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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分类方法

余罗兼１，２，童昕１，２，沈国浪１，李占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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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能够直接从破碎工序上识别骨料成分的算法模型．在花岗岩、石灰石、灰绿岩三种骨料剪切

破碎实验的基础上，获取其相关物理特征量；然后，采用遗传算法（ＧＡ）与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相结合的算法，

对破碎、筛分后的人工砂石骨料物理特征量进行训练，建立人工砂石骨料分类的ＧＡ?ＳＶＭ模型．研究结果表

明：所提ＧＡ?ＳＶＭ模型具有较强的分类效果，能够较好地识别人工砂石骨料成分；与传统的ＢＰ神经网络、偏

最小二乘法相比，其分类准确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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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天然砂消耗量急速增长，天然河砂资源日趋紧

缺．人工砂的重要性也就日趋明显，将充当混凝土细骨料的补充材料、甚至完全取代天然砂
［１］．在岩石分

类的研究上，最为传统的做法就是采用人工方式在偏光显微镜下对岩石薄片图像进行人工鉴定，这需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８?０７

　通信作者：　童昕（１９６４?），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机电系统动态分析与控制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ｔｏｎｇ＠

ｆｊｕｔ．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９０５１００）；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资助项目

（ＪＴ１８０３４２）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专业人员进行判读，工作量大且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２］．刘凤英等
［３］提出采用ＢＰ神经网络对岩石的氧

化物含量为特征量建立分类模型．袁颖等
［４］提出采用主成分分析的遗传算法和支持向量机相结合的算

法，同样对岩石的氧化物含量为特征量建立分类模型．Ｈａｒｍｏｎ等
［５］采用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系统（ＬＩＢＳ）

采集岩石光谱数据，结合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法（ＰＬＳ?ＤＡ）识别火山岩的类型．

人工砂开采后需要经过机械破碎、筛分等工序制成机制砂．在破碎、筛分的过程中，自然可以形成一

些表征人工砂石骨料特征的物理量．因此，本文提出采用遗传算法（ＧＡ）?支持向量机（ＳＶＭ）分类模型，

对破碎、筛分后的人工砂石骨料物理特征量进行训练，建立骨料分类模型．

１　经遗传算法优化的支持向量机基本原理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由Ｖａｐｎｉｋ等提出的一种研究小样本、小概率事件的，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神

经网络模型［６］．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一个非线性映射，将数据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将实际问题转化为

图１　ＧＡ优化ＳＶＭ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ＳＶ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一个带不等式约束的二次规划问题［７］，即寻找一个

最优超平面进行分类［８］．

遗传算法（ＧＡ）是基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过程启

发的优化算法［９］．其将每一个解狋看作染色体中的基

因编码，通过反复的基因重组、突变等操作生产新的

基因编码，最终求得犗（狋）的最优解狋．

ＧＡ优化支持向量机，主要是优化ＳＶＭ 的惩罚

参数犆和核参数犵，其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具体有

如下５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训练样本数据和

测试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量纲差异．

步骤２　染色体编码与种群初始化．对ＳＶＭ 的

惩罚参数犆和核参数犵进行二进制编码
［１０］，并产生

初始化种群．

步骤３　ＧＡ判断优化是否终止．对种群进行选

择、交叉、变异、计算适应度，直至满足 ＧＡ 终止条

件，输出此次优化的最优参数．

步骤４　ＳＶＭ 精度判定．将最优惩罚参数犆和

核参数犵代入ＳＶＭ中进行分类，判断是否符合给定精度；如不满足，重新进行步骤３．

步骤５　测试集进行分类．将满足精度的ＧＡ?ＳＶＭ分类模型对测试集进行分类，输出结果．

图２　砂石颗粒破碎试验台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ｖｅｌ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ｔｅｓ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　破碎实验与数据采集

实验的人工砂石骨料分别取自宁夏的花

岗岩、福鼎的石灰石和浙江的灰绿岩，在砂石

颗粒破碎试验台（图２）上进行单核破碎实验．

将花岗岩、石灰石、灰绿岩等三类骨料各

选取３５～６５ｍｍ之间粒径的试件分３０组，通

过游标卡尺测量大小径；采用密度仪测量质量

与密度，并计算出其体积；在破碎试验台上进

行破碎实验，并通过采集卡记录剪切力的变化及峰值；对破碎后的颗粒进行收集分类，用密度仪测量每

个颗粒的质量、密度和体积．将花岗岩标记为类别Ａ，石灰石标记为类别Ｂ，灰绿岩标记为类别Ｃ，每种

岩石４组，实验数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犿为质量；Ｌ为最长粒径；Ｓ为最短粒径；犞 为体积；ρ为密度；狀

为碎石块数；珡犿为碎块平均质量；珚犞为碎块平均体积；φｍａｘ为破碎后最大粒径；τｍａｘ为最大剪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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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种岩石破碎物理特征量

Ｔａｂ．１　Ｔｈｒｅ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ｃｋ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类别 犿／ｇ Ｌ／ｍｍ Ｓ／ｍｍ 犞／ｃｍ３ ρ／ｇ·ｃｍ
－３ 狀 珡犿／ｇ 珚犞／ｃｍ３ φｍａｘ／ｍｍ τｍａｘ／Ｎ

Ａ１ ５３．１６ ４５ ２８ ２０．３３ ２．６２ ３ １７．０３ ６．５１ ２２．６０ ５４８

Ａ２ ５４．０７ ４２ ３７ ２０．５２ ２．６４ ２ ２２．７８ ８．６５ ２３．１７ ９８３

Ａ３ ５７．９７ ４０ ２３ ２１．４０ ２．７１ ２ ２７．７２ １０．２３ ２６．８５ ８１０

Ａ４ ６４．２５ ５７ ２６ ２４．８８ ２．５８ ２ ３１．５３ １２．２１ ２５．８１ ８０９

Ｂ１ ３７．１２ ５５ ２４ １３．３８ ２．７７ ２ １４．５９ ５．２６ １５．９０ ２０５

Ｂ２ ３１．９５ ５２ １７ １１．８０ ２．７１ ２ １５．９３ ５．８８ ２５．４９ ２５４

Ｂ３ ２５．７６ ４０ ２５ ９．４１ ２．７４ ２ １２．１２ ４．４３ １８．６４ ３６７

Ｂ４ ２２．０１ ４５ １８ ８．１１ ２．７１ ２ １０．８６ ４．００ ２３．４８ ２２７

Ｃ１ ２５．６７ ４４ ２１ ９．４８ ２．７１ ３ ８．３２ ３．０７ １５．４１ ３５４

Ｃ２ ２０．９１ ４０ １７ ７．７１ ２．７１ ２ １０．０４ ３．７０ １９．８８ ３３１

Ｃ３ ２３．８５ ４３ １３ ８．８９ ２．６８ ２ １１．７９ ４．３９ １４．２２ ３０５

Ｃ４ ２３．８５ ４３ １３ ８．８９ ２．６８ ２ １１．７９ ４．３９ １４．２２ ３０５

３　犌犃?犛犞犕分类模型建立与实验结果分析

３．１　模型数据配置

模型建立硬件环境为 Ｗｉｎ１０，ｉ５，８ＧＢ内存，软件环境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８ａ运行．ＧＡ?ＳＶＭ 分类模

型数据采用表１的数据，每种石头试件样品做３０组破碎实验，每组破碎实验数据中有１０个特征量，三

种石头试件样品总共９０组数据；然后，随机选择６３组作为训练数据集，剩余２７组测试数据集，并对其

进行归一化处理．

３．２　犛犞犕核函数的选取

核函数的选择对支持向量机的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核函数选择不合适，意味着将样本映

射到一个不合适的特征空间，将会导致其性能不佳［１１］．因此，需要进行核函数选择的对比分析．常见的

核函数有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以及Ｓｉｇｍｏｉｄ核函数．选择不同的核函数对分类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核函数下的ＳＶＭ分类效果

Ｔａｂ．２　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数据集规模 核函数类型
正确率／％

样本分类１ 样本分类２ 样本分类３

正确率
平均值／％

训练平均
时间／ｓ

９０×１０

线性核函数 ６２．９６３ ５５．５５６ ７０．３７０ ６２．９６３ ３６．３０

多项式核函数 ５５．５５６ ５９．２５９ ５１．８５２ ５５．５５６ ２１．９７

径向基核函数 ６２．９６３ ５９．２５９ ７７．７７８ ６６．６６７ １１．８３

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 ５９．２５９ ５１．８５２ ５１．８５２ ５４．３２１ ８．９６

　　从表２可知：选用线性核函数的分类正确率平均值为６２．９６３％，训练平均时间为３６．３０ｓ；而选用

径向基核函数的分类正确率平均值为６６．６６７％，训练平均时间为１１．８３ｓ．在正确率平均值上，两者相

差不是很大，但在训练平均时间上，径向基核函数训练更快．径向基核函数相比线性核能够处理分类标

注和属性的非线性关系，同时具有简单实用、普适性好的优点［１２］．其他两种核函数的正确率平均值远远

低于径向基核函数．因此，确定ＳＶＭ的核函数选择径向基核函数．

３．３　犓折交叉验证的选择

支持向量机可以以交叉验证法的准确率作为适应度函数．交叉验证是消除取样随机性造成训练偏

差的方法，使用交叉验证能够有效评价训练模型性能，提升模型稳定性与泛化能力［１３?１４］．采用犓 折交叉

验证方法，核函数选择径向基核函数，支持向量机暂未经过ＧＡ优化，分别将犓 取５和１０，验证分类效

果，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可知：当犓 取５，８，１０时，其正确率平均值分别为７０．３７０％，５６．７９０％，５８．０２５％，训练时间

分别为１１．９６９，２１．０３４，２６．４０１ｓ．因此，选用五折交叉验证．未经ＧＡ优化的选择径向基核函数、五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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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验证的ＳＶＭ分类结果，如图３所示．

表３　不同犓值下的ＳＶＭ分类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犓ｖａｌｕｅｓ

犓
正确率／％

样本分类１ 样本分类２ 样本分类３
正确率平均值／％ 训练平均时间／ｓ

５ ６２．９６３ ７７．７７８ ７０．３７０ ７０．３７０ １１．９６９

８ ５９．２５９ ５５．５５６ ５５．５５６ ５６．７９０ ２１．０３４

１０ ５９．２５９ ５１．８５２ ６２．９６３ ５８．０２５ ２６．４０１

　（ａ）训练集　　　　　　　　　　　　　　　　　（ｂ）测试集

图３　未经ＧＡ优化的选择径向基核函数的ＳＶＭ分类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ＢＦ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４　犌犃优化的犛犞犕分类效果分析

选用径向基核函数的ＳＶＭ，惩罚参数犆和核参数犵 对ＳＶＭ 的泛化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１５］，因此，

图４　ＧＡ适应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ＧＡｆｉｔｎｅｓｓｃｕｒｖｅ

采用遗传算法 ＧＡ 对其进行寻优．配置

ＳＶＭ核函数为径向基核函数，进行五折交

叉验证，参数组合寻优空间范围为［０，

１００］，种群规模选择为５０，进化迭代次数为

３００次，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选择默认值，

结果分别如图４，５所示．

从图４可知：遗传算法适应度随着迭

代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当迭代到第３８次的

时候收敛至稳定值，可得最优惩罚参数

犆ｂｅｓｔ＝１．３１９５，犵ｂｅｓｔ＝０．２１７６．

对比图３和图５可知：在人工砂石骨

　（ａ）训练集　　　　　　　　　　　　　　　　　（ｂ）测试集

图５　经ＧＡ优化的选择径向基核函数的ＳＶＭ分类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ＲＢＦ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ｂｙ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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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类的模型建立基础上，与未经ＧＡ优化的ＳＶＭ 相比，经过ＧＡ优化的ＳＶＭ 的岩石识别正确率提

升了约１１％，正确率达到了８８．８９％．在测试集样本中，花岗岩的识别正确率同为１００％，识别错误的地

方都存在于石灰石与辉绿石上．

４　结束语

文中研究了人工砂石骨料分类识别的方法．在分析了传统岩石分类工作量任务大、主观因素强，所

提岩石分类方法预处理成本高等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够直接从破碎工序上识别骨料成分的算

法模型．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ＧＡ?ＳＶＭ 的人工砂石骨料分类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人工砂石骨料成分，

相比ＢＰ、ＰＬＳ算法具有优势，为人工砂石骨料特征上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

需要将ＧＡ?ＳＶＭ模型运用在其他常见的人工砂石骨料上，进行分类模型的建立，进一步验证此方法的

有效性，为砂石骨料的智能加工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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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干衣机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的

一氧化碳排放影响分析

曾吉鹏１，潘登１，林长津２，高乃平１

（１．同济大学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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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款以丙烷为燃料，适用于燃气干衣机的半预混旋流燃烧器．采用实验测量与数值模拟的方法，

研究不同燃气流量和挡环高度对其ＣＯ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工况中，燃气流量增加使一次空气系数下

降，ＣＯ生成速率上升，故增加燃气流量后ＣＯ浓度升高；挡环主要影响燃烧器头部周围二次空气流场和火焰

温度场，增加挡环高度后燃气空气混合程度上升，烟气温度升高；当燃气流量为０．２０７ｍ３·ｈ－１，挡环高度分

别为３，１１，１６ｍｍ时，ＣＯ的实测体积比折算值分别为３１９，２４２，１９９ｃｍ３·ｍ－３，因此，增加挡环高度后ＣＯ减

排效果明显．模拟结果显示：当燃烧器挡环高度为２０ｍｍ时，ＣＯ的排放量最低．

关键词：　旋流燃烧器；一氧化碳；燃气干衣机；丙烷；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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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ｇａ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ｍａｉｎ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ｉｒ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ｕｒｎｅｒ

ｈｅａ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ｓ?ａｉｒｍｉｘ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ｉｓ３，１１，ａｎｄ１６ｍ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０．２０７ｍ
３·

ｈ－１ｂｕｒｎｅｒｇａ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３１９，２４２，ａｎｄ１９９ｃｍ
３·ｍ－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Ｓｏ，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ｂｕｒｎｅｒ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ｉｓ２０ｍｍ，ｔｈｅＣ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ｖｏｒｔｅｘｂｕｒｎ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ｇａｓｄｒｙｅｒ；ｐｒｏｐａｎ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目前，在国内洗衣机接近４００万台的销售规模下，干衣机的销量却不足１万台，而国外家庭中两者

通常配套使用，因此，国内干衣机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１］．干衣机根据制热方式分为热泵式、电力式、燃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０８

　通信作者：　高乃平（１９７８?），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与地下空间的通风和热问题、燃气高效洁净燃烧、有机朗肯

循环（ＯＲＣ）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ｎａｉｐｉ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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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式，相比电力干衣机，燃气干衣机除湿速率更快，烘干的衣服质地蓬松［２?５］．根据加拿大标准协会（Ｃａ

ｎａｄｉ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ＳＡ）制定的标准ＡＮＳＩＺ２１．５．１－２０１５ＣＳＡ７．１－２０１５
［６］，燃气干衣机

燃烧烟气中ＣＯ折算值不能超过４００ｃｍ３·ｍ－３，因此，燃烧器的设计尤为重要．燃烧设备采用半预混燃

烧器，其一次空气系数为０．４５～０．７５
［７?９］．研究表明，燃烧器使用旋流火孔在燃烧器前端形成中心回流

区，增强烟气在高温区的停留时间，促进燃料充分燃烧从而降低ＣＯ
［１０?１１］．徐佳恒

［１２］设计一款旋流燃烧

器，测试发现烟气流场中心的回流区保持火焰稳定，有助于燃料充分燃烧．Ｈｅｙｗｏｏｄ
［１３］研究发现燃烧时

间持续长、燃烧温度达到１４００Ｋ时，高温促使ＣＯ与ＯＨ氧化生成ＣＯ２ 和Ｈ．Ｚｈａｎｇ等
［１４］在燃烧器头

部火孔处采用旋流板后，引射器流量均匀性提高１．９％，燃气混合均匀性提高２．２％．

综上，本文设计一款ＣＯ排放控制在标准４００ｃｍ３·ｍ－３以内的半预混旋流燃烧器，并采用实验和

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模拟的方法，分析不同燃气流量和挡环高度对ＣＯ排放的影响．

１　燃烧器的设计

燃烧器采用半预混燃烧器的设计思路，同时使用挡环和部分旋流火孔结构．燃烧器由引射器、燃烧

器头部和挡环三部分构成．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的结构，如图１所示．

引射器总长度为１２７ｍｍ，引射器包括渐缩段、混合段、渐扩段三部分．引射器侧面图，如图２所示．

燃气以一定速度从引射器前的中心喷嘴喷出，在引射器前部区域形成负压区，进而引射一次空气．燃气

与一次空气在引射器内混合，混合气从燃烧器头部火孔流出后被通电的高温点火针点燃．

图１　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的结构　　　　　　　　　　　　　图２　引射器侧面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ｍｉ?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ｂｕｒｎｅｒ　　　　　　　　Ｆｉｇ．２　Ｓｉｄ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ｊｅｃｔｏｒ　　　

燃烧器头部外形是直径为３５ｍｍ、高为２ｍｍ的圆柱体，燃气与一次空气经过引射器后，在燃烧器

头部空腔内混合．旋流燃烧器火孔分布在燃烧器头部圆柱体侧面和顶面，其中，侧面有１５个等距分布的

圆形火孔，从圆形火孔喷射出的混合气与二次空气形成交叉流形式，从而促进混合气与二次空气的混

合，同时分散火焰体积，防止火焰局部高温对燃烧器头部或火焰筒造成高温腐蚀；顶面以燃烧器中心线

为轴，均匀分布８个矩形旋流火孔，旋流火孔可以加强燃气空气混合程度，降低燃气轴向速度，减少火焰

长度，最终增加烟气在高温区的停留时间，促进燃料的充分燃烧．该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火孔总面积为

９９４ｍｍ２，燃气干衣机额定功率为５８６０Ｗ，燃烧器火孔平均热强度为５．８９Ｗ·ｍｍ－２．

在燃烧器头部与引射器中间设计不同高度挡环，本研究中挡环高度分别为３，１１，１６ｍｍ．挡环有两

个作用：一方面可以减弱二次空气对侧面圆形火孔周围火焰的冷却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挡环的存在，二

次空气在挡环后方形成低速回流区，在保证二次空气充足的条件下，挡环起到稳定火焰、促进燃料充分

燃烧的作用．

２　实验测试

２．１　测试系统与装置

燃气干衣机ＣＯ排放测试系统示意图，如图３所示．实验装置主要包括变频变压器、丙烷气罐、燃气

干衣机、大气式旋流燃烧器及实验测量装置．测量装置包括气相色谱仪、Ｔｅｓｔｏ４８０型压力计、湿式流量

计和Ｔｅｓｔｏ３５０型烟气分析仪．

３４１第２期　　　　　　　　 曾吉鹏，等：燃气干衣机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的一氧化碳排放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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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ｏ３５０型烟气分析仪用于检测烟气中ＣＯ２，ＣＯ的体积分数；Ｔｅｓｔｏ４８０型压力计可实时检测丙

烷进气压力变化；气相色谱仪用于测定燃气组分；湿式流量计用于测量燃气流量．

图３　燃气干衣机ＣＯ排放测试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ａｓｄｒｙｅｒ

２．２　实验工况

由于市场上液化石油气（ＬＰＧ）仍是普及性最广的气源，其主要气体成分为丙烷，为减小实验测量误

表１　不同燃气流量工况的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ｓ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编号 狇ｇａｓ／ｍ
３·ｈ－１ 犘／Ｗ 狆ｉｎ／Ｐａ

工况１ａ ０．１８９ ４８８４ ２０４０

工况２ａ ０．２０７ ５３６９ ２５２８

工况３ａ ０．２２６ ５８５５ ２９３４

工况４ａ ０．２４５ ６３４０ ３４１６

差，实验使用纯度为９９．９％的工业丙烷作为燃料气

源，丙烷低热值为９３．１８ＭＪ·ｍ－３．在不同燃气流

量和挡环高度条件下，检测火焰尾部的ＣＯ和ＣＯ２

体积比，包括４种不同燃气流量工况（工况１ａ～

４ａ），该组测试对应的挡环高度为３ｍｍ，测试过程

中通过控制喷嘴前的压力进行燃气流量的调节．不

同燃气流量工况的参数设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狇ｇａｓ为燃气流量；犘为功率；狆ｉｎ为对应进气压力．

在燃气流量为０．２０７，０．２４５ｍ３·ｈ－１条件下，分别对挡环高度为３，１１，１６ｍｍ的工况进行实验和模

拟研究，对应编号分别为工况１ｂ～６ｂ．由于燃烧器头部安装有点火针、点火针支架和燃烧器支架等结

构，当挡环高度继续增加时，挡环与这部分结构会产生干涉，影响正常运行．因此，采用模拟方法对挡环

高度为２０，２５ｍｍ的工况７ｂ，８ｂ进行分析．不同挡环高度工况的参数设置，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犺为挡

环高度．

表２　不同挡环高度工况的参数设置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参数
编号

工况１ｂ 工况２ｂ 工况３ｂ 工况４ｂ 工况５ｂ 工况６ｂ 工况７ｂ 工况８ｂ

犺／ｍｍ ３ １１ １６ ３ １１ １６ ２０ ２５

狇ｇａｓ／ｍ
３·ｈ－１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７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５

　　为了保证燃气干衣机烘干过程的正常运行，进入滚筒内的烟气温度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燃烧后

的烟气在火焰筒内混入二次空气，通过二次空气的量调整进入滚筒内的烟气温度，设计条件下的总过量

空气系数在３０左右．由于尾部烟气中的ＣＯ体积分数一般小于１．０×１０－４％，很难用仪器直接测量烟气

的组分．因此，ＣＯ体积比的测量参考了燃气干衣机测量标准ＡＮＳＩＺ２１．５．１－２０１５ＣＳＡ７．１－２０１５中

推荐的测量方法，在燃烧器火焰尾部燃尽区取点测量ＣＯ和ＣＯ２ 的体积比，该点要求ＣＯ２ 的体积分数

在１％～２％内．ＣＯ体积比的折算公式为

φ（ＣＯ）ＡＦ ＝１３．８×
φ（ＣＯ）ｍ

φ（ＣＯ２）ｍ
．

上式中：数值１３．８为上述测量标准中规定的丙烷燃烧烟气的ＣＯ折算系数；φ（ＣＯ）ＡＦ为烟气中ＣＯ的折

算体积比，ｃｍ３·ｍ－３；φ（ＣＯ）ｍ 为烟气中ＣＯ的实测体积比，ｃｍ
３·ｍ－３；φ（ＣＯ２）ｍ 为烟气中ＣＯ２ 的实测

体积分数，％．

４４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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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值模拟

３．１　物理模型

通过数值计算建立计算区域物理模型，如图４所示．燃烧器外部圆筒为圆台结构的火焰筒，最大直

图４　计算区域物理模型

Ｆｉｇ．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

径为１４８ｍｍ，长度为３８７ｍｍ．火焰筒前部为二次空气

进口，后部为高温燃烧烟气出口．由于重点关注燃烧器

区域的燃烧状况，因此，对火焰筒外部区域和尾部烟道

未建模．

为了探究不同挡环高度对ＣＯ排放的影响，建立挡

环高度分别为３，１１，１６ｍｍ的旋流燃烧器模型．不同挡

环高度的旋流燃烧器局部模型图，如图５所示．

网格划分的质量和数量将直接影响数值模拟的结

果，该模型结构复杂、燃烧器圆孔较多，不适合划分结构

化网格，因此，在保证网格质量下，将模型进行四面体非

　（ａ）犺＝３ｍｍ　　　　　　　　　（ｂ）犺＝１１ｍｍ　　　　　　　　　　　（ｃ）犺＝１６ｍｍ　　

图５　不同挡环高度的旋流燃烧器局部模型图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ｂｕｒｎ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ｓ

图６　挡环高度为３ｍｍ的

燃烧器头部非结构网格

Ｆｉｇ．６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ｅｓｈｆｏｒｂｕｒｎｅｒ

ｈｅａｄａｔ３ｍｍ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

结构化网格划分．网格划分时，在燃烧器头部火孔、燃气进气口附

近进行网格加密处理．挡环高度为３ｍｍ的燃烧器头部非结构网

格，如图６所示．

３．２　数学模型

商业软件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可以模拟燃烧反应中的组分以

及流场的变化［１５?１６］，采用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模拟燃气燃烧过程中

的化学反应及组分运输．为了研究ＣＯ生成的过程，采用耗散概

念（ｅｄｄ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ＥＤＣ）湍流化学模型，该模型可以模

拟详细的多步化学反应．丙烷燃烧的化学反应，如表３所示．表３

中：犃为指前因子；犈为活化能．

湍流模型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该湍流模型可以较好地模

拟旋转流动、圆柱射流现象［１７?１８］；辐射采用离散坐标（ＤＯ）模型；

速度压力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压力修正方程及其他差分离散格式为二阶迎风格式．

表３　丙烷燃烧的化学反应

Ｔａｂ．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ｐ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反应编号 反应公式 犃 犈／×１０８Ｊ·（ｋｇ·ｍｏｌ）
－１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１ Ｃ３Ｈ８＋３．５Ｏ２＝３ＣＯ＋４Ｈ２Ｏ ５．６×１０９ １３．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２ ＣＯ＋０．５Ｏ２＝ＣＯ２ ２．２×１０１２ １．７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３ ＣＯ２＝ＣＯ＋０．５Ｏ２ ５．０×１０８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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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４．１　不同燃气流量对犆犗排放的影响

当燃烧器挡板高度为３ｍｍ时，在不同燃气流量（燃烧器功率）的条件下（工况１ａ～４ａ），考察实测和

模拟所得火焰筒尾部烟气ＣＯ的体积比．不同燃气流量对ＣＯ实测与模拟结果的影响，如图７所示．图７

中：φ（ＣＯ）ＡＦ，φ（ＣＯ）ｓ分别为ＣＯ折算体积比的实验值和模拟值．

由图７可知：实测和模拟所得ＣＯ的体积比都随燃气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当燃气流量由０．１８９ｍ３·

ｈ－１增加至０．２４５ｍ３·ｈ－１时，尾部烟气ＣＯ实测折算体积比由３０８ｃｍ３·ｍ－３增加至３５１ｃｍ３·ｍ－３．这

是由于燃气流量与喷嘴前压力成正相关，因此，燃气流量随着燃气压力增大而增加．当喷嘴直径一定时，

通过调节喷嘴前丙烷压力、增加丙烷流量，使反应物丙烷浓度上升，导致局部氧含量相对下降，增加了丙

烷燃烧的不完全性，从而使烟气中ＣＯ的体积比增加．ＣＯ体积比的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变化趋势相符，

体现了模拟能对实验进行良好预测．

燃气流量的变化将影响引射器的一次空气系数，故将旋流燃烧器在燃气流量分别为０．１８９，０．２０７，

０．２２６，０．２４５ｍ３·ｈ－１的４个工况１ａ～４ａ下，进行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模拟；然后，统计燃烧器火孔

出口处丙烷（Ｃ３Ｈ８）与氧气（Ｏ２）的体积分数，计算一次空气系数．不同燃气流量对燃烧器一次空气系数

的影响，如图８所示．图８中：η为体积分数；λ为一次空气系数．

图７　不同燃气流量对ＣＯ实测与模拟结果的影响　　　图８　不同燃气流量对燃烧器一次空气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ｏｎ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ｉ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ｂｕｒｎｅｒ　　　

由图８可知：随着燃烧器燃气流量的增加，其一次空气系数随之减小；当燃烧器燃气流量为０．１８９

ｍ３·ｈ－１时，一次空气系数为０．７５，当燃气流量增加到０．２４５ｍ３·ｈ－１时，一次空气系数为０．５９；在燃烧

器燃气流量增大过程中，Ｃ３Ｈ８ 的体积分数不断增加，但是Ｏ２ 的体积分数有微弱减小．这是由于一次空

　　　 （ａ）工况１ａ　 （ｂ）工况２ａ　 （ｃ）工况３ａ　 （ｄ）工况４ａ

图９　不同燃气流量下ＣＯ生成反应速率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ｓ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气系数与引射器结构、火孔结构、燃

气流量有关，虽然燃气流量的增加使

引射器引射能力增强，但受限于引射

器结构的影响，引射器不能成比例地

吸入足够多的一次空气．因此，混合

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不断下降，一次

空气系数随着燃气流量增加而减小．

ＣＦＤ数值模拟的不同燃气流量

下ＣＯ生成反应速率分布图，如图９

所示．图９中：υ（ＣＯ）为ＣＯ生成反应

速率．由图８，９可知：燃气流量的增

加导致一次空气系数减少，燃气与空

气混合程度降低，火焰增长反应区域

变大；ＣＯ生成反应主要集中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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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侧面火孔和燃烧头前端，在低燃气流量工况１ａ下，ＣＯ反应生成区域明显小于高燃气流量工况４ａ，因

图１０　不同挡环高度对ＣＯ实测折算体积比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ｉｎｇ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此，反应生成的ＣＯ体积分数更低．

４．２　不同挡环高度对犆犗排放影响

当燃气流量为０．２０７，０．２４５ｍ３·ｈ－１时，在不同

的挡环高度条件下，火焰筒尾部烟气ＣＯ的实测折算

体积比，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在两组燃气流

量条件下，火焰筒尾部烟气的ＣＯ实测折算体积比均

随着挡环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在低燃气流量（０．２０７

ｍ３·ｈ－１）的工况下，挡板高度的增加对降低ＣＯ实

测折算体积比的作用更明显．

不同挡环高度下，ＣＯ折算体积比实验值与模拟

值的对比，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ＣＯ折算体积比

的实验值和模拟值都随着挡环高度的增加而下降，

变化趋势相符．因此，引射器和燃烧器头部之间的挡环结构对ＣＯ排放具有重要影响．

表４　不同挡环高度ＣＯ折算体积比实验值与模拟值的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ｓ

工况 犺／ｍｍ φ（ＣＯ）ＡＦ／ｃｍ
３·ｍ－３ φ（ＣＯ）ｓ／ｃｍ

３·ｍ－３

工况４ｂ ３ ３１９ １１６９

工况５ｂ １１ ２４２ １０１３

工况６ｂ １６ １９９ ９０３

通过观察气体流场及温度场的模拟结果，

分析不同挡环高度对ＣＯ排放的影响．当燃气

流量为０．２４５ｍ３·ｈ－１，挡环高度分别为３，１１，

１６ｍｍ时，燃烧器火焰筒内轴截面的速度矢量

图，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狏为燃烧筒内气流

速度．

由图１１可知：燃烧器头部使用旋流挡片，

以及在引射器和燃烧头之间设置挡环，都将影

响燃烧头周围的二次空气流场．由于燃烧器头部顶面的旋流挡片，原本轴向喷射出的气体部分轴向速度

转换为径向速度，从而增大了烟气流场的横截面积．同时，增加挡环高度后，侧面火孔处（挡环后方）及燃

烧头前端的二次空气有明显回流旋涡现象，回流气体减缓了二次空气与丙烷混合气的流速．因此，提高

挡环高度可以改变二次空气流场，起到增强燃气?空气混合，以及延长丙烷燃气反应时间的作用，有利于

ＣＯ继续氧化为ＣＯ２，从而控制ＣＯ排放．

　　　　　 （ａ）工况４ｂ，犺＝３ｍｍ　　　　（ｂ）工况５ｂ，犺＝１１ｍｍ　　　　（ｃ）工况６ｂ，犺＝１６ｍｍ

图１１　不同挡环高度下火焰筒内轴截面的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１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ａｍｅｔｕｂ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ｓ

不同挡环高度下火焰筒内火焰温度场分布，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犜为火焰温度．

由图１２可知：丙烷燃烧产生的高温火焰集中在燃烧器头部前端，并呈锥形分布；在工况６ｂ下，燃烧

产生的火焰温度大多为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Ｋ，且火焰集中横截面积较大；而在工况４ｂ下，燃烧的火焰温度大

多为１２００～１９００Ｋ，明显低于工况６ｂ，其火焰呈狭长分布且横截面积变小．这是因为从侧面火孔喷射

出的丙烷燃气与二次空气来流方向呈９０°垂直角，二次空气将大部分丙烷燃气吹向燃烧器前端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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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工况４ｂ，　 （ｂ）工况５ｂ，　 （ｃ）工况６ｂ，

　　　　　　　犺＝３ｍｍ　　　犺＝１１ｍｍ　　犺＝１６ｍｍ

图１２　不同挡环高度下火焰筒内温度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ｅｔｕｂ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ｓ

燃烧反应，同时对火焰冷却效果增强．

结合图１１流场速度矢量图，由于有１６

ｍｍ的挡环作用，侧面火孔周围有回流空

气，这部分回流空气将给侧面火孔喷出的

丙烷提供燃烧所需的氧气．因此，使用挡环

可以起到稳焰和提高火焰温度的作用．

为了继续研究挡环高度对ＣＯ生成的

影响，增加挡环高度至２０ｍｍ（工况７ｂ）和

２５ｍｍ（工况８ｂ）．不同挡环高度下ＣＯ的

生成反应速率分布，如图１３所示．

由图１３可知：侧面火孔处有大量ＣＯ

生成，这是由于大量的二次空气对火焰的

冷却作用导致丙烷燃料燃烧不充分．

结合图１１，１２可知，增加挡环高度使

二次空气从挡环周围绕流，且有部分二次

空气回流．因此，在保证丙烷燃烧所需氧气的同时，减少了二次空气对侧面火孔处火焰的冷却作用．在工

况４ｂ～８ｂ下，ＣＯ体积比的模拟值分别为１１６９，１０１３，９０３，５８５，６３８ｃｍ
３·ｍ－３．因此，当燃烧器的挡环

高度设计在１６～２５ｍｍ之间，即挡环高度为２０ｍｍ时，ＣＯ的减排效果最优．

　　　　　　　（ａ）工况４ｂ，　　　（ｂ）工况５ｂ，　　 （ｃ）工况６ｂ，　　 （ｄ）工况７ｂ，　　　（ｅ）工况８ｂ，　

　　　　　　　　犺＝３ｍｍ　　　　犺＝１１ｍｍ　　　犺＝１６ｍｍ　　　　犺＝２０ｍｍ　　　　犺＝２５ｍｍ

图１３　不同挡环高度下ＣＯ的生成反应速率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ｓ

５　结论

设计一款适用于燃气干衣机的半预混旋流燃烧器．通过实验测量，探究燃气流量和挡环高度对燃烧

器ＣＯ排放的影响，同时，采用ＣＦＤ模拟方法对实验工况进行仿真分析，得到以下２点主要结论．

１）燃烧器燃气流量是影响ＣＯ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本实验工况范围内，当挡环高度为３ｍｍ时，

通过数值模拟结果分析，得到丙烷燃烧中一次空气系数及ＣＯ生成反应速率的变化规律．燃烧器燃气流

量由０．１８９ｍ３·ｈ－１增加至０．２４５ｍ３·ｈ－１，一次空气系数由０．７５减少至０．５９，ＣＯ生成反应区域变

大，尾部烟气的ＣＯ实测折算体积比由３０８ｃｍ３·ｍ－３增加至３５１ｃｍ３·ｍ－３．

２）燃烧器的头部挡环结构对降低ＣＯ排放具有重要作用．使用挡环后，二次空气在燃烧器头部周

围的回流增强，减缓了二次空气与丙烷混合气的流速，从而加强燃气与空气的混合程度．当燃气流量为

０．２０７ｍ３·ｈ－１，挡环高度分别为３，１１，１６ｍｍ时，尾部烟气的ＣＯ实测折算体积比分别为３１９，２４２，１９９

ｃｍ３·ｍ－３．因此，提高挡环高度对ＣＯ的减排效果明显．通过进一步模拟分析可知，当挡环高度为２０

ｍｍ时，ＣＯ的排放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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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第２期　　　　　　　　 曾吉鹏，等：燃气干衣机半预混旋流燃烧器的一氧化碳排放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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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

经济性优化分析

陈亚伟１，邵毅明２，程前１

（１．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４０１１４７；

２．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针对速度变化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ＰＨＥＶ）经济性的影响，提出一种顺序速度平滑控制策略．通过

对给定交通约束条件下的速度曲线进行顺序平滑处理，优化充电策略，提高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经济

性．根据前车速度的预测值，在车辆与前车的可接受跟踪距离范围内，通过最小化加速度来平滑车速；采用最

优的充电耗散策略，根据整个行程的信息，将电池充电延长到行程结束．通过对３种典型工况测试周期的组

合，研究商用ＰＨＥＶ的连续优化对两种不同行驶模式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顺序优化方法由于与

车辆结构无关，实用性较高；由于在速度优化中使用线性车辆模型求解最优控制问题，因此计算过程的实时性

较好；速度平滑控制方法使燃油消耗量减少７％～１４％．

关键词：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速度平滑；能量管理；燃油经济性；充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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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生态驾驶（节能或经济驾驶）是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的有效途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ＡＤＡＳ）

的发展，使生态驾驶与交通行程数据的结合成为现实．将生态驾驶作为一个最优控制问题（ＯＣＰ），在交

通约束的前提下，通过对车速的控制，可以减少燃油消耗，这比仅对动力系统进行优化更能减少燃油消

耗［１?３］．近年来，针对混合动力汽车的能量管理与生态驾驶的研究日益增多．文献［４?７］指出，在有限交通

预测的假设下，可以通过仅使用由行驶过程中分开的两个阶段来表示最佳轨迹；然后，应用两阶段Ｐｏｎ

ｔｒｙａｇｉｎ的最值原理（ＰＭＰ）分析推导出最优控制器的求解公式．文献［８?１０］提出一种具有不同更新频率

和预测步长的３层预测控制方案，顶层计算凸优化问题中的动能和电能，对应的双变量作为状态参考和

燃油消耗，通过求解瞬时优化的等效消耗最小化策略（ＥＣＭＳ），在实时决策层中以自适应的方式应用到

控制系统中．文献［１１?１３］将混合动力汽车的能量管理问题分为长预测层荷电状态（ＳＯＣ）规划和短层速

度与ＳＯＣ规划相结合进行能量管理优化控制．

目前，虽然已经提出了较多的混合动力汽车的控制策略，但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速度和充

电损耗的协同优化仍是一大难题．这是因为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ＰＨＥＶ）来说，电池荷ＳＯＣ具有

宽范围（通常在１０％～９０％之间），增加了自由度，且难以选择最佳参考值
［１４］．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

通过最小化加速度和制动来平滑车速，然后在所得到的平滑速度曲线上对发动机和电动机之间的功率

进行分配，以最小化燃料消耗．

１　控制模型的建立

１．１　车辆跟随子系统

将车速和位置描述为速度优化问题的质点系统，即

狕＝
０ １［ ］
０ ０

狕＋［］０
１
犪． （１）

式（１）中：狕＝［狊，狏］Ｔ，狊，狏分别表示车辆的位置和速度；犪是车辆的加速度．

根据车辆制动和加速极限要求，加速度极限为犪ｍｉｎ（狋）≤犪（狋）≤犪ｍａｘ（狋），狋为发动机工作时长．根据各

路段限速，车速受狏ｍｉｎ（狋）≤狏（狋）≤狏ｍａｘ（狋）的约束，同时，车辆的位置也受到交通状况及前车的制约．在任

何时候，车辆应具有安全合理的车距，因此有狊ｍｉｎ（狋）≤狊（狋）≤狊ｍａｘ（狋）．

假设目标车辆的加速度犪和速度狏的约束条件在优化计算将要执行的时间范围内是不变的．由于

目标车辆的位置取决于其先前车辆的位置狊Ｌ 和速度狏Ｌ，且受到时变约束，因此设置状态约束
［１５］为

狊ｍｉｎ（狋）＝狊Ｌ（狋）＋狏Ｌ（狋）犔／１０，

狊ｍａｘ（狋）＝狊Ｌ（狋）＋
狏Ｌ（狋）犱ｍａｘ，　　狏Ｌ（狋）＜９ｍ·ｓ

－１，

狏Ｌ（狋）犱ｍｉｎ，　　狏Ｌ（狋）≥９ｍ·ｓ
－１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式（２）中：犔为车长，犔＝４．５ｍ；犱为横向车距，最大横向车距犱ｍａｘ＝３ｍ，最小横向车距犱ｍｉｎ＝１．２ｍ．

１．２　混合动力子系统

该子系统根据（狏，狏，犜ｅ，ωｅ）得到燃油消耗率犿ｆ和电池ＳＯＣ的变化率ΔＳＯＣ．其中，狏和狏分别由生

态路径和交通信息得到，再由生态路径提供给定路径数据和原始／目的地信息的经济行驶路径．

电池荷电状态是ＰＨＥＶ电池耗散优化的主要状态，其值主要取决于电池功率犘ｂａｔｔ，即

ΔＳＯＣ＝－
犞ｏｃ－ 犞２ｏｃ－４犘ｂａｔｔ犚槡 ｂａｔｔ

２犆ｂａｔｔ犚ｂａｔｔ
，　　犘ｂａｔｔ＝犘ＭＧ１＋犘ＭＧ２． （３）

式（３）中：犞ｏｃ，犚ｂａｔｔ，犆ｂａｔｔ分别为电池的开路电压、内阻和额定电量；犘ＭＧ１和犘ＭＧ２分别为发电机和电动机的

功率［１６］，有

犘ＭＧ１ ＝犜ＭＧ１·ωＭＧ１＋犘ＭＧ１，ｌｏｓｓ，　　犘ＭＧ２ ＝犜ＭＧ２·ωＭＧ２＋犘ＭＧ２，ｌｏｓｓ． （４）

式（４）中：犜ＭＧ１，ωＭＧ１分别为发动机的扭矩和转速；犜ＭＧ２，ωＭＧ２分别为电动机的扭矩和转速；犘ＭＧ１，ｌｏｓｓ和

犘ＭＧ２，ｌｏｓｓ分别为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功率损耗，相关参数可查询．给定车速狏，电动机转速ωＭＧ２＝狏犓１／犚ｔｉｒｅ，

其中，犚ｔｉｒｅ为轮胎半径；犓１ 为最终传动比．

根据驱动条件可知，驱动扭矩犜ｄｒｉｖｅｒ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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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ｄｒｉｖｅｒ＝犜ｏｕｔ－犜ｆ，　　犜ｆ≥０． （５）

式（５）中：犜ｆ为摩擦阻力矩；犜ｏｕｔ为动力系统输出扭矩．

以狏和狏为输入，计算驱动所需扭矩犜ｄｒｉｖｅｒ，则有

犿ｅｆｆ狏＝
犜ｄｒｉｖｅｒ
犚ｔｉｒｅ

－
１

２ρ
犃ｆ犆ｄ狏

２
－犆ｆ犿犵ｃｏｓθ＋犿犵ｓｉｎθ． （６）

式（６）中：犿ｅｆｆ，犿，犃ｆ分别为车辆的等效质量、实际质量和迎风面积；犆ｆ为滚动阻力系数；犆ｄ 为空气阻力

系数；ρ为空气密度；θ为路面坡度，假设θ为已知量且下坡为正；犵为重力加速度．

发电机、电动机和发动机的速度由动力分配装置（ＰＳＤ，行星齿轮组）耦合得到，即

ωＭＧ１犛＋ωＭＧ２犓２犚＝ωｅ（犚＋犛）． （７）

式（７）中：犛和犚 分别为太阳齿轮和齿圈的半径；ωｅ为发动机转速；犓２ 为电动机减速比．

发电机扭矩犜ＭＧ１，电动机扭矩犜ＭＧ２，发动机扭矩犜ｅ和离合器扭矩犜ｃｌ的耦合关系如下：１）在混合

动力汽车（ＨＶ）和电动汽车（ＥＶ）模式下，犜ＭＧ１＋犉·犛＝０，犜ｅ－犉·（犚＋犛）＝０；２）在双电机驱动（ＤＭ）

模式下，犜ＭＧ１＋犉·犛＝０，犜ｃｌ－犉·（犚＋犛）＝０．其中，犉为不同齿轮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离合器扭矩犜ｃｌ

传递齿轮反作用力犉时，发动机停止工作，且发电机产生反向扭矩．

发动机扭矩犜ｅ和发电机扭矩犜ＭＧ１通过反作用力犉结合到齿圈扭矩犜ｒ，即犜ｒ＝犉·犚．

在输出轴上，由齿圈传递的扭矩与电动机传递的扭矩之和为犜ｏｕｔ，即犜ｏｕｔ＝（犜ＭＧ２＋犓２犜ｒ）犓１．

根据发动机转矩犜ｅ和发动机转速ωｅ的关系，由实验测定的发动机特性静态图φ计算得到发动机

的燃油消耗率犿ｆ，即犿ｆ＝φ（犜ｅ，ωｅ）．

考虑到实际行驶情况，设置约束条件［１７］，有

ＳＯＣｍｉｎ（狋）≤ＳＯＣ（狋）≤ＳＯＣｍａｘ（狋），　　犘
ｍｉｎ
ｂａｔｔ（狋）≤犘ｂａｔｔ（狋）≤犘

ｍａｘ
ｂａｔｔ（狋），

ω
ｍｉｎ
ｅ （狋）≤ωｅ（狋）≤ω

ｍａｘ
ｅ （狋），　　犜

ｍｉｎ
ｅ （狋）≤犜ｅ（狋）≤犜

ｍａｘ
ｅ （狋），

ω
ｍｉｎ
ＭＧ１（狋）≤ωＭＧ１（狋）≤ω

ｍａｘ
ＭＧ１（狋），　　犜

ｍｉｎ
ＭＧ１（狋）≤犜ＭＧ１（狋）≤犜

ｍａｘ
ＭＧ１（狋），

ω
ｍｉｎ
ＭＧ２（狋）≤ωＭＧ２（狋）≤ω

ｍａｘ
ＭＧ２（狋），　　犜

ｍｉｎ
ＭＧ２（狋）≤犜ＭＧ２（狋）≤犜

ｍａｘ
ＭＧ２（狋）

烍

烌

烎．

（８）

２　顺序优化方法

２．１　基于交通约束的速度平滑

通过使加速度最小化来平滑速度，将连续时间车辆跟随子系统转化为离散时间系统，得到离散时间

下的线性时不变系统为

狕犽＋１ ＝犃狕犽＋犅犪犽，　　犃＝
１ 狋ｓ［ ］
０ １

，　　犅＝
０．５狋２ｓ

　狋
［ ］

ｓ

． （９）

式（９）中：狕犽＝［狊犽，狏犽］
Ｔ 为车辆状态；犪犽 为时刻犽的加速度；狋ｓ 为采样时间；状态变量犡＝［狕

Ｔ
１，狕

Ｔ
２，…，

狕Ｔ犖］，犖 为步长上限；控制输入变量犝＝［犪０，犪１，…，犪犖－１］
Ｔ．由顺序控制输入犝 可以得到执行的最小化加

速度值，该问题可以转化为多维约束优化问题．目标函数犑１ 具有以下形式

ｍｉｎ
犝
犑１ ＝犝

Ｔ犝，

ｓ．ｔ．犇犝 ≤犠＋犜狕
０

烍
烌

烎．

（１０）

式（１０）中：犇为约束向量；犠 为交通约束矢量；犜为扭矩向量；狕０＝［狊０，狏０］
Ｔ 是车辆的初始位置和速度．

控制约束可由状态约束得到，这是一个标准线性二次（ＬＱＲ）最优控制问题，用 Ｍａｔｌａｂ二次规划（ＱＰ）求

解器求解．

２．２　最低油耗问题的规划

在连续时间内，对最低油耗问题进行数学规划，则

ｍｉｎ
狌
犑２ ＝∫

狋
ｆ

０
犿ｆ（狓，狌，ω）ｄ狋，

ｓ．ｔ．狓＝犳（狓，狌，ω），　　狓（０）＝狓０，　狓（狋ｆ）＝狓ｆ，　狌（狋）∈Ω

烍

烌

烎．

（１１）

式（１１）中：犑２ 为油耗函数；狓＝ＳＯＣ；狌＝［ωｅ，犜ｅ］
Ｔ；ω＝［犜ｄｒｉｖｅｒ，狏］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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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的哈密顿形式为

犎 ＝犿ｆ＋狆ΔＳＯＣ． （１２）

　　根据Ｐｏｎｔｒｙａｇｉｎ的最值原理（ＰＭＰ）的必要条件，原始最优控制问题的解
［８］需要满足

狌 ＝ａｒｇｍｉｎ
狌
犎，　　狌＝Ω，

狓＝犳（狓，狌，ω），　　狓（狋０）＝狓０，　　狓（狋ｆ）＝狓ｆ，

犔＝犿ｆ，　　狆＝－
犳
［ ］狓

Ｔ

狆－
犔

［ ］狓
Ｔ

烍

烌

烎
．

（１３）

　　最后，对两点边值问题（ＴＰＢＶＰ）进行数值求解．

３　控制器性能评价与分析

３．１　制定基线能量管理策略

１）耗散电量（ＣＤ）．强制系统在电动汽车（ＥＶ）模式下运行，此时犜ｅ＝０，ωｅ＝０，直到电池ＳＯＣ低于

指定的终端ＳＯＣ值，车辆将立即进入混合动力汽车（ＨＶ）模式．车辆即将进入 ＨＶ模式时刻的ＳＯＣ值

记为ＳＯＣ（ｔｈ）．

２）充电持续（ＣＳ）．用ＳＯＣ０＝ＳＯＣ（ｔｈ）来制定剩余行程的最低油耗问题．车辆在 ＨＶ模式下运行，

其中，犜ｅ和ωｅ是通过优化算法确定的，这有助于实现剩余行程的最低油耗．在此期间，电池以与生产

ＰＨＥＶ上的充电维持模式类似的方式辅助发动机．

３．２　两种组合行驶模式的评价

为了评估控制器的性能，通过组合３种典型的测试循环来创建不同的行驶模式，包括城市道路循环

表１　两种组合行驶模式

Ｔａｂ．１　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行驶模式 循环序列 时间

最差ＣＤＣＳ
行程

３×ＵＳ０６＋ＵＤＤＳ＋ＨＷＦＥＴ＋
２×ＵＤＤＳ＋ＨＷＦＥＴ

２ｈ４ｍｉｎ

最佳ＣＤＣＳ
行程

３×ＨＷＦＥＴ＋３×ＵＤＤＳ＋
３×ＵＳ０６

２ｈ１６ｍｉｎ

（ＵＤＤＳ）、公路燃油经济性测试（ＨＷＦＥＴ）和

ＵＳ０６补充测试工况．选取两种场景作为两种极

端情况，以此评价不同行驶模式的燃油经济性，两

种组合行驶模式，如表１所示．

　　１）最差ＣＤＣＳ行程．此种工况下，ＣＤＣＳ策

略在真实速度曲线上的结果远非最佳．该行程在

开始时需要高功率，采用最佳耗散策略时，发动机

一开始就会处于结合状态，这可以储存更多的电能以供后续行程使用．但因为最初的高功率需求，电能

将很快耗尽，发动机必须在行程的其余部分进行接合，以保持最低ＳＯＣ水平．

２）最佳ＣＤＣＳ行程．此种工况下，ＣＤＣＳ策略在真实速度曲线上的结果接近最优．该行程开始时动

力需求低且车速高，因此，系统首先使用电池中的电能，当高功率需求的行程结束时，再结合发动机．

最差ＣＤＣＳ行程总行程距离为１０７．６２ｋｍ，行程时长为２ｈ４ｍｉｎ５ｓ．最佳ＣＤＣＳ行程总行程距离

为１２４．１２ｋｍ，行程时长为２ｈ１６ｍｉｎ５１ｓ．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述循环的总行程能量都超过了模拟车辆

的可用电池能量，表明所提出的充电耗散策略具有一定的效果，可以节省燃油消耗．车辆仿真中设计的

速度和能量管理策略，如表２所示．

表２　车辆仿真中设计的速度和能量管理策略

Ｔａｂ．２　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模式 车速类型 能量管理 模式 车速类型 能量管理

ＲＶ?ＣＤＣＳ 实际值 混合模式（ＨＶ）持续充电，电动模式（ＥＶ）耗电 ＲＶ?ＯＣＢＤ 实际值 最优混合充电

ＳＶ?ＣＤＣＳ 平滑 混合模式（ＨＶ）持续充电，电动模式（ＥＶ）耗电 ＳＶ?ＯＣＢＤ 平滑 最优混合充电

４　仿真结果分析

两种不同行驶模式的仿真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犘Ｄ 为驱动功率；犌为燃油消耗质量．由图１可

知：在最差ＣＤＣＳ行程中，速度和电能耗散顺序优化策略（ＳＶ?ＯＣＢＤ）的总油耗比实际速度曲线上的基

线耗散策略（ＲＶ?ＣＤＣＳ）降低了１３．７４％；而在最佳ＣＤＣＳ行程中，相对于实际速度曲线上的基线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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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ＲＶ?ＣＤＣＳ），速度和电能耗散的顺序优化策略（ＳＶ?ＯＣＢＤ）总油耗降低了７．０７％．

　（ａ）最差ＣＤＣＳ行程　　　　　　　　　　　　　　　　　 （ｂ）最佳ＣＤＣＳ行程

图１　两种不同行驶模式的仿真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在最差ＣＤＣＳ行程中，ＲＶ?ＯＣＢＤ策略相对于ＲＶ?ＣＤＣＳ策略有更好的效果，不仅使发动机在进入

混合动力（ＨＶ）模式后在最高效点工作，而且在后续行程中仍持续输出动力．

不同情况下的燃料消耗、发动机启动时间和能耗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δ为燃油减少占比；犙Ｂ

为制动能量；犙Ｄ 为驱动能量；犛为纯电动行驶里程．由表３可知：与ＲＶ?ＣＤＣＳ策略相比，ＲＶ?ＯＣＢＤ策

略减少了发动机在中功率区域运行的总时间；与给出的最佳ＳＯＣ耗散策略相比，基于实际速度的基线

策略具有更长的发动机运行时间；然而，对于最佳的ＣＤＣＳ行程，在行程开始时的功率需求是中等负荷，

而在行程结束时出现高功率需求，这不利于节省电能以增加续驶里程．因此，与ＲＶ?ＯＣＢＤ策略相比，在

行程的后半段使用发动机的ＲＶ?ＣＤＣＳ策略是最优的．

表３　不同情况下的燃料消耗、发动机启动时间和能耗结果

Ｔａｂ．３　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行驶模式 模式 ＳＯＣ（０）＝０．８５
ＳＯＣ（狋ｆ）＝０．１５

犌／ｋｇ δ／％ 狋／ｈ 犙Ｂ／ｋＷ·ｈ 犙Ｄ／ｋＷ·ｈ 犛／ｋｍ

最差的

ＣＤＣＳ行程

ＲＶ?ＣＤＣＳ 实际车速 １．１０７ ０ １３．４９ ４．９３ １３．７１ ４１．７９

ＲＶ?ＯＣＢＤ 实际车速 １．０４１ ６．０１ １１．５３ ４．９３ １３．７１ ４１．７９

ＳＶ?ＣＤＣＳ 平滑车速 １．０１０ ９．６５ １２．２１ ３．１８ １１．９１ ４９．１６

ＳＶ?ＯＣＢＤ 平滑车速 ０．９５６ １３．７１ １１．２３ ３．１９ １１．９１ ４９．１６

最佳的

ＣＤＣＳ行程

ＲＶ?ＣＤＣＳ 实际车速 １．３７４ ０ １３．４３ ５．１６ １５．３１ ６３．２６

ＲＶ?ＯＣＢＤ 实际车速 １．３５９ １．１０ １３．９９ ５．１６ １５．３１ ６３．２６

ＳＶ?ＣＤＣＳ 平滑车速 １．２７８ ６．９６ １３．４８ ３．２９ １３．３９ ６５．７４

ＳＶ?ＯＣＢＤ 平滑车速 １．２７７ ７．０７ １３．７１ ３．２９ １３．３９ ６５．７４

　　最佳ＣＤＣＳ行程的仿真结果表明，平滑速度即使对电池充电的效率优化较低，也能显著提高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同时，平滑的速度也有助于汽车的稳定性和舒适性．

５　结论

在给定交通约束条件下，对一种轻型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ＰＨＥＶ）的速度曲线顺序优化的方法及

相应的充电损耗策略进行研究．为了评价该方法的有效性，给出并分析两种不同功率需求模式下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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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仿真结果表明，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消耗有所下降，所设计的顺序控制策略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由

此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平滑的速度策略显著降低了平均功率需求．行程开始时，较低的电能需求使在切换到表３的混

合模式之前（使用ＣＤＣＳ），可以行驶更长的里程．

２）降低发动机驱动力比优化充电效率更能减小总的燃油消耗．即与 ＲＶ?ＣＤＣＳ策略相比，ＳＶ?

ＣＤＣＳ策略具有更好的节能性．

３）速度平滑与电能损耗之间有耦合性．由于加速度最小化的控制方法减小了不必要的制动，ＳＶ情

况下电池ＳＯＣ的下降高于ＲＶ情况下电池ＳＯＣ的下降．总的来说，ＳＶ减少了再生制动的机会，它避免

了一些制动的操作和不必要的加速，因此，其节能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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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断层作用下高承台群桩基础的

破坏机制数值模拟

符婉靖１，肖朝昀１，甘港璐１，陈荣淋１，张文龙２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岩土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福岩工程勘察分公司，上海２０１１０３）

摘要：　基于ＦＬＡＣ３Ｄ有限差分软件，模拟正断层错动下高承台群桩基础的破坏过程，分析上覆砂土和群桩的

相互作用，对比相同条件下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破坏机制的差异．计算结果表明：正断层错动作用下，１×３

群桩的存在对土体破裂带的扩展影响较小，土体剪切带仍保持８０°倾角向上发展，在地表形成一条陡降带，而

３×３群桩则明显改变破裂带的发展轨迹，使得土体剪切带在中间基桩的桩端位置发生分叉，在地表形成两条

陡降带；正断层错动使得群桩向上盘一侧倾斜，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的承台位移和倾斜没有明显差异，其数

值计算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保持一致；基岩错动使得基桩间承担的竖向荷载发生重分布，中间基桩受拉，竖向

荷载向两侧基桩转移；随着基岩错动量的增加，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具有相同的轴力和弯矩发展规律．

关键词：　高承台群桩；正断层；基岩错动量；破坏机制；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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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 Ｗａｎｊｉｎｇ
１，ＸＩＡＯＺｈａｏｙｕｎ１，ＧＡＮＧａｎｇｌｕ１，

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ｌｉｎ
１，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ｌｏｎｇ２

（１．Ｃｏｌｌａ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ｊｉａ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ｕｙ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ａｎｃｈ，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１０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ＬＡＣ３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ｅｐｉｌｅｃａｐ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ｗａ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ａｎｄ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ｐｉｌｅ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１×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１×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ｐ

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ｓｔｉｌｌ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８０°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ｘｔｅ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３×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ｓｏｉｌ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ｔｏｂｉ

ｆｕｒｃ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ｐｉｌｅｅ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ｉｌｅ，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ｔｗｏｓｔｅｅｐ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ｚｏ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ｐｉｌｅｔｏｔｉｌｔｔｏ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ａｌｌ．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ｌｅｃａ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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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ｏａ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ｅｓ，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ｅｉｓｕｎｄ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ｏ

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１×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

ｈａｖ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ｕｌ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ｉｇｈ?ｒｉｓｅｐｉｌｅｃａｐ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地震和地震带分布与活动断层作用密切相关，活动断层错动引起地表破裂，使横跨其上及邻近建筑

物发生灾难性的倒塌、毁坏，其重灾区域沿着发震断层呈带状分布［１?５］．在地震中，桥梁一旦被断层跨越，

将无法避免地发生不同程度的破坏［１，５］．桩基础作为常用的桥梁基础形式，研究其在断层作用下的破坏

机制具有实际意义．根据断层上、下盘相对断层面移动的方向可将活动断层分为正断层、逆断层和走滑

断层，其中上盘相对下盘向下错动即为正断层活动．在正断层作用下，不同形式的基础具有不同破坏方

式［６?９］．在某些情况下，破裂路径可以转移，避开结构，使建筑物在破裂中幸免于难．考察地震灾后发现，７

级以上地震往往难以采用抗震设防措施来阻止断层错动对建筑物和生命线工程的毁坏［２?４］．相关学者根

据断层错动引起的地表破裂呈带状分布这一特征，提出建筑物“避让”活断层错动带，在错动带以外采用

较高抗震设计标准［２?４］．

目前，国内专家学者主要是根据地震灾后现场考察确定某地区的避让距离［２?４］，但对于桩基础的安

全避让距离确定还处于起步阶段［１０?１１］．对断层作用下群桩基础的破裂机制，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有相关的

研究［７，１２?１３］．本文通过ＦＬＡＣ３Ｄ模拟文献［１１］中高承台１×３群桩在正断层作用下的破坏过程，并对比相

同条件下３×３群桩的差异变化，研究正断层作用下高承台群桩基础的破坏机制．

１　正断层?高承台群桩相互作用数值模拟

１．１　数值模型网格划分和边界条件

采用ＦＬＡＣ３Ｄ有限差分软件进行建模，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的计算模型，以及数值模型网格划分

和边界条件，分别如图１所示．

图１（ａ），（ｂ）中：土体均采用八节点实体单元进行模拟，其长×宽×高为６５ｍ×４０ｍ×２０ｍ，土体

宽度等于土体深度的２倍，以减少模型侧面边界条件对群桩的影响；群桩对称轴与土体模型对称面重

合，与断层线正交，并加密桩周土体网格；基桩采用ＦＬＡＣ３Ｄ内嵌桩（ｐｉｌｅ）单元进行模拟，承台采用衬砌

（ｌｉｎｅｒ）单元进行模拟．

图１（ｃ）中：土体模型的４个侧面施加滚轴边界条件，约束土体犡和犢 两个水平方向的位移；底面施

加固定支座，约束地面土体犡，犢 和犣 等３个方向的位移；表面为自由边界；桩顶和承台采用刚接，承台

顶面自由；基岩上、下盘长度分别为４０，２５ｍ，群桩入土深度为１５ｍ，承台高出地表７．５ｍ，其中基岩断

层线与中间基桩水平距离（犛）为０．７５ｍ，上盘以α＝７０°的倾角向下错动，错动竖直分量为犺．

图１（ｄ）中：桩径犱＝０．６５ｍ，桩间距为６犱，１×３群桩的基桩编号为１，２，３，其中２号桩与基岩断层

线距离为犛；３×３群桩桩径和桩间距与１×３群桩相同，位于土体对称面的中间排桩为ｂ１，ｂ２，ｂ３号桩，

其位置一一对应１×３群桩的１，２，３号桩，两侧为ａ排桩和ｃ排桩．

（ａ）１×３群桩模型　　　　　　　　　　　　（ｂ）３×３群桩模型

７５１第２期　　　　　　　　　符婉靖，等：正断层作用下高承台群桩基础的破坏机制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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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ｄ）基桩编号

图１　数值模型示意图（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ｍ）

图２　考虑应变软化的材料强度衰减模式

Ｆｉｇ．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１．２　材料物理力学性能及基本参数

数值模拟中，上覆砂土采用弹塑性模型进行模拟，服从

摩尔库伦屈服准则，并考虑了应变软化［１４?１７］．软化应变是在

ＦＬＡＣ３Ｄ中设置土体内摩擦角（φ）随着塑性剪应变（ε）的发

展而线性减小，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知：当０≤ε≤０．２时，

φ＝３８°－３５°×ε；当ε≥０．２时，φ＝３１°．

模型材料物理力学基本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γ

为重度；μ为泊松比；犈为弹性模量；犮为粘聚力；ｐ，ｒ分别

为内摩擦角的峰值和残余值．

基桩和承台均采用弹性模型，弹性模量为７０．００ＧＰａ，

泊松比为０．２．桩土间的相互作用可通过桩单元各节点处

的耦合连接弹簧与周围网格的连接（ｌｉｎｋ）来实现，利用耦

合连接弹簧来传递力和变形．其剪切耦合弹簧刚度和法向耦合弹簧刚度均取为１７．５ＧＰａ，剪切耦合弹

簧内聚力和法向耦合弹簧内聚力均为０，剪切耦合弹簧摩擦角和法向耦合弹簧摩擦角均为３１°
［１１］．

表１　模型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模型 本构模型 考虑应变软化 γ／ｋＮ·ｍ－３ μ 犈／ＧＰａ 犮／ｋＰａ ｐ／（°） ｒ／（°）

砂土 摩尔库伦 是 １５．２ ０．２ ０．０３ ０ ３８ ３１

桩、承台 弹性模型 否 ２５．０ ０．２ ７０．００ － － －

１．３　数值模拟步骤

首先，使土体在自重应力作用下达到平衡状态，获得土体的初始应力状态．其次，在群桩承台上施加

竖向荷载，１×３群桩模型施加３．７５ＭＮ竖向荷载，３×３群桩模型施加１１．２５ＭＮ竖向荷载，以模拟群

图３　对称面的地表沉降曲线

Ｆｉｇ．３　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ｐｉｌ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桩基础承担的上部结构质量．最后，去除基岩上盘土体单元

底面及右侧面犡方向和犣方向的位移约束，在其上同时施

加犡方向和犣方向的位移来模拟断层错动，使基岩上盘以

α＝７０°倾角向下错动．

２　高承台群桩基础的破坏机理分析

２．１　地表沉降

不同基岩错动量下，对称面的地表沉降（狊）发展曲线，

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３条竖直虚线分别为１，２，３号（ｂ１，

ｂ２，ｂ３号）基桩所在的位置．从图３可知：对于１×３群桩，３

个基岩错动量（犺＝０．４，０．８，１．２ｍ）下，地表沉降曲线从下

盘往上盘一侧逐渐增加，沉降曲线与误差方程曲线形状相

８５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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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１８］；随着基岩错动量的增加，在１号桩桩位附近（犡＝－４．２ｍ）逐渐形成陡降带．从图３还可知：对于

３×３群桩，不同错动量下的地表沉降同样由下盘往上盘一侧逐渐增加．但不同于１×３群桩，３×３群桩

不仅在下盘一侧的基桩附近（犡＝－５．４ｍ）形成地表陡降带，还在中间基桩桩位附近（犡＝－０．４ｍ）形

成一地表陡降带．因此，３×３群桩模型在对称面处，地表沉降呈阶梯型，形成两个台阶．

图４　１×３群桩模型离心机试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１×３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ｅｌ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２．２　上覆砂土中破裂扩展

在正断层错动下，１×３群桩与土体破裂扩展

相互作用的离心机试验结果［１２］，如图４所示．离

心机试验采用５０犵离心加速度，模型桩采用１３

ｍｍ宽方形空心铝管制备，其长为４５０ｍｍ、桩身

入土深度为３００ｍｍ、桩间距为７８ｍｍ、弹性模量

为７０ＧＰａ，以及群桩?断层位置（犛）为１５ｍｍ等

换算成原型尺寸后，均与文中计算模型中采用的

参数相同；离心机试验采用的 Ｔｏｙｏｕｒａ干砂，其

临界状态下的有效内摩擦角为３１°，土体深度为４００ｍｍ，对应原型尺寸为２０ｍ
［１２?１３］．从图４可知：随着

基岩上盘向下错动，土体剪切扩展由基岩向上扩展，形成一条集中剪切带，与水平面成８０°倾角，并在１

号基桩和２号基桩之间出露地表．

当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犺）为１．２ｍ时，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计算模型中土体剪应变增量云图，如

图５所示．从图５（ａ）可知：计算结果同样表明，剪切带在１号和２号基桩之间发展，并于１号和２号基桩

之间出露地表，剪切带与水平面的夹角约为８０°，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
［１２，１４，１９］．这说明１×３群

桩对剪切带的扩展路径并无显著影响，剪切带扩展至地表时是沿着断层线方向呈现单一的地表破裂．

从图５（ｂ）可知：在３×３群桩计算模型中，上覆砂土形成的剪切带从基岩断层向地表扩展，但在第２

列桩（ａ２，ｂ２，ｃ２）的桩端位置发生分叉，形成两条剪切带Ⅰ和Ⅱ．其中，剪切带Ⅰ同样沿着与水平面成８０°

的角度扩展至地表，与１×３群桩相似；剪切带Ⅱ则沿第２列桩竖直向上发展至地表．

（ａ）１×３群桩　　　　　　　　　　　　　　　　　　（ｂ）３×３群桩

图５　不同基岩错动量下群桩模型剪应变增量云图（犺＝１．２ｍ）

Ｆｉｇ．５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ｃｌｏｕ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ｄｒｏｃｋ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犺＝１．２ｍ）

对比图３和图４，５可以发现，地表陡降带形成的位置受剪切带发展的影响．对于１×３群桩，由于仅

形成一条剪切带并扩展至地表，从而形成一个地表陡降带；而对于３×３群桩，由于受到桩基的影响，剪

切带产生分叉现象，两条剪切带均在地表出露，分别形成陡降带．

地表计算得到的剪应变增量云图，如图６所示．剪应变增量集中的位置即为地表陡降带，图６中：空

心圆点为群桩桩位．从图６可知：对于１×３群桩，地表陡降带近似呈直线分布，但在群桩附近约１４ｍ的

范围内略微偏离直线分布；而对于３×３群桩，则在群桩附近呈现出２个地表陡降带．与图３一致，３×３

群桩模型中的２个地表陡降带分别位于靠近下盘一侧的３根基桩和位于中间的３根基桩附近；但当远

离３×３群桩，地表又呈现出单一陡降带的特征，３×３群桩对陡降带的影响范围约为２４ｍ．

２．３　桩顶位移

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得到的群桩基础承台的竖向位移、水平位移和倾斜量随着基岩错动的发展关系，

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犺为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犱犡犆，犱犣犆分别为承台水平和竖向位移；θ为承台倾角．图７

还对比给出承台竖向和水平位移的理论值．该理论计算假定正断层基岩错动时，桩身与土体协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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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３群桩　　　　　　　　　　　　　　　（ｂ）３×３群桩

图６　错动后地表ＦＬＡＣ
３Ｄ剪应变增量云图（犺＝１．２ｍ）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ｍｅｎｔａｔ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ｆａｕｌｔｉｎｇ（犺＝１．２ｍ）

并通过数值计算得到的地表变形推算出承台竖向和水平位移［１０］．其计算公式为

珚犱犡犆 ＝珚犱犡犛 ＋犾·ｓｉｎ珋θ犛，

珚犱犣犆 ＝珚犱犣犛 ＋犾·（１－ｃｏｓ珋θ犛）．

上式中：珚犱犡犆和珚犱犣犆分别表示承台平均（形心位置）水平和竖向位移；珚犱犡犛，珚犱犣犛和珋θ犛 分别表示为承台水平投

影位置上对应的地表平均水平位移、竖向位移和转角；犾为地表以上桩身长度．

（ａ）竖向位移

从图７中可知：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承台均随着正

断层错动的发展发生沉降和水平位移，并向基岩上盘一侧

倾斜．随着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的增加，群桩承台的沉降、水

平位移和倾角均线性增加．此外，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数

值计算的桩顶位移响应并无显著差异．

从图７（ａ），（ｂ）可知：承台位移的理论值与计算结果相

近，理论计算结果同样反映了上述承台位移随着基岩错动

的发展规律．从图７（ａ）还可知：当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犺）为

１．２ｍ时，承台数值计算的沉降量为０．７１ｍ，而理论值为

０．７７ｍ，即理论值略大于计算值．这可能由于基岩错动量较

　　（ｂ）水平位移　　　　　　　　　　　　　　　　　　　（ｃ）倾斜量

图７　群桩承台位移随着基岩错动的发展

Ｆｉｇ．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ｉｌｅｃａｐ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大时，桩身和周边土体发生相对位移．

２．４　群桩轴力分布

基岩错动对群桩桩顶轴力（犉）分布影响，如图８所示．从图８（ａ）可知：基岩错动前，各基桩桩顶轴力

约为１．２５ＭＮ；随着正断层错动，位于下盘一侧的基桩（１×３群桩的１号基桩和３×３群桩的ａ１，ｂ１，ｃ１

号基桩）的桩顶轴力均逐渐增大．这表明这些基桩在断层活动后承担了更多的竖向荷载．从图８（ｂ）可

知：中间基桩（１×３群桩中的２号桩和３×３群桩中的ａ２，ｂ２，ｃ２号桩）的桩顶轴力随着错动量的增加而

逐渐减小至负值，表明这４根基桩由于断层活动而受拉．从图８（ｃ）可知：对于上盘一侧的基桩（１×３群

桩中的３号桩和３×３群桩中的ａ３，ｂ３，ｃ３号桩），则与下盘一侧基桩类似，桩顶轴力随着基岩错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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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增加．以上群桩轴力随着基岩错动量增加的荷载重分布规律与离心机试验结果
［１２］一致．

　　　（ａ）下盘一侧的基桩　　　　　　　　　　　　　　　　　（ｂ）中间基桩　　

　　　　（ｃ）上盘一侧的基桩　　　　　　　　　　　　　　　（ｄ）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

图８　基岩错动量对群桩桩顶轴力分布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ｐｉｌｅｇｒｏｕｐ

从图８（ｄ）可知：２个群桩模型随着基岩错动量的增加，其桩顶轴力总和略微减小．这是由于承台倾

（ａ）１号基桩和ｂ１号基桩

斜量随着基岩错动量的增加而增加，上部竖直荷载在桩

身轴力方向的分量略微减小，符合正断层错动时上部荷

载保持不变的实际情况．由图８可知：３×３群桩中同一

列基桩轴力相差不大，可分别取三列基桩中的ｂ１，ｂ２，

ｂ３作为代表，进行桩身轴力分布分析．

在基岩未错动（犺＝０ｍ）之前，１×３群桩和３×３群

桩各基桩的轴力（犉犖）均随着桩身入土深度的增大而逐

渐减小，基桩桩端轴力近似为零，群桩表现为摩擦桩，如

图９所示．

从图９（ａ）可知：当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犺）为０．４ｍ

（ｂ）２号基桩和ｂ２号基桩　　　　　　　　　　　　　　（ｃ）３号基桩和ｂ３号基桩

图９　桩身轴力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ａｌｏｎｇｐ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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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桩顶荷载重新调整，１号基桩和ｂ１号基桩承担更多竖向荷载，并通过桩身传递至桩端土体．在０ｍ＜

犣＜５ｍ深度范围内，这两根基桩的桩身轴力随着深度的增大而增大，桩身出现负摩阻力，并在犣＝５ｍ

深度处达到桩身轴力最大值．这是由于剪切带穿过１号桩和ｂ１号桩，剪切带上部土体沉降较大，使得此

处基桩在０ｍ＜犣＜５ｍ范围内形成负摩阻力．从图９（ｂ）可知：当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犺）为０．４ｍ时，２

号桩和ｂ２号桩的桩身轴力下降至负值，且桩身轴力随着入土深度的增大而逐渐增大．说明中间基桩的

桩周土体具有较大的沉降量（图３），使得桩身承受负摩阻力．从图９（ｃ）可知：３号桩和ｂ３号桩的桩身轴

力随着错动量的增加而增加，其桩身轴力随着深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表明位于上盘的基桩在基岩错动

（ａ）１号基桩和ｂ１号基桩

之后承担更多的荷载．

２．５　群桩弯矩分布

不同错动量下，基桩的弯矩分布图（基桩弯矩以使得桩

身上盘一侧受拉为负），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犕 为弯矩．

从图１０可知：１×３群桩和３×３群桩的均弯向上盘一侧，

且桩身弯矩随着基岩错动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从图１０（ａ）可知：基岩错动竖直分量（犺）为１．２ｍ时，１

号桩和ｂ１号桩最大弯矩均发生在地表以下（犣＝３ｍ）的位

置．在相同错动量下，１号桩的最大弯矩值大于ｂ１号桩的

最大弯矩值；而２号桩和ｂ２号桩（图１０（ｂ））最大弯矩发生

　（ｂ）２号基桩和ｂ２号基桩　　　　　　　　　　　　　（ｃ）３号基桩和ｂ３号基桩

图１０　桩身弯矩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ｐｉｌｅ

在桩顶处；３号桩和ｂ３号桩（图１０（ｃ））弯矩最大值均出现在犣＝０ｍ处，与１号桩和ｂ１号桩相比，其桩

顶弯矩偏大．

以上的计算结果表明，下盘一侧基桩在地表以下（犣＝２．５ｍ）处可能发生受弯破坏；中间基桩在桩

顶下盘一侧可能发生受拉破坏；上盘一侧基桩在地表（犣＝０ｍ）处可能发生受弯破坏．

３　结论

通过数值模拟正断层作用下高承台群桩的破坏机制，分析群桩?土体的相互作用，讨论了群桩的变

形和内力特征，得到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正断层错动时，跨断层群桩基础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土体破裂带发生转移．其中１×３群桩对

土体破裂带的影响较小，桩轴线处地表沉降曲线依然与误差方程形状相似；而３×３群桩则使得破裂带

明显转移，集中剪切带在桩端位置分叉成两条，从而使得３×３群桩模型的地表形成两个陡降．

２）正断层错动使得群桩向上盘一侧弯曲，承台的位移和倾斜随着基岩错动量增加而线性增加，承

台的沉降和水平位移的理论计算结果与数值计算结果接近．这证明桩身与土体协同变形假定计算适用

于文中研究的高承台群桩模型．

３）在基岩错动量较大时，基桩之间发生竖向荷载重分布．中间基桩可能在桩顶位置下盘一侧被拉

裂；上盘一侧和下盘一侧基桩可能在邻近地表处的桩身上盘一侧发生受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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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爆破力学模型相似材料

配比的正交试验

宫嘉辰１，陈士海１，２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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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砂岩作为模拟对象，研究满足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要求的相似材料配比问题．基于正交试验法，

选取石英砂、重晶石粉、石膏、水泥和水为相似材料，设置以石英砂／固体、水泥／石膏、重晶石粉／（重晶石粉＋

石英砂）的质量比为３个因素，每个因素３个水平，共９组配比的正交试验方案．通过室内试验，得到相似材料

的密度、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和声波波速的实测数据．试验结果表明：相似材料的物理力学参数分布范围

较广，可满足不同隧道模型试验对相似材料的配比要求．利用极差敏感分析法分析各因素对相似材料参数的

敏感性，并通过各因素对相似材料参数影响的直观分析图，分析各因素对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的影响规律．

对试验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室内试验，发现最优配合比下的相似材料与原型砂岩的单轴应力?应变

曲线具有相似的脆性破坏特征；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的设计值和实测值误差较小．

关键词：　砂岩；隧道爆破力学模型；相似材料；正交试验法；极差敏感分析法；直观分析图；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最优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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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ｉｘ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ｈ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ｂｒｉｔｔｌ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

ｓｍａｌ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ｔｕｎｎｅｌ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ｒａｎｇ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ｉｘｒａｔｉｏ

近年来，由于工程地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等限制，采用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来研究实际隧道爆破工

程问题得到广泛应用．相似材料的选取、配比，以及规范的试验操作步骤对相似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具

有重要的影响，且对爆破力学模型试验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众多学者对地质力学模型相似材料

的配比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Ｌｉｎ等
［１］、吕祥锋等［２］依托工程实例和模型试验，进行相似材料配比试验．

李丹［３］研制了可用于模拟坚硬岩体和脆性岩体的相似材料．张树川等
［４］基于相似理论，研究相似材料的

物理特性、静力学特性和动力学特性等．马永芹
［５］通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爆破试验相似材料及相似炸药

的联系．常胜涛
［６］、刘俊轩［７］、郑志涛［８］从相似材料的静力学相似和动力学相似进行分析研究．张静等

［９］

利用正交试验设计法，研究模型试验中岩质相似材料的选择和配比问题．董金玉等
［１０］通过正交试验设

计，采用极差分析法分析以铁粉、石英砂、重晶石粉、松香、酒精和石膏配比岩体相似材料．詹志发等
［１１］、

耿晓阳等［１２］基于正交试验法，通过极差和方差敏感性分析法，分别研究岩质相似材料和边坡模型试验

相似材料的配比问题．申艳军等
［１３］、孙海涛等［１４］、史小萌等［１５］基于正交设计试验方法，分别研究配置模

拟煤层岩体的相似材料、煤与瓦斯突出相似材料和类砂岩的相似材料，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推算

得到相似材料最优配合比．

本文以砂岩为模拟对象，基于正交试验法，从相似材料静力学特性和动力学特性进行研究，配置具

有高密度、低强度、低弹模、低波速和脆性等性能的隧道爆破力学模型相似材料，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

程，为高地应力下隧道频繁爆破力学模型试验选取相似材料最优配合比．

１　模型试验相似比的确定

建立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相似判据的理论基础是相似三定理，主要考虑静力学相似和动力学相

似两部分．

１．１　静力学相似

隧道爆破力学模型静力学相似包括几何相似和材料的物理特性相似．几何相似考虑模型的几何尺

寸（犾）；材料的物理学特性相似考虑密度（ρ）、应力（σ）、泊松比（μ）、应变（ε）、弹性模量（犈ｃ）、位移（狌）、内

摩擦角（φ）、静摩擦系数（μ０）等参数相似．根据量纲分析法，模型试验中无量纲的物理量包括应变、内摩

擦角、泊松比、静摩擦系数等，无量纲的物理量的相似系数都为１，即犆ε＝犆φ＝犆μ＝犆μ０＝１．

原型隧洞直径为５ｍ，由于条件限制，隧道爆破力学模型尺寸（宽×高×长）取１．５ｍ×１．５ｍ×２．０

ｍ，隧道直径取２ｃｍ，确定几何相似系数（犆犾），即犆犾＝犾ｐ／犾ｍ＝２５，下标ｐ表示原型，ｍ表示模型．根据量

纲分析法，几何相似系数和位移相似系数量纲相同，确定位移相似系数（犆狌），即犆狌＝狌ｐ／狌ｍ＝犆犾＝２５．

原型砂岩的单轴抗压强度（犳ｃ）为３９．４３ＭＰａ，弹性模量（犈ｃ）为１４．２ＧＰａ，密度（ρ）为２．３９ｇ·

ｃｍ－３，声波波速（狏Ｐ）为２５６０ｍ·ｓ
－１．模型试验加压系统的加载极限值为３ＭＰａ，考虑到应力相似比取

值的合理性、隧道开挖方便和围岩是否产生爆破裂缝损伤效应等试验现实问题，选取相似材料单轴抗压

强度设计值的取值范围为１．０～１．５ＭＰａ，确定应力相似系数犆σ＝σｐ／σｍ＝３０，弹性模量相似系数犆犈ｃ＝

犈ｐ／犈ｍ＝犆σ／犆ε＝犆σ＝３０．根据应力相似比，求解得到单轴抗压强度设计值为１．３１ＭＰａ，满足单轴抗压

强度设计值取值范围要求．密度相似系数犆ρ＝ρｐ／ρｍ＝犆σ／犆犾＝１．２．

１．２　动力学相似

此次模型试验采用电火花模拟爆破，故在不考虑炸药动力相似的前提下，隧道爆破力学模型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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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应考虑时间（狋）、质量（犿）、刚度（犓）、频率（犳）、速度（狏）、加速度（犪）、阻尼（犆）等参数相似．以力（犉）、

长度（犔）、时间（狋）作为基本量纲，通过相似第二定理得到动力学物理参数的相似准则π１～π６ 之间的函

数关系犳（π１，π２，π３，π４，π５，π６）＝０．通过分析最终得到动力学物理参数的π矩阵为

π＝

犉 犔 犿 狋 犿 犓 犳 狏 犪犆

π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π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π３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π４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π５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π６ －１ １ －

熿

燀

燄

燅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通过π矩阵，选取σ，犾，狋作为基本量，确定动力学物理参数的相似准则为

π１ ＝
犿

σ犾狋
２
，　　π２ ＝

犓

σ犾
，　　π３ ＝

犳
狋－１
，

π４ ＝
狏

犾狋－１
，　　π５ ＝

犪

犾狋－２
，　　π６ ＝

犆

σ犾狋
．

　　根据相似准则，确定相似材料动力学参数相似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相似材料动力学参数相似比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ｒａｔｉｏ

参数名称 犪 狋 狏 犳 犿 犆 犓

量纲 犔犜－２ 犜 犔犜－１ 犜－１ 犉犔－２犜２ 犉犔－１犜 犉犔－１

相似比 １ ５ ５ ０．２ １８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７５０

　　隧道爆破力学模型的物理力学参数指标，要从静力学和动力学特性两部分进行研究．考虑到需模拟

原型隧道与模型的重力场相似、相似材料的强度相似和相似材料变形性能相似，实际参数过多，只需选

取相似材料的重要参数进行分析研究即可．因此，本次正交试验设计选取的相似材料的静力学相似指标

为密度、单轴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

考虑到接下来进行的高地应力下隧道频繁爆破力学模型试验，一方面需对不同高地应力下爆破地

震波在隧道围岩中的传播波速进行测定，另一方面需依据爆破地震波波速的变化对隧道围岩的损伤进

表２　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指标的设计值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ｄｅｘ

材料 犳ｃ／ＭＰａ 犈ｃ／ＧＰａ ρ／ｇ·ｃｍ
－３ 狏Ｐ／ｍ·ｓ

－１

砂岩原型 ３９．４３ １４．２０ ２．３９ ２５６０

相似材料
（设计值） １．３１ ０．４７ １．９９ ５１２

行分析．因此，选取相似材料的动力学相似指

标为声波波速．据相似比计算得到正交试验设

计中相似材料各物理力学参数指标的设计值，

如表２所示．

２　材料选取的正交试验

２．１　相似材料的选取

相似材料的选取应考虑具有高密度、低强度、低弹模、低波速和脆性等性能．根据大量的相似材料试

验表明，以石膏为胶结剂，其脆性与岩石比较接近，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的调节范围较大，而以水泥石膏

为胶结剂的相似材料和岩石的破坏特征相似［１６］．故选取二级建筑石膏粉和３２．５号硅酸盐水泥作为胶

结剂，选取石英砂和４００目的重晶石粉作为骨料模拟重力场，并对声波波速进行调整．水的质量分数为

表３　相似材料的正交设计因素水平

Ｔａｂ．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

水平
因素

犃／％ 犅 犆／％

１ ６０ ２∶８ ０

２ ７０ ３∶７ ３

３ ８０ ４∶６ ６

１０％，初凝时间控制在２０ｍｉｎ左右，选取质量分数为１％的硼砂

溶液作为缓凝剂．

２．２　正交试验设计

正交试验设计了犃（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犅（水泥质量∶石

膏质量）、犆（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等３个控制

因素，每个因素设置了３个水平，如表３所示．表４为相似材料的

正交试验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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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相似材料的正交试验配比表

Ｔａｂ．４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因素
试验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犃／％ ６０ ６０ ６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犅 ２∶８ ３∶７ ４∶６ ２∶８ ３∶７ ４∶６ ２∶８ ３∶７ ４∶６

犆／％ ０ ３ ６ ３ ６ ０ ６ ０ ３

３　试样制作及试验结果

３．１　试样制作

制作尺寸为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标准圆柱试样（图１），试样制作有如下３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材料准备和搅拌．将称量好的砂子、水泥、石膏和重晶石粉倒入搅拌机中搅拌２ｍｉｎ，再加

入提前配置好质量分数为１％的硼砂溶液，继续搅拌２ｍｉｎ．

步骤２　制模和编号．取１．２倍模具体积的相似材料一次性装入标准圆柱模具中进行制样，在

ＭＱＳ?２型材料强度试验机上对模具顶盖加压，使材料加压至标准圆柱尺寸，每组试验做３个试样，并进

行编号１１，１２，１３，…，９１，９２，９３．

步骤３　拆模．试样制作完成１ｈ后拆模，在２０℃的室内进行标准养护７ｄ．

　（ａ）模具　　　　　　　　　　　　　　　　　　　（ｂ）试样　　

图１　模具及试样

Ｆｉｇ．１　Ｍｏｌｄ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

３．２　试验结果

通过精密电子秤称量试样的质量，并计算每个试样的密度；通过ＤＳ５系列全信息声发射仪及声波

波速测试系统，对试样进行声波波速测定试验；通过华侨大学ＴＦＤ?２０００／Ｄ型微机控制岩石伺服三轴

压力试验机对试样进行单轴压缩试验，并根据单轴应力应变曲线计算试样的弹性模量、泊松比等参数．

物理力学参数指标试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物理力学参数指标试验结果

Ｔａｂ．５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ｄｅｘ

参数
试验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ρ／ｇ·ｃｍ
－３ ２．０８ ２．１２ ２．１６ ２．０６ ２．０８ ２．０７ １．９６ １．９４ １．９４

犳ｃ／ＭＰａ ４．１０ ４．６５ ５．５５ ３．９６ ２．２５ ４．７６ ０．２８ １．９８ ２．７８

犈ｃ／ＧＰａ ３．７２ ４．１５ ４．８５ １．９１ ２．２６ ３．０６ ０．１７ ０．６６ １．２３

狏Ｐ／ｍ·ｓ
－１ ９６１ １０９５ １２７１ ６９５ ８２７ １０２２ ４２８ ５７６ ７６２

　　从表５可知：相似材料密度为１．９４～２．１６ｇ·ｃｍ
－３，单轴抗压强度为０．２８～５．５５ＭＰａ，弹性模量

为０．１７～４．８５ＧＰａ，声波波速为４２８～１２７１ｍ·ｓ
－１．相似材料密度分布较均匀，其他各物理力学参数

指标的分布变化范围较广，在一定的配合比下，可满足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对相似材料的密度、抗压

强度、弹性模量和声波波速等参数设计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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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

不同影响因素水平下，相似材料的敏感性分析，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不同影响因素下相似材料的敏感性分析

Ｔａｂ．６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水平组数

ρ／ｇ·ｃｍ
－３

石英砂／固体 水泥／石膏
重晶石粉／

（重晶石粉＋石英砂）

犳ｃ／ＭＰａ

石英砂／固体 水泥／石膏
重晶石粉

（重晶石粉＋石英砂）

１ ２．１２２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０ ４．７６６ ２．７８３ ３．６１３

２ ２．０７１ ２．０４６ ２．０４１ ３．６５６ ２．９６０ ３．７９６

３ １．９５２ ２．０５６ ２．０６６ １．６８０ ４．３６３ ２．６９３

极差 ０．１７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３ ３．０８６ １．５８０ １．１０３

水平组数

犈ｃ／ＧＰａ

石英砂／固体 水泥／石膏
重晶石粉／

（重晶石粉＋石英砂）

狏Ｐ／ｍ·ｓ
－１

石英砂／固体 水泥／石膏
重晶石粉

（重晶石粉＋石英砂）

１ ４．２４２ １．９３３ ２．４８５ １１０９ ６９４ ８５３

２ ２．４１３ ２．３５６ ２．４３０ ８４８ ８３２ ８５０

３ ２．０６２ ３．０４６ ２．３９５ ５８８ １０１８ ８４２

极差 ２．１８０ １．１１３ ０．０９０ ５２１ ３２４ １１

　　分析表６可知以下４点结论．

１）各因素对相似材料密度的影响程度大小为石英砂／固体＞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水

泥／石膏，极差最大的是石英砂／固体质量比，说明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对密度的控制起主要作用．相似材

料密度随着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加而显著减小，随着水泥／石膏质量比和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

英砂）质量比的增大而缓慢增大．

２）各因素对相似材料单轴抗压强度的影响大小为石英砂／固体＞水泥／石膏＞重晶石粉／（重晶石

粉＋石英砂），极差最大的是石英砂／固体质量比，说明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对单轴抗压强度的控制起主

要作用．相似材料单轴抗压强度随着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加而显著减小，随着水泥／石膏质量比的增

加先缓慢增大后显著增大，随着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的增加先缓慢增大后显著减小．

３）各因素对相似材料弹性模量的影响大小为石英砂／固体＞水泥／石膏＞重晶石粉／（重晶石粉＋

石英砂），极差最大的是石英砂／固体质量比，说明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对弹性模量的控制起主要作用．相

似材料弹性模量随着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增加先显著减小，后缓慢减小，随着水泥／石膏质量比增加而增

大；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对弹性模量的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

４）各因素对相似材料声波波速的影响大小为石英砂／固体＞水泥／石膏＞重晶石粉／（重晶石粉＋

石英砂），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和水泥／石膏质量比的极差均较大，说明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和水泥／石膏

质量比对声波波速的控制起主要作用．相似材料声波波速随着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大而显著减小，

随着水泥／石膏质量比的增加显著增大，随着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的增加缓慢减小．

５　回归分析和最优配合比确定

５．１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正交试验设计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结合表５中的物理力学参数指标的试验结果，设自

变量狓１ 为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狓２ 为水泥／石膏质量比，狓３ 为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另

设ρ，犳ｃ，犈ｃ，狏Ｐ 因变量分别为密度、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和声波波速．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ρ＝－０．８６４狓１＋０．１８３狓２＋２．２３５狓３＋２．５５２，

犳ｃ＝－１５．２９１狓１＋５．２５３狓２－１１．９６２狓３＋１１．９５１，

犈ｃ＝－１７．６７３狓１＋２．６５７狓２－２．７９１狓３＋１３．６５９，

狏Ｐ＝－２６２５．４５２狓１＋７６２．１２１狓２－１９５．８９２狓３＋２３４９．７４１

烅

烄

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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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最优配合比确定

将表２中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指标设计值代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并考虑实际操作中材料配

合比的可实现性．取狓１＝８０％，狓２＝０．４，狓３＝３．０％，最终确定相似材料的最优配合比设计值（质量分

数）：８０％砂子，２％水泥，５％石膏粉，３％重晶石粉，１％水．

通过室内试验测得相似材料的密度、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和声波波速等参数指标，并与各参数

指标设计值进行对比分析．相似材料和原型砂岩的单轴应力（σ）应变（ε）曲线，如图２所示．

　　（ａ）相似材料　　　　　　　　　　　　　　　　　（ｂ）原型砂岩

图２　单轴应力应变曲线

Ｆｉｇ．２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

由图２可知：对相似材料和原型砂岩的单轴应力应变曲线进行分析，在弹性阶段和弹塑性阶段，二

者表现略有不同．由于接下来的隧道频繁爆破力学模型试验是对围岩体的裂缝损伤进行分析，只需考虑

相似材料的塑性破坏阶段即可，故不会对试验结果的分析造成影响；而在塑性破坏阶段，相似材料表现

出与原型砂岩相似的脆性特性破坏特征，可满足隧道爆破力学模型对围岩裂缝损伤分析的试验要求．

表７　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指标实测值与设计值对比

Ｔａｂ．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相似材料 犳ｃ／ＭＰａ 犈ｃ／ＧＰａ ρ／ｇ·ｃｍ
－３ 狏Ｐ／ｍ·ｓ

－１

设计值 １．３１ ０．４７ １．９９ ５１２

实测值 １．３５ ０．５１ ２．０５ ５４９

犲／％ ３．０５ ８．５１ ２．５０ ７．２２

将相似材料各物理力学参数指标的实测

值和设计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中：犲为误差．

由表７可知：对于静力学指标，密度和单

轴抗压强度的误差相对较小，分别为２．５０％

和３．０５％，可忽略不计，弹性模量的误差最

大，误差为８．５１％；对于动力学指标，声波波

速的误差为７．２２％．究其原因，主要是试验操作误差和分析计算过程中的误差所导致的．

综上分析可知，选取的４个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指标实测值和设计值对比误差较小，均在合理的

范围内．这说明相似材料最优配合比设计值，达到了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对相似材料静力学和动力学

相似比的要求．

６　结论

基于正交试验法，研究满足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要求的相似材料配合比，得到如下４点结论．

１）相似材料的密度分布较均匀，其他各物理力学参数的分布变化范围较广，在不同的配合比下，可

满足不同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对相似材料的要求．

２）采用极差敏感分析法分析可知，对相似材料的密度、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起主要控制作用的

因素均为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声波波速主要受石英砂／固体质量比和水泥／石膏质量比两个因素控制．

３）相似材料密度随着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加而显著减小，随着水泥／石膏质量比和重晶石粉／

（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的增大而缓慢增大；单轴抗压强度随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加而显著减

小，随着水泥／石膏质量比的增加先缓慢增大后显著增大，随着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的

增加先缓慢增大后显著减小；弹性模量随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加先显著减小后缓慢减小，随着水泥／

石膏质量比的增加而增大，重晶石粉／（重晶石粉＋石英砂）质量比对弹性模量的影响很小；声波波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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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固体质量比的增大而显著减小，随水泥／石膏质量比的增加显著增大，随重晶石粉／（重晶石粉＋

石英砂）质量比的增加缓慢减小．

４）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室内试验对比验证，得到满足隧道爆破力学模型试验要求的相似材料

最优配合比，即石英砂∶水泥∶石膏∶重晶石粉∶水＝８∶０．２∶０．５∶０．３∶１．最优配合比下的相似材

料和原型砂岩的单轴应力?应变曲线在塑性破坏阶段表现出相似的脆性破坏特征，相似材料很好地模拟

了原型砂岩的脆性特性；相似材料参数指标的实测值与设计值对比误差较小，满足隧道爆破力学模型对

相似材料高密度、低强度、低弹模、低波速和相似比例的要求．

由于试验条件限制，控制因素的水平偏少导致试验组数偏少，后期研究拟考虑缩小因素水平的间

隔，多设几组试验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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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火灾实验炉试验与模拟分析

陈荣淋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基于改进热平衡法，结合天然气燃烧的特点，采用火灾动力学模拟软件（ＦＤＳ）构建水平火灾实验炉的

数值模型，进行混凝土双向板火灾试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燃料的供应速率控制燃烧机的输出热功

率，可以实现水平火灾炉升温曲线与ＩＳＯ８３４的标准火灾升温曲线接近，模拟平均炉温与试验平均炉温最终

误差为２．２％（２２℃）；水平炉烟道口温度高于平均炉温约８７℃，与实际火灾实验炉烟道口频繁损坏现象吻

合，因此，在实验炉设计中，应提高烟道与炉墙连接区域的设计耐火极限；ＦＤＳ模拟得到的火灾炉内部及楼板

受火面温度场呈不均匀分布，符合火灾实验炉各热电偶测点实测升温曲线不同的规律，温度场数据可用于研

究非均匀温度场对混凝土板力学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　火灾实验炉；火灾动力学；炉温曲线；火灾模拟；热平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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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火灾实验炉模拟建筑火灾高温场景，将建筑结构的构件置于火灾实验炉内进行试验［１４］．建造火灾实

验炉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及经济门槛，火灾试验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很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

下就难以开展火灾试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值模拟为建筑结构的火灾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火

灾模拟中常用的火灾动力学模拟软件（ＦＤＳ）
［５］可以很好地模拟多种建筑火灾场景，还可以得到一些在

试验中难以测量的参数，如火场中任意位置、任意时刻的温度、烟气流动速率及方向、炉室内整体温度场

分布等．利用这些火灾参数可以对建筑结构耐火性能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如通过ＦＤＳ模拟得到结构

在火灾中任意时刻的温度场分布，用于非均匀温度场下的结构热力耦合分析［５６］．段进涛等
［７］提出改进

热平衡法用于ＦＤＳ模拟燃油式火灾实验炉，模拟炉温曲线与设定炉温曲线一致，说明ＦＤＳ可以有效地

模拟燃油式火灾实验炉．使用ＦＤＳ模拟火灾实验炉，对试验试件进行火灾模拟，可得到类似于真实火灾

实验炉中的结构温度场，试件的温度场数据可用于结构的温度场分析和热力耦合分析［５６］．

目前，各研究机构建造的火灾实验炉大多采用天然气为燃料．相对于燃油（０＃柴油），天然气具有无

需存储设备、可直接从市政燃气管道内获取、燃烧充分、火焰温度更高、产生的污染更少等优点［８９］．因为

天然气的主要成份为甲烷，杂质较少，在燃烧机内无需像燃油一样经历液化汽化的过程，可直接与空气

混合后发生燃烧［１０１２］，所以燃烧效率也更高．华侨大学建造的两座火灾实验炉（水平炉和垂直炉）
［１３１４］

均使用一体式燃烧机，以天然气为燃料．本文以改进热平衡法为理论基础，采用ＦＤＳ模拟华侨大学的水

平炉进行双向板火灾试验的过程．

１　火灾实验炉

华侨大学抗火实验室的水平炉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ＧＢ／Ｔ９９７８．８－２００８《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

法》［１５］的要求，设计炉温曲线为ＩＳＯ８３４的标准火灾升温曲线．水平炉的炉内净尺寸为６．０ｍ（长）×４．５

ｍ（宽）×１．８ｍ（高），炉壁厚度为４００ｍｍ，采用中空的双层钢板结构．炉室内炉壁表面铺设两层防火棉，

以减少热量散失并保护炉壁不会被炉内高温损坏．水平火灾实验炉结构，如图１所示．

　（ａ）炉室内部结构　　　　　　　　　　　　　　　　　（ｂ）炉室三维结构

图１　水平火灾实验炉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ｆｉｒｅｔｅｓｔｆｕｒｎａｃｅ

水平炉的炉室结构图，如图２所示．水平炉的燃烧系统主要由１４台以天然气为燃料的一体式燃烧

（ａ）平面图

机组成．每台燃烧机的额定热功率为２８０ｋＷ，燃烧机将天

然气和空气在燃烧机腔内混合均匀后，从喷嘴中喷射出火

焰，为火炉升温提供热量，额定功率下火焰长度约为１ｍ．

在炉室内部布置１２个Ｓ型陶瓷热电偶，用于监测炉

温，并将平均炉温反馈给炉温控制系统．炉温控制采用由计

算机自主控制的模糊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实时

炉温数据与设定炉温曲线，动态控制炉温，炉温控制效果较

好，被广泛应用于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中［８９］．模糊控制系

统［８］的原理是基于实时测定的炉温偏差和炉温偏差率，并

以此作为炉温控制的自变量控制燃烧机的输出热功率，使

炉温按照设定的升温曲线升温．当炉温高于设定升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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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左立面图　　　　　　　　　　　　　　　　　　（ｃ）ＡＡ剖面图　　　　　

图２　水平炉的炉室结构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ｆｕｒｎａｃｅ（ｕｎｉｔ：ｍｍ）

时，炉温控制系统会将某个或某几个燃烧机熄火以降低炉内热功率，使炉温降低到设定值．由于热功率

改变不会立刻反映在炉温曲线上，关闭燃烧机的数量和时间要根据炉温偏差和炉温偏差率而定，这种调

节方式会使炉温比较稳定．当炉温低于设定升温曲线时，炉温控制系统调节方式类似．水平炉的加载系

统包括１个１０００ｋＮ竖向加载千斤顶和４个水平侧向反力架，并配备５００个用于模拟混凝土楼板竖向

均布荷载的２００Ｎ配重块．在此次双向混凝土楼板火灾试验中，使用荷载块模拟楼板受到的均布荷载．

在对建筑构件进行耐火试验时，剪力墙和柱通常置于炉室内部，构件单面或多面受火；梁和板通常

置于炉室顶部，构件底面受火．试验试件为置于炉室顶部的双向混凝土楼板，在底面受火的同时作为封

闭炉室的盖板．双向混凝土板火灾试验，如图３所示．

实验炉的升温曲线采用建筑火灾研究中常用的ＩＳＯ８３４的标准火灾升温曲线，试验总时长为２１０

ｍｉｎ．试验过程中，炉内热电偶测点的温度（θ）时间（狋）曲线，如图４所示．由于燃烧机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出现老化现象，试验过程中有部分燃烧机出现故障，炉温曲线略低于所设定的ＩＳＯ８３４的标准火灾升温

曲线．由图４可知：实验炉温最高达到１０００℃，其升温趋势与ＩＳＯ８３４的标准火灾升温曲线基本一致．

在停火时，楼板的跨中挠度达到２６１．４ｍｍ，表面裂缝达到５ｍｍ．由于火灾实验炉的炉温曲线和设定

ＩＳＯ８３４的标准火灾升温曲线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试验中楼板的耐火时间为非标准升温曲线下的耐火

时间，可通过等效曝火时间的原理［１０］，将其换算为标准升温曲线下的耐火时间．

　　　图３　双向混凝土板火灾试验　　　　　　　　　图４　炉内热电偶测点的温度时间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ｓｌａｂｆｉｒｅｔｅｓｔ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ｒｎａｃｅ

２　火灾实验炉模拟与分析

２．１　犉犇犛模型及模拟参数

使用ＦＤＳ模拟火灾实验炉时，在ＦＤＳ中建立与实际火炉尺寸相同的三维模型，在相同的位置布置

燃烧机喷嘴和排烟孔道．与实际火炉所用的燃烧机相似，ＦＤＳ模拟的燃烧机也需要设置合适的燃料和

空气的输入，燃料燃烧为火炉提供热量，使火炉内部升温．真实火炉的炉温控制采用模糊控制系统，由计

算机基于实时炉温偏差及炉温偏差率，通过控制某个或某几个燃烧机的启闭，动态调整燃烧机总的输出

热功率．然而，在ＦＤＳ软件中难以实现这样的控制，因此，根据ＦＤＳ模拟燃油式火灾实验炉使用的改进

热平衡法［７］，基于设定的炉温曲线，预先计算出任意时刻每个燃烧机消耗的天然气和空气的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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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Ｓ的输入参数．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ＣＨ４），其在燃烧机腔内与空气充分混合后从燃烧机喷嘴中

喷出混合气体，电子点火器点燃混合气体，在炉室内燃烧．为了充分利用燃料，通过燃烧机的进风口注入

足量的新鲜空气，空气的过量系数为１．１５
［７］．甲烷充分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Ｈ４＋２Ｏ２＝２ＣＯ２＋

２Ｈ２Ｏ，由此可知：甲烷与氧气反应的质量比为１∶４；由于空气中氧气的质量分数为２３％，空气的过量系

数取为１．１５，所以，空燃比为２０∶１．

改进热平衡法［７］的原理是火炉内部在任意时刻都处于热平衡的状态，即火炉内部天然气燃烧提供

的热量犙１ 等于炉壁吸收的热量犙２ 和烟道排出的烟气带走的热量犙３ 之和．如在狋时刻，设计火炉内温

度为犜狋，内部产生的热量为犙１狋，炉壁吸收的热量为犙２狋，烟气带走热量为犙３狋，则犙１狋＝犙２狋＋犙３狋．改进热

平衡法［７］主要是对燃油生成热的计算公式和烟气带走热量的计算提出改进计算方法．而天然气燃烧效

率很高，不存在燃烧不充分的问题．在模拟天然气为燃料的火炉时，天然气燃烧生成的热量犙１ 无需按

照改进热平衡法进行计算，可直接按照燃烧热计算公式计算，即

犙１＝犅·犙ｙｄ． （１）

式（１）中：犅为天然气的消耗速率；犙ｙｄ为天然气的燃烧热，标准大气压下取４９．６０６ＭＪ·ｋｇ
－１．

犙２＝犛２ｗ·狇２ｗ＋犛２ｃ·狇２ｃ． （２）

式（２）中：犛２ｗ为火炉内炉壁的面积，犛２ｗ＝３９．９６ｍ
２；狇２ｗ为水平炉炉壁散热的热流密度，由于实际水平炉

的内壁表面铺设了防火棉，具有较好的隔热性能，通过炉壁散失的热量很少，相对于天然气的燃烧生成

热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计算炉壁吸收热量时，狇２ｗ取０；犛２ｃ为火炉内顶板、底板的面积，犛２ｃ＝５９．４０ｍ
２；

狇２ｃ为火炉盖板和底板的不稳态散热的热流密度，计算式为

狇２ｃ＝０．９５·犫·Δθ１／槡狋， （３）

犫＝ λ·ρ·槡 犮． （４）

式（３），（４）中：犫为热惰性系数；Δθ１ 为计算时刻温度和初始温度（２０℃）的温差；狋为加热时间；λ为导热

系数，取５．５８１ｋＪ·（ｍ·ｈ· ℃）－１；ρ为火炉盖板和底板的密度，均取２３５０ｋｇ·ｍ
－３；犮为比热容，取

０．８４２ｋＪ·（ｋｇ·℃）
－１．

根据改进热平衡法［７］，通过质量守恒定理计算水平炉中高温烟气带走的热量犙３，即

犙３＝犅·（α＋１）·犮ｓ·Δθ２． （５）

式（５）中：α为空燃比，取２０；犮ｓ为水平炉排出高温烟气的比热容，取１．０９９ｋＪ·（ｋｇ·℃）
－１；Dθ２ 为排出

炉体的高温烟气与周围环境（２０℃）的温差．

解方程组（１）～（５），可得当炉室内的温度按照真实实验炉内的升温曲线升温时，天然气在整个火灾

模拟过程中的消耗速率犅，如图５所示．根据空燃比计算出空气的消耗速率，将天然气和空气的消耗速

率作为参数，输入ＦＤＳ计算模型中，通过ＦＤＳ模型中设置的喷嘴（ＮＯＺＺＥＬ）喷出火焰．ＦＤＳ模拟的水

平炉模型，如图６所示．

图５　天然气消耗速率 　　　　　　　　　　　　　图６　ＦＤＳ模拟的水平炉模型

Ｆｉｇ．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Ｆｉｇ．６　ＦＤ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ｆｕｒｎａｃｅ　

２．２　模拟与结果分析

为验证ＦＤＳ模拟真实水平炉火灾试验的准确性，以实际实验炉温曲线作为ＦＤＳ模拟的目标升温

曲线，利用改进热平衡法计算天然气和空气的消耗速率，创建ＦＤＳ模型模拟双向混凝土楼板在水平炉

中的试验过程．ＦＤＳ模拟火灾实验炉温度曲线，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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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７可知：ＦＤＳ模拟的炉温曲线与实验炉温曲线基本吻合，最终误差为２．２％（２２℃），说明ＦＤＳ

可以有效地模拟火灾实验炉内的火灾场景．ＦＤＳ模拟的炉温曲线相对于实验炉温曲线更加稳定，这是

因为相对于真实水平炉，ＦＤＳ模型更加理想化，实际火炉在试验过程中的漏烟和燃烧机故障现象在

ＦＤＳ模拟中都不存在．热平衡法计算通过混凝土楼板散热的热流密度时，没有考虑混凝土楼板中水分

蒸发对炉温的影响，实际楼板散热的热流密度大于计算值．因为模拟中忽略了混凝土楼板中水分蒸发会

带走部分热量，所以ＦＤＳ模拟炉温在火灾初期高于实验炉温．在火灾后期，当混凝土楼板内的水分蒸干

后，水分蒸发对炉温的影响消失，实验炉温最终与模拟炉温接近．

通过ＦＤＳ对火炉的模拟还可了解火炉内部的温度场分布和炉室内部的温度云，如图８所示．由图８

可知：炉室内烟道口的温度高出炉室内其他区域的温度．在炉室内温度趋于稳定后，烟道口的温度高于

平均炉温约８７℃，并一直保持高于平均炉温的趋势（图７）．这是因为在火灾实验炉内，天然气燃烧产生

的高温烟气最终都要从烟道口排出炉室，高温烟气会高速地从烟道口通过，导致烟道口的温度波动比较

剧烈．因此，相对于炉室的其他区域，烟道口所受到的热对流和热辐射也相对更多，烟道口的温度往往更

高，更容易被损坏．在华侨大学水平火灾实验炉使用过程中，烟道口频繁的损坏也印证了这一点．

图７　ＦＤＳ模拟火灾实验炉温度曲线　　　　　　　　　图８　ＦＤＳ模拟炉室内温度云图　　　

　Ｆｉｇ．７　Ｆｕｒｎ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８　Ｆｕｒｎ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Ｄ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ＤＳ　　

为了分析和计算方便，通常认为火灾实验炉内是均匀温度场，炉内各区域的温度相同，试件处于均

匀温度场中，试件内的温度场也是均匀温度场．因此，将混凝土楼板的受热问题简化为一维传热问题．模

拟结果显示，楼板在火灾实验炉内所受火灾为非均匀温度场火灾，楼板受火面的温度云图，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在靠近喷嘴喷出火焰区域的温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的温度，这主要是因为靠近火焰的

区域受到的热辐射和热对流更加强烈，所以，该区域的温度也会较高．在试验过程中，不同位置的热电偶

测点升温曲线也不同，靠近燃烧机喷出火焰位置的测点温度明显更高（图４），这一试验现象与模拟结果

相吻合．

模拟火炉中各测点的升温曲线，如图１０所示．当需要对非均匀温度场下结构分析进行研究时，通过

传统的火灾实验炉很难测得整体结构的温度场数据，而ＦＤＳ数值模拟则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图９　楼板受火面的温度云图　　　　　　　　　　　图１０　模拟火炉中各测点升温曲线

　　Ｆｉｇ．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ｓｌａｂｆｉｒｅｓｉｄｅ　　　　　　　　Ｆｉｇ．１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ｅａｃｈ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ｒｎ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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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基于改进热平衡法，使用ＦＤＳ对混凝土楼板火灾试验过程进行模拟，研究水平炉内部的温度场分

布，验证ＦＤＳ模拟火灾实验炉的准确性，主要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通过改进热平衡法计算天然气供应速率来控制燃烧机的输出热功率，可以使ＦＤＳ按照设定的

升温曲线模拟真实火灾实验炉，模拟平均炉温与试验平均炉温最终误差为２．２％（２２℃）．

２）水平炉内的高温烟气高速进入烟道，烟道口区域受到的热对流和热辐射较强，烟道口的温度高

于平均炉温约８７℃．因此，烟道与炉墙连接区域的设计耐火极限应高于平均炉温，否则，烟道口容易因

温度过高而发生损坏．

３）火灾实验炉内各热电偶测点的升温曲线不同，说明火灾实验炉内为非均匀温度场，这与ＦＤＳ模

拟结果相吻合，通过ＦＤＳ模拟可以得到火灾实验炉内部及楼板受火面的非均匀温度场数据．在使用有

限元软件对混凝土板进行数值模拟时，可以考虑引入ＦＤＳ模拟的温度场数据来研究非均匀温度场对混

凝土板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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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基

损伤位置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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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基于复连续小波变换（ＣＣＷＴ）的桩基损伤位置识别方法．首先，对响应信号进行复连续小波变

换，得到小波系数矩阵；然后，分析不同频段的相位角，确定桩身损伤位置；最后，通过桩基三维有限元模型数

值算例和桥梁桩基实例，对基于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基损伤位置识别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复连续小波变

换不但能够准确估计桩长，而且能够捕捉相位图上的交叉点，实现桩身损伤位置识别；与传统损伤检测方法相

比，复连续小波变换可凸显响应信号的相位信息，成功识别桩身微小损伤的位置；但该方法在识别过程中出现

较多的干扰点，需要借助其他桩身损伤检测方法进行判定和排除．

关键词：　桩土效应；相位角；损伤识别；复连续小波变换；无损检测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３１１．３；ＴＵ４７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７７?０９

犇犪犿犪犵犲犔狅犮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犕犲狋犺狅犱狅犳犘犻犾犲狊犝狊犻狀犵

犆狅犿狆犾犲狓犆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犠犪狏犲犾犲狋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

ＹＵＸｉａｎｙｉｎｇ
１，２，ＬＩＮＣｈｅｎｇｘｕ１，ＷＵＪｉｎｆｕ２，

ＬＩＵ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１，ＷＵＸｉｎｔａ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ｕｊｉ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ｚｈｏｕＴｈｉｒ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ＣＣＷＴ）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ｐｉｌｅｄａｍａｇｅ．ＣＣ

ＷＴ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ｏｌｏｃａｔｅｔｈｅｐｉｌｅｄａｍａｇｅ．３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ｐｉｌｅａｎｄ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ａｒｅａｌｂｒｉｄｇｅｐｉｌ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ＣＷ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ａｍａｇｅｌｏｃ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ＣＣＷＴｉ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ｉ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ｐｉ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ｂｙ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ｎｙ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ｉｌｅｂｏｄ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ｌｓｏｈａｓａｆｅｗ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ｊｕｄｇｅｄａｎｄ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ｐｉｌ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ｉｌｅ?ｓｏ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ｓ；ｄａｍａｇ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２８

　通信作者：　刘景良（１９８３?），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ａｆ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６０８１２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８Ｍ６３２５６１）；

可持续与创新桥梁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开放课题资助项目（ＳＩＢＥＲＣ２０１８０１）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桩基作为支撑上部结构的受力构件，在各种复杂的工程地质条件下通常表现出良好的承载能力，因

而被广泛地应用于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桥梁结构中．然而，服役期间的桩基长期受到工作载荷及外部环境

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损伤并逐渐累积．因此，若不能及时发现并诊断桩身存在的损伤，将会给结构带来

极大的安全隐患．对桩基进行完整性评估和损伤诊断是保障结构安全使用的必要措施之一，具有十分重

要的工程应用价值．桩基的完整性评估通常通过静力或动力试验实现
［１?２］．静力试验由于需要大型加载

设备，往往测试不方便且十分费时［３］；而动力试验因设备携带便利且检测速度较快，在桩身质量评价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４］．桩基动力试验方法包括低应变和高应变试验．其中，低应变试验方法对桩身破坏较

小，特别适合桩身的完整性评估，如反射波（ＳＥ）法和脉冲响应（ＩＲ）法
［５?６］．小波变换作为一种新型时频

分析技术，已在桩身损伤检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７?９］．Ｐａｒｋ等
［１０?１１］利用谐波小波分析（ＨＷＡＷ）和反射

波法对不同模式的反射信号进行数值求解．Ｎｉ等
［１２?１３］采用连续小波变换（ＣＷＴ）对尚未埋入土中的桩

身进行一系列低应变试验和损伤识别研究．

由于桩身损伤引起的反射波振幅变化常常被入射波掩盖，仅根据振幅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判定桩

身的损伤位置．相比之下，相位信息对损伤位置更为敏感，而复连续小波变换（ＣＣＷＴ）能够更好地提取

相位信息，故可用于识别桩身的损伤位置．基于此，本文引入ＣＣＷＴ提取反射波信号的相位交叉点信

息，识别桩身的具体损伤位置，并通过数值算例和桩基实例对基于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基损伤位置识别

方法进行验证．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低应变反射波法

低应变反射波法又称锤击法，是一种基于一维弹性杆应力波波动理论的无损检测方法．该方法在桩

顶施加激振信号，产生应力波，应力波在沿桩身传播的过程中可能遭遇不连续界面，导致该截面的阻抗

图１　一维弹性杆

Ｆｉｇ．１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ｂａｒ

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反射波．通过分析反射波信号的幅值及相位特征，可评

估桩身的完整性．

假定桩为一维弹性杆（图１），其长度为犔，横截面积为犛，弹性模量为

犈，桩身质量密度为ρ，弹性波波速为犮．以单元ｄ狓为对象，建立狓方向的平

衡方程为

σ狓犛－ σ狓＋
σ狓

狓
ｄ（ ）狓犛＝－ρ犛ｄ狓·

２狌

狋
２． （１）

式（１）中：狌，狋和σ狓 分别为位移、时间和截面应力．

由应力应变关系可知，σ狓＝犈·
狌

狓
，σ狓
狓
＝犈·


２狌

狓
２．将其代入式（１），并

令犮２＝犈／ρ，可得一维波动方程为

犮２

２狌

狓
２－

２狌

狋
２ ＝０． （２）

　　当桩身的横截面面积犛发生变化时，相应的广义波阻抗犣也将发生变

化．根据应力波理论，当应力波到达波阻抗界面时，损伤处的应力波传递公式
［１４］可表示为

狏ｒ＝
犣１－犣２
犣１＋犣２

·狏ｉ，　　狏ｔ＝
２犣２
犣１＋犣２

·狏ｉ． （３）

式（３）中：狏ｉ，狏ｒ，狏ｔ分别为入射波、反射波和透射波；犣１＝ρ犮犛１ 为入射面的波阻抗，犛１ 为桩身完整截面面

积；犣２＝ρ犮犛２ 为反射面的波阻抗，犛２ 为桩身损伤截面面积．

１．２　复连续小波变换

小波变换继承和发展短时傅里叶变换局部化的思想，克服窗口大小不随频率变化的缺点，是信号时

频分析和处理的理想工具．其中，复高斯连续小波变换能够获得良好的时间和频率集中度，特别适合信

号的相位分析．复高斯小波母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ψ（狋）＝犆ｐｅｘｐ（狋
２）·ｅｘｐ（－ｊ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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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犆ｐ是当｜ψ（狋）
狆｜
２＝１时的缩放参数，ψ（狋）

狆 为ψ（狋）的狆阶导数．

任意信号狓（狋）的复高斯连续小波变换为

犠狓（犪，犫）＝∫
＋∞

－∞
狓（狋）·

１

槡犪
·ψ（
狋－犫
犪
）ｄ狋． （５）

式（５）中：犪为伸缩因子；犫为尺度因子；ψ（
狋－犫
犪
）为ψ（

狋－犫
犪
）的复数共轭，ψ（

狋－犫
犪
）为进行平移和缩放的小

图２　桩长判别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ｉ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波母函数．

由式（５）可得犠狓（犪，犫），而其对应的相位角（狋）可表示为

（狋）＝ａｒｃｔａｎ
犠Ｉ（犪，犫）

犠Ｒ（犪，犫）
． （６）

式（６）中：犠Ｒ（犪，犫），犠Ｉ（犪，犫）分别为犠狓（犪，犫）的实部与虚部．

１．３　桩长估计

桩长判别流程图，如图２所示．在应力波传播过程中，反

射波通常产生在桩的损伤截面和底部截面上．但是，与桩底反

射波的能量相比，损伤截面的反射波能量很小，可以忽略不

计．在对实测响应信号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后，桩顶入射波和桩

底反射波（并非受损截面反射波）在小波量图上形成两个高亮显示的能量集中点．

因此，可根据时频面上的亮点准确估计时间差，再根据一维波动理论计算桩长犔，即

图３　损伤位置判别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ｉｌｅｄａｍａｇ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犔＝
１

２
×犮×Δ狋． （７）

式（７）中：犮为弹性波波速；Δ狋为应力波从桩顶传播到桩

底，再反射回桩顶的时间差．

１．４　损伤定位

损伤位置判别流程图，如图３所示．当桩身材质均

匀且没有损伤时，相位角映射图在时频面上表现为一组

等间隔的直线；而当桩身受损时，映射图上会出现交叉

点．只有当与交叉点相关的能量存在时，此处的交叉点

才可判定为真正的损伤点．由此，再绘出交叉点处频率

所对应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并验证该点的正确性
［１５］．

找出时间相位角曲线中的相位变化点狀后，计算该点

与桩头之间的时间差Δ狋狀．最后，用Δ狋狀 替换式（７）中的Δ狋，可得桩身损伤截面至桩顶的距离犔狀，即

图４　考虑桩土相互作用的桩身有限元模型（单点损伤）

Ｆｉｇ．４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ｉ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ｉｌｅ?ｓｏ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犔狀＝
１

２
×犮×Δ狋狀． （８）

２　数值算例验证

２．１　单点损伤

采用 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对混凝土桩身与周围土体

进行三维有限元模拟，其有限元模型（单点损伤）如

图４所示．设定桩长为２０ｍ，直径为１ｍ，有１８ｍ埋

入土中，预定损伤位置距离桩头９ｍ．由于混凝土桩

的长细比远大于５，可满足一维波动理论的前提条

件，因此，采用基于一维波动理论的低应变反射波法

进行桩身的完整性分析．

设定周围土体的直径是桩径的５倍，土体范围可视为足够大，避免应力波从远处边界传回预设的传

感器．混凝土桩的弹性模量为３７．５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１６７，密度为２４００ｋｇ·ｍ
－３．土体采用黏土，弹性

模量为６．０ＭＰａ，泊松比为０．４００，密度为１７５０ｋｇ·ｍ
－３．土体的不排水强度通过库伦模型进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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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其中，黏聚力为２５ｋＰａ，内摩擦角为２０°
［１６］．桩土之间采用面对面接触，接触行为有切向行为和法向行

为，将切向行为的摩擦系数设为０．３，法向行为设为硬接触．

在初始分析步中，首先，约束土体左右两侧的位移，将土体底部完全固结．然后，约束桩身左右两侧

的位移，并保留桩身上下方向的位移．桩身损伤类型定义为颈缩，颈缩后的直径为０．９５ｍ，即桩身截面

损伤程度为１０％．定义的桩身损伤沿截面法向的长度为０．５ｍ，损伤位置距离桩顶９ｍ．在静力分析步

中，对桩土模型施加１个重力荷载；在动力分析步中，采用脉冲荷载作为外加激励，对桩顶圆心处（３０号

点）施加一个冲击荷载，大小为５ｋＮ，持续时间０．１ｍｓ．设定时间间隔为０．２ｍｓ，时间总长为２０ｍｓ，通

过隐式动力分析获取桩顶圆心附近处（５４３号点）的反射波速度响应信号，如图５所示．

首先，进行桩长估计．对速度响应信号（图５）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得到小波能量图（图６）．从频率（犳）

轴上看，小波量图在２００～８００和４００～２０００Ｈｚ均存在能量集中区域．因此，将主要的频率分析区间定

为２００～２０００Ｈｚ．从时间（狋）轴上看，小波量图不仅在０．６ｍｓ附近存在明显的能量集中，同时，在１１．１

ｍｓ附近也出现能量集中．其中，在０．６ｍｓ处出现的能量集中是由入射波引起的，而桩底反射波引起的

能量则集中在１１．１ｍｓ附近．因此，入射波与反射波能量最大点间的时间差Δ狋＝１１．１－０．６＝１０．５ｍｓ，

应力波传播速度犮＝ 犈／槡 ρ＝ ３．７５×１０１０／槡 ２４００＝３９５３ｍ·ｓ－１．将Δ狋和犮代入式（７）可以估算出桩长

犔＝２０．７５ｍ．与桩长理论值相比，估算结果的相对误差为３．７５％，在可接受的工程误差范围内．

　　图５　反射波速度响应图（单点损伤）　　　　　　　　　图６　反射波信号的小波能量图（单点损伤）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　　　　　　　Ｆｉｇ．６　Ｗａｖｅｌｅｔ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其次，进行损伤定位．对反射波速度响应信号（图５）进行复高斯连续小波变换，并根据式（６）计算得

到相位角．将相位角映射到时频面上，并进行灰度处理，结果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白色表示相位角是

１８０°（π）；黑色表示相位角为－１８０°（－π）．根据前面所确定的能量集中区域，可将频率范围限制于２００～

２０００Ｈｚ，而时间范围限制于０．６～１１．１ｍｓ．因此，在犃～犇等４点（图７）围成的区间范围内进行交叉

点的搜索，可得到交叉点（相位变化点）１～３，其对应的频率分别为８１０，１１７４，６００Ｈｚ．３个交叉点不同

频率下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各交叉点对应的相位角发生了变化，且相位变化点１～３对应的时间差Δ狋１～Δ狋３ 分别

为４．２５，７．１８，７．６２ｍｓ．由式（８）可计算出相位角变化点分别在８．４０，１４．１９和１５．０６ｍ处出现，其中，

相位角变化点１在离桩头８．４０ｍ处，与损伤的预设位置十分吻合，且相对误差仅为６．６７％．

２．２　多点损伤

考虑多点损伤工况，模拟的两个损伤位置距离桩顶分别为８，１５ｍ．采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对混凝土桩

身与周围土体进行模拟，模型的属性、接触、约束、加载及桩身损伤类型的定义均与节２．１相同，建立的

三维有限元模型（多点损伤），如图９所示．

通过隐式动力分析获取桩顶圆心附近处（５４３号点）的反射波速度响应信号，如图１０所示．首先，进

行桩长估计．对反射波速度响应信号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得到其小波能量图，如图１１所示．从频率轴上

看，小波能量图在２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０Ｈｚ两个频率区间内均存在能量集中区域．因此，将主要的频率

分析区间定为２００～２０００Ｈｚ．从时间轴上看，小波量图不仅在０．７ｍｓ左右存在明显的能量集中，在

１１．０ｍｓ左右也出现了能量集中．其中，０．７ｍｓ处出现的能量集中是由入射波引起的，而１１．０ｍ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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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相位角映射灰度图（单点损伤）　 　　　　　　　　　　　　　　　　　　　　　　　

Ｆｉｇ．７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ｓ　　　　　　　　　　　　　　 （ａ）８１０Ｈｚ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ｂ）１１７４Ｈｚ　 　　　　　　　　　　　　　　　　　　（ｃ）６００Ｈｚ

图８　不同频率下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单点损伤）

Ｆｉｇ．８　Ｔｉｍ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图９　考虑桩土相互作用的桩身有限元模型（多点损伤）

Ｆｉｇ．９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ｉ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ｉｌｅ?ｓｏ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出现的能量集中则是由桩底反射波引起的．因此，入

射波能量最大点与反射波能量最大点之间的时间差

Δ狋＝１１．０－０．７＝１０．３ｍｓ，上文已经求得应力波传

播速度犮．将两个数值代入式（７），可估算出桩长犔＝

２０．３６ｍ．与桩长理论值相比，估算结果的相对误差

为１．８％，在可接受的工程误差范围内．

其次，进行损伤定位．对反射波速度响应信号进

行复高斯连续小波变换，计算得到相位角．将相位角

映射到时频面上并进行灰度处理，结果如图１２所

示．根据确定的能量集中区域，可将频率范围限制于

２００～２０００Ｈｚ，时间范围限制于０．７～１１．０ｍｓ．因

此，在犃～犇等４点（图１２）围成的区间范围内进行交叉点的搜索，可得到４个交叉点．其中，交叉点１，２

对应的频率为６００Ｈｚ，交叉点３，４对应的频率分别为７４０，３６０Ｈｚ．

４个相位变化点在不同频率下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如图１３所示．由图１３可知：各交叉点在时间相

位角图中对应的相位角发生了变化，且相位变化点１～４所对应的时间差Δ狋１～Δ狋４ 分别为３．７２，７．１５，

５．３０，６．２０ｍｓ．根据式（８）可计算出相位角变化点分别在７．３５，１４．１３，１０．４８，１２．２５ｍ处出现，其中，相

位角变化点１，２分别在离桩头７．３５，１４．１３ｍ处，与损伤的预设位置（离桩头８，１５ｍ处）十分吻合，相对

误差分别为８．１３％，５．８０％．

２．３　参数分析

上文仅考虑桩身损伤位置距桩顶９ｍ处的单点损伤，以及桩身损伤位置距桩顶８，１５ｍ处的多点

损伤两种工况．为比较不同损伤位置下该方法的识别效果，定义１３种桩基损伤工况（ＤＣ１～ＤＣ１３），其

损伤类型均为颈缩，颈缩截面直径均为０．９５ｍ，激励类型均为脉冲荷载．不同损伤工况下的损伤识别结

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η为相对误差；犽为干扰点个数．

１８１第２期　　　　　　　　　　　余贤英，等：采用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基损伤位置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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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　反射波速度响应图（多点损伤）　　　　　　　图１１　反射波信号的小波能量图（多点损伤）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　　　　　Ｆｉｇ．１１　Ｗａｖｅｌｅｔ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图１２　相位角映射灰度图（多点损伤）　　　　　　　　　　　　　　　　　　　　　 　

Ｆｉｇ．１２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ｓ　　　　　　　　　　　　　（ａ）６００Ｈｚ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ｂ）７４０Ｈｚ　　　　　　　　　　　　　　　　　　　（ｃ）３６０Ｈｚ

图１３　不同频率下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多点损伤）

Ｆｉｇ．１３　Ｔｉｍ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表１　不同损伤工况下的损伤识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Ｄａｍａｇ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损伤
工况

理论损伤
位置

损伤识别
位置 η／％ 犽

损伤
工况

理论损伤
位置

损伤识别
位置 η／％ 犽

ＤＣ１ 距桩顶３ｍ 距桩顶２．５７ｍ １４．３３ ４ ＤＣ８ 距桩顶１２ｍ 距桩顶１１．０７ｍ ７．７５ ２

ＤＣ２ 距桩顶４ｍ 距桩顶３．４４ｍ １４．００ ４ ＤＣ９ 距桩顶１５ｍ 距桩顶１３．８３ｍ ７．８０ ３

ＤＣ３ 距桩顶５ｍ 距桩顶４．３５ｍ １３．００ ３ ＤＣ１０ 距桩顶１６ｍ 距桩顶１４．６３ｍ ８．６０ ３

ＤＣ４ 距桩顶６ｍ 距桩顶５．５３ｍ ７．８３ ３ ＤＣ１１ 距桩顶１７ｍ 距桩顶１５．４２ｍ ９．３０ ３

ＤＣ５ 距桩顶７ｍ 距桩顶６．５１ｍ ７．００ ２ ＤＣ１２ 距桩顶１８ｍ 距桩顶１６．３１ｍ ９．３９ ３

ＤＣ６

ＤＣ７

距桩顶８ｍ

距桩顶９ｍ

距桩顶７．４５ｍ

距桩顶８．４０ｍ

６．８８

６．６７

２

２
ＤＣ１３

距桩顶８ｍ
距桩顶１５ｍ

距桩顶７．３５ｍ
距桩顶１４．１３ｍ

８．１３
５．８０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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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在ＤＣ１～ＤＣ１３损伤工况下，所提方法均能成功定位桩身的损伤位置，且识别结果的

相对误差为５．８０％～１４．３３％，属于工程误差可接受范围．特别地，当桩身损伤程度为１０％，激励类型均

为脉冲荷载时，损伤位置越靠近桩身１／２处（ＤＣ６～ＤＣ８）时，相对误差越小；损伤位置越靠近桩顶或桩

底（ＤＣ１～ＤＣ３或ＤＣ１２）时，相对误差越大．此外，相位角映射灰度图中还存在其他交叉点．由于它们与

理论损伤结果相差较大，暂时判定为干扰点．由表１还可知：在损伤程度和激励类型固定的情况下，损伤

位置越靠近桩身１／２处时，干扰点相对较少；当损伤位置越靠近桩顶或桩底时，干扰点相对较多．

３　实例验证

３．１　测试数据

通过福建省南平市的某实际桥梁桩基的测试数据，验证基于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身损伤识别方法

的有效性．待分析桩为圆形钢筋混凝土钻孔桩，直径为２ｍ，长度为１９．８ｍ；桩的长细比为９．４，满足一

维波动理论的应用前提．在此之前，通过超声波透射法
［１７］测得损伤位置距桩顶８ｍ处，并以此作为理论

结果．低应变试验采用冲击锤对桩顶施加瞬时冲击力，然后，通过安装在桩顶的加速度传感器（灵敏度为

１９８ｍＶ·ｇ
－１）和桩身完整性检测（ＰＩＴ）动测仪（美国ＰＤＩ公司）采集加速度响应数据．现场测试装置，

如图１４所示．在测试中，采样间隔设为２２．２μｓ，即采样频率为４５ｋＨｚ，采集的加速度数据经积分处理

后的反射波速度响应图（实际桩），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４　现场测试装置　　　　　　　　　　　　图１５　反射波速度响应图（实际桩）　　　　　

　　Ｆｉｇ．１４　Ｓｅｔｕｐｏｆｐｉｌｅｔｅｓｔ　　 　　　　Ｆｉｇ．１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ａｃｔｕａｌｐｉｌｅ）　　　

３．２　实际桩长评估

对速度信号（图１５）进行复高斯连续小波变换，得到其小波能量图，如图１６所示．由图１６可知：时

频平面上有两个能量集中点．从频率轴上看，小波能量图在２０～１６００Ｈｚ频率区间内的能量密度远大

图１６　反射波信号的小波能量图（实际桩）

Ｆｉｇ．１６　Ｗａｖｅｌｅｔ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ｗ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ｃｔｕａｌｐｉｌｅ）

于其他频段，因此，将主要的频率分析区间定于２００～

１６００Ｈｚ．从时间轴上看，小波能量图不仅在２ｍｓ左

右存在明显的能量集中，同时也在１２ｍｓ左右出现能

量集中．其中，２ｍｓ时出现的能量集中是由入射波引

起的，１２ｍｓ时出现的能量集中则是由桩底反射波引

起的．

由图１６可知：入射波能量最大点与反射波能量最

大点之间的时间差Δ狋＝１２－２＝１０ｍｓ，而根据混凝土

强度和弹性模量求解的波速犮为３９００ｍ·ｓ－１．将Δ狋

和犮代入式（７），可估算桩长犔＝１９．５ｍ．与桩长理论

值相比，误差仅为１．５２％．

３．３　实际损伤定位

对反射波速度信号（图１５）进行复高斯连续小波变换，并由式（６）计算得到相位角．将相位角映射到

时频面上进行灰度处理，如图１７所示．图１７中：白色表示相位角为１８０°（π），黑色表示相位角为－１８０°

（－π）．根据节３．２中确定的频率范围（２００～１６００Ｈｚ）和时间范围（２～１２ｍｓ），在犃～犇等４点（图１７）

３８１第２期　　　　　　　　　　　余贤英，等：采用复连续小波变换的桩基损伤位置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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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成的区间内进行交叉点搜索，得到３个交叉点，其对应的频率分别为４４０，９６８，４１８Ｈｚ．分别绘出３个

交叉点在不同频率下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如图１８所示．

图１７　相位角映射灰度图（实际桩）　　　　　　　　　　　　　　　　　　　　　　　　

Ｆｉｇ．１７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ｓ（ａｃｔｕａｌｐｉｌｅ）　　　　　　　　　　（ａ）４４０Ｈｚ　　　　　　　　　

（ｂ）９６８Ｈｚ　　　　　　　　　　　　　　　　　　　　（ｃ）４１８Ｈｚ

图１８　不同频率下的时间相位角曲线（实际桩）

Ｆｉｇ．１８　Ｔｉｍ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ｃｔｕａｌｐｉｌｅ）

由图１８可知：各交叉点在时间相位角曲线中对应的相位角确实发生了变化，且相位角变化点１～３

对应的时间差Δ狋１～Δ狋３ 分别为４．５，４．８，８．８ｍｓ．根据式（８）计算出相位角变化点分别在８．７８，９．３６，

１７．１６ｍ处出现．相位角变化点１在离桩头８．７８ｍ处，与超声波透射法识别结果（离桩头８ｍ处）较为

吻合，其相对误差为９．７５％；相位角变化点２，３则可判定为干扰点，干扰点的排除需结合其他桩身损伤

检测方法及工程经验综合确定．

４　结论

引入复连续小波变换对桩身进行损伤定位，并通过１个数值算例和１个实桥桩基实例验证所提方

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与传统损伤检测方法相比，复连续小波变换凸显响应信号的相位信息，可成功识

别桩身微小损伤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该方法在识别过程中出现较多干扰点．这些干扰点是由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桩土相

互作用，以及周边环境、外部激励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这为精确定位桩身损伤带来一定的困难．干扰点

的判定和排除需要结合其他桩身损伤检测方法（如超声波透射法等）及其他工程信息（如桩的设置过程、

地质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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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体住宅理论在装配式

农宅设计中的应用

王舒扬１，岳晓鹏１，李娟２

（１．河北工业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天津３００４０１；

２．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天津３００４０１）

摘要：　考察河北省石家庄市城郊农宅、河北装配式农宅生产企业和试点项目，分析支撑体住宅（ＳＡＲ）理论在

装配式农宅建设中的应用潜力．以承重构件、厨卫、管道、交通竖井等４个方面设计支撑体，以外围护构件、空

间分隔构件等２个方面设计填充体，以内装集成部品模块、室内空间模块、室外庭院模块等３个方面组构模块

族群．通过组建实验性设计模型，构建专业间协调的模数轴线体系，探析以ＳＡＲ理论为指导的装配式农宅设

计手段．研究结果表明：以ＳＡＲ理论为指导的装配式农宅具有标准化、人性化、可续化和集约化的优点．

关键词：　装配式农宅；支撑体住宅理论；城郊农村；模数轴线体系；空间模块；农宅产业化建设；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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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年，荷兰的约翰哈布瑞根教授在欧洲工业化住宅向质量追求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支撑体

住宅（ＳＡＲ）理论，从两方面对工业化住宅设计给予修正．１）人性化．在工业住宅以模数及定位体系的通

用性、建筑空间及形式的应变性按照标准化建造的同时，又满足个性化的使用需求．２）可续化．将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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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为支撑体、填充体两部分，通过延长支撑体的耐久年限、提高填充体的应变更新性能，从而提高住宅

的物理及功能使用寿命［１］．１９７９年，清华大学张守仪教授将ＳＡＲ理论引入我国后，除用于无锡支撑体

住宅、北京雅世合金公寓、上海绿地南翔百年住宅、济南鲁能领秀城公园世家等试点项目外，发展并不迅

速，主要有以下３点原因．１）发展时机不成熟．我国在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的指导意见》［２］发布以前，工业化住宅的发展被忽视．２）需求基础薄弱．我国市民习惯以卖旧购新的方

式改善居住条件，ＳＡＲ理论的可续更新优势对市民缺少吸引力．３）发展空间受到抑制．受限于我国城

市紧张的用地条件和刚性的套型面积，城市支撑体住宅项目对应变性的探索仅局限于套型内部［３］．

鉴于ＳＡＲ理论应用于装配式农宅设计的巨大潜力，本文构建实验性设计模型，从模数轴线体系设

定、支撑体与填充体设计、空间模块设计３个方面探析装配式农宅的设计手段．

１　调研地区的农宅概况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调研了石家庄城郊藁城区、栾城区的农村住宅，以及河北装配式农宅生产企业和试

点项目，发现ＳＡＲ理论在装配式农宅建设中应用潜力巨大，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１）应用时机成熟．农

宅建设由数量向质量追求转型，而传统的农宅自建方式积累了大量问题，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转型迫在眉

睫．国务院推出发展装配式住宅政策以来，装配式农宅建设也备受关注，ＳＡＲ理论作为重要的工业化住

宅设计理论，应用时机已经成熟．２）破解实践难题．生产企业的设计标准化水平低，致使构件尺寸多、模

具种类多、设备摊销费用高，从而令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农宅产品的空间及形式僵化，当前试点项

目难以市场化，完全依靠政府推进．ＳＡＲ理论兼具通用性和应变性的设计优势，可破解上述实践难题．

３）与农村生活契合．调研地区的农村经济处于转型期，引发村民生活模式及居住需求的多元化转变，但

农宅受宅基地位置约束而宅址稳定［４］，村民居住需求的多样性与居住地的稳定性为ＳＡＲ理论发挥可续

更新优势创造了条件，且得益于农村相对充足的用地资源、宽松的居住面积、由血缘、地缘而柔性化的户

际空间关系，农宅设计可基于ＳＡＲ理论有更大的探索空间．４）准入门槛低．由于支撑体住宅为一开放

体系，加之农宅较低的居住密度、相对简单的建房技术，独立于支撑体的填充体可通过“分散建材→单项

部品→集成型部品”方式更新升级
［５］．

２　实验性设计模型及模数轴线定位体系的构建

２．１　实验性设计模型

提出以家族集合体为单位的集约化合住方式（此做法当前已有法律依据［６］），集合体总用地为家族

的共有建房用地，其在进深上尺寸固定，但在开间上可依据选取的段数（Ⅰ，Ⅱ，Ⅲ，Ⅳ，…）进行增减．基

于调研考察的实际需求及前期预设计，初步拟定集合体总用地进深控制在２０～２３ｍ，开间向的每段尺

图１　实验性设计模型及轴线定位体系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ａｘ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寸控制在３．３～４．５ｍ．以家族居住环境单元（家族建筑

单元＋共享庭院模块）为装配式支撑体农宅的实验性设

计模型及轴线定位体系分析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

αγ，α北，β，α南，αδ，δ分别表示北阳台、靠窗室内北区、

室内过道区、靠窗室内南区、南阳台和室外庭院区．

２．２　标准化的模数轴线定位体系

现行的模数定位体系在实践层面较多关注室内空

间，并未渗透到室外场地层级（外部大尺寸层面）和建筑

构件及内装部品层级（内部小尺寸层面）［７］，既不利于农

宅建筑单体设计与村规划的有机嵌接，也有碍其工厂化

生产及装配式建设．装配式支撑体农宅设计须重构模数

轴线体系，打通村规划、农宅建筑设计、构件部品设计间

的设计壁垒，在室外场地、室内空间、建筑构件及内装部

品间建立统一的尺寸、定位关系，并由此令农宅的设计方式与其标准装配化的建造方式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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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模数体系设定．选取室外场地、室内空间、构件及内装部品３类尺寸具有较好兼容性的数值为基

本模数，为了与现行模数制（以 Ｍ为基本模数）相区别，本研发体系的基本模数符号设为Ｎ，由此，扩大

模数为３Ｎ及分模数为１／１０Ｎ．其中，Ｎ，３Ｎ，１／１０Ｎ可分别作为室内空间、室外场地、构件及内装部品的

尺寸进级单位．

２）定位方式设计．基于农村使用需求，改良并简化ＳＡＲ理论的区带划分体系（图１），具体做法如

下：将集合体总用地沿进深方向分为α南（靠窗室内南区）、α北（靠窗室内北区）、β（室内过道区）、δ（室

外庭院区）等不同的区，以及αδ（南阳台）、αγ（北阳台）两个界，阳台可自由选装以调配室内面积；沿开间

方向分为段数为Ⅰ，Ⅱ，Ⅲ，Ⅳ，…；将“区、界、段”划分体系沿垂直方向延展，形成基于整个集合体总用地

的三维定位体系；确定家族建筑单元在此体系中所占的三维区域，采用双轴线定位法对该区域进行进一

步的空间定位．其中，２组双轴线的间距为室内空间的边界尺寸；双轴线之间的间距为建筑构件的边界

图２　钢框架结构农宅构件分解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ｅｅｌ

ｂｅａｍ?ｃｏｌｕｍｎ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尺寸；上述边界尺寸分别满足空间及构件的净模数要求．

３　支撑体与填充体的设计

装配式农宅由支撑体与填充体构成，前者包括主体承重

构件、厨卫、管道、交通竖井，后者包括无受力作用的外围护构

件和室内空间分隔构件．

３．１　主体承重构件的设计

推荐装配式农宅选用的２种结构形式为钢框架结构和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框架结构农宅构件分解图，如图２所

示．钢框架结构自重轻、安装技术简单，实现方式如下：立柱和

地顶圈梁选用１６＃Ｃ型钢（截面高度×截面宽度×弯头长度×

截面厚度为１６０ｍｍ×７０ｍｍ×２０ｍｍ×３ｍｍ）；柱间密肋选

用１０＃Ｃ型钢（１００ｍｍ×５０ｍｍ×１５ｍｍ×２．５ｍｍ），密肋间

距为４００ｍｍ，可根据需要设置斜向抗侧力构件；钢框架楼板

的密肋选用１４＃Ｃ型钢（１４０ｍｍ×６０ｍｍ×２０ｍｍ×３ｍｍ），

间距为４００ｍｍ，以便于与墙体密肋相对应；柱下混凝土（或毛石）为独立基础．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造

价不高，结构稳定，空间分隔较灵活，如当柱间距大于５．４ｍ（或７．８ｍ）时，可分隔出２个或３个房间，使

用扁梁（与低空间吊顶结合）和异形柱，可令空间表面更为完整．此外，在农宅建设中推广上述结构形式，

有助于缓解石家庄地区当前面临的钢铁、水泥产能过剩的问题．

３．２　厨卫空间、管道和交通竖井的设计

近些年，城市的支撑体住宅项目尝试通过架空（或局部降低）楼板的方式实现同层排水，由此可根据

空间划分的需要随意定位厨卫空间［８］．但该做法也带来一些问题，如排水横管过长令排污不畅、室内净

高降低等．农宅的居室面积较为宽裕，建议固定厨卫空间的位置，而采用下述手段增加空间布局的灵活

性：１）将厨卫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沿北向外墙（或邻近公共交通盒一侧）设置，由此预留出相对完整的居

室空间［９］；２）在较少涉及管线及楼板设备留洞位置变化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厨卫空间的面积，如仅固定

１～２片厨卫隔墙，其余隔墙可随厨卫面积的变化而调整位置，以备日后的适老性空间改造及设备扩

充［１０］；３）较大的农宅套型可预留１～２套独立的管道竖井，为日后分解为几套小户型创造条件
［１１］．此

外，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农村老龄化、空巢化问题，跃层式农宅应有预留电梯空间的潜伏性设计，如三开间

跃层式单元，其旋转楼梯中部的储藏室可改作电梯空间，将套型升级为带电梯多代居式．

３．３　填充体的设计

装配式农宅的填充体由外围护构件和空间分隔构件组成．在外围护构件的设计中，外墙可采用

ＯＳＢ板＋水泥纤维板（或石膏板）＋挤塑聚苯板＋金邦板的轻质复合外墙，钢丝网架水泥夹芯墙大板

（或ＥＰＳ轻质混凝土复合夹芯条板）＋保温装饰一体板则更厚重，隔声性能好，吊挂力大．上述两种外墙

形式均具有灵活可拼接、表面无拼缝的优点．屋面做法为轻钢龙骨楼板上铺设增强纤维硅酸钙板＋保温

防水饰面一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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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以秸秆废料为建材的轻钢龙骨隔墙

Ｆｉｇ．３　Ｌｉｇｈｔｓｔｅｅｌｋｅｅｌ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ｒａｗｗａｓｔｅａ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空间分隔构件由分户墙和户内隔墙构成．

分户墙建议预留洞口（暂以加气混凝土砌块、

粉煤灰砌块等隔声且易拆卸的轻质建材填

充），以便邻户间的套型合并；户内隔墙分为现

场施工型和预制组装型两类．现场施工型隔墙

在无锡支撑体住宅、北京翠苑支撑体住宅实践

中均有应用，主要形式有半砖隔墙、空心砖墙、

灌浆墙等．该类隔墙的技术难度小、造价低，但

不易拆换，且施工精度难以保证，建议在实践

初期的准工业化阶段采用．在实践成熟期推荐

使用轻钢龙骨隔墙，方便住户自主调节居室空

间，本课题组研发的一种以秸秆废料为建材的

轻钢龙骨隔墙形式，如图３所示．

该隔墙由上导框、下导框、轻钢龙骨、紧固

件、抱框、秸秆纤维板等预制部品构件组装而

成．组装步骤为：１）确定隔墙位置，将上、下导

框用膨胀螺栓固定于楼板和地板上；２）在下导框上以正反螺纹的双头螺栓连接地龙骨（双头螺栓可调

节墙板高度，并使墙板与楼板挤压紧密）；３）于上导框安装顶龙骨，并完成龙骨框架其余部分的安装；４）

安装强弱电线（上、下导框内和龙骨空腔中均可走线）；５）在龙骨框架上安装秸秆纤维板（纤维板需预留

如开关、插座、门窗等洞口）；６）安装门、开关、插座及抱框等配件；７）补装隔墙两侧的吊顶板材．其中，

秸秆纤维板的宽度有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ｍｍ３种基本规格，通过板材边缘的凹凸槽彼此拼接，拼接时宜在墙

体中部使用４００ｍｍ宽的板材，两侧以２００，１００ｍｍ宽的板材找齐墙宽余数．为提高墙体的隔声性能，

龙骨两侧宜安装厚度不同的秸秆纤维板，并在两板空腔中以搅碎秸秆末、岩棉、玻璃棉等多孔吸声材料

填充．此隔墙拆除后的多数预制构件可循环使用，且残留痕迹易于修补（地面的施工痕迹可用与地砖颜

色相似的填缝剂修补，楼板的施工痕迹可被补装上的吊顶板遮盖）．

４　装配式农宅的空间模块设计

装配式农宅的空间模块族群分为内装集成部品模块、室内空间模块（行为模块、房间模块、套型模

块、户间交通模块）、室外庭院模块３大类型．根据人体工学及使用者的行为规律，对上述模块进行逐级

的量化研究，并通过空间模块在支撑体框架内的选择性组合，形成多样化的空间布局及建筑形态．设计

方式有如下５种．

１）内装集成部品模块及行为模块设计．对家居行为进行分类，以１项家居行为对应１～２个内装集

成部品模块的方式，从空间占用角度设计各类内装集成部品模块，模块外轮廓尽量规整，仅从空间占用

层面对其进行总体的尺寸控制，未来的部品升级可在其内部解决［１２］；以“行为模块＝家居活动空间＋内

装部品模块”的方式对各行为模块进行设计．

２）房间模块设计．以“房间模块＝行为模块１＋行为模块２＋…”的方式设计房间模块．在调研中发

现，６０岁以上的老人为农村重要的人口构成，故需关注该类人群的空间使用需求，如老人使用的房间模

块可采用１＋Ｘ的方式增加空间使用的灵活性
［１３］，满足未来子女陪护、轮椅通行、部品的适老性更新等

使用需求．厨卫等房间模块还可通过低限尺寸、舒适尺寸、老年人使用尺寸的方式进行尺寸细化．

３）共享庭院模块设计．以庭院的活动类型及各行为所占空间尺寸为依据，分类设计共享庭院模块．

４）套型模块及家族建筑单元设计．以行为模块、房间模块的选择性组合，在节２．２场地的“区、界、

段”划分体系下，形成供不同家庭结构住户使用的套型模块．再以套型模块、户间交通模块组合生成家族

建筑单元，如图４所示．

５）组构家族居住环境单元．以“家族建筑单元＋室外庭院模块”的方式组构家族居住环境单元，未

来其可用于组合生成联立、联排等多形式的农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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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多样化套型及家族建筑单元生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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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推动量大面广的装配式农宅建设必须坚持政府扶持、市场主导的发展原则［２］，只有物美价廉的农宅

产品，才能以市场化方式在广大农村生根繁衍．以ＳＡＲ理论为指导的装配式农宅具有标准化、人性化、

可续化、集约化的优点．即以尺寸及定位方式的标准化实现构件的通用化生产，以规模效应降低产品价

格，以空间模块的多样化组拼满足不同住户的使用需求，以支撑体、填充体分离的设计方式赋予农宅可

续更新潜力，以家族聚居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河北城郊农村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带

动，经济快速提升，村民收入持续增加，对优质农宅需求旺盛，加之河北省政府下发《河北省人民政府关

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的指导意见》［１４］对城郊农宅工业化建设方式的大力扶植，该地区装配式农宅的

建设时机已经成熟，且其实践成果未来还可向远郊、腹地农村衍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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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愈环境理念下养老机构的

居室色彩搭配设计

张军１，张慧娜１，谢法连１，吴卓霏２

（１．东北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４０；

２．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要：　结合语义差异法，从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出发，获取他们对单色色彩样本的语义评价；然后，根据

灰色聚类的原理，分析多种色彩搭配的整体语义倾向，构建出可行解色彩数据库；最后，依据色彩搭配美度、色

彩搭配和谐度构建视觉舒适性评价函数，应用遗传算法获取适应度最高的色彩搭配方案，并分析养老机构老

年人居室视觉舒适性与色彩三属性，即色相、明度、纯度阈值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通过对比３组被试者的生

理指标，所提方法色彩搭配方案有更好的疗愈性，养老机构的色彩环境对老人具有重要的身心疗愈作用．

关键词：　养老机构；疗愈环境；居室色彩；视觉舒适性；色彩属性；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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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急速加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２０１８年末，我国６０岁

以上人口数为２４９７９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１７．９％；其中，６５岁以上的人口数为１６６８５万人，占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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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１１．９％
［１］．从数据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也日趋严峻，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备受关注的

议题．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养老机构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大部分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首要选择．如何

营造良好的老年群体生活环境，提升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品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使其达到精神上的愉悦和

心灵上的安慰，是当代建筑设计师面临的重大挑战．

疗愈性空间环境是指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进行特殊设计的空间环境［２］，疗愈环境理念要求建筑师

或规划师通过创造健康和宜人的环境引导人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方式［３］．本文将疗愈环境

理念与养老机构空间环境设计相结合，试图从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出发，梳理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疗愈空间

环境的需求，建立疗愈性空间环境的设计框架，以期为老年人创造更加健康的养老环境．

１　疗愈偏好的调研与分析

为了获取老年人最感兴趣的、可能具备疗愈潜能的客观因素，明确疗愈目标，进而优化养老机构中

的疗愈环境．本次调研主要包括老年人生理、心理状况和老年人的疗愈偏好两个方面．研究选择哈尔滨

市２３个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作为调研对象，一共发放３００份问卷，有效问卷２７８份．

１．１　老年人生理与心理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４０％老年人认为自己在生理或心理上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的情绪或生理状态不能

得到完全放松；超过５０％的老年人认为养老机构的居住环境使他们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归属感；８０％老

年人的行动能力与心理能量都处于衰减状态，他们的视觉、色觉逐渐衰退．

１．２　老年人疗愈偏好

对老年人疗愈偏好统计，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γ为老年人占比．从图１可知：在养老机构主要功能

空间中，６５％老年人认为“居室”是最重要的疗愈场所；在疗愈环境营造要素中，４０％老年人倾向于选择

“色彩”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在疗愈形式的选择上，３５％老年人会更偏爱“向往温馨的环境”．

　　　（ａ）疗愈场所　　　　　　　　　　（ｂ）疗愈环境　　　　　　　　　　　（ｃ）疗愈形式

图１　老年人疗愈偏好统计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ａｌｉｎ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

１．３　综合分析

居室作为主要生活起居的活动空间，老年人在其中度过的时间最长．因此，需要从老年人的身心特

点出发，梳理老年人对色彩空间环境的需求，通过色彩优化在养老机构居室中创建适合老人的家庭温馨

气氛．养老机构对于老年人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缺乏家人的陪伴导致他们心理上极度缺乏安全感；同时，

随着年龄增长，多数老年人会出现视力听力衰退、生理机能减弱．良好的色彩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人们的情绪、感受及行为，对老人具有重要的身心疗愈作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色彩样本采集与分组

选择哈尔滨市２３个不同规模的养老机构，运用ＮＣＳ色卡
［４］对照法对养老机构居室墙面、地面、家

具和窗帘的色彩进行现场采集，并记录ＮＣＳ色彩编号，以便建立色彩样本数据库进行系统研究；然后，

邀请３０位老年人（６０周岁及以上）进行色彩分组分析，结合ＫＪ（ＫａｗａｋｉｔａＪｉｒｏ）法
［５］，将这些色彩样本分

２９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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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８组，如图２所示．

（ａ）Ｇｒｏｕｐ１　（ｂ）Ｇｒｏｕｐ２　（ｃ）Ｇｒｏｕｐ３　（ｄ）Ｇｒｏｕｐ４　（ｅ）Ｇｒｏｕｐ５　（ｆ）Ｇｒｏｕｐ６　（ｇ）Ｇｒｏｕｐ７　（ｈ）Ｇｒｏｕｐ８

图２　色彩样本分组结果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２　语义差异法分析单色色彩语义

语义差异法（ＳＤ法）是由查尔斯·奥斯古德提出的一种衡量人心理感知的量化评价方法．它主要通

过一系列的“感性词语”将被调查者的心理感知量化为具体的数据［６］．

通过前文对老年人生理、心理以及疗愈偏好分析可知，老年人偏爱温馨的居住环境，因此，将养老机

构居室色彩意象定位为“温馨的”色彩氛围，拟定反义形容词对“冷漠的?温馨的”；然后，从图２每组样本

中挑选出１个代表性色彩样本，将其与拟定的形容词对“冷漠的?温馨的”制作成色彩语义词汇相似度调

查问卷，根据李克特量表［７］，将心理变化量分为５个等级，分别用数值０，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５，１．００表示；最

后，邀请３０位老年人（６０周岁及以上）对上述问卷进行评价打分，并对所获取的３０组调查数据进行均

表１　色彩语义评价得分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

冷漠的?温馨的

０～１ ０．６２ ０．８３ ０．５０ ０．３４ ０．２２ ０．４３ ０．８７ ０．７９

值处理，结果如表１所示．

２．３　聚类分析法构建色彩数据库

２．３．１　灰色聚类分析法　灰色聚类

分析法是将每个聚类对象（配色方案）

对应不同聚类指标（不同种类色彩）所

拥有的白化值（语义分析数据），按照犖 个灰类（评价等级）进行归纳整理，从而判断某个聚类对象（配色

方案）属于哪一灰类．它是建立在灰数的白化函数生成基础上的一种灰色统计法
［８］．

老年人对于色彩语义与单色色彩样本的关系，如表１所示．然而，养老机构老年人居室通常是由多

种色彩搭配的整体结果．因此，采用灰色聚类法分析多色搭配语义，并确定主体色和辅助色色彩数据库．

根据灰色聚类的原理，实验确定聚类对象为１，２，…，６４个配色方案；聚类指标为犃，犅，作为主体色、辅

助色的色彩样本的语义分析数据；聚类灰数为Ⅰ，Ⅱ，Ⅲ，作为“好”“中”“差”３个等级．

２．３．２　聚类白化数　聚类白化数犱犻，犼表示第犻个聚类对象关于第犼类聚类指标的实际样本值，犻∈｛１，

２，…，６４｝，犼∈｛犃，犅｝．部分聚类指标的聚类白化值犱犻，犼，如表２所示．

表２　聚类指标的聚类白化值

Ｔａｂ．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聚类对象（犻）
聚类指标（犼）

主体色 辅助色
聚类对象（犻）

聚类指标（犼）

主体色 辅助色
聚类对象（犻）

聚类指标（犼）

主体色 辅助色

１ ０．６２ ０．８３ ８ ０．７９ ０．６２ １５ ０．７９ ０．５０

２ ０．８３ ０．５０ ９ ０．５０ ０．２２ １６ ０．３４ ０．８７

３ ０．５０ ０．３４ １０ ０．６２ ０．３４ １７ ０．６２ ０．４３

４ ０．３４ ０．２２ １１ ０．２２ ０．７９ １８ ０．４３ ０．８３

５ ０．２２ ０．４３ １２ ０．８３ ０．２２ １９ ０．８３ ０．８７

６ ０．４３ ０．８７ １３ ０．８７ ０．６２ ２０ ０．８７ ０．５０

７ ０．８７ ０．７９ １４ ０．５０ ０．８７ ２１ ０．２２ ０．６２

２．３．３　白化函数　犳犼，犽（狓）称第犼个指标属于第犽个灰类的白化函数，犽∈｛Ⅰ，Ⅱ，Ⅲ｝．图３为白化函数

犳犼，犽（狓）的３种形式
［９］．图３中：λ犼，犽为门阀值，一般为犳犼，犽＝１与犳犼，犽≤１的交点犱犻，犼．

２．３．４　聚类权　聚类权η犼，犽表示第犼种聚类指标属于第犽灰类的权重，其表达式为

η犼，犽 ＝λ犼，犽／∑
狀′

犼＝１

λ犼，犽． （１）

２．３．５　聚类系数　聚类系数σ犼，犽表示第犻个聚类对象对第犽灰类的聚类系数，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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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Ⅰ　　　　　　　　　　　　　 （ｂ）Ⅱ　　　　　　　　　　　　 （ｃ）Ⅲ　

图３　白化函数犳犼，犽（狓）的３种形式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犳犼，犽（狓）

σ犼，犽 ＝∑
狀′

犼＝１

犳犼，犽（犱犻，犼）η犼，犽． （２）

　　部分聚类对象的聚类系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聚类对象的聚类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犻
灰类犽

Ⅰ Ⅱ Ⅲ
犻

灰类犽

Ⅰ Ⅱ Ⅲ
犻

灰类犽

Ⅰ Ⅱ Ⅲ

１ ０．８０１６ ０．８０８２ ０．７４０３ ８ ０．８９８４ ０．７７１２ ０．５５７４ １５ ０．８３１４ ０．８２３１ ０．５９６４

２ ０．７５０２ ０．７９３４ ０．５６１６ ９ ０．９０８６ ０．９１２０ ０．７５５０ １６ ０．６４０３ ０．５７０９ ０．７２１９

３ ０．５４１４ ０．６２２８ ０．６８４３ １０ ０．６１８８ ０．７１１８ ０．６６７９ １７ ０．６７６７ ０．７７８５ ０．７１１０

４ ０．４６４２ ０．５３３８ ０．６２６９ １１ ０．５２４２ ０．５４１３ ０．７９１６ １８ ０．６７９０ ０．６６７３ ０．７５６７

５ ０．３６０９ ０．４１５２ ０．６２６９ １２ ０．５７００ ０．５８５７ ０．４２７６ １９ ０．８４９４ ０．７４１４ ０．５２２６

６ ０．４１８６ ０．４８１９ ０．７２７４ １３ ０．９１５１ ０．８５２７ ０．７０５３ ２０ ０．８３７９ ０．７６３８ ０．５２６７

７ ０．６９８４ ０．６３７６ ０．７２１９ １４ ０．７４３６ ０．６８９５ ０．７２１９ ２１ ０．５４０９ ０．６２２８ ０．９３９５

２．３．６　聚类向量　聚类向量的表达式为

σ犻 ＝ （σ犻，Ⅰ，σ犻，Ⅱ，σ犻，Ⅲ）＝ ∑
狀′

犼＝１

犳犼，Ⅰ（犱犻，犼）η犼，Ⅰ，∑
狀′

犼＝１

犳犼，Ⅱ（犱犻，犼）η犼，Ⅱ，∑
狀′

犼＝１

犳犼，Ⅲ（犱犻，犼）η犼，（ ）Ⅲ ． （３）

２．３．７　聚类分析　判断第犻个聚类对象属于哪个灰类，若

σ犻，犽 ＝
ｍａｘ
犽 ｛σ犽，犽｝，　　犽∈ （Ⅰ，Ⅱ，Ⅲ），　犻∈ （１，２，…，６４）， （４）

则第犻个聚类对象属于第犽灰类．各聚类对象的聚类结果，如表４所示．

从表４选择出聚类结果为“好”的聚类对象，当选择了一个聚类对象，同时也就选择了一个色彩搭配

方案，该色彩搭配方案所在的色彩组中的色彩也都被选中．通过上述过程，构建了由５组（包括第１，２，

３，７，８组）７９种色彩组成的主色色彩数据库和由７组（包括第１，２，３，４，６，７，８组）１００种色彩组成的辅

色色彩数据库．

表４　聚类对象的聚类结果

Ｔａｂ．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犻 结果 犻 结果 犻 结果 犻 结果 犻 结果 犻 结果 犻 结果 犻 结果

１ 中 ９ 好 １７ 中 ２５ 差 ３３ 差 ４１ 中 ４９ 好 ５７ 中

２ 中 １０ 差 １８ 好 ２６ 差 ３４ 好 ４２ 差 ５０ 差 ５８ 好

３ 差 １１ 中 １９ 差 ２７ 好 ３５ 好 ４３ 差 ５１ 差 ５９ 好

４ 差 １２ 好 ２０ 中 ２８ 好 ３６ 中 ４４ 好 ５２ 差 ６０ 好

５ 差 １３ 差 ２１ 好 ２９ 差 ３７ 好 ４５ 中 ５３ 差 ６１ 中

６ 差 １４ 差 ２２ 好 ３０ 差 ３８ 好 ４６ 差 ５４ 差 ６２ 差

７ 差 １５ 中 ２３ 差 ３１ 好 ３９ 中 ４７ 差 ５５ 差 ６３ 差

８ 好 １６ 差 ２４ 中 ３２ 差 ４０ 差 ４８ 差 ５６ 差 ６４ 中

２．４　遗传算法求解最优方案

２．４．１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是模拟生物界进化规律演化而来的一种搜索算

法［１０］．其通过对基因进行交叉变异处理，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进而获取最优色彩搭配方案．首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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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产生个体初始种群．然后，综合色彩搭配方案的个体适应度值，进行判断，满足要求则输出色彩搭

配方案；否则，进行一系列运算，包括选择、交叉和变异，直到每个种群中的个体适应度值满足指定的适

图４　遗传优化操作流程

Ｆｉｇ．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应度值．遗传优化操作流程，如图４所示．

２．４．２　遗传编码　编码是色彩搭配遗传优化操作的基

础，同时也是建立色彩数据库与编码集的映射关系［１１］．

文中对色彩搭配方案的编码方式为一个染色体代表一

个配色方案犻，每个配色方案犻中有犿 种色彩数．

２．４．３　适应度求解　美度评价是 Ｍｏｏｎ?Ｓｐｅｎｃｅｒ提出

的，色彩美度公式在 Ｍｕｎｓｅｌｌ颜色空间上通过计算色彩

搭配方案中颜色之间色相、亮度和饱和度衡量是否满足

美的标准［１２］，其计算式为

犕 ＝犗／犆． （５）

式（５）中：犕 为美度评价值；犗为有彩色时的秩序因数，

犗＝∑（犗ｈ＋犗ｌ＋犗ｓ），犗ｈ，犗ｌ，犗ｓ分别为色彩搭配方案

中不同颜色之间的色相差值、亮度差值、饱和度差值所

决定的秩序因数，其差值决定了色彩的间隔关系；犆为

复杂度因数，犆＝犆ｍ＋犆ｈ＋犆ｌ＋犆ｓ，犆ｍ，犆ｈ，犆ｌ，犆ｓ分别为

色彩搭配方案中的总色彩数、色相差的色对数、亮度差的色对数、饱和度差的色对数．当犕 值大于０．５

时，表示色彩搭配方案符合美的标准，犕 值越大，则表示色彩的视觉舒适性越好．

和谐度评价是Ｏｕ等
［１３］提出的，通过在ＣＩＥＬａｂ颜色空间中色彩、亮度、色调差异，综合评估两个

颜色邻接搭配的和谐度．其计算式为

犎（犳）＝ ∑
狆犻
，狆犼∈犿

狑犻，犼ＣＨ（犳（狆犻），犳（狆犼））， （６）

ＣＨ（犆１，犆２）＝犎Ｃ（犆１，犆２）＋犎Ｌ（犆１，犆２）＋犎Ｈ（犆１，犆２）． （７）

式（６），（７）中：犳（狆犻）＝犆犼，犻∈（１，狀），犼∈（１，狀），表示将颜色犆犼 赋予区域狆犻上；狑为区域关联矩阵，如果

区域狆犻和狆犼相邻，则狑犻，犼＝１，否则，狑犻，犼＝０；ＣＨ为双色和声模型；犎Ｃ，犎Ｌ，犎Ｈ 分别为色度效应、亮度

效应和色相效应等３种色彩协调因子；犆１，犆２ 代表需要计算和谐度的２个颜色，其值越大，表示２个颜

色搭配的和谐度越高，色彩搭配方案犻的犿 种色彩和谐程度由式（６）计算得出．

２．４．４　设置参数　按照不同的赋色区域在居室中的位置和作用，将居室色彩搭配分为基础色（墙面和

地面）、搭配色（家具）和点缀色（窗帘），共有４个赋色区域．其中，基础色来源于主色色彩数据库，搭配色

图５　实验优化解集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

和点缀色来源于辅色色彩数据库．从主色或辅色色彩数

据库中选择出色彩赋予对应的待赋色的４个区域，在全

局搜索过程中利用锦标赛法选择、两点交叉、单点变异

等遗传操作使种群进化．遗传算法的初始种群数为１１１，

变异概率为０．８，迭代次数为３０，目标是色彩搭配美度、

色彩搭配和谐度的值越大，色彩舒适性越高．

２．４．５　优化结果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所提方法色

彩搭配方案的美度、和谐度在实验中得到了同步优化．

实验优化解集分布，如图５所示．图５中：不透明的蓝色

圆点代表进化过程中得到的优质解；透明的蓝色圆点代

表非优质解，并且透明度越高解的代数越老；橘色圆点

代表获取的部分优化解集．图５同时显示了色彩搭配美

度、色彩搭配和谐度的相互约束关系．

实验优化方案色彩搭配数据，如表５所示．表５中：Ｐ１，Ｐ２，Ｐ３，Ｐ４ 分别代表赋色区域墙体（基础色）、

地面（基础色）、家具（搭配色）、窗帘（点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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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实验优化方案色彩搭配数据

Ｔａｂ．５　Ｃｏｌ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区域
方案１

色彩 数据

方案２

色彩 数据

方案３

色彩 数据

方案４

色彩 数据

方案５

色彩 数据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Ｓ１５１０Ｙ

Ｓ１０２０Ｙ３０Ｒ

Ｓ２０５０Ｙ５０Ｒ

Ｓ２０６０Ｒ

Ｓ２０２０Ｙ３０Ｒ

Ｓ６０２０Ｒ３０Ｂ

Ｓ５０３０Ｒ

Ｓ２０３０Ｙ３０Ｒ

Ｓ３０１０Ｙ３０Ｒ

Ｓ４０２０Ｙ７０Ｒ

Ｓ８０１０Ｒ３０Ｂ

Ｓ２０５０Ｙ２０Ｒ

Ｓ１０４０Ｙ２０Ｒ

Ｓ４０２０Ｒ４０Ｂ

Ｓ０９０７Ｙ７０Ｒ

Ｓ４０３０Ｒ７０Ｂ

Ｓ０９０７Ｙ５０Ｒ

Ｓ５００５Ｒ８０Ｂ

Ｓ５０３０Ｙ７０Ｒ

Ｓ８５０５Ｒ２０Ｂ

区域
方案６

色彩 数据

方案７

色彩 数据

方案８

色彩 数据

方案９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０

色彩 数据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Ｓ１００５Ｒ

Ｓ２０２０Ｙ３０Ｒ

Ｓ８００５Ｒ２０Ｂ

Ｓ４０４０Ｇ８０Ｙ

Ｓ２０３０Ｙ４０Ｒ

Ｓ５０２０Ｒ８０Ｂ

Ｓ６０２０Ｒ５０Ｂ

Ｓ１５１５Ｒ６０Ｂ

Ｓ２０３０Ｒ３０Ｂ

Ｓ８０１０Ｒ３０Ｂ

Ｓ４０２０Ｙ７０Ｒ

Ｓ５０２０Ｒ５０Ｂ

Ｓ１０１０Ｒ４０Ｂ

Ｓ５０３０Ｒ１０Ｂ

Ｓ４０２０Ｙ３０Ｒ

Ｓ４０１０Ｇ５０Ｙ

Ｓ２０１０Ｙ３０Ｒ

Ｓ８５０５Ｒ２０Ｂ

Ｓ２０１０Ｒ１０Ｂ

Ｓ１０７０Ｙ

区域
方案１１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２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３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４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５

色彩 数据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Ｓ１５０２Ｙ５０Ｒ

Ｓ３０２０Ｒ７０Ｂ

Ｓ７０２０Ｒ１０Ｂ

Ｓ２０６０Ｙ５０Ｒ

Ｓ３００５Ｙ５０Ｒ

Ｓ７０２０Ｒ２０Ｂ

Ｓ４０３０Ｙ

Ｓ７０２０Ｒ７０Ｂ

Ｓ０５００Ｎ

Ｓ７０１０Ｙ３０Ｒ

Ｓ２０３０Ｙ４０Ｒ

Ｓ４０１０Ｒ３０Ｂ

Ｓ２００５Ｙ３０Ｒ

Ｓ４０２０Ｒ６０Ｂ

Ｓ３０３０Ｙ８０Ｒ

Ｓ３０３０Ｙ３０Ｒ

Ｓ０５１５Ｒ８０Ｂ

Ｓ３０００Ｎ

Ｓ１５１５Ｒ４０Ｂ

Ｓ２０５０Ｙ２０Ｒ

区域
方案１６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７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８

色彩 数据

方案１９

色彩 数据

方案２０

色彩 数据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Ｓ０９０７Ｙ５０Ｒ

Ｓ２０３０Ｒ６０Ｂ

Ｓ６０２０Ｂ

Ｓ２０２０Ｂ

Ｓ１５０２Ｙ５０Ｒ

Ｓ４０１０Ｒ３０Ｂ

Ｓ３０５０Ｒ９０Ｂ

Ｓ３０４０Ｂ３０Ｇ

Ｓ１０２０Ｙ

Ｓ３０５０Ｙ１０Ｒ

Ｓ８００５Ｒ５０Ｂ

Ｓ３５６０Ｒ

Ｓ２５０２Ｂ

Ｓ８５０２Ｒ

Ｓ５０４０Ｙ５０Ｒ

Ｓ１０２０Ｙ６０Ｒ

Ｓ０６０３Ｙ６０Ｒ

Ｓ１５１５Ｙ４０Ｒ

Ｓ４０４０Ｙ８０Ｒ

Ｓ３０２０Ｇ６０Ｙ

３　评估疗愈效果实验与结果分析

健康效益评价常用的多种研究方法各有优势和侧重，其中，通过实验对被试进行生理测量和心理测

量是对环境疗愈潜力进行评价的主要途径［１４］．为了评估文中所提居室色彩优化方法在养老机构老年人

居室中的应用效果，分别采用生理指标（心电Ｒ?Ｒ间期）和心理指标（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１５］对被试者

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间接推断所提优化结果的疗愈潜能．

３．１　实验过程

选取４５位老年人被试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划分为疗愈组和常规组，其中，疗愈组又分为实景疗愈

组和虚拟现实（ＶＲ）疗愈组，每组１５位被试者，具体实验场景，如图６所示．为了充分验证实验结果的有

效性，实景疗愈组和常规组均在真实的养老机构居室内进行；ＶＲ疗愈组在虚拟仿真实验室进行，使用

Ｒｅｖｉｔ２０１７软件建立模型，经过Ｆｕｚｏｒ软件处理转化成ＶＲ场景，被试戴上头戴设备即可体验虚拟环境

中的优化色彩搭配方案的居室场景．ＶＲ实验的样本环境弥补了现实养老机构中优质居室色彩环境的

不足．

整个实验过程中，３组被试者均在对应的实验场景完成．实验按照图７的测试流程进行．实验进行

时，被试者静息后需要完成１份状态?特质焦虑量表的填写；随后，进行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

（ＴＳＳＴ）
［１６］，即２ｍｉｎ左右的心算任务；然后，常规组和实景疗愈组的被试者可在居室内观察场景和小

幅活动；ＶＲ疗愈组的被试者需戴上头盔体验在虚拟现实环境中的居室场景，此阶段时长为２ｍｉｎ左

右；最后，被试填写第２份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实验结束，单次实验流程需１３ｍｉｎ左右．作为应激源的

压力阶段和作为疗愈期的缓压阶段，被试者的心电生理数据处于持续记录的状态．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数据资料以ＳＰＳＳ２０．０处理，计量资料用标准差（狓±狊）表示，以狋检验，当犘＜０．０５时，具有统计学

意义．３组生理数据和心理数据结果比较，如表６所示．从表６可知：从心理数据来看，通过对比３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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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实景疗愈组实验场景１　　　　　（ｂ）ＶＲ疗愈组实验场景１　　　　　　（ｃ）常规组实验场景１

　（ｄ）实景疗愈组实验场景２　　　　　（ｅ）ＶＲ疗愈组实验场景２　　　　　　（ｆ）常规组实验场景２

图６　实验场景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ｅｎｅ

图７　测试流程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试的前、后两份状态焦虑量表得分，未发现明显的变化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种方法主观性强，被试者

可能存在记忆偏差、难以评价较短时间内情绪的变化进程．

表６　３组生理数据和心理数据结果比较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３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心电Ｒ?Ｒ间期／ｓ

应激前（Ｔ３） 应激后（Ｔ４） 疗愈后（Ｔ５）

状态焦虑量表得分

第一份 第二份

实景疗愈组 ０．８１±０．０８ ０．５９±０．０８ ０．７９±０．０８ ３９．４０±８．７６ ４１．２０±９．０６

ＶＲ疗愈组 ０．７９±０．０８ ０．６０±０．０９ ０．７７±０．０８ ４０．５０±７．８２ ４１．９０±１０．０８

常规组 ０．７９±０．０９ ０．６２±０．０７ ０．６５±０．０６ ４１．７０±９．４５ ３９．４０±８．０７

　　从生理数据可以看出，３组被试在应激前的心电生理指数对比无明显差异．这种较小的差异也是来

自不同被试之间的不同体质．在应激后可以明显发现，３组被试者的指数均明显降低，３组之间同样无明

显差别，反映出被试者在面对心算考试时都持续存在的压力感受；但疗愈后，实景疗愈组与ＶＲ疗愈组

生理指数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于常规组的数据，同时实景疗愈组与ＶＲ疗愈组的指数也更接近于应激

前的数据．这说明优化的居室场景确实对人体身心健康水平有更好的疗愈效果．

４　结论

以养老机构老年人居室为研究背景，结合语义差异法、聚类算法和遗传算法，对养老机构居室色彩

搭配设计进行优化，得到居室色彩最优搭配方案．通过测量３组被试者的生理指标对环境疗愈潜力进行

评价，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色彩搭配方案有更好的疗愈效果．

结合所提方法获取的优化色彩搭配方案及疗愈效果评估实验，综合分析养老机构居室中满足老年

７９１第２期　　　　　　　　　　　张军，等：疗愈环境理念下养老机构的居室色彩搭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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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心需求的色彩疗愈环境与色彩三属性（色相、明度、纯度）阈值的变化关系有如下３个方面．

１）从色相分布来看，养老机构居室色彩从搭配色、基础色到点缀色，选色范围逐渐加宽，体现出基

础色和点缀色的色相选取更为灵活．搭配色的色相主要以ＹＲ（红黄）为主；基础色的色相主要集中在

ＹＲ（红黄），Ｒ（红），Ｙ（黄）等暖色系范围内；点缀色的色相分布则最为广泛，包括ＹＲ（红黄），ＲＢ（红蓝），

ＧＹ（黄绿），Ｒ（红）和Ｂ（蓝）等．

２）在居室色彩明度设计方面，基础色和搭配色以中高明度为主，明度值大多分布在１０～５０之间，

点缀色的明度取值范围以１０～４０的高明度为主．

３）在居室色彩纯度设计方面，基础色和搭配色以低纯度为主，纯度值大多分布在５～３０之间，点缀

色的纯度取值范围以１０～６０的中低纯度为主．

随着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老年人健康的生活环境，本研究旨在为老年人居室色彩疗愈空间营造的

设计师提供参考借鉴，同时帮助养老机构通过色彩优化为老年人提供更具疗愈作用的居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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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智能体仿真的装配式项目

风险对策选择

汪鑫１，２，杜娟１，２，景恒青１，２

（１．上海大学 悉尼工商学院，上海２０１８００；

２．上海大学 上海城建集团建筑产业化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　从动态、系统的角度探究装配式建筑项目的风险对策选择问题．梳理装配式建筑项目中主要的风险问

题，并建立基于多智能体仿真（ＭＡＳ）技术的风险控制机制．采用 ＭＡＳ技术构建风险对策选择模型，建立了

Ａｇｅｎｔ间的交互关系及参数设置．选取实际案例中的风险对策代入模型，仿真结果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研究

结果表明：该模型从动态的角度考虑装配式建筑项目的风险，更加贴合实际情境，且能够准确地衡量不同风险

对策的实施对项目目标的影响，有利于合理选择风险对策．

关键词：　装配式建筑；多智能体仿真；风险对策；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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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ｒｉｓｋｓｉｎ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ｉｎｐｕｔｔｉｎｇ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ａｃｔｕａｌ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ｃｔｕａｌｒｉｓｋｓ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装配式建筑（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简称ＰＣ）在质量、效率和环保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已在城

市住宅和交通设施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传统浇筑工程相比，ＰＣ项目包括设计、构件生产、运输、装

配等多个阶段，其各参与方主体之间呈现出交互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并且在整体项目执行中面

临着诸多风险问题［１］，项目风险控制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风险应对与控制需要在相

对动态的环境中进行，对应对策略的选择提出了新的需求．ＰＣ项目的风险控制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风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２１

　通信作者：　杜娟（１９８１?），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协同与控制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ｒｉｔａｄｕ＠ｓｈｕ．ｅｄｕ．

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７０１１２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１７ＹＪＣ６３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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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风险应对３个阶段．

当前，已有不少学者针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进行了探究［２?５］，但涉及风险应对的研究相对匮乏．风险

应对旨在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尽可能高的风险应对收益［６］，针对风险对策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兼具

理论和现实意义．风险对策的选择可通过专家经验、案例借鉴等方法实现
［７?８］．此外，也有不少学者通过

定量分析开展研究，如风险分类矩阵、权衡法、工作分解结构（ＷＢＳ），以及优化模型法
［９?１６］等．上述方法

从不同的视角为风险对策的选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存在不少局限性．如风险分类矩阵和权衡法只能考

虑两个评估标准；专家经验法、案例借鉴法和 ＷＢＳ缺乏更精确的求解；优化模型法大多假设风险之间

是相互独立的，忽略了现实情境中风险之间的关联．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来选择风险对策．与

传统的风险管理工具相比，多智能体自主性、协作性和学习性的特点［１７］更符合ＰＣ风险的特征．鉴于此，

本文将从动态的视角考虑ＰＣ项目的风险，利用多智能体仿真（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Ｓ）选择风险

对策；然后，选取实例项目进行仿真分析，展示模型的应用并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１　犘犆项目风险控制

１．１　犘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ＰＣ项目执行过程从设计、生产、运输到安装、验收的不同阶段包含多种风险问题．文中通过文献调

研［２?５，１１］，以ＰＣ项目流程为视角，总结出发生概率较高的１２种风险事件，以及触发这些风险事件的２１

种潜在风险因素，如图１所示．例如，在构件安装阶段，“恶劣的天气”与“缺乏熟练、有经验的装配工人”

等潜在的风险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触发“吊装操作失误”这一风险事件．

图１　ＰＣ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事件及风险因素

Ｆｉｇ．１　Ｒｉｓｋ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２　基于 犕犃犛的犘犆项目风险控制机制

围绕ＰＣ项目的风险对策制定、选择与实施，文中提出了基于 ＭＡＳ的风险控制机制，如图２所示．

针对风险控制中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已有大量研究涉及，不再赘述，将重点关注风险应对．

０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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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Ｃ项目中的风险控制机制

Ｆｉｇ．２　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制定风险对策．风险因素源于项目的某个变量值超出阈值，它在一定条件下触发风险事件，进而

引起风险后果、改变项目的变量值，最终影响项目目标的实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风险时，基于风险发

生机制，管理者根据已发生的风险事件所相关的风险因素制定风险对策．

２）选择风险对策．将利用 ＭＡＳ构建风险对策选择模型．基于风险发生机制，构建风险类Ａｇｅｎｔ及

与项目运行有关的Ａｇｅｎｔ．这些Ａｇｅｎｔ之间进行交互，模拟ＰＣ项目的运行．风险对策被映射为相关变

量值的改变，将调整过后的变量值输入模型中，模拟策略的实施．

３）实施风险对策．仿真结束后，模型输出项目绩效指标值．不同的风险对策代入模型中输出的指标

值不同，通过比较这些数值得到最佳策略Ｓ．Ｓ的实施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风险因素起源的实体的变

量值，从而实现风险控制．

２　基于 犕犃犛的犘犆项目风险对策选择模型

２．１　犃犵犲狀狋及变量描述

在风险对策选择模型中，ＰＣ项目涉及的实体将被映射为Ａｇｅｎｔ，将每个实体的特征抽象为Ａｇｅｎｔ

中的变量．如表１所示．该模型包含如下７类Ａｇｅｎｔ：１）项目Ａｇｅｎｔ，统筹整个项目的执行情况；２）任务

Ａｇｅｎｔ，描述了任务的执行情况；３）计划Ａｇｅｎｔ，包含任务的约束条件；４）管理者Ａｇｅｎｔ，包含管理者的

偏好指标；５）风险因素Ａｇｅｎｔ；６）风险事件Ａｇｅｎｔ；７）风险后果Ａｇｅｎｔ．后三类Ａｇｅｎｔ的设计将用于风

表１　ＰＣ项目中的Ａｇｅｎｔｓ及其变量

Ｔａｂ．１　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Ｐ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ｔ类型 变量 描述 数据类型

项目Ａｇｅｎｔ

ＳＴａ 任务集合 ｛任务ＩＤ｝

犜Ｐ 项目消耗的时间 整数

犜Ｍ 项目消耗的资金 浮点型

任务Ａｇｅｎｔ

Ｐｒｉ 任务优先级 浮点型［０，１］

Ｐｒ 任务进度 浮点型［０，１］

ＰｒＴａ 前置任务 ｛任务ＩＤ｝

犚ｉ 分配的人力资源 整数

犕ｄ 每天分配的资金 浮点型

犜Ｓ 任务消耗的时间 整数

Ｓ 任务状态 ｛可执行，已完成｝

１０２第２期　　　　　　　　　　　　汪鑫，等：多智能体仿真的装配式项目风险对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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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Ａｇｅｎｔ类型 变量 描述 数据类型

计划Ａｇｅｎｔ

犚ｍｉｎ，犚ｍａｘ 人力资源的最小、最大需求量 整数

犜Ｄ 任务的规定完成时间 整数

犕 任务的所需资金量 浮点型

管理者Ａｇｅｎｔ

犐ｃ 成本偏好 浮点型［０，１］

犐ｐ 生产率偏好 浮点型［０，１］

犐ｑ 质量偏好 浮点型［０，１］

风险因素Ａｇｅｎｔ

ＲＥ 触发的风险事件 ｛风险事件ＩＤ｝

犜ｈ 风险因素起源的变量阈值 浮点型

Ｓｉｇ 风险因素对事件影响的正负性 ｛－１，１｝

Ｖａｌ 风险因素对事件的影响 浮点型［０，１］

风险事件Ａｇｅｎｔ

犐ｅ 风险事件对项目的影响 浮点型［０，１］

犘 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浮点型［０，１］

犘ｅ 风险事件发生的初始概率 浮点型［０，１］

风险后果Ａｇｅｎｔ δ 风险对项目产生的综合影响 浮点型［－１，１］

险交互过程的仿真．

２．２　模型构建

除设计Ａｇｅｎｔ外，还需对Ａｇｅｎｔ的个体决策和交互行为进行建模．在仿真过程中，每项任务的完成

都需要Ａｇｅｎｔ相互协作，执行下述７个步骤．模型运行流程，如图３所示．图３说明了每天的工作流程，

以及每个步骤的输入和输出变量．

图３　模型运行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更新任务状态．更新任务Ａｇｅｎｔ中状态Ｓ的属性值，判断该任务是否可执行．当任务进度Ｐｒ为１

时，表示该任务已完成（ｆｉｎｉｓｈｅｄ）；任务进度Ｐｒ不等于１，且任务的前置任务ＰｒＴａ已完成，则该任务处

２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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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可执行的状态（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即

ＩｆＰｒ＝１Ｓ＝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ＩｆＰｒ≠１ａｎｄＴａｓｋ∈ ｛ＰｒＴａ｝Ｓ＝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１）

　　２）判断是否结束．检查该项目包含的所有任务Ａｇｅｎｔ的状态Ｓ，若所有任务的Ｓ均为“ｆｉｎｉｓｈｅｄ”，则

项目完成，一次仿真结束；否则，仿真继续．即

Ｉｆ ＴａｓｋＳ（Ｔａｓｋ）＝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ｓ，

ｏｒｅｌ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２）

　　３）评估任务优先级．依据关键路径法计算各项任务优先级Ｐｒｉ，以决定各任务完成的先后顺序．关

键路径上的任务优先级最高，非关键路径上的任务则可延迟．Ｐｒｉ取决于最晚开始时间与最早开始时间

之间的差值犇．即

Ｐｒｉ＝１－犇／ｍａｘ（１，犇ｍ）． （３）

式（３）中：犇ｍ 是中间变量，表示所有可执行任务的犇中的最大值．

４）管理者分配资金．管理者每天为某任务所分配的资金犕ｄ 取决于该任务所需的资金量（犕）和任

务的规定完成时间（犜Ｄ）．由于管理者需要结合主观偏好和现实情境在项目各环节之间权衡资金的调

度．因此，引入修正系数，对资金的分配略作调整．即

犕ｄ ＝
犕
犜Ｄ

（１＋犓ｃ＋犓ｐ＋犓ｑ＋犓ｒ）． （４）

式（４）中：犓ｃ，犓ｐ，犓ｑ均是中间变量，分别表示管理者为节约成本、缩短工期、提高质量而产生的修正系

数．犓ｃ，犓ｐ，犓ｑ的计算为

犓ｃ＝１／３－犐ｃ，　　犓ｐ＝犐ｐ－１／３，　　犓ｑ＝犐ｑ－１／３． （５）

式（５）中：犐ｃ，犐ｐ，犐ｑ 分别代表管理者的成本偏好、生产率偏好、质量偏好，犐ｃ＋犐ｐ＋犐ｑ＝１．管理者对于成

本、生产率、质量的偏好程度相同时，那么犐ｃ＝犐ｐ＝犐ｑ＝１／３，无需调整资金量；若管理者对成本偏好程度

较高，成本修正系数犓ｃ＜０，资金犕ｄ也因此减少．犓ｐ，犓ｑ的计算同理．此外，当风险事件发生时，管理者

需要考虑风险后果δ，利用犓ｒ＝δ对资金分配量进行调整．

５）管理者分配人力资源．分配资金后，管理者还需分配任务所需的人力资源犚，即

犻∈ ｛狉，犮｝，　　犚＝ＩＮＴ｛θ·犚ｍａｘ＋（１－θ）·犚ｍｉｎ｝． （６）

θ＝ （ｍａｘ（ｍｉｎ（１，
犜Ｓ
犜Ｄ
－Ｐｒ＋δ），０））． （７）

式（６），（７）中：ＩＮＴ（）是取整函数；犚ｍａｘ，犚ｍｉｎ是完成该项任务所需的人力资源的最大、最小量；系数θ是

中间变量，θ的大小取决于任务实际消耗的时间（犜Ｓ）、任务的规定完成时间（犜Ｄ）、任务的完成进度（Ｐｒ）

和风险后果（δ）．

６）更新任务Ａｇｅｎｔ变量．任务Ａｇｅｎｔ每天都要更新其当前进展Ｐｒ．该任务每天取得的进展ＰｒＤ累

计加总即为该任务的Ｐｒ．其中，ＰｒＤ的大小取决于任务规定的完成时间犜Ｄ．此外，考虑风险后果δ，每日

进展ＰｒＤ将会减少．Ｐｒ的计算公式为

Ｐｒ＝ｍｉｎ（１，ｍａｘ（０，Ｐｒ＋ＰｒＤ）），　　ＰｒＤ＝ （１－δ）／犜Ｄ． （８）

　　每天结束后，还需更新该任务消耗的时间犜Ｓ，即犜Ｓ＝犜Ｓ＋１．

７）更新项目Ａｇｅｎｔ变量．同理，项目Ａｇｅｎｔ每天要更新其变量值，包括该项目消耗的资金犜Ｍ、时间

犜Ｐ，有犜Ｍ＝犜Ｍ＋犕ｄ，犘＝犜Ｐ＋１．

为考虑风险对项目运行的影响，在该仿真模型中引入风险发生机制，风险类 Ａｇｅｎｔ参与到项目执

行中的关键环节．

１）更新风险因素Ａｇｅｎｔ变量．每次仿真均需计算风险因素对事件的影响Ｖａｌ，其取决于风险因素

起源的实体的变量值犞ａｒ与阈值犜ｈ之间的差距，Ｓｉｇ代表风险因素对事件影响的正负性．

Ｖａｌ＝ （ｍａｘ（０，Ｓｉｇ×（犞ａｒ－犜ｈ）））／（１－犜ｈ）． （９）

　　２）更新风险事件Ａｇｅｎｔ变量．根据引发风险事件的风险因素计算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犘，其计算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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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犘ｅ×（１＋ ∑
犻∈｛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ｖｅｎｔ｝

犞ａｌ犻）． （１０）

式（１０）中：犘ｅ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初始概率．

３）模拟风险．随机环境下判定是否有风险事件的发生，如果发生则更新并评估风险后果δ，同时更

新涉及到的其他Ａｇｅｎｔ的变量值．δ是所有已发生的风险事件对项目产生的综合影响，其计算式为

δ＝ ∑
犻∈｛ｒｉｓｋｅｖｅｎｔｓｌｉｓｔ

（狓犻×犐ｅ犻）． （１１）

式（１１）中：犐ｅ犻是风险事件犻发生对项目产生的影响；在仿真系统中利用ｒａｎｄ函数生成一个随机σ∈［０，

１］，若σ≤犘犻，则代表风险事件犻发生，狓犻＝１；若σ≥犘犻，则代表风险事件犻不发生，狓犻＝０．

３　实例应用分析

３．１　实例描述

为验证文中所提出模型的可行性，将选取实例项目进行仿真分析，展示风险对策选择模型的应用过

程．实例项目为上海某幢高层ＰＣ带电梯式住宅，工程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该项目的建筑面积为

３３１６６ｍ２，地下１层、地上１８层，建筑总高度５４．４５ｍ．设计单位为上海中星志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施

工单位为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预算为２６００万元，预计工期为５１２ｄ．通过采访该项目的

高级经理和工程师，了解到该项目实际成本为２８１３万元，超出了预计成本；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吊装操

作失误，导致工期延误３ｄ．

针对该项目，将采用多策略验证的方式，基于建立的风险对策选择模型，对不同策略下项目总体工

期及成本进行测算，从而验证本模型的有效性，并为新项目在进行风险对策的选择时提供有效的方法．

３．２　多智能体模型的建立

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以及问卷调查获取了该项目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将作为多智能体模型

中变量的初始值．

首先，建立一个项目 Ａｇｅｎｔ，用于统筹该项目的基本信息．由于仿真尚未开始，项目消耗的时间

（犜Ｐ）、资金（犜Ｍ）的初始值为０．该项目按流程划分为１８项任务，因此，建立了１８个任务Ａｇｅｎｔ，按照执

行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Ｔ１～Ｔ１８）．由于任务尚未执行，所有任务Ａｇｅｎｔ的优先级Ｐｒｉ、进度Ｐｒ、分配的

人力资源Ｒｉ、资金犕ｄ、消耗的时间犜Ｓ均赋值为０；状态Ｓ为“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变量ＰｒＴａ为前置任务的ＩＤ．

同时，建立１８个计划Ａｇｅｎｔ，与任务Ａｇｅｎｔ一一对应，规定每项任务的基本要求，包括任务的规定完成

时间（犜Ｄ）、人力资源的最大最小需求量犚ｍａｘ，犚ｍｉｎ，以及所需的资金量犕．通过采访该项目的合作伙伴，

获得各项任务相关的数据，作为对应Ａｇｅｎｔ变量的初始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任务相关数据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ｔａｓｋｓ

ＩＤ号 任务 犜Ｄ／ｄ 犕／万元 犚ｍｉｎ／人 犚ｍａｘ／人 ＩＤ号 任务 犜Ｄ／ｄ 犕／万元 犚ｍｉｎ／人 犚ｍａｘ／人

Ｔ１ 可行性研究 ５ ６ ２ ５ Ｔ１０ 制定生产计划 ２ ３ ２ ４

Ｔ２ 初步技术研究 ５ ２５ ６ １２ Ｔ１１ 构件生产 １２５ １９５０ ５０ ８０

Ｔ３ 招标 １５ ５０ ３ ６ Ｔ１２ 构件养护 ２８ ６０ ２ ３

Ｔ４ 方案报审 ３０ ２ １ ３ Ｔ１３ 构件检查 ５ ６ ２ ２

Ｔ５ 方案设计 １５ ３ ２ ４ Ｔ１４ 构件运输 ４０ １２２ ５ ６

Ｔ６ 施工图设计 １５ ５ ２ ４ Ｔ１５ 构件堆场 ７ ０ ０ ０

Ｔ７ 深化设计 ３０ １６ １６ ８ Ｔ１６ 吊装准备 １０ ２５ ５ ７

Ｔ８ 模具加工 ４０ ８ ６ ８ Ｔ１７ 构件吊装 １２６ ２９３ １１ ２２

Ｔ９ 绘制钢筋翻样图 ７ ６ ２ ４ Ｔ１８ 竣工验收 ７ ５ ２ ４

　　每项任务都有一位负责人，因此，需要建立１８个管理者Ａｇｅｎｔ（Ｍ１～Ｍ１８）．针对１８位任务负责人

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出他们的偏好指标值，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犐ｃ＋犐ｐ＋犐ｑ＝１．

风险随机发生于ＰＣ项目运行的任意流程中，并对项目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构建风险类 Ａｇｅｎｔ．基

于参与该项目的合作伙伴的反馈，确定了该项目涉及的１７种风险因素和１１种风险事件，据此构建了

１７个风险因素Ａｇｅｎｔ（Ｆ１～Ｆ１７），１１个风险事件Ａｇｅｎｔ（Ｅ１～Ｅ１１）．它们的变量初始值是通过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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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管理者偏好指标数据

Ｔａｂ．３　Ｄａｔａ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管理者 犐ｃ 犐ｐ 犐ｑ 管理者 犐ｃ 犐ｐ 犐ｑ 管理者 犐ｃ 犐ｐ 犐ｑ

Ｍ１ ０．３７ ０．２５ ０．３８ Ｍ７ 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３１ Ｍ１３ 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２５

Ｍ２ ０．５７ ０．２２ ０．２１ Ｍ８ ０．４３ ０．２９ ０．２８ Ｍ１４ ０．２８ ０．３７ ０．３５

Ｍ３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３２ Ｍ９ ０．３４ ０．４３ ０．２３ Ｍ１５ ０．４３ ０．２４ ０．３３

Ｍ４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２６ Ｍ１０ ０．４１ ０．２３ ０．３６ Ｍ１６ ０．３８ ０．３０ ０．３２

Ｍ５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３８ Ｍ１１ ０．３５ ０．２７ ０．３８ Ｍ１７ ０．３６ ０．２９ ０．３５

Ｍ６ ０．２８ ０．４６ ０．２６ Ｍ１２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４１ Ｍ１８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２５

法确定的．邀请ＰＣ行业内的８位专家（ＰＣ设计师、结构工程师、构件设计师、构件模具设计师、监理工

程师、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设备监理师），通过现场深度访谈确定每种风险因素触发的风险事件

（ＲＥ），如表４所示．

表４　风险因素触发的风险事件

Ｔａｂ．４　Ｒｉｓｋｅｖｅｎｔ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Ｄ号 风险因素 ＲＥ ＩＤ号 风险因素 ＲＥ

Ｆ１ 设计遗漏、错误 Ｅ１，Ｅ３ Ｆ１０ 运输距离过长 Ｅ６，Ｅ７

Ｆ２ 缺乏统一的设计标准 Ｅ１，Ｅ３ Ｆ１１ 缺乏熟练的装配人员 Ｅ６，Ｅ８，Ｅ９，Ｅ１１

Ｆ３ 缺乏有经验的设计人员 Ｅ１，Ｅ３ Ｆ１２ 恶劣的天气 Ｅ９，Ｅ１１

Ｆ４ 质量不合格的原材料 Ｅ４ Ｆ１３ 构件堆放不当 Ｅ６，Ｅ９，Ｅ１１

Ｆ５ 原材料供应短缺 Ｅ４，Ｅ５ Ｆ１４ 有限的交付时间 Ｅ２，Ｅ４，Ｅ５，Ｅ１１

Ｆ６ 制造排班不合理 Ｅ２，Ｅ４，Ｅ５ Ｆ１５ 不合理的成本预估 Ｅ４

Ｆ７ 缺乏有经验的制造人员 Ｅ２，Ｅ４ Ｆ１６ 不确定的需求 Ｅ１，Ｅ５

Ｆ８ 运输排班不合理 Ｅ６，Ｅ７ Ｆ１７ 参与方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Ｅ１，Ｅ５，Ｅ１０

Ｆ９ 运输体积限制 Ｅ６，Ｅ７

　　再请专家针对风险事件的相关属性值进行评定，经过统计分析，得到的数据将作为风险事件Ａｇｅｎｔ

对应变量的初始值，如表５所示．同时，为了衡量１１种风险事件对项目产生的综合影响，建立１个风险

后果Ａｇｅｎｔ．由于风险尚未发生，其变量δ初值为０．

表５　风险事件Ａｇｅｎｔ的变量初始值

Ｔａｂ．５　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ｇｅｎｔｓｏｆｒｉｓｋｅｖｅｎｔｓ

ＩＤ号 风险事件 犐ｅ 犘ｅ ＩＤ号 风险事件 犐ｅ 犘ｅ

Ｅ１ 设计变更 ０．８２ ０．３２ Ｅ７ 构件装载错误 ０．６８ ０．２７

Ｅ２ 设备故障 ０．６７ ０．２７ Ｅ８ 构件安装错误 ０．８１ ０．１６

Ｅ３ 构件尺寸不合适 ０．５４ ０．３４ Ｅ９ 吊装操作失误 ０．６５ ０．３９

Ｅ４ 构件质量不合格 ０．６３ ０．２２ Ｅ１０ 信息不一致 ０．７９ ０．４５

Ｅ５ 订单遗漏 ０．５１ ０．１３ Ｅ１１ 安全事故 ０．６２ ０．２８

Ｅ６ 构件受损 ０．８３ ０．１１

图４　流程模型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３　仿真实验结果与分析

利用ＡｎｙＬｏｇｉｃ仿真工具构建上述多智能体模型并进行

风险对策选择的仿真实验．ＡｎｙＬｏｇｉｃ是一款应用广泛的建模

和仿真的工具，提供了大量模板和不同领域的专业库，用户可

快速构建仿真模型；同时，用户也可采用Ｊａｖａ语言完成代码

块，实现灵活的仿真功能．仿真过程中的流程建模图，如图４

所示．该图展示了“管理者分配资源”这一环节的流程．

为验证仿真模型的有效性，实验中设定了３种风险对策．

１）策略Ｓ０．未对实际项目做任何改变，该策略用作对照．

２）策略Ｓ１．针对构件的生产环节，建立成本监督与考核

体系．分析该项目各环节的实际成本发现，构件的生产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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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比最高，因此，提出该策略．Ｓ１映射在仿真中，意味着任务Ｔ１１（构件生产）的预算犕 将减少１％，该

任务的管理者 Ｍ１１的成本偏好系数犐ｃ将增加１％．

３）策略Ｓ２．加强装配工人的操作培训，严格监控构件吊装环节．由于负责该项目吊装环节的操作

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工作经验不足，导致“吊装操作失误”，因此，提出该策略．Ｓ２映射在仿真中，意

味任务Ｔ１６（吊装准备），Ｔ１７（构件吊装）的规定完成时间犜Ｄ 将增加５％．这两项任务的管理者 Ｍ１６，

Ｍ１７的质量偏好系数犐ｑ将增加１％．此外，风险事件Ｅ９的初始概率犘ｅ降低１０倍．

将上述３种风险对策代入模型中，在ＡｎｙＬｏｇｉｃ仿真平台中进行１００次仿真循环．仿真结束后得到

项目时间、成本的统计分布图，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犜Ｐ，犜Ｍ 分别代表该项目的总时间和成本；犉代表频

率；Ｓ０，Ｓ１和Ｓ２分别表示实施Ｓ０，Ｓ１和Ｓ２的仿真结果．

（ａ）项目时间统计分布图　　　　　　　　　　　　　　　　（ｂ）项目成本统计分布图

图５　风险对策选择的仿真结果图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ｉｓ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由图５（ａ）可知，相比于无风险应对策略的情境，执行了风险应对策略Ｓ１和Ｓ２后项目时间略有增

加．这主要源于实施风险应对策略后关键环节的任务执行时间增加，导致项目总时间增加．由图５（ｂ）可

知，实施Ｓ１后项目成本为１５５～２００万元，实施Ｓ２后项目成本为１６００～２２００万元，而实施Ｓ后项目

成本在１６００～２２００万元之间．由此可见，实施Ｓ１可以有效降低项目成本．对于该项目的管理者而言，

可以针对构件的生产环节，建立成本监督与考核体系进行风险应对与控制．

４　结论

将针对ＰＣ项目的风险对策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包括文献调研，以厘清ＰＣ项目执行过程中主要的

风险问题，并建立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采用 ＭＡＳ技术构建风险对策选择模型，选取实例项目进行仿

真分析，展示模型的应用并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仿真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存在不少局限性：１）仿真模型中部分变量初始值的确定依赖专

家经验，主观性较强，相较于实际情况难免存在误差；２）案例研究中仅通过采访调研１７个风险因素、１１

个风险事件进行研究，涵盖不够全面．后续的研究将扩大调研范围，使得模型中参数的设定更加科学，并

建立更加全面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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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１（３）：０４０１４０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ＭＥ．１９４３?５４７９．

００００２４６．

［３］　ＬＵＯＬｉｚｉ，ＭＡＯＣｈａｏ，ＳＨＥＮＬｉｙｉｎ，犲狋犪犾．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２（６）：６２２?６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８／ＥＣＡＭ?０４?２０１４?００４８．

［４］　ＡＲＡＳＨＰＯＵＲＭ，ＡＢＢＡＳＩＢ，ＡＲＡＳＨＰＯＵＲＭ，犲狋犪犾．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ｓｉｔ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ｆｆ?ｓｉｔｅ

６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ｈｙｂｒｉ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５（４）：６４７?６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６．

［５］　ＬＩＣＺＣ，ＨＯＮＧＪｉｎｇｋｅ，ＦＡＮＣ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ｅｌ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ｈｙｂｒ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９５：１５３３?１５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ｃｌｅｐｒｏ．２０１７．０９．０６６．

［６］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Ｃ．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９，

４９（１）：１?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ｑｒｅｆ．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１．

［７］　袁剑波，刘苇，刘伟军．工程建设项目风险对策应用［Ｊ］．中外公路，２００６，２６（１）：１４?１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

２５７９．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４．

［８］　李永海．考虑风险关联的项目风险应对的案例决策分析方法［Ｊ］．系统工程，２０１６，３４（６）：１３６?１４３．

［９］　ＳＵＭＩＴＤ，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Ｓ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３２（２）：４５?５７．

［１０］　ＭＡＲＣＥＬＩＮＯ?Ｓ?ＤＡＢＡＳ，Ｐ?ＲＥＺ?ＥＺＵＲＤＩＡＡ，ＬＡＺＣＡＮＯＡＭＥ，犲狋犪犾．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ｆｉｒ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２（２）：３２７?３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

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９．

［１１］　ＫＵＪＡＷＳＫＩ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Ｊ］．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５

（３）：１９４?２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ｓｙｓ．１００２５．

［１２］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ＦＡＮＺｈｉｐｉｎｇ．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２（３）：４１２?４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６．

［１３］　ＳＥＹＥＤＨＯＳＥＩＮＩＳＭ，ＮＯＯＲＩＳ，ＨＡＴＥＦＩＭ Ａ．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９，２９（５）：７５２?７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５３９?６９２４．２００８．０１１８７．ｘ．

［１４］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ｋ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３４（５）：８１９?８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ｐｒｏｍａｎ．２０１６．０３．００．

［１５］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Ｅ，ＫＨＡＬＩＬＺＡＤＥＨ Ｍ，ＳＨＯＪＡＥＩＳ，犲狋犪犾．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ａｂａｔｏｗ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１２１：６０９?６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ｒｏｃｓ．２０１７．１１．０８０．

［１６］　ＦＡＮＺｈｉｐｉ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ｈａｉ，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ＢＲ：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４２（６）：２８７０?２８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ｓｗａ．２０１４．１１．０３４．

［１７］　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ＳＨＥＮＧＱＰ，ＢＵ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ｎ?ｙｅａｒ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０（６）：０４０１６０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１／（ＡＳＣＥ）ＣＰ．１９４３?５４８７．００００５７４．

（责任编辑：黄仲一　　英文审校：方德平）

７０２第２期　　　　　　　　　　　　汪鑫，等：多智能体仿真的装配式项目风险对策选择



　第４１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７０２２　

　　　一维链结构的铜配位聚合物

｛［犆狌２（犅犘犐犘犎）（犆５犎５犖）２（犎２犗）］·３犎２犗｝狀
的合成与表征

张文倩，肖子敬

（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溶液法合成具有一维链结构的铜配位聚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Ｈ４ＢＰＩＰＨ＝二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Ｃ１４Ｈ１４Ｎ４Ｏ６）．研究结果表明：该化合物属正交晶系；空间群为犘犮犮狀；

晶胞参数为犪＝１．６９４２１（８）ｎｍ，犫＝２．４８５８０（１１）ｎｍ，犮＝１．３７２０５（８）ｎｍ，犞＝５．７７８３（５）ｎｍ３，犣＝８，犇ｃ＝

１．５８１ｇ·ｃｍ
－３，μ＝１．５３６ｍｍ

－１，犉（０００）＝２８１６，犚１＝０．０４３０，狑犚
２
＝０．０９０６；该标题配合物是由２个中心

Ｃｕ（Ⅱ）原子，１个ＢＰＩＰＨ４－配体，１个配位水分子，２个吡啶分子和３个游离水分子组成；双核铜配合物分子

之间通过ＢＰＩＰＨ４－配体中羧酸根的桥联作用，将化合物连接成一维链状结构．

关键词：　Ｃｕ（Ⅱ）配合物；二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晶体结构；一维链状结构；溶液法

中图分类号：　Ｏ６４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０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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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狌２（犅犘犐犘犎）（犆５犎５犖）２（犎２犗）］·３犎２犗｝狀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ｑｉａｎ，ＸＩＡＯＺｉｊ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ｎｅｗ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ｐｒ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ｏｆ｛［Ｃｕ２（ＢＰＩＰＨ）

（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Ｈ４ＢＰＩＰＨ＝犖，犖′?ｂｉｓ（ｐｙｒｕｖｉｃａｃｉｄ）ｉｓｏｐｈｔｈａｌｏｈｙｄｒａｚｏｎｅ，Ｃ１４Ｈ１４Ｎ４Ｏ６）ｗａ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ｔ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ｓｉｎｏｒｔｈｏｒｈｏｍ

ｂ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ｇｒｏｕｐｉｓ犘犮犮狀ｗｉｔｈ犪＝１．６９４２１（８）ｎｍ，犫＝２．４８５８０（１１）ｎｍ，犮＝１．３７２０５（８）

ｎｍ，犞＝５．７７８３（５）ｎｍ３，犣＝８，犇ｃ＝１．５８１ｇ·ｃｍ
－３，μ＝１．５３６ｍｍ

－１，犉（０００）＝２８１６，犚１＝０．０４３０，

狑犚
２
＝０．０９０６．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ｗ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ｕ（Ⅱ）ａｔｏｍｓ，ｏｎｅＢＰＩＰＨ

４－ｌｉｇａｎｄ，ｏ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ｔｗ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ｔｈｅｄｉ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ｏｐ

ｐ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ｒｅｂｒｉｄｇｅｄｂｙ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ｏｘｙｇｅｎｏｆＢＰＩＰＨ
４－ｌｉｇａｎｄ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ｕ（Ⅱ）ｃｏｍｐｌｅｘ；犖，犖′ｂｉｓ（ｐｙｒｕｖｉｃａｃｉｄ）ｉｓｏｐｈｔｈａｌｏｈｙｄｒａｚｏｎ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ｅ?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随着配位化学与物理机械、生命科学、医学、农学和材料科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交叉渗透，金属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０１

　通信作者：　肖子敬（１９６２?），男，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无机材料化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ｚｊ＠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１７７１０６６）；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Ｈ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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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研究已向更深入、更复杂、更多样的方向发展［１?４］．近年来，采用自发自组装的方法，利用配位键和

氢键等作用可实现一些结构多样和性能优越的金属?有机配位化合物的高效合成
［５?７］．金属?有机配位化

合物具有丰富的结构，在光学、磁学、吸附分离、催化和生物活性等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性能［８?１１］．多酰腙

配体及其金属配合物的结构奇特，具有许多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及生化功能［１２?１５］，在药物、生物活性、

模拟生物系统、催化反应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１６?１９］．

关于多酰腙配体及其金属配合物的研究已有较多报道［２０?２３］，而采用间苯二甲酰肼的多酰腙金属配

合物的研究则较为少见．本文以尚未报道的二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为构筑块，Ｃｕ（Ⅱ）为构筑节点，自

组装合成标题配合物，并通过红外吸收光谱（ＩＲ）、紫外吸收光谱（ＵＶ）、循环伏安法（ＣＶ）和Ｘ?射线单晶

结构分析对其进行表征．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１）主要试剂：甲醇、乙醇、冰醋酸、间苯二甲酸二甲酯、水合肼、丙酮酸钠、犖，犖二甲基甲酰胺

（ＤＭＦ）、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等均为分析纯试剂．

２）主要仪器：Ａｇｉｌ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Ｘｃａｌｉｂｕｒ＆ ＧｅｍｉｎｉＸ 型Ｘ射线单晶衍射仪（美国安捷伦公

司）；ＣＨＩ６５０Ｅ型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２６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

公司）；ＥＵＲＯＥＡ３０００型元素分析仪（意大利ＥＵＲＯＶｅｃｔｏｒ公司）；ＮＩＣＯＬＥＴｉＳ５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仪（美国赛默飞公司，ＫＢｒ压片）．

１．２　配体和配合物的合成

１．２．１　间苯二甲酰肼的合成　将１．９４２ｇ（０．０１ｍｏｌ）的间苯二甲酸二甲酯装入１００ｍＬ烧瓶中，加入

４５ｍＬ质量分数为８０％的水合肼，搅拌并加热至１１８℃，在此温度下回流２４ｈ；停止加热，冷至室温，抽

滤，用甲醇洗涤沉淀，干燥后得白色固体物１．３２８ｇ，产率为６８．４％．

１．２．２　配体二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的合成　将０．９７２ｇ（５ｍｍｏｌ）的间苯二甲酰肼置于１００ｍＬ烧瓶

中，加入３０ｍＬ乙醇，加热回流后，加入２０ｍＬ含１．２１０ｇ（１１ｍｍｏｌ）丙酮酸钠的乙酸溶液，继续加热１０

ｍｉｎ后，溶液变澄清；８０℃下搅拌回流４ｈ；停止加热，并冷至室温，有淡黄色沉淀析出，抽滤，用乙醇洗

涤３次，干燥后得淡黄色固体物１．５１３ｇ，产率为９０．４％．

１．２．３　配合物｛［Ｃｕ２（Ｃ１４Ｈ１０Ｎ４Ｏ６）（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的合成　将０．０３３４ｇ（０．１ｍｍｏｌ）二

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溶于５ｍＬ犖，犖二甲基甲酰胺中，同时，用１０ｍＬ的甲醇溶解０．０５００ｇ（０．２

ｍｍｏｌ）的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边搅拌边将后者慢慢滴入前者，进一步搅拌４ｈ后，滴入３滴吡啶，继续搅拌２

ｈ；停止搅拌，过滤溶液，滤液呈深绿色，自然挥发，１０ｄ后析出深绿色正方形晶体，产率为３０．７％（按铜

元素计算）．元素分析结果（括号内为理论值）如下：Ｃ的质量分数为４１．８４％（４１．９２％）；Ｈ的质量分数

为４．０５％（４．１０％）；Ｎ的质量分数为１２．３１％（１２．２２％）．

１．３　配合物的单晶结构测定

挑选出适合于单晶结构测定的标题配合物晶体，其尺寸大小为０．２０ｍｍ×０．２０ｍｍ×０．１５ｍｍ，在

单晶衍射仪上进行衍射实验．采用 Ｍｏ犓α射线（经过石墨单色器过滤的Ｘ?射线，λ＝０．０７１０７３ｎｍ）和ω

扫描方式收集衍射点．该晶体测试程序采用ＣｒｙｓＡｌｉｓＰＲＯ软件包，在３．３９°≤θ≤２６．５０°的条件下，收集

到５９６９个独立衍射点．其中，观测到犐≥２σ（犐）的衍射点有３９２０个．分别采用ＣｒｙｓＡｌｉｓ（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ｎ）和

ＳＨＥＬＸＴＬ?２０１４程序进行吸收校正和单晶结构的解析，并用直接法解出；标题配合物的晶胞晶系和空

间群通过Ｐｌａｔｏｎ的子程序ＡＤＤＳＹＭＳＨＥＬＸ进行辅助验证，通过Ｄｉａｍｏｎｄ３软件进行图形处理．所有

非氢原子的坐标和各向异性的温度因子皆通过全矩阵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除标题配合物外界２个水

分子的２个氢原子的坐标未能确定外，其他氢原子的位置由差值傅里叶合成或理论加氢程序找出，最后

的残余峰已不具任何化学意义．标题配合物的最终偏差因子犚＝０．０４３０，权重偏离因子狑犚
２
＝０．０９０６，

权重因子ω＝［σ
２（犉２０）＋（０．０３７８犘）

２＋１．８１犘］－１，犘＝
犉２０＋２犉

２
ｃ

３
，犛＝１．０３１，（Δ／σ）ｍａｘ＝０．００１；差值傅里

叶图上的最大残余峰为３３２（－３８８）ｅ·ｎｍ－３．

９０２第２期　　　　张文倩，等：一维链结构的铜配位聚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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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配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的晶体学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标题配合物的晶体学数据

Ｔａｂ．１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参数 数据 参数 数据 参数 数据

晶系 正交 犾ｍｉｎ，犾ｍａｘ －１５，１７ 空间群 犘犮犮狀

特征数 ５９６９ 观察数 ３９２０ 犚ｉｎｔ ０．０４５３

犪／ｎｍ １．６９４２１（８） 犫／ｎｍ ２．４８５８０（１１） 犮／ｎｍ １．３７２０５（８）

犚１［犐＞２σ（犐）］ ０．０４３０ 犞／ｎｍ３ ５．７７８３（５） 狑犚
２
［犐＞２σ（犐）］ ０．０９０６

犣 ８ （Δρ）ｍａｘ，ｍｉｎ／ｅ·ｎｍ
－３ ３３２（－３８８） ρｃａｌｃ／Ｍｇ·ｍ

－３ １．５８１

（Δ／σ）ｍａｘ，（Δ／σ）ｍｉｎ ０．００１，０ 犺ｍｉｎ，犺ｍａｘ －２１，２０ 犉（０００） ２８１６

犽ｍｉｎ，犽ｍａｘ －２８，３１ θｍａｘ，θｍｉｎ ３．３９，２６．５０

２　晶体结构描述与讨论

标题配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配位结构单元示意图及主要键长（犾）、

键角（）分别如图１，表２所示．表２中：对称操作平移码犃为－狓，０．５＋狔，０．５－狕．

图１　标题配合物配位结构单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ｉｎ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表２　标题配合物的主要键长与键角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ｂｏ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ｂｏｎｄａｎｇｌｅｓｆｏｒ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键 犾／ｎｍ 键角 ／（°）

Ｃｕ（１）－Ｎ（２） ０．１９２４（３） Ｎ（２）－Ｃｕ（１）－Ｎ（５） １６０．０５（１２）

Ｃｕ（１）－Ｎ（５） ０．１９８６（３） Ｎ（２）－Ｃｕ（１）－Ｏ（１） ７９．１６（１０）

Ｃｕ（１）－Ｏ（１） ０．２０１２（２） Ｎ（５）－Ｃｕ（１）－Ｏ（１） ９９．６２（１０）

Ｃｕ（１）－Ｏ（２） ０．２０１７（２） Ｎ（２）－Ｃｕ（１）－Ｏ（２） ８１．１９（１０）

Ｃｕ（１）－Ｏ（１Ｗ） ０．２２５２（３） Ｎ（５）－Ｃｕ（１）－Ｏ（２） ９７．７１（１０）

Ｃｕ（２）－Ｎ（４） ０．１９１８（３） Ｏ（１）－Ｃｕ（１）－Ｏ（２） １６０．０８（９）

Ｃｕ（２）－Ｏ（４） ０．１９５６（２） Ｎ（２）－Ｃｕ（１）－Ｏ（１Ｗ） １０３．６２（１１）

Ｃｕ（２）－Ｎ（６） ０．１９７６（３） Ｎ（５）－Ｃｕ（１）－Ｏ（１Ｗ） ９６．３０（１１）

Ｃｕ（２）－Ｏ（５） ０．１９８４（２） Ｏ（１）－Ｃｕ（１）－Ｏ（１Ｗ） ９７．６２（１１）

Ｃｕ（２）－Ｏ（３Ａ） ０．２４９８（２） Ｏ（２）－Ｃｕ（１）－Ｏ（１Ｗ） ９０．１３（１１）

Ｏ（２）－Ｃ（９） ０．１２９４（４） Ｎ（４）－Ｃｕ（２）－Ｏ（４） ８０．４０（１０）

Ｏ（１）－Ｃ（７） ０．１３００（３） Ｎ（４）－Ｃｕ（２）－Ｎ（６） １７３．９５（１２）

Ｎ（１）－Ｃ（７） ０．１３２６（４） Ｏ（４）－Ｃｕ（２）－Ｎ（６） ９７．６２（１１）

Ｏ（３）－Ｃ（９） ０．１２３５（４） Ｎ（４）－Ｃｕ（２）－Ｏ（５） ８２．２０（１０）

Ｏ（４）－Ｃ（１１） ０．１２９７（３） Ｏ（４）－Ｃｕ（２）－Ｏ（５） １６２．５０（９）

Ｎ（３）－Ｃ（１１） ０．１３３８（４） Ｎ（６）－Ｃｕ（２）－Ｏ（５） ９９．８８（１１）

Ｏ（５）－Ｃ（１３） ０．１２９２（４）

Ｏ（６）－Ｃ（１３） ０．１２３５（４）

０１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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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ｕ（１）金属中心分别与１个ＢＰＩＰＨ
４－配体上３个配位原子（肼基氮原子（Ｎ（２））、酰氧原子（Ｏ（１））、

羧基氧原子（Ｏ（２））、１个水分子的氧原子（Ｏ（１Ｗ））和１个吡啶分子上的氮原子（Ｎ（５））配位，呈现出

ＣｕＮ２Ｏ３ 的四角锥构型，组成四角锥底面的是Ｏ（１），Ｏ（２），Ｎ（２）和Ｎ（５）这４个原子，其最小二乘平面

的平均偏差（ｒ．ｍ．ｓ）为０．０１０９９ｎｍ，说明这４个原子基本共平面．Ｃｕ（１）原子离赤道平面０．０２２９（１）

ｎｍ，偏向Ｏ（１Ｗ）一边．

角度偏离参数τ＝０．０００５，τ值很小，说明Ｃｕ（１）原子形成较为规正的四角锥ＣｕＮ２Ｏ３ 配位构型．

Ｃｕ（１）－Ｏ（１）（酰氧）键键长为０．２０１２（２）ｎｍ，比配合物［Ｃｕ（Ｌ１）（ＨＬ２）］
［２４］中相应键键长０．１９２０（３）

ｎｍ长；Ｃｕ（１）－Ｏ（２）（羧基氧）键键长为０．２０１７（２）ｎｍ，比配合物［Ｃｕ（ｄｉｆｌ）２（ｐｙ）２］
［２５］中的相应键键长

０．１９６３（１）ｎｍ长；Ｃｕ（１）－Ｏ（１Ｗ）（水分子氧）键键长为０．２２５２（３）ｎｍ，比配合物［Ｃｕ２（Ｃ２２Ｈ１４Ｎ４Ｏ４）

（Ｃ４Ｈ９ＮＯ）２（ＣＨ３ＯＨ）］·Ｈ２Ｏ
［２６］中的相应键键长０．２５７０（２）ｎｍ短；Ｃｕ（１）－Ｎ（５）（吡啶氮）键键长为

０．１９８６（３）ｎｍ，比配合物［Ｃｕ（ｄｉｆｌ）２（ｐｙ）２］
［２５］中相应键键长０．１９９１（２）ｎｍ稍短；Ｃｕ（１）－Ｎ（２）（肼基

氮）键键长为０．１９２４（３）ｎｍ，比配合物［Ｃｕ（Ｌ１）（ＨＬ２）］
［２４］中相应键键长０．１９１４（２）ｎｍ长．在标题配

合物中，Ｃｕ（１）原子与ＢＰＩＰＨ４－配体配位，形成两个五元螯合环（Ｍ１（Ｃｕ（１），Ｏ（１），Ｃ（７），Ｎ（１），Ｎ（２）），

Ｍ２（Ｃｕ（１），Ｏ（２），Ｃ（９），Ｃ（８），Ｎ（２））），其最小二乘平面的平均偏差分别为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０１８５ｎｍ，说

明两个五元螯合环均具有很好的共面性，两个五元螯合环的二面角为３．２°（０．１）．

Ｃｕ（２）金属中心与Ｃｕ（１）金属中心的配位环境的区别在于１个配位水分子被另一分子ＢＰＩＰＨ４－配

体的羧基氧原子（Ｏ（３Ａ））取代，同样呈现出ＣｕＮ２Ｏ３ 的四角锥构型，其中，Ｏ（４），Ｎ（４），Ｏ（５），Ｎ（６）４个

原子组成的四角锥底面的最小二乘平面的平均偏差为０．００５５３ｎｍ，说明这４个原子基本共平面．由表

２可知：Ｃｕ（２）－Ｏ（４）（酰氧），Ｃｕ（２）－Ｏ（５）（羧基氧），Ｃｕ（２）－Ｎ（４）（肼基氮）和Ｃｕ（２）－Ｎ（６）（吡啶

氮）的键长分别为０．１９５６（２），０．１９８４（２），０．１９１８（３），０．１９７６（３）ｎｍ；比Ｃｕ（１）金属中心的相应键的

键长（Ｃｕ（１）－Ｏ（１）（酰氧）（０．２０１２（２）ｎｍ），Ｃｕ（１）－Ｏ（２）（羧基氧）（０．２０１７（２）ｎｍ），Ｃｕ（１）－Ｎ（２）

（肼基氮）（０．１９２２（３）ｎｍ）和Ｃｕ（１）－Ｎ（５）（吡啶氮）（０．１９８６（３）ｎｍ）短．键长变短的原因可能在于另

一分子ＢＰＩＰＨ４－配体的羧基氧（Ｏ（３Ａ））与Ｃｕ（２）离子键合作用较弱，Ｃｕ（２）－Ｏ（３Ａ）（羧基氧）的键长

０．２４９８（２）ｎｍ，比Ｃｕ（１）－Ｏ（１Ｗ）（水分子氧）相应键键长０．２２５２（３）ｎｍ长，使其他配位原子更易靠

近Ｃｕ（２）原子，从而导致键长变短．Ｃｕ（２）原子与ＢＰＩＰＨ４－配体中的原子配位，形成两个五元螯合环

（Ｍ３（Ｃｕ（２），Ｏ（４），Ｃ（１１），Ｎ（３），Ｎ（４）），Ｍ４（Ｃｕ（２），Ｏ（５），Ｃ（１３），Ｃ（１２），Ｎ（４））），其最小二乘平面的

平均偏差分别为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３８５ｎｍ，比Ｃｕ（１）原子共面性更差．两个五元螯合环的二面角为５．０°

（０．１），比Ｃｕ（１）原子构建的两个五元螯合环相应的二面角大．

在标题配合物中，每一个负四价的二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阴离子都同时桥联两个Ｃｕ（Ⅱ）离子，

形成沿犫轴方向的一维链结构．标题配合物的一维链结构图，如图２所示．为清晰起见，图２中删去未配

位的水分子和所有的氢原子．

图２　标题配合物的一维链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标题配合物晶体存在分子内氢键Ｏ（４Ｗ）－Ｈ（４ＷＡ）…Ｏ（３Ｗ）及分子间氢键Ｏ（１Ｗ）－Ｈ（１ＷＢ）

…Ｏ（４Ｗｂ），Ｏ（１Ｗ）－Ｈ（１ＷＡ）…Ｏ（６ｃ），Ｏ（２Ｗ）－Ｈ（２ＷＡ）…Ｏ（３ｂ），Ｏ（３Ｗ）－Ｈ（３ＷＡ）…Ｏ（１ｂ）和

Ｏ（３Ｗ）－Ｈ（３ＷＢ）…Ｏ（２Ｗｄ）等．标题配合物的主要氢键，如表３所示．表３中：对称码犫为－狓，－狔＋

１，－狕；对称码犮为－狓，狔－１／２，－狕＋１／２；对称码犱为－狓，狔－１／２，－狕－１／２．

　　由于这些分子间氢键的存在，使标题配合物分子也形成沿犫轴方向的一维氢键链结构，如图３所

１１２第２期　　　　张文倩，等：一维链结构的铜配位聚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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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清晰起见，图３中删去不形成氢键的氢原子．

综上所述，标题配合物｛［Ｃｕ２（ＢＰＩＰＨ）（Ｃ５Ｈ５Ｎ）２（Ｈ２Ｏ）］·３Ｈ２Ｏ｝狀 具有一维链结构．

表３　标题配合物的主要氢键

Ｔａｂ．３　Ｍａｉ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ｆｏｒ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Ｈ…Ａ 犱（Ｄ－Ｈ）／ｎｍ 犱（Ｈ…Ａ）／ｎｍ 犱（Ｄ…Ａ）／ｎｍ ＜ＤＨＡ／（°）

Ｏ（１Ｗ）－Ｈ（１ＷＢ）…Ｏ（４Ｗｂ） ０．０８９６ ０．１９３６ ０．２８０５（４） １６３．１２

Ｏ（１Ｗ）－Ｈ（１ＷＡ）…Ｏ（６ｃ） ０．０９６１ ０．１９９６ ０．２８２１（４） １４２．６７

Ｏ（２Ｗ）－Ｈ（２ＷＡ）…Ｏ（３ｂ） ０．０９４０ ０．２２１８ ０．２８６０（４） １２４．７３

Ｏ（３Ｗ）－Ｈ（３ＷＡ）…Ｏ（１ｂ） ０．０８９７ ０．２００３ ０．２８９７（４） １７４．４５

Ｏ（３Ｗ）－Ｈ（３ＷＢ）…Ｏ（２Ｗｄ） ０．０９８２ ０．１７７１ ０．２７１５（４） １６０．０５

Ｏ（４Ｗ）－Ｈ（４ＷＡ）…Ｏ（３Ｗ） ０．０９３２ ０．１８９２ ０．２８０６（５） １６６．２９

图３　标题配合物的一维氢键链结构

Ｆｉｇ．３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ｂｏｎｄｃｈ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图４　标题配合物的红外谱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３　标题配合物的化学分析

３．１　红外光谱分析

标题配合物的红外光谱谱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σ为

波数．由图４可知：由于标题配合物中含有水分子，所以在

３５００～３０００ｃｍ
－１范围内出现了３４２４，３１３０ｃｍ－１两个强

吸收峰，这可归属于水分子的Ｏ－Ｈ键伸缩振动吸收．

标题配合物在１６３３ｃｍ－１附近有较强的吸收峰，同时结

合Ｎ（１）－Ｃ（７）键的键长０．１３２６（４）ｎｍ，Ｏ（１）－Ｃ（７）键的

键长０．１３００（３）ｎｍ，Ｎ（３）－Ｃ（１１）键的键长０．１３３８（４）ｎｍ

和Ｏ（４）－Ｃ（１１）键的键长０．１２９７（３）ｎｍ，可证明该酰腙

Ｓｃｈｉｆｆ碱采取烯醇式配位，存在Ｃ＝Ｎ键．１４９８ｃｍ－１处较强的吸收峰可归属为苯环或吡啶环的Ｃ＝Ｃ

骨架振动吸收．１４０１ｃｍ－１处的强吸收峰也可归属为Ｃ－Ｏ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１２１３ｃｍ－１处的吸收

峰可归属为Ｃ－Ｎ伸缩振动吸收．

此外，由于配合物存在间二取代的苯环，所以在谱图中出现８６０，７６７，６９９ｃｍ－１处苯环的Ｃ－Ｈ振

动吸收峰．

３．２　紫外吸收光谱分析

标题配合物的紫外吸收光谱，如图５所示．图５中：λ为波长．由图５可知：配合物在２６６，３２９ｎｍ处

出现两个强吸收峰．２６６ｎｍ处的吸收峰可归因于配合物含有苯环，Ｃ＝Ｏ和Ｃ＝Ｎ等发色基团，从而存

在π→π
或狀→π

电子跃迁，这可由单晶结构得到佐证；３２９ｎｍ处出现的吸收峰，可能是由于酰腙

Ｓｃｈｉｆｆ碱与金属铜形成配合物，发生配体到金属的电荷跃迁（ＬＭＣＴ）荷移所致．

３．３　电化学分析

在四丁基六氟磷酸铵溶液中进行标题配合物的电化学分析，在１００ｍｖ·ｓ－１的扫描速度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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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配合物的循环伏安图，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犈为扫描电压；犐为电流．

图５　标题配合物的紫外光谱图　　　　　　　　　图６　标题配合物的循环伏安图　

Ｆｉｇ．５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ｉｇ．６　Ｃｙｃｌｉｃｖｏｌｔａｍ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ｉｔ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由图６可知：在０．５３，０．３０Ｖ出现一对氧化还原峰，可归属为Ｃｕ（Ⅱ）单电子的氧化还原过程，说明

标题配合物具有一定的电化学活性．

４　结束语

采用溶液法成功地合成具有一维链结构的铜的二丙酮酸缩间苯二甲酰腙配合物．该配合物是由２

个中心Ｃｕ（Ⅱ）原子，１个ＢＰＩＰＨ
４－配体，１个配位水分子，２个吡啶分子和３个游离水分子构筑而成的．

双核铜配合物分子之间通过羧酸根的桥联作用形成一维链状结构．这对于进一步制备含间苯二甲酸及

其衍生物的特异功能材料，进而研究其电化学、光学性质等新材料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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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１１０３２　

　　　硅藻土负载纳米犉犲３犗４催化臭氧处理

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

袁鹏飞，刘亚琦，张寒旭，何争光

（郑州大学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　以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为研究对象，制备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作为催化剂催化臭氧处

理浓缩液．考察溶液初始ｐＨ值、臭氧体积流量和催化剂投加量对处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溶液初始ｐＨ

值为７，臭氧体积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１，催化剂投加量为０．８ｇ·Ｌ
－１，反应时间为９０ｍｉｎ时，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分别为６７．８％和８６．３％．对进出水进行三维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和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ＧＣ?ＭＳ）分析的结果表明：经催化臭氧氧化处理以后，浓缩液中的腐殖酸、富里酸和色氨酸等难降解物质

大幅度减少；烷烃类、酚类和杂环类物质质量分数下降，烷烃类衍生物质量分数上升；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对于浓缩液有着较好的处理效果．

关键词：　纳米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臭氧氧化；膜滤浓缩液；羟基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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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犲犪犮犺犪狋犲犕犲犿犫狉犪狀犲犉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犆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

ＹＵＡＮＰｅｎｇｆｅｉ，ＬＩＵＹａｑｉ，ＺＨＡＮＧＨａｎｘｕ，ＨＥ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

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ｌｏａｄｅｄｎａｎｏ?Ｆｅ３Ｏ４ 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ａｓａ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ｏｚ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ｏｚｏｎｅ，ａｎｄ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７，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ｏｚｏｎｅｗａｓ１．０Ｌ·ｍｉｎ－１，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ａｓ０．８ｇ·Ｌ
－１，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９０

ｍｉｎ，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Ｄ）ａｎｄＵＶ２５４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６７．８％ａｎｄ８６．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３Ｄ?

ＥＥＭａｎｄＧＣ?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ａｎｄ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ｚｏ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ｕｍｉｃａｃｉｄ，ｆｕｌｖ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ｔｒｙｐｔｏｐ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ａｎｅｓ，ｐｈｅｎｏｌｓ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ｉｃ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ａｌｋａｎｅｄｅｒａｖ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ｌｏａｄｅｄｎａｎｏ?Ｆｅ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ｏｚｏｎｅ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ｎａｎｏ?Ｆｅ３Ｏ４／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ｚｏ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

ｃａｌｓ

垃圾渗滤液是垃圾填埋场中垃圾本身的水分、填埋场的雨、雪水和其他水分的混合，在经过垃圾层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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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和新材料开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ｅ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１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专项（２０１７ＺＸ０７６０２?００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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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覆土层所形成的一种高浓度的有机废水．随着ＧＢ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的实

施，为了实现垃圾渗滤液废水处理的达标排放，膜工艺被普遍应用于垃圾渗滤液的深度处理中．但是膜

工艺的使用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膜滤浓缩液的处理［１］．目前，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的处理方法包括

外运、蒸发、回灌和高级氧化处理等［２］．外运和回灌只是实现污染物的转移，并未解决浓缩液的污染问

题，而蒸发技术会带来设备腐蚀、能耗高等问题［３］．相比之下，高级氧化技术能够利用羟基自由基的强氧

化性有效去除膜滤浓缩液中的难降解有机物，且反应过程灵活易控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４］．Ｚｈａｏ

等［５］利用ＵＶ?Ｆｅｎｔｏｎ法对垃圾渗滤液纳滤浓缩液进行处理；唐国卿等
［６］采用混凝＋多段臭氧／生物活

性炭相结合的高级氧化组合工艺处理垃圾渗滤液的 ＮＦ膜浓缩液．催化臭氧氧化相对于单独臭氧处理

的氧化能力更强，但其应用受催化剂的影响较大．

纳米Ｆｅ３Ｏ４ 催化剂已经被证明能有效地催化臭氧处理一些难降解的有机物
［７］．相对于传统的臭氧

催化剂，纳米Ｆｅ３Ｏ４ 催化剂不仅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而且具有磁性，便于回收．但是，纳米Ｆｅ３Ｏ４ 本身

具有团聚作用，影响了其利用效率，通常用固体材料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增加其分散性．本文制备硅藻土负

载纳米Ｆｅ３Ｏ４（以下称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将其作为臭氧催化氧化的催化剂，采用催化臭氧氧化作为预处

理技术，对郑州市某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产生的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凝沉淀出水进行处理，并优化实

验条件，以达到最佳的ＣＯＤＣｒ和ＵＶ２５４去除效果．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用水

实验用水取自郑州市某垃圾综合处理厂膜处理工艺处理垃圾渗滤液，其在生化出水过程中产生的

膜滤浓缩液．原水的颜色为棕黑色，其ＣＯＤ值为２８００～３０００ｍｇ·Ｌ
－１，ｐＨ值为８左右，经混凝沉淀

预处理后，ＣＯＤ值为２１００～２２００ｍｇ·Ｌ
－１，ＮＨ３?Ｎ质量浓度为８０～１００ｍｇ·Ｌ

－１，ＮＯ３ 质量浓度为

３０～３５ｍｇ·Ｌ
－１，ＮＯ２ 质量浓度为１０～２０ｍｇ·Ｌ

－１．

１．２　催化剂的制备

臭氧催化剂为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采用共沉淀的方法制备．将１０．０ｇ的硅藻土加入到含有７５０ｍＬ

蒸馏水的锥形瓶中，搅拌，通入氮气３０ｍｉｎ以除去蒸馏水中的溶解氧和锥形瓶中的氧气．在９０℃水浴

的条件下，加入定量的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剧烈搅拌下利用蠕动泵以１０ｍＬ·ｍｉｎ
－１的速率将 ＮａＯＨ 和

ＮａＮＯ３（质量分数比为１∶１）的混合溶液加入到锥形瓶中；待混合溶液加入完全后，继续于９０℃中水浴

１ｈ，然后冷却至室温．在超声的条件下，用乙醇和去离子水交替洗涤几次，倒掉上清液，最后的固体置于

真空烘箱中６０℃干燥１２ｈ，得到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固体．以同样的方法制备了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
［８］．

１．３　实验方法

臭氧催化氧化实验在柱状反应器（内径为５０ｍｍ，高为１．２ｍ）中进行．取浓缩液混凝沉淀出水１Ｌ，

加入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搅拌均匀后置于反应器中，通入臭氧．臭氧由３Ｓ?Ａ型臭氧发生器制备，多

余的臭氧采用质量分数为２５％的ＫＩ进行收集．

１．４　分析方法

１）三维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分析．采用Ｆ?７１００型三维荧光光谱仪对原水和出水进行分析．光谱仪

的扫描范围为激发波长（λＥＸ）／发射波长（λＥＭ）＝（２２０～４５０ｎｍ）／（２５０～５５０ｎｍ），步长为５ｎｍ，扫描速

度为２４００ｎｍ·ｍｉｎ－１
［９］．２）气相色谱质谱联用（ＧＣ?ＭＳ）分析．采用ＧＣＭＳ?ＱＰ２０１０型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进行测试．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柱的初始温度为６０℃，保持３ｍｉｎ，以１５℃·

ｍｉｎ－１的速率加热至２２０℃，保持２ｍｉｎ；之后以２０℃·ｍｉｎ－１的速率升至２８０℃，保持６ｍｉｎ，进样口的

温度为２２０℃．质谱条件：ＳＣＡＮ模式，检测器电压为０．２ｋＶ，溶剂延迟时间为３ｍｉｎ
［１０］．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催化剂的犡射线衍射（犡犚犇）分析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和ｎ?Ｆｅ３Ｏ４，并进行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分析，结果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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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催化剂的ＸＲＤ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所示．从图１可以看出：所制备的ｎ?Ｆｅ３Ｏ４ 在２θ

为３１．０°，３５．５°，４３．９°，５３．６°，５８．０°和６２．７°的位

置出现了６个特征峰，恰好对应了标准Ｆｅ３Ｏ４ 卡

片（ＰＤＦ＃８９?０６９１）中衍射峰的位置，说明成功采

用共沉淀法制备了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其颗粒的粒径

可以通过谢乐公式［１１］计算，即

犇＝犓λ／（βｃｏｓθ）．

上式中：犇为颗粒直径；犓 为谢乐常数；λ为犡 射

线波长；β为半峰宽；θ为衍射角．经计算，所制备

的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的平均直径为３３ｎｍ．

由图１可知：硅藻土在２θ为２１．８°和３６．０°的

位置有两个较大的特征峰，而所制备的ｎ?Ｆｅ３Ｏ４／

硅藻土催化剂实现了ｎ?Ｆｅ３Ｏ４ 和硅藻土的特征峰

的叠加．负载了ｎ?Ｆｅ３Ｏ４ 后，硅藻土在２θ＝２１．８°处的特征衍射峰的强度减弱，分析认为是受所负载的ｎ?

（ａ）ｎ?Ｆｅ３Ｏ４

Ｆｅ３Ｏ４ 的影响．另一方面，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的特征衍

射峰仍然存在ｎ?Ｆｅ３Ｏ４ 的６个特征衍射峰，证明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成功负载到了硅藻土上．

２．２　催化剂的扫描电镜（犛犈犕）和犡?射线能谱（犈犇犡）表征

对催化剂进行了扫描电镜（ＳＥＭ）和 Ｘ?射线能谱

（ＥＤＸ）表征，结果如图２～３所示．

由图２（ａ）可知：制备的ｎ?Ｆｅ３Ｏ４ 呈颗粒状，且相互聚集

在一起，其颗粒的直径约为３０～３５ｎｍ，这与ＸＲＤ计算的

结果相似．由图２（ｂ）可知：硅藻土呈现圆饼状，且上面有许

（ｂ）硅藻土　　　　　　　　　　　　　（ｃ）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

图２　催化剂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多孔隙．由图２（ｃ）可知：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成功负载在硅藻土上，通过局部放大的ＳＥＭ 图，可以看出硅藻土

负载ｎ?Ｆｅ３Ｏ４ 后，其粗糙度增加，所负载的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较负载前其分散性更好．

（ａ）硅藻土

７１２第２期　　　　　　袁鹏飞，等：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处理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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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

图３　催化剂的ＥＤＸ图

Ｆｉｇ．３　ＥＤＸ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由图３可知：硅藻土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还含有部分Ｃ元素．所制备的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

的ＥＤＸ中，除了硅藻土的Ｓｉ，Ｏ和Ｃ元素，只含有Ｆｅ和Ｏ元素，证明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制备成功．

２．３　臭氧催化氧化工艺优化实验

２．３．１　处理方法　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膜滤浓缩液的处理实验，测定出水的ＣＯＤ值和ＵＶ２５４值，结果如

图４所示．图４中：η（ＣＯＤ），η（ＵＶ）分别为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的去除率；狋为反应时间（下同）．

　（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４　不同处理方法对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由图４可知：单独依靠材料的吸附作用对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的处理效果有限，且单独使用硅藻土

时处理效果最好，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的去除率分别为１１．３％和１８．２％．这是因为硅藻土为多孔结构，具

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朱勇等
［１２］的研究也证实硅藻土对于浓缩液中的有机物有吸附作用．当硅藻土负载ｎ

?Ｆｅ３Ｏ４ 后，其孔隙反而被ｎ?Ｆｅ３Ｏ４ 颗粒填充，对有机物的吸附能力下降．

单独使用臭氧氧化处理浓缩液时，其ＣＯＤ仅为２８．１％，而将硅藻土作为催化剂催化臭氧处理浓缩

液时发现，在扣除硅藻土本身的吸附作用后，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提升很小，说明硅藻土基本没有催

化活性．采用ｎ?Ｆｅ３Ｏ４ 作为臭氧催化剂较单独臭氧处理，其ＣＯＤ的去除率提升了２０％，说明ｎ?Ｆｅ３Ｏ４

具有较强的催化臭氧分解的能力．采用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臭氧处理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时ＣＯＤ和

ＵＶ２５４去除率最高，分别为６８．２％和８７．５％，相对于单独臭氧和ｎ?Ｆｅ３Ｏ４ 作为催化剂时的处理效果有了

很大提升，说明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具有较强的催化活性．分析认为，比表面积较高的硅藻土负载ｎ?Ｆｅ３Ｏ４

后，降低了ｎ?Ｆｅ３Ｏ４ 的团聚作用，增大了ｎ?Ｆｅ３Ｏ４ 与臭氧的接触，提升了催化处理的效果，这也与 Ｍａ

等［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３．２　ｐＨ值　控制臭氧的体积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
－１，催化剂投加量为１．０ｇ·Ｌ

－１，分别调节初始溶

液的ｐＨ＝３，５，７，９和１１，反应时间为９０ｍｉｎ，测定出水的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的变化，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在中性和碱性的环境中，臭氧催化氧化处理膜滤浓缩液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当初始溶

液的ｐＨ值为３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的去除率仅为３３．５％和６８．１％；随着ｐＨ值的增加，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的

去除率也增加；当ｐＨ值为７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的去除率最高，分别为６８．７％和８６．８％．分析认为，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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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５　ｐＨ值对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性的环境下，主要是臭氧的直接氧化发挥主导作用；而在中性偏碱性的环境中，由于－ＯＨ的作用，羟基

自由基氧化发挥主导地位，且羟基自由基的氧化电位远高于臭氧分子．所以，间接氧化作用较单独臭氧

氧化作用强，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的去除效果在中性碱性环境下更好，这也与Ｃｏｒｔｅｚ等
［１４］的研究结果一

致．基于成本的考虑，确定溶液的最佳初始ｐＨ值为７．

２．２．３　臭氧体积流量　调节溶液的初始ｐＨ值为７，催化剂投加量为１．０ｇ·Ｌ
－１，通过控制电子流量

计来调节臭氧的体积流量（犙），结果如图６所示．

（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６　臭氧体积流量对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ｚｏ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ｌｏｗ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由图６可知：随着臭氧体积流量的增加，ＣＯＤ和 ＵＶ２５４去除率也逐渐提高，当臭氧体积流量为１．２

Ｌ·ｍｉｎ－１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６９．３％和８８．０％．分析认为，臭氧体积流量的增

加促进了臭氧分子向液相中的传质，使得反应溶液中臭氧的浓度上升，单位体积水样中溶解的臭氧增

多，其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产生的羟基自由基增多，提高了浓缩液中有机物的降解效率．当臭氧体积流

量为１．０Ｌ·ｍｉｎ－１时，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分别为６８．７％和８６．７％，较１．２Ｌ·ｍｉｎ
－１时差距很小．分

析认为，继续增加臭氧的体积流量，虽然提高了反应体系中臭氧的浓度，但臭氧的有效利用率降低，这也

与侯森等［１５］关于催化臭氧试验的研究结果一致．基于处理成本的考虑，确定实验的最佳臭氧体积流量

为１．０Ｌ·ｍｉｎ－１．

２．２．４　催化剂投加量　调节溶液的初始ｐＨ值为７，通过电子流量计调节臭氧的体积流量为１．０Ｌ·

ｍｉｎ－１，添加不同剂量的催化剂，其膜滤浓缩液的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效果，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随着催化剂投加量从０．２ｇ·Ｌ
－１增加至０．８ｇ·Ｌ

－１，其ＣＯＤ去除率也从３５．３％增加

至６７．８％．分析认为，催化剂投机量较高时，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表面积和催化活性位点，从而增强臭氧

与ｎ?Ｆｅ３Ｏ４ 之间的反应而促进羟基自由基的生成．但是，随着催化剂的投加量从０．８ｇ·Ｌ
－１增加至１．２

ｇ·Ｌ
－１，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增长并不是特别明显．分析认为，在臭氧投加量恒定时，过量的投加ｎ?

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可能会降低单位面积内臭氧的浓度，导致催化效率降低，这也与Ｃｈｅｎ等
［１６］的研究

结果一致．基于催化处理效果和催化剂的成本，研究中确定催化剂最佳投加量为０．８ｇ·Ｌ
－１，此时ＣＯＤ

９１２第２期　　　　　　袁鹏飞，等：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催化臭氧处理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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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ＯＤ　　　　　　　　　　　　　　　　（ｂ）ＵＶ２５４

图７　催化剂投加量对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分别为６７．８％和８６．３％．

２．４　处理前后废水有机物降解过程和机理分析

２．４．１　催化机理分析　ＴＡＮ等
［１７］的研究表明，叔丁醇能清除反应溶液中的羟基自由基，所以常被用

图８　叔丁醇对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

催化臭氧氧化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ｒｔ?ｂｕｔａｎｏｌ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ｚｏｎ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Ｆｅ３Ｏ４／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

于活性物质去除有机污染物的机理研究．通过向反应溶液

中加入５和１０ｍｍｏｌ·Ｌ－１的叔丁醇，测得出水的ＣＯＤ去

除率，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在加入５ｍｍｏｌ·Ｌ－１叔丁醇后，浓缩液的

ＣＯＤ去除率降低了１６．３％；而当加入１０ｍｍｏｌ·Ｌ－１的叔

丁醇时，催化臭氧处理浓缩液的ＣＯＤ去除率仅为３５．６％，

较添加叔丁醇之前降低了３２．３％．说明羟基自由基在ｎ?

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臭氧氧化处理膜滤浓缩液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分析认为，纳米Ｆｅ３Ｏ４ 中铁元素既包含二价铁

也包含三价铁，臭氧通过在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剂表面发

生氧化还原反应而生成羟基自由基，同时二价铁被氧化成

三价铁后，三价铁与臭氧氧化还原过程中生成的中间产物

反应而生成二价铁，从而实现二价铁的再生．这也与Ｚｈｕ

等［１８］关于纳米ｎ?Ｆｅ３Ｏ４ 催化机理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羟基自由基的氧化能力比臭氧本身的氧化能力

强，因此催化臭氧对于渗滤液浓缩液有着较好的处理效果．

２．４．２　三维荧光光谱　经过催化臭氧处理前后的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三维荧光光谱（３ＤＥＥＭ）的

测定结果，如图９所示．图９中：λＥＸ，λＥＭ分别为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

（ａ）处理前　　　　　　　　　　　　　　　　　　（ｂ）处理后　

图９　催化臭氧处理前后的３Ｄ?ＥＥＭ光谱

Ｆｉｇ．９　３Ｄ?ＥＥＭｓｐｅｃｔｒａ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ｚ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由图９可知：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中难降解的有机物在光谱中主要产生了３个荧光较强的区域，

紫外光区的富里酸荧光区域（λＥＸ／λＥＭ＝２５０ｎｍ／４５０ｎｍ）、高激发波长的色氨酸荧光区域（λＥＸ／λＥＭ＝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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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ｍ／４４５ｎｍ），以及腐殖酸荧光区域（λＥＸ／λＥＭ＝３３５ｎｍ／４２５ｎｍ）
［１９］．

由图９还可知：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中富里酸的质量分数较多，其峰值为８２３．８；色氨

酸的质量分数次之，其峰值为６１９．５；腐殖酸的质量分数相对最少，其峰值为５４６．５．经过催化臭氧处理

后，三类荧光性较强的有机物得到了有效降解，富里酸、色氨酸和腐殖酸的峰值分别降为１７２．２，２０．０５

和２２．０７，其去除率分别达到７９．１％，９６．８％和９６．０％．证明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臭氧的处理方法对于

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中富里酸和腐殖质，以及色氨酸这类难降解的有机物取得了较好的处理效果．在

最佳实验条件下，臭氧催化氧化处理时间９０ｍｉｎ以后，膜滤浓缩液中的腐殖质和富里酸及色氨酸类这

些难降解的有机物基本上都被降解为没有荧光性的物质．

２．４．３　有机物组分分析　采用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ＧＣ?ＭＳ）对进出水的水样进行有机物组分分析，

表１　膜滤浓缩液处理前后有机物组分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机物种类
种类／个

进水 出水

占比／％

进水 出水

烷烃 １１ ９ ２９．７５ １７．４８

烷烃衍生物 １ ６ １．０８ ４１．２３

烯烃 １ ０ ０．１５ ０

杂环类 ７ ３ ４０．７８ １２．３１

酸类和酯类 ５ ５ １５．１３ ２０．１０

酚类 ２ ２ １２．９３ ３．７９

醚类 １ １ ０．１８ ２．６７

醛类 ０ １ ０ ２．４２

其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

中的杂环类有机物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去甲乙二胺、

犖?（三氟乙酰基）?犖，犗，犗′，犗″?四（三甲基甲硅烷

基）、苯氧基?２，２′?亚甲基［６?（１，１?二甲基乙基?４?甲

基］等；烷烃类有机物次之，且长链烷烃质量分数较

多，如十六烷、十八烷和二十烷等．经催化臭氧氧化

处理后，水样中的有机物组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烷

烃类有机物的质量分数降低，且杂环类有机物的种

类和比例下降，而烷烃类衍生物的质量分数和比例

增多．分析认为，在催化臭氧氧化过程中，烷烃有机

物在羟基自由基的作用下，分解生成ＣＯ２ 和 Ｈ２Ｏ，

导致烷烃类有机物的质量分数降低．同时，羟基自由基能够与杂环类有机物反应，使得该类有机物开环，

生成烷烃类衍生物或酸类和酚类等物质［２０］．

３　结论

针对目前垃圾渗滤液膜滤浓缩液难处理的问题，研究采用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作为催化剂，催

化臭氧氧化处理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并得到以下４点主要结论．

１）纳米Ｆｅ３Ｏ４ 被成功的负载到硅藻土上，且其分散性较单独的纳米Ｆｅ３Ｏ４ 有所增强，催化剂表面

的粗糙度增加；相对于单独使用纳米Ｆｅ３Ｏ４，硅藻土负载纳米Ｆｅ３Ｏ４ 的催化活性更强，催化臭氧处理膜

滤浓缩液混沉出水的效果更好．

２）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臭氧氧化处理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的效果较单独臭氧处理有较大的提升，

最佳实验条件为溶液初始ｐＨ＝７，臭氧体积流量为１．０Ｌ·ｍｉｎ
－１，催化剂投加量为０．８ｇ·Ｌ

－１，反应时

间为９０ｍｉｎ．此时，出水的ＣＯＤ和ＵＶ２５４去除率分别为６７．８％和８６．３％．

３）ｎ?Ｆｅ３Ｏ４／硅藻土催化臭氧处理能够将膜滤浓缩液混沉出水中的富里酸和腐殖质，以及色氨酸这

类难降解的有机物分解成没有荧光特性的小分子的中间产物．

４）臭氧催化氧化对于膜滤浓缩液混成出水中的有机物，可以达到有效降解的目的．经过处理后，出

水的有机物组成和质量分数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难降解的杂环类有机物能够开环，被降解为烷

烃衍生物等易降解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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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相邻像素预测的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李亚翔１，张显全１，２，３，俞春强１，唐振军１，２

（１．广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２．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多源信息挖掘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３．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高校云计算与复杂系统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为了提高图像信息隐藏算法的信息嵌入容量和载密图像的保真度，提出一种采用相邻像素预测的可

逆信息隐藏算法．构建局部线性预测模型，以待预测像素的３个相邻像素为目标像素，通过目标像素的相邻像

素建立线性方程组，求解预测模型参数．应用预测模型进行预测，计算预测误差，绘制预测误差直方图，通过直

方图平移实现可逆信息隐藏．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可通过较少的预测像素进行预测，比其他算法具有更高

的预测精度和更大的信息嵌入容量．

关键词：　可逆信息隐藏；相邻像素；预测误差；局部线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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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载体文件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将秘密信息隐藏于载体文件中，具有隐秘通信、版权保护等功能．可逆

信息隐藏技术（ＲＤＨ）不仅能够无损提取嵌入的秘密信息，还可以实现载体的无损恢复．因此，ＲＤＨ被

广泛地应用于军事、医学、司法鉴定等领域．常见的可逆信息隐藏技术有基于无损压缩算法、基于差值扩

展算法和基于直方图平移算法．基于无损压缩算法通过压缩载体图像的冗余信息腾出空间，实现秘密信

息的嵌入［２?４］．基于差值扩展算法通过扩展相邻像素获得空间，实现可逆信息的嵌入
［５?６］．基于直方图平

移算法对直方图进行移位，实现信息的可逆嵌入，该算法主要有基于原始像素直方图平移、像素差值直

方图平移和预测误差直方图平移３类
［７?１０］．文献［１１］采用图像奇偶像素列交错预测方法提高像素的预

测精度，进一步提高嵌入容量和载密图像的保真度．文献［１２］对每个像素相邻的４个像素进行预测，其

预测精度较文献［１１］有了进一步提高．文献［１３］采用基于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方法，通过待预测像素３

ｐｘ×５ｐｘ邻域中的１０个像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函数矩阵进行预测，但由于训练样本像素方向及需学

习的特征维度过多，且训练数据较少，出现过拟合问题，故预测效果不佳．文献［１４］采用固定权重的相邻

像素预测方法．

为了提高图像信息隐藏算法的信息隐藏容量和载密图像的保真度，本文提出一种采用相邻像素预

测的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１　基于局部线性的预测方法

１．１　多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１５］通过已知数据找到一个线性方程来描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的关系，并以此预测数据．构建多组线性映射方程，其矩阵形式为

犢＝β犡＋ε． （１）

式（１）中：犢Ｔ＝ 狔１，狔２，…，狔［ ］犿
Ｔ；β

Ｔ＝ β０，β１，…，β［ ］狀
Ｔ；犡＝

１ 狓１，１ … 狓１，狀

  

１ 狓犿，１ … 狓犿，

熿

燀

燄

燅狀

；ε
Ｔ＝ ε０，ε１，…，ε［ ］犿

Ｔ．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组求解采用最小二乘法，构建函数犉（β）＝β犡－犢 
２，当ｓｕｍ（ε

２
犻）（犻＝０，…，

犿）和犉（β）取值最小时，得到回归系数β的值，实现对目标变量的预测．

图１　像素选择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　局部线性预测模型

自然图像的局部像素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故通过待预测像

素的相邻像素建立局部线性预测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确

定预测模型的参数，从而实现对待预测像素的预测．像素选择示

意图，如图１所示．

设狓犿，狀 为待预测像素，３ 个相邻像素为 狓犿，狀＋１，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１，则预测值狓′犿，狀为

狓′犿，狀 ＝β０＋β１狓犿，狀＋１＋β２狓犿＋１，狀＋β３狓犿＋１，狀＋１． （２）

式（２）中：β０～β３ 为４个未知参数．

将狓犿，狀＋１，狓犿＋１，狀，狓犿＋１，狀＋１作为目标像素，分别建立线性方程

组求解β０～β３．相邻像素预测的像素选择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目标像素狓犿，狀＋１，狓犿＋１，狀，狓犿＋１，狀＋１的方程组矩阵为

狓犿，狀＋１

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

熿

燀

燄

燅１

＝

１ 狓犿，狀＋２ 狓犿＋１，狀＋１ 狓犿＋１，狀＋２

１ 狓犿＋１，狀＋１ 狓犿＋２，狀 狓犿＋２，狀＋１

１ 狓犿＋１，狀＋２ 狓犿＋２，狀＋１ 狓犿＋２，狀＋

熿

燀

燄

燅２

·

β０

β１

β２

β

熿

燀

燄

燅３

． （３）

　　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并训练收敛速度，参数的计算应与待预测像素狓犿，狀高度相关，因此，建立与

待预测像素狓犿，狀及目标像素狓犿，狀＋１，狓犿＋１，狀，狓犿＋１，狀＋１都相邻的像素的线性方程组，以增加约束条件，减少

预测误差，有

４２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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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狓犿，狀＋１　　　　　　　　　　（ｂ）狓犿＋１，狀　　　　　　　　　　　（ｃ）狓犿＋１，狀＋１　

图２　相邻像素预测的像素选择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ｐｉｘｅｌ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狓犿，狀＋１

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

熿

燀

燄

燅１

＝

１ ０ 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１

１ 狓犿，狀＋１ ０ 狓犿＋１，狀＋１

１ 狓犿，狀＋１ 狓犿＋１，狀

熿

燀

燄

燅０

·

β０

β１

β２

β

熿

燀

燄

燅３

． （４）

　　将式（３），（４）合并，可得

狓犿，狀＋１

狓犿，狀＋１

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１

狓犿＋１，狀＋

熿

燀

燄

燅１

＝

１ ０ 狓犿＋１，狀 狓犿＋１，狀＋１

１ 狓犿，狀＋２ 狓犿＋１，狀＋１ 狓犿＋１，狀＋２

１ 狓犿，狀＋１ ０ 狓犿＋１，狀＋１

１ 狓犿＋１，狀＋１ 狓犿＋２，狀 狓犿＋２，狀＋１

１ 狓犿，狀＋１ 狓犿＋１，狀 ０

１ 狓犿＋１，狀＋２ 狓犿＋２，狀＋１ 狓犿＋２，狀＋

熿

燀

燄

燅２

·

β０

β１

β２

β

熿

燀

燄

燅３

． （５）

　　求解式（５）可得β０～β３，将其代入式（２），可得到局部线性预测模型．

２　基于局部线性预测模型的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２．１　信息的隐藏

在局部线性预测模型的待预测像素区域中，为了保证像素预测的准确性，图像右侧两列和下端两行

的像素不进行预测和隐藏信息，其余区域可作为预测区域．

在秘密信息嵌入的过程中，对预测区域依次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按行方式遍历像素．通过预测模型

对当前像素狓犻，犼进行预测，得到预测值狓′犻，犼，预测误差犲犻，犼＝狓犻，犼－狓′犻，犼，并绘制预测误差直方图．采用文

献［１２］的隐藏方法，根据秘密信息量犛选择直方图“０”值两侧的阈值犜ｌ和犜ｒ，将阈值对应的直方图两

侧的像素进行平移，并对载体像素进行加减操作，从而将秘密信息嵌入载体图像．

设像素狓犻，犼隐藏信息后的值为
︵
狓犻，犼，狊为秘密信息，则有

︵
狓犻，犼 ＝

狓犻，犼－１，　　犲犻，犼＜犜ｌ，

狓犻，犼－狊，　　犲犻，犼 ＝犜ｌ，

狓犻，犼，　 　　犜ｌ＜犲犻，犼＜犜ｒ，

狓犻，犼＋狊，　　犲犻，犼 ＝犜ｒ，

狓犻，犼＋１，　　犲犻，犼＞犜ｒ

烅

烄

烆 ．

（６）

　　嵌入信息区域的像素依旧存在局部相关性，改变图像遍历方式，将上端和左侧两行作为保留区域，

对预测区域依次由下到上，由右到左按行方式遍历像素，并通过目标像素左上角像素对其进行预测，实

现图像所有区域的信息嵌入．

通过上述操作，可实现秘密信息的可逆隐藏，得到载密图像．

２．２　信息的提取与图像的恢复

秘密信息的提取和载体图像的恢复是嵌入过程的逆操作．最后两行和最后两列像素保持不变，通过

由下到上，由右到左按行方式依次处理载密区域像素．首先，通过预测模型对当前像素进行预测，得到

５２２第２期　　　　　　　　　　　　李亚翔，等：采用相邻像素预测的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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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犻，犼，犲犻，犼．然后，通过犲犻，犼，犜ｌ，犜ｒ提取秘密信息．

秘密信息狊的提取过程为

狊＝
０，　　犲犻，犼 ＝犜ｌ犲犻，犼 ＝犜ｒ，

１，　　犲犻，犼 ＝犜ｌ－１犲犻，犼 ＝犜ｒ＋
｛ １．

（７）

　　原始图像像素狓犻，犼为

狓犻，犼 ＝

︵
狓犻，犼＋１，　　犲犻，犼＜犜ｌ，

︵
狓犻，犼＋狊，　　犲犻，犼 ＝犜ｌ，

︵
狓犻，犼，　　 　犜ｌ＜犲犻，犼＜犜ｒ，

︵
狓犻，犼－狊，　　犲犻，犼 ＝犜ｒ，

︵
狓犻，犼－１，　　犲犻，犼＞犜ｒ

烅

烄

烆 ．

（８）

　　因此，通过式（７），（８）可以无损恢复载体图像和提取秘密信息．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评价指标

从ＢＯＷＳ２标准图像库中选取４幅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的灰度图像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Ｂａｂｏｏｎ，Ｌｅｎａ和Ｓａｉｌ

ｂｏａｔ作为实验测试图像，如图３所示．

（ａ）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ｂ）Ｂａｂｏｏｎ　　　　　　　　（ｃ）Ｌｅｎａ　　　　　　　（ｄ）Ｓａｉｌｂｏａｔ　

图３　实验测试图像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ｓ

通过预测误差直方图在“０”值附近的高度（预测误差的个数）验证文中算法的预测效果．“０”值像素

越多，表明预测精度越高；反之，则预测精度越低．

此外，采用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作为评价图像信息嵌入容量和保真度的指标．峰值信噪比越大，则

图像的信息嵌入容量越大，保真度越高，失真越小；峰值信噪比越小，则图像的信息嵌入容量越小，保真

度越低，失真越大．

峰值信噪比的计算公式为

犚ＰＳＮ ＝１０×ｌｇ
２５５２×犿×狀

∑
犿

犻＝１
∑
狀

犼＝１

［犐（犻，犼）－犆（犻，犼）］

烄

烆

烌

烎
２
． （９）

式（９）中：犚ＰＳＮ表示峰值信噪比；犐（犻，犼），犆（犻，犼）分别为原始图像和载密图像对应点的像素坐标值；犿，狀

分别为图像的宽和高．

３．２　结果与分析

对测试图像预测区域由上到下，由左到右依次遍历像素，并通过式（２）计算预测值．为保证嵌入信息

的正确提取，图像进行信息隐藏的实际像素区域为５１０ｐｘ×５１０ｐｘ．

测试图像的预测误差直方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犲为预测误差；犖 为预测误差的数量．由图４可

知：预测误差直方图呈正态分布，中间高，两端逐渐下降；在峰值点“０”处，相较于纹理区域的图像（Ｂａ

ｂｏｏｎ），文中算法对平滑区域图像（Ａｉｒｐｌａｎｅ）的预测效果更好．这是因为纹理区域局部像素相关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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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像素点间的像素值变化较大，不一定呈线性关系，导致根据相邻像素预测的局部特征相对实际特征

有一定偏差；而平滑区域局部像素相关性较强，相邻像素点间的像素值变化较小，预测偏差较小．

　（ａ）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ｂ）Ｂａｂｏｏｎ　

　（ｃ）Ｌｅｎａ　　　　　　　　　　 　　　　　　　（ｄ）Ｓａｉｌｂｏａｔ

图４　测试图像的预测误差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ｓ

为了确定文中算法的预测效果，在［－１０，１０］ｐｘ的预测误差区间内，将文献［１０］算法、文献［１３］算

法与文中算法进行比较．不同算法的预测误差对比，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相较于文献［１０］算法和文

献［１３］算法，文中算法的预测精度皆有所提高．

（ａ）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ｂ）Ｂａｂｏｏｎ　　

　（ｃ）Ｌｅｎａ　　　　　　　　　　　　　　　　　（ｄ）Ｓａｉｌｂｏａｔ　　 　

图５　不同算法的预测误差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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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算法的预测误差直方图的峰值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为进一步对比预测算法效果的一般性，从ＢＯＷＳ?２

标准图像库中随机选取１００幅图像作为测试样本，将文

中算法与文献［１３］算法进行比较．不同算法的预测误差

直方图的峰值对比，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狀为峰值点的

个数；犱为图片数量．由图６可知：相较于文献［１３］算

法，文中算法有较高的预测精度，且具有一般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信息嵌入容量和图像的保真度，将

文献［１０］算法、文献［１３］算法和文中算法的峰值信噪比

进行比较．根据嵌入信息容量犛自适应选择直方图的平

移位并向外侧移一位，腾出嵌入位以实现可逆嵌入．不

同算法的峰值信噪比的对比，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

嵌入秘密信息量越大，载密图像的峰值信噪比越小；在

信息嵌入容量一定的情况下，文中算法的峰值信噪比大于文献［１０］算法和文献［１３］算法．

（ａ）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ｂ）Ｂａｂｏｏｎ　

（ｃ）Ｌｅｎａ　　　　　　　　　　　　　　　　　　（ｄ）Ｓａｉｌｂｏａｔ

图７　不同算法的峰值信噪比的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不仅能提高信息嵌入容量，还能提高载密图像的保真度．因此，文中算法可

以提高预测精度，降低载密图像的失真度，从而有效地提升图像可逆信息隐藏的能力．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局部线性预测模型对待预测像素进行预测，经预测误差直方图的平移实现可逆信息隐藏．

通过该预测模型可以确定线性预测关系，提升预测算法的预测精度，提高可逆信息的嵌入能力．在相同

嵌入容量的情况下，文中算法比文献［１０］算法、文献［１３］算法具有更高的图像保真度．

参考文献：

［１］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ｕｏｚｈｏ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ｅｇ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ｂ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

８２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ＩＥＥ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６，１０（１１）：７８１?７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ＬＣＯＭＭ．２００６．０６０８６３．

［２］　ＦＲＩＤＲＩＣＨＪ，ＧＯＬＪＡＮＭ，ＤＵＲｕｉ．Ｉ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ｈｏｔ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ＳａｎＪｏｓｅ：［ｓ．ｎ．］，２００１：１９７?２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７／１２．４３５４００．

［３］　ＸＵＡＮＧｕｏ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ｄｏｎｇ，ＺＨＵＪ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Ｌｏｓｓｌｅｓｓｄａｔａｈｉ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ｔｅｇ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Ｃ］∥

ＩＥＥ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ｉａｍｉ：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３１２?３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ＭＭＳＰ．２００２．

１２０３３０８．

［４］　ＣＥＬＩＫ Ｍ Ｕ，ＳＨＡＲＭＡＧ，ＴＥＫＡＬＰＡ Ｍ，犲狋犪犾．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ｈｉｄｉｎｇ［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１５７?１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ＩＣＩＰ．２００２．１０３９９１１．

［５］　ＴＩＡＮＪｕ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Ｖｉｄ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１３（８）：８９０?８９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ＣＳＶＴ．２００３．８１５９６２．

［６］　ＡＬＡＴＴＡＲＡＭ．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ｇ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４，１３（８）：１１４７?１１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Ｐ．２００４．８２８４１８．

［７］　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ＡＮＧＪｉｗｕ，ＳＨＩＹｕｎｑｉｎｇ．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ｈｉｄｉｎｇｉｎ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ｄｏｍａｉｎ［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６，１１（１２）：２７７７?２７８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ＦＳ．２０１６．

２５９８５２８．

［８］　ＳＨＩＹｕｎｑｉｎｇ．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ｈｉｄｉｎｇ［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

１?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５４０?３１８０５?７＿１．

［９］　ＬＥＥＳＫ，ＳＵＨＹＨ，ＨＯＹＳ．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ｅｉｍａｇ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６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Ｅｘｐｏ．Ｔｏｒｏｎｔｏ：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３２１?１３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

ＩＣＭＥ．２００６．２６２７８２．

［１０］　ＴＨＯＤＩＤＭ，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ＪＪ．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６（３）：７２１?７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Ｐ．２００６．８９１０４６．

［１１］　ＹＡＮＧＣＨ，ＹＡＮＧ Ｍ Ｈ．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ｂａｓｅｄ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ｈｉｄ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Ｔ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０，４（４）：２２３?２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９／ｉｅｔ?ｉｐｒ．２００９．０３１６．

［１２］　ＳＡＣＨＮＥＶＶ，ＫＩＭＨＪ，ＮＡＭＪ．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ｓｉｎｇｓ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Ｖｉｄ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９（７）：９８９?９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ＣＳＶＴ．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２５７．

［１３］　王晓雨，马宾，李健，等．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自适应图像可逆信息隐藏误差预测算法［Ｊ］．应用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６

（２）：３６２?３７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５?８２９７．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４．

［１４］　ＹＩ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ｉｃｏｎｇ，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ｙｕ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ｈｉｄｉｎｇｉｎ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Ｊ］．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６４：７８?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ｍａｇｅ．

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

［１５］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９２２第２期　　　　　　　　　　　　李亚翔，等：采用相邻像素预测的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第４１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５　

　　　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中的

分组随机化模型

郭宇红１，童云海２

（１．国际关系学院 信息科技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２．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通过对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问题的研究，发现现有的单参数随机化回答模型调控的数据范围宽、粒

度粗，导致无法实现精细化、差异化的隐私保护的问题．在沃纳模型、单参数等随机化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个体

分组多参随机化犘犖／犵模型，给出其在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中的支持度重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面

向多样化、差异化的隐私保护需求，将犖 个不同个体分为若干组，每组设置不同的随机化参数，可实现差异化

的隐私保护效果．实例分析表明：结合所提出的支持度重构方法，可实现基于分组随机化的隐私保护频繁项集

挖掘，在保护不同群体隐私的同时，挖掘到有效的频繁项集与关联规则．

关键词：　随机化回答；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支持度重构；数据挖掘；沃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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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手段，在企事业中得到广泛应用．频繁项集挖掘是数据挖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能从大量数据中发现

有趣的关联关系．有效的数据分析需要有大量真实的数据做基础，而人们对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日益

关注，使得在数据收集阶段中，出于隐私的考虑，人们可能不再愿意提供真实的数据供分析使用．因此，

如何在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的环境中，很好地实施数据挖掘任务和各种应用，是隐私保护数据挖掘要解

决的问题［１?３］．

随机化［４?５］是目前隐私保护数据挖掘中运用的主要方法，基本思想是通过向原始数据中加入噪音的

方式来对数据作干扰以达到隐私信息的保护，同时数据的统计性质在随机干扰后的数据中保持不变，以

获取正确的挖掘结果，包括随机化干扰和随机化回答两种模型．其中，随机化干扰模型主要用于数值数

据，通过在原始数值数据上增加随机干扰数实现；随机化回答模型主要用于分类数据，通过对分类属性

值在不同取值间作随机变换实现，该模型最先由沃纳提出［６］，被广泛用于敏感性问题的调查中．在隐私

保护频繁模式挖掘［７?１１］、隐私保护关联规则挖掘［１２?１４］的应用方面，文献［１４］通过数据干扰和支持度重构

实现了隐私数据保护的关联规则挖掘；文献［１５］对 ＭＡＳＫ（ｍ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ｅｃｒｅｃｙＫ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算法进行了扩展，提出“特定于符号（１和０）”的随机化过程和相应的ｅＭＡＳＫ算法；文献［１６］

提出“非统一”参数的随机化过程和相应的项集支持度递归估计ＲＥ（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算法；文献

［１７］对 ＭＡＳＫ算法在支持度重构复杂度方面进行了优化，提出了ｍＭＡＳＫ算法．

上述随机化回答模型在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中取得很大进展，但存在以下２点问题．１）随机化

模型类型单一，随机化参数调控的数据范围宽、粒度粗，对隐私数据保护粒度的控制缺乏灵活性．２）已

有模型没有考虑不同个体隐私保护需求的差异性，而这种需求在现实应用中是客观存在和急需解决的．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沃纳模型、单参数等随机化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个体分组多参随机化模型犘犖／犵，

并结合例子对水平分组随机化的支持度重构方法进行了探索．

１　沃纳模型

沃纳模型是最初由 Ｗａｒｎｅｒ在１９６５年针对“吸毒问题的调查”一类敏感问题提出的，可应用于单一

属性敏感性问题的统计学调查和分析．在“吸毒问题的调查”这类问题中，调查者想要知道一定人群中吸

毒者的比例，但当面对“你是否曾经吸过毒”这类敏感问题的回答时，被调查者（尤其是吸毒者）很可能不

愿意回答，或者给出一个虚假的回答．针对这类问题，沃纳模型给出了解决办法．

该模型在调查中设计下面两个对立的问题供被调查者回答：１）你是否吸过毒；２）你是否没吸过

毒．同时，分给每个被调查者一个随机数生成装置，被调查者可根据生成的随机数的不同，选择回答第１

个问题，还是第２个问题．比如调查者可以跟被调查者事先约定：当生成的随机数小于狆时，选第１个问

题回答；大于等于狆时，选第２个问题回答；无论选哪个问题，都要作出真实的回答．

一方面，对于被调查者而言，由于每个被调查者的随机数是随机生成，只他本人知道的，所以他究竟

选择了哪个问题作回答也是随机的，只他本人知道的，而外界和调查者并不能从其答案中判断其到底吸

过毒还是没吸过毒．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被调查者究竟回答了哪个问题，这样，被调查者的隐私得到了很

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对于调查者，其目标是得到所调查人群中吸毒者的比例．假定分配给每个被调查

者的随机数生成装置均相同，都以均匀的概率生成０到１之间的一个数，则生成的随机数小于狆的概率

为狆．这样，所有的被调查者都将以狆的概率选择第１个问题作答，以１－狆的概率选择第２个问题作

答．设Ａ表示“吸过毒”，珡Ａ表示“没吸过毒”，参与调查的被调查者的总人数为犖，其中“吸过毒”和“没

吸过毒”的人数分别为犖（Ａ）和犖（珡Ａ），则收集到的调查数据中，回答“是”的人数犖′（ｙｅｓ）的期望值和回

答“否”的人数犖′（ｎｏ）的期望值分别为

犈［犖′（ｙｅｓ）］＝犖（Ａ）狆＋犖（珡Ａ）（１－狆），

犈［犖′（ｎｏ）］＝犖（Ａ）（１－狆）＋犖（珡Ａ）狆 ｝． （１）

式（１）中：犖（Ａ）＋犖（珡Ａ）＝犖′（ｙｅｓ）＋犖′（ｎｏ）＝犖．用实际调查所得犖′（ｙｅｓ），犖′（ｎｏ）作为近似值替代式

（１）中的犈［犖′（ｙｅｓ）］，犈［犖′（ｎｏ）］，可估算出调查人群中吸毒者的比例狊^＝（犖（Ａ））／犖＝［狊′（ｙｅｓ）＋狆－

１］／（２狆－１）．其中，狊′（ｙｅｓ）＝（犖′（ｙｅｓ））／犖 为所收集到的调查数据中回答“是”的被调查者的比例．而狊^

则正是调查者想要得到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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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单参数随机化模型

现有隐私保护数据挖掘方法所使用的随机化回答技术，是在沃纳模型的基础上形成的．沃纳模型只

能用于单一敏感性问题的调查和分析，其核心思想是在保护个体数据隐私的同时，能求得单一属性上的

统计值．对于频繁模式挖掘而言，其对应的数据通常会有多个属性项，频繁模式挖掘的目标则是通过对

项集支持度的计算，发现在总体样本中所占比例较高的项集（即频繁项集）．因此，对隐私保护频繁模式

挖掘，其目标是在保护个体隐私的同时，求取多属性上的统计值———项集支持度．沃纳模型中的公式只

能解决隐私保护场景下１?项集支持度的计算．文献［１４］提出的ＭＡＳＫ方法解决了隐私保护场景下犽?项

集的支持度计算问题，从而很好地解决了隐私保护频繁模式挖掘问题，其原理如下．

１）随机化过程．假定用二维０?１矩阵表示原始事务集犇，“１”和“０”分别表示对应的项出现和不出

现在事务中，则单参数随机化对于犇中任意元素狏∈｛０，１｝，以狆的概率取原值狏，以１－狆的概率取１－

狏，生成随机化事务集犇′．狆称作随机化参数，狆值越高，生成的犇′中保留越多的原值狏．

２）支持度重构．假定犃＝｛犐１，犐２，…，犐犽｝为犽?项集，犃中的项可能全部或部分出现在犇 的事务犜

中．犃∩犜共有２
犽 种可能的取值，每一种取值对应了犃的一个子集犳犻（犻∈｛０，１，…，２

犽－１｝），并假设在

二维０?１矩阵表示犇时，犻的犽位二进制数字恰好对应犳犻的从犐１ 到犐犽 的犽项０?１序列．即

犳０ ＝＝００…
︸
０

犽

，犳１ ＝犐犽 ＝００…
︸
１

犽

，…，犳２犽－１ ＝犃＝１１…
︸
１

犽

．

　　同时，假定犆犳犻，犃＼犳犻表示犇（犐１…犐犽）中仅包含犳犻 而不包含补集犃＼犳犻 中的任何项的事务数（犳犻 在犇

（犐１…犐犽）中的净计数）．即犇 中对应犃 的犽列０?１序列等于犳犻 的事务数．当犃 在上下文中明确时，

犆犳犻，犃＼犳犻简记为犆犳犻．犆犳０，犆犳１，…，犆犳２犽－１（简记为犆０，犆１，…，犆２
犽
－１）构成向量犆犃，即犆犃＝［犆０，犆１，…，

犆２犽－１］
Ｔ；相应地，犆′犳 表示犇′中仅包含犳的事务数，向量犆′犃＝［犆′０，犆′１，…，犆′２犽－１］

Ｔ．则犆犃 和犆′犃 的期

望值存在如下关系，即

犈（犆′犃）＝犘·犆犃． （２）

式（２）中：犘＝［狆犻，犼］为随机化概率参数狆构成的２
犽×２犽 变换矩阵，狆犻，犼表示犇 中仅包含犳犻（犳犻犃）的事

表１　单参数随机化中３?项集的变换概率矩阵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３?ｉｔｅｍｓｅｔ

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１ … ７

００ ００１ … １１１

Φ 犐３ … 犐１犐２犐３

０ ００ Φ 狆
３

狆
２（１－狆） … （１－狆）

３

１ ００１ 犐１ 狆
２（１－狆） 狆

３ … （１－狆）
２
狆

      

７ １１１ 犐１犐２犐３ （１－狆）
３
狆（１－狆）

２ … 狆
３

务（即对应的从犐１ 到犐犽 的犽项０１序列恰好

为犻的犽位二进制值的事务）转换成犇′中仅

包含犳犼（犳犼犃）的事务的概率．若犻和犼对应

的犽位二进制０１串中值相同的位数为狉，则

狆犻，犼＝狆
狉（１－狆）

犽－狉（０≤狉≤犽）．为便于理解，给

出单参数随机化中３项集的变换概率矩阵，

如表１所示．

据式（２）可得犆犃＝犘
－１犈（犆′犃），实际中，

用从犇′中测得的犆′犃 近似代替犈（犆′犃），即得

到 ＭＡＳＫ方法对犆犃 的估计值犆^犃＝犘
－１·

犆′犃，而向量犆^犃 的最后一个元素犆^犃＝^犆２犽－１正是犽项集的支持计数犛^犃 的估计值．假定犘
－１＝［犪犻，犼］，则有

犛^犃 ＝犆^２犽－１ ＝犪２犽－１，０犆′０＋犪２犽－１，１犆′１＋犪２犽－１，２犽－１犆′２犽－１ ＝∑
２
犽
－１

犼＝０

犪２犽－１，犼犆′犼． （３）

　　式（３）两边同除以事务总数"犇"

，可得 ＭＡＳＫ方法对项集犃的重构支持度，即

狊^犃 ＝
犛^犃

狘犇狘
＝

１

狘犇狘
·∑
２
犽
－１

犼＝０

犪２犽－１，犼犆′犼 ＝∑
２
犽
－１

犼＝０

犪２犽－１，犼犮′犼． （４）

式（４）中：犮′犼＝
犆′犼
｜犇｜

，犮′犼表示犇′中仅包含犃 的子集犳犼 的事务（即从犐１ 到犐犽 的犽项０－１序列恰好为犼

的犽位二进制值的事务）所占的比例．

以上即为单参数随机化 ＭＡＳＫ方法在隐私保护频繁模式挖掘中的工作原理．该方法能保证在不访

问原始数据犇的情况下，从随机化后的数据集犇′中估算出各项集的原始支持计数和支持度，从而得到

频繁项集和关联规则挖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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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单参数随机化模型的缺点是，所有数据元素的隐私保护程度和最终挖掘结果的准确性全都受控于

单一的随机化参数狆．这不仅忽视不同数据元素隐私保护需求的差异性，使隐私数据不能得到充分有效

的保护，而且挖掘结果的准确性也不理想．挖掘结果受狆的制约很大，狆一旦确定，挖掘结果就确定，挖

掘结果准确性上没有任何可调控的余地；而同时对隐私的保护也显得过于鲁棒、不够精准和粒度过粗．

３　分组多参随机化犘犖／犵模型

３．１　犘犖／犵基本思想

不同于单参数随机化，多参数随机化用多个概率参数对数据随机化．其思想是对数据中的不同元素

设置不同的隐私保护级别，不同的隐私保护级别对应不同的随机化参数，由参与调查的个体自行决定对

其不同数据元素的隐私保护级别和相应的随机化参数．参与调查的多个个体的隐私保护要求差不多，则

可按个体水平分组随机化，使同一组内共用一个随机化参数，而每个随机化参数控制组中的多行．假设

参与调查的个体总数为犖，若等分时，每组包含犵行，则组数和随机化参数个数为犖／犵，就形成分组多

参随机化模型．

３．２　犘犖／犵模型举例

为简单起见，假定属性取值均为布尔值“１”和“０”．由这犖 个个体的布尔属性组成需要保护的、二维

布尔矩阵表示的数据表犇．事实上，数值类型属性可以通过离散化转变为多元分类属性，即枚举属性，而

多元分类属性又可以转变为布尔属性，即一般的数据都可以转变为二维布尔矩阵形式．

个体分组随机化的例子，如表２所示．表２中：ＴＩＤ为事务标识号；左边为原始事务集犇，由１０个被

调查者的３个问题项（犐１／犐２／犐３）组成，１０个被调查者两两一组，同一组内共用同一个随机化参数．对这

五组数据分别随机化后，生成的随机化数据集如表２右边３列数据所示．在表２中，由个体１和２构成

的第１组数据选择的随机化概率参数狆１＝１，随机化过程对该组数据以１的概率保持为真，以０的概率

取反，得到的第１组随机化数据完全保持不变．表明该组中的个体完全不顾及隐私，愿意完全真实地贡

献其数据．相反的，由个体９和１０构成的第５组数据选择的随机化参数狆５＝０．６，随机化过程对该组数

据以０．６的概率保持为真，以０．４的概率取反，得到的第５组随机化数据中有３个值保持不变，３个值

被打乱取反．表明该组中的个体相对比较在乎隐私，只肯贡献非常有限的数据．

表２　数据集犇分组随机化犘犖／犵模型

Ｔａｂ．２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犘犖／犵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犇

ＴＩＤ 项目 犐１ 犐２ 犐３ 项目 犐１ 犐２ 犐３

１（狆１＝１） 犐１犐３ １ ０ １

２（狆１＝１） 犐１犐２ １ １ ０

３（狆２＝０．９） 犐３ ０ ０ １

４（狆２＝０．９） 犐２ ０ １ ０

５（狆３＝０．８） 犐１犐２犐３ １ １ １

６（狆３＝０．８） 犐４ ０ ０ ０

７（狆４＝０．７） 犐１犐２ １ １ ０

８（狆４＝０．７） 犐１犐２ １ １ ０

９（狆５＝０．６） 犐２ ０ １ ０

１０（狆５＝０．６） 犐２犐３ ０ １ １

分组
随机化

→

犐１犐３ １ ０ １

犐１犐２ １ １ ０

犐２犐３ ０ １ １

犐２ ０ １ ０

犐１犐２犐３ １ １ １

犐３ ０ ０ １

犐１犐２ １ １ ０

犐２ ０ １ ０

犐１ １ ０ ０

犐２ ０ １ ０

３．３　犘犖／犵模型支持度重构

分组多参随机化时，需要求得变换概率矩阵犘和进行支持度重构．文中计算犘中元素狆犻，犼的基本思

想是：犇分组随机化为犇′作为整体来看时，项集犳犻转变为犳犼的概率为各个分组将项集犳犻转变为犳犼的

概率之和．相应地，犽项集犃 对应的２犽×２犽 变换概率矩阵犘犽 中的元素值为

犘犻，犼 ＝∑
狀

犻＝１

狑犻狆
狉
犻（１－狆犻）

犽－狉，　　０≤狉≤犽． （５）

　　对应于矩阵，假设犘
犻
犽 表示犽项集犃 对应的第犻个分组的变换概率矩阵，则有犘犽＝狑１犘

１
犽＋狑２犘

２
犽＋

…＋狑狀犘
狀
犽．得到矩阵犘犽 后，就可根据犆^犃＝犘

－１^犆′犃，求得犽项集犃 的支持计数了，其支持计数恰等于向

３３２第２期　　　　　　　　　　　郭宇红，等：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中的分组随机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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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犆^犃 中的最后一个元素犆^犃．

例如表２中的分组多参随机化中，事务“０００”转变“０００”的概率为

∑
５

犻＝１

狑犻狆
３
犻 ＝０．２×（１

３
＋０．９

３
＋０．８

３
＋０．７

３
＋０．６

３）＝０．５６，

而“０００”转变为“１１１”（即空集转变为事务｛犐１犐２犐３｝）的概率为

∑
５

犻＝１

狑犻（１－狆犻）
３
＝０．２×（０

３
＋０．１

３
＋０．２

３
＋０．３

３
＋０．４

３）＝０．０２．

这样便可得到３项集｛犐１犐２犐３｝对应的８×８变换概率矩阵犘３ 中的所有元素．

分组随机化犘犖／犵模型变换概率矩阵犘３，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矩阵犘３ 中的某一元素表示某个项集

随机化后转变为另一个项集的概率．

表３　分组随机化犘Ｎ／ｇ模型变换概率矩阵犘３

Ｔａｂ．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犘３ｉ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犘犖／犵ｍｏｄｅｌ

０ １ … ７

０００ ００１ … １１１

Φ 犐３ … 犐１犐２犐３

０ ０００ Φ ∑
５

犻＝１

狑犻狆
３
犻 ∑

５

犻＝１

狑犻狆
２
犻（１－狆犻） … ∑

５

犻＝１

狑犻（１－狆犻）
３

１ ００１ 犐３ ∑
５

犻＝１

狑犻狆
２
犻（１－狆犻） ∑

５

犻＝１

狑犻狆
３
犻 … ∑

５

犻＝１

狑犻（１－狆犻）
２
狆犻

      

７ １１１ 犐１犐２犐３ ∑
５

犻＝１

狑犻（１－狆犻）
３

∑
５

犻＝１

狑犻（１－狆犻）
２
狆犻 … ∑

５

犻＝１

狑犻狆
３
犻

　　以表２数据和表３的矩阵为例，根据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犘－１３ 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可得

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
犆０００，

︵
犆００１，…，

︵
犆（ ）１１１

Ｔ
＝

︵
犆Φ，

︵
犆｛犐

３
｝，…，

︵
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 Ｔ
＝

０．５６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５６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５６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５６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５６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

烄

烆

烌

烎５６

－１

·

烄

烆

烌

烎

０

１

３

１

１

１

２

１

．
（６）

式（６）中：^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
犆０００，

︵
犆００１，

︵
犆０１０，

︵
犆１００，

︵
犆１０１，

︵
犆１１０，

︵
犆１１１）

Ｔ＝（－１．５７，１．２６，４．９０，０．４０，０．９６，１．０１，２．３７，

０．６６）Ｔ．其中，
︵
犆０００，

︵
犆００１，…，

︵
犆１１１分别表示支持计数重构后数据集中犐１犐２犐３ 三列恰好等于０００，００１，…，

１１１的记录数，即Φ，犐３，…，犐１犐２犐３ 在重构后数据集中出现的净次数
︵
犆Φ，

︵
犆｛犐

３
｝，…，

︵
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式（６）中矩阵

右侧列向量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犆′０００，犆′００１，犆′０１０，犆′０１１，犆′１００，犆′１０１，犆′１１０，犆′１１１）

Ｔ＝（０，１，３，１，１，１，２，１）Ｔ．其中，

犆′０００＝０指表２右侧随机化后的数据集中犐１犐２犐３ 三列恰等于０００的记录数，犆′００１＝１指表２右侧随机化

后的数据集中犐１犐２犐３ 三列恰等于００１的记录数，以此类推．式（６）中的矩阵就是将狑１＝狑２＝狑３＝狑４＝

狑５＝０．２，狆１＝１，狆２＝０．９，狆３＝０．８，狆４＝０．７，狆５＝０．６代入表３之后的结果．

３．４　犘犖／犵模型支持度重构示例分析

得到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后，可据表４中第３列“支持计数算式”求得所有项集的重构支持计数．即第１行算式

表示犐１ 的支持计数（数据集中包含犐１ 的事务总数）犛（犐１）＝犆｛犐１｝＋犆｛犐１犐３｝＋犆｛犐１犐２｝＋犆｛犐１犐２犐３｝＝

犆１００＋犆１０１＋犆１１０＋犆１１１．同样，犐１ 重构后的支持计数
︵
犛（犐１）＝

︵
犆｛犐１｝＋

︵
犆｛犐１犐３｝＋

︵
犆｛犐１犐２｝＋

︵
犆｛犐１犐２犐３｝＝

０．９６＋１．０１＋２．３７＋０．６６＝５．

表４给出了表２数据集犇 对应的项集空间中，所有项集的重构支持计数和重构误差．从表４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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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７个项集支持计数重构总误差为－１．９２，平均每个项集的支持计数重构误差为－０．２７．即相对原数

据，每个项集支持计数估计值比真实值少了０．２７．该误差较小，验证了文中所提犘犖／犵模型支持度重构方

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表４　犘犖／犵和 ＭＡＳＫ支持计数重构对比

Ｔａｂ．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ｎ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犘犖／犵ａｎｄＭＡＳＫ

项集
原始支
持计数

支持计
数算式

犘犖／犵模型
重构支持计数

犘犖／犵模型
重构误差

ＭＡＳＫ重构
支持计数

ＭＡＳＫ
重构误差

犐１ ５ 犆１００＋犆１０１＋犆１１０＋犆１１１ ０．９６＋１．０１＋２．３７＋０．６６＝５．０ ０ ５．０１ ＋０．０１

犐２ ７ 犆０１０＋犆０１１＋犆１１０＋犆１１１ ４．９０＋０．４０＋２．３７＋０．６６＝８．３３ ＋１．３３ ８．３３ ＋１．３３

犐３ ４ 犆００１＋犆０１１＋犆１０１＋犆１１１ １．２６＋０．４０＋１．０１＋０．６６＝３．３３ －０．６７ ３．３３ －０．６７

犐１犐２ ４ 犆１１０＋犆１１１ ２．３７＋０．６６＝３．０３ －０．９７ ２．７８ －１．２２

犐１犐３ ２ 犆１０１＋犆１１１ １．０１＋０．６６＝１．６７ －０．３３ １．６７ －０．３３

犐２犐３ ２ 犆０１１＋犆１１１ ０．４０＋０．６６＝１．０６ －０．９４ ０．５６ －１．４４

犐１犐２犐３ １ 犆１１１ ０．６６ －０．３４ ０．７４ －０．２６

总误差 －１．９２ －２．５８

平均误差 －０．２７ －０．３７

３．５　与 犕犃犛犓方法对比

为进一步验证犘犖／犵模型的有效性，将表２数据按照 ＭＡＳＫ单参数随机化方法进行支持度重构．此

时，ＭＡＳＫ随机化概率参数等同于平均概率０．２×（１＋０．９＋０．８＋０．７＋０．６）＝０．８．根据表１变换概率

矩阵和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犘－１３ 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可得 ＭＡＳＫ方法对表２数据重构后各项集的净计数计算公式，即

︵
犆０００，

︵
犆００１，…，

︵
犆（ ）１１１

Ｔ
＝

︵
犆Φ，

︵
犆｛犐

３
｝，…，

︵
犆｛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 Ｔ
＝

０．５１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８ ０．５１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５１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５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５１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５１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５１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

烄

烆

烌

烎５１２

－１

·

烄

烆

烌

烎

０

１

３

１

１

１

２

１

． （７）

式（７）中：（
︵
犆０００，

︵
犆００１，

︵
犆０１０，

︵
犆０１１，

︵
犆１００，

︵
犆１０１，

︵
犆１１０，

︵
犆１１１）

Ｔ＝（－２．４１，１．８５，５．７４，－０．１９，１．３０，０．９３，２．０４，

０．７４）Ｔ．跟犘犖／犵模型类似，由表４中的“支持计数算式”，可求得 ＭＡＳＫ方法对表２数据集犇 所有项集

的重构支持计数和重构误差，见表４最右侧两列．

对比原始支持计数发现，相对于文中所提犘犖／犵模型，ＭＡＳＫ方法仅在支持计数低的项集犐１犐２犐３ 上，

重构支持计数误差绝对值（０．２６）更小，而在支持计数相对高的其他项集上，犘犖／犵模型的重构误差绝对值

小于或等于 ＭＡＳＫ，这意味着对频繁项集挖掘，犘犖／犵模型在频繁项集的支持度重构上将更为准确．由表

４可知：整个项集空间支持计数重构的总误差和平均误差绝对值也小于 ＭＡＳＫ．这进一步验证了文中所

提犘犖／犵模型用于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的有效性，即犘犖／犵模型不仅能实现差异化的隐私保护，且能以

小的误差重构频繁项集的支持度．同时，相对单参数随机化 ＭＡＳＫ，多参数随机化犘犖／犵模型能在平均隐

私保护度相同情况下，以更小的误差重构频繁项集的支持度，从而提高频繁项集挖掘的准确性．

４　结论

针对频繁项集挖掘中的隐私保护问题，提出个体分组多参随机化犘犖／犵模型，给出其在隐私保护频

繁项集挖掘中的支持度重构方法．最后，通过示例验证了支持度重构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作为个性化隐私保护挖掘的初步尝试，还有如下一些工作需要进一步探究．１）针对犘犖／犵模型的支

持度重构方法，理论推导出该方法所对应的支持计数重构公式和支持度重构偏差公式．２）设计相应算

５３２第２期　　　　　　　　　　　郭宇红，等：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中的分组随机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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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基于大数据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有效性，特别是挖掘结果的准确性．３）基于新的频繁项集挖掘算

法［１８］，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更高效的隐私保护频繁项集挖掘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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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改进的超像素分割和噪声估计的

图像拼接篡改定位方法

李思纤，魏为民，楚雪玲，华秀茹，栗风永

（上海电力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０）

摘要：　通过检测图像局部噪声水平的不一致性，提出一种图像拼接篡改区域的定位方法．首先，用改进的简

单线性迭代聚类（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将待检测图像分割成具有相似特征的像素块；然后，采用基于主成分

分析的噪声水平估计方法计算每个图像块的局部噪声水平；最后，利用３种聚类算法对估算的噪声水平进行

聚类，根据聚类结果定位出被篡改的区域．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不仅能有效定位被篡改的区域，而且能保

留检测区域更多的边缘信息．

关键词：　数字图像；拼接篡改定位；噪声估计；超像素分割算法；聚类；图像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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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数字图像已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报纸新闻中的图片、法庭上的监控记录、医院里的核

磁共振图像等是数字图像在各领域的应用．然而，数字图像操作的简易性使图像的真实性存疑，逼真的

技术使图片难辨真假．因此，数字图像取证技术应运而生．数字图像取证技术分为主动取证技术和被动

取证技术［１４］．相较于被动取证技术，主动取证技术必须事先进行信息的嵌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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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篡改是当前主流的图像篡改手段之一［１０］，在对拼接篡改图像进行篡改区域定位时，往往需要根据

图像原有的许多特征来暴露拼接图像的局部不一致性．图像噪声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由于不

同的图像具有不同的噪声水平，局部噪声的不一致性成为检测图像拼接篡改的有力证据［１０］．

目前，图像噪声已经广泛应用于数字图像取证，国内外的学者在利用噪声进行图像拼接篡改的检测

和定位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１１?１９］．然而，这些研究在噪声差异较小时都存在定位不精确和图像边缘信息

保留较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利用改进的超像素分割和噪声估计的图像拼接篡改定位方法．

１　图像拼接篡改定位方法

１．１　算法框架

对于待检测图像，首先，使用改进的简单线性迭代聚类（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进行图像分割；然

后，使用基于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方法计算局部图像块的噪声水平；最后，通过聚类算法将噪声水平相似

的图像块进行聚类，并确定篡改区域．算法框架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算法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１．２　基于犇犅犛犆犃犖的犛犔犐犆超像素分割算法

为了定位篡改区域，将测试图像分割成犐个图像块，用于局部的噪声水平估计．传统的图像篡改区

域定位方案是将图像分为一个个重叠块或非重叠块，对每一小块进行特征统计，然后，根据特征的差异

对篡改区域进行定位．然而，这种方法即使采用较好的噪声估计算法，也难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边缘信息．

文献［１４，１７］提出一种两阶段由粗到细的分块策略，先将图像分为６４ｐｘ×６４ｐｘ的图像块，进行第

一次噪声估计结果分类；根据分类结果，再将图像分为３２ｐｘ×３２ｐｘ的图像块；最后，根据噪声估计结

果进行最终的定位．这个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定位区域不精确的情况，但仍然无法绘制出篡改区域

的边缘．因此，使用基于密度聚类（ＤＢＳＣＡＮ）的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对图像进行分块，相较于ＳＬＩＣ算

法，可较好地保留图像的边缘信息．

基于ＤＢＳＣＡＮ的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有以下７个步骤．

步骤１　设定初始种子点．设定犑个种子点，这些种子点在图像内均匀地分布．

步骤２　调整种子的位置．在种子的狕×狕邻域内，将超像素中心移动到梯度最小点．

步骤３　分配标签．如果每个超像素中心２狕×２狕邻域内的点到超像素中心的距离小于它原来属于

的超像素中心的距离，则它属于这个超像素中心．

步骤４　度量距离．对搜索到的每个像素点，计算其与该种子点的颜色距离及空间距离．由于每个

像素点可能会被多个种子点搜索到，因此，取颜色距离和空间距离最小值对应的种子点为该像素点的聚

类中心．

步骤５　迭代优化．

步骤６　计算各超像素颜色中心与其邻域像素中心的距离．

步骤７　使用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将超像素块进行聚类，完成最终分割．

基于ＤＢＳＣＡＮ的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具有以下２个优点．

１）通过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将图中关联性较大的块进行合并，使原本较小且被割裂的块合并在一起，加

８３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强图像块之间的联系，可以更精确地定位篡改区域．

２）一般情况下，为得到详细的贴合边缘的图像块，分割的块数越多越好，从而导致分割出来的图像

块较小．在噪声估算时，较小的图像块无法提供准确的噪声估计结果．该算法可以弥补以上缺点，既可分

割足够多的图像块，也不用担心得到的图像块较小．

１．３　基于犘犆犃的噪声估计算法

数字图像会引入噪声，通常噪声在整个图像上是均匀分布的．然而，图像拼接篡改往往会引入不同

噪声水平的图像，根据噪声水平的不一致性即可检测出图像是否被篡改．

通过基于ＰＣＡ的噪声估计算法
［２０］对分割后的图像块进行局部噪声水平估计，该算法是目前比较

出色的噪声估计算法之一，它几乎不受图像纹理的影响，且估算准确性较高．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噪声模型是加性高斯白噪声模型，即

狔＝狓＋狀． （１）

式（１）中：狔为噪声图像；狓为原始图像；狀是具有方差为σ
２ 的零均值高斯白噪声．

首先，假设狓是尺寸为犛１×犛２ 的原始无噪声图像，其中，犛１ 为列数，犛２ 为行数．狔＝狓＋狀是由与信

号无关的加性高斯白噪声生成的图像，每个狓，狀，狔中都包含犖＝（犛１－犕１＋１）×（犛２－犕２＋１）个大小

为犕１×犕２ 的块，犕１，犕２ 皆为像素长度，图像块左上角位置取自集合｛１，…，犛１－犕１＋１｝×｛１，…，犛２－

犕２＋１｝，这些块可以被重新排列成具有犕＝犕１×犕２ 个元素的向量，子图像块狓犻，狀犻，狔犻（犻＝１，…，犖）被

分别视为随机向量犡，犖和犢的实现
［２０］．由于狀是与信号无关的零均值高斯白噪声，故犖～犖犕（０，σ

２犐）

且ｃｏｖ（犡，犖）＝０，犐为单位矩阵．

假设犛犡，犛犢 是犡，犢的协方差矩阵，λ
～

犡，１≥λ
～

犡，２≥…≥λ
～

犡，犕是犛犡 的特征值，其对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

为犞
～

犡，１，…，犞
～

犡，犕；λ
～

犢，１≥λ
～

犢，２≥…≥λ
～

犢，犕是犛犢 的特征值，其对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为犞
～

犢，１，…，犞
～

犢，犕．犞
～
Ｔ
犢，１

犢，…，犞
～
Ｔ
犢，犕犢为犢的样本主成本，它满足狊

２（犞
～
Ｔ
犢，犽犢）＝λ

～

犢，犽，犽＝１，２，…，犕，狊
２ 为样本方差．

定义一类无噪声的图像，并满足以下假设：犿 是预定义的正整数，无噪声图像狓中的信息是冗余

的，因为所有的狓犻都位于子空间犞犕－犿犚
犕 中，其维数犕－犿小于犕．

如果满足假设，则期望犈（λ
～

犢，犻－σ
２ ）的上限渐进为σ

２／槡犖，即

犈（λ
～

犢，犻－σ
２ ）＝犗（σ

２／槡犖），　　犖→∞． （２）

式（２）中：犻＝犕－犿＋１，…，犕；犗表示存在一个数，可使该式成立．

当作出的假设满足ｌｉｍ
犖→∞
犈（λ

～

犢，犕－σ
２ ）＝０，λ

～

犢，犕收敛于σ
２，噪声方差可以估计为λ

～

犢，犕．由于均值收

敛意味着概率收敛，因此，λ
～

犢，犕是噪声方差的一致估计．噪声水平估计算法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将狔分解为重叠的小块，其大小为４ｐｘ×４ｐｘ，５ｐｘ×５ｐｘ或６ｐｘ×６ｐｘ．

步骤２　计算σ
２
ｕｂ＝犆０犙（狆０）．σ

２
ｕｂ为真实噪声方差的上限，真实的噪声方差不会更高，设犆０ 为３．１，

狆０ 为０．０００５，犙为求分位数的函数
［２０］．

步骤３　通过递归丢弃方差最大的块直到满足先前的假设，根据犢犘＝｛狔犻｜狊
２（狔犻）≤犙（狆），犻＝１，…，

犖｝选择图像块的子集，犢犘 为图像补丁的子集，犙（狆）为狆分位数．

步骤４　估计当前的噪声水平．迭代步骤３和步骤４，直到收敛．

与现有的噪声水平估计方法相比，基于ＰＣＡ的噪声水平估计方法在精度和速度方面都具有良好的

表现，故以此为图像特征．

１．４　聚类

１．４．１　数据预处理　估算每个图像块的噪声水平后，通过对噪声数据的聚类可以得到篡改区域．然而，

在实验过程中，常常有一些异常的数值干扰聚类结果．因此，需对估计得到的噪声数据进行一定的预处

理操作．处理后的数据更平滑，后续聚类操作的结果更准确．文中采用对数函数转换的方式，对数据进行

非线性归一化处理，即狑＝ｌｏｇ（狌，２）．其中，狑为处理后的噪声数据；狌为处理前的噪声数据．

１．４．２　聚类算法　聚类的目的是将具有相似噪声水平的图像块聚集在一起．在拼接图像中，被篡改的

区域往往较小，因此，认为聚类结果中数目较小的类所构成的区域是篡改区域．运用３种聚类算法对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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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估计结果进行聚类，以评估出效果最好的算法．

１）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将犪个点划分到犫个聚类中，其中，每个点都属于离它最近的均值

（即聚类中心）对应的聚类，这些点可以是样本的一次观察或一个实例．该算法的缺点在于其最开始是通

过随机的方法选取数据集中的犮个点作为聚类中心．

２）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犓ｍｅａｎｓ＋＋算法对犓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改进，其假设已经选取犱个初始聚

类中心（０＜犱＜犓），在选取第犱＋１个聚类中心时，距离当前犱个聚类中心越远的点会有更高的概率被

选为第犱＋１个聚类中心．在选取第一个聚类中心（犱＝１）时，同样采用随机的方法．

３）ＤＢＳＣＡＮ算法．ＤＢＳＣＡＮ给定空间里的一个点的集合，把附近的点分成一组，并标记出处于低

密度区域的局外点．ＤＢＳＣＡＮ能在具有噪声的空间数据库中发现任意形状的簇，将密度大的相邻区域

连接，有效地处理异常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使用哥伦比亚大学彩色拼接图像库ＤＶＭＭ
［２１］进行测试实验．数据集共有３６３幅图像，其中，１８３幅

图像是真实图像，１８０幅是拼接图像．图像来自不同数码相机拍摄的真实图像，图像为ＴＩＦＦ格式，尺寸

范围为７５７ｐｘ×５６８ｐｘ至１１５２ｐｘ×７６８ｐｘ．这些图像主要为室内场景，如办公桌、计算机、走廊等．

２．２　３种聚类算法定位效果的比较

以图像１～４为例，对３种聚类算法进行测试．３种聚类算法定位效果的比较，如图２所示．由图２

可知：犓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定位效果最好，犓ｍｅａｎｓ算法次之，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定位效果较差．

（ａ）拼接篡改图（图像１）　　（ｂ）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１）　　（ｃ）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１）　　（ｄ）ＤＢＳＣＡＮ（图像１）

（ｅ）拼接篡改图（图像２）　　（ｆ）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２）　　（ｇ）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２）　　（ｈ）ＤＢＳＣＡＮ（图像２）

（ｉ）拼接篡改图（图像３）　　（ｊ）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３）　　（ｋ）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３）　　（ｌ）ＤＢＳＣＡＮ（图像３）

（ｍ）拼接篡改图（图像４）　　（ｎ）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４）　　（ｏ）犓ｍｅａｎｓ＋＋（图像４）　　（ｐ）ＤＢＳＣＡＮ（图像４）

图２　３种聚类算法定位效果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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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种聚类算法的性能指标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　

图像 指标 犓ｍｅａｎｓ 犓ｍｅａｎｓ＋＋ ＤＢＳＣＡＮ

图像１
犚ＴＰ ４４．４４ ８８．８９ ８８．８９

犚ＦＰ 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图像２
犚Ｔ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３３

犚ＦＰ ０ ０ ６．９８

图像３
犚ＴＰ ９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犚ＦＰ ０ ０ ０

图像４
犚Ｔ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４８

犚ＦＰ ０ ０ ０

　　采用２个性能指标（真阳性率犚ＴＰ和假阳性率

犚ＦＰ）评估这３种聚类算法，犚ＴＰ＝ＴＰ／（ＴＰ＋ＦＮ）×

１００％，犚ＦＰ＝ＦＰ／（ＦＰ＋ＴＮ）×１００％．上式中：ＦＮ

为假反例，被判定为负样本，但事实上是正样本；

ＦＰ为假正例，被判定为正样本，但事实上是负样

本；ＴＮ为真反例，被判定为负样本，事实上也是负

样本；ＴＰ为真正例，被判定为正样本，事实上也是

正样本．

３种聚类算法的性能指标对比，如表１所示．

２．３　文中方法与现有方法定位效果的比较

以图像５～９为例，对于采用文中方法（犓

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与现有方法（文献［１６］方法、文献［１７］方法）的定位效果进行比较，如图３所示．实

验所用图像均来自图像库ＤＶＭＭ，或使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在Ｆｌｉｃｋｒ．ｃｏｍ网站上拼接得到．

（ａ）拼接篡改图（图像５）　　（ｂ）文献［１６］方法（图像５）　　（ｃ）文献［１７］方法（图像５）　　（ｄ）文中方法（图像５）

（ｅ）拼接篡改图（图像６）　　（ｆ）文献［１６］方法（图像６）　　（ｇ）文献［１７］方法（图像６）　　（ｈ）文中方法（图像６）

（ｉ）拼接篡改图（图像７）　　（ｊ）文献［１６］方法（图像７）　　（ｋ）文献［１７］方法（图像７）　　（ｌ）文中方法（图像７）

（ｍ）拼接篡改图（图像８）　（ｎ）文献［１６］方法（图像８）　（ｏ）文献［１７］方法（图像８）　（ｐ）文中方法（图像８）

（ｑ）拼接篡改图（图像９）　（ｒ）文献［１６］方法（图像９）　（ｓ）文献［１７］方法（图像９）　（ｔ）文中方法（图像９）

图３　文中方法与现有方法定位效果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由图３可知：文献［１６］方法的定位效果较差，由于图片的噪声差异较小，只能定位出很小的区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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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１７］方法的定位效果较好，但其无法给出较为准确的边缘信息，且存在一些误定位的情况．

表２　不同方法的的性能指标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　

图像 指标 文献［１６］方法 文献［１７］方法 文中方法

图像５
犚ＴＰ ９．５９ ７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犚ＦＰ １１．７２ ９．１０ ５．４０

图像６
犚ＴＰ ９．９５ ９２．０８ ９８．７８

犚ＦＰ １２．３８ ２．７９ ０

图像７
犚ＴＰ ３．５４ ９７．００ ９４．７４

犚ＦＰ １６．８５ ４．１０ ０

图像８
犚ＴＰ ６２．２５ ９６．１２ ９７．２４

犚ＦＰ ２．４４ ０ ２．２７

图像９
犚ＴＰ ５．００ ０ ６６．６７

犚ＦＰ １６．６３ １３．３６ ０

不同方法的的性能指标对比，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文中方法的定位效果表现较好．

为了 进 一 步 研 究 文 中 方 法 的 性 能，对

ＤＶＭＭ图像库中的所有图像进行定位实验．实

验得到文献［１６］方法、文献［１７］方法和文中方法

的犚ＴＰ分别为３０．８％，８８．６％，９０．７％；文献［１６］

方法、文献［１７］方法和文中方法的犚ＦＰ分别为

２１．３％，１５．７％，１３．２％．由此可知，文中方法的

检测精度高于文献［１６］方法和文献［１７］方法．

３种方法的接收者操作特征（ＲＯＣ）曲线，如

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文中方法的表现较好．

综上所述，文中方法的定位更加准确，可以

减少误定位．对于一些噪声差异较小的图像，由

图４　３种方法的ＲＯＣ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于文中方法使用了较先进的噪声估计算法，其表现更为

出色．同时，文中方法定位出的篡改区域的边缘更加平

滑，可得到更为精确的拼接篡改区域．

３　时间复杂度分析

　　使用３．６ＧＨｚ的ＣＰＵ和８ＧＢＲＡＭ的计算机，通

过运行时间评估文中方法的时间复杂度．文中方法、文

献［１６］方法、文献［１７］方法每幅图像的平均运行时间分

别为８．２，８５．２，４．５ｓ．

由于文献［１７］使用较为简易的图像分块算法，故其

速度更快．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定

位效果，几秒的延迟完全可以接受．因此，文中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性能较优．

４　结论

提出一种图像拼接篡改区域的定位方法．利用拼接篡改区域与原始图像具有不同噪声水平的特点，

对使用改进的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后的图像块进行局部噪声水平估计，根据噪声水平的不同，定位出

拼接篡改区域．对于局部噪声水平估计中可能出现异常数据的情况，采用非线性归一化的方法对数据进

行预处理，使后面的区域定位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在拼接篡改区域定位时，评估了较为常见的３种聚

类算法（犓ｍｅａｎｓ，犓ｍｅａｎ＋＋，ＤＢＳＣＡＮ），其中，犓ｍｅａｎｓ＋＋算法表现较好．在对比实验中，文中方

法的性能明显优于其他方法，且定位精度更高．

综上所述，文中方法能够较好地定位拼接篡改区域，更为精确地保留拼接区域的边缘信息．今后的

研究将加强算法的鲁棒性，以应对更复杂的图像篡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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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第２期　　　　　　　 李思纤，等：利用改进的超像素分割和噪声估计的图像拼接篡改定位方法



　第４１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２９　

　　高压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与分析

彭长青１，许超２，尚荣艳１，方瑞明１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摘要：　针对高压开关柜的尖端放电，首先，提出仿真分析局部放电问题时阈值判据的计算方法，并推导出电

晕层厚度的计算公式；然后，考虑到湿度是影响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的重要因素，通过实验数据拟合，得到电

晕起始电压随相对湿度的变化公式；最后，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与分析，并通过尖端

放电实验测试电晕起始电压．仿真实验结果表明：高压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且简便实

用，有助于高压开关柜进行结构优化设计．

关键词：　尖端放电；高压开关柜；湿度；电晕起始电压；电晕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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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ｔｈ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ｃｏ

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ｉ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ｗｉｃｈｇｅ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ｉ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ａｔｔｈｅｔｉ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ｉ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ｔ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ｉ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ｃｏ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ｏｒ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高压开关柜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其运行安全直接影响到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１?２］．开关柜内部

空间紧凑，结构较为复杂，绝缘距离小，容易产生局部放电．据统计，２０１４年北京市配电网开关柜发生局

部放电８次，占开关柜缺陷总数的１５％
［３］．局部放电是影响高压开关柜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将局部放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２４

　通信作者：　彭长青（１９７６?），男，实验师，主要从事电气装置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ｙｍａｉｌ＠ｈｑｕ．ｅｄｕ．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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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是高压开关柜设计的关键问题．开关柜局部放电的产生与其电场的分布密切相关．

近年来，随着电磁场分析软件的发展［４?１０］，二维乃至三维空间的电场分析的困难大大降低．周雪会等
［１１］

研究金属尖端电晕放电时，根据试验数据施加仿真模型的激励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Ｐｅｅｋ
［１２］在大量电晕

实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计算起晕场强的经验公式，即Ｐｅｅｋ公式．此后几十年，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电

晕起始判据，如Ｏｒｔéｇａ公式、Ｌｏｗｋｅ公式、流注起始场强公式、流注起始临界电荷判据，以及气体自持放

电的光电离模型等［１３］．若将这些经验公式与仿真分析结合，研究结果必然更加准确．

湿度也是影响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程度的重要因素［１４］．中国南方空气湿度高，以福建省厦门市为

例，晴天的空气湿度一般都会超过５０％，雨天更是达到９９％．除此之外，电缆沟道内聚集的污水、高压室

的渗水和漏雨等，都可以产生水气进入开关柜内，增加开关柜的空气湿度，甚至在开关柜内部形成凝露．

国内外已经展开了湿度对电晕的影响规律研究［１５?１８］，只是机理比较复杂．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研究局

部放电的实验条件，因而有必要建立简便实用的湿度影响放电的经验公式．

为此，本文以高压开关柜的尖端放电为研究对象，提出仿真分析局部放电问题时阈值判据的计算方

法，推导出电晕层厚度的计算公式．

１　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

１．１　高压开关柜的尖端放电

高压开关柜容易发生尖端放电有如下６个主要部位
［１９?２４］．１）裸露在空气中的电缆分接头的铜排．

因为空气潮湿而产生铜锈，导致铜排表面粗糙不平，形成很多凸起部位．２）由于制造工艺、生产水平及

其他原因，开柜内母线和元器件不能避免地存在棱角、毛刺．３）某些连接件处的螺丝出牙长度过长．４）

开关柜内掉落的金属异物．５）因碰撞造成的金属凸起．６）镀银层剥落的金属尖端．

开关柜内尖端处的电荷聚集，导致电场畸变．相对于其他部位，电场强度更大．当尖端部位的电场强

度达到临界场强时，空气将发生局部电离，进而发生尖端放电．

１．２　尖端放电的阈值判据

尖端放电具有极不均匀电场特征，属于“针?板”电晕电场．当“针?板”两电极间的电位差（犞）逐渐增

大时，最初发生非自持放电；而当犞 增大到一定数值后，电晕就发生了．该电压就是电晕放电的阈值，称

为起晕电压或电晕起始电压或电晕放电阈值电压［２５］．设针顶端的曲率半径为狉，间隙距离为犱，电晕层

图１　尖端部位电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ｎｅａｒｔｉｐ

厚度为狔，尖端部位电场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针电极附近外电场值最大，远离针电极区域空间电场逐渐减小［２６］．沿

着间隙轴心离针顶端狓距离处的电场强度
［２５］为

犈狓 ＝２犞／（狉＋２狓）ｌｎ［（狉＋２犱）／狉｛ ｝］． （１）

　　根据Ｐｅｅｋ公式，“针?板”正极性电晕起始场强
［２７?２８］为

犈Ｃ ＝犈０ １＋０．０４３６／ 狉槡（ ）δ ． （２）

式（２）中：犈０ 为理想空气的击穿强度，犈０＝３．０×１０
６Ｖ·ｍ－１；δ为相对空气

密度，δ＝２．９２犮／α，其中，犮为气压（Ｐａ），α为绝对温度（Ｋ），文中δ值取１．若

在狓＝０处的场强犈狓＝犈Ｃ，则此时两电极间的电位差即为电晕起始电压

犞Ｃ．联立式（１）与式（２），可得

犞Ｃ ＝犈Ｃ·
狉
２
·ｌｎ［（狉＋２犱）／狉］． （３）

１．３　电晕层厚度计算

针顶端区域局部电场很高，发生电离，这个区域称为电晕层，电晕层的边界就是临界电场犈狔（理想

空气为犈０）．在这个区域以外，电场弱，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电离
［２５］．根据式（１），可以确定电晕层厚度狔

计算式为

狔＝
１

２

２犞
犈狔ｌｎ［（狉＋２犱）／狉］

－（ ）狉 ． （４）

５４２第２期　　　　　　　　　　　彭长青，等：高压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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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柜的内部结构复杂，在设计开关柜时，计算某些尖端部位的电晕起始电压和电晕层厚度，有助

于定性分析发生放电的可能性和放电强度，进而改进开关柜的结构．

１．４　湿度对尖端放电的影响

随着相对湿度犎 的增加，附着系数η的增加率高于电离系数α，空气间隙中电离减少，电晕起始电

压增加．然而，当犎 超过一定值以后，空气间隙中电离增多，电晕起始电压下降
［２９］．简而言之，电晕起始

电压随着湿度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规则比较复杂．就高压开关柜而言，研究湿度高的影响即可．研

究表明，湿度小时，电晕起始电压变化量很小，可忽略不计；当湿度足够大（犎≥５０％）时，电晕起始电压

线性下降［３０］．根据文献［３０］的实验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电晕起始电压随着湿度的变化关系为

图２　尖端放电有限元分析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ｉ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犞′Ｃ＝犞５０％［１－０．９７６（犎－５０％）］． （５）

式（５）中：犞′Ｃ，犞５０％分别为考虑湿度和相对湿度为５０％时电晕起始电压．

２　尖端放电的电场有限元分析

２．１　有限元分析模型

借鉴《国家电网公司电力设备带电检测仪器年度定期性能检测方案》

规定的电晕典型缺陷放电模型，采用ＡｎｓｏｆｔＭａｘｗｅｌｌ三维电磁场有限元

分析软件，搭建尖端放电３Ｄ模型，如图２所示．激励源和边界条件：１）求

解域设置为空气；２）接地电极电位值设置为０Ｖ；３）尖端为高压电极，设

置高电位；４）尖端曲率半径狉＝１ｍｍ，针板间隙距离犱＝４ｍｍ．

２．２　不同湿度下的电晕起始电压

Ａｌｌｅｎ等
［３１］的研究表明，湿度的增加会使得流注的起始场强犈增大，其影响程度ε为

ε＝
犈－犈０
犈０

１

ρ－ρ０
． （６）

式（６）中：每当环境绝对湿度ρ改变１ｇ·ｍ
－３，犈 相应变化ε，ρ０＝１１ｇ·ｍ

－３．

不同的放电类型，ε的取值也不同，通常不高于５％．取ε＝４％进行仿真，得到不同湿度下的电晕起

始电压，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犞ｓｉ，犞ｔｈ分别为电晕起始电压的仿真值和理论值．表１中的理论值是根据式

（５）计算所得；绝对湿度ρ换算为相对湿度犎，取值与实验时相同，以方便后文分析比较．

表１　不同湿度下的电晕起始电压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犎／％ ５４．４ ７６．３ ７９．８ ８３．３ ８５．３ ８８．０ ９０．６

犞ｓｉ／ｋＶ ３．５５ ２．８１ ２．６９ ２．５７ ２．５０ ２．４１ ２．３１

犞ｔｈ／ｋＶ ３．５９ ２．７８ ２．６６ ２．５３ ２．４６ ２．３６ ２．２６

２．３　电晕层厚度仿真计算

改变高压电极施加电压，可以得到不同电压（犞）时尖端的场强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不同电压下

（ａ）犞＝５ｋＶ　　　　　　　　　　　　　　　（ｂ）犞＝１０ｋＶ　

图３　尖端部位的场强分布

Ｆｉｇ．３　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ｔ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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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电压下的电晕层厚度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ｓ

犞／ｋＶ 狔ｓｉ／ｍｍ 狔ｔｈ／ｍｍ 犲／％

５ ０．２６ ０．２８ ７．７

６ ０．４１ ０．５１ ２４．４

７ ０．５６ ０．７２ ２８．６

８ ０．７１ ０．８８ ２３．９

９ ０．８７ １．０４ １９．５

１０ １．０２ １．１１ ８．８

的电晕层厚度（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狔ｓｉ，狔ｔｈ分别为电晕层厚度

的仿真值和理论值；犲为误差．

从图３和表２可知：电晕层边界的临界电场为理想空气的击穿

强度犈０．因此，彩虹条下限为３．０×１０
６Ｖ·ｍ－１，最外的线条就是

电晕层的边界；随着电压的增加，电晕层越厚．

以１０ｋＶ为例，不同湿度下的电晕层厚度，如表３所示．表３

中：狔ｓｉ，狔ｔｈ分别为电晕层厚度的仿真值和理论值；犲ｒ为相对误差．

从表３可知，不改变高电位电压，电晕层厚度随着湿度的增加

而增加．另外，表２，３中的相对误差部分偏大，这主要是因为理论计

算公式（５）本是经验公式．理论与仿真计算电晕层厚度，尽管相对误差部分偏大，但是绝对误差小，最大

不到０．２５ｍｍ，足以用来作为确定绝缘距离的参考．

表３　不同湿度下的电晕层厚度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犎／％ ５４．４ ７６．３ ７９．８ ８３．３ ８５．３ ８８．０ ９０．６

狔ｓｉ／ｍｍ １．１６７ １．４４２ １．５３５ １．５８５ １．６１０ １．６８３ １．７７３

狔ｔｈ／ｍｍ １．１１５ １．５５６ １．６５０ １．７５２ １．８１５ １．９０８ ２．００２

犲ｒ／％ ４．７ －７．３ －７．０ －９．５ －１１．３ －１１．８ －１１．４

图４　１０ｋＶ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试验平台接线图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ｔｅｓ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１０ｋＶ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

　　

３　实验验证

３．１　实验平台

依据国家行业标准 ＤＬ／Ｔ４１７－

２００６《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测量导

则》提供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设备

测量指导，搭建１０ｋＶ高压开关柜局部

放电试验平台［３２］，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交流电源为３８０Ｖ，三相，５０Ｈｚ；调压器

的调压范围为０～４３０Ｖ；试验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１５ｋＶ·Ａ，额定电压为１５０ｋＶ／０．３８ｋＶ；４）保护电

图５　尖端放电模型实物

Ｆｉｇ．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ｉｐ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ｍｏｄｅｌ

阻的额定电压为１５０ｋＶ，额定电流为０．１Ａ，标称阻值为５ｋΩ；电容分压器

的额定电压为１５０ｋＶ，额定电容为３００ｐＦ；试验高压开关柜的电压等级为

１０ｋＶ．

与仿真实验一样，试验开关柜中的尖端放电模型借鉴《国家电网公司电

力设备带电检测仪器年度定期性能检测方案》的电晕典型缺陷放电模型，其

实物如图５所示．尖端放电区域用有机玻璃密封，针电极采用铜丝进行代

替，针尖到板电极之间的距离可调．设置尖端放电模型的间隙为４ｍｍ，针端

曲率半径为１ｍｍ；用喷雾器朝模型所在开关柜室喷雾，采用精创ＧＳＰ温湿

度记录仪记录湿度值；采用暂态地电压检测法（ＴＥＶ）进行局部放电检测．

３．２　湿度对电晕起始电压的影响

改变开关柜室内的湿度，进行局部放电实验，测得不同湿度下的电晕起

始电压，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同湿度下的电晕起始电压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犎／％ ５４．４ ７６．３ ７９．８ ８３．３ ８５．３ ８８．０ ９０．６

犞Ｃ／ｋＶ ３．４ ３．０ ２．９ ２．７ ２．７ ２．５ ２．３

　　发生尖端放电时，局部放电检测仪采集的放电点分布，如图６所示（取相对湿度７９．８％所得的放电

点分布）．根据表１的理论值、仿真值和表４的实验值，电晕起始电压随相对湿度的变化，如图７所示．

７４２第２期　　　　　　　　　　　彭长青，等：高压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场计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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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电晕起始电压仿真值、实验值和理论值的相对误差，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犲ｓｉ，犲ｅｘｐ分别为相

对误差的仿真值和实验值．

　　　　　 图６　尖端放电点分布　　　　　　　　　　　　图７　电晕起始电压随相对湿度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ｉｐ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表５　电晕起始电压的相对误差

Ｔａｂ．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ｏｎ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

犎／％ ５４．４ ７６．３ ７９．８ ８３．３ ８５．３ ８８．０ ９０．６

犲ｅｘｐ／％ －５．３ ７．６ ９．１ ６．７ ９．８ ６．０ １．６

犲ｓｉ／％ －１．１ ０．８ １．２ １．５ １．７ ２．２ ２．０

　　从图７与表５可知：不同的相对湿度下，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验，电晕起始电压与理论值相近，式（６）

可以反映湿度对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晕起始电压的影响；湿度对高压开关柜尖端放电的电晕起始电压

影响很大，相对湿度越大，电晕起始电压越小．

４　结论

１）以高压开关柜的尖端放电为研究对象，提出仿真分析局部放电问题时阈值判据的计算方法，并

推导出电晕层厚度的计算公式．理论计算与仿真分析结合，研究局部放电必然更加准确．

２）湿度是影响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的重要因素，然而，湿度对电晕特性的影响规律复杂．通过分析

实验数据，可以得到电晕起始电压随着相对湿度的变化公式．这个公式化繁为简，非常实用．

３）计算电晕层厚度、电晕起始电压，并分析湿度对它们的影响，有助于判断是否有可能发生放电；

同时，定性分析放电强度，确定绝缘距离，进而可以改进开关柜结构．这可避免某些地方间隙太小，或者

某些地方过尖锐，从而导致放电．

４）文中的计算分析方法可以供其他需考虑电晕问题的电气设备（如电机、变压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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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

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张健，黄德天，林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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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超分辨率重建图像的质量，提出一种基于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首先，

将小波变换的多尺度性、多方向性与稀疏表示的灵活性相结合，构建一种双稀疏编码（ＤＳＣ）模型，提高稀疏系

数的精度．然后，在双稀疏编码模型中引入局部线性嵌入正则化项（ＬＬＥＲ），以更好地保留图像的结构；在重

建过程中，对输入的低分辨率图像进行小波分解，得到３幅不同方向的高频子图，并采用提出的模型对其进行

重建．最后，利用逆小波得到最终的高分辨率图像．实验结果表明：与多种主流的超分辨率算法相比，文中算法

无论在主观视觉效果还是在峰值信噪比和结构相似度两个客观评价指标上，都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　图像处理；超分辨率；稀疏表示；局部线性嵌入；小波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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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分辨率重建是根据给定的低分辨率（ＬＲ）图像及其先验知识恢复出高频细节．基于稀疏表示的超

分辨率（ＳＲ）算法涉及两个阶段，即字典学习和稀疏编码．Ｙａｎｇ等
［１］开创性地将压缩感知运用到超分辨

率算法中，首先，从ＬＲ和高分辨率（ＨＲ）图像块中学习联合字典；然后，计算ＬＲ图像块的稀疏系数；最

后，将ＨＲ字典和稀疏系数线性组合来表示重建的 ＨＲ图像块．Ｚｅｙｄｅ等
［２］在文献［１］的基础上进行改

进，利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对提取的特征进行降维，采用不同的方法训练字典，并用正交匹配追踪

（ＯＭＰ）算法
［３］求解稀疏编码模型，从而获得更好的重建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重建速度．

由于小波变换具有多方向性、多尺度性等特性，能分离出图像的高频和低频信息，Ｎａｚｚａｌ等
［４］把小

波变换运用到字典训练和图像重建中．Ｃｈａｎｇ等
［５］把流形学习中的局部线性嵌入（ＬＬＥ）方法引入ＳＲ

算法中，得到的重建图像较好地保留了原始图像的流形结构．Ｄｏｎｇ等
［６］利用图像的局部与非局部信息，

在稀疏编码阶段分别引入自回归（ＡＲ）与非局部（ＮＬ）自相似正则化项，提升了重建图像的边缘细节．图

像的非局部相似性最早由Ｅｆｒｏｓ等
［７］提出，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图像去噪和复原．Ｃｈｅｎ等

［８］将非局部自

相似和局部光滑先验同时加入超分辨率算法中，并用分裂Ｂｒｅｇｍａｎ迭代优化算法求解目标函数，取得

较好的重建效果．Ｄｏｎｇ等
［９］综合考虑图像的非局部相似性和多尺度相似性，并将其融入压缩感知模型，

取得了良好的重建效果．Ｈｕａｎｇ等
［１０］改进了稀疏自动编码器，将其应用于超分辨率算法，该算法能有效

地重建真实的医疗图像，恢复出更精细的边缘和纹理等细节．Ｗｕ等
［１１］利用ＰＣＡ训练４组子字典，分别

描述低频子图和３幅高频子图之间的关系．Ａｙａｓ等
［１２］提出一种新型超分辨率重建算法，通过构建包含

小波域中重要信息的字典恢复重建图像中的高频信息．考虑到在图像经小波分解后，边缘和纹理信息主

要集中在３个 ＨＦ子图上，王相海等
［１３］通过所提出的多角度模板对每个细节子图进行插值．上述３种

算法重建的边缘和纹理信息更准确．对于磁共振成像，图像的分辨率、信噪比和扫描时间是３个相互制

约的因素，它们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的状态．因此，磁共振设备捕获到的磁共振图像（ＭＲＩ）通常是低分

辨率的．Ｐｌｅｎｇｅ等
［１４］比较了６种ＳＲ方法与直接采集高分辨率 ＭＲＩ方法的性能，结果表明，ＳＲ方法能

有效地平衡上述３个制约因素，比以增加扫描时间或降低图像分辨率为代价采集 ＭＲＩ更具优越性．因

此，ＳＲ重建能经济有效地提高 ＭＲＩ的分辨率．

近年来，大量基于学习的ＭＲＩＳＲ方法
［１５?２２］利用学习的图像先验知识作为约束，解决图像重建的不

适定逆问题．受上述文献的启发，结合小波变换的多尺度特性、多方向性与稀疏表示的灵活性，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超分辨率算法．

１　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借鉴Ｎａｚｚａｌ等
［４］提出的ＳＲ方法，先对待重建图像进行小波分解；然后，对３个不同方向特性的高

频子图分别进行超分辨率重建；最后，对重建得到的高频子图进行逆小波变换，得到最终的 ＨＲ重建图

像．此外，为了充分利用图像的高频信息，将小波变换运用于字典训练中，分别训练水平、垂直、对角方向

的字典对（犇犻ｌ，犇
犻
ｈ），犻＝ｈ，ｖ，ｄ代表水平、竖直和对角线３个方向．

１．１　稀疏编码模型

为了提升超分辨率算法的性能，在对冗余字典下的图像系数进行稀疏约束的同时，对重建的高频子

图像也进行稀疏约束，从而建立一种双稀疏编码模型．考虑到自然图像通常具有复杂的结构特征，仅使

用单一的稀疏性作为约束条件无法重建出高质量的图像．因此，为了保留图像的流形结构，在双稀疏编

码模型中加入局部线性嵌入正则化项（ＬＬＥＲ）．

１．１．１　双稀疏编码（ＤＳＣ）模型　除了图像在学习字典下的系数必须是稀疏的，考虑到重建后的高频图

像同样具有稀疏性，在稀疏编码的阶段，不仅对冗余字典的系数进行稀疏约束，同时对重建得到的高频

信息也进行稀疏约束，并由此建立双稀疏编码模型，即

ｍｉｎ
α
犿
ｈ

λ‖α
犿
ｈ ‖１＋β‖犇

犿
ｈα

犿
ｈ ‖１＋‖犇

犿
ｌα

犿
ｌ －狑

犿
‖
２
２． （１）

式（１）中：α
犿
ｈ，α

犿
ｌ分别是ＨＲ和ＬＲ子图的稀疏系数；犇

犿
ｈ，犇

犿
ｌ分别是 ＨＲ和ＬＲ的子字典；犇ｈα是重建得

到的高频图像；狑犿（犿＝ｈ，ｖ，ｄ）代表水平、竖直和对角线３个方向的ＬＲ细节子图；λ是正则化参数，用于

平衡稀疏系数的稀疏性和狑犿 的保真度；β是正则化参数，用于平衡小波域的稀疏性权重，并且对噪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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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棒性．

根据ＨＲ细节子图的稀疏系数与ＬＲ细节子图的稀疏系数相同的假设
［９］，令α

犿
ｈ＝α

犿
ｌ ＝α

犿，那么

ＤＳＣ模型可改写为

ｍｉｎ
α
犿
λ‖α

犿
‖１＋β‖犇

犿
ｈα

犿
‖１＋‖犇

犿
ｌα

犿
－狑

犿
‖
２
２． （２）

图１　重建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将待重建的图像经小波分解得到１幅低频子图

与３幅高频子图，由于高频子图对应的高频信息具

有稀疏性，所以，通过式（１）分别对３个高频信息进

行重建．对重建后的３幅高频子图（ＬＨ，ＨＬ，ＨＨ）和

ＬＲ低分辨图像再进行逆小波变换，得到最后的高分

辨率图像，其重建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１．２　局部线性嵌入正则化　在基于稀疏表示的

ＳＲ算法中，图像结构信息的丢失或不足将导致重建

后的图像缺乏明显的结构特征，且若图像的流形结

构能够被保留，则可以为后续的图像重建提供足够

的结构信息．因此，为了更好地保留图像原有的流形

结构，在稀疏编码过程中加入ＬＬＥ正则化项．ＬＬＥ

是流形学习中的经典算法，在处于同一流形的前提

下，该方法假设ＬＲ图像能够由其最近邻线性表示，那么，相应的稀疏系数也能通过相应的近邻点使用

相同的权值线性表示．重构权值狇
犿
犻，犼可表示为

狇
犿
犻，犼 ＝ａｒｇｍｉｎ

狇
犿
犻，犼

狑犿犻 － ∑
犼∈犖（狑

犿
犻
）

狇
犿
犻，犼·狑

犿
犼

２

２
，

ｓ．ｔ． ∑
犼∈犖（狑

犿
犻
）

狇
犿
犻，犼 ＝１

烍

烌

烎．

（３）

式（３）中：犖（狑犿犻）是ＬＲ图像块狑
犿
犻的最近邻．如果狑

犿
犻不在最邻域犖（狑

犿
犻）中，那么，狇

犿
犻，犼＝０．由此可以构造

狑犿犻的重建误差项∑
犻

狑犿犻 － ∑
犼∈犖（狑

犿
犻
）

狇
犿
犻，犼·狑

犿
犼

２

２
，该式可以化简为

‖（犐－犙
犿）犠犿

‖
２
２． （４）

式（４）中：犐是单位矩阵；犙
犿（犻，犼）＝

狇
犿
犻，犼，狑

犿
犼∈犖（狑

犿
犻）

０，狑犿犼犖（狑
犿
犻

烅
烄

烆 ）
；犠犿＝犇犿ｌα

犿．

在双稀疏模型中加入流形学习正则化项（式（３）），即

ｍｉｎ
α
犿
λ‖α

犿
‖１＋β‖犇

犿
ｈα

犿
‖１＋η‖（犐－犙

犿）犠犿
‖
２
２＋‖犇

犿
ｌα

犿
－狑

犿
‖
２
２． （５）

式（５）中：η是正则化参数．

１．１．３　目标函数求解　令珦犠
犿＝

狑犿［ ］
０
，犆犿＝

１

η（犐－犙
犿［ ］），式（５）可以改写成

ｍｉｎ
α
犿
‖珦犠

犿
－犆

犿犇犿
ｌα

犿
‖
２
２＋β‖犇

犿
ｈα

犿
‖１＋λ‖α

犿
‖１． （６）

　　式（６）等价于

ｍｉｎ
α
犿
λ‖α

犿
‖１＋β‖犇

犿
ｈα

犿
‖１，

ｓ．ｔ．‖珦犠
犿
－犆

犿犇犿
ｌα

犿
‖
２
２ ＜ε

烍

烌

烎．

（７）

　　式（７）可优化为

ｍｉｎ
α
犿
‖珟犇

犿
α
犿
‖１，

ｓ．ｔ．‖珦犠
犿
－犆

犿犇犿
ｌα

犿
‖
２
２ ＜ε

烍

烌

烎．

（８）

式（８）中：珟犇犿＝（β犇
犿
ｈ；λ犐）．

通过分裂Ｂｒｅｇｍａｎ算法
［２３］将式（８）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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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犽＋１，犿，犱犽＋１

，犿｝＝ａｒｇｍｉｎ
α
犿，犱

犿
‖犱

犿
‖１＋μ

１

２
‖犇

犿
ｌα

犿
－狑

犿
＋犳

犽，犿
‖
２
２＋μ

２

２
‖珟犇

犿
α
犿
－犱

犽，犿
＋犫

犽，犿
‖
２
２．（９）

式（９）中：犱犿＝珟犇犿α
犿．

算法１　用于求解ＬＬＥＲ?ＤＳＣ模型的分裂Ｂｒｅｇｍａｎ算法步骤如下．

输入：ＬＲ字典犇犿ｌ，ＨＲ字典犇
犿
ｈ和小波细节子图狑

犿．初始化λ，β，η，μ１，μ２，犳
０，犿＝０，犫０

，犿＝０．

输出：稀疏表示系数α
犿．

如果没有收敛，则

　　α
犽＋１，犿＝［μ１（犇

犿
ｌ）

Ｔ犇犿ｌ＋μ２（珟犇
犿）Ｔ珟犇犿］－１×［μ１（犇

犿
ｌ）

Ｔ（狑犿－犳
犽，犿）＋μ２（珟犇

犿）Ｔ（犱犽
，犿－犫犽

，犿）］；

　　犱
犽＋１，犿＝犜１

μ
２
（珟犇犿α

犽＋１，犿＋犫犽
，犿）；

　　犫
犽＋１，犿＝犫犽

，犿＋（珟犇犿α
犽＋１，犿－犱犽＋１

，犿）；

　　犳
犽＋１，犿＝犳

犽，犿＋（犇犿ｌα
犽＋１，犿－狑犿）；

结束．

其中，犜１

μ２

（狓）＝ｓｉｇｎ（狓）·ｍａｘ｜狓｜－
１

μ２
，（ ）０ ．

１．２　基于小波域的字典训练

小波变换对图像进行多尺度分解，它可以聚焦到图像的任意细节．将小波变换运用到字典训练阶段

有两个原因：１）因为小波本身具有多尺度和多方向等特性，所以使用经小波分解得到的子图进行字典

训练，得到的字典同样具有这些特性，从而使重建图像具有更清晰的边缘；２）由压缩感知理论可知，图

像本身或其在某个变换域内的表示越稀疏，经超分辨率算法得到的重建图像质量就越好．

对每一幅图像进行小波分解，得到ＬＬ１，ＬＨ１，ＨＬ１ 和 ＨＨ１４组子图，其中，ＬＬ１ 是和原图相似的低

频子图；ＬＨ１，ＨＬ１ 和 ＨＨ１ 分别代表水平、竖直和对角线方向的高频子图，这些高频子图具有稀疏性．

将其中的３组高频子图用于训练高分辨率的字典；然后，对ＬＬ１ 进行二级小波分解，并将得到的３组高

频子图ＬＨ２，ＨＬ２ 和ＨＨ２ 作为低频部分，用于训练低分辨率的字典．

借鉴文献［２］分别训练高、低分辨率字典的思想，但没有使用高通滤波器进行特征提取．这是因为经

过小波变换后的图像已经提取了高频特征，不需要再单独进行特征提取．低分辨率字典的训练有以下５

个步骤．

步骤１　分别对每组子图ＬＨ２，ＨＬ２ 和ＨＨ２ 进行逆小波变换（保留其中１幅高频子图，同时将其他

３幅子图置零）得到３组子图ＬＨ′２，ＨＬ′２ 和ＨＨ′２，这样就能保证在求解稀疏系数时图像维度一致．

步骤２　对３组子图ＬＨ′２，ＨＬ′２ 和ＨＨ′２ 重叠分块．

步骤３　对这些图像块进行列向量化，得到犘
犻
ｌ（犻＝ＬＨ，ＨＬ，ＨＨ）．

步骤４　为了减少字典训练量，采用ＰＣＡ对犘
犻
ｌ进行降维处理．

步骤５　使用Ｋ?ＳＶＤ算法进行字典训练，有

犇犻ｌ，｛α
犻｝＝ａｒｇ ｍｉｎ

犇
犻
ｌ，｛α

犻｝
‖犘

犻
ｌ－犇

犻
ｌα

犻
‖
２
２，

ｓ．ｔ．‖α
犻
‖０ ≤犛

烍

烌

烎．

（１０）

式（１０）中：α
犻是高频子图的稀疏系数；犛是最大稀疏度．

相应的高分辨率字典的计算式为

犇犻ｈ＝犘
犻
ｈα

犻
Ｔ

（α
犻（α

犻）Ｔ）－１． （１１）

式（１１）中：上标Ｔ代表转置；上标－１代表逆运算．

最后，得到３对高、低分辨率字典（犇犻ｌ，犇
犻
ｈ），犻＝ｈ，ｖ，ｄ．其中，（犇

ｈ
ｌ，犇

ｈ
ｈ），（犇

ｖ
ｌ，犇

ｖ
ｈ），（犇

ｄ
ｌ，犇

ｄ
ｈ）分别是水

平方向、垂直方向、对角线和反对角线方向的高、低分辨率字典．

１．３　算法的具体步骤

在文中算法中，对于给定的一幅低分辨率图像，其超分辨率的问题就转换成对小波变换得到的３幅

高频子图进行重建（图１）．相对于传统的基于稀疏表示的超分辨率算法，文中算法利用小波变换在分析

图像细节方面的优势，使最终得到的重建图像包含更多的细节信息．文中算法有以下４个具体步骤．

３５２第２期　　　　　　　　　　 张健，等：采用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步骤１　对待重建的图像进行一级小波分解得到ＬＬ，ＬＨ，ＨＬ和 ＨＨ４幅子图．

步骤２　分别对ＬＨ，ＨＬ和ＨＨ３幅高频子图进行逆小波变换（保留其中１幅高频子图，同时将其

他３幅子图置零），得到ＬＨ′，ＨＬ′和ＨＨ′，这样有助于维持每个小波子带的相同方向性．

步骤３　采用式（６）对应的稀疏编码模型对ＬＨ′，ＨＬ′和 ＨＨ′子图进行重建．先对这３幅子图进行

重叠分块，并将其列向量化；然后，根据不同特征的图像块，自适应地选择训练好的字典，并求出对应的

图像块稀疏系数．假设高频子带的稀疏系数和低频子带的稀疏系数相同，那么，高频子带对应的重建图

像块计算式为犘犻ｈ＝犇
犻
ｌα

犻．最后，将具有相同方向特征的重建图像块（重叠区域取平均）分别融合成一幅

子图（ＬＨ″，ＨＬ″和ＨＨ″）．

步骤４　对重建得到的３幅子图和ＬＲ图像进行逆小波操作，得到最终的 ＨＲ重建图像．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环境及数据准备

采用的硬件平台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７?７７００ＫＣＰＵ＠４．２０ＧＨｚ，内存２４．０ＧＢ，软件平台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６４位操作系统，仿真软件为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６ｂ．在重建图像过程中，选取图像块大小为６ｐｘ×６

ｐｘ，在邻近块之间的重叠区为１个像素；在算法１中，λ＝３．２５，β＝０．０１，μ１＝０．００１，μ２＝０．０１０．

用于字典训练的图像集采用文献［１，２４?２６］中均使用的含有９１张高分辨率图像的训练集．为了保

证实验的客观性，采用的测试图像库为Ｓｅｔ５
［２７］，Ｓｅｔ１４

［２］，Ｂ１００（ＢＳＤＳ３００
［２８］中取１００张），这些测试图像

专门用于评价超分辨率重建算法．同时，还将文中算法运用到磁共振图像中，为了保证用于 ＭＲＩ图像实

验的客观性，训练图像来源于ＴＣＩＡ
［２９］，测试图像也从中随机挑选．为了验证文中算法的有效性，主要与

双三次插值（Ｂｉｃｕｂｉｃ）、Ｌ１ＳＲ
［１］算法、ＳＩＳＲ

［２］算法、ＡＮＲ
［２５］算法、ＬＬＥ

［３０］算法、文献［３１］算法和

ＳＲＩＳＡＥ
［３２］算法进行比较．重建图像的评价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评价两个方面．客观评价主要采用峰值

信噪比（犚ＰＳＮ）
［３３］和结构相似度（犕ＳＳＩ）

［３４］两个指标．峰值信噪比和结构相似度的分别定义为

犚ＰＳＮ ＝１０·ｌｇ
（２５５）２·犕犖

‖狓－珘狓‖
２
，　　犕ＳＳＩ＝

（２μ珘狓μ狓＋犆１）（２σ珘狓狓＋犆２）

（μ
２
珘狓＋μ

２
狓＋犆１）（σ

２
珘狓＋σ

２
狓＋犆２）

．

上式中：珘狓为重建的 ＨＲ图像；狓为原始的ＨＲ图像；μ珘狓，μ狓 和σ
２
珘狓，σ

２
狓分别为与之对应的均值和方差；σ珘狓狓为

协方差；犕，犖 分别为狓 的行数和列数；犆１，犆２ 为常数．犚ＰＳＮ值越高，表明图像信息丢失的越少，重建图像

的质量越好．犕ＳＳＩ值越接近于１，表明重建图像与原始图像越相似，算法的重建性能越好．

２．２　结果分析

为了方便定量评价重建图像的质量，将测试图像经过小波变换得到的ＬＬ子图作为待重建的ＬＲ

图像，并将原始的 ＨＲ图像作为参考图像．实验分为３组：１）验证改进算法的有效性；２）对自然图像进

行超分辨率重建；３）将文中算法运用于磁共振图像．

１）第１组实验．该实验的目的是验证改进算法的有效性．将改进的稀疏编码模型（ＤＳＣ和ＬＬＥＲ?

ＤＳＣ）与Ｂｉｃｕｂｉｃ和基于小波域的超分辨率（ＳＲＷＤ）算法
［４］进行比较．由于篇幅有限，只给出Ｓｅｔ５，

Ｓｅｔ１４，Ｂ１００三个数据集评价指标的平均值．４种ＳＲ算法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的平均值（珚犚ＰＳＮ，珨犕ＳＳＩ）比较，如表

１所示．表１中：加黑标注的数据是最大值；斜体标注的数据是次优值．

表１　４种ＳＲ算法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的平均值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犚ＰＳＮａｎｄ犕ＳＳＩｖａｌｕ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图像 评价指标
算法

Ｂｉｃｕｂｉｃ ＳＲＷＤ ＤＳＣ ＬＬＥＲ?ＤＳＣ

Ｓｅｔ５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３３．６８

０．９４５８

３５．０９

０．９５２６

３５．２３

０．９５４８

３５．３０

０．９５５８

Ｓｅｔ１４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３０．２４

０．８９１７

３１．２７

０．９１０６

３１．４１

０．９１３０

３１．４７

０．８５４０

Ｂ１００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２９．５６

０．８６９５

３０．５４

０．８９６６

３０．６２

０．８９７５

３０．６７

０．８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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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２种改进算法的犚ＰＳＮ平均值都优于ＳＲＷＤ算法，其中，ＬＬＥＲ?ＤＳＣ算法得到了最好的

重建结果．由此可知，基于双稀疏改进的ＳＲ算法是有效的．

２）第２组实验．该实验的目的是验证文中算法（ＬＬＥＲ?ＤＳＣ）对自然图像重建的有效性．将文中算

法与Ｂｉｃｕｂｉｃ，ＳＲＩＳＡＥ，ＳＩＳＲ，ＡＮＲ，ＮＥ＿ＬＬＥ，文献［３１］，ＳＲＩＳＡＥ算法进行比较．上述７种ＳＲ算法在

Ｓｅｔ５，Ｓｅｔ１４和Ｂ１００中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的平均值比较，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在量化结果上，文中算法

都优于其他比较算法．由此可看出，文中算法重建效果高于其他比较算法．

表２　７种ＳＲ算法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的平均值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犚ＰＳＮａｎｄ犕ＳＳＩｖａｌｕ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ｅｖ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图像 评价指标
算法

Ｂｉｃｕｂｉｃ 文献［３１］ ＳＲＩＳＡＥ ＳＩＳＲ ＡＮＲ ＮＥ＿ＬＬＥ ＬＬＥＲＤＳＣ

Ｓｅｔ５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３３．６６

０．９４５０

３５．６０

０．９６０１

３５．６６

０．９６０５

３５．７８

０．９６０９

３５．８３

０．９６１４

３５．７７

０．９６０６

３５．８８

０．９６１８

Ｓｅｔ１４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３０．２３

０．８９１３

３１．６４

０．９１７７

３１．７２

０．９１８２

３１．８０

０．９１７１

３１．７９

０．９１８２

３１．７５

０．９１７３

３１．８５

０．９２２１

Ｂ１００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２９．３２

０．８６２１

３０．４０

０．８９５４

３０．４２

０．８９５９

３０．４０

０．８９２０

３０．４４

０．８９４７

３０．４１

０．８９４１

３０．９３

０．８９９３

　　不同ＳＲ算法获得的重建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和Ｂａｒｂａｒａ的主观比较结果，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中：除了列

出原始ＨＲ参考图像和上述７种对比算法重建结果在同一区域的细节放大图外，还列出ＳＲＷＤ和ＤＳＣ

算法的重建结果．

图２　不同ＳＲ算法获得的重建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的主观比较结果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图３　不同ＳＲ算法获得的重建Ｂａｒｂａｒａ的主观比较结果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Ｂａｒｂａｒａ

　　由图２，３可知：Ｂｉｃｕｂｉｃ不能重建出清晰的图像；ＳＩＳＲ，ＮＥ＿ＬＬＥ，文献［３１］和ＳＲＩＳＡＥ算法的重建

图像边缘过于平滑，丢失了部分信息；６种对比算法中，ＡＮＲ的重建结果最好，但仍然不够清晰；相比

ＳＲＷＤ和ＤＳＣ算法，ＬＬＥＲ?ＤＳＣ算法的重建图像更清晰，ＬＬＥＲ?ＤＳＣ算法能有效地减少重建图像的失

真并且生成更精确的细节信息，重建出更接近于原始 ＨＲ的图像．该组实验进一步说明了文中算法的

５５２第２期　　　　　　　　　　 张健，等：采用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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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棒性和有效性．

３）第３组实验．由于 ＭＲＩ的分辨率通常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如信噪比、硬件条件、扫描时间及患

者的舒适度等，导致采集到的图像都是低分辨率图像．然而，在许多医学应用中，通常需要清晰的高分辨

率 ＭＲＩ来辅助医生，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所以，该组实验将文中算法应用到 ＭＲＩ图像的超分辨

率重建中，从而验证文中算法的实用性．从癌症影像档案（ＴＣＩＡ）
［２９］中随机选取９１幅高分辨率 ＭＲＩ图

像作为训练图像，测试图像也从ＴＣＩＡ中随机挑选．不同ＳＲ算法对 ＭＲＩ重建图像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值的

比较，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文中算法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值总体上优于其他算法，并且两个评价指标的平

均值都最高．

表３　不同ＳＲ算法对 ＭＲＩ重建图像的犚ＰＳＮ和犕ＳＳＩ值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犚ＰＳＮａｎｄ犕ＳＳＩ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ＭＲＩ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图像 评价指标
算法

ＳＩＳＲ ＡＮＲ ＮＥ＿ＬＬＥ 文献［３１］ ＳＲＩＳＡＥ ＬＬＥＲＤＳ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１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７．７８

０．９５６２

４７．２６

０．９５５７

４５．４８

０．９５６８

４７．２８

０．９９１２

４７．７２

０．９９７１

４８．０３

０．９９４７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２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６．８０

０．９５７８

４６．４４

０．９５７３

４４．８２

０．９５７７

４７．８３

０．９５２５

４７．９６

０．９９７４

４８．６６

０．９９５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３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８．７３

０．９８０２

３８．５４

０．９８２３

３７．２３

０．９７５２

４１．０９

０．９８７５

４１．１１

０．９８３４

４３．１６

０．９９３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４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８．８８

０．９７７１

３８．６６

０．９７８９

３７．５７

０．９７３０

３９．４６

０．９７４２

４１．６７

０．９８４８

４２．０５

０．９９２７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５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２．０５

０．９９０３

４２．１０

０．９９１５

４０．９６

０．９８８３

４１．４６

０．９８９７

４１．７３

０．９９３３

４２．４９

０．９９６８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６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９．４４

０．９８９２

３９．０３

０．９９０１

３８．０１

０．９８６７

３８．４４

０．９８７５

４０．２９

０．９９２２

４０．５９

０．９９４５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７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９．６５

０．９８８１

３９．２０

０．９８８９

３８．２３

０．９８５５

３９．７１

０．９９０６

４０．４６

０．９９２４

４０．５２

０．９９４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８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７．３２

０．９８７１

３５．９６

０．９８８０

３５．４１

０．９８３４

３６．４８

０．９８８４

３７．６３

０．９９０８

３７．１９

０．９９５５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９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９．７５

０．９８８０

３９．４０

０．９８８８

３８．３５

０．９８５３

３９．７５

０．９９０３

４０．１１

０．９９２２

４１．０５

０．９９３８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０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０．２４

０．９８３９

４０．１１

０．９８５８

３９．２５

０．９８０３

４０．２７

０．９８６２

４１．９７

０．９８３９

４２．５０

０．９９７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１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９．０４

０．９８８８

４９．６３

０．９８９６

４７．８５

０．９８６９

４９．９８

０．９８８７

５０．９１

０．９９５９

５６．５７

０．９９６５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２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４．６１

０．９７２０

４４．１９

０．９７２４

４２．８６

０．９７１０

４４．７１

０．９７５７

４５．２６

０．９９４０

４５．９５

０．９９６１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３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４．７３

０．９６８７

４４．２８

０．９６８９

４３．１８

０．９６７８

４４．４３

０．９６９８

４５．００

０．９９５６

４５．０３

０．９９７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４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３９．９５

０．９５９５

４０．３０

０．９５６９

３８．９７

０．９５３４

４０．７３

０．９５８１

４０．７９

０．９６１８

４２．１７

０．９６４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５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３．８１

０．９５２７

４４．０８

０．９５６８

４３．１５

０．９５２０

４４．５３

０．９５６９

４４．６９

０．９７３１

４６．０７

０．９７４０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６
犚ＰＳＮ

犕ＳＳＩ

４９．６５

０．９７６９

４９．０４

０．９７６４

４７．９３

０．９６７０

４９．１２

０．９５７４

４９．９５

０．９９７３

５０．３０

０．９９５６

平均值
珚犚ＰＳＮ

珨犕ＳＳＩ

４２．６５

０．９７６０

４２．３９

０．９７６８

４１．２０

０．９７３１

４２．８３

０．９７７８

４３．５８

０．９８９１

４４．５２

０．９９２０

　　不同ＳＲ算法获得的重建 ＭＲＩ图像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１，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２的主观比较结果，如图４，５所示．由图

４，５可知：ＮＥ＿ＬＬＥ算法得到的图像在边缘细节方面恢复不明显，且出现严重的混叠现象；与其他ＳＲ

算法相比，ＳＩＳＲ算法重建的图像不够清晰；ＡＮＲ算法在边缘锐化方面优于ＳＩＳＲ算法，但是其重建图

像出现了许多虚假细节；相比于ＡＮＲ算法，文献［３１］算法重建的图像具有较少的虚假细节，且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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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细节更好；相比于文献［３１］算法，ＳＲＩＳＡＥ算法重建图像的边缘细节有进一步提升；ＬＬＥＲＤＳＣ

算法在边缘细节的恢复方面略优于ＳＲＩＳＡＥ算法，尤其是水平、垂直和对角方向的边缘较为明显，得到

的重建图像也更为清晰．因此，文中算法在 ＭＲＩ图像超分辨率重建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图４　不同ＳＲ算法获得的重建 ＭＲＩ图像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１的主观比较结果

Ｆｉｇ．４　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ＭＲＩ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１

图５　不同ＳＲ算法获得的重建 ＭＲＩ图像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２的主观比较

Ｆｉｇ．５　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ＭＲＩ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０２

３　结论

将小波变换运用到字典训练和稀疏编码阶段，提出一种基于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图像超分辨率

算法．通过结合小波分解得到的高频信息的稀疏性与图像在冗余字典下的系数的稀疏性，提出一种双稀

疏编码模型，从而提高超分辨率算法的性能．为了保留图像的流形结构，在双稀疏编码模型中引入ＬＬＥ

正则化项．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图像的高频信息，将小波变换运用于字典训练的阶段，并分别对待重建图

像经小波分解得到的３幅高频子图进行重建．

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重建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文中方法的重建效果优于其他用于比较的

方法．同时，还将文中算法运用于 ＭＲＩ图像的重建，同样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实际应用中，文中算法有

利于需要 ＭＲＩ快速成像的情况．由于对３幅高频子图的重建都采用相同的ＳＲ算法，并没有考虑每幅

子图的差异性，因此，如何根据每幅高频子图的特征分别设计特定的ＳＲ算法，是将来工作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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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２第２期　　　　　　　　　　 张健，等：采用稀疏表示和小波变换的超分辨率重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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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交互过程中数字手势的识别方法

贾丙佳，李平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获得简单、高效的数字手势识别方法，增加使用者舒适的体验，提出一种基于Ｋｉｎｅｃｔ融合深度信

息和骨骼信息的数字手势识别方案．首先，使用 Ｋｉｎｅｃｔ进行深度数据的采集，建立深度图像；其次，结合骨骼

追踪系统，提取人体轮廓，运用深度阈值法从轮廓中分割出手部区域，并进行二维图像的重建；再次，利用手腕

和手掌骨骼点准确分割出手掌区域，并运用图像形态学开运算进行处理，得到不含手指的图像，进而提取掌心

坐标；最后，计算半径，确定掌心圆，采用圆的边界和手指相交次数的方式识别手指个数．实验结果表明：数字

手势识别方案能够准确、高效地识别数字手势．

关键词：　人机交互；Ｋｉｎｅｃｔ；手势识别；深度信息；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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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Ｎｅｘｔ，ｔｈｅ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ｗｒｉｓｔａｎｄｐａｌｍ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ｌｍａｒｅａ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ｕｓ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ｌ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ｉｓ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ｐａｌｍ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ｓｗａｓｊｕｄｇ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ｓｅｃ

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ｓ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ｉｎｅｃｔ

ｆｕｓ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ｂｏｎ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ｓｔｕｒｅ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ｃｔ；ｇｅｓ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ｌｍｃｉｒｃｌｅ

在众多人机交互技术中，手势不失为直接、高效的交互模式，手势输入超越了传统的鼠标和键盘，是

与计算机进行交互的新类别．随着计算机相关技术的发展，体感技术的使用突破了平面的约束，可以让

用户在不需要任何其他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运用肢体动作对机器发出指令，从而实现用最自然的方式与

机器对话［１?３］．２０１０年，微软推出Ｋｉｎｅｃｔ图像采集设备，能够准确获取复杂环境中人物和背景的深度图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２１

　通信作者：　李平（１９８１?），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智能控制、非线性系统等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１２１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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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信息，并利用深度信息进行手势识别，为用户提供便捷、无接触式的人机交互方式；同时，还可以利用

Ｋｉｎｅｃｔ进行动作的捕捉，如医疗康复
［４］、体感游戏［５］等．

在早期的手势识别中，大多需要借助一些辅助外设，用户需要穿戴颜色手套或特制数据手套

等［６?１１］，确定手部关节，实现手势提取，但这类方法局限于特定的辅助设备，使用不便，并不能给用户带

来良好的交互体验．近年来，许多研究者结合Ｋｉｎｅｃｔ进行算法设计，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樊景超

等［１２］采用改进重心距离法识别指尖，该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指尖位置不能低于掌心位置，做手势时手掌

不能有太大的旋转角度．葛艳茹等
［１３］采用 Ｈｕ矩阵检测直线交点个数的方式，判断手指个数，但忽略了

在指蹼部位与直线的交点问题，可能会造成误检测．方华等
［１４］利用模板匹配的方法进行４种手势的识

别，但这种方法需要事先提供手势模板，对于没有模板的手势无法识别．王松林等
［１５］利用犽曲率算法检

测手指指尖，但其所取犽值对于不同大小的手掌并不具有普适性．文献［１６?１７］对手势区域提取相应的

特征，运用分类算法进行识别．Ｋｅｓｋｉｎ等
［１８］使用深度传感器采集手势三维模型，并对相同手势分不同的

部分运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进行手势识别．文献［１９?２０］通过提取手部特征向量，运用ＳＶＭ 对预定的

手势进行识别．Ｄｏｍｉｎｉ等
［２１］结合距离和曲率特征，运用多级ＳＶＭ 识别手势．曹皱清等

［２２］从深度图像

中分割出手势区域，并用决策树识别手势，但需要预先采集数据、进行训练，获得的模型和特征复杂，运

算量大，并不适合实际操作．

本文为了提高手势识别效率、降低算法复杂度，同时给使用者带来舒适的体验，提出一种基于Ｋｉ

ｎｅｃｔ融合深度信息和骨骼信息的数字手势识别方法．

１　手部检测与分割

１．１　犓犻狀犲犮狋获取数据的方式

Ｋｉｎｅｃｔ是一款能够采集环境深度信息的体感外设３Ｄ摄像机．包括彩色摄像机、深度传感器、步进

电机、麦克风阵列和发光二极管（ＬＥＤ）．Ｋｉｎｅｃｔ组件，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Ｋｉｎｅｃｔ组件

Ｆｉｇ．１　Ｋｉｎｅｃ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图１中：彩色摄像机如同普通ＲＧＢ摄像头一

样，从环境中捕获彩色视频数据，在其内部以流的

方式进行传输；深度传感器包括红外发射器和红

外摄像机，红外发射器在工作时，不断以“伪随机

点”模式向镜头外发射红外光，而红外摄像机则捕

捉物体反射的红外光，通过内建算法，就可得出

Ｋｉｎｅｃｔ可视范围内的深度数据；在红外发射器和

彩色摄像机之间的发光二极管（ＬＥＤ），用于指示

Ｋｉｎｅｃｔ设备的工作状态；盒子底部是由４个相同

的麦克风以直线排列组成的麦克风阵列，这样设

置不仅可以捕获声音，还可以定位声源的位置；底座和主体部分的连接处安装了一个步进电机，通过控

制步进电机调整俯仰角，使Ｋｉｎｅｃｔ获取可视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有效数据．

１．２　人体轮廓的提取与手部区域的分割

利用Ｋｉｎｅｃｔ进行深度图像数据采集，通过一系列深度图像帧返回１６位灰度格式的深度数据流，运

用内建算法可以计算深度图像中每一个像素到摄像头的距离，并以 ｍｍ为单位返回．当启动骨骼数据

流时，在返回的１６位数据中，０～７用于表示人体编号的后三位二进制数据有效．如果这３位的数据为０

时，代表该像素属于环境，不属于人体；如果这３位的数据为非０时，表明Ｋｉｎｅｃｔ视野中有人体像素．剩

下的１３位用于表示该点与传感器的相对距离．Ｋｉｎｅｃｔ捕获的普通图像和深度图像对比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ｂ）中：根据灰白程度，对距离摄像头远近的物体进行标示．

针对深度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取出人体编号；然后，根据这个编号就可以实现人体像素和非人体像

素的分离，能够排除非人体像素对实验造成的干扰．从复杂背景中分离出的人体深度图像，如图３所示．

根据人们日常做手势时，手掌平面近似与水平面保持垂直且位于整个身体最前端的习惯，Ｋｉｎｅｃｔ

采集到手部区域的深度值大都处于同一深度范围内，利用深度阈值法粗略提取手部区域的深度数据．按

１６２第２期　　　　　　　　　　　　贾丙佳，等：人机交互过程中数字手势的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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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普通图像　　　　　（ｂ）深度图像　　　　　　　（ａ）环境深度图　　　　　（ｂ）人体深度图

图２　Ｋｉｎｅｃｔ捕获图像的对比图　　　　　　　　　　　图３　Ｋｉｎｅｃｔ捕获图像的分离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Ｋｉｎｅｃｔ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Ｆｉｇ．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ｉｎｅｃｔ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照所采集到人体数据的最小深度值（犇ｍｉｎ）加深度阈值（犜）的方法，就可分割出手部区域．根据实际测试，

取８０ｍｍ＜犜＜１２０ｍｍ最为合适．手部区域深度图像的提取为

犎（Ｂ，Ｇ，Ｒ）＝犛（Ｂ，Ｇ，Ｒ）　　犱＜ （犇ｍｉｎ＋犜），

０，　　　　　　　　　　　　 其他｛ ．

上式中：犎（Ｂ，Ｇ，Ｒ）为提取的手部区域像素值；犛（Ｂ，Ｇ，Ｒ）为人体像素值，其他区域为０；犱为摄像头到

人体轮廓每个像素的距离．根据深度阈值法，对分割出的手部区域进行二维空间的投影，重建二维图像．

图４　手部区域分割图

Ｆｉｇ．４　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提取的手部区域分割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是重建的二维ＲＧＢ图像，在进行手指数字识别时，

可以对Ｒ，Ｇ和Ｂ任一通道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对于这３个通

道的数据取值并没有特殊要求，文中取Ｒ，Ｇ和Ｂ三个通道的

数值分别为１１５，１６９和９．掌心圆的边界同样是提取Ｂ通道的

数据进行手指数字识别．在采集手部数据时，采用了人体轮廓

距摄像头最近距离犇ｍｉｎ＋犜的方式，达到不限定人体必须位于

摄像头前的某一固定位置的目的．

１．３　手掌分割

根据Ｋｉｎｅｃｔ骨骼追踪系统，实时读取出手腕和手掌处的骨骼信息，并将其映射到手部区域的二维

图像中，计算过这两点的直线犾１ 的斜率．根据该斜率的负倒数和手腕点坐标，运用直线点斜式方程创建

另一条垂直于犾１ 的直线犾２．具体有以下２个步骤．

步骤１　设手掌点的二维坐标为狆１（狓１，狔１），手腕点二维坐标为狆２（狓２，狔２），直线犾１ 的斜率为犽１＝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

　　步骤２　以－１／犽１ 为直线犾２ 的斜率犽２，犾２ 方程为狔－狔２＝犽２（狓－狓２）．过手腕点狆２（狓２，狔２），且垂直

于犾１ 的直线犾２ 为狔＝犪０狓＋犫０，其中，犪０＝－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犫０＝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狓２＋狔２．

利用创建的直线方程犾２，将手掌二维坐标点带入，判断该点相对于直线的位置，即

犳１ ＝
０，　　　犾２（狓１，狔１）＝０，

其他，　　犾２（狓１，狔１）＞０或犾２（狓１，狔１）＜０
｛ ．

　　当犳１ 取值为０时，表明该点在直线上；当犳１ 取值为大于或小于０时，表明该点不在直线上．在判断

出手掌点狆１ 的取值情况犳１ 后，对整个手部区域的像素坐标进行遍历，保留和狆１ 点的犳１ 取值相同的像

素点，即

ｄｓｔ（犻，犼）＝
犎（犻，犼），　　犳１，

０，　　　　 其他｛ ．

上式中：犎（犻，犼）为原始手部区域图像的像素坐标；ｄｓｔ（犻，犼）为分割后的手掌区域图像的像素坐标．

手掌区域被准确分割．手掌分割图，如图５所示．图５（ａ）中：部分手臂像素对后续的处理造成一定

２６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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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手部分割图　　　　　　　（ｂ）分割结果　

图５　手掌分割图

Ｆｉｇ．５　Ｐａｌｍ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的干扰，需将其分割掉；两个蓝色圆点为

Ｋｉｎｅｃｔ骨骼追踪系统追踪到的手掌和手腕骨

骼点；区域分割线犾２ 为这两点建立的倾斜直

线．图５（ｂ）为图５（ａ）的分割结果．由图５（ｂ）可

知：手掌区域被单独分割出来，去除了手臂上

的干扰像素，进行了边缘平滑处理．

２　特征的提取与手指个数的识别

对分割出来的图像进行形态学开运算，在

保持手掌区域面积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分割掉手指处的纤细部分，这时计算分割后图像的最小包围圆；

然后，对最小包围圆的半径适当延长５到１０个像素单位，得到的同心圆作为掌心圆；最后，统计掌心圆

边界和图５（ｂ）所示的手掌区域分割图中手指的相交次数，将其作为一种特征识别手指个数．

２．１　掌心圆的计算

Ｋｉｎｅｃｔ骨骼追踪系统可以直接定位手掌心坐标，但由于骨骼追踪系统测量存在误差，如果直接使

用该结果，会严重影响最终识别精度．文中通过处理手掌区域图像，获得掌心位置的准确坐标，具体分为

以下两个步骤．

步骤１　利用图像处理中的形态学开运算，对手指区域的像素进行分割处理．

步骤２　对保留的图像区域计算最小包围圆，手掌区域最小包围圆，如图６所示．

形态学开运算的实质是对图像进行先腐蚀后膨胀，这样可以消除图像上一些小的噪点，还能在纤细

点处分离物体，且不会明显改变图像的有效面积．文中正是利用这一特性，将手指部位全部去除，保留不

含手指的手掌区域像素．接着对该区域像素坐标进行遍历，找出手掌区域距离图像４个边界最近的４个

像素坐标值．边界点像素坐标，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犃，犅，犆和犇 四点是满足条件的手掌区域距离图像

边界最近的４个像素点．

（ａ）手指分割图　　　　　　　　（ｂ）最小包围圆　　　　　　　　　　　　　　　　　

　　　　图６　手掌区域最小包围圆　　　　　　　　　　　　　　图７　边界点像素坐标

　　　Ｆｉｇ．６　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ｉｎｐａｌｍａｒｅａ　　　　　Ｆｉｇ．７　Ｐｉｘｅ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ｏｉｎｔｓ

　在获得４个边界像素坐标值后，寻找相邻且相互之间距离最远的３个点．犃犅，犅犆，犆犇 和犇犃 之

间的距离为

ｍａｘ狘犱狘＝ （狓３－狓４）
２
＋（狔３－狔４）槡

２．

　　过犃，犅和犆这３个点的圆的方程为

（狓－狓０）
２
－（狔－狔０）

２
＝狉

２．

　　将犃，犅和犆三个点依次带入上式，得到的方程组为

（狓３－狓０）
２
＋（狔３－狔０）

２
＝狉

２，

（狓４－狓０）
２
＋（狔４－狔０）

２
＝狉

２，

（狓５－狓０）
２
＋（狔５－狔０）

２
＝狉

２

烅

烄

烆 ．

　　联立以上方程组，求得圆心为

狓０ ＝
犮犲－犫犳
犪犲－犫犱

，　　狔０ ＝
犪犳－犮犱
犪犲－犫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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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犪＝狓３－狓４；犫＝狔３－狔４；犮＝
狓２３－狓

２
４＋狔

２
３－狔

２
４

２
；犱＝狓３－狓５；犲＝狔３－狔５；犳＝

狓２３－狓
２
５＋狔

２
３－狔

２
５

２
．

将狓０ 和狔０ 代入方程组中的任何一个式子，便可以求出半径狉，画出最小包围圆．由于手掌区域图像

是ＲＧＢ图，包含３个通道，所以圆的边界也用３个通道画出，并选用像素值为犛（９，０，２５５），这里Ｂ通道

的取值为第一个值９，其与图５（ｂ）图的Ｂ通道取值保持一致，同时，圆边界的宽度仅用一个像素值表示，

从而为后续处理做铺垫．

２．２　手指数字的识别

最小包围圆包围了不含手指的全部像素（图６（ｂ）），此时，仅需要对该最小包围圆的半径进行适当

的延长，以避免和手掌部分像素相交，并映射到图５（ｂ）中，就可获得仅和手指相交的圆．经过多次试验，

取狉′＝狉＋６，然后，以该半径狉′和掌心点（狓０，狔０）画出另一个圆．手掌区域映射图，如图８所示．

扩大半径的圆映射到手掌区域分割图，如图８（ｂ）所示．图８（ｂ）中：圆的边界仅和手指部分相交．通

过计算出相交次数，便可以识别出手指个数，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遍历图８（ｂ）所示的图像．圆的边界像素坐标值为

犆１ ＝
（犻，犼），　　ｄｉｓ犻，犼（Ｂ，Ｇ，Ｒ）＝ｄｉｓ犻，犼（９，０，２５５），

返回，　　 其他｛ ．

上式中：犆１＝（犻，犼）表示将符合条件的像素坐标赋值给集合犆１；ｄｉｓ犻，犼（Ｂ，Ｇ，Ｒ）为Ｂ，Ｇ和Ｒ三个通道的

像素值；ｄｉｓ犻，犼（９，０，２５５）为节２．１画掌心圆时的像素取值．

步骤２　坐标排序．由于步骤１获取的圆边界坐标值是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的，并不符合

圆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画的规律，这时需要对这些坐标点进行排序．

步骤３　运用“十字形”搜索窗口，沿着排序后的圆边界坐标进行遍历．“十字形”搜索窗口，如图９

所示．图９中：中心点坐标（犻，犼）为像素坐标的位置．中心点坐标沿着圆的边界进行遍历，每遍历一个坐

标值，依次取出周围相邻４个坐标的像素值进行判断．如果４个像素值都和手势分割图Ｂ通道的数值相

等，则记录下这个特征，并将这个特征存储到另一个集合犆２ 中，以便后续处理．

（ａ）最小包围圆　　　　　　　　　（ｂ）掌心圆　　　　　　　　　　　　　　　　　　　

　　　　　　　图８　手掌区域映射图　　　　　　　　　　　　　　图９　“十字形”搜索框

　　　　　　　Ｆｉｇ．８　Ｐａｌｍａｒｅａｍａｐ　　　　　　　　　　　　　　Ｆｉｇ．９　Ｃｒｏｓｓ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ｘ

步骤４　统计特征，识别出手指个数．对步骤３得到的集合犆２ 进行从０～１或者从１～０变化次数

的统计．如统计的次数为５，说明圆的边界和手指相交了５次，进一步说明使用者伸出了５个手指，传达

的意思是数字５．集合犆２ 为

犆２ ＝
１，　　ｄｉｓ（犻，犼，０）＝９，

０，　　 其他｛ ．

　　至此，一帧手掌二维图像数据处理完毕．重复以上步骤，可以实现对０～５任意输入的手指数字图像

数据的处理，手指数字识别流程图，如图１０所示．

采用掌心圆和手指相交的方式，只在于识别出手指个数，并不涉及语义识别．对于任意组合的手指，

均以手指个数作为数字识别结果，如若识别更多的数字，需用伸出更多根手指进行组合，只要获得的掌

心圆能够和手指相交，就能准确识别出结果．另外，相对于传统的各种触摸接触式人机交互方式，文中采

用的是基于Ｋｉｎｅｃｔ的非接触式交互方式，使用者无需用身体的任何部位触碰实际物体，仅仅依据动作

手势进行交互，更接近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模式，给使用者带来自然、舒适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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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手指数字识别流程图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提出的方法进行验证，使用的计算机配置为Ｉｎｅｒｔ（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３?３２２０ＣＰＵ、４．００ＧＢ安

装内存、３．３０ＧＨｚ主频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实验数据来自ＫｉｎｅｃｔｆｏｒＸＢＯＸ摄像头．利用微软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３作为开发平台，并结合微软官方Ｋｉｎｅｃｔ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ＤＫ开发工具包．图像

的分辨率设置为６４０ｐｘ×４８０ｐｘ，视频帧率为３０帧·ｓ
－１，进行手指数字识别实验．文中要识别的６种

数字手势图，如图１１所示．

（ａ）数字０　　　　　　　　　　　（ｂ）数字１　　　　　　　　　　　　（ｃ）数字２

（ｄ）数字３　　　　　　　　　　　（ｅ）数字４　　　　　　　　　　　　（ｆ）数字５

图１１　数字手势图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ｓｔｕｒｅｍａｐ

表１　手势识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Ｇｅｓ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输出
数字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６０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６００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００

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在室内的正常光照条件下，邀请了６位实

验者，对每个手势采集６００帧图像，手指数

字识别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η为识

别率．

数字手势识别界面，如图１２所示．图

１２中：设计的界面实时显示了手势的识别

结果；红色圆圈即是掌心圆；右侧是手指数

字的识别结果和准确率；右下角是开始和

停止识别按钮．由图１２可知：文中方法对

于０～５等６种数字手势的识别率均达到１００％，进一步说明了文中方法实时、准确．

对不同方法识别同种数字手势０～５的结果进行列举比较，不同方法的识别率，如表２所示．表２

中：文献［１８?１９］均采用ＳＶＭ对提取的手势特征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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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数字０　　　　　　　　　　　（ｂ）数字１　　　　　　　　　　（ｃ）数字２　

（ｄ）数字３　　　　　　　　　　　（ｅ）数字４　　　　　　　　　　　（ｆ）数字５　

图１２　数字手势识别界面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ｓ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ａｐ

表２　不同方法识别率

Ｔａｂ．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　

方法 η

１ ２ ３ ４ ５

文献［６］方法 ９３．０ ８６．０ ８３．０ ８６．０ ８０．０

文献［１８］方法 ９７．０ ９８．０ ９７．５ ９８．５ ９９．０

文献［１９］方法 ９２．５ ９２．５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文中方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由表２可知：虽然ＳＶＭ 是用于处理小样本

数据的一种机器学习方法，但需先给定一定量的

样本进行训练，而文中方法并不是基于样本数据

特征，无需给定任何样本；对于１～５这种连续手

势的识别，须建立多分类支持向量机解决，这无

疑增加了算法的计算复杂度．

４　结束语

利用Ｋｉｎｅｃｔ采集的深度数据融合追踪到的骨骼数据研究手指数字识别方法，对采集到的深度图像

进行一系列处理，得到掌心圆，根据掌心圆和手指相交的次数，识别出手指个数．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

准确、高效，同时复杂度低，准确率高，适用于很多简单的人机交互现实场景．对动态手势如手势轨迹进

行跟踪识别将会是下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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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具有反应扩散的

两种群竞争的双稳定性

陈梅香，谢溪庄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研究一类带有反应扩散项的两种群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竞争系统．利用单调半流双稳定性理论，得到该竞争

系统存在双稳定性的全局动力学行为．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存在一条无序的、不变的一阶光滑分界线，使得

当初值在分界线上方，种群２赢得竞争；而当初值在分界线下方，则种群１赢得竞争．

关键词：　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竞争模型；反应扩散；双稳定；平衡解；解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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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在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竞争模型的基础上，Ｇｉｌｐｉｎ等
［１２］通过对果蝇的系列实验，得到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竞

争模型为

狓１（狋）＝狓１（狋）（犫１－犪１１狓
θ１
１（狋）－犪１２狓２（狋）），

狓２（狋）＝狓２（狋）（犫２－犪２２狓
θ２
２（狋）－犪２１狓１（狋））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狓１（０），狓２（０））＝狓０∈犚
２
＋．

对于该模型，有下面４种竞争结果（详见文献［３］，取τ１＝τ２＝０时）：

１）若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则种群１赢得竞争；

２）若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则种群２赢得竞争；

３）若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则种群１和种群２共存在一个稳定的平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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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若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则两个边界平衡态是局部渐近稳定，而共存平衡态是不稳定的．

此外，文献［４］考虑了具有阶段结构和非局部空间效应影响的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竞争模型的全局稳定

性；文献［５］讨论了带有正反馈作用下的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模型的动力学性态；文献［６９］则研究了该模型的

随机情形．特别地，Ｌｉａｏ等
［１０］研究了带有反应扩散项的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模型，并通过构造李雅普诺夫函

数，得到正平衡态的全局渐近稳定性．受文献［１１１２］关于单调半流存在双稳定性的启发，本文考虑带有

反应扩散项和Ｎｅｕｍａｎｎ边值的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竞争系统，即

狌１

狋
＝犱１Δ狌１＋狌１（犫１－犪１１狌

θ１
１ －犪１２狌２），

狌２

狋
＝犱２Δ狌２＋狌２（犫２－犪２２狌

θ２
２ －犪２１狌１），

狌１

狏
＝
狌２

狏
＝０，　　（狓，狋）∈Ω×犚＋

烍

烌

烎
．

（２）

式（２）中：Ω犚
犿（犿≥１）是一个有界的，开凸区域；Ω是一个犆

２＋α（α∈（０，１））流形；狏是Ω的单位外法

向量；狌犻（狓，狋），犻＝１，２是种群犻在狋时刻狓位置的密度；犱犻是种群犻的扩散系数；犫犻是种群犻的内禀增长

率；犪犻犻是种群犻的密度制约参数，犪１２和犪２１是两种群竞争系数，且假设θ犻≥１，犻＝１，２或θ犻＜１，犻＝１，２．

２　平衡解的稳定性及其证明

对方程（２），令
狌１（犫１－犪１１狌

θ１
１ －犪１２狌２）＝０

狌２（犫２－犪２２狌
θ２
２ －犪２１狌１）

烅
烄

烆 ＝０
，可解得系统（２）有３个空间一致的常数平衡解：犈０＝（０，

０），犈１＝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 ）０ 和犈２＝ ０，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 ）２ ．此外，若犫１犪１２＞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或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该系统还存在一个正平衡解犈＝（狌，狏）．其中，狌，狏满足

犫１－犪１１（狌
）θ１－犪１２狏

＝０

犫２－犪２２（狏
）θ２－犪２１狌


烅
烄

烆 ＝０
．

对于正平衡态的全局稳定性，文献［１０］已有介绍．在这里，将借助单调半流的双稳定性理论研究系

统（２）在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条件下的全局动力学性态．

Ｊｉａｎｇ等
［１１］给出单调半流和抽象竞争系统的双稳定性（也称为“鞍点结构”）理论．假设犡１ 和犡２ 是

分别具有正锥犡＋
１ 和犡

＋
２ 的两个有序的Ｂａｎａｃｈ空间，序关系记为“≤”．令犡

＋ ＝犡＋
１ ×犡

＋
２ ，则ｉｎｔ犡

＋ ＝

ｉｎｔ犡＋
１ ×ｉｎｔ犡

＋
２ ．记犓＝犡

＋
１ ×（－犡

＋
２ ），那么，犡＝犡１×犡２ 也是具有正锥犓 的有序的Ｂａｎａｃｈ空间，其

中，≤犓（＜犓，犓）表示由犓 诱导的序关系（严格序关系，强序关系）．记犆０＝犡
＋
１＼｛０｝×犡

＋
２＼｛０｝，犆１＝

｛（狓１，０）：狓１∈犡
＋
１ ｝，犆２＝｛（０，狓２）：狓２∈犡

＋
２ ｝．并假设连续可微半流φ狋：［０，＋∞）×犡

＋
→犡

＋满足如下４

点假设．

Ａ１）存在τ＞０，使得算子φτ是严格α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即存在０＜犽＜１，对于犅犡
＋，有α（φτ（犅））≤

犽α（犅）；

Ａ２）半流φ狋是一致有界的，即当犅犡
＋时，犗（犅）＝∪

狋≥０
φ狋（犅）是有界的；

Ａ３）狋＞０，φ狋（犆犼）犆犼，犼＝０，１，２，半流φ狋在犡
＋上是严格犓ｍｏｎｏｔｏｎｅ，在犆０ 上是严格犓ｏｒｄｅｒ，

且在犆犻，犻＝１，２上是强序保持半流；

Ａ４）半流φ狋在犡
＋上的平衡解是犈０＝（０，０），犈１＝（狓１，０），犈２＝（０，狓２）和犈＝（珚狓１，珚狓２）．其中，狓１，

珚狓１∈ｉｎｔ犡１，狓２，珚狓２∈ｉｎｔ犡２；而且犈０，犈是线性不稳定的，犈１，犈２ 是线性稳定的．

引理１（文献［１１］的定理２．４）　假设犆
１半流φ狋满足Ａ１）～Ａ４），且φ狋在ｉｎｔ犡

＋上是严格犓ｍｏｎ

ｏｔｏｎｅ，则Γ＝犡
＋
＼犅１∪犅（ ）２ 犆０∪｛犈０｝关于犓ｏｒｄｅｒ是无序的，且是余维１的正不变流形，其中，犅１，

犅２ 分别是犈１，犈２ 的吸引域．

引理２（文献［１３］的定理２．３．２２）　令（μ犻，犻（狓）），犻＝０，１，２，…，是在Ω上具有齐次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

条件的算子Δ的特征值和特征函数，则０＝μ０＜μ１＜μ２＜…．

９６２第２期　　　　　　　　　　　陈梅香，等：一类具有反应扩散的两种群竞争的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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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３　若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系统（２）的平衡解犈０，犈是线性不稳定的，而犈１，犈２ 是线性

稳定的．

证明：对系统（２）在平衡解做线性化，可得该系统在平衡解的特征方程为

λ＋μ犻犱１－犫１＋犪１１（１＋θ１）狌
θ１＋犪１２狏 犪１２狌

犪２１狏 λ＋μ犻犱２－犫２＋犪２１狌＋犪２２（１＋θ２）狏
θ２
＝０．

　　当（狌，狏）＝犈０＝（０，０）时，系统在犈０ 处的特征方程为（λ＋μ犻犱１－犫１）（λ＋μ犻犱２－犫２）＝０．取犻＝０时，

可以看出该方程有两个实的正根，犈０＝（０，０）是线性不稳定的．

当（狌，狏）＝犈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 ）０ 时，系 统 在 犈１ 处 的 特 征 方 程 为 （λ＋μ犻犱１ ＋犫１θ１）×

λ＋μ犻犱２－犫２＋犪２１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 ）１ ＝０．可得λ＝－μ犻犱１－犫１θ１＜０或λ＝－μ犻犱２＋犫２－犪２１ 犫１犪（ ）

１１

１
θ１，因为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所以λ＜０．因此，犈１＝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０ 是线性稳定的（ ．

当（狌，狏）＝犈２ 时，系统在犈２ 处的特征方程为 λ＋μ犻犱１－犫１＋犪１２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 ）２ （λ＋μ犻犱２＋犫２θ２）＝０，可得

λ＝－μ犻犱２－犫２θ２＜０或λ＝－μ犻犱１＋犫１－犪１２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

．因为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所以，λ＜０．因此，犈２＝

０，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 ）２ 是线性稳定的（ ．

当（狌，狏）＝犈＝（狌，狏）时，系统在犈处的特征方程为（λ＋μ犻犱１＋犪１１θ１（狌
）θ１）×（λ＋μ犻犱２＋犪２２×

θ２（狏
）θ２）－犪１２犪２１狌

狏＝０．记：犉（λ）＝（λ＋μ犻犱１＋犪１１θ１（狌
）θ１）（λ＋μ犻犱２＋犪２２θ２（狏

）θ２）－犪１２犪２１狌
狏．

取犻＝０，因为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所以有犉（０）＜０（见文献［３］性质３．４）．因为犉（＋∞）＝＋∞，

所以至少存在一个λ

＞０，使得犉（λ）＝０，因此，犈＝（狌，狏）是线性不稳定的．证毕．

３　双稳定性结构及其证明

记：犡犻犆（Ω），犡
＋
犻 ｛犻犻≥０，犻∈犡犻｝，ｉｎｔ犡

＋
犻 ＝｛犻犻＞０，犻∈犡犻｝，犻＝１，２．可知犡犻是以犡

＋
犻 为

正锥的有序的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令犡犡１×犡２，犡
＋
犡

＋
１ ×犡

＋
２ ，犓犡

＋
１ ×（－犡

＋
２ ），则犡 是以犡

＋和犓 为

正锥的两个乘积空间．取初值（狌（０，·，１），狏（０，·，２））＝（１，２），由文献［１３１４］中关于抛物型方

程初边值问题的比较原理可得：∈犡
＋，系统（２）在［０，＋∞）上存在唯一解（狌（狋，狓，１），狏（狋，狓，２）），

因此可以定义解半流为φ狋（）（狌（狋，·，１），狏（狋，·，２）），∈犡
＋．

定理１　若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系统（２）存在双稳定的全局动力学，即系统存在一条无犓 序

的、余维１的、不变的犆１ 分界线Γ＝犡
＋
＼犅１∪犅（ ）２ （犅犻是平衡解犈犻，犻＝１，２的吸引域），使得当初值在

犆１ 上方时，系统（２）的解收敛于犈２；当初值在犆
１ 下方时，系统（２）的解收敛于犈１．

证明：由文献［１５］中的推论７．４．２可知，对狋＞０，解半流φ狋（）：犡
＋
→犡

＋是紧算子．又由紧算子的

性质可知，解半流φ狋是严格α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的．因为系统（２）是竞争系统，由比较原理可知，满足初边值的

解（狌（狋，狓，１），狏（狋，狓，２））是一致有界的．作变换珘狌＝狌，珘狏＝－狏，可得系统（２）在该变换下是一个合作系

统，即关于正锥犓 是单调的．从而系统（２）的解半流φ狋在犡
＋上是犓ｍｏｎｏｔｏｎｅ，在ｉｎｔ犡＋上是严格犓

ｍｏｎｏｔｏｎｅ的．又因为该系统是一个抛物型的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系统，显然有对于狋＞０，φ狋（犆犼）犆犼，犼＝０，

１，２．根据引理３，在
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条件下，系统（２）在平衡解犈０，犈处是线性不稳定的，而在

犈１，犈２ 处是线性稳定的．又因为Ω是凸的，由文献［１６］可知系统（２）的非常数平衡解是线性不稳定的．

０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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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系统（２）的解半流φ狋满足假设Ａ１）～Ａ４）．根据引理１，可得系统（２）存在一条无犓 序的、余维１

的、不变的分界线Γ＝犡
＋
＼犅１∪犅（ ）２ ，其中，犅犻分别是平衡解犈犻，犻＝１，２的吸引域．从而当初始值在Γ

上方时，系统的解收敛到犈２，意味着种群２赢得竞争；当初始值在Γ下方时，系统的解收敛到犈１，意味

着种群１赢得竞争．证毕．

鉴于系统（１）的两个竞争排斥平衡态是局部渐近稳定，而竞争共存平衡态是不稳定的情形．文中着

重考虑了带有反应扩散项和Ｎｅｕｍａｎｎ边值的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竞争系统（２）．利用平衡解的线性稳定化方

法，同样得到在犫１
犪１２
＜
犫２
犪（ ）
２２

１
θ２，犫２
犪２１
＜
犫１
犪（ ）
１１

１
θ１条件下，系统（２）在平凡平衡解犈０ 和共存平衡解犈是局部不

稳定，而在两个边界平衡解犈１，犈２ 是局部渐近稳定．再根据单调半流的双稳定理论，得到该系统双稳定

的全局结果，即系统存在一条无序的、不变的光滑分界线，使得当初值在分界线上方，种群２赢得竞争；

当初值在分界线下方，种群１赢得竞争．

参考文献：

［１］　ＧＩＬＰＩＮＭＥ，ＡＹＡＬＡＦＪ．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３，７０（１２）：３５９０３５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７０．１２．３５９０．

［２］　ＧＩＬＰＩＮＭＥ，ＡＹＡＬＡＦＪ．Ｓｃｈｏｅｎｅｒ’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６，

９（１）：１２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０４０５８０９（７６）９００３１９．

［３］　ＬＩＵ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ＸＩＥＸｉｚｈｕａ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ｙ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３）：１１１１３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２／Ｓ１７９３５２

４５１２６０００７８．

［４］　谢溪庄．具有阶段结构和非局部空间效应的竞争系统的稳定性［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３（６）：７１５

７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２．０６．０７１５．

［５］　ＭＯＯＲＥＣＭ，ＣＡＴＥＬＬＡＳＡ，ＡＢＢＯＴＴＫＣ．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Ｈｏｗθ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ｆｆｅｃｔｓ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８，３６８：

１９１１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ｃｏｌｍｏｄｅ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６．

［６］　ＳＥＴＴＡＴＩＡ，ＨＡＭＤＯＵＮＥＳ，ＩＭＬＡＨＩＡ，犲狋犪犾．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ｕｎ

ｄ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ｏｎｐａｔｃｈ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９，９０：１１０１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ｍｌ．２０１８．１０．

０１９．

［７］　ＷＡＮＧＫａｉ，ＺＨＵＹａｎｌｉｎｇ．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ｕｎｄ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Ｊ］．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ｙｂ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９，３２：７９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ｎａｈｓ．２０１８．１０．０１１．

［８］　ＳＥＴＴＡＴＩＡ，ＬＡＨＲＯＵＺ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ｒｇｏｄ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ｕｎｄ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ｏｎ

ｐａｔｃｈ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０（６）：１７５００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２／Ｓ１７９３５２４５１７５００９０５．

［９］　ＬＵ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Ｌｉ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Ｙｕｍｉｎ，犲狋犪犾．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éｖｙｊｕｍｐ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６０：７３１７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１９００１８

０１２３４ｘ．

［１０］　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ｎ，ＬＩＪｉ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２８（１０）：１７５１１７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３６２５４６Ｘ（９５）００２４２Ｎ．

［１１］　ＪＩＡＮＧＪｉｆａ，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Ｓａｄｄｌｅｐｏｉ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ｏｒ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ｓｅｍｉ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２０３（２）：３１３３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ｄｅ．２００４．０５．００２．

［１２］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Ｍ］．２ｎｄ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

［１３］　叶其孝，李正元，王明新，等．反应扩散方程引论［Ｍ］．２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　林支桂．数学生态学导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５］　ＳＭＩＴＨＨＬ．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ｄｙａｎ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ｄ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５．

［１６］　ＫＩＳＨＩＭＯＴＯＫ，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Ｈ．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ｂｌｅｏｆ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ｏｆｓｏｍ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ｏｎｃｏｎｖｅｘｄｏｍａｉｎｓ［Ｊ］．Ｊ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５，５８（１）：１５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０２２０３９６（８５）９００２０８．

（责任编辑：黄仲一　　英文审校：黄心中）

１７２第２期　　　　　　　　　　　陈梅香，等：一类具有反应扩散的两种群竞争的双稳定性



　第４１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１８　

　　集值向量均衡问题近似解映射的连续性

陈斌，王浩智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研究局部凸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拓扑向量空间中扰动下的集值向量均衡问题的原问题和对偶问题．建立原问

题和对偶问题近似解映射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半连续性和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下半连续性的充分条件，改进和推广Ａｎｈ等

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　向量均衡问题；近似解映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性；向量优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８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７２?０５

犆狅狀狋犻狀狌犻狋狔狅犳犃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犕犪狆狊狅犳

犛犲狋?犞犪犾狌犲犱犞犲犮狋狅狉犈狌狇犻犾犻犫狉犻狌犿犘狉狅犫犾犲犿狊

ＣＨＥ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Ｈａｏｚ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ｄ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ｅｔ?ｖａｌｕｅｄｖｅｃｔｏｒ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ｕｎｄｅｒｐｅｒ

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ｖｅｘ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ｕｐｐｅｒ

ｓｅｍｉ?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ｍｉ?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ｈ犲狋犪犾．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ｖｅｃｔｏｒ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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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广泛研究［２?８］．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研究均衡问题解及近似解的稳定性和敏感性分析．目前，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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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中涉及解映射的信息是不合理的，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当处理含参向量均衡问题解映射的（半）连续

性时，许多文献利用了标量化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只有对含参弱向量均衡问题有效，对强向量均衡问

题则不适用．文献［１６］在未使用标量化方法的情况下，建立了强向量均衡问题和对偶强向量均衡问题近

似解映射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下半连续性的充分条件，改进了已有文献中的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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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以下除特别说明外，设犡为局部凸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拓扑向量空间，犢，犣为拓扑向量空间，犃犡 为非

空紧凸子集，Λ犣为非空子集，犆犢 为闭凸点锥，ｉｎｔ犆≠（ｉｎｔ犆为犆 的内部），犉：犃×犃×Λ→２
犢 是

集值映射．对于λ∈Λ，考虑以下集值向量均衡问题（ＳＶＥＰ）：找到珚狓∈犃，使得

犉（珚狓，狔，λ）犆，　　狔∈犃．

　　它的对偶问题（ＤＳＶＥＰ）是：找到珚狓∈犃，使得

犉（狔，珚狓，λ）－犆，　　狔∈犃．

　　令犲∈ｉｎｔ犆．对于（ε，λ）∈犚＋×Λ，设ＳＶＥＰ和ＤＳＶＥＰ的ε?近似解集分别为

Π（ε，λ）＝ ｛狓∈犃狘犉（狓，狔，λ）＋ε犲犆，狔∈犃｝，

Π
犱（ε，λ）＝ ｛狓∈犃狘犉（狔，狓，λ）＋ε犲－犆，狔∈犃｝．

　　以下先给出一些基本概念和引理．

设犉为犡 到犢 的集值映射．

定义１
［１７］
　ⅰ）若对于犢 中任意满足犉（狓０）犝 的开子集犝，都存在狓０的一个邻域犖，使犉（犖）

犝，则称犉在狓０ 处上半连续．

ⅱ）若犢 中满足犉（狓０）∩犝≠的任意开子集犝，都存在一个狓０ 的邻域犖，使得对于所有的狓∈

犖，都有犉（狓）∩犝≠，则称犉在狓０ 处下半连续．

ⅲ）若犉在狓０ 处同时为上半连续和下半连续，则称犉在狓０ 处连续．

引理１
［１８］
　犉在狓０ 处是下半连续的，当且仅当对于狔０∈犉（狓０）及所有狓α→狓０，存在狔犪∈犉（狓α），使

得狔α→狔０．

定义２
［１８］
　ⅰ）犉在狓０ 处称为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半连续，如果对于犢 中原点的任意邻域犞，都存在狓０

的邻域犖，使得

犉（狓）犉（狓０）＋犞，　　狓∈犖．

　　ⅱ）犉在狓０ 处称为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下半连续，如果对于犢 中原点的任意邻域犞，都存在狓０ 的邻域犖，则

使得

犉（狓０）犉（狓）＋犞，　　狓∈犖．

　　ⅲ）如果犉在狓０ 处同时为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半连续和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下半连续，则犉在狓０ 处称为 Ｈａｕｓ

ｄｏｒｆｆ连续．

引理２
［１８］
　ⅰ）如果犉在狓０ 处是上半连续，那么犉在狓０ 处是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半连续；反之，如果犉

在狓０ 处是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半连续，且犉（狓０）是紧集，那么犉在狓０ 处是上半连续．

ⅱ）如果犉在狓０ 处为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下半连续，则犉在狓０ 处为下半连续；反之，如果犉在狓０ 处是下半

连续，且犉（狓０）是紧集，那么犉在狓０ 处是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下半连续．

定义３　如果对于任意ε＞０，存在λ０ 的邻域犖，使得对于所有狓，狔∈犃和λ１，λ２∈犖，都有

犉（狓，狔，λ１）犉（狓，狔，λ２）＋ε［－犲，犲］，

则称集值映射犉：犃×犃×Λ→２
犢 关于犲∈ｉｎｔ犆在λ０ 处对于（狓，狔）∈犃×犃一致连续，其中，［－犲，犲］∶＝

狓∈犢｜狓∈（犲－犆）∩（－犲＋犆｛ ｝）．

定义４
［１８］
　如果对于任意狓１，狓２∈犃和狋∈［０，１］，有

犉（狋狓１＋（１－狋）狓２）狋犉（狓１）＋（１－狋）犉（狓２）＋犆， （１）

则称映射犉：犡→２
犢 在凸集犃犡上是犆?凹的．

如果将式（１）替换为

犉（狋狓１＋（１－狋）狓２）狋犉（狓１）＋（１＋狋）犉（狓２）－犆，

则称映射犉：犡→２
犢 在凸集犃犡上是犆?凸的．

对于固定的λ０∈Λ，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引理３　如果对于任意狔∈犃，犉（·，狔，λ０）在凸集犃上是犆?凹的，那么Π（ε，λ０）是凸集．

证明：任取狓１，狓２∈Π（ε，λ０）犃和狋∈［０，１］，那么狋狓１＋（１－狋）狓２∈犃，且对于所有狔∈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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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狓１，狔，λ０）＋ε犲犆，

犉（狓２，狔，λ０）＋ε犲犆
｛ ．

　　利用犉的犆?凹性，对于所有狔∈犃，有

犉（狋狓１＋（１－狋）狓２，狔，λ０）＋ε犲狋犉（狓１，狔，λ０）＋（１－狋）犉（狓２，狔，λ０）＋ε犲＋犆

狋［犉（狓１，狔，λ０）＋ε犲］＋（１－狋）［犉（狓２，狔，λ０）＋ε犲］＋犆犆，

即狋狓１＋（１－狋）狓２∈Π（ε，λ０），从而Π（ε，λ０）是凸集．

２　主要定理和结果

由于已有文献对精确解和近似解的存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总是假定近似解集在参考点（ε０，

λ０）附近是非空的．

定理１　对于ＳＶＥＰ，假设在参考点（ε０，λ０）∈犚＋×Λ的邻域内近似解存在，且

ⅰ）犉（狓，狔，·）关于犲∈ｉｎｔ犆在λ０ 处对于（狓，狔）∈犃×犃一致连续；

ⅱ）对于所有狔∈犃，犉（·，狔，λ０）在凸集犃上是犆?凹的．

那么，Π在（ε０，λ０）处是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的．

证明：令δ∈（０，ε０），取集合犖＝（ε０－δ，ε０＋δ）作为给定的ε０的邻域．任取ε１，ε２∈犖，其中ε１＜ε２，实

数η满足０＜η＜ε２－ε１，由定理１的假设条件ⅰ）可知，存在λ０的邻域犖η（λ０），使得对于任意的λ１，λ２∈

犖η（λ０）和狓，狔∈犃有

犉（狓，狔，λ２）犉（狓，狔，λ１）＋η［－犲，犲］． （２）

　　对于任意的λ１，λ２∈犖η（λ０），下证

Π（ε１，λ１）Π（ε２，λ２）． （３）

　　设狓∈Π（ε１，λ１），则对于所有狔∈犃，有

犉（狓，狔，λ１）＋ε１犲犆．

　　任取狕２∈犉（狓，狔，λ２），由式（２）存在狕１∈犉（狓，狔，λ１）及犮１∈犆，使得狕２＝狕１＋η（－犲＋犮１）．从而有

狕２＋ε２犲＝狕１＋ε１犲＋（ε２－ε１）犲－η犲＋η犮１ ＝狕１＋ε１犲＋（ε２－ε１－η）犲＋η犮１ 犆，

则犉（狓，狔，λ２）＋ε２犲犆，狔∈犃，即狓∈Π（ε２，λ２）．

由式（３）可知，对于任意的λ∈犖η（λ０）和ε∈犖，有

Π（ε０－δ，λ０）Π（ε，λ）Π（ε０＋δ，λ０）． （４）

　　对于满足１＜犽＜ε２（ε２－ε１）
－１的每个实数犽，设γ＝ε２＋犽（ε１－ε２），则有

１

犽
γ犲＋ １－

１（ ）犽ε２犲＝ε１犲．
　　下证

１

犽
Π（γ，λ０）＋ １－

１（ ）犽 Π（ε２，λ０）Π（ε１，λ０）． （５）

　　任取狓１∈Π（γ，λ０），狓２∈Π（ε２，λ０）．由犃的凸性可知犽
－１狓１＋（１－犽

－１）狓２∈犃，且对于所有狔∈犃，有

犉（狓１，狔，λ０）＋γ犲犆，　　犉（狓２，狔，λ０）＋ε２犲犆．

因此，有

１

犽
犉（狓１，狔，λ０）＋

１

犽
γ犲＋ １－

１（ ）犽 犉（狓２，狔，λ０）＋ １－
１（ ）犽ε２犲犆．

　　利用犉的犆?凹性，对于任意的狔∈犃，有

（犉 １

犽
狓１＋ １－

１（ ）犽 狓２，狔，λ）０ ＋ε１犲 １犽犉（狓１，狔，λ０）＋ １－
１（ ）犽 犉（狓２，狔，λ０）＋ε１犲＋犆犆．

即

犽－１狓１＋（１－犽
－１）狓２ ∈Π（ε１，λ０）．

　　由此可得到式（５），并由式（５）可得到

１－
１（ ）犽 Π（ε２，λ０）Π（ε１，λ０）－１犽Π（γ，λ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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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Π（ε２，λ０）Π（ε１，λ０）＋
１

犽－１
［Π（ε１，λ０）－Π（γ，λ０）］Π（ε１，λ０）＋

１

犽－１
（犃?犃）．

　　由于犃是紧集，故它是有界的．因此，对于犡中原点的任意闭凸邻域犞，存在ρ＞０，使得犃?犃ρ犞．

因此有

Π（ε２，λ０）Π（ε１，λ０）＋ ρ
犽－１

犞． （６）

　　设δ＝δ０＜
ε０

ρ＋１
．考虑犖＝（ε０－δ０，ε０＋δ０）．在式（６）中，取ε１＝ε０－δ０ 和ε２＝ε０，犽＝ρ＋１，从而有１＜

犽＜ε２（ε２－ε１）
－１，又由式（４）可得到

Π（ε０，λ０）Π（ε０－δ０，λ０）＋犞 Π（ε，λ）＋犞．

故Π在（ε０，λ０）处是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下半连续．

在式（６）中，取ε１＝ε０，ε２＝ε０＋δ０，犽＝ρ＋１，可得到

Π（ε０＋δ０，λ０）Π（ε０，λ０）＋犞．

　　结合式（４），可得出Π（ε，λ）Π（ε０，λ０）＋犞，即Π在（ε０，λ０）处是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上半连续．

注１　当犉为单值映射时，就得到了文献［１６］的定理１，定理１推广了文献［１６］的定理１．

注２　定理１的假设条件ⅱ）是必不可少的，如下例所示．

例１　设犡＝犚，Λ＝［０，１］，犃＝［０，２］，犢＝犚，犆＝犚＋，犲＝１∈ｉｎｔ犆，ε０＝１０
－３，λ０＝０和犉（狓，狔，λ）＝

狓２－狓－２λ－１０
－３，狓２－狓－２λ－

１

２
１０［ ］－３ ．由此可以看到定理１的假设ⅰ）已经满足．当狓１＝０，狓２＝

１

２
，

狋＝
１

２
，有

犉
１

２
狓１＋

１

２
狓２，狔，λ（ ）０ ＝犉 １

４
，狔，（ ）０ ＝ －

３

１６
－１０

－３，－
３

１６
－
１

２
１０－［ ］３ ，

但由于

１

２
犉（狓１，狔，λ０）＋

１

２
犉（狓２，狔，λ０）＋犆＝

１

２
犉（０，狔，０）＋

１

２
犉
１

２
，狔，（ ）０ ＋犆＝

１

２
－１０

－３，－
１

２
１０－［ ］３ ＋１２ －

１

４
－１０

－３，－
１

４
－
１

２
１０－［ ］３ ＋犆＝

－
１

８
－１０

－３，＋∞）［ ，

显然有

犉
１

２
狓１＋

１

２
狓２，狔，λ（ ）０  １２犉（狓１，狔，λ０）＋

１

２
犉（狓２，狔，λ０）＋犆．

　　因此，犉的犆?凹性条件不满足．近似解映射Π在（１０
－３，０）处不是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的．因为０∈

Π（１０
－３，０）＝｛０｝∪［１，２］，取（ε狀，λ狀）＝ １０

－３＋
１

狀
，１（ ）狀 →（１０

－３，０），对于任意的狓狀∈Π（ε狀，λ狀）（１，］２ ，
都有狓狀 →／０．由引理１可知，Π在（１０

－３，０）处非下半连续；而由引理２可知，近似解映射Π在（１０
－３，０）处

不是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的．

注３　当犉退化为单值映射时，上例改进了文献［１６］中的例１．

注４　约束集的紧性条件不能删除，如下例所示．

例２　令犡＝犚，Λ＝［０，１］，犃＝（２，３］，犢＝犚，犆＝犚＋，犲＝１∈ｉｎｔ犆，ε０＝１０
－３，λ０＝０，且犉（狓，狔，λ）＝

［λ（狓－狔），λ（狓－狔）＋１］．易知满足定理１的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到

Π（ε，λ）＝
（２，３］，　　λ＝０，

｛３｝，　　　λ≠０｛ ．

　　Π在（１０
－３，０）处非下半连续，由引理２可知，近似解映射Π在（１０

－３，０）处不是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的．

与定理１的证明类似，可以得到集值向量均衡问题的对偶问题近似解映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性的充

分性条件．

５７２第２期　　　　　　　　　　　　　陈斌，等：集值向量均衡问题近似解映射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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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２　对于ＤＳＶＥＰ，假设在参考点（ε０，λ０）∈犚＋×Λ的邻域内近似解存在，且ⅰ）犉（狔，狓，·）关

于犲∈ｉｎｔ犆在λ０ 处对于（狔，狓）∈犃×犃一致连续；ⅱ）对于所有狔∈犃，犉（狔，·，λ０）在凸集犃上是犆?凸

的．那么，Π
犱 在（ε０，λ０）是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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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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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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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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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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