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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材料改性水性聚氨酯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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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在硅材料改性水性聚氨酯（ＷＰＵ）方面的研究进展，讨论有机和无机硅材料包括聚

硅氧烷、硅烷偶联剂及纳米二氧化硅因改性机理的差异对水性聚氨酯产生的不同影响．对同时添加硅材料和

其他助剂对水性聚氨酯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聚二甲基硅氧烷可以显著提高水性聚氨酯基体

的硅质量分数，从而提升材料疏水性；而硅烷偶联剂及纳米二氧化硅在改善材料疏水性和机械性能方面均表

现出较好的效果；以植物油等可再生资源作为原材料，采用硅材料与石墨烯等助剂协同改性，在环保型、多功

能化水性聚氨酯的制备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水性聚氨酯；硅烷偶联剂；聚硅氧烷；纳米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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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常用的高分子材料．水性聚氨酯（ＷＰＵ）由于挥发性有机溶剂量比较少，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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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因此，广泛用于纺织、皮革、涂层及粘附剂等领域［１?５］．特别在近几年，随着国内外对

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ＷＰＵ的研究及工业化也越来越受到科研人员和企业的重视．但是，由于

ＷＰＵ主链中含有亲水侧基，形成薄膜以后，仍具有一定的亲水性，并且 ＷＰＵ大多数是线型聚合物，相

对分子质量较低，因此，其耐水性、耐溶剂性和机械性能较差［６］．针对 ＷＰＵ存在的问题，科研工作者提

出了不同的改性方法，比如，环氧丙烯酸酯改性、聚硅氧烷改性、氟改性等［７?９］．考虑到氟价格昂贵，且全

氟聚醚在自然界中不能降解，在生物体内产生的累积效应［１０］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有机硅具有廉价易得

的优势，因此，硅烷偶联剂、聚硅氧烷、纳米硅材料等常作为添加剂改善 ＷＰＵ的性能．然而，研究表明：

仅采用某一种添加剂改性 ＷＰＵ，只能使复合材料的特定性能有所提高，而其他性能保持不变，甚至有

所降低．考虑到目前生产生活中对材料综合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改性方法已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因此，采用两种或多种改性剂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已成为目前 ＷＰＵ发展的趋势．本文以近几年硅材料

为基础，对添加其他改性剂协同改善 ＷＰＵ综合性能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１　聚二甲基硅氧烷改性 犠犘犝

聚二甲基硅氧烷（ＰＤＭＳ）主链由Ｓｉ－Ｏ键构成，以甲基为侧基，具有低表面能、高热稳定性和可见

光区域高透明度等特性［１１?１２］．因此，在改善 ＷＰＵ薄膜的耐水性能、热稳定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常

见的聚二甲基硅氧烷（ＰＤＭＳ）改性 ＷＰＵ可以分为嵌段改性和接枝改性两种方式，其对应的ＰＤＭＳ的

结构［１３］，如图１所示．

（ａ）嵌段改性　　　　　　　　　　　　　　　　　　　（ｂ）接枝改性

图１　ＰＤＭＳ改性 ＷＰＵ的ＰＤＭＳ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ＤＭ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ＰＤＭ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ＰＵ

１．１　犘犇犕犛嵌段改性 犠犘犝

聚二甲基硅氧烷嵌段改性水性聚氨酯（ＢＷＰＵ）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改性方式，通常采用双端羟基

（ＨＯ?ＰＤＭＳ）或双端氨基（ＮＨ２?ＰＤＭＳ）聚二甲基硅氧烷配合其他多元醇作为软段制备 ＷＰＵ．一般情况

下，羟基的反应活性较低，反应过程易于控制，而氨基的反应活性较高，反应剧烈，容易发生爆聚．但是

ＮＨ２?ＰＤＭＳ和聚氨酯硬段的相容性比ＨＯ?ＰＤＭＳ好，所得的复合材料表面更光滑、力学性能更好．

Ｇａｏ等
［１４］合成了两种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氨基封端聚二甲基硅氧烷ＮＳ?１３００和ＮＳ?７４０，用来改

性 ＷＰＵ，并与仅用己二胺作为扩链剂的样品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相较于采用己二胺做扩链剂，采用

ＮＳ?１３００作为部分软段，薄膜在水中浸泡后的溶胀率下降了２５倍左右；接触角从７０°左右上升至１００°以

上；薄膜的拉伸强度从０．５ＭＰａ左右上升至３．１１ＭＰａ．这表明采用ＮＨ２?ＰＤＭＳ改性 ＷＰＵ，不仅能提

高薄膜表面的耐水性能，且能够和 ＷＰＵ 基体达到很好的相容效果，提升材料的力学性能．Ｒａｈｍａｎ

等［１５］以ＯＨ?ＰＤＭＳ、聚丁二醇（ＰＴＭＧ）、４，４′?二环己基甲烷二异氰酸酯、２，２?二羟甲基丙酸、乙二胺为

原料合成改性 ＷＰＵ，通过改变ＰＤＭＳ和ＰＴＭＧ在软段中的比例，成功制备了一系列 ＷＰＵ薄膜，并将

其应用到船舶表面．分析结果表明：当ＰＤＭＳ和ＰＴＭＧ在软段中的摩尔比为１．６６７时，涂层表面硅质

量分数可以达到１５．７６％；在海水中浸泡９０ｄ以后，表面受污染面积仅为５％，而未改性的 ＷＰＵ薄膜高

达９９％；杨氏模量则从原来的５ＭＰａ下降为２ＭＰａ；拉伸强度也从３２ＭＰａ下降为１５ＭＰａ．

１．２　犘犇犕犛接枝改性 犠犘犝

对于嵌段改性的 ＷＰＵ，ＰＤＭＳ位于聚氨酯主链上，链段运动容易受到限制，从而妨碍其向材料表

面迁移，这就导致需要添加较多的改性剂才能达到较好的防水效果．采用单端双羟基的ＰＤＭＳ，可以将

ＰＤＭＳ悬挂于 ＷＰＵ主链上，得到接枝改性水性聚氨酯（ＧＷＰＵ）．这样可以提高ＰＤＭＳ的运动能力，使

其自由地向薄膜表面迁移，在添加量较少的情况下，提高薄膜表面的防水性能．

Ｃｈｅｎ等
［１６］采用两组不同的ＰＤＭＳ改性 ＷＰＵ，以对比ＰＤＭＳ位于聚氨酯主链和支链改性效果的

８２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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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ＰＤＭＳ分别位于主链和侧链改性聚氨酯（ＰＵ）示意图，如图２所示．研究发现：当ＰＤＭＳ以支链形

式悬挂在聚氨酯基体上，对基体的拉伸强度等力学性能影响较小；当ＰＤＭＳ的质量分数达到６％时，薄

（ａ）侧链　　　　　　　　　　（ｂ）主链

图２　ＰＤＭＳ分别位于主链和侧链改性Ｐ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ｆｉｌｍｓｗｉｔｈ

ＰＤＭ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ｍａｉｎｃｈａｉｎａｎｄ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

膜表面水的接触角达到最大值；当ＰＤＭＳ位于聚氨酯主

链中，质量分数达到１０％时，水的接触角达到最大值．宗

建平等［１７］以自制的α?丁基?ω?｛３?［２?羟基?３?（Ｎ?甲基?Ｎ?

羟乙胺基）丙氧基］丙基｝聚二甲基硅氧烷和α，ω?双［３?

（１?甲氧基?２?羟基?丙氧基）丙基］聚硅氧烷改性 ＷＰＵ，

分别得到ＧＷＰＵ和ＢＷＰＵ两种产品．对其性能进行测

试后发现：当ＰＤＭＳ质量分数相同时，ＧＷＰＵ薄膜表面

水的接触角明显高于ＢＷＰＵ，而吸水率和有机溶剂的吸

收率则明显低于ＢＷＰＵ．

１．３　其他助剂协同犘犇犕犛改性 犠犘犝

仅采用ＰＤＭＳ单一改性 ＷＰＵ，一般对聚氨酯薄膜

的耐油性没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且会影响薄膜的力学性能．因此，常采用有机氟或丙烯酸等助剂协同改

性 ＷＰＵ，以期得到综合性能较好的薄膜．

Ｙｕ等
［１８］利用端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与含氟丙烯酸单体协同改性 ＷＰＵ，得到一种具有高防水性能

的聚氨酯材料．结果表明，随着氟和硅质量分数的增加，乳液粒径逐渐增大，相分离现象比较明显．值得

注意的是，当氟质量分数达到２０％时，含有６％的ＰＤＭＳ可有效提高氟单体与聚氨酯基体的相容性，此

时，薄膜表面水的接触角也最大．超过这一阈值，相容性则会被破坏，水的接触角会降低，耐水性下降．在

此基础上，Ｙｕ等
［１９］采用三羟甲基丙烷三（３?吖丙啶基丙酸酯）作为交联剂，探究交联型氟硅双改性聚氨

酯的性能．结果表明：交联后的 ＷＰＵ薄膜表面水的接触角低于未交联的 ＷＰＵ；吸水率显著降低，拉伸

强度明显增大．这是因为交联形成的网状结构限制了疏水的ＰＤＭＳ向聚合物表面迁移，从而使表面的

疏水性能下降，但是网状结构提升了其力学性能．

Ｙｉ等
［２０］为了解决丙烯酸杂化材料受热变粘、冷却变脆的问题，以羟基乙氧丙基封端的ＰＤＭＳ改性

水性聚氨酯丙烯酸共聚物，探究ＰＤＭＳ的添加量对共聚物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丙烯酸单体的加入能

够与聚氨酯基体形成交联结构；ＰＤＭＳ的加入则会破坏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导致交联结构被破坏，从

而造成其拉伸强度下降，断裂伸长率提高，但是ＰＤＭＳ的添加有效解决了丙烯酸杂化材料存在的受热

发粘问题；成膜过程中，低表面能的ＰＤＭＳ倾向于向表面聚集，使得表面水的接触角随其质量分数的增

加而增大，耐水性也呈正相关．Ｌｉｕ等
［２１］用新戊二醇改性的双酚Ａ环氧树脂作为软段，再以端羟丙基聚

二甲基硅氧烷作为添加剂改性 ＷＰＵ．结果表明：硅元素向材料表面迁移，降低薄膜表面能，有效提高水

在材料表面的接触角，降低吸水率；双酚Ａ的引入提高了薄膜的力学性能．

含氟单体能够提高薄膜疏水性，同时还可以提高表面的疏油性，而丙烯酸与双酚Ａ的引入则可以

提高薄膜的机械性能．但是这些添加剂与ＰＤＭ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明显，如果能将这些添加剂直接

接枝在ＰＤＭＳ链上，也许能够达到更好的改性效果，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

１．４　犘犇犕犛与 犠犘犝基体相容性的改善

一般情况下，ＰＤＭＳ与 ＷＰＵ基体的相容性较差，两者之间容易发生微相分离的现象，从而对材料

的力学性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Ｚｈａｎｇ等
［２２］以聚ε?己内酯（ＰＣＬ）连接ＰＤＭＳ构成的嵌

段低聚物为添加剂改性聚碳酸酯（ＰＣＤ）型 ＷＰＵ，ＰＣＬ的末端基团可以作为非极性的ＰＣＬ?ＰＤＭＳ?ＰＣＬ

和 ＷＰＵ的极性硬段之间的增容剂，从而提升ＰＤＭＳ与 ＷＰＵ基体的相容性．结果表明：当ＰＣＬ?ＰＤＭＳ?

ＰＣＬ的质量分数达到１０％时，薄膜的综合机械性能最好；当其质量分数超过１０％时，机械性能则有所

下降．这是因为ＰＣＤ和ＰＣＬ会和脲基硬段间形成氢键，在ＰＣＤ?ＰＣＬ?ＰＤＭＳ?ＰＣＬ?ＷＵＰＵ复合材料链

段间的氢键有助于作用力在软段和硬段间的有效转移，从而当ＰＤＭＳ质量分数低于１０％时，氨基甲酸

酯、ＰＣＬ?ＰＤＭＳ?ＰＣＬ及ＰＣＤ嵌段之间相容性随ＰＣＬ?ＰＤＭＳ?ＰＣＬ质量分数的增加而提高；当超过这一

阈值时，将导致脲基硬段质量分数的下降，从而使机械性能下降．Ｚｈｅｎｇ等
［２３］采用聚醚改性的羟基官能

化ＰＤＭＳ作为部分软段与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ＩＰＤＩ）反应制备 ＷＰＵ，以达到提高相容性的效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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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聚醚改性的ＰＤＭＳ的质量分数从０增至４．５％时，复合材料均没有出现相分离的情况，聚醚改

性的ＰＤＭＳ可以很好地与聚氨酯硬段部分相容；随着ＰＤＭＳ质量分数的增加，膜表面与水的接触角明

显增大，复合材料的低温的流动性也相应增强，扩大了其在低温条件下的应用范围．

２　硅烷偶联剂改性 犠犘犝

硅烷偶联剂利用一端的氨基与异氰酸根反应，向聚氨酯链中引入硅元素，在水溶剂蒸发过程中，另

一端的烷氧基发生水解和缩合反应，形成交联结构．因此，相比于ＰＤＭＳ改性 ＷＰＵ，硅烷偶联剂可在提

高 ＷＰＵ防水性能的同时，提高其力学性能．

２．１　硅烷偶联剂末端改性 犠犘犝

３?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ＡＰＴＥＳ）是最为常用的硅烷偶联剂，由于其结构中只有一个氨基，在反应

过程中，直接将聚氨酯预聚体封端，从而影响聚氨酯的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因此，其添加量对聚氨酯

性能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一个热点．文献［２４?２５］合成端基数为１２的超支化聚酯作为交联剂，超支化

ＨＢＰ?１２的合成路线，如图３所示．ＡＰＴＥＳ改性超支化水性聚氨酯的结构，如图４所示．结果发现：交联

度越高的产物其表面水的接触角越高，吸水率越低；随着ＡＰＴＥＳ质量分数从１％增至４％，其薄膜表面

水的接触角由７９°增大至８５°，吸水率由１９．３％降至１５．３％；当进一步引入氟元素时，吸水率从１５．３％

降至１３．７％，接触角最高增至９８°．

图３　超支化 ＨＢＰ?１２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ｔｅｏｆｈｙｐ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ＨＢＰ?１２

图４　ＡＰＴＥＳ改性超支化水性聚氨酯的结构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ｐ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ＷＰＵ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ＰＴＥＳ

随着环保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可再生

资源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常采用植

物油或其提取物作为软段合成水性聚氨酯，但

此类多元醇合成的聚氨酯薄膜力学性能较差．

因此，采用ＡＰＴＥＳ作为交联剂提高聚合物的

交联密度，增大其机械强度成为目前普遍采用

的方法之一．

Ｇａｄｄａｍ等
［２６］利用从棉籽油中提取的磷

酸化多元醇合成了一种无需二羟甲基丙酸做

亲水扩链剂的 ＷＰＵ，采用ＡＰＴＥＳ作为交联剂．结果表明：随着 ＡＰＴＥＳ质量分数的增加，聚氨酯薄膜

的储能模量和玻璃化转变温度均增大；薄膜的热稳定性增强，水的接触角增大，表面能降低．这主要是因

为ＡＰＴＥＳ的添加增大了薄膜的交联密度．此外，随着交联密度的增大，可有效防止材料被腐蚀．这是因

为磷酸化多元醇可以和金属基表面形成Ｐ－Ｏ－Ｆｅ键，外层又有硅烷偶联剂的保护，从而可以防止阴离

子的侵蚀．Ｇｕｒｕｎａｔｈａｎ等
［２７］采用蓖麻油代替石油路线得到多元醇，将其与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二倍体

反应，采用，２，２′?二羟甲基丙酸（ＤＭＰＡ）作为亲水扩链剂制备 ＷＰＵ，探究ＡＰＴＥＳ的添加量对其性能的

影响，同样得出ＡＰＴＥＳ有助于提高薄膜的拉伸强度，导致断裂伸长率降低的结论．随后，Ｇｕｒｕｎａｔｈａｎ

等［２８］以ＡＰＴＥＳ的同系物３?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ＡＰＴＭＳ）为偶联剂，以棉籽油为原料，并将其进行环

氧化处理，水解生成含有羟基的环境友好型多元脂肪醇，与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反应制备 ＷＰＵ．结果

发现：ＡＰＴＭＳ的加入与ＡＰＴＥＳ的作用基本相同，能够使材料内部形成Ｓｉ－Ｏ－Ｓｉ键，从而增大其紧密

堆积的程度，使其断裂伸长率下降；薄膜材料的热稳定性也随ＡＰＴＭＳ质量分数的增加而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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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硅烷偶联剂侧链改性 犠犘犝

考虑到ＡＰＴＥＳ只有单个氨基作为反应性基团，在提高其添加量的同时会造成预聚体封端，从而影

响最终产物的相对分子质量，降低材料的机械性能，科研工作者尝试使用其他硅烷偶联剂弥补这一缺

点．Ｆｕ等
［２９］采用３?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做为偶联剂，通过巯基?双键反应将其接枝到以蓖麻油作为

多元醇的聚氨酯主链上，有效解决了ＡＰＴＥＳ只能位于预聚体末端的弊端．硅的添加量可以达到４．６％，

对应表面水的接触角也达到１０４．３°，明显高于末端改性聚氨酯．Ｌｅｉ等
［３０］则采用（３?（２?氨基乙基）氨基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ＡＥＡＰＴＭＳ）作为偶联剂，利用－ＮＨ－和－ＮＨ２ 与预聚体中的－ＮＣＯ反应得到

侧链改性的 ＷＰＵ．结果表明：ＡＥＡＰＴＭＳ改性的水性聚氨酯比ＡＰＴＥＳ位于主链末端改性的水性聚氨

酯具有更高的交联密度和更大的相对分子质量，从而薄膜的吸水率更低，拉伸强度则对应有所提高．

２．３　硅烷偶联剂协同其他有机硅改性 犠犘犝

为了进一步提高改性 ＷＰＵ中的硅质量分数，从而提高其防水性能，采用ＡＰＴＥＳ做为交联剂的同

时，引入其他有机硅改性水性聚氨酯也是目前常用的方法之一．

Ｚｈａｏ等
［３１］以ＡＰＴＥＳ作为偶联剂、以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聚四亚甲基二醇、２，２?二羟甲基丙酸合

成 ＷＰＵ，利用Ｎ?（２?氨乙基）?３?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ＡＡＴＳ）作为共聚物，有效提高聚氨酯基体中的硅

质量分数．结果表明，随着ＡＡＴＳ质量分数的增加，低表面能的含硅软段更倾向于向表面聚集，从而减

少表面软硬段之间的相分离，使表面光滑，降低表面自由能，提高与水的接触角；ＡＡＴＳ加入的同时，提

高了材料的拉伸强度和杨氏模量，断裂伸长率则明显下降．

Ｗｕ等
［３２］在利用ＡＰＴＥＳ作为偶联剂改性 ＷＰＵ的基础上，利用３?缩水甘油醚氧基丙基三甲氧基

硅烷（ＧＰＴＭＳ）与正硅酸乙酯（ＴＥＯＳ）发生水解和缩合反应生成高支链型硅溶胶，并对其进一步改性，

探究复合材料膜对金属材料表面防腐蚀性能的效果．结果表明：当ＧＰＴＭＳ与ＴＥＯＳ的比例为１∶１和

１∶４时，得到Ｓ１和Ｓ２杂化硅溶胶，由Ｓ１和Ｓ２改性 ＷＰＵ，乳液粒径均随着其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当

Ｓ１的添加量由２．５％增加为７．５％时，ＷＰＵ硬段的玻璃化温度由６４．５℃增至７３．２℃．这是因为Ｓ１中

Ｓｉ－ＯＨ质量分数较少，因此，随其质量分数增加，体系缠绕密度增大，玻璃化温度上升；而对于Ｓ２作为

改性剂时，由于其Ｓｉ－ＯＨ质量分数较多，硬段的玻璃化温度基本不受其添加量的影响．当Ｓ１和Ｓ２的

质量分数为２．５％时，复合材料的吸水率达到最低；而对于金属表面的防腐测试，Ｓ１和Ｓ２的质量分数为

５％时，对基材的保护性能达到最佳．

Ｃｈｅｎ等
［３３］采用单官能氨丙基异丁基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烷（ＡＩＰＯＳＳ）协同ＡＰＴＥＳ改性 ＷＰＵ．

结果表明：随着ＡＩＰＯＳＳ的质量分数从０提高至８％，薄膜的拉伸强度、储能模量均明显增大，薄膜的断

裂伸长率也同时提高；接触角随ＡＩＰＯＳＳ添加量的提高而提高．这是因为当拉力较小时，小的ＰＯＳＳ晶

体作为物理缠绕点提升了薄膜的模量和强度；当拉力较大时，ＰＯＳＳ嵌段聚合物易发生取向，从而使其

断裂伸长率相应提高．进一步对比全氟辛基三甲氧基硅烷的添加对材料电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氟硅

的协同作用使薄膜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显著降低，而在仅添加氟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明显．

ＡＰＴＥＳ可显著提升聚合物的交联密度，采用ＡＡＴＳ，ＧＰＴＭＳ，ＴＥＯＳ等其他有机硅作为主要的硅

供体协同改性，对材料的疏水性能具有较大的改善，可以扩大材料在金属材料防腐方面的应用．

２．４　硅烷偶联剂增容改性 犠犘犝

随着市场对不同性能涂料的需求增多，科研工作者通过向 ＷＰＵ基体中添加石墨烯等纳米助剂来

实现涂料的多功能化及增强效果．然而，大多数纳米材料由于高的比表面积，易于团聚，造成相分离，从

而影响外观及使用性能．因此，常采用ＡＰＴＥＳ等偶联剂作为增容剂，使纳米填料在 ＷＰＵ基体中达到

较好的分散效果．

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新型纳米材料具有优异的透光率及导电性［３４?３５］，用其制备 ＷＰＵ薄膜，可以提

高薄膜的导电性，增大应用范围．Ｓｕｅｎ等
［３６］以氧化石墨烯（ＧＯ）作为增强材料改进ＡＰＴＥＳ交联水性聚

氨酯（ＳＷＰＵ）的性能．结果表明：当ＧＯ质量分数低于０．１％时，ＧＯ可以均匀的分散在基体中，其热稳

定性、拉伸强度及杨氏模量随ＧＯ质量分数的增加而提高；当ＧＯ质量分数高于０．１％时，由于ＧＯ开始

团聚，造成和基体的相分离，反而使性能下降；而乳液粒径、表面及基体的导电性、表面与水的接触角等

性质则与 ＧＯ质量分数保持正相关，这是因为这些性能不受 ＧＯ团聚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 Ｇ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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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ＰＵ基体中的分散程度，Ｊｅｎａ等
［３７］首先采用ＡＰＴＥＳ修饰氧化石墨烯得到氨基官能化的氧化石墨烯

纳米粒子（ＡＰＴＥＳ?ＣＲＧ），再用其改性 ＷＰＵ，并与ＡＰＴＥＳ修饰的纳米氧化锌得到的氧化锌纳米粒子

（ＡＰＴＥＳ?ＺｎＯ）进行对比，探究两者对产物性能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ＡＰＴＥＳ通过化学键接可以明显

提高ＺｎＯ和ＣＲＧ无机粒子与有机基体的相容性，防止其团聚，使其均匀分散在基体相中，起到增强、增

韧的作用；相比于ＡＰＴＥＳ?ＺｎＯ，ＡＰＴＥＳ?ＣＲＧ在基体中的分散性更好，对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的

增强效果也更加明显；ＡＰＴＥＳ?ＣＲＧ的加入还可以明显提高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扩大其应用范围．

Ｆａｎ等
［３８］以碳纳米管为增强材料，对其进行氧化还原处理，得到表面富含羟基的改性碳纳米管（Ｒ?

ＭＷＣＮＴ），用其增强ＡＰＴＥＳ改性的 ＷＰＵ，得到共价键链接的 ＷＰＵ，ＡＰＴＥＳ及多层碳纳米管构成的

纳米复合材料．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未处理的多层碳纳米管，Ｒ?ＭＷＣＮＴ在水中具有更好的分散性；

对于复合材料，随着Ｒ?ＭＷＣＮＴ质量分数的增加，材料表面水的接触角逐渐增大，吸水率逐渐下降，杨

氏模量和拉升强度对应上升，断裂伸长率则相应有所下降；材料的热稳定性也有提高．

Ｚｈａｎｇ等
［３９］利用３?（２?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二甲氧基甲基硅烷（ＫＨ?６０２）作为硅烷偶联剂，协同侧基

含双羟基的环磷酰胺（ＰＮＭＰＤ）改性 ＷＰＵ，得到高防火性能的产品．结果表明：随着ＰＮＭＰＤ质量分数

的增加，最低氧指数（ＬＯＩ）明显上升，垂直燃烧性能指标从Ｖ?２变为Ｖ?０，最高热释放速率及总的热释

放量下降明显．在此基础上，用ＫＨ?６０２进一步进行扩链后，ＬＯＩ升高的效果并不明显，最高热释放速率

及总的热释放量也相应的有所下降．研究表明：磷的存在可有效提高聚集相的阻燃性能，硅和磷的协同

作用使材料形成稳定的碳层是材料防火的主要原因．

３　纳米二氧化硅改性 犠犘犝

除了常见的ＰＤＭＳ和ＡＰＴＥＳ等有机硅氧烷改性 ＷＰＵ外，由四乙氧基硅烷（ＴＥＯＳ）前驱体制备的

纳米二氧化硅胶体或者商品级纳米二氧化硅粉末也常作为添加剂改善水性聚氨酯的机械性能等．

Ｚｈａｎｇ等
［４０］合成了超支化水性聚氨酯，并用丙烯酸羟乙酯（ＨＥＡ）与甲苯二异氰酸酯（ＴＤＩ）的反应

产物ＴＤＩ?ＨＥＡ对其进行改性，随后再用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改性纳米二氧化硅，与改性后

的聚氨酯共混，制备出水基紫外光固化超支化聚氨酯丙烯酸／二氧化硅（ＨＢＷＰＵＡ／ＳｉＯ２）复合材料，将

其用于柔版印刷油墨．结果显示：随着ＨＢＷＰＵＡ／ＳｉＯ２ 的增加，油墨黏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加而下降，直

至达到恒定值．在印刷过程中，低黏度有助于油墨的转移，改进后的油墨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更好的特

性，比如，更短的紫外固化时间、更好的耐腐蚀性和耐水性，以及更强的粘结力等．Ｗａｎｇ等
［４１］合成含有

三乙氧基硅烷基团的扩链剂，使纳米硅和聚氨酯基体达到良好的相容性，改变纳米硅的质量分数，探究

其对 ＷＰＵ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加纳米硅的质量分数，乳液粒径增大，分布变宽；乳液黏度先增加后降

低，与拉伸强度和硬度的变化保持一致；硅质量分数的增加还会使薄膜的疏水性增加，改善热稳定性．

Ｓａｒｄｏｎ等
［４２］以四乙氧基硅烷（ＴＥＯＳ）为改性剂，ＡＰＴＥＳ为助剂，采用溶胶?凝胶法合成二氧化硅／

聚合物纳米改性 ＷＰＵ，与商业纳米二氧化硅颗粒的共混改性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以ＴＥＯＳ为原料，通

过溶胶?凝胶合成法水解得到的二氧化硅在 ＷＰＵ基体中的粒径更小，分散液更加均匀．Ｈｅｃｋ等
［４３］对比

以ＴＥＯＳ为原料，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二氧化硅改性 ＷＰＵ和商业纳米二氧化硅颗粒直接改性 ＷＰＵ

的差异，并探究了不同ｐＨ值条件下所得改性 ＷＰＵ乳液的差异．结果表明：当共混溶液的ｐＨ 值为９

时，所得乳液的状态最佳；采用溶胶?凝胶法原位合成得到的改性聚氨酯乳液相比于添加商业二氧化硅

纳米颗粒得到的共混改性 ＷＰＵ乳液具有较好的粘附强度．

为进一步探究纳米二氧化硅与硅氧烷对 ＷＰＵ性能影响的差异，Ｈａｎ等
［４４］分别合成纳米硅改性水

性聚氨酯（ＷＰＵＳ）和聚醚硅氧烷改性的水性聚氨酯（ＷＰＵＰＥＳ），并对比两者对 ＷＰＵ性能的影响．研究

发现：两者均增大 ＷＰＵ的相分离，表面粗糙度也相应增加．由于纳米硅粒子相对于聚醚硅氧烷尺寸更

大，因此，ＷＰＵＳ的表面粗糙度也更大．从热稳定角度，两者均提高了 ＷＰＵ的分解温度，但 ＷＰＵＳ是因

为形成了有机?无机交联结构；而 ＷＰＵＰＥＳ则是因为体系中引入了键能更高的硅烷键结构，又由于

ＷＰＵＳ的相分离较为严重，其热稳定性低于 ＷＰＵＰＥＳ．此外，两者均使材料的耐水性明显提高．纳米硅

的添加还提高了 ＷＰＵ的拉伸强度，降低了断裂伸长率，这主要是由于纳米硅的加入形成了有机?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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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联结构．Ｈｅｃｋ等
［４５］则以商业聚氨酯为原料，通过原位聚合的方法，向聚氨酯基体中引入杂化硅氧

烷，通过添加不同烷基数目的有机硅烷得到ＰＵＳｉ３Ｃｘｘｙｙ系列产物，并与通过接枝法合成的商业纳米二

氧化硅增强聚氨酯复合材料ＰＵＤｉ３Ｃｘｘｙｙ系列进行对比．研究表明：原位聚合的产品表现出与基体材

料更强的粘附力，而接枝材料则降低了和基体材料间的粘附力，但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机械阻力．

Ｃａｋｉｃ等
［４６］从环保角度考虑，将回收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与聚乙二醇进行反应，得到糖酵解低

聚酯多元醇．然后，将其与蓖麻油反应，以提高蓖麻油的羟值，得到一系列羟值不同的蓖麻油多元醇，再

与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反应得到 ＷＰＵ．随后，向其中添加亲水性纳米二氧化硅．结果表明：随着纳米二

氧化硅质量分数的增加，由于形成了有机无机的杂化交联结构，材料的热稳定性提高．

由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纳米二氧化硅可以增大乳液的粒径，从而降低乳液的黏度，有助于乳液的制

备．而商业纳米二氧化硅与聚氨酯基体的相容性一般比由ＴＥＯＳ水解得到的二氧化硅差，不利于乳液

的稳定分散．

４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聚二甲基硅氧烷能显著改善 ＷＰＵ的防水性能，但对材料的机械性能会产生不

利的影响；硅烷偶联剂对材料防水性能的提高并不明显，但其可以同时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能．通过硅烷

偶联剂与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烷、碳纳米管及环磷酰胺等其他助剂的协同作用，不仅可以提升 ＷＰＵ薄

膜的防水性能，而且可以赋予薄膜一些新的性质，扩大其应用领域．纳米二氧化硅的加入能够在 ＷＰＵ

基体中形成有机无机杂化交联结构，进一步提升薄膜的机械强度．

随着市场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石油的储量越来越少，未来 ＷＰＵ的原料来源向着可再生资源的

方向发展．以蓖麻油为代表的植物油衍生物作为多羟基供体，或以其他聚合物分解回收的多元醇为原

料，添加其他助剂如石墨烯、含氟单体等协同改性制备 ＷＰＵ将会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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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３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ａｒｂｐｏｌ．２０１７．１２．０８４．

［６］　ＷＡＮＧＳＣ，ＣＨＥＮＰＣ，ＹＥＨＪＴ，犲狋犪犾．Ａｎｅｗｃｕｒ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ｆｏｒｓｅｌｆ?ｃｕｒ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ｑｕｅｏｕｓ?ｂａｓｅｄＰＵ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Ｊ］．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２００７，６７（４）：２９９?３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ｒｅａｃｔｆｕｎｃｔｐｏｌｙｍ．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２．

［７］　ＰＡＲＭＡＲＲ，ＰＡＴＥＬＫ，ＰＡＲＭＡＲＪ．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ｐｏｘｙ?ａｃｒｙｌｉｃ?ｇｒａｆｔ?ｃｏｐｏｌｙ

ｍ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５４（２）：４８８?４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ｐｉ．１７１２．

［８］　ＪＥＯＮＧＨＹ，ＭＩＮＨＬ，ＫＩＭＢ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Ｅ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０６，２９０（１）：１７８?１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ｌｓｕｒｆａ．２００６．０５．０３６．

［９］　ＢＡ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ＤＡＩＪｉａｂｉｎｇ，犲狋犪犾．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ＵＶ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

ｔｈａｎ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ＰＤＭＳ?ＰＥＤＡ?ＰＵ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５（２）：２５１?２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９９８?００７?９０６２?８．

［１０］　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ＡＢ，ＳＴＲＹＮＡＲＭＪ，ＬＩＢＥＬＯＥＬ．Ｐｏｌｙｆｌｕｏｒ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５（１９）：７９５４?７９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ｅｓ２０１１６２２．

［１１］　ＳＥＥＴＨＡＰＡＴＨＹＳ，ＧＲＥＣＫＩ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ｉ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ｎ

３３６第５期　　　　　　　　　　　　许军凯，等：硅材料改性水性聚氨酯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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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２，７５０：４８?６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ｃａ．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４．

［１２］　ＳＴＡＮＫＯＶＡＮＥ，ＡＴＡＮＡＳＯＶＰＡ，ＮＩＫＯＶＲＧ，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ＰＤＭＳ）ｄｕｒ

ｉｎｇｎａｎ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７４：９６?１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ｐｓｕｓｃ．２０１５．１０．

０１６．

［１３］　ＹＵＹ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ｇｒａｆｔ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α，ω?Ｂｉｓ

（３?（１?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ａｎｄα?犖，犖?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ｏｐｒｏｐｙｌ?ω?ｘｂｕ

ｔｙｌ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５４（４）：８０５?８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ｐｅｎ．２３６２３．

［１４］　ＧＡＯ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ｙｉ，ＮＩＪｉａｎｉ，犲狋犪犾．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ｃ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

ｐｏｌｙ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ｉ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８（２）：２１９?２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１１８?０１０?８２５１?６．

［１５］　ＲＡＨＭＡＮＭＭ，ＣＨＵＮＨＨ，ＰＡＲＫＨ．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ｕｒｅａｆｏ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８（３）：３８９?３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９９８?０１０?９３０７?９．

［１６］　ＣＨＥＮ ＲＳ，ＣＨＡＮＧＣＪ，ＣＨＡＮＧ Ｙ Ｈ．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ｔ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４３（１６）：３４８２?３４９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ｐｏｌａ．２０８０５．

［１７］　宗建平，张庆思，李俊英．聚硅氧烷接枝与嵌段改性对水性聚氨酯性能的影响［Ｊ］．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２０１１，

２７（５）：６２?６６．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６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７５５５．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７．

［１８］　ＹＵ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ＸＵＸｉ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Ｎａｉｂｏ，犲狋犪犾．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Ｊ］．ＲＳ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５（８９）：７２５４４?７２５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９／ｃ５ｒａ１２４８０ｈ．

［１９］　ＹＵ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ＣＡＯＬｉｗｅｉ，ＭＥ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ｉ，犲狋犪犾．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６，７（２３）：３９１３?３９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９／ｃ６ｐｙ００３５０ｈ．

［２０］　ＹＩＴｉｎｇｆａ，ＭＡ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ＯＵＣａｉｙｉｎｇ，犲狋犪犾．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ｅｔｈｅｒ?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ａｃｒｙｌｉｃ

ｈｙｂｒｉｄ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１３４（２３）：４４９２７?４４９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ｐｐ．４４９２７．

［２１］　ＬＩＵＤｉ，ＷＵＧｕｏｍｉｎ，ＫＯＮＧＺｈｅｎｗｕ．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ｐｏｘｙ?

ｒｅ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ｙｏ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ｆｉｌ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１３４（１）：

４４３４２?４４３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ｐｐ．４４３４２．

［２２］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ｎ，ＣＨＥＮＺｉｄｏｎｇ，ＸＵＺｉｍｏ．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ＵＶ?ｃｕｒａｂｌ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ａｎｄＰＣＬ?ＰＤＭＳ?ＰＣ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ｓｉｌｉｃ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３（６）：１０２１?１０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９９８?０１６?９８０６?４．

［２３］　ＺＨＥＮＧＧｕｉｋａｉ，ＬＵ Ｍｉｎｇ，ＲＵＩ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ｙｅｔｈ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９９：２７２?２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ａｐｓｕｓｃ．２０１６．１２．０４７．

［２４］　邢宇．ＡＰＴＥＳ改性水性聚氨酯交联复合涂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Ｄ］．厦门：华侨大学，２０１６．

［２５］　张礼海．基于 ＨＴＰＢ型氟硅化水性聚氨酯的制备及性能研究［Ｄ］．厦门：华侨大学，２０１７．

［２６］　ＧＡＤＤＡＭＳＫ，ＫＵＴＣＨＥＲＬＡＰＡＴＩＳＮＲ，ＰＡＬＡＮＩＳＡＭＹ．Ａｓｅｌｆ?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ａｂｌｅａｎｉｏｎｉｃ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

ｔｈａｎｅ：Ｓｉｌａｎｏ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ｏｉｌ?ｂａｓｅ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ｏｌａｓｉ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Ｊ］．ＡＣＳ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５（８）：６４４７?６４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ａｃｓｓｕｓｃｈｅｍｅｎｇ．７ｂ００３２７．

［２７］　ＧＵＴＵＮＡＴＨＡＮＴ，ＣＨＵＮＧＪＳ．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ｍｉｎｏ?ｓｉｌａｎｅ?ｉ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ｂａｓｅｄｗａｔｅｒ

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ＡＣ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４（９）：４６４５?４６５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１／ａｃｓｓｕｓｃｈｅｍｅｎｇ．６ｂ００７６８．

［２８］　ＧＵＲＵＮＡＴＨＡＮ Ｔ，ＣＨＵＮＧＪ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ｍｉｎｏｓｉｌａｎｅ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ｃａｔｉｏｎｏｍ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１７，５２２：１２４?１３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ｌｓｕｒｆａ．２０１７．０２．０６１．

［２９］　ＦＵ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ＺＨＥＮＧＺｉｔｏｎｇ，犲狋犪犾．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ｋｏｘｙｓｉｌａｎｅｃａｓｔｏｒｏｉ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ｖｉａｔｈｉｏｌ?ｅ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ｍ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２０１４，７７（８）：１２４１?１２４８．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ｐｏｒｇｃｏａｔ．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０．

［３０］　ＬＥ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ｈｏｎｇ，ＯＵＣａｎｂｉｎ，犲狋犪犾．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ｗｉｔｈ

ａｌｋｏｘｙｓｉｌａｎ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ｓｆｏ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ｉｎｋ［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２０１６，９２（９）：８５?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ｏｒｇｃｏａｔ．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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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３１］　ＺＨＡＯ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Ｄａ，ＨＡＯＴｏｎｇｈｕｉ，犲狋犪犾．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ｉｌａｎ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ａ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ｈｙｂｒｉ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Ｊ］．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７，４１（１７）：９２６８?９２７５．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９／ｃ７ｎｊ０１４６６ｊ．

［３２］　ＷＵ Ｙａｎ，ＤＵＺ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犲狋犪犾．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ｑｕｅｏｕｓｈｉｇｈｌｙ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ｓｉｌｉｃａｓｏｌａ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ｒｆｏｒ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３８１?３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ｏｒｇ

ｃｏａ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３．

［３３］　ＣＨＥＮＳｉｙｕ，ＧＵＯＬｏｎｇｈａｉ，ＤＵＤｉａｎｘｉｎ．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ＳＳ?ｓｉｌａｎｅ?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ｈｙｂｒｉ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ｕ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ｆｉｌｍ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１６，１０３：２７?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１６．０９．０３４．

［３４］　肖淑娟，于守武，谭小耀．石墨烯类材料的应用及研究进展［Ｊ］．化工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５）：１３４５?１３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８５／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６１３．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７．

［３５］　石沫，陈丹青，陈国华．不饱和树脂／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５）：

５４２?５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５．０５２４．

［３６］　ＳＵＥＮＭＣ，ＧＵＪＨ，ＬＥＥＨＴ，犲狋犪犾．Ｉｎｓｉｔｕ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ｇｒａ

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ｐｏｌｙ（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７，７４（１２）：４９２１?４９４２．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８９?０１７?１９９０?６．

［３７］　ＪＥＮＡＫＫ，ＮＡＲＡＹＡＮＲ，ＡＬＨＡＳＳＡＮＳＭ．Ｈｉｇｈｌｙ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ｕｒｅａ（ＰＵ?ｕｒｅａ）

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３４３?３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ｏｒｇｃｏａ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０．

［３８］　Ｆ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ｉｎｇ，ＹＵＥＳｈｕｊｉｎｇ，犲狋犪犾．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

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３?ａｍｉｎｏｐｒｏｐｙｌｔｒｉｅｔｈｏｘｙｓｉｌａｎｅ／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ｖｉａｃｏｐｏｌ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７，７４（７）：２７１９?２７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８９?０１６?１８５９?０．

［３９］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ｋｕｎ，ＦＡＮＨａｏｊｕｎ，ＴＩＡＮＳａｉｑｉ，犲狋犪犾．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ｌａｍ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Ｊ］．ＲＳ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６（７６）：７２４０９?７２４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９／ｃ６ｒａ１５８６９ｂ．

［４０］　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ｙｕ，ＸＵ 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ＨＵＬｉｎｇ，犲狋犪犾．Ｎｏｖｅｌ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ＵＶ?ｃｕｒａｂｌｅｈｙｐ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ａｃｒｙ

ｌａｔｅ／ｓｉｌｉｃａ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ｐｒｉ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ｆｌｅｘ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ｋ［Ｊ］．ＡＣＳＯｍｅｇａ，２０１７，２

（１１）：７５４６?７５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ａｃｓｏｍｅｇａ．７ｂ００９３９．

［４１］　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ＭＡ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ＨＯＵＣａｉｙｉｎｇ，犲狋犪犾．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ｎａｎｏｓｉｌｉ

ｃ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ｄｉｏｌａ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ｒｗｉｔｈｔｒｉｅｔｈｏｘｙｓｉｌａｎｅｇｒｏｕ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１３１

（１５）：４０５２６?４０５３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ａｐｐ．４０５２６．

［４２］　ＳＡＲＤＯＮＨ，ＩＲＵＳＴＡＬ，ＡＧＵＩＲＲＥＳＡＲＯＢＥＲＨ，犲狋犪犾．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ｉｌｉｃａｎａｎｏｈｙｂｒｉｄｓ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ｅｔｒａｅｔｈｏｘｙｓｉ

ｌａｎｅｓｏｌ?ｇｅｌ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２０１４，７７（９）：

１４３６?１４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ｏｒｇｃｏａｔ．２０１４．０４．０３２．

［４３］　ＨＥＣＫＣＡ，ＳＡＮＴＯＳＪＨＺＤ，ＷＯＬＦＣＲ．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ｎｓｉｔｕ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ｉｃａ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２０１５，５８：

１３?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ａｄｈａｄｈ．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６．

［４４］　ＨＡＮＹａｎｔ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Ｄｏｎｇ，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ｓｉｔｕ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

ｔｈａｎｅ／ｎａｎｏ?ｓｉｌｉｃ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ｙｅｔｈｅｒｓｉｌｏｘａｎｅｄｉｏ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６，３０（１）：１０７?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０８９２７０５７１５５８４４３４．

［４５］　ＨＥＣＫＣＡ，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ＪＨＺ，ＷＯＬＦＣＲ．Ｈｙｂｒｉｄｓｉｌｉｃａｓ／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

ｓｉｔ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ｓ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Ｇｅ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８１（２）：５０５?５１３．ＤＯ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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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数值

模拟与实验分析

许建文，刘斌

（华侨大学 数字化视觉测量厦门市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分析软件，选取模具温度、熔体温度、保压压力与保压时间四因素三水平安排正交实

验，模拟平板类塑件的翘曲变形．以模拟为基础，在注塑机上进行实际注塑成型，扫描获取塑件三维数据，并用

Ｉｍａｇｅｗａｒｅ软件提取平板类塑件长边与短边的点云，计算宽度与长度方向的翘曲变形量．结果表明：翘曲变形

模拟分析与实际注塑成型误差为－０．０８３１～０．０９４９ｍｍ；保压压力、熔体温度、保压时间与模具温度对翘曲

变形模拟分析的影响依次减小．

关键词：　翘曲变形；注塑成型；平板类塑件；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正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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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曲变形是塑件常见的缺陷之一，作为评定塑件质量的重要指标，对其研究有着重要的应用价

值［１?３］．翘曲变形的影响因素有材料、模具与工艺参数，当材料及模具确定以后，工艺参数就是起到左右

塑件性能好坏的一个因素［４?６］．传统的注塑成型主要利用经验，在试模过程中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及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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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分析可能导致塑件翘曲变形的因素，减少不良成型的发生［１０１２］．然而，数值模拟

与实际成型有一定的差异，本文模拟塑件的翘曲变形，分析工艺参数对翘曲变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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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和仪器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ＡＢＳ８４３４Ａ，辽宁省盘锦市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ＨＤ?１００型

卧式注塑机（浙江省杭州市海德塑料机械有限公司）；ＭａｘＳｃａｎ型手持式激光扫描仪（加拿大Ｃｒｅａｆｏｒｍ

　　（ａ）尺寸　　　　　　　　　　（ｂ）示意图

图１　浇注系统

Ｆｉｇ．１　Ｒｕｎｎ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公司）；模温机（江苏省昆山市科基塑胶机械

有限公司）．

１．２　浇注系统的创建

平板类塑件的长×宽×高为１２５ｍｍ×

５５ｍｍ×３ｍｍ，圆角半径为５ｍｍ．注塑材料

为ＡＢＳ８４３４Ａ，推荐工艺参数如下：模具温度

为２５～７０℃；熔体温度为２１０～２８０℃．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优化后的浇注系统，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主流道小端直径为３．５ｍｍ，大端

直径为６．５ｍｍ，长度为８５ｍｍ；分流道采用

的圆形截面直径为５ｍｍ；侧浇口的长度为１ｍｍ，宽度为３ｍｍ，厚度为２ｍｍ．

浇注系统创建后，进行初步的填充分析，确定注射时间及保压压力．填充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由

图２可知：充填时间为１．７６３ｓ，因此取注射时间为２ｓ；充填阶段最大注射压力为１８．０３２２ＭＰａ，保压压

力为其２０％～１００％；为保证塑件的致密度，取最小保压压力为９ＭＰａ．

　（ａ）充填时间　　　　　　　　　　　　　　　（ｂ）最大注射压力

图２　填充分析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ｌ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尺寸　　　　　　　　　（ｂ）示意图

图３　冷却系统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３　冷却系统的创建

运用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优化后的冷却系统，

如图３所示．图３中：冷却管道直径为１０ｍｍ；

模板的长度为２５０ｍｍ；管道间距离为２０ｍｍ；

浇注系统处管道间距离为３０ｍｍ；管道与塑件

间的距离为１９ｍｍ．

浇注系统及冷却系统创建后，进行冷却分

析，并确定冷却时间．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制品冷却时间为２６．３３ｓ，故取冷

却时间为２７ｓ．

以填充分析及冷却分析为基础，通过流动

分析确定保压时间．２２．０１ｓ时的冷冻层因子，如图５所示．图５中：查询结果数字为１，表示完全冷却，

此时保压结束．由图５可知：２２．０１ｓ减去注射时间２ｓ，即为最小保压时间，故取最小保压时间为２０ｓ．

１．４　正交实验的安排

选取对塑件翘曲变形影响较大的４个工艺参数：模具温度、熔体温度、保压压力、保压时间，结合正

交实验原理［１３］，以四因素三水平安排正交表犔９（３
４）进行模拟分析，实验因素水平表，如表１所示．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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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冷却时间变化情况　　　　　　　　　　　　　　图５　冷冻层因子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ｔｉｍｅ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ｌａｙ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中：Ａ为模具温度；Ｂ为熔体温度；Ｃ为保压压力；Ｄ为保压时间．Ａ，Ｂ，Ｃ及Ｄ参数范围为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初

表１　实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１　Ｌｅｖｅ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水平
因素

Ａ／℃　　Ｂ／℃　　Ｃ／ＭＰａ　　Ｄ／ｓ

１ ５０ ２５０ ９ ２０

２ ６０ ２６０ １２ ２３

３ ７０ ２７０ １５ ２６

步的分析结果，注射时间及冷却时间分别设置为２，２７ｓ．

１．５　实际注塑成型工艺参数的设置

以正交实验第一组工艺参数组合为例，模具温度的设

置，如图６（ａ）所示．熔体温度的设置（设置料筒温度，即为

一段的料筒温度值），如图６（ｂ）所示．保压压力及保压时间

设置，如图６（ｃ）所示．注射时间固定为２ｓ的设置，如图６

（ｄ）所示．冷却时间固定为２７ｓ的设置，如图６（ｅ）所示．

　（ａ）模具温度　　　　　　（ｂ）熔体温度　　　　　　　（ｃ）保压压力和保压时间

（ｄ）注射时间　　　　　　　　　　　（ｅ）冷却时间

图６　注塑成型工艺参数设置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ｌｄｉｎ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翘曲变形数值模拟分析的数据处理

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犣方向的变形较小．为了便于比较分析结果与实际成型之

间差异，选取犡与犢 方向的翘曲变形最大值作为模拟比较对象．

根据分析结果，分别取平板类塑件侧面的犡与犢 方向的翘曲变形量，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由

犡－与犡＋方向，犢－与犢＋方向的翘曲变形量，可得宽度方向的最大翘曲变形量为０．４０７２ｍｍ；长度

方向的最大翘曲变形量为０．８７９２ｍｍ．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模拟分析与实际成型实验结果，如表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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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表２中：犡ｍ，犢ｍ 为模拟分析的值；犡ｒ，犢ｒ为实际分析的值；η为误差．

（ａ）犡－方向翘曲量 　　　　　　　　　　　（ｂ）犡＋方向翘曲量

（ｃ）犢－方向翘曲量 　　　　　　　　　　（ｄ）犢＋方向翘曲量　

图７　平板类塑件侧面方向的翘曲变形

Ｆｉｇ．７　Ｗａｒｐａｇｅｏｆｓ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ｔ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

表２　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模拟分析与实际成型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ｍｏｌ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ｒｐａｇｅｏｆｆｌａｔ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

序号 Ａ／℃ Ｂ／℃ Ｃ／ＭＰａ Ｄ／ｓ 犡ｍ／ｍｍ 犢ｍ／ｍｍ 犡ｒ／ｍｍ 犢ｒ／ｍｍ η（犡） η（犢）

１ ５０ ２５０ ９ ２０ ０．４０７２ ０．８７９２ ０．４５１２ ０．８２２８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５６４

２ ５０ ２６０ １２ ２３ ０．４６８４ １．０５５４ ０．３８３３ １．０７０３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１４９

３ ５０ ２７０ １５ ２６ ０．４３２９ ０．９４１０ ０．３５１４ ０．９７３３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３２３

４ ６０ ２５０ １２ ２６ ０．４４４７ ０．９５２２ ０．４１８６ ０．８８７９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６４３

５ ６０ ２６０ １５ ２０ ０．４６１５ ０．９９７９ ０．４１９８ ０．９０３０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９４９

６ ６０ ２７０ ９ ２３ ０．３７２４ ０．７９３５ ０．４２４４ ０．７１９１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７４４

７ ７０ ２５０ １５ ２３ ０．４８８８ １．０５９４ ０．５４２８ １．０７８１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１８７

８ ７０ ２６０ ９ ２６ ０．３９０９ ０．８３４５ ０．４１５８ ０．７７３５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６１０

９ ７０ ２７０ １２ ２０ ０．４０１０ ０．８５６６ ０．４８４１ ０．８８５７ －０．０８３１ －０．０２９１

２．２　翘曲变形实际注塑成型的数据处理

根据扫描后的三维数据，运用Ｉｍａｇｅｗａｒｅ软件进行点云数据处理．首先，对齐点云数据；然后，分别

提取长边及短边的点云；最后，进行点云差异分析，计算长边间及短边间的距离．宽度及长度尺寸范围，

如图８所示．图８中：宽度为５４．５４８８～５４．９７０２ｍｍ；实际最小值为５４．５４８８ｍｍ，与塑件的宽度的理

论值５５．００００ｍｍ差值为０．４５１２ｍｍ，即为宽度方向实际的最大翘曲变形．

（ａ）对齐

２．３　误差分析

由表２可知：宽度方向的翘曲变形的误差为

－０．０８３１～０．０８５１ｍｍ，长度方向的翘曲变形的

误差为－０．０３２３～０．０９４９．因此，翘曲变形的模

拟分析与实际注塑成型之间有一点的差异，但是

差异不大．存在的误差主要有如下６个方面．

１）材料的差异．Ｍｏｌｄｆｌｏｗ分析采用的是系

统里面的材料库，尽管所选择的材料与实际成型

的材料的数据尽量保持一致，但难免会有一定的

９３６第５期　　　　　　　　　　　许建文，等：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数值模拟与实验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ｂ）长边数据的提取　　　　　　　　　　　（ｃ）长边间数据的点云差异分析

图８　平板类塑件点云数据处理

Ｆｉｇ．８　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ｆｌａｔ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

差异，而不同材料的分析结果也会有一定的不同，致使翘曲变形的结果与实际成型会有一定的误差．

２）注塑成型误差．注塑机的工艺参数是通过控制液压油的流动实现．虽然有对液压油进行循环冷

却，但是油温难免有波动，使得实际提供的动力有所误差．因此，工艺参数的实际值有一个波动的范围，

导致实际成型的塑件的参数与分析参数有一定的误差，致使最后塑件翘曲变形也有差异．

３）测量误差．三维分析结果误差，在扫描过程中由于设备存在系统误差，使得扫描的数据与真实的

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

４）模具加工误差．在模具加工诸如冷却系统、浇注系统与模具型腔等的加工过程中，由于机床的系

统误差、刀具变形引起的误差，均导致模具加工的实际尺寸与理想尺寸存在一定的误差，特别是构成塑

件形状的模具型腔，使实际成型塑件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检测模具型腔的误差值，采用手持式三维扫

描仪扫描模具型腔，并利用Ｉｍａｇｅｗａｒｅ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模具型腔的加工误差进行评价．模具型腔

宽度方向的误差为０．０１９２ｍｍ，长度方向的误差为０．０２３３ｍｍ．

５）喷显像剂造成的误差．在对实际成型的塑件进行扫描之前，需要对其喷显像剂，这样使其表面附

着一层薄薄的显像剂，但人为喷洒过程中难免存在薄层厚度的不均，导致扫描数据与实际塑件的真实三

维数据有一定的误差．

６）翘曲变形评价的误差．翘曲变形是通过Ｉｍａｇｅｗａｒｅ软件进行评价，软件数据转换本身存在一定

的误差，而且在评价过程中，通过人为截取塑件的侧面数据，获取的侧面数据与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软件的侧面

数据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存在一定的误差．

２．４　工艺参数对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的影响分析

使用田口实验设计法中的变量分析（ＡＮＯＶＡ），可以计算出各个工艺参数对平板类塑件翘曲变形

宽度及长度方向的影响次序［１４］．对模拟分析结果进行直观分析，即将各工艺参数在３个水平下的翘曲

变形总变形量平均，计算公式［１５?１６］为犿＝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其中：犿为工艺参数在某水平下的平均值；狀为该水

平下出现的次数；狓犻为工艺参数在此水平下的翘曲变形量．直观分析表，如表３所示．表３中：极差犚为

各工艺参数最大平均值和最小平均值之差．

表３　直观分析表

Ｔａｂ．３　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ｂｌｅ ｍｍ　

工艺参数
宽度

Ａ Ｂ Ｃ Ｄ

长度

Ａ Ｂ Ｃ Ｄ

均值１ ０．４３６ ０．４４７ ０．３９０ ０．４２３ ０．９５９ ０．９６４ ０．８３６ ０．９１１

均值２ ０．４２６ ０．４４０ ０．４３８ ０．４４３ ０．９１５ ０．９６３ ０．９５５ ０．９６９

均值３ ０．４２７ ０．４０２ ０．４６１ ０．４２３ ０．９１７ ０．８６４ ０．９９９ ０．９０９

极差犚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０ ０．１６３ ０．０６０

排序 ４ ２ １ ３ ４ ２ １ ３

　　由表３可知：极差的大小可直观得出各工艺参数对塑件宽度及长度方向的翘曲变形从大到小的影

响次序，均为保压压力、熔体温度、保压时间与模具温度；对于宽度方向的翘曲变形，工艺参数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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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程度相差不大；对于长度方向的翘曲变形，保压压力及熔体温度影响较为显著，保压时间及模具温度则

影响不大．

３　结论

１）平板类塑件宽度及长度方向的翘曲变形模拟分析与实际注塑成型之间有一点差异，但是差异不

大，误差为－００８３１～０．０９４９ｍｍ．造成误差的原因主要为材料的差异、注塑成型误差、测量误差、模具

加工误差、喷显像剂造成的误差及翘曲变形评价的误差等方面．

２）保压压力、熔体温度、保压时间与模具温度４个参数对平板类塑件宽度及长度方向的翘曲变形

影响依次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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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嵌入式灶具燃烧器设计与优化

安文旗１，肖桂菀２，３，徐德明２，３，苏慧玲２，３，舒畅１，高乃平１

（１．同济大学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１８０４；

２．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浙江 宁波３１５３３６；

３．浙江省健康智慧厨房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浙江 宁波３１５３３６）

摘要：　针对高效灶具设计和优化过程中打样试验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结合实验和模拟方法，以一款嵌入

式灶具燃烧器为例，计算火焰的流场与温度场分布以及标准锅的热效率．经实验验证，数值模拟计算的热效率

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具有准确性．通过对灶具进行结构优化，增大内圈下部火孔与水平方向夹角，由０°增加

至３０°，减小锅支架高度，由３５ｍｍ减小至２５ｍｍ．模拟结果显示：对于标准下限锅，灶具整体热效率由５５．３％

提升至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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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热量主要来源于燃气燃烧，增加有效热量、减少热损失是提高热效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火焰传热

效果主要受一次空气系数、火孔结构（尺寸、数量和倾斜角度）、锅的支架高度和材质等影响．一次空气系

数影响火焰温度，进而影响火焰传热．较高的锅支架高度保证了二次空气的供应，减少了烟气中的ＣＯ，

但也增大了烟气热损失［２?６］．文献［７?８］发现：对于大气式灶具火焰，火孔的数量和倾角对火焰结构的影

响在低加热高度时要远比高加热高度时影响大，在倾角为６０°、加热高度１２ｍｍ时，其热效率和高温区

域最大．传统的家用燃气灶的实验研究方法，存在周期长、成本高等缺点．数值模拟方法为燃气灶具的设

计和优化提供了便利，能够有效地缩短工程周期并节约成本［９?１１］．本文通过实验结合数值模拟的方法，

分析了某嵌入式灶具的温度场、流场等数据，从燃烧器头部结构、火焰内聚情况等维度提出下沉式灶具

图１　嵌入式钣金燃烧器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　Ｂｕｉｌｔ?ｉｎｂｕｒｎｅ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燃烧器的设计与优化建议．

１　研究对象

模拟采用的嵌入式燃气灶为大气式燃气灶，其

几何模型，如图１所示．整体由内外环两部分构成，

燃气在２ｋＰａ压力下，以一定速度从喷嘴进入引射

段，燃气依靠自身动量引射周围空气，形成一次空

气，二者于混合管内混合；然后，从灶头火孔喷出，由

点火器点燃．该燃气灶的额定负荷为３．６ｋＷ，内环

火孔包括下部１２个直径为２ｍｍ、倾斜角度为８°的斜火孔，上部１２个直径为２ｍｍ的水平直火孔，单个

火孔热强度为１５Ｗ·ｍｍ－２；外环火孔包括２４个面积为１．２３×１０－５ｍ２ 的梯形孔口，火孔的倾斜角度

为３０°，单个火孔热强度为８Ｗ·ｍｍ－２．

２　实验测试

图２为实验装置系统的示意图．通过调压阀将燃气压力调至２ｋＰａ，采用品川 Ｗ?ＮＫ?５Ｂ型湿式气

体流量计来测量燃气的耗气量，最小测量流量为０．０１ｍ３·ｈ－１，最大测量流量为３ｍ３·ｈ－１，量程范围

内测量误差≤２％，水温采用玻璃管温度计测量，量程０～１００℃，精度０．２℃．根据ＧＢ３０７２０－２０１４《家

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中对热效率实验的规定，实验在室温２３～２５℃下进行．

图２　燃气灶热负荷测试实验装置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ｇａｓｓｔｏｖｅ

实验的标准下限锅中盛水为８ｋｇ，水温升至２５℃时开始搅拌；到３０℃时停止搅拌并开始记录燃气

流量，水温升至７５℃时再次搅拌；至８０℃时停止搅拌，记录燃气流量，在加热过程中使用电子秒表记录

加热时长．标准上限锅盛水１０ｋｇ，实验过程同下限锅．热效率计算式为

η实 ＝
犕×犮×（狋２－狋１）

犞耗 ×犙１
×
２７３＋狋ｇ
２８８

×
１０１．３

狆ａｍｂ＋狆ｍ－狊
×１００， （１）

犕 ＝犕１＋０．２１３犕２． （２）

式（１），（２）中：η实 为实测热效率；犕１，犕２ 和犕 分别为水的质量、铝锅的质量，以及水和铝锅换算为当量

加水量之和，ｋｇ；狋１，狋２ 和狋ｇ分别水的初温、终温和燃气温度，℃；狆ａｍｂ和狆ｍ 分别为大气压和燃气相对静

压，ｋＰａ，狊为狋ｇ温度时饱和水蒸汽压力，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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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该嵌入式钣金灶具的额定热效率为５９％，实测热效率与之存在的误差＜１．５％，可以认为实验所测

值可信．对于嵌入式灶具，ＧＢ３０７２０－２０１４《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热效率５９％是

二级能效标准的最低值，而一级能效要求热效率≥６３％，该灶具仍有较大优化空间．

表１　标准实验用铝锅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ｐａｎ

项目 锅内径／ｍｍ 锅底厚度／ｍｍ 锅壁厚度／ｍｍ 锅深度／ｍｍ 锅质量／ｋｇ 锅盖质量／ｋｇ 锅表面

下限锅 ２８０ ２．５ １．８ １７５ １．１３ ０．２９０ 无光

上限锅 ３００ ２．５ １．８ １９０ １．３５ ０．３２３ 黑底

表２　热效率实验数据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参数 下限锅 上限锅 参数 下限锅 上限锅 参数 下限锅 上限锅

水初温／℃ ３０ ３０ 水终温／℃ ８０ ８０ 水质量／ｋｇ ８ １０

燃气流量初值／Ｌ ４７９．０ ５７８．８ 燃气流量终值／Ｌ ５６９．３ ６８５．０ 所用时间／ｓ ８４２ １０１５

热效率／％ ５８．７０ ５９．７５ 锅底热强度／Ｗ ４．８９ ５．７５ 实测热负荷／ｋＷ ３．４５ ３．５４

３　数值模拟

３．１　计算方法

采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对该嵌入式燃气灶进行数值模拟，其控制方程为

（ρφ）

狋
＋
（ρ狌φ）

狋
＋
（ρ狏φ）

狋
＋
（ρ狑φ）

狋
＝


狓
Γ
φ
（ ）狓 ＋狔 Γ

φ
（ ）狔 ＋狕Γ

φ
（ ）狕 ＋犛． （３）

式（３）中：φ为任意变量；Γ为广义扩散系数；犛是源项；φ，Γ和犛不同的形式可表示连续性方程、动量方

程、能量方程和组分方程．

选用ＲＮＧ（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犽?ε双方程模型模拟气流流动，即

ρ
ｄ犽
ｄ狋
＝


狓犻
（α犽μｅｆｆ）

犽

狓［ ］
犻
＋犌犽＋犌ｂ－ρε－犢Ｍ， （４）

ρ
ｄε
ｄ狋
＝


狓犻
（αεμｅｆｆ）

ε
狓［ ］

犻
＋犆犐，犽

ε
犽
（犌犽＋犆３ε犌ｂ）－犆２ερ

ε
２

犽
－犚． （５）

式（４），（５）中：犌犽，犌ｂ分别为平均速度梯度和浮力影响引起的湍流动能产生；犢Ｍ 为可压缩湍流脉动膨胀

对总的耗散率的影响；α犽，αε分别为湍动能犽和耗散率ε的有效湍流普朗特数的倒数．

采用组分输运模型及涡耗散（ＥＤ）模型模拟燃烧，即

犚犻，狉 ＝狏′犻，狉犕ω，犻犃ρ
ε
犽
ｍｉｎ
犚

犢犚
狏′犚，狉犕ω，
（ ）

犚

， （６）

犚犻，狉 ＝２狏′犻，狉犕ω，犻犃犅ρ
ε
犽

∑
狆

犢狆

∑
犖

犼

狏″犼，狉犕ω，犼

． （７）

式（６），（７）中：狏′犻，狉，狏″犻，狉分别为物质犻在反应狉中的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恰当比系数；犕ω，犻为物质犻的

相对分子质量；犖 为生成物的总个数；犢 为组分质量分数；犃，犅为经验常数，分别约等于４．０和０．５．

辐射模型采用ＤＯ（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模型．天然气假定为纯甲烷，甲烷燃烧反应过程包含有上百

个中间反应，其计算工作量大，不便于工程应用．为了满足工程需要，采用两步反应系统，即

２ＣＨ４＋３Ｏ２ ＝２ＣＯ＋４Ｈ２Ｏ， （８）

２ＣＯ＋Ｏ２ ＝２ＣＯ２． （９）

　　压力速度的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压力项采用ＰＲＥＳＴＯ！差分格式，对流项均采用二阶迎风差

分格式．

３．２　模型建立和网格划分

文中数值模拟主要研究的是灶具燃烧器的火焰状况．实验测试发现，该灶具不存在火焰分布不均匀

的现象．因此，建模时不考虑引射段和混合段，可以有效地减少网格数量和提高网格质量．图３为简化后

４４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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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灶头．

除燃气灶头部以外，还需将燃气灶上部的被加热部分考虑进来，计算域设为燃烧器直径的５倍，在

数值模拟中用相同尺寸的封闭圆柱体替代［６］．该模型计算域较大，混合网格可以在保证计算结果准确的

前提下，尽量减少网格数量，即在灶台上部和燃烧器火孔外围的规整区域采用结构网格，在内外环火孔

中间的主燃烧区采用四面体非结构网格，同时在主燃烧区和锅底锅侧换热区对网格进行加密，提高计算

结果的准确性．网格划分，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通过网格独立性分析，４２０万的总网格数量能同时

保证计算精度和速度．

图３　灶头简化后示意图　　　　　　　　　　　图４　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ｂｕｒｎｅｒ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　　

３．３　模拟工况设置

根据灶具的实际使用情况，设置计算域的操作压力为０．１０１ＭＰａ，环境温度为２９８．１５Ｋ．气体的密

度和定压比热容根据物性参数表，均设置为温度的函数．

甲烷?空气混合气和二次空气的入口边界均采用速度入口，二次空气入口速度设为０．１ｍ·ｓ
－１，出

口边界采用压力出口．锅壁面边界采用固壁无滑移的对流换热边界条件，保证换热热阻和实验测量值相

同，设置对流换热系数为１０００Ｗ·ｍ－２，水温取实验时的平均水温３２８．１５Ｋ，锅底厚度为２．５ｍｍ，锅

侧壁厚为１．８ｍｍ．根据实验所测内外环负荷和一次空气系数，分别计算出灶头火孔的出口流速和组

分．具体边界条件值，如表３所示．表３中：ω为体积分数．

表３　火孔混合气的模型边界条件

Ｔａｂ．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位置
入口速度／
ｍ·ｓ－１

入口湍流
强度／％

入口水力
直径／ｍｍ

ω（ＣＨ４）／％ ω（Ｏ２）／％ ω（Ｎ２）／％
一次

空气系数

内环上部 ３．５７ １０ ２．００ ８．９３ ２１．４ ６９．６７ ０．６

内环下部 ３．３１ １０ ２．００ ８．９３ ２１．４ ６９．６７ ０．６

外环 １．０２ １０ ３．０５ ８．９３ ２１．４ ６９．６７ ０．６

４　结果和讨论

４．１　燃气灶流场和温度场分析

大气式燃气灶工作过程中，总热量来源于燃气燃烧释放的化学能，以及参与反应的燃气和空气带来

的热量，后者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能量守恒可得

犙＝犙１＋犙２＋犙３＋犙４，　　η＝犙１／犙． （１０）

式（１０）中：犙为燃气燃烧释放的化学能；犙１ 为锅体和水的吸热；犙２ 为烟气带走的热量；犙３ 为火焰对环境

和灶台的热损失；犙４ 为不完全燃烧热损失；单位均为ｋＷ；η为理论热效率．

数值模拟采用的是直径为３０ｃｍ的上限锅，是在最大负荷下的稳态模拟，因此采用收敛后各部分的

热流量代替加热段总热量的时均平均值．统计结果显示：燃气燃烧释放的化学热犙为３．４９ｋＷ；烟气带

走的热流量犙２ 为１．４８ｋＷ；火焰对环境和灶台的热损失为０．０８ｋＷ；锅底与火焰通过对流和辐射换热

的热流量分别为１．１６，０．２４ｋＷ；在锅侧壁处二者分别为０．４４，０．０９ｋＷ；烟气出口处的ＣＨ４ 和Ｃ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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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仅为入口燃气的１０３．因此，不完全燃烧热损失犙４ 可忽略不计；热效率η为５５．３％，与实验所测得

５９．７５％误差值为４．４５％．

主燃区的速度矢量图和温度分布，如图５，６所示．由图５，６可知：主燃区的流场和温度场与实验观

测结果相近，说明建立的嵌入式燃气灶数值模型具备可行性．

图５　主燃烧区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ｍａ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图６　主燃烧区温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ｍａ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王三石［９］通过实验结合理论计算对比了嵌入式和台式燃气灶的烟气热损失，发现前者比后者高

１２．２％，主要是由于嵌入式燃气灶二次空气供应不便，要求锅支架高度较高．文中所用嵌入式燃气灶设

计锅支架高度为３５ｍｍ，而台式燃气灶所设计的锅支架高度一般低于２０ｍｍ．由图５可知：来自四周的

冷空气大部分并未参与反应，但被锅底外围迎面而来的高温烟气加热，随烟气流走，增大了烟气热损失．

由图６可知：高温燃烧区主要位于锅底中心区域，锅底四周火焰温度迅速降低，差值达４００℃．这是由于

锅支架与灶台之间混入了较多外界的冷空气，减小了火焰与锅底的换热，增大了烟气带走的热量损失．

图７　锅支架高度对燃气灶热效率

和ＣＯ摩尔分数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ｔｓｔ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ＣＯｍｏｌ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ｓｔｏｖｅ

模拟数据发现，烟气带走的热量损失占总损失的９５％，而火焰

对环境和面板的热损失仅占５％且这部分损失很难降低．因

此，可以通过减少烟气的热量损失来提高热效率．

４．２　灶具燃烧器的优化分析

４．２．１　锅支架高度　研究锅支架高度（犎）对燃气灶热效率和

燃烧产物中ＣＯ摩尔分数的影响，如图７所示．图７中：η为热

效率；狓为ＣＯ摩尔分数．由图７可知：锅支架高度直接影响着

燃气燃烧及火焰与锅体的有效换热．根据国标规定，在距离锅

底４０ｍｍ水平截面处，测定燃烧产物的ＣＯ摩尔分数．锅支架

高度低于２０ｍｍ时，热效率与ＣＯ摩尔分数均偏高．随着锅支

架高度升高，ＣＯ摩尔分数逐渐降低，最终趋于定值．这是由于

锅支架高度直接影响二次空气的补给．

点燃大气式燃气灶从火孔喷出的半预混气体，未燃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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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依靠扩散作用从周围获得燃烧所需要的氧气（二次空气），嵌入式燃气灶灶头低于面板，二次空气的补

给空间比台式燃气灶更小；同时，锅支架高度越低，火焰更易与冷锅底接触而影响燃烧，火焰与二次空气

的接触面积减小，不完全燃烧加剧，燃烧产物中ＣＯ摩尔分数增大．当锅支架高度大于３０ｍｍ时，ＣＯ摩

尔分数小于０．０２００％，摩尔分数基本不再降低．二次空气的补给充足，对不完全燃烧的影响可以忽略．

但当锅支架高度从１５ｍｍ增大至３５ｍｍ，热效率降低了１６％．这是由于在锅支架高度较低时，锅底主

燃区的空间减小，并且二次空气补给面小，火焰向周围的幅散面积更大，火焰与锅底的接触面积增加，增

加了锅底的有效吸热量，热效率增大明显．

黄亚继等［６］研究发现，台式燃气灶满足高热效率且低ＣＯ摩尔分数的适宜锅支架高度为１９ｍｍ，文

中采用的嵌入式燃气灶锅支架高度应略高于台式，在锅支架高度２５ｍｍ时，ＣＯ摩尔分数为０．０３０５％，

热效率接近６０％，与其相吻合．

４．２．２　燃气灶内环下部火孔喷射角度　所研究的嵌入式燃气灶的内外环火孔喷出的火焰呈对冲状，对

冲交点位于面板下部，对该燃烧器进行结构优化，修改内圈下部１２个火孔的角度（α），从０°增至６０°，间

隔１５°，同一锅支架高度设置５组工况进行数值模拟，如图８所示．

不同锅支架高度下，内环下部火孔角度对热效率影响，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内环下部火孔角度

在锅支架高度较低时影响较大，随着角度增大，热效率先增大后减小，在３０°时存在一个峰值．这是由于

α增大，使得内外环火焰的对冲交点向上移动，在交点处燃烧反应剧烈．高温区的位置上升，有利于火焰

与锅底的辐射和对流换热，且下部区域温度相对较低，减少了对灶台的热损失，有利于提高整体热效率．

当α大于３０°左右时，热效率有所降低，这是由于内环顶部存在盖板，影响交点处气体流动．当锅支架高

度大于３０ｍｍ时，α对于热效率的影响较小，难以判别．这是由于燃烧反应空间充足，对冲交点对燃烧

反应的影响可以忽略．锅支架高度对热效率的影响较大，锅支架高度由３５ｍｍ降至１５ｍｍ，热效率增幅

在１５％以上，而调整α对热效率的增幅仅在２％左右．

（ａ）优化后　　　　　　　（ｂ）优化后　　　　　　　　　　　图９　不同锅支架高度下内环下部

　图８　优化前后的内环结构　　　　　　　　　　　　　　　　火孔角度与热效率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Ｉｎｎ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Ｆｉｇ．９　Ｌｏｗｅｒｈｏｌ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ｂｒａｃｋｅｔｈｅｉｇｈｔｓ

　　综上，当锅支架高度为２５ｍｍ，α为３０°时，能满足热效率较高且ＣＯ排放较低的要求．在此条件下，

优化前后各项得热的统计，如表４所示．

表４　优化前、后热效率对比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项目
锅底对流
换热／ｋＷ

锅底辐射
换热／ｋＷ

锅侧对流
换热／ｋＷ

锅侧辐射
换热／ｋＷ

烟气热损／
ｋＷ

面板热损／
ｋＷ

总反应热／
ｋＷ

热效率／
％

优化前 １．１６ ０．２４ ０．４４ ０．０９ １．４８ ０．０８ ３．４９ ５５．３

优化后 １．４１ ０．４９ ０．４０ ０．０５ １．０４ ０．０６ ３．４５ ６８．１

　　由表４可知：锅底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的热流量分别提高２１．５％和１０４％；由于锅底换热增大，导

致从锅底流出的烟气温度降低，锅侧的对流和辐射换热热流量分别降低９．１％和４４．４％．优化后烟气带

走的热量损失减小２９．７％，且统计出口处ＣＨ４ 和ＣＯ，其量级均小于入口燃气的１０
－３，不完全燃烧损失

可以忽略．优化后，热效率提升至６８．１％，相较初始模型的５５．３％，增幅２３．１％，优化方案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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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对某嵌入式燃气灶进行热效率测试，实验结果显示其热效率基本能达到设计值，但仅能达到国

家标准规定的二级能效的最低要求，距离一级能效要求的热效率６３％，仍有４％的差距．

２）对该嵌入式燃气灶采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数值模拟，额定负荷时，模拟所得热效率与

实测热效率误差为４．４５％．说明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模拟用于嵌入式燃气灶的结构优化分析具有可

行性．通过对流场和温度场分析发现，该嵌入式燃气灶的火孔与锅底距离过大，过量二次空气降低了高

温外焰的温度，同时携带大量热量随烟气流走，烟气热损占燃气燃烧释放总热量的４２．４％，热效率较

低．内外环火焰对冲的交点位置较低，面板下部反应剧烈，温度高，火焰对面板的热损失较大，也导致热

效率低．

３）随着锅支架高度减小，热效率逐渐降低，锅支架高度降至１５ｍｍ时，热效率为７１．３％，ＣＯ摩尔

分数为０．０７１１％，与原模型相比，热效率提高１６％，ＣＯ摩尔分数上升至０．０５４４％．内环下部火孔角度

α对热效率的影响幅度在２％以内，锅支架高度低于２５ｍｍ，α为３０°时存在峰值，锅支架高度大于２５

ｍｍ时，α的影响可以忽略．

４）锅支架高度为２５ｍｍ，α为３０°时，满足热效率较高且ＣＯ排放较低，模拟结果显示，其热效率由

５５．３％提升至６８．１％，优化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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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犘犪狉犲狋狅分布的犘犗犜模型分析

车辆荷载效应极大值

张晋豪１，２，刘均利１，３，余文成１，３，王雷１

（１．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２．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３０；

３．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为精确模拟汽车荷载效应样本分布的尾部形状，利用基于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超越阈值（ＰＯＴ）模型计算样

本频率分布函数；然后，采用尾极值指数检验法检验样本的厚尾性，采用峰度法检验样本的尖峰性和计算样本

阈值；最后，基于经典极值理论计算汽车荷载效应极大值分布和设计标准值．对某大桥１１１ｄ的动态称量

（ＷＩＭ）车辆荷载效应进行极值估计，结果表明：跨径小于等于１６ｍ的车辆荷载效应符合尖峰厚尾分布，适合

采用文中方法计算车辆荷载效应极值．

关键词：　桥梁工程；汽车荷载；厚尾分布；超越阈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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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车辆荷载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方法：一类是基于车辆样本随机变量假定的拟合

经验外推［１?２］，即假定车辆荷载效应的尾部符合正态分布，在正态概率纸上延伸，但对尾部数据的选择没

有明确，外推结果离散性较大；另一类是基于经典极值理论的最大值外推，这种做法的关键是获得车辆

荷载效应样本的底分布，而寻找能够完全描述基础样本特性的底分布是很难实现的．韩大建等
［２］对工程

结构所承受的各类作用极值分析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最大值分布仅与截口分布的尾部形状有关，而

与其中央的形状无关．汽车荷载效应样本有典型的厚尾特性
［３?４］，即与正态分布相比，密度曲线尾部更

厚，曲线下降更慢，极值出现概率更多，常用的分布函数如正态分布、Ｇａｍｍａ分布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等可

以较好地描述样本的整体分布，但对于尾部数据则难以准确拟合．超越阈值（ＰＯＴ）模型是基于渐进极

值理论的一种极值预测方法，基于广义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参数模型，不考虑样本的整体分布，以超越某一阈

值的尾部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统计推断有很好的效果［５?７］．本文利用某桥１１１ｄ的动态称量（ＷＩＭ）数

据，通过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计算跨径为６～３０ｍ桥梁的汽车荷载效应样本，运用ＰＯＴ模型对荷载效应样

本尾部的分布进行拟合，采用极值理论计算车辆荷载效应基准期标准值．

１　车辆荷载效应日最大值样本

采用杆系有限元程序计算跨径（犔）为６～８ｍ桥梁的跨中最大弯矩，取日最大值组成跨中弯矩日最

大值样本．计算样本值的累计频率，并将样本绘制在极值Ⅰ型概率纸上，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犕 为弯

矩；狆为累计概率．由图１可知：样本频率曲线分为两段，左边一段近似直线，包含９９个样本数据，右边

一段为曲线，包含１２个样本数据，说明只有左边９９个样本符合极值Ⅰ型分布，样本整体不符合极值Ⅰ

型分布，即样本不满足同分布要求．因此，不能用极值Ⅰ型分布函数拟合日最大值样本分布
［８］．

　　（ａ）犔＝６ｍ （ｂ）犔＝８ｍ

图１　不同跨径车辆荷载效应日极大值样本

Ｆｉｇ．１　Ｄａｉｌｙｍａｘｉ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ａｎｓ

２　犘犗犜模型

ＰＯＴ模型只研究样本尾部数据，不需要对其整体概率分布形式作假设，也不受其整体分布的影响．

Ｐｉｃｋａｎｄｓ
［９］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同一独立同分布的样本，设定充分大的阈值，样本超出阈值的量的极限

分布即为广义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简称ＧＰＤ分布）．

假定狓１，狓２，…，狓狀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并且都服从犉（狓）分布，狓犳 是它的右端点，它可能有

限也可能无限．狌表示某一充分大的阈值，设超过狌的样本个数为犖．若狓犻＞狌，称狓犻为超阈值，狔犻＝狓犻－

狌称为超出量．随机变量狓犻的超过阈值狌的超出分布为条件超额分布函数，即有

犉狌（狔）＝犘（犡－狌≤狔狘犡＞狌）＝
犉（狌＋狔）－犉（狌）

１－犉（狌）
． （１）

　　通过对式（１）变换，得到超过阈值的样本的分布函数为

犉（狓）＝ ［１－犉（狌）］×犉狌（狔）＋犉（狌），　　狓＞狌，　０≤狔≤狓犳－狌． （２）

　　当阈值狌足够大时，超出量狔犻服从ＧＰＤ分布
［９］，即

犉ε，β（狔）＝
１－ １＋ζ

β（ ）狔
－１／ζ

，　　ζ≠０；

１－ｅｘｐ －狔／（ ）σ ，　　　ζ＝０

烅

烄

烆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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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β是尺度参数；ζ是形状参数．当ζ＝０时，ＧＰＤ退化为指数分布；当ζ＞０时，ＧＰＤ为厚尾分布；

当ζ＜０时，ＧＰＤ为截尾分布，截尾分布右侧有界，不能用于拟合车辆荷载效应的分布．

３　厚尾性检验方法

统计学上，假如一个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是以指数函数的速度衰减至零，就认为是薄尾分布，

如正态分布；如果是以幂函数的速度衰减至零，则称其为厚尾分布．只有当车辆荷载效应样本满足厚尾

分布时，才能用ＧＰＤ分布拟合．常用的厚尾分布检测方法主要有ＱＱ图法和尾极值指数检验法．ＱＱ图

法准确性依赖于使用人员的经验和知识水平，主观性较强，文中采用尾极值指数检验法［１０］．

设独立同分布样本序列为犡１，犡２，犡３，…，犡狀．样本的顺序统计量满足犡１，狀≤犡２，狀≤犡３，狀≤…≤

犡狀，狀．那么，样本的 Ｍｏｎｅｎｔ型估计量的表达式为

珘狉狀 ＝犕
１
狀＋１－ １－犕

２
狀／犕

１｛ ｝狀
－１／２， （４）

犕犼狀 ＝
１

犿
犿－１

犻＝０

（ｌｇ犡狀－犿，狀－ｌｇ犡狀－犿，狀）
犼，　　犼＝１，２． （５）

　　犿的取值根据狀确定，取犿＝狀／１０并取整．如果尾极值指数狉＝０，则样本属于薄尾分布；如果狉＞０，

则样本符合厚尾分布．

假设犎０∶狉＝０，则对立假设犎１∶狉＞０，在犎０ 成立的条件下，槡犿^狉犖（０，１）．对于给定的显著水

平α，犎０ 的拒绝域为槡犿^狉＞狌α，其中，狌α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单边临界值．所以，判断厚尾薄尾分布的统

计检验方法如下：在大样本情况下，对于给定的显著水平α，如果槡犿^狉＞狌α，认为样本属于厚尾分布；如

果槡犿^狉＜狌α，则认为样本不属于厚尾分布．

取显著水平α＝０．０１，狌０．０１＝２．３２６３，对车辆荷载效应的样本数据进行厚尾性检验，计算结果如表１

所示．由表１可知：当桥梁跨径犔≤１６ｍ时，跨中弯矩样本属于厚尾分布；当犔≥２０ｍ时，样本不属于厚

尾分布．文献［５］用ＱＱ图法判断，所有跨径的车辆荷载效应均符合厚尾分布，但在用ＧＰＤ分布拟合车

辆荷载效应时，当犔≤１６ｍ时，形状参数ζ＞０，符合厚尾分布；当犔≥２０ｍ时，形状参数ζ＜０，不符合厚

尾分布．说明用尾极值指数法检验更客观准确，也说明车辆荷载效应样本的厚尾特性与桥梁跨径有关．

表１　厚尾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ａｔｔａｉｌ

参数
犔／ｍ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０ ２５ ３０

狉 ３．１９２ ２．９３０ ２．６１４ ２．６９７ ２．４９３ １．９４９ １．７８８ １．９２８

４　尖峰特性检验方法

随机变量在样本数据均值附近的概率密度值大于正态分布的理论估计值，称之为尖峰特性．利用正

态分布系数条件判断样本是否符合尖峰特征［１０］．

１）计算样本峰度，即

犓 ＝
犈（犡犻－珡犡犖）

４

［犈（犡犻－珡犡犖）
２］２
，　　犻＝１，２，３，…，犖． （６）

　　２）对峰度进行判断．若犓≥３，认为符合尖峰特征．样本的尖峰特性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

可知：当桥梁跨径犔≤１６ｍ时，犓＞３，样本存在尖峰特性；当犔≥２０ｍ时，犓＜３，不具有尖峰特性．说明

车辆荷载效应样本的尖峰特性与桥梁跨径有关．

表２　尖峰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参数
犔／ｍ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０ ２５ ３０

狉 ７．９２０ ５．５４５ ４．７８１ ５．７３８ ５．２６１ ２．４５５ ０．０６４ ２．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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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阈值狌的选择

阈值的选择是建立ＰＯＴ模型的关键，选择过低会造成模型的渐进性得不到满足，产生偏差；选择

过高，则会造成可利用的数据量太少，产生误差［６］．因此，需要综合平衡考虑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常

用方法有最小 ＭＳＥ准则法
［７］、Ｈｉｌｌ图法

［７］和峰度法［８］．由于最小 ＭＳＥ准则法、Ｈｉｌｌ图法需要主观判

断，文中采用峰度法，利用正态分布的峰度系数等于３的条件，确定阈值
［８］．具体有如下３个计算步骤．

步骤１　用式（６）计算样本峰度犓．

步骤２　判断峰度值，若得到犓≥３，则选取使｜犡犻－珡犡犖｜最大的犡犻，将其从样本中删除．

步骤３　重复步骤１，２，直到犓＜３为止，留下的样本中，最大值就为阈值．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写峰度法的相应程序，结合ＳＰＳＳ进行计算，确定阈值．分别对桥梁跨径为６，８，

１０，１３，１６ｍ的荷载效应进行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跨径为６～１６ｍ的阈值及峰度

Ｔａｂ．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ｆｏｒｂｒｉｄｇｅｗｉｔｈｓｐａｎｆｒｏｍ６ｍｔｏ１６ｍ

参数
犔／ｍ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６

狌／ｋＮ·ｍ ３４２．３６ ５０１．３２ ７０６．６３ １０８８．５８ １５１２．７２

犓 ２．９９３ ２．９９８ ２．９９７ ２．９９５ ２．９９２

６　模型参数估计与车辆标准值计算

根据表３确定的阈值，采用极大似然法，分别对跨径为６～１６ｍ的车辆荷载效应样本的分布进行参

数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根据表４中得到的参数，跨径为６～１６ｍ的车辆荷载效应的截口分布如下：

１）犔＝６ｍ．犉（狓）＝１－０．２８２［１＋０．００５２（狓－３４２．３６）］－５．６，狓＞狌，狌＝３４２．３６；

２）犔＝８ｍ．犉（狓）＝１－０．４３６［１＋０．００８７（狓－５０１．３２）］－３．４８，狓＞狌，狌＝５０１．３２；

３）犔＝１０ｍ．犉（狓）＝１－０．４１０［１＋０．００３３（狓－７０６．６３）］－５．５，狓＞狌，狌＝７０６．６３；

４）犔＝１３ｍ．犉（狓）＝１－０．３１８［１＋０．００１９（狓－１０８８．５８）］－８．３２，狓＞狌，狌＝１０８８．５８；

５）犔＝１６ｍ．犉（狓）＝１－０．２２７［１＋０．００１５（狓－１５１２．７２）］－１１．４，狓＞狌，狌＝１５１２．７２．

表４　６～１６ｍ跨径参数估计

Ｔａｂ．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ｒｉｄｇｅｗｉｔｈｓｐａｎｆｒｏｍ６ｍｔｏ１６ｍ

项目
犔／ｍ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６

ξ ０．１７８６ ０．２８７４ ０．１８１８ ０．１２０２ ０．０８７７

β ３４．３４２６ ３３．０２９５ ５５．０９６４ ６３．２５９１ ５８．４７９５

表５　６～１６ｍ跨径荷载效应极值的预测结果

Ｔａｂ．５　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ａｄ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ｂｒｉｄｇｅｗｉｔｈｓｐａｎｆｒｏｍ６ｍｔｏ１６ｍ ｋＮ·ｍ　

犖／ａ
犔／ｍ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６

５ ５８０．７０ ７２４．４８ １１４０．７０ １４８０．９７ １８１７．９５

１０ ６３７．３８ ７９８．７０ １２３７．８６ １５６０．７０ １８７８．８４

２０ ７０１．５６ ８８９．２２ １３５１．８１ １６４７．３９ １９４３．５５

５０ ７９９．５６ １０４０．７６ １５２３．６５ １７７３．６９ ２０３５．３８

１００ ８８５．１３ １１８４．９３ １６７４．０７ １８７８．９３ ２１０９．９３

　　以荷载效应一天的最大值（其累计概率

函数为犉１（狓））代表一年的最大值，根据极值

理论设计基准期（犖 年）内，车辆荷载效应最

大值的累计概率函数为

犉犖（狓）＝ ［犉１（狓）］
犖． （７）

　　取概率分布函数的９５％分位点作为设

计基准期内车辆荷载效应的标准值［１１?１３］，跨

径为６～１６ｍ的荷载效应标准值预测结果，

如表５所示．

７　犌犘犇分布计算结果与规范对比

将ＧＰＤ分布的荷载计算结果与ＪＴＧＤ６０－２００４《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１４］（简称０４规范）和

ＪＴＧＤ６０－２０１５《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１５］（简称１５规范）规定的公路Ⅰ级车辆荷载计算结果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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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比，如表６所示．表６中：犕 为荷载计算值．由表６可知：与０４规范计算结果相比，ＧＰＤ计算数值明显偏

表６　车辆荷载计算结果对比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ａｄｅｆｆｅｃｔ

参数
犔／ｍ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６

犕ＧＰＤ／ｋＮ·ｍ ３４２．３ ５０１．３ ７０６．６ １０８８．６ １５１２．７

犕０４规范／ｋＮ·ｍ ３０３．１ ４３７．６ ５９７．１ ８４７．７ １１５３．３

犕１５规范／ｋＮ·ｍ ４２９．４ ５９８．７ ７９１．０ １０８０．３ １４１８．８

犕ＧＰＤ／犕０４规范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２８ １．３１

犕ＧＰＤ／犕１５规范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８９ １．０１ １．０７

大，且随着跨径的增大，差异更加明

显；与１５规范计算结果相比，当犔≤

１３ｍ时，ＧＰＤ计算数值小于规范计

算结果，当犔≥１３ｍ时，ＧＰＤ计算数

值略大于规范计算结果．

８　结论

１）车辆荷载弯矩效应样本的厚

尾尖峰特性与桥梁跨径有关，当桥梁跨径犔≤１６ｍ时，车辆荷载弯矩效应样本符合厚尾尖峰特性；当桥

梁跨径犔≥２０ｍ时，样本不具有厚尾尖峰特性．文中方法只适用于犔≤１６ｍ的小跨径桥梁；对于犔≥２０

ｍ的桥梁，车辆荷载效应不具备厚尾特性，不建议采用文中方法．

２）基于广义Ｐａｒｅｔｏ分布（ＧＰＤ分布）的ＰＯＴ模型能较好地拟合车辆荷载效应样本分布的尾部，且

能反映车辆荷载效应的厚尾特点．

３）与现行ＪＴＧＤ６０－２０１５《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规定的公路Ⅰ级车辆荷载的计算结果对比，当

犔≤１３ｍ时，规范值与实际相比偏大；当犔≥１３ｍ时，规范值与实际相比略微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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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电梯提升系统纵向振动建模与分析

吴虎城１，２，张德坤１，程琼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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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分析电梯桥厢的振动规律，以高速电梯提升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原理建立纵向振

动方程，采用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方法对振动方程进行离散化处理．首先，将某高速电梯实际运行状态作为输入参数，获

得桥厢的纵向振动响应；然后，通过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ＡＤＡＭＳ）建模仿真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

柔性体弹性变形理论建立的提升系统，其纵向振动模型可靠性较高，可较好地反映轿厢的振动特性；电梯提升

过程中，轿厢的纵向振动响应越来越大；同等条件下，空载提升的桥厢纵向振动响应比满载提升强烈．

关键词：　高速电梯；轿厢；纵向振动特性；柔性体弹性变形理论；ＡＤＡＭ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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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曳引式高速电梯提升速度的加快，高速电梯提升系统的柔性特征便越加显著，主要体现在电梯

轿厢的振动响应变大［１］，而轿厢的振动特性将直接影响到电梯提升的安全性与舒适性．国家标准将桥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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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动响应作为评价高速电梯提升舒适性的重要指标之一［２］．实际运行过程中，轿厢振动响应主要包括

纵向振动与水平振动，其振动响应数值能够直接反映电梯是否正常运行［３］．现场检测发现，轿厢的振动

响应主要是纵向振动引起的［４］，故研究提升系统纵向振动的建模与响应对电梯的减振设计有着重要的

意义．目前，国内外专家对柔索驱动建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参数的离散建模与分布参数的连续建模２种

方法［５?７］．武丽梅等
［８］、王艳军等［９］采用集中参数的离散建模方法，建立不同自由度的电梯提升系统力学

模型，重点研究高速电梯在不同速度、不同载荷条件下的固有频率与振动响应，为进一步的动力学研究

提供基础．张长友等
［１０］建立电梯提升系统多自由度耦合振动方程，阐述电梯运行过程的各阶固有频率

的求解方法．文献［１１?１２］将矿井提升钢丝绳看作离散的质量?弹簧?阻尼系统，研究提升系统在提升过程

的动态响应问题．对于高速电梯而言，提升距离越大，提升钢丝绳的质量也越大．由于钢丝绳本身的刚性

变形与弹性变形相互影响，导致桥厢和钢丝绳对外界的干扰更为敏感，整个提升系统的振动也变得异常

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再将提升系统作为刚性系统来对待就不合适了．饶勇
［１３］、张鹏［１４］、吴娟等［１５］将曳

引钢丝绳作为一个柔性的变长度弦线，采用弦线弹性变形理论对提升系统进行建模，重点分析各个参数

对提升系统的影响，并提出各自的减振方法．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考虑曳引钢丝绳变形所产

生的非线性影响因素，并将平衡钢丝绳等效在桥厢上，建立高速电梯提升系统纵向振动偏微分方程，对

其进行数值求解，以获得不同提升载荷对纵向振动的影响；通过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ＡＤＡＭＳ）的

建模仿真，验证振动方程的可靠性，以期为电梯的减振设计提供依据．

　　　　　（ａ）结构示意　　　　　　（ｂ）动力学模型

　　图１　高速电梯提升系统模型

　　Ｆｉｇ．１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１　提升系统振动建模与求解

１．１　纵向振动建模

高速电梯提升系统主要由曳引机、曳引钢丝绳、

桥厢桥架、导向轮、对重、平衡钢丝绳及张紧机构等

组成，其结构示意图和动力学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

（ｂ）中：犾（狋）为提升距离；犿 为重物质量；狌（狓，狋）为纵

向振动位移；犎 为整体提升距离；狓（狋）为曳引钢丝绳

在狓处的位移．

为了方便建模与计算，忽略平衡钢丝绳的振动

影响，将平衡钢丝绳的质量等效在桥厢上．整个提升

过程中，不考虑钢丝绳的横向振动和扭转影响，多根提升钢丝绳视为具有等效截面的单根钢丝绳，并且

其物理参数在提升过程保持不变，同时，忽略提升井道气流对提升系统的影响．

图１（ｂ）所示的力学模型，其提升系统的动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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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绳的弹性势能为

犝 ＝∫
犾（狋）

０

１

２
犈犃ε

２ｄ狓． （２）

式（２）中：ε为曳引钢丝绳纵向应变．曳引绳在运行过程中的阻尼耗能为

δ犠 ＝∫
犾（狋）

０
μ·犈犃·


２狌

狓（ ）２ δ狌ｄ狓． （３）

式（３）中：μ为滑动摩擦系数．将式（１）～（３）代入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方程中，则有

∫
狋
２

狋
１

δ犔ｄ狋＝∫
狋
２

狋
１

δ（犓－犝）ｄ狋＋∫
狋
２

狋
１

δ犠ｄ狋＝０． （４）

　　由于曳引钢丝绳长度犾（狋）随时间变化，在变分和积分运算时，需使用Ｌｅｉｂｎｉｚ公式和分部积分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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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曳引钢丝绳纵向振动微分方程，即

ρ（犪＋狌狋，狋＋犪狌狓＋２狏狌狓，狋＋狏
２狌狓，狓）－犈犃狌狓，狓－μ犈犃狌狓 ＝０，　　０＜狓＜犾（狋）． （５）

式（５）中：下角标狓和狋表示对狌的偏导数．

与此同时，获得相应的边界条件为

犿（犪＋狌狋，狋）＋犈犃狌狓 ＝０，　　狓＝犾（狋）．

　　由于曳引钢丝绳属于连续体，对应的式（５）所表示的偏微分方程组具有无穷多的自由度，且很多参

数具有时变特性，因此，其解析解求解困难．

采用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方法将无限维偏微分方程离散为有限维的常微分方程，通过数值方法进行求解．为

了方便方程离散，引入一个无量纲参数ξ，将提升钢丝绳相对于狓的时变域［０，犾（狋）］归一化为相对于ξ

的固定域［０，１］，即ξ＝
狓
犾（狋）

．从而，纵向振动位移狌（狓，狋）表示为狑（ξ，狋）＝狌（狓，狋）．因此，提升系统振动方

程可转化为

ρ犪＋狑狋，狋＋
２狏
犾
（１－ξ）狑狋，［ ］ξ ＋ρ狏

２

犾２
（ξ－１）

２狑ξ，ξ＋ρ
犪
犾
－
２狏２

犾（ ）２
（１－ξ）狑ξ－

犈犃

犾２
狑ξ，ξ＝０． （６）

　　边界条件则转换为

犿（犪＋狑狋，狋）＋
犈犃
犾
狑ξ＝０，　　狓＝犾（狋）． （７）

　　根据弦线运动特性，可以运用振型叠加法求解振动位移解．假设分布式参量狑（ξ，狋）表达为

狑（ξ，狋）＝∑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８）

式（８）中：狀为所包含的模态数；狇犻（狋）为广义坐标；ψ犻（ξ）为第犻阶试函数．同时，对式（８）中ξ和狋分别求微

分，将结果代入式（６），（７）中，最后可得

ρ犪＋ρ∑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２ρ狏
犾
（１－ξ）∑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ρ狏
２

犾２
（ξ－１）

２

∑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ρ
犪
犾
－
２狏２

犾（ ）２
（１－ξ）∑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犈犃

犾２∑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２μ犈犃狏

犾３ ∑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μ犈犃

犾２ ∑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
μ犈犃狏ξ
犾３ ∑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ξ）＝０． （９）

犿犪＋犿∑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１）＋
犈犃
犾 ∑

狀

犻＝１

狇犻（狋）ψ′犻（１）＝０，　　狓＝犾（狋）． （１０）

　　对式（９），（１０）两边同时左乘ψ犼（ξ），并将两边同时在ξ＝［０，１］范围内积分，可将偏微分方程离散化

为常微分运动方程组，即

犕（狋）̈狇（狋）＋犆（狋）狇（狋）＋犓（狋）狇（狋）＝犉（狋）． （１１）

式（１１）中：狇＝［狇１，狇２，…，狇狀］
Ｔ为广义坐标向量；犕，犆，犓，犉分别为质量、阻尼、刚度和力的广义矩阵．

１．２　振动方程求解

为真实模拟电梯在整个提升运动过程中的运动状态，将其提升过程分为７个阶段，即加速度值由０

减至最小、保持不变、增至零值、匀速、加速度增至最大、保持不变、减至零值．提升过程的最大加速度为

１ｍ·ｓ－２，最大速度为６ｍ·ｓ－１，最大提升距离为１０８ｍ．定义每个运行阶段的时长，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

可获得电梯提升过程的运行状态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犪为加速度；狏为速度；狋为时间．

该高速电梯额定载荷１６００ｋｇ，由８根直径为１３ｍｍ的钢丝绳提升，每根钢丝绳的线密度为０．５７５

ｋｇ·ｍ
－１，弹性模量为８５ＧＰａ，导靴刚度为１００ｋＮ·ｍ－１，阻尼系数为３００Ｎ·ｓ·ｍ－１．将相关参数代

入上述振动微分方程求解，可获得桥厢空载和满载工况时的纵向振动位移曲线，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２种提升工况下的运行过程中，轿厢振动响应越来越大，当轿厢接近顶端时，振动响应

异常强烈，这与实际乘坐电梯的感觉相符．当满载工况时，振动的最大位移接近４ｍｍ；而当空载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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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时间?加速度　　　　　　　　　　　　　　　　　　（ｂ）时间?速度

　　图２　电梯运行状态曲线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图３　轿厢空载和满载时的纵向振动位移

　Ｆｉｇ．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ａｌｉｆｔｃｌｉｆｔｃａｒｕｎｄｅｒｚｅｒｏｌｏａｄａｎｄｆｕｌｌｌｏａｄ

时，振动的最大位移约为６ｍｍ．在空载工况下，

桥厢的振动响应较满载工况强烈．导致这种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提升质量增加，引起振动方程中的

纵向广义刚度减小，相应的提升系统纵向振动响

应也随之减弱．

２　提升系统振动仿真与分析

高速电梯提升系统的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很

难直接在ＡＤＡＭＳ中建立整套系统的模型．可以

采取先在下一代产品开发系统（ＮＸ）中建立部分

部件，再导入 ＡＤＡＭＳ中进行完善模型．提升系

统除去提升钢丝绳，其余部件均在ＮＸ中事先建好模型．

由于曳引钢丝绳作为典型的柔性体，不能直接建立真实模型，可以通过离散的方法单独对其进行建

模．在ＡＤＡＭＳ／Ｃａｂｌｅ模块中，通过依次输入锚固点、滑轮、绳索的参数，即可快速生成绳索及滑轮模

型．绳索模块中，建立的绳索有简化和离散２种模型，其中，简化模型忽略了绳索的质量与摩擦力，不能

仿真绳索系统的振动情况，所以，采用离散模型进行仿真计算．建立的提升系统仿真模型，如图４所示．

轿厢纵向振动ＡＤＡＭＳ仿真结果与振动微分方程求解对比，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两者的振动

位移变化趋势接近，上述提升系统纵向振动模型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图４　电梯提升系统ＡＤＡＭＳ模型　　　　　　　　　　　　图５　仿真结果验证　　　　　　　　

Ｆｉｇ．４　ＡＤＡＭ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ｈｏｉ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３　结论

考虑高速电梯提升系统曳引钢丝绳变长度的时变特性，利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原理建立提升系统纵向振

动偏微分方程，并给出离散化数值求解方法．以某高速电梯提升系统实际参数作为输入，获得轿厢提升

过程的纵向振动响应，并与ＡＤＡＭＳ模型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得到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高速电梯轿厢提升过程中，纵向振动响应越来越大，接近顶端时，振动响应异常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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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满载与空载２种工况下，轿厢的振动响应变化趋势一致．其中，满载工况轿厢最大振动位移接近

４ｍｍ；空载工况轿厢最大振动位移约为６ｍｍ．即空载工况桥厢的振动响应较满载工况强烈．

３）轿厢振动微分方程求解结果与ＡＤＡＭＳ模型仿真结果较为相近，这表明高速电梯轿厢纵向振动

理论模型是可靠的，振动方程的建立与求解方法将为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减振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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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二叔丁基对甲酚对犛犅犛改性沥青

抗老化性能的影响

张文刚１，丁龙亭２，袁中玉３

（１．山东理工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山东 淄博２５５０４９；

２．长安大学 公路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４；

３．山东理工大学 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山东 淄博２５５０４９）

摘要：　为了提高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ＳＢＳ）改性沥青的抗热氧老化及抗紫外线老化性能，以

２，６?二叔丁基对甲酚（ＢＨＴ）为原材料，利用ＢＨＴ能够消除ＳＢＳ改性沥青中自由基的作用机理，对掺加不同

剂量ＢＨＴ的ＳＢＳ改性沥青进行旋转薄膜加热（ＲＴＯＦＴ）延长老化试验、室内加速紫外线老化试验和常规路

用性能试验．研究结果表明：ＢＨＴ能够为ＳＢＳ改性沥青中的自由基迅速提供氢原子，以提高沥青的抗氧化性

能；ＢＨＴ能够有效地提高ＳＢＳ改性沥青的抗热氧老化及抗紫外线老化能力；ＢＨＴ对ＳＢＳ改性沥青的其他路

用性能无明显提升或降低作用．

关键词：　２，６?二叔丁基对甲酚；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改性沥青；热氧老化；紫外线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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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冉龙飞
［４］对热、光、水耦合作用下的ＳＢＳ改性沥青老化机理进行了研究，认为４

组分的自由基的存在是老化反应的基本原因．代震
［５］认为全气候老化沥青的４组分均发生了变化，表现

为沥青质和胶质质量分数增加，饱和分与芳香分质量分数减少．李立寒等
［６］认为沥青老化程度与老化时

间成正相关．刘奔等
［７］从纳米尺度解释了沥青老化后的形态，老化后的沥青拥有更多的蜂状结构．文献

［８?１０］利用２，６?二叔丁基对甲酚（ＢＨＴ）及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ＺＤＤＰ）对聚合物改性沥青的抗老化性

能均有一定的作用．张文刚等
［１１?１２］利用抗氧化剂、光稳定剂、光屏蔽剂复合制备了紫外线抗老化剂，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沥青的抗紫外线老化性能，并提出一种室内加速热氧老化的方法．李汶卒
［１３］进行了

ＬＤＨｓ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性能影响的研究，认为ＬＤＨｓ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抗老化性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张涛等［１４］利用多聚磷酸与ＳＢＲ进行复合改性并在沥青混合料中应用，试验结果显示其对沥青混合料

的热氧老化及抗紫外线老化均有一定的提高作用．王岚等
［１５］认为多聚磷酸与ＳＢＳ复合改性沥青具有良

好的高温流变性能．何东坡等
［１６］利用纳米ＴｉＯ２ 对沥青进行改性，起到了提高沥青混合料抗紫外线老化

的作用．综上所述，国内外在利用２，６?二叔丁基对甲酚（ＢＨＴ）改善沥青抗老化性能方面的研究较少，存

在改善机理不明确，改善效果缺乏试验证明等问题．本文以ＢＨＴ为原材料，揭示ＢＨＴ改善ＳＢＳ改性沥

青抗老化性能的机理，探究其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抵抗热氧老化及抗紫外线老化性能的影响规律．

１　犅犎犜提升犛犅犛改性沥青抗老化能力的机理

ＢＨＴ因其抗氧化性能优良且价格便宜，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食品加工行业应用最为广泛的抗氧化

剂［１７］．在ＳＢＳ改性沥青中，存在大量的能够发生氧化反应的自由基，消除这部分自由基是提高ＳＢＳ改

性沥青抗氧化性能的重要途径［１８］．ＢＨＴ本身与ＳＢＳ改性沥青中的自由基具有一定的活性作用
［１９?２０］，

ＢＨＴ中酚羟基的氧原子可以参与苯环共轭体系，并显示出负电性．当酚羟基的间、对或邻位引入取代基

以后，推电子作用可以使得酚羟基的Ｏ－Ｈ 价的极性减小，氢原子的释放显得容易
［２１］．当ＢＨＴ掺入

ＳＢＳ改性沥青后，ＢＨＴ能够对自由基提供氢原子实现其抗氧化能力，ＢＨＴ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为自

由基迅速提供氢原子［２２］．即

ＡＨ＋Ｒ·Ａ·＋ＲＨ，

ＡＨ＋ＲＯＯ·Ａ·＋ ｝ＲＯＯＨ．
（１）

式（１）中：ＡＨ为为抗氧化剂；Ｒ·为自由基；Ａ·为抗氧化剂自由基；ＲＨ为聚合物分子；ＲＯＯ·为过氧

化自由基；ＲＯＯＨ为氢过氧化物．

通过抗氧化剂对ＳＢＳ改性沥青中自由基的消除作用，生成的抗氧化剂自由基之间能够结合生成稳

定的二聚体．此外，使用ＢＨＴ作为抗氧化剂时，ＢＨＴ供氢之后所形成的半醌式共振化合物能够和过氧

化自由基进一步结合，生成相对更加稳定的化合物．

２　试验设计

２．１　原材料

采用的ＢＨＴ为江苏强盛功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分子式为Ｃ１５Ｈ２４Ｏ，密度为１．０４８ｇ·ｃｍ
－３，

表１　７０＃沥青技术指标

Ｔａｂ．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７０＃ａｓｐｈａｌｔ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ＲＴＦＯＴ质量损失／％ ０．１０

ＲＴＦＯＴ针入度比／％ ６６．５

１５℃残留延度／ｃｍ ４４．４

软化点／℃ ４６．９

针入度（２５℃，０．１ｍｍ）／（°） ６．８５

１５℃延度／ｃｍ ６０．１

６０℃动力粘度／Ｐａ·ｓ １８８．７

相对分子质量为２２０．３６，熔点为７０℃，体积分数为

９９．０％，沸点为２６５℃，折光率为１．４８５９，其特征是

易溶于甲苯，溶于丙酮等有机溶液，不溶于水和碱溶

液．基质沥青为７０＃，生产厂家为山东省齐鲁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指标如表１所示．表１中：旋转

薄膜加热（ＲＴＯＦＴ）．相容剂、硫磺类稳定剂均采用

广东省东源县梓亨塑料厂产品；ＳＢＳ（线型与星型的

质量比为１∶１）通过南京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

利用上述原材料制备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制备工艺为：首先，将７０＃基质沥青加热至（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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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地加入ＳＢＳ改性剂，其中，线型与星型的质量比为１∶１１，并搅拌直至ＳＢＳ改性剂全部被沥青覆

盖；其次，打开高速剪切仪，以不大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的速度慢速剪切１０ｍｉｎ，随后，逐渐提高剪切速度

直至６５００ｒ·ｍｉｎ－１，保持高速剪切４５ｍｉｎ，使ＳＢＳ改性剂拥有足够小的尺度，并充分溶胀于基质沥青

中；最后，将相容剂（沥青质量分数为３％）、稳定剂（沥青质量分数为０．１５％）、不同剂量的ＢＨＴ分别掺

入ＳＢＳ改性沥青中，并在（１８０±５）℃的温度下持续搅拌２．５ｈ，以保证硫化反应充分．

２．２　试验设计

按照以上生产工艺制备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ＢＨＴ掺量分别为沥青质量的０％，０．３％，０．６％，０．９％，

１．２％，１．５％．为了研究ＢＨＴ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抵抗短期及长期热氧老化性能的影响，对ＢＨＴ掺量不同

的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进行改进的ＲＴＯＦＴ老化试验．试验方法如下：以ＲＴＯＦＴ试验为基准，分别进行

０，４０，８５，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２１０，２４０ｍｉｎ等不同ＲＴＯＦＴ时间下的改性沥青老化后技术指标的检测．

为探究ＢＨＴ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抵抗紫外线老化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利用紫外线老化箱（紫外线强

度为６０Ｗ·ｍ－２）对不同ＢＨＴ掺量的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进行室内紫外线加速老化试验，试验时间分别

为０，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ｄ，其紫外线辐射量对应室外实际辐射时间分别为０，３，５，７，９，１１，１３个月．对不

同紫外线老化时间下的ＳＢＳ改性沥青进行老化后技术指标检测，而其他路用性能的测试方法依据ＪＴＧ

Ｅ?２０－２０１１《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热氧老化试验结果

不同ＲＴＯＦＴ老化时间后的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进行残留针入度（２５℃，０．１ｍｍ）及残留延度试验，

结果如图１所示．

（ａ）残留针入度　　　　　　　　　　　　　　　　　　　（ｂ）残留延度

图１　不同ＢＨＴ掺量下热氧老化时间与沥青技术性能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ａｇ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Ｈ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由图１可知：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老化后沥青残留针入度逐渐降低，当ＢＨＴ掺量为０％，０．３％，

０．６％，０．９％，１．２％，１．５％时，改性沥青８５～２４０ｍｉｎ的残留延度比分别为８０．７％～７０．０％，８２．７％～

７２．１％，８４．６％～７５．２％，８６．１％～７６．９％，８８．４％～７８．９％；而对ＢＨＴ掺量分别为０％，０．３％，０．６％，

０．９％，１．２％，１．５％的ＳＢＳ改性沥青，８５～２４０ｍｉｎ的残留延度分别为１７．７～１２．６ｃｍ，１８．２～１４．３ｃｍ，

１９．５～１５．９ｃｍ，２０．８～１６．８ｃｍ，２１．６～１８．４ｃｍ，２２．５～１９．５ｃｍ．无论是残留延度还是残留针入度，

ＢＨＴ的掺入均减小了损失量，且这一现象随着ＢＨＴ的掺量的增大而逐渐增大．上述现象说明ＢＨＴ的

掺入能够有效遏制高温带来的ＳＢＳ改性沥青的热氧老化．

３．２　紫外线老化试验结果

将不同紫外线老化时间后的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进行残留针入度（２５℃，０．１ｍｍ）及残留延度试验，

并试验结果汇总，如图２所示．

由图１，２可知：紫外线老化所带来的ＳＢＳ改性沥青的性能损失不及热氧老化的一半，所以沥青混

合料拌和与施工期间发生的热氧老化占据约７０％以上的老化量．由图２可知：在为期１３个月（试验室

１６６第５期　　　　　　　　　　张文刚，等：ＢＨＴ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抗老化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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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残留针入度　　　　　　　　　　　　　　　　　　　（ｂ）残留延度

图２　不同ＢＨＴ掺量下紫外线老化时间与沥青技术性能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ａｇ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Ｈ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内为６５ｄ）的紫外线老化过程中，ＳＢＳ改性沥青的残留延度及残留针入度均随着紫外老化的时间延长而

不断减小，但减小幅度逐渐缩小．以１２个月老化时间数据计算，掺量为０％的ＳＢＳ改性沥青比ＢＨＴ掺

量为０．３％，０．６％，０．９％，１．２％，１．５％的残留针入度分别减小０．６，１．９，３．２，４．１，４．４ｍｍ．对于残留延

度，这一组数值分别为１．８，２．５，３．０，３．８，４．１ｃｍ．这一现象表明ＢＨＴ对ＳＢＳ改性沥青抵抗紫外线老

化性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３．３　犅犎犜对沥青其他技术性能的影响

ＢＨＴ的掺入对沥青的抗热氧老化及抗紫外线老化性能均存在有效的提升作用，对不同ＢＨＴ掺量

下ＳＢＳ改性沥青的其他技术性能进行检测，性能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ＢＨＴ掺量下ＳＢＳＩ?Ｄ沥青技术性能

Ｔａｂ．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ＢＳＩ?Ｄａｓｐｈａｌ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ＨＴｖｏｌｕｍｅ

ＢＨＴ掺量／％ 软化点／℃ １３５℃布氏粘度／Ｐａ·ｓ 针入度（２５℃，０．１ｍｍ）／（°） ５℃延度／ｃｍ

０ ７．６９ １．７１２ ５．８４ ２８．８

０．３ ７６．５０ １．７１８ ５．７６ ２８．２

０．６ ７６．８０ １．７２０ ５．８２ ２８．４

０．９ ７６．８０ １．７１７ ５．８３ ２８．７

１．２ ７７．２０ １．７２２ ５．８７ ２８．５

１．５ ７６．７０ １．７１４ ５．８４ ２８．３

　　由表２可知：对于不同ＢＨＴ掺量下的ＳＢＳＩ?Ｄ改性沥青的软化点、１３５℃布氏粘度、２５℃针入度、５

℃延度等常规路用性能指标均无明显变化．说明ＢＨＴ的掺入除了为自由基迅速提供氢原子以提高沥

青的抗氧化能力外，对ＳＢＳ改性沥青其他性能并无明显改善或降低作用．

４　结论

１）ＢＨＴ的掺入能够降低ＳＢＳ改性沥青的热氧老化及紫外线老化后的针入度、延度损失，说明

ＢＨＴ有效地提高ＳＢＳ改性沥青的抗热氧老化及抗紫外线老化能力．

２）ＢＨＴ对ＳＢＳ改性沥青的其他路用性能无明显的提升或降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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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刚度劣化影响的岩石峰后

应变软化模型

杨哲豪，俞缙，涂兵雄，刘士雨，周建烽，蔡燕燕

（华侨大学 福建省隧道与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反映刚度劣化对峰后力学行为的影响，提出描述刚度劣化程度的新参数，即刚度劣化指数．将峰后

黏聚力和峰后内摩擦角假设成塑性剪切应变的函数，基于广义莫尔库仑准则，建立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利

用北山花岗岩试验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规律吻合度较高，建立的峰后应变软

化模型较为合理，为岩石峰后软化过程的模拟提供新的方法．

关键词：　刚度劣化；黏聚力；内摩擦角；塑性应变；应变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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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岩石峰后存在应变软化现象，围岩体结构变形演化过程中会突然失去稳定性，造成如地震、岩

爆等重大地质灾害．尤其在困难地层中，岩石峰后应变软化导致围岩体挤压性大变形，进而诱发全断面

岩石掘进机（ＴＢＭ）掘进卡机灾害
［１?２］．因此，深入研究岩石的峰后应变软化行为，对于指导岩体工程设

计和施工具有很大的意义．陆银龙等
［３］提出以广义黏聚力和广义内摩擦角为状态参数的岩石峰后应变

软化模型．张帆等
［４］通过分析花岗岩强度参数与峰后应变软化参量之间的关系，建立花岗岩峰后应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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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型．孙闯等
［５］提出峰后软化模量的概念，并构建受围压和剪胀角影响的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上

述模型均假设岩石峰后的卸载过程是线弹性的．然而，由大量的循环加卸载试验结果可知：岩石在峰后

存在显著的刚度劣化现象［６?９］，刚度劣化现象与峰后卸载过程是线弹性的假设不符，导致基于此假设而

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产生偏离．本文基于岩石三轴循环加卸载试验数据建立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

１　基于刚度劣化指数的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

１．１　刚度劣化的概念及刚度劣化指数

三轴循环加卸载条件下岩石典型应力（σ１）?应变（ε１）曲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在各个围压

（σ３）下，峰后卸载路径的斜率并不相同
［１０?１２］，应力水平较高时，卸载路径的斜率较大；应力水平较低时，

卸载路径的斜率较小．这种在峰后阶段卸载路径斜率的变化现象称为刚度劣化．考虑刚度劣化效应十分

重要，因为弹性模量的降低将使应变软化阶段弹性应变和变形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峰后应力?应变曲线

的斜率及稳定性［１３］．

　　　（ａ）σ３＝２．５ＭＰａ
［１０］
　　　　　　（ｂ）σ３＝３．５ＭＰａ

［１１］
　　　　　　（ｃ）σ３＝５．０ＭＰａ

［１２］

　　　（ｄ）σ３＝５．０ＭＰａ
［１０］
　　　　　　（ｅ）σ３＝１０．０ＭＰａ

［１１］
　　　　　　（ｆ）σ３＝１０．０ＭＰａ

［１２］

图１　三轴循环加卸载条件下岩石典型应力?应变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ｃｋｕｎｄｅｒ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将岩石三轴循环加卸载应力?应变曲线的外包络线进行简化，如图２所示．图２中：σｃ为峰值应力；

图２　外包络线简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ｃｕｒｖｅ

犈０ 为弹性模量；σｒ为残余应力；ε
ｒｅｓ
１ 为进入残余阶段时的轴向

应变；εｐ
ｅａｋ，ｅ
１ 为峰前弹性最大轴向应变；犅犉和犅′犉′为三轴循环

加卸载应力?应变曲线峰后应变软化阶段的卸载路径；犃犆为

峰后应变软化阶段；犈ｓ为峰后应变软化阶段卸载路径（犅犉，犅′

犉′）的斜率．由图２可知：在固定围压的作用下，岩石在达到σｃ

之前处于弹性变形阶段（犗犃），随后进入应变软化阶段（犃犆），

应力值随应变的增加呈非线性减小；应力值降低到σｒ后，进入

残余变形阶段（犆犇），进入残余变形阶段时的ε
ｒｅｓ
１ ；简化曲线

犗犃犆犇是岩石单调加载全程应力?应变简化曲线
［１４］．岩石峰后

刚度犈ｓ的计算式可表示为

犈ｓ＝χ
ｐｏｓｔ犈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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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χ
ｐｏｓｔ为刚度劣化指数．由式（１）可知：刚度劣化指数χ

ｐｏｓｔ为岩石峰后刚度犈ｓ与弹性模量犈０ 的比

值，当刚度劣化指数χ
ｐｏｓｔ取１时，犈ｓ＝犈０，即退化为不考虑峰后刚度劣化的结果

［３］．

定义峰后相对应变量Δε
ｐｏｓｔ＝（ε１－εｐ

ｅａｋ，ｅ
１ ）／εｐ

ｅａｋ，ｅ
１ ，其中，ε１ 为轴向应变．文献［１１］中，北山花岗岩在不

同围压条件下，刚度劣化指数与峰后相对应变量的关系，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不论围压大小，岩石

的刚度劣化指数均随峰后相对应变量的增大而减小，且减小的速度越来越慢；围压越大，刚度劣化指数

减小的速度越慢，劣化效果越不明显．因此，假设在峰后应变软化阶段（犃犆），刚度劣化指数受围压和轴

向应变的影响，其计算式为

χ
ｐｏｓｔ
＝ｅｘｐ（－ωΔεｐ

ｏｓｔ）． （２）

式（２）中：ω为只与围压有关的拟合参数．

由式（２）可知，不同围压下刚度劣化指数χ
ｐｏｓｔ的拟合曲线（图３）．

对文献［１１］中的室内三轴循环加卸载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拟合参数与围压，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σ３

为围压．由图４可知：ω与σ３ 两者之间近似服从指数关系．对试验数据进行指数拟合，在不同围压条件

下ω的表达式为

ω＝２．１２８３４·ｅｘｐ（－０．０３０３７σ３）． （３）

图３　刚度与峰后相对应变量的关系　　　　　　　　　　图４　拟合参数与围压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ｅａｋｓ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表１　北山花岗岩三轴循环加卸载试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Ｂｅ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σ３／ＭＰａ εｐ
ｅａｋ，ｅ
１ ／％ 犈０／ＧＰａ Δεｐ

ｏｓｔ 犈ｓ／ＧＰａ ω

０．０３７ ４１．２３

２ ０．２７ ４０．３６ ０．１０７ ３０．３１ １．９４

０．２７０ ２４．５０

０．０６３ ４０．１７

５ ０．３２ ４７．９５ ０．２５０ ２６．８９ １．８３

０．５６０ ２０．７０

０．０５１ ４９．７２

１０ ０．４９ ６０．７３ ０．３８４ ２７．２３ １．５１

０．９２２ ２３．１４

　　北山花岗岩三轴循环加卸载试验数据，

如表１所示．利用文献［１２］中北山花岗岩三

轴循环加卸载试验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利用

式（３）对不同围压下的ω值进行预测．再将

表１中的数据代入式（１），（２）中进行计算，得

出ω值．北山花岗岩ω预测值与数据计算值

对比，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文献［１２］中

试验数据的ω与σ３ 的变化曲线与通过式（３）

计算得出的预测值吻合度较高，说明利用式

（３）计算ω值较为合理．

１．２　塑性参数

为表征岩石强度的降低与塑性变形的关

系，采用塑性剪切应变作为模型的塑性参数η，其计算公式
［１５］为

η＝γｐ＝ε
ｐ
１－ε

ｐ
３． （４）

式（４）中：γｐ为塑性剪切应变；ε
ｐ
１ 为轴向塑性应变；εｐ３ 为环向塑性应变．

岩石的轴向、环向弹性应变［１６］可表示为

ε
ｅ
１ ＝ （σ１－２μσ３）／犈ｓ，　　ε

ｅ
３ ＝ ［－μσ１＋（１－μ）σ３］／犈ｓ． （５）

式（５）中：ε
ｅ
１ 为轴向弹性应变；ε

ｅ
３ 为环向弹性应变；μ为泊松比（假定为定值）；犈ｓ为峰后刚度．

岩石的轴向、环向塑性应变［２］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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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山花岗岩ω预测值

与数据计算值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ｏｆωｆｏｒＢｅ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ε
ｐ
１ ＝ε１－ε

ｅ
１，　　εｐ３ ＝ε３－ε

ｅ
３． （６）

　　塑性剪切应变可以表示为

γ
ｐ
＝ ε１－

σ１－２μσ３
犈（ ）
ｓ

－ ε３－
－μσ１＋（１－μ）σ３

犈（ ）
ｓ

．（７）

１．３　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

假设岩石在峰后应变软化阶段的任意点处的应力状态均

处于强度破坏临界状态，并满足广义莫尔库仑准则．对于峰后

不同的塑性剪切应变，莫尔库仑强度包络线不同．每条莫尔库

仑强度包络线包含一组峰后黏聚力和峰后内摩擦角值．因此，

不同的塑性剪切应变分别与一组峰后黏聚力和峰后内摩擦角

相对应．故在应变软化阶段广义莫尔库仑准则表达式为

σ１ ＝犪＋犫σ３． （８）

式（８）中：犪＝
２犮ｐ（γ

ｐ）ｃｏｓφｐ（γ
ｐ）

１－ｓｉｎφｐ（γ
ｐ）

，犮ｐ 为 峰 后 黏 聚 力；犫＝

１＋ｓｉｎφｐ（γ
ｐ）

１－ｓｉｎφｐ（γ
ｐ）
，φｐ为峰后内摩擦角．

假设式（８）中的峰后黏聚力和峰后内摩擦角与塑性参数η的关系表示为

λ（η）＝
λ
ｐｅａｋ
－
λ
ｐｅａｋ
－λ

ｒｅｓ

η
 η，　　０＜η＜η

；

λ
ｒｅｓ，　　　　　　　　η≥η



烅

烄

烆 ．

（９）

式（９）中：λｐ
ｅａｋ为参数峰值；λ

ｒｅｓ为参数残余值；η
为岩石由应变软化阶段转入残余变形阶段的极限塑性参

数值．λ可替代为式（８）中的峰后黏聚力犮ｐ和峰后内摩擦角ｐ，η
可由式（７）计算得出．由式（８）可知：广

义莫尔库仑准则中，σ１ 与σ３ 呈线性关系．分别对在不同围压下峰值强度处与残余强度处的σ１ 和σ３ 进行

一元回归分析，即可求得参数峰值和参数残余值．

２　算例分析

为验证计算模型的合理性，对文献［１１］中的北山花岗岩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得到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北山花岗岩的试验参数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ｅ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σ３／ＭＰａ 犈０／ＧＰａ σｃ／ＭＰａ σｒ／ＭＰａ η

φ η


ｃ ω

３．５ ６３．７７ １６１．１９ ４３．３５ ０．０１０７７ ０．０１０７７ １．７２

１０．０ ６９．４９ ２５５．７６ ７５．３１ ０．０１２９６ ０．０１２９６ １．５１

２０．０ ７１．４０ ２７５．６９ １０６．７８ ０．０１０６３ ０．０１０６３ １．１１

４０．０ ６８．０９ ３９６．６１ ２０４．０６ ０．０１７２３ ０．０１７２３ ０．７６

图６　三轴压缩试验与数值模拟数据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将表２中的σｃ，σ３ 和σｒ，σ３ 分别代入式（８）中进行一元

回归分析，可计算得犮ｐｅａｋｐ ＝３３．７４ＭＰａ，犮ｒｅｓｐ ＝４．７２ＭＰａ，


ｐｅａｋ
ｐ ＝４７．２８°，

ｒｅｓ
ｐ ＝３５．６５°，假定泊松比μ为定值０．２．

将上述参数代入到式（１），（２），（３），（７），（８）和（９）中，

即可求得主应力随塑性剪切应变的变化关系．将文献［１１］

试验数据中峰后卸载强度点处的σ１，ε１，ε３，犈ｓ，σ３ 和μ代入

式（７）中，求得卸载强度点所对应的γｐ，进而建立北山花岗

岩峰后σ１ 与γｐ 的对应关系．不同围压下北山花岗岩峰后

主应力随塑性剪切应变的软化曲线与三轴试验实测数据对

比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当岩石试样进入塑性之后，

根据式（９）的假设关系，黏聚力和内摩擦角逐渐从峰值降低

到残余值，故σ１ 随着塑性剪切应变γｐ 的增加而不断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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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围压下的模拟曲线变化趋势与试验曲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模拟曲线与试验曲线吻合度较高，说

明提出的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不同围压下岩石峰后力学特性．

３　结论

１）考虑岩石峰后刚度劣化现象，基于广义莫尔库仑准则，以塑性剪切应变作为塑性参数，构建岩石

黏聚力、内摩擦角模型．通过理论推导，求出了岩石在应变软化阶段主应力随塑性参数变化的非线性表

示方法．

２）利用北山花岗岩试验数据，模拟岩石在不同围压下应变软化阶段应力随塑性参数的变化曲线，

结果表明，在不同围压下数值模拟曲线和试验曲线之间吻合度较高．

３）岩石峰后应变软化模型是以北山花岗岩试验数据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验证的结论也是通过与

北山花岗岩的试验数据对比而得出的．故对于其他岩体的适用性尚需讨论，但其研究方法可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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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态度、安全能力、不安全动机对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

祁神军，成家磊，黄芹芹，张云波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探索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及不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识别其影响因素，并

建立假设理论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从广州、厦门和漳州３个城市的２０多个典型项目获取数据，利用结构

方程模型（ＳＥＭ）进行模型拟合，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ＤＥＭＡＴＥＬ）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

原因度和结果度；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不安全行为的预防措施．结果表明：安全态度与不安全动机具有显

著的双向影响关系，不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对安全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对工人的不安

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安全态度和不安全动机属于原因型因素，影响度较高，不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总效

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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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我国建筑安全事故有８０％以上是由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无论是新进工人，还是具

备基本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建筑工人，都缺乏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导致工人的安全态度和动机不端正．

陈雪锋等［１］研究了建筑工人安全态度的影响因素；韩豫等［２］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模仿；叶贵

等［３］研究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致因及发生机理；李洁等［４］研究了安全意识的影响因素．以上研究均

未从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它们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

发生机理及影响程度，而这正是预防和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关键［５］．因此，本文在识别建筑工人安全态度、

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发

生机理，提出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措施．

１　理论基础与假设模型

１．１　不安全行为

不安全行为指员工在生产过程中，违反安全生产制度、安全作业办法、生产技术规定等具有风险的

行为［６］．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则是由建筑工人发出的违反施工安全规范、操作准则及安全程序，可能引

发安全事故的行为．该定义包含了３个层次的含义：１）不安全行为主要是人的因素引起的
［７］；２）物、环

境等因素作用可导致人的不安全行为［８］；３）不安全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人违反规定引起的
［９］．

考虑建筑工人个人行为、施工现场环境及不正当的风险规避措施等因素，将不安全行为分为以下６

类：施工现场操作失控（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建筑工人情绪不稳定、赌气等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缺乏安全知识导致

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企业、项目部及班组的干扰导致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避免危险施工机械干

扰导致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不利的施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干扰导致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６）．

１．２　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及不安全动机

１．２．１　安全态度　安全态度是建筑工人受到外界刺激后，考虑和判断应如何操作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心

理准备状态，是影响不安全行为的重要因素．建筑工人普遍没有接受过正规技能训练，文化程度偏低，学

习的主动性不强，也缺乏富有实效的安全教育和实践经历，这导致在作业时缺乏规范操作的能力；同时，

缺少安全意识，对不规范操作带来的安全后果的认识也不足［４］．

建筑工人对某一作业的不安全行为是主观意识和心理判断综合产生的，错误的主观意识会忽略其

作业存在的安全隐患；一旦建筑工人对安全风险的预判较低时，就会产生侥幸心理［１０］．如果建筑工人有

一份强烈的责任心，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就会避免不必要的安全事故的发生．此外，倘若建筑工人的主观

态度较好，对不安全行为所产生后果的认识度较高，并进行风险防范，也会避免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因

此，安全态度可以通过主观态度（ｐｓａ１）和责任心（ｐｓａ２）两个重要的变量进行测量
［１１］．

１．２．２　安全能力　安全能力是组织或个人在其知识、经验、技能、价值观、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等内在

特质的影响下，将危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或可容许范围之内的一种能力［１２］．通过现有安全事故的调

查结果可知，建筑工人缺乏安全技能是产生不安全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３］．因此，如何提高建筑工人的

安全能力，对预防不安全行为的发生至关重要［１４］．建筑行业具有施工作业面复杂、危险性高、工作强度

大、工作环境和条件差、交叉作业多等特点，这就要求建筑工人必须有较高的安全知识、安全经验及安全

技能．安全能力可以通过安全知识（ｐｓｃ１）、安全经验（ｐｓｃ２）和安全技能（ｐｓｃ３）三方面进行测量．

１．２．３　不安全动机　安全动机是建筑工人通过自身的安全行为去规避施工作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的

一种意愿程度，反映了建筑工人对建筑安全的重视程度．安全动机是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前因变量，对

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有预测作用．由于建筑工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素质不高、流动性强，使建筑企

业、项目部、班组难以对他们展开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１５］，导致建筑工人对安全事故的预见

性不强、警惕性不高，安全动机不端正，从而发生不安全行为，甚至是安全事故．安全动机可分为内部动

机和外部动机［１６］．内部动机是建筑工人自发的对建筑安全活动的一种认知，如建筑工人由于长期习惯

形成的各种不安全的动作，日常的生活或工作习惯养成的侥幸心理或者投机心理；外部动机则是由外界

环境或者其他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的诱惑，导致建筑工人的从众动机．

为了便于分析不安全动机与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及不安全行为的关系，从安全动机的相反视角提出

不安全动机．根据安全动机的两种分类，将建筑工人的不安全动机分为从众动机（ｐｓｍ１）、投机动机

０７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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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ｍ２）、习惯动机（ｐｓｍ３）及侥幸动机（ｐｓｍ４）等４种．

１．３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机理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５方面的假设：Ｈ１）安全态度与不安全动机相互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Ｈ２）不安全动机对安全能力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Ｈ３）安全能力对安全态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图１　影响机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ｏｄｅｌ

Ｈ４）安全能力对安全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５）

不安全动机对安全行为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上述５方面假设的前提下，提出安全态度、安全

能力、不安全动机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模

型，如图１所示．

２　实证研究

２．１　问卷设计及调研

按照社会调研问卷的一般程序，编制适合建筑工人的测量量表．调查问卷包括２部分内容：一是采

用李克特七级量表法，调查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致因；二是利用１５道单选题，调查建筑工人的个人背景

资料．问卷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建筑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理解能力，采用简单易懂的词语，并对一些名

词进行解释，从建筑工人的角度出发，编制了包含５５道题目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２．２　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提高调研效率，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向广州、厦门和漳州３个城市的２０多个典型

项目发放问卷．线上调研主要是以邮件方式向项目部管理人员发放电子版问卷，并委托他们协助调查建

筑工人，以同样方式回收电子版问卷；线下调研主要是向建筑工人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并回收．共回

收问卷３４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６７份，回收有效率达到７８．５％．

被调研对象中，男性建筑工人占８９％，女性仅为１１％；初中学历的人数最多，占３５．３％，小学学历

占２２．９％，高中和大专学历共占２９．９％；工作经验超过３ａ的占７２．５％，表明本次调研对象的安全经验

较丰富；调研对象多为钢筋工、木工和泥水工，共占５２．３％，其余工种还包括电工、架子工、特种作业人

员等；调研的建筑工人收入偏低，低于７万元的占７０．２％，仅有４．６％的人员收入超过１０万．

２．３　信度与效度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可靠性分析，安全心理、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

分别为０．８５７，０．７２８，０．７８１和０．８６５，均大于０．７；总体信度系数为０．９６１，远高于０．６，可靠性较高．

２．４　模型拟合

借助ＡＭＯＳ１８．０软件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经过优化调整，模型具有较高拟合

度，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显著，能有效支撑上述假设．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表示

犘 ＜０．００１；表示犘＜０．００５．

表１　模型假设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假设 潜变量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潜变量 犘 是否支持假设

Ｈ１ 不安全动机 ←→ 安全态度 ０．７４０  支持

Ｈ２ 安全能力 ← 不安全动机 ０．５７９  支持

Ｈ３ 安全能力 ← 安全态度 ０．３４０  支持

Ｈ４ 不安全行为 ← 安全能力 ０．３０１  支持

Ｈ５ 不安全行为 ← 不安全动机 ０．５６７  支持

２．５　模型运行结果

采用极大似然法（ＭＬ）检验修正后的模型，拟合结果如下：卡方自由度比χ
２／ｄｆ为１．１７４；适配度指

数ＧＦＩ，调整后适配度指数ＡＧＦＩ和正规拟合指数ＮＦＩ分别为０．９５２，０．９２２，０．９４８，均高于０．９；增量拟

合指数ＩＦＩ和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值均为０．９９２，接近１；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ＲＭＳＥＡ为０．０２８，小于

０．０５；简约拟合指数ＰＧＦＩ为０．５８４，大于０．５．上述各种指标均满足要求，模型拟合效果良好．修正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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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路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修正后模型路径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ｐａ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各潜变量之间的总效应，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不安全动机和安全能力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较

为显著，总效应分别为０．６９４和０．２８６；不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对安全能力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总效应

分别为０．５０３和０．３１２；安全态度对不安全行为的总效应虽然较小，但仍然达到了０．０８９．总之，不安全

表２　各潜变量之间的总效应

Ｔａｂ．２　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潜变量 安全态度（ｐｓａ） 不安全动机（ｐｓｍ） 安全能力（ｐｓｃ）

安全能力（ｐｓｃ） ０．３１２ ０．５０３ ０

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０８９ ０．６９４ ０．２８６

动机是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核心

影响因素，不仅对不安全行为的

发生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能够

通过影响安全能力，进而影响不

安全行为．安全态度一方面直接

影响不安全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安全能力的影响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

２．６　潜变量之间关系的计算与分析

进一步以各潜变量之间的总效应为关系强度，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ＤＥＭＡＴＥＬ）建立两两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计算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和结果度，如表３所示．

表３　潜变量之间的ＤＥＭＡＴＥＬ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ＤＥＭＡＴ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影响因素 安全态度（ｐｓａ） 不安全动机（ｐｓｍ） 安全能力（ｐｓｃ） 不安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影响度 ６．１２３ ６．６１２ ０．２８６ ０

被影响度 ２．８４６ ２．８４６ ３．１３５ ４．１９４

原因度 ３．２７７ ３．７６６ －２．８４９ －４．１９４

结果度 ８．９６９ ９．４５８ ３．４２１ ４．１９４

　　由表３可知：不安全动机最为重要，其结果度达到了９．４５８；不安全行为是典型的结果型因素，其被

影响度达到了４．１９４；安全能力是典型的被动主导型影响因素，其被影响度达到了３．１３５；不安全动机和

安全态度是典型的原因主导型中介变量，它们的影响度分别为６．６１２和６．１２３，而它们的被影响度都为

２．８４６．由表３还可知：在安全态度和不安全动机的影响下，安全能力直接影响了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

为；不安全动机的端正与否也直接影响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安全能力的提升将会直接抑制建筑工人

的不安全行为．因此，端正建筑工人的不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能够有效地降

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概率．

３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预防对策

结合安全态度、安全能力、不安全动机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及拟合结果可知，防

范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应重点从不安全动机、安全态度和安全能力３个方面着手．

３．１　端正建筑工人的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

不安全动机作为不安全行为发生的直接影响因素之一，是建筑工人在安全生产中出现的不平衡而

希望追求新的平衡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不安全动机对不安全行为发生的影响程度极高，其影响度和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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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度达到６．６１２和２．８４６，结果度达到９．４５８．因此，不安全动机是降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关键．端

正建筑工人的安全动机应消除建筑工人的从众动机、投机动机、习惯动机和侥幸动机，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和作业指导书操作，降低不安全作业的可能性．

安全态度对建筑工人的安全动机的端正起着积极作用，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７４０；安全态度对安

全能力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３４０；此外，安全态度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分别为６．１２３和２．８４６，结果度

也达到８．９６９．因此，建筑工人安全态度的端正对建筑工人的安全动机端正、安全能力提升、不安全行为

的预防和安全事故的预判至关重要，应积极帮助建筑工人从安全主观态度和安全责任心两方面消除不

安全行为的预判能力．一方面，将“虽然知道，不肯执行”的建筑工人教育成“既懂又执行”的人；另一方

面，将“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性格特征的建筑工人教育成“认真负责，谨慎细心”的人．通过班组级、项目

级的安全教育培训，在良好的组织安全氛围下，实现工人安全态度的转变和端正．

此外，不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是一对双向影响的变量，它们之间的路径系数为０．７４０，且它们属于

典型的原因主导型中介变量．端正建筑工人的不安全动机或者安全态度中的一个因素都能极大地改善

另外一个因素；同时，可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进而降低不安全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应积极端正建

筑工人的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有效地促进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的提升．

３．２　通过安全培训和实践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

安全能力是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关键因素，其标准化路径系数达到０．３４０，被影响度和结果

度达到３．１３５和３．４２１．安全能力主要表现在建筑工人的安全知识、安全经验和安全技能，对生产作业

时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起着积极作用；安全能力的提升应作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控制的重要因素［１７］；

而安全能力的提升主要应通过安全教育培训与实践实现．

由于建筑工人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上岗前很少接受技能培训，导致作业时主要依靠经验，对安全

作业的流程缺乏了解．但是，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的频率和效果会直接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因此，

应对建筑工人展开“短平快”、“高质量”的安全教育培训．具体的措施如下：以班组为单位，遵照安全规

程，借鉴行业先进经验，辅之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对建筑工人展开安全教育或技术交底；定期开

展安全技能培训和考核，提高对工人的技能要求，适当安排公司内部的技能比赛或鼓励工人积极参与行

业技能大赛，达到同时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安全意识的目的；定期举行“短平快”的安全交流会，促进工

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技术、经验的扩散．

此外，还可以采用虚拟现实（ＶＲ）技术和增强现实（ＡＲ）技术还原安全事故发生的场景，让建筑工人

感受到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在视觉上和心理上营造“安全事故可怕”的恐惧感，进而端正个人

安全态度和安全动机，从被动的“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心理转转变［１８］．

４　结论和展望

以不安全行为的理论为依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ＤＥＭＡＴＥＬ研究了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和不安

全动机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之间影响机理及影响程度；依据计算结果和安全行为理论，提出预防建筑

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措施．研究得出以下３个基本结论：１）不安全动机是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核心影响因

素和直接因素，对不安全行为的总效应高达０．６９４；２）安全能力属于典型的中介传导因素，既受到安全

态度和不安全动机的直接影响，进而对不安全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３）安全态度属于典型的原因

型影响因素，是预防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关键因素．此外，安全态度与不安全动机具有显著的双向影

响关系，不安全动机和安全态度对安全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安全能力和不安全动机对工人的安全行为具

有显著影响．总之，无论是从总效应角度分析，还是从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来看，不安全动机是最关键的

影响因素，安全能力次之，安全态度影响最小．

本研究打破了以往单纯从管理学视角研究建筑安全管理的范式，引入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理论，通

过跨学科、理论融合的方式将研究中心转向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从而引起对建筑工人这一特殊群体

的更多关注，为施工安全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和维度．另外，研究结果证实了安全态度、安全能力及不安全

动机对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为项目现场的建筑工人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措施．但研究仍存

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方面，在变量界定时，没有将建筑工人的生理状态、建筑企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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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的安全氛围结合在一起考虑；另一方面，应动态跟踪安全教育培训和企业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的

安全态度、不安全动机和安全能力的改变，进而提出更加合理的预防不安全行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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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路径相关度的犘犈犚犜网络

进度风险的改进算法

刘迅１，毕远志２

（１．苏州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０；

２．江南大学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要：　提出克服传统计划评审技术（ＰＥＲＴ）网络进度风险的局限性进度网络风险概率的改进算法．考虑网

络路径之间相关性的约束条件，去除在规定工期内高完工率和高相关性的路径，利用多元正态积分技术，计算

ＰＥＲＴ网络进度风险概率．算例结果表明：与传统的蒙特卡洛模拟方法相比，该模型能够减少大量的计算时

间，且误差较小，可忽略不计．

关键词：　工程项目管理；计划评审技术；多元正态积分；网络路径；网络进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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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评审技术（ＰＥＲＴ）自提出以来，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发展
［１?２］．但是，由于ＰＥＲＴ路径

节点汇流及忽略次关键线路对整个网络完工工期的影响，导致计算结果太过乐观［３?４］．对此，学术界提出

一些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概率网络估算计算法［５］、约束定界法［６］及蒙特卡洛模拟法（ＭＣＳ）
［７?１１］．其中，采

用概率网络估算计算法和约束定界法作为分析推导法，随着网络作业量的增加，其计算复杂度呈现指数

函数的增长，就实际工程网络而言，其计算效果并不明显［５?６］．而 ＭＣＳ方法虽然优点众多，如精确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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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性、广泛的应用性等，但是 ＭＣＳ也有致命的缺点，其模拟计算时间过长，对于大型工程网络而言，其

计算负荷过重［１２?１３］．鉴于概率网络估算计算法和约束定界法的复杂性，以及 ＭＣＳ计算时间过长的实际

问题，产生了近似解法．为简化计算量，多数近似解法均对网络作了若干条件的假设
［１４?１８］．然而，大部分

文献均未考虑路径的相关关系，这将影响最终的计算结果［１９?２０］．因此，本文针对ＰＥＲＴ网络进度风险的

分析与计算，提出一个概率分析方法，该方法克服现有的ＰＥＲＴ施工进度网络风险的局限性，考虑了网

络路径之间相关性的约束条件，利用多元正态积分技术，解决传统的ＰＥＲＴ由于路径节点汇流而导致

计算方法太过乐观的不足之处；并将多元正态积分方法应用在该方法中，通过计算所有网络路径持续时

间的完工概率，评价工程网络路径中的相关性对工程项目按计划工期完工的概率的影响程度．

１　犘犈犚犜网络中的路径相关度

若ＰＥＲＴ网络中存在着具有共同工序活动的２条路径，则认为这２条路径具有相关关系．可以采

用路径相关度衡量路径之间的关系．借用相关系数的概念，路径相关度等于多次仿真时，路径间完成时

间的相关系数．２条路径之间的相关系数ρ犻，犼可定义为

ρ犻，犼 ＝ ∑
犽∈（π犻∩π犼

）

σ
２
犽／（σ犻σ犼）． （１）

式（１）中：σ
２
犽 为路径犻与路径犼的第犽个共同活动的标准差；σ犻，σ犼分别为路径犻与路径犼的标准差．

２　考虑路径相关的犘犈犚犜网络进度风险的假设条件

针对网络活动总持续时间的概率分布近似服从于正态分布的假设，把传统的ＰＥＲＴ方法构建为多

元正态概率分布问题，解决因路径合并带来计算上偏差的局限性问题．出于这一考虑，路径相关的

ＰＥＲＴ施工进度风险计算模型使用与传统的ＰＥＲＴ相似的５个假设条件．

１）任务活动犻的持续时间服从β分布，使用传统的三时估计方法，确定活动任务的持续时间，即最

乐观完成时间（犪犻）、最有可能完成时间（犿犻）和最悲观完成时间（犫犻）．其中：犪犻 与犫犻 是β概率分布的２个

极值，如０％和１００％；而犿犻则代表这个任务活动持续时间的均值．

２）工序活动犻的持续时间的平均值μ犻 ＝ （犪犻＋４犿犻＋犫犻）／６；标准差σ犻 ＝ （犫犻－犪犻）／６．

３）基于以上平均值和标准差的计算公式，决定任务活动犻的持续时间β分布形状的２个形状参数

α犻和β犻，其计算式为

α犻 ＝
狌犻－犪犻
犫犻－犪（ ）

犻
×
（狌犻－犪犻）（犫犻－狌犻）

σ
２
犻

－（ ）１ ，　　β犻 ＝ 犫犻－狌犻
狌犻－犪（ ）

犻
×α犻． （２）

　　４）假设工程网络路径犽完工时间的期望值为狌犽，方差为σ
２
犽，其期望值与方差的计算式为

狌犽 ＝∑
犖

犻＝１

犪犽，犻狌犻，　　σ
２
犽 ＝∑

犖

犻＝１

犪犽，犻σ
２
犻 ＋∑

犖

犻＝１
∑
犖

犻′＝１，犻≠犻′

犪犽，犻犪犽，犻′ρ犻，犻′σ犻σ犻′． （３）

式（３）中：若工程网络路径犽中包括任务活动犻，犪犽，犻＝１，否则，犪犽，犻＝０；ρ犻，犻′为路径犽中任务活动犻与犻′的

相关性；犖 为网络路径犽中任务活动的总数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各个活动任务之间不是相关

的，那么方差σ
２
犽 可以通过路径犽上所有任务活动持续时间的方差进行相加计算．

从形状参数β犻的计算式可以看出，假设所有的项目任务活动是独立的，则有σ
２
犽 ＝∑

犖

犻＝１

犪犽，犻σ
２
犻．

５）如果路径中存有大量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基于中心极限定理理论，某１条

路径中，任务持续时间总和的概率分布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基于以上假设，ＰＥＲＴ完工概率的风险计算问题，可以构建成一个多元概率问题．事实上，许多文献

正是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对进度风险进行定义的，如

犘（犜≤狋）＝犘（犜１ ≤狋，犜２ ≤狋，…，犜犽 ≤狋，…，犜犓 ≤狋）． （４）

式（４）中：犘（犜≤狋）表示工程项目的持续时间在目标时间狋内的完工概率；犜犽 为路径犽的持续时间；狋为

工程项目计划完工工期．

式（４）表明：在网络图中，所有路径的持续时间均小于计划完工工期目标持续时间狋的概率．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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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同一个任务活动通常有２个或者２个以上的不同路径通过，这说明这些路径之间是彼此相关

的．２个不同路径的相关关系的计算式为

ρ犽，犾 ＝
Ｃｏｖ犽，犾

σ犽σ犾
，　　Ｃｏｖ犽，犾 ＝∑

犖

犻＝１

犪犽，犻犪犾，犻σ
２
犻 ＋∑

犖

犻＝１
∑
犖

犻′＝１，犻≠犻′

犪犽，犻犪犾，犻′ρ犻，犻′σ犻σ犻′． （５）

式（５）中：ρ犽，犾表示工程网络路径犽与路径犾之间的相关性；Ｃｏｖ犽，犾表示路径犽与路径犾之间的协方差．如

果任务活动犻在路径犽 上，则有犪犽，犻＝１；否则，犪犽，犻＝０．如果项目任务活动是彼此独立的，那么

∑
犖

犻＝１
∑
犖

犻′＝１，犻≠犻′

犪犽，犻犪犾，犻′ρ犻，犻′σ犻σ犻′ ＝０．因此，工程网络图中的２条路径的协方差只能通过２条路径之间具有相同

任务活动的持续时间的方差（σ
２
犻）进行计算，即Ｃｏｖ犽，犾＝∑

犖

犻＝１

犪犽，犻犪犾，犻σ
２
犻 ．如果路径存在部分相关关系，基于

以上假设，则式（４）中多联合概率问题将转变成中心极限定理理论基础上的多元正态积分问题，即

犘（犜≤狋）＝
１

狘Σ狘（２π）槡
犿∫

狋

－∞∫
狋

－∞
犔∫

狋

－∞
ｅｘｐ（－

１

２
犝Ｔ
Σ
－１犝）ｄ犜１ｄ犜２犔ｄ犜犿． （６）

式（６）中：犿为路径的总数量；犝 为相关网络路径犜犽 持续时间的向量；犝
Ｔ 为犝 的转置矩阵；Σ为各路径

持续时间犛犻的犿×犿阶协方差矩阵．

为了解决网络路径相关下的完工概率问题，需要对式（６）进行求解．这涉及到１个多维正态概率分

布的多次积分问题，需要积分的次数等于网络中所有路径的总数．多维正态概率分布的数值计算不仅耗

时，而且特别困难．求解大规模工程网络的完工概率，通常需要计算大量的犿 次积分．在实际的工程项

目中，随着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涉及的施工工序更为繁多，这意味着工程网络图中包含成千上万条的

路径，大大增加了式（６）中多维正态概率积分的数量，通过手工计算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需要借助计算

机辅助完成．

３　路径相关下的犘犈犚犜进度风险计算的原则和算法设计

３．１　犘犈犚犜进度风险近似计算的原则

由于活动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及大规模网络路径的约束限制，使计算进度风险困难重重，因此，精

确地计算大型工程施工进度风险是不现实的．提出一种大型工程施工进度风险的近似计算方法，该方法

基于以下２个原则．

１）大型工程网络施工进度完工工期持续时间具有相当高的完工概率的路径，如工程项目网络计算

的完工概率犘（犜≤狋）≥０．９９≈１．００，不会显著地影响工程项目在规定工期内完工的可能性．

２）如果工程网络中存在几个路径与在规定工期内工程项目能够完成的概率非常低的路径之间存

在相关关系，那么，这个完工概率比较低的路径将被认为是主要路径．在进行计算时，用这条主要路径替

代其他具有较高概率完成的路径．

３．２　犘犈犚犜进度风险近似计算的设计

基于以上２个原则，大型工程施工进度风险的近似计算方法可通过以下３种设计方法达到．

１）去除在规定工期内完工概率非常高的路径，在计算过程中，剔除高完工概率犘（犜≤狋）≥０．９９≈

１．００的路径．

２）去除工程网络进度中高度相关的路径，用低相关度完成时间的路径替代．

３）由那些基于所选取的、具有代表性路径的目标完成时间，近似计算工程项目完成的概率，可以大

大改善大规模工程项目网络进度风险计算的效率．

４　路径相关下的犘犈犚犜进度风险的计算方法

为了达到计算大型工程施工进度风险的目标，采取以下４个步骤可达到近似计算的目的：１）确定

工程项目的完工概率上限值（ＵＰ）及网络路径之间相关性的上限值（ＵＣ）；２）去除在规定工期内，能够

完工的高概率路径；３）去除工程网络进度中具有高度相关的路径；４）近似估计大型工程项目施工进度

完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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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犘犈犚犜完工概率上限及路径相关度上限的确定

确定大型工程项目的完工概率上限值及路径之间相关性的上限值，能够剔除对工程项目完工时间

没有显著影响的路径，以达到减少传统的ＰＥＲＴ计算时间的目的．这阶段的主要目标：一是明确 ＵＰ及

ＵＣ，从网络图所有路径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二是减少网络中多余的连接．这一阶段主要通过以下

３个步骤实现．

１）明确工程项目的计划完工时间狋，工程项目的计划完工时间通常在合同中加以规定．

２）明确ＵＰ及ＵＣ．确定ＵＰ的目的是去除比完工概率上限值高的概率的网络路径，因为这些路径

对工程项目的完成时间的概率没有显著地影响．确定ＵＣ的目的是去除那些同网络关键路径有重大关

系的路径和相关性高于相关性概率上限的路径．

３）用传递归约的方法去除工程项目网络图中多余的连接．多余的连接存在于工程项目网络图的许

多任务活动之中，这些多余的连接往往造成许多多余的路径．在工程网络进度的分析中，完全可以去除

这些多余的路径．

４．２　高概率保证下的完工路径的去除

去除高概率完工路径的直接目的是减少路径的计算次数，通过识别和去除完成时间概率犘（犜≤狋）

比ＵＰ高的路径，分析网络中剩余的路径，实现这一目标最简单的方法是列举出所有路径，并且分析所

有路径完成时间的概率．但这个方法在实际工程的运用中，通常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的．为了确保实现

最终目标的计算效率，提出一种新的去除高概率完工路径的计算方法，可通过以下３个步骤实现．

步骤１　把网络路径的完工概率上限值ＵＰ转化为网络与路径平均持续时间的１个相等的下限值

ＬＭ，通过该方法寻找和识别完成时间概率比规定的ＵＰ值更低的路径．其主要目标是把在第１个阶段

识别出来的网络路径的ＵＰ值转换为与路径平均持续时间相等的ＬＭ值，通过ＬＭ 值的大小可以明确

和保留完成时间概率比ＵＰ值低的路径．这些路径可以通过确定路径持续活动时间的均值μ犽 比ＬＭ 值

高的路径识别．

ＰＥＲＴ路径的完工概率上限值ＵＰ可通过相关转换式转换成网络完工工期与路径平均持续时间相

等的下限值ＬＭ，即

犘（犜犽 ≤狋）＝Φ （狋－μ犽）／σ（ ）犽 ≤ＵＰ， （７）

（狋－μ犽）／σ犽 ≤Φ
－１（ＵＰ）， （８）

μ犽 ≥

狋－Φ
－１（ＵＰ）σ犽，　　　　ＵＰ＞０．５，

狋，　　　　　　　　　　ＵＰ＝０．５，

狋＋Φ
－１（ＵＰ）σ犽，　　　　ＵＰ＜０．５

烅

烄

烆 ，

（９）

ＬＭ＝狋－Φ
－１（ＵＰ）槡ＬＶ，　 　ＵＰ＞０．５． （１０）

式（７）～（１０）中：Φ（·）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Φ（·）
－１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的反函数；ＬＶ为整

个ＰＥＲＴ网络中持续时间最大值的方差．式（７）表示网络中第犽条路径的完工时间概率小于完工概率

上限值ＵＰ，即确保计算模型中所选择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第犽条路径的完成时间概率犘（犜≤狋）小于完

工概率上限值ＵＰ．通过式（８），（９），可以计算出路径犽持续时间的均值μ犽 为工程项目所规定的持续时

间狋、路径犽持续时间的标准差值σ犽、工程项目网络路径的完工概率上限值ＵＰ的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倒

数Φ（·）
－１的函数．同时，由于式（９）中的第犽条网络路径的持续时间均值μ犽 依赖于该条网络路径的持

续时间的标准差值σ犽，因此，该条路径持续时间的下限值ＬＭ 可以通过网络路径的持续时间的最大方

差ＬＶ进行计算．

步骤２　找出从初始节点到分析节点项目任务活动犻的最大期望值所构成的网络路径的持续时间

ＬＤ犻，以及网络中存在的最大方差值ＬＶ．通过该方法能够找出网络路径的平均期望时间，以及确定路径

活动持续时间的期望值比路径持续时间的下限值ＬＭ 更长的路径．通过分析活动节点犻到终止节点犈

的最长期望路径完成时间ＬＤ犻，可以搜索出比网络持续时间下限值ＬＭ更长的持续时间路径，并根据所

求出的持续时间最大方差值ＬＶ，利用式（８）求出下限值ＬＭ．为了获得这些目标，提出最长路径持续时

间期望值的搜索算法．

步骤３　利用上述２个步骤所确定的具有最大方差值ＬＶ时的工程网络路径持续时间的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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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Ｍ，以及针对路径中分析节点任务活动犻至终止节点犈 的最长期望完工时间ＬＤ犻，选择比确定的完工

概率上限值ＵＰ低的、更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使用路径持续时间的下限值ＬＭ，以及将任务活动犻至终止

节点犈的最长期望完工时间ＬＤ犻作为判断是否具有代表性路径的主要依据是，使用该方法可使网络路

径在不需要枚举出所有路径的情况下，能够达到最大化改善寻找具有代表性网络完工路径的效率．

４．３　高相关度路径的去除

去除网络中具有高完工概率的路径，对大规模的网络而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简化计算量．文献［５］

也提出网络中高相关度路径的去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考虑路径相关下的完工概率风险计算的

准确性及效率性，但是该方法仅考虑网络路径的期望持续时间μ犽 的大小，同时，根据路径之间的相关性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路径是有弊端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将所有网络的完工概率，进行升序排序，

除了考虑路径的期望持续时间μ犽，还考虑了具有相同路径期望持续时间μ犽 所拥有的较小完工概率的路

径，完成这一阶段后，可以估计完成时间的概率．

４．４　路径相关下完工概率的近似计算

通过去除网络中具有高完工概率的路径及高度相关性的路径，大大简化了计算量，提高了工程网络

完工概率的计算效率．特别对那些网络中工序和节点数足够多的工程网络来说，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通过这２种方法去除冗余路径后剩余的路径，计算每条工程项目在规定工期内完成的概率，将各概率相

乘即可得到工程项目在规定工期内完工的概率．

５　算例分析

以文献［３］中的工程网络图作为算例，利用提出的方法对该算例的完工风险进行研究．将不同的规

定工期上限值ＵＰ和不同网络路径相关性的上限值ＵＣ的计算完工风险的概率与运用传统蒙特卡罗模

拟技术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以寻找出运用所提方法进行工程网络完工风险的优劣性．某工程施工进度

网络计划，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该工程网络图共有２２个节点，４４个工序任务活动，工程网络路径的总

数目为１４８条．

图１　某工程施工进度网络计划图

Ｆｉｇ．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ｏｆｏ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利用传统的蒙特卡洛模拟技术分析项目完工时间的概率，根据相应的分布产生相应的工序活动持

续时间，将产生的持续时间结合经典的关键路线法（ＣＰＭ）计算项目的完工时间．在利用蒙特卡洛模拟

的技术中，迭代最大数字设置为３００００．若项目完成时间的概率协方差小于０．００５，则模拟程序将会自

动中断迭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蒙特卡洛模拟中的迭代总次数比终端设置的最大迭代次数小．

经过计算，节点２２的最大方差值ＬＶ为１１．３６１１．在工程项目完工概率上限值ＵＰ为０．９９，工程项

目合同规定的计划完工工期为１４０ｄ时，路径持续时间的下限值ＬＭ为１３２．１５９３ｄ．此处，分别考虑了

ＵＰ＝１．００，ＵＣ＝１．００；ＵＰ＝０．９９，ＵＣ＝１．００；ＵＰ＝０．９５，ＵＣ＝１．００；ＵＰ＝１．００，ＵＣ＝０．９５；ＵＰ＝

１．００，ＵＣ＝０．９０；ＵＰ＝１．００，ＵＣ＝０．８５这６种情况下的完工概率．利用５００个伪随机点、概率上限和相

关性上限的各种联合计算该算例，研究该算例的结果对概率上限和相关性上限的敏感度，并将文中算法

得到的结果与传统蒙特卡洛模拟技术进行比较，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η为完工概率；狋为完工工期．

　　由图２可知：当设置ＵＰ＝１．００，ＵＣ＝１．００时，文中方法与蒙特卡洛模拟法计算得到的结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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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ＵＰ＝１．００，ＵＣ＝１．００　　　　　　　　　　　　（ｂ）ＵＰ＝０．９９，ＵＣ＝１．００

　（ｃ）ＵＰ＝０．９５，ＵＣ＝１．００　　　　　　　　　　　　（ｄ）ＵＰ＝１．００，ＵＣ＝０．９５

　（ｅ）ＵＰ＝１．００，ＵＣ＝０．９０　　　　　　　　　　　　（ｆ）ＵＰ＝１．００，ＵＣ＝０．８５

图２　文中算法与蒙特卡洛模拟算法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误差小于２％；当设置ＵＰ＝０．９９，ＵＣ＝１．００时，其计算结果与 ＵＰ＝１．００，ＵＣ＝１．００计算结果的准确

度相近．通过ＵＰ和ＵＣ的不同组合（ＵＰ＝１．００，ＵＣ＝１．００；ＵＰ＝０．９９，ＵＣ＝１．００），可以看出在工程项

目目标持续时间小于１４０ｄ时，计算得到的完工工期与利用蒙特卡洛模拟得到的工期误差率在２％以

内．通过ＵＰ和ＵＣ的另外４种不同组合，文中方法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于蒙特卡洛模拟得到的结果．

由图２还可知：ＵＰ值设置太低，将导致被选代表性路径的显著性减少，增加项目完成时间概率的

估计误差．如在ＵＰ＝０．９５，ＵＣ＝１．００时，在很大范围内，工程项目的持续时间内只选择很小一部分路

径作为代表性的路径，当只有一条代表性路径时，产生的误差高于７％．

综上所述，在计算大型ＰＥＲＴ网络的完工概率时，ＵＰ设置较高的数值，既可以减少经过犖 次计算

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又可以选择合理的路径数量作为代表性路径，使计算结果与蒙特卡洛模拟技术计算

结果趋于一致，减小误差．同样，若ＵＣ值设置太低，代表性路径将很少，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为

减小文中所提方法的计算结果与蒙特卡洛模拟结果的差值，应设置较高的ＵＰ与ＵＣ值．

６　结束语

提出大型工程网络完工风险分析的模型，使用多元正态积分方法并结合深度搜索算法，实现大规模

工程项目网络快速且准确的完工风险计算．该算法可克服现有ＰＥＲＴ网络完工风险的局限性，为数量

巨大的施工工序活动的大型（超大型）工程项目的ＰＥＲＴ网络的完工概率提供近似或精准的计算．计算

结果表明，文中算法具有准确估计完工概率的能力．将大型工程项目活动的ＰＥＲＴ网络进度计划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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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蒙特卡洛模拟方法相比，该算法不仅误差小（可忽略不计），而且计算时间也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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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犉犕驱动因素重要性分析

崔彩云１，２，王建平１，刘勇３，李会联２

（１．中国矿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００８；

２．华北科技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北 廊坊０６５２０１；

３．浙江理工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　为探索基础设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ＶＦＭ）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及相互关系，运

用文献分析法、专家访谈和德尔菲法构造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采用层次分析?决策实

验室法（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确定各因素综合影响程度并进行综合排序．结果表明：绩效支付机制、较低的全寿

命周期成本、公共部门的技能和经验、有利的法律框架、合理的风险分担对提升 ＶＦＭ 影响作用明显；成本和

效益类ＶＦＭ驱动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协作环境类ＶＦＭ驱动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

关键词：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物有所值；驱动因素；层次分析?决策实验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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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ｓ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ｌｏ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ｃｏｓｔ，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ｌｅｇａｌ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ｒｉｓｋ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ＶＦ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

ｃｏｓｔ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ｓｄｒｉｖｅｒｓ，ｗｈｉｌ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ｒｓ

ｃ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ｔｈｅｒｄｒｉｖ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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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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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既能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效

率［１］．近年来，ＰＰＰ模式凭借其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优势，在地域和项目类型方面都有大规

模的突破和发展［２］．ＰＰＰ模式可以缓解公共部门财政压力，但由于其投资额高和投资长期性的特点，社

会资本部门通常只关注利润回报高的ＰＰＰ项目
［３］．在确保基础设施服务供给和社会资本合理利润的双

重要求下，公共部门必须确保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ＶＦＭ），实现双赢
［４］．作为判定是否采用ＰＰＰ模式的

依据，ＶＦＭ评价得到了广泛应用
［５］．与此同时，ＶＦＭ 驱动因素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Ｃｈｅｕｎｇ等

［６］

通过研究发现，合理的风险分担和产出规范对ＰＰＰ项目实现ＶＦＭ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Ｉｓｍａｉｌ等
［７］认

为全寿命周期成本优化、创新、满足使用者需求和及时交付是最主要的 ＶＦＭ 驱动因素．在基础设施

ＰＰＰ项目中，部分驱动因素不仅对提高ＶＦＭ产生积极的驱动作用，而且对其他驱动因素也产生影响作

用，而这种影响关系也直接影响到ＰＰＰ项目的效率和ＶＦＭ的实现
［８?９］．例如，风险分担不合理极易引起

全寿命周期成本的增加和项目效率的降低［１０?１１］．现有文献对ＶＦＭ 驱动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驱动因

素的识别，并未系统地揭示各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各驱动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以基础设施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识别出影响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实现和提高

的主要驱动因素，运用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法分析各ＶＦＭ驱动因素间相互关系和影响程度．

图１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驱动因素分析流程

Ｆｉｇ．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ｏｆ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　研究方法和步骤

决策实验室法（ＤＥＭＡＴＥＬ法）是以矩阵工具为基础，进行系统

要素分析，并定量分析系统中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在假设各因素不

存在影响差异的条件下，首先，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建立直接影响矩

阵；然后，通过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揭示系统的结构关系．

为弥补ＤＥＭＡＴＥＬ方法未考虑权重差异的不足，借助层次分析

（ＡＨＰ）方法，通过专家打分计算各驱动因素的权重．研究的具体步

骤，如图１所示．

２　基础设施犘犘犘项目犞犉犕驱动因素

Ｎｉｓａｒ
［１２］认为，ＶＦＭ驱动因素对实现和提高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

非常关键，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关于 ＶＦＭ 驱动因素的研究假设并加

以验证，研究发现，价格确定、及时交付、支付能力、资产质量和项目

管理能力可以实现和提高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Ｃｈｅｎ等
［１３］通过识别和对比研究ＰＰＰ项目的１５

个ＶＦＭ驱动因素，发现４个主要驱动因素：解决公共部门预算约束问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用于公共

基础设施／服务）；减少公共资金投入资金；降低公共部门管理成本．这１５个 ＶＦＭ 驱动因素在Ｃｈｏｕ

等［１４］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认证．Ｉｓｍａｉｌ
［１５］通过研究识别出２０个驱动因素，并发现社会资本部门技术

创新、竞争性投标、合理的风险分担、资产的最优化使用、政府支持、产出规范、社会资本方的管理能力、

改善和增加公共部门的设施和风险转移属于较为重要的ＶＦＭ驱动因素．Ｃｈｅｕｎｇ
［６］通过研究发现，合理

的风险分担、产出规范、竞争性投标、社会资本方的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是ＰＰＰ项目中核心ＶＦＭ

驱动因素．Ｍｃｋｅｖｉｔｔ
［１０］同时关注了使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发现满足使用者需求、清晰的竞争标准、

政府的公正、利益相关者认可、产出规范对提升ＶＦＭ的作用非常显著．

在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驱动因素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方面，Ｈｕ等
［１６］尝试将ＶＦＭ 驱动因素根

据相关性进行总结归纳，并将ＶＦＭ驱动因素总结为项目部门、项目盈利能力、项目的独立程度和投资

规模．Ａｍｅｙａｗ等
［１７］将识别的２５个驱动因素按项目实施阶段分为决策阶段、采购阶段、建造阶段、运作

阶段．Ｓａｎｔａｎｄｒｅａ等
［１８］从脆弱性的角度，将ＶＦＭ驱动因素分为财务结构、风险隔离、合同要求．上述文

献中，学者对于ＶＦＭ驱动因素及相关性的研究为文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关于ＶＦＭ驱动因素相关性

的研究仅限于归纳分类，并未深层次分析和研究各ＶＦＭ驱动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各自的影响程度．

通过文献梳理，初步识别出２６个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由于在以往研究中，ＶＦＭ 驱动因素识

３８６第５期　　　　　　　崔彩云，等：运用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的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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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方法以定性方法为主，为避免因项目、地域、识别方法的差异性和研究人员的主观倾向性造成识别结

果的失真，仅保留至少两位学者认可的 ＶＦＭ 驱动因素．通过筛选，最终形成的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

ＶＦＭ驱动因素清单包括１９个因素，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

Ｔａｂ．１　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ｏｆ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编号 ＶＦＭ驱动因素 来源

Ｄ１ 社会资本方的技术创新和传播 文献［６，１４１５，１９］

Ｄ２ 社会资本方的技能和经验 文献［６，１２，１５，２０］

Ｄ３ 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文献［１０，１７］

Ｄ４ 公共部门的技能和经验 文献［１５，１７］

Ｄ５ 项目公司的建造和组织运营能力 文献［１４，１９］

Ｄ６ 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最优化使用 文献［１２，１４１５，１９，２１］

Ｄ７ 产出的规范化 文献［６，１０，１５，２０］

Ｄ８ 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及时交付 文献［１２，１４１５，１７，１９］

Ｄ９ 公共产品或服务满足使用者需求 文献［１０，１８］

Ｄ１０ 政府和社会资本方优势互补 文献［１２，１６，１８１９］

Ｄ１１ 合理的风险分担 文献［６，１２，１５，１８，２２２３］

Ｄ１２ 合同长期性特征 文献［１５，１８，２０］

Ｄ１３ 金融创新的特征 文献［１４１５，１７，１９］

Ｄ１４ 绩效支付机制 文献［１５，１８，２０］

Ｄ１５ 政府监管定价 文献［１０，１２，１４，１９］

Ｄ１６ 较低的全寿命周期成本 文献［１４１５，１９，２１］

Ｄ１７ 环境的考虑 文献［１５，１７］

Ｄ１８ 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 文献［１７，２２］

Ｄ１９ 有利的法律框架 文献［３，１７，２４］

３　层次结构模型的构建

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层次结构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驱动因

素构成目标层，表１中的１９个ＶＦＭ驱动因素构成指标层，中间层的构建依赖于对１９个驱动因素进一

步归纳分类后的结果．采用专家访谈法和德尔菲法，对１９个ＶＦＭ驱动因素进行归纳分类，选取的专家

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１）５ａ以上从事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实施或研究工作；２）硕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

首先，通过对９位来自ＰＰＰ研究机构（５位）和ＰＰＰ项目实践（４位）的专家进行访谈，确定中间层的

构成包括参与者能力和特征、使用者需求实现程度、政府与社会资本协作、成本和效益、协作环境５类．

表２　调查对象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项目 类别
调查对象／人

访谈法 德尔菲法

受教育程度
硕士 ２ ２１

博士 ７ １１

组织特征

政府部门 ２ ８

社会资本部门 ０ ３

科研机构 ５ １２

咨询机构 ２ ９

ＰＰＰ经历
５～１０ａ ７ ３０

≥１０ａ ２ ２

然后，运用德尔菲法，邀请３２位专家（１２位来

自科研机构、８位来自政府部门、３位来自社会

资本部门，９位来自咨询机构）对１９个因素如

何归纳为上述５类独立发表意见．访谈和德尔

菲法的专家构成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表

２中：ＰＰＰ经历包括研究经历和实践经历．

德尔菲终止的条件为任何一个ＶＦＭ 驱动

因素的归属分类均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专家的

认可．通过第一轮德尔菲调研，社会资本方的技

术创新和传播、社会资本方的技能和经验、政府

支持和项目实施技能、项目公司的建造和组织

运营能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及时交付、公共产品或服务满足使用者需求、政府和社会资本方优势互补、

合理的风险分担、较低的全寿命周期成本、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有利的法律框架确定了归属分类．

对第一轮中存在争议的其余８个驱动因素进行第二轮德尔菲调研，为了避免思维惯性，第二轮德尔

４８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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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法针对８个待定因素的组别归属的认可程度按５级量表的形式填写，其中，１为非常不同意，５为非常

同意．最后，通过两轮德尔菲调研确定了１９个ＶＦＭ 驱动因素的归属分类，从而确定了中间层的因素．

结合目标层和指标层，最终形成的层次结构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层次结构

Ｆｉｇ．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４　数据计算及结果分析

４．１　各因素权重的确定

根据已建立的层次结构模型，采用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成对比较，用１～９标度方法建

立判断矩阵Ｂ?Ａ，Ｄ?Ｂ１，Ｄ?Ｂ２，Ｄ?Ｂ３，Ｄ?Ｂ４，Ｄ?Ｂ５．在此基础上，计算各因素的权重，随机一致性比例ＣＲ

均小于０．１，表明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２５］．最后，在所有层次单排序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各要

表３　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各指标权重

Ｔａｂ．３　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中间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犠

Ｂ１ ０．２７４

Ｄ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８

Ｄ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２

Ｄ３ ０．２１１ ０．０５８

Ｄ４ ０．３８３ ０．１０５

Ｄ５ ０．２２３ ０．０６１

Ｂ２ ０．０７３

Ｄ６ ０．２６０ ０．０１９

Ｄ７ ０．２２３ ０．１４０

Ｄ８ ０．２２３ ０．０８１

Ｄ９ ０．２２３ ０．５２０

Ｂ３ ０．１０７

Ｄ１０ ０．２７８ ０．０３０

Ｄ１１ ０．５５６ ０．０６０

Ｄ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１

Ｄ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７

Ｂ４ ０．３９２

Ｄ１４ ０．５４０ ０．２１２

Ｄ１５ ０．１６３ ０．０６４

Ｄ１６ ０．２９７ ０．１１６

Ｂ５ ０．１５４

Ｄ１７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５

Ｄ１８ ０．２９７ ０．０４６

Ｄ１９ ０．５４０ ０．０８３

素关于系统总体的综合重要度确定层次总排序，

获得各驱动因素的权重矩阵（犠），如表３所示．

４．２　综合影响矩阵的确定

运用ＤＥＭＡＴＥＬ方法的原理，首先，采用专

家调查法，分析各因素间影响程度不同对各驱动

因素间的影响关系，以０～４计分方法进行打分，

将专家评分结果累加平均后，得出直接关系矩阵

犃＝（犪犻，犼）狀×狀，（犪犻，犼＝０，１，２，３，４），其中，犪犻，犼表示驱

动因素犇犻对犇犼的影响程度．然后，根据公式犇＝

犃／ｍａｘ
１≤犻≤狀∑

狀

犼＝１

犪犻，犼，将直接影响矩阵进行归一化，确

定标准化矩阵犇．最后，根据公式犜＝
犇

犐－犇
（犐为

单位矩阵）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犜．

４．３　犞犉犕驱动因素综合影响度的计算

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 ＶＦＭ 驱动因素中的影

响度（犉犻）、被影响度（犌犻）、中心度（犎犻）和原因度

（犚犻）的计算式分别为

犉犻＝∑
狀

犼＝１

狋犻，犼，　　　犌犻＝∑
狀

犼＝１

狋犼，犻，

犎犻＝犉犻＋犌犻，　　犚犻＝犉犻－犌犻

烅

烄

烆 ．

上式中：狋犻，犼表示综合影响矩阵中驱动因素犇犻对犇犼的影响程度，犻＝１，２，…，狀．根据上式计算，并依据表

３中各因素权重进行加权计算，最终得出各驱动因素的综合影响度．

５８６第５期　　　　　　　崔彩云，等：运用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的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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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计算结果分析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综合影响度的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

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作用，其中，Ｄ３，Ｄ５，Ｄ６，Ｄ７，Ｄ８，Ｄ９，Ｄ１４，Ｄ１６属于结果因素，其他属于原因因素．结

果因素多数出自“使用者需求实现程度”和“成本和效益”，说明在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驱动因素中，这两类

因素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所有结果因素中，“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最优化使用”受其他因素影响的

程度最高，但其综合影响度仅为０．０２８，排名第１３位．结果因素中，Ｄ１４和Ｄ１６的被影响度虽然仅处于

中等水平，但综合影响度分别为０．２０４和０．１２４，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对ＶＦＭ 实现影响程度最大．这

是因为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实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目标通常要经历非常复杂的过程
［２６］，项目

风险分担、项目参与者的能力、宏观经济和法律条件等均会影响到项目公共产品的产出和最优化使用．

而衡量ＶＦＭ的主要指标是以成本和效益类货币指标度量，并非以使用者满意度、使用者需求实现程度

等度量．

表４　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综合影响度计算表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ＦＭ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序号
驱动因素

犉犻 犌犻 犎犻 犚犻 犠 犎犻·犠 综合影响度

综合影响
排序

Ｄ１ １．２６ ０．８７ ２．１３ ０．３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１５

Ｄ２ １．４０ ０．８１ ２．２１ ０．５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９ １２

Ｄ３ ０．２０ ２．６３ ２．８３ －２．４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６４ ０．０６７ ６

Ｄ４ １．７４ ０．５７ ２．３０ １．１７ ０．１０５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９ ３

Ｄ５ １．１１ １．４４ ２．５５ －０．３３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４ ７

Ｄ６ ０．８５ ２．７９ ３．６５ －１．９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８ １３

Ｄ７ ０．８６ １．８４ ２．７１ －０．９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１６

Ｄ８ ０．８４ ２．１０ ２．９４ －１．２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１７

Ｄ９ ０．６８ ２．０９ ２．７７ －１．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３ １０

Ｄ１０ １．８１ １．０５ ２．８６ ０．７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５ １１

Ｄ１１ １．９３ １．１５ ３．０８ ０．７８ ０．０６０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６ ５

Ｄ１２ １．１８ ０．２６ １．４５ ０．９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１８

Ｄ１３ １．４５ ０．６５ ２．１１ ０．８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１９

Ｄ１４ １．１６ １．１８ ２．３４ －０．０２ ０．２１２ ０．４９６ ０．２０４ １

Ｄ１５ ０．９８ ０．７４ １．７３ ０．２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５ ８

Ｄ１６ ０．５４ ２．０６ ２．６０ －１．５２ ０．１１６ ０．３０２ ０．１２４ ２

Ｄ１７ ０．８２ ０．８１ １．６３ 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１４

Ｄ１８ ２．２３ ０．０８ ２．３１ ２．１５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４ ９

Ｄ１９ ２．１５ ０．０８ ２．２３ ２．０７ ０．０８３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６ ４

　　除绩效支付机制（Ｄ１４）和较低的全寿命周期成本（Ｄ１６）之外，公共部门的技能和经验（Ｄ４）、有利的

法律框架（Ｄ１９）、合理的风险分担（Ｄ１１）、利益相关者的认可（Ｄ３）和项目公司的建造和组织运营能力

（Ｄ５）的综合影响度均处于平均综合影响度０．０５３以上，对ＶＦＭ的实现和其他驱动因素的实现影响作

用较大．其中，Ｄ４和Ｄ１９的影响度和原因度排名均处于前五，说明该两项因素与其他因素关系密切，且

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Ｄ３的影响度排名最后，被影响度排名第一，原因度的绝对值最大，说明该

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

此外，从驱动因素的归纳分类来看，Ｄ１４和Ｄ１６的影响程度最高，Ｄ１５的综合影响度（０．０４５）仅低

于平均综合影响度，这３个因素共同说明成本和效益对驱动和提升ＰＰＰ项目物有所值起着重要作用．

Ｄ１４和Ｄ１６同属于结果因素，Ｄ１５的被影响度相对较高，所以，成本和效益类驱动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

响程度较大．这与学者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Ｏｐａｗｏｌｅ等
［２７］通过研究发现，ＰＰＰ项目公私协作对成本和

效益有影响，因为ＰＰＰ项目本身的特征和优势，有效的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方的协作可以加快项目进

展，从而比传统政府采购的方式更节约成本．Ｇｕｚｍｎ等
［２８］研究证实了使用者需求实现程度对成本和效

益的影响，认为适当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可以在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部门之间创造公共价值．Ｄ１８和

Ｄ１９的影响度和原因度均排在前两位，Ｄ１７的影响度相对较高，３个因素共同说明协作环境对其他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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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这进一步证实了Ｈａｙｌｌａｒ
［２９］的研究结论，即良好的合作环境可以促进自由市场的

形成，并促进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的高效协作．Ｖｉｌｌａｌｂａ?Ｒｏｍｅｒｏ等
［３０］也充分证明了有利的协作环境对

其他因素的影响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本部门参与的积极性，而且能够更大程度上挖掘社会资本部

门的创新潜力．由此可见，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有利的法律框架和良好的协作环境可以减少ＰＰＰ项目

漫长协作期中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ＰＰＰ项目可持续发展．

５　结论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造了ＰＰＰ项目ＶＦＭ 驱动因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采用ＡＨＰ?ＤＥ

ＭＡＴＥＬ方法求得各因素综合影响程度并进行综合排序．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１）社会资本方的技术创新和传播、社会资本方的技能和经验等１９个ＶＦＭ 驱动因素对提升ＰＰＰ

项目ＶＦＭ发挥积极作用．其中，绩效支付机制、较低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公共部门的技能和经验、有利

的法律框架、合理的风险分担综合影响程度高．

２）根据ＶＦＭ驱动因素的特征采用德尔菲法将１９个因素分为参与者能力和特征、使用者需求实现

程度、成本和效益、政府与社会资本协作程度和协作环境５类．其中，成本和效益类驱动因素受其他因素

的影响程度较高，协作环境对其他驱动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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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４３（３）：０４０１６１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ＣＯ．１９４３?７８６２．０００１２４９．

［９］　ＭＥＤＤＡＦ．Ａ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ｓｋ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２５（３）：２１３?２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３．

［１０］　ＭＣＫＥＶＩＴＴＤ．Ｄｅｂａｔｅ：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Ｊ］．Ｐｕｂｌｉｃ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５

（２）：９９?１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４０９６２．２０１５．１００７７０２．

［１１］　袁竞峰，王帆，李启明，等．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的 ＶｆＭ 评估方法研究及应用［Ｊ］．现代管理科学，２０１２（１）：２７?３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３６８Ｘ．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９．

［１２］　ＮＩＳＡＲＴＭ．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ｃｈｅｍ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

ｔ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２０（２）：１４７?１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０９５１３５５０７１０７３１５０８．

［１３］　ＣＨＥＮＣｈｕａｎ，ＤＯＬＯＩＨ．ＢＯ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ｅ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

７８６第５期　　　　　　　崔彩云，等：运用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的ＰＰＰ项目ＶＦＭ驱动因素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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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６（４）：３８８?３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２．

［１４］　ＣＨＯＵＪＳ，ＰＲＡＭＵＤＡＷＡＲＤＨＡＮＩ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ｋｅｙｄｒｉｖｅｒ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ｒｉｓｋ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３

（５）：１１３６?１１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３．

［１５］　ＩＳＭＡＩＬＳ．Ｄｒｉｖｅｒ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Ｊ］．Ａｓ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１（３）：２４１?２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ＡＲＡ?０６?２０１３?００４２．

［１６］　ＨＵＺｈｅ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ｑ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Ｊａｐａｎ［Ｊ］．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ｎｄＡｓ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９（２）：２０２?２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ＢＥ

ＰＡＭ?１２?２０１２?００５５．

［１７］　ＡＭＥＹＡＷＣ，ＡＤＪＥＩ?ＫＵＭＩＴ，ＯＷＵＳＵ?ＭＡＮＵＤＧ．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ＶＦＭ）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Ｇｈａｎａ：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０（３）：２６８?２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ＪＦＭＰＣ?０１?２０１５?０００３．

［１８］　ＳＡＮＴＡＮＤＲＥＡＭ，ＢＡＩＬＥＹＳ，ＧＩＯＲＧＩＮＯＭ．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ｉｎＵＫ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２０１５，３１（３）：２６０?２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０９５２０７６７１５６１８００３．

［１９］　ＣＨＡＮＡＰ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ＨＡＮＤＷ Ｍ，犲狋犪犾．Ｄ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３５（１１）：１１１５?１１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ＣＯ．１９４３?７８６２．０００００８８．

［２０］　ＭＯＲＡＬＬＯＳＤ，ＡＭＥＫＵＤＺＩＡ．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Ｗｏｒｋ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８，１３（２）：１１４?１２５．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７／１０８７７２４Ｘ０８３２６１７６．

［２１］　ＨＥＮＪＥＷＥＬＥＣ，ＳＵＮ Ｍｉｎｇ，ＦＥＷＩＮＧＳＰ．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Ｆ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２（１）：７７?

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８．

［２２］　ＹＵＡＮＪｉｎｇｆｅｎｇ，ＺＥＮＧＡＹ，ＳＫＩＢＮＩＥＷＳＫＩＭＪ，犲狋犪犾．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ｋｅ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２７（３）：２５３?２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４４６１９０９０２７４８７０５．

［２３］　ＢＵＲＧＥＲＰ，ＨＡＷＫＥＳＷＯＲＴＨＩ．Ｈｏｗｔｏａｔｔａｉｎ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ＰＰ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Ｏｅｃ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７８７／ｂｕｄｇｅｔ?１１?５ｋｇ９ｚｃ０ｐｖｑ６ｊ．

［２４］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ＡＮ，ＣＨＥＮＰｏｈａｎ，ＴＩＯＮＧＲＬ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ｏｒｙ［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２９（３）：２４７?２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４４６１９

３．２０１０．５３７３５４．

［２５］　夏蓓鑫，陈鑫，李龙，等．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的ＰＦＭＥＡ方法改进及应用［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

３８（６）：８６８?８７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１０５９．

［２６］　袁竞峰，季闯，李启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ＰＰＰ项目关键绩效指标研究［Ｊ］．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２（６）：１０９?１２０．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１２．０６．０１５．

［２７］　ＯＰＡＷＯＬＥＡ，ＪＡＧＢＯＲＯＧＯ．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ＰＰＰ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９（１）：２７?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ＪＰＭＤ?０８?

２０１５?００２９．

［２８］　ＧＵＺＭ?ＮＦ，ＳＩＥＲＲＡＶ．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ｒａｎｄ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４６（７／８）：９９４?１０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０３０９０５６１２１１２３０１６０．

［２９］　ＨＡＹＬＬＡＲＭ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６９（Ｓ１）：Ｓ９９?Ｓ１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４６７?８５００．２０１０．００６７５．

ｘ．

［３０］　ＶＩＬＬＡＫＢＡ?ＲＯＭＥＲＯＦ，ＬＩＹＡＮＡＧＥ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ｙ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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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动蒸发与架空遮阳不同组合

对屋面防热降温的影响

王波，冉茂宇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探究被动蒸发与架空遮阳综合作用对屋面防热降温的影响，基于蓄水多孔质蒸发冷却，提出架空

蒸发遮阳与实铺遮阳蒸发两种屋面防热方式；然后，通过搭建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在厦门典型夏季气候条件

下，测试两种防热方式对屋面上下表面温度及水分蒸发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裸露的混凝土屋面，两种

防热方式都有较好的降温效果，但是相互之间差别不明显；实铺遮阳蒸发方式比架空蒸发遮阳方式在白天耗

水量明显减少，在夜间略有增加，但总体表现为耗水量明显减少，具有更好的持续降温效果；架空蒸发遮阳多

孔质水分蒸发速度主要与太阳辐射有关，而实铺遮阳蒸发多孔质水分蒸发速度则与多种因素有关，如空气温

湿度、风速、遮阳板热辐射等．

关键词：　防热降温；多孔质；架空蒸发遮阳；实铺遮阳蒸发；被动蒸发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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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屋顶房间，通过屋面得热占总得热的４０％～６０％
［１?２］，是房间南墙得热的２．７８倍

［３］．对屋顶

进行隔热能改善室内热环境［４］．为了提高夏季屋面的防热能力，国内外人员相继对屋面架空遮阳进行了

实测和理论研究［５?１０］．研究表明，架空高度维持在１０ｃｍ较为合适，大于此值后，防热效果提高不再明

显［１１］．通风遮阳的混凝土屋面仍然会使下方室内人体有烘烤感，难以满足人体热舒适要求
［１２］．而对遮阳

构件表面涂白或贴铝箔，能改善架空遮阳防热效果，但这些措施很容易失效，如高反射涂料第一年后反

射率会降低１５％
［１３］．被动蒸发冷却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降温技术

［１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屋顶喷淋
［１５?１６］、

屋顶水池［１７］、屋顶绿化［１８?２２］、多孔质蒸发［２３?２４］等被动蒸发冷却技术被研究，并且都能取到很好的降温效

果．然而屋顶水池对屋面防水构造及承重要求高
［２５］，屋顶喷淋降温效果虽优于屋顶水池，但是水资源浪

费严重［２６］．对屋顶水池和喷淋进行通风遮阳，可提高它们的防热降温能力
［２７?２８］．在屋顶水池中种植漂浮

植物或使用润湿漂浮物，可达到最佳的防热降温效果［２４，２９］．屋顶植被具有蒸发与遮阳共同作用，其降温

效果明显，但是其维护复杂，对屋顶构造也有特殊要求．研究发现，多孔蒸发具有可吸收保留雨水，维护

管理方便、屋面构造要求低等优点［３０?３１］．Ｍａｎｚａｎ等
［３２］指出，维持架空遮阳屋面通风层下表的润湿蒸发，

既可减少水分蒸发，又可提高防热降温效果．刘才丰等
［３３］将吸湿多孔质铺设在传统通风屋面架空层下

表面，实测表明，这种在遮阳下的多孔质蒸发在夏热冬冷地区有良好的降温作用．综上，将架空遮阳与被

动蒸发相结合可极大改善屋面的防热降温能力．将多孔质蒸发与架空遮阳相结合，使屋面在提高防热降

温效果的同时，尽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含水多孔质蒸发

冷却，提出屋面被动蒸发与架空遮阳不同组合的两种防热方式；然后，通过搭建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对

比测试这两种防热方式对屋面上、下表面温度及水分蒸发量的影响．

１　被动蒸发与架空遮阳的不同组合

利用含水多孔质对屋面进行防热降温的两种方式，如图１所示．将含水多孔质本身作为遮阳构件进

行架空通风遮阳，称为架空蒸发遮阳，如图１（ａ）所示．多孔质本身作为遮阳构件，因水分蒸发会降低自

身温度，相对于传统架空遮阳屋面，减少了遮阳构件对屋面的热辐射．将含水多孔质实铺在屋面上进行

架空遮阳蒸发，称为实铺遮阳蒸发，如图１（ｂ）所示．遮阳板因受太阳直接辐射，温度相对较高，故向下热

辐射强，但多孔质未受到太阳直接辐射，所以，被动蒸发对屋面进行直接降温且用水量少．

（ａ）架空蒸发遮阳 （ｂ）实铺遮阳蒸发　　　

图１　两种多孔质隔热降温方式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ｏ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ｓ

２　实验装置及组成

实验装置由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含水多孔质及遮阳／支撑薄板组成．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搭建在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的４层实验大楼屋顶平台上（图２），此处通风顺畅，日照不受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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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布置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ｏ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搭建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时，先将外框尺寸（长×宽×高）为

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的无底木箱（板厚２０ｍｍ）在平台上

错开布置，并在木箱内表贴３０ｍｍ厚的保温泡沫板，再在木箱内

四角处贴固为１１０ｍｍ×１１０ｍｍ×４９０ｍｍ的支撑柱，其上部为

泡沫，下部为木块，高分别为１９０ｍｍ和３００ｍｍ．然后，将养护好

的预制混凝土块（５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１１０ｍｍ）置于支撑柱上，形

成的混凝土屋面实验小室，如图２所示．为了减少来自侧向的传

热对实验的影响，在木箱四周采用２００ｍｍ厚的泡沫隔热．共搭

建５个实验小室，选择其中错开的３个作对比测试，分别编号为

１＃，２＃，３＃．其中，１＃不做任何隔热处理，保持为裸露混凝土屋面；

２＃用于架空蒸发遮阳测试；３＃用于实铺遮阳蒸发测试．

塑料发泡制成的吸水海绵，干密度为２５ｋｇ·ｍ
－３，浸泡吸水后，干基的饱和含水量为２９．１６４ｋｇ·

ｋｇ
－１，具有很强的保水能力．遮阳／支撑薄板采用０．１ｍｍ厚的镀锌铁皮．对于架空蒸发遮阳方式，先用

泡沫板（６００ｍｍ×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在混凝土屋面两侧将支撑薄板架空，再在支撑薄板上铺设塑料膜，

后放置含水多孔质（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４０ｍｍ）．对于实铺遮阳蒸发方式，先在混凝土屋面上铺设塑料

膜，后放置同样尺寸的含水多孔质，再在多孔质四角用泡沫块（６００ｍｍ×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支撑遮阳薄

板．两种防热方式中，通风层高度均保持在１００ｍｍ，含水多孔质侧缘均用塑料膜包覆以避免侧向水分

蒸发和流失．

３　测试内容与方法

测试内容和对应仪器的测试范围及精度，如表１所示．其中，室外气候参数和混凝土屋面上、下表面

温度测试每隔１０ｍｉｎ记录１次，而多孔质上表面温度和水分蒸发量测试时间间隔为６０ｍｉｎ．

表１　测试参数及对应仪器量程和精度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测试参数 仪器（型号） 测试范围 测试精度

室外空气温度／℃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１型） －４０～８０ ±０．１

室外风速／ｍ·ｓ－１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１型） ０～７０ ±０．３

室外相对湿度／％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１型） ０～１００ ±２％

室外水平太阳辐射／Ｗ·ｍ－２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１型） ０～２０００ ＜５

混凝土上、下表面温度／℃ 热电偶（Ｔ型） －５０～１５０ ±０．２

多孔质上表面温度／℃ 红外测温仪（ＯＰＴＲＩＳＭＳ型） －３２～４２０ ±０．２

水分蒸发量／ｋｇ·ｋｇ
－１ 电子称（ＡＣＳ?ＪＳ型） ０．０２～１５．００ ±１

　　气象站测点布置在装置附近，如图２所示．热电偶测点的布置，如图３所示，多孔质上表面温度测点

为多孔质表面的点位置（图３（ｃ），（ｄ））．图３（ｃ），（ｄ）中：狋２ｒ，狋３ｒ分别代表实验装置２
＃，３＃的多孔质上表面

温度；水分蒸发量测试以多孔质１／４为试样（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４０ｍｍ）进行称质量．

（ａ）裸露屋面测点剖面　　（ｂ）裸露屋面测点平面　 （ｃ）架空蒸发遮阳测点剖面　　（ｄ）实铺遮阳蒸发测点剖面

图３　测点布置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ｍｍ）

实验测试选择厦门典型高温气候，进行连续两天测试．所有测试仪器在实验开始时同时开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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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日９：００至８月１３日７：１０．期间，８月１１日２２：５７至８月１２日７：１７停电，热电

偶温度数据缺失．水分蒸发量测试只在白天进行，时间为８月１１日９：００－１８：００和８月１２日７：００－

１８：００．

４　测试结果与分析

测试期间，室外空气温度（狋ｏｕｔ）和相对湿度（φ）的变化，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连续测试两天的室

外相对湿度最大值为８７％，平均值为７３％；白天的室外空气温度最高值达到３５．９℃，夜间最低值为

２８．８℃，平均值为３１．６℃，表现为典型高温高湿．测试期间，室外水平太阳辐射（犐）和风速（狏）的变化，

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测试期间风速波动很大，总体上表现为白天风速较大、夜间风速较小；水平太

阳辐射白天最高值达１１０７．０Ｗ·ｍ－２，平均值为４３５．３７Ｗ·ｍ－２．气候参数测试表明：实测期间，气候

可代表南方炎热地区典型气候，测试结果可供夏季屋面隔热降温设计参考．

图４　室外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随时间变化　　　　　　图５　室外水平太阳辐射及风速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５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ｓｐｅｅ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图６　含水多孔质上表面温度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ｐｏｒｏｕｓｕ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两种防热方式下，多孔质上表面温度（狋）的测试结果对

比，如图６所示．第１天测试时段为９：００－１８：００，第２天测

试时段为７：００－１８：００．由图６可知：在白天，架空蒸发遮阳

方式的多孔质上表面温度总是高于实铺遮阳蒸发方式对应

值；随着太阳辐射增加，两者温差增加；实铺遮阳蒸发方式多

孔质上表面温度始终比空气温度低，最高值不超过３５℃，而

架空蒸发遮阳方式多孔质上表面温度最高值达到４１℃．原

因在于架空蒸发遮阳多孔质白天直接受太阳照射，其表层水

分很快蒸发，表面温度随太阳辐射增大而升高．在日出前或

日落后，架空蒸发遮阳多孔质上表面温度会略低于实铺遮阳

蒸发对应值，这是因为天空辐射冷却造成．

两种防热方式下，屋面与裸露屋面上、下表面温度变化

的对比，如图７所示．由图７（ａ）可知：相对于裸露混凝土屋面，两种防热方式在白天都大大降低了屋面

的上表面温度．由图７（ｂ）可知：无论是有太阳辐射还是无太阳辐射时，实铺遮阳蒸发混凝土下表面温度

均低于架空蒸发遮阳对应的时刻值．

３种防热方式测得的屋面上、下表面温度的平均值和波幅值，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相对于裸露

混凝土屋面，架空蒸发遮阳方式的温度平均值和波幅值分别下降了３．７，８．１℃，实铺遮阳蒸发方式的温

度平均值和波幅值分别下降了４．１，７．８℃，防热降温效果显著．对比两种防热方式的屋面上表温度时发

现：在有太阳辐射时，两者差别不大；但在没有太阳辐射的情况下（自日落后到第二天日出前），实铺遮阳

蒸发方式对屋面上表温度的降低效果比架空蒸发遮阳方式好．

由表２还可知：相对于裸露混凝土屋面，架空蒸发遮阳方式温度平均值和波幅值分别下降了４．４，

３．７℃；实铺遮阳蒸发方式的温度平均值和波幅值分别下降了４．８，４．７℃．因此，从屋面上、下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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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对比可知，实铺遮阳蒸发的防热降温效果稍优于架空蒸发遮阳，两种防热降温方式差异不是很显著．

　　　（ａ）上表面 （ｂ）下表面

图７　两种防热方式的混凝土上、下表面温度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２　混凝土屋面有无防热方式的表面温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ｏｏｆ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测试工况

上表面

温度
平均值／℃

平均值
降低／℃

温度
波幅值／℃

波幅值
降低／℃

下表面

温度
平均值／℃

平均值
降低／℃

温度
波幅值／℃

波幅值
降低／℃

裸露屋面 ３６．７ ０ １１．６ ０ ３６．７ ０ ６．７ ０

架空蒸发遮阳 ３３．０ ３．７ ３．５ ８．１ ３２．３ ４．４ ３．０ ３．７

实铺遮阳蒸发 ３２．６ ４．１ ３．８ ７．８ ３１．９ ４．８ ２．０ ４．７

　　两种防热方式中，多孔质干基含水量（狑）和每小时蒸发量（犈）的变化，如图８所示．图８中，２＃，３＃

图８　两种防热方式下多孔质

含水量与蒸发量变化

Ｆｉｇ．８　Ｗａｔｅｒ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ｕｍ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别代表实验装置２，３．

由图８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防热方式的多

孔质干基含水量不断下降，且白天下降快，夜间下降慢．

在两个白天的测试中，当采用架空蒸发遮阳方式时，多

孔质干基的含水量分别下降了４．２１９，３．７５４ｋｇ·ｋｇ
－１；

当采用实铺遮阳方式时，多孔质干基含水量分别下降了

３．５０４，２．４８６ｋｇ·ｋｇ
－１．因此，两个白天中，实铺遮阳蒸

发方式比架空蒸发遮阳方式的多孔质干基含水量分别

少蒸发了０．７１５，１．２６８ｋｇ·ｋｇ
－１．在夜间，架空蒸发遮

阳的多孔质干基蒸发量为０．４６６ｋｇ·ｋｇ
－１，而实铺遮阳

蒸发量为０．６２１ｋｇ·ｋｇ
－１，后者比前者多蒸发了０．１５５

ｋｇ·ｋｇ
－１．

以上数据表明，在白天，实铺遮阳蒸发比架空蒸发

遮阳耗水量明显减少；而在夜间，实铺遮阳蒸发比架空蒸发遮阳耗水量稍有增加．原因在于：在白天，架

空蒸发遮阳的含水多孔质受到太阳辐射直接加热，其水分蒸发速度比有遮阳板的实铺遮阳蒸发的含水

多孔质蒸发速度快（图８中的柱状）；在夜间时，实铺遮阳多孔质含水量高于架空蒸发遮阳多孔质的含水

量，在相同的空气流速和空气温湿度下，其蒸发速度也就高于架空蒸发遮阳多孔质蒸发速度，因此，在夜

间实铺遮阳蒸发多孔质耗水量比架空蒸发遮阳耗水量稍多．尽管白天和夜间两种防热方式的多孔质水

分蒸发的速度快慢不同，但总体表现为实铺遮阳蒸发比架空蒸发遮阳耗水量明显减少．在第１天９：００

至第２天９：００的２４ｈ内，架空蒸发遮阳的蒸发量为５．０６８ｋｇ·ｋｇ
－１，实铺遮阳蒸发的蒸发量为４．４０９

ｋｇ·ｋｇ
－１，后者比前者节省了０．６５９ｋｇ·ｋｇ

－１．

一般情况下，含水多孔质的蒸发与周围空气温度、湿度、风速、太阳辐射等气候参数有关．对于无遮

阳下含水多孔质的蒸发，含水多孔质受到太阳直接辐射，在太阳辐射相当大的情况下，其他气候参数对

多孔质水分蒸发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其蒸发量随着太阳辐射的增大而增大．由图８中的实心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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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出，架空蒸发遮阳方式下，多孔质蒸发量波动与太阳辐射波动类似，证明其蒸发量主要与太阳

辐射量有关；而对于有遮阳下含水多孔质的蒸发，由于有遮阳板阻挡太阳辐射，含水多孔质受到的热辐

射大大减少，除此之外，还受到多孔质上部遮阳板下部的空气温度、风速的影响．因此，在实铺遮阳蒸发

方式下，多孔质水分蒸发量会出现波动不规则（图８中空心柱状图）．这说明影响实铺遮阳蒸发蒸发速度

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太阳辐射，而是空气温湿度、风速、遮阳板热辐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５　结论

利用含水多孔质搭建了两种屋面防热方式，并对其降温效果及水分蒸发情况进行了实测和比较，主

要有以下３个结论．

１）相对于裸露屋面，无论是将含水多孔质直接架空蒸发遮阳，还是将其实铺遮阳蒸发，均能有效提

高屋面防热降温效果，使屋面上表面温度平均值下降４℃以上，波幅值下降８℃左右．

２）相对于架空蒸发遮阳，含水多孔质实铺遮阳蒸发在白天水分蒸发明显减少，而在夜间略有增加，

总体表现为耗水量明显减少．因此，利用含水多孔质进行屋面防热降温时，宜采用实铺遮阳蒸发方式．

３）架空蒸发遮阳多孔质蒸发量主要与太阳辐射有关，而铺遮阳蒸发方式水分蒸发量受多种因素共

同影响（如空气温湿度、风速、遮阳板热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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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８，４０（８）：１４８７?１４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ｂｕｉｌｄ．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４．

［３］　项铮，储依．几种屋顶绿化形式的隔热及节能效果研究［Ｊ］．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２０１１（增刊１）：４２?４４．

［４］　薛佳薇，冉茂宇，吴扬．泉州洋楼民居的夏季热环境测试与分析［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０１?

２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０１．

［５］　张万强．不同构造屋面的隔热性能比较［Ｊ］．住宅科技，１９８４（７）：１５?１７．

［６］　汪帆，杨若菡．改进架空屋面隔热效果的理论与实践［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４，１５（３）：３０９?３１２．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１９９４．０３．０３０９．

［７］　ＣＩＡＭＰＩＭ，ＬＥＣＣＥＳＥＦ，ＴＵＯＮＩＧ．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ｒｏｏｆｓ［Ｊ］．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０５，７９（２）：１８３?１９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ｏｌｅｎｅｒ．２００４．０８．０１４．

［８］　ＤＩＭＯＵＤＩＡ，ＬＹＫＯＵＤＩＳＳ，ＡＮＤＲＯＵ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ｒｏ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０６，３１（１４）：２２５７?２２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ｒｅｎｅｎｅ．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２．

［９］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ＪＬ，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ｒｏｏｆｓ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２００８，４０（３）：３５８?３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ｂｕｉｌｄ．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３．

［１０］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ＪＬ，ＪＲＷＴ，ＪＯＨＮＳＯＮＭＤ．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ｒｏｏｆｓ［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４（９）：１８６９?１８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ｕｉｌｄｅｎｖ．２００８．１２．０１２．

［１１］　ＬＩＤ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ｕｍ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ｙｕ，犲狋犪犾．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ｒｏｏｆ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６，２２：８６?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ｃｓ．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４．

［１２］　郭兵．种植屋面与通风屋面实测结果的对比分析［Ｊ］．节能技术，２０１３，３２（４）：４５?４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

７９４８．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０．

［１３］　ＢＲＥＴＺＳＥ，ＡＫＢＡＲＩ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ａｌｂｅｄｏｒｏｏｆ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１９９７，２５

（２）：１５９?１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３７８?７７８８（９６）０１００５?５．

［１４］　ＤＵＡＮＺｈｉｙｉｎ，ＺＨ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ｘｉｎｇ，犲狋犪犾．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２，１６（９）：６８２３?６８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ｒｓｅｒ．２０１２．０７．

００７．

［１５］　ＪＡＩＮＳＰ，ＲＡＯＫ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ｏｆｓｐｒａｙ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ｎ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４，９（１）：９?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００７?３６２８（７４）９００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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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６］　ＫＯＮＤＥＰＵＤＩＳＮ．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ｏｆｓｐｒａｙ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Ｊ］．Ｅｎｅｒ

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３４（１）：７?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１９６?８９０４（９３）９０００３?Ｓ．

［１７］　ＴＩＷＡＲＩＧＮ，ＫＵＭＡＲＡ，ＳＯＤＨＡ Ｍ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ｏｌｉｎｇｂｙｗａｔｅｒ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ｒｏｏｆ［Ｊ］．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２，２２（２）：１４３?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１９６?８９０４（８２）９００３６?Ｘ．

［１８］　ＨＡＲＡＺＯＮＯＹ，ＩＫＥＤＡ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ａｎｉｎｄｏ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ｉｍｐｌｅ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ｎ

ｒｏｏｆｔｏｐ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４６（１）：９?１７．ＤＯＩ：１０．２４８０／ａｇｒｍｅｔ．４６．９．

［１９］　赵定国，薛伟成．轻型屋顶绿化的降温效果［Ｊ］．上海农业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１）：５３?５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３９２４．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３．

［２０］　ＦＡＮＧＣ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ｌａｎｔｌａｙｅｒｓｏｎｒｏｏｆｔｏｐ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８，４０

（６）：１０４８?１０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ｂｕｉｌｄ．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７．

［２１］　ＦＥＮＧＣｈｉ，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ｆ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ｔｅｎ

ｓｉｖｅｇｒｅｅｎｒｏｏｆ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０，４２（６）：９５９?９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ｂｕｉｌｄ．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４．

［２２］　ＧＥＴＴＥＲＫＬ，ＲＯＷＥＤＢ，ＡＮＤＲＥＳＥＮＪＡ，犲狋犪犾．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ｅｅｎｒｏｏｆｉｎａ

Ｍｉ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１，４３（１２）：３５４８?３５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ｂｕｉｌｄ．２０１１．０９．

０１８．

［２３］　孟庆林．建筑屋面利用含湿多孔材料被动蒸发降温技术研究［Ｊ］．重庆建筑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１９（６）：３５?４０．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３５／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７６４．１９９７．０６．００６．

［２４］　唐鸣放，孟庆林．屋面多孔材料层在干湿状态下的隔热性能［Ｊ］．建筑技术，２０００，３１（１０）：６７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４７２６．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６．

［２５］　ＮＡＨＡＲＮＭ，ＳＨＡＲＭＡＰ，ＰＵＲＯＨＩＴＭ 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３８（１）：１０９?１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３６０?１３２３（０２）０００２９?Ｘ．

［２６］　陈启高．陈启高建筑物理学术论文选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５?２０３．

［２７］　ＬＩＹｏｎｇｘｉｎ，ＬＩＢ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ｙｕａｎ，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ｈ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ｏｆｓｐｒｉｎｋｌｉｎｇｉｎＶｅｎｌｏ?ｔｙｐ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２，１８（５）：１２７?１３０．

［２８］　ＳＨＡＲＩＦＩＡ，ＹＡＭＡＧＡＴＡＹ．Ｒｏｏｆｐｏｎｄｓａｓｐａｓｓｉｖ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１６０：３３６?３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ｐ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０９．０６１．

［２９］　ＴＡＮＧＲｕ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ＺＩＯＮＹ，ＥＲＥＬ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ａｎｏｖｅｌｒｏｏｆｐｏｎ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ｏｌｉｎｇ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０３，２８（１０）：１５１３?１５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９６０?１４８１（０３）００００２?８．

［３０］　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ｎ，ＨＵ Ｗｅｎｂｉｎ．Ｒｏ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ｈｕｍｉｄ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５，３７

（１）：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ｂｕｉｌｄ．２００３．１１．００４．

［３１］　ＷＡＮＰＨＥＮＳ，ＮＡＧＡＮＯ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ｏｆｓｕｒ

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ｉｔｓ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４（２）：３３８?３５１．ＤＯ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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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衬底上多层犌犲／犣狀犗纳米晶薄膜的

制备及光学特性

潘书万１，庄琼云２，郑力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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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射频磁控溅射技术和快速热退火方法在Ｓｉ（１００）衬底上制备多层Ｇｅ／ＺｎＯ纳米晶薄膜．Ｇｅ纳米

晶的大小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从２．９ｎｍ增加到５．３ｎｍ．光致发光谱测试发现两个发光峰，分别位于１．４８，

１．６０ｅＶ左右．研究发现：位于１．４８ｅＶ处的发光峰来源于ＺｎＯ相关的氧空位或富锌结构的缺陷发光，位于

１．６０ｅＶ处的发光峰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大向短波长移动，该发光峰应该来源于ＧｅＯ发光中心．

关键词：　纳米晶；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硅衬底；光致发光；射频磁控溅射；快速热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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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ｎｅｔｒｏｎ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Ｇｅ和Ｓｉ纳米晶粒镶嵌于介质层中，如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Ｓｉ３Ｎ４ 等，因其在光电子器件、光伏器件和存储

器中的潜在应用，已被专家广泛研究［１?５］．Ｇｅ相较于Ｓｉ具有较大的激子波尔半径，对于较大尺寸的Ｇｅ

纳米晶粒更容易实现量子限制效应．Ｇｅ的直接带隙和间接带隙之间的能量差小，辐射复合比Ｓｉ快得

多［６］．Ｇｅ的熔点比Ｓｉ低，这表明在较低温度下可以制备Ｇｅ纳米晶粒，降低制造成本．此外，Ｇｅ纳米晶

薄膜具有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区域的光致发光特性［７］，以及在存储器件中维持注入电荷的卓越能力［８］．通

过磁控溅射或离子注入，制备纳米Ｓｉ晶粒并将纳米Ｇｅ晶粒嵌入ＳｉＯ２ 和Ａｌ２Ｏ３ 中
［９?１０］，采用退火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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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含量控制纳米晶粒的尺寸．Ｂａｈａｒｉｑｕｓｈｃｈｉ等
［１１］制备的多层纳米Ｇｅ晶粒镶嵌在Ｓｉ３Ｎ４ 中，在２．３０ｅＶ

和３．１０ｅＶ处观察到光致发光．由于纳米Ｇｅ晶粒的光学和电学特性受控于纳米晶尺寸的一致性、分布

的均匀性及介质层的材料特性．因此，控制纳米晶的尺寸、分布，及介质层材料的选择，成为人们的研究

重点．ＺｎＯ是一种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室温下，禁带宽度为３．３７ｅＶ，激子束缚能大
［１２］，具有良好的热稳

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其纳米结构适用于更长寿命的器件应用．将Ｇｅ纳米晶镶嵌于宽禁带的ＺｎＯ，可以

限制窄禁带的Ｇｅ纳米晶中的载流子，提高发光效率．采用多层结构进行控制纳米晶的尺寸和分布，可

以增加纳米晶的数目，提高发光性能．基于上述Ｇｅ与ＺｎＯ的优点，本文采用ＺｎＯ作为介质层，利用射

频磁控溅射技术和快速热退火方法制备多层Ｇｅ／ＺｎＯ纳米晶薄膜，并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透

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和Ｒａｍａｎ光谱仪，研究其结构和光学特性．

１　实验部分

Ｎ型Ｓｉ（１００）衬底（电阻率为０．１～１．２Ω·ｃｍ）经标准ＲＣＡ清洗和氢氟酸漂洗１ｍｉｎ后，用氮气吹

干．采用射频磁控溅射方法，在清洗好的Ｓｉ衬底上制备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ＺｎＯ层溅射工艺条件如下：

射频功率为１００Ｗ；标况下，Ａｒ气体流量为１００ｍＬ·ｍｉｎ－１；工作压强约为１Ｐａ；时间为５ｍｉｎ；厚度约

为７ｎｍ．Ｇｅ层溅射工艺条件如下：射频功率为３０Ｗ；标况下，Ａｒ气体流量为１００ｍＬ·ｍｉｎ－１；工作压

强约为１Ｐａ；时间为４ｍｉｎ；厚度约为１０ｎｍ．首先，在Ｓｉ衬底上溅射约７ｎｍ的ＺｎＯ层；然后，溅射约１０

ｎｍ的Ｇｅ层，相同条件循环溅射８个周期；最后，溅射７ｎｍ的ＺｎＯ层作为盖层．在Ｎ２ 氛围下，进行快

速热退火，所选取的退火温度分别为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时间均为２０ｍｉｎ．实验所用的快速热退火设备为

卤钨灯加热，升温速度很快，二十几秒即可达到要求的恒温温度，通过水冷自然降温．采用扫描电子显

微镜 （ＳＥＭ）和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观察样品的结构特性，利用ＲｅｎｉｓｈａｗＵＶ?１０００ｘ型紫外?可见共

焦显微拉曼光谱仪（激发波长为５３２ｎｍ，激发最大功率为２ｍＷ）对样品结晶和光学方面进行表征．

２　结果与讨论

Ｓｉ（１００）衬底上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退火前后的表面和截面ＳＥＭ 照片，如图１所示．由图１（ａ），（ｃ），

（ｅ），（ｇ）可知：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表面纳米晶的尺寸逐渐增大，且分布均匀；在退火前，５００，６００℃退

火时，表面结晶为颗粒状，而在７００℃退火后，表面出现不规则块状结构．由图１（ｂ），（ｄ），（ｆ），（ｈ）可知：

退火前，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的界面清晰可见，具有较好的平整度和连续性，能清晰地看到明暗相间的多

　（ａ）退火前表面　　　　　　　　　（ｂ）退火前截面　　　　　　 　　（ｃ）５００℃退火后表面

（ｄ）５００℃退火后截面　　　　　　（ｅ）６００℃退火后表面　　　　　　　（ｆ）６００℃退火后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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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７００℃退火后表面　　　　　　　　　　　　　　（ｈ）７００℃退火后截面

图１　Ｓｉ（１００）衬底上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退火前后的表面和截面ＳＥＭ照片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ｎｅａｌｅｄＧｅ／ＺｎＯ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ｆｉｌｍｓｏｎ

Ｓｉ（１００）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ｉｎ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层结构，并且其界面陡峭，可以清楚地分辨其８个周期结构；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界面逐渐模糊，最后

在７００℃退火后，已经分辨不出．从截面图中可知：其多层薄膜厚度平均约为１３５ｎｍ，与台阶仪测试数

据基本一致．

Ｓｉ（１００）衬底上沉积的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的ＴＥＭ照片，如图２所示．图２（ａ）中：插入图为多层膜的

电子能谱（ＥＤＸ）；犐为峰强度；犈为能量．图２（ｂ）为图２（ａ）矩形选区的放大图．由图２（ａ）可知：多层膜的

周期性结构保持良好，可以清晰地看出Ｇｅ纳米晶层和ＺｎＯ层交替排列，共８个周期；薄膜总厚度为

１３２．７ｎｍ，这与ＳＥＭ和台阶仪测试结果基本一致．此外，还可以看出：纳米晶颗粒均匀分布在多层薄膜

中，纳米晶的尺寸也很好地被两边的ＺｎＯ层限制住，其平均尺寸约为３～５ｎｍ．由插入图可知：除了发

现测试过程中引入的少量碳信号外，剩下的均为样品中Ｇｅ，ＺｎＯ和Ｓｉ衬底的信号．说明样品在制备过

程中，并未引入其他杂质成分和污染．其中，Ｏ，Ｚｎ和Ｇｅ的元素占有比例分别为２．２％，７．４％和８．９％．

由此可知：ＺｎＯ层处在一个缺氧状态，使ＺｎＯ层中氧空位含量比较高．由图２（ｂ）可知：纳米晶颗粒镶嵌

在薄膜中，靠近表面ＺｎＯ层中的ＺｎＯ纳米晶和Ｇｅ层内的Ｇｅ纳米晶，Ｇｅ纳米晶的尺寸约为３．５ｎｍ．

（ａ）ＴＥＭ截面照片　　　　　　　　　 　　　（ｂ）选区放大图　　

图２　Ｓｉ（１００）衬底上沉积的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的ＴＥＭ照片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Ｇｅ／ＺｎＯ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ｆｉｌｍｓｏｎＳｉ（１００）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Ｓｉ衬底上沉积的和沉积后，经过不同温度快速热退火的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的Ｒａｍａｎ散射光谱，如

图３所示．图３中：插入图为退火温度与Ｇｅ纳米晶尺寸关系图；σ为拉曼频移；狋为温度；φ为尺寸大小．

由图３可知：位于低频３００ｃｍ－１处的不对称的宽Ｒａｍａｎ峰为Ｇｅ纳米晶的Ｒａｍａｎ散射信号，随着退火

温度从５００℃增加到７００℃，Ｇｅ纳米晶的Ｒａｍａｎ峰位向低频移动，从２９０ｃｍ－１移动到２９８ｃｍ－１，其散

射峰强度也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而增强，说明Ｇｅ纳米晶的结晶质量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而提高．同

时，测试单晶Ｇｅ的Ｒａｍａｎ峰，峰位位于３０１ｃｍ－１．通过声子限制模型估算Ｇｅ纳米晶的尺寸，对于球形

纳米晶粒，其一级Ｒａｍａｎ峰强度
［１３?１４］可表示为

犐（ω）∫
ｅｘｐ（－狇

２犱２／１６π
２）ｄ３狇

｛［ω－ω（狇）］
２
＋（Γ／２）

２｝
．

　　选取高斯型傅里叶系数ω（狇）＝ω０－１２０（狇／狇０）
１／２．其中，ω０＝３０１．０ｃｍ

－１；Γ＝７．２ｃｍ
－１；狇０＝２π／犪，

犪＝０．５６６ｎｍ为Ｇｅ的晶格常数；犱为纳米颗粒的直径．由此，拟合出退火前和经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退火后

８９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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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不同温度快速热退火的

　　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Ｒａｍａｎ光谱图

Ｆｉｇ．３　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Ｇｅ／ＺｎＯ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ｆｉｌｍ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ａｎｎｅａｌ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的Ｇｅ纳米晶平均尺寸分别为２．９，３．３，４．２，５．３ｎｍ．其与

退火温度的关系，如图３中的插入图所示．由插入图可知：

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大，Ｇｅ纳米晶尺寸逐渐增大．

不同温度快速热退火的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的光致发光

谱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λ为波长；图４（ａ）中插入图为高

斯分峰拟合两个发光峰峰位与退火温度关系图．

由图４（ａ）可知：在波长为７５０～９００ｎｍ范围内，发现

一个宽的发光峰，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发光峰的强度不断

增大．根据发光峰的峰形，对光致发光谱进行高斯分峰拟

合．由图４（ｂ）可知：对７００℃退火样品的高斯分峰拟合可

得到两个发光峰，分别位于１．４８，１．６０ｅＶ左右，分别命名

为峰１和峰２．由图４（ａ）插入图可知：发光峰１的峰位并不

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而移动；而发光峰２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峰位发生蓝移．

　　　（ａ）光致发光谱图　　　　　　　　　 　　　　　　（ｂ）高斯分峰拟合图

图４　不同温度快速热退火的Ｇｅ／ＺｎＯ多层薄膜的光致发光谱图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Ｇｅ／ＺｎＯ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

ｗｉｔｈｒａｐｉ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众多的研究发现，Ｇｅ纳米晶镶嵌于ＧｅＯ２ 中的发光峰，基本位于５００～７００ｎｍ的发光范围，在波长

为８００ｎｍ以外的发光很少．因此，可认为发光峰１可能来源于ＺｎＯ相关的缺陷发光．在图２（ａ）插入图

的ＥＤＸ谱中发现，ＺｎＯ中的Ｚｎ和Ｏ的比例大于１，表明Ｇｅ／ＺｎＯ纳米晶多层薄膜中，ＺｎＯ层处于富Ｚｎ

和缺Ｏ的状态，这就可能出现多余的Ｚｎ处于间隙和ＺｎＯ中的氧空位，这些Ｚｎ间隙原子和Ｏ空位形成

的局域态能级可能就是发光峰的来源．因为ＧｅＯ２ 的吉布斯自由能比ＺｎＯ的小，所以，在退火过程中，

ＺｎＯ更容易失去Ｏ而形成富Ｚｎ或者Ｏ空位结构，从而使发光峰１的强度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而增大．

Ｒａｈｉｍ等
［１５］制备纳米Ｇｅ和ＺｎＯ镶嵌于多孔硅中，发现１个位于８００ｎｍ处的ＺｎＯ缺陷相关的发光

峰，推测其来源可能是ＺｎＯ中的Ｏ空位，或者Ｚｎ间隙原子的局域态能级发光．Ｔｕ等
［１６］制备的ＺｎＯ纳

米柱在近红外也有１个宽的发光峰，其来源于ＺｎＯ中的Ｚｎ间隙原子的深能级发光．这与文中的发现基

本一致．

发光峰２的峰位并不随着纳米尺寸的增加而发生红移，这就排除了纳米晶粒的尺寸缩小引起的量

子限制效应发光．但是，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纳米尺寸的增大，其发光峰发生了蓝移．这是因为Ｇｅ纳

米晶尺寸增大，Ｇｅ纳米晶边缘处的ＧｅＯ数量增加，ＧｅＯ数量增加会导致其发光中心发生蓝移
［１７］．所

以，认为发光峰２来源于ＧｅＯ相关的发光中心，文献［１８］可佐证文中的观点．

３　结束语

采用射频磁控溅射技术和快速热退火方法，在硅衬底上制备多层Ｇｅ／ＺｎＯ纳米晶薄膜．Ｇｅ纳米晶

的尺寸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而增大．光致发光测试发现两个发光峰，位于１．４８ｅＶ处的发光峰来源于

ＺｎＯ相关的Ｏ空位或富Ｚｎ结构的缺陷发光；位于１．６０ｅＶ处的发光峰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大，向短波长

移动，该发光峰应该来源于ＧｅＯ发光中心．

９９６第５期　　　　　　　　　潘书万，等：硅衬底上多层Ｇｅ／ＺｎＯ纳米晶薄膜的制备及光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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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锰矿浸出液有机物对锰

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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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电解小试实验，研究甲酸、乙酸、柠檬酸、酒石酸、乌头酸、葡萄糖及蔗糖等有机物对锰电解电流效

率（ＭＥＣＥ）的影响．结果表明：甲酸、乙酸和柠檬酸等有机酸在一定质量分数范围内均可提高锰电解电流效

率，达７３％左右，最高可达７７．９％，但有机酸质量分数过高，锰电解电流效率反而降低；葡萄糖和蔗糖粘度较

高、质量分数过大，会阻碍电解液中离子的迁移，从而导致锰电解电流效率下降．

关键词：　软锰矿；电解锰；有机酸；电解电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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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物质和战略资源，随着现代科技发展，锰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１?４］．我国

锰的主要来源是软锰矿，其浸出方法以往多用无机还原剂，但存在酸耗大、耗时长、渣量大等问题［５］．有

机还原剂（如甲醇、草酸、废糖蜜等）浸出工艺条件温和，操作简便．例如，采用废糖蜜还原软锰矿
［６?７］，可

以较好地解决糖厂废糖蜜的综合回收利用问题．然而，该工艺浸出液中含有的有机酸对电解极板有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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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８?９］，同时，也影响锰电解电流效率（ＭＥＣＥ）．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废糖蜜浸出液中各种有机物对

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锰电解的电能消耗量与电流效率成反比
［１０］．为了节约能耗，一般要加入合适的

添加剂，一方面，抑制氢气的生成；另一方面，促进γ?Ｍｎ转变为稳定的α?Ｍｎ，从而提高电流效率．近年

来，添加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氧化硒、亚硒酸、次磷酸钠、二氧化硫及硫脲等含硫有机物上［１１?１８］，而有

机酸添加剂的研究则较为少见．根据已有的研究，废糖蜜按照最优条件与软锰矿反应
［１９］，经高效液相色

谱检测［２０?２２］，所得产物中含有甲酸、乙酸、柠檬酸、酒石酸、乌头酸等有机酸，以及少量的蔗糖、葡萄糖

等［２３］．本文主要通过电解实验研究甲酸、乙酸、酒石酸、柠檬酸、乌头酸，以及蔗糖和葡萄糖等有机物对

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与试剂

锰电解实验装置包括稳压电源、电解槽及阴阳极板（阴极为不锈钢板，阳极则为铅锑锡银四元合

金）、进液箱、化合桶、抽滤机等；ＤＳＳ?３０７型电导率仪（上海雷磁仪器厂）；ＳＮＢ?１型数字式粘度计（上海

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由于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因素较多，为减少原料中杂质对实验结果的无序影响，所用的硫酸锰、

硫酸铵、氨水、乙酸、甲酸、柠檬酸、酒石酸、乌头酸、蔗糖、葡萄糖等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纯化水．

１．２　电解实验

１．２．１　固定的实验条件　１）槽液．Ｍｎ
２＋初始的质量浓度为１８ｇ·Ｌ

－１，维护期的质量浓度为１１～１３

ｇ·Ｌ
－１；（ＮＨ４）２ＳＯ４ 质量浓度为１１０ｇ·Ｌ

－１；相应量有机酸；氨水调节槽液ｐＨ值为７．２～７．５；ＳｅＯ２

质量浓度为０．０３ｇ·Ｌ
－１；槽液温度为３８℃．２）新液（进液）．Ｍｎ２＋质量浓度为３７ｇ·Ｌ

－１；进液速度以

保持槽锰在１１～１３ｇ·Ｌ
－１区间内调节；（ＮＨ４）２ＳＯ４ 质量浓度为１１０ｇ·Ｌ

－１；相应量有机酸；ＳｅＯ２ 质量

浓度为０．０３ｇ·Ｌ
－１；ｐＨ值为６．４～６．７；室温．

１．２．２　电解实验　装板前，称量阴极板的质量．装板后，调节整流箱电流为１４Ａ．装板３０ｍｉｎ后，检查

阴极板是否有起壳、爆板及黑板等，若有，则及时取出处理．１ｈ后，电流提高至１６Ａ，测定槽锰质量浓度

后，调节进液速度；再过１ｈ，电流提高至１８Ａ．测定槽锰质量浓度，调节进液速度，电解进入维护期．

当电解时间达到８ｈ后，关闭电源，取出阴极板．阴极板经泡钝化液、冲水及干燥等工序后，称量并

计算电流效率（η），即

η＝
犿θ－犿′θ

狇犐θ
×１００％．

式中：犿θ为阴极板的质量；犿′θ为电解一段时间之后阴极板的质量；狇为锰的电化学当量，狇＝１．０２５ｇ·

图１　甲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ｏｎ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ｈ）－１；犐为电流强度；θ为电解时间．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甲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甲酸质量分数（狑（甲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η）的影响，

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锰电解电流效率随甲酸质量分数的

增大，先减小后增大，最后再降低的趋势；当甲酸质量分数为

１％时，电积锰在阴极板表面生成大量密集的瘤状颗粒，使阴

极的实际面积增大，电流密度降低，致使锰电解电流效率减

小；甲酸继续增加，瘤状颗粒物开始减少，电流密度增大；当甲

酸质量分数为２％时，锰电解电流效率最高，达到７４．５％．

甲酸酸性较强，需耗用大量的氨水调节电解液的ｐＨ 值．

在 ＭｎＳＯ４?（ＮＨ４）２ＳＯ４?ＨＣＯＯＨ体系中，存在 Ｍｎ
２＋，Ｍｎ（ＮＨ３）

２＋，Ｍｎ（ＮＨ３）２
２＋，ＨＣＯＯ－等离子，甲

酸的适当加入，体系粘度在１９～２１ｍＰａ·Ｓ之间，变化不大．由于体系中离子浓度的增加，导电离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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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电解液导电能力增加，槽压降低．另外，氨的加入减少了氢气析出，有利于锰离子优先放电析出
［１３］，

使锰电解电流效率增大．随着甲酸的增加，氨水用量随之增加，则锰氨络离子 Ｍｎ（ＮＨ３）
２＋ 和 Ｍｎ

（ＮＨ３）２
２＋质量浓度增大，游离 Ｍｎ２＋质量浓度降低，阴极板面气泡增多，氨的电极脱附困难，极板表面

气膜阻力（电阻、扩散阻力）增大，使槽压增大，最终导致锰电解电流效率下降．

２．２　乙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乙酸质量分数（狑（乙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随乙酸质量分数的

增加，锰电解电流效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但整体变化幅度较为平缓；当乙酸质量分数为

３％和４％时，锰电解电流效率最高，达到７２．３％．乙酸电离平衡常数比甲酸小，酸性较甲酸弱，电解液的

电导率在６５～８５μＳ·ｃｍ
－１之间，稍低于甲酸体系电解液的电导率．因此，电解液中乙酸质量分数增加

到一定程度，才能获得较高的电流；随着乙酸质量分数的继续增加，阴极板表面的气膜阻力也随之增大，

使锰电解电流效率下降．

２．３　酒石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酒石酸质量分数（狑（酒石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当酒石酸质量

分数为０．８％时，锰电解电流效率最高，达到７７．９１％；继续增加酒石酸用量，酒石酸络合离子质量浓度

随之增大，导致电解液中游离锰离子和锰氨络合离子质量浓度降低，锰电解电流效率也随之降低．

酒石酸为二元羧酸，含有络合能力较强的羧氧配位原子［１５］，可与锰离子形成较稳定的可溶性络合

物，调控电解液中游离锰离子、锰氨络合离子及酒石酸络合离子的质量浓度．

　　　图２　乙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图３　酒石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ｒｔａｒ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４　柠檬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柠檬酸质量分数（狑（柠檬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柠檬酸质

量分数的增大，锰电解电流效率呈现先增大后逐渐下降的趋势；当柠檬酸质量分数为０．３％～１．２％时，

锰电解电流效率均比纯净体系的高，达到７１％以上；当柠檬酸质量分数为０．６％～０．９％时，锰电解电流

效率最高，达到７７．９％．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柠檬酸，调节电解液ｐＨ值到７．２～７．５，均没有沉淀产生；

而对于酒石酸，ｐＨ值超过７．２，电解液会有沉淀产生，说明柠檬酸与锰络合能力比酒石酸强．柠檬酸为

三元羧酸，是一种强络合剂，对电解液中游离锰离子和锰氨络合离子质量浓度也起到调控作用．

２．５　乌头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乌头酸质量分数（狑（乌头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乌头酸质量

分数为０．２％～０．８％时，锰电解电流效率均比纯净体系的电流高，达到７１％以上；当乌头酸质量分数为

０．２％时，锰电解电流效率最高，达到７７．９％．随着电解液中乌头酸质量分数的增大，过多的小分子吸附

在阴极，Ｍｎ２＋在阴极得电子变困难，从而使锰电解电流效率下降．

乌头酸为不饱和三元羧酸，由于双键的存在易分解成小分子有机物．电解液中这些小分子吸附在金

属锰表面某些活性高、生长快的晶面上，从而阻滞这些晶面的生长，使晶粒不易长大，金属锰结晶细致，

平整光滑．同时，这些小分子吸附在阴极表面，改变了氢在阴极析出的电极电势，使其析出困难，增大锰

在阴极析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阴极的锰电解电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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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柠檬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图５　乌头酸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ｏｎｉｔｉｃａｃｉｄ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６　葡萄糖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葡萄糖质量分数（狑（葡萄糖））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当葡萄糖质量

分数为１％～３％时，锰电解电流效率与纯净体系的差不多，保持在７１％左右；当葡萄糖质量分数增加到

４％时，锰电解电流效率开始下降．

葡萄糖具有一定的粘度，一方面，能附着在部分晶核上，致使晶核生成速度小于晶核生长速度，从而

造成阴极板表面出现瘤状沉积，阴极的实际面积增大，阴极板电流密度降低，从而使锰电解电流效率减

小；另一方面，葡萄糖也阻止了氢离子向阴极扩散，减弱了氢气的析出，进而提高锰电解电流效率，两者

正负作用基本相抵，使锰电解电流效率趋于不变．当葡萄糖质量分数升高到一定数值时，电解液粘度进

一步增大，电阻增大，锰离子迁移速率下降，使锰电解电流效率有所下降．

２．７　蔗糖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蔗糖质量分数（狑（蔗糖））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锰电解电流效率随

着蔗糖质量分数的增大，呈现先增大后下降的趋势，当蔗糖质量分数为３％时，锰电解电流效率最高，达

到７７．９％．蔗糖同葡萄糖一样具有一定粘度，阴极板上会生成瘤状沉积锰，但蔗糖分子量更大，粘度也

更大．在与葡萄糖同等质量分数的情况下，分子数目更少，其与晶核的粘附作用比对氢气析出的抑制作

用小，锰电解电流效率相对提高．蔗糖质量分数超过３％后，电阻增大使锰离子迁移速率下降，从而锰电

解电流效率下降．

　图６　葡萄糖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图７　蔗糖对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ｌｕｃｏｓｅ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ｃｒｏｓｅ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　结束语

针对废糖蜜还原浸出软锰矿工艺生成的产物甲酸、乙酸等有机物，对电解锰电解电流效率的影响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酒石酸、柠檬酸、乌头酸用量少，腐蚀作用小，在一定质量分数范围内，可保持较高的

锰电解电流效率，最高锰电解电流效率可达７７．９％，在实际生产中，可作为添加剂使用；甲酸或乙酸可

使锰电解电流效率增大到７３％左右，继续增加两者的质量分数会导致锰电解电流效率下降，且阳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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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严重腐蚀；葡萄糖和蔗糖质量分数对锰电解电流效率影响不大，上锰效果不佳，易形成瘤状沉积，沉

积锰层松散，不够致密．研究结果为废糖蜜还原浸出软锰矿工艺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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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罗东岳．无硒电解锰添加剂的研制及电解生产工艺研究［Ｄ］．武汉：中国地质大学，２００６．

［１５］　刘兵．电解锰复合添加剂的实验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０９．

［１６］　唐敏．电解锰复合添加剂的实验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０．

［１７］　习苏芸．电解锰电极过程机理的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２．

［１８］　郑一雄，张其昕．从 ＭｎＣｌ２?ＮＨ４Ｃｌ?Ｈ２ＳｅＯ３ 体系制备电解锰的研究实验室中槽和扩大槽规模［Ｊ］．华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３，１４（３）：３３２?３３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１９９３．０３．０３３２．

［１９］　粟海峰，孙英云．废糖蜜还原浸出低品位软锰矿［Ｊ］．过程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７（６）：１０８９?１０９３．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９?６０６ｘ．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７．

［２０］　黄天志，王世杰，刘秀明，等．逐级提取?高效液相色谱法快速测定植物组织中８种有机酸［Ｊ］．色谱，２０１４，３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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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ｌｙｏｎｅＲＰ?ＬＣ?ｃｏｌｕｍ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ａ，２００９，６９（１１／１２）：１３９１?

１３９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５／ｓ１０３３７?００９?１０８５?０．

［２２］　丁青芝，古耀光，周艺诗，等．蜂胶葡萄酒中８种有机酸ＲＰ?ＨＰＬＣ分析方法的建立［Ｊ］．食品工业，２０１４，３５（１２）：

２７９?２８３．

［２３］　陈南雄，廖赞伟．电解液成分对电解金属锰生产过程的影响［Ｊ］．中国锰业，２００８，２６（４）：５?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４３３６．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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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备焙烧 犕犵／犃犾水滑石及

同时去除水中氟和硬度

许昶雯１，２，王国英１，刘吉明１，岳秀萍１，宁舒怡１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２．滁州学院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安徽 滁州２３９０００）

摘要：　通过共沉淀法制备焙烧 Ｍｇ／Ａｌ水滑石（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利用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和傅里叶变换红

外线光谱（ＦＴＩＲ）对材料进行表征，研究焙烧水滑石投加的质量浓度、温度、溶液初始ｐＨ值、吸附动力学和等

温吸附等对吸附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焙烧水滑石在最佳投加质量浓度为６ｇ·Ｌ
－１时，其在４ｈ内对初始

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的氟离子和５００ｍｇ·Ｌ

－１的硬度（以ＣａＣＯ３ 的质量浓度计算）的吸附量分别为１．５７，

４７．５０ｍｇ·ｇ
－１；焙烧水滑石吸附氟离子的过程更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和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模型，其去除

机理为结构重建；焙烧水滑石吸附硬度的过程更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模型，其去除

机理包括表面吸附和生成沉淀去除．

关键词：　焙烧水滑石；氟离子；硬度；吸附动力学；等温吸附；共沉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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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氟化物和硬度（以ＣａＣＯ３ 的质量浓度计算）是水质监测的重要指标．根据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规定，饮用水中的氟化物、硬度的限值分别为１．０，４５０．０ｍｇ·Ｌ
－１［１］．２０１６年，对全国３１

个省的６１２４个监测点进行地下水水质检测，发现氟化物和硬度为主要超标指标
［２］．我国是地方性氟病

受害较重的国家［３］，长期饮用高氟水，不仅使牙齿产生斑釉，关节疼痛，甚至会导致瘫痪［４］．长期饮用硬

水会影响胃肠功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５］．因此，去除水中氟离子和硬度对于确保水质安全十

分重要．去除水中氟离子或硬度的方法有电絮凝法、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和吸附法等
［６７］．其中，吸附法

因具有操作简单、经济实用、吸附效果好等优点而被广泛使用．水滑石作为一种双金属层状氢氧化物，制

备方便，是一种优良的阴离子吸附剂［８］．水滑石是一种层状化合物，其中，Ｍｇ
２＋，Ａｌ３＋和羟基－ＯＨ组成

层板，ＣＯ２－３ 和水分子插入层间［９１０］．焙烧之后，水滑石层间的ＣＯ２－３ 和自由水消失，当焙烧水滑石再次

进入含有阴离子的水溶液中，阴离子（代替焙烧之前的ＣＯ２－３ ）和水分子一起插入层间，使晶体恢复层状

结构，这便是焙烧水滑石“记忆效应”的表现［１１］．文献［１２１３］的研究结果表明，水滑石对砷氟、磷酸根、

硫酸根等阴离子具有良好的吸附效果，但对于同时去除氟离子和硬度还未见报道．Ｓｅｐｅｈｒ等
［１４］发现纳

米层状双氢氧化物对硬度和硫酸根的去除率分别达到６５．１％和６９．２％，表明层状双氢氧化物能够去除

水中阴阳离子．因此，本文选用焙烧 Ｍｇ／Ａｌ水滑石（ＨＴＣｓＭｇＡｌ）作为吸附剂，同时去除水中的氟离子

和硬度，通过材料表征、影响因素分析、吸附动力学及等温吸附实验，研究其对氟离子和硬度的吸附机理

和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吸附剂的制备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 ＨＴＣｓＭｇＡｌ，并在４００℃下，焙烧得到焙烧水滑石（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溶液由

两部分组成：１）由３０．７２ｇＭｇ（ＮＯ３）２·６Ｈ２Ｏ和１５．００ｇＡｌ（ＮＯ３）３·９Ｈ２Ｏ溶于１５０ｍＬ去离子水

中；２）由２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和１ｍｏｌ·Ｌ－１Ｎａ２ＣＯ３ 混合而成．首先，将２种溶液同时滴入盛有１Ｌ去

离子水的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搅拌，调节滴定速率（约为每秒一滴），维持溶液ｐＨ值约为１０左右．滴

定结束后，继续搅拌１ｈ，得到的白色溶液在７５℃下陈化２４ｈ，冷却至室温；然后，将形成的滤饼反复用

去离子水洗涤抽滤，直至滤液接近中性；接着，将滤饼在７０℃下烘干１２ｈ，研磨，并且过６０目筛，得到

ＨＴＣｓＭｇＡｌ；最后，在４００℃下焙烧４ｈ，得到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

１．２　材料的表征

１．２．１　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分析　采用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型Ｘ射线粉末衍射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进行测定

分析，测定条件：步长为０．０２°，管电流为４０ｍＡ，扫描速度为１２°·ｍｉｎ－１，波长为０．１５４０６ｎｍ，光管为

Ｃｕ靶，管电压为４０ｋＶ，测定角度为５°～７０°．

１．２．２　傅里叶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分析　取１ｍｇ样品与在１０５℃烘干后的１００ｍｇＫＢｒ混合研磨，将混

合物用真空压力计加压制成ＫＢｒ薄片；接着，采用ＶＥＲＴＥＸ７０型红外光谱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进行

分析，扫描范围为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
－１．

１．３　投加的质量浓度、温度和初始狆犎值对吸附的影响

将５０ｍＬ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的氟离子和硬度为５００ｍｇ·Ｌ

－１的共存溶液置于２５０ｍＬ锥形

瓶中，投加不同质量的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或改变温度和溶液初始ｐＨ 值，将瓶口用橡胶塞塞紧后，置于

恒温振荡器中（２００ｒ·ｍｉｎ－１）反应４ｈ，过滤，分别选择电极和络合滴定法测定溶液中氟离子的质量浓

度和硬度．

１．４　吸附动力学实验

将５０ｍＬ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的氟离子和硬度为５００ｍｇ·Ｌ

－１的共存溶液至于２５０ｍＬ锥形

瓶中，加入３ｇ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将瓶口塞紧后，在２０℃，２００ｒ·ｍｉｎ
－１条件下反应．定时取样，过滤，分

别测定溶液中氟离子的质量浓度和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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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量的计算式为

犙ｅ＝ （ρ０－ρｅ）犞／犿． （１）

式（１）中：犙ｅ为吸附平衡时，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或硬度的吸附量；ρ０ 为氟离子或硬度的初始质量

浓度；ρｅ为吸附平衡后，溶液中剩余的氟离子或硬度的质量浓度；犿 为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的投加质量；犞

为溶液的体积．

１．５　等温吸附实验

取５０ｍＬ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０，３０，５０，７０，１００ｍｇ·Ｌ
－１的氟离子和硬度为５００ｍｇ·Ｌ

－１的共存溶

液，以及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的氟离子和硬度分别为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ｍｇ·Ｌ

－１的共存溶液，

分别加入３ｇ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将锥形瓶瓶口塞紧后，在２０℃，２００ｒ·ｍｉｎ
－１条件下，反应４ｈ，过滤，测

定溶液中氟离子的质量浓度和硬度．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材料的犡犚犇表征分析

３种材料的ＸＲＤ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θ为掠角．由图１可知：ＨＴＣｓＭｇＡｌ的Ｘ射线衍射图案

显示出较强的３个特征衍射峰，分别为ｄ００３，ｄ００６，ｄ０１２，类似于典型的层状双氢氧化物结构
［１５］；ＨＴＣｓ

４００ＭｇＡｌ材料由于经过焙烧导致其衍射峰减弱，出现明显的 ＭｇＯ衍射峰，说明焙烧破坏了 ＨＴＣｓ

ＭｇＡｌ的层状结构，使晶体发生变化，形成双金属氧化物；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后，衍射峰重新

出现，强度减弱，这是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记忆效应”的体现．

２．２　材料的犉犜犐犚表征分析

３种材料的ＦＴＩＲ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σ为波数；曲线ａ，ｂ，ｃ分别代表未焙烧水滑石、焙烧水滑

石和吸附反应后材料的红外曲线．由图２可知：光谱显示羟基，水分子，Ｍｇ－Ｏ，Ａｌ－Ｏ和 Ｍｇ－Ｏ－Ａｌ

伸缩振动的吸收带，这些振动是水滑石的典型特征［１６］．曲线ａ中：在３５００ｃｍ－１处，出现的红外吸收峰

是由于ＨＴＣｓＭｇＡｌ层板间和层间水分子的羟基伸缩振动引起的；在１６３５ｃｍ
－１处，出现了由进入水滑

石层间的水分子引起的弯曲振动峰；在１３７１ｃｍ－１处，出现的吸收峰是由碳酸根和硝酸根导致的；在

５００～７５０ｃｍ
－１范围内的振动带归因于 Ｍｇ－Ｏ－Ｍｇ，Ａｌ－Ｏ－Ａｌ和 Ｍｇ－Ｏ－Ａｌ拉伸

［１６１７］．曲线ｂ中：

焙烧后水滑石层间羟基的吸收峰位移到３４６７ｃｍ－１，且峰形变低变窄，说明焙烧后羟基基团发生了变

化；在１５１９ｃｍ－１处的吸收峰是由水滑石层间水分子引起的．曲线ｃ中：材料的峰形与未焙烧的水滑石

基本相似，尤其是在１３８４ｃｍ－１处，重新恢复到焙烧之前的峰形强度，表明焙烧水滑石的“记忆效应”，吸

附后材料的峰形位置有所偏移，氟离子被有效吸附；反应后的材料在强度低于１０００ｃｍ－１的区域，出现

一个小的峰形变化，表明 Ｍｇ
２＋或Ｃａ２＋和材料表面的 Ｍｇ－Ａｌ离子形成金属氧化键而被表面吸附．

　　 图１　３种材料的ＸＲＤ图　　　　　　　　　　　　　图２　３种材料的ＦＴＩＲ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ｉｇ．２　ＦＴＩ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３　犎犜犆狊４００犕犵犃犾投加的质量浓度对吸附实验的影响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的质量浓度（ρ）对氟离子吸附量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ξ

为去除率；犙为吸附量．由图３（ａ）可知：当投加的质量浓度为０．２～２．０ｇ·Ｌ
－１时，氟离子去除率增长较

快，从４４．２％提升至９６．０％；当投加的质量浓度为２．０～１０．０ｇ·Ｌ
－１时，氟离子去除率增长较慢，维持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由图３（ｂ）可知：当投加的质量浓度为０．２～４．０ｇ·Ｌ
－１时，硬度去除率增长较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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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提升至５３．９％；当投加的质量浓度为４．０～１０．０ｇ·Ｌ
－１时，硬度去除率增长较慢，仅从５３．９％提

升至５７．３％．

由图３还可知：随着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的质量浓度的增大，氟离子和硬度的去除率逐渐增大，

而吸附量逐渐减小．究其原因可能是：当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的质量浓度较小时，不能将溶液中氟离

子和硬度全部吸附，去除率较低，但其表面部位完全被氟离子和硬度利用，导致较高的吸附量；随着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质量浓度的增加，形成了更多与氟离子和硬度交换的表面位点
［８］．因此，氟离子

和硬度去除率不断增大，同时颗粒之间碰撞机率也增大，颗粒集聚导致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和硬

度表面净吸附量的增加低于其投加质量浓度的增加［１８］．综上所述，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的最佳质量浓

度为６ｇ·Ｌ
－１．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３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的质量浓度对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２．４　温度对吸附实验的影响

在不同温度下，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随时间（狋）的变化，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犙狋为吸附时间为狋时，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４　温度对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或硬度的吸附量．由图４（ａ）可知：当温度由２０℃升高到４０℃时，氟离子吸

图５　溶液初始ｐＨ值对

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

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附量由１．０５５ｍｇ·ｇ
－１增大至１．２０３ｍｇ·ｇ

－１，达到平衡时的时

间由９０ｍｉｎ缩短至４０ｍｉｎ．由图４（ｂ）可知：反应一开始的硬度吸

附量由１０．９４ｍｇ·ｇ
－１增大至２９．０８ｍｇ·ｇ

－１，达到平衡时的时

间由２４０ｍｉｎ缩短至９０ｍｉｎ，二者最终平衡的吸附量基本不随温

度变化．因此，为节省能源，后续实验采用２０℃进行．

２．５　溶液初始狆犎值对吸附实验的影响

溶液初始ｐＨ值对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图５中：犙氟，犙硬分别为氟离子和硬度的吸附量．由图５可知：随着

溶液初始ｐＨ值增大，氟离子吸附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变化不

大，而硬度吸附量却升高．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ｐＨ 值的增大，

ＯＨ－增多，与氟离子产生竞争，导致氟离子吸附量降低；此外，反

应平衡时，溶液呈碱性，表明由于焙烧水滑石的“记忆效应”，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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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建结构时，释放出一定量的ＯＨ－，起到缓冲作用［１９］，导致ｐＨ值变化对氟离子吸附的影响程度不

大，释放的ＯＨ－与钙镁离子形成 Ｍｇ（ＯＨ）２，Ｃａ（ＯＨ）２ 沉淀，这是硬度去除的原因之一，也是在碱性条

件下，硬度去除率升高的原因．

２．６　吸附动力学

时间对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趋势为逐渐

增大，且分别在１５０，２４０ｍｉｎ达到吸附平衡，氟离子和硬度的平衡吸附量分别为１．５７，４７．５０ｍｇ·ｇ
－１．

因此，整个体系的平衡时间确定为２４０ｍｉｎ．为了更好地确定等温吸附量，等温吸附时间定为２４０ｍｉｎ．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６　时间对氟离子和硬度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和硬度的动力学可以用拟一级动力学模型、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和粒

内扩散模型来描述．拟一级动力学模型的方程
［２０］为

ｌｎ（犙ｅ－犙狋）＝ｌｎ犙ｅ－犽１狋． （２）

　　拟二级动力学模型的方程
［２１］为

狋／犙狋＝１／（犽２犙ｅ
２）＋狋／犙ｅ． （３）

　　粒内扩散模型的方程
［２２］为

犙狋＝犽ｆ狋
１／２
＋μ． （４）

式（２）～（４）中：犽１，犽２ 分别为拟一级和拟二级动力学速率常数；犽ｆ为粒内扩散速率常数；μ为与厚度、边

界层有关的常数．

对动力学方程的拟合曲线，如图７～９所示．

由图７，８可知：对于吸附氟离子和硬度来说，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对实验数据的拟合效果比其他模型

的拟合效果好，相关系数分别达到０．９９９８，０．９７８４．因此，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和硬度的吸附过

程更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说明化学吸附是控制反应速率的机制，二者的吸附过程涉及 ＨＴＣｓ４００

ＭｇＡｌ和氟离子或硬度之间电子共用或交换形成化学键的过程
［２１］．

由图９可知：吸附氟离子和硬度的粒内扩散模型拟合均不是直线，说明粒内扩散不是二者唯一的速

率限制步骤．综上所述，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和硬度的反应速率是由化学吸附和粒内扩散等多

种作用机制共同控制的．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７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和硬度的拟一级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７　Ｑｕａｓｉ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ｋｉ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ｂｙ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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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８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和硬度的拟二级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８　Ｑｕａｓｉ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ｋｉ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ｂｙ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９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和硬度的粒内扩散模型

Ｆｉｇ．９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ｂｙ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

２．７　等温吸附

氟离子的初始质量浓度和硬度对其吸附量的影响，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当氟离子初始质量

浓度从１０ｍｇ·Ｌ
－１上升至１００ｍｇ·Ｌ

－１时，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的吸附量由１．５５ｍｇ·ｇ
－１提升

至１６．６２ｍｇ·ｇ
－１；当硬度从３００ｍｇ·Ｌ

－１上升至８００ｍｇ·Ｌ
－１时，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硬度的吸附量

由２７．９２ｍｇ·ｇ
－１提升至６６．６７ｍｇ·ｇ

－１．这是因为随着溶液中硬度和氟离子初始质量浓度的增大，硬

度和氟离子与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位点结合的概率也增大，因此，二者吸附量也随之增大．

　 （ａ）氟离子　　　　　　　　　　　　　　　　　　　　（ｂ）硬度

图１０　氟离子和硬度初始质量浓度对其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和硬度的吸附过程，可通过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吸附等温模型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

等温模型描述［１２］．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吸附等温模型的线性方程为

ρｅ
犙ｅ
＝ρ

ｅ

犙ｍ
＋
１

犽Ｌ犙ｍ
． （５）

式（５）中：犙ｍ 为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对氟离子或硬度的最大吸附量；犽Ｌ 为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常数．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模型的线性方程为

ｌｎ犙ｅ＝
１

狀
ｌｎρｅ＋ｌｎ犽Ｆ． （６）

１１７第５期　　　　　　　　　许昶雯，等：制备焙烧 Ｍｇ／Ａｌ水滑石及同时去除水中氟和硬度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式（６）中：犽Ｆ 为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常数；
１

狀
为不均匀因素．

对２种模型拟合得到的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犚２ 为相关系数．由表１可知：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

附模型对氟离子和硬度的最大吸附量分别为２５．７１，２３６．９７ｍｇ·ｇ
－１．

对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的拟合曲线，如图１１所示．

表１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的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ａｎｄ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指标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方程

犽Ｌ 犙ｍ／ｍｇ·ｇ
－１ 犚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

犽Ｆ 狀／ｇ·Ｌ
－１ 犚２

氟离子 ０．１１８３ ２５．７１ ０．９８４２ ２．７４６２ １．３９ ０．９７６２

硬度 ０．０００８ ２３６．９７ ０．５４４５ ０．４３８２ １．２２ ０．９５２０

　 （ａ）氟离子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方程　　　　　　　　　（ｂ）氟离子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

　 （ｃ）硬度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方程　　　　　　　　　　　（ｄ）硬度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

图１１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的拟合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Ｃｕｒｖｅｆｉｔｏｆ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ａｎｄ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由表１和图１１可知：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氟离子的实验数据更符合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方程，其

吸附过程主要是基于均匀的表面吸附和单层吸附，以化学吸附为主，这与文中二级动力学的结论一致．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吸附硬度的实验数据更符合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模型，属于不均匀的多层吸附模型．

３　结束语

随着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质量浓度的增加，对氟离子和硬度的去除率不断提高，直至平衡；而吸

附量随着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投加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减小．当 ＨＴＣｓ４００ＭｇＡｌ在最佳投加质量浓度为６

ｇ·Ｌ
－１时，其在４ｈ内对初始质量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１的氟离子和５００ｍｇ·Ｌ
－１的硬度的吸附量分别达

到１．５７，４７．５０ｍｇ·ｇ
－１．结合ｐＨ值影响因素、动力学及等温吸附等分析，结果表明：氟离子吸附过程

更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和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模型，其吸附机理为结构重建；硬度吸附过程更符合拟

二级动力学模型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模型，其去除机理包括表面吸附和生成沉淀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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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高架桥街谷空气环境和

污染物扩散的数值模拟

秦成君１，宋罛芳１，王世杰１，赵敬源２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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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Ｆｌｕｅｎｔ６．３数值模拟，研究含高架桥的十字路口在不同风向条件下，街谷内空气流场和污染物浓

度场特征．模拟结果表明：当来流风向平行于高架桥主干道方向时，来流在高架桥上引桥下方收缩形成低风速

涡旋，造成高浓度ＣＯ淤积，随着高架桥水平路段的延伸，高架桥下方ＣＯ浓度逐渐降低，而高架桥上方行人

呼吸高度处ＣＯ始终保持极高浓度；当来流风向垂直于高架桥主干道方向时，高架桥改变了污染物的爬墙效

应，其下方主干道迎风面和背风面ＣＯ不易扩散，保持较高浓度；行人应避免长期在高架桥下方、街谷背风面

及十字路口拐角处停留，以减轻街谷内污染物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十字路口处引入高架桥会改变污染源的位

置、强度，改变来流风的流动特性，从而影响街谷中污染物的扩散．

关键词：　城市街谷；高架桥；十字路口；污染物流场；空气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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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机动车数量应势增长，导致城市建筑群内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多，也造成了严重的交

通拥堵［１２］．为缓解过度集中的车辆密度带来的交通压力，我国大部分城市在主干道修建高架桥．众多高

架桥街道峡谷道路的相继涌现［３］，造成街道内各种污染物的高度聚集［４６］．因此，众多学者对高架桥街谷

内污染物的扩散规律进行了研究［７１９］．目前，对高架桥街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来流风向垂直于高架桥方

向时的简单二维街谷模型方面，忽略了城市街谷十字路口处聚集的高密度怠速车辆的高浓度污染物排

放，以及不同风向下高架桥桥面及上下引桥部分对来流风的阻档作用．含高架桥的十字路口因其复杂的

街谷内部结构影响和怠速车辆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多，可能导致局部地区通风效果较差，使高浓度的汽车

尾气污染物不易扩散，产生淤积，对等待通过路口的行人身体健康造成伤害［２０］．基于此，本文采用Ｆｌｕ

ｅｎｔ６．３数值模拟，研究含高架桥的十字路口在不同风向条件下，街谷内空气流场和污染物浓度场特征．

图１　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　数值模型

１．１　模型介绍

以太原市某典型城市高架路交叉街谷———南中环街与新晋祠路交

叉口为研究对象，模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十字路口周边各建筑物高４０

ｍ，宽２０ｍ．平行于高架桥方向的南中环街街道为主干道，宽度为４０ｍ．

在高架桥下方地面左右两侧各有６．６ｍ宽度的双车道，紧邻建筑则有

３．４ｍ人行道．设高架桥平行于犢 轴方向，上引桥和下引桥各长５０ｍ，

平行于地面的高架桥距地面５ｍ，桥体高１ｍ，宽２０ｍ．新晋祠路为辅

路，设其平行于犡轴方向，其街面宽２０ｍ，机动车路面部分宽１３．２ｍ，邻近建筑有３．４ｍ人行道．

考虑到ＣＯ性质稳定，选取ＣＯ作为尾气的重要指标．高架桥下方主干道车辆处于转弯怠速状态，

排放因子为６４７ｇ·ｈ
－１，车辆密度为０．２辆·ｍ－１，假设其车流量为均匀分布的，设为面源入口１，经计

算ＣＯ排放源强犙１ 为１２×１０
－６ｋｇ·（ｍ

３·ｓ）－１．平行于犡 轴方向的辅路机动车路面和高架桥桥面上

的机动车为正常行驶状态，ＣＯ排放因子为６１．６ｇ·（ｋｍ·辆）
－１，车辆密度为０．０５辆·ｍ－１，车速为３０

ｋｍ·ｈ－１，假设车流量均匀分布，设为面源入口２，ＣＯ排放源强犙２ 为８×１０
－６ｋｇ·（ｍ

３·ｓ）－１
［１２］．来流

风速入口设置为速度入口，风速为３ｍ·ｓ－１，满足指数分布规律，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两侧和顶部皆

设置为对称边界，其余面设为墙体．

１．２　数值方程

在街道峡谷内的数值计算中，采用Ｆｌｕｅｎｔ６．３作为基本程序，将来流空气按不可压缩流动处理，认

为流动是稳态绝热的，忽略街谷的热力效应．控制方程包括质量守恒方程、动量守恒方程、标准犽ε方程

和组分输运方程．采用有限容积法离散控制方程，控制方程的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２１２４］，计算精度为

０．００００１．对污染物浓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１８］，其计算公式为犆＝（犆·犝·犎）／犙．式中：犆为街谷中任

意点位污染物浓度；犝 为来流风速；犎 为建筑高度；犙为污染物源强．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来流风向平行于高架桥方向

２．１．１　流场分布　来流风向平行于高架桥的十字路口街道内流线分布，如图２所示．图２（ａ）为犡＝５０

ｍ截面，辅路处是高宽比为２∶１的孤立街谷．由图２（ａ）可知：受上游阻挡建筑的影响，来流风在上游建

筑上端产生上跃激流，在街谷内左上部形成一个顺时针的涡旋，街谷下部涡旋消失，气流沿迎风面向下，

在街谷中水平向左，而又竖直向下．图２（ｂ）为犡＝７０ｍ截面，辅路处是高宽比为２∶１的非孤立街谷．由

图２（ｂ）可知：来流风在街谷上方平滑掠过，靠近背风面自街谷底部出现上升气流，在街谷内部形成左上

方和右下方两个顺时针的涡旋．由图２（ｃ）可知：流场流线先在高架桥上引桥下方处收缩，经过稳定性发

展后，在高架桥中后方再次扩张，在下引桥下方分开，十字路口辅路处产生较弱的水平涡旋．由图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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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高架桥上引桥上方，流场分布极为均匀，在十字路口辅路处同样产生明显的水平涡旋．

　　（ａ）犡＝５０ｍ截面　　　　（ｂ）犡＝７０ｍ截面　　　　　（ｃ）犣＝１．５ｍ截面　　　　（ｄ）犣＝７．５ｍ截面

图２　流场特性分布图１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１

２．１．２　污染物分布　风向平行于高架桥方向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当

风向平行于高架桥方向时，存在高架桥的十字路口对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影响显著，其原因是高架桥的

结构和十字路口共同影响了街谷内部涡旋结构及涡旋方向．

　　　（ａ）犡轴截面距地面１．５ｍ处　　　　　　　　　　　　（ｂ）犡轴截面距地面７．５ｍ处

　　　（ｃ）犢 轴截面距地面１．５ｍ处　　　　　　　　　　　　　（ｄ）犢 轴截面距地面７．５ｍ处

图３　风向平行于高架桥方向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Ｃ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ｖｉａｄｕｃｔ

　　图３（ａ）为靠近地面１．５ｍ，平行于主路方向犢 轴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由图３（ａ）可知：靠近十字

路口的犡＝７０ｍ辅路处ＣＯ分布稍高于犡＝５０ｍ处．这是由于十字路口处的水平涡旋将主路地面道路

的污染物带入辅路段；犡＝８５ｍ处为主路高架桥侧下方行车道路的ＣＯ分布，在靠近上引桥附近，其

ＣＯ无量纲浓度迅速爬升，在十字路口处则有明显下降，说明十字路口处的水平涡旋有利于主路的污染

物扩散；犡＝１００ｍ处为高架桥正下方中心行人呼吸高度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高架桥上引桥下方浓

度最高．由图２（ａ）可知：流场流线在上引桥两侧产生绕流，导致上引桥下方流速极低，污染物产生聚积

不易扩散，随主路的延伸高架桥水平路段下方ＣＯ无量纲浓度逐渐降低．

图３（ｂ）为靠近地面７．５ｍ，平行于主路方向犢 轴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由图３（ｂ）可知：犣＝７．５ｍ

处辅路ＣＯ分布规律与图３（ａ）接近，但浓度值稍低；在犡＝８５ｍ位置处，ＣＯ浓度在来流风向作用下不

断累积，在十字路口处达到高值，而后降低保持稳定，水平涡旋和上升涡旋的共同作用是拐角处ＣＯ浓

度升高的主要原因；犡＝１００ｍ为高架桥面中心上方的ＣＯ浓度分布，在上引桥段，无量纲浓度不断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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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后在高架桥面水平段保持稳定，在下引桥段逐渐降低，这是由于高架桥的隔断作用，使桥上和桥下

的ＣＯ分布规律截然不同所致．

图３（ｃ）为靠近地面１．５ｍ，平行于辅路犡轴方向的ＣＯ浓度分布．由图３（ｃ）可知：在犢＝５０ｍ处，

发现主干道上方和高架桥下方ＣＯ浓度极高，靠近主路两侧ＣＯ浓度急剧下降；在犢＝２５０ｍ处，高架桥

下方ＣＯ浓度有明显降低，说明高架桥的存在改变了街道后半段污染物浓度，产生聚积的现象；在犢＝

１４２ｍ与犢＝１５８ｍ处，辅路迎风面与背风面的ＣＯ分布规律极为相似，辅路迎风面ＣＯ浓度略高于背

风面，在十字路口主干道靠近建筑位置，ＣＯ无量纲浓度急剧升高，出现２个最高值，而在高架桥下方又

有所回落，这与十字路口主干道处的收缩气流有关．

图３（ｄ）为靠近地面７．５ｍ，平行于辅路犡轴方向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由图３（ｄ）可知：高架桥上

方ＣＯ无量纲浓度保持稳定；其他位置的ＣＯ分布规律极为相似，仅ＣＯ浓度值偏小，主干道高架桥面上

的ＣＯ浓度几乎是辅路同一高度的两倍，说明高架桥的存在明显提高了街谷ＣＯ分布高度．

２．２　来流风向垂直于高架桥方向

２．２．１　流场分布　来流风向垂直于高架桥的十字路口街道内流线分布，如图４所示．图４（ａ）为犢＝５０

ｍ截面，主路处是高宽比为１∶１的孤立街谷．由图４（ａ）可知：受上游阻挡建筑的影响，来流风在上游建

筑上端产生上跃激流，街谷内涡旋消失，气流沿迎风面向下，在街谷中下部水平向左，绕流经高架桥运动

至背风面竖直向上．图４（ｂ）为犢＝１３０ｍ截面，主路处是高宽比为１∶１的非孤立街谷．由图４（ｂ）可知：

来流风在街谷上方平滑掠过，气流自街谷中心偏左位置，呈顺时针发散射出．图４（ｃ）为近地面１．５ｍ处

行人呼吸高度．由图４（ｃ）可知：流场流线经辅路在十字路口主路背风面处产生明显的水平涡旋．图４（ｄ）

为高架桥面上方１．５ｍ处行人呼吸高度．由图４（ｄ）可知：在十字路口主路处水平涡旋中心位置发生改

变，结构变小．

　　（ａ）犢＝８０ｍ截面　　　　（ｂ）犢＝１３０ｍ截面　　　　　（ｃ）犣＝１．５ｍ截面　　　（ｄ）犣＝７．５ｍ截面

图４　流场特性分布图２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２

２．２．２　污染物分布　风向垂直于高架桥方向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情况，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

风向垂直于高架桥方向时，存在高架桥的十字路口对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影响显著，其原因是高架桥的

结构和十字路口共同影响了街谷内部涡旋结构及涡旋方向．

图５（ａ）为靠近地面１．５ｍ，平行于辅路方向犡轴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由图５（ａ）可知：犢＝３０ｍ

与犢＝８０ｍ分别为远离和靠近十字路口的主路ＣＯ分布，分布规律较为相似，浓度在主路两侧人行道

达到最高值，背风面的ＣＯ浓度值稍高于迎风面，在主路中心位置保持较低的稳定值，这是由于高架桥

的存在破坏了街谷内涡旋，使爬墙效应不复存在；犢＝１３０ｍ处为十字路口拐角处的ＣＯ分布，与前两项

分布规律较为相似，仅在高架桥下方污染物浓度较低，这是由于十字路口处的水平涡旋的清洁作用所

致；犢＝１５０ｍ处辅路中心的ＣＯ分布，其ＣＯ浓度整体低于主路，在高架桥下方达到最高值．

图５（ｂ）为靠近地面７．５ｍ，平行于辅路方向犡轴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由图５（ｂ）可知：在犢＝３０

ｍ处，污染物的分布符合爬墙效应；在犢＝８０ｍ与犢＝１３０ｍ处，皆为主路背风面ＣＯ浓度最高，在高架

桥上方保持稳定，迎风面浓度急剧降低；在犢＝１５０ｍ处，高架桥上方ＣＯ无量纲浓度约是辅路的２倍．

图５（ｃ）为靠近地面１．５ｍ，平行于主路方向犢 轴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由图５（ｃ）可知：在犡＝５０

ｍ与犡＝１５０ｍ处，辅路ＣＯ分布皆为中心位置最高，两侧人行道最低；在犡＝８５ｍ处，主路街谷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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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主路ＣＯ保持着极高的浓度，是十字拐角处的１．５倍；在犡＝１００ｍ处，主路高架桥中心正下方，在

十字路口处的ＣＯ浓度与犡＝８５ｍ处接近，在十字拐角处略有下降，主路位置与十字路口浓度保持一

致；在犡＝１１５ｍ处，主路街谷迎风面十字路口处的ＣＯ浓度值与上述位置基本相同，而在十字拐角处

急剧降低，在主路两端位置重新迅速升高，再次验证十字路口处水平涡旋的清洁作用，而在主路两端水

平涡旋消失，高架桥的存在又破坏了主路街谷的爬墙效应，导致迎风面ＣＯ重新聚积浓度升高．

图５（ｄ）为靠近地面７．５ｍ，平行于主路方向犢 轴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与图５（ｃ）相比较可知：在

犡＝５０ｍ与犡＝１５０ｍ处，仅在ＣＯ无量纲浓度值上有所减小，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在犡＝８５ｍ处，主

路段背风面ＣＯ浓度最高，在靠近十字路口拐角处有所降低，在十字路口处则急剧降低；在犡＝１００ｍ

处，高架桥上方的ＣＯ浓度分布与高架桥下方基本保持一致，说明主路中心高架桥面上下皆被笼罩在高

浓度ＣＯ污染物中；在犡＝１１５ｍ处，主路段迎风面ＣＯ浓度明显低于主路段其他位置，这是街谷中高架

桥上方顺时针的清洁来流的作用所致，而十字路口处的ＣＯ浓度稍高于主路段其他位置，这是由平行于

辅路的来流将高架桥上产生的ＣＯ吹送至此所致．

　　　（ａ）犢 轴截面距地面１．５ｍ处　　　　　　　　　　　　（ｂ）犢 轴截面距地面７．５ｍ处

　　（ｃ）犡轴截面距地面１．５ｍ处　　　　　　　　　　　　　（ｄ）犡轴截面距地面７．５ｍ处

图５　风向垂直于高架桥方向的ＣＯ无量纲浓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Ｃ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ｖｉａｄｕｃｔ

３　结论

１）当来流风向平行于含高架桥主干道街谷方向时，受高架桥上下引桥的阻挡作用，来流在上引桥

下方收缩形成低风速涡旋，造成高浓度ＣＯ淤积，随着高架桥水平路段的延伸，高架桥下方ＣＯ浓度逐

渐降低，改变了街道后半段污染物浓度会产生聚积的现象；高架桥上方行人呼吸高度处ＣＯ始终保持极

高浓度，几乎是辅路同一高度的２倍；十字路口拐角处的水平涡旋会将主路上的高浓度ＣＯ带入辅路．

２）当来流风向垂直于含高架桥主干道街谷方向时，高架桥的阻挡改变了主干道背风面污染物的爬

墙效应，其下方主干道迎风面和背风面ＣＯ不易扩散，保持较高浓度；在主干道高架桥上方行人呼吸高

度处，街谷内顺时针的清洁来流使迎风面ＣＯ浓度最低，背风面和高架桥中心位置ＣＯ浓度极高．

３）无论来流风向为平行或垂直于高架桥，受街谷中高架桥桥面的阻挡作用，主干道高架桥下方ＣＯ

难以向上扩散，保持较高浓度；街道背风面污染物不易被来流风清洁，浓度相对较高；十字路口拐角处受

水平涡旋和上升涡旋的共同作用，污染物浓度明显高于街谷其他部位，且上扬势态明显．行人应避免长

期待在高架桥下方、街道背风面及十字路口拐角处，尽可能减轻街谷内污染物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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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性活性炭纤维催化碳酰肼

去除给水中的溶解氧

王洁，梁美生，叶翠平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将制备的水热改性活性炭纤维负载Ｎｉ（Ｎｉ／ＧＳＡＣＦ）作为催化剂，催化碳酰肼还原去除水中的溶解氧

（ＤＯ），考察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初始ｐＨ值、碳酰肼质量浓度和催化剂质量浓度对ＤＯ去除效果的影响．在

优化条件下，４５ｍｉｎ后水中的ＤＯ质量浓度从５．１ｍｇ·Ｌ
－１降至０．１ｍｇ·Ｌ

－１，去除率可达９８．０％．对载体和

催化剂进行表征分析，水热处理后ＧＳＡＣＦ表面的含氧官能团明显增加，催化剂表面具有均匀分散的活性 Ｎｉ

物种．研究结果表明：活性炭纤维表面含氧官能团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活性Ｎｉ物种在活性炭纤维表面的分散，

从而提高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剂的催化除氧性能．

关键词：　活性炭纤维；给水处理；含氧官能团；催化除氧；碳酰肼；溶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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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给水中的溶解氧（ＤＯ）是造成设备和管网腐蚀的主要原因，容易影响其正常使用和寿命，严重

时会造成安全事故［１?２］．因此，为保证设备及附属管道安全经济运行，必须预先除去给水中的ＤＯ．目前，

除氧方法可分为物理除氧方法和化学除氧方法．物理除氧方法包括热力除氧、真空除氧和解析除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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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对温度和压力的改变使水中的氧去除，但耗能大且除氧不彻底［３］．化学除氧主要通过加入除氧

剂与水中的氧气反应而去除．常用的有亚硫酸钠和联氨，使用亚硫酸钠易腐蚀管道，并使水中含盐量增

加，而联氨具有很高的毒性［４］．碳酰肼作为绿色无毒的除氧剂，同时具备很好的缓蚀性能，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５］．由于碳酰肼与氧气反应需要较高的反应温度（８７．８～１７６．７℃），利用高效的催化剂降低反应

温度有利于节能降耗．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催化碳酰肼除氧的研究报道较少．活性炭纤维比表面积大，

具有丰富的孔结构，是良好的吸附剂和催化剂载体［６?７］，而金属Ｎｉ在氧化还原反应中表现出很好的催化

性能［８?９］．本文设计制备了水热改性活性炭纤维负载Ｎｉ催化剂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碳酰肼还原去除给水中

的ＤＯ．同时，对载体和催化剂进行表征分析，并优化反应条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与试剂

粘胶基活性炭纤维毡（比表面积≥１４００ｍ
２·ｇ

－１，江苏苏通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硝酸镍（天津市

登峰化学试剂厂），碳酰肼（上海迈坤化工有限公司），硝酸（天津市广成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氢氧化钠

（天津市北方天医化学试剂厂），均为ＡＲ级．

１．２　催化剂的制备

１．２．１　活性炭纤维的预处理　将活性炭纤维剪成０．５ｃｍ×０．５ｃｍ的小方块，于沸水浴中煮沸３０

ｍｉｎ，用去离子水冲洗表面，此过程重复３次；然后，放入干燥箱中，于１０５℃下干燥至恒质量，标记为

ＡＣＦ．

１．２．２　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剂的制备　将５ｇＡＣＦ置于高压反应釜中，加入２００ｍＬ去离子水，在２７０℃

下水热改性３ｈ，取出干燥至恒质量，记为ＧＳＡＣＦ．采用浸渍?煅烧法制备负载型催化剂，将ＧＳＡＣＦ等

体积浸渍于质量分数为１０％的硝酸镍溶液中，超声３０ｍｉｎ后置于恒温振荡器中振荡３ｈ，１０５℃下干燥

至恒质量；然后，于石英管中在Ｎ２ 氛围下于３５０℃焙烧３ｈ，记为Ｎｉ／ＧＳＡＣＦ．同时，以未改性的ＡＣＦ

作为载体，相同方法制备了Ｎｉ／ＡＣＦ．以ＡＣＦ，ＧＳＡＣＦ，Ｎｉ／ＡＣＦ作为实验对照．

１．３　催化剂的表征

采用ＮＩＣＯＬＥＴｉＳ１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对水热改性

前后的ＡＣＦ进行表面基团分析，将待测催化剂样品研磨、干燥后，采用压片法进行扫描测试，扫描范围

为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
－１，最高分辨率为０．１５ｃｍ－１．在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型Ｘ射线衍射仪（美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上

进行Ｘ射线衍射（ＸＲＤ）测试，辐射源为Ｃｕ?Ｋα，扫描范围（２θ）为２０°～９０°．采用ＪＳＭ?７１００Ｆ型扫描电子

显微镜表征载体和催化剂的表面形貌．

１．４　犇犗去除实验

采用具塞锥形瓶做反应器，恒温水浴控制反应温度．开启恒温水浴，设定反应温度，取１００ｍＬ原水

和一定量的催化剂于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将其置于水浴锅内．当达到设定温度后，用 ＨＮＯ３ 和ＮａＯＨ调

节原水的初始ｐＨ值到预定值后，迅速加入一定量的碳酰肼水溶液，在水浴恒温振荡器上进行反应，并

开始计时；每隔一定时间用溶解氧测量仪测定水中的ＤＯ质量浓度，并计算ＤＯ去除率．所有实验均设

置３组平行实验，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ＤＯ去除率η＝（ρ１－ρ２）／ρ１．其中：ρ１ 和ρ２ 分别为反应前、后水

中ＤＯ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催化剂的表征

２．１．１　表面含氧官能团分析　ＡＣＦ和ＧＳＡＣＦ的ＦＴ?ＩＲ谱图，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３４５０～３４００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归属于－ＯＨ伸缩振动，１５８０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归属于Ｃ＝Ｏ伸缩振动，１３４０ｃｍ－１处

的吸收峰归属于Ｃ－Ｈ弯曲振动，１０８０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归属于Ｃ－Ｏ伸缩振动，７３２ｃｍ－１处的吸收峰

归属于ＣＨ２ 的面内摇摆．对比ＡＣＦ和ＧＳＡＣＦ的红外谱图可知，水热改性后Ｃ＝Ｏ，Ｃ－Ｏ的峰强大大

增强，Ｃ－Ｈ和ＣＨ２ 吸收峰减弱消失．这是由于在水热改性过程中，ＡＣＦ与 Ｈ２Ｏ反应，形成部分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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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基、内酯基等含氧官能团，使ＡＣＦ表面含氧官团增加
［１０?１１］．

２．１．２　催化剂组成分析　载体和催化剂的ＸＲＤ谱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ＡＣＦ和ＧＳＡＣＦ的

ＸＲＤ谱图均显示有２个特征衍射峰．其中，２θ＝２３°的衍射峰较强，对应石墨微晶的（００２）晶面；２θ＝４４°

的衍射峰较弱，对应石墨微晶的（０１０）晶面，且这两个衍射峰的峰形较宽，证明ＡＣＦ为石墨微晶乱层结

构［１２］．Ｎｉ／ＡＣＦ和Ｎｉ／ＧＳＡＣＦ在２θ为４４．４°，５１．８°处出现Ｎｉ的特征衍射峰，在２θ为３７．３°，６２．８°处出

现了ＮｉＯ的特征衍射峰．这是由于热处理过程中，Ｎｉ（ＮＯ３）２ 分解成为ＮｉＯ，而ＡＣＦ本身具有一定的还

原能力，部分ＮｉＯ在焙烧时被Ｃ还原为单质Ｎｉ
［１３］．与Ｎｉ／ＡＣＦ相比，Ｎｉ／ＧＳＡＣＦ谱图中的 Ｎｉ和 ＮｉＯ

衍射峰相对弥散，说明ＧＳＡＣＦ表面Ｎｉ物种分散度相对较高．

　图１　ＡＣＦ和ＧＳＡＣＦ的ＦＴ?ＩＲ谱图　　　　　　　　　　图２　载体和催化剂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１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ＡＣＦａｎｄＧＳＡＣＦ　　　　　　Ｆｉｇ．２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２．１．３　催化剂表面形貌分析　ＡＣＦ，ＧＳＡＣＦ，Ｎｉ／ＡＣＦ和Ｎｉ／ＧＳＡＣＦ的ＳＥＭ 图，如图３所示．从图３

整体上看，这些ＡＣＦ由表面光滑的管束状结构组成．

对比图３（ａ），（ｂ）可知：经过水热改性，光滑的ＧＳＡＣＦ管束间隙增大．由图３（ｃ）可以观察到：ＡＣＦ

表面分散着一些微粒，结合ＸＲＤ可知，这些微粒应该为Ｎｉ和ＮｉＯ，但存在明显的团聚现象．经过水热改

性的ＧＳＡＣＦ负载Ｎｉ的ＳＥＭ图，如图３（ｄ）所示．由图３（ｄ）可知：相比图３（ｃ）而言，Ｎｉ物种在ＧＳＡＣＦ

上分散均匀，与ＸＲＤ表征结果一致．这是由于ＡＣＦ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在浸渍时有助于 Ｎｉ（ＮＯ３）２ 落

位［１４?１６］．水热改性后的ＧＳＡＣＦ表面的含氧官能团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前驱物Ｎｉ（ＮＯ３）２ 在载体表面

分散落位，促使焙烧后的催化剂表面形成均匀分散的Ｎｉ物种，明显改善金属粒子在活性炭纤维上团聚

的问题．

（ａ）ＡＣＦ　　　　　　　　（ｂ）ＧＳＡＣＦ　　　　　　　　（ｃ）Ｎｉ／ＡＣＦ　　　　　　　（ｄ）Ｎｉ／ＧＳＡＣＦ

图３　催化剂表面形貌分析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２．２　改性活性炭纤维催化碳酰肼除氧实验

２．２．１　不同催化剂的催化除氧性　当温度为４５℃、初始ｐＨ值为８．３、碳酰肼质量浓度为９．３ｍｇ·

Ｌ－１、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０．６ｇ·Ｌ
－１时，不同催化剂作用下，水中ＤＯ质量浓度（ρ）随时间（狋）的变化曲

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反应的进行，水中的ＤＯ质量浓度逐渐减少，随后速度减缓并趋于稳

定．催化剂对碳酰肼除氧的催化活性大小依次为：Ｎｉ／ＧＳＡＣＦ＞Ｎｉ／ＡＣＦ＞ＧＳＡＣＦ＞ＡＣＦ．

当没有催化剂时，反应４５ｍｉｎ后，ＤＯ质量浓度降至３．６ｍｇ·Ｌ
－１，去除率仅为２９．４％；加入ＡＣＦ

和ＧＳＡＣＦ反应进行４５ｍｉｎ后，ＤＯ质量浓度分别降为２．４和２．０ｍｇ·Ｌ
－１，ＤＯ去除率分别为５２．９％

和６０．８％；当加入Ｎｉ／ＡＣＦ后，催化活性显著提高，去除率达到８９．２％；而加入Ｎｉ／ＧＳＡＣＦ的催化效果

最佳，反应进行４５ｍｉｎ后ＤＯ质量浓度降至０．１ｍｇ·Ｌ
－１以下，去除率为９８．０％，除氧效果优于文献报

道［１７?１８］，可以有效提高工业给水中ＤＯ的去除效率．

２２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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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催化剂催化碳酰肼

的除氧效果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ｉｎ

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ＡＣＦ本身对ＤＯ具有一定的催化还原能力，但还原能力十分

有限．对比ＡＣＦ和ＧＳＡＣＦ，水热处理有效清除了活性炭纤维孔

道内的杂质，可能导致ＡＣＦ表面形成更多的表面缺陷和含氧官

能团，增加部分活性位，所以 ＧＳＡＣＦ催化活性略微增加．对比

Ｎｉ／ＡＣＦ和Ｎｉ／ＧＳＡＣＦ，ＧＳＡＣＦ的表面缺陷有利于使Ｏ２ 电负性

增强，易于被催化还原［１９］；ＧＳＡＣＦ增加的含氧官能团有效促进

了Ｎｉ物种的分散，使有效活性位进一步增加，所以 Ｎｉ／ＧＳＡＣＦ

催化活性明显增加，表现出最好的除氧效果．

２．２．２　反应温度的影响　当初始ｐＨ值为８．３、碳酰肼质量浓度

为９．３ｍｇ·Ｌ
－１、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０．６ｇ·Ｌ

－１时，反应温度对

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碳酰肼除氧效果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反应温度对水中ＤＯ的溶解度有一定影响，温

度越高，水中ＤＯ的质量浓度越低．当反应温度分别为２５，３５，４５，５５℃时，水中ＤＯ的初始质量浓度分

别为５．６，５．３，５．１，４．７ｍｇ·Ｌ
－１，反应进行４５ｍｉｎ后，ＤＯ的质量浓度分别降至１．６，０．７，０．１，０ｍｇ·

Ｌ－１，去除率分别为７１．４％，８６．８％，９８．０％和１００％．可见，随着反应温度的提高，ＤＯ的去除率相应提

高．当反应温度为２５，３５℃时，除氧后水中氧含量仍较高；当反应温度为４５℃且反应进行到４５ｍｉｎ时，

水中ＤＯ的质量浓度降至０．１ｍｇ·Ｌ
－１以下；当反应温度为５５℃且反应进行到３５ｍｉｎ时，水中ＤＯ的

质量浓度降至０．１ｍｇ·Ｌ
－１以下，ＤＯ去除率为９８．０％，相比温度为４５℃时仅提高了３．９％．在氧化还

原反应过程中，升高反应温度有利于提高反应速率和ＤＯ去除率．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应节约除氧成本，

同时保持一定的除氧效果，后续实验选取反应温度为４５℃．

２．２．３　初始ｐＨ值的影响　当温度为４５℃、碳酰肼质量浓度为９．３ｍｇ·Ｌ
－１、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０．６

ｇ·Ｌ
－１时，初始ｐＨ值对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碳酰肼除氧效果的影响，如图６所示．

　图５　反应温度对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　　　　　　　　　　图６　ｐＨ值对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　

碳酰肼除氧效果的影响 碳酰肼除氧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Ｎｉ／ＧＳＡＣ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Ｎｉ／ＧＳＡＣ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ｄ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ｄｅ

由图６可知：初始ｐＨ值对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剂的活性有显著影响．当初始ｐＨ值为４．０时，反应４５

ｍｉｎ后，水中ＤＯ的质量浓度为２．３ｍｇ·Ｌ
－１；当初始ｐＨ值为７．０时，反应４５ｍｉｎ后，水中ＤＯ的质量

浓度为０．７ｍｇ·Ｌ
－１；而当初始ｐＨ值为８．０～１２．０时，反应进行４５ｍｉｎ后，ＤＯ的质量浓度均降至０．１

ｍｇ·Ｌ
－１以下．在酸性条件下，催化剂表面负载的Ｎｉ物种会和酸反应溶脱到水体中，造成活性物种Ｎｉ

的流失，从而使催化剂失活．而在碱性条件下，催化剂表面的Ｎｉ物种较为稳定；同时，Ｎｉ物种可能与水

中的ＯＨ－络合形成稳定的还原性物种Ｎｉ（ＯＨ）２，因而，具有较好地催化活性．碱性条件还有利于金属

表面生成致密稳定的保护膜，减缓水中ＤＯ对管道的腐蚀
［２０］．由于实验用水ｐＨ值约为８．３，后续实验

无需调整ｐＨ值．

２．２．４　碳酰肼质量浓度的影响　当温度为４５℃、初始ｐＨ 值为８．３、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０．６ｇ·Ｌ
－１

时，碳酰肼质量浓度（ρ碳酰肼）对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碳酰肼除氧效果的影响，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随着

碳酰肼质量浓度由５．０ｍｇ·Ｌ
－１增加至１０．７ｍｇ·Ｌ

－１，反应４５ｍｉｎ后，ＤＯ去除率从５２．９％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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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９％．当碳酰肼的质量浓度达到９．３ｍｇ·Ｌ
－１时，４５ｍｉｎ后ＤＯ质量浓度降至０．１ｍｇ·Ｌ

－１，去除率

已达到９８．０％；继续增加碳酰肼质量浓度至１０．７ｍｇ·Ｌ
－１，ＤＯ去除率仅仅增加１．９％．适当增加碳酰

肼质量浓度有利于提高反应物浓度，促进化学反应平衡向右移动，从而提高反应速率和ＤＯ去除率．考

虑除氧成本，同时能够保持一定的除氧效果，后续实验选用碳酰肼质量浓度为９．３ｍｇ·Ｌ
－１．

２．２．４　催化剂质量浓度的影响　当温度为４５℃、初始ｐＨ值为８．３、碳酰肼质量浓度为９．３ｍｇ·Ｌ
－１

时，催化剂Ｎｉ／ＧＳＡＣＦ质量浓度（ρＮｉ／ＧＳＡＣＦ）对碳酰肼除氧的效果的影响，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适当

增加催化剂的质量浓度，可以增加催化反应中活性Ｎｉ物种的数量，提高催化反应速率和ＤＯ去除率．当

Ｎｉ／ＧＳＡＣＦ质量浓度由０．４ｇ·Ｌ
－１增加到０．６ｇ·Ｌ

－１时，反应４５ｍｉｎ后，ＤＯ的去除率由７６．５％提高

到９８．０％，反应速率也明显加快；但当继续增加催化剂质量浓度至０．７ｇ·Ｌ
－１时，反应速率略微增加．

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应节约催化剂用量成本，选择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０．６ｇ·Ｌ
－１．

　图７　碳酰肼质量浓度对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 图８　Ｎｉ／ＧＳＡＣＦ质量浓度对碳酰肼　　

碳酰肼除氧效果的影响 除氧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ｄ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Ｎｉ／ＧＳＡＣ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 ｏｎＮｉ／ＧＳＡＣ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

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ｄｅ ＤＯ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ｄｅ

图９　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碳酰肼

还原去除ＤＯ机理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ｂｙ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ｚｉｄｅｏｖｅｒＮｉ／ＧＳＡＣ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２．３　催化反应机理探讨

根据实验结果，推测Ｎｉ／ＧＳＡＣＦ催化碳酰肼除氧的机理示

意图，如图９所示．碳酰肼在催化剂作用下，由于镍和羰基氧相

互作用，使羰基电子云分布进一步向氧转移，由于镍的吸电子作

用，使Ｃ－Ｎ电子云密度下降，最终导致Ｃ－Ｎ键减弱
［２１］，使其

与氧气在较低温度下易发生反应．由于反应产物为Ｎ２，Ｈ２Ｏ和

ＣＯ２，对水质和管材无影响
［２２?２３］．

３　结束语

以水热处理的活性炭纤维负载镍作为催化剂（Ｎｉ／ＧＳＡＣＦ），用于催化碳酰肼还原去除给水中的

Ｄ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ＦＴ?ＩＲ表明，水热处理有助于提高催化剂表面含氧官能团数量；ＸＲＤ表征显示

催化剂表面具有活性Ｎｉ物种；ＳＥＭ显示Ｎｉ物种在ＧＳＡＣＦ表面均匀分散．当反应温度为４５℃、初始

ｐＨ值为８．０～１２．０、碳酰肼质量浓度为９．３ｍｇ·Ｌ
－１、催化剂质量浓度为０．６ｇ·Ｌ

－１时，反应４５ｍｉｎ

后，水中ＤＯ质量浓度降至０．１ｍｇ·Ｌ
－１以下．相较于其他除氧工艺，本工艺操作简便、绿色安全、运行

费用低，在较低温度下，具有较好的除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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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关联理论在城市污水处理

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张文杰，袁红平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　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借助四川省１８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污水处理率与用水普及率、污

水排放量、排水管道长度、城区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深入研究影响城市污水处理的

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污水处理率与城市市区用水普及率的关联程度最为密切，与排水管道长度的关联程

度最小．

关键词：　城市污水处理；灰色关联理论；灰色关联度；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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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降水三大类［１］．城市污水处理已成为影响城市设施规划的

重要考虑因素．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污水管理绩效评估
［２］、收费制度［３］、处理工艺［４?５］、处理技术［６?７］

等方面．近年来，为更好地应对城市污水处理，区域城市污水处理的影响因素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赵泽斌等［８］采用相关分析研究影响东北地区城市污水处理效率的因素．买亚宗等
［９］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法探讨污水处理设施与污水年处理量、污水处理人员数量、年耗电量等之间的关系．Ａｂｂｏｔｔ等
［１０］探讨

了澳大利亚不同城市污水处理效率与污水处理规模的相互影响关系．褚俊英等
［１１］利用因子分析法探讨

城市不同污水处理效率与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运行费用、建设周期等因素的关系．在城市污水处理影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３０

　通信作者：　张文杰（１９８５?），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决策优化分析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ｗ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６＠

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７１５７３２１６）；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ＺＲ０１５０）；四川省系统科学与

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ＸＱ１７Ｂ０４）；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项目（ＳＣ１７ＺＤ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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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相关性分析中，普遍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回归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法、主成分分析

法等．这些方法虽然都可以进行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分析，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１２］．灰色关联分析是一

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它以各因素样本数据为依据，通过灰色关联度反映样本两因素间的关联情

况［１２］．与其他相关性分析方法（如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等）相比，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往往对

数据要求低，计算量小，对样本数量和特征无明确限制和要求，分析效果也更好［１２?１３］．目前，灰色关联分

析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宋喜民等
［１４］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研究基础设施投资构成要素间的关联性．

李亚滨等［１５］以黑龙江省１９８４－２０１３年暴雨灾害资料数据为基础，采用此方法研究了暴雨灾害和气象

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彭晓博等
［１６］将该方法用于农民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

型，探讨影响农民健康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联性．此外，灰色关联分析还被成功用于

分析旅游业［１７］、食品产业［１８］、农地评价［１９］、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２０?２１］及ＰＭ２．５浓度影响因素
［２２］的因素

相关性中．文中所关注的城市污水处理问题的核心正是在少量数据的前提下，探讨城市污水处理率与各

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选取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城市污水处理各影响因素相关性，并结

合四川省２０１５年１８个地级市城市污水处理相关统计数据，对其污水处理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进行实

证研究．

１　灰色关联分析

１．１　灰色关联公理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线性插值的方法，将系统因素的离散行为观测值转化为分段连续

折线，根据折线的几何特征构造测度关联模型，通过比较关联模型中的灰色关联度，对因变量与自变量

的联系程度大小进行判断［１２，２３］．

根据文献［１２，２３］，列出灰色关联公理，具体如下．

假设犡０＝（狓
（１）
０ ，狓

（２）
０ ，…，狓

（狀）
０ ）表示为系统特征行为序列，且犡１＝（狓

（１）
１ ，狓

（２）
１ ，…，狓

（狀）
１ ），…，犡犻＝

（狓
（１）
犻 ，狓

（２）
犻 ，…，狓

（狀）
犻 ），…，犡犿＝（狓

（１）
犿 ，狓

（２）
犿 ，…，狓

（狀）
犿 ）表示为相关因素序列，给定实数γ（狓

（犽）
０ ，狓

（犽）
犻 ），若实数

γ（犡０，犡犻）＝
１

狀∑
狀

犽＝１

γ（狓
（犽）
０ ，狓

（犽）
犻 ）满足：１）条件１，０＜γ（犡０，犡犻）≤１，γ（犡０，犡犻）犡０＝犡犻；２）条件２，

狘狓
（犽）
０ －狓

（犽）
犻 狘越小，γ（狓

（犽）
０ ，狓

（犽）
犻 ）越大，则称γ（犡０，犡犻）为犡犻与犡０ 的灰色关联度，γ（狓

（犽）
０ ，狓

（犽）
犻 ）为犡犻与

犡０ 在犽点的关联系数，并称条件１、条件２为灰色关联公理（或邓氏灰色关联度公理）．其中，γ（狓
（犽）
０ ，

狓
（犽）
犻 ）＝

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犽
｜狓

（犽）
０ －狓

（犽）
犻 ｜＋ε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狓

（犽）
０ －狓

（犽）
犻 ｜

｜狓
（犽）
０ －狓

（犽）
犻 ｜＋ε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狓

（犽）
０ －狓

（犽）
犻 ｜

，ε∈（０，１），称为分辨系数
［１２，２３］．

１．２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步骤

根据文献［１２１３，２３］，灰色关联度有如下５个计算步骤．

步骤１　求各序列的初值像（或均值像），即犡′犻＝
犡犻
狓
（１）
犻

＝（犡′
（１）
犻 ，犡′

（２）
犻 ，…，犡′

（狀）
犻 ），犻＝０，１，２，…，犿．

步骤２　求犡０ 与犡犻初值像（或均值像）对应分量之差的绝对值序列，即Δ
（犽）
犻 ＝｜犡′

（犽）
０ －犡′

（犽）
犻 ｜，Δ犻＝

（Δ
（１）
犻 ，Δ

（２）
犻 ，…，Δ

（狀）
犻 ），犻＝１，２，…，犿．

步骤３　求Δ
（犽）
犻 ＝｜犡′

（犽）
０ －犡′

（犽）
犻 ｜，犽＝１，２，…，狀；犻＝１，２，…，犿，及其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记犕＝

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Δ
（犽）
犻 ，犿＝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犽
Δ
（犽）
犻 ．

步骤４　计算关联系数．γ（狓
（犽）
０ ，狓

（犽）
犻 ）为犡犻 与犡０ 在犽点的关联系数，记作γ０，犻（犽），有γ０，犻（犽）＝

犿＋ε犕

Δ
（犽）
犻 ＋ε犕

，ε∈（０，１），犽＝１，２，…，狀；犻＝１，２，…，犿．

该关联系数公式中，早期灰色理论研究学者通常取ε＝０．５．随着灰色系统理论的深入发展，越来越

多学者在灰色理论的实际应用中发现ε＝０．５的不足．例如，对于分辨系数ε＝０．５的不合理性
［２４２５］，申

卯兴等［２４］经过数学推导和论证，得出分辨系数ε＝０．０５时更符合实际，并能提高灰色关联分析的分辨

率，且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基于此，取分辨系数ε＝０．０５．

７２７第５期　　　　　　　　　 张文杰，等：灰色关联理论在城市污水处理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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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５　计算灰色关联度，有γ（犡０，犡犻）＝
１

狀∑
狀

犽＝１

γ０，犻（犽），犻＝１，２，…，犿．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指标选取及数据收集

选取四川省１８个地级市污水处理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算例，所用数据均来自《四川统计年鉴（２０１５）》

已经发布的面板数据．研究范畴限定为城市市区（不含各地级市所辖县、州等）．在灰色关联理论中，选取

能够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是开展灰关联分析的基础［１１］．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城市市区污水处理情况的关键特征指标，在关于城市污水处理影响指标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１?２，８?９，１１］，征询了城市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意见后，选取污水排放量、用水普及率（用水

普及率＝城市用水的非农业人口数／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１００％）、排水管道长度、城区面积、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５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变量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指标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ｄｅｘｅｓ

变量指标 变量代码 单位 主要反映内容 变量类型

污水处理率 犡０ ％ 污水处理程度 因变量

用水普及率 犡１ ％ 用水情况 自变量

污水排放量 犡２ 万ｍ３ 污水排放情况 自变量

排水管道长度 犡３ ｋｍ 污水处理设施完善情况 自变量

城区面积 犡４ ｋｍ２ 城区面积大小 自变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犡５ 元 城区发达程度 自变量

　　根据以上６项变量指标，对《四川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已经发布的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８个地级市面板数

据进行汇总、整理，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８个地级市市区污水处理相关数据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ｏｆｓｅｗ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１８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２０１４

城市 犡０／％ 犡１／％ 犡２／万ｍ
３ 犡３／ｋｍ 犡４／ｋｍ

２ 犡５／元

成都市 ９４．６４ ９８．４４ ７０６０１ ７０１３．５２ ８０８．７２ ７００１９

自贡市 ９０．５６ ７０．０３ ７０８０ １２５．４８ ７７８．３２ ３９１４５

攀枝花市 ８１．７７ ９５．０６ １０８５３ ６３９．８６ ３２６．６６ ７０６４６

泸州市 ８５．０３ ９０．８５ ５６３８ ９３１．１５ ４１１．３８ ２９６５５

德阳市 ９１．００ ９８．１９ ５００９ ４７７．８５ ７４．０１ ４３０９１

绵阳市 ９２．３７ ９９．０７ ８１５０ １８９３．５４ ４６５．００ ３３５５８

广元市 ８６．４３ ９３．２９ ２８８２ ５８４．４１ ２１６．７０ ２２１１７

遂宁市 ９６．１１ ８２．６６ ４１９２ ７９０．５２ ３０２．７８ ２４６９１

内江市 ８８．７８ ９３．１７ ２８２５ ３２１．５８ ２７８．９３ ３１０２４

乐山市 ７９．７３ ９６．３８ ３３９５ ６０４．４０ １６６．７３ ３７１２５

南充市 ８５．５８ ９７．２２ ６１１０ １３１１．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２２６３９

眉山市 ８５．６２ ８２．６０ ３１３０ ５８１．３３ ７１．５８ ３１６６４

宜宾市 ３６．３１ ７７．００ ５４１２ ５７１．８７ １１１．７１ ３２３１８

广安市 ９１．７４ ９８．９８ １７２０ ２６７．００ １４１．８１ ２８４８９

达州市 ４７．２４ ７１．８８ ５３９８ ８８．２０ １５９．００ ２４４１１

雅安市 ６７．４５ ９９．０９ １７４８ ２８６．６０ １９６．８９ ３００５２

巴中市 ８０．２６ ９３．０７ １９５０ ２５８．００ １６０．２９ １３７５６

资阳市 ８６．７３ ９８．７４ １７７８ ３０５．５０ １８６．８７ ３３５９２

２．２　各指标去量纲化处理

各指标单位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对或关联分析．因此，为了便于对各指标建立关系，需要对表２中

的指标进行去量纲化处理．主要通过求各指标与指标均值的比实现各指标的去量纲化．具体有如下２个

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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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计算序列（指标）犡０～犡５ 的算数平均值，可得到珡犡０＝８１．５２，珡犡１＝９０．８７，珡犡２＝８２１５．０６，珡犡３＝

９４７．３２，珡犡４＝２９３．１９，珡犡５＝３４３３２．８９．

２）由犡′
（犽）
犻 ＝

犡
（犽）
犻

珡犡
（犽）
犻

，犻＝０，１，…，５；犽＝１，２，…，１８，计算表２各指标均值像，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８个地级市市区污水处理相关数据的均值像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ｎｆｉｎｇｅｒｓｏｆｓｅｗ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１８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２０１４

城市 犡′０ 犡′１ 犡′２ 犡′３ 犡′４ 犡′５ 城市 犡′０ 犡′１ 犡′２ 犡′３ 犡′４ 犡′５

成都市 １．１６ １．０８ ８．５９ ７．４０ ２．７６ ２．０４ 自贡市 １．１１ ０．７７ ０．８６ ０．１３ ２．６５ １．１４

攀枝花市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３２ ０．６８ １．１１ ２．０６ 泸州市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６９ ０．９８ １．４０ ０．８６

德阳市 １．１２ １．０８ ０．６１ ０．５０ ０．２５ １．２６ 绵阳市 １．１３ １．０９ ０．９９ ２．００ １．５９ ０．９８

广元市 １．０６ １．０３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７４ ０．６４ 遂宁市 １．１８ ０．９１ ０．５１ ０．８３ １．０３ ０．７２

内江市 １．０９ １．０３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９５ ０．９０ 乐山市 ０．９８ １．０６ ０．４１ ０．６４ ０．５７ １．０８

南充市 １．０５ １．０７ ０．７４ １．３８ １．４３ ０．６６ 眉山市 １．０５ ０．９１ ０．３８ ０．６１ ０．２４ ０．９２

宜宾市 ０．４５ ０．８５ ０．６６ ０．６０ ０．３８ ０．９４ 广安市 １．１３ １．０９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４８ ０．８３

达州市 ０．５８ ０．７９ ０．６６ ０．０９ ０．５４ ０．７１ 雅安市 ０．８３ １．０９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６７ ０．８８

巴中市 ０．９８ １．０２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５５ ０．４０ 资阳市 １．０６ １．０９ ０．２２ ０．３２ ０．６４ ０．９８

　　图１　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７个地级市

　　市区污水处理相关数据折线图

　　Ｆｉｇ．１　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ｅｗ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

　　１７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２０１４

２．３　各指标均值像分析

由各指标均值像可知：所选５个自变量指标

与因变量指标变化趋势大体接近，这表明所选的

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四川省各城市市区的污水处理

情况．但成都市的各指标明显有别于四川省其他

１７个地级市各指标，属于异常值．这主要与成都

市的城市规模、国家投入、西南区域中心位置、国

家地区中心定位等有关．因此，成都市市区污水处

理相关情况需要单独进行考虑．为了提高对比区

分度，删除出现异常值的成都市数据，得到四川省

１７个地级市市区污水处理相关数据的折线图，如

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７个地级市市

区的污水处理率与用水普及率、污水排放量、排水

管道长度、城区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变量指标间存在密切联系．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污水处理率与其他５个自变量之间的灰色关联度，通过比较灰色关联

度大小，确定所选取的５个自变量因素与因变量的关联度大小．

２．４　灰色关联度计算

由各指标均值像（成都市除外），求解犡１，犡２，犡３，犡４，犡５ 与犡０ 均值像对应分量之差的绝对值序列

Δ
（犽）
犻 ，犻＝１，２，…，５．由Δ

（犽）
犻 ＝｜犡′

（犽）
０ －犡′

（犽）
犻 ｜，Δ犻＝（Δ

（１）
犻 ，Δ

（２）
犻 ，…，Δ

（狀）
犻 ），犻＝１，２，…，犿可得

Δ１＝（０．３４，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４，０．０４，０．０３，０．２７，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４，０．２１，０．２６，

０．０４，０．０３），

Δ２＝（０．２５，０．３２，０．３５，０．５１，０．１４，０．７１，０．６７，０．７５，０．５７，０．３１，０．６７，０．２１，０．９２，０．０８，０．６２，

０．７４，０．８４），

Δ３＝（０．９８，０．３２，０．０６，０．６２，０．８７，０．４４，０．３５，０．７５，０．３４，０．３３，０．４４，０．１５，０．８５，０．４９，０．５３，

０．７１，０．７４），

Δ４＝（１．５４，０．１１，０．３６，０．８７，０．４６，０．３２，０．１５，０．１４，０．４１，０．３８，０．８１，０．０７，０．６５，０．０４，０．１６，

０．４３，０．４２），

Δ５＝（０．０３，１．０６，０．１８，０．１４，０．１５，０．４２，０．４６，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９，０．１３，０．４９，０．３０，０．１３，０．０５，

０．５８，０．０８）．

９２７第５期　　　　　　　　　 张文杰，等：灰色关联理论在城市污水处理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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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Δ
（犽）
犻 ＝｜犡′

（犽）
０ －犡′

（犽）
犻 ｜，犽＝１，２，…，１７；犻＝１，２，…，５，以及其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记犕＝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Δ
（犽）
犻 ，犿＝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犽
Δ
（犽）
犻 ．

由此可知：犕＝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Δ
（犽）
犻 ＝１．５４，犿＝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犽
Δ
（犽）
犻 ＝０．０２．

由γ０，犻（犽）＝
犿＋ε犕

Δ
（犽）
犻 ＋ε犕

，ε∈（０，１），犽＝１，２，…，狀；犻＝１，２，…，犿，分别求出相应的关联系数（选取ε＝

０．０５）．因篇幅关系，各关联系数的计算结果简略．

通过对各关联系数的加总平均，可计算灰色关联度，即

γ（犡０，犡１）＝
１

１７∑
１７

犽＝１

γ０，１（犽）＝０．６３７４，

γ（犡０，犡２）＝
１

１７∑
１７

犽＝１

γ０，１（犽）＝０．２１７５，

γ（犡０，犡３）＝
１

１７∑
１７

犽＝１

γ０，１（犽）＝０．２１０７，

γ（犡０，犡４）＝
１

１７∑
１７

犽＝１

γ０，１（犽）＝０．３０２４，

γ（犡０，犡５）＝
１

１７∑
１７

犽＝１

γ０，１（犽）＝０．３９０２，

则有γ（犡０，犡１）＞γ（犡０，犡５）＞γ（犡０，犡４）＞γ（犡０，犡２）＞γ（犡０，犡３）．

由以上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７个地级市市区的污水处理率与所在市区的用

水普及率关联度最大；与所在市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次之；与所在市区城区面积关联度再次之；

与所在市区污水排放量关联度又次之；与所在市区排水管道长度关联度最小．

因此，在对四川省除成都市外的１７个地级市污水处理影响因素进行决策分析时，应重点关注该城

区居民用水普及率指标，其次是该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之后依次是城区面积指标、污水排放量

指标及排水管道长度指标．

３　结论

１）四川省１７个城市市区的污水处理率与所在城市污水排放量、排水管道长度、城区面积、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等存在密切关联．

２）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应对城市污水处理问题中数据少、数据不全的现实问题，是分析城

市污水处理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性的一种有用工具．

３）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４年四川省１７个城市市区污水处理率与所在市区用水普及率关联度最

大；与所在市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次之；与所在市区城区面积关联度再次之；与所在市区污水排

放量关联度又次之；与所在市区排水管道长度关联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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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人组织激肽释放酶结合蛋白

抗氧化活性及抗凝活性分析

周癑莹１，龙莎１，方美娟２，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厦门大学 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　探究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在体外３种细胞模型中的抗氧化活性及其体外抗凝、溶栓活性．首先，在体外构

建 ＨＢＺＹ?１，ＨａＣａＴ，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细胞的 Ｈ２Ｏ２，Ｆｅ?ＨＱ氧化应激模型，并将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应用于构建的

氧化应激模型中．然后，采用多浓度梯度法筛选最佳氧化剂浓度，利用细胞活性实验检测以上３种细胞的活

性，并进行体外抗凝、溶栓实验考察．结果表明：在Ｈ２Ｏ２ 模型中，当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浓度为０．６μｍｏｌ·Ｌ
－１时，

３种细胞活力与对照组（ＬＤ?Ｈａｎｋｓ缓冲液）相近，低剂量蛋白组（０．０６μｍｏｌ·Ｌ
－１）的细胞活力明显低于高剂

量蛋白组细胞；在Ｆｅ?ＨＱ模型中，不同细胞中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剂量的作用不同，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具有体外抗氧

化活性，不同应激条件下不同细胞对蛋白剂量的依赖性不同；体外抗凝、溶栓实验表明此蛋白具有相关活性．

关键词：　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氧化应激；细胞活性；抗凝；溶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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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组织激肽释放酶结合蛋白（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ＫＡＬ）是一种内源性的血管生成抑制因子，最早作为一种

组织激肽释放酶结合蛋白被发现，能特异性地与组织激肽释放酶（ＴＫ）结合而抑制其活性的发挥
［１?２］．许

瑞安、林俊生教授率先创造性地利用毕赤酵母表达系统成功分泌表达了有生物活性的ＫＡＬ蛋白，并发

现重组ＫＡＬ蛋白对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氧化应激是指当机体发生多种不良反应时，体

内活性酶分泌增多，活性氧、活性氮自由基数量剧增，炎性细胞浸润，氧化与抗氧化作用之间平衡失调，

继而引起机体组织损伤的生理变化过程［３］．Ｄｉａｏ等
［４］发现在高盐诱导的大鼠肾损伤模型中，ＫＡＬ蛋白

能在ＮＯ合酶及ＮＯ水平上大幅降低氧化应激反应程度．同时，有研究发现，在皮下注射基质胶模型大

鼠中，ＫＡＬ蛋白能明显抑制由乙烯基鳞片胶泥（ＶＥＧＦ）所诱导的血管密度增加，以及减少血红素组分

的生成，进而抑制血管生成［５］．本实验室在前期研究中发现，在肝纤维化模型小鼠中，ＫＡＬ可明显抑制

ＣＣｌ４ 所导致的纤维化程度．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前期在毕赤酵母表达系统中高表达的重组

ＫＡＬ蛋白为研究对象，将肾小球系膜细胞（ＨＢＺＹ?１）、人永生化表皮细胞系（ＨａＣａＴ细胞）
［６］、人绒毛膜

滋养层细胞（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
［７］３种细胞应用于体外氧化模型实验进一步验证其抗氧化活性，并对其体

外抗凝、溶栓活性进行初步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

１）实验动物．新西兰白兔６０只，清洁级，体质量（２±０．５）ｋｇ（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

号：ＳＹＸＫ（闽）２０１３?０００７）．

２）实验仪器．高速离心机（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ＨＤ?２１?８８型核酸／蛋白质检测仪（上海琪特公

司）、超声波清洗机（上海爱阔特清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倒置荧光显微镜（日本Ｎｉｋｏｎ公司）、ＣＯ２ 恒

温细胞培养箱（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真空干燥箱（上海和呈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３）实验试剂．重组人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蛋白（本实验室制得）、肾小球系膜细胞（ＨＢＺＹ?１）、人永生化表皮

细胞系（ＨａＣａＴ细胞）、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购于浙江澳兴生物科技）、Ｈ２Ｏ２（上海丽

昂化学有限公司）、羟基喹啉铁复合物（Ｆｅ?ＨＱ，上海丽昂化学有限公司）、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基（美国

Ｇｉｂｃｏ公司）、Ｄ?Ｈａｎｋ′ｓ缓冲液（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ＣＣＫ溶液（浙江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ＰＢＳ（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细胞培养　将ＨＢＺＹ?１，ＨａＣａＴ，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３种细胞分别用含有体积分数为２０％的小牛血

清的ＤＥＭＥ培养基，在３７℃，体积分数为５％的ＣＯ２，饱和湿度条件下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１２ｈ，以使

其贴壁；贴壁后，换成含体积分数为１０％的小牛血清的新鲜ＤＥＭＥ培养基传代培养．

１．２．２　氧化应激模型中细胞活性的测定　取对数生长期的 ＨＢＺＹ?１，ＨａＣａＴ，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细胞，接

种至９６孔细胞培养板中，每个孔约含１．５×１０４ 个细胞，加入１５０ｍＬＤＥＭＥ培养液．将细胞培养板置

于３７℃，体积分数为５％的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１２ｈ后，除去培养液，用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磷酸盐缓冲

液，ｐＨ值为７．２～７．４清洗一次．分别加入事先配置的新鲜 Ｈ２Ｏ２ 和Ｆｅ?ＨＱ溶液，使 ＨＢＺＹ?１细胞，

ＨａＣａＴ细胞的 Ｈ２Ｏ２ 模型终浓度为５８０，７８０，９８０，１１８０，１３８０，１５９０，１７８０，１９８０μｍｏｌ·Ｌ
－１，ＨＴＲ８?

ｓ／Ｖｎｅｏ细胞的 Ｈ２Ｏ２ 模型终浓度为１６０，３６０，５６０，７６０，９６０，１１６０，１３６０，１５６０，１７６０μｍｏｌ·Ｌ
－１；３种

细胞的Ｆｅ?ＨＱ模型终质量浓度为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μｍｏｌ·Ｌ
－１．每个质量

浓度设３个复孔，处理后的培养板放置于３７℃，体积分数为５％的ＣＯ２ 的培养箱中继续培养，分别培养

至０．５，３．０，６．０ｈ，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再进行细胞活性（ＣＣＫ）实验检测细胞活性．

１．２．３　ＫＡＬ蛋白抗氧化作用的测定　根据细胞活性实验，将 ＨＢＺＹ?１细胞、ＨａＣａＴ细胞、ＨＴＲ８?ｓ／

Ｖｎｅｏ细胞分别作用于不同质量浓度的Ｈ２Ｏ２ 和Ｆｅ?ＨＱ模型中
［６］，并接种至９６孔细胞培养板中，每个

孔约含２．５×１０４ 个细胞．然后，加入１００ｍＬ的ＤＥＭＥ培养液，并将细胞培养板置于３７℃，体积分数为

５％的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１２ｈ．最后，先加入ＫＡＬ蛋白，５ｍｉｎ后，再加入Ｈ２Ｏ２ 及Ｆｅ?ＨＱ溶液，使

高、低剂量蛋白组终浓度分别为０．６０，０．０６μｍｏｌ·Ｌ
－１；设置 ＬＤ?Ｈａｎｋｓ缓冲液为阴性对照组，模型组

３３７第５期　　　　　　　　周癑莹，等：重组人组织激肽释放酶结合蛋白抗氧化活性及抗凝活性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浓度依据细胞活性测定结果设定，分别选择相应时间点统计蛋白剂量对细胞活力的影响．

１．２．４　细胞活性检测方法ＣＣＫ?８实验　按照每孔１０００个的量在９６孔板中接种生长期活细胞（１５０

μＬ·孔
－１），在３７℃，体积分数为５％的ＣＯ２ 中预培养２４ｈ，并且向每个孔中加入１Ｌ的ＣＣＫ溶液（５

ｍｇ·ｍＬ
－１），３７℃孵育４ｈ．若存在时间间隔，可向孔中加入１μＬ，０．１ｍｏｌ·ｍＬ

－１的 ＨＣｌ溶液或质量

分数为１％的ＳＤＳ溶室温条件下暂存．将培养板在培养箱预培养２４ｈ，检测组波长设置为４５０ｎｍ，对照

组波长为３９０ｎｍ，空白组条件除细胞数量外与检测组相同，用酶标仪检测每孔吸光值，细胞活性通过细

胞相对增殖率（ＲＧＲ）进行比较．

ＲＧＲ（细胞活性）＝
检测孔吸光度－空白孔吸光度
对照孔吸光度－空白孔吸光度

×１００％．

１．２．５　ＫＡＬ蛋白体外抗凝活性考察　设置质量分数为０．９％生理盐水为空白对照组，尿激酶（８３３．５

μｋａｔ·ｍｇ
－１）为阳性对照组，实验组为生理盐水配制的ＫＡＬ蛋白溶液（０．６，０．４，０．２μｍｏｌ·Ｌ

－１）．取灭

菌试管１５支，分别加入蛋白溶液１．０ｍＬ，新西兰兔肌注异氟烷，待完全麻醉后心脏取血，新鲜血液立即

以每支１．０ｍＬ量加入灭菌试管；震荡混匀后于３７℃恒温水浴中静置３ｈ，每组设置３个平行组．３ｈ后

将栓块取出，用质量分数为０．９％的ＮａＣｌ溶液洗净，滤纸吸去多余水分，观察拍照，各自称量．

１．２．６　ＫＡＬ蛋白体外溶栓活性考察　设置质量分数为０．９％生理盐水为空白对照组，蚓激酶（５０．０１

μｋａｔ·ｋｇ
－１）为阳性对照组，实验组为生理盐水配制的ＫＡＬ蛋白溶液（０．６，０．４，０．２μｍｏｌ·Ｌ

－１）．取新

西兰白兔３０只，随机分成５组，每组６只．新西兰兔耳缘静脉取血，新鲜血液立即以每支１．０ｍＬ量加入

灭菌试管，静置２ｈ至血液凝固，各管对应加入蛋白溶液１．０ｍＬ．于３７℃恒温振摇，观察各试管栓块的

大小变化，每组设置３个组．１８ｈ后将栓块取出，用质量分数为０．９％的ＮａＣｌ溶液洗净，滤纸吸去多余

水分，观察称量．

１．２．７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以狓±ＳＤ 表示，并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

（ＬＳＤ）法验证作两两对比，犘＜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细胞活性分析

２．１．１　Ｈ２Ｏ２ 对不同细胞氧化应激反应　３种细胞对Ｈ２Ｏ２ 氧化应激的反应结果，如图１（ａ）所示．由图

１（ａ）可知：不同浓度的 Ｈ２Ｏ２ 模型中，３种细胞氧化应激的结果不同．３种细胞对高浓度的 Ｈ２Ｏ２ 反应不

同，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细胞活性在高浓度时低于其余两种细胞；ＨＢＺＹ?１，ＨａＣａＴ，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３种细胞

细胞活性短时间内随 Ｈ２Ｏ２ 浓度变化的情况基本一致，均随浓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故选择６ｈ作为研

究时间点．后续实验 Ｈ２Ｏ２ 模型组浓度选定ＨＢＺＹ?１为１１８０μｍｏｌ·Ｌ
－１，ＨａＣａＴ为１５９０μｍｏｌ·Ｌ

－１，

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为１１６０μｍｏｌ·Ｌ
－１．

２．１．２　Ｆｅ?ＨＱ对不同细胞氧化应激反应　３种细胞对Ｆｅ?ＨＱ氧化应激的不同反应结果，如图１（ｂ）所

示．由图１（ｂ）可知：不同浓度的Ｆｅ?ＨＱ模型中，３种细胞氧化应激的结果差别较大．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细

　　（ａ）Ｈ２Ｏ２　　　　　　　　　　　　　　　　　　　　　（ｂ）Ｆｅ?ＨＱ

图１　３种细胞对氧化应激反应的细胞活力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ｅｌ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ｅｌｌｓｉ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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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对铁过载造成的损伤反应最为灵敏，ＨＢＺＹ?１细胞反应最差．比较不同浓度下的细胞活性，选择３２ｈ

作为研究时间点．后续实验Ｆｅ?ＨＱ模型组的浓度选定 ＨＢＺＹ?１为１２００μｍｏｌ·Ｌ
－１，ＨａＣａＴ为１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为８００μｍｏｌ·Ｌ

－１．

２．２　犓犃犔蛋白的抗氧化作用

２．２．１　作用于 Ｈ２Ｏ２ 氧化应激模型　ＫＡＬ蛋白剂量对 ＨＢＺＹ?１细胞活力的影响结果，如图２（ａ）所

示．由图２（ａ）可知：与对照组相比，相较于３０ｍｉｎ，作用时间为６ｈ时，高剂量蛋白组对细胞的保护作用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细胞活性较高，而低剂量组作用不明显．ＫＡＬ蛋白剂量对 ＨａＣａＴ细胞活力

的影响结果，如图２（ｂ）所示．由图２（ｂ）可知：作用时间为６ｈ时，高剂量蛋白组对ＨａＣａＴ细胞的保护作

用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细胞活性明显高于低剂量组．

　　　（ａ）ＨＢＺＹ?１　　　　　　　　　　　　　　　　　　　　（ｂ）ＨａＣａＴ

图２　ＫＡＬ蛋白剂量对细胞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Ｋ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ｄｏｓｅｏｎｃｅｌ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ＡＬ蛋白剂量对 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细胞活力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相较于３０ｍｉｎ，

作用时间为６ｈ的高剂量蛋白组对细胞的保护作用变化不大，低剂量蛋白组细胞活性有所下降；与模型

组相比，作用时间为６ｈ时，高、低剂量蛋白组细胞活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２　作用于Ｆｅ?ＨＱ氧化应激模型　在ＨＢＺＹ?１，ＨａＣａＴ，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３种细胞的铁过载模型中，

ＫＡＬ蛋白剂量对细胞活力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与模型组对比，高剂量蛋白组的

ＨＢＺＹ?１细胞活力下降，低剂量蛋白组细胞活性基本无变化，对细胞氧化应激反应的保护作用没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在 ＨａＣａＴ细胞中，高剂量蛋白组对铁过载造成的损伤表现出促进作用，而低浓度蛋

白组对细胞损伤则表现出显著的保护作用，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蛋白组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１）；ＫＡＬ蛋白的高、低剂量组对 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细胞活性都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而低剂

量蛋白组作用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图３　ＫＡＬ蛋白剂量对 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　　　　　　　　　图４　ＫＡＬ作用于细胞Ｆｅ?ＨＱ

　　　　　　细胞活力的影响　　　　　　　　　　　　　　氧化应激模型时对细胞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Ｋ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ｄｏｓｅｏｎ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ＫＡＬｏｎｃｅｌ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ｃｅｌ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ＣａＴ′ｓＦｅ?ＨＱ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ｍｏｄｅｌ

２．３　犓犃犔蛋白的体外抗凝作用

３ｈ后血栓称量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不同浓度的ＫＡＬ蛋白给药组较阴性对照组抗凝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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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体外抗凝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犐狀狏犻狋狉狅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果不同．随着ＫＡＬ蛋白剂量的增加，蛋白的抗凝活性逐渐增

加．与阴性对照组生理盐水相比，高剂量 ＫＡＬ蛋白组抗凝效

果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与阳性对照组尿激酶相比，高剂

量ＫＡＬ蛋白组抗凝效果差异不明显．

血栓拍照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血栓大小明显变

化，进一步验证高剂量ＫＡＬ蛋白具有抗凝活性．

２．４　犓犃犔蛋白的体外溶栓作用

６ｈ之后，血栓阴性对照组的质量为（０．５０１５±０．０００７）

ｇ，蚓激酶组的质量为（０．０８２０±０．００５９）ｇ，浓度分别为０．２，

０．４，０．６μｍｏｌ·Ｌ
－１ＫＡＬ组质量分别为（０．２９２８±０．００３８），

（０．１９３３±０．００４６），（０．０１９２±０．０１０６）ｇ．ＫＡＬ组血栓较阴

性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溶解．不同浓度ＫＡＬ蛋白较阴性对照组溶栓效果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当ＫＡＬ浓度为０．２μｍｏｌ·Ｌ
－１时，溶栓效果差异不明显；浓度为０．６μｍｏｌ·

Ｌ－１时，溶栓效果明显，但低于蚓激酶．

　 （ａ）生理盐水　　　　　（ｂ）尿激酶　　　（ｃ）高剂量蛋白组　　（ｄ）中剂量蛋白组　　（ｅ）低剂量蛋白组

图６　体外抗凝实验拍照结果

Ｆｉｇ．６　犐狀狏犻狋狉狅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ｈｏｔｏ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讨论

体外构建ＨＢＺＹ?１，ＨａＣａＴ，ＨＴＲ８?ｓ／Ｖｎｅｏ３种细胞的Ｈ２Ｏ２，Ｆｅ?ＨＱ氧化应激模型，将Ｋａ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

蛋白分别应用于构建的氧化应激模型中．研究蛋白预处理对不同氧化剂引起的３种细胞凋亡的保护作

用，进而探究ＫＡＬ蛋白的抗氧化活性．分析结果可知，在 Ｈ２Ｏ２ 氧化应激模型中，ＫＡＬ蛋白对３种由

Ｈ２Ｏ２ 氧化应激造成的细胞损伤均有保护作用，且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ＫＡＬ蛋白在较高浓度（０．６

μｍｏｌ·Ｌ
－１）时能有效保护３种细胞免受Ｈ２Ｏ２ 氧化应激造成的损伤；而在Ｆｅ?ＨＱ模型中，ＫＡＬ对铁过

载模型的作用存在量效关系［８］，剂量关系与过氧化氢模型相反，低剂量组相较与高剂量组作用显著．综

上可知，ＫＡＬ蛋白作为一种新型抗氧化剂，能在体外水平起到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细胞类型、氧化应激模型的不同会导致蛋白抗氧化活性的差异，体内多种生理机制的共同作用引起

细胞对不同浓度蛋白对产生差异性反应．ＫＡＬ蛋白抗氧化作用可能跟其能抑制ｐ３８促分裂素原的活

化，抑制ＴＮＦ?α、血管紧张素诱导的活性氧（ＲＯＳ）形成，抑制血管细胞粘附分子?１（ＶＣＡＭ?１）的表达及

降低ＩκＢα磷酸化水平相关，而这些机理的内在联系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及探索
［９?１２］．

研究发现，大豆多肽［１３］、水蛭素、单环刺
"

纤溶酶［１４］等多种物质同时具有抗氧化和抗凝、溶栓活性．

血栓形成一般来源于血管壁内皮细胞的损伤，血液中血小板、凝血因子、纤维蛋白的活化、形成，血流异

常３方面；而在体外细胞实验中，ＫＡＬ蛋白能通过降低氧化应激来减少内皮细胞的凋亡或损伤．在此基

础上，本课题组开展了ＫＡＬ蛋白的体外抗凝、溶栓实验，并证实其具有抑制、降解纤维蛋白的能力，但

具体作用机理仍有待研究．

实验进一步验证了重组人ＫＡＬ蛋白在体外可表现出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有利于深入探究其抗纤

维化作用，并今后抗纤维化药物的开发提供思路；而其抗凝、溶栓活性的发现，将为新型溶栓药物的开发

提供思路，致力于开发多途径调控作用的溶栓药物［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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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Ｃｏｌｌｉｎｓ公式，导出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光场表达式，研究该光束的传输特性及暗核位置

对光束偏振态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发现：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一定传输区域内是以空心

光束绕光轴做离轴螺旋传输，并且光束的发散角为０；光束的偏振态随着暗核位置的移动而发生整体偏移．

关键词：　Ｃｏｌｌｉｎｓ公式；角向偏振光束；螺旋贝塞尔光束；偏振态

中图分类号：　Ｏ４３６．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７３８?０６　

犘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犃狕犻犿狌狋犺犪犾犾狔

犘狅犾犪狉犻狕犲犱犛狆犻狉犪犾犅犲狊狊犲犾犅犲犪犿

ＨＵＨａｎｑｉｎｇ
１，２，ＷＵＦｅｎｇｔｉｅ１

，２，ＨＵＲｕｎ１
，２，ＹＡＮＧＹａｎｆｅｉ１

，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ｊｉａｎ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ｅａｍ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ｎ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ｓｓｅｌ

ｂｅａｍｉ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ｋｃｏｒｅｏｎ

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ｂ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ｓｓｅｌｂｅａｍｉｓａｎｏｆｆ?ａｘｉｓ

ｓｐｉ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ｏｌｌｏｗｂｅａｍ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ｉｓｚｅｒｏ；

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ｃａｕｓ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ｖ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ｋｃｏ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ｌｌｉｎ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ｂｅａｍ；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ｓｓｅｌｂｅａｍ；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角向偏振光束是偏振方向具有轴对称分布特性的光束，它比一般线偏振光束具有更多优点．例如，

角向偏振光束经大数值孔径聚焦后，光轴上的光强始终为０
［１］；双环角向偏振光束经过环状大数值孔径

聚焦后，其光斑内环的偏振方向会发生改变［２］；此外，角向偏振光束的许多特性，使其在粒子捕获［３］、金

属切割［４］和提高存储密度［５］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自１９８７年Ｄｕｒｎｉｎ等
［６］首次提出无衍射贝塞尔光束

的概念以来，人们对贝塞尔光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７?９］．近年来，Ａｉｄａｓ等
［１０?１１］通过实验产生具有离轴螺

旋传输特性的零阶贝塞尔光束；Ｓｕｎ等
［１２］对螺旋贝塞尔光束的研究进行拓展，产生高阶螺旋贝塞尔光

束，并对其自重建特性进行研究［１３］．本文将角向偏振特性、离轴螺旋传输特性和无衍射特性相结合，从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上研究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传输特性及其偏振态的变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通信作者：　吴逢铁（１９５８?），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光束传输与变换、短脉冲技术及非线性光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

ｆｅｎｇｔｉｅ＠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１７８０１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６０５０４９）；福建省科技

重大项目（２０１６Ｈ６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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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息图与轴棱锥

Ｆｉｇ．１　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ａｘｉｃｏｎ

１　理论分析

假设入射的角向偏振光束呈高斯分布，其电场表示式［１４］为

犈０（狉）＝
狕×狉
狑
ｅｘｐ －

狉２

狑（ ）２ ． （１）

式（１）中：狑为光束的束腰宽度．

由空间光调制器产生的全息图与轴棱锥，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

角向偏振光束先入射至全息图，再进行相位调制；经过轴棱锥聚焦后，即

可获得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全息图与轴棱锥的透过率函数
［１０］可

表示为

犉Δ，Γ（狉，ξ）＝ｅｘｐ［－ｉ犽β狉＋ｉ犽βΔｃｏｓ（ξ－Γ狉）］． （２）

式（２）中：β＝（狀α－１）α，α为轴棱锥底角，狀α 为轴棱锥折射率；Δ为螺旋半径．全息图的周期为犘＝２π／Γ．

根据Ｃｏｌｌｉｎｓ公式
［１５］可得

犈（ρ，θ，狕）＝ －
ｉ

λ（ ）犅 ｅｘｐ（ｉ犽狕）∫∫犈０（狉，φ）ｅｘｐ
ｉ犽
２犅
［犃狉２＋犇ρ

２
－２ρ狉ｃｏｓ（φ－θ｛ ｝）］狉ｄ狉ｄφ． （３）

　　光束在自由空间中的传输矩阵
［１６］表示为

犃 犅（ ）犆 犇
＝
１ 狕（ ）０ １

． （４）

　　将式（１），（２），（４）代入式（３），可得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传输中狓方向电场分量表达式，即

犈狓（ρ，θ，狕）＝ －
ｉ

λ（ ）狕 ｅｘｐ（ｉ犽狕）∫∫－
狕狉ｓｉｎφ
狑

ｅｘｐ －
狉２

狑（ ）２ ｅｘｐ［－ｉ犽β狉＋ｉ犽βΔｃｏｓ（Γ狉－θ）］×
ｅｘｐ

ｉ犽（ρ
２
＋狉

２）

２［ ］狕
ｅｘｐ －

ｉ犽ρ狉
狕
ｃｏｓ（φ－θ［ ］）狉ｄ狉ｄφ． （５）

　　利用欧拉公式和三角变换，式（５）可整理为

犈狓（ρ，θ，狕）＝ －
ｉ

λ（ ）狕 ｅｘｐ（ｉ犽狕）ｅｘｐ
ｉ犽ρ

２

２（ ）狕∫∫－
狕狉２

狑
－ｉ

２
［ｅｘｐ（ｉφ）－ｅｘｐ（－ｉφ）］ｅｘｐ －

狉２

狑（ ）２ ×
ｅｘｐ －ｉ犽β狉＋

ｉ犽狉２

２［ ］狕 ｅｘｐ［ｉ犽 犌２＋犎
２
＋２犌犎ｃｏｓ（Γ狉－θ槡 ）ｃｏｓ（φ－ψ）］ｄ狉ｄφ． （６）

式（６）中：犌＝βΔ；犎＝－
ρ狉０
狕
；ψ＝ａｒｃｔａｎ

犌ｓｉｎ（Γ狉０）＋犎ｓｉｎθ
犌ｃｏｓ（Γ狉０）＋犎ｃｏｓ［ ］θ ．

利用

ｅｘｐ［ｉ狓ｃｏｓ（θ－）］＝ ∑
∞

犾＝－∞

ｉ犾犑犾（狓）ｅｘｐ［ｉ犾（θ－）］，

∫
２π

０
ｅｘｐ（ｉ狀）ｄ＝

２π，　　狀＝０，

０，　　狀≠０｛ ，

对式（５）进行化简，以及利用稳相原理，可得狉０＝狕β，即

犈狓（ρ，θ，狕）＝ －
π狕
２（ ）犽

１／２

ｅｘｐ（ｉ犽狕）ｅｘｐ
ｉ犽ρ

２

２（ ）狕
狉０

２

狑
ｅｘｐ －

狉０
２

狑（ ）２ ｅｘｐ －ｉ犽β狉０－狉０
２

２（ ）［ ］狕
×

ｅｘｐ －
ｉπ（ ）４ 犑１［犽 犌２＋犎

２
＋２犌犎ｃｏｓ（Γ狉０－θ槡 ）］ｓｉｎψ． （７）

　　同理，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狔方向电场分量的表达式为

犈狔（ρ，θ，狕）＝ －
π犽
２（ ）狕

１／２

ｅｘｐ（ｉ犽狕）ｅｘｐ
ｉ犽ρ

２

２（ ）狕
狉０

２

狑
ｅｘｐ －

狉０
２

狑（ ）２ ｅｘｐ －ｉ犽β狉０－狉０
２

２（ ）［ ］狕
×

ｅｘｐ －
ｉπ（ ）４ 犑１［犽 犌２＋犎

２
＋２犌犎ｃｏｓ（Γ狉０－θ槡 ）］ｃｏｓψ． （８）

　　光强表达式可以用狓，狔方向电场分量表示，即

犐（ρ，θ，狕）＝狘犈狓（ρ，θ，狕）狘
２
＋狘犈狔（ρ，θ，狕）狘

２． （９）

　　将式（７），（８）代入式（９），可得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观察面的光强分布．由角向偏振螺旋贝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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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光束的光强分布公式可知，光束的螺旋周期数犖＝
狕
犘／β

＝
狕β
犘
．

由于文中利用稳相法对光强分布进行近似积分计算，因此，贝塞尔函数的变化范围要大于稳相域．

此时，光束要满足狉２
狕λ
４

［１７］

和狉２
狕λ
４

１

１＋（狕Γβ）
２

［１０］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

传输过程中才能维持贝塞尔光束．

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螺旋传输特性会受到螺旋半径的影响．先定义光束的最大螺旋半径为

Δｍ＝μ
狕λ

１＋（狕Γβ）
［ ］２

１
２

．其中：μ＝０．３６３１是方程犑１（２μ）＝｜犑１（狓０）｜的解；而狓０ 是方程犑２（狓０）＝０的最

小零点．只有当Δ≤Δｍ 时，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才会保持离轴螺旋传输特性进行传输．

图２　最大螺旋半径随

螺旋周期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ｐｉｒａｌｒａｄｉｕｓｗｉｔｈｓｐｉｒ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２　光束的稳定性

入射光波波长λ＝６３２．８ｎｍ；Γ＝６ｍｍ
－１；轴棱锥底角α＝１°；

折射率狀α＝１．５．最大螺旋半径随螺旋周期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犖 为周期数．由图２可知：当Δ≤Δｍ 时，角向偏振螺旋贝塞

尔光束才能保持其特性稳定传输．

３　光强分布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对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光强分布

进行数值模拟，模拟参数如下：入射光的束腰宽度狑＝５ｍｍ；入射

光波波长为λ＝６３２．８ｎｍ；螺旋半径Δ＝１０μｍ；Γ＝６ｍｍ
－１；轴棱

锥底角α＝１°；折射率狀α＝１．５．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不同螺

旋周期处的光强分布，如图３所示．

　　（ａ）犖＝０．７５　　　　　　　　（ｂ）犖＝１．００　　　　　　　　（ｃ）犖＝１．２５

（ｄ）犖＝１．５０　　　　　　　　　　　　　　　（ｅ）犖＝１．７５　

图３　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不同螺旋周期处的光强分布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ｓｓｅｌｂｅａｍ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ｉｒ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

由图３可知：径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螺旋周期数犖 由０．７５逐渐增加至１．７５，光束整体做绕光

轴的逆时针旋转运动，呈现出离轴螺旋传输特性；同时，光束也表现出了角向偏振特性和无衍射特性，在

光斑中心位置的光强为０，并且在传输过程中光斑形态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０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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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

不同螺旋周期处的光强分布曲线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

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ｓｐｉｒａｌ

Ｂｅｓｓｅｌｂｅａｍ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ｉｒ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

在不同螺旋周期情况下，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传

输过程中的归一化强度分布，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ρ为极径；犐

为归一化光强．由图４可知：光束光强分布（犖＝０．５，犖＝１．０，

犖＝１．５，犖＝２．０）接近完全重合，即在这个范围内，角向偏振

螺旋贝塞尔光束呈现出无衍射特性．

４　传输中的偏振态

当光束暗核位于狓轴，狔轴及其他位置时，光束经过不同

光轴方向（与狓轴的夹角）偏振片．模拟参数如下：入射光的

束腰宽度狑＝５ｍｍ；入射光波波长为λ＝６３２．８ｎｍ；螺旋半径

Δ＝１０μｍ；Γ＝６ｍｍ
－１；轴棱锥底角α＝１°；折射率狀α＝１．５．

４．１　暗核位于狓轴

当暗核位于狓轴时，根据理论计算此时角向偏振螺旋贝

塞尔光束的暗核位于坐标（Δ，０）．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经过不同光轴方向的偏振片后，其光强分布

图（暗核位于（Δ，０）），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经过不同光轴方向的偏振片

后，与偏振片光轴平行方向上的光强始终为０，与偏振片光轴垂直的方向上光强不为０，这表明与偏振片

光轴平行的角向分量才能通过偏振片，光强关于暗核呈对称分布，此时的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具有

角向偏振特性．

（ａ）＝０　　　　　　　　　　　　　　　　　（ｂ）＝π／４　

（ｃ）＝２π／４　　　　　　　　　　　　　　　　（ｄ）＝３π／４　

图５　暗核位于（Δ，０）的光强分布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ｒｋｃｏｒｅａｔ（Δ，０）

４．２　暗核位于狔轴

当暗核位于狔轴上时，根据理论计算此时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暗核位于坐标（０，Δ）．角向偏

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经过不同光轴方向的偏振片后，其光强分布图（暗核位于（０，Δ）），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经过不同光轴方向的偏振片后，光强分布与暗核位于狓轴时

类似，光强关于暗核呈对称分布，此时的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同样具有角向偏振特性．

４．３　暗核位于其他位置

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具普遍性，研究了暗核位于非狓，狔轴时，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的偏振态分

布情况．选取暗核位置坐标为（（１／槡２）Δ，（１／槡２）Δ）．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经过不同光轴方向的偏振

片后，其光强分布图（暗核位于（（１／槡２）Δ，（１／槡２）Δ），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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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　　　　　　　　　　　　　　　　　（ｂ）＝π／４　

（ｃ）＝２π／４　　　　　　　　　　　　　　　　（ｄ）＝３π／４　　

图６　暗核位于（０，Δ）的光强分布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ｒｋｃｏｒｅａｔ（０，Δ）

束经过不同光轴方向的偏振片后，光强分布与暗核位于狓，狔轴时类似，光强关于暗核呈对称分布．表明

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传输中始终保持角向偏振特性，随着暗核的旋转，其偏振态始终关于暗核中

心对称分布．

（ａ）＝０　　　　　　　　　　　　　　　　　（ｂ）＝π／４　

（ｃ）＝２π／４　　　　　　　　　　　　　　　　（ｄ）＝３π／４　

图７　暗核位于（（１／槡２）Δ，（１／槡２）Δ）的光强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ｒｋｃｏｒｅａｔ（（１／槡２）Δ，（１／槡２）Δ）

５　结束语

将角向偏振特性、离轴螺旋传输特性和无衍射特性相结合，根据Ｃｏｌｌｉｎｓ公式，导出角向偏振螺旋贝

塞尔光束的光场表达式；研究了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自由空间中的传输特性，以及其偏振态的变

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角向偏振螺旋贝塞尔光束在传输中，始终以空心光束形态，绕光轴做螺旋传输，

体现了它的离轴螺旋传输特性；在一定的传输区域内，光束的发散角为０，体现了它的无衍射特性；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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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光轴角度的偏振片后，有不同的偏振态，以暗核为中心，光束的偏振态呈对称分布，对角向偏振

螺旋贝塞尔光束在粒子操控中的应用能够提供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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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变形开口方环频率选择表面

圆极化器的分析与仿真

汤炜，袁良昊，谢姣皎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基于开口方形环频率选择表面（ＦＳＳ），设计一款新型圆极化器，将线极化波转换为圆极化波．在圆极

化器中加入串联双Ｈ型耦合枝节，利用有限元仿真软件ＡｎｓｏｆｔＨＦＳＳ对圆极化器参数进行仿真和优化．结果

表明：３ｄＢ轴比的圆极化器带宽达到２５．６％，其中，８７０～１０８０ＭＨｚ频带内轴比都小于２ｄＢ，犛２，１都维持在－

１．７ｄＢ以上，圆极化器对馈源天线几乎不存在影响；相比于传统圆极化器，设计的圆极化器具有工作频带宽、

结构层数少、模型简单及性能稳定等优点．

关键词：　开口方环；频率选择表面；圆极化；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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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ｔｅｒｓ，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ｈａ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ｌｉｋｅ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ｓ，ｓｉｍｐｌ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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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极化波因具有比线极化波更好的抗干扰性和多径收发特性，而被广泛应用于遥感测绘、天文探

测、雷达扫描、电子对抗、无线通信及电视广播等领域［１?２］．产生圆极化波方式一般可分为４种：单馈

法［３］、多馈法［４］、多元法［５］和圆极化器法［６?７］．单馈天线是指采用单点馈电，运用简并模分离法，通过微扰

模块产生两个辐射正交极化的简并模；多馈天线是利用多个馈电点激励一对正交简并模实现圆极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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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一般由馈电网络实现；多元天线则是在多个不同的单元中激励出幅度相等、相互正交的信号实现天线

的圆极化；圆极化器不同于以上３种方式，一般由普通线极化天线和频率选择表面
［８］组成，其中，线极化

天线发出的线极化电磁波可以分解为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圆极化器的频率选择表面单元能对这两个

分量产生不同的传输特性，使线极化波在透过频率选择表面后，得到幅度近似相等、相位相差±９０°的水

平分量和垂直分量，从而实现天线的圆极化．实现圆极化功能的开口方形环频率选择表面（ＦＳＳ）单元有

多种形式，如耶路撒冷十字型［９］、折线型［１０］、开口环型［１１?１４］等．开口环圆极化器由于结构简单、圆极化效

果好等优点成为研究热点．Ｊｏｙａｌ等
［１０］详细地比较各种开口环型圆极化器的性能，从而进一步展示开口

环型结构在实现圆极化方面的多项优势．本文提出新型圆极化器，在较宽的频带内实现圆极化，从而实

现更好的阻抗匹配［１５］．

１　圆极化基本原理

圆极化器与入射波，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当线极化波沿狕轴方向传播（即垂直于圆极化器），且

电场极化方向与狓轴成４５°夹角的方式射入圆极化器时，入射线极化波可以分解成两个大小相同的正

交分量．入射波表示为

犈ｉｎｃ＝犈狓＋犈狔 ＝犈０（^狓＋狔^）ｅｘｐ（ｊ犽狕）． （１）

式（１）中：犈ｉｎｃ为入射波；犈狓 和犈狔 为入射波分解出的两个正交分量；犈０ 为入射电场的梯度；^狓和狔^分别为

狓轴和狔轴单位矢量．圆极化器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当入射波穿过频率选择表面时，透

射波的电场也可被分解成两个相互正交的线极化分量．透射波的电场表示为

犈ｏｕｔ＝犈０（犜狓^狓＋犜狔^狔）ｅｘｐ（－ｊ犽狕）． （２）

式（２）中：犜狓 和犜狔 分别为透射波的狓和狔分量透射系数．

图１　圆极化器与入射波　　　　　　　　　　　　　　图２　圆极化器工作原理　　　

Ｆｉｇ．１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ｗａｖ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设犜狓＝｜犜狓｜ｅｘｐ（ｊ狓）和犜狔＝｜犜狔｜ｅｘｐ（ｊ狔），故透射波的两分量相位差Δ＝狓－狔．如透射波的两

个极化分量满足Δ＝±９０°＋２狀π和｜犜狓｜＝｜犜狔｜，则透射波的两个线极化分量可重新合成为圆极化透

射波．其中，当Δ＝９０°＋２狀π时，即犜狓 的相位比犜狔 超前９０°时，透射波为左旋圆极化（ＬＨＣＰ）；当Δ＝

－９０°＋２狀π时，即犜狔 的相位比犜狓 超前９０°时，透射波为右旋圆极化（ＲＨＣＰ）．根据轴比（ＡＲ）的定义，

可得

ＡＲ＝
狘犈狓狘

２
＋狘犈狔狘

２
＋槡犪

狘犈狓狘
２
＋狘犈狔狘

２
－槡

烄

烆

烌

烎犪

１
２

， （３）

犪＝狘犈狓狘
４
＋狘犈狔狘

４
＋２狘犈狓狘

２
狘犈狔狓狘

２ｃｏｓ（２Δ）． （４）

２　开口环圆极化器对比分析

当ＦＳＳ单元模型仅为开口方环结构时，由于模型结构在狓轴和狔轴方向一致，透射波的狓轴分量

和狔轴分量不会产生相位差，故无法实现圆极化，需在狓轴或狔轴某一方向上加入耦合枝节，使其中一

个透射波分量的相位提前或滞后于另一个方向，并使两分量之间的相位差达到９０°左右（８５°～９５°之

间），从而实现圆极化．

５４７第５期　　　　　　　　　汤炜，等：新型变形开口方环频率选择表面圆极化器的分析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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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４］中的圆极化器采用了圆形开口环ＦＳＳ，并在狓轴方向加入条状耦合枝节，使耦合枝节和圆

形开口环在狓轴方向上产生耦合．通过４层此ＦＳＳ的共同作用，使透射波的狓分量和狔分量的相位差

在较宽的频带内维持在９０°左右，即在较宽的频带内实现圆极化．在中圆形开口环加条状耦合枝节的

ＦＳＳ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方形开口环能与耦合枝节保持固定距离，且耦合强度比圆形开口环大，故将

圆形开口环改为方形开口环，并采用串联双Ｈ型作为耦合枝节．方形开口环会比圆形开口环的圆极化

效果更好，有利于缩小圆极化器的体积和层数．另外，在设计ＦＳＳ单元过程中发现：当采用不同形状的

耦合枝节时，透射波的狓分量和狔分量所产生的相位差度数也不同，因此即使在采用相同大小、厚度和

介电常数的介质基板的情况下，也不一定都能产生９０°左右的相位差．

在同等条件下，对比采用单一横向耦合枝节、加入两个纵向耦合枝节和串联双 Ｈ型耦合枝节的圆

极化器（以上模型都是在狓轴方向上加入耦合枝节），３种模型单层、双层产生的相位差，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４中：Δ为相位差．由图３，４可知：３种不同ＦＳＳ单元的圆极化器产生的单层相位差和双层相位差

有明显差距；仅由一横向耦合枝节和加入两个纵向耦合枝节的圆极化器，无论单层和双层所产生的相位

差明显小于加入串联 Ｈ型耦合枝节圆极化器所产生的相位差，也未达到产生圆极化所需的９０°左右的

相位差，不可能在同等条件下实现圆极化；采用串联双 Ｈ型耦合枝节的圆极化器，能在较宽的工作频带

内稳定地产生稳定的９０°左右的相位差，实现线极化波到圆极化波的转换．

　图３　３种模型单层产生的相位差　　　　　　　　图４　３种模型双层产生的相位差

Ｆｉｇ．３　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Ｆｉｇ．４　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ｓ

　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ｓ

３　圆极化器设计与分析

采用的介质基板为常规的ＦＲ４；厚度犺为１．５ｍｍ；介电常数εｒ为４．４；正切损耗角ｔａｎσ＝０．０２，文

中设计的圆极化器的单层、双层模型，如图５，６所示．图５中：犺和犔 分别为ＦＳＳ周期单元的厚度和边

长；犔ｏ为开口方环的边长；犠ｋ为开口方环两开口处的贴片宽度；犛１ 和犛２ 分别为开口方环为垂直开口

和水平开口的宽度；犔ｆ１和犔ｆ２分别为双犎 型耦合枝节的长臂和短臂的长度；而犱１ 和犱２ 分别为双 Ｈ型

耦合枝节的长臂和短臂与开口方环直接的间距．由图５，６可知：ＦＳＳ单元在开口环狓轴方向加入串联的

双 Ｈ型耦合枝节；通过Ｈ型耦合枝节与开口方环在狓轴方向上形成耦合电感，使透射波的狓轴分量比

狔轴分量超前９０°左右相位，从而将线极化波转化为圆极化波．

入射波与圆极化器角度，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当线极化馈源辐射面与圆极化器平行放置，电场

极化方向与狓轴成４５°时，圆极化器使透射波的狓轴极化分量和狔轴极化分量在８５０～１１００ＭＨｚ产生

９０°的相位差并保持幅度相等，从而使透射波成为圆极化波．

等效电路图，如图８所示．图８中：Ｌ１ 和Ｃ１ 代表未开口的完整方环的串联谐振电路；Ｃｓｈ和Ｃｓｙ分别

代表水平和垂直开口处边缘所形成的电容；Ｒ狓，Ｃ狔 和Ｌ狓 是模型中串联的双 Ｈ型耦合枝节部分的等效

电路；Ｒｓ为将介质板考虑在内的其等效传输线模型（由于电磁波在介质层中传播而介质会对电磁产生

损耗，因而等效为电阻Ｒｓ）；圆极化器的等效电路是将层与层之间的空气考虑在内的，并由两个单层等

效电路级联所构成的．

由图８可知：狓轴极化方向的等效电路比狔轴方向的等效电路少了电容，但多出了电阻和电感．电

６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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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单层模型　　　　　　　　图６　双层模型　　　　　　图７　入射波与圆极化器角度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Ｆｉｇ．６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ｓ　　　Ｆｉｇ．７　Ａｎｇｌ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ｗａｖｅ

　　　　　　　　　　　　　　　　　　　　　　　　　　　　　　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ａ）狔轴方向　　　　　　　　　（ｂ）狓轴方向

图８　等效电路

Ｆｉｇ．８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

抗可以改变透射波的传输相位，当电抗为容性

时，传输相位滞后；当电抗为感性时，传输相位

超前．因此，狓轴分量的传输相位比狔 轴分量

超前；单层单元结构可以使狓轴极化方向的电

场分量比狔轴极化方向的电场分量超前４７°左

右；双层单元结构可以使狓轴极化方向的电场

分量比狔 轴极化方向的电场分量超前９０°左

右；由于电阻原因，狓轴分量的透射系数要比狔

轴方向分量的透射系数小．

利用ＡｎｓｏｆｔＨＦＳＳ对所设计的圆极化器

进行优化和仿真，圆极化的具体尺寸，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圆极化器模型尺寸

Ｔａｂ．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ｍｍ　

犔 犺 犔ｏ 犠ｋ 犛１ 犛２ 犱１ 犱２ 犔ｆ１ 犔ｆ２ 犠ｆ

１５０ １．５ １１０ ５０ ３０ １５ ８ ９ ９０ ５５ １１

图９　单层模型和双层模型产生的相位差

Ｆｉｇ．９　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ｓ

　　因为ＦＳＳ为周期结构，为保证仿真结果的合理性和实际

性，ＦＳＳ单元采用主从边界，端口设置为Ｆｌｏｑｕｅｔ端口．单层模

型和双层模型产生的相位差，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文中设

计的圆极化器可在８５０～１１００ＭＨｚ内产生稳定的９０°左右的

相位差．

狓轴极化分量和狔轴极化分量在单层和双层ＦＳＳ单元时

透射系数，分别如图１０，１１所示．图１０，１１中：犛２，１为犛矩阵中

第二行第一列的一个元素．由图１０，１１可知：单层结构和双层

结构的透射系数在工作频带内的透射系数都保持在－３ｄＢ以

上，也即意味着线极化波作为入射波通过ＦＳＳ时，绝大部分能

量均透过ＦＳＳ．由于双层单元结构的两层之间还有一定高度的

空气层，其两层之间会形成一个谐振腔，提高电磁波传输效率，因而双层单元结构的透射系数比单层单

元结构的透射系数要好．

由图１１可知：在１．００～１．１５ＧＨｚ间天线狓轴分量和狔轴分量透射系数都逐渐提高；但在１．１５～

１．２０ＧＨｚ间狔轴分量透射系数突然骤降，导致透射能量迅速衰减，故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加圆极化器前后馈源的增益及反射系数（犛１，１），分别如图１２，１３所示．由图１２可知：加了圆极化器

的馈源增益只在工作频率两端的频段内增益有明显的衰减，在其他工作频率下的增益变化不大．造成这

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３点．

１）低频段处的天线反射系数对功率传输有一定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圆极化器自身的阻抗在低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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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单层模型狓轴分量和狔轴分量透射系数　　图１１　双层模型狓轴分量和狔轴分量透射系数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狓?ａｘｉｓ　　　　Ｆｉｇ．１１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狓?ａｘｉ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狔?ａｘ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狔?ａｘ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ｆｏｒ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ｓ

阻抗值更高，导致对电磁波衰减较大，从而使得加了圆极化器的天线增益有所下降．

２）高频处的增益衰减主要由天线反射系数的衰减造成的，天线增益衰减趋势和天线反射系数衰减

趋势基本一致．

３）透射系数在１．１０～１．２０ＧＨｚ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由图１３可知：加了圆极化器的馈源有更好的反射系数，圆极化器实现更好的阻抗匹配，提高能量的

利用率．

　　　图１２　加圆极化器前后馈源的增益　　　　　　　　图１３　加圆极化器前后馈源的反射系数

　　Ｆｉｇ．１２　Ｇ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ｅｄｗｉｔｈ／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ｅｅ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ｗｉｔ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图１４　圆极化实现的轴比

Ｆｉｇ．１４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ａｘｉａｌｒａｔｉｏｂｙ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圆极化实现的轴比，如图１４所示．由图１４可知：在

８５０～１１００ＭＨｚ内轴比均小于３ｄＢ，其中，８７０～１０８０

ＭＨｚ的轴比都小于２ｄＢ，覆盖了射频识别（ＲＦＩＤ）的欧标

和国标频段；３ｄＢ轴比带宽达到了２５．６％，２ｄＢ轴比带宽

达到了２１．５％，展现了出色的圆极化性能．

４　结论

提出一种新型结构的圆极化器，该圆极化器的频率选

择表面周期单元由开口方环和双 Ｈ 型串联耦合枝节组

成，其单元尺寸小于半个工作波长．

１）该圆极化器为近场圆极化器，故圆极化器与馈源天

线之间的距离远远小于波长．当以标准线极化喇叭天线作为馈源时，可直接将该圆极化器置于标准线极

化喇叭馈源口平面处，则可直接将标准线极化喇叭转换为圆极化喇叭．

２）由仿真结果可知，转换后的圆极化喇叭增益无明显衰减，能实现更好的阻抗匹配．此圆极化器适

用于不改变原有线极化天线整体结构情况下，需要让线极化天线输出圆极化波，且对天线频段和增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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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大的场景．例如，固定天线塔、车顶集成雷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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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特征识别技术的 犕犅犇模型

自动语义标注方法

乔虎，周源，白蠫

（西安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要：　为了解决设计重用过程中基于模型的产品数字化定义（ＭＢＤ）模型的问题，采用特征识别技术，对

ＭＢＤ模型自动添加语义标注，从而提高关键字检索的准确性．首先，对 ＭＢＤ模型的构成原理与模型要素进

行分析，并在融合关键信息的基础上建立零件模型的属性面邻接图（ＡＡＧ），根据零件模型上加工特征，将特

征划分为螺钉头部特征、螺钉功能特征和材料特征．其次，通过顶点属性结合邻接矩阵重构图的顶点序列，动

态编码结合距离匹配，求出最大公共子图，得出 ＭＢＤ模型之间的相似度．最后，利用聚类法实现对 ＭＢＤ模型

的自动语义标注．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可以实现 ＭＢＤ模型的自动语义标注，很大程度上提高语义标注的

自动化程度．

关键词：　语义标注；特征识别；ＭＢＤ模型；属性面邻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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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信息重要途径，ＣＡＤ模型蕴含了丰富的设计知识（几何形状和拓扑结构）．为缩短设计周期、降低开发

成本，提高开发效率等，重用已有的设计知识成为核心问题．但是，知识重用仅仅考虑三维模型的几何形

状和拓扑结构信息是不够的，更需要三维模型中提炼出的产品设计原理和设计知识．由于产品功能、组

件结构、产品材料，以及装配精度或加工精度不同，使得基于模型的产品数字化定义（ＭＢＤ）模型所蕴含

的设计知识相差甚远．因此，ＭＢＤ技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了改变传统的传递制造信息的方式，

ＭＢＤ技术运用三维技术，更直观地展现制造信息．白静等
［１］提出面向非线性特征的三维ＣＡＤ模型聚

类方法；张欣等［２］基于图的序列化算法提出ＣＡＤ模型自动语义标注方法；徐等
［３］结合金字塔模型和

随机森林的运动捕获序列，提出语义标注方法．同样，在语义检索领域也有很多具有指导性的研究
［４?１５］．

现阶段的语义标注与检索大多是针对ＣＡＤ模型领域，在产品的设计知识重用的领域中，ＭＢＤ技术是

当下研究的热点，人工创建语义关联的低效是制约 ＭＢＤ技术推广的瓶颈问题，ＭＢＤ模型的自动语义

标注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技术．近年来，在语义标注领域中已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三维模型的信息的提

取方法主要有Ｏｓａｄａ等
［１６］提出的形状分布算法、Ｈｉｌａｇａ等

［１７］提出的Ｒｅｅｂ图方法、基于图的序列化算

法［１８］等．其中，形状分布算法主要偏重于三维模型的整体形状特征；Ｒｅｅｂ图方法是一种简化三维模型

数据量并保留拓扑信息的方法．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特征识别的 ＭＢＤ模型自动语义标注方法．

１　犕犅犇模型

１．１　犕犅犇模型的组成分析

ＭＢＤ模型的组成元素包括产品结构、几何模型、产品制造信息（ＰＭＩ）等．其中，产品制造信息又包

括零件的三维标注、材料属性、工艺管理信息等．ＭＢＤ模型可以记为犕＝｛犛，犌，犘｝．其中，犛为产品结

构；犌为零件的几何信息；犘为产品零件的制造信息．ＰＭＩ信息又可以表示为犘＝｛犘ｒ，犘ｍ，犘ｄ｝．其中，犘ｒ

为零件的三维标注信息；犘ｍ 为模型的材料信息；犘ｄ为模型的工艺管理信息．犘区别于传统ＣＡＤ模型的

部分就是ＰＭＩ信息，如何创建犘是构建 ＭＢＤ模型的核心技术．ＭＢＤ模型作为连接设计制造一体化的

桥梁，其组成部分可由以下５个定义说明．

定义１　螺钉头部特征由铸造或机加工工艺方法完成，对整体结构体系影响较小，表示为集合

犉Ｔｏｐ．

定义２　螺钉的功能特征（即环境用途）表示为集合犉Ｆａｃ．

定义３　螺钉的材料属性表示为集合犉Ｍａｔ．

定义４　记犃Ｌａｂ为三维标注对象集合，则犃Ｌａｂ的组成元素为犃Ｌａｂ＝（犉Ｆａｃｅ，犞Ｖａｌｕｅ，犜Ｔｏｌｅｒ，犘Ｐｏｓ）（犜Ｔｙｐｅ）．

其中，犉Ｆａｃｅ为 ＭＢＤ模型所有面的对象集合；犞Ｖａｌｕｅ为三维标注的值；犜Ｔｏｌｅｒ为公差范围；犘Ｐｏｓ为三维标注对

象的放置位置；犜Ｔｙｐｅ为三维标注的对象类型．

定义５　ＭＢＤ零件模型记为犕Ｍｏｄｅｌ，则犕Ｍｏｄｅｌ＝（犃Ｌａｂ）（犉Ｔｏｐ，犉Ｆａｃ，犉Ｍａｔ）．

１．２　犕犅犇模型的预处理方法

ＭＢＤ模型中存在大量的三维几何信息、制造要求标注、材料属性等关键元素，通过ｐｙｔｈｏｎ的ｏｓ模

块，遍历 ＭＢＤ模型文件中的信息，提取出Ｓｌｄｐｒｔ文件中的几何信息及ＰＭＩ信息分别以元组的形式存

放在字典里．

对 ＭＢＤ零件模型的预处理的方法是，通过ｏｓ．ｗａｌｋ（）方法遍历模型文件中的每个面的信息，采用

属性面邻接图（ＡＡＧ）描述 ＭＢＤ模型的信息．与ＡＡＧ中的所有顶点相对应的是 ＭＢＤ零件模型中的

面，顶点中蕴含的属性是其所在面相对应的特征信息，所有顶点之间相连的边代表面与面之间的交线，

每条边中所蕴含的信息是相邻两个面的凹凸关系．

定义６　以螺钉头部特征作为顶点犘
ｃ的集合，即犘ｃ＝｛狆

ｃ
１，狆

ｃ
２，…，狆

ｃ
狀｝，狀∈犖，记螺钉的功能特征集

合为犘ｓ，即犘ｓ＝｛狆
ｓ
１，狆

ｓ
２，…，狆

ｓ
犿｝，犿∈犖．

定义７　若狆犻，狆犼∈犘
ｃ
∪犘

ｓ，则狆犻，狆犼之间存在边界犫（狆犻，狆犼）．当狆犻 与狆犼 为凸属性时，则犫（狆犻，

狆犼）＝１，用实线表示；反之，当狆犻与狆犼为凹属性时，则犫（狆犻，狆犼）＝０，用虚线表示．

以ＡＡＧ为载体，将 ＭＢＤ模型的特征信息融合．面与面之间的关系表示为犌＝｛犘ｃ，犘ｓ，犫｝．对 ＭＢＤ

１５７第５期　　　　　　　　　　乔虎，等：采用特征识别技术的 ＭＢＤ模型自动语义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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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各个面进行遍历，ＭＢＤ零件模型及其ＡＡＧ，如图１所示．图１中：顶点表示对应模型中的面，顶

点所蕴含的属性是其对应的特征信息．图１（ａ）中：狆为零件表面特征，用带圈字母表示功能特征．图１

（ｂ）中：实线为相邻两面凸属性，虚线为凹属性．

（ａ）ＭＢＤ模型与加工面类型　　　　　　　　　　　　　（ｂ）ＡＡＧ

图１　ＭＢＤ零件模型及其ＡＡＧ

Ｆｉｇ．１　ＭＢＤｐａｒ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ＡＧ

２　犕犅犇模型的相似性比较算法

２．１　图的序列化

采用张欣等［２］提出的图的序列化算法，由于ＡＡＧ中各个顶点相对独立，处于无序状态，匹配过程

不可避免地需要多次遍历顶点集合．匹配过程效率低下，匹配难度加大．Ｒｏｂｌｅｓ?Ｋｅｌｌｙ等
［１２］提出以邻接

矩阵为基础确定ＡＡＧ的顶点集的序列，使相邻的两个顶点在 ＭＢＤ模型中共用一条边．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文中把ＡＡＧ的子图同构问题看做是一个多项式复杂程度的非确定性问题，减少多项式项数，对

ＡＡＧ中的顶点进行排序，建立唯一序列，从而简化匹配过程．

定义所有顶点的序列向量为狓，狓犽 是狓的第犽个顶点的序列值，并且狓满足

犵ｍａｘ（狓）＝∑
狘犞狘－１

犻＝１
∑
狘犞狘

犽＝１

（犃（犻，犽）＋犃（犻＋１，犽））狓
２
犽，

当且仅当狓取犃 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时．

由此方法获得的狓序列可以使相邻的顶点与 ＭＢＤ模型中的面相对应，从而更大程度保留顶点中

所蕴含的信息，以利于图的匹配．但是，此方法忽略了顶点属性在匹配过程中所占的影响．对于螺钉的

ＭＢＤ模型，如果顶点中的信息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类型（定位功能、锁紧功能），即使零件结构极其相似，

这两个顶点的匹配程度也不应该很高．文中依照这一特点，对此方法进行改进，使同类的点在序列中以

区域的形式出现，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螺钉的功能特征在匹配的过程中占的权重较大，因此，功能特征比

其他特征的权重更大，序列更高．图的序列化有如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取空列表犓＝ｍａｘ（狓）（即第一个点为上式求出的极值），犓犻 为第犻个顶点记录，记录对

ＡＡＧ中顶点的访问顺序．

步骤 ２ 　 在 初 始 点 犓 的 相 邻 集 合 犖犓
０
＝ ｛犼 （犓０，犘犼）∈ 犈｝中 检 索，犓１ ＝

犘犼ｍａｘ（狓）∩犘∈犖犓｛ ｝
０
．

步骤３　经过犻步迭代后，如果犻＋１＝狀，那么，链表长度为犻＋１．其中，狀为属性图的顶点数，则排序

结束；若没有，则进行下一步骤．

步骤４　找出其对应的补集犆＝ 犼犘犼犓∩犘犼∈｛ ｝犞 ，令犘＝犆，跳到步骤１，直到ＡＡＧ中的所有顶

点都被访问到．

ＡＡＧ排序结果，如图２所示．

２．２　图的相似性比较

排序完成之后，用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判定图的相关程度，即

２５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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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排序前ＡＡＧ　　　　　　　　　　　　　　　（ｂ）排序后ＡＡＧ　

图２　ＡＡＧ排序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ＡＧＳｏｒ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犱（犌１，犌２）＝１－
２狘ｍｃｓ（犌１，犌２）狘
狘犌１狘＋狘犌２狘

．

上式中：犱值的大小代表了图形的相似程度，值越大代表图的相似性越高；函数狘狘为图的顶点个数；ｍｃｓ

（犌１，犌２）表示犌１，犌２ 两图的最大公共子图．

依照动态规划的方法求出排序后的点之间的编辑距离ＥＤ（犌１，犌２），并将上式变形为

犱（犌１，犌２）＝１－
狘犌１狘＋狘犌２狘－ＥＤ（犌１，犌２）

狘犌１狘＋狘犌２狘
．

　　定义函数Ｉ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为判定顶点是否与己有的ｍｃｓ（犌１，犌２）中的顶点保持兼容的函数，ＡＡＧ在

ＥＤ（犌１，犌２）时所用的伪代码为

　　∥初始化

　　ＲｅＣｏｓｔ＝１，ＤｅｌＣｏｓｔ＝１，ＩｎｓＣｏｓｔ＝１

　　ｆｏｒｉ＝１：

　　　　ｆｏｒｊ＝１：

　　　　　　ｉｆｓ１（ｉ）＝＝ｓ２（ｊ）：

　　　　　　　　ｉｆＩ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ｓ１，ｓ２，ｉ，ｊ）：

　　　　　　　　　　Ｒｅｐｌ＝０

　　　　　　　　ｅｌｓｅ：

　　　　　　　　　　Ｒｅｐｌ＝ＲｅＣｏｓｔ

　　　　　　　　ｂｒｅａｋ

　　　　　　ｅｌｓｅ：

　　　　　　　　Ｒｅｐｌ＝ＲｅＣｏｓｔ

　　　　　　ｂｒｅａｋ

　　　　Ｄ（ｉ＋１，ｊ＋１）＝ｍｉｎ（（Ｄ（ｉ，ｊ）＋Ｒｅｐｌ），（Ｄ（ｉ＋１，ｊ）＋ＤｅｋＣｏｓｔ），（Ｄ（ｉ，ｊ＋１）＋ＩｎｓＣｏｓｔ））

　　　　ＥＤ（Ｇ１，Ｇ２）＝Ｄ（ｉ＋１，ｊ＋１）

　　ｅｎｄ

３　犕犅犇模型自动语义标注方法

首先，对己知的若干典型 ＭＢＤ模型进行标记；其次，计算ＥＤ值，将其作为该类 ＭＢＤ模型的样本；

再次，将没有标记的 ＭＢＤ模型与之相匹配，定义一定相似比例，基于概率的基础上，对凡是达到阈值的

模型进行自动标记．

以典型的 ＭＢＤ模型和具有一定功能的典型结构为基础，提取关键标签，签集合为Δ＝｛λ
１，λ

２，…，

λ
狀｝，对其他未标注的 ＭＢＤ模型进行标注．未标注 ＭＢＤ模型集为Ω＝｛犕

１，犕２…，犕狀｝，若狆（λ
犻，犕犼）为

模型犕犼的的概率，则 ＭＢＤ模型的自动语义标注可以转化为：给定任意未标记的 ＭＢＤ模型犕，遍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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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每一个标签所对应的概率大小，并对其进行排序，概率值最大的即为该模型犕 的类型．

给定任意模型犕，以概率狆（λ
犻，犕）表示标签λ

犻的概率．引入近似概率为犘（犕≈犕犼）＝（１－犇（犕，

犕犼））２．其中，犇（犕，犕犼）＝犱（犌犕，犌犕犼）．由此推导出模型犕 标记为λ
犻的概率为

狆（λ
犻，犕）＝狆（犕 ≈犕

犼）狆（λ
犻，犕犼）．

　　由于此概率是在单个样本的实验条件下得出的，所得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在大样本多因素

相互关联的情况下，可以极大地提高标记的准确性，所以，定义狆（λ
犻，犕）＝∪

狀

犼＝１
狆（犕 ≈犕

犼）狆（λ
犻，犕犼）．

４　实验结果

为验证文中方法的有效性，建立一套测试样本 ＭＢＤ模型库，模型库中包含开槽普通螺钉、内六角

螺钉、十字槽普通螺钉、吊环螺钉、紧定螺钉、自攻螺钉、自攻锁紧螺钉等种类的螺钉，共计３０００余件．

ＭＢＤ模型的相似性检索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ＭＢＤ模型的相似性检索表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ｔａｂｌｅ

检索对象 检索结果及其相似度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５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７９ ０．７６ ０．７１

　　由表１可知：ＭＢＤ模型特征的相似性检索可以检索出形状差距较大，但功能相同的模型；与传统检

索方法对比，特征检索方法不单单从几何结构方面进行相似性检索，同时，兼顾了 ＭＢＤ模型的ＰＩＭ 信

息，提高了获取的准确性，提升了设计重用的效率．ＭＢＤ模型的自动语义标注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ＭＢＤ模型的自动语义标注结果

Ｔａｂ．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ＢＤ

标注类别 结果标注

螺钉

内六角
圆柱头螺钉

开槽圆头
螺钉

开槽沉头
螺钉

内六角
沉头螺钉

开槽定位
螺钉

十字
自攻螺钉

开槽
盘头螺钉

十字锁
紧螺栓

开槽沉头
木螺钉

十字沉头
木螺钉

开槽紧
定螺钉

开槽圆
柱螺钉

开槽沉头
螺钉

十字圆柱
螺钉

沉头
螺钉

螺钉

　　由表２可知：螺钉的头部特征、功能特征、材料特征等方面实现自动语义标注；无论从识别标注头部

特征中的开槽或者十字特征，还是从识别功能特征中的紧定或是锁紧等功能均有较高的准确性，可以实

现基于特征识别的自动语义标注；与传统ＣＡＤ模型的自动语义标注相比，可以实现功能特征导向的自

动语义标注；在零件结构相差较大，但功能相似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以较高的准确率进行自动语义标注，

对于不同的材质，依然可以实现自动标注；对于偏门类型的螺钉，没有较好地实现标注．

５　结束语

通过采用特征识别技术对 ＭＢＤ模型自动添加语义标注的方式，解决了基于普通关键字检索难以

获得符合设计意图的 ＭＢＤ模型的问题．在设计重用的过程中，可以使设计者通过语义检索的方式，检

索出符合设计意图的 ＭＢＤ模型，提高了关键字检索的准确性．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文中方法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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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Ｄ模型的自动语义标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语义标注的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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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方法及实现

龚雪１，张育钊１，庄铭杰１，唐加能１，２，３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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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数字对讲机实时语音加密方案．首先，利用线性同余发生器和复合混沌系统设计加密系统．

利用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和Ｃｕｂｉｃ映射构造动态变参数复合混沌系统，并用线性同余发生器为复合混沌系统提供

初值．然后，基于ＳＴＭ３２硬件平台设计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系统，加密算法中所有步骤都在ＳＴＭ３２平台上

实现．经测试表明：该加密系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较好的实时性．

关键词：　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混沌系统；ＳＴＭ３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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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对讲机具有抗干扰能力强、通话质量好、频谱利用率高的特点，是专用无线通信的一种重要方

式．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算法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语音信号具有冗余性和数据量大的特点，传

统的加密算法，如数据加密标准（ＤＥＳ）、高级加密标准（ＡＥＳ）、公钥加密算法（ＲＳＡ）等通常需要大量的

存储空间和计算资源，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算法难以保证语音加密传输的实时性和安全

性［１?６］．在有限计算精度下，混沌系统的混沌特性会退化，混沌序列会出现短周期现象．与离散混沌系统

相比，连续混沌系统有更为复杂的混沌特性，但是由于连续混沌系统多为高维系统，在硬件平台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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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多需要进行浮点数运算，运算量很大，难以保证语音的实时性．基于此，本文研究适合在硬件平台上

实现的离散混沌系统，提出一种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方案．

１　混沌语音加密算法

１．１　线性同余发生器

线性同余发生器（ＬＣＧ）是目前主流的随机数发生器之一
［７］，其递推公式为

狓狀 ＝ （犪×狓狀－１＋犮）（ｍｏｄ犿），　　狀＝１，２，３，…，

狉狀 ＝狓狀／犿，　　　　　　　　　　狀＝１，２，３，…
｝． （１）

式（１）中：ɑ为乘子；犮为增量；犿 为模数，通常取２的指数幂，均为非负整数．显然，狓狀∈（０，犿），狉狀∈（０，

犿）．利用式（１）产生随机数时，应选取合适的参数，才能得到周期长且随机性好的序列．

１．２　犆狌犫犻犮映射

Ｃｕｂｉｃ是一个简单的一维离散混沌映射，其映射方程为

狓狀＋１ ＝犪狓
３
狀－犫狓狀． （２）

　　随着参数ɑ的变化，混沌序列狓狀 的取值也在发生变化．当犪＝１时，狓狀∈（－２，２）；当犪＝４时，狓狀∈

（－１，１）．随着参数犫的变化，混沌映射会历经倍周期分岔达到混沌状态．当犫＞２．３时，狓狀 的取值是随

机的，即出现混沌状态．

１．３　犆犺犲犫狔狊犺犲狏映射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方程为狔狀＋１＝ｃｏｓ（μｃｏｓ
－１
狔狀）．其中：μ为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的阶数，当μ＞２时，混沌

映射具有正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系统处于混沌状态，狔狀∈（－１，１）．

１．４　加密系统设计

ＬＣＧ受计算精度约束，产生的随机数序列的周期与处理器的机器字长有关．为了产生随机性更好

的随机数，把ＬＣＧ产生的随机数存储在一个一维数组中，用作复合混沌系统的初值．

虽然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和Ｃｕｂｉｃ映射的非线性方程简单，易于在硬件平台上实现，但是它们的混沌运

图１　复合混沌系统原理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ｃｈａ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动却极其复杂．因此，基于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和Ｃｕｂｉｃ映射设

计一个动态变参数复合混沌系统，利用一个子系统的输出

状态影响另一个子系统的参数，从而使子系统间相互扰动．

复合混沌系统的初值则由ＬＣＧ定时产生．复合混沌系统原

理框图，如图１所示．

对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中的阶数μ和Ｃｕｂｉｃ映射中的分岔

参数犫进行扰动，其扰动数学表达式为

μ狀＋１ ＝μ狀＋狑狘狓犻狘／２
狀，

犫狀＋１ ＝犫狀＋狑狘狔犻狘／２
狀
烍
烌

烎．
（３）

　　由式（３）推导可得

μ狀＋１ ＝μ１＋狑狘狓狀狘／２＋狑狘狓狀狘／２
２
＋…＋狑狘狓狀狘／２

狀，

犫狀＋１ ＝犫１＋狑狘狔狀狘／２＋狑狘狔狀狘／２
２
＋…＋狑狘狔狀狘／２

狀
烍
烌

烎．
（４）

式（４）中：狓狀，狔狀 为混沌系统迭代值；狑为加权系数．当分岔参数μ＞２，犫＞２．３时，系统进入混沌状态．故

取μ１，犫１ 分别为４．０，２．５，狑为０．５．由于｜狓狀｜，｜狔狀｜取值范围均在（０，１）之间，因此，μ狀＋１∈（４．０，４．５），

犫狀＋１∈（２．５，３．０），保证了系统有好的混沌特性．同时，由于犫狀＋１为关于狓狀 的函数，μ狀＋１为关于狔狀 的函

数，故μ狀＋１和犫狀＋１具有良好的随机性．

在有限计算精度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即使复合混沌系统产生的混沌序列演化为周期序

列，由于ＬＣＧ定时为混沌系统提供初值，使混沌系统能跳出周期态，重新回到混沌状态．因此，能有效地

减弱在有限计算精度下混沌序列的短周期现象．

１．５　混沌序列二值化

数字对讲机内部模拟语音信号经过采样、量化和压缩编码后变成数字信号．复合混沌系统产生的是

７５７第５期　　　　　　　　　　　　　　 龚雪，等：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方法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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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混沌序列，故必须对混沌序列进行二值化操作．对混沌系统每次迭代产生的实数值，作如下约定，即

犽犻＝
ｒｏｕｎｄ（１０３×（１０

２狓犻－ｒｏｕｎｄ（１０
２狓犻）））ｍｏｄ２，

ｒｏｕｎｄ（１０３×（１－（１０
２狓犻－ｒｏｕｎｄ（１０

２狓犻））））ｍｏｄ２
烅
烄

烆 ，
　　
ｒｏｕｎｄ（１０２狓犻）＜１０

２狓犻，

ｒｏｕｎｄ（１０２狓犻）≥１０
２狓犻．

（５）

式（５）中：｛犽犻｝为混沌二值序列；ｒｏｕｎｄ（·）为四舍五入运算．文中加密算法最终产生了两列混沌二值序

列｛犓１犻｝，｛犓２犻｝．

２　混沌序列性能测试

结合实际的加密和解密运算，当加密系统产生的混沌密钥序列较长时，需对序列的随机性进行分

析．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发布的随机数和伪随机数发生器统计测试组件是当前测试伪随

机序列系能工具中最权威的一种［８１０］．该软件测试包由１５项核心测试组成，每项测试的结果均以犘?

ｖａｌｕｅ值表示．显著水平α可用于测试中，若犘?ｖａｌｕｅ≥α，则该项测试通过；若犘?ｖａｌｕｅ＜α，则该项测试未

通过．α的取值范围为［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通常取α＝０．０１００．按照ＮＩＳＴ测试要求，为保证测试结果的

可靠性与准确性，每个被测序列的长度应为１０３～１０
７，实验中，取被测序列长度为１０６ｂｉｔ．分别对复合混

沌系统产生的两列密钥序列｛犓１犻｝和｛犓２犻｝，以及单独的Ｃｕｂｉｃ和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产生的混沌序列进行

随机数测试．测试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表示该项测试未能通过．

由表１可知：复合混沌系统产生的混沌二值序列通过了ＮＩＳＴ的１５项随机数测试；而分别单独利

用Ｃｕｂｉｃ和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产生的混沌序列，未能通过所有的测试项．由此可得，文中设计的复合混沌

系统能够产生随机性好的混沌序列，可用于语音加密．

表１　ＮＩＳＴ随机数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Ｉ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ｓ

测试项目 犓１犻 犓２犻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Ｃｕｂｉｃ

近似熵测试 ０．１５１１７４ ０．９５５９４５ ０．０４８６０７ 

块内频率测试 ０．９８９０８５ ０．５７６６７０ ０．１０３１７７ 

累积和测试１ ０．９４３１１８ ０．８４８７３７  

累积和测试２ ０．９７５７８３ ０．４８３１０６  

傅里叶变换测试 ０．０７３５４４ ０．６９３１４２ ０．６５２９５９ ０．５８８２１７

频率测试 ０．９４２６０２ ０．４６４１６９  

线性复杂度测试 ０．４７６１５７ ０．６０４００３ ０．６２５４６０ ０．４２８７２８

随机偏离测试 ０．８４３４１４ ０．９０６２３４  

随机偏离变量测试 ０．９８０２２３ ０．９８３３６３  

最长游程测试 ０．９７３４０７ ０．２７６９８４ ０．８４６６２５ ０．４２８７２８

重叠模块匹配测试 ０．９２８３１５ ０．３９９０８２ ０．１１３４７２ ０．６００３３６

非重叠模式匹配测试 ０．８４７９３８ ０．９３４２１９ ０．２３０６６２ ０．２９６９８８

二阶矩阵阶测试 ０．６４７３０１ ０．６８９４０２ ０．６４８８２１ ０．３４８８４５

游程测试 ０．１０９１５４ ０．７８８２８７  

串行测试１ ０．１０３０４８ ０．５７０７２４ ０．４１９７８８ ０．１２６７２６

串行测试２ ０．６３５４４７ ０．７２７４７０ ０．６００５９１ ０．６６２５６５

通用统计测试 ０．１１９９３７ ０．５４４２９２ ０．３４０４９６ ０．９１１９９３

３　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系统设计

３．１　数字对讲机语音通信的基本特点

在数字对讲机内部，模拟语音信号经过Ａ／Ｄ转换和压缩编码后变为数字信号．因此，加密过程是对

数字信号进行加密．数字对讲机体积较小，只允许安装等运算能力的处理单元，算法和硬件系统设计需

要考虑运算量大小．与此同时，数字对讲机语音通话实时性要求高，如果延时过大，会影响正常的通话．

数字对讲机系统是在窄带下进行语音的压缩传送，其信道宽度一般为１２．５ｋＨｚ或６．２５ｋＨｚ，传输

速率在１．２～４．８ｋｂｉｔ·ｓ
－１．因此，为了适应低速率语音通信的要求，必须采用合适的语音压缩编码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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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数字对讲机语音传输具有实时性，在加密过程中，加密单元要能及时产生密钥序列．

３．２　硬件系统设计

为了验证加密算法在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中的可行性，利用ＡＭＢＥ声码器、ＣＳＰ１０２７音频编解码

图２　系统硬件框图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器和ＳＴＭ３２硬件平台进行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系统的设计．

加密系统硬件框图，如图２所示．

系统以ＳＴＭ３２控制器为核心，完成语音的加密和解密运

算．采集的模拟语音信号经过ＣＳＰ１０２７音频编解码器 Ａ／Ｄ

转换，将得到的ＰＣＭ数据送给ＡＭＢＥ声码器进行压缩编码．

声码器每２０ｍｓ输出一帧语音数据，通过同步通信的方式发

送给ＳＴＭ３２．同时，ＳＴＭ３２产生相应长度的混沌密钥序列，

对明文语音数据进行加密，组帧后发送回声码器．密文语音数

据经声码器解码后发送给ＣＳＰ１０２７音频编解码器，通过Ｄ／Ａ

转换输出为密文语音信号．

３．３　软件设计

ＡＭＢＥ工作在串行被动有帧模式下，ＡＭＢＥ对ＣＳＰ１０２７芯片２４脚的８ｋＨｚ信号进行计数，计满

图３　加密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６０个采样点（２０ｍｓ）后，做编码运算．ＳＴＭ３２采用查询方式判断

ＡＭＢＥ声码器是否有数据输出．

系统首先通过ＭＩＣ?ＩＮ输入语音信号到音频编解码ＣＳＰ１０２７．ＣＳＰ

１０２７对输入的语音信号进行采样和量化后，转换为ＰＣＭ 编码数据．

ＡＭＢＥ声码器接收ＰＣＭ语音数据后，进行压缩编码，每２０ｍｓ输出一

帧数据．ＳＴＭ３２接收到一帧数据后，首先，提取出有效语音数据；然后，

利用复合混沌系统产生等长度的混沌密钥序列对明文数据进行加密，并

将加密完的数据组帧后，发送回声码器．声码器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后

进行解码，发送给ＣＳＰ１０２７，经过数模转换，通过喇叭播放出加密后的

语音．其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加密具体有以下７个步骤．

１）ＳＴＭ３２接收到一帧语音数据，每帧数据包含３４个字节，由于数

字对讲机低速率编码要求和ＡＭＢＥ声码器编码速率不同，每帧数据中

有效数据最多为９６ｂｉｔ，最少为４８ｂｉｔ．为了保证实时性，只对有效数据

进行加密．因此，首先提取帧数据中的有效数据部分．

２）设置ＬＣＧ的初值对（狓０，ɑ，犮，犿）和迭代次数狀，利用ＬＣＧ生成的随机序列构成一个一维数组

犚狀，复合混沌系统的初值对狓犻（０），狔犻（０）依次从数组犚狀 中选取，犻为（０，１，２，３，…，狀）．

３）设置复合混沌系统的初值对（μ犻，狔（０）），（犪，犫１，狓（０）），以及加权系数狑，产生与有效语音数据相

同长度的密钥序列｛犓１犻｝，｛犓２犻｝．

４）利用密钥流序列｛犓１犻｝与语音明文序列进行异或操作，得到密文犘犻＝犓１犻犕犻．

５）利用密钥流序列｛犓２犻｝与密文｛犘犻｝进行异或操作，得到密文犆犻＝犓２犻犘犻，即当前语音帧加密后

的密文．

６）一帧语音数据加密完，密文经声码器解码后，发送给ＣＳＰ１０２７，经Ｄ／Ａ转换，输出为模拟语音．

７）ＳＴＭ３２再次接收到一帧语音数据，操作步骤同上，直到一段语音加密完则结束．解密过程为加

密过程的逆过程，即明文犕犻＝犆犻犓２犻犓１犻．

３．４　加密效果

使用数字示波器实时捕捉原始语音信号和加解密后语音信号的波形，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

知：加密后的语音信号波形图杂乱无章，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态；将语音信号放大后，输入扬声器，人耳

听到的是刺耳的噪声，无法听清楚语音内容；解密后的语音信号波形与原始语音信号波形图形状类似，

通过喇叭播放后，虽然语音含有一些杂音，但是并不影响听清楚语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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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原始语音 （ｂ）加密后语音 （ｃ）解密后语音

图４　语音加解密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ｉｃｅ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４　加密系统性能分析

４．１　语音质量主观评价

为了进一步判断经过加解密处理后语音信号的保真度，进行主观语音质量测试．平均意见方法

（ＭＯＳ）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评估语音质量的一种指标．当 ＭＯＳ评分为５时，人耳能很清楚地听到语音信

息，语音无失真和延迟；当 ＭＯＳ评分为４时，人耳能听清楚语音信息，语音信息中有少量杂音，延迟小；

当 ＭＯＳ评分为３时，人耳听不太清除语音信息，语音有一定延迟和失真；当 ＭＯＳ评分小于３时，人耳

已基本听不清语音信息，杂音较大．在工程应用中，通常认为评分在３分以上时，语音质量较好．

实验中，请来１０个测试人，分别对１２组不同的语音样本，进行 ＭＯＳ评分测试，利用 ＭＯＳ评分评

价加解密后语音的质量．测得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加密后语音信号的 ＭＯＳ评分较低，可以

判定加密后人耳难以听清语音信息；而解密后语音信号的 ＭＯＳ评分达到３以上，可以判断解密后的语

音信息音质较好，人耳可以听清语音信息．

４．２　密钥敏感性测试

为了验证本算法对密钥的敏感程度，在硬件开发平台下微小改变ＬＣＧ或者复合混沌系统中某一参

数，使得误差Δ＝０．０１．利用数字示波器观测输出解密波形，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与原始信号

波形相比，解密后的波形显得杂乱无章，只有在密钥完全正确时，才能正确解密；当某个密钥有微小差别

时，解密会出错；播放解密后的语音，人耳所听到的语音刺耳尖锐，无法辨别语音内容．

图５　错误解密语音信号波形图

Ｆｉｇ．５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ｒｒｏｒ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ｖｏｉ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表２　ＭＯＳ评分

Ｔａｂ．２　ＭＯＳｓｃｏｒｅ

语音样本编号 加密后 ＭＯＳ值 解密后 ＭＯＳ值

１ １．０ ３．６

２ １．３ ３．７

３ １．１ ３．４

４ １．０ ３．５

５ １．０ ３．６

６ １．２ ３．５

７ １．０ ３．６

８ １．１ ３．５

９ １．３ ３．８

１０ １．１ ３．６

１１ １．３ ３．８

１２ １．２ ３．７

　　在 Ｍａｔａｌｂ软件仿真环境下，其加密运算为浮点运算，且运算字节长度明显大于硬件平台．在硬件开

发平台下，受微控制单元（ＭＣＵ）计算字长的限制，密钥的精度远小于计算机软件仿真环境．因此，加密

算法的敏感性低于计算机仿真环境中的敏感性．

４．３　密钥空间分析

使用线性同余发生器ＬＣＧ和复合混沌系统构成的加密系统，其密钥犓 由犓ＬＣＧ，犓Ｃ（犓ＬＣＧ由线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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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发生器产生，犓Ｃ 由复合混沌系统产生）两部分组成，二者相互独立．因此，其密钥空间可以表示为

犓 ＝犓ＬＣＧ＋犓Ｃ． （７）

式（７）中：犓ＬＣＧ由初值狓０、乘子ɑ、增量犮和模数犿 组成；犓Ｃ 由参数μ，犫和加权系数狑 组成．由节４．１分

析可知，任一密钥微小的改变都导致解密失败，密钥的灵敏度为１０－２．因此，加密算法密钥空间约２５０．

由此可见，该加密算法可保证足够的密钥空间抵抗穷举攻击．同时，针对加密过程中的每一帧语音

数据，采用ＬＣＧ数组中不同值作为复合混沌系统迭代初值，其安全性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４．４　延迟

对于数字对讲机语音实时通信而言，延迟非常重要．文中设计的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系统延迟很

小．加密系统延时时间主要包括语音压缩编码和密钥序列产生两部分．加密过程中，由于每帧语音数据

包含的比特数较少，ＳＴＭ３２时钟频率达７２ＭＨｚ，在接收到一帧数据后，可以快速产生密钥序列用于加

密．ＡＭＢＥ声码器有独立的语音编码和解码单元，可同时完成语音的编码和解码任务，并且所有的编码

和解码都在芯片内部完成，不需要额外的存储器．

５　结束语

提出的加密系统由线性同余发生器ＬＣＧ和复合混沌系统组成．通过ＳＴＭ３２硬件平台、ＡＭＢＥ声

码器和ＣＳＰ１０２７音频编解码器构造了数字对讲机语音加密系统，在该平台上完成了加密系统的实验研

究．经过多次加、解密测试证明，文中加密算法能够完成语音实时加密，虽然受硬件计算字长的影响导致

密钥敏感性变弱，但是由于密钥参数多，所以有足够的密钥空间抵御穷举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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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跟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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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视觉跟踪中运动目标鲁棒性跟踪问题，结合高斯核函数和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提出一种无需

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提取深度特征的视觉跟踪算法．首先，对初始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聚类提取目标信息，

结合跟踪过程中目标信息共同作为卷积网络结构中的各阶滤波器；其次，通过高斯核函数来提高卷积运算速

度，提取目标简单抽象特征；最后，通过叠加简单层的卷积结果得到目标的深层次表达，并结合粒子滤波跟踪

框架实现跟踪．结果表明：简化后的卷积网络结构能够有效地应对低分辨率、目标遮挡与形变等场景，提高复

杂背景下的跟踪效率．

关键词：　视觉跟踪；卷积神经网络；高斯核函数；粒子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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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跟踪是机器视觉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已经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在实际应对各类复杂场景时

仍面临很大挑战，如何实现更加鲁棒和准确的跟踪仍然是研究的核心［１］．视觉跟踪算法主要分为判别式

和生成式两类［２］．判别模型将跟踪问题建模为一个二分类问题，用以区分前景和背景．Ｂａｂｅｎｋｏ等
［３］提

出多示例学习算法，针对训练样本不足，引入多示例学习机制，有效抑制跟踪过程中的漂移问题；钟必能

等［４］结合选择性搜索和粒子滤波提取候选粒子，融合卷积深信度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有效地应对遮

挡、光照等复杂场景．生成模型不考虑背景信息直接为目标进行建模．Ｍｅｉ等
［５］提出Ｌ１跟踪系统，用稀

疏方法表示跟踪目标，但算法运算复杂度高；Ｚｈａｎｇ等
［６］提出压缩跟踪，用一个稀疏的测量矩阵提取特

征，建立一个稀疏健壮的目标表观模型，提高算法的实时性与鲁棒性．近几年，相关滤波跟踪算法在目标

领域快速发展．Ｄａｖｉｄ等
［７］将相关滤波引入跟踪领域，设计一个误差最小平方和滤波器（ＭＯＳＳＥ），在跟

踪过程中寻找目标最大响应值来实现跟踪．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等
［８］通过循环偏移构建分类器的训练样本，引入

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ＯＧ）和颜色、灰度多通道特征，提高了算法的速度和准确性．传统跟踪算法大多使用

视频序列浅层的像素级特征，无法很好应对复杂场景．本文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强大的特征提取功能，设

计一种无需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特征提取方法，利用核函数加速卷积运算，结合粒子滤波框架下实现一

种快速卷积神经网络跟踪算法．

图１　卷积特征提取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１　相关工作

１．１　犆犖犖特征提取结构

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的网络结构类似于生物神

经网络，采用权值共享、时空下采样和局部感受野的

思想降低了网络复杂度，使得ＣＮＮ在处理高维图像

时更具优势．卷积神经网络具有多层性，每层由多个

二维平面特征映射层组成，每个映射层由多个独立

的神经元组成，如图１所示．提取卷积特征如下；首

先，对原始输入图像进行取片操作获取大量小的局部块；然后，应用卷积网络模型对局部块进行训练，得

到结果为各个卷积层的神经元卷积滤波器；最后，与新输入的样本图像进行卷积滤波，提取样本图的抽

象卷积特征，从而得到原始图像的深度特征［９］．

１．２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跟踪算法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跟踪算法，通过大量的前期预训练来训练神经网络提取深度特征，面临样本缺

少、算法时间复杂度高、硬件运行平台要求高，以及跟踪实时性低等显著缺点．针对以上问题，Ｗａｎｇ

等［１０］提出ＤＬＴ（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ｉｎｇ）算法首次将深度学习算法应用到跟踪领域，在自然图像数据集上

使用栈式降噪自编码器离线预训练来获得通用的物体表征能力，利用粒子滤波框架并在跟踪过程中更

新自编码器实现跟踪．Ｚｈａｎｇ等
［１１］结合人脑视觉处理系统，简化了卷积网络结构，使用目标区域中随机

提取的归一化图像块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滤波器，从而实现了不用训练卷积神经网络的快速特征提取．

Ｎａｍ等
［１２］提出训练方法和训练数据交叉运用的思路，在检测任务重点关注背景中的难点样本显著减轻

了跟踪器漂移问题．

在特征提取时，文中结合卷积神经网络，能够获得一定的平移、尺度和旋转不变性，结合文献［１１］提

出的无需训练的卷积特征提取方法，采用两层前馈处理方式简化卷积网络结构；然后，通过分层滤波器

卷积抽取目标的高维抽象特征，利用高斯核函数进行运算加速，提出一种快速卷积神经网络跟踪算法．

２　结合核函数的卷积网络跟踪算法

２．１　核函数卷积

核函数可以将在低维空间中不能线性分割的点集，通过转化为高维空间中的点集，变为线性可分

的．由于高斯核函数的可分离性，二维高斯函数卷积可以分两步进行．首先，将图像与一维高斯函数进行

卷积；然后，将卷积结果与方向垂直的相同一维高斯函数卷积．文献［８］采用子窗口高斯核函数犽（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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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的快速计算方法，而文中的卷积运算采用高斯核函数进行变换加速运算．

设核函数犽（狓，狓″）），则权重可表示为狏＝∑
犻

α（狓犻），系数向量为α，其元素为α犻，可以使用线性函

数的优化方法求解α．因此，核正则化最小二乘分类器具有一个简单的闭式解，即α＝（犓＋λ犐）
－１
狔．其

中：犓是核函数矩阵，矩阵元素为犓犻，犼＝犽（狓犻，狓犼）；犐是单位矩阵；向量狔的元素为狔犻．由于犓是循环矩

阵，则转换到离散傅里叶变换（ＤＦＴ）域．即

α^

＝狔^× （^犽

狓，狓
＋λ）－

１． （１）

式（１）中：^犽狓
，狓是核函数矩阵犓 的第一行元素组成的向量，符号“^”表示傅里叶变换．由此可知，核正则化

最小二乘分类器闭式解式可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得到．

２．２　特征提取

利用卷积网络设计一个分层的目标表示结构．在第１帧中，将目标归一化到狀×狀大小，从中随机选

取一部分重叠的小图像块组成一系列滤波器；然后，将用于同第狋帧候选目标框中所有抽取的图像块进

行卷积；最后，可得到一系列局部特征的映射，从而提高候选目标全局特性的鲁棒性．

１）简单层特征．通过预处理将图像归一化到狀×狀大小，对目标区域利用狑×狑大小的滑动窗口进

行采样，得到长度为犔的图像块组犡；用犽?ｍｅａｎｓ聚类方法从犔＝（狀－狑＋１）×（狀－狑＋１）个图片块中

聚类出犱个图像块滤波器作为卷积核，记犉＝｛犉１，犉２，…，犉犱｝犡．输入图像犐对应的响应式为

犛狅犻 ＝犉
狅
犻 犐，　　犛

狅
犻 ∈犚

（狀－狑＋１）×（狀－狑＋１）． （２）

　　２）复杂层特征．为了加强对目标的特征表达，将犱个简单层的特征进行堆叠，构成一个三维张量来

表示目标的复杂层特征，记作犆∈犚
（狀－狑＋１）×（狀－狑＋１）×犱．这种特征具有平移不变特性．由于图像归一化后，

使得特征对目标的尺度具有鲁棒性，且复杂层特征保留不同尺度目标的局部几何信息．

２．３　粒子滤波

基于粒子滤波框架，设第狋帧时总的观测序列为犗狋＝｛狅１，…，狅狋｝，则跟踪主要是求出后验概率狆的

最大值．根据贝叶斯理论，可得

狆（犛狋狘犗狋）∝狆（犗狋狘犛狋）∫狆（犛狋狘犛狋－１）狆（犛狋－１狘犗狋－１）ｄ犛狋－１． （３）

式（３）中：犛狋＝［狓狋，狔狋，狊狋］
Ｔ，狓狋，狔狋为目标的位置，狊狋为尺度参数；狆（犛狋｜犛狋－１）为运动模型，用于根据第狋－１

帧的位置预测第狋帧的位置；狆（犛狋｜犗狋）为观测模型，用于评估观测结果犗狋与目标的相似性．

观测模型通过测量样本通目标之间的相似度计算，有狆（犗狋｜狊
犻
狋）∝ｅｘｐ（－｜ｖｅｃ（犆狋）－ｖｅｃ（犆

犻
狋）｜

１

２
）．于

是，整个跟踪过程为

犛^狋 ＝ａｒｇｍａｘ｛狊犻狋｝
犖
犻＝１
狆（犗狋狘狊

犻
狋）狆（狊

犻
狋狘^狊狋－１）． （４）

２．４　跟踪算法

基于卷积特征，结合粒子滤波，提出核函数卷积神经网络跟踪算法．

１）犜＝１，第一帧．

步骤１　对第一帧图片序列进行初始化与预处理操作．

步骤２　标记出需要跟踪的目标．

步骤３　提取初始状态滤波器．

步骤４　利用式（１），（２）核函数卷积学习到目标的抽象特征．

步骤５　构建目标的特征模板．

步骤６　通过粒子滤波获取候选粒子．

２）Ｆｏｒ犜＝２，到最后一帧．

步骤１　对输入图片进行初始化与预处理操作．

步骤２　利用式（１），（２）核函数卷积，学习到目标的抽象特征．

步骤３　通过动态模型对每个粒子进行预测．

步骤４　通过观测模型计算粒子权值．

步骤５　根据式（４）权值最大的粒子作为目标物体．

步骤６　通过相应的权值对粒子重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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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ｆｏｒ．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算法进行分析验证．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ａ编程环境，ＰＣ配置

为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ｅｉ３?３２２０，３．３ＧＨｚ，８Ｇ内存，在测试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ＴＢ２０１３中进行仿真分析
［２，１３?１６］．仿真参

数设置如下：滤波网络尺寸６×６，滤波器数１００，归一化尺寸３２×３２，学习因子设置为０．９５．粒子滤波器

的目标状态的标准偏差设置如下：σ狓＝４，σ狔＝４，σ狊＝０．０１，使用犖＝３００个粒子．

３．１　定性分析

限于论文篇幅，仅给出几组代表性的跟踪实验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红色实线为文中所提算

法；绿色实线为压缩跟踪（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Ｔ）算法
［６］；蓝色实线为核化相关滤波器（ｋｅｒｎｅｌｉｚｅ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ＫＣＦ）算法
［８］；黑色实线为基于卷积网络的跟踪（ＣＮＴ）算法

［１１］．

（ａ）Ｃｒｏｓｓｉｎｇ视频序列

（ｂ）Ｓｈａｋｉｎｇ视频序列

（ｃ）Ｗａｋｉｎｇ２视频序列

图２　视频序列跟踪结果示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ｖｉｄｅ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由图２可知：第一组序列Ｃｒｏｓｓｉｎｇ在背景干扰并伴随着光照变化，目标过马路途中一直存在目标

形变与相应尺度变化，文中所提算法在所有算法中取得了最准确的跟踪效果；第二组序列Ｓｈａｋｉｎｇ目标

始终伴随强烈的光照与尺度变化，跟踪过程ＣＴ算法与ＣＮＴ算法效果不佳，文中所提算法与ＫＣＦ相对

比较准确；第三组序列 Ｗａｋｉｎｇ２是在低分率场景下的监控视频，目标在行进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遮挡

和相应尺度变化．此时，采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特征提取，能都提取到深层次更加鲁棒的特征，所以文中

所提算法在遮挡后仍能实现有效跟踪．

３．２　定量分析

为了测试算法性能，采用如下几个评价准则．１）中心位置误差（ＣＬＥ），即目标的中心位置与标准中

心位置的欧式距离的误差，ＣＬＥ＝ ∑
狀

犻＝１

犆犻－犆
狉（ ）犻 ／狀．其中：狀是图片序列的帧数；犆犻为目标中心位置；

犆狉犻为标准中心位置．２）距离精度（ＤＰ），即中心误差小于一个给定阈值的帧的相对数量，ＤＰ＝犿／狀，犿为

ＣＬＥ值小于某个固定阈值的图片序列帧数，狀为总帧数，当算法跟踪的中心位置与目标真实中心位置的

误差不大于阈值时，就认为跟踪准确，并给出最终跟踪准确占比．

４种算法在各个测试序列中的平均中心位置误差和距离精度（此处取阈值为２０ｐｘ），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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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中：数值加粗且加下划线的代表最优性能，数值加粗表次优性能．由表１可知：文中所提算法在位置

中心误差与距离精度两项评判指标中均表现出最优效果．

表１　４种算法在各个测试序列中的评价指标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ｅａｃｈｔｅｓ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视频序列
文中算法

ＣＬＥ　　　　ＤＰ

ＣＴ算法

ＣＬＥ　　　　ＤＰ

ＫＣＦ算法

ＣＬＥ　　　　ＤＰ

ＣＮＴ算法

ＣＬＥ　　　　ＤＰ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１．６４０ １．０００ ５．２３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２０ １．０００ ２．７９０ １．０００

Ｄａｎｃｅｒ２ ６．１１０ １．０００ ９．５１０ ０．９７３ ６．４１０ １．０００ ７．１４０ １．０００

Ｄａｖｉｄ２ ２．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４００ ０．７８０ ２．３６０ １．０００ ２．６４０ １．０００

Ｓｈａｋｉｎｇ １６．７００ ０．７１２ ９８．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１０５．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３９．８００ ０．０１１

Ｗａｌｋｉｎｇ２ ３．２３０ １．０００ ５８．５００ ０．３９６ ２８．６００ ０．４４０ ３．８６０ １．０００

　　４种算法的具体每一帧的中心位置误差（ε）曲线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犖 表示帧号；纵坐标表示

算法跟踪中心位置与真实目标中心位置的偏离误差．由图３可知：在跟踪过程中，当目标发生遮挡与形

变导致目标丢失后，会出现ＣＬＥ急剧升高的变化．文中所提的跟踪算法具有较好的准确性与鲁棒性，误

差曲线在测试序列中呈现较低且相对平滑的趋势．

（ａ）文中算法　　　　　　　　　　　　　　　　　　　（ｂ）ＣＴ算法　

（ｃ）ＫＣＦ算法　　　　　　　　　　　　　　　　　　　（ｄ）ＣＮＴ算法

图３　４种算法的中心位置误差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ｇｒａｐｈｓｆｏｒ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４　结束语

采用简化后的卷积网络结构提取目标的深度抽象特征，并引入高斯核函数加速计算，结合粒子滤波

框架，在目标形变、遮挡、低分辨等场景下，取得较好跟踪效果．因为文中的特征提取方式采用卷积神经

网络特征，加速后仍存在算法时间复杂度高等问题，所以，所提算法在快速运动、目标出界等场景下仍面

临很大挑战，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要致力于解决此类场景的跟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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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基于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ＯＧ）／线性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算法的行人检测方法中存在检测速度慢的

问题，提出一种将 ＨＯＧ特征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模型相结合的行人检测方法．利用边缘检测技术快速检测出行

人候选区域，提取出多尺度多方向的 ＨＯＧ特征，利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训练多个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用于构建强

分类器，实现对测试样本图像的检测识别．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具有更高的检测率、更低的误报率和漏检率，具

有较好的检测效果．

关键词：　行人检测；行人候选区域；梯度方向直方图；反向传播神经网络；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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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行人检测被广泛应用于智能监控、人体行为分析、车辆辅助驾驶等领域，日渐成为计算机视

觉领域中的关键问题．由于行人外观易受多种因素影响，长久以来，行人检测都是计算机视觉研究的热

点和难点［１?２］．目前，较为主流的行人检测方法大都包括特征提取和机器学习两个部分．Ｚｈａｏ等
［３］用神

经网络和强梯度特征描述了一个分类器算法．Ｖｉｏｌａ等
［４］提出一种将 Ｈａａｒ?ｌｉｋｅ特征及级联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算法结合使用的行人检测方法，由于该方法使用积分图加快特征的有关计算，在很大程度上，行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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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性能得到有效的提高．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等
［５］将多尺度的 Ｈａａｒ小波特征和线性支持向量机（ＳＶＭ）学

习算法组合在一起进行行人检测．针对传统的方向梯度直方图（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算法存在的漏检、误

检情况及检测速度慢的问题，本文利用边缘检测技术迅速定位，提取行人候选区域，将 ＨＯＧ特征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模型相结合，运用反正传播（ＢＰ）神经网络强分类器的优势对行人候选区域进行检验．

１　行人候选区域

边缘是图像中局部强度变化最明显的地方，它存在于不同目标、不同区域、不同颜色及目标与背景

之间．边缘检测是利用目标与背景在某一图像特征上的不同实现的，体现了图像局部特征的不连续性．

边缘检测包括微分算子法、小波检测法、样板匹配法等多种方法．目前，微分算子法中常用的微分算子有

Ｓｏｂｅｌ边缘算子、Ｃａｎｎｙ边缘算子、Ｐｒｅｗｉｔｔ边缘算子等．

文中将使用边缘检测技术中的Ｃａｎｎｙ边缘算子对图像不同区域的边缘进行判断和检测，并提取出

行人对象和背景之间的交界线，具体有以下５个步骤：

１）采用高斯滤波器消除噪声，平滑图像；

２）计算滤波后的图像中每个像素的梯度大小和方向；

３）通过应用非极大值控制梯度大小，并获得其中的局部最大值；

４）将其他非局部最大值点置为零，得到细化的图像边缘；

５）采用双阈值法检测图像的边缘，并进行连接．

此外，还将采用灰度化、腐蚀、膨胀等操作用于提取更加准确的行人候选区域．

２　犎犗犌特征

常用的行人特征包括底层特征、基于学习的特征及混合特征３个类别．其中，梯度、颜色、轮廓、纹理

等基本图像特征属于底层特征的范畴［６?８］．ＨＯＧ特征是基于梯度的特征，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待测图像中

梯度或边缘方向的密度分布描述图像中物体的外观或形状．

为了提取ＨＯＧ特征，首先，对图像进行Ｇａｍｍａ空间和颜色空间的标准化，计算待检测窗口中每个

像素的梯度幅值及其方向；其次，将待检测窗口分成多个Ｃｅｌｌ，在每个Ｃｅｌｌ中按照设定好的梯度方向与

量化间隔统计梯度方向直方图，应用梯度的幅值进行投票；然后，将相邻的Ｃｅｌｌ组成一个Ｂｌｏｃｋ，对相邻

Ｂｌｏｃｋ之间的重叠部分进行直方图归一化处理；最后，将待检测窗口中所有Ｂｌｏｃｋ中的梯度方向直方图

组成特征向量，并通过分类器判断当前所检测的对象是目标，还是非目标．

虽然ＨＯＧ特征与其他的特征有相似之处，如ＳＩＦＴ特征，但 ＨＯＧ特征能够通过对部分重叠区域

进行计算及归一化处理，从而提高精确度［９?１１］．由于它对光照变化、阴影等噪声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并且

能够产生良好的检测效果，因此，ＨＯＧ特征成为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图像特征．

３　犅犘神经网络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种按照误差逆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
［１２?１３］，包括学习期和工作期两个阶

段．当处于学习期时，ＢＰ神经网络的工作包括输入信息的正向传播和误差的反向传播．当处于输入信息

图１　ＢＰ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的正向传播阶段时，输入信息将被逐层处理，且每层神经元

的状态仅影响到下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当从ＢＰ神经网络的

输出结果与预期不一致时，ＢＰ神经网络将进入误差的反向

传播阶段，即误差将输出层开始沿原路返回，并按照误差梯

度下降的方式逐层修改各层的权值．

ＢＰ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图，如图１所示．在工作期中，

ＢＰ神经网络只实现输入信息的正向传播过程，且该过程的

计算将以之前确定的各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为根据进

行．因此，学习期的误差反向传播将成为ＢＰ神经网络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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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ＢＰ神经网络一般包括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输入层神经元的个数取决于训练样本的特征维

度，隐藏层神经元的个数根据试验情况而定，输出层神经元的个数为样本的分类个数．由于隐藏层神经

元个数的选取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因此，隐藏层神经元个数的选取可以结合前人经验和实验的具体需

图２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求来确定．

４　犃犱犪犫狅狅狊狋?犅犘模型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生成强分类器 犎（狓）的过程，如图２所示．Ａｄａ

ｂｏｏｓｔ算法在最开始时会为每个训练样本赋予相同的权值，通过训

练，将会产生一个基本分类犺犾（狓）．在犺犾（狓）中，分类错误的样本会增

加相应的样本权重，分类正确的样本则会减少相应的样本权重．通过

多次迭代，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对训练样本进行狀次训练后，即可获得狀

个基本分类器及其对应的权重，将其按相应的权重进行累加，可获得最终的强分类器犎（狓）．

图３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神经网络

模型的实现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为了获得强分类器，利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思想对ＢＰ

神经网络进行反复训练［１４］．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训练ＢＰ神

经网络的实现流程，如图３所示．

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中，训练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越大，训

练分类器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同时，所产生的分类器的检测

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若在训练过程中，不断

更新训练所用的样本源，则最终产生的强分类器将对环境

变化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鲁棒性．

５　实验部分

在一台３．３ＧＨｚＣＰＵ，４ＧＢ内存的计算机上进行训

练和测试．行人检测数据库为ＣＵＨＫ０１，ＩＮＲＩＡ和 ＭＩＴ．

其中，ＣＵＨＫ０１共包含１５５２张行人图片，主要捕获行人的

正面、背面和侧面图像；ＩＮＲＩＡ包含多种不同的衣着、不同

的姿态、各式各样的背景和遮挡下的图片，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静态行人检测数据库；ＭＩＴ共包含９２４张行人图片，未区分训练集和测试集．

图４　整体实现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采用３层ＢＰ神经网络作为弱分类器，图像经

过缩放，正负样本大小均为６４ｐｘ×１２８ｐｘ．文中方

法的整体实现流程图，如图４所示．在ＩＮＲＩＡ行人

检测数据库上，对Ｈａａｒ特征、局部二值模式（ＬＢＰ）

特征及 ＨＯＧ特征进行对比实验．３种不同特征的

特征提取时间和检测率的比较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狋为特征提取时间；η为检测率．由表１可

知：ＨＯＧ特征的检测率接近于ＬＢＰ特征的检测率，且提取 ＨＯＧ特征所花费的时间开销小于 Ｈａａｒ特

征和ＬＢＰ特征，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通过提取图片中行人的 ＨＯＧ特征进行行人检测．

表１　３种不同特征的特征提取时间的比较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特征 待测图片数量 狋／ｓ η／％

Ｈａａｒ ３００ ５．１８ ９０．４

ＬＢＰ ３００ ３．４０ ９６．１

ＨＯＧ ３００ １．９０ ９５．３

利用文献［１５］中的评价方法，记录所有测试样

本在不同分类器下的漏检率 （ＦＮＲ）和误报率

（ＦＰＲ），获得可用于描述不同分类器性能的检测错

误权衡图（ＤＥＴ）曲线．ＦＮＲ和ＦＰＲ的计算公式见

文献［９］．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ＲＢＦ?ＳＶＭ，线性ＳＶＭ 等３

种分类器在不同数据库上的性能曲线，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文中方法所产生的分类器在 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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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检测数据库上，性能达到最佳，在ＩＮＲＩＡ行人检测数据库上，性能达到次好；在ＣＵＨＫ０１，ＩＮＲＩＡ，

ＭＩＴ行人检测数据库上，文中方法的分类器性能一直优于ＨＯＧ／线性ＳＶＭ算法的分类器性能，且文中

方法的分类器性能在ＣＵＨＫ０１行人检测数据库上高于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算法的分类器性能，在ＩＮ

ＲＩＡ，ＭＩＴ行人检测数据库上接近于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算法的分类器性能．因此，文中方法的分类器性

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

　　（ａ）ＣＵＨＫ０１ （ｂ）ＩＮＲＩＡ （ｃ）ＭＩＴ

图５　３种分类器在不同数据库上的ＤＥＴ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文中方法在不同数据库上的比较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

知：当测试样本源于ＣＵＨＫ０１行人检测数据库时，文中方法的检测率均高于其他两种算法的检测率，

误报率和漏检率均低于其他两种算法，且文中方法的检测率随测试样本数量的增加而有所提升，误报率

和漏检率则有所下降．因此，文中方法对测试样本的数量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表２　３种方法在不同数据库上的比较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数据库 方法 待测图片数量 η／％ ＦＰＲ／％ ＦＮＲ／％

ＣＵＨＫ０１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７１．２ ２．０ ２８．８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５００ ８２．０ ２．４ １８．０

文中方法 ８７．８ ０．８ １２．２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７４．２ ２．６ ２５．８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１０００ ８１．２ ２．８ １８．８

文中方法 ９３．２ ０．４ ６．８

ＩＮＲＩＡ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９４．８ ４．８ ５．２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５００ ９７．６ ２．８ ２．４

文中方法 ９６．８ ０．４ ３．２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９４．０ ７．２ ６．０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１０００ ９８．２ １．４ １．８

文中方法 ９６．６ ０．４ ３．４

ＭＩＴ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９３．２ ０．８ ６．８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５００ ９７．６ ０．８ ２．４

文中方法 ９７．８ ０．４ ２．２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９５．４ ０．８ ４．６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１０００ ９８．０ ０．４ ２．０

文中方法 ９８．４ ０．２ １．６

　　当测试样本源于ＩＮＲＩＡ行人检测数据库时，文中方法的检测率高于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算法的检测

率，接近于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 算法的检测率，漏检率低于 ＨＯＧ／线性ＳＶＭ 算法的漏检率，接近于

ＨＯＧ／ＲＢＦ?ＳＶＭ算法的漏检率，且文中方法的误报率总是最低，且数值较为稳定．因此，文中方法相较

于其他两种算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当测试样本源于 ＭＩＴ行人检测数据库时，文中方法的检测率均高

于其他两种算法的检测率且大于９７％，误报率和漏检率随着测试样本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一直低于其

他两种算法的误报率和漏检率．因此，文中方法的检测性能相较于其他两种算法有了较大的提升．

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率、较低的误报率和漏检率，且在测试样本发生变化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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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保有稳定的检测精确度．因此，文中方法不仅具有良好的检测能力，还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及稳健性．文

中方法在ＣＵＨＫ０１，ＩＮＲＩＡ，ＭＩＴ行人检测数据库上的部分检测结果，如图６～８所示．为了测试文中方

法对多位行人的检测效果，在ＩＮＲＩＡ行人检测数据库上进行实验．文中方法对多位行人的部分检测效

果，如图９所示．

图６　文中方法在ＣＵＨＫ０１上的部分检测结果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ＣＵＨＫ０１

图７　文中方法在ＩＮＲＩＡ上的部分检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ＩＮＲＩＡ

图８　文中方法在 ＭＩＴ上的部分检测结果

Ｆｉｇ．８　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ＭＩＴ

图９　多位行人的部分检测结果

Ｆｉｇ．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ｓ

６　结束语

提出一种将 ＨＯＧ特征和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模型结合使用的行人检测方法．该方法采用边缘检测技术

提取行人候选区域，减少了大量非行人窗口的计算量．通过分析ＢＰ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及相关参数，

确定所需ＢＰ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利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核心思想对ＢＰ神经网络进行迭代训练，最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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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分类能力较强的强分类器．将ＨＯＧ特征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ＢＰ模型相结合，不仅提高了行人检测的检测

效率，而且有效减少了误报率和漏检率，提高了行人检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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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现有评价方法需人工提取特征且评价准确率低的问题，提出基于反向传播（ＢＰ）算法的深度堆栈

编码器（ＳＡＥ）网络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通过ＳＡＥ网络对输入的学生各项指标成绩进行无监督训练，将

ＳＡＥ学习到的特征结合相应的样本标签，利用柔性最大值分类器（Ｓｏｆｔｍａｘ）进行有监督式分类．采用ＢＰ算法

进行反向传播调整隐层权重，优化整个模型，以避免过拟合现象的发生．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有利于解决需

对传统神经网络进行人工提取和分析特征的问题，可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率．

关键词：　反向传播算法；深度神经网络；堆栈式自编码器；综合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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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综合能力评价领域，很少有学者采用深度学习法进行评价．而如何客观地评价计算机专业学

生的综合能力并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犓

最近邻方法和神经网络评价方法［１３］．深度神经网络采用模拟人脑的多层结构，对输入数据从底层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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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进行逐级提取特征，最终形成适合模式分类且较为理想的特征，避免传统神经网络等需要进行人工特

征选取与分析的问题．目前，很少有学者将深度神经网络应用到评价中的原因有：１）由于训练数据样本

不够多，模型较为复杂，表达能力更强的深度神经网络会过多地拟合当前的模型，导致过拟合；２）由于

很多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在训练时，需要大量的标签数据才能进行训练，而在实际的评价中，找到很多带

有标签（评价结果）的数据往往较难．深度堆栈编码器（ＳＡＥ）是深度学习中一个重要的模型，它能很好地

抽象评价数据的稀疏性特征，并避免因维度过高导致的过拟合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反向传播

（ＢＰ）算法的深度ＳＡＥ网络模型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

１　基于深度犛犃犈网络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

１．１　学生综合能力评价的犛犃犈网络模型

ＳＡＥ网络模型是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可以提取到一些非线性特征，主要包括单层的ＳＡＥ单元和

用于进行分类（给出评价结果）的分类器．与监督式学习算法对比，无监督学习方法不是“教会”网络如何

学习特征，而是让网络自己发现特征．由于需要给出学生综合能力的多个评价结果，ＳＶＭ分类器的时间

复杂度较高，约为犗（狀３），而且ＳＶＭ分类器的分类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核函数的选取．

柔性最大值分类器（Ｓｏｆｔｍａｘ）是一个线性分类器，它可解决多分类问题，其时间复杂度约为犗（狀）．

采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对ＳＡＥ学习到的特征进行分类
［４］，ＳＡＥ与Ｓｏｆｔｍａｘ二者结合构建的ＳＡＥ模型，

结合了无监督学习与有监督学习的优点，能够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有效评价．

单层的ＳＡＥ单元由编码器和解码器２部分组成．高维度的数据，即输入每个学生综合能力的各项

分数，输入形式是一个或多个向量犾狀＝［犡１，犡２，…，犡狀］．这些输入向量通过编码器形成低维度的编码，

并通过解码器将编码结果进行相应解码，以便更完整地恢复输入的原始数据，每一个隐层的特征编码都

是从处于较低层的ＳＡＥ单元传向更高层的单元
［５］．通过对输入数据进行逐层编码，可以从训练数据通

过无监督式提取得到评价体系权重特征．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连接ＳＡＥ神经网络模型的最高层，即ＳＡＥ网

络的输出层，通过计算输入特征的后验概率对测试数据进行分类．在训练网络时，加入ＢＰ算法，通过有

监督微调，可进一步确定较优的网络模型；同时，不断调整网络隐层单元的权重和训练参数，可达到更好

的分类效果，并避免过拟合问题的发生．文中采用的深度ＳＡＥ网络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深度ＳＡＥ网络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ｅｅｐＳＡ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输入数据是从网络的输入层节点输入到网络层，输入的是一个或多个学生综合能力的各指标成绩

组成的输入矩阵犕＝（犾１，犾２，犾３，…，犾狀）．由于ＳＡＥ组成的神经网络采用无监督学习算法，因此，不需要

输入每个评价客体的标签，即评价结果；之后，进入每个ＳＡＥ单元，在单元中进行编码和解码，并自动提

取到适应于本模型的特征向量，将提取到的特征输入到网络的下一层，执行编码、解码，并得到特征．以

此类推，当网络最高层ＳＡＥ单元提取到最终特征时，将提取到的特征输入到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中，Ｓｏｆｔ

ｍａｘ分类器计算输入矩阵犕 提取特征的分类结果的后验概率，并通过损失函数计算评价结果与专家评

价的结果犚＝（犚１，犚２，犚３，…，犚狀）之间的损失值．通过对损失函数求导，计算造成损失值的各个参数，并

通过反向传播算法更新这些参数的值，以便得到更好的分类模型，提高模型的拟合能力［６］．

１．２　单层犛犃犈单元模型

ＳＡＥ单元模型又称为迭代自动编码器模型，是一种编码器和解码器对等结构的神经网络，从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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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单层ＳＡＥ网络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Ａ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签的测试集数据学习特征．单层的ＳＡＥ单元模型，如图２所

示．它通过编码、解码使输入数据近似于输出数据．编码可以

看作是单元从数据中以无监督学习方式学习到的特征．神经

网络的输入，即每个学生综合能力的各项得分表示为一个向

量，利用Ｓ形（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对输入的向量进行编码
［７］．

在带有稀疏性的训练目标下，网络训练结果大部分是隐

含层节点处于抑制状态，并将隐含层节点输出值限定在所设

定的目标附近．稀疏性被认为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通过在

网络中引入稀疏性，能够增强网络的鲁棒性，为网络提供较低

的输入耦合，从而增强网络的泛化能力［８］．稀疏神经网络的表

现更加接近生物的神经网络，即使在连接度很低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定的输出精度．

１．３　基于犅犘算法的深度犛犃犈网络的学生综合评价方法模型训练

上述深度ＳＡＥ网络的神经网络参数传递方式是单向的，即从输入到ＳＡＥ网络的低层ＳＡＥ单元，

再到高层ＳＡＥ单元，最终将参数传递到分类器．单向传播容易导致过拟合问题，即训练好的模型过度适

合于当前的输入数据，对当前输入的分类效果极好，而对于不参与当前网络训练的测试数据，则识别效

果较差［９］．

反向传播训练可通过有监督式学习将高层得到的参数误差反向传递到低层次网络，通过更新低层

网络的权值，达到在训练ＳＡＥ网络正向传播时，网络能通过各层ＳＡＥ单元的权值提取学生成绩特征，

并通过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给出评价结果．如果评价结果与标签（专家评价结果）之间存在误差，则需要通过

损失函数计算误差，并通过损失函数对各层ＳＡＥ单元权值求偏导，计算该节点需要更新的权值并更新．

经过多次训练，网络的权值不断优化，更能贴近专家给出的评价结果．如果不进行ＢＰ训练，ＳＡＥ只能利

用随机初始化的权值进行评价，评价的正确率将保持不变，而不会随着训练提高评价的正确率．因此，需

要将ＳＡＥ网络结合ＢＰ训练算法进行评价
［１０］．

基于ＢＰ算法的深度ＳＡＥ网络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如图３所示．在深度ＳＡＥ网络的每一层

编码和解码操作时，输入数据的特征及训练参数得以不断传递，而反向传播算法可以计算预设输出和实

际输出之间的误差，并在下次训练时对参数进行调整．

图３　网络训练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

首先，对学习率、动量、每个单层ＳＡＥ的权重等网络参数进行初始化，输入数据包括每个学生的各

项指标得分及训练标签，即专家对该生各科成绩的评价结果．然后，通过前向传播，将学生成绩输入到第

一层ＳＡＥ，进行编码和解码．最后，将解码结果依次传入到下一个ＳＡＥ层，最后一层ＳＡＥ将输出传入

到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并进行训练．这里对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训练主要是使其能够具有足够的泛化能力，即

对训练集以外的数据能够给出正确的评价［１１］．

对于训练分类器来说，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具有很多参数的假设函数．它通过不断计算当前网络输

出的标签与正确标签（专家给出的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即代价函数的值，并计算各个参数的偏导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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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造成网络输出与实际输出偏差的参数值，使假设函数对输入数据拟合程度更高，从而对新的输出也具

有拟合能力．假设函数的定义为

犺θ（狓
（犻））＝

狆（狔
（犻）
＝１狘狓

（犻）；θ）

狆（狔
（犻）
＝２狘狓

（犻）；θ）

　　　

狆（狔
（犻）
＝犽狘狓

（犻）；θ

熿

燀

燄

燅）

＝
１

∑
犽

犼＝１

ｅｘｐ（θ犼
犜狓

（犻））

ｅｘｐ（θ１
犜狓

（犻））

ｅｘｐ（θ２
犜狓

（犻））

　

ｅｘｐ（θ犽
犜狓

（犻）

熿

燀

燄

燅）

． （１）

式（１）中：狓
（犻）为输入训练集，是每组学生的成绩；狔

（犻）为正确标签，即专家的评价结果；由于需要进行６个

等级的评估，即将输入数据分成６类，取犽＝６；狆（狔
（犻）
＝犽狘狓

（犻）；θ）为当前网络对于输入数据属于第犽类

的概率；θ为输入到分类器中的网络参数；犺θ（狓
（犻））的输出为当前数据分别属于第犽类的概率，概率最大

的输出就认为是网络进行分类的结果［１２］．

由于分类器的输出与专家的评价结果很有可能不同，因此，需要定义损失函数，即

犑（θ）＝－
１

犿
∑
犿

犻＝１
∑
犽

犼＝１

１｛狔
（犻）
＝犼｝ｌｇ

ｅｘｐ（θ犼）狓
（犻）

∑
犽

犾＝１

ｅｘｐ（θ犼）狓
（犻

熿

燀

燄

燅
）
． （２）

式（２）中：假设函数是衡量当前网络的输出，即假设函数的输出与实际输出的偏差有多大；１｛·｝是一个

示性函数，表示分类器预测结果与标签是否一样，若二者相同，输出１，否则，输出０．训练的最终目标是

使损失函数最小化［１３］．

为防止发生过拟合，加入一种惩罚范式，即权重衰落项．权值衰减是以某个小因子降低损失函数的

参数值，进而减少过大的参数值对梯度下降优化的影响，避免过拟合现象的出现．惩罚范式的损失函数

犑（θ）定义为

犑（θ）＝犑（θ）＋
λ
２∑

犽

犻＝１
∑
狀

犼＝０

θ
２
犻，犼． （３）

式（３）中：犑（θ）为损失函数；
λ
２∑

犽

犻＝１
∑
狀

犼＝０

θ
２
犻，犼 为加入的惩罚范式．于是，新的损失函数犑

（θ）为严格的凸函

数，可采用随机梯度下降优化方法来保证犑（θ）的全局最小值．优化犑（θ），需对θ犼进行偏导，即

#θ
犼
犑（θ）＝－

１

犿∑
狀

犻＝１

（狓犻（１｛狔
（犻）
＝犼｝－狆（狔

（犻）
狘狓

（犻）；θ）））＋λθ犼． （４）

　　通过式（４）的多次迭代，可得犑（θ）的全局最小值点．为求得式（３）的最小值，采用ＢＰ算法对参数θ

进行负梯度更新，有

θ犼′＝θ犼－#θ
犼
犑（θ）． （５）

　　至此，完成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训练过程，并得到一套参数．对于网络测试，即输入数据为训练集之外的

数据，没有标签，需要网络通过之前，将学习到的参数对输入的若干组学生成绩进行评定［１４］．此处，网络

仅进行前向传播，通过ＳＡＥ逐层提取输入成绩的特征，输入到分类器中．由于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已经训练

完成，即式（１）中的假设函数已经对数据拟合出较好的效果，可通过式（１）计算当前输入所属６个级别的

概率．概率最大的类别就是分类结果，即基于ＢＰ算法深度ＳＡＥ网络对于当前学生各项成绩综合给出

的评价结果，完成网络泛化能力测试．

２　结果与分析

以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数据为例（如果其他专业有足够的样本数，也可进行网络构建、训练与

学生评价，但网络结构可能需要根据数据形式稍作调整），综合各大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课程、实践

等多方面能力，进行进一步细化，生成４８个３级指标，可较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指标包

括主观、客观评价指标．例如，课程成绩、学生参加竞赛情况、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掌握编程语言的熟练程

度、逻辑思维能力等指标．软件环境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６４ｂｉｔ，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６ａ；硬件环境为ｉ７?３７７０ＣＰＵ，８

ＧＢＲＡＭ．部分训练集数据，如表１所示．为便于数据的处理，已将数据归一化到［０，１］区间内．

部分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专家根据４８个指标的得分情况，对学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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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评价结果分为Ａ，Ｂ，Ｃ，Ｄ，Ｅ，Ｆ６个等级，Ａ为最好，Ｆ为最差．每行的“１”所在列代表该行对应学

生的评价结果，该评价结果将用于ＢＰ神经网络的训练和正确率的计算．

表１　部分训练集数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ｄａｔａ

数据结构 Ｃ程序设计 离散数学 操作系统 … 论文发表情况

０．９９ ０．７２ ０．９１ ０．７６ … ０．８１

０．８３ ０．９１ ０．７７ ０．７５ … ０．９６

０．７８ ０．８７ ０．７７ ０．６５ … ０．７１

０．８９ ０．９０ ０．８３ ０．７８ … ０．９３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９４ ０．８５ … ０．８９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７１ ０．９０ … ０．９４

表２　部分学生编程能力的评价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结合文献［１５］推荐的参数和大量实验数据，得到较优参数．３种深度网络的参数，如表３所示．实验

发现，学习率为０．０１，０．０３，０．１０，０．３０时，结果较好；学习率为０．３０时，结果最好．通过去除一些梯度下

降过程中的噪声和振动，加入动量使网络可更快地突破识别错误率的“停滞期”．迭代次数是决定训练和

识别效果的重要参数之一，在一定范围内，训练次数与效果呈正比关系．但过多的训练并不能继续提高

识别效果，且每次实验会消耗大量时间．

表３　３种深度网络的参数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ｅｅ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置信网络

参数 取值

ＢＰ神经网络

参数 取值

ＳＡＥ神经网络

参数 取值

神经网络的隐层数 ３ 神经网络的隐层数 ３ ＳＡＥ的隐层数 ３

每个隐层的节点数 ｛４８，２０，３０｝ 每个隐层的节点数 ｛４８，３０，２０｝ 每个隐层的节点数 ｛４８，３０，２０｝

激活函数 Ｓｉｇｍｏｉｄ 激活函数 Ｓｉｇｍｏｉｄ 激活函数 Ｓｉｇｍｏｉｄ

学习率 ０．３ 学习率 ０．３ 学习率 ０．３

动量 ０．５ 动量 ０．５ 动量 ０．５

迭代次数 １００ 迭代次数 １００ 迭代次数 １００

每个ｂａｔｃｈ处理数据的个数 ２０ 每个ｂａｔｃｈ处理数据个数 ２０ 稀疏目标值 ０．０５

加入“０”值百分比 ０．０１

每个ｂａｔｃｈ处理数据个数 ２０

　　为兼顾实验效果和时效性，在３０次的实验中，每次训练的迭代次数设为１００次．对于每个ｂａｔｃｈ的

处理次数，当选取越小次数（最小值为１）时，其训练和识别效果越好．但当训练次数较小时，神经网络每

次（每个ｂａｔｃｈ）的训练时间会非常长，其耗时甚至是选择２０个处理数量的数十倍，且识别效果又没有比

每个ｂａｔｃｈ处理２０个数量的效果好．为了使ＳＡＥ网络具有稀疏性，且防止网络训练出现过拟合现象，

加入“０”值．

为验证文中所提评价方法的有效性，实验选用２００００名学生的指标作为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数

据；另外，选取１５０００名学生的指标作为测试数据，并将其分为３０组，用于测试网络的泛化能力，即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５００名学生为一组的分组情况与一般大学一个年级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数量类似，其

评价结果的正确率与运行时间更具有参考价值．这些成绩数据由北方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和教学处提

供，共３６位副教授或教授参与评价．

每次随机选取３位专家组成一个评价小组，对每位学生进行综合能力评价．当３位专家评价结果相

同时，直接给出其中任意一位专家的评价成绩作为该生综合能力的最终评价结果；当只有２位专家评价

结果相同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在２位评价结果相同的专家中，选取其中任一评价成绩作为该

生的最终评价结果；当３位专家的评价结果都不相同时，将３位专家的评价结果量化为１～６分，即评价

Ａ得６分，依次递减，评价Ｆ得１分，综合３位专家评价的结果，取其平均值的四舍五入值作为最后得分

结果，将最后的得分结果转化为Ａ～Ｆ，即得到学生的最终评价结果．评价时，删除学生的个人信息，如

名字、学号等，且每个评价小组的专家独立评价，彼此不进行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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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次的实验中，每次的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及平均运行时间的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

知：与深度置信网络评价方法、深度ＢＰ神经网络评价方法、深度ＳＡＥ网络评价方法、犓 最近邻评价方

法相比较，文中方法的平均正确率最高，运行时间最长．

表４　不同评价方法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评价方法
正确率／％

１＃ ２＃ ３＃ … ３０＃

平均
正确率／％

平均运行
时间／ｓ

深度置信网络评价方法 ８２．９ ８２．２ ８１．８ … ８３．１ ８２．４ ２７４

深度ＢＰ神经网络评价方法 ７９．９ ８０．０ ８１．７ … ８１．１ ８０．９ １８５

文中方法 ８６．８ ８４．５ ８５．６ … ８６．４ ８５．８ ２８７

深度ＳＡＥ网络评价方法 ８３．７ ８１．１ ８２．５ … ８４．２ ８２．７ ２６３

犓最近邻评价方法 ６８．５ ６７．２ ６８．６ … ６８．２ ６８．６ ６２

　　由表４还可知：文中方法在对不同组的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时，其正确率存在一些波动．产生波动

的原因可能是：训练集数据是从所有收集到的数据中随机选取的，而数据集中每条数据的某一项分数之

间的方差较小，提取ＳＡＥ网络特征又不够充分，导致在对测试集数据进行评价时，由于输入数据的特性

与训练集存在差异，使网络对于输入数据的泛化能力有所差异，从而导致正确率出现波动．在时间消耗

上：１）由于网络规模较大，神经网络需要多次迭代训练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结果；２）由于在网络测试

时，每次输入的数据量一样，因此，每次进行测试时，所消耗的时间基本相同，最多有±１ｓ的差别，这可

能是由一些程序外部的原因造成的，如ＣＰＵ轮询、操作系统的调度等．

虽然，文中方法比基于深度置信网络的评价方法的平均运行时间多约１３ｓ，但平均正确率却提升了

３．４％．由此可见，该方法在评价平均正确率上的性价比高于深度置信网络．由于基于ＢＰ算法深度ＳＡＥ

神经网络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需要对输入的特征数据进行编码和解码，因此，消耗的时间比深度

ＢＰ神经网络更多，但是平均正确率却比深层ＢＰ神经网络提高约５％．在对测试时间不是很敏感的情况

下，可通过多花费一些时间来提升分类结果．犓 最近邻评价法是一种懒惰的学习方法，不需要训练集，

因此，其消耗的时间主要用在计算测试集的距离上，在训练上消耗的时间几乎为０．因此，犓 最近邻评价

法总的时间消耗最少．

目前，深度神经网络主要包括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循环神经网络和深度置信网络．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常用于图像识别，在卷积核提取特征时，保留图像像素之间的二维空间位置关系．由于在对学生

综合能力评价时，采用的数据不存在数据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且由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计算量很大，会产

生额外的时间浪费［１６］，因此，卷积神经网络不可取．循环神经网络是一种时间结构参数共享的神经网

络，网络的输出会保留在系统中．因此，可提取一些当前输入数据的上下文信息，如句子中、单词之间的

语义上下文关系．但由于文中的输入数据，即一组学生成绩的各项得分之间的上下文关系并不是很密

切，使用循环神经网络不但不能提取到上下文特征，反而会造成额外的计算开销，性价比较低．深度置信

网络是限制玻尔兹曼机串联形成的深度神经网络，通过每个限制玻尔兹曼机自动提取特征，并可通过

ＢＰ算法进行反向传播进行网络训练．深度置信网络的输入是一个一维数组，不需要考虑各组数据之间

的空间关系及上下文关系，不会造成额外的时间开销，可较好地用于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

３　结束语

提出基于ＢＰ算法的深度ＳＡＥ网络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方法．ＳＡＥ采用无监督学习方式，Ｓｏｆｔｍａｘ

为监督式学习算法，构建的ＳＡＥ模型结合二者的优点．利用ＢＰ算法，进行有监督微调，可进一步确定

较优的网络模型．实验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可以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有效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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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生物演化与

海平面变化的耦合关系

李建成１，况代智２，洪祖寅２，张祖辉１

（１．泉州师范学院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２．福州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在福建沙县高地船山组!

"

类及其生物地层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船山组地层碳酸盐岩的微相及沉积环

境，结合对该地层
!

"

类生物化石分布特征的定量研究，探讨
!

"

类生物的演化与海平面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

明：本区晚石炭世逍遥期海平面总体处于上升期，形成海侵层序，
!

"

类属种以小纺锤形为主，分异度小；早二叠

世紫松期的海平面总体趋于稳定后缓慢下降，
!

"

类属种以壳体较大的球形或亚球形为主，分异度大；之后，海

平面继续下降，
!

"

类属种又以中小纺锤形为主，分异度小，物种逐渐衰退．

关键词：　!

"

类；船山组；沉积环境；属种分异度；福建省；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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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脊椎动物的一个重要类群，也是石炭?二叠系地层最重要的标准化石之一．通过对!

"

类生物化石所

赋存的碳酸盐岩沉积环境进行分析，结合
!

"

类生物化石在碳酸盐岩地层的演化规律，研究
!

"

类生物演化

与海洋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地球环境变化对生物演化的影响，探索地史时期生命与环境之

间的协调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利用石炭?二叠纪丰富的!

"

类生物地层资料，建立

了
!

"

类化石复合标准系列，在
!

"

类演化形式、物种分异度、新生和绝灭过程及其与海平面变化的联系等

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１?５］．本文借鉴以上研究方法，在福建沙县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船山组剖面的
!

"

类及其生物地层进行前期研究［６?７］的基础上，从碳酸盐岩微相和
!

"

类化石定量

分析入手，进一步研究
!

"

类生物演化与海平面变化的相关关系．

图１　福建沙县船山组地层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ｈａ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　地层剖面简介

福建沙县船山组地层剖面位于福建省沙县城关西

北约１５ｋｍ的高地村石灰岩矿区的中部，系ＺＫ３０２钻

孔剖面，如图１所示．该地层剖面为海相碳酸盐连续沉

积层，总厚度为８３．１８ｍ，是福建省石炭?二叠系界线地

层的典型剖面之一．

船山组地层与上覆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的栖霞组

（Ｐ１ｑ）呈整合接触，以角度不整合超覆于林地组（Ｃ３ｌ）石

英砂岩之上，自下而上分为２７层．第１～５层的厚度为

１２．５３ｍ，岩性以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为主，

泥晶灰岩中有少量的砂，即粉砂级碎屑，含
!

"

类化石并

建立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化石带．此外，还含有一定数量的非!

"

有孔虫、介形虫、海百合

茎、腕足类、瓣鳃类和藻类．第６～１９层的厚度为４９．４０ｍ，岩性以深灰色厚?巨厚层状生物碎屑泥晶灰

岩为主，含丰富的生物化石，主要有
!

"

类、非
!

"

有孔虫、腕足类、腹足类、珊瑚类、棘皮类等．其中，!"类化

石自下而上建立了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

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３个化石带．第２０～２７层的厚度为２１．２５ｍ，岩性多为灰黑色厚层状含管状藻生物碎屑泥晶

灰岩，含丰富的藻类、
!

"

类、非
!

"

有孔虫和棘皮类等化石，
!

"

类已建立了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

化石带．

根据该地层剖面
!

"

类化石带的分布特征，福建沙县高地船山组的地层时代分别归属于晚石炭世和

早二叠世，它们分别相当于中国区域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的逍遥阶和紫松阶［８］．

２　微相和沉积环境分析

２．１　碳酸盐岩微相类型及特征

碳酸盐岩微相及其对沉积相的指示［９］表明：微相特征是恢复岩相古地理环境的重要依据．通过岩矿

组分与粒度标志的定量统计分也被应用于沉积环境分析中［１０］．

根据福建沙县船山组地层剖面的碳酸盐岩岩性和生物组合，结合碳酸盐岩的颗粒类型、基质类型、

颗粒／基质体积分数的比例等特征，采用Ｄｕｎｈａｍ
［１１］提出的分类方案，同时与Ｆｌüｇｅ

［１２］总结的古生代缓

坡碳酸盐常见的微相类型进行初步比较，将该地层碳酸盐岩微相主要划分为３种类型，如图２所示．

１）含不同种生物碎屑的颗粒质灰泥灰岩，即灰泥质颗粒灰岩（ＲＭＦ１４）．碳酸盐岩的岩性以深灰色

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为主．微相颗粒以生物碎屑为主，其次为球粒，局部含有少量的砂，即粉

砂级碎屑．各组分的体积分数分别为：生物碎屑约１０％～２５％；球粒约５％～１０％；碎屑约５％．基质多

为粉砂级生物碎屑泥晶基质．生物种类以个体较小的有孔虫、介形虫为主，其他生物碎屑有腕足类、瓣鳃

类，属种组合单调，生物碎屑保存程度以半自形为多，少量为自形和他形，异地搬运（图２（ａ））．

２）含大壳体有孔虫的颗粒质泥灰灰岩，即泥粒灰岩（ＲＭＦ１３）．碳酸盐岩的岩性以黑灰色厚?巨厚层

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为主，由微晶方解石及２０％～４５％左右的生物碎屑组成，含有少量的粉砂级碎屑．

２８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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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ＭＦ１４　　　　　　　　　　　（ｂ）ＲＭＦ１３　　　　　　　　　　　　（ｃ）ＲＭＦ１７

图２　福建沙县船山组碳酸盐岩微相类型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ｏｆ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ａ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微相颗粒主要为生物碎屑．生物化石含量丰富，属种较多，除富含壳体较大的有孔虫外，常见有!

"

类、腕

足类、腹足类、珊瑚类和棘皮类等．其中，!"类化石十分丰富，以壳体较大的圆球形，即亚球形属种为盛．

生物碎屑大多保存程度较高，呈为自形?半自形（图２（ｂ））．该微相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含有个体较大的有

孔虫和丰富且保存较好的生物化石组合，应属于比较典型的内缓坡开阔海环境沉积的产物．

３）含粗枝的生物碎屑颗粒质灰泥灰岩（ＲＭＦ１７）．碳酸盐岩的岩性以灰黑色厚层状含管状藻生物

碎屑泥晶灰岩为主．主要由微晶方解石及５０％左右的藻屑和生物碎屑组成，有机质含量丰富，顶部见香

肠状微细层理．微相颗粒主要以藻屑为主，其次是生物碎屑．藻屑多为管状、柱状和树枝状，有的以藻迹

与藻斑点出现，呈团块状，局部有孔虫碎片，其体积分数约２０％～４０％．生物碎屑主要有!

"

类、非
!

"

有孔

虫、棘皮类等，含量较少，其体积分数约为１０％（图２（ｃ））．该微相类型最主要的特征是含有大量藻屑，而

藻类生物具有广盐性的特点，可以在盐分相对较高的局限海生存．因此，该微相应该是内缓坡局限海的

产物．

２．２　沉积环境分析

在上述碳酸盐岩微相特征和野外宏观观察的基础上，对照Ｆｌüｇｅ的碳酸盐岩缓坡相沉积模式，将福

建沙县船山组剖面划分为３种沉积亚相，如图３所示．

图３　福建沙县船山组沉积相

Ｆｉｇ．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ａｃｉｅｓｏｆ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ａ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内缓坡局限海，即开阔海过渡亚相．地层剖面的第１～５层，厚度为１２．５３ｍ．岩性以中?厚层状含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为主，微相以ＲＭＦ１７，ＲＭＦ１４为主．前者以生物碎屑为主，其次为球粒；后者以藻屑

为主，其次为生物碎屑．由以上微相类型及特征可知：该地层碳酸盐岩具有内缓坡局限海，即开阔海过渡

相的特征，可能形成于内缓坡海侵环境，代表１个初始海侵相对较深、低能水环境形成的产物．

２）内缓坡开阔海亚相．地层剖面的第６～１９层，厚度为４９．４０ｍ．岩性以深灰色厚?巨厚层状生物碎

屑泥晶灰岩为主，微相以ＲＭＦ１３为主．生物碎屑含量丰富，属种较多，常见有!

"

类、腕足类、腹足类、棘

皮类等．其中，!"类化石十分丰富，以壳体较大的圆球形，即亚球形的假希瓦格!

"

亚科属种新生为标志．

由以上碳酸盐岩微相特征可知：该地层碳酸盐岩具有明显的内缓坡开阔海沉积特征，可能指示着１个地

壳相对稳定，由海侵转为缓慢海退的内缓坡开阔海的高能沉积环境．

３８７第５期　　　　　　　　　李建成，等：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生物演化与海平面变化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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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内缓坡局限海亚相．地层剖面的第２０～２７层，厚度为２１．２５ｍ．岩性多为灰黑色厚层状含管状藻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微相以ＲＭＦ１７为主．该微相的生物组合特征为：富含粗枝藻类和!

"

类、腕足类和介

形虫等，生物组合单调．从具有广盐性的藻类生物生态和单调的生物组合分析，其碳酸盐岩的沉积环境

应当属于内缓坡局限海．

福建沙县船山组地层碳酸盐岩微相和沉积亚相分析表明：本区晚石炭世逍遥期开始接受海侵，海平

面快速上升，沉积环境由局限海向开阔海过渡；早二叠世紫松期早期，海平面相对稳定而后转为缓慢海

退阶段，期间内缓坡主要形成开阔的海洋环境；至紫松期晚期，随着海退的进行，内缓坡沉积环境由开阔

海逐渐过渡为局限海．由此可见，本区船山组地层实际上包含下部的海侵层序和中上部的海退层序，构

成相对较为完整的沉积旋回，代表海平面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自然过程．

３　!

"

类动物群的演化特征

３．１　!

"

类化石的总体面貌

福建沙县船山组地层剖面共鉴定和描述
!

"

类动物群化石１３属７０种．根据!

"

类化石在地层中的垂

向分布特征，自下而上建立了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

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和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５个化石带．

下部（１～５层）含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化石带，!"类化石以单调的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分子产出为

标志，属种多数呈小纺锤形、轴率较小、隔壁褶皱弱，生物组合单调．该带与闽西南宁化、龙岩等地石炭系

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带总体面貌相似
［１３］．中部（６～１９层）含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

犵犲狀狊犻狊，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３个化石带，!"类化石以壳体较大、亚球形外壳、包卷内紧外松

的假希瓦格
!

"

亚科分子的始现并迅速繁荣为特征，生物组合复杂．下部（２０～２７层）含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

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化石带，生物组合较单一．!"类以亚球形外壳的假希瓦格!

"

亚科分子绝灭为标志，而始拟

纺锤
!

"

属种产出相对集中，他们大多以纺锤形、包卷均匀、隔壁褶皱较规则为特征．

３．２　!

"

类化石的分异度变化

由
!

"

类化石的采样点与相应的地层层位对照可知：本区船山组地层剖面
!

"

类化石在同一化石带内，

!

"

类动物群的属种分异度较高，其首现种数和绝灭种数也较高；反之，首现种数和绝灭种数也较低．在不

同化石带之间，其种的分异度、首现种数和绝灭种数自下而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如表１所示．

表１　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动物群种的分异度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ｎｕ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ｕｌｉｎｉｄｆａｕｎａｉｎＳｈａ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代地层
!

"

类化石带 种的分异度 首现种数 绝灭种数

紫松阶

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 ２７ ４ ７

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 ５０ ２０ ２０

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 ５５ ２１ １９

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 ４８ ２０ １７

逍遥阶 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 ２９ ５ ７

　　由表１可知：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带生物组合单调，种的分异度不高且首现种数小于

绝灭种数；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

带生物组合复杂，种的分异度较高且首现种数大于绝灭种数；而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带的生

物组合也较为单调，种的分异度不高且首现种数小于绝灭种数．

３．３　!

"

类化石的大小和形态变化

!

"

类化石的大小和形态通常可用壳体的轴长和轴率表示［１４］．一般而言，轴长越大，壳体也越大，轴

率（壳体的长宽之比）为１时，壳体近圆形，随着轴率的逐渐增大，壳体由粗纺锤形变为长纺锤形．

在对本区船山组地层剖面各
!

"

类化石带中种的轴长和轴率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表明，各
!

"

类

化石带中种的轴长和轴率存在着较大差异，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在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带中，壳体轴长多小于３ｍｍ，轴率均大于２，以小

纺锤形为主；在 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 和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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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ｓｐｈａｅｒｉｃａ带中，壳体轴长多大于５ｍｍ，部分在３～５ｍｍ，轴率集中在１～２，呈球形、亚球形，壳体较大；

而在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带中，壳体轴长多在２～４ｍｍ，轴率均大于２，以中小纺锤形为主．

表２　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动物群种的轴长和轴率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ｆｏｒｍ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ｕｌｉｎｉｄｆａｕｎａｉｎＳｈａ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代地层
!

"

类化石带
种的轴长／ｍｍ

＜３　　３～５　　＞５

种的轴率

＜１　　１～２　　＞２

紫松阶

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 ２ ２ ０ ０ ０ ４

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 ０ ３ １７ １ ２０ ０

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 ０ ７ １４ ０ ２１ ０

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 ０ ９ １１ ０ １８ ２

逍遥阶 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 ４ １ ０ ０ ０ ５

　　综上所述，本区晚石炭世逍遥期，即早二叠世紫松期!

"

类动物群的演化大致可分为３个明显阶段．

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狊犺犻犽犺犪狀犲狀狊犻狊犮狅犿狆犪犮狋狌狊带演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

类属种个体较小、多以纺锤形为主，生物

组合单调，种的分异度不高且首现种数小于绝灭种数，说明
!

"

类演化处于相对衰退期；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

狉犻狀犪犿犻犺犪狉犪狀狅犲狀狊犻狊，犣犲犾犾犻犪犮犺犲狀犵犽狌狀犵犲狀狊犻狊，犛狆犺犪犲狉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犪带演化阶段以壳体较大、亚

球形外壳、包卷内紧外松的假希瓦格
!

"

亚科分子的始现并迅速繁荣为特征，生物组合复杂，种的分异度

较高且首现种数大于绝灭种数，说明
!

"

类演化处于新生期；而犈狅狆犪狉犪犳狌狊狌犾犻狀犪狆犪狉犪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狊带演化阶

段，因生物组合单调，种的分异度不高且首现种数小于绝灭种数，
!

"

类演化表现为衰退期所出现的特征．

由此可见，本区晚石炭世逍遥期，即早二叠世紫松期
!

"

类动物群的演化经历了由衰退到繁盛再到衰退的

演化历程，它与邻区福建顺昌石炭?二叠系界限附近的!

"

类动物群的演化特征相似［１５］．

４　!

"

类生物演化与海平面变化关系

由沉积环境和
!

"

类动物群演化特征分析可知：
!

"

类生物演化与沉积环境，特别是海平面变化存在着

一定的耦合关系，如图４所示．换言之，海平面变化所引起的海洋沉积环境变化是造成!

"

类生物化石的

分异度、属种新生和绝灭等生物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４　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生物演化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ａ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ｕｌｉｎｄｆａｕｎ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ｈａ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晚石炭世逍遥期早期，本区地处闽西南海湾区的北部，地面出露上石炭统林地组石英砂岩；逍遥期

中晚期，开始接受快速而又广泛的海侵，在开阔内缓坡相对低能的沉积环境下沉积的一套含砂屑和生物

碎屑的泥晶灰岩（１～５层），这一时期的!

"

类生物进入第１个演化阶段，!"类属种以小纺锤形为主，生物

组合单调，种的分异度、首现种数和绝灭种数均较小．这说明!

"

类生物难以适应因海平面快速上升，导致

海水深度、温度、含氧量等突然发生变化的海洋生态环境．

进入早二叠世紫松期，本区海平面在经历相对较长的稳定期后开始缓慢下降，形成相对稳定的内缓

坡开阔海沉积环境，在相对高能的内缓坡开阔海沉积了一套生物碎屑泥晶灰岩（６～１９层），与之相对应

的
!

"

类生物进入第２个演化阶段，这一时期的!

"

类生物以壳体较大、球形或亚球形的假希瓦格
!

"

亚科分

５８７第５期　　　　　　　　　李建成，等：福建沙县船山组!

"

类生物演化与海平面变化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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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始现并迅速繁荣为特征，种的分异度、首现种数、绝灭种数均较高．说明海平面相对稳定后缓慢下降

形成内缓坡开阔海环境，海水的深度、温度、含氧量等生态环境条件逐渐恢复正常，
!

"

类生物的适应能力

也随之增强，
!

"

类生物生存和发展进入繁盛期．

至早二叠世紫松期晚期，随着海平面继续下降，在内缓坡局限海环境下沉积了一套含大量藻类的生

物碎屑泥晶灰岩（２０～２７层），!"类生物进入第３个演化阶段，!"类属种以中小纺锤形为主，生物组合相

对单一，种的分异度、首现种数和绝灭种数逐渐较少．!"类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并迅速

进入衰退期．

５　结束语

通过对福建沙县船山组碳酸盐岩微相及其
!

"

类的演化特征分析，可以确定
!

"

类生物的演化与当时

海平面变化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晚石炭世逍遥期，即早二叠世紫松期，本区海平面经历了一次由快

速上升稳定下降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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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动物群的演化经历了由衰退繁荣衰退的演化周期，从而

表明了海平面变化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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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物演化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这个耦合关系可以为研究地史时期生命，即

环境协同演化规律提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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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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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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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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