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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犇犛犘＋犉犘犌犃的三轴运动控制器设计

何远松，谢明红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满足开放式数控系统的需求，设计了一种基于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浮点型数字信号处理器（ＤＳＰ）和

ＥＰ２Ｃ８Ｆ２５６Ｃ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ＦＰＧＡ）的通用三轴运动控制器．详细介绍该运动控制器的整体结构、硬件

电路设计、插补算法、ＦＰＧＡ各分模块的构成及实现，并给出了相关设计的软件结构框图．该控制器具有结构

简单、通用性强、模块化高等特点，能够很好地满足运动控制系统的实时性和精确性．

关键词：　运动控制；ＰＣＩ；数字信号处理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插补算法

中图分类号：　ＴＨ３９ 文献标志码：　Ａ

运动控制器是上位机与驱动器之间的一座桥梁，它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数控系统的性能．

“ＰＣ＋运动控制器”的开放式数控技术已成为运动控制领域的主流方向
［１］，它由通用ＰＣ机发出控制指

令，专用运动控制器接收指令完成具体功能．随着数控技术的飞速发展，运动控制器的处理单元由单片

机、专用芯片（ＡＳＩＣ），发展到了数字信号处理器（ＤＳＰ）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ＦＰＧＡ）组成的高性能处理

器［２?４］．ＤＳＰ的哈佛总线结构、多流水线指令结构，特别适合数据量大、计数复杂、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

ＦＰＧＡ的硬件可重构性强、设计灵活、Ｉ／Ｏ口众多，可方便接口模块扩展，减轻了ＤＳＰ负担．ＤＳＰ＋ＦＰ

ＧＡ结构已成为大多数高性能开放式运动控制器的主流设计方向．本文设计了一种以浮点型数字信号

处理器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为主控制器和ＥＰ２Ｃ８Ｆ２５６Ｃ６为协处理器的通用三轴运动控制器．

图１　三轴运动控制器的系统框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ｘｉｓ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　整体结构设计

图１为三轴运动控制器的系统框

图．ＰＣ机作为上位机，运动控制器作为

下位机，二者通过ＰＣＩ接口芯片和双口

ＲＡＭ 进行通讯．ＰＣ机发送控制命令，

通过 ＰＣＩ接口芯片传送到公共存储

器———双口ＲＡＭ中；然后，ＤＳＰ程序从

双口 ＲＡＭ 中读取指令或数据，结合

ＦＰＧＡ反馈的编码器信号对电机的速度

和位置进行规划（包括伺服滤波、速度

曲线规划、粗插补运算等）；最后，ＦＰＧＡ

根据ＤＳＰ传送来的数据完成精插补后，

经Ｄ／Ａ模块发送模拟量信号或经变频脉冲发生模块输出脉冲／方向信号到各个电机轴的伺服驱动单

元，从而实现电机的速度模式控制和位置模式控制．

８路通用数字输入、输出信号，３个驱动器的控制信号以及限位、报警信号都通过ＦＰＧＡ的Ｉ／Ｏ口

设计完成，以减轻ＤＳＰ开销．同时，ＦＰＧＡ还承担ＰＣＩ接口芯片的数据扩展，以及双口ＲＡＭ 的端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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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功能．整个控制器的输入输出信号（模拟电压输出部分除外）都采用光电隔离，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提

高系统稳定性．ＤＳＰ和ＦＰＧＡ的Ｉ／Ｏ电平都为３．３Ｖ，通过ＤＳＰ的Ｉ／Ｏ对ＦＰＧＡ内部的各模块地址空

间进行统一编址，采用ＳＮ７５１７４芯片完成单极性信号转差分信号，采用ＳＮ７５１７５芯片完成差分信号转

单极性信号．ＳＮ７４ＬＶＴＨ１６２５４完成３．３～５．０Ｖ电平转换，高速光耦６Ｎ１３７实现输入与输出隔离．

２　硬件设计

２．１　犘犆犐接口

连接ＰＣＩ总线的接口芯片采用江苏南京沁恒电子有限公司的ＣＨ３６５．它将３２位ＰＣＩ总线转换为

类似于ＩＳＡ总线的８位主动并行接口，使用方法简单，非常适合用于短周期ＰＣＩ接口卡制作．ＣＨ３６５支

持以字节、字或双字为单位的Ｉ／Ｏ段口或存储器读写，存取速度高达７ＭＢ，其接口框图如图２所示．

由于ＣＨ３６５地址总线为１６位、数据总线为８位，而ＩＤＴ７０Ｖ２５地址总线为１３位、数据总线为１６

位，所以需对ＣＨ３６５进行数据总线扩展．其基本思想：ＣＨ３６５对ＩＤＴ７０Ｖ２５进行读数据时，双口ＲＡＭ

的高８位数据直接读入ＣＨ３６５中，低８位数据锁存在ＦＰＧＡ中，下一时序再将低８位数据从ＦＰＧＡ中

读入ＣＨ３６５；ＣＨ３６５对ＩＤＴ７０Ｖ２５进行写操作时，低８位数据先锁存在ＦＰＧＡ中，下一时序写高８位

数据时，使能ＦＰＧＡ中的低８位数据输出信号，将１６位数据一起写入ＩＤＴ７０Ｖ２５中，如图３所示．

用ＦＰＧＡ实现锁存器，ＣＨ３６５的地址线Ａ０用作使能信号，完成１６位数据分时读写．ＣＨ３６５读时，

Ａ０为高电平，高８位数据直接读取，低８位锁存到Ｕ１；ＣＨ３６５再读一次时，Ａ０变为低电平，ＲＡＭ＿ＣＥ

为高电平（无效），Ｕ１中锁存的低８位数据送入ＣＨ３６５．ＣＨ３６５写时，Ａ０为低电平，低８位数据锁存到

Ｕ２；ＣＨ３６５再写一次时，Ａ０变成高电平，ＲＡＭ＿ＣＥ、Ｕ２使能及ＯＥＮ信号同时有效，高８位数据连同

Ｕ２中锁存的低８位数据一起写入双口ＲＡＭ．Ｕ１用于读时的低８位数据锁存，Ｕ２用于写时的低８数

据位锁存；先读高８位再读低８位，先写低８位再写高８位．

　　图２　ＣＨ３６５接口框图　　　　　　　　　　　　　图３　ＣＨ３６５数据总线扩展配置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３６５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ｂｕ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３６５

２．２　双口犚犃犕

双口ＲＡＭ具有两路完全独立的端口，每个端口都有独立的地址、数据和控制线，允许两个端口同

时读／写数据，但不允许２端口同时写或一读一写同一地址单元，否则会发生竞争现象
［５］．本设计选用８

图４　双口ＲＡＭ硬件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ｄｕａｌ?ｐｏｒｔＲＡＭ

ｋＢ×１６Ｂ的ＩＤＴ７０Ｖ２５高速双口ＲＡＭ，工作

电压３．３Ｖ，数据存取时间高达２０ｎｓ．

由于ＣＨ３６５没有ＲＥＡＤＹ信号线，需要

引入仲裁逻辑控制模块解决地址竞争问题．常

用的方法有：令牌传递法、基于邮箱机制的

ＩＮＴ中断法和插入等待周期的 ＢＵＳＹ 法

等［６］．本设计采用基于邮箱机制的ＩＮＴ中断

法解决双口ＲＡＭ 地址的竞争问题．基本原

理：在ＩＤＴ７０Ｖ２５中定义存储单元００００Ｈ为双口ＲＡＭ与ＣＨ３６５通信端口的中断标志邮箱，８０００Ｈ为

双口ＲＡＭ与ＤＳＰ通信端口的中断标志邮箱，其硬件原理如图４所示．当ＣＨ３６５向左端口写地址单元

００００Ｈ时（ＣＥＬ＝Ｒ／ＷＬ＝ＶＩＬ），通过ＦＰＧＡ逻辑实现ＩＮＴＲ（ＤＳＰ中断）为低，可向ＤＳＰ发送中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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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当ＤＳＰ访问００００Ｈ时（ＣＥＲ＝ＯＥＲ＝ＶＩＬ），无论读写都可以清除中断标志ＩＮＴＲ．同理，当ＤＳＰ写

地址单元８０００Ｈ时，ＩＮＴＬ（ＣＨ３６５中断）为低，可向ＣＨ３６５发送中断请求；当左端口访问８０００Ｈ 时，

ＩＮＴＬ为高，复位ＤＳＰ发出的中断请求．申请中断时向邮箱写入１，清除中断时向邮箱写０；当信箱内容

为１时，表示正在使用该方端口；当信箱内容为０时，表示该端口使用结束．

２．３　犇犛犘系统及其外围电路

ＤＳＰ采用美国 ＴＩ公司生产的３２位浮点型处理器 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 该处理器采用高性能静态

ＣＭＯＳ技术，最高主频１５０ＭＨｚ，２个独立的正交编码电路（ＱＥＰ），１２个可配置外部中断
［７］．

ＤＳＰ外围电路主要包括以下４个部分．１）ＳＲＡＭ扩展．采用美国ＩＳＳＩ公司的ＩＳ６４ＬＶ５１２１６芯片，

作为程序运行空间和数据空间．ＩＳ６４ＬＶ５１２１６访问周期８ｎｓ，满足Ｆ２８３３５最小周期下的访问要求．２）

Ｆｌａｓｈ扩展．选用美国ＳＳＴ公司的３９ＶＦ８００Ａ芯片，存储空间５１２ｋＢ×１６Ｂ，读速度高达７０ｎｓ，工作电

表１　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芯片

外存储空间分配表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ｓｐａ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

物理空间 功能

ＸＩＮＴＦ０ ＦＰＧＡ

ＸＩＮＴＦ１ 双口ＲＡＭ

ＸＩＮＴＦ２ ＳＲＡＭ扩展

ＸＩＮＴＦ６ 保留

ＸＩＮＴＦ７ 保留

压２．７～３．６Ｖ．３）电源电路．Ｆ２８３３５的Ｉ／Ｏ口工作电压３．３Ｖ，内核

工作电压１．８Ｖ，要求Ｉ／Ｏ先于内核上电，选用ＴＰＳ７６７Ｄ３１８专用芯片

并确保了上电次序［８］．４）与ＦＰＧＡ的连接．将Ｆ２８３３５的１６位数据总

线ＸＤ［０∶１５］、低１５位地址总线ＸＡ［０∶１４］、片选信号ＸＺＣＳ０ＡＮＤ１、

读写控制ＸＷＥ和ＸＲＤ连接到ＦＰＧＡ的Ｉ／Ｏ口．ＦＰＧＡ内部建有两个

ＦＩＦＯ，一个向 ＤＳＰ发送数据，一个用于接收 ＤＳＰ发送来的数据．

Ｆ２８３３５如同访问其内部的外设寄存器一样访问ＦＰＧＡ，其片外存储空

间使用如表１所示．

２．４　犉犘犌犃模块及相关电路

ＦＰＧＡ选择美国Ａｌｔｅｒａ公司的ＣｙｃｌｏｎｅⅡ系列的ＥＰ２Ｃ８Ｆ２５６Ｃ６，包含２个锁相环（ＰＬＬ）、８个全局

时钟、８２５６个逻辑单元、１８２个Ｉ／Ｏ口．

２．４．１　变频脉冲发生模块　变频脉冲发生模块主要产生脉冲控制信号，完成精插补功能．该电路模块

图５　变频脉冲发生模块原理图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ｕ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

由时序发生电路和数值分析法（ＤＤＡ）积分器电路组

成，如图５所示．时序发生电路包括分频器和计数器

两个部分，分频器根据ＤＳＰ提供的分频系数对ＦＰ

ＧＡ时钟信号进行分频，分频后的信号送给ＤＤＡ积

分电路，作为ＤＤＡ积分器的累积时钟信号；计数器

对累加时钟进行计数，用于当前插补周期插补终点

的判断，当前插补周期的各轴进给脉冲溢出时，计数

器会向ＤＳＰ发送一个中断请求信号，停止本次精插补并加载下一周期精插补数据
［９］．ＤＤＡ积分器电路

主要由累加器、被积函数寄存器和脉冲输出控制器组成．被积函数寄存器存放终点坐标，累加器存放累

加值，累加器每溢出一次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脉冲输出控制器控制脉冲信号以脉冲／方向或者正／反转方

式输出；累加器溢出的频率，即为电机驱动脉冲的频率．每一个进给轴对应一个ＤＤＡ积分器，每个ＤＤＡ

积分器的原理相同．

２．４．２　编码器接口模块　采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作为检测反馈元件，根据其旋转方向由可逆计数器对

脉冲进行加减计数．ＦＰＧＡ的编码器接口模块主要由４倍频及鉴相电路、可逆计数器和位置寄存器组

图６　４倍频细分及鉴相电路原理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ｆ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成，可逆计数器根据４倍频及鉴相电路的

方向信号对计数脉冲进行加计数或减计

数，计数结果保存在位置寄存器中，以供

ＤＳＰ读取或清零．４倍频细分及鉴相电路

的原理和时序仿真，分别如图６，７所示．

由于ＦＰＧＡ不能直接处理差分信号，

所以编码器的反馈信号需经ＳＮ７５１７５将差

分信号转换为单极性信号，再经光电隔离

和电平转换后输入到ＦＰＧＡ中．编码器反馈的差分信号１Ａ＋，１Ａ－转换为单极信号１Ａ，经光耦６Ｎ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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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输出Ｆｂａｃｋ＿Ｍ１Ａ信号到电平转换芯片（图７）．

图７　４倍频细分及鉴相电路时序仿真图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２．４．３　ＤＡ转换电路　ＦＰＧＡ输出的是数字信号，为实现模拟电压输出，需要ＤＡ转换芯片．ＤＡ选用

美国ＡＤ公司推出的１６位并行高性能模数转换器ＡＤ６６９，它在单片芯片上包含双缓冲锁存，转换锁存

表２　ＡＤ６６９的控制逻辑真值表

Ｔａｂ．２　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ｕｔｈｔａｂｌｅｏｆＡＤ６６９

ＣＳ Ｌ１ ＬＤＡＣ 操作

０ ０ Ｘ 第一级锁存器使能

Ｘ １ Ｘ 第一级锁存器锁存

１ Ｘ Ｘ 第一级锁存器锁存

Ｘ Ｘ １ 二级锁存器使能

Ｘ Ｘ ０ 第二级锁存器锁存

０ ０ １ 所有锁存器透明

的脉冲宽度为４０ｎｓ，输出电压极性有０～１０Ｖ或－１０～＋１０Ｖ

可选，且电压幅值可编程，在整个工作温度区域内具有±１ＬＳＢ

的最大线性误差，总的谐波失真加噪声为０．００９％．

ＡＤ６６９的控制逻辑真值，如表２所示．ＣＳ和Ｌ１控制第一级

锁存器，当ＣＳ和Ｌ１都为低电平时，数据进入第一级锁存器；当其

中一个控制信号返回到高电平时，进入第一级锁存器的数据被锁

存．ＬＤＡＣ控制第二级锁存器，当ＬＤＡＣ为高电平时，数据进入

第二级锁存器；当ＬＤＡＣ回到低电平后，进入第二级锁存器的数

据被锁存．本设计需要３个ＡＤ６６９芯片．将每个轴的 ＡＤ６６９的

第一缓存器单独控制，３片ＡＤ６６９的ＬＤＡＣ引脚连接到ＦＰＧＡ的同一个Ｉ／Ｏ端口上，每个轴的输出数

据首先锁存到各自ＡＤ６６９的第一级缓存器中，等到数据传输完毕后使能ＬＤＡＣ，同时开启每个轴的第

二级缓存器，即可实现多轴联动控制［１２］．

３　软件设计

３．１　插补算法

插补是实现运动轨迹控制的核心，常用的插补方法有两类：脉冲增量插补法和数据采样插补法．常

用的脉冲增量插补算法有逐点比较法、ＤＤＡ等．ＤＤＡ插补算法运算速度快，脉冲分配均匀，易于实现

多轴联动控制，应用比较广泛［１１］．数据采样插补法的过程一般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粗插补，在给定曲

线的起点与终点间插入若干个点，首尾连接这些点，用这些微小直线段来逼近给定曲线；第二步为精插

补，对粗插补中的每个微小直线段进行密化，相当于直线的脉冲增量插补［１２］．

本设计采用时间分割法完成粗插补，ＤＤＡ完成精插补，粗插补在ＤＳＰ中实现，精插补在ＦＰＧＡ中

实现．时间分割法插补算法的具体实现是根据工件的进给速度犉，以插补周期犜为时间单位，将整段加

工过程犔分割成许多小段Δ犔，并将其分解到各个坐标轴，得到本周期内各轴方向的进给量；然后，根据

不同插补类型和已知插补点坐标，计算出下一个插补周期的插补点坐标．ＦＰＧＡ接收ＤＳＰ运算的各轴

图８　运动控制器插补软件流程图

Ｆｉｇ．８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进给量，采用ＤＤＡ插补算法转换为正负进给脉冲信号或者脉

冲／方向信号，完成各轴进给量也即小段直线Δ犔插补完成．如

此循环，直到整段加工过程犔完成后，开始下一过程加工．整

个插补软件流程，如图８所示．

３．２　上位机与控制器通讯

ＣＨ３６５芯 片 提 供 了 基 于 ＤＯＳ 的 开 源 驱 动 函 数 库

（ＣＨ３６５ｄｏｓ．ｃ和ＣＨ３６５ｄｏｓ．ｈ）和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的驱动程序

及动态链接库．在 ＤＯＳ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Ｘ 操作系统下，采用

ＶＣ＋＋６．０开发程序时可直接调用ＣＨ３６５ｄｏｓ．ｃ中的函数，实

现对控制器的驱动和控制．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ＸＰ系统下，首

先安装ＣＨ３６５驱动程序ＣＨ３６５ＷＭＤ．ＩＮＦ，正确安装好驱动后，在程序中添加ＣＨ３６５ＤＬＬ．Ｈ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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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ＣＨ３６５ＤＬＬ．Ｈ文件拷贝到程序的工程目录下，调用ＣＨ３６５ＤＬＬ中封装的相应函数库即可实现

ＰＣ机与运动控制器的通信．

４　结束语

设计一种基于ＤＳＰ和ＦＰＧＡ的通用三轴运动控制器硬件平台，并完成了相应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并在研华６１０Ｇ工控机、安川Σ?Ｖ驱动器、安川ＳＧＭＪＶ?０８ＡＤＤ６Ｓ伺服电机得到应用．该控制器采用高

性能浮点ＤＳＰ提高了数控加工精度；结合时间分割法和数值积分法插补算法，缩短了伺服周期，提高了

加工速度和多轴联动控制难度；采用ＦＰＧＡ模块化设计增加了系统设计的灵活性和开发性．此外，由于

选用了国产ＣＨ３６５接口芯片，在满足ＰＣＩ高速通讯的同时，也降低了设计成本．

参考文献：

［１］　Ｘ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ＬＩＹｉ，ＳＵＮＪ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ｐｅｎＣＮＣ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Ｃ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９：１８４５?１８５０．

［２］　张崇巍，李汉强．运动控制系统［Ｍ］．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５?９８．

［３］　ＫＥＭＡＬＭＣ．ＴＯＭＩＺＵＫＡ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ｓｉｎｇｈｙｂｒｉｄ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ｓ［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２０（７）：８９８?９１１．

［４］　舒志兵．交流伺服运动控制系统［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４?１４５．

［５］　李新建．基于ＰＣＩ总线的多轴运动控制卡的设计［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６］　李新建，薛重德，张志林．用ＣＨ３６５实现ＰＣＩ总线与ＤＳＰ的通信［Ｊ］．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２００６（１２）：２５?２８．

［７］　Ｔｅｘ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ＰＲＺ２７２Ｅ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Ｘ，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２３Ｘ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ＤＳＣｓ）ｄａｔａｍａｎｕａｌ［Ｓ］．Ｔｅｘａｓ：Ｔｅｘ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２００７：３５?４５．

［８］　申子星，冯丽辉．基于ＤＳＰ的供电电源电路设计［Ｊ］．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理工版，２００５，３０（５Ａ）：２１９?２２１．

［９］　张宇．基于ＤＳＰ和ＦＰＧＡ的运动控制卡的研究与设计［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７：４４?４６．

［１０］　石江华．基于ＤＳＰ与ＦＰＧＡ的四轴运动控制器设计与研究［Ｄ］．北京：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２：３０?３１．

［１１］　李恩林．数控系统插补原理通论［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７５?７８．

［１２］　李斌，李曦．数控技术［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０４?１０５．

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犜犺狉犲犲?犃狓犻狊犕狅狋犻狅狀犆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狉犅犪狊犲犱狅狀犇犛犘犪狀犱犉犘犌犃

ＨＥＹｕ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ＥＭ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ｏｐｅｎＣＮ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ｒｅｅ?ａｘｉｓ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ＤＳＰ）ａｎｄＥＰ２Ｃ８Ｆ２５６Ｃ６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ｔｅａｒｒａｙ（ＦＰ

ＧＡ）．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ＰＧＡｍｏｄｕｌ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

ｇｒａｍ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ｈ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ｈｉｇｈ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ｌｌ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Ｃ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ｔｅａｒｒａｙ；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杨建红）

５４２第３期　　　　　　　　　　　　何远松，等：采用ＤＳＰ＋ＦＰＧＡ的三轴运动控制器设计



　第３５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４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４６０４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４６　

角度约束路径法的网格曲面兴趣

区域边界快速交互选取

舒孝阳，刘斌

（华侨大学 数字化视觉测量厦门市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角度约束路径法，快速获取三角网格曲面上任意两顶点间一条由网格边所组成的路径．该算法是

一个从起始点开始不断向前传播的过程，计算量仅与两顶点间的曲面区域有关，故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犗（狀））

优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犗（狀ｌｏｇ狀））．试验结果表明：角度约束路径法的执行快速、有效；基于该方法可实现三角网

格曲面兴趣区域边界的快速交互选取．

关键词：　兴趣区域；角度约束；交互；三角网格；边界选取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兴趣区域（ＲＯＩ），是指曲面上用户交互指定的一块操作区域．曲面上兴趣区域的交互选取广泛应用

于网格融合［１］、网格分割［２］、网格建模［３］、特征重用［４］等领域．解决该问题的目标是快速、简单、有效地得

到所需的兴趣区域边界．对兴趣区域的交互选取研究，主要有３种典型的方法．１）基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

径［５］的方法［６?７］．这类方法的时间复杂度至少为犗（狀ｌｏｇ狀），狀为三角网格模型顶点数．２）基于割集分割

策略的方法［８?９］．由于该方法需要判断切平面犜狆 和网格模型上所有三角面片的距离是否小于给定阈

值，该方法的时间效率与网格模型的规模呈负相关，即网格规模越大，时间效率越低．３）基于智能剪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ｃｉｓｓｏｒｉｎｇ）操作的方法
［１０?１１］．该方法可将网格剪切成用户可感知的部分，然而该方法涉及到

曲率计算，算法效率不高．因此，为了快速、有效地交互选取用户所需的兴趣区域边界，本文提出角度约

图１　三角网格曲面兴趣区域边界选取实例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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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路径法，用于快速寻找网格曲面上两点间的一条路径．

１　角度约束路径法

三角网格曲面兴趣区域边界选取实例，如图１所示．其

中，黑色线为该算法生成的边界实例．由图１可以看到：用

户通过鼠标在屏幕上交互选定一系列二维点；然后，将这些

二维点转化成三角网格曲面上的顶点（黑色点）；最后，采用

角度约束路径法分别找出相邻两顶点间的路径，得到的总

路径便是网格曲面上选取区域的边界．

１．１　算法的实现

角度约束路径法是一个从起始点犛开始不断向前传播的过程．算法分为当前点判断和当前点更新

两部分．该算法的伪代码为

输入：网格曲面犕、起始点犛、目标点犜；

输出：两点间的路径点集Ｐａｔｈ＝｛犘狋犻｜犻＝０，１，…，狀｝；

１）当前点犘狋犻←犛；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１００８

　通信作者：　刘斌（１９７２），男，教授，主要从事数字化设计、ＣＡＤ／ＣＡＥ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ｏｌｄｂｉｎ＠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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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将点犛存入点集Ｐａｔｈ中；

３）Ｗｈｉｌｅ当前点犘狋犻不在犜 附近；

４）更新当前点犘狋犻；

５）将犘狋犻存入点集Ｐａｔｈ中；

６）结束 Ｗｈｉｌｅ；

７）算法结束．

其中，当前点判断用以判断犘狋犻是否为目标点犜，若犘狋犻为目标点犜，则算法停止．当前点更新的目的是

在当前点犘狋犻的１?ｒｉｎｇ邻域顶点中，寻找一个偏离实际测地线方向（文中算法采用犘狋犻和目标点犜 之间

的连线方向代替）最小的点．算法执行如图２所示，具体为３个步骤．

图２　算法执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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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设Ｐａｔｈ传播到当前点犘狋犻处，寻找点犘狋犻的１?ｒｉｎｇ邻域上的顶点犃犼（设顶点的个数为犿，则犼＝

０，１，…，犿，下同），计算犘狋犻点处的法矢为狀，并建立犘狋犻点的切平面犜狆．

２）分别将所有向量犘狋犻犃犼与向量犘狋犻犜分别投影到切平面犜狆 上，并且单位化上述向量，得到对应的

投影向量犘狋犻犃′犼，犘狋犻犜′．

３）分别计算ｃｏｓθ犼，θ犼为犘狋犻犃′犼，犘狋犻犜′之间的夹角．保存当ｃｏｓθ犼 为最大值（ｃｏｓθ犼）ｍａｘ时，所在的顶

点为犅１ 和δ１＝（ｃｏｓθ犼）
１
ｍａｘ，并计算余下顶点的ω犽 值．其中：ω犽＝（ｃｏｓθ犼）ｍａｘ－ｃｏｓθ犽，犽＝０，１，…，犿－１．此

时，根据ω犽 值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设ζ为给定的阈值．

Ⅰ）当ω犽＜ζ且ω犽 取最小值时，保存此时的顶点为犅２，ｃｏｓθ犼 值为δ２，分别求解犘狋犻＝犅狊，狊＝１，２

时，所得到的（ｃｏｓθ犼）
狊
ｍａｘ．令狋１＝（ｃｏｓθ犼）

１
ｍａｘ＋δ１，狋２＝（ｃｏｓθ犼）

２
ｍａｘ＋δ２，取犘狋犻＝犅狊（若狋１＜狋２，狊＝１；否则狊＝

２），并将点犘狋犻存入点集Ｐａｔｈ中．

然后，判断犘狋犻＝犜是否为真．若为真，算法停止，点集Ｐａｔｈ便为所求路径上的所有顶点；否则，返回

步骤１），继续循环．

Ⅱ）直接取犘狋犻＝犅１，并将点犅１ 存入点集Ｐａｔｈ中，判断犘狋犻＝犜是否为真．若为真，则算法停止，点

集Ｐａｔｈ便为所求路径上的所有顶点；否则，返回步骤１），继续循环．

由于该算法仅与犛，犜两顶点间的局部区域有关，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小于犗（狀），狀为网格模型顶点

的个数．因此，可用于快速交互选择三角网格曲面上的兴趣区域．

１．２　算法的改进

在算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当两点间的曲面区域较平坦时，采用上述方法，能得到较直的一条

路径；然而，当两点间的曲面区域较陡峭时，获得的路径效果较差，如图３（ａ）所示．这是由于角度约束路

径法是基于两点间连线方向进行角度约束，当两点间的曲面区域较陡峭时，两点间连线方向和实际测地

线方向相差较大．因此，文中对该算法进行了改进，即在两点间插入１个过渡点，使两点间的曲面区域趋

于平坦，如图３（ｂ）所示．

设网格曲面犕 上的顶点集合为犞，两点为狆，狇．对于过渡点的确定，首先，以顶点集合建立Ｋ?Ｄ树；

然后，采用沿给定方向向量搜索距离该方向向量最近的顶点．方向向量犱犻狉的确定，如图４所示．设狀狆，

狀狇 分别为狆，狇两点的法矢，则将狆狇沿着狀狇×狀狆 轴逆时针旋转９０°得到的向量便是犱犻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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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存在的问题 （ｂ）改进后的结果

图３　角度约束路径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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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兴趣区域边界获取

基于角度约束路径法可实现网格曲面上兴趣区域边界的快速获取，具体步骤为

１）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交互选取一些二维点，并保存之；

２）将上述二维点投影到网格曲面上，得到距离各投影点最近的网格顶点，并保存之；

３）采用角度约束路径法得到任意相邻两点间的一条路径，保存路径上的顶点．此外，还需要得到首

末位置顶点间的一条路径，取出路径上的重复点，最终得到一条封闭的兴趣区域边界，如图５所示．

图４　方向向量犱犻狉的确定 图５　三角网格曲面兴趣区域边界选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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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验证

文中算法是基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开发工具和ＯｐｅｎＧＬ函数库编写的．为了验证角度

约束路径算法的有效性和时间效率，在ＣＰＵ为２．２６ＧＨｚＡＭＤＡｔｈｌｏｎ（ｔｍ）ⅡＸ２２４０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内存

为２．０ＧＢ的ＰＣ机上运行该算法．

由上述可知：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小于犗（狀）．因此，本算法的时间效率应优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法

（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ｌｏｇ狀））．为了验证文中算法的时间效率，分别采用角度约束路径法和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

路径法测试鞋楦模型、斯坦福兔子模型和头像模型上选定的路径点，２种算法顶点位置选择相同，得到

的实验数据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角度约束法具有运算速度快的特点，适用于交互选取三角网格曲

面上的兴趣区域边界．

表１　角度约束路径法和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法时间效率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ｐａ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ｍｅｔｈｏｄ

模型 模型顶点数 路径顶点个数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法耗时／ｓ 角度约束路径法耗时／ｓ

鞋楦 ４２６３ ６ ０．２４５ ０．１８８

斯坦福兔子 ３５１８１ １２ ２．７０１ ０．８２８

头像 ８３９２０ １６ ７．４８０ １．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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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文中提出角度约束路径法，用以实现三角网格曲面兴趣区域边界的快速交互选取．然而，在算法的

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当相邻两点间曲面区域较陡峭时，得到的路径效果较差．针对这一问题，采用在两

点间插入一个过渡点的方法，从而使相邻两点间的曲面重新趋于平坦．试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角度约

束路径法获取的路径效果好．不仅如此，对比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法，该方法具有算法执行快速快的特点，

适用于兴趣区域的快速交互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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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挖掘机电控系统性能测试平台的设计

宋慧延，刘强，牛大伟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传统测试方法中效率低、耗资大等问题，提出一种电控系统性能测试平台的设计方案．设计代替

挖掘机各电气部件与传感器的工作状态信号模拟电路，并使用ＬａｂＶＩＥＷ 软件开发监控界面．测试平台通过

串行口和ＣＡＮ总线建立与电控系统之间的实时通信．实验结果表明：该测试平台能实现对电控系统电气逻

辑功能、主控制器算法有效性等项目的测试．

关键词：　电控系统；测试平台；信号模拟；监控界面；ＬａｂＶＩＥＷ软件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２７４．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挖掘机是一种常见的工程机械，在其生产过程中，各部分元件分别进行设计制造，然后在总装厂装

配成整机．挖掘机电控系统由主控制器、图形仪表、车载网络终端、继电器控制模块等组成，具有控制发

动机与液压泵之间的功率匹配、实时显示与监测机器运行状态、诊断并记录系统故障、控制车载电气部

件、实现远程通信等功能，是挖掘机最核心的部分［１?５］．电控系统对整台机器的运行稳定性、工作安全性

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出厂前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检验，包括对主控制器算法、图形仪表显示、继电

器逻辑功能等项目的测试．传统的测试方法有装机测试和台架测试
［６］．装机测试需要将电控系统装到整

机上进行，这使整机装配的工艺顺序变得不合理，一旦出现故障将很难更换，诊断难度也较大；台架测试

则需要全硬件搭建，不仅耗资大，而且只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离散点进行验证，不能对挖掘机连贯性动

作进行有效模拟．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测试平台用于挖掘机电控系统出厂前的性能测试．

图１　系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　测试平台的总体设计

电控系统性能测试平台的结构，如图１所示．测

试平台由信号模拟单元和监控系统两大部分组成，

二者与被测电控系统通过串口和ＣＡＮ总线进行实

时通信．

主控制器通过信号模拟电路采集传感器信号，

实时获取挖掘机各个相关物理量．根据控制策略计

算输出控制信号驱动继电器动作、并在图形仪表上

显示工况信息．信号模拟单元中有代表空调、收音机、雨刷器等电气部件的信号装置；继电器逻辑控制实

现某个电气部件的电源开关操作时，相对应的信号装置将做出反应．同时，监控界面通过ＲＳ２３２与被测

电控系统建立连接，实时显示电控系统的工作状态．

２　信号模拟单元设计

电控系统性能测试平台的信号模拟单元包括信号发生器、油门电机、电路板和传感器等硬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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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启动控制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在熟悉挖掘机电控系统原理图的基础上，通过电路设计

将油门电机、传感器等挖掘机电气部件实物与按键开

关、发光二极管、可调电阻等板载元器件相结合，即使用

板载元器件替代部分体积大结构复杂的机载实物，共同

模拟出挖掘机各工况信息．

图２为挖掘机启动控制原理图
［７］．图２中：用发光

二极管代替发动机、启动马达等机载实物．设计的启动

控制模拟电路，如图３所示．信号模拟单元还接收被测

电控系统的主控制器和继电器控制模块的控制信号，模

拟挖掘机的反应动作．对板载元器件的关断操作还可以

模拟故障信号，测试电控系统的故障诊断与记录功能．

图３　启动控制模拟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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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监控系统设计

测试平台的监控系统采用ＬａｂＶＩＥＷ 软件开发，通过ＲＳ２３２与

被测电控系统建立实时通信．ＬａｂＶＩＥＷ是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创新

软件产品，是一种基于图形化编程语言的测试系统软件开发平台，在

测试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８?９］．根据主控制器串口的通讯数据格式，

设计３６个字节为１帧．监控系统接收到数据时，首先，在缓存中寻找

帧头并且确认；然后，从确认的帧头开始，按照桢数据中代表命令类

型的字节，分别获取开关量、模拟量、调试量等信息，将这些信息经过

数据类型转换、高低位合并等处理后显示在波形图表上．数据接收与处理的程序框图，如图４所示．

电控系统性能测试平台运行时，通过ＬａｂＶＩＥＷ 监控界面可以直观地显示主控制器从信号模拟单

元采集到的相关物理量，如图５所示．利用监控界面与电控系统的图形仪表显示参数进行对比，从而测

试图形仪表的工作稳定性．主控制器通过控制油门位置、发动机转速和阀电流实现其控制策略，监控界

面分别将这３个控制点的指令值、实测值、变动量和调试值显示在同一个波形图表控件中，这样就能方

便地观测与比对其动态变化．

图４　数据接收与处理程序 图５　ＬａｂＶＩＥＷ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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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平台的测试实现

当被测电控系统某部分出现故障时，信号模拟单元中相对应的替代信号无法正常做出反应，同时监

控系统也能产生故障码，测试人员可以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例如，当被测电控系统的臂灯继电器故障

时，按下信号模拟单元中的臂灯按钮，代表臂灯的板载发光二极管不能正常显示；同时，从监控系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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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障码可以获取继电器出现故障的相关信息．

５　结束语

采用部分挖掘机实物与电路板板载元器件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信号模拟单元，以代替传统测试方

法中的整机全硬件搭建，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 的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实时监测，使得

对电控系统的性能测试更加直观［１０］．该测试平台经改造可适用于不同特性的工程机械电控系统的测

试，具有较大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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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犎犈犞犆的精细可分级编码

洪佳庆，林其伟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新一代的视频编码标准 ＨＥＶＣ（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提出一种改进的精细可分级编码方

案．该方案的基本层采用 ＨＥＶＣ的编码器，提高了基本层的编码效率；通过统计编码单元的分割方式，自适应

找到图像中的细节区域；采用选择增强技术，提高细节区域的图像质量．实验结果表明：编码方案能够精细匹

配信道带宽的变化，且基本层与增强层相互独立，不会带来误差传递；利用 ＨＥＶＣ编码单元的分割方式，可以

自适应找到视频序列图像中的细节区域，对运动区域进行提升，视频图像的主观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关键词：　精细可分级编码；视频编码标准；编码单元；细节区域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１２ 文献标志码：　Ａ

　　精细可分级（ＦＧＳ）编码方案最先是基于 ＭＰＥＧ?４提出的，之后被正式纳入 ＭＰＥＧ?４标准中
［１］．近

年来，随着Ｈ．２６４的广泛实用，许多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些基于Ｈ．２６４的ＦＧＳ方案
［２］．在这些基于Ｈ．

２６４的ＦＧＳ方案中，原始视频流被分为两个码流：基本层码流，增强层码流．基本层码流可以保证最基

本的视频质量［３］，而增强层码流则可以提高增强的细节上的视频质量．ＦＧＳ的增强层可以根据当时网

络带宽的情况对码流进行任意位置的截断，只传输保留的部分，用户端接收到的增强层码流越多，解码

的视频质量将会越高．ＦＧＳ能够提供连续的可分级编码性能，在信道带宽时变较大时，能很好地调节增

强层的码流，使视频图像质量过渡平滑．对于Ｈ．２６４ＦＧＳ，国内外学者从主观图像效果和客观编码效率

两方面提出多种改进方法．如基于双环的 ＭＣ＋ＦＧＳ
［４］、基于关键帧的开环、闭环混合编码［５］等，可以有

效地提高编码效率，但也存在误差传递和积累问题，而且需要更大的计算复杂度．本文在新一代的视频

编码标准［６］ＨＥＶＣ（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的精细可分级编码方案．

１　基于离散余弦变换系数的位平面编码

将位平面编码量化后的离散余弦变换（ＤＣＴ）系数看作是由若干个比特组成的二进制数
［７］．对每个

８×８的ＤＣＴ块，采用Ｚｉｇ?Ｚａｇ扫描的顺序，把６４个ＤＣＴ系数的绝对值写成二进制的形式，将相同位置

的比特提取出来，得到一个位平面．位平面的个数由ＤＣＴ系数的绝对值的最大值决定，编码从最高平

面到最低平面．每个平面用（ＲＵＮ，ＥＯＰ）符号表示，通过ＶＬＣ编码产生输出码流
［８］．ＲＵＮ表示１前面

连续０的个数，ＥＯＰ表示是否还有值为１的系数未被编码．若一个平面６４个比特全为零，则用 ＡＬＬ?

ＺＥＲＯ表示．按照这种位平面编码方法形成的（ＲＵＮ，ＥＯＰ）符号具有“嵌入式”的特性，能够在符号流的

任意位置进行截断．

２　改进的犉犌犛编码器结构

在以往的改进算法中，ＦＧＳ的基本层采用的是 Ｈ．２６４编码器，提高基本层的编码效率．但随着视频

应用的发展，Ｈ．２６４的局限性不断凸显，而ＨＥＶＣ是面向更高清晰度、更高帧率、更高压缩率视频应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１０

　通信作者：　林其伟（１９５９），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视频编码与网络通信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ｑｗｌｉｎ＠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Ｊ０１７５）



的协议标准，将成为今后视频应用发展的趋势．因此，对ＦＧＳ的基本层进行改进，在基本层采用 ＨＥＶＣ

图１　改进的ＦＧＳ编码器结构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ＧＳｅｎｃｏｄｅｒ

编码器．

改进的ＦＧＳ编码方案编码器结构，如图１所示．

将一个视频序列编码为一个基本层码流和一个增强

层码流．上面部分为ＦＧＳ增强层的处理流程，对原始

图像与基本层重建图像的差值图像采用基于ＤＣＴ

系数的位平面编码方式，得到增强层码流，具有可分

级能力；基本层采用完整的 ＨＥＶＣ编码器，将原始

视频图像与预测图像的差值进行变换、量化、熵编

码，从而得到基本层码流．

３　改善视频图像主观效果

３．１　选择增强

为了提高视频的视觉质量，ＦＧＳ提供了３种功能：频率加权
［９］、选择增强［１０］和错误恢复特性［１１］．选

择增强是根据人们在观察图像时，往往对某一区域感兴趣，通过将感兴趣的数据块的比特平面进行上

移，保证这些数据优先编码．在带宽有限时，感兴趣区域的数据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在接收端能够

保证用户感兴趣区域的主观质量．选择增强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３．２　犎犈犞犆编码单元的分割方式

ＨＥＶＣ采用了更加灵活的编码结构来提高高分辨率视频的编码效率，包括编码单元、预测单元和

变换单元．将一帧图像分割成互不重叠的最大编码单元（ｌａｒｇｅｓｔ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ＬＣＵ），每个ＬＣＵ以递归

方式划分为多个编码单元（ＣＵ）
［１２］，直到８×８的ＣＵ为止．假如ＬＣＵ设置为６４×６４，则ＣＵ的可能划

分方式有６４×６４，３２×３２，１６×１６，８×８（编码单元的尺寸必须为２犖×２犖，其中犖 为以２为底的幂）几

种方式，如图３所示．总的来说，对于较平坦的区域采用较大的分割尺寸，对于运动剧烈的区域采用较小

的分割方式．

　　图２　选择增强示意图 图３　最大编码单元的分割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

３．３　基于编码单元分割的犉犌犛编码器

在ＨＥＶＣ中，分割尺寸的选择会影响压缩性能．通常情况下，大的分割尺寸适合于图像中的平坦区

域，小的分割尺寸适合于图像中的细节比较丰富的区域．

对于ＬＣＵ设置为６４×６４的情况，在编码增强层之前，根据ＨＥＶＣ编码单元分割模式的选择特点，

对于尺寸为１６×１６和８×８的ＣＵ进行位平面提升，提升３个位平面，但对于尺寸为６４×６４，３２×３２的

ＣＵ不进行位平面提升．将提升的区域作为感兴趣区域进行优先编码和传输，改善解码后视频主观质

量，编码器结构如图４所示．

第一帧ＣＵ分割图，如图５所示．从图５可以看出：运动剧烈的区域分割尺寸较小．通常在视频序列

中人们感兴趣的是运动的前景对象，因此将分割尺寸小的ＣＵ进行位平面提升，能有效改善主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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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编码单元分割的ＦＧＳ编码器结构 图５　第一帧编码单元分割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ＦＧＳｅｎｃｏｄｅｒ Ｆｉｇ．５　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ｉｒｓｔｆｒａｍｅｃｏｄ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４　实验结果及分析

使用ＨＭ１０．０
［１３］测试不同码率下改进算法的编码性能，配置文件选ｅｎｃｏｄｅｒ＿ｌｏｗｄｅｌａｙ＿Ｐ＿ｍａｉｎ．

ｃｆｇ与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ｌｌ．ｃｆｇ．测试序列为Ｆｌｏｗｅｒｖａｓｅ＿８３２×４８０＿３０．ｙｕｖ和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Ｐａｓｓ＿４１６×２４０＿５０．

ｙｕｖ，编码１０帧．将重建图像序列的亮度分量的平均峰值信噪比（犚ＳＮ）作为客观评价视频质量的标准，

ＦＧＳ的基本层中采用ＨＥＶＣ编码器，增强层中采用ＭＰＥＧ?４ＦＧＳ增强层编码．结构编码视频与仅采用

ＨＥＶＣ编码视频性能比较，如图６所示．从图６中可以看出：码率较小时，ＨＥＶＣＦＧＳ编码的视频图像

质量略高于ＨＥＶＣ；随着码率的升高，视频图像的质量越高．

对１６×１６，８×８块进行提升、优先编码和传输，其图像质量与不进行提升编码感兴趣区域的图像质

量对比，如图７所示．从图７中可以看出：感兴趣区域的ＰＳＮＲ有很大的提升，其中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Ｐａｓｓ序列

平均提升了近５．６６１ｄＢ，Ｆｌｏｗｅｒｖａｓｅ序列平均提升了近１．９３４ｄＢ；且随着码率的提升，差值逐渐增大．

　　图６　基于 ＨＥＶＣ的ＦＧＳ与 ＨＥＶＣ性能比较　　　　　　图７　基于编码单元分割ＦＧＳ性能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Ｖ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ＧＳａｎｄＦＧＳ

　　ａｎｄＦＧ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ＥＶＣ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５　结束语

在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ＨＥＶＣ的基础上构建可分级编码方案，其基本层采用完整的 ＨＥＶＣ编码

器，增强层采用 ＭＰＥＧ?４ＦＧＳ的增强层编码方案．通过统计编码单元的分割方式，对小的分割方式优先

编码与传输．实验结果表明：整体视频图像的质量、细节区域的视频图像质量都得到了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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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的建模仿真与性能评估

许晓璐，蒋文贤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结合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６和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标准实现移动互联网的接入，设计一种将 ＷｉＭＡＸ作为 Ｗｉ?Ｆｉ回

程支持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利用ＯＰＮＥＴ仿真工具进行建模，采用自相似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生成实时、非实

时业务的网络流量，并根据不同应用的优先级需求，得出异构无线网络中相应业务的最优配置．分析结果表

明：该融合模型与传统模型相比，不仅在实时和非实时业务上的时延抖动和响应时间更优，而且能满足异构无

线网络对ＶｏＩＰ，ＨＴＴＰ和ＦＴＰ等应用的服务质量（ＱｏＳ）需求．

关键词：　异构网络；融合模型；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Ｐａｒｅｔｏ分布；服务质量；仿真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移动互联网是当前信息技术领域热门话题之一，使得人们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获取互联网服务．

Ｗｉ?Ｆｉ（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ｅ系列标准）和 ＷｉＭＡＸ（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６ｄ系列标准）均旨在提供低成本的、无处不在

的无线移动互联网接入．然而，Ｗｉ?Ｆｉ提供１００ｍ范围内５４Ｍｂｉｔ·ｓ
－１的高速数据速率通常用于建筑物

内；而 ＷｉＭＡＸ提供７０Ｍｂｉｔ·ｓ－１的高带宽无线回程支持，普遍用于覆盖５ｋｍ范围的大型户外环境，

却在室内环境中易因信号衰退而失效［１］．因此，在众多提供移动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方

案中［２］，融合 Ｗｉ?Ｆｉ和 ＷｉＭＡＸ这２种标准技术，用以创建一个完整的无线解决方案，提供移动互联网

的接入，自然而然成为其中一种趋势．Ｓ．Ｄ．Ｓｅｐｅｈｒ等
［３］调查了作为城域网回程支持的 ＷｉＭＡＸ的网络

性能．Ｓ．Ｋ．Ｓｉｎｇｈ等
［４］对比 Ｗｉ?Ｆｉ，ＷｉＭＡＸ技术参数，提出基于 Ｗｉ?Ｆｉ网络的 ＷｉＭＡＸ架构并解释了

其可能性．Ａ．Ｋｕｎｄｕ等
［５］在 ＷｉＭＡＸ，ＷＬＡＮ及 ＷｉＭＡＸ?ＷＬＡＮ这３种网络模型中，对比研究不同的

音频编解码方式对ＶｏＩＰ性能方面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到 ＷｉＭＡＸ?ＷＬＡＮ网络中其他业务类型的情

况．本文针对融合 ＷｉＭＡＸ和 Ｗｉ?Ｆｉ无线网络以提供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接入需求，设计了一种将

ＷｉＭＡＸ作为 Ｗｉ?Ｆｉ回程支持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并利用ＯＰＮＥＴ仿真工具对整个异构无线网

络进行建模．采用基于网络自相似业务模型（ＯＮ／ＯＦＦ模型）中的Ｐａｒｅｔｏ分布产生业务流量，对实时业

务（ＶｏＩＰ业务）和非实时业务（ＨＴＴＰ，ＦＴＰ业务）进行了仿真．

１　自相似业务模型

自相似性流模型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代网络业务流量的一些宏观观察特性（如长相关性、自相似

特性），成为人们主要研究的一类模型．重尾是指随机变量在超过某个足够大的值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

概率．最典型的重尾分布是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由于Ｐａｒｅｔｏ过程本身具有的自相似性，所以可以利用它建模

网络自相似业务，从而仿真实现数据业务．

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６］为

犳（狓）＝
０，　　　　　狓＜犪，

犮犪犮／狓犮＋１，　　狓≥犪
｛ ．

（１）

式（１）中：犪是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位置参数；犮是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形状参数．产生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方法
［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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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Ｐａｒａｔｏ＝犪／犝
１／犮． （２）

式（２）中：犝 是满足均匀分布的（０，１）中的值．

由于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限，通过式（２）产生伪Ｐａｒｅｔｏ分布．叠加多个具有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的ＯＮ／

ＯＦＦ周期，产生自相似业务流量。

２　犠犻犕犃犡／犠犻?犉犻的犙狅犛支持

为了在８０２．１１ｅ网络中支持ＱｏＳ，引入服务请求和服务水平协商功能，结合 ＨＣＣＡ定义的８种业

务类别（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Ｃ）分类方式，用ＴＳＰＥＣ描述和往来一个非接入点（ａｃｃｅｓｓｐｏｉｎｔ，ＡＰ）ＱＳＴＡ

（支持ＱｏＳ工作站）的业务特性、业务流（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ｔｒｅａｍ，ＴＳ）的ＱｏＳ需求．当一个新的ＴＳ启动时，节点

需要发送服务请求给ＡＰ，提供ＴＳＰＥＣ，而ＡＰ将执行准入控制以决定是否允许服务的新流进入
［７］．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６标准支持多种服务，根据实时性要求可分为实时、非实时业务
［８］．实时业务分为主动

授予业务（ｕｎｓｏｌｉｃｉｔｅｄｇｒａ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ＧＳ）、扩展实时轮询业务（ｅｘｔｅ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ｏｌｌ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ｒｔＰＳ）、实时轮询业务（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ｏｌｌ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ｔＰＳ）；而非实时业务分为非实时轮询业务（ｎｏｎ?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ｏｌｌ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ｒｔＰＳ）和尽力而为业务（ｂｅｓｔｅｆｆｏｒｔ，ＢＥ）．

图１　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异构网络架构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

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３　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

３．１　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的架构

建模 Ｗｉ?Ｆｉ／ＷｉＭＡＸ异构无线融合网络模

型，其网络架构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在 Ｗｉ?Ｆｉ热

点区域内，移动 Ｗｉ?Ｆｉ客户端通过ＡＰ实现移动

互联网的接入．所使用ＡＰ是同时具有支持 Ｗｉ?Ｆｉ

和 ＷｉＭＡＸ的 ＭＡＣ和ＰＨＹ层接口的特殊ＡＰ，

可充当 ＷｉＭＡＸ网络的用户站（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Ｓ），通过基站（ｂａ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Ｓ）将 Ｗｉ?Ｆｉ网

络数据中继传输到互联网上，反之亦然．

３．２　业务流类型的映射

ＷｉＭＡＸ协议中，需要每个业务流都在ＳＳ和

ＢＳ上注册．ＳＳ必须发送带有ＱｏＳ参数集的流规

格（类似ＴＳＰＥＣ）的连接建立请求给ＢＳ，而ＢＳ将相应提供带宽．Ｗｉ?Ｆｉ的 ＴＳＰＥＣ信息中，例如平均

ＭＳＤＵ大小、平均业务速率、服务速率最小值和时延界限，等等，可以通过合适的业务类别映射，如表１

所示，直接映射到 ＷｉＭＡＸ给定的流规格．

表１　ＷｉＭＡＸ和 Ｗｉ?Ｆｉ的业务流类别映射

Ｔａｂ．１　Ｔｙｐ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ＷｉＭＡＸａｎｄＷｉ?Ｆｉｔｒａｆｆｉｃｆｌｏｗ

Ｗｉ?ＦｉＡＣ Ｗｉ?ＦｉＴＣ 描述 ＷｉＭＡＸ的服务等级 应用

ＡＣ＿ＢＫ ＴＣ１，ＴＣ２ 背景流量 ＢＥ 互联网流量的背景流量，ＨＴＴＰ

ＡＣ＿ＢＥ ＴＣ０，ＴＣ３ ＢＥ ｎｒｔＰＳ ＦＴＰ

ＡＣ＿ＶＩ ＴＣ４，ＴＣ５ 视频，ＶｏＩＰ ｒｔＰＳ，ｅｒｔＰＳ ＭＰＥＧ，有静音抑制的ＶｏＩＰ（ＶＢＲ流量）

ＡＣ＿ＶＯ ＴＣ６，ＴＣ７ 语音，Ｔ１ ＵＧＳ 无静音抑制的ＶｏＩＰ（ＣＢＲ流量）

　　根据表１所示的业务流类别映射关系，将 ＷｉＭＡＸ与 Ｗｉ?Ｆｉ网络间的业务流根据ＱｏＳ需求进行映

射．此映射功能由具有 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双栈结构的特殊ＡＰ实现．如此在 ＷｉＭＡＸＢＳ上调度时，只需

将 Ｗｉ?Ｆｉ业务流当作 ＷｉＭＡＸ业务流调度．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网络间端到端流建立需要一些融合管理信

息，如图２所示．

１）接收来自上层的新的流请求的 Ｗｉ?Ｆｉ客户端，将为流的建立生成一个 ＭＡＣ添加请求消息

（ＡＤＤ＿ＲＥＱ）．该消息将包括新的流的ＴＳＰＥＣ．

２）在特殊ＡＰ的 Ｗｉ?ＦｉＭＡＣ层处接收到请求之后，上层的流量映射模块，通过 ＡＤＤ＿ＲＥＱ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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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流建立过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ｌｏｗ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ＳＰＥＣ到流服务，并生成一个动态服务添

加请求（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ｅｓｔ，

ＤＳＡ?ＲＥＱ）．

３）ＢＳ在接收ＤＳＡ?ＲＥＱ时，基于准入

控制模块，发送一个动态服务添加响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ｎｐｓｅ，ＤＳＡ?

ＲＥＳＰ）．如果连接被接受，ＢＳ也为此流发

送一个连接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ＩＤ，ＣＩＤ）．

４）特殊 ＡＰ接收到ＣＩＤ，并向 Ｗｉ?Ｆｉ

客户端发送一个带有业务流ＩＤ（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ｔｒｅａｍＩＤ，ＴＳＩＤ）的添加请求响应消息

（ＡＤＤ＿ＲＥＱ），通知 Ｗｉ?Ｆｉ的 ＭＡＣ关于流

接收的信息．ＣＩＤ和ＴＳＩＤ由特殊ＡＰ中的

映射模块进行映射．

流建立的请求一旦被接受，Ｗｉ?Ｆｉ网络的数据包将通过特殊ＡＰ处理后转发至 ＷｉＭＡＸ网络．Ｗｉ?

Ｆｉ客户端上层产生的数据包经过 ＭＡＣ层、ＰＨＹ层，无线传输给特殊ＡＰ的 Ｗｉ?ＦｉＰＨＹ层；然后，通过

Ｗｉ?ＦｉＭＡＣ层移交给流量映射模块，对应表１的流量映射关系，重新封装 ＷｉＭＡＸ数据包包头信息，转

交给特殊ＡＰ的 ＷｉＭＡＸＭＡＣ层、ＰＨＹ层；最后，通过无线传输给ＢＳ的 ＷｉＭＡＸＰＨＹ层，再由ＢＳ转

交给上层．这就是一次数据包由Ｗｉ?Ｆｉ向ＷｉＭＡＸ网络的传输过程；反之，可得到数据包由 ＷｉＭＡＸ向

图３　ＯＰＮＥＴ中的仿真场景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ｉｎＯＰＮＥＴ

Ｗｉ?Ｆｉ网络的传输过程．

４　仿真建模与配置

４．１　融合网络拓扑结构

实验采用ＯＰＮＥＴＭｏｄｅｌｅｒ１４．５．Ａ建模

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融合网络，仿真的网络场景如

图３所示．在 Ｗｉ?Ｆｉ热点区域（半径６０ｍ）内，

移动 Ｗｉ?Ｆｉ客户随机移动，通过ＡＰ实现移动

互联网的访问．ＡＰ充当 ＷｉＭＡＸ网络的ＳＳ，

有 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 双 栈 结 构，可 处 理

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网络间流量映射的映射模块．

主干网上，服务器通过ＢＳ（ＷｉＭＡＸ＿ＢＳ）连接

到相距１２０ｍ以上的２个ＡＰ（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

ＡＰ）．ＢＳ和各个ＡＰ，ＡＰ和各个 Ｗｉ?Ｆｉ客户端间的带宽大小均为１０Ｍｂｉｔ·ｓ
－１．

表２　业务模块及配置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业务模块 配置情况

ＶｏＩＰ模块
（静默期压缩）

语音编码器（Ｇ．７１１标准），１语音帧／数据
包，压缩、解压缩时延均为０．０２ｓ，
静音指数、活动指数均服从指数分布

ＨＴＴＰ模块
ＨＴＴＰ１．１标准，页面请求时间间隔
服从Ｐａｒｅｔｏ分布，页面内容包括平均
５个中等大小（５００Ｂ至２ｋＢ）的图片

ＦＴＰ模块 传输的文件大小服从Ｐａｒｅｔｏ分布

４．２　业务生成模块

ＷｉＭＡＸ网络业务 流具有自相性特

性［９］．为了更接近现实情况，基于网络自相似

性模型Ｐａｒｅｔｏ分布，针对实时业务、非实时

业务及其具体配置情况，如表２所示．

５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以下实验均采用 ＯＰＮＥＴ１４．５．Ａ仿真

软件，仿真５００ｓ，实验结果从１００ｓ开始采样，采样间隔为３０ｓ．

５．１　重尾函数自相似性仿真比较

ＯＰＮＥＴ１４．５．Ａ仿真软件函数库中，提供了Ｐａｒｅｔｏ，Ｇａｍｍａ，Ｅｒｌａｎｇ等多种重尾分布
［１０］．对Ｐ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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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重尾函数性能仿真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ｔａｉｌ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Ｇａｍｍａ，Ｅｒｌａｎｇ这３种重尾分布，设置相同的位置参

数和形状参数，生成的业务流量（犙）仿真结果，如图４所

示．从图４可以看出：比起其他２种分布，在具备重尾特

性的同时，Ｐａｒｅｔｏ分布具有较好的数据突发性，更接近

于真实网络流量特性．

５．２　融合模型与传统模型的性能比较

传统模型通常建模了 ＷｉＭＡＸ，Ｗｉ?Ｆｉ两部分网络，

利用路由器将 ＷｉＭＡＸＢＳ与 Ｗｉ?ＦｉＡＰ进行连接，并没

有文中所提融合模型的业务流类型映射机制以保障业

务的ＱｏＳ需求．在 ＯＰＮＥＴ中建立这２种模型，配置

ＶｏＩＰ，ＨＴＴＰ业务，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５，６所示．

从图５可知：在 ＶｏＩＰ数据包端到端时延（狋ＶｏＩＰ）方

面，融合模型几乎为０，传统模型高达６ｓ．从图６可知：

在ＨＴＴＰ页面响应时间（狋ＨＴＴＰ）方面，融合模型低于０．２

ｓ，传统模型高达０．８ｓ．因此，融合模型在ＶｏＩＰ，ＨＴＴＰ业务上性能优于传统模型，其他业务也类似，不

再详述．

图５　模型ＶｏＩＰ数据包端到端时延对比　　　　　　　　　图６　模型 ＨＴＴＰ页面响应时间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ｏＩＰｐａｃｋｅｔｄｅｌａｙｉｎ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ＴＴＰｐａ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ｉｎｍｏｄｅｌｓ

５．３　不同配置结果对比

根据ＶｏＩＰ，ＨＴＴＰ，ＦＴＰ等３种业务存在的不同需求，设置优先级，其配置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业务优先级配置

Ｔａｂ．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

服务等级 业务类型

优先级：ＶｏＩＰ＞ＨＴＴＰ／ＦＴＰ

最大持续　　最小预留
业务速率／　　业务速率／
Ｍｂｉｔ·ｓ－１　　Ｍｂｉｔ·ｓ－１

优先级：ＨＴＴＰ＞ＦＴＰ＞ＶｏＩＰ

最大持续　　最小预留
业务速率／　　业务速率／
Ｍｂｉｔ·ｓ－１　　Ｍｂｉｔ·ｓ－１

优先级：ＦＴＰ＞ＨＴＴＰ＞ＶｏＩＰ

最大持续　　最小预留
业务速率／　　业务速率／
Ｍｂｉｔ·ｓ－１　　Ｍｂｉｔ·ｓ－１

Ｇｏｌｄ ＶｏＩＰ业务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３７５ ０．５００ ０．３７５

Ｓｉｌｖｅｒ＿ｎｒｔＰＳ ＦＴＰ业务 ０．３７５ ０．３７５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Ｂｒｏｎｚｅ ＨＴＴＰ业务 ０．３７５ ０．３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ＶｏＩＰ的语音质量通常由平均意见值（ｍｅａ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ＭＯＳ）来估计的，其范围是从１（无法接

受的）到５（极好的），依赖于网络的时延和数据包的丢失
［５］，如图７，８所示．从图７，８可知：异构无线网

络中ＶｏＩＰ业务性能表现均良好，ＶｏＩＰＭＯＳ平均值在３．６以上．

实验采用的ＶｏＩＰ编解码器、发送者与接收者及其传输距离（随机移动）是一样的，因此，数据包的

端到端时延的不同，主要取决网络的传播、发送和排队时延［１１］．从图８还可看出：数据包端到端时延平

均值总体在０．０８０～０．０８４ｓ间，最大值０．０８８ｓ也低于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Ｇ．１１中建议的０．１５ｓ
［１２］．

ＨＴＴＰ和ＦＴＰ的响应时间平均值，分别如图９，１０所示．从图９可知：ＨＴＴＰ页面的响应时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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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ＶｏＩＰＭＯＳ值　　　　　　　　　　　　　图８　ＶｏＩＰ数据包端到端时延平均值

　　　　　Ｆｉｇ．７　ＭＯ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ＶｏＩＰ　　　　　　　　　Ｆｉｇ．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ａｃｋｅｔｅｎｄｔｏｅｎｄｄｅｌａｙｏｆＶｏＩＰ

均值低于０．２５ｓ，ＨＴＴＰ优先配置下由低于０．０５ｓ的ＨＴＴＰ页面响应时间平均值可以得出，此配置下

ＨＴＴＰ性能表现最佳．从图１０可知：ＦＴＰ上传和下载的响应时间平均值都低于０．２２ｓ，ＦＴＰ优先配置

下的ＦＴＰ上传和下载响应时间平均值最低，在０．０６ｓ以下，说明此配置下ＦＴＰ业务性能表现最优．

　　　　　　　　　　　　　　　　　　　　　　（ａ）上传　　　　　　　　　　　　（ｂ）下载　　

图９　ＨＴＴＰ页面的响应时间平均值　　　　　　　　　图１０　ＦＴＰ的响应时间平均值　　　　

Ｆｉｇ．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ｏｆＨＴＴＰ　　　　　　　Ｆｉｇ．１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ｏｆＦＴＰ　　　

图１１　ＷｉＭＡＸ吞吐量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ｏｆＷｉＭＡＸ

图１１为 ＷｉＭＡＸ吞吐量（犙ＷｉＭＡＸ）．从图１１可知：

同配置下，ＷｉＭＡＸ网络吞吐量特性符合网络自相似模

型，具备较强的流量突发性．

综合所述可知：４种不同业务优先配置下，异构网络

融合模型的网络流量具备网络自相似模型的流量特性．

分析实验结果中各个业务的 ＱｏＳ指标，验证了为满足

各种不同业务优先需求而采用的优先级配置的有效性，

即在对应的业务优先配置下，相应的业务性能表现最

佳，从而证明该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能很好保障实时

业务和非实时业务的ＱｏＳ要求．

６　结论

针对融合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６和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这２种标准以提供移动互联网接入需求，设计了使用

ＷｉＭＡＸ作为 Ｗｉ?Ｆｉ回程支持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采用业务流映射机制，将 Ｗｉ?Ｆｉ网络中的业

务流映射至 ＷｉＭＡＸ网络中，以便ＢＳ上进行调度．基于网络自相似业务模型Ｐａｒｅｔｏ分布生成业务流

量，利用ＯＰＮＥＴ对其仿真建模，对比传统模型，该融合模型在ＶｏＩＰ，ＨＴＴＰ业务上性能更优．

研究得出异构无线网络中，针对实时业务（ＶｏＩＰ，ＭＰＥＧ业务）和非实时业务（ＨＴＴＰ，ＦＴＰ业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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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优先需求的优先级配置．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在各种不同业务优先配置下，得到相应业务性能表现最

佳的结果，证实了该异构无线融合网络模型能够很好地保障实时业务和非实时业务的ＱｏＳ要求．

在不同的调度算法下，对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模型的性能研究将是我们的下一步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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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偏与高速移动场景中的协作

犗犉犇犕系统性能分析

陈东华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理论分析频偏与信道时变引起的子载波间干扰（ＩＣＩ），以及其对协作正交频分复用（ＯＦＤＭ）系统接收

性能的影响，并通过数值仿真得到ＩＣＩ的分布及系统误码率．实验结果表明：一方面频偏与信道时变共同作用

下的ＩＣＩ更加严重，并由此导致系统性能的严重恶化；另一方面，频偏与信道时变作用下的ＩＣＩ随子载波间隔

的增加而减小．说明低复杂度ＩＣＩ均衡是可行的．

关键词：　协作通信；正交频分复用；载波频偏；时变信道

中图分类号：　ＴＮ９１１．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正交频分复用（ＯＦＤＭ）利用并发和正交传输提高了传输效率
［１］，单天线终端通过协作节点之间的

共享传输可以获得空间分集［２］．协作传输与ＯＦＤＭ技术相结合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近年来得到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３］．协作ＯＦＤＭ的上述优点是在收发信机之间严格同步和静态信道条件下获得的，然

而在移动应用环境中［４］，协作ＯＦＤＭ技术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在高速移动通信场景中，信道时变会

导致接收机载波发生多普勒频移，从而引起子载波之间的干扰（ＩＣＩ）；其次，收发信机的载波同步不理想

或移动台移动会导致载波频偏（ＣＦＯ）
［５］，而ＣＦＯ也会引起ＩＣＩ并进而恶化系统性能．针对传统ＯＦＤＭ

系统中的ＩＣＩ问题，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克服方法
［６?９］．然而，现有研究大多

没有考虑协作传输体制，相对于传统单跳ＯＦＤＭ系统，由于协作通信为多跳传输系统，协作ＯＦＤＭ 中

的子载波间干扰成分更为复杂，传统单跳系统的相关研究结果不再适用于协作传输体制．为了揭示频偏

与信道时变对协作ＯＦＤＭ传输的影响，本文对信道时变与ＣＦＯ共存条件下的协作ＯＦＤＭ系统的接收

图１　协作ＯＦＤＭ传输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ＤＭ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性能进行了研究，系统分析了协作 ＯＦＤＭ 系统中的ＩＣＩ及其对 ＯＦＤＭ

系统接收性能的影响．

１　系统模型

协作ＯＦＤＭ传输系统包含一个源节点Ｓ、一个中继节点Ｒ和一个目

的节点Ｄ，如图１所示．协作传输过程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源节点

Ｓ向中继节点Ｒ和目的节点Ｄ同时发送数据，发射端经ＯＦＤＭ调制后的

时域信号为

狓（狀）＝
１

槡犖
∑
犖－１

犽＝０

犡（犽）ｅｘｐ（ｊ２π
犽狀
犖
），　　狀＝０，…，犖－１． （１）

式（１）中：犖 和犡（犽）分别为每符号的子载波数以及第犽个子载波上的调制数据．发送数据增加长度为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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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前缀后，送入时频双选择性信道进行传输．记犺ｓｒ（狀，犾），犺ｒｄ（狀，犾）和犺ｓｄ（狀，犾）分别为Ｓ到Ｒ链路，Ｒ

到Ｄ链路和Ｓ到Ｄ链路的第犾条路径在狀时刻的信道脉冲响应（ＣＩＲ），且假设所有链路的最大传输路

径数均为犔．令狔ｓｒ（狀）和狔ｓｄ（狀）分别表示节点Ｒ和节点Ｄ在第一阶段狀时刻时的接收信号，则狔ｓｒ（狀）和

狔ｓｄ（狀）可分别表示为

狔ｓｒ（狀）＝∑
犔－１

犾＝０

犺ｓｒ（狀，犾）狓（狀－犾）＋狕ｓｒ（狀）， （２）

狔ｓｄ（狀）＝ｅｘｐ（ｊ２π
ε１狀

犖
）∑
犔－１

犾＝０

犺ｓｄ（狀，犾）狓（狀－犾）＋狕ｓｄ（狀）． （３）

式（２），（３）中：ε１ 是由Ｓ，Ｄ收发信机载波震荡频率不一致造成的ＣＦＯ；狕ｓｒ（狀），狕ｓｄ（狀）为零均值方差σ
２ 的

加性高斯白噪声．在协作传输第二阶段即中继阶段，节点Ｒ将接收信号狔ｓｒ（狀）放大（假设犌倍）后转发

至Ｄ节点．Ｄ节点在协作传输第二阶段的接收信号可表示为

狔ｒｄ（狀）＝犌·ｅｘｐ（ｊ２π
ε２狀

犖
）∑
犔－１

犾＝０

犺ｒｄ（狀，犾）狔ｓｒ（狀－犾）＋狕ｒｄ（狀）＝

犌·ｅｘｐ（ｊ２π
ε２狀

犖
）∑
犔－１

犾′＝０
∑
犔－１

犾＝０

犺ｒｄ（狀，犾）犺ｓｒ（狀，犾′）狓（狀－犾－犾′）＋狏（狀）． （４）

式（４）中：ε２ 是由Ｒ，Ｄ链路引入的ＣＦＯ；狕ｒｄ（狀）为Ｒ?Ｄ传输阶段的信道加性噪声；狏（狀）为Ｓ?Ｒ?Ｄ传输阶

段的等效信道加性噪声，即

狏（狀）＝犌∑
犔－１

犾＝０

犺ｒｄ（狀，犾）狕ｓｒ（狀－犾）＋狕ｒｄ（狀）． （５）

　　Ｄ节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接收信号叠加后，得到最终接收信号狔ｄ（狀），表示为

狔ｄ（狀）＝狔ｒｄ（狀）＋狔ｓｄ（狀）． （６）

　　接收信号去除ＣＰ并经Ｎ点ＤＦＴ后得到ＯＦＤＭ解调信号为

犢ｄ（犽）＝
１

槡犖
∑
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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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ｄ（狀）ｅｘｐ（－ｊ２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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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１

狌＝０，犽≠狌

犎（犽，狌）犡（狌）＋犠（犽）． （７）

式（７）中：犢ｄ（犽）为第犽个子载波对应的接收信号；犎（犽，犽）为第犽个子载波数据上的信道增益；犠（犽）为

频域叠加噪声，且犠（犽）＝犞（犽）＋犣ｓｄ（犽）；犞（犽），犣ｓｄ（犽）分别为狏（狀），狕ｓｄ（狀）的傅里叶变换；式（７）右边的

第一项为第犽个子载波上的期望接收信号，第二项为其他子载波数据对第犽个子载波数据的ＩＣＩ干扰；

犎（犽，狌）为第狌个子载波数据对第犽个子载波数据的ＩＣＩ加权系数．犎（犽，犽）和犎（犽，狌）可分别表示为

犎（犽，犽）＝犌∑
２犔－２

犾＝０

珔犺（犾）ｅｘｐ（－ｊ２π
犽犾
犖
）＋∑

犔－１

犾＝０

珔犺ｓｄ（犾）ｅｘｐ（－ｊ２π
犽犾
犖
）， （８）

犎（犽，狌）＝犌∑
２犔－２

犾＝０

（１
犖∑

犖－１

狀＝０

犺（狀，犾）ｅｘｐ（－ｊ
２π
犖
（犽－狌－ε２）狀）ｅｘｐ（－ｊ

２π
犖
狌犾）＋

∑
犔－１

犾＝０

（１
犖∑

犖－１

狀＝０

犺ｓｄ（狀，犾）ｅｘｐ（－ｊ
２π
犖
（犽－狌－ε１）狀）ｅｘｐ（－ｊ

２π
犖
狌犾）． （９）

式（８），（９）中：珔犺（犾）＝
１

犖∑
犖－１

狀＝０

犺（狀，犾）ｅｘｐ（ｊ２π／犖）；珔犺ｓｄ（犾）＝
１

犖∑
犖－１

狀＝０

犺ｓｄ（狀，犾）ｅｘｐ（ｊ２πε１狀／犖）；犺（狀，犾）定义为

Ｓ?Ｒ?Ｄ链路的等效级联信道脉冲响应，即

犺（狀，犾）＝∑
犔－１

犾″＝０
∑
犔－１

犾′＝０

犺狀犾（狀，犾″）犺ｓｒ（狀－犾″，犾′）（犾′＋犾″－犾）． （１０）

　　当载波理想同步（ε１＝ε２＝０）且信道不随时间变化时，对任意犽≠狌，有犎（犽，狌）＝０，此时不存在ＩＣＩ．

当信道为ＡＷＧＮ且存在ＣＦＯ时，犎（犽，狌）为
［１０］

犎（犽，狌）＝∑
２

犻＝１

犌ｓｉｎ（πε犻）

犖ｓｉｎ（
πε犻＋狌－犽

犖
）
ｅｘｐ（

ｊπ（犖－１）ε犻－狌＋犽
犖

）． （１１）

　　当载波理想同步而信道随时间变化时，犎（犽，狌）变为

犎（犽，狌）＝犌∑
２犔－２

犾＝０

（１
犖∑

犖－１

狀＝０

犺（狀，犾）ｅｘｐ（－ｊ
２π
犖
（犽－狌）狀）ｅｘｐ（－ｊ

２π
犖
狌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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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犔－１

犾＝０

（１
犖∑

犖－１

狀＝０

犺ｓｄ（狀，犾）ｅｘｐ（－ｊ
２π
犖
（犽－狌）狀）ｅｘｐ（－ｊ

２π
犖
狌犾）． （１２）

式（１１），（１２）分别为式（９）的特例，式（１１）仅考虑了ＣＦＯ，而式（１２）仅考虑了信道时变．

２　犐犆犐分析

由式（７），（９）不难看出，信道时变和收发信机间载波频偏都会引起ＩＣＩ，进而恶化接收性能．ＩＣＩ的

产生因素主要有３个方面．１）信道不随时间变化（即犺（狀，犾）＝犺（犾），狀＝０，…，犖－１）而仅存在ＣＦＯ，这

种情况下，犎（犽，狌）仅由ε１ 和ε２ 确定，所以，此时ＩＣＩ仅由ＣＦＯ产生；２）信道时变而理想载波同步（ε１＝

ε２＝０），此时犎（犽，狌）仅由信道时变确定，相应地ＩＣＩ仅由信道时变产生；３）信道时变和载波频偏共存，

此时，犎（犽，狌）包含了这两种因素的贡献，这种情况下的ＩＣＩ为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ＩＣＩ与未知数据有关，难以得到其分布函数．为了揭示ＩＣＩ与移动台移动快慢和ＣＦＯ大小的

关系，采用系统仿真方法进行统计研究．一个典型的协作ＯＦＤＭ 系统中的ＩＣＩ分布情况，如图２，３所

示．图２设定参数：犳ｄ＝０．０５，ε１＝ε２＝０．０５；图３设定参数：犳ｄ＝０．１，ε１＝ε２＝０．１．协作ＯＦＤＭ 系统参

数：每符号子载波数犖＝６４；Ｓ?Ｄ，Ｓ?Ｒ和Ｒ?Ｄ链路的传输路径数均为犔＝６；且路径的功率延时剖面服从

指数分布［１１］；信道变化快慢用时变信道多普勒频移对符号长度归一化来表征［１２］；且假设各链路的归一

化多普勒频移犳ｄ均相同；ＣＰ长度为１６；中继放大倍数犌＝１．图２，３中考虑了上述３种参数组合情况，

图中曲线是对给定系统进行５００次随机实现的平均结果．由图２，３可知：信道时变或收发信机间ＣＦＯ

均会导致ＩＣＩ，而当两者共存时所引起的ＩＣＩ更加严重；此外，各种情况下的ＩＣＩ都随子载波间隔的增大

而急剧减小，该现象与传统ＯＦＤＭ系统中的ＩＣＩ分布一致，同时这一分布规律也是目前各种低复杂度

ＩＣＩ抑制算法的出发点．

图２　信道慢变或／和小频偏情况下的ＩＣＩ分布　　　　图３　信道快变或／和大频偏情况下的ＩＣＩ分布

Ｆｉｇ．２　ＩＣ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ｌｏｗ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ＩＣ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ａｓ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ｏｒｓｍａｌｌＣＦＯ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ｏｒｌａｒｇｅＣＦＯｃａｓｅｓ

３　接收性能分析及犐犆犐抑制

３．１　接收性能分析

由于难以得到ＩＣＩ的分布函数，从而无法推出系统理论性能表达式．为了定量分析在频偏与高速移

动场景中的协作ＯＦＤＭ系统性能，文中借助仿真研究存在信道时变与ＣＦＯ情况下的协作ＯＦＤＭ 系统

性能．系统参数：ＯＦＤＭ采用ＱＰＳＫ调制；接收机采用单抽头频域均衡器来恢复发送符号；其他系统参

数的选取与节２相同．不同信道变化快慢和不同ＣＦＯ大小时，系统误比特率（ＢＥＲ）性能如图４所示．由

图４可知：在静态信道及理想载波同步时，系统ＢＥＲ性能良好；而随着信道时变的加快或ＣＦＯ的增加，

由此产生的ＩＣＩ随之增大，从而导致系统性能急剧恶化；尤其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系统性能更差．

由图４还可知：在给定的参数下，仅由信道时变（无ＣＦＯ）导致的ＢＥＲ性能恶化比仅由ＣＦＯ（信道

时不变）导致的性能恶化更加严重．图２，３中的信道时变引起的ＩＣＩ系数比ＣＦＯ引起的ＩＣＩ系数要小，

但图４显示信道时变导致的ＢＥＲ反而比ＣＦＯ导致的ＢＥＲ大．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ＣＦ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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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ＩＣＩ项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ＩＣＩ分量的相关性抵消了部分干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性

能的恶化，ＣＦＯ情况下ＩＣＩ的相关性也是部分ＣＦＯ补偿方法的基础．

在传统非协作ＯＦＤＭ系统中，ＣＦＯ或信道时变引起的ＩＣＩ随着子载波间隔的增加而减小这一规律

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与验证．在信道时变和ＣＦＯ共存时，协作传输体制下的ＩＣＩ仍随子载波间隔的增

大而迅速减小，这一结论为低复杂度的ＩＣＩ抑制方法的构造提供了可能．

（ａ）犳ｄ＝０．０５，ε１＝ε２＝０．０５ （ｂ）犳ｄ＝０．１，ε１＝ε２＝０．１

图４　系统ＢＥＲ性能

Ｆｉｇ．４　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２　低复杂度犐犆犐抑制

由于ＣＦＲ的上述分布规律，可利用该性质来实现低复杂度的ＩＣＩ抑制算法．以传统ＯＦＤＭ 系统中

的低复杂度最小均方误差排序串行干扰抵消（ＭＭＳＥ?ＯＳＩＣ）
［１３］检测器，作为协作ＯＦＤＭ系统的符号检

测器．假设子载波间隔大于犇的ＩＣＩ近似为零．

为了定量评估系统性能，分别采用单抽头均衡、ＭＭＳＥ均衡和排序串行干扰抵消均衡的误比特率，

由图５可知：在不同的信道参数下，相对于单抽头检测（即无ＩＣＩ抑制）；犇＝２时的ＩＣＩ抑制即可显著提

高检测性能，增加了串行干扰抵消以后，性能进一步得到增加．实际应用中，犇的大小可根据性能与复杂

度的要求折中选取．对比图５（ａ），（ｂ）可见：随着频偏增大及信道时变加快，单抽头均衡的误比特率性能

严重恶化；而经过低复杂度ＩＣＩ抑制以后两者的性能几乎相同，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分析．

（ａ）犳ｄ＝０．０５，ε１＝ε２＝０．０５ （ｂ）犳ｄ＝０．１，ε１＝ε２＝０．１

图５　低复杂度ＩＣＩ检测下的系统ＢＥＲ性能

Ｆｉｇ．５　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ＣＩ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４　结束语

信道时变和收发信机之间的载波频偏会破坏ＯＦＤＭ子载波间正交性，由于协作传输体制的多跳特

点，传统单跳ＯＦＤＭ系统的已有分析结果在多跳ＯＦＤＭ系统需要重新考虑．研究了频偏与信道时变条

件下协作ＯＦＤＭ系统的接收性能，分析了两种因素共存下的ＩＣＩ分布情况．结果表明：这两种因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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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的ＩＣＩ更加严重，由此导致系统性能的严重恶化；但另一方面，两种因素作用下的ＩＣＩ在协作传

输中仍然随子载波间隔的增加而减小，这为研究低复杂度的ＩＣＩ抑制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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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匹疵点检测多机任务并行处理平台的构建

易燕１，郑力新２，周凯汀１，林似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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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３．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８）

摘要：　针对布匹疵点检测算法复杂度高、实时性差等问题，提出一种以多台计算机并行处理为基础的布匹疵

点检测平台的构建方案．首先，改进多处理器硬件体系为松耦合方式；然后，根据图像处理算法一般流程，抽象

出图像处理模型，并依据模型将处理算法以任务的形式进行分解、封装；最后，通过构建简单实用的用户数据

报协议，将任务传输给相应的客户端进行解析处理．结果表明：平台切实可行，检测算法得到显著的加速．

关键词：　布匹疵点；图像采集；并行处理；动态任务；松耦合；用户数据报协议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０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目前，纺织企业的布匹疵点检测基本上是由人工完成的，检测速度慢、漏检率高，亟需一种能够快速

检测疵点的自动检测系统．织物疵点检测的机器视觉实现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图像领域的热门研究

课题之一［１］．龚艳军
［２］提出了相机＋数字信号处理器（ＤＳＰ）＋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并通过自适应小波分

解的疵点检测算法找出最适合布匹纹理的小波，但该方法实现复杂，实时性得不到保障．文献［３］提出了

利用ＰＣ机构建双缓冲并行系统代替专业的ＤＳＰ开发板，但其采用的双阈值结合形态学的算法过于简

单，检测率并不理想．赵振宏等
［４］构建了相机＋多ＤＳＰ＋ＦＰＧＡ的硬件结构，但对于如何使用多协处理

器来提高检测系统的处理性能，并未给出方法．本文构建一种多机并行处理平台，将不同的疵点检测算

法运行在平台之上以提高算法的处理性能．

１　多机平台的整体构建与实现

１．１　硬件系统设计

采用多处理器方式可获得较高的处理性能，但传统结构中服务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空闲状态，且一

般采用紧耦合的方式，即各个处理器的处理任务事先分配好，运行时不能调整．这样可使系统获取一个

图１　多机平台硬件系统框图

Ｆｉｇ．１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较好的性能，但各部分容易相互影响，可能致使整个系

统崩溃．为克服传统结构的不足，考虑容错机制
［５?６］，整

个系统采用松耦合方式，即在运行过程中动态分配各个

处理器的处理任务，且服务器也参与处理．图１为多机

平台的硬件系统框图．

１．２　软件架构系统

根据疵点检测图像处理一般过程，抽象出图像处理

算法的一般模型，如图２所示．图像处理算法由一系列

相互递进的过程组成，每个过程又由多个相互独立的处理函数组成．将图像处理算法看成是可以在多台

计算机之间并行处理而互不影响、相互独立的任务，即引出多机平台的软件架构（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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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多机平台软件整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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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图像处理算法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１．３　多机数据的高速可靠传输

硬件系统是由多台计算机通过千兆以太网组成的小型局域网，具有

网络传输速度快、环境简单、干扰因素少的特点．依据具体情况，数据的

可靠传输至关重要而数据包的顺序则无关紧要，因此协议的关键是解决

数据发送过程中的丢包问题．参照ＴＣＰ（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协议的可靠性机制［７］，以及ＵＤＴ（ＵＤＰ?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等

实现过程，引入了简单的握手机制及数据重发机制，其框架如图４所示．图４中：实线表示数据流；虚线

图４　可靠传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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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控制流．

１．４　多机任务管理层的实现

管理层负责任务的分配、跟踪及对其他层的管理，具体实现

了对客户端的管理和对任务结构体的定义．把任务封装成一个

一维数组，通过传输协议发送给客户端，而客户端接收到任务结

构体后，将任务进行解析，重新分配内存，获得可用的内存指针．

１．４．１　任务结构体定义　根据传输数据特点及传输协议定义了

任务结构体（图５）．其中，客户端索引指处理该任务的客户端的标

识码，该字段值由任务分配算法根据客户的处理情况进行指定，

实现任务的动态分配．函数索引指处理该任务所需函数的标识码，通过该字段值可指定任务的处理函

图５　任务结构体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ａｓｋ

数，实现不同任务对应不同的处理算法．

１．４．２　任务封装与解析　任务封装的意义是将任务结构体中对应的数据全

部放到一个数组里面，以便对该任务进行发送．任务解析则相反，是将数组中

的数据解释成任务的结构，以便应用程序进行处理．在任务传递时，如果只是

将普通的结构体转换成数组的形式，是很容易实现的，有所不同的是结构体里

面包含图像指针．图像指针所指向的内容里面又包含图像数据指针．因此需

要对任务结构体做专门的处理，将需要的数据封装成一个数组，以便程序进行

传递．在图５所示的任务结构体中，图像指针为 ＯｐｅｎＣＶ里使用的ＩｐｌＩｍａｇｅ

结构．该结构体中定义了图像的宽、高、位深、通道数等信息，而图像的数据则

是以指针的方式给出．因此，可将任务结构体封装成一个数组．

任务解析是将数组解析成图５所示的任务结构体形式，但这里并不能简单地将指针进行赋值．原因

在于两台电脑的内存分配不一样，例如在电脑Ａ中，分配的图像结构体指针为０ｘ００１２ｃ２８８，而在电脑Ｂ

中，该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有可能已被占用．因此，在任务的解析时，需要对各个数据空间进行重新申请、

分配，然后赋值相应的指针．

２　多机平台的疵点检测算法的实现

２．１　并行处理的实现

将图２算法模型实例化，假设其实例化算法任务递进模型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算法的任务递进分为

４个过程，每个过程中包含１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处理函数，将它们定义为任务，需将其分配到客户端

进行并行处理．

对于任务分配的客户端，先定义了分配算法函数．然后，通过调用分配算法函数，得到处理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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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算法的任务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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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信息．最后，按照图５所示结构体

填充过程对应的任务并标记为Ｔ犻犼（犻表

示第几个过程，犼表示该过程中第几个

处理函数），例如：过程１的处理函数

犳１，１（狓，狔），犳１，２（狓，狔），犳１，３（狓，狔）对应的

任务分别为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３．

图６中算法的递进关系可以从过程

和任务两个思路来理解． 过程的思路

是，图像进入后，由过程１进行处理，等

待过程１全部处理后再转由过程２处理，按此顺序递进处理，最后由过程４处理输出结果．为了直观的

说明任务分配的情况，其具体分配情况如图７所示．

图７　基本实现的任务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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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７可以看出：如果以“过程”为基元来处理的话，可能导致某一段客户端的闲置．通过在客户

端实现一个任务列表，存储２个以上的任务来节省任务的分配与接收时间．在与过程不冲突的前提下，

以“任务”为基元，根据“谁最闲，谁处理”的原则，在分配任务前计算客户端任务的处理量大小（任务的运

算量之和），并将需要分配的任务按照处理量的大小进行排序，将处理量最大的任务分配给总处理量最

小的客户端．这样不仅克服了任务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时间的浪费，这就是“任务”的思路．

２．２　犌犪犫狅狉滤波器组的疵点检测算法

Ｇａｂｏｒ算法作为一种多尺度空间?空间频域滤波方法，非常适用于提取多尺度的纹理特性
［８］．其一

般处理过程为预处理、Ｇａｂｏｒ滤波、特征提取、图像融合，然后进行分类等后处理，最后输出结果．二维

Ｇａｂｏｒ函数空间表达式的一般形式
［９?１０］为

犵（狓，狔）＝
１

２πσ狓σ狔
ｅｘｐ（－

１

２
［（狓
σ狓
）２＋（

狔
σ狔
）２］ｅｘｐ（２πｊ犉狓）． （１）

式（１）中：σ狓，σ狔 是尺度因子，决定函数的空间扩展；犉表示Ｇａｂｏｒ函数的中心频率．由式（１）变形可得

犵狆，狇（狓，狔）＝犵（狓′，狔′）＝
１

２πσ
２ｅｘｐ（－

１

２σ
２
［（狓′）２＋（狔′）

２］ｅｘｐ（２πｊ犉狓′） （２）

式（２）中：狓′＝狓ｃｏｓθ狇＋狔ｓｉｎθ狇；狔′＝－狓ｓｉｎθ狇＋狔ｃｏｓθ狇；σ表示高斯函数的标准差，σ＝σ狓＝σ狔；θ狇＝π×

狇－１
犔
；狆，狇表示尺度膨胀的次数与方向旋转的次数，狆＝１，２，…，犛；狇＝１，２，…，犔 ．

按式（２）对Ｇａｂｏｒ函数进行尺度膨胀与方向旋转，可得到一组自相似的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组．取犉＝

１

２σ
，令犛＝１，犔＝２，即取１个尺度，０°，９０°两个方向，然后根据Ｇａｂｏｒ滤波结果求得疵点图像对应的最佳

尺度与方向，再对最佳效果的滤波图像进行融合，这样可减少冗余图像对结果的干扰．最后，经过后期

的平滑处理，得出疵点图像．疵点检测算法的多机平台实现过程及任务分配情况，如图８所示．

图８　算法的实现过程及任务分配情况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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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测试采用的ＰＣ机配置均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２，２．６６ＧＨｚ，４Ｇ，８００ＭＨｚ．将实际拍摄的疵点图

像在不同数量ＰＣ机构建的多机平台下进行实验．

３．１　平台有效性检验

测试图片大小为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以断纬疵点图像的检测为例，其处理结果如图９所示．

　（ａ）单台处理结果　　　　（ｂ）１服务器＋１客户端处理结果　　　（ｃ）１服务器＋２客户端

图９　疵点图像处理结果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ｄｅ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

分别利用１个尺度、２个方向（０°，９０°）和２个尺度、４个方向（０°，４５°，９０°，１３５°）的Ｇａｂｏｒ算法，对勾

丝、断经、断纬三类疵点多次测试并计算平均时间（狋）和加速比（γ），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加速比γ为

单台处理机处理所需要的时间与狆台处理机处理所需的时间的比值．

表１　三类疵点的处理时间及加速比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ｅｅ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ａｂｒｉｃｄｅｆｅｃｔ

平台类型

１个尺度，２个方向 ２个尺度，４个方向

勾丝

狋／ｓ　　　γ

断纬

狋／ｓ　　　γ

断经

狋／ｓ　　　γ

勾丝

狋／ｓ　　　γ

断纬

狋／ｓ　　　γ

断经

狋／ｓ　　　γ

单服务器 ０．２３５ １．００ ０．２３５ １．００ ０．２３４ １．００ ０．９５３ １．００ ０．９６８ １．００ ０．９６９ １．００

１台服务器＋
１台客户端　

０．１４０ １．６８ ０．１４１ １．６７ ０．１４１ １．６６ ０．５４６ １．７５ ０．５４７ １．７７ ０．５６２ １．７２

１台服务器＋
２台客户端　

０．１５６ １．５１ ０．１５７ １．５０ ０．１５６ １．５０ ０．３２３ ２．９５ ０．３４１ ２．８４ ０．３３２ ２．９２

　　从表１可知：１个尺度、２个方向（０°，９０°）的Ｇａｂｏｒ算法下，１台服务器＋１台客户端的加速比均值

约为１．６７，较单服务器方式增幅可达到０．６７；对于１台服务器＋２台客户端时，加速比不仅没有提高反

而降低．这是由于Ｇａｂｏｒ算法仅有１个尺度、２个方向，按照任务分配准则，在服务器参与处理的情况

下，只能将任务分配给３台处理器（１服务器＋２客户端）中的两台，这样其中一台就处于空闲状态，同时

服务端要对空闲客户端进行管理，从而导致了上述现象．此外，从１个尺度、２个方向（０°，９０°）和２个尺

度、４个方向（０°，４５°，９０°，１３５°）的Ｇａｂｏｒ算法计算结果对比可知，算法复杂度越高，处理时间越长，但系

统的加速效果越好，为降低漏检率和保证实时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３．２　快速性对比实验

对于疵点检测可将图片分割为两部分，分别送给两台计算机处理，最后将结果进行拼接．这种架构

表２　图片处理时间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

平台类型 图片大小
狋／ｓ

勾丝　　断纬　　断经
狋ａｖｇ／ｓ

单台ＰＣ机 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５

单台ＰＣ机 ５１２ｐｘ×２５６ｐｘ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７

１台服务器＋
１台客户端　

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用于提高检测速度［１１］，这也是许多学者

正在研究的一种架构．通过单机检测算

法，分别测试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

２５６ｐｘ两种图片大小的处理时间，并与

１台服务器＋１台客户端处理５１２ｐｘ×

５１２ｐｘ大小的图片的处理时间进行对

比，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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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知：提出的多机任务架构相对于拼接架构单机处理速度提升了约１０．２％，可见该架构具

有一定的优势．

４　结束语

通过对已有并行处理结构的研究分析，结合疵点检测算法的一般过程，构建了布匹疵点检测多机并

行处理平台．实验表明，平台能够获得较为显著的加速效果．然而，对疵点的分类算法尚未进行研究，对

于其他检测算法效果仍有待验证．虽将处理过程分解成任务并动态分配给客户端，但对如何结合“数据

分解”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多机系统的处理性能，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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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光栅生物传感器的传感特性分析

龚冬梅，孙小芳，王巨峰，庄琳玲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塑料矩形光栅作为生物传感器，将生物分子介质置于光栅凹槽内，通过测量光栅衍射效率进行传

感测量．给出塑料光栅生物传感器的厚度法和折射率法传感特性公式，并通过建立测量实验装置进行葡萄糖

溶液浓度的测量．结果表明：传感器具有很好的线性响应，且厚度法比折射率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前者测量

灵敏度优于１００μｇ·ｄＬ
－１．

关键词：　生物传感器；光栅传感器；塑料矩形光栅；衍射效率；浓度测量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２１２．３ 文献标志码：　Ａ

生物传感器是由敏感元件产生信号并对信号加以处理的生物量转换元件，其中敏感元件是传感器

的核心．目前，生物传感器主要有光学生物传感器
［１］、电化学生物传感器［２］、测热型生物传感器［３］、半导

体生物传感器和测声型生物传感器［４］等．近年来，光学生物传感器的发展较为迅速
［５］．在众多光栅应用

中，光栅传感器的研究一直是光学传感器的研究热点，如光纤光栅传感器［６?８］、光栅位移传感器［９］、光栅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传感器［１０］．光学塑料具有很多潜在的优点，如成本低廉、工艺简单和光学性能优良

等．利用光学塑料制作微纳结构光栅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１１?１３］．刘畅等

［１４］将塑料ＣＤ光盘光

栅用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ＳＰＲ）传感器，使ＳＰＲ传感器制作成本降低．本文基于塑料矩形光栅制作生

物传感器，以微量葡萄糖作为检测样本，分析传感器的检测灵敏度和线性传感特性．

１　实验原理及装置

塑料光栅生物传感器原理，如图１所示．矩形光栅凹槽内为生物分子介质，光从光栅底垂直入射，设

光栅槽深为犺，周期为Λ，光栅凹槽内生物分子介质厚度为狋，塑料基板折射率为狀１，生物分子折射率为

图１　塑料矩形光栅生物传感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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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２，则光线１和光线２通过光栅时产生的相位差为

Δ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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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狀１－１）犺－（狀２－１）狋］． （１）

根据文献［１５］可知：矩形光栅衍射效率一般表达式为

η０ ＝１－２ρ（１－ρ）（１－ｃｏｓΔ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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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垂直入射下占空比ρ＝０．５的光栅衍射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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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犿为衍射级次．

由式（３）可得光栅０级和１级衍射效率之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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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光栅凹槽内充满生物分子介质时，即狋＝犺，则式（４）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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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式（４）可知：当生物分子介质折射率狀２ 已知时，通过测量光栅０级和１级衍射效率之差犇０１可求

得生物分子介质厚度狋，称为厚度法．对于未知折射率狀２ 的生物分子介质，可通过测量犇′０１，再由式（５）

求得狀２，称为折射率法．

实验装置主要包括半导体激光器（ＬＤ）、分光镜、柱面透镜、光学衰减器、线阵ＣＣＤ传感器和数据处

理模块，如图２所示．绿光ＬＤ的５３２ｎｍ波长激光束经分光镜无转折地进入柱面透镜，红光ＬＤ的６５０

ｎｍ波长激光束经分光镜转折９０°后进入柱面透镜．从犢犣平面看，激光束经柱面透镜后仍保留原来光束

宽度不变，垂直入射塑料光栅后衍射产生０级和±１级光束，经过光衰减器到达线阵ＣＣＤ传感器探测

面．从犡犣平面看，柱面透镜将激光束会聚于塑料光栅上，由于激光束扇形平面与光栅方向平行，透过光

栅后仍保留原来扇形形状不变，在探测面上（犡犢平面）形成长条状光斑，容易被线阵ＣＣＤ探测到，避免

了线阵ＣＣＤ探测面的光束对准问题（图３）．ＣＣＤ的光强度响应灵敏度高，响应近似为线性响应，线性拟

合相关系数可达０．９９９
［１６］．

采用离子刻蚀［１７］石英模板结合热压印方法制作低成本塑料矩形光栅［１８］．石英模板的光栅表面为矩

形，光栅常数１０μｍ量级，塑料基板为聚碳酸酯，当石英模板光栅凹槽深度为百纳米量级时，复制出的

塑料矩形光栅表面也具有矩形结构．样品池为与光栅同质塑料圆环，紧密粘贴在光栅表面，样品池内径

３ｍｍ，高度２ｍｍ，取样体积１４．１４μＬ，如图３所示．

　　　　　图２　实验装置原理图　　　　　图３　ＣＣＤ探测面上的衍射光斑及输出信号波形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ＣＣＤｃｈ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ｓｉｇｎａｌ

图４　塑料光栅传感器

样品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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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葡萄糖沉积膜厚度测量的传感特性

为了检验测量方法的可行性，通过测量葡萄糖溶液蒸发沉积膜的厚度

进行浓度测量．由于固体葡萄糖的折射率基本固定，可当作折射率已知，适

用于式（４）．对于相同体积的葡萄糖溶液，在光栅凹槽内的沉积厚度与溶液

浓度成正比，因此沉积膜厚度测量与溶液浓度测量具有相同的传感特性．实

验前，用去离子水配制浓度犮分别为１００，２００，…，９００μｇ·ｄＬ
－１的葡萄糖溶

液作为待测介质，分别注入塑料光栅传感器样品池中（图４），样品池内溶液

经过加温蒸发沉积，在光栅凹槽内形成纳米厚度葡萄糖薄膜，光栅凹槽深度

为３００ｎｍ．为了保证葡萄糖溶液只沉积在光栅凹槽内，蒸发过程中样品池始终保持微振动状态，同时注

入的葡萄糖溶液均充满样品池，使每次测量溶液体积一致．

用６５０ｎｍ激光测量衍射效率差犇０１（用输出电压值表示）与葡萄糖溶液浓度犮的关系曲线，如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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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图５中：每个测量点为３次测量的平均值．根据图５中数据计算可得：葡萄糖溶液浓度每改变１００

μｇ·ｄＬ
－１，对应输出电压改变１４．０６ｍＶ，可见塑料光栅传感器测量系统具有很高的灵敏度，测量灵敏

度优于１００μｇ·ｄＬ
－１．实验曲线同时证明了传感器具有很好的线性响应．

２．２　葡萄糖溶液折射率测量法的传感特性

分别配制成浓度为１００，２００，…，９００ｍｇ·ｄＬ
－１的葡萄糖溶液，注满样品池中，盖上玻璃盖板，使玻

璃盖板的下表面与溶液完全接触．在２５℃室温下测量衍射效率差犇０１与葡萄糖溶液浓度的关系曲线，

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用６５０ｎｍ激光测量，光栅凹槽深度为５４２ｎｍ．比较图５和图６可知：与厚度测量

法相比，折射率测量法的灵敏度低了３个数量级，其灵敏度为葡萄糖溶液浓度每改变１００ｍｇ·ｄＬ
－１，对

应衍射输出电压差变化２２．５３ｍＶ．

图５　厚度法测量葡萄糖溶液浓度的实验结果　　　　图６　折射率法测量葡萄糖溶液浓度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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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结果分析

生物分子的检测通常在溶液中进行，并且以分子在溶液中的浓度加以表示．通过比较厚度法和折射

率法测量葡萄糖溶液浓度的实验，可以看到厚度法比折射率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这是因为被测介质在

厚度法中全部进入光栅凹槽中，而折射率法中样品池里只有少量被测介质在光栅凹槽中，在光栅中产生

的光程差差别较大，所以前者的测量灵敏度明显高于后者．厚度法测量葡萄糖溶液浓度需要经过蒸发过

程，实验操作复杂，测量周期长．如果要提高折射率法的测量灵敏度，可通过增加光栅凹槽深度的方法，

如为了制作上容易实现，可采用粗光栅结构．

由于温度不但会影响葡萄糖溶液和沉积膜层的折射率，还会影响测量电路的稳定性，上述实验结果

均是在相同环境温度下测量得到的．因此，实验曲线要在相同实验条件下才具有普适性，且不同分子溶

液的测量曲线也不同．实验发现图５和图６的测量曲线位置对光栅刻槽深度很敏感，所以要求光栅刻槽

深度的制作精度很高，这是矩形光栅作为生物传感器的不足之处．

３　结论

采用塑料光栅作为生物传感器的载体元件，通过分析塑料光栅０级和１级衍射效率之差与光栅凹

槽深度、介质厚度和折射率的关系，得到塑料光栅生物传感器的厚度法和折射率法传感特性公式．实验

制作了塑料光栅生物传感器测量装置，以葡萄糖溶液为样本，测试了不同浓度的葡萄糖溶液．

实验结果表明：测量葡萄糖溶液浓度时传感器在所测量的范围内具有很好的线性响应，且厚度法比

折射率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测量灵敏度优于１００μｇ·ｄＬ
－１．塑料光栅作为生物传感器的载体元件，具

有制作成本低，完全非接触测量对被测样本无损伤，敏感元件体积小，所需被测样品少等优点，同时采用

衍射光强差测量方法，检测容易，设备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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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犌．７２９犪语音的信息隐藏方法

郭舒婷，田晖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ＶｏＩＰ系统普遍使用Ｇ．７２９ａ语音编码，采用逐帧按位取反的方式对Ｇ．７２９ａ语音进行全面测试，

以客观的语音质量感知评价（ＰＥＳＱ）标准为依据，总结Ｇ．７２９ａ语音帧中可隐藏位（最低有效位）．结合矩阵编

码算法，提出一种基于Ｇ．７２９ａ语音的信息隐藏方法，以大量的语音样本为载体，对该方法进行测试分析．实

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提供可观的隐藏容量（８ｂｉｔ·帧－１），较高的嵌入效率（２．６７８），很好的不可感知性（平均

ＰＥＳＱ值为３．５９３），且很好地符合了ＶｏＩＰ通信的实时性要求．

关键词：　信息隐藏；隐写；ＩＰ语音；Ｇ．７２９ａ；矩阵编码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０９．２；ＴＰ３０９．７ 文献标志码：　Ａ

信息隐藏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解决信息安全的新途径．它是利用人的听（视）觉对媒体信号的感觉

冗余，将隐秘信息嵌入到数字媒体中．以隐藏嵌入过程的存在性，使除了执行嵌入行为的发送方和接收

方之外的第三方不知道此过程［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信息隐藏已不仅仅局限于以图像、音频、文本等

静态媒体为载体，对于能够提供可观隐藏空间的流媒体［２］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基于流媒体的

信息隐藏研究中，以ＶｏＩＰ（ｖｏｉｃｅｏｖ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为代表的信息隐藏技术发展的最为迅速．其原

因主要是ＶｏＩＰ所嵌入的隐秘信息具有强动态性，不易被攻击者篡改，且ＶｏＩＰ语音能够提供较好的隐

蔽性和隐藏容量［２］．基于ＶｏＩＰ的信息隐藏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基于网络协议的信息隐藏方法
［３］；

另一种是基于载荷（语音流）方法［４?７］．为实现信息隐藏，通常首先分析编码器参数的冗余度以确定语音

流中的可隐藏位．文献［８?９］分别分析了Ｇ．７２３．１编码器在低比特率（５．３ｋｂｉｔ·ｓ
－１）和高比特率（６．３

ｋｂｉｔ·ｓ－１）下参数的冗余度．Ｌｉｕ等
［１０］采用分段信噪比来评价语音质量，分析了Ｇ．７２９语音帧的最低有

效位（ＬＳＢ），认为Ｇ．７２９语音帧的冗余位主要分布在第二子帧的ＬＳＰ参数上．除了对于编码参数中的

最低有效位的探索，近年来研究者们也开始从语音编码原理的角度挖掘冗余性．Ｈｕａｎｇ等
［１１?１２］先后提

出利用不活跃语音帧来隐藏隐秘信息和将嵌入过程整合到编码过程中；类似地，刘程浩等［１３］则将隐写

过程整合到基音预测过程中．本文针对ＶｏＩＰ系统普遍采用Ｇ．７２９ａ语音编码，以客观的语音质量感知

评价标准为依据，分析和总结Ｇ．７２９ａ语音帧中的可隐藏位；然后以此为基础，结合矩阵编码算法，提出

了一种基于Ｇ．７２９ａ语音的信息隐藏方法．

１　犌．７２９犪可隐藏位置分析

Ｇ．７２９ａ编解码器按照８ｋＨｚ采样，１６ｂｉｔ量化且每帧长１０ｍｓ，因而Ｇ．７２９ａ语音帧被压缩成８０

位，每位都代表相应的参数向量．Ｇ．７２９ａ语音帧各比特所代表的意义，如表１所示．表１中：每个比特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７１７

　通信作者：　田晖（１９８２），男，副教授，主要从事网络与多媒体信息安全、信息隐藏理论与技术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ｔ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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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犘狓?狔格式，犘表示参数类型，狓表示子帧号，狔表示比特位置，从低位０到高位．在混合语音编码

流中，每比特对语音质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１０］，将对语音失真影响不大的位称为冗余位，即最低有效

位．通过对语音样本中各帧的每个比特逐位取反来测试Ｇ．７２９ａ语音帧的最低有效位．

设待测试样本经过Ｇ．７２９ａ编码后有狀个语音帧犉，犉＝｛犳１，犳２，…，犳狀｝且犳犻＝｛犫犻，１，犫犻，２，…，犫犻，８０｝．

其中：１≤犻≤狀；犫犻，犼（１≤犻≤狀，１≤犼≤８０）表示第犻个语音帧的第犼位．对犉中的第犼位取反且同时对犫犻，犼

（１≤犻≤狀）置反进行测试．每次测试仅对Ｇ．７２９ａ语音帧的一个特定位进行取反，并根据其对语音质量的

影响来判断是否为最低有效位．

表１　Ｇ．７２９ａ语音帧各比特的意义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ｆｆｒａｍｅｂｉｔｓｆｏｒＧ．７２９ａｓｐｅｅｃｈ

位 码字 位 码字 位 码字 位 码字 位 码字 位 码字 位 码字 位 码字

１ Ｌ０ １１ Ｌ２?２ ２１ Ｐ１?５ ３１ Ｃ１?９ ４１ Ｓ１?３ ５１ ＧＢ１?０ ６１ Ｃ２?８ ７１ Ｓ２?２

２ Ｌ１?６ １２ Ｌ２?１ ２２ Ｐ１?４ ３２ Ｃ１?８ ４２ Ｓ１?２ ５２ Ｐ２?４ ６２ Ｃ２?７ ７２ Ｓ２?１

３ Ｌ１?５ １３ Ｌ２?０ ２３ Ｐ１?３ ３３ Ｃ１?７ ４３ Ｓ１?１ ５３ Ｐ２?３ ６３ Ｃ２?６ ７３ Ｓ２?０

４ Ｌ１?４ １４ Ｌ３?４ ２４ Ｐ１?２ ３４ Ｃ１?６ ４４ Ｓ１?０ ５４ Ｐ２?２ ６４ Ｃ２?５ ７４ ＧＡ２?２

５ Ｌ１?３ １５ Ｌ３?３ ２５ Ｐ１?１ ３５ Ｃ１?５ ４５ ＧＡ１?２ ５５ Ｐ２?１ ６５ Ｃ２?４ ７５ ＧＡ２?１

６ Ｌ１?２ １６ Ｌ３?２ ２６ Ｐ１?０ ３６ Ｃ１?４ ４６ ＧＡ１?１ ５６ Ｐ２?０ ６６ Ｃ２?３ ７６ ＧＡ２?０

７ Ｌ１?１ １７ Ｌ３?１ ２７ Ｐ０ ３７ Ｃ１?３ ４７ ＧＡ１?０ ５７ Ｃ２?１２ ６７ Ｃ２?２ ７７ ＧＢ２?３

８ Ｌ１?０ １８ Ｌ３?０ ２８ Ｃ１?１２ ３８ Ｃ１?２ ４８ ＧＢ１?３ ５８ Ｃ２?１１ ６８ Ｃ２?１ ７８ ＧＢ２?２

９ Ｌ２?４ １９ Ｐ１?７ ２９ Ｃ１?１１ ３９ Ｃ１?１ ４９ ＧＢ１?２ ５９ Ｃ２?１０ ６９ Ｃ２?０ ７９ ＧＢ２?１

１０ Ｌ２?３ ２０ Ｐ１?６ ３０ Ｃ１?１０ ４０ Ｃ１?０ ５０ ＧＢ１?１ ６０ Ｃ２?９ ７０ Ｓ２?３ ８０ ＧＢ２?０

　　为了直观的评价语音质量的变化，采用客观的语音质量评价标准ＰＥＳＱ，其较之完全通过人来打分

的主观评价方式 ＭＯＳ技术，具有成本低廉、客观、自动、可重复等优点，近年来在通信语音质量评价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ＰＥＳＱ的原理是通过比较参考信号和降级信号输出一个对语音质量失真的预测值，

其范围在－０．５～４．５之间，值越高表示加噪语音信号的语音质量越好．测试中将原始语音作为参考信

号，而将修改后的语音作为降级信号，以评判各比特位被修改后对语音质量的影响．

为了测试最低有效位，广泛收集了２８００个语音样本，涵盖汉语男声、汉语女声、英语男声、英语女

声４类．对各比特位的平均ＰＥＳＱ值进行统计，根据置反后平均ＰＥＳＱ值（ＰＥＳＱｓｃｏｒｅ）的变化大小，可

得到Ｇ．７２９ａ语音帧的ＬＳＢ（ＰＥＳＱ值大于３．５的位），如表２所示．根据表１中的帧比特分布情况（加下

划线部分代表最低有效位），不难看出Ｇ．７２９ａ语音帧的最低有效位主要分布在自适应码书延迟、线性

声谱对、固定码书索引以及码书增益等参数上．

表２　Ｇ．７２９ａ语音帧比特的可隐藏位

Ｔａｂ．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ｂｉｔｓｆｏｒｓｔｅｇ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Ｇ．７２９ａｓｐｅｅｃｈｆｒａｍｅ

位 ＰＥＳＱ 位 ＰＥＳＱ 位 ＰＥＳＱ 位 ＰＥＳＱ 位 ＰＥＳＱ 位 ＰＥＳＱ

１８ ４．２６７２ １５ ４．０７３８ ７９ ３．７３４３ ３２ ３．７０８４ ４０ ３．５９４０ ３６ ３．５４６３

１７ ４．２０５１ ５６ ３．９１５３ ３５ ３．７２７７ ６１ ３．７００１ ３４ ３．５８３５ ６５ ３．５３７０

１６ ４．２００１ ４９ ３．８６９６ ３８ ３．７２２４ ２８ ３．６８２９ ６９ ３．５８３３ ３９ ３．５３３７

１４ ４．１９２３ ７８ ３．８６１３ ５０ ３．７２２３ ５７ ３．６７７８ ６３ ３．５７６０ ６８ ３．５２７６

３１ ４．１７６５ ４５ ３．７９７５ ６４ ３．７１９２ ３７ ３．６０３７ ３０ ３．５５４０ ３３ ３．５２１２

６０ ４．１７１５ ７４ ３．７９２１ ６７ ３．７０９６ ６６ ３．５９４５ ５９ ３．５４９１ ６２ ３．５０７９

２　基于矩阵编码的犌．７２９犪的信息隐藏算法

为了减少对载体的修改从而提高嵌入的不可感知性，利用矩阵编码指导隐秘信息的嵌入．矩阵编码

是最常用的一种提高感知透明性的隐写编码策略［１４］，它可在２狀－１比特载体信息中隐藏狀ｂｉｔ的秘密信

息，而只需修改不超过１ｂｉｔ的载体信息，因而可以有效提高嵌入效率并且降低比特改变率．矩阵编码过

程等价于根据一个哈希函数求出待隐藏信息在载体中的嵌入位置．假设有长度为狀ｂｉｔ的隐秘信息分组

犛，犛＝｛狊１，狊２，狊３，…，狊狀｝，要隐藏在长度为犾ｂｉｔ的载体分组犆中，犆＝｛犮１，犮２，犮３，…，犮犾｝，其中：狀与犾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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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犾＝２狀－１．则隐秘信息的嵌入过程可表述为如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根据载体犆中各位的下标犻（１≤犻≤犾），求得大小为狀×犾的编码矩阵犃，即

犃＝

犪１，１ 犪２，１ … 犪犾，１

犪１，２ 犪２，２ … 犪犾，２

  … 

犪１，狀 犪２，狀 … 犪犾，

熿

燀

燄

燅狀

． （１）

式（１）中：犻＝犪犻，１×２
０＋犪犻，２×２

１＋…＋犪犻，狀×２
狀－１，１≤犻≤犾．

步骤２　将载体犆与犃犿对应相乘并连续求异或，得值狓犿．其中：犃犿（１≤犿≤狀）表示编码矩阵犃中

的第犿 行；犪犿，犼（１≤犿≤狀，１≤犼≤犾）表示编码矩阵犃中的第犿 行第犼列的值．即

狓犿 ＝ （犮１×犪犿，１） （犮２×犪犿，２） …  （犮犼×犪犿，犾）． （２）

　　步骤３　比较狊犿 与狓犿（１≤犿≤狀）是否相等．若相等，则令犡犿 为０；否则，犡犿 为１（其中狊犿 为隐秘信

息犛中的第犿 位），根据式（３）求嵌入位置犡，即

犡＝狓１×２
０
＋狓２×２

１
＋…＋狓狀×２

狀－１． （３）

　　若求得的犡为０，则不必修改（说明要嵌入的位与待嵌入的隐秘信息的值相同）；否则，修改载体犆

中第犡 位的值．

基于矩阵编码信息隐藏的提取算法是根据上述哈希函数即编码矩阵犃求得，可视作嵌入算法的一

个逆过程．只需求出秘密信息的位狊犼，即

狊犼 ＝犮′１×犪犼，１＋犮′２×犪犼，２＋…＋犮′犾×犪犼，犾． （４）

式（４）中：犮′犻为载密信息犆′＝ ｛犮′１，犮′２，犮′３，…，犮′犾｝中第犻位的值；犪犼，犻（１≤犼≤狀，１≤犻≤犾）表示编码矩阵

犃中的第犼行第犻列的值；狊犼为提取的隐秘信息犛＝｛狊１，狊２，狊３，…，狊狀｝中第犼位的值．

在信息隐藏过程中［１４］，通常定义嵌入率为隐藏的隐秘信息比特数与载体比特数的比值；比特改变

率为载体中被改变的比特数与载体比特数的比值；嵌入效率为隐藏的隐秘信息比特数与载体中被改变

的比特数的比值．在应用矩阵编码的隐藏过程中，嵌入率（α）、比特改变率（β）和嵌入效率（λ）分别表示为

α＝
狀
犾
＝

狀

２狀－１
， （６）

β＝

０×
１

２狀
＋∑

２
狀
－１

犻＝１

１

２狀

２狀－１
＝
１

２狀
， （７）

λ＝
α

β
＝

狀

２狀－１

１

２狀

＝
狀·２狀

２狀－１
． （８）

　　不同的隐秘信息分组长度狀下的矩阵编码隐藏方法的隐藏性能，如表３所示．众所周知，传统的

ＬＳＢ替换方法中，嵌入率和比特改变率分别为１和０．５，也就是说ＬＳＢ替换方法的嵌入效率为２．由此

可知：采用矩阵编码可以获得较之传统ＬＳＢ替换更高的嵌入效率．同时，矩阵编码的嵌入效率随隐秘信

息分组长度狀的增大而增大，而嵌入率却随之减少．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在嵌入效率和嵌入率之间进

行合理折中．为兼顾嵌入效率和隐藏容量，根据上节的分析结果选取每帧中隐藏效果最佳的１２个最低

有效位，并按３ｂｉｔ长度进行分组，然后在每组上分别执行基于矩阵编码的隐藏算法，即每组可隐藏２

ｂｉｔ隐秘信息，从而每帧共可隐藏８ｂｉｔ隐秘信息．

表３　矩阵编码在不同隐秘信息分组长度狀下的隐藏性能

Ｔａｂ．３　Ｓｔｅｇ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ｓ狀

狀 犾＝２狀－１ α β λ 狀 犾＝２狀－１ α β λ

２ ３ ０．６６６７ ０．２５００ ２．６６６７ ６ ６３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１５６ ６．０９５２

３ ７ ０．４２８６ ０．１２５０ ３．４２８６ ７ １２７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７８ ７．０５５１

４ １５ ０．２６６７ ０．０６２５ ４．２６６７ ８ ２５５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３９ ８．０３１４

５ ３１ ０．１６１３ ０．０３１３ ５．１６１３ ９ ５１１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２０ ９．０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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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测试与分析

为了测试文中算法的有效性，先选择英文对话“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１１．Ｗ：ＤｉｄｙｏｕｈｅａｒｔｈａｔＡｎｎａｎｅｅｄｓｔｏ

ｓｔａｙｉｎｂｅｄｆｏｒ４ｗｅｅｋｓ？Ｍ：Ｙｅａｈ．Ｓｈｅｉｎｊｕｒｅｄｈｅｒｓｐｉｎｅｉｎａｆａｌｌａｎｄａｄｏｃｔｏｒｔｏｌｄｈｅｒｔｏｌｉｅｆｌａｔｏｎｈｅｒ

ｂａｃｋｆｏｒａｍｏｎｔｈｓｏｉｔｃａｎｍｅｎｄ．Ｑ：Ｗｈａｔｃａｎ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记为犆１）和中文短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记为犆２）作为载体，以华侨大学英文简介（共４８１０字节）作为隐秘信

息进行测试．经过Ｇ．７２９ａ编码之后，犆１ 共有２０１０帧，可隐藏２０１０字节隐秘信息；犆２ 共有７１０帧，可

隐藏７１０字节隐秘信息（由于载体长度限制，因此不能将整段隐秘信息完全嵌入）．嵌入隐秘信息前后的

声谱，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载体语音在嵌入隐秘信息前后的声谱图基本一致，说明隐藏过程未对载

体语音频谱造成明显的改变．

（ａ）犆１ 嵌入前　　　　　　（ｂ）犆２ 嵌入前　　　　　　　（ｃ）犆１ 嵌入后　　　　　　（ｄ）犆２ 嵌入后

图１　犆１ 和犆２ 嵌入隐秘信息前后的声谱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ｏｆ犆１ａｎｄ犆２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ｍｅｓｓａｇｅ

为进一步测试文中算法的隐藏效果，选取ＩＴＵＰ．５０１标准附录Ｂ中提供的多种音频库中的语音

作为载体样本进行ＰＥＳＱ值测试．该样本库覆盖了世界上的主要１０种语言，如中文、英语、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日语、波兰语、西班牙语等，每种语言又包含了男声和女声，具有良好的多样性，近年来在语音

测试中被广泛采用．

在测试过程中，首先，将载体样本转换为８ｋＨｚ采样，１６ｂｉｔ量化的ＰＣＭ 格式语音；然后，将其经

Ｇ．７２９ａ编码器编码、嵌入隐秘信息；最后，分别解码已嵌入隐秘信息及未执行任何操作的语音样本为

ＰＣＭ格式语音．将未执行任何操作的ＰＣＭ语音样本作为ＰＥＳＱ的原始语音，而经嵌入后的ＰＣＭ 语音

样本作为ＰＥＳＱ的降级语音，进行ＰＥＳＱ测试．

各类语音样本嵌入隐秘信息后的ＰＥＳＱ值，如图２所示．由图２数据可知：载密语音的语音质量与

原始载体语音的语种存在一定的关系，如载密法语语音的平均ＰＥＳＱ值为３．７左右，而载密西班牙语音

的平均ＰＥＳＱ值为３．４左右，但就整体而言，载密语音的平均ＰＥＳＱ值均维持在３．４以上，说明文中方

法对语音质量影响较小，能够提供良好的感知透明性．

表４进一步给出了１０个语种的语音样本在嵌入上述隐秘信息之后的嵌入效率，及各样本嵌入效率

的波动性（即方差）的统计结果．由表４可知：文中算法的平均嵌入效率为２．６７８；此外，对同一语种而言

嵌入效率波动性较小，说明本算法能够提供较为稳定的隐藏性能．

表４　不同语种的嵌入效率均值及其方差

Ｔａｂ．４　Ｍｅａｎ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语种 均值 方差 语种 均值 方差

中文 ２．６７１ ０．０００５８ 德语 ２．７００ ０．０００５７

英国英语 ２．６６７ ０．０００３７ 意大利语 ２．６９０ ０．００００５

美国英语 ２．６７８ ０．０００２６ 日语 ２．６６９ ０．００１０１

芬兰语 ２．６６４ ０．０００７２ 波兰语 ２．６７６ ０．０００１７

法语 ２．６７０ ０．０００３４ 西班牙语 ２．６９３ ０．０００４１

　　除了采用客观评价标准评价本方法的隐藏效果外，还进行了ＡＢＸ测试
［１５］，从主观上评价执行嵌入

操作的语音样本与原始语音样本之间的相似度．ＡＢＸ测试，是让受测者同时听三段同样内容的样本语

音Ａ，Ｂ和Ｘ，并让受测者判断Ｘ与Ａ和Ｂ中的哪个一致．在测试过程中，若样本Ｘ被判错的比例越高，

则说明人耳越难分辨Ａ和Ｂ．文中选取了１１个受测者，对ＩＴＵＰ．５０１标准附录Ｂ中提供的４０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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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了ＡＢＸ测试，其中，Ａ和Ｂ中的一者为原始语音样本，另一者为嵌入隐秘信息后的语音样本；

Ｘ则为原始语音样本和嵌入隐秘信息后的语音样本之一．对不同语种的语音样本进行ＡＢＸ测试的平均

判错率（η），如图３所示．

从全部样本整体测试结果来看，平均判错率（η）为４８．１８％，接近随机猜想的概率５０％．说明人耳很

难准确的区分原始语音和嵌入隐秘信息后的语音样本，同时说明本方法能够提供良好的嵌入透明性．此

外，从不同语种的测试结果来看，不同语种的ＡＢＸ测试判错率略有不同，其规律与图２中ＰＥＳＱ值的

测试结果基本对应，即ＰＥＳＱ值较高者，ＡＢＸ平均判错率也较高．这一现象可能表明语种（或语音内容）

对语音质量和隐藏效果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后续将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图２　不同语种的ＰＥＳＱ值 图３　对不同语种的ＡＢＸ测试的错误率

　　Ｆｉｇ．２　ＰＥＳＱｓｃｏｒ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ｏｆＡＢＸｔｅｓ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此外，针对Ｇ．７２９ａ语音流提出的隐藏方法可应用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满足语音通信的实时性要

求．为此，在一台计算机（主要配置参数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２ＤｕｏＣＰＵＥ７５００＠２．９３ＧＨｚ２．９４

ＧＨｚ；２．００ＧＢ（ＲＡＭ）；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旗舰版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ｃｋ１）上，对所提出方法嵌入和提取时间进行测试．

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执行过程中，每帧上隐秘信息的嵌入时间平均为６．８６８μｓ，每帧上提取隐秘信息

的平均时间为７．１４２μｓ，这远小于Ｇ．７２９ａ编码器所允许每帧的编码时间１５ｍｓ（注：Ｇ．７２９ａ编码器以

１０ｍｓ为一帧进行编码，并允许５ｍｓ的预留）．由此说明：本方法能够很好地满足实时语音通信的要求．

４　结论

对基于Ｇ．７２９ａ语音流的信息隐藏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以客观的语音质量感知评价标准为依据，

通过逐帧按位取反对Ｇ．７２９ａ语音帧的最低有效位进行了全面测试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结合矩阵编

码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７２９ａ语音的信息隐藏方法．最后，选取大量语音样本，对提出的方法进行了

测试和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提供可观的隐藏容量，较高的嵌入效率和较好的不可感知性．

值得指出的是，本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最低有效位修改的隐藏方法，因而针对载体的大范围篡

改，尤其是针对最低有效位的主动攻击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隐秘信息的丢失．当然，这种攻击方式对于

正常的语音通信也是致命的，也就是说正常的语音通信都将难以为继．因此，在研究隐蔽通信时，常常不

考虑这种极端的情形．对于非人为的载体影响（如噪声干扰、数据包丢失等）可能造成的隐秘信息丢失，

在隐蔽通信系统中可采用差错重传技术［７］予以解决．

未来将针对文中方法在实际隐蔽通信系统中应用时的鲁棒性和可靠性问题进一步做深层次的研究

和探讨．此外，如何进一步提高嵌入效率，各最低有效位的隐藏操作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相互影响等，也

是文中将进一步深入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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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推理的针织物染色工艺参数设计方法

刘佳１，金福江２

（１．华侨大学 厦门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在现有精确大样的离散染色工艺数据基础上，提出利用模糊推理得到适合大样染色的未知染色工艺

值的方法．以针织物染色过程工艺中元明粉用量、浴比值及染色深度三者的相互关系为例进行模糊推理，并用

实际大样实验证明工艺设计方法是可行的．

关键词：　模糊推理；染色工艺；大样染色；针织物；工艺参数

中图分类号：　ＴＳ１９０ 文献标志码：　Ａ

由于受到各个方面条件限制，我国印染企业染色工艺设计均是依据染料生产厂家所提供的有关资

料或小样实验而制定的．然而大样生产存在很多现场干扰，其过程远比小样要复杂，因此大样与小样之

间的存在较大差距［１］．根据现有生产厂家所提供的有限离散大样染色工艺相关数据，运用模糊推理，得

到适合大样染色的未知工艺值，能解决大小样差别问题，并缩短设计周期．本文以大样针织物染色过程

中元明粉用量、浴比值及染色深度三者的相互关系为例进行模糊推理．这种模糊推理运用的可行性可以

推广到染色过程中其他工艺参数的模型建立中去，便能实现针对染色过程大样工艺设计的新方法．

１　染整工艺参数模糊推理设计方法

在染色过程中，影响因素中浴比值、染色深度及元明粉用量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浴比

是指染液体积与织物质量的比值，染色深度是指染色过程中染料质量与织物质量的比值；元明粉助剂的

用量（狑）是指元明粉质量与织物质量的比值．以希腊染机现用某面料大样染色工艺为例，其浴比、染色

深度和元明粉用量三者关系的精确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浴比和元明粉用量下的染色深度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ｏｆｄｙｅ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ｑｕｏｒ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　

浴比
狑／％

０．００１ ０．５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１２．０

６．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对以上３个影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论域中进行模糊化．其中，浴比的论域犝，染色深度的论域犞，元

明粉用量的论域犠 分别为

犝 ＝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犞＝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犠 ＝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在对应的论域中各取３个语言变量：ＰＳ（大）、Ｏ（中）、ＮＳ（小）．将浴比值、染色深度及元明粉用量在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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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域中进行模糊化，确定模糊规则，推理得到浴比值、染色深度与元明粉用量之间对应的模糊关系；然

后，通过模糊关系的确定，可以得到任意浴比值、染色深度下的元明粉用量［２］．

２　染整工艺参数的模糊推理

２．１　模糊化过程

将浴比值、染色深度及元明粉用量在各自的论域中进行模糊化，其隶属函数分别为

狔１ ＝
０．１狓１，　　　　　０≤狓１ ≤１０．０，

１，　　　　　　　狓１ ＞１０．０
｛ ；

（１）

狔２ ＝
０．２狓２，　　　　　０≤狓２ ≤５．０，

１，　　　　　　　狓２ ＞５．０
｛ ；

（２）

狔３ ＝
０．０１狓３－０．２，　　０≤狓３ ≤１２０．０，

１，　　　　　　　狓３ ＞１２０．
｛ ０．

（３）

　　式（１）～（３）中：狓１ 为浴比值，狔１ 为浴比值对应的隶属值；狓２ 为染色深度值，狔２ 为染色深度对应的隶

属值；狓３ 为元明粉用量，狔３ 为元明粉用量对应的隶属值
［３］．虽然式（１）～（３）隶属函数的确定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经验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客观性［４］．其隶属函数图，如图１所示．

　（ａ）浴比值 （ｂ）染色深度 （ｃ）元明粉用量

图１　工艺参数的隶属函数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ｃｒａｆ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２．２　模糊规则及推理

选用模糊推理中，多规则、多输入单输出的模糊推理，其模糊语句［５］：

规则１　ｉｆ狓１ 是犃１ａｎｄ狓２ 是犅１，ｔｈｅｎ狓３ 是犆１；

规则２　ｉｆ狓１ 是犃１ａｎｄ狓２ 是犅２，ｔｈｅｎ狓３ 是犆２；

　

规则９　ｉｆ狓１ 是犃３ａｎｄ狓２ 是犅３，ｔｈｅｎ狓３ 是犆９

其中：狓１ 是浴比值；狓２ 是染色深度；狓３ 是元明粉用量；犃１，犃２，犃３ 分别是浴比为“小”、“中”、“大”时

对应的集合；犅１，犅２，犅３ 分别是染色深度为“小”、“中”、“大”时对应的集合；犆１，犆２，…，犆９ 分别为各个规

则输出（元明粉用量）对应的集合．

以规则１为例，犃１ 对应为浴比为“小”，根据其隶属函数确定集合犃１＝［０．６　０．５］
Ｔ；同理，可确定

犅１＝［０．２　０．１］
Ｔ，犆１＝［０．２　０．１］

Ｔ．根据模糊规则犃１，犅１→犆１，可确定模糊关系为

犚犃×犅 ＝犃×犅＝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
［ ］

１
，

犚１ ＝ ［犚

犃×犅 ×犆］

Ｔ
＝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Ｔ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
［ ］

１

烅

烄

烆
．

　　同理，根据以上规则，由第犻个模糊推理规则犃犿，犅狀→犆犻，确定第犻个多元模糊关系犚犻
［６］，分别为

犚１ ＝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
［ ］

１
，　　犚２ ＝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
［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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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３ ＝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
［ ］

４
，　　犚４ ＝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
［ ］

１
，

犚５ ＝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
［ ］

４
，　　犚６ ＝

０．８ ０．８ ０．７ ０．７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
［ ］

６
，

犚７ ＝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
［ ］

１
，　　犚８ ＝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
［ ］

４
，

犚９ ＝
１．０ ０．８ ０．９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
［ ］

８
，

　　总的模糊关系为

犚＝∪
９

犻＝１
犚犻 （４）

将各规则的模糊关系数据代入式（４），可得

犚＝
１．０ ０．８ ０．９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
［ ］

８
．

　　对于任意的浴比值狓１、染色深度值狓２ 对应的模糊集合犃′，犅′，由推理得到的模糊关系犚，应用犆′＝

（犃′×犅′）犚，便能计算得到对应的元明粉用量狓３ 对应的隶属值；然后，通过加权平均法（重心法）
［７］便

能精确出元明粉用量的精确值．

以推理浴比值、染色深度（狓１，狓２）＝（６．０，１．０）时对应的元明粉用量为例：由式（１），（２）浴比值及染

色深度的隶属函数确定出犃′＝６．０／０．６＋５．０／０．５，犅′＝１．０／０．２＋５．０／０．１；然后，代入犆′＝（犃′×犅′）犚

中，可得到对应的元明粉用量的模糊集合犆′＝４０．０／０．２＋３６／０．１６．最后，将结果代入加权平均法（重心

法）公式狕０ ＝∑
狀

犻＝１

狕犻μ犆（狕犻）／∑
狀

犻＝１
μ犆（狕犻）中，可得到元明粉用量的精确值为３８．２２．在各个变量的论域范围

内任意取８个点（狓１，狓２）．

按照以上的推理方法，分别得到对应的８个元明粉用量值，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样布与标准布所产生的色差值

Ｔａｂ．２　Ｃｏｌ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参数 标准布
样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浴比 ８．０ ６．０ ６．０ ７．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９．０ １０．０

染色深度 ２．０ １．０ ４．５ ２．０ ４．０ １．５ ２．５ ３．５ ５．５

元明粉用量 ６０．０ ３８．２２ ７４．６７ ５６．４４ ８３．７８ ４７．３３ ６５．５６ ８３．７８ １１２．００

色差值 ０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３５ ０．４１

图２　染色工艺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Ｃｒａｆｔ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ｄｙｅｉｎｇ

３　实验验证

３．１　材料与仪器

实验在福建晋江某纺织厂完成，工艺流程如

图２所示．织物规格为３２Ｓ棉织物，经过烧毛、退

浆、煮练及丝光等前处理；染料为活性兰 ＲＲ?

ＢＬＵＥ（德国德司达染料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助

剂纯碱（无水Ｎａ２ＣＯ３，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四川省芒硝有限公司）．实

验仪器有高温高压染色小样机（福建厦门瑞比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ＤａｔａｃｏｌｏｒＳＦ６００Ｘ型测色仪（美国Ｄａｔａｃｏｌ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公司）；Ｘ７５２Ａ型分光光

度计（ＳＤＬＡＴＬＡＸ公司）．

３．２　对色差的测定

将推理得到的元明粉用量数据，对８块样布进行染色，将得到的样布与原根据精确工艺进行染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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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标准布进行色差比对，以判断色差是否合格［８］．根据测色仪分别测定出样布亮度犔、色饱和度犪、色

相犫与标准布的犔，犪，犫差值，测色系统根据１９７６ＣＩＥＬＡＢ公式计算出两者的色差Δ犈
［９］．记录样布

与标准布之间产生的色差值Δ犈，结果如表２所示．

３．３　对色差的判定

对于用ＣＩＥＬＡＢ公式计算出的色差Δ犈，小于１．７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１０］．由表２可知：用模糊推

理得到的新模型用于大样染色后与原精确工艺相比，其色差Δ犈均大于１．７，符合要求．这证明了模型

的可行性，更进一步证明了模糊推理应用与染色工艺的可行性．

４　结束语

提出根据现有的生产厂家所提供的有限的离散的大样染色工艺相关数据，运用模糊逻辑推理，推理

出适合大样染色工艺参数值，由已知的精确工艺推出未知工艺的新方法的应用，能解决工艺设计时大小

样之间的差别，缩短工艺的设计周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文中提出的基于模糊推理的针织物

染色过程工艺参数设计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对其他工艺参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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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加密的模糊自适应水印算法

冯祥斌，陈永红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结合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加密算法和模糊归类，提出一种自适应水印新算法．利用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加密具有良好

的均匀性及安全性，将水印图像的像素位置打乱，消除了二维数字水印图像的像素空间相关性，使嵌入水印后

的块效应降低．对原始载体图像进行分块，结合人类视觉系统的纹理和照度掩蔽特性，得到纹理模糊函数和各

图像子块的归类结果，并自适应地确定水印的嵌入强度．对载体图像的各子块进行离散小波变换（ＤＷＴ），将

经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加密算法加密后的水印信息重复嵌入各子块ＤＷＴ域的低频部分．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抗

ＪＰＥＧ压缩、高斯噪声、滤波等常见的信号攻击和几何攻击具有很好的鲁棒性．

关键词：　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平面；数字水印；模糊归类；自适应；离散小波变换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１．４１ 文献标志码：　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信息的非法复制已经开始对多媒体信息的所有权构成威胁．研究

者提出了使用数字水印来证明多媒体信息的所有权［１］．根据原始图像在嵌入阶段的处理方式的不同，水

印系统可以分为空间域水印［２?３］和变换域水印［４?７］．由于直接作用于空间域而不需要经过变换，使得空间

域水印技术复杂度相对较低．对于频域水印，水印是通过修改经过离散余弦变换（ＤＣＴ）或者离散小波

变换（ＤＷＴ）得到的频带进行嵌入的．ＤＷＴ具有良好的空间定位、频率扩展和多分辨率特性．此外，随着

图像加密技术的发展，图像置乱技术已经成为安全传输和保密存储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对图像的（狓，

狔）位置进行置乱，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ｒ
［８］提出了一种基于混沌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流方法，Ｍｉｙａｍｏｔｏ等

［９］提出了非连续

Ｂａｋｅｒ变换，Ｚｏｕ等
［１０?１１］提出了限制域方法．然而，以上方法是周期性的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加密的模糊自适应水印新算法．

图１　仿真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　置乱原理

借鉴递归序列的加密算法理念，对水印信息加密使

用的是结合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平面分解和Ｐ?Ｆｉｂｏｎａｃ

ｃｉ变换的新型加密算法．该加密算法的流程图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犘Ｄ 是分解参数；犘Ｅ 是加密参数．设计原理

有如下３点．

１）将水印信息图像分解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平

面，并打乱这些位平面的顺序．

２）基于２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对位平面的大小进行

调整，对所有的位平面逐个进行加密．

３）结合所有已加密的位平面，并把这些图像数据映射回输入水印图像的原始数据范围内，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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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加密水印．

１．１　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序列

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序列是一种递归序列，其定义如下

犉ｐ（犻）＝

０，

１，

犉ｐ（犻－１）＋犉ｐ（犻－狆－１

烅

烄

烆 ），

　　

犻＜０，

犻＝０，

犻＞１．

（１）

式（１）中：犻是序列的位置索引；非负数整数狆是一个距离参数．

根据式（１），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序列是随着狆值变化而变化的，当狆＝１时，其为经典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数列．

１．２　１犇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变换

设犉ｐ（犻）和犉ｐ（犻＋１）是在式（１）中定义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序列的两个连续的元素．那么１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

变换可以表示为

（犜１，犜２，…，犜犖）
Ｔ
＝ （犉ｐ（犻）＋ε）（１，２，…，犖）

Ｔｍｏｄ犉ｐ（犻＋１）． （２）

式（２）中：犉ｐ（犻）＋ε＜犉ｐ（犻＋１）提供了最小偏移量ε条件范围限定；犖＝犉ｐ（犻＋１）－１指明了输入序列的

最大值；非负整数犻是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序列的索引位置；常数ε是一个最小整数偏移量，使得犉ｐ（犻）＋ε和

犉ｐ（犻＋１）的最大公约数是１．

１．３　２犇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变换

设犃是一幅大小为犕×犖 的２Ｄ图像，犆ｒ与犆ｃ分别表示行系数矩阵和列系数矩阵．那么２ＤＰ?Ｆｉ

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可以表示为

犈＝犆ｒ犆ｃ． （３）

式（３）中：犈表示加密后的图像；犆ｒ（狌，狏）＝
１，对于（狌，犜狌），

０，其他｛ ；
犆ｃ（狓，狔）＝

１，对于（犜狔，狔），

０，其他｛ ．
犜狌 和犜狔 是式

（２）产生的，１≤狌，狏≤犕，１≤狓，狔≤犖．由此可以看出：１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是２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的特

殊情况．当犃＝（１，２，…，犖）Ｔ 时，１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可以表示为

（犜１，犜２，…，犜犖）
Ｔ
＝犆ｒ（１，２，…，犖）

Ｔ． （４）

　　２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可以用于加密２Ｄ和３Ｄ图像．根据式（３）的定义，为了加密犕×犖 的２Ｄ图像，

行系数矩阵犆ｒ必须是犕×犕 矩阵，列系数矩阵犆ｒ必须是犖×犖 矩阵．

设犈是一幅加密后的２Ｄ图像，犆－１ｒ 和犆－１ｃ 是式（３）中犆ｒ和犆ｃ的逆矩阵．那么，２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

换的逆变换可以表示为

犚＝犆
－１
ｒ犈犆

－１
ｃ ． （５）

式（５）中：犚为重构图像．

类似的，１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的逆变换可以定义为

（犜１，犜２，…，犜犖）
Ｔ
＝犆

－１
ｒ （犜１，犜２，…，犜犖）

Ｔ． （６）

２　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犘?犮狅犱犲位平面分解

２．１　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犘?犮狅犱犲

非负的十进制数犇可以用以２为底的多项式表示为

犇＝∑
狀－１

犻＝０

犪犻２
犻
＝犪０２

０
＋犪１２

１
＋…＋犪狀－１２

狀－１． （７）

式（７）中：（犪狀－１，…，犪１，犪０）是非负十进制数犇的二进制表示．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因

此，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的定义为

犇＝∑
狀－１

犻＝０

犮犻犉ｐ（犻）＝犮０犉ｐ（０）＋犮１犉ｐ（犻）＋…＋犮狀－１犉ｐ（狀－１），　　犻＝０，１，…，狀－１． （８）

式（８）中：狀和狆是非负整数系数序列；犮犻∈（０，１）；（犮狀－１，…，犮１，犮０）成为犇的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即

犇＝狆（犮狀－１，…，犮１，犮０）． （９）

式（９）中：狆是式（１）中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序列的距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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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给定的狆值，特定的十进制数的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并不是唯一的．为了使每个非负十进制

数得到一个唯一的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文中将采用文献［１２］的规则来使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唯一，即

犇＝犉ｐ（犻）＋狊． （１０）

式（１０）中：犉ｐ（犻）是式（１）在给定的狆值下产生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序列的第犻个元素（０≤犻≤狀）；非负十进制

数狊的前提是０≤狊≤犉ｐ（犻－狆）．

２．２　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犘?犮狅犱犲位面分解

与传统的位平面分解方法类似，一幅图像也可以分解为多个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平面．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

ｃｏｄｅ位平面的数量狀Ｂ 取决于图像的最大值犐ｍａｘ．为了使该分解方法能作用于所有的狆值，设定狆≤

犐ｍａｘ，狀Ｂ 可以通过犐ｍａｘ计算得出；否则，如果狆＞犐ｍａｘ，那么狀Ｂ 是通过狆值进行计算得出．这表示在狆＞

犐ｍａｘ的情况下，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面数仅由狆值决定．对于一幅给定的灰度图像，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平

面分解的结果是由参数狆的值决定的并且不同的狆 值对应的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面的内容是不同的．

这使得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面分解更加适合于图像加密．

３　新型图像加密算法

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加密算把原始图像分解成多个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平面，打乱这些位平面的顺序，调整

其大小以满足２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的大小要求，并通过２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对所有位平面进行加密．用

式（７）定义的二进制码融合所有加密后的位平面，把这些图像数据映射回原始图像数据范围，可得到最

终的加密图像．

用｛犡０，犡１，…，犡犔－１｝，犡０＜犡１＜…＜犡犔－１表示输入图像犐（犿，狀）的离散强度级．当犐（犿，狀）＝犡犽，

数据映射函数定义为

犈（犿，狀）＝犽． （１１）

式（１１）中：犈为输出的加密图像；犽＝０，１，…，犔－１．

在重构加密图像时，授权用户必须拥有上述安全密钥和图像大小调整的方法．在解密过程中，Ｐ?Ｆｉ

ｂｏｎａｃｃｉ加密算法首先把加密图像数据映射回原始数据范围；随后，将图像分解为二进制位平面（在加密

过程中产生的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Ｐ?ｃｏｄｅ位平面），将所有位平面的顺序恢复到与原始顺序一致，使用２ＤＦｉ

ｂｏｎａｃｃｉ变换对所有位平面进行解密，把所有位平面大小调整为原始大小；最后，组合所有解密后的位平

面得到重构图像．

４　基于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加密的水印算法

根据载体图像局部块纹理复杂度的不同，可以对水印的嵌入强度进行自适应的调整，这也能够使嵌

入水印的鲁棒性和不可见性达到良好的平衡．因此，对图像块按照纹理复杂度的不同进行自适应模糊归

类，可以分为３类：用Ｓ１表示纹理复杂度较低的类；用Ｓ３表示纹理复杂度较强的类；其他归类为Ｓ２．因

为图像像素灰度的突变点可以用边缘点表示，图像块中的边缘点数量越多，纹理复杂度就越高．根据此

性质，可以用边缘点的数量进行图像块的归类．

４．１　基于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加密的水印嵌入流程

设水印的二值图像可以用矩阵表示为犠＝｛狑（狓，狔），１≤狓，狔≤犕｝，其中狑（狓，狔）表示水印图像在

位置（狓，狔）的像素值．原始载体图像可以表示为犉＝｛犳（狓，狔），１≤狓，狔≤犖｝，其中犳（狓，狔）表示载体图像

在位置（狓，狔）的像素值，并且犖 能被犕 整除．水印嵌入有如下４个步骤．

１）使用文中提出的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新型图像加密算法对水印犠 进行加密，生成加密后的水印犠′．

２）对载体图像犉（狓，狔）进行分块处理，把原始图像分成犖／（２犕）×犖／（２犕）个大小为２犕×２犕 的

不相互覆盖的子图像，记作犅犽，犽＝０，１，…，犖／（２犕）×犖／（２犖）．每个子图像的边缘点数量为ｓｕｍ｛犲（狓，

狔）＝０，（狓，狔）∈犅犽｝，其中犲（狓，狔）是图像犉（狓，狔）中提取的二值化边缘图的数学表示．分析每个子图像

对３类的隶属程度，并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进行归类，隶属函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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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式（１２）中：犻＝１，２，３．

根据各子块的边缘点数量进行统计并排序，用 ｍａｘ表示边缘点数量最大值，用 ｍｉｎ表示数量最小

值，犜２ 为ｍａｘ和ｍｉｎ的平均值；然后，根据各子块图像边缘点数量的分布情况设定犜１ 和犜３ 的阀值，并

使得对犛１ 类隶属度为１的数据都落在区间［ｍｉｎ，犜１］之内，对犛３ 类隶属度为１的数据落在［犜３，ｍａｘ］

内，而用犪１，犪２，犪３ 分别表示数据落在区间［犜１，ｍａｘ］，［犜１，犜３］和［ｍｉｎ，犜３］的标准差．

３）对分类后的原始图像的子块犅犽 进行ＤＷＴ变换，得到低频子带犔犔犽，利用步骤２中的归类结果，

根据人眼的视觉掩蔽特性，使嵌入水印的强度同图像子块的纹理复杂度成正比，达到自适应水印嵌入的

效果，嵌入水印的方法可以为

犔犔′犽（狓犻，狔犻）＝犔犔犽（狓犻，狔犻）＋δ×犠′犻． （１３）

式（１３）中：δ为自适应嵌入强度．

４）对各图像子块进行ＤＷＴ反变换，重构得到嵌有水印的图像犉（狓，狔）′．

４．２　基于犘?犉犻犫狅狀犪犮犮犻加密的水印检测流程

作为水印嵌入的逆过程，水印的提取过程描述为以下５个过程．

１）对载入的原始图像进行分块分类处理，得到各分块的纹理复杂度隶属结果和相应的嵌入强度δ．

２）对原始图像的各个分块进行ＤＷＴ变换，得到小波域的低频子带犔犔犽．

３）对嵌入水印的图像犉（狓，狔）′进行ＤＷＴ变换，得到其小波域的低频子带犔犔′犽．

４）利用假设检测的方法进行水印的检测，同时用前有水印的图像子块系数减去原始载体图像子块

的系数再除以嵌入强度，从而提取出水印．

５）对水印信息图像实施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算法的逆过程进行解密，得到加密前的水印信息，并把各个分

块的犖／（２犕）×犖／（２犕）个水印进行叠加，对其进行求平均处理得到提取的水印图像．

５　实验仿真结果

实验采用的是大小为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的Ｌｅｎａ的图像，如图２所示．水印信息使用的是６４ｐｘ×６４

ｐｘ的二值灰度图像，如图３所示．

　　　图２　仿真效果图 图３　各种处理后的得到的水印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通过统计各子块的边缘点数得到各类的嵌入强度，分别取δ１＝３，δ２＝５，δ３＝７．嵌有水印图像和原

始图像的峰值信噪比犚ＳＮ＝４２．８１８０，提取得到的水印和原始水印的相似度ＮＣ＝１，视觉掩蔽性良好．

ＪＰＥＧ压缩处理后的数据图，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知：即使在ＪＰＥＧ压缩因子小于２０时（即压缩掉图像

８０％的信息），提取的水印信息仍然能够辨别并可以用来证明版权归属，此时对应的ＮＣ＝０．６６３１．

添加椒盐噪声后的数据图，如图５所示．从图５可以看出：该算法对于椒盐噪声攻击具有良好的鲁

棒性，即使在较大强度，如强度为０．１２时，ＮＣ也能保持较大数值为０．９０５６．

０９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图４　ＪＰＥＧ压缩处理后的数据图 图５　添加椒盐噪声后的数据图

Ｆｉｇ．４　ＤａｔａｆｉｇｕｒｅｗｉｔｈＪＰＥＧ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Ｄａｔａｆｉｇｕｒｅｗｉｔｈｓａｌｔａｎｄｐｅｐｐｅｒｎｏｉｓｅ

常用攻击鲁棒性数据表，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该算法对于中值滤波、高斯滤波、高斯噪声攻击

具有很强的鲁棒性；水印提取后效果较好；对于几何攻击中的剪切有很好的抗攻击性能；当中心剪切为

３００×３００的大小区域，ＮＣ值仍然能达到０．９５００；常用信号处理叠加后的攻击、常用信号处理与几何攻

击（剪切）叠加后的攻击对嵌入水印后的图像进行攻击，提取的水印效果也较好，版权信息是可辨别的．

表１　常用攻击鲁棒性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ｏｎａｔｔａｃｋｓ

攻击类型 犛ＮＲ ＮＣ 攻击类型 犛ＮＲ ＮＣ

３×３中值滤波 ３４．８８１８ ０．９３５７ ３×３中值滤波＋０．０３椒盐噪声 ２０．４６２３ ０．９０５５

５×５中值滤波 ３１．０８８７ ０．７４９９ ３×３中值滤波＋０．０５椒盐噪声 １８．３１９８ ０．８７６８

３×１高斯低通滤波 ３２．５９３８ ０．９２２１ ３×３中值滤波＋０．０７椒盐噪声 １６．９３６８ ０．８４９２

３×３高斯低通滤波 ３１．３６２１ ０．８７２７ ＪＰＥＧ＿７５＋３００×３００中心剪切 １０．４３００ ０．８５５９

高斯噪声 ２９．６８４０ ０．８２２７ ＪＰＥＧ＿９０＋３００×３００中心剪切 １０．４２８６ ０．９２０７

中心２５０×２５０剪切 １２．０６３９ １．００００ ＪＰＥＧ８０＋０．０６椒盐噪声 １７．５４８４ ０．９４０３

中心３００×３００剪切 １０．４２７７ ０．９５００ ＪＰＥＧ８０＋０．０７椒盐噪声 １７．０９８９ ０．９２８１

中心３５０×３５０剪切 ９．０５７１ ０．８２４８ ＪＰＥＧ８０＋０．０８椒盐噪声 １６．３５８９ ０．９０８１

０．０６椒盐噪声＋高斯噪声 １７．７１１１ ０．８０７６ ＪＰＥＧ＿８０＋３×３高斯滤波 ３１．３５３４ ０．８５２７

３×３中值滤波＋ＪＰＥＧ＿６０ ３３．８４３６ ０．８０４６ ０．０２椒盐噪声＋３００×３００剪切 １０．２４９２ ０．９２２６

３×３中值滤波＋ＪＰＥＧ＿７０ ３４．１４０３ ０．８４７３ ０．０４椒盐噪声＋３００×３００剪切 １０．０８６０ ０．８７３８

３×３中值滤波＋ＪＰＥＧ＿８０ ３４．４１２８ ０．８８０６ ０．０６椒盐噪声＋３００×３００剪切 ９．９２３３ ０．８３１９

３×３中值滤波＋０．０１椒盐噪声 ２４．９８５１ ０．９２８３ ３×３中值滤波＋３００×３００剪切 １０．４２３３ ０．８１７５

６　结束语

Ｐ?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算法对水印进行加密，极大地消除了二维数字水印图像的像素空间相关性，同时嵌入

水印后的块效应降低，使算法抗攻击的能力和安全性增强．自适应模糊归类算法能够确定不同纹理复杂

度的水印嵌入强度，使水印的不可见性保持良好的水平；而嵌入水印时采用重复嵌入的方式，也极大地

增强了水印抗攻击的能力．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使不可见性和鲁棒性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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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材料的孔径结构对犛犗２吸附性能的影响

张彬，宋磊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研究在常温下活性炭材料孔径结构及材料形态对ＳＯ２ 吸附性能的影响，以５种不同孔径结构的

沥青基活性炭纤维及活性炭颗粒为材料，通过吸附动力学模型的拟合，考查了活性炭孔径结构及材料形态与

ＳＯ２ 吸附速率的关系．结果表明：较小的微孔径结构更有利于ＳＯ２ 的吸附；不同孔径结构的活性炭材料对ＳＯ２

的吸附均符合Ｂａｎｇｈａｍ动力学过程，活性炭纤维的吸附速率随孔径的增大而增大；活性炭颗粒因其形态结构

的差异，吸附速度较活性炭纤维慢，吸附效果相对较差．

关键词：　活性炭；孔径结构；ＳＯ２ 吸附；吸附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Ｘ５１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活性炭材料基于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好的物理吸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于ＳＯ２ 的净化，其对ＳＯ２ 吸

附性能的影响主要是活性炭物理结构和表面化学性质［１?３］．活性炭物理结构是影响其物理吸附的主要因

素，一般认为活性炭的物理吸附量主要受其比表面积和微孔容量的影响．然而，在吸附质浓度较低时，活

性炭的微孔径对ＳＯ２ 的吸附性能影响显得更为重要
［４?７］．在吸附过程中，微孔中的吸附质分子按吸附势

大小依次实现孔容积的逐步充填，尺寸最小的微孔势能最高，在比压极小时便开始吸附充填，然后陆续

扩展到尺寸较大的微孔，直至微孔容积全部充满，即微孔吸附容积充填理论［８］．但是在吸附过程中，只有

吸附质能进入和充填的孔隙才是有效孔隙［９］．当吸附剂表面孔径大小接近吸附质分子临界尺寸时，吸附

效率最高，吸附质最易被吸附，而吸附剂孔径尺寸过大或过小，吸附作用迅速减弱．当吸附剂的孔径为吸

附质分子直径的１．７～３．０倍时，其利用率最高
［１０］．Ｒａｙｍｕｎｄｏ?Ｐｉｎｅｒｏ等

［１１］提出，活性炭微孔径为０．７

ｎｍ时，活性炭的ＳＯ２ 吸附量明显较高．然而，关于活性炭孔径结构与ＳＯ２ 吸附速率的关系却少有报道．

活性炭纤维（ＡＣＦ）相比于活性炭颗粒（ＧＡＣ），其孔径分布集中、微孔体积百分数高，对ＳＯ２ 的吸附能力

较一般的活性炭颗粒高．本文通过比较不同微孔径的ＡＣＦ，以及孔径结构相近的ＡＣＦ与ＧＡＣ在常温

常压下对ＳＯ２ 的吸附性能，确定活性炭材料的孔径结构及形态的影响；通过吸附动力学方程的拟合，确

定其微孔结构与吸附速率的关系．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

颗粒活性炭（ＡＲ，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不同孔径结构的沥青基活性炭纤维（ＡＣＦ，ＡＤ

＇ＡＬＬＣｏ公司），依次编号为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

１．２　活性炭材料的结构表征

将活性炭材料在１０５℃下烘干１２ｈ，并在氮气保护下于２００℃进一步脱气６ｈ后，将其放置于

ＱＵＡＮＴＳＯＲＮ表面分析仪中，在７７Ｋ下测定氮气吸附等温线．运用ＢＥＴ公式计算出各材料的ＢＥＴ

比表面积，由αｓ?Ｐｌｏｔ法
［１２?１３］，计算材料的微孔容量和平均微孔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通信作者：　宋磊（１９７３），男，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材料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ｌｅｉ＠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华侨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ＪＢ?ＺＲ１１５０）；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１１ＢＳ２１５）



１．３　犛犗２ 吸附装置

活性炭材料常温常压下吸附ＳＯ２ 实验装置流程，如图１所示．调节气体流量计，控制Ｎ２ 和ＳＯ２ 的

气体流量，在气体混合器中ＳＯ２ 混合成体积浓度为０．５ｍＬ·Ｌ
－１的实验气体，并保持气流速度为１Ｌ·

ｍｉｎ－１．由阀门三通控制气流方向，一路直接通入尾气吸收液，用以调整气体流量；另一路将调整好的实

验气体通入ＳＯ２ 吸收液，用以测定气体进口体积浓度；第３路将稳定的气体通过直径为２ｃｍ，高为１５

ｃｍ，并在填装有大约１．５ｇ活性炭材料的圆柱形吸附柱进行反应，再流向ＳＯ２ 吸收液用以测定反应后

的出口体积浓度．实验中，ＳＯ２ 的进出口体积浓度均由碘量法确定，即每隔５ｍｉｎ由碘液滴定测定吸收

液中ＳＯ２ 的浓度，体积浓度的差值即为该５ｍｉｎ内活性炭的ＳＯ２ 吸附量，逐一相加则可计算出活性炭

的ＳＯ２ 累积吸附量．

图１　活性炭材料ＳＯ２ 吸附二氧化硫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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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活性炭材料的结构表征

不同孔径结构的ＡＣＦ（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以及ＧＡＣ的氮气吸附等温线，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

知：６个材料的氮气吸附等温线均呈现ＩＵＰＡＣ中的Ｉ型等温线，在低压区，吸附曲线就迅速上升，发生

微孔内吸附，表明几种材料的孔结构微孔占主导地位［１４］．

活性炭材料的结构特征参数，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５个ＡＣＦ材料中Ａ１的平均微孔径（犱ｍ）、微

孔容量（犞ｍ）和比表面积（犛Ａ）最小，Ａ５次之，而Ａ４均最大；ＧＡＣ的平均微孔径、微孔容量和比表面积

均较小，其中平均微孔径与Ａ５的几乎相等，而比表面积和微孔容量则与Ａ１接近．

图２　活性炭材料在７７Ｋ下的氮气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ｔ７７Ｋ

表１　活性炭材料的主要结构特征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Ｆ 犛Ａ／ｍ
２·ｇ

－１ 犞ｍ／ｃｍ
３·ｇ

－１ 犱ｍ／ｎｍ

Ａ１ ８０９ ０．３２ ０．７０

Ａ２ １３５４ ０．７８ ０．８３

Ａ３ １５０９ ０．５６ １．０９

Ａ４ １８３１ ０．８９ １．２０

Ａ５ １１８８ ０．４７ ０．７４

ＧＡＣ ９４６ ０．３７ ０．７３

２．２　犃犆犉的孔径结构对犛犗２ 吸附性能的影响

为确定ＡＣＦ对ＳＯ２ 的吸附机理，实验通过对已

吸附饱和的ＡＣＦ进行解析后，测定其孔径结构．由

于物理吸附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因此通过热处理能

够把弱吸附的ＳＯ２ 从活性炭表面解析出来，而化学

吸附作用则较强，一般为不可逆吸附，很难将其解析出来［１５］．吸附ＳＯ２ 后，再解析处理的ＡＣＦ在７７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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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氮气吸附等温线，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Ａ１（后），Ａ４（后）分别为饱和吸附的Ａ１，Ａ４在３００℃下

解析后的材料．原始材料及解析后的材料的氮气吸附等温线几乎重合，可见ＡＣＦ对ＳＯ２ 的吸附作用较

弱，为物理吸附．因此，接下来考察ＡＣＦ的结构对二氧化硫的吸附性能的影响．

　　（ａ）材料Ａ１　　　　　　　　　　　　　　　　　　　（ｂ）材料Ａ４

图３　氮气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ｏｆＳＯ２

不同孔径结构ＡＣＦ的ＳＯ２ 吸附性能曲线，如图４（ａ）所示．由图４（ａ）可以看出：活性炭纤维Ａ１和

Ａ５的吸附性能曲线相近，且达饱和吸附的时间最长；而Ａ４吸附１０ｍｉｎ左右就已达饱和，其吸附时间

最短．尽管Ａ１，Ａ５的比表面积和微孔容量较小，但对ＳＯ２ 的饱和吸附量却最高，分别达到２０．３７，１８．１５

ｍｇ·ｇ
－１．材料Ａ４的比表面积和微孔容量最大，而饱和吸附量却最小，仅达７．４７ｍｇ·ｇ

－１．一般而言，

当吸附剂的孔径略大于吸附质分子直径时，吸附的效果最好，ＳＯ２ 的分子直径为０．３ｎｍ，本实验所使用

的ＡＣＦ平均微孔径为０．７～１．２ｎｍ，比表面积相应的由８０９ｍ
２·ｇ

－１增加至１８３１ｍ２·ｇ
－１．通过表１

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ＡＣＦ的ＳＯ２ 吸附量随着孔径减小而增大．可见较大的比表面积并未提高ＡＣＦ的

ＳＯ２ 吸附性能，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孔径结构对ＳＯ２ 的吸附性能，在一定程度起了决定性作用．

２．３　活性炭材料的形态对犛犗２ 吸附性能的影响

孔径结构相似的活性炭纤维Ａ１与颗粒活性炭的ＳＯ２ 吸附性能曲线，如图４（ｂ）所示．由图４（ｂ）可

知：颗粒活性炭的ＳＯ２ 吸附性能曲线与纤维活性炭相差显著，其饱和吸附量仅为１３．７４ｍｇ·ｇ
－１．结合

表１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材料的孔径结构相似，且Ａ１的比表面较ＧＡＣ的小，但其对ＳＯ２ 的饱和吸附量

却是ＧＡＣ的近１．５倍，这主要是由于材料的形态不同．图５为ＡＣＦ及ＧＡＣ的孔径结构，ＡＣＦ绝大多

数的微孔直接开孔于外表面［１６］，有利于ＳＯ２ 的连续吸附，吸附时间较短，饱和吸附量较大；而ＧＡＣ的微

孔主要开孔于活性炭内表面，吸附质在其表面的扩散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吸附时间相对较长，饱

和吸附量较小．

　　（ａ）ＡＣＦ　　　　　　　　　　　　　　　　　　　　　　（ｂ）ＧＡＣ

图４　常温常压下不同活性炭材料的ＳＯ２ 吸附性能曲线

Ｆｉｇ．４　ＳＯ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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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吸附动力学研究

吸附质分子通过扩散进入吸附剂表面及孔结构中，这过程主要控制吸附过程的速率［１７］．吸附过程

的动力学研究主要是描述吸附剂吸附溶质的速率快慢，通过动力学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从而探讨孔结

构对吸附过程的控制机理．常用的模型包括Ｌａｇｅｒｇｒｅｎ准一级速率模型、准二级速率模型（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

ｏｎｄ）、Ｅｌｏｖｉｃｈ速率模型，以及Ｂａｎｇｈａｍ模型．４个模型均为动力学控制型的表观吸附动力学模型，主要

描述表面吸附或表面反应为速率控制步骤的动态吸附过程．

（ａ）ＡＣＦ （ｂ）ＧＡＣ

图５　ＡＣＦ及ＧＡＣ的孔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ＦａｎｄＧＡＣ

　　Ｌａｇｅｒｇｒｅｎ准一级速率模型
［１８］，其吸附速率表达为

ｄ犙狋／ｄ狋＝犽１（犙ｅ－犙狋）．

积分并整理，利用边界条件：狋＝０时，犙狋＝０；狋＝狋时，犙狋＝犙狋，可得到

ｌｏｇ（犙ｅ－犙狋）＝ｌｏｇ犙ｅ·犽１狋／２．３０３．

上式中：犙和犙ｅ分别为狋时刻和平衡时的吸附量（ｍｇ·ｇ
－１）；犽１ 为准一级吸附常数（ｍｉｎ

－１）．

准二级吸附模型［１９］，对其吸附速率方程进行积分并整理，可以得到

犙＝
犽２犙

２
ｅ狋

１＋犽２犙ｅ狋
．

上式中：犙为吸附容量（ｍｇ·ｇ
－１）；犙ｅ为平衡吸附量；犽２ 为准二级吸附速率常数（ｇ·（ｍｇ·ｍｉｎ）

－１）．

Ｅｌｏｖｉｃｈ动力学方程式
［２０］，其简化的数学表达式为

犙狋＝ （
１

β
）ｌｎ（αβ）＋（

１

β
）ｌｎ狋．

上式中：α为初始吸附速率常数（ｍｇ·（ｇ·ｍｉｎ）
－１）；β为脱附速率常数（ｇ·ｍｇ

－１）．

Ｂａｎｇｈａｍ吸附速率方程
［２１］，班厄姆公式为

ｄ犙
ｄ狋
＝
犽（犙ｅ－犙）

狋狕
．

积分并整理后得

犙＝犙ｅ－
犙ｅ

ｅｘｐ（犽狋
狕）
．

上式中：狋为时间（ｈ）；狕为常数；犽为常数（ｍｉｎ－狕）．

不同活性炭材料吸附ＳＯ２ 的４种动力学模型的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Ｌａｇｅｒｇｒｅｎ准

一级速率模型和Ｂａｎｇｈａｍ吸附速率模型拟合效果较好，６个材料的犚
２ 均大于０．９００，其中Ｂａｎｇｈａｍ模

型拟合的犚２ 均大于０．９８９，且由方程得到的犙ｅ与实验数据得到的也较接近；相比而言，准二级方程和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差，尤其是纤维材料Ａ４，其犚２ 均低于０．９．因此，Ｂａｎｇｈａｍ方程能更好地描

述不同孔径结构的活性炭材料对ＳＯ２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由拟合数据可以确定ＳＯ２ 的Ｂａｎｇｈａｍ吸附速率方程．通过吸附速率常数可以观察到：Ａ４的速率

常数最大，Ａ３其次，而Ａ１的速率常数最小．结合表１分析：尽管Ａ１的平均微孔径小，吸附势高，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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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吸附质分子需要通过扩散作用才能进入微孔吸附位，因而其吸附速率值随孔径结构的增大而增大，即

较大的孔径结构有利于分子扩散从而提高其吸附速率．

相比于ＡＣＦ，ＧＡＣ的吸附速率明显较小，这主要是活性炭材料不同形态影响ＳＯ２ 在其表面扩散和

吸附的结果．因为ＡＣＦ的微孔直接开孔于外表面，而ＧＡＣ的微孔主要开孔于活性炭内表面，吸附质在

ＧＡＣ表面需通过中孔或大孔扩散才能进入微孔进行吸附，因而吸附速度慢，吸附时间相对较长．此外，

Ｌａｇｅｒｇｒｅｎ准一级速率模型能够有效地描述膜扩散控制的过程
［２２］，对于ＧＡＣ的拟合效果相对较好，这

也进一步证明了活性炭材料的形态不同，影响吸附质在其表面的扩散过程，进而造成吸附效果的差异．

表２　不同活性炭材料常温常压下吸附ＳＯ２ 的动力学方程拟合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Ｏ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样品
Ｂａｎｇｈａｍ

犽／ｍｉｎ－狕　　　　狕　　　　犙ｅ／ｍｇ·ｇ
－１
　　　犚

２
　

Ｌａｇｅｒｇｒｅｎ

犙ｅ　　　　犽１／ｍｉｎ
－１
　　　　犚

２

Ａ１ ８．２７ １．４３ ２２．６７ ０．９９０ ２２．９２ ０．０６ ０．９０９

Ａ２ ２５．３０ １．６３ １４．２８ ０．９９２ １８．０４ ０．０４ ０．９８４

Ａ３ ３６．６０ １．６８ １２．１２ ０．９９９ １４．０９ ０．１１ ０．９３１

Ａ４ １０６．７０ １．８１ ７．４６ １．０００ ７．６９ ０．２４ ０．９２５

Ａ５ ９．３９ １．４６ ２０．８６ ０．９８９ ３１．２０ ０．０４ ０．９７４

ＧＡＣ ５．３９ １．３７ １４．３２ ０．９９８ ２５．１５ ０．０２ ０．９９４

样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ｏｎｄ

犽２／ｍｇ·（ｍｇ·ｍｉｎ）
－１
　犙ｅ／ｍｇ·ｇ

－１
　　　犚

２

Ｅｌｏｖｉｃｈ

　α／ｍｇ·（ｇ·ｍｉｎ）
－１
　　β／ｇ·ｍｇ

－１
　　　犚

２

Ａ１ ０．３５４ ６０．４８ ０．９７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１ ０．９７８

Ａ２ ３．４２０ ２２．８０ ０．９０５ ０．０９４ ０．１７１ ０．９１７

Ａ３ ４．２６０ ２０．１３ ０．９０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９５ ０．９１８

Ａ４ ３３．４００ ９．０５ ０．８１９ ３．０４５ ０．５９０ ０．７２２

Ａ５ ０．４６５ ５２．５２ ０．９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８ ０．９７８

ＧＡＣ ０．８９６ ２８．２７ ０．９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５ ０．９８２

３　结论

１）在一定条件下，ＡＣＦ的孔径结构相比于比表面积和微孔容量对ＳＯ２ 的吸附性能影响更大．ＡＣＦ

的平均微孔径为０．７ｎｍ左右时对ＳＯ２ 的吸附性能最好，达到２０．３７ｍｇ·ｇ
－１．

２）ＧＡＣ相比于ＡＣＦ，微孔主要开孔于活性炭内表面，因而ＳＯ２ 吸附性能较ＡＣＦ差，吸附速率相

对较慢，吸附效果较差．

３）经动力学拟合发现：Ｂａｎｇｈａｍ方程能更好地描述不同孔径结构的活性炭材料的ＳＯ２ 吸附动力

学过程．通过吸附速率常数的比较得到，ＡＣＦ对ＳＯ２ 的吸附速率随其孔径结构的增大而增大，说明较大

的孔径结构有利于吸附质分子的扩散进入．ＧＡＣ由于受到形态结构的影响，使ＳＯ２ 的扩散和吸附作用

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吸附速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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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地区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土壤中

犃犕真菌的分布和侵染情况

王明元，姜攀，刘建福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调查福建泉州地区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土壤中丛枝菌根（ＡＭ）真菌的分布和侵染情况．依据ＡＭ真菌

孢子形态的鉴定，分离出ＡＭ真菌５属５６种，其中优势属球囊霉属３５种，黑球囊霉为优势种；２７种药用植物

能与ＡＭ真菌形成良好共生关系，１７种药用植物ＡＭ真菌侵染强度为５级，土牛膝的侵染率为０．牡荆、络石

根围ＡＭ真菌种的丰度最高为１４，络石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最高达到２．０９，桫椤的均匀度最高为０．９５．结

果表明：药用植物根围ＡＭ真菌多样性与土壤因子密切相关；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与电导率极显著正相关，

与有机质、有效磷显著正相关；均匀度与电导率、有效磷极显著正相关，与ｐＨ值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ＡＭ真菌；药用植物；侵染；多样性；土壤因子；泉州地区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８．１２２．２ 文献标志码：　Ａ

丛枝菌根（ＡＭ）真菌是一类与植物共生的微生物群体，能够与大多数的陆生植物形成互惠共生

体［１］．ＡＭ真菌在果蔬花、大田作物等植物中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药用植物领域的研究已成

为当前ＡＭ真菌的研究热点之一
［２?５］．Ｚｕｂｅｋ等

［６］研究了１７科３３属３６种药用植物丛枝菌根真菌分布

情况，发现其中３４种药用植物有菌根存在．黄文丽等
［７］从四川６个产地的三角叶黄连中共分离出了６

属３０种ＡＭ真菌．任嘉红等
［８］从１０个不同产区的三七根围中共分离出１５种ＡＭ 真菌．目前，药用植

物面临着野生资源日趋枯竭，药用成分不断下降的严重问题．为了获得较高的药用植物生物量和质量较

好的药材，近年来研究重点是探索药用植物根围有益微生物，而药用植物根围ＡＭ 真菌则是重点的研

究对象［６，９］．福建泉州位于北纬２４°２２′～２５°５６′，东经１１７°３４′～１１９°０５′，境内分布清源山、云中山、戴云

山，山峦起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植被茂密，年降雨量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ｍｍ，造就了泉州丰富的药用植物

资源．本文研究泉州地区２８种常见药用植物，分析根围ＡＭ真菌的侵染，探讨ＡＭ真菌的资源多样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福建泉州云中山采集到２８种野生常见药用植物根样及其根围土样．２８种野生常

见药用植物分别是五味子（犛犮犺犻狊犪狀犱狉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Ｔｕｒｃｚ．）Ｂａｉｌｌ．）、福建青冈（犆狔犮犾狅犫犪犾犪狀狅狆狊犻狊犮犺狌狀犵犻犻

（Ｍｅｔｃ．）Ｙ．Ｃ．ＨｓｕｅｔＨ．Ｗ．ＪｅｎｅｘＱ．Ｆ．Ｚｈｅｎｇ）、金毛狗（犆犻犫狅狋犻狌犿犫犪狉狅犿犲狋狕（Ｌ．）Ｊ．Ｓｍ．）、对叶

百部（犛狋犲犿狅狀犪狋狌犫犲狉狅狊犪Ｌｏｕｒ．）、福建莲座蕨（犃狀犵犻狅狆狋犲狉犻狊犳狅犽犻犲狀狊犻狊Ｈｉｅｒｏｎ．）、土茯苓（犛犿犻犾犪狓犵犾犪犫狉犪

Ｒｏｘｂ．）、毛冬青（犐犾犲狓狆狌犫犲狊犮犲狀狊Ｈｏｏｋ．ｅｔＡｒｎ）、五加（犃犮犪狀狋犺狅狆犪狀犪狓犵狉犪犮犻犾犻狊狋狔犾狌狊Ｗ．Ｗ．Ｓｍｉｔｈ）、山

姜（犃犾狆犻狀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Ｔｈｕｎｂ．）Ｍｉｑ．）、桫椤（犃犾狊狅狆犺犻犾犪狊狆犻狀狌犾狅狊犪（Ｗａｌｌ．ｅｘＨｏｏｋ．）Ｒ．Ｍ．Ｔｒｙｏｎ）、

山菅兰（犇犻犪狀犲犾犾犪犲狀狊犻犳狅犾犻犪（Ｌ．）ＤＣ）、三叶崖爬藤（犜犲狋狉犪狊狋犻犵犿犪犺犲犿狊犾犲狔犪狀狌犿 ＤｉｅｌｓｅｔＧｉｌｇ）、三叶鬼

针草（犅犻犱犲狀狊狆犻犾狅狊犪Ｌ．）、三桠苦（犈狏狅犱犻犪犾犲狆狋犪（Ｓｐｒｅｎｇ．）Ｍｅｒｒ．）、半边旗（犘狋犲狉犻狊狊犲犿犻狆犻狀狀犪狋犪Ｌ．）、石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通信作者：　王明元（１９８０），男，副教授，主要从事园艺植物菌根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ｙｗａ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Ｊ０１２２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华侨大学科

研基金资助项目（ＪＢＺＲ１１４９）



蝉草（犘犲狆犲狉狅犿犻犪犱犻狀犱狔犵狌犾犲狀狊犻狊Ｍｉｑ．）、野枇杷（犕犪犮犺犻犾狌狊狏犲犾狌狋犻狀犪Ｃｈａｍｐ．ｅｘＢｅｎｔｈ．）、毛果算盘子

（犌犾狅犮犺犻犱犻狅狀犲狉犻狅犮犪狉狆狌犿Ｃｈａｍｐ．ｅｘＢｅｎｔｈ．）、土牛膝（犃犮犺狔狉犪狀狋犺犲狊犪狊狆犲狉犪Ｌ．）、牡荆（犞犻狋犲狓狀犲犵狌狀犱狅

Ｌ．ｖａｒ．犮犪狀狀犪犫犻犳狅犾犻犪（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Ｈａｎｄ．?Ｍａｚｚ．）、余甘子（犘犺狔犾犾犪狀狋犺狌狊犲犿犫犾犻犮犪Ｌ．）、商陆（犘犺狔

狋狅犾犪犮犮犪犪犮犻狀狅狊犪Ｒｏｘｂ．）、大青（犆犾犲狉狅犱犲狀犱狉狌犿犮狔狉狋狅狆犺狔犾犾狌犿 Ｔｕｒｃｚ．）、野芝麻（犔犪犿犻狌犿犫犪狉犫犪狋狌犿Ｓｉｅｂ．

ｅｔＺｕｃｃ．）、九节木（犘狊狔犮犺狅狋狉犻犪狉狌犫狉犪 （Ｌｏｕｒ．）Ｐｏｉｒ．）、山麦冬（犔犻狉犻狅狆犲狊狆犻犮犪狋犪 （Ｔｈｕｎｂ．）Ｌｏｕｒ．）、薜

荔（犉犻犮狌狊狆狌犿犻犾犪Ｌｉｎｎ．）、络石（犜狉犪犮犺犲犾狅狊狆犲狉犿狌犿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Ｌｉｎｄｌ．）Ｌｅｍ．）．每种植物随机取６株

根围０～３０ｃｍ剖面土样（含植物细小根系），每份土样１～２ｋｇ，装袋编号．收集的根样切成１ｃｍ根段，

用于丛植菌根侵染率测定．土壤自然风干后过２ｍｍ筛，用于测定土壤理化性质和分离ＡＭ真菌孢子．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菌根侵染　药用植物菌根侵染率（η）依照文献［１０］方法测定．根据根系被ＡＭ 真菌侵染的营养

根数目，将侵染强度分为５个等级：０～５％为１级；６％～２５％为２级；２６％～５０％为３级；５１％～７５％为

４级；７６％～１００％为５级
［１１］．

１．２．２　种属的鉴定　采用湿筛倾析?蔗糖离心法
［１２］分离ＡＭ真菌孢子，通过体视镜观察并记录孢子的

颜色、大小、连孢菌丝的特征、孢子果形态等．挑取孢子加不同浮载剂（水、Ｍｅｌｚｅｒ′ｓ试剂、ＰＶＬＧ）进行压

片，在生物显微镜下测量孢子的大小，观察孢子的颜色、纹饰、类型等特征并进行拍照，并辅助使用

Ｍｅｌｚｅｒ′ｓ试剂观察孢子壁及内含物的特异反应．根据ＡＭ 真菌鉴定手册
［１３］及国际 ＡＭ 真菌保藏中心

（ＩＮＶＡＭ）的最新分类描述，结合国内外发表的新种、新记录种进行种属的检索、鉴定．

１．２．３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根据鲍士旦方法
［１４］测定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电导率．ｐＨ

值测定时的水土比为５∶１．

１．２．４　ＡＭ真菌多样性计算及数据处理　参照张美庆等
［１５］方法计算ＡＭ 真菌丰度（ＳＲ）、孢子密度密

度（Ｓ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犎 值）和物质均匀度（犑值）．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利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法进行因子间相关关系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药用植物根围土壤理化性质

泉州地区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土壤理化性质，如表１所示．表１中：同一列数据中字母不同者表示在

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表１可知：土壤有机质（ＯＭ）的质量浓度为１７．４７～２０９．５２ｇ·ｋｇ
－１，

其中对叶百部根围最高，达到２０９．５２ｇ·ｋｇ
－１；土壤ｐＨ 值为３．９８～６．６８；电导率为２３～３５５μｓ·

ｃｍ－１，其中薜荔根围土壤ＥＣ值最大，为３５５μｓ·ｃｍ
－１，显著高于其他药用植物；有效磷（ＡＰ）的质量浓

度为１５．６４～１１１．５６ｍｇ·（ｋｇ）
－１，其中野枇杷根围ＡＰ最高，达到１１１．５６ｍｇ·ｋｇ

－１；碱解氮（ＡＮ）质

量浓度为１５．４～１４０．０ｍｇ·（ｋｇ）
－１，其中大青的最高，达到１４０．０ｍｇ·ｋｇ

－１；速效钾（ＡＫ）为４９．９０～

９６．５２ｍｇ·（ｋｇ）
－１，其中薜荔根围土壤ＡＫ质量浓度最高，达到９６．５２ｍｇ·ｋｇ

－１．

表１　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ｏｉｌｉｎ２８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药用植物 ρ（ＯＭ）／ｇ·ｋｇ
－１

ｐＨ值 犽／ｍｓ·ｓ－１ ρ（ＡＰ）／ｍｇ·ｋｇ
－１

ρ（ＡＮ）／ｍｇ·ｋｇ
－１

ρ（ＡＫ）／ｍｇ·ｋｇ
－１

五味子 ７７．４７ｅｆｇｈ ４．５２ｂｃｄ ２３ｌ ４１．９７ｃｄｅ ３６．４ｊｋｌｍ ７２．７６ｂｃ

福建青冈 ７０．３３ｆｇｈｉ ４．６６ｂｃｄ ５０ｉｊｋｌ ３４．０３ｅｆｇｈ ３０．８ｋｌｍｎ ６７．５５ｂｃ

金毛狗 １２９．０７ｂｃ ４．３７ｃｄ ６０ｉｊｋｌ ３１．８７ｆｇｈｉ ６３．０ｄ ７６．１９ａｂ

对叶百部 ２０９．５２ａ ４．１４ｄ １９３ｄ ７８．３９ｂ １１９．０ｂ ７２．１０ｂｃ

福建莲座蕨 ３２．７２ｊｋｌ ４．６３ｂｃｄ ４０ｉｊｋｌ １８．５３ｈｉｊ ４４．８ｆｇｈｉ ６８．６６ｂｃ

土茯苓 ７９．８７ｅｆｇ ４．１８ｃｄ ７３ｈｉｊｋ ２３．２２ｇｈｉｊ ６１．６ｄｅ ６９．５７ｂｃ

毛冬青 ５８．７０ｈｉｊｋ ４．０９ｄ ５５ｉｊｋｌ ２１．７７ｇｈｉｊ ２６．６ｋｌｍｎ ６６．３８ｂｃ

五加 ６７．７５ｆｇｈｉ ４．２６ｃｄ ７４ｈｉｊｋ ５２．０６ｃ ５０．４ｄｅｆｇ ７２．６０ｂｃ

山姜 ９２．０６ｄｅｆ ３．９８ｄ ８８ｆｇｈｉ ２２．８５ｇｈｉｊ ５０．４ｄｅｆｇ ７４．９３ａｂ

桫椤 ４６．９４ｈｉｊｋ ４．５２ｂｃｄ ８４ｇｈｉｊ ２６．８２ｆｇｈｉ ３９．２ｊｋｌｍ ７１．１４ｂｃ

三叶崖爬藤 ９２．９７ｄｅｆ ４．６５ｂｃｄ ９７ｆｇｈ ２７．９０ｆｇｈｉ ４７．６ｅｆｇｈ ７５．１８ａｂ

三叶鬼针草 ２７．０３ｌ ６．６８ａ ２８３ｂ ２０．３３ｈｉｊ ２２．４ｌｍｎ ６１．８８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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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药用植物 ρ（ＯＭ）／ｇ·ｋｇ
－１

ｐＨ值 犽／ｍｓ·ｓ－１ ρ（ＡＰ）／ｍｇ·ｋｇ
－１

ρ（ＡＮ）／ｍｇ·ｋｇ
－１

ρ（ＡＫ）／ｍｇ·ｋｇ
－１

山菅兰 ６３．６５ｇｈｉｊ ４．３４ｃｄ ８４ｇｈｉｊ ３６．５６ｆｇｈｉ ４３．４ｇｈｉｊ ７７．１０ａｂ

三桠苦 １０２．７２ｃｄｅ ４．４０ｃｄ １２０ｅｆ ３８．７２ｄｅｆ ３２．２ｋｌｍｎ ７８．３７ａｂ

半边旗 １４６．３３ｂ ４．３０ｃｄ １５５ｄｅ ８０．５５ｂ ３７．８ｊｋｌｍ ７８．４７ａｂ

石蝉草 ８７．３３ｄｅｆｇ ６．０２ａｂ １７８ｄ ４７．３８ｃｄ ２１．０ｍｎ ７９．１３ａｂ

野枇杷 ９２．９６ｄｅｆ ４．４７ｂｃｄ ２４０ｂｃ １１１．５６ａ ５６．０ｄｅｆ ７８．３２ａｂ

毛果算盘子 １１７．１２ｂｃｄ ４．６６ｂｃｄ １０３ｆｇ ３８．７２ｄｅｆ ４０．６ｈｉｊｋ ６６．０８ｂｃ

土牛膝 ３０．８５ｋｌ ６．５３ａ ７５ｈｉｊｋ ７８．７５ｂ １６．８ｎ ７０．２８ｂｃ

牡荆 ３６．９８ｉｊｋｌ ６．５６ａ ６２ｉｊｋｌ １７．８１ｉｊ １５．４ｎ ６７．２９ｂｃ

余甘子 ５９．２１ｈｉｊｋ ４．２９ｃｄ ４９ｉｊｋｌ ２４．３０ｇｈｉｊ １６．８ｎ ６５．９３ｂｃ

商陆 ３８．４４ｉｊｋｌ ５．７８ａｂｃ ３３ｋｌ １９．６１ｈｉｊ ２６．６ｋｌｍｎ ４９．９０ｃ

大青 １７．４７ｌ ４．７３ｂｃｄ ６３ｉｊｋｌ １５．６４ｉｊ １４０．０ａ ６７．１９ｂｃ

野芝麻 １９．２０ｌ ４．４３ｂｃｄ ６７ｉｊｋｌ ２５．０２ｇｈｉｊ ２３．８ｋｌｍｎ ６９．５２ｂｃ

九节木 １９２．４９ａ ４．６３ｂｃｄ １９９ｃｄ ８１．６３ｂ ２８．０ｋｌｍｎ ７９．７３ａｂ

山麦冬 ７８．６８ｅｆｇ ４．５０ｂｃｄ １５９ｄｅ ５０．６２ｃ ９３．８ｃ ７７．８１ａｂ

薜荔 １３８．５１ｂ ６．６５ａ ３５５ａ ８８．１２ｂ ４０．６ｈｉｊｋ ９６．５２ａ

络石 ８５．０５ｅｆｇ ４．６３ｂｃｄ ６８ｈｉｊｋ ２８．９８ｆｇｈｉ ３７．８ｊｋｌｍ ５６．２７ｂｃ

２．２　犃犕真菌资源

从泉州地区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土壤中共分离、鉴定出ＡＭ真菌５属５６种，如表２所示．其中：球囊

霉属（犌犾狅犿狌狊）３５种、无梗囊霉属（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１４种、盾巨孢囊霉属（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５种、原囊霉属

（犃狉犮犺犪犲狅狊狆狅狉犪）１种、巨孢囊霉属（犌犻犵犪狊狆狅狉犪）１种．球囊霉属在２８种药用植物的根围均有分布，为优势

属；黑球囊霉（犌犾狅犿狌狊犿犲犾犪狀狅狊狆狅狉狌犿）在２８种药用植物的根围土壤中均有分布，为共有优势种．

表２　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的ＡＭ真菌

Ｔａｂ．２　ＡＭｆｕｎｇｉｉｎｔｈｅ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８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属 种

犌犾狅犿狌狊

犌犾狅犿狌狊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犪犾犫犻犱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犪犿犫犻狊狆狅狉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犪狉犲狀犪狉犻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犪狌狉犲狌犿，
犌犾狅犿狌狊犫犪犱犻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犮犪犾犾狅狊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犮犾犪狉狅犻犱犲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犮犾犪狉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
犮狅狉狅狀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犱犲狊犲狉狋犻犮狅犾犪，犌犾狅犿狌狊犱犻犪狆犺犪狀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犱犻犿狅狉狆犺犻犮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犱狅犾犻犮犺狅狊狆狅狉狌犿，
犌犾狅犿狌狊犲狋狌狀犻犮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犳犪狊犮犻犮狌犾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犳犲犮狌狀犱犻狊狆狅狉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犳狅狉犿狅狊犪狀狌犿，犌犾狅犿狌狊
犵犲狅狊狆狅狉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犺犲狋犲狉狅狊狆狅狉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犾犪犿犲犾犾狅狊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犾狌狋犲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狌犿，犌犾狅
犿狌狊犿犲犾犪狀狅狊狆狅狉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犿犻犮狉狅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犿狅狊狊犲犪犲，犌犾狅犿狌狊犿狌犾狋犻犮犪狌犾犲，犌犾狅犿狌狊狆犪狀狊犻
犺犪犾狅狊，犌犾狅犿狌狊狆狌狊狋狌犾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狉犲狋犻犮狌犾犪狋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狉狌犫犻犳狅狉犿犲，犌犾狅犿狌狊狊狆狌狉犮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狏犲狉狉狌
犮狌犾狅狊狌犿，犌犾狅犿狌狊狏犻狊犮狅狊狌犿

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

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犫犻狉犲狋犻犮狌犾犪狋犪，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犮犪狏犲狉狀犪狋犪，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犮狅犾狅狊狊犻犮犪，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
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犱犲狀狋犻犮狌犾犪狋犪，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犲犾犲犵犪狀狊，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犲狓犮犪狏犪狋犲，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犳狅狏犲犪狋犪，犃犮犪狌
犾狅狊狆狅狉犪犵犲犱犪狀犲狀狊犻狊，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犵犲狉犱犲犿犪狀狀犻犻，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犾犪犮狌狀狅狊犲，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狉犲犺犿犻犻，犃犮犪狌犾狅狊
狆狅狉犪狊犮狉狅犫犻犮狌犾犪狋犪，犃犮犪狌犾狅狊狆狅狉犪狊狆犻狀狅狊犪

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
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犲狉狔狋犺狉狅狆犪，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犺犲狋犲狉狅犵犪犿犪，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狀犻犵狉犪，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狆犲狉狊犻犮犪，
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狉狌犫狉犪，犛犮狌狋犲犾犾狅狊狆狅狉犪狏犲狉狉狌犮狅狊犪

犃狉犮犺犪犲狅狊狆狅狉犪 犃狉犮犺犪犲狅狊狆狅狉犪犵犲狉犱犲犿犪狀狀犻犻

犌犻犵犪狊狆狅狉犪 犌犻犵犪狊狆狅狉犪狉犪犿犻狊狆狅狉狅狆犺狅狉犪

　　２８种药用植物的菌根侵染率、侵染强度、孢子密度、种的丰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均匀度，如表

３所示．从表３可知：半边旗、大青、山麦冬的菌根侵染率最高达到１００％；土牛膝根系未检测出ＡＭ 真

菌侵染；五味子、福建青冈、福建莲座蕨、土茯苓、五加、山姜、山菅兰、三叶崖爬藤、三叶鬼针草、半边旗、

石蝉草、野枇杷、余甘子、商陆、大青、九节木、山麦冬等１７种药用植物的侵染强度最高为５级，显著高于

叶百部、野芝麻、络石；金毛狗根围中的孢子的密度最高为２０．８个·ｇ
－１，桫椤根围中的最少，只有０．８

个·ｇ
－１，二者差异显著；但桫椤根围ＡＭ真菌的均匀度最高达到０．９５；络石根围ＡＭ真菌种的丰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均最高，分别达到１４和２．０９，福建莲座蕨均最低，只有２和０．３５，二者差异明显．

２．３　犃犕真菌多样性与土壤因子的相关关系

２８种药用植物根围ＡＭ真菌多样性与土壤因子相关性分析，如表４所示．从表４可看出：ＡＭ 真菌

孢子密度与土壤因子均无显著相关，但与种的丰度极显著相关，与均匀度负相关；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

与电导率极显著正相关，与有机质、有效磷显著正相关；均匀度与电导率、有效磷极显著正相关，与ｐＨ

值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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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８种药用植物菌根侵染率、侵染强度和多样性

Ｔａｂ．３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２８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药用植物 η／％ 侵染强度 ＳＤ／个·ｇ
－１ ＳＲ 犎 犑

五味子 ９２ａ ５ａ １２．５０ｄｅｆ １１ｂｃ １．１２ｈｉｊｋ ０．４７ｈｉ

福建青冈 ８４ａｂ ５ａ １９．４０ａ ８ｄｅ ０．４２ｌｍ ０．２０ｊ

金毛狗 ６２ｂｃ ４ａｂ ２０．８０ａ ９ｃｄ ０．８３ｉｊｋｌ ０．３８ｉｊ

对叶百部 　８ｆｇ ２ｃｄ ２．８０ｌｍｎ ５ｆｇｈ １．２２ｈｉｊｋ ０．７６ｂｃｄｅ

福建莲座蕨 ７６ａｂ ５ａ １．８０ｍｎ ２ｉ ０．３５ｍ ０．５０ｇｈｉ

土茯苓 ９０ａ ５ａ １０．００ｄｅｆｇ ９ｃｄ ０．８３ｉｊｋｌ ０．３８ｉｊ

毛冬青 ５０ｃｄ ３ｂｃ ５．４０ｊｋｌ ５ｆｇｈ ０．９０ｈｉｊｋ ０．５６ｆｇｈｉ

五加 ７６ａｂ ５ａ ３．６０ｋｌｍｎ ４ｇｈｉ ０．７６ｊｋｌｍ ０．５５ｆｇｈｉ

山姜 ９２ａ ５ａ ５．８０ｉｊｋｌ ６ｅｆｇ ０．９６ｈｉｊｋ ０．５４ｇｈｉ

桫椤 ３０ｄｅｆ ３ｂｃ ０．８０ｎ ３ｈｉ １．０４ｈｉｊｋ ０．９５ａ

山菅兰 ８０ａｂ ５ａ ２．７０ｌｍｎ ７ｄｅｆ １．４７ｃｄｅｆ ０．７５ｂｃｄｅ

三叶崖爬藤 ８２ａｂ ５ａ ８．７０ｆｇｈｉ ９ｃｄ １．５８ｂｃｄｅ ０．７２ｅｆｇｈ

三叶鬼针草 ８７ａ ５ａ ４．７０ｌｍｎ ７ｄｅｆ １．５０ｃｄｅｆ ０．７７ａｂｃｄ

三桠苦 ３８ｃｄｅ ３ｂｃ ６．３０ｈｉｊｋ ６ｅｆｇ １．００ｈｉｊｋ ０．５６ｆｇｈｉ

半边旗 １００ａ ５ａ １７．８０ａｂ １１ｂｃ １．７４ａｂｃ ０．７３ｅｆｇｈ

石蝉草 ８８ａ ５ａ １１．２０ｃｄ ９ｃｄ １．６２ｂｃｄ ０．７４ｂｃｄｅ

野枇杷 ９４ａ ５ａ ９．４０ｅｆｇｈ ８ｄｅ １．８３ａｂ ０．８８ａｂ

毛果算盘子 ３０ｄｅｆ ３ｂｃ １２．８０ｃｄ ６ｅｆｇ １．３４ｄｅｆｇ ０．７５ｂｃｄｅ

土牛膝 　０ｇ １ｄ １．８０ｍｎ ４ｇｈｉ １．００ｈｉｊｋ ０．７２ｅｆｇｈ

牡荆 ６２ｂｃ ４ａｂ １２．６０ｃｄ １４ａ １．６３ｂｃｄ ０．６２ｅｆｇｈ

余甘子 ９０ａ ５ａ ９．７０ｄｅｆｇ １３ａｂ １．８４ａｂ ０．７２ｅｆｇｈ

商陆 ９６ａ ５ａ ３．２０ｋｌｍｎ ３ｈｉ ０．９７ｈｉｊｋ ０．８９ａｂ

大青 １００ａ ５ａ ４．００ｋｌｍ ４ｇｈｉ ０．７１ｋｌｍ ０．５１ｇｈｉ

野芝麻 １５ｅｆｇ ２ｃｄ ５．４０ｊｋｌ ８ｄｅ １．１７ｈｉｊｋ ０．５６ｆｇｈｉ

九节木 ８６ａｂ ５ａ ２．８０ｌｍｎ ７ｄｅｆ １．５９ｂｃｄｅ ０．８２ａｂｃ

山麦冬 １００ａ ５ａ １５．２０ｂｃ １２ａｂ １．５８ｂｃｄｅ ０．６４ｅｆｇｈ

薜荔 ６２ｂｃ ４ａｂ １．６０ｍｎ ５ｆｇｈ １．３０ｄｅｆｇ ０．８１ａｂｃ

络石 １２ｆｇ ２ｃｄ ７．７０ｇｈｉｊ １４ａ ２．０９ａ ０．７９ａｂｃ

表４　２８种药用植物菌根侵染率与土壤因子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ｏｉ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２８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参数 ＳＤ Ｈ ＳＲ Ｊ ＯＭ ｐＨ ＥＣ ＡＰ ＡＮ ＡＫ

ＳＤ １．０００

Ｈ ０．１３０ １．０００

ＳＲ ０．６２９ ０．６３９ １．０００

Ｊ －０．４７０ ０．６３９ －０．０８４ １．０００

ＯＭ ０．１６８ ０．２６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５ １．０００

ｐＨ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０４ －０．２５８ １．０００

ＥＣ －０．１６１ ０．４０３ －０．０６０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６ ０．３８８ １．０００

ＡＰ －０．１８８ ０．３２７ －０．０３１ ０．３８１ ０．５９７ ０．０８９ ０．６２６ １．０００

ＡＮ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３ ０．２２５ －０．３６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４ １．０００

ＡＫ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４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５２７ ０．５９００．０８０ １．０００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从泉州地区２８种常见药用植物根围土壤中分离鉴定出５６种ＡＭ 真菌的属和形态种的总数看，药

用植物的ＡＭ真菌多样性不低于其他类似结果
［１６］．由此可见，泉州地区药用植物根围ＡＭ真菌资源丰

富．实验结果显示：球囊霉属ＡＭ真菌种类最多，占６２．５％，巨孢囊霉属和原囊霉属种类最少．泉州位于

２０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土壤为赤红壤，富含含游离铁、铝，良好的土壤环境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创造了球囊霉

属丰富的种类．研究表明：球囊霉属在所有土壤类型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是广幅生态型
［１７］．

泉州地区２８种药用植物中有２７种能够与ＡＭ真菌形成良好共生关系．土牛膝的侵染率为０，侵染

强度最小．研究发现：ＡＭ 真菌对苋科植物侵染少，即使有侵染，侵染程度比较轻，往往带有不确定

性［１８］．研究中的材料土牛膝为苋科植物，因此，土牛膝根系未见侵染属于正常现象．泉州２８种药用植物

根围土壤ＡＭ真菌孢子密度、物种多样性存在明显差异，这是由于ＡＭ真菌与宿主植物间的相互选择，

以及ＡＭ真菌所处生态环境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９?２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ＡＭ 真菌孢子密度与土壤

因子均无显著相关关系．研究显示：土壤ｐＨ值直接影响ＡＭ 真菌的分布和产孢量
［２１?２２］；自然界中ＡＭ

真菌有对应的适宜生存的ｐＨ值
［２３］；ＡＭ 真菌孢子密度与土壤ｐＨ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是土壤样品

ｐＨ值刚好处在ＡＭ真菌的适宜范围内．

有效磷与犎 值显著正相关，与犑值极显著正相关．土壤有效磷会直接影响 ＡＭ 真菌的发育与功

能［２４］．当土壤磷浓度处于植物生长的亚适中状态时，有利于ＡＭ 真菌的生长．在有效磷较高的情况下，

常观察到ＡＭ的形成和发育受到限制
［２５］．有机质与犎 值显著正相关．在一定范围内有机质质量浓度

越高，ＡＭ真菌种和属的种类就越多，ＡＭ真菌菌丝的生长加快
［２６］．土壤ｐＨ值与犑值显著正相关．泉

州地区的土壤ｐＨ值偏酸性，ＡＭ真菌适宜于中性?微酸性土壤，ｐＨ值除了对孢子发芽和菌丝生长有直

接影响外，还可通过提高土壤中的一些物质的可溶性，从而对菌根形成产生间接作用，土壤ｐＨ值过高

或过低均不利于ＡＭ真菌侵染和菌根形成
［２７］．电导率与犎 值，犑值极显著正相关，与ＳＤ负相关，这可

能是因为在盐胁迫条件下叶绿素质量浓度的降低必然影响色素蛋白复合体的功能，使类囊体膜比例减

小，叶绿体中基粒数量和质量下降，光合作用强度降低，进而减少光合产物向根部的输送，影响ＡＭ 真

菌孢子的生长和发育［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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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犘（犘＜０．０１），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Ｈｖａｌｕｅｓ（犘＜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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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溴联苯醚生物富集系数的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李吉安１，薛秀玲１，卢桂宁２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与能源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在Ｂ３ＬＹＰ／６?３１Ｇ水平上，运用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０３对多溴联苯醚（ｐｏｌｙｂｒ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ＰＢＤＥｓ）

分子进行结构优化．采用偏最小二乘法（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ＬＳ）对ＰＢＤＥｓ的生物富集系数（ｂｉ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ＢＣＦ）与分子结构参数进行关联．结果表明：ＢＣＦ结合苯环上溴原子的取代个数（犖Ｂｒ）可以较好地

表达ＰＢＤＥｓ的理化性质与其分子结构间的定量关系；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优化后模型的相关系数犚
２
犢（ｃｕｍ）为０．９８０，

累积交叉有效性判别系数犙２ｃｕｍ为０．９２１，该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精度和良好预测能力；分子总能量犈Ｔ 和电子

运动空间广度犚ｅ对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有着重要制约作用；具有较低犈Ｔ、较大犚ｅ的ＰＢＤＥｓ呈现出较低的ＢＣＦ．

关键词：　多溴联苯醚；定量结构?活性关系；生物富集系数；偏最小二乘法

中图分类号：　Ｏ６２１．２ 文献标志码：　Ａ

多溴联苯醚（ＰＢＤＥｓ）是溴代阻燃剂类化合物，共有２０９种同系物，常作为阻燃添加剂加入到树脂、

聚苯乙烯和聚氨酯泡沫等高分子合成材料中，广泛应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品、电路板和建筑材料等领

域［１?３］．ＰＢＤＥｓ相对分子质量大、熔点高、蒸气压低、水溶性低及辛醇?水分配系数高，因而具有亲脂性和

生物易累积等特点［４］，能在生物体内的脂肪和蛋白质中蓄积，并通过食物链放大，对高营养级的生物造

成影响．ＰＢＤＥｓ作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环境生物以及人体健康的造成危害，并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生物富集因子（ＢＣＦ）是评价有机污染物生物累积性的重要指标
［５］．在ＰＢＤＥｓ的环

境评估中，生物富集因子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虽然对于ＰＢＤＥｓ的生物富集因子的测定有标准的方法，但

要测定２０９种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值，实验显然耗时、耗力，测定费用高．因此，目前由实验测定ＰＢＤＥｓ的

ＢＣＦ极其有限．定量结构?活性关系（ＱＳＡＲ）指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与其活性之间的定量预测模型
［６?８］．

ＱＳＡＲ可以根据化合物的结构参数来预测其活性，弥补数据的缺失，降低昂贵的测试费用．本文拟通过

图１　ＰＢＤＥｓ的化学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ＢＤＥｓ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０３
［９］将ＰＢＤＥｓ进行Ｂ３ＬＹＰ／６?３１Ｇ水平

上的分子结构优化，从中提取相关量子化学参数．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犅犆犉文献值的选取

多溴联苯醚（ＰＢＤＥｓ）通用结构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犿＋狀的范围是１～１０．本研究所用１９种

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实测值取自 Ｍａｎｓｏｕｒｉ等
［１０］的工作，

其数据从寡毛纲淡水生物正颤蚓获得，生物富集系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随机选取的１３种ＰＢＤＥｓ组

成模型训练组，其他６种ＰＢＤＥｓ则作为模型检验组（见标注）．

１．２　量子化学参数选取

应用量子化学软件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０３，以密度泛函理论的方法计算，选择考察包括２２个量子化学参数

在内的２４种变量，所涉及的量子化学参数包括：最高占有轨道能量（犈ＨＯＭＯ）、最低空轨道能量（犈ＬＵ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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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占有轨道能量（犈ＮＨＯＭＯ）、次低空轨道能量（犈ＮＬＵＭＯ）、分子总能量（犈Ｔ）、电子空间广度（犚ｅ）、分子偶

极矩（μ）、１，１′号碳原子与氧原子间的键长（犚Ｃ１?Ｏ、犚Ｏ?Ｃ１′）、分子骨架中１３个原子的带电量（犙Ｃ１，犙Ｃ２，犙Ｃ３，

犙Ｃ４，犙Ｃ５，犙Ｃ６，ＱＯ，犙Ｃ１′，犙Ｃ２′，犙Ｃ３′，犙Ｃ４′，犙Ｃ５′，犙Ｃ６′）．此外还考察了犈ＬＵＭＯ?犈ＮＨＯＭＯ，犈ＬＵＭＯ＋犈ＮＨＯＭＯ两种前线

轨道能量的组合．

表１　ＰＢＤＥｓ的生物富集系数

Ｔａｂ．１　ＬｏｇＢＣＦｏｆｔｈｅＰＢＤＥｓ

编号 化合物 取代基位置 ｌｏｇＢＣＦ

１ ＢＤＥ?２８ ２，４，４′?ＴｒｉＢＤＥ ５．８３

２ ＢＤＥ?４７ ２，２′，４，４′?ＴｅＢＤＥ ５．８４

３ ＢＤＥ?５１ ２，２′，４，６′?ＴｅＢＤＥ ５．８８

４ ＢＤＥ?６６ ２，３′，４，４′?ＴｅＢＤＥ ６．０５

５ ＢＤＥ?７７ ３，３′，４，４′?ＴｅＢＤＥ ６．２９

６ ＢＤＥ?９９ ２，２′，４，４′，５?ＰｅＢＤＥ ６．０１

７ ＢＤＥ?１００ ２，２′４，４′，６?ＰｅＢＤＥ ６．３６

８ ＢＤＥ?１１９ ２，３′，４，４′，６?ＰｅＢＤＥ ６．２９

９ ＢＤＥ?１２６ ３，３′，４，４′，５?ＰｅＢＤＥ ６．４３

１０ ＢＤＥ?１５３ ２，２′，４，４′，５，５′?ＨｘＢＤＥ ６．１３

１１ ＢＤＥ?１５４ ２，２′４，４′，５，６′?ＨｘＢＤＥ ６．１５

１２ ＢＤＥ?１９７ ２，２′，３，３′，４，４′，６，６′?ＯｃＢＤＥ ５．３０

１３ ＢＤＥ?１９８ ２，２′，３，３′，４，５，５′，６?ＯｃＢＤＥ ５．６８

１４ ＢＤＥ?２０３ ２，２′，３，４，４′，５，５′，６?ＯｃＢＤＥ ５．９３

１５ ＢＤＥ?２０４ ２，２′，３，４，４′，５，６，６′?ＯｃＢＤＥ ５．７５

１６ ＢＤＥ?２０６ 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ＮｏＢＤＥ ５．４４

１７ ＢＤＥ?２０７ ２，２′，３，３′，４，４′，５，６，６′?ＮｏＢＤＥ ５．７５

１８ ＢＤＥ?２０８ ２，２′，３，３′，４，４′，５，６，６′?ＮｏＢＤＥ ５．５７

１９ ＢＤＥ?２０９ 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６′?ＤｅＢＤＥ ５．１９

１．３　模型的优化建立

应用Ｓｉｍｃａ?Ｐ（１１．５版）软件进行偏最小二乘法（ＰＬＳ）分析．模型的检验采用外部样本预测检验法，

即将样本分为模型训练组和模型检验组．表１用Ｓｉｍｃａ?Ｐ软件建模，当某个ＰＬＳ主成分交叉有效性判

别系数的犙２ 值大于程序缺省设置的显著性水平限（０．０９７５）时，即认为该主成分有意义．当累积交叉有

效性判别系数犙２ｃｕｍ大于０．５时，认为所建立的模型有较好的预测可靠性．

考虑到ＰＢＤＥ溴取代的个数（犖Ｂｒ）对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可能有影响，为了获得统计学上合理的模型，

将ｌｏｇＢＣＦ与犖Ｂｒ进行组合，ｌｏｇＢＣＦ，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和ｌｏｇ（ＢＣＦ／

犖Ｂｒ）作为因变量，采用ＰＬＳ方法拟合建立模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模型的建立

模型训练组不同因变量ＰＬＳ模型最终拟合参数，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以ｌｏｇＢＣＦ为因变量建

模的犙２ｃｕｍ小于０．５，说明该模型预测性较差，无法建立可信度较高的定量预测模型；以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

表２　不同因变量的ＰＬＳ模型拟合参数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ＰＬＳｍｏｄｅｌ

因变量犢 犺 犚２犡 Ｒ２犡（ｃｕｍ） 犚２犢 犚２犢（ｃｕｍ） Ｅｉｇ 犙２ 犙２ｃｕｍ

ｌｏｇＢＣＦ １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０．６４５ ０．６４５ ４．１３ ０．３９８ ０．３９８

ｌｏｇ（ＢＣＦ＋犖
ａ
Ｂｒ）

１
２

０．３８６
０．１１８

０．３８６
０．５０５

０．８８０
０．０８５

０．８８０
０．９６５

５．０２
１．５４

０．８１０
０．２８８

０．８１０
０．８６５

ｌｏｇ（ＢＣＦ－犖
ｂ
Ｂｒ）

１
２

０．３６４
０．１５８

０．３６４
０．５２２

０．９１１
０．０８７

０．９１１
０．９８０

４．７３
２．０５

０．８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８３９
０．９２１

ｌｏｇ（ＢＣＦ×犖
ｃ
Ｂｒ） １ ０．３６５ ０．３６５ ０．８９３ ０．８９３ ４．７５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７

ｌｏｇ（ＢＣＦ／犖
ｄ
Ｂｒ） １ ０．３６６ ０．３６６ ０．９０６ ０．９０６ ４．７５ ０．７８８ ０．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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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建立的ＰＬＳ模型的模型拟合精度相对较高，犙２ｃｕｍ为０．９２１，包含了自变量５２．２％的变异信息，

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高达９８．０％；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和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优化后的犙
２
ｃｕｍ为

０．８６５，０．８１７和０．７８８，所建立的模型分别包含了更多的自变量变异信息５０．５％，３６．５％和３６．６％，对

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为９６．５％，８９．３％和９０．６％．综合比较分析犙２ｃｕｍ和犚
２
犢（ｃｕｍ）可知，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的拟

合效果最好．

２．２　模型的验证

为了确定最优模型，本研究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将所有样本（模型训练组和模型检验组）的自变量分

别带入到各ＰＬＳ模型中，并将得到的预测结果与实验数值进行比较
［１０］，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为

模型检验组的数据，残差指预测值与文献中实验值之差．由表３可知：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

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和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４个模型均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其残差范围分别为－０．６０～

０．６９，－０．４９～０．９６，－１．５３～１．１３，０．２１～６．０２．从残差范围来看，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与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

的预测效果明显优于其他两个模型，预测效果较好．ＰＢＤＥｓ４个模型检验组的残差，如图２所示．

表３　各因变量预测值与实验值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编号 文献值
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

预测值　　残差

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

预测值　　残差

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

预测值　　残差

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

预测值　　残差

模
型
训
练
组

ＢＤＥ?２８ ５．８３ ６．５２ ０．６９ ５．５９ －０．２４ ６．９６ １．１３ ６．０４ ０．２１

ＢＤＥ?５１ ５．８８ ５．７０ －０．１８ ５．７５ －０．１３ ６．８５ ０．９７ ６．３５ ０．４７

ＢＤＥ?７７ ６．２９ ６．２８ －０．０１ ６．５９ ０．３０ ６．３８ ０．０９ ７．５２ １．２３

ＢＤＥ?９９ ６．０１ ５．９２ －０．０９ ５．８１ －０．２０ ６．９８ ０．９７ ７．７１ １．７０

ＢＤＥ?１１９ ６．２９ ６．１０ －０．１９ ６．５４ ０．２５ ４．７６ －１．５３ ９．６６ ３．３７

ＢＤＥ?１２６ ６．４３ ６．３８ －０．０５ ６．４０ －０．０３ ５．８６ －０．５７ ９．１６ ２．７３

ＢＤＥ?１５４ ６．１５ ５．９０ －０．２５ ６．２９ ０．１４ ６．０７ －０．０８ ８．９０ ２．７５

ＢＤＥ?２０３ ５．９３ ５．３３ －０．６０ ５．９８ ０．０５ ５．４６ －０．４７ １０．４３ ４．５０

ＢＤＥ?２０４ ５．７５ ５．５４ －０．２１ ５．４７ －０．２８ ５．６８ －０．０７ ９．４８ ３．７３

ＢＤＥ?２０７ ５．７５ ５．５９ －０．１６ ５．７０ －０．０５ ５．３１ －０．４４ １０．６５ ４．９０

ＢＤＥ?２０８ ５．５７ ６．０７ ０．５０ ５．０８ －０．４９ ５．７８ ０．２１ ９．０７ ３．５０

ＢＤＥ?２０９ ５．１９ ５．０７ －０．１２ ６．１５ ０．９６ ５．２３ ０．０４ １１．２１ ６．０２

ＢＤＥ?１９７ ５．３０ ５．９８ ０．６８ ５．００ －０．３０ ５．２１ －０．０９ １１．２４ ５．９４

模
型
检
验
组

ＢＤＥ?４７
 ５．８４ ５．７６ －０．０８ ６．００ ０．１６ ６．９７ １．１３ ６．９３ １．０９

ＢＤＥ?６６
 ６．０５ ６．５２ ０．４７ ５．９２ －０．１３ ７．２３ １．１８ ７．０８ １．０３

ＢＤＥ?１００
 ６．３６ ５．４３ －０．９３ ６．２０ －０．１６ ６．２０ －０．１６ ８．１０ １．７４

ＢＤＥ?１５３
 ６．１３ ５．９６ －０．１７ ５．７３ －０．４０ ６．３５ ０．２２ ９．１０ ２．９７

ＢＤＥ?１９８
 ５．６８ ６．２５ ０．５７ ５．８２ ０．１４ ５．７０ ０．０２ ９．９７ ４．２９

ＢＤＥ?２０６
 ５．４４ ５．８１ ０．３７ ６．５７ １．１３ ５．２０ －０．２４ １１．２７ ５．８３

图２　实验值与模型预测值残差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从图２可以看出：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模型检验组

的残差值相对较低（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

犖Ｂｒ）和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检验组的残差绝对值分别为

２．５９，２．９５和１６．９５），其残差绝对值之和为２．１２，

是４种模型中最低的．这也说明了以ｌｏｇ（ＢＣＦ－

犖Ｂｒ）为因变量建立的ＰＬＳ模型为本研究的最佳预

测模型．

２．３　犅犆犉影响因素的分析

以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为因变量建立的模型，如表

４所示．表４中：ｘ为自变量；ａ为系数．表４列出该最优模型的自变量在方程中对应的系数及相应的

ＶＩＰ值，所得回归模型为

犢（ＢＣＦ）＝犪１·狓１＋犪２·狓２＋犪３·狓３＋…＋犆．

上式中：系数犪为各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值；常数为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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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自变量在模型方程中的系数及其重要性指标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狓 ＶＩＰ值 犪 狓 ＶＩＰ值 犪

犈Ｔ １．７１ ０．０００１ 犈ＮＨＯＭＯ ０．８６ －１６．９００

犚ｅ １．４８ －０．０００１ μ ０．７９ ０．２１５

犙Ｃ６′ １．２５ －２．５８８０ 犙Ｃ２ ０．７９ １．３５９

犕 １．２０ －３．７８５０ 犙Ｃ４ ０．７３ －１．０５９

犈ＬＵＭＯ－犈ＮＨＯＭＯ １．１４ ２４．６８００ 犙Ｃ５′ ０．７３ －１．９８３

犙Ｏ １．１１ －２８．９９００ ＲＯ－Ｃ１′ ０．６６ －１３．８４０

犈ＮＨＯＭＯ １．０８ －１１．７１００ 犈ＬＵＭＯ＋犈ＮＨＯＭＯ ０．６３ ２．１４８

犙Ｃ２′ １．０８ －２．５２４０ 犈ＮＬＵＭＯ ０．５１ １０．４９０

犙Ｃ１′ ０．９４ ６．８２６０ 犙Ｃ３′ ０．４８ －１．４３４

犙Ｃ３ ０．８７ ２．２３３０ 常数 － ０．８４４

　　在ＰＬＳ建模中，ＶＩＰ是一个反应自变量重要性相对大小的参数，自变量的ＶＩＰ值越大，说明该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由表４可知：分子总能量犈Ｔ与电子空间广度犚ｅ的ＶＩＰ值分别为１．７１，１．４８，

远高于其他自变量的ＶＩＰ值，说明这两个自变量对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有着重要的控制作用；犚ｅ 在同系物

中可用于表征不同分子间分子体积的大小，虽然某些情况下犚ｅ与分子体积间的相关性不好，但对ＰＢ

ＤＥｓ这类结构上非常相似的同系物而言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１１］；犈Ｔ 数值上的较大变化意味着分子组

成中取代溴原子个数的变化，而相同分子组成的同分异构体之间也存在着微小的差异；犚ｅ的系数为正，

犈Ｔ 的系数为负，说明在ＰＢＤＥｓ的溴取代基数目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犚ｅ数值的减小或犈Ｔ 数值的增大，

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的值逐渐减小，即相应的ＰＢＤＥｓ更不易富集在土壤、沉淀物、生物体中．

Ｈａｒｒｉｅ等
［１２］和Ｑｉｎ等

［１３］对二英及多氯联苯富集情况的研究，也说明了卤素（氯和溴）取代基数

目对有机化合物的ＢＣＦ数值有较大的影响．

３　结论

通过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０３将ＰＢＤＥｓ进行Ｂ３ＬＹＰ／６?３１Ｇ水平上的分子结构优化，应用ＰＬＳ分析，建立了

ＰＢＤＥｓ生物富集系数的ＱＳＡＲ模型．结果表明：溴取代基个数对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有较大影响，直接用

ｌｏｇＢＣＦ建模无法得到较好的预测模型．

以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和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作为４种因变量犢 建模，发

现用ｌｏｇ（ＢＣＦ－犖Ｂｒ）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并通过ｌｏｇ（ＢＣＦ?ＮＢ）模型建模，得到其拟合相

关系数平方和累积交叉有效性判别系数分别为０．９８０和０．９２１，可有效预测ＰＢＤＥｓ的生物富集系数．

此外研究发现犈Ｔ，犚ｅ以及犖Ｂｒ对ＰＢＤＥｓ的ＢＣＦ有着较大的影响．较低犈Ｔ，较大犚ｅ的ＰＢＤＥｓ呈现出

较低的ＢＣＦ，随着溴原子数的递增，ＢＣＦ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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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传递系统在药物联合治疗中的应用

吴柯静１，刘源岗１，２，王士斌１，２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介绍聚合物／药物配合体多药物传递系统、脂质体多药物传递系统、聚合物微胶束多药物传递系统等

几类典型的多药物传递系统（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ＭＤＤＳ）．综述上述多药物传递系统在疾病的多药联

合治疗及联合诊断、成像、治疗等领域的研究进展．以期为 ＭＤＤＳ的设计及临床药物更有效的治疗提供参考，

具有重要开发应用价值．

关键词：　联合治疗；药物传递系统；长效预后；协同增效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１８．０８ 文献标志码：　Ａ

目前，关于人类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案，依靠单一药物往往达不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基于多种药物同

时给药的联合治疗已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联合治疗通常指２种或２种以上的具有药理学活性的

药物同时给药，或者联合不同类型疗法（如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等）的综合治疗方案．由于许多疾病分子

的复杂性，多种药物的治疗不同于单一药物的治疗，可以在患病的细胞内通过调节不同的信号通路，最

大化治疗效果，克服药物抵抗机制，产生协同治疗的效果，从而减少使用剂量．同时，联合治疗对于更好

的长效预后，减少副作用也发挥重要作用［１］，已广泛应用于癌症［２?５］、艾滋病［６?７］、疟疾［８］、多发性硬化［９］、

高血压［１０?１１］等疾病的治疗．Ｓｕａｒｅｚ?Ｐｉｎｚｏｎ等
［１２］研究显示ＧＬＰ?１联合胃泌素共同治疗，可以通过提高胰

岛β细胞生物量、减少胰岛细胞的凋亡和抑制胰岛素抵抗等，比单独用药更有效的维持血糖浓度．此外，

药物投递系统在药物治疗中的研究也较多，如脂质体体系［１３］、聚合物微胶束体系［４，１４］、聚合物药物配合

体系［１，１５］等．这些制剂技术可以提高某些具体目标的靶向性，具有一定的缓／控释效果，从而减少药物的

使用剂量、降低毒副作用、提高疗效．然而，当前的药物传递系统（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ＤＳ）大多用于

单一药物的投递，关于药物联合治疗的研究相对较少．考虑到联合治疗已成为多种疾病治疗的主要手

段，合理设计多药物传递系统（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ＭＤＤＳ）对于疾病的治疗将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本文综述了几类典型的多药传递系统（聚合物／药物配合体、脂质体、聚合物微胶束等）在疾病的多

药联合治疗及联合诊断、成像、治疗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１　聚合物／药物配合体联合治疗

聚合物／药物配合体相比于传统的化学治疗，具有如下３个明显的优势：１）纳米尺寸使其具有增强

渗透与阻滞效应（ＥＰＲ），从而聚集在肿瘤细胞周围，实现肿瘤细胞的靶向性
［１６］；２）降低结合药物的毒

副作用；３）细胞通过内吞作用摄取后，能逃脱药物抵抗机制，包括ｐ?糖蛋白介导的多药抵抗（ＭＤＲ）．到

目前为止，仅有从聚乙二醇（ＰＥＧ）、聚谷氨酸（ＰＧＡ）、多糖、Ｎ?（２?羟丙基）?甲丙烯酸甲酯（ＨＰＭＡ）等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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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的配合体有进入临床试验．例如，ＨＰＭＡ 共聚物载阿霉素（ＤｏｘＤｏｃｋｓ）配合体 ＰＫ１（也叫

ＦＣＥ２８０６８）是在１９９４年第一个合成的聚合物配合体进入临床Ｉ期试验．此后，ＨＰＭＡ共聚物配合一些

化疗药物，如紫杉醇、铂酸盐、喜树碱等也已进入临床试验．目前也合成了载有不同靶向药物的配合体用

图１　聚合物药物联合治疗的情况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ｄｒｕ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于不同疾病的治疗研究［１７］．

１．１　配合体联合药物治疗

药物与聚合物联合载药的方式有多种［１］，如图１所示．尽管早有

研究制备出了包含有靶向残基和药物的聚合物／药物配合体，但将２

种或２种以上的药物联合载入单个聚合物载体中的研究仍然较新．

将多种药物接合到单个载体上，可以完成所有药物的同时传递．研究

也发现：在单个聚合物配合体上同时载入多种药物，比在单一复合体

上各自载入一种药物共同作用，具有更好的药效．多种药物复合到单

个载体上面，可以保证药物具有相同的体内分布，进而最大化联合治

疗的效果［１４］．Ｖｉｎｃｅｎｔ等
［１７］首次制备出联合内分泌治疗和化学治疗

药物的聚合物配合体，即ＨＰＭＡ接枝多肽Ｇｌｙ?Ｐｈｅ?Ｌｅｕ?Ｇｌｙ后共载

氨鲁米特（ＡＧＭ）和阿霉素（Ｄｏｘ）形成聚合物配合体，用以增强抗乳

腺癌的药物活性．实验结果显示：药物ＡＧＭ 和Ｄｏｘ协同作用，相比

于临床用药ＰＫ１显著增加了体外细胞毒性．另外，ＨＰＭＡ共聚物配

合体相对于Ｄｏｘ（９２％，１ｈ），显示出了更低的溶血活性（１０％，１ｈ），

可以用于静脉注射给药．

１．２　配合体联合不同治疗手段治疗

通过合理的设计，在单个纳米体系中同时载入多种组分，如具有光学的、电学的、ｐＨ值相应的响应

材料，不仅可以实现单个材料的特殊性能，还可以提高传统的传感、成像和治疗的效率，并促进化学和生

物化学成像、多通道成像、同时诊断和治疗等技术的发展．Ｗｕ等
［１８］设计出了一种先进的多功能药物传

递纳米体系（图２），用聚合物纳米凝胶作为三维支架，共价结合ＺｎＯ量子点到热敏性的ＰＥＧ修饰的凝

胶网络支架中，然后在纳米凝胶的边缘部位适当的添加Ａｕ，形成ＺｎＯ?Ａｕ＠ＰＥＧ复合凝胶．该体系成功

整合了强荧光ＺｎＯ量子点（ＰＬＯＹ≈２３％），金属Ａｕ和热敏纳米凝胶于直径１００ｎｍ左右的纳米材料

中．实验结果显示：该复合纳米凝胶可同时充当高分辨率的生物传感器（温度传感）、荧光试剂的肿瘤细

胞成像以及化学?光热协同联合治疗的智能药物传递载体，有望在未来临床应用中对于癌症治疗中的诊

断、治疗和监控起到良好的作用．

　　　　（ａ）三元复合响应性纳米凝胶模式图 （ｂ）ＺｎＯ?Ａｕ＠ＰＥＧ复合凝胶透射电镜图

图２　多功能纳米药物传递体系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ｎｏ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此外，Ｗａｎｇ等
［１９］制备了一种基于支链淀粉的ｐＨ敏感性纳米粒共载甲氨蝶呤（ＭＴＸ）和康普立停

Ａ４（ＣＡ４）的复合体，其中 ＭＴＸ作为化疗药物通过化学键接入到ｐＨ敏感性的支链淀粉衍生物 ＵＲＰＡ

上，ＣＡ４作为抗血管生成药物直接载入 ＭＴＸ?ＵＲＰＡ纳米粒中．实验结果表明：该体系在释放性能上具

有较好的ｐＨ响应性．体内外研究均发现ＣＡ４和 ＭＴＸ显示出了顺序释放的现象，并且ＣＡ４／ＭＴ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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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ＰＡ纳米粒可以增强抗肿瘤和抗血管形成效应，提高药物在血液中的长效循环，增加药物在肝脏和

肿瘤细胞内的分布等．Ｌａｒｓｏｎ等
［２０］制备并表征了载有抗癌药物氨基格尔德霉素（ＡＨＧＤＭ）和多烯紫杉

醇（ＤＯＣ），接枝热激蛋白（ＨＳＰ）葡萄糖调节蛋白７８靶向多肽 ＷＤＬＡＷＭＦＲＬＰＶＧ的 ＨＰＭＡ复合体．

结果表明：共载药 ＨＳＰ靶向的ＨＰＭＡ复合体相比于天然的靶向多肽蛋白具有更为有效的结合．在中

度热激处理（４３℃，３０ｍｉｎ）后，单载ＤＯＣ的ＨＳＰ靶向ＨＰＭＡ复合体对于人类前列腺细胞（ＤＵ１４５）的

半数致死浓度为２．４ｍｏｌ·Ｌ－１，共载的 ＨＳＰ靶向ＨＰＭＡ复合体与过热处理结合显示出了联合治疗的

协同作用．在小鼠体内注射１０ｍｇ·ｋｇ
－１的复合体后，可以维持肿瘤缩小近３０ｄ左右．

２　脂质体体系联合治疗

脂质体是由两亲性磷脂双分子层构成的球形药物载体，具有内部水相和外部脂双层结构，可以载入

亲水性或亲脂性的药物．目前，在基于纳米颗粒的药物联合传递体系里，脂质体是唯一进入临床试验的

一类载体，联合载阿糖胞苷和柔红霉素（５∶１）的脂质体ＣＰＸ?３５１与联合伊立替康和氟脲苷（１∶１）的脂

质体ＣＰＸ?１均已进入临床Ⅱ期的研究
［５］．

脂质体的联合治疗多数需要与其他聚合物材料复合进行联合载药，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Ｓｅｎ

ｇｕｐｔａ等
［２１］制备了共载药脂质体包覆ＰＬＧＡ的纳米粒体系，将抗血管生成药物康普立停载入脂质体

中、阿霉素载入聚合物ＰＬＧＡ中进行联合治疗，前者能够比后者更快释放出来．体系利用肿瘤细胞的生

理学特征，即可以通过新生的血管提供的营养物质进行快速地、不受抑制地增殖，一旦纳米复合体系靶

向进入肿瘤细胞，通过康普立停快速的释放，可以将其附近的血管关闭，同时将载有阿霉素的纳米粒封

闭在肿瘤细胞内，杀死肿瘤细胞．实验结果显示：相比于不具备有顺序释放的载康普立停和阿霉素的脂

质体而言，此复合体系对于患有Ｌｅｗｉｓ肺癌和Ｂ１６／Ｆ１０黑色素瘤的小鼠模型，均有非常好的疗效及较

小的全身毒性．Ｈａｒｅ等
［２２］合成了２种配体修饰过的脂质体药物同时靶向肿瘤细胞（ＴＣ）和肿瘤血管生

成细胞（ＴＶ）进行联合治疗．

研究发现，联合治疗较单一药物的治疗有较好的疗效，２种脂质体药物给药的顺序不会影响药物联

合的疗效．预先进行ＴＶ治疗后的第４ｄ，另一种药物的给药会使得在肿瘤部位的累积剂量增加，进一步

研究发现联合治疗在获得相同疗效情况下可以比单独用药减少一半的药物剂量．Ａｒｙａｌ等
［２３］合成了一

种磁性脂质体／聚合物复合纳米颗粒（ＭＨＮＰｓ）．ＭＨＮＰｓ由ＰＬＧＡ核心组成，包含了约５％左右的５

ｎｍ超顺磁氧化铁颗粒（ＵＳＰＩＯｓ），采用脂质体和ＰＥＧ稳定体系，Ｇｄ３＋离子直接与脂质体外部的单层螯

合．在黑色素瘤小鼠模型内，通过对Ｇｄ３＋元素含量的测定，注射 ＭＨＮＰｓ２４ｈ后，约３％左右在肿瘤部

位聚集，２％进入血液循环．在临床３Ｔ核磁扫描仪下，ＭＨＮＰｓ可以非常明显的在肿瘤部位聚集．Ｔａｒａｔ

ｕｌａ等
［１３］制备出纳米结构的脂质体多功能纳米体系（ＮＬＣＳ）用于肺部抗癌药物ＤＯＸ或者多烯紫杉醇

和ｓｉＲＮＡ的共同传递．ｓｉＲＮＡ能够靶向作用于ＢＣＬ２基因的 ｍＲＮＡ，抑制非泵细胞抵抗．ＮＬＣＳ具有

较好的肺癌细胞靶向效果，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同时对健康细胞的毒副作用较小．

３　聚合物微胶束联合载药

多载药微胶束是指在不同的区域内具有的功能模块所形成的复合多药传递体系，可以方便不同药

物的载入、释放和靶向．多载药微胶束比现存的多数聚合物微胶束结构更复杂、精细，可以在不同的功能

模块内载入基因、药物或者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用以疾病的联合治疗［２４］．近１０年来，尽管微胶束作为

药物载体在癌症的诊断和基因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多功能特性并没有完全发掘．

多载药微胶束的制备需要符合以下６个要求：１）每种药物类型具有稳定的药代动力学性能；２）每

种药物之间以及和辅料之间没有相互对抗性能（只能协同或增加作用）；３）可以提高各种药物的水溶

性；４）联合有效地阻滞耐药细胞系的出现；５）最低的药物剂型相关的副作用；６）具有较广的多种细胞

靶向性．微胶束载体的多种结构，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ａ为双层微球；ｂ为杂臂星型共聚物；ｃ为用于双

载药的多区间微胶束；ｄ为树莓或足球状微胶束；ｅ～ｆ为蠕虫状微胶束；ｉ为汉堡包状微胶束；ｊ为用以主

动靶向癌细胞的微胶束，具有体内成像／追踪，细胞膜转运，ｐＨ诱导ＤＯＸ从可降解的ＰＥＯ?ｂ?ＰＣＬ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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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微胶束聚合物的结构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ｉｃｅｌｌ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物微胶束中释放的多种功能．

此外，Ｓｈｉｎ等
［１４］制备了一种载有多种治疗药物的聚合物

微胶束用于水溶性较差的抗肿瘤药物的共同传递．通过合成

ＰＥＧ?ｂ?ＰＬＡ微胶束，可以同时传递３种药物紫杉醇（ＰＴＸ）、

依托泊苷（ＥＴＯ）、多烯紫杉醇（ＤＣＴＸ）等．实验结果显示：共载

药物的复合体在２４ｈ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酸性糖蛋白１７的

复合可以进一步稳定不同的疏水性药物达２４ｈ．Ｈａｎ等
［２５］报

道了一种聚（２?恶唑啉）（Ｐｏｘ）微胶束用以载２种或３种药物，

包括ＰＴＸ，ＤＯＸ，１７?ＡＡＧ，ＥＴＯ等，体系可以显著提高药物的

载入量达５０％左右，并且Ｐｏｘ共聚物具有化学灵活性，可以载

更多的药物或者提高药物的载入量．

４　其他体系联合载药

除了以上常用的药物载体体系，研究者也制备出一些其

他结构特征的ＤＤＳ用于药物的联合治疗．Ｍｉ等
［２６］研究制备了一种靶向性共载ＤＯＸ、顺铂、ＨＥＲ、赫赛

汀的维生素Ｅ修饰的琥珀酸酯顺铂前体药纳米颗粒；Ｈｅ等
［２７］制备了一种基于ｐＨ响应的多孔二氧化

硅纳米颗粒的多药传递体系用以克服多药耐药性机制；Ａｃｔｏｎ等
［２８］研究了基于两面性ＰＥＧ修饰的树

枝状大分子在联合治疗中的应用；Ｍｅｎｇ等
［２９］使用多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共同传送药物／ｓｉＲＮＡ的联合；

Ｚｈａｎｇ等
［３０］利用基于超支化聚氨酯水凝胶用以癌症联合化疗中多种药物的控制释放；Ｍａ等

［３１］用超声

靶向微泡破坏技术介导载药纳米微胶囊传递体系；Ｌｉｕ等
［３２］在热敏水凝胶中包埋生物可降解微球；

Ｓａｌａｍａ等
［３３］制备了一种双剂型体系用于口服和肺部两种方式给药的药物共同传递体系；Ｍｉａｏ等

［３４］制

备出ＰＥＧ修饰的石墨烯纳米片层用以药物的共同传递及光敏性研究等．

５　研究展望

ＭＤＤＳ用于联合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同时在引入其他的异构配合物体系后，

体系的复杂性大大增强．目前，也仍然存在着低药物耐受、无特异性、多药抵抗、干扰药代动力学、影响生

物分布等问题．

为了促进 ＭＤＤＳ的发展，今后的研究方向将主要集中在以下５个方向：１）选取合适的药物及相应

的最佳药物配比联合载药；２）更好地解释药物释放的动力学机制；３）生物安全性评价；４）了解体内外

产生效应的相关性，建立一种可以有效预测体内行为的体外评估体系；５）设计具有独特结构特征的新

型载体体系，例如为了调控不同药物的空间分布、减少药物因为直接接触造成的相互干扰．

本课题组设计制备了微包纳体系用于药物的联合治疗［３５?３６］，或者采用多囊脂质体结构［３７］，这些体

系均显示出了良好的顺序释放效果．随着 ＭＤＤＳ的进一步研究发展，药物联合治疗在人类疾病治疗方

面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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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１１木聚糖酶最适狆犎值的预测及

其与氨基酸位置的关系

林源清，张光亚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把木聚糖酶全序列均分为Ｎ端，中间端（Ｉ端）及Ｃ端３个部分，并分别以全序列及分段氨基酸的组成

作为模型输入值．通过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方法探讨全序列及分段氨基酸组成和最适ｐＨ值的相关性，运用均

匀设计法分别优化支持向量机和ＢＰ神经网络运行参数．研究结果表明：支持向量机获得的预测模型优于神

经网络，其中ＲＢＦ支持向量机是最佳的模型．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Ｉ端主成分跟最适ｐＨ值相关性最高；相

关系数犚绝对值为０．６８，得到的结果与支持向量机结果一致．

关键词：　木聚糖酶；氨基酸；支持向量机；ＢＰ神经网络；均匀设计；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Ｑ５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木聚糖酶（ＥＣ３．２．１．８）是一种重要的工业用酶，可广泛应用于饲料、造纸、食品等行业．木聚糖酶的

使用可大大减少造纸工业漂白过程中氯化物的用量，从而有效降低制浆造纸工业对环境的污染［１］．用于

造纸工业的木聚糖酶需满足耐热和耐碱条件，目前满足所需条件的酶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从极端环境

中筛选产酶菌株［２］；二是通过基因工程对酶进行遗传改造［３］．鉴于菌株筛选耗时长，效率低，基因工程改

造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木聚糖酶可分为Ｆ／１０和Ｇ／１１家族，由于Ｇ／１１家族的木聚糖酶分子较小，

而且其结构更为简单，因此比较适合作为理论研究的分子模型［４］．对于蛋白质的改造主要有两种策略：

一是理性设计（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即定点突变；二是非理性设计（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定向进化．定点突变

目的明确，但需要事先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定向进化不需事先了解蛋白质的结构，但其筛选困难．本文利

用木聚糖酶序列的信息和最适ｐＨ值，构建了氨基酸组成和最适ｐＨ值关系的模型．旨在探索影响酶最

适ｐＨ值的氨基酸及其位置，为木聚糖酶的改造提供可靠的信息，以期提高研究效率．本课题组曾利用

木聚糖酶的氨基酸与最适ｐＨ值关系构建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并且取得较好的预测结果
［５］．采用均匀设

计（ＵＤ）方法，构建氨基酸组成和最适ｐＨ值关系的模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Ｇ／１１家族木聚糖酶的序列来源于 ＵｎｉＰｒｏ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ｐｒｏｔ．ｏｒｇ／），木聚糖酶数据来源于文

献［６］．７３个木聚糖酶ＩＤ号及最适ｐＨ值，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ＩＤ为木聚糖酶在ＵｎｉＰｒｏｔ数据库中的

收录号；ｐＨｏｐｔ为文献中报道的木聚糖酶的最适ｐＨ值．

对于最适ｐＨ值在一定范围的，取其中间值．木聚糖酶的氨基酸组成分析由自行设计的软件完成．

该软件不仅可以计算全段序列的氨基酸组成，还可以计算分段氨基酸组成．主成分分析由 ＭＶＳＰ软件

完成，神经网络及支持向量机由ｗｅｋａ３．６．８软件完成．以各个木聚糖酶中全段序列及分段序列（将酶蛋

白序列均分为３段，分别表示为序列的Ｎ端，Ｃ端及中间端）的２０种氨基酸的组成百分比作为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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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向量机的输入，其对应的最适ｐＨ值作为结果输出．

表１　Ｇ／１１木聚糖酶ＩＤ号及最适ｐＨ值

Ｔａｂ．１　ＸｙｌａｎａｓｅＩＤｉｎｆａｍｉｌｙＧ／１１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Ｈｖａｌｕｅ

ＩＤ ｐＨｏｐｔ ＩＤ ｐＨｏｐｔ ＩＤ ｐＨｏｐｔ ＩＤ ｐＨｏｐｔ

Ｑ１４ＲＳ０ ６．００ Ｐ３６２１７ ５．００ Ｑ１２５４９ ４．００ Ｑ５ＮＤＺ１ ７．００

Ｐ４８７９３ ５．００ Ｑ９ＨＦＨ０ ５．００ Ｃ０ＬＺ１１ ３．００ Ｑ５９９６２ ６．２５

Ｑ９ＥＷ８９ ６．００ Ｑ９ＵＶＦ９ ５．００ Ｑ２Ｉ０Ｉ８ ２．９０ Ｃ６ＦＧＷ６ ２．６０

Ｐ８１５３６ ６．２５ Ｑ６ＱＡ２１ ５．００ Ａ４ＧＧ２２ ５．７５ Ｑ８Ｊ１Ｖ５ ６．００

Ｐ３５８０９ ５．００ Ｐ４８８２４ ４．５０ Ａ３ＱＲＩ７ ６．００ Ｄ１ＦＮＱ６ ６．５０

Ｑ７ＳＩＤ８ ８．００ Ｐ５５３３０ ５．５０ Ｑ１ＸＧＥ６ ７．００ Ｑ７ＺＡ５７ ８．００

Ｑ６ＶＡＹ１ ３．２０ Ｑ３Ｓ４０１ ５．００ Ｑ８４Ｆ１９ ６．００ Ｑ９ＨＦＡ４ ６．００

Ａ２Ｉ７Ｖ２ ６．００ Ｑ２ＰＵ０２ ４．６０ Ｑ５９２５６ ７．００ Ｄ３ＫＴ７９ ５．００

Ｑ９６Ｗ７２ ３．５０ Ｐ５５３３２ ５．５０ Ａ５Ｈ０Ｓ３ ７．００ Ｏ７７３９８ ６．５０

Ｑ９２３９７ ２．００ Ｏ４３０９７ ６．５０ Ｂ５ＳＹＩ８ ６．００ Ｐ２６２２０ ６．００

Ｂ０ＦＩＵ１ ３．００ Ｂ３ＶＳＧ７ ４．７５ Ｑ３ＨＬＪ４ ８．５０ Ｄ１ＫＪＪ７ ７．００

Ｄ２ＫＰＪ０ ８．００ Ｑ５８Ｇ７２ ７．５０ Ｃ７Ｆ４３３ ６．５０ Ｑ８Ｊ１Ｖ６ ６．００

Ｑ６Ｕ８９４ ６．２５ Ｑ９ＨＧＥ１ ５．５０ Ｑ２ＰＧＹ１ ５．００ Ｐ１７１３７ ５．７５

Ｑ７１Ｓ３５ ５．５０ Ｑ３８Ｑ１９ ７．５０ Ｄ１ＧＦＥ６ ４．５０ Ｂ８ＹＱ３４ ６．２５

Ｐ４５７０５ ８．００ Ｑ４ＷＧ１１ ６．００ Ｑ８Ｊ０Ｔ４ ５．５０ Ｑ８Ｊ０Ｋ５ ３．５０

Ｑ４３９９３ ７．００ Ｑ８ＲＭＮ７ ６．５０ Ｑ９６ＴＲ７ ２．００ Ｑ９６ＵＶ７ ４．５０

Ｐ５５３２８ ３．５０ Ｂ５Ｍ０Ｃ６ ８．５０ Ｑ９ＵＷ１７ ４．８０ Ｐ５５３３３ ５．５０

Ｐ３３５５７ ２．００ Ｑ０６ＲＨ９ ７．２０ Ｑ０６５６２ ６．００ Ｂ５Ａ７Ｎ４ ５．００

Ｑ９ＵＵＱ２ ２．００

１．２　均匀设计的支持向量机

在运算时，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７］模型和ＢＰ神经网络

［８］模型都需要选择参数，以达到最佳拟合结

果．因此，采用均匀设计法（ＵＤ）
［９］来选择适当的运行参数．定义两个特征指标

［５］，即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和平均绝对误差 ＭＡＥ．模型预测的结果采用常用的“留一法”，即对狀组数据，每次取１组作测试，其他

狀－１组作为训练样本，共进行狀次循环，使得样本中所有数据都能进行预测．

１．３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又称主分量分析，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

指标，在许多领域有着有效而广泛的应用［１０］，是一种较为客观的综合评价方法．运用 ＭＶＳＰ软件，可直

接获得２０个氨基酸变量的主成分荷载和７３个个案的主成分得分．利用主成分得分与最适ｐＨ值进行

拟合，拟合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氨基酸组成与最适ｐＨ值的关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基于均匀设计的支持向量机

利用均匀设计法，对两种不同核函数（Ｌｉｎｅａｒ和ＲＢＦ）的支持向量机运算参数进行优化，１０倍交叉

验证结果，如表２，３所示．表２，３中：ＭＡＥ为平均绝对误差；ＲＭＳＥ为均方根误差．限于篇幅，仅列出最

优预测结果．

表２　基于Ｌｉｎｅａｒ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预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Ｖ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ｋｅｒｎｅｌ

参数

犆 ε

Ｎ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Ｉ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Ｃ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全段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０．５０ ０．２０００ １．１２ １．５２ ０．９０ １．１４ １．０５ １．３２ １．０７ １．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５ １．３６ １．００ １．２６ １．０６ １．３６ １．２８ １．６０

０．０１ ０．７０００ １．２８ １．６０ １．２８ １．６０ １．２８ １．６０ ０．８３ １．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９ ０．９９ １．２８ ０．９２ １．２３ １．２８ １．６０

　　由表３可知：在ＲＢＦ核函数支持向量机模型中，以Ｉ端氨基酸组成作为输入，得到的预测结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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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即犆＝１，ε＝０．１，γ＝０．５时，其ＭＡＥ和ＲＭＳＥ值均最小，分别为０．８４和１．１７．此时，所建立的模型

对木聚糖酶最适ｐＨ值预测准确率最高，故为最佳方案．

表３　基于ＲＢＦ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预测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Ｖ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ＢＦｋｅｒｎｅｌ

参数

犆 ε γ

Ｎ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Ｉ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Ｃ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全段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１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０．８４ １．１７ ０．８６ １．１６ ０．８９ １．１８

５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４ １．４１ ０．９２ １．１８ １．０４ １．３８ ０．８８ 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５００ ０．９７ １．２８ ０．９７ １．２９ １．０１ １．３１ ０．９６ １．２７

　　通过比较两种核函数的预测结果，可以得知ＲＢＦ核函数的整体预测结果优于Ｌｉｎｅａｒ核函数．尽管

在Ｌｉｎｅａｒ核函数中，当惩罚值犆＝１，ε＝０．００５，其ＭＡＥ为０．８３，是所有预测结果中最小的．这个结果说

明，在Ｌｉｎｅａｒ核函数中运行参数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对ＲＢＦ核函数进一步优化，可能会取得

图１　预测值和实测值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更好的结果．根据表３中的最优化参数犆＝１，ε＝０．１，γ＝

０．５，使用支持向量机法建立最适ｐＨ 值模型．通过该模型

对实际测得的数据（ｐＨｅｘｐ）进行预测，预测结果（ｐＨｐｒｅ）如图

１所示．从图１可知：该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测得结果的相

关性为０．６７，说明该模型可行．

２．２　基于均匀设计的犅犘神经网络

为了科学地确定神经网络中连接权的初始值、最佳的

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学习速度等参数，选择一个隐含层的

神经网络，对学习速率、动态参数和隐含层结点数３个因素

１５水平进行均匀设计，所得的均匀设计表和训练结果，如

表４所示（仅列出最优预测结果）．

由表４可知：当学习速率（狏）为０．０６，动态参数（ＭＰ）

为０．２，隐含层结点数（ＮＨＬ）为８时，以Ｉ端氨基酸组成为输入的模型，对最适ｐＨ值拟合的均方根误

差为１．４９个ｐＨ值单位，平均绝对误差为１．０９个ｐＨ值单位，具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表４　ＢＰ神经网络的预测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参数

　狏 ＭＰ ＮＨＬ

Ｎ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Ｉ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Ｃ端

ＭＡＥ ＲＭＳＥ

全段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０．０４ ０．６ １１ １．７６ ２．３６ １．１４ １．４９ １．３０ １．７５ １．３７ １．８１

０．０８ ０．７ ５ １．６５ ２．２７ １．２４ １．６９ １．４９ ２．０６ １．７７ ２．３８

０．０６ ０．２ ８ １．８０ ２．４３ １．０９ １．４９ １．３１ １．６９ １．３１ １．７２

　　由表２～４可知：构建的３种模型中，基于ＲＢＦ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整体预测结果最佳；Ｉ端

的预测结果在分段预测模型中均最佳；其次是Ｃ端；最后是Ｎ端（表５）．这个结果说明Ｉ端与木聚糖酶

的最适ｐＨ值相关性最高．

表５　３种模型３端最佳优化结果

Ｔａｂ．５　Ｏｐｔｉｍｕｍ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３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氨基酸位置
线性函数

ＭＡＥ ＲＭＳＥ

径向机函数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ＢＰ神经网络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Ｉ端 ０．９０ １．１４ ０．８４ １．１７ １．０９ １．４９

Ｎ端 ０．９２ １．２３ ０．８６ １．１６ １．３０ １．７５

Ｃ端 １．０５ １．３６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６５ ２．２７

２．３　氨基酸与最适狆犎值的相关性

原始数据运用 ＭＶＳＰ软件做主成分分析（ＰＣＡ）分析后，可得到２０个氨基酸变量的主成分和７３个

个案主成分．根据个案得分主成分（狕），做主成分与实测最适ｐＨ值的相关性图，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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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全段最佳拟合结果 （ｂ）Ｎ端最佳拟合结果

（ｃ）Ｉ端最佳拟合结果 （ｄ）Ｃ端最佳拟合结果

图２　主成分与最适ｐＨ值相关性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Ｈｖａｌｕｅ

由图２可知：全段序列的相关性最好，犚值为０．６９．Ｎ端、Ｉ端、Ｃ端与最适ｐＨ值的相关性大小分别

为－０．３３，－０．６８，０．４０，其中负值表示负相关．它们与最适ｐＨ值影响的大小顺序依次为Ｉ端、Ｃ端、Ｎ

端．这个结果和前文的支持向量机和ＢＰ神经网络的结果一致，验证了前文所构建模型的可靠性．值得

注意的是全段序列和Ｉ端序列的犚值数值相近，但是方向却相反．

由于Ｉ端序列氨基酸组成对于木聚糖酶的最适ｐＨ值影响较大．因此，仅列出Ｉ端分析结果．原始数

据运用 ＭＶＳＰ软件ＰＣＡ分析后，得到２０个氨基酸变量的５个主成分．

各氨基酸与５个主成分之间的关系，如表６所示．表６中：相关系数只保留一位小数，且仅列出绝对

值大于０．２的氨基酸．从表６可知：第１主成分与丝氨酸（Ｓ）相关性最强，相关性高达０．８，该结果表明

丝氨酸（Ｓ）是木聚糖酶的关键氨基酸；第２主成分与甘氨酸（Ｇ）、第３主成分与甘氨酸（Ｇ）、第４主成分

与酪氨酸（Ｙ）及天冬酰胺（Ｎ）的相关性显著，表明这３种氨基酸是木聚糖酶比较重要的氨基酸．Ｌｉｕ

等［１１］研究结果表明：Ｇ／１１家族主成分分析的前７个主成分所代表的是该家族木聚糖酶的２级结构，分

别为：卷曲、转角、折叠、转角、转角、螺旋和折叠．

表６　木聚糖酶２０种氨基酸与各主成分的关系

Ｔａｂ．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ｘｙｌａｎａｓｅ

主成分
氨基酸

正相关 负相关

Ｐｒ１ ０．８Ｓ０．２Ａ ０．２Ｔ０．２Ｎ０．３Ｇ０．３Ｒ

Ｐｒ２ ０．６Ｇ０．３Ｎ０．２Ｆ０．２Ｓ０．２Ｋ ０．２Ｄ０．２Ａ０．２Ｒ０．３Ｙ０．５Ｔ

Ｐｒ３ ０．６Ｇ０．５Ｔ０．３Ｓ０．３Ｙ ０．２Ａ０．２Ｋ０．２Ｎ０．２Ｉ

Ｐｒ４ ０．５Ｙ０．３Ｑ０．３Ａ０．２Ｒ０．２Ｇ ０．２Ｋ０．２Ｆ０．３Ｄ０．３Ｖ０．４Ｔ

Ｐｒ５ ０．６Ｎ０．３Ｓ０．２Ｙ０．２Ｒ０．２Ｖ０．２Ｐ ０．２Ｄ０．２Ｈ０．２Ｆ０．３Ｇ０．３Ａ０．３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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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构建了不同的最适ｐＨ值预测模型，其中基于ＲＢＦ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模型预测木聚糖酶的最适

ｐＨ值的精度，比使用ＢＰ神经网络及Ｌｉｎｅａｒ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模型更好，可做为木聚糖酶模拟的后

续使用模型．采用了均匀设计的方法对构建的模型进行了参数优化，但在各因素水平的选择上仍带有一

定的随意性，如果经过精心的选择，模型的预测效果还会有所改善．此外，由于木聚糖酶分子量较小、结

构比较简单，只有一条多肽链，基于此酶所建立的模型对于其他具有４级结构的复杂酶类是否仍然适用

仍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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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冲击波数值模拟及超压计算公式的修正

吴彦捷，高轩能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应用ＬＳ?ＤＹＮＡ有限元程序建立２，４，６三硝基甲苯（ＴＮＴ）炸药爆炸的数值模型并进行空爆数值计

算，结合常用的经验公式，验证计算模型及参数取值的可信性．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冲击波超压修正计算方法，

以各经验公式加权平均值作为参考，对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修正．结果表明：早期常用的经验公式与数值模拟计

算结果分别处于爆炸冲击波超压的中下位值及下限值，均存在低估爆炸冲击波的危险．通过修正计算方法修

正后的冲击波超压，可以作为爆炸冲击波超压的中位值．

关键词：　爆炸；数值模拟；冲击波；超压公式修正；ＴＮＴ炸药

中图分类号：　Ｏ３８２；ＴＪ５５ 文献标志码：　Ａ

炸药爆炸的瞬时能释放巨大的能量并产生各种效应，但对建筑物破坏力最强、影响区域最大的是爆

炸冲击波，而冲击波超压是评价炸药爆炸效应的重要参数之一．关于爆炸空气冲击波超压的计算，早期

常用的经验公式有ＧＢ６７２２－２００３《爆破安全规程》
［１］、Ｈｅｎｒｙｃｈ公式

［２］、Ｓａｄｏｖｓｋｙｉ公式
［２?３］、Ｂｒｏｄｅ公

式［４］、Ａｌｉａｎｓｏｖ公式
［５］、Ｂａｋｅｒ公式

［６］等．２０世纪末，不少学者也提出相应的计算公式
［７?１１］，但这些经验

公式主要基于试验数据和理论分析结果得到，因爆炸作用的时程极短，爆炸冲击波迅速衰减，使实验结

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值模拟方法也愈来愈多地成为爆炸效应

研究的重要手段，众多学者通过爆炸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冲击波超压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并

提出相应的计算公式［１２?２１］．由前人的研究可知，爆炸数值模拟结果与理论值之间存在一定误差，且基于

有限试验得到的若干爆炸冲击波经验公式适用范围和标准不一致，有必要对ＴＮＴ炸药爆炸冲击波超

压计算公式进行进一步修正．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结果与经验公式的对比分析，验证了计算模型及参数取

值的可信性，提出爆炸冲击波修正计算方法．

１　爆炸冲击波超压Δ犘犳的计算

分别选取常用比例距离区段珚犚＝０．３～１．０ｍ·ｋｇ
－１／３及珚犚＝１．０～１５．０ｍ·ｋｇ

－１／３，收集文献［１?２１］

中提到的冲击超压经验公式，对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不同经验公式之间的误差．其中，文献［６?１１］中的

公式适用于高爆炸药的冲击波超压计算，文献［１６?２１］中的公式则是针对国防及核爆炸提出的，其余文

献公式均适用于计算ＴＮＴ炸药在无限空气中爆炸的冲击波超压．为便于参考比较，将各经验公式计算

结果进行加权平均，设为平均值，并将平均值作为冲击波超压的中位值进行考虑，对比结果如图１所示．

冲击波超压平均值函数化表达式为

Δ犘ｆ＝
０．２９４８
珚犚

＋
０．８３１８
珚犚２

－
０．７２８４
珚犚３

，　　０．３≤珚犚≤１．０，

Δ犘ｆ＝
０．０８４２
珚犚

＋
０．３２８１
珚犚２

－
０．８７８７
珚犚３

，　　１．０≤珚犚≤１５
烍

烌

烎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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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Δ犘ｆ为冲击波超压，ＭＰａ；珚犚＝犚／
３

槡犠 ，犚为计算点到爆心的距离，ｍ，犠 为炸药药量，ｋｇ．

（ａ）珚犚＝０．３～１．０ｍ·ｋｇ
－１／３

（ｂ）珚犚＝１．０～１５．０ｍ·ｋｇ
－１／３

图１　经验公式的Δ犘ｆ?珚犚曲线汇总

Ｆｉｇ．１　Δ犘ｆ?珚犚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ｌ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由图１（ａ）可知：当比例距离珚犚为０．３～１．０ｍ·ｋｇ
－１／３时，各经验公式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随着比例距离珚犚的增大，冲击波超压由于能量耗散而逐渐衰减．文献［６?１１］提到的高爆炸药冲击波计算

结果普遍大于平均值，而文献［１６?２１］针对国防及核爆炸公式计算结果则普遍低于平均值，这说明炸药

性能及爆炸类型使冲击波超压计算结果之间存在偏差．当比例距离珚犚＝０．３ｍ·ｋｇ
－１／３时，各经验公式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９０．５，８．６９ＭＰａ，之间相差近１０倍，且与平均值３５．３ＭＰａ的相对误差达到

－６１．０％和７５．４％，存在较大波动．在选取不同经验公式计算时，可能造成结果偏差过大，但Ｓａｄｏｖｓｋｙｉ

公式［２］计算结果与平均值较为吻合．因此，在比例距离珚犚小于１．０ｍ·ｋｇ
－１／３时，Ｓａｄｏｖｓｋｙｉ公式

［２］可以

用于估算小范围内的爆炸冲击波超压．

由图１（ｂ）可知：当比例距离珚犚为１．０～１５．０ｍ·ｋｇ
－１／３时，早期常用经验公式的冲击波超压普遍低

于平均值，处于经验公式的中位值或下位值．如果采用常用的经验公式对冲击波超压进行估算时，结果

容易产生偏差，低估了爆炸冲击波的威力，导致计算结果安全性降低．当比例距离珚犚＝１．０ｍ·ｋｇ
－１／３

时，各经验公式的平均值为１．２９ＭＰａ，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２．８１，０．５１ＭＰａ，之间相对误差减小到

－５４．１％和６０．５％．当比例距离珚犚从０．３ｍ·ｋｇ
－１／３变化到１．０ｍ·ｋｇ

－１／３，相对误差呈现明显减小的

趋势．随着比例距离珚犚的增大，各经验公式计算结果逐渐趋于相近，相互之间的误差也逐渐减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各冲击波超压经验公式之间均存在一定偏差，且适用范围不一致．这是因为早

期的经验公式多数是通过爆炸试验测得，而在爆炸试验过程中，由于试验条件、测试范围的限制，以及地

面或其他刚性物体产生的反射波效应，可能使冲击波超压得到增强，也使试验实测结果离散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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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空气与炸药的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ａｎｄａｉｒ

２　犜犖犜炸药爆炸数值模拟

２．１　材料参数取值

应用ＬＳ?ＤＹＮＡ有限元软件建立自由空爆模型．空气尺寸为２０

ｍ×２０ｍ×２０ｍ，炸药为立方体０．２ｍ×０．２ｍ×０．２ｍ，网格尺寸

按０．２ｍ×０．２ｍ×０．２ｍ均匀划分．以炸药为中心取１／８模型进行

计算，单元类型均为８节点３Ｄ?ＳＯＬＩＤ１６４，采用ＡＬ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Ｅｕｌｅｒ）算法．在犡犗犢，犡犗犣，犢犗犣 平面采用对称约束，其他面

采用透射边界以模拟无限空气域，空气与炸药有限元模型如图２所

示．炸药和空气按均匀连续介质考虑，炸药采用 ＭＡＴ＿ＨＩＧＨ＿ＥＸ

ＰＬＯＳＩＶＥ＿ＢＵＲＮ材料模型和ＪＷＬ（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ｋｉｎｓ?Ｌｅｅ）状态控制方

程，爆炸冲击压力［２２］为

狆＝犃（１－
ω
犚１犞

）ｅ－犚１犞 ＋犅（１－
ω
犚２犞

）ｅ－犚２犞 ＋
ω犈０
犞
． （２）

式（２）中：犃，犅，犚１，犚２，ω为输入参数；犞 为相对体积；犈０ 为初始内能．ＴＮＴ炸药的材料参数取值如下：

炸药密度ρ为１６３０ｋｇ·ｍ
－３；炸药爆速犇为６７１３ｍ·ｓ－１；爆压犘ＣＪ为１８．５ＧＰａ；犃，犅分别为５４０．９，

９．４ＧＰａ；犚１，犚２，ω分别为４．５，１．１，０．３５；犈０ 为８ＧＪ·ｍ
－３；初始相对体积犞０ 为１．０．

空气采用 ＭＡＴ＿ＮＵＬＬ空材料模型和线性多项式方程ＥＯＳ＿ＬＩＮＥＡＲ＿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即

狆＝犮０＋犮１μ＋犮２μ
２
＋犮３μ

３
＋（犮４＋犮５μ＋犮６μ

２）犈． （３）

式（３）中：μ＝ρ／ρ０－１，ρ为空气质量密度，ρ０ 为参考质量密度；犈为单位体积内能．线性多项式状态方程

遵守Ｇａｍｍａ定律，犮０，犮１，犮２，犮３，犮４，犮５，犮６ 为实常数．空气的材料输入参数如下：ρ为１．２９０ｋｇ·ｍ
－３；犮０～

犮３ 都为０；犮４，犮５ 都为０．４；犮６ 为０；犈０ 为０．２５ＭＪ·ｍ
－３；犞０ 为１．０．

２．２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由爆炸数值计算模型生成相应的Ｋ文件，将全部信息输入Ｋ文件，通过ＬＳ?ＤＹＮＡ求解器进行计

算，运用常用后处理软件ＬＳ?ＰＲＥＰＯＳＴ４．０对以上求解结果进行后处理；提取比例距离珚犚＝０．６～１．０

ｍ·ｋｇ
－１／３及珚犚＝１．０～６．０ｍ·ｋｇ

－１／３范围内有限测点的冲击波超压．数值模拟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冲击波超压数值模拟结果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编号 珚犚／ｍ·ｋｇ
－１／３ Δ犘ｆ／ＭＰａ 编号 珚犚／ｍ·ｋｇ

－１／３ Δ犘ｆ／ＭＰａ 编号 珚犚／ｍ·ｋｇ
－１／３ Δ犘ｆ／ＭＰａ

１ ０．６０ １．５２９５ １７ ２．２２ ０．０８８０ ３３ ４．１４ ０．０２８３

２ ０．６６ １．２９８９ １８ ２．３４ ０．０７９０ ３４ ４．２６ ０．０２７１

３ ０．７２ １．０４６７ １９ ２．４６ ０．０７０９ ３５ ４．３８ ０．０２５８

４ ０．７８ ０．８５５８ ２０ ２．５８ ０．０６５１ ３６ ４．５０ ０．０２４７

５ ０．８４ ０．７０４７ ２１ ２．７０ ０．０５９６ ３７ ４．６２ ０．０２３９

６ ０．９０ ０．６１６７ ２２ ２．８２ ０．０５４６ ３８ ４．７４ ０．０２３０

７ １．０２ ０．４５７４ ２３ ２．９４ ０．０５０５ ３９ ４．８７ ０．０２２０

８ １．１４ ０．３７６１ ２４ ３．０６ ０．０４７３ ４０ ４．９９ ０．０２１３

９ １．２６ ０．２８９７ ２５ ３．１８ ０．０４４０ ４１ ５．１１ ０．０２０６

１０ １．３８ ０．２４０５ ２６ ３．３０ ０．０４１４ ４２ ５．２３ ０．０１９８

１１ １．５０ ０．２０２１ ２７ ３．４２ ０．０３８９ ４３ ５．３５ ０．０１９２

１２ １．６２ ０．１７４７ ２８ ３．５４ ０．０３６７ ４４ ５．４７ ０．０１８６

１３ １．７４ ０．１４７１ ２９ ３．６６ ０．０３４７ ４５ ５．５９ ０．０１７９

１４ １．８６ ０．１２５１ ３０ ３．７８ ０．０３２８ ４６ ５．７１ ０．０１７２

１５ １．９８ ０．１０９９ ３１ ３．９０ ０．０３１０ ４７ ５．８３ ０．０１４１

１６ ２．１０ ０．０９７７ ３２ ４．０２ ０．０２９７ ４８ ５．９５ ０．０１３５

　　结合表１数值模拟结果，拟合得到冲击波超压计算公式，具体表达式为

Δ犘ｆ＝０．４７０６／珚犚＋１．０８７６／珚犚
２
－０．１４８５／珚犚

３，　　０．６≤珚犚≤１．０，

Δ犘ｆ＝０．０３１７／珚犚＋０．３０４１／珚犚
２
＋０．１５１７／珚犚

３，　　１．０≤珚犚≤６．０
烍
烌

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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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为冲击波超压数值计算结果与经验公式的比较，并给出了拟合曲线式（４）．由图３可知：数值模

拟结果总体上与经验公式符合较好，且与Ｈｅｎｒｙｃｈ公式最为接近，但均小于各经验公式计算结果．这是

因为数值模拟计算基于理论状态方程建模，是理想状态的爆炸效应，得出的冲击波超压较试验数据偏小

也是合理的．因此，数值模拟结果可以作为爆炸冲击波超压的下限值．随着比例距离珚犚的增大，数值模

拟结果与经验公式的误差逐渐减小．总体而言，数值模拟结果与经验公式的总体变化趋势一致且吻合较

好，验证了计算模型与参数取值的可信性．

　　（ａ）珚犚＝０．６～１．０ｍ·ｋｇ
－１／３ （ｂ）珚犚＝１．０～６．０ｍ·ｋｇ

－１／３

　　　图３　数值模拟和经验公式的Δ犘ｆ?珚犚曲线

Ｆｉｇ．３　Δ犘ｆ?珚犚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３　冲击波超压计算公式修正

　　已有的冲击波超压经验公式适用范围和标准不一致，且相互之间误差较大，通过数值模拟及经验公

式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数值模拟的系数修正方法，并拟合出统一的爆炸冲击波超压计算公式．

３．１　冲击波超压修正计算方法

由图３可知：常用经验公式计算结果普遍处于冲击波超压的中位值或下位值，而数值模拟结果则处

于下限值．与经验公式相比，数值模拟结果偏低，若抗爆设计过程中以数值模拟结果为依据进行设计时，

有存在低估爆炸冲击波超压的危险．为了确保抗爆设计的安全性，在数值模拟结果Δ犘ｆ的基础上乘以

一个修正系数ηｐ，得到修正后的冲击波Δ犘′ｆ，具体表达式为

Δ犘′ｆ＝ηｐΔ犘ｆ． （５）

　　随着比例距离珚犚的增大，数值模拟结果更为精确，即修正系数ηｐ 与比例距离珚犚成反比关系，且趋

势逐渐平缓．因此，选用幂函数η＝犪珚犚
犫＋犮形式进行拟合能够准确地描述修正函数．

选取常用比例距离区段珚犚为０．６～１．０及１．０～６．０ｍ·ｋｇ
－１／３，对图１中的各经验公式进行加权平

均，得到平均值Δ犘′ｆ，ｅ，如式（１）所示．将Δ犘′ｆ，ｅ作为参考，通过Δ犘′ｆ及Δ犘′ｆ，ｅ求得ηｐ，利用修正系数对数

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修正，以求得到冲击波超压的中位值，使得修正后的Δ犘′ｆ接近Δ犘′ｆ，ｅ．拟合得到修

正函数如图４所示．

修正函数ηｐ具体表达式为

ηｐ，１ ＝０．３０８２
珚犚－２．２５５＋２．３７１，　　０．６≤珚犚≤１．０，

ηｐ，２ ＝０．９１７２
珚犚－１．４９８＋１．７８４，　　１．０≤珚犚≤６．０

烍
烌

烎．
（６）

３．２　误差分析

作为参考，通过验证该修正计算方法的适用性，对修正函数进行误差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

中：δ为Δ犘′ｆ和Δ犘′ｆ，ｅ的相对误差百分比．从表２可知：相对误差δ基本控制在±１％范围内，只有少数

超过±１％，拟合程度较高．说明通过上述修正计算方法能够有效地修正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并得到冲击

波超压的中位值，使得数值模拟结果能够有效地运用于抗爆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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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珚犚＝０．６～１．０ｍ·ｋｇ
－１／３ （ｂ）珚犚＝１．０～６．０ｍ·ｋｇ

－１／３

图４　修正函数ηｐ?珚犚曲线

Ｆｉｇ．４　ηｐ?珚犚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３　修正后的超压计算公式

通过以上提出的超压修正计算方法，得到统一的冲击波超压修正计算公式，具体表达式为

Δ犘ｆ＝ηｐ，１
０．４７０６
珚犚

＋
１．０８７６
珚犚２

－
０．１４８５
珚犚３

，

　　　ηｐ，１ ＝０．３０８２
珚犚－２．２５５＋２．３７１，　０．６≤珚犚≤１．０，

Δ犘ｆ＝ηｐ，２
０．０３１７
珚犚

＋
０．３０４１
珚犚２

＋
０．１５１７
珚犚３

，

　　　ηｐ，２ ＝０．９１７２
珚犚－１．４９８＋１．７８４，　１．０≤珚犚≤６．０

烍

烌

烎．

（７）

表２　修正函数ηｐ 误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ηｐ

珚犚／ｍ·ｋｇ
－１／３ Δ犘′ｆｅ／ＭＰａ Δ犘ｆ／ＭＰａ ηｐ Δ犘′ｆ／ＭＰａ δ／％

０．６０ ５．１９１ １．５４９ ３．３４６ ５．１８４ －０．１４

０．８０ ２．３５４ ０．８２１ ２．８８１ ２．３６５ ０．４９

１．００ １．２６５ ０．４６９ ２．６７９ １．２５５ －０．８１

１．４０ ０．５４８ ０．２３３ ２．３３８ ０．５４５ －０．５１

１．８０ ０．２９９ ０．１３７ ２．１６４ ０．２９８ －０．３９

２．２０ ０．１８９ ０．０９１ ２．０６６ ０．１８９ ０．２０

２．６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６ ２．００３ ０．１３２ ０．７０

３．０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０ １．９６１ ０．０９８ ０．９６

３．５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７ １．９２４ ０．０７２ ０．９５

４．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９ １．８９９ ０．０５６ ０．６５

４．５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４ １．８８０ ０．０４５ ０．１３

５．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０ １．８６６ ０．０３７ －０．５３

６．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１．８４７ ０．０２７ －２．０７

４　结论

通过上述对ＴＮＴ炸药爆炸数值模拟及冲击波超压计算公式的修正，可以得出以下３点结论．

１）早期常用的经验公式普遍处于经验公式的中位值或下位值，存在了低估爆炸冲击波的危险．在

比例距离珚犚小于１．０ｍ·ｋｇ
－１／３时，Ｓａｄｏｖｓｋｙｉ公式

［２］可以用于估算小范围内的爆炸冲击波超压．

２）基于ＬＳ?ＤＹＮＡ有限元程序实现ＴＮＴ炸药爆炸的数值模拟计算是可行的，且数值模拟计算结

果可以作为爆炸冲击波超压的下限值．

３）通过冲击波超压公式修正计算方法对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修正，能够有效地提高数值模拟结果的

可用性，提出统一的计算公式并得到冲击波超压中位值，为抗爆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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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桁架模型的连续体拓扑优化方法

郑伟伟，周克民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避免棋盘格、单元铰接等数值不稳定现象，研究了基于类桁架模型的连续体拓扑优化方法．将单

元节点处材料密度的大小和方向作为设计变量，采用满应力优化准则对材料密度大小进行优化．为了形成带

孔洞的匀质连续体，对设计变量增加了上下限约束，剔除密度低于一定下限的节点，限制节点密度．算例结果

表明：不需要进一步处理，就能从类桁架连续体中获得清晰的带孔板．

关键词：　结构优化；拓扑优化；类桁架材料；应力约束；平面连续体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３１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结构拓扑优化的研究包括均匀化方法［１］、演化优化算法［２］、水平集方法［３］、ＩＣＭ 法
［４］等．为了获得

清晰的结构，抑制中间密度单元，这会引起了数值不稳定现象，如棋盘格现象［５］，需要格外的技术解决这

个问题［６?８］．Ｍｉｃｈｅｌｌ
［９］揭示了拓扑优化结构是非均匀质各向异性类桁架连续体，即由无限密的杆件构

成，这一特性启发了从类桁架连续体中获取最优拓扑的想法［１０?１１］．工程中更多地使用带孔等厚板，通过

剔除密度小于一定值的节点形成孔洞．演化优化算法
［１２?１３］有采用过这种做法，但是由于演化优化算法采

用的是各向同性材料，且设计变量为单元的密度，因此，该算法得到的结果会出现棋盘格现象且与网格

密度有关．本文通过优化孔洞的分布形成带孔等厚板的优化算法，在优化迭代过程中逐步由类桁架连续

体演化为带孔板，使优化结果更接近工程需要．

１　类桁架连续体材料模型

１．１　弹性矩阵

在类桁架连续体材料模型中，材料模型是由无限多的非均匀连续分布的杆件构成，假设任意点都是

由两组正交的杆件构成，它们在任意点的密度用狋１ 和狋２ 表示．假设应力σ犻和应变ε犻的线性关系为

σ犻 ＝犈狋犻ε犻，　　犻＝１，２． （１）

式（１）中：犈是弹性模量．

在类桁架连续体中，相临的相互平行杆件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因此，泊松比应当假设为零，剪切刚度

也应该为零．但是，如果没有剪切刚度，材料会不稳定，材料刚度矩阵将为奇异矩阵．基于此原因，假设剪

切刚度大小为
犈（狋１＋狋２）

４
，弹性矩阵表示为

犇（狋１，狋２，０）＝犈·ｄｉａｇ［狋１，狋２，
狋１＋狋２
４

］． （２）

式（２）中：ｄｉａｇ［·］表示对角矩阵．

在这种假设下，当狋１＝狋２ 时，式（２）的各项为同性材料．若假设结构坐标轴到材料坐标轴的转角为

α，那么结构坐标系中的弹性矩阵可由坐标转换矩阵获得，即

犇（狋１，狋２，α）＝犜
Ｔ（α）犇（狋１，狋２，０）犜（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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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犜（α）为坐标转换矩阵，即

犜（α）＝

ｃｏｓ２
α ｓｉｎ２

α ０．５ｓｉｎ２α

ｓｉｎ２
α ｃｏｓ２

α －０．５ｓｉｎ２α

－ｓｉｎ２α ｓｉｎ２α ｃｏｓ２

熿

燀

燄

燅α

． （４）

　　弹性矩阵（３）可以表示为

犇（狋１，狋２，α）＝犈∑
２

犫＝１

狋犫∑
３

狉＝１

狊犫，狉犵狉（α）犃狉． （５）

式（５）中：狊犫，狉和犵狉（α）分别为常数矩阵和函数矩阵分量，犃狉为常数矩阵，有

狊＝
１ １ １

－１ －
［ ］

１ １
，　　犵（α）＝ ［ｃｏｓ２α，ｓｉｎ２α，１］，

犃１ ＝
１

２
ｄｉａｇ［１，－１，０］，　　犃２ ＝

１

４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熿

燀

燄

燅１ １ ０

，　　犃３ ＝
１

２
ｄｉａｇ［１，１，

１

２
］．

　　节点犼（犼＝１，２，…，犑）处的杆件密度狋１，犼，狋２，犼和方向α犼作为设计变量，犑是节点的总数，设计变量节

点犼处的弹性矩阵可以表示为

犇犼 ＝犇（狋１，犼，狋２，犼，α犼）． （６）

　　有限元内部任意一点的弹性矩阵可以由该单元节点位置的弹性矩阵插值得到

犇犲（ξ，η）＝∑
犼∈犛犲

犖犼（ξ，η）犇犼 ＝∑
犼∈犛犲

犖犼（ξ，η）犇（狋１，犼，狋２，犼，α犼）． （７）

式（７）中：犖犼（ξ，η）是型函数；ξ，η是局部坐标；犛犲是属于单元犲的节点的集合．

将式（６）带入式（７），得到

犇犲 ＝犈∑
犼∈犛犲

犖犼∑
２

狉＝１

狋犫，犼∑
３

犫＝１

狊犫，狉犵狉（α犼）犃狉． （８）

１．２　刚度矩阵

将单元刚度矩阵（８）带入刚度矩阵，有

犽犲 ＝∫犞犲犅
Ｔ犇犲犅ｄ犞． （９）

犽犲 ＝犈∑
犼∈犛犲

∑
犫

狋犫，犼∑
３

狉＝１

狊犫，狉犵狉（α犫，犼）∫犞犲犖犼犅
Ｔ犃狉犅ｄ犞 ＝

∑
犼∈犛犲

∑
犫

狋犫，犼∑
３

狉＝１

狊犫，狉犵狉（α犫，犼）犎犲，犼，狉．
（１０）

式（１０）中：犎犲，犼，狉＝犈∫犞犲犖犼犅
Ｔ犃狉犅ｄ犞是常数矩阵，与材料分布没有关系．如果采用规则单元，那么该矩阵

在有限元计算之前就能计算出来．结构的总刚矩阵可以由所有单元的刚度矩阵累加得到，即

犓＝∑
犲

犽犲 ＝∑
犲
∑
犼∈犛犲

∑
犫

狋犫，犼∑
狉

狊犫，狉犵狉（α犫，犼）犎犲，犼，狉． （１１）

２　优化方法

将节点处的杆件密度和方向作为设计变量，材料的体积作为目标函数，每一节点施加应力约束，优

化问题的列式为

ｆｉｎｄ　狋犫，犼，α犼，

ｍｉｎ　犞，

ｓ．ｔ．　狘σ犫，犼狘≤σ狆，　　犫＝１，２；　犼＝１，２，…，犑

烍

烌

烎．

（１２）

式（１２）中：σ犫，犼为节点处杆件犫的应力；σ狆 为允许应力．

迭代过程有如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设计域被划分为有限个单元，单元采用４节点矩形单元，杆件初始密度和方向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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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０１，犼 ＝狋
０
２，犼 ＝０．２，　　α

０
犼 ＝０，

上标０代表迭代次数，初始密度剔除标准狋０犮 设为０；

步骤２　通过有限元方法，计算节点处的主应力方向和主应力方向上的应变的大小；

步骤３　利用满应力准则，优化杆件的密度，杆件的方向与主应力的方向一致，即

狋犻＋１犫，犼 ＝犈狋
犻
犫，犼ε

犻
犫，犼／σ狆，　　α

犻＋１
犼 ＝θ

犻
犼；

　　步骤４　为了防止刚度矩阵奇异，设置低于密度剔除标准狋
０
犮 的杆件密度为狋０（这里取１０

－６），而不是

直接设置为０，高于平均密度狋犻犿 的杆件的密度将设置为

狋犻犿，狋
犻＋１
犫，犼 ＝狋０，　　ｉｆ狋

犻＋１
犫，犼 ＜狋

犻
犮，狋

犻＋１
犫，犼 ＝ｍｉｎ（狋

犻＋１
犫，犼，狋

犻
犿）；

　　步骤５　密度剔除标准．随迭代次数而增加，狋
犻＋１
犮 ＝狋犻犮＋Δ狋，Δ狋是密度剔除标准的增量．

通过大量的数值计算，取１０－４比较合适．太小则孔洞形成的较慢，需要更多步的迭代；太大则形成

的拓扑与最优拓扑相差较大．重复步骤２～５，直到没有密度的节点数占总节点数的６０％，剔除材料比例

图１　悬臂梁尺寸

Ｆｉｇ．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ｂｅａｍ

可以由用户根据需要自行决定．

３　数值算例

运用文中的算法，计算两个经典的算例，两个算例中：弹

性模量犈＝２１０ＧＰａ；允许应力σｐ＝１６０ＭＰａ．

第１个算例是一个右端中点受集中荷载的悬臂梁，尺寸

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厚度（犺）为０．０１ｍ；设计域被划分为６４×

４０矩形单元．所有节点密度（两个方向的杆件密度之和）的等

值线填充图，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中：等值线的间距为最大密

度的５％．图２是迭代３１次后的结果，设计域开始出现一些孔．图３是迭代６２次后的结果，孔不断扩展、

溶合，结构拓扑趋于简单．

　　图２　迭代３１次后的密度等值线图 图３　迭代６２次后的密度等值线图

　　Ｆｉｇ．２　Ｉｓ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３１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ｇ．３　Ｉｓ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６２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大部分区域的密度分布较均匀，只有支座和荷载作用点附近区域密度较大，但没有出现严重的应力

图４　体积比及节点数比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ｎｏｄｅｓｒａｔｉｏ

集中现象．体积比的定义为优化后结构总体积占初

始体积的百分比．体积比（犚ｖ）和保留的节点数百分

比（犚ｎ）随着迭代次数（犖）的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可知：由于荷载比较小，优化后纤维密度

较初始密度小很多，优化后的体积只占初始体积很

小一部分．保留的节点百分比指密度大于临界值（这

里取２狋０）的节点占总节点数的百分比，反映了类桁

架连续体演化为带孔板的进程，当其等于４０％时，迭

代停止．满应力优化准则可以在少量的迭代下使结

构体积达到最小，通过密度限值约束，去除小密度杆

件，结构离散得越来越简单，但体积只增加了一点．

第２个算例是跨中受集中荷载的简支梁，尺寸

如图５所示．图５中：厚度（犺）为０．０１ｍ；设计域被矩形单元划分为６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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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简支梁尺寸

Ｆｉｇ．５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ｐ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ｅａｍ

未经密度限值约束迭代１００次得到的优化结果，如图

６所示．图６中：为了使荷载集中点的密度不至于大其他区

域的密度太多倍，仍施加了密度上限为平均密度的约束．从

图６可知：未经密度限值约束的优化结果形成连续材料场，

而不能形成杆件．

增加密度限值约束后迭代５６次的结果，如图７所示．

对比图６，７可以看出：增加密度限值约束后，在设计域的中

间部分形成了几根杆件，而且与圆拱的密度基本一致，比较

均匀．

　　体积比和保留节点数百分比这两项指标随迭代次数的

图６　没有密度限值约束的优化结果 图７　经密度限值约束的优化结果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７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图８　施加密度限值约束前后指标变化及对比

Ｆｉｇ．８　Ｉｎｄｅｘｅ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变化，及施加密度限值约束前后的对比，如图８所

示．从图８可知：施加密度限值约束后的体积比会比

施加前稍微大一些，且体积比会随着迭代次数逐步

提高；对比施加密度限值约束前后节点数比，非零密

度（大于２狋０）节点比在施加密度限值约束后比施加

前减少快很多．随着迭代次数的变化线形，这一指标

决定于密度剔除标准的确定方法，因此，可以通过改

变密度剔除标准的函数形式（线性或非线性）来控制

类桁架连续体向带孔板演化的过程．

４　结束语

研究了基于类桁架连续体材料模型的带孔板拓

扑优化方法，通过在每一迭代步中剔除小于一定值

的密度形成孔洞，限定大于一定值的密度达到密度均匀的目的，最终得到带孔板．下一步工作是对连续

体施加最小宽度的约束，从而可以得到孔数量不同的连续体拓扑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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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建设企业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模型构建

吴晶晶１，２，张云波１，２，祁神军１，２，陈伟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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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通过文献阅读和专家访谈，从组织和信息化两个维度提炼出影响多项目成熟度的１３个关键因

素．其次，基于组织与信息化之间相互关联，组织、信息化与多项目管理成熟度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假

设，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组织与信息化对总承包企业多项目管理的影响模型．最后，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

数据样本，从定量角度分析组织、信息化与多项目管理三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和影响程度．

关键词：　项目管理；总承包；建设企业；成熟度；组织；信息化；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７２３ 文献标志码：　Ａ

多项目管理是站在企业战略层面，通过对现行组织中所有的项目进行筛选、评估、分类，并根据评估

结果分配现有的资源，获取最佳项目实施组合的管理过程［１］．多项目管理成熟度是指多项目管理过程的

成熟度，不仅包括单个项目管理过程的成熟度，还包括项目群（集）管理过程和项目组合管理过程的成熟

度．成熟度模型最早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于１９８７年提出的，目前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组织对管理成熟的研究．文献［２３］从组织角度构建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杨启窻等
［４］从组织战

略、人、组织、单项目过程、多项目过程５个维度构建了项目管理能力体系．潘吉仁等
［５４］提出了组织建设

成熟度的概念，并运用雷达图评价建筑企业的成熟度．卢毅等
［６］运用结构程模型评价项目管理成熟度．

与组织一样重要的是目前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信息化，它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

效率，而且通过规范化的管控方式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成熟度．目前，施工总承包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了

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重要性，突破要素管理的单项管理软件或者一般性的多项目综合管理系统、智能决

策支持系统，逐步向联盟式企业信息门户方向发展［７９］．鉴于此，本文基于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理论，从组

织和信息化两个维度，构建总承包建设企业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结构方程模型．

１　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１　组织维度

组织维度是指组织环境能够为项目的成功实施所能提供必需支持的能力．企业组织作为实现企业

目标和执行企业战略的载体，直接影响了多项目管理成熟与否；合理的组织形式有助于多项目管理成熟

度的提升，超前或滞后的组织形式将阻碍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提升．

从企业文化（Ａ１）、企业制度规范（Ａ２）、人力资源管理能力（Ａ３）、企业组织建设与监管（Ａ４）、市场

营销能力（Ａ５）、项目管理办公室（ＰＭＯ）的经营能力（Ａ６）等６个组织维度因素来评价总承包企业的组

织能力．１）企业文化，即构建健康的企业文化与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文化变革的能力；２）企业制度规范，

即企业的行为规范、政策、方法和程序能否支持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提升；３）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即优秀

人力资源的招聘能力，对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的、广泛的、持续的员工培训，以及建立有效的激励措施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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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体系；４）企业组织建设与监管，即动态调整组织结构形式及职能部门以支持组织的协调与管理能力；

５）市场营销能力，即敏锐的市场意识和有效的市场驱动，与顾客和供应商建立友好的战略联盟关系，准

确的市场定位，恰当的投标策略与获得项目的能力；６）ＰＭＯ的经营能力，即ＰＭＯ的管理经营能力．

１．２　信息化维度

建设企业集团的信息化维度包括信息化的建设水平及信息化应用能力两个方面．参考特级施工企

业信息化资质评分细则，从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Ｂ１）、信息化系统建设（Ｂ２）、企业信息化应用的能力

（Ｂ３）、信息质量（Ｂ４）、信息化利用率（Ｂ５）、文档管理能力（Ｂ６）和信息传递的及时性（Ｂ７）等７个信息化

维度指标因素来反映企业信息化能力．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即计算机硬件设备及网络配置能否满

足信息系统建设的需求；２）信息系统建设，即完善的信息系统、信息化的一些软件建设和功能模块的设

置能否满足企业业务需求；３）企业信息化应用能力，即企业内员工具备良好的数据收集、整理、加工及

传递，信息分析和加工能力、商务电子化的能力；４）信息质量，即对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有效信息量占所

收集信息的比重；５）信息化的利用率，即企业内员工使用信息系统的处理问题频率；６）文档管理能力，

图１　结构方程初始假设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即工程文档的规范化，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归档留底及

移交；７）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即及时有效上传至处理部

门的信息量占需要上传处理信息的比重．

２　多项目成熟度影响模型的构建

２．１　初始假设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３个假设：Ｈ１）组织与信

息化之间相互关联；Ｈ２）组织与多项目管理成熟度之间

具有正相关关系；Ｈ３）信息化与多项目管理成熟度具有

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方程的初始假设模

型，如图１所示．

２．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共发放２５０份问卷，回收２３８份，有效问卷２０３份，问卷回收率为

表１　模型的信度检验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潜变量 狀 α

组织成熟度 ６ ０．７０７

信息化的建设 ７ ０．８４３

多项目管理成熟度 ３ ０．６８５

９５．２％，问卷的有效率为８５．２９％．主要调研对象均是具有多年工作

经验的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管理层，其中施工单位占５４．２％，建设

单位１９．７％，有５ａ以上工作经验的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被调研者

分别为８１．８％，７３．２％，因此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问卷的可靠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表

１中：狀为可测变量个数；α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１０］．从表１可知：模

图２　修正后的最终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型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在０．６８５～０．８４５之间，其

总体α系数为０．８４５，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可信

度．研究还表明：问卷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小于

０．００１，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检验统计值为

０．８５１，大于０．７，由此说明问卷数据有效，适合于

本模型．

２．３　模型验证

采用Ａｍｏｓ软件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并根

据模型拟合指数评价及系数估计结果对模型进行

改进，最终结果如图２所示．表２为假设的拟合指

数表；表３为最终模型的拟合指数表．从表２可

知：假设 Ｈ１，Ｈ２和 Ｈ３的狋值均大于１．９６，且犘

值均小于０．００１，说明假设成立．从表３可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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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修正后，整体的拟合指数均满足要求，说明所提出的关系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２　假设的拟合指数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ｉｎｄｅｘｓｏｆ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假设 路径 标准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犜值 犘

Ｈ１ 组织信息化 ０．４５ ０．０７１ ３．６１２ ＜０．００１

Ｈ２ 组织→多项目管理成熟度 ０．４６ ０．１２３ ３．３０８ ＜０．００１

Ｈ３ 信息化→多项目管理成熟度 ０．４０ ０．０９９ ３．４９６ ＜０．００１

表３　最终模型的拟合指数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统计检查量

项目　　参数

适配的标准
或临界值

本研究
拟合值

是否满
足要求

绝对适
配指数

狓２
犘＞０．０５，未达
到显著水平 ０．１６１ 是

狓２／ｄ犳 ＜２ １．１５０ 是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３７ 是

Ａ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０９ 是

ＲＭＳＥＡ ＜０．５０ ０．０２８ 是

增值适
配指数

ＴＬＩ
（Ｎ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０１ 是

Ｉ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３１ 是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２２ 是

简约适
配指数

ＰＧＦＩ ＞０．５０ ０．５０８ 是

ＣＮ ＞２００ ２６７．５５ 是

３　模型结果分析

３．１　潜变量的荷载分析

３．１．１　组织维度　在影响组织维度的６个因素

中，由于市场的营销能力（Ａ５）对于组织的荷载系

数为０．３４９＜０．５，影响较小，可以忽略，故删除该

因素．企业制度规范（Ａ２）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Ａ３）对组织成熟度的影响最大为０．７０，其次是组

织的建设与监管（Ａ４），影响力度为０．６；然后是

ＰＭＯ的经营管理能力（Ａ６）；最后是企业文化

（Ａ１）．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并不被大众所认

同，但企业的制度规范和人力资源管理却是企业

文化的一种延伸，被大众所认可，这显然很矛盾．

笔者认为企业的制度规范和人力资源管理是有形

的，能够被大众所感知，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但无法被大众所

感知，因而得出的影响最少．因而，在提升组织成熟度时，应注重企业制度规范的完善和人力资源管理

能力的提升；在完善的制度规范的同时，相应的组织建设与监管也应随之完善．其次，ＰＭＯ的经营管理

能力也是组织成熟度的重要影响之一．最后，企业文化虽是无形的，依然对组织的成熟度存在着影响．

３．１．２　信息化维度　在影响信息化维度的７个因素中，企业信息化应用能力（Ｂ３）对信息化建设影响

最大，影响程度为０．７９；其次是信息质量（Ｂ４）和信息化的利用率（Ｂ５），影响力为０．７２；影响最小的是文

档管理能力（Ｂ６）．这说明目前企业信息化的建设水平（硬件与网络）已基本满足企业信息化的需求；企

业应更注重信息化应用能力，优化资源，改进业务流程，不断提高建设企业集团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

进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对于企业在购买信息化软件时，应多加关注软件使用的便捷性和

软件供应商的培训能力，才能让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助力．

３．２　组织和信息化与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路径分析

３．２．１　组织与信息化 　假设 Ｈ１反映组织与信息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组织与信息化相关

联，关联度为０．４５．假设成立．一个成熟的组织需要信息化的建设来帮助其整合资源，加快信息的传递，

提升管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组织的成熟度；而信息化的建设需要一个成熟的组织作为载体，两者相

互依存．

３．２．２　组织与多项目管理　假设Ｈ２反映组织对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组织对项

目管理成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为０．４６．即每提升一个单位的多项目管理成熟度，需要组织

提升０．４６个单位．假设成立．任何项目管理活动都是在组织内完成的，建立合适的组织是保障项目管

理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因此在提升组织的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同时，应注重企业组织的革新和改进．

３．２．３　信息化与多项目管理　假设Ｈ３反映信息化对多项目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信息化建设

对多项目管理的成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为０．４０．即每提升一个单位的项目管理成熟度，需

要提升０．４０个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假设成立．建设企业集团在多项目、跨地域、复杂化的竞争条件下，

亟需现代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实现的无缝沟通，从而打破各职能组织之间的界限，提高信息处理和传递

的能力，是为多项目管理集成管理的实现提供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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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从定量的角度探索企业组织、信息化建设和多项目管理成熟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１）组织与信

息化是多项目管理成熟度提升的双轮驱动，相对而言组织的影响度略高于信息化；２）组织与信息化之

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关联效应，其荷载系数达到０．４５，因此在提升多项目管理成熟度时，不能忽略

它们之间的关系而片面的追求某一方面的策略，它们两两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关联关系．

研究的不足是，如将多项目管理成熟度影响指标定为单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群管理能力、项目组合

管理能力过于简单，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化，等等．此外，部分影响因素指标可能超越了部分企业现状，可

能导致部分问卷数据的有效性，但不影响整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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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游离氧化钙混凝土的体积安定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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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试验条件诱发游离氧化钙（ｆ?ＣａＯ）发生反应，以检验混凝土的体积安定．试验结果表明：ｆ?ＣａＯ超

限是可能引起混凝土体积安定性的影响因素；对芯样进行严格的湿热工艺处理后，芯样线变化率和抗压强度

均在允许的范围内，该工程项目不用拆除可继续施工；经过持续１３ａ的观测，未发现由于ｆ?ＣａＯ安定性引起

的工程质量异常．

关键词：　游离氧化钙；混凝土；体积安定性；结构损伤；材料试验；膨胀应力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９８４．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水泥体积安定性是指水泥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体积变化的均匀性，即水泥硬化后内部不再产生大的

体积变化［１］．安定性不良会使混凝土结构产生膨胀性裂缝，引起结构损伤，而损伤持续累积会影响到结

构整体安全［２?３］．水泥体积安定性是水泥最主要的技术指标．造成水泥体积安定性不合格，主要有以下３

点原因：水泥中游离ｆ?ＣａＯ过多、游离ｆ?ＭｇＯ过多，以及ＳＯ３ 过多．在水泥标准中，ｆ?ＭｇＯ和ＳＯ３ 的质

量分数不超过５％和３．５％，因此，对出厂水泥的安定性检验主要针对ｆ?ＣａＯ．混凝土体积安定性不合格

的破坏性可在混凝土浇筑后１～３ｄ表现，也可在２８ｄ强度检验中发现异常，最危险的情况是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隐藏多年待反应条件适合才爆发，按常规方法检验混凝土强度，较难发现问题．混凝土体积

安定性检测一般采用以下３种方法：１）膨胀应力法
［４?６］；２）定量分析法；３）沸煮法．沸煮法的检测结果

比较直观、可靠［７?８］．本文结合某工业厂房鉴定项目，分析超限ｆ?ＣａＯ水泥体积安定性的试验方法．

１　结构安定性试验方案

１．１　工程概况

以福建泉州某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六层厂房和七层宿舍楼为工程案例．当时因赶工程进度，在进

场水泥复检结果未明确前，将水泥用于厂房第五层梁板和五层柱，以及宿舍楼第六层柱和七层梁板．工

程所用原材料为Ｐ．Ｏ４２．５Ｒ水泥、河砂（细度模数２．６，泥质量分数为３．２％）、碎石（花岗岩，粒径２０～

４０ｍｍ）．混凝土强度等级为Ｃ２０，水泥、河砂、碎石、水的体积质量比分别为３１８，６６８，１２３０，１８５ｋｇ·

ｍ－３，水灰比（Ｗ／Ｃ）为０．５８，坍落度为６０ｍｍ．

施工后发现使用的水泥安定性不合格，因此采用沸煮法进行混凝土安定性检验．但对其膨胀性能，

特别是对混凝土的破坏能力未能充分反应，需要结合强度检测等其他方法对比．

１．２　混凝土体积安定性试验取样

对使用水泥体积安定性有问题的混凝土结构随机取芯制样．为减小对混凝土结构损伤，芯块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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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７５ｍｍ，每区钻取２组，芯块两端面锯平粗磨后分别作常态检验和沸煮非常态检验，分别进行体积变

化对比和强度对比．取样部位和所在轴线，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取样部位和所在轴线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ｘｉｓ

试块部位 混凝土设计强度 取样日期 试块编号及轴线位置

厂房的
五层梁板 Ｃ２０ ２０００．０３．１５

ＣＢ１ ＣＢ２ ＣＢ３ ＣＢ４ ＣＢ５ ＣＢ６

Ａ?Ｂ
２?３

Ｂ?Ｃ
２?３

Ａ?Ｂ
５?６

Ｂ?Ｃ
５?６

Ａ?Ｂ
９?１０

Ｂ?Ｃ
９?１０

厂房的
五层柱 Ｃ２０ ２０００．０３．２１

Ｂ?１ Ｂ?３ Ｂ?５ Ｂ?７ Ｂ?９ Ｂ?１１

ＣＺ１ ＣＺ２ ＣＺ３ ＣＺ４ ＣＺ５ ＣＺ６

宿舍楼的
六层柱 Ｃ２０ ２０００．０３．１６

ＳＺ１ ＳＺ２ ＳＺ３ ＳＺ４ ＳＺ５ ＳＺ６

Ｂ?２ Ｂ?３ Ｂ?５ Ｂ?６ Ｂ?８ Ｂ?９

宿舍楼的
七层梁板 Ｃ２０ ２０００．０３．２０

ＳＢ１ ＳＢ２ ＳＢ３ ＳＢ４ ＳＢ５ ＳＢ６

Ａ?Ｂ
２?３

Ａ?Ｃ
２?３

Ａ?Ｂ
５?６

Ｂ?Ｃ
５?６

Ａ?Ｂ
８?９

Ｂ?Ｃ
８?９

围墙地梁 Ｃ２０ ２０００．０３．１７
ＤＬ１ ＤＬ２ ＤＬ３ ＤＬ４ － －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 －

１．３　混凝土体积安定性试验

１）取各区钻取的一组试块，在其端面画出十字中心线后用千分表测其长度犔０，再进行蒸煮．２）试

块置于大锅，浸水淹没超５０ｍｍ，加温速度小于２０℃·ｈ－１，待水煮沸后持续３ｈ；之后让其降温，降温

速度应小于２５℃·ｈ－１，以免降温速度过快导致混凝土试块产生内应力；试块温度降到室温后擦干，用

千分表测其长度犔１，并计算Δ犔．３）测定同区经热处理和未经热处理的混凝土试块强度，比较其差异．

４）对安定性超标，批号为０５２的存量水泥抽样，检测ＳＯ３和 ＭｇＯ的质量分数，并复检该水泥的物理力

学性能．５）采用其他合格水泥制成４０ｍｍ×４０ｍｍ×１６０ｍｍ的胶砂试块，进行同条件试验以作比较．

１．４　混凝土结构取芯后修复法

混凝土结构经取芯后的孔洞必须认真修复，芯孔清理洁净后，用膨胀混凝土填塞，打击成型，养护龄

期不少于１４ｄ．膨胀混凝土中Ｐ．Ｏ４２．５Ｒ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膨胀剂 ＵＥＡ、中砂、碎石（粒径５～１０

ｍｍ）的体积质量比分别为１．００，０．１２，１．５０，２．００ｋｇ·ｍ
－３．加水量以手捏成团，无明显水滴为宜．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对安定性超标的水泥抽样，测定其主要化学成分 ＭｇＯ和ＳＯ３ 的质量分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η０
表２　ＭｇＯ和ＳＯ３ 的质量分数

Ｔａｂ．２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ｇＯａｎｄＳＯ３

化学成分 η０／％ η１／％ η２／％

ＭｇＯ ≤５ ２．９６ ２．１３

ＳＯ３ ≤３．５ １．６３ １．７１

为标准值；η１ 为水泥厂的检验结果；η２ 为华侨大学化工学

院的试验结果．水泥物理力学性能复检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中：犳ｒ为抗折强度；犳ｃ为抗压强度；狋０，狋ｅ分别为初凝、

终凝时间；细度犉为水泥试样筛余百分数，采用负压筛法

测定；Δ犔为线变化（雷氏膨胀值），用于表征水泥安定性，

采用雷氏法测定．从表２，３可知：复检结果与水泥生产厂检验结果无大差异，ＭｇＯ和ＳＯ３ 的质量分数

均符合标准要求，可以排除 ＭｇＯ和ＳＯ３ 的影响．

表３　水泥物理力学性能复检试验

Ｔａｂ．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参数 犉／％ 狋０／ｍｉｎ 狋ｅ／ｍｉｎ Δ犔／ｍｍ 犳ｒ，３ｄ／ＭＰａ 犳ｃ，３ｄ／ＭＰａ 犳ｒ，２８ｄ／ＭＰａ 犳ｃ，２８ｄ／ＭＰａ

标准要求 ＜１０．０ ≥４５ ≤６００ ≤５ ４．０ ２１．０ ６．５ ４２．５

试验结果 ４．８ １３０ ２３０ ３ ５．８ ２８．４ ７．３ ４４．９

　　混凝土芯样和Ｐ．Ｏ４２．５Ｒ水泥制成的胶砂试块经同等条件湿热处理后，其线变化、线变化率和抗

压强度分别如表４，５所示．表４，５中：犔０ 为初始长度；犔１ 为湿热处理后长度；Δ犔为线变化；η为线变化

率；犱为混凝土芯样直径；犉为破坏荷载；犳ｒ为抗折强度；犳ｃ为抗压强度；水泥试块的尺寸（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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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６０ｍｍ×４０ｍｍ×４０ｍｍ，测线变化时需标养３ｄ．

表４　芯样湿热处理后的测试结果比较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ａｔ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试块部位 编号 犔０／ｍｍ 犔１／ｍｍ Δ犔／ｍｍ η／％ 犱／ｍｍ 犉／ｋＮ 狆ｃ／ＭＰａ

厂房
五层梁板

ＣＢ１ ７４．１８ ７４．１８ ＋０．００ ０ ７４ ８２ １９．０７

ＣＢ２△ － － － － ７５ １３０ ２９．４４

ＣＢ３ ７４．６５ ７４．６６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２ ９４ ２３．１０

ＣＢ４ ７４．４２ ７４．４２ ＋０．００ ０ ７３ １１８ ２８．２１

ＣＢ５ ７４．１７ ７４．１７ ＋０．００ ０ ７３ ９０ ２１．５２

ＣＢ６ ７４．８４ ７４．８５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４ ９２ ２１．９９

厂房
五层柱

ＣＺ１ ７４．８１ ７４．８２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３ ８８ ２１．０４

ＣＺ２ ７６．４０ ７６．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３ ９５ ２２．７１

ＣＺ３ ７４．２６ ７４．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４ ９８ ２２．８０

ＣＺ４ ７３．９８ ７３．９７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３ ９２ ２１．４０

ＣＺ５ ７４．２７ ７４．２７ ＋０．００ ０ ７３ ９０ ２１．５２

ＣＺ６ ７５．５１ ７５．５２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４ １３０ ３０．２４

宿舍楼
六层柱

ＳＺ１ ７６．２９ ７６．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３ ８３ １９．８４

ＳＺ２ ７５．８０ ７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７２ ８４ ２０．６４

ＳＺ３ ７６．０８ ７６．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４ ９６ ２２．３３

ＳＺ４ ７４．９４ ７４．９３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４ ９２ ２１．４０

ＳＺ５ ７６．８５ ７６．８５ ＋０．００ ０ ７４ ９４ ２１．８７

ＳＺ６ ７５．４２ ７５．４２ ＋０．００ ０ ７４ １３０ ３０．２４

宿舍楼
七层梁板

ＳＢ１ ７６．８６ ７６．８５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３ ８０ １９．１３

ＳＢ２ ７６．５２ ７６．５２ ０．００ ０ ７４ １０４ ２４．１９

ＳＢ３ ７６．９８ ７６．９８ ０．００ ０ ７４ ８４ １９．５４

ＳＢ４ ７５．９５ ７５．９６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４ ９８ ２２．８０

ＳＢ５ ７５．８１ ７５．８２ ＋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７３ ８６ ２０．５６

ＳＢ６ ７５．２３ ７５．２３ ＋０．００ ０ ７４ １０１ ２３．４９

围墙
地圈梁

ＤＬ１△ － － － － ７２ ８８ ２１．６３

ＤＬ２ ７６．９８ ７６．９７ －０．００ ０ ７２ ９８ ２３．４２

ＤＬ３△ － － － － ７３ ９０ ２１．５２

ＤＬ４ ７７．０５ ７７．０６ ＋０．００ ０ ７２ ８４ ２０．６４

　① 表中“△”表示该试件未经湿热处理

表５　Ｐ．Ｏ４２．５Ｒ水泥试块湿热处理后的测试结果比较

Ｔａｂ．５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Ｏ４２．５Ｒｃｅｍｅｎｔ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ａｔ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编号 犔０／ｍｍ 犔１／ｍｍ Δ犔／ｍｍ η／％ 犳ｒ／ＭＰａ 犳ｃ／ＭＰａ

Ｘ?１ １６０．８８ １６４．５７ ＋３．６９ ＋２．２９４ ０．５５ １２．０／１１．２

Ｘ?２ １６０．８７ １６４．５６ ＋３．６９ ＋２．２９４ ０．６０ １１．６／１２．０

Ｘ?３
△ － － － － ６．００ ３２．０／３２．８

Ｘ?４
△ － － － － ５．８０ ３３．６／３２．０

Ｘ?５
△ － － － － ５．６０ ３２．０／３４．４

　① 表中“△”表示该试件未经湿热处理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４日，华侨大学土木工程检测中心水泥试验室再次复检，水泥安定性（雷氏法）为３

ｍｍ，比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６日进场复检的６ｍｍ小．因为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出厂后水泥已再储存２个月，水

泥中ｆ?ＣａＯ随时间趋于稳定，对水泥体积安定性的检验结果越有利．３ｄ和２８ｄ测得的水泥抗折强和抗

压强度均符合标准．

　　从以上试验结果可得出：经一定的湿热工艺
［９?１１］条件处理后，水泥中ｆ?ＣａＯ及其他成分已充分反

应．该工程芯样线变化率在±０．０１３％之内，小于允许变形范围，强度又未明显下降．而水泥成型养护龄

期仅３ｄ，经同条件湿热处理后，其线变化率明显增大，抗折和抗压强度显著降低．围墙地圈梁混凝土芯

样的线变化率和抗压强度也没有发现异常，与主体结构芯样检测结果类似，由此可推断地圈梁混凝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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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主体的混凝土均未发现其所用的水泥体积安定性有不良行为．虽然试验样本数有限，未能按数理统

计方法得出规律性定量结论，但并不影响该试验结果的定性推断．

３　结论

１）对所用水泥中 ＭｇＯ和ＳＯ３ 的质量分数进行复检，两者均符合规范要求，排除 ＭｇＯ和ＳＯ３ 过多

对水泥体积安定性的影响，确定ｆ?ＣａＯ超限可能是引起体积安定性为主要因素．对混凝土芯样经过严格

的湿热工艺处理后，芯样线变化率和抗压强度均在允许的范围内，未发现混凝土质量异常．经试验结果

论证，推定该工程不用拆除可继续施工的鉴定结论．

２）该工程建成至今１３ａ，经持续观测，未发现因水泥中ｆ?ＣａＯ问题引起的工程质量异常．

３）该工程案例表明：水泥体积安定性超限的混凝土工程不一定都要拆除，应根据其超限程度，运用

水泥混凝土材料理论，对水泥和混凝土结构工程进行全面的检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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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非线性比式和问题的分支定界算法

杨金勇，宋海洲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针对一类带有常系数的非线性比式和全局优化问题（Ｐ），给出求解该问题的分支定界算法．首先，将

问题（Ｐ）转化为问题（Ｑ），两者的变量个数和约束条件的个数相同．然后，利用不等式放缩的方法，建立问题

（Ｑ）的松弛线性规划，并结合分支定界算法求解．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删减策略，并进行数值实验．结果

表明：本算法和删减策略均是有效的．

关键词：　松弛线性规划；分支定界算法；区域删减策略；非线性比式和；全局优化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５７ 文献标志码：　Ａ

考虑如下非线性比式和全局优化问题：

ｍｉｎ∑
狆

犼＝１

犮犼
犳０，犼（狓）

犵０，犼（狓）
，

ｓ．ｔ．　∑
狆

犽＝１

犳犿，犽（狓）

犵犿，犽（狓）
≤０，　　犿＝１，…，犕，

　　　狓∈犛＝ ｛狓∈犚
狀
∶０＜犾≤狓≤狌｝

烍

烌

烎．

（Ｐ）

式中：犳０，犼（狓），犵０，犼（狓），犳犿，犽（狓），犵犿，犽（狓）均为广义多元多项式，即犳０，犼（狓）＝∑

犜
１
犼

狋＝１

α
１
犼，狋∏

狀

犻＝１

狓狉
１
犼，狋，犻
犻 ≥０，犼＝１，

…，狆；犵０，犼（狓）＝∑

犜
２
犼

狋＝１

α
２
犼，狋∏

狀

犻＝１

狓狉
２
犼，狋，犻
犻 ＞０，犼＝１，…，狆；犳犿，犽（狓）＝∑

犜
３
犿，犽

狋＝１

α
３
犿，犽，狋∏

狀

犻＝１

狓狉
３
犿，犽，狋，犻
犻 ，犽＝１，…，狇；犿＝１，…，

犕；犵犿，犽（狓）＝∑

犜
４
犿，犽

狋＝１

α
４
犿，犽，狋∏

狀

犻＝１

狓狉
４
犿，犽，狋，犻
犻 ，犽＝１，…，狇；犿＝１，…，犕．其中：犮犼，α

１
犼，狋，α

２
犼，狋，α

３
犿，犽，狋，α

４
犿，犽，狋为任意实数；

γ
１
犼，狋，犻，γ

２
犼，狋，犻，γ

３
犿，犽，狋，犻，γ

４
犿，犽，狋，犻为任意有理数；犾＝（犾１，犾２，…，犾狀）

Ｔ；狌＝（狌１，狌２，…，狌狀）
Ｔ．

非线性比式和全局优化问题（Ｐ）广泛应用于经济、交通等领域．目前，求解线性比式和问题的方法

有很多［１］．对于非线性比式和问题，当目标函数分子是正的凹函数和分母是正的凸函数时，文献［２?３］给

出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全局优化算法，文献［４］提出了一个分子分母都是正的广义多元多项式比式和问

题的全局最优方法，文献［５?９］给出了一个带有常系数的非线性比式和问题的几种全局最优化方法．本

文求解一个带有常系数的非线性比式和问题（Ｐ）．

１　全局优化问题的转化

对问题（Ｐ）的广义多元多项式进行通分、变量替换、合并同类项等操作，并转化为如下问题：

ｍｉｎ犺（狓）＝∑
狆

犼＝１

犮犼
狀犼（狓）

犱犼（狓）
，

ｓ．ｔ．　犵犿（狓）≤０，　　犿＝１，…，犕，

　　　狓∈犛＝ ｛狓∈犚
狀
∶０＜珋犾≤狓≤珔狌｝

烍

烌

烎．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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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狀犼（狓）＝∑

犜
１
犼

狋＝１
β
１
犼，狋∏

狀

犻＝１

狓η
１
犼，狋，犻
犻 ≥０；犱犼（狓）＝∑

犜
２
犼

狋＝１
β
２
犼，狋∏

狀

犻＝１

狓η
２
犼，狋，犻
犻 ＞０，犼＝１，…，狆；犵犿（狓）＝∑

犜
３
犿

狋＝１
β
３
犿，狋∏

狀

犻＝１

狓η
３
犿，狋，犻
犻 ，

犿＝１，…，犕．犮犼，β
１
犼，狋，β

２
犼，狋，β

３
犿，狋为任意实数；η

１
犼，狋，犻，η

２
犼，狋，犻，η

３
犿，狋，犻为非负整数；珋犾＝（珋犾１，珋犾２，…，珋犾狀）

Ｔ；珔狌＝（珔狌１，珔狌２，

…，珔狌狀）
Ｔ．

易知问题（Ｐ）和问题（Ｑ）的变量个数和约束条件的个数相同．

２　多元多项式不等式放缩引理

引理１　假设犎犓（狓）（犓≥２）为狓的犓 次多元多项式，对任意给定犾′≤狌′，存在一个狓不超过犓－１

次的多元多项式犎
（犾′，狌′）
犓－１ （狓），使得犎

（犾′，狌′）
犓－１ （狓）满足１）对任意满足犾′≤狓≤狌′的狓，有犎犓（狓）≥犎

（犾′，狌′）
犓－１ （狓）成

立；２）对任意满足犾′≤狓≤狌′的狓，有｜犎犓（狓）－犎
（犾′，狌′）
犓－１ （狓）｜→０（‖狌′－犾′‖→０）．

引理２　假设犎犓（狓）（犓≥２）为狓的犓 次多元多项式，对任意给定犾′≤狌′，存在一个仿射函数

犎
（犾′，狌′）
１ （狓），使得犎

（犾′，狌′）
１ （狓）满足１）对于任意满足犾′≤狓≤狌′的狓，有犎犓（狓）≥犎

（犾′，狌′）
１ （狓）成立；２）对任意

满足犾′≤狓≤狌′的狓，有｜犎犓（狓）－犎
（犾′，狌′）
１ （狓）｜→０（‖狌′－犾′‖→０）．

３　松弛规划及其对应的分支定界算法

假设犛犽 是犛的任意子长方体，且犛犽＝｛狓∈犚
狀∶犾犽≤狓≤狌

犽｝，其中：犾犽＝（犾犽１，…，犾
犽
狀）
Ｔ，珔狌犽＝（狌犽１，…，

狌犽狀）
Ｔ．则问题（Ｑ）在犛犽 的子问题Ｑ（犛犽）为

ｍｉｎ犺（狓）＝∑
狆

犼＝１

犮犼
狀犼（狓）

犱犼（狓）
，

ｓ．ｔ．　犵犿（狓）≤０，　　犿＝１，…，犕，

　　　狓∈犛
犽
＝ ｛狓∈犚

狀
∶犾

犽
≤狓≤狌

犽｝

烍

烌

烎．

　　对犵犿（狓）＝∑

犜
３
犿

狋＝１
β
３
犿，狋∏

狀

犻＝１

狓η
３
犿，狋，犻
犻 ，犿＝１，…，犕，根据引理２，对任意满足犾

犽
≤狌

犽 的犾犽，狌犽，存在仿射函数

犔犽犿（狓）＝狋
犽
犿狓＋犮

犽
犿，使对任意满足犾

犽
≤狓≤狌

犽 的狓，有犵犿（狓）≥犔
犽
犿（狓），｜犵犿（狓）－犔

犽
犿（狓）｜→０（‖狌

犽－犾犽‖→

０）．对于目标函数犺（狓）＝∑
狆

犼＝１

犮犼
狀犼（狓）

犱犼（狓）
，根据引理２，对任意满足犾犽≤狌

犽 的犾犽，狌犽，存在仿射函数，使对任

意满足犾犽≤狓≤狌
犽 的狓，有狀犼（狓）≥犔

犽
０，犼（狓），｜狀犼（狓）－犔

犽
０，犼（狓）｜→０（‖狌

犽－犾犽‖→０）．

构造下面式子，即

犔犽０（狓）＝∑
犮
犼＞０

犮犼
犔犽０（狓）

犕犼
＋∑
犮
犼＜０

犮犼
犔犽０（狓）

犿犼
．

式中：当犮犼＞０时，犕犼＝ｍａｘ
狓∈犛

犽
犱犼（狓）；当犮犼＜０时，犿犼＝ｍｉｎ

狓∈犛
犽
犱犼（狓），则犔

犽
０（狓）为仿射函数，记犔

犽
０（狓）＝犪

犽
０狓＋

犮犽０．对任意满足犾
犽
≤狓≤狌

犽 的狓，有

犺（狓）＝∑
狆

犼＝１

犮犼
狀犼（狓）

犱犼（狓）
≥∑

犮
犼＞０

犮犼
犔犽０（狓）

犕犼
＋∑
犮
犼＜０

犮犼
犔犽０（狓）

犿犼
＝犔

犽
０（狓）．

　　由｜狀犼（狓）－犔
犽
０，犼（狓）｜→０（‖狌

犽－犾犽‖→０），可得｜犺（狓）－犔
犽
０（狓）｜→０（‖狌

犽－犾犽‖→０），从而得到问题

Ｑ（犛犽）的松弛规划ＲＱ（犛犽）为

ｍｉｎ犔犽０（狓），

ｓ．ｔ．　犔
犽
犿（狓）≤０，　　犿＝１，…，犕，

　　　狓∈犛
犽
＝ ｛狓∶犾

犽
≤狓≤狌

犽｝

烍

烌

烎．

　　因为犔
犽
０，犔

犽
犿 都是仿射函数，故ＲＱ（犛

犽）是一个线性规划．显然，若问题Ｑ（犛犽）和ＲＱ（犛犽）的最优值分

别为狏（犛犽）和狌（犛犽），则狏（犛犽）≥狌（犛
犽）．

下面给出求解问题（Ｑ）的分支定界算法———算法１．

步骤１　给定参数ε≥０，令迭代次数犽＝１，可能存在全局最优解的长方体构成的集合为犚犽＝｛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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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方体犛犽＝犛，初始上界狏犽＝∞，初始下界狌犽＝－∞，初始可行解集犞＝．记问题（Ｑ）可行域为犉．

求解问题ＲＱ（犛犽），若该问题无可行解，则算法停止，原问题（Ｑ）无解；否则，该问题ＲＱ（犛犽）有最优解，

记该问题的一个最优解为狓犽，更新下界狌犽＝犔
犽
０（狓犽）．若狓犽 使问题（Ｑ）可行，则更新上界狏犽＝犺（狓犽），更

新可行解集犞．若狏犽－μ犽≤ε，则算法停止，即狓犽 是问题（Ｑ）的最优解，狏犽 是最优值；否则，执行步骤２．

步骤２　采用矩形对分原则，即沿垂直于犛
犽 的最长边方向将犛犽 平分成两部分犛犽狉（狉＝１，２）．狉∈

｛１，２｝，求解问题ＲＱ（犛犽狉），若该问题无解或犛犽狉∩犉＝，则删除犛
犽狉；若犛犽狉∩犉≠ 且该问题ＲＱ（犛

犽狉）

有解，设其一个最优解和相应的最优值分别为狓犽狉和μ（犛
犽狉）．判断μ（犛

犽狉）与狏犽 的大小，如果μ（犛
犽狉）＞狏犽，

删除犛犽狉；否则，将犛犽狉加入到集合犚犽 中，即犚犽＝犚犽∪｛犛
犽狉｝．如果狓犽狉使问题（Ｑ）可行，则更新上界，即

令狏犽＝ｍｉｎ｛狏犽，犺（狓犽）｝．在犚犽 中去掉根节点犛
犽，即犚犽＝犚犽－｛犛

犽｝，定义μ犽＝ｍｉｎ｛μ（犛狓）∶犛狓∈犚犽｝，选

择狓犽 使得狏犽＝犺（狓犽）．

步骤３　令犚犽＝犚犽－｛犛狓∈犚犽∶狏犽－μ（犛狓）≤ε｝，若犚犽＝，则算法停止；如果犚犽＝ 且犞＝，则

问题（Ｑ）无解；如果犚犽＝且犞≠，则狏犽 为问题（Ｑ）的最优值，狓犽 为其最优解；否则犽＝犽＋１，选取盒

子犛犽，使得μ（犛
犽）＝μ

犽－１．返回步骤２．

４　区域删减策略及改进算法

为了加速寻找问题的全局最优解，对算法１进行改进．即加入一种区域删减策略，通过该策略能整

体删除或缩小算法迭代过程中产生的分割子区域，从而加速算法的收敛性．

对任意的狓∈犛
犽＝（犛犽犼）狀×１，犛

犽
犼＝［犾

犽
犼，狌

犽
犼］（犼＝１，２，…，狀）．问题ＲＱ（犛

犽）的目标函数为犔犽０（狓）＝犪
犽
０狓＋

犮犽０，约束函数为犔
犽
犿（狓）＝狋

犽
犿狓＋犮

犽
犿，犿＝１，…，犕．设问题（Ｑ）的当前上界为犝犅，则令狉犆 ＝∑

狆

犼＝１

ｍｉｎ｛犪犽０，犼犾
犽
犼，

犪犽０，犼狌
犽
犼｝＋犮

犽
０，狉犔犿 ＝∑

狆

犼＝１

ｍｉｎ｛狋犽犿，犼犾
犽
犼，狋

犽
犿，犼狌

犽
犼｝＋犮

犽
犿，犿＝１，…，犕．可以建立如下区域删减策略．

策略１（最优性策略）　计算狉犆，如果狉犆＞犝犅，则删除犛
犽；否则，如果犪犽０，犼＞０，犼∈｛１，２，…，狀｝，则

令狌犽犼＝ｍｉｎ｛狌
犽
犼，
犝犅－狉犆＋犪犽０，犼犾

犽
犼

犪犽０，犼
｝；如果犪犽０，犼＜０，则令犾

犽
犼＝ｍａｘ｛犾

犽
犼，
犝犅－狉犆＋犪犽０，犼狌

犽
犼

犪犽０，犼
｝．

策略２（可行性策略）　计算狉犔犿，如果狉犔犿＞０，则删除犛
犽；否则，如果狋犽犿，犼＞０，犼∈｛１，２，…，狀｝，则

令狌犽犼＝ｍｉｎ｛狌
犽
犼，
－狉犔犿＋狋

犽
犿，犼犾

犽
犼

狋犽犿，犼
｝；如果狋犽犿，犼＜０，则令犾

犽
犼＝ｍａｘ｛犾

犽
犼，
－狉犔犿＋狋

犽
犿，犼狌

犽
犼

狋犽犿，犼
｝．其中犿＝１，…，犕．

下面给出算法１的改进算法———算法２．

步骤１　给定参数ε≥０，令迭代次数犽＝１，可能存在全局最优解的长方体构成的集合为犚犽＝｛犛｝，

子长方体犛犽＝犛，初始上界狏犽＝∞，初始下界狌犽＝－∞，初始可行解集犞＝．记问题（Ｑ）可行域为犉．

首先利用区域删减策略删减盒子犛犽．若犛犽＝，则问题（Ｑ）无解，算法停止；否则，求解问题ＲＱ（犛犽）．

其他过程同算法１的步骤１．

步骤２　采用矩形对分原则，即沿垂直于犛
犽 的最长边方向将犛犽 平分成两部分犛犽狉（狉＝１，２），狉∈

｛１，２｝．首先利用区域删减策略删减盒子犛犽狉；若犛犽狉＝，再求解ＲＱ（犛犽狉），其他过程同算法１的步骤２．

步骤３　同算法１的步骤３．

５　算法收敛性分析

定理１　假定问题（Ｑ）的全局最优解存在，并给定参数ε＝０，那么算法１或者在有限步内求得问题

（Ｑ）的全局最优解，或者算法１产生的迭代序列的聚点必是问题（Ｑ）的全局最优解；算法２或者在有限

步内求得问题（Ｑ）的全局最优解，或者算法２产生的迭代序列的聚点必是问题（Ｑ）的全局最优解．

６　数值实验

为了验证文中算法，在Ｐｅｎｔｉｕｍ（犚）６微机上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１进行数值实验，取ε＝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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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　做随机实验检测算法的有效性，考虑如下问题：

ｍｉｎ∑
狆

犻＝１

狓Ｔ犙犻狓＋犱
Ｔ
犻狓

狓Ｔ犘犻狓
，

ｓ．ｔ．　∑
狀

犼＝１

犪犿，犼狓
２
犼＋珘犱

Ｔ
犿狓≤犫犿，　　犿＝１，２，…，犕；　１≤狓犻≤２；　犻＝１，２，…，狀，

　　　犫犿 ＝ （∑
狀

犼＝１

犪犿，犼＋∑
狀

犼＝１

珘犱Ｔ犿，犼）＋狉犿［（∑
狀

犼＝１

４犪犿，犼＋∑
狀

犼＝１

２珘犱Ｔ犿，犼）－（∑
狀

犼＝１

犪犿，犼＋∑
狀

犼＝１

珘犱Ｔ犿，犼）］

烅

烄

烆 ．

式中：狀表示变量的个数；犕 表示约束的个数；狆表示目标函数分式项的个数；犙犻，犘犻，犱
Ｔ
犻，珘犱

Ｔ
犿 的所有元素

是分别在［０，５］内随机选取的；犪犿，犼，狉犿 的取值范围分别为［１，５］，［０，１］，犼＝１，…，狀；犿＝１，…，犕．

表１　例１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１

（狀，犕，狆）
算法１

犖ａｖ 狋ａｖ／ｓ

算法２

犖ａｖ 狋ａｖ／ｓ

（２，２，２） １４７．０ ７１．７２ １２３．０ ６０．８６

（２，３，５） ４１９．７ ５２４．６７ ３５９．４ ３０４．５４

（２，５，１０） ４７９．７ ８６１．８９ ４０２．８ ７３２．３７

对于每组（狀，犕，狆），算法１和算法２分别随

机运行１０次，得到平均迭代次数（犖ａｖ）和平均运

行时间（狋ａｖ），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对于随机

问题，给出的两个算法均有效的，且加入删除策略

的算法２在迭代次数和运行时间均优于算法１．

参考文献：

［１］　ＢＥＮＳＯＮＨＰ．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ａｃｏｎｖｅｘｓｅ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１２１（１）：１９?３９．

［２］　ＢＥＮＳＯＮＨＰ．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ｎｕ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ｍｏｆｒａｔｉｏ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１１２（１）：１?２９．

［３］　ＢＥＮＳＯＮＨＰ．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ｃａｖｅ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ｍｏｆｒａｔｉｏ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ｏｂ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２２（１／２／３／４）：３４３?３６４．

［４］　ＷＡＮＧＹａ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Ｋｅ?ｃ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ｍｏｆｒａｔｉｏ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５８（２）：３１９?３３０．

［５］　申培萍．全局优化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９５?２１６．

［６］　申培萍，裴永刚，段运鹏．一类非线性比式和问题的对偶界方法［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６（３）：

１３２?１３３．

［７］　李晓爱，郑凯，申培萍．二次比式和问题的全局优化方法［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７（４）：９?１４．

［８］　申培萍，王俊华．一类带反凸约束的非线性比式和问题的全局优化算法［Ｊ］，应用数学，２０１２，２５（１）：１２６?１３０．

［９］　焦红伟，薛臻，申培萍．一类线性比式和问题的全局优化算法［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５（１）：１７?１８．

犅狉犪狀犮犺犪狀犱犅狅狌狀犱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犳狅狉犪犆犾犪狊狊狅犳

犖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犛狌犿狅犳犚犪狋犻狅狊犘狉狅犫犾犲犿

ＹＡＮＧＪｉｎ?ｙｏｎｇ，ＳＯＮＧＨａｉ?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Ｆｏｒａｃｌａｓ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ｍｏｆｒａｔｉ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ｇｉｖｅｎ．

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ｗｉｌｌｂ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Ｑ），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ｅｑｕａｌ．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ａｃ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ｘ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Ｑ）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Ｌａ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

ｓｔｅｐｓ，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ａ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ｅｌａｘ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ｍｏｆｒａｔｉ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黄心中）

３４３第３期　　　　　　　　　　　　　杨金勇，等：一类非线性比式和问题的分支定界算法



　第３５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４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４４０５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４４　

一类狀阶非线性三点边值问题

单调正解的存在性

王全义，邹黄辉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研究一类狀阶非线性三点边值问题的单调正解的存在性．利用锥压缩锥拉伸不动点定理及分析技巧，

建立该边值问题存在一个单调正解的一些充分条件．所得结果推广并改进了ＥＬＯＥＰＷ等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　锥；边值问题；单调正解；不动点定理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７５．８ 文献标志码：　Ａ

１　预备知识

微分方程的边值问题是微分方程理论及其应用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在热传导、等离子物理、化

学工程、弹性力学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对于常微分方程的两点或多点的边值问题解的存在性，已

有许多作者［１?９］研究过，并取得了一些好的成果．文献［１］研究如下的狀阶非线性三点边值问题

狌
（狀）（狋）＋犪（狋）犳（狌（狋））＝０，　　狋∈ （０，１），

狌（０）＝狌′（０）＝ … ＝狌
（狀－２）（０），　　α狌（η）＝狌（１

｝） （１）

的正解的存在性．其中：０＜η＜１，０＜αη
狀－１
＜１，犪∈犆（［０，１］，［０，＋∞）），犳∈犆（［０，＋∞），［０，＋∞））．

本文研究狀阶非线性三点边值问题，即

狌
（狀）（狋）＋犳（狋，狌（狋））＝０，　　狋＜狋＜１，

狌（０）＝狌′（０）＝ … ＝狌
（狀－２）（０），　　∑

狀－１

犻＝０

犪犻狌
（犻）（１）＝∑

狀－１

犻＝０

犫犻狌
（犻）（ξ

烍

烌

烎）
（２）

的单调正解存在性问题，其中：ξ∈（０，１），犳∈犆（［０，１］×［０，＋∞），［０，＋∞））．易见，边值问题（１）是边

值问题（２）的特殊情况．

假设如下条件成立：

Ｈ１）犳∈犆（［０，１］×［０，＋∞），［０，＋∞）），γ∶＝∑
狀－１

犻＝０

犪犻－犫犻ξ
狀－１－犻

（狀－１－犻）！
＞０；

Ｈ２）γ
－１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犫犻（ξ－狊）
狀－１－犻

（狀－１－犻）！
－（１－狊）

狀－２
≥０，狊∈ ［０，ξ］；γ

－１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狀－１－犻）！
－（１－

狊）狀－２ ≥０，狊∈ ［０，１］．

２　一些引理

记空间犈＝犆［０，１］，在空间犈中定义范数‖狓‖＝ｍａｘ
０≤狋≤１
｜狓（狋）｜，则犈在此范数‖·‖下成为一个

Ｂａｎａｃｈ空间．在犈中定义一个锥犓，并记犓狉 ＝ ｛狓∈犓∶‖狓‖ ≤狉｝，犓狉 ＝ ｛狓∈犓∶‖狓‖ ＝狉｝，

珡犓狉，犚 ＝ ｛狓∈犓∶狉≤ ‖狓‖ ≤犚｝，其中：０＜狉＜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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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理１
［１０］
　设犡是Ｂａｎａｃｈ空间，犘是犡 中的一个锥，Ω１ 和Ω２ 是犡 中的开集，且０∈Ω１，珚Ω１

Ω２，犜∶犘∩珚Ω２／Ω１→犘 是全连续算子，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１）若狓∈犘∩Ω１，则‖犜狓‖≤‖狓‖；若狓∈犘∩Ω２，则‖犜狓‖≥‖狓‖；

２）若狓∈犘∩Ω１，则‖犜狓‖≥‖狓‖；若狓∈犘∩Ω２，则‖犜狓‖≤‖狓‖，算子犜在犘∩（珚Ω２／Ω１）

中有不动点．

引理２　如果 Ｈ１）成立，则如下定义的函数

犌（狋，狊）＝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犫犻（ξ－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狀－１）！
狋狀－１－

（狋－狊）
狀－１

（狀－１）！
，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犫犻（ξ－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狋狀－１

（狀－１）！
，

γ
－１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狋狀－１

（狀－１）！
－
（狋－狊）

狀－１

（狀－１）！
，

γ
－１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狀－１－犻）！
狋狀－１

（狀－１）！

烅

烄

烆
，

　

狊∈ ［０，ｍｉｎ｛狋，ξ｝］，　狋∈ ［０，１］，

狊∈ ［狋，ξ］，　０≤狋≤ξ，

狊∈ ［ξ，狋］，　ξ≤狋≤１，

狊∈ ［ｍａｘ｛狋，ξ｝，１］，　０≤狋≤１，

（３）

满足

犌狋（狋，狓）＝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犫犻（ξ－狊）
狀－１－犻）狋狀－２

γ（狀－１－犻）！（狀－２）！
－

（狋－狊）
狀－２

（狀－２）！
，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犫犻（ξ－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狋狀－２

（狀－２）！
，

γ
－１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狋狀－２

（狀－２）！
－
（狋－狊）

狀－２

（狀－２）！
，

γ
－１

∑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狀－１－犻）！
狋狀－２

（狀－２）！

烅

烄

烆
，

狊∈ ［０，ｍｉｎ｛狋，ξ｝］，　狋∈ ［０，１］，

狊∈ ［狋，ξ］，　０≤狋≤ξ，

狊∈ ［ξ，狋］，　ξ≤狋≤１，

狊∈ ［ｍａｘ｛狋，ξ｝，１］，　０≤狋≤１，

（４）

且有

０≤狋
狀－１犌（１，狊）≤犌（狋，狊）≤犌（１，狊），　　犌狋（狋，狊）≥０，　　０≤狊，狋≤１． （５）

　　引理３　假设条件 Ｈ１），Ｈ２）成立，如果积分方程

狓（狋）＝∫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 （６）

具有一个正解狓＝狓（狋）∈犆［０，１］，其中犌（狋，狊）由式（３）给出，那么狓＝狓（狋）必是边值问题（２）的一个正

解，而且它是单调的．

证明　如果狓＝狓（狋）是式（６）的一个正解，则

狓（狋）＝∫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

狋

０

（狋－狊）
狀－１

（狀－１）！
犳（狊，狓（狊））ｄ狊＋

γ
－１ 狋狀－１

（狀－１）！
｛∫
１

０∑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犳（狊，狓（狊））ｄ狊－

∫
ξ

０∑
狀－１

犻＝０

犫犻（ξ－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犳（狊，狓（狊））ｄ狊｝，

且由引理２得

狓′（狋）＝∫
１

０
犌狋（狋，狊）犳（狊，狓（狊））ｄ狊≥０．

又由前式得到

狓
（犻）（狋）＝－∫

狋

０

（狋－狊）
狀－１－犻

（狀－１－犻）！
犳（狊，狓（狊））ｄ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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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１ 狋狀－１－犻

（狀－１－犻）！
｛∫
１

０∑
狀－１

犻＝０

犪犻（１－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犳（狊，狓（狊））ｄ狊－

∫
ξ

０∑
狀－１

犻＝０

犫犻（ξ－狊）
狀－１－犻

γ（狀－１－犻）！
犳（狊，狓（狊））ｄ狊｝，

狓
（狀）（狋）＝－犳（狋，狓（狋）），

狓（０）＝狓′（０）＝ … ＝狓
（狀－２）（０）＝０，

∑
狀－１

犻＝０

犪犻狓
（犻）（１）－∑

狀－１

犻＝０

犫犻狓
（犻）（ξ）＝０．

这就证明了狓（狋）是边值问题（２）的一个单调正解．证毕．

为了应用引理１，犈中一个锥定义为

犓 ＝ ｛狓∈犆［０，１］∶狓≥０，犡（狋）≥狋
狀－１
‖狓‖｝． （７）

在条件 Ｈ１）下，再定义算子犜∶犓→犆［０，１］为

（犜狓）（狋）＝∫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　　狓∈犓． （８）

式（８）中：犌（狋，狊）由式（３）给出．

引理４　假设条件 Ｈ１），Ｈ２）成立，则犜（犓）犓 且犜∶犓→犓 是全连续的．

证明　由条件 Ｈ１）及式（８），易见当狓∈犓 时，犜狓∈犆［０，１］．由引理２及式（８）得到，

（犜狓）（狋）＝∫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狋

狀－１

∫
１

０
犌（１，狊）犳（狊，狓（狊））ｄ狊＝

狋狀－１ ｍａｘ
０≤狋≤１∫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狋

狀－１
‖犜狓‖．

因此，当狓∈犓 时，犜狓∈犓 ，即犜（犓）犓．

下面证明犜∶犓→犓 是全连续的．

设Ω是犓 中的任一有界开集．犃＞０，对狓，狓狀∈Ω，有‖狓‖，‖狓狀‖≤犃．由于犳在［０，１］×

［０，犃］是一致连续的且犌（狋，狊）在［０，１］×［０，１］上是一致连续的，故由条件Ｈ１）及Ｌｅｂｅｓｇｕｅ控制收敛定

理可知，当狓狀→狓时，有

（犜狓狀）（狋）＝∫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狀（狊））ｄ狊→ （犜狓）（狋）＝∫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

即当狓狀→狓时，有犜狓狀→犜狓，因此，犜是连续算子．

由于犳在［０，１］×［０，犃］连续的，故犳在［０，１］×［０，犃］上有界，即存在正常数犕１，使得

狘犳（狋，狓）狘≤犕１，　　（狋，狓）∈ ［０，１］×［０，犃］．

　　由于犌（狋，狊）在［０，１］×［０，１］上是一致连续的，故ε＞０，δ＞０，使得当｜狋１－狋２｜＜δ，狋１，狋２，狊∈

［０，１］时，有

狘犌（狋１，狊）－犌（狋２，狊）狘＜
ε

犕１（１＋犕）
．

因此，由条件Ｈ１）可得，对于上述的ε，δ，狓∈Ω，当｜狋１－狋２｜＜δ，狋１，狋２∈［０，１］时，就有

狘（犜狓）（狋１）－（犜狓）（狋２）狘≤∫
１

０
狘犌（狋１，狊）－犌（狋２，狊）狘犳（狊，狓（狊））ｄ狊≤

ε犕１

犕１（１＋犕）
＜ε，

即函数族犜（Ω）是等度连续的．

由Ａｓｃｏｌｉ?Ａｒｚｅｌａ定理可知犜是紧算子，又犜是连续算子，因此，犜是全连续算子．证毕．

３　主要结果

先假设如下条件：

Ａ１）存在［０，１］上的非负连续函数犫１（狋），使得极限ｌｉｍｓｕｐ
狓→０

＋

犳（狋，狓）

狓
＝犫１（狋）对狋∈［０，１］一致地存在；

Ａ２）存在［０，１］上的非负连续函数犫２（狋），使得极限ｌｉｍｉｎｆ
狓→＋∞

犳（狋，狓）

狓
＝犫２（狋）对狋∈［０，１］一致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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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存在［０，１］上的非负连续函数犫３（狋），使得极限ｌｉｍｓｕｐ
狓→＋∞

犳（狋，狓）

狓
＝犫３（狋）对狋∈［０，１］一致地存在；

Ａ４）存在［０，１］上的非负连续函数犫４（狋），使得极限ｌｉｍｉｎｆ
狓→０

＋

犳（狋，狓）

狓
＝犫４（狋）对狋∈［０，１］一致地存在；

Ａ５）∫
１

０
犌（１，狊）犫１（狊）ｄ狊＜１，∫

１

０
犌（１，狊）狊狀－１犫２（狊）ｄ狊＞１，其中犌（狋，狓）由式（３）给出；

Ａ６）∫
１

０
犌（１，狊）犫３（狊）ｄ狊＜１，∫

１

０
犌（１，狊）狊狀－１犫４（狊）ｄ狊＞１，其中犌（狋，狓）由式（３）给出；

Ａ７）存在正数犫１，犫２ 使得ｌｉｍｓｕｐ
狓→０

＋

犳（狓）

狓
＝犫１ 及ｌｉｍｉｎｆ

狓→＋∞

犳（狓）

狓
＝犫２，且犫１∫

１

０
犌（１，狊）ｄ狊＜１，犫２∫

１

０
犌（１，

狊）狊狀－１ｄ狊＞１，其中犌（狋，狓）由式（３）给出；

Ａ８）存在正数犫３，犫４ 使得ｌｉｍｓｕｐ
狓→＋∞

犳（狓）

狓
＝犫３ 及ｌｉｍｉｎｆ

狓→０
＋

犳（狓）

狓
＝犫４，且犫３∫

１

０
犌（１，狊）ｄ狊＜１，犫４∫

１

０
犌（１，

狊）狊狀－１ｄ狊＞１，其中犌（狋，狓）由式（３）给出．

定理１　假设条件 Ｈ１）～Ｈ２），Ａ１）～Ａ２）和Ａ５）成立，则边值问题（２）至少有一个单调正解．

证明　考虑由式（８）定义的算子犜∶犓→犆［０，１］，由引理４可知犜∶犓→犓 是全连续的．因为

∫
１

０
犌（１，狊）犫１（狊）ｄ狊＜１，故存在ε１＞０使得∫

１

０
犌（１，狊）［犫１（狊）＋ε１］ｄ狊＜１．由条件Ａ１），对于上述的ε１＞０

存在狉１＞０，使得

犳（狋，狌）≤ （犫１（狋）＋ε）狌，　　狋∈ ［０，１］，　０＜狌≤狉１． （９）

由式（５），（８），（９）得，当狓∈犓狉
１
，狋∈［０，１］时，有

‖犜狓‖ ＝ｍａｘ
０≤狋≤１∫

１

０
犌（狋，狊）犳（狊，狓（狊））ｄ狊＝∫

１

０
犌（１，狊）犳（狊，狓（狊））ｄ狊≤

∫
１

０
犌（１，狊）（犫１（狊）＋ε１）狓（狊）ｄ狊≤∫

１

０
犌（１，狊）（犫１（狊）＋ε１）ｄ狊‖狓‖ ≤ ‖狓‖．

因此，有

‖犜狓‖ ≤ ‖狓‖，　　狓∈犓狉１． （１０）

又因为∫
１

０
犌（１，狊）狊狀－１犫２（狊）ｄ狊＞１，故存在０＜δ＜１／２，使得

∫
１

０
犌（１，狊）狊狀－１犫２（狊）ｄ狊＞１．

再取ε２＞０充分小，使得

∫
１

δ
犌（１，狊）狊狀－１犫２（狊）ｄ狊－ε２∫

１

０
犌（１，狊）ｄ狊＞１． （１１）

由条件Ａ２），对于上述的ε２＞０，存在狉２２＞０，使得

犳（狋，狌）≥ （犫２（狋）－ε２）狌，　　狋∈ ［０，１］，　狌≥狉２２． （１２）

令狉２＝ｍａｘ｛狉１＋１，δ
－１狉２２｝，则对于任意的狓∈犓狉

２
，有

狓（狋）≥狋
狀－１
‖狓‖ ≥δ·狉２ ≥狉２２，　　狋∈ ［δ，１］． （１３）

因此，对于任意的狓∈犓狉
２
，由式（８），式（１１）～（１３）可得

‖犜狓‖ ＝∫
１

０
犌（１，狊）犳（狊，狓（狊））ｄ狊≥∫

１

δ
犌（１，狊）犳（狊，狓（狊））ｄ狊≥

∫
１

δ
犌（１，狊）（犫２（狋）－ε２）狓（狊）ｄ狊＝∫

１

δ
犌（１，狊）犫２（狋）狓（狊）ｄ狊－∫

１

δ
犌（１，狊）ε２狓（狊）ｄ狊≥

∫
１

δ
犌（１，狊）犫２（狋）狊

狀－１ｄ狊‖狓‖－ε２∫
１

０
犌（１，狊）ｄ狊‖狓‖ ≥ ‖狓‖．

（１４）

　　由式（１０），（１４）可知：算子犜∶犓∩（珔犽狉
２
／犓狉

１
）→犓 满足引理１中的所有条件．因此，由引理１可知：

犜有一个不动点狓０∈珔犽狉
１
，狉
２
满足狉２≤‖狓

０
‖≤狉２．由式（８）及引理３可知：边值问题（２）至少有一个单调

正解狓０ 满足狓０（狋）≥狋
狀－１
‖狓

０
‖，狋∈［０，１］．证毕．

定理２　假设条件 Ｈ１）～Ｈ２），Ａ３～Ａ４）和Ａ６）成立，则边值问题（２）至少有一个单调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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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２的证明与定理１的证明完全类似，故此处从略．

对于边值问题（１），这时条件Ｈ１）～Ｈ２）自然成立，因此，由定理１及定理２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１　假设条件Ａ７）成立，则边值问题（１）至少有一个单调正解．

推论２　假设条件Ａ８）成立，则边值问题（１）至少有一个单调正解．

注１　显然，推论１及推论２的条件大大地弱于文献［１］中的主要结果中定理２．４的条件，因此，文

中的结果推广和改进了文献［１］中的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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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犻犾犫犲狉狋边值逆问题关于边界曲线的稳定性

陈红梅，林峰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当边界曲线发生微小的光滑扰动时，给出指标大于等于零时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解的状况．借助共形

变换理论给出其中解的表达式，并讨论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解的稳定性，以及给出相应的误差估计．

关键词：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扰动；稳定性；共形变换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７５．８ 文献标志码：　Ａ

近年来，解析函数边值问题关于边界曲线的稳定性有较多的研究，如文献［１］讨论了Ｒｉｅｍａｎｎ边值

问题在边界曲线发生光滑摄动时的稳定性；文献［２］讨论了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问题在边界曲线发生光滑摄动

后的解及其稳定性，并给出了相应的误差估计；文献［３］则研究了开口弧上Ｒｉｅｍａｎｎ边值问题的稳定性

问题等［４］．然而，作为边值问题的逆问题，其研究才刚起步．文献［５?６］从力学背景出发对特殊情形的Ｒｉ

ｅｍａｎｎ边值逆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献［７］讨论了由路见可教授提出的一类解析函数的Ｒｉｅｍａｎｎ边

值逆问题；文献［８］则提出并研究了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本文将讨论边界曲线发生光滑摄动后，Ｈｉｌｂｅｒｔ

边值逆问题解和稳定性问题，并利用范数给出了进一步的误差估计．

１　预备知识

设犈为复平面上的有界连通区域，犔犈是狕平面上的单位圆，记犆
２（犔）为在犔上具有二阶连续导

数的函数类，在其上定义范数

‖ω‖２ ＝ ‖ω‖犔＋‖ω′‖犔＋‖ω″‖犔，　　ω∈犆
２（犔）．

后为Ｂａｎａｃｈ空间，这里记‖ω‖犔＝ｍａｘ
狋∈犔
｜ω（狋）｜．

设ρ０＞０充分小，记犅（ρ０）＝｛ω∈犆
２（犔））∶‖ω‖２＜ρ０｝，犔经过扰动ω∈犅（ρ０）得到曲线犔ω＝｛ξ∶

ξ＝狋＋ω（狋），狋∈犔｝犈，则曲线犔ω 为简单光滑近似于单位圆周的封闭曲线．记犇
＋为犔所围的内部区

域，犇＋
ω 为犔ω 所围的内部区域，Ω＝犇

＋
ω ∩犇

＋．

设犳∈犎μ（犈），记犃（犳）＝ｓｕｐ｛
｜犳（狕１）－犳（狕２）｜

｜狕１－狕２｜μ
∶狕１，狕２∈犈，狕１≠狕２｝．

文献［８］讨论了如下的单位圆上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Ⅰ）．

求函数对（Φ
＋（狕），Ψ（狋）），其中Φ

＋（狕）为区域犇＋内的全纯函数，连续到犇＋＋犔上，Ψ（狋）为犔上犎

类实函数，满足边值条件

Ｒｅ［λ１（狋）Φ
＋ （狋）］＝狉１（狋）Ψ（狋）＋犮１（狋），　　狋∈犔，

Ｒｅ［λ２（狋）Φ
＋ （狋）］＝狉２（狋）Ψ（狋）＋犮２（狋），　　狋∈犔

烍
烌

烎．
（Ⅰ）

上式中：λ犼（狋）＝犪犼（狋）＋犻犫犼（狋），犪犼（狋），犫犼（狋），犮犼（狋），狉犼（狋）∈犎（犔），犼＝１，２都是已知实函数，且λ（狋）≠０，

狉（狋）≠０．其中：λ（狋）＝
λ１（狋）狉１（狋）

λ２（狋）狉２（狋）
；狉（狋）＝

１ 狉１（狋）

１ 狉２（狋）
；犮（狋）＝

犮１（狋）狉１（狋）

犮２（狋）狉２（狋）
．

　　记犌（狋）＝－
λ（狋）

λ（狋）
，犵（狋）＝

２犮（狋）

λ（狋）
．当ω∈犅（ρ０）时，设犪犼（狕），犫犼（狕），犮犼（狕），狉犼（狕）∈犎

μ（犈），犼＝１，２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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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函数，则有如下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Ⅱ）．

求函数对（Φ
＋
ω （狕），Ψω（ξ））这里Φ

＋
ω （狕）为区域犇

＋
ω 内的全纯函数，连续到犇

＋
ω ＋犔ω 上，Ψω（ξ）为犔ω

上犎 类实函数，满足边值条件

Ｒｅ［λ１（ξ）Φ
＋
ω（ξ）］＝狉１（ξ）Ψω（ξ）＋犮１（ξ），　　ξ＝狋＋ω（狋）∈犔ω，

Ｒｅ［λ２（ξ）Φ
＋
ω（ξ）］＝狉２（ξ）Ψω（ξ）＋犮２（ξ），　　ξ＝狋＋ω（狋）∈犔ω

烍
烌

烎．
（Ⅱ）

上式中：ξ＝狋＋ω（狋）∈犔ω，λ犼（ξ）＝犪犼（ξ）＋犻犫犼（ξ），犼＝１，２且λ（ξ）≠０，狉（ξ）≠０． 其中：λ（ξ）＝

λ１（ξ）狉１（ξ）

λ２（ξ）狉２（ξ）
；狉（ξ）＝

１ 狉１（ξ）

１ 狉２（ξ）
；犮（ξ）＝

犮１（ξ）狉１（ξ）

犮２（ξ）狉２（ξ）
．

２　基本引理

记κ＝
１

π
［ａｒｇλ（狋）］犔，κω＝

１

π
［ａｒｇλ（ξ）］犔ω分别称为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Ⅰ），（Ⅱ）的指标．

引理１
［２］
　设犔ω 是犔 的扰动曲线，‖ω‖２＜ρ０，则把区域犇（犔ω）保形映射到单位圆犇（Γ）上的函数

可表示成

狑＝犉（狕，犔ω）＝狕｛１＋
１

２π犻∫犔

τ＋狕
（τ－狕）τ

ω（τ）ｄτ｝＋犗（‖ω‖
１－ε
２ ），　　狕∈犇（犔ω），

且其逆映射可表示成

狕＝ψ（狑，Γ）＝狑｛１－
１

２π犻∫Γ
τ＋狑
（τ－狑）τ

ω（τ）ｄτ｝＋犗（‖ω‖
１－ε
２ ），　　狑∈犇（Γ），

其中：犇（犔ω）为犔ω 所围的内部区域．

引理２　任给ω∈犅（ρ０），有κ＝κω．

证明　事实上，通过先将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Ⅰ）和（Ⅱ）转化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问题来求出Φ（狕）和

Φω（狕），而κ和κω 也恰好是对应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问题的指标．由文献［２］的引理５，可以得到κ＝κω．

引理３
［２］
　设函数犳（狕）∈犎μ（犈），记犳ψ（τ）＝犳（ψ（τ，犔）），则对于υ∈（０，１），有

‖
１

２π犻∫犔

犳ψ（τ）ｄτ
τ－犉（ξ，犔ω）

－
１

２π犻∫犔

犳（τ）ｄτ
τ－狋

‖犔 ≤犆（ρ０，ε）犃（犳）‖ω‖
μ狏（１－ε）
２ ，

其中：ξ＝狋＋ω（狋）∈犔ω，狋∈犔，ε＞０．这里，ψ，犉是引理１中ψ，犉连续延拓到边界上的．

引理４
［２］
　设犉（ξ，犔ω）是引理１中犉连续延拓到边界，则有

‖犉（ξ，犔ω）－狋‖犔 ≤犆（ρ０，ε）‖ω‖
１－ε
２ ，　ξ＝狋＋ω（狋）∈犔ω，０＜ε＜１．

　　引理５
［９］
　如果犳，犺∈犎（犈）且犳ω（狋）＝犳（狋＋ω（狋）），犺ω（狋）＝犺（狋＋ω（狋）），狋∈犔，满足‖犳ω－犳‖犔≤

犆（ρ０）犃（犳）‖ω‖
μ
１，‖犺ω－犺‖犔≤犆（ρ０）犃（犺）‖ω‖

狏
１，则有

１）‖犳ω犺ω－犳犺‖犔≤犆（ρ０）（犃（犳）＋犃（犺））‖ω‖
ｍｉｎ（μ，狏）
１ ；

２）‖犳ω／犺ω－犳／犺‖犔≤犆（ρ０）（犃（犳）＋犃（犺））‖ω‖
ｍｉｎ（μ，狏）
１ ，犺（狋）≠０，犺ω（狋）≠０，狋∈犔．

３　主要结果及其证明

对于边值逆问题（Ⅱ）的边值条件，将其第一式两端乘以狉２（ξ），并与第二式两端乘以狉１（ξ）后相减，

可得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问题为

Ｒｅ［λ（ξ）Φ
＋
ω（ξ）］＝犮（ξ），　　ξ＝狋＋ω（狋）∈犔ω．

　　定理１　当κ≥０时，边值逆问题（Ⅱ）中的Φω（狕）有一般解，即

Φω（狕）＝Φ０，ω（狕）＋犡ω（狕）犘κ（狕）， （１）

且记‖Φω－Φ‖Ω＝ｓｕｐ
狕∈Ω
｜Φω（狕）－Φ（狕）｜．对于任意狏∈（０，１），ε＞０，则

‖Φω－Φ‖Ω ≤犆（ρ０，ε）［犆（λ）＋犆（λ，犮）＋‖犘κ‖犔］‖ω‖μ
狏（１－ε）
２ ，　　Ω＝犇＋∩犇

＋
ω （２）

成立．式（１），（２）中：犆（λ）＝２‖λ－
１
‖犔犃（λ）＋１，犆（λ，犮）＝２‖λ

－１
‖
２
犔（‖犮‖犔犃（λ）＋‖λ‖犔犃（犮））；

犡ω（狕）＝
犅ｅｘｐ（Γω（狕）），狕∈犇

＋
ω，

犅犉－κ（狕，犔ω）ｅｘｐ（Γω（狕）），狕∈犇
－
ω

烅
烄

烆 ；
Γω（狕）＝

１

２π犻∫Γ
ｌｏｇ犌


ψ
（τ）

τ－犉（狕，犔ω）
ｄτ；犌

ψ
（τ）＝τ－κ犌ψ（τ）＝－τ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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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ψ（τ）

λψ（τ）
；Φ０，ω（狕） ＝

犡ω（狕）

４π犻
｛∫Γ

犵ψ（τ）

犡＋ψ（τ）（τ－犉（狕，犔ω））
ｄτ ＋ 犉κ（狕，犔ω）∫Γ

τ
－κ
犵ψ（τ）

犡＋ψ（τ）（τ－犉（狕，犔ω））
ｄτ｝－

犉κ（狕，犔ω）犡ω（狕）

４π犻 ∫Γ
τ
－κ－１
犵ψ（τ）

犡＋ψ（τ）
ｄτ．其中，犵ψ（τ）＝

２犮ψ（τ）

λψ（τ）
，犘κ（狕）为关于狕的不超过κ次任意多项式，犅为

非零常数．

证明　由文献［８］的定理２和文献［２］的定理４可知，式（１）成立；由文献［２］的定理６可得到

‖Φω－Φ‖Ω ≤犆（ρ０，ω）［犃（犌）＋犃（犵）＋‖犌‖犔＋‖犘κ‖犔］‖ω‖μ
狏（１－ε）
２ ，　　Ω＝犇＋∩犇

＋
ω．

且有

‖犌‖犔 ＝ｍａｘ
狋∈犔
狘犌（狋）狘＝ｍａｘ

狋∈犔
狘
λ（狋）

λ（狋）
狘＝１， （３）

狘犌（狕１）－犌（狕２）狘＝
λ（狕１）

λ（狕１）
－
λ（狕２）

λ（狕２）
＝狘
λ（狕１）λ（狕２）－λ（狕１）λ（狕２）狘

狘λ（狕１）λ（狕２）狘
≤

［狘λ（狕１）狘·狘λ（狕２）－λ（狕１）狘＋狘λ（狕１）狘·狘λ（狕１）－λ（狕２）狘］

狘λ（狕１）λ（狕２）狘
＝

１

狘λ（狕２）狘
［狘λ（狕２）－λ（狕１）狘＋狘λ（狕１）－λ（狕２）狘］≤

‖λ
－１
‖犔·［犃（珔λ）狘狕１－狕２狘μ＋犃（λ）狘狕１－狕２狘μ］＝

‖λ
－１
‖犔·２犃（λ）狘狕１－狕２狘μ，

所以可得

犃（犌）≤２‖λ
－１
‖犔·犃（λ）＝犆（λ）－１． （４）

同理可证

犃（犵）≤２‖λ
－１
‖
２
犔·（‖犮‖犔·犃（λ）＋‖λ‖犔·犃（犮））＝犆（λ，犮）． （５）

因此，对于任意狏∈（０，１），ε＞０，有

‖Φω－Φ‖Ω ≤犆（ρ０，ε）［犆（λ）＋犆（λ，犮）＋‖犘κ‖犔］‖ω‖μ
狏（１－ε）
２ ，　　Ω＝犇＋∩犇

＋
ω．

　　定理２　设犡（狕）是犌（狋），狋∈犔的典则函数，犡ω（狕）如定理１给出，则有

１）‖犡
＋
ω （ξ）－犡

＋（狋）‖犔≤犆（ρ０，ε）［犃（犌）＋１］‖ω‖
μ狏（１－ε）
２ ，

２）‖犡
－
ω （ξ）－犡

－（狋）‖犔≤犆（ρ０，ε）［犃（犌）＋１］‖ω‖
μ狏（１－ε）
２ ，其中ξ＝狋＋ω（狋），狋∈犔．

证明　因为有

狘犡
－
ω（ξ）－犡

－ （狋）狘＝狘犅犉－κ（ξ，犔ω）ｅｘｐ（Γ
－
ω（ξ））－犅狋

－κｅｘｐ（Γ－ （狋））狘＝

犅狘犉
κ（ξ，犔ω）ｅｘｐ（Γ

－ （狋））－狋κｅｘｐ（Γ－ω（ξ））狘，

所以由文献［２］定理５及其证明并注意到‖犌‖犔＝１，立即得到结论成立．

下面求Ψω（ξ），并且给出Ψω 与Ψ 的误差估计．

因为犔ω 一般为非单位圆，故为了求解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Ⅱ中Ψω（ξ）的解，先作如引理１所述的共

形映射狕＝ψ（狑，Γ）．它是狑平面上单位圆犇（Γ）到狕平面上犇（犔ω）的共形映射，其边界对应为ξ＝ψ（ζ，

Γ）．因此，边值逆问题（Ⅱ）转化为单位圆周上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Ⅲ）．

求函数对（Φ
＋（ψ（狑，Γ）），Ψ（ψ（ζ，Γ））），这里Φ

＋（ψ（狑，Γ））为区域犛
＋（Γ所围的内部区域）内的全纯

函数，连续到犛＋＋Γ上，Ψ（ψ（ζ，Γ））为Γ上犎 类实函数，满足边值条件

Ｒｅ［λ１（ψ（狑，Γ））Φ
＋ （ψ（ζ，Γ））］＝狉１（ψ（ζ，Γ））Ψ（ψ（ζ，Γ））＋犮１（ψ（ζ，Γ）），　　ζ∈Γ，

Ｒｅ［λ２（ψ（狑，Γ））Φ
＋ （ψ（ζ，Γ））］＝狉２（ψ（ζ，Γ））Ψ（ψ（ζ，Γ））＋犮２（ψ（ζ，Γ）），　　ζ∈Γ

烍
烌

烎．

记犳（ψ（·，Γ））＝犳ψ（·），则上式可写为

Ｒｅ［λ１，ψ（ζ）Φ
＋
ψ
（ζ）］＝狉１，ψ（ζ）Ψψ（ζ）＋犮１，ψ（ζ），　　ζ∈Γ，

Ｒｅ［λ２，ψ（ζ）Φ
＋
ψ
（ζ）］＝狉２，ψ（ζ）Ψψ（ζ）＋犮２，ψ（ζ），　　ζ∈Γ

烍
烌

烎．
（Ⅲ）

　　由文献［２］知：犪犼，ψ，犫犼，ψ，犮犼，ψ，狉犼，ψ（犼＝１，２）是 Ｈｏｌｄｅｒ连续函数类，阶数为μ（１－ε），ε∈（０，１），则问题

（Ⅲ）就成为单位圆上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

记κ１＝
１

π
［ａｒｇλψ（ζ）］Γ，称为边值逆问题（Ⅲ）的指标．由引理２的证明并利用文献［２］中引理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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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κ１＝κ＝κω．另由文献［８］的定理２，可得边值逆问题（Ⅲ）的一般解为

Ψψ（ζ）＝Ψ０，ψ（ζ）＋珦犡ψ（ζ）犘κ（ζ）．

上式中：Ψ０，ψ（ζ）＝珟犵ψ（ζ）＋
珦犡ψ（ζ）

４π犻∫Γ
犵ψ（τ）

犡＋ψ（τ）（τ－ζ）
ｄτ＋ζ

κ

∫Γ
τ
－κ
犵ψ（τ）

犡＋ψ（τ）（τ－ζ）
ｄτ｛ －ζ

κ

∫Γ
τ
－κ－１
犵ψ（τ）

犡＋ψ（τ）
ｄ ｝τ －

犮２，ψ（ζ）－犮１，ψ（ζ）

狉ψ（ζ）
；珦犡ψ（ζ）＝ ［（λ２，ψ（ζ）－λ１，ψ（ζ））犡

＋
ψ
（ζ）＋ （λ２，ψ（ζ）－λ１，ψ（ζ））犡

－
ψ
（ζ）］／２狉ψ（ζ）；珟犵ψ（ζ）＝

［（λ２，ψ（ζ）－λ１，ψ（ζ））犵ψ（ζ）＋（λ２，ψ（ζ）－λ１，ψ（ζ））犵ψ（ζ）］／４狉ψ（ζ）；Γψ（狑）＝
１

２π犻∫Γ
ｌｏｇ犌


ψ
（τ）

τ－狑
ｄτ；犡ψ（狑）＝

犅ｅｘｐ（Γψ（狑）），狘狑狘＜１，

犅狑－κｅｘｐ（Γψ（狑）），狘狑狘＞１
烅
烄

烆 ；
犌
ψ
（ζ）＝ζ

－κ犌ψ（ζ）＝－ζ
－κλψ（ζ）

λψ（ζ）
；犵ψ（ζ）＝

２犮ψ（ζ）

λψ（ζ）
．

对上述式作变换狑＝犉（狕，犔ω）和ζ＝犉（ξ，犔ω），可得到如下定理．

定理３　当κ≥０时 边值逆问题（Ⅱ）中有一般解为

Ψω（ξ）＝Ψ０，ω（ξ）＋珦犡ω（ξ）犘κ（ξ）．

上式中：Ψ０，ω（ξ）＝珟犵ω（ξ）＋
珦犡ω（ξ）

４π犻∫Γ
犵ψ（τ）

犡＋ψ（τ）（τ－犉（ξ，犔ω））
ｄτ＋犉

κ（ξ，犔ω）∫Γ
τ
－κ
犵ψ（τ）

犡＋ψ（τ）（τ－犉（ξ，犔ω））
ｄ｛ τ－

犉κ（ξ，犔ω）∫Γ
τ
－κ－１
犵ψ（τ）

犡＋ψ（τ）
ｄ ｝τ －犮２（ξ）－犮１（ξ）狉（ξ）

；珦犡ω（ξ）＝［（λ２（ξ）－λ１（ξ））犡
＋
ω（ξ）＋（λ２（ξ）－λ１（ξ））犡

－
ω（ξ）］／

２狉（ξ）；珟犵（ξ）＝ ［（λ２（ξ）－λ１（ξ））犵（ξ）＋（λ２（ξ）－λ１（ξ））犵（ξ）］／４狉（ξ）．

这里，犡ω（狕）如定理１中所示，而犘κ（ξ）为关于ξ的不超过κ次任意多项式．

定义１　设（Φ（狕），Ψ（狋）），（Φω（狕），Ψω（ξ））分别是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Ⅰ），（Ⅱ）的一般解． 则当　

‖ω‖２→０时，若有‖Φω－Φ‖Ω→０且‖Ψω－Ψ‖犔＝ｍａｘ
狋∈犔
｜Ψω（狋＋ω（狋））－Ψ（狋）｜→０，成立，则称边值逆

问题（Ⅱ）的一般解（Φ（狕），Ψω（ξ））在珚Ω上是稳定的
［１０］．

定理４　设‖ω‖２＜ρ０，犪犼（狕），犫犼（狕），犮犼（狕），狉犼（狕）∈犎
μ（犈），犼＝１，２当κ≥０时，Ｈｉｌｂｅｒｔ边值逆问题

（Ⅱ）中的解Ψω（ξ）与问题Ⅰ的解中Ψ（狋）满足对于任意狏∈（０，１），ε＞０有

‖Ψω－Ψ‖犔 ≤犆（ρ０，ε）［犆（λ）＋犆（λ，犮）＋犃（狉）＋犃

＋‖犘κ‖犔］‖ω‖μ

狏（１－ε）
２ ．

　　证明　由引理５可得

‖
（λ２（ξ）－λ１（ξ））

２狉（ξ）
－
（λ２（狋）－λ１（狋））

２狉（狋）
‖犔 ≤犆（ρ０）［犃（λ１）＋犃（λ２）＋犃（狉）］‖ω‖

μ
１， （６）

‖
（λ２（ξ）－λ１（ξ））

２狉（ξ）
－
（λ２（狋）－λ１（狋））

２狉（狋）
‖犔 ≤犆（ρ０）［犃（λ１）＋犃（λ２）＋犃（狉）］‖ω‖

μ
１． （７）

　　根据定理２和引理５，可得到

狘珦犡ω（ξ）－珦犡（狋）狘＝
［（λ２（ξ）－λ１（ξ））犡

＋
ω（ξ）＋（λ２（ξ）－λ１（ξ））犡

－
ω（ξ）］

２狉（ξ）
－

［（λ２（狋）－λ１（狋））犡
＋ （狋）＋（λ２（狋）－λ１（狋））犡

－ （狋）］

２狉（狋）
≤

（λ２（ξ）－λ１（ξ））

２狉（ξ）
犡＋ω（ξ）－

（λ２（狋）－λ１（狋））

２狉（狋）
犡＋ （狋）＋

（λ２（ξ）－λ１（ξ））

２狉（ξ）
犡－ω（ξ）－

（λ２（狋）－λ１（狋））

２狉（狋）
犡－ （狋）≤

犆（ρ０，ω）［犃（犌）＋犃（λ１）＋犃（λ２）＋犃（狉）＋１］‖ω‖
μ狏（１－ε）
２ ．

上式中：ξ＝狋＋ω（狋）∈犔ω；狏∈（０，１）；ε＞０．因为犵（τ）＝２犮（狋）／λ（狋）∈犎
μ，所以由引理３可证明

‖
１

４π犻∫犔

犵ψ（τ）ｄτ
犡＋
ψ
（τ）（τ－犉（ξ，犔ω））

－
１

４π犻∫犔

犵（τ）ｄτ
犡＋ （τ）（τ－狋）

‖犔 ≤犆（ρ０，ε）［犃（犌）＋犃（犵）］‖ω‖
μ狏（１－ε）
２ ，

‖
１

４π犻∫犔

τ
－κ
犵ψ（τ）ｄτ

犡＋
ψ
（τ）（τ－犉（ξ，犔ω））

－
１

４π犻∫犔

τ
－κ
犵（τ）ｄτ

犡＋ （τ）（τ－狋）
‖犔 ≤犆（ρ０，ε）［犃（犌）＋犃（犵）］‖ω‖

μ狏（１－ε）
２

成立．运用引理５可证明

‖珟犵ω（ξ）－珟犵（狋）‖犔 ≤犆（ρ０）［犃（犵）＋犃（λ１）＋犃（λ２）＋犃（狉）］‖ω‖
μ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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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犮２（ξ）－犮１（ξ）

狉（ξ）
－
犮２（狋）－犮１（狋）

狉（狋）
‖犔 ≤犆（ρ０）［犃（狉）＋犃（犮１）＋犃（犮２）］‖ω‖

μ
１， （９）

又因为

狘犉
κ（ξ，犔ω）－狋

κ
狘≤犆（ρ０，ε）狘犉（ξ，犔ω）－狋狘≤犆（ρ０，ε）‖ω‖

－ε
２ ， （１０）

令犃＝ｍａｘ｛犃（λ１），犃（λ２），犃（犮１），犃（犮２）｝，从而得对任意狏∈（０，１），ε＞０，有

‖Ψω－Ψ‖犔 ≤犆（ρ０，ε）［犃（犌）＋犃（犵）＋犃（狉）＋犃

＋１＋‖犘κ‖犔］‖ω‖μ

狏（１－ε）
２ ． （１１）

又由式（４），（５）可得

‖Ψω－Ψ‖犔 ≤犆（ρ０，ε）［犆（λ）＋犆（λ，犮）＋犃（狉）＋犃

＋‖犘κ‖犔］‖ω‖μ

狏（１－ε）
２ ．

因此，边值逆问题（Ⅱ）的一般解（Φω（狕），Ψ（ξ））在珚Ω上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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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犓?拟共形映照下犎犲犻狀狕不等式的精确估计

朱剑峰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设狑＝犘［犉］（狕）为单位圆到自身上的调和拟共形映照，满足狑（０）＝０，其中犉（ｅｘｐ（ｉ狋））＝ｅｘｐ（ｉγ（狋））

为边界函数．利用调和测度的拟不变性得到边界函数的一个偏差估计，进而利用改进的 Ｈüｂｎｅｒ不等式得到

调和拟共形映照下 Ｈｅｉｎｚ不等式的一个精确估计．

关键词：　调和拟共形映照；Ｈｅｉｎｚ不等式；Ｈüｂｎｅｒ不等式；调和测度；测度拟不变性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７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１　预备知识

设狌为定义在区域犇犆上的实函数，如果狌具有二阶连续偏导数且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Δ狌＝狌狓狓＋

狌狔狔＝０，则称狌为犇 上的调和函数．设犳（狕）＝狌＋ｉ狏为定义在区域犇 的复变函数，如果狌和狏皆为犇 上

的调和函数则犳（狕）为犇上的调和映照．令犝＝｛｜狕｜＜１｝为单位圆盘，犳（狕）为定义在犝 上调和函数．则

由文献［１］知犳（狕）可表示为

犳（狕）＝犺（狕）＋犵（狕）． （１）

式（１）中：犺（狕）＝∑
＋∞

狀＝０

犪狀狕
狀，犵（狕）＝∑

＋∞

狀＝１

犫狀狕
狀 为犝 上的解析函数．

设犳（狕）为犝 上的单叶保向调和映照，则由Ｌｅｗｙ
［２］定理可知犳（狕）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恒正，即犑犳＝｜犺′｜

２－

｜犵′｜
２
＞０．若进一步地存在常数犓＞１，使得

犓（犳）∶＝ｓｕｐ
狕∈犝

狘犺′（狕）狘＋狘犵′（狕）狘
狘犺′（狕）狘－狘犵′（狕）狘

≤犓，

则称犳（狕）为犝 上的调和犓?拟共形映照．

调和拟共形映照是共形映照的推广，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同行研究了调和映照成为拟共形映照的充

要条件，以及调和拟共形映照下的极值理论、偏差估计等取得了许多有趣的结论［３?１０］．

１９５２年，Ｈｅｉｎｚ证明了如下的定理．

定理犃　（Ｈｅｉｎｚ引理
［１１］）设狑（狕）为单位圆盘犝 到自身上的单叶调和映照满足狑（０）＝０，则有

狘狑（０）狘
２
＋狘狑珔狕（０）狘

２
≥犮． （２）

式（２）中：犮＞０为常数．

１９８２年，Ｈａｌｌ
［１２］证明了Ｈｅｉｎｚ不等式的精确下界为犮＝

２７

４π
２．２００５年，Ｐａｒｔｙｋａ等

［４］在进一步假设

狑（狕）为犓?拟共形映照的条件下，得到Ｈｅｉｎｚ不等式的一个渐进精确估计式．

定理犅　设狑（狕）为单位圆盘犝 到自身上的调和犓?拟共形映照，满足狑（０）＝０，则对于任意的狕∈

犝，有

狘狑狕（狕）狘
２
＋狘狑珔狕（狕）狘

２
≥
１

４
（１＋

１

犓
）２ｍａｘ｛

４

π
２
，犔犓｝． （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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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狑狕（狕）｜≥
犓＋１
２犓

ｍａｘ｛
２

π
，犔犓｝；犔犽∶＝

２

π∫
１

槡２

０

ｄ（Φ１
犓
（狊）２）

狊 １－狊槡
２
为犓 的严格单调增加函数．Φ犔（狊）∶＝

μ
－１（μ（狊）／犔）定义为 Ｈｅｒｓｃｈ?Ｐｆｌｕｇｅｒ偏差函数，犔＞０，０＜狊＜１，且Φ犔（０）＝１－Φ犔（１）＝０，而μ（狊）为

Ｇｒｔｚｓｃｈ极值区域犝＼［０，狊］的模函数．

关于Φ犓（狊）的估计，有Ｈüｂｎｅｒ不等式为

狊
１
犓 ≤Φ犓（狊）≤４

１－
１
犓狊

１
犓，

４１－犓狊犓 ≤Φ１
犓
（狊）≤狊

犓
烅
烄

烆 ．

　　２０１０年，Ｑｉｕ等
［６］改进了上述不等式，得到

狊
１
犓 ≤Φ犓（狊）≤４

（１－狊
２）
３
４（１－

１
犓
）
狊
１
犓，

４１－犓狊犓 ≤Φ１
犓
（狊）≤４

（１－犓）（１－狊）狊犓
烍
烌

烎．
（４）

　　设犉为单位圆周犜 上的保向同胚，则其泊松积分为

狑（狕）＝犘［犉］（狕）＝∫
２π

０
犘（狉，θ－狋）犉（ｅｘｐ（ｉ狋））ｄ狋，

狕＝狉ｅｘｐ（ｉθ）∈犝
烍

烌

烎．

（５）

　　在犝 上的单叶保向调和映照，且狑（狕）可连续延拓到边界，满足狑（ｅｘｐ（ｉ狋））＝犉（ｅｘｐ（ｉ狋））．在式（５）

中：犘（狉，狋）＝
１－狉２

２π（１－２狉ｃｏｓ狋＋狉
２）
为泊松积分核（Ｒａｄó?Ｋｎｅｓｅｒ?Ｃｈｏｑｕｅｔ定理，参见文献［１］）．

文中利用调和测度的拟不变性得到边界函数犉的一个偏差估计，进而利用不等式（４）得到调和拟

共形映照下Ｈｅｉｎｚ不等式的一个精确下界估计．

２　主要结论及证明

引理１　设犳（狋）＝｜ｃｏｓ
狋
２
｜
３／２＋｜ｓｉｎ

狋
２
｜
３／２，狋∈［０，２π］，则 ｍａｘ

０≤狋≤２π
犳（狋）＝犳（π／２）＝

４

槡２．

定理２　设狑（狕）＝犘［犉］（狕）为单位圆盘犝 到自身上的调和拟共形映照，犉（ｅｘｐ（ｉ狋））＝ｅｘｐ（ｉγ（狋））

为其边界函数．对于狕１＝ｅｘｐ（ｉ（狊－狋）），狕２＝ｅｘｐ（ｉ（狊－狋））∈犜，令θ＝γ（狊＋狋）－γ（狊－狋），则有犉（狕１）＝

ｅｘｐ（ｉθ）犉（狕２），且对于０≤狊，狋≤２π，有

２１０
（１－犓）ｓｉｎ２犓狋≤ｓｉｎ

２θ
２
≤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ｓｉｎ

２
犓狋．

　　证明　由定理２的条件及调和测度的拟不变性（参见文献［４］的式（１．９））可知，对于０≤狊，狋≤２π，有

不等式

Φ１
犓
（ｃｏｓ

狋
２
）≤ｃｏｓ

θ
４
≤Φ犓（ｓｉｎ

狋
２
） （６）

成立，其中θ＝γ（狊＋狋）－γ（狊－狋）．利用等式Φ
２
犓（狊）＋Φ

２１
犓
（１－狊槡

２）＝１，０≤狊≤１，可得

Φ１
犓
（ｓｉｎ

狋
２
）≤ｓｉｎ

θ
４
≤Φ犓（ｃｏｓ

狋
２
）． （７）

综合式（４），（６）和（７）可得

ｓｉｎ２
θ
２
≥４Φ

２１
犓
（ｓｉｎ

狋
２
）Φ

２１
犓
（ｃｏｓ

狋
２
）≥２

１０（１－犓）ｓｉｎ２犓狋，

以及

ｓｉｎ２
θ
２
≤４Φ

２
犓（ｓｉｎ

狋
２
）Φ

２
犓（ｃｏｓ

狋
２
）≤２

２（１－
１
犓
）［２（狘ｃｏｓ

狋
２狘
３／２
＋狘ｓｉｎ

狋
２狘
３／２）＋１］ｓｉｎ

２
犓狋．

由引理１可知

狘ｃｏｓ
狋
２
狘
３／２
＋狘ｓｉｎ

狋
２
狘
３／２
≤

４

槡２，

因此有

ｓｉｎ２
θ
２
≤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ｓｉｎ

２
犓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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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２证毕．

定理３　假设狑（狕）＝犘［犉］（狕）为单位圆到自身上的调和犓?拟共形映照，且满足狑（０）＝０，其中　

犉（ｅｘｐ（ｉ狋））＝ｅｘｐ（ｉγ（狋））为边界函数，则有

狘狑狕（０）狘
２
＋狘狑珔狕（０）狘

２
≥ｍａｘ｛犅（犓），

２７

４π
２
｝． （８）

其中：犅（犓）＝２－２２
（１－

１
犓
）（２＋２

５
４）
２犓２Γ（

２

犓
）

（犓＋１）Γ
２（１
犓
）
为犓 的连续函数，满足犅（１）＝１，且当１≤犓≤１．０５１７４

时，犅（犓）≥
２７

４π
２．

证明　由定理３条件知狑（０）＝０，故狑（狕）的表达式为

狑（狕）＝犘［犉］（狕）＝犺（狕）＋犵（狕）．

其中：犺（狕）＝∑
＋∞

狀＝１

犪狀狕
狀；犵（狕）＝∑

＋∞

狀＝１

犫狀狕
狀

利用边界函数犉（ｅｘｐ（ｉ狋））＝ｅｘｐ（ｉγ（狋））及Ｐａｒｓｅｖａｌ等式（参见文献［１］）可知，对于任意的狋∈犚，有

１

２π∫
２π

０
ｅｘｐ（ｉ［γ（狊＋狋）－γ（狊－狋）］）ｄ狊＝∑

∞

狀＝１

狘犪狀狘
２ｅｘｐ（２ｉ狀狋）＋∑

∞

狀＝１

狘犫狀狘
２ｅｘｐ（－２ｉ狀狋）．

　　取上述等式的实部，可得

１－２犑（狋）＝∑
∞

狀＝１

（狘犪狀狘
２
＋狘犫狀狘

２）ｃｏｓ（２狀狋）． （９）

其中：犑（狋）＝
１

２π∫
２π

０
ｓｉｎ２（γ

（狊＋狋）－γ（狊－狋）

２
）ｄ狊．

由假设狑（狕）为调和犓?拟共形映照，利用定理２可知

２１０
（１－犓）ｓｉｎ２犓狋≤犑（狋）≤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ｓｉｎ

２
犓狋．

对式（９）的两边乘以１＋ｃｏｓ（２狋）并沿着狋从０到π积分，可得

∫
π

０

［１－２犑（狋）］［１＋ｃｏｓ（２狋）］ｄ狋＝
π
２
（狘犪１狘

２
＋狘犫１狘

２）．

　　利用Ｇａｍｍａ函数积分得

∫
π

０
ｓｉｎ

２
犓狋ｄ狋＝

４－
１
犓πΓ（１＋

２

犓
）

Γ
２（１＋

１

犓
）

以及

∫
π

０
ｓｉｎ

２
犓狋ｃｏｓ（２狋）ｄ狋＝

４－
１
犓πΓ（１＋

２

犓
）

Γ（
１

犓
）Γ（２＋

１

犓
）
．

于是有

狘犪１狘
２
＋狘犫１狘

２
＝
２

π
π－２∫

π

０
犑（狋）［１＋ｃｏｓ（２狋）］ｄ｛ ｝狋 ≥

２

π
π－２·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
π

０
ｓｉｎ

２
犓狋ｄ狋－２·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
π

０
ｓｉｎ

２
犓狋ｃｏｓ（２狋）ｄ｛ ｝狋 ＝

２－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Γ（１＋

２

犓
）

Γ
２（１＋

１

犓
）
＋２

２（１－
１
犓
）（１＋２

５
４）

Γ（１＋
２

犓
）

Γ（
１

犓
）Γ（２＋

１

犓
）
．

　　由Ｇａｍｍａ函数的性质知，对于任意的实数狓∈犚，有Γ（狓＋１）＝狓Γ（狓）．化简上式可得

狘犪１狘
２
＋狘犫１狘

２
≥２－２

２（１－
１
犓
）（２＋２

５
４）
２犓Γ（

２

犓
）

Γ
２（１
犓
）
＋

６５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图１　函数犅（犓）的图像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犅（犓）

２２
（１－

１
犓
）（２＋２

５
４）

２犓Γ（
２

犓
）

Γ
２（１
犓
）（犓＋１）

＝

２－２
２（１－

１
犓
）（２＋２

５
４）

２犓２Γ（
２

犓
）

（犓＋１）Γ
２（１
犓
）
∶＝犅（犓）．

　　利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软件做出犅（犓）的图像，如图１所示．从

图１可知：函数犅（犓）为犓 的连续单调递减函数，且犅（１）＝１，

犅（１．０５１７４）≈
２７

４π
２
及犅（１．１４１１２）＝０．

定理３证毕．

注１　定理３中若假设犓＝１，则狑（狕）＝ｅｘｐ（ｉ狓）狕为单位圆到自身上的共形映照，此时｜狑狕（狕）｜
２＋

｜狑珔狕（狕）｜
２＝１．这说明定理３的下界犅（犓）达到１是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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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线性系非振动的充要条件

陈敏，王晶海

（１．福建工程学院 数理系，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８；

２．福州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摘要：　研究周期系数二阶线性微分方程系非振动理论，给出周期系数二阶线性微分方程系非振动的充要条

件，以及判别方程系非振动的充分条件．实例证明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关键词：　周期系数；二阶线性系；非振动；充要条件；微分方程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７５．１ 文献标志码：　Ａ

１　预备知识

关于系统振动与非振动的研究很多［１?５］，其中绝大部分是研究振动的，结论一般是振动的充分条件．

本文给出非振动的充要条件及一个充分条件．考虑如下二阶周期系数线性系

狔″＋犪（狋）狔′＋犫（狋）狔＝０． （１）

式中：犪，犫∈犮′，犪（狋＋π）＝犪（狋），犫（狋＋π）＝犫（狋）．对式（１）作变换，狓＝狔·ｅｘｐ（
１

２∫
狋

０
犪（狋）ｄ狋），则式（１）变为

狓″＋犙（狋）·狓＝０． （２）

式（２）中：犙（狋）＝－
１

２
犪′（狋）－

１

４
犪２（狋）＋犫（狋），显然犙（狋＋π）＝犙（狋）．

定理犃　或者式（２）的所有非零解都只有有限个零点，或者式（２）的所有解都有无穷多个零点
［６］．

由于变换式因子ｅｘｐ（
１

２∫
狋

０
犪（狋）ｄ狋）没有零点，因此定理Ａ的结论对式（１）也是对的．

定义１　若式（１）的所有非零解都只有有限个零点，那么称式（１）是非振动的．若式（１）的所有解都

有无穷多个零点，那么称式（１）是振动的．

由于式（１）的非振动行可归结为式（２）的非振动性，所以文中只讨论式（２）的非振动性．

２　结论及其证明

定理犅
［６］
　式（２）非振动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对一切连续可微的π周期函数犠（狋）恒有

∫
π

０
犙（狋）·犠２（狋）≤∫

π

０

（犠′（狋））２ｄ狋． （３）

　　定理Ｂ实际上是一个判定式（２）振动的定理．若能找到一个连续可微的π周期函数犠０（狋），使

∫
π

０
犙（狋）·犠２

０（狋）ｄ狋＞∫
π

０

（犠′０（狋））
２ｄ狋，则式（２）是振动的．如果要判别式（２）非振动，定理Ｂ实际上是很难

应用的．为此，得到以下结论．

定理１　式（２）非振动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连续可微的π周期函数φ（狋），使

犙（狋）≤φ′（狋）－φ
２（狋）．

　　证明　充分性．设犙（狋）≤φ′（狋）－φ
２（狋），于是对任意连续可微的π周期函数犠（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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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０
犙（狋）·犠２（狋）ｄ狋≤∫

π

０

（φ′（狋）－φ
２（狋））犠２（狋）ｄ狋＝∫

π

０

［（φ犠
２）′－（φ犠 ＋犠′）

２（犠′）２］ｄ狋．

由于∫
π

０

（φ犠
２）′ｄ狋＝φ（狋）·犠

２（狋）
π

０
＝φ（π）·犠

２（π）－φ（０）·犠
２（０）＝０．所以∫

π

０
犙（狋）·犠２（狋）ｄ狋＝

∫
π

０

［－（φ犠 ＋犠′）
２
＋（犠′）

２］ｄ狋≤∫
π

０

（犠′（狋））２ｄ狋．由定理Ｂ可推出式（２）非振动．

必要性．设式（２）非振动．由文献［６］可知式（２）存在一个非零解实解犡（狋）及一个正数ρ，使

犡（狋＋π）＝ρ·犡（狋）． （４）

式（４）中：ρ实为式（２）的特征乘数．

可以肯定，对任意狋∈犚，犡（狋）≠０，若不然，可设犡（狋０）＝０，那么，对任意自然数狀有，犡（狋０＋狀π）＝

ρ
狀·犡（狋）＝０，这与式（２）非振动矛盾．所以犡（狋）没有零点．

设φ（狋）＝－犡′（狋）／犡（狋），于是有φ（狋＋π）＝－犡′（狋＋π）／犡（狋＋π）＝－ρ犡′（狋）／ρ犡（狋）．所以φ（狋）是π

周期函数．另一方面，由于φ′（狋）＝
－犡（狋）·犡″（狋）＋（犡′（狋））

２

犡２（犜）
＝－
犡″（狋）

犡（狋）
＋φ

２（狋）＝犙（狋）＋φ
２（狋）．所以

犙（狋）＝φ′（狋）－φ
２（狋）．这就证明了定理１．

注１　若取ψ（狋）＝φ（狋）＋犮，犮＞０常数且使２φ（狋）－犮＜０，则易证犙（狋）＜ψ′（狋）－ψ
２（狋）．

３　实例验证

设 １

π∫
π

０
犙（狋）ｄ狋又记犙（狋）－λ＝犳（狋）．显然犙（狋）＝λ＋犳（狋），∫

π

０
犳（狋）ｄ狋＝０．于是式（２）可改写为

狓″＋（λ＋犳（狋））·狓＝０．

　　引理１　若式（３）非振动，且犳（狋）不恒等于０，则必有λ＜０．

证明　由引理１可知，存在连续可微π周期函数φ（狋），使

λ＋犳（狋）≤φ′（狋）－φ
２（狋）．

由于有∫
π

０
犳（狋）ｄ狋＝０，∫

π

０
φ′（狋）ｄ狋＝０，所以λ≤

１

π∫
π

０
φ
２（狋）ｄ狋＜０．

下证λ≠０．若不然，设λ＝０，则φ（狋）≡０．从而有，犳（狋）≤０，由于∫
π

０
犳（狋）ｄ狋＝０，所以犳（狋）≡０，这与引

理的条件矛盾．因此，λ＜０．引理１证毕．

设犉（狓）是犳（狋）的原函数，且平均值为零．即

犉′（狋）＝犳（狋），　　∫
π

０
犉（狋）ｄ狋＝０． （５）

　　定理２　若λ＋犉
２（狋）≤０，则式（４）非振动．

证明　λ＋犳（狋）＝λ＋犉
２（狋）＋犉′（狋）－犉２（狋）≤犉′（狋）－犉

２（狋），所以，由定理１立得结论，犳（狋）是π周

期函数且∫
π

０
犳（狋）ｄ狋＝０．犳（狋）的Ｆｏｕｒｉｅｒ级数是

犳（狋）＝∑
∞

狀＝１

犪狀ｃｏｓ２狀狋＋犫狀ｓｉｎ２狀狋．

　　例１　考虑二阶线性系

狓″＋（－０．２６＋ｃｏｓ２狋）·狓＝０． （６）

这里，犳（狋）＝ｃｏｓ２狋，犉（狋）＝
１

２
ｓｉｎ２狀狋，－０．２６＋犉２（狋）＜０，所以，由定理２推断式（６）是非振动的．

例２　考虑二阶线性系

狓″＋（－０．１２６－ｃｏｓ２狋＋
１

８
ｃｏｓ４狋）·狓＝０ （７）

及其邻近系

狓″＋（－０．１２１－ｃｏｓ２狋）·狓＝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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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犙（狋）＝－０．１２６－ｃｏｓ２狋＋
１

８
ｃｏｓ４狋．取φ（狋）＝－

１

２
ｓｉｎ２狀狋，则有

φ′（狋）－φ
２（狋）＝－ｃｏｓ２狋－

１

４
ｓｉｎ２２狋＝－ｃｏｓ２狋＋

１

８
（１－ｃｏｓ４狋）＝－０．１２５－ｃｏｓ２狋＋

１

８
ｃｏｓ４狋．

显然，犙（狋）＜φ′（狋）－φ
２（狋）．由定理１推断式（７）是非振动的．

Ｍａｔｈｉｅｕ方程狓″＋（λ－ｃｏｓ２狋）·狓＝０的最小特征值是λ０≈－０．１２２
［７］，由文献［６］可推断式（８）是

振动的．由此可见定理１与定理２并非是粗糙结论．

例３　考虑二阶线性系

狔″＋２ｓｉｎ２狋·狔′＋２ｃｏｓ２狋·狔＝０． （９）

经变换狓＝狔·ｅｘｐ（－
１

２
ｃｏｓ２狋ｅｘｐ（

１

２
），则式（９）变为

狓″＋（－
１

２
＋
１

２
ｃｏｓ４狋）·狓＝０．

按定理２的记号，犳（狋）＝
１

２
ｃｏｓ４狋，犉（狋）＝

１

８
ｓｉｎ４狋，显然，－

１

２
＋犉２（狋）＜０，所以式（９）是非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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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５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学报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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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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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ｕａｑｉａｏ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双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刊 ）

第３５卷 第３期 （总第１３７期）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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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ｔａｒｔｅｄｉｎ１９８０）

　Ｖｏｌ．３５Ｎｏ．３　（Ｓｕｍ．１３７）　Ｍａｙ２０，２０１４

主管单位：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主办单位：　华 　 　 侨 　 　 大 　 　 学

　　　　　 （中国 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２１ ）

编辑出版：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电　　话：０５９５２２６９２５４５　　
电子信箱：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网　　址：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

烄

烆

烌

烎ｕ．ｅｄｕ．ｃｎ

主　　编：　徐　西　鹏

印　　刷：　泉 州 晚 报 印 刷 厂

国内发行：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邮 政 局

订 购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政 局 （所 ）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７８２信箱，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１１）

　　犆狅犿狆犲狋犲狀狋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犛狆狅狀狊狅狉：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犈犱犻狋犲犱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犫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ｌ：０５９５２２６９２５４５　　

Ｅｍａｉ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

烄

烆

烌

烎ｕ．ｅｄｕ．ｃｎ

　　犈犱犻狋狅狉犻狀犆犺犻犲犳：　ＸＵＸｉｐｅｎｇ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犱犫狔　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７８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刊　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

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
代　号：

国内邮发３４４１
国外 ＮＴＺ１０５０

国内定价：８．００
元／期

４８．００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