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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热水管道传统敷设方式现状，对管廊热水管道的现行敷设方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依据

热水管道有补偿直埋敷设向无补偿冷安装直埋敷设的研究进展，提出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架空敷设方式，取

消补偿器的设置，增加管网运行安全性与可靠性．分析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架空敷设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敷设的理论与工程设想解决方案．

关键词：　供热管道；敷设方式；综合管廊；无补偿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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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集中供热是我国北方城市冬季采暖的主要方式［１］．随着热电联产供热形式的出现并迅速发展，

其热源的供热能力、供热半径和管道管径不断突破［２］，热水采暖管道的敷设方式也不断发展．本文综述

热水管道传统敷设方式现状，并对管廊热水管道的现行敷设方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１　热水管道敷设方式

１．１　热水管道传统敷设方式

传统的热水管道敷设方式主要分为：地上架空敷设、地下管沟敷设和地下无沟敷设即直埋敷设［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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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我国大多热水管道采用地沟及架空敷设，个别小管径管道也采用油布防护
［４］或填充

矿渣棉、预制泡沫混凝土瓦块等保温材料［５］的直埋敷设；８０年代，随着北欧管道直埋技术的引进，小管

径管道虽由地沟、架空向直埋敷设方式发展，但大管径管道仍以架空或地沟敷设方式为主［４］；９０年代中

期至今，我国集中供热事业发展迅速，管网建设规模趋于大、中型化，管道无补偿直埋技术结合我国国情

不断发展，日趋成熟，管网的敷设方式逐渐以无补偿直埋敷设为主［５］．

１．２　传统敷设方式的弊端与管廊热水管道敷设方式

地上架空敷设将管道安装于地面或附墙支架上［３］，是我国过去经常采用、较为经济的敷设方式．但

同时也存在占地面积大、不美观、易受自然气候侵蚀、管道热损失大等缺点［６］．尤其在发展较早的老工业

区，架空管道保温管材质量差、管网运行温度高、工作环境恶劣、年久失修等问题突出，导致保温层脱落，

管道腐蚀严重，事故频发［５］．

管道的地下敷设方式不影响市容和交通，在城镇集中供热发展中得到广泛采用［３］．地沟敷设方式将

管道敷设于地下围护构筑物中，受到地理环境影响，会造成地沟内常年或季节性积水，加大保温材料传

热，并导致管道锈蚀［７］．管道地下直埋敷设方式以管道安装为主，具有施工周期短，工程造价低，热损失

小，防腐、绝缘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在城镇集中供热管网敷设中得以大力推进［５］．但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地下工程管线的敷设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大

雨内涝、管线泄漏爆炸、路面塌陷等事件频发［８］．目前，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工作已全面展开，提

出了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战略决策．

市政热水管道作为综合管廊中的管线之一，其输送热水介质使管廊内温度升高，会造成管廊内环境

的热污染．因此，热水管道不应与输送可燃、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同舱室敷设
［９］；管线敷设时，应将热水管

道与其他热敏感管线分舱室收容或满足充分间距要求［１０］，且不能同电力电缆同仓敷设［１１］．然而，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处于研究探索和试验阶段，对管廊内供热热水管线的布置仍沿袭地沟敷设的方法，没

有考虑综合管廊构筑物的特点，管线布置技术细节问题尚未考虑，存在思想交流不足、法律规范匮乏和

设计不完善等问题，工艺水平有待提高．

２　管廊热水管道的敷设设计

２．１　管廊热水管道现行敷设方式存在的问题

市政热水管道纳入地下综合管廊，应进行专项管线设计［１１］．对于管廊热水管道的敷设设计并没有

技术层面上的规定，相关具体的设计理论和权威的设计规范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于敷设环境与传

统可通行地沟相似，各地在建的和已经建好的管廊热水管道仍沿袭传统地沟与架空敷设供热管道有补

偿敷设的设计方法．其敷设设计主要通过划分补偿段，计算管段补偿量，根据管网结构选择合适的补偿

方式和补偿器类型，并计算固定支架推力［１２］．这样管网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设置大量补偿器，把刚性的

供热管网分割为多段柔性连接的管段．为了保证柔性管件?补偿器不被轴向撕裂，必须设置推力较大的

固定墩．尽管如此，补偿器仍是供热管网最为薄弱的环节，可靠性较差，增加了管网事故的发生概率，降

低供热管网运行的安全水平和防灾抗灾能力．

除此之外，地下综合管廊内作为供热动脉的热力管道，补偿器的大量使用既增加了初投资，也增大

了供热管网的热损失，降低了管网的输送效率，造成管廊内环境的热污染；管廊内设置过多的补偿器增

加了管网泄漏的可能性，运行中要派专人定时巡查，运行管理成本较高，维护工作量较大．由于地下综合

管廊的规划存在不同种类专项管线的共舱收容，供热管道一旦发生泄漏，引起热水介质的泄漏汽化问

题，无法及时排出急剧增加的大量高温水及汽化产生的大量水蒸气，造成管廊内管线维护人员呼吸道受

损，危害人身安全，增加抢修难度，拖延抢修进度；同时，还影响共舱室管线和电缆的安全运行，影响管廊

运行的可视化监控．

２．２　管道应力计算依据

２．２．１　我国管道应力计算的依据　对热水管道而言，应力计算是管道工程设计的基础．随着应力分析

理论和试验技术的发展，热水管道从有补偿直埋敷设发展为无补偿冷安装直埋敷设，并表现出优越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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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布置形式、较低的施工难度、运行工作量少及经济性好等优点，在我国集中供热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１３］．热水管道无补偿冷安装直埋敷设采用应力分类法进行管道应力验算
［１４］，将各种载荷产生的应力

根据起因、作用范围和性质进行分类，采用不同的强度条件控制［５，１４］，有利于充分发挥钢材潜能，降低管

道事故概率．地上架空敷设与地下地沟敷设热水管道受力计算参照ＣＪＪ３４－２０１０《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

范》［１５］，规定地上与管沟敷设供热管道的许用应力计算、管道壁厚设计、补偿量计算及应力验算条件参

照ＤＬ／Ｔ５３６６《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应力计算技术规程》
［１５］．

２．２．２　国外管道应力计算依据　国外集中供热发展较早，丹麦、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的供热技术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对直埋敷设方式研究较多［１６］．主要通过限制极限荷载保证管道安全运行，涉及地上架空

敷设和地沟敷设管道应力计算资料相对较少［１７］，但对压力管道的研究理论较为成熟，包括内压和热应

力作用下管道的受力破裂［１８?１９］、受压弯头的疲劳寿命分析［２０］、大直径压力管道在应力集中情况下的压

力腐蚀破坏［２１］等涉及压力管道及其管件的研究．俄罗斯区域供热管网应力和地震分析标准
［２２］采用应力

分类法，规范了管道地下与地上敷设方式．美国标准Ｂ３１－２０１６《ＡＳＭＥ压力管道规范》
［２３］根据压力管

道的不同类型，对电厂、化工、集中供热和供冷等输送管道的设计有不同要求；基于应变的Ｘ８０大管径

油气输送管线设计通过位移控制荷载，保证管道安全运营的前提下，允许管道应力超过屈服应力［２４］．

２．３　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敷设技术条件

１９８２年，梁恒谦
［２５?２６］提出交通?管道两用隧道中输油管道的无补偿直线敷设方法，并在浑河水下隧

道工程中得到应用．长输油气管道遇到天然或人工障碍，以及复杂水文地质条件，采用无补偿器地上跨

越［２７］，跨距不大时，常采用最简单的无补偿梁式直管跨越［２８］．这种管道无补偿敷设，利用管道自身承受

温度及内压引起的应力．地上弹性曲线管道，将管道轴线沿曲线敷设，利用管道伸缩及弯曲性能吸收管

道热膨胀［２６］．可见输油管道非直埋无补偿敷设已有工程实例，理论上也为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敷设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

管廊热水管道的无补偿架空敷设，应根据管道敷设特点，进行应力验算，保证在设计和工作条件下，

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管道应力校核，采用应力分类法
［５，１４］，根据不同的强度控制条件，验算

管道应力．参照压力管道应力分析
［２９］及石油、化工管道设计方法［２３，３０?３１］，分析管道应力水平，防止管壁

内应力过大．根据安定性原理，控制循环温差，避免管道发生循环塑性变形破坏
［５，１４］．依据钢结构稳定理

论，验证管道构件运行稳定性［３２］．另外，管廊与地沟相比，结构坚固，横断面积非常大，与周围土壤产生

非常大的摩擦力，类似并远大于直埋无补偿敷设的箱式固定墩，为限制管道的热膨胀提供了外部条件．

３　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敷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管廊热水管道的无补偿架空敷设与直埋无补偿敷设方式相比，在直埋管道不发生局部沉降、塌陷的

情况下，最主要区别在于土壤力作用．管廊热水管道由支架支承，失去土壤的支撑与约束，缺少了覆土压

力作用，管道自重作用更加明显．

３．１　管道应力的计算

管廊热水管道在重力载荷、内压和热应力的作用下，产生压缩与弯曲的组合变形．

３．１．１　轴向应力的计算　直埋热水管道锚固段受土壤的嵌固作用，不存在横向弯曲变形，其轴向应力

主要包括温度变化和内压引起的纵向应力作用［５］，并不包括重力作用产生的弯曲正应力；而管廊热水管

道轴向应力计算时，应综合考虑内压作用、温度作用及管道重力弯曲引起的弯曲应力与附加弯矩影响．

３．１．２　热应力的计算　温度变化产生的热应力，对于直埋热水管道锚固段而言，为管道不发生屈曲时

的最大温度应力．管廊热水管道架空敷设，管道自重的作用下发生弯曲，直管道位置降低，管道轴线有一

定的伸长变形，产生新的弯曲应力及管道轴线长度增加而产生的拉伸应力，温度应力则由于弯曲段的横

向位移有所减小．

３．１．３　内压轴向应力　与直埋热水管道锚固段相比，管廊热水管道内压轴向应力除泊松应力外，还包

括内压作用由于管道弯曲而产生的纵向应力．

３．２　稳定性验算

管道稳定性验算主要包括整体稳定性和局部稳定性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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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整体稳定性验算　直埋热水管道由于土压力作用，管网温度变化时，热伸长受阻，产生轴向压应

力，有向约束最弱区域推进的趋势．整体稳定性验算就是要保证管道周围覆土压力抵抗管道法向力不会

向轴线法线方向凸出［５］．管廊内长直热水管道受到管道支架约束，其整体稳定性验算则是要防止管道像

“压杆”一样发生纵向屈曲［３２］．

３．２．２　局部稳定性验算　大口径热水管道属于薄壁型空间结构，无论是直埋热水管道还是管廊内架空

敷设的热水管道，在高轴向压应力的作用下，都有可能局部产生较大变形，发生局部屈曲失稳［３３］．此外，

焊接定位偏差和其他尺寸及材料的偏差造成管道缺陷，也可导致管道纵向允许压应变的下降［１６］．但是

直埋热水管道受到周围土壤的约束作用，管道变形比较均匀，应变局部积累的可能性较小；局部集中的

塑性变形仅可能出现在承受高轴向压应力或截面有缺陷的部位．架空敷设的管廊热水管道由支架支承，

有着大不相同的变形方式，而且当管道形变之后，载荷逐渐被变形吸收．

４　主要技术问题解决途径设想

４．１　管廊热水管道敷设理论体系构建设想

直埋热水管道主要受到轴心压应力作用，考虑到管道实际敷设状况，可视为既存在残余应力又有初

始几何缺陷的轴心受压构件．管廊热水管道无补偿架空敷设，受到重力载荷影响，同时，承受轴心压力和

二阶弯矩作用．在轴心压力和管道弯矩的共同作用下，弯矩最大的截面边缘纤维开始屈服，进入弹塑性

受力状态；随着轴心压力的增大，管道抗弯刚度降低，变形加快，附加弯矩增加［３２］．管廊热水管道敷设理

论体系的建立应以压弯理论为基础，将管道视为实际压弯构件，对管道在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定及弯矩

作用平面外的弯扭屈曲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由于管道应力会随管道变形的发生而减小，对于温度载荷为

主的热水管道，以管道应变为基础的非线性设计将更为合理．

同时，采用有限元分析法进行数值模拟，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修正计算公式，并进行管廊

热水管道无补偿敷设应力分析试验，明确管道应力和应力集中点分布情况，为设计施工提出理论指导．

４．２　管廊热水管道敷设工程设想

根据管廊结构能否承受供热管道热膨胀力作用，将综合管廊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４．２．１　管廊结构能够承受热膨胀力作用　能够承受供热管道热膨胀力作用的第一类管廊，热力舱室内

各固定管墩均由同一管廊底板相连，如图１所示．此时，管廊类似于直埋管道的固定墩，可将供热管道由

于内压力、外部荷载和热胀冷缩引起的力、力矩通过固定管墩传向管廊，再传向地下土壤．整个管廊类似

无数个相连的固定墩，利用管廊自身结构来提供限制管道变形作用的外力，管廊和土壤的摩擦力无需达

到管道推力的要求，无需额外增加和土壤的接触面积．

４．２．２　管廊结构不能承受热膨胀力作用　对于管廊结构不能承受热膨胀力作用的第二类管廊，此时，

有以下９种敷设方法．

１）无补偿直线敷设．类似于隧道中输油管道的无补偿敷设，两端设置固定边墩，中间设置固定支

墩．此时，管道对固定边墩的作用力较大，中间固定支墩作用力较小．

２）附加焊接钢件．通过在管道上附加焊接钢件，限制供热管道的热伸长，如图２所示．

（ａ）轴测图　　　　　　　（ｂ）轴测图　　　　　　　　（ａ）轴测图　　　　　　　（ｂ）轴测图　

　　图１　无补偿直线敷设的热水管道 图２　附加焊接角钢铺设的热水管道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ｇ．２　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ｌｄｅｄｒａｉｌ

３）焊接环向肋板．在管道上焊接环向肋板，形成彼此连接的结构限制管道的热伸长，如图３所示．

４）钢套钢．采用钢套钢结构，类似于蒸汽直埋管道，利用外层钢套管限制内层介质钢管管道的热伸

长，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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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横断图　　　　　　　　　　（ｂ）轴测图　　　　　　　　　　　（ｃ）轴测图　　　　　　

图３　铺设带有环形肋的热水管道

Ｆｉｇ．３　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ｉｂ

（ａ）横断图　　　　　　　　（ｂ）轴测图　　　

图４　铺设钢护套的热水管道

Ｆｉｇ．４　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ｔｅｅｌｊａｃｋｅｔ

５）“双胞胎”牵制．采取某种措施将供、回水

管加工成一体，以回水管道牵制供水管道的热伸

长，如图５所示．

６）“三胞胎”牵制．两根供水管配以一根回水

管，以１根回水管道牵制２根供水管道的热伸长，

如图６所示．

７）将热水管道与混凝土凹槽锁定．将供热管

道焊接成长直管道，放置在混凝土管墩凹槽内，利

用螺栓扣件将管道锁定，管道和管墩凹槽及螺栓

扣件间存在摩擦，类似于直埋供热管道中管道与土壤间的摩擦力，如图７所示．

（ａ）横断图　　　　　　（ｂ）轴测图　　　　　　　　　（ａ）横断图　　　　　　　　　（ｂ）轴测图　　　

图５　“双胞胎”牵制方式的热水管道 图６　“三胞胎”牵制方式的热水管道　

Ｆｉｇ．５　Ｗｅｌｄｅｄ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ｐｉｐ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ｉｇ．６　Ｗｅｌｄｅｄｏｎｅｒｅｔｕｒｎｐｉｐ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ｓｕｐｐｌｙｐｉｐｅ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８）其他牵制．如果管廊中还存在热水供应管道，则３根管道焊接在一起，可以起到相互牵制作用，

如图８所示．同时，高温供水管还可与热水供应管互为备用或交替使用，增加供热安全性与可靠性．

９）弹性曲线敷设．管道轴线曲线敷设，利用管道伸缩及弯曲性能吸收管道热膨胀．

（ａ）横断图　　　　　　（ｂ）轴测图　　　　　　　　　（ａ）横断图　　　　　　　（ｂ）轴测图　

图７　敷设在混凝土凹槽内的热水管道 图８　其他牵制方式的热水管道

Ｆｉｇ．７　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ｇｒｏｏｖｅ　　　　　　Ｆｉｇ．８　Ｗｅｌｄｅｄｔｈｒｅｅｐｉｐｅ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５　结束语

综合管廊作为综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集约化、现代化基础设施，能够系统地整合地下管线分

布，提升市政管网服务水平．管廊内供热热水管道的无补偿架空敷设，可以充分利用管道的材料性能，取

消热水管网中补偿器的设置，提高供热管网运行的安全性，具有良好的节能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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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悬架非线性螺旋弹簧的

设计与仿真分析

李军，李学軻

（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通过拟合空气弹簧的特性曲线，并利用螺旋弹簧刚度计算公式得到螺旋弹簧中径和高度的关系，在

ＡＮＳＹＳ对非线性螺旋弹簧模型进行载荷分析，并对结果数据进行拟合，得到所设计弹簧的特性曲线方程．对

建立四分之一悬架系统模型的动力学方程，利用摄动法将非线性弹簧特性曲线方程线性化处理且带入动力

学方程中，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进行仿真分析，以及与四分之一定刚度悬架系统对比分析．仿真结果表

明：利用空气弹簧非线性特性所设计的非线性弹簧可有效提高车辆的舒适性和平顺性，相对于定刚度悬架其

各参数指标均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和提升．

关键词：　汽车；空气弹簧；非线性螺旋弹簧；悬架系统；曲线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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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元件作为悬架系统的基础元件，直接影响车辆行驶的平顺性，合理设计弹性元件对于减少外力

对车辆的影响，改善汽车的平顺性有很大的作用［１］．文献［２］利用多目标寻优寻找悬架螺旋弹簧的三点

非线性刚度特性曲线，从而使得被动悬架刚度特性由原来的弱非线性向强非线性转变，大大改善了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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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舒适性．文献［３］以弹簧离合器为对象对弹簧的结构参数进行分析建模，并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弹簧

离合器在传递过程的应力和弹簧的径向、轴向、扭转刚度特性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还利用多目标优化算

法对所建立的弹簧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优化计算，从而得到有限组解，对已有的弹簧进行改进优

化．但该方法在优化赋权重时主观性较强，且是对已有非线性弹簧进行的优化计算．非线性螺旋弹簧具

有很好的非线性性能，可以提高车辆悬架系统的平顺性，但其设计难度大，设计时往往依靠经验设计．本

文通过拟合得到空气弹簧的非线性特性曲线，并利用离散法将空气弹簧的非线性特性结合到非线性螺

旋弹簧的设计上；最后，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上搭建四分之一悬架系统仿真模型，并与四分之一的定

刚度悬架进行对比分析．

１　空气弹簧特性曲线的拟合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是计算空气弹簧动态特性的基础［４?５］，有

狆１犞
λ
１ ＝狆２犞

λ
２． （１）

式（１）中：狆１，狆２ 为状态１，２时的气体压力；犞１，犞２ 为状态１，２时的气体体积；λ为空气多变指数，空气弹

簧一般取１．３～１．４．

在考虑大气压强情况下，空气弹簧的承载力计算式为

犉＝狆ｉ·犃ｅ． （２）

式（２）中：狆ｉ为空气弹簧表面压力，狆ｉ＝狆－狆ａ；犃ｅ为空气弹簧有效面积．对弹簧位移狓求导，可得到空气

弹簧的刚度犓 为

犓 ＝
ｄ犉
ｄ狓
＝
ｄ（狆ｉ·犃ｅ）

ｄ狓
＝
ｄ狆ｉ
ｄ狓
犃ｅ＋

ｄ犃ｅ
ｄ狓
狆ｉ＝狀（狆ｉ＋狆ａ）

犃２ｅ
犞
＋
ｄ犃ｅ
ｄ狓
狆ｉ． （３）

　　根据文献［６］空气弹簧有效面积与变形量成线性关系，有

犃ｅ＝犽Δ狓＋犃ｅ０． （４）

式中：犃ｅ０为空气弹簧初始有效面积；犽为有效面积余位移线性比例系数；Δ狓为空气弹簧的变形量．

联立式（３），（４），可得

犓 ＝λ犽
２（狆ｉ＋狆ａ）

Δ狓
２

犞
＋２λ犽犃ｅ０（狆ｉ＋狆ａ）×

Δ狓
犞
＋
λ犃

２
ｅ０（狆ｉ＋狆ａ）

犞
＋狆ｉ·犽． （５）

　　将空气弹簧的物理参数带入式（５），可绘制出力?位移（犉?Δ）的关系特性曲线，如图１所示．假定所设

图１　位移?力关系的特性曲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计的螺旋弹簧刚度特性满足式（５），且螺旋弹簧轴向的

刚度是连续的．弹簧中径犇与刚度犓 的关系为

犓 ＝
犌犱４

８犇２狀
．

　　将上式代入式（５），可以得出位移?中径（Δ?犇）的关

系函数．

空气弹簧的物理参数和建模参数，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中：犃ｅ为有效面积；ｄ犃ｅ／ｄ狓为有效面积变化率；

犔为空气弹簧本体体积；犺为标准工作高度；狆０为初始工

作内压；狀ｔｏｔ为总圈数；狀为有效圈数；犱为簧丝直径；狋为

螺距；犎０ 为自由高度；犈为弹性模量；γ为泊松比．

根据表１，２中的参数绘制出位移?中径关系曲线，

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每一个位移值对应一个中径值，表明了每一个位移相当于对应中径当量的圆

柱螺旋弹簧．即每个当量中径值的螺旋弹簧皆对应唯一一个位移值，所有的位移值连续起来就组成了连

表１　空气弹簧的物理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ｉｒｓｐｒｉｎｇ

名称 犃ｅ／ｍ
２ ｄ犃ｅ／ｄ狓 犔／Ｖ 犺／ｍｍ 狆０／ｋＰａ

参数值 ０．２１０８３ ０．１２５１２ ２５ ２００ ３６５

４５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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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空气弹簧的建模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ｐ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名称 狀ｔｏｔ 狀 犱／ｍｍ 狋／ｍｍ 犎０／ｍｍ 犈／ＧＰａ γ

参数值 １０．７５ １０ ２０ １８．８５ ２００ １７９ ０．３

图２　位移?中径的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ｕ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

续的中径可变的圆柱螺旋弹簧．

将图２中的位移扩展到弹簧的自由高度，其扩展的

基本原理是，在对弹簧自由高度进行压缩时，其位移的

距离是各圈之间的空隙距离．因此，应尽可能多在图２

中取点，在每个点的位移值上加上螺旋弹簧的簧丝直

径，与之对应的中径不发生改变．此时，所得到一一对应

的点集所组成的曲线是弹簧中径与轴向高度的关系图．

２　模型的建立与载荷特性分析

由位移?中径关系图扩展可得到弹簧中径与轴向高

度的关系曲线，即可绘制出弹簧的二维图，如图３所示．

根据中径和弹簧高度的关系和弹簧基本参数，在Ｐｒｏ／Ｅ

中建立中径和弹簧高度的函数曲线，并以此函数曲线为弹簧扫略路径，建模时设定簧丝直径犱为定值

２０ｍｍ．对绘制好的弹簧三维模型上下端切平处理，保证其总圈数和有效圈数，并将其导入ＡＮＳＹＳ中

进行载荷分析．

由于梁单元节点和单元数少，计算规模小，为设置接触单元方便，选择梁单元Ｂｅａｍ１８８划分弹簧

网格．接触采用三维梁接触单元Ｃｏｎｔａｃｔ１７６，与之对应的目标单元采用Ｔａｒｇｅｔ１７１单元，螺旋弹簧的自

接触也采用同样的接触对单元．Ｃｏｎｔａｃｔ１７６单元可设置螺旋弹簧的接触面大小，在分析过程中，得以准

确模拟螺旋弹簧的接触［７］．在分析过程中，边界条件设定为：在下端弹簧的底端加上固定约束，在上端弹

簧上表面轴线方向施加法向载荷．由于螺旋弹簧特性的对称性，因此，只分析其压缩载荷下的位移情况，

最终得到的应力云图及结构变形图，读取该载荷下的位移值，如图４所示．

图３　弹簧二维平面图（单位：ｍｍ）　　　　　　　　　　图４　应力云图及结构变形图

　　　　　Ｆｉｇ．３　２Ｄｐｌａｎ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ｍｍ）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加载２０个大小不同的载荷，最终得到的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犉为载荷；Δ

为位移量；犓ｃ为刚度计算值．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处理表３中的结果数据和拟合函数狔１＝ｐｏｌｙｆｉｔ（狓，狔，犖）拟合得到载荷函数
［８］．根

据经验，３次拟合已经可以达到很好的精度．因此，拟合过程中采用３次拟合，即

犉＝０．０８狓
３
＋０．０９狓

２
＋１．０４狓＋２．０９． （６）

　　据此绘制拟合曲线，并与空气弹簧的位移?力的关系特性曲线作对比，如图５所示．

同理，拟合出刚度函数计算式为

犓 ＝７４．７狓
２
＋１０７．５狓＋６５８．０８． （７）

　　据此绘制拟合曲线，并与空气弹簧的位移?刚度的关系特性曲线作对比，如图６所示．

５５７第６期　　　　　　　　　　　 李军，等：汽车悬架非线性螺旋弹簧的设计与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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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有限元分析结果数据

Ｔａｂ．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ａｔａ

犉／ｋＮ Δ／ｍｍ 犓ｃ／ｋＮ·ｍ
－１ 犉／ｋＮ Δ／ｍｍ 犓ｃ／ｋＮ·ｍ

－１ 犉／ｋＮ Δ／ｍｍ 犓ｃ／ｋＮ·ｍ
－１

０ ０ ０ ３．３０ ３４．６１ ９５．３５１ ２５．００ ６９．０８ ３６１．９１８

０．０２ ６．５２ ３．０６７ ５．００ ４０．８７ １２２．３３１ ３０．００ ７２．９７ ４１１．１２３

０．１０ ９．５８ １０．４３９ ７．００ ４５．４９ １５３．８７２ ３７．００ ７７．８４ ４７５．３２１

０．３０ １４．９９ ２０．０１８ ９．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８７．３４７ ４５．００ ８４．５１ ５３２．４５８

０．７０ ２１．１５ ３３．０９０ １２．００ ５３２．７９ ２２．５２３ ５２．００ ８７．９８ ５９１．０３２

１．３０ ２５．６９ ５０．６１１ １６．００ ６０．０２ ２６６．５６１ ６２．００ ９３．７６ ６６１．２８９

２．００ ２８．１２ ７１．１３６ ２０．００ ６４．１８ ３１１．６２４

图５　位移?力的关系特性曲线对比图 图６　位移?刚度的关系特性曲线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由图５，６可知：经过拟合的弹簧特性曲线与空气弹簧相比存在一定误差．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４

个主要因素．

１）相同位移下，所设计的非线性弹簧产生的力比空气弹簧大，且位移越大误差越大．即产生的原因

有曲线拟合时有误差，弹簧高度?中径曲线离散取点在建三维模型时有误差，以及有限元分析结果数据

拟合时存在误差等３个方面．

２）所设计的非线性弹簧的刚度．在小位移下，与空气弹簧相比小，而在大位移下，与空气弹簧相比

要大，且误差随着位移的增大而逐渐增大．

３）所设计的非线性弹簧的刚度，在其自由高度时刚度为零，而空气弹簧则不为零．原因是由于橡胶

图７　四分之一汽车

悬架系统简化模型

Ｆｉｇ．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ｃａｒ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

的迟滞效应使空气弹簧的位移?刚度关系曲线左移，且空气弹簧充气后其表面

已经存在压力．

４）考虑到螺旋弹簧的对称性，其拉伸时的特性曲线相对其特性依然满足

前面３个因素．

３　模型的建立及其仿真分析

３．１　四分之一悬架模型的建立

所拟合的非线性弹簧作为悬架系统的一部分，在优化后应利用系统验证

其性能，即优化与控制［９］．因此，建立四分之一汽车悬架系统简化模型，如图７

所示．基本参数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犕ｓｅ为座椅和驾驶员质量；犕ｓ为四分之一

悬架质量；犕ｕ为四分之一非悬架质量；犫ｓ为车辆悬架阻尼比；犫ｓｅ为座椅悬架阻

尼比；犓ｕ为轮胎刚度；犓ｓ为汽车悬架弹簧刚度；犓ｓｅ为座椅悬架弹簧刚度．

表４　汽车悬架系统简化模型的仿真参数值

Ｔａｂ．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参数 犕ｓｅ／ｋｇ 犕ｓ／ｋｇ 犕ｕ／ｋｇ 犫ｓ／ｋＮ·ｓ·ｍ
－１ 犫ｓｅ／ｋＮ·ｓ·ｍ

－１ 犓ｕ／ｋＮ·ｍ
－１ 犓ｓ／ｋＮ·ｍ

－１ 犓ｓｅ／ｋＮ·ｍ
－１

数值 ９０ ２５０ ４０ ２．５ ３ １２５ ２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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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受力分析可得驾驶员和座椅质量犕ｓｅ运动方程
［７］．

簧上质量运动方程为

犕ｓ̈犣ｓ＋犓ｓｅ（犣ｓｅ－犛ｓ）＋犫（犣ｓｅ－犣ｓ）＋０．０８（犣ｓｅ－犛ｓ）
３
＋

　　 　０．０９（犣ｓｅ－犛ｓ）
２
＋１．０４（犣ｓｅ－犛ｓ）＋２．０９＋犫ｓ（犣ｓ－犣狌）＝０，

犕ｓｅ̈犣ｓｅ＋犓ｓｅ（犣ｓｅ－犛ｓ）＋犫（犣ｓｅ－犣ｓ）＝

烍

烌

烎０．

（８）

　　簧下质量运动方程为

犕ｕ̈犣ｕ＋犓ｓｅ（犣ｓｅ－犛ｓ）＋犫（犣ｓｅ－犣ｓ）＋０．０８（犣ｓｅ－犛ｓ）
３
＋

０．０９（犣ｓｅ－犛ｓ）
２
＋１．０４（犣ｓｅ－犛ｓ）＋２．０９＋犫ｓ（犣ｓ－犣ｕ）＝０．

（９）

式（８），（９）中：犣ｓｅ，犣ｓ，犣ｕ分别表示座椅和驾驶员位移、四分之一悬架质量位移、非悬架质量位移；犕ｓｅ，

犕ｓ，犕ｕ分别表示座椅和驾驶员质量、四分之一悬架质量质量、非悬架质量质量；犓ｓｅ，犓ｓ，犓ｕ 分别表示座

椅和驾驶员刚度、四分之一悬架质量刚度、非悬架质量刚度；犫ｓｅ，犫ｓ，犫ｕ分别表示座椅和驾驶员阻尼比、四

分之一悬架阻尼比、非悬架质量阻尼比．

由于犉是非线性的３次位移函数，文中使用的数学模型是建立在定刚度的基础上的，同时，为了简

化建模的难度，因此，将其简化，即将其二次项和三次项分别线性化处理．

摄动定理又称小参数展开法，利用摄动法可以求解方程的渐进解．通常要将物理方程和定解条件无

量纲化，在无量纲方程中选择一个能反映物理特征的无量纲小参数作为摄动量；然后，假设解可以按小

参数展成幂级数，将这一形式级数代入无量纲方程后，可得各级近似方程．依据这些方程可确定幂级数

的系数，对级数进行截断，便得到原方程的渐进解．由于初始时系统处于平衡位置，在考虑外界激励的情

况下为简单起见不考虑整个方程的通解．利用摄动定理可以很好地将非线性微分方程展开的特点，可以

得到式（８），（９）的解为

犣ｓｅ＝犣０＋ζ犣１＋ζ
２犣２＋…＋犣′０＋ζ犣′１＋ζ

２犣′２＋…，

犣ｓ＝犣ｓ０＋ζ犣ｓ１＋ζ
２犣ｓ２＋…＋犣′ｓ０＋ζ犣′ｓ１＋ζ

２犣′ｓ２＋…，

犣ｕ＝犣ｕ０＋ζ犣ｕ１＋ζ
２犣ｕ２＋…＋犣′ｕ０＋ζ犣′ｕ１＋ζ

２犣′ｕ２＋…

烍

烌

烎．

（１０）

式（１０）中：ζ为表示弹簧非线性度的参数；犣０，犣１，…，犣ｓ０，犣ｓ１，…，犣ｕ０，犣ｕ１等分别为式（１０）各式的解．

将式（１０）带入式（８），（９），把式中各项的非线性项在犣０，犣ｓ０，犣ｕ０附近展开成ζ的幂级数并移到等式

右边，比较ζ的系数可得

犕ｓｅ犣０＋犓ｓｅ（犣０－犣ｓ０）＋犫（犣０－犣ｓ０）＝０，

犕ｓ犣ｓ０＋犓ｓｅ（犣０－犣ｓ０）＋犫（犣０－犣ｓ０）＋０．０８（犣０－犣ｓ０）
３
＋

　　　　０．０９（犣０－犣ｓ０）
２
＋１．０４（犣０－犣ｓ０）＋２．０９＋犫ｓ（犣ｓ０－犣ｕ０）＝０，

犕ｕ犣ｕ０＋犓ｓｅ（犣０－犣ｓ０）＋犫（犣０－犣ｓ０）＋０．０８（犣０－犣ｓ０）
３
＋

　　　　０．０９（犣０－犣ｓ０）
２
＋１．０４（犣０－犣ｓ０）＋２．０９＋犫ｓ（犣ｓ０－犣ｕ０）＝０，

犕ｓｅ犣１＋犓ｓｅ（犣１－犣ｓ１）＋犫（犣０－犣ｓ１）＝０，

犕ｓ犣ｓ１＋犓ｓｅ（犣１－犣ｓ１）＋犫（犣１－犣ｓ１）＋０．０８（犣１－犣ｓ１）
３
＋

　　　　０．０９（犣１－犣ｓ１）
２
＋１．０４（犣１－犣ｓ１）＋２．０９＋犫ｓ（犣ｓ１－犣ｕ１）＝０，

犕ｕ犣ｕ１＋犓ｓｅ（犣１－犣ｓ１）＋犫（犣１－犣ｓ１）＋０．０８（犣１－犣ｓ１）
３
＋

　　　　０．０９（犣１－犣ｓ１）
２
＋１．０４（犣１－犣ｓ１）＋２．０９＋犫ｓ（犣ｓ１－犣ｕ１）＝０，

　　　　

烍

烌

烎

（１１）

　　对比各项系数可求得狕０，狕ｓ０，狕ｕ０，…，最终得到方程的解．此时，非线性方程可近似转换成线性方程．

３．２　仿真分析

为了能真实地反映汽车在实际路面上行驶的状况，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搭建的四分之一悬架仿真模

型［１０］，如图８所示．当路面输入为白噪声，其路面谱输入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犚为不平度．

经过仿真，定刚度四分之一悬架模型与拟合非线性刚度四分之一悬架模型的各输出变化对比，如图

１０所示．图１０中：犪为车身加速度；Δ为车身位移．

由图１０（ａ）可知：座椅和驾驶员位移量随时间不断波动，位移波幅下降约５０％，下降幅度明显，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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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四分之一悬架仿真模型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图９　用白噪声模拟的地面不平度

Ｆｉｇ．９　Ｇｒｏｕｎｄｎｏｉｓｅｗｉｔｈ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增多．这说明对于随机输入的白噪声，非线性弹簧比定刚度

弹簧有更好的减震效果，波峰增多说明对于同样的白噪声

输入，其波动斜率减小．由图１０（ｂ）可知：对比非线性弹簧

和定刚度弹簧簧上质量位移可以看出，其减震效果十分明

显，波峰增多．由图１０（ｃ），（ｄ）可知：车身加速度和车身位

移量随时间波动，车身位移值，车身加速度相对下降且波动

斜率减小．

仿真结果表明：非线性刚度悬架对白噪声输入时各指

标出现振幅减小，波动斜率减小的情况，对振动具有更好的

调节能力，从而提高了车辆的平顺性和舒适性．

　　（ａ）犣ｓｅ （ｂ）犣ｓ

　　（ｃ）车身加速度 （ｄ）车身位移

图１０　非线性刚度悬架模型与定刚度悬架模型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ｉｇｉｄ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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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通过对空气弹簧的分析，找出空气弹簧刚度和位移的变化关系；然后，根据螺旋弹簧刚度的计算公

式，得到弹簧中径与轴向高度的关系曲线．在ＡＮＳＹＳ中对所建模型进行载荷分析，并对结果数据进行

拟合，得到所设计弹簧的特性曲线方程．通过拟合得到的刚度特性曲线、力?位移特性曲线与空气弹簧相

比存在一定误差，其主要表现为在小位移时所设计弹簧刚度比空气弹簧小，而在大位移时所设计弹簧刚

度比空气弹簧大．

文中所设计的非线性螺旋弹簧为对应于空气弹簧在其某一内压下的非线性特性功能．通过建立四

分之一悬架模型的动力学方程，利用摄动法将非线性弹簧特性曲线方程线性化，并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

ｌｉｎｋ中对四分之一定刚度悬架和四分之一非线性刚度悬架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车身位移

值、车身加速度、座椅和悬架位移量随时间波动，相对于定刚度弹簧波幅下降约５０％．说明非线性刚度

悬架对输入具有更好的调节能力．因此，利用空气弹簧的非线性特性所设计的非线性弹簧，可有效提高

车辆的舒适性和平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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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质量差和超小导程／直径比丝杠传动的

　　　点胶量精细计量技术及系统设计（英文）

顾立志，郭帅亮，韩佳兴，钟琛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基于冗余技术原理，采用制件点胶前后质量差和超小导程／直径比阿基米德丝杠技术组合，辅以自润

滑双导轨设计，保证点胶量控制胶滴为（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ｇ；采用模块化设计，实现点胶机性能的高精度和功能

的适度柔性，并通过模块化试制模拟样机，优化点胶机的空间结构及整机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案保证

了点胶量的实时精密控制且同时满足生产节拍的要求．

关键词：　精细计量；点胶量；质量差；超小导程／直径比丝杠；冗余技术；线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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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ｉｓｄｏｎｅａ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ｓｃｒｅｗ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ｕｅｂａｒｒｅｌｖｏｌｕｍ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ｔｉｏｏｆ

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ｓｃｒ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ｇｕｉｄｅｒａｉ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

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ｄｒｏｐｗｉｔｈｉｎ（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ｇ．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ｍｏｄｕｌａ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ｓｄｏｎ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６７第６期　　　　　　ＧＵＬｉｚｈｉ，犲狋犪犾：Ｐｒｅｃｉｓ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Ｇａｕ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Ｕ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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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１　犇犻狊狆犲狀狊犻狀犵犙狌犪狀狋犻狋狔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犆狅狀狋狉狅犾犜犺犲狅狉狔犅犪狊犲犱狅狀

犚犲犱狌狀犱犪狀犮狔犕犲狋犺狅犱犛犲犮狋犻狅狀

１．１　犅犪狊犻犮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犈狆狅狓狔犚犲狊犻狀犃犅犌犾狌犲狊

Ｅｐｏｘｙｒｅｓｉｎ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ｇ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ｂａｓ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ａｂｌｅ１．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ｏｘｙｒｅｓｉｎＡＢｇｌｕｅ

表１　环氧树脂胶的基本物理性能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ｇ·ｃｍ
－３ ０．９８０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Ｐａ ≥１２７．４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ＭＰａ ５０～８０ 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Ｐａ ≥２１５．６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ｍａｔｔｅｒ／％ ≤１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８～４．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ｂｒｏｗ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ｌｉｑｕｉｄ 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０１５Ω·ｃｍ ≥１．３

ｈａｒｄｄｅｇｒｅｅ（ＳｈｏｒｅＤ） ≥７０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０１４Ω ≥１．２

ｗａｔ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０．１５ 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ｋＶ·ｍｍ
－１

≥１６～１８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Ｐａ ≥４９０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ｇｌｕｅｄｒｏｐｉｓ（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ｇ，ｇｌｕｅｐｏｉｎｔｉｓａ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ｈａｌ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ｈｙｔｈｍｉｓａｇｌｕｅ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ｅ１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ｏｔａｌｆｏｒ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ｔ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ｓ０．２ｓｅｃｏｎｄ．

１．２　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狅犳犕犪狊狊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犇犻狊狆犲狀狊犲犱犘犪狉狋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ｏｘｙｒｅｓｉｎａｂｇｌｕ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ｇｌｕｅｍａｓｓ．Ｉｔ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ｇｌｕ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ｕｔ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ｐａｒｔｓ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ｔｕｂ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ｔｓ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

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Δ犕ｃ＝犕ｃｂ－犕ｃａ，　　Δ犕ｐ＝犕ｐｂ－犕ｐａ． （１）

Ｗｈｅｒｅ犕ｃｂｉｓｔｈｅｍａ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ｔｕｂｅｂｅｆｏｒ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犕ｃａｉｓｔｈｅｍａ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ｔｕｂｅ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ｐｅｎ

ｓｉｎｇ；犕ｐｂｉｓｔｈｅｍａｓｓｏｆｐａｒ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犕ｐａｉｓｔｈｅｍａｓｓｏｆｐａｒｔｓ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Ｗｅｔａｋｅｔｈｅ

ｇｌｕｅｍａｓｓ

犕犵 ＝ｍｉｎ｛Δ犕ｃ，Δ犕ｐ，（Δ犕ｃ＋Δ犕ｐ）／２｝． （２）

　　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ｉ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ｌｕｅｍａｓｓ犕ｓｗｅｈａｖｅ

Δ犕 ＝犕ｇ－犕ｓ． （３）

　　Ｔｈｅｍａ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ｎｅｘｔｄｒｏｐ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３　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犝犾狋狉犪?犐狀犳犻狀犻狋犲狊犻犿犪犾犔犲犪犱／犇犻犪犿犲狋犲狉犚犪狋犻狅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ｕｌ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ｔｉｏｓｃｒ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ｃｒｅｗａｘ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ｗｅｈａｖｅ

Δ狓＝犔·Δθ／３６０． （４）

ＷｈｅｒｅΔθｉｓ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Δθ＝２·Δ狊／犱；Δ狊ｉｓｔｈｅ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Δθ；犔ｉｓｔｈｅｌｅａｄｏｆ

ｔｈｅｓｃｒｅ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ｎｔｈｅ

ｓｃｒｅｗａｘ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Ｆｒｏ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３）ｗｅｋｎｏｗｔｈａｔｉｆ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ｓ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ｏｎｅｗａｙｍａｙ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ｓｃｒｅｗ

ａｘ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ｗａｘ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ｙｂｅｄｏｎｅ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

２６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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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Ｕｌ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

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ｔｉｏｓｃｒｅｗ

图１　超小导程／直径比丝杠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ｉｔ．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ｔｉｓｏｆｅａｓｅｔｏ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ａｒｃ

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ｔｈｅｕｌ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ｔｉｏｓｃｒ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ｓ

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ｈｅｓｃｒｅｗｏｆｇｌｕｅｂａｒｒｅｌ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ｃｒｅｗ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犱，ａｎｄｌｅａｄｏｆ犔．Ｔｈｅｎｗｅｈａｖｅｔｈｅ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ｔｉｏ犔／犱≤ε，ｗｈｅｒｅ

ε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ｔ，ｔｈｅｍｏ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ｌ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ｎｕｔｍｏｖ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ｕｔａｎｄｓｃｒｅｗｉｓ

ｍｏｒｅ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ε≥１／７．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ｈｙｔｈｍ，ε≤１／１０ｉ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ｔｈｅｕｌｔｒ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ｍａｌ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ｔｉｏ．

１．４　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犅犪狊犲犱狅狀犚犲犱狌狀犱犪狀犮狔犕犲狋犺狅犱狊

Ｗｉｔ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ｔｕｂｅ

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Δ犕 ＝ρπ狉
２
Δ狓． （５）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ｍａ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ｌ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犕ｐｒａ＝

ｍｉｎ｛｜犕犻－犕ｓｔａ｜｝．Ｉｎｈｅｒｅ，犕ｐｒａ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ｕｓｅｄ；犕犻ｉｓ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犕ｓｔａｉｓａｐｒｅｓｅｔｉｄｅａｌｖａｌｕｅ．

２　犚犲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犻狊狆犲狀狊犻狀犵犘狉犲犮犻狊犲犆狅狀狋狉狅犾犪狀犱犛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２．１　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犔犲犪犱犛犮狉犲狑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犳狅狉犝犾狋狉犪?犛犿犪犾犾犔犲犪犱／犇犻犪犿犲狋犲狉犚犪狋犻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ｃｔｕａｌｎｅｅｄ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ｇｌｕ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ｉｓ８ｍｍ，ｄｒｉｖｉｎｇｌｅａｄｓｃｒｅｗｗｏｒｋ

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８０ｍｍ，ｌｅａ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１／１０，ｌｅａｄ犔＝８ｍｍ，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ｒ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ｈｙｔｈｍ，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ａｄｒｏｐｉｓｗｉｔｈｉｎ０．２ｓ

ｉ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ｉｓ０．２ｇ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ａｔｓｃｒｅｗｗａｌｋｓｉｎ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ｉｓ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Δ狓＝
Δ犕

ρπ狉
２ ＝

０．２

１．０３×３．１４×０．４×０．４
＝３．８６ｍｍ．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ｅｌｏ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Δθ＝３６０
Δ狓
犔
＝１７３．７°＝３．０３ｒａｄ，　　Δ狊＝Δθ

犱
２
＝１２１．２０４ｍｍ．

２．２　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犇犻狊狆犲狀狊犻狀犵犖犲犲犱犾犲犠犻狋犺犜狑狅?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犆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犻狅狀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ｉｓｔ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ｔｈｅｇｌｕ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８ｍｍ，ａｎｄｂａｌｌ

ｈｉｎｇ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ｌｅａｄｓｃｒ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ｉｓｔｏｎ．Ｉｔｉ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ｉｓｔｏｎ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ｂｅｉｎｇｍａｔｃｈ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ｎ

ｔｏｄｒｉｖｅｔｈｅｇｌｕｅｔｏ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ｅｄｌｅ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２．

２．３　犕犿狅犱狌犾犪狉犪狀犱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犠犺狅犾犲犇犻狊狆犲狀狊犻狀犵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犛狔狊狋犲犿

２．３．１　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ｏｔｏｒ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ｍｏｔｏｒ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ｓｃｒｅｗ．Ｔｈｅｌ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ｗ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８ｍｍ．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ｍｏｔｏｒｗｈｏｓｅｓｔｅｐａｎｇｌｅ

ｉｓ１．８°ａｎｄｉｆｉｔｔｕｒｎｓ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ｌｓｅｓｉｓ：３６０°÷１．８°＝２００．Ｎｏｗ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ｄ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ｅｐａｎｇｌｅｉｓｅｑｕａｌ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８ｐａｒｔｓ，ｔｈｅｎｅａｃｈｓｔｅｐｏｆｔｈｅｍｏ

ｔｏｒｉｓｗｉｔｈ１．８°÷８＝０．２２５°，ａｎｄｔｕｒｎｉｎｇａｃｉｒｃｌｅｎｅｅｄｓ３６０°÷０．２２５°＝１６００ｐｕｌ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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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Ｆｉｇ．２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图２　圆柱形双组份补偿式点胶针管结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ｔ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ｅａｃｈｓｔｅｐ：ｌｅａｄｓｃｒｅｗｗｉｔｈａｌｅａｄｏｆ８ｍｍ

ｗｉｌｌｍｏｖｅ８ｍｍｅｖｅｒｙｔｕｒｎ，ａｎｄ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ｅｐｉｔｍａｙｈａｖｅａ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８÷１６００＝０．００５ｍｍ／

ｓｔｅｐ．

２．３．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ｏｆｃｉｒｃｕｉ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ｐａｒｔ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ｉｌｌｍ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ｓｔｏｔｈｅｎｅｘ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ａ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ｆｉｘｔｕｒｅ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ｍ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ｆｉｘ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ｒ

ｄｅｒｏｆａｎｙｔｗｏｗｏｒｋ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２．３．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ｅｄｌｅｔｕｂ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ｙｉｓ８ｍｍ，ｄｒｉｖ

ｉｎｇｌｅａｄｓｃｒｅｗ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４０ｍｍ，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ａｄ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ｌｅａｄｏｆ１０ｍｍ．

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５），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ｅｄ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ｓ

Δ狓＝
Δ犕

ρπ狉
２． （６）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４），ｗｅｈａｖｅ

Δθ＝３６０
Δ犕

ρπ狉
２犔
． （７）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ｉｓ

Δ狊＝
犱
２
Δθ．

　　Ｗｈｅｒｅ犱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ｓ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ｃｒｅｗ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犔ｉｓｔｈｅｌ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ｗ．

３　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犕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犆狅狀狋狉狅犾犛狔狊狋犲犿

３．１　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犔犲犪犱犛犮狉犲狑犕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犝狊犻狀犵犝犾狋狉犪?犛犿犪犾犾犔犲犪犱／犇犻犪犿犲狋犲狉犚犪狋犻狅

Ｉｎｄｅｅｄ，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ｄｓｃｒ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ｆｏｒ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ｃｒｅｗｄｉａｍｅｔｅｒ，犱＝８０，ｔｈｅｌｅａｄ（ｈｅｒｅｅｑｕａｌｔｏｐｉｔｃｈ），犔＝８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ｔｈｅｒａｎｇｅ

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ｕｔ，犇＝３０（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ε＝

１／１０．

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

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ｃｒｅｗ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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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ｉｓ１００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ａｂｌｅ２．Ｑｕａｎｔｉ

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ｄｒｏ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ｎｉｎ

ｔｈｉｓｔａｂｌｅ．

Ｔａｂ．２　Ｓｏｍｅｄａｔａｏｆ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表２　点胶量计量的部分数据

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Δ犕ｃ／ｇ Δ犕ｐ／ｇ Δ犕／ｇ 犕ｇ／ｇ 犕ｐｂ／ｇ 犕ｐａ／ｇ 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ｍｍ

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４ ０．２０ ５０５．３１ ５０５．５５４ １２１．２０４＋４．３

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１８ ０．２２ ５０５．３０ ５０５．５１８ １２１．２０４＋５．５

３ ０．１９９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０ ０．２３ ５０５．３２ ５０５．５５０ １２１．２０４＋５．６

４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９ ０．２０ ５０５．３３ ５０５．５３９ １２１．２０４＋５．１

５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２ ０．２２ ５０５．３２ ５０５．５５１ １２１．２０４＋５．４

６ ０．２００ ０．２２０ ０．２１７ ０．２１ ５０５．３１ ５０５．５４２ １２１．２０４＋５．０

７ ０．２０５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０ ０．２２ ５０５．３３ ５０５．５５２ １２１．２０４＋５．６

　　Ｔａｂｌｅ２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ｈｅｒｅ

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ｓ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ｕｓｉｎｇΔ犕ｃｏｒ

Δ犕ｐａｌｏｎｅ，ｉｔｓ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ｉ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ｒ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ｓｓｃａｎｆｕｌｌｙｂｅｍｅ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

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ｗｉｔｈ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ｔｕｂｅ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ｏｎ

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ｐａ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ｈ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ａ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ｒｅａｃｈ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ｌｕ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ｇ．

Ｉｆｔｈｅｇｌ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ｅｒｓｃｒ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ｒ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ｕ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ｄａｐｔ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ｈ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ｒ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ｃａｎｂ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ＫＩＰＭＡＮ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ｏｂｅ?ｂａｓｅｄｄｒｏ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

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Ｓ，Ｆｌｕｉｄ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ｍａｇｅＸｐ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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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Ｉｎｃ，２０１０：４８８?４９１．

［２］　ＷＡＮＧＮ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ｇｈｕｉ，ＷＥＩＳｈｕａｉ，犲狋犪犾．Ａｖｉｓ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ｌｕ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Ｃ］∥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５：５３６?５５１．

［３］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Ｍ，ＭＯＲＥＮＯＧ，ＰＥＬＡＥＺＡ，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

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ｔａｇｅｎａ：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１?５．

［４］　ＪＯＨＮＳ．Ａｍｍｕｎｉ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ｓｆｉｎｄａｓｉｌｖｅｒ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ｅａｌａｎｔ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ｉｓ

ｐ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１，５４（７）：３４?３６．

［５］　ＫＡＢＵＲＬＡＳＯＳＶＧ，ＰＡＣＨＩＤＩＳＴ．Ａｌａｔｔ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ｆｏｒ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ａｒａｔｅ

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１６（１）：６８?８３．

［６］　ＳＨＥＮＩＦＹ Ｍ，ＤＡＮＥＳＨ ＡＳ，ＧＯＣＩＭ，犲狋犪犾．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ｉｔｈ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０（２）：１?１２．

［７］　ＴＯＨＣＫ，ＮＧＳＬＪ，ＴＡＮＹＯ．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ｃａｖｉｔｙｆｏｒ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ｓｉ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ｏｕｌ：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３４７?３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ＣｏＡＳＥ．２０１２．６３８６３５３．

［８］　ＴＡＹＬＯＲＨＫ．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ｄＵＶｎａｎｏｉｍｐｒｉｎｔ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ｎａｂｌｅｄｂｙｆａｓ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ｓｉｎｆｌｏｗａ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ａｎｄ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ｃａｌｅｓ［Ｃ］∥ＳＰＩ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ａｎＪｏｓｅ：ＳＰＩＥ，２０１６：

９７７７０Ｅ．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７／１２．２２１８７５７．

［９］　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ｍｉｎｇ，ＤＵＹｕｈｏ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ａｎｔｒｙｒｏｂｏｔｆｏｒｄｙｅ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ｔｓ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ｂｅｌｔｄｒｉｖｅｎ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Ｋｅ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１，４５８：３１３?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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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改善显微成像系统的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对透射式显微镜照明装置中的聚光镜进行优化设计．

首先，分析由双透镜组成的阿贝聚光镜光轴不对中、通光孔径小等问题对成像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提

出用单一非球面透镜替代双透镜聚光镜来改善成像质量的方法．最后，实测聚光镜改进前后的照明装置对显

微镜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２０Ｘ，４０Ｘ物镜下，使用单个非球面透镜

组成的聚光镜的照明装置的照明均匀度分别达到０．５０％和０．６６％，比改进前的双透镜聚光镜的均匀度提高

５倍；同时，优化聚光镜后的照明装置光照度比优化前分别提高了１５％和１７％．实际样本实验也表明，使用单

个非球面镜聚光镜的照明装置能有效提高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可以改善透射式光学显微镜的成像质量．

关键词：　照明均匀度；光照度；非球面透镜；阿贝聚光镜；光学显微成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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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自动数字扫描显微成像技术的发展，光学显微成像技术在病理诊断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病

理诊断和生物检测的成像过程中对图像质量要求越来越高［１?２］，图像的好坏直接影响光学显微系统的评

定、自动对焦精度等问题［３］．照明装置是光学显微成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是

影响显微成像系统图像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光学显微系统的性能直接受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的影响，

文献提出分别采用软件和硬件的方法来提升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的性能．李庆忠等
［４］运用小波变换算

法增强图像照度；梁琳等［５］阐述了图像增强算法对不同领域的图像均匀性提升；朱珂汉等［６］采用掩膜法

对透射显微镜的照明均匀度进行了有效校正．软件算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图像质量，但往往容易受背

景与样本的对比度影响，改善效果并不明显．硬件优化则是在成像前对照明光路做了改进．朱晓萌等
［７］

在基于卤素灯光源的基础上研制了一套ＦＦ?ＯＣＴ成像系统，使用改进型科勒照明装置在提升图像质量

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Ｄｅｎｇ等
［８］早期将近百个复眼透镜阵列植入聚光装置内，显著地改善了成像均

匀性；王沛沛等［９］利用双排复眼透镜实现大面积均匀照明．由于复眼透镜太小加工难度大、成本高且工

作环境要求严格，较少在普通生物显微镜上应用．本文采用只包含单个非球面透镜的聚光镜来同时提升

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可行．

１　显微镜照明装置的原理与优化分析

１．１　显微镜的照明装置

常用显微镜的照明装置有临界照明和科勒照明．临界照明实际上就是把光源（比如灯丝）直接成像

图１　科勒照明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Ｋｏｈｌｅ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到被照物体上的一种照明方法．这种照明方法容易实现且

光能利用率高，相当于在物平面上放置光源，但容易受光源

表面亮度不均匀或细小的结构影响．观测生物标本一般采

用比临界照明装置具有更高均匀度的科勒照明．常规科勒

照明的原理，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灯丝产生的卤素光

源经集光镜在光阑２成像，再由聚光镜将光阑２得到的光

在物镜的入口成像（一般为无穷远处）；同时，聚光镜还将光

阑１进入的光成像于标本面上；光阑１，２可以分别调整光源的入光孔径和视场成像光阑，分别称为孔径

光阑和视场光阑．因此，科勒照明能够获得均匀的照明效果．

在科勒照明中，聚光镜在孔径光阑和视场光阑的成像时都扮演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证系统的照明均

匀度．因此，对聚光镜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聚光镜通常是由多个透镜组成，多透镜轴向是否对中是影响聚

光镜性能的主要因素．透射光照明成像系统结构简图，如图２所示．通过改进多透镜组是提高照明装置

图２　透射光照明成像系统结构简图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的光照度和均匀性的方法之一．

１．２　显微成像系统的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

采用均匀度和光照度指标分析显微成像质量．由光照度

的定义［１０?１１］可知，光照度（犈）、光强值（犐）、光源与受照面积之

间的距离（犚）、光源通过照明装置的孔径角（γ）之间的关系为

犈＝ （犐×ｃｏｓγ）／犚
２． （１）

　　由此可知：光照度和点光源的光强成正比，与光照距离平

方成反比，与孔径角γ的余弦值成正比．当γ＝０（即垂直照明）时，光照度达到最大．

由光照度可得照明均匀度的定义［１２］为

犝（狓，狔）＝ ［犈（狓，狔）－珚犈］／珚犈． （２）

式（２）中：犝（狓，狔）为照明均匀度；珚犈为被照明物体表面照度的平均值；犈（狓，狔）为被照明物面上某点的照

度值，通常照度值可以是灰度值大小．式（２）可以直观地理解为各点照度与平均值的差异，但仅仅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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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平均结果．为了定量的评价优化方案，采用光照度和均匀度进行度量．

１）光照度的度量．光照度的度量采用平均灰度值的比率（η）度量，计算式为

η＝
珔犐Ｂ／珔犐Ｆ． （３）

式（３）中：珔犐Ｆ，珔犐Ｂ 分别为优化前后的图像平均灰度值．当η＞１时，表示新聚光镜的光照度更好；当η＝１

时，表示聚光镜无优化效果；而当η＜１时，表示新聚光镜的光照度更差．

２）均匀度的度量．均匀度表示图像每个像素点与整体均值的偏离程度，可用变异系数犮Ｖ 表示，即

犮Ｖ ＝δ／珔犐． （４）

式（４）中：δ＝
１

（犕×犖－１）
· ∑
狓≤犕，狔≤犖

｛犐（狓，狔）－珔犐｝槡
２；珔犐＝

１

犕×犖
· ∑
狓≤犕，狔≤犖

犐（狓，狔）；犐（狓，狔）为（狓，狔）

表１　聚光镜的类型

Ｔａｂ．１　Ｔｙｐｅ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ｓ

聚光镜的类型
有无畸变修正

球差 色差

阿贝聚光镜 无 无

消球差聚光镜 有 无

消色差聚光镜 无 有

消球差?消色差聚光镜 有 有

点处的灰度值；犕，犖 分别代表图像的行、列数．

２　聚光镜的原理与优化分析

２．１　阿贝聚光镜的工作原理

聚光镜的分类根据畸变修正程度和使用的领域如明

场、暗场、相位相反等不同而有所不同．按畸变修正程度分

类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如表１所示．

文中的生物显微镜采用的是没有对球差和色差进行畸变修正的双透镜阿贝聚光镜．它由若干个光

图３　阿贝聚光镜光路图

Ｆｉｇ．３　Ａｂｂｅ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

学透镜组按轴线方向的位置关系排列组成，如图３所示．其

工作原理：从点光源发出的发散光聚集成平行光束进入聚

光镜的孔径光阑，根据对应物镜的数值孔径值调整孔径光

阑保证入射的平行光以一定半径的光通量进入聚光镜的透

镜组中；然后，经过多次折射以光锥的形式汇聚到样本面

上；最后，由样本面上的光以最佳的孔径角α入射到物镜，

最终在相机成像的过程．

光线经过孔径光阑进入阿贝聚光镜的双透镜组，经过

多次折射进入到物镜的入瞳孔内．在多次折射过程中，对双

透镜组的轴线对中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然而，实际工厂的组装环境不具备光轴对中检验设备，难以保证

透镜组光轴的一致性．另外，光源也是影响照明均匀性的因素之一．理想点光源不具有方向性，是实现理

想均匀照明的条件之一，但实际光源并非理想点光源，均匀照明时难免会受到具有方向性光源的影响．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影响，可以通过选择数值孔径大的物镜来利用系统的光通量，但光通量的增大会

加剧亮度的方向选择性．因此，由修正的不同视场β（光线范围与光轴中心的夹角）处的照度公式可知

犈犻＝
犅犻
犅０
犈０ｃｏｓ

４

β犻． （５）

式（５）中：犅犻为某一角度β犻对应亮度值；犅０ 为沿光轴方向的亮度值，犅０ 值大于等于犅犻；犈０ 为沿光轴方

向的照度值；犈犻为某一角度β犻对应的照度值，同样地，犈０ 值大于等于犈犻．不同的β犻会引起不同的光照

度值变化，由此可知，光源亮度的方向性会造成视场的不均匀照明．

另外，阿贝聚光镜的通光孔径不能太大，否则，球差变大会导致照明均匀度变差，从而限制了光通

量，影响了光照度的大小．因此，通过调整孔径大小无法同时提高均匀度和光照度．在物镜数值孔径值高

于０．６０时，阿贝聚光镜色差、球差容易显现出来．因此，阿贝聚光镜多用于普通显微镜上，不满足具有高

倍数且高数值孔径的高端光学显微成像系统的要求．

２．２　非球面单透镜聚光镜的设计

阿贝聚光镜透镜组的光轴不对中和光源等因素会影响照明装置的均匀度和光照度，且标本照明难

以同时获得高的均匀度和光通量．采用单透镜聚光镜解决光轴不对中问题，而为同时提高光通量和均匀

度，采用非球面设计，即采用由单个非球面透镜组成的聚光镜设计方案．虽然非球面透镜的加工复杂，但

现代精准微纳加工技术可以实现非球面光学透镜加工．图４为非球面单透镜聚光镜设计，通过仿真设

０７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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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非球面单透镜

聚光镜仿真设计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ｎｓｏｆ

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

计得到最佳面型尺寸．图４中：犠 为聚光镜的通光孔径，取值为４９ｍｍ；犺

为透镜的最大厚度，取值为２１ｍｍ；非球面透镜的１，２面半径大小分别为

３０，６０ｍｍ的球面，球心均在犡坐标轴上．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聚光镜轴向高度的选取

考虑到聚光镜的轴向位置对成像质量的影响，通过移动聚光镜的轴向

位置，即在分别不同的１６个位置获取１６张图像，按各张图像的单列像素

作为一列求平均灰度值（珔犐），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位置１到位置１６的曲线反映随着聚光镜逐渐靠近样本，

图像的灰度值越大．由此可知，聚光镜的轴向高度对成像质量的影响是不

可忽视的．因此，在对比实验和测试样过程中，可将聚光镜调整为统一的轴

图５　聚光镜的不同轴向高度成像实验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ｘ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向高度．

３．２　透明样本的对比实验

分别选取２０Ｘ和４０Ｘ物镜对样品的照明均匀度和

光照度进行测试，实验条件，如表２所示．为了减少相机

的曝光时间对成像亮度值的影响，以及保证对比实验条

件一致，满足成像要求，在２０Ｘ／ＮＡ＝０．６５物镜下，选取

曝光时间为５ｍｓ，而在４０Ｘ／ＮＡ＝０．７５物镜下，选取曝

光时间为４ｍｓ．无样本载玻片更有利于评价照明均匀度

和光照度，因此，选用透明载玻片作为观测样本．为了达

到聚光的最佳效果，调整聚光镜ＮＡ值和相应放大倍数

物镜的ＮＡ值相同．

由表２可知：在２０Ｘ／ＮＡ＝０．６５的物镜下，测试得

到采用由单个非球面透镜组成的新聚光镜的比率η为

１．１５，相比于使用双球面透镜的旧聚光镜提高了１５％的照度值；而在４０Ｘ／ＮＡ＝０．７５的物镜下，测试得

表２　透明样本对比实验条件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物镜放大倍数 类型 曝光时间／ｍｓ ＮＡ

２０Ｘ 新聚光镜 ５ ０．６５

２０Ｘ 旧聚光镜 ５ ０．６５

４０Ｘ 新聚光镜 ４ ０．７５

４０Ｘ 旧聚光镜 ４ ０．７５

到新聚光镜的比率η为１．１７，相比于旧聚光镜提

高了１７％的照度值．

为了比较新旧聚光镜的光照度，令旧聚光镜

的光照度比率（η）为１．００，新旧聚光镜的性能对

比，如表３所示．显微镜相机采集到的透明样本图

片按分块方式处理，即求取每一列像素的平均灰

度值，绘制曲线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旧聚光

镜评价曲线中心区域的灰度值大于两侧，即照明

光场分布呈现余弦分布，图像边缘的光强约为中心光强的９７％．优化后，由于光通量的增加，有效地减

少了余弦分布的趋势，即新聚光镜的评价曲线趋势基本趋于水平．

表３　新旧聚光镜的性能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ｌｄａｎｄｎｅｗ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

物镜放大倍数 类型 犮Ｖ 珔犐 η

２０Ｘ 单个非球面透镜聚光镜 ０．００５０ ２１７．９ １．１５

２０Ｘ 双球面透镜聚光镜 ０．０２２２ １８９．４ １．００

４０Ｘ 单个非球面透镜聚光镜 ０．００６６ １８１．１ １．１７

４０Ｘ 双球面透镜聚光镜 ０．０２８６ １５４．２ １．００

　　测试数据表明：文中所设计的非球面单透镜聚光镜在２０Ｘ，４０Ｘ物镜的条件下均实现了光照度的提

升；不同放大倍数的数据偏差主要是在不同条件下相机曝光时间参数设置不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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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０Ｘ物镜 （ｂ）４０Ｘ物镜

图６　不同倍数物镜下透明样本图像处理结果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３．３　照明均匀度的对比实验

分别在２０Ｘ，４０Ｘ物镜条件下对透明载玻片样本采集图像，并计算不同条件下新旧聚光镜获得的图

像的犮Ｖ 值．在２０Ｘ／ＮＡ＝０．６５的物镜下，测试得到旧聚光镜的犮Ｖ 值为２．２２％，而采用由一个非球面单

透镜组成的聚光镜获取的图像犮Ｖ 值可达到０．５０％．在４０Ｘ／ＮＡ＝０．７５的物镜下，测试得到旧聚光镜的

犮Ｖ 值为２．８６％，而采用非球面单透镜的新聚光镜获取的图像犮Ｖ 值可达到０．６６％．犮Ｖ 值越小表示图像

均匀度越好，表明系统的照明均匀度越高．综上，与传统的双透镜聚光镜相比，非球面单透镜聚光镜对照

表４　实物样本成像条件

Ｔａｂ．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物镜放大倍数 类型 曝光时间／ｍｓ ＮＡ值

２０Ｘ 新聚光镜 ５ ０．６５

２０Ｘ 旧聚光镜 ５ ０．６５

４０Ｘ 新聚光镜 ４ ０．７５

４０Ｘ 旧聚光镜 ４ ０．７５

明装置的均匀度有较明显的改善．

３．４　实物样本图像质量对比实验

在同样条件下对实物样本做成像实验，采用 Ｍｏｔ

ｉｃＢＡ４１０Ｅ显微镜和 ＭｏｔｉｃＰｒｏ２８５Ａ相机，以染色细

胞样本１和标准线对板样本２（ｒｅａｄｙｏｐｔｉｃｓｅｘｔｒｅｍｅ

ｇｒｏｕｐ１１）作为观察对象，实验条件如表４所示．

采集的样本优化前后聚光镜在 Ｍｏｔｉｃ２０Ｘ和４０Ｘ

物镜下的对比结果，分别如图７，８所示．由图７，８可知：由于照明均匀度受样本干扰严重，无法对测试

实验均匀度做评价．

（ａ）传统双透镜阿贝　　　（ｂ）单个非球面透镜　　　（ｃ）传统双透镜阿贝　　　（ｄ）单个非球面透镜

　聚光镜下染色细胞图　　　聚光镜下染色细胞图　　　聚光镜下标准线对板图　　聚光镜下标准线对板图

图７　２０Ｘ物镜下新旧聚光镜对比实验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２０Ｘ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传统双透镜阿贝　　　（ｂ）优化后单个非球面　　　（ｃ）传统双透镜阿贝　　（ｄ）优化后单个非球面透镜

聚光镜下染色细胞图　　透镜聚光镜下染色细胞图　　聚光镜下标准线对板图　　聚光镜下标准线对板图

图８　４０Ｘ物镜下聚光镜优化前后对比测试实验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４０Ｘ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实物测试的光照度计算方法和对比实验的方法一致，处理数据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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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在不同放大倍数下成像对照明光照度的影响略有不同，相比于４０Ｘ物镜的视场，２０Ｘ物镜的视场

范围更大，反映更多样本信息，优化前后的灰度值相差较大．从透明样本对比结果（表３）显示，在２０Ｘ和

４０Ｘ物镜的成像系统及相同的摄像条件下，优化后平均灰度值分别提升了２８．５和２６．９，而染色细胞测

表５　实物光照度计算与实验方法对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优化次序 类型 珔犐 η

优化后 染色细胞（２０Ｘ） ２１０．６ １．１５

优化前 染色细胞（２０Ｘ） １８２．９ １．００

优化后 分辨率板（２０Ｘ） １８３．０ １．１５

优化前 分辨率板（２０Ｘ） １５８．９ １．００

优化后 染色细胞（４０Ｘ） １７３．６ １．１８

优化前 染色细胞（４０Ｘ） １４７．１ １．００

优化后 分辨率板（４０Ｘ） １４５．６ １．１７

优化前 分辨率板（４０Ｘ） １２４．０ １．００

试的灰度差值均小于透明样本对比的实验结果．这

是由于染色细胞的透光性较差，优化前后的差值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均小于对比实验的结果差值．

由表５还可知：２０Ｘ物镜下单个非球面透镜聚光镜

的染色细胞和分辨率板的比率分别为１．１５，１．１５；

４０Ｘ物镜下单个非球面透镜聚光镜的染色细胞和分

辨率板的比率分别为１．１８，１．１７．综合不同生物样

本的测试情况，２０Ｘ和４０Ｘ物镜下新聚光装置对光

照度分别提升了１５％和１７％．

４　结论

根据高端生物显微镜成像质量要求高的特点，提出使用单个非球面透镜的聚光镜代替传统双透镜

阿贝聚光镜的方法，用于改善数字显微成像系统的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实验结果证明，在生物显微镜

常用的２０Ｘ和４０Ｘ物镜观察下，新聚光镜在照明均匀度方面的提升将近５倍（即犮Ｖ 值降低大约５倍）．

优化后的聚光装置在２０Ｘ物镜下光照度的提升约为１５％，４０Ｘ物镜下光照度的提升约为１７％．

在不同实际观察样本下，相比传统双透镜阿贝聚光镜下观察效果，单个非球面透镜的聚光装置能有

效地改善显微成像系统数字照明均匀度和光照度，为成像系统提供高质量图像．与已有双排复眼透镜均

匀照明装置相比，两者都能提高照明均匀度．但是，文中方法的优势在于造价相对较低，不存在双排复眼

透镜对准问题，因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更适合先进生物医学光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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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汽车座椅设计的人体

单一尺寸确定方法

盛精１，２，于贝贝１，韩勇１，２，符升平１，２，薛清３

（１．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２．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省客车及特种车辆研发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３．厦门金龙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２）

摘要：　针对汽车座椅尺寸设计，结合人机工程学和统计学理论，提出基于累积概率和分组插值的人体静态尺

寸的两种设计方法．通过建立第９５个百分位假人模型，验证这两种设计方法对人体身高尺寸进行计算的有效

性．结果表明：两种方法所得到的身高数据精度较好、结果相近，可以为汽车座椅的尺寸确定提供设计依据，也

能为不同百分位假人模型的建立提供合理的尺寸．

关键词：　汽车座椅；人体尺寸；百分位数；统计学理论；人机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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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追求产品实用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其人性化的设计，即在设计生产工业产品时，必须考虑与

人体相关的尺寸［１?２］．汽车座椅作为乘员与车身相连接的关键部件，其舒适性设计一直是座椅设计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而人体尺寸与座椅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国内外人体尺寸获取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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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采用人工直接测量法，即通过对人体的测量直接获取人体尺寸．如温佩芝等
［３］在现有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００００－１９８８《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的数据基础之上，将人体尺寸测量项目划分几块搜索范围，

并在各个搜索区域内提取特征点，通过计算两特征点之间的坐标差值以及最短距离，确定了人体相关尺

寸；Ｉｍｒｈａｎ等
［４］对居住在美国的５１岁成年女性和５０岁成年男性的孟加拉国人右手分别进行了２４维

度的测量．第二种是逆向设计法，即借助于测量工具和程序获取人体尺寸
［５?６］．如赖军等

［７］对扫描后的人

体点云处理获得人体尺寸；张磊等［８］对一男子塑料模型进行数据扫描，通过软件处理得到人体表面三维

尺寸；Ｎｉｕ等
［９］对５００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的整体头部数据进行扫描，建立三维人体模型，从中获取人体

尺寸；Ｙａｎｇ等
［１０］通过扫描ＨＰＭ?Ⅰ和ＨＰＭ?Ⅱ两代假人模型，进而得到两种假人的身体尺寸．不难发

现，上述两种尺寸获取方法存在过程繁琐、周期长等问题．针对此问题，根据人体单一因素静态尺寸服从

正态分布这一规律，面向汽车座椅设计，结合人机工程学和统计学理论，本文提出基于累积概率和基于

分组插值的人体静态尺寸的设计方法．

１　基于累计概率的人体静态尺寸设计

１．１　百分位数

对人体尺寸设计而言，百分位是表示某一人体尺寸和小于该尺寸的人数占总统计对象总人数的百

分比，是一种相对值，在分布函数中表示某一个分布点．如以身高为例，犿百分位的尺寸表示有犿％的人

身高等于或小于这个尺寸，换句话说就是有（１－犿）％的人身高高于这个尺寸．第５０百分位为中点，表

示把一组数平分成两组，较大的５０％和较小的５０％．第５０百分位的数值可以说接近平均值．

假设一组样本犖 足够大，将该样本按大小分成［０，犺］，［犺，２犺］，［２犺，３犺］，…，［９９－犺，９９］等距的

１００／犺个区间，则百分位的计算式为

犘犿 ＝犔＋
（犿／１００）犖－犉ｂ

犳
·犺． （１）

式（１）中：犘犿 为犿 百分位；犔为犘犿 所在组的组实下限；犳为犘犿 所在组的次数；犉ｂ 为小于犔的累积次

数；犺为各区间组距．

１．２　人体静态尺寸百分位计算

统计数据表明，任意一组特定对象的静态人体尺寸，其分布规律都近似符合正态分布［１１］．即大部分

属于中间值，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过大和过小的值，它们分布在范围的两端．若人体静态尺寸这一连续随

图１　服从正态分布的人体

静态尺寸函数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ｔａｔｉｃｓｉｚ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机变量犡服从平均值为μ和方差为σ
２ 的正态分布，记作犡～

犖（μ，σ
２），则其概率分布函数为

犳（犡）＝
１

２槡πσ
·ｅｘｐ（－

（犡－μ）
２

２σ
２

）． （２）

式（２）中：概率分布函数的平均值μ决定了其位置，标准差σ决

定了分布的幅度．变量值在整个曲线下的面积为１００％，或者

说出现的概率为１．

１）首先，把人体某静态尺寸区间［犪，犫］分成狀等份，即犪＝

犡０＜犡１＜…＜犡狀，如图１所示．取任一身高值ε犻∈［犡犻－１，犡犻］

（犻∈犖），令Δ犡犻＝犡犻－犡犻－１，从而将概率密度函数曲线与犡

轴围成的曲边梯形分为狀个小曲边梯形，当狀取得无限大时，

每个小曲边梯形的曲边就可以用直线近似代替．

２）将［犪，犫］范围内的小曲边梯形面积进行累加，可求得该曲边梯形面积的近似值为

犛＝ｌｉｍ
狀→∞∑

犫

犻＝犪

Δ犛犻＝ｌｉｍ
狀→∞∑

犫

犻＝犪

犳（狓犻）Δ狓犻＝∫
犫

犪
犳（狓）ｄ狓． （３）

　　对于犿百分位而言，则有

犘犿 ＝犛＝∫
犡犿

－∞
犳（狓）ｄ狓＝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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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狓犿 为犿 百分位的人对应的身高与犡 轴的交点值．犘犿 对应犡 轴上的点为（狋，０），则有

（狋）＝
１

２槡π∫
狋

－∞
ｅｘｐ（－

狌２

２
）ｄ狌＝犿％，　　狋＝

犡－μ
σ
． （５）

即可得出人体尺寸值表达式为

犡＝狋σ＋μ． （６）

２　基于分组插值的人体静态尺寸设计

通过统计某区域的某一符合正态分布规律的数目为犖 的人体静态尺寸样本，将其划分为相等的间

距．假设间距为犎，则组数为犘＝犖／犎，各等间距点分别为［犖０，犖０＋犎］，［犖０＋犎，犖０＋２犎］，［犖０＋

２犎，犖０＋３犎］，…，［犖０＋犖（犎－１）／犎，犖犿］，其中，犖０ 和犖犿 分别为该静态尺寸样本最小值和最大值．

在［犖０，犖０＋犎］区间生成随机人体尺寸为

犆＝犖０＋Ｒａｎｄ（）·犎． （７）

式（７）中：犆为该区间的随机生成的人体尺寸；Ｒａｎｄ（）为随机数的范围，满足０＜Ｒａｎｄ（）＜１．

同样地，对于其他各等距区间有

犆犻＝犖０＋犻·犎＋Ｒａｎｄ（）·犎． （８）

式（８）中：犆犻为该区间的随机生成的人体尺寸，犻（犻∈犖
）为从小到大的间距号；犖０ 为整个样本中最小的

人体尺寸数值．

人体尺寸设计不同百分位的计算结果，就是对这些从小到大排序的数据的人体频数进行分组累积．

若在各组内的人体尺寸项百分位，就需要通过插值获取计算值．

１）累计频数构成百分位互异点．分布函数上的累计人体频数间的百分位数进行近似插值，可假设

构成的这些互异点，如表１所示．

表１　累计频数构成的百分位互异点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狓 狓０ 狓１ 狓２ … 狓狀

狔＝犳（狓） 狔０ 狔１ 狔２ … 狔狀

　　通过服从正态分布的人体某静态尺寸的概率密度曲线（狔＝犳（狓））上的狀＋１（狀∈犣）个百分位互异

点犕（狓犻，狔犻）（犻∈犖
），作一条狀次多项式曲线狔＝犘狀（狓）近似代替狔＝犳（狓）．则令此狀阶插值多项式

犘狀（狓）＝犪０＋犪１狓＋犪２狓
２＋…＋犪狀狓

狀，且该多项式曲线可近似且唯一替代上述概率密度函数曲线．

２）人体尺寸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多项式求解．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百分位互异点的某静态尺寸值犡０，

…，犡狋－１，犡狋＋１，…，犡狀，结合插值条件和插值基函数理论，可推导出插值多项式为

犙狀（犡）＝∑
狀

狋＝０

狔狋犔狋（犡）＝∑
狀

狋＝０

狔狋
（犡－犡狋）ω′狀＋１（犡狋）

·ω狀＋１（犡）． （９）

式（９）中：狋∈犖；犔狋（犡）为插值基函数；犙狀（犡）为插值基函数犔０（犡），犔１（犡），…，犔狀（犡）的线性组合．

３　第９５个百分位人体身高尺寸的确定

３．１　基于累积概率的身高百分位人体尺寸计算

由于ＧＢ／Ｔ１００００－１９８８《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中的人体尺寸数据较美国军方人体调查（ａｒｍｙ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ＳＵＲ）的数据陈旧，故参考ＡＮＳＵＲ的人体尺寸数据．从中查得美国男子人体

表２　ＡＮＳＵＲ的人体尺寸数据

Ｔａｂ．２　ＢｏｄｙｓｉｚｅｄａｔａｏｆＡＮＳＵＲ

项目 平均值 σ
２

身高／ｃｍ １７５．５８ ６．６８

体质量／ｋｇ ７８．４９ １１．１０

坐姿高度／ｃｍ ９１．３９ ３．５６

的身高、体质量和坐姿高度的平均值和方差，如表２所示．依照上

述的求解过程，可得到人体身高尺寸为１８６．６０ｃｍ．

３．２　基于分组插值的身高百分位人体尺寸计算

若犃（狓１，狔１），犅（狓２，狔２）为概率密度分布曲线上的两个互异

的两百分位点，而被插值点犘（狓，狔）在上述曲线上．为简便起见，

对于式（９）取狀＝１，可得到基于分组的直线插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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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１（犡）＝狔０
狓－狓１
狓０－狓１

＋狔１
狓－狓０
狓１－狓０

． （１０）

　　经变换并代入两点坐标，可得

狔＝狓１＋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狓－狓１）． （１１）

　　将１００００个服从正态分布的身高随机样本按数据范围从小到大分为２０组，累计相加得到各个分

段处的人数频率，如表３所示．

表３　模拟身高尺寸测量项的分组插值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ｈｅｉｇｈ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ｔｅｍｓ

编号 组距点 人数频率 累积频率 编号 组距点 人数频率 累积频率

１ １５０．００ ０ ０ １２ １８０．２５ １４６２ ７５８６

２ １５２．７５ ５ ５ １３ １８３．００ １０６８ ８６５４

３ １５５．５０ ５ １０ １４ １８５．７５ ７０１ ９３５５

４ １５８．２５ ３８ ４８ １５ １８８．５０ ３９４ ９７４９

５ １６１．００ ７８ １２６ １６ １９１．２５ １７２ ９９２１

６ １６３．７５ ２４５ ３７１ １７ １９４．００ ５３ ９９７４

７ １６６．５０ ４５３ ９２４ １８ １９６．７５ １８ ９９９２

８ １６９．２５ ８４２ １６６６ １９ １９９．５０ ７ ９９９９

９ １７２．００ １２５５ ２９２１ ２０ ２０２．２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７４．７５ １５６０ ４４８１ ２１ ２０５．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７７．５０ １６４３ ６１２４

　　对于第９５个百分位的人体来说，只需人数频数犿满足犿＝１００００·９５％＝９５００即可．根据累积概

率可知，９５００在前１４项人数之和９３５５与前１５项人数之和９７４９之间．利用分组插值式，可求得人体

身高尺寸狓′＝１８６．７６ｃｍ．通过比较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人体身高尺寸，其相对误差为０．８％，说明两种

计算方法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

３．３　座椅舒适性的人体建模

对于座椅静态舒适性设计研究，需要对不同百分位假人进行建模．根据中国人体身高均值和方差，

结合直线分组差值的尺寸设计方法，并运用人体其他单一静态尺寸与身高之间的关系（表４），建立了用

于座椅舒适性设计的第９５个百分位人体模型．

表４　与身高具有比例相关的其他人体尺寸项

Ｔａｂ．４　Ｏｔｈｅｒｈｕｍａｎｓｉｚｅｉ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ｈｅｉｇｈｔｓ

人体尺寸项 比例 第５个百分位／ｃｍ 第５０个百分位／ｃｍ 第９５个百分位／ｃｍ

站姿

上臂长 ０．１９４ ３１．８９４ ３４．０５５ ３６．２２４

前臂长 ０．２５０ ４１．１００ ４３．８８５ ４６．６８０

大腿长 ０．３３２ ５４．５８１ ５８．２７９ ６１．９９１

小腿长 ０．２０４ ３３．５３８ ３５．８１０ ３８．０９１

坐高 ０．３５１ ５７．７０４ ６１．６１５ ６５．５３９

坐姿颈椎高 ０．５１３ ８４．３３７ ９０．０５２ ９５．７８７

坐姿眼高 ０．５８３ ９５．８４５ １０２．３４０ １０８．８６０

坐姿肩高 ０．４５８ ７５．２９５ ８０．３９７ ８５．５１８

坐姿肘高 ０．４０６ ６６．７４６ ７１．２６９ ７５．８０８

坐姿大腿厚 ０．０８３ １３．６４５ １４．５７０ １５．４９８

坐姿膝高 ０．２９２ ４８．００５ ５１．２５８ ５４．５２２

小腿加足高 ０．２５０ ４１．１００ ４３．８８５ ４６．６８０

坐姿

坐深度 ０．２７５ ４５．２１０ ４８．２７４ ５１．３４８

臀膝距 ０．３０５ ５０．１４２ ５３．５４０ ５６．９５０

坐姿下肢长 ０．５５６ ９１．４０６ ９７．６００ １０３．８２０

胸宽 ０．１８３ ３０．０８５ ３２．１２４ ３４．１７０

臀宽 ０．１９５ ３２．０５８ ３４．２３０ ３６．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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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ｏｓｅｒＰｒｏ中　　　图３　ＣＡＴＩＡ逆向　　　图４　第９５个

　调整的人体　　　　重建的第９５个百分位　　　百分位人体

坐姿皮肤模型　　　　　人体曲面部位　　　　　装配模型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ｅｒＰｒｏ　　Ｆｉｇ．３　ＣＡＴＩＡ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ｉｇ．４　９５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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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ＰｏｓｅｒＰｒｏ软件中获得人体

站立和坐姿几何数据，将该人体几何

数据转化成ＳＴＬ（ＳＴｅｒｅｏｌｉｔｈｏｇｒａ

ｐｈｙ）格式的点云，并调整该人体对应

部位为上述人体尺寸数据．在Ｐｏｓｅｒ

Ｐｒｏ中调整模型的坐姿人体皮肤造

型几何数据，如图２所示．逆向重建

的近似美国男子第９５个百分位人体

皮肤曲面部位，如图３所示．骨骼的

建模方法类似于皮肤，最终得到的第

９５个百分位人体坐姿模型
［１１］，如图

４所示．

４　结束语

针对汽车座椅设计中人体尺寸

的确定，结合人机工程学和统计学理论，提出了基于累计概率的人体单一因素静态尺寸设计方法与基于

分组插值的人体单一因素静态尺寸设计方法．然后，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第９５个百分位的人体身高尺

寸的设计进行验证．最后，依据这两种方法进行构建基于汽车座椅舒适性设计的人体模型的应用研究．

文中提出的两种方法可以为不同区域的各百分位人体尺寸的确定提供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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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犛犗犉狓犔犕犛算法的振动

主动控制 犕犃犜犔犃犅仿真

孙文豪，张锋，汪涵，罗顺安，李海燕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改进振动主动控制中控制算法的性能和提高对振动的控制效果，以滤波ｘ型最小均方（ＦｘＬＭＳ）

算法为基础改进得到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利用ｌｅｖｅｌ?２Ｓ?函数搭建算法的自定义模

块和仿真结构框图，在保证系统稳定及相同条件下分别对两种算法进行仿真对比．结果表明：改进后的ＳＯＦｘ

ＬＭＳ算法有效，且具有更好的收敛性能；在振动主动控制中滤波器阶数较少、迭代步长较大的情况下具有更

好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　振动主动控制；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ＦｘＬＭＳ算法；次级通道；脉冲响应系数；ＭＡＴＬＡＢ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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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主动控制是根据传感器获得的振动信号，通过作动器产生一个与振源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振

动信号来抵消有害振动［１］．由于主动控制具有适应性强，控制效果好，计算复杂度低，能弥足被动控制技

术的不足等优点，成为近年来振动控制工程领域的热点［２］．控制算法是振动主动控制器的核心部分，而

ＦｘＬＭＳ（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ｘｌｅａｓ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算法稳定性好，能够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进行适应调整，被应用于

时不变系统，是振动控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算法之一［３?４］．目前，对ＦｘＬＭＳ算法的研究多侧重于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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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特性及改进结构后在控制系统中应用．Ｑｉｕ等
［５］分析时域中影响单输入单输出ＦｘＬＭＳ算法控制输

出的３个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Ｃｈａｎｇ等
［６］提出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ＦｘＬＭＳ算法来抵消非线

性宽频带噪声．Ｔａｎｇ等
［７］针对短暂的傅里叶变换的主动噪声控制研究提出一种时频域ＦｘＬＭＳ算法，

与时域ＦｘＬＭＳ算法相比，此算法拥有更好的收敛性能和较低的计算复杂度．李以农等
［８］针对齿轮传动

系统振动主动控制，提出一种次级通道在线辨识的反馈ＦｘＬＭＳ算法．Ｂｏ等
［９］针对窄频带主动噪声控

制提出一种累积加权ＦｘＬＭＳ算法，通过将动量ＬＭＳ算法应用到ＦｘＬＭＳ算法中改进得来．Ｓｏｎｇ等
［１０］

针对主动噪声控制应用了一种基于ＦｘＬＭＳ算法修正的可优化变步长的仿射投影算法．以上诸多针对

提升算法收敛速度和降低稳态误差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往往增加了算法在结构

和计算上的复杂度．本文基于对ＦｘＬＭＳ算法的分析，提出应用一种改进的ＳＯＦｘＬＭＳ（ｓｅｌ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ｉｚ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ｘｌｅａｓ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算法，并将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与ＦｘＬＭＳ算法分别应用到振动主动控制

的仿真研究中，对算法的整体性能和振动控制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及验证．

图１　ＦｘＬＭＳ算法结构框图

Ｆｉｇ．１　ＦｘＬＭ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　犛犗犉狓犔犕犛算法结构

ＦｘＬＭＳ算法的结构框图，如图１所示．在ＦｘＬＭＳ

算法中，首先，参考信号犡（狀）经过初级通道滤波延迟后

得到初始振动信号；同时，参考信号犡（狀）经模拟次级通

道的模型后得到滤波后的输入信号犡Ｓ（狀）；然后，犡Ｓ（狀）

与误差信号犲（狀）的乘积作为误差梯度的估计值参与到

算法的权值迭代过程之中．

误差信号犲（狀）为初始振动信号犱（狀）与控制器输出

的反振动信号犢Ｓ（狀）之和，即犲（狀）＝犱（狀）－犢Ｓ（狀）；犖 阶

ＦＩＲ滤波器的输出犢（狀）等于卷积运算，有

犢（狀）＝∑
犖－１

犻＝１

ω犻（狀）犡（狀－犻）＝ω
Ｔ（狀）犡（狀）＝犡

Ｔ（狀）ω（狀）． （１）

　　在仿真中，次级通道传递函数在时域内可以用犿 阶ＦＩＲ滤波器来建模，即犛＝［犛０，犛１，…，犛犿－１］；

而滤波后的输入信号则为

犡Ｓ（狀）＝∑
犿－１

犻＝１

犛犻犡（狀－犻）． （２）

　　控制器产生的控制信号等于滤波器与次级通道传递函数的卷积，即犢Ｓ（狀）＝犢（狀）犛．

次级通道主要包括Ｄ／Ａ转换器、功率放大器、作动器、物理通道、误差传感器及其他成分．当参考信

号通过次级通道滤波后，输入信号的自相关矩阵就不再对角化，且矩阵的特征值扩散度就会增大，算法

的收敛速度就会降低［１１］．当次级通道的脉冲响应系数可知，就可利用其相关元素使滤波后输入信号的

自相关矩阵对角化，并将输入信号的自相关矩阵的变形应用到算法的权值迭代更新公式中，从而得到改

进后的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因此，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是 ＦｘＬＭＳ算法运用一种数学的方法改进得来，故

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结构与ＦｘＬＭＳ算法无异．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权值迭代公式为

ω（狀＋１）＝ω（狀）＋μ犆犡Ｓ（狀）犲（狀）． （３）

式（３）中：步长μ取值范围为０＜μ≤１／犖珚狓
２
Ｓ；矩阵犆为输入信号的自相关矩阵的逆阵，有

犆＝

∑
犕－２

犻＝１

犛２犻 ∑
犕－２

犻＝１

犛犻犛犻＋１ … ∑
犕－犖

犻＝１

犛犻犛犻＋犖－１

∑
犕－２

犻＝１

犛犻犛犻＋１ ∑
犕－２

犻＝１

犛２犻 … ∑
犕－犖＋２

犻＝１

犛犻犛犻＋犖－２

  

∑
犕－犖

犻＝１

犛犻犛犻＋犖－１ ∑
犕－犖＋１

犻＝１

犛犻犛犻＋犖－２ … ∑
犕－１

犻＝１

犛２

熿

燀

燄

燅
犻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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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３）为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权值迭代推导公式，在实际算法中，可按照以上公式设计算法的程序．

图２　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程序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ＯＦｘＬＭ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程序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２　犛犗犉狓犔犕犛和犉狓犔犕犛算法模块的建立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的信号处理工具箱可进行数字信

号处理系统设计仿真及分析．由于ｌｅｖｅｌ?１Ｓ?函数无法处理复

数数据及基于帧的数据，故采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的ｌｅｖｅｌ?２Ｓ?函

数．分别自定义ＳＯＦｘＬＭＳ和ＦｘＬＭＳ控制算法模块，采用 Ｍ

语言编写算法程序．

文中利用主要的函数体完成基于ｌｅｖｅｌ?２Ｓ?函数的ＳＯＦｘ

ＬＭＳ和ＦｘＬＭＳ控制算法模块．在建立ＳＯＦｘＬＭＳ和ＦｘＬＭＳ

算法模块时主要应用以下回调方法．

１）用Ｓｅｔｕｐ函数体进行模块的初始化工作，而在构建算法模块时必须用到Ｓｅｔｕｐ函数体来执行以

下３类任务：① 设置参考信号，即滤波后输入信号和误差信号３个输入端口，以及权值迭代系数和控制

信号两个输出端口；② 设置端口的属性，即维数、复杂度、数据类型及采样时间；③ 设置对话参数并检

验参数的有效性．

２）用ＣｈｅｃｋＰｒｍｓ函数体检验算法步长μ值的合法性，如果对话参数超出自定义范围，则程序进行

报错指示．

３）设置变量的初始属性．为了进行数据的及时更新，用ＤｏＰｏｓｔＰｒｏｐＳｅｔｕｐ函数体建立两个Ｄｗｏｒｋ

向量，分别为参考信号迭代向量犡（狀）和权值迭代向量ω．当搭建的Ｓ?函数模块被多次调用，则必须采用

Ｄｗｏｒｋ向量，而不能采用全局或静态变量．

４）用Ｓｔａｒｔ函数体设置Ｄｗｏｒｋ向量的初值为０．

５）用Ｏｕｔｐｕｔｓ函数体将ＳＯＦｘＬＭＳ和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权值迭代，以及更新滤波器参数的计算结果

送至输出端．

３　算法实现及仿真验证

为了对自建的ＳＯＦｘＬＭＳ和ＦｘＬＭＳ两种算法模块进行验证，按照模块化建模的思想
［１２］，在ＳＩＭ

ＵＬＩＮＫ中分别搭建基于以上两种算法的振动主动控制的仿真结构，如图３，４所示．

分别取激励源为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Ｈｚ，且幅值均为１的３个正弦信号和随机信号叠加后作为模拟的初

始振动信号；初级通道和次级通道均采用ＦＩＲ滤波器，控制滤波器阶数犖 分别设定为５０，８０及１１０；算

法步长μ分别设为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及０．０００１，采样时间为０．０００１ｓ，仿真时间为１０ｓ．

图３　ＦｘＬＭＳ算法仿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ｘＬＭ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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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仿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ｘＬＭ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在保证系统稳定和其他基本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对两种算法采用相同控制滤波器阶数，不同的迭代

步长进行３组仿真研究，并通过对比分析两种算法的收敛性能和振动主动控制效果．设定初级通道传递

函数犘（狕）及次级通道传递函数犛（狕）
［２］分别为

犘（狕）＝０．０５－０．００１狕－
１
＋０．００１狕

－２
＋０．８狕

－３
＋０．６狕

－４
＋

０．２狕－５－０．５狕
－６
－０．１狕

－７
＋０．４狕

－８
－０．０５狕

－９，

犛（狕）＝０．０３－０．０４狕－
１
＋０．１狕

－３
－０．３狕

－４
＋０．２狕

－１２
＋

０．０４狕－１３－０．０１狕
－１４
＋０．６狕

－１５．

３．１　算法的权值迭代图和时域控制效果图

当滤波器阶数犖 分别为５０，８０，１００时，两种算法的权值收敛和振动时域控制效果图，分别如图５～

７所示．图５～７中：ω为权值；犃为振幅；狋为仿真时间．

由图５可知：当两种算法在滤波器阶数犖＝５０时的条件下，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在步长μ＝０．００１时开

始收敛，算法在时域内表现出良好的控制效果；而ＦｘＬＭＳ算法始终发散，并没有产生控制效果．

由图６可知：当两种算法滤波器阶数增加至犖＝８０时，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在步长达到０．００１时开始

收敛，表现出良好的振动控制效果；而ＦｘＬＭＳ算法的迭代步长减小至μ＝０．０００１时，仍旧无法收敛，但

有呈现出欲收敛的态势，也表现出一定的控制效果．

由图７可知：当滤波器阶数继续增至犖＝１１０时，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依旧在μ＝０．００１时开始收敛，而

ＦｘＬＭＳ算法在μ＝０．０００１时也开始收敛，而且两种算法的控制效果也都较为明显．

由图５，６，７的（ａ），（ｃ）可知：当算法滤波器阶数犖 一定时，减小算法的迭代步长，ＦｘＬＭＳ算法未开

始收敛时，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已经开始收敛，所以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整体上要比ＦｘＬＭＳ算法表现出更出色

的收敛性能．另外，不难发现当算法的迭代步长减小到一定时，增加滤波器阶数，两种算法最终都表现为

收敛．当算法的迭代步长达到μ＝０．０００１时，滤波器阶数从犖＝５０逐渐增加至犖＝１１０时，两种算法都

开始收敛．由图５，６，７的（ｂ），（ｄ）可知：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在收敛的同时也表现出良好的控制效果和控制

稳定性．

　　　（ａ）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权值迭代（μ＝０．００１） （ｂ）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μ＝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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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ＦｘＬＭＳ算法权值迭代（μ＝０．０００１） （ｄ）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μ＝０．０００１）

图５　两种算法权值收敛和振动时域控制效果图（犖＝５０）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犖＝５０）

　　　（ａ）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权值迭代（μ＝０．００１） （ｂ）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μ＝０．００１）

　　　（ｃ）ＦｘＬＭＳ算法权值迭代（μ＝０．０００１） （ｄ）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μ＝０．０００１）

图６　两种算法的权值收敛图和振动时域控制效果图（犖＝８０）

Ｆｉｇ．６　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犖＝８０）

　　通过分析两种算法的权值迭代图和振动时域控制效果图，可以发现ＦｘＬＭＳ算法在滤波器阶数相

对较多和迭代步长较小的条件下收敛效果要优于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控制效果也较好，如图７（ｄ），（ｅ）所

　　　（ａ）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权值迭代（μ＝０．００１） （ｂ）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μ＝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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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ＦｘＬＭＳ算法权值迭代（μ＝０．０００１） （ｄ）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 （μ＝０．０００１）

（ｅ）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时域控制（μ＝０．０００１）

图７　两种算法的权值收敛和振动时域控制效果图（犖＝１１０）

Ｆｉｇ．７　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犖＝１１０）

示．当滤波器阶数逐渐减少，同时迭代步长增大，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性能明显不如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而且最

终控制效果也明显劣于后者．

纵观图５～７可知：在滤波器阶数由少变多的大范围内，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收敛性能和收敛速度较

ＦｘＬＭＳ算法有明显优越性．综合整体性能考虑，改进后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相对ＦｘＬＭＳ算法在振动主动

控制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进步和优势．

３．２　算法的频域控制效果图

虽然通过时域控制效果图可以明显看出两种算法的控制效果，但为了进一步证明两种算法的有效

性和在初始振动信号对应频率（犳）所产生的控制效果，文中列举一组对比图进行分析证明．在滤波器阶

数犖＝１１０，迭代步长μ＝０．０００１时，根据图７（ｄ），（ｅ）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两种算法在振动频域内的控

制效果图，分别如图８（ａ），（ｂ）所示．图８中：犛（狓）为功率谱密度；犳为频率．

（ａ）ＦｘＬＭＳ算法 （ｂ）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

图８　两种算法的频域控制效果（犖＝１１０，μ＝０．０００１）

Ｆｉｇ．８　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犖＝１１０，μ＝０．０００１）

由图８（ａ），（ｂ）对比可知：两种算法在目标频率处都有明显的控制效果，但ＦｘＬＭＳ算法要较好于

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这说明ＦｘＬＭＳ算法只在阶数较多、步长较小的良好条件下控制效果要强于ＳＯＦ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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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ＭＳ算法，但并不影响改进后的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整体性能和对振动的控制效果．

４　结论

以ＦｘＬＭＳ算法为基础改进得到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通过改变次级通道脉冲响应系数，从而降低次级

通道的影响和提高滤波ｘ型最小均方（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收敛速度．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相应

的模块搭建控制结构，对以上两种算法的控制性能进行分析和验证，得到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将改进后的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应用到振动主动控制仿真研究中，利用次级通道脉冲响应系数的元

素使输入信号的自相关矩阵对角化，降低了次级通道对参考信号的影响．仿真结果证明了改进的

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正确性及实效性．

２）仿真结果表明，当算法的调节参数在一定范围内，改进后的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较ＦｘＬＭＳ算法在

收敛速度和振动控制效果等方面得到明显的提高和改善，且参考信号的主要频率成分也得到有效抑制．

３）当控制算法的滤波器阶数逐渐增大，计算复杂度增加，迭代步长逐渐减小，算法整体上收敛速度

变慢，ＦｘＬＭＳ算法比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逐渐表现出更好的控制效果和收敛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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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

试验系统及其应用

张定邦１，周传波２，刘杨波２，张志华２

（１．湖北理工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湖北 黄石４３５００３；

２．中国地质大学 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　为研究露天转地下开采条件下，高陡边坡与地下采场围岩的变形和应力变化规律，研制出一种高陡边

坡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系统．该系统由开采模拟方法和开采模拟系统组成，其中，模拟试验方法包含完备

的模型制作和开采模拟技术，开采模拟系统包含模型框架、模型制作设备和模型监测系统．以大冶铁矿狮子山

矿段为工程背景，运用该系统进行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研究，得到开采过程中矿区边坡、地下采场围岩的

变形规律和破坏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可满足露天转地下开采及其他大型地下工程

物理模型试验研究的需要．

关键词：　地下开采；露天开采；物理模型；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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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１?４］．物理模型试验技术是目前用于岩土工程技术领域的重要研究手段
［５?１０］，试验模拟的样式和种类

是多种多样的，但缺乏全面完整的试验系统，且开采模型的制作、有效监测方法的运用及开挖模拟方案

的设计等模型试验中的难点问题，制约着该类模型试验的应用．鉴于此，本文提出一套满足相似条件且

能较为真实地实现开采过程的模型试验方法和系统，以满足露天、地下开采或岩体开挖等各类岩土工程

研究的需要．

１　系统研制

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系统由模拟方法和开采模拟系统组成．

１．１　模拟方法

１）模型整体制作．模拟矿区矿体原型的复杂地质构造和地下岩层组合关系，制作与矿区开采原型

断面相似的弹塑性物理模型．模型研究断面中矿坑两侧边坡岩体及坑底矿体分别由其对应的相似材料

砌块堆砌而成；断层破碎带及其填充物由聚丙烯薄膜和高密度粘土模拟．开采模型制作工序如下：ａ）根

据模型研究断面和模拟开采方案，设计出模型砌筑施工图，并在图上标明模型尺寸界限、各类岩体与矿

体的位置及断层破碎带位置，同时，对预制砌块进行编号、切割并打磨平整；ｂ）在模型框中，沿尺寸界限

固定表面附有薄膜的垫板（薄膜的作用是防止粘模），将岩体、矿体砌块码放到位，将调制后的白乳胶粘

结剂均匀灌入相邻砌块之间的接触面，然后，将聚丙烯薄膜和填充材料嵌入断层破碎带位置，待粘结剂

达到设计凝结强度后拆除垫板；ｃ）在模型南北帮表面均匀涂抹一层不同颜色的乳胶漆，检查模型与原

型的相似比是否满足试验要求．

２）模拟开采．模拟开采分为两类情况：ａ）扩帮式露天开采，采用人工抽去砌块的方式，从开采模型

的中间向两边及深度方向扩展形成Ｖ字型开采；ｂ）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地下开采，运用人工钻机和土工

铲模拟钻进和切削岩、矿体的施工过程，从东至西分层开采．开采过程中，矿体砌块被及时运走，破碎的

岩体砌块崩落到模型的采空区，每层开挖完毕待变形稳定后，再进行下一层的开采模拟．

３）变形监测．在整体开采模型表面布置多组应力监测点和位移监测点，同时，采用接触式测量法和

数字照相量测方法［１１?１３］进行位移量测，不同方式的测量结果可以相互验证，提高测试数据的可靠性．

图１　砌块制作设备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１．２　开采模拟系统

开采模拟系统由模型制作系统和模型监测系统组成．

１．２．１　模型制作系统　岩矿体砌块由砌块预制设备压制成型，

砌块预制设备由砌块制作模具、反力架及液压千斤顶组成．砌块

制作设备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根据数值模拟研究模型砌块

尺寸效应对模型整体性的影响，结合试验相似比取值范围，确定２

套砌块制作模具的内空间尺寸分别为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２００

ｍｍ和２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每套模具由５块用螺栓固定

且易于拼装和拆卸的１２ｍｍ厚钢板及１块活动顶板组成．

Ｐ模型框架为槽钢结构，模型框架的内尺寸为２４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１４５０ｍｍ（长×宽×高），模型框架的底部铺设厚钢板并安装脚支撑固定，前侧面安置透明钢

化玻璃，后侧面沿水平和竖直方向设置竖向和横向钢支撑，左侧和右侧面均安装钢板．模型框架的结构

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ａ）前侧立面图　　　　　　　　　　　　　　　　　　（ｂ）后侧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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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两侧立面图　　　　　　　　　（ｄ）剖面图　　　　　　　　　　　　（ｅ）仰视平面图　　　　　　

图２　模型框架的结构示意图（单位：ｃｍ）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ｕｎｉｔ：ｃｍ）　　

１．２．２　模型监测系统　模型监测系统包括应力应变监测单元和位移监测单元．其中，应力应变监测单

元采用ＤＨ?３８１５Ｎ型静态应变测试仪、应变花和土压力盒；应变花设于开采模型的前后两侧的砌块上；

土压力盒设于开采模型两侧的高陡边坡坡面上．位移监测单元由百分表和相机组成；百分表设于开采模

型的高陡边坡坡面、坡顶、坡脚和矿体上部±０ｃｍ处，百分表的磁性表座固定于模型框架中部设置的２

根竖向钢支撑和１根横向钢支撑上；相机设于模型框架的正前方，且相机与模型框架上布设的相机监测

点保持视线水平，所述相机监测点布设于开采模型表面弹出的横向间距１０ｃｍ，竖向间距４ｃｍ的网格

线的多个交点处．

２　系统特征分析

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系统具有以下３点技术特征．

１）该系统配备与模型力学相似性相适应的相似材料，运用该系统可制作出几何相似比较小的物理

模型，以便于模拟大型矿区实体．制作出的模型能较真实地模拟复杂的岩体、矿体、断层破碎带及其组合

关系．

２）模拟开采系统能合理地模拟扩帮式露天开采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地下开采的施工工艺，提高模

拟的有效性．

３）模型监测系统将传统的接触式量测方法和先进的数字照相测量技术结合起来，不同方式的测量

结果可以相互验证，提高了试验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３　工程运用实例

利用文中模型试验系统对矿山开采项目进行的研究已经在大冶铁矿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中取

得了较好的成果．

３．１　试验模拟范围

研究区域位于狮子山矿段２６～３０＃勘探线之间，露天采坑北帮为闪长岩，南帮为大理岩，边坡高在

２３０～４３０ｍ范围内，该区域经过了早期的露天开采到－４８ｍ后，回填到±０ｍ的过程．目前，进入露天

转地下向－１８０ｍ的矿底开采阶段．研究区域内主要包含２个主断层，破碎带宽５～１０ｍ，与边坡走向

呈６０°～８０°交角，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犾１ 为水平位置；犾２ 为高度．

３．２　试验流程

模型试验流程，如图４所示．

３．３　相似比设计

模型几何相似常数为３００，模型尺寸为２．６７ｍ×１．６７ｍ，根据相似理论分析得到模型试验的各类

相似条件为

犆σ＝犆犈 ＝犆犆 ＝３００，　　犆μ ＝犆ε＝犆φ ＝１．

上式中：犆σ，犆犈，犆犆，犆μ，犆ε，犆φ 分别为应力相似常数、弹性模量相似常数、粘聚力相似常数、泊松比相似

常数、应变相似常数、摩擦角相似常数．根据课题组的相似材料研制成果
［１４?１５］，选取铁矿粉、重晶石粉和

石英砂为骨料，不饱和树脂和模具石膏为胶结材料，按不同配比制作出３种矿岩体的相似材料，如表１

所示．表１中：γ为重度；犈为弹性模量；σ为抗压强度；犆为粘聚力；φ为内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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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模型试验研究典型断面 图４　模型试验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ｄｅ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表１　岩体及其相似材料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ｏｃｋ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岩类
γ／ＫＮ·ｍ－３

原型 　　 模型

犈／ＭＰａ

原型　　　模型

σ／ＭＰａ

原型 　　 模型

犆／ＭＰａ

原型　　　模型　　

φ／（°）

原型 　 模型

大理岩 ２７．０ ２７．０ １．６２×１０４ ５４．０ ４８．５４ ０．１６ ０．２６ ８．６７×１０－４ ３０ ３０

闪长岩 ２７．０ ２７．０ １．８０×１０４ ６０．０ ９８．１８ ０．３３ ０．２７ ９．００×１０－４ ２９ ２９

铁矿体 ４１．２ ４１．２ １．４０×１０４ ４６．７ ６９．９９ ０．２３ ０．３５ １．１６×１０－３ ４２ ４２

Ｆ９断层 － － － － － － ０．０３ １．００×１０－４ １８ １８

Ｆ２５断层 － － － － － － ０．１３ ４．３０×１０－４ ２３ ２３

３．４　测点布置与开挖步骤

根据前述模型制作系统，依次砌筑上盘岩体、下盘岩体和铁矿体，最后，修刮模型坡面，使其与原型

剖面形态一致，制作好的物理模型及数字照相测点，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白色部分表示北帮边坡和上盘

围岩；蓝色部分表示南帮边坡和下盘围岩；黑色部分表示铁矿体．应力监测测点布置，如图６所示．

　　　　 图５　物理模型及数字照相测点 　图６　模型监测点分布示意图（单位：ｃｍ）

Ｆｉｇ．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ｕｎｉｔ：ｃｍ）

图７　地下开采－１８０ｍ位移矢量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ｇｒａｐｈｏｆ

－１８０ｍ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ｍｉｎｉｎｇ

根据工程实际，模型分为１３步开采．其中，第１步露天

开采至－１６ｃｍ，形成边坡；第２步按照矿界回填至±０ｍ；

第３～１３步为分层地下开采，首次开采深度为－２０ｃｍ水

平，以后每步分层开采高度为４ｃｍ，进路间距为３．３ｃｍ，崩

矿步距为２．５ｃｍ；每分段开采完成后．

３．５　试验结论

通过试验取得了以下５个研究成果：１）给出了边坡和

采场围岩的位移时程曲线；２）绘制了整体模型的位移矢量

图，如图７所示；３）绘制了边坡及采场围岩测点随开采进

程的变形曲线图，如图８，９所示；４）绘制了边坡及采场围

岩测点随开采进程的变形曲线图，如图１０，１１所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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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模型破坏特征，如图１２所示．

　　　图８　边坡测点变形曲线 图９　采场围岩典型测点位移曲线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图１０　边坡典型测点的最大主应力曲线　　　　　　　图１１　矿体围岩典型测点的最大主应力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ｇ．１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ｃｕｒｖｅ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ａ）－４８ｍ开采水平 （ｂ）－１２０ｍ开采水平 （ｃ）－１８０ｍ开采水平

图１２　模型破坏特征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由图７可知：上下盘围岩的位移矢量倾斜向下指向地下采空区；模型断面的主要变形以垂直位移为

主，水平位移较小，仅边坡坡脚及采空区量测围岩处的水平位移相对较大；模型断面位移呈现出从上到

下逐渐减小的趋势．

图８中：正值代表沉降；负值代表回弹变形．由图８可知：随着露天转地下开采的逐步进行，露天边

坡的沉降（狊１）越来越大；在开挖到第４步以前，边坡坡脚处存在回弹变形，北帮边坡坡脚回弹变形大于

南帮边坡坡脚，最大回弹变形发生在北帮边坡坡脚，量值约为１７．８ｍｍ（相似比换算后）；开挖第４步以

后，边坡各测点沉降不断增大，最大沉降发生在北帮边坡坡顶，量值约为４２．３ｍｍ（相似比换算后），整

个边坡坡面的沉降曲线近似呈Ｖ形．

因矿体上下盘围岩的水平向位移（狊２）是导致采空区破坏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针对上下盘围岩的

水平向位移展开分析．由图９可知：在露天开采阶段，上下盘围岩的水平位移增长速度较慢；转入地下开

采后，－６０ｍ水平以下的围岩水平位移值变化呈现出短时间的突变特征，如在开采至－７２ｍ水平时，

位于该水平的围岩变形速率增长迅速；当开采到－８４ｍ水平后，－７２ｍ水平的围岩变形速率增长区域

平缓；地下开采完毕后，采场围岩的最大变形发生在上盘，量值约为３１．６ｍｍ（相似比换算后），上下盘

围岩水平向位移值均随围岩埋深的增加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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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０可知：由于坡脚存在应力集中现象，故北帮边坡和南帮边坡上主应力（σ）最大的点分别为位

于北帮坡脚的１６号和南帮坡脚的２０号监测点，开挖第３步前，这两个测点的应力值逐渐增大；开挖第

４步至第１３步，即－７２～－１８０ｍ时，最大主应力值逐渐恢复到初始水平并趋于稳定；边坡上其他监测

点的最大主应力增长速率均较小．

由图１１可知：在露天开采完毕转入地下开采前，矿体上下盘围岩的最大主应力均呈现减小趋势，表

明开挖卸荷会对矿体上下盘围岩的应力分布产生直接影响；转入地下开采后，位于－６０ｍ及以下水平

矿体上下盘围岩的最大主应力值呈现出短时间突变的特点，如当开挖第８步（即－１２０ｍ水平）前，位于

－１２０ｍ水平的上盘围岩１８号测点和下盘围岩２２号测点的主应力值呈现出缓慢减小的趋势，当开挖

进行到第８步时，这２个应力监测点的主应力值大小均显著变大；当开采第９～１３步时，主应力值的变

化又逐渐表现为近似线性减少的趋势．

由图１２可知：当开挖进行到地下－１２０ｍ水平时，临近矿体边界的下盘围岩在－８４～－１０８ｍ水

平附近出现小范围破坏，且上下盘围岩破坏区域均随着地下开采的进行逐渐增大；开挖－１８０ｍ水平完

毕后，矿体上下盘围岩破坏区域最终形成，破坏区域未对地下采场的稳定性造成破坏性影响．

４　结束语

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系统由开采模型试验模拟方法和开采模拟系统组成．该系统可以满足不

同尺寸模型试验的需求，能够模拟较复杂地质条件下大规模地下工程的施工进程．运用该试验系统完成

了大冶铁矿露天转地下开采物理模型试验．试验结果为露天转地下开采的安全生产提供了参考，并对露

天边坡和地下采场岩体的施工力学变化规律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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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耗能壁板的新型箱形钢墩柱

轴压性能数值分析

罗俊１，李海锋１，２，韩枫１，李升才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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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设置低屈服点加劲耗能壁板对箱形钢墩柱受力性能的影响机理，采用有限元法对３类设置加

劲耗能壁板的新型箱形钢墩柱轴压性能进行数值分析，并探讨设置加劲耗能壁板对箱形钢墩柱的荷载?位移

曲线、位移延性系数及承载能力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耗能壁板高度及宽度对箱形钢墩柱的承载能力和延性

影响较大；构件承载能力随耗能壁板高度增大而增大，但随耗能壁板宽度增大而减小；构件延性随耗能壁板高

度及宽度增大而增大；加劲肋的厚度、宽度及设置数量均对箱形钢墩柱的承载能力和延性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加劲耗能壁板；新型箱形钢墩柱；延性；承载能力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３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７９２?０７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犖犲狑犛狋犲犲犾犅狅狓犘犻犲狉犠犻狋犺犈狀犲狉犵狔

犇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狅狀犘犾犪狋犲狊犝狀犱犲狉犃狓犻犪犾犆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ＬＵＯＪｕｎ１，ＬＩＨａｉｆｅｎｇ１
，２，ＨＡＮＦｅｎｇ１，ＬＩＳｈｅｎｇｃａ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ｙｉｅｌｄ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ｆｆｅ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ｉｆｆｅ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

ｓｔｉｆｆｅ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ｏｎ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

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ｏｓｅ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Ｔｈｅ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ｂｕｔｉ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ｏｆ

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

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ｔｉｆｆｅ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ｓ；ｎｅｗ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ｐｉｅｒｓ；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钢结构中的箱形钢墩柱不仅具有较好的抗弯刚度和抗扭刚度，而且重量轻、刚度大、造价低，具有明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１?２５

　通信作者：　李海锋（１９８３?），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钢结构抗震性能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ｈａｉｆｅ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４０８２４０）；福建省泉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Ｚ１４２）；福建省泉州市校地协

同创新专项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Ｚ１４３）；华侨大学中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资助计划（ＺＱＮ?ＰＹ３１２）；华侨大学研

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６１１３０４０２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显的经济效益．但箱形钢墩柱的壁板较薄，在地震中箱形钢墩柱根部壁板易发生局部屈曲变形，致使箱

形钢墩柱的抗震性能急剧恶化．因此，国内外学者对钢墩柱的结构和材料进行了新的开发
［１?６］．目前，研

究较多的是采用加劲肋加固箱形截面钢墩柱，使钢墩柱的延性大为改善［７?１０］．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震

后功能可恢复的新型箱形钢墩柱，并对其受力性能进行数值分析．

１　对比试验概况

采用华侨大学１０ＭＮ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在弹性阶段用力加载进行控制，最后用位移

加载控制进行轴压试验．轴压试件在四面壁板上开洞，将低屈服点钢板与壁板焊接，并在低屈服点钢板

上设置不同形式的加劲肋，如图１所示．试件破坏形态，如图２所示．

　　　（ａ）试件正立面图　　　　（ｂ）十字形加劲肋　　　（ｃ）井字形加劲肋　　　（ｄ）Ｘ形加劲肋

图１　试件示意图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ｕｎｉｔ：ｍｍ）

（ａ）试件Ｔ?０ （ｂ）试件Ｔ?１ （ｃ）试件Ｔ?２ （ｄ）试件Ｔ?３

图２　试件破坏形态

Ｆｉｇ．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柱的高度犔为５００ｍｍ；柱截面的高度犺和宽度犫都为３７５ｍｍ，不同加劲肋类型的组样Ｔ?０～Ｔ?３

的箱形钢墩柱试件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犫１ 为耗能壁板宽度；犺１ 为耗能壁板高度；十字形及井字形

表１　试验试件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ｍｍ

组样 犺１ 犫１ 狋ｗ，１ 狋ｗ，２ 狋ｆ 犺２ 加劲肋类型

Ｔ?０ ３００ １８８ － － ８ － 无加劲肋

Ｔ?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十字形加劲肋

Ｔ?２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井字形加劲肋

Ｔ?３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Ｘ字形加劲肋

加劲肋中，狋ｗ，１为横向加劲肋厚度，狋ｗ，２为竖向加

劲肋厚度；Ｘ形加劲肋中，狋ｗ，１，狋ｗ，２分别表示一

块加劲肋厚度；狋ｆ为箱形钢墩柱四面薄壁及低

屈服板的厚度；犺２ 为加劲肋宽度．

２　有限元模型

２．１　有限元模型

图３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根据对比试验试件几何尺寸，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建立相

应的计算模型．有限元模型采用四节点六自由度板壳单元Ｓｈｅｌｌ１８１，

约束四壁板底部的３个方向形成柱底刚性连接，约束柱顶端板犡，犢

两个方向，对犣方向进行位移控制，从而均匀施加等效面荷载．以单

元大小１５ｍｍ为控制参数，划分箱形钢墩柱，有限元网格接近正方

形，如图３所示．

有限元模型的基本钢材为Ｑ３４５，低屈服点钢材为Ｑ１６０，弹性模

量犈均为２０６ＧＰａ，泊松比均为０．３，应力?应变关系均采用理想两折

线模型．有限元模型中的加劲肋的建模同壁板，加劲肋与低屈服板满焊连接，可以通过重合相应的连接

３９７第６期　　　　　　　　　　罗俊，等：设置耗能壁板的新型箱形钢墩柱轴压性能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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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实现．

２．２　有限元模型与试验结果比较

在柱顶竖向位移加载作用下，部分试件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荷载?位移曲线图，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犘为作用于试件柱顶的竖向荷载；Δ为对应的柱顶竖向位移．

由图４可知：有限元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能反映出竖向荷载作用下箱形钢墩柱的受力特

征．为此，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耗能壁板高度和宽度、加劲肋的厚度和宽度及设置数量等因

素对箱形钢墩柱的受力性能的影响规律．

　　 （ａ）无加劲肋、十字形加劲肋试件 （ｂ）井字形加劲肋、Ｘ字形加劲肋试件

图４　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４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不同类型的加劲肋对比分析

３．１　数值分析试件设计

柱的高度犔为５００ｍｍ；柱截面的高度犺和宽度犫都为３７５ｍｍ．数值分析下设置加劲耗能壁板的

箱形钢墩柱试件的参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Ⅰ?０为无加劲肋；Ⅰ组其他试件为十字形加劲肋，Ⅰ?Ｆ组

试件设置不同数量加劲肋；Ⅱ组试件为井字形加劲肋；Ⅲ组试件为Ｘ字形加劲肋．

表２　数值分析试件设计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ｍｍ

组样 犺１ 犫１ 狋ｗ，１ 狋ｗ，２ 狋ｆ 犺２ 组样 犺１ 犫１ 狋ｗ，１ 狋ｗ，２ 狋ｆ 犺２

Ⅰ?０ ３００ １８８ － － ８ － Ⅰ?Ｆ?２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Ａ?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Ｆ?３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Ｂ?１ ２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Ｆ?４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Ｂ?２ ２５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Ⅱ?Ａ?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Ｂ?３ ３５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Ⅲ?Ａ?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Ｂ?４ ４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Ⅲ?Ｂ?１ ２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Ｃ?１ ３００ １２５ ８ ８ ８ ６０ Ⅲ?Ｂ?２ ２５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Ｃ?２ ３００ １５６ ８ ８ ８ ６０ Ⅲ?Ｂ?３ ３５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Ｃ?３ ３００ ２２０ ８ ８ ８ ６０ Ⅲ?Ｂ?４ ４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Ｃ?４ ３００ ２５０ ８ ８ ８ ６０ Ⅲ?Ｃ?１ ３００ １２５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Ｄ?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１２ ８ ８ ６０ Ⅲ?Ｃ?２ ３００ １５６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Ｄ?２ ３００ １８８ １６ ８ ８ ６０ Ⅲ?Ｃ?３ ３００ ２２０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Ｄ?３ ３００ １８８ ２０ ８ ８ ６０ Ⅲ?Ｃ?４ ３００ ２５０ ８ ８ ８ ６０

Ⅰ?Ｄ?４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１２ ８ ６０ Ⅲ?Ｄ?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１２ １２ ８ ６０

Ⅰ?Ｄ?５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１６ ８ ６０ Ⅲ?Ｄ?２ ３００ １８８ １６ １６ ８ ６０

Ⅰ?Ｄ?６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２０ ８ ６０ Ⅲ?Ｄ?３ ３００ １８８ ２０ ２０ ８ ６０

Ⅰ?Ｅ?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７０ Ⅲ?Ｅ?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７０

Ⅰ?Ｅ?２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８０ Ⅲ?Ｅ?２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８０

Ⅰ?Ｅ?３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９０ Ⅲ?Ｅ?３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９０

Ⅰ?Ｆ?１ ３００ １８８ ８ ８ ８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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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定量分析试件延性大小，引入延性系数
［１１］，其计算公式为μ＝Δ８５％／Δ７５％．式中：Δ８５％为承载力下

降到极限承载力的８５％时，对应的位移值；Δ７５％为承载力在峰值点前段中达到极限承载力的７５％时，对

应的位移值．

３．２　十字形加劲肋

３．２．１　不同耗能壁板高度　设置十字形加劲肋试件不同耗能壁板高度犺１ 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

数及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５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犺１ 的增大，

试件承载力逐渐增大，但犺１ 值增大到一定值后，试件承载力增大不明显，试件延性系数也逐渐提高，但

犺１ 值增大到一定值后，试件延性系数反而有所减小．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５　耗能壁板高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ｈｅｉｇｈｔ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２．２　不同耗能壁板宽度　设置十字形加劲肋试件不同耗能壁板宽度犫１ 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

数及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６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犫１ 的增大，

试件承载力逐渐减小，试件延性系数逐渐提高．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６　耗能壁板宽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２．３　不同加劲肋厚度　设置十字形加劲肋试件不同加劲肋厚度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数及最

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７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十字形加劲肋中横

向加劲肋厚度狋ｗ，１的增大，试件承载力变化不大，但试件延性系数有所提高；随着十字形加劲肋中竖向

加劲肋厚度狋ｗ，２的增大，试件承载力逐渐增大，但试件延性系数有所减小．

　　（ａ）荷载?位移曲线图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７　十字形加劲肋厚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ｒｉｂ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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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不同加劲肋宽度　设置十字形加劲肋试件不同加劲肋宽度犺２ 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数及

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８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犺２ 的增大，试件

承载力有所增加，但是增加幅度不大，随着犺２ 的增大，试件延性系数的变化不大．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８　十字形加劲肋宽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ｉｄｔｈｏｆｃｒｏｓｓｒｉｂ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２．５　不同加劲肋数量　设置十字形加劲肋试件不同加劲肋数量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数及最

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９所示．图９中：试件ⅠＦ１，ⅠＦ２分别为设置两、三块竖向加劲肋；试件ⅠＦ３，

ⅠＦ４分别为设置两、三块横向加劲肋．

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设置横向加劲肋数量的增加，试件承载力的

变化不大，但试件延性系数反而有所减小；随着设置竖向加劲肋数量的增加，试件承载力有大幅的提高，

但试件延性系数有所降低．

　　（ａ）荷载?位移曲线图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９　十字形加劲肋设置数量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ｒｏｓｓｒｉｂ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３　犡形加劲肋

３．３．１　不同耗能壁板高度　设置Ｘ形加劲肋试件不同耗能壁板高度犺１ 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数

及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１０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犺１ 的增大，试

件承载力逐渐增大，但犺１ 值增大到一定值后，试件承载力增大不明显，随着犺１ 的增大，试件延性系数逐

渐提高．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１０　耗能壁板高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ｈｅｉｇｈｔ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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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不同耗能壁板宽度　设置Ｘ形加劲肋试件不同耗能壁板宽度犫１ 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数

及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１１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犫１ 的增大，试

件承载力逐渐减小，试件延性系数逐渐提高．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１１　耗能壁板宽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ｗｉｄｔｈ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３．３　不同加劲肋厚度　设置Ｘ形加劲肋试件不同加劲肋厚度狋ｗ，１，狋ｗ，２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

数及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１２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狋ｗ，１，狋ｗ，２的

增大，试件承载力逐渐增大，但是增大幅度不明显；随着狋ｗ，１，狋ｗ，２的增大，试件延性系数有所减小．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１２　Ｘ形加劲肋厚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Ｘｒｉｂ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３．４　不同加劲肋宽度　设置Ｘ形加劲肋试件不同加劲肋宽度犺２ 下的荷载?位移曲线、延性系数及最

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１３所示．由有限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随着犺２ 的增大，试件承

载力有所增加，但是增加幅度不大；随着犺２ 的增大，试件延性系数变化不大．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１３　Ｘ形加劲肋宽度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ｉｄｔｈｏｆＸｒｉｂ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４　不同类型加劲肋

设置不同类型加劲肋试件的荷载?位移曲线图、延性系数及最大荷载对比图，如图１４所示．由有限

元模拟及延性系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知：试件中设置加劲肋的３个试件承载力较为接近，Ｘ形加劲

肋试件比十字形和井字形加劲肋试件的延性性能好；与未设置加劲肋试件相比，设置加劲肋后试件的承

载能力和延性均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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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荷载?位移曲线 （ｂ）最大荷载 （ｃ）延性系数

图１４　不同类型的加劲肋试件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ｒ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４　结论

１）加劲耗能壁板的设置能提高箱形钢墩柱的承载力和延性；设置３种不同类型加劲肋对构件承载

力的影响较小，而对于构件延性性能设置Ｘ形加劲肋比设置十字形或井字形加劲肋提高的幅度更大．

２）对于设置十字加劲肋耗能壁板的箱形钢墩柱，构件承载力随耗能壁板高度犺１、竖向加劲肋板厚

度狋ｗ，２、加劲肋板宽度犺２ 及竖向加劲肋数量的增大而增大；但随耗能壁板宽度犫１ 的增大而减小．构件延

性随耗能壁板高度犺１、宽度犫１、横向加劲肋厚度狋ｗ，１的增大而增大；但随竖向加劲肋厚度狋ｗ，２及加劲肋数

量的增大而减小．

３）对于设置犡形加劲肋耗能壁板的箱形钢墩柱，构件承载力随耗能壁板高度犺１、加劲肋厚度狋ｗ，１，

狋ｗ，２及加劲肋宽度犺２ 的增大而增大；但随耗能壁板宽度犫１ 的增大而减小．构件延性随耗能壁板高度犺１

和宽度犫１ 的增大而增大，但随加劲肋厚度狋ｗ，１，狋ｗ，２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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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压下岩石翼形裂纹应力

　　　强度因子及断裂判据

贺泽１，俞缙１，张建智２，蔡燕燕１，涂兵雄１，李升才１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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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４）

摘要：　为研究渗透压下岩石翼形裂纹面部分闭合情况下的破坏行为，建立多裂纹间相互作用下压剪翼形裂

纹的力学模型，推导得到岩石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分析不同起裂角条件下，应力强度因子随岩

石翼裂纹长度的变化规律，并对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基于摩尔库伦准则，推导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的部分

闭合型裂纹的断裂韧度表达式，得到岩石在压剪应力作用下Ⅰ，Ⅱ型裂纹的复合断裂判据．分析结果表明：裂

纹间相互作用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效果显著；应力强度因子在起裂角为６５°左右时达到最大；应力强度因

子对裂纹起裂角和翼形裂纹长度较敏感，对裂纹闭合度的敏感性较小．

关键词：　渗透水压力；岩石；翼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断裂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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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隧洞围岩大多处于压剪受力状态，翼形裂纹是压剪状态下岩石主要的断裂破坏形式，对围岩稳

定性影响较大．因此，研究渗透压下翼形裂纹拓展问题意义重大．郭少华等
［１］认为渗透压引起的裂纹尖

端应力集中是导致张开型翼形裂纹萌生、拓展的重要因素．Ｌｉ等
［２］提出Ｋａｃｈａｎｏｖ计算模型，将其运用

到闭合压剪裂纹求解中．张卫东等
［３］在摩尔库伦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渗透压力的作用，生成考虑初

始渗透压力的裂隙岩体本构模型．文献［４?５］对岩石不等长闭合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及起裂规律进行了详

尽的研究．文献［６?８］基于不同假定提出了多种闭合翼形裂纹扩展及其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简化计算模

型．上述研究均假设翼形裂纹在压剪作用下会完全闭合．但实际上，岩石裂隙在闭合过程中由于受力不

均匀，使两个表面不能完全闭合．赵延林
［９］研究的翼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简化计算模型考虑了原生裂隙

的不完全闭合及渗透压的作用，但忽略翼形裂纹闭合给应力强度因子带来的影响．为得到渗透压下完整

的不完全闭合裂隙应力强度因子，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压剪翼形裂纹力学模型．再基于摩尔?库伦强度准

则，推导渗透压下岩石压剪断裂判据，并对参数进了敏感性分析．

１　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１．１　翼形裂纹面部分闭合

在进行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计算时，王元汉等［６］提出对原生裂纹和翼形裂纹进行叠加计算

模型，得到了较好的计算精度，但由于其未考虑裂纹的闭合及渗透水压力等因素，不能反映裂纹部分闭

合及多裂纹间相互作用下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情况．考虑到主裂纹及翼型裂纹的部分闭

合，引入参数χ表示裂纹的闭合状态
［９］，其大小由未闭合的裂纹面积与总的裂纹面积的比值确定．由此，

渗透水压力的大小变成χ狆，并以面力的形式作用在主裂纹与翼形裂纹上．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的叠加计算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σ１ 和σ３ 为远场应力；犾为翼形裂纹长度；θ为起裂角；２犪为主

裂纹长度；β为主裂纹与水平向的夹角．翼形裂纹的拓展极其复杂，研究中通常需对其简化．根据断裂力

学知识，假定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犓Ｉ，简化为图１（ｃ）和图１（ｄ）中应力强度因子的叠加，即

犓Ｉ＝犓
（１）
Ｉ ＋犓

（２）
Ｉ ． （１）

　　根据受力特性及裂纹拓展规律
［９］，提出以下假设：１）岩石中仅含闭合型裂纹，将两条翼形裂纹组合

成一条长为２犾的独立裂纹，该裂纹在远场应力σ１，σ３ 和渗透水压力χ狆的作用下产生应力强度因子

犓
（１）
Ｉ ；２）将主裂纹与翼裂纹进行等效简化，组合成一条与主裂纹同向的长为（２犪＋２犾）的直裂纹，在有效

剪切应力τｅｆｆ作用下，产生等效直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犓
（２）
Ｉ ，且简化模型认为两端长为犾的翼形裂纹无有

效剪切应力和渗透水压力．

　　（ａ）闭合后 　　（ｂ）应力强度因子犓Ｉ 　　（ｃ）应力强度因子犓
（１）
Ｉ （ｄ）等效应力强度因子犓

（２）
Ｉ

图１　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叠加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ｉｎｇｃｒａｃｋ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ｔｔｉｐｓ

主裂纹面上的法向应力σｎ、切向应力τｎ及有效剪应力τｅｆｆ分别为

σｎ＝
１

２
［（σ１＋σ３）＋（σ１－σ３）ｃｏｓ２β］， （２）

τｎ＝
１

２
（σ１－σ３）ｓｉｎ２β， （３）

τｅｆｆ＝τｎ－犳（σｎ－χ狆）． （４）

式（４）中：犳为裂纹面摩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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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形裂纹面上的法向应力σ′ｎ和切向应力τ′ｎ分别为

σ′ｎ＝
１

２
［（σ１＋σ３）＋（σ１－σ３）ｃｏｓ２（β＋θ）］， （５）

τ′ｎ＝
１

２
（σ１－σ３）ｓｉｎ２（β＋θ）． （６）

　　由法向应力σ′ｎ以压应力的形式作用于翼形裂纹，引起的Ⅰ型强度因子为负值；而渗透水压力有利

于裂纹拓展延伸，以拉应力的形式作用于翼形裂纹，引起的Ⅰ型裂纹强度因子为正值，其表达式犓
（１）
Ⅰ 为

犓
（１）
Ⅰ ＝－（σ′ｎ－χ狆） π槡犾． （７）

　　将作用在主裂纹面上的有效剪切应力τｅｆｆ简化为图１（ｄ）所示，由文献［１０］得应力强度因子，即

犓
（２）
Ⅰ ＝２σｅｑ

犪＋犾

槡π ｓｉｎ－１（
犪
犪＋犾

）． （８）

　　再对σｅｑ进行求解．由文献［６，１１］可知：当考虑翼裂纹极短（即当犾→０）情况和考虑翼裂纹极长（即当

犾→∞）情况时，可分别得到σｅｑ＝
３

２
τｅｆｆｓｉｎθｃｏｓ（

θ
２
）和σｅｑ＝τｅｆｆｓｉｎθ．模拟计算翼形裂纹极短到极长的变

化过程，其形式为

σｅｑ＝τｅｆｆｓｉｎθ
３

２
ｅ－犾ｃｏｓ

θ
２
＋（１－ｅ－

犾［ ］）． （９）

　　综上，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犓Ⅰ可表达为

犓Ⅰ ＝犓
（１）
Ⅰ ＋犓

（２）
Ⅰ ＝－｛

１

２
［（σ１＋σ３）＋（σ１－σ３）ｃｏｓ２（β＋θ）］－χ狆｝ π槡犾＋

２τｅｆｆｓｉｎθ
３

２
ｅ－犾ｃｏｓ

θ
２
＋（１－ｅ－

犾［ ］） 犪＋犾

槡π ｓｉｎ－１（
犪
犪＋犾

）． （１０）

　　压剪应力场下，导致翼形纹尖端应力奇异性的唯一应力分量为有效剪切力τ′ｅｆｆ
［１２］，即

τ′ｅｆｆ＝τ′ｎ－犳（σ′ｎ－χ狆）． （１１）

则Ⅱ型裂纹强度因子为

犓Ⅱ ＝τ′ｅｆｆ π槡犾＝ ［τ′狀－犳（σ′ｎ－χ狆）］ π槡犾＝ ｛
１

２
（σ１－σ３）ｓｉｎ２（β＋θ）－

犳（
１

２
［（σ１＋σ３）＋（σ１－σ３）ｃｏｓ２（β＋θ）］－χ狆）｝． （１２）

图２　翼形多裂纹相互

作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ｗｉｎｇｃｒａｃｋｓ

１．２　多裂纹间相互作用

前人对裂纹岩石做了不少的研究，但多数都停留在裂纹稀疏分布的基

础上，忽略高密度裂纹间的相互作用．以规则排列的双周期雁形裂纹为例，

取相邻的两条翼形裂纹，翼裂纹相互作用的力学模型，如图２所示．岩桥间

的拉应力［９］为

σ′３ ＝
犜ｅｃｏｓβ＋２χ狆犾

犖－１／２
Ａ －２（犾＋犪ｓｉｎβ）

． （１３）

式（１３）中：犖Ａ 为单位面积内压剪裂纹的数量；犜ｅ为主裂纹间的内力，犜ｅ＝

２犪τｎｅ
［１３］．当σ′３ 作用在翼形裂纹上时，翼形裂纹尖端部分就会产生一个附

加的应力强度因子犓′Ⅰ，即

犓′Ⅰ ＝σ′３ π槡犾＝
犪（σ１－σ３）ｓｉｎ２βｃｏｓβ＋２χ狆犾

犖－１／２
Ａ －２（犾＋犪ｓｉｎβ）

π槡犾． （１４）

　　考虑到翼形裂纹的拓展使得岩桥内产生不可忽略的拉应力，进而引起

岩桥损伤，翼形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叠加之后，得

犓Ⅰ ＝犓Ⅰ ＋犓′Ⅰ ＝２τｅｆｆｓｉｎθ
３

２
ｅ－犾ｃｏｓ

θ
２
＋（１－ｅ－

犾［ ］） 犪＋犾

槡π ｓｉｎ－１（
犪
犪＋犾

）－

（σ′ｎ－χ狆） π槡犾＋
犪（σ１－σ３）ｓｉｎ２βｃｏｓβ＋２χ狆犾

犖－１／２
Ａ －２（犾＋犪ｓｉｎβ）

π槡犾．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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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渗透压下翼形裂纹的压剪断裂判据

在犓Ⅲ＝０的二维模型里，裂纹尖端的应力分量在远场压剪荷载作用下的极坐标
［１４］为

σ狉，狉 ＝
１

２ ２π槡 狉
犓Ⅰ（３－ｃｏｓθ）ｃｏｓ

θ
２
＋犓Ⅱ（３ｃｏｓθ－１）ｓｉｎ

θ［ ］２ ，

σθ，θ＝
１

２ ２π槡 狉
ｃｏｓ
θ
２
［犓Ⅰ（１＋ｃｏｓθ）－３犓Ⅱｓｉｎθ］，

σ狉，θ＝
１

２ ２π槡 狉
ｃｏｓ
θ
２
［犓Ⅰｓｉｎθ＋犓Ⅱ（３ｃｏｓθ－１）］

烍

烌

烎
．

（１６）

　　假设：１）裂纹在裂纹面出现最不利抗剪组合时，进行延伸扩展；２）裂纹在剪应力达到起裂的临界

值时，开始起裂扩展．为确定开裂角θ０，对式（１６）第２个表达式θ进行微分，并令其等于０，可得

ｃｏｓ
θ
２
［犓Ⅰｓｉｎθ＋犓Ⅱ（３ｃｏｓθ－１）］＝０． （１７）

　　设θ＝θ０ 满足式（１７）的要求，由文献［１５］得

σ１ ＝ （σθ，θ）ｍａｘ＝
１

２ ２π槡 狉
ｃｏｓ
θ０
２
［犓Ⅰ（１＋ｃｏｓθ０）－３犓Ⅱｓｉｎθ０］， （１８）

σ３ ＝ （σ狉，狉）ｍｉｎ＝
１

２ ２π槡 狉
犓Ⅰ（３－ｃｏｓθ０）ｃｏｓ

θ０
２
＋犓Ⅱ（３ｃｏｓθ０－１）ｓｉｎ

θ０［ ］２ ． （１９）

　　由上述假设可知，裂纹沿裂纹面最不利抗剪组合进行扩展，简化后利用摩尔?库仑强度理论，可得

狘τ狘－犳σ＝犛０． （２０）

式（２０）中：σ和τ分别为翼形裂纹面上的有效法向应力和有效切向应力；犛０ 为岩石的内聚力；犳为裂纹

面上的内摩擦系数．考虑到翼形拓展引起的裂纹间相互作用及渗透水压力的影响，翼形裂纹面上的有效

正应力应在式（５）的基础上包含σ′３ 和χ狆，则将修正后的式（５），（６）带入式（１８），得

狘τ′ｎ狘－犳σ′ｎ＝
１

２
（σ１－σ３）［ｓｉｎ２（β＋θ）－犳ｃｏｓ２（β＋θ）］－犳（σ１＋σ３）＋犳χ狆＋犳σ′３． （２１）

　　将式（１９）对θ求导，可得｜τ′ｎ｜－犳σ′ｎ的最大值为

（狘τ′ｎ狘－犳σ′ｎ）ｍａｘ＝
１

２
（σ１－σ３） １＋犳槡

２
－
１

２
犳（σ１＋σ３）＋犳χ狆＋犳σ′３． （２２）

　　若（｜τ′ｎ｜－犳σ′ｎ）＜犛０，则岩石不会发生破坏；若（｜τ′ｎ｜－犳σ′ｎ）＝犛０，则岩石刚好处于临界破坏状态，

岩石受到的剪切破坏力刚好克服了自身的内聚力和岩石裂纹面的内摩擦力，即

１

２
（σ１－σ３） １＋犳槡

２
－
１

２
犳（σ１＋σ３）＋犳χ狆＋犳σ′３ ＝犛０． （２３）

　　再将式（１６），（１７）带入式（２１），得

犓Ⅰ［２ｃｏｓ
θ０
２
（ｃｏｓθ０－１） １＋犳槡

２
－４犳ｃｏｓ

θ０
２
］－犓Ⅱ［３（ｓｉｎ

３θ０
２
－ｓｉｎ

θ０
２
）×

１＋犳槡
２
＋６犳ｓｉｎ

θ０
２
］＝４ ２π槡 狉（犛０－犳χ狆－犳σ′３）． （２４）

　　１）当犓Ⅱ＝０，θ０＝０时，裂纹断裂形式为纯Ｉ型断裂，由式（２２）计算的断裂韧度犓Ⅰ，Ｃ为

犓Ⅰ，Ｃ ＝－
２π槡 狉（犛０－２犳χ狆－２犳σ′３）

犳
． （２５）

　　２）当犓Ⅰ＝０时，裂纹断裂形式为纯Ⅱ型断裂，同样由式（２２）计算的断裂韧度犓Ⅱ，Ｃ为

犓Ⅱ，Ｃ ＝－
４ ２π槡 狉（犛０－２犳χ狆－２犳σ′３）

３（ｓｉｎ
３θ０
２
－ｓｉｎ

θ０
２
） １＋犳槡

２
＋６犳ｓｉｎ

θ０
２

． （２６）

　　利用式（２３）求解出犛０ 的表达式，再代入式（２２），可求解出岩石在压剪应力作用下Ⅰ，Ⅱ型裂纹的复

合断裂判据，即

犓Ⅰ［２ｃｏｓ
θ０
２
（ｃｏｓθ０－１） １＋犳槡

２
－４犳ｃｏｓ

θ０
２
］－犓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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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ｓｉｎ
３θ０
２
－ｓｉｎ

θ０
２
） １＋犳槡

２
＋６犳ｓｉｎ

θ０
２
］＝４犳犓Ⅰ，Ｃ． （２７）

３　渗透压下岩石翼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３．１　附加应力强度因子犓′Ⅰ

研究翼形多裂纹间的相互作用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时，单从式（１０），（１３）可以看出，考虑多裂纹

相互作用的裂尖应力强度因子大于单一的犓′Ⅰ．考虑到单位面积内压剪裂纹的数量犖Ａ 的取值，文中结

合渗流应力作用下的压剪多裂纹损伤断裂模型数据进行分析［９，１６?１７］，相关参数为σ１＝２５ＭＰａ，σ２＝０

ＭＰａ，β＝３０°，χ＝０．６，犳＝０．３．在对给定狆＝０，５ＭＰａ的条件下，考虑与不考虑多裂纹间相互作用的翼

形裂纹长度（犾）与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犓′Ⅰ）的变化关系，如图３所示．

　（ａ）狆＝０ＭＰａ 　　　（ｂ）狆＝５ＭＰａ

图３　考虑与不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的犓′Ⅰ值对比

Ｆｉｇ．３　 犓′Ⅰ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ｃｒａｃｋ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知：当翼形裂纹长度为０时，考虑与不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力的犓′Ⅰ值相同；但随着翼形

裂纹长度的增加，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时的犓′Ⅰ值明显大于不考虑时的犓′Ⅰ值，且狆＝５ＭＰａ时，犓′Ⅰ

值也大于相同情况下不考虑渗透水压压力的犓′Ⅰ值，即渗透水压力和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都会加剧裂

尖应力强度因子的增长，使翼形裂纹越容易拓展延伸贯通岩桥，超过其断裂韧度，造成破坏．

３．２　叠加后的应力强度因子犓Ⅰ

引用节３．１中的数据，在给定渗透水压力条件下，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长度（犾）及起

裂角（θ）的变化规律，如图４所示．

　（ａ）狆＝０ＭＰａ （ｂ）狆＝５ＭＰａ　

图４　Ⅰ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随起裂角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ｙｐｅⅠｃｒａｃｋ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ａｃｋａｎｇｌｅｓ

由图４可知：１）在相同条件下，应力强度因子随着渗透水压力的增加而增加；２）当渗透水压力一定

时，在不同翼形裂纹长度下，应力强度因子随起裂角的变化规律相同；３）当起裂角为６５°时，应力强度因

子达到最大，与按照最大周向应力理论或能量释放率理论计算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取极大值（７０．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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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裂角不太相符，对比文献［１２］的模型可知，由于考虑了裂纹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应力强度因子提前

到６５°，达到最大．

３．３　参数敏感性

由式（１３）可知，翼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不仅与翼形裂纹的长度，还与渗透水压力、裂纹

起裂角、裂纹闭合度的大小等参数有关．为研究这些参数对翼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探究参数间

的相互关系，在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时，假设系统特性由犓Ⅰ（ακ）决定，其中，犓Ⅰ（ακ）＝犳（α犾，αθ，αχ），取

基准状态α

κ ＝｛α


犾 ，α


θ ，α


χ
｝＝｛０．０２ｍ，３０°，０．６｝．

将翼形裂纹长度、裂纹起裂角和裂纹闭合度分别加减１０％和２０％，其他参数不变，计算应力强度因

子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狆为渗透水压力．

　（ａ）不同裂纹长度 　　　（ｂ）不同裂纹起裂角 （ｃ）不同裂纹闭合度

图５　不同参数下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ｔｔｉ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由图５可知：在标准值上下波动的过程中，随着渗透水压力的增加，由翼形裂纹长度引起的裂纹尖

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起裂角和裂纹闭合度引起的，且裂纹闭合度引起的最小．

在渗透水压力狆＝５ＭＰａ的情况下，对上述其他３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同时，为保证各参数之

间能进行敏感性的比较，需要对此进行参数无量纲化处理．由文献［１８］得敏感性因子计算公式为

犛κ（ακ）＝ （
狘Δ犓１狘
犓１

）／（狘Δακ狘
ακ

）＝
Δ犓１

Δακ

ακ
犓１

． （２８）

图６　敏感性因子曲线

Ｆｉｇ．６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ｃｕｒｖｅ

　　敏感性因子曲线，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犃为翼型裂纹长度（犾）、

起裂角（θ）和闭合度（χ）等３个参数的变化幅度．在狆＝５ＭＰａ的情

况下，当参数进行负变化波动时，参数θ和犾对应的敏感性因子相差

不大，即犛犓（α犾）≈犛犓（αθ）＞犛犓（αχ）；当参数进行正变化波动时，参数

θ和χ对应的敏感性因子相差不大，犛犓（α犾）＞犛犓（αχ）≈犛犓（αθ）．当渗

透水达到相当大时，裂隙的闭合程度小范围变化并不会引起χ狆太大

浮动．因此，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对裂纹间闭合程度敏感度小，而

裂纹起裂角θ和翼形裂纹长度犾直接控制着裂隙的拓展延伸方向，

参数敏感性因子相对较大．

４　结论

１）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与渗透压、起裂角、翼裂纹长度等有关．渗透压一定时，应力强度因子

随起裂角的变化呈近似抛物线关系，岩石翼形裂纹长度越长，应力强度因子越大，越容易达到断裂韧度．

２）纹间相互作用对裂尖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显著，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的计算结果显示，应力强

度因子提前到６５°时达到最大．在岩石含高密度裂纹情况下，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很有必要．

３）基于摩尔?库仑准则，推导考虑裂纹间相互作用的闭合型裂纹的断裂韧度，以及岩石在压剪条件

下，Ⅰ，Ⅱ型复合断裂判据．裂纹的断裂韧度与渗透压和裂纹间的相互作用力成反比，两种力的增加都会

加速裂纹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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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对裂纹间闭合程度的敏感性很小，而对裂纹起裂角和岩石翼形裂纹长度

的敏感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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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色精与白色涂料质量配比

对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影响

冉茂宇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首先，在水溶性白色涂料中混合不同质量比的黑色色精，形成几种混合涂浆，将混合涂浆均匀地涂在

纸板上，并自然干燥，得到不同灰度的表面涂层试样．其次，通过一种称为圆盘?亮度的方法测量并计算每个试

验样品的光反射率，并验证圆盘?亮度方法测量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有效性．最后，根据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散射

和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定律，推导出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计算关系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进行实测数据拟合．结果表

明：涂层表面的光反射率计算模型可以很好地用于拟合实测数据；提出的计算模型或经验公式可用于指导白

色涂料与黑色色精混合配制，获得所需的表面光反射率涂层．

关键词：　白色涂料；黑色色精；质量配比；涂层表面；光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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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ｌａｗ，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ｃｏ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ｗａｓｆｉｔｔｅｄｂｙ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Ｉｔｉｓ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ｃｏ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ｎｂｅｗｅｌｌ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ｏ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ｍｉｘｉｎｇｏｆｂｌａｃｋｃｏｌｏｒａｎｔｗｉｔｈｉｎ

ｗｈｉｔｅｐａｉｎｔ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ｒ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ｈｉｔｅｐａｉｎｔ；ｂｌａｃｋｃｏｌｏｒａｎｔ；ｗｅｉｇｈｔｒａｔｉｏ；ｃｏ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涂料被广泛用于建筑室内外粉刷和各种物件表面漆涂，既可以起到保护物件的作用，又可以形成各

种明暗色彩，满足人们视觉的需要．涂料按其是否含有颜料，可分为原色涂料和颜料涂料．原色涂料就是

涂料自身色彩和明暗度能符合实际需要，使用时直接涂刷，涂刷表面呈现涂料固有色．颜料涂料是指使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０３

　通信作者：　冉茂宇（１９６７?），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室内外物理环境、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的研究．Ｅ?ｍａｉｌ：

３７３６６４４８９＠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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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自身色彩不能满足人们预期，需要与某种颜料进行配比、混合、调色，再涂刷的涂料．用于混合调色

的颜料又称为色精或色浆．目前，市场上的各种原色涂料和色精通过适当配比和调色能呈现任意色彩．

关于涂料着色力、遮盖力、混合配色等，前人已有不少研究［１?３］，但关于调色颜料与基准涂料配比对涂层

表面光反射率的影响研究却甚少．涂层表面的光反射率是指反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之比值，它不仅影

响建筑室内外光环境，同时，也影响建筑外表的保温隔热及室内照明节能．在建筑室内外光环境中，表面

光反射率太大，会引起人眼视觉不舒适，形成眩光；但表面光反射率太小，又会造成光环境暗淡，不利于

人眼视觉识别［３］．在我国现行建筑采光与设计标准中，对室内顶棚、墙面、地面和工作面的光反射率值有

范围规定［４?５］．因此，可以说涂层表面光反射率既与涂层的明暗表现有关，又与建筑照明节能及眩光控制

有关．研究涂层表面光反射率与颜料配比之间的关系，对于光环境创造、涂料壁画的绘制及展现，都有实

际意义．另外，在某些特殊场合，需要精确的光反射率分布以维持和创造特殊的光环境
［６］．鉴于建筑环境

中大量使用的是水溶性白色涂料，因此，本文只研究黑色色精与白色涂料配比对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影

响，得出涂料光反射率与色精配比的经验计算式．

１　试样制备与配比

１．１　原材料

从市场上购买鑫盾牌水溶性白色涂料一桶，杭州富龙马牌黑色色精一瓶．首先，将白色涂料在桶中

搅拌均匀，然后，用大烧杯拾取适量涂料液，遵照涂料用法说明，在大烧杯中加入适量水配成试验液．最

后，取适量试验液进行干燥前后称量，得到基料质量占３８．２９％，水分质量占６１．７１％．用滴管在色精瓶

中吸取色精液，滴４０滴色精液入小烧杯中，得到的色精液质量位０．９３７ｇ，经干燥称量，得色精物质质量

为０．２０６ｇ，故在色精液中色精质量占２１．９９％，水分质量占７８．０１％．称量采用ＴＰ?２１３型电子天平，其

测量范围为０～２１０ｇ，精度为１ｍｇ．

１．２　试样制备

用小烧杯取质量近乎相等的试验液，加入不同质量的黑色色精，搅拌混合均匀得不同灰度的混合涂

料液，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犿１ 为基料液质量；犿２ 为色精液质量；犿Ｔ 为基料液与色精液的总质量．

表１　涂料液标记及其混合配比

Ｔａｂ．１　Ｌａｂｅｌ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ｍｉｘｔｕｒｅ

标记号 犿１／ｇ 犿２／ｇ 犿Ｔ／ｇ
色精

　犿／ｇ 质量比／％

涂料

　犿／ｇ 质量比／％

水分

　犿／ｇ 质量比／％

１＃ ３９．７６０ ０　　 ３９．７６０ ０　　　 ０　　　 １５．２４４１ ３８．２９００ ２４．５３５９ ６１．７１００

２＃ ３９．７６１ ０．０２３ ３９．７８４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１２７ １５．２２４５ ３８．２６７９ ２４．５５４５ ６１．７１９４

３＃ ３９．７９５ ０．０９４ ３９．８８９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５１８ １５．２３７５ ３８．１９９８ ２４．６３０８ ６１．７４８４

４＃ ３９．７３５ ０．２００ ３９．９３５ ０．０４４０ ０．１１０１ １５．２１４５ ３８．０９８２ ２４．６７６５ ６１．７９１６

５＃ ３９．７７５ ０．２８１ ４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８ ０．１５４３ １５．２２９８ ３８．０２１４ ２４．７６４４ ６１．８２４３

６＃ ３９．７８１ ０．３７５ ４０．１５６ ０．０８２５ ０．２０５４ １５．２３２１ ３７．９３２４ ２４．８４１４ ６１．８６２２

７＃ ３９．７８１ ０．５６２ ４０．３４３ ０．１２３６ ０．３０６３ １５．２３２１ ３７．７５６６ ２４．９８７３ ６１．９３７１

　　将不同灰度的涂料液均匀涂刷于１ｍｍ的硬纸板上，自然干燥后，得到７种不同的灰度纸板，用激

光切割机将不同灰度纸板切割成直径为１５ｃｍ的圆盘．由于试样干燥后水分几乎已经散失，涂层中色精

与涂料质量分数可以通过表１中的数据计算得到，试样涂层中色精与涂料质量分数，如表２所示．表２

中：狑为质量分数；狀为色精与基料质量比．

表２　试样涂层中色精与涂料质量分数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ｂｌａｃｋｃｏｌｏｒａｎｔｔｏｗｈｉｔ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ｃｏ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试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狑（色精）／％ ０ ０．０３３２ ０．１３５５ ０．２８８２ ０．４０４１ ０．５３８５ ０．８０４８

狑（基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６６８ ９９．８６４５ ９９．７１１８ ９９．５９５９ ９９．４６１５ ９９．１９５２

狀 ０ ３．３２１×１０－４ １．３５７×１０－３ ２．８９０×１０－３ ４．０５７×１０－３ ５．４１４×１０－３ ８．１１３×１０－３

７０８第６期　　　　　　　　　冉茂宇：黑色色精与白色涂料质量配比对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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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光反射率测试及可信度验证

根据文献［７］，漫反射表面亮度犔与其所受到的照度犈０ 有关，其表达式为

犔＝
犈０ρ
π
． （１）

式（１）中：犔为表面亮度，ｃｄ·ｍ－２；犈０ 为表面所受到的照度，ｌｘ；ρ为表面光反射率．由式（１）可知：只要测

图１　散射表面光反射率测试原理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出表面亮度和入射照度即可计算表面光反射率．表面亮度犔可用亮

度计检测，但由于亮度计检测表面亮度时，是置于所测表面前面，会

对入射光产生影响，因此，直接用亮度计检测表面亮度会产生较大误

差．提出的圆盘?亮度法测量光反射率
［８］原理，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犚

为漫反射光圆盘的半径；犈犘 为轴心线上距盘面为犎 的犘 点的照度．

表面亮度犔与犈犘 关系为

犔＝
犈犘

πｓｉｎ
２
α
． （２）

　　由式（２）可知：盘面在犘点形成的照度犈犘 只与盘面亮度犔 和盘

面在犘 点形成的锥角α有关．由于 犎 和犚 可以很准确测定，锥角α

可通过犎 和犚 计算得到．因此，只要测试出犘点的照度犈犘，就可按

式（２）计算出盘面亮度犔．用照度计同样可测出盘面的入射照度犈０，盘面反光射系数ρ为

ρ＝
π犔
犈０
＝

犈犘
犈０ｓｉｎ

２
α
． （３）

　　为了尽量消除外界光照度（亮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测试在长×宽×高为１２．０ｍ×８．０ｍ×３．６ｍ

的房间中进行．房间所有窗户为不透光窗帘遮挡，门上透明部分没有遮挡，有少量外界光进入房间内．将

试样盘固定在支架上并置于房间较暗处，将平行光源放置在试样盘斜对面，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实际测试布置与方法

Ｆｉｇ．２　Ｌａｙｏｕｔ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对某种工况进行测试前，调整好各装置与测点相对位置．首先，开启

平行光源，调整支架高度及其与平行光源的距离，依据国家标准ＧＢ／Ｔ

３９７８－１９９４《标准照明体及照明观察条件》，使平行光均匀斜向照射试样

盘与盘面法线成４５°夹角
［９］．然后，调整照度计探头，使其在圆盘轴心线

上并与盘面保持所需垂直距离犎 且不遮挡平行光，以提高测量精度．多

余的平行光从圆盘周围越过，很少再反射，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反射光对

测点照度的干扰．

调整好各装置与测点相对位置后，对某种工况进行正式测试时，先

关掉平行光源，拿掉试样盘面，分别检测外界光进入房间在轴线测点和

盘面中心处所形成的背景照度；再开启平行光源，待平行光照射稳定后

测试盘面中心处入射照度犈０；最后，将盘面按照原来的位置再次固定在支架上，测试其在轴线测点处形

成的照度犈犘．

照度的测量采用 ＭＩＮＯＬＴＡＴ?１０Ｍ型照度计，测量范围为０．０１～２９９９００．００ｌｘ，精度为±２％，探

头直径为１２．５ｍｍ．垂直距离犎 测量采用的激光测距仪为ＴＭ３０，其测量范围为０．１～３０．０ｍ，精度为

±１．５ｍｍ．每种工况的照度测量与垂直距离确定采用３次测量取值算术平均．

对于同一试样盘面，只要调整垂直距离犎 进行两次测量，就可验证上述原理与方法的正确性．因

为，对于同一试样盘面，距离犎 变化引起角α变化，也引起照度犈犘 的变化，但通过式（３）计算的盘面光

反射率应为定值．

对各测点背景照度进行测试，其平均值为１０ｌｘ，相对误差不高于２％．对盘面中心位置处的入射照

度犈０ 进行测试，减去背景照度后取平均值为犈０＝５６２０ｌｘ，其相对误差也不高于２％．对不同试样盘面

在犎＝３６．３ｃｍ（α＝１１．６７４°）和犎＝６２．５ｃｍ（α＝６．８４３°）下进行犘点照度测试修正及亮度计算，结果如

表３所示．表３中：σρ是两种情况下测算光反射率值ρ相对于平均值珋ρ的相对误差．由表３可知：σρ 最大

值仅为±１．０５％，说明测试原理与方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８０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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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试样光反射率测试结果及验证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序号
犎＝３６．３ｃｍ（α＝１１．６７４°）

犈犘／ｌｘ　　　　　　ρ　

犎＝６２．５ｃｍ（α＝６．８４３°）

犈犘／ｌｘ　　　　　　　ρ　
珋ρ σρ

１＃ ２２９．９３ ０．９９９３ ７８．０７ ０．９７８５ ０．９８８９ ±１．０５

２＃ １８１．６３ ０．７８９４ ６１．９３ ０．７７６３ ０．７８２９ ±０．８４

３＃ １４６．０３ ０．６３４７ ４９．６７ ０．６２２６ ０．６２８７ ±０．９６

４＃ １１０．２７ ０．４７９３ ３８．１０ ０．４７７６ ０．４７８５ ±０．１８

５＃ １０１．３０ ０．４４０３ ３５．１７ ０．４４０８ ０．４４０６ ±０．０６

６＃ ８３．１３ ０．３６１３ ２８．９７ ０．３６３１ ０．３６２２ ±０．２５

７＃ ７１．０７ ０．３０８９ ２５．０６ ０．３１４１ ０．３１１５ ±０．８４

图３　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散射模型

Ｆｉｇ．３　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３　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计算模型

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散射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犐和犑

分别是犡 处薄层ｄ犡 上下界面进入的光辐射量；犐Ｓ１和犑Ｓ１

分别是犐和犑的向前散射量；犐Ｓ２和犑Ｓ２分别是犐和犑 的向

后散射量；犐α 和犑α 分别是犐和犑 在ｄ犡 中的被吸收量．涂

层视为厚度为犡的宽阔半透明体，其由粒径远小于犡的黑

色颗粒和白色颗粒构成．黑色颗粒对光主要起吸收作用，白

色颗粒对光主要起散射作用．由于颗粒分散的均匀性，在半

透明体内部任意处任何方向上光的吸收系数犓 和散射系数犛不变．

根据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散射理论，在半透明体内部任意平行于表面的界面，同时，有光的向下和向上

传播．任意界面处向上的光传播量与向下的光传播量之比值定义为界面的光反射率，它与吸收系数犓、

散射系数犛、距离狓有关．当涂层厚度犡足够厚时，底层基材的反射效应消失，涂层表面的光反射率ρ只

取决于犓 和犛
［１０］，ρ表示为

ρ＝１＋
犓
犛
－ （犓

犛
＋２）

犓

槡 犛
． （４）

　　设黑色颗粒与白色颗粒的真实重度分别为γｂ和γｗ，它们所占体积分别为犞ｂ和犞ｗ，记总体积为犞，

则黑色颗粒与白色颗粒的体积浓度分别为

犆ｂ＝犞ｂ／犞，　　犆ｗ ＝犞ｗ／犞．

　　涂层中黑色色精与白色基料的质量配比与其体积浓度比值之间的关系为

狀＝
犞ｂγｂ
犞ｗγｗ

＝
γｂ犆ｂ

γｗ犆ｗ
． （５）

　　由于γｂ和γｗ 为定值，式（５）表明涂层中黑色颗粒与白色颗粒的质量配比与两种颗粒的体积浓度比

成正比．令犽１＝γｗ／γｂ，式（５）可以改写为

犆ｂ
犆ｗ
＝犽１狀． （６）

　　将涂层视为黑色颗粒与白色颗粒的分散体系，根据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定律，分散体系中溶质对光的吸

收与溶质的体积浓度成正比，故涂层中黑色颗粒的吸收系数犓∝犆ｂ；同样，假设分散体系中溶质对光的

散射系数与溶质的体积浓度成正比，故涂层中白色颗粒的散射系数犛∝犆ｗ，由此表示出犓／犛与犆ｂ／犆ｗ，

狀之间的关系，即

犓
犛
＝犽２

犆ｂ
犆ｗ
＝犽３狀． （７）

式（７）中：犽２，犽３ 为比例常数．将式（７）代入式（４），得到涂层表面光反射率与质量配比之间的关系模型为

ρ＝１＋犪狀－ （犫＋犮狀）槡 狀． （８）

式（８）中：犪，犫，犮为常数．用式（８）回归实验数据，验证这种关系模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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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色精与涂料质量配比与

涂层外表光反射率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ｉｇｈｔ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４　实验数据拟合与经验计算公式

将表３测算的光反射率平均值珋ρ与表２的色精与

涂料质量配比狑用式（８）拟合，拟合结果如图４所示．由

图４可知：实验数据用式（８）拟合相当妥帖，相关系数达

到０．９９８８７３．将回归常数犪＝５５．１５１，犫＝１５３．４３，犮＝

７９８．８６代入式（８），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经验计算式为

ρ＝１＋５５．１５狀－ （１５３．４３＋７９８．８６狀）槡 狀． （９）

　　经验计算，式（９）能为不同光反射率的表面涂料配

制提供方便．

５　结论

１）利用圆盘?亮度法测量扩散表面光反射率具有相当好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２）基于Ｋｕ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散射和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定律，推导出的涂层表面光反射率与黑色色精质量配

比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拟合实测数据．

３）提出的计算模型或经验公式可用于指导白色涂料与黑色色精混合配制，获得所需的表面光反射

率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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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定量化分析方法

刘晓芳，涂哲智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闽北传统村落为例，构建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变化指数和新建建筑屋顶面积指数，定量化计算传统

建筑受损程度及建筑“加改建”数量，并结合实地踏勘调研，分析传统村落的风貌演变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基

于屋顶形态的定量化分析能为研究传统村落风貌演变提供快捷有效的方法，及时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科学

依据；定量化分析反映出传统村落的住房“加改建”需求，将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能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传统村

落的风貌演变状况及原因．

关键词：　传统村落；风貌演变；屋顶形态；屋顶面积；加改建；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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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ｊｉａｎ

传统村落是我国具有文化底蕴的历史遗产，是我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被

誉为中华民族的ＤＮＡ
［１］．然而，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传统村落风貌正在逐渐变化，其保护

面临严峻挑战．多年来，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研究多是从踏勘调研定性角度进行的．近年来，随着研究方

法与视角的拓展，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开始呈现量化、多元化、科学化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村

落空间形态量化分析研究［２３］、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
［４５］、对空间认识与行为进行虚拟现实

技术研究［６］、信息化村落空间要素分析［７］和空间句法分析［８９］．现有关于传统村落风貌的研究多是局限

于定性角度，且需要建筑质量、结构、风格等详细的建筑和村落空间的调研资料．这些资料获取难度较

大，耗费时间长，且受人力、物力等多种条件限制．关于传统村落定量研究的成果主要着眼于村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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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村落肌理等方面，但采用定量化方法进行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研究还较缺乏．本文基于传统村落

屋顶面积变化指数，提出一种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定量化分析方法，采用定量化方法研究传统村落风貌

演变状况，解译不同时间期传统村落的影像图，计算传统建筑受损程度及建筑“加改建”情况，评估村落

的风貌演变状况．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以第一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福建省南平市的城村和下梅村为研究案例．

城村位于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南２４ｋｍ，城村汉城遗址的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始建

（ａ）２００８年

于隋唐，兴于宋代的古村，近千年前，由赵、林、

李三大姓聚族始居于此，形成了文化古迹众多

的古村落．

下梅村地处福建省武夷山市东部，距武夷

山风景区１０ｋｍ，距武夷山市区６ｋｍ；村落建

于隋朝，里坊兴于宋朝，街市隆于清朝，是晋商

万里茶路起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１０］，至今保

存较为完好的历史悠久古民居三十余座，具有

独特的传统魅力．

城村、下梅村航拍遥感图，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来自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高清影像．

（ｂ）２０１３年 （ｃ）２０１５年

图１　城村航拍遥感图

Ｆｉｇ．１　Ａ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Ｃｈｅ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城村采用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等３个时间期的影像图，下梅村采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５年等４个时间期的影像图．

　（ａ）２００４年 （ｂ）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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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０１１年 （ｄ）２０１５年

图２　下梅村航拍遥感图

Ｆｉｇ．２　Ａ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Ｘｉａｍｅｉｖｉｌｌａｇｅ

１．２　研究方法

传统村落的坡屋顶传统建筑是村落风貌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大量坡屋顶建筑构筑的有机整体是传

统村落风貌特色的重要表现．传统坡屋顶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新建建筑的数量和风貌协调度，体现了传统

村落风貌的保护和演变状况．首先，建立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变化指数和新建建筑屋顶面积比率指数；

然后，解译不同时间期传统村落的航拍遥感图，人工识别不同类型屋顶边界，计算屋顶面积并定量化计

算传统坡屋顶建筑受损程度及新建建筑情况；最后，通过航拍遥感图分析受损传统建筑及新建建筑的分

布位置，评估村落的风貌演变状况．

通过对传统村落现状进行实地踏勘，统计传统建筑风貌保护遗存状况，核实影像图解译情况；观察

新建建筑的风格，评价其与传统风貌的协调度；对村落居民进行访谈，探寻村落传统风貌演变的原因．

１．３　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变化指数

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变化指数，包括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犚Ｓ）和传统建筑坡屋顶转变

为平屋顶面积（包含平屋顶、铁皮屋顶和采光雨棚等）占传统建筑坡屋顶减少量的比率（犚Ｃ）．即

犚Ｓ＝
犛犻－犛犼
犛犻×狋

，　　犚Ｃ ＝
犆犻，犼

犛犻－犛犼
．

上式中：犻，犼为时间期，犼＞犻；犛犻，犛犼分别为时间期犻，犼的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狋为时间期犻和时间期犼的

时间间隔；犆犻，犼为时间期犻到时间期犼传统建筑坡屋顶转变为平屋顶的面积．

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减少表示传统建筑风貌遭到破坏，即传统建筑拆除或改建为现代建筑．犚Ｓ 反

映传统建筑受损的程度，犚Ｓ值越大，表示传统建筑风貌受损程度越大；犚Ｃ 反映受损传统建筑是拆除，还

是改建为平屋顶建筑，犚Ｃ 值越大，表示减少的传统建筑中，越多的建筑改建为现代平屋顶建筑．

１．４　新建建筑屋顶面积指数

新建建筑屋顶面积指数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建筑加建情况，包括传统村落新建建筑坡屋顶面积的年

变化率（犚ＮＳ）、新建建筑平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犚ＮＦ）和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犚Ｎ），即

犚ＮＳ＝
犛Ｎ，犼－犛Ｎ，犻
犛犻×狋

，　　犚ＮＦ ＝
犉Ｎ，犼－犉Ｎ，犻
犛犻×狋

，

犚Ｎ ＝犚ＮＳ＋犚ＮＦ ＝
犛Ｎ，犼＋犉Ｎ，犼－犛Ｎ，犻－犉Ｎ，犻

犛犻×狋
．

上式中：犛Ｎ，犻，犛Ｎ，犼分别为时间期犻，犼的新建坡屋顶面积；犉Ｎ，犻，犉Ｎ，犼分别为时间期犻，犼的新建平屋顶面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的变化

对城村和下梅村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城村的传统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在减少的传统建筑中，绝大部

分改建为平屋顶建筑，占９５．５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城村的传统建筑继续遭到损坏，破坏程度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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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相比略有降低，在减少的传统建筑中，改建为现代平屋顶的建筑占比接近１／３，拆除的传统建筑

占大部分．

由表１还可知：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下梅村的传统风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传统建

筑受损程度较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受损程度较明显增加；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减少的均为拆除的传统建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减少的传统建筑中，有近１／３改建为现代平屋顶建筑，其余为拆除的建筑．

表１　传统建筑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统计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ｌｏｐｅｒｏｏｆａｒｅａ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参数
城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下梅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犚Ｓ ０．７９ ０．７２ ０．０５ ０．１７ １．０７

犚Ｃ ９５．５８ ３１．２６ ０ ０ ２９．１７

（ａ）２００８年

　　城村和下梅村传统风貌演变图，如图３，４所示．由

图３，４可知：空间分布上看，城村大部分传统建筑改建

成的平屋顶建筑位于街巷两侧；下梅村改建的平屋顶建

筑呈散点状分布于村落内部．

经实地调研发现，不论城村还是下梅，城村传统建

筑改建成的平屋顶建筑绝大多数为现代风格建筑，建筑

材料、建筑形式等都与传统建筑风格不相协调，给村落

传统风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２．２　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变化

对城村和下梅村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进

行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ｂ）２０１３年 （ｃ）２０１５年

图３　城村传统风貌演变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２００４年 （ｂ）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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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２０１１年 （ｄ）２０１５年

图４　下梅村传统风貌演变图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ｍｅｉｖｉｌｌａｇｅ

表２　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统计

Ｔａｂ．２　Ａｎｎｕａｌ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ｅｗ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ｏｏｆａｒｅａ ％　

参数
城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下梅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犚ＮＳ ０．２４ ２．９６ ０．４２ ０．１１ ０．５７

犚ＮＦ ２．８６ ４．５４ ０．３４ ０．１７ ２．５７

犚Ｎ ３．１０ ７．５１ ０．７６ ０．２９ ３．１４

　　由表２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城村的传统村落新建坡屋顶面积较少，新建平屋顶面积比率较大；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传统村落新建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较之前有大幅增长，平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则突

增到４．５４％，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同步增长为７．５１％，整体呈现出剧增的态势．从空间上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城村新建了大量的现代平屋顶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数“见缝插针式”分布于村落中，另有

部分集中分布于村落外围东北侧（图３）．根据实地调研，这些新建现代平屋顶建筑的风格与传统建筑不

相协调，对村落传统风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城村建设较多的坡屋顶建筑，据实地调

研，这些坡屋顶建筑少量与传统建筑风格具有协调性，大部分还是对村落传统风貌造成了消极影响．

由表２可知：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下梅村传统村落新建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比率和新建平屋顶面积

的比率都较小；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新建坡屋顶面积比率和新建平屋顶面积比率都有所下降；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新建平屋顶面积比率有一定增长，因此，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同步增长到３．１４％，涨幅

较为明显．从空间上看，新建的坡屋顶建筑呈散点状分布于村落内部，而新建的平屋顶建筑少量位于传

统村落内，大部分位于村落外围（图４）．实地调研结果表明，下梅村新建的坡屋顶建筑大部分与传统建

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城村和下梅村

传统风貌变化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ｅ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Ｘｉａｍｅｉｖｉｌｌａｇｅ

筑具有一定的协调，而新建的平屋顶建筑为现代风格，

对村落传统风貌具有消极影响．

２．３　两个村落传统风貌演变结果对比分析

将城村和下梅村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传统风貌变化的

总体状况进行比较，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两个村落传统坡屋顶面

积的年变化率的数值都不高，说明由于传统坡屋顶建筑

受损导致两个村落传统风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程

度不大．与之相比，新建建筑屋顶面积变化比率则高出

很多，其中，城村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是传统

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的５．５６倍，下梅村是２．７７倍．

分析新建建筑的类型，发现两个村落新建平屋顶面积比

率均大幅高于新建坡屋顶，表明新建平屋顶对传统村落

风貌的影响最大．由实地调研可知，两个村落新建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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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建筑绝大多数为现代风格，对传统风貌产生消极影响．城村新建的坡屋顶建筑也多数与传统风貌不

协调，下梅村新建的坡屋顶建筑与传统风貌具有一定的协调度．

比较两个村落的各项指标值，除了传统坡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城村比下梅村稍高外，其他３个指标

包括新建建筑坡屋顶面积、新建建筑平屋顶面积及新建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比率城村都比下梅村高

出很多．尤其是对村落风貌影响最大的新建平屋顶面积比率，城村比下梅村高１．７６％，导致其总的新建

建筑屋顶面积的年变化率也大幅高于下梅村．对两个村落新建平屋顶建筑的空间分布分析发现，城村新

建的平屋顶建筑呈散点状分布于村落内，多为村民自建房，至２０１５年这些大规模新建的现代建筑平屋

顶面积达到传统坡屋顶面积的３０％，严重破坏了村落的传统风貌；而下梅村至２０１５年新建的现代平屋

顶面积占传统坡屋顶面积的１３．７％，但是其中只有少量位于传统村落内，大多数为在传统村落外围建

设的现代新村，因此，对村落传统风貌的影响程度大大低于城村．

综上，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城村传统村落的风貌变化巨大，变化形式主要为在传统村落内部“见缝插针”

式加建大量现代平屋顶建筑，大程度破坏了村落的传统风貌．加建的坡屋顶建筑也大部分都对传统风貌

产生了消极影响．总的来说，城村传统风貌保护和延续状况不佳，使城村逐步丧失了传统村落的特色和

魅力．与之相比，尽管下梅村传统风貌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也有一些传统坡屋顶建筑拆除及少量改

建为现代平屋顶建筑，对传统风貌保护和延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变化最大的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新建

的一些现代平屋顶建筑．这些建筑位于传统村落外围，对传统村落内传统风貌影响较小，因此，下梅村的

传统风貌保护状况较好．

进一步对新建建筑屋顶面积变化比率的时间特征进行分析，发现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城村每年的变化比

率都较高，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最高（表２）．这表明对传统风貌产生破坏的建设行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长期

持续进行且逐渐加剧．分析下梅村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新建建筑屋顶面积变化比率的时间特征，发现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数值出现突增（表２）．这表明建设行为可能缘于某一事件，经实地调研证实该变化是由于２０１０

年下梅村遭遇水灾后在村落外围建设新村导致的．

３　讨论与结论

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表征要素较多，包括屋顶形态、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风格等．我国大多数

传统村落建筑的坡屋顶是其重要特征．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风格等建筑资料的调研需要较长的时

间周期，所需人力、物力也较大，相比较其他表征要素，屋顶形态更易于识别．传统建筑拆除、改建和重建

等变化绝大多数能够通过屋顶形态直接表现出来，并可通过航拍遥感图能够清晰、快捷地予以识别．基

于屋顶形态构建指数分析福建省北部城村和下梅两个案例的风貌演变状况，结果显示城村传统风貌破

损程度高于下梅村，并发现城村的传统风貌破坏是由于在传统村落内部“见缝插针”式加建大量现代平

屋顶建筑导致的．

我国传统村落数量多而分散，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公布的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属于福建省的传统

村落就有２２９个，且诸多村落尚未进行详细的建筑和空间资料调查．文中的两个案例证实了基于屋顶形

态的量化分析能够为研究传统村落风貌演变提供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尤其适用于我国目前建筑调查

资料比较匮乏的大量传统村落．此方法能够迅速地辨析传统风貌的演变和破损状况，及时为传统村落的

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城村和下梅村的定量化计算及空间分布分析均反映出两个村落蓬勃的住房“加改建”需求．城村主

要体现为在村落内部大规模加建的现代平屋顶建筑，以及与传统风貌不符的坡屋顶建筑；同样，下梅村

也存在大量的住房“加改建”需求，为满足需求，下梅村在村外另择新区建设现代住宅小区以安置村民．

经调研访谈，两个村落的村民都表示传统住房确实无法满足其现今需要．两个村落住房“加改建”的原因

主要有３点：１）家庭结构和人口的变化，随着子女长大成家，原先的大家庭分化为若干小家庭，产生新

的住房需求；２）传统建筑破旧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矛盾，传统村落内建筑日趋破败，基础设施缺乏，难以

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３）洪涝灾害对建筑的损毁．第一、二点为村落住房“加改建”内生的驱动力，

第三点为外在因素，内外力共同作用导致产生大量住房“加改建”需求．住房“加改建”需求是城市化进程

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屋顶形态的定量化计算和空间分布分析能够反映村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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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加改建”需求．

基于屋顶形态的定量化分析方法反映出传统建筑的受损程度及建筑的新建状况，但对于新建建筑

是否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则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才能够更客观地判别．文中在对两个村落进行量化计算分

析基础上，对传统村落现状进行实地踏勘调研，观测统计传统建筑风貌保护状况，这一方面核实了影像

图解译情况，另一方面，实地观察新建建筑风格，评价其与传统风貌的协调度，完善补充定量化研究结

果．此外，通过对村落居民进行访谈，深入探寻村落传统风貌演变的原因．

研究表明，定量化分析结合实地调研能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传统村落的风貌演变状况及其原因．经

调研访谈得知，面对同样旺盛的住房“加改建”需求，城村和下梅村采取不同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城村采

取“堵”的策略，控制村落范围内的传统建筑改建与新建，且在旅游公司开发下对传统建筑采用“冻结式”

保护模式，没有妥善引导解决传统建筑的修缮与村民的住房需求．因此，随着后期旅游公司的亏损与撤

资，原本的村落保护策略被突破，城村范围内开始出现大量传统建筑拆改建与住宅新建，传统风貌遭到

很大程度的破坏．下梅村则以“疏”为策，在政府与旅游公司多方管理下，对村落内的传统建筑给予修缮

保护，并允许风貌协调为前提下的传统建筑改建，既延续了传统风貌，又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当

２０１０年村落遭受洪灾后，政府主导在村落外围建设新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的居住问题，下梅村的

传统风貌整体也得到较好的保护．因此，针对传统村落的住房“加改建”需求，解决策略宜“疏”不宜“堵”，

应制定适宜的政策措施，引导村民在保护村落传统风貌的前提下修缮住宅，或在村落外围组织建设新住

宅．针对村落传统建筑修缮及新建建筑，应加强对屋顶形态、建筑风格、建筑材料等传统风貌要素的保护

和传承，而在屋顶形态方面，应使屋顶形式、坡度、坡向、色彩、材料等与当地传统建筑相协调．

该研究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如由于传统村落遥感影像资料不齐全的客观限制，只能采用部分不连续

时间期影像图进行分析，且两个村落的时间期无法完全对应．此外，虽然屋顶形态的变化是定量化研究

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重要指标，但若能综合其他如街巷空间等指标，则能获得更完善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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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

因素识别与对策

詹朝曦１，王玉芳２，祁神军１，张进金３，陈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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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延期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识别复杂的难题，在梳理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基本

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的等级全息模型（ＨＨＭ）．以厦门城市快速路建设为实证，

通过专家访谈，初步分析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的影响原因；进而提出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的影响因素清单；采

用专家权威度系数模型，对风险清单进一步计算和筛选．最后，从可控和不可控层面提出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

控制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等级全息模型；专家权威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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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快速路作为城市道路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工期成为关注的焦点，建设工期一旦延误，

影响城市快速路的交付使用，进而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合理确定建设工期是快速路建设管理的

难题，而识别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是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合理规划的关键．目前建设工期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３个方面的内容．１）施工工期的影响因素界定．针对道路工程
［１］、高速公路［２］、隧道工

程［３?５］及地铁工程［６］等不同工程，从经济、技术、质量等方面研究合理施工工期的影响因素，而对城市快

速路项目建设工期的研究则较少．２）参建主体对工期的影响．影响工期的主体包括业主、设计单位、监

理单位及施工单位［７］．学者对主体影响工期的认识观点不一．３）系统边界及范围对工期的影响．正确划

分边界有利于深入界定工期的影响因素，将工期的影响因素分为系统内因素［８］和系统外因素［９］，并适当

取舍，以避免工期的影响因素模型臃肿［１０］．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工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并不少，但几乎

没有对城市快速路工期影响进行相应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厦门快速路为实证，运用等级全息模型

（ＨＨＭ）框架体系法、专家访谈法及专家权威度系数法，构建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评估体系．

１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初选集

１．１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的含义

城市快速路，即在城市内修建的、中央分隔的、全部控制出入的、控制出入口间距及形式的、具有单

向双车道或以上的多车道的，并设有配套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的城市道路．城市快速路是城市中车速

快、行程长、运输量大、连续通行的汽车交通干道，兼有快捷公路和城市主干路的双重功能．城市快速路

的建设工期是立足政府，一个城市快速路建设项目或独立的单项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所耗用的时间总量，

即包括前期阶段、建设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

１．２　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犎犎犕框架的设计

ＨＨＭ作为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辨识风险来源的模型，在近二十年来逐步被应用到风险辨识领

域［１１］．城市快速路具有施工工艺的复杂性、多技术的交叉性和施工环境的特殊性等特点，使项目工期风

险识别变得复杂．如果仅从单一的视角分析问题，会使问题简单化，不够全面．

因此，基于 ＨＨＭ 模型，从可控和不可控两个维度，对城市快速路的工期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识

别．构建城市快速路工期影响因素ＨＨＭ框架模型，如图１所示．各层次含义解析，如表１所示．

图１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 ＨＨＭ框架

Ｆｉｇ．１　ＨＨ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表１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的含义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层级 子系统 含义

可控性
可控因素

人为的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前期方案论证、前期报批报建、
标段划分及勘察设计等

不可控因素 非人为的不可控制和改变的外部因素，如地震、台风等

建设过程

策划阶段 城市快速路项目的定位、可行性分析及勘察设计

建设准备阶段 土地出让权取得、资金筹集、勘察设计和招投标及前期报批报建

施工阶段
建设单位组织总承包商、专业承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监理单位、代建单位及设
计单位按照施工规范完成城市快速路的建设内容

竣工交付阶段 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勘察及设计等有关单位依据验收规范和要求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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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层级 子系统 含义

影响类别

人为因素 参建主体的过失、疏忽及恶意等不当行为引起快速路预期目标不能实现

技术因素
设计失误或设计变更、施工方案选择不当，四新应用不成熟或者施工工艺落后、安
全措施不当等

设备及材料因素 建材、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工程规格、质量及安全要求，或供应不及时

社会因素 特殊节假日、重大活动，以及因征地拆迁引起的利益纠纷

财务因素 建设资金不足或未能及时拨付工程款、项目超支、承包商的能力等

自然因素 复杂的地形条件、地质条件、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周边环境等

１．３　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识别

目前，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快速公交系统，厦门市正大力推进两环八射的城市快速路建设，已建成的

快速路总长１１９．１ｋｍ，在建１２６．４ｋｍ，拟建８６．８ｋｍ．从已完工程的建设情况来看，快速路项目建设工

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延期现象．经对快速路建设的工程管理人员和专家进行访谈发现，影响厦门城市快

速路项目建设工期的因素错综复杂．主要原因体现在前期准备不充分、征地拆迁问题突出、地下管线复

杂和施工阶段的施工组织设计的不合理等，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的主要原因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ｄｅｌａｙ

序号 主要问题 原因描述

１
前期准备
不充分

准备期短，开工急，城快速路工程通常由政府出资建设，出于减少工程建设对城市
日常生活的干扰这一目的，对施工周期的要求又十分严格，工程只能提前，不准推
后，施工单位往往根据工期，倒排进度计划，难免缺乏周密

２
征地拆迁
问题突出

城市快速路项目的建设往往是边拆边建，征地拆迁如果进展缓慢，无法及时提供
作业面，施工单位进场后无法开展施工，长时间无法施工导致施工单位懈怠

３
地下管
线复杂

城市快速路建设过程当中，当遇到供热、给水、煤气、电力及电信等管线位置不明
的情况时，盲目施工极有可能挖断管线，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导致工
程延期

４

施工阶段的
施工组织
设计不合理

施工组织、专项施工方案，以及工程款拨付计划等设置不合理都将直接导致工期
延误．此外，雨季施工、材料、机械及设备进场不及时、图纸供应不及时、利益相关
主体的协调也是影响工期的重要原因

１．４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的犎犎犕框架

根据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的ＨＨＭ分析框架和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原因的基本含义，从

可控性角度建立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清单．

１）可控因素．建设工期可按工作内容划分为前期阶段、建设实施阶段和竣工交付使用阶段．前期阶

段，主要有方案论证不足、项目报批缓慢、标段划分不合理、勘察不详及施工准备不足５项影响因素；建

设实施阶段，主要有设计进度安排不合理、设计缺陷、组织管理协调不力、甲供（控）材料不及时、建设资

金不足、施工进度缓慢、合同纠纷、合同终止及总承包单位主动违约９项影响因素；竣工交付使用阶段则

有竣工资料整理拖延和验收整改拖延等影响因素．

２）不可控因素．包括环境影响因素和其他影响因素，其中，环境影响因素，分别是自然环境的不利

影响、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军事管线设施限制、征地拆迁不力及地下管线迁移不力５项；其他影响因

素，则有社会性原因、突发事故和不可抗力３项．

２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筛选

２．１　专家权威度系数模型

专家权威度系数［１２］是指专家在该领域的权威程度，其值为依据专家的理论分析系数、实践经验系

数、业内同行的了解系数、直觉系数及熟悉程度综合计算而得．根据被调查专家的背景资料计算其权威

度系数，权威度系数越大，表明专家有较强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其意见的参考价值就越大．专家权威度系

数的参数说明，如表３所示．

０２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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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专家权威度系数的参数说明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参数 参数含义 赋值基本规则

犆犃１ 理论分析系数 根据专家的学历来赋值，即本科为０．２，硕士及以上为０．３，其他为０．１

犆犃２ 实践经验系数
根据专家的职称来赋值，分别按高级为０．５，中级为０．４，初级为０．３，其他为０进
行赋值

犆犃３
业内同行的
了解系数

根据专家近５年从事工作所属的行业来赋值，所从事的行业越接近于城市快速
路，其分值越高，反之越低．其中，桥梁、市政及道路取０．１０，房建取０．０５，其他为０

犆犃４ 直觉系数
根据专家本身的对问题的直接判断进行赋值，只要问卷没有出现明显的错误，即
可得分０．１，出现无效问卷时直接赋值０

犆狊 熟悉程度
专家对所研究对象的熟悉程度，按从事行业工作的年限取值，其中，２０年以上取
０．９，１５年以上取０．７，１０年以上取０．５，５年以上取０．３，５年以下取０．１

　　根据表３中各参数的含义及赋值所遵循的基本规则，直接计算出系数犆犃，即

犆犃 ＝犆犃１＋犆犃２＋犆犃３＋犆犃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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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般情况下，专家权威度系数大于０．７，表明该专家的权威性得到认可，可以采用其认为的数值．计

算公式为

犆狉 ＝ （犆犃＋犆犛）／２． （２）

２．２　影响因素筛选模型

１）问卷筛选．根据专家权威度系数模型，计算被调研专家的权威度系数，对于权威度系数小于０．７

的问卷予以剔除，保留权威度系数大于０．７的问卷．

２）影响因素筛选．根据有效问卷专家的权威度系数，计算各专家的权威度系数权重犠犼．在专家权

威度系数的权重犠犼的基础上，影响因素的均值犕犼为

犕犼 ＝∑犠犼·犘犻，犼． （３）

式（３）中：犘犻，犼为第犻各专家对第犼个影响因素所给出的分数．犕犼的取值越大，说明第犼各指标的重要程

度越高．变异系数犞犼为

犞犼 ＝δ犼·犠犼． （４）

式（４）中：δ犼为第犼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差；犞犼 反映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即不同专家对同一影响因素

的意见的协调程度，反映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常用在两个总体均值不等的离散程度的比较上．该值

越小，说明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就越高．

根据文献［１２］，当犕犼小于３．５时，认为第犼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不足；当犞犼 数超过０．２５时，

认为第犼个影响因素的专家意见离散程度过高，应进一步分析或者重新考虑这个影响因素．

２．３　影响因素的计算与筛选

影响因素的计算和筛选共分两轮．

第一轮：调研对象包括参与快速路建设的相关单位工程管理人员和高校教授专家，采用电子邮件和

实地走访两种形式，共收回３１份问卷．根据式（１），（２）计算出专家权威度系数，筛选出２２份有效专家的

问卷．经过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计算，剔除了施工准备不足、设计进度安排不合理、甲供（控）材

料不及时、建设资金不足、施工进度缓慢、合同纠纷、合同终止，以及总承包单位主动违约８项影响因素．

第二轮：将第一轮问卷修改优化后，再次发放和回收，并根据专家权威度系数进一步计算出各影响

因素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第二轮筛选中，专家对大部分影响因素的意见集中较高．根据指标筛选规则，应剔除自

然环境不利影响、社会性原因、不可抗力，以及突发事故４项影响因素．虽然竣工资料准备不全、验收整

改拖延均值和变异系数均不符合标准，但专家认为项目竣工验收阶段极其重要，也是影响城市快速路建

设工期的关键，故予以保留．

此外，专家指出不可控因素中社会性原因、突发事故及不可抗力虽然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一旦

发生，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故在实际工程中仍需保持警惕，做好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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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影响因素的第二轮筛选过程

Ｔａｂ．４　Ｓｅｃｏｎｄ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影响因素
前期方案
论证不足

前期报
批缓慢

标段划分
不合理

勘察不详 设计缺陷
组织管理
协调不力

竣工资料
整理拖延

验收整
改拖延

犕犼 ４．４１４ ３．５５０ ２．７５３ ３．５８４ ３．５９５ ３．５６２ ２．２５３ ２．０９０

δ犼 ０．８８３ ０．９４５ １．０７０ ０．８８７ １．２７６ ０．８８７ １．１１８ ０．９１２

犞犼 ０．２００ ０．２６６ ０．３８９ ０．２４７ ０．３５５ ０．２４９ ０．４９６ ０．４３６

影响因素
征地拆
迁不力

地下管线
迁移不力

军事管线
设施限制

自然环境的
不利影响

周边环境的
不利影响

社会性
原因

不可抗力 突发事故

犕犼 ４．４４２ ４．２７８ ３．８４２ ３．０４３ ３．５１９ ２．１２０ ３．３８６ ２．５８０

δ犼 ０．８２１ ０．８５１ １．０５６ １．１４６ ０．８２７ １．１３７ １．１４２ 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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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建设工期影响因素最终评估体系

根据专家权威度模型的计算和分析，剔除不合理的影响因素，最终得出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

素评估体系，如表５所示．

表５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评估体系

Ｔａｂ．５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因素分类 影响因素 因素解释

可控因素

前期方案
论证不足

对快速路项目整体的自然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调研不足，导致的工期
延误；对建设规模、投资规划、建设周期、技术方案、建设条件、征地拆迁方案、管线
改造方案、地下文物、地质水文条件及气候影响的论证不足，导致的工期延误

前期报批缓慢
项目建议书、选址意见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土地使用权证、土地规
划许可证、设计审批及施工许可证等前期手续报批缓慢，影响项目的启动时间

标段划分不合理
施工段划分过多引起的衔接问题和施工段划分过少不能同步施工问题导致工期
延误

勘察不详
水文地质资料不准确，地下文物资料不准确，勘查单位技术不足或工作不到位导
致了水文地质及地下文物，以及地下管线勘查不详造成的工期延误

设计缺陷
设计人员缺乏同类工程的设计经验，设计不科学、不合理、有错或有漏，以及设计
变更等导致的工期延误

组织管理
协调不力

项目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协调不力、参建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不力、参建主体能力
差、承发包单位协调不当，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对项目不利的干预导致的工期延误

竣工资料
整理拖延

竣工验收材料和备案材料计划不合理导致的工期延误

验收整改拖延 对竣工验收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计划不合理导致的工期延误

不可控
因素

征地拆迁不力 征地拆迁遇到阻碍、边拆迁边建设，以及拆迁后拆迁户利益纠纷导致的工期延误

地下管线
迁移不力

项目范围内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工业等管线及其附
属设施因迁移不及时造成的工期延误

军事管线
设施限制

对军用管线的保护所增加的工程量造成的工期延误

自然环境的
不利影响

极端气候、复杂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对工期的延误

周边环境的
不利影响

与铁路、立交桥等交叉施工，施工时间及工作面的限制对工期的延误

３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管理应对策略

综合分析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按城市快速路建设过程的前期阶段、施工阶段和竣工交付

使用阶段的不同特征，从可控和不可控角度，针对性地提出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相应的管理对策．

１）建设前期阶段．城市快速路建设前期的充分调研、科学合理的决策和设计，能有效预防建设过程

中的不合理的影响，极大地提高建设效率，预防建设工期延期．首先，建设前期所涉及的可控性影响因素

可通过更加周密而科学的论证以化解建设工期风险．其次，不可控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应尽可能本着合

作共赢的态度深入协调相关工作．征地拆迁涉及多方主体的经济利益，需要多方协作，通过制定合理共

识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方能快速推进拆迁进度．对于征地拆迁、地下管线迁移及军事管线设施，应事先

进行详细的排查和资料的收集，并提出多套可行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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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施工阶段．项目实施阶段影响因素繁杂、利益主体众多．其中，利益主体的影响是最直接、最复杂

的，应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展开施工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对于现场施工条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应预

先估计，如恶劣天气、自然环境及周边环境条件变化等的影响．同时，尽可能选择资质优良的代建公司和

经验丰富管理人员，确保项目组织协调顺利．

３）竣工验收阶段．竣工验收是城市快速路项目完成的标志，是全面考核项目建设成果、检验设计和

工程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验收前应统筹规划，编制可行的验收计划，充分调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积

极性，确保验收工作及时、高效地展开．此外，也可在合同中严格规定竣工整改拖延的惩罚条款，依据合

同规定管控竣工整改时间．对于竣工资料的整理，则须做好平时信息资料的收集、归档及整理，并严格地

提出验收资料编制要求，确保竣工资料的完整性及规范性．

４　结束语

城市快速路工程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界面及多子系统的复杂系统，且建设工期的影响因素复

杂化、多样化．如何全面且准确地识别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的各种风险因素，成为此项研究中亟待解决

的首要问题．因此，创新性地尝试将专家权威度系数法与等级全息建模相结合，基于可控和不可控两个

维度，构建了涵盖１３个影响因素的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评估体系，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为城市

快速路建设工期的风险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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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球固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及其

在乙酸异戊酯合成中的应用

郑好英，杜慷慨

（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氯球为载体，合成３种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和

［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然后，以这３种固载化离子液体作为催化剂，以乙酸和异戊醇为原料，催化合成乙

酸异戊酯．在具有最好催化性能的［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的催化作用下，进一步探讨反应温度、催化剂用

量、酸醇的量比和反应时间对酯化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以［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为催化剂，酸醇的量比

为２∶１，催化剂用量为酸醇总量的２．５％，反应温度为１１５℃，反应时间为２ｈ的优化条件下，乙酸异戊酯的

产率最高可达９６．８％，且催化剂重复使用６次后仍能保持较高的产率，稳定性较好．

关键词：　固载化离子液体；乙酸异戊酯；催化性能；酯化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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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ａ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ｉｓｏａｍ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ｓｒａｗ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ｗａｓｃｈｏｓｅｎ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ｔｈｅ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ｔｏ

ｉｓｏａｍ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ｔｏｉｓｏａｍ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ｗａｓ２∶１，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ａｓ２．５％ｏｆ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ｍａｓｓｏｆｒｅａｃｔａ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１１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２ｈ．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ｉｓｏａｍ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９６．８％，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ｃｏｕｌｄｓｔｉｌｌｋｅｅｐｉｎａ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ｆｔｅｒｒｅｕｓｉｎｇｓｉｘｔｉｍ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ｉｓｏａｍ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离子液体是一种新型的环境友好型溶剂和液体型催化剂，近年来其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展［１?４］，目

前已成功应用于酯的合成［５?７］．虽然功能化离子液体是多种催化过程
［８?１０］的优良催化剂，但由于其固有

的液体特性，使其不能广泛用于化学工业．将异相催化剂与功能化离子液体的优点结合到一起，制备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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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功能化离子液体［１１?１２］，可以克服均相催化剂的这些缺点．聚苯乙烯树脂
［１３］的热稳定性好，对酸碱等化

学试剂稳定，而氯甲基化的聚苯乙烯（氯球）上的氯原子反应活性高，易于功能化，交联方式和交联度也

易控制，被广泛地应用化学工业［１４?１８］．乙酸异戊酯具有香蕉和梨的愉悦香味，常作调香剂和定香剂
［１９］，

也可作为溶剂［２０］．工业上一般采用浓硫酸作为催化剂，利用乙酸和异戊醇直接酯化而成，但其反应选择

性差、副产物多、反应时间长、产品质量差、后处理繁琐，易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寻求高效绿色的新型催

化剂已然成为现代化工生产的重要目标之一［２１］．本文采用键合法
［２２］，将酸功能化的离子液体固载到氯

球上，制备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并将其用于催化乙酸异戊酯的合成．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１）试剂．１，３?丙磺酸内酯，咪唑，环己烷，乙酸，异戊醇等，均为市售分析纯；氯球（氯甲基化聚苯乙

烯微球），交联度为１％，粒径为１００～２００目．

２）仪器．ＤＦ?１０１Ｓ型集热式恒温磁力加热搅拌器（河南省予华仪器有限公司）；ＡｎｔｏｎＰａａｒ

ＤＭＡ４５００型密度仪（奥地利ＡｎｔｏｎＰａａｒ公司）；ＦＴＩＲ?８４型红外光谱仪（日本岛津公司）；安捷伦６８９０Ｎ

型气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ＶａｒｉｏＥＬⅢ型元素分析仪（德国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公司）；ＷＡＹ型阿贝折光

仪（上海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催化剂的制备

催化剂的制备过程参考文献［２２］，采用键合法合成了３种固载化离子液体，即［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

［ＨＳＯ４］（催化剂１），［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催化剂２）和［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催化剂３）．

１）前驱体［ＰＳ?Ｉｍ］和中间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的制备同文献［２２］．

２）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的制备．在１００ｍＬ的圆底烧瓶中按质量体积比为

１∶１０的比例加入中间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和二氯甲烷，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浓硫酸，室温搅拌３０ｍｉｎ

后，于９０℃冷凝回流２ｈ；反应结束后静置、冷却，用４０℃的温水浸泡１０ｍｉｎ，抽滤并用蒸馏水洗涤，于

６０℃真空干燥一夜，即可得到固载化的离子液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相应的，［ＰＳ?Ｉｍ?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和［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的制备方法与［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的制备相同．

１．３　催化剂的表征

通过元素分析测定固载化离子液体中Ｎ的质量分数来表征其固载量；用扫描电镜（ＳＥＭ）来考察氯

球固载前后表面微观形状的变化；利用溴化钾压片法来测定３种催化剂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ｃｍ
－１波数范围内

的红外光谱；用热重（ＴＧ）测３种催化剂的热稳定性．

１．４　乙酸异戊酯的合成

向５０ｍＬ的３颈烧瓶中加入０．０４ｍｏｌ的异戊醇、０．０８ｍｏｌ的乙酸、２．５ｍＬ环己烷和相对于酸醇

总量２．５％的催化剂，用分水器分水，于１１５℃加热回流反应２ｈ．反应结束后，冷却，过滤分离催化剂，

将滤液依次用蒸馏水、５％的碳酸氢钠溶液、饱和氯化钠溶液洗涤，并用无水硫酸镁干燥后进行常压蒸

馏，收集１３６～１４３℃的馏分，可得到无色透明且具有浓郁果香味的液体产品．测其折光率为１．４００３，与

文献［２３］相近．产品的纯度用气相色谱测定．

用移液管量取０．５ｍＬ反应后烧瓶里的液体于容量瓶中，加丙酮稀释并定容到５０ｍＬ，混合均匀后

取少量用于气相色谱测定．气相色谱测得的数据用犆表示，生成乙酸异戊酯的质量计算式为

犿＝ ［０．５（犿２－犿１）／ρ］×［（犆×１００×０．５）／１０００］． （１）

式（１）中：犿为生成的乙酸异戊酯的质量；犿１ 为反应前的质量；犿２ 为反应后的质量；ρ为反应结束后圆底

烧瓶中液体的密度．由此可得，乙酸异戊酯的产率（η）为乙酸异戊酯实际生成质量与理论质量的比值．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催化剂的性能比较

在０．０４ｍｏｌ异戊醇，酸醇的量比为２∶１，催化剂用量为酸醇总量的２．５％，２．５ｍＬ环己烷，反应温

５２８第６期　　　　　　　 郑好英，等：氯球固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及其在乙酸异戊酯合成中的应用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度为１１５℃，反应时间为２ｈ的条件下，分别使用３种催化剂催化合成乙酸异戊酯．结果表明：在合成乙

酸异戊酯的反应中，不添加催化剂的反应产率非常低，为３８．６％；添加浓硫酸作催化剂时，反应产率较

高，达到８７．６％；而当加入固载化离子液体后，酯化产率很高，［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ＰＳ?Ｉｍ?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催化合成乙酸异戊酯的产率分别为９０．８％，９６．３％，９４．２％，

催化效果相差不大，都达到９０％以上．

此外，［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和［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的催化效果相近．由于催化剂制备方法

和过程类似，［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的产率最高，且盐酸试剂的价格比氢溴酸低．因此，从试剂成本等

方面综合考虑，选用该催化剂来探索酯化反应过程中相关因素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２．２　乙酸异戊酯最佳合成条件的确定

分别考察反应温度（θ）、催化剂用量（ρ）、酸醇的量比（狀（酸）∶狀（醇））和反应时间（狋）等合成条件对

乙酸异戊酯酯化产率（η）的影响，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合成条件对乙酸异戊酯酯化产率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ｏａｍ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合成
条件

θ／℃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０

ρ／％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狀（酸）∶狀（醇）

１∶１　１．５∶１　　２∶１　２．５∶１

狋／ｈ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η／％ ６９．８７６．１９６．６８５．１７５．１８６．３９６．３８０．２ ５１．１ ７６．２ ９６．４ ８５．４ ８７．６８９．０９６．７８７．１

２．２．１　反应温度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固定催化剂的量为酸醇总量的２．５％，酸醇的量比为２∶１，加入

２．５ｍＬ环己烷作带水剂，设定温度范围为１０５～１２０℃，回流反应２ｈ，得到反应温度（θ）对产率（η）的影

响，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酯化产率逐渐增加，当反应温度为１１５℃时，酯

化产率可达９６．６％，但进一步提高温度后，产率反而降低．这是因为酯化反应是可逆反应，当反应达到

平衡时，反应变为热力学控制．因此，升高温度有利于酯化反应的进行；但是太高的温度会导致副反应发

生，可能醇分子内羟基被质子化，脱水生成副产物烯烃或醚，尤其异戊醇为仲醇，温度较高时容易脱水生

产烯烃，酯化产率反而会下降．故反应温度控制在１１５℃．

２．２．２　催化剂用量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固定酸醇的量比为２∶１，其他条件不变，加入不同配比的催化

剂，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催化剂量增加时，酯化产率逐渐升高，当催化剂配比为２．５％时，酯化

率达到最大值；继续增加催化剂的用量，平衡转化率不会增加，反而因为催化剂吸附产品而使收率稍有

降低．因此，催化剂配比选择２．５％较为合适．

２．２．３　酸醇的量比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下，改变酸醇的量比，在１１５℃下回流反应２ｈ，

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当其他的条件不变时，随着反应中酸醇的量比的增加，酯化产率明显增

加，当酸醇的量比为２∶１时，产率最高可达９６．４％；但继续增加酸醇比，产率反而会有所下降．这是因

为酯化反应是可逆反应，增加酸醇的量比，使冰乙酸过量，可促使异戊醇转化为乙酸异戊酯，所以产率增

加；但当酸醇比太大时，乙酸过量太多，反而造成体系中异戊醇浓度过低，生成酯的反应速率减慢，不利

于酯化反应的进行，所以酯化产率反而下降．

２．２．４　反应时间对酯化产率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于１１５℃下回流不同的时间，结果如

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随着反应时间（狋）增加，酯化产率逐渐升高，当反应时间为２ｈ时，酯化产率达到

９６．７％，进一步延长反应时间，产率反而下降．这是因为酯化反应是可逆反应，在反应达到平衡前，反应

属于动力学控制，延长反应时间，产率会逐渐增加；但当达到平衡后，反应转为热力学控制，此时延长反

应时间反而会有利于副反应发生（醇内分子脱水生成烯烃或醚），致使酯化产率降低．因此，反应时间以

２ｈ为宜．

２．３　催化剂使用的重复性

将前一次反应液通过倾析保留催化剂，催化剂直接用于下一次反应，在最佳条件下，考察催化剂的

重复使用次数对酯化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催化剂重复使用次数分别为１，２，３，４，５，６时，乙酸异戊酯

酯化产率分别为９６．７％，９２．７％，８７．４％，８０．１％，７５．１％和７２．２％．

催化剂［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在重复使用６次后，虽然酯化产率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

值，说明此时催化剂仍然具有较高活性，是合成乙酸异戊酯的良好催化剂．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酯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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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断下降，究其原因有３个主要方面．

１）催化剂重复使用过程中酯化产率降低，可能是由于酸性离子液体的负载量减少引起的．对重复

使用６次后的催化剂进行元素分析测定，结果酸性离子液体的负载量（犔）为１．８４０ｍｍｏｌ·ｇ
－１，与反应

前（１．９５２ｍｍｏｌ·ｇ
－１）相比稍有降低．氯球的苯环上的亚甲基比较活泼，在催化反应的过程中，受其他

试剂的作用，原来被固载化的离子液体，可能被其他基团取代，使得发生催化作用的活性中心减少了，因

而降低了催化活性．

２）催化剂骨架是聚苯乙烯树脂，由于催化过程中的不断加热，使聚苯乙烯骨架受热作用后，表面微

孔发生了萎缩，使得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减少，从而使催化活性降低．

３）在酯化反应过程中，可能伴随有醇脱水成烯或其他的副反应产物，覆盖在催化剂表面，掩盖了部

分催化中心，从而使其活性降低．

２．４　催化剂的表征

２．４．１　元素分析　元素分析采用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公司的ＶａｒｉｏＥＬⅢ型元素分析仪，由氮质量分数可计算

出酸性离子液体的负载量（犔＝１０００×狑／２８．其中，犔为酸性离子液体的负载量，ｍｍｏｌ·ｇ
－１；狑 为元素

的质量分数）．催化剂［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的元素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催化剂［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的元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

［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
狑／％

Ｃ Ｈ Ｎ
犔／ｍｍｏｌ·ｇ

－１

反应前 ６３．５８０ ６．３１８ ５．４６７ １．９５２

反应６次后 ５９．１６５ ７．４１７ ５．１５３ １．８４０

２．４．２　扫描电镜分析　通过扫描电镜（ＳＥＭ）来表征固载前后微观形貌的变化，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

知：未固载的氯球表面较为光滑，而制备的几种固载化离子液体催化剂表面有一层薄膜层，说明离子液

体成功固载在氯球上．由图１（ｅ）可知：氯球表面仍有薄膜层存在，相比反应前更薄了．说明固载化的离

子液体经多次催化反应后，因受温度或副产物等因素的影响，表面的催化中心略有减少．

２．４．３　红外光谱分析　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对氯球和所制备的３种催化剂进行分析，如图２

所示．由图２可知：３种催化剂的红外谱图上面都出现有相似峰，１４５０和１５４８ｃｍ－１分别为Ｃ＝Ｎ，Ｃ－

（ａ）氯球表面形貌

Ｎ键的伸缩振动峰，３１４８和１１４６ｃｍ－１为咪唑环内Ｃ－Ｈ键

伸缩振动和弯曲振动的特征峰，１２３１ｃｍ－１为磺酸基Ｓ－Ｏ键

伸缩振动峰，１０３７和８２５ｃｍ－１则分别为磺酸基团上Ｓ＝Ｏ键

的对称伸缩振动峰和Ｓ－Ｏ键的伸缩振动峰．同时，氯球上的

功能基团－ＣＨ２Ｃｌ（１２６４ｃｍ
－１处的伸缩振动峰）在３种固载

化离子液体中都消失了．说明３种离子液体已经成功固载在

氯球上了．

２．４．４　热重分析　采用热重分析（ＴＧ）对氯球和所制备的３

种催化剂进行分析，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由于催化剂［ＰＳ?

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表面吸附了水，在１００℃附近有２％

（ｂ）固载化［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　　　　　　　（ｃ）固载化［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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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固载化 ［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　　　　　　　　（ｅ）反应６次后的氯球表面 　

图１　氯球表面固载前后表面微观形貌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的失质量；当３３８～４８３℃时，可以检测到有３７％左右的明显失质量．这是因为离子液体从氯球表面脱

离与聚苯乙烯骨架的键合作用，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可承受的最高温度是３３８

℃；而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和［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的失质量情况基本相似，室

温至１１２℃这一段温度范围内，有４％左右的失质量．这是由于固载化氯球的表面吸附了水．

接着在３２２～４８４℃范围内有４８％左右的失质量．这是由于离子液体从氯球表面脱离和聚苯乙烯

骨架的键合作用，该温度下，聚苯乙烯骨架也被破坏，并发生分解的缘故．

　　　图２　氯球和所制备催化剂的红外光谱图 图３　氯球和所制备催化剂的热重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３　结论

１）通过键合法将离子液体固载在氯球上，制备３种固载化离子液体［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ＨＳＯ４］，

［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和［ＰＳ?Ｉｍ?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Ｂｒ］，且测得其固载量为１．９５２ｍｍｏｌ·ｇ
－１．

２）将制备得到的固载化离子液体用于催化合成乙酸异戊酯的反应，结果表明：［ＰＳ?Ｉｍ?

Ｃ３Ｈ６ＳＯ３Ｈ］［Ｃｌ］具有最好的催化活性．用此作催化剂具有对设备腐蚀小、反应时间短、产率高、后处理

简单，以及催化剂可重复使用等优点．

３）乙酸异戊酯的最佳合成条件：酸醇的量比２∶１，催化剂用量为酸醇总量的２．５％，反应温度１１５

℃，反应时间２ｈ．在此优化条件下，乙酸异戊酯的产率最高达９６．７％，且催化剂重复使用６次后仍能保

持较高的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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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变蓄热材料导热系数对太阳能

通风墙性能的影响

穆林，雷勇刚，宋罛芳，程远达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通过对相变蓄热型太阳能烟囱模型通风蓄放热变化过程的计算，分析比较不同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

对太阳能烟囱性能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吸热板最大表面温度随着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的增大越接近相变

蓄热墙的相变温度；蓄热阶段，入口平均风速随着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的增大而减小；放热阶段，入口平均风

速随着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的增大反而越大；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越大，蓄热型太阳能烟囱系统１６ｈ的累计

通风量越高，但在导热系数增大到０．６６Ｗ·（ｍ·Ｋ）－１后，再增大材料导热系数，累计通风量几乎不再增加．

关键词：　太阳能烟囱；相变材料；蓄热墙；通风；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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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烟囱是利用太阳能加热空气产生烟囱效应，从而促进通风效果的装置，它具有节能效果显

著、与建筑结合方便、初投资相对较少等优点．然而，太阳能易受气候环境影响，限制了太阳能烟囱的发

展应用．国内外学者对太阳能烟囱相变蓄热的特性进行了许多研究
［１９］．Ａｒｋａｒ等

［１］提出一种相变蓄热

模块（ＬＨＴＥＳ）进行建筑自然冷却通风，对不同气候地点自然冷却潜力进行分析．Ｓｔｒｉｔｉｈ等
［２］设计结合

黑色石蜡相变材料的太阳能烟囱，相变材料储存的热量被用来加热和通风．Ａｍｏｒｉ等
［３］对具有相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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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５．６℃石蜡的太阳能烟囱开展了实验和数值研究．Ｄａｖｉｄ等
［４］建立具有相变材料的物理模型，对自

然、强制和混合对流条件下进行计算．Ｌｉｕ等
［５］对具有不同厚度的双层Ｎａ２ＣＯ３·Ｈ２Ｏ蓄热墙的太阳能

烟囱系统进行恒热流实验．Ｇｉａｃｉａ等
［６７］对双层通道结合ＳＰ?２２相变材料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应

用ＰＣＭ夹层对于建筑的热效果提高明显．李风雷等
［８］利用ＴＲＮＳＹＳ软件，模拟计算以Ｒ１４１ｂ为制冷

剂的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在夏季典型日的性能．Ｌｉ等
［９１０］对具有４２℃相变温度石蜡的太阳能烟

囱系统进行实验测试，研究稳定条件下，热流密度和石蜡层导热系数对太阳能烟囱系统热效率和通风传

热特性的影响．吴彦廷等
［１１］建立了二维相变蓄热太阳能烟囱数理模型，分析空气通道宽度对太阳能相

变蓄热集热墙系统热特性的影响．李永财
［１２］研究了结合相变蓄热材料的太阳能通风屋顶系统，结果显

示９月份６０℃的日间通风量较大，晚间的４０℃的通风量较大．卢军等
［１３］对具有相变温度的相变材料

的太阳能通风屋顶进行数值模拟，获得不同相变温度下，系统的夜间通风量的变化规律．王元明等
［１４］以

石蜡为材料，制造出针对于太阳能烟囱应用复合相变材料，结果表明，碳纳米管的添加可以有效提高相

变材料的热导率和相变过程的传热速率．虽然对太阳能烟囱结合相变蓄热的研究较多，但是蓄热墙导热

系数对太阳能烟囱系统的性能影响的成果比较匮乏．因此，本文建立了相变蓄热型太阳能烟囱系统的三

维非稳态模型，并用文献［３］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其准确性，研究不同蓄热墙导热系数对太阳能烟囱系统

通风放热性能的影响．

１　物理模型

相变蓄热型太阳能烟囱系统由半透明玻璃盖板、吸热板、相变蓄热材料板、绝热保温板组成，其物理

　　　（ａ）物理模型　　　　　　　（ｂ）计算区域

图１　相变蓄热型太阳能烟囱系统（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ｙｐｅｏｆｓｏｌａｒｃｈｉｍｎｅｙ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ｔ：ｍｍ）

模型如图１（ａ）所示．其工作原理：半透明玻璃盖

板和吸热板之间形成空气通道，空气由入口进入

通道，被吸热板加热后从出口排出，强化了烟囱系

统自然通风．相对于传统的太阳能烟囱系统，本模

型采取了相变蓄热墙，通过蓄热材料的相变蓄热

可有效提高系统的蓄热效果，延长系统放热时间．

该结构高度为２ｍ，宽度为１ｍ，深度为０．２５ｍ，

高深比为１０∶１
［１５］，其中相变材料层厚度为０．０５

ｍ，玻璃盖板和吸热板厚度均为０．００４ｍ．本模型

犡为正南方向，计算区域如图１（ｂ）所示．

２　数学模型

数值模拟假设如下：１）工作流体为不可压缩

牛顿流体；２）流体密度只与温度有关，满足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假设；３）沿着吸热板边缘的热传导忽略不计；４）相变材料相变温度为定值，固液相物性参数

一致，无固液相分离；５）忽略接触热阻．使用有限容积法求解控制方程，模拟采用ＲＮＧ犽?ε湍流模型、融

化／凝固模型和离散坐标（ＤＯ）模型，速度与压力之间的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流项的离散格式使

用二阶迎风格式，离散方程的求解应用亚松弛ＴＤＭＡ算法．

１）连续性方程为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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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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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动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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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能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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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狓犼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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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犽?方程为

ρ犽

狋
＋
ρ狌犻犽

狓犻
＝


狓犼
（（狏＋

狏ｔ

σｋ
）犽
狓犼
）＋犌ｋ． （４）

　　５）ε?方程为

ρε
狋
＋
ρ狌犻ε

狓犻
＝


狓犼
（（狏＋

狏ｔ

σε
）ε
狓犼
）＋犆１

ε
犽
犌ｋ－犆２ρ

ε
２

犽
， （５）

Γ＝
狏
犘ｒ
＋
狏ｔ

σｔ
， （６）

犌ｋ＝
狏ｔ

ρ

ρ狌犻

狓犼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犻
）． （７）

式（５）～（７）中：狌犻为狓犻方向上的平均速度矢量；狓犻为坐标；狆为平均压力；狋为非稳态时间；狏ｔ，狏分别为

絮流和层流黏滞系数；犵犻为犻方向的重力加速度；β为空气膨胀系数；犜，犜ｉｎ为平均温度和室内温度；Γ为

广义扩散系数；犽为湍流脉动动能；ε为流体脉动动能的耗散率；犆１，犆２ 为经验系数；犌ｋ 为湍流动能的产

生项；犘ｒ为Ｐｒａｎｄｅｌ数；σｋ，σε，σｔ取经验值．

６）相变方程为

ρ
犎

狋
＝
λ
犆ｐ
（犎

２

狓
２
犻

）． （８）

　　７）发射和散射方程为

ｄ犐（狉，狊）

ｄ狊
＋（α＋δｓ）犐（狉，狊）＝α狀

２δ犜
４

Π
＋
δｓ
４Π∫

４Π

０
犐（狉，狊）Φ（狊，狊′）ｄΩ′． （９）

式（８），（９）中：犎 为焓值；狉材质所在位置；狊为直射方向矢量；狊′为散射方向矢量；δ为散射系数；狀为折

射系数；α为吸收系数；Ф为相位函数；Ω为空间立体角．

３　边界条件和物性参数

３．１　边界条件

１）太阳辐射得热．太阳辐射强度是影响太阳能烟囱相变蓄热的主要因素．通过给定时间、日期和位

置的太阳光束方向和辐射照度，对法向直接辐照应用ＡＳＨＲＡＥ手册的晴朗天气条件的方程为犈ｄｎ＝

犃／ｅｘｐ（犅／ｓｉｎβ），对漫射辐射的表达式为犈ｄ＝犆犢犈ｄｎ，计算得到的参数作为太阳射线跟踪算法半透明边

界条件的输入条件．玻璃盖板边界条件：玻璃盖板外边界采取第三类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犺＝４Ｗ·

（ｍ２·Ｋ）－１，外界空气温度取夏季通风温度为３００Ｋ．

２）其他壁面面边界条件．吸热面采取无内热源耦合边界，绝热木板为绝热边界．

３）出入口边界条件．入口采取压力入口边界条件，入口空气温度取太原夏季通风温度３００Ｋ，而出

口采取压力出口边界条件．

４）初始条件．初始温度为３００Ｋ，初始相对压力为０，初始速度为０．

３．２　物性参数

玻璃盖板（４ｍｍ玻璃）、吸热板（４ｍｍ钢板）、空气和相变石蜡的物性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ρ
为密度；λ为导热系数；犮ｐ为比热容；α为吸收率；θ为发射率；τ为透射率；狋为相变温度；犙为相变潜热．

表１　材料的物性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材料 ρ／
ｋｇ·ｍ

－３
λ／

Ｗ·（ｍ·Ｋ）－１
犮ｐ／

Ｊ·（ｋｇ·Ｋ）
－１ α θ τ 狋／℃

犙／
Ｊ·ｇ

－１

玻璃盖板 ２７１９ １．０９ ８７１．００ ０．０６ ０．８４ ０ － －

吸热板 ８０３０ １６．２７ ５０８．４８ ０．９５ １．００ ０ － －

空气 １．１６１４－３．５３×
１０－３（犜－１００）

［２６３＋０．７４×
（犜－１００）］×１０－４

１００７－０．００４×
（犜－３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７ －　 －　

相变石蜡 ８００ 变量 ６８２ － － 　－ ４２ １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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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４　网格独立性考核与模型有效性验证

由于模型结构形式比较规则，计算区域采用结构化正六面体网格．图２为计算网格（犣轴方向截面

图），上面为相变材料，下面为空气通道．为了使计算结果准确且节省计算资源，进行了网格独立性考核．

对５套不同的网格下１０：００的入口风速进行计算，网格７６０８，１３６３９，５６７２４，１０７６４２，２１０３７８时的入

口平均风速分别为２．２１０，１．３２０，０．２５３，０．２２４，０．２２３ｍ·ｓ－１．可以看出，第４套和第５套网格的计算

偏差小于１％，因此，得到了网格无关的独立解．考虑到计算精度和计算速度要求，以第４套网格作为所

有数值计算网格，其网格数为１０７６４２．

图２　太阳能烟囱相变蓄热系统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ｙｐｅｓｏｌａｒｃｈｉｍｎｅｙｓｙｓｔｅｍ

为了验证该模型，根据文献［３］实验参数，建立９７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的相变蓄热型太阳能

图３　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比较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烟囱模型．其相变材料层厚度为４０ｍｍ，室外温度和室外太

阳辐射强度与文献［３］一致．吸热板平均温度模拟结果与实

验结果比较，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模拟计算与实验所测温度随时间变化趋

势基本吻合，最大温度都是在１３：００；放热阶段的偏差较

大，主要是因为模拟计算时忽略了接触热阻和能量损耗．由

图３还可以看出：本模拟计算结果与文献［３］的实验结果误

差在±５％以内，表明本模型的可靠性．

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５．１　吸热板表面平均温度与时间的变化关系

不同蓄热墙导热系数下，吸热板表面平均温度随时间

的变化关系，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由于太阳的辐射，吸热面的温度均从初始时刻的３００Ｋ开始增

图４　吸热板表面温度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Ｅ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ｂｏａｒ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大，到１３：００时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下降．这与太阳入射

辐射１３：００时出现最大值相对应．由图４还可知：吸热板表

面最大温度随着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的减小反而越大，采

用１．１０Ｗ·（ｍ·Ｋ）－１相变蓄热墙时，吸热板表面的最大

温度为３１７．６２Ｋ，而采用０．３３Ｗ·（ｍ·Ｋ）－１相变蓄热墙

时，吸热板表面最大温度却为３２２．２Ｋ．这是由于相变材料

达到相变温度后开始相变蓄热，导热系数大时，吸热板与相

变材料之间的传热热阻比较小，较多的热量会被相变材料

储存，对同样的入射辐射热流，吸热板表面温度就比较低．

另外，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越低，吸热板蓄热和放热时

的温差就越大，随着相变材料导热系数的变大，这种差别逐

渐降低直至消失，最终都会等于相变温度．此时，蓄热墙的

储存热量达到最大值，导热系数为０．３３Ｗ·（ｍ·Ｋ）－１的相变材料吸热板最大温度与相变温度的差值

为６．２Ｋ，而导热系数为１．１０Ｗ·（ｍ·Ｋ）－１时仅为１．６２Ｋ．由此可以看出，图４中２０：００时刻都有一

个明显的转折点．这是因为太阳入射辐射在２０：００降为０，系统进入单纯放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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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入口平均风速与时间的变化关系

不同蓄热墙导热系数下，入口平均风速（狏）随时刻的变化关系，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不同蓄热

墙导热系数下，系统入口平均风速在到达１３：００以前均是不断增大的，到１３：００时均达到最大值，且相

变蓄热墙导热系数越小，入口平均风速越大，这与吸热面温度相对应的；在１８：００以后，相变蓄热墙进入

放热阶段．由图５还可知：导热系数越大，入口平均风速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是由于导热系数小，相变蓄

热墙传递到空气中的热流就会少；而导热系数大，相变蓄热墙传递到空气中的热流就会越大．但是，当导

热系数增加到０．６６Ｗ·（ｍ·Ｋ）－１时，再增加，效果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当导热系数为１．１０Ｗ·（ｍ·

Ｋ）－１时，几乎和０．６６Ｗ·（ｍ·Ｋ）－１相同．

不同通风时间内的累计通风量（犙），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在通风１２ｈ以前，导热系数越大，累

计通风量越大；通风１２ｈ以后，导热系数越大，累计通风量反而越小；而且在通风１２ｈ时，不同导热系

数下累计通风量几乎相等．但是，当导热系数超过０．６６Ｗ·（ｍ·Ｋ）－１以后，再增大导热系数对累计通

风量几乎不再有影响．

垂直犢 轴中心面局部速度流图，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在出口处有回流现象．

　　　图５　入口平均风速随时间变化　　　　　　　　　　图６　不同通风时间内累计通风量

　Ｆｉｇ．５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Ｆｉｇ．６　Ｔｏｔ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ｖ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５．３　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变化关系

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变化关系，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吸热板中心温度在１３：００沿高

度方向均不断增大，且高度在０．２～０．８ｍ和１．２～１．８ｍ时变化趋势比较大，高度在０．８～１．２ｍ时变

化趋势变得比较平缓．另外，导热系数越小，吸热板温度越高，导热系数越大，吸热板温度越低，且随着高

度的增加，这种差别越来越大．由图８还可知：在高度为０．２ｍ时，导热系数０．３３，１．１０Ｗ·（ｍ·Ｋ）－１

对应的温差几乎为０Ｋ；在高度为１．０ｍ时，导热系数０．３３和１．１０Ｗ·（ｍ·Ｋ）－１对应的温差为６．６７

Ｋ；而在高度为１．８ｍ时，导热系数０．３３和１．１０Ｗ·（ｍ·Ｋ）－１对应的温差则增大为９．８Ｋ．

此外，随着导热系数的增大，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变化越来越平缓，而且当导热系数增大

到０．６６Ｗ·（ｍ·Ｋ）－１后，再增大导热系数，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变化越来越接近相变温度．

这和图４结论相同．

图７　中心面局部速度流场图　　　　　图８　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７　Ｌｏｃ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ｔｃｏ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ｇ．８　Ｈｅａｔ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ｃｏ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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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建立太阳能烟囱相变蓄热通风系统的三维数理模型，并对太原市７月１５日８：００－２４：００的蓄放热

和通风性能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开展数值模拟研究，得到以下３个主要结论．

１）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越低，吸热板蓄热和放热时，温差就越大；随着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的变

大，这种差别逐渐降低直至消失，最终等于相变温度，此时，蓄热墙储存热量达到最大值；当相变蓄热墙

导热系数增大到０．６６Ｗ·（ｍ·Ｋ）－１以后，再增大导热系数，吸热板表面温度变化变得越来越弱．

２）蓄热阶段入口平均风速随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增大而增大，且均在１３：００出现最大风速；放热

阶段入口平均风速随相变蓄热墙导热系数增大反而减小．导热系数低的相变蓄热墙热阻比较大，白天蓄

热阶段存储的热量较少，更多的热量用于通风使入口风速较大；晚上放热阶段放出的热量较少，使入口

风速变得较小．在通风１２ｈ以前，导热系数越大累计通风量越大；通风１２ｈ以后，导热系数越大累计通

风量反而越小，而且在通风１２ｈ时，不同导热系数下累计通风量几乎相等．但是，当导热系数超过０．６６

Ｗ·（ｍ·Ｋ）－１以后，再增大导热系数后，对累计通风量几乎不再有影响．

３）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不断增大，而且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向的变化随着导热系数越

大越来越平缓．当导热系数增大到０．６６Ｗ·（ｍ·Ｋ）－１后，再增大导热系数，吸热板中心温度沿高度方

向的变化越来越接近相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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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犚犝犛犔犈模型的长汀县

水土流失风险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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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修正的通用水土流失方程（ＲＵＳＬＥ）为理论基础，以长汀县为研究区，利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与遥

感（ＲＳ）技术，在计算各影响因子的基础上估算水土流失，生成流失风险等级分布图．对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并将研究区水土流失风险综合评估结果与坡度、植被覆盖度及土地利用图层进行空间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水土流失中、高风险区分布仍较多，其中，河田、三洲、策武３乡镇形势最为严峻；水

土流失风险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与植被覆盖度有严格的负相关关系，但与坡度并无严格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水土流失；空间分析；修正的通用水土流失方程；长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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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１］，它可以使土层变薄、肥力降低，造成土地

“砂石化”，使之永远失去农业价值．同时，土壤侵蚀使大量泥沙进入河道，造成河床淤积，加剧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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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２］．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受到各国政府及学术界的关注
［３?４］，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Ｗｉｓｃｈｍｅｉｅｒ等
［５］基于大量小区观测资料和人工模拟降雨试验资料，提出了通用水土流

失方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ｏｉｌｌｏｓ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ＵＳＬＥ）；１９９２年，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针对ＵＳＬＥ模型的缺陷推

出了修正通用水土流失方程（ｒｅｖｉｓ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ｏｉｌｌｏｓ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ＬＥ）
［６?７］．ＲＵＳＬＥ的基础理论承

袭于ＵＳＬＥ，但大部分因子利用新技术重新评估，各因子之间不再相互独立而是彼此关联影响，因而

ＲＵＳＬＥ有更高的评估精度和更强的实用性．同时，ＲＵＳＬＥ模型形式简单，参数易获取及各因子均含物

理意义．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水土流失评估．卜兆宏等
［８］根据实测数据对ＵＳＬＥ模型进行参数本地化调

校，得到了适合我国本土的ＵＳＬＥ模型，并提出了运用遥感技术快速评估水土流失的方法，该研究成果

在我国福建、江西、山东等地区得到推广应用．随着遥感（ＲＳ）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在水土流失中

的应用，水土流失的研究已突破了小区或坡面尺度的限制，区域尺度的水土流失研究成为可能［９?１３］．我

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严重，而福建省长汀县是南方丘陵水土流失的典型，是福建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区域．本文选取福建省长汀县为研究对象，利用ＧＩＳ，ＲＳ技术，对福建省长汀县的水土流失风险分布与

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１　研究区概况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长汀县位于２５°１８′４０″Ｎ～２６°０２′０５″Ｎ，１１６°００′４５″Ｅ～１１６°３９′２０″Ｅ，地处福建省西南部，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降雨量充沛，土壤抗蚀力差，年平均气温１７．５～１８．８℃，年平均降水量１７３７ｍｍ，年日

照时数１９２４．６ｈ．研究区地势东、西、北３面高，中、南部低，自北向南倾斜，地形破碎，以纵横交错、岭谷

相间的低山为主．低山、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７１．１１％．县内土壤多为花岗岩发育而来的红壤，抗蚀性

差，且人为破坏严重．

１．２　研究资料

研究采用的数据有实测、地形图、专题图、遥感影像４类数据．实测数据包括研究区１３个气象站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的降雨数据；用于提取降雨侵蚀力因子．研究区１∶５万土壤类型图，用于提取土壤可蚀

性因子．地形图数据为１∶１万地形图，用于提取坡度坡长因子．专题图数据为研究区１∶５万行政区划

图和２０１３年１∶１万土地利用类型图，行政区划图用于确定研究区乡镇边界和研究结果的统计，土地利

用类型图用于提取水保措施因子．遥感数据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研究区２．５ｍ分辨率的ＡＬＯＳ遥感

影像，用于提取植被覆盖因子．

２　研究方法

ＲＵＳＬＥ模型为犃＝犚·犓·犔·犛·犆·犘，其中：犃表示水土流失的评估值；犚表示降雨的侵蚀力

测量值；犓 表示土壤的可蚀性评估值；ＬＳ表示地形影响的评估值；犆表示植被作用的评估值；犘表示水

保措施作用的评估值．

２．１　降雨侵蚀力因子犚

犚因子是降雨对土壤分离和搬运作用的评价指标，是ＲＵＳＬＥ模型中的主导因子，是降雨侵蚀力的

定量测度值．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１４?１６］，提出针对研究区的犚值新提取法．将

每日降雨量划分成１０个等级（一级为日雨量＜２０ｍｍ，十级为日雨量≥１００ｍｍ，二至九级分别为日雨

量２０～３０，３０～４０，…，９０～１００ｍｍ），并统计每月各等级降雨量之和．以各月降雨量之和为自变量，以

经典法犚＝∑犈·犐６０ 计算的月降雨侵蚀力为因变量，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做多元回归分析，获取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标准误差，ｔＳｔａｔ，犘?ｖａｌｕｅ等相关参数，从而得到犚值新简易算法，即

犚犻＝０．１６５χ１＋０．２９５χ２＋０．２７３χ３＋０．３１６χ４＋０．４７５χ５＋０．４７２χ６＋

０．４７３χ７＋０．６８８χ８＋０．８１２χ９＋０．５４８χ１０＋０．８６５．
（１）

式（１）中：犚犻为第犻月的降雨侵蚀力犚 值；χ１表示一个月中日降雨量在１３～２０ｍｍ之间的总和；χ１０表示

日雨量大于１００ｍｍ的总和；χ２～χ９ 分别表示一个月中日降雨量在２０～３０，３０～４０，…，９０～１００ｍ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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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总和．年降雨侵蚀力为各月犚之和．

经计算，模型的相关参数十分接近（如犚２ 均在０．８７以上），其中，在以１３ｍｍ为日侵蚀性降雨标准

下得到的回归模型各项参数均为最优（犚２＝０．８７７，犘＜０．０５，达到显著水平），这比周伏建等
［１５］提出的

福建区简易模型（许多学者将其用于福建省长汀地区）的精度（犚２≈０．６９，相关系数狉仅为０．８２８）有很

大提高．

２．２　土壤可蚀性因子犓

犓因子反映土壤产生水土流失的敏感性和降水产生径流量与径流速率的大小．影响犓 值的因素很

多，一般情况下，土壤类型不同产生的侵蚀率也不同．研究区的土壤主要有黄壤、红壤、水稻土和紫色土

等，其中，水稻土多起源于红壤、黄壤和紫色土．为了更好地求取犓 值，文中根据吕喜玺等
［１７］研究的成

果，结合研究区土壤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土壤类型进行赋值，得到不同土壤类型的犓 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研究区主要土壤类型犓值表

Ｔａｂ．１　犓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ｇｒｏｔｙｐｅ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土壤名称 犓／（ｔ·ｈｍ２·ｈ）·（ＭＪ·ｈｍ２·ｍｍ）－１ 土壤名称 犓／（ｔ·ｈｍ２·ｈ）·（ＭＪ·ｈｍ２·ｍｍ）－１

潴育水稻土 ０．０４４６６０ 水化红壤 ０．０２９５２７

侵蚀红壤 ０．０３５６６４ 红壤 ０．０２９５２７

硅铝铁质红壤 ０．０３３５３１ 酸性紫色土 ０．０２８０６５

渗育水稻土 ０．０３２２２７ 潜育水稻土 ０．０２７９２０

山地草甸土 ０．０３２１３５ 硅质红壤 ０．０２５８２６

黄红壤 ０．０３０３３１ 硅铝质红壤 ０．０２２５３４

黄壤 ０．０３００２８

２．３　坡度坡长因子犔犛

ＬＳ因子为水土流失的加速因子，用于定量测度地形特征对水土流失的作用．ＬＳ的计算关键在于坡

度和坡长的提取．在大尺度区域上坡度坡长很难进行实测，因此，一般通过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进行提

取．关于坡度，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已有很成熟的工具可以进行提取．关于坡长，快速法与直接法
［１８?１９］是现有文

献中针对ＵＳＬＥ和ＲＵＳＬＥ模型提出的两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前者将每个点沿垂直方向到山脊

线的水平距离作为近似该点的坡长，精度较低；后者将每个格网单元到汇流起点的最大累计水流长度作

为该格网的坡长，比较贴近实际，精度较高．因此，应用ＡｒｃＧＩＳ平台提取坡度，直接法提取坡长，然后，

选用陈明华等［２０］针对福建省长汀县提出的ＬＳ公式．坡度坡长因子（犔）为犔＝（τ／２０）
０．４１，坡度因子（犛）

为犛＝（θ／１０）
０．７８．

２．４　植被覆盖因子犆

福建省长汀县降雨年内变化差异较大，呈很强的季节性，因此，仅凭单期遥感影像估算犆值存在一

定误差．为了尽量减小这种误差，犆值的计算采用多期影像，并充分考虑降雨的年内分布，给予适当权

重［１８］，其计算公式为

犆ｙｅａｒ＝∑
狀

犻＝１

犘犻
犘ｙｅａｒ

犆犻，　　犻＝１，２，…，狀．

上式中：犘犻，犆犻分别为第犻个时间段的降雨量和植被覆盖度因子犆 值；犆ｙｅａｒ，犘ｙｅａｒ分别为年降雨量和年植

被覆盖度因子犆值．实际在计算时，由于受到卫星成像条件限制，很难获得一年中多个时段的影．

２．５　水保措施因子犘

根据福建省长汀县的农事活动和土地利用情况，参考研究成果［１９?２０］，得出一组较适合于研究区的犘

值：居民地为０，水体为０，高密度植被为０．２０，耕地为０．４５，低密度植被为０．５，以及建设用地为１．０．

３　水土流失特征

３．１　水土流失强度

以上计算的各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由于数据源各不相同，所以得出的各因子图层存在空间尺度上的

差异．为了进行ＲＵＳＬＥ的水土流失侵蚀模数计算，首先，将各图层转换为统一坐标，以及重采样成统一

像元大小；然后，将以上获取的６个因子图层进行叠加相乘，得到各个像元的英制单位水土流失量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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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将所得结果乘以系数２２４．２，进行单位转换，得到公制单位为ｔ·（ｋｍ２·ａ）－１的各像元年水土流失

量图；最后，根据水利部批准的ＳＬ１９０－２００７《土壤侵蚀分级分类标准》进行分级统计，得到研究区水土

流失强度分布图，如图１所示．

３．２　水土流失风险

由于ＲＵＳＬＥ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对区域水土流失的定量化评估，同时，考虑到ＲＵＳＬＥ应用对象及

其尺度的差异，对计算结果进行定性化分级，侵蚀模数分别为０～５，５～１０，１０～２５，＞２５ｔ·ｈｍ
２·ａ－１

时，水土流失风险等级分别为很低，低，中，高．水土流失的风险等级分布图，如图２所示．反映研究区不

同空间位置上未来水土流失发生的概率高低．通过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坡度、植被覆盖度的统计分析研究

区水土流失风险的分布规律．

图１　水土流失强度分布图 图２　水土流失风险等级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ｉｓｋｌｅｖｅｌ

　　由图２可知：研究区发生大面积水土流失的风险性高，中、高级风险区面积巨大（达１４０４．７５２４

ｋｍ２，占总面积比率０．４５３１），高级风险区占总面积比率０．２７９０，而很低级风险区占的比率不及三分之

一；水土流失中、高风险区主要位于中部、东南和东北部，其中，中部集中了过半高级风险区．河田、三洲

是研究区水土流失风险性最大的乡镇，高级风险覆盖大半个乡镇（三洲几乎整个乡），很低、低、中级风险

区分布较少．同时，这两个乡镇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存在大面积强烈及以上的水土流失；濯田、

涂坊、南山、策武、新桥是水土流失风险性次之的乡镇，以高级风险分布为主，且中度及以上流失面积较

大；这些乡镇植被覆盖较低，土地开发、破坏大，是福建省长汀县水土流失风险性大的主要原因．

４　各影响因子与水土流失风险的空间关系

４．１　坡度与水土流失风险性的关系

坡度作为ＲＵＳＬＥ的重要参数，是影响水土流失风险性高低的主要因子之一．当其他因子相对不变

时，水土流失的风险性随着坡度的增加而上升．通过研究坡度与水土流失风险性的关系，可加强对水土

流失机理的理解和对研究区水土流失风险性空间分布规律的分析，为后续的坡改梯、建排水沟、封山育

林等水保措施的选择提供数据支持．为分析研究区不同坡度下的水土流失风险性情况，运用ＡＲＣＩＮＦＯ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将坡度等级分布图与水土流失风险等级（η）图进行叠置分析，从而得到不同风险

等级的各坡度区统计，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研究区０°～３５°坡度范围内属于水土流失高风险区域；中级风险区过半分布于２０°～

４５°的坡度范围内；而很低、低级风险区则分布于５０°以上的区域；４个等级的风险区在各个坡度区上都

有或多或少的分布，呈现一种交叉镶嵌的复杂状态．因此，未来研究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应以坡度在０°～

４５°区间的中、高水土流失风险区为主，同时，应适当关注其他区间的中、高风险地区．

在其他因素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坡越陡，降雨产生的坡面径流越大，水土流失总动能也越大，从而在

坡度越陡的地区产生水土流失的风险性也就越高．但从研究区坡度分布上看，水土流失风险性并没有随

坡度等级的增加而显著增强：除了很低、低风险区主要分布于低、中坡度区外，高级风险区也主要分布于

低、中坡度区（０°～３５°），而非高坡度区．这表明研究区水土流失的风险性因受其他因素的重要影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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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对其影响的潜在规律不明显．

表２　各坡度带的风险等级的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ｉｓｋｌｅｖｅｌｂｙｓｌｏｐｅｆａｃｔｏｒ

坡度 η（很低）／％ η（低）／％ η（中）／％ η（高）／％

０°～５° ０．１０２２６ ０．０１９０７ ０．０４１９５ ０．１６６９８

５°～１０° ０．０６３００ ０．０２８００ ０．０２７０８ ０．１０８３４

１０°～１５° ０．０７６９５ ０．０５２５１ ０．０３６２９ ０．１０１１４

１５°～２０° ０．１０７７３ ０．０９４２６ ０．０６２２５ ０．１１４２４

２０°～２５° ０．１３８９２ ０．１４６３２ ０．１０４７３ ０．１２７３１

２５°～３０° ０．１５８０７ ０．１８８６３ ０．１５６５０ ０．１３１２２

３０°～３５° ０．１４８３５ ０．１９３１６ ０．１９０３１ ０．１１３７０

３５°～４０° ０．１０９６０ ０．１４９３５ ０．１７９０５ ０．０７７３６

４０°～４５° ０．０５９５７ ０．０８２４５ ０．１１９０９ ０．０３９４０

４５°～５０° ０．０２４５９ ０．０３３１０ ０．０５６５６ ０．０１４５６

５０°～５５° ０．００８２７ ０．００９９５ ０．０１９４４ ０．００４３４

５５°～６０° 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５５５ ０．００１１２

６０°～６５° ０．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０２４

＞６５°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０５

４．２　植被覆盖度与水土流失风险性的关系分析

针对研究区水土流失风险分布状况，将植被覆盖度进行分级统计，共分为５级，并计算整个研究区

和不同风险等级的水土流失区中各植被覆盖等级所占的比率（δ），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植被覆盖度分布的风险等级的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ｉｓｋｌｅｖｅｌｂ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ｆａｃｔｏｒ

植被覆盖度
δ／％

０～０．２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１．０

很低 ０．０４３７９ ０．０１０８６ ０．００８１３ ０．０１０９８ ０．９２６２４

低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０５ ０．９９３０５

中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５４６ ０．０４３８０ ０．９４９０５

高 ０．０７４０１ ０．１２０４９ ０．２３１４７ ０．４３９８１ ０．１３４２２

　　由表３可知：研究区的居民地、建设用地、水域的植被覆盖度在０～０．２之间，其属于水土流失低风

险区；在０～０．４植被覆盖度区间比低、中等级拥有较高的比例，该风险等级水土流失的其余区域，由于

山林较多，植被保护较好，因此，植被覆盖度基本上都在６０％以上，且大多在８０％以上；低级水土流失区

的植被覆盖度９９％以上都集中在０．８～１．０区间，是植被覆盖度最好的水土流失风险等级，该区域也大

多是山林地带，土地开发利用少，植被保护较好；中风险等级水土流失区的植被覆盖度９９％以上，集中

于０．６～１．０区间，且基本上集中于０．８～１．０区间，也是植被覆盖度非常好的区域，该区域也多处山林

地带，植被保护较好，但由于地形陡峭的主要原因，使得风险等级较高；高风险等级水土流失区，是植被

覆盖最差的流失区，６０％以上的植被覆盖度不足５８％，８０％以上的不足１４％，该区域是人类活动影响最

强烈的地带，土地开发利用大，植被破坏严重，从而导致水土流失极易发生．整体而言，除了高风险等级

水土流失区的不同植被覆盖度等级分布比较均匀外（平均植被覆盖度在０．６～０．７区间），其余等级水土

流失区的９０％以上都集中于０．８～１．０的植被覆盖度区间（平均植被覆盖度都在８０％以上）．

一般情况下，当其他因素相对不变时，植被覆盖度越高，水土流失的风险性越低，但上述分析可知，

在很低、低、中３个风险等级区间中，影响水土流失风险性的主要因子除了植被之外，还受其他因子的重

要影响，从而导致植被覆盖度与水土流失的一般规律性不明显；同时，高风险等级水土流失区植被覆盖

度最差，而高风险区也是研究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中度及以上的水土流失主要集中于此，故植被

覆盖度是高风险等级水土流失区形成的极重要因素．

５　结束语

福建省长汀县水土流失中、高风险区分布仍较多，未来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河田、三洲、策武等３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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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存在较大面积的中、高水土流失风险区，濯田、涂坊、南山、大同及新桥等乡镇的中、高风险分布也较为

突出．福建省长汀县水土流失风险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与植被覆盖度有较为严格的负相关关系，

但与坡度无严格的正相关关系，且不同风险区形成的主导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是造成研究区水土流失风险较高的主要原因，在提高植被覆盖度的同时尽量减少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

研究区未来水土流失防治努力的方向，人类活动强度大的中、高风险区（如河流沿岸、道路两旁、坡耕地

集中区、土地资源开采区、土地开发建设区以及居民地或建设用地周围的低植被覆盖区）是水土流失防

治的重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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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覆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的

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特性

陈厚波１，邱伟彬１，黄艺馨１，唐一鑫１，

邱平平１，王加贤１，阚强２，潘教青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提出涂覆单层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结构，并利用有限元方法数值解析这种纳米结构的表面等离子

激元回音壁模的电磁场特性．计算并分析品质因子（犙值）、模式体积随着电介质纳米盘半径大小、石墨烯化学

势和谐振频率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当纳米盘的半径为５ｎｍ，石墨烯化学势为０．９ｅＶ时，其品质因子高达

１９５，对应模式体积小于２×１０－７（λ０／２狀）
３．

关键词：　光学器件；光学谐振腔；表面等离子激元；石墨烯；回音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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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Ｈｏｕｂｏ１，ＱＩＵ Ｗｅｉｂｉｎ１，ＨＵ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１，

Ｔ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１，ＱＩＵ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１，Ｗ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１，

ＫＡＮＱｉａｎｇ
２，ＰＡＮＪｉａｏｑｉｎｇ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ｃｏｖｅｒｅｄ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ｎａｎｏｄｉｓｋｓ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ｗｈｉｓｐｅｒｉｎｇ?ｇａｌｌｅｒｙｍｏｄ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ｎｕｍｅｒｉ

ｃａｌｌ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Ｐｕｒｃｅ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ｎａｎｏｄｉｓｋｓｒａｄｉｕｓｓｉｚ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ａｎｄ

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ｓｈｉｇｈａｓ１９５，ａｎｄａｍｏ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２×１０－７（λ０／２狀）
３ｉ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ａ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ｎａｎｏｄｉｓｋ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５ｎｍ，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

０．９ｅＶ．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ｓ；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ｗｈｉｓｐｅｒｉｎｇｇａｌｌｅｒｙｍｏｄｅ

近年来，电介质微谐振腔由于具有极好的本征回音壁模特性，如小的模式体积、高品质因子（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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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自由光谱和超紧凑的尺寸而受到广泛关注［１?３］．迄今为止，微谐振腔已被证明在激光器和滤波器
［４?６］

中有重大应用．贵金属（如金、银）涂覆的谐振腔能够更好地提高其表面等离子激元（ＳＰＰ）回音壁模

（ＷＧＭｓ）的电磁场（ＥＭ）的限制能力，从而有效地减小器件的尺寸．然而，ＳＰＰ场倏逝波的性质导致其

额外的损耗，这个损耗使犙值减小．因此，为了在纳米谐振腔中保持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小的模式体

积和高的品质因子双特性，必须找到一种同时满足高限制本领和低损耗的材料来覆盖电介质纳米腔．由

单层碳原子组成的石墨烯由于具有奇特的力学、电子和光学特性［７?１０］而引起人们广泛的研究．基于石墨

烯的光学调制器［１１］、纳机电系统（ＮＥＭＳ）
［１２］和晶体管［１３?１４］陆续被报道．在ＳＰＰ领域，石墨烯也具有比

传统贵重金属更加显著的优势，如低的传播损耗、高的电磁场限制能力．因此，石墨烯有望代替贵重金

属，使纳米谐振腔能实现小的模式体积和高的犙值．本文提出并数值分析了掺杂的单层石墨烯覆盖的

纳米电介质盘的等离子回音壁模特性，计算并分析模式体积和品质因子随着谐振腔的尺寸及石墨烯化

学势的变化规律．

１　模拟方法与模型

整个结构由电介质纳米盘及其上下表面涂覆着的石墨烯层构成．在合适的频率和化学势下，石墨烯

表现出金属性，可以像金属一样在电介质和石墨烯的界面出现表面等离激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石墨

烯层只有单个原子层，可以利用表面电导率表征［１５?１７］．在石墨烯片上，其表面电流密度定义为：犑＝σｇ犈．

式中：犈和σｇ分别为电磁场中的电场和石墨烯的表面电导率．σｇ 由带间电子跃迁和带内电子?光子散射

两部分组成，即σｇ＝σｉｎｔｅｒ＋σｉｎｔｒａ，根据Ｋｕｂｏ公式
［１６，１８］，石墨烯的表面电导率表示为

σｉｎｔｅｒ＝ｉ
犲２

４π
ｌｎ［
２狘μｃ狘－（－ｉτ

－１）

２狘μｃ狘＋（－ｉτ
－１）
］， （１）

σｉｎｔｒａ＝ｉ
犲２犽Ｂ犜

π
２（ω＋ｉτ－

１）
［μｃ
犽Ｂ犜

＋２ｌｎ（ｅｘｐ（－ μ
ｃ

犽Ｂ犜
）＋１）］． （２）

式（１）～（２）中：μｃ为石墨烯的化学势，可以通过改变化学掺杂或改变外电场进行调节
［１６，１９］；τ为电子的

动量弛豫时间．

从已有文献可知，石墨烯的化学势在温度低于２５０Ｋ时，可以调高到２ｅＶ
［２０］．设定温度低于２５０

Ｋ，以确保高化学势是可实现的．同时，Ｌｏｗ等
［２１］指出弛豫时间可以高达３ｐｓ．对石墨烯而言，高的化学

势和高的弛豫时间可以确保表面等离子波在高频率时，有高的限制和低的传输损耗．

利用有限元的分析方法对纳米盘的等离激元回音壁模式特性进行数值解析，所使用的软件是

ＣＯＭＳＯ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的ＲＦ模块．纳米盘的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狉和犺分别代表电介

质纳米盘的半径和高，狉?犚，犺?犎 区域是空气．电介质纳米盘的上下表面涂覆石墨烯．

　　（ａ）三维视图 （ｂ）俯视图 （ｃ）横截面剖视图

图１　纳米盘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ａｎｏｄｉｓｋ

对于纳米盘谐振器，有效模式体积［１７，２２］定义为

犞ｅｆｆ＝
∫ａｌｌ犠（狉）ｄ狏
ｍａｘ［犠（狉）］

， （３）

犠（狉）＝
１

２
Ｒｅ｛
ｄ［ωε（狉）］

ｄω
｝狘犈（狉）狘

２
＋
１

２μ
０狘犎（狉）狘

２． （４）

式（４）中：｜犈（狉）｜
２ 和｜犎（狉）｜

２ 分别代表电场和磁场度；ε（狉）和μ０ 分别代表介电常数和磁导率．

犙值
［２２］是衡量纳米谐振器性能的重要参数之一，定义为

３４８第６期　　　　　　　　陈厚波，等：涂覆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的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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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
犳Ｒｅ

２狘犳Ｉｍ狘
． （５）

式（５）中：犳＝犳Ｒｅ＋ｉ犳Ｉｍ是模式的复数本征频率．模式数
［１７］的计算式为

犿＝
２狀ｅｆｆπ狉

λ０
． （６）

（ａ）俯视图 （ｂ）正视图

图２　纳米盘的典型等离子体回音壁模的电场犈狕 分布图

Ｆｉｇ．２　犈狕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ＰＰＷＧＭｓｉｎ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ｎａｎｏｄｉｓｋ

式（６）中：λ０ 是电磁波在真空中的波长；狀ｅｆｆ是ＳＰＰ

波的有效折射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上下涂覆石墨烯的电解质纳米盘电磁场分布

典型的电磁场中，电场分量犈狕 的分布，如图２

所示．图２中：纳米盘的半径和高度都是５ｎｍ；电介

质的有效折射率为３．４５；石墨烯的化学势为０．９

ｅＶ；谐振频率为１５１ＴＨｚ；对应在真空中的波长为

１．９８μｍ．图２（ａ）表明了典型回音壁模式的特性．除此之外，由于化学势高达０．９ｅＶ，因此，电磁场很好

地被限制在单层石墨烯下方，如图２（ｂ）所示．

表面等离子激元回音壁模的电场犈狕 方向剖面图随着模式数（犿）变化的俯视图，如图３所示．当化

学势为０．９ｅＶ，半径为５ｎｍ时，犙值和模式体积（犞ｅｆｆ）随着模式数的变化，如图４所示．

（ａ）犿＝２ （ｂ）犿＝３ （ｃ）犿＝４ （ｄ）犿＝５

（ｅ）犿＝６ （ｆ）犿＝７ （ｇ）犿＝８ （ｈ）犿＝９

图３　纳米盘谐振器的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的电场犈狕 分布的俯视图

Ｆｉｇ．３　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犈狕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ＳＰＰＷＧＭｓｉｎｎａｎｏｄｉｓｋ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图４　犙值和模式体积随模式数的变化

Ｆｉｇ．４　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ｖｏｌｕｍｅ

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由图４可知：有效模式体积随模式数的增大而减小，这

就意味着随着模式数的增大，表面等离激元的电磁场限制

变得更好．当模式数为９时，得到一个极小的有效模式体

积，它的值小于２×１０－７（λ０／２狀）
３，此时，对应的波长在自由

空间中的波长为１．５５μｍ．当模式从２增大到８时，犙值从

１５５增大到１９２，然后保持稳定，基本不再随模式数增大而

改变．由于涂覆石墨烯的纳米盘谐振器犙值的限制主要由

吸收损耗和辐射损耗两部分组成，因此，总的犙值
［２２］也可

以定义为１
犙
＝
１

犙ａｂｓ
＋
１

犙ｒａｄ
．其中，犙ａｂｓ和犙ｒａｄ分别代表吸收和

辐射损耗的犙值．当电磁场的限制更好，辐射损耗就会减

小，犙值就会增大．在某些特定的频率范围内，退化效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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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模式数和犙值随着纳米盘半径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犙ｆａｃｔｏｒ

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ｎａｎｏｄｉｓｋ

过了增强效应，Ｑ值会随着频率（模式数）的增大而减小．

２．２　纳米盘几何参数的影响

在不同的频率下，模式数和犙值随着纳米盘半径的变

化，如图５所示．图５中，模式数随着半径的增大而线性增

大．一般来说，模式数与谐振器的半径成正比．如当频率为

１４１ＴＨｚ时，半径等于５ｎｍ对应的模式数为６，半径等于

３０ｎｍ对应的模式数为３８．由图５可知：模式数和共振频率

也成正比，特别是在大半径区域．当半径增大的时候，一方

面，ＳＰＰ波沿着圆周的传输损耗增大，犙值减小；另一方面，

电介质纳米盘的限制能力增强，犙 值增大．当两者相互补

偿，犙值就会保持稳定．

当电介质纳米盘的高度发生变化时，模式数和犙值没

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在石墨烯层和电介质材料界面对电磁场具有极强的限制能力，光场被限制在石墨

烯单层膜和纳米介质盘上下表面的界面处，从而使２个单层石墨烯之间的电磁场没有重叠部分．然而，

只要选择合适的化学势、共振频率，那么，在电介质的上下表面电磁场会发生相互作用，这将使电磁场分

图６　在不同频率的条件下，模式数和犙值

随着石墨烯化学势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６　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犙ｆａｃｔｏｒａ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布、模式数和犙值都受到高度的影响．

２．３　石墨烯化学势的影响

当电介质纳米盘半径为１０ｎｍ，高度为５ｎｍ，共

振频率分别为１４１，１５１ＴＨｚ时，模式数和犙值随着

石墨烯化学势的变化，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当

化学势从０．６ｅＶ增大到１．２ｅＶ时，频率为１５１ＴＨｚ

所对应的犙值从１１０增加到２２０，而模式数从１１减

小到４．频率为１４１ＴＨｚ时，也有类似的变化．

为了理解图６中犙值的行为，考虑等离子体沿

着具有均匀化学势的石墨烯片传播，等离子体的传

播常数强烈依赖于化学势与带间电子跃迁和带内电

子?光子散射的阈值的差，即μｃ－１／２
［２３］．一方面，

当μｃ高于阈值且保持增大趋势时，等离子体的传播

损耗降低，犙 值增大．另一方面，传播常数的实部可

以写为狀ｅｆｆ·犽０，它会随着化学势的增大而增大，等离

子体的有效折射率狀ｅｆｆ增大，相应的模式数减小，与图６所示的结果一致．

２．４　单层石墨烯的弛豫时间和电介质纳米盘的折射率的影响

犙值和模式数随着上下涂覆的单层石墨烯的弛豫时间的变化，如图７（ａ）所示．由图７（ａ）可知：对于

一个给定的共振频率，当其他参数保持不变时，犙值和弛豫时间大致成正比．如当频率为１６１ＴＨｚ，弛豫

时间为０．５ｐｓ时，对应的犙值为１８４；当弛豫时间为１．５ｐｓ时，犙值变为５５４，该值甚至高于半径在微米

量级、涂覆贵金属的微盘［２４］对应的值．相比其他参数，弛豫时间是对于涂覆单层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

来说，决定犙值的最显著参数．Ｚｈａｎｇ等
［２４］指出，石墨烯的弛豫时间可以高达３ｐｓ，在半径低于１０ｎｍ

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弛豫时间意味着更高的犙值．而且，石墨烯的电子动量弛豫时间可以随着材料生长

和纳米加工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因此，将来可以期望获得更高的犙值．在不同的频率条件下，随着

弛豫时间从０．５ｐｓ增大到１．５ｐｓ，模式数保持稳定．这就意味着弛豫时间对模式体积没有明显的作用，

当等离子体沿着单层石墨烯传播时，弛豫时间决定了等离子的损耗．同时，根据Ｇｏｓｃｉｎｉａｋ等
［１１］的报道，

石墨烯的电子动量时间仅影响电磁场的重新分布速度，并不影响等离子体的电磁场定位．因此，提出的

电介质纳米盘的电磁场分布并不被弛豫时间影响．

犙值和模式数随着电介质材料折射率的变化，图７（ｂ）所示．与涂覆单层石墨烯的化学势变化相比，

电介质材料的折射率对于犙值和模式数的作用相反．对于１４１ＴＨｚ的共振频率，当折射率为２．５时，模

５４８第６期　　　　　　　　陈厚波，等：涂覆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的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特性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式数为２；当折射率为４．５时，模式数为６．在纳米谐振腔中，模式数可以用公式犿＝２狀ｅｆｆπ狉／λ０ 估算．式

中：狀ｅｆｆ是等离子体的有效折射率；λ０ 是真空中的波长．当电介质材料的折射率越高，等离子体的有效折

射率也越高，因此，模式数也就越高，也意味着更好的限制能力．然而，只要定义单层石墨烯的几何结构

和参数，等离子体沿着圆周的损耗也就确定．因此，折射率在一定范围内，犙值保持稳定．

　　　（ａ）弛豫时间 （ｂ）电介质纳米盘的折射率

图７　犙值和模式数随着弛豫时间和电介质材料折射率的变化

Ｆｉｇ．７　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ｍ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ｎａｎｏｄｉｓｋ

２．５　单面和双面单层涂覆石墨烯的比较

有效模式体积随着化学势的变化，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纳米盘的半径为５ｎｍ．由图８可知：当化学

图８　模式体积随着单面和双面涂覆

单层石墨烯的化学势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Ｍｏ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ａｔｉｎｇ

势从０．６ｅＶ增大到１．０ｅＶ时，双面涂覆单层石墨烯的

纳米盘的模式体积大约是单面涂覆单层石墨烯的两倍．

涂覆层对电磁场的限制能力很好，几乎所有的电磁场都

被严格限制在纳米盘的石墨烯和空气的接触面里．在这

２个接触面处，没有任何的相互作用，因此，当纳米盘的

上下双面涂覆单层石墨烯的等离子体的模式体积是单

面涂覆的两倍．然而，对于一些适当的共振频率和化学

势，等离子体的电磁场限制能力比较差，可以诱导两个

表面之间电磁场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得双面涂覆和单面

涂覆的模式体积不是两倍关系．对于这两种情况，犙值

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

３　结束语

提出并数值分析了上下表面涂覆单层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谐振器．数值计算结果表明：模式数、

纳米盘的几何尺寸、电介质的折射率、涂覆的单层石墨烯的化学势、弛豫时间及单面或双面涂覆单层石

墨烯对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的特性都有影响．随着模式数的增大，犙值增大，模式体积减小．随着半径

的增大，模式数增大，而犙值保持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半径增大，限制能力增强，同时，沿着圆周的表面

等离子体的损耗增加，这两者作用相互抵消，因此，犙值不变．随着电介质折射率的增大，模式数增大，犙

值保持稳定．随着化学势的增大，模式数减小，犙值增大．随着弛豫时间的增大，模式数不变，犙值增大．

双面涂覆单层石墨烯的模式体积是单面的两倍，而犙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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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金字塔模型和随机森林的

运动捕获序列语义标注

徐，彭淑娟，柳欣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原始运动捕获数据结构复杂、语义模糊的问题，提出一种结合金字塔模型和随机森林的运动捕获

序列语义标注方法．首先，利用概率主成分分析将运动序列划分为具有特定语义的运动片段．然后，将运动片

段的欧拉角数据转换为人体各个关节点的三维空间位置坐标数据，统一骨骼长度，提取运动数据的２种互补

性几何特征，并分别归一化．再次，运用傅里叶时间金字塔模型构建运动片段完整的时空特征．最后，利用已训

练的随机森林分类器对各个运动片段进行标注．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对具有不同语义的复杂运动序列进行

有效标注，且可用于不同表演者，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通用性．

关键词：　语义标注；概率主成分分析；傅里叶时间金字塔；随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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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光学运动捕获设备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大量的运动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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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这些运动捕获数据被广泛地应用于三维动画、影视制作、游戏、教育等领域．同时，大规模的运动捕

获数据库也应运而生，动画师从这些数据库中快速、高效地获取满足需求的运动数据片段用于动画创

作．有效地对运动数据进行分类，并进行有组织的数据库管理，首先，需要对一段未知的运动片段进行识

别和标注．近年来，关于运动识别和标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１?７］．现阶段大多数方法仅对特定语义的

运动片段进行分类识别，而在运动捕获过程中，为了保持动作的连贯性，捕获到的数据通常包含多个连

续的动作．传统的手动分割及标注方法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因此，有效地对一段复杂运动

序列进行自动语义标注，对于后续的存储、编辑和重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针对

图１　文中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复杂运动捕获序列的自动语义划分及标注方法．

１　运动捕获序列语义标注方法

结合金字塔模型和随机森林进行运动捕获序

列语义标注，其流程如图１所示．流程主要分为训

练阶段和测试阶段．在训练阶段，对训练集中的运

动语义片段进行统一骨架预处理，提取２种互补

性特征并分别归一化，构建傅里叶时间金字塔模

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对齐，得到完整的时空特征向

量．在测试阶段，运用概率主成分分析方法（ＰＰ

ＣＡ）将一段具有多个语义的运动序列进行语义划分，得到具有特定语义的子片段集合，通过与训练阶段

相同的处理，得到各个语义片段的特征向量，根据训练阶段得到的随机森林模型，对语义片段进行标注．

１．１　人体运动数据表示形式

采用ＨＤＭ０５
［８］数据库中标准的ＡＳＦ／ＡＭＣ文件格式．其中，ＡＳＦ文件表示人体骨架模型．该模型

有３１个关节点，各个关节点采用树形层次结构组织．人体在空间中的位置由各个关节点的自由度

（ＤＯＦ）决定，并记录在ＡＭＣ文件中，可用矩阵犛＝［狊１，狊２，…，狊犿］
Ｔ表示，狊ｉ∈犚

６２，犿为运动序列帧数．

１．２　运动序列分割

对于原始运动序列，采用ＰＰＣＡ
［９］方法将其划分为不同语义的运动片段．假定一段运动序列为犛＝

［狊１，狊２，…，狊犿］
Ｔ，犛∈犚

犿×６２，犿为运动序列帧数，具体分割过程有以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计算运动序列的均值，即珔犛＝
１

犿∑
犿

犻＝１

狊犻，并构造矩阵犇＝［犱１，…，犱犿］．其中，犱１＝狊犻－珋狊．

步骤２　奇异值分解矩阵犇，即犇＝犝Σ犞
Ｔ．其中，犝，犞 为单位正交矩阵；Σ为由元素σ犻 组成的非负

递减对角矩阵．

步骤３　将Σ前狉个向量犞狉＝（狏１，狏２，…，狏狉）作为基向量，剩余（狀－狉）维奇异值的均方为σ
２
＝

１

６２－狉∑
犿

犻＝狉＋１

σ
２
犻．

步骤４　对整个运动序列进行高斯建模，均值为珔犛，协方差矩阵为

犆＝
１

犿－１
（犠犠Ｔ

＋σ
２犐）１

／２
＝

１

犿－１
犞Σ

犞Ｔ．

上式中：犠＝犞狉（Σ
２
狉－σ

２犐）１
／２，犞狉 为矩阵犞 的前狉列，Σ狉 为矩阵Σ 的左上方的狉×狉的块矩阵；Σ

为用σ

取代丢弃的奇异值得到的新的矩阵．

步骤５　求运动序列的马氏距离，即犕＝
１

犜
（犱犻－珔犱）犜犆

－１（犱犻－珔犱）．

步骤６　根据跳变原则，对步骤５获得的马氏距离曲线进行分割，得到运动序列的子运动片段犛犻∈

犚犿犻×６２．其中，犿＝［犿１，犿２，…，犿ｃｕｔ］，犿犻为第犻段运动序列的帧数，ｃｕｔ为分段数．

１．３　语义片段预处理

由于ＡＭＣ格式存储的运动捕获数据是由欧拉角表示的，首先，将其转换为笛卡尔坐标系下各个关

节点的空间位置信息，数学描述为犘＝［狆１，狆２，…，狆犿］
Ｔ，狆犻∈犚

３×犼，犼为关节点数目，犿为运动序列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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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比较不同表演者之间运动姿态，采用Ｓｈｕｍ等
［１０］提出的方法，将运动数据用统一的骨架

结构表示．假定狆
犪，狆

犫 分别表示关节点犪，犫在空间的位置，且犫是犪的父节点，则犪，犫关节点之间的单

位向量为狌犪＝
狆
犪－狆

犫

｜狆
犪－狆

犫
｜
．节点犪新的位置坐标为

狆
犪
ｎｅｗ ＝狆

犪
ｎｅｗ＋狌

犪
×犇（犪，犫）．

上式中：狆
犫
ｎｅｗ为节点犫新的位置坐标；犇（犪，犫）是节点犪和犫之间骨骼的标准长度．由此可见，关节点新的

位置坐标由其父节点决定．因此，计算时往往从根节点开始计算．

基于全局坐标的关节点位置数据包含人体的位置、朝向和运动路径等信息，而部分信息在姿态比较

过程中存在冗余．此外，数值特征不能解决逻辑相似和运动相似的语义鸿沟，即逻辑相似的运动，数值上

不一定相似．因此，提取角度特征
［１１］和中心距离特征［１２］，以组合表示每一帧的运动姿态，组合后的特征

向量为犵＝［犵１，犵２，…，犵２０］
Ｔ．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能更全面地表现运动细节信息．但由于２种特征

从不同角度提取信息且量纲不同，因此，分别进行归一化，得到特征犵＝［犵１ ，犵

２ ，…，犵


２０］

Ｔ．

１．４　运动序列标注

１．４．１　傅里叶时间金字塔　由于采样速度或表演风格的不同，单个运动片段在时间上往往是未对齐

的．参考文献［１３］的方法，利用傅里叶时间金字塔模型，将各个运动片段进行对齐．为了获取一段运动片

段的时间信息和全局傅里叶系数，递归地将运动片段划分为金字塔，对所有的划分片段使用短时傅里叶

变换（ＳＴＦＴ）．序列最终可以表示为所有划分片段的短时傅里叶变换系数的时序组合，如图２所示．

对于特征向量犵
＝［犵１ ，犵


２ ，…，犵


２０］

Ｔ，每一个元素犵犻 可看作时间函数，记为犵

犻 （狋）．对于每层金

字塔时间片段，对其中的元素犵犻 （狋）采用短时傅里叶变换，即ＳＴＦＴ
狌
犵
（狋′，狌）＝∫犾［犵

（狋）·犠（狋－狋′）］·

ｅｘｐ（－ｊ２π狌狋）ｄ狋．其中，犠（狋）＝（１／ ２槡π）ｅｘｐ（－犾
２／２）为高斯窗函数，获取其傅里叶系数，将低频系数作

为特征．则特征犵
转化为每层傅里叶金字塔的低频部分的组合，即狓∈犚

犖，犖 为特征维度．

１．４．２　随机森林分类　随机森林
［１４］（ＲＦ）旨在将多个弱分类器融合为一个强分类器，能够很好地解决

多分类问题．同时，ＲＦ算法将Ｂａｇｇｉｎｇ和随机选择分裂特征结合，能够有效处理高维数据且不会导致过

拟合．因此，采用随机森林分类器对待测运动片段进行分类．

随机森林分类过程，如图３所示．随机森林是决策树｛犺（犡，θ犽）｝的集合，犡为输入向量，θ犽 是独立同

分布的随机向量，决定单棵树的生长．假定训练集为犜＝｛（狓犻，狔犻）｝，狓犻为特征向量，狓犻∈犚
犖，狔犻为类别标

签，狔犻∈犚，犻＝１，２，…，狀，待测样本狓狋∈犚
犖．具体有以下３个步骤．

　　　图２　傅里叶时间金字塔 图３　随机森林分类器

　　　Ｆｉｇ．２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ｙｒａｍｉｄ Ｆｉｇ．３　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步骤１　采用给定权重的方法建立随机向量模型θ．

步骤２　构建随机森林分类器．１）对原始训练集犜进行Ｂｏｏｓｔｒａｐ抽样，生成训练集犜犻．２）使用犜犻

通过ＣＡＲＴ算法生成一棵不减枝的决策树犺犻．ａ）从犖 个特征中随机选取犖ｔｒｙ个特征；ｂ）在树的每个节

点上，依据Ｇｉｎｉ指标从犖ｔｒｙ个特征选取最佳分裂特征作为节点；ｃ）分裂直至树生长到最大．３）循环１），

２）步，直至建立犽棵决策树，树的集合为｛犺犻｝，犻＝１，２，…，犽．

步骤３　利用随机森林分类．通过得到的决策树集合投票决定待测样本类别犳（狓狋）＝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ｖｏｔｅ

｛犺犻（狓狋）｝
犖
ｔｒｙ

犻＝１．其中，犺犻（狓狋）为决策树犺犻对狓狋的分类．随机森林泛化误差的上界为

ＰＥ ≤珋ρ（１－狊
２）／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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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珋ρ为决策树之间相关度ρ的平均值；狊为决策树犺（犡，θ犽）的分类效能．为了提高ＲＦ的分类准确

率，在减少树与树之间相关度的同时，增大单棵树的分类效能．

１．５　文中算法

结合金字塔模型和随机森林对运动捕获序列进行语义标注．输入：训练集运动片段｛狋狉１，狋狉２，…，

狋狉狀｝，测试运动序列狋犲狊狋．输出：加标签的语义片段｛狋犲１，狋犲２，…，狋犲犾｝．具体有以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预处理．将训练集中的每个运动片段的欧拉角数据转化为关节点空间位置坐标，狋狉犻＝

｛犚９３

ｆｒａｍｅ狋狉犻｝，重新计算各个关节点位置，狋狉犻 ＝｛犚

９３

ｆｒａｍｅ狋狉犻｝．提取角度特征犵ａｎｇｌｅ＝［犵１，犵２，…，犵８］

Ｔ 和中心

距离 特 征 犵ｄｉｓｔ ＝ ［犵９，犵１０，…，犵２０］
Ｔ．分 别 归 一 化 犵


ａｎｇｌｅ ＝

犵ａｎｇｌｅ－ｍｉｎ（犵ａｎｇｌｅ）

ｍａｘ（犵ａｎｇｌｅ）－ｍｉｎ（犵ａｎｇｌｅ）
，犵ｄｉｓｔ ＝

犵ｄｉｓｔ－ｍｉｎ（犵ｄｉｓｔ）

ｍａｘ（犵ｖ）－ｍｉｎ（犵ｄｉｓｔ）
，并组合为特征矩阵犵＝犵ａｎｇｌｅ∪犵


ｄｉｓｔ＝［犵


１ ，犵


２ ，…，犵


２０］

Ｔ．

步骤２　构建傅里叶时间金字塔模型．递归地将特征矩阵犵
按时间顺序划分为金字塔，对每层金

字塔时间片段中的每个特征函数犵

犻 ［狋］使用短时傅里叶变换．将得到低频系数作为特征并组合，特征矩

阵转化为特定长度的时空特征向量狓狋狉犻∈犚
犖．

步骤３　加标签．经过步骤１～２，训练集数据可以表示为矩阵｛狓狋狉
１

，狓狋狉
２

，…，狓狋狉
狀

｝，加入类别标签狔狋狉
犻

为｛狓狋狉
犻

，狔狋狉
犻

｝．

步骤４　训练模型．假设决策树的数量为犽．对｛狓狋狉
犻

，狔狋狉
犻

｝进行训练，可得到随机森林模型｛犺犻｝，犻＝１，

２，…，犽．

步骤５　运动序列语义划分．使用ＰＰＣＡ方法将测试序列狋犲狊狋划分为具有不同语义的子运动片段

组合｛狋犲１，狋犲２，…，狋犲犾｝．

步骤６　语义片段标注．使用步骤１，２对语义片段进行处理，得到各片段时空特征向量，则语义片

段可以表示为｛狓狋犲
１

，狓狋犲
２

，…，狓狋犲
犾

｝．使用步骤４训练好的随机森林模型对｛狓狋犲
１

，狓狋犲
２

，…，狓狋犲
犾

｝进行分类，可

得到各个语义片段｛狋犲１，狋犲２，…，狋犲犾｝的类别标签．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选取及描述

为了验证文中方法的有效性，从 ＨＤＭ０５数据库中选取４０８段不同长度的运动片段组成运动捕获

数据语料库，并按照不同的运动风格分为１２个基本类别，如表１所示．表１中：每类运动包含１５～５７段

不同的运动片段，每个片段包括动作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但可以多次重复，如“移动”、“击拳”、“单

脚跳跃”等类型的运动片段包含了２～３次相同的动作．

表１　运动捕获数据语料库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ａｔａ

编号 名称 描述 编号 名称 描述

Ｃ１ 锻炼 肘部向膝盖弯曲，下蹲 Ｃ７ 击拳 用左手或者右手向前或者向旁边击拳

Ｃ２ 右手放置 用右手将物体放置在高处或者低处 Ｃ８ 旋转手臂 用单手或者双手向前或者向后旋转

Ｃ３ 单脚跳跃 用左脚或者右脚跳跃 Ｃ９ 坐躺 坐在椅子或者地板上，躺在地板上

Ｃ４ 跳跃 双脚跳跃 Ｃ１０ 站立 从地面、椅子、桌子站起

Ｃ５ 踢腿 用左脚或者右脚向前或者向旁边踢 Ｃ１１ 右手扔 用右手将物体向高处或者低处扔

Ｃ６ 移动 从左脚或者右脚开始行走或者慢跑 Ｃ１２ 转身 向左或者向右转身

２．２　语义片段识别

为了评估文中语义片段识别方法的有效性，从语料库中随机抽取２／３的运动片段用于训练，其余用

于测试．在相同实验条件下，将文中方法与ＤＴＷ
［１］，ＨＭＭ

［４］，ＳＶＭ
［５］等３种经典的运动识别方法进行

比较．基于ＨＭＭ的方法，为每类运动建立一个隐马尔科夫模型，每个模型的隐藏状态数设置为３，每个

隐藏状态所包含的混合高斯分布数也设置为３，通过Ｂａｕｍ?Ｗｅｌｃｈ算法对训练集进行学习得到模型的

各个参数．在分段基础上计算识别率，如图４所示．测试集中每类运动中分类正确的片段数与每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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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４种方法识别率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总的片段数之比为每个类的识别率，并用条形图表

示．整个测试集中分类正确的片段数与测试集总片段

数之比为总识别率（η），并用线段表示．

由图４可知：对于各类语义片段，当随机森林分

类过程中决策树的数量设置为１２０时，文中方法均能

取得较好的识别正确率，而基于ＳＶＭ 的方法在惩罚

项犮设置为１００，核函数半径犵设置为０．００１时，在某

些类别中也能取得较好的分类结果．由于基于ＤＴＷ

的相似度匹配方法，只注重运动序列的局部缩放，在

全局缩放及统一缩放尺度下效果不佳，且计算比较耗时．基于 ＨＭＭ 的方法由于需要提前指定隐藏状

态，而对不同的运动指定相同数量的状态对其识别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此外，文中方法总的识别率分

表２　复杂运动捕获数据序列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编号 帧数 片段数 运动类别

０１＿ＢＤ ８５２３ １８ 移动、转身

０２＿ＢＫ ７６０１ １９ 移动、转身

０３＿ＤＧ ６９８７ １７ 移动、转身

０４＿ＢＤ ３４２９ １６ 击拳、踢腿

０５＿ＢＫ ３５９０ １７ 击拳、踢腿

０６＿ＤＧ ３２３４ １６ 击拳、踢腿

０７＿ＢＤ ２９２１ １６ 移动、转身、右手放置

０８＿ＢＫ ３１１２ １５ 移动、转身、右手放置

０９＿ＤＧ ２４６９ １５ 移动、转身、右手放置

别为０．５４，０．８２，０．９１，０．９６，可以看出文中方法明显优

于其他３种方法，具有更好的识别效果．

２．３　运动序列语义标注

为了验证具有多个运动语义的运动序列的标注效

果，选取９个复杂运动序列用于测试分段识别效果，如表

２所示．这９个动作序列来自３个表演者ＢＤ，ＢＫ，ＤＧ．每

个运动序列均包含多个动作，最短的序列长度为２４６９

帧，包含１６个不同的动作，最长的序列长度为８５２７帧，

包含１８个不同的动作．９个复杂运动序列分割和识别的

查准率（犘（犇））和查全率（犚（犇）），如表３所示．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手动分割和标注相应复杂运动

序列，将查准率和查全率分别定义为

犘（犇）＝
狘犃（犇）∩犕（犇）狘

狘犃（犇）狘
，　　犚（犇）＝

狘犕（犇）∩犃（犇）狘
狘犕（犇）狘

．

上式中：犕（犇）为手动标注的结果；犃（犇）为自动标注的结果．

在一段连续的运动序列中，由于动作的起始和结束位置一般不能精确确定，因此，以分段层次的查

准率和查全率定义识别结果，只考虑自动标注与手动标注的结果重叠部分，当自动标注与手动标注有重

叠且为相同分类时，则认为该片段正确标注．首先，使用相同的分割算法ＰＰＣＡ对运动序列进行分段；

之后，采用在运动片段识别中识别率较高的ＨＭＭ，ＳＶＭ与文中方法进行比较．

由表３可知：文中方法能够得到较理想的查准率和查全率，且更接近真实标注结果．同时，用文中方

法对最短和最长的运动序列进行标注，耗时分别为１９，５６ｓ，与手动分割和标注方法相比，可节省大量时

间，具有一定的时间效率和可用性．

表３　查准率和查全率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ａｌｌ

编号
犘（犇）

　ＨＭＭ ＳＶＭ 文中方法

犚（犇）

　ＨＭＭ ＳＶＭ 文中方法

０１＿ＢＤ ０．８１ ０．８７ ０．９３ ０．７５ ０．９２ ０．９４

０２＿ＢＫ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３＿ＤＧ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９５ ０．７４ ０．８２

０４＿ＢＤ ０．９０ ０．６０ ０．７１ １．００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５＿ＢＫ ０．７５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３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６＿ＤＧ ０．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８６ ０．９２

０７＿ＢＤ ０．７８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５５ ０．８４ ０．８８

０８＿ＢＫ ０．６７ ０．９１ １．００ ０．５６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９＿ＤＧ ０．８９ ０．８２ ０．８８ ０．７５ ０．８１ ０．８８

平均值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９０ ０．７９ ０．８５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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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针对复杂运动捕获序列标注，基于分段识别的思想，首先，使用概率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动作边界

临近的过渡帧，将运动序列自动划分为具有特定语义的运动片段．然后，提取２种典型的几何特征，在进

行数据降维的同时，更好地保留了单帧运动姿态信息．最后，结合傅里叶时间金字塔模型和随机森林进

行自动标注，对运动片段进行对齐，并加入时间信息，进一步提高了方法的识别率．该方法存在一些不

足：１）由于一段运动序列中相邻运动片段间的过渡区域往往存在歧义，概率主成分分析方法不能精准

地分析此类区域中运动帧的具体语义归属，从而给后序标注造成影响；２）进一步提高方法的时间效率，

同时，将实验扩展到连续在线运动的实时分割及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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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分散红外二氧化碳检测仪研制

刘恒，任洪亮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设计一种电调制、一体化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检测系统．该系统基于ＣＯ２ 气体分子对红外光的特征

吸收和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定律，采用双通道设计，由热释电传感器检测到的两路信号经过１Ｈｚ低通放大电路处

理后，输入示波器显示．为了避免光源波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采用５Ｖ稳压电路驱动红外光源，单片机对其

进行１Ｈｚ亮灭调制．对两路输出信号进行计算，可得ＣＯ２ 体积分数．结果表明：检测仪量程为０％～８０％，响

应时间小于１．５ｓ．

关键词：　ＣＯ２；气体检测；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定律；热释电传感器；光源调制；滤波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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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ｌｏｗ．Ｔｗ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ｙ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ａ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ｂｙ１Ｈｚｌｏｗｐａｓ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ｏｎ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ｏｓｃｏｐ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ｖｏｉｄ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ｉｓｐｏｗｅｒｅｄｂｙ５Ｖｖｏｌｔａｇ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ｃｉｒｃｕｉｔ，ａｎｄｉｔｉｓ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ｏｎａｎｄｏｆｆｗｉｔｈ１Ｈｚ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ｉｐ．Ｔｈｅｖｏｌ

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２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ｏｕｔｐｕｔ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ｈａ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ａｎｇｏｆ０％?８０％，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５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２；ｇ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ｌｏｗ；ｐｙ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ｓ；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

近年来，人们对温室气体主要成分二氧化碳的关注度日益提高［１］．开发一种便携式、大众化的红外

二氧化碳气体检测装置显得尤为迫切［２］．目前，检测ＣＯ２ 的方法主要有色谱法、电化学法、电气法及光

学吸收法等［３］．国内ＣＯ２ 检测系统常用于地下车库、矿井及温室大棚等场所，但国内厂家生产的非分散

红外（ＮＤＩＲ）二氧化碳检测仪多数采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技术．系统不但体积大，且使用寿命、抗干扰能

力和精度等方面也有待提高［４］．基于此，本文设计一种采用红外光检测法的ＣＯ２ 检测系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７２６

　通信作者：　任洪亮（１９８０），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光电检测及光学微操控仪器研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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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计原理

不同分子或原子的电子所处的能级不同［５］，电子在吸收外界辐射的能量时，只能吸收能量大小与能

级差相同的部分［６］．由ＣＯ２ 的吸收谱线可知：对于波长为４．００μｍ的红外光，ＣＯ２ 几乎不吸收；对于波

图１　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长为４．２６μｍ的红外光，几乎完全吸收．此外，ＣＯ２ 对红外

光的吸收还遵从朗伯比尔定律［７］，即

犐＝犐０ｅｘｐ（－α犆犔）． （１）

式（１）中：犔为光在气室通过的长度；犆为被测气体体积分

数；α为光被吸收的比例系数，它与吸收物质的性质及入射

光的波长有关；犐０ 为通过气体前的光强大小；犐为通过气体

后的光强大小．这一特性为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系统示意图，如图１所示．气室安装红外光源的一端设

计成抛物面，气室内壁镀高反膜，以保证平行光入射．红外光源发出的光经过气室中的ＣＯ２ 吸收后，入

射到参考通道和测量通道的滤光片上，两通道输出电压与入射光强有关，分别为

犝１ ＝犐０犓１， （２）

犝２ ＝犐０犓２ｅｘｐ（－α犆犔）． （３）

式（３）中：犓１，犓２ 分别为参比通道和测量通道的系统参数，与热释电探测器的种类和滤光片的透光特性

有关［８］．由式（１）～（３）可得系统设计的理论依据为

犆＝
１

α犔
ｌｎ
犝１犓２
犝２犓１

． （４）

图２　相对辐射强度与驱动电压函数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ｖｏｌｔａｇｅ

２　系统硬件设计

２．１　热释电传感器和红外光源调制

２．１．１　热释电传感器　选用ＰＹＳ３２２８型红外热释电传

感器，其正常工作电压为５Ｖ．热释电传感器两通道分别采

用４．００μｍ滤光片和４．２６μｍ滤光片．４．００μｍ的滤光片

作为参考通道，４．２６μｍ的滤光片作为测量通道
［９］．

２．１．２　红外光源调制　选用ＩＲＬ７１５型红外光源，其辐射

波长为０．３８～４．４０μｍ．红外光源相对辐射强度与驱动电

压的关系，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狆为相对辐射强度．由图２

可知：当驱动电压为５Ｖ时，４．００，４．２６μｍ波长处的辐射

强度基本相同．为满足两波长对应辐射强度相同，且降低光源波动引起的测量误差，决定采用５Ｖ稳压

电源驱动红外光源．热释电频率响应曲线与红外光源调制曲线，如图３，４所示．图３，４中：Ｒｅｓ为响应

率；犇为光源调制深度．

　　　　图３　热释电频率响应曲线 图４　ＩＲＬ７１５调制深度曲线

Ｆｉｇ．３　Ｐｙ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４　ＩＲＬ７１５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ｃｕｒｖｅ

５５８第６期　　　　　　　　　　　　　　 刘恒，等：非分散红外二氧化碳检测仪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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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３，４可知：热释电传感器的最佳响应频率为０．１～０．４Ｈｚ；红外光源适合低频调制．然而，信号

调制频率太低不利于放大滤波电路的实现，在实际电路中，一般不能满足热释电传感器的最佳调制深

图５　滤波放大电路

Ｆｉｇ．５　Ｆｉｌｔｅ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ｃｉｒｃｕｉｔ

度．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决定采用频率为１Ｈｚ的５Ｖ电压驱动

红外光源．调制信号由单片机输出．

２．２　滤波放大电路

系统采用双通道设计，因参考通道和测量通道电路相同，文

中仅以一路为例．放大滤波电路，如图５所示．热释电探测器输出

有０．４Ｖ的直流偏置，但有用的是随光源调制而响应的交流分

量．因此，放大电路中加入Ｃ５，Ｃ６ 隔直电容，以除去直流偏置．

Ｒ５，Ｃ４ 和Ｒ３，Ｃ１ 用作二阶低通滤波，采用二阶低通，能够减

小带宽，提高测量精确度［１０］．电路传递函数可表示为

犃＝ （１＋
犚１
犚２
） １

１＋３ｊω犚犆＋（ｊω犚犆）
２． （５）

式（５）中：犚＝犚３＝犚５＝５００ｋΩ；犆＝犆１＝犆４＝０．１μＦ；ω＝２π犳，犳为输入信号频率．将犳０＝１／（２π犚犆）＝

３．２Ｈｚ带入式（５），可得输入频率为犳的信号时的电压放大倍数为

犃＝ （１＋
犚１
犚２
）／（１－（

犳
犳０
）２＋ｊ

３犳
犳０
）． （６）

　　令式（６）分母的模等于槡２，可解出通带截止频率犳ｐ＝０．３７犳０＝１．２Ｈｚ．热释电输入偏置电压为０．４

Ｖ，幅值为５ｍＶ，频率分别为１，５，１０Ｈｚ的正弦信号时的输出波形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电路低

通特性良好，满足信号处理要求．电容Ｃ２ 用于滤除高频噪声，其值越大，滤除高频噪声效果越好．Ｃ２，Ｒ１

并联后，与Ｒ１，Ｃ５ 构成放大电路．Ｃ２ 增大时，其阻抗１／（２π犳犆２）减小，使信号放大倍数减小．在保证电路

放大倍数的前提下，Ｃ２ 选用０．１μＦ．

２．３　红外光源稳压驱动电路

稳压芯片选用ＡＤＰ２５０３型ＤＣ?ＤＣ转换器（美国亚德诺半导体技术公司），其供电电压为２．３～５．５

Ｖ，输出电压为２．８～５．０Ｖ，内部补偿最大化地减少了外部元件数量．芯片输出电流高达６００ｍＡ，可直

接驱动额定电流为１１０ｍＡ的红外光源．当负载电流较高时，可采用电流模式的固定频率脉宽调制

（ＰＷＭ）控制方案，以获得出色的稳定性和瞬态响应．供电电源可使用单节锂电池、多节碱性电池、ＵＳＢ

及其他标准电源．稳压电路原理图，如图７所示．其输出电压为

犝ｏｕｔ＝ （
犚１＋犚２
犚１

）犝ｒｅｆ＝ （
犚１＋犚２
犚１

）×０．５． （７）

式（７）中：犝ｒｅｆ为参考电压值，由芯片本身决定，其值为０．５Ｖ．在系统电路中，犚１ 取３７ｋΩ，犚２ 取３３３ｋΩ，

犝ｏｕｔ计算值为５Ｖ．

输入电容Ｃ３ 可减小电池开关频率纹波的幅度．电感Ｌ１ 决定电感电流的纹波和环路动态特性，其值

通常在１．０～１．５μＨ．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良好的瞬态响应，输出端接入２２μＦ的电容Ｃ２．在输出

端后，加入一级ＬＣ谐振滤波电路，使输出更加稳定
［１１］．

图６　仿真波形 图７　稳压电路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Ｆｉｇ．７　Ｖｏｌｔａｇ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ｃｉｒｃｕｉｔ　　

６５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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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测试结果与分析

利用系统测量混合气体中ＣＯ２ 体积分数，选取的ＣＯ２ 体积分数分别为０％，２０％，４０％，６０％，

８０％．当ＣＯ２ 体积分数为０时，测得犝１ 为１００ｍＶ，犝２ 为１７５ｍＶ．由式（４）可知：此时，
犝１犓２
犝２犓１

应取１，计

算得犓２／犓１ 为１．７５．建立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φ（ＣＯ２））和输出电压关系，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输

出结果与混合气体中ＣＯ２ 体积分数之间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系统灵敏度与二氧化碳体积分数有关，其

随体积分数的变化关系，如图９所示．系统用标准体积分数二氧化碳气体标定后，可实现定量测量二氧

化碳的绝对体积分数．

　　　　　图８　系统工作曲线 图９　灵敏度与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关系

　　　　　Ｆｉｇ．８　Ｓｙｓｔｅｍ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　结束语

基于ＣＯ２ 气体分子对红外光的特征吸收和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定律设计了ＣＯ２ 体积分数检测系统．采

用新型红外光源，并利用新型稳压芯片对光源进行调制，减小了以往由于红外光源不稳定带来的测量误

差．系统采用新型热释电传感器，并且在信号处理部分采用低噪声、高灵敏度的运算放大器进行二级低

通滤波放大，减小了噪声引起的误差，提高了测量灵敏度．此外，双通道差分检测设计提高了系统抗干扰

能力，减小环境变化对测量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系统具有良好的工作特性，量程为０％～８０％，响应

时间小于１．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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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抖动高线性压控振荡器

设计与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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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种应用于锁相环（ＰＬＬ）电路的压控振荡器（ＶＣＯ）．该电路采用浮空电容结构，相对传统接地电

容结构，可提高电容充放电幅值，减小时钟抖动．快速电平检测电路，使电路在未采用反馈和补偿的前提下，减

小环路延时，从而实现高线性．电路采用ＣＳＭＣ０．６μｍＣＭＯＳ标准工艺库实现．仿真结果表明：振荡频率为

０．７９，２４，３０ＭＨｚ时的相位噪声达到－１２８，－１２２，－１２０ｄＢｃ·Ｈｚ－１＠１ＭＨｚ．通过调节外接电阻电容，使得

电路在３～６Ｖ电源电压下，输出１００．０～３．０×１０７ ＭＨｚ的矩形波，电路兼具低相位噪声和高线性特性．

关键词：　锁相环；压控振荡器；浮空电容；相位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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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器噪声通常用抖动和相位噪声来衡量，它们是噪声在时域和频域的不同表述．当振荡器用作本

地振荡信号时，一般用相位噪声来描述它的噪声性能；而用作时钟发生器时，一般用抖动来描述它的噪

声性能［１］．振荡器用于时钟恢复电路时，要求时钟具有低抖动特性；用于调制解调时，为降低调制解调信

号的失真，要求信号具有良好的线性特性［２］．张弛振荡器是一种常用的时钟产生电路，可分为浮空电

容［３］和接地电容两种结构［４?６］．文献［３?６］对两种结构的优缺点进行对比．电源电压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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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断降低，传统接地电容结构的振荡器在低电源电压下，电容充放电幅值受到了限制，从而增大时

钟抖动．Ｔｏｋｕｎａｇａ等
［７］采用反馈技术提高振荡器的线性度，但这以增大电路的功耗为代价．本文提出的

电路压控振荡器（ＶＣＯ）采用浮空电容结构，应用于锁相环（ＰＬＬ）电路中，可实现频率调制和解调等
［８］．

图１　ＶＣＯ电路的应用框图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ＣＯｃｉｒｃｕｉｔ

１　犞犆犗的设计背景

ＶＣＯ电路的应用框图，如图１所示．ＰＬＬ

系统主要由一个 ＶＣＯ及三种可供选择的鉴

频／鉴相器（ＰＣ１，ＰＣ２，ＰＣ３）构成．其中，ＳＩＧＩＮ

为外部晶振产生的参考时钟，ＲＳ为用于解调

时的外接电阻．通过改变外接电阻电容（Ｒ１，

Ｒ２，Ｒ３）的大小，在ＶＣＯＯＵＴ端产生不同频率的

矩形波，供内部电路或其他外围电路使用．其

中，电阻Ｒ１和电容Ｃ１决定了ＶＣＯ的中心频

率，电阻Ｒ２和电容Ｃ１决定了ＶＣＯ的频率偏

移量．鉴频／鉴相器的输出经低通滤波器（Ｒ３，

Ｒ４，Ｃ２）的滤波，产生控制电压ＶＣＯＩＮ，内部集成的运算放大器及外接电阻Ｒ１将该控制电压转换成控

制电流，对外接电容Ｃ１进行周期性的充放电，从而产生一定频率的矩形波．

２　犞犆犗电路的原理分析

振荡器非线性的影响会在调制解调时产生谐波失真，应用频率解调时产生的二次谐波表达式［２］为

ＨＤ２ ＝ （狋ｄ，ｔｏｔ·Δ犳）／２． （１）

式（１）中：Δ犳为频率扫描范围；狋ｄ，ｔｏｔ为一个振荡周期内的总延时．因此，最小化二次谐波要求振荡环路具

有最小延时．由于电平检测电路有限带宽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传统单电容结构的张弛振荡器在一个振荡

周期内的总延时为４狋ｄ
［２］，这些延时为振荡器非线性的主要成因．

图２　ＶＣＯ核心电路

Ｆｉｇ．２　ＶＣＯｃｏｒ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提出的ＶＣＯ核心电路，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电路主要由３部分组成，一部分由电流产

生模块（ＣＭＡ１，ＣＭＡ２）和电流求和（Ｐ１，Ｐ２）

模块组成，另一部分由控制开关（Ｎ１，Ｎ２，Ｐ３，

Ｐ４）组成，最后一部分由比较器和ＲＳ触发器

构成的充放电控制电路组成．

ＶＣＯ核心电路利用图１所示的ＶＣＯＩＮ及

外接电阻（Ｒ１，Ｒ２），产生电流犐，对外接电容

Ｃ１进行充分放电，从而在ＶＣＯＯＵＴ端产生一定

频率的矩形波．ＶＣＯ电路正常工作时，可等效

为两个通路（图２）．其中，犚Ｐ３，犚Ｐ４和犚Ｎ１，犚Ｎ２

分别为Ｐ３，Ｐ４，Ｎ１，Ｎ２的线性导通电阻．电路

的工作原理为：当电容Ｃ１下（上）极板为低电

平时，产生的固定电流犐对电容的上（下）极板

进行充电，当充电电压大于片内预置参考电压犞ｈｒ时，ＲＳ触发器翻转．翻转后，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

突变及Ｎ２（Ｎ１）漏端与衬底之间寄生二极管的存在，使电容下（上）极板电压不能瞬间变为犞ｈｒ，而是从

一个负电压犞ｌｒ（大小近似为寄生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逐渐上升到犞ｈｒ．电路如此循环工作，在输出端

产生振荡信号．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量为犞ｈｒ－犞ｌｒ．考虑Ｎ１，Ｎ２工作在线性区的导通电阻（ＲＮ１，２），则有

（犞ｈｒ－犞ｌｒ）－犐·犚Ｎ１，２ ＝
１

犆１∫
犜
ｃ

０
犐·ｄ狋＝

犐·犜ｃ
犆１

． （２）

式（２）中：犜ｃ为电容上（下）极板的充电时间；犐为总的充放电电流；犆１为外接电容．由式（２）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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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ＶＣＯ输出波形

Ｆｉｇ．３　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ＶＣＯ

犜ｃ＝犆１·［（犞ｈｒ－犞ｌｒ）－犐·犚Ｎ１，２］／犐． （３）

　　由式（３），考虑充放电控制电路的延时（犜ｐｄ），一个振荡

周期内包含了两个充电周期，因此，可得ＶＣＯ振荡频率为

犳ｏｓｃ＝１／（２犜ｃ＋２犜ｐｄ）． （４）

　　图３为 Ａ，Ｂ，ＶＣＯＯＵＴ节点的波形图．图３中：ＮＯＴＥ

由Ｎ１，Ｎ２导通时的电阻造成，大小近似为犐×犚Ｎ１，２．

３　电路仿真结果

电路采用ＣＳＭＣ０．６μｍＣＭＯＳ工艺进行设计，采用Ｓｐｅｃｔｒｅ对电路进行仿真．电源电压为４．５Ｖ，

控制电压ＶＣＯＩＮ为１．５Ｖ，外接电阻、电容分别为：犚１＝３ｋΩ，犚２＝∞，犆１＝４０ｐＦ．仿真波形如图４所

示．由图４可知：振荡电容充放电幅值可达１．６Ｖ，振荡周期为２２ＭＨｚ．

电源电压为５Ｖ，输出频率为０．７９，２４，３０ＭＨｚ时的相位噪声仿真图，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相

位噪声分别为－１２８，－１２２，－１２０ｄＢｃ·Ｈｚ－１＠１ＭＨｚ，适用于一般数据通信领域．

图４　ＶＣＯ输出波形仿真图 图５　相位噪声仿真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ＶＣＯ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ｈａｓｅｎｏｉｓｅ

相关文献中不同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提出的电路结构在相位噪声方面具

有很好的性能． 表１　不同振荡器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

文献 工艺 犝／Ｖ 功耗 相位噪声＠１ＭＨｚ 犳ｏｕｔ

文献［９］ ０．３５?μｍＣＭＯＳ １．８～３．０
１８０μＷ ＠犳ｏｕｔ＝３０ＭＨｚ
６０μＷ ＠犳ｏｕｔ＝１０ＭＨｚ

－９６ｄＢｃ·Ｈｚ－１＠犳ｏｕｔ＝
３０ＭＨｚ

２．０～１００．０ＭＨｚ

文献［１０］０．２５?μｍＣＭＯＳ ３．３
４９．５ｍＷ＠犳ｏｕｔ＝

２４ＭＨｚ
－１４０ｄＢｃ·Ｈｚ－１＠犳ｏｕｔ＝

２４ＭＨｚ
０．５～４８０．０ＭＨｚ

文献［１１］０．１８?μｍＣＭＯＳ １．８～３．０ ３７μＷ －１１６ｄＢｃ·Ｈｚ－１ ７９ｋＨｚ

文中 ０．６０?μｍＣＭＯＳ ３．０～６．０
２７ｍＷ ＠犳ｏｕｔ＝２４ＭＨｚ
３３ｍＷ ＠犳ｏｕｔ＝３０ＭＨｚ
５３μＷ＠犳ｏｕｔ＝７９ｋＨｚ

－１２２ｄＢｃ·Ｈｚ－１＠犳ｏｕｔ＝
２４ＭＨｚ

－１２０ｄＢｃ·Ｈｚ－１＠犳ｏｕｔ＝
３０ＭＨｚ

－１２８ｄＢｃ·Ｈｚ－１＠犳ｏｕｔ＝
７９ｋＨｚ

１００．０～
３．０×１０７ ＭＨｚ

　　为得到ＶＣＯ环路延时，设定与图４相同的仿真条件，仿真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振荡周期只

与充电时间有关，这样减小了放电延时对振荡器非线性造成的影响．当输出频率为２２ＭＨｚ时，一个振

荡周期内的环路延时仅为２．８ｎｓ，相对传统单电容结构的振荡器延时减小了一倍，提高了线性度．

为验证提出的ＶＣＯ在不同电源电压及外接电阻电容下具备高线性特性，分别选取的电源电压为

３．０，４．５，６．０Ｖ进行多组仿真，ＶＣＯ输出频率与犆１及犚１的关系，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该电路在

不同电源电压及外接电阻电容下具有高线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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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ＶＣＯ环路延时仿真 图７　ＶＣＯ输出频率与犆１及犚１的关系图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ＶＣＯｏｕｔｐｕｔ

　　ＶＣＯｌｏｏｐｄｅｌａ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ｉｔｈ犆１ａｎｄ犚１

４　结束语

介绍了ＶＣＯ电路的基本原理，重点分析了时钟抖动和延时对电路造成的影响．电路采用浮空电容

结构，相比传统接地电容结构，提高了电容充放电幅值，减小了时钟抖动．电路采用ＣＳＭＣ０．６μｍ

ＣＭＯＳ工艺设计，简单的振荡环路使输出频率为２２ＭＨｚ时，一个周期内的延时只有２．８ｎｓ．输出频率

为０．７９，２４，３０ＭＨｚ时，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分别为－１２８，－１２２，１２０ｄＢｃ·Ｈｚ－１＠１Ｍ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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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缺失像素图像集的修正

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

孙晓龙，王靖，杜吉祥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缺失像素图像集，提出修正的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该算法将缺失像素图像集看成向量集，利

用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衡量缺失像素图像之间的距离，提出一种新的权值构造函数，并在多组标准测试数

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修正的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可以很好地挖掘缺失像素图像数据集的内在流形

结构，减弱缺失像素带来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　流形学习；缺失像素；拉普拉斯特征映射；余弦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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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ｉｓｓｉｎｇｐｉｘｅｌｓ；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ｅｉｇｅｎｍａｐｓ；ｃｏｓｉｎ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对产生的大量高维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并从中挖掘出所需要的本质信息显得

尤为重要，而数据降维技术正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常见的传统数据降维方法有主分量分析

（ＰＣＡ）
［１］、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和多维尺度变换（ＭＤＳ）

［２］等，这些方法可对线性结构的数据进行学习，

但它存在的缺点是不能充分地处理复杂的非线性数据．流形学习方法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维数约简方法

能够较好地挖掘出隐藏在高维数据中的流形结构．代表性的流形学习方法有等距映射（ＩＳＯＭＡＰ）
［３］、局

部线性嵌入（ＬＬＥ）
［４］、拉普拉斯特征映射（ＬＥ）

［５］和局部切空间对齐（ＬＴＳＡ）
［６］．Ｓｃｈａｆｅｒ等

［７］先将缺损

整数据中的缺失值按照某种原则和方法进行填充，再挖掘出填充后数据的本质信息．通常的填充方法主

要有人工填补法、单值填补法（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
［８］、ＥＭ（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算法

［９?１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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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针对缺损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也有一些改进算法［１１?１４］，但是这些都无法很好地挖掘缺损数据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而且还会带来累计误差［１５］．因此，迫切需要在缺损数据挖掘中引入非线性降维方法即流形

学习．詹宇斌等
［１６］基于ＥＭ算法的主成分分析法

［１７］，提出一种改进的ＬＴＳＡ算法（ＥＭ?ＬＴＳＡ）．但是由

于ＥＭ?ＰＣＡＭ作用于每个局部邻域，所以当缺失像素较多时，只用局部邻域的特征难以准确地提取主

成成分，影响算法的有效性．目前，流形学习关于缺损数据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一方面，对缺损数据难

以准确构造局部邻域；另一方面，对数据的局部几何结构难以准确挖掘缺损．因此，本文提出一种修正的

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

１　修正的拉普拉斯特征映射

ＬＥ是经典的流形学算法，其基本思想是在高维空间中离得很近的点投影到低维空间中的点也应

该离得很近．ＬＥ算法首先通过计算任意两个样本点之间的欧氏距离，寻找样本点最近的犽个样本点构

成局部邻域．然后，用图的方式构造局部邻域关系．通过选用指数衰减函数的方式构造样本点之间的权

值，并在高维空间上构造反映样本点之间局部关系的权值矩阵犠．最后，通过极小化带有约束条件的价

值函数计算样本点的低维嵌入坐标．当图像出现缺失像素时，使用传统的欧氏距离无法准确地估计图像

之间的距离，进而不能正确地构造局部邻域和权值矩阵，所以传统的ＬＥ算法无法从具有缺失像素的图

像集中挖掘出其内在的流形结构．

对于每副狆ｐｘ×狇ｐｘ的图像将其变成一个犿（犿＝狆×狇）维的图像向量狓犻（犻＝１，２，…，狀），考虑图像

集中包含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对于图像向量狓犻（犻＝１，２，…，狀）定义一个缺失像素标记向量犳犻＝（犳犻，１，

犳犻，２，…，犳犻，犿）
Ｔ．该标记向量初始值为全１向量，犳犻，犼＝０表示当且仅当图像向量狓犻（犻＝１，２，…，狀）中的第

犼个像素缺失，则整个图像集的缺失标记矩阵犉犻（犻＝犳１，犳２，…，犳狀）．

为了能够在缺失像素图像集上正确地构造局部邻域和权值矩阵犠，对ＬＥ算法进行如下２点改进．

１）基于缺失像素图像集，构造近邻图犌（犞，犈）．基于余弦相似度的基本思想，两个具有缺失像素的

图像狓犻和狓犼之间的距离可以表示为

ｓｉｍ（狓犻，狓犼）＝

狘∑
狋∈犐

狓犻，狋狓犼，狋狘

∑
狋∈犐

狓２犻，槡 狋 ∑
狋∈犐

狓２犼，槡 狋

，　　犐＝ ｛狋狘犳犻，狋×犳犼，狋 ＝１｝． （１）

式（１）中：犐表示图像狓犻和狓犼已知像素的指标集．两幅图像向量的余弦相似度ｓｉｍ（狓犻，狓犼）的范围为［０，

１］，相似度越大，距离越小．在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集上使用文中提出的距离估计方法，得出任意两个图

像之间的距离．以每个样本点为图的顶点，当点狓犻与狓犼 互为近邻点时，犌图有边，构造出合适的近邻图

犌（犞，犈）．

欧氏距离是最常见的距离衡量方式，传统的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就是由样本点之间的欧氏距离

来确定样本点的近邻点，从而构造近邻域．欧氏距离衡量的是空间中各点间的绝对距离，由各个样本点

所在的位置坐标（即个体特征维度的数值）直接决定，即

ｄｉｓｔ（狓犻，狓犼）＝ ‖狓犻－狓犼‖２ ＝ ∑
犿

狋＝１

（狓犻，狋－狓犼，狋）槡
２． （２）

式（２）中：欧氏距离体现了样本点数值特征的绝对差异，更多地从维度的数值大小体现差异，对绝对的数

值敏感．余弦相似度则是最常见的相似度度量，余弦相似度衡量的是空间向量之间的夹角，体现的是样

本点向量方向上的差异，而非距离或长度上，对绝对的数值不敏感．

假设图像数据集在没有缺失像素的情况下，样本点狓犻的一个近邻样本点为狓犼，一个非近邻样本点

为狓犾．显然，ｄｉｓｔ（狓犻，狓犼）≤ｄｉｓｔ（狓犻，狓犾）或者ｓｉｍ（狓犻，狓犼）≥ｓｉｍ（狓犻，狓犾）．当样本点狓犼，狓犾出现缺失像素时，因

为欧氏距离由个体特征维度的数值直接决定，对绝对数值敏感，其大小极易受到像素值缺失的影响，则

ｄｉｓｔ（狓犻，狓犼）≥ｄｉｓｔ（狓犻，狓犾），改变了原有正确的大小关系．而余弦相似度衡量的是样本向量方向上的差异，

对绝对数值不敏感，其大小不易受到像素值缺失的影响，则ｓｉｍ（狓犻，狓犼）≥ｓｉｍ（狓犻，狓犾），仍然保持了其原

有正确的大小关系．因此，余弦相似度衡量缺失像素图像之间的距离，可以正确地构造近邻图犌（犞，犈），

３６８第６期　　　　　　　　　孙晓龙，等：面向缺失像素图像集的修正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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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减弱因缺失像素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文中提出的距离衡量方法不仅实现了正确地构造局部邻域，

同时也为提出新的权值构造函数提供了基础．

２）基于缺失像素图像集，提出新的权值构造函数．在已知像素上求解其图像向量的余弦相似度衡

量两幅图像之间的距离，显然，当图像已知像素的个数越少时，这种方式得出的距离的可靠性应该越低，

其权值应该越小．基于上述分析，新的权值构造函数为

狑犻，犼 ＝
ｅｘｐ（１－犿／狘犐狘）ｓｉｍ（狓犻，狓犼），

０｛， 　　
（狓犻，狓犼）∈犈，

（狓犻，狓犼）犈．
（３）

式（３）中：｜犐｜为已知像素指标集犐中像素的个数；犿是图像的维数．余弦相似度越大，图像之间的相关性

越大，权值应该越大．同时，在已知像素构成的向量上求解余弦相似度，并将其作为两幅图像之间距离的

可靠程度．通过加入系数（ｅｘｐ（１－犿／｜犐｜）来衡量，其中，参数σ为固定值．当｜犐｜接近为０或者余弦相似

度接近为０时，其权值接近为０；当｜犐｜接近为犿并且余弦相似度接近为１时，其权值接近为１．

基于上述方法，对ＬＥ算法构造局部邻域和权值矩阵的步骤进行了改进，使其能够在具有缺失像素

的图像集上正确地构造局部邻域和权值矩阵犠．同时，通过对ＬＥ算法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仅构造局部

邻域和权值矩阵的算法步骤与原始数据有关，最终计算低维嵌入坐标的步骤是对前面抽取的信息进行

进一步的加工处理，与原始数据无关．所以，低维嵌入坐标的计算方法同ＬＥ算法一致，都是通过极小化

带有约束条件的价值函数来实现，即

犈（犢）＝ ｍｉｎ
犢犇犢

Ｔ
＝１
∑
犻
∑
犼

‖狔犻－狔犼‖２狑犻，犼 ＝ ｍｉｎ
犢犇犢

Ｔ
＝１

ｔｒａｃｅ（犢犇犢Ｔ）． （４）

式（４）中：犔＝犇－犠 为拉普拉斯矩阵；犇为对角矩阵，犇犻，犻 ＝∑
犼

狑犻，犼 ．

最终求解极小化问题归结为图拉普拉斯算子的广义特征值的问题．修正的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

步骤为

输入：样本图像集矩阵犡，邻域参数犽，低维嵌入维数犱，缺失标记矩阵犉．

输出：样本图像集矩阵犡对应的低维嵌入犢．

１）利用式（１）计算图像集矩阵犡中任意两幅图像之间的距离．当狓犼 是狓犻 的犽个近邻中的一个点

时，则认为它们是近邻的，即图犌（犞，犈）有边（狓犻，狓犼）．

２）利用式（２）给构造的近邻图犌（犞，犈）赋权值，获得权值矩阵犠．

３）计算低维嵌入结果．为了保持数据的局部特性，通过求解目标模型的极小化．求解问题转化为求

解方程犔犢＝λ犇犢的广义特征值问题．低维嵌入坐标犢可由矩阵犇
１／２犔犇１

／２的最小的第２个到第犱＋１个

特征向量构成，即

犢＝ ［狌２，狌３，…，狌犱＋１］
Ｔ．

２　数值实验

为了获得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每次实验中，随机从图像集选取部分图像，然后，构造缺失像素．构

造缺失像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构造离散像素点的缺失，就是对每个选中的图像随机选取一定个数的

像素点，将其像素值置为０，作为缺失像素；另一种是构造矩形区域像素的缺失，就是对每个选中的图像

随机选取一个ｄ狓×ｄ狔大小的矩形块，将其像素置为０，作为缺失像素．同时，构建其对应的缺失标记矩

阵犉．在实验中，应用４种不同的对比算法对图像数据进行降维．

１）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将无缺失像素的图像集直接用ＬＥ
［７］算法降维到低维特征空间．

２）ＬＥ（ｍｉｓｓｉｎｇ）．将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集直接用ＬＥ算法降维到低维特征空间．

３）ＬＥ（ＥＭ?ＰＣＡＭ）和ＬＥ（ＳＩ）．先用ＥＭ?ＰＣＡＭ
［１３］或ＳＩ算法对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数据集中的

缺失像素值进行填充，然后，将填充后得到的图像集用ＬＥ算法降维到低维特征空间．

４）ＥＭ?ＬＴＳＡ．将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集直接用ＥＭ?ＬＴＳＡ
［１３］算法降维到低维特征空间．

对低维嵌入后的结果采用Ｋ?ＮＮ（Ｋ?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分类器进行分类，得到不同对比算法的分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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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实验数据集

１）ＯＲＬ（ｏｌｉｖｅｔｔ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人脸图像集．该数据集共有４０个人不同角度的人脸图像，每

人１０副图像，共包含了２００个１１２ｐｘ×９２ｐｘ的灰度样本点．

２）ＴＥＸＴＵＲＥ图像集．从ＵＳＣ?ＳＩＰＩ图像数据库中选取４张１０２４ｐｘ×１０２４ｐｘ的纹理图像，然

后，将其分别裁剪成３２ｐｘ×３２ｐｘ像素子图，每张原图像裁剪得到４３５６张子图．从每张原图得到的子

图集中随机选取１０００张子图，构成一个包含４０００个３２ｐｘ×３２ｐｘ的样本点．

３）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图像集．该数据集包含２０种不同的物品，每个物品在不同角度下的７２张图像，

构成一个包含１４４０个１２８ｐｘ×１２８ｐｘ的样本点．

２．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对于所有流形学习算法都涉及到邻域参数犽和目标维度犱，参数犽的选取范围设置在［４，１７］，其目

标维度犱的取值范围设置在［３，８５］，参数σ取值范围在［０．４，１．０］．通过个重复３实验，选取最优参数，

并列出其中最好的实验结果．

实验１．为验证面对不同缺失像素图像集时文中算法效果的通用性，将文中算法和上述的各对比算

法在３种图像集上进行实验．ＯＲＬ人脸图像、ＴＥＸＴＵＲＥ和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３种图像集构造矩形区域

像素缺失的缺失区域大小（ｄ狓×ｄ狔）分别为６０ｐｘ×６０ｐｘ，１６ｐｘ×１６ｐｘ和６０ｐｘ×６０ｐｘ；３种图像集构

造离散像素点缺失的缺失程度为５０％（每副图片中缺失像素点的个数占总像素点个数的百分比）．随机

选取每个图像集中５０％样本点作为训练集，剩下的样本点形成测试集．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算法在３种图像数据集上的分类正确率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算法
ＯＲＬ

离散缺失／％　　矩形缺失／％

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

离散缺失／％　　矩形缺失／％

ＴＥＸＴＵＲＥ

离散缺失／％　　矩形缺失／％

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９２．００ ９２．００ ８５．７５ ８５．７５

ＬＥ（ｍｉｓｓｉｎｇ） １３．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２．７８ ５９．４４ ２５．４０ ２５．００

ＬＥ（ＥＭ?ＰＣＡＭ） ４６．５０ １５．５０ ７４．７２ ６９．７２ ３１．５０ ２６．９５

ＬＥ（ＳＩ） ７９．００ ７８．５０ ７７．２２ ８９．０３ ３１．３０ ６６．０５

ＥＭ?ＬＴＳＡ ４２．５０ １７．００ ３５．００ ６０．４２ ６０．１５ ３２．００

文中算法 ８５．５０ ８２．００ ９２．７８ ９０．００ ７２．１０ ７０．２０

　　由表１可知：当图像集有缺失像素存在时，ＬＥ算法在Ｋ?ＮＮ分类器下的分类的正确率都远远低于

其他算法．这说明ＬＥ算法不能很好地学习缺损数据的内在流形结构．究其原因，ＬＥ算法在选择近邻域

的步骤中，采用传统的欧氏距离衡量缺失像素图像之间的距离．欧氏距离的值极易受到像素值缺失的影

响，从而无法准确地选择近邻域，最终影响算法效果．

由表１还可知：基于ＥＭ?ＰＣＡＭ填充算法虽然能够缓解缺失像素带来的不良影响，但这种效果是

有限的．这是由于ＥＭ?ＰＣＡＭ算法作用于每个局部邻域，所以当缺失像素较多时，只用局部邻域的特征

难以准确地提取主成成分，影响算法的有效性．基于同样的原因，ＥＭ?ＬＴＳＡ的改进效果也比较有限．基

于ＳＩ
［２１］填充算法虽然比ＥＭ?ＰＣＡＭ 算法有效，但是在ＴＥＸＴＵＲＥ数据集上改进效果也并不明显．这

是因为单值填充算法忽略了缺失特征的不确定性，同时，还会带来累计误差．在这３个缺损数据集上，文

中算法的分类准确率明显高于其他算法．在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数据集上，文中算法同ＬＥ算法在无缺损数

据集上的识别率接近．这说明了文中算法面对具有缺失像素的图像集时，由于采用新的距离衡量方式和

权值构造函数，极大地减弱了缺失像素值带来的影响，从而构造合适的近邻图和权值矩阵，所以可以很

好地挖掘出图像集内在的流形结构．

实验２．为了进一步测试文中算法在不同缺失程度图像集上的鲁棒性，将上述各对比算法和文中算

法在不同缺失程度的ＯＲＬ人脸图像数据集上进行对比实验．ＯＲＬ构造离散像素点缺失的缺失程度分

别为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和９５％．ＯＲＬ构造矩形区域像素缺失的大小（ｄ狓×

ｄ狔）分别为２０ｐｘ×３０ｐｘ，３０ｐｘ×４０ｐｘ，４０ｐｘ×４０ｐｘ，４０ｐｘ×５０ｐｘ，５０ｐｘ×５０ｐｘ，５０ｐｘ×６０ｐｘ，６０

ｐｘ×６０ｐｘ，６０ｐｘ×７０ｐｘ和８０ｐｘ×７０ｐｘ．随机选取每个图像集中５０％的样本点作为训练集，剩下的样

本点形成测试集．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犚为正确率；犘为离散像素点缺失程度；犛为矩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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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缺失的区域大小．

　　　（ａ）离散像素点缺失程度　　　　　　　　　　　　　　（ｂ）矩形区域像素缺失的区域大小

图１　不同算法在不同缺失程度ＯＲＬ图像集上其分类正确率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ＯＲＬ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ｔ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１可知：即使面对较少程度的像素缺失，如２０％的离散像素点缺失和３０ｐｘ×２０ｐｘ的矩形区

域像素缺失，ＬＥ算法的分类正确率也远低于其在未缺失像素图像集时的分类准确率（由实验１可知为

９０％）．这表明ＬＥ对数据缺失程度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主要是因为ＬＥ算法采用的欧氏距离衡量方法对

缺失的像素值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在离散像素缺失的情形下，ＬＥ（ＥＭ?ＰＣＡＭ）和ＥＭ?ＬＴＳＡ的准确率

虽然高于ＬＥ算法的结果，但也对数据缺失程度具有很大的敏感性．这是因为ＥＭ?ＰＣＡＭ 算法只作用

于每个局部邻域，所以当缺失像素较多时，只用局部邻域的特征难以准确地提取主成成分，影响算法的

有效性．面对较小程度的缺失，单值填充ＳＩ具有很好的效果，但也无法解决数据大规模缺失的问题．

因为单一的填充值忽略了缺失特征的不确定性，同时，随着缺失程度的增加还会带来累计误差，将

会严重影响填充大规模缺失数据的效果．在此数据集上，文中算法体现了对数据缺损程度具有非常好的

鲁棒性．即使离散像素缺失的程度达到９５％，文中算法仍能保持很高的准确率，因为文中算法在选择近

邻域的步骤中采用余弦相似度的度量方法．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余弦相似度的度量方法对像素缺失

值不敏感，所以无论图像缺失程度变化如何，文中算法的分类正确率都可以保持在较高且稳定的区间值

内，具有非常好的鲁棒性．

实验３．为了检测文中算法在不同训练点个数下的分类效果，在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图像集上做了进一

步的测试实验．将规模为１４２０的图像集按照不同的训练测试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分为５组进行实验，

其中，缺失像素的处理方式是构造离散像素点的缺失，缺失程度为５０％．不同算法在每种训练测试比下

的分类正确率，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算法在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图像集上不同训练测试比下的分类正确率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Ｃ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ｅｓｔ

训练测试比 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Ｅ（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Ｅ（ＥＭ?ＰＣＡＭ） ＬＥ（ＳＩ） ＥＭ?ＬＴＳＡ 文中算法

４∶１ ０．９５６３ ０．０９０６ ０．５１５６ ０．７６８８ ０．５０６２ ０．９３７５

２∶１ ０．９５２１ ０．４２５０ ０．８７７１ ０．８８９６ ０．５５００ ０．９３７５

１∶１ ０．９４０３ ０．１２７８ ０．７４２２ ０．７７２２ ０．３５００ ０．９２７８

１∶２ ０．８７１９ ０．５６３７ ０．８７５０ ０．７７２９ ０．７０２１ ０．８９２７

１∶４ ０．８１５２ ０．５０８９ ０．８０５３ ０．７５３６ ０．６１５２ ０．８１３４

　　由表２可知：面对完整图像集，训练测试比越大，ＬＥ算法分类的准确率越高．当面对缺失像素图像

集时，Ｌ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ＬＥ（ＥＭ?ＰＣＡＭ），ＬＥ（ＳＩ）和ＥＭ?ＬＴＳＡ的分类准确率则不具有这个规律，即更少的

训练点，可能得到更好的分类效果．这主要是因为面对训练集中的缺损数据，这些方法无法准确挖掘出

它们和测试数据之间的本质关系，即更多的缺损训练数据反而降低这些方法的分类效果．面对具有缺失

像素的图像集，文中算法在所有的训练测试比上都体现出了最好的分类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训练

数据的增加，文中算法的分类效果也随着增加．这表明文中算法能很好地挖掘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缺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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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本质关系．

３　结束语

针对流形学习算法面对缺失像素图像集的这一特例，受余弦相似度度量方法的启发，提出了适用于

缺失像素图像集的距离衡量方式和基于这种距离衡量方式的权值构造函数．对经典的拉普拉斯特征映

射算法进行改进，提出一种修正的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实验表明了文中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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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的

犘犉犕犈犃方法改进及应用

夏蓓鑫１，陈鑫１，李龙１，陶宁蓉２，张佳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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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因各专家判断矩阵过于均一化而导致的风险排序与实际发生偏差的问题，在传统的基于模糊

层次分析法的过程失效模式与分析（ＰＦＭＥＡ）方法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进．从专家的个体区别和职业类别两

方面考虑，分析专家判断矩阵变化程度对专家分组及评估各组别对专家权重的影响，进而合理设定专家权重．

通过该改进方法在汽车空调冷凝器制造过程中的实际应用，验证方法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改进的基于模

糊层次分析法的ＰＦＭＥＡ方法能更准确地对产品失效风险进行排序．

关键词：　汽车空调冷凝器；产品失效；过程失效模式与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专家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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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ＦＭＥＡ）主要应用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
［１２］．传统的ＰＦＭＥＡ方法一般使用风险顺序数（ＲＰＮ）来确

定风险顺序［３］，但存在ＲＰＮ分辨度不高和主观性与模糊性等两大主要缺陷
［４?６］．针对传统ＰＦＭＥ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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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存在的缺陷，国内外学者们通过引入模糊理论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门峰等
［１］将模糊理论与灰色关

联理论相结合改进了ＦＭＥＡ方法．盛精等
［６］使用模糊理论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零部件制造工艺的风险

评估模型，进而确定相关风险等级，从而提升了ＲＰＮ的风险值分辨率．Ｂｏｗｌｅｓ等
［７］使用模糊逻辑规则

来确定失效的优先级．杜晗恒等
［８］提出模糊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和模糊ＴＯＰ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ｏｒｄｅ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ｔｏｉｄｅ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集成的方法，通过模糊层次分析评价法分配参数的权重，再应

用ＴＯＰＳＩＳ方法获得各失效因素的分值并进行排序．王浩伦等
［９］将三角模糊软集引入到ＦＭＥＡ方法

中，利用三角模糊软集方法中ＡＮＤ运算对各评价专家的评价信息进行融合，进一步改进方法的效率．

安相华等［１０］将混合多属性决策和关联传播分析有机集合，解决了产品ＦＭＥＡ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应用

问题．耿秀丽等
［１１］考虑了故障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决策与实验评价实验室方法对风险模式

的净影响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从而对初始评估的严重度做了修正．然而，现有的基于模糊层析分析法的

ＰＦＭＥＡ方法在某些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引入专家组时将所有专家的判断平整化，没有

考虑不同专家之间的区别．面对这类问题，现有的方法并不完善，其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样本的信息，统

计结果往往会偏离实际．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工作基础上，通过设定专家权重进一步改进ＰＦＭＥＡ方

法，并将所提方法应用在汽车冷凝器制造过程中．

１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犘犉犕犈犃方法

１．１　判断矩阵构造

邀请犓′位专家，成立专家小组，对风险顺序数ＲＮＰ的３个评价指标发生频度（Ｏ）、严重度（Ｓ）、探

测度（Ｄ）进行比较分析并建立判断矩阵．矩阵中的行、列分别按照Ｏ，Ｓ，Ｄ顺序排列．对于第犽个专家的

表１　评价指标数值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ｓ

两者比较程度 比较数值

前者和后者重要度一样 １

前者和后者比稍重要 ３

前者和后者比明显重要 ５

前者和后者比很重要 ７

前者和后者比极端重要 ９

判断矩阵，有

犣犽 ＝

狏犽１，１ 狏犽１，２ 狏犽１，３

狏犽２，１ 狏犽２，２ 狏犽２，３

狏犽３，１ 狏犽３，２ 狏犽３，

熿

燀

燄

燅３

． （１）

　　判断矩阵中的数值为对应Ｏ，Ｓ，Ｄ之间的比较数值，其取值可

以通过表１确定．表１中：整数表示前者和后者比的重要程度；倒

数表示后者和前者比的重要程度；比较数值选取２，４，６，８则表示

介于相应比较程度之间．

１．２　一致性检验

对判断矩阵犣犽 进行一致性检验，以确定专家的判断矩阵是否可以接受．相对一致性比例ＣＲ＝ＣＩ／

ＲＩ．其中，ＲＩ是平均随机的一致性指标，当矩阵阶数为３时，取ＲＩ＝０．５２；ＣＩ为一致性指标，ＣＩ＝λｍａｘ－

狀／（狀－１），λｍａｘ为判断矩阵犣犻的最大特征值，狀为矩阵阶数，此处取３．通常情况下，ＣＲ越小，判断矩阵的

一致性越好，文中将０．１作为判断矩阵一致性的阈值．当ＣＲ小于这个阈值时，说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是满意的；否则，将该专家剔除．经过一致性检验后，最终保留的专家数量设为犓．

１．３　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

１．３．１　判断矩阵的评价指标权重　对于第犽个专家，可以根据其给出的判断矩阵犣犽 计算相应的３个

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狑犽犻为由判断矩阵犣犽 计算得到的第犻个指标的权重，将判断矩阵中的各元素按列进

行归一化处理，再按行求均值．即有

狑犽犻 ＝
１

狀 ∑
狀

犼＝１

（狏犽犻，犼／∑
狀

犾＝１

狏犽犾，犼）． （２）

１．３．２　专家权重的计算　区别于以往将专家无差别对待的研究方法，在计算得到每位专家的３个评价

指标权重后，根据专家的个体区别和职业类别进行专家权重设定．设定专家权重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

考虑．一方面，为了能够反映个体的区别和意愿，采用通过个体样本的特征值λｍａｘ变化来反映其在整个

样本中的影响程度．当狀取３时，λｍａｘ取值范围为［３，３．１０４）．为了和另一个指标相符，将该指标转变为极

大型指标，得到调整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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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犽 ＝ （狀＋２）－（λｍａｘ）犽． （３）

式（３）中：犉犽 是第犽个专家的判断矩阵的变化程度．

另一方面，将专家按照职业类别分组，同组专家具有相近的判断准则和利益要求．为了体现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相近属性的样本组成一组后，该组在整个样本中所占的比例要考虑到权重的分配中，即

组容量较大的组，其个体在该样本中的意愿能较大影响整体样本的权重分配，即λ犽＝αψ狆．其中，α为固

定比例系数，λ犽 是第犽个专家判断矩阵对整体样本的影响程度，ψ狆 为第狆组的容量．又可知∑
犓

犽＝１

λ犽 ＝１，

则有λ犽＝ψ狆／∑
犓

犽＝１
ψ狆．对于属于第狆组的专家，其组容量均为ψ狆，所以∑

犓

犽＝１
ψ狆 ＝∑

狋

狆＝１
ψ狆

２，其中，狋为样本中的

组数．最终得到调整公式为

λ犽 ＝ψ狆／∑
狋

狆＝１
ψ狆

２． （４）

　　综合以上信息，可确定专家判断矩阵的综合权重为犕′犽＝犉犽×λ犽．进一步将各专家的综合权重归一

化，得到专家判断矩阵的最终权重为犕犽 ＝犕′犽／∑
犓

犽＝１

犕′犽．

１．３．３　最终权重确定　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可以计算得到最终的ＯＳＤ权重．设狑′犻为第犻个指标的

最终权重为狑′犻＝∑
犓

犽＝１

犕犽狑犽犻，则最终得到权重向量为犠 ＝ （狑′１　狑′２　狑′３）
Ｔ．

１．４　模糊评价矩阵建立

先对各工序中的失效因素的评价指标界定不同的评价等级，通常设为５级评价等级，具体评价等级

集为｛极低，较低，一般，较高，极高｝．建立等级矩阵为犆＝（犆１　犆２　犆３　犆４　犆５）＝（１　２　３　４　５）．

其中，犆犻为第犻级评价等级的评分值．然后，由专家组对项目中的失效因素按Ｏ，Ｓ，Ｄ这３个指标进行评

价等级确定．设狌犻，犼为对第犻项指标评定为第犼级等级的专家数量，可计算得到不同评价等级在各项指

标评价等级中的比例为狉犻，犼 ＝狌犻，犼／∑
狀

犼＝１

狌犻，犼．最后，将上述专家组的主观评价信息汇总，建立指标的模糊

评价矩阵为

珟犚＝

狉１，１ 狉１，２ 狉１，３ 狉１，４ 狉１，５

狉２，１ 狉２，２ 狉２，３ 狉２，４ 狉２，５

狉３，１ 狉３，２ 狉３，３ 狉３，４ 狉３，

熿

燀

燄

燅５

． （５）

１．５　模糊综合评价

结合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因素，即综合考虑评价指标权重集对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影响，为专家组

的模糊评价矩阵赋予不同的权重．设模糊综合评价矩阵为

珟犅＝犠
Ｔ
珟犚． （６）

珟犅＝ （狑′１　狑′２　狑′３）

狉１，１ 狉１，２ 狉１，３ 狉１，４ 狉１，５

狉２，１ 狉２，２ 狉２，３ 狉２，４ 狉２，５

狉３，１ 狉３，２ 狉３，３ 狉３，４ 狉３，

熿

燀

燄

燅５

＝ （犫１　犫２　犫３）． （７）

　　由以上公式，可推知珟犅已符合归一化要求．最后，为了方便风险顺序的排序，设犃为模糊评价结论

等级值，将模糊综合评价矩阵珟犅点乘等级矩阵犆的转置矩阵，赋值后即得到结论等级值．即犃＝珟犅·犆Ｔ．

２　应用实例分析

以某汽车空调制造商按照客户和ＴＳ１６９４９型制造冷凝器产品为例．制造工序包含为６道工序，依

次为喷涂主片和封盖→插入隔片→压接集管→芯子装配→钎焊→最终装配，则分别将工序按先手顺序

标记为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Ａ６．潜在失效模式包括钎焊不良、隔片倾斜、主片封盖偏移、主片插坏、散热

带掉落、螺栓松脱．潜在失效后果包括冷凝器泄露、内漏、影响性能、装配困难、冷凝器泄露、散热性能降

低和震动试验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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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使用未改进前的基于Ｆ?ＡＨＰ的ＰＦＭＥＡ方法可以得到各工序风险顺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基于Ｆ?ＡＨＰ的ＰＦＭＥＡ方法的冷凝器各工序风险顺序

Ｔａｂ．２　ＰＦＭＥＡ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工序 潜在失效模式 潜在失效后果 潜在失效起因 现行控制方式
结论
等级值

风险
顺序

Ａ１ 钎焊不良 冷凝器泄露 喷涂的位置不正确 １００％目测１００％检漏 ３．８４０ １

Ａ２ 隔片倾斜 内漏，影响性能 操作不良 工装设计防错 ３．１８２ ２

Ａ３ 主片封盖偏移 装配困难 零件定位不良 首末件检测调整工装定位精度 ２．９３８ ６

Ａ４ 主片插坏 冷凝器泄露 芯子装配调整不良 工装定期检查调整不良工装 ２．９８９ ４

Ａ５ 散热带掉落 散热性能降低 钎焊框架未夹紧零件 使用后的框架必须整形 ２．９６５ ５

Ａ６ 螺栓松脱 震动试验不能通过 扭矩低于设计要求 每月检测螺栓枪的扭矩 ３．１３６ ３

　　将改进后的ＰＦＭＥＡ方法应用到冷凝器制造中．首先，分别从质量、工艺、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层

各选出３名专家成立专家组，并建立评价指标判断矩阵，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专家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

Ｔａｂ．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质量组
专家１

Ｏ　　　　Ｓ　　　　Ｄ

专家２

Ｏ　　　　Ｓ　　　　Ｄ

专家３

Ｏ　　　　Ｓ　　　　Ｄ

Ｏ １ １／５ １／７ １ １／４ １／８ １ １／２ ６

Ｓ ５ １ ５ ４ １ １／５ ２ １ ５

Ｄ ７ １／５ １ ８ ５ １ １／６ １／５ １

工艺组
专家４

Ｏ　　　　Ｓ　　　　Ｄ

专家５

Ｏ　　　　Ｓ　　　　Ｄ

专家６

Ｏ　　　　Ｓ　　　　Ｄ

Ｏ １ １／３ ７ １ １／５ ３ １ １／５ ３

Ｓ ３ １ ３ ５ １ ３ ５ １ ６

Ｄ １／７ １／３ １ １／３ １／３ １ １／３ １／６ １

生产组
专家７

Ｏ　　　　Ｓ　　　　Ｄ

专家８

Ｏ　　　　Ｓ　　　　Ｄ

专家９

Ｏ　　　　Ｓ　　　　Ｄ

Ｏ １ １／３ ３ １ １／４ ３ １ １／３ ３

Ｓ ３ １ ５ ４ １ ５ ３ １ ５

Ｄ １／３ １／５ １ １／３ １／５ １ １／３ １／５ １

设计组
专家１０

Ｏ　　　　Ｓ　　　　Ｄ

专家１１

Ｏ　　　　Ｓ　　　　Ｄ

专家１２

Ｏ　　　　Ｓ　　　　Ｄ

Ｏ １ ３ ３ １ ３ ３ １ ５ １／３

Ｓ １／３ １ １ １／３ １ １ １／５ １ ３

Ｄ １／３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１／３ １

管理组
专家１３

Ｏ　　　　Ｓ　　　　Ｄ

专家１４

Ｏ　　　　Ｓ　　　　Ｄ

专家１５

Ｏ　　　　Ｓ　　　　Ｄ

Ｏ １ １／５ １／６ １ １／５ ３ １ １ ５

Ｓ ５ １ １／３ ５ １ ７ １ １ ７

Ｄ ６ ３ １ １／３ １／７ １ １／５ １／７ １

　　对专家评价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专家评价指标的一致性检验

Ｔａｂ．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专家编号 最大特征值 ＣＩ ＣＲ 专家编号 最大特征值 ＣＩ ＣＲ

１ ３．４３７５ ０．２１８８ ０．４２０７ ９ ３．０３８５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３７０

２ ３．０９４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９０４ １０ ３．１３５６ ０．０６７８ ０．１３０４

３ ３．０８５８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８２５ １１ 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４ ３．４３５７ ０．２１７９ ０．４１８９ １２ ４．８３８０ ０．９１９０ １．７６７３

５ ３．２９４８ ０．１４７４ ０．２８３５ １３ ３．０９４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９０４

６ ３．０９４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９０４ １４ ３．０６４９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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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专家编号 最大特征值 ＣＩ ＣＲ 专家编号 最大特征值 ＣＩ ＣＲ

７ ３．０３８５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３７０ １５ ３．０１２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２１

８ ３．０８５８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８２５

　　选择相对一致性比例ＣＲ小于０．１的１０位专家进入最终的专家组，并根据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

重，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专家评价指标的权重

Ｔａｂ．５　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判断矩阵 专家编号
权重

Ｏ　　　　　　Ｓ　　　　　　Ｄ
最大特征值 ＣＩ值 ＣＲ值

Ｚ１ ２ ０．０７０４ ０．２０６２ ０．７２３４ ３．０９４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９０４

Ｚ２ ３ ０．３７００ ０．５４５５ ０．０８４５ ３．０８５８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８２５

Ｚ３ ６ ０．２０１４ ０．７０７１ ０．０９１５ ３．０９４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９０４

Ｚ４ ７ ０．２６０５ ０．６３３３ ０．１０６２ ３．０３８５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３７０

Ｚ５ ８ ０．２３１１ ０．６６５１ ０．１０３８ ３．０８５８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８２５

Ｚ６ ９ ０．２６０５ ０．６３３３ ０．１０６２ ３．０３８５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３７０

Ｚ７ １１ ０．６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Ｚ８ １３ ０．０８０７ ０．２９２３ ０．６２７０ ３．０９４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９０４

Ｚ９ １４ ０．１９３２ ０．７２３５ ０．０８３３ ３．０６４９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６２４

Ｚ１０ １５ ０．４３５３ ０．４８６５ ０．０７８２ ３．０１２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２１

　　对专家进行分组：第１组是质量组，专家编号为２，３，共２人；第２组是工艺组，专家编号为６，共１

人；第３组是生产组，专家编号为７，８，９，共３人；第４组是设计组，专家编号为１１，共１人；第５组是技

术管理组，专家编号为１３，１４，１５，共３人．根据公式可以计算专家权重及相关参数，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专家权重及相关参数

Ｔａｂ．６　Ｅｘｐｅｒｔｗ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犽 专家编号 λｍａｘ 犉犽 λ犽 犕犽′ 犕犽 犕犽狑犽１ 犕犽狑犽２ 犕犽狑犽３

１ ２ ３．０９４０ １．９０６０ ０．０８３３３３ ０．１５８８３３ ０．０８１９０２ ０．００５７６８ ０．０１６８８９ ０．０５９２４５

２ ３ ３．０８５８ １．９１４２ ０．０８３３３３ ０．１５９５１７ ０．０８２２５４ ０．０３０４３２ ０．０４４８６９ ０．００６９５４

３ ６ ３．０９４０ １．９０６０ ０．０４１６６７ ０．０７９４１７ ０．０４０９５１ ０．００８２４８ ０．０２８９５５ ０．００３７４８

４ ７ ３．０３８５ １．９６１５ ０．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４５１８８ ０．１２６４３０ ０．０３２９３５ ０．０８００７４ ０．０１３４２１

５ ８ ３．０８５８ １．９１４２ ０．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３９２７５ ０．１２３３８１ ０．０２８５１１ ０．０８２０５７ ０．０１２８１３

６ ９ ３．０３８５ １．９６１５ ０．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４５１８８ ０．１２６４３０ ０．０３２９３５ ０．０８００７４ ０．０１３４２１

７ １１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６６７ ０．０８３３３３ ０．０４２９７１ ０．０２５７８２ ０．００８５９４ ０．００８５９４

８ １３ ３．０９４０ １．９０６０ ０．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３８２５０ ０．１２２８５３ ０．００９９１３ ０．０３５９１３ ０．０７７０２７

９ １４ ３．０６４９ １．９３５１ ０．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４１８８８ ０．１２４７２８ ０．０２４０９６ ０．０９０２４２ ０．０１０３９１

１０ １５ ３．０１２６ １．９８７４ ０．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４８４２５ ０．１２８１００ ０．０５５７５９ ０．０６２３２８ ０．０１００１３

总计 ０．２５４４００ ０．５３００００ ０．２１５６００

　　由表６最终可计算得到评价指标ＯＳＤ的权重向量犠＝（０．２５４４　０．５３　０．２１５６）
Ｔ．

专家对各工序的失效模式进行模糊评价，可得到的等级评价矩阵，如表７所示．

表７　等级评价矩阵

Ｔａｂ．７　Ｒａ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

失效模式 指标
评价等级

极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Ｏ ０ ０ ６ ４ ０

焊接不良评定 Ｓ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Ｄ ３ ７ ０ ０ ０

Ｏ ０ ２ ６ ２ ０

隔片倾斜评定 Ｓ ０ ０ ６ ４ ０

Ｄ ０ ３ ５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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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失效模式 指标
评价等级

极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Ｏ ０ ６ ４ ０ ０

主片封盖偏移评定 Ｓ ０ ０ ５ ５ ０

Ｄ ０ ７ ３ ０ ０

Ｏ ６ ４ ０ ０ ０

主片插坏 Ｓ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Ｄ ０ ４ ６ ０ ０

Ｏ ０ ５ ５ ０ ０

散热带掉落评定 Ｓ ０ ０ ５ ５ ０

Ｄ ０ ７ ３ ０ ０

Ｏ ７ ３ ０ ０ ０

螺栓松脱评定 Ｓ ０ ０ ０ ７ ３

Ｄ ０ ３ ７ ０ ０

　　统计各等级评分数量在评分总量上所占的比例，建立如下模糊评价矩阵为

珟犚１ ＝

０ ０ 　０．６ 　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３ 　０．７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　　珟犚２ ＝

０ 　０．２ 　０．６ 　０．２ 　０

０ ０ 　０．６ 　０．４ 　０

０ 　０．３ 　０．５ 　０．２ 　

熿

燀

燄

燅０

，

珟犚３ ＝

０ 　０．６ 　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５ 　０

０ 　０．７ 　０．３ ０ 　

熿

燀

燄

燅０

，　　珟犚４ ＝

　０．６ 　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４ 　０．６ ０ 　

熿

燀

燄

燅０

，

珟犚５ ＝

０ 　０．５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５ 　０

０ 　０．７ 　０．３ ０ 　

熿

燀

燄

燅０

，　　珟犚６ ＝

　０．７ 　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 　０．３

０ 　０．３ 　０．

熿

燀

燄

燅７ ０ ０

．

　　根据公式可计算得到如下归一化后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为

珟犚１ ＝ ［０．０６４６８　０．１５０９２　０．１５２６４　０．１０１７６　０．５３０］，

珟犚２ ＝ ［０　０．１１５５６　０．５７８４４　０．３０６００　０］，

珟犚３ ＝ ［０　０．３０３５６　０．４３１４４　０．２６５００　０］，

珟犚４ ＝ ［０．１５２６４　０．１８８００　０．１２９３６　０．５３０００　０］，

珟犚５ ＝ ［０　０．２７８１２　０．４５６８８　０．２６５００　０］，

珟犚６ ＝ ［０．１７８０８　０．１４１００　０．１５０９２　０．３７１００　０．１５９］．

　　利用等级矩阵对以上模糊综合评价赋值，可计算得到最终的结论等级值，如表８所示．基于Ｆ?ＡＨＰ

的ＰＦＭＥＡ方法和改进后的ＰＦＭＥＡ方法分别得到的各工序风险顺序，如图１所示．

图１　改进前后ＰＦＭＥＡ方法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ＦＭＥＡｍｅｔｈｏｄ

表８　改进后的ＰＦＭＥＡ结果

Ｔａｂ．８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ＦＭＥＡ

工序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结论等级值 ３．８８１ ３．１９０ ２．９６１ ３．０３７ ２．９８７ ３．１９２

风险顺序 １ ３ ６ ４ ５ ２

　　比较改进前后的ＰＦＭＥＡ方法结果可知：风险顺序

最靠前的都为Ａ１（喷涂主片和封盖工序），从钎焊式冷

凝器的工艺来说，喷涂主片和封盖的工艺失效模式风险

是极其重要的，符合实际情况；Ａ２（插入隔片工序）和

Ａ６（最终装配工序）的风险等级发生了变化，经专家组

的再次讨论分析确定Ａ６工序装配的螺栓作为连接部件

如果松脱后果更为严重的，所以相对于Ａ２工序而言风

３７８第６期　　　　　　　　　　夏蓓鑫，等：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的ＰＦＭＥＡ方法改进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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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顺序应该更为靠前．因此，改进后的基于Ｆ?ＡＨＰ的ＰＦＭＥＡ方法更符合实际的产品要求．将改进

ＰＦＭＥＡ方法得到的结果按结论等级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如表９所示．

表９　改进后的ＰＦＭＥＡ结果分析

Ｔａｂ．９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ＦＭＥＡ

工序 潜在失效模式 结论等级值 累积结论等级值 累积频率／％ 风险顺序

Ａ１ 钎焊不良 ３．８８１ ３．８８５０ ２０ １

Ａ６ 螺栓松脱 ３．１９２ ７．０７７０ ３７ ２

Ａ２ 隔片倾斜 ３．１９０ １０．２６７０ ５３ ３

Ａ４ 主片插坏 ３．０３７ １３．３０４０ ６９ ４

Ａ５ 散热带掉落 ２．９８７ １６．２９１０ ８５ ５

Ａ３ 主片封盖偏移 ２．９６１ １９．２５２０ １００ ６

图２　产品失效的主要原因分析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进一步将表９结果绘制成帕累托图，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Ａ１，Ａ６，Ａ２和Ａ４工序的失效占总失效频

率的６９％，是产品失效的主要原因，应当优先采取措施

预防风险．

３　结束语

在传统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ＰＦＭＥＡ方法基础

上，通过实际应用分析，进一步考虑专家的个人区别和

所属职业或岗位对失效风险排序的影响，构建专家判断

矩阵变化程度和专家分组后组别容量对权重的影响程

度两大参数；科学合理地设定专家权重，避免将专家均

一化处理所造成的问题．所提方法在汽车空调冷凝器制造中开展实例应用研究，取得很好的效果．

ＰＦＭＥＡ法作为一个动态的改进工具，需要根据过程的评审、预计和改进不断地循环使用，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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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尺度卷积循环神经网络的

情感分类技术

吴琼，陈锻生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对于特征提取的优势和循环神经网络的长短时记忆算法的优势，提出一种新的基

于多尺度的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多尺寸滤波器提取出具有丰富上下文关系的词

特征，循环神经网络中的长短时记忆算法将提取到的词特征与句子的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完成文本情感分类

任务．实验结果表明：与多种文本情感分类方法相比，文中算法具有较高的精度．

关键词：　文本情感分类；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长短时记忆；多尺度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８７５?０５　

犛犲狀狋犻犿犲狀狋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犠犻狋犺犕狌犾狋犻狊犮犪犾犲犆狅狀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犾

犚犲犮狌狉狉犲狀狋犖犲狌狉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

ＷＵＱｉｏｎｇ，ＣＨＥＮＤ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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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ｆｏｒｌｏｎｇｓｈｏ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ｕｔｉｌｉｚｅｍｕｌｔｉ?ｓｉｚｅｆｉｌｔｅｒｏｆＣＮＮ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ｏｒ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ｎ

ｔａｉｎａｒｉｃ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ｔｈｅ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ＲＮＮ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ｔｉ

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Ｔｈｅ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ｈａｓ

ａ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ｅｘｔ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从海量而庞杂的网络评论信息中分析和挖掘用户的兴趣取向或公众态度，已成为政府和业界关注

的问题．网络舆情文本的情感分类技术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热点．目前，情感分类方法有多种．

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方法，传统的支持向量机、朴素贝叶斯的分类方法和基于句法分析的方法都有不错

的效果．Ｗａｎｇ等
［１］提出多项朴素贝叶斯（ＭＮＢ）模型和使用朴素贝叶斯特征的支持向量机模型

（ＮＢＳＶＭ）．为了防止过拟合，Ｈｉｎｔｏｎ等
［２］提出ｄｒｏｐｏｕｔ方法；Ｗａｎｇ等

［３］通过对ｄｒｏｐｏｕｔ方法进行改

进，提出高斯ｄｒｏｐｏｕｔ（Ｇ?ｄｒｏｐｏｕｔ）和快ｄｒｏｐｏｕｔ（Ｆ?ｄｒｏｐｏｕｔ）．Ｄｏｎｇ等
［４］从另外一个角度，根据情感表达

的方式，构建统计分析器，得出句子的情感极性．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通

过卷积滤波器提取特征［５］．Ｋａｌｃｈｂｒｅｎｎｅｒ等
［６］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句子进行建模．Ｋｉｍ

［７］利用一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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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层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多种输入特征与参数设置方式进行对比实验．Ｓｅｖｅｒｙｎ等
［８］使用与Ｋｉｍ相似

的卷积网络结构，但是参数初始化方式不同，完成对ｔｗｉｔｔｅｒ文本的情感分析．Ｚｈａｎｇ等
［９］针对Ｋｉｍ提

出的卷积神经网络，从多个角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进行讨论．另一种网络结构是循环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传统的循环神经网络在梯度反向传播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梯度消失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Ｈｏｃｈｒｅｉｔｅｒ等
［１０］提出了长短时记忆模型．可以看出，卷积神经网络可以方便地利用

滤波器的尺寸，提取句子中每个词与其上文和下文中的关系，而通过使用长短时记忆模型可以处理任意

句子长度序列，还可以更好地体现句子语法规范．因此，为了更加方便灵活地提取词的上下文特征，充分

利用语言特性，本文提出了基于多尺度的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

１　多尺度的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

提出的多尺度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如图１所示．它包含两级结构：在卷积神经网络部分，使用

Ｍｉｋｏｌｏｖ等
［１１］从谷歌新闻中训练出来的３００维的词向量作为每个词对应的特征，通过多尺度的卷积滤

波器，提取多种具有丰富上下文的信息的特征；循环神经网络通过将得到的词的上下文信息特征进行组

合，输入到网络中，最终的到情感分类结果．

图１　多尺度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１　句子矩阵

狓犻表示一个句子的第犻个词所对应的词向量，每个词向量的维度为３００维．由于句子包含的单词数

量不等，通过补０的方式，将句子全部扩充成相同的长度．那么，一个长度为狀的句子可以表示为

犡１：狀 ＝狓１＋狓２＋…＋狓狀． （１）

式（１）中：＋代表词向量的纵向连接操作．那么，利用谷歌的词向量，就可以将所有句子都转换成大小相

同的句子矩阵犡１：狀∈犚
狀×３００，作为模型的输入．

１．２　卷积提取特征

对句子矩阵卷积操作时，会涉及滤波器的选择及初始化．一个滤波器犠∈犚
犺犽，其中，犺代表每次卷

积参与到的词的数量，也就是滤波器的尺寸；犽代表词向量的维度，这样一个滤波器通过与一个包含犺

个词的字符串进行卷积运算后，就得到了一个标量特征．如当犠 滤波器卷积某一个字符串犡犻：犻＋犺－１时，

特征犮犻就产生了，其表达式为

犮犻＝犳（犠·犡犻：犻＋犺－１＋犫）． （２）

式（２）中：犫∈犚是一个偏置项；犳是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那么，当这个滤波器对整个句子矩阵进行逐窗

口｛犡１：犺，犡２：犺＋１，…，犡狀－犺＋１：狀｝计算时，就会产生一个特征图犆∈犚
狀－犺＋１，表示为

犆＝ ［犮１，犮２，…，犮狀－犺＋１］． （３）

　　在特征图产生后，并不对它进行池化操作，因为得到的特征顺序对情感分类有很大的作用．不难理

解，句子之所以构成句子，是因为它是词的有序组合，所以会产生语法和句法．因此，特征的顺序对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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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结构的表示具有重要性．

以上描述了一种尺寸的滤波器对一个句子矩阵进行操作的过程．文中模型使用多尺寸的滤波器，每

种尺寸包含多个滤波器对输入矩阵进行操作．所以，在对句子矩阵进行多尺寸的多个滤波器滤波后，每

种尺寸的多个滤波器产生出多个特征图．那么，通过某一尺寸的某个滤波器得到的特征图犆，变换成

犆（犻，犼）＝ ［犆（犻，犼）１，犆（犻，犼）２，…，犆（犻，犼）狀－犺＋１］． （４）

式（４）中：犻表示第犻个尺寸的滤波器，实验采用３种尺寸的滤波器；犼表示同一尺寸的第犼个滤波器，由

于卷积神经网络中的滤波器的参数是随机生成的，同一尺寸包含的多个滤波器可以提取多种不同的特

征，从而获得同一尺寸下更丰富的特征，更精准地分析句子情感．对得到的多个特征图进行组合，即

犕犻犽 ＝ ［犆（犻，１）犽，犆（犻，２）犽，…，犆（犻，犿）犽］， （５）

犕犻 ＝ ［犕
犻
１，犕

犻
２，…，犕

犻
狀－犺＋１］． （６）

式（５），（６）中：犻代表第犻种滤波器尺寸；犿代表每个尺寸滤波器的个数．这样，就得到输入到循环神经网

络的输入特征．

１．３　循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模型是长短时记忆的循环神经网络［１０］，其模型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ＲＮＮ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ＮＮ

长短时记忆（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算法引入了一个新的内存单元的结构，它主要包含４

个主要元素：输入门、自连接的神经元、忘记门和输出门．输入门控制输入信号的多少；输出门控制内存

单元输出对其他神经元的影响；忘记门控制自连接神经元受多少之前状态的影响．它的每一个内存单元

标识为一个ＬＳＴＭ单元，每个ＬＳＴＭ单元按照下式，逐个时刻狋进行计算，即

犻狋 ＝σ（犠ｉ犕
犻
狋＋犝ｉ＋犫ｉ）， （７）

犞＝ｔａｎｈ（犠ｃ·犕
犻
狋＋犝ｃ·犺狋－１＋犫ｃ）， （８）

犳狋 ＝σ（犠ｆ·犕
犻
狋＋犝ｆ·犺狋－１＋犫ｆ）， （９）

犆狋 ＝犻狋×犞＋犳狋×犆狋－１， （１０）

狅狋 ＝σ（犠ｏ·犕
犻
狋＋犝ｏ·犺狋－１）， （１１）

犺狋 ＝狅狋×ｔａｎｈ（犆狋）， （１２）

式（７）～（１２）中：σ表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犠，犝表示随机初始化的参数，下标ｉ，ｃ，ｆ，ｏ分别代表输入门、自

连接、忘记门和输出门．

那么，通过将每种尺寸滤波器滤波得到的特征犕犻，逐一输入到循环神经网络中的对应位置，从而得

到对应尺寸的状态向量犺犻，最后，将每种尺寸滤波器得到的状态向量拼接成一个状态向量，送入ｓｏｆｔ

ｍａｘ分类器进行［０，１］分类，便可得到句子所对应的情感分类．

１．４　正则化

在训练模型的过程中，使用ｄｒｏｐｏｕｔ方法和权重向量Ｌ２范数约束
［２］这两种方法防止过拟合现象的

发生．ｄｒｏｐｏｕｔ方法是通过人为设置的随机概率，将一些单元设置为０，从而让网络中的有些节点不工

作．对于不工作的那些节点，可以暂时认为不是网络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的权重也要保留，因为这些节

点的权重只是暂时不更新．当下一批样本输入时，它就有可能又要工作，那么当训练模型的时候，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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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都在训练不同的网络，所以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防止过拟合现象的发生．而权重向量的

Ｌ２范数约束是在梯度更新过程中，将权重的Ｌ２范数强制的约束在某一范围中，使权重参数的元素值都

很小，避免出现个别元素的值较大，对分类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从而有效地防止过拟合现象，提高模型的

泛化能力．

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测试文中模型，将提出的多尺度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与其他模型的情感分类实验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实验使用的是预训练的词向量，它来源于谷歌开源的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ｔｏｒ工具，连续词袋结构从谷

歌新闻中训练而来，向量的维度是３００维
［１１］．使用３种数据集进行对比分析，一个是电影评论（ＭＲ）的

数据集，每条数据是由一句话组成，总共包含５３３１个消极评论和５３３１个积极评论；一个是多种产品的

顾客评论（ＣＲ），总共包含１３６７条消极评论和２４０６条积极评论；一个是观点极性判断的数据集

（ＭＲＱＡ），一共包含７２９３条消极观点和３３１１条积极评论．其中，ＭＲ数据集与ＣＲ数据集是评论数据

集，它们的语句长度更长，而 ＭＲＱＡ数据集主要是判断观点极性，所以数据集中的句子长度相对较短，

甚至包含部分的单个单词和单词短语．３个数据集的标签都是采用０和１对情感极性进行标注，其中，０

代表消极，１代表积极．

对于所有数据集，采用５折交叉验证；迭代次数为３０次；Ｌ２范数的约束系数设置为３；每批训练的

大小为５０个句子；ｄｒｏｐｏｕｔ设置为０．５；选择３种滤波器尺寸，分别为５，７，９；特征图选择的数量为２００．

卷积前句子长度是对应数据集中句子的最大长度，而当输入到ＬＳＴＭ 模型时，句子长度变为卷积前数

据集中最大句子长度减去滤波器大小的长度，对应每个单词向量的维度变为特征图的数量（即２００维），

ＬＳＴＭ模型最终的输出为二维向量，分别代表其情感极性．对于句子长度较长的数据集，滤波器的尺寸

选择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可以提高准确率；但是当尺寸选择过大、甚至超越句子的平均长度时，准确率

就会降低很多．由于特征图是用来尽可能提取丰富的特征，所以特征图选的数量越多，会增加实验的准

确率；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准确率基本不变化；再继续增大时，反而会降低准确率．随着滤波器的尺寸

和特征图数量的增加，训练过程会变得相当耗时，且需要较大的内存空间存储．因此，通过对比不同数据

集的实验结果，选择对各个数据集都相对合适的参数．

采用随机梯度下降算法的Ａｄａｄｅｌｔａ更新规则
［１２］，该更新规则可以自适应地调整学习率，减少人为

指定学习率给更新带来的影响．为了保证算法的鲁棒性，避免随机扰动带来的影响，实验结果是经过多

次实验求平均值的结果，从而使该方法有更好的鲁棒性．情感分类结果准确率（η），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表１　情感分类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模型 η／％

ＭＲ ＣＲ ＭＰＱＡ

ＮＢＳＶＭ
［１］ ７９．４ ８１．８ ８６．３

ＭＮＢ
［１］ ７９．０ ８０．０ ８６．３

Ｇ?Ｄｒｏｐｏｕｔ
［３］ ７９．０ ８２．１ ８６．１

Ｆ?Ｄｒｏｐｏｕｔ
［３］ ７９．１ ８１．９ ８６．３

ＳｅｎｔＰａｒｓｅｒ
［４］ ７９．５ － ８６．３

ＬＳＴＭ
［１０］ ８０．２ ８１．９ ８８．２

ＣＮＮ?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ｃ
［７］ ８１．５ ８４．３ ８９．５

ＣＮＮ?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７］ ８１．１ ８５．０ ８９．４

Ｍ?ＣＮＮ?ＲＮＮ ８１．２ ８２．５ ８９．７

Ｍ?ＣＮＮ?ＲＮＮ代表文中提出的模型．

选择对比的模型都是近几年比较经典的模型，并

且都在数据集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通过对比实验结

果发现，提出的模型获得了很好的结果．通过卷积神经

网络多种尺寸的滤波器，可以提取比一般三元语法特

征更多更广泛的上下文特征．在卷积神经网络后面连

接循环神经网络分类器可以将词与句子的语法关系更

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可以充分地利用卷积滤波器所提

取出来的特征．所以，文中模型可以超越几乎所有的模

型，也可以看出，提出的模型很适合情感分类任务．但

是在 ＭＲ和ＣＲ数据集中，情感分类结果略低于ＣＮＮ

两种模型结构的准确率．因为在评论数据集中，通常句

子主要是表达用户及顾客的情感，然而却并不注意句子的语法规范，所以语句中的重点很明显，其他字

词起的作用不大．而恰好在ＣＮＮ?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ｃ和ＣＮＮ?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两种模型中，它们在进行卷积滤波操

作后，对得到的特征进行池化操作，会将卷积滤波后所提取到特征中的最显著的特征保存下来，然后进

行分类．而文中模型是利用卷积滤波器得到的全部特征进行情感分类，为了保证特征的完整性，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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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池化操作．因此，ＣＮＮ两种模型的准确率会略高于文中模型．

３　结束语

通过结合深度学习领域中常用的两种主流方法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提出基于多尺度的

卷积循环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多尺寸滤波器，提取出具有丰富上下文关系的词

特征，循环神经网络中的长短时记忆算法将提取到的词特征与句子的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将句子的结构

与词的相互依赖关系尽可能好地体现出来．通过实验对比分析，文中模型获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体现

出该模型对情感分类的适用性．接下来，需要探索如何将注意力模型应用到文中模型中，改进网络的结

构，使它更适应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模型，提升文本情感分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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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的频繁和高效用项集挖掘算法

张健，刘韶涛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局部效用质量值的上界剪枝新方法，引入伪投影技术避免真实地构造物理投影，基于二

者提出改进的ＦＨＩＭＡ?Ｐ算法．在提出的ＦＨＩＭＡ?Ｐ算法中引入事务合并和投影事务合并技术，提出最终的

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并在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ＦＨＩＭＡ?Ｐ算法的运行时间相比

ＦＨＩＭＡ?ＡＬＬ算法缩短，而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则较前两者效率有非常大的提高；在不同参数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中大量可合并事务（投影事务）数目也很好地证明了事务（投影事务）合并的有效性．

关键词：　频繁项集；高效用项集；伪投影；事务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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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项集挖掘中，每个项在事务中可以出现多次，并且可以有不同的权重，因此，高效用项集挖掘更加复

杂．现有算法多将支持度和效用值单独考虑，很少将这两种衡量标准同时考虑．李慧等
［１０］首次将支持度

和相对效用值线性加权，定义为质量值，提出挖掘数据库中高质量项集的ＦＨＩＭＡ算法．ＦＨＩＭＡ算法

使用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
［１１］的思想，递归地构造前缀的投影数据库挖掘频繁和高效用项集．然而，如果是物

理地复制得到投影数据库，开销很大．因此，本文引入伪投影技术进行优化，提出一种本地效用质量值上

界剪枝的方法，在ＦＨＩＭＡ算法基础上，引入事务合并和投影事务合并技术，提出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通信作者：　刘韶涛（１９６９），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软件体系结构与软件复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ｔａｏ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２０１１Ｈ６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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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频繁高效用项集挖掘算法犉犎犐犕犃

ＦＨＩＭＡ算法是基于前缀投影的模式增长算法，它把支持度σ（犡）和相对效用值线性加权λΦ（犡）后

的变量定义为质量，在给定参数下，挖掘所有高质量项集．ＦＨＩＭＡ算法有以下３个执行步骤．１）删去数

据库中非频繁高效用项集的项（不满足最小支持度和事务效用权重估计的１?项集），得到频繁高效用１?

项集，数目为狀．２）将数据库中各条事物按（１?项集事务效用权重递增的顺序）排序，排序后按照顺

序将搜索空间划分为狀个具有不同前缀的投影数据库．３）在这狀个投影数据库中，递归构造子投影数

据库进行挖掘，挖掘中进行算法搜索空间剪枝．

２　犉犎犐犕犃算法改进

２．１　局部效用剪枝和数据库伪投影

ＦＨＩＭＡ算法的剪枝是剪掉以该节点为根的整棵子树，经过分析，在这以前如果适当减少这棵子树

上的节点，得到的剪枝上界将更紧凑，结果将更高效．

在高效用项集挖掘算法中，一般第一步用事务效用权重的闭包属性［６］删去不可能从中得到高效用

项集的项目．借鉴这点，提出了局部效用剪枝的概念．文中除自定义符号外，所有符号和文献［１０］一致．

定义１　局部效用ｌｕ（犡，犮），其中，犡是任意一个项集；项犮∈ＥＩ（犡）．项集犡∪犮的局部效用定义为

∑
狋
ｄ∈犜犡

（犡∪｛犮｝）

狌（犡，狋ｄ）＋ ∑
犻
狆∈ＰＩ

（犡，狋
ｄ
），狋
ｄ∈犜犡

（犡∪｛犮｝）

ｅｉｕ（犡，狋ｄ）．

　　性质１　犡是任意一个项集，对于项犮∈ＥＩ（犡），如果项集犆是项集犡 通过添加ＥＩ（犡）中元素后得

到的项集，则有ｌｕ（犡，犮）≥狌（犆）成立．

证明　因为项集犆是通过添加项集犡 扩展项集中元素后得到的项集，所以项集犆的效用小于等于

项集犡的效用加上犡 的扩展项集中全部元素效用之和，即

狌（犆）≤ ∑
狋
ｄ∈犜犡

（犡∪｛犮｝）

狌（犡，狋ｄ）＋ ∑
犻
狆∈ＰＩ

（犡，狋
ｄ
），狋
ｄ∈犜犡

（犡∪｛犮｝）

ｅｉｕ（犡，狋ｄ）＝ｌｕ（犡，犮）．

　　犡是任意一个项集，对于项犮∈ＥＩ（犡），如果ｌｕ（犡，犮）小于最小效用值，则所有项集犡的扩展项集中

包含项犮的都是低效用的，也就是项犮这个节点可以从子树中删去．

得到基于局部效用剪枝的质量值上界计算式为

ｆｒｅ（犡）

狘犇狘
＋λ（

∑
狋
ｄ∈犜犡

（犡∪｛犮｝）

狌（犡，狋ｄ）＋ ∑
犻
狆∈ＰＩ

（犡，狋
ｄ
），狋
ｄ∈犜犡

（犡∪｛犮｝）

ｅｉｕ（犡，狋ｄ）

ＴＵ（犇）
．

　　利用这个上界，从投影数据库中删去不满足条件的项目，可以进一步缩减搜索空间．

定义２　以项集犪为前缀的投影事务定义为α－犜＝｛犻｜犻∈犜∧犻∈ＥＩ（犪）｝．

定义３　以项集犪为前缀的投影数据库定义为α－犇＝｛犪－犜｜犜∈犇∧犪－犜≠Φ｝．

在ＦＨＩＭＡ算法中，如果物理地复制得到投影数据库，则花费在计算犪?犇 上的时间是犗（狀×犾）（狀

是投影数据库的事务数，犾是事务平均长度）．为了避免物理地复制，运用伪投影技术．对数据库中每一

条事务添加一个偏移量指针指向它，在每条事务中查找扩展项集中第一个项相对于整条事务的偏移量，

从而得到投影事务，进而得到整个数据库的伪投影．采用伪投影将犪?犇的算法时间复杂度降为犗（狀）．

２．２　事务合并和投影事务合并技术

事务合并是将两条或多条事务合并为一条事务，从而减少数据库规模的一种策略．

定义４　称两条事务是可合并的，当且仅当它们按照规则排序后所含的项是完全相同时，而不管它

们的内部效用值或支持度是否相同．

定义５　设集合犜犿＝｛狋１，狋２，…，狋犿｝是犿条相互之间可合并的事务的集合，将这犿条事物合并为一

条事务狋ｎｅｗ．狋ｎｅｗ和这犿条事物所含的项都一样，但对于狋ｎｅｗ的每个项犻∈狋ｎｅｗ，项犻的内部效用定义为狇（犻，

狋ｎｅｗ）＝∑
犿

犽＝１

狇（犻，犜犽），项犻的支持数定义为ｆｅｑ（犻，狋ｎｅｗ）＝∑
犿

犽＝１

ｆｅｑ（犻，犜犽）．

投影数据库比原来规模更小，因而，会有更多满足可合并条件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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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６　投影事务合并犪?犇是项集犪的投影数据库．设集合犜狀＝｛狋１，狋２，…，狋狀｝是犪?犇中狀条相互

可合并的事务的集合，将这狀条事物合并为一条事务狋ｎｅｗ．狋ｎｅｗ和这狀条事物所含的项都一样，但对狋ｎｅｗ的

每个项犻∈狋ｎｅｗ，项犻的内部效用定义为狇（犻，狋ｎｅｗ）＝∑
犿

犽＝１

狇（犻，犜犽），项犻的支持数定义为ｆｅｑ（犻，狋ｎｅｗ）＝

∑
犿

犽＝１

ｆｅｑ（犻，犜犽）．

需要注意，对于投影事务合并先要得到投影数据库，得到投影数据库时项的效用值是相加，但支持

数不是．应该先和它前缀项集的支持数比较，取较小的作为投影后相应项的支持数．

事务合并和投影事务合并显然会大大减少数据库的扫描次数，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地实现这

两种合并．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所有的事务进行相互比较，看哪些是可以合并的，但这种操作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为犗（狀２）．为了将时间复杂度降低到犗（狀），定义如下的偏序全排序．

定义７　犜 定义在全排序的基础上，假设有两条事物狋ａ＝｛犻１，犻２，…，犻犿｝和狋ｂ＝｛犼１，犼２，…，犼犽｝．

这个偏序全排序关系定义如下４种情况．

１）如果这两条事物可合并，且事物编号狋ｂ大于狋犪，则最终偏序关系为犜ｂ犜犜ａ．

２）如果犽＞犿，对任意整数狓，狓满足０≤狓＜犿，都有犻犿－狓＝犼犽－狓，则最终偏序关系为犜ｂ犜犜ａ．

３）如果存在狓是整数，狓满足０≤狓＜ｍｉｎ（犿，犽），此时，对所有整数狔，狔满足狓＜狔＜ｍｉｎ（犿，犽）且

犼犽－狓犻犿－狓，犻犿－狔＝犼犽－狔，则最终偏序关系为犜ｂ犜犜ａ．

４）当不满足这３种关系时，则最终偏序关系为犜ｂ犜犜ａ．

按照犜顺序排序后，可以得到性质２．根据性质２，所有可合并的事务在数据库（或投影数据库）中

能通过比较相邻事务得到，这样就能在线性时间内找到它们．

性质２　项集犪的投影数据库犪?犇按犜排序后，满足可相互合并的事务在排序后的投影数据库中

是连续出现的．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设置

为了对比算法性能，将实现ＦＨＩＭＡ算法挖掘全部频繁高效用项集的算法命名为ＦＨＩＭＡ?ＡＬＬ，

与加入伪投影和局部效用剪枝优化后的ＦＨＩＭＡ?Ｐ算法和在ＦＨＩＭＡ?Ｐ算法中加入事务（投影事务）合

并后的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进行对比．实验平台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３４７０，主频３．２０ＧＨｚ，内存８

ＧＢ，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旗舰版６４位ＳＰ１，编程语言为Ｊａｖａ，开发环境Ｅｃｌｉｐｓｅ４．４．０．数据集为ｆｉｍｉ［ｈｔｔｐ：∥ｆｉ

ｍｉ．ｕａ．ａｃ．ｂｅ／］网站下载的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和文献［６?８］中方法一样，各数据集中各项的

内部效用值使用对数正态分布生成１到１０之间的数，事务中各项的数量是随机生成１到１０之间的数．

３．２　不同参数设置的算法对比

３．２．１　支持度阈值　不同支持度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运行时间，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狋为时

间；η为最小支持度．由图１可知：支持度越小，算法挖掘的频繁和高效用项集越多，２种算法运行时间随

支持度的增加开始变少，ＦＨＩＭＡ?Ｐ算法比ＦＨＩＭＡ?ＡＬＬ算法运行时间短，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则比前２

个算法的效率更高．原因在于，首先，在数据库中，有许多满足可合并的事务，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将它们

合并成一条事务，大大压缩了事务数据库；其次，由于算法挖掘都在构造的投影数据库中进行，而投影数

据库因其规模更小满足可合并要求的事务更多，所以，加入事务合并和投影事务合并技术大大提高了算

法的运行效率．

不同支持度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狀为事务（投

影事务）合并数；η为最小支持度．由图２可知：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中，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

随支持度的增加而减少，并且在指定支持度下，它们都存在百万级别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

３．２．２　相对效用值阈值　不同相对效用值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运行时间，如图３所示．由图３

可知：当最小相对支持度变大时，３种算法运行时间也是逐渐变少，并且３种算法效率大小关系仍和支

持度从小到大变化时一致，即ＦＨＩＭＡ?Ｐ算法比ＦＨＩＭＡ?ＡＬＬ算法运行时间更短，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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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集 （ｂ）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

图１　不同支持度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运行时间

Ｆｉｇ．１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ａｎ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集 （ｂ）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

图２　不同支持度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ａｎ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比前两个算法运行效率有显著的提高．

不同相对效用值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３

种数据集中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随相对效用值的增加而减少，在最小效用值阈值下，同样存在着百万

级别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这是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比ＦＨＩＭＡ?Ｐ算法效率更高的原因．

　（ａ）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集 （ｂ）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

图３　不同相对效用值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运行时间

Ｆｉｇ．３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ａｎ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集 （ｂ）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数据集

图４　不同相对效用值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

Ｆｉｇ．４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ａｎ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３．２．３　加权系数阈值　加权系数λ代表相对效用值的重要程度．不同加权系数λ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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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上的运行时间和（投影）事务合并数，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３种算法运行时间都在逐渐增加，且它

们效率高低关系与支持度和相对效用的变化一致；当λ变大时，ｍｕｓｈｒｏｏｍ中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逐

渐增加，当λ增加到一定程度，３种算法效率和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的增速都开始变缓．这是因为此

时相对效用值起主导作用，再增加λ，对算法效率提升已经不明显了．

　　　　　（ａ）运行时间 （ｂ）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数

图５　不同加权系数λ下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集上的运行时间和（投影）事务合并数

Ｆｉｇ．５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λ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ｄａｔａｓｅｔ

当λ＝０时，ＦＨＩＭＡ?Ｐ和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转变为挖掘频繁项集的算法．为了比较算法在λ＝０时

挖掘频繁项集的效率，将ＦＨＩＭＡ?Ｐ和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分别与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１］和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

［２］进

行比较，结果如图６，７所示．为了更直观对比效果，将对比的４个算法拆分成２幅图．

　（ａ）ＦＨＩＭＡ?ＭＰ和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 （ｂ）ＦＨＩＭＡ?Ｐ和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图６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上不同支持度下运行时间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ＦＨＩＭＡ?ＭＰ和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 （ｂ）ＦＨＩＭＡ?Ｐ和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图７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上不同支持度下运行时间对比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由图６可知：当最小支持度变化时，ＦＨＩＭＡ?Ｐ算法在３个数据集上曲线变化幅度明显比 Ａｐｒｉｏｒｉ

算法平缓，因此，ＦＨＩＭＡ?Ｐ算法比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更高效，而ＦＨＩＭＡ?ＭＰ和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则比前两种

算法效率有上百倍的提升．由图７可知：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比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效率稍低，甚至在特定情况

下（当支持度小于等于０．５５时），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效率甚至还高于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

高效是因为引入的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技术，支持度越小时，满足事务（投影事务）合并要求的事务也会

越多．另外，当λ＝０时，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变成了挖掘频繁项集的算法．此时，定义的事务（投影事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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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技术仍然适用，但事务（投影事务）合并不再考虑效用值，只剩下考虑支持度时的合并计算式．即现在

定义５和定义６中只剩下ｆｅｑ（犻，狋ｎｅｗ）＝∑
犿

犽＝１

ｆｅｑ（犻，犜犽）这一个计算式．

４　结论

在ＦＨＩＭＡ算法的基础上，引入事务伪投影和局部效用剪枝，提出改进的ＦＨＩＭＡ?Ｐ算法．引入伪

投影，避免了物理地复制构造投影数据库，另外，为了进一步减少算法搜索空间，定义了一种基于局部效

用的质量值剪枝，从而提高算法效率，最终实验也证明了这种改进的有效性．最后，观察到数据库中有很

多事务是可以合并的，并且由于文中算法的特点，将这种合并扩展到投影数据库中．同时，为了快速找到

满足相互之间可合并条件的事务，定义了一种排序规则．实验结果证明：在ＦＨＩＭＡ?Ｐ算法基础上，加入

事务（投影事务）合并技术的ＦＨＩＭＡ?ＭＰ算法相比于之前的ＦＨＩＭＡ?Ｐ算法效率有非常显著地提高，

另外，在加权系数为０时，ＦＨＩＭＡ?Ｐ算法明显比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高效，且ＦＨＩＭＡ?Ｐ算法由于事务（投影

事务）合并仍然适用效率则远高于ＦＨＩＭＡ?Ｐ算法和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它的效率只比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稍低，

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事务（投影事务）合并的高效性．

接下来，有关频繁高效用项集挖掘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完全频繁项集、基于约束条件的频繁项集、

最大频繁项集、频繁闭项集等类型着手尝试．在确定性数据中，每种类型的频繁项集都有其对应的挖掘

方法，还可以将频繁高效用挖掘推广到时间序列数据、不确定数据及其他类型适合挖掘的数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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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奇异值分解的二阶递归系统

数值稳定性方法

付波，刘济源，赵熙临，徐光辉，王子鹏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为了简便地解决二阶递归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将二阶递归系统转变为二阶离散时变线性系统，并讨论

递归系统的稳定性．在二阶离散线性时变系统稳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奇异值分解（ＳＶＤ），将其转化为参考

信号（ＲＳ）系统．提出一个新的离散时变线性系统不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并以离散正交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与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数列递归式为主，讨论并推导出其在Ⅱ，Ⅳ象限上的变化情况和新的不稳定性判据．仿真结果验证

了结论的准确性．

关键词：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数列；奇异值分解；递归系统；线性离散时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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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ｉｔｉｎｔｏ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ｏｒ

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ｅｗ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ｖａｒ

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ｎｅｗ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ｓ

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ｄ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递归是一种利用简单操作实现复杂运算的有效方法，即通过简单的问题来解决复杂的问题［１］．其表

现形式较典型的是二阶递归，即数列的某一项是由其前两项计算所得［２?３］．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多项式、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多项式、Ｊａｃｏｂｉ多项式、Ｈｅｒｍｉｔｅ多项式、Ｔｃｈｅｂｉｃｈｅｆ多项式和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等经典正交多项

式［４?６］在图像正交矩、曲线拟合、非线性电路计算，以及计算结构可靠性分析等技术都有应用［７?８］．但由于

正交多项式解析式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采用其递归式求解多项式的值．Ｍｕｋｕｎｄａｎ等
［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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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交多项式的二阶递归运算有可能导致数值发散，Ｇａｕｔｓｃｈｉ
［１０?１１］讨论了离散正交多项式的递归收敛

性，关轶峰等［１２］针对二阶离散线性时变系统的稳定性也做了大量研究．由于离散多项式不存在离散误

差，其精度与高阶数值的传递有关，随着阶数的增大，多项式的数值和误差的增大更导致其不稳定，从而

影响图像重构的精确性．Ｍｕｋｕｎｄａｎ
［１３］利用狓循环代替了狀循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高阶多项

式的误差传递，解决了多项式高精度的算法问题．张海艳等
［１４］在图像分割、重构的问题上利用算法的稳

定性，提出了概率密度函数在生物信息学上的研究．本文在二阶离散线性时变系统稳定性分析的基础

上，利用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方法将其转化为参考信号（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

ＲＳ）系统，提出一个新的离散时变线性系统不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并通过实验验证其结果．

１　递归系统数值稳定性

１．１　稳定性定义

系统狓＝犳（狓，狋），狓（狋０）＝狓０ 在时刻狋０ 存在初始状态狓（狋０）＝狓０，其中，狓是狀维状态向量．若对所有

（ａ）稳定　　　　　　（ｂ）不稳定

图１　递归系统的稳定性状态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狋≥０，满足犳（狓犲，狋）≡０，则称狓犲是一个平衡点．

设系统初始状态狓０ 位于以平衡状态狓犲 为球心，半径为ε

的球域犎（ε）内．如果对所考虑的整个时间区间内，从犎（ε）内

任一点狓０ 出发的受扰运动φ（狋，狓０，狓犲）的轨迹都不超出犎（ε），

则称狓犲＝０在李雅普诺夫下稳定，如图１（ａ）所示．对某个ε＞

０，在所有半径为τ的球域犎（τ）内的初始状态，至少存在一个

初始状态，使得从它出发的解始终不会限制在以ε为半径的球

域犎（ε）里，则称平衡点在狋０ 是不稳定的，如图１（ｂ）所示．

１．２　正交多项式

在矩函数集合中，分为连续正交多项式与离散正交多项式．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是一种常见的离散

正交多项式，更适合于对数字图像的处理．狀阶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的定义为

犓狀（狓，狆，狀）＝∑
犖

犽＝０

犪犽，狀，狆狓
犽
＝ ２犉１（－狀，－狓，－犖；

１

狆
）． （１）

式（１）中：狓，狀＝０，１，２，…，犖，犖＞０；狆∈（０，１）；２犉１（犪，犫；犮；狕）＝∑
∞

犽＝０

犪犽犫犽狕
犽

犮犽犽！
；犪犽 ＝犪（犪＋１）…（犪＋（犽－

１））＝
Γ（犪＋犽）

Γ（犪）
．

通过给出０，１阶，两个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为犓０（狓，狆，犖）＝１，犓１（狓，狆，犖）＝１－［
１

犖狆
］狓．由此可

推导狋狀（狓）具有递推公式为

犓狀（狓，狆，犖）＝
犖狆－２（狀－１）狆＋狀－１－狓

狆（犖＋１－狀）
·犓狀－１（狓，狆，犖）－

（狀－１）（１－狆）

狆（犖＋１－狀）
犓狀－２（狓，狆，犖）．（２）

２　二阶递归系统的犛犞犇模型

２．１　犛犞犇方法

设２×２矩阵犌∈犆
２×２，犆为复数集，Ｒａｎｋ犌＝２，则存在２阶酉矩阵犝 和２阶酉矩阵犞，使得

犌＝犝
σ１ ０

０ σ
［ ］

２

犞Ｔ． （３）

式（３）中：Σ＝ｄｉａｇ（σ１，σ２），且σ１≥σ２≥０，而σ犻（犻＝１，２，）为矩阵犌的正奇异值．

对状态矩阵犌（狋）做ＳＶＤ分解，可得犌（狋）＝犝（狋）犛（狋）犞（狋）Ｔ．将犝（狋），犞（狋）设定为单位旋转矩阵，又

因为犡（狋）＝犌（狋）犡（狋－１），则有

犡（狋）＝犝（狋）犛（狋）犞（狋）
Ｔ犡（狋－１）． （４）

　　将式（４）展开可得

７８８第６期　　　　　　　　　　付波，等：利用奇异值分解的二阶递归系统数值稳定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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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狋）＝犝（狋）犛（狋）［犞（狋）
Ｔ犝（狋－１）］犛（狋－１）…［犞（３）

Ｔ犝（２）］犛（２）犞（１）Ｔ犡（１）． （５）

重新定义犢（狋）＝犡（狋），犚（狋）＝犝（狋）及犚（狋－１）＝［犞（狋）Ｔ犝（狋－１）］，犢（１）＝犞（１）Ｔ犡（１），可得

犢（狋）＝犚（狋）犛（狋）犚（狋－１）犛（狋－１）…犚（２）犛（２）犢（１）． （６）

　　令犇（狋）＝犚（狋）犛（狋），则式（６）改写为

犢（狋）＝犇（狋）犢（狋－１）． （７）

式（７）中：犚（狋）为单位旋转矩阵，犚（狋）＝
ｃｏｓ（θ（狋）） －ｓｉｎ（θ（狋））

ｓｉｎ（θ（狋）） 　ｃｏｓ（θ（狋
［ ］）），逆时针旋转角度为正；犛（狋）为对角

阵，犛（狋）＝
σ１（狋） ０

０ σ２（狋
［ ］），其中，σ１（狋）≥σ２（狋）＞０，σ犻（犻＝１，２，３，…，狉）为矩阵犌（狋）的正奇异值．

２．２　犚犛系统的Ⅱ，Ⅳ象限稳定性分析

２．２．１　Ⅱ，Ⅳ象限状态变化　对于一个二阶离散线性系统

犢（犽）＝犇（犽）犇（犽－１）…犇（２）犢（１），　　犽＝２，３，４，…． （８）

　　在第Ⅱ象限的初始相量，当σ１（犽）＞σ２（犽），σ２（犽）＜１，σ１（犽）＞１，且π／２＜θ（犽）＜π，初始点位于Ⅱ象

限时，建立一个点经过一次ＲＳ变换后，角度与其反向角度的差值运动方程为

犳（κ（犽））＝χ（犽）－（π＋犪·ｔａｎ（κ（犽）））． （９）

　　令犳（κ（犽））＝０，可得

κ（犽）
２ｔａｎ（θ（犽）μ（犽））－κ（犽）（１－μ（犽））＋犪·ｔａｎ（θ（犽））＝０，　　μ（犽）＝

δ２（犽）

δ１（犽）
． （１０）

　　由此，特征根方程为

Δ＝ １－
δ２（犽）

δ１（犽（ ））
２

－４（ｔａｎ（θ（犽）））
２δ２（犽）

δ１（犽）
． （１１）

　　当Δ＜０时，有犪·ｔａｎ
１－μ（犽）

２ μ（犽槡
［ ］） ＜θ（犽）＜π－犪·ｔａｎ

１－μ（犽）

２ μ（犽槡
［ ］） ，则犳（κ（犽））＝０没有实数解，由

此可知，犚（犽）犛（犽）变换下不能留在Ⅱ象限；若Δ＞０时，可得两个实数解为

κ１（犽）＝
ｃｏｔ（θ（犽））

２μ（犽）
（１－μ（犽））＋ （１－μ（犽））

２
－

４μ（犽）

ｃｏｔ２（θ（犽槡［ ］）） ，

κ２（犽）＝
ｃｏｔ（θ（犽））

２μ（犽）
（１－μ（犽））－ （１－μ（犽））

２
－

４μ（犽）

ｃｏｔ２（θ（犽槡［ ］））
烍

烌

烎
．

（１２）

　　由此可得κ１（犽）＜κ２（犽）＜０，且
１－μ（犽）

２ μ（犽槡 ）
≤ｔａｎ（θ（犽））＜０．

若能得斜率κ（犽）经一个犚（犽）犛（犽）变化后，斜率为κ（犽＋１）且位于第Ⅳ象限的（－∞，κ（犽＋１））之

间；而经一次犚（犽＋１）犛（犽＋１）变化后，斜率为κ（犽＋２）且位于第Ⅱ象限的（－∞，κ１（犽＋２））之间，即

κ
（犽）＝

σ１（犽）

σ２（犽）
ｃｏｔ（θ（犽）），

κ１（犽）＝
ｃｏｔ（θ（犽））

２μ（犽）
（１－μ（犽））＋ （１－μ（犽））

２
－

４μ（犽）

ｃｏｔ２（θ（犽槡［ ］））
烍

烌

烎
．

（１３）

２．２．２　Ⅳ象限状态变化　对一个二阶离散线性ＲＳ系统犢（犽）＝犇（犽）犇（犽－１）…犇（２）犢（１），其中，犽＝

２，３，４，…在第Ⅱ象限的初始相量．已知σ１（犽）＞σ２（犽），σ２（犽）＜１，σ１（犽）＞１，初始点位于Ⅱ象限，则当满足

０＜θｍａｘ（犽）≤θ（犽），０＜κ２（犽）＜κ′（犽），
σ１（犽）

２＋σ２（犽）
２
κ２（犽）

２

１＋κ２（犽）
２ ＞１．其中，μ（犽）＝

σ２（犽）

σ１（犽）
，κ′（犽）＝

σ１（犽）
２－１

１－σ２（犽）槡 ２
，θｍａｘ（犽）＝犪·ｔａｎ

１

２
（１－μ（犽））

σ１（犽）

σ２（犽槡［ ］） ，有

κ２（犽）＝
ｃｏｔ（θ（犽））

２μ（犽）
（１－μ（犽））－ （１－μ（犽））

２
－

４μ（犽）

ｃｏｔ２（θ（犽槡［ ］）） ． （１４）

则可得该ＲＳ系统是不稳定的．

８８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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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验证

３．１　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多项式递归式稳定性分析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的三项递归迭代公式为

犓犽（狓，狆，犖）＝犃狓（犽）犓（犽－１）（狓，狆，犖）－犅（犽）犓（犽－１）（狓，狆，犖）． （１５）

式（１５）中：犓０（狓，狆，犖）＝１；犓１（狓，狆，犖）＝１－
狓
犖狆
；犃狓（犽）＝

犖狆－２（犽－１）狆＋犽－１－狓
狆（犖＋１－犽）

；犅（犽）＝

（犽－１）（１－狆）

狆（犖＋１－犽）
．

在狓＝３９０，狆＝０．１，０．３，０．９情况下，将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整理为离散线性时变系统，其状态矩阵

图２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的ＲＳ系统在

Ⅱ，Ⅳ象限跳变发散情况

Ｆｉｇ．２　ＲＳ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ｍｐｓｉｎⅡ，Ⅳ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ｓ

分解为两个旋转矩阵和一个斜变换，经ＳＶＤ分解后可得：

１）一系列犚（犽）旋转角度θ（犽）和θｍａｘ（犽）＝π－ｔａｎ
－１ １

２［ ×

（１－
δ１（犽）

δ２（犽）
）δ２

（犽）

δ１（犽槡 ］） ；
２）对角阵犛（犽）的主对角线参数σ１（犽），σ２（犽）；

３）κ（犽）＝
σ１（犽）

σ２（犽）
·ｃｏｓ（θ（犽））；

４）κ１（犽）＝
ｃｏｔ（θ（犽））

２θ（犽）
｛（１－μ（犽））＋［（１－μ（犽））

２－

４μ（犽）

ｃｏｔ２（θ（犽））
］１／２｝．

ＲＳ系统在Ⅱ，Ⅳ象限跳变发散，如图２所示．各个ＳＶＤ分

解后的数值，如图３所示．

　　（ａ）θ（犽）的范围 （ｂ）奇异值σ２（犽） （ｃ）奇异值σ１（犽）

　　（ｄ）κ（犽） （ｅ）κ１（犽）

图３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的ＲＳ系统参数计算值

Ｆｉｇ．３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ｓ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３．２　犑犪犮狅犫狊狋犺犪犾数列递归式稳定性分析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数列的三项递归迭代公式为

犑狀 ＝犑狀－１＋２犑狀－２，　　犑０ ＝０，　犑１ ＝１． （１６）

９８８第６期　　　　　　　　　　付波，等：利用奇异值分解的二阶递归系统数值稳定性方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在狓＝０．７，犖＝４００的情况下，将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整理为离散线性时变系统，其状态矩阵分解

图４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的ＲＳ系统在

Ⅱ象限跳变发散情况

Ｆｉｇ．４　ＲＳ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ｍｐｓｉｎⅡ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为两个旋转矩阵和一个斜变换，经ＳＶＤ分解后可得

１）犚（犽）旋转角度θ（犽）和θｍａｘ（犽）＝犪·ｔａｎ
１

２
（１－μ（犽［ ））×

σ１（犽）

σ２（犽槡 ］） ；
２）对角阵犛（犽）的主对角线参数σ１（犽），σ２（犽）；

３）κ′（犽）＝
σ１（犽）

２－１

１－σ２（犽）
２
；

４）κ１（犽）＝
ｃｏｔ（θ（犽））

２θ（犽）
｛（１－μ（犽））－［（１－μ（犽））

２－

４μ（犽）

ｃｏｔ２（θ（犽））
］１／２｝．

ＲＳ系统在Ⅱ象限发散，如图４所示．各个ＳＶＤ分解后的数

值，如图５所示．

　　　　（ａ）θ（犽）的范围 （ｂ）奇异值σ１，σ２ （ｃ）κ′（犽）与κ２（犽）的关系

图５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的ＲＳ系统参数计算值

Ｆｉｇ．５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ｓ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４　犓狉犪狑狋犮犺狅狌犽多项式图像重构

结合前面的实验分析，在狓＝３９０，狆＝０．１，０．３，０．９的情况下，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重构的图像，如

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当狆＝０．１时，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的递归计算误差已经增大，只能重构图像的部

分；当狆＝０．３时，误差依旧很大，导致也只能重构部分的图像；当狆＝０．５时，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递归

计算的误差慢慢减小，重构的效果慢慢变好；随着阶数的增加，当狆＝０．９时，重构图像效果与狆＝０．１

和狆＝０．３的图基本一样．

（ａ）狆＝０．１

（ｂ）狆＝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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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狆＝０．５

图６　不同狆值的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图像重构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狆ｖａｌｕｅｓ

图７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峰值信噪比

Ｆｉｇ．７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ｐｅａｋ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

根据图像评价标准，分别作出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的狆值（犓狆）为０．１，

０．３，０．５的峰值信噪比（犚ＰＳＮ＝１０·ｌｏｇ（２５５
２／ＭＳＥ），ＭＳＥ为均方

差），其值越高说明重构图像效果越好，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

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多项式的峰值信噪比随着阶数的增加而增加，到一定程

度时，其值迅速下降．说明高阶的时候其误差是变大的导致其发散，

验证了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正交多项式在Ⅱ，Ⅳ象限发散的情况．

５　结束语

分析和研究离散时变线性系统，将系统的状态矩阵进行奇异值

分解，得到新的等效状态方程．通过分析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正交多项式与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数列递归式，计算时，通过不同的判据，说明了 Ｋｒａｗｔ

ｃｈｏｕｋ矩阵在Ⅱ，Ⅳ象限跳变的原因，也说明了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ａｌ数列在第Ⅱ象限发散的原因．所进行的只是

初步讨论了Ⅱ，Ⅳ象限的情况，其他象限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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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犓犪狆犾犪狀狊犽狔计数命题的拓广及应用

唐善刚

（西华师范大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９）

摘要：　应用组合分析技巧，给出基于线排列与环形排列情形下的经典的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的拓广情形，得

到了两个推广后的新的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通过推广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以及组合恒等式的证明，所得结果

拓展了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　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线排列；环形排列；组合恒等式；容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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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在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
［１?５］、二重乱序的计数公式［６］、限位排列［７?１３］，以及第一、二

类可重环形排列［７?１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基本形式可表述为基于线排列与环形排列情形下的组合计

数命题．

定理１
［１，６］
　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两两不相邻的元素的组合的

个数为
狀－犽＋１

　　（ ）犽
，狀≥２犽－１．

定理２
［１，６］
　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两两不相邻的元素的组

合的个数为 狀
狀－犽

狀－犽

　（ ）犽
，２犽≤狀．

文献［６］将定理１，２推广为定理３，４．

定理３
［６］
　λ为正整数，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使得选出的任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７?０５

　通信作者：　唐善刚（１９７８?），男，副教授，主要从事组合计数方法理论及应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ａｎｇ２００１＠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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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两个元素之间至少还间隔有λ个元素，则选取这样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狀－（犽－１）λ

　　（ ）犽
，狀≥

（犽－１）λ＋犽．

定理４
［６］
　λ为正整数，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且使得选

出的任何两个元素之间至少还间隔有λ 个元素，则选取这样的犽 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狀
狀－λ犽

狀－λ犽

　（ ）犽
，狀≥λ犽＋犽．

１　犓犪狆犾犪狀狊犽狔计数命题的再拓广

进一步将定理３，４拓广为基于如下的线排列与环形排列情形下的组合计数命题．

定理５　设λ与狊为正整数，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并使得这

犽个元素被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其余元素分隔成狊段，且任何两段之间在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至少还间隔

有λ 个 元 素，则 从 全 排 列 犪１犪２ … 犪狀 中 选 取 这 样 的 犽 个 元 素 的 组 合 的 个 数 为

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狀≥犽＋（狊－１）λ．

证明　先假定１＜犽＜狀，设｛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是从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出的符合题意的犽

元组合，设段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与段犪（犻＋１），１，犪（犻＋１），２，…，犪（犻＋１），狔犻＋１之间在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间隔的元素个

数为狓犻＋１（１≤犻≤狊－１）；段犪１，１，犪１，２，…，犪１，狔１在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之前的元素个数为狓１；段犪狊，１，犪狊，２，…，

犪狊，狔狊在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之后的元素个数为狓狊＋１．据此，可得如下的不定方程组，即

狓１＋狓２＋…＋狓狊＋１ ＝狀－犽，

狔１＋狔２＋…＋狔狊 ＝犽
｝．

（１）

式（１）中：狓１，狓狊＋１≥０；狓犻≥λ（犻＝２，３，…，狊）；狔犼＞０（犼＝１，２，…，狊）．

易知，符合题意的组合｛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与方程（１）的整数解（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狊，狔狊，

狓狊＋１）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难知道，∑
狊

犻＝１

狔犻 ＝犽的正整数解（狔１，狔２，…，狔狊）的个数为
犽－１

狊－（ ）１ ，

∑
狊＋１

犻＝１

狓犻＝狀－犽 满足狓１，狓狊＋１≥０，狓犻≥λ（犻＝２，３，…，狊）的整数解（狓１，狓２，…，狓狊＋１）的个数为

狀－犽－（狊－１）λ＋狊

　　　　（ ）狊
．从而根据乘法计数原理，满足方程（１）条件下的整数解（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狊，狔狊，

狓狊＋１）的个数为
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１＜犽＜狀．

据此，得到从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　　１＜犽＜狀．

　　１）若犽＝１，必有狊＝１．显然，此时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狀，且

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狀．

　　２）若犽＝狀时，必有狊＝１．显然，此时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１，且

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１．

　　３）若狊＝１．显然，此时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狀－犽＋１，且

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狀－犽＋１．

　　综上所述，从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３９８第６期　　　　　　　　　　　　　　唐善刚：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的拓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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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１

狊－（ ）１
狀－犽－（狊－１）λ＋狊

　　　　（ ）狊
，　　狀≥犽＋（狊－１）λ．

　　定理６　设λ与狊为正整数，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并使

得这犽个元素被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其余元素分隔成狊段，且任何两段之间在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至少还间隔有λ 个元素，则从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这样的犽 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狀
狀－狊λ－犽＋狊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狀≥狊λ＋犽．

证明　先假定１＜犽＜狀．设｛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是从⊙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出的符合题意的犽元组

合，于是⊙犪１犪２…犪狀 中不属于｛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的元素可能为犪犼＋１，犪犼＋２，…，犪犼＋λ（１≤犼≤狀）．

⊙犪１犪２…犪狀 中不属于｛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的元素犪犼＋１，犪犼＋２，…，犪犼＋λ（１≤犼≤狀），其下标犼＋１，

犼＋２，…，犼＋λ约定为犼＋１，犼＋２，…，犼＋λ分别除以狀所得到的最小正剩余数，例如，当犼＝狀－１时，元

素犪狀，犪狀＋１，犪狀＋２，…，犪狀＋λ－１即为犪狀，犪１，犪２，…，犪λ－１．

据此，按照如下４个步骤求解．

步骤１　设从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符合题意的犽元组合为｛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且使

得犪犼＋１，犪犼＋２，…，犪犼＋λ不属于｛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的组合的个数为犱犼，１≤犼≤狀．

根据定理５，求犱犼等价于求如下不定方程组的整数解（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狊，狔狊，狓狊＋１）的个数，即

狓１＋狓２＋…＋狓狊＋１ ＝狀－犽－λ，

狔１＋狔２＋…＋狔狊 ＝犽
｝．

（２）

式（２）中：狓１，狓狊＋１≥０；狓犻≥λ（犻＝２，３，…，狊）；狔犼＞０（犼＝１，２，…，狊）．

易知，满足方程（２）条件下的整数解（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狊，狔狊，狓狊＋１）的个数为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

即犱犼 ＝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１≤犼≤狀．

步骤２　根据步骤１的结果，在有重复计数情形下的从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符合题意的犽

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狀

犼＝１

犱犼 ＝狀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

步骤３　不妨设从⊙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符合题意的犽元组合为｛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按照逆

时针方向，设段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与段犪（犻＋１），１，犪（犻＋１），２，…，犪（犻＋１），狔犻＋１之间在⊙犪１犪２…犪狀 中间隔的元素个

数为狓犻（１≤犻≤狊－１）；段犪狊，１，犪狊，２，…，犪狊，狔狊与段犪１，１，犪１，２，…，犪１，狔１之间在⊙犪１犪２…犪狀 中间隔的元素个数为

狓狊，犽元组合｛犪犻，１，犪犻，２，…，犪犻，狔犻｜１≤犻≤狊｝在∑
狀

犼＝１

犱犼中恰好被重复计算∑
狊

犻＝１

（狓犻－λ＋１）＝狀－狊λ－犽＋狊次．

步骤４　根据步骤３的结果，从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并使得这犽个元素被环形排

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其余元素分隔成狊段，且任何两段之间在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至少还间隔有λ个元

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狀
狀－狊λ－犽＋狊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　　１＜犽＜狀．

　　１）若犽＝１时，必有狊＝１．显然，此时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狀，且

狀
狀－狊λ－犽＋狊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狀．

　　２）若狊＝１时，显然，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狀，且

狀
狀－狊λ－犽＋狊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狀．

　　综上所述，从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符合题意的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

狀
狀－狊λ－犽＋狊

犽－１

狊－（ ）１
狀－狊λ－犽＋狊

　　　（ ）狊
，　　狀≥狊λ＋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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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犓犪狆犾犪狀狊犽狔计数命题的应用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是一个著名的组合学问题，由法国数学家Ｌｕｃｕｓ提出，即求狀对夫妻围圆桌而

坐，且男女相间夫妻不相邻的坐法数．１９８６年，Ｂｏｇａｒｔ等
［１］又提出了所谓的不要求男女相间的“放松的

夫妻对围坐计数问题”．文献［２?３］利用容斥原理将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推广为多维情形下的计数问题加

以研究．文中将经典的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推广为如下情形．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的拓广如下：有狀组学生，且每组学生中男、女生人数均为λ人，狀组学生围圆桌

而坐．设α与β是狀组学生围圆桌而坐的两种坐法方式，α＝β当且仅当每个学生在α及β中与之相邻的

人组成的集合是相等的．

１）求满足上述约定下的狀组学生男女相间围圆桌而坐，且恰好有狉组学生中的每组学生是坐在一

起的坐法方式数犳１（狀，λ）．

２）求满足上述约定下的狀组学生男女相间围圆桌而坐，且恰好使得其中指定的狉组学生中的每组

学生是坐在一起的坐法方式数犳２（狀，λ）．

３）求满足上述约定下的狀组学生男女相间围圆桌而坐，且至多有狉组学生中的每组学生是坐在一

起的坐法方式数犳３（狀，λ）．

４）求满足上述约定下的狀组学生男女相间围圆桌而坐，且至少有狉组学生中的每组学生是坐在一

起的坐法方式数犳４（狀，λ）．

为行文方便起见，对围圆桌的２λ狀个座位按照逆时针方向以自然顺序编号，其座位号分别标记为

１，２，３，…，２λ狀．

１）从围圆桌的座位号分别标记为１，２，３，…，２λ狀的座位中选取犽个座位，并使得这犽个座位被其

余的座位分隔成犽段，且任何两段之间至少还间隔有２λ－１个座位，根据定理６，选取这样的犽个座位的

组合的个数为 ２λ狀
２λ狀－２犽λ＋犽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犽≤狀．

２）不妨设满足情形１）下的犽个座位的组合为｛犻１，犻２，…，犻犽｝，且组合｛犻１，犻２，…，犻犽｝必然与含有２λ犽

个座位的组合｛犻狊，犻狊＋１，犻狊＋２，…，犻狊＋２λ－１｜１≤狊≤犽｝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将指定的某组学生男

女相间安排在座位犻１，犻１＋１，犻１＋２，…，犻１＋２λ－１上入坐的坐法方式数为２（λ！）
２；而将指定的另外某组

学生男女相间安排在座位犻狊，犻狊＋１，犻狊＋２，…，犻狊＋２λ－１上入坐的坐法方式数为（λ！）
２，２≤狊≤犽；最后，剩

余的狀－犽组学生男女相间入坐在剩余的２λ狀－２λ犽个座位上的坐法方式数为（（λ狀－λ犽）！）
２．

由于围圆桌而放置的座位是带有标号的，故组合｛犻狊，犻狊＋１，犻狊＋２，…，犻狊＋２λ－１｜１≤狊≤犽｝中代表座

位编号的具体数字都约定为它们除以２λ狀后所得的最小正剩余数．

３）根据情形１），２）的相应结果，狀组学生男女相间围着带有标号的２λ狀个座位的圆桌而坐，其中，

指定的犽组学生中的每组学生坐在一起的坐法方式数为
４λ狀犽！（λ！）

２犽（（λ狀－λ犽）！）
２

２λ狀－２犽λ＋犽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

显然狀组学生男女相间围着带有标号的２λ狀个座位的圆桌而坐的坐法方式数为２（（λ狀）！）
２，即

４λ狀犽！（λ！）
２犽（（λ狀－λ犽）！）

２

２λ狀－２犽λ＋犽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

　　当犽＝０时，上式仍然成立．

４）犳犻（狀，λ）即为二面体群犇２λ狀作用于由２λ狀个学生男女相间围着带有标号的２λ狀个座位的圆桌而

坐的所有坐法方式构成的集合的轨道数（１≤犻≤４）．运用Ｂｕｒｎｓｉｄｅ引理
［８?１３］及容斥原理［２?３，１４?１６］，即得定

理７．

定理７　推广的 Ｍéｎａｇｅ计数问题的结果为

犳１（狀，λ）＝∑
狀

犽＝狉

（－１）
犽－狉
犽（）狉 （）狀犽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犽！（λ！）
２犽（（λ狀－λ犽）！）

２

２λ狀－２犽λ＋犽
， （３）

犳２（狀，λ）＝∑
狀

犽＝狉

（－１）
犽－狉
狀－狉

犽－（ ）狉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犽！（λ！）
２犽（（λ狀－λ犽）！）

２

２λ狀－２犽λ＋犽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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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３（狀，λ）＝∑
狀

犽＝０

（－１）
犽－狉
犽－１（ ）狉 （）狀犽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犽！（λ！）
２犽（（λ狀－λ犽）！）

２

２λ狀－２犽λ＋犽
， （５）

犳４（狀，λ）＝∑
狀

犽＝狉

（－１）
犽－狉
犽－１

狉－（ ）１ （）狀犽
２λ狀－２犽λ＋犽

　　　（ ）犽

犽！（λ！）
２犽（（λ狀－λ犽）！）

２

２λ狀－２犽λ＋犽
． （６）

式（５），（６）中：若狓＞狔≥０，
狔（）狓 ＝０；若狓≥０，

－１（ ）狓
＝（－１）狓；若狓≥０，

狓（）０ ＝１；
－１（ ）－１

＝１；若狔≥０＞狓，

狔（）狓 ＝０．

定理８　证明下列组合恒等式

∑
犽

狊＝１

狀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犽

狊＝１

（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１

　　（ ）狊
，　　０＜犽＜狀， （７）

∑
狀－１

犽＝０
∑
犽

狊＝０

（－１）
犽（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狀－１

犽＝０

（－１）
犽
狀－１

　（ ）犽
（狀－犽）！，　　狀＞０． （８）

式（８）中：
－１（ ）－１

＝１；若犪≥０＞犫，
犪（）犫 ＝０；若狓≥０，

狓（）０ ＝１；若狓＞狔≥０，
狔（）狓 ＝０．

证明　１）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的组合数为（）狀犽 ，显见，这

（）狀犽 个组合被分为如下类型：从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的犽个元素被全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的其余元素分隔

成狊段的组合数，根据定理５，有
犽－１

狊－（ ）１
狀－犽＋１

　　（ ）狊
，１≤狊≤犽．

从而，由加法计数原理，即有 （）狀犽 ＝∑
犽

狊＝１

犽－１

狊－（ ）１
狀－犽＋１

　　（ ）狊
．

另一方面，从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犽个元素的组合的个数为（）狀犽 ，

且这（）狀犽 个组合被分为如下若干类型：从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中选取的犽个元素被环形排列⊙犪１犪２…犪狀

的其余元素分隔成狊段的组合数，根据定理６，有
狀

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１≤狊≤犽．

从而，由 加 法 计 数 原 理，有 （）狀犽 ＝ ∑
犽

狊＝１

狀
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犽

狊＝１

狀
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
犽

狊＝１

犽－１

狊－（ ）１
狀－犽＋１

　　（ ）狊
∑

犽

狊＝１

狀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犽

狊＝１

（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１

　　（ ）狊
．

２）求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不含数对（犻，犻＋１）（犻＝１，２，…，狀－１）的全排列的个数．令犃表示由数

字１，２，…，狀组成的所有全排列的集合，对于π∈犃，数对（犻，犻＋１）界定命题犘犻（π）为犘犻∶π中含有数对

（犻，犻＋１），其中，犻＝１，２，…，狀－１．

设犃犻＝ ｛π∈犃狘犘犻（π）｝，珡犃犻＝｛π∈犃狘π犃犻｝．所以，由数字１，２，…，狀组成的不含数对（犻，犻＋

１）（犻＝１，２，…，狀－１）全排列的个数为｜∩
狀－１

犻＝１

珡犃犻｜．根据容斥原理
［２?３，１４?１６］，有狘∩

狀－１

犻＝１

珡犃犻狘＝狀！＋∑
狀－１

犽＝１

（－

１）犽 ∑
１≤犻１＜犻２＜

…＜犻犽≤狀－１

狘∩
犽

犼＝１
犃犻

犼
狘．

易知，｜∩
犽

犼＝１
犃犻

犼
｜＝（狀－犽）！，从而狘∩

狀－１

犻＝１
犃犻狘＝∑

狀－１

犽＝０

（－１）
犽
狀－１

　（ ）犽
（狀－犽）！．由定理５，从狀－１个命题的

全排列犘１犘２…犘狀－１中选取犽（犽＞０）个性质，且被犘１犘２…犘狀－１的其余命题分隔成狊段的组合｛犘犻
１
，犘犻

２
，

…犘犻犽｝的个数为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并且｜∩

犽

犼＝１
犃犻

犼
｜＝（狀－（犽＋狊）＋狊）！＝（狀－犽）！．当狀－１≥犽＞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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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犻１＜犻２＜

…＜犻犽≤狀－１

狘∩
犽

犼＝１
犃犻

犼
狘＝∑

犽

狊＝１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狀－犽）！．当狀－１≥犽＞０时，

犽－１（ ）－１

狀－犽

　（ ）０ （狀－犽）！＝

０，即 ∑
１≤犻１＜犻２＜

…＜犻犽≤狀－１

狘∩
犽

犼＝１
犃犻

犼
狘＝∑

犽

狊＝０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狀－犽）！，∑

０

狊＝０

－１

狊－（ ）１
狀（）狊狀！＝狀！．

据此有

狘∩
狀－１

犻＝１

珡犃犻狘＝∑
狀－１

犽＝０
∑
犽

狊＝０

（－１）
犽（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从而有

∑
狀－１

犽＝０
∑
犽

狊＝０

（－１）
犽（狀－犽）！

犽－１

狊－（ ）１
狀－犽

　（ ）狊
＝∑

狀－１

犽＝０

（－１）
犽
狀－１

　（ ）犽
（狀－犽）！．

３　结束语

将文献［６］的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推广至更具一般化情形下的基于线排列与环形排列下的新的组

合计数命题，从理论上拓宽了经典的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的适用范围；给出了从理论上推广后的新的

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在具体组合问题中的应用，拓展了相关文献的结果．

参考文献：

［１］　林翠琴．组合学与图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　唐善刚．关于“容斥原理的拓广及其应用”的注记［Ｊ］．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２，４７（１０）：６４?６９．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０／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３５２．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４．

［３］　唐善刚．赋权有限集上的容斥原理及应用［Ｊ］．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４，４１（２）：１２３?１２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５／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９４９７．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１．

［４］　曹汝成．广义容斥原理及其应用［Ｊ］．数学研究与评论，１９８８，８（４）：５２６?５３０．

［５］　魏万迪．广容斥原理及其应用［Ｊ］．科学通报，１９８０，２５（７）：２９６?２９９．

［６］　李磊．关于几个组合计数公式的推广［Ｊ］．工程数学学报，１９９６，１３（４）：９５?９８．

［７］　李乔．组合数学基础［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８］　卢开澄，卢华明．组合数学［Ｍ］．４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　许胤龙，孙淑玲．组合数学引论［Ｍ］．２版．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　柯召，魏万迪．组合论［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１］　屠规彰．组合计数方法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２］　姜建国，岳建国．组合数学［Ｍ］．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　曹汝成．组合数学［Ｍ］．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　唐善刚．容斥原理的拓展及其应用［Ｊ］．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０，４５（１２）：１２?１５．

［１５］　唐善刚．容斥原理的拓展及其应用（Ⅱ）［Ｊ］．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１，４６（１２）：７０?７５．

［１６］　ＢＥＮＤＥＲＥＡ，ＧＯＬＤＭＡＮＪＲ．Ｍｏｂｉ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ｅｒＭａｔｈＭｏｎｔｈｌｙ，１９７５（８２）：

７８９?８０２．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４９７．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黄心中）

７９８第６期　　　　　　　　　　　　　　唐善刚：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的拓广及应用



　第３８卷　第６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６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ｖ．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２００９　

　　　非对称区间上调和函数的

犛犮犺狑犪狉狕引理

李孟华，陈行堤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研究单位球到给定一般区间上的实调和函数的Ｓｃｈｗａｒｚ型引理．运用调和函数的平均值定理，将像域

在对称区间［－１，１］上的调和函数的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推广到在一般区间［犪，犫］上．作为一个应用，改进了Ｐａｒｔｙｋａ

和Ｓａｋａｎ的一个结果，得到实调和函数的下界估计．

关键词：　调和函数；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Ｐｏｉｓｓｏｎ核；平均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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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ｅ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ｄ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ｃｈｗａｒｚｌｅｍｍａｆｏｒｒｅ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ｂａｌｌｉｎｔｏ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ｙ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

Ｓｃｈｗａｒｚｌｅｍｍａ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ｉｍａｇ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１，

１］ｔｏ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犪，犫］．Ａｓ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ｗ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ｇｉｖｅｎｂｙ

ＰａｒｔｙｋａａｎｄＳａｋａ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ａｌｏｗｅｒｂｏｕｎｄｆｏｒｔｈｉｓｃｌａｓｓ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ｃｈｗａｒｚｌｅｍｍａ；Ｐｏｉｓｓｏｎｋｅｒｎｅｌ；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ｍ

１　预备知识

记狓＝（狓１，狓２，…，狓狆）∈犚
狆，狆≥２，狘狓狘＝狘狓狘狆＝ ∑

狆

犻＝１

狓２槡 犻 ，犅狆＝｛狓∈犚狆∶｜狓｜≤１｝．当狆＝２时，记

犅２＝犇为单位圆盘，犛狆 是单位球犅狆 的边界．记犲狓＝狓／｜狓｜，狓≠０，若狓＝０，规定犲狓＝１．用χ犃 表示犃 上

的特征函数．σ表示单位球面犛狆 上的测度，比如σ（犛
２）＝２π．单位球犅狆 上调和函数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核为

犘狓（狓，狔）＝
１

σ（犛狆）
１－狘狓狘

２

狘狓－狔狘
狆
，　　狓∈犅

狆，　狔∈犛
狆． （１）

　　对任意的狔∈犛
狆，有Ｐｏｉｓｓｏｎ核犘狓 满足∫犛

狆
犘狓（狓，狔）ｄσ（狔）＝１．若狌（狓）狘犛狆 ＝犳，并且犳是犛狆 上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０４

　 通信作者：　 陈行堤（１９７６?），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函数论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ｈｘｔｔ＠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４７１１２８）；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Ｊ０１０１３）；华侨大学青

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资助项目（ＺＱＮ?ＹＸ１１０）；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１５１１３１３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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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函数，则在单位球犅狆 上狌（狓）＝∫犛
狆
犳（狔）犘狓（狓，狔）ｄσ（狔）是调和的

［１］．

　　由于在单位球犅狆 上的调和函数满足平均值定理和Ｆａｔｏｕ定理
［１］，因此，对于０＜犮＜１，可记

犎犮 ＝ ｛犺为犅狆 调和函数且犺（０）＝犮，０≤犺≤１｝， （２）

犓犮 ＝ ｛犳∈犔
∞（犛狆，σ）∶∫犛

狆
犳ｄσ＝犮·σ（犛狆），０≤犳≤１｝． （３）

为了方便，记

犕狆犮（狘狓狘）＝ （犫－犪）∫犛
狆χ犛（犮，犲狓）·犘狓ｄσ＋犪， （４）

犿狆犮（狘狓狘）＝ （犫－犪）∫犛
狆χ犛（犮，－犲狓）·犘狓ｄσ＋犪． （５）

　　定义α（犮）为球盖犛（犮，犲狓）的球面角，由于∫犛
狆χ犛（犮，犲狓）·犘狓ｄσ与∫犛

狆χ犛（犮，－犲狓）·犘狓ｄσ关于σ测度具有旋转

不变性，因此，式（４），（５）可化成球坐标形式如下，即

犕狆犮（狘狓狘）＝
（犫－犪）

槡π

Γ（狆／２）

Γ（（狆－１）／２）
（１－狘狓狘

２）狏∫
α（犮）

０

ｓｉｎ狆－２φ
（１－２狘狓狘ｃｏｓφ＋狘狓狘

２）μ
ｄφ＋犪， （６）

犿狆犮（狘狓狘）＝
（犫－犪）

槡π

Γ（狆／２）

Γ（（狆－１）／２）
（１－狘狓狘

２）狏∫
π

π－α（犮）

ｓｉｎ狆－２φ
（１－２狘狓狘ｃｏｓφ＋狘狓狘

２）μ
ｄφ＋犪． （７）

式（６），（７）中：狏＝１；μ＝狆／２．

Ｈｅｉｎｚ运用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得出单位圆盘到自身上的调和函数的 Ｈｅｉｎｚ不等式
［２］．基于此理论，Ｐａｒ

ｔｙｋａ等
［３］用拟从属技巧，将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从条件｜Ｒｅ犉（狕）｜＜１推广为带形区域犪≤Ｒｅ犉（狕）≤犫的情

形［４］，有

Ｒｅ犉（狕）≤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狘狕狘＋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狘

１＋狘狕狘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烄

烆

烌

烎
狘
＋
犫＋犪
２
， （８）

并对其加以应用［５?６］．许多学者对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进行深入研究
［７?９］．Ｋａｌａｊ等

［９］研究单位球上实调和函数

的模，并给出了相应的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Ｂｕｒｇｅｔｈ
［１０］给出了单位球犅狆 上实调和函数满足条件－１≤犺（狓）≤

１下的偏差估计．

２　主要结果及证明

命题１　设犺为单位球犅狆 上的实调和函数，且犪，犫∈犚，犪＜犫．若犪≤犺（狓）≤犫，犺（０）＝犱，则对于犮＝

（犱－犪）／（犫－犪）和任意的狓∈犅狆，有

犿狆犮（狘狓狘）≤犺（狓）≤犕
狆
犮（狘狓狘）． （９）

　　证明　首先，对于任意的狋∈犚
＋，狓∈犅狆 测度函数σ（犘狓＞狋）在犚

＋上连续且是关于狋的严格单调递

减函数．因此，对任意的犮∈［０，１］，都存在唯一的狋犮∈犚
＋，使得σ（犘狓＞狋犮）＝犮·σ（犛狆）．从而有

∫犛
狆χ｛犘狓＞狋犮

｝ｄσ＝σ（犘狓 ＞狋犮）＝犮·σ（犛
狆）．

　　由式（５）知：χ｛犘狓＞狋犮｝∈犓
犮．令狓∈犅狆，狔∈犛狆，｜狓｜＝狉，则单位球犅狆 上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核为

犘狓（狔）＝
１

σ（犛狆）
· １－狘狓狘

２

（１－２狓·狔＋狘狓狘
２）狆／２ ＝

１

σ（犛狆）
· １－狉

２

（１－２狓·狔＋狉
２）狆／２

． （１０）

　　由于狓·狔＝狉ｃｏｓ（狓，狔），因此，对固定的狓，犘狓（狔）的单调性由ｃｏｓ（狓，狔）确定，其中，（狓，狔）表示狔到

狓的转角，从而当犘狓（狔）＞狋犮时，狔的取值范围是以犲狓 为中心的球犛（犮，犲狓），即

χ｛犘狓＞狋犮｝＝χ（犮，犲狓）∈犓
犮． （１１）

　　令犉（狓）＝（犺（狓）－犪）／（犫－犪），则犉（狓）为调和函数，且犉（狓）∈犎
犮，犮∈［０，１］．存在犉（狓）的边界函

数犉 ［１１］，使犉（狓）＝∫犛
狆
犉·犘狓ｄσ．由平均值定理，有

９９８第６期　　　　　　　　　　　　李孟华，等：非对称区间上调和函数的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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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犉（０）＝∫犛
狆
犉·犘狓（０，狔）ｄσ＝

∫犛
狆
犉ｄσ

σ（犛狆）
．

　　因此，∫犛
狆
犉ｄσ＝犮·σ（犛狆），即犉

∈犓
犮．下面证明∫犛

狆
犉·犘狓ｄσ≤犕

狆
犮（狘狓狘），由于

犺（狓）－犪
犫－犪

＝犉（狓）＝∫犛
狆
犉·犘狓ｄσ＝∫犛

狆
犉·［（犘狓－狋犮）＋狋犮］ｄσ＝

∫犛
狆
犉·（犘狓－狋犮）ｄσ＋犮·狋犮·σ（犛狆）＝

∫犛
狆
（χ｛犘狓＞狋犮｝＋χ｛犘狓≤狋犮｝）犉

·（犘狓－狋犮）ｄσ＋犮·狋犮·σ（犛狆）＝

∫犛
狆χ｛犘狓＞狋犮

｝犉·（犘狓－狋犮）ｄσ－∫犛
狆χ｛犘狓＞狋犮

｝犉·（狋犮－犘狓）ｄσ＋犮·狋犮·σ（犛狆）≤

∫犛
狆χ｛犘狓＞狋犮

｝犉·（犘狓－狋犮）ｄσ＋犮·狋犮·σ（犛狆）≤∫犛
狆χ｛犘狓＞狋犮

｝·（犘狓－狋犮）ｄσ＋犮·狋犮·σ（犛狆）＝

∫犛
狆χ｛犘狓＞狋犮

｝·犘狓ｄσ＝∫犛
狆χ犛（犮，犲狓）·犘狓ｄσ＝

犕狆犮（狘狓狘）－犪
犫－犪

． （１２）

　　因此，犺（狓）≤犕狆犮（｜狓｜）．下面证明犺（狓）的下界．对于任意的犮∈［０，１］，都存在唯一的狋１－犮∈犚
＋，使

得σ（犘狓＞狋１－犮）＝（１－犮）·σ（犛狆）．从而有∫犛
狆χ｛犘狓＞狋１－犮

｝ｄσ＝σ（犘狓 ＞狋１－犮）＝ （１－犮）·σ（犛
狆）．因此，

χ｛犘狓＞狋１－犮｝∈犓
１－犮．由式（２），有χ｛犘狓＞狋１－犮｝＝χ犛（１－犮，犲狓）∈犓

１－犮，且由于χ犛狆－犉

∈犓

１－犮，则

∫犛
狆
（χ犛狆 －犉

）·犘狓ｄσ＝∫犛
狆
（χ犛狆 －犉

）·［（犘狓－狋１－犮）＋狋１－犮］ｄσ＝

∫犛
狆
（χ犛狆 －犉

）·（犘狓－狋１－犮）ｄσ＋狋１－犮·（１－犮）·σ（犛
狆）＝

∫犛
狆χ｛犘狓＞狋１－犮

｝·（χ犛狆 －犉
）·（犘狓－狋１－犮）ｄσ＋狋１－犮·（１－犮）·σ（犛

狆）－

∫犛
狆χ｛犘狓≤狋１－犮

｝·（χ犛狆 －犉
）·（狋１－犮－犘狓）ｄσ≤

∫犛
狆χ｛犘狓＞狋１－犮

｝·（χ犛狆 －犉
）·（犘狓－狋１－犮）ｄσ＋狋１－犮·（１－犮）·σ（犛

狆）≤

∫犛
狆χ｛犘狓＞狋１－犮

｝·（犘狓－狋１－犮）ｄσ＋狋１－犮·（１－犮）·σ（犛
狆）＝

∫犛
狆χ｛犘狓＞狋１－犮

｝·犘狓ｄσ＝∫犛
狆χ犛（１－犮，犲狓）·犘狓ｄσ．

　　由上式及χ犛狆－χ犛（１－犮，犲狓）＝χ犛（犮，犲狓），可得

犿狆犮（狘狓狘）－犪
犫－犪

＝∫犛
狆χ犛（犮，犲狓）·犘狓ｄσ＝∫犛

狆
（χ犛狆 －χ犛（１－犮，犲狓））·犘狓ｄσ＝

１－∫犛
狆χ犛（１－犮，犲狓）·犘狓ｄσ≤１－∫（χ犛狆 －犉

）·犘狓ｄσ＝

∫犉
·犘狓ｄσ＝犉（狓）＝

犺（狓）－犪
犫－犪

． （１３）

　　因此，犿狆犮（｜狓｜）≤犺（狓）≤犕狆犮（｜狓｜）．利用命题１，给出当狆＝２时，调和函数的新的上下界估计．

定理１　假设犺为单位圆盘犇 上满足犺（０）＝０的调和映照，令犪，犫∈犚且犪＜犫．若犪≤犺（狓）≤犫，则

－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狘狓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１－狘狓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

烄

烆

烌

烎犪

＋
犫＋犪
２

≤犺（狓）≤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狘狓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１＋狘狓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

烄

烆

烌

烎犪

＋
犫＋犪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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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由命题１知，当狆＝２时，犿
２
犮（｜狓｜）≤犺（狓）≤犕

２
犮（｜狓｜）．由式（８），（９）可得

犕２犮（狘狓狘）＝
犫－犪

π∫
α（犮）

０

１－狘狓狘
２

１－２狘狓狘ｃｏｓφ＋狘狓狘
２ｄφ＋犪，

犿２犮（狘狓狘）＝
犫－犪

π∫
π

π－α（犮）

１－狘狓狘
２

１－２狘狓狘ｃｏｓφ＋狘狓狘
２ｄφ＋犪．

　　若犺（０）＝０，则有犮＝－犪／（犫－犪），α（犮）＝π·（－犪／（犫－犪））．结合三角函数及反三角函数的和差公

式ｔａｎ（犃±犅）＝
ｔａｎ犃±ｔａｎ犅
１ｔａｎ犃·ｔａｎ犅

及ａｒｃｔａｎ犃±ａｒｃｔａｎ犅＝ａｒｃｔａｎ
犃±犅
１犃犅

，可得

犕２－犪／（犫－犪）（狘狓狘）＝
犫－犪

π∫
π（－犪／（犫－犪））

０

１－狘狓狘
２

１－２狘狓狘ｃｏｓφ＋狘狓狘
２ｄφ＋犪＝

犫－犪

π∫
π（－犪／（犫－犪））

０

１－狘狓狘
２

（１－狘狓狘）
２ｃｏｓ２φ／２＋（１＋狘狓狘）

２ｓｉｎ２φ／２
ｄφ＋犪＝

２（犫－犪）

π ∫
π（－犪／（犫－犪））

０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ｓｅｃ２φ
２

１＋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ｔａｎφ（ ）２
２ｄ
φ
２
＋犪＝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ｔａｎφ（ ）２
π（－犪／（犫－犪））

０
＋犪＝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ｔａｎφ
２
· －犪
犫－（ ）犪 ＋犪＝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ｔａｎ
π
４
－
π
４
·犫＋犪
犫－（ ）［ ］犪

＋犪＝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ｔａｎ
π
４
－
π
４
·犫＋犪
犫－（ ）［ ］犪

－
π｛ ｝４ ＋

犫＋犪
２

＝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１－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１＋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

烄

烆

烌

烎犪

－

熿

燀

燄

燅

ａｒｃｔａｎ１ ＋
犫＋犪
２

＝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狘狓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１－狘狓狘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

烄

烆

烌

烎犪

＋
犫＋犪
２
．

　　同理计算可得

犿２－犪／（犫－犪）（狘狓狘）＝
犫－犪

π∫
π

π－π（－犪／（犫－犪））

１－狘狓狘
２

１－２狘狓狘ｃｏｓφ＋狘狓狘
２ｄφ＋犪＝

２（犫－犪）

π
ａｒｃｔａｎ

１＋狘狓狘
１－狘狓狘

ｔａｎφ（ ）２
π

π－π（－犪／（犫－犪））
＋犪＝

２（犫－犪）

π

π
２
－ａｒｃ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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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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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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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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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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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４
·犫＋犪
犫－

烄

烆

烌

烎犪

．

　　定理１得出调和函数犺（狓）的下界估计，是对文献［３］的补充．当犫＋犪≤０时，即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０，

定理１所得的结论与文献［３］中引理１．１所得结论一致．即

犺（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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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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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但当犫＋犪＞０时，ｔａｎ
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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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犪

＞０，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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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文献［２］中所得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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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犫＋犪＞０时，
｜狓｜－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１－｜狓｜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

｜狓｜＋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１＋｜狓｜ｔａｎ
π
４
·犫＋犪
犫－犪

，因此，定理１所得结论是对文献

［３］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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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龄期影响的福州地区超声回弹综合测强曲线 盛海洋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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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加载高强钢筋ＲＰＣ梁受剪性能试验 曹霞，陈逸聪，宋亚运，金奇志 （３３０）!!!!!!!!!!!!!!!

　政府主导下住宅产业化多主体协同机理及策略 张云波，方舟，祁神军 （３３６）!!!!!!!!!!!!!!!!!

　民国时期福州地区传统民居的演进与转型特征 罗景烈 （３４３）!!!!!!!!!!!!!!!!!!!!!!!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空间结构的地方性与渗透性分析 王建英，邹利林 （３５０）!!!!!!!!!!!!!!!!!

　离子液体催化甘油合成三醋酸甘油酯 白漫，齐景娟，朱思雨，林金清 （３５６）!!!!!!!!!!!!!!!!!

　生物物理预处理污泥热解特性及动力学分析 韩融，刘晋文，赵晨曦，李晓洁 （３６２）!!!!!!!!!!!!!!

　蓄热水箱对太阳能喷射制冷的性能影响分析 郭颖盼，李风雷，田琦，白惠峰 （３６８）!!!!!!!!!!!!!!

　巨尾桉铜分子伴侣犈狌犆犆犛基因的克隆及表达分析 赵艳玲，姚婕 （３７４）!!!!!!!!!!!!!!!!!!!

　改进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谢维波，夏远祥，刘文 （３７９）!!!!!!!!!!!!!!!!!!!!!!!

　采用混合像元分解的水库面积提取及变化监测 孔美美，陈锻生 （３８５）!!!!!!!!!!!!!!!!!!!

　融合自主漫游及远程监控的图书馆移动机器人系统设计 王展妮，张国亮，武浩然，欧信非，胡鑫 （３９１）!!!!!

　试卷识别码的集成设计与识别算法 吕书龙，刘文丽 （３９７）!!!!!!!!!!!!!!!!!!!!!!!!

　采用图像定位与轮廓检测的喷墨宽度测量算法 兰伟，何松柏 （４０２）!!!!!!!!!!!!!!!!!!!!

　采用相关反馈和文档相似度的维吾尔语检索词加权方法 于丽，亚森·艾则孜 （４０８）!!!!!!!!!!!!!

　采用激光扫描的古田会议会址三维几何造型建模 黄明伟，唐丽玉，黄洪宇，陈崇成 （４１４）!!!!!!!!!!!

　能量有效的多小区ＯＦＤＭＡ下行链路资源分配算法 杨清晓，陈东华 （４１９）!!!!!!!!!!!!!!!!!

　具有渐近二次项的一阶离散型哈密尔顿系统同宿轨的存在性 陈文雄 （４２４）!!!!!!!!!!!!!!!!!

　右半平面调和映照的卷积 吴东东，陈行堤 （４３０）!!!!!!!!!!!!!!!!!!!!!!!!!!!!

　五阶常微分方程的Ｐｅｔｒｏｖ?Ｇａｌｅｒｋｉｎ谱元法 王金平，庄清渠 （４３５）!!!!!!!!!!!!!!!!!!!!!

第４期

　碱溶性光敏树脂保护层的产生与消除方法 郭必成，张丽彬，张涛，姜峰，言兰 （４４１）!!!!!!!!!!!!!

　采用人群搜索算法的汽车半主动悬架ＬＱＧ控制 李军，方春杰 （４４６）!!!!!!!!!!!!!!!!!!!!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设计及其运动学分析 夏田，桓茜，陈宇，徐建林，韩瑞琪 （４５２）!!!!!!!!!!!!

　复合型高锰酸钾缓释体原位修复土壤中三氯乙烯的中试实验

　 刘春骁，李云琴，周真明，李飞，邹景，苑宝玲 （４５７）!!!!!!!!!!!!!!!!!!!!!!!!

　高强钢筋活性粉末混凝土梁的抗剪承载力试验 李月霞，刘超，金凌志 （４６４）!!!!!!!!!!!!!!!!!

　典型沥青路面动态应变响应特性及疲劳寿命分析 肖川，艾长发 （４７０）!!!!!!!!!!!!!!!!!!!

　应用ＤＢＲ理论的网络进度计划完工工期仿真 刘迅，毕远志 （４７７）!!!!!!!!!!!!!!!!!!!!!

　采用ＤＥＭＡＴＥＬ的建筑企业组织角色网络权力评价及实证分析 鲁梓宏，祁神军，刘炳胜，张云波 （４８３）!!!!

　美国洛杉矶大都市影响居民步行到轨道交通站点的多因素分析（英文） 许俊萍 （４８９）!!!!!!!!!!!!!

　应用ＡＮＮ与ＣＡ构建ＧＩＳ模型的城市非正规商业行为分析 吴保宽 （４９７）!!!!!!!!!!!!!!!!!!

　大学生公寓声环境调查与评价 姜雨杉，欧达毅 （５０３）!!!!!!!!!!!!!!!!!!!!!!!!!!

　核酶的发现及其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 周耕民，刁勇，李三暑 （５０９）!!!!!!!!!!!!!!!!!!!!!

　低成本铁碳复合非均相Ｆｅｎｔｏｎ催化剂制备及其性能 张圆春，汤须崇，薛秀玲，洪俊明 （５１５）!!!!!!!!!

　奥拉帕尼的合成工艺改进 李贝贝，邱飞，王立强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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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热型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供冷性能分析及优化 张峰峰，田琦，李风雷，白慧峰 （５２５）!!!!!!!!!!!!

　海参内脏酶解制备海参肽工艺 杨东达，秦洪，黄雅燕，叶静，张学勤，肖美添 （５３１）!!!!!!!!!!!!!

　乳制品冷链物流货架寿命模型 杨玮，杨甜，罗洋洋 （５３７）!!!!!!!!!!!!!!!!!!!!!!!!!

　产生长距离 Ｍａｔｈｉｅｕ光束的方法 冯聪，张鹫，吴逢铁，王硕琛 （５４１）!!!!!!!!!!!!!!!!!!!!

　使用网络编码技术的同步传输方法 史志明，黄诚惕 （５４６）!!!!!!!!!!!!!!!!!!!!!!!!

　双背景模型的快速鲁棒前景检测算法 谢维波，刘文，夏远祥，李雪芬 （５５０）!!!!!!!!!!!!!!!!!

　ＨＥＶＣ帧内预测编码的快速ＣＵ决策算法 吴良堤，冯桂 （５５６）!!!!!!!!!!!!!!!!!!!!!!

　采用频域滤波的织物疵点检测方法 刘伟斌，郑力新，周凯汀 （５６２）!!!!!!!!!!!!!!!!!!!!!

　软件滤波的示波血压测量算法及Ａｎｄｒｏｉｄ实现 许永峰，贺玉成，周林 （５６７）!!!!!!!!!!!!!!!!!

　监控与预测的云资源优化配置 蒋，陈永红，田晖，王田，蔡奕侨 （５７３）!!!!!!!!!!!!!!!!!!

　具有收获和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功能反应的捕食?食饵模型 章培军，王震，杨颖惠 （５７９）!!!!!!!!!!

　耦合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的Ｄａｒｂｏｕｘ变换及精确解 吴丽华，赵倩 （５８５）!!!!!!!!!!!!!!!!!!!!!

第５期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郑荣宝，卢润开，唐晓莲，李爽，张雅琪，黄婷 （５９１）!!!!!!

　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建模分析与仿真 钟星，邵辉，胡伟石 （６０２）!!!!!!!!!!!!!!!!!!!!!!

　四自由度组合柔性铰链的设计及性能分析 徐佳禄，姜峰，言兰 （６０８）!!!!!!!!!!!!!!!!!!!!

　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在气道和缸内喷射混合的燃烧特性分析 李军，苏飚 （６１４）!!!!!!!!!!!!!!!!

　采用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的多级齿轮振动主动控制 张锋，李海燕，汪涵，孙文豪，罗顺安 （６１９）!!!!!!!!

　车用锂电池组热流场特性数值模拟与优化设计 韩锋钢，潘怀杰，彭倩，林有淮，刘胜 （６２５）!!!!!!!!!!

　激励频率对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检测性能影响 李志农，孟宁，龙盛蓉 （６３２）!!!!!!!!!!!!!!!!

　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的偏压性能试验 曾志兴，刘祥，侯鹏飞，余文茂，林强 （６３８）!!!!!!!!!!!!!!

　采用解析模态分解和小波变换的损伤识别方法 刘景良，高源，骆勇鹏，郑文婷 （６４３）!!!!!!!!!!!!!

　考虑加筋效应的薄板结构低频声传递损失 欧达毅 （６４９）!!!!!!!!!!!!!!!!!!!!!!!!!

　废铁屑活化过硫酸盐降解偶氮染料ＲＢ５废水 王炳煌，张倩，汤须崇，薛秀玲，洪俊明 （６５３）!!!!!!!!!!

　阿魏酸酯酶在体外模拟猪胃肠道中的稳定性 梅胜，王镇发，罗云，陈培钦，李夏兰 （６５９）!!!!!!!!!!!

　９５°～１３５°不规则Ｚ形弯管应力变化规律 平飞，王飞，王国伟，雷勇刚 （６６４）!!!!!!!!!!!!!!!!!

　太原地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一体化热水系统性能分析 黎珍，田琦，董旭 （６７０）!!!!!!!!!!!!!!

　ｐＤＮＡ?巯基壳聚糖纳米粒的制备及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工艺优化 曾皓月，王之，方美娟，王立强 （６７６）!!!!

　楮实子油对大鼠血脂和脂肪组织的影响 王国权，庞素秋，刘蒲，李永，林俊生，刁勇 （６８２）!!!!!!!!!!

　图案化基板ＬＥＤ中荧光粉对光学性能的影响 张清梅，朱大庆，邹怀远 （６８７）!!!!!!!!!!!!!!!!

　改进的自适应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 黄德天，顾培婷，柳培忠，黄炜钦 （６９３）!!!!!!!!!!!!!!!!!

　利用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点衍射干涉仪的激光复振幅实时重建方法 杜永兆 （６９９）!!!!!!!!!!!!!!!!!

　采用轴棱锥检测涡旋光束拓扑电荷数的方法 胡润，吴逢铁，杨艳飞 （７０６）!!!!!!!!!!!!!!!!!!

　采用时分多址的主动式高动态传感器路由协议 朱超军 （７１０）!!!!!!!!!!!!!!!!!!!!!!!

　采用图像处理的胶囊尺寸缺陷检测方法 刘孝星，郑力新，周凯汀，吴哲，林立峰 （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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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ＨＥＶＣ的视频内容认证 张明辉，冯桂 （７２１）!!!!!!!!!!!!!!!!!!!!!!!!!!!!

　事务约简和２项集支持度矩阵快速剪枝的Ａｐｒｉｏｒｉ改进算法 张健，刘韶涛 （７２７）!!!!!!!!!!!!!!!

　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离散算法的设计与分析 郭东生，徐凤 （７３２）!!!!!!!!!!!!!!!!!!!!!

　Ｂｌｏｃｈ型双调和映照 李西振，陈行堤 （７３７）!!!!!!!!!!!!!!!!!!!!!!!!!!!!!!!

　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高阶保能量方法 王一帆，孙建强，陈宵玮 （７４２）!!!!!!!!!!!!!!!!!!

第６期

　供热热水管道管廊敷设方式研究进展 范辉，王飞，王国伟，雷勇刚，张建伟，李海东 （７４７）!!!!!!!!!!

　汽车悬架非线性螺旋弹簧的设计与仿真分析 李军，李学軻 （７５３）!!!!!!!!!!!!!!!!!!!!!

　采用质量差和超小导程／直径比丝杠传动的点胶量精细计量技术及系统设计（英文）

　 顾立志，郭帅亮，韩佳兴，钟琛 （７６０）!!!!!!!!!!!!!!!!!!!!!!!!!!!!!!!

　光学显微系统的图像质量优化方法 崔长彩，张勇贞，易定容，孔令华，刘志群 （７６８）!!!!!!!!!!!!!

　面向汽车座椅设计的人体单一尺寸确定方法 盛精，于贝贝，韩勇，符升平，薛清 （７７４）!!!!!!!!!!!!

　应用ＳＯＦｘＬＭＳ算法的振动主动控制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 孙文豪，张锋，汪涵，罗顺安，李海燕 （７７９）!!!!!!!

　露天转地下开采模型试验系统及其应用 张定邦，周传波，刘杨波，张志华 （７８６）!!!!!!!!!!!!!!!

　设置耗能壁板的新型箱形钢墩柱轴压性能数值分析 罗俊，李海锋，韩枫，李升才 （７９２）!!!!!!!!!!!!

　渗透压下岩石翼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及断裂判据 贺泽，俞缙，张建智，蔡燕燕，涂兵雄，李升才 （７９９）!!!!!

　黑色色精与白色涂料质量配比对涂层表面光反射率的影响 冉茂宇 （８０６）!!!!!!!!!!!!!!!!!!

　传统村落风貌演变的定量化分析方法 刘晓芳，涂哲智 （８１１）!!!!!!!!!!!!!!!!!!!!!!!

　城市快速路建设工期影响因素识别与对策 詹朝曦，王玉芳，祁神军，张进金，陈伟 （８１８）!!!!!!!!!!!

　氯球固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及其在乙酸异戊酯合成中的应用 郑好英，杜慷慨 （８２４）!!!!!!!!!!!!!

　相变蓄热材料导热系数对太阳能通风墙性能的影响 穆林，雷勇刚，宋罛芳，程远达 （８３０）!!!!!!!!!!!

　应用ＲＵＳＬＥ模型的长汀县水土流失风险空间分析 梁娟珠，张青，傅水龙 （８３６）!!!!!!!!!!!!!!!

　涂覆石墨烯的电介质纳米盘的表面等离激元回音壁模特性

　 陈厚波，邱伟彬，黄艺馨，唐一鑫，邱平平，王加贤，阚强，潘教青 （８４２）!!!!!!!!!!!!!!!!

　结合金字塔模型和随机森林的运动捕获序列语义标注 徐，彭淑娟，柳欣 （８４８）!!!!!!!!!!!!!!

　非分散红外二氧化碳检测仪研制 刘恒，任洪亮 （８５４）!!!!!!!!!!!!!!!!!!!!!!!!!!

　低抖动高线性压控振荡器设计与仿真分析 崔冰，杨骁，徐锦里 （８５８）!!!!!!!!!!!!!!!!!!!!

　面向缺失像素图像集的修正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 孙晓龙，王靖，杜吉祥 （８６２）!!!!!!!!!!!!!!!

　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的ＰＦＭＥＡ方法改进及应用 夏蓓鑫，陈鑫，李龙，陶宁蓉，张佳栋 （８６８）!!!!!!!!!

　多尺度卷积循环神经网络的情感分类技术 吴琼，陈锻生 （８７５）!!!!!!!!!!!!!!!!!!!!!!

　改进的频繁和高效用项集挖掘算法 张健，刘韶涛 （８８０）!!!!!!!!!!!!!!!!!!!!!!!!!

　利用奇异值分解的二阶递归系统数值稳定性方法 付波，刘济源，赵熙临，徐光辉，王子鹏 （８８６）!!!!!!!!

　Ｋａｐｌａｎｓｋｙ计数命题的拓广及应用 唐善刚 （８９２）!!!!!!!!!!!!!!!!!!!!!!!!!!!!!

　非对称区间上调和函数的Ｓｃｈｗａｒｚ引理 李孟华，陈行堤 （８９８）!!!!!!!!!!!!!!!!!!!!!!!

　第３８卷总目次 （Ⅰ～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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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狅．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ｌｌｙＬｏａｄｅ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ＺＨＡＮＧＧｏｎｇｘｕｅ，ＹＥＤｏｎｇ（１）!!!!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ＡｒｃＦａｕｌ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ＺＨＡＯＳ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Ｒｅ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ＹＡＮＧＫａｉ，ＰＡＮＬｅｎｇ（７）!!!!!!!!!!!!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ＹＵＨａｉｌｉ，ＷＡＮＧＪｕｎ，ＳＵＮＷｅｎｌｅｉ（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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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介

犅犚犐犈犉　犐犖犜犚犗犇犝犆犜犐犗犖　犜犗

犑犗犝犚犖犃犔犗犉犎犝犃犙犐犃犗犝犖犐犞犈犚犛犐犜犢（犖犃犜犝犚犃犔犛犆犐犈犖犆犈）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下称《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福建省教育厅主管，华侨大学主

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学报》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

《学报》以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为办刊特色，主要刊登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

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应用数学

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学报》既是中文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又是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固定收录

的刊源．在历次全国及福建省的科技期刊评比中，《学报》都荣获过大奖．曾获得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全国优

秀自然科学学报及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并于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学报》现为双月刊，Ａ４开本．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国内邮发代号：３４４１；国外发行代号：ＮＴＺ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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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德国《数学文摘》（ＺｂｌＭＡＴ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期刊源　　·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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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ｑｉａｏ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双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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