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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研究现状

吴明忠，杨帆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概述手传振动的危害，介绍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测试系统和手部的握持姿势，并对手臂系统的振动响

应特性及减振手套的减振性能进行综述．结果表明：工效学因素和试验条件是机械阻抗特性与振动传递率特

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手传振动响应特性具体的响应幅值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趋势大体一致；应加强手传振动

响应特性和减震手套的研究，弥补相关标准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　手传振动；手臂振动病；手臂系统；响应特性；减振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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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传振动（ＨＴＶ）是指在生产中使用手持振动工具或接触受振工件时，直接作用或传递到人的手臂

的机械振动或冲击［１］．在现代化生产的诸多领域，有相当数量的工人从事手传振动作业．常见的手传振

动作业主要包括：１）操作锤打工具，如操作凿岩机等；２）手持转动工具，如操作电钻等；３）使用固定轮

转工具，如使用砂轮机等；４）驾驶交通运输车辆与使用农业机械，如驾驶汽车和使用脱粒机等
［２］．手臂

振动病（ＨＡＶＤ）是长期从事手传振动作业而引起的，以手部末梢循环障碍、手臂神经功能障碍为主的

疾病，可引起手臂骨关节?肌肉的损伤，其典型表现为振动性白指（ＶＷＦ），或称职业性雷诺氏现象
［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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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振动病已成为工业／农业国家的常见职业病．目前，手臂振动病的发病机理尚未明确，因此，如何有效

地防治手臂振动病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４?５］．手臂系统的响应特性是理解振动性失调机制，建立振

动危害评估的重要基础，也是建立力学等效模型的基础［６］，国内外学者围绕手传振动响应特性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本文对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１　手传振动的危害

１９１１年，Ｌｏｒｉｇａ首次提出雷诺氏现象与使用手持振动工具有关．１９１８年，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发现使用振动

工具的工人出现振动白指以来，受手传振动暴露影响的人日益增多［７］．据统计，在全球３０亿的工人中，

有２５％的工人在工作场所中暴露于振动
［８］．在美国，超过２００万工人暴露于过度振动，其中，有２５万人

暴露于手传振动日接振值超过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规定的日暴露限值；在瑞典，有１７％的工人暴露于

手传振动，受影响人数约２００万；在英国，约有４００万人接触手臂振动，其中，约１００万人接触的振动超

过ＩＳＯ规定的极限值，１７万人有血管振动损伤的症状
［９］；而在中国，估计有３００万以上的工人使用振动

工具，但这是２０００年之前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实际的数据将更为巨大
［１０］．

这些手传振动暴露通常会导致手指／手部出现一种不可恢复的疾病，称为手臂振动综合症或手臂振

动病［１１］．１９５８年，我国首次报道砂轮工出现雷诺氏现象
［１２］．目前，手臂振动病已遍及我国大部分省、市，

在行业和工种中的分布也相当广泛，有的工种患病率高达８０％以上
［１３?１４］．严重的手臂振动病会导致作

业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甚至出现手指坏疽，导致有限用工人口不断减少，给用人单位和国家

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２　手传振动的测量

为保护作业人员免受手传振动的伤害，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相关标准［１５］，虽然规定的是手套掌

部振动传递率的测量方法，但也为手传振动传递特性的研究提供搭建试验平台的方法．手传振动响应特

性的测试系统［１５］，如图１所示．其原理是振动台按给定的激励信号随机或正弦振动，安装在振动台上的

手柄支架带动圆柱手柄相应振动；振动的手柄用于模拟作业现场的动力工具手柄；沿轴线被对半分开的

手柄用于安装力传感器，测量手部的握力；手柄支架与振动台间的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手臂的推力．

手部握持手柄的姿势和手部的坐标系，如图２所示．该坐标系为右手正交坐标系，狕ｈ，狔ｈ，狓ｈ３个轴

向相互垂直，且共有同一原点．在手传振动的测量中，手的坐标系应与文献［１６１７］规定的一致．

　　　　　　　　　　　　　　　　　　　　　　　（ａ）狓狕平面 　　　　　　　（ｂ）狔狕平面

图１　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测试系统　　　　　　　　　　　　图２　手的坐标系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ｈａｎｄ　　　　

ｏｆｈ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３　手传振动的响应特性

人体手臂对手传振动的响应在生物动力学响应（ＢＲ）方面已被广泛地研究
［６］．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

ＢＲ大多采用３种表示方式：１）以驱动点的力?运动关系表示的机械阻抗（ＭＩ）、视在质量、振动能量吸

收［１８?２２］；２）振动传递率（ＶＴ）
［２３?２５］；３）力学等效模型

［２６?２９］．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围绕 ＭＩ和ＶＴ开展手传

２８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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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响应特性的研究．有关力学等效模型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做总结．文中主要基于文献［１５，３０］规定

的试验方法和测量评估方法，总结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研究进展．

３．１　机械阻抗的定义
［３１］

人体手臂的驱动点机械阻抗犣Ｖ（ｊ狑）（ＤＰＭＩ，又称速度阻抗）是通过测量驱动点的力和速度后计算

得到的．驱动点的力与加速度之比称为视在质量犣Ａ（ｊ狑）（又称加速度阻抗），驱动点的力与位移之比称

为动刚度犣Ｄ（ｊ狑）（又称位移阻抗），其计算式分别为

犣Ｖ（ｊ狑）＝犉（ｊ狑）／犞（ｊ狑），　　犣Ａ（ｊ狑）＝犉（ｊ狑）／犃（ｊ狑），　　犣Ｄ（ｊ狑）＝犉（ｊ狑）／犡（ｊ狑）．

上式中：狑为激励频率；犉（ｊ狑）为施加于驱动点的力；犃（ｊ狑），犞（ｊ狑），犡（ｊ狑）分别为在驱动点测量的复数

加速度矢量、复数速度矢量和复数位移矢量．

又因犃＝ｊ狑犞＝（ｊ狑）
２犡，可得３种阻抗之间的换算关系为

犣Ｄ（ｊ狑）＝ｊ狑犣Ｖ（ｊ狑）＝ （ｊ狑）
２犣Ａ（ｊ狑）．

３．２　手臂姿势对阻抗特性的影响

手?工具手柄界面（即掌部）的驱动点机械阻抗已被广泛应用于表征暴露于工具手柄振动的手臂系

统动力学响应［３２］．在文献［３３］发布后，关于手臂系统阻抗特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
［１５，３０］，这与手臂系统

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因素尚未明确有关．

手臂姿势是手臂系统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不论ＩＳＯ相关标准还是其他文献，都把

手臂姿势作为影响手臂系统响应特性的主要因素．文献［３３］对手臂姿势进行定义和描述，并要求在手传

振动响应特性的报告中，必须说明操作的手臂姿势．文献［３４］规定了ＤＰＭＩ参考值适用的手臂姿势：肘

部弯曲角度为９０°，即上臂与前臂之间的弯曲角度为９０°，腕部在中间位置，既不弯曲，也不外展的位置．

Ｂｕｒｓｔｒｍ
［３２］研究５种不同手臂姿势对手臂系统阻抗特性的影响，发现随着肘部角度的增大，阻抗

越高，当频率低于２０Ｈｚ时，阻抗相位的差异尤为明显，并指出身体与肩部之间的角度对阻抗没有影响．

Ｃｒｏｎｊｇｅｒ等
［３５］研究４种不同姿势对手臂系统阻抗幅值和相位的影响，发现当频率低于１００Ｈｚ时，肘

部弯曲角度对阻抗有影响，但超过２００Ｈｚ时，影响很小．Ｂｕｒｓｔｒｍ
［３６］发现频率低于５０Ｈｚ，伸直手臂

时，阻抗最高，当肘部弯曲１２０°时，阻抗最低，当频率低于５０Ｈｚ时，肘部弯曲角度对相位的影响在３个

振动方向都是明显的，但频率高于１００Ｈｚ时，对其影响不明显．Ｊａｎｄｋ
［３７］发现手臂姿势的变化会导致

生物力学响应出现较大的变化，并指出伸直手臂姿势的机械阻抗幅值更高．Ａｌｄｉｅｎ等
［３８］研究手臂姿势

对手臂系统机械阻抗的影响，发现手臂姿势对阻抗的影响显著，当频率低于３０Ｈｚ时，伸直手臂姿势与

振动手柄的耦合相对更大，伸直手臂的阻抗幅值明显高于弯曲手臂，在较低频段，伸直手臂表现出类阻

尼特性．Ｂｅｓａ等
［３９］研究３种不同的姿势对阻抗特性的影响，发现伸直手臂的阻抗共振频率比弯曲手臂

低，当频率低于３０Ｈｚ时，伸直手臂的阻抗幅值比弯曲手臂高得多．

手臂姿势对阻抗的影响未普遍显示一致或类似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不同的试验技术和试验

条件所致［３６］．但结果均表明手臂姿势会影响手臂系统的阻抗特性，伸直手臂的阻抗特性比弯曲手臂大，

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手臂系统的阻抗特性随着肘部弯曲角度的增大而增大，肘部弯曲９０°的手臂姿势

是最佳的工作姿势［４０］．

３．３　影响阻抗特性的其他因素

ＩＳＯ除了规定测量响应特性的手臂姿势外，还要求测试时应报告握力与推力的大小、振动方向、激

励的幅值和频率范围等．Ｂｕｒｓｔｒｍ
［３２］，Ｇｕｒｒａｍ等

［１８］和Ｂｅｓａ等
［３９］指出振动方向、振动强度、握力、推力、

人体测量学、激励类型、激励频率等因素对手臂阻抗特性均存在一定的影响．Ａｌｄｉｅｎ等
［３８］通过多元方差

分析的方法确定影响ＤＰＭＩ的主要因素为握力、推力、手臂姿势、手柄尺寸和激励强度，发现手柄尺寸

几乎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都对阻抗特性有较大影响．此外，也有学者围绕驱动点、激励和多因素的联合作

用对阻抗特性的影响开展研究．大部分驱动点动力学的响应数据都是在手掌?手柄界面的单个驱动点的

振动激励下获得的［４１］．虽然文献［１９，３９，４２］表明阻抗响应可以表示整个手臂系统的总体响应，并已广

泛应用于获得手臂系统总体的振动能量吸收方面，但它不能得到具体的手部子结构的振动响应信息，尤

其是临床和医学上所关心的手指部位．单驱动点方式也不能正确预测减振手套在掌部或手指的振动传

递率．为了解决单驱动点方法的不足，Ｄｏｎｇ等
［４３］提出两个驱动点的方法，该方法是在手?手柄界面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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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手掌与手指两个驱动点．已有研究提出基于两个驱动点的手臂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证明这种模型更能

真实模拟手臂系统．

基于单轴振动测试系统研究手臂系统的机械阻抗特性，忽视了不同轴动力学响应之间的动态耦合，

也很难在单轴测试系统中测量垂直于前臂方向的阻抗．为了解决单轴测试系统的不足，Ｗｅｌｃｏｍｅ等
［４４］

提出基于三轴手臂的测试系统，研究在三轴激励下分布在手指和掌部的驱动点机械阻抗的基本特性，结

果表明：分布的驱动点机械阻抗随着手的具体位置、振动方向和个体有很大的变化．此外，虽然单轴激励

振动的动力学响应不同于三轴，但响应的基本趋势和特性与三轴测试系统一致．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等
［１９］研究施加于振动手柄的握力、推力、手柄尺寸对手?手柄界面的驱动点机械阻抗的影

响，指出驱动点阻抗响应随着握力与推力组合和手柄尺寸的变化出现相当大的变化，确定手柄尺寸与施

加于手柄的握持力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手柄尺寸对手臂系统动力学响应有明显的影响．Ａｌｄｉｅｎ等
［３８］

指出在弯曲手臂时，低频段范围内推力和握力对阻抗影响不明显，而伸直手臂时，随着握力或推力的增

大，阻抗值出现明显地增大．部分手臂系统阻抗特性研究采用的试验条件和影响因素，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机械阻抗测量的试验条件和影响因素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来源 激励信号 肘部角度／（°）
测量部位
及方向

握持力／Ｎ
手柄直径／
ｍｍ

性别和人数 频率／Ｈｚ

文献［３３］
加速度

不超过５０．０ｍ·ｓ－２
９０±１５

手掌

狓ｈ，狔ｈ，狕ｈ

握力：２５～５０
推力≤５０

１９～４５
适用于
男性、女性 １０～５００

文献［１８］

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
ｍ·ｓ－２（正弦）
０．２，０．５，０．７
ｍ·ｓ－２（随机）

９０
手掌

狓ｈ，狔ｈ，狕ｈ

握力：１０，２５，５０
推力未报告 ３８ ４个成年男性 １０～１０００

文献［３８］
２．５，５．０ｍ·ｓ－２

（随机，计权加速） ９０，１８０
手掌

狕ｈ

握力：１０，３０，５０
推力：２５，５０，７５

３０，４０，５０ ７个成年男性 ８～１０００

文献［３２］
８．０，１４．０，２５．０，４５．０
ｍｍ·ｓ－１（正弦）

６０，９０，１２０，
１５０，１８０

手掌

狓ｈ，狔ｈ，狕ｈ

握力：２５，５０，７５
推力：０

非圆柱型 ５个成年男性

５个成年女性
２～１０００

文献［３６］
６．５，１３．０，１９．５，
２６．０ｍｍ·ｓ－１

（正弦）

６０，９０，１２０，
１５０，１８０

手掌

狓ｈ，狔ｈ，狕ｈ

握力：２５，５０，７５
推力：２０，４０，６０

非圆柱型 ５个成年男性

５个成年女性
２～１０００

文献［３９］
１５．０，３０．０ｍ·ｓ－２

（正弦，计权）
９０，１１０，
１４０，１８０

手掌

狓ｈ，狔ｈ，狕ｈ

握力：２０，８０，１１０
推力：０，６０

非圆柱型 ５个成年男性 １～７００

文献［４１］
１９．６ｍ·ｓ－２

（狓ｈ，狔ｈ，狕ｈ 随机）
９０～１２０

手指、手掌
狓ｈ，狔ｈ，狕ｈ

握力：３０±５
推力：５０±８

４０ ７个成年男性 １６～５００

　　由表１可知：各学者对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阻抗响应特性进行研究时，大部分采用正弦激励，只有

少数采用随机激励，且激励强度各不相同；大多以手掌部位作为阻抗的驱动点，只有文献［４１］以手掌和

手指部位作为阻抗的驱动点；研究皆有考虑９０°的手臂姿势进行试验
［１５，３３］，并考虑了更多的其他姿势；

使用的握力、推力，以及手柄的直径大小、形状各有差异；受试人数一般在１０人以内，主要以男性为主；

频率范围都在１０００Ｈｚ以内．

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响应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有振动方向、被握物体的几何形状、握持力、姿势和

个体差异等．表１中试验条件的不同是造成试验数据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违背了标准的本意：

为了促进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允许对暴露数据进行定量比较，希望人体暴露于手传振动的测量和

报告采用统一方法．这些研究对标准的修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暴露了原标准的不足之处，如标

准化的阻抗值是否适用于女性、是否适用于不同的人群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４　振动传递率的计算方法
［４５］

为了观察手柄加速度和手?臂各部位加速度的关系，Ｇｒｉｆｆｉｎ
［１１］提出量化的振动传递率．振动传递率

犜１ 是指手臂某一部位的均方根加速度犪ｈ与手柄上参照点的均方根加速度犪ｚ之比，即犜１＝犪ｈ／犪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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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体对不同频率振动的感觉响应及产生的生理效应规律，定义频率计权加速度［３０］，其计权因

子在文献［４６］中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计算有关人体振动传递率时，要求采用频率计权加速度，单轴向计

权传递率犜１，ｗ为

犜１，ｗ ＝犪ｈ，ｗ／犪ｚ，ｗ． （１）

式（１）中：犪ｈ，ｗ，犪ｚ，ｗ分别为与犪ｈ，犪ｚ对应的频率计权均方根加速度，犪ｈ，ｗ ＝ ∑
犻

（犠ｈ，犻犪ｈ，犻）槡
２ ，犠ｈ，犻是第犻

个１／３倍频程的计权因子，犪ｈ，犻是在第犻个１／３倍频带测得的均方根加速度，ｍ·ｓ
－２．

文献［１５］定义的标准化试验方法，是将单轴加速度计固定在传感器安装座上测量手掌?手柄界面的

加速度，而传感器安装座错位产生的测量误差最大会超过２０％
［４７］．Ｄｏｎｇ等

［４５］提出用三轴加速度计替

换安装座中的单轴加速度计，则未计权传递率犜２ 和三轴向计权传递率犜２，ｗ为

犜２ ＝
犃２狓＋犃

２
狔＋犃

２
槡 狕

犪ｚ
，　　犜２，ｗ ＝

犃２狓，ｗ＋犃
２
狔，ｗ＋犃

２
狕，槡 ｗ

犪ｚ
． （２）

式（２）中：犃狓，犃狔，犃狕 为手柄沿狓ｈ，狔ｈ，狕ｈ轴方向振动的未计权均方根加速度；犃狓，ｗ，犃狔，ｗ，犃狕，ｗ为犃狓，犃狔，

犃狕 相应的计权均方根加速度．

这种方法解决了错位问题，但是不能用于处理非轴向振动问题，且式（２）只适用于激励振动沿着狕ｈ

轴方向．实际上，大部分工具传递３个轴向的振动，且实验中使用的单轴振动台与人体手臂耦合时，也可

能沿着非轴向方向传递振动．此外，非轴向方向的推力往往会导致狓ｈ，狔ｈ 方向相当大的振动．为此，

Ｄｏｎｇ等
［４５］提出一种全效加速度传递率的计算方法，以解决推力导致的偏载问题，即

ＴＥＡＴｕ＝
犃２狓＋犃

２
狔＋犃

２
槡 狕

犎２
狓＋犎

２
狔＋犎

２
槡 狕

，　　ＴＥＡＴｗ ＝
犃２狓，ｗ＋犃

２
狔，ｗ＋犃

２
狕，槡 ｗ

犎２狓，ｗ＋犎
２
狔，ｗ＋犎

２
狕，槡 ｗ

． （３）

式（３）中：ＴＥＡＴｕ，ＴＥＡＴｗ 分别为全三轴向未计权传递率和全三轴向计权传递率；犎狓，犎狔，犎狕 分别为

手柄上参照点沿狓ｈ，狔ｈ，狕ｈ 轴方向振动的均方根加速度；犎狓，ｗ，犎狔，ｗ，犎狕，ｗ分别为犎狓，犎狔，犎狕 相应的计

权均方根加速度．

该方法解决了传感器安装座错位和推力非轴向加载而造成较大误差的问题．目前，文献［１５］中规定

的传递率计算方法就是引用Ｄｏｎｇ等
［４５］提出的方法．

３．５　传递率的特性

机械阻抗主要描述手臂系统整体的动力学特性，而振动传递率可以表征手臂系统局部的动力学特

性．仅仅基于驱动点动力学响应建立的模型可以满足某些工具和减振装置的设计与分析，却不足以预测

手臂系统特定位置的响应，尤其是手指［４８］．为了更好地了解手臂系统局部的动力学特性，建立更加有效

的动力学模型，国内外学者围绕手臂系统不同部位振动传递率的测量与分析，以及振动传递率的影响因

素等方面开展研究．

为了消除皮肤、肌肉和骨头之间相对运动导致的测量误差，Ａｂｒａｍｓ等
［４９］在尸体手臂的骨骼上固定

传感器，进行振动传递特性的测量，该方法可以较精确地反映手臂系统子结构的动力学特性，但这种方

法存在两个问题［５０?５１］：１）尸体手臂的肌肉张力不同于活体；２）无法给定不同的握力和推力．此外，采用

侵入式的方法在活体上进行振动传递特性的测量也是不现实的，且难度较大．因此，学者大都是在人体

手指?手?手臂系统的表面上，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或激光测振仪进行运动量的测量．基于激光测振仪、手

部姿势、测量部位和握持力衡量方法进行传递率特性有如下４个研究进展．

１）基于激光测振仪的传递率特性研究．机械阻抗的测量主要在手掌部位进行，但手指却是 ＶＷＦ

出现的部位［５２?５３］，手指的动力学响应不能从文献［３３］定义的整个手臂系统的驱动点机械阻抗推断得到，

因此，也需要研究手指的动力学响应．为了提高对手部子结构分布动力学响应的认识，帮助建立改进的

有限元模型，Ｓｃａｌｉｓｅ等
［２４］，Ｘｕ等

［４８］，Ｃｏｎｃｅｔｔｏｎｉ等
［５３］采用扫描激光测振仪测量和分析手指部位的振动

传递特性．Ｓｃａｌｉｓｅ等
［２４］在手部握持圆柱手柄的情况下，测量３根手指上６个点的振动传递率，并分析振

动传递率与握力、推力、手部体积和身体质量指标（ＢＭＩ）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手指末梢的ＶＴ值高于根

部，所有测量点都出现一个共振峰，其峰值频带为５５～８０Ｈｚ；ＶＴ并未显著单独依赖于ＢＭＩ、手部体积

和推力，但ＶＴ显著单独依赖于握力，以及测量点、握力与推力的共同作用
［２４］．Ｃｏｎｃｅｔｔｏｎｉ等

［５３］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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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部与振动台面７种不同接触情况下，对手指、手背和手臂上４１个点的振动进行测量，发现不同点的传

递率不同，指尖的共振频率较高，这与Ｓｃａｌｉｓｅ等
［２４］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手部展平下的传递率特性．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手部握紧圆柱手柄进行振动传递率的测量研

究［６，４４，４７］．Ｘｕ等
［４８］在手部展开平放于振动台面上，测量分布于手指和手背的振动传递率，发现分布于手

指和手背的响应与受试者个体、每个手指的具体部位、振动频率和施加的推力有关，还观察到每个个体

测量的传递率都存在两个峰值，从指尖到手背的第一个峰值一般是增大的．Ｘｕ等
［４８］与 Ｃｏｎｃｅｔｔｏｎｉ

等［５３］虽然试验条件有所不同，但手指对应位置传递率函数的基本特征是类似的．例如，平均共振频率和

传递率的幅值．以上研究表明：在握持手柄与展开在平台上的手指上测量的振动传递率差别较大，但共

振频率随着施加力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测量点从指尖到手掌而减小．

３）不同部位的传递率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手臂系统各部位的振动传递特性，提高对手臂系统损

伤机制的认识．Ａｄｅｗｕｓｉ等
［６］研究狕ｈ轴方向振动传递到人体手臂系统的手腕、肘和肩３个部位的振动

传递率．Ｘｕ等
［２０，４８］不仅测量了人体掌部、手腕、前臂和上臂的振动传递率，还测量了肩膀、背部、颈部和

头部的振动传递率，该研究还测量了左右手的振动传递率，结果表明：肩膀、背部、颈部和头部存在一定

的振动传递，但仅出现在低频振动的情况下，且其传递率比在手腕和上臂测量的小得多．该研究偏向于

模拟操作实际的动力工具，手臂姿势和握持方式也不同于之前的研究，但手腕和前臂的振动谱的基本趋

势与试验环境下单手测量的基本不变．这说明基于单手的测量方式也是可行的．然而，响应的幅值不同，

说明通过试验方法测量的振动传递率预测工作场所振动工具传递的振动，或与其进行比较，应该更多地

考虑实际的暴露条件．

４）不同的握持力衡量方法下的传递率特性．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固定的握力和推力下（如握力３０

Ｎ，推力５０Ｎ），测量手臂系统某一部位的振动传递率．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等
［２３］在受试者施加各自最大握持力的

２０％，３０％，４０％下，测量手臂系统肘部的振动传递率，为了避免身体皮肤表面或轻质传感器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采用激光测振仪测量肘部骨头表面的振动传递率，仅仅选择肘部骨头部位作为测量点，主要是

因为在该部位测量与侵入式测量最为接近，能较好地反映肘部解剖结构的动力学特性．Ｐａｎ等
［５４］研究

手臂系统振动传递率与逐渐增大的握力的关系，发现传递率随着握力的增大而增大，当握力增大到一定

大小时，传递率随着握力的进一步增大而缓慢减小，或保持基本不变，振动传递率随着振动激励的变化

相差不大，手腕和前臂的共振频率随着施加力的增大而增大，而上臂的共振频率本质上不受施加力的影

响．部分手臂系统振动传递率测量的试验条件和影响因素，如表２所示．

表２　传递率测量的试验条件和影响因素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来源 激励信号／ｍ·ｓ－２
肘部
角度／（°）

测量部位
及方向

握持力／Ｎ
手柄直径／
ｍｍ

受试者
性别和人数

频率／Ｈｚ

文献［２４］
６．００
（随机） ９０±１０

第２，４，５手指
的远端点和近
端点，共６个点

推力：２５，５０，７５
握力：最大值和
正常值

４０
９个
成年男性 １６～４００

文献［６］
２．６５，５．２５
（随机） ９０，１８０

手腕狔，狕，
肘狓，狔，狕，
肩狔，狕，

握力：１０，３０，５０
推力：２５，５０，７５

４０
６个
成年男性 ２．５～２５００．０

文献［２０］ １０．７８，５．８８ ９０，１２０
左右手：上臂、
肩、背、颈部，
共５个点

推力：５０，７５，１００
握力：１０

－
６个成年
男性，２个
成年女性

４～１００

文献［２３］

２．００（随机，６～１００Ｈｚ），
以指数方式

从２．００降到１２．００
（随机，１００～５００Ｈｚ）

９０ 肘部
握力：最大握力
的２０％，３０％，
４０％；推力：０

４１
１５个成年
女性，１９个
成年男性

６～５００

文献［４４］
１９．００

（随机，三轴激励） ９０
手指、手背、

前臂、上臂、肩膀
握力：３０
推力：５０

－
７个
成年男性 １６～５００

　　与表１不同，表２是手臂系统手传振动传递率特性研究的试验条件，试验都采用随机激励，但激励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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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小不同；手臂也都有考虑９０°的姿势；传递率测量的部位和方向侧重点不一；握力和推力也不完全

相同，对其大小的衡量方法不一；手柄直径除了未报告的，基本都是采用４０ｍｍ；受试者人数与表１相

似，基本是１０人以内；除了Ａｄｅｗｕｓｉ等
［６］之外，频率范围基本都在５００Ｈｚ内．虽然文献［１５］规定了试

验所采用的激励信号和测量的频率范围（最高为１２５０Ｈｚ），但这些研究未按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开

展，这样的数据也不利于传递率标准的制定（目前还没有与文献［３３］类似的传递率标准），这可能与现行

的标准对试验平台和实验条件的规定［１５］不够详细或不合理有关．

３．６　减振手套的减振性能

通过研究手传振动的响应特性，可以提高对手臂系统手传振动损伤机制的理解，为临床诊断、病理

学的研究和相关卫生标准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当手柄的振动与冲击不可避免时，为了降低手

传振动对人体手臂系统造成的危害，可采用隔离的方法减少振动向人体手臂系统的传递，这是一种直接

而有效的预防方法．为此，学者围绕减振手套或减振材料的有效性和减振机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文献［１５］规定了减振手套掌部振动传递率的测试和减振性能的评估方法．由此，Ｄｏｎｇ等
［５５］研究手

套掌部的振动传递特性，发现手套的振动传递率与手臂系统的视在质量有关，减振手套随着手臂系统视

在质量的增大，减振效果更为明显，但这些都是在试验环境下进行的．Ｄｏｎｇ等
［５６］还研究减振手套在特

定工具下，对降低手掌部位振动传递的性能，虽然可以了解减振手套在实际工作场所下的减振效果，但

并不能反映在其他工作环境和特定工具下的减振效果．李建庆等
［５７］测试和分析多种不同材料的减振手

套的减振性能，发现热水袋胶片、脚垫胶片和手掌、掌心贴泡沫塑料的手套减振效果较好．吴国梁
［５８］对７

种不同材料及不同厚度的减振手套的振动传递特性进行测试，发现增大减振手套的厚度，可提高手套的

减振性能．汪先国等
［５９］通过仿真的方法，研究橡胶隔震器对摩托车手柄的减振效果，其效果非常理想．

然而，文献［１５］未规定手套手指部位振动传递率的测试方法，而手传振动导致的振动性白指却出现

在手指部位．Ｈａｍｏｕｄａ等
［６０］对１２种不同减振手套的掌部和手指部位的振动传递特性进行测试和分

析，当频率为１０～２００Ｈｚ时，大多手套可以衰减传向手指的振动，当频率高于２００Ｈｚ时，则放大中指的

振动，手套掌部大大减少振动的传递．此外，手套会减少２９％～４１％的握力，但导致握力减小的原因还

未明确．因此，建议结合手部握力分析，并采用混合手套以改善手套的减振性能．Ｗｅｌｃｏｍｅ等
［６１］从手套

手指部位的减振性能和手套的工作机制方面开展研究，发现手套手指部位的减振性能不但取决于减振

手套，还取决于手指接触刚度的分布和握力．此外，当频率在２５０Ｈｚ以内，减振手套不能有效地减少手

指部位的振动，但当频率高于４００Ｈｚ时，可有效降低手指部位的振动．

以上研究均表明：不同材质或不同厚度的减振手套的减振效果不同，且减振手套仅在一定的频率范

围内起到减振的作用，在有些频段反而会放大传递的振动；减振手套的减振效果还与手套手臂系统的耦

合特性有关，包括人体手臂系统的视在质量、握力大小和握力的分布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有限元方

法对手套中的减振垫进行精确的设计［６２］，以满足特定工具在特定作业下的减振要求．

４　研究展望

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响应特性不但是手传振动暴露的测量、估计和评价标准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改

进与分析动力工具和减振装置的重要基础．阻抗特性和传递率特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工效学因素和试验

条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工效学因素包括手臂姿势、握力、推力、测量部位和个体差异等；试验条件包括

激励类型、振动方向、振动强度、振动频率、手柄形状、手柄直径大小和测量方法等．综述的文献表明：虽

然手传振动响应特性具体的响应幅值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基本趋势大体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差异和

实验条件的不同引起的．因此，手传振动测量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

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研究是手传振动相关标准制定和修订的基础，而在手传振动方面，我国主要从

手传振动作业的现场卫生学调查、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诊断和机制等方向开展研究，而基于试验条件的

手传振动响应特性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我国现行的手传振动相关标准大多是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

ＩＳＯ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国情或特定人群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为了更好地防治

手臂振动病，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我国应该加强手传振动响应特性和减振手套的研究，为手臂

振动病的防治和手传振动相关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提供必要的数据参考．

７８２第３期　　　　　　　　　　　　　　吴明忠，等：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研究现状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手传振动：ＧＢＺ／Ｔ１８９．９－２００７［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　《中国职业医学》编辑部．科学防治职业性手臂振动病［Ｊ］．中国职业医学，２０１８，４５（６）：７８５．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诊断：ＧＢＺ７－２０１４［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４］　王林．正确理解和实施《职业性手臂振动病诊断标准》［Ｊ］．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２００４，２２（６）：４７３?４７４．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９３９１．２００４．０６．０３０．

［５］　陈嘉斌，陈青松，王建新，等．《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诊断》标准修订说明［Ｊ］．中国职业医学，２０１５，４２（２）：２１２?２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６３／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１．

［６］　ＡＤＥＷＵＳＩＳＡ，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ＭＡＲＣＯＴＴＥＰ，犲狋犪犾．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

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３２９（１４）：２９５３?２９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ｓｖ．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１．

［７］　ＬＡＷＳＪ．Ｔｈ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ｆＨＡＶＳ［Ｊ］．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１９９８，６７（１２）：４５?４６．

［８］　ＫＵＣＵＫＨＯ，ＥＹＵＢＯＧＬＵ Ｍ，ＫＵＣＵＫＵ，犲狋犪犾．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ｈａｎｄ?ａｒｍ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０３：９５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ｃａｒｄ．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

［９］　ＢＲＡＵＣＨ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Ｒ］．Ｆｌｏｒｉｄａ：ＡＩＨＡＦｌｏｒｉｄａ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９．

［１０］　王林．振动与振动病防治［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　ＧＲＩＦＦＩＮＭＪ．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ｈｕｍａ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２］　肖建民，郑凡颖，戴友春，等．职业性手传振动危害及其对策［Ｊ］．劳动保护科学技术，１９９０，５１（３）：５４?５８．

［１３］　黄永顺，金佳纯，温贤忠，等．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东省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发病特点分析和对策探讨［Ｊ］．中国职业医

学，２０１３，４０（６）：５４４?５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６３／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６１９．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４．

［１４］　王林，张凯，聂继池，等．局部振动病国内研究的进展和诊断标准的修订［Ｊ］．济宁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３）：１?４．

［１５］　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ｈａｎｄ?ａｒｍ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ｌｏ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ｐａｌｍ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ＩＳＯ１０８１９：１９９６［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６．

［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机械振动 人体暴露于手传振动的测

量和评价 第１部分 一般要求：ＧＢ／Ｔ１４７９０．１－２００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　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ｈｕｍａ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Ｏ

８７２７：１９９７［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７．

［１８］　ＧＵＲＲＡＭＲ，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ＧＯＵＷＧ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ｓｉｎｕｓｏｉｄ

ａｌａｎ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５，１６（２）：１３５?１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

６／０１６９?８１４１（９４）０００９２?Ｈ．

［１９］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Ｐ，ＡＬＤＩＥＮＹ，ＢＯＩＬＥＡＵＰ?，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ａｎｄ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ｈａｎｄ?ｈａｎｄｌ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ｏｎｔｈｅｂｉ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狕ｈ?ａｘｉ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８３

（３）：１０７１?１０９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ｓｖ．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７．

［２０］　ＸＵＸＹＳ，ＤＯＮＧＲＧ，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犲狋犪犾．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ｓｔｏｕｐｐｅｒａｒｍ，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ｂａｃｋ，ｎｅｃｋ，ａｎｄｈｅａｄ［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６２：１?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

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１．

［２１］　ＫＩＨＬＢＥＲＧＳ．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ｈａ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ｇｒｉｎｄｅｒ［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５，１６（１）：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１６９?８１４１（９４）０００６０?Ｇ．

［２２］　ＤＯＮＧＲＧ，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ＴＷ，犲狋犪犾．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９４（４）：８０７?８２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ｓｖ．２００５．１２．０４７．

［２３］　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Ｅ，ＳＩＳＴＯＲ，ＬＵＮＧＨＩＡ，犲狋犪犾．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ｅｌ

ｂｏｗ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ｈ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６２）：８２?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１．

［２４］　ＳＣＡＬＩＳＥＬ，ＲＯＳＳＥＴＴＩＦ，ＰＡＯＮＥＮ．Ｈ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８１（１）：３１?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４２０?００７?０１９

０?３．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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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ＤＥＷＡＮＧＡＮＫＮ，ＴＥＷＡＲＩＶ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ａｎｄｔｒａｃｔｏｒ［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００（４）：５３５?５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

６／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２．

［２６］　ＡＤＥＷＵＳＩＳ，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ＭＡＲＣＯＴＴＥＰ．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ｔｕｒ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４２（２）：２４９?

２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５．

［２７］　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ＷＵＪＺ，ＤＯＮＧＲＧ，犲狋犪犾．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２４９（１）：５５?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６／ｊｓｖｉ．

２００１．３８３１．

［２８］　ＤＯＮＧＲＧ，ＤＯＮＧＪＨ，ＷＵＪＺ，犲狋犪犾．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ｌｍｏｆ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７，４０（１０）：２３３５?２３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ｂｉｏｍｅｃｈ．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１．

［２９］　ＷＵＪＺ，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ＴＷ，犲狋犪犾．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ｐ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ｆｉｎｇｅｒ［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５：６１?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ｍｅｄｅｎｇｐｈｙ．

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８．

［３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ｔｏｈ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１）：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Ｏ５３４９?１：２００１［Ｓ］．Ｇｅｎｅｖ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３１］　陆秋海，李德葆．工程振动试验分析［Ｍ］．２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２］　ＢＵＲＳＴＲ?Ｍ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ｒｍ［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０，６２（６）：４３１?４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０３７９０５９．

［３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ｆｒｅ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ＳＯ１００６８：１９９８［Ｓ］．Ｇｅｎｅｖ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３４］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ＧＢ／Ｔ１９７４０－２００５［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５］　ＣＲＯＮＪ?ＧＥＲＬ，ＨＥＳＳＥＭ．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Ｋａｎｚａｗａ：［ｓ．ｎ．］，１９９０：８５８６．

［３６］　ＢＵＲＳＴＲ?Ｍ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ｒｍ［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７，６９（６）：４３７?４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４２０００５０１７２．

［３７］　ＪＡＮＤ?ＫＺ．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Ｕｍｅａ：［ｓ．ｎ．］，１９９８：１１１１１２．

［３８］　ＡＬＤＩＥＮＹ，ＭＡＲＣＯＴＴＥＰ，ＲＡＫＨＥＪＡＳ，犲狋犪犾．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ｎｄ?ａｒｍｐｏｓｔｕｒｅｏｎ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ｕ

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狕ｈ?ａｘｉ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３６（１）：４５?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０５．０７．００１．

［３９］　ＢＥＳＡＡＪ，ＶＡＬＥＲＯＦＪ，ＳＵＥＲＪＬ，犲狋犪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ｐｏ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ｕｓｃｌ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３７（３）：２２５?２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０６．１０．０１９．

［４０］　ＦＲＥＩＶＡＬＤＳＡ．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Ｍ］．ＢｏｃａＲａ

ｔ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１４０１３０６００９７１１２７．

［４１］　ＤＯＮＧＲＧ，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ＸＵＸＳ，犲狋犪犾．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ｐａｌｍｏｆｔｈｅｈｕ

ｍａｎｈａｎｄ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３１（５）：１１９１?１２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

６／ｊ．ｊｓｖ．２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４２］　ＧＵＲＲＡＭＲ，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ＢＲＡＭＭＥＲＡＪ．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１８０（３）：４３７?４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６／ｊｓｖｉ．

１９９５．００８９．

［４３］　ＤＯＮＧＲＧ，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ＴＷ，犲狋犪犾．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ｔｆ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ｐａｌ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４０（４）：４２５?４３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１．

９８２第３期　　　　　　　　　　　　　　吴明忠，等：手臂系统手传振动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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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ＤＯＮＧＲＧ，ＸＵＸＳ，犲狋犪犾．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

ｔｅｍ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４５（２）：２１?３４．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１４．１１．００１．

［４５］　ＤＯＮＧＲＧ，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ＳＭＵＴＺＷＰ，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ＴＥＡＴ）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ｌｏｖ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３０（１）：３３?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９?

８１４１（０２）０００７６?８．

［４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Ｏ

８０４１：２００５［Ｓ］．Ｇｅｎｅｖ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４７］　ＨＥＷＩＴＴＳ．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ｔｉ?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ｖｅｓ：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ＩＳＯ１０８１９：１９９６［Ｊ］．

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１９９８，４２（４）：２４５?２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０３?４８７８（９８）０００３０?１．

［４８］　ＸＵＸＳ，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Ｔ Ｗ，犲狋犪犾．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ａｌｍ［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４１（５）：４１８?４２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７．

［４９］　ＡＢＲＡＭＳＣＦ，ＳＵＧＧＳＣＷ．Ｃｈａｉｎｓａｗ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ａｒ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６９，１２（４）：４２３?４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０３１／２０１３．３８８５６．

［５０］　ＷＵＪＺ．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ａ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ｔ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３０（５）：０５４５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５／１．２９４７１９９．

［５１］　ＷＵＪＺ，ＤＯＮＧＲＧ，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犲狋犪犾．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ｈｕｍａｎ

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３２９（２６）：５６００?５６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ｓｖ．２０１０．０７．０２２．

［５２］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ＮＪ．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５３］　ＣＯＮＣＥＴＴＯＮＩＥ，ＧＲＩＦＦＩＮＭ．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ｒ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３２５（３）：６６４?６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ｊ．ｊｓｖ．２００９．０３．０３３．

［５４］　ＰＡＮＤ，ＸＵＸＳ，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犲狋犪犾．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Ｊ］．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６１（６）：１?３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１４０１３９．２０１７．１３９８８４３．

［５５］　ＤＯＮＧＲＧ，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ＴＷ，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犲狋犪犾．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

ｈａｎｄ?ａ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ｎｔｉ?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ｖ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

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３５（３）：２０５?２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０４．０８．００９．

［５６］　ＤＯＮＧＲＧ，ＷＥＬＣＯＭＥＤＥ，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ＤＲ，犲狋犪犾．Ｔｏｏ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ｇｌｏｖｅｓｆｏ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ｐａｌｍ?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４４（６）：８２７?８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７．

［５７］　李建庆，杨晓英，于永中．防振手套等护具减振效果的研究［Ｊ］．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２０００，１８（３）：１９１?１９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９３９１．２０００．０３．０３２．

［５８］　吴国梁．抗振手套及其传递特性的试验研究［Ｊ］．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１，２１（３）：１２９?１３３．

［５９］　汪先国，罗继高，蹇开林．橡胶隔振器在某型号摩托车手传振动优化中的应用［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５，２９（１０）：８３?８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４２５（ｚ）．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５．

［６０］　ＨＡＭＯＵＤＡＫ，ＲＡＫＨＥＪＡＳ，ＤＥＷＡＮＧＡＮＫＮ，犲狋犪犾．Ｆｉｎｇｅｒ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ｉ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ｇｌｏｖ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６２：１２１?１３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ｒｇｏｎ．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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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区地铁车辆曲线通过时的

风致安全性分析

张云飞１，李军１，２

（１．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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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山区城市地铁线路条件，建立中国帽阵风地铁车辆模型，选取计算参数并确定评价指标．对横风

激扰下的车辆受力进行理论推导及计算分析，得出横风激扰下地铁车辆安全运行的曲线半径和最高车速的

限定条件．结果表明：过超高时，外侧横风下车辆易倾覆；欠超高时，内侧横风车辆易倾覆；圆曲线半径增大有

利于提高安全性，预设条件下圆曲线半径不能小于７７０ｍ；车速的增加会使安全性变差，预设条件下车速不得

超过４８ｋｍ·ｈ－１，以保障运行安全．

关键词：　横风；地铁线路；山区城市；曲线通过性能；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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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下线路相比，更容易遭受横风袭扰，导致地铁车辆不稳定、不安全运行［１］．目前，针对横风激扰，很

多专家论述了列车空气动力学研究方法［１］、空气动力特性［２］、形成机理及规律［３］、分析理论与工程应

用［４］，并在列车空气动力学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强侧风对高速列车运行安全的影

响［５１０］．然而，这些文献多集中于高铁而非地铁，多关注普通线路而非小半径曲线．基于此，本文建立中

国帽阵风地铁车辆模型，对横风激扰下的车辆受力进行理论推导及计算分析，研究圆曲线半径及车辆行

图１　车辆轨道耦合模型的动力学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ｒａｃｋ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驶速度对运行安全性的影响，得出横风激扰

下地铁车辆安全运行的曲线半径和最高车

速的限定条件．

１　风车动力学模型

１．１　地铁车辆动力学模型

基于山区城市的实际线路条件，结合实

际需求对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图１）做

以下两方面处理．

１）车辆方面．地铁车辆位于双线桥迎风

侧，匀速行驶．车辆由１个车身、２个转向架、４个轮对及８个轴箱组成，均为刚体，且有伸缩、横摆、浮沉

３个平动，以及侧滚、点头和摇头３个转动，而每个轴箱都只有绕轮轴的转动，整车共５０个自由度．悬挂

系统均为粘性阻尼、线性弹簧，允许轮轨相互脱离，轮轨之间为非线性弹性接触［１，５］．

２）轨道方面．长枕埋式无砟轨道，其轨枕与混凝土道床完全联接在一起，轨下基础质量很大，道床

与底座间无弹性，轨道弹性主要由轨下胶垫提供，其振动主要体现在钢轨的振动上［３］．

基于此，横风激扰下的车辆轨道耦合模型的动力学方程为

犕ｖ̈犡ｖ＋犆ｖ犡ｖ＋犓ｖ犡ｖ＝犉ｖｔ＋犉ｗｖ，

犕ｔ̈狌ｔ＋犆ｔ狌ｔ＋犓ｔ狌ｔ＝犉ｔｖ
｝．

（１）

式（１）中：犕ｖ（犕ｔ），犆ｖ（犆ｔ），犓ｖ（犓ｔ）分别为车辆（轨道）的质量矩阵、阻尼矩阵及刚度矩阵；̈犡ｖ（̈狌），犡ｖ（狌ｔ），

犡ｖ（狌ｔ）分别为车辆（轨道）的加速度矢量、速度矢量和位移矢量；犉ｖｔ，犉ｔｖ分别为车辆对轨道的作用力和轨

道对车辆的作用力；犉ｗｖ为车辆所受风载荷．

１．２　动态阵风模型

采用欧洲技术通用标准（ＴＳＩ）提出的中国帽风动态阵风近似模型模拟动态风场
［１１］，将动态风速历

程用双指数函数描述，其平均风速犝ｍｅａｎ与最大风速犝ｍａｘ比值为１．６９４６，则功率谱密度函数（频率限制

在狀＝［１／３００Ｈｚ，１Ｈｚ］）为

犛ｕ（狀）＝２２．９８３９犿犝ｍｅａｎ／１＋６５２１０７犿
２（狀／犝ｍｅａｎ）［ ］２ ５／６． （２）

　　阵风的频率特性犳ｇｕｓｔ为

犳ｇｕｓｔ＝０．２３９０９１·∫
１

１／３００
狀２犛ｕ（狀）ｄ狀／∫

１

１／３００
犛ｕ（狀）ｄ［ ］狀

０．５

． （３）

　　垂直于吹向车体的加速阵风风速犌ｗ?９０为

犌ｗ?９０ ＝犝ｍｅａｎ·０．６９４６·ｅｘｐ（±１６犳ｇｕｓｔ珟狓／犝ｍｅａｎ）． （４）

式（４）中：珟狓为指向阵风最大幅值位置的空间距离．

中国帽阵风模型的动态风速变化可由分段函数表示，即

犝（狋）＝

０，　　０≤狋＜狋１，

犝ｍｅａｎ（狋－狋１）／（狋２－狋１），　　狋１ ≤狋＜狋２，

犝ｍｅａｎ，　　狋２ ≤狋＜狋３，

Ｍｉｒｒｏｒｅｄ犝ｍｅａｎ（１＋０．６９４６·ｅｘｐ（－１６犳ｇｕｓｔ珟狓／犝ｍｅａｎ）），　　狋３ ≤狋＜狋４，

犝ｍｅａｎ（１＋０．６９４６·ｅｘｐ（－１６犳ｇｕｓｔ珟狓／犝ｍｅａｎ）），　　狋４ ≤狋＜狋５，

犝ｍｅａｎ，　　狋５ ≤狋＜狋６，

犝ｍｅａｎ（狋７－狋）／（狋７－狋６），　　狋６ ≤狋≤狋７

烅

烄

烆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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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最大风速犝ｍａｘ为１０ｍ·ｓ
－１，车速狏ｖ为６０ｍ·ｓ

－１时，风速时程样本曲线［１１］，如图２所示．

　（ａ）中国帽风型　　　　　　　　　　　　　　　　　　（ｂ）阵风指数变化

图２　中国帽阵风时程样本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ｔｇｕｓｔ

图３　移动的地铁车辆周围风环境

Ｆｉｇ．３　Ｗｉ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ｔｒｏｖｅｈｉｃｌｅ

１．３　气动载荷模型

移动的地铁车辆周围风环境，如图３所示．图３中：

作用于地铁车辆的横风力系主要由阻力犇ｖ、升力犔ｖ 及

扭转力矩犜ｖ组成
［３］．

横风激扰下，当车辆以匀速狏ｖ 运行时，车辆受到攻

角α的自然风狏ｗ，横风与车辆移动合成的相对速度狏ｒ

及偏航角β为

狏ｒ＝ 狏２ｗ＋狏
２

槡 ｖ ＝ ［（犝＋狌）
２
＋狑

２］＋狏
２

槡 ｖ， （６）

β＝ａｒｃｔａｎ ［（犝＋狌）
２
＋狑

２］＋狏
２

槡（ ）ｖ ． （７）

　　作用于移动车辆车体上的横风载荷力系为

犇ｖ（狋）

犔ｖ（狋）

犜ｖ（狋

熿

燀

燄

燅）

＝
１

２ρ
犃（犝（狋）２＋狏

２
ｖ）·

犆犇（β）

犆犔（β）

犎犆犜（β

熿

燀

燄

燅）

． （８）

　　车辆气动载荷系数犆犇，犆犔 及犆犜 由风洞试验拟合得到，有

犆犇 ＝－０．１０６２＋５．０５３５β＋２．４５７８β
２，

犆犔 ＝－０．７１９４＋２．４９２０β＋７．４８９３β
２，

犆犜 ＝－０．０１７８＋０．８４１１β＋０．０６６７β
２

烍

烌

烎．

（９）

２　横风激扰下的车辆曲线通过基本特性

２．１　计算参数的选取

曲线段线路条件设置［１２］：曲线组成（缓、圆、缓）为５０ｍ＋２００ｍ＋５０ｍ；圆曲线半径为３００～１０００

ｍ；行车速度为１～１００ｋｍ·ｈ
－１；外轨超高为１２０ｍｍ．选取的Ｂ型地铁车辆的动力学模型参数，如表１

所示．

表１　Ｂ型地铁车辆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ｙｐｅ?Ｂｍｅｔｒｏｖｅｈｉｃｌｅ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车体质量／ｔ ３５．４４３ 车辆高度／ｍｍ ３６９５ 滚动圆直径／ｍｍ ８４０ 一系悬挂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３４

构架质量／ｔ ４．００７ 质量高度／ｍｍ １９２９ 轮距／ｍｍ ２３００ 一系悬挂水平刚度／ＭＮ·ｍ－１ ０．２２

轮对质量／ｔ １．８７８ 车体宽度／ｍｍ ２８００ 轴距／ｍｍ １２６００ 二系悬挂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３４

车辆长度／ｍｍ ２００２０ 轨距／ｍｍ １３４５ 横向跨度／ｍｍ １４９３　 二系悬挂水平刚度／ＭＮ·ｍ－１ ０．１５

　　基于重庆地铁线路实际
［１３?１４］，采用德国低速轨道谱，其左轨及右轨的垂直或水平不平顺沿线路长度

变化样本，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犾为轨道长度．

３９２第３期　　　　　　　　　　　张云飞，等：山区地铁车辆曲线通过时的风致安全性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ａ）左轨垂直／水平不平顺　　　　　　　　　　　　　（ｂ）右轨垂直／水平不平顺

图４　德国低速轨道谱样本

Ｆｉｇ．４　Ｇｅｒｍａｎ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ｃｋ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２．２　横风作用下车辆行驶状态的理论推导

在横风力和未平衡作用力下造成车辆一侧车轮减载，另一侧车轮增载．如果各种横向力在最不利组

合作用下，车辆一侧车轮与钢轨之间的垂向作用力减少到零时，车辆有倾覆的危险［１３?１４］．考虑车辆过曲

线时，未平衡的加速度犪ｑ对地铁车辆曲线通过的影响，有

犪ｑ＝狏
２
ｖ／犚－犵·犺／（２犫）． （１０）

式（１０）中：狏ｖ为车辆行驶速度；犚为圆曲线半径；犺为线路超高；犫为左右轮轨接触点间距的一半；犵为重

力加速度．

由式（１０）可知：当犪ｑ＜０时，线路超高偏大，为过超高；当犪ｑ＞０时，线路超高偏小，为欠超高．此时，

未平衡的加速度使车辆受未平衡力的作用，相对轮轨接触点产生未平衡力矩犕，即犕＝犿·犪ｑ·狕．其

中：犿为车辆整车质量；狕为车辆质心坐标值．

受力分析分为无风、曲线外侧横风及曲线内侧横风３种情况进行描述，如图５所示．图５中：θ为超

高抬高的角度．由图５（ａ）可知：没有横风激扰时，车辆通过曲线时，由于外轨超高的存在，其提供的向心

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通过曲线时引起的离心力；当超高值恰好抵消离心作用时，犉离＝犉向，此时，车辆受

力平衡，左右车轮受力均等，不存在增载或减载情况．由图５（ｂ）可知：车辆通过曲线时，受到来自曲线外

（左）侧的横风，横风相对轮轨接触点产生倾覆力矩犕ｘｌ，此时，整车受横风作用向内轨一侧偏移，轮对将

贴靠与钢轨接触；由于外（左）侧受风，导致内（右）侧轮对增载，而外（左）侧轮对减载，整车有向内（右）侧

倾覆的危险．由图５（ｃ）可知：当车辆内（右）侧的横风时，产生倾覆力矩 犕ｘｒ，外（左）侧轮对增载，而内

（右）侧轮对减载，则整车有向外（左）侧倾覆的危险．此时，力矩平衡方程为

１

犳ｍ
·犳Δ犙·犕ｍ＋犕ｗ－犕－犕ｘｌ＝０，　　

１

犳ｍ
·犳Δ犙·犕ｍ＋犕ｗ－犕－犕ｘｒ＝０． （１１）

式（１１）中：方法系数犳ｍ 为１．２；犳Δ犙为倾覆系数；犕ｍ 为回复力矩；犕ｗ 为车辆横向位移引起的力矩；犕ｘｌ，

犕ｘｒ分别为外（左）侧、内（右）侧横风所引起的倾覆力矩．

　　　（ａ）无风　　　　　　　　　　　（ｂ）曲线外侧横风　　　　　　　　　（ｃ）曲线内侧横风　

图５　横风激扰加载情况

Ｆｉｇ．５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过超高时，车辆的未平衡力向内轨；欠超高时，未平衡力向外轨．推导可得：车辆受外（左）侧横风欠

（过）超高时的力矩平衡方程与车辆受内（右）侧横风过（欠）超高时一致．在过超高状态下，受外侧横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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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车辆易倾覆；在欠超高状态下，内侧横风对车辆的倾覆稳定性影响更大．即车辆的未平衡力与横风

的方向同向时，车辆易倾覆；车辆的未平衡力和横风方向相反时，车辆不易倾覆．

２．３　横风加载对车辆曲线通过的安全性影响

基于山区城市实际线路条件，研究不同横风加载对车辆曲线通过的安全性影响．根据 ＧＢ／Ｔ

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地铁设计规范》
［１４］，预设车速狏ｖ＝６０ｋｍ·ｈ

－１，圆曲线半径取正线最小半径３００ｍ，对应

超高预设１２０ｍｍ．此时，加载外侧及内侧横风（根据重庆市主城周围风速记录，取犝ｍａｘ＝１５ｍ·ｓ
－１）后

的动力学系统响应（取前转向架第一轮对左侧轮轨），如图６所示．图６中：Δ犘／犘为轮重减载率；犪ｙ为车

体横向振动加速度；犙／犘为脱轨系数；犙为轮轨横向力．

　　　　（ａ）轮重减载率　　　　　　　　　　　　　　　　 （ｂ）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

　　（ｃ）脱轨系数　　　　　　　　 　　　　　　　　　　（ｄ）轮轨横向力

图６　加载横风后的系统响应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相较于没有横风的条件，无论来自曲线内侧还是来自外侧的横风都会极大影响车辆曲

线通过的安全性，各种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由图６（ａ）可知：车辆由于外侧受风，导致左侧轮对减

载，车辆有向内侧倾覆的危险，而当车辆受到内侧的横风时，左侧轮对增载，整车有向外侧倾覆的危险．

由图６还可知：除车辆通过缓和曲线及圆曲线引起指标变化外
［１２］，一些突变是由中国帽阵风引起的，尤

其是其指数变化阶段达到最大风力而引起各安全运行指标突变［１５］．此外，在４个指标中，有３个指标都

是外侧风影响大一些，且过超高状态下，外侧横风作用下的车辆易倾覆．在曲线管理及车速限值的研究

中，线路条件基本为过超高，故外侧风为重点考虑的情况．

３　车辆曲线通过时风致安全性的限值管理

３．１　横风激扰下安全运行的曲线半径限值

研究不同圆曲线半径下横风对车辆曲线通过的影响，预设车速狏ｖ＝６０ｋｍ·ｈ
－１，圆曲线半径犚为

３００～１０００ｍ，对应超高１２０ｍｍ
［１４］，最大风速犝ｍａｘ＝１５ｍ·ｓ

－１，动力学响应峰值随曲线半径的变化情

况，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横风激扰下的地铁车辆的响应峰值随曲线半径的扩大而不同程度地减小，

车辆运行安全性提高；轮重减载率Δ犘／犘对横风激扰最为敏感，当曲线半径犚为７７０ｍ时，其达到阈值

０．６０，即犚减小到７７０ｍ时，已有评价指标超标，说明此时已无法保证车辆以预设车速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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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脱轨系数　　　　　　　　　　　　　　　　　　（ｂ）轮重减载率

　　　　（ｃ）轮轨横向力　　　　　　　　　　　　　　　　　（ｄ）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

图７　安全运行指标随半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ｉ

３．２　横风激扰下安全行驶车辆限速

研究横风激扰下车辆曲线通过的安全限速，预设车速狏ｖ 为１～８０ｋｍ·ｈ
－１，圆曲线半径选取正线

最小半径３００ｍ，对应超高预设１２０ｍｍ
［１４］．此时，加载外侧横风最大风速犝ｍａｘ＝１５ｍ·ｓ

－１后的前转向

架第一轮对左侧轮轨响应峰值随地铁车速的变化情况，如图８所示．

　　　（ａ）脱轨系数　　　　　　　　　　　　　　　　　　（ｂ）轮重减载率

　　　　（ｃ）轮轨横向力　　　　　　　　　　　　　　　　　（ｄ）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

图８　安全运行指标随车速变化情况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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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８可知：横风激扰下的地铁车辆的响应峰值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安全性变差；轮重减载率

Δ犘／犘（阈值０．６）及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阈值０．２犵）对横风激扰最敏感，临界车速分别为４８ｋｍ·ｈ
－１

和７２ｋｍ·ｈ－１，即当预设条件下，车速达到４８ｋｍ·ｈ－１时，已有评价指标超标，车速不得大于该值，以

保障安全．

４　结论

１）过超高时，受外侧横风作用下的车辆易倾覆；欠超高时，内侧横风对车辆倾覆稳定性影响更大．

２）横风激扰下的地铁车辆的响应峰值随着曲线半径的扩大而不同程度地减小，车辆运行安全性提

高，且曲线半径犚不能小于７７０ｍ，否则，无法保证车辆以预设条件安全运行．

３）横风激扰下的车辆响应峰值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安全性变差，在预设条件下，当车速达到４８

ｋｍ·ｈ－１时，已有评价指标超标，即车速不得大于该值，以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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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锁紧装置中凸轮机构

分析及优化设计

邓援超，张立，杨超，徐一鸣

（湖北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针对现有机械锁紧装置中凸轮机构存在的刚性冲击问题进行优化设计．首先，分析原凸轮机构的运动

过程并建立从动件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方程，提出利用五次多项式曲线对该机构进行优化；然后，通过建立凸

轮机构的三维模型，在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ＡＤＡＭＳ）中，对凸轮机构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结果表

明：从动件的加速度大幅减小，机构刚性冲击消除；这类凸轮机构从动件存在运动不确定的现象，并指出运动

不确定现象所在的位置．

关键词：　锁紧装置；凸轮机构；轮廓线优化；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运动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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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ｃａ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在需要进行定位锁紧的设备或产品中，如电连接器、数码产品外置记忆卡的插卡装置、电动车的刹

车装置等，常常会增加机械锁紧装置．国内外学者对此类锁紧装置做了研究．顾理强
［１］分析电子连接器

中锁紧装置的静力学和位移曲线；阮理［２］对汽车后排化妆镜中的锁紧装置进行运动学模拟；文献［３?４］

对引信用接电开关中的锁紧装置进行结构设计和加速度分析．基于以上理论，本文对可以定位两个位

置、实现锁紧位置的快速解锁和锁定的机械锁紧装置中的凸轮机构进行分析，以及运动学和动力学仿

真，针对直线型轮廓存在的问题，采用五次多项式曲线［５］对凸轮轮廓进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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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锁紧凸轮机构的组成与运动过程

锁紧凸轮机构的工作原理主要是滑柱在带有心形槽的凸轮中运动，同时受到竖直滑槽的限制，滑柱

运动到凸轮槽锁紧位置时定位锁紧．锁紧凸轮机构由凸轮、滑柱、机座和压簧组成，如图１所示．锁紧凸

轮最简单的结构由直线组成，方便制造．图１（ｂ）将锁紧凸轮的廓线简化为连续线段．

（ａ）三维图 （ｂ）简图

图１　锁紧凸轮机构组成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ａ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锁紧凸轮的运动过程如下：１）凸轮在外力犉作用下向左运动，同时，在压簧１的作用下，滑柱从起

始点犃移动到第一中间点犅，如图２（ａ）所示，此运动过程定义为行程１；２）撤消外力犉，在压簧１和２的

作用下，接触点由第一中间点犅移至锁紧点犆，如图２（ｂ）所示，此时为锁紧位置，此运动过程定义为行

程２；３）消除锁紧，重新施加外力犉，接触点由锁紧点犆移至第二中间点犇，如图２（ｃ）所示，此运动过程

定义为行程３；４）撤消外力犉，在压簧１，２的作用下，接触点由第二个中间点犇移至犈，最后移至起始点

犃，回到起始位置，完成一个周期，此运动过程定义为行程４．

（ａ）运动示意图１　　　　　　　　（ｂ）运动示意图２　　　　　　　　（ｃ）运动示意图３

图２　凸轮机构运动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　锁紧凸轮的廓线方程、滑柱速度和加速度方程

滑柱的运动规律可通过类速度和类加速度反应，即建立滑柱竖向位移相对于锁紧凸轮横向位移的

关系．为便于分析，假定锁紧凸轮不运动，滑柱的横向速度为匀速狏狓．对锁紧凸轮机构建立以犃点为原

点的坐标系，滑柱横向运动方向定义为坐标轴狅狓的正向，滑柱在推程时的竖向运动方向定义为坐标轴

狅狔的正向．锁紧凸轮机构的数学模型，如图３所示．分别对运动过程中的行程２与行程４中的凸轮廓线

进行坐标变换，求解关于坐标轴狅狔镜像的数学表达式，将锁紧凸轮的廓线方程统一到坐标轴狅狓正向一

（ａ）行程１与行程３　　　　（ｂ）行程２与行程４

图３　锁紧凸轮机构的数学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ａ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致的坐标系中．

设犙点为（狓，狔），锁紧凸轮廓线表达式为犳（狓），

从动件的位移方程为狔，即

狔＝犳（狓）＝

犪１狓＋犫１，　　狓犃 ≤狓≤狓犅，

犪２狓＋犫２，　　狓犅 ≤狓≤狓犆，

犪３狓＋犫３，　　狓犆 ≤狓≤狓犇，

狔犇，　　　　狓犇 ≤狓≤狓犈，

犪４狓＋犫４，　　狓犈 ≤狓≤狓犃

烅

烄

烆 ．

（１）

式（１）中：凸轮各点的坐标（狓犃，狔犃），（狓犅，狔犅），（狓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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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犆），（狓犇，狔犇），（狓犈，狔犈），以及犪１，犫１，犪２，犫２，犪３，犫３，犪４，犫４ 的值由凸轮的具体尺寸确定．

滑柱的速度方程为

狏狔 ＝
ｄ狔
ｄ狋
＝
ｄ狔
ｄ狓
·ｄ狓
ｄ狋
＝犳′（狓）·狏狓． （２）

式（２）中：ｄ狔／ｄ狓为滑柱的类速度．

图４　滑柱类速度图像

Ｆｉｇ．４　Ｉｍａｇｅ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ｃｏｌｕｍｎ

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滑柱的加速度方程为

犪狔 ＝
ｄ狏狔
ｄ狋
＝
ｄ２狔
ｄ狓２
· ｄ狓
ｄ（ ）狋

２

＝犳″（狓）·狏
２
狓． （３）

式（３）中：ｄ２狔／ｄ狓
２ 是滑柱的类加速度．

以某机械设备制动锁紧凸轮机构为例，凸轮廓线的犃 点

至犈 点的坐标依次为：（０，０），（３０，８），（２３，１４），（３０，２０），（１８，

２０）．由式（１）～（３）可以得到滑柱的运动方程，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

件绘制出类速度图像，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滑柱类速度在

拐点处有突变，加速度在整个运动周期内等于零，但加速度在

不考虑零部件的弹性变形的情况下，理论上是无穷大的，锁紧

凸轮机构存在剧烈的刚性冲击．

３　锁紧凸轮机构的优化

原锁紧凸轮机构存在刚性冲击，仅适用于低速场合，易产生振动磨损，会降低原锁紧机构的使用寿

命；并且原锁紧凸轮存在拐点，拐点可能导致锁紧装置的失效．为了保证从动件在整个周期内运行顺畅，

减少锁紧装置受到的冲击力，使其可以适用不同工作转速和工作载荷的场合，在选择从动件的运动规律

时，应保证从动件的速度和加速度变化平稳，并且锁紧凸轮运动时的起始位置和末端位置均无柔性冲

击．在凸轮机构中，常用的从动件运动规律包括多项式类型运动规律、三角函数类型运动规律及前两者

不同类型的组合运动规律，根据凸轮机构的工作状况选择不同的运动规律［６］．五次多项式运动规律的特

征值最大速度犞Ｍ、最大加速度犃Ｍ、最大跃度犑Ｍ 都较小，综合性能良好，可以适用多种工作载荷和转

速，因此，采用五次多项式运动规律［７］对各行程进行设计．

为了不影响除机械锁紧装置以外的机构，锁紧凸轮的运动行程不变，即锁紧凸轮廓线中的各点坐标

不做改动，基于此，可以得到推程期与回程期的边界条件，即

狓＝狓犃，　　狔１ ＝狔犃，　　狏狔１ ＝０，　　犪狔１ ＝０，

狓＝狓犅，　　狔２ ＝狔犅，　　狏狔２ ＝０，　　犪狔２ ＝０，

狓＝狓犆，　　狔３ ＝狔犆，　　狏狔３ ＝０，　　犪狔３ ＝０，

狓＝狓犈，　　狔４ ＝狔犈，　　狏狔４ ＝０，　　犪狔４ ＝０

烍

烌

烎．

（４）

　　设滑柱的运动规律为

狔＝犮０＋犮１狓＋犮２狓
２
＋犮３狓

３
＋犮４狓

４
＋犮５狓

５． （５）

　　联立式（２）～（５），可得到优化后的位移方程为

狔＝

狔犃犅
１０

狓３犃犅
（狓－狓犃）

３
－
１５

狓４犃犅
（狓－狓犃）

４
＋
６

狓５犃犅
（狓－狓犃）［ ］５ ＋狔犃，　　狓犃 ≤狓≤狓犅，

狔犅犆
１０

狓３犅犆
（－狓＋狓犅）

３
－
１５

狓４犅犆
（－狓＋狓犅）

４
＋
６

狓５犅犆
（－狓＋狓犅）［ ］５ ＋狔犅，　　狓犆 ≤狓≤狓犅，

狔犆犇
１０

狓３犆犇
（狓－狓犆）

３
－
１５

狓４犆犇
（狓－狓犆）

４
＋
６

狓５犆犇
（狓－狓犆）［ ］５ ＋狔犆，　　狓犆 ≤狓≤狓犇，

狔犇，　　狓犈 ≤狓≤狓犇，

狔犈犃 －狔犈犃
１０

狓３犈犃
（－狓＋狓犈）

３
－
１５

狓４犈犃
（－狓＋狓犈）

４
＋
６

狓５犈犃
（－狓＋狓犈）［ ］５ ，　　狓犃 ≤狓≤狓犈

烅

烄

烆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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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犃犅 ＝狔犅－狔犃，　　狓犃犅 ＝狓犅－狓犃，

狔犅犆 ＝狔犆－狔犅，　　狓犅犆 ＝狓犅－狓犆，

狔犆犇 ＝狔犇 －狔犆，　　狓犆犇 ＝狓犇 －狓犆，

狔犈犃 ＝狔犈－狔犃，　　狓犈犃 ＝狓犈－狓犃

烍

烌

烎．

　　由上式可以得到滑柱的运动方程，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绘制出优化后的类速度和类加速度图像，如图

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滑柱运动到锁紧凸轮各行程的初始位置和末端位置，其速度和加速度均为零．

　　（ａ）优化后滑柱类速度 （ｂ）优化后滑柱类加速度

图５　优化后滑柱类速度、类加速度图像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　锁紧凸轮的建模与运动学仿真

４．１　基于 犕犪狋犾犪犫和犃犇犃犕犛软件的锁紧凸轮建模及运动学仿真

对锁紧凸轮进行运动学仿真，在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ＡＤＡＭＳ）中建立锁紧凸轮的简易模

图６　锁紧凸轮机构简易模型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ａ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型［８?１０］．对主要零部件凸轮和滑柱建模，其中，锁紧凸轮的模型通

过曲线表达．根据锁紧凸轮廓线方程，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提取廓线上的

点坐标，将得到的坐标导入ＡＤＡＭＳ中，生成锁紧凸轮的廓线．优

化后的凸轮机构最终生成的模型，如图６所示．对滑柱和凸轮分

别建立移动副约束，滑柱与凸轮之间建立点线副．将凸轮的移动

副定义为驱动，并根据凸轮的运动情况采用ＩＦ函数
［１１］建立驱动

函数，驱动函数包括４段，每一段的运动速度相同．

对锁紧凸轮机构进行运动学分析，对各行程优化前与优化后

的滑柱运动规律进行对比．行程１为滑柱由起始点犃移至第１中

间点犅，优化前、后的滑柱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图像，如图７（ａ），

（ｂ）所示．行程２为滑柱由第１中间点犅移至锁紧点犆，优化前、

后的滑柱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图像，如图７（ｃ），（ｄ）所示．行程３为滑柱由锁紧点犆移至第２中间点犇，

其各点相对坐标与行程２一致，在此不做赘述．行程４为滑柱由第二中间点犇经点犈 移至起始点犃，优

化前、后的滑柱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图像，如图７（ｅ），（ｆ）所示．图７中：狔为位移；狏为速度；犪为加速度．

　　（ａ）行程１优化前图像 （ｂ）行程１优化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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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行程２优化前图像 （ｄ）行程２优化后图像

　　（ｅ）行程４优化前图像 （ｆ）行程４优化后图像

图７　各行程优化前后位移、速度、加速度图像对比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ｃｅｓｓ

在进行运动学分析时，由于未考虑零件的弹性变形，运动学仿真中读取到的最大加速度数值受软件

本身步数或步长的影响，加速度理论上在速度突变处都为无穷大．分析以上特性曲线，优化前、后凸轮机

构从动件滑柱的速度、加速度，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狏｜ｍａｘ为速度绝对值的最大值；｜犪｜ｍａｘ为加速度

绝对值的最大值；括号内的值为理论值．由表１可知：优化后的速度与加速度变化更加平稳，加速度绝对

值的最大值较优化前有较大的改善．

表１　锁紧凸轮优化前后参数的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ａｍ

参数 状态 行程１ 行程２ 行程３ 行程４

｜狏｜ｍａｘ／ｍｍ·ｓ
－１

优化前

优化后

５．１８

９．９１

１７．３０

３２．１４

１７．３０

３２．１４

２２．５７

４１．６７

｜犪｜ｍａｘ／ｍｍ·ｓ
－２

优化前

优化后

３．７１×１０－４（∞）

２０．７９

３．５０×１０－３（∞）

２８６．９７

３．５０×１０－３（∞）

２８６．９７

４．４２×１０４（∞）

１４２．８１

４．２　基于犛狅犾犻犱犠狅狉犽狊和犃犇犃犕犛软件的锁紧凸轮建模与动力学仿真

由于锁紧凸轮建模较为复杂，因此，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中建立锁紧凸轮机构的三维模型．采用Ｓｏｌｉｄ

图８　优化后锁紧凸轮机构装配图

Ｆｉｇ．８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ａ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ｏｒｋｓ中方程式驱动曲线的命令，将凸轮廓线的表达式分

段输入方程式框中，设定自变量狓的范围，生成锁紧凸轮的

廓线．对于平面凸轮，可以根据滑柱的大小，建立与滑柱直

径相同的柱体，长度为槽深，让其沿着优化后的凸轮廓线进

行实体扫描切除，可得到凸轮槽．建立其他零部件三维模

型，对锁紧凸轮机构进行装配，装配完成的锁紧凸轮机构，

如图８所示．

将得到的三维模型导入ＡＤＡＭＳ
［１２?１３］中，模型中不运

动的零部件采用固定副约束，对凸轮与滑柱分别以移动副

约束．凸轮与滑柱之间建立实体接触约束，定义相关接触参数
［１４?１６］．对锁紧凸轮机构添加重力、弹簧力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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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定义弹簧力相关参数．建立与运动学仿真同样的驱动形式，根据运行周期编辑运行时间，设定仿真步

数为１０００．对优化前、后的锁紧凸轮分别进行动力学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除接触力和弹簧力导致速度与加速度存在部分波动外，优化前、后的凸轮在１．３，１．８，

２．１，３．５ｓ处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都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即对应图中标识的点１，２，３，４处，这４处分别

对应凸轮廓线的犃点、犅点、犆点、犇点附近位置，是凸轮廓线的尖点．滑柱运动到这４处时，会出现运动

不确定的现象，产生一定的冲击．由图９还可知：这４处的速度与加速度分别对应各行程内的最大速度

和最大加速度．

　　（ａ）优化前位移图像 （ｂ）优化后位移图像

　　（ｃ）优化前速度图像 （ｄ）优化后速度图像

　（ｅ）优化前加速度图像 （ｆ）优化后加速度图像

图９　锁紧凸轮动力学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ａ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对优化前、后的锁紧凸轮的特性曲线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与前面运动学分析类似，对各个行

程的运动学仿真结果，即速度绝对值和加速度绝对值分别进行比较．由表２可知：各行程优化后的速度

都比优化前大，优化后的加速度皆小于优化前．

表２　动力学仿真优化前后参数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参数 状态 行程１ 行程２ 行程３ 行程４

｜狏｜ｍａｘ／ｍｍ·ｓ
－１

优化前

优化后

２０２．７０

４００．５１

２３５．８２

２６０．１７

１７３．７２

１７９．２９

３５１．１３

３８８．１２

｜犪｜ｍａｘ／ｍｍ·ｓ
－２

优化前

优化后

５．３３×１０６

５．２５×１０５

３．５９×１０６

６．３１×１０５

１．４４×１０６

１．３６×１０６

９．３０×１０７

７．８９×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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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分析，优化后从动件的加速度减小，并发现这种锁紧凸轮机构都存在从动件在各行程的衔

接位置出现运动不确定的现象，关于从动件出现运动不确定现象的改进也正在研究中．

５　结束语

对锁紧凸轮机构的组成和运动过程进行分析，建立锁紧凸轮的廓线方程及从动件滑柱的位移、速度

和加速度方程．针对锁紧凸轮机构存在的刚性冲击问题，运用解析法，采用五次多项式优化原锁紧凸轮

的理论廓线．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建立简易模型对优化前、后的的凸轮机构进行运动学仿真，优化后从

动件的加速度大幅减小，凸轮机构的刚性冲击消除．利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建立锁紧凸轮机构的三维模型，在

ＡＤＡＭＳ中进行动力学仿真，也得到了这一结论．同时，发现优化前、后凸轮机构从动件的速度和加速度

在各行程的衔接位置都出现较大的波动，这类锁紧凸轮机构在行程衔接位置都会出现从动件运动不确

定的现象．锁紧凸轮的研究方法对今后锁紧凸轮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锁紧装置中凸轮机构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了问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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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轴冲击破碎机锤头磨损形式的确定

吕宁，房怀英，杨建红，陶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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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研究立轴冲击破碎机锤头的磨损形式，在现有锤头磨损计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赫兹接触理论和断

裂力学，提出一种新的优化计算模型．通过离散单元法仿真分析锤头受力特性和颗粒运动特性，并与实验后的

锤头表面微观形貌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优化模型具有合理性，模拟仿真手段正确，具有可行性；并确定了

冲击磨损是造成锤头磨损的主要形式．

关键词：　立轴冲击破；锤头；磨损；离散单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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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基础建设的发展，天然砂资源日益减少，导致市场对机制砂的需求越来越多．目前，普遍采

用立轴冲击式破碎机作为主要制砂设备［１］，该设备也已广泛应用于人工制砂行业中［２］．立轴冲击式破碎

机的主要结构包括转子、破碎腔、主轴、变频电机及控制系统等［３］．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在工作过程中，锤

头磨损严重，更换次数频繁，严重影响制砂效率和成品砂质量．Ｍｕｒａｔａ等
［４］通过假设磨损率与岩石撞击

抛料锤时损失的能量比例关系，分析冲击式破碎机抛料锤的磨损程度，研究发现，磨损严重部位在抛料

锤的尖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
［５］通过选择不同的入料特性和磨损件材料，分析磨损件的磨损量的变化规律及磨

损过程，优化破碎机的磨损性能．Ｃｌｅａｒｙ等
［６］对冲击式破碎机进行离散元仿真，分析破碎机生产过程中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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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颗粒流动和物料破碎情况，得到破碎机的磨损分布．文献［７８］通过不同的结构设计以减少破碎机磨

损件的磨损，延长其使用寿命．吕龙飞等
［９］将Ａｒｃｈｒａｄ粘着磨损模型与Ｒａｂｉｎｏｗｉｃｚ磨粒磨损模型相结

合，采用ＥＤＥＭ软件模拟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转子磨损过程，分别得到分料锥、上、下耐磨板和抛料头的

磨损特性．Ｙａｎｇ等
［１０］将立轴冲击式破碎机转子锤头的耐磨合金块分成２２块，并单独标记，利用ＥＤＥＭ

软件模拟仿真，研究转子转速、入料量和颗粒粒度对锤头载荷分布的影响．刘敏芳
［１１］在研究立轴冲击式

破碎机时，对其中的物料进行颗粒速度的理论推导，并对磨损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本文通过采用离散

单元法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转子锤头在制砂过程中所受的磨损类型．

１　锤头磨损实验

１．１　实验平台构建

立轴冲击式破碎机的实验平台主要由料仓、给料装置、破碎腔、转子、动力驱动系统及机架辅助装置

等组成，其实验装置整体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中，转子是试验机的核心部分，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

示．实验过程如下：１）通过给料装置，一定粒径的物料进入转子，经分料锥随机分散到转子流道板上；２）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物料经流道板加速后，从流道板外边缘抛出；３）抛出的物料颗粒冲击安装在转子边

缘的锤头，经锤头的撞击加速，撞击破碎腔周围已经形成的物料衬层，从而发生破碎．

１．２　实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所采用的物料为石灰石颗粒，物料的总入料量为５．８９ｔ·ｈ－１．其中：小于２．３６ｍｍ的粒径占

比为１６．７６％；在２．３６～４．７５ｍｍ之间的粒径占比为７６．４１％；在４．７５～９．５０ｍｍ之间的粒径占比为

６．８３％．实验时，将转子转速设置为１７１８．８７ｒ·ｍｉｎ－１，此时，转子外缘线速度为４５ｍ·ｓ－１．锤头的材

料为碳化钨合金，通过实验得到的磨损锤头，如图３所示．

　　　图１　实验装置　　　　　　　　　　　图２　转子示意图　　　　　　　　　图３　磨损锤头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Ｆｉｇ２　Ｒｏｔｏｒ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Ｆｉｇ．３　Ｗｏｒｎｈａｍｍｅｒ

１．３　锤头磨损值测量

为研究锤头磨损量变化，采用三维软件对比锤头磨损前、后的数学模型，并计算磨损值．首先，对三

　 　（ａ）对齐前　　　　　　（ｂ）对齐后　　

图４　最佳拟合对齐

Ｆｉｇ．４　Ｂｅｓｔ?ｆｉｔ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维扫描仪进行标定；然后，使用先临三维扫描仪扫描已磨损

的锤头；最后，选择不同的方向对被扫描件进行多次成像，

再合成所有的扫描数据，从而完成对锤头的扫描．扫描过程

中，由于样件在测量时随意摆放，导致锤头磨损前、后的数

学模型不在同一个坐标系中，无法直接对比．因此，在对比

前需要把扫描模型和数学模型进行对齐．选择最佳拟合对

齐方法［１２］对点云数据和数学模型进行对齐操作．对齐前、

后的模型，如图４所示．

利用软件处理后的对齐模型，如图５所示．图５中：在

未磨损区域中，锤头磨损前的表面比锤头磨损后的表面凸

出，说明该区域是磨损量较大的位置．为进一步研究该区域内磨损变化趋势，提取锤头表面该区域的磨

损量．为便于对比锤头磨损测量值与仿真数据，将磨损云图离散化，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犡，犢 分别为锤

头较大表面的长和宽，并将犡划分成１３列，将犢 划分成３８行，形成一个矩形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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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件提取图６中每个网格的磨损值，得到锤头磨损部位的离散化数据，其三维图，如图７所示．

图７中：狌为磨损值．

图５　磨损关键区域　　　　　　　　　图６　云图离散化　　　　　 　　　　图７　锤头磨损值

　Ｆｉｇ．５　Ｗｅａ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ｅａ　　　　 　Ｆｉｇ．６　Ｃｌｏｕｄａｔｌａ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７　Ｗｅａ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ａｍｍｅｒ

２　破碎机锤头磨损仿真

２．１　锤头磨损计算模型

由于现有冲击磨损的计算方法没有同时考虑颗粒撞击锤头时所产生的法向作用和切向作用．因此，

文中在赫兹接触理论和断裂力学的基础上，针对脆性材料碳化钨硬质合金，建立一个适用于锤头磨损的

计算方法．锤头表面焊有耐磨的碳化钨合金块（脆性材料），由于脆性材料一般具有不均匀的微观结构，

使得碳化钨合金磨损主要表现为脆性断裂．Ｓｈｅｌｄｏｎ等
［１３］证明了脆性材料在去除过程中，除了会脆性断

裂，还会对塑性变形有一定影响．

磨损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假设撞击材料表面的颗粒呈球形，并且颗粒与材料表面的法向接触是基于

赫兹接触理论计算［１４］．球形颗粒和材料表面很小的接触面积会导致两者在接触处产生很大的局部应

力．颗粒与材料的接触模型，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犘为接触载荷；犺为压痕深度．

球形颗粒接触的截面示意图，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犚为圆球半径；狉为水平截面圆半径；β为接触弧

所对半角．根据赫兹接触理论，可得狉＝ ２槡犚犺．

图８　赫兹接触模型　　　　　　　　 　　　　　　　图９　颗粒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Ｈｅｒｔｚ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质量为犿的颗粒以速度狏冲击物体表面，产生接触载荷犘，形成压痕的载荷犘与靶材表面的硬度

有关，即犘（犺）＝犎犃（犺），犃（犺）＝π狉
２．其中：犃（犺）为颗粒压入靶材部分的水平截面的表面积，是一个与

压痕深度犺有关的函数；犎 为靶材的硬度．由此可得颗粒在材料表面产生的最大压痕深度犺ｍａｘ为

犺ｍａｘ＝犘／（２π犚
２犎）． （１）

　　假设颗粒作用在材料表面的法向动能犈ｎ 全部被用于材料表面的断裂和变形，从而形成靶材表面

的压痕深度犺
［１５］，即

犈ｎ＝
１

２
犿狏２ｎ，　　犈ｎ＝犠ｉｎｄ＝∫

犺
ｍａｘ

０
犘（犺）ｄ犺． （２）

式（２）中：狏ｎ为颗粒冲击物体表面时的法向速度；犠ｉｎｄ为物体表面产生压痕所做的功．

联立式（１），（２），得到载荷犘和颗粒法向动能犈ｎ之间的关系，即犘＝ ４π犎犈ｎ槡 犚．

颗粒在冲击物体表面时的运动，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θ为冲击角；犔为切向位移长度．颗粒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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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颗粒运动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物体表面时，颗粒对锤头不仅有法向作用，还有切向作

用．文献［１６１７］在研究颗粒对材料的冲击磨损时，也考

虑了颗粒对锤头的切向作用．对具有一定切向速度的颗

粒冲击材料表面时，形成的切向位移长度犔＝狏ｔ狋．其中：

狏ｔ为颗粒冲击物体表面时，颗粒与材料表面之间的相对

切向速度；狋为颗粒撞击材料表面的接触时间．

颗粒压入材料的横截面为

犛＝β犚
２
－狉（犚－犺）． （３）

　　颗粒冲击靶材造成材料的体积损失犞 为

犞 ＝犛犔． （４）

２．２　锤头磨损仿真

对实验所采用的转子进行模型结构简化，并导入离散元分析软件ＥＤＥＭ 中，如图１１所示．为提高

计算效率，选择球形颗粒替代待破碎的石灰石物料．

２．３　离散元仿真设置

１）材料的物理属性．颗粒的材料为石灰石，剪切模量为２．０９×１０８Ｐａ，密度为２６４０ｋｇ·ｍ
－３，泊松

比为０．２５．转子的材料为钢，泊松比为０．３０，剪切模量为７．００×１０１０Ｐａ，密度为７８００ｋｇ·ｍ
－３．２）颗粒

与颗粒、颗粒与几何体的相互作用．石灰石颗粒之间的恢复系数为０．２０７，静摩擦系数为０．７７，滚动摩擦

系数为０．１０；石灰石颗粒与钢之间的恢复系数为０．５５７，静摩擦系数为０．７７，滚动摩擦系数为０．０７
［１８］．

设置重力加速度为９．８１ｍ·ｓ－２．颗粒和颗粒之间，颗粒和几何体之间的接触模型均设定为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ｎｏｓｌｉｐ）模型．

设定物料颗粒的入料量、粒径及其所占比例与实验一致，设置与实验一致的转子转速．为模拟物料

流进入转子的情况［１９］，将颗粒工厂设定为与转子同轴心半径为７０ｍｍ，高为３２０ｍｍ的圆柱体，颗粒在

颗粒工厂内部随机生成，仿真时间为１０ｓ．

利用ＥＤＥＭ软件处理提取颗粒与锤头撞击时，颗粒的质量、颗粒的半径、颗粒与锤头之间的相对速

度、颗粒与锤头的接触时间等信息，并结合理论推导计算得到仿真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１　转子离散元模型　　　　　　　　　　　　　　　图１２　离散元仿真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１２可知：第２列的磨损值最大，第２～１３列的磨损值呈下降趋势，但第６列有所上升；第８～

１３列的磨损值几乎为０，这是由于仿真时，未引入破碎腔，缺少从破碎腔反弹回来的颗粒对锤头的冲击．

因此，在后续研究中，选择第１～７列的磨损数据进行分析．

３　仿真与实验结果对比

为验证仿真结果的正确性，将锤头磨损量的仿真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锤头上选择第１～７

列所有网格的相对磨损程度，取每个网格上的磨损值与总磨损值的比值，作出实验值与模拟值对比图，

如图１３所示．图１３中：狊为相对磨损程度．

由图１３可知：第１列的磨损仿真值与实验值的结果相差很大，实验中，锤头的中部区域磨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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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３　锤头磨损量的仿真与实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ａｍｍｅｒｗｅａｒ

但仿真相对比较平缓，这是因为仿真时没有引入破碎腔，

缺少从破碎腔反弹撞击锤头所引起的磨损，这也进一步说

明，锤头第１列的磨损主要是由破碎腔反弹的颗粒撞击形

成的；第２～７列仿真与实验所得的相对磨损程度的变化

趋势几乎一致，均是中间磨损严重而两端磨损量较小．

综上所述，通过将锤头磨损量的仿真与实验结果进行

对比，可证明离散元模拟仿真的正确性．

４　锤头磨损形式确定

４．１　锤头受力分析

利用ＥＤＥＭ软件的后处理功能，提取转子运行过程

中锤头表面所受法向和切向上的碰撞力．总碰撞力（犉ｔ）随

时间（狋）的变化，如图１４所示．

由图１４可知：在０～４．２ｓ时，锤头所受撞击力几乎

为０，这是由于进入转子的物料颗粒先在转子内形成物料

层，而被抛出转子的颗粒很少，当转子内形成稳定的物料

层后，被抛出转子的颗粒量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在５．５ｓ

时，仿真系统达到稳定，此时，转子连续不断地抛出颗粒撞

击锤头．

由图１４还可知：锤头受力的任意时刻，法向总碰撞力

总是大于切向总碰撞力．这说明锤头主要受到颗粒的法向

冲击．

利用ＥＤＥＭ软件导出颗粒每次冲击锤头的法向相对速度和切向相对速度，两者的反正切值为冲击

角．颗粒撞击锤头的冲击角及其颗粒数占比的分布，如图１５所示．图１５中：ζ为各区间个数占比；狏为速

度；α为角度区间．由图１５可知：颗粒撞击锤头的冲击角主要集中在５０°～７０°之间，其颗粒数占比达到

７８％．因此，可以得出锤头主要是受到颗粒的法向冲击．

　　 　图１４　锤头表面受力　　　　　　　 　　　　图１５　颗粒撞击锤头的冲击角与颗粒数占比

　 　Ｆｉｇ．１４　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ｈａｍｍｅｒ　　　 　　Ｆｉｇ．１５　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４．２　颗粒的接触力及与锤头的相对运动分析

为了更好地判定颗粒对锤头磨损的作用形式，随机选取一个颗粒，追踪该颗粒在破碎制砂过程中，

所受接触力（犉）及与锤头的相对运动速度（狏ｒ）随时间（狋）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６，１７所示．

由图１６可知：在颗粒与锤头撞击的过程中，在５．００５２４０ｓ时，该颗粒与锤头接触，切向接触力和法

向接触力同时增大；在５．００５２５２ｓ时，颗粒与锤头间的切向接触力和法向接触力同时达到最大值；在

５．００５２７２ｓ时，颗粒与锤头不再接触，两者分离．颗粒与锤头接触时间约为３２μｓ．在颗粒与锤头撞击的

整个过程中，法向接触力大于切向接触力，说明颗粒对锤头的作用主要是瞬时的法向冲击．

由图１７可知：颗粒与锤头接触后，切向相对速度只是略有下降；法向相对速度先减小，在５．００５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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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时，达到最小值，此时，也是接触力最大的时刻；之后，法向相对速度增加，而切向相对速度只有少量减

小．故颗粒在撞击锤头的过程中，受到锤头的阻力，主要消耗颗粒的法向动能，而切向动能在整个过程

中，只有少许降低．这个现象进一步说明颗粒对锤头的作用主要是法向的冲击作用．

　图１６　颗粒与锤头的接触力　　　　　　　　　 　　　　图１７　颗粒与锤头间的相对速度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ｄｈａｍｍｅｒ　 　　Ｆｉｇ．１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ｄｈａｍｍｅｒ

４．３　锤头磨损表面扫描电镜分析

选择已磨损的锤头（图３），在磨损的锤头上选择一块碳化钨合金作为观测对象．首先，利用超声波

清洗机将样品表面的油污、污渍去除．然后，放入烘干机烘干，完成样品制备．使用内置能谱仪台式扫描

电镜，得到锤头磨损表面的扫描电镜图像，如图１８所示．

（ａ）样品点１　　　　　　　　　　　（ｂ）样品点２　　　　　　　 　　　　（ｃ）样品点３

图１８　扫描电镜结果

Ｆｉｇ．１８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１８可知：样品点１，２，３中均可观察到大量的凹坑，这是由于锤头表面受颗粒不断撞击而产生

裂纹，随着冲击的进行，裂纹扩展，材料脱落形成凹坑，这就是典型的脆性材料冲击磨损造成的表面形

貌．凹坑中的粒子主要为残存的碳化钨颗粒，由于其硬度高、耐磨性好、抵抗冲击的能力强，因此，可以承

受颗粒的冲击和切削．当颗粒以一定角度冲击材料，产生所谓的“阴影效应”，使得处在碳化钨颗粒“阴

影”中的其他材料承受颗粒冲击和切削的几率降低，程度减轻，从而降低材料的磨损．

由图１８（ｃ）可知：图中有比较明显的划痕状的沟壑，其现象是由颗粒对材料切向作用造成的．从扫

描电镜结果得到的锤头磨损失效现象符合碳化钨合金冲击磨损，这在文献［２０?２２］的实验中均有体现．

冲击磨损是颗粒对材料表面的反复冲击而使材料表面产生渐进的损耗．冲蚀磨损和撞击磨损是冲

击磨损的两大类．撞击磨损指的是颗粒对一个固体表面的反复不断地冲击，在实际情况中，撞击与滑动

是紧密联系的，接触表面相互接近时，存在撞击的法向和切向分量．撞击磨损是一种由粘着磨损、磨粒磨

损、表面疲劳等多种磨损机理的综合作用的复杂磨损情况．

综上所述，结合电镜结果和ＥＤＥＭ软件对锤头的受力分析、颗粒和锤头撞击时间段内的接触力分

析、相对速度分析及冲击磨损的作用机理分析，可判定锤头的磨损形式为冲击磨损．

５　结束语

采用离散单元法对立轴冲击式破碎机的锤头磨损形式进行全面的研究．通过将锤头磨损表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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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获取磨损表面信息，除第１列的磨损仿真值与实验值的结果相差很大，第２～７列仿真值与实验值

的变化趋势几乎一致．针对第１列的现象差异，其原因是仿真时，没有引入破碎腔，缺少从破碎腔反弹撞

击锤头所引起的磨损，同样，也进一步说明锤头第１列的磨损主要是由破碎腔反弹的颗粒撞击形成的．

通过仿真数据与实验结果的对比，证明了离散元模拟仿真手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通过从锤头的受力特

性，颗粒与锤头间的作用力及相对速度等多角度分析整个磨损过程，并结合磨损锤头的表面微观形貌，

最终确定锤头的磨损类型为冲击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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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方向对磁致伸缩导波

检测敏感性影响分析

龙盛蓉１，黄永跃１，李志农１，徐长英２，淦文建１

（１．南昌航空大学 无损检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２．南昌航空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摘要：　采用有限元仿真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磁致伸缩导波管道检测平台，在待测管道上预置与周向分

别呈０°～９０°的１０个大小相同的槽型缺陷，依次利用犔（０，２）纵向模态导波和犜（０，１）扭转模态导波进行检测．

仿真和实验结果均表明：犔（０，２）导波缺陷回波幅值随着缺陷角度增加而逐渐降低，５０°时已经难以分辨出缺陷

信号，犔（０，２）导波适合检测５０°以下缺陷；犜（０，１）导波的缺陷幅值随着缺陷角度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并且整

体具有较高的信噪比，犜（０，１）模态导波对各个方向的缺陷检测均有良好的适用性．

关键词：　磁致伸缩；管道检测；导波模态；缺陷方向；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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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致伸缩导波检测技术［１?４］在继承传统导波优势的基础上，避免了其接触式检测的弊端，在目前导

波检测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为了实现石油、化工传输管道的快速检测，学者针对磁致伸缩导

波检测技术，从材料特性、检测仪器及检测方法与理论基础等方面开展研究．王秀彦等
［５］对单层管道中

纵向导波模态进行分析，在研究导波传播中的频散和多模态特性的基础上，得出轴对称犔（０，２）模态的

导波适于管道中的缺陷检测．Ｌｉｕ等
［６］对纵向导波模式犔（０，２）研究，发现在特定频率范围内该模态导

波不发生频散现象，同时，超声振动在整个管道壁中分布较均匀．Ｌｏｗｅ等
［７］利用中心频率为７０ｋＨｚ的

犔（０，２）模态对单层管道中的周向缺陷进行检测，得到该模态的缺陷反射系数曲线．刘胜骆等
［８］采用建

模与实验相结合方式，利用磁致伸缩超声导波检测长输管道，结果表明，其检测灵敏度能达到１％以上

的截面变化量．Ｎａｋａｍｕｒａ等
［９］研究扭转模式犜波在不同厚度管道中的模式转换特性，并得出扭转模态

导波可检测出缺陷面积大于横断面３５％的腐蚀缺陷的结论．Ｋｉｍ等
［１０］设计特定结构的磁致伸缩导波

传感器，检测管道中的轴向及周向裂纹．然而，学者们在选择检测导波模态时，主要依据导波在传播过程

中的频散特性及模态单一性［１１１２］，并未考虑检测中导波模态与检测缺陷方向两者间相互作用与检测敏

感度的影响，因而本文采用仿真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缺陷角度对磁致伸缩纵向导波和扭转导波检

测的敏感性影响，并从纵向模态导波和扭转模态导波振动特性的角度分析原因．

１　磁致伸缩导波的检测

１．１　磁致伸缩导波检测原理及实验平台

磁致伸缩导波检测依靠磁致伸缩效应［１３］发射和接收超声波［１４］，即当铁磁性材料置于交变磁场环境

图１　磁致伸缩导波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中，并被磁化时，在材料中产生随磁场改变而变化的

磁致伸缩应变．在铁磁体内激发出应力波，该弹性波

沿构件方向传播即形成了导波．与此相对应，铁磁性

材料在受到弹性波作用时，将产生逆磁致伸缩效

应［１５］，导致铁磁体内磁感应强度的变化．依据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即磁感

应强度的变化必然造成接收线圈电压的变化，从而

实现机械振动量的转换测量．

磁致伸缩导波检测系统主要由检测主机、磁致

伸缩导波激励和接收传感器及信号系统组成，装置

示意图和搭建的现场实验平台分别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中：待检测管道为２０＃钢；长度为３２００ｍｍ；

外径为１０２ｍｍ；厚度为４ｍｍ．

（ａ）检测主机与信号系统　　　　　　（ｂ）犔传感器　　　　　　　　（ｃ）犜传感器　　　

图２　磁致伸缩导波现场实验平台

Ｆｉｇ．２　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管道材料特性参数，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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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管道材料特性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特性 数值 描述 材料特性 数值 描述 材料特性 数值 描述

犈／ＧＰａ ２１１ 杨氏模量 ρ／ｋｇ·ｍ
－３ ７８５０ 密度 λｓ ４．１７×１０－６ 饱和磁致伸缩量

υ ０．２８６ 泊松比 σ／ｓ·ｍ－１ １．３２×１０７ 电导率 犕ｓ／Ａ·ｍ
－１ １．５×１０６ 饱和磁化强度

　　磁致伸缩纵态导波和扭转导波传感器均采用自发自收式探头，放置在距管道左端１００ｍｍ处．信号

发生器给予的激励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器后，将其输入到激励线圈进行磁致伸缩导波的激励．产生的导波

经过接收装置产生相应感应电压信号，并将输出到计算机上进行显示．

１．２　磁致伸缩导波检测仿真模型

磁致伸缩导波几何模型，如图３所示．与实验平台相对应，磁致伸缩导波模型主要由动态磁场、静态

偏置磁场［１６２１］、管道和空气域４部分组成．其中，空气域用长度为３４００ｍｍ，半径为８０ｍｍ的圆柱体代

替；动态磁场由交变线圈产生；纵向模态导波的静态偏置磁场是由一直流螺线管线圈组成（图３（ａ）），动

态线圈和静态偏置磁场皆沿管道轴向方向；扭转模态的动态交变线圈外径为１１４ｍｍ，静态偏置磁场是

由贴于管道外侧的矩形镍片组成（图３（ｂ）），镍片外径为１１０ｍｍ，对其沿长度方向进行磁化，使其处在

偏置静态磁场的周向磁化状态下．相关材料属性设置如下：空气域的相对磁导率和介电常数为１；线圈

为铜线绕制；相对磁导率和相对介电常数为１；电导率为５．９９８×１０７ｓ·ｍ－１．

（ａ）纵态导波激励模型　　　　　　　　　　　　　　（ｂ）扭转导波激励模型

图３　磁致伸缩导波几何模型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ｗａｖｅ

动态线圈中所加载的激励信号（犻）表达式为

犻＝０．５犐ｓｉｎ（２π犳狋）１－ｃｏｓ
２π犳狋（ ）［ ］６

．

上式中：犐为电流大小，Ａ；犳为激励频率，ｋＨｚ．

管道群速度与相速度，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磁致伸缩纵向模态导波犔（０，２）在１００ｋＨｚ下群速度为

５２３４ｍ·ｓ－１；扭转模态导波犜（０，１）在１００ｋＨｚ下群速度为３１３８ｍ·ｓ－１．

　（ａ）群速度　　　　　　　　　　　　　　　　　　（ｂ）相速度

图４　管道群速度与相速度

Ｆｉｇ．４　Ｇｒｏｕ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ｐｉ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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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动态线圈激励信号频率为１００ｋＨｚ，电流为２Ａ，匝数为４０．纵向模型中静态线圈匝数为２００

匝．取有限元模型中管道上靠近传感器的任一质点为研究对象，通过仿真计算得到１００ｋＨｚ下纵向导

波和扭转导波管道中位移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狊为位移．由图５（ａ）中可知：轴向位移比径向位移大

一个数量级，周向位移基本为零，可判断在管道中激励的为纵向导波．由图５（ｂ）可知：周向位移最大，比

轴向位移和径向位移大一个数量级，可判断在管道中激励的导波为扭转导波．

（ａ）纵向导波位移　　　　　　　　　　　　　（ｂ）扭转导波位移

图５　磁致伸缩导波传感器模型位移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ｐ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ｗａｖｅｓｅｎｓｏｒ

１．３　研究对象

在检测过程中，为了分析犔（０，２）及犜（０，１）模态导波对管道上不同方向缺陷检测的效果，设置相关

检测试样，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缺陷中心点为槽型通透性缺陷，位置位于距管左端１１００ｍｍ处，其长度

为２５ｍｍ，宽度为４ｍｍ；初始缺陷为周向缺陷，在待测管道上预置与周向分别呈０°～９０°（依次间隔

１０°）的１０个大小相同的槽型缺陷．

（ａ）仿真模型缺陷　　　　　　　　　　　　　（ｂ）实验管道缺陷

图６　管道初始周向缺陷

Ｆｉｇ．６　Ｐｉｐ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ｆｅｃｔ

２　不同角度缺陷导波检测

２．１　实验数据

采用节１．１所搭建实验检测平台，分别利用犜波激励探头及犔 波激励探头对定制试样进行检测，

探头均放置于距离管道左端１００ｍｍ处．通过分析频散曲线，确定激励频率为１００ｋＨｚ．针对不同角度

对象，对０°，４０°，５０°和９０°４个典型缺陷幅值进行放大，检测结果如图７所示．

通过提取上述检测结果的缺陷回波幅值信号可知：对于犔模态导波，随着缺陷角度的增大，缺陷信

号幅值不断下降；当缺陷与周向呈０°时，幅值最大；５０°时缺陷信号变得极其微弱，基本难以分辨出该信

号；超过５０°后，缺陷回波信号完全淹没在噪声中．因此，犔模态导波不适宜检测与周向呈大角度的缺陷，

其检测范围在０°～５０°左右；对于犜模态导波，随着缺陷角度的增大，其幅值先减小后又增大，４０°时达到

最小值，但仍可分辨出缺陷回波信号．

２．２　仿真研究结果

为了研究缺陷角度与导波模态对检测效果的影响，以前文所建立的数值仿真模型为基础，设计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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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纵态导波　　　　　　　　　　　　　　　　　（ｂ）扭转导波

图７　缺陷回波实验信号

Ｆｉｇ．７　Ｄｅｆｅｃｔｅｃｈ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

个裂纹类缺陷．该缺陷大小保持相等，但与管道轴向夹角均按照间隔１０°沿管道径向依次递增．在管道

端部接收端提取任意一节点的振幅为接收信号，可得到犔及犜 模态导波检测回波信号，分别如图８（ａ），

（ｂ）所示．

　　（ａ）纵态导波　　　　　　　　　　　　　　　　　　（ｂ）扭转导波

图８　缺陷回波仿真信号

Ｆｉｇ．８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ｅｃｈｏ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ａｌｏｎｇ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

通过分析仿真和实验回波信号图可以得出：仿真和实验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二者相互印证．对

于犔模态导波，随着缺陷角度的增大，缺陷信号幅值不断下降，并且逐渐被噪声淹没；而犜模态导波，随

着缺陷角度的增大，其幅值先减小后又增大，４０°时达到最小值，却依然可以分辨出缺陷信号．

３　缺陷方向对磁致伸缩导波检测的敏感度

图９　两种模态导波检测

灵敏度随缺陷角度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ｗｏｍｏｄｅｓｏｆｇｕｉｄｅｄ

ｗａ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３．１　检测结果

通过数值仿真和实验研究两种方法研究犔（０，２）和犜（０，

１）两种不同模态导波在检测不同方向缺陷时的检测效果，为

直观看到在一定缺陷角度下，此两种模态导波对缺陷检测的

优劣程度，现将缺陷回波幅值与端面回波幅值之比定义为检

测敏感度．根据上文检测信号幅值及端面回波幅值，绘制出两

种模态导波检测敏感度随缺陷角度变化图，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犔（０，２）模态的检测敏感度随缺陷角度增加

而一直减小，犜（０，１）模态的检测敏感度则随着缺陷角度增加

先减小后增大；在０°～４０°时，犔（０，２）的检测敏感度整体高于

犜（０，１）模态，此时，犔（０，２）和犜（０，１）模态对缺陷均有较高的

检测敏感度；而在缺陷角度超过４０°以后，犜（０，１）模态的检测

敏感度逐渐高于犔（０，２）模态；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超过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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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犔（０，２）模态的检测敏感度极低，而犜（０，１）模态仍具有较高的检测敏感度．分析缺陷反射信号可

发现，当敏感度小于０．１时，缺陷即不能被识别．由此可见，犜（０，１）模态导波对各个方向的缺陷检测均

有良好的适用性，而犔（０，２）模态导波比较适合于５０°以下缺陷的检测．

３．２　原因探究

对于犔（０，２）模态，其波形的振动表现形式为轴向振动，波的传播方向也沿管道轴向方向向前传播，

其振动特性，如图１０（ａ）所示．导波检测识别缺陷的依据是波遇到缺陷时产生的反射信号，导波与缺陷

接触面积越大其反射信号越强．当缺陷沿周向分布时，其与纵向模态导波的接触面积最大，因而检测效

果最好；反之，缺陷沿轴向分布时，其检测效果较差．对于犜（０，１）模态，振动特性如图１０（ｂ）所示，其波

形的振动表现形式为周向振动，而波的传播方向沿管道轴向方向传播，因此，扭转模态导波对轴向缺陷

也可进行较好地识别．

（ａ）纵向模态　　　　　　　　　　　　　　　（ｂ）扭转模态　

图１０　导波振动特性

Ｆｉｇ．１０　Ｇｕｉｄｅｄｗａｖ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４　结束语

结合实验研究与数值仿真方法，分析管道中缺陷方向与导波检测模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得出：

在０°～４０°时，犔（０，２）和犜（０，１）模态均有较高的敏感性，但犔（０，２）的检测敏感度整体高于犜（０，１）模

态；当缺陷角度超过４０°直至５０°以后，犜（０，１）模态检测敏感度逐渐高于犔（０，２）模态，且此时犔（０，２）模

态的检测敏感度极低，而犜（０，１）模态仍具有较高的检测敏感度．通过分析不同模态导波的振动特性，从

而得出犜（０，１）模态导波对各个方向的缺陷检测均有良好的适用性，而犔（０，２）模态导波较适合检测５０°

以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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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摄影测量技术在填充墙

框架抗震试验中的应用

林超１，郭子雄１，２，黄群贤１，２，叶勇１，２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结构工程与防灾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将数码摄影测量（ＤＰ）技术引入填充墙框架受力全过程的位移场测量，研究ＤＰ技术应用于填充墙框

架结构抗震试验研究的可行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采用ＤＰ技术的测量结果与传统位移计所测结果吻合良

好．通过ＤＰ技术进一步得到在不同位移幅值下填充墙的剪切滑移破坏情况及框架柱的变形特征．

关键词：　数码摄影测量；非接触测量；填充墙框架；抗震试验；位移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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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ａｋｅｎｂｙｔｈｅＤ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ｒｅｅｓ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ｔａｋｅｎｂｙ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ｅｒ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ｓｌｉｐ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

Ｄ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ｆｒａｍ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传统试验位移测量方法存在安装复杂、测点有限、量程受限及易受损等局限性［１?３］．随着计算机处理

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相机像素的提高，数码摄影测量（ＤＰ）技术的低成本、非接触性及测量范围大等优点

更为突出，可弥补传统测量方法的不足．目前，ＤＰ技术已在岩土工程模型试验、桥梁安全监测和控制测

量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４?８］．在结构工程领域，ＤＰ技术也逐渐得到重视和研究应用．林磊等
［９］

探索ＤＰ技术在砌体墙试验变形测量中的适用性，证明这一新技术在结构试验变形测量中的可行性．曲

哲等［１０］将ＤＰ技术应用到混凝土梁受剪试验中，得到梁剪跨区内的全局位移场和变形场．于先智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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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结构冲击试验中采用ＤＰ技术观测钢结构震动变形情况，绘制试件的变形曲线．填充墙框架是目前

工程中常用的结构体系，在地震作用下填充墙与主体框架相互作用、共同工作［１２?１５］．在填充墙框架抗震

试验中，填充墙平面内变形特征是研究框架与填充墙之间复杂相互作用机理的关键问题，而采用传统测

量方法难以获得填充墙平面内的不规则变形．因此，本文采用ＤＰ技术测量填充墙框架结构抗震试验中

填充墙的变形发展情况，并对带填充墙框架与空框架的变形区别进行分析．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验的设计及测量点的布置

制作１榀足尺空框架试件（ＢＦ）和６榀足尺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１～ＩＦ６），进行低周往复荷载作用下

的抗震性能试验．试件主要参数为不同的砌块类型和不同的拉结方式，其中，填充墙砌块采用工程中常

用的空心黏土砖（ＩＦ１）、混凝土空心砌块（ＩＦ２）、陶粒混凝土砌块（ＩＦ５）和加气混凝土砌块（ＩＦ６）４种，不

同拉结方式包括常规拉结（ＩＦ２）、钢筋通长拉结（ＩＦ３）和配筋砂浆带拉结（ＩＦ４）３种．由往复作动器在框

架梁端施加水平位移，在位移角为１／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７００，１／５００和１／３００时加载循环一次，在位移角

为１／２００，１／１５０，１／１００，１／５０，１／３５和１／２５时，加载循环３次．采用带滚动导轨的竖向千斤顶对框架柱

施加５００ｋＮ恒定轴压荷载．试件加载装置，如图１所示．加载过程中，通过采集系统对试件水平荷载进

行量测，使用激光位移计对梁端水平位移进行测量，并在地梁水平和竖向安装位移计，监测地梁可能发

生的水平位移及竖向变形．

为研究填充墙框架结构在往复加载过程中的平面变形情况，在试件表面粘贴布置标志点．在地梁左

侧布置标志点１，将其定为坐标原点，在地梁右侧同高处布置标志点１６，在地梁中线上布置相距１．５ｍ

的两标志点１７，１８，将其作为尺寸参照点．在框架梁柱中线处布置标志点２～１５，在填充墙表面斜对角

线、中竖线及靠近梁柱的砌块上布置标志点１９～３８．各标志点的布置位置，如图２所示．

　图１　加载装置 （单位：ｍｍ）　　　　　　　　　　　　　图２　标志点布置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ｕｎｉｔ：ｍｍ）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ｍｍ）

试验开始前，将相机固定在三脚架支座上，并使相机镜头保持与框架中心同高．采用遥控器远程控

图３　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３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

制拍照，降低手动操作对相机的震动干扰，提高成像质量．图

像的分辨率为４２７２ｐｘ×２８４８ｐｘ．试验加载过程中对试件进

行连续图像采集，获得各位移幅值下试件标志点的位置信息．

１．２　主要试验结果

各试件的荷载（犘）?位移（Δ）曲线，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

知：砌体填充墙的存在提高了框架结构的抗侧刚度和水平承

载力，使填充墙框架试件表现出良好的变形性能和耗能能力；

不同砌体类型填充墙对框架试件水平承载力的提高幅度影响

不同，其中，陶粒混凝土砌体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５）的水平承

载力最大，加气混凝土砌体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６）的承载力和

刚度退化较慢；对于不同拉结方式填充墙框架试件，常规拉结

０２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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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ＩＦ２）的水平承载力最大，钢筋通长拉结试件（ＩＦ３）和配筋砂浆带拉结试件（ＩＦ４）在达到最大荷载后

的承载力退化速度较慢．

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１～ＩＦ６）填充墙均经历墙体开裂、裂缝贯通、砌块开裂剥落和墙体局部塌落等破

坏阶段，均为剪切滑移和对角开裂组合的破坏模式．以试件ＩＦ２为例，当加载至１／１０００（Δ＝２．６３ｍｍ）

时，试件ＩＦ２墙体与框架交界处出现裂缝，墙体出现阶梯形裂缝；当加载至１／５００（Δ＝５．２５ｍｍ）时，墙

体出现“Ｘ”形裂缝，梁柱端出现数条弯曲裂缝；当加载至１／２００（Δ＝１３．１３ｍｍ）时，墙体部分砌块开裂，

梁、柱端均有新裂缝出现；当加载至１／５０（Δ＝５２．５ｍｍ）时，部分砌块肋被剪断，出现破裂掉落现象，柱

上端出现剪切裂缝；当加载至１／３５（Δ＝７５ｍｍ）时，出现墙体部分塌落现象，梁柱端受压区混凝土压碎

（ａ）１／５０位移角　　　　　　（ｂ）１／２５位移角

图４　试件ＩＦ２破坏形态

Ｆｉｇ．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ＩＦ２

剥落；当加载至１／２５（Δ＝１０５ｍｍ）时，墙体砌

块塌落面积增大．当位移角为１／５０和１／２５

时，试件ＩＦ２填充墙破坏形态，如图４所示．

２　测量结果的分析

２．１　图像数字化的处理

简化近似方法有以下２个假定：１）假定

填充墙框架上标志点均位于同一平面；２）忽

略相机镜头畸变和相机分辨率的影响．通过图

像数字化软件读取照片中标志点中心坐标，设测点１为坐标原点（０，０），得到各标志点原坐标（狓１，狔１）．

考虑到在试件和相机摆放中出现的平面扭转问题，标志点原坐标（狓１，狔１）参照标志点１，１６所确定的狓

坐标轴和地梁中线上标志点１７，１８所确定的坐标刻度，通过转换公式和缩放比例对标志点坐标进行修

正，得到各标志点修正后坐标（狓，狔）．即

狓２ ＝狓１ｃｏｓθ＋狔１ｓｉｎθ，　　狔２ ＝－狓１ｓｉｎθ＋狔１ｃｏｓθ． （１）

图５　试件ＩＦ２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５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Ｆ２

　　取框架节点处布置的标志点６所测水平位移值，采用ＤＰ

技术绘制测得的试件荷载（犘）?位移（Δ）曲线，与传统激光位移

计测量方法所得荷载（犘）?位移（Δ）曲线基本重合．以试件ＩＦ２

为例，两种测量方法所得荷载（犘）?位移（Δ）曲线，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在各位移角加载到最大位移时，采用ＤＰ技术所

测结果存在的最大误差为４．６％，表明采用ＤＰ技术的测量结

果与传统位移计所测结果吻合良好，具有一定的可靠性．ＤＰ

技术测量误差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３个方面：１）粘贴布置

标志点和安装相机不够精确；２）人工定位图片标志点坐标有

误差；３）采用简化近似方法处理图像平面坐标．

２．２　填充墙位移场的分析

取填充墙上的标志点坐标绘制填充墙局部位移场，通过位移场的分布及发展研究填充墙的变形破

坏过程．以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２为例，取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１／１００和１／５０位移角下填充墙局部位移场，即标

志点１９～２３，２７～３０，３４～３８位移值进行分析，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犎 为标志点高度；Δ犔为标志点位

移值，Δ犔＜０ｍｍ为试件在不同位移角下正向加载时标志点的位移值，Δ犔＞０ｍｍ为试件反向加载时标

志点的位移值．

由图６可知以下２点结论．１）通过填充墙中部上下标志点的位移差值，可得到在不同位移幅值下

填充墙剪切滑移破坏情况，并计算出墙体相对滑移值．在１／１００位移角正向加载时，标志点２７～３０的

Δ犔值分别为１８，２０，１０，０ｍｍ，可计算出标志点２７，２８间砂浆层剪切滑移值为２ｍｍ，标志点２８，２９间

及标志点２９，３０间５皮砌块砂浆层的剪切滑移值均为１０ｍｍ；在１／５０位移角正向加载时，标志点２７，

２８间砂浆层剪切滑移值仍为２ｍｍ，标志点２８，２９间及标志点２９，３０间５皮砌块砂浆层的剪切滑移值

分别增加到１４，２２ｍｍ．２）同一位移角正反向加载时，由于填充墙出现无规律不对称开裂破坏，使得填

充墙标志点的位移值存在差异．填充墙左侧标志点位移值的最大差值出现在标志点２２处，在１／５０位移

１２３第３期　　　　　　　　　　林超，等：数码摄影测量技术在填充墙框架抗震试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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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左侧　　　　　　　　　　　　（ｂ）中部　　　　　　　　　　　　　（ｃ）右侧

图６　填充墙中部标志点测量值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ｏｉｎｔ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ｉｎｆｉｌｌｅｄｗａｌｌ

角下其差值为１０ｍｍ；填充墙右侧标志点位移值的最大差值出现在标志点３４和标志点３６处，在１／５０

位移角下其差值分别为４，７ｍｍ；填充墙中部标志点位移值的最大差值出现在标志点２８处，在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５０位移角正反向加载时，标志点２８的位移差值分别为２，３，４，７ｍｍ．

２．３　框架柱变形的分析

地震中填充墙与框架相互作用、共同工作，填充墙对框架柱的受力状态产生较大影响，使得框架柱

的侧向变形与空框架柱存在差异．以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２为例，取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１／１００和１／５０位移角

下框架柱位移场（即标志点１～５，１２～１６的坐标值）进行分析，并与空框架试件ＢＦ柱上相应标志点坐

标值进行对比，如图７所示．

　（ａ）ＩＦ２左柱　　　　　　　　　　　　　　　　　（ｂ）ＩＦ２右柱

　（ｃ）ＢＦ左柱　　　　　　　　　　　　　　　　　（ｄ）ＢＦ右柱

图７　框架柱标志点测量值

Ｆｉｇ．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ｏｉｎｔｏｎｆｒ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ｓ

由图７可知以下２点结论．１）由于填充墙的存在，填充墙框架和空框架的框架柱底部约１／５高度

处的变形值明显不同．在１／５０位移角正向加载时，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２标志点１５的Δ犔值为６ｍｍ，明

显小于空框架试件ＢＦ标志点１５的Δ犔值９ｍｍ；同理，反向加载时，填充墙框架试件ＩＦ２左柱标志点２

的Δ犔值与空框架试件ＢＦ柱上相应标志点２的Δ犔值存在差异．２）同一位移角正反向加载时，填充墙

框架试件ＩＦ２框架柱标志点的位移值存在较大差异．在１／５０位移角正向加载时，标志点２，３，１４，１５的

Δ犔值分别为２３，１０，６，１８ｍｍ，不等于与反向加载时各标志点的Δ犔值３，１３，１１，２３ｍｍ，其中，标志点

２，１５的Δ犔值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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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将ＤＰ技术应用于足尺填充墙框架结构抗震性能试验中，对填充墙框架进行非接触式测量，得到以

下３个主要结论．

１）通过ＤＰ技术的测量结果与传统位移计测量结果比较分析，验证了采用ＤＰ技术测量填充墙框

架结构变形场的可行性，从而为填充墙框架结构抗震试验复杂变形场的测量寻找到一种有效替代方法．

２）通过ＤＰ技术测得填充墙局部位移场，可了解在不同位移幅值下填充墙的剪切滑移破坏情况，

并计算出墙体的相对滑移值．在１／１００位移角下，填充墙５皮砌块间砂浆层的剪切滑移值约为１０ｍｍ，

在１／５０位移角下，剪切滑移值增加到１４～２２ｍｍ．

３）将填充墙框架与空框架的框架柱变形值进行对比，进一步揭示了填充墙与框架之间的相互作用

特征．由于填充墙的存在，填充墙框架和空框架的框架柱底部约１／５高度处的变形值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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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废料阻热沥青混合料

路面性能分析

谭波，倪秋奕，万靠靠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建筑新能源与节能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为研究陶瓷废料在沥青路面阻热面层中的再生应用，以广西藤县陶瓷废料为研究对象，将陶瓷废料等

体积替代部分集料形成陶瓷阻热面层．通过马歇尔试验、车辙试验评价陶瓷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通过浸

水马歇尔试验、冻融劈裂试验评价陶瓷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通过室内光照试验、路面温度场有限元模拟试

验分析陶瓷沥青混合料的阻热性能．试验结果表明：陶瓷沥青混合料的高温性能和水稳性能良好，均能满足规

范要求；陶瓷沥青混合料的阻热性能良好，选用合理的陶瓷掺配比例可显著提高沥青路面阻热性能；相比普通

沥青路面，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路面在４，１０，１８ｃｍ深度处的温度分别降低３．９，２．９，２．０℃，上、中、下面层

的阻热效果分别提高６．７％，１５．９％，１７．８％，可有效降低沥青面层的温度．

关键词：　沥青混合料；阻热面层；陶瓷废料；路用性能；阻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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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ｈｅａ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ｗａｓｔ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

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在高温时，沥青路面变形能力较强，在行车荷载的反复作用下，产生的塑性积累变形将导致车辙等

问题．目前，工程中主要通过改性材料，即采用优质沥青
［１］与集料或采用骨架密实型级配来提高沥青路

面的高温稳定性．然而，在复杂工况条件下，改性材料适应性较差，防治效果甚微，且增加工程造价．近年

来，将阻热型材料应用于沥青路面可以提高路面阻热性能，已成为解决路面车辙等问题的新思路［２?３］．在

工业生产过程中，可产生大量陶瓷废料，将废弃陶瓷代替部分天然集料，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沥青混合

料的导热系数，提高路面阻热性能，还可以推动陶瓷废料的废物利用［４?６］．许多学者已经开展了陶瓷材料

在沥青路面的应用研究．Ａｂｕｒｋａｂａ等
［７］将陶瓷废渣粉末作为改性剂掺入沥青胶凝材料中，研究表明，陶

瓷废渣粉末对高温性能有积极的影响，可提高沥青胶凝材料的抗永久变形能力．文献［８?１３］开展陶粒沥

青混合料阻热性能的试验研究，将陶粒代替部分集料掺入混合料中，发现掺加陶粒有助于减缓路表辐射

热量向路面内部传递．任永利
［１４］开展陶瓷废料在沥青路面的应用研究，不仅得出陶瓷废料沥青混合料

可以降低路面温度，还给出满足路用性能和阻热性能要求的合适陶瓷掺量．钱振东等
［１５］通过室内光照

辐射试验测试陶瓷废料沥青混合料的降温效果，得出陶瓷废料沥青混合料可以有效地降低路面内部的

温度．文献［１６?１７］通过数值模拟出陶瓷沥青混合料对路面结构的阻热效果，得出掺加陶瓷可有效地降

低沥青路面温度．大量研究表明，将陶瓷废料应用于沥青混合料进行路面阻热降温是可行的．广西梧州

市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园每年在生产陶瓷过程中，产生大量废弃品，而陶瓷固体废弃物不仅不易处理，还

污染环境．本文针对藤县陶瓷废料开展在沥青路面阻热面层中的再生应用研究，通过陶瓷废料沥青混合

料高温性能试验、水稳性能试验评价基本路用性能；通过室内光照试验和基于有限元法建立路面温度场

模型分析阻热效果．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原材料

试验所用陶瓷废料来自广西藤县陶瓷产业园，经锤式破碎机破碎，筛分出粒径范围为４．７５～９．５０

ｍｍ的陶瓷集料．试验所用集料为石灰岩碎石，取自桂林当地石料厂，填料为石灰岩矿粉，沥青材料采用

表１　陶瓷集料与石灰岩集料主要技术指标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测试项目 陶瓷集料 石灰岩集料

ρｓ／ｇ·ｃｍ
－３ ２．２２６ ２．６６７

γａ／ｇ·ｃｍ
－３ ２．２７１ ２．７７１

犠／％ ０．６８０ ０．４４０

犓／％ １９．８００ ２４．３００

犙／％ １８．９００ ２４．９００

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ＳＢＳ）改性沥青（密度为

１．０３２ｇ·ｃｍ
－３）．陶瓷集料与石灰岩集料主要技术指标，如

表１所示．表１中：ρｓ为毛体积密度；γａ 为表观密度；犠 为

吸水率；犓 为压碎值；犙为洛杉矶磨耗值．

１．２　混合料矿料级配范围

公路等级拟为高速公路，沥青路面为上面层，结构层厚

度为４ｃｍ．根据ＪＴＧＦ４０－２００４《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

规范》的要求，对热拌热铺密级配沥青混合料，一层沥青层

的压实厚度不宜小于集料公称最大粒径的２．５～３．０倍．参考刘朝晖等
［１８］的研究，上面层选用超薄沥青

混合料ＳＡＣ?１０，其矿料级配范围、中值、各级矿料的密度测定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犛为筛孔尺寸；

犚为级配范围；犕 为级配中值．

表２　ＳＡＣ１０级配范围

Ｔａｂ．２　ＳＡＣ１０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参数
犛／ｍｍ

１３．２００ ９．５００ ４．７５０ ２．３６０ １．１８０ ０．６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７５

犚／％ 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２５～３５ ２０～２８ １５～２３ １２～２０ １０～１６ ８～１２ ６～１０

犕／％ １００ ９７．５ ３０．０ ２４．０ １９．０ １６．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８．０

γａ／ｇ·ｃｍ
－３ － ２．７２２ ２．６７８ ２．７４１ ２．７４４ ２．７０５ ２．７０４ ２．７３６ ２．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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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陶瓷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

将陶瓷集料按照掺量为０％，２０％，４０％，６０％ 等体积替代设计级配中４．７５～９．５０ｍｍ的粗集料，

以制作陶瓷沥青混合料ＣＡＣ?１０．根据ＪＴＧＥ２０－２０１１《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的要求，

对不同陶瓷掺量的沥青混合料进行马歇尔试验，以确定最佳油石比．试件尺寸为１０１．６ｍｍ×６３．５ｍｍ．

试验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狑为陶瓷掺量；犘ａ为最佳油石比；ρｔ为最大理论密度；犞Ｖ 为空隙率；犞ＭＡ

为矿料间隙率；犞ＦＡ为沥青饱和度；犕Ｓ为马歇尔稳定度；犉Ｌ 为流值．

由表３可知：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陶瓷沥青混合料的油石比逐渐增加，毛体积密度、最大理论密度

逐渐减少，沥青饱和度、马歇尔稳定度、流值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表３　陶瓷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

参数
狑／％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参数

狑／％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犘ａ／％ ４．９００ ４．９００ ５．３００ ５．４００ ρｓ／ｇ·ｃｍ
－３ ２．４２８ ２．３７２ ２．３１６ ２．２６９

ρｔ／ｇ·ｃｍ
－３ ２．５１３ ２．４６３ ２．３９０ ２．３４９ 犞Ｖ／％ ３．４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４００

犞ＭＡ／％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７００ 犞ＦＡ／％ ７６．５００ ７４．４００ ７８．５００ ７６．８００

犕Ｓ／ｋＮ １０．６３０ １１．６５０ １１．１７０ １０．８４０ 犉Ｌ／ｍｍ ２．６９０ ２．９５０ ２．７２０ ２．９５０

１．４　陶瓷沥青混合料车辙试验

沥青路面高温稳定性主要表现为车辙问题．开展不同陶瓷掺量的沥青混合料车辙试验，以评价陶瓷

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当试验温度为６０℃，轮压为０．７ＭＰａ，陶瓷掺量分别为０％，２０％，４０％，

６０％时，动稳定度（犇Ｓ）分别为８５３１，８８７８，４９８５，４８６６次·ｍｍ
－１．规范要求犇Ｓ≥２８００次·ｍｍ

－１．

由上述可知：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动稳定度不断下降，高温性能明显下降；但当陶瓷掺量为６０％

时，动稳定度仍能满足规范要求，为保证陶瓷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推荐陶瓷掺量不大于６０％．

１．５　陶瓷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试验

水损害是沥青路面的主要病害之一．对不同陶瓷掺量的沥青混合料开展浸水马歇尔试验、冻融劈裂

表４　陶瓷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

参数
狑／％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规范要求

犛０／％ ９９．９ ９２．７ ９２．３ ９０．６ ≥８５．０

犚０／％ ９６．８ ９３．２ ９１．６ ９０．１ ≥８０．０

试验，以评价陶瓷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

采用马歇尔试件，试验温度为２５℃，加载

速率为５０ｍｍ·ｍｉｎ－１．试验结果，如表４

所示．表４中：犛０ 为残留稳定度；犚０ 为残

留强度比．

由表４可知：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浸

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定度、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均有所降低，但均满足规范要求，水稳定性良好．

由于桂林不属于冰冻地区，暂不考虑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收缩变形等病害．因此，在基本路用性能良

好的基础上，研究陶瓷掺量对路面阻热性能的有利影响．

２　陶瓷沥青混合料阻热性能试验

２．１　陶瓷沥青混合料热物性参数试验

试验采用稳态测试法测量沥青混合料的导热系数．稳态测试法的工作原理是：当被测件内部的温度

场达到热平衡时，通过测量试件单位面积的温度梯度和热流速度，求出材料的导热系数．当陶瓷掺量分

别为０％，２０％，４０％，６０％时，导热系数（λ）分别为０．７０，０．５０，０．４５，０．４０Ｗ·（ｍ·℃）
－１．

由上述可知：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陶瓷沥青混合料的导热系数逐渐降低，说明陶瓷的掺入可有效

地提高沥青混合料的阻热性能．

２．２　陶瓷沥青混合料阻热性能试验

采用室内光照辐射试验系统测试陶瓷阻热面层的阻热效果．辐射光源为碘钨灯，功率为３００Ｗ，热

辐射能量充足，利用热电偶温度计采集温度．分别制备４种陶瓷掺量为０％，２０％，４０％，６０％的陶瓷沥

青混合料ＣＡＣ１０上面层、沥青混合料ＡＣ２０中面层沥青路面的车辙试件，照射时间从８：００到１５：００

６２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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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７ｈ．试验过程中，每半小时分别测量各试件上面层表面（０ｃｍ）、中面层顶部（４ｃｍ深处）、中面层底部

（１０ｃｍ深处）的温度．试验测量结果，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θ为温度；Δθ温差．

由图１（ａ），（ｂ）可知：上面层表面的温度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而升高，但升高幅度较小，这是由于随

　 （ａ）上表面

着陶瓷掺量的增加，油石比升高，沥青质量分数升高，吸收的

热量也增加；在４ｃｍ深度处，温度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而降

低，这是由于陶瓷沥青混合料导热系数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

而降低，向下传递的热量逐渐减少，这验证了陶瓷沥青混合料

的阻热性能．

由图１（ｂ），（ｃ）可知：在光照前３ｈ，相比上表面温度，各试

件在４ｃｍ深处的温度差距不明显；在３ｈ之后，不同陶瓷掺量

的降温幅度逐渐增大，达到高温时，陶瓷掺量的试件在４ｃｍ

深处、１０ｃｍ深处温度均显著降低，说明陶瓷沥青混合料能有

效降低路面结构温度，减少热量在路面内部的积累，从而有效

解决路面的车辙问题．

（ｂ）４ｃｍ深处　　　　　　　 　　　　　　　　　　　　（ｃ）１０ｃｍ深处

图１　陶瓷沥青混合料不同位置处的温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２可知：相比上表面温度，４ｃｍ深处陶瓷掺量分别为０％，２０％，４０％，６０％的沥青混合料的最

　　图２　深度为４ｃｍ的最大降温幅度

　　Ｆｉｇ．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ｒａｎｇｅ

　　ａｔｄｅｐｔｈｏｆ４ｃｍ

大降温幅度分别为１．７，２．１，２．６，４．５℃，最大降温幅度随着

陶瓷掺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且陶瓷掺量为６０％的降温幅度

最大，降温效果显著．这说明陶瓷沥青混合料阻热性能随陶瓷

掺量的增加而提高，与普通沥青混合料相比，陶瓷掺量为６０％

的沥青混合料阻热性能显著．

掺加陶瓷后，沥青混合料的高温性能有所下降（节１．４），

但其阻热性能显著提高（图１，２），且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混

合料的高温性能满足规范要求，阻热性能显著．因此，合理选

择陶瓷掺量既能保证沥青混合料的高温性能，又能提高阻热

性能，节约成本，说明陶瓷废料在沥青路面的应用是可行的．

３　基于有限元法的陶瓷沥青路面温度场模拟

基于有限元法建立路面温度场模型对比，并分析普通沥青混合料（陶瓷掺量为０％）与陶瓷沥青混

合料（陶瓷掺量为６０％）路面结构温度分布，研究陶瓷沥青混合料的阻热性能．

３．１　有限元计算模型及参数

由于沿路面行车方向温度分布比较均匀，在道路横断面上建立沥青路面多层结构温度场进行瞬态

传热分析．路面宽５ｍ，陶瓷（普通）沥青路面各结构层从上向下依次为：厚度为４ｃｍ的ＣＡＣ?１０（ＳＡＣ?

１０）；厚度为６ｃｍ的ＡＣ?２０；厚度为８ｃｍ的ＡＣ?２５；厚度为２０ｃｍ的水泥稳定碎石；厚度为２０ｃｍ的石

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厚度为５ｍ的土基．应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建立二维有限元热分析模型及网格划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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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路面温度场有限元模型与网格划分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ｓ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

图３所示．

模型单元采用热实体单元（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ｏｌｉｄ）中４节点四边

形平面单元（Ｑｕａｄ４ｎｏｄｅ），编号为ＰＬＡＮＥ５５，单元行为按轴

对称考虑．沥青面层网格划分尺寸为０．０４ｍ，基层、底基层及

土基为０．１ｍ．沥青路面温度场模拟考虑以传导的方式进行热

传递．

基于陶瓷沥青混合料导热系数测试结果和室内光照试验

结果，采用有限元法拟合上、中面层材料热物性参数．当上层

面ＣＡＣ１０（ＳＡＣ１０）、中面层的导入系数分别为０．４０（０．７０），

０．８０Ｗ·（ｍ·℃）－１时，陶瓷沥青混合料的比热容（犆）分别为

９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Ｊ·（ｋｇ·℃）
－１．由于室内试验不可避免地

存在系统误差，有限元拟合结果误差分析，如表５所示．表５

中：犎 为深度；σ为误差．由表５可知：误差均在±５％以内，说明热物性参数拟合结果是可行的．其他模

型参数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综合选取，有限元计算模型参数，如表６所示．表６中：ρ为密度．

表５　上面层和中面层热物性参数拟合结果误差分析

Ｔａｂ．５　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ｓ

犎／ｃｍ
狑＝０％

试验结果／℃ 拟合结果／℃ σ／％

狑＝６０％

试验结果／℃ 拟合结果／℃ σ／％

４ ３５．３ ３４．７ －１．７ ３５．３ ３３．７ －４．５

１０ ３０．７ ３１．１ １．３ ３０．６ ３１．０ １．３

表６　有限元计算模型参数

Ｔａｂ．６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参数
上面层

ＣＡＣ１０ ＳＡＣ１０
中面层 下面层

水泥稳
定碎石

石灰粉煤灰
稳定碎石

土基

λ／Ｗ·（ｍ·℃）－１ ０．４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１．０５ １．２１ １．２５ １．２８

ρ／ｋｇ·ｍ
－３ ２２６９ ２４２８ ２４３０ ２４２０ ２４７０ ２４７０ １８１０

犆／Ｊ·（ｋｇ·℃）
－１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６０ １０４０

３．２　路面温度场有限元计算

模型的边界条件主要为土基底面的地温约束，当土基达到一定深度时，其温度基本保持常量．取土

基５ｍ深处的温度（１５℃）作为温度约束．由于温度为变化荷载，将室内试验实测的试件上表面温度值

作为热传导边界条件中的温度荷载，并施加于道路表面．路表温度荷载，如表７所示．

表７　路表温度荷载

Ｔａｂ．７　Ｒｏａ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ｏａｄ

时刻 ８：００ ８：３０ ９：００ ９：３０ １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０１２：３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０１４：００１４：３０１５：００

θ／℃ ２８．５ ４１．２ ４５．５ ４８．８ ５０．７ ５２．２ ５３．４ ５４．７ ５５．８ ５７．０ ５８．１ ５８．５ ５９．５ ６０．４ ６０．９

　　由于温度荷载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对上述两种结构类型的路面温度场进行瞬态热分析．将表７中荷

　（ａ）４ｃｍ深处

载时间表划分荷载步，每一个时刻为一个荷载步．由于路面结

构模型中的初始温度分布是不均匀，且未知的，通过单荷载步

的稳态热分析确定瞬态热分析前的初始温度．稳态初始荷载

为时刻８：００的温度值２８．５℃，地温约束为１５℃，结束时间设

为０．００１ｓ，求解初始温度．后续荷载步为瞬态求解，每一个荷

载步时间为１８００ｓ，设置为渐变荷载，每一时间子步为１００ｓ，

设置自动时间步．对于瞬态热分析问题，通过ＡＮＳＹＳ提供的

通用后处理器查看各个荷载步的列表输出结果，创建路径读

取各结构层不同时刻的温度值，两种结构类型路面温度场的

有限元计算结果，如图４，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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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０ｃｍ深处　　　　　　　　 　　　　　　　　　　（ｃ）１８ｃｍ深处

图４　路面结构温度变化

Ｆｉｇ．４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图５　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路面降温效果

Ｆｉｇ．５　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ｓｐｈａｌ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６０％ｃｅｒ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由图４可知：与普通沥青路面相比，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

青路面在深度为４，１０，１８ｃｍ的温度均显著降低，说明路面温

度场有限元计算结果与室内光照试验降温效果吻合，陶瓷沥

青混合料可有效提高路面的阻热性能．

由图５可知：与普通沥青路面相比，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

青路面在深度为４，１０，１８ｃｍ的温度分别降低了３．９，２．９，２．０

℃，说明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混合料可以有效地降低沥青

面层温度，减少路面内部温度的积累，从而有效地解决路面的

车辙问题．

陶瓷沥青路面阻热效果，如表８所示．表８中：θ１，θ２ 分别

为沥青分层上、下表面的温度；θａｖ为各分层平均温度，即沥青

分层上、下表面温度的平均值；θ０ 为路面初始温度，２８．５℃；θＩ为升高温度，即平均温度与路面初始温度

的差值；θＨＲ为阻热温度，即普通沥青路面升高温度与陶瓷沥青路面升高温度的差值；犳为阻热系数，即

阻热温度与普通沥青路面升高温度的比值．

表８　陶瓷沥青路面阻热效果

Ｔａｂ．８　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ｓｐｈａｌ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沥青分层 狑／％ θ１／℃ θ２／℃ θａｖ／℃ θ０／℃ θＩ／℃ θＨＲ／℃ 犳／％

上面层
０ ６０．９ ５４．０ ５７．４ ２８．５ ２８．９

６０ ６０．９ ５０．１ ５５．５ ２８．５ ２７．０
１．９ ６．７

中面层
０ ５４．０ ４５．８ ４９．９ ２８．５ ２１．４

６０ ５０．１ ４２．９ ４６．５ ２８．５ １８．０
３．４ １５．９

下面层
０ ４５．８ ３９．２ ４２．５ ２８．５ １４．０

６０ ４２．９ ３７．１ ４０．０ ２８．５ １１．５
２．５ １７．８

　　由表８可知：相比普通沥青路面，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路面上表面向下传递的热量减少，上、中、

下面层阻热效果分别提高了６．７％，１５．９％，１７．８％，说明陶瓷沥青混合料可以有效地提高路面的阻热

性能，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路面阻热效果显著．

４　结论

１）通过开展陶瓷废料沥青混合料车辙试验可知，陶瓷掺量不大于６０％的沥青混合料高温稳定性满

足规范要求，高温性能良好；通过开展陶瓷废料沥青混合料浸水马歇尔试验、冻融劈裂试验可知，水稳定

性满足规范要求，水稳性能良好．试验验证了陶瓷废料应用于沥青路面的可行性．

２）通过开展室内光照模拟太阳辐射试验可知，沥青路面降温效果随着陶瓷掺量的增加而提高，验

证了陶瓷沥青混合料可有效提高沥青路面阻热性能，且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混合料阻热性能较为显

著．合理选择陶瓷掺量既能保证沥青混合料的高温性能，又能显著提高阻热性能，节约工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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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通过开展路面温度场有限元模拟试验可知，阻热陶瓷沥青路面温度场的有限元计算结果与室内

光照试验降温效果吻合．陶瓷掺量为６０％的沥青路面在深度为４，１０，１８ｃｍ处分别降低了３．９，２．９，２．０

℃，上、中、下面层的阻热效果分别提高了６．７％，１５．９％，１７．８％，这不仅有效地降低沥青面层温度，还

显著地提高沥青路面阻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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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性光伏支架结构特性分析

及其优化设计

唐俊福，林建平，霍静思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采用不同形式的水平力承载构件的柔性光伏支架进行模拟计算，对比３种水平力承载构件结构

形式的受力特点，并研究水平力承载构件与地面倾角θ的变化对结构力学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拉索加钢

立柱和单侧钢斜柱结构形式的场地不受限制时，水平力承载构件与水平倾角可取偏小值；而八字形钢斜柱结

构形式的倾角处于合理范围时，钢斜柱长度和竖向分力相对较小，且结构失稳临界荷载较大；当地质条件良好

或场地有合适的锚固位置时，采用斜拉索作为水平力承载构件比采用单侧钢斜柱或八字形钢斜柱更合理；当

地质条件不良时，采用八字形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架，下部基础结构易于设计，结构受力更为合理．

关键词：　柔性光伏支架结构；水平力承载构件；拉索；倾角；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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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能源日益枯竭，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利用倍受关注［１?３］．近年来，我国的光伏太阳能产业不断

发展．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太阳能资源，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和投资价值
［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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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布式光伏太阳能发电项目在国内蓬勃发展．在优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传统光伏支架因

占地面积大、场地平整度要求高、土地无法二次利用［５?６］等原因，建设发展受到限制．而柔性光伏支架仅

支撑结构占用土地面积，对场地面积要求较低，能广泛应用于各类复杂地形．该支架采用索进行承重，索

承重结构拥有较好的力学性能［７?８］，能够进行大跨度张拉．目前，索承重的结构较多应用于桥梁结构

中［９?１１］，对索承重结构的研究也日益成熟［１２?１７］，如果选择采用承重索的单层钢结构，承重索可以跨越山

川、荒漠等复杂地形，在索上铺设光伏太阳能设备．柔性光伏支架造价相对较低，且能充分利用空间资源

和太阳能资源，因此，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该支架结构与传统的结构受力特点不同，由于需要对承重索

进行预应力张拉，以形成大跨度索承重柔性支架，因此，钢梁除了需要承受竖向荷载还需要承受较大的

水平荷载．目前，已有学者对此类结构进行研究
［１８?１９］．然而，我国采用柔性支架的光伏发电项目还处于起

步阶段，实际的案例不多，还未大规模应用于水塘、林地等复杂地形．因此，本文研究３种不同水平力承

载构件结构形式的力学特性，并探讨水平力承载构件与地面倾角的变化对结构受力性能的影响．

１　柔性光伏支架结构特性分析

柔性光伏支架指的是由柔性承重索、钢立柱、钢斜柱或斜拉索、钢梁及基础组成的一种支架，具有结

构简单、材料使用较少、质量轻、建设周期短等传统支架所缺乏的优点［２０］．柔性光伏支架的承重索采用

钢绞线等柔性组件，此类柔性组件具有弹性模量大、松弛率低、强度高等优点，能够进行大跨度张拉，从

而规避场地的起伏等不利因素．因而，柔性光伏支架能因地制宜，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条件少．

与主要承受竖向荷载的普通刚性支架受力特点不同，柔性光伏支架采用的承重索需要进行预应力

张拉，形成一定的刚度以铺设光伏组件．张拉的承重索索力会对支架产生较大的水平荷载．此外，承重索

传给柱顶的水平拉力会使基础产生较大的剪力和拉拔力．因此，考虑采用何种类型的水平力承载构件承

担水平力，以达到受力合理且对基础要求最低，是设计的要点．

水平力承载构件有３种形式：在柱顶处配备斜拉索；在柱顶单侧处设置钢斜柱；在柱顶处设置八字

形钢斜柱．不同形式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受力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犔为水平力承载构件的长度．

（ａ）斜拉索　　　　　　　　　　　　　 （ｂ）钢斜柱　　　　　　　　　　（ｃ）八字形钢斜柱

图１　不同形式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受力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　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参数分析及优化

２．１　结构参数

模型结构跨度为７１．３０ｍ，柱高为２．９５ｍ，边跨柱距为３．９５ｍ，中跨分别为４．２５，４．１０ｍ；承重索

采用直径２０ｍｍ的镀锌钢绞线，其强度为１６７０ＭＰａ；钢梁采用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１０ｍｍ的方钢管，材

质为Ｑ２３５?Ｂ；钢梁下方钢柱采用尺寸为２５０ｍｍ×１０ｍｍ的方钢管，材质为Ｑ２３５?Ｂ；柱顶采用加劲肋

进行局部加强．结构的荷载考虑了结构的自重，并由程序自动计算，承重索张拉力为８８ｋＮ．有限元计算

模型中，承重索采用桁架单元进行模拟，并通过施加初张力模拟承重索的张拉力，计算模型中，考虑了几

何非线性．在自重作用下，承重索的张拉力确实不是水平作用，由于存在垂度，柱顶承重索的拉力与水平

线有一定的角度．实际光伏支架结构承重索张拉之后，垂度较小，索与水平线的夹角很小，因此，文中忽

略该夹角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根据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不同结构形式及承载水平力的构件

与地面倾角变化对水平力承载构件受力情况的影响规律，以达到对结构最优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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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斜拉索倾斜度变化对斜拉索内力的影响

采用斜拉索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及其有限元模型，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θ为倾角．在钢立柱外侧采

用斜拉索，以保证钢柱的侧向稳定性．有限元模型中，考虑承重索张拉施工过程的影响，承重索从中间往

两边对称张拉．

　（ａ）结构示意图　　　　　　　　　　（ｂ）整体示意图　　　　　　　　　　　　（ｃ）有限元模型　　　

图２　采用斜拉索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及其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ｃ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斜拉索截面直径为４５ｍ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斜拉索与地面的倾角，分析结构受

（ａ）内力变化

力的变化，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犉为水平力承载构件内力．

由图３（ａ）可知：随着斜拉索倾角的增大，斜拉索内力逐渐

增大；当倾角θ为２０°～４０°时，斜拉索内力随着倾角的增大而

逐渐增大，增大的幅值不到１．０％，变化数值较小；当θ＞４０°

时，倾角越大，斜拉索内力增加明显，每增大５°，内力增量越

大，已超过１．０％．由于考虑了承重索张拉施工顺序的影响，后

张拉索力会对已张拉承重索的索力产生影响，使承重索的预

张力发生损失．当斜拉索与水平向倾角较小时，随着倾角的减

小，斜拉索长度变长，斜拉索的总伸长量增加，柱顶的侧向变

　　（ｂ）水平分力变化　　　　　　　　　　　　　　　　　　（ｃ）竖向分力变化

图３　不同倾角下斜拉索的应力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ｙｃａｂｌ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形增大，导致承重索的预应力损失增大，所以承重索的水平力减小，故而斜拉索的水平分力随着倾角减

小而减小；当斜拉索与水平向倾角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随着倾角的增加，钢立柱和斜拉索的抗侧刚度减

小，柱顶侧向位移增大，承重索的预应力损失增大，而斜拉索的水平分力随着倾角的增大而减小．

由图３（ｂ）可知：斜拉索的水平分力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现象．由图３（ｃ）可知：当倾角θ为６０°时，

斜拉索产生的竖向荷载比２５°斜拉索产生的竖向荷载增加３倍，杆件内力的竖向分力显著增加．

因此，当现场斜拉索锚固条件不受约束时，可以选择较小的倾角．设计时，除了要合理设计水平力承

载构件，还要综合考虑水平力承载构件产生的竖向荷载对基础的影响．

２．３　钢斜柱倾斜度变化对钢斜柱内力的影响

柔性光伏支架的水平力承载构件由斜拉索改为钢斜柱，钢斜柱采用 ＨＭ１９４×１５０×６×９型钢，其

余条件保持不变，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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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结构示意图 （ｂ）整体示意图

图４　采用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和整体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ｓｔｅｅｌｃｏｌｕｍｎ

通过调整钢斜柱与水平面的倾角θ，分析结构的内力变化，结果如图５所示．不同倾角下钢立柱的

轴向拉力变化，如图６所示．不同倾角下钢斜柱的临界荷载系数（μ）变化，如图７所示．

对于采用单侧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钢斜柱与水平倾角θ的变化会使结构内力也产生较大

（ａ）内力变化

的变化．由图５（ａ）可知：水平力承载构件钢斜柱的内力随着倾

角的增加，内力的数值从４３７ｋＮ增大到７７６ｋＮ，增大近一倍．

由图５（ｂ）可知：倾角的变化对钢斜柱的水平分力影响不明显．

结合图５（ａ），（ｃ）可知：钢斜柱与地面的倾角变化对钢斜柱竖

向分力的影响明显，钢斜柱竖向分力在数值上从开始的１４９

ｋＮ增长到６７２ｋＮ，增加了３．５倍．

由图６可知：钢斜柱产生的竖向分力由钢立柱的竖向内

力平衡，由于钢斜柱产生的竖向分力较大，此时的钢立柱产生

轴向拉力；当钢立柱竖向承载构件的轴向拉力过大时，对下部

基础产生拉拔作用，不利于结构受力．

　（ｂ）水平分力变化 （ｃ）竖向分力变化

图５　不同倾角下钢斜柱的应力变化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ｅｌ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图６　不同钢斜柱倾角下钢立柱的轴力变化　　　　　 图７　不同倾角下钢斜柱的临界荷载系数变化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ｅｌ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ａ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ｌｕｍ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ｏｆ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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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７可知：当倾角θ过小时，如小于２５°，因钢斜柱的长度增大而失稳临界荷载会降低．

综上可知，在场地不受限制时，钢斜柱与水平倾角θ可取偏小值，钢斜柱能承担较大水平分力，且竖

向分力较小，结构失稳临界荷载较大，结构较为合理．

２．４　八字型钢斜柱倾斜度变化对钢斜柱内力的影响

柔性光伏支架水平力承载构件采用八字形钢斜柱，外侧钢斜柱受拉，内受压，内、外侧的钢斜柱均采

用 ＨＭ１９４×１５０×６×９型钢，其余条件不变，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８所示．

（ａ）结构示意图 （ｂ）整体示意图　　　　　

图８　采用八字形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架结构和整体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ｓｔｅｅｌ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内力变化

通过调整不同侧的钢斜柱与地面倾角分析钢斜柱的内力

变化情况，结果如图９，１０所示．受压钢斜柱不同倾角下的临

界荷载系数变化，如图１１所示．

由图９（ａ），１０（ａ）可知：对于八字形的钢斜柱，不论是受压

钢斜柱还是受拉钢斜柱，其内力都会随着钢斜柱与地面夹角θ

的增大而增加，但起始阶段增加平缓；随着钢斜柱倾角进一步

增大，其内力增加越迅速．由图９（ｂ）可知：当倾角从３０°增大到

５０°时，受压钢斜柱的水平分力在数值上随倾角近似线性增加，

而在该范围外变化平缓．

　　（ｂ）水平分力变化　　　　　　　　　　　　　　　　　（ｃ）竖向分力变化

图９　不同倾角下受压钢斜柱的内力变化

Ｆｉｇ．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ｅｅｌ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ａ）内力变化

结合图９，１０可知：当倾角θ从２０°增大到６０°时，水平力承

载构件内力的变化明显，增加量接近一倍，但并没有明显增大

构件对水平力的承担，而构件的竖向分力却大幅增加．

由图１１可知：当倾角θ过小时，钢斜柱内力较小；当长度

过长时，构件的失稳临界荷载降低．

综上可知，当θ约为４５°时，钢斜柱长度和竖向分力相对较

小，且结构失稳临界荷载较大，结构较为合理．

２．５　讨论与分析

３种不同结构形式的水平力承载构件的内力都随着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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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水平分力变化　　　　　　　　　　　　　　　　　（ｃ）竖向分力变化

图１０　不同倾角下受拉钢斜柱的内力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ｅｅｌ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图１１　受压钢斜柱不同倾角下的

临界荷载系数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ａｄ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与地面的倾角θ的增大而增大，且倾角越大，在相同角度增量

的情况下，内力的增加量越大．但对于水平力承载构件承担的

水平力，仅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平缓增加，而构件内力的竖向

分力随着倾角的增大而增加，且增幅明显．当现场斜拉索锚固

条件不受约束时，斜拉索加钢立柱结构形式的水平力承载构

件与地面的倾角θ越小，受力越合理．结合图３，５可知：在倾角

相同的情况下，对于采用斜拉索和单侧采用钢斜柱的柔性光

伏支架，其水平力承载构件的内力在数值上相近，斜拉索从结

构外侧以拉力的形式承担水平力，而钢斜柱是在结构内侧以

构件受压的形式承担水平力．

八字形的钢斜柱能以两根斜柱的形式分别承担水平力，

此时，八字形钢斜柱在结构外侧的钢斜柱产生拉力，在内侧的

另一根钢斜柱产生压力，内、外两侧杆件的内力数值相近．产

生不同内力数值的原因是在模拟时，考虑了结构的自身重力，自重的竖向荷载会降低受拉钢斜柱的拉

力，增大受压钢斜柱的压力．所以，在数值上，受压钢斜柱的内力会比受拉钢斜柱的内力更大．由于采用

八字形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架是从结构内、外两侧钢斜柱平衡水平力，所以，八字形钢斜柱的内力约为

斜拉索和单侧采用钢斜柱内力的一半．八字形的两根钢斜柱能够较均匀的分担张拉承重索所产生的水

平力，且受拉钢斜柱的竖向分力相对单侧采用钢斜柱的结构形式小，因此，结构受力更为合理．

从对下部结构的受力影响情况分析可知，单侧采用钢斜柱的结构形式的钢斜柱是以受压的形式承

担水平力，而斜拉索是以索拉力的形式承担，所以，钢斜柱会对基础产生压力，而采用斜拉索作为水平力

承载构件的结构则会对基础产生拉力．在相同的地质条件下，基础的受压性能比受拉性能好，所以，采用

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架比采用斜拉索的柔性光伏支架对基础要求更低．而采用八字形钢斜柱的柔性光

伏支架的单根柱在内力数值上约为采用斜拉索和单侧采用钢斜柱的一半，所以，对基础的要求最低．

３　结论

针对采用不同形式的水平力承载构件的柔性光伏支架进行分析，对比３种不同水平力承载结构形

式的受力特点，研究水平力承载构件与地面倾角的变化对结构力学行为的影响，得到以下２个结论．

１）当水平力承载构件与水平倾角在２０°～６０°范围内，在场地拉索锚固条件不受限制时，斜拉索加

钢立柱结构形式的倾角越小，结构受力越合理．单侧采用钢斜柱的结构形式，当场地空间不受限制时，钢

斜柱与水平倾角θ可取偏小值，此时，钢斜柱和钢立柱竖向分力较小，结构失稳临界荷载较大．八字形钢

斜柱结构形式的倾角θ存在合理的范围，如文中分析的算例，当θ约为４５°时，钢斜柱长度和竖向分力相

对较小，且结构失稳临界荷载较大，结构较为合理．

２）在地质条件良好的条件下或场地有合适的锚固位置时，采用斜拉索作为水平力承载构件比单侧

采用钢斜柱或八字形钢斜柱结构形式更为合适．在地质条件不良时，采用八字形钢斜柱的柔性光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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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对地质的要求最低，下部基础结构容易设计，结构受力最为合理，整体结构较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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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冷弯矩形钢管混凝土

短柱轴压承载力试验

饶玉龙１，张继承１，李勇１，黄泳水１，李迪２

（１．长江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结构工程与防灾研究所，湖北 荆州４３４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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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高强冷弯矩形钢管混凝土（ＣＦＨＣＳＴ）短柱在轴向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以钢管壁厚、钢材强度

和截面尺寸３个不同参数进行实验．实验记录相关破坏现象，并分析试件荷载?位移和荷载?应变曲线在不同

参数下的变化．结果表明：ＣＦＨＣＳＴ短柱在承受轴向荷载时，实验过程主要描述弹性、弹塑性和破坏３个阶

段，其与普通钢管混凝土短柱的工作机理大致相同；宽厚比的取值越小，构件的延性越低，但核心混凝土受到

外部钢管的约束作用增大，且构件的极限承载能力也得到提高；长宽比越小，构件延性越低，但构件承载力增

强；随着钢材强度的提高，构件极限承载力提升较为明显，但构件延性却降低．

关键词：　高强冷弯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心受压；参数分析；极限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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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外包钢管的成型方式主要包括热轧钢材焊接和钢板冷弯．关于钢管混凝土

组合结构的设计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技术规范［１?６］，这些规程中的钢管主要针对热扎钢材经焊接后成型

的钢管．目前，对于钢混结构力学性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热扎钢材经过拼焊形成，而对于冷弯钢管方面

的研究相对欠缺．冷成型钢管相较于热扎钢材经焊接后，不仅成型的钢管残余应力和残余变形较小，而

且冷成型组合结构可以节省施工工期．因此，未来冷成型钢混结构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目前，对于冷成

型钢混组合结构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薄壁钢管混凝土柱．陶忠等
［７］通过抗压试验表明，冷成型钢管混凝土

结构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Ｕｙ
［８］提出试件局部屈曲受钢管截面宽厚比的影响较大．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等

［９］提

出一种新的轴力?弯矩相关曲线．王秋萍
［１０］在轴向荷载作用下，推导出适用于薄壁钢混构件的承载力计

算方法．梁扬滨等
［１１］研究新型钢板笼混凝土轴压承载力实验，分析钢板笼对混凝土的套箍作用．Ｃｈａｎｇ

等［１２］在碳钢管的相关参数（管厚、管径和屈服强度等）对该复合管柱影响的基础上，推导一种新的适用

于不锈碳钢管柱的混凝土核心应力?应变模型．Ｙｏｕｎｇ等
［１３］观察构件破坏模式，给出混凝土填充冷弯高

强不锈钢管柱的柱强度和荷载?轴向应变的关系，并提出相关设计规范的参考意见．Ｅｌｃｈａｌａｋａｎｉ等
［１４］确

定圆形冷弯型钢管混凝土柱抗震性能的变形延性需求．Ｇｕｐｔａ等
［１５］研究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圆

形钢管混凝土柱受弯承载力的失效模式．Ｚｈｕ等
［１６］通过对冷弯效应的研究，对现行冷弯中厚壁钢管混

凝土承载力计算公式提出修正建议．张达
［１７］参照现有的计算规范提出轴压、偏压的实用性公式．杜文超

等［１８］在轴向荷载作用下，推导出适用于椭圆钢混短柱的极限承载力计算方法．黄泳水等
［１９］对高强矩形

截面钢管混凝土柱在偏压荷载下进行实验研究．根据ＧＢ２０００１８－２００２《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的要求［２０］，目前，使用较多的钢材为普通Ｑ２３５或Ｑ３４５钢材，而关于高强冷弯矩形钢混组合柱的研究

较少，且关于该钢混组合结构承载力计算公式的研究报道也比较有限．本文以钢管宽厚比、截面长宽比

和钢材强度３个参数设计９根高强冷弯钢混短柱，并进行轴压试验，从而研究高强冷弯矩形钢管混凝土

（ＣＦＨＣＳＴ）短柱在轴向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件设计

实验中涉及到的柱横截面形式，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犾为钢管截面长度（钢管最左侧边缘到最右侧

边缘距离）；犫为钢管截面宽度（钢管最上侧边缘到最下侧边缘距离）；犱为钢管壁设计厚度．钢管中填充

的混凝土为Ｃ４０型混凝土，外包钢管采用高强冷成型钢管．

图１　截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采用正交方法共设计９个高强冷弯钢管混凝土柱试件，实验控制参数包括长宽比、宽厚比和钢材强

度等级，具体相关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犘ｕ为极限承载力；所有短柱高均为６００ｍｍ．

实验采用的混凝土配合比为水泥∶水∶砂∶石子＝１．００∶０．４２∶１．４２∶３．１５，减水剂掺加量为

１％，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为３８．５Ｎ·ｍｍ－２．钢材的性能参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犱０ 为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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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实际厚度；珋σｓ为屈服强度均值；珋σｂ为抗拉极限强度均值；实验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Ｃ４０．

表１　构件的基本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试件
编号

钢材
强度

犾×犫×犱／
ｍｍ×ｍｍ×ｍｍ

犾／犫 犫／犱 犘ｕ／ｋＮ

１ Ｑ３４５ ２００×２００×６ １．００ ３３．３３ ３６７１．８

２ Ｑ３９０ ２００×２００×６ １．００ ３３．３３ ４０５２．２

３ Ｑ４２０ ２００×２００×６ １．００ ３３．３３ ４１４４．７

４ Ｑ４２０ １５０×２００×４ １．３３ ５０．００ ２４７５．２

５ Ｑ４２０ １５０×２００×５ １．３３ ４０．００ ３０９２．２

６ Ｑ４２０ １５０×２００×６ １．３３ ３３．３３ ３１８３．５

７ Ｑ４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２９２．２

８ Ｑ４２０ １５０×２００×５ １．３３ 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７

９ Ｑ４２０ ２００×２００×５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５５３．４

表２　钢材的性能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试件
编号

犾×犫／
ｍｍ×ｍｍ

犱０／ｍｍ 珋σｓ／ＭＰａ 珋σｂ／ＭＰａ

１ ２００×２００ ５．８ ３６２．５６ ４５２．７０

２ ２００×２００ ６．１ ４０６．３０ ５２０．３０

３ ２００×２００ ５．８ ４４０．５０ ５７１．３０

４ １５０×２００ ３．４ ４２６．３０ ５３０．３３

５ １５０×２００ ５．１ ４２７．００ ５８９．００

６ １５０×２００ ５．６ ４１０．００ ５３３．００

７ １００×２００ ４．９ ４１５．００ ５２８．００

８ １５０×２００ ５．２ ４２７．００ ５８９．００

９ ２００×２００ ４．８ ４０７．５０ ５７１．３０

１．２　加载装置及测点布置

在构件制作中，确保构件两端平整．试验过程中将一个球铰置于试件顶端，同时，需要确保加载中心

图２　加载装置

Ｆｉｇ．２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ｅｔｕｐ

与试件截面中心保持一致，以便轴向荷载加载均匀．试验正式加载

前，应先采取预加载?卸载的方式调试加载装置和数据采集系统．沿

横向和纵向相互垂直的应变片分别布置在试件的４个侧面的中央截

面高度处，同时，４个竖向位移计分别布置在构件的４个侧面．试验

加载装置，如图２所示．

１．３　实验加载制度

预施加轴力参考蔡绍怀［２１］提出的钢管混凝土柱极限承载力的

计算公式（表１）．整个试验通过分级加载的方式进行加载，并将整个

加载过程分为４个阶段：Ｐ１（试件与压力机接触之前），位移为０．５

ｍｍ·ｍｉｎ－１；Ｐ２（弹性阶段），该阶段的力为（１／１０）·犘ｕ；Ｐ３（弹塑性阶段），该阶段的力为（１／２０）·犘ｕ；Ｐ４

（屈服或破坏阶段，其中，当试件位移突然增大时，表示试件已经屈服），该阶段的力为（１／２０）·犘ｕ．

每级荷载等待２ｍｉｎ稳定后采集，采集后，继续施加下一级荷载，Ｐ４ 时，应连续采集．当荷载下降为

原构件承载力的８５％，或者构件纵向变形的高度超过未加载构件高度的５％时，终止加载，停止试验．

２　试验现象

试件试验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冷成型钢混柱受力特征和普通钢混柱受力特征十分相似．

试件采用压力机从０开始加载，刚开始加载时，无明显变化；当加载到一定值时，钢管外表面一侧中上部

会出现微鼓，随着轴向载荷继续增加，钢管外壁更加突出，垂直位移继续增大，其原因为混凝土浇筑时与

上部顶板有空隙，造成上部较薄弱，易压坏鼓曲；当荷载进一步增大时，钢管壁４面的中部、上部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鼓曲现象；将荷载继续增大到一定值时，钢管变形迅速被破坏，承载力迅速下降，位移迅速增

加，其原因为钢管混凝土发挥明显的中部套箍作用，使其出现理想的腰部鼓曲，钢管内混凝土压碎荷载

（ａ）编号１　　　　　（ｂ）编号２　　　 　　（ｃ）编号３　　 　　 （ｄ）编号４　　　　　（ｅ）编号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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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编号６　 　　　　　　　（ｇ）编号７　　　　　 　　　（ｈ）编号８　　　　　　　（ｉ）编号９

图３　试件的破坏形态

Ｆｉｇ．３　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全部由钢管承担，钢管延性发挥后，承载力迅速下降．

由图３还可知：编号４，５，６试件在实验过程中，可听到明显的混凝土被压碎的声音；编号１试件钢

管有明显变形，且出现对接焊缝破坏，其原因为焊缝加工没有达到实验要求，应该终止试验，从裂缝空隙

中可以明显看到内部混凝土已被压碎．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荷载位移关系

材料的延性是体现材料性质的重要指标，表示结构的某个截面从屈服开始到承载能力没有明显下

降或基本不降低期间的变形能力．各试件的荷载（犉）位移（狊）曲线，如图４所示．

　 （ａ）不同钢材强度

由图４可知：各试件荷载?位移曲线走势基本一致．在

整个荷载施加过程中，试件分为弹性、屈曲、破坏３个阶段，

由于施加轴向荷载钢管混凝土柱中，钢材的屈服为渐进过

程，荷载?位移曲线中没有明显的屈服点；在加载到破坏阶

段时，承载力没有垂直下降，说明构件延性较好，从钢材破

坏的空隙中可以看到钢管内部混凝土已被压碎，这是由于

钢管的套箍作用，构件依旧具有部分承载力；钢管混凝土的

增强机理为轴向受压时，外围钢管对核心混凝土产生套箍

作用，使管内混凝土处于３向受压状态，试件在轴压荷载作

用下，钢管的套箍效应显著，一定程度上提高试件的整体承

　　（ｂ）不同宽厚比　　 　　 　　 　　　　　　　　　　　（ｃ）不同长宽比

图４　轴向压力作用下试件的荷载位移曲线

Ｆｉｇ．４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载能力．

由图４（ａ）可知：在截面尺寸和宽厚比不变时，钢材强度的增强对极限承载力有促进作用，但对延性

有不利影响，其原因为钢材强度越高，材料脆性越明显．

由图４（ｂ）可知：在截面尺寸和钢材强度不变时，宽厚比的减小对极限承载力和延性均有促进作用．

１４３第３期　　　　　　　　　　饶玉龙，等：高强冷弯矩形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承载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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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ｃ）可知：在宽厚比和钢材强度不变时，通过减小截面尺寸长宽比，可以提高试件的极限承载

力和延性．

３．２　横向（纵向）平均应变荷载关系

在轴向荷载作用下，各构件４个面的横向和纵向的算术平均值代表水平和垂直的平均应变．各种负

载下，各构件的载荷（犉）?横向平均应变（εｈ）、纵向平均应变（εｚ）曲线，如图５所示．

（ａ）不同钢材强度

由图５可知：荷载施加到极限荷载之前，整条曲线基本是

光滑的；在弹性阶段，应变与轴压力基本呈现线性关系，整条

曲线斜率随着荷载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由图５（ａ）可知：该曲线具有一定的规律趋势，主要反映钢

材强度与承载力的关系，强度越高，其极限承载力越大．在弹

性阶段，刚开始施加荷载时，钢管与混凝土相互作用较小，两

者曲线斜率基本一致，当应变达到一定值时，钢材强度随着应

变的增大而增强，其承载力也越大，钢材 Ｑ４２０试件比 Ｑ３９０，

Ｑ３４５试件极限承载力更高；在破坏阶段，曲线快速下降，但

Ｑ３４５试件斜率最高，其次，依次为Ｑ３９０，Ｑ４２０试件，Ｑ３４５试

（ｂ）不同宽厚比　　　　　　　　　　　　　　　　　　　（ｃ）不同长宽比　

图５　在轴向压力作用下荷载横向／纵向平均应变曲线

Ｆｉｇ．５　Ｌ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件延性最好，Ｑ４２０试件延性最差．

由图５（ｂ）可知：当钢材强度和试件长宽比保持不变时，随着宽厚比的减小，钢管对核心混凝土围压

作用越明显，使得极限承载力更高．在荷载施加的弹性阶段，３条曲线相似，但随着轴向荷载施加的增

大，曲线曲率开始发生变化，即随着宽厚比斜率越小，试件极限承载力越高；在破坏阶段，曲线快速下降，

但斜率最高的壁厚为４ｍｍ试件，其次，依次为５，６ｍｍ试件，延性最好的壁厚为４ｍｍ试件，壁厚为６

ｍｍ的试件延性最差．

由图５（ｃ）可知：当钢材强度和试件宽厚比保持不变，施加轴向荷载，三条曲线曲率基本一致，说明

在弹性阶段，试件长宽比对试件承载力影响不大，但随着轴向荷载施加的增大，曲线曲率开始发生变化，

即随着长宽比斜率越小，试件极限承载力越高；在破坏阶段，曲线快速下降，但长宽比最小试件斜率最

高，长宽比最大试件斜率最低，长宽比最大试件延性最好，长宽比最小试件延性最差．

４　结论

通过对高强冷弯钢管混凝土短柱进行轴压试验，得出以下４点结论．

１）在轴向荷载作用下，高强冷弯钢管混凝土柱工作机理可以分为弹性、弹塑性和破坏３个阶段，与

普通钢管混凝土柱工作机理基本一致．

２）试件长宽比越小，承载力则越高，延性越低．长宽比大于１的试件，沿短边的横向约束强于沿长

边的横向约束．

３）试件宽厚比越小，钢管对其核心混凝土约束作用越大，其极限承载力越高，延性越低．

４）试件钢材强度越高，极限承载力则越高，延性越低．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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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ＡＲＣＨＩＴ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ｄ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ＣＩ３１８９５）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ＣＩ３１８Ｒ９５）ｂｙ

ＡＣＩ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３１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６，２（３）：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１０７６０４３１

（１９９６）２：３（１２０．３）．

［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ｅｅ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ｅ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ＩＳ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ＩＳＣＢｏａｒｄ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１９９９．

［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ｃｏｄｅ４：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ＤＥＮＶ

１９９４２：２００１［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Ｓ］．Ｔｏｋｙ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１９９７．

［５］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１５９：２００４［Ｓ］．北京：［ｓ．ｎ．］，２００４．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战时军港抢修早强型组合结构技术规程：ＧＪＢ４１４２－２０００［Ｓ］．北京：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后勤部，２００１．

［７］　陶忠，王志滨，韩林海．矩形冷弯型钢钢管混凝土柱的力学性能研究［Ｊ］．工程力学，２００６，２３（３）：１４７?１５５．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４７５０．２００６．０３．０２５．

［８］　ＵＹＢ．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００，１２６（３）：３４１?３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０７３３?９４４５（２０００）１２６：３（３４１）．

［９］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Ｎ，ＬＩＥＷＪ，ＬＥＥＳ．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ｃｏｌｕｍｎｓｕｎｄｅｒｂｉａｘｉａｌ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９，１１５（１１）：３０７６?３０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０７３３?９４４５（１９８９）１１５：１１（２７０６）．

［１０］　王秋萍．薄壁钢管混凝土轴压短柱力学性能的试验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２．

［１１］　梁扬滨，曾志兴，苏江林，等．钢板笼约束混凝土短柱轴压承载力分析［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

（５）：５７６?５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５．０５７６．

［１２］　ＣＨＡＮＧＸｕ，ＲＵ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ｉ，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ＣＦ

ＳＣＴ）ｓｔｕｂｃｏｌｕｍｎ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３，６３：１２５?１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ｔｗｓ．２０１２．

１０．００２．

［１３］　ＹＯＵＮＧＢ，ＥＬＬＯＢＯＤＹ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ｃｏｌｄ?ｆｏｒｍｅｄ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ｔｕｂ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６２（５）：４８４?４９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ｃｓｒ．２００５．０８．

００４．

［１４］　ＥＬＣＨＡＬＡＫＡＮＩＭ，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ＧＲＺＥＢＩＥＴＡ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ｔｕｂ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ｙｃｌｉｃｐｕｒｅｂｅｎｄｉｎｇ［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４，２６（４）：２１２５?２１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ｇｓｔｒｕｃｔ．

２００４．０７．０１２．

［１５］　ＧＵＰＴＡＰ，ＳＡＲＤＡＳ，ＫＵＭＡＲ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ｃｏｌｕｍｎｓ

ｕｎｄｅｒａｘｉａｌｌｏａ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６３（２）：１８２?１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ｃｓｒ．２００６．

０４．００４．

［１６］　ＺＨＵＡｉｚｈｕ，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ｃｈｕａｎ，ＺＨＵ 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ｕｎ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ｄａｎｄ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ｄｃｏｌｄ?ｆｏｒｍｅｄ

ｓｔｕｂｃｏｌｕｍｎｓ［Ｃ］∥Ｅｌｅｖｅ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广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２０１０：２４６?２５２．

［１７］　张达．方形冷弯中厚壁钢管混凝土短柱承载力研究［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２．

［１８］　杜文超，赵均海，张常光，等．椭圆钢管混凝土轴压短柱承载力分析［Ｊ］．混凝土，２０１６（４）：４６?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３５５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３．

［１９］　黄泳水，张继承，饶玉龙，等．高强冷弯矩形截面钢管混凝土柱偏压性能试验［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９，４０（２）：１７９?１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５．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ＧＢ２０００１８－２００２［Ｓ］．武汉：湖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

２００３．

［２１］　蔡绍怀．套箍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强度计算［Ｊ］．建筑结构，１９８０（４）：２５?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０１／ｊ．ｊｚｊｇ．１９８０．０４．００７．

（编辑：李宝川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方德平）

３４３第３期　　　　　　　　　　饶玉龙，等：高强冷弯矩形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承载力试验



　第４０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１　

　　利用无风力矩智能镜面为建筑

增加日照的可行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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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计算机技术与建筑节能结合，研制基于风力矩相互抵消及施加预应力的无风力矩智能镜面，为寒冷

地区建筑增加日照，并以某建筑群为例进行可行性实验．结果表明：无风力矩智能镜面能长期、稳定地为建筑

提供日照，其光、热舒适性较高，但杀菌能力尚不明确；施加预应力后，抗风性能较理想，结构质量较轻，更稳定

可靠，但在特定角度有一定炫光．

关键词：　无风力矩智能镜面；太阳辐射；节能；镜面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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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密集、土地昂贵等地区，其建筑的低层部分常常因为日照不足而阴冷［５］、昏暗［６?７］．为此，沈天行等
［８］利

用建筑阳台等空间，使用反射材料固定在建筑立面上，将日照反射进入其南向建筑的室内．苟中华等
［９］

利用双弧面板将高空太阳辐射反射引入高层建筑的底层室内．本文将信息技术与太阳能利用结合
［１０?１１］，

研制无风力矩智能镜面（以下简称智能镜面）装置，并进行可行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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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无风力矩智能镜面增加日照的基本原理

无风力矩智能镜面具有以下３个特点
［１２］．１）同时利用太阳的光和热．２）自动追踪、定向反射．３）

近全光谱反射（普通镀银镜面的反射率可达９０％以上；普通玻璃透光率亦大于９０％、吸收率约２％；镜

面的全光谱反射率最高能达到约９５％；价格更低廉的镀铝镜面反射率也能达到８５％左右）．为验证智能

镜面在建筑中实际应用的可行性，通过信息技术及太阳能利用的结合方式［１０?１１］，研制无风力矩智能镜面

装置．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将无风力矩智能镜面安装在北京市北方工业大学第４教学楼第５层

屋面上，并进行相关实验及监测．智能镜面为建筑增加日照的可行性实验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智能镜面为建筑增加日照的可行性实验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

利用智能镜面为建筑增加日照的基本原理是：将太阳辐射自动、定向反射进入建筑室内，使其阴冷

昏暗的北朝向房间获得充沛日照，改善自然采光并减少能耗，实质是信息技术＋太阳能利用．主要有以

下３个步骤．１）根据太阳运行轨迹自动计算出太阳、镜面、建筑北窗的相对关系
［１３］，实时推算出镜面法

线所需调整的方位角、俯仰角［１４］．２）以步进电机＋减速机精确控制、调整镜面
［１５］．３）将太阳辐射（光＋

热）反射至建筑北朝向的阴冷空间．

２　利用智能镜面增加日照的实验

１）实验对象．选取北方工业大学第２教学楼的３１８，３２０，３１６，３２５等教室及第２教学楼北侧约４０．５

ｍ处的第４教学楼第５层屋面（外墙安装智能镜面装置一套），２幢教学楼高均为５层．

２）实验方法．选取采暖季、过渡季的晴天、多云、阴天、雾霾等典型天气，对智能镜面进行抗风、定向

反射、采光、温湿度等的监测、比较．

３）实验设备．自制智能镜面系统１套；上海宝工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ＰｒｏｓＫｉｔ温湿度计４台，温度

灵敏度为０．１℃，湿度灵敏度为１％；ＫＯＮＩＣＡ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ＭＥＴＥＲＴ?１０型照度计４台，精度为１

ｌｘ；宾得Ｒ?４００型全能全站仪１台，测距精度为０．１ｍｍ，角度精度为２″．

４）实验内容．准确性实验、抗风性能实验、光热舒适性实验，以及不同反射材料条件下的太阳辐射

利用率实验．

３　抗风性能及准确性的分析

实验中，智能镜面最长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６－１９日共连续准确运行９６ｈ，每日开机运行８ｈ，有个别元

器件（霍尔接近开关等）不稳定．要长期、稳定地为建筑提供日照，关键是准确控制镜面．因此，实验要提

高智能镜面镜面控制准确性，主要措施有如下４点．１）基于步进电机＋减速机的传动机构．２）简化传动

结构，减少自质量，将镜面的重心完全贴近垂直转动轴，以风力距相互抵消来增强稳定性．３）将镜面位

置贴近垂直方向转动轴，以减少镜面与目标窗之间因转动轴未重合而产生的误差．４）以皮筋模拟发条

机构给镜面施加一定预应力，以减少镜面在风力作用下可能产生的晃动．

　　智能镜面剖正俯视图及可行性实验实景，分别如图２，３所示．由图２，３可知；智能镜面运行稳定，反

射光斑均长期、稳定位于入射窗内．

５４３第３期　　　　　　　　　吴正旺，等：利用无风力矩智能镜面为建筑增加日照的可行性实验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２　智能镜面剖正俯视图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背面实景 　　　　　　　　　　　　　　　　　（ｂ）远景　　　　

图３　智能镜面可行性实验实景

Ｆｉｇ．３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ｅｎ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

要可靠地为建筑提供日照，关键还在于其抗风性能．由实验可知；智能镜面的水平方位角及俯仰角

的调节机构、整体装置的结构强度满足日常使用要求，可在６级以下风力条件下稳定运行，并在１０级大

风条件下保持结构稳定，但在７级以上阵风时可能产生轻微晃动．

智能镜面采取了以下３个抗风措施：１）将镜面对称布置在纵向转轴两侧，以抵消绝大部分任意方

向风力产生的力矩．２）以发条机构对镜面施加预应力，防止镜面在微小风力矩作用下产生轻微晃动，试

验以皮筋代替发条，如图４所示．３）将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上转动轴位置紧邻，形成“十”字形转轴，并将

其设置在支座的２根支架之间，这样镜架即可简化为直线，结构进一步简化、结构强度则进一步增大．

（ａ）“十”字形转轴　　　　　　　　　　　　　　　（ｂ）预应力皮筋　

图４　智能镜面利用施加预应力增强的抗风性能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ｗｉ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ｙ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对智能镜面的１∶１０模型进行户外抗风实验，在９：５３－１０：２５共计３２ｍｉｎ的时间

段内，对称布局的镜面在３～４级风力作用下，无论正面或侧面迎风，装置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其风力矩

大部分被有效地相互抵消，效果明显．在２～６级大风天气条件下，智能镜面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１，１０月３０

日，１１月７日，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１１日等最大光斑偏移量约为２０ｃｍ．施加的预应力大小是关

键，预应力过小则易晃动，过大则难以驱动镜面．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及１０月２１日发生的轻微晃动通过

加大皮筋施加预应力后均得以明显改善，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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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智能镜面在有风天气条件下的运行实验

Ｔａｂ．１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ｉｎｄｙｗｅａｔｈｅｒ

实验日期 风力 最大水平偏移 最大垂直偏移 镜面晃动概况 原因分析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 阵风２～３级 ２０ｃｍ，偶发 不明显 偶发水平方向晃动
单条皮筋施加的
预应力过小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１日 阵风３级 ２０ｃｍ，偶发 不明显 偶发水平方向晃动
齿轮之间咬合
松动及单条皮筋
施加的预应力过小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阵风３级 未见明显偏移 未见明显偏移
未见明显晃动，

阵风时偶见轻微晃动
皮筋施加的预应力
加大，齿轮紧固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３日 阵风５～６级 未见明显偏移 未见明显偏移
未见明显晃动，阵风
时偶见轻微晃动

皮筋施加的预应力
适当，阵风时风力较大

４　室内光和热的舒适性

获智能镜面辅助的３１８教室在采光、节能方面具有以下４个特点．

１）一般天气条件下，镜面水平方位角、垂直俯仰角控制精度高，光线定向入射稳定，人眼未察觉到

明显晃动．

２）在风力较大、阵风较强（风力６级以上）的天气条件下，预应力较小时，光斑仍有轻微晃动，最大

光斑偏移量约为２０ｃｍ；若预应力适中，则未见明显晃动．

３）温度、照度舒适性较高，在多云天气条件下，获镜面反射的教室，其温度高于普通教室约０．６℃．

一套智能镜面为一间约９０ｍ２ 的７０人大教室提供日照，室内外气温比较，如表２所示．除非辐射特别强

烈，室内照度均在舒适度范围之内，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６日各教室照度比较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各教室温度

比较，分别如图５，６所示．图５中：３２５教室为南向教室；３１８教室为获得反射的北向教室；其余为北向普

通教室．

表２　智能镜面辅助下室内外温度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ｏｏｒａｎｄｏｕｔｄｏ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ｈｅｌｐ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

监测季节 监测日期 室外温度／℃
温度／℃

３１８教室（获反射教室）３１６教室（无反射教室）
当日天气情况

秋季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６日 １９ ２１．５ ２０．９ 多云，南风１～２级

秋季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 １８ ２０．６ ２０．５ 小雨，东北风１～２级

图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６日各教室照度比较　　　　　　　　图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各教室温度比较

Ｆｉｇ．５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６，２０１７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８，２０１７

　　４）眩光．与南向室内相似，室内任一受到反射的位置均可感受到点状光源（镜面），其余位置则不明

显．若镜面位置过低（如４１８教室）或在入射范围内向镜面处观看，则炫光明显，建议镜面与室内人眼所

成之俯仰角宜大于１４°，且宜从使用者左后方入射，则炫光明显改善，如图７所示．

在实际使用中，智能镜面可早于实际供暖日期．当太阳高度角逐渐增大，室内墙体、家具等皆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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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前教室照度分布　　　　　　　　　　　　　（ｂ）后教室照度分布

（ｃ）从非入射窗看镜面　　　　　　　　　　　　　　（ｄ）从入射窗看镜面

图７　智能镜面辅助下的室内炫光实景

Ｆｉｇ．７　Ｉｎｄｏｏｒｄａｚｚ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

热，使气温平滑过渡，舒适性提高．以北京为例，实际运行时，可从９月２０日前后始至次年５月２日底结

束，全年共约２５０ｄ。

智能镜面的单位照度约相当于南向教室的４０％～４８％，如表３所示．由于智能镜面能为建筑提供

长达６～８ｈ日照，因此，其总照度大约相当于同面积南向窗户的２．８倍，可显著改善室内天然采光，但

是否满足杀菌等卫生要求，则尚需深入研究．

５　不同镜面材料智能镜面的太阳辐射光和热利用效率

智能镜面对太阳辐射的有效利用率为太阳辐射入射角度折减系数×镜面反射率×第一层窗户玻璃

透光率×第二层窗户玻璃透光率，冬季（太阳高度角为２４°）为９１％×９０％×９０％×９０％＝６４．６％；夏季

（太阳高度角为４５°）为７０．７％×９０％×９０％×９０％＝５１．５％．

２０１８年３－４月，选取北方工业大学第２教学楼南北２间相似的教室做比较，监测其室内外照度之

比值（将其作为光、热利用率的参考）．实验采用普通玻璃镀银镜面及上海吉祥牌镜面铝板，在２０１８年４

月１８日测试中，采用４台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ＭＥＴＥＲＴ?１０型照度计，对３１８教室（镜面反射）、室外、南

向教室、北向教室（无镜面反射）等４个测点同时进行监测，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反射材料的反射照度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监测时间
室外日照
照度／ｌｘ

反射材料

室内照度／ｌｘ

第２教学楼３１８教室
（获得反射的北向教室）

第２教学楼３２５教室
（无反射的南向教室）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１１：２０ ７８５００
玻璃镀银镜面

镜面铝板

１５４６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１６００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１１：４０ ８１６００
玻璃镀银镜面

镜面铝板
１６４６０

３１８５０

１３７４０

　　由表３可知：太阳辐射穿过普通双层玻璃后，其照度从７８５００ｌｘ降低至３１６００ｌｘ，降幅为４０．３％，

略低于理论计算的５１．５％；经玻璃镀银镜面反射后，再入射至建筑室内的太阳辐射照度从８１６００ｌｘ降

低至１６４６０ｌｘ，降幅为２０．２％，约为太阳辐射直接入射的５０．１％；镜面铝板反射后再入射至建筑室内的

太阳辐射照度从８１６００ｌｘ降低至１３７４０ｌｘ，降幅为１６．８％，约为玻璃镀银镜面的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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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实验还发现，积灰对太阳能利用具有较大影响．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及１０月３１日为例，在对各用

房窗户玻璃进行清洁后，获得入射的３２０教室室内外照度比从１０％提高至１３％，显示出窗户玻璃的清

洁对其太阳辐射的利用率的影响约为３０％，如表４所示．

表４　清洁玻璃后监测不同反射材料的反射照度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ｆｔｅｒｇｌａｓｓ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监测时间
室外日照
照度／ｌｘ

反射材料

室内照度／ｌｘ

３１８教室（获得反射，
清洁玻璃前）

３１８教室（获得反射，
清洁玻璃后）

３２５教室（无反射
的南向教室）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６２８００
玻璃镀银镜面

镜面铝板

６５０９

１２５２

８２４０

１６８９
１５１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 ５４７００
玻璃镀银镜面

镜面铝板

５１２３

１０１１

７２４０

１２６９
１４４２

６　结论

智能镜面以风力矩相互抵消方式改善稳定性，施加预应力较好地解决了镜面晃动问题．步进电机＋

减速机的镜面控制方式显著提高定向反射的准确性，缩减了结构尺寸，铝板、玻璃等镜面材料的太阳辐

射利用率均较高，皆可为建筑提供良好的光、热舒适性．但镜面之积灰对太阳辐射入射、反射均有一定影

响，大量镜面安装在建筑立面上还需要解决美观问题．

实验表明，利用智能镜面可为建筑稳定、长期地提供日照，其光、热舒适性较高但卫生要求尚不明

确，在建筑采光及节能设计中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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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十二烷基磺酸钠为相转移剂，月桂醛与壳聚糖反应生成西夫碱，再通过钯碳（Ｐｄ／Ｃ）催化氢化还原

西夫碱制备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衍生物．通过试验分析催化氢化反应时间、反应温度、Ｐｄ／Ｃ催化剂用

量等因素对烷基化取代度的影响，并用元素分析、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氢谱等对产物进行表征．正交试验结果

表明：催化氢化制备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最佳催化氢化反应时间为２４ｈ，反应温度为３０℃，Ｐｄ／Ｃ催

化剂的用量占壳聚糖总量的１％，制得的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烷基化取代度为１８９％．

关键词：　壳聚糖；催化氢化；烷基化；钯碳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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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烷基化改性是壳聚糖（ＣＳ）改性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改变烷基链的长度可以改变壳聚糖在水和

有机溶剂中的溶解性．犖?烷基化改性壳聚糖不仅溶解性能提高，而且烷基长链的亲酯部分，壳聚糖的主

链作为亲水部分，还可以赋予壳聚糖流变性能和表面活性性能［１］，因此，可用于药物载体、抗菌剂等［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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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烷基化壳聚糖的羟基上引入亲水基团制备的双亲性壳聚糖衍生物可以自组装，形成胶束，用于难溶药

物的增溶及缓释［５?８］．对壳聚糖进行化学修饰，可以进一步提高壳聚糖载体的稳定性及药物的利用率
［９］．

目前，犖?烷基化壳聚糖的制备主要采用脂肪醛和壳聚糖形成西夫碱，再用硼氢化物（硼氢化钠、硼氢化

钾、氰基硼氢化钠等）对Ｃ＝Ｎ进行还原
［１０］．但是采用硼氢化物还原Ｃ＝Ｎ存在硼氢化物用量大、成本

高、还原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氢气、操作过程繁琐等缺点，并且壳聚糖和醛生成西夫碱的反应是在弱酸性

条件下进行，经硼氢化物还原后溶液呈碱性，需再次调节反应体系的ｐＨ值，从而进行第二次西夫碱反

应，这不利于工业化生产．催化氢化还原法因具有高效、操作简单、易于工业化生产等优点而备受关注．

催化氢化还原反应常用的催化剂主要有钯、铑、钌等［１１?１３］，其中，Ｐｄ／Ｃ催化剂由于反应条件温和，在中

性和弱酸性条件下，均能达到催化效果［１４］，主要用于硝基、亚胺等的还原［１５?１７］，但在壳聚糖的Ｃ＝Ｎ还

原反应中未见报道．本文以十二烷基磺酸钠为相转移剂，催化氢化还原制备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

（ＤＬＣＳ）；然后，采用正交试验法，系统研究催化氢化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及Ｐｄ／Ｃ催化剂用量对犖，犖?双

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烷基取代度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

壳聚糖（珨犕ｗ＝５０ｋｕ，壳聚糖脱乙酰度（ＤＤ）为８９％，浙江省玉环市澳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月桂醛

（山东省寿光市金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十二烷基磺酸钠（ＳＤＳ，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钯碳催化剂（Ｐｄ／Ｃ，质量分数为５％，陕西省西安市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氢气（福建省厦门市林德

气体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１．２　仪器设备

ＶａｒｉｏＭＩＣＲＯｃｕｂｅ型元素分析仪（德国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公司）；ＩＳ５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国

Ｎｉｃｏｌｅｔ公司）；ＡｖａｎｃｅⅢ５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ＤＴＧ?６０Ｈ型热重合分析仪（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公司）．

１．３　犖，犖?双十二烷基壳聚糖的制备

以十二烷基磺酸钠为相转移剂，月桂醛和壳聚糖反应生成西夫碱，再用Ｐｄ／Ｃ为催化剂，催化氢化

还原制备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制备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ＤＬＣＳ的制备路线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ｅｏｆＤＬＣＳ

表１　催化氢化的正交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ｔａｂｌｅ

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项目 狋／ｈ θ／℃ 狑Ｃ／％

１ １２ ３０ １

２ １８ ４５ ２

３ ２４ ６０ ３

　　采用正交实验法对催化氢化的条件进行优化，催化氢化

的正交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催化氢化的具体实施条件，如

表２所示．表１，２中：狋为反应时间；θ为反应温度；狑Ｃ 为催化

剂质量分数．

将１．６１ｇ壳聚糖加入１００ｍＬ，体积分数为２％的醋酸水

溶液中，搅拌至壳聚糖溶解．升温至９８℃，加入月桂醛（理论

量的４倍）和一定量的相转移催化剂ＳＤＳ，搅拌反应１０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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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冷却至３０℃．然后，加入０．０１６ｇＰｄ／Ｃ催化剂，充入氢气反应２４ｈ．重复以上操作，进行月桂醛反

应及氢气还原．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用ＮａＯＨ调节ｐＨ值至弱碱性．甲醇沉淀、抽滤、洗涤．氯仿溶

解、旋蒸浓缩、冰丙酮沉淀，离心得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粗产物．将粗产物自然挥干过夜，再次溶

解于氯仿中，制得纯化后的产物，４０℃真空干燥至恒质量．

表２　催化氢化的反应条件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参数 项目１ 项目２ 项目３ 项目４ 项目５ 项目６ 项目７ 项目８ 项目９

狋／ｈ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８ １８ １８ ２４ ２４ ２４

θ／℃ ３０ ４５ ６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狑Ｃ／％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４　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表征测试

１．４．１　产物的取代度测定　壳聚糖和不同条件下得到的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经烘至恒质量

后，用ＶａｒｉｏＭＩＣＲＯｃｕｂｅ型元素分析仪测定Ｎ，Ｃ，Ｈ的物质的量，烷基取代度（ＤＳ）
［５］为

ＤＳ＝
狀（Ｃ）

狀（Ｎ（ ））ＤＬＣＳ
－
狀（Ｃ）

狀（Ｎ（ ））［ ］
ＣＳ

／（ ）１２ ×１００％．
１．４．２　产物的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分析　采用溴化钾压片法，以空白溴化钾片为背景，在ＩＳ５０型傅里叶

变换红外光谱仪上测定壳聚糖和ＤＬＣＳ的红外光谱，中红外区扫描范围为４０００～５００ｃｍ
－１，扫描次数

为３２次．

１．４．３　产物的核磁共振（
１ＨＮＭＲ）分析　壳聚糖溶解在ＣＤ３ＣＯＯＤ／Ｄ２Ｏ混合溶液中，犖，犖?双十二烷

基化壳聚糖溶解在ＣＤＣｌ３ 中，用ＡＶＡＮＣＥⅢ５００Ｍ型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定壳聚糖和犖，犖?双十二烷

基化壳聚糖的１ＨＮＭＲ，测定温度为２２℃，采样次数为３２次，空扫１次，弛豫时间为２ｓ．

１．４．４　产物的热重（ＴＧ）分析　壳聚糖和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在真空干燥箱中烘干至恒质量，

在ＤＴＧ?６０Ｈ型热重合分析仪进行热重分析，Ａｒ２ 为保护气体，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
－１，测试范围为

３０～７００℃．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物的烷基化取代度分析

采用元素分析法，壳聚糖的脱乙酰度（ＤＤ）和双烷基化壳聚衍生物的烷基化取代度，结果如表３所

示．表３中：狑（Ｎ）为Ｎ的质量分数；狑（Ｃ）为Ｃ的质量分数；狑（Ｈ）为 Ｈ的质量分数．由表３可知：不同

反应条件下制得的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烷基化取代度均超过１６０％，最大可达１９０％．

表３　ＤＬＣＳ的元素分析及取代度

Ｔａｂ．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ＬＣＳ

项目 狑（Ｎ）／％ 狑（Ｃ）／％ 狑（Ｈ）／％ ＤＤ／％ ＤＳ／％ 项目 狑（Ｎ）／％ 狑（Ｃ）／％ 狑（Ｈ）／％ ＤＤ／％ ＤＳ／％

ＣＳ ７．４７ ４０．２５ ６．９８ ８５．６９ － ５ ２．５８ ６１．９７ ９．６３ － １８１

１ ２．７８ ６１．５４ ９．６０ － １６３ ６ ２．６３ ６２．４７ ９．７１ － １７９

２ ２．７７ ６１．７６ ９．６７ － １６４ ７ ２．５４ ６３．１４ ９．７５ － １８９

３ ２．７３ ６１．９９ ９．６７ － １６８ ８ ２．５１ ６２．７０ ９．８３ － １９０

４ ２．６３ ６１．８８ ９．７３ － １７６ ９ ２．５３ ６２．９０ ９．７８ － １８９

２．２　催化氢化反应条件对犇犔犆犛取代度的影响

采用正交实验，以烷基化取代度为计算指标，通过直观分析法［１８］，根据极差（犚犼）的大小分析各因素

对烷基化取代度的影响大小．极差越大，表明该因素对烷基化取代度的影响越大，可由各水平对应的取

代度平均值选择最佳条件．实验中，烷基化取代度的平均值越大越好，当烷基化取代度的平均值相近时，

则考虑生产成本选择较优的反应条件．不同反应条件下，所制备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直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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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Ⅰ犼为第１列１水平对应的１，２，３号实验数据取代度平均值；Ⅱ犼为第１列

２水平对应的４，５，６号实验数据取代度平均值；Ⅲ犼为第１列３水平对应的７，８，９号实验数据取代度平

均值．

由表４可知：催化剂用量（质量分数）和反应温度对烷基化取代度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随着催化剂

表４　不同反应条件制备ＤＬＣＳ的直观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ＬＣ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参数 狋／ｈ θ／℃ 狑Ｃ／％ ＤＳ／％

项目１ １２ ３０ １ １６３

项目２ １２ ４５ ２ １６４

项目３ １２ ６０ ３ １６８

项目４ １８ ３０ ２ １７６

项目５ １８ ４５ ３ １８１

项目６ １８ ６０ １ １７９

项目７ ２４ ３０ ３ １８９

项目８ ２４ ４５ １ １９０

项目９ ２４ ６０ ２ １８９

Ⅰ犼／３ １６５ １７６ １７７

Ⅱ犼／３ １７９ １７８ １７６

Ⅲ犼／３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７９

犚犼 ２４ ３ ３

用量的增加，烷基化取代度略有增加，但是由于壳聚

糖西夫碱可供催化反应的位点有限，当催化剂的用

量为壳聚糖的１％时，已经能够满足催化氢化反应

所需要的催化剂表面活性位点［１９］，由于钯属于贵金

属，从经济成本考虑应该尽量减少催化剂的用量，选

择催化剂的用量为壳聚糖质量的１％；反应温度对

于烷基化取代度的影响不大，表明催化氢化反应条

件温和，在较低的温度下已经能够达到催化加氢的

效果；反应时间对壳聚糖烷基化取代度的影响较大，

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烷基化取代度逐渐增加，当催

化氢化反应时间为２４ｈ时，可供反应的位点趋于饱

和，反应底物中的Ｃ＝Ｎ基本上被完全还原．综合考

虑节约能源和生产成本，选择催化氢化制备犖，犖?

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Ｐｄ／Ｃ催化剂用量为壳聚糖

总量的１％，反应温度为３０℃，反应时间为２４ｈ．

最优条件下制备ＤＬＣＳ的元素分析及取代度，

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知：最优条件下烷基化取代度为１８９％，高于用硼氢化钠还原法制备的ＤＬＣＳ的

烷基化取代度１４８％
［８］．

表５　最优条件下制备ＤＬＣＳ的元素分析及取代度

Ｔａｂ．５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ＤＬＣＳｕｎｄ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项目 狑（Ｎ）／％／％ 狑（Ｃ）／％ 狑（Ｈ）／％ ＤＤ／％ ＤＳ／％

ＣＳ ７．４７ ４０．２５ ６．９８ ８５．６９ －

ＤＬＣＳ ２．５３ ６２．８１ ９．７２ － １８９

２．３　产物的犉犜?犐犚分析

采用溴化钾压片法，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ｃｍ
－１的中红外区测得壳聚糖和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红

图２　ＣＳ和ＤＬＣＳ的ＦＴ?ＩＲ图

Ｆｉｇ．２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ＳａｎｄＤＬＣＳ

外光谱，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壳聚糖的ＦＴ?ＩＲ谱图在

３５００～３０００ｃｍ
－１处的宽峰为壳聚糖的羟基及壳聚糖分子

间的氢键吸收峰；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ＦＴ?ＩＲ谱

图与壳聚糖相比，在３５００～３０００ｃｍ
－１处的吸收峰明显减

弱，这是由于烷基化作用破坏了壳聚糖的氢键，在２９２１

ｃｍ１ 和２８５３ｃｍ－１处对应的饱和甲基和亚甲基的伸缩振动

峰明显增强，在１４７８ｃｍ－１处出现新振动峰，为亚甲基上的

Ｃ－Ｈ 的变形振动，在７２１ｃｍ－１处对应的是狀≥４的

（ＣＨ２）狀 基团的骨架振动峰，在１５９９ｃｍ
－１处对应Ｎ－Ｈ的

吸收峰明显减弱，说明长链烷基已引入壳聚糖的氨基上［３］．

２．４　产物的
１犎犖犕犚分析

壳聚糖和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
１ＨＮＭＲ谱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δ为化学位移．由图３

可知；壳聚糖的１ＨＮＭＲ谱图在４．７１处对应的是溶剂Ｄ２Ｏ的特征峰，在１．９５处对应的是壳聚糖中未

脱除的乙酰氨基上的甲基质子峰，而在３．０８，３．６６，３．８２处对应的是壳聚糖主链上的质子峰；ＤＬＣＳ

的１ＨＮＭＲ谱图在７．２６对应的是溶剂ＣＤＣｌ３ 的特征峰，在０．９０，１．２９分别对应的是烷基长链末端的

甲基ｆ以及脂肪长链上的亚甲基ｅ的质子峰，２．４５对应的是烷基长链和氨基相连的亚甲基ｄ的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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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６］；由１ＨＮＭＲ谱图进一步说明产物为长链烷基取代壳聚糖衍生物．

　　　　（ａ）壳聚糖　　　　　　　　　　　　　　　（ｂ）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

图３　样品的
１ＨＮＭＲ谱图

Ｆｉｇ．３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５　产物的犜犌分析

壳聚糖和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ＴＧ曲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壳聚糖在１００，２５６℃附

近分别出现了明显的失质量，在１００℃附近的失质量是由于壳聚糖失去结晶水，失质量率为１０％，而在

２５６℃附近的失质量是由于壳聚糖的主链发生分解；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的ＴＧ曲线在１００℃附

近并没有失质量产生．这是因为在壳聚糖上引入长链烷基后疏水性能增加，在１７５℃附近出现明显的失

质量．ＤＬＣＳ侧链取代烷基的分解及壳聚糖主链的降解，ＤＬＣＳ在１５０～３５０℃范围内出现了两次失质

量，在１７５℃附近的失质量为ＤＬＣＳ烷基取代链的分解，而２４０℃附近的失质量为壳聚糖主链的降解．

ＤＬＣＳ的主链降解温度比壳聚糖低，这是由于烷基侧链的存在削弱了壳聚糖内部的氢键作用
［２０］．

　　　　（ａ）壳聚糖　　　　　　　　　　　　　　　（ｂ）犖，犖?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

图４　样品的ＴＧ图

Ｆｉｇ．４　ＴＧｓｐｃ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　结论

采用月桂醛与壳聚糖反应生成西夫碱，再通过Ｐｄ／Ｃ催化氢化对Ｃ＝Ｎ进行还原，成功制备犖，犖?

双十二烷基化壳聚糖衍生物，并用元素分析、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氢谱等进行表征．通过正交实验法选择

最佳反应条件，结果表明，催化氢化温度和Ｐｄ／Ｃ催化剂用量对取代度的影响不大，而催化反应时间对

ＤＬＣＳ取代度的影响最大，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ＤＬＣＳ的烷基化取代度呈上升趋势．

综合考虑节约能源和生产成本，得出催化氢化制备ＤＬＣＳ的最佳反应时间为２４ｈ，反应温度为３０

℃，Ｐｄ／Ｃ催化剂的用量占壳聚糖总量的１％，制得的ＤＬＣＳ的烷基化取代度为１８９％，实验结果为壳聚

糖烷基化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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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第３期　　　　　　　　　　王林，等：催化氢化还原法制备的犖，犖?双烷基化壳聚糖



　第４０卷　第３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９　

　　　牛粪炭＠犉犲３犗４催化臭氧处理

煤气化废水的特性实验

侯森，马翠，贾胜勇，何争光

（郑州大学 水利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　采用催化臭氧氧化工艺处理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以廉价牛粪为原料制作生物活性炭，通过共沉淀法

制得磁性催化剂牛粪炭＠Ｆｅ３Ｏ４，并研究ｐＨ值、臭氧及催化剂投加量对催化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臭

氧体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１，质量浓度为４．４５ｍｇ·Ｌ
－１，催化剂投加量为２ｇ·Ｌ

－１，初始ｐＨ值为７．２的条

件下，化学需氧量（ＣＯＤ），ＵＶ２５４的去除率分别达到７２．４％，９１．４％．利用三维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和５日生化

需氧量（ＢＯＤ５）测定分析，催化臭氧体系对废水中的有机物质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出水可生化性显著提升．

利用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ＥＰＲ）检测分析，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可以促进催化臭氧化体系·ＯＨ的产生．

关键词：　高级臭氧氧化；羟基自由基；煤气化废水；化学需氧量去除率；ＵＶ２５４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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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ＵＶ２５４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ｔ７２．４％ａｎｄ９１．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ｚｏｎｅｉｎｌｅｔｒａｔｅ０．６

Ｌ·ｍｉｎ－１，ｏｚｏ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４５ｍｇ·Ｌ
－１，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ｄｏｓａｇｅ２ｇ·Ｌ

－１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７．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３ＤＥＥＭ）ａｎｄｆｉｖｅｄａｙ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ＢＯＤ５）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ｚｏ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ｉ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ＥＰＲ）ｔｅｓｔ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ｗ?ｄｕｎｇｂａｓｅ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ｅ３Ｏ４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ｏｚ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ｚｏｎ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ａｌ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ｒｅ

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ＵＶ２５４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

　　煤气化废水来源于煤化工生产中煤气的纯化过程，其含有大量的有毒和难降解物质
［１］，如萘、吡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１８

　通信作者：　何争光（１９６３?），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以及新

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开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ｅ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１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十三五水专项（２０１７ＺＸ０７６０２?００１?００２）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等污染物因具有典型的环状结构而不易被生物降解，随意排放会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目前，将生物处理

与物理化学法相结合是煤气化废水处理的常用工艺，该方法具有稳定性差、效率低、成本高等缺点；又由

于该工艺出水对化学需氧量（ＣＯＤ）要求难以低于２００ｍｇ·Ｌ
－１，以及常规煤气化废水生化处理出水仍

含有大量的有毒、难降解有机物及其衍生物［２］，可生化性（ＢＯＤ５／ＣＯＤ）差，给后续处理工艺带来严重负

担．因此，寻求一种高效且经济的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的处理方法十分重要．近年来，臭氧因其处理稳

定、无二次污染和操作简单等性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作为一种深度处理工艺被运用于废水处理的

领域中［３］．为提升臭氧的氧化能力与氧化效率，可利用天然矿石、金属氧化物、活性炭、金属离子等作为

催化剂催化臭氧氧化，产生羟基自由基，并形成高级氧化机制［４?５］．生物炭是以植物组织（如木屑和秸秆

等）和生物废弃物质（如动物粪便等）作为前体物质，在相对低温缺氧的条件下，制得的富碳残体物质．生

物炭因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发达的孔隙结构、丰富的表面酸性基团、低廉的成本等特性而被广泛运用

于臭氧催化体系中［６?９］．本实验以牛粪为原料烧制生物活性炭，通过共沉淀法制成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

剂，研究其催化臭氧处理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的性能和对ＣＯＤ，ＵＶ２５４的去除效果．利用Ｘ射线衍射

（ＸＲＤ）、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对催化剂进行表征，并在不同反应体系下，通过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ＥＰＲ）和三维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分析·ＯＨ的产量及反应前、后溶液中物质的变化．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水质特性

实验用水取自某煤气化厂生物反应池出水，其水质特性有：ｐＨ值为７．１～７．５；ＣＯＤ为２５０～２７０

ｍｇ·Ｌ
－１；５日生化需氧量（ＢＯＤ５）为５．５～１０ｍｇ·Ｌ

－１；ＮＨ４
＋
?Ｎ质量浓度为２０～３０ｍｇ·Ｌ

－１；色度

为２８０～３５０（倍）；总碳（ＴＮ）质量浓度为４５～５５ｍｇ·Ｌ
－１．

１．２　催化剂（牛粪炭＠犉犲３犗４）的制备

采用磷酸活化法制备牛粪炭载体［１０?１１］，其步骤如下：１）将牛粪置于６０℃烘箱，干燥２４ｈ，研磨并用

１９目筛网筛选；２）取筛选过的牛粪与磷酸按照１∶１的质量比混合，并在１０５℃下浸渍２ｈ；３）将浸渍

后的牛粪置于马弗炉中（２４０℃），炭化２ｈ，并在８００℃下活化１ｈ，马弗炉升温速度为１０℃·ｍｉｎ－１，并

在热解过程中，向炉内通入保护性氮气，直至材料冷却至室温；４）用去离子水洗涤材料，直至其滤出液

ｐＨ值为中性．采用共沉淀法制作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磁性催化剂
［１２］．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实验装置　实验反应装置主要由臭氧发生器、柱形反应器及尾气净化装置构成．臭氧发生器以

纯氧作为气源，通过进气管线上连接的转子流量计控制臭氧投加量；柱形反应器容积为２Ｌ，臭氧气体

从底部的二氧化钛曝气头进入反应器内；剩余气体从反应器顶部的排气管进入尾气净化装置（质量分数

为４％ 的ＫＩ溶液的洗瓶）．

１．３．２　项目分析及方法　采用碘量法测定臭氧的质量浓度，通过调节转子流量计控制臭氧体积流量．

选取５个不同参数，测得气体臭氧质量浓度，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犞Ｆ（Ｏ３）为臭氧体积流量；ρ（Ｏ３）为臭

氧质量浓度．

表１　臭氧体积流量与质量浓度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ｚｏｎｅｉｎ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犞Ｆ（Ｏ３）／Ｌ·ｍｉｎ
－１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８ １．０

ρ（Ｏ３）／ｍｇ·Ｌ
－１ ５．６１ ４．８９ ４．４５ ４．２９ ４．２３

　　按照ＧＢ１１９１４－１９８９《水质化学需氧量重铬酸盐法》的规范要求测定废水中的ＣＯＤ
［１３］，测量前，

采用０．４５μｍ的滤膜过滤水样．采用 ＭＡＰＡＤＡ／３１００型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测定

ＵＶ２５４（波长为２５４ｎｍ）；利用Ｘ′ＰｅｒｔＰＲＯ型射线衍射仪（荷兰帕纳科公司）进行ＸＲＤ分析（单色铜靶，

Ｋα辐射的电压为４０ｋＶ，电流为４０ｍＡ，２θ为５°～７５°）；采用Ｓ４８０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

司）观察样品表面微观形貌（为提高导电性，测量前应先进行镀金处理）；使用ＥＭＸ１０／１２型电子顺磁

共振波谱仪（德国布鲁克公司）进行自由基检测；采用Ｆ４６００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日立公司）分析废

水中的溶解性有机物（ＤＯＭ）（激发波长为２２０～４５０ｎｍ，发射波长为２５０～５５０ｎｍ，扫描步长为５ｎｍ，

７５３第３期　　　　　　　　　侯森，等：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处理煤气化废水的特性实验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１　样品的ＸＲＤ衍射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扫描速度为１２００ｎｍ·ｍｉｎ－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催化剂表征

样品的ＸＲＤ衍射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θ为ＸＲＤ

测量的角度；曲线ａ，ｂ，ｃ分别代表牛粪、单质Ｆｅ３Ｏ４ 和牛粪

炭＠Ｆｅ３Ｏ４．由图１可知：负载后的牛粪ＸＲＤ图谱原有衍

射峰峰值降低，出现与单质Ｆｅ３Ｏ４ 一致的新特征峰（２θ值

为１８．０°，３０．０°，３５．５°，３７．０°，４３．０°，５３．４°，５７．０°和６２．５°）；

且没有出现新的衍射峰，表明负载于牛粪基活性炭上的铁

是以Ｆｅ３Ｏ４ 的形式存在
［１４］．

由于催化剂的表面形态会影响催化性能，故对牛粪、牛粪炭及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进行扫描电镜观察，

其扫描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ａ）可知：牛粪表面呈块状结构，表面平整，无孔隙结构．由图２（ｂ）可知：

经炭化、活化改性之后，牛粪炭表面粗糙，松散多孔，这是由于磷酸侵蚀与高温活化导致其结构破解，表

面裂解产生新的孔洞，增大了催化剂与水样的接触面积，从而加速反应的进行．由图２（ｃ）可知：ｎａｎｏ?

Ｆｅ３Ｏ４ 颗粒均匀分布在牛粪炭的孔隙和表面，这与ＸＲＤ衍射峰的结果相吻合．

　　（ａ）牛粪　　　　　　　　　　　　（ｂ）牛粪炭　　　　　　　　　　（ｃ）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图２　样品的扫描电镜图像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２　催化臭氧氧化条件选择

２．２．１　初始ｐＨ值影响　ｐＨ值对臭氧氧化煤化工废水的影响很大，初始ｐＨ值会影响臭氧氧化分解

的方式、催化剂表面羟基的电荷形态及水中各类溶解物的存在形式，从而影响最终的处理效果［１５］．在臭

氧投加量为４．８９ｍｇ·Ｌ
－１，体积流量为０．４Ｌ·ｍｉｎ－１，催化剂投加量为１ｇ·Ｌ

－１的条件下，分别研究

不同初始ｐＨ值（ｐＨ＝２，４，６，７，８，１０）对催化臭氧化处理效果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η１ 为ＣＯＤ

去除率；η２ 为ＵＶ２４５去除率；狋为反应时间．

　 （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３　初始ｐＨ值对催化臭氧化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ＤａｎｄＵＶ２５４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８５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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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知：随着ｐＨ值的升高，ＣＯＤ与ＵＶ２５４的去除率都得到有效地提升．当ｐＨ＝８时，ＣＯＤ与

ＵＶ２５４去除率达到最高，分别为６４．５％，９１．２％，而当ｐＨ＝２时，ＣＯＤ去除率只提高１５％；随着初始ｐＨ

值继续提升至１０时，ＣＯＤ与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反而下降．这是因为在弱碱条件下，水中的氢氧根可以促进

臭氧分子间接分解，加快链式反应生成·ＯＨ，从而促进氧化反应进行；当溶液碱度进一步提高，臭氧分

子降解速率加快，增加反应产生·ＯＨ相互接触的几率，导致实际参加反应的臭氧量降低；另外，有机物

分解产生的ＣＯ２ 被碱性溶液吸收，增加了水中碳酸盐的质量浓度，从而抑制臭氧氧化链式反应．

当ｐＨ＝２时，考察溶液中铁离子的质量浓度，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ρ（Ｆｅ）为溶解的铁离子质量浓

　 　图４　ｐＨ＝２时溶液中铁离子质量浓度

　 　Ｆｉｇ．４　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ｏｎ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ｐＨ＝２

度．由图４可知：随着反应的进行，溶液中铁离子质量浓度

持续增加，在反应体系中，可能存在以铁离子为催化剂的均

相催化臭氧化反应，但总体上，铁离子的质量浓度处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０．０５～１．５０ｍｇ·Ｌ
－１）．这表明酸性反应条件

并不会使ｎａｎｏ?Ｆｅ３Ｏ４ 完全溶解失活，有机物降解仍然是以

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为催化剂的非均相催化臭氧化为主导．

综上所述，由于原水的ｐＨ值为７．１～７．５，其与ｐＨ值

为８时相差不大，为节约实际成本，实验选定原水的ｐＨ值

作为最优反应条件．

２．２．２　臭氧进气量影响　臭氧是有机物降解的动力源泉，

臭氧投加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废水的去除效率和氧化效果．

在初始ｐＨ值为７．２，催化剂投加量为１ｇ·Ｌ
－１的条件下，考察不同反应时间的臭氧体积流量对ＣＯＤ

和ＵＶ２５４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５　臭氧体积流量对去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ｚｏ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ｌｏｗｏｎ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由图５（ａ）可知：ＣＯＤ的去除效果随着臭氧体积流量的增加而增加，ＣＯＤ的去除率从４８．２％（臭氧

体积流量为０．２Ｌ·ｍｉｎ－１）提升到７１．５％（臭氧体积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１）；增加臭氧的体积流量，可

以促进三相界面的传质，从而提高水样中有机物的降解效率，１０ｍｉｎ内的ＣＯＤ降解效率从１５．２％（臭

氧体积流量为０．２Ｌ·ｍｉｎ－１）提高到４４．１％（臭氧体积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１）．

ＵＶ２５４可以反映水中不饱和键和芳香族的大分子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１６］．由图５（ｂ）可知：臭氧催化

氧化对溶液 ＵＶ２５４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在３０ｍｉｎ内，去除率达到６０％以上，最终平均去除率稳定在

９０％左右．

由图５还可知：在臭氧体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１时，废水的ＣＯＤ去除率便达到６７．１％，继续增加

投加量，其增益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臭氧进气流量的增加虽然提高了体系总体的臭氧投加量，但有

效臭氧利用率减少．因此，实验选择臭氧投加量为４．４５ｍｇ·Ｌ
－１，体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１作为后续

实验的投加量．

２．２．３　催化剂投加量影响　在臭氧体积流量为０．４Ｌ·ｍｉｎ
－１，质量浓度为４．８９ｍｇ·Ｌ

－１，初始ｐＨ值

为７．２，催化剂投加量为１ｇ·Ｌ
－１的条件下，考察不同反应体系的ＣＯＤ去除效率，如图６所示．由图６

可知：单独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或牛粪炭体系对废水ＣＯＤ的去除效率有限，仅达到１１．８％，９．７％；与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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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不同反应体系下ＣＯＤ的去除率

　Ｆｉｇ．６　ＣＯ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臭氧处理相比，臭氧＋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降解体系的

ＣＯＤ去除效率显著提升；Ｏ３＋牛粪炭体系对ＣＯＤ的去除

效率与单独臭氧处理相近．这表明废水中提高ＣＯＤ去除效

率的主要原因是催化臭氧氧化，而不是简单的吸附作用．

催化剂可以为臭氧氧化反应提供更多的活性位点，加

速臭氧分解，提升处理效果．为了确定合适的催化剂投加

量，在初始ｐＨ值为７．２，臭氧体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
－１，

质量浓度为４．４５ｍｇ·Ｌ
－１的条件下，进行间歇实验．其目

的在于考察不同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的投加量对 ＣＯＤ 与

ＵＶ２５４去除率的影响，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ａ）可知：当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剂的投加量从

０ｇ·Ｌ
－１提升到２ｇ·Ｌ

－１时，ＣＯＤ去除率明显增加，６０ｍｉｎ时，ＣＯＤ去除率从５４．３％上升到７２．４％；

继续增加投加量，ＣＯＤ的去除率并无实质提升．

由图７（ｂ）可知：随着催化剂投加量的增加，ＵＶ２５４的去除效果越明显．在投加量为１ｇ·Ｌ
－１时，１０

ｍｉｎ的去除效率达到５８．２％，比单独臭氧处理提升了２２．１％；反应结束后，各条件下的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均

达到９０％以上，这表明各反应体系对水中含不饱和键物质和芳香族类有机物均有较高的去除效率；此

外，催化臭氧对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色度去除效果明显，反应２０ｍｉｎ后的水样便从黑黄色变为无色透

明，在反应时间为６０ｍｉｎ时，体系出水色度为１８（倍）．

综上所述，考虑催化剂的处理效果及制作成本，选取催化剂投加量为２ｇ·Ｌ
－１作为最优的投加量．

（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７　不同反应体系下催化剂投加量对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ＣＯＤａｎｄＵＶ２５４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３　催化降解过程及机理分析

２．３．１　催化降解历程　为了对催化臭氧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催化臭氧化前、后

水的样进行３ＤＥＥＭ测试．三维荧光光谱分为５个区域
［１７］：区域Ⅰ，Ⅱ代表含有芳环结构的类蛋白质；

区域Ⅲ代表类富里酸物质；区域Ⅳ代表微生物代谢物；区域Ⅴ代表类腐殖酸物质．样品的三维荧光光谱，

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犈ｘ为激发波长；犈ｍ 为发射波长．

由图８（ａ）可知：原水的光谱图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峰，分别出现在区域Ⅰ（犈ｘ／犈ｍ＝２３０ｎｍ／

３１０ｎｍ）和区域Ⅱ（犈ｘ／犈ｍ＝２３５ｎｍ／３７５ｎｍ），均代表含芳环结构的类蛋白质，说明煤气化废水生化出

水中含芳环结构的类蛋白质质量浓度最大．

由图８（ｂ）可知：经臭氧催化氧化后，荧光光谱出现明显变化，原有的两个特征峰消失，在犈ｘ／犈ｍ＝

３３０ｎｍ／４２５ｎｍ处观察到代表类腐殖酸物质新的特征峰．显然，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对臭氧催化处理煤气化

废水生化出水效果明显，复杂的杂环类有机物被分解去除，转变成分子量小的简单有机物．

２．３．２　ＥＰＲ检测与可生化性分析　为研究臭氧催化氧化反应机理，采用电子顺磁共振光谱技术检验

在不同反应体系下的自由基的产量．在１００ｍＬ的烧杯中进行实验，向不同体系加入５，５?二甲基?１?吡咯

啉?Ｎ?氧化物（ＤＭＰＯ）作为自由基捕获剂，并向不同反应体系通入体积流量为０．２Ｌ·ｍｉｎ
－１，质量浓度

为５．６１ｍｇ·Ｌ
－１的臭氧，持续反应５ｓ．不同反应体系的ＥＰＲ光谱分析，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犎 为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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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原水　　　　　　　　　　　　　　　　　　　（ｂ）经催化反应处理

图８　样品的三维荧光光谱

Ｆｉｇ．８　３Ｄ?ＥＥＭ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应强度；虚线代表·ＯＨ的特征波谱峰．

由图９可知：单独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ＥＰＲ图谱无明显峰值出现；向原水中加入ＤＭＰＯ，在无臭

氧通入的情况下，ＥＰＲ光谱出图峰值信号紊乱且强度较低，表明水中可能含有微量的可被ＤＭＰＯ捕获

的自由基物质；原水＋Ｏ３＋ＤＭＰＯ与原水＋Ｏ３＋牛粪炭＠Ｆｅ３Ｏ４＋ＤＭＰＯ体系下的ＥＰＲ光谱图出现

的·ＯＨ特征波谱峰比值为１∶２∶２∶１，且后者的峰值比前者更加明显，这表明臭氧可以自我分解，并

产生·ＯＨ降解有机物质，但单独使用臭氧处理很难达到有机物的大量矿化．

综上所述，制备的催化剂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对·ＯＨ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可快速降解废水中的有机

物质；同时，废水的ｐＨ值在７．１～７．５之间，液相中存在的氢氧根离子也可加速臭氧分解产生自由基，

臭氧在催化剂表面被降解产生·ＯＨ，从而实现有机物的矿化
［１８］．

在臭氧体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１，质量浓度为４．４５ｍｇ·Ｌ
－１，初始ｐＨ值为７．２，催化剂投加量为

２ｇ·Ｌ
－１的条件下，考察原水、单独臭氧氧化与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化体系的水样可生化性，如图

１０所示．

　 图９　ＥＰＲ光谱分析　　　　　　　　　 　　　　　　　图１０　ＢＯＤ５／ＣＯＤ分析

　Ｆｉｇ．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ＯＤ５／ＣＯＤ

　 图１１　催化剂循环利用测试

　Ｆｉｇ．１１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ｃｙｃｌｅｔｅｓｔ

由图１０可知：经单独臭氧或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

化反应后，ＢＯＤ５／ＣＯＤ值由原水的０．０４分别提升至０．１９，

０．５２，说明原水中难生物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质经臭氧氧化

及催化臭氧化后被分解为可被微生物降解利用的小分子物

质，这与上述三维荧光光谱分析结果相一致．

２．３．３　催化剂稳定性考察　在投加量为２ｇ·Ｌ
－１，臭氧体

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１，质量浓度为４．４５ｍｇ·Ｌ
－１，初始

ｐＨ值为７．２的条件下，通过测定出水ＣＯＤ的去除率指标，

考察催化剂的重复利用性能，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犖 为反

应次数；催化剂循环使用５次，每次反应６０ｍｉｎ．

由图１１可知：催化剂经重复利用后，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并没有明显下降，体系出水ＣＯＤ去除率平

均下降了５．８％，去除效率均高于６４．０％．制备的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处理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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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稳定性．

３　结束语

利用牛粪炭＠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氧化处理煤气化废水生化出水．在臭氧体积流量为０．６Ｌ·ｍｉｎ
－１，

质量浓度为４．４５ｍｇ·Ｌ
－１，催化剂投加量为２ｇ·Ｌ

－１，初始ｐＨ值为７．２的条件下，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

率分别达到７２．４％，９１．４％，溶液中难降解复杂有机物被降解为易被微生物利用转化的小分子有机物；

废水可生化性ＢＯＤ５／ＣＯＤ得到极大提高，由０．０４提升至０．５２；同时，催化剂经５次连续重复利用后仍

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具有高效稳定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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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电动力耦合活性炭犘犚犅技术

的铬（Ⅵ）污染土壤修复

龚万祺１，孙荣１，陈雅贤１，王丽娜１，韩旭１，陈付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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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单一电动力修复技术和电动力耦合活性炭可渗透反应格栅（ＥＫ?ＰＲＢ）技术，对铬（Ⅵ）污染农田

土壤进行修复实验．结果表明：电动力耦合活性炭（ＰＲＢ）技术能有效地修复铬（Ⅵ）污染土壤；在同等能量利用

率的情况下，污染土壤铬（Ⅵ）的去除率比单一电动力技术提高５．８７％，为９９．４５％，能量利用率为７．３８％·

（ｋＷ·ｈ）－１，土壤ｐＨ值变化幅度不大；ＥＫ?ＰＲＢ技术能充分利用２种技术的优点，提高铬（Ⅵ）去除率，对土

壤ｐＨ值影响较小，不易造成土壤酸化现象．

关键词：　电动修复；可渗透反应格栅；活性炭；铬（Ⅵ）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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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变化日益加

快，很多未经处理的废弃物都转移到了土壤之中，如重金属、硝酸盐、农药等．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总体

形势非常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并且在有的特殊区域出现了重污染及高风险污染［１］．土壤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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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污染具备滞后性、隐蔽性、不可逆性及人体易富集吸收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处理难度［２?３］．部分地区土壤铬污染较为严重，主要是废弃的工业场对铬废料的不当处理和意外泄

漏［４］．铬（Ⅵ）在土壤中主要以含氧阴离子的形态（ＣｒＯ４
２－，ＨＣｒＯ４

－，Ｃｒ２Ｏ７
２－）存在，在土壤与地下水中

的移动性要强于铬（Ⅲ）．此外，铬（Ⅵ）也有着更强的毒性和致癌性．中国约有０．２１％的耕地被遗弃，其

中１．３９％的耕地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受铬（Ⅵ）污染风险
［５?６］．因此，对铬（Ⅵ）污染农田土壤的修复已经成

为许多国家环境保护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７］．目前，修复农田污染土壤的技术有电动力修复技

术［４，６］、化学还原法［８?９］、钝化法［１０］、生物修复法等．与其他技术相比，电动力修复技术具有修复效率高、

可靠性强和经济可行性好等特点，但是电动力修复技术也存在着土壤酸化、能耗大等局限性［１１?１４］．电动

力耦合活性炭可渗透反应格栅（ＥＫ?ＰＲＢ）被用来修复包括铬（Ⅵ）污染在内的重金属原位土壤污

染［１５?１７］，在近几年受到了广泛关注．张瑞华等
［１８］以铁屑为ＰＲＢ填充物，用电动力学修复铬（Ⅵ）污染土

壤，铬（Ⅵ）的去除率可达９０％以上．Ｓｕｚｕｋｉ等
［１９］以ＥＫ?ＰＲＢ技术修复铬（Ⅵ）污染土壤时，以Ｆｅ３Ｏ４ 为

ＰＲＢ填料，铬（Ⅵ）去除率高达９０％．活性炭吸附水中的铬（Ⅵ），具有高效、化学污泥减量化、可实现重金

属回收等优点，从而得到广泛的应用［１３?１４］．由于土壤颗粒不能与活性炭充分作用，因此，将电动力学方法

与活性炭作为填充物质的ＰＲＢ技术联用，可以克服单一修复技术的缺点，但该联用技术用于铬（Ⅵ）污

染土壤的修复研究还鲜有报道．本文模拟铬（Ⅵ）污染农田土壤，对比单一电动修复技术及其与活性炭

ＰＲＢ技术联用的修复效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土壤与活性炭

供试的土壤采集自福建省厦门市华侨大学附近未受污染农田（深度为０～２０ｃｍ），去除土壤中的岩

石、杂草和植物根系，混合均匀，室温下自然风干，磨细后，用２ｍｍ筛网过筛，储存备用．实验所用活性

炭为分析纯粒状活性炭．

将铬（Ⅵ）添加到未受污染的土壤中，模拟铬（Ⅵ）污染土壤，质量比为９４２．７ｍｇ·ｋｇ
－１．具体方法如

下：称取１５００ｇ上述储备待用的土壤，放置于玻璃器皿中均匀搅拌，将４ｇ铬酸钾溶解于蒸馏水中，并

将重铬酸钾溶液与土壤充分混合，搅拌均匀，置于通风橱中自然风干且平衡５ｄ，达到铬（Ⅵ）均匀分布和

在土壤样品中完全吸附的目的．实验开始时，取样，测定铬（Ⅵ）与土壤的质量比为１０１７．３ｍｇ·ｋｇ
－１，

将其作为土壤污染物初始值；土壤类型为壤土；ｐＨ＝８．１５；碳的质量和土壤质量比为０．５８９８ｍｇ·ｇ
－１；

水的质量分数为３０％．

１．２　实验设计

实验用到的实验装置Ａ，Ｂ，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装置由聚氯乙烯材料制成；反应器主体主要由土壤

槽（６．５ｃｍ×１０．０ｃｍ×６．５ｃｍ）、阳极槽（３．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６．５ｃｍ）、阴极槽（３．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６．５

ｃｍ）、ＰＲＢ槽（１．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６．５ｃｍ）、万用表、直流电源、石墨电板（６．５ｃｍ×１．０ｃｍ×１０．０ｃｍ）和

若干导线组成，将土壤槽分为５部分，从阳极到阴极依次标记为Ｓ１～Ｓ５，每一部分长１．３ｃｍ．

（ａ）装置Ａ　　　　　　　　　　　　　　　　　（ｂ）装置Ｂ

图１　电动力修复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为避免土壤槽中的土壤颗粒进入电极槽中，实验开始前，将定性滤纸放置于土壤槽与电极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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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配置好的模拟铬（Ⅵ）污染土壤装进土壤槽中并压实，ＰＲＢ安装在靠近阳极一侧．阴、阳极两极电解槽

中分别以高纯石墨板作为电极．装置Ｂ与装置Ａ主要的区别是取消安装在靠近阳极一侧的ＰＲＢ．

１．３　实验方法

电动修复实验条件，如表１所示．在土壤槽中填满３００ｇ配制好的模拟铬（Ⅵ）污染土壤，两极槽加

表１　电动修复实验条件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实验编号 实验装置 ＥＫ?ＰＲＢ
电压梯度／
Ｖ·ｃｍ－１

修复时间／
ｄ

Ｔ１ Ａ 活性炭 １ ５

Ｔ２ Ａ 活性炭 ２ ５

Ｔ３ Ａ 活性炭 ３ ５

Ｔ４ Ｂ 无 １ ５

Ｔ５ Ｂ 无 ２ ５

入蒸馏水作为电解液，直至蒸馏水完全润湿土

壤并且保持两极槽液面与土壤齐平．电动修复

后，待反应器中的土壤自然风干后取出，将土壤

分为Ｓ１～Ｓ５，分别进行取样，测定其ｐＨ 值及

六价铬和土壤的质量比．在计算总去除率时，将

５部分的土样充分搅拌混合后，测定污染物与

初始的质量比．

１．４　分析方法

１．４．１　土壤ｐＨ值的测定　准确称取１０ｇ土壤于烧杯中，按照１．０∶２．５的比例，加入２５ｍＬ的去离

子水，充分搅拌均匀，静置３０ｍｉｎ后，使用ｐＨ仪测定．

１．４．２　土壤铬（Ⅵ）的测定　准确称取２ｇ土壤，加入１５～３０ｍＬ，０．４ｍｏｌ·Ｌ
－１的ＫＣｌ搅拌５ｍｉｎ，离

心分离后，上清液转移到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继续使用残渣，加入１５～２０ｍＬ的ＫＣｌ搅拌２ｍｉｎ，离心分

离２～３次，上清液均转移至容量瓶中，定容．采用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测定，铬（Ⅵ）的回收率达到

９０％以上．

１．４．３　能量损耗与铬（Ⅵ）总去除率的计算　能量损耗（犠）的计算式为

犠 ＝∫
狋

０
犝犐ｄ狋．

上式中：犝 为实验中施加的电压，Ｖ；犐为实验中反应器的电流，Ａ；狋为运行时间，ｈ．

铬（Ⅵ）总去除率（η）的计算式为

η＝ （犆０－犆）／犆０×１００％．

上式中：犆０ 为实验前六价铬和土壤的质量比，ｍｇ·ｇ
－１；犆为实验后六价铬和土壤的质量比，ｍｇ·ｇ

－１．

能量利用率（β）的计算式为

β＝η／犠．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电流随时间的变化

不同实验条件下电流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实验过程中，电流的大小呈现

图２　不同实验条件下电流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出犐Ｔ５＞犐Ｔ４＞犐Ｔ３＞犐Ｔ２＞犐Ｔ１的顺序；除了Ｔ１与Ｔ２外，电动

力修复过程中电流随时间先增大后减少，最后趋于稳定；

Ｔ１与Ｔ２电流分别在１，２ｍＡ上下轻微波动，没有呈现出

明显的变化；Ｔ３与Ｔ４电流在２ｄ之内逐渐增大到一定峰

值，Ｔ３的最大电流能达到８．６９ｍＡ，Ｔ４的最大电流则高达

１３．９５ｍＡ，到实验后期，电流逐渐减小，最终两组实验的电

流均稳定在２．００ｍＡ左右；Ｔ５的电流在１１ｈ之内，迅速从

０．７０ｍＡ增加到２０．４４ｍＡ，随后电流逐渐减小，最终稳定

在２．００ｍＡ左右．

在电动力修复实验中，电流大小与在土壤中可移动离

子的质量浓度密切相关［１９?２０］，实验开始时电流较高是因为

高质量浓度的金属离子导致的．电流逐渐降低的原因主要

有２个．１）随着电动力修复时间的增加，土壤中可移动的金属离子向阴阳极发生电迁移，造成土壤中可

移动离子的减少［２１?２２］，电流随之降低．２）电动力修复过程中特别是修复后期，电极槽发生电阻极化和浓

５６３第３期　　　　　　　龚万祺，等：应用电动力耦合活性炭ＰＲＢ技术的铬（Ⅵ）污染土壤修复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差极化等现象，使电极电阻增大、导电性下降，电流也就随之减小［２３］．对于安置ＰＲＢ的实验，ＰＲＢ内活

性炭填料随着修复反应的进行不断吸附铬（Ⅵ），致使ＰＲＢ填料的通透性降低，整个回路的电阻增大，电

图３　不同实验条件下累积的

能量损耗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流减小．

２．２　能量损耗随时间的变化

不同实验条件下累积的能量损耗随时间的变化，如

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电动力修复过程中，损耗的电能

随时间呈现出单调增加的趋势，这与许多研究结果一

致［２４］；累积能量损耗表现为犠Ｔ３＞犠Ｔ５＞犠Ｔ４＞犠Ｔ２＞

犠Ｔ１．在安置了ＰＲＢ的实验中，只有Ｔ３的能量损耗高

于没有安置ＰＲＢ的实验．除了有害金属的迁移所需要

的能量外，加热效应和水的电解也会造成能量损失．

为了进一步说明在电动力修复过程中的能量利用

情况，评估了各组实验的能量利用率．不同实验条件下

修复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各组能量利用率表

现为βＴ１＞βＴ２＞βＴ４＞βＴ５＞βＴ３；Ｔ３与Ｔ５有较高的移除

效率，但由于热效应、水的电解和非目标离子的迁移导

致更多能量的损耗，所以Ｔ３与Ｔ５呈现出相对较低的能量利用率．

表２　不同实验条件下修复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试验编号 可渗透反应格栅ＰＲＢ η／％ 犠／ｋＷ·ｈ β／％·（ｋＷ·ｈ）
－１

Ｔ１ 活性炭 ５８．１７ １．００８ ５７．７１

Ｔ２ 活性炭 ７０．６１ ３．１５６ ２２．３７

Ｔ３ 活性炭 ９９．４５ １３．４７２ ７．３８

Ｔ４ 无 ８３．３４ ６．１１２ １３．６４

Ｔ５ 无 ９３．５８ １２．６６２ ７．３９

２．３　电解液狆犎值随时间的变化

电动力修复过程中，阴阳两极电解液ｐＨ值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４所示．

（ａ）阳极电解液　　　　　　　　　　　　　　　　（ｂ）阴极电解液　

图４　不同实验条件下阳极电解液和阴极电解液ｐＨ值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ｎｏｌｙｔｅａｎｄｃａｔｈｏｌｙｔｅｗｉｔｈｐＨ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４可知：实验过程中，阳极电解液ｐＨ值都随时间呈现出迅速降低，最后稳定的趋势，其中，Ｔ１，

Ｔ２和Ｔ３阳极电解液ｐＨ值稳定在２左右，Ｔ４，Ｔ５则稳定在１左右；阴极电解液ｐＨ值都随时间呈现出

迅速升高，而后趋于稳定的趋势，最终均保持在１０以上．这是因为阴阳两极电解液在电场的作用下会发

生水解反应，反应式如下．

阳极反应： ２Ｈ２Ｏ＝４Ｈ
＋＋Ｏ２（ｇ）＋４ｅ

－

阴极反应： ４Ｈ２Ｏ＋４ｅ
－＝４ＯＨ－＋２Ｈ２（ｇ）

由反应式可知：阳极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的Ｈ＋会使阳极槽ｐＨ值降低
［２５］；而阴极发生还原反应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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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ＯＨ－会使阴极槽ｐＨ值升高．较高的电流值会增大电解的强度，从而导致阴阳两极电解液ｐＨ值更

显著的变化．在电动力修复的后期，阴极电解液ｐＨ值随时间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主要的原因是较

大的电渗流导致的阴极槽ＯＨ－的质量浓度降低［２６］．

２．４　土壤狆犎随时间的变化

电动力修复实验结束后，土壤ｐＨ值变化，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Ｓ１～Ｓ５的ｐＨ值都逐渐增大，

图５　不同实验条件修复后土壤ｐＨ值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ａｆｔｅｒ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即土壤ｐＨ值从靠近阳极区域到靠近阴极区域呈现出逐渐

升高的趋势；Ｔ４和Ｔ５靠近阳极区域的土壤ｐＨ值较低，分

别只有３．８４和４．１９；Ｔ１，Ｔ２和Ｔ３表现出从Ｓ１～Ｓ５逐渐

变大的趋势，但是各部分土壤ｐＨ值变化幅度不大，这是由

于两极电解液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水解反应造成的；阳极

产生的Ｈ＋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会向阴极迁移，所以靠近阳

极区域的土壤ｐＨ值会降低，阴极产生的ＯＨ
－在电场力的

作用下会向阳极移动，导致靠近阴极区域的土壤ｐＨ 值升

高［２７］；电动力修复实验完成后，未安置的ＰＲＢ，靠近阳极区

域的Ｔ４，Ｔ５土壤的ｐＨ值（Ｓ１和Ｓ２尤为突出）低于安置了

ＰＲＢ的Ｔ１，Ｔ２和 Ｔ３，这和活性炭作为ＰＲＢ填充物质有

关，即在相同的修复时间内，阳极槽电离产生的 Ｈ＋在向阴

极迁移的过程中大多数被活性炭吸附，而靠近阳极区域的土壤只吸附了少部分的 Ｈ＋．

２．５　土壤中铬（Ⅵ）的分布和去除率

电动力修复结束后，土壤中铬（Ⅵ）的分布，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除了Ｔ１外，无论有没有ＰＲＢ，

修复完成后铬（Ⅵ）在土壤中残留趋势整体表现为从阴极到阳极逐渐升高，这是由于铬（Ⅵ）在电场的作

用下从阴极向阳极迁移［２８］；Ｔ１中Ｓ１采样点残留量要低于Ｓ２，这是因为安置活性炭ＰＲＢ后，在电流较

小的情况下，靠近ＰＲＢ区域的铬（Ⅵ）更易于通过活性炭的吸附作用从土壤中移除；Ｓ５点的残留量要高

于Ｓ４，主要原因是在弱碱性条件下，铬（Ⅵ）和土壤颗粒的结合能力比较强，在１Ｖ·ｃｍ
－１的较低电压梯

度下，由于安置了ＰＲＢ，电阻较大，电流较小，电迁移的作用也随之减小，铬（Ⅵ）难以被迁移，而随着电

压的增大，电流也随之增大，安置ＰＲＢ的Ｔ２和Ｔ３中越来越多的铬（Ⅵ）通过电迁移的作用迁移出土壤

（包括Ｔ１中残留量较高且较难被迁移的Ｓ５点中的铬（Ⅵ））．

不同实验条件下，各采样点铬（Ⅵ）的去除率，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修复完成后，铬（Ⅵ）的去除

率整体上表现为从阳极到阴极逐渐升高，在Ｔ３和Ｔ５靠近阴极区域的土壤中，铬（Ⅵ）几乎全部被移除；

而随着电压的升高，土壤各部分污染物的去除效率明显提高．

图６　不同实验条件修复后土壤中铬（Ⅵ）的变化　　图７　不同实验条件下各采样点铬（Ⅵ）的去除率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Ⅵ）ｉｎｓｏｉｌ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７　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ｒ（Ⅵ）ａｔ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ｏｉ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土壤对铬（Ⅵ）的吸附随ｐＨ值的升高而降低，主要可分为较快下降区、平缓区和急剧下降区３个区

域，转折点分别在ｐＨ值为３．５～４．０和６．５．到ｐＨ＞８．０时，土壤对铬（Ⅵ）几乎不产生吸附
［２９］．靠近阳

极区域的采样点Ｓ１，随着电动力修复的进行ｐＨ值逐渐降低，对铬（Ⅵ）的吸附较开始时的弱碱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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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除了Ｔ１，采样点Ｓ１铬（Ⅵ）的去除也低于其他４个采样点．

３　结论

１）与安置ＰＲＢ的实验相比，没有安置ＰＲＢ的实验靠近阳极区域的土壤ｐＨ值较低，出现酸化的现

象，活性炭耦合电动力技术比传统电动力修复技术展现出更好的环境友好性，不易造成土壤酸化现象．

２）铬（Ⅵ）在电动力修复过程中是通过电迁移的作用从阴极向阳极进行迁移，迁移到阳极附近的铬

（Ⅵ）被安置在此处的ＰＲＢ内的活性炭填料吸附，从而提高靠近阳极区域土壤中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３）单一电动力修复技术在电压梯度为２Ｖ·ｃｍ－１，修复时间为５ｄ下，铬（Ⅵ）去除率为９３．５８％，

能量利用率为７．３９％·（ｋＷ·ｈ）－１；活性炭ＰＲＢ与电动力修复技术联用在电压梯度为３Ｖ·ｃｍ－１，修

复时间为５ｄ下，铬（Ⅵ）去除率则高达９９．４５％，能量利用率为７．３８％·（ｋＷ·ｈ）
－１．

４）电动力耦合活性炭ＰＲＢ技术比传统电动力技术修复铬（Ⅵ）污染土壤不仅可以在同等能量利用

率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好的去除率，同时对土壤ｐＨ值的影响较小，有明显的优势，在修复铬（Ⅵ）污染农

田土壤方面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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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３?８９０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８２．

［２］　杨海君，张海涛，刘亚宾，等．不同修复方式下土壤稻谷中重金属含量特征及其评价［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

（２３）：１６４?１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７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６８１９．２０１７．２３．０２１．

［３］　陈勤，沈羽，方炎明，等．紫湖溪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与植物富集特征［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４）：１９８?２０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６８１９．２０１４．１４．０２５．

［４］　ＸＵＹｕｎｆｅｎｇ，ＸＵ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ＯＵＨｅｔｉａｎ，犲狋犪犾．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Ⅵ）?ｃｏｎ

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ｃｌａｙｂｙａｈｙｄｒｏｃａｌｕｍｉｔ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２３（７）：６５１７?

６５２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３５６?０１５?５６８５?ｙ．

［５］　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ｙ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ｙａｎｇ，ＬＩＵＬｅｉ，犲狋犪犾．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ｒａｂｌｅｓｏｉｌ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７５（３）：２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６６５?０１５?５０７８?ｚ．

［６］　ＷＵＪｕｎｎ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ｏｚｈｅｎｇ．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ｐＨ，ｆｌｏｗｏｆＣ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ｒ（Ⅵ）ａｎｄＣｒ（Ⅲ）ｉｎｔｈｅｓｏｉ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６，２１１：６５２?６６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ｌｅｃｔａｃｔａ．２０１６．０６．０４８．

［７］　ＷＥＮＧＣＨ，ＬＩＮＹＴ，ＬＩＮＴＹ，犲狋犪犾．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ｅｒ?Ｃｒ（Ⅵ）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ｌａｙｂｙｚｅｒｏ?ｖａｌｅｎｔｉｒ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７，１４９（２）：２９２?３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０７．

０３．０７６．

［８］　黄莹，徐民民，李书鹏，等．还原稳定化法修复六价铬污染土壤的中试研究［Ｊ］．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９（２）：９５１?９５８．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３０／ｊ．ｃｊｅｅ．２０１５０２７４．

［９］　梁金利，蔡焕兴，段雪梅，等．还原法修复六价铬污染土壤的研究［Ｊ］．环境科学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８（３）：８０?８３．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１２１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９．

［１０］　郑涵，安平，段淑辉，等．基于籽粒Ｃｄ消减率与边际效率评价Ｃｄ污染稻田的修复效果［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４

（１）：２１７?２２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７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６８１９．２０１８．０１．３０．

［１１］　ＹＡＮＧＪＳ，ＫＷＯＮＭＪ，ＣＨＯＩＪＹ，犲狋犪犾．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ｓ，Ｃｕ，Ｐｂ，ａｎｄＺｎｄｕｒ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ｕｓ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４，１１７：７９?８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９．

［１２］　ＬＵＰｉ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ｙａｎ，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ｊｕｎ，犲狋犪犾．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ａｎｄｃａｄｍｉｕｍ?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ｆｒｏｍ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ｉｔｅ［Ｊ］．２０１２，９８：２１６?２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ｅｐｐｕｒ．２０１２．０７．０１０．

［１３］　公绪金，李伟光，张妍妍，等．活性炭吸附水中六价铬机理及影响因素［Ｊ］．山东建筑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６（４）：３９６?

４０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６４４．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８．

［１４］　张朝升，谭秋荀，张可方，等．活性炭对六价铬的吸附研究［Ｊ］．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２（２）：８２?８７．

ＤＯＩ：ｈｔｔｐ：∥ｉｒ．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ｈａｎｄｌｅ／３１１０１６／８８６３．

８６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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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ＹＥＵＮＧＡＴ，ＧＵ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１，１９５（１５）：１１?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１１．０８．０４７．

［１６］　ＲＵＩＺＣ，ＭＥＮＡＥ，ＣＡＮＩＺＡＲＥＳＰ，犲狋犪犾．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２，４，６?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ｆｒｏｍｓｐｉｋｅｄｃｌａｙｓｏｉｌｓ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

ｎｅｔｉｃｓｏｉｌｆｌｕｓｈ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５３（２）：８４０?８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１／ｉｅ４０２８０２２．

［１７］　ＺＨＡＯＳｈｕｎｉｎｇ，ＦＡＮＬｉ，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ｙｕａｎ，犲狋犪犾．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ｋａｏｌｉｎ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３１：２７４?２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ｐｒｏｅｎｖ．２０１６．０２．０３６．

［１８］　张瑞华，孙红文．电动力和铁ＰＲＢ技术联合修复铬（Ⅵ）污染土壤［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７（５）：１１３１?１１３６．ＤＯＩ：１０．

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０?３３０１．２００７．０５．０３５．

［１９］　ＳＵＺＵＫＩＴ，ＫＡＷＡＩＫ，ＭＯＲＩＢＥＭ，犲狋犪犾．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ＣｒａｓＣｒ（Ⅲ）ｆｒｏｍＣｒ（Ⅵ）?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ｃｌａｙ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４，２７８：２９７?３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６．

［２０］　ＲＹＵＳＲ，ＪＥＯＮＥＫ，ＢＡＥＫＫ．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ｌ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ｅｌｅｃ

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７，７０：

２５２?２５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ｔｉｃｅ．２０１６．１０．０５８．

［２１］　ＹＵＡＮＬｉｚｈｕ，ＬＩＨａｉｙａｎ，ＸＵＸｉｎｇｊｉａｎ，犲狋犪犾．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ｋａｏｌｉｎｂｙａ

ＣＮ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ｙａｒｎｃａｔｈｏｄｅ［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１６，２１３：１４０?１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ｊ．ｅｌｅｃｔａｃｔａ．２０１６．０７．０８１．

［２２］　计敏惠，邹华，杜玮，等．表面活性剂增效电动技术修复多环芳烃污染土壤［Ｊ］．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１０（７）：３８７１?

３８７６．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３０／ｊ．ｃｊｅｅ．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０．

［２３］　孙玉超，邹华，朱荣．电动力耦合ＰＲＢ技术修复ＰＯＰｓ污染土壤［Ｊ］．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１１（１０）：５７２９?５７３６．ＤＯＩ：

１０．１２０３０／ｊ．ｃｊｅｅ．２０１６１２１２９．

［２４］　Ｌ?ＰＥＺ?ＶＩＺＡ?ＮＯＲ，ＡＬＯＮＳＯＪ，ＣＡＩＺＡＲＥＳＰ，犲狋犪犾．Ｅｌｅｃｔｒ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ｅｎａｎ

ｔｈｒｅｎｅｉｎａｐｉｌｏｔｐｌａ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４，２６５：１４２?１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ｈａｚｍａｔ．２０１３．１１．

０４８．

［２５］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ＸＵＪｉ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ＵＳｈｕｆａ，犲狋犪犾．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ｕｓｉｎｇ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Ｊ］．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９０：２９７?３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ｅｐｐｕｒ．

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６．

［２６］　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ＪＩＮＣｈｕｎｊｉ，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ｎ，犲狋犪犾．２Ｄｃｒｏｓｓ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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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高效筛选具有催化合成（Ｓ）?度洛西汀功能菌株的方法．以来源于福建省厦门市附近海域的

海水及淤泥中的微生物组为出发材料，经过菌株培养、富集及贫瘠筛选培养基筛选，梯度补加苯乙酮，利用细

胞催化降解苯乙酮，并进行平板筛选和１６ＳｒＤＮＡ鉴定，从而获得一株可以高效利用苯乙酮的功能菌株犅犪

犮犻犾犾狌狊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利用静息细胞法和核磁共振技术进行检测和验证，结果表明：犅．犿犲犵犪狋犲

狉犻狌犿具有催化犖，犖?二甲基?３?酮?３?（２?噻吩）?１?丙胺（ＤＫＴＰ）不对称转化制备（Ｓ）?犖，犖?二甲基?３?羟基?３?（２?

噻吩）?１?丙胺（ＤＨＴＰ）的潜在能力．

关键词：　（Ｓ）?度洛西汀；生物催化；手性药物；高效筛选；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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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化合物作为很多药物的关键中间体，其高效合成具有较高的理论效益和经济效益．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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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化学法合成手性化合物，生物法制备手性化合物具有手性和立体选择性高、环境友好等特点，因

此，近年来关于生物法制备手性化合物的研究备受关注［１?９］．（Ｓ）?度洛西汀化学名为（Ｓ）?Ｎ?甲基?３?（１?萘

氧基）?３?（２?噻吩基）?１?丙胺，是由美国ＥｌｉＬｉｌｌｙ公司开发的５?羟色胺及去甲肾上素腺再摄取抑制剂

（ＳＮＲＩｓ）．盐酸度洛西汀作为盐酸氟西汀的替代品，具有化学稳定性好、安全有效、副作用少、对其他受

体亲和力低等特点［１０?１５］．盐酸度洛西汀的合成方法以化学合成法为主，但化学合成法收率较低、污染环

境、副反应较多、工艺路线长［１２?１３，１６?１７］．而微生物发酵合成盐酸度洛西汀环境友好、节能绿色，但发酵产

物浓度低，生产周期较长，工艺管理要求严格．全细胞催化犖，犖?二甲基?３?酮?３?（２?噻吩）?１?丙胺（ＤＫ

ＴＰ）不对称转化制备（Ｓ）?犖，犖?二甲基?３?羟基?３?（２?噻吩）?１?丙胺（ＤＨＴＰ），可作为生产（Ｓ）?度洛西汀的

手性中间体，其反应路线简洁，易实现辅酶再生．筛选含有催化不对称转化高活性、高选择性的酮基还原

酶的菌株是实现有效制备手性度洛西汀的关键［１８?１９］．相较于陆地酶，来源于海洋微生物的氧化还原酶具

有耐盐、耐热、适冷、耐压、耐酸、耐碱等特性，而受到更多的关注［２０?２３］．目前，国内生产（Ｓ）?度洛西汀的技

术和方法相对落后，具有制备度洛西汀等相关手性化合物能力的企业不多．因此，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制备（Ｓ）?度洛西汀的微生物资源和相应的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关于生物法制备（Ｓ）?度洛西汀

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报道的具有生产（Ｓ）?度洛西汀潜力的菌株多来自于陆地土壤环境
［１８?１９］，而关于水生

环境，特别是来自于海洋高盐环境等特殊环境的菌株的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以来源于海洋环境中的

微生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对具有合成（Ｓ）?度洛西汀潜力的功能菌株进行高效筛选及检测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微生物、主要试剂及仪器

１）微生物：所用菌种来源于福建省厦门市附近海域的海水和近海淤泥．

２）试剂：ＤＮＡ聚合酶，高纯度ｄＮＴ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福建省厦门市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高保真快速

ＤＮＡ聚合酶（ＴｒａｎｓＳｔａｒｔＦａｓｔＰｆｕＤＮＡ聚合酶，北京全式金公司）；ＡｘｙＰｒｅｐＤＮＡ凝胶回收试剂盒（浙

江省杭州市爱思进（杭州）技术有限公司）；磷酸盐（ＰＢＳ）缓冲液、Ｅｚｕｐ柱式细菌基因组ＤＮＡ抽提试剂

盒、ＳａｎＰｒｅｐ柱式ＤＮＡ胶回收试剂盒（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实验所用的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级（北京

市国药集团）．

３）仪器：超速冷冻离心机（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ｆｆ公司）；全波长酶标仪（德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５００ＭＨｚ／

ＡｖａｎｃｅⅢ型５００Ｈｚ核磁共振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１．２　培养基及主要缓冲液

筛选培养基Ⅰ：５ｇ（ＮＨ４）２ＳＯ４；１ｇＫＨ２ＰＯ４；３ｇＫ２ＨＰＯ４·３Ｈ２Ｏ；０．２ｇＭｇＳＯ４·Ｈ２Ｏ；０．００２ｇ

ＭｎＳＯ４·Ｈ２Ｏ；０．００２ｇ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５０μｇ生物素；１００μｇＶＢ１；体积分数为２％的苯乙酮，用蒸馏水

配置．

筛选培养基Ⅱ：在培养基Ⅰ的基础上，加入体积分数为１．５％～３．０％的琼脂．

ＬＢ培养基：５ｇ酵母粉；１０ｇ蛋白胨；１０ｇＮａＣｌ；ｐＨ值为７．０．

ＰＢＳ缓冲液（１Ｌ）：１３７ｍｍｏｌ·Ｌ－１ ＮａＣｌ；２．７ｍｍｏｌ·Ｌ－１ ＫＣｌ；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１ Ｎａ２ＨＰＯ４；２

ｍｍｏｌ·Ｌ－１ＫＨ２ＰＯ４；ｐＨ值为７．０．

１．３　制备菌株样品

对近海区域取得的海水及淤泥样品进行搅拌混匀，制成母液，按２０％的接种量加入筛选培养基Ⅰ，

制成混合细胞液，共８组．

培养条件：起始ｐＨ值为６．０，装液量体积分数为２０％，温度为２８℃，摇床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
－１，培

养时间为２４ｈ．混合细胞液为培养结束时获得的发酵液．

１．４　梯度筛选功能菌株

向获得的发酵液中，梯度添加苯乙酮作为唯一碳源，得可降解苯乙酮的功能菌株．全细胞催化反应

的方法为每３ｄ向发酵液中添加体积分数为２％的苯乙酮，连续梯度补加，培养２１ｄ．培养温度为２８℃，

摇床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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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复筛、菌种分离检测及鉴定

使用筛选培养基Ⅱ对初步获得的菌株进行复筛，其方法为：按照培养基Ⅱ的配方制备固体平板，将

经梯度补加苯乙酮筛选所获得的菌种进行稀释涂平板，稀释倍数为１００～１００００．然后，将其置于２８℃

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时间为７２ｈ．

１６ＳｒＤＮＡ菌株鉴定有如下４个步骤．１）挑取经筛选培养基Ⅱ筛选得到的平板上的单菌落，接种到

ＬＢ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温度为２８℃，摇床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１，培养时间为１２ｈ．２）在冷冻离心机中

离心（４℃，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１０ｍｉｎ），获得细胞，弃上清液，沉淀用ＰＢＳ缓冲液（ｐＨ值为７．０）重悬，充

分洗涤后离心，重复操作３次．３）利用基因组ＤＮＡ提取试剂盒（Ｅｚｕｐ柱式细菌基因组ＤＮＡ抽提试剂

盒）提取基因组ＤＮＡ，利用１６ＳｒＤＮＡ特异性引物进行多聚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扩增，对扩增得到的产物

进行胶回收纯化（ＳａｎＰｒｅｐ柱式ＤＮＡ胶回收试剂盒）．４）对纯化产物进行测序．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在核糖

体数据库（ｈｔｔｐ：∥ｒｄｐ．ｃｍｅ．ｍｓｕ．ｅｄｕ／ｉｎｄｅｘ．ｊｓｐ）上比对．

ＰＣＲ引物为２７Ｆ（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ＭＴＧＧＣＴＣＡＧ）和１４９２Ｒ（ＧＧＴＴＡ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

ＰＣＲ扩增体系为纯化的１μＬＰＣＲ产物（１０ｎｇ·μＬ
－１），４μＬＢｉｇＤｙｅ（２．５×），２μＬＢｉｇＤｙｅＳｅｑＢｕｆｆｅｒ

（５×），１μＬ引物（３．２ｐｍｏｌ·μＬ
－１），１２μＬ灭菌去离子水，总体积为２０μＬ．ＰＣＲ程序为９６℃，１ｍｉｎ→

（９６℃，１０ｓ→５０℃，５ｓ→６０℃，４ｍｉｎ）×２５个循环→４℃保温．

１．６　静息细胞法制备（犛）?度洛西汀中间体

参照文献［１９］报道的静息细胞法，首先，使用原始菌株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合成

（Ｓ）?度洛西汀中间体．将筛选获得的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接种到ＬＢ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温度为２８℃，摇床

转速为１５０ｒ·ｍｉｎ－１，培养时间为２４ｈ．其次，在冷冻离心机中离心（４℃，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１０ｍｉｎ），获

得细胞，弃上清液，沉淀用ＰＢＳ缓冲液（ｐＨ值为７．０）重悬，充分洗涤后离心，重复操作３次．然后，在１５

ｍＬ离心管中，控制反应体系为５ｍＬ，采用５０ｍｍｏｌ·Ｌ－１的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体系，其中，含有５ｇ·Ｌ
－１

的ＤＫＴＰ，湿菌体２００ｍｇ．反应７２ｈ后取样，采用核磁共振分析检测培养液中是否含有ＤＨＴＰ．

１．７　核磁共振检测体系中的（犛）?犖，犖?二甲基?３?羟基?３?（２?噻吩）?１?丙胺

将催化得到的反应液离心（４℃，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利用旋转蒸发仪进行处理，

加入ＤＭＳＯ?ｄ６ 后进行核磁分析．核磁共振条件为
１Ｈ 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δ值为８．１３（ｓ，１Ｈ），

１６．１７～７．８７（ｍ，１Ｈ），１６．１７～７．７０（ｍ，１Ｈ），１６．１７～７．３９（ｍ，１Ｈ），１６．１７～７．０１（ｍ，１Ｈ），１６．１７～

６．８１（ｍ，１Ｈ），３．６７（ｓ，１２Ｈ），３．６７（ｓ，１２Ｈ），３．６７（ｓ，１１Ｈ），４．０６～２．３０（ｍ，１２Ｈ）．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制备菌株样品

以来源于海洋环境中的微生物资源为研究对象，为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备（Ｓ）?度洛西汀的

技术奠定基础．化学合成法制备（Ｓ）?度洛西汀及其相似手性化合物具有收率较低、副反应较多等缺

点［１２?１３，１６］．相比之下，生物法制备（Ｓ）?度洛西汀及其相似手性化合物反应时间短、副反应较少．获得具有

催化合成（Ｓ）?度洛西汀的功能微生物是开发相应制备技术的关键．ＤＫＴＰ对微生物有较大的毒性，会严

重影响微生物的生长，而具有催化苯乙酮能力的微生物具有制备（Ｓ）?度洛西汀关键中间体的能力
［１８］．

因此，采用苯乙酮为底物，利用贫瘠型筛选培养基［１８］，以苯乙酮为唯一能力来源，进行功能菌株的筛选，

经过连续２ｄ的培养，相较于对照组，发酵液的犇６００值增加了０．５，说明发酵液中具有可以利用苯乙酮的

微生物．

实验结果表明：发酵液的犇６００值相对增幅较小，其原因可能是使用的筛选培养基比较贫瘠，微生物

能量来源少，导致微生物生长缓慢．然而，使用单一能量来源的贫瘠培养基，可以增加筛选体系的专一性

和高效性，确保筛选结果的可靠性．

２．２　梯度筛选功能菌株、复筛、菌株分离及鉴定

苯乙酮对微生物的生长有一定的毒副作用，采用梯度补加苯乙酮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减少苯乙酮

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单一因素的选择压力可以增强功能菌株向催化苯乙酮的方向进行进

化，使筛选得到的功能菌株具有更强的利用苯乙酮的能力．文中每３ｄ梯度补加苯乙酮，连续梯度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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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２１ｄ，发现发酵液中菌体的犇６００值有显著的变化（图１）．７，８号样品的犇６００值之比为３∶２，说明发酵

液中具有可降解苯乙酮的功能菌株．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酵液犇６００值逐渐增大，说明梯度补加的方法有

利于逐渐强化功能菌株催化降解苯乙酮的能力．

为了分离发酵液中的微生物，得到单一的菌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验证筛选结果的可靠性，使用筛

选培养基Ⅱ对初步获得菌株进行复筛．稀释涂平板培养和复筛的结果表明：该研究完成了对初筛结果的

复筛，且获得了单一的菌株（图２）．复筛培养时，在８组发酵液稀释涂平板中，只有６组长出单菌落．经

过挑单菌和再培养，获得２４株功能菌株．利用静息细胞法，初步检测了经复筛获得的２４株功能菌株催

化利用ＤＫＴＰ的能力，其中，有８株表现出较好的性能．

　图１　梯度补加苯乙酮后菌体的生产情况　　　　 图２　稀释涂平板进行复筛时菌落的生长情况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ｗｔ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ａｆｔｅｒ　　　　Ｆｉｇ．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ｏｎｙｇｒｏｗｔ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ｏｎｅ　　　　　　　ｏｆｄｉｌｕｔｅｄｃｏａｔｅｄｐｌａｔｅｆｏｒ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对获得的８株性能较好的菌株进行１６ＳｒＤＮＡ菌株鉴定．利用基因组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

图３　１６ＳｒＤＮＡ特异引物ＰＣＲ扩增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ｉｍｅｒｓｏｆ１６ＳｒＤＮＡ

组ＤＮＡ，利用１６ＳｒＤＮＡ特异性引物进行ＰＣＲ

扩增．ＰＣＲ扩增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泳道

Ｍ为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泳道１～８分别为１～８号单

菌１６Ｓｒ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结果，之后对扩增得到

的产物进行胶回收并进行测序．将获得的１６ＳｒＤ

ＮＡ序列在核糖体数据库（ｈｔｔｐ：∥ｒｄｐ．ｃｍｅ．ｍｓｕ．

ｅｄｕ／ｉｎｄｅｘ．ｊｓｐ）上比对，结果表明，这８株菌为犅．

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 或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犪狉狔犪犫犺犪狋狋犪犻．由 于 犅．

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的基因组已经报道，且具有相对较好

的利用ＤＫＴＰ的能力，故选取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进

行下一步研究．

２．３　催化性能检测

目前，具有光学特性的纯产品的年生产值已达２０００亿美元，已在全球范围内上市销售的药物中，

具有手性特征的药物占５６．５％
［１］，生物催化剂在手性药物中间体的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４，６，１８，２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目前，抑郁症是全球第四大疾病负担，也是导致患者功能残疾的主要原因之

一，大约有１／７的人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遭受抑郁症困扰
［１０?１７］．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

血管病的第二大疾病；到２０３０年，抑郁障碍更将成为中国疾病负担位居第一的疾病．作为一种高致残性

疾病，抑郁障碍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Ｓ）?度洛西汀是ＥｌｉＬｉｌｌｙ公司研发的新型双递

质抗抑郁药，弥补了主流抗抑郁药具有躯体疼痛症状的不足．此后，ＥｌｉＬｉｌｌｙ公司还开发了（Ｓ）?度洛西

汀的一些新适应症，如妇女中度至重度应激性尿失禁、成人糖尿病继发的外周神经痛等．２０１３年，（Ｓ）?

度洛西汀的销售额为１６亿美元．因此，制备（Ｓ）?度洛西汀相应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目前，利用生物法制备（Ｓ）?度洛西汀及其相似手性化合物的研究相对较少．生物法制备（Ｓ）?度洛西

汀关键手性中间体的反应条件温和、步骤简单［１８］．利用Ｃｈｅｍｂｉｏｄｒａｗ软件预测的ＤＫＴＰ和ＤＨＴ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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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图谱，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ＤＫＴＰ和ＤＨＴＰ的核磁图谱最主要的差别是ＤＨＴＰ在５．１７处有

一个羟基上的氢谱．

（ａ）ＤＫＴＰ　　　　　　　　　　　　　　　　　　　　（ｂ）ＤＨＴＰ

图４　ＤＫＴＰ和ＤＨＴＰ的核磁谱图

Ｆｉｇ．４　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ＤＫＴＰａｎｄＤＨＴＰ

图５　反应产物的
１ＨＮＭＲ核磁谱图

Ｆｉｇ．５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利用静息细胞法检测筛选获得的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催化

制备ＤＨＴＰ的潜在能力，反应７２ｈ后取样，采用核磁共振

分析检测培养液中是否含有（Ｓ）?犖，犖?二甲基?３?羟基?３?（２?

噻吩）?１?丙胺，其结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在５．３４处

出现了一个氢谱．由此可知，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具有潜在催化

制备ＤＨＴＰ的能力．

３　结束语

经过菌株培养、贫瘠筛选培养基筛选、梯度添加苯乙酮

及复筛的方法，获得一株可以高效利用苯乙酮的功能菌株

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静息细胞催化法和核磁共振技术检测和

验证了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具有潜在催化制备ＤＨＴＰ的能力．高效筛选具有催化合成（Ｓ）?度洛西汀的功能

菌株方法的建立及获得的犅．犿犲犵犪狋犲狉犻狌犿，在生物法制备（Ｓ）?度洛西汀及相关高附加值手性化合物领

域具有较好的工业应用前景，对于新颖生物催化剂的开发与手性化合物生物合成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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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决策树方法的高分一号犘犕犛影像

山区森林覆盖提取

刘恺１，２，周小成１，２

（１．福州大学 卫星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２．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　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为例，选取单期国产高分一号（ＧＦ?１）ＰＭＳ影像，采用面向对象决策树模型进

行森林覆盖提取．针对山区地形因素引起的阴坡森林区域光谱值异常现象，灵活运用坡度因子、红绿比值植被

指数、比值植被指数、归一化水体指数特征进行森林覆盖提取，并将该方法与其他分类器算法进行对比．结果

表明：决策树模型的森林制图精度为９６．１％，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８４；该模型可提取高精度的山区森林覆盖信息，

且具有可靠性．

关键词：　山区；森林覆盖；决策树模型；面向对象；高分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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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Ｋａｐｐ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ｓ０．８４．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ｒｅａ；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ｖ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ａｏｆｅｎ?１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森林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在环境保护及国民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掌握年

度森林资源覆盖率（面积）对及时评价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情况，以及评估森林资源变化、辨识人类活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

　通信作者：　周小成（１９７７?），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信息提取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ｘｃ＠ｆｚｕ．

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２０１７Ｌ３０１２）；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Ｈ６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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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１］．相较于林业部门传统的人工勾绘等方法，遥感技术具有覆盖范围广、实

时性强、成本低等优势，为获取森林覆盖面积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高分一号（ＧＦ１）卫星的发射对于中

国自主把握航天遥感的主动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基于ＧＦ?１ＷＦＶ影像的应用研究较多集中于提

取大豆、玉米及小麦等农作物［２?４］；对ＰＭＳ影像进行信息提取的研究中，在盐渍化
［５］、农作物［６］、居民地

提取［７］中均有应用．在森林覆盖识别上，ＧＦ?１ＷＦＶ影像应用较多
［８９］，而ＧＦ?１ＰＭＳ影像的应用并不常

见．任冲等
［１０］结合ＳＰＯＴ５与ＧＦ?１ＰＭＳ影像对小陇山百花林场进行林地类型划分，在ＧＦ?１影像上的

类型划分到有林地一类，说明有林地在ＧＦ?１ＰＭＳ影像上具备可识别性．目前，基于ＧＦ?１ＰＭＳ影像在

山区森林覆盖提取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决策树模型结构简单、直观易懂、灵活性高，已被应用于各种

遥感影像信息的提取中［１１１６］．综合考虑ＧＦ?１ＰＭＳ数据在山区森林覆盖提取的应用现状，本文对影像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影像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采用面向对象分析技术，使用决策树模型进行森

林覆盖提取．

１　研究区及数据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新罗区属福建省龙岩市，其地理位置如图１

所示．图１中：右侧的影像为融合后ＧＦ?１ＰＭＳ影

像，分辨率为２ｍ，影像大小为２７６１１ｐｘ×３７２０５

ｐｘ．新罗区总面积为２６８５．４ｋｍ
２，平均海拔６５８

ｍ，是典型的山区代表．新罗区是福建省的重要林

区，其森林覆盖率居龙岩市第二．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森林覆盖面积包括有林

地面积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面积．其中，有林地指连续面积大于０．０６７ｈｍ２，郁闭度０．２０以上，附

着有森林植被的林地．根据《“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的规定》，新罗区无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

积，故新罗区森林覆盖面积即有林地面积．

１．２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获取６景高分一号ＰＭＳ数据，幅宽为６０ｋｍ，多光谱（ＭＳＳ）和全色（ＰＡＮ）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分别

为２，８ｍ．其中，多光谱数据有蓝（０．４５～０．５２μｍ）、绿（０．５２～０．５９μｍ）、红（０．６３～０．６９μｍ）、近红外

（０．７７～０．８９μｍ）４个波段，全色波段谱段范围为０．４５～０．９０μｍ．辅助数据来源于中科院地理空间数

据云网站ＧＤＥＭＶ２高程数据（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垂直分辨率为１７ｍ）、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影像数据及新

罗区行政边界矢量数据．影像数据名称为高分一号ＰＭＳ，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时相为２０１６／１２／１９，地理坐标

为 ＷＧＳ＿１９８４；辅助数据名称为ＧＤＥＭＶ２，时相为２０１１／１０，地理坐标为 ＷＧＳ＿１９８４．

数据预处理包括以下２点．１）正射校正．利用影像自带的ＲＰＣ文件对高分一号 ＭＳＳ，ＰＡＮ数据进

行正射校正，对图像中的每个像元进行地形变形的校正，使图像符合正射投影的要求．２）影像融合．通

图２　总体技术流程

Ｆｉｇ．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过ＮＮＤｉｆｆｕｓｅＰａｎ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方法，对正射校正后的

ＭＳＳ，ＰＡＮ影像进行图像融合，生成分辨率为２ｍ的影

像．该融合方法不仅融合速度快、支持国产卫星，且对色

彩、纹理和光谱信息均有很好的保留［１７］．

２　研究方法

基于ＧＦ?１ＰＭＳ数据，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建立决

策树模型，对新罗区进行森林覆盖提取．总体的技术流

程，如图２所示．

技术流程分为以下４个部分．１）数据预处理．２）影

像分割．分为多尺度分割和光谱差异分割．３）森林覆盖

的提取．在研究区建立影像解译标志，选取样本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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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特征，建立决策树模型，进行新罗区森林覆盖的定量提取．４）结果分析及精度评价．

２．１　影像分割

面向对象方法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应用中得到广泛使用．其中，影像分割是面向对象方法中重要

的一步，直接影响信息提取的精度，分割对象与地物边界吻合度越高，对信息提取结果越有益［１８］．

２．１．１　多尺度分割　目前，多尺度分割方法是面向对象影像分析技术中的基础与核心内容．在分割中，

需同时考虑影像的光谱特征、形状特征和空间特征，并遵循异质性最小的原则［１９］．异质性度量公式为

犕 ＝θ１×犮＋（１－θ１）×狊， （１）

狊＝θ２×狊１＋（１－θ２）×狊２． （２）

式（１），（２）中：犕 为异质性准则；θ１，θ２ 分别为颜色因子、平滑度因子的权重；犮，狊分别为颜色差异性因子

与形状差异性因子；狊１，狊２ 分别为平滑度与紧致度．

多尺度分割的标准流程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是一个基于视觉评估分割适宜性的不断优化的过程［２０］．

Ｄｒｇｕｔ等
［２１］提出一种多尺度分割参数评价模型ＥＳＰ．根据不同分割尺度下影像对象同质性的局部方差

（ＬＶ）的变化率（ＲＯＣ?ＬＶ）确认分割最佳尺度，当ＲＯＣ?ＬＶ处于峰值状态时，该点被认为是一个有意义

的分割点．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利用客观计算辅助主观判断，使多尺度分割的尺度判断更加科学．

文中使用该模型辅助判断最优分割尺度．

２．１．２　光谱差异分割　光谱差异分割算法根据已有分割对象层中相邻分割对象的灰度差异值是否满

足给定的阈值，决定是否将对象进行合并［２２］．该算法将灰度值接近的图像对象进行合并，以此优化分割

结果．与使用多层次多尺度分割和逐次实验寻找最佳尺度参数相比较，具有更强的普适性和推广性．

相邻对象ａ，ｂ的光谱差异值的计算公式为

犘＝∑
狀

犻＝１

犠犓犻

∑
狀

犻＝１

犠犓犻

狘犓犻
ａ
－犓犻

ｂ

烄

烆

烌

烎

狘 ，　　犻＝１，２，３，…，狀． （３）

式（３）中：犘为光谱差异值；犠犓犻
为犻对象层的权重；犓犻

ａ
，犓犻

ｂ
为分别犻层ａ，ｂ对象的灰度值．

２．２　影像特征分析

２．２．１　植被指数可用性分析　实现森林覆盖的定量提取，植被指数是必不可少的特征．新罗区为山区，

山体阴阳坡的光谱会产生较大差异，这种情况造成了影像上森林区域的光谱异常．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在坡度较高、山体阴影明显的地方，使用最常用的差异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进行森林覆盖提取时，

会出现森林与其他地物混淆的情况．

同一区域的影像对比，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为融合后标准假彩色显示的ＧＦ?１影像；图３（ｂ）为对应

区域的ＮＤＶＩ影像，颜色越亮表示ＮＤＶＩ越大．图３中：黄色矩形框为阴坡区域的森林；蓝色矩形框为

建筑用地、裸地等非森林区域．由图３（ａ），（ｂ）可知：原影像上阴坡森林部分的ＮＤＶＩ接近裸地，二者在

该特征图像上发生混淆，难以区分．

　（ａ）ＧＦ?１影像　　　　　　　　　　（ｂ）ＮＤＶＩ影像　　　　　　　　 （ｃ）ＲＧＲＩ影像

图３　同一区域的影像对比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ｓａｍｅａｒｅａ

为了探究基于高分一号影像面向复杂山区地形的植被指数实用性，对不同类型的１２种植被指数进

行评估，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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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植被指数及其计算式

Ｔａｂ．１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植被指数 公式

比值植被指数（ＲＶＩ） ＲＶＩ＝ＮＩＲ／Ｒｅｄ

差异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ＮＤＶＩ＝（ＮＩＲ－Ｒｅｄ）／（ＮＩＲ＋Ｒｅｄ）

差值植被指数（ＤＶＩ） ＤＶＩ＝ＮＩＲ－Ｒｅｄ

绿色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ＧＮＤＶＩ） ＧＮＤＶＩ＝（ＮＩＲ－Ｒｅｄ）／（ＮＩＲ＋Ｒｅｄ）

红色植被指数（ＲＧＮＤＩ） ＲＧＮＤＶＩ＝（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Ｒｅｄ＋Ｇｒｅｅｎ）

再归一化植被指数（ＲＤＶＩ） ＲＤＶＩ＝（Ｒｅｄ－Ｇｒｅｅｎ）／槡Ｒｅｄ＋Ｇｒｅｅｎ
转换型植被指数（ＴＮＤＶＩ） ＴＮＤＶＩ＝ ［（ＮＩＲ－Ｒｅｄ）／（ＮＩＲ＋Ｒｅｄ）］槡 ＋０．５

归一化差异绿度指数（ＮＤＧＩ） ＮＤＧＩ＝（Ｇｒｅｅｎ－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Ｒｅｄ）

绿度植被指数（ＧＶＩ） ＧＶＩ＝ＮＩＲ／Ｇｒｅｅｎ

红绿比值植被指数（ＲＧＲＩ） ＲＧＲＩ＝Ｒｅｄ／Ｇｒｅｅｎ

绿光与红光波段归一化植被指数（ＧＲＮＤＶＩ） ＧＲＮＤＶＩ＝（ＮＩＲ－（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ＮＩＲ＋Ｒｅｄ＋Ｇｒｅｅｎ）

增强植被指数（ＥＶＩ）
ＥＶＩ＝（ＮＩＲ－Ｒｅｄ）／（ＮＩＲ＋犆１×Ｒｅｄ－犆２×Ｂｌｕｅ＋犔），

犔＝１．５犆１＝６犆２＝７．５

　　在ＧＦ?１影像上，选取植被、水体、阴坡植被、裸地、不透水面等５类常见地物，各３０个样本，计算相

应的植被指数，并对每种植被指数的各地物类别样本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各植被指数的地物识别能

力，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除ＲＧＮＤＩ，ＮＤＧＩ，ＲＧＲＩ外，其余的植被指数中，阴坡植被易与裸地或不透水面混淆，

或是植被与阴坡植被夹杂着其他地类，不易使用阈值直接区分．此外，ＲＧＮＤＩ，ＮＤＧＩ，ＲＧＲＩ均为红光

波段与绿光波段的线性组合，说明红光波段与绿光波段的组合能够有效区分阴坡植被与其他地类．这３

种植被指数相互间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由于比值型植被指数可克服大气、阴影、地形影响，故采用

ＲＧＲＩ开展研究．需要注意的是，ＲＧＲＩ植被的取值小于不透水面、裸地等地类．为了更清晰地显示效果，

ＲＧＲＩ取负值出图，图３（ｃ）为同一地区的ＲＧＲＩ结果图．对比ＮＤＶＩ影像图可知：背阴坡森林与建筑地

等其他地类区分开，未发生混淆．

２．２．２　样本特征提取与分析　为了实现森林覆盖的定量提取，将研究区划分为森林、其他植被、耕地、

不透水面、未利用地、水体等６类．根据建立的解译标志，采集样本进行特征提取及分析．

研究区典型地物坡度分布图，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森林整体上处于坡度（δ）较高的区域，水体、

耕地均处于坡度低于２０°的区域，其他植被类型大部分也处于该区域．这可能是由于低坡度区域会发生

更多人为活动，原本有希望成为森林的区域受到干扰，未达到成林的标准．当坡度高于２０°时，其他植

被、未利用地、不透水面仅有少数或个别存在，坡度越高的区域地物类型结构越简单，且森林占大多数．

故利用坡度阈值２０°进行分层，提取森林区域．

　图４　不同植被指数比较　　　　　　　　　　　　图５　研究区典型地物的坡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Ｆｉｇ．５　Ｓｌｏ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森林与其他地类植被指数可分性，如图６所示．由图６（ａ）可知：在该特征上，未利用地、耕地、不透

水面易于与森林区分开．其原因是研究地区植被常绿，但影像时间为１２月，耕地处于休耕状态，易于区

分．水体的ＲＧＲＩ低于森林且有部分交叉，为了保证精度，使用归一化水体指数（ＮＤＷＩ）先将水体剔除．

由于阴坡森林的ＮＤＷＩ接近水体，而图５中水体的坡度均处于２０°以下，二者在坡度特征上有较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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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故使用ＮＤＷＩ及坡度因子剔除水体，以保证提取精度．部分其他植被与森林不能够区分，分析样本

发现，这些区域一般处于坡度较低处．将这些与森林混淆的样本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ＲＶＩ对这些

ＲＧＲＩ接近的其他植被样本和森林样本有很好的区分度．由图６（ｂ）可知：其他植被的ＲＶＩ低于森林，验

证了ＲＶＩ对更高植被覆盖度和密集植被有更强的敏感性．

（ａ）主要地物类型　　　　　　　　　　　　　　　　　　　（ｂ）森林和其他植被

图６　森林与其他地类植被指数可分性

Ｆｉｇ．６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

图７　森林提取决策树

Ｆｉｇ．７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

２．３　决策树模型的构建

构建的决策树模型，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犜１～犜５

为指标阈值．使用 ＮＤＷＩ结合坡度因子剔除水体，以

２０°坡度阈值将研究区分为高坡度区域和低坡度区域．

在高坡度区域，由于地物类型单一，森林占大多数，仅使

用ＲＧＲＩ剔除其他类型地物．在低坡度区域，利用ＲＧＲＩ

剔除不透水面、耕地、未利用地和部分稀疏林地及提取

部分森林后，对于部分与森林区域混淆的其他植被，使

用ＲＶＩ将其剔除，完成森林覆盖的定量提取工作．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影像分割结果

影像分割采用多尺度分割和光谱差异分割算法．多尺度分割中利用ＥＳＰ模型进行分割尺度评估．

由于森林斑块基本上无特定形状，选择形状因子为０．１，紧致度因子为０．５．初始分割尺度设置为１００，

步长设置为２，计算结果如图８所示．为了将森林与其他地物类型尽可能区分，选取尺度参数有意义点

中的最小值，即将１１８作为分割尺度参数，进行多尺度分割．在多尺度分割结果中，对于山区中地物类型

单一的情况，其分割结果显得过于破碎．光谱差异分割前后对比，如图９所示．

　　　　　　　　　　　　　　　　　　　（ａ）多尺度分割　　　　　　　（ｂ）光谱差异分割

　图８　ＥＳＰ分割尺度结果　　　　　　　　　　　　　图９　光谱差异分割前后对比　　　　　　

Ｆｉｇ．８　ＥＳＰ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ｒｅｓｕｌ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９（ａ）可知：居民地与森林部分区分开的同时，山区森林却分割得过于破碎．由图９（ｂ）可知：加

入光谱差异分割算法后，可保证非森林与森林的区分度，并改善山区森林分割过于破碎的状况．经过比

０８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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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实验，将光谱差异分割的阈值设置为３０．

３．２　提取结果与精度分析

３．２．１　决策树模型的可用性　为研究该决策树模型的可靠性，选择影像大小为２２００ｐｘ×２２００ｐｘ的

实验区．基于高分一号ＰＭＳ影像，先进行多尺度分割，分割尺度为１１８，形状因子为０．１，紧致度因子为

０．５．然后，使用光谱差异分割法对分割结果进行优化．采用决策树算法（Ｃａｒｔ５．０）、最近邻法（ＫＮＮ）、支

持向量机（ＳＶＭ）、随机森林算法（ＲＦ）与建立的决策树模型方法，对分割后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其中，

训练样本均相同，分类器算法与决策树模型提取结果使用同一样本进行精度验证．在分割后的影像上，

选取森林、其他植被、耕地、不透水面、未利用地、水体各３０个样本．训练样本选择光谱特征、纹理特征、

空间特征和自定义特征等５２个特征，如表２所示．文中建立的决策树模型所使用的特征也包含其中．

表２　训练样本的特征汇总

Ｔａｂ．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

特征种类 特征名称 特征数／个 特征种类 特征名称 特征数／个

光谱特征（１３）

各波段均值 ４

各波段比率 ４

各波段标准差 ４

亮度 １

自定义特征（４）

ＲＶＩ １

ＮＤＷＩ １

ＲＧＲＩ １

坡度 １

纹理特征（２８）

各波段同质性 ４

各波段标准差 ４

各波段对比度 ４

各波段平均值 ４

各波段信息熵 ４

各波段差异性 ４

各波段差异性 ４

空间特征（７）

面积 １

长度 １

长宽比 １

宽度 １

紧致度 １

形状指数 １

对象主方向 １

　　完成分类后，将除森林类型外的结果合并为非森林类别．不同方法的森林提取效果对比的部分结

果，如图１０所示．在研究区内，参照同时相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影像目视解译出随机抽样的２００个点，使用混

淆矩阵计算相应指标，进行精度验证．不同方法的森林提取精度，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η１，η２ 分别为森林

的制图精度与用户精度；ηｔ为总体精度．

　　　　　　　　　 （ａ）Ｃａｒｔ５．０　 （ｂ）ＫＮＮ　　 （ｃ）ＲＦ　　（ｄ）决策树模型　（ｅ）ＳＶＭ　 （ｆ）ＰＭＳ影像

图１０　不同方法的森林提取效果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对比图１０及表３可知：ＫＮＮ效果最差，与决策树模型相同分类思想的Ｃａｒｔ５．０的精度也低于决

表３　不同方法的森林提取精度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算法 η１／％ η２／％ ηｔ／％ Ｋａｐｐａ系数

Ｃａｒｔ５．０ ８７．１２ ９０．５５ ８６．００ ０．６８

ＫＮＮ ７０．４５ ７７．５０ ６７．００ ０．２９

ＲＦ ９３．９４ ９１．１８ ９０．００ ０．７７

决策树模型 ９３．９４ ９１．８５ ９１．００ ０．７９

ＳＶＭ ９４．７０ ８８．０３ ８８．００ ０．７２

策树模型，说明基于先验知识的决策

树模型更具有科学性；ＲＦ和ＳＶＭ 都

获得了很高的精度；决策树模型的制

图精度虽低于精度最高的ＳＶＭ，但达

到了《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

术规定》对有林地的正判率为９０％的

要求．此外，对于样本区小的情况，对

比试验中的Ｃａｒｔ５．０，ＫＮＮ等算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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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大区域推广方面，决策树模型则不需要选取大量样本，效率更高．

图１１　新罗区森林覆盖提取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ｖｅｒｉｎＸｉｎｌｕ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２．２　新罗区森林提取结果与精度验证　通过样本分析建立知

识型决策树模型，基于高分一号ＰＭＳ数据，使用面向对象方法进

行森林覆盖面积提取，并对提取结果进行后处理．对提取结果中

出现的一些孤立斑块，采用形态学处理方法，依次对结果进行５×

５窗口的数学形态学滤波膨胀运算、卷积滤波主要分析运算、形态

学滤波腐蚀运算和卷积滤波主要分析运算［６］．对结果进行面积统

计时，将投影方式转换成Ａｌｂｅｒｓ等积投影，这是因为等积投影面

积与实地面积相等，能保证统计面积的准确性．提取结果如图１１

所示．新罗区政府官方公布的２０１６年森林覆盖面积为２０９４３４．３

ｈｍ２，覆盖率为７７．９９％．文中方法提取的新罗区２０１６年森林面

积为２０５１３８．９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为７６．４０％，与官方公布的森林

覆盖率相差１．５９％．提取结果与官方公布森林面积差值占官方公布森林面积的２．０５％，就面积统计结

果而言，提取结果可靠性较高．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准确性，采用独立参考像元进行精度评价．为了使验证点分布均匀且随机，

创建边长为１５００ｍ的格网，在每个格网中随机生成１个点，得到１０４３个随机点．以同时相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影像为参考进行判读，采用混淆矩阵进行精度评价，计算相应参数及Ｋａｐｐａ系数．基于ＧＦ?１影像

的新罗区森林覆盖提取精度，如表４所示．表４中：δ１，δ２ 分别为漏分误差与错分误差．由表４及相关计

算可知：森林区域的制图精度η１ 达９６．１３％，用户精度η２ 达９６．４９％，总体精度为９４．３４％，分类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８４，提取结果与验证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表４　基于ＧＦ?１影像的森林提取精度

Ｔａｂ．４　Ｆｏｒ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Ｆ?１ｉｍａｇｅ

区域
被评价图像数量

森林 非森林 总和 η１／％ δ１／％ η２／％ δ２／％

森林 ７６９ ３１ ８００ ９６．１３ ３．８８ ９６．４９ ３．５１

非森林 ２８ ２１５ ２４３ ８８．４８ １１．５２ ８７．４０ １２．６０

总和 ７９７ ２４６ １０４３

４　结论

１）将多尺度分割算法与光谱差异分割算法相结合，改善多尺度分割中同一分割尺度下部分大面积

地物分割破碎的情况，同时，保证小面积地物的分割效果．在应用方面比多层次多尺度分割的效率更高，

执行过程更简单，对于工程化作业有重要意义．

２）对于山区阴坡光谱异常的现象，使用红绿波段线性组合的指数类型能够完整提取阴坡森林区

域，解决常用ＮＤＶＩ等植被指数不能区分阴坡植被和阳坡植被区域、阴坡植被易与建筑用地和裸地等

发生混淆的问题；地形因子在山区提取工作中有重要的作用，利用坡度分层提取森林可以简化提取步

骤，对提取结果而言，也可以保证地块的完整度．

３）基于先验知识和样本分析建立的决策树模型结构简单，使用地形因子和光谱特征进行森林覆盖

的定量提取，山区坡度高的区域地物更加完整，且多为森林覆盖等先验知识的加入使提取过程更加简

洁，对比分类器算法，无需选择大量训练样本，效率更高．

４）提取的新罗区２０１６年森林覆盖率为７６．４０％，与官方公布的森林覆盖率相差１．５９％．森林区域

的制图精度为９６．１３％，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８４，提取结果满足《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对有

林地的正判率为９０％的要求．该研究为新罗区的森林覆盖的定量提取提供简单准确的方法，为新罗区

的森林资源调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文中只进行森林覆盖的定量提取，未对森林覆盖类型进行分

类，这是未来工作值得展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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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空间约束和二次相似度

学习算法的行人再识别

詹敏，王佳斌，邹小波

（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针对空间分布的全局外观潜在变化的行人再识别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空间约束和二次相似度学习算

法．通过二次相似度函数（ＱＳＦ）估计每个子区域的相似度，从而形成多项式特征图，并将所有特征图融合到统

一的框架中．该框架利用局部相似度和全局相似度的互补优势，结合多个视觉线索进一步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实验对比３个公共数据集，结果表明：基于空间约束和二次相似度学习算法具有显著的识别性能．

关键词：　行人再识别；空间约束；二次相似度函数；多项式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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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再识别对刑侦工作人员长时间的行人追踪、人群群体行为分析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相似

度度量是行人再识别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相似度度量可以预先定义或学习．预先定义的相似度度

量采用欧氏距离［１］，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距离
［２］、协方差距离［３］等已有的距离度量；基于学习的相似度度量是

通过训练数据，并利用图像对之间的固有不变性进行不同行人图像之间的匹配．一般情况下，后者的效

果会优于前者．然而，大多数相似度学习只关注整体的衡量标准，忽略行人的几何结构．其中，文献［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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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图像的特征空间分成不同的区域，学习各自区域的相似度函数，再获取每个区域的匹配分数．Ｊéｇｏｕ

等［５］通过估计每个图像的显著性区域，再学习与显著性区域相关的相似度函数．Ｌｉ等
［６］提出局部自适

应决策函数．Ｚｈｅｎｇ等
［７］利用正样本和负样本对之间的三线性关系，优化比较两个样本之间的相对距

离．本文结合特征空间约束与多项式特征图像，通过二次相似度度量函数
［８］进行行人图像不同区域的相

似度匹配．

１　二次相似度学习多项式特征图

当给定一对可能来自非交叠摄像机视角或监控视频中待识别行人图像时，可通过度量图像描述符

狓犻，狓犼∈犚
犱 之间的相似度进行行人再识别，即通过学习一个相似度度量函数估计一对行人图像的相似

度．当狓犻，狓犼为相关行人图像对时，使其尽可能产生较高的相似度分数；而当狓犻，狓犼为不相关行人图像对

时，使其尽可能产生较低的相似度分数．二次相似度函数犳（狓犻，狓犼）是马氏距离相似度函数犳Ｍ（狓犻，狓犼）的

泛化形式［９］，其马氏距离相似度函数犳Ｍ（狓犻，狓犼）为

犳Ｍ（狓犻，狓犼）＝ （狓犻－狓犼）
Ｔ犃（狓犻－狓犼）． （１）

式（１）中：犃为半负定矩阵，能够保证相似度函数的对称性．泛化后的二次相似度函数犳（狓犻，狓犼）为

犳（狓犻，狓犼）＝ΦＭ１（狓犻，狓犼）＋ΦＭ２（狓犻，狓犼）＋ΦＢ（狓犻，狓犼）． （２）

式（２）中：ΦＭ
１
（狓犻，狓犼）＝犠

Ｔ狓犻＋犠
Ｔ狓犼为图像描述符一阶关系；ΦＭ２（狓犻，狓犼）＝狓

Ｔ
犻犃１狓犻＋狓

Ｔ
犼犃１狓犼＋狓

Ｔ
犻犃２狓犼＋

狓Ｔ犼犃２狓犻为图像描述符的二阶关系；ΦＢ（狓犻，狓犼）＝狓
Ｔ
犻犅狓犼＋狓

Ｔ
犼犅狓犻为图像描述符的双线性关系．犃１，犃２，犅均

为半负定矩阵，当犃２＝－犃１ 时，ΦＭ
２
（狓犻，狓犼）为一对行人图像对之间的马氏距离，而ΦＢ（狓犻，狓犼）为度量一

对行人图像对之间的双线性相似度．ΦＭ
１
（狓犻，狓犼），ΦＭ２（狓犻，狓犼），ΦＢ（狓犻，狓犼）这３个部分能够确保相似度函

数犳（狓犻，狓犼）的有效性．

Φ·（狓犻，狓犼）包含图像描述符狓犻和狓犼的匹配信息．在狓犻和狓犼为图像的平面描述符（每个条目或子向

量对应于图像的块）的情况下，ΦＭ· （狓犻，狓犼）为度量在相同位置处描述符的相似度．在二阶关系中，

狓Ｔ犻犃１狓犻＋狓
Ｔ
犼犃１狓犼为图像描述符的自相关关系；狓

Ｔ
犻犃２狓犼＋狓

Ｔ
犼犃２狓犻为图像描述符的互相关关系．ΦＢ（狓犻，狓犼）

将一幅图像中的每个色块与另一幅图像中的所有色块进行匹配，且所有交叉片段相似度都达到狓犻狓
Ｔ
犼 和

狓犼狓
Ｔ
犻．为降低特征图的维数，文献［８］在形成特征图之前，对狓犻 和狓犼 进行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降维，保

持图像特征的有效性．

２　空间约束相似函数

整体相似度函数的流程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ＨＳＶ为颜色空间；ＬＡＢ为亮度模型；ＨＯＧ为方向

梯度直方图；ＳＩＬＴＰ为尺度不变三值模式．图像被划分为犚个非重叠的水平条纹区域，对于每个区域，

将其分成一组不重叠的补丁，并从每个补丁中提取颜色和纹理直方图，将属于相同条带区域提取的直方

图连接在一起．利用ＰＣＡ算法对其特征降维处理，并获得第狉个条纹的区域描述符狓狉，狉∈｛１，…，犚｝．

可将犖 个视觉线索｛狓狉
，１，…，狓狉

，狀，…，狓狉
，犖｝描述条带区域狉．因此，狓犻 和狓犼 相应地形成第狉个区域的犖

多项式特征图，即犳
狉，１（狓犻，狓犼），…，犳

狉，狀（狓犻，狓犼），…，犳
狉，犖（狓犻，狓犼）．其中，犳

狉，狀（狓犻，狓犼）＝犳（狓
狉，狀
犻 ，狓

狉，狀
犼 ）．由于不

同的特征图可描述不同方面的匹配，故多个特征图可编码关于匹配更全面的信息．

图１　整体相似度函数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ｈｏｌ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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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全局与局部融合

为利用局部区域内多视觉线索的互补优势，采用线性相似函数将其组合，并作用于第狉个区域，即

狊狉（狓犻，狓犼）＝∑
犖

狀＝１

犳
狉，狀（狓犻，狓犼）． （３）

　　对于所有犚区域，综合局部相似度得分，可表示为

狊ｌ（狓犻，狓犼）＝∑
犚

狉＝１

狊狉（狓犻，狓犼）． （４）

　　式（４）中：上标ｌ为ｌｏｃａｌ．局部区域的特征图不能描述其他区域水平条纹图案的匹配．为补偿局部相

似度的不足，还利用整个图像的多项式特征图，产生全局相似度，即

狊ｇ（狓犻，狓犼）＝∑
犖

狀＝１

犳
ｇ，狀（狓犻，狓犼）． （５）

式（５）中：犳ｇ
，狀（狓犻，狓犼）＝犳（狓

ｇ，狀
犻 ，狓ｇ

，狀
犼 ）；上标ｇ为ｇｌｏｃａｌ．其中，狓

ｇ，狀
犻 ，狓ｇ

，狀
犼 分别为图像犻和图像犼的第狀类全

局视觉描述符．将全局相似度和局部相似度线性组合，则总体相似度得分可表示为

狊（狓犻，狓犼）＝狊
ｌ（狓犻，狓犼）＋λ狊

ｇ（狓犻，狓犼）． （６）

式（６）中：λ为介导局部相似度和全局相似度的超参数．

行人的全局特征主要包括姿势、体型、身材比例等，可进行粗略的匹配；行人的局部特征主要包括衣

着颜色、皮肤和头发等特征，可进行精细的确认．由于全局和局部分别包含不同的判别信息，将全局和局

部特征提取之后，利用局部区域内的多个视觉线索的优势，采用线性相似函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作

用于某一区域，但局部区域的特征图不能描述其他区域水平条纹图案的匹配．为补偿局部相似度的不

足，还利用整个图像的多项式特征图，产生全局相似度，全局相似度和局部相似度线性组合，总体相似度

得分由此得出．具体的全局与局部融合流程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图像对被经验性的划分为６个区

域，每个区域采用线性相似函数描述其局部相似度，将全局相似度和局部相似度线性组合，从而达到全

局与局部融合的效果．

图２　全局与局部融合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ｆｕｓｉｏｎ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准备

将每个子区域划分为一组局部区块，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ＳＣＱＳＦ为空间约束二次相似度函数．从

图３　行人再识别的整体实现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每个补丁提取 ＨＳＶ，ＬＡＢ，ＨＯＧ 和ＳＩＬＴＰ４

种基本特征．其中，ＨＳＶ和ＬＡＢ为８ｐｘ×８

ｐｘ×８ｐｘ的连续的颜色直方图，每个通道有

１６个ＢＯＸ．ＨＯＧ和ＳＩＬＰＴ为纹理特征直方

图．采用ＰＣＡ降低其维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以约束共生的影响．通过大量实验，设局部区

域数犚＝６，ＰＣＡ的维数犱取决于训练数据的

大 小，选 取 ３ 种 公 共 数 据 集 ＶＩＰｅＲ
［１０］，

ＧＲＩＤ
［１１］和Ｍａｒｋｅｔ?１５０１

［１２］，并分别选取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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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和５００个训练数据样本．

将数据集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同一人的图像只能出现在任一组中．测试集进一步分为测试组和参

考组，两组包含同一人的不同图像．将每个测试图像与图库集中的每个图像相匹配，并根据相似度分数

对图库图像进行排序．文中方法的实现包含４个部分：１）行人图像４种基本特征的提取；２）基于空间约

束的特征融合；３）空间约束和二次相似度函数学习；４）待识别行人图像的匹配．

３．２　实验数据集

行人再识别算法性能一般采用累计匹配特性（ＣＭＣ）曲线
［１３］进行对比与评价，ＣＭＣ曲线表示在给

定的行人图像集中识别出待识别行人图像，且在排名前犿 个匹配结果中识别出目标行人的比例．文中

方法在具有３．０７ＧＨｚ，２核心ＣＰＵ的 ＭＡＴＬＡＢ／ＭＥＸ中实现，对于１２８ｐｘ×４８ｐｘ的行人图像，每张

图像需要大约０．０２ｓ才能提取原始特征．以ＶＩＰｅＲ为例，训练阶段花费大约３００ｓ，学习６３２个训练图

像的２０个ＰＣＡ投影矩阵，需要大约１０５ｓ生成３１６个人的正负多项式特征图．在测试阶段，需要０．０１６

ｓ为测试图像排列３１６个图库图像．

ＶＩＰｅＲ数据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公共测试数据集，广泛运用于行人在识别领域．该数据集一共

包含６３２个人，每个人分别由相机Ａ，Ｂ从不同视角和照明条件拍摄得到的２张图像，随机选择３１６个

人组成训练集，并选择剩余的３１６个人组成测试集，该过程重复１０次以获得平均性能．

ＧＲＩＤ数据集由１２７５个行人图像组成，其中，有２５０个行人图像对，每对的图像属于同一个人，但

从不同的摄像机视图捕获而得；此外，还有７７５个不属于２５０个行人中任何一个行人的图像．对于实验，

数据集已提供１０个训练和测试样本分区，对于每个分区，使用１２５个图像对进行训练，剩下的１２５个图

像对和７７５个不相关的图像用于测试，它们在一个测试中形成１２５个测试图像和９００个参考图像．

Ｍａｒｋｅｔ?１５０１是一个新提出的大型数据集，包含１５０１个人的图像．它包括３个部分：１）训练集包

含大约７５１个人的１２９３６张图像；２）测试集包含剩余７５０个人的１９７３２张图像；３）查询集包含与测试

集合相同的７５０个人的３３６８张图像．在测试中，查询集用作探测集，测试集用作参照集．训练过程与

ＧＲＩＤ相同，但由于参照集具有多个人的图像，评估过程略有不同．

３．３　结果分析

ＶＩＰｅＲ数据集Ｒａｎｋ?狀匹配率的对比，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Ｒａｎｋ?狀匹配率为期望找到任何一个正

确匹配图像的概率；ＬＡＤＦ为局部自适应决策功能；ｋＬＦＤＡ为核局部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ＱＳＦ为二次相

似度函数；ＭＥ为度量系统．由表１可知：ＳＣＱＳＦ的Ｒａｎｋ?１匹配率为５１．８２％，比 ＭＥ高出５．３３％．通

过采用多项式特征映射进行行人再识别的原始方法能显著提高算法的识别率，体现算法的鲁棒性；ＳＣ

ＱＳＦ在Ｒａｎｋ?１和Ｒａｎｋ?５达到最好，但在Ｒａｎｋ?２０时，表现比 ＭＥ
［１４］和ｋＬＦＤＡ

［１５］更差，原因可能是

这２种方法都使用在该数据集上有效的非线性内核，但最终的相似度函数是线性的．通过对实验数据进

行分析，增强特征空间的约束及通过二次相似度函数对全局和局部线性组合的距离度量，可提高算法的

整体性能．

表１　ＶＩＰｅＲ数据集Ｒａｎｋ?狀匹配率的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ａｎｋ?狀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ｉｎＶＩＰｅ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算法 Ｒａｎｋ?１ Ｒａｎｋ?５ Ｒａｎｋ?１０ Ｒａｎｋ?１５ Ｒａｎｋ?２０

ＬＡＤＦ ２８．６９ ６３．８９ ７７．４３ ８４．３３ ９０．５０

ｋＬＦＤＡ ３１．１８ ６５．５４ ７９．２６ ８５．７２ ９１．８３

ＱＳＦ ３２．７７ ６８．２０ ８０．６６ ８８．４０ ９３．４５

ＭＥ ４６．４９ ７５．５８ ８７．９０ ９２．８６ ９５．１２

ＳＣＱＳＦ ５１．８２ ７９．９１ ９０．４３ ９３．２８ ９６．０３

　　ＧＲＩＤ数据集Ｒａｎｋ?狀匹配率的对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ＰＲＤＣ为相对距离的概率比较；ＰＣＣＡ为

成对约束组件分析．由表２可知：ＳＣＱＳＦ算法的识别率明显优于ＰＲＤＣ，ＰＣＣＡ和 ＱＳＦ这３种算法，

Ｒａｎｋ?１匹配率达到２４．１３％．ＳＣＱＳＦ算法效果优于ＱＳＦ算法，原因是ＳＣＱＳＦ算法将行人图像划分为

多个子区域，并通过二次相似度函数估计每个子区域的相似度．全局特征向量的每一维都包含行人图像

上所有部分（甚至所有像素）的信息，因此，反映的是行人的整体属性，局部特征由于其良好的空间局部

性和方向选择性，能很好地描述图像的局部细节（如头部、胸部等）变化，利用局部相似度及全局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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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互补的优势，提高算法的鲁棒性，这表明空间约束对ＧＲＩＤ做出更重要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影响．

表２　ＧＲＩＤ数据集Ｒａｎｋ?狀匹配率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ａｎｋ?狀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ｉｎＧＲＩ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算法 Ｒａｎｋ?１ Ｒａｎｋ?５ Ｒａｎｋ?１０ Ｒａｎｋ?１５ Ｒａｎｋ?２０

ＰＲＤＣ ９．８９ ２５．２０ ３４．６８ ４１．５６ ４５．８０

ＰＣＣＡ １０．５５ ２４．８８ ３６．２５ ４３．３０ ４６．１８

ＱＳＦ １３．３７ ３７．６６ ５０．２８ ５６．９２ ６２．７４

ＳＣＱＳＦ ２４．１３ ４３．２２ ５３．６９ ５８．７７ ６４．８４

　　Ｍａｒｋｅｔ?１５０１数据集Ｒａｎｋ?狀匹配率ＣＭＣ曲线对比，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ＳＣＱＳＦ算法的匹配

性能一直优于其他３类算法，而ＱＳＦ算法则为次优，这表明基于二次相似度学习的相似度匹配算法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匹配性能；其次，进一步的空间约束能够匹配算法，使其达到最优，体现算法良好的

鲁棒性．文中采用３１６个图像对ＶＩＰｅＲ数据集观察空间约束的影响，通过观察性能随条纹数量的变化

来研究空间约束的影响，将图像划分为６个条纹，其中，仅有一个条纹的变体对应于全局相似度，其他变

体对应于具有不同空间范围的局部相似度，特别是变体的结构化约束．通过测试不同区域的有效性，验

证ＳＣＱＳＦ在哪个最有效的区域中，在测试阶段只进行单个区域的相似度度量，并将其他区域的相似度

得分设置为０．

全局与局部区域的ＣＭＣ曲线对比图，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整个区域的相似度度量显然优于

任何区域，对于局部相似度度量，上身体的相似度比下身体的相似度更有效，特别地，包括躯干在内的区

域１的度量达到最高的Ｒａｎｋ?１匹配率（２５．８０％）．由于ＳＣＱＳＦ中的每个相似度度量与一个局部区域

相关联，一旦某些区域被遮挡，其他区域的相似度度量仍然有效，这种机制意味着ＳＣＱＳＦ对于遮挡具

有潜在的鲁棒性．行人图像的相似度排名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ｂ）中：行人图像识别结果从左往右相

似度依次降低．

图４　Ｍａｒｋｅｔ?１５０１数据集Ｒａｎｋ?狀匹配率ＣＭＣ曲线　　　图５　行人图像全局与局部区域的ＣＭＣ曲线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ＭＣ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Ｒａｎｋ?狀ｍａｔｃｈｒａｔｅｏｎ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ＣＭＣ

　　　Ｍａｒｋｅｔ?１５０１ｄａｔａｓｅ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ｉｍａｇｅｓ

（ａ）待识别图像 （ｂ）识别结果　　　　　　　　

图６　行人图像的相似度排名

Ｆｉｇ．６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ｉｍａｇ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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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新颖的相似度学习方法以强化空间约束．相似度学习方法有效性源于空间约束和二次相

似度函数的学习，降低不匹配的风险，增加遮挡的鲁棒性，并且能更灵活地处理行人姿势变化所带来的

识别困难问题．该方法受益于与空间约束互补的多重线索融合，通过全局与局部相似度融合进一步提高

相似度学习性能，并且能够衡量不同规模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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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能量采集技术下的全双工

中继系统安全性能分析

吴奇１，２，刘菁华１，赵睿１，２，聂志巧１，２，李元健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厦门市移动多媒体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提升基于无线能量采集技术的全双工中继安全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能，提出全双工中继干扰窃听者

的策略．为干扰窃听者窃听有用信息，在第一时隙，中继发送人工噪声干扰窃听者；在第二时隙，中继在转发有

用信息的同时，信源发送人工噪声干扰窃听者．在瑞利衰落信道下，通过合理的近似分析，推导出遍历可达安

全速率（ＥＡＳＲ）的表达式．分析与仿真结果表明：理论分析曲线与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基本吻合；对模型进行不

同参数的性能对比，显示出所提系统在不同情况下具有性能优越性．

关键词：　物理层安全；能量采集；协作通信；马尔科夫链；遍历可达安全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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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ｉｎｇｅａｖｅｓｄｒｏｐｐｅｒｓ

ｗｉｔｈｆｕｌｌ?ｄｕｐｌｅｘｒｅｌａｙｎｏｄ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ｅａｖｅｓｄｒｏｐｕｓｅｆｕ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ｖｅｓｄｒｏｐ

ｐ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ｓｌｏ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ｙｓｅｎｄ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ｏｉｓｅｔｏｄｉｓｔｕｒｂｔｈｅｅａｖｅｓｄｒｏｐｐ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ｓｌｏ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ｙｓｅｎｄｓｕｓｅｆｕ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ｄ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ｏｉｓｅｔｏｄｉｓｔｕｒｂｔｈｅｅａｖｅｓｄｒｏｐｐ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ｆａｄ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ｒｇｏｄｉｃ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ｓｅｃｒｅｃｙｒａｔｅ（ＥＡＳＲ）ｉ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ｕｒｖｅｓａｒｅｉｎ

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ｙ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ｎｅｒｇ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ｅｒｇｏｄｉｃ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ｃｒｅｃｙｒａｔｅ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安全技术也随之发展．物理层安全基于香农理论的信道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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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充分利用无线信道复杂的空间特性和时变特性，实现信息的安全传输［１］．Ｗｙｎｅｒ
［２］首次提出物理

层安全的概念及其相关指标．随后，物理层安全技术快速发展，并应用于保障信息安全传输
［３?８］．与传统

无线通信网络相比，中继协作加扰技术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９?１０］．它不但能扩大网络覆盖范围，还能

提高通信传输质量，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安全传输性能．中继根据工作方式可以分为半双工和全双

工［１１?１２］．半双工中继只能单独实现接收或发射的功能，而全双工中继可以同时实现收发功能，从而提高

通信传输效率．因此，基于全双工中继的通信技术越来越多地普及到通信系统中．伴随着全双工的发展，

其自干扰问题一直影响着通信系统的传输性能，而Ｒｉｉｈｏｎｅｎ等
［１２］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为解决通信

节点供能问题，基于能量采集技术的通信系统应运而生．由于传统通信节点主要靠电池供电，导致维护

成本升高、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不同于传统能量采集方案
［１３?１４］，基于无线信号的能量采集技术已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１５?１６］，无线信号集信息与能量于一体，利用无线能量采集技术能很好地解决通信系统中

各节点的供能问题．本文研究一种基于无线能量采集技术的全双工中继安全传输模型，并提出中继发射

人工噪声干扰窃听者的策略，推导出相应的遍历可达安全速率（ＥＡＳＲ）的闭合表达式，并通过蒙特卡洛

仿真进行验证．

１　系统模型与传输策略

１．１　系统模型

系统模型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Ｓ为信源；Ｒ为中继；Ｄ为信宿；Ｅ为窃听者．考虑一种２跳中继安

全通信网络模型，包含２种工作模式和４个节点．工作模式分别为充电模式和信息转发模式；节点包括

Ｓ，Ｒ，Ｄ，Ｅ．中继采用全双工工作模式，配置接收和发射２根天线，其他节点配置单根天线，中继工作所

需能量全部通过无线信号采集能量得到．

　（ａ）充电模式　　　　　　　　　　　　　　　　　　（ｂ）信息转发模式

图１　系统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

假设信源与信宿之间距离较远，不存在直达路径，系统中各个信道建模考虑准静态平坦的瑞利衰落

信道．所有信道相互独立，Ｓ到Ｒ，Ｒ到Ｄ，Ｒ到Ｅ，Ｓ到Ｅ的信道参数分别表示为犺ＳＲ，犺ＲＤ，犺ＲＥ，犺ＳＥ，且平

均信道增益分别为犈［｜犺ＳＲ｜
２］＝ΩＳＲ，犈［｜犺ＲＤ｜

２］＝ΩＲＤ，犈［｜犺ＲＥ｜
２］＝ΩＲＥ，犈［｜犺ＳＥ｜

２］＝ΩＳＥ．其中，犈［犡］表

示对犡求均值．Ｓ到Ｒ，Ｒ到Ｄ，Ｓ到Ｅ，Ｒ到Ｅ的距离分别表示为犱ＳＲ，犱ＲＤ，犱ＳＥ，犱ＲＥ．

表１　传输时隙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ｌｏｔ

充电模式 信息转发模式

Ｓ→Ｒ人工噪声
（中继采集能量）

Ｓ→Ｒ有用信息

Ｒ→Ｅ人工噪声

犜／２

Ｒ→Ｄ有用信息

Ｓ→Ｅ人工噪声

犜／２

１．２　传输策略

结合协作干扰与时分能量采集技术的安全传

输策略，整个通信过程分为犽个传输时隙，每个传

输时隙的工作方式，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犜 为时

隙．在第犽（犽＝１，２，…）个传输时隙开始时，中继

节点估计其电池的剩余能量ε［犽］，并与设定的电

池阈值犈ｔｈ进行比较．若ε［犽］＞犈ｔｈ时，中继向信源反馈信号１１，此时，信源开始发射有用信息；否则，反

馈信号００，中继继续充电．

当中继工作在充电模式时，中继的接收信号表达式为

１９３第３期　　　　　　　　　 吴奇，等：无线能量采集技术下的全双工中继系统安全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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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Ｒ（狋）＝
１

犱犿槡 ＳＲ

犘槡 Ｓ犺ＳＲ狓（狋）＋狀Ｒ（狋）． （１）

式（１）中：犘Ｓ为信源Ｓ的发送功率；犿为传输路径损耗因子；狓为信源Ｓ发送方差为１时的人工噪声信

号；狀Ｒ 为中继收到方差为σ
２ 时的加性白高斯噪声．因信道接收噪声狀Ｒ 相较于信源所发送的人工噪声可

忽略不计，故在能量采集过程中不考虑对狀Ｒ 的采集．

中继在充电模式下采集的能量可以表示为

犈ｈ＝η
犘Ｓ狘犺ＳＲ狘

２

犱犿ＳＲ
． （２）

式（２）中：η为能量采集的能量转化效率．

当中继工作在信息转发状态时，第一时隙中继的接收信号表达式为

狔Ｒ（狋）＝
１

犱犿槡 ＳＲ

犘槡 Ｓ犺ＳＲ狓Ｓ（狋）＋ 犘槡 Ｒ犺ＲＲ犳Ｒ（狋）＋狀Ｒ（狋）． （３）

式（３）中：犘Ｒ 为中继发送功率；犺ＲＲ为自干扰信道的信道系数．

而窃听者的接收信号表达式为

狔Ｅ１（狋）＝
１

犱犿槡 ＳＥ

犘槡 Ｓ犺ＳＥ狓Ｓ（狋）＋
１

犱犿槡 ＲＥ

犘槡 Ｒ犺ＲＥ犳Ｒ（狋）＋狀Ｅ（狋）． （４）

　　假定每个节点接收相同的方差（σ
２）的加性高斯白噪声，第二时隙中信宿的接收信号表达式为

狔Ｄ（狋）＝
１

犱犿槡 ＲＤ

犺ＲＤ狓Ｒ（狋）＋狀Ｄ（狋）． （５）

　　而窃听者的接收信号表达式为

狔Ｅ２（狋）＝
１

犱犿槡 ＳＥ

犘槡 Ｓ犺ＳＥ犳Ｓ（狋）＋
１

犱犿槡 ＲＥ

犘槡 Ｒ犺ＲＥ狓Ｒ（狋）＋狀Ｅ（狋）． （６）

　　中继采用解码转发的工作模式，则信宿的接收信噪比为

γＤ ＝ｍｉｎ
犘Ｓ狘犺ＳＲ狘

２

犱犿ＳＲσ
２
＋犱

犿
ＳＲ犘Ｒ狘犺ＲＲ狘

２
，犘Ｒ狘犺ＲＤ狘

２

犱犿ＲＤσ（ ）２ ． （７）

　　窃听者采用选择合并的方式，合并２个时隙的信息，则窃听者的接收信噪比为

γＥ ＝ｍａｘ
犱犿ＲＥ犘Ｓ狘犺ＳＥ狘

２

犱犿ＳＥ犱
犿
ＲＥσ

２
＋犱

犿
ＳＥ犘Ｒ狘犺ＲＥ狘

２（ ， 犱犿ＳＥ犘Ｒ狘犺ＲＥ狘
２

犱犿ＳＥ犱
犿
ＲＥσ

２
＋犱

犿
ＲＥ犘Ｓ狘犺ＳＥ狘 ）２ ． （８）

２　基于马尔科夫链的中继能量分析

研究中继能量状态是为了找出中继能量是否大于设定阈值的概率．由于在全双工中继的工作模式

中，能量状态处于复杂的充电和放电状态，文中的解决方案是首先对中继的能量进行离散化处理，然后，

采用有限状态的马尔科夫链，模拟中继能量离散化后的各能级之间能量状态的转换情况［１７１８］．

２．１　能量离散化

将中继电池的能量状态分为犔＋１个能级，第犻个能级表示为ε犻＝犻犆／犔，犻∈｛０，１，…，犔｝．其中，犆表

示电池的容量，其值大于犈ｔｈ；否则，中继处于休眠状态，不能转发信息．当中继处于充电状态时，储存在

中继的能量可离散化表示为

εｈε犻ｈ，　　犻ｈ＝ａｒｇ ｍａｘ
犻∈｛０，１，…，犔｝

｛ε犻：ε犻≤犈ｈ｝． （９）

　　当中继处于信息转发状态时，存储在中继电池的能量可离散化表示为

ε′ｈε犻′ｈ，　　犻ｈ＝ａｒｇ ｍａｘ
犻∈｛０，１，…，犔｝

｛ε犻：ε犻≤犈′ｈ｝， （１０）

　　而中继消耗的能量可离散化表示为

εｔε犻ｔ，　　犻ｔ＝ａｒｇ ｍｉｎ
犻∈｛０，１，…，犔｝

｛ε犻：ε犻≥犈ｔｈ｝． （１１）

式（１１）中：犈ｔｈ等同于中继消耗的所有功率能量，即犈ｔｈ＝犘Ｒ＋犘Ｃ，犘Ｃ 代表恒定的电路损耗功率，故εｔ＝

「犈ｔｈ犆／犔?犆犔＝τ犔犆，其中，「·?代表上取整函数，τ「犈ｔｈ犆／犔?．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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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马尔科夫过程

根据节２．１能量离散化过程，将中继电池能量状态模拟成有限状态的马尔科夫过程．定义中继电池

能量状态犛犻的能量离散化为ε犻，转移概率狆犻，犼表示中继电池能量状态从犛犻到犛犼 的转移概率．则中继电

池的能量状态变化有以下６种情况．

１）中继电池的能量始终为空（犛０→犛０）．在这种情况下，中继的电池能量状态条件不能满足，中继处

于充电状态，由于中继电池在完成充电之后依旧为空，这表明中继电池在此时隙下采集的能量为０，即

εｈ＝ε０＝０，根据式（２）和ε犻计算式，必须满足εｈ＝η犘Ｓ｜犺ＳＲ｜
２／犱犿ＳＲ＜ε１＝犆／犔才能使采集的能量离散化为

０．则中继电池的能量始终为空的转移概率狆０，０可表示为

狆０，０ ＝Ｐｒ｛εｈ＝０｝＝Ｐｒ｛犈ｈ＜ε１｝＝Ｐｒ狘犺ＳＲ狘
２
＜
犆犱犿ＳＲ

η犘Ｓ
｛ ｝犔 ＝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犱犿ＳＲ

η犘Ｓ
（ ）犔 ． （１２）

　　２）中继电池能量始终为满（犛犔→犛犔）．在这种情况下，中继的电池能量状态始终满足，则中继一直处

于信息转发状态．中继电池能量始终为满的转移概率狆犔，犔可表示为

狆犔，犔 ＝Ｐｒ｛ε′ｈ≥εｔ｝＝Ｐｒη
犘Ｓ狘犺ＳＲ狘

２

犱犿ＳＲ
＋犘Ｒ狘犺ＲＲ狘（ ）２ ≥τ犔｛ ｝犆 ＝

Ｐｒ
犘Ｓ狘犺ＳＲ狘

２

犱犿ＳＲ
＋犘Ｒ狘犺ＲＲ狘

２
≥
τ

η犔
｛ ｝犆 ． （１３）

　　设犣＝
犘Ｓ｜犺ＳＲ｜

２

犱犿ＳＲ
＋ＰＲ｜犺ＲＲ｜

２，则犣的累积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犉犣（狓）＝Ｐｒ（犣＜狓）＝

犉狘犺ＲＲ狘
２
狓
犘（ ）
Ｒ
－
ｅｘｐ（－狓／狕１）－ｅｘｐ（－狓／狕２）

（狕１／狕２）－１
，　　狕１ ≠狕２，

犉狘犺ＲＲ狘
２
狓
犘（ ）
Ｒ
－
狓·ｅｘｐ（－狓／狕２）

狕１
，　　狕１ ＝狕２

烅

烄

烆
．

（１４）

式（１４）中：狕１＝犘ＲΩＲＲ；狕２＝
犘ＳΩＳＲ
犱犿ＳＲ

．

结合式（１３），（１４）的计算，可得中继电池能量始终为满的转移概率狆犔，犔，即

狆犔，犔 ＝１－犉犣
τ

η犔（ ）犆 ． （１５）

　　３）中继电池能量状态保持非空非满状态不变（犛犻→犛犻）．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定中继电池的能量

状态条件是否满足，需要估计中继电池的剩余能量．若剩余能量小于设定阈值（ε犻＜εｔ），中继工作在充电

模式；若剩余能量大于阈值（ε犻≥εｔ），能量条件满足，中继开始转发信息．而信息转发状态下的中继能量

状态不变，表明采集的能量等于消耗的能量，即ε′ｈ＝εｔ．中继电池能量状态保持非空非满状态不变的转

移概率狆犻，犻可表示为

狆犻，犻 ＝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０｝＋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εｔ｝＋

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０｝＝
｛Ｐｒ｛εｈ＝０｝，　　犻＜τ，

Ｐｒ｛ε′ｈ＝εｔ｝＋Ｐｒ｛εｈ＝０｝，　　犻≥τ
｛ ．

（１６）

　　经计算得到中继电池能量状态保持非空非满状态不变的转移概率狆犻，犻为

狆犻，犻 ＝

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犱犿ＳＲ

η犘Ｓ
（ ）犔 ，　　犻＜τ，

犉犣
犆＋εｔ犔

η
（ ）犔

－犉犣
εｔ（ ）
η
＋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犱犿ＳＲ

η犘Ｓ
（ ）犔 ，　　犻≥τ

烅

烄

烆
．

（１７）

　　４）中继电池能量由非空非满状态到充满状态（犛犻→犛犔）．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确定中继电池的能

量状态条件是否满足，需要估计中继电池的能量状态．当中继采集的能量满足εｈ≥ε犔－ε犻 时，中继工作

处于充电状态；当中继采集的能量满足ε′ｈ－εｔ≥ε犔－ε犻 时，中继工作处于信息转发状态．中继电池能量

由非空非满状态到充满状态的转移概率狆犻，犔表示为

狆犻，犔 ＝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ε犔－ε犻｝＋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εｔ≥ε犔－ε犻｝＋Ｐｒ｛ε犻≥εｔ｝×

Ｐｒ｛εｈ≥ε犔－ε犻｝＝
｛Ｐｒ｛εｈ≥ε犔－ε犻｝，　　犻＜τ，

Ｐｒ｛ε′ｈ－εｔ≥ε犔－ε犻｝＋Ｐｒ｛εｈ≥ε犔－ε犻｝，　　犻≥τ
｛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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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计算得到中继电池能量由非空非满状态到充满状态的转移概率狆犻，犔为

狆犻，犔 ＝

１－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犔－犻）犱

犿
ＳＲ

犔η犘
（ ）

Ｓ

，　　犻＜τ，

１－犉犣
犆（犔－犻）＋εｔ犔

η
（ ）犔

＋１－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犔－犻）犱

犿
ＳＲ

犔η犘
（ ）

Ｓ

，　　犻≥τ

烅

烄

烆
．

（１９）

　　５）中继电池能量状态处于非空非满状态，但电池能量有所增加（犛犻→犛犼）．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确

定中继电池的能量状态条件是否满足，因此，需要估计中继电池的能量状态．当εｈ＝ε犼－ε犻时，中继工作

处于充电状态；当ε′ｈ－εｔ＝ε犼－ε犻时，中继工作处于信息转发状态．中继电池能量状态处于非空非满状

态的转移概率狆犻，犼表示为

狆犻，犼 ＝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ε犼－ε犻｝＋Ｐｒ｛ε犻≥εｔ｝Ｐｒ｛ε′ｈ－εｔ＝ε犼－ε犻｝＋Ｐｒ｛ε犻≥εｔ｝×

Ｐｒ｛εｈ＝ε犼－ε犻｝＝
Ｐｒ｛εｈ＝ε犼－ε犻｝，　　犻＜τ，

Ｐｒ｛ε′ｈ－εｔ＝ε犼－ε犻｝＋Ｐｒ｛εｈ＝ε犼－ε犻｝，　　犻≥τ
｛ ．

（２０）

　　经计算得到中继电池能量状态处于非空非满状态的转移概率狆犻，犼为

狆犻，犼 ＝

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犼－犻＋１）犱

犿
ＳＲ

犔η犘
（ ）

Ｓ
－犉狘犺ＳＲ狘

２
犆（犼－犻）犱

犿
ＳＲ

犔η犘
（ ）

Ｓ

，　　犻＜τ，

犉犣
犆（犼－犻＋１）＋εｔ犔

η
（ ）犔

－犉犣
犆（犼－犻）＋εｔ犔

η
（ ）犔

＋

　　犉犣
犆（犼－犻＋１）＋εｔ犔

η
（ ）犔

－犉犣
犆（犼－犻）＋εｔ犔

η
（ ）犔

，　　犻≥τ

烅

烄

烆
．

（２１）

　　６）中继电池能量状态处于非空非满状态，但电池能量有所减少（犛犼→犛犻）．在这种情况下，中继的电

池能量减少，中继必须工作于信息转发状态，且中继消耗的能量大于采集的能量．中继电池减少的能量

（ε犼－ε犻）等于中继消耗的能量εｔ和中继采集的能量ε′ｈ之间的差值．中继电池能量状态处于非空非满状

态，但电池能量有所减少的转移概率狆犼，犻可表示为

狆犼，犻 ＝Ｐｒ｛ε犼≥εｔ｝Ｐｒ｛εｔ－ε′ｈ＝ε犼－ε犻｝＝
Ｐｒ｛εｔ－ε′ｈ＝ε犼－ε犻｝，　　犼≥τ，

０，　　犼＜τ
｛ ．

（２２）

　　经计算得到中继电池能量状态处于非空非满状态，但电池能量有所减少的转移概率狆犼，犻为

狆犼，犻 ＝
犉犣

（τ＋犻－犼＋１）犆
犔（ ）η

－犉犣
（τ＋犻－犼）犆
犔（ ）η

，　　犼≥τ，

０，　　犼＜τ

烅

烄

烆 ．

（２３）

　　分析完６种情况后，证明中继电池能量状态概率ξ犻是平稳分布，其中，犻∈｛０，１，…，犔｝表示中继电

池能量状态概率（ε犻）．

定义犕（狆犻，犼）表示（犔＋１）×（犔＋１）维能量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通过文献［１９］中的方法，可以证明

矩阵犕 的转置矩阵是不可约和行随机的．因此，平稳分布ξ犻一定满足以下等式

ξ＝ （ξ０，ξ１，ξ２，…，ξ犔）
Ｔ
＝犕

Ｔ
ξ． （２４）

　　通过文献［１９］的数学方法求解式（２４），ξ可表示为

ξ＝ （犕
Ｔ
－犐＋犅）－

１犫． （２５）

式（２５）中：犅＝［犫，犫，…，犫］∈犚
犔＋１；犫＝（１，１，…，１）Ｔ∈犚

犔＋１；犐为单位矩阵．

在ξ的平稳分布下，中继电池能量状态满足所给定阈值的概率为

Ｐｒ｛ε［犽］≥犈ｔｈ｝＝∑
犔

犻＝τ
ξ犻． （２６）

３　性能分析

３．１　安全容量

安全容量犆Ｓ定义为主信道容量和窃听信道容量之间的差值．其中，主信道和窃听信道的信道容量

分别表示为

犆Ｄ ＝ｌｏｇ２（１＋γＤ），　　犆Ｅ ＝ｌｏｇ２（１＋γＥ）．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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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安全容量可表示为

犆Ｓ＝
犆Ｄ－犆Ｅ，　　γＤ ＞γＥ，

０，　　γＤ ≤γＥ
｛ ．

（２８）

３．２　遍历安全容量

遍历安全容量定义为可达平均通信速率的最大值［３］，表达式为

犈［犆Ｓ］＝Ｐｒ｛ε［犽］≥犈ｔｈ｝·∫
∞

０∫
∞

０

［犆Ｄ－犆Ｅ］
＋
犳（γＤ）犳（γＥ）ｄγＤｄγＥ ＝

∑
犔

犻＝τ
ξ犻·犈［［犆Ｄ－犆Ｅ］

＋］． （２９）

式（２９）中：［狓］＋ｍａｘ｛０，狓｝．

然而，在文中方案中，求取式（２９）的闭合表达式是不现实的，转而求取其下界表达式，即遍历可达安

全速率定义为

犈［犆Ｓ］≥∑
犔

犻＝τ
ξ犻·［犈［犆Ｄ］－犈［犆Ｅ］］

＋
珚犆Ｓ． （３０）

３．３　遍历可达安全速率分析

依次求解犈［犆Ｄ］和犈［犆Ｅ］，犈［犆Ｄ］可表示为

犈［犆Ｄ］＝
１

ｌｎ２
·犈［ｌｎ（１＋γＤ）］＝

１

ｌｎ２
·∫

∞

０

１－犉γＤ（狓）

１＋狓
ｄ狓． （３１）

式（３１）中：犉γＤ（狓）为γＤ 的累积分布函数，由概率论知识可求得

犉γＤ（狓）＝１－
犘ＳΩＳＲ

狓犱犿ＳＲ犘ＲΩＲＲ＋犘ＳΩ（ ）
ＳＲ

·ｅｘｐ（－
犱犿ＳＲσ

２

犘ＳΩＳＲ
＋
犱犿犚犇σ

２

犘ＲΩ（ ）
ＲＤ

狓）． （３２）

　　将式（３２）带入式（３１）
［２０］求得

犈［犆Ｄ］＝
１

ｌｎ２
×
犮１

犮１－犮２
ｅｘｐ（犮３）Γ（０，ｅｘｐ（犮３））［ －

ｅｘｐ（
犮１犮３
犮２
）Γ０，

犮１犮３
犮（ ）
２
＋ｌｎ

犮２
犮１
－ｌｎ犮３＋ｌｎ

犮１犮３
犮（ ）］
２

． （３３）

式（３３）中：犮１＝犘ＳΩＳＲ；犮２＝犱
犿
ＳＲ犘ＲΩＲＲ；犮３＝

犱犿ＳＲσ
２

犘ＳΩＳＲ
＋
犱犿ＲＤσ

２

ΩＲＤ犘Ｒ
．

引理１　窃听信道的近似遍历安全容量为

犈［犆Ｅ］≈
１

ｌｎ２∑
狇

犻

狑犻（狓犻）． （３４）

式（３４）中：狇 为近似次数 （精度）；狓犻（犻＝０，１，…，狇）为拉盖尔多项式 犔狇＋１（狓）的零点；狑犻＝

狓犻
［（狇＋１）犔狇＋１（狓犻）］

．

采用文献［２１］中的算法可以求出狓犻和狑犻．因此，可以用式（３４）代表犈［犆Ｅ］的近似闭合表达式．

证明［２２２４］
　犈［犆Ｅ］可表示为

犈［犆Ｅ］＝犈［ｌｏｇ２（１＋γＥ）］＝
１

ｌｎ２∫
∞

０

［ｌｎ（１＋狓）］犳γＥ（狓）ｄ狓． （３５）

式（３５）中：犳γ犈（狓）为γＥ 的概率密度函数，由概率论知识可求得

犳γＥ（狓）＝ｅｘｐ（
犪３
犪１ΩＳＥ

） 犪１ΩＳＥ
犪２ΩＲＥ＋犪１ΩＳＥ狓

＋
犪１ΩＳＥ犪２ΩＲＥ

（犪２ΩＲＥ＋犪１ΩＳＥ狓）［ ］２ ＋

　　　　　　ｅｘｐ（－
犪３
犪１ΩＳＥ

狓）
犪３

犪２ΩＲＥ狓＋犪１ΩＳＥ
＋

犪２ΩＲＥ犪１ΩＳＥ
（犪２ΩＲＥ狓＋犪１ΩＳＥ）［ ］２ ． （３６）

式（３６）：犪１＝犱
犿
ＲＥ犘Ｓ；犪２＝犱

犿
ＳＥ犘Ｒ；犪３＝犱

犿
ＳＥ犱

犿
ＲＥσ

２．

将式（３６）代入式（３５）可得

犈［犆Ｅ］＝
１

ｌｎ２∫
∞

０
ｅｘｐ（－狓）

犪１ΩＳＥ
犪３

ｌｎ１＋
犪１ΩＳＥ
犪３（ ）［ ］狓 ［ｅｘｐ（狓＋（１／犪３））犙１＋犙２］ｄ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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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ｌｎ２∑
狇

犻

狑犻（狓犻）． （３７）

式（３７）中：（狓）＝
犪１ΩＳＥ
犪３

ｌｎ１＋
犪１ΩＳＥ
犪３（ ）［ ］狓 ［ｅｘｐ（狓＋（１／犪３））犙１＋犙２］，其中，犙１＝

犪１犪３ΩＳＥ
犪２犪３ΩＲＥ＋犪

２
１Ω

２
ＳＥ狓
＋

犪２３犪１ΩＳＥ犪２ΩＲＥ
（犪２３犪２ΩＲＥ＋犪

２
１Ω

２
ＳＥ狓）

２
，犙２＝

犪１ΩＳＥ
犪１ΩＳＥ犫２ΩＲＥ狓＋犪１犪３ΩＳＥ

＋
犪２３犮１ΩＲＥ犪１ΩＳＥ

（犪１ΩＳＥ犫２ΩＲＥ狓＋犪
２
３犪１ΩＳＥ）

２．

式（３５）中的积分不能得出闭合形式，因此，采用文献［４］中高斯拉盖尔求积的方式求取近似形式．根

据高斯拉盖尔求积的方法，可以得到式（３７）．

综合式（３３），（３４），可得遍历可达安全速率的表达式为

珚犆Ｓ＝∑
犔

犻＝τ
ξ犻·［犈［犆Ｄ］－犈［犆Ｅ］］

＋
≈∑

犔

犻＝τ
ξ犻·

１

ｌｎ２
·

犮１
犮１－犮２

ｅｘｐ（犮３）Γ（０，ｅｘｐ（犮３））［｛ －

ｅｘｐ（
犮１犮３
犮２
）Γ０，

犮１犮３
犮（ ）
２
＋ｌｎ

犮２
犮１
－ｌｎ犮３＋ｌｎ

犮１犮３
犮（ ）］
２

－∑
狇

犻

狑犻（狓犻 ｝）
＋

． （３８）

４　仿真分析

对文中模型进行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
［２５２７］，该仿真方法适用于一些解析难以求解甚至不可能求解的

问题，仿真次数越多，越逼近解析值，同时，也为对后面求得的闭合表达式进行验证．对于所有的仿真曲

线，设置犱ＳＲ＝犱ＲＤ＝犱ＳＥ＝犱ＲＥ＝１，犿＝３，η＝０．５，犆＝５００，犔＝３００，犘Ｃ＝３０Ｗ，犘Ｒ＝犈ｔｈ－犘Ｃ．假定充电时

间为单位时间，假定加性高斯白噪声功率均为１Ｗ，式（３８）的曲线均由精度狇＝３００所绘制，设定的蒙特

卡洛仿真次数均为１０６ 次．

传输方案的遍历安全容量随信源发送功率犘Ｓ 的变化情况的仿真图，如图２所示．Ω犻，犼（犻，犼＝Ｓ，Ｒ，

Ｄ，Ｅ）均设为１．图２中：犆Ｓ为遍历安全容量；犘Ｓ为信源发送功率．

由图２可知：传输方案的遍历安全容量随着信源发送功率犘Ｓ 的增大而增大，达到一定的速率（即

最大值）后将会减小．由此可得，犘Ｓ在某一范围内能显著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能，且存在一个犘Ｓ值使系

统处于最佳安全状态．

模型的遍历安全容量和遍历可达安全速率随ΩＳＲ的变化曲线，及与传统半双工中继模式的对比，如

图３所示．遍历安全容量曲线由式（３２）仿真绘出，设置各个信道的平均信道增益分别为ΩＳＥ＝ΩＲＥ＝２０．

图３中：珚犆Ｓ为遍历可达安全速率．

　　　　图２　不同犈ｔｈ下遍历安全容量　　　 　　　　　　　图３　不同ΩＲＲ下遍历可达安全速率

　　　　随犘Ｓ 变化的趋势　　　　　　　　　　　　　　　　　　随ΩＳＲ变化的趋势

　Ｆｉｇ．２　Ｅｒｇｏｄｉｃｓｅｃｒｅｃ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ｉｔｈ犘Ｓ　　　　　　　　　　Ｆｉｇ．３　ＥＡＳＲｗｉｔｈΩＳＲｔｅｎｄｓ

　　　　　　ｔｅｎｄ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犈ｔｈ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ΩＲＲ　

由图３可知：文中的遍历安全容量与遍历可达安全速率曲线较为接近；此外，该系统的遍历可达安

全速率随着ΩＳＲ，ΩＲＤ的增加而增加，即安全性能随着ΩＳＲ和ΩＲＤ的增加而增强；与传统半双工模式对比

发现，当ΩＲＲ＜５时，文中系统的安全性能优于传统的半双工模式．因此，通过减少自干扰的影响和提升

主信道的信道增益可极大提高文中系统的安全性能．

模型的遍历安全容量和遍历可达安全速率随着ΩＲＲ的变化曲线，以及与传统半双工模式的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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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不同ΩＳＲ下遍历可达安全速率

　随ΩＲＲ变化的趋势

　Ｆｉｇ．４　ＥＡＳＲｗｉｔｈΩＲＲｔｅｎｄｓ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ΩＳＲ

图４所示．遍历安全容量曲线通过式（３２）仿真绘出，

设置各个信道的平均信道增益为ΩＳＥ＝ΩＲＥ＝１０，而

ΩＳＲ＝ΩＲＤ．

由图４可知：文中的遍历安全容量与遍历可达

安全速率的曲线较为接近；除此之外，该系统的遍历

可达安全速率随着ΩＲＲ的增加而减小；与传统半双工

模式对比可以发现，当ΩＲＲ＜１５时，文中系统的安全

性能优于传统半双工模式．因此，通过提高主信道的

信道增益和减小自干扰的影响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

安全性能．

５　结束语

研究基于能量采集技术的全双工中继安全传输系统的安全性能．在传统４节点模型上，结合能量采

集技术及中继采用全双工工作模式和协作加扰技术，根据该模型设计的安全传输方案进行建模，并分析

其安全性能；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离散能量的方法简化能量采集的分析过程，推导出遍历可达安全速率

的近似表达式．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通过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验证近似处理后闭合表达式的合理性，并

与传统半双工模式的安全性能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通过中继发射人工噪声干扰窃听者，并减少自

干扰和提高主信道的增益，可以显著地提高系统的安全传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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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符向量化算法

吴晨茜，陈锻生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微博的情感倾向，提出表情符向量化算法．首先，该算法将初始化表情符向

量从随机产生改进为包含表情符语义信息的向量；然后，用随机产生的负向样本提高泛化能力．通过定性和定

量分析可知：该算法能够保留表情符的语义信息；相对于忽略表情符的纯文本情感分析，在微博文本中融入表

情符信息的微博情感分析能够提高微博情感分类的精度．

关键词：　表情符；表情符向量；卷积神经网络；情感分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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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自２００７年进入中国以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用户数量激增．庞大的用户群产生的微博信息

中含有大量的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早期，文本情感分析的方法是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如 Ｈｕ

等［１］借助ｗｏｒｄＮｅｔ词汇语义网构造情感词典；另一种文本情感分析的方法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如

Ｐａｎｇ等
［２］使用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提取文本特征，并对文本进行情感分类．深度学习在特征的抽取和模

型的建立上更具有优势，文献［３５］提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文本情感分析模型．表情符的快速发展引

起学者们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关注．林振扬
［６］对表情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涵义进行研究．张艳晖

［７］提出融合

表情符号和微博新词的文本情感分析算法．Ｄａｖｉｄｏｖ等
［８］充分利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中的标签和表情符，利用

ＫＮＮ分类器设计一个情感分类框架．随着对微博情感分析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对表情符越来越重视．

谭文芳［９］阐述了表情符号的形成过程和在网络中的影响力等．Ｗａｎｇ等
［１０］通过聚类的方式得出表情符

的含义和表情符的使用场景．Ｙａｎｇ等
［１１］通过分析词与表情符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表情符情感词典．

Ｊｉａｎｇ等
［１２］抽取表情符的特征向量，构建一个表情符空间以判断其情感极性．张仰森等

［１３］结合情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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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情符的特点，提出级联式的情感分类器模型．刘宝芹等
［１４］基于表情符号建立六维情绪向量，并应用

于微博情感分类．目前，针对表情符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１）针对表情符对微博情感分析的作

用及表情符本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２）表情符包含的丰富语义信息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为解决上述两

个问题，本文提出表情符向量化算法．

１　表情符向量化

１．１　表情符号的选择和分类

微博中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当属ｅｍｏｊｉ表情符，如图１所示．目前，ｅｍｏｊｉ表情符已经普遍应用于各大

社交网络当中，其中一部分表情符具有明确的情感倾向，如 具有积极情感倾向，而 具有消极情感倾

向．为保证实验结果，需要先对表情符进行选择和分类．１）收集大量的微博数据，统计每个表情符被使

用的频次，将表情符按照频次的高低进行排序．２）选择前２００个频次高的表情符，组织５名研究人员对

这２００个表情符进行情感分类．分类类别为积极、消极和中性．３）选择３名及３名以上研究人员标记相

同的积极和消极表情符作为文中的研究对象．５名研究人员对部分表情符反应的分类情况，如图２所

示．根据分类情况，选择使用频次高且具有明显倾向的５３个表情符进行研究，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积极

表情符有２８个；消极表情符有２３个．

图１　微博中广泛使用的表情符　　　　　　　　　　　　　 　图２　表情符的分类情况　　

Ｆｉｇ．１　Ｅｍｏｔｉｃｏｎｓ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　　　

表１　表情符及其情感倾向

Ｔａｂ．１　Ｅｍｏｔｉｃ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情感倾向 表情符

积极

消极

１．２　词向量训练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ｈｔｔｐｓ：∥ｃｏｄｅ．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ｐ／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是Ｇｏｏｇｌｅ在２０１３年开源的一款将文本中的

字词转化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数据形式的工具．它从未标记的训练集中无监督地学习词语间隐藏的信

息，得到的词向量能够保留词语间句法和语义关系．

表情符向量化算法需借助ｗｏｒｄ２ｖｅｃ工具，而采用ｗｏｒｄ２ｖｅｃ工具则需要优质的语料库．维基百科语

料库具有质量高、覆盖广等特点，已经在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选择维

基百科的中文语料库进行词向量的训练，训练结束后可得到词向量．词向量训练的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词向量训练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ｗｏｒｄｖｅｃｔｏｒ

１．３　样本集构造

目前，针对表情符的研究还比较少，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数据集能够将表情符转化为向量形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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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借鉴Ｅｉｓｎｅｒ等
［１５］的方法，根据表情符向量化算法的实际需要，构造一个表情符样本集．样本由表情

符图片、表情符名称和表情符描述性语句３部分组成．表情符图片指的是文中选择的使用率较高，且具

有明确情感极性的５３个表情符，如 ．

表情符名称是样本的第２个组成元素．通过查看微博源代码的方式可以发现，微博上的表情符都是

以［ＸＸ］的文本格式存在，［ＸＸ］中的内容不仅是对表情符含义的简单描述，而且是唯一的．因此，文中将

［ＸＸ］中的内容作为表情符的名称；如 是以［酷］的形式存在， 这个表情符号的名称为“酷”．

ｆｕｌｌｅｍｏｊｉｌｉ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ｃｏｄｅ．ｏｒｇ／ｅｍｏｊｉ／ｃｈａｒｔｓ／ｆｕｌｌ?ｅｍｏｊｉ?ｌｉｓｔ．ｈｔｍｌ）是一个表情符列表，

其中详细记录了每个ｅｍｏｊｉ表情符的编码和英文描述性短语等内容．将英文描述性短语翻译成中文就

构成样本中的第３个组成部分，即描述性语句．通过这种方法构建样本集中的正向样本，如｛ ，酷，戴着

墨镜的笑脸｝．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提高泛化能力，还需构建负向样本．负向样本与正向样本的不同之处在

于其描述性语句是通过随机产生的．具体来说，随机产生４～６个中文词汇，将这些随机产生的中文词汇

按顺序串联形成的短句作为与表情符号不相符的描述性语句，虽然此短句在语义和语法上不成立，但这

并不影响构造负向样本的初衷．如随机产生的４个词汇分别为“研究”、“前”、“大学”和“主要”，将这４个

词汇依次连接形成“研究前大学主要”作为与表情符不相符的描述性语句，所以此时的负向样本为｛ ，

酷，研究前大学主要｝．部分表情符样本，如表２所示．

表２　部分表情符样本

Ｔａｂ．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ｔｏｆｅｍｏｔｉｃｏｎ

表情符 正向样本（表情符，名称，相符的描述语句） 负向样本（表情符，名称，不符的描述语句）

１．４　表情符向量化算法步骤

提出的表情符向量化算法有以下４个具体步骤．

１）初始化表情符向量狓犻．每个样本中包含表情符的名称，将表情符名称所对应的词向量狑ｎａｍｅ作为

表情符向量的初始向量，如果表情符名称是未登录词，则随机初始化表情符向量．即表情符向量狓犻＝

狑ｎａｍｅ．表情符名称是对表情符含义的简单描述．因此，初始的表情符向量已经包含一部分表情符的语义

信息，这将更有利于表情符向量的形成．

２）构造描述向量狏犼．狑１，狑２，…，狑犖 是一组词向量序列，分别对应样本中描述性语句中的词序列．将

这些词向量相加作为表情符的描述向量，即描述向量狏犼＝∑
犖

犽＝１

狑犽．描述向量实际上是描述性语句中各个

词语对应词向量的和，它综合了描述性语句中所有词语的句法和语义信息．

３）建立数学模型．表情符向量狓犻与描述向量狏犼的点积可以表示这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似性．用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对表情符向量狓犻与描述向量狏犼的相似概率建模，即

犘（狔）＝犺（狓
Ｔ
犻狏犼）

狔（１－犺（狓
Ｔ
犻狏犼））

１－狔，　　犺（狓）＝
１

１＋ｅ
－狓． （１）

　　４）计算表情符向量狓犻．数据集犇＝｛（狏犼，狔犻，犼）｜狏犼∈犚狀，狔犻，犼∈｛０，１｝｝由每个描述性向量狏犼组成，当描

述性语句犼与表情符犻相符合时，狔犻，犼值为１；否则，为０．对数据集犇 中的描述向量狏犼 计算式（１）的对数

损失函数，其对数损失函数为

犔（犻，犼，狔犻，犼）＝－ｌｎ犘（狔）＝－ｌｎ∏
犻，犼

犺（狓Ｔ犻狏犼）
狔犻，犼（１－ｈ（狓

Ｔ
犻狏犼））

１－狔犻，犼 ＝

　　　　　　－∑
ｉ，ｊ

狔犻，犼ｌｎ犺（狓
Ｔ
犻狏犼）－∑

犻，犼

（１－狔犻，犼）ｌｎ（１－犺（狓
Ｔ
犻狏犼））． （２）

　　使用梯度下降算法，寻找最佳的狓犻，从而得到表情符向量．文中得到的表情符向量是一个３００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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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样本集中的每一个表情符有一个对应的表情符向量，３个表情符的表情符向量为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定性分析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能够将词汇映射成高维向量空间中的一个点，表情符向量化算法借助ｗｏｒｄ２ｖｅｃ工具，能

够将表情符映射到相同的向量空间中，且该向量空间中两个点的距离可以衡量两个元素之间的相似性．

其中，点犡（狓１，狓２，…，狓狀）和点犢（狔１，狔２，…，狔狀）之间的距离公式为

犾＝ （狓１－狔１）
２
＋（狓２－狔２）

２
＋…＋（狓狀－狔狀）槡

２．

　　文中将词向量和通过表情符向量化算法得到的表情符向量映射到同一个向量空间中，并计算每个

元素之间的距离，通过观察与表情符最相近的表情符和词汇定性分析表情符向量化算法的正确性和可

行性．以４个目标表情符作为案例，在向量空间中，分析与目标表情符距离最近的５个表情符和５个词

汇，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向量空间中与目标表情符距离最近的表情符和词汇

Ｔａｂ．３　Ｎｅａｒｅｓｔｅｍｏｔｉｃｏｎｓａｎｄ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ｉ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ｆｒｏｍｔａｒｇｅｔｅｍｏｔｉｃｏｎｓ

目标表情符 表情符 词汇

　　

　　

　　

　　

　　由表３可知：与目标表情符距离最近的５个表情符都与目标表情符有着相同的情感极性，而且它们

的语义信息也很类似．以目标表情符 为例，该表情符最突出的是“吐舌头”这一动作，且面部表情较为

俏皮，而与该表情符距离最近的５个表情符中有３个表情符含有“舌头”这一元素，一个表情符含有俏皮

的意味．由此可以推断，相似的表情符在表情符向量空间中距离较近，而且表情符向量保留表情符原本

的语义信息．

由表３还可知：与表情符最相似的词汇并不是描述表情符号的词汇，而是与表情符号表达相同或相

似语义的词汇．表情符向量化算法虽然从表情符号的描述性语句入手，但是取得的向量化表示与描述性

词汇相关性低，这从侧面反映该算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２．２　定量分析

２．２．１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分类模型　卷积神经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卷积层和池化层．卷积层能

够提取出输入数据中大量的局部特征和语义组合．池化层是在卷积层的基础上，对局部特征和语义组合

进行选择，过滤掉一些不重要的局部特征和可置信低的语义组合．多个卷积层和池化层的交替叠加，可

以将文本数据中高度抽象的特征提取出来，提高情感分类的精度．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模型的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犱为维度．该分类模型的输入是一个句

子矩阵，句子矩阵由句子中所有词对应的词向量依次连接形成的．卷积层中使用窗口长度犺不同的卷积

过滤器作用于输入矩阵中所有长度为犺的相邻词向量上，以提取输入层的局部特征．池化层对提取出的

局部特征进行筛选，将池化层的输出用全连接的方式连接到最后一层的输出结点上，利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

器进行微博情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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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模型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２．２　实验数据和模式　实验在Ｌｉｎｕｘ１２．０４环境下进行，ＧＰＵ为 ＮＶＩＤＩＡＱｕａｄｒｏＰ４０００，内存为

３２ＧＤＤＲ４，使用Ｐｙｔｈｏｎ２．７和Ｔｈｅａｎｏ０．９框架．以ＮＬＰＣＣ２０１４任务１提供的语料作为实验数据．该

语料将微博分为生气、厌恶、害怕、高兴、喜欢、伤心和惊喜７类．文中将高兴、喜欢和惊喜划分为积极类

别；将生气、厌恶、害怕和伤心划分为消极类别．将积极类别和消极类别进行二元情感分类，使用基于卷

积神经网络的句子分类模型，通过以下３种不同的模式进行对比实验．

１）模式１：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ＣＮＮ．仅考虑微博语料中的微博文本，剔除表情符号，将实验数据中包含的

所有词对应的词向量作为基于ＣＮＮ句子分类模型的输入，进行微博情感分类实验．

２）模式２：ｅｍｏｊｉ２ｗｏｒｄ＋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ＣＮＮ．在微博环境中，表情符号是以［ＸＸ］的文本形式存在的．

因此，先将实验数据中的所有表情符号转化为对应的文本，形成一个纯文本的实验数据；再在纯文本实

验数据的基础上训练出词向量，并将词向量作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句子分类模型的输入．

３）模式３：ｅｍｏｊｉ２ｖｅｃ＋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ＣＮＮ．将表情符向量和词向量连接起来构成句子矩阵，并作为基

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句子模型的输入进行情感分类．

采用上述３个模型在两个语料上进行实验分析，语料１是ＮＬＰＣＣ２０１４已标注的共４５４２３条微博

（包含２９０６条带表情符的微博），其中，积极数据和消极数据分别占全体数据的５２．５％和４７．５％．语料

２是ＮＬＰＣＣ２０１４中已标注且带有表情符的２９０６条微博，其中，积极数据和消极数据分别占全体数据

的６１．２％和３８．８％．

２．２．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以正确率（η）、召回率（）、犉值和准确率（ψ）作为实验的评价指标，具体

的实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３种模式的评价指标

Ｔａｂ．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

模式 类别
语料１

η／％ ／％ 犉／％ ψ／％

语料２

η／％ ／％ 犉／％ ψ／％

模式１
积极

消极

７３．４

７０．３

７９．１

８１．７

７６．１

７５．６

８０．４

８０．４

７８．３

７５．４

７２．７

７４．３

７５．４

８４．７

７３．１

７３．１

模式２
积极

消极

７４．１

７２．５

８０．５

７７．４

７７．２

７４．９

８１．７

８１．７

７４．１

７６．０

７１．３

７３．３

７２．２

７４．６

７０．３

７０．３

模式３
积极

消极

７６．９

７７．２

８３．４

８２．０

８０．０

８３．５

８３．５

８３．５

８０．７

７６．２

７７．８

７５．９

７９．２

７６．１

７８．４

７８．４

　　由表４可知：在语料１，２中，模式３的正确率、召回率和准确率都高于模式１．这说明将表情符转化

为向量并且将其作为特征引入后，情感分类器的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由表４还可知：通过对比模式１，２的实验结果，在语料２中，将表情符号转化为文字后，其准确率略

微降低，其主要原因是由表情符转化而来的文字并不能完全替代表情符在微博中包含的语义信息；而在

语料１中，其准确率却略有提升，可能的原因是语料１中包含文字较多，微博整体的情感倾向对表情符

的依赖性并不强．因此，从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单纯的将表情符转化为文字的做法并不适用

于微博情感分类领域．通过对比模式１，３的实验结果，融合表情符特征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模型能

够提高微博情感分类的准确率．因此，相对于忽略表情符的纯文本情感分析，在微博文本中融入表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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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的微博情感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微博情感分类的精度，说明表情符向量化算法在判断微博

情感倾向中可发挥重大作用．

３　结束语

由于表情符不仅自身具有情感倾向，而且对微博的整体情感倾向也有影响，因此，提出表情符向量

化算法，通过提取表情符的特征，将表情符号转化为向量形式，让表情符与词汇一样能够在情感分析领

域中灵活应用．通过定性分析可知，表情符向量化算法保留了表情符的语义信息．通过定量分析可知，表

情符向量能够提高情感分类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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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变二次规划的高精度数值算法

李泽昕，徐凤，张孟玄，郭东生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用于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的高精度数值算法．首先，给出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的连续模

型；然后，采用新型泰勒差分公式将连续模型离散，得到具有高计算精度的数值算法；最后，通过理论分析和仿

真实验表明该数值算法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并将所提出的数值算法应用于一个五连杆机械臂的运动控制中．

研究结果表明：所提算法的计算稳态误差与采样间隔τ具有犗（τ４）的关系，该数值算法既可以有效地求解时

变二次规划问题，又能有效地应用于机械臂的运动控制．

关键词：　时变二次规划；数值算法；泰勒差分公式；机械臂；运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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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展示的原对偶神经网络模型，Ｚｈａｎｇ等

［１３］提出的新型神经网络模型．为了能够

在硬件系统（如数字电路）上实现连续时间计算模型，Ｌｉａｏ等
［８］给出基于欧拉差分公式［１４］和泰勒差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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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５］设计的数值算法，并表明前者具有犗（τ
２）的误差变化规律，后者具有犗（τ

３）的误差变化规律（τ为采

样间隔）．然而，本文给出一种新型的泰勒差分公式
［１６?１８］，并基于该公式的设计，开发出具有高计算精度

的数值算法，用于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验证所提数值算法的优越性和有效

性．考虑到机械臂的运动控制问题也可描述为时变二次规划问题
［８，１９?２１］，为体现该算法的应用前景，同

时，将该算法应用于一个五连杆机械臂中．

１　问题和算法描述

所研究的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８，１３］为

ｍｉｎ犳（狓（狋），狋）＝狓
Ｔ（狋）犙（狋）狓（狋）／２＋狆

Ｔ（狋）狓（狋），

ｓ．ｔ．犃（狋）狓（狋）＝犫（狋） ｝．
（１）

式（１）中：犙（狋）∈犚
狀×狀；犃（狋）∈犚

犿×狀（行满秩）；狆（狋）∈犚
狀 和犫（狋）∈犚

犿 分别为光滑时变的系数矩阵和向

量；狓（狋）∈犚
狀 是需要求解（１）而得到的未知向量．为保证狓（狋）的存在，仅考虑系数矩阵犙（狋）在时间狋∈

［０，＋∞）内是正定对称的情况．

在文献［１３］中，上述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求解可转化为时变线性方程的求解，即

犆（狋）狔（狋）＋犱（狋）＝０． （２）

式（２）中：狔（狋）＝［狓
Ｔ（狋），犾Ｔ（狋）］Ｔ∈犚

狀＋犿，犾（狋）∈犚
犿 为拉格朗日乘子向量，系数矩阵犆（狋）和向量犱（狋）分别

定义为犆（狋）＝
犙（狋） 犃

Ｔ（狋）

犃（狋）
［ ］

０
∈犚

（狀＋犿）×（狀＋犿），犱（狋）＝
狆（狋）

－犫（狋
［ ］）∈犚狀＋犿．

为求解时变线性方程（２）及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文献［１３］给出的连续模型为

狔
·

（狋）＝－犆－
１（狋）犆

·

（狋）狔（狋）－犆
－１（狋）犱

·

（狋）－γ犆－
１（狋）（犆（狋）狔（狋）＋犱（狋））． （３）

式（３）中：狔
·

（狋）为状态向量狔（狋）的时间导数；犆
－１（狋）为矩阵犆（狋）的逆矩阵；设计参数γ＞０∈犚用来调节

模型的收敛率．对于模型（３），给定一个随机产生的初始状态，其状态向量狔（狋）会收敛到式（２）的理论解

中，而该解的前狀个元素将组成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最优解
［１３］．

为了能够在硬件系统（如数字电路）上实现连续时间计算模型，采用欧拉差分公式［１４］对式（３）进行

离散，文献［８］给出的数值算法为

狔犽＋１ ＝狔犽－τ犆
－１
犽 犆

·

犽狔犽－τ犆
－１
犽 犱

·

犽－犺犆
－１
犽 （犆犽狔犽＋犱犽）． （４）

式（４）中：τ＞０∈犚为采样间隔；犺＝τγ＞０∈犚为步长；迭代次数犽＝０，１，２，…，且狔犽＝狔（狋犽＝犽τ），犆
－１
犽 ＝

犆－１（狋犽＝犽τ），犆
·

犽＝犆
·

（狋犽＝犽τ），犆犽＝犆（狋犽＝犽τ），犱犽＝犱（狋犽＝犽τ），犱
·

犽＝犱
·

（狋犽＝犽τ）．对于算法（４），固定犺的数

值不变，当τ的数值减小１０倍，其计算稳态误差可减小１００倍，即算法（４）的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２）的

变化规律［８］．

不同于欧拉差分公式，文献［８］进一步给出了一种泰勒差分公式
［１５］，并采用此差分公式进行离散公

式（３），从而得到的数值算法为

狔犽＋１ ＝１．５狔犽－狔犽－１＋０．５狔犽－２－τ犆
－１
犽 犆

·

犽狔犽－τ犆
－１
犽 犱

·

犽－犺犆
－１
犽 （犆犽狔犽＋犱犽）． （５）

　　对于算法（５），固定犺的数值不变，当τ的数值减小１０倍，其计算稳态误差可减小１０００倍，即算法

（５）的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３）的变化规律［６］．

２　高精度数值算法及其理论分析

基于一种新型泰勒差分公式［１６?１８］设计一个具有高计算精度的数值算法，用于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

题（１）．新型泰勒差分公式具体描述为

狔
·

犽 ≈ （２４狔犽＋１－５狔犽－１２狔犽－１－６狔犽－２－４狔犽－３＋３狔犽－４）／（４８τ）． （６）

　　对于差分公式（６），其具有犗（τ
３）的截断误差［１６１８］．采用该差分公式对模型（３）进行离散便可得到数

值算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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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犽＋１ ＝
５

２４
狔犽＋

１

２
狔犽－１＋

１

４
狔犽－２＋

１

６
狔犽－３－

１

８
狔犽－４－２τ犆

－１
犽 犆

·

犽狔犽－２τ犆
－１
犽 犱

·

犽－犺犆
－１
犽 （犆犽狔犽＋犱犽）．（７）

　　式（７）便是文中提出用以求解（１）的高精度数值算法．对于算法（７），其迭代计算需要５个初始值，即

狔０，狔１，狔２，狔３ 和狔４．结合算法（４），给定一个初始值狔０，其余的４个初始值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即

狔１ ＝狔０－τ犆
－１
０ 犆

·

０狔０－τ犆
－１
０ 犱

·

０－犺犆
－１
０ （犆０狔０＋犱０），

狔２ ＝狔１－τ犆
－１
１ 犆

·

１狔１－τ犆
－１
１ 犱

·

１－犺犆
－１
１ （犆１狔１＋犱１），

狔３ ＝狔２－τ犆
－１
２ 犆

·

２狔２－τ犆
－１
２ 犱

·

２－犺犆
－１
２ （犆２狔２＋犱２），

狔４ ＝狔３－τ犆
－１
３ 犆

·

３狔３－τ犆
－１
３ 犱

·

３－犺犆
－１
３ （犆３狔３＋犱３）

烅

烄

烆 ．

　　对于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可定义误差函数为

犲犽 ＝犆犽狔犽＋犱犽 ∈犚
狀＋犿．

　　显然，若犲犽＝０，则犆犽狔犽＋犱犽＝０，且狔犽 的前狀个元素（狓犽）组成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最优解
［８］．因

此，经过一定次数的迭代计算后，数值算法（７）的计算误差‖犲犽‖２（‖·‖２ 为向量的二范数）将会变得

足够小，此时的状态向量狓犽＝狓（狋犽＝犽τ）即为问题（１）的最优解．如下的理论结果可进一步保证数值算法

（７）的计算性能．

命题１　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是一个以截断误差为犗（τ
４）的收敛方法．

证明：对于数值算法（７），其特征多项式为

ρ（θ）＝θ
５
－
５

２４
θ
４
－
１

２
θ
３
－
１

４
θ
２
－
１

６
θ＋

１

８
．

　　当求解ρ（θ）＝０时，有如下计算结果：θ１＝１，θ２＝０．３８３３，θ３＝－０．７６２７，θ４＝－０．２０６２＋０．６２０６犻，

θ５＝－０．２０６２－０．６２０６犻．

显然，有一个根在单位圆上，其余的根都在单位圆内．根据文献［２２］，数值算法（７）是零稳定的．考虑

泰勒差分公式（６），有

狔
·

犽 ＝ （２４狔犽＋１－５狔犽－１２狔犽－１－６狔犽－２－４狔犽－３＋３狔犽－４）／（４８τ）＋犗（τ
３）． （８）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式（８）对模型（３）进行离散，可得

狔犽＋１ ＝
５

２４
狔犽＋

１

２
狔犽－１＋

１

４
狔犽－２＋

１

６
狔犽－３－

１

８
狔犽－４－

２τ犆
－１
犽 犆

·

犽狔犽－２τ犆
－１
犽 犱

·

犽－犺犆
－１
犽 （犆犽狔犽＋犱犽）＋犗（τ

４）．

　　去掉上式中的犗（τ
４），即为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这表明该算法具有４阶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数值算法（７）具有零稳定和一致性
［２２］．因此，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是一个收敛方法，且

其截断误差为犗（τ
４），证毕．

命题２　对于一个可求解的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所提数值算法（７）的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４）的

变化规律．

证明：由节１求解（１）可等价于时变线性方程（２）的求解．因此，定义狔犽 ∈犚
狀＋犿，且其满足犆犽狔


犽 ＋犱犽

＝０．由定理１的证明可得，当犽足够大时，有狔犽＝狔

犽 ＋犗（τ

４），进而可得

‖犲犽‖２ ＝‖犆犽狔犽＋犱犽‖２ ＝ ‖犆犽（狔

犽 ＋犗（τ

４））＋犱犽‖２ ＝

‖犆犽狔

犽 ＋犱犽＋犗（τ

４）‖２ ＝犗（τ
４）．

　　上式即为计算稳态误差ｌｉｍ
犽→∞
‖犲犽‖２＝犗（τ

４）．所提数值算法（７）对应的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４）的

变化规律，证毕．

３　数值实验验证

通过对比性的数值实验验证所提数值算法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对于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系数矩

阵和向量选择分别为

７０４第３期　　　　　　　　 　　　　 李泽昕，等：时变二次规划的高精度数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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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狋）＝
２ｓｉｎ狋＋４ ｃｏｓ狋

ｃｏｓ狋 ｓｉｎ狋＋
［ ］

２
∈犚

２×２，　　犃（狋）＝ ［ｃｏｓ３狋　ｓｉｎ３狋］∈犚
１×２，

狆（狋）＝ ［ｓｉｎ３狋　ｃｏｓ３狋］
Ｔ
∈犚

２，　　犫（狋）＝ｃｏｓ狋∈犚．

　　当τ＝０．０１和犺＝０．４时，采用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其计算结果，如图

１所示．图１中：犽为迭代次数；狓犽 为不同迭代次数下的取值；‖犲犽‖２ 为计算误差．

　　 　（ａ）狓犽 的轨迹　　　　　　　　　　　　　　　　　（ｂ）计算误差的轨迹

图１　采用数值算法（７）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实验结果（τ＝０．０１，犺＝０．４）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７）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１）（τ＝０．０１，犺＝０．４）

由图１（ａ）可知：从５个不同的初始状态出发，由数值算法计算得到的狓犽＝狓（狋犽＝犽τ）轨迹都收敛到

同一个时变轨迹．由图１（ｂ）可知：计算误差‖犲犽‖２＝‖犆犽狔犽＋犱犽‖２ 快速减小，并且维持在一个小的数

值范围内，其计算稳态误差的数量级为１０－３．这说明算法产生的狓犽 将会收敛到时变线性矩阵向量方程

（２）的理论解，也说明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最优解．这些数值结果能很好地证明所提数值算法（７）的

有效性．

当τ＝０．００１和犺＝０．４时，采用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其计算结果如图

２所示．

　　 　（ａ）狓犽 的轨迹　　　　　　　　　　　　　　　　　（ｂ）计算误差的轨迹

图２　采用数值算法（７）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实验结果（τ＝０．００１，犺＝０．４）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７）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１）（τ＝０．００１，犺＝０．４）

由图２（ａ）可知：由数值算法计算得到的狓犽 轨迹都收敛到同一个轨迹．由图２（ｂ）可知：算法的计算

误差快速减小并维持在一个更小的数值范围内，且其计算稳态误差数量级为１０－７．显然，这些数值结果

再次表明所提数值算法（７）能有效地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值得指出的是，对比图１（ｂ），２（ｂ）可

知：当τ的数值减小（从０．０１到０．００１）时，算法的计算稳态误差也随之减小（从１０
－３到１０－７）．因此，所

提数值算法的计算性能可以通过减小τ得到有效提高．

采用不同数值的犺和τ对数值算法（４），（５）和（７）进行对比性的数值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犲（狋）为稳态误差．

由表１可知：固定τ的数值不变，采用不同的犺，３种数值算法的计算性能都会有所不同，即相应的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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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稳态误差有所差异；而通过适当增加犺的数值，算法的计算性能均可得到一定的提高．特别地，固定

犺的数值不变，当τ的数值减小１０倍，有如下３种情况．

表１　不同的犺和τ值下，采用数值算法（４），（５）和（７）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的计算稳态误差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４），（５）ａｎｄ（７）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犺ａｎｄτ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１）

算法 犺
犲（狋）

τ＝０．０１ τ＝０．００１ τ＝０．０００１
变化规律

数值算法（４）

０．２ ５．００５×１０－２ ５．７８７×１０－４ ４．０１９×１０－６

０．３ ３．６８７×１０－２ ４．０１５×１０－４ ４．００３×１０－６

０．４ ２．７３３×１０－２ ２．６９４×１０－４ ３．０１４×１０－６

０．５ ２．３８３×１０－２ ２．２９４×１０－４ ２．４１１×１０－６

０．６ ２．０１７×１０－２ １．９５１×１０－４ １．８９０×１０－６

犗（τ２）

数值算法（５）

０．２ １．５７０×１０－２ ２．０１９×１０－５ ２．１２２×１０－８

０．３ １．１８８×１０－２ １．４４１×１０－５ １．４４６×１０－８

０．４ ９．０３７×１０－３ １．０５２×１０－５ １．０３９×１０－８

０．５ ７．９９７×１０－３ ８．０３７×１０－６ ７．５４２×１０－９

０．６ ６．８２１×１０－３ ６．８３６×１０－６ ６．９１８×１０－９

犗（τ３）

数值算法（７）

０．２ １．９０２×１０－３ ４．６２１×１０－７ ３．４１７×１０－１１

０．３ １．６３１×１０－３ ３．０８０×１０－７ ４．７０２×１０－１１

０．４ １．３６３×１０－３ ２．７１６×１０－７ ２．７１４×１０－１１

０．５ １．２６３×１０－３ １．９１３×１０－７ １．９９７×１０－１１

０．６ １．１０４×１０－３ １．７５３×１０－７ １．７７２×１０－１１

犗（τ４）

　　１）算法（４）的计算稳态误差可减小１００倍，即其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２）的变化规律［６］．

２）算法（５）的计算稳态误差可减小１０００倍，即其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３）的变化规律［６］．

３）算法（７）的计算稳态误差可减小１００００倍，即其计算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４）的变化规律．

显然，对比算法（４），（５），通过减小τ的数值，所提算法（７）的计算性能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提高．并

且，在相同的犺和τ的条件下，算法（７）的计算精度均优于另外两种算法的计算精度．总的来说，上述对

比性实验结果很好地表明所提数值算法的优越性和有效性．

４　机械臂应用研究

机械臂的运动控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８，１５，１９?２１，２３］．基于节２，３的理论分析和数值实验，将所

提数值算法（７）应用于机械臂的运动控制中，以体现其应用前景．

一般而言，机械臂的运动控制问题可描述为，给定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的运动轨迹狉ｄ（狋）∈犚
犿，如何

有效地求解得到机械臂的关节角度向量θ（狋）∈犚
狀．已有的研究成果

［８，１９?２１］表明，可通过求解如下的二次

规划问题以实现机械臂运动控制的目的．即

ｍｉｎθ
·
Ｔ（狋）θ

·

（狋）／２＋４（θ（狋）－θ（０））
Ｔ
θ
·

（狋），

ｓ．ｔ．犑（θ（狋））θ
·

（狋）＝狉
·

ｄ（狋）
烍
烌

烎．

（９）

式（９）中：θ
·

（狋）为关节速度向量；θ（０）为关节角度初始值；犑（θ（狋））∈犚
犿×狀为机械臂的雅克比矩阵；狉

·

ｄ（狋）

为狉ｄ（狋）的时间导数．对于上述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９），可利用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进行求解，从而实现

对机械臂的运动控制．

通过基于五连杆机械臂的仿真结果表明算法（７）的有效性和应用性，五连杆机械臂的几何结构对应

的雅克比矩阵［１５］描述为

犑＝
－犾１狊１－犾２狊２－犾３狊３－犾４狊４－犾５狊５，－犾２狊２－犾３狊３－犾４狊４－

犾１犮１＋犾２犮２＋犾３犮３＋犾４犮４＋犾５犮５，犾２犮２＋犾３犮３＋犾４犮４
［

＋

　　
犾５狊５，－犾３狊３－犾４狊４－犾５狊５，－犾４狊４－犾５狊５，－犾５狊５

犾５犮５，犾３犮３＋犾４犮４＋犾５犮５，犾４犮４＋犾５犮５，犾５犮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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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狊犻＝ｓｉｎ∑
犻

犼＝１

θ犼；犮犻＝ｃｏｓ∑
犻

犼＝１

θ犼；犾犻为 机械臂连杆的长度．

基于这样的机械臂完成不同的轨迹跟踪任务，对所提出的数值算法（７）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仿真

中，机械臂各连杆的长度均设置为１ｍ，机械臂各关节角度的初始值均设置为１５°，相应的结果如图３，４

所示．图３，４中：狓，狔分别表示水平面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犈为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的跟踪误差．

　（ａ）机械臂运动轨迹　　　　　　 　　　　　　　　　（ｂ）跟踪误差的轨迹

图３　采用数值算法（７）使五连杆机械臂完成圆形轨迹跟踪的仿真结果（τ＝０．０１，犺＝０．４）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７）ｆｏｒｆｉｖｅｌｉｎｋｒｏｂｏ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ｈ（τ＝０．０１，犺＝０．４）

　 （ａ）机械臂运动轨迹　　　　　　 　　　　　　　　　（ｂ）跟踪误差的轨迹

图４　采用数值算法（７）使五连杆机械臂完成三尖瓣图形轨迹跟踪的仿真结果（τ＝０．０１，犺＝０．４）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７）ｆｏｒｆｉｖｅｌｉｎｋｒｏｂｏ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ｐａｔｈ（τ＝０．０１，犺＝０．４）

由图３，４可知：五连杆机械臂的末端执行器能很好地完成给定轨迹（即圆形和三尖瓣图形）的跟踪

任务，且相应的跟踪误差都比较小（在１０－４的数量级）．由此可知，这些仿真结果表明了所提数值算法

（７）能有效地应用于机械臂的运动控制．

５　结束语

结合新型泰勒差分公式推导得到一种具有高计算精度的数值算法（７），以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

（１）．理论分析和对比性数值实验证明算法（７）的优越性和有效性．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均表明算法（７）

的计算稳态误差与采样间隔τ具有犗（τ
４）的关系，且该算法可以有效地求解时变二次规划问题（１）．基

于五连杆机械臂的仿真结果，可进一步验证所提数值算法（７）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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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构建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高效数值格式，利用算子分裂方法将原方程离散成非线性方程和二

维热传导方程，其中，非线性方程有解析解．二维热传导方程时间离散采用ＣｒａｎｋＮｉｃｏｌｓｏｎ格式，空间离散分

别采用二阶中心差分和四阶Ｐａｄé逼近，得到两个稳定的数值格式．数值实验结果表明：格式具有有效性；能量

呈现递减规律．

关键词：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算子分裂；交替方向隐格式；傅里叶分析；极大值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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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是描述微观扩散理论中弯曲反相边界运动的一类方程
［１］，在材料流体动力学和反

应扩散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可浸液体中的粗化动力学［２］、晶体生长［３］、人群扩散现象［４］、随机扰

动［５］和图像处理［６７］问题等．Ｄｕ等
［８］采用谱方法解决非局部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问题．Ｌｅｅ等

［９］利用半解析谱

（ＳＡＦＳ）方法计算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Ｘｉａｏ等
［１０］分析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有限元方法的稳定性．Ｚｈａｉ等

［１１］提

出一种线性化高阶紧致差分方法，并采用交替方向隐格式（ＡＤＩ）格式减少计算量．Ｔａｎｇ等
［１２］建立求解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问题的隐／显格式，并证明格式满足极大值原理．Ａｄｅｒｏｇｂａ等
［１３］采用显式非标准有限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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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Ｓｔｒａｃｈｏｔａ等
［１４］利用有限体积方法求解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并给出误差估计．

另外，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还可以采用重心插值配点法
［１５］和配点法［１６］求解．以上方法均从原问题出发，直

接建立数值逼近格式，思想简单易于理解，但在处理高维问题时，所建立格式将变得十分复杂，极大挑战

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算子分裂方法是一种求解复杂问题的有效策略
［１７］，此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求解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Ｚｈａｉ等
［１７１８］结合解析法和谱方法，建立求解（分数阶）非局部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快速

显式算子分裂方法，参考文献［１９２０］进一步推广此方法，并给出严格的误差分析．本文应用二阶中心差

分和四阶Ｐａｄé逼近，给出两个新算子分裂格式，并分别对其进行稳定性和极大值原理分析．

１　预备知识

考虑如下的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狌狋＝Δ狌－
１

ε
２犉′（狌），　　（狓，狔）∈Ω，　狋∈ ［０，犜］，

狌（狓，狔，０）＝狌０（狓，狔），　　（狓，狔）∈Ω，

狌（狓，狔，狋）＝０，　　（狓，狔）∈Ω，　狋∈ ［０，犜］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犉′（狌）＝狌（狌２－１）；Ω＝［犪，犫］
２；ε为描述相界厚度的一个参数；当狌０∈［－１，１］时，有狌∈［－１，

１］，即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满足所谓的极值原理．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重要特征是将它视为Ｌｙａｐｕｎｏｖ能量泛函的犔２ 梯度流
［８］，即

犈（狌）＝∫
犫

犪∫
犫

犪

１

ε
２犉（狌）＋

１

２
狘狌

２［ ］狘ｄ狓ｄ狔． （２）

　　能量泛函犈（狌）关于时间狋求导，有

ｄ

ｄ狋
犈（狌）＝∫

犫

犪∫
犫

犪

１

ε
２犉′（狌）狌狋＋狌·狌［ ］狋 ｄ狓ｄ狔≤０． （３）

　　由式（３）可知：能量泛函犈（狌）不会增加．采用算子分裂方法
［１７］计算问题（１），将原始方程分裂为非

线性方程和线性方程，其解算子分别记为犛Ａ 和犛Ｂ，则问题（１）可通过以下二阶精度的Ｓｔｒａｎｇ分裂格

式［１７］进行求解，即

狌（狋＋Δ狋）＝犛Ａ
Δ狋（ ）２ 犛Ｂ（Δ狋）犛Ａ

Δ狋（ ）２ 狌（狋）＋犗（Δ狋２）． （４）

式（４）中：非线性部分采用解析法求解；线性部分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

２　数值格式

令狓，狔方向取相同的空间节点数犕，空间步长犺＝（犫－犪）／犕，则狓方向空间节点为狓犻＝犪＋犻犺，犻＝

０，１，…，犕；狔方向空间节点为狔犼＝犪＋犼犺，犼＝０，１，…，犕．取时间节点数为犖，时间步长为τ＝犜／犖，时间

节点表示为狋狀＝狀τ，狀＝０，１，２，…，犖．同时，记狌
狀
犻，犼＝狌（狓犻，狔犼，狋狀）．

２．１　二维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算子分裂方法的求解

根据算子分裂方法，将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分解为非线性方程犛Ａ：狌狋＝－
１

ε
２狌（狌

２－１）和二维热传

导方程犛犅：狌狋＝Δ狌．在狋∈ 狋狀，狋狀＋［ ］１
２
前半个时间步长内，通过算子犛Ａ 进行求解；在狋∈［狋狀，狋狀＋１］一个时间

步长内完整利用算子犛Ｂ 求解；在后半步狋∈ 狋狀＋１２，狋狀［ ］＋１ ，重新利用算子犛Ａ 进行求解，即

狌（狋＋Δ狋）＝犛Ａ
Δ狋（ ）２ 犛Ｂ（Δ狋）犛Ａ

Δ狋（ ）２ 狌（狋）． （５）

式（５）中：非线性方程犛Ａ 求解格式为

狌狀＋１ ＝
狌狀

ｅｘｐ（－２狋／ε
２）＋（狌

狀）２（１－ｅｘｐ（－２狋／ε
２

槡 ））
． （６）

２．２　二阶犃犇犐格式与极大值原理

引入二阶中心差分算子δ
２
狓狌

狀
犻，犼＝
狌狀犻－１，犼－２狌

狀
犻，犼＋狌

狀
犻＋１，犼

犺２
，δ
２
狔狌

狀
犻，犼＝
狌狀犻，犼－１－２狌

狀
犻，犼＋狌

狀
犻，犼＋１

犺２
，则二维热传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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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犛Ｂ：狌狋＝Δ狌有如下ＣＮ格式，即

狌狀＋１犻，犼 －狌
狀
犻，犼

τ
＝
１

２
δ
２
狓（狌

狀＋１
犻，犼 ＋狌

狀
犻，犼）＋

１

２
δ
２
狔（狌

狀＋１
犻，犼 ＋狌

狀
犻，犼）．

　　整理可得 １－
τ
２
δ
２
狓－
τ
２
δ
２（ ）狔 狌狀＋１犻，犼 ＝ １＋

τ
２
δ
２
狓＋
τ
２
δ
２（ ）狔 狌狀犻，犼，将其左右两边分别加上辅助项τ

２

４
δ
２
狓×

δ
２
狔狌
狀＋１
犻，犼 和

τ
２

４
δ
２
狓δ

２
狔狌

狀
犻，犼，有如下ＡＤＩ格式，即

１－
τ
２
δ
２（ ）狓 １－

τ
２
δ
２（ ）狔 狌狀＋１犻，犼 ＝ １＋

τ
２
δ
２（ ）狓 １＋

τ
２
δ
２（ ）狔 狌狀犻，犼， （７）

精度为犗（τ
２＋犺２）．

定理１　对任意的频率ω１，ω２ 和时间步长τ，差分格式（７）是无条件稳定的．

证明：令狌狀犻，犼＝狏
狀（ω１，ω２）ｅｘｐ（ｉω１狓犻＋ｉω２狔犼），其中，ｉ为虚数单位，则有

δ
２
狔狌

狀
犻，犼 ＝

狌狀犻，犼－１－２狌
狀
犻，犼＋狌

狀
犻，犼＋１

犺２
＝－

４

犺２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狌狀犻，犼． （８）

　　同理，有δ
２
狓狌

狀
犻，犼＝－

４

犺２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狌狀犻，犼，将其带入式（７）中，并令狉＝τ／（２犺
２），有

狏狀＋１ ＝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狏狀， （９）

以及增长因子

犌１（τ，狀）＝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 （１０）

　　因此，当狉＞０时，则有｜犌１（τ，狀）｜≤１成立，差分格式（７）无条件稳定．证明完毕．

因为犛Ａ 是精确求解，所以整个算子分裂格式都是稳定的．根据式（５）～（７），得到方法ＳⅠ．即

ＳⅠ：

狌 ＝
狌狀

ｅｘｐ（－狋／ε
２）＋（狌

狀）２（１－ｅｘｐ（－狋／ε
２

槡 ））
，

１－
τ
２
δ
２（ ）狓 １－

τ
２
δ
２（ ）狔 狌

＝ １＋
τ
２
δ
２（ ）狓 １＋

τ
２
δ
２（ ）狔 狌，

狌狀＋１ ＝
狌

ｅｘｐ（－狋／ε
２）＋（狌）

２（１－ｅｘｐ（－狋／ε
２

槡 ））

烅

烄

烆
．

（１１）

定理２　如果初值满足｜狌０｜≤１，那么方法ＳⅠ的解满足｜狌
狀
｜≤１，狀＝１，２，３，…，犖．

证明：假设｜狌
狀
｜≤１，显然有１－（狌

狀）２≥０，根据式（６），有

狘狌

狘＝

狘狌
狀
狘

ｅｘｐ（－狋／ω
２）＋（狌

狀）２（１－ｅｘｐ（－狋／ω
２

槡 ））
＝１． （１２）

　　令狏
狀＝狌犻，犼ｅｘｐ（－（ｉω１狓犻＋ｉω２狔犼）），将其带入式（９），两边同乘ｅｘｐ（ｉω１狓犻＋ｉω２狔犼），则有

狌犻，犼 ＝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狌犻，犼． （１３）

　　由定理１，有｜狌犻，犼｜＝｜犌１（τ，狀）·狌

犻，犼｜≤｜狌


犻，犼｜≤１．由式（１２），有｜狌

狀＋１
｜＝｜犛Ａ狌


｜≤１．由于｜狌０｜≤

１，根据归纳假设，可得｜狌
狀
｜≤１，狀＝１，２，３，…，犖．

２．３　四阶紧致犃犇犐格式与极大值原理

为了提高格式（７）的犗（τ
２＋犺２）计算精度，引入如下四阶Ｐａｄé逼近格式，即


２狌（狓犻，狔犼，狋狀）

狔
２ ＝

δ
２
狔狌（狓犻，狔犼，狋狀）

１＋
犺２

１２

ｄ２

ｄ狔
２

＋犗（犺
４），　　


２狌（狓犻，狔犼，狋狀）

狓
２ ＝

δ
２
狓狌（狓犻，狔犼，狋狀）

１＋
犺２

１２

ｄ２

ｄ狓２

＋犗（犺
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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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犔狓＝１＋
犺２

１２

ｄ２

ｄ狓２
，犔狔＝１＋

犺２

１２

ｄ２

ｄ狔
２
，则方程犛Ｂ 有如下ＣＮ格式，即

狌狀＋１犻，犼 －狌
狀
犻，犼

τ
＝
１

２

δ
２
狓

犔狓
狌狀＋１犻，犼 ＋

δ
２
狓

犔狓
狌狀犻，（ ）犼 ＋１２

δ
２
狔

犔狔
狌狀＋１犻，犼 ＋

δ
２
狔

犔狔
狌狀犻，（ ）犼 ． （１５）

　　将式（１５）两边同时乘上算子犔狓犔狔，再分别加上
τ
２

４
δ
２
狓δ

２
狔狌

狀＋１
犻，犼 和

τ
２

４
δ
２
狓δ

２
狔狌

狀
犻，犼，得到高阶紧ＡＤＩ格式为

犔狓－
τ
２
δ
２（ ）狓 犔狔－

τ
２
δ
２（ ）狔 狌狀＋１犻，犼 ＝ 犔狓＋

τ
２
δ
２（ ）狓 犔狔＋

τ
２
δ
２（ ）狔 狌狀犻，犼， （１６）

精度为犗（τ
２＋犺４）．

定理３　对任意的频率ω１，ω２ 和时间步长τ，差分格式（１６）是无条件稳定的．

证明：令狌狀犻，犼＝狏
狀（ω１，ω２）ｅｘｐ（ｉω１狓犻＋ｉω２狔犼），将其带入犔狔 算子中，有

犔狔狌
狀
犻，犼 ＝

狌狀犻，犼－１＋１０狌
狀
犻，犼＋狌

狀
犻，犼＋１

１２
＝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 ）２
狌狀犻，犼． （１７）

同理，有犔狓狌
狀
犻，犼＝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 ）２
狌狀犻，犼．

将式（８），（１７）带入式（１６）中，并令狉＝τ／（２犺
２），有

狏狀＋１ ＝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狏狀， （１８）

可得到增长因子

犌２（τ，狀）＝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 （１９）

　　当狉＞０，｜犌２（τ，狀）｜≤１．显然，差分格式（１６）无条件稳定．证明完毕．

因为犛Ａ 是精确求解，所以整个算子分裂格式都是稳定的．由式（５），（６）和（１６），可得到方法ＳⅡ，即

ＳⅡ：

狌 ＝
狌狀

ｅｘｐ（－狋／ε
２）＋（狌

狀）２（１－ｅｘｐ（－狋／ε
２

槡 ））
，

犔狓－
τ
２
δ
２（ ）狓 犔狔－

τ
２
δ
２（ ）狔 狌

＝ 犔狓＋
τ
２
δ
２（ ）狓 犔狔＋

τ
２
δ
２（ ）狔 狌，

狌狀＋１ ＝
狌

ｅｘｐ（－狋／ε
２）＋（狌）

２（１－ｅｘｐ（－狋／ε
２

槡 ））

烅

烄

烆
．

（２０）

　　定理４　如果初值满足｜狌０｜≤１，那么方法ＳⅡ的解满足｜狌
狀
｜≤１，狀＝１，２，３，…，犖．

证明：假设｜狌
狀
｜≤１，根据式（１２）可知｜狌｜≤１，令狏

狀＝狌犻，犼ｅｘｐ（－（ｉω１狓犻＋ｉω２狔犼）），将其带入方程

（１６）中，两边同乘以ｅｘｐ（ｉω１狓犻＋ｉω２狔犼），有

狌犻，犼 ＝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１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１犺（ ）（ ）２

１－
１

３
ｓｉｎ２

ω２犺（ ）２ ＋４狉·ｓｉｎ
２ ω２犺（ ）（ ）２

狌犻，犼． （２１）

　　由定理３可知，｜狌犻，犼｜＝｜犌２（τ，狀）·狌

犻，犼｜≤｜狌


犻，犼｜≤１．根据式（１２），有｜犛Ａ狌


｜≤１，即｜狌

狀＋１
｜≤１．又

因为｜狌０｜≤１，由归纳假设可知，对任意狀＝１，２，…，犖 有不等式｜狌
狀
｜≤１成立．证明完毕．

３　数值算例

３．１　算例一

由于没有真解，令犲狀犻，犼＝狌
狀
犻，犼－^狌

狀
犻，犼，其中，狌

狀
犻，犼表示狓，狔方向空间剖分均取犕 时，相应位置函数狌的

值；^狌狀犻，犼表示狓，狔方向空间剖分均取２犕 时，相应位置函数狌的值．定义方法ＳⅠ，ＳⅡ的最大误差Ｅｒｒ∞及

犔２ 误差Ｅｒｒ２ 分别为：Ｅｒｒ∞（τ，犺）＝ ｍａｘ
１≤犻≤犕，１≤犼≤犕

狘犲
狀
犻，犼狘，Ｅｒｒ２（τ，犺）＝犺 ∑

犕

犻，犼＝１

犲狀犻，犼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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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Ｅｒｒ∞（τ，犺）＝犗（τ
狆＋犺狇），当τ取充分小值时，得到Ｅｒｒ∞（τ，犺）＝犮１犺

狇，且有

狇≈ｌｏｇ２
Ｅｒｒ∞（τ，２犺）

Ｅｒｒ∞（τ，犺（ ）） ≈ｌｏｇ２
Ｅｒｒ２（τ，２犺）

Ｅｒｒ２（τ，犺（ ）） ．

　　当犺取充分小值时，可得到Ｅｒｒ∞（τ，犺）＝犮２τ
狆，且有

狆≈ｌｏｇ２
Ｅｒｒ∞（２τ，犺）

Ｅｒｒ∞（τ，犺（ ）） ≈ｌｏｇ２
Ｅｒｒ２（２τ，犺）

Ｅｒｒ２（τ，犺（ ）） ．

　　狌０（狓，狔）＝０．５（ｓｉｎ（π·狓）＋ｓｉｎ（π·狔）），（狓，狔）∈（０，１）×（０，１），验证空间收敛阶，将时间剖分固定

犖＝２００００，根方法ＳⅠ，ＳⅡ的计算，ε＝０．１，犜＝１，犖＝２００００下的空间收敛阶，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Ｒａｔｅ为验证收敛阶．由表１可知：随着网格剖分变细，方法ＳⅠ和ＳⅡ的收敛率分别接近预期的二阶和

四阶精度；在保证相同空间误差的前提下，方法ＳⅡ所需的空间剖分要小于方法ＳⅠ所需的空间剖分．

表１　ε＝０．１，犜＝１，犖＝２００００下的空间收敛阶

Ｔａｂ．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ε＝０．１，犜＝１，犖＝２００００）

犖
ＳⅠ

Ｅｒｒ∞ Ｒａｔｅ Ｅｒｒ２ Ｒａｔｅ

ＳⅡ

Ｅｒｒ∞ Ｒａｔｅ Ｅｒｒ２ Ｒａｔｅ

２５０ ８．１８×１０－３ － ４．５７×１０－３ － ７．０９×１０－４ － ２．７９×１０－４ －

５００ １．９５×１０－３ ２．０７ １．０９×１０－３ ２．０７ ４．１３×１０－５ ４．１０ １．６５×１０－５ ４．０８

１０００ ４．８４×１０－４ ２．０１ ２．７１×１０－４ ２．０３ ２．５３×１０－６ ４．０３ １．０２×１０－６ ４．０２

２０００ １．２１×１０－４ ２．００ ６．７５×１０－５ ２．００ １．５８×１０－７ ４．０１ ６．３３×１０－８ ４．０１

４０００ ３．０３×１０－５ ２．００ １．６９×１０－５ ２．００ ９．８５×１０－９ ４．００ ３．９５×１０－９ ４．００

　　将空间剖分固定犕＝５０，分别根据方法ＳⅠ和方法ＳⅡ计算，ε＝０．１，犜＝１，犕＝５０下的时间收敛

阶，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随着网格剖分变细，Ｅｒｒ∞及Ｅｒｒ２ 均减小，且收敛精度逐渐接近预期的二阶

精度；在相同情况下，两种格式的误差近似相等，符合预计情况．

表２　ε＝０．１，犜＝１，犕＝５０下的时间收敛阶

Ｔａｂ．２　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ε＝０．１，犜＝１，犕＝５０）

犖
ＳⅠ

Ｅｒｒ∞ Ｒａｔｅ Ｅｒｒ２ Ｒａｔｅ

ＳⅡ

Ｅｒｒ∞ Ｒａｔｅ Ｅｒｒ２ Ｒａｔｅ

２５０ ９．５７×１０－１ － ３．４１×１０－１ － １．１２ － ４．０９×１０－１ －

５００ １．２１×１０－３ ９．６３ ４．８７×１０－４ ９．４５ １．２１×１０－３ ９．８５ ４．８７×１０－４ ９．７１

１０００ ３．０２×１０－４ ２．００ １．２２×１０－４ ２．００ ３．０３×１０－４ ２．００ １．２２×１０－４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５５×１０－５ ２．００ ３．０５×１０－５ ２．００ ７．５７×１０－５ ２．００ ３．０５×１０－５ 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８９×１０－５ ２．００ ７．６２×１０－６ ２．００ １．８９×１０－５ ２．００ ７．６２×１０－６ ２．００

３．２　算例二

定义能量函数犈（狌）为

犈犺（狌狀）＝
犺２

４ε
２∑

犕

犻，犼＝０

［（狌狀犻，犼）
２
－１］

２
＋
犺２

２∑
犕

犼＝０
∑
犕－１

犻＝１

狌狀犻＋１，犼－狌
狀
犻－１，犼

２［ ］犺

２

＋
犺２

２∑
犕

犻＝０
∑
犕－１

犼＝１

狌狀犻，犼＋１－狌
狀
犻，犼－１

２［ ］犺

２

．

图１　能量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Ｅｎｅｒｇ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取定义域在（－１，１）×（－１，１）上的初值为

狌０（狓，狔）＝ （狓
２
－１）（狔

２
－１）（ｓｉｎ（π·狓）＋ｓｉｎ（π·狔）），

其相应的参数为ε＝０．０７，犜＝２．５，犖＝５００，犕＝１６，３２．

当方法ＳⅠ和方法ＳⅡ在空间剖分犕＝１６，３２时，量泛

函犈（狌）与时间狋的关系，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ε＝０．０７，犜＝

２．５，犖＝５００．由图１可以知道：随着时间狋的增大，能量泛函

犈（狌）逐渐减少，并到达亚稳态，在短时间内随时间狋保持不

变，之后，能量泛函犈（狌）开始减小，并最终到达一个固定不

变值，即稳态．

当方法ＳⅠ和ＳⅡ取不同空间剖分时，狌（０．５，狔，狋）的数

值图像，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对同一方法，随着犕 的增

大，图像越稳定，误差越小；对同一格式，随着犕 的增大，图像会越来越稳定，更早到达稳态；对不同格

式，在犕 相同的情况下，方法ＳⅡ要提前达到稳态．在犕 不同情况下，方法ＳⅡ，犕＝１６图像要比Ｓ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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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３２的图像提前达到稳态，说明在保证精度前提下，方法ＳⅡ所需的空间剖分更小，优于方法ＳⅠ．

（ａ）方法ＳⅠ，犕＝１６　　　　　　　　　　　　　　　（ｂ）方法ＳⅡ，犕＝１６

（ｃ）方法ＳⅠ，犕＝３２　　　　　　　　　　　　　　　（ｄ）方法ＳⅡ，犕＝３２

图２　狌（０．５，狔，狋）在不同方法，不同空间剖分下的数值图像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狌（０．５，狔，狋）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

　　方程在狋不同处的数值图像，如图３～６所示．由图３～６及图１可知：当狋＝０．５时，数值解均处于亚

（ａ）狋＝０ｓ　　　　　　　　　　（ｂ）狋＝０．５ｓ　　　　　　　　　　（ｃ）狋＝２．０ｓ

图３　方法ＳⅠ在狋不同处的数值图像（犕＝１６）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ＳⅠ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犕＝１６）

（ａ）狋＝０ｓ　　　　　　　　　　（ｂ）狋＝０．５ｓ　　　　　　　　　　（ｃ）狋＝２．０ｓ

图４　方法ＳⅡ在狋不同处的数值图像（犕＝１６）

Ｆｉｇ．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ＳⅡ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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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狋＝０ｓ　　　　　　　　　　（ｂ）狋＝０．５ｓ　　　　　　　　　　（ｃ）狋＝２．０ｓ

图５　方法ＳⅠ在狋不同处的数值图像（犕＝３２）

Ｆｉｇ．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ＳⅠ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犕＝３２）

（ａ）狋＝０ｓ　　　　　　　　　　（ｂ）狋＝０．５ｓ　　　　　　　　　　（ｃ）狋＝２．０ｓ

图６　方法ＳⅡ在狋不同处的数值图像（犕＝３２）

Ｆｉｇ．６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ＳⅡ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犕＝３２）

稳态；狋＝２时，除方法ＳⅠ，犕＝１６的数值解未达到稳态，其他数值解均已达到稳态，这说明方法ＳⅠ需

要更细的空间剖分才能保证相应精度．因此，在实际计算时，应选择方法ＳⅡ处理问题减小计算机负担．

３．３　算例三

用方法犛Ⅱ进行计算，取定义域在（－１，１）×（－１，１）上的初值狌０（狓，狔）＝狌
１

０
（狓，狔）狌

２

０
（狓，狔），即有

狌１０（狓，狔）＝

ｔａｎｈ
３

ε
（（狓－０．５）

２
＋（狔－０．４）

２
－（０．２５）

２（ ）），　　狓＞０．３，

ｔａｎｈ
３

ε
（（狔－０．４）

２
－（０．１５）

２（ ）），　　－０．３≤狓≤０．３，

ｔａｎｈ
３

ε
（（狓＋０．５）

２
＋（狔－０．４）

２
－（０．２５）

２（ ）），　　狓＜－０．３
烅

烄

烆
．

狌２０（狓，狔）＝

ｔａｎｈ
３

ε
（狓２＋（狔－０．６）

２
－（０．２５）

２（ ）），　　狔＞０．４，

ｔａｎｈ
３

ε
（狓２－（０．１５）

２（ ）），　　－０．４≤狔≤０．４，

ｔａｎｈ
３

ε
（狓２＋（狔＋０．６）

２
－（０．２５）

２（ ）），　　狔＜－０．４
烅

烄

烆
．

图７　能量随时间变化图像

Ｆｉｇ．７　Ｅｎｅｒｇ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在ε分别取０．０７和０．１０时，能量随着时间的变化结果，

如图７～１０所示．

由图７可知：能量泛函犈（狌）满足能量的递减规律，且ε越

大，方程达到稳态所需的时间就越短，通过图８的结果进一步

说明了此现象．

对比图９，１０可以知道：当狋＝０．２时，ε＝０．０７的数值解仍

处于亚稳态；而当ε＝０．１０时，数值解已到达稳态．这进一步说

明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达到稳态所需的时间与ε成反比，与前面

的结论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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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ε＝０．０７　　　　　　　　　　　　　　　　　　（ｂ）ε＝０．１０

图８　狌（０．５，狔，狋）的数值图像

Ｆｉｇ．８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狌（０．５，狔，狋）

（ａ）狋＝０ｓ　　　　　　　　　　（ｂ）狋＝０．１ｓ　　　　　　　　　　（ｃ）狋＝０．２ｓ

图９　方程在不同狋处的数值图像（ε＝０．０７）

Ｆｉｇ．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狋（ε＝０．０７）

（ａ）狋＝０ｓ　　　　　　　　　　（ｂ）狋＝０．１ｓ　　　　　　　　　　（ｃ）狋＝０．２ｓ

图１０　方程在不同狋处的数值图像（ε＝０．１０）

Ｆｉｇ．１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狋（ε＝０．１０）

４　结束语

采用二阶中心差分和四阶Ｐａｄé逼近，提出二维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两种新的算子分裂格式，并给出

了稳定性和极大值原理的分析，数值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方法ＳⅡ要优于方法ＳⅠ，且适用于不连

续初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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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下称《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福建省教育厅主管，华侨大学主

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学报》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

《学报》以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为办刊特色，主要刊登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

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应用数学

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学报》既是中文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又是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固定收录

的刊源．在历次全国及福建省的科技期刊评比中，《学报》都荣获过大奖．曾获得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全国优

秀自然科学学报及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并于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学报》现为双月刊，Ａ４开本．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国内邮发代号：３４４１；国外发行代号：ＮＴＺ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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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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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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