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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制动工况下车辆的

犘犐稳定性控制

李军，方春杰，束海波

（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针对制动工况中的汽车，建立９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并基于车辆动力学模型，采用比例积分（ＰＩ）

稳定性控制逻辑算法对车辆的行驶状况及运动姿态进行控制．最后，利用ＣａｒＳｉｍ和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联合

仿真平台，结合低附着系数路面和对开路面的紧急制动工况进行离线仿真．仿真结果表明：采用稳定性控制逻

辑算法可以改善车辆的纵向运动状态，有效地抑制车辆的侧向运动，有助于提高车辆的稳定性．

关键词：　车辆；对开路面；紧急制动；稳定性控制；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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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转［１］，偏离其预定的行驶车道，将危及乘员的人身安全．针对紧急制动工况下的车辆稳定性控制问题，

研究人员陆续提出了诸多控制方法．赵伟等
［２］提出利用主动转向技术控制汽车紧急制动时的稳定性；唐

国元等［３］采用最优控制方法解决车辆在对开路面制动时的稳定性问题；晏蔚光等［４］提出一种结合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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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力矩控制和主动前轮转向控制，提高紧急制动侧偏稳定性的控制方法．本文针对四轮驱动汽车，建立

９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并在建模的基础上，采用稳定性控制逻辑算法对车辆的行驶状况及运动姿态

进行控制．然后，利用ＣａｒＳｉｍ和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对车辆在低附着系数路面和对开路面上的紧急制

动工况进行联合仿真，以验证控制的有效性．

１　车辆动力学建模

１．１　车辆动力学模型

为了反映车辆在紧急制动工况的运动状态及动力学特性，建立９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如图１所

示．９自由度依次为车辆的纵向运动、侧向运动、横摆运动、侧倾运动、俯仰运动，及前、后４个车轮绕各

自车轴的转动自由度［５?９］．

图１　９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Ｎｉｎ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建模过程中，主要考虑由纵向、侧向加速度引起的轴荷转移和轮胎的非线性动力学特性［９］．该模型

不考虑垂向自由度及悬架系统的影响．根据达朗贝尔原理，列出车辆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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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５）中：犿为整车质量，ｋｇ；狌，狏狔 分别为纵向、侧向车速，ｋｍ·ｈ
－１；犅为轮距，ｍ；犔为轴距，ｍ；犪，

犫分别为车辆质心与前、后轴之间的距离，ｍ；犺ｇ为车辆质心高度，ｍ；犐狓，犐狔，犐狕 分别为车辆绕狓，狔，狕轴的

转动惯量，ｋｇ·ｍ
２；ωＹ，ωＲ，ωＰ分别为车辆横摆、侧倾、俯仰角速度，ｒａｄ·ｓ

－１；犉狓犻，犉狔犻分别为第犻个车轮

的轮胎纵向力和侧向力，Ｎ；δ犻为第犻个车轮的轮胎侧偏角，ｒａｄ．

制动工况下，前、后４个车轮的转动方程为

犐ｗ犻ωｗ犻 ＝犉狓犻犚－犜ｂ犻，　　犻＝１，２，３，４． （６）

式（６）中：犐ｗ犻为车轮绕转轴的转动惯量，ｋｇ·ｍ
－２；ωｗ犻为第犻个车轮的转动角速度，ｒａｄ·ｓ

－１；犜ｂ犻为第犻个

车轮的制动力矩，Ｎ·ｍ；犚为车轮的滚动半径，ｍ．

车辆质心侧偏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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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轮胎动力学模型

采用“魔术公式”轮胎模型［１０］，以滑移率、轮胎侧偏角和轮胎垂直载荷作为模型的输入，并以轮胎的

纵向力、侧向力作为模型的输出．则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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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８）中：狔（狓）为纵向力或侧向力；狓为滑移率或轮胎侧偏角；犅为模型刚度因子；犆为模型形状因子；犇

为模型峰值因子；犈为模型形状因子．

１．３　车轮滑移率和轮胎侧偏角及其垂直载荷

车轮滑移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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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车轮中心的纵向速度狌ｗ≈狌，车轮中心的侧向速度狏ｗ≈狏狔．取重力加速度犵＝９．８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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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左前、右前、左后及右后轮胎的垂直载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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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犔
－
犪犺ｇ犿（狏狔＋狌ωＹ）

犅犔
，

犉狕狉
２
＝
犿犵犪
２犔

＋
犺ｇ犿（狌－狏狔ωＹ）

２犔
＋
犪犺ｇ犿（狏狔＋狌ωＹ）

犅犔

烍

烌

烎
．

（１１）

２　车辆稳定性控制

采用ＣａｒＳｉｍ建立包含９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和“魔术公式”轮胎模型的整车模型，提出基于制

动工况下汽车运动状态反馈的ＰＩ稳定性控制算法，其具体框架如图２所示．在图２中，利用ＣａｒＳｉｍ整

车动力学模型输出的纵向车速狌、转向盘转角δｓｗ等参数，由二自由度操纵参考模型
［１１］计算出理想的横

摆角速度ωＹ＿ｉｄｅａｌ为

ωＹ＿ｉｄｅａｌ＝
狌δｓｗ

（３．６＋犓狌
２／３．６）犻犔

． （１２）

式（１２）中：犓 为稳定性因数，ｓ２·ｍ－２；犻为转向系传动比．

图２　稳定性控制算法的框架图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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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车辆动力学模型计算出实际的横摆角速度ω犢＿ｉｄｅａｌ，从而得到横摆角速度偏差为

ΔωＹ ＝ωＹ＿ｉｄｅａｌ－ωＹ＿ａｃｔｕａｌ． （１３）

　　然后，利用ΔωＹ 确定车辆４个车轮轮缸的制动压力，则可得到

犘犻＝ ［犜（犓ＰΔωＹ＋犓Ｉ∫
狋

０
ΔωＹｄ狋）＋Δ］×犆犻． （１４）

式（１４）中：犘犻为第犻个车轮的轮缸压力，ＭＰａ；犜为换算系数；犓Ｐ 为比例环节系数；犓Ｉ为积分环节系数；

Δ为制动管路压力的动态修正量，ＭＰａ；犆犻为第犻个车轮的轮缸压力分配系数．

轮缸压力应位于最小调节压力犘ｍｉｎ和最大调节压力犘ｍａｘ之间．当轮缸压力低于最小调节压力时，控

制模块输出的轮缸压力值为零，此时，制动不起作用；当轮缸压力超过调节压力上限时，控制模块输出的

轮缸压力值为最大调节压力犘ｍａｘ．

将各车轮的轮缸压力值反馈给ＣａｒＳｉｍ整车动力学模型，使其输出横摆角速度、纵向车速和转向盘

转角的数值；然后，将它们作为稳定性控制的输入，通过图２的控制算法框架实现轮缸压力的反复控制，

图３　车辆稳定性仿真模型

Ｆｉｇ．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从而不断调节施加于车辆各车轮的制动

力，获得所需要的横摆角速度、质心侧偏角

和制动距离等稳定性参数的期望值．

３　车辆稳定性仿真分析

采用 Ｃａｒｓｉｍ 和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建立包含车辆整车动力学模型和稳定性控

制器的仿真模型，如图３所示．为了验证车

辆稳定性的控制效果，选取某款国产ＳＵＶ

车型，其具体配置参数，如表１所示；然后，

结合低附着系数路面，对开路面下的两种紧急制动工况进行仿真．

表１　车辆具体配置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参数 犿／ｋｇ 犔／ｍ 犅／ｍ 犺ｇ／ｍ 犪／ｍ 犫／ｍ 犚／ｍ 犐狓／ｋｇ·ｍ
２犐狔／ｋｇ·ｍ

２犐狕／ｋｇ·ｍ
２

数值 １７７１ ２．７ １．５６５ ０．６９ １．４３ １．２７ ０．３６３ ６１４ ２４８８ ２４８８

３．１　低附着系数路面下的紧急制动

车辆以７０ｋｍ·ｈ－１的初速度行驶２ｓ后紧急制动，路面附着系数为０．２．采用该工况进行仿真，得

到引入稳定性控制前、后的车辆纵向车速、各车轮轮速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图４（ｂ）中各曲线的局部

放大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４，５中：狏为速度；狋为时间．

　　（ａ）控制前 （ｂ）控制后

图４　车辆纵向车速和各车轮轮速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ｅａｃｈｗｈｅｅｌｓｐｅｅｄ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由图４（ａ）可知：车辆在２ｓ时完成紧急制动，由于路面附着系数很低，各车轮的制动力立即增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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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附着力，前左、前右、后左及后右４个车轮均发生抱死现象，其轮速立刻减小为零，此时，车辆完全失

去转向能力．由图４（ｂ）和图５可知：车辆的纵向速度与各车轮的轮速基本保持一致，由式（９）得到车轮

的滑移率非常接近于零，此时，各车轮运动均接近于纯滚动状态．

在上述工况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路面附着系数提高至０．８，通过对比仿真，得到未施加控制

的两种不同附着条件下车辆的制动距离（犛），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车辆在附着系数为０．２和０．８的

两种路面上，２ｓ后发生紧急制动时的制动距离分别为８９．２６，２４．０６ｍ．显然，处于低附着条件下，未施

加任何控制的车辆制动效能大幅度下降，制动距离显著增加．

　　图５　图４（ｂ）中各曲线的局部放大图 图６　两种附着条件下车辆的制动距离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ｃｈ Ｆｉｇ．６　Ｂｒａｋ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

　　　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４（ｂ）　 ｕｎｄｅｒｔｗｏ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紧急制动工况下，处于低附着系数路面的车辆在未施加任何控制时，车轮极

易发生抱死现象，制动效能大幅降低．施加控制后的车辆在相同工况条件下，车轮运动接近于纯滚动状

态，且车速有所下降．当在行驶方向上突遇障碍物时，由于前轮抱死无法进行转向操作，且制动距离较

长，因而，未施加控制的车辆极易与障碍物发生碰撞，进而引发交通事故．相反，引入控制后的前轮均未

发生抱死，因而，车辆可以通过适当转向有效地避开障碍物，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３．２　对开路面下的紧急制动

车辆在对开路面上以７０ｋｍ·ｈ－１的初速度行驶２ｓ后紧急制动，左侧车轮位于附着系数为０．２的

低附着路面，右侧车轮则位于附着系数为０．８的高附着路面．基于该工况，仿真得到施加控制前、后车辆

的运行轨迹，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犡为纵向位移；犢 为侧向位移．由图７可知：在未施加控制时车辆侧向

位移绝对值最大为６．５９ｍ，施加控制后车辆侧向位移绝对值最大为０．２７３ｍ．

控制前、后的车辆横摆角速度（ωＹ）变化曲线，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未施加控制的车辆横摆角速

度波动较大，其绝对值最大为２．９１ｒａｄ·ｓ－１，施加控制后车辆的横摆角速度接近于零，其绝对值最大为

４．８２×１０－４ｒａｄ·ｓ－１．通过对比可得，控制后车辆的横摆角速度显著减小．

　　图７　控制前、后的车辆运行轨迹 图８　控制前、后的车辆横摆角速度

Ｆｉｇ．７　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ｉｇ．８　Ｖｅｈｉｃｌｅｙａｗｒａ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前、后的车辆质心侧偏角（β）变化曲线，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在整个紧急制动工况下，未施

９３１第２期　　　　　　　　　　　　　李军，等：紧急制动工况下车辆的ＰＩ稳定性控制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９　控制前、后的车辆质心侧偏角

Ｆｉｇ．９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ｌｉｐａｎｇｌ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加控制的车辆质心侧偏角变化十分剧烈，其绝对值最大

为３．１４ｒａｄ，施加控制后车辆质心侧偏角显著减小，其

绝对值最大为１．３０×１０－４ｒａｄ．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未施加控制的车辆在紧急制动

过程中运动姿态急剧发生改变，侧向位移较大，行驶状

态极不稳定；施加控制后，车辆的侧向位移、横摆角速度

及质心侧偏角均显著减小，其侧向运动得到了有效地抑

制，行驶状态得到了良好地调整，表明控制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４　结束语

针对制动工况下的汽车，建立了９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采用稳定性控制逻辑算法，根据理想、实

际横摆加速度的差值对各车轮轮缸压力进行调节，进而实现对各车轮制动力的控制．结合低附着系数路

面、对开路面下的两种紧急制动工况进行仿真．结果表明：该控制方法可以较好地调整车辆的运动姿态，

改善了车辆的纵向行驶状态，有效地抑制了车辆的侧向偏移，对提高汽车的稳定性和行驶安全性具有一

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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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载机结构件疲劳试验机的设计

蔡应强１，２，３，肖龙海１，２，３

（１．集美大学 轮机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查找装载机结构件应力薄弱部位，优化结构设计、提高疲劳寿命，采用电液伺服技术和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ＰＬＣ）控制技术设计一套专门测试结构件疲劳强度的试验系统．该系统采用整机正面加侧面的加载

方案，由触摸屏和ＰＬＣ控制器远程控制２个伺服液压缸动作以模拟结构件受载，可实现２４ｈ无人值守试验，

适用于各种型号装载机结构件的疲劳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该试验机运转平稳，可靠性高．

关键词：　疲劳试验机；装载机；结构件；电液伺服；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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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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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ｅｒｖ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ＰＬＣ）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ｗｅａｋ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ｌｏａｄｅｒ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ｆ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ｈｅｔｅｓｔ

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ｆｒｏｎｔａｎｄｓ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ｕｃｈｓｃｒｅｅｎａｎｄＰＬ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ｃａｎ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ｔｗｏｓｅｒｖｏ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ａｄ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ｒｕｎ２４ｈｏｕｒｓｕｎａｔ

ｔｅｎｄｅｄ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ｌｏａ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ａｎｒ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ｏａｄ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ｅｒｖｏ；ｒｅ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装载机工况复杂，车架和动臂等结构件在作业过程中承受着动力装置传递的力矩载荷、工作阻力载

荷、恶劣路况的冲击载荷等，在应力薄弱部位易发生疲劳破坏［１］．目前，在设计阶段，一般以最危险载荷

为设计载荷，以有限单元法寻找最大应力区与最大变形区，以便在结构设计上增强薄弱部位［２］．而结构

件的疲劳失效在设计阶段难以处理，只有通过大量市场反馈信息改进［３］，成本高、周期长、数据滞后，不

利于新机型的推广应用．考虑到装载机作业载荷以低频、大振幅、重载荷为主，本文设计电液驱动型疲劳

试验机，通过模拟其典型工况下的负载，获取试验样机结构件的应力分布数据和疲劳失效数据，为发现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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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缺陷和结构优化提供可靠依据．

１　加载方案和参数的确定

１．１　试验机结构方案

轮式装载机的工作循环包括插入、铲装、举升、卸载４个作业过程，需要依次克服插入阻力、转斗阻

力矩、掘起阻力和卸载阻力等［４?５］．上述作业阻力直接作用于铲斗，并通过铰链传递到动臂、车架等结构

件．由于路况复杂、随机作业载荷波动剧烈等原因，车架、动臂等结构件容易发生疲劳断裂．王继新等
［６］

对正载、左偏载、右偏载、满载转弯、一后轮离地、满载制动、满载运输、满载动臂平伸、满载举升最高位置

等１７种工况做了应力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各工况下结构件应力较大的位置基本相同，其中，应力较大

的工况是正载铲掘作业、偏载铲掘作业及有侧向力铲掘的作业工况．

以此为出发点模拟受载，考虑到台架试验的可行性，将装载机整车（去除轮胎和驾驶室）连同底盘用

带铰接的支撑钢板安装于Ｔ型槽平台上（图１），并使整车机构可以绕支点１和２旋转．采用电液伺服加

载的方式，设计一套液压系统和控制系统，控制液压缸３以一定的方式加载于铲斗正面，液压缸４（图中

未画出）加载于铲斗侧面，以模拟铲斗的水平和侧向受载．

图１　疲劳试验台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１．２　加载力分析

以某ＺＬ５０型装载机为例，其工作机构是由铲斗、动臂、摇臂、拉杆、机架、动臂液压缸缸套、动臂液

图２　ＺＬ５０装载机铲装工况的机构运动简图

Ｆｉｇ．２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ＺＬ５０

ｌｏａｄｅｒｉｎｓｈｏｖｅ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压缸活塞杆、铲斗液压缸缸套和铲斗液压缸活塞

杆等构件组成的空间机构，且左右对称，两侧铲斗

液压缸、动臂液压缸、拉杆、摇臂液压缸的运动学、

动力学特性完全一致，可简化为平面机构［７?８］．

为确定加载力的大小和方向，绘制平面机构

运动简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犉ｓ 为拉杆的拉

力，Ｎ；犉狓 为水平反作用阻力，Ｎ；犉狔 为垂直反作

用阻力，Ｎ；犉ｂｕ为摇臂液压缸拉力，Ｎ；犉ｂｏ为动臂

液压缸拉力，Ｎ；犔１，犔２，犔３ 为犉ｓ，犉狓，犉狔 到犌 点的

力臂；犔４，犔５ 为犉ｓ，犉ｂｕ到犇点的力臂；犔６，犔７，犔８，

犔９ 为犉狔，犉狓，犉ｂｕ，犉ｂｏ到犃点的力臂；犌为装载机

净质量，ｋｇ．

根据装载机动臂与铲斗在犌点、犇点、犃点的力矩平衡，可得装载机垂直反作用阻力犉狔，即

犉狔 ＝
｛犔３犔５犔９π犱

２犘－２（犔２犔４犔８＋犔３犔５犔７）犉狓｝

２（犔１犔４犔８＋犔３犔５犔６）
． （１）

式（１）中：犱为动臂液压缸通孔直径；犘为动臂液压缸两腔压力差．

由式（１）可得装载机水平反作用阻力犉狓 与垂直反作用阻力犉狔 的关系式，即

犉狔 ＝１４０．２－０．６２７３·犉狓． （２）

　　采用文献［９］提供的装载机作业工况铲斗受力计算方法，得到正载最大水平驱动力犉狓，３为１０４．２

ｋＮ，则根据式（２）可得犉狓，３为７４．８ｋＮ．偏载水平驱动力９８．３ｋＮ，侧向力４１．７ｋＮ．疲劳寿命试验中，正

２４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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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情况下液压缸３的加载力犉狋，３＝ 犉２狓，３＋犉
２
狔，槡 ３＝１２８．３ｋＮ，液压缸３与水平面倾角α３＝ａｒｃｔａｎ

犉狔，３
犉狓，３

＝

３５．７°；而偏载情况下液压缸３的加载力为１２５．８ｋＮ，倾角为３８．６°，侧载液压缸４的加载力为４１．７ｋＮ．

试验样机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工作阻力计算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计算参数 犔１／ｍｍ 犔２／ｍｍ 犔３／ｍｍ 犔４／ｍｍ 犔５／ｍｍ 犔６／ｍｍ 犔７／ｍｍ 犔８／ｍｍ 犔９／ｍｍ 犱／ｍｍ 犘／ＭＰａ

取值 １１３０ １８８ ４９７ ７００ ６６８ ３３１５ ２１２５ ４２ ７４４ １６０ １６

表２　装载机最低期待使用寿命

Ｔａｂ．２　Ｍｉｎｉｍｕｍ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ｆｅｏｆｌｏａｄｅｒ

斗容量／ｍ３ 最低期望寿命／ｈ

０．７７～１．９１ ５０００

２．１０～３．８２ ８０００

４．２０～９．９４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４７ １５０００

１．３　加载频次

参考国外装载机最低期望使用寿命数据［１］，各斗容量装载机最低

期望寿命如表２所示．以ＺＬ５０型轮式装载机为例，其斗容量为３ｍ３，

其期望使用寿命为８０００ｈ，则疲劳寿命试验中载荷总加载次数犖 为

犖 ＝
３６００·犜
狋

＝７２００００． （３）

式（３）中：犜为期望使用寿命，取８０００ｈ；狋为单个铲装循环用时，视作

业形式不同通常在３０～５０ｓ之间，取４０ｓ．统计数据表明，在实装作业

中，平均每５次铲装循环发生１次偏载，其中，偏载同时承受侧载约占１／４
［６］．因此，正载情况加载５７．６

万次，偏载情况加载１０．８万次，偏载同时承受侧载情况加载３．６万次．

２　液压系统的设计

疲劳试验机液压系统主要为加载试验提供动力，根据图１所示的结构和加载试验所需达到的性能，

设计疲劳试验机液压系统，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Ｍ１，Ｍ２为变频电机；Ｍ３，Ｍ４为电机；Ｃ１～Ｃ８为手动

球阀；ＸＪ１～ＸＪ４为行程接近开关；ＹＶ１～ＹＶ１１为电磁阀线圈．

图３　疲劳试验机液压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疲劳试验机液压系统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３所示，可实现泵组空载启动、两级调压、手动流量调

节、循环过滤、多点测压、失压监测等功能．为确保试验机实现２４ｈ无人值守正常运转，对变量柱塞泵、

电液控制阀、电磁换向阀及压力传感器都采用冗余设计，控制系统可根据传感器、继电器、行程接近开关

的反馈数据判断系统工作状况，如检测到故障，可根据预设方案自动切换备用泵组和阀组工作．

３４１第２期　　　　　　　　　　　　　　蔡应强，等：装载机结构件疲劳试验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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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液压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Ｔａｂ．３　Ｍ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参数 取值

额定压力／ＭＰａ １６

耐压试验压力／ＭＰａ ２４

试验流量／Ｌ·ｍｉｎ－１ ８０

油箱容积／Ｌ ６３０

试验台清洁度等级 ＮＡＳ１６３８?９

动力电源 ３８０Ｖ／２２０ＶＡＣ

控制电源 ２４ＶＤＣ

　　经设计计算，选定正面加载缸最大行程３００ｍｍ，内径

１６０ｍｍ，活塞杆直径９０ｍｍ；侧面加载缸最大行程２００ｍｍ，

内径１２５ｍｍ，活塞杆直径７０ｍｍ．加载泵采用Ａ７Ｖ５５型变

量柱塞泵，公称排量５５ｍＬ·ｒ－１．在额定压力１６ＭＰａ下，最

大正面加载力可达３２１．５ｋＮ，侧面加载力可达１９６．３ｋＮ，通

过调整系统压力、流量和泵的排量，可满足装载机各种结构

件疲劳试验需要．

３　控制系统的设计

试验机控制系统主要用于实现按预定动作对被试结构

件反复加载／卸载预定次数，同时监测试验过程中的各种信号，进行故障自动诊断及故障处理，保证系统

安全运行及试验的顺利进行，可实现本地和远程独立调试和试验．本地控制采用 ＭＣＣ控制柜实现，可

完成本地／远程控制转换、液压泵启／停、加载／卸荷、急停、异常报警等，主要实现系统各设备的功能测

试，为远程自动控制做准备．

远程控制采用触摸屏＋ＰＬＣ控制器的上下位机结构．触摸屏提供人机交互，完成试验参数设置、状

态监测和显示、报警信息显示及操作指令下达等功能；ＰＬＣ完成系统逻辑控制，实时采集液压系统状态

参数、进行自动实验、故障诊断、故障处理及实验数据的记录．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均可通过对各电磁阀

的控制独立进行系统调试和试验．根据要求，各工况下的电磁阀线圈通电规则，如表４所示．表４中：

ＹＶ３／ＹＶ４和ＹＶ５／ＹＶ６，ＹＶ７／ＹＶ８和ＹＶ９／ＹＶ１０形成互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通电．在调试和试验

过程中，均应遵循表４的规则．

表４　各工况下线圈通电规则表

Ｔａｂ．４　Ｃｏｉ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ｔａｂｌｅｉ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电磁阀线圈 ＹＶ１ ＹＶ２ ＹＶ３ ＹＶ４ ＹＶ５ ＹＶ６ ＹＶ７ ＹＶ８ ＹＶ９ ＹＶ１０ ＹＶ１１

空载启动 ＋ ＋

启用备用传感器 ＋

正载加载 ＋ ＋

正载卸载 ＋ ＋

偏载加载 ＋ ＋

偏载卸载 ＋ ＋

偏载和侧载加载 ＋ ＋ ＋ ＋

偏载和侧载卸载 ＋ ＋ ＋ ＋ ＋ ＋

　　远程操纵台包括触摸屏、操作按钮、开关、指示灯等，工作界面如图４所示．采用西门子Ｓｍａｒｔ１０００

型触摸屏，具有高分辨率宽屏显示、人机界面友好、经济实用、性价比高等特点［１０］，其开发工具为

ＷｉｎＣＣｆｌｅｘｉｂｌｅ．通过触摸屏设置试验参数后，可操作触摸屏上的虚拟开关，也可通过操纵台上的开关

按钮进行试验．采用西门子Ｓ７?２２６ＣＮ型ＰＬＣ控制器（含２４路ＤＩ和１６路ＤＯ，继电器输出），并扩展了

８路数字量输出模块ＥＭ２２２ＣＮ（继电器型）和４路模拟量输入模块ＥＭ２３１ＣＮ．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如

图４　远程操控台

Ｆｉｇ．４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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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所示．触摸屏 ＨＭＩ软件功能模块，如图６所示．

　图５　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图 图６　触摸屏 ＨＭＩ功能模块图

Ｆｉｇ．５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６　ＨＭ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ｔｏｕｃｈｓｃｒｅｅｎ

触摸屏的初始工作界面（图４左侧），包括手动调试、自动实验和报警信息模块．手动调试模块，用于

进行试验系统各元件的手动控制，以确定信号传递是否正常，元件能否正常工作，为进行自动实验做准

备，如图７所示．自动实验模块用于进行自动加载试验，包括参数设置、实验过程、报警信息、故障恢复等

４个子模块，如图８所示．

故障诊断与处理是系统的重要功能，是保证２４ｈ无人值守自动实验的关键．故障信号的来源主要

包括液位继电器ＬＪ１～ＬＪ２，电机热继电器ＦＲ１～ＦＲ３，压力继电器ＰＪ１～ＰＪ３，行程接触开关ＸＪ１～ＸＪ４

等数字量信号和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模拟量信号．故障诊断参数包括主备机组的选择、温度阀值、

压力阀值和持续时间等．系统根据这些参数进行故障诊断，并进行机组切换或停机等相应处理．

图７　手动调试界面 图８　参数设置界面

　Ｆｉｇ．７　Ｍａｎｕａｌｄｅｂｕ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ｉｇ．８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　加载试验

为了验证该疲劳试验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某ＺＬ５０型轮式装载机车架?工作机构联合体进行加

图９　加载疲劳试验

Ｆｉｇ．９　Ｌｏａ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

速疲劳寿命试验．根据加载力犉ｔ的分析结果，偏载情况下

液压系统正面加载压力调定为６．３ＭＰａ，侧面加载压力调

定为３．４ＭＰａ，泵排量设为４０ｍＬ·ｒ－１，取加速系数为５，

则加载周期为８ｓ．若每天２４ｈ连续等幅加载，完成７２万

次加载试验需历时６６．７ｄ．鉴于本次试验的目的是为了验

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节省时间，只进行偏载、偏

载加侧载的试验，按照每３次偏载进行１次偏载加侧载的

方式循环加载，试验现场如图９所示．

前车架的疲劳裂纹，如图１０所示．试验结果表明：偏载

试验达到６万次，偏载加侧载达到２万次时，未发现前后车

架、动臂等出现疲劳裂纹；继续加载到９万次和３万次后，

发现前车架结构出现了两处裂纹，如图１０圈中所示（为便于观察，使用了显影剂观测）．图１０中：裂纹１

位于左侧前桥连接板加强肋板顶部焊接处，裂纹２位于左侧翼箱下支撑肋板前端面与内侧板焊接处，均

处于应力集中位置．

继续加载至１０万次和３．３万次时，动臂右外侧耳板焊缝与动臂横梁右下角焊缝出现裂纹；加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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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裂纹１ （ｂ）裂纹２

图１０　前车架的疲劳裂纹

Ｆｉｇ．１０　Ｆａｔｉｇｕｅｃｒａｃｋｏｆｆｒｏｎｔｆｒａｍｅ

１２万次和４万次时，左侧动臂板发生严重断裂破坏，

试验终止，共加载约１６万次，试验过程稳定．根据上

述试验结果和正载与偏载的发生概率，参考加速疲

劳寿命试验循环加载次数与装载机使用寿命之间的

关系，对被试结构件的疲劳寿命进行反推，可知被试

装载机前车架的疲劳寿命为４４００～６７００ｈ，动臂的

疲劳寿命为７４００～８９００ｈ．按照８０００ｈ期望使用

寿命，可知该试验样机的前车架结构没有达到设计

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条件限制，上述结论是以理

论分析和计算数据为加载条件所得出，如能通过外

场试验得到装载机各工况下的随机载荷谱，再编成

加载谱输入到前述控制系统中，通过加载缸施加于试验样机，则得到的疲劳失效数据更为客观、可靠．

５　结束语

以装载机结构件为试验对象，根据装载机作业工况特点，应用电液伺服驱动技术设计结构件疲劳试

验机．将机电液一体化技术相结合，采用上下位机的系统结构控制液压系统进行疲劳加载试验；利用传

感器技术和自动检测技术，主动监测故障并自动切换备用泵组和阀组，可实现２４ｈ无人值守试验．系统

运转稳定，可靠性高，可在实验室环境下模拟装载机结构件在各工况下的随机受载，为装载机结构件的

优化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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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扰线性不确定系统鲁棒

犎∞混合镇定

庄梁，林灿煌，孙洪飞

（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针对受外界扰动和参数不确定性影响的线性系统，同时考虑其暂态性能和稳态性能，提出基于混合稳

定的鲁棒犎∞控制概念和控制方法．给出闭环系统混合稳定且抑制外部扰动对被控输出影响的充分条件，并

将这些条件转化为线性矩阵不等式约束．所设计的是一个关于时间连续的 犎∞混合镇定控制器，简化了设计

过程，避免控制器切换导致的抖振．仿真结果表明：在外界扰动和参数不确定影响的情况下，该控制方法达到

预期的暂态性能和稳态性能的要求，且有效抑制了干扰对系统状态的影响．

关键词：　犎∞混合镇定控制器；鲁棒犎∞控制；线性不确定性系统；外界扰动；闭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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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ｓ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犎∞ ｈｙｂｒｉ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ｒｏｂｕｓｔ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

ａｎｃ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ｓｙｓｔｅｍ

在实际应用中，除了研究控制系统的稳态性能［１］外，更加注重的是控制系统能否满足相应的暂态性

能指标要求［２］．为了研究系统的暂态性能，Ｄｏｒａｔｏ首先提出了“短时间稳定性”的概念，即后来所谓的有

限时间稳定（ｆｉｎｉｔｅ?ｔｉｍｅｓｔａｂｌｅ，ＦＴＳ），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有限时间稳定要求在给定时间

区间内，系统的状态始终不超过给定界限［３?４］．有限时间稳定和李亚普若夫渐近稳定（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ａｓｙｍｐ

ｔｏｔ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ＡＳ）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概念
［５］．对于控制过程比较短暂的系统，如机器人操控系统、导

弹系统等，除了研究控制系统的稳态性能外，更加注重的是控制系统能否满足相应的暂态性能指标要

求．林灿煌等
［６］研究了输入受限不确定线性系统的镇定问题，并首次提出了混合稳定的概念，给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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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稳定性条件．目前，控制系统扰动抑制采用的控制策略主要有内模原理
［７］、滑模控制［８?１０］、自适应

干扰抑制［１１］和犎∞控制理论
［１２?１３］．申铁龙

［１２］在控制器设计过程中不仅能实现对干扰的抑制，且考虑了

系统数学模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不确定性影响．Ｓｕｎ等
［１３］通过犎∞控制和非线性干扰观测器解决了

系统含有周期扰动时的控制问题．本文针对受外界扰动和参数不确定性影响的线性系统，同时考虑系统

控制过程中的暂态性能和稳态性能，提出一种基于混合稳定的鲁棒犎∞控制概念和控制方法．

１　问题描述

考虑如下受扰线性不确定系统

狓＝ ［犃＋Δ犃（狋）］狓＋［犅＋Δ犅（狋）］狌＋犌狑，

狕＝犆狓＋犇狌 ｝．
（１）

式（１）中：狓∈犚
狀 为系统的状态变量；狕∈犚狆 为系统的被调输出；狌∈犚

犿 为系统的控制向量；狑∈犚狇 为能

量有限的外部干扰信号；犃∈犚
狀×狀，犅∈犚

狀×犿，犌∈犚
狀×狇，犆∈犚狆

×狀，犇∈犚狆
×犿为描述标称系统的矩阵．Δ犃，

Δ犅是系统的不确定参数矩阵并假设它们是范数有界的，则有形式
［１４］为

［Δ犃　Δ犅］＝犉Δ１［犈１　犈２］． （２）

式（１）中：不确定性摄动矩阵Δ１∈犚
犱×犲是一个满足Δ

Ｔ
１Δ１≤犐的矩阵，犉∈犚

狀×犱，犈１∈犚
犲×狀，犈２∈犚

犲×犿是反

映系统不确定性结构的常数矩阵．

外部扰动条件应满足

∫
∞

０
狑Ｔ（狋）狑（狋）ｄ狋＜犱

２． （３）

　　定义１
［３］
　考虑如下线性系统，有

狓（狋）＝犃狓（狋）． （４）

　　对于给定的四元数组（犮１，犮２，犜，犚），其中，犮２＞犮１＞０，犚＞０，当狓
Ｔ
０犚狓０≤犮１ 时，有

狓Ｔ（狋）犚狓（狋）≤犮２，　　狋∈ ［０，犜］，

则称该系统关于（犮１，犮２，犜，犚）是有限时间稳定的，其中，狓０＝狓（０）是系统的初始状态．

定义２
［６］
　如果系统（４）关于（犮１，犮２，犜，犚）是有限时间稳定的，且在无穷时间区间上是李雅普诺夫

渐近稳定（ＬＡＳ）的，则称系统是混合稳定的．

问题１　（犎∞混合镇定）对系统（１）设计一个状态反馈控制器，即

狌＝犓狓（狋）， （５）

使得系统（１）连同控制器（５）形成的闭环系统．ａ）当狑＝０时，混合稳定；ｂ）当狓（０）＝０时，从外部扰动

狑到被控输出中狕的犔２ 增益小于给定正数γ．犓为需要设计的控制器增益矩阵，称具有性质ａ）和ｂ）的

控制器狌为犎 ∞混合镇定控制器．

２　犎∞混合镇定控制器设计

混合控制需要同时考虑系统的暂态性能和稳态性能．文献［６］给出的混合控制器本质上包含两部

分，暂态过程控制器狌１＝犓１狓和稳态过程控制器狌２＝犓２狓，其中，犓１，犓２ 为控制器增益矩阵．控制器狌１ 的

作用是使闭环系统满足暂态过程性能要求，控制器狌２ 的作用是使闭环系统满足稳态过程性能要求．一

般的混合控制器的形式为

狌＝
犓１狓，　　狋≤犜，

犓２狓，　　狋＞犜
｛ ．

（６）

　　上述混合控制器是关于时间的切换控制器，在狋＝犜时刻，由于控制输入的不连续性会导致系统状

态出现跳变甚至抖振．文献［６］通过引入缓冲时间消除潜在抖振，得到控制器形式为

狌＝

犓１狓，　　狋≤犜，

犽狓，　 　犜＜狋≤犜＋狋ｓ，

犓２狓，　　狋＞犜＋狋ｓ

烅

烄

烆 ．

（７）

８４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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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中：狋ｓ为切换缓冲时间；犽＝犓１＋（犓２－犓１）（狋－犜）／狋ｓ为过渡时间段控制器增益矩阵．

仿真结果表明：通过引入缓冲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抖振，但无法在理论上保证闭环系统混合

稳定．以下给出控制器简化的设计过程，所设计关于时间连续的犎∞混合镇定控制器使犎∞混合镇定问

题１可解．

引理１
［１５］
　给定适当维数的矩阵犖，犈和犕，其中，犖是对称的，则

犖＋犈Δ（狋）犕＋犕
Ｔ
Δ
Ｔ（狋）犈Ｔ ＜０

对所有满足Δ
Ｔ（狋）Δ（狋）≤犐的矩阵Δ（狋）成立，当且仅当存在数ε＞０，使

犖＋ε犈犈
Ｔ
＋ε

－１犕Ｔ犕 ＜０．

　　下面定理通过给出一个关于时间连续的犎∞混合镇定控制器，使当系统受到外界干扰和不确定影

响时，满足有限时间稳定和渐近稳定．

定理１　如果存在标量α≥０，γ＞０，ε＞０，矩阵犔∈犚
狀×犿和正定对称矩阵犙∈犚

狀×犿，使

犃珟犙＋珟犙犃
Ｔ
＋犅犔＋犔

Ｔ犅Ｔ＋ε犉犉
Ｔ （犈１珟犙＋犈２犔）

Ｔ （犆珟犙＋犇犔）
Ｔ 犌

犈１珟犙＋犈２犔 －ε犐 ０ ０

犆珟犙＋犇犔 ０ －犐 ０

犌Ｔ ０ ０ －γ
２

熿

燀

燄

燅犐

＜０， （８）

犮１

λｍｉｎ（犙）
＜
犮２ｅｘｐ（－α犜）

λｍａｘ（犙）
（９）

成立．其中，珟犙＝犚
－１／２
犙犚

－１／２．则犎∞混合镇定问题１可解，且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增益矩阵犓＝犔珟犙
－１．

证明　设犞（狓）＝狓
Ｔ珟犙

－１狓，则犞沿系统轨线的导数为

犞＝狓
Ｔ［犃Ｔ１珟犙

－１
＋珟犙

－１犃１］狓＋狑
Ｔ犌Ｔ珟犙

－１狓＋狓
Ｔ珟犙

－１犌狑． （１０）

式（１０）中：犃１＝犃＋Δ犃＋（犅＋Δ犅）犓，且有

犞＝
狓［］
狑

Ｔ 犃Ｔ１珟犙
－１
＋珟犙

－１犃１ 珟犙
－１犌

犌Ｔ珟犙
－１［ ］

０

狓［］
狑
． （１１）

　　另一方面，由Ｓｃｈｕｒ补引理可知，式（８）等价于

Λ＋ε
－１（犈１珟犙＋犈２犔）

Ｔ（犈１珟犙＋犈２犔）＋（犆珟犙＋犇犔）
Ｔ（犆珟犙＋犇犔） 犌

犌Ｔ －γ
２［ ］
犐
＜０． （１２）

式（１２）中：Λ＝犃珟犙＋珟犙犃
Ｔ＋犅犔＋犔Ｔ犅Ｔ＋ε犉犉

Ｔ．

因为犓＝犔珟犙
－１，则可得犔＝犓珟犙，代入式（１２），可得

Λ１＋ε
－１（犈１珟犙＋犈２犓珟犙）

Ｔ（犈１珟犙＋犈２犓珟犙）＋ε犉犉
Ｔ 犌

犌Ｔ －γ
２［ ］
犐
＜０． （１３）

式（１３）中：Λ１＝犃珟犙＋珟犙犃
Ｔ＋犅犓珟犙＋（犅犓珟犙）

Ｔ＋（犆珟犙＋犇犓珟犙）
Ｔ（犆珟犙＋犇犓珟犙）．

再由引理１可知，式（１３）等价于

犃１珟犙＋珟犙犃
Ｔ
１＋珟犙犆

Ｔ
１犆１珟犙 犌

犌Ｔ －γ
２［ ］
犐
＜０． （１４）

式（１４）中：犆１＝犆＋犇犓．

因为珟犙犆
Ｔ
１犆１珟犙≥０，则有

犃１珟犙＋珟犙犃
Ｔ
１ 犌

犌Ｔ －γ
２［ ］
犐
＜０．将式左右同乘

珟犙
－１ ０［ ］
０ 犐

，可得

珟犙
－１犃１＋犃

Ｔ
１
珟犙
－１ 珟犙

－１犌

犌Ｔ珟犙
－１

－γ
２［ ］
犐
＜０． （１５）

　　对比式（１１）和式（１５）可得犞－γ
２狑Ｔ（狋）狑（狋）＜０．当外扰狑＝０时，可改为犞＜０．所以当外扰为零

时，闭环系统渐近稳定．

接下来证明当外扰为零时，闭环系统在时间［０，犜］上有限时间稳定．由犞＜０及α≥０，可得犞＜０≤

α犞，即犞－α犞＜０．将其乘以ｅｘｐ（－α狋），可得

ｄ

ｄ狋
（ｅｘｐ（－α狋）犞）＜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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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式（１６）从０到狋积分，狋∈［０，犜］，可得

犞（狓（狋））＜ｅｘｐ（－α狋）犞－狓（０）， （１７）

则有

狓Ｔ（狋）犚１
／２
犙
－１犚１

／２狓（狋）＜ｅｘｐ（－α狋）［狓
Ｔ（０）犚１

／２
犙
－１犚１

／２狓（０）］≤ ［λｍａｘ（犙
－１）狓Ｔ（０）犚狓（０）］． （１８）

又因狓Ｔ犚１
／２
犙
－１犚１

／２狓（狋）≥λｍｉｎ（犙
－１）狓（狋）Ｔ犚狓（狋），则λｍｉｎ（犙

－１）狓（狋）Ｔ犚狓（狋）≤狓
Ｔ犚１

／２
犙
－１犚１

／２狓（狋）≤ｅｘｐ（α犜）

［λｍａｘ（犙
－１）狓（０）Ｔ犚狓（０）］，由此可得

λｍｉｎ（犙
－１）狓（狋）Ｔ犚狓（狋）≤ｅｘｐ（α犜）λｍａｘ（犙

－１）狓（０）Ｔ犚狓（０）． （１９）

则有

狓（狋）Ｔ犚狓（狋）≤
ｅｘｐ（α犜）λｍａｘ（犙

－１）犮１
λｍｉｎ（犙

－１） ＝
ｅｘｐ（α犜）λｍａｘ（犙

－１）犮１
λｍｉｎ（犙）

．

　　再由式（９）可得狓（狋）
Ｔ犚狓（狋）＜犮２，满足有限时间稳定条件．

因此，当外扰为零时，闭环系统在时间［０，犜］上有限时间稳定，在无穷时间内渐近稳定，即当外扰为

零时，闭环系统混合稳定．

接下来证明当狓（０）＝０时，从外扰狑到受控输出狕的犔２ 增益小于指定的正数γ．对式（１４）左右同

乘
珟犙
－１ ０［ ］
０ 犐

，可得

珟犙
－１犃１犃

Ｔ
１
珟犙
－１
＋犆

Ｔ
１
珟犙
－１犌

犌Ｔ珟犙
－１

－γ
２［ ］
犐
＜０． （２０）

　　对比式（１１）和式（２０）可得

犞－γ
２狑Ｔ（狋）狑（狋）＋狕

Ｔ（狋）狕（狋）＜０． （２１）

　　两边对式（２１）积分，可得

犞＜∫
狋

０

［γ
２狑Ｔ（狊）狑（狊）－狕

Ｔ（狊）狕（狊）］ｄ狊． （２２）

　　由于犞（狓）＝狓
Ｔ珟犙

－１狓，则有

∫
狋

０
狕Ｔ（狊）狕（狊）ｄ狊＜γ

２

∫
狋

０
狑Ｔ（狊）狑（狊）ｄ狊， （２３）

即‖狕‖＜γ‖狑‖．故狓（０）＝０时，从外部扰动狑到被控输出狕的犔２ 增益小于γ．

因此，当条件（８），（９）满足时，犎∞混合镇定问题１可解，且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增益矩阵犓＝犔珟犙
－１，

证毕．

注１　文献［６］中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李雅普诺夫函数，分别刻画系统的有限时间稳定和渐近稳定

性；而定理１中使用的是一个李雅普诺夫函数，同时刻画系统的有限时间稳定和渐近稳定性，具有一定

的保守性．定理１给出的犎∞混合镇定控制器是一个关于时间连续的控制器，简化了设计过程，避免了

控制器切换过程存在的潜在抖振．

由定理１可知，式（８）是一个线性矩阵不等式形式，而式（９）不是线性矩阵不等式形式．为了方便控

制器求解，将定理１转化为如下基于线性矩阵不等式（ＬＭＩ）的可行解问题．

推论１　如果存在标量α≥０，γ＞０，ε＞０，矩阵犔∈犚
犿×狀和正定对称矩阵犙∈犚

狀×狀，使式（８）和下列

ＬＭＩ成立，即

犮１
犮２
ｅｘｐ（α犜）犐＜犙＜犐． （２４）

式（２４）中：珟犙＝犚
－１／２
犙犚

－１／２，那么，犎∞混合镇定问题１可解，且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增益矩阵犓＝犔珟犙
－１．

证明　容易验证式（２４）能保证条件（９）成立，则式（９）和式（２４）可以保证定理１成立．由定理１可

知，犎∞混合镇定问题１可解，且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增益矩阵犓＝犔珟犙
－１，证毕．

３　数值仿真

考虑外界干扰和不确定影响，设计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将得到的控制器在线性系统上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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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过渡时间在１０ｓ内，超调量不超过１０％，系统状态稳定到平衡点且对外界干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假设受控系统（１）参数为

犃＝
０ １

－０．
［ ］

１ ２
，　　犅＝ ［］０

１
，　　犆＝ ［１　０］，　　犇＝１，　　犌＝ ［］１

０
．

　　Δ犃，Δ犅分别满足‖Δ犃‖≤０．１，‖Δ犅‖≤０．１，将不确定性矩阵Δ犃，Δ犅写成式（２）形式，其中

犉＝
１ ０［ ］
０ １

，　　犈１ ＝
０．１ ０

０ ０．
［ ］

１
，　　犈２ ＝

０

０．
［ ］
１
．

　　状态变量的初值为

狓０ ＝ ［１　－１．５］
Ｔ．

　　给定的外部扰动具有衰减特性，由如下线性系统描述

η（狋）＝
－０．４ ０．５

－０．
［ ］

１ ０
η（狋），　　狑（狋）＝ ［１　０］η（狋）．

　　为了实现控制目的，取（犮１，犮２，犜，犚）＝（１，４，１０，犐２×２），给定α＝０．２，γ＝１．３．由推论１可得犎∞混合

镇定控制器狌＝犓狓，其中，犓＝［－１．３５５７６００　－１．０１３０１０４］．将得到的控制器在本节给出的线性系

统上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　系统状态变化曲线 图２　狓
Ｔ犚狓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狓
Ｔ犚狓

为了说明犎 ∞混合控制器的优越性，对给出的系统分别使用犎∞混合镇定控制器、渐近控制器
［１５］、

混合稳定控制器［６］进行仿真．其中：犎∞渐近控制器增益矩阵犓渐近＝［－２．７９６９４７３　－７．５９１３４３０］；

混合稳定控制器中的有限时间稳定控制器增益矩阵犓１＝［－１．０９７７１３１　－２．８６５５５６４］；渐近稳定控

制器增益矩阵犓２＝［－３．５２６５７７２　－７．０２０３３６６］．在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和犎∞渐近控制器作用下，

系统状态１的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在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和混合稳定控制器作用下，系统状态１的

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３　使用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和 图４　使用犎∞混合镇定控制器和混合

犎∞渐近控制器系统状态１变化曲线 稳定控制器系统状态１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ｕｎｄｅｒ犎∞ ｍｉｘｅｄ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ｕｎｄｅｒ犎∞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ｎｄ犎∞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由图３，４可知：系统在受到外界扰动和不确定影响的情况下，系统状态最终能稳定到平衡点，超调

量小且系统的状态不超过给定的界限．由图３可知：单独使用渐近控制器，系统状态稳定到平衡点过渡

１５１第２期　　　　　　　　　　　　　庄梁，等：受扰线性不确定系统鲁棒犎∞混合镇定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时间长，超调量大．由图４可知：犎∞混合镇定控制器相对于一般的混合稳定控制器能有效抑制干扰对

系统状态的影响．这说明设计的犎∞混合镇定控制器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保证了系统的暂态性能和稳态

性能要求，且对外界扰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４　结束语

针对受外界扰动和参数不确定性影响的系统，提出了基于混合稳定意义下的鲁棒犎∞控制方法．同

时考虑系统的暂态性能和稳态性能，给出了闭环系统混合稳定且抑制外部扰动对被控输出影响的充分

条件，将这些条件转化为线性矩阵不等式约束．本文设计的犎∞混合镇定控制器是一个关于时间连续的

函数，简化了控制器设计过程．如何将文中结果应用于不仅需要满足稳态性能指标要求，而且需要满足

相应暂态性能指标要求的系统，如机器人操控系统、导弹系统、宇航控制系统等控制过程比较短暂的实

际系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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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簧片铆接生产线的设计

李双，李钟慎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分析簧片铆接生产的工艺流程，结合簧片铆接的特点及技术要求，给出簧片自动铆接生产线总体设计

和关键机构的设计方案．采用三菱公司可编程控制器（ＰＬＣ）设计生产线控制系统，实现铆接生产线自动化．实

际生产结果表明：该自动化生产线结构合理，可以满足簧片自动铆接生产自动化需求，其效率是纯手工铆接的

４倍，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成品的合格率．

关键词：　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机构设计；可编程控制器

中图分类号：　ＴＨ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５３?０５　

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犔犻狀犲犳狅狉犚犲犲犱犚犻狏犲狋犻狀犵

ＬＩ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ｒｅｅ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ｅ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ｓｇｉｖｅｎａｎｄ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ＰＬＣ）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ｅ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ｅ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ｗｉ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ｅｅ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继电器被广泛应用于开关、汽车、仪表等设备中，是一种重要的电子元器件，而簧片铆接是继电器簧

片生产线中一道重要的生产工序．铆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铆接缺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继电器的导

电性能．因此，簧片继电器的铆接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道工序中装配的成品的质量
［１］．目前，我国的

簧片铆接生产仍采用人工或者半自动化生产方式，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不稳定、劳动强度大．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自动化已经广泛地运用在各个行业．王松松
［２］研究自动装配技术在防伪瓶盖生产中的应

用．王吉岱等
［３］研究了挂式除湿包装生产线全自动化的实现．李伟光等

［４］研究不锈钢厨具符合压力焊自

动化生产线的研制．本文对簧片手工铆接生产工艺进行分析，设计一条满足技术要求的簧片铆接自动化

生产线，并对生产线的关键机构进行设计．

１　铆接生产线的总体设计

目前，继电器簧片铆接的生产由手工作业或者半自动化方式完成．人工生产工序如下：工人用镊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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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别从左、右手边夹取一个待加工件，放置在铆台上，用眼睛判断两个工件是否对齐后，由脚配合，踩

一下完成一个铆接动作，然后取出成品，完成一个铆接作业．由于完成簧片、衔铁、触点的铆接结构不同，

因此，完成产品的铆接至少需要４次上料、两个铆台、两次铆接才能完成工序．不难发现，现有的人工铆

接的生产工艺中存在生产效率低、工作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不稳定、生产成本高等问题，手工铆接的继

电器簧片已不能满足开关继电器自动装配过程中对零部件产量、质量的需求．

图１　簧片铆接生产工艺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ｅ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

全自动簧片铆接生产线的工艺流程，如图

１所示．考虑到生产工序的连续性及待加工工

件的形状大小，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的簧片

上料机构、一次定位机构、一次铆接机构、二次

定位机构、二次铆接机构、下料机构在主线上，

触点上料机构和衔铁上料机构在一侧，拨叉机

构在另一侧．整条生产线分为簧片上料工位

（即Ⅰ号工位）、触点上料工位（即Ⅱ号工位）、衔铁上料工位（即Ⅲ号工位）、铆接工位（即Ⅳ号工位）、拨叉

工位（即Ⅴ号工位）、成品下料工位（即Ⅵ号工位）６个工位．簧片自动铆接的生产线三维图和俯视图
［５］，

如图２，３所示．图２中：２１为簧片定位机构；２２为一次铆接座；２３为半成品定位机构；２４为二次铆接座．

图３中：３１为簧片上料机构；３２为触点上料机构；３３为铆接机构；３４为衔铁上料机构；３５为下料轨道；

３６为拨叉机构．

图２　生产线三维图 图３　生产线俯视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在铆接过程中，由于待加工工件具有轻薄、小巧难抓取以及布局紧凑、加工工序易相互干扰等特点，

这就对机构的设计以及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簧片上料机构．该工位分为簧片的上料、传送、分离．由于簧片是一种自身质量比较轻、接触面不密

封的薄壁件，所以簧片上料机构除了具有包括料斗组件和送料组件在内的上料机构外，还包括切料组件

和拉料组件的簧片分离机构．４个光线感应装置分布在相应的位置，检测工件的到位情况．

触点上料机构．该工位主要完成触点的上料工作．触点振动盘调节板调节触点振动盘的高低，使得

触点振动盘与触点送料槽在一个平面上，通过触点振动盘和触点送料直振器与触点相互间的挤压，前端

触点被送料至推料轨道处，触点推料气缸带动推料块，将触点推送至一次铆压基座处．

衔铁上料机构．该机构与触点的上料机构原理相似．衔铁振动盘调节板调节衔铁振动盘的高低，使

得衔铁振动盘与衔铁送料槽在一个平面上，通过衔铁振动盘和衔铁送料直振器与衔铁相互间的挤压，前

端衔铁被送料至推料轨道处，衔铁推料气缸带动推料块，将衔铁推送至二次铆压基座处．

铆接机构．该机构主要包括一、二次铆接机构．当铆接结构中的传感装置检测到两处铆接机构处都

有工件到达后，铆接气缸气动工作，通过连接横杆带动铆接固定座上下移动，使铆接头完成铆接工作．

拨叉机构．该装置主要包括送料装置、驱动装置、拨叉装置．完成簧片从分离到定位、从定位到与触

点完成一次铆接、铆接完的半成品送至二次定位、二次定位到与衔铁第二次铆接、成品下料５个工序．

下料机构．下料机构包括下料机械手和下料轨道．该工位将完成铆接的、输送到此工位的成品由下

料机械手夹持取出，完成成品的下料工作，从而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簧片、衔铁、触点的上料和输送均由振动盘和振动送料器完成，即驱动是由电动机完成；而工件的分

４５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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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拨叉和铆接由电磁阀控制气动执行元件完成［６?７］．因此，簧片自动铆接生产线的电气控制系统主要由

图４　簧片上料机构

Ｆｉｇ．４　Ｆｅｅｄ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ｒｅｅｄ

气动控制和电动控制两部分组成．

２　簧片铆接生产线关键机构的设计

２．１　簧片上料机构的设计

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中的簧片上料机构主要由

机架、料斗组件、切料组件和拉料组件构成．其中，机架

相应位置分布有４处光纤感应装置；料斗组件主要包括

振动盘、调节板、直线送料器；切料组件主要包括切料支

架、分离块；拉料组件主要包括滑台缸、气动手指缸、气

动手指．簧片上料机构，如图４所示
［８］．图４中：１１为振

动盘；１２为牙条；２２为直振调节板；２３为直线振动送料

器；２４为送料槽；３３为上下气缸；３４为挡料块；３５为切

料块；４２为手指气缸座；４３为手指气缸；４４为气动手指下夹爪；４５为气动手指上夹爪；４６为滑台缸；４７

为滑台缸座；５１为第１光纤感应装置；５２为第２光纤感应装置；５３为第３光纤感应装置；５４为第４光纤

感应装置；６１为料斗调节板；６２为切料支架；６３为拉料支架；６４为直振固定板．

通过簧片振动盘和直线送料器的振动，工件被均匀地输送至送料槽前端，在送料槽的前端和后端分

别设有第１，２光纤传感装置，两个光纤传感装置分别与簧片振动盘和簧片直线振动送料器相连接．当两

处光纤传感装置中分别检测到工件时，证明送料槽上的工件足够多，簧片振动盘暂时停止工作，避免送

料槽上的工件过多造成堵塞；当两处光纤处均没有检测到工件时，证明送料槽上的工件过少，需加速振

动盘和送料器工作；当第１光纤处检测到工件，而第２光纤处没有检测到工件时，说明工件在送料槽上

的运行很慢，需加速送料器工作．

当第３光纤感应装置检测到工件时，上下气缸通过浮动接头，带动由切料快和挡料块组成的分离部

分向上运行至指定位置，使得工件前端伸出送料槽，工件通过挡料块定位部分切割脱离．滑台缸运动，带

动手指气缸座运动到指定位置，即带动手指气缸到指定位置，手指气缸控制气动手指运动．当第４光纤

感应装置检测到气动手指到位时，气动手指夹取簧片至下一道工序．整个过程中，光纤感应装置与机构

相连接，保证工件均匀整齐输送，很好实现簧片自动检测、自动上料，为簧片的定位、铆接等工序提供很

图５　拨叉机构

Ｆｉｇ．５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ｆｏｒ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好的保障．

２．２　拨叉机构设计

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的拨叉机构主要包括送料

装置、驱动装置、拨叉装置，如图５所示
［９］．送料装置包

括横向载重板、滑轨装置、底板；驱动装置包括横向气缸

和纵向气缸；拨叉装置包括手指气缸、气动手指．

图５中：５１为气动手指；５２为手指气缸；５３为横向

载重板；５４为底板；５５为支撑架；５６为纵向气缸；５７为

浮动接头；５８为横向气缸座；５９为横向气缸．横向气缸

和纵向气缸分别固定在横向气缸座和纵向气缸座上，为

拨叉机构的上下左右移动提供动力，横向气缸座设置在

横向载重板的侧面，纵向气缸座设置在底板的底面．为了实现整个机构完整衔接，横向气缸座与横向载

重板侧面连接处设置有鱼眼接头，纵向气缸座与底板底面连接处设置有浮动接头，横向气缸座与鱼眼接

头之间设置有连接螺杆．拨叉装置设置有气动手指，气动手指包括左右对称设置的传送右夹爪和传送左

夹爪，以及固定传送右夹爪和传送左夹爪的气爪固定板．

驱动装置带动送料装置中的横向载重板左、右、上、下移动，从而实现拨叉装置夹持着工件的左、右、

上、下移动，同步完成５个送料拨叉动作，使工件完成在相应位置的工序．该装置在完成簧片铆接的同

时，也避免了操作步骤之间产生的影响，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５５１第２期　　　　　　　　　　　　　　李双，等：全自动簧片铆接生产线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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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控制系统的设计

３．１　硬件设计

簧片自动铆接生产线采用ＰＬＣ可编程控制器作为主控单元，生产过程的设定、调整、显示、记录、检

图６　控制系统硬件设计图

Ｆｉｇ．６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测均可在显示屏上进行监控和操作．生产线中的光纤传感

器或气缸磁环采集到信号之后，将信号传送至控制系统，控

制系统接受信号经过分析判断后，将运动指令发送至运动

执行机构．通过对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中控制系统的分

析，设计一套由ＰＬＣ和触摸屏组成的控制方案
［１０?１１］．控制

系统的硬件结构，如图６所示．其中：ＰＬＣ选用三菱公司型

号为ＦＸ２Ｎ?６４ＭＴ的产品；触摸屏选用 ＷｅｉｎＶｉｅｗ公司型

号为 ＭＴ?５０６Ｍ的产品．

３．２　软件设计

ＧＸ?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软件是三菱系列ＰＬＣ的编程软件，具

有项目管理、程序输入、编译链接、模拟仿真及程序调试功

能［１２］．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根据生产线所要完成的动作

功能，涉及生产线控制程序的流程，如图７所示．系统开机后先进行初始化运行，当检测到所有的机构都

位于初始状态后，运行生产模块．当检测到零件上料完毕后，进行一次定位和二次定位，定位结束后，进

行一次铆接和二次铆接．铆接作业完成，拨叉机构复位，完成一次工序．

图７　控制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４　样机制造与应用

部分零件和样机机构实物，如图８所示．

（ａ）衔铁上料部分 （ｂ）簧片上料分离部分

６５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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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拨叉机构部分 （ｄ）簧片定位部分

图８　部分机构实物图

Ｆｉｇ．８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样机设计主要是依照环保、高效和可靠的理念
［１３?１４］，为了减轻整条生产线的质量，减少生产成本，生

产线的机架及部分非关键机构材料使用铝合金．全自动簧片铆接生产线经过多次改进和调试后，已经将

样机放在企业车间试行，单件产品铆接平均用时３ｓ，与车间工人手工装配相比，效率高于纯手工铆接的

４倍，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企业认可度很高．

５　结束语

分析簧片铆接自动化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设计，合理地设计生产线的各个机构，提高了生产效率，保

证了产品质量，生产线控制系统让生产过程变得可视化，易于控制．样机的调配与试验表明：该生产线可

实现自动上料、自动检测、自动铆接、自动下料的目的，其效率是纯手工铆接的４倍，克服了人工铆接生

产工艺中生产效率低、工作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不稳定、生产成本高等问题．此生产线制造方便，部分

机构稍作改造，也可以用于相似产品的铆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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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后外包薄壁钢管加固钢筋混凝土

轴压柱力学性能的数值模拟

丁楠１，罗漪１，欧婷茹１，徐玉野１，吕金炭２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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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有限元ＡＢＡＱＵＳ软件，通过建立温度场模型与静力加载模型，对外包薄壁钢管加固ＩＳＯ８３４标

准火灾作用后的钢筋混凝土（ＲＣ）柱的轴压性能进行研究．分析外包钢管厚度、加固方式和截面形状对外包薄

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柱的刚度、轴压承载力和极限变形能力等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

灾后ＲＣ柱的刚度、轴压承载力和变形能恢复甚至超过火灾前试件的水平，且随钢管厚度的增加、加固方式的

改变，以及加固后截面形状的不同，混凝土柱的受力性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关键词：　薄壁钢管；加固；火灾；钢筋混凝土柱；力学性能；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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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高温作用会极大地降低钢筋混凝土柱的刚度和极限承载力．已有的火灾后加固方法主要有

增大截面法［１］、外包钢法［２］、粘贴纤维复合材料法［３］、高性能水泥复合砂浆钢筋网（ＨＰＦＬ）加固法
［４］等．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１６

　通信作者：　罗漪（１９７６?），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结构工程和数值模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ｙｉ＠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５１５７８２５５）；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Ｊ０１０９３）；福建省

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Ｊ０１１９５）；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５１１４０４００１）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在利用钢管加固钢筋混凝土柱方面，国外较早开展了外包钢管加固柱的强度和变形能力的研究［５?６］，国

内对于外包钢管加固钢筋混凝土柱的研究较晚［７?１４］．这些研究均表明外包钢管加固的方式可以得到良

好效果．以往研究外包薄壁钢管加固法加固火灾后钢筋混凝土柱的内容，大多集中在外包钢管加固常温

下的老化柱，而少数对受火后ＲＣ柱的加固研究也只涉及了各材料性能或受火时间对加固性能的影响．

本文通过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建立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混凝土柱的有限元模型
［１５］，分析了外包钢管厚

度、加固方式和截面形状３个参数对火灾后混凝土柱承载力、刚度等的影响规律．

１　数值模拟

１．１　边界条件和温度场分析

混凝土和钢材的热工性能是求解温度场及高温后力学性能的基础．国内外众多学者已对混凝土和

钢筋的热工参数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给出了混凝土及钢筋的热工参数［１６?１７］．

文中参考文献［１７］给出的混凝土热工模型．升温前，外界及结构温度均等于所处环境温度（θ０＝２０

℃）且无热量转移．钢筋混凝土柱受火时及受火后的传热方式有热对流、热辐射和热传导３种，柱侧表面

与空气通过热辐射和热对流进行热交换，柱内部通过热传导进行热量的转移［１８］．辐射系数和受火面的

对流换热系数分别取０．５，２５．０Ｗ·（ｍ２·Ｋ）－１；上下表面按实际受力状态设定为绝热面；模型的属性

设置中，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常数为５．６７×１０
－８ Ｗ·（ｍ２·Ｋ４）－１，绝对零度取－２７３℃；温度曲线采用国

际标准组织制定的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

混凝土与钢筋均采用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单元．混凝土选用８节点三维实体单元ＤＣ３Ｄ８，钢筋选用热分

析单元ＤＣ１Ｄ２．进入分析步中，选用瞬态升温，时间取为２４０ｍｉｎ，升温段为９０ｍｉｎ，其后为降温段．受火

（ａ）方柱 （ｂ）圆柱

图１　钢筋混凝土柱的温度场云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ｌｕｍｎ

后，方柱与圆柱的 ＡＢＡＱＵＳ模拟温度

场云图，如图１所示．

１．２　火灾后静力加载数值模拟

１．２．１　高温后钢材的本构关系　热轧

钢筋在经历低于６００℃的高温作用后，

其力学性能恢复较快，较受火前基本不

变［１９］．试验中，钢筋混凝土柱由于保护

层的存在，钢筋骨架的温度始终低于

６００℃，因此，采用常温下钢筋的本构关

系模型．常温下，钢筋采用二次塑流模

型，应力?应变关系曲线一般分为弹性段、弹塑性段、塑性段、强化段和二次塑流５个阶段
［２０］．钢管采用

应用较为广泛的双线性弹塑性模型，分为弹性段和强化段，强化段的模量取０．０１犈ｓ
［２０］．

１．２．２　灌浆料的本构关系　灌浆料采用文献［２０］提出的适用于有限元计算的核心混凝土受压单轴应

力?应变本构关系，其方柱的计算公式为

狔＝
２狓－狓

２，

狓／［β０·（狓－１）
η＋狓｛ ］，

　　
狓≤１，

狓＞１；

圆柱的计算公式为

狔＝

２狓－狓
２，

１＋狇（狓
０．１ξ－１），

狓／［β（狓－１）
２
＋狓

烅

烄

烆 ］，

　　

狓≤１，

狓＞１，　ξ≥１．１２，

狓＞１，　ξ＜１．１２．

上两式中：狓＝ε／ε０；狔＝σ／σ０；其余参数见文献［２０］．

１．２．３　高温后混凝土的本构关系　由于混凝土热传导性能较差，是一种热惰性材料，构件内部存在着

明显的温度梯度，火灾后，混凝土构件的损伤程度随着离构件表面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火灾高温后

的混凝土应力?应变本构模型的表达式
［１９］为

σ＝犳ｃｒ（θ）［－１．３７１（
ε

ε０ｒ（θ）
）３＋１．７４１（

ε
ε０ｒ（θ）

）２＋０．６２８（
ε

ε０ｒ（θ）
）］，　　０＜ε０ ≤ε０ｒ（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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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犳ｃｒ（θ）
０．６７４２（ε

ε０ｒ（θ）
）－０．２１７３（

ε
ε０ｒ（θ）

）２

１－１．３２５８（
ε

ε０ｒ（θ）
）＋０．７８２７（

ε
ε０ｒ（θ）

）

熿

燀

燄

燅
２

，　　ε０ ＞ε０ｒ（θ）．

上式中：ε０ｒ（θ）为温度θ作用后混凝土峰值应力对应的峰值应变；犳ｃｒ（θ）为高温过火后混凝土强度．即有

ε０ｒ（θ）＝

ε０，

［０．８１０３＋０．４２２４（
θ
１０００

）＋２．６３１５（
θ
１０００

）２］ε０
烅

烄

烆
，
　　
θ≤２００℃，

θ＞２００℃；

犳ｃｒ（θ）＝

［１．０－０．５８１９４（
θ－２０
１０００

）］犳ｃ，

［１．１４５９－１．３９２５５（
θ－２０
１０００

）］犳ｃ

烅

烄

烆
，
　　
θ≤２００℃，

θ＞２００℃．

　　为了得到受火后核心区混凝土的本构，参照文献［１４］的Ｐｙｔｈｏｎ后处理程序，并对其输出语言进行

改进．通过对受火后的核心混凝土最高温度进行提取，并把各单位节点编号、最大值温度写入“．ｆｉｌ”文

件，直接写入静力加载模型中的预定义场初始状态；然后，在 ＡＢＡＱＵＳＣＡＥ中导入“ｉｎｐ”文件，查看模

型的初始温度图（图２），并进行静力加载模拟．静力加载分析时，对于网格划分方法，使静力加载模型与

温度场数值分析模型保持一致，以便正确读入各单元节点的最高过火温度值．

（ａ）方柱 　　　　　　　　　　（ｂ）圆柱　　　　　　　　　（ｃ）方圆柱

图２　静力加载模型的初始温度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ｌｏａｄｔｅｓｔｓ

１．２．４　边界与接触处理　根据试验时的实际接触情况，采用如下界面接触处理方法：１）钢筋与混凝土

柱采用嵌入约束；２）灌浆料与混凝土之间接触面采用绑定约束；３）薄壁钢管与灌浆料之间接触面采用

表面接触，其力学性能中切向考虑摩擦滑移，为罚接触，摩擦系数取０．６
［１３］，法向取为硬接触；４）柱顶端

集中力加载点和支座集中力处混凝土与钢垫块采用点面耦合约束；５）柱两端焊接钢板与钢管，以及混

凝土之间接触面采用绑定约束．

２　模拟结果及试验的对比分析

文献［２１］的试验共制作１２根ＲＣ柱试件，包括８根ＲＣ方柱试件和４根ＲＣ圆柱试件．其中：方柱

截面边长犫＝３００ｍｍ（面积为９００００ｍｍ２），圆柱的截面直径犱＝３４０ｍｍ（面积为９０７９２ｍｍ２），变截

（ａ）方柱 （ｂ）圆柱　

图３　试件的温度测点位置（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ｕｎｉｔ：ｍｍ）

面形状指火灾前边长为３００ｍｍ的方形截面试件，火灾

后加固成直径是３４０ｍｍ的圆形截面试件，所有试件高

度均为１５００ｍｍ．构件纵筋采用 ＨＲＢ４００钢筋，配置

８Ｃ２０，箍筋采用 ＨＰＢ３００钢筋，配置Φ８＠１５０，柱头加

密配筋Φ８＠５０．加固用的外包钢板采用Ｑ２３５Ｂ钢板．

２．１　温度模拟曲线分析

图３，４分别为方柱试件和圆柱试件的温度（θ）测点

布置和温度模拟曲线．图４中：狋表示时间．由图４可知：

与ＳＣ３，Ｃ３试件的试验数据对比，模拟与试验得到的温

度曲线发展情况基本一致，表明模拟数据较可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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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的主要原因是数值模拟中未考虑水分蒸发和迁移的影响，热电偶的埋设位置误差，热工参数本身存

在一定离散性等原因也会造成一定误差．

　　　（ａ）方柱 （ｂ）圆柱

图４　试件的温度?时间模拟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２．２　拟静力试验的破坏形态与承载力分析

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方柱的主要特征点及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狋为受火时间；犱

为钢管厚度；犖ｕ为极限承载力；Δｕ为极限位移，取试件的荷载下降到８５％极限荷载所对应的位移；上标

ｔ，ｃ分别代表试验值与模拟值．模拟与试验的荷载?位移（犖?Δ）曲线结果对比，如图５所示．

表１　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方柱的试验与模拟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Ｃｓｑｕａｒ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ｓ

试件编号 狋／ｍｉｎ 犱／ｍｍ 加固方式 犖ｔｕ／ｋＮ 犖ｃｕ／ｋＮ Δ
ｔ
ｕ／ｋＮ Δ

ｃ
ｕ／ｋＮ

ＳＣ１ － － － ２８８３ ３００５ ９．９４ ９．１５

ＳＣ２ ９０ － － ２２４９ ２４５０ １２．５ １２．０３

ＳＣ３ ９０ ２ 钢管只起约束作用 ３５００ ３６４５ １５．３５ １４．２６

ＳＣ４ ９０ ３ 钢管只起约束作用 ３６０１ ３７２０ １５．８２ １４．９８

ＳＣ５ ９０ ２ 钢管承担纵向荷载 ３６５１ ３８０４ １４．５４ １３．３６

ＳＣ６ ９０ ３ 钢管承担纵向荷载 ３７６２ ３９４７ １３．８９ １３．０７

Ｓ?Ｃ１ ９０ ３ 钢管只起约束作用 ４７５３ ４９７８ ４１．８２ ２９．８８

Ｓ?Ｃ２ ９０ ３ 钢管承担纵向荷载 ４６８４ ４８８０ ２３．３５ ２４．７９

Ｃ１ － － － ３０６０ ３２５６ １０．７５ １１．６９

Ｃ２ ９０ － － ２４０９ ２５９５ １２．５１ １４．１１

Ｃ３ ９０ ３ 钢管只起约束作用 ５０６５ ５１９９ ２９．７８ ２６．６７

Ｃ４ ９０ ３ 钢管承担纵向荷载 ４８０３ ５０２３ ３４．４２ ４３．５９

（ａ）方柱 （ｂ）圆柱　

图５　模拟与试验的犖?Δ曲线

Ｆｉｇ．５　犖?Δ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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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有限元模拟与试验的轴压承载力偏差均控制在１０％以内，表明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

能够较好预测加固后试件的轴压承载力．由图５可知：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柱的轴压承载力和

变形能力均有显著提高．

３　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薄壁钢管加固受火后钢筋混凝土柱的荷载?位移关系曲线的主要因素有外包钢管厚度、加固方

式和截面形状．将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模拟结果按照影响因素分类给出犖?Δ关系曲线，如图６所示．

（ａ）管钢厚度

模拟在试验中壁厚（２，３ｍｍ）的基础上，增加了４，５

ｍｍ两种壁厚参数，为了得到更加清晰的规律，以方形

钢管中只起约束作用的加固方式为例，如图６（ａ）所示．

１）由图６（ａ）可知：在试验的薄壁壁厚范围内（２～５

ｍｍ），随着外包钢管壁厚的增加，在刚度变化不大前提

下，加固件的轴压承载力与轴压极限变形均有增大，且

随厚度的增加，轴压承载力提高幅度减小．相比于受火

未加固的试件，其增加量依次为４８．８％，５１．８％，５３．９％

和５４．５％．因此，实际加固工程中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

素进行钢管厚度的设计．

２）由图６（ｂ）可知：加固方式对加固件的轴压承载

（ｂ）加固方式 （ｃ）截面形状

图６　不同影响因素的犖?Δ曲线模拟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犖?Δ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力影响不显著．结合图５可得两种加固方式均能提高受火试件的极限变形能力，钢管只起约束作用的加

固件的轴压变形能力比钢管承担纵向荷载的加固件的轴压变形能力大．说明只起约束作用的加固件能

更好地发挥钢材的性能；刚度在弹性阶段变化不明显，而在弹塑性阶段略有降低．

３）由图６（ｃ）可知：对于同样的外包薄壁壁厚（３ｍｍ），不论是钢管只起约束作用（ＳＣ４，Ｓ?Ｃ１，Ｃ３），

还是钢管承担竖向荷载（ＳＣ６，Ｓ?Ｃ２，Ｃ４），对于方柱加固件，变截面形状加固的轴压承载力比同截面形状

提高较大．即变截面形状加固试件比受火未加固试件提高约１１０％，而同截面形状加固试件提高约

６０％；轴压变形能力也比同截面形状加固有较大增加，变截面形状加固试件比受火未加固试件增加量达

１０５％以上，而同截面形状加固试件只提高８％～２５％，且刚度变化不大．由图６（ｃ）还可知：圆形钢管加

固较方形钢管加固效果好，且加固前试件的截面形状（方形或圆形）对试件加固后的轴压承载力影响很

小．这主要是加固后试件的截面形状（方形或圆形）起主要影响作用．

４　结论

通过ＡＢＡＱＵＳ对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柱的轴心受压的数值模拟，分析了外包钢管厚度、

加固方式和截面形状对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柱加固效果的影响规律．与试验结果验证，得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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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２点主要结论．

１）有限元软件ＡＢＡＱＵＳ建立的模型对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柱的轴心受压性能的分析结

果预测较准，可供实际工程参考．

２）外包薄壁钢管加固火灾后ＲＣ柱的承载力与刚度能基本恢复甚至略超过火灾前试件的水平．其

轴压承载力随着外包薄壁钢管壁厚的增加而增大，随加固方式的改变影响不显著，但只起约束作用的加

固方式的轴向变形能力大于承受纵向荷载的加固方式；加固后试件的截面形状起主要影响作用，且圆形

钢管加固较方形钢管加固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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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多层次委托代理链分析，探讨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群体学习行为的稳定性特

征．构建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行为的进化博弈模型，剖析政府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提

出培育工程质量价值观、构建信息传输共享平台、提升质量监督者的能力和强化监督市场治理等提高工程质

量政府监督有效性的策略．研究结果可为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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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质量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经济

损失，还会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１］．工程产品先交易后生产的建设特性体现了建设工程的“信任品”和工

程质量的公共品属性，本质上规定了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必要性，决定了政府实施工程质量的社会性规

制的内在要求，其目的在于约束与规范建设主体和工程质量监督人员的行为，完善全社会工程质量监管

体系．这也成为工程质量管理考核制度确立的基石，通过政府的社会规制解决监督不力、落实不全的难

题．通过工程质量全社会监管体系的有序运行，规范工程建设主体的质量行为，提高工程质量政府监督

人员的执法监督意识和有效性，以建设主体积极质量行为和工程质量政府监督严格执法行为的集成优

化，创造工程质量效用最大化［２］．本文探讨工程质量政府监督人员的行为博弈演化规律，以强化工程质

量政府监督的效果，借此规避政府质量监督人员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

１　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委托代理链

建设主体是实现工程产品生产和交易活动的一个相互关联的组织体系［３］．工程产品是以契约为纽

带的预约式生产与管理过程，具有“先有交易后有生产”的不同于一般商品的显著特性，工程建设市场集

中体现出多层次信息不对称性和多级交互契约的不确定性，内在地规定了政府管制与监管的必要性［４］．

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主体是工程所在地的质量监督部门（站），受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对工程

建设主体的质量行为和实体工程质量实施政府执法监督，其目的是保障工程安全使用和环境质量［５］．

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实施过程构成了指向工程质量目标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６］，工程质量政府监督

委托代理关系链，如图１所示．政府的质量意志通过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的管理达成，其注重的是提高全

社会的建设工程质量水平，改善建设的主体质量行为，如图１中①所示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对多的委托

代理）；质量监督部门派遣工程质量监督小组检查监督工程承建单位（或其他建设主体）的工程质量，以

确保工程质量的实现，如图１中②所示的委托代理（一对多的委托代理）．为确保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职

能也体现为对工程质量进行抽查，以核实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的工作绩效．委托代理的关键在于政府质量

监督部门先确定一种报酬机制，激励执法质量监督人员尽心尽责，努力实现政府工程质量利益最大化目

标；同时，政府质量监督人员据此选择自己的努力行为，以期自身效用最大化．

图１　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委托代理关系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ｃｈａｉ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　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群体行为的稳定性分析

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机构（站）关心的是政府质量监督者这个群体的行为，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

政策和管理措施．根据行为科学理论，监督者主体的行为是由其内在需求和外部环境决定的，政府质量

监督者个人的内在需求是以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某种监管环境下，受自身利益等因素的驱

表１　转移概率矩阵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

项目 不采取 采取

不采取 １－λ犻 λ犻

采取 μ犻 １－μ犻

动，监督者群体中有些监督者会采取利己这种行为；同样，监管者采

取监管手段规范质量监督者的这种行为［７］，促使质量监督者行为的

变化，可用概率表示质量监督者的行为转移过程矩阵，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λ犻为政府质量监督者从不采取某种监督行为向采取这

种监督行为转变的概率；μ犻 为质量监督者由采取某种行为向不采取

这种行为转变的概率．因为质量监督者群体中各人的价值标准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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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λ犻，μ犻对于不同质量监督者个体而言是不同的．这样，可用“生灭过程”的数学模型描述质量监督

者群体的转移行为，若λ犻，μ犻具有较好的属性，满足生灭过程的特性，那么，可以求出没有采取这种行为

的质量监督者的概率，即

狆０ ＝ （１＋∑
∞

犽＝１

λ０λ１…λ犽

μ０μ１…μ犽
）－１． （１）

　　在某种监管力度下，虽然每个质量监督者的行为是随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采取该行为的质量

监督者的概率是稳定的，体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性．

３　工程质量监督者执法监督行为进化博弈分析

进化博弈是一种研究系统进化的方法，揭示不同群体之间博弈的一个动态过程，且博弈过程中个体

通过“学习”积累经验，相互影响，相互适应．进化博弈问题所关心的是进化稳定策略，或者说是进化稳定

状态，即进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旨在帮助人们了解博弈系统的演化行为．进化稳定策略（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ＳＳ）是进化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 Ｍａｙｎａｒｄ和Ｐｒｉｃｅ在解释生态现象时提出的，其直

观理念在于若一个群体的行为模式能消除小的突变群体，那么，这种群体的行为模式一定能获得较突变

群体更高的期望支付，且随着时间发展而演变，致使突变群体最终消失，原群体所选择的行为策略就形

成了进化稳定策略．

３．１　监管者与质量监督者博弈的赢得矩阵构建

据前述，博弈中的参与人是政府、质量监督部门、质量监督者，其中，质量监督部门受政府委托对所

辖区域的工程质量负有总体监督责任，其委派质量监督者对具体工程质量实施执行监督．因而，就区域

整体而言，政府和质量监督部门拥有工程质量共同的利益与目标，为简便描述，下文仅用“政府”来表达

这两个博弈参与人．

３．１．１　基本假设　１）假定博弈参与方都是理性经济人，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作为

行为准则．２）政府监管可供选择的策略有两种：抽查和不抽查，Δ犆为政府的抽查成本；质量监督者可供

选择的行为也有两种：执法监督行为的低质量（犔）和执法监督行为的高质量（犎）．

３．１．２　政府与质量监督者的博弈收益矩阵构建　如果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若政府

抽查，即有证据表明其低劣行为，则政府会对质量监督者实施处罚，总惩罚为Δ犉 （包括通报批评、行政

警告或暂停部分业务等，视造成的损失而定）；若政府不抽查，则政府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就会造成更

多的社会经济损害，设政府的收益为－Δ犝，执法监督低质量行为的收益为Δ犐（采用低质量行为是为了

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如果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规范，无论政府抽查与否，其超额收益都为

零，若政府不抽查，政府可完成更多的其他职能，因而，可获得Δ犛的正效用（机会成本，一般Δ犛≥Δ犆）．

这里用到的所有符号都是大于零，不再赘述．基于此，可构建政府与质量监督者博弈双方的赢得矩阵，如

表２　赢得矩阵

Ｔａｂ．２　Ｐａｙｏｆｆｍａｔｒｉｘ

监督者策略
政府策略

抽查 不抽查

质量
监督者

低质量

高质量

－Δ犉，Δ犉 －Δ犆

０，－Δ犆

Δ犐，－Δ犝

０，Δ犛

表２所示．

３．２　博弈求解

在长期进化［８］过程中，若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

监督行为的规范的比例为狓１＝狓，选择执法监督行

为的不规范的比例则为狓２＝１－狓；若政府选择不

抽查策略的比例狔１＝狔，则选择抽查策略的比例则

为狔２＝１－狔．这时，质量监督者采用执法监督行为规范时的适应度为

犳Ｑ（犎）＝０．

　　采用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时的适应度为

犳Ｑ（犔）＝ （１－狔）（－Δ犉）＋狔Δ犐．

　　这种情况下，政府质量监督者的平均适应度
［９］可表示为

珚犳Ｑ狓犳Ｑ（犎）＋（１－狓）＋犳Ｑ（犔）． （２）

　　由此，可得政府质量管理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规范的重复动态方程
［１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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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狓
ｄ狋
＝狓［犳Ｑ（犎）－珚犳Ｑ］，

ｄ狓
ｄ狋
＝狓［犳Ｑ（犎）－狓犳Ｑ（犎）－（１－狓）＋犳Ｑ（犔）］＝

　　 －狓（１－狓）［（１－狔）（－Δ犉）＋狔Δ犐］

烍

烌

烎．

（３）

　　同理，政府选择不抽查策略的重复动态方程为

ｄ狓
ｄ狋
＝狔（１－狔）［（Δ犛＋Δ犝－Δ犉）狓－（Δ犆＋Δ犝－Δ犉）］． （４）

　　式（３），（４）描述了这个演化系统的群体动态．

根据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１］提出的方法，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由其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系统在

平面｛（狓，狔）｜０≤狓，狔≤１｝的局部均衡点有５个，分别为犗（０，０），犃（１，０），犅（０，１），犆（１，１）和犇（狓犇，狔犇）．

其中，狓犇＝
Δ犆＋Δ犝－Δ犉

Δ犛＋Δ犝－Δ犉
，狔犇＝

Δ犉

Δ犐＋Δ犉
．

演化系统的全局稳定点就是系统进化的稳定状态，相应的策略组合就是政府和质量监督者两个参

与者的进化稳定策略．在５个局部平衡点中，仅有犗，犆两点是稳定的，是进化稳定策略ＥＳＳ，它们分别

对应于政府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政府选择抽查；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规

范、政府选择不抽查的博弈结果．但前一种情况下政府质量监督者不会选择，所以其博弈的进化稳定策

略只有犆点．此外，该演化系统还有两个不稳定平衡点犃，犅及一个鞍点犇．

图２　博弈动态演化相图

Ｆｉｇ．２　Ｇａｍ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３　协同进化博弈分析

政府质量监督者与政府监管博弈的动态过程形成的博

弈动态演化相图，如图２所示．由两个不稳定的平衡点犃，

犅及鞍点犇 连成的折线为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

即折线的右上方（犃犇犅犆部分）收敛于犆点．由于系统的进

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在长期内保持博弈的状态［９］．

从演化博弈模型可知，影响系统演化的参数有：政府质

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的惩罚额Δ犉，获得的

超额收益Δ犐，政府的监管成本Δ犆等因素，政府与质量监

督者博弈策略的协同演化过程讨论描述如下．

１）若Δ犉非常大，那么，狓犇，狔犇→１，即博弈向犆点演

化，则对质量监督者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处罚越重，越有利于规范其执法监督行为的规范，最终提高

整个社会的工程质量意识．

２）若Δ犐非常大，那么，狔犇→０，即博弈向犗点演化，则执法质量监督者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

的超额收益越多，政府倾向于采取抽查策略，强迫政府质量监督者采取执法监督行为的规范，从而达到

政府监管的目的．

３）若Δ犆→Δ犛，那么，狓犇→１，即政府致力于采取抽查策略，也会使执法质量监督者采取执法监督行

为的规范．

４）若Δ犝 非常大，那么，狓犇→１，即博弈向犆点演化，工程质量事故造成的影响越大，即责任重大，政

府质量监督者越倾向于选择执法监督行为的规范．

由图２可知：总体上折线上方的犃犇犅犆部分的面积越小，演化系统收敛于犆点的概率就越大，博弈

各方就越趋于稳定的博弈进化策略．

４　提高工程质量政府监管有效性的策略

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工程质量政府机构（站），要想提高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有效性，必须考

虑各方的实际得益，寻找合适的均衡点，以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制度和措施．若政府监管力度过大，则监

管成本太高，政府不愿实施，也难以持久实施；若监管力度太小，质量监督者群体就会增加执法监督行为

的低质量，结果又必然导致政府再加大监管力度，以控制这种不利的群体行为．所以，提高工程质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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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有效性的策略、规范政府质量监督者的执法监督行为［５］有赖于培育工程质量价值观、构建信息传输

共享平台、提升质量监督者的能力和强化监督市场治理等方面．

１）培育质量监督者的工程质量价值观．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的行为取决于其行为价值的判断，由

于政府质量监督者的有限经济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利特征，在执法监督行为的判断上会有

一定的偏差，需要纠正质量监督者的这种不理性行为．纠正执法监督行为偏差的根本在于确立正确的工

程质量价值观，以维护国家和公众工程质量利益为前提，形成社会认可的共同工程质量价值观．只有这

样，政府质量监督者实施执法监督过程中，当工程质量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能做出维护

工程质量社会利益的正确选择［１２］，采取执法监督行为的高质量．

２）构建良好的信息传输与共享平台．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与现代化，对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提出了

变革监督手段的时代要求，利用工程质量监管信息化平台是提高工程质量政府监督效率的技术条件．同

时，质量监督者的执法监督行为的转变与政府监管力度密切有关，构建良好的监管信息传输体制将有利

于强化政府监管力度，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质量监督者的执法监督行为，更好地制约不良政府监督行为．

通过信息传输和信息共享［１３］，不仅为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提供有利的手段和途径，也为规范工程质量

政府监督者的执法监督行为起到社会监督作用．

３）提高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的执法监督能力．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内涵和丰富

的法律法规支撑，工程质量政府质量监督者不仅需要投入精力实施执法监督，更需要提升能力增强执法

监督的效率．因此，加强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的教育与培训，以执法监督能力建设为关键环节，以继续教

育和培训为切入点，不断加强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自身能力建设，努力提升执法监督的综合能力，形成

专家型的政府质量监督团队，从根本上提升整个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有效性和执法监督水准，推进工程

质量政府监督的专业化和现代化．

４）强化工程质量监督市场治理．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多重委托代理经济特性，内在规定了实施建

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市场治理的客观必然性．首先，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工程质量监督体制与市场运行

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各层次工程质量政府监督者的执法监督积极性和能动性，挖掘内源驱动力推动工程

质量政府监督效率与效益．其次，提高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违约成本，威慑工程质量监督者不能采取执

法监督行为的不规范，发挥外在推动力提高政府工程质量监管效率，促使全社会监管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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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犈犘犆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评价与对策

王铁钢１，２

（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５；

２．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建工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摘要：　以ＥＰＣ（设计?采购?建设）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实施效果为研究对象，初步确定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

果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ＤＥＭＡＴＥＬ（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约简，找出关键指标并

建立评价模型．对某热电工程ＥＰＣ总承包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不理

想，主要存在索赔管理薄弱、设计与施工结合不紧密、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项目承包；工程项目；ＥＰＣ模式；ＤＥＭＡＴＥＬ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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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ａｓｗｅａｋｃｌａｉ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ｏｏｓ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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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ｔｉｏｎ

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包括分阶段分专业平行承包、设计?招标?建造（ＤＢＢ）、项目管理（ＰＭ）、设计?建

造（ＤＢ）、项目管理承包（ＰＭＣ）、设计?采购?建设（ＥＰＣ）工程总承包等．项目管理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不同

的管理特点，进而造就了不同的适用情形．在工程建设中，设计、采购、施工分别发包带来工期长、费用超

支、质量难以控制、责任相互推诿等问题，而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可以较好地克服这些问题，将设计、采购、

施工发包给一个承包商（或联合体），使其在承包单位内部完成，成为承包单位内部的组织协同［１］．在项

目施工阶段，ＥＰＣ总承包单位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及相关的工程经验，实现

了保证工程质量、缩短建设工期、节约投资的目的［２］．然而，这种模式的实施效果尚缺乏有效评价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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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此，本文通过建立ＥＰＣ模式实施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分析ＥＰＣ模式的实施效果．

１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ＥＰＣ总承包模式的实施效果，遵循科学、客观、系统、可操作等原则，通过对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资料的研究，并咨询相关技术专家意见，从投资、技术、进度、质量、资源配置、安全、环

保、社会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管理水平等１０个方面初步建立ＥＰＣ总承包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ＥＰＣ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实施效果评价的复杂性、系统性，就需要对初次建立的指标体系进

行约简、优化．指标体系优化的方法常有相对核属性约简法、主成分分析法、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

（ＤＥＭＡＴＥＬ）分析法等
［３?４］．其中，ＤＥＭＡＴＥＬ分析法综合了图论中有向图和矩阵工具确定系统要素之

间的影响程度，构造要素之间的关系矩阵，进而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以确定因素间的主次

关系，进行影响因素约简．文中采用ＤＥＭＡＴＥＬ分析法进行指标体系的优化
［５］，主要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组织专家分析确定各因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并运用有向剪线表示影响关系，箭头方向为被

影响因素，箭尾为影响因素，从而建立起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向图．

步骤２　对因素间的影响程度进行标度，构造两两因素间直接影响关系矩阵．具体为：以影响有向

图为基础，通过两两比较判断的方式确定两两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程度，并进行标度．标度方法为：设

犪犻，犼表示第犻因素对第犼因素的影响程度（犻，犼＝１，２，３，…，狀），并用１～９标度其影响的大小；若因素犻对

因素犼没有直接影响，则标度为０，可以得到直接影响关系矩阵犃＝

犪１，１ 犪１，２ … 犪１，狀

犪２，１ 犪２，２ … 犪２，狀

  

犪狀，１ 犪狀，２ … 犪狀，

烄

烆

烌

烎狀

．

步骤３　犃的各行求和，设行和最大值为犕，矩阵犅的元素犫犻，犼＝犪犻，犼／犕，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犆＝犅×

（犐－犃）－１，其中，犐为单位矩阵．

步骤４　以综合影响矩阵犆中犮犻，犼为基础，计算每个要素的影响度犣犻，被影响度犚犻，中心度犡犻和原

因度犢犻，并判断确定关键影响因素．其中，犆中各行要素之和犣犻＝∑
狀

犼＝１

犮犻，犼（犻，犼＝１，２，３，…，狀），表明各行

对应要素对其他要素的综合影响值；犆中各列要素之和犚犻＝∑
狀

犻＝１

犮犻，犼（犻，犼＝１，２，３，…，狀），表明各列对应

要素对其他要素的综合影响值．要素犉犻中心度为犡犻＝犣犻＋犚犻（犻，犼＝１，２，３，…，狀），表示该要素在评价指

标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所起作用大小．要素犉犻原因度为犢犻＝犣－犚犻，如果犢犻＞０，表示该要素对其他要素

影响大，称为原因要素；如果犢犻＜０，表示该要素受其他要素影响大，称为结果要素
［６?７］．

２　指标优化步骤

１）根据大量实地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专家的建议，确定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的直接关系矩阵犃，即

犃＝

０ ３ ０ ５ ５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３ ９ ０ ９ ０ ３ ３

０ ０ ０ ５ ３ ７ ５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７ ７ ５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３ ０ ３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７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０７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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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将直接关系矩阵犃标准化．

犅＝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０ ０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８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６ ０．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８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３）由矩阵犅计算综合影响矩阵为

犆＝犅×（犐－犅）－
１．

其中，犐为单位矩阵．则有

犆＝

０ ０．５１ ０．２２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３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４１

０ ０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１１ ０．２７ ０．１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１８ ０．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５ ０．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１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４）根据综合矩阵犆，可计算各个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如表１所示，并进行分析．

表１　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

Ｔａｂ．１　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

犉犻 犣犻 犚犻 犡犻 犢犻 犉犻 犣犻 犚犻 犡犻 犢犻

犉１ １．８７ ０ １．８７ １．８７ 犉６ １．０７ ０．７９ １．８６ ０．２８

犉２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９２ －０．１０ 犉７ ０．７３ １．３７ ２．１０ －０．６４

犉３ １．５４ ０．１７ １．７１ １．３７ 犉８ ０．６３ １．０９ １．７２ －０．４６

犉４ １．８２ ０．３７ ２．１９ １．４５ 犉９ ０．３１ １．８８ ２．１９ －１．５７

犉５ ０．８７ ０．８９ １．７６ －０．０２ 犉１０ 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由表１可知：各指标中心度相差不大，说明各指标在指标系统所起作用差别不大．其中，犉１，犉３，犉４，

犉６ 等４个因素的原因度为正值，说明在ＥＰＣ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中，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投资效果评

价、进度控制效果、质量控制效果和安全控制效果为关键指标．

根据优化后的指标体系，构建分指标体系，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Ｐ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ｍｏｄｅ

指标 分指标 量化方法

ＥＰＣ总承包

模式实施效果

评价指标体系

投资评价

进度评价

通过限额和优化设计的成本降低率 定量

索赔的防范措施 定性

投资节约率或超出额 定量

项目进度计划的合理性 定性

各阶段进度的实施情况 定性

总工期提前或拖后 定量

１７１第２期　　　　　　　　　　　　　王铁钢：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评价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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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指标 分指标 量化方法

ＥＰＣ总承包

模式实施效果

评价指标体系

质量评价

安全评价

质量管理体系和控制措施 定性

设计、材料设备、施工质量、评价 定性

工程质量问题 定性

安全管理体系 定性

施工中的安全检查 定性

施工的伤亡率或人数 定量

３　实施效果评价模型

对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评价属于项目后评价的范畴．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存在定性、定量指标，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理论的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具有结果清晰、综合性强的特点，能较好

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评价问题［８?９］．

因为ＥＰＣ项目管理模式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为两级，所以采用模糊综合评价中的多级模糊综合

评价．评价模型的建立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根据ＥＰＣ项目管理模式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因素集犝＝｛犝１，犝２，犝３，

犝４｝．其中：犝１＝｛犝１，１，犝１，２，犝１，３｝，犝２＝｛犝２，１，犝２，２，犝２，３｝，犝３＝｛犝３，１，犝３，２，犝３，３｝，犝４＝｛犝４，１，犝４，２，犝４，３｝．

　　步骤２　建立评语集，并对每个一级评价指标犝犻进行模糊评价．根据ＥＰＣ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的

实施效果，将评价等级确定为好、一般和差３个等级，对应的评语集为犞＝｛犞１，犞２，犞３｝．

由层次分析法确定犝犻中各因素的权向量为狑犻＝｛狑犻，１，狑犻，２，…，狑犻，犿｝，且犝犻 中各因素组成的评价

矩阵为犚犻，则一级评价为

狑犻犚犻 ＝ ｛犫犻，１，犫犻，２，…，犫犻，狏｝＝犅犻，　　犻＝１，２，…，狀．

　　从而计算确定犝犻的单因素评价结果犅犻，为下一级综合评价奠定基础．

步骤３　根据步骤２的评价结果，把犝犻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一级评价的评价结果作为矩阵中的

元素，从而得到一级评价中的各单因素模糊评价的评价矩阵为

犚＝ ［犅１，犅２，…，犅狀］
Ｔ．

　　通过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计算各指标的权重，进而确定各因素权重组成的权向量，即

犠 ＝ （犠１，犠２，…，犠狀）．

　　将权向量与一级评价矩阵犚进行矩阵合成运算，得到合成结果，即方案的评价结果为

犠犚＝ ｛犫１，犫２，…，犫犞｝＝犅．

　　步骤４　通过模糊变换将犅评价向量转化成可计算、量化比较的数值，依据这个数值大小判断方案

的实施效果，其数值越大，说明评价结果越好，反之则越差．

用犾犼表示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各个等级，设定好，中，差３个等级，分别用３０，２０，１０表示．然

后，用模糊向量中对应分量将各等级的等级数值加权求和，可表示为

犿＝∑
狏

犼＝１

犫犽犼犾犼／∑
狏

犼＝１

犫犽犼．

上式中：犾犼是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各等级数值，犾１，犾２，…，犾狏 从大到小即表示评价结果由好到坏，赋

值间距应保持相等；犽为待定系数，一般可取１或２．通过上式以很好地将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犅转化为一

个具体数值犿，然后依据犿与设定等级犾进行评价，数值越大说明实施效果越理想，越小则越不理想．

４　实施效果案例分析

以某公司热电一期工程为例，工程由Ａ热电有限公司筹资建设，采用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发包．

１）建立隶属矩阵．对ＥＰＣ项目管理模式实施效果评价，邀请１０名专家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如表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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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项目的每一个犝犻进行单级模糊综合评价．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最佳的合成算

表３　专家评价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指标
评价结果

犞１（好） 犞２（一般） 犞３（差）

犝１，１ ０ ４ ６

犝１，２ ２ ３ ５

犝１，３ ２ ６ ２

犝２，１ ３ ５ ２

犝２，２ ２ ４ ４

犝２，３ １ ２ ７

犝３，１ ０ ４ ６

犝３，２ １ ４ ５

犝３，３ ２ ５ ３

犝４，１ ２ ３ ５

犝４，２ ０ ４ ６

犝４，３ ０ ２ ８

子是犕（·，）算子，进行单级模糊综合评判．以犝１ 为例，对

犝１ 的单级模糊评价如下．

指标犝１，１，犝１，２，犝１，３的权重为

犃１ ＝ （０．５２，０．３１，０．１７），

犃１犚
１
１ ＝ （０．５２，０．３１，０．１７）

０ ０．４ ０．６

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２ ０．６ ０．

熿

燀

燄

燅２

＝

（０．１５６，０．４０３，０．５０１）．　　　

　　同理，指标犝２，１，犝２，２，犝２，３的权重为

犃２ ＝ （０．１６，０．３，０．５４），

犃２犚
１
２ ＝ （０．１６２，０．３０８，０．５３）．

　　指标犝３，１，犝３，２，犝３，３的权重为

犃３ ＝ （０．３，０．４７，０．２３），

犃３犚３ ＝ （０．０９３，０．４２３，０．５３１）．

　　指标犝４，１，犝４，２，犝４，３的权重为

犃４ ＝ （０．５１，０．２８，０．２１），

犃４犚４ ＝ （０．１０２，０．３０７，０．５４９）．

　　３）将犝犻作为一个综合因素，犅犻为它的单因素评价结果，可得隶属关系矩阵为

犅犻 ＝ ［犅
犻
１，犅

犻
２，犅

犻
３］
Ｔ．

　　则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为

犃犚犻 ＝ （犫１，犫２，犫３）＝犅．

　　二级综合评价为

犃犚１ ＝ （０．３２，０．２４，０．２７，０．１７）

０．１５６ ０．４０３ ０．５０１

０．１６２ ０．３０８ ０．５３０

０．０９３ ０．４２３ ０．５３１

０．１０２ ０．３０７ ０．

熿

燀

燄

燅５４９

＝ （０．１５６，０．４０３，０．５０１）．

　　４）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将评价结果转化为可评价的形式．

取评价结果等级划分为好、中、差，分别赋值为犽＝１，犾１＝３０，犾２＝２０，犾３＝１０，计算可得ＥＰＣ总承包

模式的综合评价值犿＝
３０×０．１３１＋２０×０．３６６＋１０×０．５０３

０．１３１＋０．３６６＋０．５０３
＝１６．２８．犿 为１６．２８，位于中和差之间，说

明该电厂项目的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上述评价，结合项目的情况和以往工程案例，ＥＰＣ总承包模式项目实施效果不理想，主要存在

以下３方面的问题．

１）项目的风险及索赔管理环节薄弱．在项目部机构设置中，没有一个专管风险的部门，也没有相应

的风险防范措施，致使风险管理只局限在现场的安全管理，同时，尚未建立与ＥＰＣ总承包模式相适应的

工程保险体系，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索赔管理薄弱是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中

暴露出的又一突出问题．在大多数的ＥＰＣ项目中，虽制定了索赔的程序、制度、规范，然而工程部负责索

赔的技术工作［８］，预算部门负责索赔费用的结算、索赔谈判等，不便于索赔问题的发现和及时处理，给

ＥＰＣ项目的实施带来组织风险．

２）设计、采购、施工结合不紧密，设计变更多．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灵魂，只有设计、采购与施工紧密

结合才能真正发挥ＥＰＣ模式的优势．然而，在工程实践中，ＥＰＣ总承包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型工程

公司即企业集团，在集团内部有设计子公司、施工子公司，且设计子公司、施工子公司是独立经营、自负

盈亏的；另一种是由设计院与施工企业联合共同实施ＥＰＣ项目，设计院负责设计，施工企业负责施工，

是一种合同关系，只是共同对业主承担连带责任．这两种ＥＰＣ总承包方式的共同问题是在设计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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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部门参与热情低、主动性差，没有真正实现设计中有施工专家的建议，施工中有设计专家的指导．

３）ＥＰＣ总承包模式的管理体系不完善，“懂技术、知法规、精管理”的复合型项目管理人才匮乏．现

有从事ＥＰＣ工程总承包企业，组织结构、管控方式上还基本延续原有“设计管设计、施工管施工”的管理

模式，内部没有真正共享互通，尚未真正形成适合ＥＰＣ总承包的管控组织体系，没有把项目的整体利益

放在第一位．复合型管理人员的缺乏也是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此外，在ＥＰＣ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智能化、信息化、可视化的新型管理手段应用还不普及，特别是以ＢＩＭ 技术为基础

的全过程项目管理还未被广大工程总承包单位的重视．

５　管理建议与对策

１）强化企业风险意识，重视项目风险管理．ＥＰＣ总承包管理模式与ＤＢＢ（设计、施工分别发包）相

比，总承包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影响因素更多、环境更复杂．所以，ＥＰＣ总承包企业更应高度重视项目

的风险，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ＥＰＣ总承包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识别、评价、对策、控制等工作，同时，

为项目管理人员提供风控建议．

２）完善ＥＰＣ总承包模式的组织、技术、管理、合同管理体系．工程总承包商实施效果的好坏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管控模式和项目治理结构，建立目标一致、运行便捷、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项目管控体系．

打破原有“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组织结构体系，建立并完善以项目为对象，以组织、技术、管理、合同管理

制度建设为重点，以为工程建设增值为根本目标的综合管理体系．

３）培育“精技术、知法规、通管理”的复合型项目管理人才．ＥＰＣ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管理者应是具有

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熟通国际惯例、掌握工程法规的复合型高级人才．这就要求ＥＰＣ总承包企业建立

培育、引进复合型项目管理人才的机制，建立重点人才的轮岗制度、培训制度，并与高等院校合作开设相

关的人才培养课程，有针对性地培育符合总承包工程特点的项目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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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犇犜犘犃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制备与

体外释放性能

王立强１，卢迅１，应侠１，陈锐２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广州优米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６０）

摘要：　采用粉末直接压片法制备二乙基三胺五乙酸（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并对其进行体外漂浮性能、

释放性能和释药机理研究．结果表明：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在人工胃液中可以立即起漂，持续漂浮时间长

达２４ｈ，其释药过程用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犜ｌａｇ）模型拟合的拟合度最好；同时，应用Ｈａｒｌａｎｄ方程进行验证，证

明该制剂的释药过程主要为扩散和骨架溶蚀共同作用．通过该法制备的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具有起漂时间短、

持续漂浮时间长、缓释效果好，漂浮性能不受制剂辅料和制备工艺的影响等优点．

关键词：　二乙基三胺五乙酸；胃漂浮囊心缓释片；漂浮性能；释药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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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ＬＵＸｕｎ１，ＹＩＮＧＸｉａ１，ＣＨＥＮＲｕｉ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ｕｍｉｊｉａ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６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Ｄ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ｒｉａｍｉｎｅｐｅｎｔａ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ＤＴＰＡ）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ｐｓｕｌｅ?

ｈｅａｒｔｔａｂｌｅｔ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ｗｄ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ｔｈｅ犻狀狏犻狋狉狅ｆｌｏａ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ＤＴＰＡ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ｈｅａｒｔｔａｂｌｅｔｓｃｏｕｌｄｆｌｏａ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ｕｐｔｏ２４ｈｏｕｒ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ｌｙ，ａｎｄｔｈｅ犻狀狏犻狋狉狅ｄｒｕｇｒｅｌ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犜ｌａｇ）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ｉｔ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ｌｅａｓｅｗ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ｕｓｉｎｇＨａｒｌａｎｄ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ｈｅａｒｔｔａｂｌｅｔ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ａｇ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ｏｏ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ｒｉａｍｉｎｅｐｅｎｔａ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ｈｅａｒｔｔａｂ

ｌｅｔｓ；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漂浮缓释制剂属于口服定位释药系统，具有吸收部位停留时间长、药物释放稳定等特点，是目前国

内外缓控释剂型的研究热点［１］．传统的胃漂浮型缓释制剂的漂浮性能和释药性能都要受制剂辅料和制

备工艺的影响．二乙基三胺五乙酸（ｄ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ｒｉａｍｉｎｅｐｅｎｔａ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ＤＴＰＡ）是一种放射性核素促排

药物，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是ＤＴＰＡ?ＺｎＮａ３ 和ＤＴＰＡ?ＣａＮａ３ 的注射剂和喷雾制剂
［２?３］．它们虽有较好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２５

　通信作者：　王立强（１９７０?），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药剂学和创新药物研发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ｌｑ１５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Ｊ０１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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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排效果，但是，此类无菌液体制剂在大规模核辐射事故爆发时，不利于大规模的储存、运输和使用．鉴

于国内外目前尚未有ＤＴＰＡ的口服制剂上市，因此，本文将ＤＴＰＡ作为模型药物，制成一种新型的胃漂

浮囊心缓释片，并对其体外漂浮性能、释放性能和释药机理进行考察．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ＤＴＰＡ（玛雅试剂有限公司），ＤＴＰＡ对照品（Ｓｉｇｍａ公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２Ｎａ）基准试

剂（天津基准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羟丙基甲基纤维素（ＨＰＭＣ，Ｋ４Ｍ）、微晶纤维素、糊精、卡波姆树脂和

尤特奇Ｓ１００（上海昌为医药辅料技术有限公司），滑石粉（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低取代羟丙基

纤维素和四丁基碘化铵（上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硬脂酸镁、盐酸和六水合三氯化铁（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柠檬酸三乙酯（上海阿达玛斯有限公司），甘氨酸（Ａｍｒｅｓｃｏ公司），甲醇（美国天

地公司），无水乙醇（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压片模具（哈尔滨东方模具厂），压片仪（日本岛津公

司），ＲＣ?８０６型溶出试验仪（天津市天大天发科技有限公司），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公司），

ＯＭ２２０型智能鼓风干燥箱（上海欧迈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ＨＨ．Ｓ１１?２Ｓ型恒温水浴锅（上海跃进医疗器

械厂），ＢＳＡ１２４Ｓ型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ＳＰＨ１１１Ｂ型恒温摇床（上海世平实验设备

有限公司），ＨＪ?４型多头磁力加热搅拌器（江苏省金坛市友联仪器研究所），ＬＲＨ型生化培养箱（上海一

恒科技有限公司），Ｈ１６５０?Ｗ型台式微量高速离心机（湖南长沙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ＫＱ?５００Ｅ

型超声仪（江苏省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犇犜犘犃胃漂浮囊心缓释片的制备

１．２．１　半片的制备　精密称取ＤＴＰＡ，ＨＰＭＣ（Ｋ４Ｍ）、微晶纤维素、糊精、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滑石

粉和硬脂酸镁，按等量递增法混合，并过五号筛（（１８０．０±７．６）μｍ）充分混匀；然后，使用特制的压片模

具（上冲模Φ＝８．２２ｍｍ，下冲模Φ＝１３．６４ｍｍ），压制出中部有凹面、周沿呈平面状的半片，半片质量为

４００ｍｇ，硬度控制在４～５ｋｇ之间，备用．

１．２．２　囊心材料的配制　量取处方量的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混合，在室温条件下用搅拌器搅拌混匀，

得混合溶剂；然后，称取处方量的尤特奇Ｓ１００慢慢地分批倒入上述混合溶剂中，搅拌６０ｍｉｎ，得尤特奇

Ｓ１００溶液；随后，将卡波姆加入到上述尤特奇Ｓ１００溶液中，继续搅拌３０ｍｉｎ，得混合溶液；最后，加入处

方量的柠檬酸三乙酯，充分搅拌３０ｍｉｎ，用三号筛（（３５５±１３）μｍ）过滤，得到囊心材料备用．

１．２．３　片剂单元的制备　将上述已制备好的囊心材料均匀喷洒在上述已制备好的半片的凹面处及其

周沿，在凹面处及其周沿的表面形成包衣层，半片和囊心材料共同组成片剂单元．

１．２．４　囊心片剂的制备　在上述所得的片剂单元的囊心材料未凝固前，将两片片剂单元具有凹面的一

面相对应扣合，在５～２０Ｎ的压力下将两个片剂单元的周沿粘合起来形成具有囊性空间的囊心片剂；然

后，将粘合好的囊心片剂置于烘箱中，在４０～６０℃的温度下干燥烘干，即得该新型胃漂浮囊心缓释片．

１．３　体外释放度的测定

采用离子对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法检测ＤＴＰＡ的含量．根据已有文献［４?７］的报道，采用的色谱

条件：色谱柱为依利特ＳｉｎｏｃｈｒｏｍＯＤＳ?ＢＰ（５μｍ，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流动相为缓冲液（ｐＨ＝２．８的甘

氨酸?盐酸缓冲溶液）?甲醇（体积比为９２∶８），内含４ｍｍｏｌ·Ｌ
－１的ＴＢＡ?Ｉ；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

－１；检

测波长为２８０ｎｍ；柱温为室温；进样量为２０μＬ；内标物质为ＥＤＴＡ?２Ｎａ．体外释放度测定参照《中国药

典》（２０１０年版，二部）附录ＸＤ释放度测定法的第一法与ＸＣ溶出度测定法的第二法进行
［８］．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称取０．４ｇ的ＤＴＰＡ对照品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０．１ｍｏｌ·Ｌ
－１盐酸溶解并定容至刻

度线，摇匀，得４ｍｇ·ｍＬ
－１储备液．分别精密吸取该储备液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ｍＬ置于

６７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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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精密加入１．５ｍＬ的４ｍｇ·ｍＬ
－１的ＥＤＴＡ?２Ｎａ内标溶液；然后，分别加入２．０，２．５，

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ｍＬ的４．９６ｍｇ·ｍＬ
－１的ＦｅＣｌ３ 溶液；最后，加入流动相定容至刻度线，摇匀，置

于５５℃水浴中反应１ｈ，取出，迅速冷却至室温，摇匀，过滤，吸取２０μＬ分别进样，按色谱条件分别进行

测定．浓度在０．０４～０．３６ｍｇ·ｍＬ
－１范围之内，ＤＴＰＡ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犢）与ＤＴＰＡ浓度（犡）呈良

表１　回收率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加入量／ｍｇ 测得量／ｍｇ 回收率／％

３２１．６ ３２０．２ １００．４４

３１８．０ ３１８．６ ９９．８１

３２２．９ ３２２．２ １００．２２

４００．５ ４００．９ ９９．９０

４０１．８ ４００．３ １００．３７

４０５．６ ４０３．８ １００．４５

４８１．０ ４８０．１ １００．１９

４８３．３ ４８４．１ ９９．８３

４７９．４ ４８０．７ ９９．７３

好的线性关系，其回归方程为

犢 ＝８．０２７８３犡＋０．０４８８５，　　犚＝０．９９９８９．

２．２　回收率试验

分别精密称取３２０，４００，４８０ｍｇ的ＤＴＰＡ各３份置于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按处方比例加入空白辅料；然后，用０．１

ｍｏｌ·Ｌ－１的盐酸溶液配制成浓度为３．２，４．０，４．８ｍｇ·

ｍＬ－１的ＤＴＰＡ溶液，摇匀，测定ＤＴＰＡ含量，计算回收率，

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０．１０％；相

对标准偏差（ＲＳＤ）值为０．２９％．

２．３　体外释放性能分析

在转速为７５ｒ·ｍｉｎ－１，温度为（３７．０±０．５）℃，释放

介质为９００ｍＬ的人工胃液中，分别在不同时段取样５ｍＬ，经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滤过，同时补充等温等

图１　ＤＴＰＡ制剂的释药性能

Ｆｉｇ．１　Ｄｒｕｇ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ＤＴＰＡ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体积的释放介质；然后，分别取续滤液适量于５ｍＬ容量瓶中，

加入适量的ＦｅＣｌ３ 和ＥＤＴＡ?２Ｎａ溶液，用流动相定容成待测

溶液；最后，取待测溶液以 ＨＰＬＣ法测定，计算每片在不同时

间的累积释放度．

分别考察ＤＴＰＡ的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半片制剂和无囊

心胃漂浮缓释片的释药性能（狀＝６），如图１所示．图１中：η为

ＤＴＰＡ的累积释放度；狋为时间．由图１可知：ＤＴＰＡ半片制剂

的药物释放速率明显比其他两种制剂快，１２ｈ内药物就释放

完全；无囊心的ＤＴＰＡ胃漂浮缓释片的释药性能在释药前８ｈ

与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基本相似，只是在释药８ｈ后，制

剂沉入杯底，药物的释放才会明显增快．

２．４　体外漂浮性能分析

将半片和囊心片剂分别置于（３７．０±０．５）℃的９００ｍＬ人工胃液中，转速为７５ｒ·ｍｉｎ－１，用照相机

定时拍照，观察并记录半片和囊心片剂的起漂时间和持续漂浮时间．分别考察ＤＴＰＡ的胃漂浮囊心缓

释片、半片制剂和无囊心胃漂浮缓释片的漂浮性能，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ＤＴＰＡ半片制剂在整个释

药过程始终不能漂浮，而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和无囊心的ＤＴＰＡ胃漂浮缓释片可以立即起漂．只

是无囊心的ＤＴＰＡ胃漂浮缓释片在释药８ｈ后，会在不定的时间点出现不同程度的破裂，致使片剂内

部充满液体而沉入杯底；而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在整个释药过程中可以始终保持漂浮状态，持续

漂浮２４ｈ以上．

　（ａ）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　　　　　（ｂ）ＤＴＰＡ的半片制剂　　　　　（ｃ）无囊心的ＤＴＰＡ胃漂浮缓释片

图２　制剂的漂浮性能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　体外释药机理

２．５．１　释药动力学模型的确定　使用ＤＤＳｏｌｖｅｒ软件，对累积释放度在５％～６０％的数据点进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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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９］，使用校正相关系数（犚２ａｄｊｕｓｔｅｄ）判断其拟合程度，在犚
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相同的条件下，均方误差（犈ＭＳ）较小的为

最优拟合模型．在拟合方程的参数个数狆不同的情况下，拟合相关系数狉会随着狆 的增大而增大．此种

情况下使用犚２ａｄｊｕｓｔｅｄ，则可以更好地判断拟合效果，即犚
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最大而均方误差犈ＭＳ最小为拟合最好结

果［１０］．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的释药模型拟合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模

型（犜ｌａｇ）拟合程度最高．

表２　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的释药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ｒｕｇ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ＴＰＡ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ｈｅａｒｔｔａｂｌｅｔｓ

模型 拟合方程 犚２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犈ＭＳ

零级动力学 犉＝６．７８１狋 ０．８５５３ ４０．２０３９

零级动力学（犜ｌａｇ） 犉＝５．１９（狋＋１．９８） ０．９９１５ ２．３６７４

零级动力学（犉０） 犉＝５．１９狋＋１０．２７９ ０．９９１５ ２．３６７４

一级动力学 犉＝１００·［１－Ｅｘｐ（－０．０９６狋）］ ０．９５９５ １１．２５０９

一级动力学（犜ｌａｇ） 犉＝１００·｛１－Ｅｘｐ［－０．０８２（狋＋０．８４５）］｝ ０．９９８２ ０．５１００

Ｈｉｇｕｃｈｉ 犉＝１７．４１７狋０．５ ０．９６６０ ９．４５４７

Ｈｉｇｕｃｈｉ（犜ｌａｇ） 犉＝１８．０２３（狋－０．２８１）０．５ ０．９７５０ ６．９４７８

Ｈｉｇｕｃｈｉ（犉０） 犉＝－６．３８３＋２０．２５狋０．５ ０．９８６７ ３．７００３

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 犉＝１３．６７９狋０．６３７ ０．９９６２ １．０４５５

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犜ｌａｇ） 犉＝１０．８７５（狋＋０．４７７）０．７２９ ０．９９９５ ０．１４０８

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犉０） 犉＝５．０８１＋９．４２８狋０．７６８ ０．９９９５ ０．１５１２

Ｐｅｐｐａｓ?Ｓａｈｌｉｎ 犉＝１０．７４７狋０．４６３＋３．４２１狋０．９２６ ０．９９８４ ０．４４２３

Ｐｅｐｐａｓ?Ｓａｈｌｉｎ（犜ｌａｇ） 犉＝－０．４６７（狋＋０．６４５）０．３３９＋１４．２２４（狋＋０．６４５）０．６７８ ０．９９９４ ０．１６７６

２．５．２　释药机理分析　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犜ｌａｇ）模型是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模型的修饰形式，主要是考

虑了药物从制剂中释放的滞留时间．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犜ｌａｇ）模型是一个半经验公式，它是 Ｈｉｇｕｃｈｉ模

型的一般形式．对于圆柱型制剂（如片剂）而言，当拟合曲线时，只取药物累积的释放度在５％～６０％的

数据点，此时，可以通过拟合方程中的狀值大小进一步分析药物的释放机理．狀值的大小与制剂的几何

形状、粒度分布等因素有关．当狀≤０．４５时，制剂的释药机制为Ｆｉｃｋ扩散；当０．４５＜狀＜０．８９时，制剂的

释药机制为ｎｏｎ?Ｆｉｃｋ扩散，也称为不规则转运，即制剂的释药性能是药物扩散和骨架溶蚀协同作用的

结果；当狀≥０．８９时，制剂的释药机制为骨架溶蚀．在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体外释药的拟合结果

中，Ｋｏｒｓ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犜ｌａｇ）模型的狀值为０．７２９，介于０．４５和０．８９之间．因此，ＤＴＰＡ在此种新型骨

架片中的释药过程为ｎｏｎ?Ｆｉｃｋ扩散，即ＤＴＰＡ的释放有赖于ＤＴＰＡ的扩散和骨架溶蚀的共同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制剂的释药过程是ｎｏｎ?Ｆｉｃｋ扩散，采用Ｈａｒｌａｎｄ等提出的

Ｈａｒｌａｎｄ方程，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即

犉＝α狋
１／２
＋β狋．

式中：犉为狋时间缓释片剂的累积释药量；α，β为常数；α狋
１／２为Ｆｉｃｋ扩散项；β狋为骨架溶蚀项．

图３　ＤＴＰＡ累积释放度的拟合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ｏｆ

ＤＴＰＡ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ｅａｓｅ

由上述方程可得，通过Ｆｉｃｋ扩散机制释放的ＤＴＰＡ的量

占整个释药量的比例为犃＝１／（１＋β／α狋
１／２）；通过骨架溶蚀机

制释放的ＤＴＰＡ量占整个释药量的比例为犅＝１／（
α

β
·狋１

／２＋

１）．将释药曲线采用 Ｈａｒｌａｎｄ方程
［１１］进行拟合，可得

犉＝１１．８９６狋
１／２
＋２．２３６狋，　　犚

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０．９９８６．

　　相应的拟合曲线（Ｈａｒｌａｎｄ方程，狀＝６），如图３所示．依据

拟合的方程，分别计算出各时间点的Ｆｉｃｋ扩散释药量与骨架

溶蚀释药量在累积释药量中的比例（狑）（狀＝６），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在整个释药过程中，Ｆｉｃｋ扩散与骨架溶蚀作用始

终同时发生，即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制剂的释药过程始终

是ｎｏｎ?Ｆｉｃｋ扩散．同时，在整个释药过程中，Ｆｉｃｋ扩散始终占

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延长，Ｆｉｃｋ扩散所占比例逐渐减少，骨架溶蚀作用释药所占比例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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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Ｆｉｃｋ扩散和骨架

溶蚀作用所占释药比例

Ｆｉｇ．４　Ｄｒｕｇ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Ｆｉｃｋ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ｅｒｏｓｉｏｎ

３　讨论

所制备的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主要是依靠囊心结构

的存在，来保证片剂在整个释药过程中始终保持它的完整性，

可以持续漂浮直至释药完全，不会在释药过程中出现制剂下

沉和瞬间释放现象．ＤＴＰＡ半片制剂在整个释药过程始终不

能漂浮，无囊心的ＤＴＰＡ胃漂浮缓释片可以立即起漂，但是在

释药８ｈ后会沉入杯底．除此之外，囊心结构的存在可以使胃

漂浮缓释片的漂浮性能不受制剂辅料和制备工艺的影响，制

剂的辅料和制备工艺只影响药物的溶出和释放．该缓释片可

在胃内持续漂浮，延长胃内滞留时间，缓慢释放药物，从而达

到减少服药次数、降低血药浓度的波动性，及提高患者用药依

从性的目的．尤其是在大规模核辐射事故爆发时，该制剂便于

患者自主用药，从而扩大使用范围．

采用多种释药模型对ＤＴＰＡ胃漂浮囊心缓释片的释药曲线进行了拟合，制剂的释药过程与Ｋｏｒｓ

ｍｅｙｅｒ?Ｐｅｐｐａｓ模型（犜ｌａｇ）拟合程度最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ＤＴＰＡ在此种新型骨架片中的释药过程为

ｎｏｎ?Ｆｉｃｋ扩散，即该制剂的释药过程是Ｆｉｃｋ扩散和骨架溶蚀的共同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Ｆｉｃｋ扩散所

占比重逐渐减少，骨架溶蚀作用释药所占比重逐渐增大．

所制备的胃漂浮囊心缓释片通过体外实验证明，其体外漂浮性能和释放性能都较好，可进一步通过

体内实验来证实．此外，含有这种囊心结构的片剂不仅仅只适用于ＤＴＰＡ这一种药物，在以后的研究

中，可以将更多种适于制成胃漂浮片的模型药物用于制成此种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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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ＮａＸ分子筛负载低毒稀土氧化物和钛酸四丁酯为复合催化剂，成功合成出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ＰＢＳ）．探讨熔融缩聚法、溶液?熔融结合法，以及其反应条件对所合成的ＰＢＳ相对分子质量的影响，确定最佳

合成条件为２２０℃，缩聚３ｈ，可以合成出质均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７．８万的ＰＢＳ．通过核磁、红外光谱，凝胶渗透

色谱和热分析仪对合成的ＰＢＳ进行表征和测试．结果表明：目标产物确认为ＰＢＳ，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关键词：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熔融缩聚；溶液?熔融法；氧化钕；钛酸四丁酯；分子筛

中图分类号：　ＴＱ３１７．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８０?０４　

犖犪犡犕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犛犻犲狏犲?犛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犔犻犵犪狀犱犖犱２犗３／犜犻（犗犆４犎９）４

犆犪狋犪犾狔狊狋狊犳狅狉犛狔狀狋犺犲狊犻狊狅犳犘狅犾狔（犅狌狋狔犾犲狀犲犛狌犮犮犻狀犪狋犲）

ＣＵＩＣｈｕｎｎａ，ＨＵＡＮＧＪｉｔａｏ，ＹＡＮＧｕ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Ｎｉｎｇｄｅ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ｉｎｇｄｅ３５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Ｐｏｌｙ（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ｓｕｃｃｉｎａｔｅ）（ＰＢＳ）ｗａ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ｅｗ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ｏｆＮａＸ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ｅｖｅ?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ｌｉｇａｎｄＮｄ２Ｏ３／Ｔｉ（ＯＣ４Ｈ９）４ｂｙｐｏｌ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ｅｌｔｐｏｌ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Ｂ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ＢＳ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１７８００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２２０

℃ａｎｄ３ｈ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ａ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

ｃｏｐｙ，ｇｅｌ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ａｓ

ＰＢＳｗｉｔｈａｇｏｏ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ｏｌｙ（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ｓｕｃｃｉｎａｔｅ）；ｍｅｌｔｐｏｌ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ｎｅｏｄｙｍｉｕｍｏｘｉｄｅ；

ｔｅｔｒａｂｕｔｙｌｔｉｔａｎａｔ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ｅｖｅ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ＰＢＳ）
［１?４］是一种具有较高的熔点、良好的热性能、优异的加工性和完全可生物

降解性的塑料．ＰＢＳ的合成方法
［５］主要有熔融缩聚法、溶液缩聚法及溶液与熔融缩聚相结合法．ＰＢＳ合

成常见的催化剂有钛系催化剂［６］、锡类催化剂［７］及卤盐［８］等．这些催化剂有的存在毒性问题，有的合成

不出高相对分子质量的ＰＢＳ，有的在实际工业生产过程中存在成功率不高、颜色发黄等问题．高相对分

子质量ＰＢＳ的合成和环保型催化剂的研究是开发的关键．日本ＳｈｏｗａＨｉｇｈｐｏｌｙｍｅｒ公司很早利用异氰

酸酯类物质作为扩链剂合成商品Ｂｉｏｎｅｌｌｅ
［９］，得到相对分子质量５万以上的ＰＢＳ，并通过改进而达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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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的要求．但由于异氰酸聚酯类物质会造成产品残留毒性，逐渐被市场淘汰．孙杰等
［１０］利用丁二酸和

丁二醇为原材料，采用ＳｎＣｌ２ 为催化剂，在１４０～２００℃反应条件下持续１２～１４ｈ，合成出ＰＢＳ相对分

子质量达７９０００．本文采用ＮａＸ分子筛负载氧化钕（Ｎｄ２Ｏ３）做为主催化剂，钛酸四丁酯（Ｔｉ（ＯＣ４Ｈ９）４）

为助催化剂，成功合成出高相对分子质量的ＰＢＳ．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试剂

１，４?丁二醇、丁二酸、钛酸四丁酯、氯仿、氢氧化钠（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氧化钕和ＮａＸ分子

筛（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犘犅犛的合成

１．２．１　熔融缩聚　将１，４?丁二酸（０．１ｍｏｌ），１，４?丁二醇 （０．１０５ｍｏｌ），ＮａＸ分子筛负载氧化钕／钛酸

丁酯（ＮａＸ?Ｎｄ２Ｏ３／Ｔｉ（ＯＣ４Ｈ９）４）（１．０×１０
－４ｍｏｌ）加入到三口圆底烧瓶中，通氮气保护，充分搅拌，快速

升温至１６０℃，反应１～２ｈ进行预聚．然后，撤去氮气保护，控制真空度为０．１ｋＰａ，将油浴温度迅速升

至２２０℃，恒温反应２～４ｈ；停止加热，搅拌，移出三口烧瓶，趁热取出产品，备用检测．

１．２．２　溶液?熔融结合法　将１，４?丁二酸，１，４?丁二醇，同前面相同的催化剂，以及５０ｍＬ甲苯加入三

口圆底烧瓶中，将球形冷凝管和分水器连接，并安装在三口烧瓶上，在１４０℃下搅拌反应１～２ｈ；然后打

开分水器活塞，将溶剂甲苯蒸出．最后，将油浴的温度迅速升至２２０℃，将内压减少至０．１ｋＰａ，恒温反

应一定的时间，停止加热，搅拌，移出三口烧瓶，趁热取出产品，备用检测．

１．３　分析与表征

１．３．１　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用乌氏粘度计测ＰＢＳ的粘度，以氯仿为溶剂，计算粘均相对分子质量，

犓 值为１．２５×１０－５ｍ３·ｋｇ
－１；α为０．７８．采用 ＨＴ３?５１５ＧＰＣ仪（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测试聚合物的相对

分子质量（测试条件：三氯甲烷为流动相，溶液体积分数为０．３％，流出速度为１ｍＬ·ｍｉｎ－１，柱温４０

℃，标准样为聚苯乙烯）．

１．３．２　聚合物的热学性能测试　ＳＤＴ４０９ＰＣ型同步热分析仪（德国耐驰公司），对样品进行热质量

（ＴＧ）分析和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分析测试．样品的质量均为１０ｍｇ左右，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
－１，θｄ

是质量分数为５０％时的样品热分解温度．ＤＳＣ测试是样品快速升温至１５０℃，熔融５ｍｉｎ以消除热历

史，再以１０℃·ｍｉｎ－１速度降温至－８０℃，最后，以１０℃·ｍｉｎ－１的速度升温扫描至２００℃．

１．３．３　聚合物的结构分析　采用ＮＩＣＯＬＥＴＩＳ１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国尼高力公司），利用

衰减全反射（ＡＴＲ）法测试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采用ＪＥＯＬＡＬ?５００型核磁共振谱仪（日本ＪＥＯＬＡＬ公

司）测试样品的氢谱共振谱图（溶剂为ＣＤＣｌ３，以四甲基硅烷为内标）．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合成条件对聚合反应的影响

反应温度（θ）和反应时间（狋）对聚合反应的影响，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犕ｒ为相对分子质量．由图１

　　（ａ）反应温度　　　　　　　　　　　　　　　　　　　（ｂ）反应时间

图１　合成条件随ＰＢＳ粘均相对分子质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ｆＰＢＳ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１８１第２期　　　　　　　　　崔春娜，等：ＮａＸ分子筛负载Ｎｄ２Ｏ３／Ｔｉ（ＯＣ４Ｈ９）４ 催化合成ＰＢＳ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ａ）可知：随着反应温度的增加，ＰＢＳ的粘均相对分子质量增加，熔融法、溶液?熔融结合法在２２０℃左右

相对分子质量都达到最大；超过２３０℃后，相对分子质量无明显增加，原因可能是温度高出现老化分解，

使相对分子质量降低．由图１（ｂ）可知：缩聚反应时间３ｈ为最佳，时间过长，相对分子质量开始降低．溶

液?熔融相结法得到的产品相对分子质量相对较高，可能因为这种方法在第一步的酯化预聚合反应时，

受热更均匀，脱水更完全．对比两种方法，选取溶液?熔融相结合法，２２０℃，缩聚３ｈ为最佳反应条件．

２．２　催化剂对聚合反应的影响

选用不同催化剂，用溶液?熔融相结的方法合成ＰＢＳ，加料量为０．１ｍｏｌ，理论出水量为３．６ｍＬ，通

过反应，副产物 Ｈ２Ｏ的体积（犞）变化对比反应效果，关系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单独使用Ｎｄ２Ｏ３ 也

图２　催化剂和出水量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

是有催化效果的，前期的催化速度较快，２ｈ后的催化效果

开始减弱；而 Ｔｉ（ＯＣ４Ｈ９）４ 刚好相反，前期的催化效果较

差，２．５ｈ后开始催化加速．研究体系中复合催化剂 ＮａＸ?

Ｎｄ２Ｏ３／Ｔｉ（ＯＣ４Ｈ９）４ 的催化效果明显，前期催化加速较快，

后期并无明显催化减弱的现象，一直保持快速催化的效果，

在３．５ｈ左右已经达到理论出水量．究其原因，可能是复合

催化剂中Ｎｄ２Ｏ３ 和Ｔｉ（ＯＣ４Ｈ９）４ 复合使用，充分发挥两种

催化剂各自的催化优势，分子筛可以吸附水分，阻隔少量水

分可能和催化剂直接接触的机会，更好地保护催化剂，增强

了催化效果．

２．３　犘犅犛的核磁共振氢谱分析

ＰＢＳ的核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图，如图３所示．图３

中：δ为化学位移．由图３可知：合成的ＰＢＳ中具有３个主要吸收峰，δ为１．７１处是丁二醇单元上中间两

个亚甲基的质子峰，裂分为９重峰；δ为２．６５处是丁二酸单元上两个亚甲基的质子峰，是单峰；δ为４．０９

处是丁二醇单元上靠近氧原子的两个亚甲基的质子峰，裂分为３重峰．后两者的吸收峰积分面积比约为

１∶１，表明ＰＢＳ中丁二酸和丁二醇结构单元的含量基本相同．这些都表明此方法合成的产物为目标产

物ＰＢＳ．

２．４　犘犅犛的红外光谱分析

ＰＢＳ的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σ为波数．图４中：曲线１为最佳条件下合成ＰＢＳ

的红外吸收谱图；曲线２为工业产品ＰＢＳ的红外吸收谱图．由图４可见：两条曲线的特征峰出峰位置相

同，峰强度比例也基本一致，可以推断为同一种物质．２９４６ｃｍ－１处为－ＣＨ２－的伸缩振动吸收峰，１７１７

ｃｍ－１处为羰基Ｃ＝Ｏ伸缩振动吸收峰，１３８７ｃｍ－１处为－ＣＨ２－弯曲振动吸收峰，１２０９ｃｍ
－１和１１５６

ｃｍ－１处均为Ｃ－Ｏ伸缩振动吸收峰．这些特征吸收峰的存在证明所得到的产物为ＰＢＳ．

图３　ＰＢＳ的核磁共振氢谱 图４　ＰＢＳ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３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ＰＢＳ Ｆｉｇ．４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ＰＢＳ

２．５　犘犅犛的凝胶渗透色谱分析

合成目标产品ＰＢＳ的凝胶渗透色谱（ＧＰＣ）测试曲线，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合成目标产品ＰＢＳ

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９．７５×１０４，质均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７８×１０５，相对分散度为１．５６．可知此合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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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成的ＰＢＳ相对分子质量较高，分布范围较窄，合成的ＰＢＳ相对分子质量与扩链的ＰＢＳ相当．

２．６　热稳定性分析

对合成目标产品ＰＢＳ进行热质量（ＴＧ）分析和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分析测试，结果分别如图６，７

所示．由图７可知：所合成的ＰＢＳ熔点为１０４℃，结晶温度为５９℃．合成目标产物ＰＢＳ在２０～３００℃之

间，几乎没有质量损失，从３５０℃左右开始出现明显质量损失，θｄ（质量损失率为５０％的温度）为３９９℃，

比所购工业产品的３９２℃提高了７℃，而且所购工业产品从２７０℃左右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质量损失．

这些都充分说明此方法合成的ＰＢＳ有更高的热稳定性．

图５　ＰＢＳ的凝胶渗透色谱曲线图　　　图６　ＰＢＳ的热质量曲线图　　图７　ＰＢＳ的差示扫描量热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ＧＰ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ＰＢＳ　　　　Ｆｉｇ．６　Ｔ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ＢＳ　　　　Ｆｉｇ．７　ＤＳ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ＢＳ　

３　结束语

设计一种新型复合催化剂ＮａＸ?Ｎｄ２Ｏ３／Ｔｉ（ＯＣ４Ｈ９）４．采用低毒稀土氧化物用于ＰＢＳ的合成，充分

发挥两种催化剂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成功合成出数均相对分子质量达９．７万，质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１７．８万的ＰＢＳ．探讨了合成条件，表征合成产品，并确认目标产物ＰＢＳ具有比工业品更高的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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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分布特征分析

林继志１，余淑蓉２，３，张耀瑜３，洪俊明３

（１．华侨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处，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市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６；

３．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对南方某光电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出水、污泥中重金属污染物（Ｃｕ２＋，Ｃｒ２＋，Ｎｉ２＋）排放质量浓

度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光电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方式的建议．结果表明：光电产业园

区的发展状况和污染物排放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工业区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工艺对铜离子具有较好的吸附

效果，但是对镍离子的吸附效果较差；工业区应加强对含镍废水的管理．

关键词：　重金属；污泥；光电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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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光电半导体技术与相关技术的不断突破，光电产业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逐渐兴起并快速发展，现

已成为２１世纪最具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之一
［１］．近年来，我国的光电子技术及其产业也得到了较快

的发展，“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确定了七大重点发展产业，光电产业所涵盖的光通信、

精密光学、光电显示、发光二极管（ＬＥＤ）照明、激光红外、光伏等领域均与其密切相关．因此，许多城市的

经济发展规划都把发展光电产业作为当地的重点战略产业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１］．光电行业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通信作者：　洪俊明（１９７４?），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工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ｍｈｏ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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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需要配套的电镀、蚀刻等生产工艺和配套设施，这造成了工业区污水含铜、镍、铬等重金属排放

的问题，其产生的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重金属是指比重大于５的金属，铜、铬、镍、

铅、汞等均属于重金属范畴．铜、镍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必需的微量元素，但过多地摄入会对生命体造成

危害［２３］．铬作为重要的战略金属元素，在工业领域应用极广，在环境中，铬主要以三价铬和六价铬形态

存在，其中，六价铬毒性大，致癌致畸作用强，其污染源和污染防治技术复杂，是国家重点控制的五大重

金属污染物之一［４５］．粉末状镍可与一氧化碳化合生成四羰基镍，四羰基镍已被确认是一种致癌物质，它

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后，可导致肺出血、浮肿、脑白质出血、毛细血管壁脂肪变性并发呼吸障碍等症状，

并可诱发呼吸系统癌症［６］．随着工业区配套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污泥产量急剧增加
［７］，但由于污

泥中重金属质量浓度高，进入土壤环境中难以被生物分解，却易于通过食物链导致生物富集，其所带来

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８?９］，这也是污泥资源化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１０１１］．我国对重金属废水排

放标准有严格的规定，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Ｃｕ，Ｃｒ，Ｎｉ的排放标准

限值分别为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５ｍｇ·Ｌ
－１．以福建省为例，在《福建省“十三五”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专项规

划》中，明确提出要加紧解决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的技术与设备问题．本文以南方某光电产业园

区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污水排放和处理情况为例，通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污泥样品的重金属质量浓度分

析，研究工业区发展对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重金属的质量浓度变化和迁移规律．

１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南方某光电产业园区，规划面积为１０．６８ｋｍ２，主要以集成电路、平板显示、ＬＥＤ等产业为重点，吸

引了一批先进制造业及产学研一体化的研发单位，是一个公共配套设施齐全、生产城镇融合的高新技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工业区配套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２５０００ｍ３·ｄ－１，主体工艺采用氧化沟，污泥

采用一体式离心浓缩脱水机直接脱水，出水水质执行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中一级Ｂ标准，尾水直接排海．

文中采用该工业区配套污水处理厂在工业区高速发展过程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测试数据，对进水、

出水、污泥中重金属元素质量浓度和排放现状数据进行分析．该污水处理厂的工艺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ｗ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ｔ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污泥和污水样本的采集和处理

在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出水和污泥处分别设置采集点．污泥样本采用每月定期采集脱水污泥，并将

取来的污泥自然风干，平铺于硬质白纸板上，压散，除去异物，用四分法缩分至所需量样品．用玛瑙研钵

磨至样品全部通过８０～１００目尼龙筛，混匀，装入称量瓶，放置在干燥器中备用．污水样本数据采用该污

水处理厂进水、出水日常监测点位采样所得的数据．

５８１第２期　　　　　　　　　　　林继志，等：光电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重金属分布特征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２．２　污泥重金属检测方法

采用 Ｍａｒｓ?５型密闭微波消解系统（美国ＣＥＭ 公司），根据ＳＷ８４６?３０５１方法，采用逆王水（犞（盐

酸）∶犞（硝酸）＝１∶４）进行微波消解．水样中铜的检测分析方法参考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７《水质铜、锌、

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光度法》，检出限为０．０５ｍｇ·Ｌ
－１．铬的测定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

［１２１３］，检出限为

０．０３ｍｇ·Ｌ
－１．镍的监测方法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出限为０．０１μｇ·ｍＬ

－１．实验仪器为

Ａａｎａｌｙｓｔ４００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２．３　评价标准

脱水后污泥的农用标准采用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污泥农用污染

物控制标准（土壤ｐＨ＜６．５）．脱水后污泥的园林绿化用泥标准采用ＧＢ／Ｔ２３４８６－２００９《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中园林绿化用泥质标准（土壤ｐＨ＜６．５）．

图２　污水处理厂污水和污泥处理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ｌｕｄｇｅｉｎ

ｓｅｗ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工业区发展与污水处理厂运行状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光电产业园区的工业产值稳定增长，

２０１３年，完成工业产值６７４．９０亿元，２０１４年，工业区全年

累计实现产值８２２．５２亿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该光电产业园

区发展较快，工业产值增加了２２％，工业区进入成熟阶段．

工业区污水厂处理水量（犿（水））和污泥量（犿（泥））年

度变化情况，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污水处理量逐年增

加，污泥处理量呈上涨趋势；污水厂污水污泥处理量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污水处理量均在４０００万ｔ以

下，污泥处理量在９００ｔ以下，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污水处理量

均达到７２００万ｔ以上，污泥处理量在１４００ｔ以上；相较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污水处理量上涨４４．６９％，

污泥处理量上涨３９．２８％．结合光电产业园区的工业产值变化，说明该阶段工业区内企业生产活动明显

地加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光电产业园区的工业产值明显提高，工业区污水污泥处理量大幅增加，进一步

显示该阶段光电产业园区取得较快发展．

３．２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铜的质量浓度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铜的质量浓度（ρ（Ｃｕ
２＋）），如图３所示．由图３（ａ）可知：光电产业园区的污水处

理厂进水中铜的质量浓度总体偏高，这是由于工业园区的光电企业配套了一定的电路板生产企业和金

属表面处理生产线，这些企业排放了含铜废水，引起工业区内的铜离子质量浓度偏高．经过该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出水基本满足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排放标准．

　　（ａ）污水处理厂进出水 （ｂ）污水处理厂污泥

图３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铜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３　Ｃｕ
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ｗａｇｅａｎｄｓｌｕｄｇｅ

　　由图３（ａ）还可知：污水处理厂常规生物处理工艺对铜离子的去除率基本上能达到６０％以上．在常

规的污水处理过程中，主要是生物处理过程，重金属的去除原理主要是活性污泥的吸附，包括初沉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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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在固体颗粒上去除和在曝气池与二沉池中通过生物吸附等作用去除．因此，污水处理厂对含铜废水

有较好的处理效果，这和张智春的研究结论［１４］相符．

由图３（ｂ）可知：工业区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铜的质量浓度普遍较高，所有监测样本中的污泥铜的质

量浓度均远远超过农用污泥和园林绿化用泥容许标准．因此，工业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不能用于污泥的

土地利用，建议采用焚烧法对污泥进行处置．

３．３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铬的质量浓度

光电工业园区的含铬废水主要来自于电镀工艺中的铬钝化、金属表面镀铬工艺的清洗废水，工业区

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和污泥中铬的质量浓度（ρ（Ｃｒ
２＋））变化，如图４所示．由图４（ａ）可知：工业区污水处

理厂进水中铬的质量浓度较稳定，普遍不高．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污水中的含铬有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是由

于这阶段处于工业区扩建阶段，扩建了包括金属表面镀铬在内的生产线，部分企业的环保设施又没能同

步调试完善，导致工业区污水中铬的质量浓度上升．从整体来看，经过该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工艺处理

后，污水厂出水中铬的质量浓度满足排放标准．由图４（ｂ）可知：工业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铬的质量

浓度每年都普遍较低，监测样本中的污泥铬质量浓度基本上能满足农用污泥和园林绿化用泥容许标准．

　　（ａ）污水处理厂进出水 （ｂ）污水处理厂污泥

图４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总铬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４　ＴｏｔａｌＣｒ
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ｗａｇｅａｎｄｓｌｕｄｇｅ

３．４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镍的质量浓度

光电工业园区的含镍废水主要来自于电镀工艺中的金属表面镀镍工艺的清洗废水．工业区污水处

理厂进出水和污泥中镍的质量浓度（ρ（Ｎｉ
２＋））变化，如图５所示．由图５（ａ）可知：污水厂进水中镍的质

量浓度较高，符合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标准限值．经过该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过后，

出水无法达到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排放标准０．０５ｍｇ·Ｌ
－１．这说明

该污水处理厂的生物处理工艺对镍的吸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针对含镍废水排放比例较高的工业园

区，镍的排放标准应该提高．由图５（ｂ）可知：工业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镍的质量浓度每年都普遍较

高，监测样本中的污泥镍质量浓度基本上不能满足农用污泥和园林绿化用泥１００ｍｇ·ｋｇ
－１干污泥的容

许标准．因此，建议采用焚烧工艺进行污泥处置．

　　（ａ）污水处理厂进出水 （ｂ）污水处理厂污泥

图５　工业区污水污泥中镍的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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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光电产业园区由于生产过程中配套涉及重金属表面处理的生产工艺，因此，废水中铜、铬、镍等

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为了保障污水处理厂的稳定运行，建议加强产业园区中含重金属废水的前处理．

２）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工艺中活性污泥对污水中铜离子和总铬具有较好的吸附效果，但对镍离子

的吸附效果较差，因此，对光电产业园区排放的含镍废水应降低镍的排放质量浓度，保障污水处理厂出

水中镍质量浓度的达标．

３）光电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的剩余污泥由于生物的吸附作用，引起污泥中的铜、镍质量浓度较高，

超过农用和园林绿化的标准，建议光电产业园区的污泥采用焚烧法处置．

４）由于光电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工艺并不能实现重金属的去除，只是从水中转移到污

泥，因此，园区含重金属废水建议单独处理或者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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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热光电喷射?直接蒸发复合

制冷系统性能

李风雷１，韩瑞春１，程志雯２，马军伟３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２．山西省地震局，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３．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山西 吕梁０３３６００）

摘要：　提出一种以Ｒ１３４ａ为制冷剂的光热光电喷射?直接蒸发复合制冷系统，以新疆喀什地区的气象参数为

输入，结合Ｔｒｎｓｙｓ软件进行建筑模拟和系统仿真计算，分析夏季连续典型气象日内系统的运行情况及其性

能．结果表明：直接蒸发冷却系统系数ＣＯＰｍ 值最大可以达到１５．０５；ＣＯＰｍ 平均值达到１２．３３；太阳能喷射制

冷系统机械ＣＯＰｍ 最大为４．９７；复合系统的综合机械性能系数ＣＯＰｍ 达到８．５２；整个夏季完全用机械压缩制

冷系统耗电量为１６２．６ｋＷ·ｈ；完全用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耗电量为６５．４ｋＷ·ｈ．

关键词：　制冷系统；喷射；蒸发；太阳能；光热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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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西北偏远山区、沙漠、边疆、海岛有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由于缺乏电力资源，给生活、工作、科学考察等带来不便，国内外许多专家对太阳能驱动制冷系统进

行了探究［１?９］．Ｓｅｌｖａｒａｊｕ等
［３］以Ｒ１３４ａ为制冷剂，研究分析了６种不同结构尺寸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

Ｓｏｋｏｌｏｖ等
［７］提出增强型喷射制冷系统，通过增大喷射器的引射压力提高该系统的性能．田琦

［８］提出一

种太阳能喷射与变速压缩一体化制冷系统，对太阳能喷射与机械联合制冷系统进行了研究．张利贺等
［９］

提出一种太阳能喷射?压缩复合蓄冷系统，并对其进行了热力学性能分析．然而，由于太阳辐射强度的不

确定性，受环境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单一的太阳能喷射制冷难以满足空调冷负荷的需求，而单一

直接蒸发制冷又存在降温有限、无法除湿的缺陷．虽然太阳能喷射与变速压缩一体化制冷系统、太阳能

喷射?压缩复合蓄冷系统主要驱动能源是太阳能，但都需要电能驱动工质泵等用电装置．为了更加充分

利用太阳能资源，并满足建筑冷负荷的需求，本文提出一种新型“低能耗”的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

冷系统，研究分析在典型连续气象日系统的性能．

１　系统及供冷建筑概述

１．１　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

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以Ｒ１３４ａ作为制冷工质，以新疆喀什地区气象参数作为输入，如

图１所示．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由光电系统、光热系统、喷射制冷系统、蒸发冷却系统４部

分组成．系统工作过程如下：将太阳能喷射制冷与直接蒸发制冷进行复合，在上午时段，利用直接蒸发式

冷却系统为房间提供所需冷量；中午时段，太阳辐射照度达到喷射制冷要求，启动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

为房间供冷．

图１　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图

Ｆｉｇ．１　Ｓｏｌａｒ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ｎｄ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ｊｅｃｔｏｒ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采用温差控制器和时间控制器联合控制发生循环水泵．１）太阳能集热器出水水温高于集热侧循环

水泵出水温度８℃时，自动开启循环水泵，当两者的温差小于２℃时，循环水泵关闭．２）当蓄热水箱上

层温度达到８０℃以上，水泵在１３：００～１８：００之间运行．只有同时满足以上２个条件时，发生循环水泵

才会开启．

１．２　供冷建筑

模拟建筑以新疆喀什地区户外科研用建筑为研究对象，喀什年日照时间为３０００ｈ左右，具有良好

的太阳能资源．该建筑共一层，层高２ｍ，建筑面积５ｍ２，外墙采用３００ｍｍ厚加气混凝土砌块，外露梁

柱部分采用７０ｍｍ厚钢丝网架聚苯板保温，屋面采用５０ｍｍ厚挤塑聚苯板保温，外门采用３０ｍｍ保温

材料保温门，东面外窗面积１ｍ２，采用６ｍｍ空气层中空玻璃塑钢窗．建筑围护结构外墙、外门、外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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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屋面传热系数分别为０．５５，１．７０，２．４５，０．４３，０．５３Ｗ·（ｍ２·Ｋ）－１．

建筑物负荷模拟采用Ｔｒｎｓｙｓ软件中的建筑模块（ｔｙｐｅ５６ａ），用户可以导入建筑的实际数据和模拟

地点的气象参数．

２　系统计算控制方程

２．１　光电系统计算控制方程

光电子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蓄电池及控制装置等组成．太阳能电池板的放置形式和角度

直接影响接收到的太阳辐射，以及供电系统的发电能力［１０］．

１）太阳辐照量的计算．根据Ｈａｙ
［１１］提出的天空散射辐射各向异性的模型表达式，可计算出朝向赤

道不同倾斜角度的光伏阵列上接收到的太阳辐射量，即

犎ｔ＝犎ｂ犚ｂ＋犎ｄ

犚ｂ犎ｂ

犎０
＋

１

２（１－
犎ｂ

犎０
）（１＋ｃｏｓβ

熿

燀

燄

燅
）
· １

２ρ犎（１－ｃｏｓβ）
． （１）

式（１）中：犎ｔ，犎ｂ，犎ｄ分别为水平面上的太阳辐照量总量、直接辐照量和散射辐照量；犚ｂ 为倾斜面与水

平面直接辐射量的比值；犎０ 为大气层外水平辐照量；β为太阳能电池板倾角；ρ为地面反射率．太阳能电

池板吸收的太阳辐射能为

犎ｃｅｌｌ＝犎ｔ·τｎ·αｎ－犎ｔ·狉ｃ·ηＰＶ． （２）

式（２）中：犎ｃｅｌｌ为太阳能电池板吸收的太阳辐射能；τｎ为光伏电池板的太阳能透过率；αｎ为光伏电池板的

太阳能吸收率；狉ｃ为单位面积与开孔面积比；ηＰＶ为光伏电池的工作效率，即

ηＰＶ ＝
狇ｅ

犎ｔ·τｎ·犐ＡＭ
． （３）

式（３）中：狇ｅ为输出电能．

光伏电池的工作效率随电池板表面温度升高而线性降低，即

ηＰＶ ＝ηｒｅｆ·［１－β狉·（θｃｅｌｌ－θｒｅｆ）］． （４）

式（４）中：ηｒｅｆ为标准测试条件下太阳能电池板的参考效率值；βｒ为标准测试条件下（犎＝１０００Ｗ·ｍ
－２，

θｒｅｆ＝２５℃）的温度系数，Ｋ
－１．

２）光伏电池犝?犐特性模型．光伏电池的输出电流（犐）和输出电压（犝）可表示为

犐＝犐ｐｈ－犐ｄ ｅｘｐ（
狇（犝＋犐犚ｓ）

犃犓θ
－［ ］１ －犝＋犐犚ｓ犚ｐ

． （５）

式（５）中：犐ｐｈ，犐ｄ分别表示光电流和二极管反向饱和电流；犚ｓ，犚ｐ 分别表示太阳能电池串联阻抗和并联

阻抗；狇为电子电量；犃为完整性因子；犓 为玻尔兹曼常数（１．３８１×１０
－２３Ｊ·Ｋ－１）；θ为电池表面温度．

最大输出功率为

犘＝犐′ｍａｌｌ犝′ｍａｌｌ＝犿狀犝ｍ犐ｍ（１＋αΔθ）（１－γΔθ）（１＋βΔ犛）
犛
犛ＳθＣ

， （６）

Δθ＝θ－θＳＴＣ， （７）

Δ犛＝
犛
犛ＳＴＣ

－１． （８）

式（６）～（８）中：α＝０．００２５℃；β＝０．５；γ＝０．００２８８℃；犿为电池板组件的串联个数；狀为电池板组件的

并联个数；犐ｍ犝ｍ 为光伏电池厂家在标准温度为θＳＴＣ＝２５℃，日照强度为犛ＳＴＣ＝１０００Ｗ·ｍ
－２的特定条

件下给定的值．

３）蓄电池容量计算．蓄电池容量是电池充足电后放出电能大小的数值，即

犆＝∫
犔

０
犐（狋）ｄ狋． （９）

式（９）中：犆为蓄电池容量，Ａ·ｈ；犐为蓄电池放电流，Ａ；狋为蓄电池放电时间，ｈ．

２．２　光热子系统计算控制方程

光热子系统由太阳能集热器、循环管路、循环水泵、蓄热水箱等组成．其中，太阳能集热器是光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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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量转化的关键部件．稳态与准稳态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到的有用能为

犙ｕ＝犙ｃ－犙ｌ＝犃ｐ犐（τα）ε－犃ｐ犝ｉ（θｐ－θａ）． （１０）

式（１０）中：犙ｃ为集热器吸收到的太阳能辐射能量，Ｗ；犙ｌ为集热器向周围环境散失的能量，Ｗ；犐为集热

器表面太阳辐射照度，Ｗ·ｍ－２；犃ｐ为集热器吸热板面积，ｍ
－２；τ，α分别为太阳透射率和太阳吸收率；犝ｉ

为总热损失系数，Ｗ·（ｍ２·℃）－１；θｐ为集热器吸热板平均温度，℃；θａ为环境温度，℃．

根据集热器效率定义（集热器得到的有用功与投射到集热器表面的太阳辐射量的比值），有

η＝
犙ｕ
犃ｐ犐

＝
犐（τα）ｅ－犝ｌ（θｐ－θａ）

犐
． （１１）

　　引入热转移因子犉Ｒ，并用集热器内流体出口水温θｉ代替集热器吸热板平均温度θｐ．考虑到太阳入

射角的变化影响净入射效率，引入入射角修正因子犓τ，α（θｌ，θｔ），得到新的太阳能集热器效率方程，即

η＝犉Ｒ （τ，α）ｅ犓τ，α（θｌ，θｔ）－
犝ｌ（θｐ－θａ）［ ］犐

． （１２）

２．３　喷射制冷子系统计算控制方程

喷射制冷子系统由发生器、喷射器、冷凝器、节流阀、蒸发器、工质泵等组成．为了简化分析，忽略管

路及设备与周围环境的热量交换．喷射制冷循环的压焓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喷射制冷子系统压焓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ｊ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对喷射制冷循环过程应用能量守恒定律，结合压焓图得出各部

件的控制方程．发生器，蒸发器，冷凝器热力学计算分别为

犙ｇ＝狇ｍ，ｇ（犺５－犺６）， （１３）

犙ｙ＝狇ｍ，ｙ（犺１－犺４）， （１４）

犙ｈ＝狇ｍ，ｈ（犺２－犺３）． （１５）

　　制冷系统的热性能系数为

ＣＯＰｈ＝
犙ｙ

犙ｇ＋犠ｍｅｃ

． （１６）

式（１６）中：犠ｍｅｃ为循环所需的机械能．由于犠ｍｅｃ与犙ｇ 相比可以忽略

不计，所以喷射制冷系统ＣＯＰｈ可以近似表示为

ＣＯＰｈ＝犙ｙ／犙ｇ． （１７）

　　机械制冷性能系数ＣＯＰｍ 为

ＣＯＰｍ ＝犙ｙ／犠ｍｅｃ． （１８）

　　喷射系数可以表示为

狌＝狇ｍ，ｙ／狇ｍ，ｇ． （１９）

式（１３）～（１９）中：犙ｇ为工作流体在发生器中的吸热量，ｋＷ；犙ｙ 为引射流体在蒸发器中的换热量，ｋＷ；

犙ｈ为混合流体在冷凝器中的放热量，ｋＷ；狇ｍ，ｇ，狇ｍ，ｙ，狇ｍ，ｈ分别为工作流体、引射流体、混合流体的质量流

量，ｋｇ·ｓ
－１；犺１～犺６ 为状态点１～６的焓值，ｋＪ·ｋｇ

－１．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３．１　蒸发冷却系统的计算分析

蒸发冷却空调的使用条件取决于室内设计参数，室内设计温度为２６℃，相对湿度不超过６５％，蒸

发冷却空调允许的最大湿球温度为２１．４℃
［１２］，喀什地区７，８，９共３个月湿球温度（θ）变化，如图３所

示．图３中：狋为时间．

由图３可知：超过最大湿球温度，蒸发冷却空调将不能满足舒适性空调标准，而且随着室外干球和

湿球温度温差减小，蒸发冷却空调冷却效率不断降低．因此，从湿度和效率两方面考虑，直接蒸发式系统

的运行时间不宜过长．在８：００～１３：００时间段内，用直接蒸发式空调器对房间供冷，在１３：００～１７：００时

间段内，需要启用太阳能喷射制冷子系统为房间提供冷量．

３．２　建筑冷负荷和制冷量对比

通过ＴＲＮＳＹＳ模拟得到的建筑在典型连续气象日（７月３０日，７月３１日，８月１日）冷负荷与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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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制冷量的对比图，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单独直接蒸发不能满足用户全天冷负荷需求．在上午时段，建筑冷负荷小，直接蒸发冷

却通过风量调节可以满足冷负荷需求，而且可以看出直接蒸发冷却供冷随着时间变化效率逐渐降低；而

在中午时段，制冷量也逐渐减少，随着湿度增大，难以满足舒适性空调标准，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运行阶

段产生的制冷量要大于冷负荷需求．

通过光热光电喷射制冷系统和光电直接蒸发冷却系统配合使用，可以满足用户全天冷负荷需求，不

仅解决了太阳能喷射、直接蒸发冷却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使用时段的限制．而且，通过二者配合使用，充

分利用了太阳能，节省了电能，减少了初投资，满足用户冷负荷的情况下，达到了较大限度的节能．

图３　新疆喀什地区７～９月湿球温度变化　　　　　图４　建筑冷负荷和系统制冷量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ｌ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Ｊｕｌｙ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ｏａｄ

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ｉｎＫａｓｈｇａｒＡｒｅａ，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３．３　光电系统性能分析

利用ＴＲＮＳＹＳ模拟了（７月３０日，７月３１日，８月１日）的太阳能光电系统，模拟光照强度为１０００

Ｗ·ｍ－２，环境温度为２５℃，太阳能光伏日平均发电量为４．０８４ｋＷ·ｈ．根据各个时间段设备所需电

量，单独用喷射制冷日用电量为１．６５ｋＷ·ｈ，单独用直接蒸发日用电量为１．０４ｋＷ·ｈ，光热光电喷射?

蒸发复合制冷系统日用电量为１．３５ｋＷ·ｈ．除去电力传输效率损失，３ｍ２ 的电池板可以为系统的运行

提供足够的电量．根据设计需要，系统满足在没有日照的情况下连续工作３ｄ，选择放电深度为６５％，衰

减率为０．９５，容量为４２０Ａ·ｈ的蓄电池．

３．４　系统犆犗犘犿 变化情况

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供冷过程中，系统的ＣＯＰｍ 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

上午８：００～１３：００时段，太阳辐射强度较弱，水箱水温难以驱动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工作，由直接蒸发

冷却系统为房间提供冷量．通过调节进风量满足各时段冷负荷需求，直接蒸发冷却系统一直保持着较高

图５　系统ＣＯＰｍ 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Ｈｏｕｒ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ｍ

的制冷性能系数值，但是，随着外界干球、湿球温度变

化，ＣＯＰｍ 也逐渐降低；第３天，由于外界湿球温度偏

低，使得直接蒸发冷却系统有了较高的ＣＯＰｍ 值，下午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时段，太阳能喷射制冷达到工作条件，开

始为房间供冷，但是由于太阳辐射强度变化，引起发生

温度、喷射制冷系统喷射系数的变化．

由图５还可知：在第１天中，发生循环的泵启动温

度为８０℃，在这一时段喷射制冷系统ＣＯＰｍ 达到相对

稳定的较高值；而在第２，３天中，喷射制冷系统ＣＯＰｍ

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集热水箱上

层水温随太阳辐射变化，导致发生器发生温度超过了喷

射制冷最佳发生温度，喷射系数降低，蒸发器内二次流

量减少，制冷量减少，喷射制冷系统ＣＯＰｍ 值也随之变化；直接蒸发冷却ＣＯＰ值最大可以达到１５．０５，

３９１第２期　　　　　　　　　　李风雷，等：光热光电喷射?直接蒸发复合制冷系统性能分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ＣＯＰｍ 平均值可以达到１２．３３，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机械ＣＯＰ最大为４．９７．

３．５　综合性能分析

由图４，５可知：在夏季连续典型气象日内，直接蒸发冷却系统可以为建筑提供约４０％的冷量，光热

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综合性能系数ＣＯＰｍ 可以达到８．５２．如在夏季（７，８月）冷负荷相同的情况

下，整个夏季完全用机械压缩制冷系统耗电量为１６２．６ｋＷ·ｈ，完全用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

统耗电量为６５．４ｋＷ·ｈ，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耗电仅为机械压缩制冷系统的４０．２％，且

全部来自于转化的太阳能．

４　结论

１）通过光热光电喷射制冷系统和光电直接蒸发冷却系统配合使用，可以满足用户全天冷负荷需

求，不仅解决了太阳能喷射、直接蒸发冷却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使用时段的限制，而且达到了较大限度

的节能．

２）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ＣＯＰｍ 受外界环境影响，直接蒸发冷却ＣＯＰｍ 值最大可以达

到１５．０５，ＣＯＰｍ 平均值可以达到１２．３３，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ＣＯＰｍ 最大为４．９７．

３）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综合性能系数ＣＯＰｍ 达到８．５２，在夏季（７，８月）冷负荷相同

的情况下，整个夏季完全用机械压缩制冷系统耗电量为１６２．６ｋＷ·ｈ，而完全用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

合制冷系统耗电量为６５．４ｋＷ·ｈ．因此，光热光电喷射?蒸发复合制冷系统耗电仅为机械压缩制冷系统

的４０．２％，且耗电全部来自于转化的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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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链接结构的主题爬虫算法

刘韶涛，李洪胜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通过分析基于内容的链接选择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引入能够体现链接价值的 ＨＩＴＳ（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ｅａｒｃｈ）算法，提出了新的链接选择策略．将两种算法相结合，新的爬虫不仅仅考虑页面内容，同时将链接

结构加入进来，使得在下载的过程中能够保证主题相关性和权威性，缓解爬虫在爬行阶段的“近视”现象．结果

表明：新的爬行策略比单一的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具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关键词：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链接结构；ＨＩＴＳ算法；爬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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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ｌｉｎ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ＩＴ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上的信息量也呈指数型增长，如何从数量巨大的网络资源中获取自己

想要的信息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针对特定领域而制定的垂直搜索引擎应运而生．该搜索引擎

具有领域特性，其特点是专，精，检索范围小，并且精度高，往往能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１］．垂直搜索引

擎通过分布在网络上的主题爬虫，下载用户所要获取的网页，与一般搜索引擎所使用的爬虫不同［２］，主

题爬虫能够根据预先定义的领域主题．只爬取与主题相关的页面，而忽略不相关的链接．目前使用比较

广泛的爬行策略算法大都是基于网页内容的，即通过页面内容或者链接的锚文本与主题的相似度决定

所要爬取链接的优先级．用户希望所下载的页面不仅仅只是主题相关，还应该是在领域内比较权威的，

并能够被其他网页所认可的，优秀的爬虫应该具有持续发现更多相关页面的能力．因此，本文基于内容

爬行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的基础上，融合一种能体现链接价值的 ＨＩＴＳ算法，提出一种新的爬行策略．

１　主题爬行策略与问题分析

１．１　主题爬行策略

主题爬虫根据不同的爬行策略决定要下载的链接［３］．目前，主题爬虫的爬行策略形式多样，而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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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是基于文本内容的，其主要考虑以下３个要素：网页正文，链接锚文本，以及锚文本上下文．分别

计算这３部分与主题关键词的相似度，决定待下载链接的下载权重．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
［４］算法是Ｃｈｏ提出的一种启发式算法，以简洁高效的特点而著称．它的主要思想是设置

两个队列，一个为权重ＵＲＬ队列，一个为已访问ＵＲＬ队列．每一个提取出的ＵＲＬ通过链接选择策略，

计算出一个得分，将其放入权重队列，然后，每次从中选择得分最高的一个下载．链接得分的计算目前有

以下３种方法
［５］．

１）同一个页面中的链接具有相同的权重分．

２）链接权重通过自身锚文本与主题的相似度计算得出，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页面中的链接可能

会有不同的下载权重．

３）结合第１），２）策略，页面犘中第犻个链接的权重等于页面犘 自身的相似度得分加上链接自身锚

文本的相似度得分，即

ＬｉｎｋＳｃｏｒｅ（犘犻）＝
１

２
（ｓｉｍＰ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犘）＋ｓｉｍＡｎｃｈｏｒ＿Ｔｅｘｔ（犻））． （１）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基于如下原理：如果一个页面是主题相关的，那么，这个页面指向相关页面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除此之外，链接锚文本被看作是链接所指向页面的一个总结与概括，而锚文本又不总是可以

概括所指向的页面内容，因此，采用第３种页面和锚文本相结合的方式效果最好．

１．２　问题分析

由于基于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的爬虫在爬行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爬行策略是单纯基于文本内容的，即对

于候选链接的选择主要考虑页面内容，以及链接的锚文本，这就使得爬虫所爬取的链接虽然是主题相关

的，但是不能确定这个页面在所属的领域是不是权威的，即能不能被其他相关页面所认可，缺乏链接价

值方面的考虑．

此外，由于网络的结构特性，相同主题的页面往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主题团．爬虫在爬行过程

中，由于每次选择得分最高的一个链接下载，导致在爬行的某些阶段，爬虫会出现局部最优的问题［６］．经

过分析发现，爬虫在碰到一些中心页面时，陷入了以中心页面为中心的主题团，导致产生了“近视”现

象［７］，难以发现更多的相关页面．

因此，需要引入一个可以通过链接结构体现链接价值的算法改善爬虫的运行．目前，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

法［８］和ＨＩＴＳ算法
［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算法，主要是通过链接之间相互指向关系代表链接的重要

性，它们是基于以下两个假设：

１）如果一个网页被其他网页指向，被指向得越多，说明这个网页越权威（即有价值）；

２）如果一个网页和另外一个网页有链接相连，说明这两个网页的主题是相似的．

ＨＩＴＳ算法与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ＨＩＴＳ算法是与主题相关的，即在某一个领域主题

内是有价值的，可以很好地体现网络的结构特性．

２　犎犐犜犛算法与爬行策略改进

２．１　犎犐犜犛算法

ＨＩＴＳ算法是由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于１９９８年首先提出的，应用于ＩＢＭ研究中心的ＣＬＥＶＥＲ工程组，用来

权衡每一个页面的重要性．它定义了两个概念：权威值（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和中心值（Ｈｕｂ）．高权威值的权威页

面是指有很多入链的页面，这些页面在某一个主题或者领域中有很权威的内容，其他网页都很乐意去指

向它；高中心值的中心页面是指有很多出链的页面，这些出链指向那些在某一主题领域拥有很大影响力

的网页．通常来说，好的中心页面会指向许多权威页面，好的权威页面会被许多中心页面所指向
［１０］，如

图１所示．

ＨＩＴＳ算法根据关键词确定一网络子图犌（犞，犈）（犞 为网络子图的节点集，犈为边集），然后，迭代计

算每一个网页的权威值和中心值，具体有如下４个流程．

１）使用领域主题关键词在通用搜索引擎（如ｇｏｏｇｌｅ，ｂａｉｄｕ）进行查询，提取犓 个链接作为ｒｏｏｔ集．

２）使用链接分析扩展ｒｏｏｔ集，将链接的出链以及不多于犱（犱＝５０）个的入链加入到ｒｏｏｔ集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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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心页面和权威页面

Ｆｉｇ．１　Ｈｕｂ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ｐａｇｅｓ

展后的ｒｏｏｔ集称为ｂａｓｅ集．

３）ｂａｓｅ集中的每个页面都有两个属性犪犻，犺犻，它们分

别代表页面犻的权威值和中心值．若犌有狀个节点，设犪，犺

为狀维向量，并初始化犪，犺，犪０＝１，犺０＝１．然后，进行Ｉ，Ｏ

操作．即

Ｉ操作为

犪犻（狏）＝ ∑
（狑，狏）∈犈

犺犻－１（狑），

　　Ｏ操作为

犺犻（狏）＝ ∑
（狏，狑）∈犈

犪犻－１（狑）．

　　４）权威值和中心值的计算式分别为

犪犻（狏）＝
犪犻（狏）

∑
狇＝０

［犪犻（狇）］槡
２

，　　犺犻（狏）＝
犺犻（狏）

∑
狇＝０

［犺犻（狇）］槡
２

．

　　页面的价值可以通过计算出的权威值和中心值很好地体现，并藉此进行规范化．同时，由于 ＨＩＴＳ

算法的主题相关特性，使权威页面和中心页面同时在领域主题内是主题相关的．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可

以用来指导爬虫的运行．

２．２　改进的爬行策略

传统的主题爬虫选择候选链接主要是基于链接的以下两个属性：

１）链接所在页面（即父页面）的主题相似度；

２）链接自身锚文本的主题相似度，这是单纯基于文本内容的考量．

如果从全局性出发，通过链接结构体现链接价值，每个链接还应该有另外两个属性，也就是权威值

和中心值．在链接权重得分的计算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文本内容，还要加入链接价值的考量．因此，网

页犘中第犻个链接的权重得分应该由以下两部分组成：基于文本内容的的权重得分和基于链接价值的

权重得分．

ＬｉｎｋＳｃｏｒｅ（犻）＝ＬｉｎｋＳｃｏｒｅＴｅｘｔ（犘，犻）＋ＬｉｎｋＳ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犻）．

　　为了实现在爬行过程中加入链接价值考量这一想法，提出了一种内容与链接结构相融合的主题爬

虫．通过将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与ＨＩＴＳ算法相结合，使得爬虫除了考虑页面文本内容以外，还加入了链接

的权威值和中心值．其中，文本内容的考量通过父页面与主题的相似度和链接锚文本与主题相似度体

现，链接价值通过 ＨＩＴＳ算法计算出的权威值和中心值体现，新的链接分计算公式为

ＬｉｎｋＳｃｏｒｅ（犘犻）＝犃×（ＳｉｍＰ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犘）＋犅×ＳｉｍＡｎｃｈｏｒ＿Ｔｅｘｔ（犻））＋

犆×［α×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犻）＋β×Ｈｕｂ（犻）］． （２）

　　为了使新的算法能同时兼顾文本内容和链接价值，对各个部分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其中参数犃＋

犅＋犆＝１，用于控制父页面、锚文本及ＨＩＴＳ算法得分的比重，α和β用来控制权威值与中心值的权重，

相对于α来说，β值设置的比较小，因为根据 ＨＩＴＳ算法计算出来的权威值和中心值，会将网页分为以

下两种类型：高权威值低中心值的权威页面和低权威值高中心值的中心页面．

如果分别将它们用犡，犢 代替，那么，通过以上公式的计算，能够保证犡＞犢，而这正是想要得到的

结果．

父页面以及锚文本的得分是来源于父页面、锚文本与主题的相似度［１１］．首先，将提取出来的文本内

容、锚文本进行分词、去停用词处理；然后，映射到向量空间，使用训练好的ＴＦ?ＩＤＦ主题模型计算每个

词的权重；最后，通过余弦相似度方法计算与主题的相似度，即

Ｓｉｍ（Ｔｅｘｔ，狋）＝
∑
犖

犽＝１

犠１，犽×犠２，犽

∑
犖

犽＝１

犠２
１，槡 犽 ∑

犖

犽＝１

犠２
２，槡 犽

． （３）

式（３）中：Ｔｅｘｔ为文本内容；狋为主题表示；犠１，犽；犠２，犽分别为文本和主题中词条犽的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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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网页正文都能用一个狀维特征向量表示，因此，网页与主题之间的相似度也就转变成了向

量间的距离计算．在计算过程中，将文本内容和主题分别表示成向量，并赋予ＴＦ?ＩＤＦ权重，然后，通过

式（３）计算相似度．

新算法描述如下：新算法通过维护３个队列进行爬行，分别为权重队列、已下载队列、错误队列，具

体的实现由以下５个步骤组成．算法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步骤１　输入．在主题爬虫的开始阶段，爬虫需

要接受一组种子链接作为爬虫爬行过程的开始．人

工筛选出关于“体育”、“财经”主题的各９个链接作

为种子链接，将这９个种子链接赋予权重１，放入权

重队列中；此外，这９个链接也将作为 ＨＩＴＳ算法的

初始ｒｏｏｔ集．

步骤２　页面下载．从权值队列中根据式（２）提

取得分最高的链接（在爬行初期，由于网页数目较

少，因此，使用式（１）计算得分），如果此链接在已下

载队列中，则结束当前循环；否则，对这个链接进行

下载，并将其放入已下载队列中．然后，针对已下载

的这个链接，提取出其中的网页正文，并且对正文进

行分词、去停用词、去低频词处理．

采用 ＶＳＭ（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向量空间模型

将其转化为空间向量，权值为ＴＦ?ＩＤＦ权重（ＴＦ?ＩＤＦ

模型在爬行之前，通过主题相关的训练集可以得

到），并通过式（３），计算此网页与主题的相关度．如

果相关度大于预先定义的阈值，那么，此网页为主题

相关页面，并将此链接放入 ＨＩＴＳ算法节点集中，保

存当前网页．

步骤３　链接处理．对于页面相关度大于阈值的网页（ｐａｒｅｎｔ＿ｐａｇｅ），提取其中的链接（ｃｈｉｌｄ＿ｐａｇｅ），

根据链接自身锚文本计算与主题的相关度，得到锚文本的得分．将ｐａｒｅｎｔ＿ｐａｇｅ→ｃｈｉｌｄ＿ｐａｇｅ关系加入

到 ＨＩＴＳ算法边集中，然后，将ｃｈｉｌｄ＿ｐａｇｅ加入到节点集中．

步骤４　权重分配．每当页面下载数为狆的时候，进行ＨＩＴＳ算法的迭代计算，直到算法收敛（在爬

行初期，此步可忽略）．然后，根据式（２）计算出每个链接的最终得分，去除得分较低的链接，将其余的链

接加入到权重队列中．

步骤５　扩展．重复步骤２～４，直到算法满足停止的条件，即下载的页面数达到最大值，或者权重

队列为空．

３　实验部分

３．１　实验准备

为检验新算法的性能，设置３个实验，分别基于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Ｂｅｓｔ?犖Ｆｉｒｓｔ算法及所设计的新算

法．Ｂｅｓｔ?犖Ｆｉｒｓｔ算法是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的改进算法，其每次选择得分最高的犖 个链接下载，意为改善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的局部最优现象．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和Ｂｅｓｔ?犖Ｆｉｒｓｔ算法的爬虫使用网页内容与链接锚文

本得分决定权重队列中链接下载的优先级．

实验采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实现，文本分词时，使用了Ｐｙｔｈｏｎ编程领域中较为常用的ｊｉｅｂａ分词系统，

ｊｉｅｂａ分词支持３种分词模式：精准模式、全模式和搜索引擎模式，文中采用搜索引擎模式进行分词．硬

件环境为：Ｉｎｔｅｌ酷睿ｉ３?２３１０２．５ＧＨｚ主频的ＣＰＵ，４ＧＢ内存和５００ＧＢ硬盘．

为检验爬虫的性能，设置爬虫爬取５０００个网页时自动停止．在爬行开始之前，通过“搜狗实验室”

提供的新闻分类语料库对ＴＦ?ＩＤＦ模型进行训练，“搜狗实验室”提供的分类包含“教育”、“体育”、“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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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等１０多个不同主题的训练文本．实验选择对“体育”、“财经”主题的网页进行搜集，因此在爬行的过

程中，通过训练好的相应的ＴＦ?ＩＤＦ主题模型计算网页正文内容的相关度，如果相关度得分大于阈值，

那么，认为此网页为主题相关页面，阈值通过人工挑选的２００个主题相关页面的相似度得分确定，初始

种子链接如表１所示．

在性能评价方面，通过算法的查准率、查全率以及算法的运行时间综合考量．查全率为爬取的主题

相关页面与所有相关页面的比值，查准率又称为精确率，为所爬取得相关页面与所有页面的比值．

表１　种子ＵＲＬ

Ｔａｂ．１　ＳｅｅｄＵＲＬ

体育类主题 ＵＲＬ 财经类主题 ＵＲＬ

中新网体育频道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腾讯财经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ｑｑ．ｃｏｍ／

搜狐体育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中国财经信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ｆｉ．ｎｅｔ．ｃｎ／

腾讯体育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ｑｑ．ｃｏｍ／ 财经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网易体育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１６３．ｃｏｍ／ 中国经济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ｎ／

光明网体育频道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ｇｍｗ．ｃｎ／ 凤凰财经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凤凰体育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新浪财经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新华网体育频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ｓｐｏｒｔｓ／ 网易财经 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

大公体育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ｃｏｍ／ 第一财经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

虎扑体育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ｐｕ．ｃｏｍ／ 金融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３．２　实验结果

“体育”主题、“财经”主题精确率对比图，如图３，４所示．图３，４中：狉为算法收获率；狀为下载网页数

目．由图３，４可知：随着狀的增加，狉变化；基于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的爬虫由于只是考虑了文本内容信息，使

得爬虫过早的陷入了局部最优的陷阱，导致在爬行的过程中收获率下降得很快，难以发现更多的相关页

面，而Ｂｅｓｔ?犖Ｆｉｒｓｔ算法的爬虫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每次下载得分最高的犖 个链接，

导致也将许多不相关页面加入了进来，影响了实验的结果．

融合了ＨＩＴＳ算法的新爬虫由于加入了链接结构使得爬虫具有了全局特性，ＨＩＴＳ算法是主题相

关的，爬虫在爬行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发现更多的相关页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图３　“体育”主题精确率对比图 图４　“财经”主题精确率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ｓ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ｍｅ　　　　　　　　　　　　　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ｅ

在查全率方面，由于爬虫的爬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想统计整个互联网中所有的主题相关页面几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挑选了一部分与主题相关网页检测爬虫的查全率．经过测试，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

算法的查全率为６７％，Ｂｅｓｔ?犖Ｆｉｒｓｔ算法的查全率仅为６９％，而融合了 ＨＩＴＳ算法的爬虫的查全率为

７５％．这是由于 ＨＩＴＳ算法本身就是主题相关的，因此，对于相关网页的判断会更加准确．算法运行时间

的对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狋为运行时间．

　　由表２可知：在运行时间上，虽然新算法在收获率上有较好的表现，可是由于融合了 ＨＩＴＳ算法，导

致爬虫的运行效率远远落后其他两种算法，特别是随着爬虫的运行，ＨＩＴＳ算法的迭代会占用更多的时

间，这也是以后需要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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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算法运行时间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

主题
狋／ｓ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算法 Ｂｅｓｔ?犖Ｆｉｒｓｔ算法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ＨＩＴＳ算法

体育 １０７ １９６ ３３７

财经 １１２ １９３ ３２９

４　结束语

基于内容的主题爬虫由于缺乏全局特性，使爬虫在爬行过程中难以持续发现更多相关页面问题，提

出了一种新的爬虫策略，引入链接全局特性的ＨＩＴＳ算法，新的算法在爬虫的收获率上有较好的表现．

下一步将对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做出优化，使爬虫具有更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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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预测残差的回声消除

单双端检测算法

谢维波，王正腾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在单端与双端状态下，自适应滤波器的预测残差数值迥异，对预测残差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拉开单

端、双端状态的数值差距，扩大阈值范围．提出基于预测残差的回声消除单双端判断方法，并提出在单双端交

界处使用自适应滤波器权值复用与更新机制，以及算法的实现步骤．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宽广的阈值选

择范围，可以有效防止因单双端误判引起的滤波器发散，减小总的回声消除预测误差．

关键词：　回声消除；自适应滤波预测残差；阈值选择；权值复用与更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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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涌现出各种不同的通信方式，如国际互连网协议（ＩＰ）电话、视频会议等．

由于ＩＰ网络数据的延时和语音编解码的耗时，导致ＩＰ语音通信系统的通信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干

扰［１?２］．因此，学者相继提出了最小均方（ＬＭＳ）、归一化最小均方（ＮＬＭＳ）及部分归一化最小均方（ＰＮ

ＬＭＳ）等基于ＬＭＳ改进的自适应滤波算法来模拟回声，并在麦克风采集信号中减去模拟回声信号
［３?５］．

在自适应滤波算法的训练滤波器权值过程中，若近端环境下的麦克风采集信号包含有近端用户语音，则

破坏远端语音信号与近端语音信号的相关性，导致滤波器难以收敛，甚至发散，无法模拟出较准确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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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路径．因此，单双端判断技术和自适应回声消除技术必须相辅相成、协同合作，共同完成回声消除，是

声学回声消除系统采用的主要技术．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预测残差的回声消除单双端判断算法．

１　回声生成原理及回声消除流程

１．１　回声生成原理分析

远端语音信号狓（犽）在多种回声信道狑^＝［^狑０，^狑１，…，^狑犔－１］
Ｔ 的作用下，产生回声语音信号狏（犽），近

端用户语音信号狉（犽）与回声语音信号狏（犽）被麦克风收集采样后，形成近端语音信号犱（犽），被网络发送

给另一用户［６?７］．因此，在网络的另一端，接收者会播放掺杂有回声的语音信号犱（犽），降低用户体验度．

在回声消除系统中，需判断近端语音信号、远端语音信号的存在情况．为叙述简便，定义以下名词．

１）单端情况．远端语音信号狓（犽）≠０，近端用户语音信号狉（犽）＝０．２）双端情况．远端语音信号狓（犽）≠

０，近端用户语音信号狉（犽）≠０．因此，准确地判断出单双端状态是回声消除的一个要点
［８?１２］．

１．２　回声消除系统流程分析

一般回声消除算法通过自适应滤波器完成［６?７］，通过调整自适应滤波器权值模拟回声信道，最终使

所得犱^（犽）逼近回声信号狏（犽），使用近端语音信号犱（犽）减去模拟的回声语音信号犱^（犽），进而得到消除

回声的语音信号犲（犽）．采用使用滤波器权值复用与更新机制的ＮＬＭＳ自适应滤波算法，计算得到消除

回声的语音信号犲（犽），依据犲（犽）的大小状态判定单双端，并将判断结果反馈于自适应滤波算法．

２　单双端判断算法的研究现状

２．１　犌犲犻犵犲犾算法原理分析

Ｇｅｉｇｅｌ算法
［２，６］是基于能量的单双端检测算法［１３］，通过远端语音信号狓（犽）和麦克风信号犱（犽）的幅

度构造检测统计量，即

ξＧｅｉｇｅｌ＝
犱（犽）

ｍａｘ｛狘狓（犽）狘，狘狓（犽－１）狘，…，狘狓（犽－犔＋１）狘｝
＞犜． （１）

式（１）中：犔为窗口长度；犜为阈值门限．当近端语音信号犱（犽）与远端语音信号狓（犽）的犔个采样点内最

大值的比值大于阈值时，就判断为双端对讲情况；否则，判断为单端状态．此方法简单、易于实现，但是难

以设定合适的阈值犜，且存在较高的误判率．

２．２　基于互相关单双端算法原理分析

Ｙｅ等
［８］提出使用回声消除系统中２种语音信号的相关性构造统计量．以远端语音信号与麦克风采

集信号为例，其公式为

犮ｘｄ＝
犈（狓（犽）犱（犽））

犈［狓２（犽）］犈［犱２（犽槡 ）］
， （２）

且

ζｘｄｃｃ＝ｍａｘ
犻
狘犮ｘｄ，犻狘，　　犻＝０，１，…，犔－１． （３）

　　该算法利用统计量ζｘｄｃｃ与犜进行比较，判断双端对讲情况，增加了计算复杂度，难以设置合适的阈

值．针对互相关算法难以设置合适阈值的问题，Ｂｅｎｅｓｔｙ等
［１０］提出归一化互相关双端检测算法，即

ζｘｄｃｃ＝ 狉Ｔｘｄ（σ
２
ｄ犚ｘｘ）

－１狉槡 ｘｄ． （４）

式（４）中：σ
２
ｄ为麦克风采集信号的方差，狉ｘｄ＝犚ｘｘ狑，犚ｘｘ＝犈［狓（犽）狓

Ｔ（犽）］．考虑到σ
２
ｄ，犚ｘｘ等的计算量，势必

引起检测延时，不利于实时检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Ｇｅｉｇｅｌ方法存在难以设置合适阈值和误判率高的问题；基于互相关的单双端算

法仍然存在难以设置合适阈值的问题，同时，增加了计算复杂度；归一化的互相关单双端判断算法在增

加计算量的基础上解决了阈值设置问题，但是存在检测延时，不利于实时检测．文中的研究服务基于ＩＰ

网络的楼宇对讲系统，对实时检测有一定的要求．基于预测残差的回声消除单双端检测算法，与Ｇｅｉｇｅｌ

算法都是基于能量的判断算法，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实现的优点，且阈值可选择范围广，同时，在单双端

交界处提出滤波器权值复用更新机制，有效地抑制了滤波器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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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回声消除应用中的犖犔犕犛算法

通常回声消除算法通过自适应滤波器完成，回声消除的关键是使自适应滤波器的权值狑＝［狑０，

狑１，…，狑犔－１］
Ｔ 逼近回声路径信道狑^＝［^狑０，^狑１，…，^狑犔－１］

Ｔ，自适应滤波器权值狑与回声路径信道狑^ 的

误差越小，回声消除效果越好．采用ＮＬＭＳ算法
［３，１４?１６］．回声消除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回声消除滤波算法

Ｆｉｇ．１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

ｅｃｈｏ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回声信号模型表达式为

犱^（犽）＝狑
Ｔ（犽）×狓（犽）． （５）

式（５）中：狓（犽）＝［狓（犽），狓（犽－１），…，狓（犽－犔＋１）］为远端语音

信号，是自适应滤波器的输入信号；犔为自适应滤波器的长度．

滤波器输出的先验误差信号为

犲（犽）＝犱（犽）－犱^（犽）＝犱（犽）－狑
Ｔ（犽）狓（犽）． （６）

　　结合图１与式（５），（６）可知：通过初始误差犲（犽）以某种机

制更新滤波器的权值，从而使回声估计值犱^（犽）不断逼近实际的

回声犱（犽）．

ＮＬＭＳ算法采用滤波器权向量最小更新方式逼近回声信道，使稳态误差最小，狀＋１次迭代中滤波

器抽头权向量的修正项被狀次迭代时，输入向量狓（犽）的平方欧式范数归一化．因此，使式（７）的欧式范

数最小化，即

δ狑（犽＋１）＝狑（犽＋１）－狑（犽）． （７）

　　同时，受式（８）约束，有

狑Ｔ（犽＋１）狓（犽）＝犱（犽）． （８）

　　ＮＬＭＳ算法的代价函数表示为

犑（犽）＝ ‖δ狑（犽＋１）‖
２
＋λ［犱（犽）－狑

犜（犽＋１）狓（犽）］． （９）

式（９）中：犱（犽）－狑Ｔ（犽＋１）狓（犽）为权向量更新后滤波器输出与期望响应的瞬时误差．将代价函数犑（犽）

对狑（犽＋１）求导置零，有

犑（犽）

狑（犽＋１）
＝２［狑（犽＋１）－狑（犽）］－λ狓（犽）， （１０）

狑（犽＋１）＝狑（犽）＋１／２λ狓（犽）． （１１）

　　将式（１０）代入权值更新函数，可得

犱（犽）＝ ［狑（犽）＋１／２λ狓（犽）］
Ｔ狓（犽）＝狑（犽）

Ｔ狓（犽）＋１／２λ‖狓（犽）‖
２． （１２）

　　由式（１２）可得

λ＝
２［犱（犽）－狑

Ｔ（犽）狓（犽）］

‖狓（犽）‖
２ ＝

２犲（犽）

‖狓（犽）‖
２． （１３）

　　将式（１３）代入式（１１），可得

狑（犽＋１）＝狑（犽）＋ μ
γ＋‖狓（犽）‖

２狓（犽）犲（犽）． （１４）

式（１４）中：μ为收敛因子；γ为修正值，可避免‖狓（犽）‖
２ 过小时步长太大．

图２　ＮＬＭＳ滤波器的工作机制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ＮＬＭＳｆｉｌｔｅｒ

以上公式分析了ＮＬＭＳ的原理，结合语音数据回声消

除的应用环境．ＮＬＭＳ算法在回声处理中的细节流程，如

图２所示．当判断为单端时，ＮＬＭＳ算法不仅滤波，同时更

新权值；当判断为双端时，ＮＬＭＳ算法只采取滤波的处理

方式，同时使用单端时的最新权值．

４　单双端状态判断算法

ＮＬＭＳ算法通过模拟回声信道预测回声语音信号，且

输出误差是消除了模拟回声信号的理想语音，分别分析单端和双端状态下的ＮＬＭＳ自适应滤波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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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

１）在单端情况下，近端语音数据中混合的大部分回声数据已被去除．此时，输出的语音信号趋近于

０，ＮＬＭＳ滤波器稳态误差小，且犲（犽）趋近于０，即

ｌｉｍ犱^（犽）＝犱（犽），　　犲（犽）＝犱（犽）－犱^（犽）≈０． （１５）

　　２）在双端情况下，近端语音数据中混合的大部分回声数据虽然已去除，但近端用户语音信号狉（犽）

仍保留．此时，输出的语音数据信号犲（犽）抖动大，ＮＬＭＳ滤波器稳态误差大，即

犲（犽）＝狉（犽）＋Δ犲（犽），　　ｌｉｍ
犽→＋∞

Δ犲（犽）＝０． （１６）

　　不同状态下，ＮＬＭＳ的输出误差（预测残差）犲（犽）不同，当输出误差犲（犽）大于阈值犜 时，为双端状

态；输出误差犲（犽）小于阈值犜时，为单端状态．为了统一衡量预测残差比率，现取预测残差犲（犽）与原始

值犱（犽）的比值．同时，为了提高判断结果的抗干扰能力，采用加窗平均估计，犔为窗口长度，即

ξ＝ ［
１

犔∑
犔－１

犔＝０

ａｂｓ（犲（犽－犔））］／［
１

犔∑
犔－１

犔＝０

ａｂｓ（犱（犽－犔））］≥犜，　　犽＝１，２，…，狀． （１７）

　　因为单双端状态下滤波器输出误差犲（犽）差异大，因此，阈值犜的可选择范围宽广，可有效地区分单

端状态与双端状态，使算法的表现更佳．文中阈值犜可为系统训练值．

针对单双端检测误判导致滤波器发散的问题，算法在单双端交界处引入滤波器权值复用与更新机

制，降低因误判而引起滤波器发散的机率，维持系统的鲁棒性，减少回声消除的总误差，在固定环境中，

回声消除效果具有良好的表现．

在系统初始运行时，默认为单端状态训练滤波器，得到较佳的滤波器权值．然后，将此滤波器权值狑

保存到权值备份 ｗ＿ｂａｃｋｕｐ中．在单双端状态检测过程中，若检测到从双端状态进入单端状态时，

ＮＬＭＳ自适应滤波器复用已保存的滤波器权值；若检测到从单端状态转变到双端状态时，首先，衡量此

时的滤波器是否收敛，若自适应滤波器收敛，则将当前的滤波器权值更新到权值备份ｗ＿ｂａｃｋｕｐ中，否

则，不做任何处理．其中，滤波器权值更新条件为

犲ｗｉｎ（犽）＝ ［犲（犽－犾），犲（犽－犾＋１），…，犲（犽）］， （１８）

犇（犲ｗｉｎ（犽））≤犱ｌａｓｔ牔牔犲ｗｉｎ（犽）≤犲ｌａｓｔ． （１９）

图３　权值复用与更新机制

Ｆｉｇ．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ｒｅｕｓｅ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

式（１９）中：犲ｗｉｎ（犽）为交界处前的犾个已参加回声消除运

算的语音数据样本；犱ｌａｓｔ，犲ｌａｓｔ（犽）分别为上一单双端交界

处状态的滤波器输出误差犲（犽）的方差与均值．当符合式

（１９）时，满足滤波器权值更新条件．

系统初始时间段内默认为单端状态（根据楼宇对讲

应用情景）进行训练跟踪达到初步的稳态，同时，保存初

始滤波器权值；然后，依据滤波器预测残差判断系统的

单双端状态并反馈给系统，并在单双端状态转变时使用

权值复用与更新机制．算法的整体流程，如图３所示．

５　仿真实验及结果分析

在网络中随机下载语音信号ａ、语音信号ｂ，如图４

所示．语音信号采样率均为８Ｋ，远端语音信号狓（犽）为语音信号犪加信噪比为３０的随机高斯白噪声，近

端用户语音信号狉（犽）为语音信号ｂ加信噪比为３０的随机高斯白噪声．回声语音信号狏（犽）为采用ＩＴＵ

ＴＧ．１６８
［１７］标准的回声模型２与远端语音信号狓（犽）卷积合成，如图５所示．近端语音信号犱（犽）为回声

语音信号狏（犽）与近端用户语音信号狉（犽）的合成，且外加信噪比为４０的随机高斯白噪声．合成后的语音

信号，如图６所示．

当阈值犜设置过大时，双端语音部分误判为单端语音部分，导致滤波器更新权值致使滤波器发散，

引起误差．而当阈值犜设置过小时，单端语音部分被误判为双端，存在大量的回声未被抑制，引起误差．

因此，单双端判断算法直接影响到回声消除效果，通过回声消除的误差，可以反映出单双端算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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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信号ａ　　　　　　　　　（ｂ）信号ｂ　　　　　　　　　　　　　　　　　　　　　　　

　　　　　图４　原始语音信号　　　　　　　　　　　　　　图５　Ｇ．１６８标准的回声模型２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ｅｅｃｈｓｉｇｎａｌ　　　　　　　　　　　Ｆｉｇ．５　Ｅｃｈｏｍｏｄｅｌ２ｏｆＩＴＵＴＧ．１６８

定义回声消除应用中双端部分的误差为

Ｅｒｒｏｒ′ｄｏｕｂｌｅ（犽）＝ ［犲（犽）－狉（犽）］
２，

Ｅｒｒｏｒｄｏｕｂｌｅ＝∑
犽＝１

Ｅｒｒｏｒ′ｄｏｕｂｌｅ（犽）
烍
烌

烎．
（２０）

　　回声消除应用中的总误差为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ｇｌｅ（犽）＝犲（犽）
２，

Ｅｒｒｏｒｔｏｔａｌ＝Ｅｒｒｏｒｄｏｕｂｌｅ＋ ∑
犽＝狀ｔｒａｉｎ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ｇｌｅ（犽）
烍
烌

烎．
（２１）

　（ａ）信号狓（犽）　　　　　　　　（ｂ）信号犱（犽）

图６　合成的语音数据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ｖｏｉｃｅｄａｔａ

　　在实验中，自适应滤波器的阶数设置

均为９６，步长因子设置均为０．０７５．首先，

默认前６０００个数据（０．７５ｓ）为单端情况，

且训练自适应滤波算法的权值．然后，对语

音数据采用文中的回声消除算法及单双端

判断算法．随着阈值变化，文中算法回声消

除的双端部分误差变化（η），如图７所示．

随着阈值变化的回声消除总误差变化

（ηｔｏｔ），如图８所示．由图７，８可知：当阈值

在０．２５～０．７０时，文中算法回声消除的总误差与双端部分的回声消除误差平稳并且在２００内．

　　图７　回声消除应用中双端部分误差　　　　　　　　　　图８　回声消除应用中总误差

Ｆｉｇ．７　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ｔ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ｎｅｃｈｏ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８　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ｒｒｏｒｏｆｅｃｈｏ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ｉｇｅｌ算法仍使用同样配置的ＮＬＭＳ算法后的回声消除系统随阈值变化的双端部分误差变化，如

图９所示．随着阈值变化的回声消除总误差变化，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９，１０可知：当Ｇｅｉｇｅｌ算法的阈值范围在０．３４～０．３８时，回声消除的总误差与双端部分的回

声消除误差平稳并且在１０００内，其他范围的回声消除误差极大．通过以上对比可知，文中算法的可选

阈值范围比Ｇｅｉｇｅｌ算法更宽广．文中算法在合适阈值范围内，回声消除的总误差在２００内；而Ｇｅｉｇｅｌ算

法在合适的阈值范围内，回声消除的总误差在１０００内．由此可知，文中算法提出的滤波器权值复用与

更新机制，有效抑制因单双端误判引起的滤波器发散，减小了回声消除中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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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　回声消除应用中双端部分误差　　　　　　　　　图１０　回声消除应用中总误差　　

Ｆｉｇ．９　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ｔ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ｎｅｃｈｏ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１０　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ｒｒｏｒｏｆｅｃｈｏ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６　结束语

分析了回声产生的原理与回声消除系统的整体流程，提出基于预测残差的回声消除单双端判断方

法，同时，提出在单双端交界处使用滤波器权值复用与更新机制，有效抑制因单双端误判引起的滤波器

发散．文中算法与Ｇｅｉｇｅｌ算法都是基于能量的判断算法，同样结构简单、易于实现，但阈值可选择范围

更广，适应性更强．从仿真实验结果看，文中算法的可选择阈值范围远大于Ｇｅｉｇｅｌ算法的合适阈值范

围．同时，文中算法的回声消除总误差明显小于Ｇｅｉｇｅｌ算法，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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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签名与广播加密的对偶性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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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群签名（ＧＳ）与广播加密（ＢＥ）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对偶密码系统，类似公开加密与普通签名的对偶

关系，即基于ＧＳ方案可以构建ＢＥ方案．而基于ＢＥ方案也可以构建ＧＳ方案．文中给出实现这种对偶关系的

具体构建方法与步骤，即基于ＮＰ（ｎ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证据加密（ＷＥ）可把一个可撤销群签名方案

转换为一个可撤销广播加密方案，而基于非交互式零知识（ＮＩＺＫ）证明可把一个撤销广播加密方案转换为一

个可撤销群签名方案．最后，指出基于广播加密的高效可撤销群签名方案可以纳入文中所提出的框架中．

关键词：　群签名；广播加密；对偶性；ＮＰ证据加密；成员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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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签名（ｇｒｏｕｐ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ＧＳ）是１９９１年由Ｃｈａｕｍ和Ｈｅｙｓｔ在Ｃｒｙｐｔｏ密码学会议上提出
［１］．由于

结合了匿名与可追踪的良好特性，群签名迅速成为一种具有中心地位的密码系统，到今天群签名方案的

构建在安全性、效率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２］，并在电子投票［３］、电子货币［４］、可信计算［５］、网络追踪［６］

与隐藏机构内部结构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２］．广播加密（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ＢＥ）
［７］典型的应用是付

费电视的应用中，电视台对视频节目进行加密后广播出去，任何人可收到加密后的视频，但只有付过费

的合法用户（拥有相关密钥）才能解密而正常收看电视节目．ＧＳ与ＢＥ都是群组密码系统，即是面向多

人、多参与方，而不象普通的签名或加密，通常是一个签名方（发送方），一个验证方（接收方）．对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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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系统，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他们之间非平凡的联系（正如普通的签名与公开加密之间的对偶关系），从

而彼此相互借鉴、利用各自领域中的技术互相促进，构建出更好、更高效、更灵活、更通用的群组密码系

统．Ｋｉａｙｉａｓ等
［８］指出ＧＳ与叛逆者追踪（ｔｒａｉｔｏｒ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Ｔ）之间有密切的对偶关系

［９］，而相对ＧＳ与

ＴＴ，ＧＳ与ＢＥ之间相似度更大，关系更密切．如ＧＳ与ＢＥ同时都有成员撤消问题
［１０?１１］．本文提出ＧＳ与

ＢＥ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对偶密码系统，并给出了具体的相互构建方法与步骤．

１　初步知识

定义１　群签名一般由下面６个随机多项式时间算法组成．

１）设置（Ｓｅｔｕｐ）．给定一安全参数犓，群管理员（ＧＭ）生成一个群公钥（ＧＰＫ）可用于群签名的验证，

和一群私钥（ＧＳＫ）可用于生成成员证书及签名打开；安全性更好的是，负责纳入成员的ＧＭ 及负责打

开签名的ＧＭ角色是分开的（通过持有不同的密钥）．

２）加入（Ｊｏｉｎ）．对于动态的群签名，这是用户和ＧＭ之间执行的一个交互协议，完成后用户加入群

并获得成员证书及一个私钥，可用于群签名的生成，ＧＭ 获得相关的追踪信息，可用来打开此用户的群

签名；而静态的群签名由ＧＭ直接生成成员的证书并秘密传给成员，就没有此交互过程．缺点是ＧＭ 可

冒充成员进行签名．

３）签名（Ｓｉｇｎ）．群成员可利用自己的成员证书和私钥生成任一消息的群签名．

４）验证（Ｖｅｒｉｆｙ）．任何人获得ＧＰＫ和一个消息／签名对，可验证此群签名是否合法，但对合法的群

签名他不能找出实际的签名者，而且同一成员作的群签名之间也是不可链接的．

５）打开与证明（Ｏｐｅ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ｅ）．对于合法的群签名，ＧＭ 能打开并找出实际的签名者；最好ＧＭ

也能给出证据，说明一群签名的确是某成员签的，同时，不会破坏此成员未来的签名能力．

６）撤销（Ｒｅｖｏｋｅ）．ＧＭ可撤销某成员的签名权利，之后此用户就再也不能生成合法的群签名了．

群签名的安全模型主要有如下两个性质．

１）匿名性．给定一个合法的群签名，只有ＧＭ才能识别出真正的签名者，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打开签

名找出签名者．

２）可追踪性．一群合谋者将他们的私钥放在一起也不能生成一个合法的群签名，使其打开至其他

群成员．前述是成立的，即使合谋者知道ＧＭ打开签名的私钥．

定义２　广播加密由如下７个多项式算法构成．

１）设置（Ｓｅｔｕｐ）．生成系统的主公／私钥对 ＭＰＫ／ＭＳＫ，并初始将撤销列表（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ｔ，ＲＬ）设

置为空．

２）加入（Ｊｏｉｎ）．标识为ＩＤ的用户向系统申请加入，系统管理员审核后由（ＭＳＫ，ＩＤ）生成用户私钥

ＳＫＩＤ并颁发给用户．

３）加密（ＥＮＣ（ＭＰＫ，犿，ＲＬ））．用系统公钥 ＭＰＫ及ＲＬ对消息犿进行加密，得到密文ＣＴ．

４）解密（ＤＥＣ（ＣＴ，ＳＫＩＤ））．任何合法的用户（具有合法的私钥ＳＫＩＤ，并且其ＩＤ不在ＲＬ中），可对

密文ＣＴ进行解密得到消息犿．

５）撤销（Ｒｅｖｏｋｅ）．系统管理员将欲撤消的用户标识ＩＤ放入ＲＬ中，标识其以后不再能收到消息．

６）重新加入（ＲｅＪｏｉｎ）．系统管理员将用户ＩＤ从ＲＬ中删除，此后该用户就能正常接收广播消息．

ＢＥ的ＩＮＤ＿ＣＰＡ（ｉ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ｌｅｃｈｏｓｅｎｐｌａｉｎｔｅｘｔａｔｔａｃｋ）安全模型定义如下：

１）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生成ＢＥ方案的 ＭＰＫ／ＭＳＫ，并把 ＭＰＫ发送给敌手ＡＤＶ；

２）ＡＤＶ能自适应地向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查询任一标识为ＩＤ的用户的私钥，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利用其掌握的

ＭＳＫ生成私钥，发送给ＡＤＶ，并将所有ＡＤＶ查询过的ＩＤ加入集合犙中；

３）ＡＤＶ生成任意两个长度相同，但内容不同的消息犿０，犿１，并发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首先将集合犙中的所有用户放入ＲＬ中去，再随机选择犫＝０或１，用 ＭＰＫ和ＲＬ对

犿，犫进行加密，得到密文ＣＴ，将密文发给ＡＤＶ；

５）ＡＤＶ收到ＣＴ后，要猜测犫＝０还是１，ＢＥ是ＩＮＤ＿ＣＰＡ安全的，如果ＡＤＶ的成功概率同１／２

的差是可忽略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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狘Ｐｒ［ＡＤＶ（ＣＴ）→犫′∶犫′＝犫］－１／２狘＜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λ）．

２　对偶关系的构建与步骤

２．１　基于犌犛及 犠犈的犅犈方案构建

２．１．１　ＮＰ证据加密　该系统是Ｇａｒｇ等
［１２］提出的一种新的没有密钥生成过程的加密系统，它以一个

ＮＰ（ｎ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语言犔的实例狓做为公钥，对消息犿进行加密，如果狓∈犔且解密者

有相关的ＮＰ证据狑，则可以对密文解密，得到消息犿；而如果狓∈犔，则加密是语义安全的．文献［８］也

给出了证据加密（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Ｅ）的多种应用，如公钥加密方案和ＩＢＥ，ＡＢＥ等．

文中给出 ＷＥ的另一个应用，即用于构建可撤消的ＢＥ方案
［１０，１３］，所构建的可撤消ＢＥ方案具有简

单的成员重加入功能，很适合付费电视等的应用，如欠费的用户被停机，而当用户缴清欠费后又恢复其

成员资格．

定义３　ＷＥ（ＮＰ证据加密）．针对一ＮＰ语言犔的 ＷＥ方案有如下的多项式时间算法．

１）ＥＮＣ（１λ，狓，犕）．算法输入为安全参数λ，一个字符串狓和待加密的消息犕，输出为密文ＣＴ．

２）ＤＥＣ（ＣＴ，狑）．算法输入为一密文ＣＴ，一个字符串狑，输出为一个消息犕 或一特殊字符⊥．

这些算法满足下面２个主要性质．

１）正确性．如果狓∈犔且狑 是相应的ＮＰ证据，那么，解密算法总能正确解密得到消息犕，即

Ｐｒ［ＤＥＣ（ＥＮＣ（１λ，狓，犕），狑）＝犕］＝１．

　　２）公正性．如果狓犔，那么对于任何的多项式时间敌手犃来说，除了可忽略概率之外，对两个不同

消息加密的密文分布是相同的，即

狘Ｐｒ［Ａ（ＥＮＣ（１λ，狓，犿０））＝１］－Ｐｒ［Ａ（ＥＮＣ（１
λ，狓，犿１））＝１］狘＜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λ）．

２．１．２　ＢＥ方案构建　方案构建的思想是：成员加入所获得的证书私钥就是ＧＭ 颁发的数字签名，之

后ＢＥ时用 ＷＥ来加密，ＧＭ的签名验证公钥是公开的，所用的ＮＰ关系是存在一个消息犿及一个合法

的签名（相对ＧＭ签名验证公钥），并且此消息犿不在ＲＬ中．

基于ＧＳ和 ＷＥ的ＢＥ方案构建如下：

ＢＥ．Ｓｅｔｕｐ，就是ＧＳ．Ｓｅｔｕｐ；

ＢＥ．Ｊｏｉｎ，就是ＧＳ．Ｊｏｉｎ，完成后成员获得成员私钥（此私钥在ＧＳ中是用来生成群签名，而在ＢＥ中

是用来进行广播消息的解密）；

ＢＥ．Ｅｎｃｒｙｐｔ，用如下的ＮＰ语言利用 ＷＥ对消息犿进行加密，即

ＮＰ＝｛ＧＳ．ＧＰＫ｜Ｕｓｋ是合法的∧Ｕｓｋ未被撤消｝

ＢＥ．Ｄｅｃｒｙｐｔ，显然拥有合法Ｕｓｋ的成员能利用其ＮＰ证据利用 ＷＥ的Ｄｅｃｒｙｐｔ算法对广播消息进

行解密；

ＢＥ．Ｒｅｖｏ，就是ＧＳ．Ｒｅｖｏ，撤销后成员的Ｕｓｋ就不再是合法的ＮＰ证据，所以也就无法对之后的广

播消息进行解密．

２．２　基于犅犈的犌犛方案构建

基于ＢＥ的ＧＳ方案构建的思想是：ＧＳ中成员的私钥就是ＢＥ中成员的解密私钥，签名时利用

ＮＩＺＫ证明系统证明自己是合法的成员（即拥有合法的解密私钥）．在此应指出Ｌｉｂｅｒｔ等
［１４?１５］的高效可

撤销ＧＳ方案构建可看作是此思想的具体实现．

２．２．１　ＮＮＬ广播撤销
［１０］
　ＮＮＬ广播方案中把所有用户对应到树的叶子节点，每个用户对应一个叶

子节点，进行撤销时，把合法的广播接收成员划分成若干个子集．每个子集犛犓犻，犝犻的含义，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犝犻是犓犻的子孙节点，犛犓犻，犝犻表示合法的用户是犓犻的后代叶子节点，而不是犝犻的

后代叶子节点．如图１中叶子节点１，２的用户为合法的接收者，而３，４不是．这被称为ＳＤ（ｓｕｂｓｅｔｓ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方法，并证明了只要犗（犚）个集合就可支持任意的撤销，犚为被撤销用户数量，且用户不用更新自

己的私钥，因而效率较高．

２．２．２　基于广播加密的高效可撤销群签名方案　每个群成员对应一个叶子节点犻，设从树根到此叶子

９０２第２期　　　　　　　　　　　　　程小刚，等：群签名与广播加密的对偶性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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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ＮＮＬ广播撤销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ＮＮＬ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节点的路径为犐１，犐２，…，犐犾，其中，犾为树的高度，则群成员的证

书为（ＩＤ（狏），犡，犆狏，δ狏），其中，ＩＤ（狏）是用户的叶子节点编号，

犡＝犵
狓 是群成员提供给ＧＭ 的值（狓的值只有群成员自己知

道，是其签名私钥），犆狏＝犵
犐
１
犾 ，…，犵

犐犾
１，犵１，…，犵犾 等都是公开参

数，δ狏 是ＧＭ对（犡，犆狏）的ＳＰＳ签名．

ＲＬ就是上述 ＮＮＬ 广播加密中的｛犛犓
１
，犝
１
，犛犓

２
，犝
２
，…，

犛犓犿，犝犿｝和ＧＭ对每个子集的ＳＰＳ签名．进行群签名是合法的

群成员首先要ＲＬ中找到自己位于哪个子集（注意被撤销的群

成员是找不到这样的子集的，所以他没有签名的权利）中，如

犛犓犻，犝犻；然后，群成员要以匿名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因其

证书是ＳＰＳ签名，而ＲＬ中的也是ＳＰＳ签名，所以可用Ｇｒｏｔｈ?

Ｓａｈａｉ证明系统来做），即自己的群证书中的路径犐１，犐２，…，犐犾（保存在犆狏 中）是符合子集犛犓犻，犝犻的．即在

φ犻层上（犓犻所位于的层）犆狏 中的节点编号是犓犻，而在ψ犻层上（犝犻所位于的层）犆狏 中的节点编号≠犝犻，从

而证明了自己是合法的群成员．

注意犆狏 采用的技术是简洁向量承诺（ｃｏｎｃｉｓｅ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ＣＶＣ）方案
［１６］，即承诺方可对一

个向量（有多个坐标）进行承诺，在此就是从根到某个叶子节点的一条路径（犐１，犐２，…，犐犾），然后，可对向

量中的任一个坐标进行高效打开（即证据的大小不依赖于向量大小）．ＣＶＣ可与ＮＮＬ广播加密方案很

好地结合，实现高效群成员合法性证明，即成员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时，只要先对从根到自己所在的叶

子结点的一条路径进行承诺为犆狏，然后，证明承诺中的值第φ犻个坐标是等于犓犻的，而第ψ犻个坐标是不

等于犝犻的，这样就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

２．３　安全性与性能分析

在上述基于ＧＳ方案的ＢＥ方案构建中，合法的群成员能提供出合法的未被撤销的签名私钥，即下

述ＮＰ语言的证据：

ＮＰ＝｛ＧＳ．ＧＰＫ｜Ｕｓｋ是合法的∧Ｕｓｋ未被撤消｝．

因而根据 ＷＥ方案的定义，此成员能够对 ＷＥ密文进行解密，从而得到加密的广播消息；而不合法

的成员（如没有证书，或其证书被撤消，即在ＲＬ中）由于没有ＮＰ证据就不能对密文进行解密，得不到

广播的消息．

上述基于ＢＥ的ＧＳ方案的安全性分析与证明可参见文献［１５］．其基本思想如下：合法的成员用

ＮＩＺＫ证明自己具有ＢＥ的解密私钥且未被撤销，此ＮＩＺＫ可作为ＧＳ签名，即自己是合法的群成员．

在性能方面，文献［１５］中的ＧＳ方案效率很高，是迄今撤销效率最高的标准模型下可撤销群签名方

案．同以前的撤销方案相比，其优势在于：公钥大小为犗（ｌｏｇ犖），签名和验证的复杂度都为犗（１），撤销

成员时用户不需要更新自己的私钥，此种撤销效率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种方案．

上述的基于ＧＳ和 ＷＥ的ＢＥ方案构建，效率不是很高，是因为构建中要把用到的ＮＰ语言归约到

ＷＥ方案中的ＮＰ完全问题（如文献［１２］中的构建用到的是精确覆盖问题），而这种规约通常效率较低．

３　结论

提出群签名与广播加密之间有密切的对偶关系，并给出了如何具体实现这种对偶关系．即基于 ＷＥ

可把一个可撤销群签名方案转换为一个可撤销广播加密方案，而基于ＮＩＺＫ可把一个撤销广播加密方

案转换为一个可撤销群签名方案．同时，指出基于广播加密的高效可撤销群签名方案可以纳入文中所提

出来的框架中．

文中提出这种非平凡的对偶关系对各自方案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但基于ＧＳ和 ＷＥ的

ＢＥ方案仅仅是理论上的方案构建，还不能够应用于实际，其价值体现在理论上．文中提出了ＢＥ的构建

的另一种思想，未来如果出现高效的直接的 ＷＥ方案构建，那么理论方案也就可应用于实际．

本研究工作应该说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进行．即探索大量面向群组的密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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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群签名、群加密［１７］、广播加密、叛逆者追踪、环签名［１８］、秘密分享和门限签名［１９］等）之间的非平凡关

系，以及高效的相互转换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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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于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

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

"

玲英，王胡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针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ＨＶＤＣ）换流站的交流侧谐波造成了电能质量下降的问题，在传统混合有源

电力滤波器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结构———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ＨＡＰＦ）．即将有源电力滤波器（ＡＰＦ）部分与

基波谐振支路并联后，以一双调谐滤波器作为注入支路，同时又独立挂载一双调谐滤波器，以无源电力滤波器

（ＰＰＦ）滤除一部分谐波，ＡＰＦ部分滤除一部分谐波．从注入支路的阻抗特性、无功静补偿能力、谐波抑制特性

和系统的稳定性几个方面分析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的优越性，并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平台对所提的

新结构进行仿真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具有良好的谐波补偿性能．

关键词：　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谐波抑制；高压直流输电系统；谐波补偿；ＭＡＴＬＡＢ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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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力电子器件的非线性，在高压直流输电（ＨＶＤＣ）系统的换流站交流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高

次谐波，引起了交流电网的电能质量下降问题［１］．目前，工程上常用的主要滤波方式是结合了无源电力

滤波器（ＰＰＦ）和小容量的有源电力滤波器（ＡＰＦ）两者的优点，但随着电力系统电压等级的提高，有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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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容量也随之增加，应用范围减小．所以探索一种适应于 ＨＶＤＣ系统的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

（ＨＡＰＦ），治理ＨＶＤＣ系统换流站交流侧的谐波，成为 ＨＡＰＦ的研究热点．王小伟等
［２］提出了一种双

谐振注入式结构，解决了ＨＡＰＦ易无功过补偿的问题．孟金玲等
［３］对双谐振注入结构 ＨＡＰＦ建立的数

学模型，便于定量分析 ＨＡＰＦ的特性．帅智康等
［１］提出了串联谐振注入式结构，有利于抑制电网谐波放

大现象．孙浩等
［４］对已提出的４种典型 ＨＡＰＦ结构做了滤波特性的对比分析，找到具有较好滤波特性

的ＨＡＰＦ拓扑结构．已有文献所提的 ＨＡＰＦ结构通常较适用于中低压系统，也并不针对 ＨＶＤＣ系统

换流站的交流侧的谐波成分特点．为此，本文以 ＨＶＤＣ系统换流站的交流侧为滤波对象，结合文献［１?

２］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ＨＡＰＦ的新结构，使ＨＡＰＦ不仅有滤波作用，还有部分无功补偿能力．

１　犎犃犘犉的新拓扑结构

基于文献［５］所示的ＨＡＰＦ传统结构，提出的ＨＡＰＦ新结构，如图１所示．针对ＨＶＤＣ系统换流站

交流侧主要产生５，１１，１３，２５次谐波的特点，设计了１１／２５双调谐ＰＰＦ组．将５／１３双调谐滤波器与基

图１　混合滤波器的新结构

Ｆｉｇ．１　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ｆｉｌｔｅｒｓ

波谐振支路串联，形成了 ＡＰＦ的注入支

路．这一注入支路结构降低了ＡＰＦ部分的

基波分压，同时，ＰＰＦ也使一部分谐波电流

无法注入的ＡＰＦ部分注入支路，减小了注

入支路的电流，从而起到了减小ＡＰＦ部分

容量的作用．

２　注入支路的特性分析

２．１　注入方式阻抗特性对比分析

由于文中是将传统ＨＡＰＦ的注入支路

为单一电容的形式变为一个双调谐无源滤波器，为了验证该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基波串联谐振支

路的分压，从而降低有源部分的容量，对两种注入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根据高东辉等
［６］提出的双调谐

滤波器的结构和参数设计方法，设计了５／１３，１１／２５双调谐滤波器和基波谐振支路参数，具体参数如表

１所示．表１中：传统注入支路电容犆为３６μＦ
［５?７］；３个无源滤波器的犙值均为３０．

表１　双调谐滤波器及基波谐振支路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ｔｕｎｅｄ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ｂｒａｎｃｈ

参数 ５／１３注入支路 参数 １１／２５无源滤波支路 参数 基波串联谐振支路

调谐频率／Ｈｚ ２５０／６５０ 调谐频率／Ｈｚ ５５０／１２５０ 调谐频率／Ｈｚ ５０

犆１ａ／μＦ ２９．３８２ 犆１ｂ／μＦ １３．８９ 犔ｆ／ｍＨ ９５．４９

犔１ａ／ｍＨ ５．３ 犔１ｂ／ｍＨ ２．７ 犆ｆ／μＦ １０６．１０３

犆２ａ／μＦ ２９．８４２ 犆２ｂ／μＦ １９．４８８

犔２ａ／ｍＨ ５．２ 犔２ｂ／ｍＨ １．９

图２　注入支路的阻抗特性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ａｎｃｈ

　　对两种注入支路的频率（犳）?阻抗（犣）（取绝对值）特性进

行了对比分析，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传统电容式注入支

路的阻抗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必然会使大量的谐波电流流

入基波谐振支路，引起基波谐振支路较高的谐波分压，不利

于ＡＰＦ的容量下降；而所提出的新结构，虽然在谐振频率处

阻抗较低（设计需要），但在调谐频率附近呈现较高的阻抗，

能够取得较高的谐波分压，从而降低了基波谐振支路的分

压，减小了有源部分的容量．

２．２　基波谐振支路分压对比分析

ＨＡＰＦ的有源部分经耦合变压器与基波串联谐振支路

并联，故基波串联谐振支路的分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有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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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波谐振支路的分压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ｂｒａｎｃｈ

分的容量［１］．用基波谐振支路的阻抗与注入支路的总阻抗

的比值对两种结构的基波谐振支路分压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犕 为基波谐振支路分压比值．由图

３可知：在低频段，两种结构都呈现出较低的基波谐振分

压，但所提的新结构基波谐振分压更小；在高频部分，虽然

两者趋同，但电网谐波主要集中于１０００Ｈｚ以下．所以，所

提的新结构具有减小有源部分容量的作用．

２．３　无功静补偿能力定性对比分析

由于每一频次的谐波可以看作是谐波无功分量和有功

分量的和，因此，不论是ＡＰＦ还是ＰＰＦ，其谐波补偿的作用

必然会有无功补偿能力．以换流站的主要谐波为补偿对象，

自然会有一定的无功补偿能力．由图２可知：当频率小于谐

振点频率时，传统的电容注入支路与所提新结构的阻抗呈容性，两者具备无功补偿能力，在第一个谐振

点犳＝２５０Ｈｚ后，所提新结构的阻抗较大；又因为基波串联谐振支路的阻抗特性相同
［３］，所以新结构的

注入支路分压较好，有效降低了基波分压，该谐振点后又有感性无功补偿能力．第二个谐振点犳＝６５０

Ｈｚ前后有同样的无功补偿性质的交替情况．这相对于传统的注入电容支路而言，为保证一定的谐波注

入能力，通常注入电容会较大，具有避免系统的无功过补偿的优越性［１］．

３　对新结构的滤波特性分析

３．１　对新型犎犃犘犉的数学模型建立

对图１所示的新结构化简，并作单相等效电路，如图４所示．电压电流参数含义如图４标注．由基本

图４　ＨＡＰＦ的新单相等效电路图

Ｆｉｇ．４　Ｎｅｗ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ｆＨＡＰＦ

的电路定理和网络分析方法可得

犐ｓｈ＝犐ｌｈ＋犐ｇｈ＋犐ｐｈ，

０＝犐ｓｈ×犣ｓｈ×犐ｓｈ×犣ｓｈ＋犐ｇｈ×犣ｇｈ，

０＝犐ｓｈ＋犐ｐｈ，

犐ｇｈ＝犐ｒｈ－犐ｃｈ

烍

烌

烎．

（１）

　　采用方凤才
［７］提出的复合控制策略，将ＡＰＦ控制为受

控电流源，即有

犐ｃｈ＝犽×犐ｓｈ＋犐ｌｈ． （２）

　　由式（１）～（２）可得谐波抑制函数为

犌（犛）＝
犐ｓｈ
犐ｌｈ
＝

犣ｇｈ
犣ｇｈ＋犣ｒｈ＋犣ｓｈ＋（犣ｇｈ＋犣ｒｈ）×犣ｓｈ／犣ｐｈ＋犽×犣ｒｈ

． （３）

图５　不同犽值下的谐波抑制特性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犽

３．２　放大倍数犽对谐波抑制特性的影响

不同犽值下的谐波抑制特性曲线，如图５所示．由

图５可知：当犽＝０时，即为只有无源滤波器投入时的情

况，可以看到对５，１１，１３，２５次谐波有明显衰减，验证了

表１中双调谐滤波器的结构及参数的正确性；在投入

ＡＰＦ部分后，当犽＝１０时，几乎整条曲线都处于０ｄＢ以

下，体现出较好的谐波抑制性能；随着犽的增加，谐波抑

制效果增加，但当犽＝２０，４０时，对基波电流也有大幅衰

减，即有大量基波电流流入 ＡＰＦ部分，不利于 ＡＰＦ部

分的容量减小．因此，认为取犽＝１０较合适．

３．３　电网参数变化对谐波抑制性能的影响

不同电网电感犔的谐波抑制特性曲线，如图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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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图６可知：在犔由０．０５ｍＨ变化到１ｍＨ的过程中，三条特性曲线几乎重合，仅在谐振点处略有

偏差，说明所提出的新结构对电网参数的改变不敏感，有源部分的加入很好地抑制了无源部分与电网间

的谐振［８?１０］．

３．４　基波与无源滤波器失谐对谐波抑制性能的影响

因参数改变导致滤波器失谐将对滤波器性能产生影响，为此考虑基波支路与ＰＰＦ部分同时分别失

谐±５０％，±２０％时，对谐波抑制特性曲线的影响，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在高频与低频段都出现了

谐振点的偏移，这可能对ＡＰＦ部分所承担的补偿容量产生影响．对该影响的定量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总体上看，所提新结构仍然有较好的谐波抑制性能．

　　图６　不同电网电感犔的谐波抑制特性曲线　　　　图７　基波失谐与ＰＰＦ失谐对谐波抑制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ｗａｖｅ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ｉ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犔　　　　　　ＰＰＦ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　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将犌（犛）看作犐ｓｈ与犐ｌｈ之间的传递函数，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和表１中的数据，可以得到该闭环控制

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的零极点图和闭环系统的奈奎斯特图的局部放大图，分别如图８～９所示．

图８　闭环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零极点图 图９　系统的奈奎斯特图的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８　Ｚｅｒｏｐｏｌ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ｏｐｅｎ?ｌｏｏｐ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ｉｇ．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Ｎｙｑｕｉｓｔｇｒａｐｈ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ｓｙｓｔｅｍ 　　　　

由图８可知：开环传递函数无极点在狊平面的右半侧，说明开环系统稳定．由图９可知：奈氏曲线没

有包含（－１，０）点，由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据
［１１］判定该系统稳定．

５　仿真与实验分析

对同样的不可控整流谐波源，采用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１２?１３］的谐波电流检测方法和基于滞环比

较ＰＷＭ生成方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分别搭建所提新结构和传统结构的仿真模型，并进行

仿真分析，结果如图１０～１２所示．

对比图１１，１２可知：两种结构都有较好的滤波效果，但所提的新结构效果较好，经过滤波后波形畸

变率由１５．２％降为了２．８１％．

５１２第２期　　　　　　　　　　"

玲英，等：应用于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ａ）电流波形图 （ｂ）电流频谱图

图１０　滤波前的一相电流波型及频谱图

Ｆｉｇ．１０　Ｏｎ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ｆｏ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电流波形图 （ｂ）电流频谱图

图１１　传统结构滤波后的一相电流波型及频谱图

Ｆｉｇ．１１　Ｏｎ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ｌｔｅｒ

　（ａ）电流波形图 （ｂ）电流频谱图

图１２　新结构滤波后波形及频谱图

Ｆｉｇ．１２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ｌｔｅｒ

在实验室分别搭建了传统结构与新结构的实验平台，非线性负载由可控整流电路模拟，选取三菱公

司的ＰＭ３００ＤＳＡ１２０型逆变器，额定电压为１２００Ｖ，额定电流为３００Ａ，直流侧由整流器供电．为验证

所提结构的优越性，将其与文献［３］所提的双谐振注入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

知：投入双调谐结构后的结果与文献［１４?１５］的结果较为相近，但所提结构的谐波抑制性能更优，特别是

对５，１３次谐波的衰减上效果较好，验证了注入支路的设计．

表２　新结构与双谐振注入结构滤波实验对比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ｌｔｅｒ Ａ　

谐波电流次数 投入前的结构 投入双调谐结构 投入所提的结构

５ ２８．３０ １．４２ ０．６５

７ １４．３０ ０．６２ ０．１２

１１ ８．５０ ０．５１ ０．２１

１３ ６．３０ ０．４８ ０．１１

１７ ３．５４ ０．３８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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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提出一种注入式 ＨＡＰＦ的新结构，与传统的电容式注入结构相比，新结构有利于 ＡＰＦ容量的减

小，从而适应更高电压等级的应用．同时，由于双调谐注入支路和ＰＰＦ的存在，使该结构具有一定的无

功补偿能力，又有控制无功过补偿的性能．

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新结构具有良好的谐波抑制能力和鲁棒性，几乎不受电网阻抗参数变化的影

响．在基波谐振支路和无源滤波器分别失谐±５０％，±２０％的极端情况下，也能保持较好的滤波性能．

利用Ｎｙｑｕｉｓｔ稳定性判据，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证明了该系统能够稳定运行，通过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

真与实验验证了其良好的滤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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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

动态等值方法

方瑞明，吴敏玲，王彦东，尚荣艳，彭长青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具有动态灰色关联性的特点，提出一种基于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动态

等值方法．首先，根据实测运行数据对风电机组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确定数据样本的跨度选取时长．然后，

采用动态灰关联分析，构造一个可以体现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动态灰色关联性的关联度矩阵犌；进而以犌中

的样本组作为聚类指标进行犓 均值聚类，得出更合理的机群划分结果．最后，采用容量加权法计算机群等值

参数，完成风电场的动态等值．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动态等值模型与详细模型较接近，能够较准确地

反映风电场的动态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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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风力发电的间歇性与随机波动性特征，大规模风电并网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影响愈发显

著［１?２］．为了提高风电并网电力系统的分析精度，优化风电并网的控制策略，文献［３?１２］借鉴传统电力系

统动态等值中的同调等值法并结合某些聚类算法，将实测运行数据应用于风电场的动态多机等值建模

方法中．然而，上述文献在应用实测运行数据进行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过程中，大多仅考虑了不同风速

或风电功率数据对模型的影响．风电机组的发电过程是一个将风能转化为旋转机械能，再由旋转机械能

转化为电能并向电网输出的复杂过程［１３］．其输出特性不仅受到风速等外部因素影响，还与机组内各部

件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综合分析考虑风电机组实

测运行数据对风电场等值模型精度的影响．然而，风电机组的实测运行数据具有繁杂冗余的特点，如果

不能对风电机组的外部特性与运行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全面挖掘，则所建模型计算复杂度过高，缺乏

实用价值．灰色关联分析理论是一种能够通过较少数据量来处理不确定关联性因素的有效方法
［１４］，它

能够将不确定性量化，使系统“白化”，从而表现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的动态灰色关联性．本文结合灰色

关联分析理论，提出一种基于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方法．

１　基于实测运行数据的风电机组间关联性分析

自相关特性分析实质上是，将一个时间序列经由时间Δ狋平移得到另一个序列，通过计算两个序列

间的自相关系数来描述当前数据值与时刻前数据变化的一致性．自相关系数ρΔ狋的计算式为

ρΔ狋 ＝
ｃｏｖ（狔犻，狔犻＋Δ狋）

ｖａｒ（狔）·ｖａｒ（狔犻＋Δ狋槡 ）
． （１）

式（１）中：ｃｏｖ（·）为协方差；ｖａｒ（·）为方差．ρΔ狋绝对值越大，则序列随时间变化的相关性越强．

首先，对风电场实测运行数据进行自相关特性分析，数据可从机组的数据采集与监控（ＳＣＡＤＡ）系

统获得．以某风电场为例，该风电场组的ＳＣＡＤＡ系统涉及的连续量监测项目共２０项，计算各机组监测

项目数据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并进行分析及对比．由于篇幅关系，文中仅选取风速、有功功率、发电机转

速和齿轮箱输入轴温度为代表（其余１６项监测项目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结果如图１所示．

　（ａ）风速 （ｂ）有功功率

　　（ｃ）发电机转速 （ｄ）齿轮箱输入轴温度

图１　各风电机组７ｄ数据序列的自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ｉ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ｖｅｎｄ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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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风力发电机组１ｄ数据序列

的风速自相关系数

Ｆｉｇ．２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ｍａｉｎ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ｄａｙ

由图１可知：各风力发电机组相同项目数据序列对应

的自相关系数，随时间跨度变化呈快速地无规律衰减振荡

趋势；同一机组不同项目数据序列对应的自相关系数曲线

较为相似，不同机组相同项目数据序列对应的自相关系数

分布较为接近．这表明机组运行是个动态变化很快的过程，

影响机组运行状况的因素间有着紧密的耦合相关，各机组

运行状况间存在着不确定关联性，即灰色关联性．

由于风电机组运行是个快速动态变化过程，因此，应用

风电场实测运行数据进行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时，只需取

自相关性较强数据，一般认为自相关系数降到０．３以下的

数据与当前时刻的数据相关性较弱［１５］．１ｄ内２２台风力发

电机组风速数据序列的自相关系数曲线，如图２所示．其他

相关项目的曲线与此类似，限于篇幅不再给出．由图２可

知：对风电场实测运行数据进行分析时，以７ｈ（４２０ｍｉｎ）为跨度截取样本较为适宜．

２　基于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动态等值模型

２．１　基于动态灰聚类算法的机群划分

结合动态灰关联分析，构造出一个能体现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动态灰色关联性的关联度矩阵．然

后，将其作为机群划分的聚类指标进行犓 均值聚类．从而改善传统聚类指标数据繁杂或包含信息不全

的缺点，得出更合理的机群聚类结果，具体有以下１０个主要步骤．

１）风电场实测运行数据的收集及预处理．

２）设某风电场为一个评价大系统，即｛犡犻，犼∈（犛犻，犡犼，犜狋）｝犿·狀·犖，犻＝１，２，…，犿；犼＝１，２，…，狀；狋＝１，

２，…，犖．其中：犛犻为某时刻狋第犻台风电机组的运行状况；犡犼 为式（１）中选取的第犼项监测项目；犜狋 为

数据预处理后选定的第狋个时刻；犿为机组台数；狀为监测项目个数；犖 为时刻个数．

３）定义犃１，犃２，…，犃狀 为不同时刻各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状况监测项目的信息矩阵，即

犃１ ＝

狓
（１）
１，１ 狓

（１）
１，２ … 狓

（１）
１，狀

狓
（１）
２，１ 狓

（１）
２，２ … 狓

（１）
２，狀

  

狓
（１）
犿，１ 狓

（１）
犿，２ … 狓

（１）
犿，

烄

烆

烌

烎狀

，　犃２ ＝

狓
（２）
１，１ 狓

（２）
１，２ … 狓

（２）
１，狀

狓
（２）
２，１ 狓

（２）
２，２ … 狓

（２）
２，狀

  

狓
（２）
犿，１ 狓

（２）
犿，２ … 狓

（２）
犿，

烄

烆

烌

烎狀

，　犃犖 ＝

狓
（犖）
１，１ 狓

（犖）
１，２ … 狓

（犖）
１，狀

狓
（犖）
２，１ 狓

（犖）
２，２ … 狓

（犖）
２，狀

  

狓
（犖）
犿，１ 狓

（犖）
犿，２ … 狓

（犖）
犿，

烄

烆

烌

烎狀

．

其中：狓犻，犼（狋）为第狋个时刻第犻台风机的第犼项监测项目经数据预处理后的运行数据．

４）计算各时刻的各监测项目实测运行数据时间维度上的最大均值，有

犕０ ＝［犿１，犿２，…，犿狀］＝

［ｍａｘ
狋

（ｍｅａｎ
犻

（狓犻，１（狋））），ｍａｘ
狋

（ｍｅａｎ
犻

（狓犻，２（狋））），…，ｍａｘ
狋

（ｍｅａｎ
犻

（狓犻，狀（狋）））］． （２）

　　５）对数据预处理后得到的小数据样本进行归一化（无纲量化）处理，即有

｛狓′犻，犼（狋）｝犿·狀·犖 ＝ ［狓′犻，１（狋），狓′犻，２（狋），…，狓′犻，狀（狋）］＝
狓犻，１（狋）

犿１
，狓犻，２

（狋）

犿２
，…，狓犻，狀

（狋）

犿［ ］
狀

． （３）

　　６）令表示某时刻单台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状况的比较序列为

犛犻（狋）＝ ｛狓′犻，犼（狋）｝犿·狀·犖 ＝ ［狓′犻，１（狋），狓′犻，２（狋），…，狓′犻，狀（狋）］．

　　７）令表示所有风电机组综合运行状况的动态参考序列为

犛０（犜）＝［狓１（犜），狓２（犜），…，狓狀（犜）］＝

［ｍａｘ
狋

（ｍａｘ
犻

（狓′犻，１（狋））），ｍａｘ
狋

（ｍａｘ
犻

（狓′犻，２（狋））），…，ｍａｘ
狋

（ｍａｘ
犻

（狓′犻，狀（狋）））］．

　　８）计算各时刻、各机组运行状况的比较序列犛犻（狋）与参考系统犛０（犜）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即有

γ０，犻 ＝
１

狀∑
狀

犼＝１

γ０，犻（犼）． （４）

０２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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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γ０，犻（犼）为灰色关联系数，γ０，犻（犼）＝
犿＋ρ犕

Δ犻（犼）＋ρ犕
．其中，Δ０，犻（犼）＝｜狓犼（犜）－狓′犻，犼（狋）｜；两级最大差

犕＝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犼
Δ犻（犼）；两级最小差犿＝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犼
Δ犻（犼），分辨系数取ρ＝０．５．

９）所求的灰色关联度矩阵犌，其计算式为

犌＝ （犵１，犵２，…，犵犻，…，犵犿）＝ （γ狋，犻）犖×犿 ＝

γ１，１ γ１，２ … γ１，犿

γ２，１ γ２，２ … γ２，犿

  

γ犖，１ γ犖，２ … γ犖，

烄

烆

烌

烎犿

． （５）

式（５）中：γ狋，犻为在时刻狋第犻台机组运行状况与所有机组综合运行状况间的灰关联度；犵犻为数据样本所

选时间跨度内第犻台机组运行状况的灰关联度变化序列．

１０）选取犌中样本组作为聚类指标，计算样本组间的欧氏距离犱犻，犼进行犓 均值聚类，结果为

犱犻，犼 ＝ ∑
犖

狋＝１

（γ狋，犻－γ狋，犼）［ ］２
１／２

． （６）

　　通过计算样本组犻的轮廓值犛（犻）判断聚类结果的合理性，即有

犛（犻）＝
ｍｉｎ（犫）－犪

ｍａｘ［犪，ｍｉｎ（犫）］
，　　犻＝１，２，…，狀． （７）

式（７）中：犪为样本犻与同簇其他样本之间的平均距离；犫为一个向量，其元素是样本犻与不同簇的簇内

样本之间的平均距离．犛（犻）取值范围为［－１，１］，犛（犻）值越大于０，说明样本犻的分类越合理；否则，犛（犻）

小于０，则说明样本犻的分类不合理，还有比目前分类更合理的方案
［６］．

２．２　等值模型参数计算

假定同一类机群内有犕 台风力发电机组，则同群机组等值参数
［１６］为

犛ｅｑ＝∑
犕

犻＝１

犛犻，　　犘ｅｑ＝∑
犕

犻＝１

犘犻，　　犙ｅｑ＝∑
犕

犻＝１

犙犻，

狓ｍｅｑ＝
狓ｍ
犿
，　　狓ｓｅｑ＝

狓ｓ
犿
，　　狓ｒｅｑ＝

狓ｒ
犿
，　　狉ｓｅｑ＝

狉ｓ
犿
，　　狉ｒｅｑ＝

狉ｒ
犿
，

犎ｅｑ＝∑
犕

犻＝１

犎犻，　　犓ｅｑ＝∑
犕

犻＝１

犓犻，　　犇ｅｑ＝∑
犕

犻＝１

犇犻

烍

烌

烎．

（８）

式（８）中：下标ｅｑ代表等值参数；犕 为等值机组数；犎，犓，犇 分别表示惯性时间常数、轴系刚度系数、轴

系阻尼系数．

由于风电场的集电系统对风电场实际出力有较大影响［１７］，因此，还需对风电场集电系统进行等值．

集电系统等值采用等值损耗功率法［１８］，主要等值参数线路阻抗犣ｅｑ的计算式为

犣ｅｑ＝ ［∑
犕

犻＝１

（∑
犻

犽＝１

（犣犽∑
狀

犼＝犽

犘犼）犘犻）］／［（∑
犕

犻＝１

犘犻）
２］． （９）

式（９）中：犣犽 为第犽条电缆阻抗；犘犼为第犼台风力发电机组的输出功率．

３　实例仿真分析

３．１　某实际风电场的动态等值

基于某实际风电场进行分析，该风电场内共有２２台风力发电机组，单机额定容量为１．５ＭＷ．该风

电场公共连接点（ＰＣＣ）为３５ｋＶ母线，经由Ｔ１升压至１１０ｋＶ．为便于比较，将此风电场接入ＩＥＥＥ３９

节点系统的３５节点处，风电场详细模型单线示意图，如图３所示．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所研发的电力

系统全数字仿真平台上，搭建该系统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具体有如下３个主要的动态等值步骤．

１）风电场实测运行数据的收集及预处理．选取该风电场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８：０２～１５：０２间７ｈ的

２０项ＳＣＡＤＡ系统连续量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剔除故障数据后，以每３０ｍｉｎ为间隔随机选取一个样本，

最终从这７ｈ各台风力发电机组２０项监测项目数据内确定１３个时刻的小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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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某实际风电场详细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ｎａｃｔｕａｌｗｉｎｄｆａｒｍ

２）机群划分．基于选取的小数据样本，计算机组运行状况间灰色关联度矩阵犌，如图４所示．由图４

图４　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灰色关联度矩阵三维图

Ｆｉｇ．４　３Ｄｇｒａｐｈｏｆｇｒａ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ｄｅｍａｔｒｉｘ

ａｂｏｕ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可知：从空间横向比较，风电机组运行

状况间的灰色关联度γ（犻，狋）是不同的，

表现了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的灰色关

联性；从时序纵向比较，各台风力发电

机组运行状况的灰色关联度是动态变

化的，表现了各台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状

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随机动态波动

性．因此，所求灰色关联度矩阵作为聚

类指标，能够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量化

地反映出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的动态

灰色关联性，且其数据量少，满足建模

的需求．

基于同段时间风速数据和矩阵犌

的机群聚类结果，如表１所示．对应样本

轮廓值犛（犻），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对聚类后样本犛（犻）进行计算，均大于０，表明聚类结果是达标的．

表１　不同聚类结果的机群聚类划分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ｇｒｏｕｐｓ

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机群号
风机编号

基于风速数据 基于矩阵犌

１ １，２ １，２，６，８，１０，１１

２ ３，７，１１，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３，９，２０

３ ４，６ ４，５，７

４ ５，８，９ 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５ １０，１２，１３，１４，１６，２１，２２ １２，１３，１９，２１，２２

由表１可知：依据风速数据得出的机

群聚类结果比较分散，聚类结果仅片面地

表现出风电机组间风速的差异性；依据灰

色关联度矩阵得出的机群聚类结果大致符

合按地理位置划分的规律，但机组 ＷＴ６，

ＷＴ８，ＷＴ１９与 ＷＴ２０却没有划分到与之

地理位置较近的机群里．这是由于受到天

气、上游风电机组尾流效应、电网运行状况

等灰色因素的影响．说明通过灰色关联矩

阵作为聚类指标进行犓 均值聚类，能够将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隐藏的动态灰色关联信息全面地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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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基于风速数据 （ｂ）基于矩阵犌

图５　不同聚类结果的样本轮廓值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ｌｉｎ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来，得到更合理的机群聚类结果．

　　３）根据式（８），（９）计算同群机组等值参数，得到等值后的风电场模型．

３．２　仿真分析

分别对电网侧三相接地短路故障和阵风扰动两种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其中：在电网侧三相接地短路

故障情况下，设系统在狋＝１．００ｓ时，母线２４发生三相接地短路故障，在狋＝１．１２ｓ时故障消除；而在阵

风扰动情况下，设迎向风电场的阵风４ｓ启动，８ｓ结束，阵风最大值为３ｍ·ｓ－１．分别采用传统单机等

值模型、基于风速实测运行数据等值模型、基于动态灰聚类算法的等值模型和基于风电机组物理模型所

搭建的详细模型（简称详细模型）进行分析，得到风电场ＰＣＣ母线的无功功率（犙）、有功功率（犘）的动态

响应曲线，如图６，７所示．

　　（ａ）有功功率 （ｂ）无功功率

图６　短路故障时风电场的动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ａｕｌｔ

　　（ａ）有功功率 （ｂ）无功功率

图７　风速扰动时风电场的动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ｗｉｔｈｇｕｓｔ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由图６，７可知：文中所提出的基于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方法，其结果与详细模型

最为接近．这说明对实测运行数据进行自相关分析并引入动态灰聚类算法进行信息挖掘，可使机群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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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能反映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的动态灰色关联性．它不仅改善传统做法聚类时其指标信息不全的

缺点，还可以有效地减少实测运行数据的繁杂冗余度，在提高模型精确度的同时，降低所建模型的计算

复杂度．

４　结束语

提出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方法，使风电机组运行状况间的动态灰色关联性全面

包含在聚类指标中，提高了风电场多机动态聚类等值效果，同时还克服了详细模型建模过程复杂、仿真

时间长和单机模型精度低的不足．通过实例仿真分析可以看出：所建立的动态灰聚类算法的风电场动态

等值模型的动态响应特性与详细模型较接近，能够较准确地反映风电场并网点的动态特性，适用于对风

电并网暴露出的故障问题进行暂态稳定分析，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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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不变矩图像匹配与直方图的

仪表识别算法

周戈１，曾智２

（１．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系，重庆４００７１２；

２．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　为了解决当前仪表识别算法在机床仪表状态信号多变、实时性强的环境下状态识别错误的不足，设计

一种基于不变矩图像匹配与直方图的在线仪表识别算法．首先，基于不变矩特征，通过图像的重心坐标获取其

中心不变矩，设计图像匹配算子，并根据仪表灯的匹配度量值定位当前状态信号位置．然后，根据定位到的信

号中心点坐标，提取出状态信号外接最小矩形．最后，依据信号灯颜色的直方图特性，计算出反投影直方图，实

现对状态信号颜色的判断．实验结果表明：与当前机床仪表识别技术相比，面对机床仪表状态信号多变的环境

时，文中算法具有更高的识别精度．

关键词：　机床仪表；识别算法；不变矩；直方图；图像匹配；反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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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制造已逐步趋向无人化、智能化、物联网化
［１］．机床作为产品与零部件加工的必

备介质，在机械工程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机床都带有仪表，实时显示机床状态．因此，对于机

床仪表情况的实时掌握，直接决定机床的生产质量［２］．以往，国内很多厂家安排人力进行机床仪表的掌

控，但是人力成本高，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影响．为了改善这一不足，诸多厂商引入机器视觉实现仪表

状态识别，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仪表状态识别的精度和效率．然而，当仪表实时变化速度较快时，其识别

精度较低［３?４］．对此，研究人员开始将图像处理技术引入机床仪表识别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５?６］．为了提高

图１　机床识别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机床仪表状态识别算法的适应性，本文提出基于

不变矩图像匹配与直方图的机床仪表识别算法．

１　机床仪表识别算法

机床仪表识别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该算法

的目的是在仪表状态信号灯位置多变且变换频率

较快的条件下，对机床信号进行精确识别．首先，

对仪表状态显示屏幕进行实时图像采集；然后，基

于不变矩特征设计图像匹配算子，并提取不变矩

特征，克服状态信号灯位置实时多变的干扰，完成对状态信号灯的定位；最后，计算信号颜色的投影直方

图２　基于不变矩的图像匹配过程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ｓ

图，完成信号灯颜色的稳定识别．

１．１　基于不变矩的图像匹配

由于机床作业环境通常是在生产车间，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光源

多变，从而影响图像灰度的稳定性，且状态信号灯实时多变，导致基于

灰度信息的定位算法效果不佳，尤其是在车间非线性的光照变化条件

下，识别难度较大．

文中采用基于不变矩特征的图像目标匹配算子实现匹配，过程如

图２所示．由于特征点的匹配度量值对位置的变化比较敏感，因此，该

技术可有效提高匹配精度［７?８］．由于高阶矩对噪声和变形非常敏感，故

选用低阶矩实现图像目标匹配［９］，即

犿狆，狇 ＝狓
狆
狔
狇
犳（狓，狔）ｄ狓ｄ狔，　　狆，狇＝０，１，２，…．

式中：狆，狇可取所有正整数；狆＋狇为矩的阶；犳为图像函数．

狀×犿的数字图像犳（狓，狔）的矩为犿狆，狇 ＝∑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犻狆犼
狇
犳（犻，犼），以此

矩为模板函数，计算０阶矩犿０，０，其为图像灰度总和．用犿０，０规格化犿１，０和犿０，１，则得到目标重心坐标

（狓，狔）为

狓＝∑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犻犳（犻，犼）／∑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犳（犻，犼），　　狔＝∑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犼犳（犻，犼）／∑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犳（犻，犼）．

　　以重心为原点，计算疑似信号灯的待匹配区域图像中心不变矩，可得

（ａ）原图 （ｂ）轮廓图 （ｃ）定位匹配图

图３　文中算法的定位匹配效果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狌狆，狇＝∑
狀

犻
∑
犿

犼

（犻－狓）狆（犼－狔）狇犳（犻，犼）．

　　由于中心距具有平移旋转不变性，且

对灰度变化不敏感，故通过对比中心矩与

模板图像中心矩，将距离最近的疑似信号

灯的待匹配区域图像视为目标区域．利用

文中定义的不变矩特征匹配处理，如图３

所示．图３（ａ）中：绿色信号灯即为待定位匹

配目标．经匹配算子处理后，得到信号灯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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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如图３（ｂ）所示．准确分离出目标轮廓，提取中心距特征后，完成图像目标匹配定位，如图３（ｃ）所示．

图４　信号灯判断过程

Ｆｉｇ．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ｌａｍｐ

１．２　基于投影直方图的颜色识别

信号灯位置定位后，为了识别信号灯状态，需先识别信号灯颜色．机

床信号灯有灰色、绿色和红色３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工作状态、正常工作

和异常工作．在机床实际作业中，信号灯不但位置变换快，而且状态颜色

切换也实时多变．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基于像素整体信息分析的颜色识

别算法，无法有效排除实时多变的不稳定干扰，会导致颜色识别的失误．

由于图像直方图是图像各灰度值统计特性与图像灰度值之间的函

数，它统计了一幅图像中各个灰度级出现的次数或概率［１０］．这种以一定

区域全局整体灰度概率体现的特征比局部像素极值更具有稳定性．因

此，通过计算信号灯颜色的直方图，可实现对状态信号颜色的判断，其过

程如图４所示．依据文献［１０］可知，图像直方图计算公式为

犘（狉犽）＝狀犽／犖．

式中：犖 为图像像素总数；狀犽 为第犽级灰度的像素数；狉犽 为第犽个灰度

级；犘为该灰度级出现的概率．

由上式可知：直方图提供了图像整体灰度值的分布情况和整体描述［１１］．待处理图 Ａ，Ｂ，如图５所

示．灰色信号灯与绿色信号灯和红色信号灯的直方图计算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灰灯分布在整

个灰度范围，集中在两端；绿灯分布在灰度５０以上，集中在中间；红灯分布在整个灰度范围，集中在中

间．由此可知：灰、绿、红的直方图有各自的特点，文中算法根据此特性，对仪表完成识别．

　（ａ）待处理图Ａ　　（ｂ）待处理图Ｂ　　　　　 （ａ）灰灯　　　　　　 （ｂ）绿灯　　　　　　　（ｂ）红灯　　

　图５　待处理图　　　　　　　　　　　　　　　　　　图６　直方图计算结果　　　

Ｆｉｇ．５　Ｉｍａｇｅｔｏｂ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Ｆｉｇ．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２　实验与讨论

为了体现文中算法的优势，将文献［５］设为对照组，机床仪表信号变化频率为０．５次·ｓ－１，即每２ｓ

（ａ）对应待处理图Ａ　（ｂ）对应待处理图Ｂ

图７　文中算法的定位识别结果

Ｆｉｇ．７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仪表刷新一次信号状态．采用 ＶＳ２０１５开发平台验证所提技

术与文献［５］算法的识别精度．通过文中算法对图５的待识别

图像Ａ，Ｂ进行识别处理，结果如图７所示．部分实验参数：信

号灯不变矩归一化值为０．８；标准匹配度为０．８９；信号红色标

准为２００；信号绿色标准为１５０．

由于所提技术引入不变矩特征，定义相应的匹配算子，使

其具有较好的平移旋转不变性，且信号灯的灰度变化不敏感，

精确定位出信号灯位置，如图７（ａ）所示．由信号灯颜色的直方

图特性，计算其反投影直方图，对其完成精确识别，如图７（ｂ）

所示．由图７可知：文中算法准确定位出当前信号灯位置，并

以不同颜色标注出来（红框定位绿色信号灯，绿框定位注红色信号灯），有效克服了实时多变的不稳定干

扰，完成仪表状态信号灯的监控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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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对应待处理图Ａ　（ｂ）对应待处理图Ｂ

图８　文献［５］技术的定位识别结果

Ｆｉｇ．８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５］

利用文献［５］算法对图５的待识别图像Ａ，Ｂ进行识别处

理，结果如图８所示．因为文献［５］算法是通过加入移动检测，

确定是否需要在下次识别中进行重定位，实现信号灯识别的

目的，但是该技术依靠预先设定的感兴趣区域，缺乏动态自适

应性．当机床信号灯多变时，因人工设定的感兴趣区域难以实

时动态依据信号灯的状态变化定位，导致仪表识别失误．

为了量化文中算法的稳定性，对不同指示灯变化次数情

况下的识别率进行测试．当机床仪表信号的变化频率为０．５

次·ｓ－１，测试结果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随着仪表信号变

化次数（狀）的增加，文中算法的稳定性较好，其识别正确率（η）

稳定保持９７％左右；对照组技术的识别率随仪表信号变化次数增加，其精度逐渐下降，最终稳定在７５％

图９　不同变换次数条件下的信号灯识别结果

Ｆｉｇ．９　Ｓｉｇｎａｌｌａｍｐ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左右．因此，文中算法的识别精度与稳定性优于对照组．

３　结束语

为了解决仪表状态信号灯实时多变，且光照不稳定

环境下状态信号识别不准的问题，设计基于不变矩特征

图像匹配定位与直方图颜色识别的仪表信号识别算法，

实现对机床仪表状态信号灯的定位、颜色识别．与当前

机床仪表状态信号识别技术相比，在面对现场环境的识

别失误时，文中方法具有更好的精度和稳定性，为机床

仪表状态无人值守监控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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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素交叉移位变换耦合动态和谐

搜索优化机制的图像加密算法

丁汀１，王晓侃２，３

（１．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新郑４５１１９１；

２．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新郑４５１１９１；

３．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　提出一种像素交叉移位变换耦合动态和谐搜索优化机制的图像加密算法．首先，引入锯齿填充曲线，

对明文进行扫描，形成一维像素序列；基于明文像素位置，定义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模型，耦合均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

射输出的密钥，对明文完成高效置乱．然后，定义新的和谐更新模型，以密文信息熵值与相关性为目标函数，改

进动态和谐搜索机制，构建像素扩散函数，彻底改变置乱图像的像素值．最后，引入 ＨＡＳＨ检测函数，赋予算

法认证功能．结果表明：与当前混沌加密技术相比，所提算法具有更高的加密安全性和通用性．

关键词：　图像加密；像素交叉移位变换；锯齿填充曲线；动态和谐搜索；像素搜索变换；ＨＡＳＨ检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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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ＺＳ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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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包含了诸多信息与秘密，是当前用户常用的介质，给各行业带来了巨大便利
［１?２］．然而，由于数

字图像在免费的网络环境中传输，容易遭受到未知授权的攻击，使图像信息被窃取，带给用户巨大的隐

患［３］．因此，对图像进行加密保护，防止信息被窃取显得非常重要
［４］．但经典数据加密算法并没有综合考

虑图像的大数据容量与较高的冗余度等特性，难以用于数字图像加密［５］．为此，诸多学者设计了相应的

数字图像的加密技术．当前主流的加密算法是基于混沌系统的加密机制
［６?８］，这种加密技术虽然取得了

较好的保密效果，但该技术过度依赖混沌参数，缺乏大尺度传播效应，无法加密非方形明文，且随着混沌

系统的周期性迭代，其混沌行为会逐步衰落，从而降低了算法的安全性．本文提出一种像素交叉移位变

换耦合动态和谐搜索联合优化机制的图像加密算法，并进行仿真实验．

图１　文中算法的加密过程

Ｆｉｇ．１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　图像加密算法设计

为了避免混沌加密技术的不足，设计了像素

交叉移位变换耦合动态和谐搜索优化机制的图像

加密算法来提高安全性，其加密过程如图１所示．

１．１　基于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模型的明文置乱

令初始图像的大小为犕×犖，通过引入锯齿

填充曲线［９］，对明文进行扫描，形成一维像素序列

犘＝｛犘（０），犘（１），…，犘（犕×犖－１）｝．由于传统

的ｒａｓｔｅｒ，Ｚｉｇｚａｇ及 Ｈｉｌｂｅｒｔ填充曲线
［１０］的置乱

度不高，且只能用于方形图像的扫描，故文中基于

锯齿曲线模型，定义了锯齿扫描机制．锯齿曲线示

意图，如图２所示．其计算模型为

狔＝犪（１－
狓
犜
），　　０＜狓＜犜． （１）

图２　锯齿曲线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

ｓａｗｔｏｏｔｈｃｕｒｖｅ

式（１）中：犪为曲线的高度；犜为曲线周期．

由图２可知：该锯齿扫描模型是由连续的若干个直角三角形组成，利

用锯齿扫描模型，通过对三角形中的３个点完成一次整体遍历，将明文像

素形成一维数组，实现初始置乱．

由犘＝｛犘（０），犘（１），…，犘（犕×犖－１）｝，计算像素交叉位置，可得

犔′＝犔＋［犛ｐ（犔）＋犘（犔－１）］ｍｏｄ（犕×犖－犔）． （２）

式（２）中：犘（犔－１）为前一个混淆像素的灰度值；犔为当前像素位置；犔′为像

素交叉后的新位置；犛ｐ（犔）为均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输出密钥，其模型为

犡犽＋１ ＝
４λ

２犡犽（１－犡犽）

１＋（４λ
２
－１）犡犽（１－犡犽）

． （３）

式（３）中：犡犻＋１，犡犻分别为式（３）的第（犻＋１），犻个迭代值；λ为控制参数，当－４≤λ≤４时，映射是混沌的．

因此，根据式（２）计算得到的像素位置犔′，设计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机制，即

犜（犔）＝犘（犔′）＝犘（犔＋（犛狆（犔）＋犜（犔－１））ｍｏｄ（犕×犖－犔））， （４）

犘（犚′）＝犘（犚）． （５）

　　为了直观描述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模型，在初始图中任意选择７个像素，如图３，４所示．如果图像中

的像素犃之前的像素均被扰乱，则剩下的像素犅，犆，犇 均是交叉移位变换目标，如图３所示．借助像素

犅，犆，犇，实现与像素犈，犉，犌位置的变换．如果两个初始图像的像素犌有微弱的差异，令其灰度值分别

为犘（犌），犘（犌′）．由式（４）可知：位置的差异会影响到像素犆的变换．依据图４，像素犘（犆）被移位变换为

犘（犓），图像中剩余像素以此类推．利用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机制处理明文，能够高度置乱其像素位置．

为了衡量所提像素交叉变换模型的置乱率，将文献［１１］视为对照组，通过计算两种算法的置乱率进

行评估．置乱率模型
［１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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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机制

Ｆｉｇ．３　Ｐｉｘ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ｈｉｆ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图４　像素犌的交叉移位变换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ｓｈｉｆｔｏｆｐｉｘｅｌ犌

犙＝
ＬＳＤ２－Ｌｓｄ

２

Ｌｓｄ２×狌
． （６）

式（６）中：Ｌｓｄ，ＬＳＤ为混淆前后图像的小波系数方差值；狌为归一化因子．

１．２　基于动态和谐搜索机制的像素扩散

为了改变像素值，构建置乱?扩散的加密体系，提高算法的安全性，引入和谐搜索（ＨＳ）算法
［１３］，定义

像素扩散模型，改变图像像素灰度值．ＨＳ算法主要是模拟音乐演奏，即一个音乐家搜寻一个更优美和

谐状态过程的方法［１４］．

１．２．１　目标函数的确定　和谐搜索实质是一个优化更新过程，通过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故其

目标函数为

Ｍｉｎ犉（犡″），　　犡″＝ ［犡（１），犡（２），…，犡（狀）］，　　犡（犼）∈ ［ＬＢ（犼），ＵＢ（犼）］． （７）

式（７）中：犉（犡″）为全局函数；犡″为设计参数；ＬＢ（犼），ＵＢ（犼）分别为第犼个参数的下边界、上边界．

然而，文中加密技术目的是最大化密文的信息熵犎ｍ
［８］与最小化相邻像素的相关性犆狓，狔

［９］，故定义

新的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犉，　　犉＝犎ｍ－犆狓，狔， （８）

犆狓，狔 ＝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犈（狓犻））（狔犻－犈（狓狔犻））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犈（狓犻））
２）（１
狀∑

狀

犻＝１

（狔犻－犈（狓狔犻））
２

槡
）

， （９）

犎（犿）＝∑
犔－１

犻＝０

狆（犿犻）ｌｏｇ２（狆（犿犻））． （１０）

式（８）～（１０）中：犔为图像灰度级别；狆（犿犻）为像素犿犻出现的几率；狓，狔分别为图像中任意相邻的两个像

素点的灰度值；狀为相邻点的数量；犈（）为均值．

１．２．２　和谐记忆库的初始化　在进行目标搜索更新之前，需要对其参数完成初始化．令犡″犻＝（犡犻（１），

犡犻（２），…，犡犻（狀）），它是和谐记忆库中的第犻行谐音，则和记忆库中的每一个谐音都可被初始化为

犡犻（１）＝ＬＢ（犼）＋［ＵＢ（犼）－ＬＢ（犼）］×狉，　　犻＝１，２，…，ＨＭＳ；　犼＝１，２，…，狀． （１１）

式（１１）中：狉为［０，１］内的随机数．

依据模型（１１）完成初始化后，形成了和谐记忆矩阵犎犕，即

１３２第２期　　　　　　　丁汀，等：像素交叉移位变换耦合动态和谐搜索优化机制的图像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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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犕＝

犡１（１） 犡１（２） … 犡１（狀）

犡２（１） 犡２（２） … 犡２（狀）

  

犡ＨＭＳ（１） 犡ＨＭＳ（２） … 犡ＨＭＳ（狀

熿

燀

燄

燅）

． （１２）

　　为了提高和谐搜索机制的初始参数的随机特性，利用犎犕 中的奇数和偶数的搜索引擎视为明文图

像的宽度和高度，故模型（１１）中的系数ＵＢ（犼），ＬＢ（犼）分别为

ＵＢ（犼）＝１， （１３）

ＬＢ（犼）＝
犠，　　犼为奇数，

犎，　　犼为偶数｛ ．
（１４）

式（１４）中：犠，犎 分别为明文图像的宽度与高度．

依据模型（１３），（１４）可获取密钥犡犻，即

犡犻（犼）＝?犡′犻（犼）?， （１５）

犡′犻（犼）＝
１＋狉×犠，　　犼为奇数

１＋狉×犎，　　犼为偶数｛ ．
（１６）

式（１５），（１６）中：犻为犎犕当前所在位置的引擎．

对于任意的明文，其宽度犠 与高度犎 都是常量．因此，对于任意的奇数或偶数犼，模型（１６）是一个

线性函数．文中可以确保密钥流的偶数或奇数引擎元素分别分布在［１，犠］，［１，犎］中．

１．２．３　谐音的更新　在图像加密技术中，每个加密过程中的谐音都是一个密钥．因此，定义了新的谐音

更新模型，在加密期间，文中算法能够不断更新谐音，产生新的密钥，使该技术具有较高的随机动态性与

安全性．

在所提加密技术中，新的谐音生成方法有：１）和谐记忆依恋率（ＨＭＣＲ）；２）音调调整率（ＰＡＲ）；３）

随机重新初始化．

对此，为了生成新谐音犡ｎｅｗ（犼），首先，在［０，１］内生成一个随机数狉１，若狉１ 低于 ＨＭＣＲ，则犡ｎｅｗ（犼）

必须依据式（１７），从和谐记忆库犎犕中选择；否则，根据式（１１）随机生成，即

犡ｎｅｗ（犼）＝
犡犪（犼），

犪＝?狉×ＨＭＳ＋１?
｛ ．

（１７）

　　若犡ｎｅｗ（犼）是从犎犕中选择，将得到另外一个随机数狉２∈［０，１］．最终，狉２ 将与音调调整率ＰＡＲ完

成比较，若狉２＜ＰＡＲ，则根据以下模型进行更新，有

犡′ｎｅｗ（犼）＝犡ｎｅｗ（犼）＋ＢＷ（犼）×狉． （１８）

式（１８）中：ＢＷ（犼）为第犼个谐音的带宽．

然而，对于不同的边界ＬＢ（犼），ＵＢ（犼），式（１８）的奇数与偶数搜索引擎会存在微小变化．因此，定义

新的谐音犡′ｎｅｗ（犼）更新模型为

犡′ｎｅｗ（犼）＝犡ｎｅｗ（犼）＋?狉×ＢＷ（犼）－
ＢＷ（犼）

２
?， （１９）

犡ｎｅｗ（犼）＝

１，

犠，

犎，

犡′ｎｅｗ（犼

烅

烄

烆 ），

　　

犡′ｎｅｗ（犼）＜１，　　犼为奇数或偶数，

犡′ｎｅｗ（犼）＞犠，　　犼为奇数，

犡′ｎｅｗ（犼）＞犎，　　犼为偶数，

［１≤犡′ｎｅｗ（犼）≤犠，犼为奇数］狘［１≤犡′ｎｅｗ（犼）≤犎，犼为奇数］．

（２０）

式（１９），（２０）中：犠，犎 分别为明文图像的宽度与高度．

通过迭代和谐动态搜素算法，使模型（８）的输出值最大．此时的犡ｎｅｗ（犻）即最佳密钥，利用此密钥，完

成像素扩散．

１．２．４　基于搜索变换模型的像素扩散　由于像素交叉移位变换只能改变其空间位置，无法变换其灰度

值，故基于动态和谐搜索机制，利用该机制输出的密钥犡ｎｅｗ（犼），定义搜索变换模型，以完成像素扩散，最

大化密文的信息熵值为

犘′犻＝犘犻ｆｌｏｏｒ（犡ｎｅｗ（犻）×２５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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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１）中：犘′犻，犘犻分别为扩散、置乱后的图像中第犻像素值；犡ｎｅｗ（犻）为经动态和谐搜索机制优化后的第

犻个密钥．

１．３　基于犎犃犛犎函数的图像信息认证

引入ＨＡＳＨ检测函数
［１５］，估算扩散密文与初始明文的 ＨＡＳＨ值，对图像是否被篡改进行认证．若

初始明文大小为犐，经过和谐搜索扩散后，最终密文为犐″，则图像信息真伪决策过程有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将犐与犐″进行均等分割，形成若干个子块犅
犻
犐 与犅

犻
犐″，犻＝１，２，…，犕×犖／犣．

步骤２　再利用 ＨＡＳＨ函数，计算犅
犻
犐′与犅

犻
犐″的ＨＡＳＨ值，有

犎犻＝犳犺（犅（１），犅（２），…，犅（犕×犖／犣））． （２２）

式（２２）中：犳犺 为是 ＨＡＳＨ检测函数；犅（犻）为犅
犻
犐′与犅

犻
犐″中相对应的子块．

步骤３　令初始明文犐，扩散密文犐″的ＨＡＳＨ值分别是犎１（犻），犎２（犻），如果犎１（犻）＝犎２（犻），则表明

文中算法安全可靠，明文在传输过程中有效抵御了攻击；如果犎１（犻）≠犎２（犻），则表明所提加密技术安

全性不高，明文在传输期间遭受到篡改．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对文中算法的加密安全度进行验证．同时，为体现文中算法的优异性，将当前安全

性较高的文献［６］、文献［１６］加密算法视为对照组．初始密钥为：狉＝０．５，ＬＢ＝１，犪＝８，犜＝４，λ＝３，狓０＝

０．３５，狉２＝０．７５，ＨＭＣＲ＝０．６．

２．１　加密质量对比分析

文中算法的通用性测试，如图５所示．首先，以非方形明文（图５（ａ））为目标，利用文中算法对其完

成加密，验证所提技术的通用性与安全性．由图５可知：文中算法能够对非方形目标完成置乱与扩散，且

具有较高的加密质量（图５（ｂ），图５（ｃ））．这是因为文中算法定义了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模型，使其不受明

文尺寸限制．

　　　　（ａ）非方形明文 （ｂ）文中算法的置乱结果 （ｃ）文中算法的加密结果　

图５　文中算法的通用性测试

Ｆｉｇ．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ｐａｐｅｒ

３种算法的加密效果，如图６所示．由于文献［６］、文献［１６］无法加密非方形目标，为了体现公平性，

将方形明文（图６（ａ））视为测试对象，利用文中算法与文献［６］、文献［１６］对其完成加密．由图６可知：从

视觉上看，３种加密技术都具有较好的可靠性，明文的信息都被有效隐藏．

　　（ａ）初始明文　 （ｂ）文中算法　 （ｃ）文献［６］　 （ｄ）文献［１６］

图６　３种算法的加密效果

Ｆｉｇ．６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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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量化３种算法的安全性差异，利用密文信息熵犎（犿）进行评估
［１７］．测试数据显示：文中算法拥

有最高的犎（犿）值，达７．９９５２，非常接近８；而文献［６］、文献［１６］的犎（犿）值分别为７．９７１６，７．９８７９．

这是因为文中加密技术定义了定义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模型，高度置乱明文，并利用动态和谐搜索算法扩

散置乱图像，最大化密文的熵值．文献［６］则是通过融合２个低维Ａｒｎｏｌｄ映射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增加置

乱与扩散的关联性，从而对图像完成加密，但低维映射的加密安全性不高．文献［１６］虽然考虑了时间延

迟现象，提高了序列的伪随机特性，但其主要依靠四维超混沌系统实现像素扩散，在迭代期间，因混沌周

期性而降低算法的安全度，导致其密文的犎（犿）值略低于文中算法．

２．２　抗差分攻击能力测试

像素变化率（ＮＰＣＲ）与统一平均变化强度（ＵＡＣＩ）是评估加密技术抗击差分攻击能力的常用指标，

故通过测试密文的ＮＰＣＲ与ＵＡＣＩ曲线进行量化．３种算法的ＮＰＣＲ与ＵＡＣＩ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

中：狀为迭代轮数．

由图７可知：文中算法通过联合锯齿填充曲线与像素交叉移位变换模型，彻底扰乱像素位置，并利

用动态和谐搜索机制改变图像像素值，通过不断地迭代优化，使其ＮＰＣＲ与ＵＡＣＩ值最大化；文献［６］、

文献［１６］主要依赖混沌轨迹实现像素的扩散，而混沌系统在反复迭代过程中，因其周期性而降低其混沌

行为与窗口，导致算法的安全性均低于文中算法．

由图７还可知：文中算法与文献［６］具有相当的加密效率，只需两轮置乱?扩散迭代，算法就趋于收

敛，ＮＰＣＲ与ＵＡＣＩ值达到了稳定值，而文献［１６］虽然保密程度高于文献［６］，但文献［１６］是迭代四维

超混沌Ｃｈｅｎｓ系统改变像素值，增大了算法的复杂度，需要经过４轮迭代才能进入收敛状态．

　　　（ａ）ＮＰＣＲ值测试结果 （ｂ）ＵＡＣＩ值测试结果

图７　３种算法的抗差分攻击能力测试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ｉ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ｔｔａｃｋｔｅｓｔｒｅｓｌｕ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２．３　相邻两个像素点的相关性分析

明文相邻像素之间的强烈相关性最容易给攻击者留下攻击线索，故加密技术通常需要降低此种相

关性［１６］．任意择取１０００对相邻像素点，依据文献［１６］计算二者的相关犆狓，狔．文中算法消除犆狓，狔的测试

结果，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狀′为像素分布数量．

　　　（ａ）明文图像 （ｂ）密文　

图８　文中算法的相关性测试

Ｆｉｇ．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由图８可知：明文的相关性非常剧烈，聚集为对角线，而利用所提加密技术对其置乱?扩散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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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个方向的相关性测试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选取方向
相关性

密文 明文

水平 ０．００１８ ０．９４０２

垂直 ０．００２７ ０．９２３９

对角线 ０．００２２ ０．９７６１

降低了犆狓，狔，其值约为０．００１８．空间上另外２个方向的犆狓，狔测试结

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文中算法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大幅度

削弱图像相邻像素的相关性，提高图像传输安全度．

３　结束语

为了提高加密算法的适应性与安全性，设计了一种新的加密技

术，通过定义像素交叉移位变换，使算法不受明文尺寸的限制，可对

非方形明文完成置乱．通过替换传统和谐搜索机制的目标函数，形成了一种动态和谐搜索算法，完成像

素加密．今后的研究将考虑引入水印技术进一步提高算法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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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电站现场作业与风险管控的

三维实景推演仿真

杜勇１，陈钊２，刘锋３，王先兵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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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变电站进行精确三维实景重构，并在虚拟仿真层面上，在三维场景平台中对

变电站设备进行正常巡视和故障检修的推演仿真，形成现场作业的辅助指导方案．然后，结合惯性导航与实时

视觉定位技术，获得实际工作人员、工程车辆等在变电站中的位置，分析得到实际工作人员与车辆的运动趋

势，并与变电站三维实景模型中建立的高压带电危险区域进行软碰撞检测，从而实现现场作业与巡检的风险

管控，及时制止作业过程中误入带电危险区域的操作．

关键词：　三维实景重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惯性导航系统；视觉系统定位；风险管控；软碰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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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家电网的变电站大都实现智能化无人值守，三维仿真与虚拟现实在电力领域的应用与研究

越来越深入，使智能变电站的三维实景建模及其相关应用研究成为热点［１］．对变电站进行三维实景仿真

的前提是对变电站进行建模．国内和国外常用的变电站建模手段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利用地面激光雷

达扫描变电站，获取密集的三维点云数据，再用三维建模工具进行变电站建模；二是基于变电站的设计

图纸与变电设备的厂家图纸，采用三维软件，构建各种设备模型，组合拼装构成整个变电站的三维模

型［２］．这两种方法，建立的模型非常细致，每个元件都可单独建模，再辅之以面向对象的编程等手段，可

形成非常完备和清晰的变电站模型．基于设计图纸与设备图纸的三维重构方法要求变电站资料齐全，三

维重构模型中设备的空间位置与尺寸大小精度依赖于三维重构人员的技术与责任心，而基于激光扫描

技术的三维重构方法不存在上述缺陷，并能够在采集点云数据的同时采集纹理材质［２］．本文通用三维激

光扫描技术进行精确的变电站三维重构，直接在变电站三维实景模型上进行现场作业的推演仿真，并结

合惯性导航与视觉定位技术，实现现场作业与巡检的风险管控．

１　变电站三维激光实景重构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非接触式测量方式，能解决已有先进测绘仪器在变电站这种特殊的领域

不能进行正常作业的特殊环境测量工作．激光扫描仪通过发射激光束照射物体表面，通过接收反射回来

的激光计算出目标物体的方位、距离等信息．通常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按照预定轨迹进行激光束扫描，并

记录获取的反射激光点相关信息．由于激光束扫描非常精细，能够获取大量的反射激光点，称为激光点

云．将不同测站点获取的激光点云进行配准，可以把多个测站点获取的空间数据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

从而获得整个变电站的三维激光点云［３］．

采用基于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与ＡｕｔｏＣＡＤ建立变电站场景模型．Ｋｕｂｉｔ公司开发的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点云处理

软件与ＡｕｔｏＣＡＤ联合使用可以导入海量的变电站点云数据；然后，通过自动拟合的方式生成弧、圆、平

面、圆柱等简单几何体，进而快速提取激光点云数据中的各种形状的特征量；最后，采用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

的旋转、拉伸等功能进行各种设备的三维建模．通过这种方法构建的变电设备模型不仅仿真度非常高，

而且建模效率也很高．具体的三维实景建模基本方法与流程
［１］有如下３个方面．

１）规则设备的建模．直接采用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软件截取点云中对应电气设备的规则形状点云数据，比

如圆环、圆柱、立方体等，然后，进行拟合生成相应的模型．

２）不规则设备的建模．采用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进行不规则设备的点云切片，以某个坐标轴方向作为基准，

剖分不规则设备的点云数据，生成许多点云切片；然后，采用多义线拟合方法进行点云切片，拟合生成该

设备的二维轮廓图；最后，在二维轮廓图的基础上，通过扫掠、拉伸、旋转等方法生成该设备的三维线框

模型．

３）变电站的三维建模．参照整个变电站精确的三维激光点云数据，采用ＡｕｔｏＣＡＤ将上述各种电

（ａ）绝缘套管实物 （ｂ）绝缘套管模型　　

图１　基于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与ＡｕｔｏＣＡＤ建立变电站绝缘套管建模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ｌｅｅ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ＡｕｔｏＣＡＤ

气设备模型在统一坐标系下拼装形成完整的

变电站模型．

采用Ｚ＋Ｆ５０１０型地面激光雷达扫描仪

对湖北省武汉市的凤凰山５００ｋＶ变电站进

行了三维实景建模［１］．主变电站２?Ｈ构架三

维实景模型，如图１所示．采用上述建模方法

获取２?Ｈ 构架的点云数据；然后，生成绝缘

套管的三维线框模型；最后，通过贴图获得套

管真实模型．由于采用激光扫描进行套管三

维线框建模，精度很高，而且通过彩照贴图，

保证２?Ｈ 构架绝缘套管的三维实景模型具

有很高的仿真度，与现场设备高度吻合．比如图１（ａ）的支柱绝缘子、图１（ｂ）左上方的套管法兰和右上方

的横梁金具，均能够表现部件的细节与真实纹理．另外，在三维实景模型中，两相绝缘套管之间的测量距

７３２第２期　　　　　　　　　　　杜勇，等：变电站现场作业与风险管控的三维实景推演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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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为４００．３０８ｃｍ，与设计图纸的４００．０００ｃｍ相比，误差不超过０．５ｃｍ
［１］．

２　现场作业推演仿真

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整个变电站内设备与构筑物的精确物理空间位置、尺寸大小之后，需要

对现场作业设备和作业流程进行建模仿真．对于高压／特高压变电站来说，现场作业时人员与工程车辆

需要与高压带电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比如５００ｋＶ变电站需要距离带电母线５ｍ．现场作业推演的

关键是依据相关电力安全作业规程，在变电站三维实景模型上自动划定高压带电危险区域［４］．方法是利

用变电站三维实景建模，通过精心设计和挑选施工设备摆放位置和吊车起吊角度，形成一套变电站现场

作业方案，减少断电时间和断电区域，从而减少变电站维护成本．

现场作业推演仿真过程：１）通过变电站的运行状态确定带电体设备，自动划定带电危险区域；２）

不断对参与作业的人员、设施和车辆的模型与变电站三维实景模型进行碰撞检测；３）形成现场作业方

案．由于变电站三维模型划分为带电区域与非带电区域，对应的碰撞检测分为软碰撞检测与硬碰撞检

测．软碰撞检测是移动物体模型与带电区域模型的碰撞检测，需要在变电站三维实景模型中精确地给带

电物体建立包围盒，保证带电体表面任何一个像素点的法线方向有一个带电距离的碰撞检测点．

采用图形学的膨胀算法实现软碰撞检测，即带电体对象的表面像素点沿法线方向向外膨胀足够的

高压安全距离，形成胶囊体状的包围盒．图像膨胀方法：把结构元素犡 平移犪后得到犡犪，如果犡犪击中

结构元素犢，记下犪点，所有满足上述条件的犪点集合称做犢 被犡 膨胀的结果
［５］．带电区域划定的膨胀

生成算法原理：１）点目标犘的带电区，以犘为点生成元，借带电距离犈规定像元加粗的结构元素，然

后，进行像元的膨胀；２）线目标犔的带电区，以犔为线生成元，借带电距离犈规定像元加粗的结构元

素，然后，进行像元膨胀；３）面目标犃的带电区，以犃的边界线犔犃 为轴线，借助带电距离犈规定像元

加粗的结构元素，并进行像元膨胀．

３　变电站三维实景建模中定位信息的联控

经过对变电站的三维实景模型的建立和带电区域软碰撞检测的实现，在虚拟仿真层面上，可以在三

维场景平台中对变电站设备进行正常巡视，故障检修的推演仿真．但如果想将推演仿真的结果应用于实

际现场作业的风险管控，必须将实地工作人员在变电站中的实际坐标，与其在变电站三维仿真场景模型

中的位置进行一个映射，正确反映出实际工作人员在变电站中的位置．现在比较主流的实时定位技术，

可能有无线定位技术［６］、使用ＧＰＳ的ＲＴＫ基站相对定位、惯性导航系统
［７］与视觉导航定位［８］等．

３．１　惯性导航定位

惯性导航系统的原理是利用加速度计测量载体本身的运动的加速度，由加速度使用积分进行运算

得到运动载体的速度信息，对速度信息再次使用积分策略能够得到物体的位置信息，进而得到载体的定

位信息［７］．

由于惯性导航系统一般都是装在在一个惯性平台或者直接安装在载体之上，在经过初始化之后，以

初始化点为起点，运用自主式导航，其所测量得到的数据都依赖于本身的器件设备，通过将测量所得的

数据经过计算可实施定位功能．惯性导航系统一般是由惯性测量装置，核心计算设备，控制显示设备等

组成．一个惯性测量装置称为一个惯性测量单元，是由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组成．陀螺仪拥有３个自由度，

在坐标系的３个方向上测试运动载体的方向速度，利用３个加速度计对运动载体的３个方向的平移运

动进行计算．测量平台分为平台式和捷联式，前者使用惯性平台装载惯性测量设备，其精准度比较高；后

者无平台，直接安装在载体之上，工作条件不佳，对精度影响较大．

３．２　双目立体视觉系统

视觉导航定位方法（ＶＳＬＡＭ）是一种仅用摄像头即可进行定位导航的方法．它通过提取图像帧的

特征点，在图像帧序列之间进行特征点匹配，并通过跟踪图像特征点的运动变化计算摄像头的运动轨

迹．视觉导航的优势在于不依赖其他传感器，定位精度比传统的轮式里程计、雷达及惯性导航仪等相对

定位技术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传统定位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补充，也是目前机器人的研究热点

８３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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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９］．

双目立体视觉采用固定好的两个摄像头通过视差原理获得同一场景中目标对象的三维几何信息，

准确地恢复场景中目标对象的深度信息，从而解决单摄像头系统中尺度与深度信息难以获取等问题．系

统的关键是双摄像头的标定，即相机的内部与外部参数的标定．内部参数标定，即确定相机的内部光学

几何参数，包括相机中心、焦距和畸变等，这些参数都是固定不变的；外部参数标定，即确定相机坐标系

与世界坐标系的关系，一般用３×３的旋转矩阵犚和平移向量犜表示．

在立体视觉系统中，还需要测量两个相机之间的相对位置．先用单摄像头标定方法得到两个摄像头

内参和外参矩阵［犚ｌ｜犜ｌ］，［犚ｒ｜犜ｒ］，对任意点犘，它的世界坐标系、左相机坐标系与右相机坐标系的坐标

分别为犡ｗ，犡ｃｌ，犡ｃｒ，三者关系为

犡ｃｌ＝犚ｌ犡ｗ＋犜ｌ，　　犡ｃｒ＝犚ｒ犡ｗ＋犜ｒ．

　　消去犡ｗ，可得

犡ｃｌ＝犚ｌ犚
－１
ｒ ，　　犡ｃｒ＝犜ｌ犚

－１
ｒ犜ｒ．

　　因此，左右相机坐标系的几何关系可以表示为

犚′＝犚ｌ犚
－１
ｒ ，　　犜′＝－犜ｌ犚

－１
ｒ犜ｒ．

　　由此可得到双目立体视觉系统中左右相机的几何关系，即可实现立体图像对的校正，使左右相机两

帧图像的外极线平行，从而获取图像中的深度信息．图像校正是通过绕光心旋转两个成像平面实现的．

３．３　视觉里程计

单目视觉里程计跟踪摄像头运动过程，实时提取图像帧中的特征点，根据这些特征点在三维空间中

的位置变化计算摄像头的姿态、位置与运动轨迹，从而实现定位．单目视觉里程计一般提取图像帧中处

于轮廓边缘、角点或者亮度变化显著的特征点，保证能够在连续两帧中进行对比跟踪．具体的计算方法：

１）通过特征提取获得某图像帧的特征点；２）与前一帧图像的特征点进行匹配，得到前后两帧图像的相

同特征点；３）根据它们的三维坐标，求出摄像头的运动轨迹．基于双目相机的视觉里程计，不仅可以像

单目摄像头一样实现空间定位，还可以获取场景中目标对象的尺度信息，能够精确地计算双目相机当前

的位置与姿态信息［１０］．

３．４　视觉与惯性导航联合定位

使用视觉摄像头结合惯性测量装置（ＩＭＵ）的方案来做ＳＬＡＭ，一般被称作 ＶＩＯ（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ｏｄｏｍｅｔｒｙ）．ＶＩＯ主要关注如何更好地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ＬＡＭ 中融合ＩＭＵ数据，而ＩＭＵ数据不单可以帮助

解决单目的尺度模糊问题，还可以提高ＳＬＡＭ 的精度和鲁棒性
［１１］．文中研究融合惯性导航，采用计算

机视觉在变电站进行空间定位方法．首先，利用双目相机获取图像帧对，提取图像帧对的特征点，并对特

征点进行匹配与跟踪，计算出双目相机的运动轨迹；与此同时，系统记录惯导装置的输出，计算出惯导的

图２　视觉惯导联合定位算法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ｊｏｉｎｔ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位姿信息，并对双目相机的全局位姿信息进行修正，建立扩展

卡尔曼滤波模型，最终获得比较精确的运动估计参数．

视觉惯导联合定位算法框架，如图２所示．每个时刻的状

态向量保存当前的姿态、速度和３Ｄｍａｐｐｏｉｎｔｓ坐标等，然后

用ＩＭＵ做预测，再用图像帧中观测３Ｄｍａｐｐｏｉｎｔｓ的误差做

修正．扩展卡尔曼滤波每次修正是基于３Ｄｍａｐｐｏｉｎｔｓ在单帧

图像里观测的．文中采用 ＭＳＣＫＦ
［１２］的改进算法，即ＩＭＵ预

测跟扩展卡尔曼滤波一样，但是将修正步骤推迟到某一个３Ｄ

ｍａｐｐｏｉｎｔ在多个图像帧中观测之后进行计算，相当于基于多

次观测同时优化姿态和３Ｄｍａｐｐｏｉｎｔ．

４　变电站现场作业风险管控

在变电站检修过程中，需要实时地将定位信息传递给后

台工作组，后台工作组能够方便将人员定位，并将消息发还给实地人员，提示人员当前位置．惯性导航系

９３２第２期　　　　　　　　　　　杜勇，等：变电站现场作业与风险管控的三维实景推演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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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双目立体视觉系统的融合，可以通过人员运动的加速度和转动角信息判断人员的下一步运动位置，

对未来的运动趋势做一个大体的预判．在对人员反馈的信息中包含警告与禁止，警告可以是对分析出来

的趋势具有危险性的一个提示，而禁止则是对当前位置已处于危险区的信息反馈．

４．１　实验装置

针对现场工作人员，将双目摄像头与ＩＭＵ融合装置固定在安全头盔上，可以为现场作业或巡检人

员进行实时空间定位；对于工程车辆，则将双目摄像头与ＩＭＵ融合装置固定在预先测量好的位置；而

对于吊车等，需要另外在吊臂上固定一套装置．由于现场作业风险管控对定位信息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需要对参与现场作业的人员、设备、工程车辆进行预先建模，并且需要知道工作人员身高、工程车辆尺

寸、吊臂长度等，才能准确地计算摄像头在目标对象上的精确安装位置．另外，需要对吊车吊臂伸展的角

度、方向等通过摄像头的位姿信息进行计算．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将摄像头与ＩＭＵ融合的实时定位信息

转换为目标对象在三维实景模型中的位置信息，并计算出目标对象在三维实景模型中的移动轨迹与碰

撞检测结果，如果存在碰撞，则进行警告提醒．

４．２　实时定位信息联控的初始化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重构保证变电站三维实景模型与物理模型位置、尺寸大小保持一致，但如何将双

目摄像头与ＩＭＵ的定位信息与三维实景模型对应需要有一个初始化过程．文中采取的方法是在大门

入口设置一个测量好的标记，通过摄像头对标记的识别装置进行初始化，并与三维实景模型的坐标关

联．由于视觉导航与惯性导航均存在累计误差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在变电站设置并测量多个标记，在现

场作业的过程中进行误差纠偏．

通过实施实时定位信息的联控，在变电站三维模型中，可以直观地查看作业人员、设施、工程车辆的

位置，自动发出危险提示，可以很好地对变电站维修、巡检等工作进行一个完整的指导．实施实时定位信

息的联控为将来机器人作业奠定了很好的技术基础，巡检机器人可以实时获取在变电站的位置信息，以

及周边的电气设备信息，工作人员可以远程指挥巡检机器人到指定的地点，检查指定的电气设备，可以

随时更换巡检路线与巡检任务．未来变电站巡检机器人的控制方式将非常灵活，可以取代人工在无人值

守智能变电站执行巡检任务，及时发现并上报甚至消除设备缺陷，预防电力事故的发生，确保智能变电

站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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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混沌系统的犎犐犛
彩色图像加密算法

郭献洲，刘文文，张相梅

（河北工业大学 理学院，天津３００４０１）

摘要：　为了增强对数字彩色图像信息安全的有效保护，给出一种基于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的彩色图像加密

算法．首先，使用混沌序列控制对亮度层的位平面排序；然后，对排序后每一个位平面采用改进的置乱算法；最

后，恢复到像素平面以完成加密．该算法相比于基于ＲＧＢ系统的加密算法，减小了时间复杂度，且不降低加密

算法的安全性能．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的密钥空间大、秘钥敏感性强，对统计分析和剪切攻击具有较好的抵

抗能力．

关键词：　图像加密；混沌系统；位平面；医院信息系统；分块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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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对数字彩色图像信息安全的保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加密算法，传统的二维Ａｒ

ｎｏｌｄ变换被扩展到三维及更高的维度
［１］，新型的三维混沌映射［２］也被提出用于数字图像的加密算法．

同时，将数字图像进行分块、扩散，再配合使用混沌序列构造的混沌网［３］或仿射变换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映

射［４］的加密算法也具有较好的扩散加密效果．区别于基于ＲＧＢ系统的彩色图像加密算法，Ｇｕｏ等
［５］将

彩色图像在医院信息系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下加密，针对携带较多视觉信息的亮度

层，采用较其另两层而言安全性能更好但相对复杂的算法，兼顾了安全性能和算法复杂度上的双重优

势．本文在已经提出的数字图像加密算法
［６?１１］的基础上，给出一种基于 ＨＩＳ的彩色图像加密算法．

１　犎犐犛的彩色图像加密算法

首先，将ＲＧＢ彩色图像转换到ＨＩＳ系统下；然后，对３个分量分别完成加密操作；再将其重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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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ＲＧＢ系统下，以完成整体加密．其中，亮度层使用一种基于位平面和混沌序列的分块加密算法，而在

色度和饱和度两层采用时间复杂度低的猫映射加密算法．关于猫映射文中不再赘述．

针对亮度层，文中改进的加密算法包括２个步骤，即基于位平面排序的像素置换和一种改进的基于

混沌序列和位平面分块的像素置乱．

１．１　基于位平面排序的像素置换

为摒弃了时间复杂度高的异或等运算，结合混沌序列，使用对计算机而言时间复杂度较低的排序操

作进行像素置换，算法采用以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得到明文图像的尺寸犖×犖，通过密钥控制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映射进入混沌状态，并生成一组混

沌序列，去掉其前面若干项后保留犖 项记为犡．

步骤２　按照值大小将步骤１所得犡进行升序排列，得到另一组序列记为犢．

步骤３　将明文像素平面拆分为位平面，按照犖×８犖 结构拼接后将每一行与犡 的项进行关联，再

按照犡中的各项在犢 中的对应位置关系，对位平面上各与其相关联的行进行重排序．

步骤４　选取另一组混沌序列中８×犖 项按照步骤１到步骤３对拼接位平面的各列进行重新排序．

步骤５　将经过行列重新排序的位平面恢复到像素平面．

１．２　基于混沌序列和位平面分块的像素置乱

置乱算法将经过基于位平面排序的像素置换算法处理的灰度图像拆分为８个位平面，配合混沌序

列对各平面进行以下６个操作．

步骤１　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混沌系统生成一组序列，从某项开始选取连续的４个值，配合该位平面的第

一轮置乱使用．

步骤２　构造４个集合，即犃＝｛狓｜狓ｍｏｄ４＝０，狓∈犖
＋｝，犅＝｛狓｜狓ｍｏｄ４＝１，狓∈犖

＋｝，犆＝｛狓｜狓ｍｏｄ

４＝２，狓∈犖
＋｝，犇＝｛狓｜狓ｍｏｄ４＝３，狓∈犖

＋｝，与后面提出４种排序方法一一关联．

步骤３　将步骤１所得４个混沌值乘以２５６后，分别判定到４个集合中．

步骤４　将上一轮置乱后的位平面按后面提出的扩散方法分为４个等份区域，与步骤１所得４个

混沌值一一关联．

步骤５　对分块后各位平面上的点进行扩散穿插及排序，方法如后面提出的扩散方法所述．排序

时，对位平面上不同区域的点采用不同的方法．该点所处区域在步骤４中关联的混沌值，被判决到步骤

２中的哪一个集合，就对该点使用步骤２中与该集合关联的方法进行排序，遍历位平面上的所有点．

步骤６　从已生成的混沌序列中选取本轮置乱所使用的项之后的４个连续项，重复步骤３到步骤５

的过程，直到完成指定迭代次数．

１．２．１　扩散方法　将每一个位平面分别在行和列进行二等分，将会得到４个分块，将左上部分的点穿

插到整个位平面的奇数行和奇数列；将右上角的部分的点穿插到整个位平面的奇数行和偶数列；将左下

角的部分的点穿插到整个位平面的偶数行和奇数列，将右下角部分的点穿插到整个位平面的偶数行和

偶数列上，至此，将完成位平面上所有点的一次扩散和穿插．

１．２．２　集合判定方法　将每轮置乱所需的从混沌序列得到的若干值分别乘以２５６后取整，再将其逐个

判定到步骤２的４个集合之一．

１．２．３　排序方法　置乱算法对每轮分块扩散后的点进行不同的重新排序，这里一共设计了４种方法：

１）行与列都按照原本的正序排列；２）行按照原来本的正序排列，列按照原本的倒序排列；３）行按照原

来本的倒序排列，列按照原本的正序排列；４）行与列都按照原本的倒序排列．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对色度和饱和度层采用猫映射加密，秘钥为迭代次数３０．亮度层采用ＨＩＳ的彩色图像加密算法，对

位平面排序使用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混沌序列，将控制行和列排序的两个序列的初始值和参数分别选择如下：

狓０，狔０ 均为０．４８，犽，狏均为３．７７７７７７，则记位平面置乱时的迭代次数犜＝９０．在基于混沌序列和位平面

分块的像素置乱算法中，用８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序列分别控制８个位平面的排序，将这８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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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值分别表示为狓１，０，狓２，０，狓３，０，狓４，０，狓５，０，狓６，０，狓７，０，狓８，０；参数变量分别表示为μ１，μ２，μ３，μ４，μ５，μ６，μ７，

μ８，各参数选值如表１所示．由此得到加密图像和亮度层加密直方图，如图１，２所示．

表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初始值和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

参数 狓１，０ 狓２，０ 狓３，０ 狓４，０ 狓５，０ 狓６，０ 狓７，０ 狓８，０

数值 ０．７００００１ １０．７００００２ ２０．７００００３ ３０．７００００４ ４０．７００００５ ５０．７００００６ ６０．７００００７ ７０．７００００８

参数 μ１ μ２ μ３ μ４ μ５ μ６ μ７ μ８

数值 ３．７００００１ １３．７００００２ ２３．７００００３ ３３．７００００４ ４３．７００００５ ５３．７００００６ ６３．７００００７ ７３．７００００８

图１　Ｌｅｎａ加密图像 图２　Ｌｅｎａ加密亮度层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ｅｎａ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ｌａｙｅｒｏｆ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Ｌｅｎａ

２．１　秘钥安全性分析

文中算法包含３个方面的密钥：１）色度和饱和度层使用猫映射变换时，迭代次数为２个整型密钥；

２）算法１．１中两个混沌序列的初始值和参数为４个浮点型秘钥；３）算法１．２中使用的８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序

列初始值和参数及各层的置乱迭代次数犜为２×８＝１６个浮点型和１个整型秘钥．混沌序列选择的起

始位也可以作为一个整形密钥．综合以上分析，文中算法的密钥包括大量的浮点型密钥，以及较多的整

型密钥作为辅助加密，因此，认为该加密算法具有较大的密钥空间．

２．２　相邻像素相关性

分别计算加密前后的ＲＧＢ各层的水平相邻、垂直相邻及对称轴相邻像素，随机选取１０００组相邻

点，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相邻像素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ｐｉｘｅｌｓ

方向 Ｒ平面原始 Ｒ平面加密 Ｇ平面原始 Ｇ平面加密 Ｂ平面原始 Ｂ平面加密

水平 ０．９４６８ －０．００６８ ０．９５５３ －０．０２１３ ０．９１０４ －０．０１５０

垂直 ０．９６９６ ０．０３０９ ０．９７７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９３５８ ０．０２９６

对角线 ０．９０７４ ０．０１７０ ０．９１５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８７０７ －０．０１６１

　　由表２可知：该加密算法能较大地降低原始图像相邻像素之间的相关性．

２．３　密钥敏感性

评估亮度层加密算法的密钥敏感性，对正确秘钥加密的各层位平面分别使用表３中的错误秘钥进

行解密；然后，将解密位平面与对应的原始位平面进行异或运算以统计不同点的比例，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错误解置乱密钥

Ｔａｂ．３　Ｗｒｏｎｇｄｅｓｃｒａｍｂｋｅｙｓ

参数 狓８，０ μ７ 狓６，０ μ５ 狓４，０ μ３ 狓２，０ μ１

数值 ０．７００００７９９３．７００００７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６０１３．７００００４９９０．７００００４０１３．７００００３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３．７０００００９９

表４　错误解置乱相差比例

Ｔａｂ．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ｄｅｓｃｒａｍｂ

位平面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比例／％ ５０．１３ ５０．００ ５０．２１ ５０．１６ ５０．２３ ５０．００ ５０．３５ ５０．２４

　　结果表明：在使用该算法时，只要任意密钥存在微小错误，解密位平面将会与原本位平面产生较大

差别（对于二值图像相差比例达到５０％属于不相关），可以认为该置乱算法具有较好的密钥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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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剪切２３％加密图像 （ｂ）剪切２３％恢复图　

图３　剪切图像及其恢复效果

Ｆｉｇ．３　Ｓｈｅ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２．４　抗剪切攻击

对遭受剪切攻击的加密图像进行正确

解密，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加密

图像遭受剪切攻击后，仍能从中恢复出原

始图像较多的有用视觉信息，表明文中的

加密算法能够较好地抵抗剪切攻击．

３　结束语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可知：文中

算法具有较好的性能，同时，兼顾了降低整体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但由于色度饱和度层所用算法较简单，

安全性有一定的折扣，可以考虑配合使用安全性能更好的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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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古文物的完整有效保存，文物研究、修复，以及其可能造成的毁损，提出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

文物进行数字化重建．构建文物真实三维模型，并通过３Ｄ打印技术制作文物的高精度实体复原模型．以宋代

古船实体模型重建为例，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３Ｄ打印技术可以提

高文物历史信息的保存和修复效率，避免接触式测量文物造成的表面损坏，提高研究人员对文物分析研究的

参与度．但是，对于表面纹理比较复杂的文物，这项技术依然存在精度上的缺陷．

关键词：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文物保护；３Ｄ打印技术；点云数据；宋代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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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是古人生活的一个缩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古人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

资料［１］．尽可能地保护好古文物上面存有的历史信息，同时，使得古文物上的历史信息可以更好地服务

于现代社会，成了现在考古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三维激光扫描系统是一种集成了多种高新技术的三

维坐标测量仪器，采用非接触式高速激光测量方式，以点云形式快速获取被测对象表面的阵列式几何图

形的单位数据．它可以将珍贵古文物的几何、颜色、纹理等信息记录下来，构建虚拟的三维模型，大大降

低数据采集、建模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为古代文物的保护提供革命性的新途径［２］．国内外很多学者

已经把三维激光技术应用到文物保护中，刘旭春等［３］把三维激光技术运用到古建筑的建模中．白成军

等［４］把三维激光技术和传统测绘技术相结合，对古建筑进行测绘．曹力等
［５］把机载、地面三维激光技术

与高分辨数码影像相结合，建立了山海关长城的三维模型．虽然目前三维激光技术在考古学中已经应用

得相当广泛，但是利用三维激光技术建立三维模型，并制作实体模型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６?７］．本文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建立宋代古船的虚拟数字化三维模型，并用３Ｄ打印技术制作了古船的实体模型．

图１　数据采集流程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１　外业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流程主要包括控制测量、扫描站布测、标靶布测、设站扫

描、纹理图像采集、外业数据检查、数据导出备份，如图１所示．控制测量

主要应用于需要精确确定目标地理坐标，文中研究不需要绝对地理坐

标，故忽略此步骤．

１．１　古船典型特征

１９７４年８月，在中国的首次大型海湾考古发掘工程中，在福建泉州

港发现了一艘宋代的古船，如图２所示．古船一经发现，便引起了海内外

考古界的轰动，被誉为“世界考古珍闻”．该古船残长为２４．４ｍ，残宽为

９．１５ｍ，排水量近４００ｔ，载量２００ｔ，是一艘首部尖、尾部宽、高尾尖底

“福船”类型的海船．这艘古船采取水密隔仓技术，即用隔舱板将古船舱

体分成１３个独立舱区．当沉船被打捞上岸后，该船令在场所有的专家都

叹为观止．重新面世时，这艘船满载着珍贵的历史文物．这批文物共计

图２　宋代古船实体

Ｆｉｇ．２　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ｈｉｐｅｎｔｉｔｙ

１４类６９项，包括香料药物、陶瓷器、铜铁器

等，泉州湾发掘的古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和历史意义．因此，对该文物的研究和保

护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上利用相机获取

文物的照片，进行保存，但是利用照片无法

精确地获取到文物的几何纹理等信息，更

无法捕获周围的信息，在文物细节还原方

面更是没有可行性．所以，传统的测量方式

无法对古船的全部信息进行高精度提取，

阻碍了人们对古船的研究进度，也阻碍对

古船进行数字化保护［３］．鉴于古船不允许

上船架设仪器设备进行测量，文中以宋代

古船为研究对象，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船体进行了扫描，然后使用了ＦＡＲＯＳｃｅｎｅ和Ｇｅｏｍａｇｉｃ等

专业软件对扫描点云进行数据处理，并进行三维建模．

１．２　扫描现场踏勘

在对目标进行扫描之前，需要对目标进行现场踏勘．观察目标的地理位置和扫描环境，从而制定扫

描计划确保扫描工作顺利进行．扫描的古船位于泉州市开元寺内的古船博物馆中，船身使用铁架架起，

高度在２．５ｍ左右．场馆共有两层，从二楼可以扫描到船体内部．初步预计扫描站数为９站，一层布设５

站，二层布设４站，如图３所示．具体的扫描站数可能会增加或者减少，在一些细节的获取方面需要更多

６４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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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宋代古船扫描站布设现场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ｈｉｐ

的点云数据．

１．３　外业扫描

外业扫描主要分为测站与标靶布

设、设站扫描．Ｆａｒｏｆｏｃｕｓ３Ｄ地面三维激

光扫描仪对标靶（靶球）的精确识别距

离约为１５ｍ，所以在布设时要注意靶球

和测站之间的距离．标靶布设应符合如

下３点要求：１）标靶应在扫描范围内均

匀布置且高低错落；２）每一扫描站的标

靶个数不少于４个，相邻两扫描站的公

共标靶个数不少于３个；３）明显特征点

可作为标靶使用．

合理布设靶球后，即可进行设站扫描．扫描站的布设应符合如下４点要求：１）扫描站应设置在视野

开阔、地面稳定的安全区域；２）扫描站扫描范围应覆盖整个扫描目标物，均匀布设，尽量减少设站数目；

３）目标物结构复杂、通视困难或线路有拐角的情况应适当增加扫描站；４）需要搭设平台时，应保证平

台稳定和仪器、人身安全．

点云数据采集时，要将仪器放置在观测环境中３０ｍｉｎ以上，再开始作业．扫描站点布设要满足相邻

站间有效点云重叠度不低于３０％，困难区域不低于１５％的要求．设有标靶的测站应进行标靶的识别与

精确扫描，确保点云数据精确拼接．扫描作业结束后，应将扫描数据导入电脑，检查点云数据覆盖范围完

整性、标靶数据完整性和可用性．对缺失和异常数据，应及时补扫．

纹理图像采集可根据应用需要选取，采集时应注意以下５点要求：１）图像的拍摄角度应保持镜头

正对目标面，无法正面拍摄全景时，先拍摄部分全景，再逐个正对拍摄，后期再合成；２）宜选择光线较为

柔和、均匀的天气进行拍摄，避免逆光拍摄，能见度过低或光线过暗时不宜拍摄；３）相邻图像之间应保

证有不小于３０％的重叠区域；４）采集图像时，应绘制图像采集分布图；５）纹理颜色有特殊要求时可使

用色卡配合拍摄．

２　点云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流程包括点云数据配准、坐标系转换、降噪与抽稀、图像数据处理、彩色点云制作等．经

过外业扫描，得到了古船的点云数据．但是，这些点云数据还不能用于建模，还要对点云数据进行进一步

处理．即需要经过靶球识别、点云配准和降噪抽稀等步骤之后，才能得到古船的点云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宋代古船的点云模型

Ｆｉｇ．４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ｈｉｐ

３　古船三维建模

古船完整的点云数据经预处理后，接下来进行古船三维建模．该古船船体不规则，需采用Ｇｅｏｍａｇ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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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辅助建模．将拼接去噪的点云数据再进行一次点云数据优化
［８］，即通过统一采样、减少噪音等操作

方法对点云数据再次细化去噪，处理后的点云进行封装、建模．因为是根据点云数据进行自动建模，所以

在曲面复杂而点云稀少或缺失的地方构建的模型会出现错误或者实体面缺失，此时，需要对模型进行人

工修复．

首先，调整模型法向．由于点云数据的缺失会导致封装后的模型有些地方会内外相反，在模型修复

阶段，法向相反的两部分进行搭桥时会出现拟合三角面扭曲的现象，导致无法进行漏洞填补，会让模型

的修复工作开展困难．因此，要对法向相反的地方进行法向的旋转．在旋转之前将要进行法向旋转的部

分与整体进行分割，否则，会导致整体法向也随之旋转［９］．

其次，对模型的烂面或重叠面现象，通过三角形删除、曲面光滑、孔填充和边修补技术等进行人工修

复．在修复时要顺着模型本身的纹理和纹路去修复，以免人为破坏模型，导致模型失真．在修补缺口较大

的漏洞时要遵循由大到小的原则，利用填补功能中的搭桥操作将大缺口隔离成为一个个小型缺口，然后

再进行全部填补的操作．

最后，使用网格医生功能对整个填补完的模型进行全面的修复［１０］，该功能会对一些自相交的三角

面和未填补的微小漏洞进行修复，在修复完成后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最终成果，如图５所示．模型在建

完之后，可以通过软件将模型导出，ＧＥＯＭａｇｉｃ支持多种的三维格式输出，输出后可用于３Ｄ打印和贴

图展示等．

图５　宋代古船的三维重建模型

Ｆｉｇ．５　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ｈｉｐ

４　古船模型３犇打印

３Ｄ打印技术是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

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在模型应用方面，３Ｄ打印技术使模型有了更加广

泛的用途．

为文物安全性和永久保存考虑，可以利用３Ｄ打印技术，通过工业级３Ｄ打印机将文物按１∶１比例

打印文物的３Ｄ模型进行展览．展品色彩、模型体积与实物高度吻合，达到逼真效果．文物爱好者也可以

通过３Ｄ打印技术打印成品，购置回家欣赏．

４．１　模型完整性检查

在打印之前首先要对模型的完整性进行检查．不完整的模型打印机是无法进行工作的．打印前模型

有必备的如下４个条件．１）数据模型必须是由封闭的几何体构成．２）将模型调到原点坐标（０，０，０）．３）

将模型缩放到打印输出尺寸．４）将单位修改为英寸或者毫米．

模型完整性检查可以借助软件，也可以进行人工操作．随着３Ｄ打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可以

对模型进行检查的软件，如 ＭｉｎｉＭａｇｉｃｓ可以帮助检查模型是否符合打印标准．在软件中，不符合规范

的地方会以红色提示．发现问题所在后，可以在Ｇｅｏｍａｇｉｃ软件中对模型出现红色的地方进行再修复．

４．２　模型曲面化操作

在打印大型的３Ｄ展品时，需要对模型进行曲面化操作
［１１］．大型３Ｄ打印机所匹配的软件为Ｓｏｌｉｄ

Ｗｏｒｋｓ软件．逆向工程软件Ｇｅｏｍａ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ｏ与ＣＡＤ软件、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之间的数据转换和共享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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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进行处理．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软件较好地支持和匹配的格式为ｓｔｐ和ｉｇｓ模型．当模型是由曲面片组成的时候才能

保存为这两种格式，所以要在Ｇｅｏｍａｇｉｃ软件中对模型进行曲面处理．首先，对整个对象进行“探测曲

率”操作，如果细节要求较高，则可考虑将敏感性参数设为“０”，然后进入曲面片编辑过程．

在曲面片编辑过程中，应结合“构造网格”命令进行检查．对于检查出来的相交区域或相交路径
［１２］，

可使用“编辑曲面片”、“移动面板”及“绘制曲面片布局图”命令来解决．如果经检查后没有相交区域，就

可以进入“网格阶段”命令．一般情况下，通过曲面片编辑处理后，网格阶段不必进行修整即可直接进入

“拟合曲面”命令．在拟合曲面过程中，建议使用“常数”选项．该选项允许修改拟合后的曲面，为了追求最

好的细节，可将表面张力调到最小，控制点数目调到最大．在进行完上述步骤后，即可将模型保存为ｓｔｐ

或ｉｇｓ格式．

４．３　模型３犇打印

将模型输入到３Ｄ打印机之后就可以开始打印，打印大概分为３个步骤：设置打印参数、清理原来

的打印材料和执行打印任务［１３］．

打印时间取决于模型大小、打印质量及模型复杂度等参数．打印过程中要确保电源接通，如果出现

断电或者机器故障使得打印停止，那么打印任务失败．在打印过程中，仍然可以操作控制屏幕查看参数，

但是最好不要修改参数，否则，容易出现打印故障；如果要停止本次打印，可以回主菜单选择打印暂停

（打印进度会被保存，重新开始打印后，可以接上原来的进度，但是会在暂停处形成一个熔化点，接着打

印下去，模型衔接不上，可能会成为废品）或停止打印（此时，正在打印的数据会清零，下一次开始打印

的时候，上一次打印的进度不会被保存），所以无论停止打印或者是暂停打印效果是一样的．正确设置打

印参数和打印材料后，最后得到了古船的模型，如图６所示．

图６　古船３Ｄ打印成品

Ｆｉｇ．６　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ｈｉｐ

５　结论

通过对古船的扫描、建模和３Ｄ打印，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３Ｄ打印技术在文物保

护和考古工作方面的优势［１４］，不仅可以迅速地存储文物蕴藏的历史信息，还可以使该历史信息反复利

用，并减少文物表面的破坏．相关的工作人员不但可以利用这两项技术对古文物进行快速的复制和相关

信息的存储［１５］，更可以将该手段运用到古文物的复原和仿真中．尽管这两项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已经

日趋成熟和广泛，但在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４点结论．

１）单独的三维激光扫描只能提供精确的物体空间几何信息，对于文物表面细微纹理和色彩信息的

提取仍有所欠缺［１６］．虽然现在部分扫描仪已可以提取扫描对象表面的色彩信息，但其精度还达不到要

求，对于表面图案纹理要求较高的工作来说，还是需要和其他的测绘技术和信息采集手段相结合．

２）三维激光扫描因其射线不具有穿透性，扫描对象表面反射率将会严重影响扫描的效果．比如在

古船复原工作中，由于船上有多个仓，而每个仓的内部又有许多凹凸以及细小纹理，因此，必然会出现阴

影和遮挡等．这些现象给后期数据处理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

３）扫描数据处理过程专业化程度较高，虽然现在相关数据处理软件的自动化程度较高，但只能针

对普遍常见的问题进行处理．面对昂贵的仪器和软件，以及庞大复杂的点云数据，依然需要专门的数据

处理人员来完成相关的工作．由于模型制作人员和数据处理人员知识背景的差异，使得数据在双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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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递产生脱节，造成误差，也因此增大了工作的难度．

４）３Ｄ打印成本现阶段还较高，３Ｄ打印材料的市场价格还较贵，即使是打印一个较小的模型都需

要几千元的费用，而小的模型无论是仿真效果、研究价值还是信息的存储价值都要比等比例的模型效果

差．其次，目前大型３Ｄ打印机在市场上并不多见，无论购置还是租用该设备都存在一定的难度．该技术

成本上的劣势，也使得该项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

传统的测绘方法不能迅速地精确地复制还原文物真实三维信息，也会不可避免地损坏文物本身．尽

管目前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３Ｄ打印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推广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但随着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和３Ｄ打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这两项技术在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这

些技术将会突破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瓶颈．文中提出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文物的三维几何信息

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并进行建模，大大减少了文物信息采集存储的时间，用３Ｄ打印技术把构建的三

维模型打印出来，使得文物的历史信息可以反复利用．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３Ｄ打印技术非接触、

主动性和快速性等优势，可以永久性地保存文物的数字信息，对恢复和传承其文化和艺术价值在世界范

围内的应用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这两项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缺

陷，要完全普及还需要在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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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离场航线网络环境影响

优化研究进展

田勇，殷润泽，万莉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要：　综述航迹数据分析和航线规划设计等对进离场航线网络环境影响的研究方法．航线路径设计规划是

在借鉴二维路径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应用不同的启发式算法，搜索到满足条件的最优航线路径；通过进离场航

线网络的次序优化原则，可实现航线网的全局优化．最后，针对进离场航线网络环境影响的研究现状，提出应

增加对航空器飞行性能分析、考虑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对居民密集区的影响等几点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　进离场航线网络；航迹数据分析；航线规划设计；航空排放；航空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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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ｒ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ｒｏｕｔｅｓｎ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２Ｄ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ｒｒ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ｒｏｕｔｅｓｕｓ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ｏｕｔｅ

ｐａｔｈ．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ｕｔ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ｒ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ｒｏｕｔ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ｏ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ｒｒ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ｒｏｕｔｅ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ｏｕｔ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ａｉｒ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

终端区是机场飞行区和航路间的重要衔接区域，由于其具有交通流密集多变、航线结构错综复杂、

运行模式多种并存的特点，导致空域拥堵或航班延误，更造成了恶劣的环境影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侯变化专门委员会统计，目前交通运输化石燃料消耗中１３％是由航空运输所消耗

的［１］，而航空运输排放的氧化氮（ＮＯ狓）、一氧化碳（ＣＯ）和颗粒物（ＰＭ）等有毒物质主要集中在航空器的

起降阶段［２］．从中国民航飞机ＮＯ狓 排放分布中可以看出：垂直高度上１０００ｍ的ＮＯ狓 排放量最大
［３］．这

些低空排放的有毒物质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除此之外，航空噪声也严重地干扰着终端区内居民的正常

生活．又因终端区进离场航线往往经过人口密集的城市上空，所以航空环境影响尤为凸出．航空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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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田勇（１９７６?），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空中交通管理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ｔｉａｎｙｏｎｇ＠ｎ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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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ＫＦＪＪ２０１６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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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通运输业的核心，我国还会继续扩大民用机场的数量和规模，因此，对终端区环境影响的研究就显

得十分重要．本文综述了近几年国内外对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环境影响的优化研究方法和进展．

１　航空环境影响的研究对象

终端区内航空器环境影响主要考虑的是航空排放影响和航空噪声影响，航空器环境影响与高度层

的关系，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犺为高度．目前，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都有着一套成熟完备的测算体系，但

图１　航空器环境影响与高度层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ｉｇｈｔｌｅｖｅｌ

是，针对航空环境影响的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优化方

法的研究却处在起步阶段．

１．１　航空排放

航空排放是指航空燃油在燃烧室与空气混合燃烧

后排出的各种物质．其中，终端区内的航空排放物主要

分为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ＣＯ２）、水蒸气（Ｈ２Ｏ）和有

毒气体氮氧化物（ＮＯ狓）、物烃（ＨＣ）等．因为低空排放中

的ＣＯ２ 多数被地面吸收，对环境影响不大．但是，ＮＯ狓，

ＳＯ狓，ＨＣ等有毒物质会对近地面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并

损害周边人群健康，所以研究它们的排放量和分布情况

非常重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联邦航空总署（ＦＡＡ）开发了

ＥＤＭ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并将系统中的排放模型和扩散模型作为机场建设

项目大气环境影响的标准评价模型．２０１５年５月，ＥＤＭＳ由ＡＥＤＴ（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ｏｏｌ）

系统代替．ＡＥＤＴ中的排放模型和扩散模型是在原有模型上进行了总结和补充，可以进行飞行区域内

混合高度层下多个航空器的排放物质计算和扩散分布评估．目前，ＡＥＤＴ是ＦＡＡ官方认可关于航空排

放和气体扩散的标准评估工具．

１．２　航空噪声

噪声是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音，若长期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容易导致精神错乱，

甚至死亡．航空噪声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声压级高、低频噪声突出、影响范围广、噪声影响时空间断性大

和累加性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基本噪声评价模型有如下几类：声压和声压级、Ａ声级和最大Ａ声级、

声暴露级ＳＥＬ、感觉噪声级ＰＮＬ、有效感觉噪声级ＥＰＮＬ和等效连续声级．我国参照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推荐的指标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ＷＥＣＰＮＬ）作为噪声指标，该指标考虑了噪声的频谱特

性和持续时间．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ＦＡＡ结合ＳＡＥＡＩＲ１８４５标准，开发了ＩＮ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ｎｏｉｓｅｍｏｄｅｌ）噪声评估系

统．该系统通过使用 ＮＰＤ（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数据进行噪声值评估．１９９８年，ＦＡＡ开发了 ＮＩＲＳ

（ｎｏｉｓ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程序，用于评价航线或飞行程序的噪声影响．随后，ＡＥＤＴ总结了

ＩＮＭ和ＮＩＲＳ中已有的噪声评价方法，并补充了多个噪声评价模型．ＦＡＡ在２０１２年发出声明，ＡＥＤＴ

将取代ＮＩＲＳ进行空域和飞行程序噪声评估．在２０１５年５月，ＦＡＡ宣布使用ＡＥＤＴ取代ＩＮＭ．

１．３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是由终端区内多条进离场航线组成的网络模型，其模型优化的基础是三维

空间路径规划问题．结构良好的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可以从根本上减少飞行冲突、缩短飞行里程、降

低排放、缩小噪声影响范围等，从而提高安全裕度、降低运行成本和缓解航空器环境影响．在设计进离场

航线时，安全可靠是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经济合理是在安全基础上力争实现的原则，而降低环境影响

是更高层次的追求．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研究首先是从飞行程序设计入手的，研究人员设计了连续下降进近

（ＣＤＡ）、下降剖面优化（ＯＰＤ）、延迟下降进近（ＤＤＡ）、连续爬升（ＣＣＬ）等飞行程序．随后，通过借鉴二维

路径规划方法，研究人员逐步实现了终端区空域内的三维进离场航线网络规划．目前研究中，不同的进

２５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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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场航线优化方法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应用不同启发式算法，如蚁群算法、Ａ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

等，以搜索满足目标条件的最优航线路径．为了进一步提高进离场航线路径搜索效率，研究人员又提出

了基于概略图的路径规划方法、基于栅格的路径规划方法和基于类比的路径规划方法等．在单条航线路

径规划的基础上，通过航线优先级划分，以实现航线网络全局优化．

２　航空环境影响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的研究方法上．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历史数据分

析和规划仿真评估．相比而言，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的研究较为成熟．ＡＥＤＴ是ＦＡＡ提出用于评估航

空排放和航空噪声的标准工具．

２．１　航空排放研究方法

国内外关于航空排放的研究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模型分析、取样分析和其他分析．模型分析是通过

公式计算以获取航空排放．取样分析是通过实际取样测量获取航空排放，并与计算结果对比．其他分析

则是对公式计算和实际测量间的误差进行分析．

２．１．１　模型分析　由于ＡＥＤＴ是ＦＡＡ在２０１５年提出的航空环境分析评估标准工具，所以，之前研究

航空排放时用得较多的模型仍是ＥＤＭＳ中的排放模型．

ＥＤＭＳ模型中航空器污染气体排放量计算为

犈ｉ，ｍ ＝狀犪犉ａ，ｅ，ｍ犈ｅ，ｍ，ｉ狋ｍ，ａ．

上式中：犈ｉ，ｍ为ｍ工作模式下ｔ时间内的污染物ｉ排放量；狀ａ为ａ类型航空器发动机数量；犉ａ，ｅ，ｍ为ａ类

型航空器安装ｅ类型发动机时在ｍ工作模式下的燃油消耗速率；犈ｅ，ｍ，ｉ为ｅ类型发动机在ｍ工作模式下

污染物犻的排放指数；狋ｍ，ａ为ａ类型航空器在ｍ工作模式下的时间．

常用机型配备典型发动机的各气体排放指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ＥＩＨＣ，ＥＩＣＯ，ＥＩＮＯ狓为 ＨＣ，ＣＯ，

ＮＯ狓 的排放指数．

表１　常用机型气体排放指数

Ｔａｂ．１　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ｙｐｅ

工作模式

Ｂ７３７

ＣＦＭ５６?７Ｂ２６

ＥＩＨＣ　 ＥＩＣＯ　 ＥＩＮＯ
狓

Ａ３２０

ＣＦＭ５６?５Ａ１

ＥＩＨＣ　 ＥＩＣＯ　 ＥＩＮＯ
狓

Ａ３４０

ＣＦＭ５６?５Ｃ４

ＥＩＨＣ　 ＥＩＣＯ　 ＥＩＮＯ
狓

Ｂ７４７

ＰＷ４０５６

ＥＩＨＣ　 ＥＩＣＯ　 ＥＩＮＯ
狓

起飞 ０．１０ ０．２０ ２８．８０ ０．２３ ０．９ ２４．６ ０．００８ １．００ ３７．６７ ０．０６ ０．４４ ２８．１

爬升 ０．１０ ０．６０ ２２．５０ ０．２３ ０．９ １９．６ ０．００８ ０．８５ ２９．０５ ０．０１ ０．５７ ２２．９

下降 ０．１０ １．６０ １０．８０ ０．４０ ２．５ ８．０ ０．０６５ １．４０ １０．６７ ０．１３ ２．００ １１．６

滑行 １．９０ １８．８０ ４．７０ １．４０ １７．６ ４．０ ５．０００ ３０．９３ ４．２８ １．９２ ２１．８６ ４．８

　　樊守彬等
［２］研究发现，通过引入ＥＤＭＳ模型，ＣＯ和ＶＯＣｓ在滑行模式下排放量最大，ＮＯ狓 在起飞

阶段排放较多，而ＰＭ１０的排放则主要集中在起飞和滑行阶段．夏卿等
［４］通过使用ＥＤＭＳ模型发现，我

国飞机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华东与中南地区占据了排放总量的６０％．

２．１．２　取样分析　研究人员一般在机场附近对污染物进行取样，从而更准确地描述污染物扩散和质量

浓度分布情况．由于世界各地气候条件和气象要素不同，加上各地飞机场使用的发动机类型各异，所以

通过模拟输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检测出的结果会有所差别．例如，在实地取样分析后，Ｓｃｈüｒｍａｎｎ等
［５］

发现有些引擎的排放清单比ＩＣＡＯ公布的数据高，而有些引擎的排放量则低于公布的排放清单．因此，

各地想得到更准确的排放量计算，还需要更精确的实地取样数据．

２．１．３　其他分析　排放物的分布和扩散情况受环境气象条件影响较大．例如，湿润空气会加速污染物

的湿沉积，太阳辐射强度和风速会改变空气对流，从而影响污染物分布．所以，其他影响因素不可避免地

会对污染物的分布和扩散造成严重影响，造成模型计算和实际测量结果出现差异．

２．２　航空噪声研究方法

国内外关于航空噪声的研究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模型分析和取样分析．模型分析是通过公式计算

以获取各点位的噪声级．取样分析是通过实际测量获取航空噪声级，并与计算结果对比．其他分析则是

３５２第２期　　　　　　　　　　　　　田勇，等：进离场航线网络环境影响优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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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感知上分析噪声影响．

２．２．１　模型分析　ＡＥＤＴ是ＦＡＡ在ＩＮＭ 模型基础上提出的航空环境分析评估标准工具，即噪声测

算模型．ＩＮＭ噪声评估体系包含了多个噪声评价指标和计算公式，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ＩＮＭ噪声评估体系的噪声指标

Ｔａｂ．２　Ｎｏｉ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ＮＭｎｏｉｓ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指标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犔Ａｅｑ 等效连续Ａ声级 犔Ａｅｑ＝１０×ｌｇ［
１

狋ｅｑ∫
狋
ｅｑ

０
１０犔Ａ

（狋）／１０ｄ狋］

犔ＤＥＮ 日夜噪声级 犔ＤＥＮ ＝１０×ｌｇ｛
１

２４
［１２×１０犔Ｄ

／１０
＋４×１０

犔
Ｅ＋
５／１０＋８×１０

（犔
Ｎ＋
１０）／１０］｝

犔ＤＮ 日夜平均噪声级 犔ＤＮ ＝１０×ｌｇ｛
１

２４
×［１５×１０犔Ｄ

／１０
＋９×１０

（犔
Ｎ＋
１０）／１０］｝

ＮＥＦ 噪声暴露预报
ＮＥＦ＝１０×ｌｇ∑

犻
∑
犼

１０ＮＥＦ犻，犼
／１０

ＮＥＦ犻，犼 ＝犔ＥＰＮ犻，犼 ＋１０×ｌｇ
（狀Ｄ

犻，犼
＋１６．６７狀Ｎ

犻，犼
）－８８

ＡＮＥＦ 澳洲噪声暴露预报
ＡＮＥＦ＝１０×ｌｇ∑

犻
∑
犼

１０ＡＮＥＦ犻，犼
／１０

ＡＮＥＦ犻，犼 ＝犔ＥＰＮ犻，犼 ＋１０×ｌｇ
（狀Ｄ

犻，犼
＋４狀Ｎ

犻，犼
）－８８

犅 噪声暴露指数 犅＝２０×ｌｇ∑
犻

［狀×１０犔Ｐ
／１５］－１５７

ＷＥＣＰＮＬ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ＷＥＣＰＮＬ＝１０×ｌｇ（
１

狀
×∑

犻

１０Ｌ犻
／１０）＋１０×ｌｇＮ－２７

　　周宁
［６］采用 ＷＥＣＰＮＬ噪声指标，计算并绘制萧山机场２００５年噪声等值线图．

２．２．２　取样分析　研究人员一般在机场附近或航线覆盖区域内安装测噪仪，从而准确地测量不同时间

段内的噪声值．由于噪声传播中会受到物体阻碍，噪声级会被削弱，因而测量结果也会有所差异．

２．２．３　其他分析　噪声值可以通过测量工具进行客观评价，噪声影响强度却是受人体主观感知判断

的．在综合考虑机场航空噪声客观评价量和居民主观反应的基础上，杨尚文
［７］建立了机场航空噪声对居

民影响的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此外，我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评价量和室内允许噪声标准采用的是等

效声级犔ｅｑ，所以应同时考虑使用两种噪声评价模型．

２．３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研究方法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大多是基于机场布局、导航设施和限制区进行的人工设计，不但设计效率不高，

且设计方案合理性缺乏科学验证．对进离场航线进行三维空间的路径规划可以有效兼顾安全性、经济性

和环保性等设计目标，并实现航线网络的总体优化．国内外的研究方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历史航迹数据

分析、终端区航线网络设计，以及试飞检验．

２．３．１　航迹数据分析　我国仍非常缺乏基于实际运行航迹数据的终端区航线分析评估研究，而国外针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研究开展较早．早期研究人员多聚焦于飞行程序优化，Ｋｅｒｓｈａｗ等
［８］分析了希斯罗机

场２１０架进场航班的飞行剖面，结果表明：成功使用ＣＤＡ程序可以有效降低航空排放和噪声影响．Ｃａｏ

等［９］采用整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无冲突ＣＤＡ剖面，并选取纽约机场来验证ＣＤＡ程序相比阶梯进近的

好处．为了获得ＣＤＡ程序的最佳下降顶点，Ｓｔｅｌｌ等
［１０］分析部分机型的下降轨迹数据，在给定的推力和

阻力模型下，可以准确计算出最佳下降顶点的位置．随着导航精度逐渐提高，大型繁忙终端区内配备了

基于性能导航（ＰＢＮ）．为了验证ＰＢＮ程序对航空环境影响的增益，Ｂｒｏｎｓｖｏｏｒｔ等
［１１］分析了里约热内卢

国际机场在应用ＰＢＮ程序下的实际航迹数据，结果表明：ＰＢＮ程序可减小噪声影响区域，同时减少油

耗和排放．另外，Ｍｕｌｌｅｒ等
［１２］以西雅图机场为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导航（ＲＮＶＡ／ＲＮＰ）程序相比

传统进场程序最多可节省约４０％的燃油消耗．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等
［１３］分析了在３．３ｋｍ以下，航空器以小推

力／小阻力的方式进近，结果表明：小推力进近可降低碳排放约３５％．为了对比不同地区应用连续下降

运行（ＣＤＯ）后不同的环境影响改善，Ｔｅｒｒｙ等
［１４］对巴黎和纽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导致环境改善的

因素是交通流密度和飞行路径．因此，终端区内的交通流密度和进离场航线路径是造成航空环境影响的

关键因素．

２．３．２　航线规划仿真评估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网络优化的基础是三维空间的路径规划问题示意图，如

４５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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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所示．早在本世纪初，张永芳等
［１５］在空射巡航导弹实时轨迹优化，无人机回避危险航迹规划［１６?１７］和

机器人动态移动路径规划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使用模拟退火算法，Ｘｕｅ等１８
］对终端

区二维航线网络路径进行了优化设计，结果表明：优化后的进离场航线可以有效降低燃油消耗和航空排

放．王超等
［１９］对西安咸阳机场０５Ｌ跑道起降航线进行研究时，提出了３Ｄ进离场航线的优化方法．在航

线垂直剖面优化时，提出了基于核密度估计的３Ｄ航线垂直剖面优化方法，实现了基于路径最短的进离

场航线网络优化．核密度估计法是通过分析历史航迹数据而得到轨迹概率密度，以确定最优的下降航迹

垂直剖面．此后，王超等
［２０］还提出３种启发式搜索规则，使用动态领域搜索方法来改进Ｘｕｅ等所用的模

拟退火算法，并设计了基于模糊理论的离场轨迹降噪优化方法．贺超男等
［２１］也提出了基于Ａ算法的进

离场航线网络规划方法．在借鉴上述启发式搜索规则的基础上，文献［２２?２３］设计危险天气下的进离场

图２　终端区进离场航线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Ａｒｒ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ｒｏｕｔ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ａｒｅａ

航线网络多目标优化方案，采用可视图理论，大幅度减小了终

端区内的搜索空域．相比之下，核密度估计法是通过分析历史

航迹数据而得到轨迹概率密度，并以此确定最优的下降航迹

垂直剖面．改进后的蚁群算法、模拟退火算法和 Ａ算法在水

平和垂直剖面内均采用空间搜索获取最优进离场航线路径．

此外，在优化终端区与航路航线网络衔接时，国外研究人

员提出了构建终端区内智能化过渡区的策略．随后，智能化终

端过渡区策略逐步演变为扩展终端区策略，万莉莉等［２４］提出

了一种扩展终端区下的进离场资源分配优化策略，如图２所

示．通过分散延误航班，该策略可有效提高终端区运行效率，

并减小燃油消耗和污染气体排放．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等
［２５］通过对终

端区边界进离场点进行聚类分析，明确了终端区边界上最佳

进离场点．少数国外研究人员对优化后的进离场航线网络进行了试飞验证．

３　结论

近年来，终端区内航空环境影响因其危害性较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终端区航空环境影响

主要包括了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ＡＥＤＴ是目前准确测算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影响的标准工具．ＡＥＤＴ

对ＥＤＭＳ和ＩＮＭ系统进行了总结和补充，可以进行飞行区域内混合高度层下多个航空器的排放物定

量计算、噪声影响范围评估，以及空气质量评估．

优化后的进离场航线网络可以有效降低环境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航迹数据分析、终端区航线

网络设计和试飞检验．在目前航线网络设计中，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优化进离场航线路径的智能算法．

相比之下，改进后的蚁群算法可以更加准确、高效地搜索最优进离场航线路径．但是，研究中缺乏对终端

区居民密集区和气象条件的考虑．进离场航线优先级划分是解决多条进离场航线交汇的有效方法，但

是，其标准过于简单．进离场航线网络优化方案中多以飞行路径最短作为优化目标，少部分研究人员考

虑了离场航线爬升阶段的噪声影响．因此，针对进离场航线网络环境影响研究现状，提出以下３点建议

与展望．

１）未来研究中应以减少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影响范围作为进离场航线路径优化目标，同时，考虑

航空排放和航空噪声对居民密集区的影响．降低航空环境影响是未来进离场航线优化研究的重点．

２）应补充终端区进离场航线优先级划分标准，并使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对优先级标准进行权重

决策分析，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３）结合终端区与区域耦合运行，深入分析终端区、航路等空域资源的分配优化及终端区进离场航

线与跑道构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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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划分的目标图像

识别与跟踪技术

张学英１，韩广良２

（１．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职教研究院，河北 秦皇岛０６６００４；

２．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００）

摘要：　针对多目标识别跟踪算法中存在的低效率、高能耗，易产生误检、漏检等问题，以跟踪精确率、能量损

耗为评价指标展开研究．对目前定位与跟踪的相关算法进行分析，提出一种基于空间划分的目标图像识别与

跟踪算法．利用空间分簇机制，实时收集目标的位置信息，同时，建立目标丢失与恢复机制，显著提高了目标的

识别与跟踪精度，减少能量损耗．结果表明：与常规算法相比，所提算法跟踪成功率提高了１０％左右，并能有

效减少能量消耗，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空间划分；图像识别；图像定位；跟踪算法；分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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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等设备将现实世界中的各个事物联系起来，按约定的协议进行信

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和扩展，广泛地应用于目标识别与

定位跟踪领域．目前，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目标定位和跟踪算法．王栋等
［１］基于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ｅｒｎｓ的特征描述方法，提出一种采用背景补偿引导的动态场景目标跟踪算法，从而解决了在动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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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运动目标跟踪时易出现误差累积导致跟踪失败的问题．程宪宝
［２］提出利用一个具有群间相互动

态信息的多群社会模型改进简化群优化算法，通过粒子和群的多样化，引入运动预测到多群的粒子群算

法（ＳＳＯ），在拥挤的场景中跟踪多个目标具有更高精度．Ｙａｚｄｉａｎ?ｄｅｈｋｏｒｄｉ等
［３］基于统计学理论，提出

一种重定义的混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的多目标跟踪器，利用高斯混合模型拟合重采样后的粒子分布，提

高了目标的跟踪精度．郑玉凤等
［４］利用颜色特征对变形不敏感和边缘特征对光照、颜色不敏感的特点，

提出一种基于颜色和边缘特征的均值迁移目标跟踪算法，提高了跟踪算法的鲁棒性．王国良等
［５］基于粒

子滤波理论，提出一种多自由度运动目标的稳健跟踪算法，以实现复杂背景下跟踪视频序列中的多自由

度运动目标．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大多数研究都致力于解决具有一定运动规律的目标跟踪问题，若目标

的运动轨迹具有不确定性，则识别和跟踪的精度将受到很大影响［６?８］．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一种空间

图１三边测量法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ｓｉｄ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划分的目标图像识别与跟踪技术．

１　目标识别与跟踪的相关理论

１．１　定位方法

１）三边测量．三边测量是一种通过测量目标点和已知点距离

确定目标位置的过程［９］．如果信标节点（坐标已知的节点）和目标

节点（坐标未知的节点）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测量得到，以信标节

点为中心，以二者距离为半径，画出３个定位圆，则目标节点的位

置即为定位圆之间的交点，如图１所示．

如果已知犃，犅，犆节点坐标分别为（狓犃，狔犃），（狓犅，狔犅），（狓犆，

狔犆），与目标节点犇之间的距离是狊犃，狊犅，狊犆，则犇（狓，狔）的坐标为

狓［］
狔
＝
２（狓犃－狓犆） ２（狔犃－狔犆）

２（狓犅－狓犆） ２（狔犅－狔犆
［ ］）

－１ 狓２犃 －狓
２
犆＋狔

２
犃 －狔

２
犆＋狊

２
犆－狊

２
犃

狓２犃 －狓
２
犆＋狔

２
犅 －狔

２
犆＋狊

２
犆－狊

２［ ］
犃

． （１）

　　２）到达时间（ＴＯＡ）方法．ＴＯＡ方法是通过信号的传输时间估计目标节点和信标节点之间的距

离［１０?１１］．在基于 ＴＯＡ的定位系统中，使用超声波信号作为测距信号．ＴＯＡ定位包括测量至少３个信标

节点的到达时间，然后，使用三角测量方法计算目标节点的位置．信标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的距离为

狊′＝
（狋１－狋′１）－（狋２－狋′２）

２
·狏． （２）

式（２）中：狋１ 为发射机接收时间；狋′１ 为发射机发射时间；狋２ 为接收机接收时间；狋′２ 为接收机发射时间；狏

图２　场景指纹定位法

Ｆｉｇ．２　Ｓｃｅｎｅ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为超声波传播速度．

３）场景指纹定位．场景指纹定位主要用于确定每个节点

的信号被接收的方式，包括离线阶段和在线阶段两部分，如图

２所示．在离线阶段，测量移动目标在不同位置上的信号强度，

并把收集到的信号强度值及相应的位置坐标存储于数据库．

在在线阶段，移动目标收集来自其信号作用范围内的信标节

点的信号强度值，然后，把这些信息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使

用相应的算法估计移动目标的位置．

１．２　定位算法评价标准

１）定位精度．定位精度是衡量算法有效性的指标，目标节

点的预测位置与实际位置越接近，定位精度越高，通常用平均

定位误差与节点通信半径的比值表示［１２］，即

μ＝
∑
狀

犻

（犿－犿′）槡
２

狀×犚
×１００％． （３）

式（３）中：μ为定位误差；犿，犿′为定位结果与未知结果；狀为未知节点个数；犚为节点的通信半径．

２）能耗与成本．受硬件条件影响，传感网络的寿命是其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所以在设计传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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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时候，必须考虑能耗这个影响因素．能耗过高，寿命减小，使网络成本增加，定位的价值下降．

３）锚节点密度．锚节点在所有节点中所占的比例称为锚节点密度．锚节点通常由人工部署或全球

定位系统（ＧＰＳ）自动获取位置信息．一般而言，锚节点数量越多，定位效果越好．然而，锚节点数量的增

加也会使网络的开销和成本增加．因此，在设计锚节点密度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１．３　跟踪方法

１）信息驱动协作跟踪算法
［１３?１４］．该算法是一种基于预测机制的目标跟踪算法，其工作原理为：节点

在探测信息的同时，接收其他节点发来的信息，由此判断和预测目标可能运动的方向；然后，将判断结果

传给目标可能前进方向上的节点，唤醒该节点准备参与下一阶段的跟踪任务，如图３所示．图３中：圆形

区域表示某节点的探测范围，箭头表示目标行进轨迹．当目标位置变化时，总有一个节点在目标的附近

对其进行实时定位跟踪．当目标前进时，该节点会将信息传递给相邻的某个节点，将其唤醒，继续对目标

进行跟踪．由此可见，在整个网络上，只有少量的节点参与对目标的识别与跟踪任务，从而减小网络的能

源消耗，节约成本．

２）传送树跟踪算法．该算法通过局部信息交换实现目标的跟踪，其工作原理为：当节点监测到目标

以后，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特定的选举算法，选举出一个树根节点，由其构造出传送树；然后，由树根结点

向其他节点传送目标运动信息．在传送树中的其他节点会按一定周期给根节点发送跟踪信息，树根节点

将收到的信息进行数据融合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发送到汇聚节点．当目标运动时，传送树内部节点会发

生变化，那些距离目标越来越远的节点不断被删除，同时，唤醒新节点加入传送树，如图４所示．传送树

跟踪算法能保证对目标的高效跟踪，大大减少通信开销．

　图３　信息驱动协作跟踪算法 图４　传送树跟踪算法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ｉｇ．４　Ｄｉｌｉｖｅｒｙｔｒｅ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目标图像识别与定位跟踪技术

目前，常见的目标识别与跟踪技术大多针对二维平面场景，且存在算法复杂、高能耗、精度低等问

题，当目标路线不规律时，跟踪丢失率大大增加［１５?１６］．对于三维目标跟踪算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成

果较少．基于此，在三维应用场景环境下，提出一种基于空间划分的目标图像识别与跟踪算法．

２．１　空间分簇机制

能耗是目标定位与跟踪算法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设计一种高效的节点协作管理机制是减少能耗

的最有效途径．只让少数检测到目标的节点参与跟踪过程，让其他没有检测到目标的节点进入休眠状

态，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网络的能耗，节约成本，延长系统寿命．基于这个目标，提出一种空间分簇机制，其

基本理念是对网络中的所有节点进行分组，各节点根据相邻关系自动组织成簇；然后，通过一定的算法

选举出簇头，用以协调组内节点间的信息融合及传递．簇成员负责执行跟踪任务，将监测到的目标位置

信息实时传送给簇头节点，簇头节点收集簇成员发送过来的监测目标信息，并进行加工融合处理．簇头

由各个簇成员节点之间随机轮流担当，以此平衡簇间能量的消耗，延长整个簇的生命周期．通过这种空

间分簇机制可大大缩短信息的传输路径，进而降低通信能耗，达到网络节能的目的．

２．２　工作模式

空间分簇算法中各节点都包括睡眠、跟踪和通信３种工作模式．睡眠模式中，所有模块功能均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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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节点工作模式转换图

Ｆｉｇ．５　Ｎｏｄｅ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只能通过自身定时器唤醒，此时，没有能量消耗；通信模式中，感

知模块关闭，通信模块处于待机状态，可被其他节点唤醒；跟踪模

式中，通信、感知等模块均开启，节点处于跟踪与传输信息状态．３

种工作模式可相互转换，如图５所示．

在基于空间划分的目标定位与跟踪开始阶段，探测任务将由

边界簇头担任，普通簇头处于通信模式，簇头可以随时对其唤醒．

当有目标进入网络后，边界簇头会立即发现目标并进行识别，同

时，开始节点睡眠调度，为后续跟踪提供保障．此时，其他组内的

节点都处于睡眠模式，并按一定周期苏醒，向簇头发出信息，询问

是否有跟踪任务，若有，则转为通信模式，若无，则继续睡眠．

２．３　目标丢失与恢复机制

通常移动目标的运动状态并不完全固定，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可能会发生突然变化，导致目标脱离

当前的监控区域，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网络节点预测目标的运动方向向右，但目标的实际运动方向

变成了右下方，这种情况即目标丢失．为了重新找到目标，基于空间划分的物联网目标定位与跟踪算法

提出相应的目标恢复机制．当目标进入区域２时，根据轨迹预测目标进入区域３，区域３内的簇头首先

发起探测，发现目标没有进入该区域，则发出信号激活周边范围内的簇头，进行探测，此时，区域６内的

簇头发现目标，目标恢复，则通知其他簇头休眠，重新开始跟踪过程，如图７所示．

图６　目标丢失 图７　目标恢复

　Ｆｉｇ．６　Ｏｂｊｅｃｔｌｏｓｓ Ｆｉｇ．７　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空间划分识别与跟踪算法的效果，以跟踪准确率（η）和能耗（犠）为评价指标，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

境下进行仿真分析．建立１００ｍ×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的正方体空间模拟环境，作为对目标的定位与跟踪区

域．在该区域内，按一定距离部署５００个传感器节点，每个节点的通信半径均设定为８ｍ．假设目标的移

动没有固定的模式，移动速度与移动方向完全随机．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与传统跟踪方法进行对比，

结果如图８，９所示．

　　图８　跟踪准确率对比曲线 图９　能量消耗对比曲线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９　Ｅｎｅｒｇｙｌｏ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ｕｒｖｅ

由图８，９可知：由于空间划分算法采用联合簇头机制，减少了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目标丢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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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提高定位精度的同时，使跟踪准确率有所提高，与普通算法相比，跟踪成功率提高了１０％左右．同

时，由于目标丢失的次数减少，所以相对普通算法更节省能量消耗．

４　结束语

目标定位与跟踪技术是许多应用的基础，由于目标的运动状态具有随机性，规律难以捕捉，给识别

精度与跟踪准确率带来难度．文中对目标识别与跟踪的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相应的评价指标进行

探讨，提出一种基于空间划分的目标识别与定位跟踪算法，该算法以空间分簇为机制，以睡眠、跟踪和通

信为主要工作模式，对目标进行联合跟踪．仿真结果表明：与普通跟踪算法相比，基于空间分簇目标识别

与跟踪算法具有更高的跟踪准确率和较小的能量消耗，达到设计预想，可为目标识别与跟踪技术的研究

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１］　王栋，朱虹，康凯，等．基于背景补偿引导的动态场景下目标跟踪算法［Ｊ］．仪器仪表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６）：１４３３?１４４０．

［２］　程宪宝．基于多群互动简化群优化的多目标跟踪算法［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１６，４２（３）：１?７．

［３］　ＹＡＺＤＩＡＮ?ＤＥＨＫＯＲＤＩＭ，ＡＺＩＭＩＦＡＲＺ．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ｖｉｓｕ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ｗｅａｋ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ＧＭ?ＰＨＤｔｒａｃｋｅｒ［Ｊ］．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ｍ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５，３５（２）：１?１１．

［４］　郑玉凤，马秀荣，赵晓琳，等．基于颜色和边缘特征的均值迁移目标跟踪算法［Ｊ］．光电子激光，２０１１，２２（８）：１２３１?

１２３５．

［５］　王国良，刘金国．基于粒子滤波的多自由度运动目标跟踪［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１，１９（４）：８６４?８６９．

［６］　ＧＲＡＮＳＴＲＯＭ Ｋ，ＯＲＧＵＮＥＲＵ．Ｏｎｓｐａｗ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ｇｒｏｕｐｔａｒｇｅｔｓｍｏｄｅｌｅｄ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３，６１（３）：６７８?６９２．

［７］　王秉，王子衡．非高斯噪声背景下计算机视觉目标跟踪方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６）：７７４?７７７．

［８］　钱志鸿，朱爽，王雪．基于分簇机制的ＺｉｇＢｅｅ混合路由能量优化算法［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３，３６（３）：４８５?４９３．

［９］　ＹＡＮＺｈａｉ，ＹＥＡＲＹＭＢ．Ａｎｅｗ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ｆ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ｐｏｗｅｒ

ａｗ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５７（１０）：２３７７?２３８７．

［１０］　ＰＥＮＧＢａｏ，ＧＵＸｕｅｍａｉ，ＤＩＮＧＢｏ．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ｃｔｏｒｓｃａｎ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６（１）：９９?１０３．

［１１］　邹永艳，张衍志．ＷＳＮ中视觉辅助方案结合ＴＩＣＣ２４３１ＺＰＳ平台的跟踪定位方法［Ｊ］．电信科学，２０１６，３２（９）：６８?

７４．

［１２］　李珂，李醒飞，杨帆．ＩＭＭ?ＵＫＦ算法在两坐标雷达／光电融合跟踪系统的改进与应用［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２０１６，５３（１２）：１２２５０．

［１３］　ＨＥＴｉａｎ，ＶＩＣＡＩＲＥＰ，ＹＡＮ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ｉｎｖｉｇｉｌｎｅｔ［Ｊ］．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９，５（１）：１?１２．

［１４］　田丰，郭巍，刘晓露，等．基于自适应抗差滤波的 ＷＳＮｓ节点跟踪算法［Ｊ］．传感技术学报，２０１１，２４（１）：１００?１０５．

［１５］　黄建新．室外场景下目标分割和目标识别算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６（４）：３５３?３５５．

［１６］　陈宝全，毛永毅．小波分析法解决无线定位跟踪问题［Ｊ］．电信科学，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９８?１０２．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１６２第２期　　　　　　　　　　　　张学英，等：空间划分的目标图像识别与跟踪技术



　第３８卷　第２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４　　

　　　采用 犕犆犕犆方法的上海股市

随机波动模型

赵慧琴１，刘金山２

（１．广东财经大学 华商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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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贝叶斯统计中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ＭＣＭＣ）方法对上海股市的随机波动性进行研究，基于

Ｇｉｂｂｓ抽样的 ＭＣＭＣ数值计算过程，对上海股市的随机波动率模型（ＳＶ）进行参数估计，并在 ＷｉｎＢＵＧＳ软件

中实现．根据信息判别准则（ＤＩＣ），对比拟合的ＳＶ?Ｎ，ＳＶ?Ｔ，ＳＶ?ＭＴ模型参数，结果表明：ＳＶ?Ｔ模型最能反

映上海股市波动具有尖峰厚尾的特性，可进一步用于预测样本外的波动率结果．

关键词：　随机波动率模型；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股市波动；贝叶斯分析；上海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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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ＳＶ）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ＣＭＣ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Ｇｉｂｂ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ｔｈｅ

ＷｉｎＢＵＧ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Ｖ?Ｎ，ＳＶ?Ｔ，ＳＶ?Ｍ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ｓｃｒｉｍｉ

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ｅＳＶ?Ｔｍｏｄｅｌ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ｐｅａｋｔｈｉｃｋｔａｉ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ｔｅｐｏｕｔ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ｏｃｋ

经济或金融时间序列均存在着普遍的波动性现象，随机波动率模型（ＳＶ）可以模拟和预测波动状

况．近年来，随机波动率模型在我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研究者们提出一种最常用的扩展模型，即标准模

型（ＳＶ?Ｎ模型）
［１?３］．ＳＶ族模型较难找到精确的似然函数，需要模拟建立完全的似然函数进行参数估

计，如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ＭＣＭＣ）方法．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较少将ＳＶ族的ＳＶ?ＭＴ，ＳＶ?Ｔ

模型与ＳＶ?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４７］．因此，本文基于贝叶斯统计中的 ＭＣＭＣ方法，结合Ｇｉｂｂｓ抽样，对

ＳＶ族的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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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犛犞族模型的统计结构

１．１　犛犞?犖模型

标准的ＳＶ模型形式
［８］为

狔狋＝ｅｘｐ（θ狋／２）ε狋，　　ε狋～犖（０，１）， （１）

θ狋 ＝μ＋（θ狋－１－μ）＋η狋，　　η狋～犖（０，σ
２）． （２）

式（１），（２）中：狔狋为狋时刻的标准化对数收益率；θ狋为对数波动，服从一个持续性参数为的高斯自回归

ＡＲ（１）过程；误差项ε狋与η狋是不相关的，都服从均值０，方差σ
２ 的正态分布；对于｜｜＜１，ＳＶ模型的协

方差是平稳的．

潜在波动θ狋的分布为

θ狋～犖（μ，珓σ
２），　　珓σ

２
＝σ

２／（１－
２）． （３）

　　狔狋｜θ狋的分布为

狔狋狘θ狋～犖（０，ｅｘｐθ狋），　　狋＝１，２，…，狀． （４）

　　若令＝２１－１，τ＝σ
２，且狔１：狀＝（狔１，狔２，…，狔狀）′，θ１：狀＝（θ１，θ２，…，θ狀）′，根据Ｋｉｍ等

［９］提出的方法，

假定模型参数，τ，μ，θ１ 的先验分布为

～Ｂ（２０，１．５），　τ～Ｇａ（２．５，０．０２５），　μ～犖（０，１００），　θ１ ～犖（μ，σ
２）．

　　μ，，τ，θ０ 的先验分布联合密度函数为

π（μ，，τ，θ１：狀）＝π（μ）π（）π（τ）π（θ０狘μ，，τ）×∏
狀

狋＝１

π（θ狋狘μ，，τ）． （５）

　　根据贝叶斯定理，后验分布的参数为

π（μ，，τ，θ０：狀狘狔１：狀）∝犔（μ，，τ，θ０：狀）π（μ，，τ，θ０：狀）． （６）

式（６）中：犔（μ，，τ，θ０：狀）为ＳＶ模型的似然函数．

１．２　犛犞?犜模型

ＳＶ?Ｔ模型表示一个混合的正态分布模型，其形式为

狔狋＝ｅｘｐ（θ狋／２）ε狋，　　ε狋～狋狏， （７）

θ狋 ＝μ＋（θ狋－１－μ）＋η狋，　　η狋～犖（０，σ
２）． （８）

式（７），（８）中：ε狋服从自由度为狑＞２的狋分布．

若假定λ狋服从倒伽马分布，是一个潜在的变量，则有

狔狋＝ｅｘｐ（θ狋／２）λ槡狋ε狋，　　ε狋～犖（０，１）， （９）

θ狋 ＝μ＋（θ狋－１－μ）＋η狋，　　η狋～犖（０，σ
２）． （１０）

λ狋～ΙΓ（（ω／２）·（ω／２））． （１１）

　　取参数ω的先验分布ω～χ
２（８），其他参数的先验分布同ＳＶ?Ｎ模型

［１０］．狑和θ狋的后验条件分布为

π（ω狘，μ，τ，θ０：狀；狔１：狀）∝ω
３－狀／２ｅｘｐ（－

ω
２
）· Γ（（ω＋１）／２）

Γ（ω／２（ ））

狀

∏
狀

狋＝１

１＋
狔狋ｅｘｐ（－θ狋）（ ）ω

－（ω＋１）／２

．（１２）

１．３　犛犞?犕犜模型

ＳＶ?ＭＴ模型形式为

狔狋＝犱·ｅｘｐθ狋＋ｅｘｐ（θ狋／２）ε狋，　　ε狋～狋狑， （１３）

θ狋 ＝μ＋（θ狋－１－μ）＋η狋，　　η狋～犖（０，σ
２）． （１４）

式（１３），（１４）中：ε狋为服从自由度为狑＞２的狋分布．

在模型中，犱的先验分布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其他参数的先验分布与ＳＶ?Ｔ模型参数相同．μ，τ，的

后验条件分布也与ＳＶ?Ｔ模型参数相同，即

π（犱狘，μ，τ，ω，θ０：狀；狔１：狀）∝ｅｘｐ（－
犱２

２
）∏
狀

狋＝１

１＋
（狔狋－犱·ｅｘｐθ狋）

２

ω·ｅｘｐθ（ ）
狋

． （１５）

１．４　模型的比较

基于贝叶斯方法，采用信息判别准则（ＤＩＣ）
［１１１２］对ＳＶ模型进行比较，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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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２ｌｏｇ犘（狔狘ψ）＋２犘（狔）． （１６）

　　ＤＩＣ准则可以很好地比较复杂的统计模型，即

ＤＩＣ＝珡犇＋狆犇 ＝２犈ψ狘狔（犇）－犇（犈ψ狘狔（ψ））． （１７）

式（１６），（１７）中：犘（狔｜ψ）为似然函数；珡犇表示模型拟合数据的优劣，其值越大，则模型拟合数据越劣质；

狆犇＝犈ψ｜狔（犇）－犇（犈ψ｜狔（ψ））＝珡犇－犇（珔ψ），用于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其值越大，则说明模型越复杂．

２　上海股市犛犞族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在ＳＶ族模型中，其参数用 ＭＣＭＣ方法中的Ｇｉｂｂｓ抽样进行估计．数据源于新浪财经网２０１３年９

月２日至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的上海股市的收盘价格，共２４２个数据．在进行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前，

用 ＷｉｎＢＵＧＳ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１００００次预迭代，再进行２０００２次迭代，以保证参数的收敛性．３种

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波动水平参数μ在ＳＶ?Ｎ模型中的绝对值较大，说明

在ＳＶ?Ｎ模型中上证综指的波动性体现得比较强烈；３个模型中的波动持续性参数的估计值相差不

大，都在０．９８以上，说明３个模型都能刻画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的波动持续性，也说明我国股市具有波

动集聚性；在ＳＶ?Ｔ和ＳＶ?ＭＴ模型中加入自由度参数ω，其值分别为１６．２６０，１６．４８０，体现了上海股票

尖峰厚尾的特性［１３］，而ＳＶ?Ｎ模型并未体现这一特性．ＳＶ?Ｔ模型参数的后验核密度估计，如图１所示．

表１　ＳＶ族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Ｔａｂ．１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Ｖ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模型 参数 均值 方差 ２．５０％分位数 ９７．５０％分位数

ＳＶ?Ｎ

μ －０．１３８２０ ０．１１０９０ －０．３５３８０ ０．０６８８５

 ０．９８３５０ ０．０１８０８ ０．９２６１０ ０．９９８８０

τ ２０３．９０ ７０．４０ ９０．２７ ３８０．４０

ＳＶ?Ｔ

μ －０．００７０２７ ０．１１０６００ －０．２９２２００ ０．１３８７００

 ０．９８８１００ ０．００９２５１ ０．９６２９００ ０．９９８７００

τ ８５．１２ ３０．４１ ４０．７７ １５２．１０

ω １６．２６０ ４．７５１ ８．８１１ ２６．９３０

ＳＶ?ＭＴ

μ －０．０１０７５ ０．０９７８０ －０．２９８３０ ０．０８４０８

 ０．９９１８００ ０．００５６２５ ０．９７７８００ ０．９９９１００

τ １１０．３０ ４４．８３ ４６．６０ ２１３．６０

ω １６．４８０ ４．８５４ ８．８９３ ２７．６４０

犱 ０．００１３９３ ０．０９３０００ －０．１７９９００ ０．１８２２００

　　　（ａ）ω的核密度　　　　　　　　　　　　　　　　　　　　（ｂ）μ的核密度

　　　（ｃ）的核密度　　　　　　　　　　　　　　　　　　　　（ｄ）τ的核密度

图１　ＳＶ?Ｔ模型参数的后验核密度估计图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Ｖ?Ｔ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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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模型的ＤＩＣ值，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ＳＶ?Ｔ模型的珡犇值最小，而ＳＶ?Ｎ模型的珡犇值最大，表

表２　各模型的ＤＩＣ值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ＤＩＣｆｏｒＳＶ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珡犇 犘犇 ＤＩＣ

ＳＶ?Ｎ ３９８．８６８ ０ ３９８．８６８

ＳＶ?Ｔ ３８７．２３５ ２．４４１ ３８９．６７６

ＳＶ?ＭＴ ３９２．８６８ －０．０９３ ３９２．７７５

明３个模型中，模拟上海综指的数据最好是ＳＶ?Ｔ模型，最

差是ＳＶ?Ｎ模型；对于犘Ｄ 值的模拟，ＳＶ?Ｔ模型最大，而

ＳＶ?ＭＴ最小．说明对于上海综指的模拟，ＳＶ?ＭＴ模型相

对于其他模型来说是最简单的模型，而ＳＶ?Ｔ模型是最复

杂的；对于综合了模型的复杂度和拟合优劣的ＤＩＣ值，ＳＶ?

Ｔ模型的值最小，其值为３８９．６７６，而ＳＶ?Ｎ模型的值最

大，其值为３９８．８６８，这说明在模拟上海股市波动特性时，ＳＶ?Ｔ模型要优于ＳＶ?Ｎ模型和ＳＶ?ＭＴ模型．

３　结束语

对ＳＶ?Ｔ，ＳＶ?Ｎ，ＳＶ?ＭＴ模型的参数估计、后验核密度估计和ＤＩＣ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在模拟我

国上海股市的波动性中，ＳＶ?Ｔ模型比ＳＶ?Ｎ，ＳＶ?ＭＴ模型更优，更能反映上海股市的尖峰厚尾的特性，

并且证明了上海股市具有很强的波动持续性．利用ＳＶ?Ｔ模型，可进一步用于预测样本外的波动率结

果．对于国外已有的杠杆ＳＶ模型
［１４］、长记忆ＳＶ模型

［１５?１６］研究，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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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饵有病的生态?流行病模型的

稳定性分析

傅金波１，陈兰荪１，２

（１．福建师范大学 闽南科技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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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一类具有双线性发生率和功能反应且食饵染病的生态?流行病模型的动力学行为．通过构造适当

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运用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集原理，获得保证系统的无捕食者无病平衡点、疾病主导平衡点、捕食者

主导平衡点和正平衡点全局渐近稳定的阀值条件．通过疾病流行的阀值和捕食机制形成的阀值，以及疾病与

捕食两者竞争占优的阀值，共同刻画生态?流行病系统的演变规律性．

关键词：　生态?流行病模型；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集原理；功能性反应；平衡点；全局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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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近年来，许多学者利用种群动力学原理［１］和Ｋｅｒｍａｃｋ
［２］的流行病学建模机理，分析了大量的食饵?

捕食者系统［３?８］和多种形式的传染病模型［９?１４］．然而，在已有的生物动力学模型建模中考虑疾病影响却

不多见．疾病对种群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将种群动力学与传染病学结合起来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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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流行病模型，对于探讨疾病流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乃至改善生态环境以控制疾病的流行，无疑是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更富有实际应用价值［１５］．据此，考虑疾病只在食饵之间传播，且食饵种群分为易感

者和染病者两类，建立食饵有病的生态?流行病模型为

犛′＝犃－犱１犛－β犐犛－狆犛犢，

犐′＝β犐犛－犱１犐－狆犐犢，

犢′＝犵（犛＋犐）犢－犱２犢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犛，犐分别为狋时刻食饵种群中易感者和染病者两类的数量；犢 为狋时刻捕食者种群的数量；犃

为易感者种群的增长率；β为接触率；狆为捕食率；犱犻（犻＝１，２）为自然死亡率；犵为捕食者种群的增长率；

所有参数均为正的常数，且犵＜狆．

基于生物学意义，模型（１）的初值条件为犛（０）＞０，犐（０）＞０，犢（０）＞０．定义３个阀值依次为

犚０ ＝β
犃

犱２１
，

犚１ ＝
犃犵
犱１犱２

，

犚２ ＝β
犱２２
犃犵

２

烅

烄

烆
，

且

犛０ ＝
犃
犱１
，　　犛１ ＝

犱１

β
，　　犛２ ＝

犱２

犵
，　　犛３ ＝

犃犵

β犱２
，

犐１ ＝β
犃－犱

２
１

β犱１
，　　犐３ ＝β

犱２２－犃犵
２

β犱２犵
，　　犢２ ＝犢３ ＝

犃犵－犱１犱２

狆犱２

烅

烄

烆
．

　　文中主要研究模型（１）的无捕食者无病平衡点、疾病主导平衡点、捕食者主导平衡点和正平衡点的

全局渐近稳定性，从理论上阐明捕食与疾病流行的演变规律性．

２　相关引理及其证明

引理１　模型（１）满足初值条件的任意解（犛，犐，犢）皆为正解．

证明　模型（１）等价于

犛＝ｅｘｐ［－∫
狋

０

（犱１＋β犐（τ）＋狆犢（τ））ｄ狌］｛犛（０）＋

　　∫
狋

０
犃·ｅｘｐ［∫

狌

０

（犱１＋β犐（τ）＋狆犢（τ））ｄτ］ｄτ｝，

犐＝犐（０）ｅｘｐ［∫
狋

０

（β犛（τ）－犱１－狆犢（τ））ｄτ］，

犢 ＝犢（０）ｅｘｐ［∫
狋

０

（犵犛（τ）＋犵犐（τ）－犱２）ｄτ］

烍

烌

烎．

（２）

　　由此可见，在初值条件下，模型（１）的任意解（犛，犐，犢）皆为正解．证毕．

引理２　模型（１）满足初值条件的任意正解（犛，犐，犢）均为最终有界的．

证明　令犔＝犛＋犐＋犢，由模型（１）得犔′≤犃－犱１犛－犱１犐－犱２犢．取μ＝ｍｉｎ｛犱１，犱２｝，故有

犔′≤犃－μ犔，　　ｌｉｍｓｕｐ
狋→＋∞

犔≤
犃

μ
∶＝犕０．

　　由微分方程比较定理可知，存在狋０＞０，犕≥犕０，当狋≥狋０ 时，恒有犔≤犕．进而，集合Ω＝｛（犛，犐，犢）∈

犚３∶０＜犛≤犕，０≤犐≤犕，０≤犢≤犕｝是模型（１）的正向不变集和最终有界区域．证毕．

模型（１）的非负平衡点满足

犃－犱１犛－β犐犛－狆犛犢 ＝０，

β犐犛－犱１犐－狆犐犢 ＝０，

犵（犛＋犐）犢－犱２犢 ＝０

烍

烌

烎．

（３）

　　根据方程组（３），易获得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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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３　模型（１）总存在着无捕食者无病平衡点犘０＝（犛０，０，０）．当犚０＞１时，存在疾病主导平衡点

犘１＝（犛１，犐２，０）；当犚１＞１时，存在捕食者主导平衡点犘２＝（犛２，０，犢２）；当犚１＞１，且犚２＞１时，还存在正

平衡点犘３＝（犛３，犐３，犢３）．

３　主要结果与证明

定理１　当犚０≤１，犚１≤１时，模型（１）的无捕食无病平衡点犘０ 在域Ω上是全局渐近稳定．

证明　将模型（１）改为如下等价系统，即

犛′＝－犱１（犛－犛０）－β犐犛－狆犛犢，

犐′＝β犐犛－犱１犐－狆犐犢，

犢′＝犵（犛＋犐）犢－犱２犢

烍

烌

烎．

（４）

　　设（犛，犐，犢）是系统（４）的任意正解，利用函数犉（ξ）＝ξ－１－ｌｎξ在（０，＋∞）存在唯一最小值点ξ＝１

且犉（ξ）≥犉（１）＝０的性质，构造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泛函为

犞０（狋）＝犛０犉（
犛
犛０
）＋犐＋

狆
犵
犢．

　　易见正定函数犞０（狋）在无捕食无病平衡点犘０ 处取得唯一最小值为零．当犚０≤１，犚１≤１时，直接计

算犞０（狋）沿着系统（４）轨线的全导数，可得

ｄ犞０（狋）

ｄ狋
＝－
犱１
犛
（犛－犛０）

２
＋犱１（犚０－１）犐＋

狆犱２

犵
（犚１－１）犢 ≤０，

当且仅当（犛，犐，犢）＝（犛０，０，０），有犞′０（狋）＝０．

根据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性原理
［１６］可知：模型（１）的无捕食无病平衡点犘０ 在域Ω上是全局渐近稳定的．

证毕．

定理２　当犚０＞１≥犚１ 时，模型（１）的疾病主导平衡点犘１ 在域Ω上是全局渐近稳定．

证明　将模型（１）改为如下等价系统，有

犛′＝－犱１（犛－犛１）－β（犐犛－犐１犛１）－狆犛犢，

犐′＝β（犐犛－犐１犛１）－犱１（犐－犐１）－狆犐犢，

犢′＝犵（犛＋犐）犢－犱２犢

烍

烌

烎．

（５）

　　设（犛，犐，犢）是系统（５）的任意正解，利用函数犉（ξ）＝ξ－１－ｌｎξ在（０，＋∞）上的非负性质，构造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泛函为

犞１（狋）＝犛１犉（
犛
犛１
）＋犐１犉（

犐
犐１
）＋
狆
犵
犢．

　　由此可见，正定函数犞１（狋）在疾病主导平衡点犘１ 处取得唯一最小值为零．

当犚０＞１≥犚１ 时，注意到β犛１＝犱１，直接计算犞１（狋）沿着系统（５）轨线的全导数，可得

ｄ犞１（狋）

ｄ狋
＝－
犱１＋β犐１
犛

（犛－犛１）
２
＋
狆犱２

犵
（犚１－１）犢 ≤０．

　　当且仅当（犛，犐，犢）＝（犛１，犐１，０），有犞′１（狋）＝０．又因为模型（１）在犘１ 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特征方程为

［λ
２
＋（犱１＋β犐１）λ＋β

２犛１犐１］［λ－犱２（犚１－１）］＝０．

　　当犚０＞１，犚１＞１时，特征方程存在一个正特征值，故犘１ 是不稳定的；当犚０＞１≥犚１ 时，特征方程的

非零特征值均具有负实部，而且零特征值为特征单根，故犘１ 是局部渐近稳定．

由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性原理
［１６］可以得到，模型（１）的疾病主导平衡点犘１ 在域Ω上是全局渐近稳定的．

证毕．

定理３　当犚１＞１≥犚２ 时，模型（１）的捕食者主导平衡点犘２ 在域Ω上是全局渐近稳定．

证明　将模型（１）改为如下等价系统，有

犛′＝－犱１（犛－犛２）－β犐犛－狆（犛犢－犛２犢２），

犐′＝β犐犛－犱１犐－狆犐犢，

犢′＝犵（犛犢－犛２犢２）＋犵犐犢－犱２（犢－犢２）

烍

烌

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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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犛，犐，犢）是系统（６）的任意正解，利用函数犉（ξ）＝ξ－１－ｌｎξ在（０，＋∞）上的非负性质，构造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泛函为

犞２（狋）＝犛２犉（
犛
犛２
）＋犐＋

狆
犵
·犢２犉（

犢
犢２
）．

　　由此可知，正定函数犞２（狋）在捕食者主导平衡点犘２ 处取得唯一最小值为零．

当犚１＞１≥犚２ 时，注意到犵犛２＝犱２，沿着系统（６）轨线计算犞２（狋）的全导数，可得

ｄ犞２（狋）

ｄ狋
＝－
犱１＋狆犢２
犛

（犛－犛２）
２
＋
犃犵
犱２
（犚２－１）犐≤０．

　　当且仅当（犛，犐，犢）＝（犛２，０，犢２），有犞′２（狋）＝０．又因为模型（１）在犘２ 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特征方程为

［犱２λ－犃犵（犚２－１）］［λ
２
＋（犱１＋狆犢２）λ＋狆犵犛２犢２］＝０．

　　当犚１＞１，犚２＞１时，特征方程存在一个正特征值，故犘２ 是不稳定的；当犚１＞１≥犚２ 时，特征方程的

非零特征值均具有负实部，而且零特征值作为特征单根，故犘２ 是局部渐近稳定．

根据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性原理
［１６］可知：模型（１）的捕食者主导平衡点犘２ 在域Ω上是全局渐近稳定的．

证毕．

定理４　当犚１＞１，犚２＞１时，模型（１）的正平衡点犘３ 在域Ω内是全局渐近稳定．

证明　将模型（１）改为如下等价系统，有

犛′＝－犱１（犛－犛３）－β（犐犛－犐３犛３）－狆（犛犢－犛３犢３），

犐′＝β（犐犛－犐３犛３）－犱１（犐－犐３）－狆（犐犢－犐３犢３），

犢′＝犵（犛犢－犛３犢３）＋犵（犐犢－犐３犢３）－犱２（犢－犢３）

烍

烌

烎．

（７）

　　设（犛，犐，犢）是系统（７）的任意正解，利用函数犉（ξ）＝ξ－１－ｌｎξ在（０，＋∞）上的非负性质，构造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泛函为

犞３（狋）＝犛３犉（
犛
犛３
）＋犐３犉（

犐
犐３
）＋
狆
犵
犢３犉（

犢
犢３
）．

　　易于验证正定函数犞３（狋）在正平衡点犘３ 处取得唯一最小值为零．

当犚１＞１，犚２＞１时，注意到犚２犚
２
１＝犚０ 必有犚０＞１，犵（犛３＋犐３）＝犱２，β犐３犛３＝犱１犐３＋狆犐３犢３，所以直接

计算犞３（狋）沿着系统（７）轨线的全导数，有

ｄ犞３（狋）

ｄ狋
＝
犱１＋β犐３＋狆犢３

犛
（犛－犛３）

２
≤０．

　　同时，模型（１）在犘３ 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的特征方程为

λ
３
＋犪１λ

２
＋犪２λ＋犪３ ＝０．

其中：犪１＝犱１＋β犐３＋狆犢３；犪２＝β
２犛３犐３＋狆犵犛３犢３＋狆犵犐３犢３；犪３＝狆犵犐３犢３（犱１＋β犐３＋狆犢３）．

又因为Δ１＝犪１，Δ２＝犪１犪２－犪３＝（犱１＋β犐３＋狆犢３）（β
２犛３犐３＋狆犵犛３犢３），Δ３＝犪３Δ２ 皆为正数，故由

Ｒｏｕｔｈ?Ｈｕｒｗｉｔｚ判据
［１６］可知：当犚１＞１，犚２＞１时，犘３ 总是局部渐近稳定．

由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性原理
［１６］可知：模型（１）的正平衡点犘３ 在域Ω内是全局渐近稳定的．证毕．

４　结论

由定理１可知：当食饵种群的易感者染病数量不多于１个，且捕食者种群的捕食数量也不多于１个

时，该生态?流行病系统中的疾病尚未流行，且捕食机制也尚未形成，疾病和捕食者种群将在该系统中很

快被消除，食饵种群的易感者数量将全局渐近稳定在一个正常数上．

由定理２可知：当食饵种群的易感者染病数量大于１个，且捕食者种群的捕食数量不多于１个时，

该生态?流行病系统中疾病流行，且捕食机制尚未形成，捕食者种群在系统中趋于灭绝，食饵种群的易感

者和染病者数量将全局渐近稳定在一组正常数上．

由定理３可知：当捕食者种群的捕食数量大于１个，且疾病低于捕食对食饵种群的侵害，该生态?流

行病系统中疾病尚未流行，且捕食机制已形成，疾病在系统中很快消除，食饵种群的易感者和捕食者数

量将全局渐近稳定在一组正常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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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４可知：当捕食者种群的捕食数量大于１个，且疾病还高于捕食对食饵种群的侵害，该生态?

流行病系统中捕食机制已形成且疾病流行，食饵种群的易感者、染病者和捕食者种群共存并将全局渐近

稳定在一组正常数上．

综上讨论，犚０ 是疾病是否流行的阀值，犚１ 是捕食机制是否形成的阀值，犚２ 是疾病与捕食两者占优

比较的阀值，三者共同刻画了生态?流行病系统（１）的演变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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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收敛在勒贝格积分中存在性

证明及其具体应用

吴志勇

（遵义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贵州 遵义５６３００２）

摘要：　为了证明勒贝格积分是否具有弱收敛性，基于勒贝格相关理论，得到勒贝格积分存在弱收敛的充要条

件为｛犳犽｝在犔狆 空间中有界；同时，得出需满足｛犳犽｝在测度犈范围内的积分极限值等于其积分值的条件．最

后，将勒贝格积分应用在概率统计方面，并采用Ｌｅｂｅｓｇｕｅ?Ｓｔｉｅｌｔｊｅｓ积分分别表示随机变量及数学期望．

关键词：　勒贝格积分；弱收敛；测度；概率统计；随机变量；Ｌｅｂｅｓｇｕｅ?Ｓｔｉｅｌｔｊｅｓ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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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贝格控制收敛定理的证明及其应用是经典实变函数论中的重要课题，得到了相当广泛深刻的研

究．勒贝格犔狆 可积函数空间中的收敛性以勒贝格积分中的各种收敛性质为工具，深入到测度收敛、集

中紧致、补偿紧致等［１］．虽然勒贝格积分已经应用于少数领域之中
［２］，但目前有关空间勒贝格积分中的

许多收敛性是分散在各文献中，大部分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３］．本文通过阐述黎曼积分及勒贝格积分理

论，研究弱收敛在勒贝格积分中存在性证明及其具体应用．

１　黎曼积分定义

设犳（狓）是［犪，犫］上的有界函数，任意分点满足以下关系
［４］，即

犪＝狓０ ＜狓１ ＜ … ＜狓狀 ＝犫． （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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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区间［犪，犫］分成狀部分，对小区域［狓犻－１，狓犻］内的任意一点ξ犻（犻＝１，２，３，…）求和，有

犛＝∑
狀

犻＝１

犳（ξ犻）（狓犻，狓犻－１）． （２）

　　假设狉＝ｍａｘ
犻＝１

（狓犻，狓犻－１），则当狉→０时，犛为有限的极限，此时，犛是犳（狓）在区域［犪，犫］内的黎曼积分，

表示为

犐＝犚∫
犫

犪
犳（狓）ｄ狓． （３）

２　勒贝格积分定义

２．１　分划

设犈犚狇 是一非空可测集，如果犈＝∪
狀

犻＝１
犈犻，其中，各个犈犻为互不相交的非空可测集，则称有限集合

族犇＝｛犈犻｝是犈的一个可测分划，简称分划
［５］．

设犇＝｛犈犻｝是犈的另一分划，如果对于任一犈′犼∈犇′，存在犈犻∈犇，使犈′犼∈犈犻，称犇′比犇 细．

引理１　给定犈任意两个分划犇′，犇，必存在比其细的第３分划，即

犇″＝ ｛犈犻∩犈′犼狘犈犻∈犇，犈′犼∈犇′，犈犻∩犈′犼≠｝． （４）

２．２　大和与小和

设犳（狓）为定义在犚狇 中测度有限的集犈 上的有界函数，对于犈的任一分划犇＝｛犈犻｝，则可令犅犻＝

ｓｕｐ
狓∈犈犻

犳（狓），犫犻＝ｉｎｆ
狓∈犈犻

犳（狓），则∑
犻

犅犻犿犈犻，∑
犻

犫犻犿犈犻分别称为犳（狓）关于分划犇的大和及小和（由犇完全确

定），并分别记为犛（犇，犳）及狊（犇，犳）
［６］．

引理２　１）设犅＝ｓｕｐ
狓∈犈
犳（狓），犫＝ｉｎｆ

狓∈犈
犳（狓），则有

犫犿犈 ≤狊（犇，犳）≤犛（犇，犳）≤犅犿犈； （５）

　　２）设分划犇′比犇 细，则狊（犇，犳）≤狊（犇′，犳），犛（犇，犳）≤犛（犇′，犳）；

３）对于任两个分划犇′，犇，有狊（犇，犳）≤犛（犇′，犳）；

４）ｓｕｐ
犇
≤ｉｎｆ

犇
犛（犇，犳），这里上、下确界是对犈的所有可能的分划取的．

设犳（狓）是犈犚狇（犿犈＜∞）的有界函数，

∫
－

犈
犳（狓）ｄ狓＝ｉｎｆ犛（犇，犳），　　∫

－
犈
犳（狓）ｄ狓＝ｓｕｐ（犇，犳）， （６）

分别称为犳（狓）在犔上、下积分，当犳（狓）满足

∫
－

犈
犳（狓）ｄ狓＝∫

－
犈
犳（狓）ｄ狓， （７）

则称犳（狓）在犈上犔 可积，并称此共同值为犳（狓）在犈上的犔 积分，记为∫犈
犳（狓）ｄ狓．

以上是犚狇 中测度有限可测集上有界函数的犔 积分定义，形式上同犚积分完全类似．除了积分区域

更一般之外，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测度和分划的不同［４］．

２．３　有界函数的勒贝格积分

设犳（狓）定义在犈犚狇 测度有限集犈 上的有界函数
［７］，

∫
－

犈
犳（狓）ｄ狓＝ｉｎｆ犛（犇，犳），　　∫犈

犳（狓）ｄ狓＝ｉｎｆ
犇
狊（犇，犳）． （８）

分别称为犳（狓）在犈上的犔 上、下积分．

如果∫
－

犈
犳（狓）ｄ狓＝∫犈

犳（狓）ｄ狓，则犳（狓）在犈上是可积的，且犳（狓）在犈上犔 积分，记为∫犈
犳（狓）ｄ狓．

２．４　勒贝格积分的充要条件

设犳（狓）是定义在犈犚狇 测度有限集犈 上的有界函数
［８］，则犳（狓）在犈上犔 可积的充要条件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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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ε＜０，存在犈的分划犇，使

犛（犇，犳）－ｓｕｐ
犇

（犇，犳）＝∑
犻

ω犻犿犈犻＜ε，　　ω犻 ＝犅犻－犫犻． （９）

也即ｉｎｆ［犛（犇，犳）－狊（犇，犳）］＝ｉｎｆ
犇∑

犻

ω犻犿犈犻 ＝０．

定理１　设犳（狓）是定义在犈犚狇 测度有限的集犈 上的有界函数，则犳（狓）在犈上犔 可积的充要条

件是犳（狓）在犈上可测．

定理２　设犳（狓）在犈上犔 可积，且犳（狓）＝犵（狓），ａ．ｅ．于犈，则犵（狓）在犈上犔 可积，且∫犈
犳（狓）ｄ狓＝

∫犈
犵（狓）ｄ狓．

根据上述阐述的黎曼积分与勒贝格积分定义可知，黎曼积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勒贝格积分的可积范围更加广泛，有效地克服黎曼积分的局限性．

３　勒贝格积分弱收敛存在的充要条件

３．１　强收敛与弱收敛定义

１）设犡是赋范线性空间，犡为犡′共扼空间，｛狓狀｝犡′，如果存在犳∈犡′，有

ｌｉｍ‖犳狀－犳‖ ＝０， （１０）

则称｛狓狀｝强收敛于狓．

２）设犡是赋范线性空间，｛狓狀｝犡，如果存在犳∈犡，使得犳∈犡
，有

ｌｉｍ犳（狓狀）＝犳（狓）， （１１）

则称｛狓狀｝弱收敛于狓，记为狓 →
犠
狓，狓称为｛狓狀｝的弱极限．把序列｛狓狀｝按范数收敛称为强收敛，相应的

极限称为序列的强极限，记为狓狀 →
犛
狓．

根据强收敛与弱收敛定义，强收敛必定弱收敛，但弱收敛不一定强收敛．

３．２　勒贝格积分弱收敛存在的充要条件

设Ω为犚
狀 中可测集，测度ｍｅｓΩ＞０，｛犳犽｝在犔狆（Ω）（１≤狆≤∞）弱收敛于犳∈犔狆（Ω）．

证明　如果｛犳犽｝弱收敛犳，则根据勒贝格积分及弱收敛定义，ｌｉｍ
犽→∞∫犈

犳犽ｄ狓＝∫犈
犳ｄ狓对每一个可测度

集有犈∈Ω．由于｛犳犽｝弱收敛犳，则任意的狓∈犔狆（Ω）有｛犳犽｝收敛，根据共鸣定理
［５］可知，｛犳犽｝在犔狆（Ω）中

有界．

设‖犳狀‖≤犕（狀＝１，２，…），犳∈犔狆（Ω），令φ∈犔
狆′（Ω）（１－狆′＜∞），根据函数集在犔狆（Ω）上的稠密

性，当犿无限大时，则有任意的δ＞０，满足

∫Ω－Ω犿

狘φ狘
狆′ｄ狓＜δ，　　Ω犿 ＝Ω∩ ｛狘狓狘＜犿｝，

狘∫Ω

（犳犽－φ）φｄ狓狘＝狘［∫Ω－Ω犿

＋∫Ω－Ω犿

］（犳犽－犳）φｄ狓狘≤

‖犳犽－犳‖狆‖φ‖犔
狆（Ω－Ω犿

）＋狘［∫Ω犿∩犈犽

＋∫Ω犿－犈犽

］（犳犽－犳）φｄ狓狘≤

２犆‖φ‖犔
狆（Ω－Ω犿

）＋‖犳犽犳‖狆‖φ‖犔
狆（犈∩Ω犿

）＋ε狘Ω犿狘
１／狆‖φ‖狆′ ≤

２犆δ＋２犆‖φ‖犔
狆′（犈犽∩Ω犿

）＋ε狘Ω犿狘
１／狆‖φ‖狆′． （１２）

　　令犽→∞，ε→０，δ→０，则有

ｌｉｍ
犽→∞∫Ω

犳犽φｄ狓＝∫Ω
犳φｄ狓． （１３）

　　因此，｛犳犽｝弱收敛于犳的充要条件为

１）｛犳犽｝在犔狆（Ω）中有界；

２）ｌｉｍ
犽→∞∫犈

犳犽ｄ狓＝∫犈
犳犽ｄ狓对每一个可测度集犈∈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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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犳∈犔
狆（Ω）１＜狆′＜∞，｛犳犽｝（犽＝１，２，…）在犔狆（Ω）有界，则｛犳犽｝中存在｛犳犼｝及函数，使任一φ∈

犔狆′（Ω），满足

ｌｉｍ
犽→∞∫Ω

犳犽
犼φｄ狓＝∫Ω

犳φｄ狓． （１４）

　　当狆＝１时，则式（１１）的关系式不成立．根据式（１１），（１２）中的‖犳犽‖１＝１，且任意狋∈（０，１），则

ｌｉｍ
犽→∞∫０犳犽（狓）ｄ狓有界．若犳∈犔

－１［０，１］，对任一的φ∈犔
狆′（Ω）不存在，则

ｌｉｍ
犽→∞∫

１

０
犳犽φｄ狓＝∫

１

０
犳φｄ狓． （１５）

　　由此可知，当狆＝１时，式（１３）关系不成立．

定理３　根据以上定理，当１＜狆＜∞，｛犳犽｝，犳∈犔狆（Ω），犳犽→犳，狓∈Ω时，满足ｌｉｍ
犽→０
‖犳犽－犳‖

狆＝０的

充要条件为ｌｉｍ
犽→０
‖犳犽－犳‖

狆＝‖犳‖
狆．

证明　充分性．由于犳∈犔
狆（Ω），因此对于任一的ε＞０，均存在无限大的犿，满足

∫Ω犿

狘犳狘
狆ｄ狓≤ε／４，　　Ω犿 ＝Ω∩ ｛狘狓狘＜犿｝． （１６）

　　根据相关定理，ｌｉｍ
犽→０∫Ω－Ω犿

狘犳犽狘
狆ｄ狓＝∫Ω－Ω犿

狘犳狘
狆ｄ狓，则有

ｌｉｍ
犽→０∫Ω－Ω犿

狘犳犽狘
狆ｄ狓≤∫Ω－Ω犿

狘犳犽－犳狘
狆ｄ狓≤

２狆－１（∫Ω－Ω犿

狘犳犽狘
狆ｄ狓＋∫Ω－Ω犿

狘犳狘
狆ｄ狓）≤２

狆－１ε． （１７）

　　由于积分具有绝对连续性，因此，任一犲Ω，ｍｅｓ犲＜δ，满足

∫犲狘犳狘
狆ｄ狓）≤ε／４，　　∫犲狘犳犽狘

狆ｄ狓）≤ε／２． （１８）

　　根据叶果洛夫定理，犳犽→犳，狓∈Ω犿，对于以上的δ＞０，存在犉Ω犿，使ｍｅｓ（Ω犿－犉）＜δ，犳犽→犳在犉

内是一致收敛的，则有

∫Ω犿

狘犳犽－犳狘
狆ｄ狓＝∫犉

狘犳犽－犳狘
狆ｄ狓＋∫Ω犿－犉

狘犳犽－犳狘
狆ｄ狓≤

　　　　ｓｕｐ狘犳犽－犳狘
ｐｍｅｓ犉＋２狆

－１
ε． （１９）

　　根据上述充分证明，有

ｌｉｍ
犽→０∫Ω

狘犳犽－犳狘
狆ｄ狓≤２

狆ε． （２０）

　　由于式（２０）中的ε＞０具有任意性，则存在ε，有

ｌｉｍ
犽→０∫Ω

狘犳犽－犳狘
狆ｄ狓＝０． （２１）

　　根据定理３，必要性显然是成立的．

４　勒贝格积分在概率中的应用

４．１　犔犲犫犲狊犵狌犲?犛狋犻犲犾狋犼犲狊积分理论

若μ是犳（狓）是Ｌｅｂｅｓｇｕｅ?Ｓｔｉｅｌｔｊｅｓ测度（简称Ｌ?Ｓ测度），则犳是（犚
狀，犅狀）或（犚狀，犅狀μ）上的可测函数，

犅狀μ 是犅 对测度的完全化，则称（犚
狀，犅狀μ，μ）为Ｌ?Ｓ空间．若犉是与μ对应的分布函数，则犳是关于μ或

的Ｌ?Ｓ积分，其在犚
狀 上的积分为∫

＋∞

－∞

…∫
＋∞

－∞
犳（狓１，…，狓狀）ｄ犉（狓１，…，狓狀）或∫犚狀

犳（狓１，…，狓狀）ｄ狌
［９］．

４．２　犔?犛积分表示的随机变量函数

设ξ＝（ξ１，…，ξ狀）为（Ω，犃，犘）的狀维随机变量，其中，分布函数为犉（狓１，…，狓狀），犵犽犽＝１，…，犿 是狀

维实空间的有限Ｂｏｒｅｌ函数．若η犽＝犵犽（ξ１，…，ξ狀）（犽＝１，…，犿），则有

｛η１ ＜狔１，…，η犿 ＜狔犿｝＝｛ε∶犵１（ξ１（ω），…，ξ狀（ω））＜狔１，…，犵犽（ξ１（ω），…，ξ狀（ω））＜狔犿｝＝

｛ε∶（ξ１（ω），…，ξ狀（ω））∈犌｝＝ ｛（ξ１，…，ξ狀）∈犌｝．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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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Ｌ?Ｓ积分定义
［１０］，有

犉η１，…，η犿（狔１，…，狔犿）＝犘（η１ ＜狔１，…，η犿 ＜狔犿）＝犘（（ξ１，…，ξ狀）∈犌）＝

∫犌

…∫ｄ犉（狓１，…，狓狀）． （２３）

４．３　犔?犛积分表示的数学期望

若ξ＝（ξ１，…，ξ狀）为（Ω，犃，犘）的狀维随机变量，其中，分布函数为犉（狓１，…，狓狀）是狀维实空间的有

限Ｂｏｒｅｌ函数，则η＝犵（ξ１，…，ξ狀）存在数学期望则需满足如下２个条件．

１）分布函数犉（狓１，…，狓狀）存在积分；

２）犈η ＝犈犵（ξ１，…，ξ狀）＝∫…∫犵（狓１，…，狓狀）ｄ犉（狓１，…，狓狀）．
证明　根据积分变换定理，有

∫ξ－１（犚狀）犵ξｄ犘＝∫犚
狀
…∫ｄ犵（狓１，…，狓狀）ｄ犘ξ． （２４）

式（２４）中：左、右两端分别等于

∫ξ－１（犚狀）犵（ξ）ｄ犘＝∫Ω
犵（ξ（ω））ｄ犘＝∫犵（ξ１，…，ξ狀）ｄ犘＝犈η，

∫犚
狀
…∫犵（ξ１，…，ξ狀）ｄ犘ξ＝∫

＋∞

－∞

…∫
＋∞

－∞
犵（ξ１，…，ξ狀）ｄ犉（狓１，…，狓狀）

烍

烌

烎．

（２５）

４．４　实例应用

设随机变量ξ的分布函数为犉（狓），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为η＝犪ξ＋犫（犪，犫均为实数）；η＝ｃｏｓξ．

证明　令犉η 为η的分布函数，有

犉η（狔）＝犉（η＜狔）＝犉（犪狓＋犫＜狔）＝∫犌

…∫ｄ犉（狓）． （２６）

式（２６）中：犌＝｛狓，犪狓＋犫＜狔｝．同理，令犉η（狔）为η的分布函数，有

犉η（狔）＝犉（η＜狔）＝犉（ｃｏｓ狓＜狔）＝∫犌

…∫ｄ犉（狓）． （２７）

式（２７）中：犌＝｛狓，ｃｏｓ狓＜狔｝．故例题得证．

５　结束语

勒贝格积分的创立，是弥补了黎曼积分的不足．文中在介绍勒贝格积分概念的同时，证明了勒贝格

积分弱收敛存在的充要条件；同时，将勒贝格积分应用在概率统计上，并采用ＬｅｂｅｓｇｕｅＳｔｉｅｌｔｊｅｓ积分分

别表示随机变量及数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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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犠犲狀犱狋操作对链环交叉数的

进一步结论

谭秋月１，孙平安２，林姝妤３

（１．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福建 南平３５４３００；

２．武夷学院 实验室管理中心，福建 南平３５４３００；

３．厦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摘要：　研究纽结的一种解结操作———Ｗｅｎｄｔ操作对链环交叉数的影响．计算纽结表中交叉指标不超过１０的

纽结，以及交叉指标不超过９的２分支链环的拟解结数，得到 Ｗｅｎｄｔ操作对这类链环的交叉数减二的结论．

最后，通过投影图给予证明．

关键词：　纽结；链环；Ｗｅｎｄｔ操作；解结数；交叉指标

中图分类号：　Ｏ１５７．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７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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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ｋｎｏｔ；ｌｉｎｋ；Ｗｅｎｄ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ｋｎｏｔｔ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

１　基本定义和引理

三维空间中，不与自己相交的连通分段线性闭曲线称为纽结，而由有限条既不自交也不互交的连通

的分段线性闭曲线构成的空间图形称为链环．只要投影方向选取适当，总可使链环的平面投影图的自交

点全部为二重点．为了反映产生二重点的弧线在三维空间的上下情况，用断开的弧线表示下线，用连续

的弧线表示上线．这样二重点就变成了交叉点．以线的虚实表现交叉的情况，就得到链环的投影图．一个

链环投影图称为可分离的，若它是由多个无公共交叉点链环投影图构成的，一个链环只有一个分离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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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称为不可分离或连通的．

设犓 为犛３ 中的一个纽结，在犓 的所有投影图中，交叉点最少的那个投影图上的交叉点数就称为

犓 的交叉指标，其符号为犮（犓）．

定义１
［１］
　存在一个对应犞，给每个有向投影图犔联系上狋的整数系数多项式犞（犔），且满足以下３

个条件．１）同痕不变性．若有向投影图犔与犔′互相同痕，它们所对应的多项式相等，即犞（犔）＝犞（犔′）．

２）拆接关系式为狋－１·犞（ ）－狋·犞（ ）＝（狋１
／２－狋－１

／２）·犞（ ）．其中： ， 和 分别代表３个几乎完

全一样的有向投影图，只在某一个交叉点附近有画出不同的形状．３）标准值．平凡纽结 所对应的多项

式是犞（ ）＝１，称犞（犔）为犔的Ｊｏｎｅｓ多项式．

设犔为一个有向链环，犞犔（狋）为犔的Ｊｏｎｅｓ多项式
［２］，定义ｓｐａｎ狏（犔）为犞犔（狋）的最高方次与最低方

次之差，即ｓｐａｎ狏（犔）＝ｍａｘｄｅｇ犞犔（狋）．

在文献［３］中，Ｋａｕｆｆｍａｎ定义了无向链环投影图的Ｋａｕｆｆｍａｎ尖括号多项式，假设犇为链环无向投

影图，设［犇］＝［犇］（犃，犅，犱）为犇 的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方括号多项式，〈犇〉＝［犇］（犃，犃－１，－犃２，－犃－２）为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尖括号多项式，定义ｓｐａｎ犽（犇）为（犇）的最高方次与最低方次之差，ｓｐａｎ犽（犇）＝ｍａｘｄｅｇ〈犇〉－

ｍｉｎｄｅｇ〈犇〉．令犔是一个有向链环，犇为犔 的有向投影图，拧数狑（犇）定义为犇的全体交叉点的正负号

总和，Ｋａｕｆｆｍａｎ证明了犞犔（狋）＝（－犃
３）－狑（犇）〈犇〉｜犃＝狋－１／４

［２?３］，所以有ｓｐａｎ狏（犔）＝（１／４）ｓｐａｎ犽（犇）．

引理１
［２?４］
　令犇为一个有向链环的无向投影图，则：１）若犔是连通交错链环，犮（犔）＝ｓｐａｎ狏（犔）＝

（１／４）·ｓｐａｎ犽（犇）；２）若犔是有狀（犔）个不可分分支的可分链环，犮（犔）＝ｓｐａｎ狏（犔）－狀（犔）＋１＝（１／４）·

ｓｐａｎ犽（犇）－狀（犔）＋１．

引理２
［２，５］
　令犇为连通约化交错链环的投影图，则有：１）ｍａｘｄｅｇ〈犇〉＝犞＋２犠－２，犞 是犇 的交

叉点数，犠 是犅 区域数，〈犇〉中犃的最高方次那一项对应的系数为（－１）犠－１；２）ｍａｘｄｅｇ〈犇〉＝－犞－

２犅＋２，犞 是犇 的交叉点数，犅是犃 区域数，〈犇〉中犃的最低方次那一项对应的系数为（－１）犅－１．

由于链环投影图与符号平面图存在着一一对应，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６］为符号图构建了Ｔｕｔｔｅ多项式．设犌

为符号图，令犙［犌］＝犙［犌］（犃，犅，犱）为对应犌的Ｔｕｔｔｅ多项式，简称为犙?多项式．

定义２
［６］
　犙?多项式是按照如下两点循环规则来进行定义的．１）若犈狀 是有狀个顶点的无边图，则

犙［犈狀］＝犱
狀－１．２）（ａ）如果犲是桥，则犙［犌］＝（犃＋犅犱）犙［犌／犲］，若狊（犲）＝＋；犙［犌］＝（犅＋犃犱）犙［犌／犲］，

若狊（犲）＝－；（ｂ）如果犲是环，则犙［犌］＝（犅＋犃犱）犙［犌－犲］，若狊（犲）＝＋；犙［犌］＝（犃＋犅犱）犙［犌－犲］，若

狊（犲）＝－；（ｃ）如果犲既不是桥也不是环，则有犙［犌］＝犅犙［犌－犲］＋犃犙［犌／犲］，若狊（犲）＝＋；而犙［犌］＝

犃犙［犌－犲］＋犅犙［犌／犲］，若狊（犲）＝－．

引理３
［６］
　设犌是符号平面图，犇（犌）对应犌的链环投影图，则犙［犌］＝［犇（犌）］．

设犌是符号平面图，犌的分支对偶图犌是对图犌的每个连通分支先各自求对偶图，由这些对偶图

的不交并得到的图．注意到犌中的边与犌中的边是一一对应的，对每个边犲∈犈（犌），在犌对应着符号

与之相反的犲∈犈（犌）．

引理４　设犌是符号平面图，犌为犌对应的对偶图，则存在犙［犌］＝犙［犌］．

以后假设犙［犌］＝犙［犌］（犃，犃－１，－犃２，－犃－２），图犌＝（犞，犈）的Ｔｕｔｔｅ多项式也可以这么定义，即

犜犌（狓，狔）＝∑
犉犈

（狓－１）犽
（犉）－１（狔－１）｜

犉｜－｜犞｜＋犽（犉）．这里犽（犉）是犌生成子图（犞，犈）的连通分支数．若符号图

犌的每条边符号均为“＋”，称符号图犌是正的；反之，每条边符号均为“－”，则称符号图犌是负的．使用

Ｔｕｔｔｅ多项式中的Ｒｅｃｅｉｐｅ定理
［７］或者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定理

［８］，可以推导出引理５．

引理５　假设犌＝（犞，犈）是连通图，犌
＋是基础图犌的正图，则有犙［犌＋］＝犃－｜犈｜＋２｜犞｜－２犜犌（－犃

－４，

－犃４）．

２　解结数和 犠犲狀犱狋操作说明

纽结的一种解结操作———Ｗｅｎｄｔ操作，即把交叉点处上线剪开穿过下线重接，如  ．纽结犓 的

解结数为狀，如果存在纽结犓 的一个投影图，在这个投影图上狀个交叉点做 Ｗｅｎｄｔ操作．通过一系列

Ｒｅｉｄｅｍｅｉｓｔｅｒ变换，最终使这个纽结变为平凡纽结，并且在犓 的其他任何投影图中比狀小的交叉点做穿

７７２第２期　　　　　　　　　　谭秋月，等：关于 Ｗｅｎｄｔ操作对链环交叉数的进一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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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使它不能变成平凡纽结．

解结数的另一个等价定义，即任取纽结犓 的一个投影图，先任意选定一个交叉点做 Ｗｅｎｄｔ操作；

接着，做一系列初等变化得到个新纽结的投影图；然后，在这个新的投影图上选定第二个交叉点做

Ｗｅｎｄｔ操作；再做一系列初等变化又得到个新纽结的投影图，依次进行下去，直至这个纽结变为平凡纽

结．若存在纽结犓 的一个投影图，按照这个做法，只需狀次改变交叉点就可使纽结变为平凡纽结，并且

没有比狀次更少的可能，那么，就称纽结犓 的解结数为狀．显然，平凡纽结狌（０１）＝０，其他纽结的解结数

图１　三叶结的 Ｗｅｎｄｔ操作

Ｆｉｇ．１　Ｔｒｉｐｌ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ｅｎｄ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均大于等于１．

三叶结交叉指标为３，但是只需做一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就可以变成平凡纽

结，所以狌（３１）＝１，三叶结解结数为１，如图１所示．

定理１
［９］
　任给一个纽结犓 的投影图，设其交叉点数为狀，则总可以经

过不超过?狀／２?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把它变成平凡纽结的投影图．

推论１
［９］
　设纽结犓 有一个交叉点数为狀的投影图，则狌（犓）≤?狀／２?．

一般来说，很难找到纽结的解结数．比如，纽结８３ 在纽结表
［１０］的投影图上看，解结数好像是２，但是

纽结８３ 还有很多其他的投影图．同样，为了证明一个复合结的解结数不可以为１，从问题提出到找到证

明也经过了１００多年的时间．纽结犓 的解结数狌（犓）的上界可以使用相对简单的技巧计算出来，但是却

很难得到确切值．Ｓ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ｎ
［１］在１９８５年证明了解结数为１的纽结都是素纽结．

下面的纽结解结数图表由Ｋｉｒｂｙ
［２］提供，其中，纽结９２９的解结数由Ｋｉｒｂｙ证实，纽结１０１３９，１０１５２的

解结数是由Ｋａｗａｍｕｒａ
［９］得出的，纽结９４９的解结数是由Ｓｔｏｉｍｅｎｏｗ

［１１］用计算机计算出来的，纽结１０１５４，

１０１６１则是Ｓｔｏｉｍｅｎｏｗ
［１２］通过使用Ｓｌｉｃｅ?Ｂｅｎｎｅｑｕｉｎ不等式

［１３］找到的，纽结１０１１，１０４７，１０５１，１０５４，１０６１，

１０７６，１０７７，１０１００的解结数目前为止依然未知．

已知具有狀个交叉指数的素纽结总个数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所以，文中只研究交叉指数少于１０

的纽结的解结数．因为狌（犓）＝狌（犓），所以不考虑手性因素．

３　结论及其证明

对素纽结表中的投影图做 Ｗｅｎｄｔ操作．首先，在给定的纽结投影图犓（犮（犓）＝狀）的交叉点标号，按

交叉点个数标上１，２，…，狀；然后，依照标号依次做 Ｗｅｎｄｔ操作．对纽结６２ 和链环８
２
８ 的 Ｗｅｎｄｔ操作结果

可参考文献［１４］．对一素纽结或链环做一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可能得到非素的纽结和链环．

例１　链环８２０的 Ｗｅｎｄｔ操作，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链环８２０每个交叉点经过一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Ｗｅｎｄ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ａｃｈ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ｏｆｋｎｏｔｓ８２０

０１ ０１ ６３ ６３ ３１，＃，３１ ５２ ５２ ５２

　　文中研究列出了交叉点数小于１０的素纽结每个交叉点上做一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变成的新纽结，同时，

列出了交叉点数小于９的两个分支链环，每个交叉点上做一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变成的新链环．

投影图犓 的拟解结数的定义可参考文献［１４１６］．若经过 Ｗｅｎｄｔ操作得到的纽结为非交错纽结，则

存在减少１的情况，如交错纽结９３３．

交叉点数少于１０的交错纽结投影中，对其一个交叉点做 Ｗｅｎｄｔ操作，若得到的纽结仍然为交错纽

结，则其交叉指标至少减少２；若不是，则不然．对交叉点数少于９的２个分支链环，此结论也成立，故这

一规律在增加适当条件的基础上得到定理２．

定理２　令犔为一个不可分链环，犇为对应的最约化的投影图，珚犔是在犇 其中一个交叉点上做一次

Ｗｅｎｄｔ操作得到的链环，如果珚犔是交错的，那么就有犮（珚犔）≤犮（犾）－２．

８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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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令犔为连通链环，其最约化交错投影图为犇，因为犔是连通的，则犇一定是连通的．令犌 ＝

犌（犇）为对应犇的符号平图．不失一般性，假设犌是正图，否则的话，可以根据引理１～４改为研究犌，

因为是最约化的，所以犌就是无环无桥．

令珚犔是对应图珡犇 的交错链环，珡犇为对犇 的一个交叉点犮，做一次 Ｗｅｎｄｔ交叉点变换得到的投影图．

因为犇是连通的，所以珡犇也是连通的，珚犌是把犌 中对应交叉点犮的那条边犲的符号由“＋”变为“－”得

到的．

令ｓｐａｎ狇（珚犌）＝ｍａｘｄｅｇ犙［珚犌］－ｍｉｎｄｅｇ犙［珚犌］，通过引理１有犮（珚犔）≤ｓｐａｎ狇（珚犔）＝（１／４）ｓｐａｎ狇（珚犌），

通过定义且注意到犌的边犲符号是正的，有犙［珚犌］＝犃犙［珚犌］＋犃－１犙［犌′］，犙［犌］＝犃－１犙［犌′］＋犃犙［犌′］．

其中，犌′＝犌－犲，犌＝犈／犲，从而有犙［珚犌］＝犃２犙［犌］＋（犃－１－犃３）犙［犌′］，或犙［珚犌］＝犃－２犙［犌］＋（犃１－

犃－３）犙［犌′］．因为犌是无环无桥的，显然有，犌′＝犌－犲是无环的，犌＝犈／犲是无桥的．

情况Ⅰ　无环．

在这个情况下，犌′是连通无环无桥的正图．因此，其对应的链环投影图也是连通最约化的交错投影

图．令犎 为连通平图，狏（犎），犲（犎），犳（犎）分别定义为犎 的点数、边数和面数．通过引理２可得到如下４

点结果．

１）ｍａｘｄｅｇ犙［犌］＝ｍａｘｄｅｇ〈犇〉＝犞＋２犠－２＝犲（犌）＋２犳（犌）－２，对应的系数为（－１）犳
（犌）－１；

２）ｍｉｎｄｅｇ犙［犌］＝ｍｉｎｄｅｇ〈犇〉＝－犞－２犅＋２＝－犲（犌）－２狏（犌）＋２，对应的系数为（－１）
狏（犌）－１；

３）ｍａｘｄｅｇ犙［犌′］＝犲（犌′）＋２犳（犌′）－２＝犲（犌）＋２犳（犌）－３，对应系数为（－１）犳
（犌′）－１＝（－１）犳

（犌）－１；

４）ｍｉｎｄｅｇ犙［犌′］＝－犲（犌′）－２狏（犌′）＋２＝－犲（犌）－２狏（犌）＋５，则其对应的系数为（－１）
狏（犌′）－１＝

（－１）狏
（犌）－１．

由此，还可以得到如下４点结果．

１）ｍａｘｄｅｇ犃
２犙［犌］＝犲（犌）＋２犳（犌），对应的系数为（－１）犳

（犌）－１；

２）ｍａｘｄｅｇ犃
２犙［犌］＝－犲（犌）－２狏（犌）＋４，对应的系数为（－１）狏

（犌）－１；

３）ｍａｘｄｅｇ（犃
－１－犃３）犙［犌′］＝犲（犌）＋２犳（犌），对应的系数为（－１）犳

（犌）－１；

４）ｍａｘｄｅｇ（犃
－１－犃３）犙［犌′］＝－犲（犌）－２狏（犌）＋４，对应的系数为（－１）狏

（犌）－１．

犃２犙［犌］与（犃－１－犃３）犙［犌′］的最大方次可互相削去，由此得到

ｍａｘｄｅｇ犙［珚犌］≤犲（犌）＋２犳（犌）－４，　　ｍｉｎｄｅｇ犙［珚犌］≤－犲（犌）－２狏（犌）＋８．

所以有

ｓｐａｎ狇（犌）＝ｍａｘｄｅｇ犙［犌］－ｍｉｎｄｅｇ犙［犌］＝２犲（犌）＋２犳（犌）＋２狏（犌）－４，

ｓｐａｎ狇（珚犌）＝ｍａｘｄｅｇ犙［珚犌］－ｍｉｎｄｅｇ犙［珚犌］≤

２犲（犌）＋２犳（犌）＋２狏（犌）－１２＝ｓｐａｎ狇（犌）－８．

由此可得，犮（珚犔）≤（１／４）ｓｐａｎ狇（珚犌）≤ｓｐａｎ狇（犌）－２＝犮（犔）－２．

图２　删除平行边犲和犳后的犌 图形变为犌犲犳图形

Ｆｉｇ．２　犌ｉｎｔｏｇｉｇｕｒｅ犌犲犳

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ｅｔ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ｉｄｅｓ犲ａｎｄ犳

情况Ⅱ　犌′有环．令犳为犌′的任一个环．由于犌

是无环的，犳一定是犌 的边犲的平行边，再分两种情

况讨论．

ⅰ）如果犌犲犳是不连通的，那么珚犌犲犳 也是不

连通的，所以珡犇可按图２所展示的分开，把交叉点数

减少２，定理成立．

ⅱ）如果犌犲犳是连通的．首先知道犳不是犌′的

桥．令犵≠犳为犌′的边，因为犌是无桥的，犵属于犌 中一个圈犆，若犲犈（犆），犵属于犌′中一个圈犆中；若

犲∈犈（犆），犵属于犌′中的一个圈犌′＝犆－犲＋犳，所以犵不是桥．因此，犌′为连通无环无桥的正图，同样由

引理２可得到到如下４点结果．

１）ｍａｘｄｅｇ犙［犌］＝ｍａｘｄｅｇ〈犇〉＝犞＋２犠－２＝犲（犌）＋２犳（犌）－２，对应的系数为（－１）犳
（犌）－１；

２）ｍｉｎｄｅｇ犙［犌］＝ｍｉｎｄｅｇ〈犇〉＝－犞－２犅＋２＝－犲（犌）－２狏（犌）＋２，对应的系数为（－１）
狏（犌）－１；

３）ｍａｘｄｅｇ犙［犌′］＝犲（犌′）＋２犳（犌′）－２＝犲（犌）＋２犳（犌）－５，对应系数为（－１）犳
（犌′）－１＝（－１）犳

（犌）－１；

４）ｍｉｎｄｅｇ犙［犌′］＝－犲（犌′）－２狏（犌′）＋２＝－犲（犌）－２狏（犌）＋３，则其对应的系数为（－１）
狏（犌′）－１＝

９７２第２期　　　　　　　　　　谭秋月，等：关于 Ｗｅｎｄｔ操作对链环交叉数的进一步结论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狏
（犌）－１．

因此，可以得到如下４点结果．

１）ｍａｘｄｅｇ犃
－２犙［犌］＝犲（犌）＋２犳（犌）－４，对应的系数为（－１）犳

（犌）－１；

２）ｍａｘｄｅｇ犃
－２犙［犌］＝－犲（犌）－２狏（犌），对应的系数为（－１）狏

（犌）－１；

３）ｍａｘｄｅｇ（犃
－１－犃－３）犙［犌′］＝犲（犌）＋２犳（犌）－４，对应的系数为（－１）犳

（犌）－１；

４）ｍｉｎｄｅｇ（犃
－１－犃－３）犙［犌′］＝－犲（犌）－２狏（犌），对应的系数为（－１）狏

（犌）－１．

犃－２犙［犌］与（犃１－犃－３）犙［犌′］的最大方次可互相削去，由此可得

ｍａｘｄｅｇ犙［珚犌］≤犲（犌）＋２犳（犌）－４，

ｍｉｎｄｅｇ犙［珚犌］≤－犲（犌）－２狏（犌）＋４．

所以有

ｓｐａｎ狇（珚犌）＝ｍａｘｄｅｇ犙［珚犌］－ｍｉｎｄｅｇ犙［珚犌］≤

２犲（犌）＋２犳（犌）＋２狏（犌）－１２＝ｓｐａｎ狇（犌）－８．

　　因此有，犮（珚犔）≤（１／４）ｓｐａｎ狇（珚犌）≤ｓｐａｎ狇（犌）－２＝犮（犔）－２．定理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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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校学报关于联合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声明

近年来，高校学报作者在投稿中屡有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如抄袭剽窃，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伪造注释，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等．这些无视学术道德与操守的不端行为，不仅违

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而且给编辑工作造成了极大困扰，损害了学报的学术声誉，严重败

坏了学风，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为倡导优良学风，规范学术行为，净化学术空

气，维护作者和刊物的权益，促进福建省高校学报的健康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

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社科［２００９］３号）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福建省高校学报

的实际，我们共同发表如下郑重声明：

一、从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凡向本声明签署学报的任何一家投稿，作者均须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来稿如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抄袭剽窃，篡改

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虚假注释等，一经发现，立即撤稿．

二、对由于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有关学报将在刊物上对其不端行为进

行公开曝光，通知当事人所在单位，并保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的权利．

三、凡被发现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者，本声明签署学报将相互通报情况，５年内将共同拒

绝刊发其任何文章．

四、欢迎知情者举报学术不端行为，对举报者将予以保密．

福建省高校学报全体同仁愿与广大作者、读者一道，为共同构建公平合理、规范健康的学

术平台而不懈努力．

　　　　共同签署学报（排名不分先后）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版）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版） 闽江学院学报 微分方程年刊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莆田学院学报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版）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版）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福建林学院学报 龙岩学院学报 海峡法学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社科版） 三明学院学报 福州党校学报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版）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数学研究

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 武夷学院学报 体育科学研究

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版）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版） 宁德师专学报（自然版）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版）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 福建信息技术教育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福建交通科学

福建中医学院学报 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教育探究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 华侨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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