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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环空气悬架系统的车身

高度与姿态控制

李海燕，张锋，汪涵，罗顺安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传统车身高度调节方法导致的闭环空气悬架系统较大俯仰角问题，提出两种不同车身步进控制

算法，得到各个空气弹簧的目标高度．利用比例?积分?微分（ＰＩＤ）控制器对电磁阀的电流信号占空比进行调

节．将提出的两种控制算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进行实现，并与ＡＭＥＳｉｍ平台上建立的空气悬架模型进行

联合仿真．仿真结果表明：两种算法都能减小车身高度控制过程中造成的俯仰角，且第二种步进控制方法的效

果更优．

关键词：　空气悬架；步进控制；车高控制；姿态控制；ＡＭＥＳ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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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弹簧具有质量轻、噪声小、固有频率低、自带阻尼、高度可调等一系列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汽车行业中，同时，电子控制空气悬架（ＥＣＡＳ）车高调节的控制理论和控制性能的仿真分析也是国内外

学者关注的焦点．Ｓａｎｋａｒａ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等
［１］提出一种适应汽车载荷的车身高度变化系统．Ｈｉｒｏｓｅ等

［２］在

丰田车上实现车身高度、空气弹簧和阻尼的集成控制，实验证明该方法不仅提高汽车的操纵稳定性还改

善乘客的乘坐舒适性．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等
［３］提出使用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ＡＤＡＭＳ）对车身高度自适应

仿真模拟．于微波等
［４］采用模糊控制调节空气悬架车身高度，实验表明模糊控制方法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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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的稳定性．Ｓｕｎ等
［５］提出一种混合逻辑动态控制方法调节ＥＣＡＳ的车身高度和姿态，实验表明

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闭环控制空气系统为了节省成本和减小布置空间，往往采用较小的压缩机

和储气罐［６?７］，因此，不能同时对４个空气弹簧同时进行充气．传统的控制方法是先对前轮两个空气弹簧

进行充气，当实际高度到达目标高度时，再对后轮两个空气弹簧进行充气［８?９］，但是这会导致在车高调节

过程中产生较大的俯仰角．Ｋｉｍ等
［１０］采用滑模控制算法实现车身高度的控制，并且采用步进控制对车

身高度调整过程中俯仰角的变化进行控制．ＥＣＡＳ系统涉及到机、电、气等多种领域
［１１?１３］，目前针对

ＥＣＡＳ的建模大都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等数学软件进行，对于ＥＣＡＳ系统中存在的充放气时滞后性
［１４］、气

流流动等明显的非线性特性都不能较好地模拟．本文在ＡＭＥＳｉｍ软件上搭建空气悬架的模型
［１５?１６］，针

对车高控制过程中产生较大的俯仰角问题，提出两种步进控制方法，以得到每一步的各个空气弹簧的目

图１　车高调节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Ｖｅｈｉｃ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标高度．

１　空气悬架系统建模

车高控制的空气悬架系统分为开环空气悬架系

统和闭环空气悬架系统，文中所研究的是闭环空气

悬架系统，其车高调节系统，如图１所示．该系统主

要包括储气罐、压缩机、空气弹簧和电磁阀等．图１

中：犣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４个车辆悬架角的位移；

犿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４个车辆悬架角的质量；

犿ｕ，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４个轮胎的质量；犣ｕ，犻（犻＝１，

２，３，４）分别为４个轮胎的位移；犘ｐ 为充放气换向阀

到空气弹簧电磁阀之间管道的压力；犘Ｈ 为充气源的

压力；犘Ｌ 为放气源的压力；ｓ为换向阀的开启大小，

当ｓ＞０时，充气电磁阀打开，当ｓ＜０时，放气电磁阀打开；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４个空气弹簧电磁

阀的开启大小．

为便于实验研究，文中做出４点假设：１）各个电磁阀的特性相同；２）气体为理想气体，其流动过程

中产生的动能可以忽略不计；３）空气弹簧在车身高度变化过程中，其有效面积的变化可忽略不计，因此

可简化为一个可变容积的气室和一个可移动缸体的组合；４）研究的是空气悬架高度控制，因此将轮胎

看成一个刚体，可忽略轮胎的变形．综合以上假设，可得到空气悬架在车高调节过程中的动态方程为

犘ｓ，犻 ＝
狀犚犜
犞ｓ，犻

ｓ，犻狇ｓ，犻－
狆ｓ，犻犃ｓ，犻狕ｓ，犻（ ）犚犜

， （１）

犘ｐ＝
狀犚犜
犞ｐ

ｓ狇ｐ－∑
４

犻＝１

ｓ，犻狇ｓ，（ ）犻 ， （２）

狕̈＝
１

犕ｓ
（犉ｓ，１＋犉ｓ，２＋犉ｓ，３＋犉ｓ，４）， （３）

θ̈＝
犫
犐θ
（犉ｓ，１－犉ｓ，２＋犉ｓ，３－犉ｓ，４）， （４）

¨
φ＝

１

犐φ
（犉ｓ，１犔ａ＋犉ｓ，２犔ａ－犉ｓ，３犔ｂ－犉ｓ，４犔ｂ）． （５）

式（１）～（５）中：狇ｐ为通过充放气电磁阀进入到充放气换向阀到空气弹簧电磁阀之间管道的流量；犫为左

右车轮的距离；犔ａ为车辆质心到前轴的距离；犔ｂ为车辆质心到后轴的距离；犞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空

气弹簧的体积；犘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４个空气弹簧的压力；狇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进入４个空气弹

簧的气体的流量；犉ｓ，犻（犻＝１，２，３，４）分别为４个空气弹簧的垂直力．各个空气弹簧的体积为

犞ｓ，犻 ＝犃ｓ，犻（狕ａｓ０，犻＋狕ａｓ，犻）． （６）

式（６）中：犃ｓ，犻为空气弹簧的有效面积，其变化忽略不计；狕ａｓ０，犻为空气弹簧的初始高度；狕ａｓ，犻为空气弹簧的

变化高度，狕ａｓ，犻＝（狕ｓ，犻－狕ｕ，犻），狕ｕ，犻为车轮的垂直位移．通过电磁阀的流量（犳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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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ｑ（犘ｕ，犘ｄ）＝

狊
犘ｕ

槡犚犜
狀

２

狀＋（ ）１
狀＋１
狀－

槡
１

，　　０＜
犘ｄ
犘ｕ
≤犫，

狊
２

槡犚犜 犘ｄ（犘ｄ－犘ｕ槡 ），　　犫＜
犘ｄ
犘ｕ
＜１

烅

烄

烆
．

（７）

式（７）中：狊为电磁阀的有效面积；犫为临界压力比．

进入空气弹簧的流量（狇ｓ，犻）和气源到空气弹簧管道的流量（狇ｐ）分别为

狇ｓ，犻 ＝

犳ｑ（犘ｐ，犘ｓ，犻），　　　
犘ｐ
犘ｓ，犻

＞１，

－犳ｑ（犘ｓ，犻，犘ｐ），　　
犘ｐ
犘ｓ，犻

≤１

烅

烄

烆
；
　　狇ｐ＝

犳ｑ（犘Ｈ，犘ｐ），　　　ｓ＞０，

－犳ｑ（犘ｐ，犘Ｌ），　　ｓ＜０
｛ ．

（８）

２　控制器的设计

２．１　车高控制器

当实际高度值大于目标高度值时，系统就对空气弹簧进行放气；当实际高度值小于目标高度值时，

系统就对空气弹簧进行充气．电磁阀将会频繁动作，车身高度也不稳定，这对电磁阀的使用寿命和汽车

图２　车身高度ＰＩＤ控制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的操纵稳定性和乘坐舒适性有极大的不利．因

此，为了解决车身高度在控制过程中的超调现

象和电磁阀频繁动作问题，采用鲁棒性较好的

比例?积分?微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ｖｅ，ＰＩＤ）控制对车身高度对电磁阀控制电流

信号的占空比进行控制．该ＰＩＤ控制的原理

图，如图２所示．

设各个空气弹簧电磁阀占空比为δｓ，犻（犻＝

１，２，３，４），充气换向阀的电流信号占空比为δｓ，其中，δｓ＞０表示充气电磁阀打开，δｓ＜０表示放气电磁

阀打开．该ＰＩＤ的控制算法为

狌（狋）＝犓ｐ犲（狋）＋犓ｉ∫犲（狋）＋犓ｄ犲（狋）． （９）

式（９）中：狌（狋）是ＰＩＤ控制器输出的占空比信号；犲（狋）为目标高度与实际高度的差值；犓ｐ，犓ｉ，犓ｄ 分别是

ＰＩＤ控制器的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和微分系数．

２．２　车身俯仰角控制器

为了节省闭环控制空气悬架系统成本和减小尺寸，使用的是较小功率的压缩机和较小容量的储气

罐．因此，在汽车高度上升中，一次只能对两个空气弹簧进行充气．很多地方采用先对前轮两个空气弹簧

进行充气，使其到达目标高度后，再对后轮进行充气的方法，但这样会导致在高度控制过程中产生较大

的俯仰角，大大降低汽车的操纵稳定性和乘坐舒适性．文中采用两种步进控制，如图３所示．

第一种步进控制方法是先对后轮升高Δ狋，等到后轮高度达到目标高度时，再对前轮升高Δ狋，等到前

轮达到目标高度时，再对后轮升高Δ狋，一直循环进行，直至前轮和后轮都到达目标高度犜．此时理论的

俯仰角幅值（θ）为

０≤θ≤
Δ狋

犔ａ＋犔ｂ
． （１０）

　　定义状态逻辑变量犪犻（犻＝１，…，６）和与第犼步目标高度有关的逻辑变量犫犻（犻＝１，…，６），它们的值分

别为

［犪１ ＝１］［狕ｓ，狉＜犜Ｒ，犼］，　　［犪２ ＝１］［狕ｓ，犳 ＜犜Ｆ，犼］，

［犪３ ＝１］［犜Ｆ，犼＜犜Ｒ，犼］，　　［犪４ ＝１］［犜Ｒ，犼＜犜Ｆ，犼］，

［犪５ ＝１］［犜Ｒ，犼＜犜１］，　　［犪６ ＝１］［犜Ｆ，犼＜犜１］

烍

烌

烎．

（１１）

［犫１ ＝１］［犜Ｒ，犼 ＝犜Ｒ，（犼－１）］，［犫２ ＝１］［犜Ｒ，犼 ＝犜Ｒ，（犼－１）＋Δ狋］，［犫３ ＝１］［犜Ｒ，犼 ＝犜］，

［犫４ ＝１］［犜Ｆ，犼 ＝犜Ｆ，（犼－１）］，［犫５ ＝１］［犜Ｆ，犼 ＝犜Ｆ，（犼－１）＋Δ狋］，［犫６ ＝１］［犜Ｆ，犼 ＝犜］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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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第一种步进控制　　　　　　　　　　　　　（ｂ）第二种步进控制

图３　不同步进控制原理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ｅ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式（１１），（１２）中：犜Ｆ，犼为第犼步前轮的目标高度；犜Ｒ，犼为第犼步后轮的目标高度；狕ｓ，犳为前轮悬架实际高度

的算术平均和，狕ｓ，犳＝
１

２
（狕ｓ，１＋狕ｓ，２）；狕ｓ，狉为后轮悬架实际高度的算术平均和，狕ｓ，狉＝

１

２
（狕ｓ，３＋狕ｓ，４）；犜１为

目标高度与步长Δ狋的差值，犜１＝犜－Δ狋．

定义辅助逻辑变量犪７＝犫２∨犫３，犪８＝犫５∨犫６，则可得到与电磁阀控制有关的逻辑变量值：犫１＝犪７，犫２＝

珔犪１∧珔犪２∧珔犪３∧珔犪４∧犪５，犫３＝珔犪１∧珔犪２∧珔犪３∧珔犪４∧珔犪５，犫４＝犪８，犫５＝珔犪１∧珔犪２∧犪３∧珔犪４∧犪６，犫６＝珔犪１∧珔犪２∧犪３∧珔犪４∧

珔犪６．第二种步进控制方法先对后轮升高Δ狋，等到后轮高度到达目标高度时，再对前轮升高２Δ狋，等到后轮

到达目标高度时，再对前轮升高Δ狋，一直循环进行，直至前轮和后轮都到达目标高度．理论俯仰角为

－
Δ狋

犔ａ＋犔ｂ
≤θ≤

Δ狋
犔ａ＋犔ｂ

． （１３）

　　定义与第犼步状态逻辑变量犪９，犪１０和与前后轮目标高度有关的逻辑变量犱犻（犻＝１，…，７），有

［犪９ ＝１］［犜Ｒ，犼＜犜２］，　　［犪１０ ＝１］［犜Ｆ，犼＜犜２］，

［犱１ ＝１］［犜Ｒ，犼 ＝犜Ｒ，（犼－１）］，　　［犱２ ＝１］［犜Ｒ，犼 ＝犜Ｒ，（犼－１）＋Δ狋］，

［犱３ ＝１］［犜Ｒ，犼 ＝犜＋２Δ狋］，　　［犱４ ＝１］［犜Ｒ，犼 ＝犜］，

［犱５ ＝１］［犜Ｆ，犼 ＝犜Ｆ，（犼－１）］，　　［犱６ ＝１］［犜Ｆ，犼 ＝犜Ｆ，（犼－１）＋２Δ狋］，

［犱７ ＝１］［犜Ｆ，犼 ＝犜］

烍

烌

烎．

（１４）

　　定义辅助逻辑变量犪１１＝犱２∨犱３∨犱４，犪１２＝犱７∨犱８，则可得到与电磁阀控制有关的逻辑变量值为

犫１ ＝犪１１，　　犫２ ＝珔犪∧１珔犪２ ∧珔犪３ ∧珔犪４ ∧犪９，　　犫３ ＝珔犪１ ∧珔犪２ ∧犪３ ∧珔犪４ ∧犪９，

犫４ ＝珔犪１ ∧珔犪２ ∧犪３ ∧珔犪４ ∧珔犪９，　　犫５ ＝犪１２，　　犫６ ＝珔犪１ ∧珔犪２ ∧珔犪３ ∧犪４ ∧犪１０，

犫７ ＝珔犪１ ∧珔犪２ ∧珔犪３ ∧犪４ ∧珔犪１０

烍

烌

烎．

（１５）

３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仿真实验

为了更好地模拟空气悬架充放气的动态过程，采用ＡＭＥＳｉｍ对汽车悬架进行建模分析．在搭建模

型时，选择一个可变容积气室和可移动缸体表示一个空气弹簧［１７］．空气弹簧在仿真时忽略其横截面积

的变化，其位移通过可移动缸体的缸体位移来表示，压强通过可变移动缸体的压强表示，空气弹簧的初

始压强用一个恒压源表示．充放气电磁阀由换向阀表示，当控制器输出的电流超过正的电磁阀接通电流

时，气源变为充气源；否则，气源变为放气源．空气弹簧的充放气状态则由空气弹簧电磁阀决定．将以上

几个部分连接，即可组成空气悬架系统．

汽车的质心的垂直位移（狕），俯仰角和侧倾角（）用ＡＭＥＳｉｍ平台输出的悬架位移狕ｓ，犻（犻＝１，２，３，

４）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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狕＝
犔犫（狕ｓ，１＋狕ｓ，２）＋犔ａ（狕ｓ，３＋狕ｓ，４）

犔ａ＋犔ｂ
，

θ＝
－狕ｓ，１－狕ｓ，２＋狕ｓ，３＋狕ｓ，４

２（犔ａ＋犔ｂ）
，

＝
狕ｓ，１－狕ｓ，２＋狕ｓ，３－狕ｓ，４

４犫

烍

烌

烎
．

（１６）

式（１６）中：俯仰角为前倾时取正值；侧倾角为右倾时取正值．

将在ＡＭＥＳｉｍ平台上建好的空气悬架模型和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平台上写好的控制算法进行联合仿真，

在ＡＭＥＳｉｍ平台上的联合仿真结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联合仿真结构

Ｆｉｇ．４　Ｃ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仿真时空气悬架系统的参数取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联合仿真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ｃ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汽车簧载质量／ｋｇ １７６０ 单组悬架减振器阻尼系数／Ｎ·（ｍ·ｓ）－１ ８０００ 汽车前轴距离／ｍｍ １０６２

汽车后轴距离／ｍｍ １６３８ 汽车轮距／ｍｍ １５５５ 空气弹簧气缸直径／ｍｍ １００

空气弹簧初始压力／Ｐａ ５００００ 空气弹簧电磁阀有效面积／ｍｍ２ ２０ 空气弹簧电磁阀流动系数 ０．０５

换向阀有效面积／ｍｍ２ ２０ 换向阀阀流动系数 ０．０８ 储气罐容积／Ｌ ６

储气罐初始压力／Ｐａ １０００００ 压缩机工作时转速／ｒ·ｍｉｎ－１ ２３００

３．２　仿真结果分析

为验证两种步进控制方法下的控制效果，假设汽车以速度为６０ｍ·ｓ－１在Ｃ级路面上行驶，按照表

１进行参数设置．然后，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对ＡＭＥＳｉｍ平台建立的闭环空气悬架进行联合

仿真．设置目标高度为０．１ｍ，分别采用第一种步进控制和第二种步进控制方法，步长Δ狋分别为０．１０，

０．０５，０．０３ｍ，可得到不同步进控制的质心高度，俯仰角，分别如图５，６所示．

（ａ）第一种步进控制　　　　　　　　　　　　　　（ｂ）第二种步进控制　

图５　不同步进控制质心高度

Ｆｉｇ．５　Ｖｅｈｉｃ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ｅｐ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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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第一种步进控制　　　　　　　　　　　　　　（ｂ）第二种步进控制　

图６　不同步进控制的俯仰角

Ｆｉｇ．６　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ｅｐｃｏｎｔｒｏｌ

由图５，６可知：在步进控制时，Δ狋越小，控制精度越高，车高控制过程中造成的俯仰角数值也小，但

是相对应的，达到目标高度需要的时间也越久，相对步长为０．１ｍ．即传统的方法先使汽车后轮的空气

悬架高度上升到目标高度时，再对另一端空气弹簧进行充气，使其高度上升，步进控制后的车身高度达

到目标高度所需的时间变长，但高度调节过程中俯仰角的幅值却大大下降．在文中仿真实验中，传统控

制俯仰角幅值为２．２４°，进行第一种步进控制时，步长设置为０．０５ｍ，俯仰角幅值降为１．２１°，步长设置

为０．０３ｍ，俯仰角幅值降为０．６８°．仿真实验证明，两种步进控制对于车高调节过程中俯仰角的控制有

一定作用．

两种步进控制的质心高度及俯仰角对比图，如图７，８所示．图７，８中：步长Δ狋为０．０３ｍ．由图７，８

可知：在步长相同的情况下，第一种步进控制和第二种步进控制的俯仰角幅值相差不大，大致为０．６０°；

第一种步进控制俯仰角在车高调节过程中全为正，第二种步进控制俯仰角有正有负；第二种步进控制到

达目标高度的时间为第１８ｓ，第一种步进控制则为３２ｓ，时间明显长于第一种步进控制时间．综上分析，

应选择步长Δ狋为０．０３ｍ的第二种步进控制作为控制俯仰角的控制方法．

图７　两种步进控制的质心高度对比　　　　　图８　两种步进控制的俯仰角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ｈｅｉｇｈｔｓ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ｉｔｃｈａｎｇｌｅ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结论

针对带有较小压缩机和储气罐的闭环空气悬架系统传统车身高度调节存在的俯仰角过大问题，提

出两种车身俯仰角步进控制方法，通过建立带有空气悬架的整车模型的两个非线性数学模型，然后在

ＡＭＥＳｉｍ平台上建立空气悬架模型．将Ｓｉｍｕｌｉｎｋ编写好的控制算法与搭建好的空气悬架模型进行联合

仿真．

１）提出的两种步进控制算法相比于传统控制算法，俯仰角的幅值有降低，且步长越小，控制精度越

高，造成的俯仰角幅值越小，但相应的到达目标高度的时间也越长．

２）在相同步长情况下，两种步进控制算法在车高调节过程中造成的俯仰角幅值基本相同，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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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步进控制中实际高度到达目标高度的时间比第一种步进控制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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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公共交通系统的网络特性

和鲁棒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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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西安市公交、地铁及两者综合构成的复合网络的Ｓｐａｃｅ犔模型，对比分析３

类网络的统计特性，并从蓄意攻击和随机攻击两方面对３类网络的鲁棒性进行对比评价．结果表明：３类网络

均不属于小世界网络，网络效率较低；地铁网的度近似服从泊松分布，公交网和复合网络的度服从幂律分布；

地铁网的度和介数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公交网则基本没有相关性，复合网络具有较弱的相关性；３类网络对

随机攻击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对蓄意攻击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

关键词：　公共交通系统；复杂网络；鲁棒性；Ｓｐａｃｅ犔模型；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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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系统是由大量的停靠站点、运营线路构成的复杂网络．公共交通网络站点间的连接密度

（度分布）、站点间的运行时间（网络效率）、枢纽站点的影响评估（介数）等网络特性，以及站点因突发事

件停止工作后系统的运行能力（鲁棒性）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关注和研究公共交通的热

点．Ｄｅｒｒｉｂｌｅ等
［１］分析了世界上３３个城市地铁的网络特性，指出小规模网络建立换乘站，大规模网络在

城市外围建设中转站可有效提高网络的鲁棒性．Ｗａｎｇ等
［２］设计１０个指标综合评价地铁网络的整体鲁

棒性，研究表明东京地铁网的鲁棒性最好．Ｙａｎｇ等
［３］以北京地铁网络为例，探讨随机故障和恶意攻击时

地铁网络的鲁棒性．曾小舟等
［４］对中国国内航空网络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航空网络是一个小世

界网络，在介数与度的分布呈正相关趋势下，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性．叶彭姚
［５］研究发现我国城市道路网

的拓扑结构具有较小的平均距离和较大的聚类系数，其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具有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

网络的特性．余曼等
［６］基于Ｓｐａｃｅ犔和Ｓｐａｃｅ犘研究地铁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及指数分布特性．鲍登

等［７］研究地铁?公交复合网络的鲁棒性．目前的公共交通网络研究
［１?１０］多是针对某一类网络（如公交网、

地铁网、航空网）进行分析，却鲜有对各类网络进行综合比对分析．西安市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一带

一路”重要门户和节点城市、国家重点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化国际化大都市，未来将在国家发展中担负更

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宏观角度对西安的公共交通系统进行分析，提出改善思路，以适

应城市未来的发展要求．本文调研西安市内１５４条公交线路和６条地铁线路（２０２０年规划线路）的运营

情况，构建西安市公交网（ｂ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Ｎ）、地铁网（ｓｕｂｗａ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及两者综合构成的复合网

络（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３类网络模型，并对３类网络的静态网络特性、度与介数的相关性，以及

网络的鲁棒性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西安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科学管理与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１　模型的构建

采用Ｓｐａｃｅ犔建模方法，将公共交通网络的站点定义为网络的节点，若相邻的两个站点间有一条线

路经过，则这两个节点间就存在一条连边．通过调研西安市的１５４条公交线路及其１００４个站点、６条地

铁线路及其１２９个站点，绘制地铁网络、公交网络及公共交通网络的线路图，如图１～３所示．通过Ｐａ

ｊｅｋ软件绘出３类网络的拓扑图，如图４～６所示．

图１　地铁网线路图　　　　　　图２　公交网线路图　　　　　　图３　复合网络线路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Ｎ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Ｎ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　　　

　　图４　地铁网拓扑　　　　　　　图５　公交网拓扑图　　　　　　　图６　复合网络拓扑图

　Ｆｉｇ．４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Ｎ　　　　　　Ｆｉｇ．５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Ｎ　　　　　　Ｆｉｇ．６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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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网络特性

２．１　交通网络统计特性

通过Ｐａｊｅｋ软件和Ｒ软件编程计算复合网络及其网的统计特性，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３类网

络均有较大的平均路径长度、较大的网络直径、较低的网络效率和非常小的平均集聚系数，说明３类网

络均不属于小世界网络．

表１　３类公共交通网络的统计特性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ｒｅ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网络类型 节点数 边数 平均度 介数 集聚系数
平均

路径长度
直径 网络效率 度分布

地铁网络 １２９ ２７０ ２．１５５ ０．０８２ ０ １１．４１８ ３５ ０．１３３
近似

泊松分布

公交网络 １００４ ２３３８ ２．６５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０ １９．３５８ ６０ ０．０７３ 幂律分布

复合网络 １０４１ ２４９１ ２．７８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５ １４．５８８ ４９ ０．０９０ 幂律分布

２．２　度或累积度分布

网络中节点的度值反映的是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３类网络的度或累计度分布，如图７～９所

示．图７～９中：犽为节点；犘犽 为概率．由图７～９可知：地铁网的度分布非常稀疏，近似于泊松分布形态．

公交网及复合网络的累积度分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ＤＤ）近似为一条直线，符合幂律分

布，即犘犽 ＝∑
∞

狓＝犽

犘（狓）∝犽
－（γ－１），幂指数γ分别等于３．０７９，２．７０８，属于无标度网络．

　图７　地铁网络度分布　　　　　图８　公交网络累积度分布　　　　图９　复合网络累积度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Ｎ　　　　Ｆｉｇ．８　ＣＤＤｏｆＢＮ　　　　　　　　Ｆｉｇ．９　ＣＤＤｏｆＩＮ　　　　

２．３　介数分布

节点介数反映节点在整个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力，介数分布（ＢＤ）如图１０～１２所示．图１０～１２中：犼

为节点；犅为节点介数．

　　　图１０　地铁网介数分布　　　　　　图１１　公交网介数分布　　　　图１２　复合网络介数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ＢＤｏｆＳＮ　　　　　　　　Ｆｉｇ．１１　ＢＤｏｆＢＮ　　　　　　　Ｆｉｇ．１２　ＢＤｏｆＩＮ　　

　　由图１０～１２可知：地铁网节点的介数分布较分散，大多分布在区间［０，０．２）范围内，节点的重要性

相对比较均匀；公交网和复合网介数分布则较集中，且数值偏小，多数节点介数分布在［０，０．０５）之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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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公交网和复合网的规模较大，累积度分布均服从幂律分布，介数较大的少数节点对网络有重

要的影响．

２．４　集聚系数分析

集聚系数描述的是网络局部的社团结构，因地铁网中相邻站点之间只能有一条线路经过，故地铁网

的平均集聚系数为０．公交网与复合网络平均集聚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０和０．１０５，数值均很小（表１）．公交

网、复合网络集聚，如图１３，１４所示．图１３，１４中：犻为节点；犆是集聚系数．由图１３，１４可知：公交网和复

合网络的多数节点集聚系数很小，个别节点拥有较大的聚集系数，具有较少的社团结构．

　图１３　公交网集聚系数分布　　　　　　　　　　图１４　复合网络集聚系数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Ｎ　　　Ｆｉｇ．１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

２．５　网络最短路径和效率分析

平均最短路径长度（犔）是网络中所有节点对之间最短路径长度的平均值，它描述了网络中节点间

的平均分离程度．通过Ｒ软件编程计算，结合表１可知：３类网络的最短路径基本符合泊松分布．网络中

大部分节点路径较长，网络效率较低，其直方图如图１５～１７所示．图１５～１７中：犳为频数．

　　　　　图１５　地铁网犔分布图　　　　　图１６　公交网犔分布图　　　　　图１７　复合网络犔分布图

　　　Ｆｉｇ．１５　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Ｎ　　　Ｆｉｇ．１６　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Ｎ　　　Ｆｉｇ．１７　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

由图１５～１７可知：地铁网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为１１．４２，即一个乘客乘坐地铁平均需要坐１１站左

右才能到达目的地，且最大直径犇为３５；公交网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为１９．３６，即一个乘客乘坐公交车

平均需要乘坐１９站左右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大直径为６０；复合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为１４．５９，即一

个乘客以地铁?公交混合交通方式出行时，平均需要乘坐１４站左右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大直径为４９．００．

相对而言，地铁网的平均最短距离最小，复合网次之，公交网最大．这是因为公交网比地铁网的覆盖范围

更大，节点更加密集所致．在两个站点之间，复合网络在公交网的基础上增加了地铁网络，比公交网络拥

表２　地铁网度值前１０的节点

Ｔａｂ．２　Ｔｏｐ１０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Ｎ

排序 站名 度值 排序 站名 度值

１ 北大街 ４ ６ 南稍门 ４

２ 五路口 ４ ７ 小寨 ４

３ 金花路 ４ ８ 大雁塔 ４

４ 行政中心 ４ ９ 李家村 ４

５ 钟楼 ４ １０ 大差市 ４

有更多的路径选择，平均最短路径缩短，效率有

所提升．

３　节点度介数相关性

３．１　地铁网度介数相关性

地铁网度和介数较大的节点统计，如表２，

３所示．由表２，３可知：度值最高的１０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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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值均为４，且这１０个节点均是换乘节点，因此，它们在地铁网络中具有较高的重要性；介数较大的

节点，其度值往往也偏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地铁网络中节点介数与度值呈正相关性，度较大，经

过该节点的线路多，介数大，经过该点的最短路径多，地铁网换乘节点的设置较合理．北大街节点的度和

介数都最大，说明此节点在地铁网络中重要性最高．

表３　地铁网中介数前１０的节点

Ｔａｂ．３　Ｔｏｐ１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ＳＮ

排序 站名 度值 介数 排序 站名 度值 介数

１ 北大街 ４ ０．３４４ ６ 小寨 ４ ０．２５６

２ 钟楼 ４ ０．２９５ ７ 金花路 ４ ０．２４７

３ 大雁塔 ４ ０．２７０ ８ 咸宁路 ４ ０．２２１

４ 五路口 ４ ０．２６０ ９ 青龙寺 ４ ０．２２０

５ 高新路 ４ ０．２５７ １０ 大差市 ４ ０．２０１

表４　公交网中度值前１０的节点

Ｔａｂ．４　Ｔｏｐ１０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ＢＮ

排序 站名 度值 排序 站名 度值

１ 火车站 １１ ６ 万寿路 ７

２ 北门 ８ ７ 西门 ７

３ 民乐园 ８ ８ 韩森寨 ７

４ 东门 ８ ９ 沙坡 ７

５ 文艺路 ８ １０ 沣惠南路 ７

３．２　公交网度介数相关性

公交网度和介数较大的节点统计，如表４，

５所示．由表４，５可知：排名前１０的度与介数

中，仅有两个节点相同，说明公交网的度和介数

基本没有相关性；度?介数的非相关性说明度大

的节点没有充分被应用，经过该节点的线路可

以适当的减少，而需增加介数大的节点的经过

线路；另外，公交网中，火车站节点度和介数值

都最大，说明了火车站节点在公交网中的重要程度．

表５　公交网节点介数前１０的节点

Ｔａｂ．５　Ｔｏｐ１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ＢＮ

排序 站名 度值 介数 排序 站名 度值 介数

１ 火车站 １１ ０．２３０３ ６ 小雁塔 ５ ０．１５０６

２ 南稍门 ４ ０．１９３０ ７ 南门 ６ ０．１４６６

３ 朝阳门 ６ ０．１６３８ ８ 西站 ４ ０．１３５９

４ 黄雁村 ５ ０．１６１８ ９ 大华 ４ ０．１３４４

５ 大差市 ６ ０．１５４４ １０ 北门 ８ ０．１２４９

３．３　复合网络度介数相关性

复合网络度和介排名前１０的节点的统计，如表６，７所示．由表６，７可知：排名前１０的度与介数中，

表６　复合网络度排名前１０的节点

Ｔａｂ．６　Ｔｏｐ１０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ＩＮ

排序 站名 度值 排序 站名 度值

１ 火车站 １２ ６ 青龙寺 ９

２ 北大街 ９ ７ 大雁塔 ９

３ 万寿路 ９ ８ 公交六公司 ８

４ 劳动南路 ９ ９ 北门 ８

５ 沣惠南路 ９ １０ 金花路 ８

有５个节点相同，且介数大的度值也较大，度

和介数有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复合网络可以

部分解决公交网中存在的部分度值大的节点

利用率不高、而部分介数大的节点超载的问

题；复合网络中介数和度均比较大的节点是

北大街，说明经过北大街站的路径最多、最短

路径数目也最多，北大街站潜在客流密度最

大，重要性最高．

表７　复合网络中介数排名前１０的节点

Ｔａｂ．７　Ｔｏｐ１０ｏｆ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ＩＮ

排序 站名 度值 介数 排序 站名 度值 介数

１ 北大街 ９ ０．２７７８ ６ 北关 ６ ０．１９４８

２ 小寨 ８ ０．２４９８ ７ 龙首村 ６ ０．１９３５

３ 高新路 ８ ０．２４１４ ８ 金花路 ８ ０．１９１０

４ 钟楼 ７ ０．２２９５ ９ 公交六公司 ８ ０．１８６７

５ 大雁塔 ９ ０．２０４８ １０ 青龙寺 ９ ０．１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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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随机攻击与蓄意攻击模式下网络的鲁棒性

鲁棒性是指网络在发生意外或受到攻击时，网络维持原功能的能力，即网络抵抗故障的能力．采用

随机攻击与蓄意攻击两种方式分析网络的鲁棒性能．随机攻击是指随机删除网络中的节点，且与其相邻

节点之间的连边一起被删除；蓄意攻击是将网络中度值较大的节点，按比例依次删除，且与其相邻节点

之间的连边同样被删除．

４．１　网络最大连通子图率的变化

网络的连通率犛表示网络受到攻击后，最大连通子图的节点数占原始网络节点数的比例．即犛＝

犖′／犖．其中：犖 表示原始网络的总节点数；犖′表示网络受到攻击后的最大连通子图的节点数．

３类网络在随机攻击与蓄意攻击下犛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８，１９所示．图１８，１９中：η为攻击节点比

例．由图１８，１９可知：随机攻击模式下，公共交通网络及其网络的犛下降情况比较缓和，当攻击比例达到

５０％时，公共交通网络及其网络的犛值分别为７．５％，４．５％，６．５％，相对较小，网络整体分解成了很多

很小规模的网络或离散节点，基本完全瘫痪；蓄意攻击模式下３类网络的犛值呈急剧下降状态，仅攻击

节点比例为１０％时，犛值分别为１１．７％，２８．９％，２９．４％，基本接近瘫痪；攻击节点比例为２０％时，犛值

分别为８．４％，５．７％，４．３％，基本完全瘫痪．以犛作为衡量指标，３类网络的鲁棒性能相当．

　　　图１８　随机攻击下犛的变化　　　　　　　　　　　　　图１９　蓄意攻击下犛的变化

　　　Ｆｉｇ．１８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犛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ａｔｔａｃｋ　　　　　　　Ｆｉｇ．１９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犛ｕｎｄｅｒ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ａｃｋ

４．２　最大连通子图平均路径长度的变化

对于受攻击后的整个网络，在不考虑孤立节点和其他连通子图，仅考虑最大连通子图，将所有节点

对的最短路径取平均值，求其变化，网络平均路径长度表达式为

犔＝
１

犖（犖－１）
·∑

犖

犻＝１
∑
犖

犼＝１

犱犻，犼．

　　３类网络最大连通子图平均距离在随机攻击与蓄意攻击模式下的变化情况，如图２０，２１所示．由图

２０，２１可知：在随机攻击模式下，当攻击节点数量少于２０％时，３类网络的犔值的变化比较缓和，当攻击

节点数量介于２０％～６０％之间时，犔值迅速下降，当攻击节点数量大于６０％时，最大连通子图规模锐

减，犔值达到最小值５～６之间；在蓄意攻击模式下，复合网络和公交网的鲁棒性相似，当攻击节点数量

图２０　随机攻击下犔的变化　　　　　　　　　　　　图２１　蓄意攻击下犔的变化

Ｆｉｇ．２０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犔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ａｔｔａｃｋ　　　　　　　　Ｆｉｇ．２１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犔ｕｎｄｅｒ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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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１０％时，犔值反而增大，当攻击节点数量介于１０％～２０％之间时，犔值迅速下降，当攻击节点数量

大于２０％之间时，犔值在６～７左右；对于地铁网，当攻击节点小于２０％时，犔值迅速下降，大于２０％时，

最大连通子图规模大大减小，犔值从３．０到１．９缓慢下降．因此，以犔作为衡量指标，地铁网络的鲁棒性

较强，复合网络次之，公交网较弱．

４．３　网络全局效率的变化

网络全局效率指网络中所有节点对之间的最短距离的倒数的平均值．网络中孤立节点与其他节点

的效率为０．全局效率表达式为

犈＝
１

犖（犖－１）
·∑

犖

犻＝１
∑
犖

犼＝１

（１／犱犻，犼）．

　　在随机攻击与蓄意攻击下３类网络犈的变化情况，如图２２，２３所示．由图２２，２３可知：在随机攻击

模式下，３类网络的犈呈缓慢下降的状态，当攻击比例为５０％时，犈分别为２．７％，０．７％，０．８％，数值非

常小，表明公共交通网络及其网络效率非常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蓄意攻击模式下，公共交通网络及

其犈随攻击比例骤降，当攻击比例为２０％时，其犈分别为２．３％，０．５％，０．４％，网络已经瘫痪．

　　　　　图２２　随机攻击下犈的变化　　　　　　　　　　图２３　蓄意攻击下网络犈的变化

　　　　Ｆｉｇ．２２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犈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ａｔｔａｃｋ　　　　Ｆｉｇ．２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犈ｕｎｄｅｒ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ａｃｋ

对３类网络的鲁棒性进行比较，如表８所示．由表８可知：３类网络对于随机攻击都具有较好的鲁

棒性；对于蓄意攻击表现出了较大的脆弱性，地铁网的鲁棒性较强，复合网络次之，公交网较弱．

表８　两种攻击模式下网络的鲁棒性比较

Ｔａｂ．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ｗｏａｔｔａｃｋｍｏｄｅｓ

网络类型
最大连通子图率犛

随机攻击排序　蓄意攻击排序

平均路径长度犔

随机攻击排序　蓄意攻击排序

全局效率犈

随机攻击排序　蓄意攻击排序

地铁网络 ３ 相当 １ １ １ １

公交网络 ２ 相当 ３ ３ ３ ３

公共交通网络 １ 相当 ２ ２ ２ ２

５　结论

基于Ｓｐａｃｅ犔建模方法，对比分析了西安市地铁、公交及其综合构成的复合网络的统计特性，以及

度和介数的相关性并给出了相关建议，研究了３类网络的鲁棒性能，得到以下３个结论

１）３类网络都具有较大的平均路径长度与极小的集聚系数，不符合小世界特征．这表明西安公共

交通系统整体质量还有待提高，需要增加相关的站点和外围环线，以改善网络的运行效率．

２）地铁网介数和度值呈正相关性，转乘站的设计较合理．公交网的介数和度值基本没有相关性，应

优化网络结构，增加介数大且度小节点的途径线路，避免线路紧张和拥挤．对度大而介数小的节点，可适

当的减少公交线路，提高站点的利用率．该结论为西安公共交通系统线路的合理规划提供了理论参考．

３）西安地铁网的度分布近似于泊松分布；公交网和复合网络的累积度分布符合幂律分布，属于无

标度网络．３类网络对于随机攻击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对蓄意攻击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相对而言，地铁

网鲁棒性较强，复合网络次之，公交网较弱．建议新增或调整公交线路时，加强度小节点的建设，改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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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节点的度分布形态，或尽量减少幂指数，以提高蓄意攻击时西安公共交通系统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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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下钢?混凝土组合楼盖的

声发射监测及分析

张建春，张大山，董毓利，王卫华，卢鑫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研究火灾下钢?混凝土组合楼盖的损伤机理，利用声发射技术对组合楼盖不同位置处的声发射信号

进行监测．通过声发射系统采集的振铃计数、幅值、能量和持续时间等基本参数，结合试验宏观现象，对声发射

进行振铃计数分析、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和犫值?能量分析．研究表明：根据振铃计数信号，可判断构件的裂缝开

展密集程度及内力变化，在降温阶段，次梁会对钢筋混凝土板产生剪切裂缝，使结构产生二次破坏；ＲＡ?ＡＦ关

联分析能准确地判断出组合楼盖的失效模式，可根据其失效模式进行相应的内力分析；犫值?能量分析可反映

出试件破坏时的能量变化及试件的损伤程度，并推断出构件是否达到相应的破坏状态．

关键词：　组合楼盖；声发射；损伤监测；火灾试验；ＲＡ?ＡＦ分析；犫值?能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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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ｂｅｒｈ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ｍａｇｅｓｔａｔｕ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ｉｒｅｔｅｓｔ；ＲＡ?Ａ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犫ｖａｌｕｅ?ｅｎｅｒｇｙ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由于声发射（ＡＥ）
［１］信号随着力、温度等变化而变化，且声发射信号来自于材料或构件缺陷本身，因

此，根据声发射信号可判断构件破坏的严重性［２］．通过对声发射基本参数的分析，可以对试验过程进行

监测和对构件极限承载状态进行判定．根据声发射信号的特性，可以评价缺陷的危害程度、结构的完整

性和残余变形程度．在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领域，国内外学者已对声发射技术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理论

研究．Ａｌｉｒｅｚａ
［３］通过研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设计并验证自动损伤评估的监测系统，根据声发射和有效

算法判定结构的安全性．张瑞等
［４］阐述采用声发射监测混凝土中钢筋锈蚀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认为在锈

蚀过程中，各声发射源的特征是混凝土中钢筋锈损定量评估的基础．葛若东等
［５］对足尺钢筋混凝土简支

梁进行声发射试验研究，根据声发射信号的特点和能量平均频率关联图，分析简支梁破坏过程中的平

均频率分布范围及变化特点．门进杰等
［６］利用声发射技术对钢筋混凝土构件损伤进行定量检测，阐述基

于矩张量理论的声发射检测技术原理，利用矩张量理论推导反演裂缝机制（裂缝位置、类型和走向）的定

量表达式．张美琴等
［７］通过对花岗岩进行锯切试验，将声发射均方值（ＡＥＲＭＳ）作为特征值，并对实验

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花岗石的抗压强度越高，ＡＥＲＭＳ值越大．李彬等
［８］对Ｑ３４５Ｒ型进行钢蠕变

声发射监测实验，得出蠕变损伤过程的声发射活动与蠕变曲线相类似的阶段性特征．胡国华等
［９］利用数

理统计学，分析计数率数据变化规律，采用声发射计数率的离散系数对疲劳裂纹扩展过程进行识别，并

得出Ｑ３４５Ｂ型钢材声发射计数率的离散系数与应力强度因子幅值的关系．Ｏｚａｗａ等
［１０］在火灾发生时，

研究声发射对高强度混凝土爆炸性剥落的机理，并分析内部温度和蒸气压的测量值与微裂纹产生的

ＡＥ事件之间的关系，发现在ＡＥ事件中，爆炸性失效过程的状态可用犫值分析来研究破坏过程．文献

［１１１３］利用声发射技术对整体结构中钢筋混凝土双向板进行损伤监测，探讨受火过程中，板的声发射

事件数、能量率和犫值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各个参数与板的裂缝开展、炉温及竖向位移的对应关系．综上

所述，声发射技术在建筑结构中的应用大多局限于常温环境下，而对于火灾高温环境下的结构工作性

能、失效模式预测等方面的应用较少．在建筑结构中，钢混凝土组合楼盖不但自身有相对较高的承载力

和弯曲刚度，对结构的整体性与侧向刚度也有较大贡献［１４］．因此，本文基于声发射技术开展钢混凝土

组合楼盖火灾试验研究，将试验宏观现象与声发射信号相结合，进行声发射基本参数分析、ＲＡＡＦ关联

分析和犫值能量分析，并对组合楼盖破坏过程中的相应规律与联系进行研究．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１５］《组合楼板设计与施工规范》［１６］和实际使用到的楼板的轴线尺寸情

况进行钢?混凝土组合楼盖设计．组合楼盖板底沿长向跨中处设置次梁（钢梁），与短向边梁焊接连接，钢

柱之间设置框架梁进行约束，模拟出的整体结构实际受力状态，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中：构件轴线尺寸

为５６００ｍｍ×３６００ｍｍ；板厚为１５０ｍｍ；钢筋布置为双层双向；ＨＲＢ４００型热轧带肋钢筋直径为８

ｍｍ；间距为１５０ｍｍ；组合楼盖的钢筋混凝土板采用Ｃ３０商品混凝土；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为３０ｍｍ；

试件钢柱型号为 ＨＷ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９ｍｍ×１４ｍｍ；主梁和次梁型号为 ＨＮ２５０ｍｍ×１２５ｍｍ×６

ｍｍ×９ｍｍ．图１（ｂ）中：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犳ｃｕ，ｍ为４２．５１ＭＰａ；混凝土含水率狑为１．９４％；钢筋抗

拉强度犳ｓｔ为５９５ＭＰａ；钢筋伸长率δ为１９．１０％；钢筋弹性模量犈ｓ为０．２０５ＴＰａ；钢筋屈服强度犳ｙ为

４３０ＭＰａ．

１．２　加载制度

依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１６］，对钢筋混凝土板施加２．０ｋＰａ的均布荷载，放置质量为２０ｋｇ的铸铁加

载块进行模拟．千斤顶位于柱角顶端，千斤顶加载为板角处固定约束荷载（犣ｂ＝３００ｋＮ）（图１（ｂ））．为模

拟实际结构中钢?混凝土组合楼盖的受力性能，在各柱端使用千斤顶施加恒定荷载值，该荷载值由上部

结构所传递的荷载设计值确定．文中只有次梁受火，且未做防火处理，边梁和钢柱未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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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组合楼盖尺寸及配筋图（单位：ｍｍ）　　　　　　　　　　（ｂ）组合楼盖试验加载图　　

图１　组合楼盖尺寸、配筋及加载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ｒｓｉｚ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３　升温曲线

炉温采用ＩＳＯ８３４国际标准升温曲线，其表达式为θｇ－θｇ（０）＝３４５ｌｇ（８狋＋１），试验升温系统，如图

２所示．图２中：θ为炉温；狋为时间；炉内四周均布置Ｓ型铠装热电偶，温度测量范围为０～１２００℃．由

图２（ａ）可知：实际升温曲线与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拟合良好．

　（ａ）炉温?时间曲线　　　　　　　　　　　　　　　　（ｂ）火灾试验炉

图２　试验升温系统

Ｆｉｇ．２　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ｅｓｔ

１．４　声发射仪器及传感器布置

声发射监测系统为 Ｍｉｃｒｏ?Ⅱ型多通道数字声发射系统，采集卡为ＰＣＩ?Ｅ采集卡，声发射系统参数

设置如下：传感器为Ｒ６?Ａ谐振式；采样频率为２０～１００ｋＨｚ；门槛为４０ｄＢ；前置放大器为４０ｄＢ；波形

的采样率（ＭＳＰＳ）为１；波形点数为１０２４；传感器个数为１５．在火灾的作用下，考虑到钢筋混凝土板的开

裂、钢与混凝土间的相互作用等均会对声发射信号的产生、传播等造成影响，故板面布置１５个声发射传

感器，用来记录不同位置的声发射信号，声发射测点布置及工作原理，如图３所示．

（ａ）声发射测点布置图　　　　　　　　　　　　　　 　　（ｂ）声发射工作原理　

图３　声发射测点布置及工作原理

Ｆｉｇ．３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８５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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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现象

组合楼盖破坏图，如图４所示．由图４（ｂ）可知：升温试验过程中，在板角处出现的斜裂缝与板边约

呈４５°；随着试验的进行，挠度不断增大，材料性能逐渐降低，斜裂缝不断出现，间距约为１５０ｍｍ；同时，

板角区域混凝土在短边和长边支承钢梁向外翘曲过程中，对板角区域混凝土产生拉裂破坏，形成明显的

主裂缝，与板中区域椭圆形裂缝形成经典屈服线模式．由图４（ｃ）可知：钢梁所受最高温度为１１８１℃，受

火时间为３００ｍｉｎ，钢梁表面形成炭黑色四氧化三铁，并出现剥落现象，在实际工程中，应对钢梁采取防

火措施，提高组合楼盖的极限承载能力；钢梁跨中处残余的变形较小，未出现屈曲现象，仅在梁端受火边

缘出现下翼缘屈曲．

钢梁与组合楼盖在整个试验阶段（升温段和降温段）出现轻微相对滑移现象，说明两者基本能够协

同工作，共同提高组合楼盖的承载能力；同时，楼盖边梁（短向）随挠度的增加而出现扭转时，对钢梁产生

受拉作用，减缓楼盖挠度下降，延长内力重分布时间，从而提高极限承载能力．

（ａ）板面裂缝实景图　　　 　　　　　 （ｂ）板面裂缝分布　　　　　　　　 （ｃ）钢梁破坏图　　

图４　组合楼盖破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ｒｄａｍａｇｅｍａｐ（ｕｎｉｔ：ｍｍ）

３　振铃计数分析

１）钢?混凝土组合楼盖为复合材料构件，结构形式复杂，为各向异性介质．声发射波形在组合结构

内传播时，会发生能量减弱、模式转换等，加之在不同介质中，不同模式的波具有不同的传播速度，所以，

在时差定位时，其准确性受到许多限制．２）钢筋混凝土板内裂缝开展多为突发型信号，持续时间较短，

数据处理较繁琐．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声源定位采用区域定位法
［１］．

振铃计数（狀）表征参数分析法是描述和报告声发射数量的常用方法，可反映构件性能的变化．根据

试验现象及数据处理得知，组合楼盖在相同位置不同测点处，破坏现象基本相同．故选取板角（测点１）、

长边跨中（测点７）、跨中（测点８）和短边跨中（测点１４）典型测点进行分析（图３（ａ）），从而可全面分析组

合楼盖的损伤机理，如图５所示．

测点１处，裂缝以斜裂缝为主，是板面的主要裂缝区．由图５（ａ）可知：试件升温初期，由于混凝土的

热
"

性，钢梁与混凝土板存在较大的温度梯度，加之此处负弯矩较大，７ｍｉｎ时，振铃计数便达到峰值，

此阶段裂缝开展最密集；１２５ｍｉｎ后，振铃计数保持不变，Ｋａｉｓｅｒ效应较明显，说明此处无新的裂缝出现

或已出现的裂缝停止扩展，截面内力处于平衡阶段．

由图５（ｂ）可知：振铃计数在试验过程中出现３个峰值点，分别为犃，犅和犆，且峰值依次减小；犃点

时，计数值较高，说明在预加载阶段，此处裂缝正在形成；犅点处出现的峰值阶段对应于平面外位移增速

减缓阶段，此时，板内钢筋受拉，板面混凝土开裂，形成塑性绞模式；由于边梁倾斜角度逐渐减小，带动犆

点处横向裂缝形成，使计数值继续升高．

由图５（ｃ）可知：试验过程中，板面跨中处无明显裂缝出现，板底出现密集网格状裂缝；与其他３处

的测点不同，升温初期板面无明显裂缝，计数峰值较低（犃点）；１００ｍｉｎ左右时，计数达到峰值（犅点），

此时，板底钢梁和混凝土温度较高，材料性能迅速降低，同时，在正弯矩作用下，混凝土受拉破坏，形成密

集微裂缝；停火后，炉内温度和板底次梁（钢梁）温度迅速降低，混凝土由于热惰性，温度继续上升；次梁

在收缩时，板内栓钉对混凝土和钢筋产生剪切破坏，使振铃计数再次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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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１４位于组合楼盖短边跨中，此处为板面斜裂缝和横向裂缝交接处，受火阶段振铃计数?时间曲

线与图５（ａ）类似．由图５（ｄ）可知：计数峰值为测点１的７１．５％，这是由于在测点１４处，板底裂缝几乎未

出现，而测点１处在跨中钢梁和短边支承梁相互作用下，板底裂缝开展较为密集，与短边基本呈９０°分

布，间距约为１５０ｍｍ．

　 　（ａ）测点１　　　　　　　　　　　　 　　　　　　　　（ｂ）测点７

　　　（ｃ）测点８　　　　　　　　　　　　　　　　　　　　　（ｄ）测点１４

图５　振铃计数?时间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Ｒｉｎｇ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

综上所述，根据振铃计数的峰值变化和试验宏观现象，钢?混凝土组合楼盖在不同部位的内力变化

差异较大；在跨中和长边跨中处，内力变化较丰富，温度效应较明显；在升温初期，内力在板角和短跨跨

中处较大．

４　犚犃?犃犉关联分析

声发射信号在钢?混凝土组合楼盖内传播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很难通过一个声发射参数进行分析，

因此，需要通过多个声发射参数或多个参数关联分析，以准确判定组合楼盖的破坏状态和损伤模式．

在混凝土的失效模式中，声发射参数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已得到广泛应用
［１７?１９］．通过对参数ＲＡ与

ＡＦ关联分析，可定性判断结构损伤失效模式．参数ＡＦ定义为声发射撞击振铃计数与持续时间的比值，

参数ＲＡ定义为声发射事件上升时间与幅值的比值
［２０］，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包括整个试验阶段（升温段和

降温段）．通过振铃计数分析，可以确定裂缝开展的密集程度，但不能确定结构损伤失效模式，如是否为

剪切破坏还是张拉破坏，通过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可得出其失效模式．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如图６所示．

根据组合楼盖受力分析可知，测点１处的板面主要承受负弯矩，混凝土主要出现拉裂破坏．结合试

验宏观现象，由图６（ａ）可知：板面主要为张拉裂缝，此时，ＡＦ值多集中在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２５ｋＨｚ之间，

张拉裂缝出现时间早于剪切裂缝，后期出现零星剪切裂缝是因为降温段在次梁和边梁共同作用下，板面

出现垂直于斜裂缝的剪切裂缝（图４（ｂ））．

由图６（ｂ）可知：前期主要承受张拉破坏，ＡＦ值主要在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ｋＨｚ之间，后期主要承受

剪切破坏，ＲＡ值主要集中在２～７μｓ·Ｖ
－１之间；随着构件挠度逐渐增大，板角处的斜裂缝逐渐往板内

扩展，纵向钢筋拉力逐渐增大，使混凝土产生剪切破坏，从而出现平行于次梁的横向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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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ｃ）可知：张拉破坏和剪切破坏区分较为明显，ＲＡ值集中在０～１７５μｓ·Ｖ
－１之间，说明此处

受到的剪切力较大，升温初期，跨中挠度增长较快，在外荷载产生的正弯矩作用下，板底混凝土产生受拉

破坏；随着试验的进行，跨中挠度进一步增大，次梁上剪力连接件（栓钉）对混凝土产生剪切破坏，ＲＡ值

进一步增大．

由图６（ｄ）可知：在张拉阶段，变化趋势较为集中，斜裂缝基本为贯穿斜裂缝，剪切区域声发射信号

较弱，栓钉对混凝土的剪切破坏不明显．

　　 　（ａ）测点１　　　　　　　　　　　　 　　　　　　　　（ｂ）测点７

　 　　（ｃ）测点８　　　　　　　　　　　　 　　　　　　　　（ｄ）测点１４

图６　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图

Ｆｉｇ．６　ＲＡ?Ａ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

通过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可知：不同位置处的钢筋混凝土板面，其失效模式不同，在板角和短跨跨中

处，易发生张拉破坏；在长跨跨中处，易产生剪切破坏；在跨中处，易形成不利于试件承载的拉剪破坏．根

据其失效模式可大致判定组合楼盖的内力变化，为后续理论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５　犫值能量分析

犫值最初是表征地震频度与震级关系的重要参数，在地震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声发射技术的

进步与推广，目前犫值也广泛应用于火灾下建筑结构声发射信号的分析
［２１］．其事件数（犖）与幅值（犃）的

关系式为

ｌｇ犖 ＝犪－犫·ｌｇ犃． （１）

式（１）中：犪为常数；犫值为在火灾作用下，钢?混凝土组合楼盖混凝土板面裂缝的扩展程度．当板面裂缝

开裂幅度较大时，幅度较大的信号成分比例较大，声发射犫值较小；当板面裂缝开裂幅度较小时，幅度较

小的信号成分比例较大，则声发射犫值较大．

声发射能量分析可评价和衡量裂缝开裂和混凝土内部损伤的程度．结合犫值分析和能量分析的各

自优点，能够准确地判断试件破坏时的能量变化及开裂幅度，从而可进一步研究试件极限破坏状态．犫

值与能量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犈为能量．

由图７（ａ）可知：在升温初期，测点１处犫值迅速下降，主要裂缝出现时，释放较大的能量，犫值转折

处为新裂缝出现或大裂缝开展；１００ｍｉｎ后，犫值逐渐增大，说明此处组合楼盖截面内力趋于平衡；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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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裂缝出现，但能量值较低；临近停火时，钢柱处出现贯通裂缝，犫值又迅速下降．

由图７（ｂ）可知：测点７与测点１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测点７升温前期，犫值变化幅度较小，说明

柱角处内力变化比边梁处复杂．

由图７（ｃ）可知：测点８在跨中处受次梁影响较大，升温初期，裂缝开展释放的能量大于测点１和７

处的裂缝开展释放的能量．这是由于跨中处温度梯度最大，在附加弯矩和正弯矩共同作用下，使板底产

生张拉裂缝．

由图７（ｄ）可知：测点１４在升温初期，犫值变化较小，但能量较高，说明在次梁和边梁共同作用下，内

力变化产生的能量值较大，应引起重视．

由图７（ａ）～（ｄ）还可知：在降温段，由于混凝土板荷载不变，截面平均温度继续升高，弹性模量继续

下降，但仍有新裂缝出现；测点１，７，１４处的犫值变化相对较大，变化幅度为７４％～８１％，产生的能量较

小；测点８处的犫值变化相对较小，为１５％，但产生的能量较大．说明次梁对火灾后组合楼盖的截面内

力变化的影响较大，在降温段，往往会出现结构的破坏．

（ａ）测点１　　　　　　　　　　　　　　　　　　　（ｂ）测点７

　（ｃ）测点８　　　　　　　　　　　　　　　　　　　（ｄ）测点１４

图７　犫值?能量?时间曲线

Ｆｉｇ．７　犫ｖａｌｕｅ?ｅｎｅｒｇｙ?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

综上所述，犫值?能量分析能够准确地判定试件裂缝开展的能量变化，组合楼盖周边负弯矩区在升温

初期损伤最严重；跨中处正弯矩区在降温段损伤最严重；板周边形成塑性绞线模式后，产生受拉薄膜效

应．由于受拉薄膜效应有助于提高组合楼盖的极限承载能力，导致挠度下降减缓，以及板面新裂缝和裂

缝开展较缓慢，从而使犫值较平缓，能量值较低．

６　结论

利用声发射技术对火灾下钢?混凝土组合楼盖进行损伤监测，通过对声发射信号采集和分析，结合

试验结果对火灾下组合楼盖的失效模式和破坏状态进行研究，得出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利用声发射技术可准确对火灾下钢?混凝土组合楼盖进行损伤监测，根据声发射参数中的振铃

计数的变化趋势，判断构件的裂缝开展密集程度及内力变化，确定应力集中区域．

２）由ＲＡ?ＡＦ关联分析可知，不同位置的钢筋混凝土板面，其失效模式不同，跨中处次梁对火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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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楼盖的截面内力变化影响较大，产生的剪切破坏对构件的承载影响不利．在工程实践中，性能化的

设计应考虑此影响．

３）钢?混凝土组合楼盖在外部荷载影响下，通过犫值?能量分析能够反映出组合楼盖破坏时的局部

能量变化，推断出构件是否达到相应的破坏状态，这对防止结构失稳、内部损伤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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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结构生态透水砖设计及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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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水泥细石透水混凝土为基层材料、树脂砂基混合料为面层材料，制备复合结构生态透水砖（ＥＰ

ＢＣＳ）．通过分析树脂、水泥、有机物Ｘ及石英粉对复合结构砂基透水砖的抗折强度、抗压强度，以及透水系数

的影响规律，确定透水砖的基本结构和组分，并对其透水机理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掺入４％石英粉作为矿物

外掺料，可以在保证树脂砂基混合料强度的基础上有效改善材料的透水性能；当树脂掺量为３％～５％时，有

利于面层砂基混合料力学性能的改善；当树脂掺量为５％，石英粉掺量为４％，以及体积分数１０％的有机物Ｘ

掺量为２％，基层透水混凝土的主要组分掺量为细石∶水泥∶水＝３．０∶０．８∶０．３时，复合结构生态透水砖的

抗压强度高于２５．０ＭＰａ，且透水系数均高于２．３×１０－２ｃｍ·ｓ－１，满足相关规范对一般透水砖的性能要求．

关键词：　生态透水砖；树脂；复合结构；透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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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砖作为一种新型的道路铺装材料，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和较好的透水性，能够对地下水进行补

给，减小地基下沉，缓解城市抗洪排涝系统的压力；同时，地下水可通过透水砖孔洞蒸发，减少城市地面

热能吸收和“热岛效应”，对降低城市噪声污染也有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阻水型地面铺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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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缺陷［１?３］．为解决因过度抽取地下水而造成地基下沉的问题，日本推行“雨水渗透计划”，将研发的透

水性沥青混凝土铺装材料和透水性混凝土铺装材料应用于公园广场、停车场、运动场等城市道路．据统

计，东京使用透水路面铺装材料后，城市对雨水资源的有效保持量从４８．２％增长到９４．６％
［４?６］．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日本投放市场的ＩＮＡＸ陶瓷透水砖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７?１０］．目前，国内对透水砖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能方面．文献［１１?１４］利用碱激发体系及建筑垃圾固废利用等体系研究透水砖，获

得较好的力学性能和透水性能．传统透水砖主要通过设计大孔洞和高孔隙率的铺装材料实现快速透水

的功能［１５?１７］．但是，这种结构的透水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常因孔洞太大而容易堵塞，且难以疏通，造成地

表积水，难以发挥透水砖应有的性能．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普通砂和细石分别作为透水砖的面层和基

层骨料，以树脂和水泥基作为胶凝材料，设计一种复合结构生态透水砖（ＥＰＢＣＳ），研究胶凝材料用量、

矿物外掺料用量及透水系数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规律，并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

１　试验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研究用的细集料为沿海城市易取的普通海砂，过筛，选用粒径范围０．１５～０．６０ｍｍ的砂料作为面

层骨料；基层透水混凝土骨料为细石，粒径为２．５～７．０ｍｍ；树脂固化剂采用低粘度环氧树脂和固化

剂；试验用水泥为Ｐ．Ｏ４２．５水泥；天然石英粉通过１２０目筛子过筛．低粘度环氧树脂主要参数：密度为

１．１３～１．１７ｇ·ｃｍ
－３；粘度为７００～１１００ｍＰａ·ｓ；摩尔浓度为１６６～１８５ｇ·ｍｏｌ

－１；环氧值０．５４～０．６０

ｍｏｌ·ｇ
－１；耐火指数为１５４８～１５５２．固化剂参数：密度为０．９３～０．９８ｇ·ｃｍ

－３；粘度为１０～５０ｍＰａ·

ｓ；胺值（中和１ｇ碱性胺所需要氢氧化钾的质量）为４００～６００ｍｇ·ｇ
－１；耐火指数值为１４６０～１４６３．

１．２　树脂砂基面层材料的制备

透水通道易堵塞、难清理等问题缩短了大多数传统透水砖的使用寿命．为克服这个缺陷，设计的

ＥＰＢＣＳ以树脂砂基混合料作为面层材料，通过化学改性的方法从分子尺度实现面层树脂砂基混合料的

透水功能．由于透水砖为路面铺装材料，实际使用过程中多以压力为外载荷，因此，将抗压强度和透水性

作为材料性能研究的首要性能指标，将抗折强度作为辅助评价指标．

将经过筛分的海砂分为两组：一组为Ａ（０．１５ｍｍ＜Φ＜０．６０ｍｍ）；另一组为Ｂ（Φ≤０．６０ｍｍ）．两

组砂料中分别加入适量的石英粉，石英粉的掺量（质量分数）拟定为０％，２％，４％，６％，８％．利用可调速

图１　透水系数实验仪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搅拌机将掺入石英粉的砂料均匀混合并持续搅拌，然

后，将低粘度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按比例充分混合后，匀

速加入搅拌机中搅拌３～５ｍｉｎ，直至树脂、砂子及石英

粉之间形成良好的裹覆．混合好的材料取出装入模具

内，高频低幅震压１５～３０ｓ后成型，作为面层透水砖待

用．震压后的材料作为ＥＰＢＣＳ的面层材料，参考贺图升

等［１８］的研究方法，自制简单实用的装置，对树脂砂基混

合料的透水系数进行测试，实验仪器如图１所示．

透水系数的计算式为

犓θ＝
犙犔
犃犎狋

． （１）

式（１）中：犓θ为水温θ℃时材料的透水系数（ｃｍ·ｓ
－１）；

犙为时间狋内的渗出水量（ｍＬ）；犔为式样厚度（ｃｍ）；犃 为式样的上表面面积（ｃｍ２）；犎 为固定水位差

（ｃｍ）；狋为渗透时间（ｓ）．

１．３　基层透水混凝土及复合结构生态透水砖的设计

双层透水砖的下层部分以水泥基作为基本胶凝材料，对筛分好的细石（粒径为２．５～７．０ｍｍ）进行

固化处理，制成混凝土透水层．ＥＰＢＣＳ的基本结构件，如图２所示．混凝土透水层材料（细石∶水泥∶

水）的拟定配比分别为３．０∶１．０∶０．５，３．０∶１．０∶０．３，３．０∶０．８∶０．３，３．０∶０．６∶０．２．

制作双层透水砖时，上、下层材料的体积比约为１∶３（图２）．首先，将下层混凝土透水层搅拌均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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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模具３／４处；然后，把树脂固化的砂浆装入模具剩余的１／４容积内，将模具填满；最后，通过微型振

图２　ＥＰＢＣＳ的结构特征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ＢＣ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动器震实并完成试件成型．

根据ＪＧ／Ｔ３７６－２０１２《砂基透水砖》的要求，砂基透

水砖面层的抗压强度应不小于２５．０ＭＰａ；透水速率大于等

于１．５ｍＬ·（ｍｉｎ·ｃｍ２）－１；当透水砖长／厚≥５时，抗折强

度不小于２．４ＭＰａ，当长／厚＜５时，抗折强度不做要求．根

据ＤＢＪ１３?１０４－２００８《透水砖路面（地面）设计与施工技术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对路面砖强度的规定，透水路面砖

的抗压强度不低于２５．０ＭＰａ，透水系数不低于１．０×１０－２

ｃｍ·ｓ－１．为方便实验和计算，文中设计的ＥＰＢＣＳ的透水

性能以《规范》对砂基透水砖的要求为参照．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树脂和石英粉对砂基混合料基本性能的影响

拟定树脂掺量（质量分数，狑（树脂））为０％～１４％，考察砂基混合料的抗压强度（犳ｃ）和透水系数

（犓），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增加树脂掺量可有效提高砂基混合料的抗压性能，但却降低了其透水性

能；当树脂掺量为１％～２％时，随着树脂掺量的增加，树脂砂基混合料的透水性能呈明显的降低趋势；

当树脂掺量超过２％后，砂基混合料均不具备透水性能．因此，在确保基本抗压强度的基础上，提高混合

　　（ａ）抗压强度 （ｂ）透水系数

图３　树脂掺量对树脂砂基混合料抗压强度和透水系数的影响（无有机物Ｘ）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ｉｎ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Ｘ）

图４　石英粉和树脂掺量对砂基混合料

透水性和抗压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ｉｎ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ｗｄｅｒ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料的透水性能是改善砂基透水砖性能的关键．

树脂类固化剂在砂粒的外表面形成一层裹覆将砂

子粘结在一起，随着树脂的固化，混合料产生强度，由

于固化剂具有明显的憎水性，且砂粒粒径都较小，因

此，砂粒之间有限的空隙很容易被树脂填充，从而导致

混合料整体透水性较差甚至不透水［１９?２２］．为改善砂粒

之间的结构分布，将石英粉作为矿物外掺料加入树脂

砂基混合料中，调整树脂与砂粒之间的有效空隙率，提

高砂基混合料的透水性能［２３?２５］．拟定树脂掺量为１％，

３％，５％，７％，９％，与之对应的石英粉掺量分别为０％，

１％，３％，５％，７％，分别测试砂基混合料的抗压强度和

透水系数，结果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当树脂掺量为１％～７％，对应石英粉

掺量为０％～５％时，随着树脂和石英粉掺量的增大，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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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混合料的抗压强度呈连续增大的趋势；当树脂掺量大于７％时，抗压强度随之降低；随着石英粉和树

脂掺量的继续增大，砂基混合料的透水系数均表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透水系数曲线与抗压强度曲线的

交集为该体系中树脂和石英粉的最优掺量，即树脂掺量为４％～６％时对应的组分．

在实验过程中，当树脂和石英粉掺量为６％时，粘膜现象较严重，给实际生产操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此，拟定石英粉的掺量为４％，树脂掺量为１％～８％，该体系中树脂掺量对树脂砂基混合料抗压强度

和透水性能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ａ）抗压强度 （ｂ）透水系数

图５　树脂对砂基混合料性能影响（不掺有机物Ｘ）

图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ｉｎ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Ｘ）

由图５可知：掺入４％石英粉能够有效改善砂基混合料的透水性能，当树脂掺量为０％～４％时，砂

基混合料试件均具有一定的透水性，但抗压强度低于３０ＭＰａ；而当树脂掺量高于５％时，抗压强度均高

于３０ＭＰａ，但混合料几乎失去透水性，需做进一步调整．

２．２　有机物犡对砂基混合料性能的影响

树脂虽然可以对砂料实现较好的固化效果，但因其典型的憎水性，固化后单一组分的树脂砂基混合

料几乎不具有透水性能．因此，选择增加有机物Ｘ作为混合料透水性能的调控组分．该有机物Ｘ主要应

用于印染领域，参考体积分数为２％～１０％，考虑到透水砂基混合料体系的特殊性，结合前期初试工作，

认为有机物Ｘ体积分数为１０％对混合料透水性能的改善最好．当体积分数为１０％的有机物Ｘ掺量为

３％时，树脂砂基混合料的透水性能完全满足设计需求．考虑到有机物Ｘ可能对树脂材料的固化产生不

表１　有机物Ｘ对树脂砂基混合料透水系数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Ｘ

ｏｎ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１０－２ｃｍ·ｓ－１　

狑（树脂）／％
狑（有机物Ｘ）／％

０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 ０．１４ ０．２６ １．２５ ２．７７ ３．１０

４ ０ ０．１１ １．３３ ２．１７ ２．９０

５ ０ ０ ０．８５ １．６２ ２．６０

６ ０ ０ ０．１０ １．４５ ２．０１

良影响，拟定体积分数１０％的有机物Ｘ的掺量

为０％～２％，树脂掺量为３％～６％，石英粉掺

量为４％，测得砂基混合料的透水系数，如表１

所示．表１中：狑为质量分数．

由表１可知：当石英粉掺量为４％时，树脂

砂基混合料的透水性随有机物Ｘ掺量的增大，

表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当有机物Ｘ掺量一定

时，随着树脂掺量的增大，树脂砂基混合料的透

水性逐渐降低；有机物Ｘ的添加并未对树脂砂基混合料的抗压强度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综合上述的实验结果，拟定砂基混合料中有机物Ｘ的掺量为２％，树脂掺量为５％，石英粉掺量为

０％～８％，砂基混合料的抗压强度和透水性能，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随着石英粉掺量从０％增加到８％，树脂砂基混合料的透水系数从１．８×１０－２ｃｍ·ｓ－１

增加到３．１×１０－２ｃｍ·ｓ－１；当石英粉掺量为０％～２％时，试件的抗压强度随着石英粉掺量的增加，从

１．５８ＭＰａ上升至１２．３５ＭＰａ，在此过程中，试件抗压强度增长相对较缓慢；当石英粉添加量从２％增加

至４％时，试件的抗压强度从１２．３５ＭＰａ增加到３８．７８ＭＰａ，且该过程中强度增长的速率较大；当石英

粉的掺量大于４％后，试件的抗压强度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拟定石英粉的掺量为４％，树脂掺量为５％，体积分数１０％的有机物Ｘ掺量为

２％，制得透水砖的面层抗压强度达到２５．０ＭＰａ，透水系数高于２．５×１０－２ｃｍ·ｓ－１．按照此配比制备得

到不同尺寸的砂基面层透水砖，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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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抗压强度 （ｂ）透水系数

图６　有机物Ｘ和石英粉掺量对树脂砂基混合料性能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Ｘ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ｗｄｅｒ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ａ）面层样品１　　　　　　　　　　　　　　　　（ｂ）面层样品２

图７　砂基透水砖样品

Ｆｉｇ．７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ｂｒｉｃｋ

２．３　基层透水混凝土的性能分析

作为ＥＰＢＣＳ的下部基层结构，在初试阶段，透水混凝土使用的骨料粒径为１０．０～１５．０ｍｍ，细石

（狑Ｇ）∶水泥（狑Ｃ）∶水（狑Ｗ）＝３．０∶１．０∶０．５５．由于新拌混合料的和易性较差，骨料粒径过于单一且粗

大，因此，拟用透水混凝土的骨料粒径为２．５～７．０ｍｍ．拟定４种配比，即狑Ｇ∶狑Ｃ∶狑Ｗ 分别为３．０∶

０．６∶０．２，３．０∶０．８∶０．３，３．０∶１．０∶０．３，３．０∶１．０∶０．５，水泥为普通的Ｐ．Ｏ４２．５水泥（少量矿物掺

合料暂不列出）．基层透水混凝土在标准养护箱中养护２８ｄ后取出，对成型后材料的抗压强度和透水性

能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图８所示．

　　（ａ）抗压强度 （ｂ）透水性能

图８　水泥基混合料强度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由图８可知：当狑Ｇ∶狑Ｃ∶狑Ｗ＝３．０∶０．８∶０．３时，水泥基混合料的抗压强度均高于１６．７１ＭＰａ；

当狑Ｇ∶狑Ｃ∶狑Ｗ＝３．０∶０．６∶０．２，３．０∶０．８∶０．３时，透水混凝土具有较好的透水性．结合材料的抗压

强度特性，拟定狑Ｇ∶狑Ｃ∶狑Ｗ＝３．０∶０．８∶０．３为透水混凝土的基本配比，在满足抗压强度的基础上，

测得６个相同配比样品的抗折强度（犳ｃｆ），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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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基层透水混凝土抗折强度

Ｆｉｇ．９　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ｔｂａｓｅｌａｙｅｒ

实验结果表明：设计的ＥＰＢＣＳ的基层透水混凝土的性

能满足《规范》对路面砖抗折、抗压及透水性能的基本要求．

因此，将这部分混合料配比狑Ｇ∶狑Ｃ∶狑Ｗ＝３．０∶０．８∶０．３，

作为复合结构生态透水砖的基层配比．

２．４　复合结构透水砖的性能

根据上述结果，以树脂砂基混合料为面层、透水混凝土

为基层，制备ＥＰＢＣＳ样品，如图１０所示．ＥＰＢＣＳ的抗压强

度、抗折强度和透水系数，如图１１所示．

由图１１可知：养护２８ｄ后，试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均高

于２５．０ＭＰａ，抗折强度均超过２．５ＭＰａ，且平均透水系数均

高于２．５×１０－２ｃｍ·ｓ－１，说明设计的透水砖ＥＰＢＣＳ满足

《规范》的要求．

（ａ）样品 （ｂ）成品

图１０　ＥＰＢＣＳ样品

Ｆｉｇ．１０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ＥＰＢＣＳ

　　（ａ）力学性能 （ｂ）透水性能

图１１　ＥＰＢＣＳ性能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ＢＣＳ

３　树脂砂基混合料透水机理分析

树脂材料能够对砂粒混合料进行有效地固化，但是，实验选用的树脂材料为典型的憎水性材料，在

固化过程中对混合料的透水性能产生显著不利影响．协调树脂、石英粉及砂粒三者在混合料中的结构特

征，使其形成较多的透水通道，是改善面层砂基混合料透水性能的关键［２６?２７］．随着各物料掺量的调整，石

英粉在树脂砂基混合料中的状态，如图１２所示．

当树脂和石英粉相对掺量较少时，树脂砂基混合料以表面具有树脂裹覆层的微粒为主，且这层树脂

裹覆层本身属于憎水性材料，在混合料的成型过程中，外力的震压作用使微粒之间的有效空间体积较

小，且被大量的树脂材料填充，因此，混合料内部透水通道变得非常稀少．由图１２（ａ）可知：在此状态下，

虽然混合料的力学性能较好，但是透水性能却较差，即使利用有机物Ｘ改善了透水性能，但因为胶凝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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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树脂过量　　　　　　　　　　（ｂ）级配良好　　　　　　（ｃ）石英粉过量（掺量大于４％）

图１２　石英粉在树脂砂基混合料中的分布状态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ｗｄｅｒｉｎｒｅ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ｉｘｕｒｅ

料过少，整体的力学性能也不能满足要求．由图１２（ｂ）可知：随着混合料中石英粉和树脂掺量的增大，具

有树脂裹覆层结构的微粒外表粘附了大量的石英粉颗粒，从而使填充在微粒之间树脂的有效接触面积

相对减小，微粒间的空隙得到了石英粉颗粒的有效填充，由此增加了微粒间的有效通道，使混合料的整

体透水性能得到增强；同时，随着体系中树脂和石英粉掺量的增大，相对较多的树脂组分导致部分石英

粉颗粒表面粘附一层树脂，而这部分微粒在体系中的有效分散形成相互粘接的网状结构，对维护混合料

整体的力学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加之有机物Ｘ对混合料透水性能的改善，混合料在此状态下既能表

现出较好的透水性能，又能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由图１２（ｃ）可知：当混合料中石英粉的掺量大于４％

时，微粒间存在过量的石英粉颗粒，导致混合料颗粒间有效的通道数量增加，混合料整体的透水性能明

显增强，但是微粒间因能够有效接触的树脂量减少而导致混合料整体的粘结性能降低，因此，整体强度

出现降低趋势．

４　结论

１）掺入适量的石英粉能够在保持树脂砂基混合料的基本抗压、抗折性能的基础上适当改善其透水

性能，但效果不明显．

２）掺入有机物Ｘ能够在较高树脂掺量的条件下对树脂砂基混合料的透水性能产生显著的改善效

果，并且暂未发现对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产生负面影响．

３）面层树脂砂基混合料中，树脂掺量为５％，石英粉掺量为４％，体积分数为１０％的有机物Ｘ的掺

量为２％；基层透水混凝土基本组分为狑Ｇ∶狑Ｃ∶狑Ｗ＝３．０∶０．８∶０．３（少量矿物掺合料暂不列出）；以

上述树脂砂基混合料和透水混凝土作为ＥＰＢＣＳ的面层和基层，所制得的材料的力学性能和透水性能

均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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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破振动震源荷载函数的确定

刘小鸣１，陈士海１，２，胡帅伟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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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研究集中装药爆炸作用下的爆破振动的震源荷载函数，提出确定装药爆破破坏区发展的动力学计

算简图．通过爆破振动震源荷载的理论计算公式，讨论炸药类型、岩石性质对震源荷载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不同炸药类型和岩石性质的震源荷载曲线形状差别不大，在相同的装药条件下，对于同一种岩石，岩石震源荷

载峰值随着弹性模量的增大而减小，随着内摩擦角和黏聚力的增大而增大；震源荷载作用的衰减速度随着黏

聚力的增大而加快，但内摩擦角对震源荷载的衰减影响较小；常见的指数衰减型函数能很好地拟合理论计算

结果，证明文中震源荷载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关键词：　爆破振动；爆破；震源荷载；破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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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ｊ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ｐｌｏ

ｓｉｏｎ，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ｄａｍ

ａｇｅｚｏ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ｃｋ，ｔｈｅ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ｓ

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ｒｏｃｋ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ｕ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ｏｆｒｏｃｋ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ｓｔｈｅ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ｃａ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ｆｉ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ｌｌ，

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ｄａｍａｇｅｚｏｎｅ

工程爆破在人类生产活动中，特别是在岩土开挖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已广泛地应用于城

镇改扩建工程、城市地铁建设、隧道工程等众多重大工程建设领域中．但随着爆破环境的复杂化、人们环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通信作者：　陈士海（１９６４?），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岩土与地下工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ｓｈｂｌａｓｔ＠１６３．

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６７２１１２）；爆炸冲击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项目

（ＤＰＭＥＩＫＦ２０１３０７）；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１３ＢＳ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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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法制意识的增强，爆破振动造成的结构损坏事件及周围居民的投诉事件屡有发生，损失惨重．因此，

在实施爆破作业时，爆破振动安全的控制成为突出问题［１２］．为充分研究爆破地震的预测与爆破振动的

响应，需明确爆破振动震源的物理特征．Ｓｈａｒｐｅ
［３］研究无限大、均匀且弹性介质中的球形空腔受爆炸压

力作用的问题．Ｄｕｖａｌｌ
［４］研究粘弹性介质的球形空穴爆炸振动，得到与实验记录波形吻合较好的结果．

Ｂｌａｋｅ
［５］研究在无限介质中，点源爆炸对脉冲压力、球面波的传播和介质结构的影响，指出爆炸产生的应

力脉冲在记录中是一个高阻尼振荡波列，它的特征与介质的物理性质、空穴大小和炸药特性密切相关．

ＤｅＨｏｏｐ
［６］研究在半无限空间中的临近地表的脉冲式点源，并提出相关的点源理论．丁桦等

［７］利用点源

矩和等效孔穴理论研究爆破震源等效模型，认为爆破振动主要来源于爆破后的爆破区邻近范围内的地

质结构的自振．陈士海等
［８］建立岩石介质的爆炸变形与破坏模型，研究岩石爆破破坏界面上的应力时

程．许红涛等
［９］在Ｃ?Ｊ爆轰条件的基础上，讨论并得到不同不耦合系数下的爆破荷载峰值的压力计算公

式．Ｔｒｉｖｉｏ等
［１０］在不同爆轰方向上，研究爆破振动波的速度与频率衰减关系．Ｂｌａｉｒ

［１１］从柱状炸药的长

度、爆轰速度及地震波在层状介质中的传导等方面对柱状药包爆破展开研究．此外，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等［１２］建立球形空腔扩张的数值模拟模型，并引入 Ｈｕｂｅｒｅ?Ｍｉｓｅｓ准则，系统地研究在无限介质中，复杂

本构关系下的冲击波响应．Ｋａｔｚｉｒ等
［１３］在可压缩理想弹塑性介质中，研究得到球形空腔扩张的动力近

似解．高富强等
［１４］采用量纲分析，建立爆破振动主频与爆心距、药量等主要影响因素的函数关系式．刘

小鸣等［１５］利用等效孔穴理论和 Ｈｏｏｐ点源理论，研究球形空腔压力作用下的地表振动响应．由于上述

研究成果大多是将爆破震源等效为时间关系荷载，在等效荷载的基础上，研究爆破振动的传播，并没有

直接建立炸药爆炸与其围岩介质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缺乏研究炸药量、炸药类型及岩石性质对震源

荷载和振动特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采用岩石动力学、爆炸动力学理论，结合现有岩石爆炸动力学的试

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成果，研究炸药爆炸与其围岩介质相互作用的过程，确定岩石介质在爆炸作用下产生

的破坏区、弹性振动区的变形与破坏特征，并建立球状装药爆破破坏区发展的动力学计算模型；通过给

出与装药量、岩石性质等有关的球状装药爆破振动震源荷载函数，讨论炸药类型和岩石性质对震源荷载

特性的影响．

１　装药爆破破坏区分区模型

根据装药围岩破坏的程度，装药爆炸对岩石作用后，将形成空腔区、破碎区和弹性区，其中，弹性区

图１　爆破破坏分区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ｄａｍａｇｅｚｏｎｅｓ

又分为径向裂隙区和弹性振动区，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犪，

犫，犮分别为空腔区与破碎区交界面的半径，破碎区与径向裂

隙区交界面的半径，径向裂隙区与弹性振动区交界面的半

径，犪，犫，犮均为关于时间狋的函数．

破碎区的特征是介质受到爆炸的挤压形成松散材料；

径向裂纹区的特征是介质受到裂缝的破坏，形成类似径向

柱杆，丧失环向承载力，它的作用主要是把破碎带传来的压

力过渡到弹性区介质中去；弹性振动区的特征是具有原始

性质的弹性介质．在爆破时，地震波的传播是先经过破碎

区，再传到径向裂隙区．

在震源的研究中，应涉及炸药爆炸产物高压膨胀与岩

体的相互作用、空腔壁在爆生气体的作用下不断膨胀与收缩的脉冲过程、破坏区范围大小及破坏与弹性

振动区交界面上的应力时程等问题的分析，而震源荷载的确定是爆破振动效应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

２　震源荷载的确定

２．１　空腔区

假设在无限弹性介质中，在半径为犪０ 的球形空腔中装药爆炸，爆炸腔室内的气体压力按照变性的

Ｊｏｎｓｅ?Ｍｉｌｌｅｒ绝热曲线计算
［１６］，即

３７１第２期　　　　　　　　　　　　　刘小鸣，等：爆破振动震源荷载函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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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犪）＝

狆０
犪
犪（ ）
０

－３γ１

，　　　　　　犪≤犪
，

狆０
犪

犪（ ）
０

－３γ１ 犪

犪（ ）
－３γ２

，　　犪≤犪


烅

烄

烆
．

（１）

式（１）中：犪为临界膨胀半径；犪０ 为装药的半径；犪为膨胀空腔半径；狆０ 为炸药爆炸压力，对于一种烈性

炸药（ＴＮＴ）而言，狆０＝１０ＧＰａ；γ１＝３；γ２＝１．２７；
犪

犪０
＝１．５３．

２．２　破碎区

在靠近装药的破碎区中，采用松散介质的运动方程式，对于中心对称的一维情况［１７］，可得

ρ
犞

狋
＋犞

犞

（ ）狉 ＝
σ狉

狉
＋
２（σ狉－σθ）

狉
． （２）

式（２）中：ρ为介质的密度；犞 为径向质点速度；σ狉，σθ分别为径向应力和环向应力．

在破坏区内，径向应力和环向应力满足摩尔库伦强度准则，即

σ狉－σθ
２

＝犆·ｃｏｓ＋
σ狉＋σθ
２
ｓｉｎ． （３）

式（３）中：犆，分别为介质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

当爆炸腔室膨胀时，中心对称问题的主应力中有

（１＋α）σθ－σ狉－犢 ＝０． （４）

式（４）中：犢＝
２犆·ｃｏｓ
１－ｓｉｎ

；α＝
２ｓｉｎ
１－ｓｉｎ

．

介质体积变形与剪切变形间的简单关系［１８］为

ε＝ψ

χ． （５）

式（５）中：ψ为膨胀系数；

χ为剪切变形；ε为体积变形．

由此得出膨胀的条件为

犞

狉
＋２
犞
狉
＝ψ

犞
狉
－
犞

（ ）狉 ． （６）

　　考虑介质密度ρ的变化对解答的影响很小，可认为ρ是一个常数．根据破坏区的膨胀条件和球腔膨

胀的边界条件可以得出

犞（狉，狋）＝
犪（狋）犪狀

狉狀
． （７）

式（７）中：犪为空腔表面的膨胀速度；狀＝
２－ψ
１＋ψ

．球腔膨胀的边界条件为犞｜狉＝犪，狋＝犪（狋）．

将式（４）中的σθ代入式（２）中，并对狉进行积分，结合式（７）得到破坏区的通解为

σ狉 ＝
犢

α
＋ρ

犛１（犪犪
狀）′狋

狉狀－１
－
狀犛２（犪犪

狀）２

狉２［ ］狀 ＋犌（狋）狉
－２α
１＋α． （８）

式（８）中：犛１＝
１＋α

（３－狀）α＋（１－狀）
；犛２＝

１＋α
２α（１－狀）－２狀

；犌（狋）为任意时间函数．

破碎区在空腔壁上的应力边界条件为狉＝犪（狋），σ狉（犪）＝－狆（犪），其初始条件为狋＝０，σ狉＝－狆０，狉＝

犪０．带入边界条件，并求解式（８），可得

犌（狋）＝ －狆（犪）－
犢

α
－ρ

犛１（犪犪
狀）′狋

犪狀－１
－狀犛２犪（ ）［ ］２

犪
２α
１＋α． （９）

联立式（８），（９），则破碎区内径向应力为

σ狉 ＝
犢

α
＋ρ犛１

犪̈犪狀＋狀犪
狀－１犪

狉狀－１
－狀犛２

犪２犪２狀

狉２（ ）狀 －

狆（犪）＋
犢

α
＋ρ（犛１（̈犪犪＋狀犪

２）－狀犛２犪
２［ ］） 犪（ ）狉

２α
１＋α

． （１０）

２．３　径向裂隙区

径向裂隙区的特点是介质受到径向裂缝破坏，失去环向承载能力（σθ＝０），但径向仍具有弹性．由于

４７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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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裂缝区的精确动力条件对解的影响不大，径向裂缝区介质的惯性效应可不作考虑，所以可用准静力

的方法研究径向裂隙区．

平衡微分方程可以简化为

ｄσ狉
ｄ狉
＋
２σ狉
狉
＝０． （１１）

　　由式（１１）可得，σ狉＝犆０／狉
２，其中，犆０ 为解中带常数．在径向裂隙区内边界上满足式（４），由边界条件

σ狉（犫）＝－犢 可得，犆０＝－犢犫
２，则径向裂隙区应力为

σ狉 ＝－犢
犫２

狉２
． （１２）

　　根据爆炸破碎区与径向裂隙区应力连续的边界条件σ狉（犫－０）＝σ狉（犫＋０），可得

狆（犪）＝ρ犚１̈犪犪＋ρ（犚１－犚２）狀犪
２
＋犚３． （１３）

式（１３）中：犚１＝－犛１ １－
犫（ ）犪

１
犛

［ ］１ ；犚２＝－犛２ １－ 犫（ ）犪
１
犛

［ ］２ ；犚３＝－犢α＋
犢

α
＋（ ）犢 犫（ ）犪

２α
１＋α

．

在爆炸过程中，破碎区内和径向裂隙区内的位移，可由介质不可压缩条件狉３－犪３０＝（狉－狌狉）
３－犪３ 来

获得．在狌狉狉时，破碎区位移有近似解，即

狌狉 ＝
犪３

３狉２
． （１４）

２．４　弹性震动区

采用准静力的方法研究弹性区，可采用弹性力学进行求解．在球对称情况下，半径为犮的径向裂隙

区与弹性区交界面上压力狇＝犢犫
２／狉２ 的作用下，弹性区解

［１９］为

σ狉 ＝－犢
犫２犮

狉３
，　　σθ＝犢

犫２犮

２狉３
． （１５）

　　弹性震动区位移为

狌狉 ＝
犢（１＋ν）

２犈
犫２犮

狉２
． （１６）

　　根据在弹性震动区与径向裂隙区交界面上的位移连续条件狌狉（犮－０）＝狌狉（犮＋０），可得空腔区与破

碎区交界面的半径（犪）与径向裂隙区与弹性振动区交界面的半径（犮）的关系为

犪３

３犮
＝
犢（１＋ν）

２犈
犫２． （１７）

式（１７）中：ν为泊松比；犈为弹性模量．

在弹性震动区与径向裂隙区交界面上，环向应力达到岩石的单轴抗拉强度，即σθ（犮）＝σ狋，可得

犫２

犮２
＝２
σ狋
犢
． （１８）

　　根据式（１７），（１８），可得

犪３

犫３
＝３
犢（１＋ν）

２犈
犢
２σ槡狋

． （１９）

　　联立式（１３），（１８），（１９），可计算得到犪，犫，犮和狆犫，狆犮．其中，狆犫 为破碎区与径向裂隙区交界面上的

压力；狆犮为径向裂隙区与弹性区交界面上的压力．

３　实例与分析

３．１　界面压力时程曲线

假设装药半径为０．０５ｍ的球形ＴＮＴ在花岗岩中爆炸，取如下岩石基本参数值：弹性模量为６２

ＧＰａ；密度为２６００ｋｇ·ｍ
－３；泊松比为０．２２；岩石动态单轴抗拉强度为２０ＭＰａ；内聚力为３０ＭＰａ；内摩

擦角为５０°．

取界面Ⅰ为破碎区与径向裂隙区的交界面，界面Ⅱ为径向裂隙区与弹性振动区的交界面，绘制出的

界面压力时程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狋为时间；狆为界面压力．由图２可知：界面Ⅰ，Ⅱ的应力迅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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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最大值，然后单调地减小到最小值，但界面Ⅰ上的应力衰减得更快．

３．２　震源荷载函数的合理性分析

目前，在国内外的实际工程应用中，震源荷载多半采用半理论半经验的指数衰减型荷载、三角形荷

载［３４］，或者采取与弦函数组合的形式［２０］，这些荷载形式大多基于现场试验和数值模拟，且已被工程爆

破界广泛认可．

在爆炸过程中，大部分的爆炸能被消耗在非弹性变形区．因此，文中将炮孔破碎区和裂隙区视为爆

破振动源，径向裂隙区与弹性振动区分界面上的压力视为震源荷载．对上述的理论计算结果，采用已被

广泛认可的指数衰减函数、弦函数等３种形式进行曲线拟合，得到分界面上压力时程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２　界面压力时程　　　　　　　　　　　 　　　　　　　图３　拟合波形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ｉｇ．３　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ｏｆｂｌａｓ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１）拟合曲线１的理论计算式为

狆犮（狋）＝犃０ｅｘｐ（α０狋）＝４．８４×１０
７ｅｘｐ（－６４４２．７４狋）． （２０）

　　２）拟合曲线２的理论计算式为

狆犮（狋）＝犃０ｃｏｓ（ω狋）ｅｘｐ（α０狋）＝４．８１×１０
７ｃｏｓ（－１４６８７狋）ｅｘｐ（－２４０１３狋）． （２１）

　　３）拟合曲线３的理论计算式为

狆犮（狋）＝犃０狋
狀ｅｘｐ（α０狋）＝５．８２×１０

７狋０．００８２３７ｅｘｐ（－３２４６狋）． （２２）

　　由图３可知：在理论计算的时程压力曲线中，界面压力突然上升到最大值，然后，按指数衰减到零；３

条拟合曲线与理论计算曲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证明文中爆炸震源荷载计算理论的可靠性和简单方便

性，同时，也揭示爆破震源的机制．

３．３　主要爆源参数对震源荷载的影响分析

为探索不同炸药类型、岩石性质等对震源荷载峰值、荷载作用上升和下降时间等规律的影响，取不

同爆源参数进行计算，得到爆破径向裂隙区与弹性振动区分界面上的震源荷载时程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犈弹性模量；犆为黏聚力；为内摩擦角．

３．３．１　不同炸药类型的影响　不同的炸药类型表现为爆破孔壁压力峰值（狆０＝ρ０犇
２／８）不同，ρ０，犇 分

别为炸药密度和爆速．取相同装药量的乳化炸药、硝铵炸药分别进行计算，并与ＴＮＴ炸药比较．乳化炸

药和硝铵炸药的密度分别取１４００，１０００ｋｇ·ｍ
－３，炸药爆速分别取４２００，３２００ｍ·ｓ－１．

由图４（ａ）可知：炸药类型对荷载峰值的影响较为明显，对峰值荷载作用上升和下降时间的影响较

小．这是由于炸药密度和炸药爆速越大，炸药烈性越强，导致炸药在不同部位的能量释放时间越集中，荷

载峰值越大．

３．３．２　岩石性质的影响　为研究岩石性质对震源荷载峰值、荷载作用时间等规律的影响，改变岩石的

弹性模量、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分别计算爆破震源荷载时程．由图４（ｂ）～（ｄ）可知：岩石性质对荷载峰值

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岩石的黏聚力影响最大．

在装药相同的条件下，对于同一种岩石，岩石弹性模量越大，其荷载峰值越小．根据弹性模量的定义

分析，岩石的弹性模量越大，岩石越难被破坏，故需要更多的能量用来破坏岩石，从而传播到径向裂隙区

与弹性振动区分界面的能量越少，导致荷载峰值越小．

在装药相同的条件下，对于同一种岩石，岩石内摩擦角和黏聚力越大，震源荷载峰值越大．由于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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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聚力对峰值荷载作用下降时间影响巨大，黏聚力越大，峰值荷载下降得越快；而岩石内摩擦角对震源

荷载的衰减影响较小．这是因为文中是依据摩尔库伦强度准则进行计算的，由于岩石的抗剪切强度τ＝

犮＋σ·ｔａｎ直接决定界面压力，粘聚力和内摩擦角越大，岩石的剪切强度越大，故内摩擦角和黏聚力越

大，其荷载峰值越大；强度较大的岩石聚集的能量较多，岩石破碎时，释放能量的速率也较快；此外，相对

于内摩擦角，岩石的粘聚力对岩石的剪切强度影响更大，故黏聚力越大，峰值荷载下降得越快，而内摩擦

角则对震源荷载的衰减影响较小．

　 　（ａ）炸药类型　　　　　　　　　　　　　　　　　　　　　（ｂ）弹性模量　

　 　（ｃ）黏聚力　　　　　　　　　　　　　　　　　　　　　（ｄ）内摩擦角

图４　不同爆源参数下的震源荷载时程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　结论

根据岩石爆破变形与破坏特征，利用空腔膨胀理论，结合岩石准静力的破坏条件，推导集中装药爆

破条件下的爆破破碎区、径向裂隙区和弹性震动区半径的计算公式，给出爆破振动震源荷载函数，并讨

论炸药类型和岩石性质对震源荷载特性的影响规律，得到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将炮孔破碎区和裂隙区视为爆破振动源，径向裂隙区与弹性振动区分界面上的压力视为震源荷

载．爆破震源荷载在极短的时间内上升到最大值，然后单调地减小到最小值．

２）采用常见的指数衰减型函数和弦函数曲线可以很好地拟合出震源荷载曲线，证明文中计算爆炸

震源荷载的方法是可靠的．

３）炸药类型和岩石性质对震源荷载特性的影响分析表明：炸药类型对荷载峰值影响较为明显，密

度和炸药爆速越大，炸药烈性越强，相同装药量爆炸时的震源荷载越大；岩石弹性模量越大，其荷载峰值

越小，岩石内摩擦角和黏聚力越大，其荷载峰值越大；黏聚力对峰值荷载作用下降时间影响很大，黏聚力

越大，峰值荷载下降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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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

偏压性能试验

黄泳水１，２，张继承１，２，饶玉龙１，２，李勇１，２，申兴月１，２，３，吕宇莎４

（１．长江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湖北 荆州４３４０２３；

２．长江大学结构工程与防灾研究所，湖北 荆州４３４０２３；

３．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００；

４．河北建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庄０５００００）

摘要：　为研究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ＣＦＳＴ）在偏心受压荷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能，对Ｑ４２０型高强

冷弯钢设计制作的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进行偏心受压试验，获得试件在偏压荷载作用下的破坏形态、跨中

挠度及应变分布规律，并分析不同参数对试件偏心受压承载能力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

管混凝土柱的偏心受压性能受长细比、偏心率和宽厚比等参数影响较为明显，长细比、偏心率和宽厚比越大，

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的偏心受压承载能力越小．

关键词：　高强冷弯钢管；钢管混凝土柱；偏压性能；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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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混凝土结构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结构形式，具有承载力高、刚度大、经济性好、施工方便及抗震性

能优异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高层、超高层建筑和大跨桥梁等工程，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高强冷弯钢

管混凝土结构除了具有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基本优点外，还具有焊缝少、焊接量小、焊接质量高、施工工期

节省等特点，冷弯钢管生产过程中产生较小的残余应力和残余变形，有利于构件的力学性能，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目前，大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强度钢管混凝土的力学性能研究
［１?４］，对高强钢管混凝土的

力学性能研究较少［５?１３］．对普通冷弯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偏压性能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薄壁型钢和冷弯型

钢为主要组成的钢管混凝土构件．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等
［１４］研究在柱顶施加轴力与双向弯矩下，长宽比和宽厚

比对冷弯矩形截面型钢制作的钢管混凝土柱承载力的影响，并提出犕?犖 曲线．曹宝珠
［１５］对薄壁钢管混

凝土柱的力学性能进行试验研究，研究在轴压和偏压荷载作用下宽厚比、长细比、偏心率及混凝土强度

等参数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陈勇
［１６］对４２个短柱和２７根长柱的冷弯薄壁钢管混凝土柱进行偏心受压

试验研究与数值模拟，给出冷弯薄壁钢管混凝土柱极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陶忠等
［１７］通过试验和数值

模拟，验证冷弯钢管混凝土柱具有优越的力学性能，提出不同受力方式下该类柱承载力的计算方法．王

静峰等［１８］开展多影响因素下冷弯薄壁方形截面钢管混凝土组合柱的力学性能试验研究和进行非线性

分析．王兰等
［１９］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研究带脱空的钢管混凝土短柱的抗剪性能．申兴月等

［２０］对高强冷

弯矩形钢管混凝土柱进行偏心受压试验研究和有限元数值分析，论证其具有较好的偏压性能．鉴于目前

国内外对内填高强混凝土的高强冷弯钢管柱偏心受压力学性能的研究较少，本文对９根高强冷弯矩形

表１　试件主要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编号 犔／ｍｍ 犃／ｍｍ 犅／ｍｍ 狋／ｍｍ 犲／ｍｍ 犅／狋 犔／犻

ＣＦＳＴ?Ｚ１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４ ５０ ３７．５ ３０．０

ＣＦＳＴ?Ｚ２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５ 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ＣＦＳＴ?Ｚ３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６ ５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ＣＦＳＴ?Ｚ４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３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ＣＦＳＴ?Ｚ５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５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ＣＦＳＴ?Ｚ６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８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ＣＦＳＴ?Ｚ７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５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ＣＦＳＴ?Ｚ８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５ 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ＣＦＳＴ?Ｚ９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 ５０ ４０．０ ２２．５

截面钢管混凝土柱进行偏心受压试验．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

试验设计制作９根矩形截面的高强冷

弯钢管混凝土柱，长度均为１３００ｍｍ，柱

截面长度方向尺寸均为２００ｍｍ，宽度方

向尺寸按比例变化．试件主要设计参数，如

表１所示．表１中：犔，犃，犅，狋分别为试件

柱长，截面长度，截面宽度，截面厚度；犲为

偏心距；犅／狋为宽厚比；犔／犻为长细比．

为保证试件加载过程中柱端受力均匀，在试件顶部和底部分别设置１５ｍｍ厚矩形端板，依据不同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尺寸，端板尺寸分别设计为２４０ｍｍ×２４０ｍｍ，２４０ｍｍ×１９０ｍｍ，２４０ｍｍ×

１４０ｍｍ．在混凝土浇筑前，将一端端板与钢管焊接；在浇筑混凝土时，竖起钢管进行混凝土分段浇灌，浇

表２　钢材主要材料性能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

犃／ｍｍ 犅／ｍｍ 狋／ｍｍ 犳ｙ／ＭＰａ犳ｕ／ＭＰａ犈ｓ／ＴＰａ δ／％

２００ １００ ５ ４３２ ５８３ ０．１９４ ３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４ ３６５ ４８１ ０．１８２ ３３

２００ １５０ ５ ４２７ ５７８ ０．１８２ ２９

２００ １５０ ６ ４６８ ６２９ ０．２０１ ３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５ ４８１ ６２７ ０．１８９ ３３

灌高为０．５ｍ．采用振捣棒将混凝土振捣密实，待

混凝土浇灌完成养护２８ｄ后，将另一端混凝土打

磨平整光滑并将端板与钢管焊接．

１．２　材料性能

Ｑ４２０型高强冷弯钢主要材料性能参数，如表

２所示．表２中：犃，犅，狋分别为试件截面长度、截

面宽度、截面厚度；犳ｙ 为屈服强度；犳ｕ 为极限强

度；犈ｓ为弹性模量；δ为伸长率．核心混凝土采用Ｃ４０，通过标准压缩试验，得到标准混凝土立方体的抗

压强度平均值犳ｃｕ为３８．９ＭＰａ．

１．３　试验加载与加载制度

试验采用量程为５０００ｋＮ的液压伺服压剪试验机对试件进行偏压加载，如图１所示．在柱上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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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置柱铰，并调整偏心力的施加位置，利用压剪试验机控制偏心力的加载大小，实现偏压加载．柱铰为

３００ｍｍ×１４５ｍｍ钢垫块开圆弧槽并与圆柱体芯咬合的装置，柱铰可绕圆柱体芯旋转，保证柱端加载端

板受压均匀．

试验前，在试件底部和中部粘贴应变片、受压侧均匀布置５个位移传感器，选用ＤＨ３８１６型应变采

集箱采集钢管表面应变和位移变化情况．试件应变片布置，如图２所示．试验加载过程中，当初始试件顶

端的柱铰即将接触到加载顶板时，采用位移加载；之后，停止位移加载，采用力控制加载．为确保加载装

置和采集系统正常工作，按照１／１０的预估值为一级，逐级加载，每级加载结束后，静载２ｍｉｎ．

　　　　　　　　　　　　　　　　　　　　（ａ）柱铰示意　　（ｂ）试件底部１／４处　　（ｃ）试件跨中部位

图１　试件加载装置　　　　　　　　　　　　　　　　　图２　试件应变片布置（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ｅｔ?ｕｐ　　　　　　　　　　　　Ｆｉｇ．２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ｓ（ｕｎｉｔ：ｍｍ）　　

图３　典型试件的破坏形态

Ｆｉｇ．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试验现象

试件的破坏形态，如图３所示．在不同偏心率下，试件的

荷载?侧向变形曲线，如图４所示．图４中：ζ为偏心率；狌为侧

向变形．由图３可知：试件整体变形为中部弯曲，局部鼓曲，在

偏心荷载作用下，试件破坏特征均表现为弯曲破坏．因此，高

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与普通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

的偏心受压力学特性类似，破坏形态基本一致．采用Ｑ４２０型

高强钢管设计的试件在偏心荷载作用前期试验现象并不明

显；在长细比、偏心率和宽厚比的影响下，随着偏心荷载加载至钢管屈服，试件跨中部位弯曲现象显著，

鼓曲现象发展迅速，最终试件因丧失承载能力而导致完全破坏．

（ａ）试件ＣＦＳＴ?Ｚ４　　　　　　　　（ｂ）试件ＣＦＳＴ?Ｚ５　　　　　　（ｃ）试件ＣＦＳＴ?Ｚ６　

图４　试件荷载?侧向变形曲线

Ｆｉｇ．４　Ｌｏａ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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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可知：在极限承载力范围内，偏心荷载越大，试件的侧向变形曲线的曲率越大，表明偏心率对

该类偏压柱侧向位移影响显著；偏心距越大，对侧向变形影响越明显，破坏荷载则越小．

２．２　破坏特征

试件在不同偏心率下的荷载?跨中挠度曲线和不同参数下的荷载?竖向位移曲线，分别如图５，６所

示．图５，６中：犉为荷载；狊为挠度．试件破坏过程经历了３个阶段：弹性阶段、弹塑性阶段、破坏阶段．

１）弹性阶段．加载初期，当荷载逐渐增加至极限荷载的６０％时，试件无明显现象．力与变形呈直线

上升，力增速较快，应力与变形均较小．钢管套箍作用可忽略，跨中钢管表面油漆出现褶皱，核心混凝土

有被压密实的微小噼啪声．

２）弹塑性阶段．当荷载增加至极限荷载的７０％时，试件变形速率大于力增加速率．跨中轻微弯曲并

出现油漆剥落，试件上、下端部油漆轻微褶皱，应力和挠度明显增加．荷载?位移曲线出现拐点，由直线段

到达弯曲段，钢管局部屈曲，跨中截面前后侧钢管出现鼓曲．

３）破坏阶段．随着荷载继续增加，试件跨中挠度增速加快，钢管套箍效应明显．核心混凝土被压碎

并伴有轻微破碎炸裂声，跨中截面前后侧钢管严重鼓曲，左右侧出现鼓曲，鼓曲位置逐渐由中部向角部

扩展．此时，受位移引起的二阶弯矩作用影响，二阶效应明显，试件加速弯曲，鼓曲显著，荷载增加速率小

于变形速率，加载后期试件迅速达到了极限承载力．当超过峰值荷载后，承载力快速下降，试件急剧变

形，跨中部位严重鼓曲，最终弯曲破坏．

　（ａ）不同宽厚比　　　　　　　　　　（ｂ）不同偏心率　　　　　　　　　　（ｃ）不同长细比

图５　试件跨中挠度曲线

Ｆｉｇ．５　Ｍｉｄｓｐａｎ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不同宽厚比　　　　　　　　　（ｂ）不同偏心率　　　　　　　　　　（ｃ）不同长细比

图６　试件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由图５可知：试件挠曲变形在弹性阶段时呈线性变化，变形缓慢；弹塑性阶段时呈非线性变化，变形

加快；破坏阶段时，变形迅速，出现塑性破坏．由图５（ａ）可知：宽厚比越小，极限承载力越大．由图５（ｂ）可

知：偏心率对挠曲变形影响明显，弹性阶段变形速率较快，偏心率越大，承载能力越小．由图５（ｃ）可知：

长细比越大，极限承载力越小，越易屈曲破坏．

由图６可知：试件在偏心荷载作用下，钢管的套箍效应显著，一定程度提高试件的整体承载能力．加

载过程中，核心混凝土横向变形明显；加载初期，核心混凝土泊松比由加载初期小于钢管的泊松比，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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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变为大于钢管的泊松比．由图６（ａ）可知：宽厚比对试件的偏心受压性能影响明显，随着宽厚比的增

大，偏心受压承载能力缓慢减小．由图６（ｂ）可知：偏心率对试件偏心受压承载力的影响显著，偏心率越

大，偏心受压承载力越小，变化迅速．由图６（ｃ）可知：长细比越大，承载力越小，长细比对偏心受压性能

影响较大．

２．３　荷载?竖向应变

根据竖向应变片采集的应变数据得到不同参数下试件的荷载?竖向应变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中：

ε为应变．由图７可知：与宽厚比、偏心率相比，长细比对竖向应变影响最大，曲线分散，极限承载力差别

较大．因此，长细比越大，竖向位移变化越迅速，钢管混凝土柱越容易弯曲破坏．在偏心受压荷载作用下，

在试件的跨中截面位置处，远离荷载作用点一侧受拉，试件的应变值为正值；临近荷载作用点一侧受压，

试件的应变值为负值．跨中截面受压区的应变远大于受拉区的应变，偏心荷载越大，应变值越大．当钢管

屈服后，试件应变增加迅速，大于荷载增速．在受拉区和受压区的应变均有一定的流幅阶段，但并不明

显．加载完成后，试件拉、压区的应变均达到屈服应变．

　（ａ）不同宽厚比　　　　　　　　　（ｂ）不同偏心率　　　　　　　　　（ｃ）不同长细比

图７　试件跨中荷载?竖向应变曲线

Ｆｉｇ．７　Ｍｉｄｓｐａｎｌｏａ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２．４　跨中截面应变

试件在不同长细比（λ）下跨中截面沿高度方向等分点应变的分布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犎 为

截面高度．由图８可知：沿截面高度应力分布变化趋势相同；加载前期，试件截面平均应变表现为线性变

化趋势，处于弹性阶段，加载后期，试件的截面应变表现为非线性变化趋势，表明钢管局部屈曲，钢管壁

与核心混凝土剥离；长细比越大，试件受二阶弯矩影响越大越容易破坏．

（ａ）λ＝４５．０　　　　　　　　　　（ｂ）λ＝３０．０　　　　　　　　　　（ｃ）λ＝２２．５

图８　试件跨中沿高度方向应变分布

Ｆｉｇ．８　Ｍｉｄｓｐａｎ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３　承载力计算

根据ＣＥＣＳ２８：２０１２《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２１］，ＧＢ５０９３６－２０１４《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范》［２２］，基于极限平衡理论，考虑长细比和偏心率对承载力的影响，得到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偏压承

３８１第２期　　　　　　　　　　黄泳水，等：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偏压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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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计算公式为

犖ｕ＝φｌφｅ犖０． （１）

犖０ ＝
０．９犃ｃ犳ｃ（１＋αξ），　　　　０．５＜ξ≤ ［ξ］，

０．９犃ｃ犳ｃ（１＋槡ξ＋ξ），　　［ξ］＜ξ≤２．５
烅
烄

烆 ．
（２）

ξ＝犃ａ犳ａ／犃ｃ犳ｃ． （３）

φｅ＝
１／（１＋１．８５犲０／γｃ），　　犲０／γｃ≤１．５５，

０．４／（犲０／γｃ），　　　　　犲０／γｃ＞１．５５
｛ ．

（４）

φｌ＝
１，　　　　　　　　　　　犔ｅ／犇≤４，

１－０．１１５ 犔ｅ／犇－槡 ４，　　犔ｅ／犇＞４
烅
烄

烆 ．
（５）

犔ｅ＝μ犽犔． （６）

式（１）～（６）中：犖０ 为钢管混凝土柱的轴心受压强度承载力设计值，Ｎ；ξ为钢管混凝土的套箍系数；α为

核心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关的系数；狉ｃ为钢管内核心混凝土横截面的半径，ｍｍ；犲０ 为柱端轴向压力偏心

距较大者，ｍｍ；φｅ，φｌ分别为偏心率和长细比影响系数，且φｅφｌ≤φ０；犇为钢管的外直径，ｍｍ；犔ｅ为钢管

混凝土柱的等效计算长度，ｍｍ；犔为钢管混凝土柱的实际长度，ｍｍ．

依据现有规范法计算结果和试验数据结果，基于多参数影响因素，考虑宽厚比对承载力的影响，引

入宽厚比影响系数φｋ．假定水平坐标为宽厚比犅／狋，竖向坐标为试验值与规范值的比值，φｋ表达式为

φｋ＝
１＋０．０００９３犅／狋，　　犅／狋≥２０，

１，　　　　　　 　　犅／狋＜２０｛ ．
（７）

　　适于长细比、偏心率和宽厚比等多参数影响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为

犖ｕ＝φｌφｅφｋ犖０． （８）

　　不同参数影响下，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试验值与计算值相近，吻

合度较好；试件的极限承载力随偏心距、宽厚比和长细比的增大而减小，其中，长细比影响显著，偏心率

次之；在长细比和偏心率的共同影响下，试件产生较大的二阶效应．

表３　不同参数影响下极限承载力

Ｔａｂ．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截面尺寸／ｍｍ×ｍｍ×ｍｍ 犲／ｍｍ λ／ｍｍ 犅／狋
极限承载力／ｋＮ

规范值 试验值 修正值

２００×１００×５ ３０ ４５．０ ２０．０ １３７９ １２５０ １４４８

２００×１００×５ ５０ ４５．０ ２０．０ １２０２ １１５０ １２４６

２００×１００×５ ８０ ４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８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１５０×４ ５０ ３０．０ ３７．５ １１９８ １２４５ １２４２

２００×１５０×５ 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３１ １７６１ １５８９

２００×１５０×６ 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８ １８８４

２００×１００×５ ５０ ４５．０ ２０．０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２

２００×１５０×５ 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３１ １７６２ １５８８

２００×２００×５ ５０ ２２．５ ４０．０ １９６２ ２２７３ ２０３５

４　结论

１）在偏心受压荷载作用下，试件破坏形式表现为弯曲破坏．当试件达到极限承载力时，钢管呈现为

屈服状态、局部钢管出现屈曲并形成塑性铰．随后，受压区混凝土被压碎．最终试件变形严重直至完全丧

失承载能力而破坏．

２）试件破坏过程经历了弹性阶段、弹塑性阶段和破坏阶段．破坏过程稳定，无异常变形或位移变化

情况，表现出良好的延性和偏压性能，钢管与核心混凝土具有较好的协同能力．

３）试件偏心受压破坏过程中，宽厚比犅／狋越大，钢管混凝土柱的极限承载力犳ｕ 越小；长细比λ越

大，钢管混凝土柱的极限承载力犳ｕ越小；偏心率犲越大，钢管混凝土柱的极限承载力犳ｕ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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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试件偏压破坏过程受二阶效应影响较大，加载前期，试件的中和轴偏移较缓慢；加载后期，试件

鼓曲程度迅速、跨中弯曲增幅明显．

５）提出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计算方法，可用于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的计算，可为方形、圆

形等截面形式的高强冷弯钢管混凝土柱偏压承载力计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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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路面沥青混合料的

连通空隙影响分析

李翔，蔡旭，肖天佑

（广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通过成型不同级配排水沥青混合料试件，测算连通空隙率，进而分析影响连通空隙率的主要因素．结

果表明：相同级配的混合料的连通空隙率受沥青粘度的影响，普通７０＃沥青、橡胶沥青、高粘沥青混合料的空

隙率都在１９％左右，但连通空隙率分别为１４％，１１％，８％，相差较大；当具有相同沥青膜厚度及相同空隙率

时，公称粒径越大，连通空隙率越大，连通空隙率在ＯＧＦＣ?５到ＯＧＦＣ?１０的涨幅最大、ＯＧＦＣ?１０到ＯＧＦＣ?１３

的涨幅不明显；随着筛孔２．３６ｍｍ通过率的增大，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均随之减小，且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

之间的差值会逐渐增大，当空隙率为１５％时，连通空隙率已不满足排水性能的要求．

关键词：　道路工程；排水路面；空隙率；连通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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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ｃｏｎ

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Ｔｈｅ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７０＃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ｒｕｂｂｅｒ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ｉｓｃｏｕｓ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ａｒｅａｌｌａｂｏｕｔ１９％，

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ｉｓ１４％，１１％，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１９％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Ｆｏｒｔｈｅ

ｓａｍｅａｓｐｈａｌｔ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ＧＦＣ?５ａｎｄＯＧＦＣ?１０ｉ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ＧＦＣ?１０ａｎｄＯＧＦＣ?１３ｉ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ｓ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２．３６ｍｍｓｉｅ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ｏｔｈｔｈｅｖｏｉｄｒａ

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ｏｉｄｒａ

ｔｉ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Ｆｏｒ１５％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ｃａｎｎｏ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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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沥青混合料是铺设在路面结构上面层的功能性路面材料，因其一般采用开级配设计，拥有较大

的空隙率，且在材料内部大量的空隙都是相互连通的，所以，此种沥青路面材料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排

水效率远超过普通沥青路面表面径流的方式，在雨天时可以迅速排除表面的积水，几乎不会产生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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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道路行车的安全性［１?５］．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借用图像断层技术研究沥青混合料．Ｍａｓａｄ等
［６?８］对

沥青混合料的空隙分布及细观特征进行研究，利用ＣＴ技术得到空隙在旋转压实试件中的分布特征，沿

试件深度空隙率的变化，以及空隙数量、空隙等效直径的分布状态．Ａｒａｍｂｕｌａ等
［９］利用ＣＴ技术与数字

图像技术研究空隙分布及空隙连通性，评价沥青混合料空隙分布与水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肖鑫等
［１０?１２］基

于工业ＣＴ技术分析研究多孔沥青混合料的内部结构，提出影响渗水性能的重要因素有弯曲度、连通空

隙率、过水面积等，并提出流速与空隙当量直径的相关程度犚２＝０．９９９９，当空隙当量直径小于０．５ｍｍ

时，流速小于０．００５１ｍ·ｓ－１，因此，当空隙当量直径小于０．５ｍｍ时，不能成为有效连通空隙；刘威

等［１３］认为连通空隙对排水性能的影响比空隙率更显著．蒋玮等
［１４?１６］通过Ｘ?ｒａｙＣＴ技术获取多孔混合

料断层图像并重建混合料试件的三维模型，研究分析空隙在试件内部的分布特性，认为在相同空隙率的

情况下，粗型级配能够提高抗堵塞性能．徐皓等
［１７］对不同沥青混合料试件进行渗水试验，发现空隙率与

渗水系数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当试件有相同空隙率时，粒径越大，渗水系数越大．但遗憾的是，上述研

究并没有提出连通空隙的影响因素以及连通空隙对排水性能的影响．大空隙沥青混合料连通空隙率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不同排水沥青混合料的连通空隙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各影响因素对连

表１　集料性能指标

Ｔａｂ．１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材料名称 试验项目 质量要求 试验结果

粗集料

石料压碎值／％ ≤２６ １８．２５

洛杉矶磨耗值／％ ≤２８ １７．３

针片状颗粒含量／％ ＜１５ １０．５

吸水率／％ ≤２．０ 均符合

毛体积相对密度／ｇ·ｃｍ
－３ － ２．５６９

表观相对密度／ｇ·ｃｍ
－３

≥２．６ ２．６５５

细集料
表观相对密度／ｇ·ｃｍ

－３
≥２．５ ２．６４３

砂当量／％ ≥６０ ６５

通空隙的影响规律．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材料

为获取不同条件下的多孔沥青混合料的

体积参数，成型马歇尔试件所用集料均为花

岗岩，其技术指标如表１所示．

我国的排水沥青路面一般采用改性沥

青．在不同油石比和相同有效沥青的条件下，

采用普通７０＃沥青、自制外掺质量分数１５％

的４０目橡胶粉的橡胶沥青和高粘改性沥青制作试件，开展连通空隙率的测定试验．３种沥青的基本指

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沥青技术性能指标

Ｔａｂ．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ｕｂｂｅｒａｓｐｈａｌｔ

沥青 试验项目 试验结果 沥青 试验项目 试验结果 沥青 试验项目 试验结果

普通
沥青

软化点／℃ ４８

延度（１５℃）／ｃｍ ＞１００

０．１ｍｍ针入度 ６６

粘度（１３５℃）／Ｐａ·ｓ ０．４１

橡胶
沥青

软化点／℃ ６６

延度（１５℃）／ｃｍ ９４

０．１ｍｍ针入度 ４２

粘度（１３５℃）／Ｐａ·ｓ ３．６７

高粘
沥青

软化点／℃ ８１．８

延度（５℃）／ｃｍ ３８．６

０．１ｍｍ针入度 ４３．１

粘度（１３５℃）／Ｐａ·ｓ ４．７２

１．２　试验方案

设定３种不同最大公称粒径、６个开级配抗滑表层（ＯＧＦＣ）级配，其通过筛孔（方孔筛）的质量分数，

如表３所示．各级配的油石比和空隙率，如表４所示．表３，４中：将对筛孔２．３６ｍｍ通过率不同的ＯＧ

ＦＣ?１３级配编号为１～４．

表３　不同ＯＧＦＣ级配通过筛孔（方孔筛）的质量分数

Ｔａｂ．３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ＧＦＣ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ｑｕａｒｅｈｏｌｅｓｉｅｖｅ ％　

级配类型
方孔筛孔径／ｍｍ

１６ １３．２ ９．５ ４．７５ ２．３６ １．１８ ０．６ 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７５

ＯＧＦＣ?５ － －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１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１．９ ９．１ ７．０

ＯＧＦＣ?１０ － １００ ８４．７ ２２．８ １５．６ １２．６ ９．４ ６．５ ５．１ ４．６

ＯＧＦＣ?１３（１） １００ ８７ ６３．７ ２８．３ ２２．１ １４．０ １０．２ ７．２ ５．２ ４．７

ＯＧＦＣ?１３（２） １００ ８７ ６３．７ ２２．０ １９．３ １４．０ １０．２ ７．２ ５．２ ４．７

ＯＧＦＣ?１３（３） １００ ８７ ６３．７ ２２．０ １６．５ １４．０ ９．２ ６．３ ４．５ ４．０

ＯＧＦＣ?１３（４） １００ ８７ ６３．７ １３．２ １２．３ ８．４ ７．０ ６．３ ５．０ ４．０

７８１第２期　　　　　　　　　　　　李翔，等：不同排水沥青混合料的连通空隙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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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不同公称粒径的级配时，应保证混合料空隙率基本相同，采用经验公式计算各级配所需油石

比，保证试件沥青膜厚度相同．通过双面击实５０次成型马歇尔试件，采用体积法测算空隙率、水中质量

法测算连通空隙率．由于普通７０＃沥青、橡胶沥青、高粘沥青密度不同，同一级配在相同沥青膜厚度条

件下的油石比略有差异．普通７０＃沥青密度最小，因此，其混合料油石比最小．

表４　不同混合料类型的油石比和空隙率

Ｔａｂ．４　Ｏｉｌ?ｓｔ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

沥青种类
油石比／％

普通７０＃沥青 橡胶沥青 高粘沥青

空隙率／％

普通７０＃沥青 橡胶沥青 高粘沥青

ＯＧＦＣ?５ ６．２５ ６．３ ６．３５ １７．７ １７．５ １７．９

ＯＧＦＣ?１０ － ５．７ － － １７．８ －

ＯＧＦＣ?１３（１） － ５．９ － － １４．６ －

ＯＧＦＣ?１３（２） － ５．８ － － １７．２ －

ＯＧＦＣ?１３（３） － ５．７ － － １９．５ －

ＯＧＦＣ?１３（４） － ５．６ － － ２２．９ －

图１　排水路面内部空隙

Ｆｉｇ．１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ｖｏｉｄ

１．３　连通空隙的测算

在排水沥青路面中，空隙分为连通空隙、半连通空隙和

封闭空隙３种，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连通空隙既能排水又

可以吸噪；半连通空隙只能储水和吸噪；而封闭空隙不能吸

噪也不能排水．

因此，连通空隙率越大，排水效果与吸噪效果就越好，

而通常所说的空隙率是指三者之和．对连通空隙的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将试件放置水中浸泡约１ｈ，使水填满连通空

隙，并计算连通空隙率，计算式为

犞′＝
犞－犞ｃ
犞

×１００％．

上式中：犞′为连通空隙率；犞 为试件体积；犞ｃ为集料与封闭空隙的体积，犞ｃ＝（犃－犆）／ρｗ，犃为试件空中

质量，犆为试件水中质量，ρｗ 为常温水的密度．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　沥青种类对连通空隙率的影响

根据３种不同沥青的基本指标可以看出，高粘沥青的性能最好，其次是橡胶沥青，普通７０＃沥青的

性能较差．对比３种沥青１３５℃的粘度（表２）可知：高粘沥青的粘度最大，其次是橡胶沥青，最后是普通

７０＃沥青；普通７０＃沥青在１３５℃时的粘度只有０．４１Ｐａ·ｓ，相比于其他两类改性沥青更为流淌，更接

近于流体，自由流动的能力最高．通过成型相同的级配ＯＧＦＣ?５、不同沥青种类的试件，研究混合料的空

图２　不同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

Ｆｉｇ．２　Ｖｏｉ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

隙率（犞ｖ）与连通空隙率（犞′），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在相同的级配条件下，不同沥青种类的空

隙率大致相同，基本在１７％左右，但是其连通空隙率相差

较大，普通７０＃沥青的试件连通空隙率约为１４％，橡胶沥

青试件的连通空隙率为１１％，而高粘沥青的连通空隙率只

有８％左右．

高粘沥青混合料连通空隙率最小有以下３点原因．１）

在高温状态下，粘度更大的高粘沥青与细集料混合成的胶

结料容易形成团粒，不能均匀地附着在粗集料的表面，而这

些团粒中间或是团粒与团粒之间往往会包裹一些空气且难

以分散，阻碍了连通空隙的形成，这也是规范中改性沥青混

８８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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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料不采用真空法计算理论密度的原因．２）在击实试件时，沥青混合料的温度将会下降，而高粘沥青的

粘温曲线相比橡胶沥青与普通沥青的粘温曲线更为陡峭，也就是说，当温度在１４０℃以下时，随着温度

逐渐降低，高粘沥青的粘度会迅速增加，使细集料之间或是细集料与粗集料之间形成的封闭空隙稳定成

型，这部分细集料不能再通过击实的做功继续裹附粗集料．３）粘度大的沥青流动性较差，在试件内部会

堵塞一些骨架间隙，使部分区域没有被胶浆填充，反而被胶浆包裹形成封闭空隙．

与普通７０＃沥青相比，橡胶沥青不仅粘度高于普通沥青，而且还存在没有发生完全溶胀反应的橡

胶核，相当于添加了细集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

橡胶沥青混合料与高粘沥青混合料的连通空隙率也有较大的差异，但两者在１３５℃时的粘度差异

没有橡胶沥青与普通沥青的差异那么大，可连通空隙的差异与橡胶沥青和普通沥青的连通空隙差异相

同，说明在相同级配的条件下，温度下降和粘度的迅速上升是形成封闭空隙的主要因素．

２．２　公称粒径对连通空隙的影响

当试件的空隙率不变、排水路面的公称粒径发生改变时，连通空隙率会随着发生改变．研究相同空

隙率的ＯＧＦＣ?５，ＯＧＦＣ?１０，ＯＧＦＣ?１３（２）橡胶沥青混合料的连通空隙率，得出公称粒径越大，连通空隙

率越大．部分马歇尔试件，如图３所示．不同粒径混合料的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如图４所示．

　　　　图３　马歇尔试件 图４　不同粒径混合料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

　　Ｆｉｇ．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ｉｇ．４　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ｏｆ

　　　　　　　　　　　　　　　　　　　　　　　　　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

由图３可知：大粒径的试件表面明显有许多的凹凸空隙，构造深度较深．由图４可知：在相同沥青膜

厚度的条件下，改变了公称粒径，试件的空隙率均为１８％左右，但是连通空隙逐步递增，ＯＧＦＣ?１０到

ＯＧＦＣ?１３的涨幅较小，仅为２％，而ＯＧＦＣ?５到ＯＧＦＣ?１０的涨幅较大，接近５％．

不同公称粒径混合料连通空隙率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２个原因．１）大粒径集料在形成骨架结构

时，粗集料之间的空隙直径较大，细集料与沥青形成团粒无法填补这么大的空隙．而试件ＯＧＦＣ?５大部

分是由２．３６～４．７５ｍｍ的集料搭成的骨架，骨架间隙宽度远小于试件ＯＧＦＣ?１０与ＯＧＦＣ?１３，很容易

被胶浆填补形成封闭空隙．２）在击实过程中，大粒径粗集料很少可以直接形成骨架空隙，而在ＯＧＦＣ?５

混合料中，部分粗集料可以直接封闭空隙，这是因为形成骨架的集料过细，在ＯＧＦＣ厚沥青膜的特性下

容易抱团、黏结在一起．

２．３　关键筛孔对连通空隙的影响

为保证排水路面拥有足够的空隙，在材料的级配设计中，关键筛孔通过率的把控至关重要．针对排

水路面普遍使用的粒径ＯＧＦＣ?１３沥青混合料，通过对改变关键筛孔２．３６ｍｍ的通过率研究其连通空

隙率的变化．采用橡胶沥青混合料成型４种不同空隙率的试件，改变粗细集料之比，其空隙率与连通空

隙率的关系，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空隙率大于１５％时，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之间有着良好的相关性，其表达式为

犞′＝１．０６×犞ｖ－０．０４３犚
２
＝０．９８６．

　　从上式可以看出，在ＯＧＦＣ?１３沥青混合料中，随着空隙率的提高，连通空隙率也随之提高，基本保

持在空隙率上升１％，连通空隙率上升０．９５％．当筛孔２．３６ｍｍ的通过率提升时，粗细集料的占比会发

生改变．细集料增多会增加细集料与沥青形成的胶结料，此时，胶结料不仅裹附在粗集料的表面，还可用

９８１第２期　　　　　　　　　　　　李翔，等：不同排水沥青混合料的连通空隙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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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填充骨架间的空隙，因此，空隙率会随着关键筛孔通过率的增大而减小．总的空隙率减小会有一部分

连通空隙被胶浆填充，当填充位置在连通空隙管道中部时，形成的封闭空隙较少，影响不大；当被填充位

置连通空隙管道两端时，会形成较大的封闭空隙．

对于筛孔２．３６ｍｍ的通过率与空隙率、连通空隙率的关系，如图６所示．

　　图５　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的关系　　　　　图６　筛孔２．３６ｍｍ通过率与空隙率、连通空隙率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ｉｄ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２．３６ｍｍ　

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　　　　　　　　　　ｓｉｅｖｅ，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　

由图６可知：筛孔２．３６ｍｍ通过率与空隙率、连通空隙率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但此相关性只适用

于空隙率大于１５％的多空沥青混合料；当空隙率小于１５％时，连通空隙率下降迅速，与关键筛孔通过率

不再呈线性相关．

关键筛孔通过率与空隙率、连通空隙率的关系可表达为

犞ｖ＝０．８４０×犜＋０．０８７８犚
２
＝０．８９２，

犞′＝－０．８８６×犜＋０．１０３犚
２
＝０．８６８．

上式中：犜为筛孔２．３６ｍｍ的通过率．

对比两个式子可以发现，两条拟合直线的斜率不同，这说明当空隙率越来越小时，空隙率与连通空

隙率的差值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当胶结料增多，胶结料之间会形成一定的封闭空隙；且在填充骨架空

隙的过程中，胶结料的增多会在粗集料形成较细的骨架空隙处形成封闭空隙．因此，筛孔２．３６ｍｍ通过

率的提高使封闭空隙逐渐增大，同时，连通空隙率与空隙率的差值逐渐增大，此相关关系与蒋玮［１６］的研

究结论趋势一致，但能否推及其他沥青混合料类型还有待研究．

３　结论

１）级配相同、沥青种类不同的混合料制备的试件连通空隙率有一定的差别．普通７０＃沥青、橡胶沥

青、高粘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都在１９％左右，但连通空隙率分别为１４％，１１％，８％．随着沥青粘度的上

升，混合料的连通空隙下降，对路面的排水效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排水沥青路面在满足力学性能

的前提下，为确保有足够的连通空隙率，混合料应使用粘度较小的沥青．

２）在具有相同沥青膜厚度和相同空隙率的前提下，随着公称粒径增大，混合料骨架间隙宽度有所

增加，连通空隙率也随之增长，但是连通空隙率的涨幅越来越小，ＯＧＦＣ?５到ＯＧＦＣ?１０的涨幅最大，接

近５％；ＯＧＦＣ?１０到ＯＧＦＣ?１３涨幅不明显，仅有２％．

３）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的差值为３％左右，随着筛孔２．３６ｍｍ通

过率的增大，空隙率与连通空隙率都会减小，且之间的差值会逐渐增大，当空隙率为１５％时，连通空隙

率已不满足排水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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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因素对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

抗折强度的影响

苗福生１，２，李媛３，李星４

（１．宁夏大学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宁夏 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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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宁夏大学 数学统计学院，宁夏 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　针对功能梯度混凝土在地下工程中的应用问题，研究多因素作用对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抗折强度的

影响．试验使用均匀设计方案，建立两种回归分析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二次多项式模型对主效应及交互主效

应进行分析；采用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的降维子模型对单因素及交互作用对抗折强度的影响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对抗折强度的影响中，主效应从大到小为水胶比、聚丙烯酸酯乳液、粉煤灰、硅粉、聚丙烯纤

维；交互主效应从大到小为硅粉和聚丙烯纤维、聚丙烯纤维和聚丙烯酸酯乳液、粉煤灰和聚丙烯酸酯乳液、硅

粉和聚丙烯酸酯乳液、水胶比和聚丙烯纤维、粉煤灰和聚丙烯纤维、水胶比和硅粉、水胶比和粉煤灰、粉煤灰和

硅粉、水胶比和聚丙烯酸酯乳液；并且当水胶比、粉煤灰掺量、硅粉掺量、聚丙烯纤维、聚丙烯酸酯乳液分别为

０．２２，２９．８７％，７．４６％，１．１９ｋｇ，８．７２％时，抗折强度最优，为２８．４７ＭＰａ．

关键词：　聚合物；聚丙烯酸酯乳液；功能梯度混凝土；抗折强度；回归分析；均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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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作为土木工程中使用量最大的结构材料，由于其界面过渡区的存在，使其力学性能、耐久性

能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了改善其性能，１９９９年，国内首次把梯度的概念引入水泥基材料中，引用梯度的

概念研究水泥基混凝土的界面问题，利用组分梯度复合的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水泥基材料的缺

陷［１?３］，为水泥基材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领域．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通过在混凝土材料中添加聚

合物得到的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ＣＣ）可以克服普通混凝土自身存在

的缺陷［４?１２］，如界面薄弱、功能单一、抗弯拉强度低、韧性差、抗渗性弱等问题，能作为功能梯度混凝土的

功能层应用于特定的场合及环境中［４?１２］，尤其是能作为重要地下工程的抗渗功能层［１３］．ＰＣＣ的材料性

能对于梯度混凝土所呈现的最终性能影响至关重要，因此，ＰＣＣ材料的组成设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而且对于实际工程应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采用均匀设计方案，用两种回归分析方法建立

各组成因素对功能层材料ＰＣＣ的抗折强度的影响模型，分析各组成因素及其相互匹配对抗折强度的影

响规律，在此基础上确定抗折强度最优的功能层材料ＰＣＣ的配比组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材料

水泥采用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的Ｐ．Ｏ５２．５Ｒ型普通硅酸盐水泥，各项技术指标符合ＧＢ１７５－

２００７《通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采用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的Ｆ类Ⅰ级粉煤灰，各物理性能均符

合ＧＢ／Ｔ１５９６－２００５《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硅粉产自宁夏融通实业有限公司；骨料产自宁

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石英厂；减水减缩剂采用北京恒安减水减缩剂厂配制的聚羧酸高效减水减

缩剂，减缩率为８％，减水率为２８％，固体含量为１２％；聚丙烯纤维产自山东泰安同伴工程塑料有限公

司（长度为６ｍｍ，纤维直径为３３μｍ，密度为０．９１ｋｇ·ｍ
－３，燃点为５９０℃，弹性模量大于２．５ＧＰａ，抗

拉强度为５３０ＭＰａ）；聚合物采用太原市晋源区晋远建材厂生产的聚丙烯酸酯乳液（ｐＨ值为６．０，黏度

表１　原材料的主要化学组成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组成 狑（ＳｉＯ２） 狑（Ａｌ２Ｏ３） 狑（Ｆｅ２Ｏ３） 狑（ＣａＯ） 狑（ＭｇＯ）

水泥 ２０．０８ ５．２３０ ５．０８０ ６４．２１ １．８９

粉煤灰 ６０．５９ ２６．５９０ ２．９２０ ３．５９ ０．９８

硅灰 ９７．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８ ０．１８

石英砂 ≥９８．６０ ≤１．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４ ≤０．０５

为２１０ｍＰａ·ｓ，断裂延伸率为

４７０％，固体含量大于４５％，机械

稳定性为２８００ｒ·ｍｉｎ－１下２０

ｍｉｎ不破乳）；拌合水选用饮用自

来水，ｐＨ 值为７．７．原材料的化

学组成，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狑

为质量分数．

１．２　试验设计

根据功能梯度混凝土设计的需要，将ＰＣＣ作为抗渗保护层，试验强度设计等级为Ｃ６０．试验目的是

寻找ＰＣＣ使抗折强度高的最佳配方．试验采用均匀设计方案
［１４］；采用ＤＰＳＶ１４．１０进行试验方案设计、

建模和计算［１５］；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５ｂ进行图形的绘制．

１．２．１　选择因素水平　选取对ＰＣＣ性能影响较大的５个因素：水胶比狓１、粉煤灰掺量狓２、硅粉掺量

狓３、聚丙烯纤维狓４、聚丙烯酸酯乳液狓５，每种因素选取１２个水平，即５因素１２水平．均匀设计因素水平

表，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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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均匀设计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

处理号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ｋｇ 狓５／％ 处理号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ｋｇ 狓５／％

Ｎ１ ０．２０ ２５ ５．０ ０．６ ６．０ Ｎ７ ０．２６ ３１ ８．０ １．２ ９．０

Ｎ２ ０．２１ ２６ ５．５ ０．７ ６．５ Ｎ８ ０．２７ ３２ ８．５ １．３ ９．５

Ｎ３ ０．２２ ２７ ６．０ ０．８ ７．０ Ｎ９ ０．２８ ３３ ９．０ １．４ １０．０

Ｎ４ ０．２３ ２８ ６．５ ０．９ ７．５ Ｎ１０ ０．２９ ３４ ９．５ １．５ １０．５

Ｎ５ ０．２４ ２９ ７．０ １．０ ８．０ Ｎ１１ ０．３０ ３５ １０．０ １．６ １１．０

Ｎ６ ０．２５ ３０ ７．５ １．１ ８．５ Ｎ１２ ０．３１ ３６ １０．５ １．７ １１．５

１．２．２　选择均匀设计表　根据水平数，采用犝
１２１２

１２均匀设计表［１４］，均匀设计表通常以中心偏差（ｃｅｎ

ｔｒ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ＣＤ）作为均匀性度量指标
［１５］．依据中心偏差和因素个数得到均匀设计使用表犝

１２１２
５

（ＣＤ＝０．１６５５５２１３）．对犝
１２１２

５ 进行优化，得到优化的ＰＣＣ均匀设计表（ＣＤ＝０．１４９４１２１３２，以狓１ 水

平为升序排列），如表３所示．

表３　优化后的ＰＣＣ均匀设计表

Ｔａｂ．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ＣＣ

处理号 狓１ 水平 狓２ 水平 狓３ 水平 狓４ 水平 狓５ 水平 处理号 狓１ 水平 狓２ 水平 狓３ 水平 狓４ 水平 狓５ 水平

Ｎ１ １ ９ ９ １０ ８ Ｎ７ ７ １０ １１ ４ ３

Ｎ２ ２ ４ ５ ２ ４ Ｎ８ ８ ２ ２ ３ ９

Ｎ３ ３ １２ ６ ５ １０ Ｎ９ ９ ３ ７ １１ ２

Ｎ４ ４ ７ １ ７ １ Ｎ１０ １０ ８ ８ １ ７

Ｎ５ ５ １ １２ ８ ６ Ｎ１１ １１ １１ ３ ９ ５

Ｎ６ ６ ６ ４ １２ １２ Ｎ１２ １２ ５ １０ ６ １１

１．２．３　生成均匀设计试验方案　在ＤＰＳ中生成的ＰＣＣ均匀设计试验方案，如表４所示．

表４　ＰＣＣ均匀设计试验方案

Ｔａｂ．４　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ＰＣＣ

处理号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ｋｇ 狓５／％ 处理号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ｋｇ 狓５／％

Ｎ１ ０．２０ ３３ ９．０ １．５ ９．５ Ｎ７ ０．２６ ３４ １０．０ ０．９ ７．０

Ｎ２ ０．２１ ２８ ７．０ ０．７ ７．５ Ｎ８ ０．２７ ２６ ５．５ ０．８ １０．０

Ｎ３ ０．２２ ３６ ７．５ １．０ １０．５ Ｎ９ ０．２８ ２７ ８．０ １．６ ６．５

Ｎ４ ０．２３ ３１ ５．０ １．２ ６．０ Ｎ１０ ０．２９ ３２ ８．５ ０．６ ９．０

Ｎ５ ０．２４ ２５ １０．５ １．３ ８．５ Ｎ１１ ０．３０ ３５ ６．０ １．４ ８．０

Ｎ６ ０．２５ ３０ ６．５ １．７ １１．５ Ｎ１２ ０．３１ ２９ ９．５ １．１ １１．０

１．２．４　确定试验用料配比　根据表４计算得到的均匀设计试验用料配合比，如表５所示．

表５　ＰＣＣ均匀设计试验用料配合比表

Ｔａｂ．５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ＣＣ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ｓｔ ｋｇ·ｍ
－３
　

编号
胶凝材料用量

水泥 粉煤灰 硅灰

骨料用量／目

２５～６０ ６０～８０
水用量

调整组分用量

减水减缩剂 聚丙烯纤维 聚丙烯酸酯乳液

ＭＪＹ１ ５６８．４ ３２３．４ ８８．２ ５７６．８６ ５７６．８６ １９６．００ ２５．６７６ １．５ ９３．１

ＭＪＹ２ ６３７．０ ２７４．４ ６８．６ ５８２．９５ ５８２．９５ ２０５．８０ ２４．１０８ ０．７ ７３．５

ＭＪＹ３ ５５３．７ ３５２．８ ７３．５ ５６３．９８ ５６３．９８ ２１５．６０ ２２．５４０ １．０ １０２．９

ＭＪＹ４ ６２７．２ ３０３．８ ４９．０ ５８１．８１ ５８１．８１ ２２５．４０ ２０．９７２ １．２ ５８．８

ＭＪＹ５ ６３２．１ ２４５．０ １０２．９ ５６５．４０ ５６５．４０ ２３５．２０ １９．４０４ １．３ ８３．３

ＭＪＹ６ ６２２．３ ２９４．０ ６３．７ ５４６．３３ ５４６．３３ ２４５．００ １７．９３４ １．７ １１２．７

ＭＪＹ７ ５４８．８ ３３３．２ ９８．０ ５６４．６７ ５６４．６７ ２５４．８０ １６．３６６ ０．９ ６８．６

ＭＪＹ８ ６７１．３ ２５４．８ ５３．９ ５４５．９０ ５４５．９０ ２６４．６０ １４．７９８ ０．８ ９８．０

ＭＪＹ９ ６３７．０ ２６４．６ ７８．４ ５５８．５４ ５５８．５４ ２７４．４０ １３．２３０ １．６ ６３．７

ＭＪＹ１０ ５８３．１ ３１３．６ ８３．３ ５４２．６２ ５４２．６２ ２８４．２０ １１．７６０ ０．６ ８８．２

ＭＪＹ１１ ５７８．２ ３４３．０ ５８．８ ５４３．００ ５４３．００ ２９４．００ １０．１９２ １．４ ７８．４

ＭＪＹ１２ ６０２．７ ２８４．２ ９３．１ ５２４．３４ ５２４．３４ ３０３．８０ ８．６２４ １．１ １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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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３　试件制备及养护

试件制备及养护参照ＤＬ／Ｔ５１２６－２００１《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试验规程》．将骨料按质量比１∶１倒

入搅拌机，干拌３０ｓ；将胶凝材料倒入搅拌机，干拌１ｍｉｎ；将聚丙烯纤维倒入搅拌机，干拌１ｍｉｎ；将减

水剂倒入８０％的水中拌匀，将乳液倒入拌匀，将混合液倒入搅拌机，搅拌５ｍｉｎ；将剩余２０％的水倒入搅

拌机，搅拌２ｍｉｎ；卸料、入模具，浇筑成型．浇筑成型在（２０±３）℃，相对湿度６０％以上的试验室进行．

试件浇筑、振捣、成型、抹平后，覆膜，并在膜外淋水，４８ｈ（从加拌和水搅拌开始计算龄期）后脱模；

脱模后，在温度（２０±３）℃的水中养护７ｄ；水养７ｄ后，在干养护箱中养护至龄期．

由于聚丙烯酸酯乳液对ＰＣＣ具有缓凝作用，故４８ｈ脱模，以保证试块充分硬化和水泥充分水化，

这可使脱模后的试块达到较高的力学性能．硬化脱模后，在水中养护是为了使水泥得以充分地水化，由

水化硅酸钙（Ｃ?Ｓ?Ｈ）形成混凝土的刚性骨架，使混凝土强度得以尽快增长．水养后，在干养护箱中养护，

有利于ＰＣＣ添加的聚合物失水固化、成膜，使其形成的点、网、膜胶联于Ｃ?Ｓ?Ｈ形成的混凝土刚性骨架

之中，紧密黏固，并将混凝土内部的毛细孔道填塞［１６?１８］．

１．４　抗折强度试验

抗折强度测量参照ＧＢ／Ｔ１７６７１－１９９９《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ＩＳＯ法）》，测定抗折强度的长方体

试件尺寸为４０ｍｍ×４０ｍｍ×１６０ｍｍ，将试件置于夹具中，在压力机上完成测试．压力机采用ＣＨＴ?

４１０６型微机液压万能试验机（上海新三思计量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最大承载力为１０００ｋＮ．

２　试验结果与建模分析

根据试验结果，对ＰＣＣ２８ｄ抗折强度进行单指标多元回归建模，就主效应、交互主效应、单因素及

交互作用对抗折强度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

２．１　试验结果

ＰＣＣ２８ｄ抗折强度（犳２８）试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ＰＣＣ２８ｄ抗折强度表

Ｔａｂ．６　２８ｄ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ＰＣＣ

编号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ｋｇ 狓５／％ 犳２８／ＭＰａ 编号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ｋｇ 狓５／％ 犳２８／ＭＰａ

ＭＪＹ１ ０．２０ ３３ ９．０ １．５ ９．５ ２０．５８ ＭＪＹ７ ０．２６ ３４ １０．０ ０．９ ７．０ １０．９８

ＭＪＹ２ ０．２１ ２８ ７．０ ０．７ ７．５ １８．８１ ＭＪＹ８ ０．２７ ２６ ５．５ ０．８ １０．０ １２．００

ＭＪＹ３ ０．２２ ３６ ７．５ １．０ １０．５ １４．１４ ＭＪＹ９ ０．２８ ２７ ８．０ １．６ ６．５ １１．０８

ＭＪＹ４ ０．２３ ３１ ５．０ １．２ ６．０ １６．８９ ＭＪＹ１０ ０．２９ ３２ ８．５ ０．６ ９．０ １０．３１

ＭＪＹ５ ０．２４ ２５ １０．５ １．３ ８．５ １４．９１ ＭＪＹ１１ ０．３０ ３５ ６．０ １．４ ８．０ ７．６９

ＭＪＹ６ ０．２５ ３０ ６．５ １．７ １１．５ １１．５１ ＭＪＹ１２ ０．３１ ２９ ９．５ １．１ １１．０ ７．２９

２．２　抗折强度回归模型的建立

根据试验结果，采用两种方法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２．２．１　偏最小二乘二次多项式回归　将表６的试验结果录入ＤＰＳ中，选中数据模块，在菜单中选择

“多元分析”→“有偏回归分析”→“偏最小二乘二次多项式回归”，建立模型
［１５，１９］．建立的抗折强度关于

狓１～狓５ 的偏最小二乘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狔１ 为

狔１ ＝７３．３２＋３４．７６狓１＋１．１１狓２－５．５８狓３－３３．４１狓４－６．４９狓５＋６３．９９狓
２
１－０．０４４狓

２
２＋

０．１４狓２３＋１．４４狓
２
４－０．０９狓

２
５－１．６５狓１狓２－４．５３狓１狓３－３４．６９狓１狓４－１．９４狓１狓５＋

０．０２狓２狓３＋０．３０狓２狓４＋０．１６狓２狓５＋２．１６狓３狓４＋０．１８狓３狓５＋１．４８狓４狓５． （１）

表７　狔１ 数据标准化后模型误差平方和及决定系数

Ｔａｂ．７　Ｓｑｕａｒｅｓｕｍｏｆｍｏｄｅｌ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ｏｆ狔１

潜变量个数 误差平方和 犚２ ＰＲＥＳＳ统计量

１ １．２２３１ ０．８８８８ １３．１１１１

２ ０．１５４９ ０．９８５９ １１．１５７６

３ ０．０１３４ ０．９９８８ ８．９４０８

　　可从误差平方和看出二次多项式回归模

型的拟合效果．提取不同潜变量个数时，数据

标准化后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与ＰＲＥＳＳ统计

量的下降情况，以及相应组分（潜变量）时的

模型拟合的决定系数犚２，如表７所示．经犉

检验，回归模型在α＝０．０１时达到显著．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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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数可以看出，提取３个组分（潜变量）时，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故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各因素的

主效应．

２．２．２　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　将表６的试验结果录入ＤＰＳ中，选中数据模块，在菜单中选择“多

元分析”→“回归分析”→“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建立模型
［１５，１９］．建立的抗折强度关于狓１～狓５ 的

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狔２ 为

狔２ ＝－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１６．７０狓２＋９．８８狓３＋６２．３５狓４＋１７．７４狓５－

１５４０．４２狓２１－０．２８狓
２
２－０．６６狓

２
３－２６．１９狓

２
４－１．０２狓

２
５．

（２）

　　该回归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统计量犱＝１．８４４９，回归模型经过犉检验，在α＝０．０１水平达到显著，犚
２＝

０．９８９７，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故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各因素及交互作用与抗折强度之间的

关系［１５］．

２．３　单因素及互作项对抗折强度影响分析

２．３．１　各因素主效应分析　标准回归系数可以无量纲地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２０］．抗折强

度的偏最小二乘二次多项式回归主模型狔１ 各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如表８所示．

表８　狔１ 一次项标准回归系数

Ｔａｂ．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ｔｅｒｍｏｆ狔１

因素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狓５

标准回归系数 －０．６４９５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０８８ －０．２２５９

　　由表８可知：各因素主效应对抗折强度的影响顺序为狓１＞狓５＞狓２＞狓３＞狓４，即对抗折强度影响的

顺序从大到小为水胶比、聚丙烯酸酯乳液、粉煤灰、硅粉、聚丙烯纤维．其中，除了硅粉为正效应，其他因

素都为负效应．

２．３．２　互作项的影响顺序分析　抗折强度的偏最小二乘二次多项式回归主模型狔１ 各因素互作项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如表９所示．

表９　狔１ 交互项标准回归系数

Ｔａｂ．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ｏｆ狔１

因素 狓１狓２ 狓１狓３ 狓１狓４ 狓１狓５ 狓２狓３ 狓２狓４ 狓２狓５ 狓３狓４ 狓３狓５ 狓４狓５

标准回归系数 －０．０４４４－０．０５６６－０．０９６８－０．０２５７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７２９ ０．１９４２ ０．２３６４ ０．１３５８ ０．２２０２

　　由表９可知：根据交互项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正负可以看出，两两因素交互作用对抗折强度的影

响顺序为狓３狓４＞狓４狓５＞狓２狓５＞狓３狓５＞狓１狓４＞狓２狓４＞狓１狓３＞狓１狓２＞狓２狓３＞狓１狓５，即影响顺序为硅粉和聚

丙烯纤维、聚丙烯纤维和聚丙烯酸酯乳液、粉煤灰和聚丙烯酸酯乳液、硅粉和聚丙烯酸酯乳液、水胶比和

聚丙烯纤维、粉煤灰和聚丙烯纤维、水胶比和硅粉、水胶比和粉煤灰、粉煤灰和硅粉、水胶比和聚丙烯酸

酯乳液．从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聚丙烯酸酯乳液的添加对各因素的交互影响较大．

２．３．３　单因素对抗折强度影响子模型分析　利用抗折强度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狔２，进行单

因素影响分析时，可以采取降维法［１５］．将其他因子水平固定在０水平，便可以得到反映各单因素对抗折

强度影响过程的子模型．降维后，由式（２）得到的关于狓１～狓５ 的偏回归的子模型分别为

狔２（狓１）＝－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１５４０．４２狓
２
１，

狔２（狓２）＝－４４６．４６＋１６．７０８狓２－０．２８狓
２
２，

狔２（狓３）＝－４４６．４６＋９．８８狓３－０．６６狓
２
３，

狔２（狓４）＝－４４６．４６＋６２．３５狓４－２６．１９狓
２
４，

狔２（狓５）＝－４４６．４６＋１７．７４狓５－１．０２狓
２
５

烍

烌

烎．

（３）

　　各因素对相对抗折强度的影响曲线，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狑为质量分数；犿为质量；犳ｒ为相对抗折

强度．由图１可知：在各因素取值区间内，各因素对相对抗折强度的影响曲线均呈二次抛物线的形式，且

抛物线开口向下．５种影响因素对抗折强度的影响与其对应的水平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较小和较大对

抗折强度都有不利的影响．当各因素的水平较低，在抛物线的对称轴左侧时，其对抗折强度的影响呈现

明显的正效应，这与模型所表现的正效应一致，即抗折强度随着各因素水平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各因素

水平高于抛物线对称轴水平时，其平方项效应的贡献超过其一次项主效应的贡献，各因素对抗折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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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水胶比

影响呈现为负效应，即抗折强度随着因素水平的增加而减小．

从影响曲线变化上可以看出：各因素对抗折强度的影响过程

类似，合适的因素水平可以得到最好的抗折强度．各因素对抗

折强度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其影响程度大小，如表８所示．

式（２）分别对狓１～狓５ 求一阶偏导数，令其为０，可得到各

影响因素的极大值，即抗折强度最优时的值．当水胶比、粉煤

灰掺量、硅粉掺量、聚丙烯纤维、聚丙烯酸酯乳液分别为０．２２，

２９．８７％，７．４６％，１．１９ｋｇ，８．７２％时，抗折强度最优；当它们分

别为０．３１，３６％，１０．５％，０．６０ｋｇ，１１．５％时，抗折强度最差．

　　（ｂ）粉煤灰掺量　　　　　　　　　　　　　　　　　　　（ｃ）硅粉掺量　

　　　（ｄ）聚丙烯纤维　　　　　　　　　 　　　　　　　　　（ｃ）聚丙烯酸酯乳液

图１　各因素对相对抗折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３．４　交互作用对抗折强度影响的子模型分析　抗折强度受影响的因素较为复杂，单一因素并不能

对抗折强度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抗折强度具有一定的影响．交互作用采用抗折

强度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狔２ 进行分析．对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狔２ 采用降维法进行

两两交互作用的分析［１５］．将交互作用外的其他因子水平固定在０水平，便可以得到反映两个因素交互

对抗折强度影响过程的子模型．分析以交互作用影响大小为序．

降维后，由回归模型式（２）得到的抗折强度关于两两因素交互的子模型分别为

狔２（狓３，狓４）＝－４４６．４６＋９．８８狓３＋６２．３５狓４－０．６６狓
２
３－２６．１９狓

２
４， （４）

狔２（狓４，狓５）＝－４４６．４６＋６２．３５狓４＋１７．７４狓５－２６．１９狓
２
４－１．０２狓

２
５， （５）

狔２（狓２，狓５）＝－４４６．４６＋１６．７０狓２＋１７．７４狓５－０．２８狓
２
２－１．０２狓

２
５， （６）

狔２（狓３，狓５）＝－４４６．４６＋９．８８狓３＋＋１７．７４狓５－０．６６狓
２
３－１．０２狓

２
５， （７）

狔２（狓`１，狓４）＝－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６２．３５狓４－１５４０．４２狓
２
１－２６．１９狓

２
４， （８）

狔２（狓２，狓４）＝－４４６．４６＋１６．７０狓２＋６２．３５狓４－０．２８狓
２
２－２６．１９狓

２
４， （９）

狔２（狓１，狓３）＝－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９．８８狓３－１５４０．４２狓
２
１－０．６６狓

２
３， （１０）

狔２（狓１，狓２）＝－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１６．７０狓２－１５４０．４２狓
２
１－０．２８狓

２
２， （１１）

狔２（狓２，狓３）＝－４４６．４６＋１６．７０狓２＋９．８８狓３－０．２８狓
２
２－０．６６狓

２
３， （１２）

狔２（狓１，狓５）＝－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１７．７４狓５－１５４０．４２狓
２
１－１．０２狓

２
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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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４）～（１３）得到的两个因素对抗折强度影响的交互效应，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在两因素交互作用下，无论一种因素固定在什么水平，抗折强度都会随着另一种因素

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并且趋势明显．以上趋势表明，交互作用两因素存在着最佳配料值．由图

２（ａ）可知：当硅粉掺量为７．４６％，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１．１９ｋｇ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硅粉掺量为

１０．５％，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０．６０ｋｇ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ｂ）可知：当聚丙烯纤维添加量

为１．１９ｋｇ，聚丙烯酸酯乳液添加量为８．７２％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０．６０ｋｇ，

聚丙烯酸酯乳液的添加量为１１．５％的时候，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ｃ）可知：当粉煤灰的添加量为

　　　　（ａ）硅粉和聚丙烯纤维　　　　　　　　　　　　　（ｂ）聚丙烯纤维和聚丙烯酸酯乳液

　　（ｃ）粉煤灰和聚丙烯酸酯乳液　　　　　　　　　　　　　（ｄ）硅粉和聚丙烯酸酯乳液

　　（ｅ）水胶比和聚丙烯纤维　　　　　　　　　　　　　　（ｆ）粉煤灰和聚丙烯纤维

　　（ｇ）水胶比和硅粉　　　　　　　　　　　　　　　　（ｈ）水胶比和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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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粉煤灰和硅粉　　　　　　　　　　　　　　　（ｊ）水胶比和聚丙烯酸酯乳液

图２　两个因素对相对抗折强度影响的交互效应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９．８７％，聚丙烯酸酯乳液添加量为８．７２％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粉煤灰添加量为３６％，聚丙烯酸酯

乳液添加量为１１．５％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ｄ）可知：当硅粉添加量为７．４６％，聚丙烯酸酯乳

液添加量为８．７２％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硅粉添加量为１０．５％，聚丙烯酸酯乳液添加量为１１．５％

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ｅ）可知：当水胶比为０．２２，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１．１９ｋｇ时，抗折强度

存在峰值；当水胶比为０．３１，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０．６０ｋｇ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ｆ）可知：当

粉煤灰添加量为２９．８７％，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１．１９ｋｇ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粉煤灰添加量为

３６％，聚丙烯纤维添加量为０．６０ｋｇ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ｇ）可知：当水胶比为０．２２，硅粉的

添加量为７．４６％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水胶比为０．３１，硅粉的添加量为１０．５％时，抗折强度存在最

小值．由图２（ｈ）可知：当水胶比为０．２２，粉煤灰的添加量为２９．８７％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水胶比为

０．３１，粉煤灰添加量为３６％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由图２（ｉ）可知：当粉煤灰添加量为２９．８７％，硅粉

添加量为７．４６％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粉煤灰添加量为３６％，硅粉添加量为１０．５％时，抗折强度存

在最小值．由图２（ｊ）可知：当水胶比为０．２２，聚丙烯酸酯乳液添加量为８．７２％时，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当

水胶比为０．３１，聚丙烯酸酯乳液添加量为１１．５％时，抗折强度存在最小值．

２．４　抗折强度最优时的因素组合方案

根据ＤＰＳ建立的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抗折强度的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为

狔２ ＝－４４６．４６＋６７５．８５狓１＋１６．７０狓２＋９．８８狓３＋６２．３５狓４＋

１７．７４狓５－１５４０．４２狓
２
１－０．２８狓

２
２－０．６６狓

２
３－２６．１９狓

２
４－１．０２狓

２
５．

　　求得５因素影响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抗折强度的最优组合为水胶比０．２２，粉煤灰掺量２９．８７％，硅

粉掺量７．４６％，聚丙烯纤维１．１９ｋｇ，聚丙烯酸酯乳液８．７２％，此配比基础上的最优抗折强度为２８．４７

ＭＰａ．

３　结论

１）在单因素对抗折强度的影响中，对抗折强度影响的顺序从大到小为水胶比、聚丙烯酸酯乳液、粉

煤灰、硅粉、聚丙烯纤维．在取值区间内，各因素对相对抗折强度的影响曲线均呈二次抛物线的形式，且

抛物线开口向下，较小和较大对抗折强度都有不利的影响．

２）在交互作用对抗折强度的影响中，抗折强度存在峰值和最小值，其影响顺序为狓３狓４＞狓４狓５＞

狓２狓５＞狓３狓５＞狓１狓４＞狓２狓４＞狓１狓３＞狓１狓２＞狓２狓３＞狓１狓５，即硅粉和聚丙烯纤维、聚丙烯纤维和聚丙烯酸酯

乳液、粉煤灰和聚丙烯酸酯乳液、硅粉和聚丙烯酸酯乳液、水胶比和聚丙烯纤维、粉煤灰和聚丙烯纤维、

水胶比和硅粉、水胶比和粉煤灰、粉煤灰和硅粉、水胶比和聚丙烯酸酯乳液．

３）根据ＤＰＳ建立的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抗折强度的多因子及平方项逐步回归模型，得到５因素

的最优组合方案为水胶比０．２２，粉煤灰掺量２９．８７％，硅粉掺量７．４６％，聚丙烯纤维１．１９ｋｇ，聚丙烯酸

酯乳液８．７２％，在此配比基础上的最优抗折强度为２８．４７ＭＰａ．

９９１第２期　　　　　　　　　　苗福生，等：多因素对聚合物水泥基混凝土抗折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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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催化过氧化氢氧化法对偶氮染料

酸橙７的降解性能

刘淑坡１，王黛瑶１，王梦云１，邹景１，杨志敏２，周真明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分析测试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过氧化氢溶液在碱性条件下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反应，选择偶氮染料酸橙７（ＡＯ７）作为目标污染

物，研究各种反应参数对ＡＯ７降解的影响；同时，利用抗坏血酸、叔丁醇、糠醇、氯化硝基四氮唑蓝４种不同自

由基猝灭剂鉴定染料在降解过程中的主要活性物质．实验结果表明：碱催化过氧化氢的高级氧化体系可有效

地降解水中典型偶氮染料ＡＯ７，最适ｐＨ值为１１，且随着过氧化氢浓度的增加和反应温度的上升，ＡＯ７的降

解速率随之显著升高；超氧自由基是降解ＡＯ７的主要活性物质．

关键词：　过氧化氢；酸橙７；超氧自由基；碱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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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纺织、皮革、造纸和塑料等行业大量使用染料，其产生的废水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１］．这些染

料废水通常具有高色度、高毒性的特性，当其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就排入自然水体时，将严重威胁人

体健康和生态环境［２］．偶氮染料是在印染工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合成染料，约占有机染料的８０％．

由于偶氮染料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同时，又具有高化学稳定性，传统的方法，如物理法［３］、生物

法［４］、化学法［５］等很难将染料完全降解．因此，偶氮染料废水的处理一直是水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

点．高级氧化工艺（ＡＯＰｓ）因对污染物具有高速、高效的去除能力，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６?８］．过氧化氢

方法作为高级氧化工艺的一种，具有绿色、高效的特点，在实际应用中，活化过氧化氢的方法主要包括金

属离子活化、电活化、微波活化等．由于Ｆｅｎｔｏｎ试剂（Ｆｅ２＋／Ｈ２Ｏ２）需要在严格的酸性条件（ｐＨ＜３）才能

使用［９］，而电活化［１０］和微波活化［１１］均需要外加能量，增加处理费用．Ｋａｔａｆｉａｓ等
［１２］研究表明，碱性环境

可催化过氧化氢生成活性物质，降解有机污染物．因此，本文考察碱催化过氧化氢的方法对偶氮染料酸

橙７（ＡＯ７）的降解情况，在不同反应条件下，研究碱催化过氧化氢对ＡＯ７降解的影响，同时，探究碱催

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作用机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试剂：ＡＯ７，叔丁醇和糠醇（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氧化氢（３０％）、氢氧化钠、抗坏

血酸和氯化硝基四氮唑蓝（ＮＢＴ）（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上述药品均为分析纯，溶液均采

用 Ｍｉｌｌ?Ｑ超纯水制备系统生产的水配制（美国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

仪器：ＴＵ?１９０１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ＰＢ１０型ｐＨ计（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首先，将２ｍ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１的ＡＯ７溶液和确定体积的超纯水加入１５０ｍＬ的锥形瓶中，使用１

ｍｏｌ·Ｌ－１的ＮａＯＨ 调节溶液的ｐＨ值，直到ｐＨ值为所需数值；然后，加入适量过氧化氢溶液以启动反

应，反应溶液总体积为１００ｍＬ，空白实验中没有加入过氧化氢．自由基猝灭实验由抗坏血酸、叔丁醇、

ＮＢＴ和糠醇作为猝灭剂，将其分别注入锥形瓶后，再加入过氧化氢溶液，启动反应．

按规定时间取样，每次从锥形瓶中取１ｍＬ反应液与１ｍＬ０．５ｍｍｏｌ·Ｌ－１磷酸缓冲液（ｐＨ＝６）混

合．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反应温度为（２５±２）℃的条件下，考察不同ｐＨ值时，偶氮染

料ＡＯ７的全扫描光谱情况，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λ为波长；图１（ｂ）插图为偶氮染料ＡＯ７的化学结构．

　（ａ）未混合磷酸缓冲溶液的偶氮染料ＡＯ７　　　　　　　（ｂ）偶氮染料ＡＯ７与磷酸缓冲溶液混合

图１　不同ｐＨ值条件下偶氮染料ＡＯ７全扫描光谱图

Ｆｉｇ．１　Ｆｕｌｌ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Ｏ７ａｚｏｄｙ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１（ａ）可知：当ｐＨ值为１０，１１时，最大特征峰波长为４８４ｎｍ；当ｐＨ值为１２时，最大特征峰波

长为４８０ｎｍ；当ｐＨ值为１３时，最大特征峰波长为４５３ｎｍ．

由图１（ｂ）可知：偶氮染料ＡＯ７与磷酸缓冲液混合后，基本消除了反应溶液ｐＨ值对偶氮染料ＡＯ７

最大特征峰波长的影响，使其ｐＨ值在１０～１３时的最大特征峰波长均为４８４ｎｍ．这说明在测定反应过

程中的吸光度值时，偶氮染料ＡＯ７体积按１∶１加入０．５ｍｍｏｌ·Ｌ－１的磷酸缓冲液（ｐＨ＝６）是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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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不仅可以将溶液ｐＨ值调到中性，还可以终止反应的进行，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同时，还可消

除反应溶液的ｐＨ值对偶氮染料ＡＯ７最大特征峰波长的影响．

１．３　数据处理

狋时刻时，ＡＯ７的降解率计算式为

ＤＥ＝
犆０－犆狋
犆０

×１００％． （１）

式（１）中：ＤＥ为染料降解效率；犆０，犆狋分别为染料的初始浓度和狋时刻的浓度，ｍｍｏｌ·Ｌ
－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碱催化过氧化氢对犃犗７的氧化降解

　 　图２　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

　　Ｆｉｇ．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７ｂｙ

　　　ａｌｋａｌｉ?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２Ｏ２

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ｐＨ 值为１１，

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ｍｍｏｌ·Ｌ
－１，反应温度为（２５±２）℃

的条件下，考察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 ＡＯ７的情况，如图２

所示．图２中：狋为反应时间；犆狋／犆０ 为ＡＯ７的剩余率．由图

２可知：在不含过氧化氢的空白试验中，ＡＯ７几乎无降解，

但加入过氧化氢后，ＡＯ７的降解率（１－犆狋／犆０）得到显著的

提高；当ｐＨ 值为１１，反应时间为６０ｍｉｎ时，ＡＯ７降解率

达到５４．７％，同时，反应前、后溶液的ｐＨ值几乎没有变化

（该数据文中未给出）．因此，碱催化过氧化氢溶液可有效降

解ＡＯ７．

２．２　最佳工艺条件的筛选

２．２．１　初始ｐＨ 值的影响　溶液中的初始ｐＨ 值是影响

基于活化过氧化氢的高级氧化体系氧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改变ｐＨ值可显著影响体系对染料的降

解效果［１３］．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ｍｍｏｌ·Ｌ
－１，反应温度为（２５±２）

℃的条件下，考察溶液初始ｐＨ值对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图３　溶液初始ｐＨ对碱催化

　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７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２Ｏ２

由图３可知：当溶液初始ｐＨ 值从１０上升到１１时，

ＡＯ７在６０ｍｉｎ的降解率从１５．６％上升到５４．７％；而当ｐＨ

值继续升高到１３时，ＡＯ７在６０ｍｉｎ的降解率则快速下降

到５．３％；同时，当ｐＨ值为１０～１３时，碱催化过氧化氢降

解ＡＯ７的反应符合假一级反应动力学，相应的反应表观速

率常数犽ｏｂｓ计算式为

ｌｎ（犆０／犆狋）＝犽ｏｂｓ×狋． （２）

　　当溶液ｐＨ值从１０上升到１１时，相应的反应表观速

率常数犽ｏｂｓ从０．００２８ｍｉｎ
－１提高为０．０１６５ｍｉｎ－１；当溶液

ｐＨ值进一步上升到１３时，相应的反应表观速率常数犽ｏｂｓ

为０．０００９ｍｉｎ－１．因此，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反应的

最适ｐＨ值为１１．

事实上，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反应的最适ｐＨ＝

１１与过氧化氢的ｐ犓ａ＝１１．６２
［１４］相近．根据文献［１５］可知，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的稳定性由ｐＨ值决

定，并且当ｐＨ值为１１～１２时，过氧化氢的自分解速率达到最大；同时，根据文献［１４，１６?１９］可得化学

方程式（３）～（１４），即

Ｈ２Ｏ２ＨＯ
－
２ ＋Ｈ

＋，　　ｐ犓ａ ＝１１．６２． （３）

ＨＯ－２ ＋Ｈ２Ｏ２ →ＨＯ
·
２＋·ＯＨ＋ＯＨ

－，　　犽＝３Ｌ·（ｍｏｌ·ｓ）－
１． （４）

ＨＯ
·
２＋·ＯＨ→Ｈ２Ｏ＋Ｏ２，　　犽＝７．５×１０

９Ｌ·（ｍｏｌ·ｓ）－１． （５）

ＨＯ
·
２＋Ｏ

·－
２ →Ｈ２Ｏ２＋Ｏ２，　　犽＝９．７×１０

７Ｌ·（ｍｏｌ·ｓ）－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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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Ｈ＋Ｏ
·－
２ →ＯＨ

－
＋Ｏ２，　　犽＝１．０１×１０

１０Ｌ·（ｍｏｌ·ｓ）－１． （７）

ＨＯ
·
２＋Ｈ２Ｏ２ →Ｈ２Ｏ＋·ＯＨ＋Ｏ２，　　犽＝ （０．５０±０．０９）Ｌ·（ｍｏｌ·ｓ）

－１． （８）

ＨＯ
·
２ Ｏ

·－
２ ＋Ｈ

＋，　　ｐ犓ａ ＝４．８０． （９）

·ＯＨ＋Ｈ２Ｏ２ →Ｈ２Ｏ＋Ｏ
·－
２ ，　　犽＝２．７×１０

７Ｌ·（ｍｏｌ·ｓ）－１． （１０）

·ＯＨ＋ＨＯ－２ →Ｈ２Ｏ＋Ｏ
·－
２ ，　　犽＝７．５×１０

９Ｌ·（ｍｏｌ·ｓ）－１． （１１）

·ＯＨ＋·ＯＨ→Ｈ２Ｏ２，　　犽＝５．５×１０
９Ｌ·（ｍｏｌ·ｓ）－１． （１２）

·ＯＨ＋Ｏ
·－
２ →ＯＨ

－
＋
１Ｏ２，　　犽＝８×１０

９Ｌ·（ｍｏｌ·ｓ）－１． （１３）

ＨＯ
·
２＋ＨＯ

·
２ →Ｈ２Ｏ２＋

１Ｏ２，　　犽＝８．３×１０
５Ｌ·（ｍｏｌ·ｓ）－１． （１４）

　　由式（３）～（１４）可得，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通过自分解反应生成一系列活性物质，如羟基自由基

·ＯＨ，超氧自由基Ｏ２
·－ 和单线态氧１Ｏ２ 等．由此可推测，降解ＡＯ７的主要氧化剂为过氧化氢通过自催

化反应产生的活性物质；同时可以看出，在碱性条件下，式（４）为过氧化氢自分解生成活性物质的限速步

骤．当反应溶液ｐＨ值接近过氧化氢ｐ犓ａ＝１１．６２时，式（４）的反应速率达到最大，导致生成活性物质（羟

基自由基·ＯＨ，超氧自由基Ｏ２
·－ 和单线态氧１Ｏ２）的速率加快，在６０ｍｉｎ内，ＡＯ７的降解率最大．综上

所述，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反应的最适ｐＨ值为１１．

２．２．２　过氧化氢浓度的影响　由于过氧化氢是碱催化过氧化氢方法中活性物质的来源，故有必要探究

过氧化氢浓度对该方法的影响．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ｐＨ值为１１，反应温度为（２５±２）

℃的条件下，考察过氧化氢浓度（犆（Ｈ２Ｏ２））对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在反应体系中，过氧化氢浓度分别为９，１８，３６，５４，７２ｍｍｏｌ·Ｌ－１时，ＡＯ７的降解率均

呈随反应时间的增加而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在该体系中，ＡＯ７的降解受过氧化氢浓度的影响较为明显；

当过氧化氢浓度为９ｍｍｏｌ·Ｌ－１时，反应时间超过６０ｍｉｎ后，ＡＯ７的降解率为１５．６％；随着过氧化氢

浓度的增加，反应达到终点时刻，ＡＯ７降解率为２７．５％，５４．７％，７３．２％，８３．３％；相应的假一级反应表

观速率常数犽ｏｂｓ从０．００２８ｍｉｎ
－１提高为０．０２９２ｍｉｎ－１．在碱催化过氧化氢的方法中，随着过氧化氢浓

度的增加，ＡＯ７的降解速率也随之增加，反应速率加快．由此可推测，随着过氧化氢浓度的增加，过氧化

氢自分解生成的活性物质增多，从而提高ＡＯ７的降解效率．

２．２．３　温度的影响　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
－１，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ｍｍｏｌ·Ｌ

－１，ｐＨ值为

１１的条件下，考察反应温度（θ）对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反应温度为１０℃，反应时间为６０ｍｉｎ时，ＡＯ７的降解率为３４．２％；随着反应温度

逐步升高到４０℃，染料的降解率也随之增加，达到７７．５％．这是因为反应温度的升高，加剧了溶液中分

子间的碰撞频率，从而促进反应的进行．

图４　过氧化氢浓度对碱催化 Ｈ２Ｏ２ 降解ＡＯ７的影响　　　图５　反应温度对碱催化 Ｈ２Ｏ２ 降解ＡＯ７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２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７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２Ｏ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７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２Ｏ２

同时，染料在各个温度下的降解动力学都遵循假一级反应，根据在不同温度下的ＡＯ７降解的动力

学参数，采用阿伦尼乌斯方程计算反应活化能［２０］，即

犽ｏｂｓ ＝犃·ｅｘｐ（－犈／犚犜）． （１５）

式（１５）中：犃为指前因子；犈为反应活化能；犚＝８．３１４Ｊ·（ｍｏｌ·Ｋ）－１为气体常数；犜为绝对温度，Ｋ．

４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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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ｐＨ值为１１，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ｍｍｏｌ·Ｌ
－１的条件下，绘制

犽ｏｂｓ?θ，ｌｎ犽ｏｂｓ?犜
－１曲线，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ｌｎ犽ｏｂｓ和犜
－１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犚２＝０．９９９．计算得出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

ＡＯ７的反应活化能为３１．６５ｋＪｍｏｌ－１．由于通常普通热反应的反应活化能在６０～２５０ｋＪ·ｍｏｌ
－１之

间［２０］，故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反应更容易发生．

　　　（ａ）犽ｏｂｓ?θ拟合图　　　　　　　　　　　　　　（ｂ）ｌｎ犽ｏｂｓ?犜
－１关系图

图６　估算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反应活化能

Ｆｉｇ．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７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２Ｏ２

２．３　主要活性物质的鉴定

文献［１４，１６?１９］研究表明，过氧化氢可在碱性条件下原位自分解，生成包括羟基自由基·ＯＨ，超氧

自由基Ｏ２
·－ 和单线态氧１Ｏ２ 在内的多种活性物质（式（３）～（１４））降解有机污染物．为判断以上的活性

物质在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反应中是否起到主要作用，利用一种普遍使用的自由基猝灭剂抗坏

血酸进行鉴别［２１］．在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ｍｍｏｌ·Ｌ
－１，ｐＨ值为１１，

反应温度为（２５±２）℃的条件下，考察自由基猝灭剂对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影响，如图７所示．

　 （ａ）抗坏血酸　　　　　　 　　　　　　　　　　　　　（ｂ）叔丁醇

　　（ｃ）糠醇　　　　　　　　　　　　　　　　　　　　　（ｄ）ＮＢＴ

图７　自由基猝灭剂对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ｓ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７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２Ｏ２

由图７（ａ）可知：在碱性过氧化氢溶液中加入浓度为７２ｍｍｏｌ·Ｌ－１的抗坏血酸溶液后，该混合溶液

５０２第２期　　　　　　　　 刘淑坡，等：碱催化过氧化氢氧化法对偶氮染料酸橙７的降解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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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ＡＯ７几乎没有降解．由此可知，上述提及的自由基中的一种或多种（羟基自由基·ＯＨ，超氧自由基

Ｏ２
·－ 和单线态氧１Ｏ２）即为该方法中起降解作用的主要活性物质．

叔丁醇为羟基自由基的猝灭剂，其与羟基自由基的二级反应速率为６×１０８Ｌ·（ｍｏｌ·ｓ）－１
［２２］．由

图７（ｂ）可知：加入浓度为０．１ｍｏｌ·Ｌ－１的叔丁醇溶液后，其对ＡＯ７的降解效果几乎无影响．这说明羟

基自由基并不是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主要活性物质．

糠醇一般被认为是单线态氧的猝灭剂，其与单线态氧的反应速率为１．２×１０８Ｌ·（ｍｏｌ·ｓ）－１
［２２］．

由图７（ｃ）可知：糠醇加入后，也并未影响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对ＡＯ７的降解．由此可知，单线态氧也

不是该反应的主要活性物质．

Ｐｅｎｇ等
［２３］研究表明，ＮＢＴ不与除羟基自由基和超氧自由基以外的物质发生反应，且在前文已验证

羟基自由基不是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主要作用物质，故ＮＢＴ在此处可用于鉴定超氧自由基．

由图７（ｄ）可知：加入浓度为０．６ｍｍｏｌ·Ｌ－１的ＮＢＴ溶液后，过氧化氢溶液在碱性条件下几乎对ＡＯ７

没有产生降解，此现象与图７（ａ）中加入抗坏血酸溶液的现象一致．这表明ＮＢＴ的加入完全抑制体系中

ＡＯ７的降解，说明超氧自由基为碱活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主要活性物质．

Ｘｕ等
［２４］研究表明，ＮＢＴ可以与超氧自由基反应，并被还原为甲腙，生成的甲腙在５６０ｎｍ处有最

图８　ＮＢＴ与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

反应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Ｆｉｇ．８　ＵＶＶｉ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ＢＴａｎｄＨ２Ｏ２

ｕｎｄｅｒ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大吸收峰值．因此，ＮＢＴ与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反应的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被用于进一步证明该反应中超氧自由基的生

成．在ＮＢＴ初始浓度为０．６ｍｍｏｌ·Ｌ－１，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

ｍｍｏｌ·Ｌ－１，ｐＨ值为１１，反应温度为（２５±２）℃的条件下，考

察ＮＢＴ与过氧化氢在碱性条件下反应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在只有 ＮＢＴ和氢氧化钠的体系中，并无甲

腙的生成，而向体系中加入适量过氧化氢溶液后，在４００～８００

ｎｍ的吸收波长内，吸光度值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上升，说明

在该反应中生成甲腙．综上所述，在碱催化过氧化氢反应过程

中，生成了超氧自由基，且超氧自由基为该反应降解 ＡＯ７过

程中的主要活性物质．

２．４　产物分析

Ｃｈｅｎｇ等
［２５］研究表明，偶氮染料ＡＯ７的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在４８４ｎｍ处的吸收峰对应ＡＯ７的偶氮键，３１０，２８０ｎｍ处的吸收峰分别对应ＡＯ７的萘环和苯环．在

图９　ｐＨ＝１１时，ＡＯ７降解过程中的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变化

Ｆｉｇ．９　ＵＶｖｉ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Ｏ７

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ｔｐＨ＝１１

ＡＯ７初始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Ｈ２Ｏ２ 初始浓度为３６

ｍｍｏｌ·Ｌ－１，反应温度为（２５±２）℃的条件下，考察 ＡＯ７

在降解过程中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变化情况，如图９所

示．由图９可知：在ＡＯ７降解过程中，４８４，３１０，２８０ｎｍ吸

收峰的吸光度值随时间的增加均有明显的下降，这说明在

降解过程中，偶氮键、萘环和苯环均发生破坏．

Ｑｉ等
［２６］研究表明，由碱活化过一硫酸盐产生超氧自由

基氧化脱色偶氮染料ＡＯ７是通过断裂染料偶氮键进行的．

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ＧＣ／ＭＳ）检测得出：－Ｎ＝Ｎ－

键断裂后，ＡＯ７分解生成对氨基苯磺酸和１?氨基?２?萘酚；

对氨基苯磺酸由于脱硫作用生成１，４?苯醌、１?氨基?２?萘酚，

这可进一步氧化生成１（２Ｈ）萘酮，３，４?二氢，２?氨基肉桂酸

或１?丁酮，２?羟基?１?苯基；至此，偶氮染料ＡＯ７的脱色过程

完成．故推测偶氮染料ＡＯ７被碱催化过氧化氢氧化降解是通过断裂染料偶氮键进行的，降解的生成物

或中间产物为对氨基苯磺酸、１?氨基?２?萘酚、１，４?苯醌、１（２Ｈ）萘酮、３，４?二氢、２?氨基肉桂酸或１?丁酮和

２?羟基?１?苯基．

６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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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通过测量反应过程中偶氮染料ＡＯ７的吸光度值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３结论．

１）碱催化过氧化氢的高级氧化体系可有效地降解水中典型偶氮染料ＡＯ７．

２）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最适ｐＨ值为１１，且随着过氧化氢浓度的增加和反应温度的上升，

ＡＯ７的降解速率也随之显著提高．

３）在碱催化过氧化氢降解ＡＯ７的反应中，超氧自由基被证明是降解ＡＯ７的主要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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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散热末端耦合运行调节方法

马佳慧，王美萍，田琦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针对目前集中供热系统热量提供的不准确和用户端的热力失调等问题，提出３种对不同末端用户进

行耦合计算的方法．采用水力失调度和热力失调度作为判断依据，进而由综合失调度进行分析比较，并通过具

体实例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加权值计算方法耦合的一次侧运行调节公式更适合指导供热系统的运行调节．

关键词：　供热量；耦合计算；水力失调度；调节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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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ａｉｙ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ｎｚｈｏｎｇ０３０６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ｕｓｅｒａｓａｔｙｐｅ

ｏｆｈｅａｔ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ｅｎｄ?ｕｓｅｒ．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ｗａｙ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ｄ?ｕｓｅ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ａｓｉｄ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ｃｏｕｐ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ｍｏｒｅｓｕｉｔ

ａｂｌｅｆｏｒ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ｅａｔｉｎｇｌｏａ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

三北地区集中供热系统因其管网的庞大［１?３］、热量输送过程的时间差［４］、建筑物的热惯性［５］等问题，

目前系统集中运行调控大多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６］．随着室外温度变化
［７?８］，目前热源、热交换站运行调

控往往仅对单一用户进行执行［９］，未对不同末端用户类型进行区别对待［１０?１１］，各种用户均采用相同的供

热参数，导致系统供热量与用户需热量不符，用户热舒适性差［１２?１３］，系统运行能耗大［１４?１６］．本文针对散

热器和地板辐射两种供暖末端用户，对供热系统一次侧运行调节提出３种耦合处理方法．

１　不同供暖散热末端运行调节的耦合方法

１．１　不同供暖末端供暖系统模型

不同供暖末端供暖系统为间接连接的集中供热系统、散热器和地暖的热负荷确定比例后，通过三通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８?２３

　通信作者：　王美萍（１９７６?），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集中暖通空调系统节能优化及新能源利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ｍｐ＠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ＢＡＪ０４Ｂ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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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调节流量分配比例，进而调节热量输配的比例．由热源提供热水，再经两个换热站换热，热量一部分

提供至散热器的热用户，另一部分提供至地板辐射的热用户．然后，在末端充分放热后流回至换热站，再

由热源提供的热水进行换热，以此循环．系统运行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运行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１．２　二次网调节公式

１．２．１　运行调节方式　常见的两种运行调节方式有质调节和量调节．质调节是指在整个供暖期间，随

着室外温度的变化，只改变热源处网路的供水温度，而网路的循环流量维持设计流量不变的一种调节方

法．量调节是指在整个供暖期间，网路供水温度始终维持设计温度不变，随着室外温度的变化，不断改变

热源处网路循环流量以适应热负荷变化的一种调节方法．

１．２．２　散热器末端用户　根据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散热器热水供暖用户系统热平衡方程
［１７］，可得如下

两种运行调节公式．

１）二次网为无混水时的质调节的运行调节公式为

狋ｇＳ＝狋ｎ＋０．５（狋′ｇＳ＋狋′ｈＳ－２狋ｎ）珚犙
１／（１＋犫）

＋０．５（狋′ｇＳ－狋′ｈＳ）珚犙． （１）

狋ｈＳ＝狋ｎ＋０．５（狋′ｇＳ＋狋′ｈＳ－２狋ｎ）珚犙
１／（１＋犫）

－０．５（狋′ｇＳ－狋′ｈＳ）珚犙． （２）

　　由于供暖系统中各供暖末端用户散热器形式不一，但实际上，供热系统中用户末端多选用柱型和

Ｍ?１３２型散热器．根据相关技术资料
［１５］，犫＝０．３，１／（１＋犫）＝０．７７．

２）二次网为量调节时的运行调节公式为

狋ｇＳ＝狋′ｇＳ， （３）

狋ｈＳ＝２狋ｎ＋（狋′ｇＳ－狋′ｈＳ－２狋ｎ）珚犙
１／（１＋犫）

－狋′ｇＳ． （４）

式（１）～（４）中：珚犙为相对供暖负荷比和相对流量比；狋ｇＳ，狋′ｇＳ分别为散热器二次网实际运行供水温度和设

计供水温度；狋ｈＳ，狋′ｈＳ分别为散热器二次网实际运行回水温度和设计回水温度；狋ｎ为供暖室内设计温度．

１．２．３　地板辐射用户末端　依据地暖热水供暖用户系统热平衡方程
［１８］，可得如下两种运行调节公式．

１）二次网为无混水的质调节时的运行调节公式为

狋ｇＤ ＝狋ｎ＋（狋′ｐｊ－狋ｎ）珚犙
０．９６９
＋（狋′ｇＤ－狋′ｐｊ）珚犙， （５）

狋ｈＤ ＝狋ｎ＋（狋′ｐｊ－狋ｎ）珚犙
０．９６９
＋（狋′ｈＤ－狋′ｐｊ）珚犙． （６）

式（５），（６）中：地板辐射供暖的地板表面平均温度计算表达式为狋ｐｊ＝狋ｎ＋９．８２
狇（ ）１００

０．９６９

，其中，狇为单位

地面面积所需散热量，Ｗ·ｍ－２；狋ｎ为室内温度．

２）二次网为量调节时的运行调节公式为

狋ｇＤ ＝狋′ｇＤ， （７）

狋ｈＤ ＝２狋ｎ－狋′ｇＤ＋２（狋′ｐｊ－狋ｎ）珚犙
０．９６９
＋（狋′ｇＤ＋狋′ｈＤ－２狋′ｐｊ）珚犙． （８）

式（７）～（８）中：狋ｇＤ，狋′ｇＤ分别为地暖二次网实际运行供水温度和设计供水温度；狋ｈＤ，狋′ｈＤ分别为地暖二次

网实际运行回水温度和设计回水温度；狋′ｐｊ为地板辐射供暖的地板表面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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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３　不同供暖散热末端运行调节耦合计算方法

针对间接连接供热系统，利用二次侧两种散热类型的运行调节方法，给出一次侧采用质调节时，３

种不同的耦合计算方法．

１．３．１　依据散热末端负荷偏大者的调节　若散热器用户热负荷犙ｎＳ大于地板辐用户热负荷犙ｎＤ，则一

次网供回水温度调节根据二次侧供暖用户末端为散热器确定，即

τ１ ＝τ１Ｓ，

τ２ ＝τ２Ｓ．

其中：τ１，τ２ 为供暖末端为散热器时一次侧设计工况下的供回水温度．若犙ｎＳ＜犙ｎＤ，则一次网供回水温度

调节根据二次侧供暖用户末端为地板辐射确定，τ１＝τ１Ｄ，τ２＝τ２Ｄ，其中，τ１，τ２ 为供暖末端为地板辐射时，

一次侧设计工况下的供回水温度．

１．３．２　依据散热末端的平均值调节　若犙ｎＳ＞犙ｎＤ或犙ｎＳ＜犙ｎＤ，则一次网供回水温度均根据二次侧供

暖用户末端为散热器和地板辐射时一次侧设计工况下的供回水温度的平均值决定，即

τ１ ＝
τ１Ｓ＋τ１Ｄ
２

，

τ２ ＝
τ２Ｓ＋τ２Ｄ
２

．

１．３．３　依据散热末端的加权平均值的调节　一次侧供回水温度根据供暖用户末端为散热器的计算负

荷犙ｎＳ和供暖用户末端为地板辐射的计算负荷犙ｎＤ占总计算负荷犙ｎ的比例确定．假设犙ｎＳ占总计算负荷

比例犙ｎ为犪，犙ｎＤ占总计算负荷比例犙ｎ为犫，即

τ１ ＝犪τ１Ｓ＋犫τ１Ｄ，

τ２ ＝犪τ２Ｓ＋犫τ２Ｄ．

其中：

τ１Ｓ＝
［（τ′１－τ′２）珚犙＋狋犺］ｅ

犇
Ｓ－狋犵

ｅ犇Ｓ－１
；

τ１Ｄ ＝
［（τ′１－τ′２）珚犙＋狋犺］ｅ

犇
Ｄ －狋犵

ｅ犇Ｄ－１
；

τ２Ｓ＝τ１Ｓ－（τ′１－τ′２）珚犙；

τ２Ｄ ＝τ１Ｄ－（τ′１－τ′２）珚犙．

τ１，τ′１ 分别为耦合后一次网实际运行供水温度和设计供水温度；τ２，τ′２ 分别为耦合后一次网实际运行回

水温度和设计回水温度；τ１Ｓ，τ′１Ｓ分别为散热器一次网实际运行供水温度和设计供水温度；τ２Ｓ，τ′２Ｓ分别

为散热器一次网实际运行回水温度和设计回水温度；τ１Ｄ，τ′１Ｄ分别为地暖一次网实际运行供水温度和设

计供水温度；τ２Ｄ，τ′２Ｄ分别为地暖一次网实际运行回水温度和设计回水温度；犇Ｓ，犇Ｄ 均为常数，

犇Ｓ＝ ［（τ′１－τ′２）－（狋′ｇＳ－狋′ｈＳ）］／Δ狋′Ｓ，

Δ狋′Ｓ＝ ［τ′１－狋′ｇＳ）－（τ′２－狋′ｈＳ）］／ｌｎ
τ′１－狋′ｇＳ

τ′２－狋′ｈＳ
，

犇Ｄ ＝ ［（τ′１－τ′２）－（狋′ｇＤ－狋′ｈＤ）］／Δ狋′Ｄ，

Δ狋′Ｄ ＝ ［（τ′１－狋′ｇＤ）－（τ′２－狋′ｈＤ）］／ｌｎ
τ′１－狋′ｇＤ

τ′２－狋′ｈＤ
．

　　利用耦合而得的一次网供回水温度，计算出二次网的供回水温度．

２　供热稳定性判断依据

水力失调是影响系统供热质量的重要原因．衡量供热系统水力失调的程度用热用户实际流量和规

定流量的比值表示［１７］，即狓＝犞Ｓ／犞ｇ．其中，狓为水力失调度；犞Ｓ，犞ｇ 分别为热用户的实际流量和规定流

量．热力失调是最终判断系统供热质量好坏的指标，用热用户实际供热量和规定供热量的比值表示，即

狔＝犙Ｓ／犙ｇ．其中：狔为热力失调度；犙Ｓ，犙ｇ分别为热用户的实际供热量和规定需热量．

当水力失调度或热力失调度等于１时，即实际流量等于设计流量、系统供热量等于实际需热量，供

１１２第２期　　　　　　　　　　　　马佳慧，等：不同散热末端耦合运行调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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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系统处于稳定的水力工况和热力工况．当水力失调度或热力失调度与１相差越大，供热系统水力失调

与热力失调越严重．因此，通过比较用户端的水力失调度和热力失调度判断哪种耦合供热参数的方法更

适合一次网系统的运行调节．

３　算例分析

以山西省太原市某一热水供热间接连接系统为例，供暖建筑的面积为８４０万ｍ２，供暖面积热指标

取５０Ｗ·ｍ－２．一次侧设计供回水温度取１２０℃／７０℃．二次侧用户末端为散热器时，设计供回水温度

取７５℃／５０℃；地板辐射采暖时，取５０℃／４０℃，且考虑面层为木板．一次网、二次网循环流量公式和供

暖热负荷公式可参考文献［１９］．设散热器用户负荷占比为４０％，地板辐射用户负荷占比为６０％．供热末

端为散热器时，一次网运行调节的公式中常数犇＝１．２５３；供热末端为地板辐射时，一次网运行调节公式

中常数犇＝０．８４７．依照提出的３种耦合计算方法，水力失调度和热力失调度，如表１～２所示．表１～２

中：珡Ｑ为相对负荷．

表１　不同耦合方式下散热器的失调度

Ｔａｂ．１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调节方式 项目 失调度
珚犙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９０ １．００

质调节

偏大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平均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加权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量调节

偏大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０．８２４６０

１．２１２７０

０．８４５８０

１．１８２４０

０．８６７６０

１．１５２６０

０．８９１３０

１．１２１９０

０．９１８８０

１．０８８４０

０．９５２９０

１．０４９４０

０．９９９７０

１．０００３０

平均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０．９１２２９

１．０９６１４

０．９２２８６

１．０８３５９

０．９３３７８

１．０７０９２

０．９４５６６

１．０５７４６

０．９５９４０

１．０４２３２

０．９７６４７

１．０２４０９

０．９９８８５

１．００３１５

加权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０．８９４７６

１．１１７６２

０．９０７４４

１．１０２００

０．９２０５４

１．０８６３２

０．９３４８０

１．０６９７５

０．９５１２８

１．０５１２２

０．９７１７６

１．０２９０６

０．９９９８１

１．０００１９

表２　不同耦合方式下地板辐射的失调度

Ｔａｂ．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调节方式 项目 失调度
珚犙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９０ １．００

质调节

偏大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平均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加权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量调节

偏大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平均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１４１８３

０．８７５７９

１．１２６４８

０．８８７７２

１．１１１３２

０．８９９８３

１．０９５１１

０．９１３１５

１．０７５８２

０．９２９５３

１．０４８９４

０．９５３３５

１．００３０５

０．９９８９６

加权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１．１１２８４

０．８９８６１

１．１００７５

０．９０８４７

１．０８８８９

０．９１８３７

１．０７６２８

０．９２９１３

１．０６１４１

０．９４２１５

１．０４０８６

０．９６０７４

１．００３８１

０．９９６２０

　　由表１，２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１）当一次网、二次网均采用质调节时，散热器和地板辐射的水力失调度和热力失调度均为１，不受

末端用户计算方法的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强，系统供热量也满足供暖末端实际的需热量，但单纯质调节

运行能耗高，不利于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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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一次网为质调节、二次网采用量调节时，如选用供热参数偏大值，散热器和地板辐射的水力失

调度和热力失调度均较大地偏离１，热力失调度最高可达１８％，水力失调度高达２１％，系统的水力工况

不稳定，系统供热量也不满足供暖末端的需热量．如选用供热参数平均值和加权值，散热器和地板辐射

的水力失调度和热力失调度均较小地偏离１，热力失调度低至０．３％，水力失调度低至０．１％．

为进一步判断平均值和加权值两种耦合计算方法，引入综合失调度概念，比较结果，如表３所示．综

合失调度＝｜散热器失调度－１｜＋｜地板辐射失调度－１｜，综合失调度值越高，系统供热量与用户实际需

热量偏差越大，反之亦然．

表３　散热器和地板辐射的综合失调度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项目 失调度
珚犙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９０ １．００

平均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０．２２９５４

０．２２０３５

０．２０３６２

０．１９５８７

０．１７７５４

０．１７１０９

０．１４９４４

０．１４４３０

０．１１６４２

０．１１２７９

０．０７０７５

０．０７０７５

０．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４１９

加权值
热力失调度

水力失调度

０．２１８０８

０．２１９０２

０．１９３３２

０．１９３５４

０．１６８３５

０．１６７９５

０．１４１４８

０．１４０６２

０．１１０１３

０．１０９０７

０．０６９１０

０．０６８３２

０．００４００

０．００３９９

　　由表３可知：采用加权值的综合失调度较小地偏离１，系统的稳定性最强，系统供热量与供暖末端

的需热量更加接近．因此，通过加权耦合得出指导意义的二次网供回水温度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狋

为温度．

（ａ）质调节　　　　　　　　　　　　　　　　　　　　（ｂ）量调节　　　　　

图２　二次网供回水温度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ｔｕｒ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４　结束语

实际供热系统中既有散热器又有地板辐射末端用户，而常规系统的运行调节仅依赖于单一散热末

端进行，导致系统供热量与用户需热量间不匹配问题．文中提出了基于不同用户末端的３种耦合计算方

法，考虑在一次侧采用质调节情况下，采用综合失调度作为判断供热质量好坏的依据，通过计算实例分

析两种散热末端用户在不同分配比下，得出用加权耦合一次侧供热参数的方法，系统供热量与热用户需

热量间更加匹配，更符合经济性和节能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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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癌药物马赛替尼的合成工艺优化

张嘉颖１，裘京晓２，黄程勇１，吴振３，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附属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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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现有文献报道的马赛替尼合成工艺进行优化改进．以２?甲基?５?硝基苯胺为原料，经缩合、噻吩环

化、还原氢化、酰化等反应制备马赛替尼，产物结构经电喷雾质谱（ＥＳＩ?ＭＳ），核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核磁

共振碳谱（１３Ｃ?ＮＭＲ）等确证，并对其中的合成条件进行优化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工艺后，马赛替尼的总

收率为３７．３％（以２?甲基?５?硝基苯胺计），与文献报道的工艺相比，提高了９％；优化后的工艺具有反应时间

短、成本低、收率高等特点，更易应用于工业化生产．

关键词：　马赛替尼；抗癌药物；２?甲基?５?硝基苯胺；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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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替尼（ｍａｓｉｔｉｎｉｂ）学名为４?［（４?甲基?１?哌嗪基）甲基］?Ｎ?［４?甲基?３?［［４?（３?吡啶基）?２?噻唑基］

氨基］苯基］苯甲酰胺，是由法国制药巨头 ＡＢ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研制的一种选择性多靶点酪氨酸酶抑制

剂［１］，作用于小胶质细胞和肥大细胞［２］．临床前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与一线药物伊马替尼（ｉｍａｔｉｎｉｂ）相

比，马赛替尼具有更好的选择性和活性，且因其不作用于非受体蛋白酪氨酸激酶ｃ?Ａｂｌ，降低了心脏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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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３?４］，对胃肠道肿瘤、黑色素瘤及胰腺癌具有潜在治疗作用［５?８］．此外，马赛替尼还可治疗哮喘
［９］、类风

湿性关节炎［１０］、多发性硬化症等炎症［１１?１２］，目前正处于三期临床研究阶段．２００８年，欧洲药物管理局

（ＥＭＡ）批准马赛替尼作为犬肥大细胞肿瘤
［１３］和皮肤恶性肿瘤的治疗药；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马赛替尼

又先后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和ＥＭＡ授予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ＡＬＳ）的孤儿药地

位［１４］．目前，该药物尚未在中国上市及进口．因此，本文对马赛替尼的合成工艺进行优化改进，简化操

作，提高产率，使其更易于产业化．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Ｎ?甲基哌嗪（优级纯，上海迈瑞尔化学技术公司）；３?乙酰基吡啶（优级纯，上海书亚医药公司）；其他

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ＵＶ?２４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Ｒ?２０１型旋转蒸发器（上海申胜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Ｘ?５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河南省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ＱＥｘａｃｔｉｖｅ型高分辨质谱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ＡＶＡＮＣＥＡＶ?４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瑞士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

色谱仪（ＤＡＤ检测器，美国安捷伦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合成路线　文献报道的马赛替尼合成方法主要有２种
［１５?１９］．第１种是以２?甲基?５?硝基苯胺为

原料，经酰化、缩合生成Ｎ?（２?甲基?５?硝基苯基胺基硫代甲酰）乙酰胺（中间体５），在碱性条件下，与２?

溴?１?（吡啶?３?基）乙酮（中间体２）生成Ｎ?（２?甲基?５?硝基苯基）?４?（吡啶?３?基）噻唑?２?胺（中间体６），中

间体６经ＲａｎｅｙＮｉ催化氢化还原后，通过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Ｂａｕｍａｎｎ反应与４?（４?甲基哌嗪?１?基）甲基苯甲酰

氯（中间体３）得到马赛替尼
［１５］．第２种是以２，４?二氨基甲苯为原料，先用二碳酸二叔丁酯选择性保护４

位氨基；然后，与硫氰酸铵和苯甲酰氯反应生成［３?（３?苯甲酰基硫脲基）?４?甲基苯基］氨基甲酸叔丁基

酯；再在碱性条件下脱去苯甲酰基后，与２?溴?１?（吡啶?３?基）乙酮成环为噻唑化合物，脱去叔丁氧羰基保

护基团得到４?（吡啶?３?基）?２?［（２?甲基?５?氨基苯基）氨基］噻唑
［１６?１８］；最后，与事先制备得到的４?（４?甲基

哌嗪?１?基甲基）苯甲酰氯
［１９］生成目标产物，总收率为２６．７％．该合成方法步骤较复杂，且在合成中间体

的后处理中经过多次柱层析，成本高且效率低，不适合工业生产．

因此，经文献调研分析，文中选用第一种路线合成马赛替尼，其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马赛替尼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ｏｕｔｅｏｆｍａｓｉｔｉｎｉｂ

１．２．２　２?溴?１?（吡啶?３?基）乙酮（中间体２）的制备　将３?乙酰基吡啶（２ｍＬ，１８ｍｍｏｌ）置于二氯甲烷

（３０ｍＬ）中，于２５℃下加入质量分数为３０％的氢溴酸溶液（３．６ｍＬ，５４ｍｍｏｌ）．在１ｈ内滴加溴素（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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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１８ｍｍｏｌ）的二氯甲烷（３．５ｍＬ）溶液，滴加完毕后反应２ｈ，薄层板（ＴＬＣ）监测反应完全．抽滤，滤饼

用丙酮（５ｍＬ）洗涤２次，８０℃真空干燥，得到白色粉状固体２（３．２４ｇ，产率为９０．１％），熔点为１９５．１～

１９６．０℃（文献［３］产率为７５．０％，熔点为１９２．２～１９３．８℃），纯度为９８．９％（ＨＰＬＣ面积归一化法，检

测条件：色谱柱为Ｉｎｅｒｔｓｉｌ○
Ｒ
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Ａ为体积分数为０．１％的三氟乙酸

（ＴＦＡ）?乙腈，流动相Ｂ为体积分数为０．１％的ＴＦＡ?水，等度洗脱（流动相Ａ∶流动相Ｂ＝９０∶１０），流

速为０．４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为３０６ｎｍ，进样体积为１０μＬ，柱温为３０℃）．

１．２．３　４?（４?甲基哌嗪?１?基）甲基苯甲酸二盐酸盐（中间体４）的制备　将４?氯甲基苯甲酸（６．０ｇ，３５．２

ｍｍｏｌ）加入正丁醇（７４ｍＬ）中，溶解后加入１?甲基哌嗪（４．７ｍＬ，４２．４ｍｍｏｌ），于２５℃下反应６ｈ，ＴＬＣ

监测反应完全．反应液减压浓缩，加入乙酸乙酯（１００ｍＬ），用３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溶液（１００ｍＬ）萃取，取

水层，用乙酸乙酯洗涤３次，收集水层，用３ｍｏｌ·Ｌ－１盐酸调节ｐＨ值至３～４，加入异丙醇，静置过夜．

过滤，滤饼用异丙醇（５ｍＬ）洗涤２次，于５０℃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４（１０．３７ｇ，产率为９６．０％）（文献

［３］产率为９４．１％），熔点为３０９．８～３１１．４℃（文献［２０］熔点为３１０～３１２℃），纯度为９８％（ＨＰＬＣ面积

归一化法，检测条件：色谱柱为Ｉｎｅｒｔｓｉｌ○
Ｒ
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Ａ为体积分数０．１％的

ＴＦＡ?乙腈，流动相Ｂ为体积分数０．１％的ＴＦＡ?水，等度洗脱（流动相Ａ∶流动相Ｂ＝９０∶１０），流速为

０．４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为２５４ｎｍ，进样体积为１０μＬ，柱温为３０℃）．

ＥＳＩ?ＭＳ（质荷比犿／狕）：２３５．２４［Ｍ＋Ｈ］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化学位移（δ）：７．８８（ｄ，

犑＝８．１Ｈｚ，２Ｈ），７．３９（ｄ，犑＝８．１Ｈｚ，２Ｈ），３．５１（ｓ，２Ｈ），２．３７（ｍ，８Ｈ），２．１７（ｓ，３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

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７．８２，１４３．９０，１３０．７１，１２９．４５，１２９．２０，６２．０２，５５．０３，５２．８６，４５．９９．

１．２．４　４?（４?甲基哌嗪?１?基）甲基苯甲酰氯（中间体３）的制备　将中间体４（２．３ｇ，７ｍｍｏｌ）悬浮于四氢

呋喃（ＴＨＦ，５０ｍＬ）中，加入二氯亚砜（０．７ｍＬ，１０ｍｍｏｌ）及吡啶（１滴），６０℃回流反应０．５ｈ，减压浓

缩，得中间体３．

１．２．５　Ｎ?（２?甲基?５?硝基苯基胺基硫代甲酰）乙酰胺（中间体５）的制备　将硫氰酸铵（１０．０ｇ，０．１３

ｍｏｌ）置于丙酮（２５０ｍＬ）中，于２５℃下加入乙酰氯（９ｍＬ，０．１３ｍｏｌ），搅拌１５ｍｉｎ，分３次向反应液中加

入２?甲基?５?硝基苯胺（１６．５ｇ，０．１１ｍｏｌ），加入完毕后反应２０ｍｉｎ，抽滤，滤饼用丙酮（５ｍＬ）洗涤２次，

干燥后得白色固体５（２７．０２ｇ，产率为９７．１％）（文献［３］产率为９６．５％），熔点为２０４．１～２０５．３℃（文献

［３］熔点为２０３．８～２０４．２℃）．

ＥＳＩ?ＭＳ（犿／狕）：２５３．９５［Ｍ＋Ｈ］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８．６６（ｄ，犑＝２．３Ｈｚ，１Ｈ），

８．０５（ｓ，１Ｈ），７．５８（ｄ，犑＝２５Ｈｚ，１Ｈ），２．３２（ｓ，３Ｈ），２．１８（ｓ，３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

１８０．３２，１７３．２９，１４５．９５，１４１．９１，１３８．２８，１３１．９４，１３１．７３，１０９．３０，２４．２８，１８．３０．

１．２．６　Ｎ?（２?甲基?５?硝基苯基）?４?（吡啶?３?基）噻唑?２?胺（中间体６）的制备　将 Ｋ２ＣＯ３（４．２ｇ，３０

ｍｍｏｌ）悬浮于甲醇（２００ｍＬ）中，加入中间体５（２．６ｇ，１０ｍｍｏｌ），搅拌２０ｍｉｎ后，加入中间体２（４．０ｇ，

２０ｍｍｏｌ），反应２ｈ，ＴＬＣ检测反应完全．向反应液中加水（２００ｍＬ）搅拌１０ｍｉｎ，抽滤，烘干得中间体６

（２．５６ｇ，产率为８２．１％）（文献［３］产率为７６．３％），熔点为２２３．５～２２５．２℃，纯度为９９．２％（ＨＰＬＣ归

一化法，检测条件：色谱柱为Ｉｎｅｒｔｓｉｌ○
Ｒ
Ｃ１８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Ａ为甲醇，流动相Ｂ为

体积分数为０．１％的ＴＦＡ?水，等度洗脱（流动相Ａ∶流动相Ｂ＝６０∶４０），流速为０．４ｍＬ·ｍｉｎ
－１，检测

波长为２５３ｎｍ，进样量为１０μＬ，柱温为３０℃）．

ＥＳＩ?ＭＳ（犿／狕）：３１２．９８［Ｍ＋Ｈ］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９．８０（ｓ，１Ｈ），９．３０（ｓ，１Ｈ），

９．１８（ｄ，犑＝１．８Ｈｚ，１Ｈ），８．５２（ｄ，犑＝４．７Ｈｚ，１Ｈ），８．２７（ｓ，１Ｈ），７．７９（ｄ，犑＝２．２Ｈｚ，１Ｈ），７．６５（ｄｄ，

犑＝５．３，１．７Ｈｚ，１Ｈ），７．４７（ｄ，犑＝２．６Ｈｚ，１Ｈ），７．１０（ｓ，１Ｈ），２．４３（ｓ，３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ＤＭ

ＳＯ?ｄ６），δ：１６１．１０，１４９．０１，１４７．４０，１４５．０６，１４３．７７，１３７．４０，１３４．４６，１３３．０４，１３１．６７，１３０．４３，１２６．６９，

１２４．２２，１１２．８９，１０６．８８，１８．９６．

１．２．７　６?甲基?Ｎ?［４?（吡啶?３?基）噻唑?２?基］?１，３?苯二胺二盐酸盐（中间体７）的制备　将中间体６（１．５

ｇ，５ｍｍｏｌ）置于４０ｍＬ甲醇和氯化铵（体积比为１∶３）的饱和溶液中，在氮气保护下，加入活化的锌粉

（１．０ｇ，１５ｍｍｏｌ），６５℃回流反应３ｈ，ＴＬＣ监测反应完全．过滤，滤饼用甲醇（５ｍＬ）洗涤３次后，用二

７１２第２期　　　　　　　　　　　　张嘉颖，等：抗癌药物马赛替尼的合成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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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甲烷（８０ｍＬ）溶解，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到白色粉末７（１．１６ｇ，产率为８２．２％）（文献［３］产率为

６９．３％），熔点为１３６．２～１３７．９℃（文献［３］熔点１３７．５～１３８．３℃）．ＥＳＩ?ＭＳ（犿／狕）：２８３．１０［Ｍ＋Ｈ］
＋．

１．２．８　马赛替尼（目标化合物１）的制备　将中间体７（１．４ｇ，５ｍｍｏｌ）置于二氯甲烷（５０ｍＬ）中溶解，

冰水浴降温至０℃，加入Ｎ，Ｎ?二异丙基乙胺（ＤＩＰＥＡ）（３ｍＬ，２２ｍｍｏｌ）．向反应液中缓慢滴加中间体３

（１．６ｇ，５ｍｍｏｌ）的二氯甲烷（１０ｍＬ）溶液，室温反应９ｈ，ＴＬＣ监测反应完全．反应液依次用体积分数为

１０％的ＮａＯＨ（１５ｍＬ×２）溶液和水（２０ｍＬ）萃取，二氯甲烷层用无水硫酸钠干燥，过滤，浓缩，加入乙醇

（６０ｍＬ）溶解，用体积分数为１０％的ＮａＯＨ溶液调节ｐＨ值至９～１０，过滤，烘干，得目标化合物１（１．４２

ｇ，产率为５７．０％），熔点为９３．７～９５．１℃．

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９９．４２［Ｍ＋Ｈ］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０．２０（ｓ，１Ｈ），９．４６（ｓ，１Ｈ），

９．１４（ｓ，１Ｈ），８．６０（ｄ，犑＝７．１Ｈｚ，１Ｈ），８．４６（ｄ，犑＝５．７Ｈｚ，１Ｈ），７．９０（ｄ，犑＝６．７Ｈｚ，２Ｈ），７．５３（ｄ，犑＝

６．４Ｈｚ，１Ｈ），７．３６（ｄ，犑＝６．８Ｈｚ，２Ｈ），７．１７～７．３０（ｍ，３Ｈ），６．９２（ｓ，１Ｈ），３．５０（ｓ，２Ｈ），２．２５（ｍ，４Ｈ），

２．１４（ｍ，４Ｈ），１．９２（ｓ，６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６．２３，１６５．７０，１４８．７４，１４７．６７，

１４２．５９，１３９．７１，１３８．２３，１３４．２９，１３３．７２，１３３．１４，１３０．９３，１３０．７４，１２９．１３，１２８．０９，１２４．５６，１２４．１２，

１１６．１１，１１３．７５，１０４．９８，６１．９３，５４．８３，５２．５７，４５．６８，１８．０７．

２　合成工艺条件的优化

２．１　中间体２的合成工艺优化

按文献［３］方法制备中间体２时发现，氢溴酸（ＨＢｒ）在反应中既作诱导剂又作溶剂，腐蚀性强，挥发

图２　原料物质的量比对中间体２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ｎ

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

性大，成本高，且后处理需要重结晶．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

率，更换溶剂（氯仿、水、乙醚、二氯甲烷、醋酸）摸索最佳反

应条件，实验结果表明：以二氯甲烷（ＤＣＭ）为反应溶剂时，

中间体２产率最高，达到９０％，且无需重结晶进行后处理．

通过预实验发现，原料３?乙酰吡啶与 ＨＢｒ物质的量的

比值对反应产率影响较大．采用单因素考察法，固定反应时

间为２ｈ，反应温度为２５℃，考察原料物质的量（狀）之比对

中间体２产率（η（中间体２））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

２可知：当狀（ＨＢｒ）∶狀（３?乙酰吡啶）＝３∶１时，中间体２产

率最佳，为９０．１％．

２．２　中间体４的合成工艺优化

合成中间体４的过程属于取代型Ｎ?烷基化反应，其机

理为４?氯甲基苯甲酸与Ｎ?甲基哌嗪发生亲电取代反应．在文献［３］中，氮气保护下制备中间体４时，需

要４当量的Ｎ?甲基哌嗪，条件要求较高，且产物不易纯化．通过考察原料、产物的稳定性及分析反应机

理，改变原工艺中的氮气条件，发现总产率并无明显变化，因此，省略氮气保护以降低成本，且更适用于

工业化生产．

去氮气保护后，改变溶剂对中间体４的产率无影响，但对反应时间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通过单因素

表１　不同反应溶剂对反应时间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反应溶剂 甲醇 乙醇 异丙醇 正丁醇

狋／ｈ １０～１２ １６～１８ ５～８ ３～６

考察反应溶剂对反应时间的影响，结果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狋为４?氯甲基苯甲酸消失所需的时

间．由表１可知：将反应溶剂乙醇更换为正丁醇，

可使反应时间从１６ｈ缩减为６ｈ，在保证产率和

纯度的前提下，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经条件优化后，中间体４的产率达９６．０％．

２．３　中间体６的合成工艺优化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间体６的产率，采用单因素考察法，控制反应时间为１ｈ，反应温度为２５℃，考察

Ｋ２ＣＯ３ 和中间体５物质的量之比对中间体６产率（η（中间体６））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

当狀（Ｋ２ＣＯ３）∶狀（中间体５）为１∶１～３∶１时，反应产率随比值的增大而增加；当狀（Ｋ２ＣＯ３）∶狀（中间体

５）为３∶１时，反应产率最高，为７６．３％，而后趋于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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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反应时间的考察，发现反应时间对中间体６的产率有较大影响．因此，设定反应温度为２５

℃，狀（Ｋ２ＣＯ３）∶狀（中间体５）＝３∶１时，探究反应时间对产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当

反应时间为２ｈ时，中间体６产率达到最高，为８２．１％．

图３　物质的量的比值对中间体６产率的影响　　　　　　　图４　反应时间对中间体６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６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６

图５　缚酸剂对马赛替尼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ｍａｓｉｔｉｎｉｂ

２．４　马赛替尼的合成工艺优化

以酰氯为反应原料进行酰化反应时，缚酸剂可中和反

应产生的氯化氢，因此，寻找适当的缚酸剂可以有效地提高

反应产率．当反应溶剂为二氯甲烷，反应时间为５ｈ时，研

究不同缚酸剂对马赛替尼产率（η（马赛替尼））的影响，结果

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采用有机碱Ｎ，Ｎ?二异丙基乙胺

（ＤＩＰＥＡ）做缚酸剂时，产率最优，且处理较为简单．文献［３］

中，反应５ｈ并不能使反应完全，因此，将反应时间延长至９

ｈ可反应完全，收率提高至５７．０％（以中间体７计）．

３　结束语

以２?甲基?５?硝基苯胺等为原料制备抗癌新药马赛替尼，并对文献［３］中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合成

的马赛替尼经由质谱，核磁氢谱及碳谱等确证结构．制备中间体２时，通过单因素考察法优化工艺，采用

二氯甲烷作为溶剂，既可减少ＨＢｒ的用量，反应后也无需重结晶处理，当原料物质的量比值狀（ＨＢｒ）∶

狀（３?乙酰吡啶）为３∶１，反应温度由原文献中的６０℃调整为２５℃时，产率最优可达到９０．１％；在合成

中间体４时，省去氮气保护，选用正丁醇代替乙醇作为反应溶剂，反应时间由１６ｈ缩短为９ｈ，反应绿色

环保，产率提高至９６．０％（文献［３］产率为９４．１％）；当合成中间体６时，投料物质量的比值狀（Ｋ２ＣＯ３）∶

狀（中间体５）为３∶１，反应时间为２ｈ时，产率最佳，为８２．１％（文献［３］产率为７６．３％）；合成目标产物

马赛替尼时，更换缚酸剂三乙胺（ＴＥＡ）为ＤＩＰＥＡ，并将反应时间由５ｈ增加至９ｈ，使反应完全，产率由

５４．８％提高至５７．０％（以中间体７计）．改进后的合成工艺操作简单，绿色环保，反应易于控制，总收率

从２８．０％提高至３７．３％（以２?甲基?５?硝基苯胺计），更适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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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干涉测量技术的染液均匀性方法

梅小华，李平，金福江，李扬森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染色过程中染料和助剂不均容易导致色花问题，搭建干涉测量实验平台，采集染液处于不同均匀

程度下的干涉条纹图，根据干涉条纹图形状特点及其频域特征，实现染液均匀性定性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当

染液存在化料不均的情况时，干涉条纹形态及频域特征相对均匀状态染液差异明显，利用干涉测量技术实现

对染液均匀性检测的方法是可行的．

关键词：　均匀性检测；染液；干涉测量；干涉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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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染色过程中染料或助剂不均导致织物色花，配制好的染液首先需要通过化料机进行搅拌

处理［１?３］．化料机通常由化料桶和搅拌棒构成，化料时间长短通常根据经验进行设定．如果化料时间过

短，会导致化料不均，进而容易染花织物，对产品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对

染花的不合格产品进行重新染色．通常需要尽量延长化料时间，但这又会影响生产进度，不利于提高产

量．黄旭明等
［４］通过添加助剂的方法调节染液染料的均匀性，但是无法实时观察染液均匀程度，且增加

额外的助剂成本．沈娟等
［５］通过示差折光检测器测量溶液折射率，实现对溶液均匀性、稳定性的检测，但

对于质量浓度较低的溶液，存在灵敏度不足的问题．干涉测量技术
［６］是以光波干涉原理为基础进行测试

的一门技术，相对于一般的光学成像技术具有更高的灵敏度．随着激光的出现及计算机的应用，在提高

精度的同时，实现了条纹的实时自动分析．文献［７８］成功地将干涉测试技术应用于玻璃的均匀性检测．

本文利用干涉测试技术的优势，搭建染液均匀性检测系统，以解决染料化料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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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干涉原理与检测方法

１．１　光的干涉原理
［９］

设犈０１（狉，狋）和犈０２（狉，狋）是两列频率相同的平面电磁波，在空间产生的电磁场分别为

犈１（狉，狋）＝犈０１ｃｏｓ（２πν狋－犽１狉＋φ１），

犈２（狉，狋）＝犈０２ｃｏｓ（２πν狋－犽２狉＋φ２）
｝． （１）

式（１）中：犈０１，犈０２为电磁波振幅；狉为失径；犽１，犽２ 为波矢量；ν为频率；φ１，φ２为初始相位．

根据叠加定理，两电磁波相遇区域电场为

犈（狉，狋）＝犈１（狉，狋）＋犈２（狉，狋）． （２）

　　相遇区域的光场强度犐为

犐＝〈犈犈〉＝ 〈犈
２
０１＋犈

２
０２＋犈１犈


２ ＋犈


１犈２〉＝

〈犈２０１＋犈
２
０２＋２（犈０１犈０２）ｃｏｓθ〉＝犐１＋犐２＋〈２犈０１犈０２ｃｏｓψ·ｃｏｓθ〉．

（３）

式（３）中：〈〉表示对时间求平均，则犐１＝〈犈
２
０１〉，犐２＝〈犈

２
０２〉分别表示两平面电磁波的平均光强；ψ为犈０１和

犈０２的夹角；θ＝（犽２－犽１）狉－（φ２－φ１）．式（３）中的第３项为干涉项，当两平面电磁波不相干时，干涉项为

零，犐＝犐１＋犐２，光场一片均匀．若两列光波相干，则干涉项不为零，光强分布呈现干涉图纹．

当ψ＝０，即两偏振电磁波偏振方向相同，有

犐＝犐１＋犐２＋２ 犐１犐槡 ２ｃｏｓθ． （４）

　　犐随θ变化，其极大值和极小值分别为

犐ｍａｘ＝犐１＋犐２＋２ 犐１犐槡 ２，

犐ｍｉｎ＝犐１＋犐２－２ 犐１犐槡 ２

烍
烌

烎．

（５）

　　激光是一种相干性好、方向性好且亮度极高的光源，是光学干涉计量中的理想光源．

图１　染液均匀性检测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ｙ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染液均匀性检测方法

染液均匀性检测系统示意图［１０］，如图１所示．从氦

氖激光器发出的点光源经空间滤波器和正透镜扩束成

相干光束，由空间分光棱镜Ｂ１ 分为两束相干平面波，分

别经反光镜 Ｍ１，Ｍ２ 反射，光束１通过装有待测溶液的

比色皿与光束２在分光棱镜Ｂ２ 处汇合，形成混合光，在

电荷耦合器件（ＣＣＤ）相机屏产生干涉条纹图，并采集传

送至个人计算机（ＰＣ）端．

如果比色皿中的染液处于均匀状态，则由光束１组

成的波面仍为平面波，与光束２平面波之间仍保持相干

性，满足式（５）的形式，干涉图条纹形态固定且相互平行．如果染液处于不均匀状态，光束１通过不均匀

染液后，会对光束中的各光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波面不再是平面波，与光束２波面之间的相干性发

生了变化，光场不再满足式（５），而是变成了其他更为复杂的形式，导致干涉条纹图形态发生明显变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可直接通过肉眼观测条纹的形态对染液均匀性进行判断．除此之外，为了减轻人

眼观测负担，可提取干涉条纹频谱特征，设定判断指标，实现染液均匀性自动判断．

设染液为均匀状态，ＣＣＤ相机采集到的干涉条纹图某点（狓，狔）处的物光和参考光波分别为犗（狓，狔）

和犚（狓，狔），由式（３）可得ＣＣＤ屏光场强度为

犐＝ （犗（狓，狔）＋犚（狓，狔））·（犗（狓，狔）＋犚（狓，狔）） ＝狘犗狘
２
＋狘犚狘

２
＋犚

犗＋犚犗
． （６）

　　对干涉光强分布Ｉ作傅里叶变换，即

犃０ ＝犉（狘犗狘
２
＋狘犚狘

２），　　犃＋１ ＝犉（犚
犗），　　犃－１ ＝犉（犚犗

）． （７）

式（７）中：犃０，犃＋１，犃－１分别表示频谱图中的零级频谱、＋１级频谱和－１级频谱．当染液均匀性发生变

化时，物光波的相干性受到影响，频谱图不仅仅由这三级主频谱构成，通过程序设定适当的判断条件，即

可实现染液均匀度的定性判断．

２２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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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激光干涉实验平台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

　ｌａ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材料与仪器

激光干涉测量平台（ＣＣＤ相机的分辨率为１０２４ｐｘ×１０２４

ｐｘ）、光学减震平台；ＦＮ?２Ｒ黄均匀染液、染色助剂（元明粉、固

色碱）．

２．２　实验方法

搭建激光干涉测量实验平台，如图２所示．实验有如下５个

主要步骤：１）调节光路，使物光和参考光波在ＣＣＤ屏发生干

涉；２）在比色皿中缓慢滴入０．１ｇ·Ｌ
－１ＦＮ?２Ｒ黄均匀染液１０

ｍＬ，静置３０ｓ；３）用移液器取１０ｇ·Ｌ
－１ＦＮ?２Ｒ黄均匀染液，往比色皿中缓慢滴入两滴染液；４）在滴入

染液的同时，采用ＣＣＤ相机每隔１ｓ采集１次，采集１０次获得１０幅干涉条纹图；用搅拌棒搅拌均匀，采

集１幅染液处于较为均匀状态下的干涉条纹图；５）清空比色皿中的染液，将步骤３）中的ＦＮ?２Ｒ黄均匀

染液分别换成元明粉及固色碱进行实验．通过以上实验步骤，可采集到３组实验图像．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干涉图纹形态分析

取３组干涉实验条纹图中第２秒、第４秒、第８秒和染液处于均匀状态时的干涉条纹图进行对比，

结果如图３～５所示．由图３～５可知：加入溶质后，由于溶液的不均匀性，干涉条纹扭曲且不断变化，随

着时间的推移，溶液逐渐变均匀，干涉条纹逐渐恢复相互平行状态且形态稳定．因此，在进行染液均匀性

检测时，可以通过观测干涉条纹图的条纹是否处于稳定的相互平行状态，而对染液均匀性做定性判断．

（ａ）第２秒 　　　　　（ｂ）第４秒 　　　　　　（ｃ）第８秒 　　　　　（ｄ）均匀情况

图３　加入ＦＮ?２Ｒ黄染液后的不同时刻干涉条纹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ｉ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ｄｙｅ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ＦＮ?２Ｒ

（ａ）第２秒 　　　　　（ｂ）第４秒 　　　　　　（ｃ）第８秒 　　　　　（ｄ）均匀情况

图４　加入元明粉后的不同时刻干涉条纹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ｉ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ｓｏｄ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第２秒 　　　　　（ｂ）第４秒 　　　　　　（ｃ）第８秒 　　　　　（ｄ）均匀情况

图５　加入固色碱后的不同时刻干涉条纹图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ｉ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ｓｏｄａａｓｈ

３２２第２期　　　　　　　　　　　　　梅小华，等：利用干涉测量技术的染液均匀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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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干涉图纹频域分析

图像的频率是表征图像中灰度变换剧烈程度的指标，是灰度在平面空间上的梯度．将图像从空间域

变换到频域，对于图像的特征提取和图像识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１］．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染液加入

元明粉后采集到的干涉条纹图进行离散快速傅里叶变换，求得的干涉条纹频谱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

可知：在主频谱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杂谱，且杂谱的影响随着染液均匀度的提高逐渐减小．

（ａ）第２秒 　　　　　　　　　　　　　　　　　　　　（ｂ）第４秒

（ｃ）第８秒 　　　　　　　　　　　　　　　　　　　（ｄ）均匀情况

图６　加入元明粉后不同时刻干涉条纹频谱图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ｉ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ｓｏｄ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为了便于实现染液均匀程度的定性检测，设置合适的阈值，将幅值小于阈值的点置为零，设阈值为

１．０×１０６，染液加入元明粉后的不同时刻频谱处理平面图，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染液越均匀，白点

所占比重越少，可以利用计算均值的方法实现图像的特征提取．

（ａ）第２秒 　　　　　　（ｂ）第４秒　　　　　　（ｃ）第８秒 　　　　　（ｄ）均匀情况　

图７　加入元明粉后的不同时刻频谱处理图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ｉ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ｓｏｄ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各频谱处理平面图中像素平均值的计算结果如下：１）图７（ａ）的像素平均值 珨犕ａ ＝∑
１０２４

狓＝１
∑
１０２４

狔＝１

犕ａ（狓，

狔）／（１０２４×１０２４）≈３６９７；２）图７（ｂ）的像素平均值珨犕ｂ＝∑
１０２４

狓＝１
∑
１０２４

狔＝１

犕ｂ（狓，狔）／（１０２４×１０２４）≈１８５３；

３）图７（ｃ）的像素平均值珨犕ｃ＝∑
１０２４

狓＝１
∑
１０２４

狔＝１

犕ｃ（狓，狔）／（１０２４×１０２４）≈１２９１；４）图７（ｄ）的像素均值珨犕ｄ＝

∑
１０２４

狓＝１
∑
１０２４

狔＝１

犕ｄ（狓，狔）／（１０２４×１０２４）≈１０９５．由计算结果可知：染液越均匀，像素平均值越小，可根据均匀

大小实现染液均匀性的定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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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加入固色碱、ＦＮ?２Ｒ黄的均匀染液干涉条纹图进行频域分析，溶质均匀状态的频谱处理图，

　（ａ）固色碱　　　　　（ｂ）ＦＮ?２Ｒ黄

图８　均匀状态频谱处理图

Ｆｉｇ．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如图８所示．各频谱处理平面图中像素平均值的计算结果如

下：１）图８（ａ）的像素平均值 珨犕固色碱＝∑
１０２４

狓＝１
∑
１０２４

狔＝１

犕固色碱（狓，狔）／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１１１９；２）图８（ｂ）的像素平均值 珨犕ＦＮ?２Ｒ黄 ＝

∑
１０２４

狓＝１
∑
１０２４

狔＝１

犕ＦＮ?２Ｒ黄
（狓，狔）／（１０２４×１０２４）≈１１２６．综上可得，当

染液中加入不同溶质后，达到均匀状态时，其频谱处理图中像

素平均值小于１２００，即可判断染液处于较为均匀状态．

４　结论

１）当染液处于均匀状态时，干涉图条纹间接近相互平行状态；而当染液不为均匀状态时，干涉条纹

相对于均匀状态变化明显．

２）均匀状态下染液的干涉图纹与不均匀状态下的频域存在较大差异，染液越均匀，围绕零级、＋１

级和－１级主频谱的杂谱越少，且主频谱幅值越大．

３）直接通过肉眼观察采集到的干涉图纹，可实现对染液均匀状态的定性判断．通过图像处理的方

法，在频域提取图像特征，当像素平均值小于１２００时，即可实现对染液均匀程度的定性判断．通过图像

处理的方法实现对染液均匀性的判断方法，可摆脱人眼观察的不便性，有利于提高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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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犔犆犔型并网逆变器的自适应

开关频率控制

潘健，李坤，廖冬初

（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及储能运行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针对光伏系统工作在低功率状态下ＬＣＬ滤波器的滤波效果变差的问题，提出一种根据逆变器瞬时输

出功率改变开关频率的控制策略．首先，分析ＬＣＬ滤波器各参数的设计方法，采用单级光伏并网逆变结构，在

基于电网电压定向的矢量控制（ＶＯＣ）的基础上建立频率控制环，以确定当前功率状态下开关管的最佳开关

频率．其次，分析频率环中功率鉴定器、频率鉴定器和频率滞环比较器的设计方法．最后，通过实验对比传统固

定开关频率控制和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的并网电流波形．实验结果表明：该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方法能降低

并网电流畸变率，有效改善并网电能质量，控制策略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光伏并网；逆变器；开关频率；ＬＣＬ滤波器；频率环；电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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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的发电功率与太阳辐射强度密切相关，太阳辐射强度随着时间和季节不断变化，所以逆变器不

会一直工作在额定功率［４］．当光伏组件的输出功率逐渐降低时，按额定输出功率设计的ＬＣＬ滤波电路

的滤波性能随着输出电流降低而降低［５］，以至于输出电流谐波增加．谐波电流注入电网使电网的电压和

电流畸变［６］，而电网电压的谐波又增大本地并网电流的谐波［７?８］．所以，必须对并网电流谐波加以限制，

提高并网电能质量．目前，针对并网电能质量问题，Ｌａｉ等
［９］将并网电流和电网电压经过滑动平均滤波

器分离出谐波成分，对谐波进行预测补偿，但是这种方法存在计算延时，以至于不能和电网电压完全同

步．Ｊｕｄｅｘｉｃｚ等
［１０］采用预测电流控制法，理论上可以有效减小并网电流谐波，但是该控制方法中影响系

统带宽和鲁棒性的控制参数λ很难确定，以至于无法达到较好的效果．为降低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逆

变器一般按额定功率选择较低开关频率［１１］．逆变器工作在较低功率时，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已不再是

限制因素．因此，随输出功率降低，按一定约束提高功率器件的开关频率有利于降低并网电流谐波含量，

提高并网电能质量．本文提出一种根据逆变器瞬时输出功率改变开关频率的控制策略．

１　逆变器模型及滤波器的设计

１．１　犔犆犔型逆变器结构

三相ＬＣＬ型并网逆变器拓扑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犞ｉｎ为直流母线电压；ＰＶ为光伏阵列；Ｃ为

直流母线电容；Ｓ１～Ｓ６ 为开关管；Ｌ为网侧电感；犻为电流；ＥＭＩ为电磁干扰；犪，犫，犮为三相交流电．由图

１可知：ＰＶ产生的直流电经过Ｃ１ 滤波后，由开关管Ｓ１～Ｓ６ 进行调制，得到逆变后的调制方波，经ＬＣＬ

滤波得到和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正弦波［１２］，最后，经变压器并入电网．

图１　三相ＬＣＬ型逆变器电路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ＬＣＬｔｙｐ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２　三相犔犆犔滤波器的设计

１．２．１　ＬＣＬ滤波电容的设计　ＬＣＬ滤波电容越大，滤波器引入的无功功率就越大，流过电感Ｌ１ 和开

关管的电流也越大，因此，开关管导通损耗也会增加．定义电容犆在整个逆变器中引入的无功功率与输

出额定有功功率之比为λＣ，通常规定其值小于等于５％
［１３］，则滤波电容犆的最大值为

犆＝
λＣ犘ｏｎｅ

ω０犞
２
ｇ

． （１）

式（１）中：犘ｏｎｅ为三相ＬＣＬ型逆变器一相的功率；ω０ 为电网角频率；犞ｇ为电网相电压有效值．

１．２．２　逆变侧电感Ｌ１ 的设计　流过电感Ｌ１ 的电流也就是流过开关管的电流（图１），当电感Ｌ１ 的电

流纹波过大，电感损耗就变大，也会增加开关管的电流应力，导致开关管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的增加．

定义电感犔１ 的纹波系数为λＬ
１
．在电网频率５０Ｈｚ的情况下，滤波电感犔１ 的最小值

［１］为

犔１
－
ｍｉｎ＝

槡３犕ｒ犞ｉｎ犞ｇ
４λＬ１犘犳ｓｗ

． （２）

式（２）中：犞ｉｎ为直流母线电压；犕ｒ为调制比，犕ｒ 槡＝２２犞ｇ／犞ｉｎ；犘为逆变器的总功率；犳ｓｗ为开关管的载波

频率．

１．２．３　网侧电感Ｌ２ 的设计　网侧电感Ｌ２ 的主要目的是消除逆变器所产生的高次谐波，因此，可通过

仿真模型找出逆变器输出电流的主要高次谐波，然后，选取电感犔２ 的大小，其最小值的计算公式
［１］为

犔２
－
ｍｉｎ＝

１

犔１犆ω
２
ｈ－１

（犔１＋
狘犞ａＮ（ｊωｈ）狘
ωｈλｈ犐２

）． （３）

式（３）中：ωｈ为主要谐波频率；｜犞ａＮ（ｊω犺）｜为主要谐波有效值；λｈ 为主要谐波占额定并网电流的比例；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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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相ＬＣＬ滤波器伯德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ＬＣＬｆｉｌｔｅｒＢｏ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为额定并网电流有效值．

１．３　犔犆犔滤波器频率分析

当ＬＣＬ滤波器的参数设计完成后，它的谐振频率

犳ｒｅｓ＝
１

２π

犔１＋犔２
犔１犔２槡 犆

也就确定了．通常情况下，谐振频率

大于电网频率的１０倍，小于开关频率犳ｓｗ的一半．ＬＣＬ

滤波器的伯德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犃 为放大倍数．

由图２可知：在谐振频率右侧，ＬＣＬ滤波器对高频信号

有更强的抑制能力，所以开关频率犳ｓｗ越高，ＬＣＬ滤波

器对其衰减倍数越大，增大开关频率有助于增强ＬＣＬ

滤波器的滤波效果．

２　犔犆犔型并网逆变器的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

２．１　犔犆犔型并网逆变器的控制策略

在ＬＣＬ滤波器的设计中，电感犔１ 通常较电感犔２ 大
［１］，因此，电感犔１ 成为滤波器体积和经济的主

要限制因素．犔１ 的最小值与逆变器的额定功率和开关管的载波频率成反比（式（２）），ＬＣＬ滤波器的参数

根据逆变器的额定功率设计，然而，光伏逆变器在一整天中并不总是工作在额定功率下，特别是在早晨

和傍晚．由于输出功率低，ＬＣＬ滤波器的滤波效果变差，为此提出一种可变开关管载波频率的控制策

略，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ＰＷＭ为脉冲宽度调制；ＰＩ为调节器；犪，犫，犮指三相电的犪，犫，犮相；犲犪，犫，犮＝［犲犪，

犲犫，犲犮］为电网相电压；犻犪，犫，犮＝［犻犪，犻犫，犻犮］为并网相电流；α，β，犱，狇为坐标轴；犻

狇 为无功电流的给定值；犐


犱 为

有功电流给定值；犞
ｄｃ为母线电压的给定值；犞ｄｃ为母线电压实际值；狌

为电压给定值；θｅ 为电网电压相

位；ω０ 为电网角频率；犔为电感犔１ 和犔２ 的和；犳

ｆｒｅ为当前开关管的开关频率；犳ｆｒｅ为通过频率鉴定器鉴定

后的开关频率；犘ｆｒｅ为当前逆变器的输出功率．

图３　三相ＬＣＬ型逆变器控制策略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ＬＣ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该策略在电网电压定向矢量控制（ＶＯＣ）
［１４?１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频率环．在３个控制环中，电流

环最快，电压环其次，频率环最慢．电流环主要包括Ｃｌａｒｋ变换、Ｐａｒｋ变换和前馈解耦，目的是为了快速

跟踪电网电压，保证并网电能质量；电压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中有功电流的参考给定值，目的是稳定直

流母线电压；频率环主要包括功率鉴定器、频率鉴定器和频率滞环比较器３个部分，功率鉴定器的作用

是获得当前逆变器的输出功率，频率鉴定器的作用是根据当前功率确定开关管的最佳载波频率，频率滞

环比较器主要是防止因传感器测量误差引起的频率抖动．

２．２　频率环设计

２．２．１　功率鉴定器　功率鉴定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并网逆变器当前并入电网的复功率，三相ＬＣ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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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逆变器的瞬时有功功率犘犱（犘犱＝
３

２
（犲犱犻犱＋犲狇犻狇）），无功功率犘狇（犘狇＝

３

２
（犲犱犻狇－犲狇犻犱））．由瞬时功率理

论，该三相ＬＣＬ型并网逆变器并入电网的复功率犘ｓ为

犘ｓ＝犘犱＋ｊ犘狇 ＝
３

２
（犲犱犻犱＋犲狇犻狇）＋ｊ

３

２
（犲犱犻狇－犲狇犻犱）． （４）

　　由于采用的是基于电网电压定向的矢量控制方法，所以犲狇＝０，瞬时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分别简化为

犘犱＝
３

２
犲犱犻犱，犘狇＝

３

２
犲犱犻狇，有

犘ｓ＝
３

２
犲犱犻犱＋ｊ

３

２
犲犱犻狇． （５）

２．２．２　频率鉴定器　在光伏逆变器功率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滤波器的滤波性能，当前功率犘和当

前频率犳ｓｗ的乘积犘犳ｓｗ应为一恒定值（式（２））．设光伏并网逆变器的额定功率为犘Ｒ，额定功率下的开关

管频率为犳Ｒ，则犘犳ｓｗ＝犘Ｒ犳Ｒ，由式（５）可以得出视在功率｜犘ｓ｜，即

狘犘ｓ狘＝
３

２
犲２犱犻

２
犱＋犲

２
犱犻

２
槡 狇． （６）

则可得

犳ｓｗ ＝
２犘Ｒ犳Ｒ

３ 犲２犱犻
２
犱＋犲

２
犱犻

２
槡 狇

． （７）

　　开关管的开关损耗也和其开关频率有关，开关管的开关损耗计算公式
［１６］为

犘ｓｗｉｔｃｈ?ｏｎ＝
１

２
犞ＤＳ犐Ｄ狋ｒ犳ｓｗ，　　犘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ｆ＝

１

２
犞ＤＳ犐Ｄ狋ｆ犳ｓｗ． （８）

式（８）中：犘ｓｗｉｔｃｈ?ｏｎ为开关管的开通损耗；犘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ｆ为开关管的关断损耗；犞ＤＳ为开关管完全关断时所承受的

压降；犐Ｄ 为开关管导通时所流过的电流；狋ｒ为电流上升时间与电压下降时间的和；狋ｆ为电流下降时间与

电压上升时间的和．由式（８）可知：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和其开关频率成正比．当系统功率降低时，开关管

的开关频率增加，尽管此时流过开关管的电流在减小，但系统的效率随着开关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式

（７）），其表达式为

η＝
犘ｓｗｉｔｃｈ?ｏｎ＋犘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ｆ＋犘ｏｎ

犘
＝
犞ＤＳ犐Ｄ（狋ｒ＋狋ｆ）

２犘
犳ｓｗ＋

犘ｏｎ
犘
． （９）

图４　频率滞环比较器

Ｆｉｇ．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

式（９）中：犘ｏｎ为开关管的导通损耗．为了保证系统效率，开关

频率必须有一个上限值．

２．２．３　频率滞环比较器　为防止因传感器采样误差引起的

频率抖动，需要一个频率滞环比较器，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Δ犎 为频率滞环一半宽度；犓 为频率选择开关，当犓＝１时，

选择犳ｆｒｅ，当犓＝０时，则选择犳

ｆｒｅ．当犳


ｆｒｅ－犳ｆｒｅ＞Δ犎 时，犓＝

１；当－Δ犎＜犳ｆｒｅ－犳ｆｒｅ＜Δ犎 且
ｄ（犳ｆｒｅ－犳ｆｒｅ）

ｄ狋
＜０时，犓＝１；当

图５　逆变器实验平台

Ｆｉｇ．５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犳

ｆｒｅ－犳ｆｒｅ＜－Δ犎 时，犓＝０；当－Δ犎＜犳


ｆｒｅ－犳ｆｒｅ＜Δ犎

且
ｄ（犳ｆｒｅ－犳ｆｒｅ）

ｄ狋
＞０时，犓＝０．频率滞环比较器的输出反

映的是实际开关频率偏离计算开关频率的开关状态量．

３　实验验证与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实验室搭建实验平

台，如图５所示．利用ＬＣＬ滤波器参数设计方法，设计

额定功率５ｋＷ 时的参数如下：额定功率犘Ｒ 为５ｋＷ；

并网电压犞ｇ为２２０Ｖ；电网频率犳０ 为５０Ｈｚ；直流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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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犞ｉｎ为６５０Ｖ；逆变侧电感犔１ 为２．２５ｍＨ；滤波电容犆为１０μＦ；网侧电感犔２ 为０．４５ｍＨ；初始开

关频率犳Ｒ 为１０ｋＨｚ．在三相ＬＣＬ型并网逆变器在５００Ｗ 输出功率下，开关管频率为１０ｋＨｚ时的测

试数据，并网电流与电网电压波形，如图６（ａ）所示．并网电流的频谱测试数据，此时的并网电流畸变率

（ＴＨＤ）为１．５％，如图６（ｂ）所示．

逆变器输出功率降为２５０Ｗ时，固定开关频率控制下并网电流与电网电压测试波形，如图７（ａ）所

示．传统固定开关频率控制下的并网电流ＴＨＤ，如图７（ｂ）所示．采用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下的并网电

流ＴＨＤ，如图７（ｃ）所示．

（ａ）并网电流与电网电压波形　　　　　　　　　　　　（ｂ）并网电流ＴＨＤ　　

图６　输出功率为５００Ｗ的逆变器波形图

Ｆｉｇ．６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５００Ｗ

　　　（ａ）并网电流与电网电压　　　　　　 （ｂ）固定开关频率控制　　　 （ｃ）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

图７　输出功率为２５０Ｗ的逆变器波形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２５０Ｗ

由图７（ｂ）可知：由于输出功率降低，滤波器的滤波性能变差，导致并网电流ＴＨＤ从１．５％上升至

图８　固定开关频率控制和自适应开关

频率控制在非额定功率下的ＴＨＤ

Ｆｉｇ．８　Ｆｉｘ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ＴＨＤａｔｎｏｎ?ｒａｔｅｄｐｏｗｅｒ

３．６％．由图７（ｃ）可知：为利用频率控制环改变开关管的开关频率

后，使并网电流的ＴＨＤ从固定频率控制的３．６％降为２．３％，虽

然相比５００Ｗ 输出功率下的１．５％仍有增加，但相比同功率下的

传统固定开关频率控制有很大改善，有效验证了该自适应开关频

率控制的有效性．

固定开关频率控制方法和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方法在非额

定功率状态下的并网电流ＴＨＤ变化情况，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

知：随着系统瞬时功率的降低，在固定频率控制方法下的并网电

流ＴＨＤ上升迅速，而在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策略下的并网电流

ＴＨＤ虽然仍在上升，但是上升较为缓慢．

４　结束语

结合并网逆变器ＬＣＬ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及电流内环电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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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控制策略，增设带功率鉴定器、频率鉴定器和频率滞环比较器的频率控制环，对自适应开关频率控

制的频率环做了详细推导，从理论上证明了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实验给出了固

定频率控制和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实验数据对比，验证了逆变器在低功率状态下该自适应开关频率控

制方法能降低并网电流ＴＨＤ，有效改善并网电能质量．

参考文献：

［１］　ＲＵＡＮＸｉｎｂｏ，ＷＡＮＧＸｕｅｈｕａ，ＰＡＮＤｏｎｇｈｕａ，犲狋犪犾．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ＬＣＬ?ｔｙｐｅ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Ｍ］．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ｔｅＬｔｄ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２］　黄亚峰，李龙，严干贵，等．大容量光伏逆变器ＬＣＬ滤波器参数优化设计［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３，４１（２１）：

１０４?１０９．ＤＯＩ：１０．７６６７／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３４１５．２０１３．２１．０１７．

［３］　刘飞，查晓明，段善旭．三相并网逆变器ＬＣＬ滤波器的参数设计与研究［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３）：１１０?１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９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６７５３．ｔｃｅｓ．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７．

［４］　赵熙临，明航，吴胧胧，等．非线性准 ＰＲ双模逆变器的设计［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９（１）：８１?８５．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７．

［５］　许津铭，季林，葛小伟，等．计及逆变器侧电流反馈影响的ＬＣＬ滤波器参数优化设计［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

３６（１７）：４６５６?４６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３４／ｊ．０２５８?８０１３．ｐｃｓｅｅ．１５１５７９．

［６］　阳同光，桂卫华．电网不平衡情况下并网逆变器控制策略综述［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１４）：２４１?２４６．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２０１５．１４．０３３．

［７］　全宇，年珩．不平衡及谐波电网下并网逆变器的谐振滑模控制技术［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９）：１３４５?１３５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３４／ｊ．０２５８?８０１３．ｐｃｓｅｅ．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４．

［８］　刘伟增，周洪伟，张磊，等．电网不平衡条件下光伏并网控制策略研究［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４）：６４７?６５２．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００９６．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７．

［９］　ＬＡＩＮＢ，ＫＩＭＫＨ．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ｇｒｉｄ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Ｊ］．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２０１６，９（３）：１９０．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３３９０／ｅｎ９０３０１９０．

［１０］　ＪＵＤＥＷＩＣＺＭＧ，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ＳＡ，ＥＣＨＥＶＥＲＲＩＡＮＩ，犲狋犪犾．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ＰＣＣ）ｆｏｒ

ｇｒｉｄ?ｔｉｅ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６３（７）：４４７５?４４８４．ＤＯＩ：１０．

１１０９／ＴＩＥ．２０１５．２５０８９３４．

［１１］　皇金锋．ＤＣ?ＤＣ开关变换器开关工作频率设计［Ｊ］．电源技术，２０１１，３５（５）：５７４?５７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

０８７Ｘ．２０１１．０５．０２８．

［１２］　洪雪梅，金福江，李扬森，等．三相正弦波逆变器容错控制［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４）：４９７?５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１．

［１３］　ＬＩＳＥＲＲＥＭ，ＢＬＡＡＢＪＥＲＧＦ，ＨＡＮＳＥＮＳ．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ｎＬＣＬ?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４１（５）：１２８１?１２９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Ａ．２００５．８５３３７３．

［１４］　王赞，肖岚，姚志垒，等．并网独立双模式控制高性能逆变器设计与实现［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１）：５４?

５９．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０．

［１５］　过亮，许爱国，谢少军．间接电流控制独立／并网双模式逆变器研究［Ｊ］．电力电子技术，２００８，４２（４）：３６?３８．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００Ｘ．２００８．０４．０１４．

［１６］　王博宇．混沌ＳＰＷＭ控制ＡＣ?ＤＣ变换器ＩＧＢＴ的损耗计算方法及温升研究［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４．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１３２第２期　　　　　　　　　　　　潘健，等：ＬＣＬ型并网逆变器的自适应开关频率控制



　第４０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９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１　

　　　新型换流变压器铁心谐波磁通

抑制与损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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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新型换流变压器铁心谐波磁通抑制与损耗，以原理样机实测电流为激励，建立有限元二维仿真

模型．基于场路耦合方法，对新型换流变压器是否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的多种情况进行仿真．结果表明：新

型换流变压器在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时，能有效抑制铁心谐波磁通，降低铁心损耗，具有良好的节能效果．

关键词：　换流变压器；谐波磁通；铁心损耗；场路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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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流变压器作为直流输电系统的核心设备，对电网输送起着重要作用．在实际运行中，换流阀作为

主要谐波源将引起变压器谐波电流增大、振动加剧、铁心损耗增加和过热等问题．直流输电换流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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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闸管换流器，造成输电系统在运行中，产生大量的特征次谐波，给电网系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１?３］．目

前，电力系统谐波抑制技术主要分为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无源滤波成本低、结构简单，但滤波效果差；

而有源滤波虽然改进了无源滤波方案中的滤波效果，但成本高，技术难度大．传统的换流变压器的滤波

装置接在网侧，谐波电流仍然可以在换流变压器内自由流通，铁心和结构件中的谐波磁通量高．在运行

过程中，铁心损耗及其谐波损耗都会增大．而感应滤波换流变压器运用感应滤波技术，克服了有源滤波

与无源滤波的缺点［４?７］．换流变压器采用感应滤波技术，即在其内部增设滤波装置，接在阀侧端，就近隔

离谐波，可有效地抑制变压器铁心的谐波磁通，同时，还能降低铁心损耗和电磁振动．由于经常在非正弦

激励下工作，换流变压器铁心磁通会发生明显的畸变，从而导致变压器常用的经验公式法和传统铁心损

耗分离计算方法无法采用［８?１０］．国内外学者提出采用磁滞数学模型的方法，在非正弦条件下，考虑计算

畸变磁通对变压器铁心损耗的影响［１１］，但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较为复杂，很难用简单的解析式来计算

表达．近年来，随着有限元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铁心的损耗也逐渐成熟
［１２］，其计算的基本原理如

下：首先，基于损耗分离模型，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到铁心的磁场分布；然后，依据铁心的磁通密度进行傅

里叶分析，提取铁心的磁通密度以计算各次的特征次谐波损耗；最后，分别将各次的特征次损耗相加得

到总铁心损耗．本文针对新型换流变压器原理样机
［１３?１５］，根据新型换流变压器的基本滤波机理，采用场

路耦合法，建立换流变压器场路耦合电路模型，并搭建二维电磁场有限元模型．

１　新型换流变压器的滤波原理

１．１　接线方案

新型换流变压器与传统的换流变压器不同，具有独特的接线方式［１６］，新型换流变压器原理绕组接

线，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网侧绕组由ＡＯ，ＢＯ，ＣＯ组成，犐Ａ，犐Ｂ，犐Ｃ 为对应的电流，采用星形接法，中性点

接地；阀侧绕组采用三角形接法，由公共绕组ｄｅ，ｅｆ，ｆｄ和延边绕组ａｄ，ｂｅ，ｃｆ构成，其中，犐ａ，犐ｂ，犐ｃ，犐α，犐β，

犐γ为对应绕组中的电流；滤波调谐装置（ＬＣ滤波支路）是在新型换流变压器阀侧绕组端接入，由５，７，

１１，１３次特征谐波调谐滤波器组成，犐ｆ，ａ，犐ｆ，ｂ，犐ｆ，ｃ为各滤波支路中对应的电流，在滤波的同时，可兼顾无

功补偿；箭头代表各绕组的电流方向．

１．２　铁心谐波磁通抑制机理

变压器铁心谐波磁通流径，如图２所示．图２中：Ф狀 为交变谐波磁通；犲１，狀，犲２，狀，犲３，狀为感生谐波电动

势；犐１，狀，犐２，狀，犐３，狀为谐波电流；犐ｆ，狀为流过滤波装置绕组的电流．由图２可知：当网侧绕组１和滤波绕组３

开路时，换流阀及直流负载产生的狀次特征谐波电流犐２，狀将在阀侧绕组２上产生谐波磁动势犖２犐２，狀，相

应地，在铁心中会产生交变谐波磁通Ф狀．根据电磁感应定律，该磁通将在３个绕组中分别感生谐波电动

势，即犲１，狀，犲２，狀，犲３，狀．网侧绕组产生的谐波电动势犲１，狀必然在网侧绕组中产生谐波电流犐１，狀．若减弱铁心中

谐波磁通Ф狀，可大大降低犲１，狀，从而减小网侧的谐波电流犐１，狀，实现滤波效果
［１７］．

　图１　新型换流变压器原理绕组接线　　　　　　　 　图２　变压器铁心谐波磁通流径　

　Ｆｉｇ．１　Ｗｉｎｄｉｎｇｗｉｒ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ｐａｔｈ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ｌｕｘ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ｃｏｒｅ

１．３　绕组电流计算波形与实测波形的对比

为验证滤波效果，对新型换流变压器的网侧绕组和阀侧绕组的电流进行实测与计算，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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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中：犐为电流；狋为时间．由图３可知：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前，网侧绕组的电流波形严重畸变（主

要为基波和５，７，１１，１３次特征谐波）；投入滤波装置后，电流波形有了极大改善，接近理想正弦波，表明

网侧绕组中仅有少量谐波成分，大部分的特征次谐波电流被感应滤波调谐装置和滤波绕组构成的滤波

支路滤除，从而实现良好的滤波效果．

（ａ）绕组电流实测波形（三相）

（ｂ）绕组电流计算波形（单相）

图３　绕组电流波形

Ｆｉｇ．３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ｗｉｎｄ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

２　新型换流变压器场路耦合模型

依据新型换流变压器原理样机的接线方案，建立对应的有限元二维变压器场路耦合的模型．该新型

换流变压器为单相式三绕组结构，为满足１２脉波换流要求，即新型换流变压器两套绕组（上桥和下桥）

阀侧线电压之间相角差为３０°．根据移相的要求计算，可得３个绕组的额定电压
［１８］．其中，原理样机基本

参数为：额定电压为２２０．０，１９５．９，１１２．９Ｖ；额定电流为８２．６５，４６．８９，８０．９６Ａ；频率为５０Ｈｚ；磁通密

度为１．５１０４Ｔ；额定视在容量为１８．２３９５ｋＶ·Ａ；绕组型号为同心式；材料为３０Ｑ１３０．

感应滤波换流变压器单相三绕组的绕组结构布置，以及新型换流变压器场路耦合的电路部分模型，

分别如图４，５所示．图４中：犫１，犫２，犫３ 分别为网侧绕组、滤波绕组和阀侧绕组的径向厚度；犎ｔ为网侧绕

　　　图４　原理样机绕组布置　　　　　　　　　　　　图５　新型换流变压器场路耦合电路模型

　Ｆｉｇ．４　Ｗｉｎｄ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ｅｗ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ｆｉｅｌｄｒｏａ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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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阀侧绕组、滤波绕组的轴向高度；犵１，犵２，犵３ 为各绕组之间的平均绝缘距离；犇１，犇２，犇３ 为各绕组与铁

心的距离．

网侧绕组接入对应的系统阻抗，阀侧绕组端分别并联基波电流和５，７，１１，１３次主要特征次谐波电

流，以模拟阀侧换流阀负载产生电流．在滤波绕组端接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其对应于５，７，１１，１３次特

征次调谐滤波器装置．

３　仿真计算与分析

在新型换流变压器的磁场计算与分析中，采用节点法二维瞬态磁场分析与电磁电路耦合分析对变

压器铁心部分进行磁场仿真计算．原理样机电磁分析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μｒ为相对磁导率；ρ为

表１　原理样机电磁分析参数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ｍｅｔｉｃ

模块名称 单元类型 μｒ ρ／×１０
－８
Ω·ｍ

铁心 ＰＬＡＮＥ５３ 犅?犎 曲线 －

绕组 ＰＬＡＮＥ５３ １ ２

空气 ＰＬＡＮＥ５３ １ －

电阻率．

　　对感应滤波换流变压器进行二维有限元建

模，由于磁场分布的对称性，可建立变压器铁

心、绕组及空气的二分之一模型，并设各个绕组

域内的电流密度分布均匀．

３．１　铁心的磁场特性

以直流输电实验平台原理样机的实测电流作为有限元模型的输入激励，在阀侧绕组端加载１，５，７，

１１，１３次谐波电流进行场路耦合．模型采用平行边界条件，即取空气边界为０．采用节点法二维瞬态磁场

分析，可以得到新型换流变压器在未投入与投入５，７次、投入１１，１３次和全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时，

绕组及其铁心的磁通密度分布云图，如图６所示．

　（ａ）未投入滤波　　　　（ｂ）投入５，７次滤波器　　（ｃ）投入１１，１３次滤波器　　　（ｄ）全投入滤波器　　

图６　４种工况下滤波装置的磁通密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６　Ｃｌｏｕｄｍａｐ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ｄｅｖ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ｆｏｕ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６可知：未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时，铁心磁通密度饱和度比投入５，７次、投入１１，１３次和全

　　图７　４种工况下感应滤波装置

　　磁通密度幅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ｄｅｖ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ｆｏｕ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投入滤波调谐装置时的铁心磁通密度饱和度大；从铁心

部分中最大的磁通密度分析，未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

时，铁心的最大磁通密度为１．４６４Ｔ，投入５，７次、投入

１１，１３次和全投入滤波调谐装置之后的磁通密度分别降

低为１．３９３，１．４３５，１．３５５Ｔ．这表明感应滤波调谐装置

可有效减小铁心的磁通密度，并降低铁心的磁饱和度．

为验证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时，对铁心谐波磁通

的抑制及降低各特征次谐波的损耗，在这４种工况下，

选取铁心部分中磁通密度最大的节点，并提取其磁通密

度幅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犅为磁

通密度．

对图７中的数据进行傅里叶分析，得到铁心磁通密度｜犅｜（取磁通密度的绝对值）最大的节点幅值

频率分布对比图，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犳为频率．铁心磁通密度最大的节点傅里叶分解谐波｜犅｜的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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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投入感应调谐滤波器后，５，７，１１，１３次谐波分量的磁通密度｜犅｜幅值比未投入滤波调

谐装置时略有减小，对铁心的谐波磁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ａ）未投入与投入５，７次滤波装置

（ｂ）未投入与投入１１，１３次滤波装置

（ｃ）未投入与全投入滤波装置

图８　铁心磁通密度｜犅｜最大的节点幅值频率

Ｆｉｇ．８　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ｌｕｘｄｅｎｓｉｔｙ｜犅｜

表２　铁心磁通密度最大的节点傅里叶分解谐波｜犅｜

Ｔａｂ．２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ｃｏ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ｌｕｘｄｅｎｓｉｔｙ｜犅｜ｉｎＦｏｕｒｉ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谐波次数
｜犅｜／Ｔ

未投入滤波器 投入５，７次 投入１１，１３次 全投入滤波器

５ ０．５６０４ ０．５２９６ ０．５１８２ ０．４９８６

７ ０．３８４１ ０．３２８９ ０．３２７９ ０．３０６２

１１ ０．２００７ ０．１３９２ ０．１３４９ ０．１１９５

１３ ０．１４５３ ０．１０２３ ０．０９８２ ０．０７７７

３．２　铁心的损耗分析

铁心中的磁通对损耗（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和异常损耗）的计算有较大影响，由于新型换流变压器经

常在非正弦条件下工作，因此，必须考虑在畸变磁通条件下对铁心损耗计算的影响，其传统的铁心损耗

公式法已不再适用．故提出一种在非正弦激励情况下，考虑畸变磁通影响的铁心损耗计算方法．

基于损耗的分离理论［１９?２０］，铁心损耗可表示为

犘＝犓ｈ犳
α犅β＋

π
２
σ犱

２

６ ∑狀
犳
２狀２犅２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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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犓ｈ犳
α犅β为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之和；π

２
σ犱

２

６ ∑狀
犳
２狀２犅２狀为涡流损耗；犳为频率；狀为谐波次数；犱

为硅钢片的厚度；σ为硅钢片的电导率；犓ｈ，α，β为系数，需结合损耗曲线数据拟合计算．计算得出犓ｈ＝

０．００３９６１，α＝１，β＝２．０１０３．由此可知，在畸变磁通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式（１）中的第２项计算出涡流损

耗，而式（１）中的第１项需要进行处理才能得到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

文献［２１］指出，在畸变磁通作用下，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之和等于基波及各次谐波各自作用下产生

的损耗之和．依据Ｐｒｅｉｓａｃｈ磁滞模型计算高次谐波产生的磁滞损耗，依据磁畴理论计算异常损耗的值．

由于Ｐｒｅｉｓａｃｈ磁滞模型在计算损耗时，难度会相对较大，且计算异常损耗所需要的一些参数难以确定．

故在工程的实际运用中，将不采纳上述计算损耗的方法．

假设在高次谐波下，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产生的损耗值与在相应频率和正弦磁化情况下，磁滞损耗

和异常损耗产生的损耗值近似相等．此时，可根据傅里叶分解得到的感应滤波换流变压器铁心磁通密度

犅结合相应的频率值，通过式（１）分别计算各自的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再将产生的损耗相加，从而得到

总的损耗值．此时，计算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相对简单，适合在实际工程上的应用与操作．

因此，可将式（１）中第１项的磁滞损耗与异常损耗之和的公式变换为

犘Ａ ＝犓ｈ∑
狀

犳
α犅β狀． （２）

式（２）中：犅狀 为基波及高次谐波的磁通密度．

换流变压器阀侧主要含有５，７，１１，１３次特征谐波，而其他次谐波含量较小，可忽略不计．对此，基波

频率的磁通密度幅值采用铁心中节点磁通密度的最大值，而５，７，１１，１３次谐波的磁通密度幅值可以利

用表２中的相关数据，再通过式（１），（２）计算出４种工况的单位质量铁心损耗，即未投入滤波器的单位

质量铁心损耗、投入５，７次的单位质量铁心损耗、投入１１，１３次的单位质量铁心损耗，以及全投入滤波

器的单位质量铁心损耗分别为１．０７７６，０．８７７５，０．８８３９，０．７８３１Ｗ．计算结果表明，投入感应滤波调

谐装置可以使铁心单位质量的损耗下降，从而有效地抑制铁心中高频交变磁场产生的损耗，提高系统的

电能质量，改善新型换流变压器的磁场特性．

３．３　节能降耗的对比

对单台新型换流变压器在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前、后的功率进行测量，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

犛为视在功率；犙为无功功率；犘为有功功率；λ为功率因数．

由表３可知：投入之后，功率因数由０．８９１５提高到０．９６７１，输入的有功功率有所下降，无功补偿

表３　感应滤波装置投入前后功率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ｉｌｔｅｒｓ

状态 犛／ｋＶ·Ａ 犙／ｋＶ·Ａ 犘／ｋＷ λ

未投入 １６．８４８ ７．６３１ １５．０２１ ０．８９１５

投入 １４．６６７ ４．７３３ １４．１８４ ０．９６７１

的效果良好，表明感应滤波装置能有效降低换流

变压器网侧绕组的谐波电流．利用变压器内部的

谐波磁势平衡，可减少换流变压器铁心中的谐波

磁通，从而降低换流变压器的谐波损耗，达到节能

降耗的效果．

４　结束语

根据新型换流变压器的原理样机，建立二维变压器有限元仿真模型．利用场路耦合的分析方法对未

投入与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的多种工况进行有限元计算，分析其铁心谐波磁通的抑制，并计算铁心损

耗．结果表明：投入感应滤波调谐装置后，可抑制铁心的特征次谐波磁通，降低铁心磁饱和度，进而降低

铁心损耗；而高次谐波磁通的减少，可以改善换流变压器的运行环境，有利于提高换流变压器的运行寿

命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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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状态机的多犃犌犞路径优化策略

王淑青１，毛月祥１，袁晓辉２

（１．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２．华中科技大学 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　为解决多自动运输引导车（ＡＧＶ）在实际物流中易发生冲突、堵塞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状态机

模型的实时路径规划方法．通过Ａ算法对自动导引运输车系统（ＡＧＶＳ）进行预路径规划，以工作路径长度

作为适应度函数，对不同任务的ＡＧＶ进行优先级分配；然后，引入有限状态机的模型，动态地对不同任务的

ＡＧＶ进行协同控制．若ＡＧＶ之间存在路径冲突点，通过去交叉法，在优先级低的ＡＧＶ中暂设冲突节点为障

碍物状态．对优先级低的 ＡＧＶ重新进行路径规划，优先级高的 ＡＧＶ继续运行，实现 ＡＧＶＳ的无冲突发生．

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保证工作路径是最优的同时，能有效地避免ＡＧＶ在物流运输中的碰撞，实现系统调

度过程中无冲突的发生，提高系统的效率．

关键词：　自动导引车；路径规划；有限状态机；Ａ算法；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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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自动运输引导车（ＡＧＶ）系统主要应用在仓储物流系统中，对于工厂自动化建设有重要意

义．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ＡＧＶ优越性更加明显，将在未来广泛流行和应用．ＡＧＶＳ的工作原理主

要是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将物料通过预规划的路径以一定的精准度传输到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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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１］．在多ＡＧＶ路径规划问题上，Ｆａｚｌｏｌｌａｈｔａｂａｒ等
［２］提出转折点的概念，解决自动导引运输车系

统（ＡＧＶＳ）中的死锁问题．Ｓｍｏｌｉｃ?Ｒｏｃａｋ等
［３］基于时间窗模型动态路径规划的方法，判断不同的ＡＧＶ

之间是否有资源的竞争与碰撞冲突．Ｈａｎ等
［４］改进遗传算法，得到优化的最短路径规划．Ａｌｃａｉｄｅａ等

［５］

提出一种运用ｐｅｒｔ?ｃｐｍ（关键路径模型）解决机器人调度问题的模型．Ｄｒａｇａｎｊａｃ等
［６］提出一种基于多

ＡＧＶ系统的分散控制算法，保证ＡＧＶＳ的安全运行．吕太之等
［７］提出一种Ｂ样条曲线结合粒子群优化

算法，解决移动机器人局部路径规划的问题．余婷等
［８］建立一种染缸资源配置系统的自动机模型，得到

染缸的资源利用率最大的配置方式．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多ＡＧＶ路径规划方法，

用离散事件的动态系统对ＡＧＶ的每个状态进行建模并响应，从而消除交叉点，提高ＡＧＶＳ运行效率．

１　多犃犌犞路径规划问题

１．１　问题描述

在动态规划物流运输中ＡＧＶ路径时，为避免ＡＧＶ之间冲突与堵塞的发生．通过Ａ算法，得到不

同任务目标的ＡＧＶ的最短路径集，若ＡＧＶ的路径集中存在冲突点，即路径存在交叉，对低优先级的

ＡＧＶ重新进行路径规划，从而实现无冲突的发生．引入 ＡＧＶ 的选择路径长度作为适应度函数，对

图１　１０×１０栅格地图模型

Ｆｉｇ．１　１０×１０ｒａｓｔｅｒｍａｐｍｏｄｅｌ

ＡＧＶ分配优先级．结合有限状态机模型，优化ＡＧＶＳ，提高系统效率．

在实际的多ＡＧＶ的物流运输中，往往由多台ＡＧＶ协同实现，即任务

的运输路径最短［９］．将ＡＧＶ初始状态点和最终状态点作为节点，将状

态的迁移过程作为边．由于ＡＧＶ的工作环境是一个二维空间静态空

间（有障碍物存在），不考虑高度，因此采用栅格法建立栅格地图作为

工作环境．将整个工作环境当作坐标系，栅格长度与坐标标度一致，并

且每个栅格与其坐标一一映射［１０］．建立一个１０×１０栅格地图，随机生

成障碍物，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绿色为起始位置；红色为目标点．假设

（１，１０）为初始位置，（１０，１）为目标位置，机器人从初始位置通过 Ａ

算法找到最优路径．规定初始位置与目标位置不重合，基于应用场景，

提出如下４个规定．１）一个栅格中只允许存在一辆ＡＧＶ，每个栅格同

一时刻只允许通过一辆ＡＧＶ．２）ＡＧＶ运行时速度恒定，栅格长度为单位长度．３）ＡＧＶ一次只能完成

一个任务，接到调度指令时不能中途返回．４）为防止ＡＧＶ之间意外碰撞，规定车辆间的最小安全距离，

该距离由车身长度和速度确定．

１．２　多犃犌犞路径规划模型

ＡＧＶ的工作路径可以描述为犔＝｛犾１，犾２，…，犾狀｝，犾１ 为ＡＧＶ的起点，犾２，…，犾狀 为Ａ算法规划的路

径点．路径规划的目标函数为

ｍｉｎ犑＝∑
狀－１

犻＝１

犔（犾犻，犾犻＋１）． （１）

式（１）中：犔（·）为路程算子ＡＧＶ路径规划，即为系统规划一条最短距离的工作路径．

１．３　冲突描述

在物流运输中，随着车辆的增加，ＡＧＶＳ中小车的路径规划会变得更加复杂，在对小车路径规划

时，不可避免地出现ＡＧＶ路径冲突、死锁等问题．多ＡＧＶ的冲突问题主要分为静止冲突、相向冲突、追

击冲突和交叉冲突．在物流运输中，小车的速度是恒定的，小车任务已分配，且路径只支持单向移动，因

此，对相向冲突与追击冲突的情景不予讨论．

１．３．１　静止冲突　ＡＧＶ静止冲突图，如图２所示．当ＡＧＶ１在（狓＋１，狔＋１）栅格故障时，ＡＧＶ１向上

位机发送（狓＋１，狔＋１）栅格信号，上位机将栅格设置为障碍点，若上位机检测到ＡＧＶ２正在向障碍物栅

格移动，以当前栅格为起点，重新为ＡＧＶ２规划工作路径．

１．３．２　交叉冲突　ＡＧＶ交叉冲突图，如图３所示．若ＡＧＶ１与ＡＧＶ２在一段路径中存在交叉点，则表

示在某一时刻，ＡＧＶ１与ＡＧＶ２存在碰撞的可能．传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预处理法，在上位机对

分配任务的ＡＧＶ进行路径规划时，通过检测冲突，若存在相同的节点，则重新规划路线；二是通过分配

０４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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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ＡＧＶ静止冲突图　　　　　图３　ＡＧＶ交叉冲突图

　　　Ｆｉｇ．２　ＡＧＶ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ｉｇ．３　ＡＧＶｃｒｏｓ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优先级，向优先级低的ＡＧＶ２发出停止

信号．将 ＡＧＶ２的停止节点设为障碍

点，重新对 ＡＧＶ１的工作路径进行规

划，从而避免重新交叉冲突，但是该方

法效率低，易发生死循环，导致 ＡＧＶＳ

停止工作．基于此，引入有限状态机模

型，若路径中存在交叉点，即存在冲突障碍状态，将交叉点设为低优先级 ＡＧＶ的障碍点，对低优先级

ＡＧＶ的工作路径重新规划，从而消除交叉点，避免交叉冲突．

２　有限状态机

２．１　有限状态机的特点

在物流运输中，ＡＧＶ之间协作策略的选择是一个离散事件的规划问题，所以ＡＧＶＳ中ＡＧＶ之间

的调度问题可以看成是一个离散事件的动态系统，而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常用的模型一般有两种：有限状

态机和ｐｅｔｒｉ网
［１１］．由于有限状态机具有以下４个特点：１）系统必须有几个有限的输入或可以出发状态

间的变迁事件；２）系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的行为取决于当前的状态和在此时间的输入或发生的事

件；３）系统的每个可能的状态和行为都有明确的可能的输入或事件；４）系统有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

因此，引入有限状态机对ＡＧＶＳ协同控制层进行建模
［１２］．有限状态机的模型为犕＝ 犓，Σ，σ，狊，（ ）犃．其

中：犓 为一个有限的状态机集合；犃为一组接受状态即最终状态，是属于犓 的其中一个子集；Σ是系统

能接收的所有事件的集合；σ为状态转换函数，反映犓×Σ→犓 上的映射；狊为系统的初始状态．

２．２　有限状态机模型

初始由于自动机犓＝，所以自动机的状态集合为空，将其标记为空集σ（狓，）＝狔．其中：为每个

相关事件的标签，表示事件从状态狓转到狔，模拟ＡＧＶ从初始状态移动到目标状态的过程．∈Σ；狔∈

犓．在ＡＧＶ路径状态改变过程模型中
［１３］，狊集合由４初始状态集合组成；犃集合由２个最终状态组成．

每个状态提供一个预定义的响应．６种状态的信息如下：１）离开节点状态（ＬＶＮ）；２）正常行驶状态

（ＮＲ）；３）到达预期节点状态（ＲＥＮ）；４）到达目标节点状态（ＡＤ）；５）遇障状态（ＭＯ）；６）警告状态

（ＷＡ）．

２．２．１　模型各状态的响应　１）处于 ＬＶＮ 状态时，接受上位机根据目标点确定的一条路径曲线

（ＧＰＣ），开始向下一个期望节点移动；２）处于ＮＲ状态时，小车向上位机反馈行驶状态，上传经过站点

数量；３）处于ＲＥＮ状态时，小车向上位机反馈已到达规划路径节点，并准备接受离开信号，到达ＬＶＮ

状态；４）处于ＡＤ状态时，ＡＧＶ停止输入事件，并向上位机反馈一个已完成的信号，准备接受新的工作

图４　有限状态机状态迁移图

Ｆｉｇ．４　Ｆｉｎｉｔｅｓｔａｔ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路径；５）处于 ＭＯ状态时，生成一条新的路径曲线（ＧＮＰＣ），使

得ＡＧＶ避碍；６）处于 ＷＡ状态时，ＡＧＶ停止输入事件，并向上

位机发生一个请求（ＨＥＬＰ）帮助信号．

２．２．２　有限状态机模型事件的输入　Σ的事件输入集合由以

下对象表示：１）开始；２）离开节点；３）正常行驶；４）期望节点；

５）目标节点；６）障碍物；７）运行错误．

２．２．３　有限状态机状态迁移流程　ＡＧＶ的起始位置视为一节

点，如果上位机将开始信号发送至 ＡＧＶ，ＡＧＶ准备离开节点，

则有限状态机模型了有了第一个初始状态ＬＶＮ状态，并且存在

两个可能的最终状态———ＡＤ或 ＷＡ．当 ＡＧＶ 到达最终状态

时，有限状态机停止接受事件，ＡＧＶ工作任务结束，并将适当的

信号发送到上位机，等待新的指令．ＡＧＶ的状态迁移转换图，如

图４所示．图４中：控制输入标记为开始；初始状态为最终状态

双圈．在４个非最终状态中，分别输入开始、离开、正常行驶、期

１４２第２期　　　　　　　　　　　　王淑青，等：有限状态机的多ＡＧＶ路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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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节点、目标节点、障碍物和运行错误，控制系统将分别控制到ＬＶＮ，ＮＲ，ＲＥＮ，ＲＤＮ，ＭＯ和 ＷＡ，默认

ＡＧＶ离开访问节点并沿着工作路径移动，不会返回到已访问节点，除非它发生错误，或者被避障系统指

示返回．若发生ＡＧＶ１与ＡＧＶ２发生冲突，则按照优先级将低优先级的ＡＧＶ２设为障碍物，并以当前

节点为新的起点，对ＡＧＶ１工作路径重新规划，ＡＧＶ１离开后，ＡＧＶ２继续行驶．

３　多犃犌犞规划路径优化

３．１　犃犌犞优先级分配

对于所有ＡＧＶ，分配任务后，根据Ａ算法进行相应任务的路径规划．通过适应度函数对ＡＧＶ进

行优先级的分配，在行驶过程中，当上位机检测到交叉点时，由于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性质，

因此存在交叉的路径一定不是最优路径，引入去交叉法，针对优先级低的ＡＧＶ先运行至与之发生冲突

的ＡＧＶ的当前节点，并以当前节点为新的起点，低优先级ＡＧＶ将交叉点视为障碍物，实现交叉
［１４］．

在ＡＧＶＳ中，为了减少多ＡＧＶ的碰撞与冲突，对ＡＧＶ进行优先级的分配，提高系统的效率．文中

的优先级分配的计算方法是以路径长度为适应度函数，对路径进行约束，其目标函数为式（１）．按照适应

度函数对ＡＧＶ进行优先级的分配，以满足复杂环境下的路径规划要求．在ＡＧＶ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保

证ＡＧＶ完成任务的效率最高，即ＡＧＶ工作路径尽可能短，ＡＧＶ工作路径的长度为

犇＝∑
犱

犻＝１

（狓犻＋１－狓犻）
２
＋（狔犻＋１－狔犻）槡

２．

图５　多ＡＧＶ路径规划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ＡＧＶ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上式中：犇 为 ＡＧＶ的工作路径长度；（狓犻，狔犻）为

ＡＧＶ当前坐标；（狓犻＋１，狔犻＋１）为ＡＧＶ即将到达的

坐标其适应度函数犉为路径长度的倒数，犇 越小

适应度越好，即犉＝
１

犇
．

优先级分配具体有如下３个步骤．１）选择

ＡＧＶ工作路径长度评估，按照适应度函数将任务

路径进行优先级的分配．２）若存在多辆ＡＧＶ路

径长度相等，则比较ＡＧＶ与其他ＡＧＶ任务路径

中的节点个数，节点个数多的 ＡＧＶ为停靠站点

最好，因此将其优先级设为最高；３）以此类推，更

新ＡＧＶ的优先级．通过以上方式，当 ＡＧＶ１与

ＡＧＶ２发生碰撞时，在交叉点位置对优先级低的

ＡＧＶ２重新进行新的路径规划，避免 ＡＧＶ１与

ＡＧＶ２的碰撞，减少ＡＧＶ之间冲突的发生．

３．２　多犃犌犞工作路径优化流程

多ＡＧＶ的工作路径规划算法的流程，如图５

所示．通过Ａ算法确定ＡＧＶ的工作路径，以有

限状态机模型作为 ＡＧＶ 的协同控制层，完成

ＡＧＶ的优先级分配，实现多ＡＧＶ的无碰撞冲突

的路径规划［１５?１６］具体有７个步骤．１）参数初始

化，确定参与ＡＧＶ数量．２）确认各ＡＧＶ任务的

起点与终点．３）通过 Ａ算法依次求解各 ＡＧＶ

的最短路径，直到任务为空集．４）通过上位机，对ＡＧＶ的优先级进行分配．５）当上位机检测到冲突时，

判断冲突类型．若为静止冲突，即工作路径出现新的障碍物，上位机对工作路径存在障碍物的ＡＧＶ重

新规划；若为相向冲突，将交叉节点判为障碍物节点，对优先级低的ＡＧＶ重新进行路径规划．６）上位机

继续检测是否存在冲突冲突，若无，则调到步骤７；存在，则返回步骤５．７）ＡＧＶ到达目标点，顺利完成

目标任务，等待上位机新的指令并退出算法．

２４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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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随机栅格地图

Ｆｉｇ．６　Ｒａｎｄｏｍｇｒｉｄｍａｐ

４　仿真结果分析

４．１　仿真平台

选用Ｖｉｓｕａｌ２０１７作为仿真工具，在仿真平台下，选择１０×１０的环

境模型，显示 ＡＧＶ 的路径规划结果，同时检测在文中调度方法下多

ＡＧＶ的适用性．通过随机生成障碍物检测多ＡＧＶ的动态适应能力，其

栅格地图，如图６所示．

４．２　结果分析

传统多ＡＧＶ工作路径规划，如图７所示．图７中：黑色方块为障碍

物；红色方块为目标点；灰色折线为最终生成的工作路径．以３辆小车为

一组，进行试验，选用两种仿真模型进行验证调度方法的适用性：第一

种，一般路径规划方法下的多ＡＧＶ路径规划结果图；第二种，调度方法下的多ＡＧＶ路径规划结果图．

在Ｖｉｓｕａｌ２０１７中，为了验证其各自路径规划方法的防碰撞、避障的能力，随机生成任务请求，ＡＧＶ１，

ＡＧＶ２，ＡＧＶ３小车的起点分别为绿色、蓝色、黄色方块．

只采用Ａ算法进行多ＡＧＶ的路径规划时，ＡＧＶ１与ＡＧＶ２在坐标（７，４）存在交叉点；ＡＧＶ１与

ＡＧＶ３在坐标（４，９）存在交叉点．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多ＡＧＶ优化调度的路径规划，如图８所示．通过引

入有限状态机模型，对其调度进行优化，因为上位机检测到交叉点（７，４），在交叉点（７，４）前，对低优先级

的蓝色小车ＡＧＶ２进行重新规划，合并蓝色小车和绿色小车的工作路径．又因为ＡＧＶ速度恒定，因此

在同一条路径中不存在碰撞的问题，即交叉点已经消失．按照优先级，对低优先级的ＡＧＶ２重新进行路

径规划，消除了交叉点，避免了碰撞、堵塞的发生．同理，ＡＧＶ２与ＡＧＶ３的交叉点（４，９）也已经消失．由

图７，８可知：当有障碍物存在时，对各ＡＧＶ进行规划，通过与有限状态机的调度策略相结合，在ＡＧＶ

遇到障碍物后，动态地更新运行路径，实现实时避障．

　　图７　传统多ＡＧＶ工作路径规划　　　　图８　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多ＡＧＶ优化调度的路径规划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ＡＧＶ　　　　　　　　Ｆｉｇ．８　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ｍｕｌｔｉ?ＡＧＶ　

　　　ｗｏｒｋ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算法和结合有限状态机模型算法的ＡＧＶ冲突次数与路径搜索时间对比，如表１所示．由表１

可知：在起始点与目标点相同的条件下，结合有限状态机模型后的Ａ算法的冲突次数消失，路径搜索

时间减少，降低了多ＡＧＶ路径规划时计算的复杂度，减少了路径规划时对内存的占据，提高ＡＧＶＳ的

工作效率．

表１　ＡＧＶ冲突次数与路径搜索时间对比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ＧＶ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ｔｉｍｅ

编号

冲突次数／次

Ａ算法
结合有限状态机
模型后的算法

路径搜索时间／ｍｓ

Ａ算法
结合有限状态机
模型后的算法

路径长度／单元

Ａ算法
结合有限状态机
模型后的算法

ＡＧＶ１ ２ ０ １．９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８ １８

ＡＧＶ２ １ ０ ０．８３００ ０．５５００ １０ １０

ＡＧＶ３ １ ０ ０．７５００ ０．５８００ １０ １１

３４２第２期　　　　　　　　　　　　王淑青，等：有限状态机的多ＡＧＶ路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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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为实现多ＡＧＶ的无碰撞、无堵塞的安全运行，提出基于有限状态机的调度方法对多ＡＧＶ进行动

态路径规划，解决了多ＡＧＶ中ＡＧＶ之间的潜在碰撞冲突，并且通过去交叉的方法，将交叉点移除，保

证了路径尽可能最优，而且提升系统效率．在ＡＧＶ的工作路径中，若路径中出现障碍物，通过调度方

法，为ＡＧＶ提供了新的工作路径，实现其实时避障的目的，增强ＡＧＶＳ的适用性．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了

该调度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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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深度学习的快速超分辨率

图像重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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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实际工业生产需要，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超分辨率图像重建方法．采用一种快速的卷

积神经网络结构，使用级联的小卷积核以取得重建速度上的提升，加深卷积网络以取得重建质量上的提升．实

验结果表明：在标准的公共数据集上，该算法重建的高分辨率图像在主观视觉感受和客观的图像质量评价（峰

值信噪比）上取得较好的效果，且重建时间大大缩短；将算法应用在实际的项目中，能达到阈值分割后准确检

测物体的标准，减少企业对高额工业相机的经济开支．

关键词：　超分辨率图像重建；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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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了工业相机等硬件条件的限制和光学系统的打光偏差，但是，这也提高了对超分辨率重建技术在成像

速度和成像质量上的要求．超分辨率重建技术主要分为基于重建的方法和基于学习的方法两大类
［１］．基

于重建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约束条件，若大幅度提高分辨率，则其性能会急剧下降，也会出现丢失高频细

节、边缘模糊等问题．基于学习的方法应用于单幅图像的超分辨率重建领域
［２］，如Ｙａｎｇ等

［３］提出的稀

疏表示法在超分辨率重建领域一直占领着主导地位，但是该算法中，系数正则化效果不明显、字典完备

性不强且复原边缘细节质量不高．针对稀疏表示法在物体特征表示不足和字典表示能力不够的问题，研

究者们利用高斯金字塔［４］、拉普拉斯金字塔［５］、Ｓｒｅｅｒａｂｌｅ金字塔
［６］和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金字塔

［７］等方法建立

图像不同分辨率之间的信息对应样本库．针对传统基于稀疏表示方法存在的问题，张晓燕等
［８］也提出了

一些改进的算法，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处理一些细节比较多的图像时，容易造成纹理过重．近年

来，深度学习在图像分类及图像分割等任务中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超分辨率重建技术的发展，它弥补了

传统浅层学习方法的不足［９?１０］．基于此，本文基于深度学习，提出一种快速超分辨率图像重建的方法．

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超分辨率重建方法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单幅图像重建（ＳＲＣＮＮ）算法是深度学习在图像超分辨率重建问题的开山之

作［１１］．与传统非深度学习的算法相比，ＳＲＣＮＮ算法的优势在于其三层卷积神经网络，在保持高质量图

片输出的情况下，能够快速重建高分辨率的图像．虽然ＳＲＣＮＮ算法使用较大的卷积核可以减少计算

量，但每次卷积时还会丢失大量高频信息，从而导致重建质量不高［１２］．

在ＳＲＣＮＮ算法的基础上，Ｋｉｍ等
［１３］借鉴擅长图像分类的ＶＧＧ

［１４］神经网络结构，提出了极深网络

（ＶＤＳＲ）的超分辨率重建方法．采用更深层网络对低分辨率到高分辨率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行建模，该方

法克服了ＳＲＣＮＮ算法上、下文信息缺乏关联、单一尺度放大等问题．但是该方法却不能实现多尺度的

自由放大，且其参数存储和检索也存在较明显的不足，另外，它以牺牲时间为代价，在实时系统或应用到

实际项目中有致命的弱点．

Ｓｈｉ等
［１５］提出了一种在低分辨率图像上直接计算卷积得到高分辨率图像的方法（ＥＳＰＣＮ）．在该方

法中，直接将原始低分辨率图像输入网络中，通过两个卷积层后，得到的特征图像大小与输入图像一样

的重建图像，其中，核心则是亚卷积层（ｓｕｂ?ｐｉｘｅ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该亚卷积层大大减少了图像重建的时

间，在图像重建领域，这是ＥＳＰＣＮ算法立足的最大优势，但相比于ＶＤＳＲ的重建方法，ＥＳＰＣＮ则在上、

下文信息缺乏关联和物体特征的表达上还略显不足，边缘细节处理有所欠缺．

２　快速超分辨率图像重建的方法

２．１　总体框架

文中算法的总体结构框架主要由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层和亚卷积层
［１５］两部分组成，如图１所示．各层的

参数细节：卷积层１（Ｃｏｎｖ１）的卷积核大小和激活函数分别为３×３×３２和Ｔａｎｈ；级联层２（Ｃｏｎｖ２）的卷

积核大小和激活函数分别为（３×３＋３×３）×６４和ＲｅＬＵ；卷积层３（Ｃｏｎｖ３）的卷积核大小和激活函数分

别为３×３×３２和Ｔａｎｈ；损失函数为欧式距离损失函数；通道数为狉×狉．

图１　文中算法的总体结构框架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重建速度的改进

２．２．１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层　为了缩短超分辨率的时间，在三层卷积网络中使用一个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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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级联的３×３卷积核．神经网络中，大的卷积核可以带来更大的感受野，但其使用了更多的神经元参

数，同时，也增加卷积运算的计算量．由于神经元参数的数量仅与卷积核的大小有关，因此，越小的卷积

核产生的神经元参数就越少，用于卷积运算的计算量也就越少．这里使用ＲｅＬＵ激活函数提取非线性

特征，从ＲｅＬＵ激活函数的表达式可以看出，计算机只需要判断输入是否大于零即可输出结果，所以，

其计算速度非常快．

时间复杂度犜＝犗（犖２·犓２·犉）．其中：犜 表示时间复杂度；犖 是输入图像的大小；犓 是卷积核大

小；犉是过滤器的数量．卷积公式Ｏｕｔｐｕｔ＝（犐－犓＋２犘）／犛＋１．其中：犐为输入图像大小；犓 是卷积核大

小；犘表示填充，即在图像之间添加额外的零层，使输出图像与输入大小相同；犛表示原始图像中水平和

垂直方向上滤波器的步长．为便于讨论，假定犘＝０，犛＝１．根据时间复杂度和卷积，将文中算法中的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和ＥＳＰＣＮ算法中的５×５卷积核进行性能比较，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和的５×５卷积核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５×５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ｋｅｒｎｅｌ

项目 卷积核（５×５）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３×３＋３×３）

时间复杂度 犗（犖２×（５×５×６４））＝犗（１６００×犖２） 犗（犖２×（３×３＋３×３）×６４）＝犗（１１５２×犖２）

参数量 ５×５＋１＝２６ ３×３＋１＋３×３＋１＝２０

计算量 ２５（犐－４）２ ９（犐－２）２＋９（犐－４）２

　　由表１可知：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在３种性能上都有优势；在计算量比较中，当犐＞１０时，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卷积乘法和加法两个方面的计算量都少于５×５模型．

２．２．２　亚卷积层　在卷积层中，将低分辨率的图像直接作为整个网络的输入，在不同滤波器犠ｓ中，有

卷积核大小为犽ｓ的参数在低分辨率空间中被激活后的数量正好是狉
２．在激活模式的对应位置上，刚好

激活（犽ｓ／狉）
２ 个大小的权重．然后，将ｍｏｄ（狓，狉），ｍｏｄ（狔，狉）（狓，狔是高分辨率空间中的输出像素坐标）的

结果重新排列，排列后的位置表示为元素所在位置．在最后一层，使用一个亚像素卷积层重建一个图像，

即周期性的混洗操作（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ｈｕｆｆｌ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ｏｒ）．周期性的混洗操作将从亚卷积层中输出的高犎，宽

犠，通道数犆，即犎×犠×犆×狉２ 的张量元素重新映射为形状狉犎×狉犠×犆的张量．由于周期性混洗操作

直接将低分辨率特征图重建成高分辨率图像，节省了卷积运算的计算成本，因此，与其他卷积反卷积操

作相比，其花费的时间更少．这个周期性混洗算子操作可以描述为

ＳＲ（犘）狓，狔，犆 ＝犘［狓
狉
］，［狔
狉
］，犆·狉·ｍｏｄ（狔，狉）＋犆·ｍｏｄ（狓，狉）．

２．２．３　隐含层　深层神经网络的体系结构由多层参数化非线性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的参数都经过学

习．添加的隐藏层越多，网络学习的功能就越多．此外，与ＥＳＰＣＮ算法相比，文中算法增加了一个新的

层，用以利用神经网络内部的高频信息．

在ＥＳＰＣＮ算法的网络结构中，卷积核的数量分别为６４和３２，这两层应用了Ｔａｎｈ激活函数．隐藏

层由３个卷积层组成．众所周知，当添加更多卷积神经网络层时，可以从图像中提取更多特征．文中算法

提出的隐含层网络结构为：Ｃｏｎｖ１表示隐藏层中的第一层．然后，Ｃｏｎｖ１和Ｃｏｎｖ３包含相同的卷积核数

（３２），相同大小的卷积核（３×３）和相同的激活函数（Ｔａｎｈ）．在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的结构中，涉及２个卷积

内核级联，即大小为３×３的卷积内核和ＲｅＬＵ激活函数．

２．３　重建质量的改进

分析比较３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重建算法，ＳＲＣＮＮ算法虽然结构简单，但其重建质量远超过传统训

练字典的重建方法；而ＶＤＳＲ重建算法增加了很多隐含层，以增加对高频信息的捕获能力，但它是以牺

牲重建的时间为代价，重建质量的提高伴随着重建时间的增加；ＥＳＣＰＮ算法以速度取胜，在重建质量上

超过了初代的ＳＲＣＮＮ算法，但在整体的结构上可以做出一定的改良，吸取ＶＤＳＲ算法的经验，在神经

网络的隐含层上增加并调整合适的参数，在增加网络层的同时，保证速度不会慢太多．针对以上３种算

法的优缺点，采用各个算法的优点去弥补其相应的缺点，再通过调节参数，构成文中算法的整个神经网

络框架．

通过实验证明，文中提出的网络结构大大提高了超分辨率重建的质量．ＳＲＣＮＮ算法
［１１］首先使用预

处理操作，即先将原图像放大狉倍，这样在卷积神经网络中加入池化层可以减少计算量，而不会对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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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细节信息产生太大的影响．而文中算法是直接将低分辨率的图像作为输入，如果加入池化层，会直

接减少低分辨率图像中的特征点，严重影响图片重建的质量，因此，文中算法不使用池化层．单幅图像的

高频细节信息与过滤器提取的感受野有关，在 Ｍｉ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中，应确保２个级联３×３卷积核与ＥＳ

ＰＣＮ算法中５×５模型所提取的感受野大小相同．此外，还添加一个新的卷积层以增强对低分辨率图像

中高频信息的提取．深层神经网络结构由多层参数化非线性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的参数都需要学习，添

加的隐藏层越多，网络结构学到的特征就越多，重建出来图片的细节信息也就越多，重建质量也得到了

相应的提升．

３　实验结果

实验环境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配置，测试用的计算机配置为Ｉｎｔｅｌ○
Ｒ
Ｃｏｒｅ（ＴＭ）ｉ７?６７００ＣＰＵ＠３．４０

ＧＨｚ，ＧＰＵ为ＮＶＩＤＩ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１０５０Ｔｉ．实验平台搭载的操作系统是６４位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Ｃａｆｆｅ，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ＣＵ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ｖ８．０和Ａｎａｃｏｎｄａ２．

３．１　公共数据集上测试

在测试评价期间，选择使用广泛的５种公开数据集（Ｓｅｔ５，Ｓｅｔ１４，ＢＳＤ３００，ＢＳＤ５００和ＳｕｐｅｒＴｅｘ

ｔｕｒｅ）进行测试．将文中算法与以速度著称的ＥＳＰＣＮ算法比较重建时间，同时，与传统的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比

较重建质量，采用峰值信噪比（犚ＰＳＮ）值评判重建质量的好坏．统计３种算法在５种数据集上的重建质量

和重建时间（狋），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在同样的数据集上，文中算法重建的图像质量远高

于传统的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且与基于深度学习的ＥＳＰＣＮ算法相比，峰值信噪比提高了０．３７ｄＢ；在算法运

行时间上，文中算法在各个数据集上的平均速度比ＥＳＰＣＮ算法快了５０ｍｓ．

表２　文中算法与ＥＳＰＣＮ算法的参数对比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ＥＳＰＣ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数据集 放大倍数
犚ＰＳＮ／ｄＢ

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ＥＳＰＣＮ算法 文中算法

狋／ｓ

ＥＳＰＣＮ算法 文中算法

Ｓｅｔ５ ３ ３２．６１１ ３５．０８６ ３５．４５６ ０．３６５ ０．２２０

Ｓｅｔ１４ ３ ３２．２５６ ３５．３７９ ３５．７３５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１

ＢＳＤ３００ ３ ３６．２５８ ３９．１９７ ３９．７６４ ０．２７７ ０．２０１

ＢＳＤ５００ ３ ３２．８９８ ３５．１３１ ３５．３０９ ０．２４１ ０．２１７

ＳｕｐｅｒＴｅｘｔｕｒｅ ３ ２３．０３１ ２８．９０１ ２９．３６８ ０．２１７ ０．１８７

　　３种算法在数据集Ｓｅｔ５，Ｓｅｔ１４，ＢＳＤ３００上的重建质量效果图，如图２～４所示．

　 （ａ）原图　　　　　　 （ｂ）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ｃ）ＥＳＰＣＮ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２　在Ｓｅｔ５数据集上的重建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５ｄａｔａｓｅｔ

３．２　算法的应用

以实际生产项目出发，使用提出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降低使用工业相机的成本，从一个低分辨率的

图像重建出满足实际生产要求的高分辨率图像．具体有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将低分辨率的图像作为输入，直接输入网络．

步骤２　得到重建后的图像，进行边缘检测：滤波，增强和检测．使用大津算法
［１６］将图像阈值化，采

用霍夫变换［１７］检测直线．

步骤３　检测出待检测的物体．

　　重建前的图像分割过程，如图５所示．在不改变实验阈值的条件下，输入像素２１３ｐｘ×１６０ｐｘ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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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原图　　　　　　 （ｂ）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ｃ）ＥＳＰＣＮ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３　在Ｓｅｔ１４数据集上的重建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１４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原图　　　　　　 （ｂ）Ｂｉｃｕｂｉｃ算法 　　　　　（ｃ）ＥＳＰＣＮ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４　在ＢＳＤ３００数据集上的重建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ＳＤ３００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原图　　　　（ｂ）阈值分割图　　　（ｃ）目标丢失图

图５　重建前的图像分割过程

Ｆｉｇ．５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分辨率的原始图像（图５（ａ）），在阈值分割时出

现了明显的边缘不闭合现象（图５（ｂ）），料盘

中的小方块右下角出现缺口，使得在检测物体

时，目标丢失（图５（ｃ））．

重建后的图像分割过程，如图６所示．将

像素为２１３ｐｘ×１６０ｐｘ的低分辨率图像（图６

（ａ）），输入网络训练后重建出像素大小为６１５

ｐｘ×４５６ｐｘ的清晰图（图６（ｂ）），阈值分割后

出现完整的小方块闭合图像，顺利完成物体的精确定位（图６（ｄ））．

（ａ）原图　　　　　　　（ｂ）清晰图　　　　　　 （ｃ）阈值分割图　　　　　　（ｄ）精准检测图

图６　重建后的图像分割过程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４　结论

分析并总结３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重建算法，调整合适的参数和网络结构以达到图像重建的最优效

果．根据在公共数据上测试的结果，文中算法比ＥＳＰＣＮ算法的峰值信噪比提升了０．３７ｄＢ，在图像重建

的质量上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重建时间上，文中算法相比ＥＳＰＣＮ算法快了５０ｍｓ．在工程的实际应用

中，文中算法只需要０．３７ｓ就可以完成图像重建，远远小于ＳＲＣＮＮ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的４．３０ｓ．因此，

所提算法的网络结构在速度上有较大的优势，能满足实际工业场景中实时应用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

文中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大减小了对昂贵工业相机的依赖，使用低分辨率的相机就

可以满足实际生产中的应用需求，为企业节省了一大笔经济开支．

然而，文中算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在物体的纹理处理上还是过于平滑，如遇到车轮的纹路等重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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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还不能很好地提取出特征，不能将网络结构设计地更深，并提取出更为明显的体征．因此，每层卷

积层参数的优化和改进将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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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跨语言

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党莉，陈锻生，张洪博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文本情感分类任务中，有情感标注的语料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均衡问题，结合深度学习和迁移学

习，提出一种基于对抗长短时记忆网络（ＡＬＳＴＭ）的跨语言文本情感分类方法．设置双语各自独立的特征提

取网络和共享特征提取网络，把获取到的特征拼接输入到分类器进行分类．在共享特征提取网络中，设置语言

分类器，运用对抗思想优化模型，通过投票法决定文本最终的情感极性．实验表明：该方法可以取得跨语言文

本情感分类任务更高的准确度．

关键词：　文本情感；跨语言；对抗；长短时记忆网络；共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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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行业蓬勃发展，在各种交易平台都会找到各种商品的评价．如何从这些海量数据找到其背

后的潜在价值，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中文较其他语言起步较晚，缺乏高质量的语料资源，人工标注

又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文情感分类的研究．跨语言情感分析是利用一种

语言的丰富情感资源协助或提高另一种语言的情感分析［１］．在跨语言情感分类任务中，最常用的是机器

翻译的方法［２］，但是机器翻译的方法会出现翻译误差．Ｗａｎ等
［３］采用半监督的方法弥补翻译损失．此

外，还有基于双语词典和平行语料的方法［４］，但是，这些双语资源在现实中都很难获取．近年来，深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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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５?６］．Ｚｈｏｕ等
［７］提出一种基于去噪自动编码机（ＤＡＥ）的双语

情感词嵌入算法，通过语义学习和情感学习阶段获得两个视图的共同表示，准确率达到８０．６８％．Ｚｈｏｕ

等［８］提出双语语义和情感特征表示（ＢＳＳＲ）算法，准确率达到８２．２４％．Ｚｈｏｕ等
［９］提出一种基于注意力

机制的长短时记忆网络（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ＬＳＴＭ），利用词级注意力和句子级注意力进行优化，将分类准

确度提高到８２．４０％．Ｂｅｎ?Ｄａｖｉｄ等
［１０］提出，一个良好的特征表示，应该是域分类器分不出此特征来自

源领域还是目标领域．目前，利用对抗思想，在计算机视觉的图片生成
［１１］和领域适配［１２］方面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跨语言问题也是同样道理，一个好的迁移特征应该使语言分类器分不清特征来源于源语言还是

目标语言．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对抗长短时记忆网络（ＡＬＳＴＭ）的跨语言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１　基于犃犔犛犜犕的跨语言文本情感分类

１．１　数据预处理

采用基于ＦｏｏｌＮＬＴＫ的中文分词和基于Ｇｌｏｖｅ模型
［１３］的词向量进行预训练．基于ＦｏｏｌＮＬＴＫ分

词工具（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ｒｏｃｋｙｚｈｅｎｇｗｕ／ＦｏｏｌＮＬＴＫ）进行优化，构建常用的网络用语词表作为中

文分词的辅助词表，实现更准确的中文分词，为后续词向量的预训练提供更好的数据来源．同时，采用基

于Ｇｌｏｖｅ模型的词向量预训练方法，通过预训练的方式引入额外的语料库，其中，包括大量中文无标注

数据．Ｇｌｏｖｅ模型综合运用词的全局统计信息和局部统计信息生成语言模型和词的向量化表示．由于词

向量是依据大量的无标注语料生成的，所以，能比单纯地使用标注语料进行情感文本分类接触到更多的

数据．实验中，采用的词向量维数为３００．

１．２　网络框架

跨语言文本情感分类网络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狓ｓ 和狓ｔ分别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输

入．该网络主要包括特征提取和分类预测两部分．特征提取部分主要包括３个网络：源语言特征提取网

络Ｆｓｐ，目标语言特征提取网络Ｆ
ｔ
ｐ和共享特征提取网络Ｆｃ．分类预测部分主要包括２个分类器：文本情

感极性分类器Ｃｐ和语言分类器Ｃｌ．其中，文本情感极性分类器用来预测３种方式融合得到的特征极

性；语言分类器用来预测共享特征提取网络提取的特征来源于源语言还是目标语言．文本情感极性分类

器最小化文本极性分类损失，语言分类器最大化语言分类损失，使语言分类器最大程度分不清特征来

源．通过这种对抗训练，使网络参数得以优化，以便于获取双语不变特征．

图１　跨语言文本情感分类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在特征提取部分，采用加入注意力机制的长短时记忆网络（ＬＳＴＭ）
［１４］．传统的ＬＳＴＭ网络中，每个

输入的词语都赋予了相同的权重．采取基于注意力机制的ＬＳＴＭ 网络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机器翻译的

方法不可避免地引入噪音，通过注意力机制可以减小这些噪音的影响；二是注意到不同的词语对语句的

极性贡献大小不同．注意力机制通过保留ＬＳＴＭ 对输入序列的中间输出结果，经过Ｓｏｆｔｍａｘ进行归一

化得到符合概率分布取值区间的注意力分配概率分布数值，然后，训练模型对输入进行选择性学习．

通过一个单层的神经网络，计算每个时刻隐藏状态所占权重，即

β犻 ＝犞ａｔａｎｈ（犺犻犠ａ＋犫ａ），　　α犻 ＝ｅβ犻／∑
狋

犽＝１

ｅβ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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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特征提取网络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加权求和，得到最终的隐藏状态，即

犺＝∑
狋

犻＝１

犺犻α犻．

　　特征提取网络，如图２所示．通过机器翻译工

具，把源语言的训练数据狓ｓ翻译成目标语言的训

练数据狓ｔ．源语言特征提取网络Ｆｓｐ 获取到源语

言特征犺ｓｐ，目标语言特征提取网络Ｆ
ｔ
ｐ 获取到目

标语言特征犺ｔｐ，共享特征提取网络Ｆｃ 获取到源

语言特征犺ｓｃ和目标语言特征犺
ｔ
ｃ．然后，将源语言

特征和源语言特征拼接，目标语言特征和目标语

言特征拼接，源语言特征和目标语言特征拼接，分

别输入极性分类器Ｃｐ进行分类．最终的分类结果

取决于３种融合特征的投票结果．

整个网络的损失为

ｌｏｓｓｅｓ＝ｌｏｓｓ＿ｅｎ＿ｅｎ＋ｌｏｓｓ＿ｃｎ＿ｃｎ＋ｌｏｓｓ＿ｅｎ＿ｃｎ．

上式中：ｌｏｓｓ＿ｅｎ＿ｅｎ＝ｌｏｓｓ＿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ｃｌａｓｓ＋α×ｌ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ｏｓｓ＿ｅｎ表示对源语言特征拼接后的极

性分类预测损失；ｌｏｓｓ＿ｃｎ＿ｃｎ＝ｌｏｓｓ＿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ｃｌａｓｓ＋β×ｌ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ｏｓｓ＿ｃｎ表示对目标语言特征

拼接后的极性分类预测损失；ｌｏｓｓ＿ｅｎ＿ｃｎ＝ｌｏｓｓ＿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ｃｌａｓｓ＋ｌｏｓ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ｌ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ｌａｓｓ

表示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特征拼接后的极性分类预测损失．其中，ｌｏｓｓ＿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ｃｌａｓｓ为极性分类误差；

ｌ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为独立特征提取网络获取的特征和通过共享特征提取网络获取的特征之间的距离，文

中采用欧氏距离；ｌｏｓｓ＿ｅｎ为英文分类损失；ｌｏｓｓ＿ｃｎ为中文分类损失；ｌｏｓ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为通过共享特征提

取网络获取的特征犺ｓｃ和犺
ｔ
ｃ之间的距离；ｌ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ｌａｓｓ为通过语言分类器的语言类别分类损失；

α，β为超参数，取０．１．

１．３　领域对抗训练

设置共享特征提取网络，使源语言的分布和目标语言的分布尽可能地接近，以便于网络学习到双语

的不变性特征．对共享特征提取网络获取的源语言特征犺ｓｃ和目标语言特征犺
ｔ
ｃ，采用最大均值差异损失

（ＭＭＤ）
［１５］衡量２个分布的相似性．表达式为

ｌｏｓ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１
（犖ｓ）（２ ∑

犖
ｓ

犻，犼＝０

犽（犺ｓｃ，犻，犺
ｓ
ｃ，犼）－

２

犖ｓ犖ｔ∑
犖
ｓ，犖

ｔ

犻，犼＝０

犽（犺ｓｃ，犻，犺
ｔ
ｃ，犼）＋

１
（犖ｔ）２∑

犖
ｔ

犻，犼＝０

犽（犺ｔｃ，犻，犺
ｓ
ｃ，犼）．

上式中：犽（·）为映射，用于把原变量映射到高维空间中，实验采用高斯核函数．

设置语言分类器，最大程度模糊两个分布，让分类器分不清特征来源于源语言还是目标语言．对共

享特征提取网络提取到的源语言特征犺ｓｃ添加标签（０，１），目标语言特征犺
ｔ
ｃ添加标签（１，０），依次输入到

语言分类器Ｃｌ中．定义犔（狔，^狔），其中，狔为数据的原始标签，^狔为域分类器预测的标签．

在特征提取网络和语言分类器之间，采用梯度反转层（ＧＲＬ）
［１６］．在前向传播期间，ＧＲＬ作为一种

恒等交换；在后向传播过程中，ＧＲＬ从后面的层获得梯度并改变其符号，即将其乘以－１，然后，将其传

递到前一层．ＧＲＬ是对抗性的．一方面，优化网络以增强语言分类器区分特征来源于源语言还是目标语

言的能力；另一方面，梯度反转层使判别特征表示来自哪种语言的能力被降低．交叉熵损失为

ｌ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ｌａｓｓ＝ ∑

犖
ｓ＋犖ｔ

犻＝０

｛狔犻ｌｏｇ^狔犻＋（１－狔犻）ｌｏｇ（１－狔^犻）｝．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采用第二届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中跨语言情感分析评测任务的公开数据集．其中，源语言

为英文，目标语言为中文．数据主要来自亚马逊的中英文商品评论，覆盖ｂｏｏｋ，ｄｖｄ，ｍｕｓｉｃ３个领域．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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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的训练数据均包含积极、消极比例为１∶１的４０００条有标注的英文训练数据和４０００条无标注

中文测试数据，以及积极和消极的比例不平衡的大量中文无标注数据．实验数据集，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数据集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 条　

数据集
领域

ｂｏｏｋ ｄｖｄ ｍｕｓｉｃ

英文（有标注训练集）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中文（无标注测试集）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中文（无标注训练集） ４４１１３ １７８１５ ２９６７８

　　将４０００条英文数据作为源语言训练集，同时，利

用谷歌在线翻译工具，将４０００条英文数据进行翻译，

得到对应的中文数据作为目标语言训练集．将４０００

条中文数据作为测试集，并将４０００条中文数据进行

翻译得到的对应英文数据作为源语言测试集．同时，将

大量无标注中文数据作为前期词向量预训练的部分语

料．采用 Ｇｏｏｇｌｅ在线翻译工具（ｈｔｔｐ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ｇｏｏｇｌｅ．ｃｎ），此工具被认为是现阶段最好的机器翻译系统．采用的编程语言为Ｐｙｔｈｏｎ，编辑器为ＰｙＣ

ｈａｒｍ，网络框架为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采用Ｕｂｕｎｔｕ１６．０４６４位操作系统，主机内存为６４ＧＢ，处理器是Ｉｎｔｅｌ○
Ｒ

Ｘｅｏｎ（Ｒ）ＣＰＵＥ５?２６３０．

２．２　结果分析

为了检测实验结果，采用两部分的基准模型作为实验结果的参照．第一部分是与当前在跨语言文本

情感分类任务上比较先进的方法作对比；第二部分是实验所采用方法作自身对比．

当前比较先进的方法主要包括逻辑回归（ＬＲ），支持向量机（ＳＶＭ），ＤＡＥ
［７］，ＢＳＳＲ

［８］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ＬＳＴＭ
［９］等方法．

为了说明文中系统框架下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将实验的分支部分独立进行结果验证，具体流程包括

如下４种．

１）Ｓｈ．仅利用共享特征提取网络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特征提取，然后，拼接输入分类器分类．

２）Ｓｈ?Ａｄ．利用共享特征提取网络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特征提取，同时，加入语言分类器，进行

对抗训练．

３）Ｐｒ?Ｓｈ．同时设置独立的网络特征提取网络和共享特征提取网络、源语言和源语言特征拼接、目

标语言和目标语言拼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拼接，输入到分类器进行分类．

４）ＡＬＳＴＭ．文中的最终做法是设置３个特征提取网络，同时，加入语言分类器，运用对抗思想优化

模型，通过投票法决定文本最终的情感极性．

实验中，词向量的维度取３００维；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大小为２００；训练集的ｄｒｏｐｏｕｔ率设置为０．５，防止过拟

合；学习率衰减权重为０．９５；迭代次数为４０次，直至准确度不再提升．两部分的基准模型与文中方法的

表２　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分类方法
准确度／％

ｂｏｏｋ ｄｖｄ ｍｕｓｉｃ

平均准
确度／％

ＬＲ ７６．６０ ７９．５０ ７５．５０ ７７．２０

ＳＶＭ ７９．６０ ８０．２０ ７８．５０ ７９．４３

ＤＡＥ ８１．０５ ８１．６０ ７９．４０ ８０．６８

ＢＳＳＲ ８２．１５ ８３．０３ ８１．５５ ８２．２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ＬＳＴＭ ８２．１０ ８３．７０ ８１．３０ ８２．４０

Ｓｈ ７９．８５ ８０．３５ ７８．７０ ７９．６３

Ｓｈ?Ａｄ ８０．５０ ８１．２０ ７９．４０ ８０．３７

Ｐｒ?Ｓｈ ８２．２０ ８３．３０ ８１．５０ ８２．３３

ＡＬＳＴＭ ８３．１０ ８３．８５ ８２．７０ ８３．２２

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

ＬＲ和ＳＶＭ的平均准确度都低于８０％；

而ＤＡＥ降噪自动编码机方法的准确度

相对传统方法有所提升；ＢＳＳＲ方法相

比ＤＡＥ方法的准确度提升了１．５６％；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ＬＳＴＭ 方法较 ＢＳＳＲ

方法的准确度提升了０．１６％；文中提出

的 ＡＳＬＴＭ 模型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ＬＳＴＭ方法的准确度提升了０．８２％．实

验结果证明了文中方法的有效性．

通过对实验自身模型的层层剖析可

以看出：加入对抗训练的Ｓｈ?Ａｄ方法比Ｓｈ方法的准确度提升了０．７４％；加入对抗训练的ＡＳＬＴＭ 比

Ｐｒ?Ｓｈ提升了０．８９％．这说明通过对抗训练，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进行了交互学习，这种知识迁移让

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达到了知识迁移的效果．而Ｐｒ?Ｓｈ方法较Ｓｈ?Ａｄ方法的准确度

有１．９６％的提升，这是因为该方法既可以获取到双语的不变特征，又能保留各自的独的特征，说明设置

独立特征提取网络和共享特征提取网络的有效性．最终的ＡＬＳＴＭ 方法得益于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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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提高了分类准确率．

在ｂｏｏｋ，ｄｖｄ，ｍｕｓｉｃ３个领域上的损失函数函数值变化，如图３所示．

　　（ａ）ｂｏｏｋ （ｂ）ｄｖｄ （ｃ）ｍｕｓｉｃ

图３　损失函数数值

Ｆｉｇ．３　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ｏｓ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知：在ｂｏｏｋ，ｄｖｄ，ｍｕｓｉｃ３个领域上的损失函数函数值随着训练步数的增加，整体呈递减

趋势，直至最终收敛，证明了网络的可训练性和有效性．

为了验证不同大小数据集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选取了大、中、小３种规模的数据集，分别进行对比实

验．实验中的准确度包括在整个测试集上的准确度（ηｔｏｔ）、在积极数据集上的准确度（ηＰ）和在消极数据

集上的准确度（ηＮ）．各数据集上的准确度，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数据集上的准确度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ｅａ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参数
大规模

ｂｏｏｋ ｄｖｄ ｍｕｓｉｃ

中规模

ｂｏｏｋ ｄｖｄ ｍｕｓｉｃ

小规模

ｂｏｏｋ ｄｖｄ ｍｕｓｉｃ

训练集／条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测试集／条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ηｔｏｔ／％ ８３．１０ ８３．８５ ８２．７０ ７６．４５ ７６．５０ ７６．２０ ６９．６５ ７０．１０ ７０．３５

ηＰ／％ ８４．００ ８４．４０ ８１．１０ ７５．１０ ７７．１５ ７６．３５ ６７．３０ ７１．８５ ７２．１０

ηＮ／％ ８２．２０ ８３．３０ ８４．３０ ７７．８０ ７５．８５ ７６．０５ ７２．００ ６８．３５ ６８．６０

　　由表３可知：训练集数据的大小对实验结果影响很大，当训练集的数量减小时，测试准确度降低；同

时，积极和消极２个子数据集的准确度在整个测试集准确度的合理范围内波动，其准确度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数据集的质量，说明网络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３　结束语

针对跨语言文本情感分类任务，提出一种基于对抗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跨语言情感分类方法．通过设

置独立的特征提取网络和共享的特征提取网络，获取到双语各自的独立特征和共享特征．同时，设置语

言分类器，通过对抗训练使源语言特征和目标语言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尽可能接近，以获得双语的不变特

征．较之以前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双语各自的特征，又获得了双语之间的不变特征，加强了双

语之间的交互学习，减小了语义鸿沟，达到了较好的迁移效果．实验结果也证明了此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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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３４　

　　　集聚扩散视角下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

时空转移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涂平，赵唯为，梁娟珠

（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摘要：　以福建省市、县（区）为研究区域，在脱钩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区位熵和脱钩指数构建产业集聚扩散判

定条件，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时空转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产业集

聚地区分布较为均匀，产业扩散地沿海呈阶梯状分布，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高新技术产业沿福厦铁路、鹰厦铁路扩

散，内陆地区产业集聚高于东部沿海；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出现象明显，内陆非鹰厦铁

路沿线地区适合承接产业转移且空间分布较为均匀；高新技术产业要素投入、政府政策、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等对产业转移存在显著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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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分工不断加深，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已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空间转移，而是逐渐表现为多个

企业抱团转移的模式［１］，即集聚扩散式转移．作为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

险、高投入和高集聚的特性，往往布局在最佳区位以求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研发风险［２］．高新技术产业

集聚产生行业规模效应，减少企业合作交流成本，降低创新风险［３?４］，促进区域共享经济的发展．现有的

对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３个方面：１）不同地理尺度下，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

局、影响因素、规律等［５?７］，而对市、县（区）尺度下产业转移研究很少触及；２）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

的角度，分析产业集聚变动［８?９］，不能揭示区域内产业空间变动及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３）分析高新技

术产业转移过程中伴随的其他现象［１０?１１］，未能正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整体的时空转移特点及集群之间

的相互影响．本文以福建省各市、县（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区位熵和脱钩指数构建产业转移判定标准，探

究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时空转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方法

产业静态聚集指数，即区位熵，是衡量产业专业化发展的常用指标，可以测度特定地区产业集中和

专业化程度［１２］，其公式为

ＬＱ犻，犼 ＝

狇犻，犼／（∑
狀

犻＝１

狇犻，犼）

犙犻／（∑
狀

犻＝１

犙犻）

． （１）

式（１）中：狇犻，犼为犻地区犼产业总产值或增加值；犙犻为犻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ＬＱ犻，犼值越大，表示产业集聚

程度越高，产业专业化优势越明显．

脱钩理论源自于物理学领域，指两个或以上物理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１３］．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和世界银行将“脱钩”概念引进到农业和资源环境领域，逐渐完善了脱钩理论体系．脱钩

理论主要用于研究某一时间段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环境污染

和资源消耗速度，称为“脱钩”，即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降低、发展状况良好．Ｔａｐｉｏ分析欧洲

经济增长、交通通行量及ＣＯ２ 排放量之间的弹性关系
［１４］，提出Ｔａｐｉｏ脱钩指数，避免时间段基期选择的

影响，消除量纲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计算结果稳定且精度较高．

受陈景新等［１４］将脱钩理论运用到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的启发［１５?１６］，借鉴Ｔａｐｉｏ的弹性分析方

法［１７］，从产业动态聚集角度出发，构建了产业动态脱钩指数，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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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ＤＡｔｐ为犻产业在ｔｐ时期脱钩指数；狉ｔｐ为ｔｐ时期地区犻产业平均增长速度；犚ｔｐ为ｔｐ时期全省犻

产业平均增长速度；犞犻，ｓ，犞犻，ｅ分别为ｔｐ时期开始时和结束时某地区犻产业增加值；∑
狀

犻＝１

犞犻，ｓ，∑
狀

犻＝１

犞犻，ｅ分别

为ｔｐ时期开始和结束时全省犻产业增加值，狀为全省市、县（区）数量；狋为间隔年数．

静态聚集指数可以衡量地区产业专业化优势，直观反映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于全省专业化程度，

脱钩指数弥补了区位熵对产业动态检测的不足，表现了特定时间段内产业集聚速度变化．

１．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区域的设定

福建省市、县（区）高新技术产业统计数据来自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报

告》，包括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从业人员、企业数量等；基础地理数据（不包括金门县）来自１∶

１００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ｍａｉｎ．ｄｏ？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ｄｅｘ）；国民生产总值来自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统计年鉴》．文中以５年为一个时间段，共分为两个时期，即犜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０），犜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研究单元按照福建省统计局行政区划分标准，将各个市辖区合并为同一个研究单元，其

他县和县级市不变．

８５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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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脱钩指数基础之上，结合产业区位熵，总结出了产业集聚和扩散判定标准，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于脱钩产业理论的产业聚集和扩散判断条件

Ｔａｂ．１　Ｊｕｄ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趋势 状态 判断条件 特征 转移策略

产业集聚
（负脱钩）

扩张
集聚

Ⅰ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Ⅱ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某产业在某地和全省均处于增长阶段，
但在该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全省水平，
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向该地区转移，

且Ⅰ型的专业化高于Ⅱ

优先产业集聚

逐步产业集聚

衰退
集聚

Ⅰ型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Ⅱ型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某产业在某地和全省均处于衰退阶段，
但该地的衰退速度低于全省的衰退速度，

某产业在该地相对集中，

Ⅰ型的专业化高于Ⅱ型

优先产业转移

逐步产业集聚

强集聚
Ⅰ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０，ＬＱ犻，犼＞１

Ⅱ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０，ＬＱ犻，犼＜１

某产业在某地和全省均处于衰退状态，
但该地产业处于增长阶段，
表明某产业在该地绝对聚集，

Ⅰ型的专业化强于Ⅱ型

优先产业集聚

逐步产业集聚

产业扩散
（脱钩）

弱扩散
Ⅰ型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Ⅱ型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某产业在某地和全省均处于成长阶段，
但该地的增速低于全省水平，
某产业在该地处于衰退阶段，
且Ⅰ型的专业化高于Ⅱ型

逐步产业转移

优先产业转移

强衰退
Ⅰ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０，ＬＱ犻，犼＞１

Ⅱ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０，ＬＱ犻，犼＜１

某产业在全省增速处于成长阶段，
在该地区呈现绝对衰退，
且Ⅰ型的专业化高于Ⅱ型

逐步产业转移

优先产业转移

衰退
扩散

Ⅰ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Ⅱ型 犚ｔｐ＜０，狉ｔｐ＜０，ＤＡｔｐ＞１，ＬＱ犻，犼＜１

某产业在该地和全省均处于衰退阶段，
但该地的衰退速度高于全省的衰退速度，

表明某产业从该地向外扩散，
且Ⅰ型的专业化高于Ⅱ型

逐步产业转移

优先产业转移

２　高新技术产业时空集聚扩散转移规律分析

２．１　区域专业化优势和产业增加速度变化

由福建省犜１ 和犜２ 时期内高新技术产业区位熵分析可知：犜１ 时期，东部沿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

平高于中西部地区，非沿海市、县（区）中除上杭外，其他地区的区位熵小于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落后，

说明在犜１ 时期，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沿海发展速度较快，内陆落后地区产业发展速较慢；犜２ 时期，东部

沿海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泉州市区、晋江、长乐等地产业集聚规模明显扩大；非沿

海其他地区中，专业化优势明显的地区集中于鹰夏铁路沿线．从犜１，犜２ 区位熵变动上看：区位熵下降地

区主要分布在龙厦铁路沿线，福州市区，莆田，福清及内陆个别市（区）、县，如建宁、泰宁、建阳等地，东南

沿海与闽江口地区经济普遍较发达［１８］，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较易；区位熵增加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福建

省中西部、北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漳州市南部部分地区．通过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可知：高新技术产业

专业化优势地区主要集中在鹰厦铁路沿线及东部沿海等地区，呈现“点?轴”的空间模式，以福州、厦门为

核心，沿海、沿鹰厦铁路分布；从区位熵变化上看，厦门、福州、莆田等地的区位熵呈现下降的趋势，内陆

市、县（区）区位熵逐年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可能向内陆地区发生了转移．

犜１，犜２ 期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在各地区的增长走势各异．犜１ 时期，产业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主

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市、县（区），其中，连江、平潭、连成、漳浦、政和、清流、大田等地高新技术产业从无

到有，产业增加迅速；在闽粤两省交界处及福州、南平等市区周边地区，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可能这些地

区接收了其他地区转移的高新技术产业；厦门、福州等地产业增加速度减缓，产业开始逐步向外扩散转

移，快速向周边及中西部转移．犜２ 时期，产业增加速度减缓的市、县（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及中西部经济

发达地区，区域中心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逐渐饱和，开始向外扩散转移；福建省西北部、漳州市南部等

地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２．２　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时空转移

犜１，犜２ 两个时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扩散状态，如图１所示．犜１ 时期内，产业扩散地区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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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三角地区、闽江口地区及仙游、德化、霞浦等地，产业集聚市、县（区）空间分布均匀，主要在福建省内

陆及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犜２ 时期，产业扩散类型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陆地区

的上杭、南平市区、三明等地由于历史上“小三线”建设形成了工业设施使这些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

况良好［１９］，并向周边地区扩散．

（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ｂ）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图１　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扩散状态

Ｆｉｇ．１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ｕｊｉ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犜１，犜２ 时期内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策略差异较大，如图２所示．

（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ｂ）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图２　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策略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类型变动次数表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ｎ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产业类型 产业状态变动 次数／概率

集聚式
转入产业

弱扩散Ⅱ型→扩张集聚Ⅰ型

弱扩散Ⅱ型→扩张集聚Ⅱ型

弱扩散Ⅰ型→扩张集聚Ⅱ型

强衰退Ⅱ型→扩张集聚Ⅱ型

扩张集聚Ⅱ型→扩张集聚Ⅰ型

１／０．０１５

３／０．０４５

１／０．０１５

２／０．０３０

２／０．０３０

一般
产业转入

扩张集聚Ⅰ型→扩张集聚Ⅰ型

扩张集聚Ⅱ型→扩张集聚Ⅱ型

３／０．０４５

７／０．１０４

衰退式
转出产业

扩张集聚Ⅱ型→弱扩散Ⅱ型

扩张集聚Ⅱ型→弱扩散Ⅰ型

扩张集聚Ⅰ型→弱扩散Ⅰ型

扩张集聚Ⅱ型→强衰退Ⅱ型

４／０．０６

１／０．０１５

２／０．０３０

３／０．０４５

扩散式
转出产业

弱扩散Ⅰ型→弱扩散Ⅰ型

弱扩散Ⅱ型→弱扩散Ⅱ型

３／０．０４５

７／０．１０４

　　由图２可知以下２点．１）犜１ 时期，

龙海、仙游、德化、长乐、古田、霞浦、寿

宁、建宁、将乐等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

低、增长速度慢，已经成为衰退的产业部

门，应该优先向周围或产业发展环境相

对较好的地区转移；厦门、福州市区、福

清、南靖等地产业发展环境好，但增长速

度低于全省平均速度，交通、人力资本等

生产成本逐年增高，一些劳动密集型的

传统高新技术制造业应逐渐向其他地区

转移；闽侯、漳州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速度快，与产业发达地区邻近，产业基础

设施好，适合优先接收转出的产业．２）

与犜１ 时期相比，犜２ 时期高新技术产业

处于衰退状态的地区有所增多，从原来

的１３个增加到了２０个，空间分布以沿

福厦铁路、鹰厦铁路为主，多为工业基础较好、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饱和，开

０６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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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向周边及其他地区扩散转移，其中，龙岩市区、永定、明溪、建瓯、古田、莆田市区等与周边及其他地区

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产业转移策略从产业转入变为优先产业转出；建宁、将乐、仙游、柘荣、

图３　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转移策略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霞浦等产业转策略从产业转出地转变为产业承接地．

产业布局包括在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上继续吸引其他同

类产业以扩大规模，也包括将本地发展成熟的产业转移到条

件相对较好的地区继续发展［２０］．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转移策略变化，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扩散式转出

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如厦门、龙海、福州市区等，衰

退式转出产业地区包括龙岩、三明、南平等市区和沿海的南

安、晋江、石狮、莆田市区等地．

３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扩散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评价指标设计

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劳动力、国家政策、内部交易成本

等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除了

遵循一般产业转移理论的同时，还受到外部条件、技术创新能

力、经济结构等特有因素影响．结合产业转移一般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独特性，选择要素投入、集聚效

应、政策影响、市场发育指数、交通区位条件、经济结构、国际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为解释变量［２１?２２］，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各地区国民经济统计

公报、《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选取指标，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主要指标、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

Ｔａｂ．３　Ｍａｉ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

指标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要素投入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ｖａｌｕｅ）（取对数）
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个）（ｃｏｍｐ）（取对数）
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个）（ｅｍｐ）（取对数）

《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集聚效应 区位熵（ＬＱ） 上文计算所得

政策影响
企业所得税（万元）（ｔａｘ）（取对数）

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万元）（ｓｉｃ?ｏｕｔ）（取对数）
金融机构贷款（亿元）（ｌｏａｄ）（取对数）

《福建省统计年鉴》
《福建省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

市场发育度 ＧＤＰ密度与人口密度的平方根（ｍａｒｋ?ｉｎｄ） 《福建省统计年鉴》

交通区位条件 单位面积公路通车里程（ｋｍ·ｋｍ－２）（ｒｏａｄ?ｄｅｎ） 《福建省统计年鉴》

经济结构 第二和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ｐｒｏｐ） 《福建省统计年鉴》

国际化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ｃａｐｔｉａｌ）（取对数） 《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人力资本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ｗａｇｅｓ）（取对数） 《福建省统计年鉴》

３．２　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对模型Ⅰ～模型Ⅶ做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其中，犘值均为０．００，小于０．０５，所以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

回归分析，如表４所示．表４中：变量系数括号内的数据是狋统计量；上标“”“”“”分别表示

在１０％，５％，１％的置信水平下有统计学意义；Ｗｉｔｈｉｎ犚２ 为模型对被解释变量变动的解释程度；犖 为数

据的个数；犉为检验值．为了验证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加入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和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以考察要素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影响．

由表４可知：模型Ⅰ考察集聚效应的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企业数量、区位熵对高新技术

产业转移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从业人员、企业数量、区位熵每增加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加

０．７３７％，０．９５０％，１．７２２％，说明要素投入和集聚效应能够有效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在

当地集聚转移；模型Ⅱ考察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影响，企业税收、科教支出、金融机构贷款对高新

技术产业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科教支出、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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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６７％，０．６８１％，企业税收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影响为负且显著，企业税收每减少１％，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就增加０．６８１％，可见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提高地方科技实力、改善企业融资

环境能够有效吸引科技企业入驻；模型Ⅲ，Ⅳ考察市场发育度和交通区位条件对高新技产业转移的影

响，市场发育指数和公路密度对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没有显著影响；模型Ⅴ考察产业结构对高新技术产业

转移的影响，第二和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每上升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加９．２４６％，说明工业基

础和服务业相对较强的地区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需求相对较强；模型Ⅵ考察地区国际化水平对产业转移

的影响，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对承接产业转移没有显著的影响；模型Ⅶ考察人力资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影响为负，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每提高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加１．６６９％．在岗职工多为收入稳定的城市在职人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周边环境日益重视
［２３］，

对承接环境友好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抱有欢迎态度．

表４　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参数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模型Ⅶ

ｃｏｍｐ
０．７３７

（１４．６５）
０．４６８

（５．９７）
０．７４１

（１２．７２）
０．７４７

（１３．１６）
０．６５５

（１０．５７）
０．７４２

（１２．６６）
０．４３２

（６．０２）

ｅｍｐ
０．９５０

（１．７７）
０．２４９

（４．５０）
０．２６４

（４．５８）
０．２６２

（４．５６）
０．２７２

（４．８０）
０．２６３

（４．５７）
０．２５２

（４．６５）

ＬＱ
１．７２２

（９．５５）

ｔａｘ
－０．３４７

（－２．３８）

ｓｉｃ?ｏｕｔ
０．７６７

（４．１３）

ｌｏａｄ
０．６８１

（２．４５）

ｍａｒｋ?ｉｎｄ
０．２１７
（０．３３）

ｒｏａｄ?ｄｅｎ
０．０８３
（１．０１）

ｐｒｏｐ
９．２４６

（０．３７）

ｃａｐｔｉａｌ
０．０１０
（０．２４）

ｗａｇｅｓ
１．６６９

（６．５４）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ｉｔｈｉｎ犚２ ０．６７２ ０．６１８ ０．５８２ ０．５８３ ０．５９６ ０．５８２ ０．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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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借鉴了脱钩理论，综合静态聚集指数和脱钩指数，构建产业集聚扩散转移判定条件，分析了福建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高新技术产业县域转移特征，得出以下３个结果．

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在各市、县（区）内存在明显的集聚扩散现象．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扩散聚集类型较为复杂，中西部地区扩散集聚类型较为单一，以产业集聚为主；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产业扩散地区向东部沿海和鹰厦铁路聚集．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仍然以

集聚类型为主，大范围的产业扩散还没有形成．

２）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是区域产业发展中重要的经济现象，分析其时空转移的规律，有助于因地制

宜的制定产业发展政策．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衰退产业转出和扩散产业转出地主要沿福

厦铁路、鹰厦铁路两条近似平行的轴线，产业转入地均匀的分布在内陆地区．

３）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同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除了要素投入因素外，集聚效应、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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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文中将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特征及影响因素分

析上，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的联系及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对当地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影

响有待下一步考证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刘友金，袁祖凤，周静，等．共生理论视角下产业集群式转移演进过程机理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２（８）：１１９?１２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９７５３．２０１２．０８．０１１．

［２］　刘树林，吴锡林．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区位因素［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６）：８３?８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３?５２３０．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８．

［３］　赵玉林．高技术产业经济学［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　孙晓华，郭旭，王昀．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３４（５）：４７?６２．

［５］　刘青，李贵才，仝德，等．基于ＥＳＤＡ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１，３１（６）：９２６?

９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８

［６］　雷勋平，ＱＩＵ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演化规律及空间布局［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５，５（１０）：７６?８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５．

［７］　倪卫红，董敏，胡汉辉．对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规律的理论分析［Ｊ］．中国软科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１４１?１４５．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９７５３．２００３．１１．０２７．

［８］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Ｍ，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Ｒ，ＳＩＭＰＳＯＮＨ．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ＵＫ［Ｊ］．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３４（５）：５３３?５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６?０４６２（０３）０００７３?５．

［９］　ＺＨＥＮＧＤＡＮ，ＫＵＲＯＤ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５０（３）：７７１?７９０．

［１０］　王琛，林初癉，戴世续．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８）：１３７５?１３８６．

［１１］　牛冲槐，张帆，封海燕．科技型人才聚集、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与区域技术创新［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２，２９（１５）：

４６?４８，５０?５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６／ＫＪＪＢＹＤＣ．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８１．

［１２］　毛广雄，廖庆，刘传明．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转移的空间路径及机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５，

３５（１２）：１０５?１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５

［１３］　ＤＵＡＲＥＲ，ＰＩＮＩＬＡＶ，ＳＥＲＲＡＮＯＡ．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ａｐａｎｅｌｓｍｏｏｔｈ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３，３１（３８）：５１８?５２７．

［１４］　张文彬，李国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脱钩指数分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５，３５（１１）：８?１４．ＤＯＩ：

１０．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２．

［１５］　陈景新，王云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时空分析［Ｊ］．统计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２）：３５?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４３／ｊ．

ｃｎｋｉ．１１?１３０２／ｃ．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

［１６］　成祖松．中国高技术产业转移趋势时空分析：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Ｊ］．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８，３５（２）：６６?７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９／ｋｊｊｂｙｄｃ．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４５．

［１７］　钟太洋，黄贤金，韩立，等．资源环境领域脱钩分析研究进展［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８）：１４００?１４１２．

［１８］　王成军，徐伟明，罗星，等．福建省耕地保护成效评价与地域差异分析［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９

（１）：１５２?１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３１１２．

［１９］　陈松林，陈进栋，韦素琼．福建省综合交通可达性布局及其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关系分析［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２，３２

（７）：５０７?８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４９／ｊ．ｃｎｋｉ．ｓｇｓ．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５．

［２０］　黄顺奎，王裕瑾，张可云．中国制造业八大区域转移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３，３３（１２）：９０?９６．

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２０１３．１２．０２９．

［２１］　申玉铭，邱灵，任旺兵，等．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与空间分异特征［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７，２６（６）：１２５５?

１２６４．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８５．２００７．０６．０１９．

［２２］　陈政，胡吉，洪敏，等．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３）：１２９?１３４．ＤＯＩ：

１０．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６．

［２３］　张建伟，苗长虹，肖文杰．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３）：１０６?１１２．ＤＯＩ：１０．

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３．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３６２第２期　　　　　　 涂平，等：集聚扩散视角下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时空转移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第４０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９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７１　

　　犛狆犪狉犽平台下犓犖犖?犃犔犛模型推荐算法

邹小波，王佳斌，詹敏

（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考虑Ｓｐａｒｋ大数据平台内存计算框架在迭代计算的优势，提出Ｓｐａｒｋ平台下ＫＮＮ?ＡＬＳ模型的推荐

算法．针对矩阵分解算法只考虑隐含信息而忽视相似度信息的缺陷，将相似度信息加入评分预测中，并采用适

合并行化的交替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最优．在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该算法能够提高协同过滤推

荐算法在大数据集下的处理效率，且加速比也达到并行处理的线性要求，相比其他方法有较好的精度．

关键词：　推荐算法；ＫＮＮ?ＡＬＳ模型；协同过滤；Ｓｐａｒｋ平台；矩阵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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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人们从诸多纷杂的数据中找到自己想要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推荐系统

已经成为工业界的研究热点［１］．推荐算法从提出到发展至今主要分为３类：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

推荐、基于知识的推荐等［２?５］．推荐领域的推荐算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模型的协同过滤推荐上
［６?１２］，且

使用最多的是矩阵分解技术［１３?１５］．在诸多的Ｎｅｔｆｌｉｘ推荐算法
［１６］竞赛中，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协同过滤

推荐相比其他的推荐算法能产生更加准确的推荐．在大数据下，单机模式进行算法的计算已渐渐不能满

足实时推荐的需求，因此，分布式推荐算法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方向．在已有的分布式研究中，大多是基

于 Ｈａｄｏｏｐ
［１７］平台进行推荐算法的并行化设计，但是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１８］框架在迭代计算时效率低下，影响

算法执行速度．大数据平台Ｓｐａｒｋ
［１９］是ＵＣ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ＭＰＬａｂ开源的通用分布式内存计算框架，通过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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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缓存至内存进行计算，极大提高了数据的读写速率，并在多种情景下都能进行数据处理．本文考

虑在大数据内存计算Ｓｐａｒｋ平台下，研究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推荐算法在Ｓｐａｒｋ平台上的移植，将相似

度的推荐算法［１８］与矩阵分解模型的推荐算法结合，以解决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庞杂及矩阵分解算法在单

机下执行效率低的问题．

１　基于矩阵分解技术的犓犖犖?犃犔犛模型

１．１　矩阵分解

矩阵分解的核心是将用户?物品评分矩阵从高维分解为若干低维矩阵的乘积组成．区别于基于内存

的推荐算法，该类算法是一种基于模型的评分预测算法，其实际意义在于将评分矩阵中缺失的评分通过

回归的方式填充．

假设具有犖 个用户犕 个项目，先把矩阵的缺失值填充成犚′；然后，将该矩阵分解，即将犚′分解为用

户矩阵犘∈犚
犖×犓和物品矩阵犙∈犚

犖×犓，犓 为用户与项目间的主题．

通过分解后的矩阵估计评分为

狉^狌，犻 ＝狆狌狇犻． （１）

风险函数构造为

犆（狆，狇）＝ｍｉｎ∑
狀

（狌，犻）∈犽

（^狉狌，犻狆ｕ狇
Ｔ
犻）

２
＋λ（‖狆狌‖

２
＋‖狇犻‖

２）． （２）

式（２）中：λ为正则化模型参数，用来避免过拟合问题；犽表示评分项，评分预测的目的就是将上述的损失

函数最小化．

最优化中，最小化损失函数的方法一般有随机梯度下降法（ＳＧＤ）
［２０］和最小二乘法（ＡＬＳ）

［２１］．从实

现上看，梯度下降法更为简单且迭代的收敛速度更快，但由于其本身是序列化的，因而不容易实现并行

化；而最小二乘法更容易实现并行化，这也是基于Ｓｐａｒｋ平台利用ＡＬＳ优化方法进行改进的依据．

１．２　基于犓犖犖?犃犔犛的推荐模型

ＳｐａｒｋＭＬｌｉｂ中已有的对于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的应用主要有基于矩阵分解的 ＡＬＳ算法．Ｓｐａｒｋ

ＡＬＳ算法的核心就是将稀疏矩阵进行分解为用户矩阵和物品矩阵，然后，交替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用

户与物品的特征向量更新使其误差平方和最小．ＫＮＮ?ＡＬＳ算法针对传统的矩阵分解模型推荐算法忽

略相似度信息的缺点，将ＫＮＮ算法得到的相似度信息融入进ＡＬＳ算法中的损失函数．

实际上，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有时评分系统与用户物品无关，而用户有些属性与物品无关，物品也有

些属性和用户无关．因此，在预测评分中加入偏置项，得到的预测公式为

狉^狌，犻 ＝μ＋犫狌＋犫犻＋狆狌狇犻． （３）

式（３）中：μ为训练集中所有记录评分的全局平均数；犫狌 是用户偏置项；犫犻 是物品偏置项．在对物品进行

评分时，有的用户可能比较苛刻，评分普遍较低，有时某项物品本身质量高，与用户评价没有很大的关

联，上述的偏置项是可以在Ｓｐａｒｋ平台下进行并行化的统计所得．因此，在评分的预测项中加入偏置项，

能很好地提升算法的表现并利用并行化的优势．

根据式（２）中ＡＬＳ模型训练的损失函数，在使用ＡＬＳ模型求解用户矩阵和物品矩阵的过程中，发

现并没有将用户或物品相似度考虑进去．由此，将用户或物品相似度融入损失函数中，以减小系统误差，

得到ＫＮＮ?ＡＬＳ推荐模型，相似度误差计算式为

犝 ＝∑
狌∈犖狌

（狆狌，犽－

∑
狆狏∈ＫＮＮ（狆狌）

（犛狆狌狆狏狆狏
，犽）

∑
狆狏∈ＫＮＮ（狆狌）

犛狆狌狆狏

，　　犞 ＝∑
犻∈犖犻

（狇犻，犽－

∑
狇犼∈ＫＮＮ（狇犻）

（犛狇犻狇犼
狇犼，犽）

∑
狇犼∈ＫＮＮ（狇犻）

犛狇犻狇犼

． （４）

式（４）中：犖 表示用户和物品的集合；ＫＮＮ（狆）表示某个用户或物品的相似近邻；犛表示两者间的相似

度；犽表示用户与物品的任意属性．

上述公式从相似用户或物品的角度进行用户?物品评分误差的计算，并将得到的相似度误差信息融

入基于ＡＬＳ的评分误差预测中，从而得到ＫＮＮ?ＡＬＳ算法．ＫＮＮ?ＡＬＳ模型的损失函数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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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狆，狇）＝ｍｉｎ∑
狀

（狌，犻）∈犽

（^狉狌，犻－狆狌狇
Ｔ
犻）

２
＋λ（‖狆狌‖

２
＋‖狇犻‖

２）＋犝＋犞． （５）

　　增加相似度信息的算法在Ｓｐａｒｋ上的并行化优势在于：每个用户和物品的相似度可以通过并行计

算得到用户物品相似度矩阵，构造ＡＬＳ模型时，只需将相似度信息加入到损失函数中进行迭代计算．根

据上述算法的计算步骤，可以得到整体算法的计算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并行化推荐算法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实验使用３台主频３．３ＧＨｚ、内存为８ＧＢ的主机组成的Ｓｐａｒｋ集群，Ｓｐａｒｋ部署在Ｕｂｕｎｔｕ１４．０４

表１　实验数据集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

数据集 用户数 物品数 评分数 容量／ＭＢ

ｍｌ?１００Ｋ ９４３ １６８２ １．０×１０５ ２

ｍｌ?１Ｍ ６０４０ ３９００ １．０×１０６ ２０

ｍｌ?１０Ｍ ７１５６７ １０６８１ １．０×１０７ ２５０

ｍｌ?２０Ｍ １３８４９３ ２７２７８ ２．０×１０７ ５００

Ｎｅｔｆｌｉｘ ４８０１８９ １７７７０ １．０×１０８ ３０７２

系统下，并且使用最新的Ｓｐａｒｋ２．０．２．实验数据集来

自ＧｒｏｕｐＬｅｎｓ的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在实验中使用的

是标准数据集在分布式集群下进行推荐算法模型的训

练，从运行时间、评分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以及并行化

性能加速比进行分析．同时，为了测试文中所提算法在

大数据集下的效能，使用Ｎｅｔｆｌｉｘ的公开电影数据集进

行实验验证．表１为实验中使用的数据集汇总．

２．１　运行时间

根据不同数据集在Ｓｐａｒｋ集群下推荐模型的训练时间，得到集群和大数据集的运行时间（狋），如图

２，３所示．由图２可知：同一数据集的大数据平台Ｓｐａｒｋ下，增加集群中主机数可以明显减少处理时间，

从而提高算法的执行速度，而且集群主机数越多效果越明显．由图３可知：算法的耗时随着迭代次数的

增加大致是呈线性增加的．

　　　图２　集群运行时间 图３　大数据集运行时间

　　Ｆｉｇ．２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Ｆｉｇ．３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２．２　加速比

加速比通过单节点与多节点所耗时间之比计算算法的并行化性能好坏，其计算式为

６６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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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并行化推荐算法的加速比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ｐｅｅｄｕｐ

狏（狆）＝狋１／狋狆，　　狆＝１，２，３，…． （６）

式（６）中：狋１ 为算法在单个节点上的运行所耗时间；狋狆 为多个节

点运行消耗的时间．

通过加速比表现并行化算法的性能，结果如图４所示．

２．３　均方根误差

利用均方根误差（犈ＲＭＳ）作为评价参数，计算实际用户评分

与预测用户评分之间的误差来衡量准确性，其计算式为

犈ＲＭＳ＝
１

犖∑
狀

犻＝１

（狆犻－狉犻）槡
２． （７）

式（７）中：犖 为品评分数；狆犻为预测评分；狉犻为实际评分．犈ＲＭＳ值

越小，代表误差越小，预测准确性越高．

上述并行化推荐算法在不同的参数下犈ＲＭＳ的变化情况

（Ｒａｎｋｓ＝１０），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λ为正则化系数．由表２可知：不同参数训练的模型对犈ＲＭＳ具有一定

表２　不同参数下并行化推荐算法的犈ＲＭＳ变化

Ｔａｂ．２　犈ＲＭ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数据集
迭代
次数

λ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１ １．９８１３２３ ２．１８００２１ ２．０２３０５９

５ ０．７３０２３４ ０．７１２９１４ ０．７９２３４１

ｍｌ?１００Ｋ １０ ０．７００４８４ ０．６９３０１８ ０．７７２３５４

２０ ０．６９５８１８ ０．６７５４６２ ０．６８２４５６

４０ ０．６８９４２５ ０．６７３２５６ ０．６９４２６８

Ｎｅｔｆｌｉｘ

１ ２．８００３２５ ３．１３３６５７ ３．７０１４７７

５ ０．９０８３７６ ０．９１７２２７ ０．９７５１６０

１０ ０．７９８４５５ ０．８０５９３０ ０．８４８８５１

２０ ０．６９４４４４ ０．６９８３３９ ０．７４７９４６

影响，在属性个数和正则化系数一定的情况

下，迭代次数增多，犈ＲＭＳ会越来越小并趋于平

稳，之后，正则化系数对犈ＲＭＳ的影响会成为

主要因素．由大数据集上的变化情况也可以

看出，迭代次数增大能够减小犈ＲＭＳ，迭代次

数很少时，表现不如小数据集；而从数据集属

性可知，这是由数据的稀疏性引起的，当增大

到２０次时，表现趋于稳定．因此，所提算法在

大数据与小数据上是有类似表现的，证明所

提算法具有一定鲁棒性．

２．４　算法对比

为了比较改进后算法与其他算法的运行

效果，在单机环境下，对同一数据集ｍｌ?１００Ｋ

进行算法测试．选用的算法分别是ＳｐａｒｋＭＬ库中的ＡＬＳ模型及利用ＫＮＮ算法（选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似

度）进行基于近邻用户的推荐，评价指标仍然采用犈ＲＭＳ，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中：ＫＮＮ算法横坐标表

图５　改进前后的算法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示犓 值，２个ＡＬＳ模型表示最小化损失函数过程中的迭代次

数，其他２个参数λ和Ｒａｎｋｓ分别使用了０．１和１０．

由图５可知：ＡＬＳ模型的精度较基于ＫＮＮ算法的高，而

加入了相似度信息后的ＡＬＳ也减小了其预测的误差；在犈ＲＭＳ

指数下降的过程中，ＫＮＮ?ＡＬＳ的收敛速度明显慢于ＡＬＳ，造

成ＫＮＮ?ＡＬＳ算法耗时更多，这也是精度提升的代价．

３　结论

提出结合大数据处理与推荐技术进行推荐算法改进．改

进后的ＫＮＮ?ＡＬＳ算法在原有的ＡＬＳ算法基础上加入ＫＮＮ

相似度信息．实验表明：在Ｓｐａｒｋ平台下的ＫＮＮ?ＡＬＳ有更快

的运行效率，通过加速比的比较可知，算法有较好的并行化性

能．通过犈ＲＭＳ参数可知：迭代次数的增加及正则化系数的调整有益于减小实验的误差．

通过对大数据集上的鲁棒性测试也说明算法有良好的表现．由于算法依赖用户数据，存在数据稀疏

和冷启动问题，如何在复杂的数据环境中保持算法一定的伸缩性及实时性，是算法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补

充和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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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步长犅犔犛犜犕集成学习股票预测

王子癑，谢维波，李斌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采用变步长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ＢＬＳＴＭ）集成学习方法学习历史数据中股票价格变动的规律．

针对股票涨跌变化的预测改进均方误差（ＭＳＥ）损失函数，采用简易的模拟交易盈利评价指标以更好地度量

预测模型在金融市场中的期望表现．通过前１０～５０步长的数据训练ＢＬＳＴＭ，预测下１ｍｉｎ各股票的涨跌变

化．实验结果验证了不同数据预处理下，改进损失函数的有效性及变步长集成方法相对于单一网络的有效性．

关键词：　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集成学习；变步长；股票价格；改进均方误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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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ＳＴＭ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ｅｐｅｎ

ｓｅｍｂｌｅ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ａｎｙｓｉｎｇ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ｅｐ；ｓｔｏｃｋｐｒｉ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ｌｏｓｓ

股票的运动走势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大量的噪声，现有的金融理论倾向于认为股票市场是不可预测

的［１］．然而，数十年来，对股票趋势预测的研究从未间断
［２］，且在金融市场中切实运行着各种有效的基于

预测的投资策略．有效的涨跌预测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控制风险，同时，算法交易也可以帮助市场节

约更多的交易人力，减少人为情绪波动对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有文献在股票预测领域的应用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直接对采集的股票及相关特征进行分析，得到预测结果．Ｋｉｍ
［３］在韩

国股票中，采用特征工程人工提取经济统计特征，然后，送入支持向量机（ＳＶＭ）进行预测；Ｓｏｍａｎｉ等
［４］

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拟合股票数据进行预测；Ｃｈｅｎ等
［５］分析在加入不同数量的特征及不同的数据预处

理状况下，使用长短期记忆网络（ＬＳＴＭ）网络对预测结果的影响；ＤｉＰｅｒｓｉｏ等
［６］采用标普５００的成分股

股价作为数据输入预测大盘指数涨跌走势，并对比多层感知机（ＭＬＰ）、循环神经网络（ＲＮＮ）、卷积神经

网络（ＣＮＮ）在这种预测中的性能差别；Ｙａｎｇ等
［７］采用ｂａｇｇｉｎｇ方法，对原始数据训练多个神经网络，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通信作者：　谢维波（１９６４?），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信号处理、视频图像分析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ｗｂｌｘｆ＠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２７１３８３）；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项目（１６１１３１４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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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组合以提高精度．除此之外，还有跨模型的组合使用方法．Ｂａｏ等
［８］先对股票原始数据进行小波

去噪；然后，采用自编码提取抽象特征；最后，将这些特征输入ＬＳＴＭ 神经网络得到预测结果．Ｚｈｏｎｇ

等［９］使用ＳＶＭ，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组合模型共同预测股票结果．另外，Ｚｈａｎｇ等
［１０］研究股票预测

领域的特征选择问题．机器学习方法预测股票涨跌的另一类是结合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的手段分析文

本信息，从而得出相关股票及大盘指数涨跌的预测．Ａｋｉｔａ等
［１１］将文本和数据分开输入神经网络生成抽

象特征，然后，送入ＬＳＴＭ做组合预测．Ｄｉｎｇ等
［１２］以事件驱动策略将新闻信息分为高、中、低频分别送

入卷积神经网络，再进行组合得到涨跌分类结果，采用Ｓ＆Ｐ５００股票日Ｋ数据进行预测，同时，对比了

多种不同的事件驱动策略．Ｍｅｚｈａｒ等
［１３］以Ｔｗｉｔｔｅｒ数据为基础，研究社交媒体中，噪声文本信息在股票

预测中的应用．不依赖文本信息的机器学习方法有ＳＶＭ、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在已有文献中也采用

了日Ｋ数据，以及以每１５ｍｉｎ为一个时间窗口，采用金融分析工具，提取多个特征对单只股票进行预

测［１４］，但是，此类方法在粗粒度价格数据下的建模方法可以直接迁移进中、高频数据进行预测，这是目

前基于消息面分析的模型所不能比的．本文提出以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ＢＬＳＴＭ）为基础，做变步长集

成的方法进行预测，在不同步长下训练神经网络，将各个网络的预测结果进行集成，从而利用狋时刻前狀

ｍｉｎ的各成分股股价预测狋＋１时刻的各成分股股价．

１　预测模型

１．１　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

ＢＬＳＴＭ是循环神经网络的一种变体
［１５］．相较于ＲＮＮ，ＬＳＴＭ解决了长程依赖问题，而ＢＬＳＴＭ则

图１　ＢＬＳＴＭ网络结构

Ｆｉｇ．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ＳＴＭ

是将两个不同方向的ＬＳＴＭ结合，以同时提取数据的正、反向信息．

对于股票这类带有很强时间序列特性的数据，选择循环神经网络可

以更好地结合历史信息；而相较于ＬＳＴＭ，ＢＬＳＴＭ 能同时利用两个

方向上的时序信息，更容易挖掘出潜在模式．采用的ＢＬＳＴＭ 将经过

预处理的数据作为输入，网络结构及参数设置，如图１所示．图１中，

全连接层权重和偏置初始化采用随机标准正态分布．

１．２　变步长集成方法

由于金融数据的可解释性较差，采用变步长方法训练多个

ＢＬＳＴＭ神经网络，进行集成学习以作出涨跌预测．不同步长的神经

网络输出结果，相当于根据不同时长数据窗口下股票价格的运动规

律做出的涨跌判断，而集成是为了将结果进行组合以降低错误率．记

ＬＳＴＭ中步长为犽，单一步长的ＬＳＴＭ，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狔犽 为预测结果；犡犽 表示连续输入样本时的

第犽条样本．ＢＬＳＴＭ的输入输出格式与ＬＳＴＭ相同．对应的训练数据采样，如图３所示．图３中：不同

的犽值代表时间上连续的犽条股价记录，每条记录包含所有成分股股价．变步长集成步骤如下：１）用相

同的训练集分别以步长犪～犫训练若干个ＢＬＳＴＭ 神经网络；２）将这若干个神经网络在测试数据上每

分钟的预测结果求平均值；３）将所求预测结果作为最终的预测值．

图２　固定步长ＬＳＴＭ　　　　　　　　　　　　　　　　图３　数据采样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ＬＳＴＭ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变步长集成方法基于所提的改造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在预测结果中，将每只成分股输出［－１，＋１］

０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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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数值作为其对应的预测，大于零预测上涨，小于零预测下跌，对应的数值表示预测网络的置信水平．

记狔^为步长犽的神经网络对狋＋１时刻所有成分股的预测结果，则最终预测值的计算式为

狔^＝ｓｉｇｎ（（∑
犫

犽＝犪

狔^犽）／犿）． （１）

式（１）中：犿为步长犪～犫所训练的神经网络的数量；^狔表达了对犿 个不同步长训练出的神经网络作出的

判断的求和平均再符号化判断涨跌．为了验证变步长的有效性，将步长限制在１０～５０之间．

１．３　犕犔犘和犚犖犖

采用多层感知机（ＭＬＰ）及循环神经网络（ＲＮＮ）的实验结果作为对比．在ＭＬＰ中，采用３个隐藏层

搭配Ｒｅｌｕ激活函数，并使用文中所提改造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生成实验结果．ＭＬＰ的网络结构及内部参

数，如图４所示．作为对比的ＲＮＮ将采用单层网络结构，损失函数同样采用改造的 ＭＳＥ函数，步长则

与文中采用的变步长范围相同，其网络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４　ＭＬＰ网络结构 图５　ＲＮＮ网络结构

　　　　　Ｆｉｇ．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ＬＰ　　　　　　　　　　Ｆｉｇ．５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ＮＮ

２　数据预处理

股票市场的数据可看作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使用Ｓ＆Ｐ５００从２０１７年４月３日到２０１７年８月

３１日每分钟的５００只成分股股价记录，该数据由Ｓｔａｔｗｏｒｘ团队采集（ｈｔｔｐ：∥ｆｉｌｅｓ．ｓｔａｔｗｏｒｘ．ｃｏｍ／

ｓｐ５００．ｚｉｐ），总计４１２６６条．为方便计算，采用前２００００条数据作为训练数据，第２０００１至第４００００条

图６　大盘指数

Ｆｉｇ．６　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ｅｘ

数据作为测试数据．大盘指数，如图６所示．

Ｅｙｒａｕｄ?Ｌｏｉｓｅｌ
［１６］指出，应当使用差值数据作为原始数据

输入．Ｚｈｕｇｅ等
［１７］采用每个时刻的涨跌百分比作为输入数据；

Ｓｉｎｇｈ等
［１８］将原始数据作两时刻间的差值，然后进行最大、最

小归一化；Ｆｉｓｃｈｅｒ等
［１９］则是将涨跌百分比再次归一化．

对比在ＭＳＥ损失函数和文中所提的改造ＭＳＥ损失函数

下，采用５种数据预处理方案训练出的神经网络的性能差别．

记狓^狋为要输入模型的数据，狓狋表示在狋时刻原始的５００只成

分股股价数据，数据预处理有以下５种方案．

方案Ａ．原始数据做差值，即

狓^狋 ＝狓狋－狓狋－１． （２）

　　方案Ｂ．原始数据做差值再做高斯归一化，即

狓^狋 ＝
（狓狋－狓狋－１）－犈（狓狋－狓狋－１）

犇（狓狋－狓狋－１）
． （３）

式（３）中：犈和犇 分别表示均值和方差．

方案Ｃ．将原始数据变换为每一时刻的涨跌百分比，即

狓^狋 ＝狓狋／狓狋－１－１． （４）

　　方案Ｄ．原始数据不作处理，即

狓^狋 ＝狓狋． （５）

１７２第２期　　　　　　　　　　　　　王子癑，等：变步长ＢＬＳＴＭ集成学习股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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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Ｅ．原始数据做高斯归一化，即

狓^狋 ＝
狓狋－犈（狓狋）

犇（狓狋）
． （６）

３　损失函数

将某一时刻５００只成分股股价作为输入数据，预测这５００只成分股下一时刻的价格变化．在预测模

型中，使用 ＭＳＥ损失是为了让预测结果更贴近真实值，以达到尽可能准确的预测，ＭＳＥ损失公式为

ｌｏｓｓ（^狔，狔）＝∑
５００

犻＝１

（^狔犻－狔犻）
２／５００． （７）

式（７）中：^狔犻为神经网络输出的对狋＋１时刻的预测结果；狔犻 为期望拟合的真实值；５００代表所采用数据

的５００只成分股．

股票价格是一种定量数据，但对于神经网络来说，预测真实值会使预测的范围变大．在每次误差反

向传播过程中，损失函数计算的狔犻经常不一样，相当于在一定范围内的真实值都会成为待预测的结果，

这使神经网络不易识别出准确的模式．为了一次输出５００只成分股的预测结果，提出将 ＭＳＥ损失函数

改进为

ｌｏｓｓ（^狔，狔）＝∑
５００

犻＝１

（ｔａｎｈ^狔犻－ｓｉｇｎ狔犻）
２／５００． （８）

　　将网络输出狔^犻加上双曲正切函数是为了让网络更加关注在零点附近的输出，使其尽可能准确地判

断出涨跌而忽视涨跌的幅度；将期望拟合的真实值狔犻 加符号函数处理是为了结合前面的双曲正切函

数，使网络在计算损失时能将判断准确的结果向［－１，＋１］两端拉近．

经过改进的损失函数训练后，网络输出值代表了判断的置信水平．因此，在进行变步长集成时，会将

各个网络的判断结果进行相加，以求得最终的预测值．

４　评价标准

针对股票数据预测，同时使用两类评价标准衡量模型的性能．第一类是传统的统计指标，主要采用

准确率、召回率及犉值，这是目前股票预测模型中使用较多的评价标准．准确率（ηＡ）、召回率（ηＲ）和犉

值的计算式分别为

ηＡ ＝
ＴＰ＋ＴＮ

ＴＰ＋ＦＰ＋ＴＮ＋ＦＮ
， （９）

ηＲ ＝ ＴＰ／（ＴＰ＋ＦＮ）， （１０）

犉＝２×η
Ａ×ηＲ

ηＡ＋ηＲ
． （１１）

式（９）～（１１）中：ＴＰ预测上涨实际上涨；ＦＰ预测上涨实际下跌；ＴＮ预测下跌实际下跌；ＦＮ预测下跌实

际上涨；ηＡ，ηＲ 反映了模型整体的预测精度和捕捉上涨机会的准确率；犉值则用于综合衡量模型的好

坏．由于分钟级数据中存在少量的零（占总数据量的１７．８５％），即个股在２ｍｉｎ内价格未发生变化．为

了更准确地反映模型的预测效果，此类数据不计入上述４种类别中的任何一种．

第二类评价指标是模拟收益盈利状况，在已有文献中，也有提出使用此类指标与统计指标同时衡量

模型价值，如Ｌａｖｒｅｎｋｏ采用的模拟交易策略是，当预测次日上涨就买入１００００美元，次日若涨幅超出

２％就卖出，否则，持有到当日收盘按收盘价卖出
［２０］．因此，将采用如下的模拟交易策略来统计结果．

１）若在狋时刻预测狋＋１时刻第犻只股票上涨，则在狋时刻以当前价格买入１股；若预测第犻只股票

下跌，则不进行任何操作．

２）在狋＋１时刻将狋时刻买入的所有股票全部卖出，若狋＜２００００ｍｉｎ，则重新回到１）．

３）将交易所得进行求和，得到总盈利狏ｓ．记狏狋，犻为第犻只股票在狋时刻的价格，市场盈利为狏ｒ，则有

狏ｒ＝∑
５００

犻＝１

（狏狋，犻（狋＝４００００）－狏狋，犻（狋＝２０００１））． （１２）

２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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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狏ｓ和狏ｒ的差值，可以看出模型模拟交易盈利状况的好坏．经过计算可得文中采用的数据

集中，狏ｒ＝－１６７．１．为了在每个时间点上更好地呈现模型交易状况的变化细节，将模拟持仓操作控制在

一个时间步内．由于不同国家及地区各个交易所规定的交易手续费不同，所以，在这里不列入计算．

５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说明所提损失函数及变步长集成方法的有效性，实验划分为两组．第一组在５种不同的数据预

处理方案下，对比使用改进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和标准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在ＢＬＳＴＭ 中的预测性能差别，

从而验证改进 ＭＳＥ损失函数的有效性并筛选出最优的数据预处理方案．第二组实验在第一组的基础

上，使用选择出的预处理方法和改造的损失函数进行变步长集成，同时与其他３种网络结构（ＭＬＰ，

ＲＮＮ及固定步长的ＢＬＳＴＭ）做横向比较，进一步验证所提集成方法在股票预测中的有效性．

５．１　实验环境

硬件环境为Ｉ７?６７００ＨＱＣＰＵ，１２８ＧＢＳＳＤ的硬盘，１６ＧＢ的内存，ＧＴＸ９６０ＭＧＰＵ，２ＧＢ的显存．

采用的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网络框架为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１．４．０ＧＰＵ版，同时使用Ｐｙｔｈｏｎ３．５．２解释

器（Ａｎａｃｏｎｄａ４．２．０（６４ｂｉｔ））．

５．２　实验分析

对比ＢＬＳＴＭ在不同数据预处理条件下的性能表现，其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Ａ～Ｅ表示不同的

数据预处理方案，参见节２；珔ηＡ，珔ηＲ 分别为ＢＬＳＴＭ在步长１０～５０之间，４１组步长下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平均值；犉值由准确率与召回率平均值计算得出；珔狏为模拟收益指标狏ｓ－狏ｒ的平均值，狏ｓ表示在模拟交

易条件下，按照前文所述的模拟交易规则进行买卖的收益，狏ｒ表示市场自然增加的价值，使用该模拟收

益指标能更好地体现算法的有效性及在各组实验间的差距．

各组实验在步长为１０～５０时，准确率和模拟收益的波动范围及方差，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ηＡ 表示

步长为１０～５０时，准确率波动的范围；σ１ 为准确率的波动方差；狏，σ２ 分别为表１中模拟收益指标的波

动范围及其对应的方差．

表１　固定步长ＢＬＳＴＭ不同损失下预测结果均值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ＢＬＳＴＭ

方案
改进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

珔ηＡ／％ 珔ηＲ／％ 犉 珔狏

ＭＳＥ损失函数

珔ηＡ／％ 珔ηＲ／％ 犉 珔狏

Ａ ５１．１８ ５３．７２ ５２．４２ １０３５９．６８ ５０．２５ ５０．８６ ５０．５６ ５６１５．１１

Ｂ ５０．４０ ５１．７２ ５１．０５ ２９０６．５８ ５０．４７ ５０．８０ ５０．６３ ３３３８．２４

Ｃ ５１．０５ ５３．７９ ５２．３８ ８５４２．５４ ５０．０２ ５０．０４ ５０．０３ １６６．５４

Ｄ ５０．０２ ５２．４９ ５１．２３ ７０．５９ ４９．９０ ３２．４７ ３９．３４ －２９．０５

Ｅ ５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５０．４９ ６０．１２ ４９．９８ ５０．９８ ５０．４７ １４３．３１

表２　固定步长ＢＬＳＴＭ不同损失下准确率和收益范围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ＢＬＳＴＭ

方案
改进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

ηＡ／％ σ１ 狏 σ２

ＭＳＥ损失函数

ηＡ／％ σ１ 狏 σ２

Ａ ５０．８０～５１．３８０．１４３２７６４９．３９～１１６７１．６８ ９７４．９６ ５０．１０～５０．４０ ０．０５７８３０９８．９１～６９８２．８５ ８２７．０６

Ｂ ５０．３４～５０．４６０．０２８６ １９０．２０～３３６０．９５ ５０３．４０ ５０．３４～５０．５７ ０．０５９３２２１９．６４～４５９６．８１ ４９６．１２

Ｃ ５０．８４～５１．２５０．１０１９ ７３３３．０７～９６６９．９１ ５８０．２２ ４９．９６～５０．０７ ０．０２７１ １６３．５９～２７０．６０ １．７７

Ｄ ４９．９６～５０．０８０．０２８３ －２２４．１１～５３３．２２ １５４．５４ ４９．８９～４９．９２ ０．００９３ －２０７．２７～２７０．６０ ５８．２６

Ｅ ４９．９３～５０．０６０．０２５０ －３９８．２０～４２１．８０ １５３．２３ ４９．９５～５０．０２ ０．０２２３ －２０７．２７～４４３．１９ １７０．２３

　　在考量性能时，把模拟收益水平作为主要考量指标．由表１可知：模拟收益最高的３位分别是差值

处理下的改进 ＭＳＥ损失函数、涨跌百分比处理下的改进 ＭＳＥ损失函数和差值处理下的 ＭＳＥ损失函

数，在具体数值上，前两位模拟收益相差了２１．２７％（１８１７．１４美元），而第３位与第２位相差了５２．１３％

（２９２７．１３美元），由此认为，表现最好的是前两者；就准确率而言，在改进损失函数下，使用差值与使用

涨跌百分比的准确率最高，但二者之间相差较小，为０．１３％；从召回率和犉值上看，排在前３位的均采

３７２第２期　　　　　　　　　　　　　王子癑，等：变步长ＢＬＳＴＭ集成学习股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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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造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且模拟收益最高的两组在犉值上表现也最优．

由表２可知：方案Ｄ，Ｅ的下限均低于５０％；方案Ａ，Ｂ，Ｃ中，方案Ｂ的改进损失函数模拟收益波动

也较大，方案Ｃ的准确率下限也低于５０％．

两种损失函数下，在步长（犽）为１０～５０时，５种数据预处理方式的准确率，分别如图７，８所示．由图

７，８可知：改进 ＭＳＥ损失函数下作差值的准确率最优，但无论哪条准确率变化折线都未能表现出明显

的单调性．因此，在第二阶段的变步长集成中，直接选择步长为１０～５０的神经网络作输出集成．

图７　改进 ＭＳＥ损失准确率　　　　　　　　　　　　　 图８　ＭＳＥ损失准确率

Ｆｉｇ．７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ＳＥｌｏｓｓ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ＭＳＥｌｏｓｓ

经过第一阶段的实验，主要得到２个结论：１）在使用循环神经网络进行股票预测时，数据预处理采

用差值类（方案Ａ，Ｂ，Ｃ）比采用原始数据类（方案Ｄ，Ｅ）更好；２）所提改造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在差值处理

与涨跌百分比处理下，取得了比其他条件都优秀的预测精度及模拟收益．

由于方案Ａ，Ｃ的数据预处理方法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因此，在第二阶段的实验中，将选择这两

种数据预处理方案及单纯使用改造的 ＭＳＥ损失函数来尝试变步长集成，并以同样的条件控制变量进

行网络模型间的横向对比．ＢＬＳＴＭ和ＲＮＮ的准确率、召回率，以及模拟收益在步长为１０～５０时训练

出的网络输出的平均值，如表３所示．在方案Ａ，Ｃ的数据预处理下，ＲＮＮ的准确率变化，如图９所示．

表３　集成学习与其他神经网络模型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ｓ

参数
集成学习

方案Ａ　　 方案Ｃ

ＢＬＳＴＭ

方案Ａ　　 方案Ｃ

ＭＬＰ

方案Ａ　　 方案Ｃ

ＲＮＮ

方案Ａ　 　方案Ｃ

ηＡ／％ ５１．６３ ５１．５４ ５１．１８ ５１．０５ ５０．３４ ５０．０２ ５０．９６ ５０．０４

ηＲ／％ ５５．５０ ５５．２４ ５３．７２ ５３．７９ ６４．０４ ５５．５９ ５２．３１ ５４．３５

犉 ５３．５０ ５３．３３ ５２．４２ ５２．３８ ５６．３７ ５２．６６ ５１．６３ ５２．１１

狏 １４３００．７１ １１８１４．６９ １０３５９．６８ ８５４２．５４ ４５９２．５６ ２８２．２５ ７５５２．４０ ７３．５７

　　由表３可知：差值和涨跌百分比两种数据预处理方法的性能差距被进一步扩大，尽管在ＢＬＳＴＭ 下

二者相差较小，但在 ＭＬＰ和ＲＮＮ中，二者的模拟收益均有显著差距；在变步长集成条件下，二者差距

基本不变，为２１．０４％（２４８６．０２美元）．因此，差值数据预处理是最理想的预处理方案．

从模拟收益可以看出，在变步长集成条件下，收益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差值处理下的集成方法

相比固定步长的ＢＬＳＴＭ的平均模拟收益（１０３５９．６８美元），提升了３８．０４％（３９４１．０３美元）．变步长

集成方案和表２中固定步长ＢＬＳＴＭ收益的最大值相比，方案Ａ变步长集成提升了２２．５２％（２６２９．０３

美元），方案Ｃ提升了２２．１８％（２１４４．７８美元）．另外，变步长集成方案在模拟收益上远高于 ＭＬＰ和

ＲＮＮ．由此说明，尽管不知道哪个步长下最优，但综合不同步长模型的结果可使预测准确率显著提高．

在准确率水平上，方案Ａ，Ｃ的变步长集成相比于固定步长平均值分别提升了０．４５％和０．４９％，提

升后的准确率均高于任何固定步长的模型．由图９可知：在ＲＮＮ模型下，原始数据在所有步长下作差

值显著优于采用涨跌百分比的数据预处理方法．在召回率和犉值上，变步长集成仅低于采用差值处理

的 ＭＬＰ，然而，ＭＬＰ由于准确率较低，因此，模型模拟收益不理想．

表１，３中，各个网络的准确率与模拟收益散点图，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准确率与模拟收益二

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以涨跌准确率为标准设计损失函数并优化网络可以提升模拟收益水平．

４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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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　ＲＮＮ准确率　　　　　　　　　　　　　图１０　准确率与模拟收益散点图

　　　　　　　Ｆｉｇ．９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ＮＮ　　　　　　　Ｆｉｇ．１０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

测试数据上的大盘指数变化，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开始的时间点为整体数据的第２００００ｍｉｎ．由

图１１可知：在整个测试数据中，大盘指数变化幅度较大，整体上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线性规律．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算法的模拟性能，将表３中各个模型在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ｍｉｎ的累计收益绘图，如

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ＢＬＳＴＭ和ＲＮＮ模型的累计收益是在１０～５０步长下的平均值；狀表示统计点，将

每２００ｍｉｎ的收益做一次统计，因此，狓轴上有１００个统计点．由图１２可知：股票价格波动在细粒度水

平下依然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图１１　测试数据指数 图１２　模拟收益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ｉｎｄｅｘ　　　　　　　　　　　　　　　Ｆｉｇ．１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ｉｎｃｏｍｅ

６　结论

使用ＢＬＳＴＭ进行股票价格的预测，提出变步长集成方法及改进的ＭＳＥ损失函数，经过两组实验，

得到３个主要结论．１）差值数据预处理能更好地预测下一时刻的价格波动；２）所提的改进损失函数是

有效的；３）变步长集成方法在预测上能取得较为可观的提升．

由于股票市场本身波动的高度复杂性，尽管验证了变步长集成方法的有效性，但文中未讨论通用的

最优步长范围，且验证过程是在非常理想的交易环境下进行的，未考虑实际市场中的手续费、滑点等问

题，因此，与实际情况仍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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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平面的带权犅犲狉犵犿犪狀投影

与犅犾狅犮犺空间

李西振，陈行堤，王洁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研究上半平面带权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的范数估计．结果表明：带权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犘α 将犔
∞（Π）空间映

射到上半平面Ｂｌｏｃｈ空间，且满足不等式‖犘α犳‖犅（Π）≤犆‖犳‖犔∞（Π），其中，犆为常数，并给出犆的精确值；构

造一个新的上半平面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并给出它的一个范数估计．

关键词：　带权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Ｂｌｏｃｈ空间；范数估计；精确值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７４．５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７７?０４

犅犾狅犮犺犛狆犪犮犲犪狀犱犖狅狉犿狅犳犅犲狉犵犿犪狀犘狉狅犼犲犮狋犻狅狀狅狀

犝狆狆犲狉犎犪犾犳犘犾犪狀犲

ＬＩＸｉｚｈｅｎ，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ｄｉ，ＷＡＮＧＪｉ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Ｗ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Ｂｅｒｇｍ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ｈａｌｆｐｌａｎｅ．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Ｂｅｒｇｍ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犘αｍａｐｓｔｈｅｓｐａｃｅ犔
∞（Π）ｉｎｔｏａＢｌｏｃｈｓｐａ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ｔｈａｔ

‖犘α犳‖犅（Π）≤犆‖犳‖犔∞（Π），ｗｈｅｒｅ犆ｉｓａｓｈａｒｐ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ｗ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ｎｅｎｅｗＢｅｒｇｍａｎ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ｗｅａｌｓｏｏｂｔａｉｎｉｔｓｎｏｒ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Ｂｅｒｇｍ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ｈｓｐａｃｅ；ｎｏｒ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ｈａｒｐ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预备知识

令Π＝｛狕∈犆：Ｉｍ狕＞０｝表示上半平面，当α＞－１时，上半平面Π上的带权Ｌｅｂｅｓｇｕｅ测度可表示为

ｄ犃α（狕）＝ （α＋１）（２Ｉｍ狕）
α＋２ｄ犃（狕）．

上式中：ｄ犃（狕）＝
１

π
ｄ狓ｄ狔．

如果对一个解析函数犳，其Ｂｌｏｃｈ范数满足 ‖犳‖犅（Π）＝ｓｕｐ
狕∈Π

（Ｉｍ狕）狘犳′狘＜ ∞，则称犳为上半平面

Π上的一个Ｂｌｏｃｈ函数，上半平面Ｂｌｏｃｈ函数全体构成的上半平面Ｂｌｏｃｈ空间，记为犅（Π）．

　　对于单位圆盘的情形，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犘α 在单位圆盘犇 上的积分表达式为

犘α犳＝ （α＋１）∫犇

（１－狘狑狘
２）α犳（狑）

（１－狕珡狑）α＋
１ ｄ犃（狑），　　狕∈犇，　犳∈犔

∞（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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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单位圆盘上的有界函数犔
∞（犇）映到单位圆盘上的Ｂｌｏｃｈ空间犅（犇）．Ｚｈｕ

［１］证明了在α＝０时，有

‖犘犳‖犅（犇）≤犆‖犳‖∞，其中，犆为常数．Ｐｅｒｌ
［２］给出常数犆的精确值为

８

π
．Ｋａｌａｊ等

［３］推广了Ｐｅｒｌ的

结果，给出了狀维情形下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犘α 范数估计的精确上界，然而所使用‖·‖犅（犇）并非一个

完备的范数．Ｐｅｒｌ
［４］给出一个完备的范数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补充完善文献［２?３］的工作．更多Ｂｅｒｇ

ｍａｎ投影算子的相关内容可参考文献［５?６］．

函数犳∈犔
∞（Π）的上半平面的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

［７］为

犘α犳（狕）＝ｉ
α＋１

∫Π

犳（狑）
（狕－珡狑）α＋

２ｄ犃α（狑）．

　　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工作多集中在该投影核的范数估计
［８?１０］，文中研究侧重于上半平面Ｂｅｒｇｍａｎ空

间与上半平面Ｂｌｏｃｈ空间的联系，同单位圆情形相似，有

‖犘α犳‖犅（Π）≤犆‖犳‖犔
∞（Π），

并且给出了常数犆的精确值．通过复合单位圆盘到上半平面的共形映射（狕）＝ｉ
１＋狕
１－狕

：犇→Π，得到一

个不同的上半平面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并给出一个范数估计．

引理犃
［２］
　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犘将犔

∞（犇）空间有界的映到Ｂｌｏｃｈ空间，且满足不等式

‖犘犳‖犅（犇）≤犆‖犳‖犔
∞（犇），

常数犆的精确值为
８

π
．

引理犅
［１１］
　假设犪＞－１，犫＞－１且２犪－犫＞２，则有

∫Π

Ｉｍ狑

狘狕－珡狑狘
２犪ｄ犃（狑）＝

Γ（１＋犫）Γ（２犪－犫－２）

２２犪－２Γ
２（犪）

（Ｉｍ狕）２＋犫－２犪．

　　引理犆
［１１］
　假设犪∈犚且犫＞－１，则有

∫Π

（Ｉｍ狑）犫

狘狕－珡狑狘
２犪
狘狑＋ｉ狘

２犫－２犪＋４ｄ犃（狑）＝
２２犫－２犪－２

１＋犫
狘狕＋ｉ狘

－２犪犉 犪，犪；２＋犫；
狘狕－ｉ狘

２

狘狕＋ｉ狘［ ］２ ．

犉［犪，犫；犮；狓］为超几何函数，犉［犪，犫；犮；狓］＝∑
∞

犽＝０

（犪）犽（犫）犽
（犮）犽

狓犽

犽！
，其中，（犪）０＝１，（犪）犽 ＝犪（犪＋１）…（犪＋犽－

１），犽≥１；Γ（狊）为欧拉函数，Γ（狊）＝∫
∞

０
狋狊－１ｅ－狋ｄ狋，狊＞０．

２　主要结果及证明

引理１　设犪＞－１，则有

∫Π

（Ｉｍ狑）犪

狘狕－狑狘
犪＋３ｄ犃（狑）∽ （Ｉｍ狕）

－１．

　　证明　令犫＝α，２犪＝α＋３，由引理Ｂ可得

∫Π

（Ｉｍ狑）α

狘狕－珡狑狘
α＋３ｄ犃（狑）＝

Γ（１＋α）Γ（α＋３－α－２）

２α＋１Γ
２ α＋３（ ）２

（Ｉｍ狕）－１ ＝
Γ（１＋α）

２α＋１Γ
２ α＋３（ ）２

（Ｉｍ狕）－１，

从而有

∫Π

（Ｉｍ狑）犪

狘狕－狑狘
犪＋３ｄ犃（狑）∽ （Ｉｍ狕）

－１．

引理１证毕．

定理１　设－１＜α＜∞，犘α 为上半平面带权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则犘α将上半平面犔
∞（Π）有界映到上半

平面Ｂｌｏｃｈ空间犅（Π），且满足不等式‖犘α犳‖犅（Π）≤犆‖犳‖犔
∞（Π），其中，犆为常数．

证明　假设犵∈犔
∞（Π）且犳＝犘α犵，则有

犳（狕）＝ｉα
＋２（α＋１）∫Π

（Ｉｍ狑）α犵（狑）
（狕－珡狑）α＋

２ ｄ犃（狑）．

８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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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式等号两边微分，可得犳′（狕）＝－ｉα
＋２（α＋１）（α＋２）∫Π

（Ｉｍ狑）α犵（狑）
（狕－珡狑）α＋

３ ｄ犃（狑）．应用引理１，可得

（Ｉｍ狕）｜犳′｜∽｜犵（狕）｜，也即犳∈犅（Π），且有

‖犘α犳‖犅（Π）≤犆‖犳‖犔
∞（Π）．

　　引理２　常数犆的最佳值可表示为

犆＝ｓｕｐ
狕∈Π

（α＋１）（α＋２）∫Π

（Ｉｍ狕）（２Ｉｍ狑）α

狘狕－珡狑狘
α＋３ ｄ犃（狑）．

　　证明　令犳∈犔
∞（Π），则

犘α犳（狕）＝ｉ
α＋２（α＋１）∫Π

（Ｉｍ狑）α犳（狑）
（狕－珡狑）α＋

２ ｄ犃（狑），

从而有

‖犘α犳‖犅（Π）＝ｓｕｐ
狕∈Π

（Ｉｍ狕）狘（犘α犳）′狘＝ｓｕｐ
狕∈Π

（α＋２）（α＋１）∫Π

（２Ｉｍ狑）α（Ｉｍ狕）犳（狑）

狘狕－珡狑狘
α＋３ ｄ犃（狑）．

　　对任意ε＞０，存在函数犵ε∈犔
∞（Π），ζ∈Π，使得‖犵ε‖∞＜１且有（Ｉｍ狕）｜（犘α犵ε）′｜＞犆－ε．

对任意的狕∈Π，令

犳狕（狑）＝
（Ｉｍ狑）α狘狕－珡狑狘α＋

３

狘Ｉｍ狑狘
α（狕－珡狑）α＋

３
．

　　对任意的狕∈Π有‖犳‖∞＝１，因此，对于‖犵ε‖∞＜１，有

狘∫Π

（Ｉｍ狑）α犵（狑）ｄ犃（狑）
（狕－珡狑）α＋

３ 狘≤狘∫Π

（Ｉｍ狑）α犳狕（狑）ｄ犃（狑）

（狕－珡狑）α＋
３ 狘≤∫Π

狘Ｉｍ狑狘
αｄ犃（狑）

狘狕－珡狑狘
α＋３

，

从而有

（Ｉｍζ）狘（犘α犳ζ）′（ζ）狘≥ （Ｉｍζ）狘（犘α犵ε）′（ζ）狘．

　　引理２得证．

定理２　常数犆的最佳值为犆＝
（α＋２）（α＋１）Γ（１＋α）

２Γ
２ α＋３（ ）２

．

证明　由引理２可知

犆＝ｓｕｐ
狕∈Π

（α＋１）（α＋２）∫Π

（Ｉｍ狕）（２Ｉｍ狑）α

狘狕－珡狑狘
α＋３ ｄ犃（狑）．

　　令α＝犫，α＋３＝２犪，应用引理Ｂ，可得

犆＝
（α＋２）（α＋１）Γ（１＋α）

２Γ
２ α＋３（ ）２

．

　　定理２证毕．

单位圆盘犇上的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为

犘α犳（狕）＝ （α＋１）∫犇

（１－狘狑狘
２）α犳（狑）

（１－狕珡狑）α＋
２ ｄ犃（狑），　　狕∈犇．

　　单位圆到上半平面的共形变换为（狕）＝ｉ
１＋狕
１－狕

：犇→Π，从而对狕，狑∈犇有

（狕）－（狕）＝
２ｉ（１－狕珡狑）
（１－狕）（１－珡狑）

，

犑（狕）＝
４

狘１－狑狘
４
，　　Ｉｍ（狕）＝

１－狘狑狘
２

狘１－狑狘
２．

　　令ζ，ξ∈Π，狕，狑∈犇，则有

ζ＝（狕）＝ｉ
１＋狕
１－狕

，　　ξ＝（狑）＝ｉ
１＋狑
１－狑

，

犉（ζ）＝犳（狑）（（狕））＝∫犇

（１－狘狑狘
２）α犳（狑）

（１－狕珡狑）α＋
２ ｄ犃（狑）＝

９７２第２期　　　　　　　　　　李西振，等：上半平面的带权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与Ｂｌｏｃ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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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１－狘
－１（ξ）狘

２）α犳（
－１（ξ））

（１－
－１（ζ）

－１（ξ））
α＋２

犑（ξ）ｄ犃（ξ）．

　　整理即可得到上半平面Ｂｅｒｇｍａｎ投影算子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即

犉（ζ）＝ｉ
α＋２

∫Π

（Ｉｍξ）
α
犳（ξ）（ζ＋ｉ）

α＋２

（ζ－珋ξ）
α＋２（ξ＋ｉ）

α＋２ ｄ犃（ξ）．

　　为了方便记犉（狕）＝犜α犳（狕），其中，犳∈犔
∞（Π）．进而有定理３．

定理３　设α＞－１，有‖犜α‖≤
１

１＋α
犉
α＋２
２
，α＋２
２
；２＋α；［ ］１ ．

证明　令犫＝α，犪＝
α＋２
２
，注意到２犫－２犪＋４＝α＋３，应用引理Ｃ可得

狘犜α狘≤
１

１＋α
犉
α＋２
２
，α＋２
２
；２＋α；

狘狕－ｉ狘
２

狘狕＋ｉ狘［ ］２ ，

又对于狕∈Π，令ζ＝ψ（狕）＝
ｉ－狕
ｉ＋狕

，则有ζ∈犇．令｜ζ｜＝狉∈（０，１），对于
α＋２
２
＞０，２＋α＞０，由于超几何函数

犉
α＋２
２
，α＋２
２
；２＋α；狉［ ］２ 在区间（０，１）是单调递增的，因此有

‖犜α‖∞ ≤
１

１＋α
犉
α＋２
２
，α＋２
２
；２＋α；［ ］１．

　　定理３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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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华侨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广泛联系海外华

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是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

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本刊主要刊登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

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数学和管理工程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

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１　投稿约定

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１５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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