕ｘ 为２．８的级配料，在配

制的过程中，人为加入粉尘颗粒（犾＜０．１５ｍｍ）．一组在检测过程中打开除粉装置；另外一组则关闭除粉

装置．检测得到当除粉装置打开或关闭时，不同粒径区间所得颗粒的筛余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Δ开、Δ关 分别为筛分法所测结果与打开或关闭除粉装置时所测结果的误差．

表１　除粉装置打开或关闭时的筛余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ｗｄｅ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　

项目
犾／ｍｍ

２．３６～４．７５ １．１８～２．３６ ０．６０～１．１８ ０．３０～０．６０ ０．１５～０．３０
犠

筛分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７．８０ １１．２０ １０．００

除粉装置开 １０．５４ ２８．７２ ２３．７１ １７．９９ ８．３９ １０．６５

除粉装置关 ９．９７ ２７．１３ ２４．５５ ２０．６０ １４．６０ １．００

Δ开 －１．４６ ２．７２ ０．７１ ０．１９ －２．９０ ０．６５

Δ关 －２．０３ １．１３ １．５５ ２．８０ ３．４０ －９．００

　　由表１可知：除粉装置关闭时，仍能检测到１％的含粉量，这是由于粉尘分散不均匀，且易吸附在其

他颗粒上，使相机采集到的真实粉尘颗粒偏少，导致识别出的粉尘（犾＜０．１５ｍｍ）颗粒明显变少；除粉装

置打开时，检测到机制砂的含粉量与实际含粉量误差为０．６５％．因此，打开除粉装置不仅达到了去除粉

尘的目的，还使检测到的机制砂含粉量误差相对较小．

在检测颗粒含量时，除粉装置是否打开对粒径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颗粒的影响最大．对粒径区间为

０．１５～０．３０ｍｍ的颗粒，在除粉装置打开时，图像法的检测结果与筛分法所测结果的误差为－２．９０％；

在除粉装置关闭时，误差为３．４０％．由此可知，关闭除粉装置会使该粒径范围的含量急剧增加，这是因

为粉尘在没有去除时易汇聚成团，使得图像分析法测量时，将成团的粉尘误识别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的

颗粒，从而导致该范围内的颗粒含量增多．因此，关闭除粉装置会使图像分析法测量的误差偏大，含粉量

越增加，影响越明显；检测系统中加入除粉装置能够降低图像分析法测量的误差，且能有效去除粉尘．

２．３　不同材料的机制砂级配料

分别选用两种不同材料的机制砂进行实验，验证检测系统的精度和重复性．选择的机制砂来源于福

建省泉州市花岗岩和山东省济南市石灰石．将机制砂配制成犕ｘ为２．８，每种砂样各３份，进行３次重复

性实验，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Δｍａｘ为３次实验结果与筛分法的最大误差；Δ重复性为３次重复性实

验的误差．

由表２可得以下５点结论．

１）粒径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花岗岩的颗粒含量小于筛分法，而石灰石的颗粒含量大于筛分法．这是

因为花岗岩主要成分是石英，具有一定的透光性，粒径较小的颗粒在测量过程中，被光源发出的光直接

穿透而没有反射至相机，所以没有采集到该颗粒的图像；而石灰石的透光性较差，颗粒轮廓呈现较明显．

２）粒径大于０．３０ｍｍ的石灰石各粒度区间测量值基本都小于筛分法．因为石灰石颗粒形状不规

则，且较细长，导致等效椭圆长轴偏长．由式（２）可知：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短径会偏小．颗粒粒径越小，颗粒

形状越不明显，影响越小．

３）粒径为０．６０～１．１８ｍｍ和１．１８～２．３６ｍｍ的花岗岩的颗粒含量大于筛分法，其余均小于筛分

法；粒径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的石灰石的颗粒含量大于筛分法，其余基本都小于筛分法．花岗岩的犕ｘ 更

接近筛分法，其最大误差为０．０３，石灰石的最大误差为０．０８．根据式（１），粒度区间的筛余率越大，对犕ｘ

影响越大．由于花岗岩大颗粒占比偏多，而石灰石小颗粒占比偏多，故花岗岩的犕ｘ 都大于石灰石．由于

１７５第５期　　　　　　　　　　蔡园园，等：采用数字图像处理的机制砂粒度级配检测方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粒径大于０．３０ｍｍ的石灰石的颗粒含量基本偏小，使其犕ｘ明显小于筛分法．

表２　不同材料的筛余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项目
犾／ｍｍ

２．３６～４．７５ １．１８～２．３６ ０．６０～１．１８ ０．３０～０．６０ ０．１５～０．３０
犠 犕狓

筛分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７．８０ １１．２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０

花
岗
岩

实验１ ８．７４ ２９．２０ ２４．９１ １７．６７ ８．０６ １１．４４ ２．７９

实验２ ９．３７ ２８．９７ ２４．７０ １７．６４ ８．１３ １１．１９ ２．８０

实验３ １０．５４ ２８．７２ ２３．７１ １７．９９ ８．３９ １０．６５ ２．８３

Δｍａｘ －３．２６　 ３．２０ １．９１ ０．１９ －３．１４　 １．４４ ０．０３

Δ重复性 １．８０ ０．４８ １．２０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７９ ０．０４

石
灰
石

实验１ １１．１６ ２５．２０ ２１．７４ １７．７８ １３．９４ １０．１８ ２．７２

实验２ １１．３５ ２５．０２ ２１．３６ １７．５４ １４．６５ １０．０８ ２．７２

实验３ １２．４２ ２４．６４ ２１．１６ １７．２０ １４．４１ １０．１７ ２．７３

Δｍａｘ －０．８４　 －１．３６　 －１．８４　 －０．６０　 ３．４５ ０．１８ －０．０８　

Δ重复性 １．２６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７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４）花岗岩和石灰石的最大重复性误差出现在粒径区间２．３６～４．７５ｍｍ，分别为１．８０％和１．２６％．

因为相机采集到的颗粒信息会受颗粒下落姿态的影响，不同下落姿态提取的轮廓面积和等效粒径都不

同．该区间内的颗粒较大，且自由落体下落，各面姿态差异大，故该粒径区间的重复性误差较大．

５）花岗岩的测量值更接近筛分法，石灰石的整体值小于筛分法．与筛分法相比，花岗岩在粒径区间

为２．３６～４．７５ｍｍ测量值的误差最大，为３．２６％；重复性误差为１．８０％；犕ｘ 误差最大，为０．０３．同样，

石灰石在粒径为０．１５～０．３０ｍｍ测量值误差最大，为３．４５％；在粒径为１．１８～２．３６ｍｍ的重复性误差

为１．２６％；犕ｘ误差最大，为０．０８．

３　结论

针对振动筛分法存在筛网破裂和损坏颗粒原有尺寸的不足，设计一种机制砂检测系统，并对其进行

试验，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不同粒度表征算法对比实验表明：采用等效椭圆Ｆｅｒｅｔ径作为机制砂颗粒的等效粒径，测量结果

更加接近国家标准筛分法．

２）含水率检测和除粉装置使待测的机制砂能够保持干燥的状态，更有利于分散管对机制砂进行分

散，颗粒不会粘连而影响测量结果，同时，也排除了机制砂中粉尘对测量的干扰．

３）实验研究了机制砂粒度测量的精度和重复性，花岗岩材料测得的细度模数 犕ｘ 普遍大于石灰

石．对于单粒度区间，与筛分法相比，其最大误差为３．２６％，最大重复性误差为１．８０％；犕ｘ 的最大误差

为０．０８，重复性误差为０．０４．由于颗粒形状的影响，花岗岩粒形较圆润，石灰石棱角较明显，所以，测得

的花岗岩实验结果更接近于筛分法．

该检测系统具有检测速度快、采用非接触测量、不会破坏颗粒的原有形状等优点，能够用于制砂设

备检测机制砂的质量，并在实际工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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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第５期　　　　　　　　　　蔡园园，等：采用数字图像处理的机制砂粒度级配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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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车辆稳定性的模型预测

路径跟踪方法

李军１，２，唐爽１，２，周伟１，２

（１．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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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针对目前车辆路径跟踪控制大多集中于跟踪的精确性，却忽略车辆行驶稳定性的问题，提出一种考虑

车辆稳定性的模型预测路径跟踪方法．首先，以简化后的车辆动力学模型为基础，推导线性时变路径跟踪预测

模型，增添表征车辆稳定性的质心侧偏角等约束条件；然后，对二次规划进行求解，添加向量松弛因子解决计

算中出现的无解问题；最后，通过Ｃａｒｓｉｍ和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联合仿真对文中方法进行验证．仿真结果表明：

基于文中所提方法设计的控制器能够在不同车速、不同附着系数下，保证跟踪参考路径较为精确的同时，还可

以保证车辆的稳定性．

关键词：　预测控制；路径跟踪；智能车辆；车辆稳定性；自动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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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跟踪是实现自动驾驶的一项关键技术，它通过控制器控制车辆沿着预定的路径行驶，使跟踪达

到相应的精确度［１?２］．目前，国内外关于路径跟踪的研究可分为无车辆模型和有车辆模型
［３?１３］两种．谭宝

成等［３］提出将改进增量式ＰＩＤ控制算法运用到路径跟踪上，使车辆可以较精准地在参考路径上行驶．

周东癉等［４］在二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线性二次型最优状态控制（ＬＱＲ）对车辆实行路

径跟踪控制．尹晓丽等
［５］就复杂路况下的车辆路径跟踪问题，搭建有横向干扰车辆运动学模型，设计切

换控制算法以实现对车辆路径跟踪控制．赵治国等
［６］基于道路模型，建立粒子群多目标优化算法的路径

跟踪控制器，提高了车辆路径跟踪的精度．侯忠生等
［７］根据坐标补偿的无模型自适应控制方法，使小车

能够精确地跟踪路径，但该方法只能运用在较低速泊车．段建民等
［８］采用一种ＰｕｒｅＰｕｒｓｕｉｔ车辆的路径

跟踪控制系统，提升了路径跟踪的精确性，但在较高速度下进行路径跟踪时，其鲁棒性差．模型预测控制

算法也逐渐应用于智能车辆控制领域［９?１５］．车辆系统具有复杂的非线性，且行驶时存在外界干扰
［１６］，在

湿滑弯道转向时，不仅要保证车辆路径跟踪的精度，还需保证车辆行驶的稳定性，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只

关注路径跟踪的精度．因此，对路径跟踪的精度和车辆的稳定性两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

文在现有模型预测控制算法的基础上，引入车辆横向动力学约束和向量松弛因子，以实现智能车辆对期

望路径更高的跟踪精度，同时保证车辆的稳定性．

１　车辆动力学模型

由于车辆模型的高复杂度会增加计算时间，为了让车辆能精确跟踪目标路径又不失稳，在建立模型

前，作以下３点假设以简化模型，提高计算效率．１）不考虑车辆狕轴向的运动，且行驶路面是平坦的；２）

前、后轴的轮胎各取一个（左、右轮相同）化为单轨模型，且认为轮胎侧偏角处于线性区；３）不考虑悬架

图１　三自由度车辆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ｅｇｒｅ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ｏｄｅｌ

运动、空气动力学因素．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包含横摆、侧向、纵向运

动在内的三自由度车辆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犉ｃ，ｆ，

犉ｃ，ｒ为前、后轮侧向力；犉ｌ，ｆ，犉ｌ，ｒ为前、后轮纵向力；犉狓，ｆ，

犉狓，ｒ为前、后轮在狓轴所受力；犉狔，ｆ，犉狔，ｒ为前、后轮在狔

轴所受力；δｆ为前轮转角；φ为横摆角速度；犪，犫分别为

前、后轴到质心的距离；狓，狔分别为车辆纵向、侧向速

度．该模型可表示为

犿（̈狓－狔φ）＝２犉ｌ，ｆｃｏｓδｆ－２犉ｃ，ｆｓｉｎδｆ＋２犉ｌ，ｒ，

犿（̈狓＋狓φ）＝２犉ｌ，ｆｓｉｎδｆ＋２犉ｃ，ｆｃｏｓδｆ＋２犉ｃ，ｒ，

犐狕̈φ＝２犪（犉ｌ，ｆｓｉｎδｆ＋犉ｃ，ｆｃｏｓδｆ）－２犫犉ｃ，ｒ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狓，̈狔分别为车辆纵向、侧向加速度；犉ｌ，ｆ＝犆ｌ，ｆ犛ｆ，犉ｌ，ｒ＝犆ｌ，ｒ犛ｒ，其中，犆ｌ，ｆ，犆ｌ，ｒ为前、后轮的纵向刚

度，犛ｆ，犛ｒ为前、后轮滑移率；犐狕 为绕狕轴的转动惯量；根据简化假设，犉ｃ，ｆ，犉ｃ，ｒ可表示为

犉ｃ，ｆ＝犆ｃ，ｆδｆ－
狔＋犪φ（ ）狓

，　　犉ｃ，ｒ＝犆ｃ，ｒ
犫φ－狔（ ）狓

． （２）

式（２）中：犆ｃ，ｆ，犆ｃ，ｒ分别为前、后轮的侧偏刚度．

为了准确描述车辆的运动状态，将车身坐标系与大地坐标系联系起来，即有

犢＝狓ｓｉｎφ＋狔ｃｏｓφ，　　
犡 ＝狓ｃｏｓφ－狔ｓｉｎφ． （３）

式（３）中：φ为横摆角；
犡，犢分别为大地坐标系下的纵向、侧向速度．

一般情况而言，车辆的δｆ较小，合并式（１）和式（３）后，可表示为

狓̈＝狔φ＋
２

犿
犆ｌ，ｆ犛ｆ－犆ｃ，ｆδｆ－

狔＋犪φ（ ）狓
δｆ＋犆ｌ，ｆ犛［ ］ｆ ，

狔̈＝－狔φ＋
２

犿
犆ｌ，ｆ犛ｆδｆ－犆ｃ，ｆδｆ－

狔＋犪φ（ ）狓
－犆ｃ，ｒ

狔－犫φ［ ］狓
，

¨
φ＝

２犪
犐狕
犆ｌ，ｆ犛ｆδｆ＋犆ｃ，ｆδｆ－

狔＋犪φ（ ）［ ］狓
＋
２犫
犐狕
犆ｃ，ｒ
狔－犫φ
狓

，

犢＝狓ｓｉｎφ＋狔ｃｏｓφ，　　
犡 ＝狓ｃｏｓφ－狔ｓｉｎφ

烍

烌

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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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型预测控制器

２．１　线性化模型及预测方程

非线性模型因复杂程度高、计算时间长等缺点，不仅会使路径跟踪精度下降，严重时还会失去跟踪

能力．因此，将式（４）线性化，并写出线性时变状态方程，即

ξｄｙｎ ＝犃ｄｙｎ（狋）ξｄｙｎ（狋）＋犅ｄｙｎ（狋）狌ｄｙｎ（狋），　　η（狋）＝犆ξｄｙｎ（狋）． （５）

式（５）中：ξｄｙｎ＝（狔，狓，φ，

φ，犢，犡）

Ｔ 为系统状态量；狌ｄｙｎ＝［δｆ］为控制量；犃ｄｙｎ（狋），犅ｄｙｎ（狋）分别为状态方程对

ξｄｙｎ，狌ｄｙｎ的雅克比矩阵；犆 ［ ］＝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η（狋）＝［犢，φ］为系统输出量．

将式（５）离散化为

ξ（犽＋１）＝犃犽，狋ξ（犽）＋犅犽，狋狌（犽），　　狔（犽）＝犆ξ（犽）． （６）

　　将式（６）引入增量模型后，表示为

Δξ（犽＋１）＝犃犽，狋Δξ（犽）＋犅犽，狋Δ狌（犽），　　狔（犽）＝犆Δξ（犽）． （７）

式（７）中：犃犽，狋＝犐＋犜犃ｄｙｎ（狋），犜为采样周期，犐为单位矩阵；犅犽，狋＝犜犅ｄｙｎ（狋）．

建立预测方程是为了得到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系统输出，预测方程可以通过当前时刻ξ（犽）和控制时

域里的Δ犝（犽）来得到未来的输出．因此，设定方程为

狓（犽狘狋）＝ ξ（犽狘狋）　狌（犽－１狘狋［ ］）Ｔ． （８）

　　于是，新的状态方程表示为

狓（犽＋１狘狋）＝珟犃（犽）ξ（犽狘狋）＋珟犅（犽）Δ狌（犽狘狋），　　狔（犽狘狋）＝珟犆（犽）狓（犽狘狋）． （９）

式（９）中：珟犃（犽）＝
犃（犽） 犅（犽）［ ］
０ 犐

；珟犅（犽）＝
犅（犽）［ ］
犐

；珟犆 ［ ］＝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Ｔ．

定义犽时刻未来输出和犽时刻系统控制增量为

犢（犽＋１狘犽）＝ 狔（犽＋１狘犽），狔（犽＋２狘犽），…，狔（犽＋犖ｐ狘犽［ ］）Ｔ， （１０）

Δ犝（犽）＝ Δ狌（犽狘犽），Δ狌（犽＋１狘犽），…，Δ狌（犽＋犖ｃ狘犽［ ］）Ｔ
． （１１）

式（１０），（１１）中：犖ｐ为预测时域；犖ｃ为控制时域．

至此，系统未来预测方程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犢（犽＋１狘犽）＝ψ犽ξ（犽）＋ΘΔ犝（犽）． （１２）

式（１２）中：Θ＝

犆珟犅（犽） ０ … ０

犆珟犃（犽）珟犅（犽） 犆珟犅（犽） … ０

  

犆珟犃（犽）犖ｃ－１珟犅（犽） 犆珟犃（犽）犖ｃ－２珟犅（犽） … 犆珟犃（犽）

犆珟犃（犽）犖ｃ珟犅（犽） 犆珟犃（犽）犖ｃ－１珟犅（犽） … 犆珟犃（犽）珟犅（犽）

  

犆珟犃（犽）犖ｐ－１珟犅（犽） 犆珟犃（犽）犖ｐ－２珟犅（犽） … 犆珟犃（犽）犖ｐ－犖ｃ－１珟犅（犽

熿

燀

燄

燅）

；ψ犽＝

犆珟犃（犽）

犆珟犃（犽）２



犆珟犃（犽）犖ｃ



犆珟犃（犽）犖

熿

燀

燄

燅ｐ

．

２．２　动力学约束条件

为了使车辆能够精确且稳定地跟踪参考路径，应考虑车辆动力学的约束．因此，作以下３个约束．

１）轮胎侧偏角约束：当α≤５°，侧偏力可用式（２）表示，为了使车辆有良好的稳定性，根据节１提出

的假设，修改约束条件为－２°≤α≤２°．

２）质心侧偏角约束：－１０°≤β≤１０°（良好路面）；－２°≤β≤２°（冰雪路面）．

３）附着条件约束：犪狔≤μ犵，其中，犪狔 为侧向加速度；μ为附着系数；犵为重力加速度．

在求解过程可能会出现无可行解的问题，因此，将路面附着条件约束表示为

犪狔，ｍｉｎ－ε≤犪狔 ≤犪狔，ｍａｘ＋ε． （１３）

２．３　优化求解

为了得到控制增量从而求解状态方程，首先，要建立相应的目标函数，并对其进行求解，求得控制时

域内的控制增量序列；然后，还要对每个采样周期内的控制增量进行限制．根据文献［１０］选取目标函数

６７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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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ξ（狋），狌（狋－１），Δ犝（狋））＝∑

犖
ｐ

犻＝１

‖Δ狔（狋＋犻狘狋）‖
２
犙＋∑

犖
ｃ－１

犻＝１

‖Δ狌（狋＋犻狘狋）‖
２
犚＋ρε

２． （１４）

式（１４）中：Δ狔（狋＋犻｜狋）为实际输出和参考路径的差值，Δ狔（狋＋犻｜狋）＝狔（狋＋犻｜狋）－狔ｒ（狋＋犻｜狋）；Δ狌（狋＋犻｜狋）为

控制增量；犙，犚为权重矩阵；ρ为ε的权重系数．

式（１４）可以转换为标准二次型求解，即

ｍｉｎ犑（ξ（狋），狌（狋－１），Δ犝（狋）），

ｓ．ｔ．Δ犝ｍｉｎ≤Δ犝狋≤Δ犝ｍａｘ，

　　犝ｍｉｎ≤犃Δ犝狋＋犝狋≤犝ｍａｘ，

　　狔ｈ，ｍｉｎ≤狔ｈ≤狔ｈ，ｍａｘ，

　　狔ｓ，ｍｉｎ－ε≤狔ｓ≤狔ｓ，ｍａｘ＋ε

烍

烌

烎．

（１５）

２．４　反馈校正

系统会在每个周期内对式（１５）进行求解，完成求解任务后，可得到控制增量序列，即

Δ犝

狋 ＝ Δ狌


狋 ，Δ狌


狋＋１，…，Δ狌狋＋犖ｃ－１［ ］ Ｔ． （１６）

　　提取序列中的首个元素作为系统的控制增量，由此可得控制量为

狌（狋）＝狌（狋－１）＋Δ狌狋 ． （１７）

　　随着时域向前滚动，系统会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实现车辆对参考路径跟踪的目的．

３　仿真分析

３．１　联合仿真平台的构建

仿真平台由Ｃａｒｓｉｍ软件中的动力学模块和 Ｍａｔｌａｂ中编成的控制器构成，如图２所示．通过联合仿

真平台，并以双移线作为测试路径进行仿真，双移线曲线，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犡，犢 分别为大地坐标系

下的纵向位移，侧向位移．

　　图２　联合仿真平台 图３　双移线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ｉｇ．３　Ｄｏｕｂｌｅｓｈｉｆｔｃｕｒｖｅ

３．２　仿真方法及结果分析

（ａ）行驶轨迹

３．２．１　控制算法对路面附着条件的鲁棒性　选用仿真车

速为７２ｋｍ·ｈ－１时进行控制器对不同附着系数（μ）道路

（干燥路面、湿滑路面）的鲁棒性研究，结果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ａ）可知：此控制器在干燥路面可以较高精度地

跟踪参考轨迹，在湿滑路面开始阶段也能较好地进行路径

跟踪，然而，在第一个弯道后出现偏移，这是因为车速较高

且道路附着系数低，导致车辆出现了侧滑，但最终能收敛到

参考路径，保持不错的路径跟踪能力．由图４（ｂ）可知：在湿

滑路面条件下，横摆角在５０ｍ处出现一次波动，这是因为

车辆侧向位移变化较慢，所以横摆角变小；然后，在±０．５°

７７５第５期　　　　　　　　　　　　李军，等：考虑车辆稳定性的模型预测路径跟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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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横摆角　　　　　　　　　　　　　　　　　　　（ｃ）质心侧偏角

图４　不同附着系数下双移线工况仿真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ｓｈｉｆ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的小范围内短时间波动之后，曲线收敛到了０°，即汽车保持在参考轨迹上行驶．由图４（ｃ）可知：在两种

路面上，质心侧偏角都在±２°范围内变化，表明在路径跟踪时，车辆稳定性较好．

综合以上仿真结果可知，控制器能在不同附着系数路面上保证良好的路径跟踪性能，且保持良好的

稳定性．

３．２．２　控制算法对速度的鲁棒性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路径跟踪控制器在不同车速下行驶的鲁棒性，选

取路面附着系数与正常路面附着系数相似的路面，即附着系数为０．８，车辆行驶速度（狏）分别为３６，５４，

７２ｋｍ·ｈ－１，并选取双移线作为行驶道路．观察车辆的跟踪性能，不同速度下双移线工况的仿真结果，

（ａ）行驶轨迹

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ａ）可知：车辆在３种不同行驶速度下都具有良

好的轨迹跟踪性能（只是在弯道处存在横向误差，且保持在

１０ｃｍ左右），体现出控制器对速度具有较好的鲁棒性．由

图５（ｂ）可知：虽然速度的提高使侧向加速度增加，但一直

处于约束条件范围内，表明了车辆的横向稳定性较好．由图

５（ｃ）可知：提高了车速，转角会提前，且车速越高，最大转角

也越大．

由图５（ｂ），（ｃ）还可知：前轮转角、侧向加速度只是在

速度为７２ｋｍ·ｈ－１时会出现小范围的抖动，而且抖动频度

（ｂ）侧向加速度　　　　　　　　　　　　　　　　　　（ｃ）前轮转角

图５　不同速度下双移线工况仿真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ｓｈｉｆ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ｓ

不大，所以，车辆不会高频率地左右摆动从而降低其稳定性与舒适性，说明该控制器可以适应不同行驶

速度，即在不同速度下，车辆可以准确、稳定地沿着参考轨迹行驶．

４　结论

建立三自由度车辆模型，基于模型预测算法，设计考虑动力学约束的车辆路径跟踪控制器，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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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ｓｉｍ和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完成联合仿真．

首先，选择车速为７２ｋｍ·ｈ－１时，对控制器在不同附着系数的鲁棒性进行验证．仿真结果表明：在

附着系数为０．８的路面上行驶时，最大侧向误差小于１０ｃｍ，且出现在曲率最大转弯处；在附着系数为

０．４的路面上行驶时，虽然车辆会有一定跑偏，但最后也快速收敛到参考轨迹，且质心侧偏角始终在约

束范围内．

其次，选取３种速度（３６，５４，７２ｋｍ·ｈ－１）测试控制器对不同行驶速度的鲁棒性．结果表明：行驶

路径侧向误差均在１０ｃｍ左右，速度越高，误差越大，且都是在转弯处出现误差，经过最后一个弯道后，

车辆的行驶轨迹均重合于参考轨迹，侧向加速度均在约束范围内，且前轮的转角变较平缓，所以，行驶也

稳定．因此，文中设计的路径跟踪控制器可以使车辆在不同车速、不同附着系数行驶时具备良好的鲁棒

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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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人体动力学模型的座椅自适应控制

李伟，姜菁珍，陆伟

（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为了研究车身振动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根据人?车?路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二分之一人体?车

辆?路面九自由度动力学模型．将一种多通道ＦｘＬＭＳ自适应控制算法ＰＭ?ＭＦｘＬＭＳ应用于座椅振动主动控

制中，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建立人?车?路振动主动控制模型，并分别对被动控制、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和ＰＭ?

Ｍ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控制效果进行仿真对比．结果表明：低频振动（０～２０Ｈｚ）会导致人体产生共振，采用振动主

动控制可以降低共振峰值，改善乘坐舒适性；与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相比，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具有较好的收敛性

和稳定性．

关键词：　座椅；振动主动控制；人体?车辆?路面模型；ＦｘＬＭＳ算法；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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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界激励引起的车身振动传递到人体会导致疲劳和不适，如何降低车身振动响应，提高乘坐舒适

性已成为研究热点［１］．传统的车辆座椅使用固定负载能量吸收器实现被动隔振，由于吸收器的阻抗特性

难以优化，无法适应外界激励的变化［２］，而主动隔振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ＦｘＬＭＳ算法在主动振动控制

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目前，许多学者［３?６］提出将ＦｘＬＭＳ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应用于振动主动控制之

中，以实现振动实时性控制．Ｌｉ等
［７］提出基于约束权函数的ＣＦｘＬＭＳ算法，该算法通过约束算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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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值，实现控制系统鲁棒性的提高，但对于如何选取合适约束值仍存在相关疑点．Ｍｏｒｇａｎ等
［８］在传统

ＦｘＬＭＳ算法的基础上，对反馈误差信号进行固定阈值限制，以剔除参考输入中大幅度的扰动信号，但不

能过滤小幅度的扰动信号，导致系统稳定性能差．针对以上问题，束建华等
［９］利用跟踪微分器消除参考

输入信号中的扰动信号，并设计一种新的非线性变换函数，以降低误差信号中冲击噪声对算法更新的影

响，但该方法会造成计算复杂度大幅度提升，增加时间和资源的占用．针对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存在的收

敛速度慢，而现有改进算法控制系统性能不稳定等问题，本文基于二分之一人体?车辆?路面九自由度汽

车振动模型，提出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

１　路面?车辆?座椅动力学模型的建立

１．１　随机路面时域模型的建立

路面不平激励是导致车身振动的重要因素，路面时域模型是对路面随机激励随着路面等级及汽车

行驶速度变化而变化的数学描述．根据一阶滤波白噪声法
［１０］描述单轮路面的时域模型，并根据前、后轮

的时滞关系［１１］，建立前、后轮路面激励时域模型．当车速为狏，前轮路面激励时域模型为

狇ｆ（狋）＝－２π狀００狏·狇ｆ（狋）＋２π狀０ 犌ｑ（狀０）槡 狏·狑（狋）． （１）

式（１）中：狇ｆ为前轮路面的垂直位移；狀００为下截止频率，狀００＝０．０１１ｍ
－１；狀０ 为参考空间频率，狀０＝０．１００

ｍ－１；犌ｑ（狀０）为路面不平度系数；狑（狋）为数学期望为０的高斯白噪声函数．

根据前、后轮之间存在的时滞特性，后轮路面激励时域模型为

图１　前、后轮路面激励时域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ｏｎｔａｎｄｒｅａｒｗｈ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狇ｒ＝狇ｆ（狋－τ）． （２）

式（２）中：狇ｒ为后轮路面的垂直位移；τ为后轮激励滞后于

前轮的时间，τ＝犾／狏；犾为汽车轴距．

设定的工况如下：Ｃ级路面不平度系数为２５６ｅ－６ ｍ３；

汽车初速度为２０ｍ·ｓ－１；轴距为２．５ｍ；行驶时间为２０ｓ．

根据式（１），（２），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对此工况进行仿

真．前、后轮路面激励（狇（狋））时域图，如图１所示．

１．２　九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的建立

动态环境下的路面车辆座椅系统是一个复杂、多变

的多自由度振动系统．为了方便建立模型、简化计算，作如

下３点假设．

１）车身两侧不存在相对运动．

２）只考虑车身俯仰和垂直运动，前、后轴的垂直跳动，以及座椅的垂直跳动．

３）车辆的左右车轮轨迹输入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此时，可认为路面车辆座椅系统是线性动力系

统，九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１２?１３］，如图２所示．

图２　九自由度汽车振动模型

Ｆｉｇ．２　Ｎｉｎｅ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ｖｅｈｉｃｌ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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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中：虚线框Ⅰ部分为人体动力学模型；犿ｐ１，犿ｐ２，犿ｐ３，犿ｐ４分别为人体头部、上躯干、下躯干和臀

部的质量；犽ｐ１，犽ｐ２，犽ｐ３，犽ｐ４分别为人体头部、上躯干、下躯干和臀部的刚度；犮ｐ１，犮ｐ２，犮ｐ３，犮ｐ４分别为头部、上

躯干、下躯干和臀部的阻尼；狕１，狕２，狕３，狕４ 分别为头部、上躯干、下躯干和臀部质心处与平衡位置的垂直

位移；虚线框Ⅱ部分为座椅系统动力学模型；犿ｓ，犽ｓ，犮ｓ，狕５ 分别为座椅质量、刚度、阻尼和垂直位移；狌为

座椅可调阻尼力；犿犗，犑犗，狕６，狕７ 分别为车身质量、绕质心犗的转动惯量、质心的相对位移、绕质心的纵

向转动位移；犾１，犾２，犾３ 分别为座椅质心、前轴、后轴到车身质心的距离；犿ｆｓ，犽ｆｓ，犮ｆｓ，狕８ 分别为汽车前轴的

质量、刚度、阻尼及质心处的相对位移；犽ｆｔ，犮ｆｔ，犽ｒｔ，犮ｒｔ分别为前轮刚度、前轮阻尼、后轮刚度及后轮阻尼．

设定系统静平衡位置为坐标原点，选取系统的广义坐标为犣＝［狕１，狕２，狕３，狕４，狕５，狕６，狕７，狕８，狕９］
Ｔ，得

到人体垂直运动模型的微分方程为

犿ｐ１̈狕１ ＝犮ｐ１狕２－犮ｐ１狕１－犽ｐ１狕１＋犽ｐ１狕２， （３）

犿ｐ２̈狕２ ＝犮ｐ１狕１－（犮ｐ１＋犮ｐ２）狕２＋犮ｐ２狕３＋犽ｐ１狕１－（犽ｐ１＋犽ｐ２）狕２＋犽ｐ２狕３， （４）

犿ｐ３̈狕３ ＝犮ｐ２狕２－（犮ｐ２＋犮ｐ３）狕３＋犮ｐ３狕４＋犽ｐ２狕２－（犽ｐ２＋犽ｐ３）狕３＋犽ｐ３狕４， （５）

犿ｐ４̈狕４ ＝犮ｐ３狕３－（犮ｐ３＋犮ｐ４）狕４＋犮ｐ４狕５＋犽ｐ３狕３－（犽ｐ３＋犽ｐ４）狕４＋犽ｐ４狕５． （６）

　　座椅的垂直运动微分方程为

犿ｓ̈狕５ ＝犮ｐ４狕４－（犮ｐ４＋犮ｓ）狕５＋犮ｓ狕６－犾１犮ｓ狕７＋犽ｐ４狕４－（犽ｐ４＋犽ｓ）狕５＋犽ｓ狕６－犾１犮ｓ狕７－狌． （７）

　　车身垂直和俯仰运动的微分方程为

犿犗̈狕６ ＝犮ｓ狕５－（犮ｆｓ＋犮ｒｓ＋犮ｓ）狕６－（犾３犮ｒｓ－犾２犮ｆｓ－犾１犮ｓ）狕７＋犮ｆｓ狕８＋犮ｒｓ狕９＋犽ｓ狕５－

（犽ｆｓ＋犽ｒｓ＋犽ｓ）狕６＋（犾２犽ｆｓ－犾３犽ｒｓ＋犾１犽ｓ）狕７＋犽ｆｓ狕８＋犽ｒｓ狕９＋狌， （８）

犑犗̈狕７ ＝（犾１犮ｓ＋犾２犮ｆｓ－犾３犮ｒｓ）狕６－犾１犮ｓ狕５－（犾
２
２犮ｆｓ＋犾

２
３犮ｒｓ＋犾

２
１犮ｓ）狕７－犾２犮ｆｓ狕８＋犾３犮ｒｓ狕９－

犾１犮ｓ狕５＋（犾２犽ｆｓ－犾３犽ｒｓ＋犾１犽ｓ）狕６－（犾
２
２犽ｆｓ＋犾

２
３犽ｒｓ＋犾１

２犽ｓ）狕７－犾２犽ｆｓ狕８＋犾２犽ｒｓ狕９．
（９）

　　前、后车轮的垂直运动微分方程分别为

犿ｆｓ̈狕８ ＝犮ｆｓ狕６－犾２犮ｆｓ狕７－（犮ｆｔ＋犮ｆｓ）狕８＋犮ｆｔ狇ｆ（狋）＋犽ｆｓ狕６－犾２犽ｆｓ狕７－（犽ｆｔ＋犽ｆｓ）狕８＋犽ｆｔ狇ｆ（狋）， （１０）

犿ｒｓ̈狕９ ＝犮ｒｓ狕６＋犾２犮ｒｓ狕７－（犮ｒｔ＋犮ｒｓ）狕９＋犮ｒｔ狇ｒ（狋）＋犽ｒｓ狕６－犾２犽ｒｓ狕７－（犽ｒｔ＋犽ｒｓ）狕９＋犽ｒｔ狇ｒ（狋）． （１１）

　　将微分方程写成矩阵形式，可得

犕犣＋犆̈犣＋犓犣＝犅犙＋犉犝． （１２）

式（１２）中：犕 为质量矩阵，犕＝ｄｉａｇ［犿ｐ１，犿ｐ２，犿ｐ３，犿ｐ４，犿ｓ，犿犗，犑犗，犿ｆｓ，犿ｒｓ］；犅为９×４阶扰动矩阵；犙为

系统扰动向量，犙＝［狇ｆ，狇ｒ，狇ｆ，狇ｒ］；犉为控制矩阵，犉＝［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
Ｔ；犓为９×９阶刚度矩阵；

犆为９×９阶阻尼矩阵；犝 为控制向量，犝＝［狌］．

２　算法结构

２．１　多通道犉狓犔犕犛算法

控制功能包括控制信号的推导和自适应滤波器系数的更新［１４］两个部分．自适应滤波系数主要受误

差信号犲（狀）和滤波信号狓′（狀）的影响．假设自适应滤波器阶数为犖，则滤波器输出信号为

狔（狀）＝犡
Ｔ（狀）狑（狀）＝∑

犖－１

犻＝０

狑犻狓（狀－犻）． （１３）

式（１３）中：狑（狀）为滤波器的权值向量，狑（狀）＝［狑０（狀），狑１（狀），…，狑犖－１（狀）］
Ｔ；犡Ｔ（狀）为滤波器输入信

号，犡Ｔ（狀）＝［狓（狀），狓（狀－１），…，狓（狀－犻＋１）］．

次级通道可以通过犕 阶滤波器进行参数辨识，则控制器实际输出的反振动信号狔′（狀）为

狔′（狀）＝犢
Ｔ（狀）犛＝∑

犕－１

犻＝０

犛犻狓（狀－犻）． （１４）

式（１４）中：犢Ｔ（狀）为滤波器输出信号向量，犢Ｔ（狀）＝［狔（狀），狔（狀－１），…，狔（狀－犕＋１）］；犛为次级通道系

数，犛＝［犛０，犛１，…，犛犕］
Ｔ．

滤波器参考信号狓′（狀）为滤波器输入信号犡（狀）和次级通道滤波器系数的卷积
［１５］，即

狓′（狀）＝犡
Ｔ（狀）^犛＝∑

犕－１

犻＝０

犛^犻狔（狀－犻）．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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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５）中：^犛为模拟次级通道滤波器系数，^犛＝［^犛０，^犛１，…，^犛犕－１］
Ｔ．此时，误差信号犲（狀）可表示为

犲（狀）＝犱（狀）＋狔′（狀）－狔（狀）＋狔ｒ（狀）＝犱′（狀）＋∑
犖－１

犻＝０

狑犻狓′（狀－犻）． （１６）

式（１６）中：狔ｒ（狀）为模拟滤波器输出信号．

采用归一化算法［１６］对滤波器权值向量狑进行数据更新，若犲（狀－１）≥犲（狀），则有

狑（狀＋１）＝狑（狀）－２ μ０

γ＋犘犡′（狀）犘
２犡′（狀）犲（狀）． （１７）

式（１７）中：犡′（狀）＝［狓（狀），狓（狀－１），…，狓（狀－犻＋１）］；γ为很小的正数．

若犲（狀－１）＜犲（狀），则有

狑（狀＋１）＝狑（狀）－２ μ０

γ＋犘犡′（狀）犘
２犡′（狀）犲（狀－１）． （１８）

图３　多通道ＦｘＬＭＳ算法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ｘＬＭ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式（１８）中：μ０ 为滤波器步长因子．

基于传统的ＦｘＬＭＳ算法进行改进的多通道Ｆｘ

ＬＭＳ算法框图，如图３所示．

２．２　计算复杂度分析

算法的复杂度由输入量决定，随着输入量的增加，

不同算法的计算度也随之增加．计算复杂度是有效评价

控制算法的重要指标，低的计算复杂度可以极大降低资

源的占用，节省时间．

结合图３，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包括以下４个计算过

程：１）滤波器输出信号狔（狀）经过犖 次的乘法和犖－１

次的加法运算；２）模拟滤波器输出信号狔ｒ（狀）经过犖 次

的乘法和犖－１次的加法运算；３）滤波参考信号狓′（狀）

经过犕 次的乘法和犕－１次的加法运算；４）滤波器权值向量狑（狀）的更新经过犖＋１次的乘法和犖 次

的加法运算．

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和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复杂度对比，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犽１ 为乘法运算次数；犽２
表１　算法复杂度对比

Ｔａｂ．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参数
算法复杂度

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 ＦｘＬＭＳ算法

犽１ ３犖＋犕＋１ ２犖＋犕＋１

犽２ ３犖＋犕－３ ２犖＋犕－３

为加法运算次数．由表１可知：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

对滤波器输出信号进行估计，比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

多计算犖 次乘法和犖 次加法运算．

３　仿真分析

３．１　次级通道辨识

控制器输出的控制信号经由滤波器、功率放大器、加速度传感器等环节，与加速度传感器所测得的

图４　权值迭代过程图

Ｆｉｇ．４　Ｗｅｉｇｈｔ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

信号之间形成一个物理通道，该通道被称为次级通道．Ｆｘ

ＬＭＳ算法的关键就是对次级通道的辨识，次级通道辨识的优

劣影响最终的控制效果．采用离线辨识的方法得到次级通道

的估计模型，利用这种方法可以简化算法，减少仿真系统的实

时运算量．

利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平台搭建了次级通道辨识模型，经过多次

对比仿真，设定滤波器阶数为１６阶，步长因子为０．０１，得到辨

识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１６条曲线代表每一阶的权值；犻

为权值．

由图４可知：辨识结果收敛速度较慢，但在５０ｓ后，权值

数值最终趋于稳定．由于不需要对权值实时更新，故只需采用

离线辨识对权值精确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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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时域响应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优越性，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分别对被动模型、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及ＰＭ?ＭＦｘ

ＬＭＳ算法进行仿真分析，以节２．１的前、后轮路面激励作为系统输入，仿真参数如表２所示．设置仿真

时间为２０ｓ，将人体头部加速度作为评价指标，滤波器阶数分别取５０，１００，１５０，设置步长因子μ分别为

０．１０和０．０１．

表２　模型仿真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参数说明 参数符号 参数取值 参数说明 参数符号 参数取值

人体质量

犿ｐ１／ｋｇ ５．３ 车身质量 犿ｃ／ｋｇ ６９０

犿ｐ２／ｋｇ ２４．１ 车身转动惯量 犑犗／ｋｇ·ｍ
２ １２２２

犿ｐ３／ｋｇ １０．４ 汽车前轴质量 犿ｆｓ／ｋｇ ４０．５

犿ｐ４／ｋｇ １５．６ 汽车后轴质量 犿ｒｓ／ｋｇ ４５．４

人体阻尼

犮ｐ１／ｋＮ·ｓ·ｍ
－１ ４．０ 汽车前轴阻尼 犮ｆｓ／ｋＮ·ｓ·ｍ

－１ １．５

犮ｐ２／ｋＮ·ｓ·ｍ
－１ ４．０ 汽车后轴阻尼 犮ｒｓ／ｋＮ·ｓ·ｍ

－１ １．５

犮ｐ３／ｋＮ·ｓ·ｍ
－１ ４．０ 汽车前轴刚度 犽ｆｓ／ｋＮ·ｍ

－１ １７．０

犮ｐ４／ｋＮ·ｓ·ｍ
－１ ２．７ 汽车后轴刚度 犽ｒｓ／ｋＮ·ｍ

－１ ２２．０

人体刚度

犽ｐ１／ｋＮ·ｍ
－１ ３１０．０ 前轮阻尼 犮ｆｔ ０

犽ｐ２／ｋＮ·ｍ
－１ １５０．０ 后轮阻尼 犮ｒｔ ０

犽ｐ３／ｋＮ·ｍ
－１ １１１．５ 前轮刚度 犽ｆｔ／ｋＮ·ｍ

－１ １９２

犽ｐ４／ｋＮ·ｍ
－１ ７００．４ 后轮刚度 犽ｒｔ／ｋＮ·ｍ

－１ １９２

座椅质量 犿ｓ／ｋｇ １０４ 车身到座椅距离 犾１／ｍ １．２５

座椅阻尼 犮ｓ／ｋＮ·ｓ·ｍ
－１ ０．７ 车身到前轴距离 犾２／ｍ １．５１

座椅刚度 犽ｓ／ｋＮ·ｍ
－１ ２０．１ 车身到后轴距离 犾３／ｍ ０．３１

　　滤波器阶数犖 为１００时，人体头部加速度（犪）信号时域响应图，如图５所示．

（ａ）μ＝０．１０　　　　　　　　　　　　　　　　　　（ｂ）μ＝０．０１

图５　头部加速度时域对比图（犖＝１００）

Ｆｉｇ．５　Ｈｅａ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犖＝１００）

由图５可知：在相同的随机路面激励下，步长因子μ对控制器的控制效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当

步长因子μ＝０．１０时，被动模型、ＦｘＬＭＳ算法和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的头部加速度峰值分别为１．２５７３，

６．７８５８，０．６１４４ｍ·ｓ－２；而当步长因子μ＝０．０１时，被动模型、ＦｘＬＭＳ算法和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的

头部加速度峰值分别为１．２５７３，１．０２５７，０．６１８６ｍ·ｓ－２．因此，当步长因子较大时，滤波器收敛速度较

快，但容易导致控制算法发散；当步长因子较小时，滤波器收敛速度较慢，但可以减小算法的稳态误差．

对不同阶数滤波器的数据处理，乘坐舒适性指标对比表，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犪ＲＭＳ为头部加速度均

方根值．由表３可知：滤波器阶数和步长因子对被动减振无影响；在滤波器阶数犖＝１５０时，ＦｘＬＭＳ算

法和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的头部加速度均方根值分别达到最小值，即０．２０３８，０．１４１１ｍ·ｓ
－２．

由图５和表３可知：当滤波器阶数相同，当步长因子μ＝０．１０时，采用ＦｘＬＭＳ算法进行振动主动

控制，使头部加速度均方根增加，没有达到减振效果，当μ＝０．０１时，ＦｘＬＭＳ算法出现收敛现象；ＰＭ?

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在两种步长下均收敛，减振效果明显优于被动模型和ＦｘＬＭＳ算法，这表明ＰＭ?ＭＦ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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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ＭＳ算法具有良好的收敛性和稳定性；随着步长因子的减小，在两种算法控制下的头部加速度均方根

值均有所下降，这表明减小步长因子可以减少算法的稳态误差，使其控制效果更加显著；当步长因子相

同时，随着滤波器阶数的增加，ＦｘＬＭＳ算法和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控制效果逐渐提升．

表３　乘坐舒适性能指标参数值比较表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ｉｄ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犖 μ
犪ＲＭＳ／ｍ·ｓ

－２

被动模型 ＦｘＬＭＳ算法 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

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１０４

０．３１０４

１．０７３８（发散）

０．２６６７

０．１５２５

０．１５４３

１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１０４

０．３１０４

０．７５０９（发散）

０．２５２７

０．１４９３

０．１５３５

１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１０４

０．３１０４

０．５３４５（发散）

０．２０３８

０．１４１１

０．１５２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收敛时，采用主动控制算法的控制效果明显优于被动控

制，在滤波器阶数和步长因子相同的条件下，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控制效果优于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使

得头部加速度都有了更好的改善，这极大提高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在滤波器阶数不同、步长因子相同

的条件下，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可以以较低的滤波器阶数达到与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相同甚至更好的控制

效果，这不仅降低了计算复杂度，也反映了该算法的优越性．

３．３　频域响应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人体头部的振动能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对上述得到的人体头部加速度信号进行频

域分析，得到对应的加速度功率密度（犘ＳＤ）和频率（犳）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６所示．

　　　（ａ）犖＝５０，μ＝０．０１　　　　　　　（ｂ）犖＝１００，μ＝０．０１　　　　　　　（ｃ）犖＝１５０，μ＝０．０１

图６　头部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图

Ｆｉｇ．６　Ｈｅａ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由图６可知：当车辆在随机路面上行驶时，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范围主要集中在０～２０Ｈｚ的低频

段．在该段低频区，约２Ｈｚ出现１阶共振频率，４Ｈｚ左右出现２阶共振频率．取μ＝０．０１，即在确保３种

控制方法都保持收敛的条件下，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可以明显减小头部加速度共振峰值；与传统的Ｆｘ

ＬＭＳ算法相比，采用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后的主动控制在１阶共振频率处分别衰减了约２，３，５ｄＢ，在二

阶共振频率处分别衰减了３，４，５ｄＢ．因此，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主动控制的控制效果最优．

４　结论

１）基于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提出ＰＭ?ＭＦｘＬＭＳ改进算法，通过犖 阶滤波器对次级通道进行估计，

有效减小了不断更新的主通道或期望信号带来的影响．同时，采用归一化算法对滤波器权值向量狑（狀）

进行更新，有效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和稳态误差．

２）头部加速度时域响应分析表明：主动控制比被动控制效果更好，而滤波器阶数和步长因子会影

响主动控制效果．在ＦｘＬＭＳ算法和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均处于收敛的条件下，控制效果随着滤波器阶

数的增加而提升，同时，ＰＭ?ＭＦｘＬＭＳ算法以更低的滤波器阶数达到与传统ＦｘＬＭＳ算法相同甚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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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控制效果，这也显示了改进算法的优越性．此外，在相同滤波器阶数的条件下，步长因子越小，算法

的稳态误差越小，算法的控制效果越好．

３）头部加速度频域响应分析表明：当车辆在随机路面行驶时，引起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集中在低

频区（０～２０Ｈｚ）．在该段区域内，当算法收敛时，主动控制的减振效果远优于被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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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弹簧失效对高架胶轮驱动有轨电车

小半径曲线通过性的影响

文孝霞，尹晓康，杜子学

（重庆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研究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探讨空气弹簧失效对高架胶轮驱动有轨电车小半径曲线通过性的影响．建立高架有轨电车的动力学

拓扑结构，运用多体动力学理论及动力学仿真软件，建立高架有轨电车及线路的仿真模型，并对不同空气弹簧

失效工况下的车辆进行动力学性能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当空气弹簧失效后，车辆的抗倾覆稳定性、抗脱轨稳

定性变差，车体侧滚角变大，曲线通过性变差．

关键词：　高架胶轮驱动有轨电车；空气弹簧失效；曲线通过性；动力学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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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胶轮驱动有轨电车（以下简称高架有轨电车）是一种在高架混凝土轨道梁上运行，采用中间式

导向双轴转向架与橡胶轮胎驱动行驶的单编组或多编组的客运车辆，具有转弯半径小、运行平稳性好、

运行噪音小等特点［１］．高架有轨电车的空气弹簧是连接车体和转向架的悬挂系统组成部分，是在密闭的

橡胶气囊中加入压力空气，利用空气的压缩弹性工作的非弹性元件．空气弹簧不但能支撑车体，还能衰

减、隔离来自车辆轮轨间的动态激励［２］．在车辆实际运行过程中，空气弹簧经常会出现高度调节故障、阀

门故障、橡胶气囊破裂故障［２］．若空气弹簧出现故障，会导致车辆的悬架减振效果变差，不仅影响乘坐的

舒适性，而且会影响车辆的曲线通过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空气弹簧失效对高架有轨电车小半径曲线

通过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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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空气弹簧的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ｉｒ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１　空气弹簧的结构

高架有轨电车的空气弹簧装置一般由能够伸缩的橡胶气

囊、上盖板、磨耗板、扣环、叠层弹簧及底座等组成［２］，其结构

如图１所示．当气囊发生破损失气后，上盖板与磨耗板接触
［３］，

叠层弹簧随之起作用，此时为危险工况，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２　高架有轨电车动力学模型

２．１　曲线线路模型参数

高架有轨电车的动力学仿真模型包括车体、转向架及线路模型［４?５］．在建模前，应先确定最小曲线半

径、曲线超高等线路模型参数［６?７］．由于中间式导向轨道车辆运行轨道正线曲线的最小半径为５０ｍ
［８］，

故选择半径为５０ｍ的Ｒ５０左转轨道．

通过弯道时，高架有轨电车会产生离心力，使乘客向离心力方向倾斜，影响乘坐舒适性，引起乘客的

不安感和疲劳感［９］．为了平衡车辆过弯时产生的离心力，需在轨道梁曲线处设置超高，即曲线内侧轨道

面应比外侧轨道面低．

高架有轨电车在小半径曲线上行驶时，路面超高是影响车辆曲线通过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当高

架有轨电车自身轮距较大，曲线半径较小时，曲线线路的超高率（犛ｅ）更为重要
［１］，其计算公式［８］为

犛ｅ＝
犺
狊
＝
狏２

犚犵
－
犪ｓ（ ）犵 ×１００％． （１）

式（１）中：犺为超高，ｍ；狏为车辆速度，ｍ·ｓ－１；犪ｓ为未被平衡的离心加速度，犪ｓ≤０．４ｍ·ｓ
－２，原则上取

０；狊为左、右走行轮的中心轮距，ｍ；犚为曲线半径，ｍ；犵为重力加速度，ｍ·ｓ
－２．

如果已知曲线半径及车辆通过曲线时的速度，参照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

验鉴定规范》［１０］的相关规定，即可求得该曲线线路的超高．例如，左、右走行轮的中心轮距为２．３２ｍ的

车辆，以２５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半径为５０ｍ的曲线，则曲线线路的超高应为０．１８５６ｍ．

２．２　导向轮预压力

任利惠等［１１］对车辆导向轮与导向轨之间的各种接触情况进行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中间式导

向车辆的导向轮无需与跨座式单轨车辆导向轮一样设置初始预压力；导向轮与导向轨之间应预留０～５

ｍｍ的间隙．这是因为导向轮径向力和走行轮侧偏力会随着导向轮与导向轨之间间隙的增大而增大，从

而增加轮胎的磨损．导向轮与导向轨之间设置预压力对车辆的曲线通过性不会有明显的改善，反而会显

著恶化高架有轨电车的横向稳定性．因此，将仿真工况中导向轮与导向轨之间的预压力设为０．

图２　高架有轨电车动力学拓扑图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ｒａｍ

２．３　单节车辆模型

高架有轨电车单节车辆的车体及

转向架结构十分复杂，不同部件之间有

相对运动，且会产生相互作用力，轮胎

与轨道梁的轮轨耦合关系复杂．因此，

在建立模型之前，对车辆结构进行适当

的简化：只考虑导向轮的径向刚度和阻

尼，忽略导向轮的侧向刚度和侧偏刚

度，忽略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１２］：

将车体、转向架、轨道梁均假定为刚体．

首先，根据车体、转向架及各零部

件间实际的相对运动关系，建立高架有

轨电车的动力学拓扑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６ＤＯＦ表示只考虑伸缩、横移、

浮沉、侧滚、点头、摇头等６个自由度；每个车轮有且只有１个绕轴旋转的自由度；走行轮与导向轮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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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单节车辆模型的自由度

Ｔａｂ．１　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ｏｄｅｌ

部件
自由度

伸缩 横移 浮沉 侧滚 点头 摇头

车体 － 狔ｃ 狕ｃ θｃ φｃ ｃ

转向架 － 狔ｚ 狕ｚ θｚ φｚ ｚ

走行轮 － － － － φＢ －

导向轮 － － － － － γ

其驱动轴做旋转运动．

单节车辆模型的自由度，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单节车辆模型包含１个车体、２个转向架、８个走行

轮、８个导向轮；狔，狕，θ，φ，分别表示横移、浮沉、侧

滚、点头、摇头等自由度；下标ｃ，ｚ，Ｂ，γ分别表示车

体、转向架、走行轮、导向轮．

运用软件ＡＤＡＭＳ，建立高架有轨电车的动力

学模型．模型由２７个模块组成，各模块间的自由度

关系由相应的４４个连接确定．在转向架子模型中的走行轮间加上差速机构，即在左、右走行轮中间设置

耦合副力元．对空气弹簧、减振器进行线性拟合，并采用相应的弹簧?阻尼力元进行模拟．

高架有轨电车的动力学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单节整车模型调用了２个转向架子模型和１个

车体子模型．

（ａ）转向架子模型　　　　　　　 　　　　　　　　　　（ｂ）单节整车模型

图３　高架有轨电车的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ｒａｍ

３　空气弹簧失效工况的仿真分析

３．１　车辆过弯受力

选择Ｒ５０左转轨道，当高架有轨电车左转弯时，车辆右侧空气弹簧受力相对较大．车辆过弯受力情

况，如图４所示．因此，应着重考虑右侧空气弹簧失效的情况．

图４　车辆过弯受力图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ｒｎｅｒｉｎｇ

设置４种空气弹簧失效工况（工

况１～４），失效位置分别为前转向架右

侧、后转向架右侧、前转向架双侧和后

转向架双侧，并对车辆曲线通过安全

性进行动力学仿真［６］．

３．２　抗倾覆稳定性

在运行过程中，高架有轨电车受

到多种横向力的作用［２］，使车轮受力

发生改变，引起一侧导向轮受力减少，另一侧导向轮受力增加．当横向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引起某

侧导向轮脱离轨道面．同时，走行轮的垂向力也较为明显，若一侧走行轮的垂向力减载至零，发生车辆倾

覆的概率将大为增加．

车辆倾覆表明车辆一侧的走行轮已经脱轨，此情况比侧面的水平导向轮脱轨更加危险．倾覆系数是

评定轨道车辆倾覆情况的指标，分别测试４种工况下车辆的走行轮垂向力，并计算倾覆系数．

在导向轮与导向轨刚好接触，不设预压力的工况下，车辆以２５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弯道，仿真测量

车辆在正常工况及空气弹簧失效工况下的最大走行轮垂向力．由仿真结果可知：在工况１下，车辆通过

弯道时，前转向架右侧的走行轮垂向力增加，约为６５．９ｋＮ，左侧的走行轮垂向力减小，约为２４．１ｋＮ，

其倾覆系数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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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
犉２－犉１
犉２＋犉１

＝
６５．９－２４．１

６５．９＋２４．１
＝０．４６４． （２）

式（２）中：犉１ 为减载一侧走行轮的垂向力，Ｎ；犉２ 为增载一侧走行轮的垂向力，Ｎ．

不同工况下的倾覆系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犇１～犇４ 分别为前转向架前轴、前转向架后轴、后转向

架前轴、后转向架前轴的倾覆系数．

表２　不同工况下的倾覆系数

Ｔａｂ．２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犇１ 犇２ 犇３ 犇４

正常工况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８

工况１ ０．４６４ ０．３８６ ０．３７６ ０．３５５

工况２ ０．３６５ ０．３６２ ０．３１５ ０．４１２

工况３ ０．４０５ ０．４５０ ０．３９０ ０．３６６

工况４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７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６

　　由表２可知：不同工况下的倾覆系数虽然满足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

定规范》［１０］规定的机车的允许倾覆系数（犇＜０．８００），但相较于正常工况，其他工况下的倾覆系数值均有

增加，增幅为２５．５％～８３．７％．这说明空气弹簧失效后，高架有轨电车的抗倾覆稳定性变差．

３．３　抗脱轨稳定性

当高架有轨电车以超过最大过弯车速通过弯道，或遇到加剧车辆倾斜的强横风作用时，车辆会发生

倾斜和横移［２］．此时，若同一转向架上同侧的导向轮均不受力（径向力为０），说明车辆的导向轮脱轨．同

理，若同一转向架上同侧的两个导向轮径向力未同时为０，说明车辆的抗脱轨稳定性较好．因此，可以根

据车辆导向轮径向力的变化情况，判断车辆导向轮是否脱轨．

在导向轮与导向轨刚好接触，不设预压力的工况下，车辆以２５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曲线，工况１～

４的导向轮径向力的变化情况，如图５～８所示．图５～８中：犉为导向轮径向力；狋为时间．

　　 （ａ）前转向架　　　　　　　　　　　　　　　　　　　　 （ｂ）后转向架

图５　导向轮径向力的变化情况（工况１）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ｇｕｉｄｅｗｈｅｅ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１）

　　 （ａ）前转向架　　　　　　　　　　　　　　　　　　　　 （ｂ）后转向架

图６　导向轮径向力的变化情况（工况２）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ｇｕｉｄｅｗｈｅｅ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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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前转向架　　　　　　　　　　　　　　　　　　　　 （ｂ）后转向架

图７　导向轮径向力的变化情况（工况３）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ｇｕｉｄｅｗｈｅｅ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３）

　　 （ａ）前转向架　　　　　　　　　　　　　　　　　　　　 （ｂ）后转向架

图８　导向轮径向力的变化情况（工况４）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ｇｕｉｄｅｗｈｅｅ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４）

由图５～７可知：工况１～３的车辆导向轮虽未出现脱轨现象，但有发展至脱轨的趋势，对高架有轨

车辆的曲线通过性及运行安全性均有一定影响．由此可见，空气弹簧失效后，车辆的抗脱轨稳定性变差．

由图８可知：高架有轨电车在后转向架双侧空气弹簧失效的工况下，以２５ｋｍ·ｈ－１的车速通过曲

　图９　不同工况下的最大车体侧滚角

　Ｆｉｇ．９　Ｍａｘｉｍｕｍｂｏｄｙｒｏｌｌａｎｇｌ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线时，后转向架右侧两个导向轮径向力同时为０，出现脱轨现象．

３．４　车体侧滚角

高架有轨电车的车体侧滚角不仅是乘坐舒适性的评价指

标，也是车辆曲线通过性的重要评价指标［１］．由于高架有轨电车

能够通过的曲线半径较小，而小半径曲线线路的曲线超高较大，

故车辆在小半径曲线线路上的车体侧倾将更为显著［１］．当车辆

左转弯时，右侧空气弹簧受力较大，因此，车辆右侧空气弹簧失

效后的车体侧滚角可能变得更大．

在空气弹簧失效的４种工况下，车辆以不同速度通过弯道

时的最大车体侧滚角（θ），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不同工况下

的车体侧滚角都小于运行安全性临界值１０．００°；当后转向架右

侧空气簧失效，车辆以４３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弯道时，出现最大车体侧滚角９．１５°，此时，运行安全性变

差，且车内乘客会产生较大的倾斜感［１３］，影响运行安全性、乘坐舒适性及曲线通过性．

此外，车体侧滚角随着过弯速度及车体离心力的增加而逐渐增大［１４］．在相同的车速下通过曲线，右

侧空气弹簧失效的最大车体侧滚角比双侧空气弹簧失效时要大得多［１５］．因此，右侧空气弹簧失效时的

车辆运行安全性、乘坐舒适性及曲线通过性更差．

４　结论

１）在４种工况下，当车辆以２５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Ｒ５０小半径曲线时，各轴的倾覆系数虽然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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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倾覆系数０．８００，但较正常工况时变大，增幅为２５．５％～８３．７％，车辆抗倾覆稳定性变差．

２）在后转向架双侧空气弹簧失效的工况下，当车辆以２５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Ｒ５０小半径曲线时，

后转向架右侧导向轮出现脱轨现象，此时为危险工况，车辆抗脱轨稳定性变差．

３）当车辆以２５ｋｍ·ｈ－１的速度通过Ｒ５０小半径曲线时，右侧空气弹簧失效时的最大车体侧滚角

达到９．１５°，接近影响运行安全性的临界值１０．００°，车辆运行安全性、乘坐舒适性及曲线通过性变差．

综上，空气弹簧失效对高架有轨电车动力学性能的影响较大，车辆的曲线通过性、运行安全性都变

差．当空气弹簧发生故障时，应降速通过曲线，低速蠕行至最近站台，疏导乘客，以保证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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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模型设计的不间断电源整机

控制系统开发与设计

陈启勇，王荣坤，满飞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传统不间断电源（ＵＰＳ）整机控制策略存在切换条件覆盖面不足、难以追溯问题根源，以及传统的

开发方法开发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采用分层设计方法设计不间断电源控制系统结构．首先，将整机控制策

略的制定化分为各层次子功能模块策略的制定．然后，采用基于模型设计的开发方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仿真工具上完成从模型搭建、代码自动生成到软件在环测试的开发过程．最后，将自动生成的代码下载到实验

样机上进行集成整机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模型设计方法开发的整机控制器可以准确实现ＵＰＳ切换供电

功能；采用分层设计的方法简化控制系统的设计，有助于软件的移植、升级和查找问题；基于模型设计自动生

成的代码完全可以替代人工的编码，缩短开发周期．

关键词：　不间断电源；基于模型的设计；分层设计；代码自动生成；软件在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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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ｄ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ｌｏｏｐｔｅｓｔ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不间断电源（ＵＰＳ）采用数字化控制方案实现控制方案、整机逻辑．ＵＰＳ

的整机逻辑控制涉及的信号量多，信号之间易存在耦合，传统的整机控制策略设计不易覆盖全部切换条

件，且出现问题后难以溯源．相比硬件的设计、测试和检修，ＵＰＳ的整机控制缺少一张包含所有信号流

向、逻辑关系与判定条件的整机信号图纸．ＵＰＳ整机控制器的传统开发方式是开发人员在计算机上通

过手工编写Ｃ代码，将代码刷写到控制器中，再将控制器装到整机上进行调试．但是，这种开发方式容

易引入人工编程代码错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修改代码和调试．台架测试需要全硬件搭建，存在设

计周期长、开发效率低、算法无法得到实时验证等缺点［１?３］．基于模型设计（ＭＢＤ）的开发流程可以让开

发人员从繁琐的手工编码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搭建控制算法模型，缩短从仿真到编程调试的开发

周期，近年来在多种领域得到应用，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４?８］．目前，将这种开发流程用于ＵＰＳ领域的研

究相对较少．本文对ＵＰＳ整机控制系统进行分层设计，采用基于模型设计的开发方法，完成控制模型的

代码自动生成，验证代码的可行性，然后，将生成的Ｃ代码移植到实验样机中进行整机试验．

１　犝犘犛整机控制系统分层设计

采用分层设计的理念，将ＵＰＳ整机控制系统划分为输入层、内部控制层、可供电逻辑判断层和输出

层．层与层之间信号传递为单向，且无交叉耦合，便于溯源．系统判别为组合逻辑，易于实现，内外部界限

清晰，移植性较强．ＵＰＳ整机逻辑控制分层设计流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Ａ，Ｂ，Ｃ分别表示３种不同分

类的故障；ＢＹＰ，ＩＮＶ，ＥＣＯ和ＮＯＮＥ分别表示旁路供电、逆变供电、经济供电和无供电模式；ＳＣＲ为可

控硅开关．

图１　ＵＰＳ整机逻辑控制分层设计流程

Ｆｉｇ．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ＵＰＳ

各分层主要有如下功能．１）输入层：将系统硬件上的ＩＯ信号、采样模块ＡＤＣ采样信号、通信总线

上解析的输入量等与ＵＰＳ整机控制模块的软件端口进行映射，使最终设计的控制模块具有很强的移植

性．同时，输入层也指明对输入信号所采取的处理方式，比如，对ＩＯ信号的滤波时间及锁存方式，对

ＡＤＣ采样量计算方法等．该层输出为系统状态量．２）内部控制层：对来自输入层的状态量按照单、并机

系统进行分类和分级，得到不同分类和等级的判断条件（主要以故障判断为主），这些判断条件被输入至

下一层，可供电逻辑层与其他判断条件进行逻辑组合，共同参与逻辑判断．同时，该层还对逆变控制进行

运行状态监控，实时提取当前的运行状态．３）可供电逻辑判断层：结合ＵＰＳ类型与单并机模式，对上层

输出的判断条件和运行状态量进行逻辑组合，判断出当前可用的输出源．４）输出层：通过当前的锁相状

态和３个输出源的可供电状态，输出层最终确定ＵＰＳ应该选择的供电方式，并产生相应的开关信号，实

现开关的切换动作．

考虑ＵＰＳ有在线式、后备式及在线互动式，工作台数有单机和并机方式，每台 ＵＰＳ的输入信号量

又有个体差异，因此，按照分层设计方法，对 ＵＰＳ的整机控制系统进行最大化设计，如图２所示．图２

４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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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ＰＬＬ表示锁相环；ＡＤＣ为采样模块；ＩＯ为输入输出模块；ＳＰＩ为串行外设接口模块；ＣＡＮ为增强控

制器局域网络模块；ＥＰＯ为紧急关断开关．由图２可知：并机方式有主从方案；若无相应信号，设计ＵＰＳ

时，只需对其输入固定量赋值．

图２　ＵＰＳ的整机控制系统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ＵＰＳ

２　犝犘犛整机控制策略的制定

２．１　犝犘犛开关机控制策略

通过触摸屏或者面板按键给ＵＰＳ发出开、关机指令，系统经过一个开关机延时时间后，执行开、关

机动作，这个开关机延时时间是供系统完成初始化或自检工作的．ＵＰＳ系统工作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

系统将被锁定，待故障恢复后，执行解锁操作才能解锁，所以开关机指令除了使系统执行开关机动作外，

还具有解锁功能，即系统由于发生故障而被锁定时，可以通过下电和重启的方式进行解锁．

２．２　锁相环控制策略

考虑到ＵＰＳ的并联，设计ＵＰＳ的锁相为两级锁相环结构，以提高锁相精度和可靠性．其中，一级锁

相环用来跟踪市电相位和频率，并进行相互间的相位同步控制，即实现ＵＰＳ与市电的同步；二级锁相环

用来跟踪一级锁相环的输出，使各逆变器的输出电压相位跟踪共同的一级锁相环输出，即实现各台

ＵＰＳ之间的同步．两级锁相环都采用了ＰＩ调节器，但设置一级锁相环的ＰＩ调节器速度较慢，使其确保

旁路和逆变器之间的平滑切换；二级锁相环要确保跟踪一级锁相环输出的快速性，故设置ＰＩ调节器速

度较快，并设置较高的精度，使其确保ＵＰＳ之间的并联环流达到最小．

２．３　控制环策略

ＵＰＳ的三环控制策略，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最外环是有效值环，以负载端电压有效值和参考值之差为控制目标，调节基准正弦信

号的幅值，保证输出电压幅值的稳定，输出的基准正弦波作为参考值被输入到瞬时值环中，为抑制ＵＰＳ

输出电压的直流偏置分量，瞬时值环中引入了直流偏置环，直流偏置环得到的直流电压反馈量叠加到基

准正弦波上，共同参与调节；最内环为电流环，电流环以滤波电感电流作为电流环反馈，负载电流处于电

感电流内环环路之外，导致电流环对负载扰动毫无抑制作用．因此，将负载电流作为电流前馈加入电流

环中，以改善系统的抗负载扰动能力．

２．４　旁路逆变切换控制策略

ＵＰＳ工作模式的切换实质上是旁路输出和逆变输出之间的切换，对于在线式ＵＰＳ，其ＥＣＯ其实也

５９５第５期　　　　　　　　　陈启勇，等：采用模型设计的不间断电源整机控制系统开发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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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ＵＰＳ的三环控制策略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ＵＰＳ

为旁路输出．具体的旁路逆变切换控制策略，如图４所示．

图４　旁路逆变切换控制策略

Ｆｉｇ．４　Ｂｙｐａｓ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由图４可知：为节约能源，ＵＰＳ将优先判断ＥＣＯ供电模式．若满足ＥＣＯ模式供电条件，且无锁相

异常、逆变无输出，则整机控制器无延时地控制逆变开关关闭，旁路开关打开，电能从旁路输出；若在满

足ＥＣＯ模式供电条件的同时，发生锁相异常，逆变可供电条件成立且逆变输出，则经过不同的延时时间

后，将逆变开关和旁路开关先后分别执行关闭和打开动作，电能从旁路输出；若无法满足ＥＣＯ模式供电

条件时，则考虑ＵＰＳ是否满足逆变可供电条件，此环节的开关切换条件同ＥＣＯ工作模式下的切换条件

图５　ＵＰＳ整机控制仿真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ＵＰ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相似．ＵＰＳ逆变器输出给负载供电，当满足旁

路可供电条件，则逆变开关关闭，旁路开关打

开，电能由旁路提供．若３种可供电条件都不

满足，则逆变开关和旁路开关都关闭，ＵＰＳ无

电能输出．

３　模型的建立及自动代码的生成

３．１　搭建整机控制模型

根据各个子功能模块控制策略，在 ＭＡＴ

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建立 ＵＰＳ整机控制仿真模

型，仿真结构如图５所示．图５中：整机控制仿

真模型集成开关机控制、锁相环控制、控制环

６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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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旁路逆变切换控制模块，以及完成电能质量检测、故障分类和报警等其他辅助功能模块．在真实

工作环境中，还有很多未被上述功能模块包含的外围信号，因此，在仿真中添加外围信号的模拟源（根据

作业工况模拟出相应的信号）作为ＵＰＳ的输入，共同参加整机控制．

建立模型后进行仿真，仿真显示ＵＰＳ系统的输入开关、电池开关、旁路开关、旁路维修开关和输出

开关等闭合或断开状态．ＵＰＳ各种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是由这些开关联合动作实现的，所以，通过这些

开关的开关状态的组合方式，便可以知道ＵＰＳ处于何种工作模式下，从而判断整机控制算法是否正确．

３．２　自动代码生成

自动代码生成是基于模型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可以免去人工编写代码的繁琐工作，而且可以

避免人工编写代码时引入的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９?１２］．仿真结果验证了 ＵＰＳ

整机控制模型的正确性后，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里进行代码自动生成操作．代码生成配置设置，如图

６所示．

（ａ）解算器设置

（ｂ）处理器选型

（ｃ）系统目标文件设置

图６　代码生成配置系列设置

Ｆｉｇ．６　Ｓｅｒｉ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ｃ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为便于代码检查和调试，可以在Ｒｅｐｏｒｔ子标签中设置代码生成报告选项，模型生成代码完毕后，

自动弹出代码生成报告．完成以上配置后，点击ＢｕｉｌｄＭｏｄｅｌ即可生成代码．

４　软件在环测试

软件在环测试（ＳＩＬ）是一种等效性测试，提供控制模型和ＳＩＬ测试模型相同的输入，如果两者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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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致，则说明生成的Ｃ代码与控制模型在功能上是一致的．由于ＳＩＬ测试是纯仿真测试，在ＰＣ上即

可实现，无需真实整机系统，能够更早地发现问题、提高调试效率、节约开发成本和周期，因此，是一种理

想的功能测试工具［１３?１５］．

首先，将求解器设置为离散，固定步长，系统的目标文件设置为ｅｒｔ．ｔｌｃ；接着，在ＳＩＬａｎｄＰＩＬＶｅｒ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选项卡中将ｃｒｅａｔｅｂｌｏｃｋ设置为ＳＩＬ；随后，点击ＢｕｉｌｄＭｏｄｅｌ生成基于Ｃ代码的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模

块．此时，给整机控制器仿真模型和生成代码的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模块加载相同的输入，代码等效性验证波形，

如图７所示．图７中：１为开；０为关；狋为仿真实验时间．由图７可知：两者的输出是一致的，这说明整机

控制器模型生成的Ｃ代码和原控制器仿真模型具有等效性．

图７　代码等效性验证波形

Ｆｉｇ．７　Ｃｏｄ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５　整机集成测试

通过ＳＩＬ测试验证Ｃ代码的正确性之后，需要将Ｃ代码移植到ＵＰＳ的整机控制器中，并在真实的

运行环境中，与电网采样电路、整流器、逆变器及保护电路等各个子系统连接构成完整闭环，进行整机集

成测试，以便在开发早期完成系统级的测试和验证．

在一台２ｋＷ的后备式ＵＰＳ实验样机上进行旁路逆变切换测试，ＵＰＳ系统由旁路供电切换至逆变

供电的实验结果，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ＵＰＳ初始时，处于旁路供电工作模式；在ａ时刻，旁路掉电，

整机控制器判断为逆变可供电；在ｂ时刻，成功切换至逆变供电．由于ＵＰＳ实验样机的旁路与逆变之间

是由继电器动作实现的，所以，切换时间有４ｍｓ延时，此延时符合国际标准．

逆变切旁路实验结果，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ＵＰＳ初始时处于逆变供电工作模式，在ｃ时刻，市

电恢复正常，整机逻辑控制判断为旁路可供电；在ｄ时刻，成功切换至旁路供电．

　图８　ＵＰＳ旁路切逆变实验　　　　　　　　　　　图９　ＵＰＳ逆变切旁路实验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ＵＰＳｆｒｏｍｂｙｐａｓｓ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ＵＰＳｆｒｏｍｉｎｖｅｒ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ｔ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ｔｏｂｙｐａｓｓ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ＵＰＳ整机集成测试实验结果验证了ＵＰＳ整机控制策略的正确性，同时，也验证基于模式设计的方

法开发的整机控制系统能够正确地实现ＵＰＳ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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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束语

ＵＰＳ控制系统分层设计的方法有利于整机控制系统的简化设计，设计的整机控制图纸结构清晰、

信号无耦合且易溯源，具有较好的指导性，同时，基于分层设计的控制软件具有很好的移植性，易于追溯

问题根源．相比于传统开发方式，采用基于模型设计的方法开发整机控制策略，具有早期验证的优势，自

动代码生成技术避免了人工编码，软化在环测试可以提前验证代码的正确性，整机集成测试表明设计的

控制系统满足控制需求，该开发方法简便、有效，极大缩短 ＵＰＳ控制系统从仿真到调试的开发周期，提

高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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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质砂与石英砂渗透性差异对比试验

廖仁国１，周先齐１，２，蔡燕燕１，张小燕３

（１．华侨大学 岩土工程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３．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针对相同粒径和级配的钙质砂与石英砂，通过单粒径三轴渗透试验和混合粒径三轴剪切渗透试验，对

比分析单粒径砂渗透性受围压的影响规律，以及三轴剪切过程中混合粒径砂渗透性演化行为的差异．三轴渗

透试验结果表明：钙质砂渗透性随围压的升高而降低，随粒径的增加而增加，与石英砂规律相似，钙质砂渗透

系数与围压表现出较好的指数关系；在同级配条件下，钙质砂的渗透性小于普通石英砂；在给定围压和渗透压

的条件下，钙质砂渗流量和时间呈现线性关系，依然服从达西定律．三轴剪切渗透试验结果表明：在较低围压

下，钙质砂变形由剪缩到剪胀，渗透系数随应变的增加先下降，后升高，石英砂变形规律及渗透规律与钙质砂

相似；在较高围压下，二者差异明显，钙质砂变形表现为剪缩特性，且伴有一定量的颗粒破碎，渗透系数降幅由

快变慢直至稳定，而石英砂无论是变形规律还是渗透规律，均与较低围压下一致．

关键词：　渗透系数；围压；钙质砂；石英砂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４１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５?０６００?０６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狅狀犘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犅犲狋狑犲犲狀犆犪犾犮犪狉犲狅狌狊犛犪狀犱犪狀犱犙狌犪狉狋狕犛犪狀犱

ＬＩＡＯＲｅｎｇｕｏ
１，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ｑｉ１

，２，ＣＡＩＹａｎｙ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３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ｓｈｅａ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ｓｈｅａ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

ｔｙｔｅｓｔ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ａｇｏｏｄ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ａｎｄｉｓａ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ｅｐａｇ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ｈｏｗａ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ｕｎｄｅｒｇｉｖｅｎ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ｏｓｍｏ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ｉｌｌｏｂｅｙＤａｒｃｙ′ｓｌａ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ｓｈｅａ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ｉｓ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２４

　通信作者：　蔡燕燕（１９８２?），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岩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ｙｃａｉ＠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７７４１４７）；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Ｊ０１０９４）；华侨大学研究生

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１７０１３０８６０２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ｆｒｏｍｓｈｅａｒ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ｔｏｄｉｌａｔａ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ｔ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ｂｕ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ｔｈｉｇｈ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ｓｈｅａｒ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ｒｅａｋ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ｆａｓｔｔｏｓｌｏｗ，ｔｏｓ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

钙质砂主要是由海洋生物的残骸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生物化学反应作用形成的沉积物，富含碳

酸盐，其ＣａＣＯ３ 的质量分数高达９５％
［１］，是一种特殊的岩土工程材料．钙质砂颗粒强度低、易破碎，单个

颗粒多棱角、形状不规则、含较多内孔隙．与一般陆源砂相比，其物理力学性质具有显著的差异
［２?３］．前人

对钙质砂的基本物理力学特性进行了许多研究．例如，桩在钙质砂地基中的承载特性
［４］、液化特性［５］、压

缩特性［６?９］、蠕变特性［１０?１１］、动力响应特性［１２］等．渗透性是土体的一个重要性质，渗透性的好坏一般通过

渗透系数的大小进行辨别．钙质砂的渗透性受到其颗粒形状
［１３?１４］、压实度［１５?１６］、细颗粒质量分数［１７］等的

影响．钱琨等
［１８］通过钙质砂的级配和孔隙比，建立钙质砂的渗透计算模型．胡明鉴等

［１７］考虑干密度和压

实度，建立渗透系数关系式．砂土渗透性在时间上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１９］．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

问题与砂土层压缩变形有着密切的关系［２０］，渗透特性对其影响较大．钙质砂作为岛礁填筑和海上构筑

物的基础材料，经常会处于荷载、自重等产生的应力及地下水渗流等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应力状态中，

但前人的研究并未考虑钙质砂实际应力状态对其渗透性的影响．本文通过三轴应力?应变渗透测试系统

对钙质砂和石英砂的三轴渗透特性和三轴剪切渗透特性进行对比研究．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材料

钙质砂取自南海某岛礁附近海域，自然风干后进行筛分试验．天然钙质砂大多为级配不良的状态，

为贴近实际情况，选取级配不良砂作为试样，其不均匀系数犆ｕ 为３．９３，曲率系数犆ｃ为１．０２，最大孔隙

比为１．５０５，最小孔隙比为０．８６０，比重为２．７４．控制试样的密实度为８０％，孔隙比为０．９８９，干密度为

１．３８ｇ·ｃｍ
－３．单一粒径组砂样均取自筛分试验中筛子上的余量，石英砂与钙质砂的颗粒级配相同．

钙质砂与石英砂的形貌特征对比［２１］，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钙质砂颗粒表面含有丰富的棱角和

内孔隙，石英砂颗粒较圆润，没有内孔隙，故钙质砂与石英砂在力学和水理性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ａ）钙质砂颗粒　　　　　　　　　（ｂ）微观钙质砂颗粒　　　　　　　（ｃ）石英砂颗粒

图１　钙质砂与石英砂的形貌特征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

１．２　试验仪器

试样尺寸直径为６１．８ｍｍ，高为１２５．０ｍｍ，截面面积为３０００．０ｍｍ２．采用ＦＬＳＹ３０?１型全自动三

轴渗透测试仪测量砂土的渗透系数，试验可施加的最大轴向荷载为３０ｋＮ．

与传统的方法相比，ＦＬＳＹ３０?１型全自动三轴渗透仪具有以下２个优点：１）试样由乳胶膜包裹，且

施加一定的围压，可较好地控制试样侧壁止水；２）试样的底部和顶部皆设置透水石，透水石与圆柱试样

的直径一致，可提高渗透系数的测量精度．

１０６第５期　　　　　　　　　　 　　廖仁国，等：钙质砂与石英砂渗透性差异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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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试验方法

参照ＧＢ／Ｔ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２２］，进行试验准备、试样安装、固结及渗流试验．饱和

方式一般有水头饱和、通无气水、真空饱和及反压饱和．由于钙质砂饱和较困难，故按照预先控制的干密

度称取一定质量的试样，将试样五等分，逐层放入已贴有橡皮膜的承膜筒中，轻轻敲击承膜筒壁，每次以

相同的高度轻压试样，直至达到预定高度，以保证相同的密实度，防止颗粒破碎．取出承膜筒，将试样依

次通ＣＯ２、水头饱和、反压饱和．经检测，试样孔隙水压力增量与围压增量的比值（犅）可达０．９５以上．

首先，在围压为１００～５００ｋＰａ，渗透压为２０ｋＰａ的条件下，进行单粒径组的渗透试验．然后，在围压

为１００～５００ｋＰａ，渗透压为２０ｋＰａ的条件下，进行预设级配的钙质砂与同级配石英砂的渗透试验，并在

围压为３００ｋＰａ，渗透压为２０ｋＰａ，偏应力为１００～１１００ｋＰａ的条件下，进行渗透试验．最后，在围压为

１００～３００ｋＰａ，渗透压为２０ｋＰａ的条件下，进行三轴剪切渗透试验．

２　三轴渗透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围压、单粒径对钙质砂与石英砂渗透性的影响

钙质砂和石英砂的渗透系数（犽）与粒径（犾）的关系，如图２所示．图２中：σ３ 为围压．由图２（ａ）可知：

随着围压的增加，各粒径组钙质砂的渗透系数均逐渐减小；在同一围压下，随着颗粒粒径的增加，渗透系

数的增幅逐渐减小．围压的增加使试样进一步固结、土体积缩小、原生孔隙被压缩，渗透系数降低；粒径

越小，颗粒压缩的越密实，固结程度越高．试验结束后拆样发现，不同于较大颗粒粒径组出现的散状现

象，０．１５～０．３０ｍｍ粒径组颗粒固结成一个圆柱体，造成渗透系数相对较小．这是因为粒径越大，颗粒

外轮廓的棱角更加复杂，颗粒内部的孔隙更多，渗流路径更长，水流通过时的阻力更大，造成渗透系数增

长缓慢．由图２（ｂ）可知：石英砂与钙质砂的渗透性相似，但在同一围压下，随着粒径的增加，石英砂渗透

系数的增幅比钙质砂大．这是因为相较于具有丰富棱角的钙质砂颗粒，石英砂颗粒的表面比较圆润，且

没有内孔隙，在同等条件下形成的孔隙结构较为规则，过水通道得到改善，水流通过时的阻力较小，渗流

时间较短，渗流速度较快，渗透系数较大；粒径越大，颗粒表面越圆润，渗透系数的增幅也相对越大．

　　（ａ）钙质砂　　　　　　　　　　　　　　　　　　　（ｂ）石英砂

图２　钙质砂和石英砂的渗透系数与粒径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

２．２　同级配钙质砂和石英砂渗透性的比较

同级配钙质砂与石英砂的渗透系数与围压的关系，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着围压增加，石英

砂、钙质砂的渗透系数逐渐减小；当围压从１００ｋＰａ增至５００ｋＰａ时，其渗透系数的降幅分别为３６．０％，

３９．３％，两者降幅相差不大，但在同一围压下，钙质砂的渗透系数比石英砂小．这是因为钙质砂颗粒表面

粗糙、多棱角，颗粒内部含有复杂的孔隙结构，使渗流通道变得曲折，水流阻力较大，导致钙质砂的渗透

系数较小，透水性较差．相较于钙质砂，石英砂的颗粒表面形状较规则，孔隙结构也较规整，因此，普通石

英砂的渗透系数较大，透水性较好．单粒径钙质砂的渗透系数基本比混合粒径大一个数量级，说明钙质

砂的渗透性受到粒径的影响较大，可通过调整钙质砂的级配改善其渗透性．

２．３　偏应力与渗流量、时间的关系

钙质砂在围压为３００ｋＰａ，渗透压为２０ｋＰａ的条件下，进行三轴渗透试验，不同偏应力（狇）下的渗流

量（犞）与时间（狋）的关系，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钙质砂的渗流量与时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其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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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符合达西定律；随着偏应力的增加，渗流速度变缓，偏应力对钙质砂的渗透性产生阻碍作用．

　图３　钙质砂和石英砂渗透系数与围压的关系　　　　 图４　不同偏应力下钙质砂的渗流量与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ｅｐａｇ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

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ｉａｔｏｒ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３　三轴剪切渗透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应力?应变与渗透系数的关系

不同围压下，两种砂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５所示．图５中：ε１ 为轴向应变；εｖ 为体应变．由图５可

知：随着围压的增加，峰值强度逐渐增大，但石英砂的峰值强度比钙质砂略低，说明钙质砂的内摩擦角比

石英砂大．这是因为在同级配条件下，钙质砂颗粒表面的孔洞较多，孔径较大，表面的咬合程度较高，相

应的粗糙度也越大．

不同围压下，两种砂的渗透系数?应变曲线，由图６所示．对比图５，６可知：当围压为１００ｋＰａ时，在

峰值强度前，钙质砂渗透系数随着偏应力的增加而下降，下降速率开始较快，而后较缓，在峰值强度后，

偏应力有所降低，但渗透系数却出现升高；当围压为２００，３００ｋＰａ时，钙质砂、石英砂表现出相同的规

律，渗透系数均逐渐减小，下降速率先快后慢，最后趋于稳定．

　　（ａ）钙质砂　　　　　　　　　　　　　　　　　　（ｂ）石英砂

图５　钙质砂、石英砂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

（ａ）钙质砂　　　　　　　　　　　　　　　　　　　（ｂ）石英砂

图６　钙质砂、石英砂的渗透系数?应变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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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０ｋＰａ　　　（ｂ）２００ｋＰａ　　　（ｃ）３００ｋＰａ

图７　不同围压下钙质砂试样的破坏

Ｆｉｇ．７　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３．２　应变与渗透系数的关系

由图５可知：在围压较低时，钙质砂、石英砂的

变形规律都为先剪缩，后剪胀；在围压较高时，钙质

砂的变形规律只表现为剪缩，石英砂则从剪缩到剪

胀；随着围压的增加，钙质砂颗粒重排列，进而被压

碎，变形特性发生变化，压缩性增大，塑性破坏增加，

软化特征将逐渐减弱，剪胀逐渐过渡到剪缩．

由图６可知：当围压较低时，试样的剪胀作用占

据优势，出现明显的剪切带（图７），使过水通道变宽，

渗透系数变大；当围压较高时，开始时试样被压缩，

体积变小，渗透系数下降的幅度较快，随着应力的增

加，试样逐渐变密，孔隙率逐渐减小，剪胀作用消失，颗粒破碎程度增大，此时，渗透系数变化速率较慢，

但依然为减小的趋势；石英砂无论是在较高或较低围压下，均是由剪缩到剪胀的过程，且主要以剪胀作

用为主，渗透系数先下降，后升高．

４　颗粒的破碎

三轴剪切渗透试验结束后，分别对钙质砂、石英砂试样进行烘干、筛分试验，并进行颗粒粒度的分

析，忽略筛分试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少量砂子的损失及称质量时产生的误差．

钙质砂试验前、后颗粒的级配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η为小于某粒径钙质砂的质量分数．由图８

图８　钙质砂试验前、后颗粒级配曲线

Ｆｉｇ．８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ｉｚｅｏｆ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ｅｓｔｓ

可知：当围压较低时，颗粒的破碎表现得极不明显，大粒

径并没有发生破碎，只有粒径小于０．１５ｍｍ的颗粒发

生极少量破碎，故钙质砂在较低围压下的颗粒破碎不是

引起渗透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当围压较高时，粒径小

于０．３０ｍｍ及粒径为０．６０～１．１８ｍｍ的颗粒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破碎，小颗粒数量增多，渗透路径曲折，从而引

起渗透系数的变化．石英砂在试验前、后并没有发生颗

粒破碎．因此，钙质砂渗透系数的变化是由变形特性和

颗粒破碎共同决定的，而石英砂渗透系数变化只由变形

特性决定．

５　结论

通过三轴渗透试验和三轴剪切渗透试验，对钙质砂、石英砂的渗透性差异进行对比研究，就其单粒

径和混合粒径对渗透性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得出以下４个结论．

１）在三轴渗透试验中，钙质砂的粒径大小及施加的围压大小对其渗透性有一定影响．在粒径组不

变的情况下，钙质砂的渗透性随着围压的增加而不断地降低；在围压不变的情况下，钙质砂的渗透性随

着粒径的增加而增加．石英砂的渗透性与钙质砂具有相似的规律．

２）在三轴渗透试验中，通过与同级配的石英砂渗透性进行比较，发现石英砂的渗透系数与围压表

现为明显的线性关系，钙质砂的渗透系数与围压表现为明显的指数关系；同围压下石英砂的渗透系数比

钙质砂大．钙质砂表面不规整，颗粒内部含有复杂的孔隙，渗流通道曲折复杂，水流阻力较大，使渗透系

数较小，渗透性比普通石英砂更差．在不同的偏应力作用下，钙质砂的渗透性依然服从达西定律，并随应

力的变化而变化．

３）在三轴剪切渗透试验中，随着围压的增加，钙质砂、石英砂的峰值强度逐渐增大，且钙质砂的内

摩擦角比石英砂大；在围压较低时，钙质砂的变形特性由剪缩到剪胀，石英砂的变形规律与之相同；在围

压较高时，钙质砂的变形特性表现为剪缩，而石英砂依然维持围压较低时的变形规律．

４０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４）在三轴剪切渗透试验中，钙质砂在围压为１００ｋＰａ时的渗透性与围压为２００，３００ｋＰａ时有明显

的不同；而无论是较高或较低围压下，石英砂的渗透性均表现为相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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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姚明亮，祁神军，张云波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研究不良安全心理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基于症状自评量表的建筑工人不安

全行为量表展开问卷调查，识别建筑工人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因子．选取敌对心理，建立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

的机理模型，并采用ＳＰＳＳ，Ａｍｏｓ对模型进行拟合．结果表明：敌对心理对不正确的安全动机与不端正的安全

态度产生的正向影响分别为０．２８，０．１５；不正确的安全动机、不端正的安全态度对项目级安全氛围与班组级

安全氛围的下降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前者的作用较大；班组级安全氛围的下降对不安全行为的增加产生

的正向影响为０．９１．

关键词：　敌对心理；安全态度；安全动机；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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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我国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总次数为３９０５

次，死亡人数达到４７３２人，年均建筑安全事故数达到５６５次，年均死亡人数６８４人．显然，我国建筑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受自身不良心理状态的影响
［１］，如敌

对、抑郁、焦虑等［２］，尤其是敌对心理．因此，有必要对建筑工人的敌对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的关系进行分

析，提出干预措施，预防不必要的安全事故．相关学者已对建筑工人的安全心理与安全氛围、事故致因间

的关系展开研究［３?８］．研究表明，建筑工人安全心理疏导对安全行为水平的提升尤为重要．尽管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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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不良心理和不安全行为影响因子的关系进行探讨［３?４，６］，但未深入至具体的某一类不良心理．虽然文

献［８］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建筑工人的心理展开评估和研究，并构建敌对因子与安全胜任能

力的结构模型，但未结合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鉴于此，本文引入ＳＣＬ?９０对建筑工人进行

心理评估，将敌对心理作为不良心理中的关键指标［９］，将安全动机、安全态度、安全氛围作为典型的中介

变量，分析其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结构关系，从安全心理的视角提出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干

预措施．

１　理论框架

１．１　敌对心理

敌对是个体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而产生的仇恨和对立，是个体表现出的一种心理防

御状态．敌对心理是一种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心态，通常由于个体受到轻视与指责、对事物产生厌倦和不

满后所致．

建筑工人普遍存在工作强度高、集体存在感低、对事物容易产生厌倦、精神状态较差等特点［１０］，易

滋生敌对心理．由于建筑工人文化水平较低，自身情绪的控制能力差，导致行为容易受自身不良心理（敌

对、焦虑、抑郁等）的影响［１１］，进而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敌对心理的测量可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展开，

如曹树楠［８］、叶有清［１２］通过症状自评量表，对建筑工人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测量，发现敌对、焦虑、抑郁

等常量较大［１３］．因此，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对建筑工人的敌对心理进行测量，研究其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

为的影响机理．

１．２　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

不安全行为是导致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且不安全行为通常受个体心理影响．根据课题组前期的研

究［１４］，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是建筑工人在施工中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某种行为过失，可选取危险机械

施工、心理情绪不稳定、施工机械操作失误、作业环境影响等作为不安全行为的观测变量；选取敌对心

理、安全氛围、安全态度、安全动机作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子的测量指

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子的测量指标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基本含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基本含义

敌对心理
（ｈｐ）

ｈｐ１ 容易烦恼和激动

ｈｐ２ 自己不能控制地在发脾气

ｈｐ３ 有想打人或伤害他人的冲动

ｈｐ４ 有想摔坏或破坏东西的冲动

ｈｐ５ 经常与人争论

ｈｐ６ 大叫或摔东西

安全动机
（ｐｓｍ）

ｐｓｍ１ 从众动机（同事都这样做）

ｐｓｍ２
投机动机（不会在
自己身上发生）

ｐｓｍ３ 习惯动机（一直形成的习惯）

ｐｓｍ４
侥幸动机（可能发生，
但不会那么巧）

项目级安全氛围
（ｐｌａ）

ｐｌａ１
班组长安全管理能力差，
不重视安全技能培养

ｐｌａ２
班组成员缺乏安全技能与
安全经验的沟通交流

ｐｌａ３
班组长及成员对
安全不重视

ｐｌａ４ 班组人际关系不和谐

班组级安全氛围
（ｔｌａ）

ｔｌａ１
项目部的安全概况差
（缺乏安全管理制度）

ｔｌａ２
项目部的安全经验交流会、
安全例会的执行情况差

ｔｌａ３ 项目部的安全人员配备不足

ｔｌａ４
项目部提供的

安全防护设备不足

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
操作失控导致的
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
赌气、情绪不稳导致的

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
安全知识缺乏引起
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
企业、项目部及班组的
干扰导致的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
施工机械干扰导致的

不安全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６
不利的施工环境和自然
环境导致的不安全行为

安全态度
（ｓａ）

ｓａ１ 安全意识缺乏

ｓａ２ 安全责任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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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理论假设

从不良安全心理的角度看，不良安全心理的滋生一方面导致建筑工人形成不正确的安全动机［１５］；

另一方面，导致建筑工人形成不端正的安全态度［８］．因此，提出假设 Ｈ１）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正确的

安全动机产生正向影响；Ｈ２）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端正的安全态度产生正向影响．不正确的安全动

机会导致建筑施工现场组织安全氛围的降低［１６］，导致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同时，不端正的安全态度也会

导致项目级安全氛围和班组级安全氛围的下降［１］，滋生安全事故．因此，假设 Ｈ３）不正确的安全动机对

项目级安全氛围的下降产生正向影响；Ｈ４）不正确的安全动机对班组级安全氛围的下降产生正向影

响；Ｈ５）不端正的安全态度对项目级安全氛围的下降产生正向影响；Ｈ６）不端正的安全态度对班组级

图１　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机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ｏｓｔｉｌ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ｆｏｒ

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安全氛围的下降产生正向影响．项目级的安全氛围水

平会直接影响班组级的安全氛围水平［１７］，且班组级安

全氛围水平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更为显

著［４］．因此，假设 Ｈ７）项目级安全氛围的下降对班组

级安全氛围的下降产生正向影响；Ｈ８）班组级安全氛

围的下降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增加产生正向影

响．基于上述理论假设，建立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安

全行为的机理模型，如图１所示．

２　数据分析与模型建立

２．１　问卷设计及调研对象

结合ＳＣＬ?９０和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的基本假设，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设计调研问卷．问卷分

为３个部分，第１部分是由ＳＣＬ?９０构成的建筑工人安全心理评估表；第２部分是由建筑工人不安全行

为影响因子组成的测量量表；第３部分是建筑工人的基本信息．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厦门、漳州、晋江及福州等地区１０多个工地的工人展开调研．共发放问卷３３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７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４．２４％．调研对象中，男性建筑工人占比为８３．８％，女性建筑

工人占比为１６．２％；初中学历最多，占比为３６．０％，高中以上学历占比为５４．６％；钢筋工、木工与泥水

工总占比最多，为４３．５％．由问卷数据可知，男性与女性建筑工人分布较为合理，学历分布符合建筑工

地特征，工种涉及较为全面．因此，调研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２．２　问卷数据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１．０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可知：ＳＣＬ?９０中的敌对因子、安全动机、安全态度、项目级安

全氛围、班组级安全氛围、不安全行为、总体数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分别为０．８１５，０．７８８，０．７００，０．８２１，

０．８１２，０．８４７，０．９０１，均大于０．７００，部分达到０．８００以上，信度符合要求；ＳＣＬ?９０中的敌对因子、安全

动机、安全态度、项目级安全氛围、班组级安全氛围、不安全行为及总体数据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８３８，

０．７６８，０．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８００，０．８６６，０．９０２，基本大于０．８００，效度符合要求．

２．３　犛犆犔９０的因子提取

对ＳＣＬ?９０第１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与全国常模
［１８］的基准值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

表２　建筑工人ＳＣＬ?９０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ＣＬ?９０ｓｃｏｒｅｓ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ｉ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

症状因子
珚狓±狊

调研对象 全国常模
犘

敌对 １．７４±０．９６ １．４８±０．５６ ＜０．００１

偏执 １．７０±０．９６ １．４３±０．５７ ＜０．００１

中：珚狓为均值；狊为标准差．由表２可知：敌对

与偏执对建筑工人的心理影响较为显著．因

此，基于上述基本结果和理论分析，将敌对心

理作为关键的心理指标，建立其与建筑工人

不安全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２．４　不同类型建筑工人的敌对心理状况

１）性别差异对比．通过对男性与女性建

筑工人的敌对因子得分进行统计，并与调研对象得分及全国常模基准值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由

表３可知：女性建筑工人的敌对因子得分远大于调研对象值和全国常模基准值；而男性建筑工人敌对因

子的得分则相对较低．因此，应重点关注女性建筑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她们积极地开展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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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男性与女性建筑工人敌对因子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ｏｓｔｉ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ｌｅ

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症状因子
珚狓±狊

男性 女性 调研对象 全国常模

敌对 １．６９±０．９５７ １．８２±１．００９ １．７４±０．９６０ １．４８±０．５６０

　　２）年龄差异对比．将建筑工人分

为１８～３０岁、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及

５１～６５岁４个年龄段，对各年龄段的

敌对因子得分进行统计，并与调研对

象得分和全国常模基准值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同年龄段的建筑工人敌对因子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ｏｓｔｉ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症状因子
珚狓±狊

１８～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４１～５０岁 ５１～６５岁 调研对象 全国常模

敌对 １．７４±０．９１０ １．６２±０．９９０ １．６８±０．９５８ １．８±１．１５０ １．７４±０．９６０ １．４８±０．５６０

　　由表４可知：５１～６５岁的建筑工人的敌对因子得分远远大于调研对象值和全国常模基准值；１８～

３０岁的建筑工人得分基本和调研对象得分持平，且大于全国常模基准值．因此，应重点关注５１～６５岁

的建筑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其心理水平；加强１８～３０岁年龄段的建筑工人的心理辅导，提高安全

行为水平．

２．５　机理模型的构建与拟合

通过Ａｍｏｓ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得到拟合度较好的模型，具体拟合指数，如表５所示．

表５　模型修正后的拟合指数

Ｔａｂ．５　Ｒｅｖｉ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ｅｄｉｎｄｅｘ

指标 χ
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ＩＦＩ ＰＧＦＩ

数值 １．３６８ ０．９０７ ０．８８２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７ ０．９６７ ０．７１３

表６　修正后模型运行结果表

Ｔａｂ．６　Ｌｉｓｔｏｆｒｅｖｉ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指标 传递路径 标准化系数 犘 原假设 是否支持假设

ｐｓｍ ←ｈｐ ０．２８  Ｈ１ 支持

ｓａ ←ｈｐ ０．１５ ０．０３９ Ｈ２ 支持

ｐｌａ ←ｐｓｍ ０．１４ ０．０２３ Ｈ３ 支持

ｔｌａ ←ｐｓｍ ０．１２ ０．００７ Ｈ４ 支持

ｐｌａ ←ｓａ ０．７７  Ｈ５ 支持

ｔｌａ ←ｓａ ０．６６  Ｈ６ 支持

ｔｌａ ←ｐｌａ ０．３１ ０．００３ Ｈ７ 支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ｌａ ０．９１  Ｈ８ 支持

　　由表５可知：卡方与自由度之比χ
２／ｄｆ

为１．３６８，介于１～３，模型的拟合度良好；简

约指数ＰＧＦＩ为０．７１３，大于０．５００，符合要

求；适配度指数ＧＦＩ与ＡＧＦＩ分别为０．９０７，

０．８８２，模型的适配度良好；非规范拟合指数

ＴＬＩ，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递减拟合指数ＩＦＩ

分别为０．９６１，０．９６７，０．９６７，接近１，拟合效

果较好．综上可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性．

模型中各观测变量的传递路径及修正后

的路径系数，如表６所示．表６中：表

示犘＜０．００１．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如图２所示．表２中：犲１～犲３２为残差，即实

际观察值与估计值（拟合值）之间的差值；残差间的数值为路径系数，表示残差项之间的相关性．

图２　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

Ｆｉｇ．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ｏｓｔｉｌ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ｎ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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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结果分析及预防策略

３．１　敌对心理对不安全行为的传递路径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验证与分析，可得以下４条传递路径：１）敌对心理→安全动机→项目级安全氛

围→班组级安全氛围→不安全行为；２）敌对心理→安全动机→班组级安全氛围→不安全行为；３）敌对

心理→安全态度→项目级安全氛围→班组级安全氛围→不安全行为；４）敌对心理→安全态度→班组级

安全氛围→不安全行为．由４条传递路径及路径系数可知以下３点结论．

１）敌对心理对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的影响显著．敌对心理对不正确的安全动机与不端正的安全态

度产生的正向影响分别为０．２８，０．１５，说明敌对心理对自身安全动机与安全态度产生不利影响，应从建

筑工人心理健康层面提出预防不安全行为的有效措施．

２）敌对心理对班组级的影响小于项目级，且安全态度所起的中介作用明显比安全动机更为显著．

由于敌对心理的影响，不正确的安全动机直接对项目级与班组级安全氛围的降低产生的正向影响分别

为０．１４，０．１２，不端正安全态度对项目级与班组级安全氛围的降低产生的正向影响分别为０．７７，０．６６，

说明安全动机与安全态度对项目级安全氛围的影响大于班组级安全氛围，项目部应经常进行安全教育

与培训，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自上而下地影响各班组，最终使各班组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安全态度所

产生的中介作用大于安全动机，应重点关注建筑工人安全态度转变问题，提出有效的预防措施．

３）班组级安全氛围的建设能极大地预防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由于敌对心理的影响，班组级安全氛

围的下降对不安全行为的增加产生的正向影响为０．９１，说明良好的班组级安全氛围的建设可以极大地

减少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概率，应加强班组级安全氛围的建设，对建筑工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进而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水平．

３．２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预防策略

由路径分析结果可知：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的安全动机与安全态度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导致不安

全行为的发生，应对建筑工人展开心理辅导，积极引导建筑工人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安全态度对

项目级与班组级安全氛围产生的影响大于安全动机，应积极端正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班组级安全氛围

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的路径系数最大，应从心理层面大力建设班组级的安全氛围，进而减少不安全行为

的发生概率．

３．２．１　对建筑工人展开心理辅导　项目部及班组可定期采用ＳＣＬ?９０对建筑工人心理健康情况展开

评估，全方位了解建筑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建筑工人，尤其应对受敌对心理影响较

大的女性建筑工人及５１～６５岁的建筑工人进行心理辅导．心理辅导以班组为基本单位，通过专业的心

理咨询师进行辅导；定期组织建筑工人展开素质拓展（徒步、爬山等）和团体娱乐活动（文娱晚会、运动会

等），让建筑工人身心保持愉悦和健康状态，更有助于心理辅导，进而提高建筑工人安全心理水平，形成

正确的安全动机和端正的安全态度．

３．２．２　端正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　项目部及班组应加强对建筑工人的安全教育与培训．日常技术交底

与安全交底应触碰建筑工人的内心，讲解不安全行为的危害与发生安全事故对家庭、他人和社会造成的

后果，借助不安全行为与安全事故的相关视频，让建筑工人对不安全行为与安全事故产生敬畏心理，从

建筑工人的内心深处对其自身安全态度的正确转变产生积极效应．

３．２．３　从心理层面提高班组级安全氛围　项目部应大力弘扬安全生产文化与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从项

目部层面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削弱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的不利影响，自上而下地对班组成员的安全心

理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安全氛围的形成．针对女性建筑工人及５１～６５岁的建筑工人，重点开展安全氛围

建设工作，创建积极活跃的班组级安全氛围，间接地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削弱敌对心理对他们的影响．

各班组挑选安全习惯与安全作风良好的建筑工人，将其树立为标杆，使建筑工人内心时刻感受到良好安

全氛围的存在，提高班组安全氛围，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概率．

４　结论

１）敌对心理对建筑工人不正确的安全动机与不端正的安全态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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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０．２８，０．１５．

２）建筑工人不正确的安全动机对项目级和班组级安全氛围产生的正向影响分别为０．１４，０．１２．

３）建筑工人不端正的安全态度对项目级和班组级安全氛围产生的正向影响分别为０．７７，０．６６．

４）安全态度和安全动机对项目级安全氛围的影响大于班组级，且安全态度的影响作用更显著．

５）班组级安全氛围的下降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增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９１．

后续的研究将进一步分析敌对与偏执等显著影响因子的共同影响，也可进一步综合考虑情绪、躯体

行为等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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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视角下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

风险因素识别

邱依珊，张云波，祁神军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识别拆迁安置所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减少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概率，基于拆迁安

置全过程及主客观二维视角，对拆迁安置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进行识别．通过专家访谈调研，采用专家权威

度系数法对风险清单进行筛选，共梳理出１８个最重要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针对关键风险因素，提出拆

迁安置的社会稳定风险控制应对策略．

关键词：　拆迁安置；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二维视角；专家权威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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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节奏越来越快，城市规模持续扩

大，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征地拆迁房屋改建项目．拆迁安置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必

不可少的环节及重要的民生工程，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各类拆迁改建

项目由于涉及面广、参与人数较多、利益诉求复杂，极易引起拆迁安置户与当地政府、公安机关之间的激

烈冲突，轻则引发上访、闹访、缠访，重则导致集体纵火、村民斗殴、暴力拆迁等，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

隐患和障碍．随着各类改建项目的增多，征地拆迁安置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新的趋势与特点，如信访

部门层级越来越高，越级上访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情绪对立性增强，事件的破坏性增大等．社会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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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国家生产、生活的大计，因此，确定影响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影响因素，建立全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

评价体系十分重要．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集中应用于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１２］，以及社会稳定风险机制构建［３］等方面．在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重大工程整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如水利工程［４］、地铁建设工程［５］及公路建设工程［６］等．然而，所

列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清单基本涵盖政策规划审批、技术、经济、拆迁、环境、劳动卫生、项目管理、

媒体等所有方面，研究较为宽泛，实际可操作性不强．征地拆迁是重大工程的重要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

素之一，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前期阶段，如征地拆迁冲突的演化机理与治理机制［７］、房屋

拆迁社会可持续性评价［８］、拆迁阶段的社会风险管理［９］等，对拆迁后的重建及回迁安置并没有过多考

虑，也没有进行回迁居民的融入性困难等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拆迁安置的全过程及主客观二维视

角，识别影响拆迁安置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影响因素，同时，重点关注回迁安置阶段，建立拆迁安置全过

程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体系．

１　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初选集

１．１　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改变可能引起的社会冲突，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和

扰乱社会秩序［５］．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是指易诱发各类社会不稳定事件，如集中上访、聚众闹事、当街游行

等事件的风险影响因素．拆迁安置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是指由于拆迁安置项目的推进所诱发的社会动

荡或社会冲突．

１．２　二维视角下的社会稳定风险清单

１．２．１　全过程的视角　基于全过程视角，以拆迁结束与交房入住为节点，将整个拆迁安置过程划分为

拆迁、安置过渡、回迁安置３个阶段，因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差异极大，影响主体差别也较大，应分阶段

考虑．由于拆迁安置全过程按照拆迁→安置过渡→回迁安置的顺序进行，先行阶段会对后行阶段产生极

大的影响，即拆迁阶段的风险因素会对安置过渡阶段、回迁安置阶段产生影响，安置过渡阶段会对回迁

安置阶段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全过程的视角分析和提炼拆迁安置项目的风险清单，进一步研究风

险清单之间的关系．

１．２．２　主客观的视角　从主客观视角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二次划分，在每个分阶段，识别客观风险与

拆迁安置户的主观风险，找到其中可能对社会不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的最重要的主客观风险因素．例如，

在拆迁阶段的客观风险方面，质疑补偿方案风险因素表现为补偿方案不够清晰、公开透明，致使拆迁安

置群众怀疑相关权力部门存在暗箱操作，可能导致拆迁安置群众集体抵制拆迁的不稳定事件发生；在主

观风险方面，哄抬拆迁补偿风险因素表现为受到拆迁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一些拆迁户可能会产生

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白赚钱的错误心理，导致拒不拆迁的钉子户闹事，或是群众聚众上访，要求增加超

出实际价值的拆迁安置费等社会不稳定事件．拆迁安置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全过程的阶段，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拆迁安置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的阶段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ｇｅ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２．３　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识别　结合专家访谈意见及政府相关文件资料，汇总整理出

拆迁安置全过程中的３１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初选清单，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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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拆迁安置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的初选清单

Ｔａｂ．１　Ｐｒｉｍａｒｙｌｉｓｔｏｆｒｉｓｋ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编号 风险因素 风险含义
归类分析

主客观　全过程　
参考资料

Ｒ１ 外来人口流动
拆迁导致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增加且
身份不易确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客观 拆迁阶段 文献［８，１０］

Ｒ２ 利益蛊惑人心
拆迁利益导致迁居群众价值观动摇，
漫天要价不知满足，超过实际价值

客观 拆迁阶段 文献［１１?１２］

Ｒ３ 质疑补偿方案
拆迁补偿方案不够公开透明，
让群众怀疑有暗箱操作

客观 拆迁阶段 文献［１３］

Ｒ４ 补偿方式单一
补偿方式过于单一，没有更多选择，

易引发群众抵触情绪
客观 拆迁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５ 补偿评定失准
拆迁补偿面积丈量方式、
标的物等级估价标准不统一

客观 拆迁阶段 文献［９，１１］

Ｒ６ 非拆迁户不满
处于拆迁区域边缘的非拆迁居民
想要通过拆迁获取补偿而引发不满

客观 拆迁阶段 文献［１４］

Ｒ７ 抵触异地安置
异地安置对新周边环境的
抵触心理和对故土的怀念

主观 拆迁阶段 文献［１５］

Ｒ８ 哄抬拆迁补偿
妄想认为拆迁是致富渠道，

蛊惑群体恶意抬高拆迁补偿，抗拒拆迁
主观 拆迁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９ 生活补助过低
迁居居民安置过渡期的生活补助
发放过低，不满足生活要求

客观
安置

过渡阶段
文献［５，９］

Ｒ１０ 过渡期住房差
迁居居民安置过渡期住宿条件
不统一或过差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客观
安置

过渡阶段
文献［９］

Ｒ１１ 工程进度延误
迁居工程进度有拖延的可能性，
导致安置房不能如期入住

客观
安置

过渡阶段
文献［１６］

Ｒ１２ 工程质量低下
安居房工程质量标准低，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不到位，导致拆迁户不满
客观

安置
过渡阶段

文献［１６］

Ｒ１３ 选房方案难行
选房方案不科学、不公平，

先后顺序决定困难，引起群众不满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１７］

Ｒ１４ 就地就业困难
迁居户无再就业的技能，不适应规律的
工作，导致生活收入下降及失业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５，８?９，１８］

Ｒ１５ 就业创业困难
失地迁居户没有创业的能力，

将拆迁款悉数败光，成为社会不稳定游民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５，８?９，１８］

Ｒ１６ 就地不再就业
将拆迁款视作后半生的保障，

好吃懒做，将补偿款迅速败光，成为无业游民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５，８?９，１８］

Ｒ１７ 产权办理困难
安置房的产权不明晰，

办理困难，拆迁户得不到产权保障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１８ 上市交易繁琐
安置房上市交易不便捷，

拥有多套房产的居民不能变现或增加收税负担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１９ 迁居入住率低 迁居居民入住热情不高，不愿入住，搬迁困难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２０ 教育分配不公
迁居居民子女教育资源水平下降
或同周边商品房存在差别化对待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９］

Ｒ２１ 户型设计欠佳
户型设计不合理，导致多数房型
无人选择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１６］

Ｒ２２ 生活成本增加
迁居后水、电、燃气、物业等生活成本增加，

导致迁居居民不满，与政府对峙
客观

回迁
安置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２３ 平房上楼不适
从独门独院的平房到单元楼
生活习惯改变的不适应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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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编号 风险因素 风险含义
归类分析

主客观　全过程　
参考资料

Ｒ２４ 身份转变困难 从村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需要适应期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１５］

Ｒ２５ 身份心理落差
安置居民身份不被周围认可，

认为安置区低人一等，导致心理落差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８］

Ｒ２６ 邻里交流受阻
新居环境没有提供原有邻里交流的场所，

原有邻里交流受阻不适应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８］

Ｒ２７ 拒绝物业服务
迁居户习惯于自由生活，

不认同物业有偿服务，拒绝接受物业管理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专家访谈

Ｒ２８ 混居文化冲突
安置居民与商品房居民文化水平、
生活习惯相差较大，导致冲突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９］

Ｒ２９ 民族宗教习俗
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场所未被考虑
或场所不合理，导致公共设施受损

主观
回迁

安置阶段
文献［８］

Ｒ３０ 意见抒发困难
迁居户的心声没有多样化释放和
表达，导致集体上访、聚众闹事

主观 全过程 文献［１１，１９］

Ｒ３１ 舆论错误引导
错误舆论导向导致拆迁户对政府行为
产生质疑，且激发放大群众不满

主观 全过程 文献［１０］

２　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筛选

２．１　专家权威度系数模型的建立

专家权威度是指专家在该领域的权威程度，根据被调查专家的背景资料计算其权威度系数，权威度

系数越大，表明专家有越强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其意见的参考价值就越大［２０］．依据专家的影响力和熟悉

程度，建立专家权威度判断模型．专家影响力包括专家所属单位、最高学历、目前职称及直觉系数；熟悉

程度包括专家在本行业的从业时间及在拆迁安置方面的工作年限．专家权威度的模型系数的取值及参

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专家权威度系数的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一级参数 二级参数 三级参数 选项赋值

权威度犆ｒ

专家影响力犆Ａ

所属单位犆Ａ１

依据专家所处单位与拆迁安置的直接关系赋值，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房地产等建设单位、高等院校为０．１０；
施工单位、咨询单位、监理单位为０．０５；其他为７０．００

最高学历犆Ａ２ 依据专家的最高学历赋值，本科为０．２；硕士及以上为０．３；其他为０．１

目前职称犆Ａ３
依据专家的职称进行赋值，教授级高工／教授、高级工程师／副教授

为０．５；中级工程师／讲师为０．４；初级工程师／助教为０．３

直觉系数犆Ａ４ 工作生活中经常接触为０．１０；基本或大概了解为０．０５；从未为０

熟悉程度犆Ｓ

从业时间犆Ｓ１
依据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从事时间赋值，０～１ａ，１～３ａ为０．１；
３～５ａ为０．３；５～８ａ为０．５；８～１５ａ为０．７；１５ａ以上为０．９

工作年限犆Ｓ２
依据专家的工作年限赋值，１～３ａ，３～５ａ为０．１；５～１０ａ为０．３；
１０～１５ａ为０．５；１５～２０ａ为０．７；２０～２５ａ为０．９；超过２５ａ为１．０

　　在所属单位赋值方面，依据不同行业分支在拆迁安置方面的参与程度及话语权程度进行分数分配；

在最高学历方面，依据专家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进行分数分配；在职称、从业时间及工作年限方面，依

据专家的工作经验及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熟稔度进行分数分配；在直觉系数方面，依据专家对问卷问题的

接触程度进行分数分配．

依据表２中各参数的含义、赋值规则与对研究的影响程度，可直接计算出权威度部分项系数

犆Ａ
［２０］，犆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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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Ａ ＝犆Ａ１＋犆Ａ２＋犆Ａ３＋犆Ａ４，

犆Ｓ＝ （犆Ｓ１＋犆Ｓ２）／２．

　　通常认为专家的权威程度与预测精度呈一定的函数关系，预测精度随着专家权威程度的提高而增

加［２０］．因此，最终的专家权威度系数犆ｒ
［２１］的计算式为

犆ｒ＝ （犆Ａ＋犆Ｓ）／２．

　　当专家权威度系数大于０．７时
［２０］，表明该专家的权威性评分良好，可以采用其认为的数值．因此，

在进行因素计算前，首先应剔除专家权威度系数小于０．７的专家意见．

２．２　影响因素筛选模型

首先，根据专家权威度系数筛选出有效的专家问卷，再根据狀个专家的权威度系数计算第犻个专家

的权重犠犻，进一步计算每一个影响因素的均值犕犼，即

犠犻＝
犆ｒ，犻

∑
犻＝１

狀

犆ｒ，犻

，　　犕犼 ＝∑犠犻犘犻，犼．

上式中：犘犻，犼为第犻个专家对第犼个因素的重要程度所打出的分数；犕犼最终得到的分数与因素的重要程

度成正比．

进一步计算每个影响因素的变异系数犞犼．变异系数犞犼表征该数据在权均值上的离散程度，不同专

家对同一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的意见统一度．该数值与专家意见统一度呈反比，即

犞犼 ＝δ犼犠犻．

上式中：δ犼为第犼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差．

当犕犼小于３．５０时，认为第犼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不足；当犞犼 大于０．２５时，认为第犼个影响

因素的专家意见离散程度过高，应进一步分析或者重新考虑这个影响因素［２０］．

２．３　问卷设计与统计分析

基于识别出的拆迁安置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清单，进行专家调研问卷设计．调研问卷主要包括以下

两部分．１）问卷Ⅰ主要识别清单所列的各项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专家对每个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

响程度进行打分，该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打分法，５代表影响程度非常大，４代表影响程度很大，３

代表影响程度一般，２代表影响程度较弱，１代表几乎没有影响．２）问卷Ⅱ主要采集被调研者的基本信

息及补充意见等开放性问题，所收集的数据信息均作为计算专家权威度及进行风险因素识别的基础．

专家调研对象涵盖了与拆迁安置项目相关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房地产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高

等院校等科研单位、监理咨询单位等．采用线上有针对性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式，回收专家意见共计３７

份．依据犆Ａ，犠犻计算式计算专家权威度系数，剔除系数小于０．７，答卷时间过短及选项过于单一的问卷

后，筛选出有效问卷共计２６份．有效问卷填写者的背景资料，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η为所占比例．

表３　被调研专家的背景资料

Ｔａｂ．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单位分布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房地产等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高校科研单位 监理咨询单位 其他

η／％ ２３．０８ ３８．４６ １５．３８ １５．３８ ３．８５ ３．８５

最高学历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η／％ １１．５４ １５．３８ ４６．１５ ２６．９２

职称 教授级高工／教授 高级工程师／副教授 中级工程师／讲师 初级工程师／助教

η／％ ３．８５ １５．３８ ４６．１５ ３４．６２

工作年限 超过２５ａ ２０～２５ａ １５～２０ａ ５～１０ａ ３～５ａ １～３ａ

η／％ １５．３８ １９．２３ １１．５４ ２３．０８ ７．６９ １５．３８

是否接触 经常 基本了解 大概了解 从未

η／％ ４６．１６ １５．３８ ３８．４６ ０

从事改造时间 １５ａ以上 ８～１５ａ ５～８ａ ３～５ａ １～３ａ ０～１ａ

η／％ ７．６９ ７．６９ １９．２３ １１．５４ １９．２３ ３４．６２

　　由表３可知：被调研者单位分布基本涵盖建筑业所有单位，其中，与拆迁安置关联最大的政府、房地

产及施工单位样本数据较多；被调研者中学历较高、工作年限较长者较多，其中，工作年限在５ａ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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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７６．９３％；被调研者中从未接触过拆迁安置的人数为０％，极大地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２．４　影响因素的计算与筛选结果

利用ＳＰＳＳ２４软件对２６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出标准化项的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７８７，大于０．７００，

属于高信度［２２］．利用２６位专家的权威度系数，计算得出每位专家的权重犠犻、每个影响因素的均值犕犼、

标准差δ及变异系数犞犼，剔除犕犼小于３．５０或犞犼大于０．２５的因素，即重要性程度不足或专家意见离

散程度过高的风险影响因素，保留利益蛊惑人心、质疑补偿方案、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评定失准、工程进

度延误、选房方案难行、就业创业困难、就地不再就业、产权办理困难、工程质量低下、抵触异地安置、哄

抬拆迁补偿、舆论错误引导等１３个影响因素．因素筛选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因素筛选结果

Ｔａｂ．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Ｒ１外来
人口流动

Ｒ２利益
蛊惑人心

Ｒ３质疑
补偿方案

Ｒ４补偿
方式单一

Ｒ５补偿
评定失准

Ｒ６非拆迁
而不满

Ｒ７抵触
异地安置

Ｒ８哄抬
拆迁补偿

犕犼 ２．６７７ ３．７２７ ３．９６４ ３．５３８ ３．８１３ ３．０００ ３．５３３ ３．６２６

δ ０．８２１ ０．９４３ ０．８９８ ０．７４６ ０．９２１ ０．９６１ ０．８８７ ０．８３６

犞犼 ０．３０７ ０．２５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１１ ０．２４１ ０．３２０ ０．２５１ ０．２３０

参数 Ｒ９生活
补助过低

Ｒ１０过渡
期住房差

Ｒ１１工程
进度延误

Ｒ１２工程
质量低下

Ｒ１３选房
方案难行

Ｒ１４就地
就业困难

Ｒ１５就地
创业困难

Ｒ１６就地
不再就业

犕犼 ３．０８０ ２．９２１ ３．８５１ ３．９３１ ３．４７０ ３．２６８ ３．５０２ ３．４６０

δ １．０７１ １．０７１ ０．６６２ ０．９１７ ０．８８７ ０．８１１ ０．８４４ ０．６３４

犞犼 ０．３４８ ０．３６７ ０．１７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１ ０．１８３

参数 Ｒ１７产权
办理困难

Ｒ１８上市
交易繁琐

Ｒ１９迁居
入住率低

Ｒ２０教育
分配不公

Ｒ２１户型
设计欠佳

Ｒ２２生活
成本增加

Ｒ２３平房
上楼不适

Ｒ２４身份
转变困难

犕犼 ３．６１７ ３．３１７ ２．９６４ ３．１９１ ３．０５４ ３．０９１ ２．６５４ ２．６８８

δ ０．７８８ ０．８６７ １．０５５ ０．９２１ ０．８９８ ０．９５８ ０．８２９ ０．９１０

犞犼 ０．２１８ ０．２６１ ０．３５６ ０．２８９ ０．２９４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３ ０．３３９

参数 Ｒ２５身份
心理落差

Ｒ２６邻里
交流受阻

Ｒ２７拒绝
物业服务

Ｒ２８混居
文化冲突

Ｒ２９民族
宗教习俗

Ｒ３０意见
抒发困难

Ｒ３１舆论
错误引导

犕犼 ２．４４９ ２．６７８ ２．９５４ ２．８７４ ２．８０８ ３．３２０ ３．６６３

δ ０．８８７ ０．９９１ ０．８０８ ０．８４７ ０．８３３ ０．７７３ ０．８２９

犞犼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０ ０．２７３ ０．２９５ ０．２９７ ０．２３３ ０．２２６

２．５　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的最终分析指标

考虑到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工作年限长、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学历并不高，但在拆迁安置工作

中，经验又极为重要，故将工作年限大于１５ａ的专家意见单独进行二次考量，再结合问卷中的开放性意

见，综合两者进行分析．最终，将就地就业困难、上市交易繁琐、拒绝物业服务、混居文化冲突、意见抒发

困难５个影响因素纳入最终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体系，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拆迁安置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最终分析体系

Ｔａｂ．５　Ｆｉ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新编号 原编号 风险因素 全过程阶段 主客观 新编号 原编号 风险因素 全过程阶段 主客观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６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７

Ｒ８

利益蛊惑人心

质疑补偿方案

补偿方式单一

补偿评定失准

抵触异地安置

哄抬拆迁补偿

拆迁阶段

客观

主观

Ｒ９

Ｒ１０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选房方案难行

就地就业困难

就业创业困难

就地不再就业

产权办理困难

上市交易繁琐

回迁安置阶段

客观

Ｒ７

Ｒ８

Ｒ１１

Ｒ１２

工程进度延误

工程质量低下
安置过渡阶段 客观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２７

Ｒ２８

拒绝物业服务

混居文化冲突
主观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３０

Ｒ３１

意见抒发困难

舆论错误引导
全过程 主观

　　拆迁安置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在全过程中的体现，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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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拆迁安置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在全过程中的体现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ｉｎ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３　核心风险应对策略

科学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风险因素爆发的可能性．在拆迁安置的全过程中，相邻阶段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关系，因此，有关部门应在相关阶段的前置阶段即进行下一阶段的风险防范考虑，

可有效降低引发社会动荡的概率．

３．１　分阶段的总体应对策略

１）拆迁阶段应重点关注补偿政策的合理制定，警惕利益分配不公和对拆迁的抵触心理．此阶段有

关部门应注重政策制定的完备性及公平公正性，可与当地村委会居委会联合，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

２）安置过渡阶段应重点保证工程进度及工程质量．工程进度极大地影响着回迁居民的回迁预期及

此阶段的心理稳定性；工程质量的保证可预防在回迁安置阶段因房屋质量问题引发的回迁居民大规模

维权事件的发生．

３）回迁安置阶段应重点关注群众再就业及后续政策问题．新区群众的融入情况是拆迁安置全过程

中的重要阶段，存在多种混合问题，解决回迁居民的后顾之忧，是有关部门需要关注的重点．

４）在全过程影响方面，有关部门应该持续关注新闻媒体等舆论导向、回迁居民的意见反馈，并及时

解决问题．

３．２　核心风险因素的应对策略

针对１８个关键风险因素，分别给出风险防控应对策略，如表６所示．

表６　核心风险因素的应对策略

Ｔａｂ．６　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ｒｅｒｉｓｋｓ

核心风险因素 应对策略

利益蛊惑人心
主管部门应提前公布补偿标准，一旦制定后，

不应因外界条件变化而更改

质疑补偿方案
政府等拆迁主管部门应提前公布

拆迁补偿办法，并将补偿标准逐条细化

补偿方式单一
拆迁补偿方式应多样化，可采取换房、
换店面、换现金、换股份等方式

补偿评定失准
在测量测度标准方面，应当尽力细化
各种丈量标准及评定等级的划分

抵触异地安置
尽量采取就地回迁安置办法，

照顾迁居民的故土情节，令迁居民更配合

哄抬拆迁补偿
与村委、居委会等协同工作，

提前做好迁居民的思想教育工作，闹事无用

工程进度延误
提前做好资金落实工作和进度计划，
严格按照计划执行，遵守回迁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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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核心风险因素 应对策略

工程质量低下
提高预算，提高安置房质量标准，
建材选取同附近商品房，严控质量关

选房方案难行
在拆迁初期即公布选房办法，

如按照拆迁配合程度决定顺序，一举两得

就地就业困难
如有失地问题，尽量为迁居民提供
就业机会，如附近服务业优先录用等

就业创业困难
鼓励迁居民自行创业，提供相应创业资助，

简化资质办理手续，提供便利

就地不再就业
连同村委等对将拆迁款当做

后半生保障的游民进行教育，主动提供帮助

产权办理困难
简化房屋产权办理流程，提前进行
准备工作，交房的同时进行产权交割

上市交易繁琐
允许安置房上市交易，并提供

过户政策便利，简化过户流程，避免征税

拒绝物业服务
在迁居后的物业服务人员中加入

之前村委居委会成员，照顾拆迁居民情绪

混居文化冲突
丰富社区文化建设，多举办社区

居民交流活动，促进不同背景居民认同

意见抒发困难
线上、线下拓宽拆迁居民意见抒发渠道，
及时疏导安抚拆迁居民消极埋怨情绪

舆论错误引导
规范相关媒体行为，进行媒体报道
审核，引导社会舆论向积极方向发展

４　结论与展望

运用专家权威度系数，建立拆迁安置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体系，并进行相应的对策研究，得出以下

２点结论．

１）识别出１８个关键风险影响因素，即利益蛊惑人心、质疑补偿方案、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评定失

准、抵触异地安置、哄抬拆迁补偿、工程进度延误、工程质量低下、选房方案难行、就地就业困难、就业创

业困难、就地不再就业、产权办理困难、上市交易繁琐、拒绝物业服务、混居文化冲突、意见抒发困难、舆

论错误引导．这些重要风险因素主要集中在拆迁阶段及回迁安置阶段，这也是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关注的

阶段．

２）在拆迁阶段应重点关注制定合理的补偿政策，警惕利益分配不公和拆迁抵触心理；安置过渡阶

段应重点保证工程进度及工程质量；回迁安置阶段应重点关注群众再就业及后续房屋政策问题，并注意

新区群众的融入情况；在全过程方面，应关注新闻媒体等舆论导向及回迁居民的意见反馈及解决状况．

但研究尚未探讨风险因素之间、拆迁阶段之间、拆迁阶段内部的影响关系，实际上，由于时间的变

迁，先行阶段将会对后续阶段产生影响，主客观风险因素之间也会相互影响．这是文中研究的不足之处，

也是后续将要展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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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酸化条件对高岭土改性沥青路面

腐蚀性能的试验模拟

胡超，包惠明

（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在酸雨条件下，为提高路面抗腐蚀性能的最佳高岭土掺量，探究酸雨对高岭土改性沥青路面腐蚀性能

的影响．在ｐＨ值为２．０，４．０，５．６，７．０时，采用周期浸泡、加速腐蚀的试验方法，依次研究高岭土改性沥青混

合料的变化情况．试验结果表明：不同ｐＨ值的酸雨对４种不同高岭土掺量的沥青混合料均有侵蚀作用，但掺

加高岭土的马歇尔试件明显好于基质沥青试件；通过宏观实验及微观分析，当高岭土掺量为３％时，高岭土改

性沥青混合料抗腐蚀性能最佳．

关键词：　沥青路面；高岭土改性；抗腐蚀性能；酸雨；最佳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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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人类主要面临水危机、温室效应、酸雨肆虐、二氧化硫污染等环境问题
［１?２］，其中，酸雨

的危害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灾难，被称为“空中死神”．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

境问题［３］．由于各种燃料等污染物不断向外排放，增加空气中的含硫、含氮物质，使空气中的酸度增加，

从而形成酸雨．我国酸雨主要分布在南方的亚热带湿热气候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３０％），且存在蔓延

趋势，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世界第３大重酸雨区
［４?５］．沥青路面的水损坏是我国最主要的路面病害形

式之一［６?７］．国内外学者对沥青路面中的水损坏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力作用下，沥青路面的动水冲刷、泵吸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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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７６８０１６，５１３６８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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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水对沥青混合料的弱化等方面［８］，虽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作

为改性剂的高岭土对提高沥青路面基本路用性能具有良好的效果，但近年来关于高岭土改性沥青的文

章鲜有报道．本文以酸雨作为研究背景，分析高岭土改性沥青混合料抗酸雨侵蚀的能力．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基质沥青　选用广东省茂名市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生产的东海牌７０＃Ａ级道路

石油沥青作为基质沥青，该基质沥青在常温下（２５℃）较硬，符合规范ＪＴＧＥ２０－２０１１《公路工程沥青

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的要求．

１．１．２　高岭土　采用广西南宁市岑溪高岭土有限公司提供的煅烧高岭土，这种高岭土呈现白色软泥

状、颗粒细腻、状似面粉、化学成分稳定，铝硅酸盐的质量分数高达１８％，富含大量的二氧化硅．

１．１．３　酸雨模拟　为了更好地模拟酸雨对高岭土改性沥青路面腐蚀性能的影响，采用硫酸加硝酸配制

酸雨，所用材料来自广西南宁市海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硫酸和硝酸．

１．１．４　集料　矿质集料采购广西某采石场棱角性、压碎值较高，表面纹理较好、片状较低的石灰岩．根

据ＪＴＧＥ４２－２００５《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和ＪＴＧＦ４０－２００４《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集料进行１０个档次的筛分试验，同时，分别测试不同档位的石料，其结果均符合相应的技术规范．

１．１．５　矿粉　实验所用的矿粉取自广西南宁市某矿粉厂生产的石灰石，根据ＪＴＧＥ４２－２００５《公路工

程集料试验规程》的要求，对各项结果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均满足要求．

１．２　试验方法

在实验室里模拟配制酸雨的主要成分，采用硫酸和硝酸配制模拟酸雨，再利用高岭土配制改性沥青

混合料进行试验．１）采用摩尔比为９∶１的ＳＯ４
２－和ＮＯ３

－配制模拟酸雨［９］，为了研究不同酸度的酸雨

对沥青混合料的影响，分别配制ｐＨ＝２．０，４．０，５．６的酸性溶液，并以ｐＨ＝７．０的蒸馏水进行对照实

验；２）分别以掺量（质量分数）为３％，５％，７％，９％的高岭土制备４组改性沥青混合料，并增设１组基质

沥青混合料进行对照研究．

在自然界大气降水作用下，路面始终处于干湿交替状态，为最大限度模拟酸雨的具体作用，采用干

湿循环交替浸泡法．首先，把试件放入酸性溶液中浸泡７ｄ；然后，将其取出在自然状态下干燥１ｄ，以此

为１个周期，循环往复５个周期．在实验过程中，每天用精密ｐＨ试纸测定模拟酸雨的酸度，当ｐＨ值变

化时，继续按照摩尔比为９∶１的ＳＯ４
２－和ＮＯ３

－配制模拟酸雨，将溶液的ｐＨ值调到初始值．

１．３　试件制备

采用同一个级配制作成５个试件，其中，编号 Ａ１～Ａ４试件的高岭土掺量分别为３％，５％，７％，

９％；编号Ａ５为对照组基质沥青试件．在制作试件时，根据ＪＴＪ０５２－２０００《公路工程沥青混合料及沥

青混合料实验规程》和ＪＴＧＦ４０－２００４《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方法，制作圆柱形试件，

试件尺寸为１０１．６ｍｍ×６３．５ｍｍ，试件成型后，将其放在室温条件下干燥３０ｄ．

１．４　试验配合比设计

在实验过程中，选用ＡＣ?１３型配合比设计的空隙率控制在４．０％～４．５％．对于高岭土改性沥青混

合料，在ＡＣ?１３型级配范围的基础上，确定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最佳沥青用量．分别按照固液比为４．０％，

４．４％，４．８％，５．２％成型４组马歇尔试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采用控制变量的思想，只设置同一个级

配．分别将掺量为３．０％，５．０％，７．０％，９．０％的高岭土掺加到基质沥青中，通过析漏实验和肯塔堡飞散

实验，确定改性沥青的最佳固液比为５．１％

２　试验现象与结果分析

２．１　宏观试验现象及描述

根据相关规定和有关操作规程，将制作好的不同高岭土掺量的试件放入配制好的酸雨溶液中，经过

３个周期的浸泡．１）第１个浸泡周期：在ｐＨ＝２．０的溶液中，不同高岭土掺量的马歇尔试件底部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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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气泡；在ｐＨ＝４．０的溶液中，不同高岭土掺量的马歇尔试件底部也均出现部分气泡；在ｐＨ＝５．６，

７．０的溶液中，马歇尔试件表面没有明显变化．２）第２个浸泡周期：试件的变化情况与第１个浸泡周期

类似．３）第３个浸泡周期：在ｐＨ＝２．０的溶液表面，浮油快速增多，白色的泡沫状物质比之前增加许

多，用肉眼即可看见溶液中的马歇尔试件表面发生变化；在ｐＨ＝４．０的溶液中，不同高岭土掺量的马歇

尔试件底部不但有部分气泡出现，溶液表面还出现浮油；在ｐＨ＝５．６的溶液中，马歇尔试件底部有少量

气泡；在ｐＨ＝７．０的溶液中，马歇尔试件基本没有明显变化；在所有试件中，尤其以未掺加高岭土的马

歇尔试件腐蚀情况最为严重．

不同ｐＨ值下，第４个浸泡周期后的试件表面，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ａ，ｂ，ｃ，ｄ，ｅ分别表示掺量为

０％，３％，５％，７％，９％的高岭土．由图１可知：在第４个浸泡周期中，不同ｐＨ值时的侵蚀情况有很大的

区别；当ｐＨ＝２．０时，试件表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白色区域显著增大，试件表面露出的骨料越来越多；

当ｐＨ＝４．０时，试件表面有少量的斑点存在；当ｐＨ＝５．６时，马歇尔试件表面或多或少地有被侵蚀的

痕迹；当ｐＨ＝７．０时，马歇尔试件表面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ａ）ｐＨ＝２．０　　　　　　（ｂ）ｐＨ＝４．０　　　　　　（ｃ）ｐＨ＝５．６　　　　　　（ｄ）ｐＨ＝７．０

图１　不同ｐＨ值的第４个浸泡周期后的试件表面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ｓ

第５个浸泡周期后的试件表面，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在第５个浸泡周期中，当ｐＨ＝２．０时，试

件表面的白色斑点明显增多，沥青膜面积减小；当ｐＨ＝４．０时，浸泡过的试件表面集料外露，但白色斑

点比ｐＨ＝２．０的试件表面要少得多；当ｐＨ＝５．６时，试件表面的矿料白色斑点增加，但比ｐＨ为２．０，

４．０时的少；当ｐＨ＝７．０时，沥青试件表面的沥青膜基本完好，可以清楚地看见沥青的颜色．

（ａ）ｐＨ＝２．０　　　　　　（ｂ）ｐＨ＝４．０　　　　　　（ｃ）ｐＨ＝５．６　　　　　　（ｄ）ｐＨ＝７．０

图２　不同ｐＨ值的第５个浸泡周期后的试件表面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ｓ

２．２　宏观试件测试结果的定量分析

通过掺加一定比例的高岭土改性沥青，对制作成型的沥青混合料称质量．不同高岭土掺量的沥青混

合料经酸雨腐蚀后的质量变化，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犿０ 为浸泡前的平均质量；犿３５为浸泡３５天，并且自

然干燥后的平均质量（在雨水酸化条件下，在每个浸泡周期后都拿出来在自然光下干燥，直到马歇尔试

件表面的水分完全消失、内部水分大量减少为止）；犿ａｖ为平均减少的质量；ηｒｅ为质量损失率．

由表１可知：在酸性条件下，没有掺加高岭土的基质沥青马歇尔试件的质量损失率大于其他试件，

这表明掺加高岭土提高了沥青混合料的抗酸雨腐蚀能力；在不同ｐＨ值的条件下，改性沥青混合料的质

量均有损失，对于同一级配、不同掺量下的高岭土而言，其减少的质量随着ｐＨ值的增大而减少．

根据Ｔ０７０９－２０００《沥青混合料马歇尔稳定度试验》的方法，进行高岭土改性沥青混合料最佳固液

比为５．１％ 时的马歇尔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犇为稳定度，规范要求犇≥８ｋＮ；犉Ｌ 为流值，以

０．１ｍｍ计，规范要求流值为１５～４０．

３２６第５期　　　　　　　　胡超，等：雨水酸化条件对高岭土改性沥青路面腐蚀性能的试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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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高岭土掺量下沥青混合料经酸雨腐蚀后的质量变化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ｃｏｒｒｏｄｅｄｂｙａｃｉｄｒａｉ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ａｏｌ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Ｈ值 试件编号 犿０／ｇ 犿３５／ｇ 犿ａｖ／ｇ ηｒｅ／％ ｐＨ值 试件编号 犿０／ｇ 犿３５／ｇ 犿ａｖ／ｇ ηｒｅ／％

２．０

Ａ１ １１６４．３ １１６０．８ ３．５ ０．２４９

Ａ２ １１５８．６ １１５４．３ ４．３ ０．３７１

Ａ３ １１７９．２ １１７３．３ ５．９ ０．５０１

Ａ４ １１７５．４ １１７０．４ ５．０ ０．４２５

Ａ５ １１６８．８ １１６４．８ ４．０ ０．６５９

４．０

Ａ１ １１５９．２ １１５９．１ ０．１ ０．０９５

Ａ２ １１６７．４ １１６６．６ ０．８ ０．１３７

Ａ３ １１６１．５ １１６０．９ ０．６ ０．１５５

Ａ４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７９．８ ０．３ ０．１５３

Ａ５ １１７２．６ １１７１．６ １．０ ０．３０７

５．６

Ａ１ １１８１．６ １１８０．１ １．５ ０．０１７

Ａ２ １１５９．５ １１５８．３ １．２ ０．０３５

Ａ３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７８．９ １．２ ０．０３４

Ａ４ １１７４．４ １１７２．９ １．５ ０．０４３

Ａ５ １１７６．１ １１７４．１ ２．０ ０．２１３

７．０

Ａ１ １１５８．３ １１５８．１ ０．２ ０．００９

Ａ２ １１６１．３ １１６１．１ ０．２ ０．０１７

Ａ３ １１６７．４ １１６７．０ ０．４ ０．０１７

Ａ４ １１７２．１ １１７２．０ ０．１ ０．００９

Ａ５ １１８３．４ １１８２．５ ０．９ ０．０５１

表２　高岭土改性沥青混合料最佳固液比为５．１％ 时的马歇尔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ｋａｏｌ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５．１％

ｐＨ值 试件编号 犇／ｋＮ 犉Ｌ ｐＨ值 试件编号 犇／ｋＮ 犉Ｌ

２．０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１３．３２

１３．１４

１１．２６

１２．８９

８．６３

２７

３２

３０

３４

３９

４．０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１５．１５

１５．０３

１２．６５

１２．８６

９．５６

２２

２８

３０

３１

３６

５．６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１６．３２

１５．７３

１３．６９

１３．９６

１０．６７

２０

２７

２６

２６

３０

７．０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１６．６８

１６．７２

１７．７９

１９．１２

１２．３６

１９

２２

２２

２１

２４

　　由表２可知：掺加高岭土改性后，试件的稳定度均大于基质沥青试件，流值均小于基质沥青试件，这

表明掺加高岭土对提高沥青试件的抗腐蚀能力有很大作用；当高岭土掺量为３％时，高岭土改性沥青混

合料的抗腐蚀性能最优

２．３　酸性腐蚀的微观定性分析

在模拟酸雨的侵蚀作用下，一些马歇尔试件底部出现明显的气泡，这是由于沥青中的一些成分与酸

雨中的 Ｈ＋，ＳＯ２－４ ，ＮＯ３ 等酸性成分发生反应，沥青中的芳香烃等物质在酸性条件下被氧化，其活性基

团被腐蚀．对于沥青混合料中的石灰岩集料，它的主要成分是ＣａＣＯ３，ＭｇＣＯ３等碳酸性物质，在酸性环

境下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并且酸性越强，反应越剧烈，产生的气泡越多，其反应方程式［１０?１４］为

ＣａＣＯ３＋２ＨＮＯ３ ＝Ｃａ（ＮＯ３）２＋Ｈ２Ｏ＋ＣＯ２，

ＣａＣＯ３＋Ｈ２ＳＯ４ ＝ＣａＳＯ４＋Ｈ２Ｏ＋ＣＯ２，

ＣａＣＯ３＋ＳＯ２＋Ｈ２Ｏ＝ＣａＳＯ３＋ＣＯ２＋Ｈ２Ｏ，

ＭｇＣＯ３＋２ＨＮＯ３ ＝ Ｍｇ（ＮＯ３）２＋Ｈ２Ｏ＋ＣＯ２，

ＭｇＣＯ３＋Ｈ２ＳＯ４ ＝ ＭｇＳＯ４＋Ｈ２Ｏ＋ＣＯ２．

　　由反应方程可知：不同ｐＨ值时，集料中ＣａＣＯ３，ＭｇＣＯ３等成分被侵蚀是造成高岭土改性沥青和基

质沥青混合料试件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整体而言，掺加高岭土试件被侵蚀程度低于基质沥青试件．

３　掺入高岭土对提高路面抗酸腐蚀性的机理分析

３．１　电镜扫描分析

对于掺加高岭土的沥青试件，在相同ｐＨ值时，随着高岭土掺量的增多，马歇尔试件表面的白色斑

点逐渐增多，基质沥青马歇尔试件表面有大面积的蜂窝状，而掺加高岭土的试件表面并无此明显的现

象，特别是当高岭土掺量为３％时，试件表面表现得最为平静．为了更清楚地描述掺加高岭土试件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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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采用微观电镜扫描图片加以分析，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ｐＨ＝５．６，电镜扫描倍数为３０００倍．

（ａ）高岭土试件　　　　　　　 　　　 　　　　　（ｂ）基质沥青试件

图３　掺量为３％的试件在５个浸泡周期下的微观照片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ｉｔｈ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ｆｉｖｅ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ｓ

由图３（ａ）可知：掺量为３％的高岭土试件中有大量的絮凝状、纤维状结构，它从某种角度上增强了

混合料中颗粒与颗粒之间的粘结能力．一方面，这是由于掺加的高岭土是典型的硅氧四面体和氢氧八面

体结构［１５?１８］，这种结构能够形成六方排列的网格层，使掺加高岭土的改性沥青马歇尔试件具有稳定的化

学性质，具有较强的耐酸能力，所以从宏观上可以看到掺加高岭土的试件明显比没有掺加高岭土试件的

抗腐蚀性能好；另一方面，掺量为３％的高岭土试件形成的纤维状结构不仅可以增强沥青薄膜的厚度，

还可以防止酸性物质进入混合料的内部，缓解Ｈ＋对混合料的侵蚀作用，这也解释了掺加高岭土能够提

高沥青混合料抗酸侵蚀的原因．

由图３（ｂ）可知：对于没有掺加高岭土的基质沥青试件，其表面被 Ｈ＋侵蚀成疏松多孔．这是因为沥

青薄膜破裂后，沥青中的羧酸类和酚类物质在 Ｈ＋的反复作用下，发生一定的溶解和电离；基质沥青试

件的表面被破坏后，酸性物质沿着裂缝继续下渗，破坏了沥青混合料的组成成分，减弱了沥青与集料间

的粘结力，从而降低沥青混合料的强度与稳定性．

３．２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利用ＺｅｔｚｓｅｈＤＳＣ２０４型差示扫描量热仪（德国耐驰仪器制造有限公司）进行热分析，参数设置如

下：速率为１０℃·ｍｉｎ－１；氮气流速为３０ｍＬ·ｍｉｎ－１；测量起始温度为－１０℃；结束温度为１５℃．沥青

与高分子材料一样，都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出现相态上的变化，在差示扫描量热法（ＤＳＣ）曲线上体现为

波峰的产生；沥青与高分子材料不同的是，由于沥青是众多组分组成的混合物，而不同组分的相态转化

温度并不相同，所以基质沥青在ＤＳＣ曲线上表现出多组分相态转变峰的一个重叠峰．样品的ＤＳＣ曲

线，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犎Ｆ 为热流；狋为温度．

　　　　　　（ａ）基质沥青　　　　 　　　　 　　　　　　（ｂ）掺量为３％的高岭土改性沥青

图４　沥青样品的ＤＳＣ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Ｓ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ｓａｍｐｌｅ

从表面化学的角度分析，高岭土使沥青改性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共混过程，还是对沥青自身性

质的一个改变．由图４可知：经过高岭土改性后，沥青的吸热峰得到降低；掺量为３％的高岭土改性沥青

吸热量减少、峰值温度提高、没有新的吸热峰产生、特征吸热峰的位置没有出现明显的位移，这充分说明

高岭土改性沥青没有新的官能团产生，改性沥青的稳定性得到增强，同时，沥青的流变性得到改变，沥青

的感温性得到降低；这也说明掺量为３％的高岭土改性沥青马歇尔试件的稳定性、抗酸腐蚀性均优于基

质沥青试件．差示量热扫描分析得出的结论与节３．１电镜扫描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５２６第５期　　　　　　　　胡超，等：雨水酸化条件对高岭土改性沥青路面腐蚀性能的试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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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以酸雨对沥青路面的侵蚀为背景，通过５个周期的泡酸试验，在不同掺量的高岭土、不同ｐＨ值的

条件下，研究酸雨对高岭土改性沥青混合料路面的影响，得出以下４点结论．

１）在基质沥青中，无论高岭土掺量多少，其效果均优于没有掺加高岭土的基质沥青．

２）造成沥青混合料发生侵蚀现象主要是由ＳＯ２－４ ，ＮＯ３，Ｈ
＋引起．

３）基质沥青混合料及掺加高岭土改性后的沥青混合料的腐蚀程度均随着ｐＨ值的增大而减弱，这

也从侧面说明ｐＨ值越低，酸雨对沥青混合料的侵蚀作用越剧烈．

４）在确定雨水酸化的条件下，提高路面强度的最佳高岭土的掺量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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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房内贴多孔材料吸、放湿

对空调冷凝水量的影响

吴艳，冉茂宇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探讨集装箱房内贴多孔隔热材料吸、放湿对空调冷凝水量的影响，首先，利用足尺集装箱房，基于

封闭箱热扰法，测试酚醛板和挤塑板的吸、放湿能力，并验证集装箱密闭的有效性；然后，对比不同气候有、无

换气状态下，集装箱房的空调冷凝水量；最后，通过冷凝水实测量和材料干基含湿量变化，推算材料放湿对冷

凝水产生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酚醛板的吸、放湿能力远大于挤塑板；在无换气时，内贴材料吸、放湿能力越大，

空调冷凝水持续产生能力越强，总产生量越大；在有换气时，冷凝水量受新风量与内贴材料吸、放湿的影响，材

料放湿的影响比无换气时弱；基于冷凝水实测量和材料干基含湿量变化，推算材料的放湿量，两者具有一致

性，可采用空调运行前、后干基含湿量变化，估算材料吸、放湿对冷凝水量的影响．

关键词：　隔热材料；吸湿；放湿；空调冷凝水；集装箱房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１１１；ＴＵ８３１．３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５?０６２７?０７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犕狅犻狊狋狌狉犲犃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狅犳

犐狀狋犲狉犻狅狉犘狅狉狅狌狊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狅狀犃犻狉?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犆狅狀犱犲狀狊犪狋犲犻狀犆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犚狅狅犿狊

ＷＵＹａｎ，ＲＡＮＭａｏｙｕ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ａｉｒ?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ｓ，ｆｕｌｌ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ｄｂｏｘｈｏｔ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ｂｏａｒｄａｎｄｅｘｔｒｕｄｅｄｂｏａｒｄｗａｓ

ｔ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ｔ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ｓ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

ｄｒｙｂａｓ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ｂｏａｒｄ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ｅｘｔｒｕｄｅｄｂｏａｒ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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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ｉｓｔａ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ｒｙｂａｓ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ｒｙｂａ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ｅａｔ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

南方湿热地区，空调已是居家必备，因此，冷凝水产生量巨大．回收利用空调冷凝水不仅可以减少环

境污染，还可节约水资源．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空调冷凝水的回收利用进行了研究，其用途主要包括冷

却塔补水、卫生用水、绿化浇灌、空调冷凝器降温、辅助饮用水等［１?５］．由于冷凝水产生量是其回收利用首

先要确定的问题，因此，学者对不同空调系统的冷凝水产生量进行了估算或实测．陈楠等
［６］估算我国４

个气候区房间空调器冷凝水量为１．５４８ｋｇ·ｈ
－１；肖洪海等［７］实测ＫＦＲ?３２ＧＷ／Ｅ机型空调冷凝水量为

１．２ｋｇ·ｈ
－１；魏燕等［８］计算ＭＤＶ?ＪＤ２２Ｇ／Ｙ型挂壁式室内机冷凝水量为２．７６ｋｇ·ｈ

－１；梁仁建［９］计算

某品牌ＫＦ?１２０型柜式空调冷凝水量为９．２９ｋｇ·ｈ
－１；张东放［１０］实测深圳某高层平均冷凝水量为３．８３

ｋｇ·ｈ
－１；万丽霞等［１１］理论计算３５００Ｗ的分体空调冷凝水量为２．４３ｋｇ·ｈ

－１；韩靖等［１２］估算某厂房

单台组合式空气处理机额定工况冷凝水量为４２１．２ｋｇ·ｈ
－１；赖晓波［１３］计算ＫＦＲ?２６ＧＷ型家用空调冷

凝水量为３ｋｇ·ｈ
－１；魏留柱［１４］计算３５００Ｗ家用空调冷凝水量为２．０８ｋｇ·ｈ

－１；任晶［１５］计算某教室

柜式空调冷凝水量为５．４ｋｇ·ｈ
－１，发现实测值与计算值有较大误差；陈文静等［１６］计算某办公室不同

温、湿度下的冷凝水量；高峰等［１７］以天津地区办公建筑为例，对冷凝水量进行静态计算．然而，现有文献

理论估算或实测空调冷凝水量时，几乎未考虑室内材料吸、放湿的影响，且缺乏实测值与估算值的对比．

为了探究房间内贴多孔材料吸、放湿对空调冷凝水产生量的影响，本文利用足尺集装箱内贴多孔酚醛板

与挤塑板，首先，基于封闭箱热扰法［１８］测试集装箱房的密闭性和材料吸、放湿能力；然后，分别在有、无

换气下，测试空调冷凝水产生量；最后，通过冷凝水实测量和材料干基含湿量变化，推算材料放湿对冷凝

图１　集装箱房现场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犻狀狊犻狋狌

水产生量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装置与测试内容

测试装置为３个集装箱房，尺寸均为３３００ｍｍ（长）×３０００

ｍｍ（宽）×３０００ｍｍ（高），如图１所示．集装箱房的箱体选择

１４０ｍｍ（宽）×３ｍｍ（厚）的Ｃ型钢为骨架，底部采用１２０ｍｍ

（宽）×３ｍｍ（厚）的Ｃ型钢加强，侧面厚为１．２ｍｍ的压型钢

板，顶部厚为１．５ｍｍ的压型钢板；地板采用钢龙骨焊接，铺设

厚２ｍｍ的钢板．每个集装箱房设门窗对开，门为０．９ｍ（宽）×

２．０ｍ（高）的铁门，位于墙面端部；窗为１．５ｍ（宽）×１．２ｍ（高）的铝合金窗，位于墙面中心，两扇推拉．３

个集装箱房错开布置于华侨大学厦门园区建筑学科实验大楼４层屋顶，分别标记为Ａ箱、Ｂ箱、Ｃ箱．Ａ

箱和Ｂ箱内表面分别贴设干密度为３５．１ｋｇ·ｍ
－３的多孔酚醛板和干密度为２４．７ｋｇ·ｍ

－３的多孔挤塑

板隔热层，天花、墙面、地面隔热层的厚度分别为１００，７５，５０ｍｍ；Ｃ箱内表面不做任何处理．每个集装箱

安装１台格力ＫＦＲ?２６Ｗ／Ｒ０１?２型空调器．

测试内容及参数，如表１所示，包括３个方面：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２０：３０至１６日２０：３０，集装箱房气

密性及材料吸、放湿测试；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８：００至２０：００，集装箱房密封时，空调冷凝水量测试；２０１８

年６月１６日８：００至２０：００，集装箱房新风换气３０ｍ３·ｈ－１时，空调冷凝水量测试．

表１　测试内容及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测试内容 测试参数 测试目的

气密性及吸、放湿 室内外气象参数 验证集装箱气密性；探究内贴材料吸、放湿性能

封闭态的冷凝水量 室内外气象参数；空调冷凝水量 探究材料吸、放湿对空调冷凝水量影响

换气态的冷凝水量 室内外气象参数；空调冷凝水量 进一步探究材料吸、放湿对空调冷凝水量影响

８２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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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测试方法与仪器

测试参数及相应的仪器，如表２所示．移动气象站布置在与集装箱同一屋顶的５ｍ左右处，每隔３０

ｍｉｎ记录一次；温湿度仪室内测点位于集装箱房中心，室外测点位于进风口出，每隔５ｍｉｎ记录一次．

表２　测试参数及相应的仪器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测试参数 测试仪器 测试范围 仪器精度

室外空气温度／℃ 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 －４０～８０ ±０．２

室外空气相对湿度／％ 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 ０～１００ ±３

室内、外空气温度／℃ ＡＺ８８２９型温湿度仪 －２０～８０ ±０．６

室内、外空气相对湿度／％ ＡＺ８８２９型温湿度仪 ０～１００ ±３

空调冷凝水量／ｋｇ ＡＣＳ?ＪＳ型电子计数秤 ０～１０ ±０．００１

试样质量／ｇ ＤＪ５００型电子天平 ０～５００ ±０．０１

　　集装箱气密性及材料吸、放湿能力测试前，开启集装箱门窗通风３ｄ，让室内材料与室外湿空气充分

接触．测试时，用透明胶带对门窗缝隙及通风口等进行密封．冷凝水量测试时，设定箱内温度为２０℃，风

速自动，用量筒收集冷凝水，每隔２ｈ称量１次．新风量由ＤＰ２００Ａ型风机控制，并通过直径１１ｃｍ管段

与集装箱进风口相连．

多孔酚醛板和挤塑板在空调运行前、后进行干基含湿量测试，每个集装箱选取６组试样，尺寸为２５

ｍｍ（长）×４５ｍｍ（宽）×４０ｍｍ（高），实验前３ｄ置于箱内．空调运行前，称其湿质量，然后，将试样置于

７０℃的烘箱中，连续烘干４８ｈ后，再间隔２ｈ称量１次，直至相邻３次称得质量的标准差不大于０．１％，

认为达到干质量［１９］．采用密封称量法对试样进行称量
［２０］．

２　测试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气密性和吸、放湿性能

３个集装箱内，空气温度（θ）和相对湿度（φ）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３个集装箱内，

空气温度的升高与下降有一定的滞后，这是由于各箱保温隔热水平不同；在白天，随着箱内气温的升高，

内贴材料向室内空气放出水分，反之，在夜间，内贴材料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这就是Ａ，Ｂ箱中相对湿

度波动相对于Ｃ箱小的原因．

３个集装箱内，室内含湿量（犱）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Ｃ箱空气的含湿量基本不

变，说明集装箱在白天受热、夜间受冷及在室外风压作用下，其气密性良好；Ａ箱中酚醛板的吸、放湿能

力较Ｂ箱中挤塑板的强．原因在于，挤塑板（ＸＰＳ）是由聚苯乙烯树脂及其他添加剂经挤压制造，拥有连

续均匀表层及闭孔式蜂窝结构，这种闭孔式结构吸湿性能较弱；而酚醛树脂化学式为Ｃ７Ｈ６Ｏ２，含有酚

羟基，理论上具有更强的亲水性．

图２　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随时间的变化　　　　　　　　　　图３　室内含湿量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ｏ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ｏｏｒ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ａｉ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２．２　封闭状态集装箱冷凝水产生量

在封闭状态下，３个集装箱内、外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如图４，５所示．由图４可知：空箱Ｃ

９２６第５期　　　　　　　　　吴艳，等：集装箱房内贴多孔材料吸、放湿对其空调冷凝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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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隔热材料，空调冷气量不足，箱内气温远高于Ａ，Ｂ箱，只是在空调运行前期和后期有较短时间的

温度下降；而Ａ，Ｂ箱的室内气温均能维持在２０℃左右．由图５可知：由于空箱Ｃ的箱内温度高，且无材

料放出水分，因此，其相对湿度最低，维持在２０％左右；Ｂ箱由于有挤塑板放出少量水分，相对湿度维持

在３０％左右；Ａ箱由于酚醛板能放出足够水分，相对湿度维持在６０％左右．

　图４　封闭状态空气温度的变化　　　　　　　　　　图５　　封闭状态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ｅ　　　Ｆｉｇ．５　Ａ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ｅ

封闭状态下，各箱中的空气含湿量，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Ｂ箱的空气含湿量最低，其次是Ｃ箱，

最后是Ａ箱．由于Ｂ箱的空调能将室内温度降低并维持在设定温度，当室内空气掠过冷凝管时，具有冷

图６　封闭状态空气含湿量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Ａｉｒ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ｅ

凝除湿的能力，然而挤塑板放出的水分不足，难以补充空气

因冷凝而排出的水量，所以，其空气含湿量最低．Ｃ箱因空

调冷量不足，除了空调运行前期，几乎不产生冷凝水，故其

含湿量高于Ｂ箱．Ａ箱空调能将室内温度降低并维持在设

定温度，且酚醛板放出水分，因此，箱内含湿量最高．

在封闭状态下，集装箱每小时冷凝水产生量（犿ｐ１），如

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各箱冷凝水产生量随着时间的增

加，总体呈递减趋势；Ｃ箱仅在空调开启１ｈ内，冷凝水产

生量较为显著，随后产生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Ｂ箱因空

调将温度维持在设定值，且挤塑板有少量水分持续放出，所

以，冷凝水产生量高于Ｃ箱；Ａ箱由于酚醛板持续放出大

量水分，因此，冷凝水产生量持续较长时间，在１８：００前均

远大于Ｂ箱和Ｃ箱；在１８：００后，３个集装箱产生的冷凝水量相当，且都很小，说明室内空气与材料和盘

管之间的湿交换几乎达到平衡．

封闭状态冷凝水产量的累计值（犿ａ），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Ｃ箱冷凝水累计量变化很小，其次是

Ｂ箱，最后是Ａ箱．在１７：００前，Ａ箱冷凝水产生量远高于Ｂ，Ｃ箱，说明内贴多孔材料吸、放湿对冷凝水

产生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材料吸、放湿能力越大，持续产生冷凝水时间越长，总的冷凝水量也越大．

图７　封闭状态每小时冷凝水产量　　　　　　　　　　图８　封闭状态冷凝水产量的累计值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ｈｏｕｒ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ｅ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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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换气态集装箱冷凝水产生量

维持新风换气量约为３０ｍ３·ｈ－１，在换气状态下，３个集装箱内、外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如

图９，１０所示．换气状态下，空气含湿量的变化，如图１１所示．

　　图９　换气状态空气温度的变化　　　　　　　　　　图１０　换气状态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１０　Ａ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图１１　换气状态空气含湿量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Ａｉｒ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ｙｓｔａｔｅ

对比图４，９可知：换气状态的室外气温较封闭状态时

高，Ｂ箱在白天高温时段制冷能力稍显不足，温度不能维持

在设定值２０℃，而Ａ箱仍然能维持在设定值．对比图５，１０

可知：换气状态下，室外空气相对湿度远小于封闭状态．对

比图６，１１可知：换气状态下，室外空气含湿量（平均值为

１１．８ｇ·ｋｇ
－１）远小于封闭状态室外空气含湿量（１８．７ｇ·

ｋｇ
－１）．对比图４～６与图９～１１可知：换气状态下，３个集

装箱室内温、湿度及含湿量的变化与封闭状态时相似．

换气状态下，每隔２ｈ测得的冷凝水量（犿ｐ２），如图１２

所示．换气状态下，冷凝水量的累计值，如图１３所示．由图

１２，１３可知：Ｂ，Ｃ箱的冷凝水累计量随着时间变化呈线性

增加关系，但 Ａ箱在午后却呈减小趋势．对比图８，１３可

知：在换气状态下，Ａ箱的冷凝水累计量减少．原因在于，换气状态下，室外空气含湿量小，使酚醛板在空

调运行前含湿量减少．

图１２　换气状态每２ｈ的 冷凝水量 　　　　　　　　　图１３　换气状态冷凝水量的累计值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２ｈｏｕｒｓ　　　　　　　　　　Ｆｉｇ．１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　　　

　　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３　隔热材料放湿量推算对比分析

空调冷凝水产生量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集装箱封闭态、无内贴材料时，其冷凝水只来源于箱内原

有湿空气；当集装箱封闭态、有内贴材料时，其冷凝水来源于箱内原有湿空气及内贴材料放湿；当集装箱

处于换气状态，其冷凝水来源于箱内原有湿空气降湿、内贴材料放湿和室外新风降湿．通过实测数据可

１３６第５期　　　　　　　　　吴艳，等：集装箱房内贴多孔材料吸、放湿对其空调冷凝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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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算各项来源的冷凝水量，从而分析材料放湿对空调冷凝水量的影响．冷凝水产生量的计算式为

犿＝ρ犞·（犱Ｗ－犱Ｎ）·１０
－３． （１）

式（１）中：犿为冷凝水产生量，ｋｇ·ｈ
－１；ρ为新风密度，ｋｇ·ｍ

－３；犞 为新风体积，ｍ３·ｈ－１；犱Ｗ 为室外空

气含湿量，ｇ·ｋｇ
－１；犱Ｎ 为室内空气含湿量，ｇ·ｋｇ

－１．

利用式（１）可估算室外新风降湿产生的冷凝水量，通过始态与终态箱内空气含湿量差值，可估算室

内空气降湿产生的冷凝水量．因此，内贴材料放湿量一方面可通过实测冷凝水量进行推算，另一方面又

可根据材料干基含湿量变化进行估算，如表３所示，从而对比隔热材料放湿对空调冷凝水量的影响．

表３　空气降湿量计算及隔热材料放湿量推算

Ｔａｂ．３　Ａｉｒｄｅｈｕｍ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状态 箱名
室内空气
降湿计算／ｋｇ

室外新风
降湿计算／ｋｇ

实测冷凝
水量／ｋｇ

实测推算材料
放湿量／ｋｇ

材料干基含
湿量变化／％

干基含湿量变化
推算材料放湿量／ｋｇ

封闭态

Ｃ

Ｂ

Ａ

０．５０７

０．４０８

０．２７１

－

－

－

０．４７０

１．１９１

４．０９４

－

０．７８３

３．８２３

－

１．６～０．８

１２．８～１０．１

－

０．８１３

３．８９９

换气态

Ｃ

Ｂ

Ａ

０．２３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７

２．０７３

２．８４０

１．８９０

２．０２８

２．９２７

３．２５６

－

－０．０５８　

１．２７９

－

０．５～０．３

８．６～７．７

－

０．０２０

１．３００

　　由表３可知：隔热材料吸、放湿对冷凝水产生量影响显著．在集装箱封闭状态下，空箱Ｃ冷凝水产

生量最少，仅为０．４７０ｋｇ；其次是挤塑板Ｂ箱，为１．１９１ｋｇ；最后是酚醛板Ａ箱，为４．０９４ｋｇ．其中，挤塑

板放湿量占Ｂ箱冷凝水总量的６７％；酚醛板放湿量占Ａ箱冷凝水总量的９４％．在换气状态下，空箱Ｃ

冷凝水产生量仍最少，为２．０２８ｋｇ；其次是挤塑板Ｂ箱，为２．９２７ｋｇ；最后是酚醛板Ａ箱，为３．２５６ｋｇ．

计算换气态下隔热材料放湿量占比，挤塑板几乎无吸、放湿；酚醛板放湿量占Ａ箱冷凝水总量的４０％．

由此可见，隔热材料吸、放湿性能越好，冷凝水总量越大，隔热材料放湿量占空调冷凝水总量的比值越

大；随着新风的加入，隔热材料放湿量占冷凝水总量的比值变小，材料放湿的影响相较于封闭态时减弱．

封闭状态下，空箱Ｃ的冷凝水来源于室内空气降湿，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差０．０３７ｋｇ，主要原因是管

道润湿与残留；空调运行前、后，挤塑板试样的干基含湿量由１．６％降低至０．８％，由此推算隔热材料放

湿量为０．８１３ｋｇ，与实测推算材料放湿量０．７８３ｋｇ较为接近；空调运行前、后，酚醛板试样的干基含湿

量由１２．８％降低至１０．１％，由此推算材料放湿量为３．８９９ｋｇ，与实测推算材料放湿量３．８２３ｋｇ较为接

近．换气状态下，空箱Ｃ冷凝水来源于室内、外空气降湿，计算值与实测值存在误差，原因是管道少量残

留和空调冷量不足，回风将蒸发盘管上的冷凝水带回室内；空调运行前、后，挤塑板试样的干基含湿量由

０．５％降低至０．３％，由此推算材料放湿量为０．０２０ｋｇ，即Ｂ箱几乎不产生冷凝水，实测推算材料放湿量

为－０．０５８ｋｇ，两者结果较为相符；空调运行前、后，酚醛板试样的干基含湿量由８．６％降至７．７％，由此

推算材料放湿量为１．３００ｋｇ，与实测推算材料放湿量１．２７９ｋｇ较为接近．

此外，若将冷凝水管道润湿及残留量０．０３７ｋｇ计入各箱的实测冷凝水量，则通过干基含湿量变化

推算材料放湿量与实测推算材料放湿量的一致性更高．因此，可对吸、放湿材料始态与终态干基含湿量

进行测定并计算，结合室内空气降湿与室外新风降湿，从而估算空调冷凝水产生量．

４　结论

利用足尺集装箱内贴酚醛板与挤塑板隔热材料，通过实测得到以下４点结论．

１）采用封闭空箱热扰动法测量和评价酚醛板的调湿性能，测得酚醛板吸、放湿性能较好，而挤塑板

几乎不具备吸、放湿性能．

２）在封闭状态下，内贴酚醛板的集装箱产生的冷凝水量是内贴挤塑板集装箱的近４倍，是无隔热

材料集装箱的近８倍；酚醛板放湿量占 Ａ箱冷凝水总量的９４％，挤塑板放湿量占Ｂ箱冷凝水总量的

６７％，即材料吸、放湿性能越好，冷凝水总量越大，材料放湿量占空调冷凝水总量的比值越大．

３）在民用建筑最小新风量３０ｍ３·ｈ－１下，空调冷凝水产生量同时受新风量与内贴材料吸、放湿的

２３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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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内贴酚醛板的集装箱冷凝水产生量较内贴挤塑板的集装箱增加１１％，较无隔热材料的集装箱增

加６０％；酚醛板放湿量占Ａ箱冷凝水总量的４０％，挤塑板几乎无吸、放湿，材料放湿对冷凝水量的影响

相较于封闭状态时减弱．

４）室内隔热材料吸、放湿对于空调冷凝水产生量有重要影响，现行冷凝水计算公式中需加入吸、放

湿的影响因子，基于冷凝水实测量和材料干基含湿量变化推算材料放湿量，两者具有一致性．因此，可对

吸放湿材料始态与终态干基含湿量进行测定并计算，结合室内空气降湿与室外新风降湿，从而估算空调

冷凝水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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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温下氧化石墨的制备工艺

郝雅鸣１，２，邓智鹏１，２，赵小敏１，２，陈丹青１，２，陈国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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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改进的 Ｈｕｍｍｅｒｓ法的基础上，提出室温制备氧化石墨（ＧＯ）的方法，制备一系列氧化石墨．考察磷

酸和硫酸的体积比、反应时间及石墨尺寸对氧化石墨氧化程度的影响．采用Ｘ射线衍射仪、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仪和能谱仪对产物进行表征．研究结果表明：当石墨与氧化剂高锰酸钾的质量比为１∶６，磷酸和硫酸的

体积比为６∶４时，在低温处理３０ｍｉｎ，中温处理２ｈ，常温处理７ｄ的条件下，制得的氧化石墨的氧化程度最

高；所提方法的制备工艺操作简单、安全且能耗低．

关键词：　氧化石墨；室温；制备；Ｘ射线衍射仪；氧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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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可以形成其他维度的同素异形体．石墨烯具有优异的电学、热学、力学及高透光性等性能
［２］．这些特殊

的性能使石墨烯在透明电极、储能器件、传感器及复合材料等［３?６］众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氧化石墨烯

又被称为功能化石墨烯，是石墨烯重要的派生物之一，其表面含有大量的羟基、环氧基，边缘分布着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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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酯基和羰基［７］．氧化石墨（ＧＯ）作为制备石墨烯重要前驱体之一，它的品质直接影响石墨烯材料的制

备及应用．在制备ＧＯ的方法中，最普遍的是 Ｈｕｍｍｅｒｓ法
［８］，该方法可在短时间内成功制备出ＧＯ，使

用高锰酸钾代替氯酸钾作为氧化剂，降低了反应的危险性（不会产生易爆的ＣｌＯ２ 气体），且所得产物的

氧化程度较高．但是，其原料中的硝酸钠在反应过程中会产生有毒气体，且废液中的无机盐Ｎａ＋难以除

去．Ｍａｒｃａｎｏ等
［９］首次提出舍弃原料硝酸钠、增加氧化剂用量、引入磷酸和硫酸混合物（体积比为１∶９）

的方法，该方法得到的ＧＯ虽然具有很好的结构完整性，但也存在氧化剂和硫酸用量过多等问题．Ｙｕ

等［１０］提出用Ｋ２ＦｅＯ４ 代替部分ＫＭｎＯ４，并减少硫酸的用量．Ｐｅｎｇ等
［１１］也用Ｋ２ＦｅＯ４ 作为氧化剂，不同

的是，后者在不改变ＧＯ质量的同时，可循环利用硫酸（可连续循环使用１０次），避免了有毒气体对环境

的污染．Ｙｕ等
［１２］报道了不使用硫酸的方法，仅用石墨、双氧水、水和高铁酸钾就可以制备出产率较高的

ＧＯ．尽管如此，上述方法依然存在氧化剂危险性较高、硫酸用量过度、环境负担重、不适合宏量制备等问

题［１３?１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文献［９］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室温下制备氧化石墨的方法．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磷酸／硫酸法

首先，配制不同体积比的磷酸／硫酸溶液（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分别为１０∶０，９∶１，８∶２，７∶３，６∶４，５∶

５），冷却至室温备用．然后，称取一定量的鳞片石墨于干燥的烧杯中，缓慢倒入１００ｍＬ上述配制好的混

酸溶液中，冰水浴磁力搅拌３～５ｍｉｎ后，分批加入１２ｇ高锰酸钾，期间控制体系温度不超过１０℃，持

续搅拌３０ｍｉｎ．接着，将体系转入中温３８℃恒温水浴中反应２ｈ，反应结束后，在室温（或高温８０℃）下

放置一定时间．最后，向体系中依次加入２５０ｍＬ蒸馏水和几滴质量分数为３０％的双氧水，将所得产物

用质量分数为５％的盐酸和蒸馏水洗涤多次，直至滤液呈中性．将其转移至６０℃烘箱干燥后，即得到一

系列不同混酸体积比（不同反应时间、不同原料尺寸）的氧化石墨．为了与传统方法制备的ＧＯ区分，磷

酸／硫酸法制备的产物标记为ＮＧＯ．

１．２　改进的犎狌犿犿犲狉狊法

称取２ｇ鳞片石墨于烧杯中，缓慢加入１００ｍＬ浓硫酸，在冰水浴下磁力搅拌３～５ｍｉｎ；接着，缓慢

加入１２ｇ高锰酸钾，期间控制体系温度小于１０℃，持续搅拌３０ｍｉｎ；然后，将上述体系转入到中温３８

℃恒温水浴中反应２ｈ，反应结束后，加入２５０ｍＬ蒸馏水，并用玻璃棒辅助搅拌，控制温度不超过９０

℃，待其冷却至室温后，用一次性滴管向体系中加几滴质量分数为３０％双氧水，此时，溶液变成黄色．将

所得产物用质量分数为５％的盐酸和蒸馏水洗涤多次，直至滤液呈中性，再将其转移至６０℃烘箱中进

行干燥，即得到氧化石墨．

１．３　分析测试方法

采用ＲｉｇａｋｕＳｍａｒ／ＳｍａｒｔＬａ型粉末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日本理学株式会）对样品进行晶体结构

的分析．衍射条件如下：Ｘ射线源为ＣｕＫα射线靶，管电压为４０ｋＶ，管电流为３０ｍＡ，扫描范围５°～

８０°，扫描速率为１０°·ｍｉｎ－１．测试前需将样品置于烘箱中进行干燥．使用ＮｉｃｏｌｅｔｉＳ５０型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仪（ＦＴ?ＩＲ）（中国岛津公司）分析样品的官能团．测量模式为衰减全反射（ＡＴＲ），波数范围４００～

４０００ｃｍ－１．在Ｓ?４８００（Ⅱ）型场致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日本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上测试产物中的元素

原子含量．采用ＳＺ?８２型数字式四探针测试仪（苏州电讯仪器厂）测试还原氧化石墨烯的电导率．采用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２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中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测试氧化石墨的紫外图谱．

采用ｉｎＶｉ／ｉｎＶｉａ型拉曼光谱仪（Ｒａｍａｎ）（英国雷尼绍公司）测试氧化石墨的拉曼图谱，使用波长为５１２

ｎｍ的激光光源，测量范围是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
－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混酸体积比对制备氧化石墨的影响

为了考察混酸体积比对制备氧化石墨的影响，制备了不同磷酸和硫酸体积比（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分别

为１０∶０，９∶１，８∶２，７∶３，６∶４，５∶５）的一系列ＮＧＯ样品，采用后期高温（８０℃）处理．以ＸＲＤ为分

５３６第５期　　　　　　　　　　　　　　郝雅鸣，等：室温下氧化石墨的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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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手段对样品进行测试，表征结果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当混酸体积比为１０∶０，即溶液为纯磷酸时，产物在２θ约为２６°处有着一个尖锐的衍

射峰，其对应石墨的（００２）晶面
［７］．此外，随着混酸体积比的变化，石墨的峰逐渐减弱并向低角度方向移

动，说明形成了石墨层间化合物．当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８∶２时，在２θ约为１０°处开始出现微弱的氧化石

墨（００１）的特征衍射峰，同时，仍保留有部分石墨的衍射峰，这意味着产物中仍有部分高阶石墨插层化合

物，也证实ＧＯ的形成是由石墨层间化合物进一步氧化实现的，跟文献报道的结果一致
［１７］．当犞Ｈ

３
ＰＯ
４
∶

犞Ｈ
２
ＳＯ
４
＝６∶４时，ＮＧＯ在１０°处表现出较强的衍射峰，石墨的特征衍射峰基本消失，说明鳞片石墨已基

本被氧化．根据Ｊａｄｅ软件分析结果，相比于原始鳞片石墨０．３ｎｍ的层间距，制备得到的ＮＧＯ的层间

距范围在０．８～１．２ｎｍ内（与Ｈｕｍｍｅｒｓ法得到的相似），明显ＮＧＯ的层间距增大，这主要是因为样品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过程中，引入了丰富的含氧官能团，碳原子与氧原子之间形成了共价键，石墨晶

格沿着犮轴方向不断扩展，从而扩大了层间距．

　　（ａ）纯磷酸制备的ＮＧＯ　　　　　　　　　　　　（ｂ）不同混酸体积比下制备的ＮＧＯ

图１　不同混酸体积比下ＮＧＯ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ＮＧ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ｅｄａｃｉｄ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ｓ

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不同混酸体积比制备的ＮＧＯ进行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λ为

波长；犇为吸光度．由图２可知：混酸体积比为８∶２时，对应的ＮＧＯ在３００ｎｍ处出现了肩峰，此处的

峰是由Ｃ＝Ｏ双键狀－π跃迁引起的
［１８］；当混酸体积比为６∶４时，３００ｎｍ处的肩峰已经很明显，说明

该条件下ＮＧＯ的氧化程度相对较高，且与传统方法得到的ＧＯ的紫外谱图几乎一致．

电导率（κ）可以衡量还原氧化石墨烯片层结构的完整性
［７］，选用抗坏血酸作为还原剂，对部分样品

进行还原，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当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分别为９∶１，８∶２，６∶４，５∶５时，虽然电导率

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但仍能说明氧化程度较高的ＧＯ并没有导致层结构完整性的明显下降．

图２　不同混酸体积比下ＧＯ和ＮＧＯ的紫外图谱　　　图３　不同混酸体积比下部分产物被还原后的电导率

Ｆｉｇ．２　ＵＶ?ｖｉ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ＧＯａｎｄＮＧＯｕｎｄｅｒ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ｅｄａｃｉｄ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ｅｄａｃｉｄ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ｓ　

此外，氧化石墨分散在水中的颜色也可以反映氧化程度的高低．不同混酸体积比制备的ＮＧＯ分散

液的光学照片，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当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６∶４时，对应的分散液呈现出浅黄色，即

该条件下的产品具有较高的氧化程度．

综合上述测试结果可知：除了纯磷酸外，其余混酸体积比均能得到ＧＯ，尤其是当混酸体积比为６∶

６３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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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时，样品具有很高的氧化程度．在不影响ＧＯ品质的前提下，本着减少硫酸用量，降低环境负担的原

则，确定最佳混酸体积比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６∶４．该结论与不同混酸体积比后期室温（２５℃）处理得到的

产物ＸＲＤ图结论一致（图５）．为了尽量降低能耗，下面的制备实验均采用后期室温处理．

图４　不同混酸体积比制备的ＮＧＯ分散液的光学照片　　　 图５　后期室温处理所得产物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４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ＮＧ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　　　　　Ｆｉｇ．５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ｅｄａｃｉｄｒａｔｉｏｓ　　　　　　　　　ｂｙｎｏｒｍ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２　反应时间对制备氧化石墨的影响

当混酸体积比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６∶４时，对样品采用后期室温处理，不同反应时间（０，２，４，６，８，１０，

图６　不同反应时间制备的ＮＧＯ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６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ＮＧＯ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１２，１４ｄ）制得产物的ＸＲＤ图，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随着氧化时间的延长，２θ约为１０°处对

应的氧化石墨的衍射峰（００１）越来越明显，这是由于在

石墨层间引入了含氧官能团；反应时间为６ｄ和８ｄ制

备的ＮＧＯ在１０°处的特征峰尤为显著，且峰位向左偏移

也比较大，说明在此期间有最佳的氧化时间，当处理时

间大于７ｄ，氧化石墨的特征峰逐渐减弱且不稳定，这与

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有关．因此，基本确定反应

的最佳时间为７ｄ．

不同反应时间制备的ＮＧＯ的层间距和ＥＤＳ图谱，

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犱ｓ为层间距；狋为反应时间．由图７

可知：当反应时间分别为１，７，１４ｄ时，通过Ｊａｄｅ软件对

产物的ＸＲＤ图谱分析，其层间距分别为０．９１３，０．８６９，０．８０６ｎｍ，说明ＮＧＯ的氧化程度是先增加后减

少．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１）层内部分插层分子发生脱附引起的；２）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氧化

产物的氧化程度可能会达到“饱和”状态，当超过这个界限状态，部分氧化产物会发生还原反应．由图７

还可知：Ｃ／Ｏ原子比值越大，氧化程度越低，当反应时间为７ｄ时，产物的氧化程度最高．

当反应时间分别为１，７，１４ｄ时，采用改进的 Ｈｕｍｍｅｒｓ法制备的ＧＯ的红外图谱，结果如图８所

图７　不同反应时间制备的ＮＧＯ的层间距和ＥＤＳ图谱　　图８　不同反应时间制备的ＮＧＯ的ＦＴ?ＩＲ图谱

Ｆｉｇ．７　ＬａｙｅｒｓｐａｃｉｎｇａｎｄＥＤ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ＮＧＯｓ　　　　　Ｆｉｇ．８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ＮＧＯ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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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图８中：ν为波数．由图８可知：制得样品在３５００ｃｍ
－１附近均存在羟基和水的吸收峰；１７３０，１０６２，

１２００ｃｍ－１分别对应Ｃ＝Ｏ，Ｃ－ＯＨ，Ｃ－Ｏ－Ｃ的吸收峰；１５８１ｃｍ－１对应结合水的Ｏ－Ｈ弯曲振动．这

表明氧化石墨表面的官能团种类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与文献［７］报道的结论一致．

２．３　石墨片径对制备氧化石墨的影响

当混酸体积比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６∶４时，采用不同片径（５０，１５０目）鳞片石墨制备氧化石墨，后期室

温下处理１４ｄ，所得产物的ＸＲＤ，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５０目和１５０目的鳞片石墨制备得到的产物在１０°附近均出现氧化石墨的特征衍射峰，

但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该特征峰会逐渐减弱，意味着其氧化程度在逐渐减弱．由此可知，混酸体积比为

６∶４时，后期室温处理的最佳时间是７ｄ，跟上文所得结论一致．

（ａ）５０目　　　　　　　　　　　　　　　　　　　　　（ｂ）１５０目　

图９　不同石墨片径制备的ＮＧＯ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９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ＮＧＯ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ｌａｋ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由图９还可知：在相同的混酸体积比下，１５０目石墨制备的ＮＧＯ的氧化峰强度明显高于５０目的，

由此可推断，产物的氧化程度随着石墨片径的增大而降低．这一结论也在不同石墨片径制备的ＮＧＯ的

拉曼图谱中得到验证，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σ为拉曼位移；犐Ｄ／犐Ｇ 为Ｄ峰与Ｇ峰的强度比．由图１０可

知：犐Ｄ／犐Ｇ 可以反映材料的缺陷程度，其值越大，说明样品中以狊狆
３ 杂化的碳原子越多，无序程度越大，

图１０　不同石墨片径制备的ＮＧＯ的拉曼图谱

Ｆｉｇ．１０　ＲａｍａｎｍａｐｏｆＮＧ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ｃｈｉｐ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意味着氧化石墨的氧化程度越高．根据分峰拟合计算可

知，二者的犐Ｄ／犐Ｇ 分别为０．７５，１．００，这也证实了石墨尺

寸为１５０目制备的ＮＧＯ具有较高的氧化程度．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１）从石墨

本身来看，相比于１５０目的石墨，５０目的石墨具有更大

的结晶区域；２）从氧化过程来看，可能是由于片径小的

石墨，插层分子越容易进入石墨层间，从而带来了更多

的氧化活性位点．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尺寸越小的石墨

越容易被氧化．

３　结束语

文中利用条件温和的磷酸／硫酸法成功制备出一系列的氧化石墨产品，并确定最佳混酸体积比

（犞Ｈ
３
ＰＯ
４
∶犞Ｈ

２
ＳＯ
４
）为６∶４．在此条件下，探讨了反应时间和石墨片径对产物的氧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

明：当石墨与高锰酸钾质量比为１∶６，硫酸和磷酸的体积比为６∶４，低温处理３０ｍｉｎ，中温处理２ｈ，室

温处理７ｄ时，制备出的氧化石墨有着较高的氧化程度．该方法实验过程简便，反应条件温和，在一定程

度上缓和了环境压力，为宏量制备氧化石墨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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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犗一氯均三嗪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

在棉织物抗菌中的应用

车秋凌１，２，李明春１，２，辛梅华１，２

（１．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环境友好功能材料教育部工程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甲醛甲酸法合成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ＴＭＣ），然后与三氯均三嗪进行反应，合成带有纤维反

应性基团的水溶性犗一氯均三嗪?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ＭＣＴ?ＴＭＣ）．将产物对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分析

整理剂的质量浓度和相对分子质量对其抗菌性能的影响，测试整理后织物的白度和强力．结果表明：将

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用于棉织物抗菌整理的最佳整理用量（质量分数）为４％；经ＴＭＣ整理的织物对犈．犮狅犾犻

和犛．犪狌狉犲狌狊的抑菌率最高分别为９５．８％和９６．０％；经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的织物对犈．犮狅犾犻和犛．犪狌狉犲狌狊的抑

菌率最高分别为９６．３％和９６．６％，整理后织物强力有所提升，但白度略有下降；ＭＣＴ?ＴＭＣ整理棉织物的耐

洗涤性能较ＴＭＣ整理有显著提高，洗涤后抑菌率仍达到９０％以上．

关键词：　壳聚糖季铵盐；抗菌；棉织物；一氯均三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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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ｓａｌｔ；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ｔｔｏｎ；ｍｏｎｏｃｈｌｏｔｒｉａｚｉｎｙｌ

　　棉织物柔软透气，具有良好的吸水性，有利于细菌的粘附、转移和增殖．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会对人

体造成威胁，产生异味，对织物的性能也有所损伤［１］，所以，对棉织物的抗菌整理势在必行．壳聚糖是天

然的阳离子高分子，对细菌和真菌具有一定的广谱抗菌性［２］，在织物抗菌整理中已有广泛应用．Ｅｌ?

Ｔａｈｌａｗｙ等
［３］用壳聚糖整理棉织物时，采用两种不同的交联剂，可使织物具有持久的广谱抗菌性．Ｌｉｍ

等［４］首次合成具有纤维反应性的壳聚糖季铵盐整理剂羟犗甲基丙烯酰胺?犖?２?羟丙基三甲基氯化铵，

可与棉纤维上的羟基发生共价键结合，织物经洗涤后，仍保持良好的抗菌性．但是以上方法对棉织物的

整理温度基本在１５０℃以上，棉织物的强力有所下降，对手感、白度也有影响，整理剂的利用率也较低．

三聚氯氰稳定的六元环上的３个氯原子具有较高的反应活性，可以发生亲核取代，而且逐步取代的温度

不同，可以控制逐步反应的进行［５］．因此，三聚氯氰在纺织、印染等领域已有广泛应用．Ｅａｓｓｏｎ等
［６］使用

两种磷酸酯与三聚氯氰合成阻燃整理剂，并对棉织物进行整理，使织物具有一定耐久性的阻燃性能．Ｅｌ?

Ｂｏｒａｉ等
［７］使用吡唑和三聚氯氰合成几种活性染料，对棉织物进行染色，这些染料均具有优秀的各项牢

度．Ｚｈａｎｇ
［８］在碱性条件下，使用三聚氯氰和β?环糊精，合成能与棉织物共价键结合的一氯均三嗪β?环

糊精．蒋之铭等
［９］于６０℃碱性溶液中，合成２?（苯磺酸钠?４?氨基）?４?（２，２，６，６?四甲基?４?哌啶醇基）?６?

氯?１，３，５?三嗪（ＢＴＭＰＴ），整理棉织物，使棉织物具有较强的抗菌性．丁阳等
［１０］合成反应型整理剂４?（４?

氯?６?（２，２，６，６?四甲基?４?氨基）?１，３，５?三嗪?２?氧基）?２?羟基苯基苯甲酮，整理后的棉织物具有抗菌和抗

紫外双功能．本文合成了两种壳聚糖季铵盐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ＴＭＣ）和犗一氯均三嗪?犖，犖，犖?

三甲基壳聚糖（ＭＣＴ?ＴＭＣ）
［１１?１２］，采用竭染法（１００℃以下）将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用于棉织物整理，探

讨整理剂用量（整理剂与织物质量的比值）和相对分子质量对棉织物抗菌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

犖?甲基?２?吡咯烷酮（ＡＲ）、三聚氯氰（ＣＮＣ，ＡＲ）、酵母浸粉（ＢＲ）、蛋白胨（ＢＲ）、琼脂（ＢＲ），阿拉丁

试剂；棉织物（广东省广州市广利隆纺织品有限公司）；壳聚糖（ＣＳ，犕ｗ 为１０，５０，１００ｋｕ，浙江省玉环市

澳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甲醛（质量分数为３７％～４０％，上海市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酸（质

量分数≥８８％）、碘甲烷（质量分数为９８％）（山东省临沂市西亚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实验菌种为大肠杆

菌（犈．犮狅犾犻）、金黄色葡萄球菌（犛．犪狌狉犲狌狊）（福建省泉州市卫生防疫站）；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ＭＬＳ?３７５０型全自动灭菌锅（日本三洋公司）；ＳＰＡ?１１１Ｒ型恒温摇床、ＳＰＨ?２１１Ｃ型全温摇床（上海

世平实验设备有限公司）；ＳＨＰ?１５０型生化培养箱（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ＳＷ?ＣＪ?１Ｆ型洁净工

作台（江苏省苏州市净化设备有限公司）；ＳＷ１２Ａ?１型耐洗色牢度试验机（浙江省温州市方圆仪器有限

公司；Ｄａｔａｃｏｌｏｒ８００型测色仪（江苏省苏州市Ｄａｔａｃｏｌｏｒ科技苏州分公司）；ＧＴ?ＡＩ?７０００Ｓ型拉力机（浙

图１　ＭＣＴ?ＴＭＣ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ＭＣＴ?ＴＭＣ

江省杭州市高铁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ＭＣＴ?ＴＭＣ的合成　ＭＣＴ?ＴＭＣ合成路

线，如图１所示．将５ｇ壳聚糖溶于１５ｍＬ甲酸

中，加入３０ｍＬ质量分数为３７％的甲醛溶液和

４５ｍＬ水，在７０℃下反应１１８ｈ．用质量分数为

４０％的ＮａＯＨ溶液调节ｐＨ值至１２，抽滤，水洗

至中性，真空干燥得犖，犖?二甲基壳聚糖（ＤＭＣ）．

将２ｇ的ＤＭＣ溶于１００ｍＬ的犖?甲基?２?吡咯烷

酮中，加入１６ｍＬ碘甲烷，４０℃反应１２０ｈ，将其

倒入乙醇／乙醚（体积比为１∶１）混合溶剂中，沉

淀，洗涤，分别用质量分数为１％的ＮａＣｌ溶液和水透析，冷冻干燥，得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ＴＭ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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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０．２ｇ的ＮａＯＨ溶于５ｍＬ水中，置于冰浴中（０～５℃）．称取５ｇ碎冰备用，准确称取０．４５２ｇ的

ＣＮＣ，分３批加入ＮａＯＨ溶液中，每次同时加入１／３的碎冰以防过热，在冰浴中反应１～２ｈ，直至ｐＨ

值稳定在中性或弱碱性不变．称取０．１ｇ的ＴＭＣ溶于１０ｍＬ水中，缓慢加入上述溶液中，并加入０．１ｇ

的ＮａＯＨ，３０℃反应１２ｈ，蒸馏水透析，冻干，得犗一氯均三嗪?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

１．２．２　壳聚糖衍生物对棉织物的整理工艺　ＴＭＣ对棉织物的抗菌整理工艺如下：浴比为１∶２０，润湿

后的棉织物投入０℃的水中，升温至９５℃，加入一定量的ＴＭＣ，保温６０ｍｉｎ后降温，水洗烘干．

ＭＣＴ?ＴＭＣ对棉织物的抗菌整理工艺如下：浴比为１∶２０，润湿的棉织物投入４０℃的水中，加入一

定量的 ＭＣＴ?ＴＭＣ，保温６０ｍｉｎ，加入Ｎａ２ＣＯ３（使溶液中Ｎａ２ＣＯ３ 的质量浓度为１５ｇ·Ｌ
－１），升温至９５

℃，保温３０ｍｉｎ，降温后水洗．

１．３　测试与表征

１．３．１　棉织物的抗菌性能测试　根据参考文献［１３］的方法测定织物的抗菌性，实验菌种为犈．犮狅犾犻和

犛．犪狌狉犲狌狊，织物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ｇ，接种为（１．０±０．１）ｍＬ，活菌为１×１０
５
～５×１０

５ＣＦＵ·ｍＬ－１菌

液，在（３７±２）℃下培养２ｈ，取５０μＬ稀释至适当的培养液，均匀涂覆在琼脂板上，在３７℃的培养箱中

培养１９～３７ｈ，观察各个平板上的细菌生长情况．根据稀释倍数算出菌落数，并计算抑菌率，实验重复３

次，取平均值．织物的抑菌率计算公式为

抑菌率 ＝
空白样菌落数－整理后织物菌落数

空白样菌落数 ×１００％．

１．３．２　棉织物的白度测试　使用Ｄａｔａｃｏｌｏｒ８００型测色仪，参照ＧＢ／Ｔ１７６４４－１９９８《纺织纤维白度色

度试验方法》［１４］进行测试．根据ＧＴ／Ｔ６５２９－２００８《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１５］对织物进行调湿

后，将棉织物４折后，进行测试，每个试样测试３次，取平均值．

１．３．３　棉织物的断裂强力测试　使用ＧＴ?ＡＩ?７０００Ｓ型拉力机，参照ＧＢ／Ｔ３９２３．１－２０１３《纺织品 织

物拉伸性能 第１部分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１６］测定织物的拉伸断裂强力．布条尺寸

为３５．０ｃｍ×５．５ｃｍ，根据ＧＢ／Ｔ６５２９－２００８《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１５］进行调湿后测试．设

定材料实验机的拉伸速度为５０ｍｍ·ｍｉｎ－１，夹钳距离为２００ｍｍ，预加张力为２Ｎ，分别测定３份径向

和纬向的织物的断裂强力，取平均值．

１．３．４　棉织物的耐水洗性能测试　使用ＳＷ１２Ａ?１型耐洗色牢度试验机，参照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纺

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牢度》［１７］测定织物的耐皂牢度，皂液质量浓度为５ｇ·Ｌ
－１，温度为（５０±２）℃，

时间为３０ｍｉｎ．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整理剂用量对织物抗菌性能的影响

根据壳聚糖衍生物对棉织物的整理工艺，以１００ｋｕ的ＣＳ为原料合成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对棉织

表１　整理剂用量对棉织物抑菌率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ｆａｂｒｉｃ

狑／％

η／％

ＴＭＣ整理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

犈．犮狅犾犻 犛．犪狌狉犲狌狊 犈．犮狅犾犻 犛．犪狌狉犲狌狊

０．５ ０ ３２．５ ０ １５．７

１．０ ７５．２ ７８．６ ７２．５ ７７．６

２．０ ８９．２ ９２．４ ９２．５ ９３．５

３．０ ９３．７ ９５．１ ９５．２ ９５．８

４．０ ９５．８ ９６．０ ９６．３ ９６．６

５．０ ９５．５ ９６．４ ９６．２ ９６．９

物进行整理，按照棉织物的抗菌性能测试方

法测试棉织物的抑菌率（使用不同质量分数

整理剂整理），探讨整理剂用量（质量分数狑）

对织物抗菌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η为抑菌率．由表１可知以下３点．

１）经两种整理剂整理后的棉织物，其对

犛．犪狌狉犲狌狊的抗菌性优于对犈．犮狅犾犻的抗菌

性，当整理剂的用量为０．５％时，ＴＭＣ 和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的棉织对犈．犮狅犾犻的抑菌率

均为０，而对犛．犪狌狉犲狌狊的抑菌能表现出一定

的抗菌性．随着整理剂用量的增加，织物对

犛．犪狌狉犲狌狊的抑菌率始终比犈．犮狅犾犻高．这是因为两种壳聚糖季铵盐带正电荷，通过与细菌表面的负电荷

发生静电作用而起到抗菌作用，而犛．犪狌狉犲狌狊比犈．犮狅犾犻有更多的负电荷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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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整理剂用量小于１％时，经ＴＭＣ整理的织物的抑菌率高于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的．原因可能是

ＴＭＣ每个结构单元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２４０．５，而 ＭＣＴ?ＴＭＣ每个结构单元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９２．０，

在相同质量下，ＴＭＣ的结构单元数量多于 ＭＣＴ?ＴＭＣ，ＴＭＣ所带正电荷数多于 ＭＣＴ?ＴＭＣ，抗菌性更

好．当整理剂用量大于２％时，ＭＣＴ?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的抑菌率优于ＴＭＣ整理的，这可能是因为引

入的一氯均三嗪基团具有一定的疏水性，一氯均三嗪基团与细胞膜上的疏水部分相互作用，也加速细胞

膜的破裂，从而提高织物抗菌性能［１９］．

３）当整理剂用量大于４％时，织物的抑菌率趋于稳定，不再上升．因为当整理剂用量较低时，阳离子

型整理剂和带负电的织物表面通过静电力发生吸附，随着整理剂用量的增大，吸附量增大．当织物表面

吸附的ＴＭＣ和ＭＣＴ?ＴＭＣ达到一定量时，ＴＭＣ和ＭＣＴ?ＴＭＣ会在织物表面形成一层阳离子膜，与溶

液中的阳离子型整理剂发生排斥，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不再与棉织物吸附，使抑菌率不再上升．综上，

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对棉织物的整理用量选择为４％．

２．２　壳聚糖衍生物相对分子质量对织物抗菌性能的影响

表２　相对分子质量对棉织物抗菌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犕ｗ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ｆａｂｒｉｃ

犕ｗ／ｋｕ

　　　η／％

ＴＭＣ整理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

犈．犮狅犾犻 犛．犪狌狉犲狌狊 犈．犮狅犾犻 犛．犪狌狉犲狌狊

１０ ９０．４ ９１．０ ９３．１ ９４．１

５０ ９３．３ ９４．１ ９５．９ ９４．８

１００ ９５．８ ９６．０ ９６．３ ９６．６

根据壳聚糖衍生物对棉织物的整理

工艺，使用以１０，５０和１００ｋｕ的ＣＳ为

原料制备的 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

棉织物，整理剂用量为４％，讨论整理剂

的相对分子质量对织物抗菌性能的影

响，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随着整理剂相对分子

质量的增大，织物的抑菌率增大．这可能

是因为整理剂与织物之间的吸附过程是可逆的，吸附和解吸同时存在，随着整理剂相对分子质量提高，

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与棉织物的直接性增强，与织物间吸引力更大，结合牢度更高，在织物上结合的量

更多，所以抑菌率增大［２０］．

２．３　壳聚糖衍生物整理对织物白度的影响

根据棉织物的白度测试方法测试节２．２中整理的棉织物的白度，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整理后棉织物的白度

Ｔａｂ．３　Ｗｈｉｔｅ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ｃｏｔｔｏｎｆａｂｒｉｃ

整理剂 白度／％ 整理剂 白度／％ 整理剂 白度／％ 整理剂 白度／％

空白 １３２．３４ ＴＭＣ（１０ｋｕ） １２１．２５ ＭＣＴ?ＴＭＣ（１０ｋｕ） １２０．８３ ＭＣＴ?ＴＭＣ（５０ｋｕ） １２０．７６

ＴＭＣ（５０ｋｕ） １２２．２４ ＴＭＣ（１００ｋｕ） １２５．８７ ＭＣＴ?ＴＭＣ（１００ｋｕ） １２２．７１

　　由表３可知：经过ＴＭＣ／ＭＣＴ?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的白度有所下降，ＴＭＣ整理和ＭＣＴ?ＴＭＣ整理

的棉织物白度差别不大．白度降低的原因是ＣＳ原料本身呈淡黄色，合成产物也略带黄色，相对分子质

量较小的ＣＳ的颜色更深，所以使用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整理剂的棉织物的白度下降更多．

２．４　壳聚糖衍生物整理对织物强力的影响

根据棉织物的断裂强力测试方法，检测节２．２中整理的棉织物的拉伸断裂强力（犉），结果如表４所

表４　整理后棉织物的强力

Ｔａｂ．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ｃｏｔｔｏｎｆａｂｒｉｃ

整理剂
犉／Ｎ

经向 纬向

空白 ２８１．４３ ２０２．１３

ＴＭＣ（１０ｋｕ） ３０７．７５ ２１８．４８

ＴＭＣ（５０ｋｕ） ３０１．６０ ２１７．７５

ＴＭＣ（１００ｋｕ） ３０４．５９ ２１７．６０

ＭＣＴ?ＴＭＣ（１０ｋｕ） ３１９．８８ ２２４．６８

ＭＣＴ?ＴＭＣ（５０ｋｕ） ３１８．９３ ２２５．０７

ＭＣＴ?ＴＭＣ（１００ｋｕ） ３１１．３０ ２１８．２９

示．由表４可知；经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后的棉织

物的拉伸断裂强力均有所上升，原因是当 ＴＭＣ／ＭＣＴ?

ＴＭＣ整理时，壳聚糖基整理剂覆盖在棉纤维表面，形成

一层保护膜，使织物的强力增大［２１］；经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

的棉织物的拉伸断裂强力比ＴＭＣ整理的高，可能是因

为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时，整理剂与织物结合相对更多；相

对分子质量对棉织物的强力的影响没有明显规律．

２．５　壳聚糖衍生物整理棉织物的耐水洗性能测试

按照棉织物的耐水洗性能测试方法对节２．２中整理

的棉织物进行洗涤，并按节１．６方法测试织物的抑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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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洗涤后棉织物的抑菌率

Ｔａｂ．５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ａｆｔ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

犕ｗ／ｋｕ

η／％

ＴＭＣ整理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

犈．犮狅犾犻 犛．犪狌狉犲狌狊 犈．犮狅犾犻 犛．犪狌狉犲狌狊

１０ ７１．９ ８０．７ ９０．３ ９２．２

５０ ７２．３ ８０．９ ９３．１ ９４．０

１００ ７２．１ ８２．２ ９４．２ ９６．２

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 ５ 可知：经 ＴＭＣ 和 ＭＣＴ?

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经过洗涤后仍具有

一定的抗菌性，但是与节２．２中结果对

比，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经洗涤后抑菌

率明显下降，这是因为 ＴＭＣ靠大分子

间作用力和静电力与棉织物结合，键能

较低，经洗涤后容易脱落［２２］；而 ＭＣＴ?

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经洗涤后仍保持优良的抗菌性，原因是在碱性条件下，ＭＣＴ?ＴＭＣ上的一氯均三嗪

与棉织物分子上的－ＯＨ发生反应，如图２所示，形成共价键结合，键能较高，并且 ＭＣＴ?ＴＭＣ与棉织

物存在大分子间作用力和静电力，共同作用下结合牢度更高．

图２　ＭＣＴ?ＴＭＣ与棉织物的反应

Ｆｉｇ．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ＣＴ?ＴＭＣａｎｄｃｏｔｔｏｎ

３　结论

１）合成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和带有纤维反应性基团的犗一氯均三嗪?犖，犖，犖?三甲基壳聚糖，

应用于棉织物的抗菌整理，探讨整理剂质量分数和相对分子质量对织物抗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对棉织物最佳质量分数均为４％，相对分子质量较高时织物抗菌性能好，ＭＣＴ?

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的抑菌率略优于ＴＭＣ．

２）对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的棉织物进行白度和强力测试，结果表明：整理后的织物的白度略

有下降，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整理剂对织物白度影响更大；整理后的织物的拉伸断裂强度上升，分子质

量对该性能影响不大，ＭＣＴ?ＴＭＣ整理后的棉织物强度上升更明显．

３）对ＴＭＣ和 ＭＣＴ?ＴＭＣ整理后的棉织物进行耐水洗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引入一氯均三嗪基团

之后，ＭＣＴ?ＴＭＣ与棉织物的结合牢度较ＴＭＣ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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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碱性冷适蛋白酶菌株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狊狆．狏狏８的鉴定及粗酶性质

何小玉１，刘承忠１，陈明霞１，李和阳２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为鉴定金黄杆菌属（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菌株ｖｖ８及分析其胞外蛋白酶的酶学特性，首先，通过分子及

生理生化特性对菌株ｖｖ８进行鉴定；然后，采用明胶平板筛选法和Ｌｏｗｒｙ法对菌株ｖｖ８进行产酶筛选和蛋白

酶活性测定；最后，研究ｐＨ值、温度、金属离子和抑制剂对该蛋白酶活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菌株ｖｖ８的

１６ＳｒＤＮＡ与比目鱼黄杆菌（犆．狊犮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狌犿）具有９８．２４％的序列相似性，属于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属；菌株

ｖｖ８的最适生长条件是温度为２２℃，ＮａＣｌ质量浓度为０ｍｇ·ｍＬ
－１，ｐＨ值为６．０；菌株ｖｖ８的胞外蛋白酶在

ｐＨ值为５．０～１０．０，温度为０～９０℃范围内均具有酶活性，其最适酶活温度和ｐＨ值分别为４０℃，８．５；在最

适条件下，蛋白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冻干过程中，添加葡萄糖具有明显的酶活保护作用；Ｆｅ３＋，Ｆｅ２＋，Ｃｕ２＋

等金属离子及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对酶活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酶对洗衣液和尿素具有较好的耐受性．

关键词：　冷适碱性蛋白酶；金黄杆菌属；生长特性；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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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ｌｙｏｐｈ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ｅ
３＋，Ｆｅ２＋，Ｃｕ２＋ａｎｄ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ＥＤＴＡ）ｓｈｏｗ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ｇｏｏｄ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ｌａｕｎｄｒｙ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ａｎｄｕｒｅ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ｌｄａｄａｐｔｅ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蛋白酶不仅是一类能水解蛋白质肽链的催化酶，还是目前世界上产销量最大的商业酶，在不同工业

市场上的应用占所有酶类的４０％．微生物是蛋白酶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产生的蛋白酶比植物、动物产生

的蛋白酶更容易被分离和纯化［１?３］．目前，微生物蛋白酶在工业上的应用主要是中温蛋白酶，因其最适酶

活性在５０℃左右
［４］，有一定的局限性，故急需开发新型蛋白酶．而由低温菌和耐低温菌产生的低温蛋白

酶，因其最适酶活性一般在４０℃以下
［５?６］，在食品工业、化妆品行业、环境治理等行业中具有较大的应用

前景．目前，发现可以生产低温蛋白酶的菌种大多属于假单胞菌属（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
［７?８］、海杆菌属（犕犪狉犻

狀狅犫犪犮狋犲狉）
［９］、黄 单 胞 菌 属 （犡犪狀狋犺狅犿狅狀犪狊）

［１０］、黄 杆 菌 属 （犉犾犪狏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
［１１?１２］等．金 黄 杆 菌 属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隶属于拟杆菌门（犅犪犮狋犲狉狅犻犱犲狋犲狊）黄杆菌科（犉犾犪狏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犮犲犪犲）
［１３］．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

狌犿在土壤、淡水、海洋、极地等环境均能生存
［１４?１５］，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的菌株能产生较稳定的蛋白酶，在

工业生产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本文主要对来源于北极海水的产碱性冷适蛋白酶菌株ｖｖ８进行鉴定，并对

其部分酶学性质进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和培养基

菌株ｖｖ８分离自北极海水，其采样坐标为５３．３３°Ｎ，１６９．９６°Ｅ．明胶培养基的制作参考文献［１６］，

２２１６Ｅ培养基和发酵培养基的制作参考文献［１５］．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主要试剂：犜犪狇Ｄ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上海生工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细菌微量生化反应管（浙江省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ＤＮＡ柱式细菌基因

组ＤＮＡ提取试剂盒（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Ｌｏｗｒｙ法蛋白质量浓度测定试剂盒（上海生工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酪蛋白（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主要仪器：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ＡＸ１９０型酶标仪（美国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ｅｖｉｃｅｓ公司）；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５４１７Ｒ型低

温高速离心机（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ＦＤＵ２１００型冷冻干燥仪（上海森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聚合酶

链式反应（ＰＣＲ）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ＪＹＳＰＤＴ型电泳槽（大连竞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Ｇｅｌ

ＤｏｃＴＭＸＲ型凝胶成像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ＳＰ２５０Ａ型生化培养箱（南京实验仪器厂）．

１．３　菌株的鉴定

１．３．１　菌株蛋白酶活性验证　将菌株ｖｖ８接种到明胶平板上，在温度为２０℃的环境下，培养３～２０ｄ．

利用氯化汞试剂处理平板，并观察是否有水解圈产生［１７］．

１．３．２　菌株分子鉴定　采用细菌基因组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菌株ｖｖ８基因组ＤＮＡ．以Ｅｕｂａｃ２７Ｆ和

Ｅｕｂａｃ１４９２Ｒ
［１８］为引物，扩增１６ＳｒＤＮＡ

［１９］．ＰＣＲ的产物琼脂糖凝胶经电泳检测后，由南京金斯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序列测定，所得１６ＳｒＤＮＡ 序列通过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进行 Ｂｌａｓｔ分析，并利用

ＭＥＧＡ７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进化树，自举数据集为１０００次．

１．３．３　菌株生理生化鉴定　菌株的生理生化鉴定方法参考文献［２０］和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提供的细菌微量生化反应管使用方法．

１．４　犖犪犆犾质量浓度，狆犎值和温度对菌株狏狏８生长的影响

在温度为１８℃，ｐＨ值为７．０的条件下，测定不同ＮａＣｌ质量浓度（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ｍｇ·ｍＬ
－１）对

菌株ｖｖ８生长的影响；在温度为１８℃，ＮａＣｌ质量浓度为２０ｍｇ·ｍＬ
－１的条件下，测定不同ｐＨ值（５．０，

６．０，７．０，８．０，９．０）对菌株ｖｖ８生长的影响；在ＮａＣｌ质量浓度为２０ｍｇ·ｍＬ
－１，ｐＨ值为７．０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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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不同温度（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对菌株ｖｖ８生长的影响．上述３种情况下的测定方法均是将菌株

ｖｖ８置于转速为２５０ｒ·ｍｉｎ－１的摇床中培养，每间隔５～８ｈ取一次样，以测定发酵液犇６００值（波长为

６００ｎｍ处的菌体的吸光度），并根据测得的数据，绘制菌株在不同培养条件下的生长曲线．

１．５　蛋白酶酶学特性分析

１．５．１　蛋白酶活性测定　为获取菌株ｖｖ８所产的蛋白酶，将菌株ｖｖ８接种到２２１６Ｅ培养基中，在温度

为１８℃，转速为２００ｒ·ｍｉｎ－１的摇床中，培养４～５ｄ．在温度为４℃，摇床转速为８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的条

件下，将发酵液离心１０ｍｉｎ后，收集上清液，并经真空冷冻干燥、过夜透析处理后，得到粗酶液．采用

Ｌｏｗｒｙ法测定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的活性
［２１?２２］．

１．５．２　温度、ｐＨ值对蛋白酶活性及稳定性的影响　温度设定范围为０～９０℃，其间隔设定为５℃，粗

酶和底物酪蛋白（质量浓度为１ｍｇ·ｍＬ
－１，ｐＨ＝８．０）反应１０ｍｉｎ后，测定其蛋白酶活性．ｐＨ值设定

范围为５．０～１０．０，其间隔设定为１．０，粗酶和底物酪蛋白（质量浓度为１ｍｇ·ｍＬ
－１）在温度为４０℃的

条件下，反应１０ｍｉｎ后，测定其酶活性．

在最佳反应温度下，将蛋白酶分别放置４０，９０ｍｉｎ，以验证最佳反应温度对蛋白酶稳定性的影响．

在温度为４℃条件下，将蛋白酶在最适ｐＨ值缓冲液中放置５ｄ后，测定其残余蛋白酶活性，以分析最

佳ｐＨ值对蛋白酶稳定性的影响．

１．５．３　蛋白酶犓ｍ，狏ｍａｘ测定　在温度为４０℃，ｐＨ值为８．５的条件下，粗酶液与不同质量浓度的酪蛋

白（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ｍｇ·ｍＬ
－１）反应１０ｍｉｎ后，测定反应体系的犇６８０值（波长为６８０

ｎｍ处的蛋白的吸光度），根据米氏方程计算酶的米氏常数犓ｍ 和最大反应速率狏ｍａｘ．

１．５．４　金属离子及抑制剂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向酶活性测定反应体系中分别加入金属离子、尿素、

洗衣液、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等试剂，直至浓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１或其他设定浓度，以未加试剂的反应

体系作为阴性对照，在温度为４０℃条件下，反应１０ｍｉｎ后，测定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的酶活性．

１．５．５　保护剂在冷冻干燥过程中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向粗酶溶液中分别加入葡萄糖、蔗糖、甘氨酸

等保护剂，使其最终质量浓度为１００ｍｇ·ｍＬ
－１，并在温度为－２０℃条件下，冷冻凝固后，放入冻干机冷

冻干燥．各冻干粉用蒸馏水调整至冻干前体积，测定其酶活性，以未经冷冻干燥过程的酶活性为原始酶

活性对照．在测定酶活性时，设定空白对照，以扣除各种保护剂在Ｌｏｗｒｙ法测定中的本底影响．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明胶水解特性分析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菌落及明胶水解形态，如图１所示．由图１（ａ）可知：菌株ｖｖ８培养１５ｄ

（ａ）培养１５ｄ后的菌落形态　　（ｂ）明胶水解圈形态

图１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菌落及明胶水解形态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ｎ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ｌａｔ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ｉｏｎｏｆ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

后的菌落形态呈浅黄色，不透明，且表面光滑．由图１

（ｂ）可知：用氯化汞试剂处理平板后，可观察到明显

的水解透明圈，说明该菌株具有较强的明胶水解能

力，产胞外蛋白酶．

２．２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狊狆．狏狏８的１６犛狉犇犖犃序列及

系统发育分析

菌株ｖｖ８的１６ＳｒＤＮＡ有效序列为１４７８ｂｐ，

ＧｅｎＢａｎｋ的登录号为 ＭＧ７２５６５６．１．菌株ｖｖ８及相

关菌株的１６ＳｒＤＮＡ系统发育分析，如图２所示．图

２中：括号内为菌株的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的登录号；分支上的数字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标尺的数值为进化距离．由图２可知：通过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

对比，菌株ｖｖ８与比目鱼黄杆菌（犆．狊犮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狌犿）具有９８．２４％的序列相似性，属于同一种属范

围［２３?２５］；通过系统发育分析，菌株ｖｖ８与犆．狊犮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狌犿亲缘关系最近，处于同一个进化分支上．

２．３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狊狆．狏狏８的生理生化特征分析

菌株ｖｖ８具体的生理生化特征，如表１所示．表１中：“＋”代表具有水解特性／阳性；“－”代表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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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菌株ｖｖ８及相关菌株的１６ＳｒＤＮＡ系统发育分析

Ｆｉｇ．２　１６ＳｒＤＮＡ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ｖｖ８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ｓ

有水解特性／阴性．由表１可知：菌株ｖｖ８可以利用葡萄糖、果糖、半乳糖、麦芽糖、甘露糖作为唯一碳源

进行生长，但不具有水解乳糖、蔗糖、木糖的能力．此外，菌株ｖｖ８不具备硝酸盐还原能力，其氧化酶、明

胶酶、尿酶呈阳性，ＤＮＡ酶呈阴性，这与犆．狊犮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狌犿具有相似的生理生化特性
［２６］．

表１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的生理生化特征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

特征 阳／阴性 特征 阳／阴性 特征 阳／阴性 特征 阳／阴性 特征 阳／阴性 特征 阳／阴性

乳糖 － 还原硝酸盐 － 甘露醇 － 半乳糖 ＋ 七叶苷 ＋ 麦芽糖 ＋

蔗糖 － 亚硝酸盐产气 － 乙酰胺 － 果糖 ＋ 尿酶 ＋ 木糖 －

海藻糖 － 硝酸盐产气 － Ｈ２Ｓ产生 － 葡萄糖 ＋ ＤＮａｓｅ － 甘露糖 ＋

鼠李糖 － 侧金盏花醇 － 氧化酶 ＋ 明胶酶 ＋

２．４　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狊狆．狏狏８的生长特性分析

不同因素对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生长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图３中：ρ（ＮａＣｌ）为ＮａＣｌ的质量

浓度；θ为温度；狋为时间．

由图３（ａ）可知：在ρ（ＮａＣｌ）为０～３０ｍｇ·ｍＬ
－１范围内，菌株ｖｖ８可以良好地生长；当ρ（ＮａＣｌ）为０

　 　（ａ）ρ（ＮａＣｌ）

ｍｇ·ｍＬ
－１时，菌株ｖｖ８生长最快，且该条件下的稳定期（狋为

４０～５０ｈ）的菌体数量较多，但稳定期相对较短；当ρ（ＮａＣｌ）≥

４０ｍｇ·ｍＬ
－１时，菌株ｖｖ８生长非常缓慢，说明菌株ｖｖ８更适

合在低盐质浓度下生长．

由图３（ｂ）可知：在ｐＨ 值为５．０～８．０范围内，菌株ｖｖ８

生长良好；当ｐＨ值为６．０左右时，菌株ｖｖ８生长状态最佳；当

ｐＨ值为９．０时，菌株ｖｖ８生长较为缓慢，出现生长延滞现象，

说明菌株ｖｖ８更适合在偏酸性条件下生长．

由图３（ｃ）可知：在温度为２０～３０℃范围内，菌株ｖｖ８生

　 （ｂ）ｐＨ值　　　　　　　 　　 　　　　　　　　　　　　（ｃ）温度　

图３　不同因素对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ｖ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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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良好；而在温度为１０～１５℃范围内，菌株ｖｖ８生长较差，但生长周期长，说明该菌属于冷适菌．

图４　温度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５　蛋白酶的最适反应温度及温度稳定性分析

温度对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ρ（酪氨酸）为酪氨酸的质量浓度．由图４可知：菌株

ｖｖ８所产蛋白酶的酶活性温度范围广，在温度为０～８７℃

均具有一定活性，而在温度为４０℃时，酶活性最高；在温度

为４０℃时，将粗酶溶液与酪蛋白溶液（ｐＨ 值为８．０）反应

１０ｍｉｎ后，ρ（酪氨酸）可达１４０μｇ·ｍＬ
－１左右．

为验证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的温度稳定性，在温度为

４０℃条件下，将粗酶溶液放置４０ｍｉｎ后，有８６．０９％的残

余酶活性，而放置１．５ｈ后，粗酶溶液仍有７４．２１％的残余

酶活性，这与文献［２７３０］报道的蛋白酶相比，菌株ｖｖ８所

产蛋白酶在最适酶活性温度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通常把最适酶活性温度在３５℃以下，且在低温下仍

具一定催化效能的酶称为低温酶［２７］．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的冷适性较好，属于冷适酶．

２．６　蛋白酶的最适狆犎值及狆犎值稳定性分析

ｐＨ值对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蛋白酶酶活性的ｐＨ 值范围

图５　ｐＨ值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广，在ｐＨ值为６．５，１０．０时，蛋白酶仍具有一定酶活性；蛋

白酶酶活性最适ｐＨ 值为８．５左右，属于碱性蛋白酶；在

ｐＨ值为８．５条件下，将粗酶溶液与酪蛋白溶液（温度为４０

℃）反应１０ｍｉｎ后，ρ（酪氨酸）可达１０８μｇ·ｍＬ
－１左右．

为了验证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ｐＨ 值稳定性，在温度

为４℃，ｐＨ值为８．５的条件下，将粗酶溶液放置５ｄ，所测

得的酶活性无损失，这表明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

２．７　蛋白酶动力学常数分析

在波长为６８０ｎｍ处，蛋白吸光度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狔＝０．０６７２３＋０．００１０３狓，犚
２＝０．９９５０．根据米氏方程计

算，可得犓ｍ＝３．６２２ｍｇ·ｍＬ
－１，狏ｍａｘ＝３．４５２ｍｇ·（ｍＬ·ｍｉｎ）

－１．

２．８　金属离子及抑制剂对酶活性的影响分析

各种金属离子及抑制剂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如表２所示．表２中：为相对酶活性；除市售洗衣液

的浓度稀释１０００倍外，其余试剂的最终浓度均为１ｍｍｏｌ·Ｌ－１．由表２可知：Ｍｎ２＋，Ｚｎ２＋，Ｎｉ２＋，Ｃｏ２＋，

Ｓｒ２＋，Ｍｇ
２＋最终浓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１时，其对蛋白酶活性无明显影响；Ｆｅ３＋，Ｆｅ２＋，Ｃｕ２＋，ＥＤＴＡ最终浓

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１时，其对蛋白酶活性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尿素最终浓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１时，对蛋白酶

活性几乎没有影响；在稀释１０００倍后的市售洗衣液中，蛋白酶仍然具有较高的酶活性．

表２　金属离子及抑制剂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ｎ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试剂 ／％ 试剂 ／％ 试剂 ／％

ＺｎＳＯ４ ９５．２０±１．００ ＭｇＳＯ４ １０５．０８±１．２０ Ｆｅ２（ＳＯ４）３ １２．１５±０．８０

ＦｅＣｌ３ １０．４５±０．００ ＭｎＣｌ２ １０７．３４±１．２０ ＦｅＳＯ４ ２７．１２±０．２０

ＣｕＳＯ４ ５４．０５±１．８０ ＮｉＣｌ２ １０１．６９±０．８０ ＣｏＣｌ２ １０５．３７±０．４１

ＳｒＣｌ２ １０１．６９±０．４０ 尿素 １０２．２６±０．４０ ＥＤＴＡ ２９．２９±０．８０

市售洗衣液 ７８．５９±３．５４

２．９　保护剂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分析

不同保护剂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犚为残余酶活性．加入保护剂的各粗酶溶液

的质量浓度均为１００ｍｇ·ｍＬ
－１．由表３可知：将粗酶液不加任何保护剂直接冻干处理后，酶活性剩余

７３．１６％左右，酶活性损失较大；将甘露醇、甘油、甘氨酸加入粗酶液进行冻干处理后，酶活性损失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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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加入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后，酶活性剩余５．００％左右，几乎完全丧失酶活性；蔗糖对蛋白酶的

活性影响不大，冻干后，酶活性保持７６．３２％左右；在添加葡萄糖的粗酶溶液中，酶活性没有损失，这说

明葡萄糖在冻干过程中对蛋白酶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表３　各种保护剂对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ｔｓｏｎ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保护剂 犚／％ 保护剂 犚／％ 保护剂 犚／％ 保护剂 犚／％

空白处理 ７３．１６±３．７２ 甘露醇 ４８．４２±４．０９ 蔗糖 ７６．３２±１．８６ 葡萄糖 １０８．９５±０．７４

甘油 ４５．２６±２．９８ 甘氨酸 ４９．３２±５．５８ ＤＭＳＯ ５．００±１．１２

３　结论

通过对产蛋白酶菌株ｖｖ８进行分子及生理生化鉴定，并对其胞外蛋白酶部分酶学性质进行研究，得

出以下４点结论．

１）菌株ｖｖ８属于犆犺狉狔狊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属，其与犆．狊犮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狌犿 具有９８．２４％的序列相似性．该菌

株最适生长条件为温度为２２℃，ρ（ＮａＣｌ）为０ｍｇ·ｍＬ
－１，ｐＨ值为６．０．

２）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的最佳反应温度和最适酶活性ｐＨ值分别为４０℃，８．５，且在低温条件下，

蛋白酶活性较高，属于冷适碱性蛋白酶．

３）菌株ｖｖ８所产蛋白酶在最适酶活性条件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温度４０℃条件下，将粗酶溶

液分别放置４０ｍｉｎ，１．５ｈ后，其溶液中分别仍有８６．０９％，７４．２１％的残余酶活性．

４）菌株ｖｖ８所产冷适碱性蛋白酶在稀释１０００倍的洗衣液中，仍然具有７８．５９％左右的酶活性，且

稳定性较好，其作为去污剂酶类具有很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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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

集热性能试验

常晓琪，杜震宇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为进一步提高传统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集热性能，对一种自主设计的新型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

进行探究．通过采用矩形微通道吸热板结构，减小传统流道的截面面积及增加吸热板与循环工质的热传导面

积，使流体吸收热能的时间延长，并提高总的传热量．同时，对该集热器在山西省某农村住宅供暖系统进行试

验测试．试验结果表明：在冬季晴朗天气的典型工况下，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日平均集热效率为６３．６％，

最高集热效率可达８０．４％，系统平均能效比为１６．１，单块集热板平均热损失为２３３．３Ｗ，且集中在顶部；下进

上出流动形式的瞬时效率较高，热损失较小．

关键词：　太阳能平板集热器；微通道；集热效率；热损失；能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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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资源日益消耗，新型能源的开发和传统能源的高效利用变得尤为重要［１］．太阳能因其具备

普遍、安全、清洁、无害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光热、光电领域中．我国太阳能光照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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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２２００ｈ，年总辐照度高于５０１６ＭＪ·ｍ－２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２／３以上，具有良好的太阳能利用

条件．目前，太阳能热利用主要集中在热泵热水系统的构建及提高集热器热性能等方面．黎珍等
［２］为解

决太阳能热水系统中供水稳定性差、能效较低的问题，提出太阳能或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并构建热泵热

水系统．集热器热性能主要从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和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进行优化，平板型因其承压

效果好、热效率高、便于与建筑一体化等优点，应用广泛［３］．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集热

性能进行了大量研究［４?６］．文献［７９］对基于太阳能光伏重力式热管的太阳能集热器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每日平均电效率与热效率分别为９．１％，３９．２％，且系统平均能效比为５．５．王勇等
［１０］利用实验和模

拟对全流道吸热板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增大流体传热接触面积不仅可以使排管间

流量分布更加均衡，还可以有效地增大板芯的对流换热系数．周伟等
［１１］采用树形分支模型自主设计了

一种微细通道的集热或蒸发器，并应用到太阳能热泵热水系统中，结果表明，系统运行良好，平均能效比

为４．８．江乐新等
［１２］对单圆形、单矩形、五圆形、五矩形４种流道截面吸热板的传热特性、压降特性进行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五矩形流道的效果最好，最大导热速率比其他３种提高了５５．４％．Ｚｈｏｕ等
［１３］使用

一种微通道光伏光热集热器，并联合热泵、燃气热水器对住宅进行供热，结果表明，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

效率可以达到５０．８％，且在整个测试期间，室温均保持在１８℃以上，达到所需的热舒适条件．虽然已有

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多种流道结构的太阳能集热器，但大多仍为单一块板的实验室测量，并未应用到实际

工程项目中，且集热效率还有待提高．因此，本文研究一种新型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分析其结构特

点，并对该集热器应用于山西省某农村住宅的供暖系统进行试验测试．

１　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

１．１　微通道吸热板

微通道单元体吸热板横向剖面图，如图１所示．微通道吸热板由铝制的微通道整体结构与上层覆有

黑铬涂层的吸热板构成，将４个微通道流道与两侧的翅片结构看作一个单元体，微通道整体由２１个单

元体并排排列组成，经两端的集管连接为一个整体．微通道材质厚度为１ｍｍ，中间的工质通道尺寸为４

图１　微通道单元体吸热板横向剖面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

ｕｎｉｔｈｅａｔ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ｕｎｉｔ：ｍｍ）

ｍｍ×５ｍｍ，两边翅片宽度均为１５ｍｍ．每个微通道

单元体结构独立运行，若其中一个损坏，不会影响其

他单元体的正常运行．另外，微通道结构采用铝材一

次性挤压拉伸成型，成本远低于传统铜材．微通道结

构可以减小传统管板式流道的截面尺寸，使流体流

速减慢，从而延长循环工质吸收热能的时间．同时，

微通道矩形截面能增大吸热板与循环工质的热传导

面积，使总传热量提高．

１．２　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结构

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主要是由玻璃盖板、微通道吸热板、保温层、外框等４个部件组成．外

图２　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ｌａｒ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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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结构尺寸为２０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８０ｍｍ，透明的玻璃盖板采用低铁钢化玻璃，阳光透过率可以达

到９５．０％，４个侧面与底部的保温采用聚氨酯发泡保温，导热系数约为０．０５２Ｗ·（ｍ·℃）－１，侧边、底

部保温层厚度分别为２０，３０ｍｍ，外框采用轻质的铝制材料．循环工质在单个集热器板中以３流程方式

流动，其流动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相较于传统单流程式的循环方式，３流程方式流动可极大地降低不同集热器中流体的

图３　循环工质流动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ｌｕｉｄ

温差，从而降低热损失．

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与传统平板集热器相

比，具有以下３个优点：１）采用矩形截面的微通道流

道，延长循环工质在流道内的停留时间，提高集热器

的集热效率；２）微通道与两端集管采用嵌套式连接，

与传统使用的焊接式相比，可极大地降低流动热阻；

３）吸热板与微通道流道厚度共有７ｍｍ，采用铝制材

料，使集热器更加紧凑、轻便，且成本较低．

２　热传导基本理论

２．１　传热过程

当太阳辐射透过集热器的玻璃盖板后，其能量被涂有黑铬涂层的吸热板吸收，吸收的这部分能量

犙ｓ全部转化为热能，其中，大部分热能传递给微通道内的循环工质，使工质温度升高，通过流动将热量

图４　平板太阳能集热器热量传递过程

Ｆｉｇ．４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带入水箱，从而间接加热水箱中的水．被循环工质吸

收的这部分能量称为集热器获得的有用能犙ｕ，集热

器玻璃盖板和保温层表面均以对流和辐射的形式连

续不断地向周围环境散失热量，这些向环境散失的

热量包括集热器的顶部热损失犙ｔ、底部热损失犙ｂ和

边缘热损失犙ｅ，该过程循环往复，直至稳定．具体的

传热过程，如图４所示．

２．２　评价参数

２．２．１　集热效率　平板太阳能集热器的热性能可

以用集热效率衡量．在稳态运行工况下，其集热效率

定义为在单位时间内，集热器实际获得的有用能与

集热器表面所接收的太阳总辐射之比，其计算式为

η＝
犙ｕ
犃犐
＝
犕·犮ｐ（θｆ，ｏ－θｆ，ｉ）

犃犐
×１００％． （１）

式（１）中：犐为太阳辐照度；犃为集热器采光面积；犕 为集热器循环工质的质量流量；犮ｐ 为工质定压比热

容；θｆ，ｏ，θｆ，ｉ分别为集热器工质出口、进口温度．

２．２．２　瞬时效率　归一化温差
［１４］是指单位面积单位辐照度集热器的温升．集热器的热性能可以用基

于进口温度归一化温差Δθ的瞬时效率η′进行计算，即

Δθ＝
（θｆ，ｉ－θａ）

犐
，　　η′＝

犕·犮ｐ（θｆ，ｉ－θａ）

犃犐
×１００％． （２）

式（２）中：θａ为环境温度．

２．２．３　总热损失　集热器只要在吸热板高于环境温度时吸收太阳辐射，就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热量会

散失到周围的环境中．这部分热量越大，有用能越小，这将直接影响集热效率．集热器总热损失犙Ｌ 为

犙Ｌ ＝犙ｔ＋犙ｂ＋犙ｅ＝犃犝ｔ（θｐ－θａ）＋犃ｂ犝ｂ（θｐ－θａ）＋犃ｅ犝ｅ（θｐ－θａ）． （３）

式（３）中：θｐ为吸热板平均温度；犝ｔ为顶部热损失系数；犃ｂ 为集热器底部面积；犝ｂ 为底部热损失系数；

犝ｅ为边缘热损失系数；犃ｅ为集热器边缘面积之和．

集热器顶部热损失系数在计算时需多次迭代，Ｋｌｅｉｎ
［１５］于１９７４年提出了经验公式，即

５５６第５期　　　　 　 　　 　　 　 常晓琪，等：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集热性能试验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犝ｔ＝

犖

犮

θｐ
×
θｐ－θａ
犖＋（ ）犳

犲＋
１

犺
熿

燀

燄

燅

ｗ

－１

＋
σ（θｐ－θａ）×（θｐ

２
＋θａ

２）

１

εｐ＋０．００５９１犖犺ｗ
＋
２犖＋犳－１＋０．１３３εｐ

εｇ
－犖

，

犳＝ （１．０＋０．８９２犺ｗ－０．１１６６犺ｗεｐ）×（１＋０．７８６６犖），

犺ｗ ＝５．７＋３．８狏，

犲＝０．４３１－
１００

θ（ ）
ｐ

烍

烌

烎
．

（４）

式（４）中：犖 为透明盖板的层数；εｐ为吸热板的发射率；εｇ 为透明盖板的发射率；σ为斯蒂芬玻尔兹曼常

数；犺ｗ 为由于风引起的对流换热系数
［１６］；狏为环境风速．当０°＜β＜７０°时，犮＝５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５β

２）；当

７０°≤β＜９０°时，β为７０°时，犮为３９２．６，其中，β为集热器倾角．

由于集热器底部外表面温度一般较低，在与环境辐射换热时，辐射换热量可忽略不计．故底部热损

失系数可表示为

犝ｂ＝
１

犚λ１＋犚ｈ１
＝

１

δｂ

λｂ
＋
１

犺ｗ

． （５）

式（５）中：犚λ１为底部导热热阻；犚ｈ１为底部对流换热热阻；λｂ 为底部保温层材料的导热系数；δｂ 为底部保

温层厚度．

边缘热损失系数犝ｅ与底部热损系数犝ｂ的计算过程类似，不再赘述．

２．２．４　系统能效比　对于以太阳能集热器为吸热装置的供暖系统，利用水泵提供动力，在使循环工质

不断流动的同时，还消耗电量．因此，采用集热器获取的有用能与水泵的实时变化功率之比，表示系统能

效比（ＣＯＰ），具体可表示为

ＣＯＰ＝
犙ｕ
犘
． （６）

式（６）中：犘为水泵实时变化功率．

３　项目概况

　　试验项目设在山西省某农村，其目的在于为３间长、宽、高分别为１４０００，７０００，４０００ｍｍ的农村

住宅提供房间供暖热负荷及部分生活热水负荷．项目整体由２组并联的太阳能集热器、蓄热装置、地板

辐射供暖系统及作为补充热源的空气源热泵组成．

系统整体采用二次换热，具体的系统流程图与测点布置，分别如图５所示．太阳能集热器系统实物

图，如图６所示．图５中：蓄热装置由１．５ｍ３ 的蓄热大水箱、潜水泵及位于顶部的换热小水箱等部件构

成；小水箱内有波纹管式换热器，用于集热器与地板辐射采暖系统的热量交换；大水箱主要用于太阳辐

照度较高时热量的保存，以及辐照度较低时热量的释放．

图５　系统流程图与测点布置

Ｆｉｇ．５　Ｓｙｓｔｅ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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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太阳能集热器系统实物图

Ｆｉｇ．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太阳能集热器以体积分数为４０％的乙二醇与水的混合溶

液作为循环工质，通过循环泵实现工质的强制循环．太阳能集

热器根据循环工质进出口方式的不同分为２组：第１组集热器

工质进出口方式为上进下出；第２组集热器工质进出口方式

为下进上出．采光面与水平面的倾角均为６０°，朝向为正南．太

阳能集热器的运行是通过循环泵的启停进行控制，当工质通

过的第１块板的平均板温达到３５℃时，循环泵开启，太阳能集

热器开始运行；当测量计算的平均板温低于３６℃时，循环泵

关闭，集热器停止运行．

４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测试系统

试验中的测试内容包括运行参数与环境参数．运行参数包括集热器进口、出口温度、板温、循环工质

流量、水泵实时功率等；环境参数包括室外温度、太阳辐照度和环境风速等．测试仪器主要有太阳辐照

仪、风速仪、流量计、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和数据采集仪等．测试仪器的相关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测试仪器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测试仪器 型号 个数 测量范围 精度 放置位置

太阳辐照仪 ＴＱＢ?２Ｃ １ ０～２０００Ｗ·ｍ－２ ±２％
距太阳能集热器０．５ｍ范围内，

与集热器采光面平行

风速仪 ＨＳ?ＦＳ０１ １ ０～３０ｍ·ｓ－１ ０．２ｍ·ｓ－１ 太阳能集热器旁

流量计 ＬＷＧＹ?ＭＫ?ＤＮ２５ ３ ０．５～１０．０ｍ
３·ｈ－１ ±０．５％ 太阳能集热器总、分支路处

铂电阻温度
传感器 ＰＴ１０００ ３５ －５０～１５０℃ ±０．００２℃

太阳能集热器进出口、
吸热板表面、水箱内、环境中等

数据采集仪 ３４９７０Ａ １ ０～３００Ｖ ±０．００４％ 测试房间内

４．２　试验过程

４．２．１　试验方法　试验时间为２０１７年整个冬季，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５个晴天（１２月２３－２７日）

进行数据整理，根据集热器的开启时间，详细分析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时间段内的环境参数和运行参数．使用

３４９７０Ａ型数据采集仪（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安捷伦公司）采集环境参数和运行参数数据，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为

２ｍｉｎ，将采集的数据按设置的采集间隔导入Ｅｘｃｅｌ中，分析处理并绘制相关曲线图．在数据采集过程

中，由于存在传感器故障、环境条件突变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会出现数据异常等情况．在数据处理

图７　１２月２６日试验测试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６

和拟合公式过程中，应及时剔除坏值．

４．２．２　试验分析　以１２月２６日试验结果为例．当天

天气晴朗，无云，微风，测试结果，如图７所示．图７中：θ

为温度．

由图７可知：当太阳辐照度稳定增大时，微通道集

热器循环工质的进出口温度、小水箱温度均不断提升，

两组出口温度在集热器运行初期增长较快，在１２：２０

时，第２组出口温度达到最高值６２．５℃，微通道太阳能

集热器可以快速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使循环工质较

快升温，为小水箱提供热量；而进口温度的最高温度

（５２．７℃）出现在１３：００，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水箱温度不断提升，使得集热器回水温度，即板进

口温度达到最高值；小水箱温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１３：４０时，小水箱温度达到最高值４９．３℃．

由图７还可知：第１组、第２组太阳能集热器虽进出口方式不同，但在相同进口温度时，出口温度相

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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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结果分析

４．３．１　集热效率　１２月２６日集热效率与太阳辐照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η为集

图８　集热效率与太阳辐照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Ｃｕｒｖｅｏｆｈｅａ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ｓｏｌａ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热效率．根据式（１）可以计算出第１组、第２组集热器日

平均集热效率分别为６３．５％，６３．７％，两组集热器的平

均集热效率为６３．６％．

由图８可知：在集热器运行初期，集热效率迅速增

大，在１１：２０时，第１组、第２组集热器的集热效率分别

达到最大值７７．９％，８０．４％；随后，２组集热器的集热效

率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当板进口温度不断提升时，循环

工质从外界吸收的热量有所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虽

然太阳辐照度不断降低，集热效率平缓下降，但集热效

率也能保持较大数值，说明该集热器集热能力强，保温

性能好．

４．３．２　瞬时效率　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基于进口温度的归一化温差与瞬时效率的关系，选取１２月２３－

２７日５天的测试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拟合第１组、第２组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曲线，如图９所示．图９中：

η′１，η′２ 分别为第１组、第２组集热器的瞬时效率．

　 　（ａ）第１组集热器　　　　　 　　　 　　　　　　　　　　（ｂ）第２组集热器

图９　基于进口温度的集热器瞬时效率曲线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拟合的微通道太阳能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方程为

Δθ＝
（θｆ，ｉ－θａ）

犐
，　　η′１ ＝ （０．８６－３．２４Δθ）×１００％，　　η′２ ＝ （０．８８－３．０７Δθ）×１００％．（７）

　　由式（７）的计算结果可知：第１组、第２组集热器的最大瞬时效率分别为８６．０％，８８．０％，而第１

组、第２组集热器的实际热损失仅为３．２４，３．０７Ｗ·（ｍ２·℃）－１，可见微通道结构能够高效地吸收经

吸热板转化的光能，从根本上改善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性能．

由图９可知：第２组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比第１组大．这是因为第２组集热器工质采用下进上出的流

动方式，其吸热板上部温度远大于下部温度，使封闭空气夹层内上层热空气与下层冷空气之间不发生对

图１０　集热器板１的平均热损失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ｅａｔｌｏ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ｐｌａｔｅ１

流作用，从而减小因对流而产生的热损失，故第２组集热器的瞬

时效率较高．

４．３．３　总热损失　由式（３）～（５）可计算单个集热板顶部、底部、

边缘的热损失值．以第１组集热器的板１为例，１２月２３－２７日的

平均热损失分布，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在１２月２３－２７日，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时间段内，

集热器板１的平均热损失量为２３３．３Ｗ，其中，顶部热损失为

１３９．７Ｗ，底部热损失为７２．１Ｗ，边缘热损失为２１．５Ｗ；顶部热

损失最大，占整个板全部热损失的５９．９％，而底部热损失和边缘

热损失较少，分别占整个板全部热损失的３０．９％，９．２％．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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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板上部的单层玻璃盖板与外界接触的表面受风速的影响，有较大的对流传热系数；同时，低铁钢化玻

璃的导热系数约为５．８Ｗ·（ｍ·℃）－１，对封闭空气夹层内的热量有一定的散失作用．

因此，减少热损失可以从减小顶部热损失入手，如使用双层玻璃盖板或采用导热系数更小的ＬｏｗＥ

膜玻璃［１７］，其导热系数可以降低到１．４Ｗ·（ｍ·℃）－１；减小底部和边缘热损失可以采用保温性能更高

的材料，并根据气候、选用材料等确定保温层厚度．

１２月２３－２７日，集热器板１与集热器板２的总热损失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

知：板１，２每日热损失变化趋势均是先增后减，且最大热损失出现在１２月２５日中午１２：４０，此时，板１，

２热损失分别为３４０．５，３１９．１Ｗ，二者相差２１．４Ｗ；板１在１５：２０之前，平均热损失明显大于板２，这是

因为在太阳辐照度较高时，第１组集热器采用上进下出的流动方式，使板１下部分吸热板温度较高，这

不仅加大与外界的辐射传热，还增大夹层内部上、下空气对流换热，导致热损失明显增大．

４．３．４　系统能效比　１２月２３－２７日，系统能效比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１２所示．由图１２可知：每

天的系统能效比均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增后减；在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时间段内，瞬时能效比均在３．０以上；５

日平均能效比为１６．１；１２月２５日１２：００时，能效比达到最大值（２４．０），说明该系统效率较高，可以通过

消耗较少的电能获得较多的热能．相比于其他供热设备，如电加热器（最大ＣＯＰ为１．０）和空气源热泵

（ＣＯＰ为３．０～５．０），自主设计的供热系统可极大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图１１　集热器板１，２的热损失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１２　系统能效比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Ｈｅａｔｌｏｓ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ｌａｔｅ１，２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５　结论

通过对新型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基本结构及基本理论进行分析，以及对其在农村住宅供暖

系统进行试验，得出以下４点结论．

１）自主设计的微通道太阳能平板集热器集热能力强，日平均集热效率为６３．６％，集热效率最高可

以达到８０．４％，且在太阳辐照度持续降低时，集热效率仍然能够保持较大数值．

２）由太阳能集热器瞬时效率的拟合方程可知，第１组、第２组集热器的瞬时效率分别为８６．０％，

８８．０％，热损失系数分别为３．２４，３．０７Ｗ·（ｍ２·℃）－１，这表明微通道能够高效地吸收经上层吸热板

转化的光能，且采用下进上出的工质循环形式，热损失系数较小，瞬时效率较高．

３）板１的平均热损失为２３３．３Ｗ，其中，顶部热损失占整个板全部热损失的５９．９％．因此，减小顶

部热损失是减小板热损失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采用双层玻璃盖板或使用ＬｏｗＥ膜玻璃等减小顶部热

损失．

４）系统５日平均能效比为１６．１，与其他供热设备相比，自主设计的供热系统可极大地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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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地板

辐射采暖系统耦合优化

王洋涛１，赵润俐２，田琦１，董旭３，武斌１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２．山西省建筑节能监管中心，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０；

３．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００）

摘要：　从节能性和经济性两方面综合考虑，提出单价能效系数的概念，并根据系统单价能效系数选择空气源

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利用瞬时系统模拟程序（ＴＲＮＳＹＳ），构建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并以太原

地区住宅为例，优化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的耦合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当空气源热泵占建筑

供暖设计热负荷６０％，辅助电加热设备占４０％时，整个采暖系统单价能效系数最高，性价比最好．

关键词：　空气源热泵；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单价能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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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城镇供暖能耗占建筑能耗的２２％
［１］，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系统以辐射为主

的换热方式向室内供暖，具有卫生、舒适性强等特点，比传统供暖方式节能２０％～３０％
［２］．冬季应用空

气源热泵从室外空气中提取热量制取热水，可稳定地向室内进行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３?７］，因其具有

适用范围广、高效节能及清洁环保的优点，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８?１８］．然而，空气源热泵机组显著

的缺点是供需不匹配，即在整个供暖期，随着室外温度的降低，室内热负荷需求逐渐增大，其机组制热量

却逐渐降低．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通常需要添加辅助电加热设备，以提高热泵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为了合

理配置热泵机组与辅助电加热设备，文献［１９?２０］提出最佳经济平衡点和最佳能量平衡点的概念，王绍

瑞［２１］研究以低谷电为辅助热源的设备容量的确定方法．综上可知，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复合采暖系统经

济性或节能性的分析，缺乏综合两种因素的研究．本文考虑节能性和经济性综合评价指标，优化空气源

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的耦合方式．

１　单价能效系数

美国能源部和美国空调与制冷协会（ＡＲＩ）推荐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２２］作为评价机组性能的指标．制

热季节性能系数反映系统的节能情况，制热季节性能系数越高，表明系统节能性越好．动态费用年值评

价方法是在项目生命周期内，将每年的现金流出量按照标准收益率换算，累计至项目生命周期原点，成

为费用现值，再将费用现值按照年均制分摊至项目生命周期内，成为费用现值年金化的等额年值的评价

方法［２３］．动态费用年值反映系统经济情况，动态费用年值越低，表明系统经济性越好．对于空气源热泵

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综合考虑节能性与经济性两方面因素，最终提出一个复合采暖系统评价指

标，即单价能效系数，其计算式为

χ＝ζＨＳＰＦ／犣ｄ． （１）

式（１）中：χ为单价能效系数；ζＨＳＰＦ为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犣ｄ为动态费用年值．

单价能效系数表示系统单位价格下的节能情况，系统单价能效系数越高，表示系统在相同价格的情

况下节能性越好，性价比越高；相反，则表示系统在相同价格的情况下，节能性越差，性价比越低．

１．１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美国能源部和美国空调与制冷协会提出用温度频段法估算ζＨＳＰＦ
［２４］，估算表达式为

ζＨＳＰＦ ＝
∑犙犼（θ犼）×狀犼

∑犠犼（θ犼）×狀犼
． （２）

式（２）中：θ犼为相应地区典型年制热季节各时刻出现的温度，℃；犙犼（θ犼）为温度θ犼时机组制热运行的供热

量，ｋＷ；犠犼（θ犼）为温度θ犼时机组制热运行的耗电量，ｋＷ；狀犼为温度θ犼在制热季节中出现的时间，ｈ．

１．２　动态费用年值

动态费用年值的计算公式［２５］为

犣ｄ＝
犻（１＋犻）

犿

（１＋犻）
犿
－１
·犓＋犆． （３）

式（３）中：犣ｄ为按动态法计算的年计算费用，万元·ａ
－１；犻为年利率，取６％

［８］；犓 为设备初投资，万元；犆

为年运行费，万元·ａ－１；犿为供热设备使用寿命年限，取１５ａ
［８］．

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的设备初投资一般包括设备的购置费用和增容费．有

犓 ＝犆ｅｑ＋犆Ｚ． （４）

犆ｅｑ＝犘ｈｐ犖ｈｐ＋犘ｂ犖ｂ， （５）

犆Ｚ＝犘ｅｚ（犠ｈｐ＋犠ｅｂ）． （６）

式（４）～（６）中：犆ｅｑ为设备购置费，万元；犆Ｚ为增容费，万元；犘ｈｐ为单位铭牌制热量对应热泵价格，万元·

ｋＷ－１；犖ｈｐ为热泵铭牌制热量，ｋＷ；犘ｂ 为单位铭牌制热量对应的辅助电加热设备价格，万元·ｋＷ
－１；

犖ｂ为辅助电加热设备铭牌制热量，ｋＷ；犘ｅｚ为单位功率电力增容费，万元·ｋＷ
－１；犠ｈｐ为热泵机组铭牌

输入功率，ｋＷ；犠ｅｂ为辅助电加热设备的铭牌输入功率，ｋＷ．

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的年运行费用犆一般包括系统运行能耗费用、设备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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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维修费３个部分，即

犆＝犆ｙｘ＋犆ｚｊ＋犆ｗｘ，　　犆ｙｘ＝犘ｅ（犠Ｓ＋犠ＳＱ），

犆ｚｊ＝
犓（１－犼）

犿
，　　犆ｗｘ＝０．０１犓

烍

烌

烎
．

（７）

式（７）中：犆ｙｘ为运行能耗费用，万元；犆ｚｊ为设备折旧费，万元；犆ｗｘ为设备维修费，万元；犘ｅ为电价，万元·

（ｋＷ·ｈ）－１；犠Ｓ为整个供暖季节热泵机组耗功量，ｋＷ·ｈ；犠ＳＱ为整个供暖季节辅助电加热设备耗功

量，ｋＷ·ｈ；犼为预计净残值率，取４％
［２６］．目前，我国尚无量化的空调供暖系统日常维修费用计算方法，

为简化计算，维修费用按设备初投资的０．０１
［２７］计算．

从以上分析可知，单价能效系数的目标函数是众多变量的函数，但实际上，针对某一地区，当房间维

护结构特性、室内设计参数、供暖室外设计温度、热泵机组的特性、年利率、供热设备使用寿命年限和预

计净残值率等确定后，单价能效系数只是空气源热泵与辅助电加热不同耦合方式的单值函数．对式（１）

求最大值，其对应的复合采暖系统的耦合方式即是单价能效系数最高的耦合方式．

２　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的构建

利用瞬时系统模拟程序（ＴＲＮＳＹＳ）构建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模型采用模块化的动态模拟程

序．所有系统均由若干小模块组成，某一模块实现特定的功能．利用ＴＲＮＳＹＳ软件模拟分析时，只要调

用实现这些特定功能的模块，给定输入条件，就可以对系统进行模拟分析［２８］．

２．１　复合采暖系统的物理模型

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物理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复合采暖系统主要由热泵

图１　复合采暖系统物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机组、辅助电加热设备、机组侧水泵、水箱、用户侧水泵、

供暖用户组成．热泵机组和辅助电加热设备串联组成复

合采暖系统的热源．复合采暖系统有空气源热泵单独供

暖、空气源热泵与辅助电加热设备联合供暖两种供暖模

式．辅助电加热设备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供暖系统的稳定

性，当逐时热负荷较大时，空气源热泵机组单独供暖无

法满足供暖用户的热量需求，此时，需要启动辅助电加

热设备进行联合供暖．

２．２　复合采暖系统的仿真模型

基于ＴＲＮＳＹＳ软件，根据复合采暖系统物理模型，

建立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的仿真模

型，模型应用的各部件型号，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ＴＲＮＳＹＳ仿真模型中主要部件明细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ａｉｌｏｆｍａｉ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ＲＮＳＹ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系统部件 部件型号 测试参数

数据读取器 Ｔｙｐｅ９ 不同地区气象参数、不同建筑逐时热负荷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Ｔｙｐｅ９４１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额定制热量、额定耗功率

辅助电加热 Ｔｙｐｅ６５９ 辅助电加热设备额定耗功率

储热水箱 Ｔｙｐｅ４ｃ 水箱体积

末端用户 Ｔｙｐｅ６８２ 添加系统指定负载以计算出口流体

时间控制器 Ｔｙｐｅ１４ｈ 系统运行时间

水泵 Ｔｙｐｅ１１４ 水泵质量流量、扬程

温差控制器 Ｔｙｐｅ２ｂ 温差控制上限和下限

　　通过Ｔｙｐｅ９将建筑所在地区的典型气象年逐时气象数据和建筑逐时热负荷导入模型中，空气源热

泵的启停由机组侧回水温度和运行时间共同控制．当机组侧回水温度低于设定下限值并处于系统运行

时间范围内时，热泵开启；当回水温度高于设定上限值或处于系统运行时间范围外时，热泵关闭．在热泵

开启的同时，如果热泵制热量低于建筑逐时热负荷，开启辅助电加热设备．在系统仿真模型中，回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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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Ｔｙｐｅ２ｂ温差控制器控制，运行时间由Ｔｙｐｅ１４ｈ时间控制器控制．将制热季节性能系数、动态费用年

值和单价能效系数的数学模型编入系统仿真模型中，输入空气源热泵和辅助电加热设备机组相关参数、

价格、地区电力增容费、电价，系统运行时间等相关参数，最终得到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图３　室外气象参数

Ｆｉｇ．３　Ｏｕｔｄｏｏｒ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　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的验证

３．１　实验概况及方法

室外气象参数，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犎 为湿度（相对湿

度）；θ为温度；狋为时间．在实验室建立空气源热泵及辅助

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以验证仿真模型的准确性．实验建筑

面积为１５３ｍ２，供暖热负荷为６．３ｋＷ，房间设定温度为２０

℃．选用ＮＥ?Ｃ３ＢＺ?Ｂ２型空气源热泵机组，机组额定制热量

为５．３９ｋＷ，额定功率为２．３ｋＷ，辅助电加热设备额定功

率为１ｋＷ．室内外气象参数采用ＥＴＨ?Ｐ型环境试验设备

智能多路巡检仪进行测量，其温度误差为±０．２℃，湿度误

差为±５％．空气源热泵与辅助电加热耗电量均采用电子式单相表测量，复合采暖系统供热量采用

ＪＱＣＲ?２０型超声波热量表（２级精度）测量，实验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

３．２　实验数据及误差分析

需要验证的参数为复合采暖系统的空气源热泵功率、辅助电加热功率、复合采暖系统供热量．复合

系统的能耗（犙），如图４所示．复合采暖系统供热量（犘）的实验值与模拟值，如图５所示．

　图４　复合系统能耗　　　　　　　　　　　　　　 图５　复合系统供热量

Ｆｉｇ．４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５　Ｈｅａ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由图４，５可知：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的能耗和供热量的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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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误差，这是测试过程本身及模型中的某些假设条件造成的，但最大误差均不超过９．２％，且在允

许范围内，验证了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的准确性．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项目概况

以山西省太原市某住宅楼为例，总供暖面积为１２００ｍ２，热负荷为４５．８４ｋＷ，建筑为６层，层高为

３ｍ，总高度为１８ｍ，室内采用地板辐射采暖系统．太原市整个供暖季（１１月１日至次年３月３１日，共５

个月）全天２４ｈ不间断地供暖，根据ＪＧＪ１４２－２０１２《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２９］，设置供水温度为３５

℃．不同品牌的设备价格差别较大，对空气源热泵机组和辅助电加热设备取平均价格，分别为３０００，６４９

元·ｋＷ－１．太原地区电力增容费取１０００元·ｋＷ－１，电价为０．４８７元·（ｋＷ·ｈ）－１．

４．２　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设备选型

供暖室外，在计算温度为－１０．１℃的条件下，建筑热负荷为４５．８４ｋＷ，空气源热泵分别按占比（γ）

０％，１５％，３０％，４５％，６０％，７５％，９０％，１００％承担热负荷，辅助电加热设备承担剩余热负荷，并进行８

组运行工况的模拟．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设备选型，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设备选型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ｋＷ　

设备 参数
γ

０％ １５％ ３０％ ４５％ ６０％ ７５％ ９０％ １００％

热泵机组
额定制热量

额定耗功率

０

０

６．８０

２．９０

１３．７０

５．８０

２０．６０

８．７０

２７．５０

１１．７０

３４．４０

１４．６０

４１．２０

１７．５０

４５．８４

１９．５０

辅助电加热 功率 ４５．８４ ３９．０４ ３２．１４ ２５．２４ １８．３４ １１．４６ ４．６４ ０

４．３　复合采暖系统耦合方式的节能性与经济性分析

４．３．１　复合采暖系统节能性分析　在整个供暖季，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在不同耦合

方式下的系统运行能耗，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能耗

Ｔａｂ．３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ｋＷ·ｈ　

参数
γ

０％ １５％ ３０％ ４５％ ６０％ ７５％ ９０％ １００％

辅助电加热能耗 ４７２８９ ３１２３０ １５６７１ ４３２１ ９３１ ４０２ １３１ ０

空气源热泵能耗 ０ ５６６５ １０７００ １３９１８ １４７０９ １５１０２ １５３６０ １５４６８

系统总能耗 ４７２８９ ３６８９５ ２６３７１ １８２３９ １５６４０ １５５０４ １５４９１ １５４６８

ζＨＳＰＦ ０．９９ １．２５ １．７０ ２．３５ ２．６８ ２．６９ ２．７０ ２．７１

　　由表３可知：随着空气源热泵机组在供暖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复合采暖系统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逐渐升高；当空气源热泵机组占整个供暖设计热负荷的１００％时，系统的制热季节性能系数ζＨＳＰＦ最高．

这是由于同一建筑物的供热量相同，而相较于电加热设备，空气源热泵机组是一种高能效比的供热设

备，随着空气源热泵机组占比的不断增加，系统总能耗逐渐降低．

４．３．２　复合采暖系统经济性分析　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动态费用年值，如表４所示．

表４　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动态费用年值

Ｔａｂ．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ｓｔ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万元　

参数
γ

０％ １５％ ３０％ ４５％ ６０％ ７５％ ９０％ １００％

系统初投资 ７．５６ ８．７６ ９．９９ １１．２１ １２．４４ １３．６６ １４．８７ １５．７０

年运行费用 ２．８６ ２．４４ ２．０２ １．７１ １．６８ １．７６ １．８５ １．９１

动态费用年值 ３．６４ ３．３４ ３．０５ ２．８７ ２．９６ ３．１７ ３．３８ ３．５３

　　由表４可知：空气源热泵机组较电加热设备初期投资大，随着空气源热泵机组在整个复合采暖系统

中所占比例的逐渐增加，系统初投资不断增大；空气源热泵较辅助电加热设备更加节能，用电量更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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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折旧费和维修费与系统初投资有关，随着热泵所占比例的不断增加，系统折旧费和维修费逐渐增加；

年运行费用随着热泵占比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随着空气源热泵机组在采暖系统中所占比

例的增加，动态费用年值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当空气源热泵机组占整个供暖设计热负荷的４５％

时，系统的动态费用年值最小，经济性最好．

４．４　基于单价能效系数的复合采暖系统耦合方式分析

根据式（１）计算太原地区住宅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不同耦合方式的单价能效系

图６　不同耦合方式系统单价能效系数

Ｆｉｇ．６　Ｕｎｉｔｐｒｉｃ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数，结果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对于太原地区住宅的空气源热泵及辅助

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通过单价能效系数对复合采暖系统

进行评价，当空气源热泵机组占整个供暖设计热负荷的

６０％时，系统单价能效系数最高，即在相同价格情况下的节

能效果最好，性价比最高．

由表３，４和图６可知：当热泵占比γ为６０％时，系统单

价能效系数高于热泵占比为１００％（系统节能性最好）和

４５％（系统经济性最好）时的系统单价能效系数，这是由于

热泵占比为６０％时系统的ζＨＳＰＦ略低于热泵占比为１００％时

的ζＨＳＰＦ，节能性相差不大，但其动态费用年值远远低于占

比为１００％时的动态费用年值，经济性优势较为明显；系统

动态费用年值略高于热泵占比为４５％时的动态费用年值，经济性相差不大，但其ζＨＳＰＦ高于热泵占比为

４５％时的ζＨＳＰＦ，节能优势较为明显．因此，利用单价能效系数优化复合采暖系统耦合方式兼具节能性与

经济性，对于复合采暖系统耦合方式的选择较有指导意义．

５　结论

１）从节能性和经济性两方面综合考虑，提出单价能效系数的概念，根据系统单价能效系数，选择空

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可使系统在相同价格情况下节能效果最好，性价比最高．

２）以太原地区住宅为例，利用ＴＲＮＳＹＳ搭建的空气源热泵及辅助电加热复合采暖系统仿真模型，

综合分析符合采暖系统的节能性和经济性．结果表明：当空气源热泵占供热设计热负荷的６０％，辅助电

加热设备占４０％时，系统单价能效系数最高；空气源热泵占比为６０％时耦合方式的ζＨＳＰＦ仅低于空气源

热泵占比为１００％（系统节能性最好）时的１％，但其动态费用年值却低于后者的１６％；空气源热泵占比

为６０％时耦合方式的动态费用年值仅高于空气源热泵占比为４５％（系统经济性最好）时的３％，但其

ζＨＳＰＦ却高于后者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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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习下的高效单幅图像

超分辨率重建方法

邱德府１，２，郑力新１，２，谢炜芳１，２，朱建清１，２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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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效单幅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方法，增加一个亚像素卷积层和一个替换的级

联卷积，即设计一个具有合适深度的卷积神经网络，以保证图像的重建质量，并采用级联小卷积核提高运行速

度．在标准的公共数据集上进行实验测试，结果表明：与亚像素卷积神经网络（ＥＳＰＣＮ）算法相比，所提算法重

建的高分辨率图像的质量和速度皆显著提高；将其应用于实际项目中，可端到端地重建低分辨率服装风格图

像，获得高分辨率图像．

关键词：　深度学习；超分辨率重建；卷积神经网络；亚像素卷积；风格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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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由于资金与技术等问题，常局限于固定的服装款式设计，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随着深度学

习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运用，风格转移在服装款式方面也得到应用，但目前面临的困境是，服装新款式照

片截图保存后的图像不够清晰，因此，需要通过超分辨率重建技术提高图像的清晰度．图像超分辨率重

建技术（ＳＲ）是图像复原的重要部分，其将低分辨率（ＬＲ）图像进行重建，从而得到高分辨率（ＨＲ）图

像［１］．低分辨率图像转换为高分辨率图像有许多实现途径，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的方法主要有基于插值、

基于重建和基于学习３种类型
［２１１］．本文基于三层卷积层

［１２］、亚像素卷积层［１３］和极深网络［１４１５］，提出一

种高效单幅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１　高效单幅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方法

１．１　总体框架

文中算法的结构框架，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算法的结构框架主要由隐藏层和亚像素卷积层
［１３］

组成．文中算法的各层参数细节，如表１所示．

图１　文中算法的结构框架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１　文中算法的各层参数细节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项目 参数细节

卷积层１ ３×３×６４（正切函数）

级联层２ （１×１＋３×３＋１×３＋３×１）×３２（余切函数）

卷积层３ ３×３×９（正切函数）

损失函数 欧式距离损失函数

１．２　重建质量的改进

为了提高重建质量，在隐藏层中加入

１×１＋３×３＋１×３＋３×１的级联卷积核，

称为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且不采用池化层，直

接输入低分辨率图像．这是因为池化层会

使低分辨率图像的特征点减少，影响重建

后图像的质量．

分析超分辨率重建卷积神经网络（ＳＲＣＮＮ）９?５?５卷积核的设计时可知，第二层５×５的卷积核能够

实现更好的特征映射，但用１×１＋３×３＋１×３＋３×１的级联卷积核时，也可实现相同的特征映射效果．

实验证明，两个３×３
［１６］的卷积核级联使用能够达到与５×５卷积核相同的接收域，且１×３＋３×１的级

联卷积核等价于３×３卷积核的接收域．因此，在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中，１×１＋３×３＋１×３＋３×１的级联卷

积核提取的感受野与亚像素卷积神经网络（ＥＳＰＣＮ）算法的５×５模型相同．此外，４个级联卷积核的加

入加深了网络深度，网络结构可学习到更多特征，从而大幅提高图像的重建质量．

１．３　重建速度的改进

在传统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中，研究者一贯重视超分辨率重建质量的提高，却忽略了重建时间．

Ｄｏｎｇ等
［１２］提出的ＳＲＣＮＮ算法，打破了传统算法只重视超分辨率重建质量的局限．

在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中，加入１×１的卷积核，减少神经元参数，从而减少卷积运算的计算量，大幅提

高网络的运行速度．同时，采用ＲｅＬＵ激活函数，提取非线性特征，在运算过程中，只需判断输入信息是

否大于０，即可减少网络的计算量．

时间复杂度公式为犜＝犗（犖２·犓２·犉），卷积公式为Ｏｕｔｐｕｔ＝
犖－犓＋２犘
犛＋１

．其中，犗为时间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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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为输入图像的大小；犜为时间复杂度；犓 为卷积核大小；犉为过滤器的数量；犘为边界扩充，即保证输

出图像与输入大小一致，在图像之间添加的额外零层；犛为步幅，即卷积核相邻两次扫过特征图时的位

置距离．文中算法假定犘＝０，犛＝１．

ＥＳＰＣＮ算法（５×５模型）与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的比较，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犐为上采样因子．

表２　ＥＳＰＣＮ算法（５×５模型）与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ＳＰＣ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５×５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项目 ＥＳＰＣＮ算法（５×５模型） 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１×１＋３×３＋１×３＋３×１）

时间复杂度 犗（犖２×（５×５×６４））＝犗（１６００×犖２） 犗（犖２×（１×１＋３×３＋１×３＋３×１）×３２）＝犗（５１２×犖２）

参数 ５×５＋１＝２６ 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１＋３×１＋１＝２０

计算量 ２５（犐－４）２ ３×犐×（犐－２）＋３（犐－２）×犐

　　由表２可知：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在质量和时间上都具有优势．由计算可知，当犐＞７时，ｓｍａ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卷积乘法和加法两方面的计算量都少于ＥＳＰＣＮ模型．在卷积层的最后一层，应用Ｓｈｉ等
［１３］提出的亚

像素卷积层，在网络输出层进行上采样操作，与在输出层进行卷积操作的ＳＲＣＮＮ
［１２］网络相比，亚像素

卷积层在训练和测试时都降低了复杂度和计算量．

在卷积层的最后一层，应用亚像素卷积层可以在低分辨率空间中卷积核大小为犳ｓ 的不同滤波器

犠ｓ，激活模型的数量正好为犚×犚（图１），最多激活［犳ｓ／犚］
２ 个权重．根据不同的亚像素位置，图像上卷

积期间，这些模式会被周期性地激活：ｍｏｄ（狓，犚），ｍｏｄ（狔，犚）．其中，狓，狔为高分辨率空间中重新排列元

素的输出像素坐标，从而可以将犎×犠×犆×犚２ 张量的元素替换为形状犚犎×犚犠×犆的张量，可得到

犚犎×犚犠×犆的高分辨率图像．其中，犎 为高；犠 为宽；犆为通道数．

与ＳＲＣＮＮ
［１２］相比，亚像素卷积层通过低分辨率特征图，直接获得高分辨率图像，输出层实施上采

样操作，减少输出层卷积上的时间，进而缩短重建时间［１７］．

在数学上，这个周期性混洗算子操作方式可描述为

犘犛（犜′）狓，狔，犆 ＝犜′［狓／犚］，［狔／犚］，犆·犚·ｍｏｄ（狔，犚）＋犆·ｍｏｄ（狓，犚）．

上式中：狓，狔为 ＨＲ空间中的输出像素坐标；犜′为周期．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系统配置

系统为６４位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搭建Ｃａｆｆｅ框架进行训练，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测试．电脑硬件配置为Ｉｎｔｅｌ

（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７?６７００ＣＰＵ＠３．４０ＧＨｚ，ＮＶＩＤＩ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１０５０Ｔｉ；软件配置为ＣＵ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

ｖ８．０，Ａｎａｃｏｎｄａ２和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

在超分辨率重建的算法中，重建质量一直是研究者追求的目标，故选用峰值信噪比（犚ＰＳＮ）对重建图

像的性能进行分析，评价其重建质量的好坏．峰值信噪比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客观评价指标，其值越大，

表示失真越小．

２．２　公共数据集上的测试

采用ＢＳＤ５００，Ｓｅｔ５，Ｓｅｔ１４公共数据集进行实验测试．文中算法与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ＥＳＰＣＮ算法的比

较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文中算法与ＥＳＰＣＮ算法、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ＥＳＰＣ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ｉｃｕｂ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数据集 放大倍数
犚ＰＳＮ／ｄＢ

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ＥＳＰＣＮ算法 文中算法

狋／ｓ

ＥＳＰＣＮ算法 文中算法

Ｓｅｔ５ ３ ２４．２３１ ２５．３２５ ２８．２１６ ０．３６５ ０．２０４

Ｓｅｔ１４ ３ ２２．９５３ ２３．６８１ ２６．２２７ ０．２３６ ０．２１１

ＢＳＤ５００ ３ ２９．０７５ ３１．４２７ ３４．２６４ ０．２４１ ０．１７５

　　重建算法在Ｓｅｔ５，Ｓｅｔ１４，ＢＳＤ５００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如图２～４所示．图像超分辨率的重建过程，

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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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原图　　　　　　　 （ｂ）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ｃ）ＥＳＰＣＮ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２　在Ｓｅｔ５数据集上的重建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Ｓｅｔ５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原图　　　　　　 （ｂ）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ｃ）ＥＳＰＣＮ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３　在Ｓｅｔ１４数据集上的重建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Ｓｅｔ１４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原图　　　　　　　（ｂ）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ｃ）ＥＳＰＣＮ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４　在ＢＳＤ５００数据集上的重建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ＢＳＤ５００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原图　　　　 （ｂ）卷积层１　　　　（ｃ）级联层２　　　 （ｄ）卷积层３　　　　　（ｅ）ＳＲ　

图５　图像超分辨率重建过程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３　算法的应用

在服装设计过程中，企业过于依赖设计师的灵感，而设计师的创新往往不能满足人们对服装新款式

的追求，特别是童装款式的设计，常常达不到儿童对美的理解．结合深度学习风格转移方法，通过所提的

超分辨率重建算法，重建低分辨率的童装款式照片，得到高分辨率图像，输入生成式对抗网络，完成童装

款式的风格转移，提供更多的童装风格设计款式，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童装款式风格转移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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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步骤．

步骤１　截取天猫网站的童装衬衫和短袖款式照片，各４０张．

步骤２　将截取的低分辨率图像输入所提的超分辨率重建网络．

步骤３　在Ｐｙｃｈａｒｍ软件上，用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框架搭建ＧＡＮ网络模型．

步骤４　用数据集 ｍｏｎｅｔ２ｐｈｏｔｏ，ｕｋｉｙｏｅ２ｐｈｏｔｏ，ｖａｎｇｏｇｈ２ｐｈｏｔｏ，ｃｅｚａｎｎｅ２ｐｈｏｔｏ训练ＧＡＮ网络模

型．其中，训练集中莫奈、梵高、塞尚、浮世绘等艺术风格的数量分别为１０７４，４０１，５８４，１４３３张，数据下

载于 Ｗｉｋｉａｒｔ；实景照片６８５３张，数据下载于Ｆｌｉｃｋｒ．

步骤５　得到重建后的图像，直接输入已构建好的ＧＡＮ网络．

步骤６　完成童装款式的风格转移．

重建前童装款式风格转移过程，如图６所示．将网上截取的低分辨率（１２８ｐｘ×１１５ｐｘ）的童装原图

（图６（ａ））和风格图（图６（ｂ））输入生成对抗网络，得到童装新款式生成图（图６（ｃ））．重建后童装款式风

格转移过程，如图７所示．将低分辨率（１２８ｐｘ×１１５ｐｘ）的童装原图（图６（ａ））和风格图（图６（ｂ））输入

文中超分辨率重建算法，重建得到５１２ｐｘ×４６０ｐｘ的童装清晰图（图７（ａ））和风格清晰图（图７（ｂ）），再

输入生成对抗网络，得到童装新款式生成图（图７（ｃ））．由图７可知：经过超分辨率重建网络重建后的童

装风格转移取得一定的效果．

　　（ａ）原图　　 　（ｂ）风格图　　　　（ｃ）生成图　　　　（ａ）清晰图　　 （ｂ）风格清晰图　　（ｃ）生成图

　图６　重建前童装款式风格转移过程　　　　　　　　　图７　重建后童装款式风格转移过程　

Ｆｉｇ．６　Ｓｔｙｌｅｓｈｉｆ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Ｆｉｇ．７　Ｓｔｙｌｅｓｈｉｆ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　结束语

根据公共数据的测试结果可知，相较于ＥＳＰＣＮ算法，文中算法的重建时间快了６８ｍｓ，平均重建质

量提升了２．１２ｄＢ，表明文中算法在超分辨率重建的质量和速度上都具有优势．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图

像重建时间只需０．２６ｓ，远小于ＳＲＣＮＮ算法重建的４．３０ｓ．此外，将文中算法应用到实际的童装风格

转移中，提高了童装款式风格转移的清晰度，可为童装设计提供更多的款式．然而，该算法也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在物体的纹理特征处理上无法更好地提取特征，在童装风格转移上的效果不够稳定．下一步将

进行超分辨率生成对抗网络的研究，加深网络结构设计，进而提高超分辨率图像重建的质量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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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变换下的直流电机参数

辨识方法与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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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传统参数辨识方法计算复杂且依赖过多测试数据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尺度变换的直流电机参

数辨识新方法．首先，建立具有驱动放大系数和响应时延的电机系统与一类标准化对象之间的频域／时域尺度

变换关系．然后，分析标准化对象的阶跃响应特征与主导参数的作用，结合主导参数定义，拟合反映阶跃响应

特征的函数．最后，基于尺度变换与特征函数，给出电机模型参数的直接计算方法和优化计算方法．仿真和实

验结果表明：文中所提方法具有正确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直流电机；参数辨识；尺度变换；阶跃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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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电机因其调速特性好、过载能力强和转速稳定等优点，常作为执行器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系

统中［１?３］．在实际应用中，随着系统的长期运行，电机参数会随着系统的磨损和老化而发生变化，导致动

态特性变差、静态特性偏离设定工作点［４］．国内外学者针对电机模型辨识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聂卓"

等［５］利用观测得到的系统内部状态，在噪声条件下，采用最小二乘法实现二阶系统的在线辨识．郭欣欣

等［６］从信号模态分解的角度出发，提出经验模态分解与矩阵束法相结合的同步电机参数辨识方法．韦文

祥等［７］设计一种基于扩展状态观测器的闭环转子磁链观测器，并提出以其作为参考模型的模型参考自

适应转速辨识方法．黄科元等
［８］提出一种结合最小电压矢量注入方法和滑模观测器方法的混合控制策

略，实现转子位置的准确辨识．此外，以频率响应和阶跃响应为代表的激励信号辨识方法在直流电机模

型辨识中也时有应用［９１０］．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进一步降低参数辨识算法对计算复杂度和过多测试数

据的依赖．因此，Ｎｉｅ等
［１０］针对一类分数阶时滞系统，提出一种基于阶跃响应的３点辨识算法，该方法仅

需测量少量数据即可辨识模型参数．本文在文献［１０］的基础上，对直流电机进行机理建模，并对机理模

型进行标准化转换，从而建立机理模型与标准化模型间的尺度变换关系，通过有限的测试数据辨识直流

电机的模型参数．

１　直流电机建模与分析

直流电机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电磁变化过程，其电压和转矩方程分别为

犝ａ＝犚ａ犐ａ＋犔ａ
ｄ犐ａ
ｄ狋
＋ε，　　犑

ｄΩ（狋）

ｄ狋
＝犕－犕Ｌ． （１）

式（１）中：犝ａ为电枢电压；犚ａ为电枢电阻；犐ａ为电枢电流；犔ａ为电枢电感；Ω（狋）为转子转速；ε为反电动

势，ε＝犆ｅΩ（狋），犆ｅ为电势常数；犑为电力拖动系统整个运动部分折算到电动机上的总转动惯量；犕 为电

磁转矩，犕＝犆ｍ犐ａ，犆ｍ 为转矩常数，犆ｍ＝
３０犆ｅ

π
；犕Ｌ 为负载转矩．

式（１）为直流电机的理想模型．由于电机存在换向、摩擦、电阻发热等因素，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特性，

文献［１１?１４］对直流电机的非线性物理模型进行了详细阐述．

基于式（１）的机理分析可知：直流电机的电压输入与转速输出之间具有二阶动态特性，考虑电机在

空载条件下运行，有犕Ｌ＝０．结合式（１），电机在空载条件下，可以得到驱动电压输入犝ａ 与转速输出Ω

的传递函数为
１／犆ｅ

狋ｍ狋ａ狊
２＋狋ｍ狊＋１

．其中，狋ａ 为电气时间常数，狋ａ＝犔ａ／犚ａ；狋ｍ 为机械时间常数，狋ｍ＝（犑犚ａ）／

（犆ｍ犆ｅ）；狊为拉布拉斯算子．同时，考虑到直流电机在桥式驱动电路下工作，占空比输入犝 与电枢电压输

出犝ａ的驱动增益为犽，电机响应的延迟时间为犔，因此系统的占空比输入犝 与转速输出Ω 的传递函数

犎（狊）可表示为

犎（狊）＝
Ω（狊）

犝（狊）
＝

犽／犆ｅ
狋ｍ狋ａ狊

２
＋狋ｍ狊＋１

·ｅｘｐ（－犔狊）． （２）

２　基于尺度变换的辨识方法

２．１　尺度变换分析

将直流电机模型（式（２））写成一般形式，则其传递函数犌（狊）可以表示为

犌（狊）＝
犓

犪狊２＋犫狊＋１
·ｅｘｐ（－犔狊）． （３）

式（３）中：犓，犔，犪，犫为待辨识的系统参数，且满足犓＞０，犔＞０，犪＞０，犫＞０．其中，犓 的计算式为

犓 ＝ｌｉｍ
狋→∞

狔ｒ（狋）

狉（狋）
． （４）

式（４）中：狔ｒ（狋）为直流电机转速的阶跃响应；狉（狋）为控制输入．

在考虑控制器的可移植性问题时，Ｇａｏ
［１５］讨论控制系统的尺度变换关系，指出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相

互转换的内在联系．Ｎｉｅ等
［１０］以一类分数阶模型为对象，通过尺度变换，建立实际系统与标准化分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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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分数阶模型辨识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直流电机的二阶模型特性，建立式

（３）的标准化模型珟犌（珓狊），即

珟犌（珓狊）＝
１

珓狊
２
＋α珓狊＋１

·ｅｘｐ（－τ珓狊）． （５）

式（５）中：珓狊＝狊／槡犪；α＝犫／槡犪；τ＝犔／槡犪，该模型满足犓珟犌（珓狊）＝犌（狊），根据拉普拉斯变换，有

犔［犳（狋）］＝犉（狊）＝∫
∞

０
犳（狋）·ｅｘｐ（－狊狋）ｄ狋． （６）

　　此时，频率域与时间域建立起转换关系．若将时间轴压缩犪倍，可得

犔犳
狋（ ）［ ］犪

＝犪犉（犪狊），　　犪∈犚． （７）

　　由式（７）可知：若时间轴压缩犪倍，对应的复变因子扩展犪倍，即尺度变换在时域和频域存在对应关

系．结合式（６），可得

犔犳
狋（ ）［ ］犪

＝∫
∞

０
犳
狋（ ）犪 ·ｅｘｐ（－狊狋）ｄ狋＝犪∫

∞

０
犳（ζ）·ｅｘｐ（－犪狊ζ）ｄζ． （８）

　　推导可得

犳
狋（ ）犪 ＝犳（ζ），　　

狋
犪
＝ζ． （９）

　　上述推导即为电机模型尺度变换方法的基本原理．

若令标准化系统模型珟犌（珓狊）的阶跃响应为珘狔（珓狋＋τ），其中，珓狋为τ＝０时的时间坐标．令狔（狋）为辨识模

型犌（狊）的阶跃响应，则有狔（狋）≈狔ｒ（狋）．根据式（９），可以得到时域中狔（狋），珘狔（珓狋＋τ）在时间尺度上的变换

关系，即

狔（狋）＝犓珘狔（珓狋＋τ），　　珓狋＋τ＝
狋

槡犪
． （１０）

　　在式（１０）的基础上，提出电机模型（式（３））的２种参数辨识方法．１）用尽可能少的测量数据辨识电

机模型，给出一种直接参数计算方法．２）在测量数据丰富的条件下，得到最优电机模型，并给出一种优

化辨识方法．

２．２　直接参数计算法

首先，分析标准化模型的阶跃响应特性．标准化模型（式（５））中的参数τ决定系统响应的延迟大小，

但不改变响应过程，而参数α决定系统响应的所有动态特性．标准化模型阶跃响应，如图１所示．图１

中：狔为单位阶跃响应；狋为时间．由图１可知：当０＜α≤２时，系统阶跃响应有明显振荡，且振荡随着α

的增大而减弱；当２＜α≤４时，系统处于过阻尼状态，且系统响应随着α的增大而变慢．由此可以推出，

当α＞４时，系统处于深度阻尼状态，阶跃响应变得非常缓慢，几乎可用一阶惯性模型代替．在标准化对

象中，参数范围为０＜α≤４能够描述工业对象中二阶系统的振荡和阻尼特性．因此，在τ＝０的情况下，

获取标准化模型的阶跃响应数据，以描述不同参数α条件下的动态响应特征，且在０＜α≤４范围内进行

参数辨识．

　（ａ）０＜α≤２　　　　　　　　　 　　　　　　　　　　　（ｂ）２＜α≤４

图１　标准化模型阶跃响应（τ＝０）

Ｆｉｇ．１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τ＝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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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仿真中，获取标准化系统珟犌（珓狊）的阶跃响应数据，选取上升阶段数据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珘狔（珓狋３）＝

β３，且珓狋１＜珓狋２＜珓狋３，其中，β犻（犻＝１，２，３）为满足０＜β１＜β２＜β３＜１的设定值．在不同参数α条件下，为描述

阶跃响应特征，定义函数犳１（狆）＝α，犳２（α）＝珓狋１，犳３（α）＝珓狋２，犳４（狇）＝α，其中，

狆＝ （狋３－狋１）／（狋２－狋１）＝ （珓狋３－珓狋１）／（珓狋２－珓狋１），　　狇＝狋２／狋１ ＝珓狋２／珓狋１． （１１）

　　选择珓狋１（β１＝０．２０），珓狋２（β２＝０．６０），珓狋３（β３＝０．９５）作为数据获取点．为了提高辨识精度，分别针对０＜

α≤２和２＜α≤４进行分段考虑．不同α条件下的阶跃响应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α条件下的阶跃响应数据（直接参数计算法）

Ｔａｂ．１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

α 珓狋１（β１＝０．２０） 珓狋２（β２＝０．６０） 珓狋３（β３＝０．９５） α 珓狋１（β１＝０．２０） 珓狋２（β２＝０．６０） 珓狋３（β３＝０．９５）

０．１ ０．６５０６ １．１８４６ １．５６８７ ２．１ ０．８３５８ ２．０９１７ ５．１１７８

０．２ ０．６５８０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２０５ ２．２ ０．８４７５ ２．１６３８ ５．４８９５

０．３ ０．６６５５ １．２３９０ １．６７６７ ２．３ ０．８５９５ ２．２３８３ ５．８５４７

０．４ ０．６７３２ １．２６８３ １．７３７８ ２．４ ０．８７１７ ２．３１５１ ６．２１３１

０．５ ０．６８１１ １．２９９１ １．８０４７ ２．５ ０．８８４２ ２．３９３９ ６．５６４９

０．６ ０．６８９１ １．３３１６ １．８７８１ ２．６ ０．８９７０ ２．４７４５ ６．９１１０

０．７ ０．６９７４ １．３６５８ １．９５９１ ２．７ ０．９１０１ ２．５５６７ ７．２５２２

０．８ ０．７０５８ １．４０１８ ２．０４９１ ２．８ ０．９２３５ ２．６４０３ ７．５８９２

０．９ ０．７１４５ １．４３９９ ２．１４９７ ２．９ ０．９３７１ ２．７２５０ ７．９２２８

１．０ ０．７２３３ １．４８００ ２．２６２８ ３．０ ０．９５１０ ２．８１０８ ８．２５３２

１．１ ０．７３２４ １．５２２４ ２．３９１０ ３．１ ０．９６５２ ２．８９７３ ８．５８１１

１．２ ０．７４１７ １．５６７２ ２．５３７２ ３．２ ０．９７９６ ２．９８４６ ８．９０６６

１．３ ０．７５１２ １．６１４４ ２．７０５３ ３．３ ０．９９４４ ３．０７２４ ９．２３０２

１．４ ０．７６０９ １．６６４３ ２．８９９６ ３．４ １．００９４ ３．１６０７ ９．５５１９

１．５ ０．７７０８ １．７１６８ ３．１２４７ ３．５ １．０２４６ ３．２４９５ ９．８７２１

１．６ ０．７８１０ １．７７２２ ３．３８４９ ３．６ １．０４００ ３．３３８５ １０．１９１０

１．７ ０．７９１５ １．８３０４ ３．６８２１ ３．７ １．０５６０ ３．４２７９ １０．５０８０

１．８ ０．８０２２ １．８９１５ ４．０１３６ ３．８ １．０７２０ ３．５１７５ １０．８２５０

１．９ ０．８１３１ １．９５５４ ４．３７１０ ３．９ １．０８８３ ３．６０７３ １１．１４００

２．０ ０．８２４３ ２．０２２２ ４．７４２７ ４．０ １．１０４８ ３．６９７３ １１．４５５０

　　对表１中的数据进行拟合，可得

０＜α≤２：

犳１（狆）＝
８．７４７狆

３
＋１８．４８狆

２
＋３７８．４狆－７４０．６

狆
３
－１３．０９狆

２
＋３０９．６狆－４０４．４

，

犳２（α）＝
８．７０９α

４
＋３３．３６α

３
＋３８８α

２
－４６９．３α＋５２５．９

α
３
＋６７０．８α

２
－８１６．７α＋８１７．２

，

犳３（α）＝
１０１５α

３
＋１６０３α

２
＋９９１６α＋４０３４

α
４
＋１００．１α

３
－４１５．４α

２
＋８１８０α＋３３８４

，

犳４（狇）＝
３０．９３狇

３
＋３７０．６狇

２
＋４６３．１狇－３５８７

狇
３
＋１９９．７狇

２
＋５３１．６狇－１２０７

烅

烄

烆
．

（１２）

２＜α≤４：

犳１（狆）＝
０．９５４１狆

３
－１２．９６狆

２
＋２８．９２狆＋３１．２６

狆
４
－８．７３７狆

３
＋１８．６１狆

２
＋４．５１狆－１２．４６

，

犳２（α）＝
８．７０９α

４
＋３３．３６α

３
＋３８８α

２
－４６９．３α＋５２５．９

α
３
＋６７０．８α

２
－８１６．７α＋８１７．２

，

犳３（α）＝
１０１５α

３
＋１６０３α

２
＋９９１６α＋４０３４

α
４
＋１００．１α

３
－４１５．４α

２
＋８１８０α＋３３８４

，

犳４（狇）＝
９．５１４狇

２
＋１２４１狇－４６２８

狇
３
－８５．７７狇

２
＋１３７９狇－３８７４

烅

烄

烆
．

（１３）

　　得到标准化对象阶跃响应特征的函数化描述后，获取电机阶跃响应的３个数据需满足

狔ｒ（狋１）

犓
＝β１，　　

狔ｒ（狋２）

犓
＝β２，　　

狔ｒ（狋３）

犓
＝β３． （１４）

　　根据时间尺度变换关系建立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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珓狋１＋犔／槡犪＝狋１／槡犪，

珓狋２＋犔／槡犪＝狋２／槡犪，

珓狋３＋犔／槡犪＝狋３／槡犪

烍

烌

烎．

（１５）

　　当狋１＞珓狋１槡犪时，联立式（１２）～（１５），可得

α＝犳１（狆），　　犪＝ （狋２－狋１）／（犳３（α）－犳２（α（ ）））２，

犫＝α槡犪，　 　犔＝狋１－犳２（α）槡犪
烍
烌

烎．
（１６）

　　由于系统可能存在高阶动态特性或非线性影响，导致狋１＜珓狋１槡犪，在式（１５）中得到犔＜０．此时，可以

认为犔＝０，即当狋１＜珓狋１槡犪时，求解参数，可得

α＝犳４（狇），　　犪＝ （狋２－狋１）／（犳２（α）－犳３（α（ ）））２，

犫＝α槡犪，　 　犔＝０
烍
烌

烎．
（１７）

　　上述辨识过程中，除直流电机阶跃响应的稳态值外，仅需测量３个响应数据，即可计算模型参数，所

需的数据量非常少．

２．３　参数优化辨识法

对标准化对象的分析可知：α为决定系统动态性能的主导参数．选取合适的主导参数可以更好地描

述系统超调及响应快慢特性．在测量数据相对丰富的条件下，进一步给出针对α寻优的参数辨识方法．

类似的，先建立描述不同α条件下的标准化模型阶跃响应的特征函数，给出不同β犻 的取值拟合结

果．在仿真中，获取标准化系统珟犌（珓狊）阶跃响应数据，并选取上升阶段数据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且珓狋１＜

珓狋２，其中，β犻（犻＝１，２）为满足０＜β１＜β２＜１的设定值．选取β１＝０．４０，β２＝０．６０，获取的标准化模型阶跃响

应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α下的标准化模型阶跃响应数据（参数优化辨识算法）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α
珓狋１

（β１＝０．４０）
珓狋２

（β２＝０．６０）
α

珓狋１
（β１＝０．４０）

珓狋２
（β２＝０．６０）

α
珓狋１

（β１＝０．４０）
珓狋２

（β２＝０．６０）
α

珓狋１
（β１＝０．４０）

珓狋２
（β２＝０．６０）

０．１ ０．９４２８ １．１８４６ １．１ １．１３３１ １．５２２４ ２．１ １．４０８４ ２．０９１７ ３．１ １．７８３８ ２．８９７３

０．２ ０．９５８８ １．２１１１ １．２ １．１５６３ １．５６７２ ２．２ １．４４１６ ２．１６３８ ３．２ １．８２６１ ２．９８４６

０．３ ０．９７５５ １．２３９０ １．３ １．１８０４ １．６１４４ ２．３ １．４７５７ ２．２３８３ ３．３ １．８６９０ ３．０７２４

０．４ ０．９９２７ １．２６８３ １．４ １．２０５４ １．６６４３ ２．４ １．５１１０ ２．３１５１ ３．４ １．９１２５ ３．１６０７

０．５ １．０１０６ １．２９９１ １．５ １．２３１４ １．７１６８ ２．５ １．５４７２ ２．３９３９ ３．５ １．９５６６ ３．２４９５

０．６ １．０２９２ １．３３１６ １．６ １．２５８４ １．７７２２ ２．６ １．５８４４ ２．４７４５ ３．６ ２．００１２ ３．３３８５

０．７ １．０４８４ １．３６５８ １．７ １．２８６３ １．８３０４ ２．７ １．６２２５ ２．５５６７ ３．７ ２．０４６３ ３．４２７９

０．８ １．０６８４ １．４０１８ １．８ １．３１５３ １．８９１５ ２．８ １．６６１６ ２．６４０３ ３．８ ２．０９１９ ３．５１７５

０．９ １．０８９１ １．４３９９ １．９ １．３４５３ １．９５５４ ２．９ １．７０１５ ２．７２５０ ３．９ ２．１３７８ ３．６０７３

１．０ １．１１０７ １．４８００ ２．０ １．３７６３ ２．０２２２ ３．０ １．７４２３ ２．８１０８ ４．０ ２．１８４１ ３．６９７３

　　根据表２数据，拟合得到犳２（α）的更新函数，即

犳２（α）＝
３．１４７α

２
＋８．３４３α＋５６．０７

α＋６０．０２
． （１８）

　　获取电机阶跃响应的若干数据，使其满足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在α∈（０，４］范围内寻优，使狔（狋），

狔ｒ（狋）积分平方误差（ＩＳＥ）最小．求解优化问题为

犑ｉｎｄｅｘ＝ｍｉｎ
α∫

狋


０
狔（狋）－狔ｒ（狋）

２

ｄ［ ］狋 ，

ｓ．ｔ．

犪＝
狋２－狋１

犳２（α）－犳３（α（ ））
２

，

犫＝α槡犪，

犔＝ｍａｘ（狋１－犳２（α）槡犪，０）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１９）

　　由此得到最优解α和最优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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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算法与实施

２．４．１　直接参数计算法，适用于测量数据较少的情况．该方法有以下４个计算步骤．

步骤１　设置β犻值，取β１＝０．２０，β２＝０．６０，β３＝０．９５，通过式（４）计算增益犓．

步骤２　获取被测对象阶跃响应数据（狋１，狋２，狋３），同时，满足式（１４）的３个条件．

步骤３　通过式（１１），求出狆，狇值．

步骤４　通过式（１６）或（１７），计算参数犪，犫，犔．

２．４．２　参数优化辨识算法，适用于测量数据丰富的情况．该方法有以下３个计算步骤．

步骤１　设置β犻值，取β１＝０．４０，β２＝０．６０，通过式（４）计算增益犓．

步骤２　获取被测对象阶跃响应数据（包括狋１，狋２），其中，２个数据满足
狔ｒ（狋１）

犓
＝β１，

狔ｒ（狋２）

犓
＝β２．

步骤３　在α∈（０，４］范围内寻优，使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 指标最小，并在最优参数α取值下，计算

参数犪，犫，犔．

备注１　上述２类算法中，选取合适的拟合函数在辨识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将直接决定辨识

参数的准确性．同时，在保证良好拟合精度的条件下，选取不同β犻值，理论上也适用于上述辨识方法．文

中在β犻值的选取及函数拟合上进行了大量的仿真实验，得出较好的拟合结果，在算法应用和实施过程

中，可以直接使用文中给出的拟合函数．

备注２　系统实际运行时，噪声在传感器的测量中难以避免；同时，电机控制中产生的脉宽调制

（ＰＷＭ）信号，极易引入高频噪声．因此，在辨识前，需要对测量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削弱高频噪声对辨识

结果的影响．此外，在上述２类算法中，部分采样数据要求满足式（１４）或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 的条件，

在有效采样步长和测量噪声的条件下，难以满足上述条件．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对滤波后的数据进

行线性插值处理，得到满足式（１４）或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 的采样数据后，再进行参数辨识计算．

备注３　Ｇａｏ
［１５］讨论了不同传递函数之间的尺度关系，指出一阶或二阶的无零点线性时不变对象，

传递函数之间存在时间尺度的转换，同时，还指出这种尺度关系可以用于控制器设计．Ｎｉｅ等
［１０］基于时

间尺度变换，讨论一类分数阶时滞系统的参数辨识．在此基础上，文中进一步讨论二阶系统的辨识问题，

这与常规的系统辨识方法完全不同．此外，文中提出的２类算法适用于不同情况，即当测量数据较少时，

直接参数计算法能够快速地计算系统的模型，简单实用；当测量数据较多时，参数优化辨识算法能够得

到更加精确的系统模型，但计算量增加．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为了说明文中所提２类辨识方法的一般适用性．先考虑一般对象辨识的仿真研究，包括一类高阶对

象和非最小相位对象．

例１　高阶对象犌１（狊）＝
（１５狊＋１）２（４狊＋１）（２狊＋１）

（２０狊＋１）３（１０狊＋１）３（５狊＋１）３（０．５狊＋１）３
．

例２　非最小相位对象犌２（狊）＝
２．１５（－２．７狊＋１）（１５８．５狊２＋６狊＋１）

（１７．５狊＋１）４（２０狊＋１）
·ｅｘｐ（－１４狊）．

在仿真环境中，设定系统单位阶跃输入信号，并在系统输出端加入一定测量噪声，获取系统犌１（狊），

犌２（狊）的阶跃响应数据．上述对象的辨识过程可以当作对高阶系统的模型降阶，将其辨识成典型的二阶

系统，其辨识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对象犌１（狊），犌２（狊）的辨识结果

Ｔａｂ．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犌１（狊），犌２（狊）

对象 直接参数计算法 参数优化辨识算法 脉冲响应辨识［１６］

高阶对象 １

７５０．４狊２＋４８．２狊＋１
ｅ－２０．８４狊

１

７２５．４狊２＋４９．５狊＋１
ｅ－２０．９３狊

１

６９５．３狊２＋４９．９６狊＋１
ｅ－２０．５狊

非最小
相位对象

２．１５

１９０２狊２＋７０．６７狊＋１
ｅ－２８狊

２．１５

１８５９．１狊２＋７１．７狊＋１
ｅ－２８．７９狊

２．１５

１８７５狊２＋７３．５狊＋１
ｅ－２７．５狊

　　辨识模型与原系统的阶跃响应、频率响应的比较，如图２，３所示．由图２，３可知：在噪声条件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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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犌１（狊）　　　　　　　　　　　　　　　　　　　　　（ｂ）犌２（狊）　

图２　辨识模型阶跃响应比较

Ｆｉｇ．２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ａ）犌１（狊）　　　　　　　　　　　　　　　　　　　　　（ｂ）犌２（狊）

图３　辨识模型频率响应比较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中所提的２类基于阶跃响应辨识方法仍然具有良好的辨识精度，能够很好地用于模型降阶；与一类基于

脉冲响应的方法［１６］进行对比，虽然在时域响应上具有类似的精度，但在频域响应上，文中所提的优化辨

识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系统的频率特性．

由图２，３还可知：对于非最小相位对象，主要的辨识误差来源于右半平面的非最小相位零点，而在

文中所提的阶跃响应辨识方法中，非最小相位零点引起的反向超调可以作为时滞因子进行描述，从而减

小对最小相位部分的模型辨识的影响，但该处理方法在频域响应上必然引起相位偏差（对犌２（狊）的辨识

结果可以得出），辨识模型精度在时域响应和频域响应上存在相互均衡的特点．

４　直流电机参数辨识实验

为验证文中所提方法对直流电机模型辨识的有效性，搭建的直流电机系统，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直

流电机型号为ＲＦ?３７；额定电压为１２Ｖ；采用ＴＢ６６１２ＦＮＧ型芯片（日本东芝半导体公司）作为电机驱动

器件；输入信号为０?１的ＰＷＭ占空比，其中，驱动电路增益作为电机的放大系数进行辨识；电机转速由

增量型光电编码器进行测量．虽然在驱动电路中采用了光耦隔离方式（减少脉冲检测阶段引入的噪声），

但测量噪声仍难以避免．在对转速测量的粗大误差进行判断和剔除后，得到的转速输出Ω．阶跃响应输

出和辩识模型输出比较，如图５所示．通过对电机系统进行多次阶跃响应输出，发现在噪声条件下，电机

转速输出具有以下２个特性．

１）电机响应初期，转速快速上升，在有限步长条件下，获取转速数据较少，由于转速变化率较大，测

量噪声对系统的影响相对较小．为获取
狔ｒ（狋犻）

犓
＝β犻 数据，需要对测量数据进行插值和拟合处理．综上所

述，基于上升阶段的数据受到噪声影响相对较小，在插值处理后，能够很好地用于参数辨识．

２）电机响应进入稳态阶段，变化较为平缓，测量噪声对转速输出的影响密集且稳定，可以近似当作

一类期望为０的白噪声处理．此时，式（１９）给出的优化辨识对测量噪声具有均值处理效果，噪声对辨识

结果的影响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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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直流电机系统实物图　　　 　 　　　　　　图５　阶跃响应输出和辩识模型输出比较

　 　Ｆｉｇ．４　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ｏｔｏ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ｐｕｔ

利用直接参数计算法辨识电机模型．首先，设置β犻值，并根据式（４）计算出增益犓＝１１２；然后，在转

速输出数据中，选取狔ｒ（狋１）＝犓β１＝２２．４，狔ｒ（狋２）＝犓β２＝６７．２，狔ｒ（狋３）＝犓β３＝１０６．４，有狋１＝０．０３９２，狋２＝

０．０７１４，狋３＝０．１４３７．根据式（１６）或式（１７）及拟合函数（式（１２），（１３）），求得标准化对象的关键参数α＝

１．９６６，电机模型参数犪＝７．２７１×１０－４，犫＝０．０５３２９，犔＝０．０１７．因此，辨识所得模型为

犌１（狊）＝
１１２

７．２７１×１０
－４狊２＋０．０５３２９狊＋１

·ｅｘｐ（－０．０１７狊）．

　　利用参数优化辨识方法辨识电机模型．首先，设置β犻 值，并计算系统增益犓；然后，选取狔ｒ（狋１）＝

犓β１＝４４．８，狔ｒ（狋２）＝犓β２＝６７．２，有狋１＝０．０５３２，狋２＝０．０７１４．在更新式（１８）的犳２（α）后，求解优化问题

珘狔（珓狋１）＝β１，珘狔（珓狋２）＝β２，可以求得标准化对象的关键参数α＝２．８６，以及电机模型的参数犪＝３．２９６×

１０－４，犫＝０．０５１９２，犔＝０．０２２．因此，辨识所得模型为

犌２（狊）＝
１１２

３．２９６×１０
－４狊２＋０．０５１９２狊＋１

·ｅｘｐ（－０．０２２狊）．

　　当输入信号频率ω为１，１０时，转速输出转速输出与辨识模型犌１（狊），犌２（狊）输出的比较，分别如图６

所示．由图６可知：辨识模型在低频段能很好地描述电机的响应特性，但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增大，实际

系统中存在较为明显的被激励的非建模动态和非线性特性，在系统输出上，主要体现在相位滞后和幅值

误差，但辨识模型仍能较好地反映该电机系统的响应特性，可以为直流电机的转速闭环反馈控制提供准

确的系统模型．由图６还可知：辨识模型能很好地反映实际电机系统的阶跃响应输出．

（ａ）ω＝１　　　　　　 　　 　　 　　　 　　　　　　　（ｂ）ω＝１０

图６　转速输出与辨识模型输出比较

Ｆｉｇ．６　Ｏｕｔｐｕｔｓｐｅ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ｐｕｔ

５　结束语

提出直接参数计算方法和参数优化辨识方法作为电机系统参数辨识的２类方法．在实际运行条件

下，由于电机模型具有驱动放大系数和响应时延的特性，因此，建立电机系统与一类标准化对象之间的

频域／时域尺度变换关系，并分析标准化对象的阶跃响应特征与主导参数之间的关系，同时，定义并拟合

反映阶跃响应特征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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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源色域面积评价方法的比较分析

廖欣怡１，２，朱大庆１，２，庄其仁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光传输与变换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比较多种光源色域面积指标，研究３种常用的光源色域面积指标的关系．选取４８个光源，用其光谱进

行数值计算，计算其全色域指数（ＧＡＩ）、光色品质色域面积（ＣＱＳ＿ＱＧ）指标和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相对色域面积

（ＲＧ），并分析这３个色域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ＱＧ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最高，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

的相关性都不高；光源色域面积计算中，采用的颜色样本，颜色空间和参考光源对计算结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光源颜色品质；显色性；光源色域面积；颜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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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照明行业内通用的评价光源显色性的显色指标（ＣＲＩ）存在着诸多问题
［１?４］．国际照明委员会

（ＣＩＥ）定义的光源显色性（光源颜色品质）是与参考标准光源相比较，光源显现物体颜色的特性
［５］，而显

色指标ＣＲＩ只评价了光源的颜色保真性．ＣＩＥ分别研究评估新的光源颜色保真性的评价方法和除颜色

保真性以外的光源颜色品质的评价方法［６?７］．近几年来，研究者提出了许多评价光源颜色品质的方法，其

中，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光源色域面积是光源颜色品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光源色域面积不仅能表征

光源照射下物体表面颜色的彩度变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人眼的颜色偏好性［５，８?１１］．与显示行业内

色域的概念有所不同，光源的色域面积是指颜色样本在某种光源照射下，计算出的在颜色空间中的色度

坐标所围成的面积，可以表示在光源照射下物体表面颜色彩度的平均变化（与参考光源相比），即在光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１７

　通信作者：　朱大庆（１９６６?），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照明与显示方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ｄａｑｉ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计划（高校产学合作）重大项目（２０１６Ｈ６０１６）；福建省光电技术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ＯＰＴ２０１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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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下物体表面颜色的多彩性和生动性的程度［９?１３］．目前，已经提出的评价光源色域面积的方法有很

多．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１２］提出颜色分辨性指标（ＣＤＩ）；Ｂｏｙｃｅ等

［１４］提出ＦＭ色域面积指标（ＦＭＧ）；Ｒｅａ等
［９］提出

全色域指数（ＧＡＩ）；Ｄａｖｉｓ等
［１０］提出光色品质色域面积指标（ＣＱＳ＿ＱＧ）；Ｄａｖｉｄ等

［１１］提出ＩＥＳ?ＴＭ?３０?

１５相对色域面积（ＲＧ）；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等
［１５］提出相对色域面积指标（ＲＧＡＩ）．本文对多种光源色域面积的

评价方法进行概述，分析它们的异同点，并选取４８个光源进行数值计算，研究分析照明行业内比较关注

的３种光源色域面积指标ＧＡＩ，ＣＱＳ＿ＱＧ和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值的差异．

１　不同光源色域面积指标的比较

光源色域面积的计算流程基本一致，但计算过程中采用的颜色样本、颜色空间及参考光源各有不

同．６种典型的色域面积计算中，采用的颜色样本、颜色空间和参考光源，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６种典型的色域面积的计算要素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ｉｘｔｙｐｉｃａｌｇａｍｕｔａｒｅａｓ

光源色域面积指标 年份 颜色样本（数量） 颜色空间 参考光源

ＣＤＩ １９７２ ＣＩＥＴＣＳ（８） ＣＩＥ１９６０ＵＣＳ 照明体Ｃ

ＦＭＧ １９７７ 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ｕｎｓｅｌｌ１００ｈｕｅ（８５） ＣＩＥ１９６０ＵＣＳ 照明体Ｃ

ＧＡＩ ２００８ ＣＩＥＴＣＳ（８） ＣＩＥ１９７６ＵＣＳ 等能照明体Ｅ

ＣＱＳ＿ＱＧ ２０１０ Ｍｕｎｓｅ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５） ＣＩＥＬＡＢ 黑体辐射／Ｄ照明体

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 ２０１５ ＣＥＳ（９９／１６） ＣＡＭ０２?ＵＣＳ 黑体辐射／混合／Ｄ照明体

ＲＧＡＩ ２０１６ ＣＩＥＴＣＳ（８） ＣＡＭ０２?ＵＣＳ 黑体辐射／Ｄ照明体

　　由表１可知：在ＣＤＩ，ＧＡＩ和ＲＧＡＩ的计算中，均采用计算显色指标ＣＲＩ中使用的８个颜色样本

（ＣＩＥＴＣＳ）；ＦＭＧ采用了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ｕｎｓｅｌｌ１００ｈｕｅ色样；ＣＱＳ＿ＱＧ采用了１５种比ＣＩＥＴＣＳ颜色

更饱和的Ｍｕｎｓｅ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ｓ色样；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则是采用从１０５０００个生活中常见物品的颜色中选

出的９９个均匀分布的颜色色样（ＣＥＳ）．色域面积计算中，采用的颜色空间逐步更新，因此，计算光源色

域面积时，更倾向于使用颜色空间更均匀、与感知色差相关程度更高的ＣＡＭ０２?ＵＣＳ
［１６］．

对于参考光源的选择，ＣＤＩ，ＦＭＧ和ＧＡＩ均采用固定的参考光源，而ＣＱＳ＿ＱＧ，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

和ＲＧＡＩ采用的参考光源由测试光源的色温决定．在ＣＱＳ＿ＱＧ和ＲＧＡＩ的计算中，当测试光源色温小

于５０００Ｋ时，采用黑体辐射；当色温大于５０００Ｋ时，采用Ｄ照明体．在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的计算中，

当测试光源色温小于等于４５００Ｋ时，采用黑体辐射；当测试光源色温大于等于５５００Ｋ时，采用Ｄ照

明体；而当测试光源色温大于４５００Ｋ，小于５５００Ｋ时，采用黑体辐射与Ｄ照明体混合的光源
［１１］．光源

色域面积计算中，参考光源的色域面积为１００，当测试光源的色域面积大于１００时，表示光源照射下物

体颜色饱和度增大；当色域面积小于１００时，表示光源照射下物体颜色饱和度减小．

２　数值计算

为更好地分析ＧＡＩ，ＣＱＳ＿ＱＧ，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等３种光源色域面积间的关系，选取４８组光源，

按色温分成４组，记为Ｏ２８００Ｋ，Ｏ４０００Ｋ，Ｏ５０００Ｋ，Ｏ６５００Ｋ，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计算它们的ＧＡＩ值，ＣＱＳ＿

ＱＧ值和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值．４８组光源分别是实验室理论光源、市场购买的商业光源、ＣＩＥ标准光源

和各种照明体，其光谱分布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λ为波长．表２，３分别为４８个光源的光谱类型和部分

　（ａ）Ｏ２８００Ｋ　　　　　　　　　　　　　　　　　　　　（ｂ）Ｏ４０００Ｋ

４８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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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５０００Ｋ　　　　　　　　　　　　　　　　　　　　（ｄ）Ｏ６５００Ｋ

图１　４８个光源的光谱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表２　４８个光源的光谱类型

Ｔａｂ．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Ｏ２８００Ｋ Ｏ４０００Ｋ Ｏ５０００Ｋ Ｏ６５００Ｋ

１
三波峰

（４４８／５１５／６３０）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０＋荧光粉）
四波峰

（４４５／５００／５９５／６３５）
三波峰

（４５７／５０５／５９５）

２
三波峰

（４３９／５２０／６２５）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１５／６２５）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２０／６６０）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０＋荧光粉）

３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２０／６２５）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１０／６６０）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０＋荧光粉）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００／６６０）

４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００／６００）
三波峰

（４５０／５１５／６６０）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１５／６２５）
三波峰

（４４５／４９５／６００）

５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四波峰

（４４５／５１５／６２０／６６０）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２０／６２０）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２０／５９０）

６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五波峰

（４４５／４７５／５２０／５７０／６３５）
六波峰

（４４０／４７５／５１０／５９０／６２０／６６０）
三波峰

（４４５／５２０／５９５）

７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六波峰

（４４０／４７５／５１０／５９０／６３５／６５５）

８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０＋荧光粉）

９
双波峰

（蓝光４４５＋荧光粉）
黑体辐射 黑体辐射 黑体辐射

１０ Ａ光源 Ｄ４０ Ｄ５０ Ｄ６５

１１
三波峰

（４９５／６００／６２５）
三波峰

（４７５／５１０／５９５）
四波峰

（４４５／４９５／６００／６５５）
四波峰

（４４５／４７５／５１５／５９５）

１２
双波峰
（４７２／６００）

四波峰
（４４０／４７０／５１５／６００）

五波峰
（４４５／４７５／４９５／５９５／６３５）

五波峰
（４４５／４７０／５２５／５９５／６３５）

表３　４８个光源的部分色度参数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ｔ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Ｏ２８００Ｋ

狓 狔 犜ｃ／Ｋ Ｄｕｖ ＣＲＩ

１ ０．４５３０ ０．４０８２ ２７８０ －０．０００２６０ ４８

２ ０．４５３９ ０．４０８３ ２７６７ －０．０００３４０ ８６

３ ０．４５０３ ０．４０９４ ２８２９ ０．０００４５３ ９３

４ ０．４４９０ ０．４０８４ ２８４２ ０．０００２１１ ６７

５ ０．４５０６ ０．４０６７ ２８０３ －０．０００６１０ ８１

６ ０．４５１８ ０．４０９５ ２８０８ ０．０００３４５ ８１

７ ０．４４９７ ０．４０４１ ２７９６ －０．００１５１０ ８１

８ ０．４４９２ ０．４０１８ ２７８５ －０．００２３６０ ８０

９ ０．４４８９ ０．３９９６ ２７７１ －０．００３１７０ ８０

１０ ０．４４７６ ０．４０７４ ２８５５ ０．００００１４ １００

１１ ０．４４９４ ０．４０８３ ２８３５ ０．０００１５３ ６９

１２ ０．４５１２ ０．４１０７ ２８２７ ０．０００８５８ ６３

５８６第５期　　　　　　　　　　　　　廖欣怡，等：光源色域面积评价方法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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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序号
Ｏ４０００Ｋ

狓 狔 犜ｃ／Ｋ Ｄｕｖ ＣＲＩ

１ ０．３８１５ ０．３７７５ ３９７６ １．８７×１０－５ ７１

２ ０．３８１９ ０．３７７５ ３９６６ －７．２２×１０－５ ５２

３ ０．３７８５ ０．３７６６ ４０５１ ０．０００４８６ ５４

４ ０．３８０２ ０．３７６４ ４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６７ ４５

５ ０．３８０６ ０．３７７７ ４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８２ ６７

６ ０．３８０１ ０．３７７１ ４０１２ ０．０００２８２ ９０

７ ０．３７９３ ０．３７６９ ４０３３ ０．０００４２６ ８３

８ ０．３７９９ ０．３７９４ ４０３３ ０．００１３６６ ８３

９ ０．３８０５ ０．３７６８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８３

１０ ０．３８２０ ０．３８３７ ４００９ ０．００２７７５ １００

１１ ０．３７９４ ０．３７８５ ４０４３ ０．００１１４０ ９８

１２ ０．３８２３ ０．３８０５ ３９７７ ０．００１１９４ ６９

序号
Ｏ５０００Ｋ

狓 狔 犜ｃ／Ｋ Ｄｕｖ ＣＲＩ

１ ０．３４６６ ０．３５８５ ４９６９ ０．００２８４９ ５１

２ ０．３４５１ ０．３５９６ ５０２６ ０．００３９５３ ５４

３ ０．３４５８ ０．３５８４ ４９９６ ０．００３１０９ ７３

４ ０．３４４８ ０．３５９３ ５０３５ ０．００３９１５ ６８

５ ０．３４５６ ０．３６０９ ５０１４ ０．００４４１７ ８５

６ ０．３４５３ ０．３５９４ ５０１９ ０．００３８２０ ９８

７ ０．３４４０ ０．３６８３ ５０８９ ０．００８５８８ ７１

８ ０．３４３９ ０．３６６０ ５０８８ ０．００７５２８ ７０

９ ０．３４５１ ０．３５１７ ４９９９ ０．００００１１ １００

１０ ０．３４５７ ０．３５８６ ５０００ ０．００３２１９ １００

１１ ０．３４５８ ０．３５９８ ５００２ ０．００３７９６ ６２

１２ ０．３４６９ ０．３５８６ ４９５６ ０．００２７４６ ７３

序号
Ｏ６５００Ｋ

狓 狔 犜ｃ／Ｋ Ｄｕｖ ＣＲＩ

１ ０．３１２２ ０．３２８５ ６５３７ ０．００３２３４ ７０

２ ０．３１３３ ０．３２９３ ６４７２ ０．００３０５７ ６９

３ ０．３１１９ ０．３３１８ ６５２４ ０．００５０１９ ６１

４ ０．３１１８ ０．３３０１ ６５４３ ０．００４２１６ ７１

５ ０．３１２４ ０．３３００ ６５１２ ０．００３８７５ ７８

６ ０．３１２８ ０．３３０４ ６４８８ ０．００３８９０ ８３

７ ０．３１２２ ０．３２９６ ６５２５ ０．００３７３４ ９９

８ ０．３１２９ ０．３３０８ ６４８１ ０．００４０３６ ８５

９ ０．３１３６ ０．３２３７ ６４９７ ０．００００１４ ９８

１０ ０．３１２８ ０．３２９１ ６４９６ ０．００３１６９ １００

１１ ０．３１２８ ０．３２７０ ６５１４ ０．００２１４５ ７４

１２ ０．３１４０ ０．３３２４ ６４１２ ０．００４２９２ ８０

色度参数．表３中：狓，狔为色度坐标；犜ｃ为色温；Ｄｕｖ为色偏移值．

将光谱数据导入 ＭＡＴＬＡＢ中，计算４８种光源对应的ＧＡＩ值，ＣＱＳ＿ＱＧ（简称ＱＧ）值和ＩＥＳ?ＴＭ?

３０?１５ＲＧ（简称ＲＧ）值，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色温为２８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Ｋ的光源的ＧＡＩ值偏小，与ＱＧ值，ＲＧ值相差很大，而色

温为６５００Ｋ 的光源的 ＧＡＩ值与 ＱＧ 值，ＲＧ 值相差不大；除了个别光源（Ｏ４０００Ｋ２，Ｏ４０００Ｋ３，

Ｏ４０００Ｋ４，Ｏ５０００Ｋ２）外，大部分光源的ＱＧ值，ＲＧ值相差都不大．虽然４８个光源的ＧＡＩ值，ＱＧ值和

ＲＧ值各不相同，但是光源之间的ＧＡＩ值，ＱＧ值和ＲＧ值大小关系基本一致，除了光源Ｏ２８００Ｋ１２，其

ＱＧ值和ＲＧ值比其他同色温的光源都小，而ＧＡＩ值比大部分同色温的光源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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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８个光源的ＧＡＩ，ＱＧ和ＲＧ值

Ｔａｂ．４　ＧＡＩ，ＱＧａｎｄＲＧ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参数
Ｏ２８００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ＡＩ ６１ ６０ ５４ ３９ ４９ ４８ ５１ ５１ ５２ ５３ ４２ ５３

ＱＧ １１０ １０９ ９９ ７３ ９０ ９０ ９０ ８９ ８８ ９７ ７８ ７２

ＲＧ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０５ ８０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５ １００ ７９ ７９

参数
Ｏ４０００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ＡＩ ７４ ８９ ９４ １０５ ９６ ７７ ７３ ７２ ７９ ７６ ６１ ６９

ＱＧ ９６ １１２ １１９ １３３ １２１ ９９ ９５ ９４ １０２ １０３ ８０ ９０

ＲＧ ９９ １０４ １０９ １２０ １１５ ９６ ９６ ９５ １００ ９９ ８０ ９４

参数
Ｏ５０００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ＡＩ １０２ １１５ ８３ １０９ １００ ８９ ７６ ７７ ９１ ８８ ７３ ７３

ＱＧ １１３ １３３ ９６ １２２ １１５ １０４ ９５ ９５ １０２ １０２ ８３ ８４

ＲＧ １０５ １２０ ９９ １１６ １１１ １０２ ９５ 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０ ８４ ８５

参数
Ｏ６５００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ＡＩ ７８ ８６ １１０ ８６ ９１ ９３ ９８ ８７ １００ ９７ ８３ ８６

ＱＧ ８０ ９０ １１２ ８７ ９４ ９５ １００ ９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４ ９１

ＲＧ ８０ ９５ １０４ ９０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８４ ９５

（ａ）ＧＡＩ值与ＱＧ值的比较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４８个光源的３种色域面积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结

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ａ）可知：色温为２８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Ｋ光源的

ＧＡＩ值普遍比ＱＧ值小，尤其是色温为２８００Ｋ的光源；

色温为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与ＱＧ值较相近；这４８个

光源的ＧＡＩ值与ＱＧ值的相关性系数为０．５２９３，其中，色

温为２８００Ｋ的光源的ＧＡＩ值与ＱＧ值的相关性系数为

０．６４６２，而色温为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与

　　（ｂ）ＧＡＩ值与ＲＧ值的比较　　　　　　　　　　　　　　　（ｃ）ＱＧ值与ＲＧ值的比较

图２　４８个光源３种色域面积计算值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ａｍｕ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Ｇ值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８８２，０．９６３９，０．９６８３．

由图２（ｂ）可知：色温为２８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普遍比ＲＧ值小，尤其是色温为２８００

Ｋ的光源，色温为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与ＲＧ值比较相近；ＧＡＩ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系数为０．３５３８，

其中，２８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和ＲＧ值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５８０，而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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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Ｇ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３３５，０．９１２５，０．７８９５．

由图２（ｃ）可知：４８个光源的ＱＧ值和ＲＧ值比较相近．对于这４８种光源，ＱＧ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

系数平均值为０．９０７６，其中，色温为２８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ＱＧ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系数

分别为０．９７２８，０．９４６６，０．９６５２和０．８４５５．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的总体相关性不高，但是按色温不同单独比较分析，发

现低色温光源的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的相关性不高，而高色温光源的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的相

关性较高，这是由于色域面积计算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参考光源．

为了更好地说明色域面积计算过程中参考光源的影响，将ＧＡＩ值计算过程中使用的参考光源替换

成ＣＱＳ＿ＱＧ计算过程中使用的参考光源，计算出的色域面积记为ＧＡＩ＿ＢＤ．将所计算得到４８个光源的

ＧＡＩ＿ＢＤ值，与ＧＡＩ值，ＣＱＳ＿ＱＧ值，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值进行比较，如图３所示．

　（ａ）Ｏ２８００Ｋ　　　　　　　　　　　　　　　　　　　　（ｂ）Ｏ４０００Ｋ

　（ｃ）Ｏ５０００Ｋ　　　　　　　　　　　　　　　　　　　　（ｄ）Ｏ６５００Ｋ

图３　４８个光源的ＧＡＩ，ＱＧ，ＲＧ和ＧＡＩ＿ＢＤ值

Ｆｉｇ．３　ＧＡＩ，ＱＧ，ＲＧａｎｄＧＡＩ＿Ｂ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由图３可知：对于低色温的光源，它们的ＧＡＩ＿ＢＤ值明显比ＧＡＩ值大．这是因为ＧＡＩ值的计算采

用固定参考光源，即相关色温为５４５５Ｋ的等能照明体Ｅ，而ＱＧ值，ＲＧ值和ＧＡＩ＿ＢＤ的计算采用参考

光源，需根据测试光源的色温选择．研究表明，采用固定参考光源计算光源色域面积时，对低色温的光源

来说，计算出的色域面积值都小于实际的颜色感知值［１６］．由图３还可知：Ｏ２８００Ｋ１２光源的ＧＡＩ值比大

部分同色温光源的ＧＡＩ值大，ＱＧ值和ＲＧ值比同色温光源的都小，原因可能是ＧＡＩ值计算中使用的

颜色样本分布不均匀，且光源颜色饱和度较高．Ｏ２８００Ｋ１２的光谱类型是双波峰型，且２个峰都比较窄，

光源的颜色饱和度较高，其中，橙光占比达到２８．７５％．

把ＧＡＩ值计算流程中的颜色样本替换成计算ＣＱＳ＿ＱＧ值时采用的１５个分布更均匀的颜色样本，

计算的色域面积记为ＧＡＩ＿１５．比较Ｏ２８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值和ＧＡＩ＿１５值，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知：

Ｏ２８００Ｋ１２的ＧＡＩ＿１５值仅为３９，比同色温其他光源的ＧＡＩ＿１５值都小．也就是说，颜色样本的均匀性

会影响光源色域面积的计算结果，尤其是对高饱和度的光源，采用分布不均匀的颜色样本计算得到的色

域面积值可能会虚高．

通过上述比较还可知，ＱＧ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最高，按色温不同单独分析，发现色温为６５００Ｋ的

光源的ＱＧ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降低．除了Ｏ６５００Ｋ３光源的ＱＧ值比ＲＧ值大，同色温其他光源的Ｑ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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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小于或等于ＲＧ值（表４）．将ＱＧ值和ＲＧ值计算流程中使用的颜色样本互相替换，计算的色域面

积分别记为ＱＧ＿９９和ＲＧ＿１５．比较Ｏ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ＱＧ值，ＱＧ＿９９值和ＲＧ值，ＲＧ＿１５值，如表６所

示．由表６可知：Ｏ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ＲＧ值和ＲＧ＿１５值基本没有差别，而ＱＧ值和ＱＧ＿９９值相差较大，尤

其是有尖锐波峰的光源．

表５　Ｏ２８００Ｋ光源的ＧＡＩ和ＧＡＩ＿１５值

Ｔａｂ．５　ＧＡＩａｎｄＧＡＩ＿１５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Ｏ２８００Ｋｓｏｕｒｃｅ

参数
Ｏ２８００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ＡＩ ６１ ６０ ５４ ３９ ４９ ４８ ５１ ５１ ５２ ５３ ４２ ５３

ＧＡＩ＿１５ ５５ ５７ ５３ ４０ ５１ ４９ ５２ ５３ ５３ ５４ ４１ ３９

表６　Ｏ６５００Ｋ光源的ＱＧ＿９９和ＲＧ＿１５值

Ｔａｂ．６　ＱＧ＿９９ａｎｄＲＧ＿１５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Ｏ６５００Ｋｓｏｕｒｃｅ

参数
Ｏ６５００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ＱＧ ８０ ９０ １１２ ８７ ９４ ９５ １００ ９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４ ９１

ＱＧ＿９９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８ １２９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６

ＲＧ ８０ ９５ １０４ ９０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８４ ９５

ＲＧ＿１５ ８１ ９４ １０３ ８９ ９７ ９７ １００ ９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８５ ９４

图４　４８个光源的ＱＧ，ＱＧ＿９９，ＲＧ和ＲＧ＿１５值

Ｆｉｇ．４　ＱＧ，ＱＧ＿９９，ＲＧａｎｄＲＧ＿１５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４８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为了更好地说明颜色样本和颜色空间在色域面积

计算过程中的影响，比较４８种光源的 ＱＧ值，ＱＧ＿９９

值，ＲＧ值和ＲＧ＿１５值，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１～１２

为Ｏ２８００Ｋ光源；１３～２４为 Ｏ４０００Ｋ光源；２５～３６为

Ｏ５０００Ｋ光源；３７～４８为Ｏ６５００Ｋ光源．

由图４可知：４８个光源的ＲＧ值和ＲＧ＿１５值相差

不大，ＱＧ值和 ＱＧ＿９９值相差却很大．ＱＧ值计算中采

用的颜色样本都是高饱和度的，而ＲＧ值计算中采用的

颜色样本既有高饱和度也有中等饱和度，Ｒｏｙｅｒ
［１７］提出

使用全是高饱和度的颜色样本计算色域面积时，光源色

域面积可能会被压缩，这也是４８个光源的ＱＧ＿９９值比

ＱＧ值大很多的原因．研究表明，ＲＧ值计算中使用的

ＣＡＭ０２?ＵＣＳ要比ＱＧ值使用的ＣＩＥＬＡＢ更均匀，使用ＣＩＥＬＡＢ颜色空间计算的色域面积呈现为红?

绿轴为长轴的椭圆状［１１，１６１７］．这也是４８个光源的ＲＧ值和ＲＧ＿１５值相差不大，而４８个光源的ＱＧ值和

ＱＧ＿９９值相差很大的原因．

综上所述，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之间的相关性不高，而ＱＧ值和ＲＧ值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且色

域面积计算中采用的参考光源的颜色样本和颜色空间对计算结果有影响．目前，大多研究者倾向于采用

ＣＡＭ０２ＵＣＳ和根据测试光源的色温选择参考光源来计算光源色域面积
［１６１７］．虽然光源色域面积值能

评价各个颜色彩度的平均变化，光源的色域面积越大，照射下的物体表面颜色越鲜艳，光源也更受人喜

欢，但是对于色域面积值相同的光源来说，色域面积值提供的信息有限．因此，除了关注色域面积的大小

外，还需要关注光源的色域面积形状．目前，关于色域面积形状的研究有许多
［１８１９］，但是，若要量化色域

形状并最终引进照明行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４　结束语

对光源色域面积的评价方法进行概述，选取４８个不同色温和光源类型的光源，计算其 ＧＡＩ值，

ＣＱＳ＿ＱＧ值和ＩＥＳ?ＴＭ?３０?１５ＲＧ值，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光源色域面积的计算方法不尽相

同，但是光源色域面积计算过程中采用的颜色样本、颜色空间与参考光源都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分析４８

个光源的ＧＡＩ值，ＱＧ值和ＲＧ值发现：ＱＧ值与ＲＧ值的相关性较高，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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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不高；对同色温光源的ＧＡＩ值，ＱＧ值和ＲＧ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５００Ｋ光源的

ＧＡＩ值与ＱＧ值，ＲＧ值的相关性都比较高．色域面积计算过程中采用的颜色样本、颜色空间和参考光

源对计算的结果都有影响，大多研究者推荐采用多色温的参考光源，适量颜色饱和度不一的颜色样本和

更先进的颜色空间来计算光源色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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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共形映照的参数表示

林珍连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假设犳μ
（狕）（狕）表示全平面到自身保持０，１，∞不动以μ（狕）为复特征的拟共形映照，Ａｈｌｆｏｒｓ给出此类

拟共形映照的一种参数表示式，文中给出此类映照的另一种参数表示式．作为它的应用，给出上半平面到自身

保持０，１，∞不动的拟共形映照的参数表示式．

关键词：　拟共形映照；参数表示；复特征；复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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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ｌａｎｅ

１　预备知识

设狑＝犳（狕）是平面区域犇到区域犌 的保向同胚映照，则称狑＝犳（狕）是平面区域犇 到区域犌 的拟

共形映照．若犳（狕）满足以下２个条件：１）在区域犇上，犳（狕）在几乎所有水平线上和几乎所有铅直线上

是绝对连续的（ＡＣＬ）；２）几乎到处｜犳珔狕（狕）｜≤犽｜犳狕（狕）｜，０＜犽＜１，称μ（狕）＝
犳珔狕（狕）

犳狕（狕）
为狑＝犳（狕）的复特

征．用犳μ
（狕）（狕）表示复特征为μ（狕）的拟共形映照．拟共形映照参数表示问题是拟共形映照理论中十分重

要的内容．夏道行
［１］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之后，一些学者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用它解决

拟共形映照的模数的估计和面积偏差估计的极值问题［２１０］．Ａｈｌｆｏｒｓ
［２］讨论了全平面到自身保持０，１，∞

不动的拟共形映照对参数的依赖问题，证明了定理Ａ．

定理犃
［２］
　假设μ（狕，狋＋狊）＝μ（狕，狋）＋狊狏（狕，狋）＋狊ε（狕，狋），其中，μ（狕，狋），狏（狕，狋），ε（狕，狋）∈犔

∞，‖μ（狕，

狋）‖∞＜１且‖ε（狕，狋）‖∞→０，狊→０，犳μ
（狕）（狕）是全平面到自身保持０，１，∞不动的复特征为μ（狕）拟共形映

照，那么，在全平面的一切致密子集上一致地成立犳μ
（狕，狋＋狊）（ζ）＝犳

μ（狕，狋）（ζ）＋狊犉（ζ，狋）＋（狊），狊→０．其中，

犉（ζ，狋）＝－
１

π狏（狕，狋）犚（犳
μ（狕，狋）（狕），犳μ

（狕，狋）（ζ））（犳
μ（狕，狋）
狕 （狕））２ｄ狓ｄ狔， （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２９

　通信作者：　林珍连（１９７０），副教授，主要从事函数论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ｌｉａｎ＠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４７１１２８）；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９Ｊ０１０６６）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犚（狕，ζ）＝
１

狕－ζ
－ ζ
狕－１

＋ζ
－１

狕
＝ ζ（ζ－１）

狕（狕－１）（狕－ζ）
． （２）

　　下文给出定理Ａ中式（１），（２）的另一种表示形式，作为应用，将给出上半平面到自身保持０，１，∞不

动的拟共形映照的参数表示式．

２　主要定理和证明

定理１　设μ（狕，狋）是定义在｜狕｜＜＋∞，０≤狋≤１的复值可测函数，满足μ（狕，狋＋狊）＝μ（狕，狋）＋狊狏（狕，

狋）＋（狊），狊→０．其中，μ（狕，狋），狏（狕，狋）∈犔
∞，‖μ（狕，狋）‖∞＜１，则全平面到自身保持０，１，∞不动的拟共形

映照狑＝犳μ
（狕，狋）（狕，狋）在全平面的一切致密子集上一致地成立

狑

狋
＝犉（狑，狋），狑＝犳μ

（狕，狋）（狕，狋）．其中，

犉（狑，狋）＝－
狑（狑－１）

π 
ω平面

狏（（犳μ）
－１（ω，狋），狋）ｅｘｐ（－２ｉ·ａｒｇ（犳μ）

－１
ω （ω，狋））

１－狘μ（（犳
μ）－１（ω，狋），狋）狘

２ ｄσｄτ，

ω＝犳μ（ζ，狋）＝σ＋ｉτ．

　　证明：Ａｈｌｆｏｒｓ
［２］给出在狋＝０时，狑＝犳μ

（狕，狋）（狕，狋）的狋导数公式，若μ（狕，狋）＝狋狏（狕）＋（狋），狋→０，则

在全平面的一切致密子集上一致地成立，即

犳（狕，狋）

狋 狋＝０
＝犉（狕，０），

或 犳（狕，狋）＝狕＋狋犉（狕，０）＋（狋），　　狋→０． （３）

其中

犉（狕，０）＝－
１

π犚（狕，ζ）狏（ζ）ｄξｄη，　　ζ＝ξ＋ｉη． （４）

　　假定

μ（狕，狋＋狊）＝μ（狕，狋）＋狊狏（狕，狋）＋（狊），　　狊→０． （５）

式（５）中：μ（狕，狋），狏（狕，狋）∈犔
∞；‖μ（狕，狋）‖∞＜１．令狑＝犳（狕，狋）＝犳μ（狕，狋），考虑犳μ

（狕，狋＋狊）（狕，狋＋狊）＝犳λ

犳μ
（狕，狋）（狕，狋），则

λ（犳μ（狕，狋），狋，狊）＝μ
（狕，狋＋狊）－μ（狕，狋）

１－μ（狕，狋）μ（狕，狋＋狊）
×
犳μ

（狕，狋）（狕，狋）

犳μ
（狕，狋）

珔狕（狕，狋）

＝μ
（狕，狋＋狊）－μ（狕，狋）

１－μ（狕，狋）μ（狕，狋＋狊）
ｅｘｐ（２ｉ·ａｒｇ犳μ

（狕，狋）
狕 （狕，狋））

＝狊
狏（狕，狋）

１－狘μ（狕，狋）狘
２ｅｘｐ（２ｉ·ａｒｇ犳

μ（狕，狋）
狕 （狕，狋））＋（狊），　　狊→０，

或 λ（狑，狋，狊）＝狊
狏（（犳μ）

－１（狑，狋），狋）

１－狘μ（（犳
μ）－１（狑，狋），狋）狘

２ｅｘｐ（－２ｉ·ａｒｇ（犳
μ）－１狑 （狑，狋））＋（狊），　　狊→０． （６）

　　由式（３）及式（５）可得

犳
λ（狑，狋，狊）＝犳μ（（犳μ）

－１（狑，狋），狋＋狊）＝狑＋狊犉（狑，狋）＋（狊），　　狊→０，

即 犳μ（狕，狋＋狊）＝犳μ（狕，狋）＋狊犉（犳μ（狕，狋），狋）＋（狊），　　狊→０，

或 狑

狋
＝犉（狑，狋），　　狑＝犳μ

（狕，狋）（狕，狋）．

　　由式（４）及式（６）可得

犉（狑，狋）＝－
狑（狑－１）

π 
ω平面

狏（（犳μ）
－１（ω，狋），狋）

１－狘μ（（犳
μ）－１（ω，狋），狋）狘

２ｅｘｐ（－２ｉａｒｇ（犳
μ）－１ω （ω，狋））

ω（ω－１）（ω－狑）
ｄσｄτ， （７）

而ω＝犳μ（ζ）＝σ＋ｉτ．　　

定理２　假设μ（狕，狋）是定义在Ｉｍ狕＞０，０≤狋≤１的复值可测函数，满足条件μ（狕，狋＋狊）＝μ（狕，狋）＋

狊狏（狕，狋）＋（狊），狊→０．其中，μ（狕，狋），狏（狕，狋）∈犔
∞，‖μ（狕，狋）‖∞＜１，则上半平面到自身保持０，１，∞不动

的拟共形映照狑＝犳μ
（狕，狋）（狕，狋）在上半平面的一切致密子集上一致地成立

犳μ（狕，狋＋狊）＝犳μ（狕，狋）＋狊犉（犳μ（狕，狋），狋）＋（狊），　　狊→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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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或 狑

狋
＝犉（狑，狋），　　狑＝犳μ

（狕，狋）（狕，狋）， （９）

犉（狑，狋）＝－
狑（狑－１）

π 
Ｉｍω＞０

φ（ω，狋）

ω（ω－１）（ω－狑）
＋ φ（ω，狋）

珔ω（珔ω－１）（珔ω－狑［ ］）ｄσｄτ， （１０）

φ（ω，狋）＝
狏（（犳μ）

－１（ω，狋），狋）

１－狘μ（（犳
μ）－１（ω，狋），狋）狘

２ｅｘｐ（－２ｉａｒｇ（犳
μ）－１ω （ω，狋）），　　Ｉｍω＞０． （１１）

　　证明：因为狑＝犳μ
（狕，狋）（狕，狋）可以连续延拓到实轴，定义狑（狕，狋）＝

犳μ
（狕，狋）（狕，狋），Ｉｍ狕≥０，

犳μ
（狕，狋）（珔狕，狋），Ｉｍ狕＜０

烅
烄

烆 ．
则狑（狕，狋）

的复特征κ（狕，狋）为κ（狕，狋）＝
μ（狕，狋），Ｉｍ狕≥０，

μ（珔狕，狋），Ｉｍ狕＜０
烅
烄

烆 ．
它符合定理１的条件，所以可定义ψ（ω，狋）＝

φ（ω，狋），Ｉｍω≥０，

φ（珔ω，狋），Ｉｍω＜０
烅
烄

烆 ．

根据定理１可知，式（８）和式（９）对

犉（狑，狋）＝－
狑（狑－１）

π 
ω平面

ψ（ω，狋）

ω（ω－１）（ω－狑）
ｄσｄτ

成立，进一步有

犉（狑，狋）＝－
狑（狑－１）

π 
Ｉｍω＞０

φ（ω，狋）

ω（ω－１）（ω－狑）
ｄσｄτ＋

Ｉｍω＜０

φ（珔ω，狋）

ω（ω－１）（ω－狑）
ｄσｄ［ ］τ

＝－
狑（狑－１）

π 
Ｉｍω＞０

φ（ω，狋）

ω（ω－１）（ω－狑）
＋ φ（ω，狋）

珔ω（珔ω－１）（珔ω－狑［ ］）ｄσｄτ．
故命题得证．

根据上述的定理２可以得到其他区域的拟共形映照的参数表示式．

参考文献：

［１］　夏道行．拟共形映照的参数表示［Ｊ］．科学记录，１９５９（９）：３２３３２９．

［２］　ＡＨＬＦＯＲＳ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１９６６．

［３］　ＧＥＨＩＮＧＦ，ＲＥＩＣＨＥ．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Ｊ］．ＡｎｎＡｃａｄＳｃｉＦｅｎｎＳｅｒＡＩＭａｔｈ，

１９９６（３８８）：１１４．ＤＯＩ：１０．５１８６／ａａｓｆｍ．１９６６．３８８．

［４］　ＨＥＣｈｅｎｇｑｉ．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０，２５（９）：

７２１７２４．

［５］　ＡＳＴＡＬＡＫ，ＩＷＡＮＩＥＣＴ，ＭＡＲ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６］　ＡＳＴＡＬＡＫ，ＮＥＳＩＶ．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Ｎｅｗ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ｏｕｎｄｓｉ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Ｊ］．Ｃａｌｃ

Ｖ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１４４（６）：２５９３２６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５２６００３０１４５９．

［７］　ＡＳＴＡＬＡＫ．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Ｊ］．ＡｃｔａＭａｔｈ，１９９４，１７３（１）：３７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２３

９２５６８．

［８］　ＥＲＥＭＥＮＫＯ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Ｈ．Ｏ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ｂｙ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Ｊ］．ＰｒｏｃＡｍｅｒＭａｔｈＳｏｃ，

１９９５，１２３（９）：２７９３２７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０／ｓ０００２９９３９１９９５１２８３５４８８．

［９］　林珍连．上半平面某类调和拟共形映照的特征估计［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２５１２８．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５．

［１０］　林珍连．某些调和单叶函数的稳定性及系数估计［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０（６）：７１８７１９．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９．０６．０７１８．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黄心中）

３９６第５期　　　　　　　　　　　　　　　　林珍连：拟共形映照的参数表示



　第４０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４１　

　　　粗糙集中几种粒结构的代数关系

罗来鹏，范自柱

（华东交通大学 理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　针对目标概念在近似空间上存在多种粒结构的问题，通过讨论目标概念的最优近似集与Ｐａｗｌａｋ近似

集、变精度近似集之间的代数关系，得到最优近似集与Ｐａｗｌａｋ下、上近似集、变精度下、上近似集的等价条件；

通过分析基于最优近似、基于Ｐａｗｌａｋ近似、基于变精度近似的分布约简之间的关系，得到在一定条件下，最优

近似分布约简为Ｐａｗｌａｋ近似与变精度近似的分布约简．研究结果表明：根据目标概念与基本知识粒之间不同

的近似刻画，不仅可以建立不同的粗糙集模型，还可以建立不同的分布约简．

关键词：　粒计算；粗糙集；属性约简；包含度；变精度粗糙集；最优近似；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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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计算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种认知理念和计算方法，它主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信息粒化和基于

信息粒的计算．目前，主要有如模糊集、粗糙集、商空间等粒计算模型
［１?２］．在粗糙集的粒计算模型中

［３］，

论域上的等价关系决定了论域的划分．利用基本知识粒表示目标概念（论域的子集）是粗糙集研究的基

础．近年来，基于粗糙集的粒计算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成功应用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等领域［４?６］．文献［７?８］提出目标概念的动态表示与计算方法．Ｃｈｅｎ等
［９］将粒计算理论与代数理论相结

合，提出基于代数结构的粒计算模型．Ｈｕ等
［１０］讨论了逻辑运算符的粒度等价性．王宝丽等

［１１］提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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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计算的犹豫模糊多准则决策方法．吴伟志等
［１２］针对具有多粒度标记的不完备信息系统的知识，提出

最优粒度特征．吴伟志
［１３］介绍目前流行的３类基于粗糙集的多粒度数据处理模型，并提出若干研究问

题．在粗糙集的粒计算研究中，处理边界的不确定性是粗糙集研究关注的难点．最具有代表性的处理方

法是通过引入一个误差因子，重新定义目标概念，如较典型的模型有变精度粗糙集模型［１４］和概率粗糙

集模型［１５?１６］．在一个近似空间上，目标概念的最优近似的表示与计算一直是个未得到考虑的问题．文献

［１７?１９］从一种新视角定义和表示粗糙集的近似集，通过引入集合相似度的评价标准，发现在目标概念

的下、上近似集之间存在可定义集合，它与目标概念的相似度大于目标概念与其下、上近似集之间的相

似度，并由此提出粗糙集的最优近似概念．在一个给定的近似空间，最优近似与Ｐａｗｌａｋ下、上近似、变

精度下、上近似之间，以及由此建立的属性约简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谭安辉等
［２０］

从近似集和属性约简两个角度，探讨完备信息系统与不完备信息系统中多粒度粗糙集和覆盖粗糙集的

关系，得到多粒度粗糙集约简与覆盖粗糙集约简间的密切联系．基于此，本文就上述３种近似之间关系

展开讨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三者所建立的属性约简间的关系．

１　基本概念

定义１
［３］
　设（犝，犚）为近似空间，犝 为有限论域，犚为等价关系，由犚决定犝 上一个划分，即为系统

的基本知识粒，表示为犝／犚＝｛犡１，犡２，…，犡犿｝．对于任意犡犝，犡 在近似空间的下、上近似集、边界域

的定义分别为犚（犡）＝∪
犻
犡犻，犡犻犡且犡犻∈犝／犚；珚犚（犡）＝∪

犻
犡犻，其中，犡犻∩犡≠Φ，Φ为空集，犡犻∈犝／犚；

犅狀（犡）＝珚犚（犡）－犚（犡）．

定义２
［１５］
　设（犝，犚）为近似空间，犝 为有限论域，犚为等价关系，由犚决定犝 上一个划分，表示为

犝／犚＝｛犡１，犡２，…，犡犿｝．对于任意λ∈（０．５，１．０］，犡犝 在近似空间上关于λ的下近似集、上近似集、边

界域的定义分别为犚λ（犡）＝∪
犻
犡犻，犇（犡／犡犻）≥λ，且犡犻∈犝／犚；珚犚

λ（犡）＝∪
犻
犡犻，其中，犇（犡／犡犻）＞１－λ且

犡犻∈犝／犚；犅
λ
狀（犡）＝珚犚

λ（犡）－犚λ（犡），其中，犇 为犝 上的包含度．对于犡，犢犝，通常取犇（犡／犢）＝

犡∩犢

｜犢｜
，｜·｜为集合基数．

定义３　设（犝，犚）为近似空间，犝 为有限论域，犚为等价关系，由犚决定犝 上一个划分，可表示为

犝／犚＝｛犡１，犡２，…，犡犿｝．对于任意犡犝，若有集合犡
ｏｐｔ
犝／犚，使得对任意犢犝／犚，有犛（犡，犡

ｏｐｔ）≥

犛（犡，犢），那么，犡ｏｐｔ称为犡在近似空间上的最优近似集．其中，犛为犝 上的集合相似度
［２１］．对于犡，犢

犝，通常取犛（犡，犢）＝
犡∩犢
犡∪犢

．

定义４
［３］
　设（犝，犚）为近似空间，犝 为有限论域，犚为等价关系，由犚决定的基本知识粒可表示为

犝／犚＝｛犡１，犡２，…，犡犿｝．犉＝｛犢１，犢２，…，犢狀｝为犝 上的另外一个划分，则犉在（犝，犚）上的分类精度与分

类质量分别定义为α犚（犉）＝
∑
狀

犻＝１

狘犚（犢犻）狘

∑
狀

犻＝１

狘珚犚（犢犻）狘

，γ犚（犉）＝
∑
狀

犻＝１

狘犚（犢犻）狘

狘犝狘
．

同理可知，对于λ∈（０．５，１．０］，变精度情况下的分类精度与分类质量分别定义为αλ
犚
（犉）＝

∑
狀

犻＝１

狘犚
λ（犢犻）狘

∑
狀

犻＝１

狘珚犚
λ（犢犻）狘

，γλ
犚
（犉）＝

∑
狀

犻＝１

狘犚
λ（犢犻）狘

狘犝狘
．

２　几种近似集之间关系

２．１　犘犪狑犾犪犽粗糙近似与变精度近似

设（犝，犚）为近似空间，犝／犚＝｛犡１，犡２，…，犡犿｝，对于任意犡犝，λ，λ１，λ２∈（０．５，１．０］，有以下１０点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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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犚（犡）犚λ（犡）．

２）珚犚λ（犡）珚犚（犡）．

３）犅λ狀（犡）犅狀（犡）．

４）若λ１＜λ２，则犚
λ２（犡）犚λ１（犡）．

５）若λ１＜λ２，则珚犚
λ１（犡）犚λ２（犡）．

６）若λ１＜λ２，则［犚
λ２（犡）犚（犡）］［犚λ１（犡）－犚（犡）］．

７）若λ１＜λ２，则［珚犚
λ１（犡）犚（犡）］［犚λ２（犡）－犚（犡）］．

８）若λ１＜λ２，则［珚犚
λ１（犡）－犚λ１（犡）］［珚犚λ２（犡）－犚λ２（犡）］．

９）分类精度αλ（犉）≥α
犚
（犉）．

１０）分类质量γλ犚（犉）≥γ犚（犉）．

这里只证明结论４），５）．

证明：４）若狓∈犚λ２（犡），则犇（犡／［狓］犚）≥λ２＞λ１．所以，狓∈犚
λ１（犡），即犚λ２（犡）犚λ１（犡）．

５）若狓∈珚犚λ１（犡），则犇（犡／［狓］犚）＞１－λ１＞１－λ２．所以，狓∈珚犚
λ２（犡），即珚犚λ１（犡）犚λ２（犡）．

根据上述结论可知：在相同近似空间上，变精度粗糙集扩大了正域与负域，从而压缩边界域，即在允

许一定误差下，边界的不确定性变小．

２．２　犘犪狑犾犪犽粗糙近似与最优近似

设 （犝，犚）为 近 似 空 间，犝／犚 ＝ ｛犡１，犡２，…，犡犿｝，对 于 任 意 犡 犝，令 犅δ狀 （犡）＝

犡犻
犡犻∩犡

｜犡犻－犡｜
≥
｜犚（犡）｜

｜犡｜
，犡犻犅狀（犡）且犡犻∈犝／｛ ｝犚 ，则有以下８个性质．

１）若Φ犅δ狀（犡）犅狀（犡），则犡
ｏｐｔ＝犚（犡）∪犅δ狀（犡）．

２）若犅δ狀（犡）＝Φ，则犡
ｏｐｔ＝犚（犡）．

３）若犅δ狀（犡）＝犅狀（犡）＝珚犚（犡）－犚（犡），则犡
ｏｐｔ＝珚犚（犡）．

４）犚（犡）犡
ｏｐｔ
珚犚（犡）．

５）Φ
ｏｐｔ＝Φ，犝

ｏｐｔ＝犝．

６）犚（犡）ｏｐｔ＝犚（犡），珚犚（犡）ｏｐｔ＝珚犚（犡）．

７）犚（犡）∩犚（犢） 犡∩（ ）犢 ｏｐｔ
珚犚（犡）∩珚犚（犢）．

８）犚（犡）∪犚（犢） 犡∪（ ）犢 ｏｐｔ
珚犚（犡）∪珚犚（犢）．

证明：１）假设犅δ狀＝∪
犽

犻＝１

［狔犻］犚，且有
［狔１］犚∩犡

｜［狔１］犚－犡｜
≤…≤

［狔犽］犚∩犡

｜［狔］犽－犡｜
，根据不等式的性质，可知

犛（犚（犡），犡）≤
狘犚（犡）狘＋ ［狔１］犚 ∩犡

狘犡狘＋狘［狔１］犚 －犡狘
≤ … ≤

狘犚（犡）狘＋∑
犽

犻＝１

［狔犻］犚 ∩犡

狘犡狘＋∑
犽

犻＝１

狘［狔犻］犚 －犡狘

．于是，犛（犡，犚（犡））≤

犛（犡，犚（犡）∪［狔１］犚）≤…≤犛（犡，犚（犡）∪［狔１］犚…∪［狔犽］犚）＝犛 犡，犅
δ
狀（犡）∪犚（犡（ ）），所以，犡 最优近似

集为犡ｏｐｔ＝犚（犡）∪犅δ狀（犡）．

２）犅δ狀（犡）＝Φ，对于任意 犡犻∈犅狀（犡），有
犡犻∩犡

｜犡犻－犡｜
＜
｜犚｜（犡）

｜犡｜
，则犛（犡，犚（犡））＝

｜犚（犡）｜

｜犡｜
＞

｜犚（犡）｜＋ 犡犻∩犡

｜犡｜＋｜犡犻－犡｜
＝
｜（犚（犡）∪犡犻）∩犡｜

｜（犚（犡）∪犡犻）∪犡｜
，即犛（犡，犚（犡））＞犛（犡，犚（犡）∪犡犻）．

３）犅δ狀（犡）＝犅狀（犡）＝珚犚（犡）－犚（犡），由性质１）得犡
ｏｐｔ＝犚（犡）∪犅δ狀（犡）＝犚（犡）∪犅狀（犡）＝珚犚（犡）．

关于性质１）～３）的证明，可参考文献［２２］，性质４）～６）也成立．

７）由于犚 犡∩（ ）犢  犡∩（ ）犢 ｏｐｔ
珚犚 犡∩（ ）犢 ，又有珚犚 犡∩（ ）犢 珚犚（犡）∩犚（犢），犚（犡∩犢）犚（犡）∩

犚（犢）．故犚（犡）∩犚（犢） 犡∩（ ）犢 ｏｐｔ
珚犚（犡）∩珚犚（犢）．

８）证明与性质７）的证明类似．

综上所述，变精度粗糙集近似是从基本知识粒出发，如果一个基本知识粒的大多数（超过５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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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目标概念，那么，该基本知识粒可以当作目标概念的一部分下近似集；最优近似是从由（犝，犚）构成

的系统空间出发，如果一个基本知识粒加入到目标概念的正域中，使得其与目标概念的相似度大于目标

概念与正域的相似度，那么，该基本知识粒可看成目标概念最优近似组成部分．上述两种近似从不同角

度阐述了目标概念在近似空间上的近似性问题．

２．３　最优近似与变精度近似

设（犝，犚）为近似空间，犝／犚＝｛犡１，犡２，…，犡犿｝，犡犝，可以得到以下４个性质．

１）犚λ（犡）犡
ｏｐｔ．

２）若λ＜
｜犡｜

｜犡｜＋｜犚（犡）｜
，则珚犚λ（犡）犡

ｏｐｔ．

３）若λ＜
｜犚（犡）｜

｜犡｜＋｜犚（犡）｜
，则犚λ（犡）＝犡ｏｐｔ．

４）若犡是近似空间（犝，犚）上的可定义集，则犚（犡）＝犚λ（犡）＝犡ｏｐｔ，珚犚（犡）＝珚犚λ（犡）＝犡ｏｐｔ．

证明：１）由于犚（犡）犚λ（犡），犚（犡）犡
ｏｐｔ，又对于犡犻∈犅狀（犡），且犡犻∈犚

λ（犡），犇（犡／犡犻）≥λ＞

０．５，即
犡∩犡犻

｜犡犻｜
＞０．５，从而可得

犡∩犡犻

｜犡犻－犡｜
＞１．０≥

｜犚（犡）｜

｜犡｜
，故犡犻∈犡

ｏｐｔ．于是，犚λ（犡）犡
ｏｐｔ．

２）若λ＜
｜犡｜

｜犡｜＋｜犚（犡）｜
，则１－λ＞

｜犚（犡）｜

｜犡｜＋｜犚（犡）｜
，对于犡犻∈珚犚

λ（犡），有
犡犻∩犡

｜犡犻｜
＞１－λ＞

｜犚（犡）｜

｜犡｜＋｜犚（犡）｜
．根据不等式的性质，有

犡犻∩犡

｜犡犻｜－ 犡犻∩犡
＞
｜犚（犡）｜

｜犡｜
，即 犡犻∩犡

｜犡犻－犡｜
＞
｜犚（犡）｜

｜犡｜
，所以，犡犻∈

犡ｏｐｔ．于是，珚犚λ（犡）∈犡
ｏｐｔ．

３）由于犚λ（犡）∈犡
ｏｐｔ，因此，只需证明对任意犡犻∈珚犚

λ（犡）－犚λ（犡），有
犡∩犡犻

｜犡犻－犡｜
＜
｜犚（犡）｜

｜犡｜
．事实

上，由于λ＜
｜犚（犡）｜

｜犡｜＋｜犚（犡）｜
，可得 λ

１－λ
＜
｜犚（犡）｜

｜犡｜
，而对于任意犡犻∈珚犚

λ（犡）－犚λ（犡），有
犡犻∩犡

｜犡犻｜
＜λ，从

而可得
犡犻∩犡

｜犡犻｜－ 犡犻∩犡
＜
λ
１－λ

＜
｜犚（犡）｜

｜犡｜
，即 犡∩犡犻

｜犡犻－犡｜
＜
｜犚（犡）｜

｜犡｜
．综上可得，犚λ（犡）＝犡ｏｐｔ．

４）因为犡是近似空间（犝，犚）上的可定义集，所以犅狀（犡）＝Φ．显然，犚（犡）＝犚
λ（犡）＝犡ｏｐｔ，珚犚（犡）＝

珚犚λ（犡）＝犡ｏｐｔ．

由上述性质可知：对于协调决策表而言，相关的一些结果都相同，因此，一些粗糙集推广模型意义并

不是很大．推广模型更多是建立在不协调决策系统上，也就是说，推广模型更多的是针对系统中边界的

不确定性处理问题．

３　几种属性约简之间关系

３．１　基于近似集的分布约简

粗糙集发展至今，提出很多属性约简算法，这些算法从不同角度评价属性的重要性．文献［２３?２４］就

当前几种属性约简算法差异与联系进行了分析，得到多种约简之间存在包含关系，有些甚至是等价关

系．张文修等
［２５］在讨论变精度粗糙集模型属性约简时，得到以下２点结论：１）分布约简集未必是变精度

上、下近似约简；２）变精度上、下近似约简集也未必是分布约简集．接下来，讨论基于最优近似的分布约

简与其他分布约简的关系．

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犆为条件属性集，犱为决策属性集，犝／犱＝｛犇１，犇２，…，犇狀｝且犃犆，

记犚犃＝｛犃（犇１），犃（犇２），…，犃（犇狀）｝，珚犚犃＝｛珡犃（犇１），珡犃（犇２），…，珡犃（犇狀）｝，犚
λ
犃＝｛犃

λ（犇１），犃
λ（犇２），…，

犃λ（犇狀）｝，珚犚
λ
犃＝｛珡犃

λ（犇１），犃
λ（犇２），…，犃

λ（犇狀）｝，μ犃＝｛犇１
ｏｐｔ，犇２

ｏｐｔ，…，犇狀
ｏｐｔ｝．

定义５
［１９］
　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为不协调决策系统，犅犃，则有以下４点定义．

１）犚犃＝犚犅，则称犅为下近似分布协调集．若犅为下近似分布协调集，且犅的任何真子集都不是下

近似分布协调集，称犅为下近似分布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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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珚犚犃＝珚犚犅，则称犅为上近似分布协调集．若犅为上近似分布协调集，且犅的任何真子集都不是上

近似分布协调集，称犅为上近似分布约简．

３）犚λ犃＝犚
λ
犅，则称犅为λ下近似分布协调集．若犅为λ下近似分布协调集，且犅的任何真子集都不

是λ下近似分布协调集，称犅为λ下近似分布约简．

４）珚犚λ犃＝珚犚
λ
犅，则称犅为λ上近似分布协调集．若犅为λ上近似分布协调集，且犅的任何真子集都不

是λ上近似分布协调集，称犅为λ上近似分布约简．

根据上述定义可知：在一个决策系统中，根据保持决策类近似集的不变原则，可得多种属性重要性

的评价标准，从而建立多种属性约简算法．类似地，根据决策类的最优近似，可定义一种新的属性重要性

评价标准及属性约简方法，即最优近似分布约简．

定义６　在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中，犅犃，若μ犃＝μ犅，则称犅为最优近似分布协调集；若犅为

最优近似分布协调集，且犅的任何真子集都不是最优近似分布协调集，则称犅为最优近似分布约简．

３．２　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其他分布约简

定理１　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犆为条件属性集，犱为决策属性集，且犝／犆＝｛犆１，犆２，…，犆犿｝，

犝／犱＝｛犇１，犇２，…，犇狀｝，犅
δ
狀（犇犻）＝ 犆犼

犆犼∩犇犻

｜犆犼－犇犻｜
≥
｜犆（犇犻）｜

｜犇犻｜
，犆犼犅狀（犇犻）且犆犼∈犝／｛ ｝犆 ，可得到以下２

个性质．

１）对于任意犇犻∈犝／犱，若犅
δ
狀（犇犻）＝Φ，则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为下近似分布约简．

２）对于任意犇犻∈犝／犱，若犅
δ
狀（犇犻）＝犅狀（犇犻），则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为上近似分布约简．

证明：１）若对于任意犇犻∈犝／犱，若犅
δ
狀（犇犻）＝Φ，则对于任意犻（犻≤狀），有犇

ｏｐｔ
犻 ＝犆（犇犻），即犚犆＝μ犆，最

优近似分布约简与下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２）对于任意犇犻∈犝／犱，若犅
δ
狀（犇犻）＝犅狀（犇犻），则对于任意犻（犻≤狀），有犇

ｏｐｔ
犻 ＝珚犆（犇犻），即珚犚犆

＝μ犆，最优

近似分布约简与上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事实上，上述约简等价是因为构造的区分矩阵完全相同．类似地，可以得到以下３个定理．

定理２　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犆为条件属性集，犱为决策属性集，且犝／犆＝｛犆１，犆２，…，犆犿｝，

犝／犱＝｛犇１，犇２，…，犇狀｝．若对于任意犆犼犅
λ
狀（犇犻）＝珚犆

λ（犇犻）－犆
λ（犇犻）（犻≤狀），有

犆犼∩犇犻

｜犆犼－犇犻｜
＜
｜犆（犇犻）｜

｜犇犻｜
，则

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以参数为λ变精度下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证明：对于任意犆犼犅
λ
狀（犇犻）＝珚犆

λ（犇犻）－犆
λ（犇犻）（犻≤狀），有

犆犼∩犇犻

｜犆犼－犇犻｜
＜
｜犆（犇犻）｜

｜犇犻｜
．于是，对于任意犻

（犻≤狀），有犇
ｏｐｔ
犻 ＝犆

λ（犇犻），即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以参数为λ变精度下近似分布约简等价．同理，在定理

２中，若犇ｏｐｔ犻 ＝珚犆
λ（犇犻）（犻≤狀），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以参数为λ变精度上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定理３　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犆为条件属性集，犱为决策属性集，且犝／犆＝｛犆１，犆２，…，犆犿｝，

犝／犱＝｛犇１，犇２，…，犇狀｝．若对于任意犆犻，犼∈犅
λ
狀（犇犻）＝珚犆

λ（犇犻）－犆
λ（犇犻）（犻≤狀），有犇（犇犻／犆犻，犼）＜０．５，变精

度下近似分布约简与下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定理４　决策系统ＤＳ＝ 犝，犆∪（ ）犱 ，犆为条件属性集，犱为决策属性集，且犝／犆＝｛犆１，犆２，…，犆犿｝，

犝／犱＝｛犇１，犇２，…，犇狀｝．若对于任意犆犻，犼∈犅
λ
狀（犇犻）＝珚犆

λ（犇犻）－犆
λ（犇犻）（犻≤狀），有犇（犇犻／犆犻，犼）＞１－λ，变

精度上近似分布约简与上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证明：参考定理１的证明思路．

由上述定理可知：对于一个给定的近似空间，可以从多角度定义概念的近似集，也可以从多角度讨

论决策系统的属性约简；当目标概念的近似结果等价时，对应的分布约简也就等价．

４　实例分析

采用不协调决策系统来验证定理１，２的正确性，定理１的条件属性集犆１＝｛犪，犫，犮，犲｝，决策属性集

犱＝｛犱１｝；定理２的条件属性集为犆２＝｛犪１，犪２，犪３，犪４｝，决策属性集为犱＝｛犱２｝．实例数据，如表１所示．

１）利用验证定理１系统验证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Ｐａｗｌａｋ下、上近似分布约简关系，有犝／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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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１，犡２，犡３｝，犡１＝｛狓１，狓２｝，犡２＝｛狓３，狓４｝，犡３＝｛狓５，狓６｝．犝／犱＝｛犡４，犡５｝，其中，犡４＝｛狓１，狓２，狓３｝，

犡５＝｛狓４，狓５，狓６｝．犆１（犡４）＝｛狓１，狓２｝，犆１（犡５）＝｛狓５，狓６｝；犆（１犡４）＝｛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犆１（犡５）＝｛狓３，狓４，

狓５，狓６｝．并且
｜犆１（犡４）｜

｜犡４｜
＝
２

３
，
｜犆１（犡５）｜

｜犡５｜
＝
２

３
，犡２∩犡４
｜犡２－犡４｜

＝
犡２∩犡５

｜犡２－犡５｜
＝１＞

２

３
．根据定理１，最优近似分

布约简与上近似分布约简等价．

表１　定理的不协调决策系统验证

Ｔａｂ．１　Ｕ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ｍ

犝
定理１系统的验证

犪 犫 犮 犲 犱１
犝

定理２系统的验证

犪１ 犪２ 犪３ 犪４ 犱２

狓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狔１ １ ０ ０ ０ １

狓２ １ １ １ １ １ 狔２ ０ １ １ １ ２

狓３ １ １ ０ ０ １ 狔３ ０ １ ０ ０ ２

狓４ １ １ ０ ０ ２ 狔４ ０ １ １ ０ ２

狓５ ０ ０ ０ ０ ２ 狔５ ０ １ ０ ０ １

狓６ ０ ０ ０ ０ ２ 狔６ ０ １ ０ ０ １

　　由最优近似集的计算方法可得最优近似分布，即（犡
ｏｐｔ
４ ，犡

ｏｐｔ
５ ）＝（（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３，狓４，狓５，狓６）），

而这恰好也是上近似分布，根据约简定义，约简结果显然相同．

２）利用验证定理２的系统，验证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变精度下、上近似分布约简关系．取λ＝０．６，

根据系统可得，犝／犆２＝｛犢１，犢２．犢３，犢４｝，犝／犱＝｛犢５，犢６｝．其中，犢１＝｛狔１｝，犢２＝｛狔２｝，犢３＝｛狔３，狔５，

狔６｝，犢４＝｛狔４｝，犢５＝｛狔１，狔５，狔６｝，犢６＝｛狔２，狔３，狔４｝．

又犆２
０．６（犢５）＝｛狔１，狔３，狔５．狔６｝，犆２（犢５）＝｛狔１，狔３，狔５．狔６｝，犆２

０．６（犢５）－犆２
０．６（犢５）＝Φ．犆２

０．６（犢６）＝

｛狔２，狔４｝，犆２（犢６）＝｛狔２，狔４｝．所以，犆２
０．６（犢６）－犆２

０．６（犢６）＝Φ．

根据文献［２５］的研究结果及定理２可知：最优近似分布约简与系统０．６下分布约简等价，即约简结

果为｛犪３｝．

事实上，由于
｜犆２（犢５）｜

｜犢５｜
＝１／３，犆２（犢５）－犆２（犢５）＝｛狔３，狔５，狔６｝，

｜犆２（犢６）｜

｜犢６｜
＝２／３，犆２（犢６）－犆２（犢６）＝

｛狔３，狔５，狔６｝．根据最优近似计算方法，最优近似分布为（（狔１，狔３，狔５，狔６），（狔２，狔４））．基于最优近似分布约

简的区分矩阵转为区分函数，即（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３∨犪４）∧犪３＝犪３，其结果与上

述结果一致．

上述两个实例虽然只验证了定理１，２的部分结论，但是，根据这些结论的验证过程，也可以推出定

理３，４成立．

５　结束语

粒计算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种新理念、新方法，主要用于对不确定、不精确、不完整信息的处理，其

本质的思想是通过合适粒度的选择，寻找问题近似的解决方案．针对粗糙集构建的粒空间上目标概念的

多种近似集，讨论Ｐａｗｌａｋ粗糙集近似、变精度近似、最优近似之间的关系，得到这三者之间存在的一些

代数关系，且从这些代数关系中发现不同模型在近似集计算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上述３

种近似所建立的分布约简之间关系进行讨论，得到一些等价条件．从这些结论中，不仅可以看到不同近

似刻画所对应的属性约简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粗糙集模型近似计算与属性约简完整统一，还可以进一

步说明近似集理论作为一种新方法在不确定信息的处理上有着重要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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