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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犔犝犆犆研究

进展与热点分析

郑荣宝，卢润开，唐晓莲，李爽，张雅琪，黄婷

（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２０）

摘要：　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为数据源，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与可视化分析工具，从文献时间分布、研究机构、科学

领域分布、文献作者和研究热点等维度，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土地利用／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研究进展进行数

据挖掘．研究结果表明：目前ＬＵＣＣ研究日益成熟，文献逐年稳定增长，发展前景依然广阔；机构和作者合作

网络还相对松散，ＬＵＣＣ全球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ＬＵＣＣ研究学科交叉性强，综合集成了环境科学、生态学、

地理学等多个自然与社会学科；ＬＵＣＣ研究热点众多，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地表景观、城镇化、森林砍伐等热

点受到高度关注；综合性研究是未来ＬＵＣＣ的发展趋势，体现在多学科、多时空、多尺度、多方法的交叉．未来

ＬＵＣＣ要在数据标准化、大尺度遥感图像融合、历史地图资料不准确性与当代资料整合，以及ＬＵＣＣ全球分

类体系和ＬＵＣＣ成果应用等方面加强研究．

关键词：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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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ｉｎＬＵＣＣ．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ＣＣ）由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ＩＧＢＰ）和全

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ＩＨＤＰ）联合于１９９８年正式提出
［１?２］．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依据一定的技术和手段对

土地实施开发利用以实现社会经济目的的过程和活动．土地覆盖被ＩＧＢＰ和ＩＨＤＰ官方定义为在自然

社会双因素共同作用下近地面表层的自然状态［２］．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

剧膨胀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气候异常、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生物性锐减

等环境问题不断凸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威胁．在此背景下，全球变化科学诞生并成为研

究焦点［３?５］．自１９９８年ＩＧＢＰ和ＩＨＤＰ提出了ＬＵＣＣ研究计划以来，ＬＵＣＣ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日益丰

硕［６］，我国许多学者对ＬＵＣＣ国内外不同时期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探究
［７?１１］，为国内ＬＵＣＣ发展奠

定基础．ＬＵＣＣ研究涉及范围较大和研究成果很多，使用传统综述手段难以对所有的内容和材料进行完

整、直观的描述，而新兴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困难．鉴于此，本文使用文

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工具，以定量、客观、多元和动态的视角和方法对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行文献信息数

据挖掘与分析，从中梳理发展概况，剖析研究热点．

１　方法与数据

１．１　研究方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一款在科学计量学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
［１２］，通过知识单元之

间的共现分析和引文空间挖掘可以将某一科学领域的知识特征和信息以美化直观的网络知识图谱展现

出来．通过可视化分析，可以从海量的文献信息中找到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有效信息，识别出其中的研究

前沿、演变历程和发展趋势．

此外，文中还将运用普莱斯定律及系列评价指标，对ＬＵＣＣ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概况进行文献定量

计量与评价分析．指标评价主要来源于美国科技信息所（ＩＳＩ）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Ｉ），包括频

次、被引频次、ＩＦ影响因子、Ｈ指数和ＥＳＩ排名等系列评价因子．普莱斯定律可以判断某一主题研究领

域的核心作者群是否已经形成［１３?１５］，其计算公式为

１

２
狓（１，狀ｍａｘ）＝狓（犿，狀ｍａｘ）＝狓（１，犿）．

上式中：狀ｍａｘ为最高产作者论文数；狓（１，狀ｍａｘ）为论文总数．

１．２　数据来源

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为数据源，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ＬＵＣＣ

科学研究领域的样本文献进行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具体来说，以科学性、全面性和合理性为导向，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以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和ＳＳＣＩ索引为数据来源，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期间的ＬＵＣＣ文献进

行检索，检索条件为“主题：（“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ＯＲ 主题：（“ＬＵＣＣ”）ＯＲ 主题：

（“ＬＵＬＣ”）ＡＮＤ文献类型：（Ａｒｔｉｃｌｅ）”．

从文献信息的完整性和参考价值出发，仅保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ＰＡＰＥＲ和ＲＥＶＩＥＷ

三种文献类型，最终命中文献８２３９篇，经筛选剔除剩余８２０８篇样本文献．同时，为了对ＬＵＣＣ国际学

术圈中国内研究进展做出研究，以国家／地区为ＰＥＯＰＬＥＲＣＨＩＮＡ为条件筛选出 ＷＯＳ数据库样本文

献中源于中国的文献，共计１２５０篇．

提取样本数据关键信息绘制网络合作及网络共现科学知识图谱，对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行系统梳

理．将数据导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后，主要操作步骤及参数设置如下：１）时间切片为１ａ；２）数据分析阀值

为ＴＯＰ３０；３）图谱裁剪方式为 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ｒｅｅ，可得到各节点网络图谱．

２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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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维度分析

２．１　时间维度

从时间维度出发，发文量与被引频次等指标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趋势与受

关注程度．样本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期间，ＬＵＣＣ主题研究文

献基本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年平均发表论文４１０篇，平均增长率为１９％，２０１６年达到顶峰的１００６篇，

占文献总数的１２．３％．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环境严峻的大背景下，ＬＵＣＣ研究热度持续升温，研究成

果逐年增多，可以预见未来ＬＵＣＣ研究文献成果将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文献引文数量年度分布，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在文献引文频次分布状况方面，样本文献总被引

频次１７０８３４次，除去自引的引文次数共计１４５４２０次，文献平均被引用次数２０．８１．同时，被引次数呈

现稳定增长态势，并在２０１６年达到了顶峰３０５５２次，表明该领域的论文质量和传播范围不断提高扩

大．犎?ｉｎｄｅｘ指数为１５３，同样验证了ＬＵＣＣ在国际研究的高关注度，未来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

　图１　样本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图２　文献引文数量年度分布

Ｆｉｇ．１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ｅｍ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ｙｅａｒ Ｆｉｇ．２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ｙｅａｒ

由图１可知：和国外的研究相比，来源于中国的文献晚出现了１ａ，此后发文量逐年稳步上升，年递

增率接近３５％，文献年均发表６６篇，并在２０１５年达到了２０２篇的顶峰．文献被引方面，１２５０篇样本文

献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期间引文次数共计１６８５５次，除去自引频次后余计１５１６２次．但需要注意的是，数

据显示２００３年之前被引频次处于空白状态，这也与我国ＬＵＣＣ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的事实相符合；

２００３年之后呈现平稳增加，并于２０１６年达到最高值的３９０８次，年均递增率为４３％，每项平均被引１３．

４８次，与文献国际总体平均被引水平－２０．８１次具有一定的距离．

此外，犎?ｉｎｄｅｘ指数为５４，远小于国际水平总体值的１５３．这表明尽管我国ＬＵＣＣ研究在国际上已

经开始崭露头角，研究成果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受限于起步晚等原因，我国ＬＵＣＣ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图３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Ｆｉｇ．３　Ｍａｐ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国际上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２．２　研究机构维度

研究机构是推动某一科学领域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以快速辨识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机

构主要力量分布及其合作状况．选择节点“ｉｎｓｉｔｉｕｔｉｏｎ”进行

研究机构信息挖掘与分析，如图３所示．各研究机构统计一

览表，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的计量结果可知：中国科学院在 ＷＯＳ数据库

中共发表了８１６篇相关论文，位居全球众多研究机构榜首；

由ＥＳＩ指标可知，中国科学院在学科领域全球机构排名中

位列第３，被引频次达到了２０１８２１次，平均引用次数为

１１．２次．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实力雄厚，包括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内的研究单位在ＬＵＣＣ领域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代表着我国研究机构的最高学术水平．排名２，３名的分别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威斯康斯大学，

３９５第５期　　　　　　　　　　 郑荣宝，等：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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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被引频次分别为１２０４５９和７１９０４次，平均被引次数为１７．８１和２５．０５次，ＥＳＩ学科排名分别位列第

８和１８名．

表１　研究机构统计一览表

Ｔａｂ．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序号 机构 频数 中心性 ＥＳＩ学科排名 引用总频数 引用次／论文 国家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 ８１６ ０．１４ ３ ２０１８２１ １１．２０ 中国

２ ＵＳＧｅｏｌＳｕｒｖｅｙ ３０７ ０．３１ ８ １２０４５９ １７．８１ 美国

３ Ｕｎｉｖ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２３９ ０．１８ １８ ７１９０４ ２５．０５ 美国

４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２０１ ０．０１ ６４ ４４２１６ ２２．７７ 美国

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 １９８ ０．０３ １９２ ２０３６３ ９．３６ 中国

６ Ｕｎｉｖ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１５１ ０．０４ ４８ ３２８７８ ２５．７９ 美国

７ 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１４３ ０．０５ ６８ ４２６４７ ２６．５４ 美国

８ ＵＳＥＰＡ １０９ ０．０４ ２３ ６９０９４ １９．１６ 美国

９ ＵｎｉｖＦｌｏｒｉｄａ １００ ０．０３ ４０ ５７４０７ １８．８２ 美国

１０ 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 ９５ ０．０１ １４４ ２５０６５ ６．５３ 中国

１１ Ｕ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ｅｒｖ ９０ ０．１０ ２９ ６４２９６ ２０．９０ 美国

１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８３ ０．５２ ５０ ５２０３２ ２３．５９ 美国

１３ ＰｕｒｄｕｅＵｎｉｖ ８１ ０．１０ ２３８ １７３５６ １４．９６ 美国

１４ Ｕｎｉｖ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８１ ０．０７ ３１ ６３１５９ ２６．５３ 美国

１５ ＵｎｉｖＮａｃ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ａＭｅｘｉｃｏ ７８ ０．１９ ２６０ １６２０３ ２３．３１ 墨西哥

１６ 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Ｔｅｃｈｎｏｌ ７０ ０．０９ ２００ １９６５２ ２１．９６ 印度

１７ 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６８ ０．４２ ７８ ３９４８５ ２３．７６ 美国

１８ ＵｎｉｖＣａｌｉｆｓｙｓｔｅｍ ６０ ０．１５ １ ３５９４９３ ２６．４５ 美国

１９ ＮＡＳＡ ５９ ０．５１ ５７５ ２０８６９ ２２．１１ 美国

２０ ＵｎｉｖＳａｏＰａｕｌｏ ５３ ０．１０ １１５ ３２６２３ １２．０８ 巴西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２０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占１４个，占比为７０％，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为２１

次，类型涵盖政府机构、研究所和高校等．相比之下，中国只占据３个席位，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仅９．０３

次．这表明：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中国研究机构在 ＷＯＳ数据库发文量不断增多，影

响力凸显．与美国研究机构相比，文献质量和影响力仍然有待提升．此外，美国作为ＬＵＣＣ领域研究的

主要国家，研究机构具有数量多、实力强、学术影响力大的特征．与中国机构力量集中态势不同，美国研

究机构在分布上呈现出层次化、体系化、均衡化的格局．

由图３可知：ＬＵＣＣ研究领域合作网络的核心链条初步形成．其中，国内以中国科学院为核心形成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墨西哥自治大学?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合作链条；国际以

ＮＡＳＡ和美国地质调查局为核心形成“美国地质调查局?ＮＡＳＡ?威斯康斯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合作链条，组成ＬＵＣＣ研究领域的两大核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节点中心性定理分析发现，合作网络图谱中出现４个中心性值较高的节点（表

１），依次为科罗拉多州立大学（０．５２），ＮＡＳＡ（０．５１），美国地质调查局（０．３１）和威斯康斯大学（０．１９）．由

图４　科学领域共现图谱

Ｆｉｇ．４　Ｍａｐ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此可见，４所研究机构在整个合作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对

于整个网络的相互联结起着重要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

ＬＵＣＣ领域研究机构合作网络仍处于完善阶段，与当前

ＬＵＣＣ研究发展阶段相吻合，国际间的机构合作有待加强．

２．３　研究领域维度

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样本文献数据信息进行提取分析，可

以辨识出某一主题领域所涉及的科学领域状况．选择节点

“ｃａｔａｌｏｇ”进行研究领域信息挖掘与分析，如图４所示．由图

４的分析结果可知：ＬＵＣＣ研究在科学领域方面表现出以

下两个主要特征．

４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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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内容上，ＬＵＣＣ研究领域以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环境科学），Ｅｃｏｌｏｇｙ（生态学），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地球科学）等学科为主导方向，涵盖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地球化学），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地球物

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地质学），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水资源），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遥感技术）和Ｓｏｉｌ（土壤研究）等

诸多领域．

２）研究性质上，ＬＵＣＣ研究是一门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也恰恰验证了ＬＵＣＣ

的本质———这是一门围绕“人类?环境”耦合关系研究而展开的科学，具有集成综合特征，也是未来

图５　作者共被引图谱

Ｆｉｇ．５　Ｍａｐｏｆｃｏ?ｃｉ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ｓ

ＬＵＣＣ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必经途径．

２．４　作者维度

作者是科学研究发展进步的根本推动力

量，通过科学计量和数据挖掘可以快速识别某

一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分布与作者合作状况，

辨识出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选择

节点“ｃｉ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进行研究作者信息挖掘与

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相应的被引作者统计

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在样本文献数据集中，被引

频次最高的是ＬａｍｂｉｎＥＦ的８８０次，紧随其

后的是ＦｏｌｅｙＪＡ和ＣｏｎｇａｌｔｏｎＲＧ的５６７和

５１７次．此外，中心性较高的学者包括 Ｈｏｕｇｈ

ｔｏｎＲＡ（０．９７），ＦＡＯ（０．７９），ＬｏｖｅｌａｎｄＴＲ

（０．７６）和ＴｕｒｎｅｒＢＬ（０．７１），均超过０．５，根据中心性定理，以上几位学者在ＬＵＣＣ研究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表２　被引作者统计一览表

Ｔａｂ．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ｉ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ｓ

序号 作者 频数 中心性 机构

１ ＬａｍｂｉｎＥＦ ８８０ ０．１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ｕｖａｉｎ

２ ＦｏｌｅｙＪＡ ５６７ ０．０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３ ＣｏｎｇａｌｔｏｎＲＧ ５１７ ０．０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４ ＪｅｎｓｅｎＪＲ ４９０ ０．３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５ ＶｅｒｂｕｒｇＰＨ ４６９ ０．１２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Ｃｔｒ

６ ＦｏｏｄｙＧＭ ４６９ ０．０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７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ＲＡ ４６６ ０．９７ ＷｏｏｄｓＨｏ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８ ＭｃｇａｒｉｇａｌＫ ４５５ ０．０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９ ＦＡＯ ４３７ ０．７９ ＦＡＯ

１０ ＴｕｒｎｅｒＭＧ ４２８ ０．１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１１ ＶｉｔｏｕｓｅｋＰＭ ３９２ ０．２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 ＴｕｒｎｅｒＢＬ ３８０ ０．７１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３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Ｎ ３７１ ０．０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１４ ＰｏｎｔｉｕｓＲＧ ３５２ ０．０２ Ｃｌａ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５ ＬｏｖｅｌａｎｄＴＲ ２３４ ０．７６ ＵＳＧｅｏｌＳｕｒｖｅｙ

　　此外，发表论文最多的是Ｖｅｒｂｕｒｇ的４７篇，依据普莱斯定律（４７的平方根再乘以０．７４９，取整就是

５篇），发文量达到５篇以上的作者共计７９位，论文合计７４９篇，总量占比不到１０％，这也进一步从文献

计量角度证明了ＬＵＣＣ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没有形成．

３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集中概况，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集中体现和精髓所在．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某研究

５９５第５期　　　　　　　　　　 郑荣宝，等：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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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研究领域关键词分析图谱

Ｆｉｇ．６　Ｍａｐｏｆ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领域文献的关键词信息集进行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

析，可以达到快速挖掘该研究领域热点与知识结构

的目的．选择节点“ｋｅｙｗｏｒｄ”进行关键词数据挖掘与

分析，如图６所示．列举出频次排名前４０的关键词，

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知：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达到２８８６次；位列２，３位的分别是２３１６次

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和１３６６次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频次在５００以上的有２１个，在１００～４９９之间的有

５９个，小于１００次有３３０个．根据图谱生成结果显

示：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处于关键词

网络中心位置，其他频次较高的词汇涵盖了该研究

领域的研究内容、区域、对象和方法．结合文献分析，

表明过去近２０年期间ＬＵＣＣ研究主要以土地利用

和土地覆盖变化两个主题为核心，以中国、美国、亚马逊区域等地区为研究区域，围绕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ｗａ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ｉｌ，ｄｒｉｖ

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等众多研究热点展开．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宏观和微观、自然和

社会经济、理论和应用、原因和影响等诸多维度，内容之广、范围之大、学科之多可见一斑．

表３　ＬＵＣＣ高频关键词一览表

Ｔａｂ．３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 ２８８６ ０．３０ ２１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９３ ０．８７

２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２３１６ ０．２２ ２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８４ ０．１６

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１３６６ ０．０５ ２３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ａｍａｚｏｎ ３７８ ０．０６

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１２２５ ０．０４ ２４ ｓｃａｌｅ ３８２ ０．１６

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９４０ ０．０１ ２５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３７４ ０．１５

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９１０ ０．０２ ２６ ｃａｒｂｏｎ ３４０ ０．６４

７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８３７ １．０２ ２７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２９６ １．１６

８ ｍｏｄｅｌ ８３０ ０．０１ ２８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９３ １．０７

９ ｉｍｐａｃｔ ８０１ ０．０２ ２９ ｓｏｉｌ １９４ ０．１２

１０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７５１ ０．０３ ３０ 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 １４６ ０．０１

１１ ｒｅｇｉｏｎ ７３１ ０．０９ ３１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１３０ ０．８６

１２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７２８ ０．０３ ３２ ｉｎｄｅｘ １０５ １．０２

１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５２ ０．１７ ３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９７ ０．４０

１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６３０ ０．２０ ３４ ｂｉｏｍａ ９３ ０．４７

１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６１３ ０．０８ ３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６９ ０．１８

１６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６０７ ０．０７ ３６ 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５ ０．１０

１７ ｆｏｒｅｓｔ ６０４ ０．０１ ３７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８ ０．１１

１８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８７ ０．２８ ３８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７ １．１９

１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８６ ０．０３ ３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ｂ２ ２ ０．７７

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４８９ ０．０２ ４０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２ ０．１５

　　此外，在节点中心性方面，排名较高的关键词包括：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１．１９），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１．１６），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０７），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０２），ｉｎｄｅｘ（１．０２），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０．８７），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０．８６），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ｂ２（０．７７），ｃａｒｂｏｎ（０．６４），ｂｉｏｍａ（０．４７），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０．４），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０．３），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０．２２），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０．２８）．以上节点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构中处于关键位置，根据

节点中心性原理，在ＬＵＣＣ研究热点演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转驳和枢纽角色．

此外，依据关键词内涵和属性可以进一步对ＬＵＣＣ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剖析，归纳现有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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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模块．通过抽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信息，结合实际研究现状，将ＬＵＣＣ研究领域分成数据与工

具、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现状研究、驱动力分析、效应及机制研究、研究与应用等７个模块，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关键词属性分类表

Ｔａｂ．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序号 模块 关键词

１ 数据与工具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ｅｒｄａｔ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ａｔ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ａｄａｒ；ａｖｈｒｒ；ｌａｎｄｓａｔ；ｎｄｖｉ；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研究方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ｓｗａ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ｂ２；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研究区域 ａｆｒｉｃ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ｍａｚ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ｅｐ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ｋｅｎｙ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ｍｅｘｉｃｏ；ｂｒａｚｉｌ；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ｓｐａｉｎ

４ 状况研究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ｃａ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ｃｒｅ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ｌ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驱动力分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６
效应及
机制研究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７ 研究与应用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数据与工具．工具方面，ＬＵＣＣ研究前期主要通过高空航拍或者卫星遥感来获取监测影像，而后

期则通过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进行数据储存、处理与输出
［１６?１８］；数据方面，按时间可以分为历史来源数

据和当代监测统计数据．历史统计数据为历史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当代遥感数

据则具有即时性、大面积、连续性、高分辨率等诸多优势．由于ＬＵＣＣ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和空间依赖

性，因而遥感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高精度遥感图像的出现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比如，精确记

录土地覆盖类型的变化、土地覆盖类型边界的识别，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定量估算等研究．

２）研究方法．以某一研究区域为研究背景，使用定量的数理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描述、解释、预测和

决策是当前ＬＵＣＣ研究的主流方向
［１９］．由表４可知：回归、仿真、神经网络、情景分析、系统动力学、元胞

自动机、支持向量机、代理模型、循环模型、ＳＷＡＴ水文评价、生物群落及ｓｉｂ２生物圈模型等都是应用比

较广泛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模型［２０?２５］．模型使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对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认

识，掌握变化的规律，为人类更好地做出决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３）研究区域．ＬＵＣＣ研究必须从区域研究出发，以区域研究为基本单元，在“全球?区域?全球”的研

究过程中，实现不同尺度、不同层次研究成果的嵌套和归整．放眼全球，自然和经济发展上具有典型和独

特特征的区域成为关注的热点．森林覆盖方面，热带雨林因其在生态服务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的显著

作用而备受关注，如非洲中部刚果盆地和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区域、亚洲的东南亚、南美洲的亚马逊等

热带雨林区域都成为ＬＵＣＣ研究的热点区域，研究成果众多
［２６?２８］．草原研究主要分为热带稀树草原和

畜牧草地两种，典型研究区域主要包括非洲大部、亚洲中部、澳大利亚的北部与东部、南美洲等区

域［２９?３０］．农用地分为密集型和粗放型农用地，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粗放型农业

用地的典型区域［３１?３３］，而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区域则成为密集型农业用地研究的理性区

域［３４?３５］．

４）ＬＵＣＣ现状研究．主要针对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覆盖变化的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分类、变化速

率和过程进行描述、评估、解释和预测分析［３０，３６?３９］．科学、合理、正确的ＬＵＣＣ分类方法是开展ＬＵＣＣ现

状研究的前提之一，也是ＬＵＣＣ从全球视角实现统一和整合的重要保障
［２５］．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

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也可能反过来使得研究者重新去审视和修正原来的分类方法．在未来，尺度规模的

协同、质量的精确评估、动态变化过程的描述、分类标准的统一都是ＬＵＣＣ现状研究领域的重点．

５）驱动力分析．驱动力分析是ＬＵＣＣ研究较为成熟的方向之一，特别是在自然驱动因素，包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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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形地貌、气候等因子［４０?４２］．经济社会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成熟，主要包括经济、人口、科技、制度、政

治、价值观念等因子．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要进一步加深自然维度和社会经济维度影响因子的统一融

合，同时，解决部分社会影响因子难以量化的难题；其次，是要在驱动机制研究中充分考虑反馈机制和关

联机制，系统、完整、科学地对ＬＵＣＣ驱动力进行描述解释分析．

６）效应及机制研究．效应研究可以说是ＬＵＣＣ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特别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对生态系统及服务功能、生物地球化学及气候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食品供应、水资源、大气、森林

资源，乃至生物多样性、污染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治等，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生物地球化学则针对地

球表层各个圈层之中的元素及其循环运动的关系进行研究，包括水循环、能量循环和大气循环等，具体

可以深入到ｃａｒｂｏｎ（碳），ｐｈｏｓｐｈｏｒ（磷），ｎｉｔｒｏｇｅｎ（氮），ｍｅｔｈａｎｅ（甲烷）等微观通量的研究评估
［３５，４３?４５］．

气候则是针对气温、降雨、湿度等指标或者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等特殊气候变化做出研究［４４，４６］．可以

预见，未来的研究会针对ＬＵＣＣ效应的过程、机制及反作用做出更加深入微观的研究．

７）研究与应用．ＬＵＣ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对于“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认识．通过数

理化范式加深对土地利用与覆盖的现状、驱动力与驱动过程、影响与作用过程等各方面的认识和了解，

提高预测能力，为经济社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最终实现人类?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４７?４９］．

４　总结与展望

文中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全球自１９９８年以来的ＬＵＣＣ研究科学进行文献信息挖

掘与可视化分析．首先，通过指标评价分析，得出国内外ＬＵＣＣ研究领域重要研究机构；其次，通过科学

领域共现分析发现，ＬＵＣＣ研究领域一门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覆盖多个科学领域；

再次，通过作者共被引分析，辨析出ＬＵＣＣ研究领域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最后，绘制关键词共现

分析图谱，解译出１９９８年以来ＬＵＣＣ研究热点所在，同时进一步解译关键词，将ＬＵＣＣ研究分为７大

知识模块．

在全球环境问题凸显和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的背景下，ＬＵＣＣ科学研究价值突出，目前处于稳定发

展的阶段，未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走向综合必定是ＬＵＣＣ的未来研究方向．１）研究学科

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不断加深．ＬＵＣＣ处于自然环境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交汇

面，任何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或者理论都难以对其进行完整的阐述与解释．２）空间尺度上，ＬＵＣＣ研究

须以区域为基础单元，实现不同尺度下的研究成果有效整合与嵌套，特别是加强洲际或者全球大区域尺

度的研究，形成完整的ＬＵＣＣ成果体系．３）研究层面上，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结合更加紧密，更

加注重机制、过程及单因子等微观层面的研究．４）时间尺度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

与当代研究相结合，更加动态地展现过去、现在和未来；５）研究理论上，将逐步建立普适性的理论框架

用于指导ＬＵＣＣ研究的开展．

目前，全球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而ＬＵＣＣ研究依然存在着诸多难点和重点有待去进一步的解决，主

要体现以下５个主要方面．

１）数据与工具．目前，数据处理与转化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既不利于全球范围内的数据

库的建立，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研究成果的推广．遥感影像监测面积与分辨率之间的矛盾是另一个

需要解决的挑战．随着遥感技术的进步，超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已经得到应用，并且为许多微观层面的

研究提供了可能，不过这类遥感图像存在监测空间范围有限的弊端；而大空间尺度遥感影响虽然克服了

上述弊端，却存在分辨率低、像素混合等问题，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土地覆盖边界混合模糊等问题，对研

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学术界对于历史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还原研究的成果不断

增多，但与当代对于卫星图像准确性改进的大量努力不同，检验ＬＵＣＣ研究中历史地图等资料的不确

定性的尝试并不多．历史地图与目前卫星遥感影像的整合问题，如两个数据集之间土地覆盖类别的位置

误差或语义操作性，都是今后ＬＵＣＣ研究的重要问题．

２）分类准确性与统一问题．在ＬＵＣＣ土地利用／覆盖研究中，科学、合理、正确的分类是开展ＬＵＣＣ

现状研究的前提之一，也是ＬＵＣＣ可以从全球视角实现统一和整合的重要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各

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不同而导致ＬＵＣＣ分类各异，统一整合面存在一定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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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保留各个区域特征的前提下建立全球统一的ＬＵＣＣ分类体系，既实行统一标准又保留区域空间

异质性是值得思究的．当然，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也可能反过来使得研究者重新去

审视和修正原有的分类方法，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３）继续加强土地覆盖内部变化的研究．土地覆盖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土地覆盖类型的转变，例

如，从森林用地转化为耕地．这种变化通常以离散属性呈现，一般只需要对不同时间点的遥感图像进行

对比即可；还有一种是土地覆盖类型内部属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连续的、微妙的，比如，生物量、森

林密度、植被群落结构、表层水分等属性的变化．由于通常短时间内不明显，因而必须使用高精度的遥感

对其相关属性进行时间、空间上不间断的监测．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继续加强土地覆盖类型内部变化

研究，一些更微妙的变化仍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量化．

４）效应及机制研究．未来ＬＵＣＣ将继续以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类?环境”耦合系统为

研究框架，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乃至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及

地球环境中各个因子相互作用关系、影响过程、机制与原理．未来的研究中要加强对于ＬＵＣＣ影响反馈

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继而进行完整的描述与解释．

５）预测决策指导应用．如前文所述，ＬＵＣＣ研究是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而服务的．通过遥

感实时掌握ＬＵＣ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通过驱动力分析剖析ＬＵＣＣ变化的动因以实施对策，通过模型

模拟仿真预测ＬＵＣＣ未来的变化，通过优化决策模型辅助规划制定及政策实施，这是全球特别是矛盾

突出的热点地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我国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区位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成为了

全球众多ＬＵＣＣ研究典型区域代表之一．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自然环境具有复杂、多样、敏感、脆弱、

变化速率高等特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上处于高速发展和转型阶段，面临人口、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耕

地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诸多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强ＬＵＣＣ研究用于指导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

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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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３３（２）：２４２?２５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９９５第５期　　　　　　　　　　 郑荣宝，等：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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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０５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

［１３］　普赖斯 Ｄ．小科学·大科学［Ｍ］．宋剑耕，等译．北京：世界科学社，１９８２．

［１４］　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５］　邱均平．信息计量学（四）［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０，２３（４）：３１５?３２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４９０．２０００．０４．

０２８．

［１６］　ＯＳＢＯＲＮＥＰＥ，ＡＬＯＮＳＯＪＣ，ＢＲＹＡＮＴＲＧ．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ｃａｌ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ｕｓｅｕｓｉｎｇＧＩ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ｂｕｓｔａｒ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８（２）：４５８?４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６／ｊ．１３６５?

２６６４．２００１．００６０４．Ｘ．

［１７］　ＶＯＯＧＴＪＡ，ＯＫＥＴ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８６

（３）：３７０?３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３４?４２５７（０３）０００７９?８．

［１８］　ＬＵＮＥＴＴＡＲＳ，ＫＮＩＧＨＴＪＦ，ＥＤＩＲＩ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Ｊ，犲狋犪犾．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ｄａｔａ［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１０５（２）：１４２?１５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ｒｓｅ．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８．

［１９］　ＳＴ?ＰＨＥＮＮＥＮ，ＬＡＭＢＩＮＥＦ．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ｕｄａｎｏ?Ｓａｈｅｌ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ＡＬＵ）．［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８５（１／２／３）：１４５?１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７?

８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８１?５．

［２０］　ＰＯＮＴＩＵＳＪＲＧ，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ＬＣ．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ｄｅ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ＲＯＣ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ｐｓｗｉｃｈＷａ

ｔｅｒｓｈｅｄ，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ＵＳ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８５（１／２／３）：２３９?２４８．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７?８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８７?６．

［２１］　ＦＯＯＤＹＧＭ，ＣＵＴＬＥＲＭＥＪ，ＭＣＭＯＲＲＯＷＪ，犲狋犪犾．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Ｂｏｒｎｅ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ｇｅ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１，１０（４）：３７９?３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６／ｊ．１４６６?８２２Ｘ．

２００１．００２４８．Ｘ．

［２２］　ＢＯＮＤＥＡＵＡ，ＳＭＩＴＨＰＣ，ＺＡＥＨＬＥＳ，犲狋犪犾．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ｅｓ

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Ｊ］．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１３（３）：６７９?７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４８６．２００６．０１３０５．Ｘ．

［２３］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ＳＭ，ＤＵＣＨＡＲＮＥＡ，ＰＯＬＣＨＥＲＪ．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Ｊ］．Ｎｔｕ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４）：３８５?３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６９０．

［２４］　ＬＡＭＢＩＮＥＦ，ＴＵＲＮＥＲＢＬ，ＧＥＩＳＴＨＪ，犲狋犪犾．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ｖｉｎ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

ｍｙｔｈ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１，１１（４）：２６１?２６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９５９?３７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７?３．

［２５］　王林，陈兴伟．ＳＷＡＴ模型流域径流模拟研究进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９（１）：６?１０．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０６．

［２６］　ＬＡＭＢＩＮＥＦ，ＧＥＩＳＴＨＪ，ＬＥＰＥＲ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３，２８：２０５?２４１．

［２７］　ＢＲＵＩＪＮＺＥＥＬＬ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Ｎｏｔ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ｉｌ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ｅ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０４（１）：１８５?２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ｇｅｅ．２００４．０１．０１５．

［２８］　ＹＩＲＡＮＧ，ＫＵＳＩＭＩＪＭ，ＫＵＦＯＧＢＥＳＫ．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ＢａｗｋｕＥａ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Ｇｈａｎ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４（１）：２０４?２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ｇ．２０１１．０９．０１６．

［２９］　ＳＣＡＮＬＯＮＢＲ，ＫＥＥＳＥＫＥ，ＦＬＩＮＴＡＬ，犲狋犪犾．Ｇｌｏｂ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ａｎｄａｒｉｄｒｅ

ｇｉｏｎ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３３３５?３３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ｈｙｐ．６３３５．

［３０］　ＦＵＧｕｏｂｉ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ｌｉｎ，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犲狋犪犾．Ｈｙｄ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５０

ｙｅａｒ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４，６５（１／２）：１４９?１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３／Ｂ：ＣＬＩＭ．０００００３７４９１．９５３９５．ｂｂ．

［３１］　ＲＡＯＫＳ，ＰＡＮＴＲ．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ｈａｎ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ｅ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Ｉｎｄｉ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８６（２）：１１３?１２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７?８８０９（００）００２７４?７．

［３２］　ＦＯＸＪ，ＶＯＧＬＥＲＪＢ．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ｍｏｎｔａｎ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２００５，３６（３）：３９４?４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６７?００３?０２８８?７．

［３３］　ＲＯＹＡ Ｈ，ＲＯＳＥＭＯＮＤＡＤ，ＰＡＵＬ ＭＪ，犲狋犪犾．Ｓｔｒｅａｍ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ｒｇｉａ，ＵＳＡ）［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４８（２）：３２９?３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６／ｊ．１３６５?２４２７．２００３．００９７９．Ｘ．

［３４］　ＫＡＰＬＡＮＪＯ，ＫＲＵＭＨＡＲＤＴＫ Ｍ，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Ｎ．Ｔｈ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ｎｄｐ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ｕ

ｒｏｐｅ［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９，２８（２７／２８）：３０１６?３０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ｑｕａｓｃｉｒｅｖ．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８．

００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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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Ｎ，ＦＯＬＥＹＪ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ｓｆｒｏｍ１７００ｔｏ１９９２

［Ｊ］．Ｇｌｏｂａｌ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ｓ，１９９９，１３（４）：９９７?１０２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１９９９ＧＢ９０００４６．

［３６］　ＫＥＲＲＪＴ，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ＹＭ．Ｆｒｏｍｓｐａｃｅｔｏ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

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８（６）：２９９?３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６９?５３４７（０３）０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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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第５期　　　　　　　　　　 郑荣宝，等：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全球ＬＵＣＣ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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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１０８５　　

　　　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建模分析与仿真

钟星１，邵辉１，胡伟石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液压挖掘机运动学和动力学建模复杂过程，以某型６ｔ挖掘机工作装置为研究对象，利用Ｓｉ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对机械结构进行快速建模，从而代替运动学模型获得挖掘机机构模型．采用Ｐｒｏ／Ｅ软件对液压挖

掘机工作装置建立三维模型，将其导入ＡＤＡＭＳ环境中，并对比验证作业结果．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对挖掘机

工作装置进行动力学仿真，得到液压挖掘机的工作特性曲线．仿真结果表明：理论上添加的载荷能够体现在各

个驱动关节处受力变化中，相比其他阶段，在挖掘阶段关节受力矩变化影响较为复杂．

关键词：　液压挖掘机；机构模型；动力学分析；ＡＤＡＭ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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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是执行各项工业工程任务的重要设备，在工业、交通、运输、建筑、水利、矿山开采等各个领域

中已被广泛使用［１］．在某些复杂、危险及特殊的工作场合，冲击和振动多，不适合人工操控，自主挖掘成

为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这也促使挖掘机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对液压挖掘机的工作装置进行建

模分析是实现自动挖掘的重要研究基础．卡内基梅隆大学设计出能够按照一定的策略自主挖掘装载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通信作者：　邵辉（１９７３?），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机器人控制、运动规划、智能控制、非线性系统ＬＰＶ建模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ｈｕｉｈｕｌｌ＠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Ｈ００２６）；福建省泉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Ｚ３４）；第４８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

启动基金（Ｚ１５３４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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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２?３］．Ｈａｌｌ等
［４］将迭代算法运用于对挖掘机的铲斗运动轨迹的控制，并将该算法应用于其他多杆

机构．Ｔｏｍｉ等
［５］讨论了用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及ＣＡＤ模型精确定位挖掘机的移动位置的方法，并采用

ＡＤＡＭＳ与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进行了联合仿真验证．目前，大多采用类比法、查阅表格法、相关理论

计算等对挖掘机工作装置进行作业可达范围研究［６］．这些方法计算量大、精度低且耗时．以往的动力学

分析主要集中在强度、刚度、结构优化等方面［７?８］，对动态过程的动力学分析较少［９］．为此，文中对液压挖

掘机工作装置进行建模分析与仿真［１０］．

１　工作装置主要作业范围仿真分析

以某型６ｔ液压挖掘机为研究对象，在ＭＡＴＬＡＢ工具箱中的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基础上，建立挖掘机机

械结构模型，只需根据动臂、斗杆和铲斗的绝对转角变化信息，即可获得挖掘机作业轨迹和可达范围．该

方法简化了计算和分析过程，简单快捷．同时，采用Ｐｒｏ／Ｅ软件建立挖掘机工作装置的三维模型，并将

其导入ＡＤＡＭＳ软件中，添加相应的运动副、约束和驱动函数，进行仿真、对比、分析，验证其可行性．

１．１　基于 犕犃犜犔犃犅／犛犻犿犕犲犮犺犪狀犻犮狊建立机构模型

液压挖掘机结构示意图［１１?１３］，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犃～犇 分别为动臂下铰点、动臂与斗杆的铰点、

斗杆与铲斗的铰点、斗齿尖．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建立挖掘机仿真模型的步骤，如图２所示．

　图１　液压挖掘机结构示意图 图２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建模步骤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ｔｅｐｓｏｆ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工作装置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工作装置模型

Ｆｉｇ．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图４　基于Ｐｒｏ／Ｅ与ＡＤＡＭＳ联合的工作装置模型

Ｆｉｇ．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ｒｏ／ＥａｎｄＡＤＡＭＳ

　　图３中：工作装置模型是由１个机械环境模块、１个

地模块、３个刚体模块、３个关节转动副模块和３个铰接

点运动激励模块等组成．文中刚体质量、转动惯量和质心

均不予以考虑，并根据６ｔ挖掘机的实际参数对应于各

个模块进行赋值．

１．２　基于犘狉狅／犈与犃犇犃犕犛建立机构模型

运用Ｐｒｏ／Ｅ对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建立三维模型，

如图４所示．利用ＰＡＲＡＳＯＬＩＤ格式将挖掘机几何模型

导入ＡＤＡＭＳ中，并添加相应的运动副和约束，为挖掘

３０６第５期　　　　　　　　　　　　　 钟星，等：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建模分析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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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作装置分配时间，添加驱动函数．

１．３　仿真与分析

基于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建立的机构模型，在其可达范围仿真过程中，时间设为无限长，初始状态为各

关节最大伸展状态．挖掘机模型在狋＝７．２ｓ时的状态图，如图５所示．

狋＝９６０５ｓ时，铲尖运动轨迹的输出情况，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犔犡，犔犢 分别表示犡，犢 方向上的位

移．由图６可知：最大挖掘深度犺１＝４．５３１１ｍ，最大抬升高度犺２＝５．４９７１ｍ，最大水平挖掘范围犺３＝

５．５６２８ｍ．

完成包络线的运动过程中，各曲线段运动过程中动臂、斗杆和铲斗的动作情况，如表１所示．

图５　仿真在狋＝７．２ｓ时的运动状态图 图６　狋＝９６０５ｓ时挖掘机铲尖的包络图

　　Ｆｉｇ．５　Ｍｏ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ｔ狋＝７．２ｓ Ｆｉｇ．６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ｕｃｋｅｔｔｉｐａｔ狋＝９６０５ｓ

表１　动臂、斗杆和铲斗动作情况

Ｔａｂ．１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ｏｍ，ａｒｍａｎｄｂｕｃｋｅｔ

曲线段 动臂动作 斗杆动作 铲斗动作

犪犫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由最大伸展状态收缩至最小状态

犫犮 保持不变 由最大伸展状态收缩至最小状态 保持不变

犮犱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伸展关节至犃，犇，犆３点共线

犱犲 由最大伸展状态收缩至最小状态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犲犳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伸展关节至犃，犆，犇３点共线

犳犵 保持不变 由最小收缩状态伸展至最大状态 保持不变

犵犺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伸展关节至犃，犅，犇３点共线

犺犻 由最小收缩状态伸展至最大状态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基于ＡＤＡＭＳ建立的机构模型，在其可达范围仿真过程中，采用ＡＤＡＭＳ函数库中的ＳＴＥＰ函数

控制液压油缸的伸缩行程，设置各个液压油缸ＳＴＥＰ函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液压油缸驱动函数

Ｔａｂ．２　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名称 函数表达式

动臂油缸驱动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６，０，８，－０．６５）＋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１４，０，１６，０．６５）

斗杆油缸驱动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２，０，４，０．６８）＋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１０，０，１２，－０．６８）

铲斗油缸驱动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０，０，２，０．６３）＋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４，０，６，－０．１３３２５０９）＋

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８，０，１０，－０．４４９１０１）＋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１２，０，１４，－０．０４７６４８２）

图７　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作业范围

Ｆｉｇ．７　Ｒｅａｃｈａｂｌ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

　　在铲尖处创建 Ｍａｒｋｅｒ测量点，方便对铲尖位置的测量．

选取初始状态为各液压缸全缩状态，仿真时间设置为１６ｓ，步

长为５００，仿真计算并显示结果．

通过运动仿真绘制的挖掘机工作装置作业范围，如图７

所示．为了验证仿真模型的可靠性，将图６，７所示的结果进行

比较．

由图６，７可知：运用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获得挖掘机工作过程

中，最大挖掘高度、挖掘半径、卸载高度与 ＡＤＡＭＳ软件仿真

模拟实际作业结果基本吻合，从而验证了方法的正确性．

４０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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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作装置动力学仿真分析

２．１　挖掘载荷的计算

液压挖掘机在进行挖掘任务时，可采用斗杆挖掘、铲斗挖掘和混合挖掘等多种作业方式，工作装置

所承受的挖掘阻力因采取的挖掘方式不同而不同［１４１５］．一般情况下，挖掘过程是以各液压油缸同时伸缩

的混合挖掘方式进行的［１６１７］．挖掘阻力可按照挖掘轨迹的切线方向和法线方向分解为犠Ｑ 和犠ｆ
［１８］，有

犠Ｑ ＝犓０犫犺，

犠ｆ＝μ犠Ｑ
｝． （１）

式（１）中：犓０ 为挖掘比阻力系数；犫为铲斗平均宽度或挖掘宽度；犺为挖掘深度；μ挖掘阻力系数．

对液压挖掘机完成一个挖掘工作周期进行研究．其中，工作周期包括到达挖掘起始点位置、挖掘、提

升和卸料４个环节．故采用混合挖掘机阻力进行计算，挖掘土壤类型选取Ⅲ级，挖掘比阻力系数犓０ 取

１９．５Ｎ·ｃｍ－２，斗宽犫取９０ｃｍ，挖掘深度犺取２７．９ｃｍ，挖掘阻力系数μ取０．４２．计算得犠Ｑ＝４８．９６

ｋＮ，犠ｆ＝２０．５７ｋＮ．

挖掘土壤产生的重力为

犌＝ρ犵犞． （２）

式（２）中：ρ为土壤的密度，取１．８×１０
－６ｋｇ·ｍ

－３；犵为重力加速度，取９．８ｍ·ｓ
－２；犞 为铲斗容量，取

０．２５ｍ３．经过计算，可得犌＝４．４ｋＮ．

２．２　仿真与分析

在进行动力学仿真前，利用ＡＤＡＭＳ建立的挖掘机工作装置模型，在一个基本的工作周期内，对各

个阶段进行时间分配、驱动函数添加与载荷的添加．液压挖掘机的工作循环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挖掘工作循环图

Ｆｉｇ．８　Ｃｙｃ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

　　选取动臂油缸、斗杆油缸和铲斗油缸均全缩的状态为初始状态，仿真时间设为２０ｓ，步长为５００，通

过后处理模块得到的特性曲线，如图９～１２所示．

由图９可知：土壤重力是从２ｓ初铲斗开始执行挖掘任务时，由零逐渐增大，在７ｓ末挖掘任务结束

时，重力增加至最大值４．４０ｋＮ，此时，铲斗处于满载状态；之后，在动臂提升阶段至卸载前均保持不变，

到１１ｓ初铲斗开始卸载，重力不断减小，直到１６ｓ末土壤完全卸空，重力降为零；挖掘法向和切向阻力

图９　切向阻力、法向阻力和重力曲线图　　　　　　　　图１０　各液压缸位移曲线图

　Ｆｉｇ．９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５０６第５期　　　　　　　　　　　　　 钟星，等：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建模分析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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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　各液压缸速度曲线图 图１２　３个关节力矩曲线图

Ｆｉｇ．１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Ｆｉｇ．１２　Ｔｏｒｑ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ｊｏｉｎｔｓ　

在２ｓ初铲斗进行挖掘时，由零逐渐增大，在４．５ｓ末分别达到最大值４８．９６，２０．５７ｋＮ；然后，随着铲斗

开始收斗后逐渐减小，直至完成挖掘任务后降为零．由此可知，载荷和重力可以合理地体现在挖掘的过

程中．

按时间顺序对图１０～１２进行如下分析．

１）０～２ｓ是到达初始挖掘点（最大挖掘半径点）阶段．该阶段是由动臂油缸完成，动臂油缸伸长至２

ｓ末，到达最大位置０．３５ｍ，油缸速度先增后减，斗杆油缸与铲斗油缸位移（犔）和速度（狏）均保持不变．

由于自重与惯性力的影响，动臂的驱动关节力矩（犜）有一个较大的突变，在短时间内减小至零，然后增

大，另外２个驱动关节力矩较小，且变化幅度也不大．

２）２～７ｓ是挖掘阶段．此阶段由斗杆油缸与铲斗油缸共同配合完成，斗杆油缸在２ｓ初开始伸长，６

ｓ末到达最大位置０．５５ｍ，随后保持不变．铲斗油缸从３ｓ初伸长至７ｓ末，到达最大位置０．５６５ｍ．斗

杆油箱和铲斗油缸速度均呈现先增后减的状态，而动臂油缸位移与速度则保持不变．３个驱动关节力矩

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在４．３ｓ时，斗杆的驱动关节力矩达到最大值，铲斗的驱动关节力矩达到最

大值，动臂的驱动关节所受力矩达到最大值．之后，３个驱动关节力矩除了在６．８ｓ左右至挖掘任务即将

结束时，动臂的驱动关节力矩有小幅度增加，其余总体趋势大致都在减小，由此可知，液压油缸的减速伸

长对挖掘机工作装置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影响．

３）７～１１ｓ是满铲提升阶段．在此阶段中，斗杆油缸与铲斗油缸均不动作，动臂油缸由原来的０．３５

ｍ收缩至０．１０ｍ．其中，３组油缸速度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３个驱动关节力矩基本稳定．

４）１１～１６ｓ是卸载阶段．此阶段中，动臂油缸不参与运动，故动臂油缸不动作，速度为零．斗杆油缸

在１１ｓ初收缩，１４ｓ收缩至最短，油缸速度也在同时刻先增后减，铲斗油缸在１４ｓ开始收缩直至卸载结

束，油缸速度在１１～１４ｓ，以及１４～１６ｓ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由于自重和惯性力的作用，３个驱动

关节力矩都有所增加，卸载过程所受外载荷越来越小，所以驱动关节受力矩有些许的突变．

５）１６～２０ｓ是返回初始状态阶段．该阶段动臂油缸收缩至最短，速度先增后减．斗杆油缸与铲斗油

缸位移和速度均保持不变．３个驱动关节力矩基本都是平稳下降的，仅在动臂开始和制动时有小幅度的

突变．

纵观挖掘机的整个运动过程可知：３个驱动关节力矩总体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但由于挖掘机工作姿

态的变化对动臂的驱动关节力矩产生一定的冲击影响，突变明显．工作装置惯性载荷与挖掘机液压系统

对其存在密不可分的影响．在自动挖掘过程中，通过实时分析获得各个驱动关节力矩、液压缸位移和速

度变化曲线，为更好地实现平滑挖掘，高效挖掘奠定基础．

３　结束语

对挖掘机工作装置机械结构与动力学问题进行理论建模，利用Ｓｉ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快速建模绘制机械

结构运动的包络图，获得挖掘机可达工作范围，进一步运用Ｐｒｏ／Ｅ对挖掘机工作装置建立三维模型，将

模型导入ＡＤＡＭＳ软件，对挖掘机工作装置的作业范围进行对比，验证方法的正确性．采用ＡＤＡＭＳ软

件，对挖掘机工作装置进行动力学仿真，得到挖掘机油缸位移、速度和各个驱动关节力矩与时间的特性

曲线，对实现自主挖掘具有重要意义．仿真结果表明：理论上添加的载荷能够体现在各个驱动关节处受

６０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力变化中，相比其他阶段，受力矩变化较为复杂的是在挖掘阶段，该研究为今后挖掘机实现自动挖掘提

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研究挖掘机自主平滑避障轨迹规划和有限元分析力的加载奠定基础，也为实际的

挖掘作业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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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种由３个柔性铰链组成的，用于高精密磨床的微位移工作平台．通过３个柔性铰链对输入位移

进行缩小，呈线性地输出，实现在工件定位过程中对珤犡 平移、珝犣平移、犡
︵

旋转、犣
︵

旋转４个方向自由度的微小位

移及角度调整的功能．优选３个柔性铰链所使用的材料，运用 ＡＮＳＹＳ仿真软件分析３个柔性铰链输入位移

与输出位移、输出角位移之间的响应关系，以及工作过程中各个柔性铰链内部的应力大小．结果表明：工作台

珤犡 方向，珝犣方向的输出输入位移比分别为０．１３７，０．２８６μｍ·μｍ
－１；犡

︵

旋转，犣
︵

旋转的输出输入位移比分别为

６．５１６×１０－４，２．１８０×１０－３（°）·μｍ
－１；在零件最大加载位移以内，输出响应与输入位移之间都呈现良好的线

性关系，误差均在０．１％以内．

关键词：　柔性铰链；微位移；四自由度；工件定位；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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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利用柔性铰链原理设计的微位移机构被人们广泛关注，国内外许多研究人员对基于柔性铰

链的微位移工作平台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形式不同的微位移工作平台．张磊等
［１］、刘庆钢等［２］、李扬

民等［３］设计的微位移工作平台由柔性铰链与压电陶瓷驱动器共同组成，可以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Ｌｉｎ

等［４］对压电陶瓷进行了优化，但系统总体成本也相应的提高．卜巾宴等
［５］设计的柔性铰链精密定位机构

使用桥式柔性铰链机构对某一方向的输入位移进行缩小；Ｌｅｅ等
［６］，Ｃａｉ等

［７］等设计的微位移工作台可

以实现犡，犢，犣三个方向的位移调节，但在一定条件下无法满足工作需求；邱丽芳等
［８］设计的梳齿型柔

性铰链只能对零件的角度进行调节，无法对位移进行调节；Ｚｕｂｉｒ等
［９］设计的微定位机构只能达到１００

μｍ的精度，无法满足微小零件加工需求；王洪喜等
［１０］设计的基于柔性机构的精密调平调心平台，在原

理上满足微小机械加工工件定位的要求，但其工作台构造复杂，制造成本较高，其所能调节的位移范围

也受到限制．本文将具有两个方向（珤犡 和珝犣）线性缩小特性的柔性铰链双平行四杆微位移结构和两个基

于柔性铰链原理的角位移调整结构进行组合，设计出一种四自由度（珤犡，珝犣；犡
︵

，犣
︵

）微小工件铰链式微位移

调整支撑机构，用于超精密磨床加工微小工件螺旋槽时，对工件进行定位装夹．

１　微位移工作调整支撑机构的设计

微小工件柄部和螺旋槽部分直径大小不同，呈阶梯状．针对大径比的微小工件刚度小的特点，在磨

槽过程中，微小工件的柄部和螺旋槽部分均应设有支撑结构．由于在加工过程中的定位精度是产品精度

保证的关键，所以在螺旋槽加工过程中，微小工件的柄部与螺旋槽的同轴度的调整是微小工件几何精

　（ａ）实物图　　　　　　　　　　　（ｂ）装配图

图１　微位移工作平台

Ｆｉｇ．１　Ｍｉｃｒｏ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ｔａｂｌｅ

度、尺寸精度保证的关键．

微位移工作平台示意图，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ａ为双平行四杆微位移结

构；ｂ，ｃ为和两个角位移调整结构１，

２
［１１１２］，通过调整图１中各结构的线位

移及角位移，保证微小工件柄部与螺旋

槽加工部分的同轴度．

双平行四杆微位移结构、角位移调

整结构１，２的结构原理，分别如图２～４

所示．

（ａ）结构图 （ｂ）原理图 　

图２　双平行四杆微位移结构

Ｆｉｇ．２　Ｄｏｕｂｌ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ｏｕｒｐｏｌｅｍｉｃｒｏ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图２可知：柔性铰链的布置使机构的中间部分无响应，也就是输入犡和犣向位移，中间部分的垂

直水平位置不会起到变化，而外环部分是输出响应部分；施加犡 方向输入位移，支撑Ｖ形块（Ｖ形块固

定于柔性铰链块固上方，微小工件的柄部用Ｖ形块进行定位）的支撑面能实现犡方向输出位移；施加犣

方向输入位移，支撑Ｖ形块的支撑面能实现犣方向输出位移，且当输入犡向位移时，不影响支撑面的犣

方向位移．在使用时可以先加载犣方向的位移，测量后，再加载犡方向，这样就可以保证犡 方向和犣 方

向上的定位精度．

由图３可知：施加犢 方向输入位移，输出响应面能实现犡
︵

角位移输出．由图４可知：施加犢 方向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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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结构图 （ｂ）原理图 　　　　　　　　　（ａ）结构图 （ｂ）原理图

图３　角位移调整结构１　　　　　　　　　　　图４　角位移调整结构２

Ｆｉｇ．３　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　　Ｆｉｇ．４　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

入位移，输出响应面能实现犣
︵

角位移输出．

将图２～４的３个柔性铰链机构组合在一起，制定出一种四自由度（珤犡，珝犣；犡
︵

，犣
︵

）微小工件铰链式微

位移调整支撑机构的设计方案．调整双平行四杆微位移结构的犡，犣向位移，起到对Ｖ形块与小Ｖ形块

（与角位移调整结构２进行装配，支撑微小工件螺旋槽部分）的相对水平垂直距离的调整作用，即微小工

件柄部和螺旋槽部分的水平垂直距离．结合角位移调整角位移调整结构１，２的角位移调整功能，实现微

小工件柄部和螺旋槽部分同轴度的调整．

为了保证整个机构安全有效地工作，通过设置柔性铰链与定位部分之间的间隙，设置柔性铰链的最

大输出位移．这样避免在工作台工作过程中因为机器故障或操作人员操作不正确，使得输出位移与本身

设定的位移差距过大，导致加工事故的发生，从而达到对零件整个加工过程的保护作用．

２　柔性铰链材料的选择及其性能分析

柔性铰链材料选择是整个机构设计的关键．采用柔性铰链作为机构的运动副，靠材料的弹性变形来

实现微小的位移，如果柔性铰链材料发生塑形变形就会造成功能失效．在柔性铰链材料的选择上，柔性

铰链的运动范围与所用材料的屈服强度成正比．

在零件设计的过程中，通过仿真分析可以发现：角位移调整结构１在凸台底部会发生一个较大的应

力集中．根据等寿命设计思想理念，在综合成本、加工难度及柔性铰链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决定双平行四

杆微位移结构和角位移调整结构２选用较为普通的４０Ｃｒ作为其原材料，而结构ｂ则使用屈服强度较高

的６０Ｓｉ２ＣｒＡ作为其原材料，使得整个工作机构各部分之间的安全系数相对平均．４０Ｃｒ和６０Ｓｉ２ＣｒＡ的

化学成分（狑）和物理特性，分别如表１，２所示．表２中：犈为弹性模量；μ为泊松比；σｂ 为抗拉强度；σｓ为

屈服强度；δ为伸长率；ψ为断面收缩率；ＨＢ为硬度．

表１　原材料的化学成分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原材料 狑（Ｃ） 狑（Ｍｎ） 狑（Ｎｉ） 狑（Ｓｉ） 狑（Ｐ） 狑（Ｓ） 狑（Ｃｒ） 狑（Ｃｕ）

４０Ｃｒ ０．４２～０．５００．５０～０．８０ ≤０．２５０ ０．１７～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２５０ －

６０Ｓｉ２ＣｒＡ ０．５６～０．６４０．６０～０．９０ ≤０．０３５ １．５０～２．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５

表２　原材料的物理特性

Ｔａｂ．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原材料 犈／ＧＰａ μ σｂ／ＭＰａ σｓ／ＭＰａ δ／％ ψ／％ ＨＢ

４０Ｃｒ ２０６ ０．３ ６００ ３５５ ≥１６ ≥４５ ≤１９７

６０Ｓｉ２ＣｒＡ ２０６ ０．３ １７６４ １６００ ≥６ ≥２０ ≤３２１

３　柔性铰链应力和最大加载位移分析

根据材料的力学特性、柔性铰链的工作环境及受力情况等方面因素，选择柔性铰链机构的最小安全

系数为１．３
［１３］．由此可以得出，柔性铰链ａ，ｃ的最大工作应力不得超出２７３ＭＰａ，而柔性铰链ｂ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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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应力不得超过１２３０ＭＰａ．在ＡＮＳＹＳ软件里建立３个柔性铰链模型，分别对３个零件的工作及装

配情况进行分析；然后，在ＡＮＳＹＳ软件中对３个铰链的定位孔进行完全定位．铰链输入位移都是通过

曲面，所以加载过程中对３个铰链的位移输入面施加均布位移载荷，并分别计算得出各个铰链应力随加

载位移的变化情况．

对于柔性铰链ａ，在零件设计过程中，结合有限元软件的简单分析，犣方向的输出输入位移比约为

犡 方向的两倍．为了使柔性铰链两个方向的性能相接近，且都能达到一个较好的性能，所以在应力分析

的位移加载过程中，设定犡方向的加载位移是犣 方向的两倍，应力（σ）随着加载位移（ΔＬ）的变化关系，

如图５（ａ）所示．柔性铰链ｂ，ｃ的应力随着加载位移的变化关系，分别如图５（ｂ），（ｃ）所示．

根据图５的分析结果，对３个柔性铰链选择最大的加载位移．即柔性铰链ａ在犣向的最大输入位移

为８μｍ，在犣轴已加载的情况下犡 向的最大输入位移为１６μｍ；柔性铰链ｂ在犢 向的最大输入位移为

８５μｍ；柔性铰链ｃ在犢 向的最大输入位移为３０μｍ．

　　　（ａ）柔性铰链ａ　　　　　　　　　　　（ｂ）柔性铰链ｂ　　　　　　　　　　（ｃ）柔性铰链ｃ

图５　柔性铰链结构应力与加载位移的对应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ｈｉｎ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柔性铰链ａ在犡 向，犣向均为最大输入位移，以及柔性铰链ｂ，ｃ在犢 向最大输入位移下的应力分

布，分别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的应力分布的结果及应力大小分析可知：柔性铰链ａ在加载过程中，最大应力约为２６０

ＭＰａ，出现在犡向位移加载位置；柔性铰链ｂ在加载过程中，最大应力约为１１５８ＭＰａ，出现在与柔性铰

链ａ连接的凸台处；柔性铰链ｃ在加载过程中，最大应力约为２７９ＭＰａ，出现在位移加载位置．此外，构

件的安全系数均满足最初设定的值且互相接近，符合寿命设计需求．

（ａ）柔性铰链ａ

（ｂ）柔性铰链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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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柔性铰链ｃ

图６　最大输入位移下的应力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ｐｕ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４　各构件输入输出比的计算

在ＡＮＳＹＳ软件中，分别对３个零件进行位移加载，计算随着输入位移变化，输出响应的变化情况，

如图７所示．图７中：ΔＯ，θＯ 分别为输出位移、输出角度；ΔＬ 为加载位移．

由图７可知：３个柔性铰链机构在其最大输出位移范围内，输出位移（角度）和输入位移呈现良好的

线性比．对于柔性铰链ａ而言，其犡方向上的输出输入位移比约为０．１３７μｍ·μｍ
－１，犣方向上的输出

输入位移比约为０．２８６μｍ·μｍ
－１；柔性铰链ｂ的输出输入位移比约为６．５１６×１０－４（°）·μｍ

－１；柔性铰

链ｃ的输出输入位移比约为２．１８０×１０－３（°）·μｍ
－１．

（ａ）柔性铰链ａ犣向 （ｂ）柔性铰链ａ犡向

　（ｃ）柔性铰链ｂ （ｄ）柔性铰链ｃ

图７　柔性铰链机构输出响应随着输入位移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ｈｉｎ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ｕｔｐｕ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ｓｉｎｐｕ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３个机构组合而成的工作台在理想状态下，可以安全有效地在高精密加工过程中起到精密定位的

作用，提高了零件的定位精度．但在实际使用中，柔性铰链的加工精度等因素将对工作台的性能造成一

定的影响，这将是下一步所要进行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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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运用有限元模拟软件，对微位移调整机构的平动和转动单元进行分析，研究了输入位移与输出位

移、角位移之间的响应关系，验证了所设计柔性铰链的性能，得到如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设计了一套四自由度组合柔性铰链，用于高精密磨床加工微小工件时，对工件的珤犡，珝犣和犡
︵

，犣
︵

四个自由度的高精度调节，有效地提高了零件的加工精度．

２）通过有限元仿真软件确定了３个零件在弹性变形范围内所能承载的最大加载位移，以及零件各

个位置应力分布情况．

３）计算出３个零件在４个不同自由度上的输出输入位移比，并验证了输出响应与输入位移之间线

性关系．结果表明，在零件最大加载位移以内，３个零件的输出响应与输入位移之间都呈现了良好的线

性关系，其误差均小于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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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在气道和缸内

喷射混合的燃烧特性分析

李军，苏飚

（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摘要：　将某款柴油机改用进气道喷射天然气和缸内直喷生物柴油的混合燃烧方式，通过均匀设计的方式，综

合运用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法和综合加权评分值法，确定天然气和生物柴油的最佳掺烧比．通过ＧＴ?ＰＯＷ

ＥＲ仿真软件创建柴油机模型，分析在不同发动机转速下该柴油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性．仿真结果表

明：混合燃烧方式较原机的动力性和经济性略有下降；在中高转速时，混合燃烧方式的ＮＯ排放量低于原机，

但ＣＯ排放量与原机相比基本保持不变．

关键词：　柴油机；燃烧特性；天然气；生物柴油；均匀设计；掺烧比；ＧＴ?ＰＯＷＥＲ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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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严重和石油资源短缺这两大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而汽车尾气排放却是城市的主要

污染源之一［１］．因此，各国政府非常重视车用清洁能源的研究及应用
［１］．生物柴油作为一种替代燃料，与

石化柴油相比，其生命周期中ＣＯ净释放量少
［２］，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化石燃料短缺和温室气体的控制等

问题意义重大［３?８］．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生物柴油在柴油机上应用的研究
［９?１０］，证明了生物柴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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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替代燃料的可行性．天然气由于低排放、安全可靠、技术成熟的特点，使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１１］．当天然气与空气混合充分、燃烧彻底，可大幅度降低ＣＯ和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且天然气的

火焰温度低，也会使ＮＯ排放量减少
［１１］．本文通过ＧＴ?ＰＯＷＥＲ仿真软件创建柴油机模型

［１２］，改用进气

道喷射天然气和缸内直喷生物柴油混合燃烧方式，采用均匀设计的方式确定天然气和生物柴油的最佳

掺烧比例，并分析该款柴油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及排放性．

１　均匀设计确定掺烧比

１．１　均匀设计试验点选择
［１３?１５］

选用柴油机的主要技术参数：发动机位四缸、四冲程、增压中冷型式；缸径为１００ｍｍ；冲程为１００

ｍｍ；连杆长度为１５２ｍｍ；排量为３．１４Ｌ；喷油压力为９５ＭＰａ；全负荷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１．６８．运用

均匀设计以扭矩、燃料消耗率、ＣＯ和ＮＯ排放为优化目标，研究确定天然气和生物柴油的最佳掺烧比

例．试验点掺烧比的分配，如表１所示．选择天然气掺烧比（狓１）、发动机转速（狓２）和负荷（狓３）为实验因

素，均匀设计试验的安排及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狔１，狔２，狔３，狔４ 分别表示转矩和燃油消耗

（ＢＳＦＣ），ＣＯ，ＮＯ的排放量．

表１　试验点掺烧比的分配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

试验点 天然气掺烧比 转速／ｒ·ｍｉｎ－１ 原机空燃比 天然气 生物柴油

Ｎ１ ０．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３３４０ ０．０３３４０

Ｎ２ 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４７１６ ０．０３１４４

Ｎ３ ０．９ ５０００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８０９１ ０．００８９９

Ｎ４ 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２６９７ ０．０６２９３

Ｎ５ ０．２ ５０００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１７９８ ０．０７１９２

Ｎ６ 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１５７２ ０．０６２８８

Ｎ７ １．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６６８０ ０

Ｎ８ ０．６ ４０００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５１０８ ０．０３４０４

Ｎ９ 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６２８８ ０．０１５７２

Ｎ１０ ０．７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４６７６ ０．０２００４

Ｎ１１ ０．７ ５０００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６２９３ ０．０２６９７

Ｎ１２ １．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６８７０ ０

Ｎ１３ ０．９ ４０００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７６５９ ０．００８５１

Ｎ１４ ０．１ ４０００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０８５１ ０．０７６５９

Ｎ１５ ０．３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４６７６

Ｎ１６ ０．８ ３０００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５４９６ ０．０１３７４

Ｎ１７ ０．４ ３０００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２７４８ ０．０４１２２

Ｎ１８ ０．１ ３０００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０６８７ ０．０６１８３

Ｎ１９ ０．５ ４０００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４２５５ ０．０４２５５

Ｎ２０ 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３１４４ ０．０４７１６

表２　均匀设计试验安排及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水平 狓１ 狓２／ｒ·ｍｉｎ
－１ 狓３ 狔１／Ｎ·ｍ 狔２／ｇ·（ｋＷ·ｈ）

－１
狔３／ｇ·（ｋＷ·ｈ）

－１
狔４／ｇ·（ｋＷ·ｈ）

－１

Ｎ１ ０．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２０．０ ３３４．００ ３．８２ ８．０６

Ｎ２ ０．６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７２．０ ３４９．００ ２８３．００ ６．３５

Ｎ３ ０．９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１．０ ４３６．００ ４７１．００ ７．３０

Ｎ４ ０．３０ ５０００ ０．２５ ７１．１ ７２３．００ ５４３．００ １４．９０

Ｎ５ ０．２０ ５０００ ０．７５ １１９．０ ９０２．００ ３０７．００ ２３．８０

Ｎ６ 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２．０ ４２１．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６．７６

Ｎ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６５．０ ２７３．００ １１３．００ ６．７４

Ｎ８ ０．６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６．０ ３０１．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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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水平 狓１ 狓２／ｒ·ｍｉｎ
－１ 狓３ 狔１／Ｎ·ｍ 狔２／ｇ·（ｋＷ·ｈ）

－１
狔３／ｇ·（ｋＷ·ｈ）

－１
狔４／ｇ·（ｋＷ·ｈ）

－１

Ｎ９ ０．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５ ３７１．０ ２８７．００ ２５１．００ ５．９２

Ｎ１０ ０．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６６．０ ２３４．００ ３５．６０ １０．２０

Ｎ１１ ０．７０ ５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３３．０ ５０７．００ ４９７．００ ８．４１

Ｎ１２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７５ ３２７．０ ２７５．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７．２９

Ｎ１３ ０．９０ ４０００ ０．２５ ９４．６ ４４９．００ ３２３．００ ６．６５

Ｎ１４ ０．１０ ４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２１．０ ９２５．００ ８．６２ ２０．００

Ｎ１５ ０．３０ ２０００ ０．７５ ３６２．０ ２５２．００ ０．０６ １５．３０

Ｎ１６ ０．８０ ３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７．０ ３５５．００ １１８．００ ６．６１

Ｎ１７ ０．４０ ３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３９．０ ２７６．００ ６．９９ １４．２０

Ｎ１８ ０．１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４．０ ５９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３．６０

Ｎ１９ ０．５０ ４０００ ０．７５ ２８２．０ ３０７．００ ９６．８０ １１．５０

Ｎ２０ 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９．０ ２９２．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７．３０

１．２　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法

对试验数据采取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二次多项式模型为

狔＝β０＋β１狓１＋…＋β犿狓犿 ＋ ∑
１≤犼，犽≤犿

β犼，犽狓犼狓犽． （１）

　　以转矩为优化目标的回归方程为

狔１ ＝－１７６．３５１１＋２５８．９７５５狓１＋０．０８８２狓２＋６７７．０３０１狓３－３３７．７９４８狓１
２
－

２７７．６５３０狓３
２
＋０．０００５狓１狓２＋３２８．６６９１狓１狓３－０．０６２６狓２狓３．

（２）

　　以ＢＳＦＣ为优化目标的回归方程为

狔２ ＝７８６．４－９１２．５狓１－０．１狓２－４２７．４狓３＋１０５９．１狓１
２
＋

３０１．２狓３
２
－０．２狓１狓２－１９７．３狓１狓３．

（３）

　　以ＣＯ为优化目标的回归方程为

狔３ ＝４０８．０５７９＋１７５．１３５７狓１－０．３７３０狓２－５３．６３１２狓３＋６８．８２１２狓１
２
＋

０．０００１狓２
２
＋１６４．１５３４狓３

２
＋０．０１４３狓１狓２－１１８．８６８７狓１狓３－０．０５７２狓２狓３．

（４）

　　以ＮＯ为优化目标的回归方程为

狔３ ＝－０．１１９９－６．３５１７狓１＋０．００５６狓２＋１８．５９６２狓３＋３．９１１８狓１
２
－

１４．３３９９狓３
２
－０．００３７狓１狓２＋２．９７５７狓１狓３－０．０００１狓２狓３．

（５）

１．３　综合加权评分值法

实验需要对发动机转矩，ＢＳＦＣ，ＣＯ和ＮＯ排放量进行优化．因此，要对各个优化目标进行整合，从

而得到可以量化的综合优化目标．文中采用加权综合评分值法，得出综合优化目标函数犢犻，其计算式为

犢犻＝犪犻狔１＋犫犻狔２＋犮犻狔３＋犱犻狔４． （６）

　　采用综合加权评分值法确定各个优化目标的权重系数，各权重系数绝对值之和应为１．由于ＮＯ排

放变化量较小，所以不将 ＮＯ排放作为优化目标，取犮犻＝０．由发动机性能可知，扭矩越大越好，对于

ＢＳＦＣ，ＣＯ的排放则是较小为好．为了统一优化目标，使得综合优化目标函数大小的变化所代表的发动

机性能优劣，将扭矩的权重系数设置为负数，因此，综合优化目标数值越小发动机性能越好．

根据各优化目标重点，设置了两种权重分配方案．１）方案一．犪１＝－０．３，犫１＝０．３，犱３＝０．４．２）方案

二．犪２＝－０．４，犫２＝０．４，犱２＝０．２．由此得到综合优化目标方程犢１，犢２ 分别为

犢１ ＝４５２．０４８４９－２８１．３８８３７狓１－０．２０５６６狓２－３５２．７８１５１狓３＋４４６．５９６９２狓１
２
＋

０．００００４狓２
２
＋２３９．３１７２６狓３

２
－０．０５４４３狓１狓２－２０５．３３８２１狓１狓３－０．００４１０狓２狓３，

（７）

犢２ ＝４６６．７１２０２－４３３．５６３０６狓１－０．１４９８８狓２－４５２．４９８２８狓３＋５７２．５２２１６狓１
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２狓２
２
＋２６４．３７１８８狓３

２
－０．０７７３４狓１狓２－２３４．１６１３８狓１狓３＋０．０１３６０狓２狓３．

（８）

　　综合考虑发动机的各种使用工况，在不同的天然气掺烧比下，对综合优化目标方程犢１，犢２ 的发动

机转速狓２ 和负荷狓３ 进行二重积分计算，狓２ 的变化范围为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狓３ 为２５％～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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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综合优化目标与不同天然气掺烧比的关系曲线，如图１所示．

　　（ａ）方案一 （ｂ）方案二

图１　综合优化指标与天然气掺烧比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ｂｌｅｎｄ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对于加权综合评分值法的权重方案，当综合优化目标犢１，犢２ 取最小值时，所对应的天然气掺烧比

分别为０．４（方案一）和０．５（方案二），即为综合考虑所有工况下以扭矩，ＢＳＦＣ，ＣＯ排放为优化目标的较

优掺烧比．

２　较优掺烧比下发动机性能分析

改用进气道喷射天然气和缸内直喷生物柴油的混合燃烧方式后，通过均匀设计的方式，结合二次多

项式逐步回归法和综合加权评分值法，确定天然气和生物柴油的最佳掺烧比例．通过ＧＴ?ＰＯＷＥＲ仿真

软件，分析在不同发动机转速下方案一、二和原机的发动机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性，如图２～５所示．图

２～５中：犜为发动机扭矩；狀为发动机转速；犙ｂ为燃油消耗率；犙ＮＯ，犙ＣＯ分别为ＮＯ，ＣＯ的排放量．

图２　不同转速下发动机转矩的变化 图３　不同转速下燃油消耗率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ｔｏｒｑｕ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ｓ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ｓ

　图４　不同转速下ＮＯ排放的变化 图５　不同转速下ＣＯ排放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ｓ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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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５可知：改用进气道喷射天然气和缸内直喷生物柴油混合燃烧方式后，发动机转矩和燃油

消耗率与原机大致相同，在中高转速时，两者略低于原机．因此，其动力性和经济性也呈相同的趋势．在

低转速和高转速时，混合燃烧方式的ＮＯ排放略优于原机，在中等转速（１５００～３５００ｒ·ｍｉｎ
－１）时，ＮＯ

的排放明显优于原机．混合燃烧方式对ＣＯ的排放影响不大，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以下和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

以上时，ＣＯ的排放会略低于原机．

３　结束语

通过将某款柴油机改用进气道喷射天然气和缸内直喷生物柴油的混合燃烧方式，分析该款发动机

的燃烧特性．通过均匀设计的方式，综合运用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法和综合加权评分值法，得到了两种

方案下两种天然气掺烧比例．研究表明：改用进气道喷射天然气和缸内直喷生物柴油的混合燃烧方式，

可以在基本保持动力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提高发动机的排放性能，明显减少了ＮＯ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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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自适应模糊犘犐犇控制的

多级齿轮振动主动控制

张锋，李海燕，汪涵，孙文豪，罗顺安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齿轮传动系统在动态激励的作用下产生的多谐波复杂振动，设计一种在低速轴和高速轴分别安

装有压电促动器的主动控制结构；提出一种将传统ＰＩＤ控制和自适应算法相结合的自适应模糊ＰＩＤ算法，抑

制能量较高的多个谐波振动．在 ＡＤＡＭＳ平台建立齿轮传动系统虚拟样机，作为被控对象子模块，并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平台上加载控制算法对系统进行联合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不同转速下，自适应模糊

ＰＩＤ控制算法对谐波振动具有良好的控制效果，且优于经典ＰＩＤ控制．

关键词：　齿轮传动系统；振动主动控制；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控制逻辑；谐波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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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空、航天、机器人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对于齿轮精度、齿轮振动与噪声的要求也越加苛刻．降

低齿轮振动［１?２］可以改善工作环境，显著地提高机械装备的工作寿命和可靠性．齿轮传动为非线性时变

系统，单靠被动控制无法解决齿轮系统的振动问题，需加入主动控制算法才能更有效地限制齿轮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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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齿轮传动系统的内部激励是具有周期性的，产生的振动能量主要集中在齿轮啮合频率及其谐波频

率处，因此，降低主要频率处的振动就能抑制齿轮系统整体的振动，国内外已有学者对此展开研究．

Ｇｕａｎ等
［３］提出采用单只压电促动器构建齿轮主动控制结构，利用促动器的主动控制力来抑制齿轮的啮

合振动．Ｂｅｌａｎｇｅｒ等
［４］建立了一个直升机传动系统的有限元模型，利用压电促动器来控制齿轮箱的振动

传播．李以农等
［５］利用ＦｘＬＭＳ算法对齿轮系统进行主动控制．范振华

［６］设计了单级齿轮传动系统，搭

建振动主动控制平台，并采用ＰＩＤ控制和模糊控制作为控制器核心．以上研究主要是围绕单级齿轮传

动的主动控制进行的．多级齿轮的振动耦合更为复杂，除了单轴模态和轴间耦合模态外，还派生出新的

模态，使得振型分布较密，振动频率成分复杂．本文在齿轮系统的输入轴和输出轴上各安装压电促动器，

提出一种自适应模糊ＰＩ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ｕｚｚｙＰＩＤ，ＡＦＰＩＤ）控制策略来抑制箱体的振动，并验证这种主动控

制对于抑制齿轮传动过程中的径向振动的有效性．

１　多级齿轮传动机构的主动控制结构建模

齿轮加工误差、齿轮刚度的时变性、外载荷的变化，以及啮合冲击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齿轮传动的

啮合激励［７］．在激励源附近添加一个控制力，可以有效地降低啮合激励．文中设计一种内置压电促动器

的齿轮传动主动控制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调速驱动电机满足速度大范围可调、速度波动较小的要

求；测功机包括磁粉制动器和转矩传感器两部分构成；压电促动器是一个利用压电陶瓷的逆压电效应，

通过施加外部电场，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８］．图２为主动控制机构内部的放大图．图２中：压电促

图１　内置压电促动器的齿轮传动主动控制机构　　　　　　　图２　齿轮传动系统内部结构　　

　　Ｆｉｇ．１　Ｂｕｉｌｔ?ｉｎ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动器支撑机构由促动器支架、防载棒和支撑轴承构成．促动器支架固定于箱体内部，促动器的尾端固定

表１　各级减速器齿轮参数

Ｔａｂ．１　Ｒｅｄｕｃｅｒｇｅａ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

零件名 齿数 模数／ｍｍ 压力角／（°）

高速轴齿轮 １９ ２．０ ２０

低速轴齿轮 ３５ ２．０ ２０

中间轴大齿轮 ３７ ２．０ ２０

中间轴小齿轮 ２３ ２．０ ２０

在促动器支架上以限制其移动，前端与齿轮轴的衔接

处添加一支撑轴承，针对齿轮轴的径向振动输出控制

力，从而衰减齿轮轴的弯曲振动．通过传动系统的设计

与校核，得到各级齿轮的基本数据，如表１所示．

２　自适应模糊犘犐犇的控制原理

ＰＩＤ控制的核心是对ＰＩＤ控制器的３个参数进行整定，使其输出达到最优，使控制达到所期望的控

制效果．但随着控制系统被控对象的复杂化，很多时候被控对象的精确模型无法建立，ＰＩＤ控制的３个

参数无法保持最优解的状态［９］．将模糊控制
［１０］与传统ＰＩＤ控制算法相结合，形成模糊ＰＩＤ（ＦＰＩＤ）复合

控制，可以弥补模糊控制器消除稳态误差较差的缺点．但ＦＰＩＤ由于积分控制和微分控制的相互影响，

控制规则不易设计，对专家经验的依赖较大．

针对ＰＩＤ控制器参数整定的局限，文中采用一种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ＡＦＰＩＤ）算法来构建模糊自

适应调整机构．即通过在线辨识被控对象的响应过程，动态调整ＰＩＤ控制的参数增益，从而提高控制器

性能．由于自适应模糊控制器的设计无需太多专家领域知识，只需知道规则的大致趋势，论域的划分、隶

属函数的选取成为次要的因素，这也表明增加了模糊控制系统的容错能力．设计的ＡＦＰＩＤ控制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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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两输入（犲（狋），犲（狋））和三输出（Δ犓Ｐ，Δ犓Ｉ，Δ犓Ｄ）的控制器，振动加速度误差犲（狋）＝狓（狋）－狔（狋），如图３

所示．误差犲（狋）和误差导数犲（狋）进入模糊控制器，再经过模糊规则推导，得到比例系数增量（Δ犓Ｐ）、积

分系数增量（Δ犓Ｉ）、微分系数增量（Δ犓Ｄ），并与ＰＩＤ控制器的初始参数相加后可得

犓Ｐ ＝犓Ｐ１＋Δ犓Ｐ，　　犓Ｉ＝犓Ｉ１＋Δ犓Ｉ，　　犓Ｄ ＝犓Ｄ１＋Δ犓Ｄ． （１）

图３　ＡＦＰＩＤ控制器原理图

Ｆｉｇ．３　ＡＦ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由此可得，控制器的输出为

狔（狋）＝犓Ｐ犲（狋）＋犓Ｉ∫
狋

０
犲（狋）ｄ狋＋犓Ｄ

犲（狋）． （２）

　　ＡＦＰＩＤ算法可分为ＰＩ型、ＰＤ型和ＰＩＤ型．ＰＩ型模糊控制器

的控制过渡过程较差，ＰＤ型模糊控制器产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

相比之下，ＰＩＤ型自适应模糊控制器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

３　自适应模糊犘犐犇控制器的设计

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的主要任务是调节３个参数增量（Δ犓Ｐ，Δ犓Ｉ，Δ犓Ｄ），误差犲（狋），以及误差变化

率犲（狋）之间的关系．在线整定量化因子和比例因子，使它们保持合适的数值，从而得到合理的输出参数．

不断地检测犲（狋）和犲（狋），通过模糊控制规则对３个参数增量的控制循环进行不断地在线调整．

３．１　模糊化

模糊控制器的输入必须通过模糊化才能使用于模糊控制器的求解．模糊化是将实值转变为语言变

量值的过程，将确定的输入量转变成一个模糊矢量［１１］．将偏差犲（狋）和偏差变化率犲（狋）作为模糊控制器

的输入，而将Δ犓Ｐ，Δ犓Ｉ，Δ犓Ｄ 作为控制器的输出，并根据不同时刻的犲（狋）和犲（狋）对ＰＩＤ增量参数进行

整定．由于需要误差控制的高灵敏度，采用三角形隶属函数．每个模糊子集的宽度选择尽量适当，重合过

多会导致相应缓慢；相反，则会出现死区，从而引起失控．

３．２　建立模糊控制规则

采用 Ｍａｍｄａｎｉ型建立模糊控制规则
［１２］．当误差犲（狋）较大时，为保证快速响应，犓Ｐ 都应该取较大

值；为防止犲（狋）瞬时变大，犓Ｄ 应该取较小的值；而为控制超调，犓Ｉ也应该取较小的值．当误差犲（狋）较小

时，为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稳态性，Δ犓Ｐ，犓Ｄ 应该取较大值，而为避免震荡，犓Ｄ 的值应随犲（狋）变化．结合

专家经验与齿轮传动系统特性，制定模糊规则表，如表２～４所示．

表２　Δ犓Ｐ 的模糊规则表

Ｔａｂ．２　ＦｕｚｚｙｒｕｌｅｓｔａｂｌｅｆｏｒΔ犓Ｐ

Ｅ
ＥＣ

ＮＢ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Ｂ

ＮＢ ＰＢ ＰＢ ＰＢ ＰＳ ＺＯ

ＮＳ ＰＢ ＰＳ ＰＳ ＺＯ ＮＢ

ＺＯ ＰＳ ＰＳ ＺＯ ＮＳ ＮＢ

ＰＳ ＰＳ ＺＯ ＮＳ ＮＳ ＮＢ

ＰＢ ＺＯ ＮＳ ＮＳ ＮＢ ＮＢ

表３　Δ犓Ｉ的模糊规则表

Ｔａｂ．３　ＦｕｚｚｙｒｕｌｅｓｔａｂｌｅｆｏｒΔ犓Ｉ

Ｅ
ＥＣ

ＮＢ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Ｂ

ＮＢ ＮＢ ＮＢ ＮＢ ＮＢ ＺＯ

ＮＳ ＮＢ ＮＢ ＮＳ ＮＳ ＺＯ

ＺＯ ＮＳ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Ｓ

ＰＳ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Ｓ ＰＢ

ＰＢ ＺＯ ＰＳ ＰＳ ＰＢ ＰＢ

表４　Δ犓Ｄ 的模糊规则表

Ｔａｂ．４　ＦｕｚｚｙｒｕｌｅｓｔａｂｌｅｆｏｒΔ犓Ｄ

Ｅ
ＥＣ

ＮＢ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Ｂ

ＮＢ ＰＳ ＺＯ ＺＯ ＺＯ ＰＳ

ＮＳ ＮＢ ＮＢ ＮＳ ＺＯ ＰＳ

ＺＯ ＮＢ ＮＢ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Ｓ ＮＢ ＮＳ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Ｂ ＰＳ ＺＯ ＺＯ ＺＯ ＰＳ

３．３　清晰化

模糊规则推理的结果是一个模糊集，不能直接用来作为被控对象的控制量，需要把它变成可以执行

的精确量，这个过程被称为清晰化［１３］．清晰化的目的是根据模糊推理的结果，得到最能反映控制量的实

际分布．文中采用具有直观合理和计算方便的最大隶属度法来进行这个过程．

４　虚拟样机的建立

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碰撞力的定义为

犉＝ｍａｘ｛０，犓（狇０－狇）
犲
－犆×

ｄ狇
ｄ狋
×ＳＴＥＰ（狇，狇０－犱，１，狇０，０）｝． （３）

式（３）中：狇０ 为两物体的初始距离；狇为两物体碰撞过程中的实际距离；狇０－狇即为碰撞过程当中的变形

量．当狇≥狇０ 时，即两物体并没有发生碰撞，其碰撞力值为零；而当狇＜狇０ 时，表示两物体发生碰撞．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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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小与刚度系数犓、变形量狇０－狇、碰撞力指数项犲、阻尼系数犆和阻尼完全作用时变形距离犱有关．

由Ｈｅｒｔｚ接触理论可知，齿轮碰撞刚度系数犓＝
４

３
犚１

／２犈，犚为相对曲率半径，
１

犚
＝
１

犚１
＋
１

犚２
，犚１ 和犚２

分别是两个啮合齿轮接触点的当量半径．

两对齿轮材料均取４５钢，其泊松比狏１＝狏２＝０．２７，杨氏模量犈１＝犈２＝０．２０７ＴＰａ，结合表１数据，

经计算，高速级齿轮碰撞刚度系数犓高＝０．５２７ＭＮ·ｍｍ－３
／２；低速级齿轮碰撞刚度系数犓低＝０．５５４

ＭＮ·ｍｍ－３
／２．在撞击过程中力的变化主要是由弹簧控制，由于阻尼器所吸收的能量是撞击总能量很小

的一部分，因此，阻尼系数犆一般取得较小
［１４１６］，犆＝５０，碰撞指数犲＝１．５，渗透深度犱＝０．１ｍｍ．动摩

擦系数为０．０５，静摩擦系数为０．０８．为使启动时转速不发生突变，采用ＳＴＥＰ函数使转速在０．１ｓ内提

升到２５００ｒ·ｍｉｎ－１，ＳＴＥＰ（ｔｉｍｅ，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输出轴上增加一个负载转矩为１．０ｋＮ·ｍｍ．

将齿轮轴进行柔性化处理，ＡＤＡＭＳ平台中的柔性轴处理与有限元不同，是把一根刚性轴分离成若

干柔性相连的短刚性轴，创建出柔性连接件，其实质仍是刚体．

５　犃犇犃犕犛／犕犃犜犔犃犅联合仿真

在ＡＤＡＭＳ平台中针对建成的多级齿轮传动系统模型各部件之间的关系，添加相应约束，最终得

到齿轮传动系统虚拟样机．ＡＤＡＭＳ和 ＭＡＴＬＡＢ的联合仿真是在ＡＤＡＭＳ中建立齿轮传动虚拟样机

模型，输出成为具备系统方程与相关参数的模块，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将模块中的数据与建立的控制方案结

合起来，由ＡＤＡＭＳ求解系统方程，ＭＡＴＬＡＢ求解控制方程，共同完成整个仿真过程．

为验证多级齿轮传动的ＡＦＰＩＤ控制的可行性，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进行仿真，观察齿轮传动

系统控制前后的现象．分析ＡＦＰＩＤ控制针对齿轮啮合频率和谐波频率处振动的控制效果，并且与经典

ＰＩＤ控制进行对比，如图４，５所示．

图４　基于ＡＦＰＩＤ控制的主动控制联合仿真

Ｆｉｇ．４　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Ｆ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图５　基于ＰＩＤ控制的主动控制联合仿真

Ｆｉｇ．５　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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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轴齿轮的啮合频率分别为４００，５００Ｈｚ，即转速为２０２８，２５３５ｒ·ｍｉｎ－１，负载为１０００Ｎ·

ｍｍ条件下，进行齿轮传动振动主动控制的仿真对比分析，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犪为振动加速度；狋为时

间；犇ＳＰ为功率谱密度；犳为频率．由图６的时域图可知：两种控制方法都能有效地降低齿轮传动系统的

振动，但ＡＦＰＩＤ控制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由图６的频域图可知：齿轮系统在啮合频率和谐波处的振动

能量分布最大，ＰＩＤ控制和ＡＦＰＩＤ控制都能使各阶主要频率处的幅值明显减小．

　　　　（ａ）转速为２０２８ｒ·ｍｉｎ－１的时域图　　　　　　　　　　（ｂ）转速为２０２８ｒ·ｍｉｎ－１的频域图

　　　　（ｃ）转速为２５３５ｒ·ｍｉｎ－１的时域图　　　　　　　　　　（ｄ）转速为２５３５ｒ·ｍｉｎ－１的频域图

图６　不同转速下输出轴时域振动主动控制的仿真分析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ｔｐｕｔｓｈａｆ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ｓ

通过对比相同负载、不同转速下的时域图和频域图的控制效果，可以发现当负载等其他条件相同而

转速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时，从时域图可以看出振动幅值有所增大，从频域图上可以看出两种控制算法在

各阶频率处的控制效果有所减弱，如表５，６所示．由表５，６可知：对于在齿轮的啮合频率和谐波处的控

制效果，ＡＦＰＩＤ控制优于经典ＰＩＤ控制．当转速为２０２８ｒ·ｍｉｎ－１时，齿轮传动系统在三阶谐波处的振

动最大，ＡＦＰＩＤ控制将振动降低了７ｄＢ，降低６．７％；当转速为２５３５ｒ·ｍｉｎ－１时，齿轮传动系统同样在

三阶谐波处的振动最大，ＡＦＰＩＤ控制将振动降低了４．４ｄＢ，降低３．９％．

表５　转速为２０２８ｒ·ｍｉｎ－１输出轴

　　振动在主要频率处的幅值

Ｔａｂ．５　Ｓｐｅｅｄｏｆ２０２８ｒ·ｍｉｎ
－１ｏｕｔｐｕｔｓｈａｆ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ｔ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ｕｔ

控制方式
犳／Ｈｚ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未控制 ７９．５ ９１．６ ９７．４ １０３．９ ９６．２

ＰＩＤ控制 ７７．２ ９１．４ ９５．９ １００．９ ９２．４

ＡＦＰＩＤ控制 ７３．０ ８７．０ ９３．３ ９６．９ ８５．３

表６　转速为２５３５ｒ·ｍｉｎ－１输出轴

　　振动在主要频率处的幅值

Ｔａｂ．６　Ｓｐｅｅｄｏｆ２５３５ｒ·ｍｉｎ
－１ｏｕｔｐｕｔｓｈａｆ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ｔ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ｕｔ

控制方式
犳／Ｈｚ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未控制 ９３．０ １０４．５ １０８．７ １１１．５ ９９．５

ＰＩＤ控制 ９２．７ １０４．０ １０８．１ １１０．４ ９８．４

ＡＦＰＩＤ控制 ９２．５ １０３．５ １０６．４ １０７．１ ９５．１

６　结论

为了控制齿轮传动系统由于内部激励造成的振动及噪声，采用ＡＦＰＩＤ控制方法进行主动控制，得

到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３２６第５期　　　　　　　　　张锋，等：采用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的多级齿轮振动主动控制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应用ＡＦＰＩＤ控制算法在联合仿真中进行主动控制，结果表明，ＡＦＰＩＤ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多个

谐波频率上的振动，证明了控制算法正确性及应用在主动控制上的有效性．

２）将ＰＩＤ控制和ＡＦＰＩＤ控制进行对比仿真，结果表明，ＡＦＰＩＤ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在啮合频率

和谐波处更有效地抑制了振动，证明了ＡＦＰＩＤ控制的优越性．

３）随着电机转速的增大，齿轮传动系统的振动也增大，算法对振动的控制难度也有所提高，即ＡＦ

ＰＩＤ在低速传动中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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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用锂电池组热流场特性

数值模拟与优化设计

韩锋钢１，２，潘怀杰１，彭倩１，２，林有淮２，刘胜１

（１．厦门理工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２．厦门威迪思汽车设计服务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４）

摘要：　针对车用电池温升过高、电池组温差大的问题，开展电池包热流场分析与优化设计．根据Ｂｅｒｎａｒｄｉ的

生热速率方程式，建立由电池电解液、正负极柱和隔膜四部分组成的单体电池热耦合模型及成组电池传热模

型；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分析锂电池单体在自然对流环境下的温升特性，研究成组电池在强制对流条件下的热流

场特性；通过增加导流板优化电池箱内流场结构，并评估导流板对电池组散热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单体锂

电池在自然对流下温升明显，电池内核温度远高于正负极柱温度；电池箱进出风口位置及结构决定箱内空气

的流向和成组电池的散热效果；通过对进、出风口位置的设计及增加导流板，可有效改进电池组热流场的均匀

性，从而提高散热效果．

关键词：　锂离子电池组；新能源汽车；热模型；风冷；导流板；温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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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新能源电池性能有关系的相关参数，如工作电压、放电容量、循环寿命等都与温度息息相

关［１２］，电池组充放电过程中电流大、箱内布置密集紧凑且工作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电池组的工作效

率、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会由于箱内热量耗散的问题受到严重制约．当电池温度不在４０℃到２０℃的范围

内时，磷酸铁锂离子动力电池组（ＬｉＦｅＰＯ４）的放电效率会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表现，若要使其放电效率达

到８０％以上，电池组理想的工作温度最好是处于１８～４３℃之间
［３］．国内众多的学者针对单体电池生热

模型及电池箱体散热效果等问题开展了研究．李腾等
［４］介绍了在锂离子新能源电池方面所开展的电?热

及电化学?热耦合模型等的研究；陈燕虹等
［５］采取数值模拟的方式研究了成组电池生热和散热特性；罗

玉涛等［６］则提出了以变压器油作为冷却介质直接接触液体的另一种冷却方式．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

集中在散热方式、相变材料的研究上，而在风冷方式的研究中，还缺乏对电池箱内流场起导向作用的进、

出风口的设计．本文对车用锂电池组热流场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与改进设计，并通过进、出风口位置设

计及增加导流板优化电池箱体内流场走向，以改善成组电池热流场的散热性能．

１　数学模型

由于电池箱内紧密布置结构件及电池组，箱内气流为湍流流动，其换热形式主要为强迫对流换热及

固体间热传导．

文中在建立流体仿真计算的数学模型时采用犽?ε湍流模型（犽为湍动能，ε为耗散率）
［７８］，该模型包

括５个主要方程．

１）质量守恒方程，其表达式为

ρ
狋
＋
（ρ狏ｒ）

狉
＋
狏ｒ

狉
＋
（ρ狏φ）

狉φ
＋
（ρ狏ｚ）

狕
＝０． （１）

式（１）中：狏ｒ，狏ｚ，狏φ分别为圆柱坐标系下径向、轴向和周向的相对流体速度；ρ为气体密度；狋为时间．

２）动量方程（忽略气体重力作用）为

（ρ犞）

狋
＋（ρ犞犞）－（μｅｆｆ犞）＝ 狆（μｅｆｆ犞）

Ｔ． （２）

式（２）中：犞 为流体速度向量；μｅｆｆ为等效粘度，μｅｆｆ＝μ＋μ狋，其中，μ为流体粘度，μ狋 为湍流粘度，μ狋＝

犆μρ犽
２／ε，犆μ 为常数，取为０．０９；狆狋为修正压力，狆狋＝狆＋２ρ犽／３，狆为压力．

３）能量方程为

（ρ犺狋）

狋
－
狆
狋
＋（ρ狏犺狋）＝ （λ犜）． （３）

式（３）中：犺狋为气体总焓；λ为导热系数；犜为气体温度．

４）湍动能方程（犽方程）为

（ρ犽）

狋
＋（ρμ犽）＝ ［（μ＋

μ狋

σε
犽）＋狆犽－ρε］． （４）

　　５）湍动耗散率方程（ε方程）为

（ρε）

狋
＋（ρμε）＝ ［（μ＋

μ狋

σε
ε］＋

ε
犓
（犆ε１狆犽－犆ε２ρε）． （５）

式（５）中：犆ε１，犆ε２，σ犽，σε均为常数．根据Ｌａｕｎｄｅｒ等
［９］的研究结果及后来相关的试验，在标准犽ε模型中，

犆ε１，犆ε２，σ犽，σε分别取犆ε１＝１．４４，犆ε２＝１．９２，σ犽＝１．０，σε＝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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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锂离子电池生热机理

充放电过程中，电池内数目相等的锂离子和电子会有嵌入和脱嵌的现象，该动作产生的热量称之为

反应热．充放电中的该过程为可逆反应，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１０］，记为犙ｒ；根据熵增原理，实际上该动作

中，还包括极化反应热犙ｐ、过充及过放副反应热犙ｓ、电解质分解和由于自放电生成的热量犙ｊ，以及电池

内阻焦耳热犙ｔ．因此，上述关系简化为犙ｔ＝犙ｒ＋犙ｐ＋犙ｓ＋犙ｊ．

因为ＢＭＳ对每个电池的电流、电压和温度数据都会进行检测，防止过充过放电，所以犙ｓ 作用很

小，可以忽略．此外，可以利用等效极化内阻产生的热量来代替极化反应热
［１１］，因此，该过程可简化为

犙ｔ＝犙ｒ＋犐
２犚． （６）

式（６）中：犚＝犚ｚ＋犚ｐ，犚ｚ是电池自身的欧姆内阻，犚ｐ是电池的等效极化内阻．

３　数值模型建立

３．１　锂离子电池生热模型

在电池包的热行为仿真计算中，将电池单体视为一个单独的封闭子系统，和外界仅有热量方面的交

换．假设单电池内部的材料是相同的材料，比热容和犡，犢，犣三个方向的热导率等于电池的导热系数，

充电状态和实时温度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则成组电池生热率模型为

犙＝∑
狀

犻＝１

狇ｐ＋∑
狀

犻＝１

狇ｎ． （７）

式（７）中：犙代表成组电池所产生的生热率总和；狀为单体电池的数量．

运行中的电动汽车电池组的发热遵守热力学平衡方程，即

犙＝犙ａ＋犙ｅ． （８）

式（８）中：犙为电池的吸热率；犙ｅ为电池组和环境的热交换．

通常，电池组中单体质量和材料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电池组吸收热量计算式可简化为

犙ａ＝犮ｐ犿∑
狀

犻＝１

Δ犜犻． （９）

式（９）中：犮ｐ为电池的平均比热容；犿为电池平均质量；Δ犜犻为单体电池的温差．

当单体电池以不同倍率放电时，由于材料不同导致电池的内核与极柱生热的速率是有差异的．当生

表１　不同放电倍率下单体电池各部分生热率

Ｔａｂ．１　Ｈ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ｌ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放电倍率 犐／Ａ
犙／Ｗ·ｍ－３

内核 正极柱 负极柱

０．３犆 ３０ ２５９６．００ ６２９．１９ ３９１．５４

０．４犆 ４０ ３６２７．９６ １１２２．３６ ６３６．５７

０．５犆 ５０ ４７５６．１７ １７５４．３２ ９９４．５９

１．０犆 １００ １１６９０．２１ ７００４．０５ ３９８２．０７

热速率比散热速率大时，会导致电池的温度持续

上升；温度过高将影响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和安

全性．因此，计算散热率和散热速率对各种工况下

的仿真计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１２］．为了便于数值

模拟，文中只针对０．５犆的放电倍率恒流放电的

情况进行仿真，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犆为放电倍

率；犐为单体电池电流；犙为生热率．

３．２　锂离子电池热特性参数

采用的锂离子单体电池为方体，尺寸为１４０ｍｍ×６４ｍｍ×２１１ｍｍ，锂单体电池划分为电解液区

域、正负极柱和隔膜四部分，每个区域的等效参数，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犺为材料厚度；ρ为材料密度；正

表２　锂离子电池材料特征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名称 材料 犺／μｍ ρ／ｋｇ·ｍ
－３ 犮／Ｊ·（ｋｇ·Ｋ）

－１
λ／Ｗ·（ｍ·Ｋ）－１

正极 Ｌｉｃｏ０２ １３３ ２３２８．５０ １２６９．２１ １．５８

正极集流板 铝 ２０ ２７０２．００ ９０３．００ ２３８．００

负极 石墨 １３６ １３４７．３３ １４３７．３０ １．０４

负极集流板 铜 ９ ８９３３．００ ３８５．００ ３９８．００

隔膜 ＰＰ ４０ １００８．９３ １９７８．１６ ０．３３

电解液 ＬｉＰＦ６／ＥＣ＋ＤＭＣ＋ＥＭＣ － １２９０．００ １３３．９０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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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锂单体电池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ａｔｔｅｒｙ

极、负极及隔膜的参数为浸满电解液工况下的参考值，由实验获得；正极、负

极、隔膜及电解液的比热容（犮）和热导率（λ）值可由文献［２］得到．

４　车用电池箱热流场分析

４．１　单体电池热流场分析

基于电池的几何参数，利用ＣＲＥＯ建模软件对单体电池进行几何建模并

导入到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软件中进行流体网格的划分，如图１所示．采用流体模拟

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对单体电池的热耦合模型进行求解，得到单体电池的温度分布．

根据相关文献，对于空气中自然散热的电池表面，在计算时取其极耳传热系数

为３．９Ｗ·（ｍ·Ｋ）－１，极板表面传热系数为０．４２７Ｗ·（ｍ·Ｋ）－１．电池单体

在自然冷却，０．５犆和１．０犆放电倍率下的恒流放电温度云图，如图２，３所示．

由图２，３可知：０．５犆放电倍率时，单体电池正、负极柱最高温度分别为３６．４，３５．７℃；而１．０犆放电倍率

时则为３７．１，３６．３℃．说明正极柱温差高于负极柱温差，单体电池温度由质心向四周壳体逐级递减．由

于极柱传热系数大于电池壳体的传热系数，因此，最大温度出现在电池中心偏上的位置，在自然冷却环

境中，单体电池最大温差达到１３．３℃，说明电池的热积累是电动汽车使用的关键问题．

　　（ａ）犣?犡对称面　　　　（ｂ）单体电池整体　　　　　　　（ａ）犣?犡对称面　　　　（ｂ）单体电池整体

　图２　单体电池０．５犆放电倍率的温度云图　　　　　　图３　单体电池１．０犆放电倍率的温度云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ａｔ０．５犆ｃｈａｒｇｅ　　　　　　　　　　　　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ａｔ１．０犆ｃｈａｒｇｅ

　图４　不同放电倍率下

　电池组的温度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ｙ

ｐａｃｋ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分别监测单体电池犣?犡 对称面自上向下的５个等距离监测

点的温度，结果如图４所示．

４．２　电池组热流场分析

当汽车以较高的速度运行，如大角度爬坡时，电池组的放电

倍率是最大的，也是电池生热量最大的工况．若仅靠箱体自然冷

却会造成热量积累，特别是电池组中心聚集的热量无法很快地耗

散，过热的温度不仅使电池性能下降，而且造成的损伤是无法修

复的，使电池容量和性能下降．因此，必须采取强制冷却的方式，

使电池箱内的温度保持在能使锂离子电池正常工作的范围内．以

某车用锂电池组为例，该电池箱内置电池由４列５排共２０个电

池单体单层排列构成，大小为９５３．５ｍｍ×５５６．５ｍｍ×２１１．０

ｍｍ．图５为冷却风扇及电池组布置图，图６为其有限元模型．用

于送风的风扇有两个，置于距离电池组前端５０ｍｍ，出风口有一个，置于距离电池组２５ｍｍ处．

数值模拟边界条件采用速度入口和压力出口，箱体其余外部边界采用默认壁面边界，空气入口速度

为２．２ｍ·ｓ－１．电池箱体与外部空气的能量交换主要途径是对流和辐射换热，由于热管理系统的存在，

可忽略其对成组电池热流场特性的影响．参考文献［１３］可得对流换热系数犺ｘ＝１５Ｗ·（ｍ
２·Ｋ）－１，辐

射换热系数犺ｒ＝０．２．在外部环境摄氏温度为２５℃情况下，以０．５犆放电倍率下，恒流放电完成后箱体

内冷却空气流线，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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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７（ａ）可知：进风端空气流速（狏）较出风端低，冷却空气流速由进口端沿出口端均匀平顺，空气

图５　冷却风扇及电池组布置图　　图６　电池组网格模型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　　　Ｆｉｇ．６　Ｍｅｓｈ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ｆａｎａｎｄ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

流动能量损失较小．由图７（ｂ）可知：在进口

端与电池组之间存在多个漩涡，造成冷却

空气能量的损失，当冷却空气到达电池箱

上端面后，有一部分空气经单体电池之间

的缝隙流向箱体底部，随后往电池箱出风

口流动；各排之间空气流速大小及均匀性

相差不大，而各列之间空气流速大小及均

匀性相差较大．

优化前的电池组温度分布，如图８所

示．由图８可知：第３，４排电池组温度较高，结合图７可知此处的空气是流速最低的地方；温度较低处出

现在进风口最前排顶部和出风口第５排中间区域；最高温度４４℃出现在第３排中下部位置，最低温度

３０℃出现在第１排进风口处，成组电池的温差最大为１４℃，可见电池组热量分布均匀性不理想．

（ａ）轴视图 （ｂ）流场云图

图７　电池箱冷却空气流场云图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ｉｒｉ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ｏｘ

（ａ）电池组温度云图　　　　　　　　　　　　　　　　　（ｂ）电池组温度曲线

图８　优化前的电池组温度分布

Ｆｉｇ．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３　电池箱结构优化分析

针对上述仿真结果存在的不足之处对电池箱结构进行改进设计，在进风口与电池组之间增加导流

板，其结构如图９，１０所示．为了加大对电池组底部区域的冷却效果，将出风口向电池箱底部下移３０

ｍｍ，其他布局与原结构一致．优化后，以０．５犆放电倍率时的冷却空气速度流线云图，如图１１所示；而

以０．５犆和１．０犆放电倍率时的电池组温度分布，如图１２，１３所示．

由图１２，１３可知：该电池组最高和最低温度分别为３５．２，２６．８℃，均在单体电池理想的工作温度范

围内，并且将电池组的温差缩小至８．４℃．为满足使用寿命及安全性，要求留出了足够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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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导流板结构示意图 图１０　导流板位置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ｕｉｄｅｐｌａｔｅ Ｆｉｇ．１０　Ｇｕｉｄｅｐｌａ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俯视图 （ｂ）流线云图

图１１　优化后以０．５犆放电倍率时的冷却空气速度流线云图

Ｆｉｇ．１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ｉｒａｔ０．５犆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０．５犆放电倍率 （ｂ）１．０犆放电倍率

图１２　优化后不同放电倍率下的电池组温度云图

Ｆｉｇ．１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０．５犆放电倍率 （ｂ）１．０犆放电倍率

图１３　优化后不同放电倍率下的电池组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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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不同放电倍率下的电池组温度

以改进后电池箱结构为基准，模拟计算了不同放电倍率下电池组的温度场，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

３可知：随着运行工况不同导致放电倍率逐渐增大的工况下，电池组的温升和最大温差都在逐渐增加，

表３　不同放电倍率下电池组的温度特性

Ｔａｂ．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ｓ

放电倍率 狋ｍａｘ／℃ 狋ｍｉｎ／℃ Δ狋／℃

０．３犆 ３０．７０ ２５．４０ ５．３０

０．４犆 ３３．１０ ２６．１０ ７．００

０．５犆 ３５．２０ ２７．８０ ７．４０

１．０犆 ３８．５６ ３０．５５ ８．１０

成组电池组在１．０犆恒流放电时的温差最高可达到

３８．５６℃，接近锂离子电池最舒适的工作环境温度

（４０℃）．由此可见，当电动汽车长时间在复杂环境

中运行时，会使电池组长期处于高倍率放电状态，应

考虑加强对电池组的冷却措施．

５　结论

通过对单体锂离子电池的热特性和电池包热流场的分析与研究，得到以下３个主要结论．

１）成组电池单体电池间的最大温差与放电倍率成正比．考虑到实际汽车运行工况需要，尤其在爬

坡、加速等大功率使用的工况下，应设计电池热管理系统以保证电池组的热稳定性，减小功率的损失和

对电池造成的损害．

２）成组电池的温度场与单体电池所组成的温度场没有直接的叠加关系．在０．５犆放电时，电池单体

的最大温差为１３．３０℃，而电池组则达到７．４０℃．因此，电池组温度场的均匀性对于电池组寿命和电池

性能尤其重要．

３）通过ＣＦＤ的数值模拟仿真方法，可详细了解电池箱箱体内部的流场流向和温度的总体分布情

况．根据所得出的结果，对电池箱体的通风冷却结构作出部分优化，提出了在箱体进口端增加导流板的

改进方案，有效地提高了温度场分布的均匀性．结果表明，在０．５犆放电倍率下的各电池单体最大温差

为７．４０℃；而在１．０犆放电倍率下的各电池单体最大温差为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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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频率对扭转模态磁致伸缩

导波检测性能影响

李志农，孟宁，龙盛蓉

（南昌航空大学 无损检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６３）

摘要：　在综合考虑力?磁?声的多个物理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有限元数值仿真方法模拟扭转模态磁致

伸缩导波对铁磁性管道的检测，研究激励电流频率对Ｔ模态导波检测效果的影响，并通过实验给予验证．结

果表明：实验研究数据与仿真计算结果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存在一个最优频率；激励频率对检测效果有着

明显的影响，通过调整激励频率能够使扭转模态导波幅值最大，实现磁致伸缩导波检测性能的优化．

关键词：　超声导波；扭转模态；磁致伸缩效应；激励频率；导波检测；有限元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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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具有速度快、检测距离长，以及能一次性完成对整个工件检测等优势，广泛应用

于管道检测中．管道中导波的传播方式主要有纵向模态犔（狀，犿）、扭转模态犜（狀，犿）、弯曲模态犉（狀，

犿）
［１］．纵向模态传播速度快、激发方式简单，通常用于管道的周向裂纹的检测中，然而，该模态导波对纵

向裂纹并不够敏感．与纵向模态相比，扭转模态的传播特性具有非频散特点，且在传播过程中能量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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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不受管道中液体的影响［２］．在现有研究中，对纵向模态的理论研究、仿真和实验分析较多．龙盛

蓉［３］对纵向磁致伸缩导波传感器进行了有限元模拟仿真，对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做了细致研究，并加以实

验验证．Ｌｕｄｗｉｇ等
［４］开发了包括磁致伸缩的超声导波有限元模型，但没有针对实验进行验证，也没有包

括从实际测量导出的物理参数．在扭转模态方面，何存富等
［５?６］基于压电式传感器对扭转模态导波管道

缺陷检测进行仿真模拟，并对充水管道缺陷进行实验研究．Ｋｗｕｎ等
［７］和 Ｋｉｍ等

［８］研制了基于磁致伸

缩效应的磁致伸缩传感器，实现在单层钢管中激励出犜（０，１）模态并进行了缺陷检测．本文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运用有限元仿真方法对管道中扭转模态导波的激励情况进行数值模拟，并结合仿真模拟和实验

结果数据，分析激励电流频率对扭转导波回波信号的影响．

１　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检测原理

１．１　磁致伸缩导波激励传感器检测原理

导波的激励过程是将电磁能转变为弹性能，其中，弹性波是由激励线圈产生的交变磁场在管道中激

发出的．若在线圈中施加的激励电流密度为犑０，则产生的动态磁场本构方程
［９］可以表示为


２犃－μσ

犃

狋
＝－μ（犑ｓ＋犑０）． （１）

式（１）中：犃为磁矢位；狋为时间；σ为电导率；μ为磁导率；犑ｓ为源电流密度，犑ｓ＝
σ
犛


狋犚
犃ｄ狊，其中，犚

代表管道的横截区域，犛则代表对横截区域的面积．

本构方程的动态组件可以由线性项近似表示，应变和磁场［１０１１］可以表示为

ε＝犛
犎
σ＋犱犎犱，　　犅＝犱

Ｔ
σ＋μ

σ犎犱． （２）

式（２）中：犛犎 为６×６的弹性矩阵；μ
σ为３×３的磁导率矩阵；σ为应力；犛

犎
σ为管道中应力所产生的应变；

犱犎犱 为磁致伸缩效应所产生的外加应变．犱为狉θ狕坐标系下６×３的磁致伸缩系数矩阵，可表示为

犱＝

０ ０ ０ ０ ０ 犱６１

－
犱２２
２

犱２２ －
犱２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犱６１ ０ ０

Ｔ

． （３）

式（３）中：犱２２＝
ε
（ ）犎 犎＝犎

０

；犱６１＝
３ε
犎０

，ε为总应变，犎０ 为静态磁场强度的值．

１．２　扭转模态导波激励传感器结构

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激励传感器结构，如图１所示．用通电流的螺线圈绕管壁缠绕来产生动态激

　 （ａ）动态磁场结构　　（ｂ）静态磁场结构

图１　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传感器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ｗａｖｅ

励磁场，如图１（ａ）所示；而对贴于管道外侧的矩形镍片沿长度

方向进行磁化，使其处在偏置静态磁场的周向磁化状态下，如

图１（ｂ）所示．依据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效应，待检测工件中材料介质

质点受到由激励线圈产生的沿管道轴向的磁致伸缩力，以及

由偏置静态磁场产生的沿管道周向的磁致伸缩力的共同影

响，即可形成扭转模态的磁致伸缩导波［３］．

２　有限元模型仿真及结果分析

２．１　仿真模型建立

对铁磁性管道的数值模拟仿真是通过有限元软件ＣＯＭＳＯ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实现的，几何模型主要有

交变线圈、钢管、镍带和空气等４个部分．整个管道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激励模型的建立过程，包括模

型各部分尺寸大小的选择、添加材料属性、边界条件的定义，以及设置计算时间和网格划分．这些因素的

选取和设定对仿真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计算效率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在保证计算精度和完整性的

基础上，将管道仿真模型的长度设置为１００ｍｍ，外径为４８ｍｍ，壁厚为４ｍｍ，激励线圈匝数为４０匝，

激发导波的频率选择为１２０ｋＨｚ．管道材料属性为铁磁性，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犈为杨氏模量；υ为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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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ρ为密度；σ为电导率；λｓ为饱和磁致伸缩量；犕ｓ为饱和磁化强度．

表１　磁致伸缩材料特性

Ｔａｂ．１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材料特性 犈／ＧＰａ υ ρ／ｋｇ·ｍ
－３

σ／ＭＳ·ｍ－１ λｓ 犕ｓ／ＭＡ·ｍ
－１

数值 ２１０ ０．２９ ７８００ １３．２ ４．１７×１０－６ １．５

　　模型所加载的激励信号选用汉宁窗调制的６个周期正弦信号，有

犻＝０．５犐ｓｉｎ（２π犳狋）［１－ｃｏｓ（
２π犳狋
６
）］． （４）

式（４）中：犐为电流大小；犳为激励频率．

ＣＯＭＳＯ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是以有限元法为基础的多物理场仿真软件，主要用于解决多个物理场耦合

图２　仿真模型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Ｍｅｓｈｄ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作用下的仿真模拟问题．管道磁致伸缩扭转模态导波激励模

型是利用ＣＯＭＳＯ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中电磁学模块及固体力学

两部分进行耦合分析．在电磁学分析部分，建立管道三维模型

并划分网格，计算激励端镍带产生的静态偏置磁场的值，同时

利用式（１）建立动态磁场模型．在建立的动态磁场模型上，由

式（２）求解激励磁场引起的磁致伸缩应变，并把该应变作为输

入，加载到激励线圈下方的管道区域，计算在该机理下产生的

位移场［９］．网格划分后的模型，如图２所示．

２．２　仿真求解分析

通过仿真求解计算，分析在管道中激励缠绕线圈产生的

动态磁场的方向．取有限元管道模型中靠近线圈的任一质点

为研究对象，该质点在交变磁场下的磁通密度（犜）的一维图像，如图３所示．根据右手定则可以判定，绕

管壁激励线圈产生的磁场应沿狓轴方向分布．由图３可知：在沿管道轴向狓轴方向通过质点的磁通密

度最大，而沿狔轴方向和狕轴方向几乎为０，符合磁场产生规律．因此，由线圈激励出的动态磁场是沿管

道轴向分布的．

管壁中由激励线圈和周向磁化镍带产生的合成磁场的方向，如图４所示．因为由镍带形成的周向偏

置磁场远大于线圈产生的交变轴向磁场，并且由于镍带处于线圈与管壁的中间位置（图２）阻碍了交变

磁场对管壁的磁化，所以最终动态磁场和静态磁场的耦合作用只对管壁形成周向磁化．

　　　图３　交变磁场质点磁通密度 图４　耦合磁化条件下磁场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ｌｕｘ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ｉｇ．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其次，为了研究管道中质点振动位移情况，在模型中镍带正下方管壁中心，约距离管道表面２ｍｍ

处取点（１００，０，２４），仿真计算该点处管壁自身的磁致伸缩位移（Δ），其结果如图５，６所示．

由图５，６可知：管壁中质点振动位移的周向分量（Δ狔）值为１．５×１０
－１４ｍｍ，其数值比轴向位移分量

（Δ狓）高出一个数量级．因此，可以确定该激励模型产生的导波符合铁磁性材料扭转模态导波的传播特

性，即以周向振动为主，产生的波沿管道轴向传播，传播方向与质点振动方向相垂直．这说明通过该仿真

分析能够得到由力磁声多场耦合产生的应变，能够真实反映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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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质点周向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图６　质点轴向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ｄ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ｄｔｉｍｅ

图７　激励电流频率对质点振动位移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ｘｃｉ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激励电流频率的影响

３．１　数值计算分析

在上述建立的激励仿真模型的基础上，给交变线圈分

别加载６０～１６０ｋＨｚ不同频率的电流，仿真计算分析交变

线圈中激励电流频率对Ｔ模态导波检测信号的影响．当激

励线圈电流频率为６０～１６０ｋＨｚ时，分别计算管道（１００，

０，２４）处质点的磁致伸缩振动位移分量（Δ狔），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当激励频率小于１２０ｋＨｚ时，随着激励电

流频率的增大，磁致伸缩振动周期与幅值均增大；当激励频

率为１２０ｋＨｚ时，扭转导波磁致伸缩振动幅值达到最大；但

当交流线圈激励电流频率超过１２０ｋＨｚ时，随着频率的增

大，质点的磁致伸缩振幅逐渐减小．说明激励频率对导波激励信号强度有影响，存在一个最优激励频率，

图８　磁致伸缩扭转导波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ｗａｖｅ

使产生的导波信号最好．

３．２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仿真分析的正确性，搭建管道磁致伸缩扭转导

波检测实验平台，如图８所示．磁致伸缩扭转导波传感器的激励

装置放置在距离管端的５５０ｍｍ处，接收装置放置在距离管道同

一端的１１８０ｍｍ处．通过信号发生器给予的激励信号经过功率

放大器后，输入激励线圈进行扭转导波的激励，产生的导波经过

接收装置产生相应感应的电压信号，最后输出到计算机上显示．

实验使用的磁致伸缩导波传感器参数：镍带尺寸为１５０．０ｍｍ×

３０．０ｍｍ×０．２ｍｍ；激励线圈匝数为４０匝；激励线圈漆饱线直径

为０．５２ｍｍ；接收线圈匝数为２００匝；接收线圈漆饱线的直径为

０．２１ｍｍ；管道长度、内径、外径分别为３２００，４４，４８ｍｍ．除管道

长度外，磁化镍带和动态激励线圈的尺寸参数与仿真模型一致．

给线圈施加６个周期的激励信号，保持激励电流强度为１０Ａ，分别给交变线圈加载频率为６０，８０，

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０，１６０ｋＨｚ的激励电流，采集得到的导波检测回波信号，如图９所示．图９（ａ）中：犃为幅值；

加载频率为６０ｋＨｚ得到的波形，标注的回波１为空间干扰波，２为首次到达波，３，４，５均为端部反射波．

根据首次到达波和端部反射波３进行导波波速计算，从图９中读出首次到达波时刻为２７３μｓ，端部

回波信号３位于为６１３μｓ处，则计算得到波速为３２３５ｍ·ｓ
－１．与理论扭转导波波速３２００ｍ·ｓ－１的

相对误差很小，可知激励得到的导波为扭转模态导波．

由于在实验中不能通过质点振动位移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采用对回波信号峰值的分析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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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犳＝６０ｋＨｚ （ｂ）犳＝８０ｋＨｚ

　（ｃ）犳＝１００ｋＨｚ （ｄ）犳＝１２０ｋＨｚ

　（ｅ）犳＝１４０ｋＨｚ （ｆ）犳＝１６０ｋＨｚ

图９　不同激励频率下磁致伸缩扭转导波

Ｆｉｇ．９　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ｗａｖ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电流激励频率对导波强度的影响，从而确定合适的检测频率．实验中选取了回波信号中首次界面回波，

并以其峰值犞狆?狆作为判断标准，如图９（ａ）中标注所示．

分别提取仿真结果中不同激励频率下磁致伸缩振动幅值的最大值点（Δｍａｘ），与实验结果中不同激

励频率下回波信号的峰值（犝），绘制的关系图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ｂ）可知：不同的激励频率产生的回波信号峰值是不同的，在犳＝１２０ｋＨｚ时，扭转导波的回

（ａ）仿真导波振动幅值的最大值 （ｂ）实验导波峰值

图１０　不同频率下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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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信号峰值达到最大，此结论与仿真计算结果（图１０（ａ））中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由此可见，在保持激励

电流大小一定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信号激励频率对于磁致伸缩传感器的性能是有影响的，且存在一个

最优激励频率使导波检测信号最好．

４　结论

根据磁致伸缩导波传感器检测方程，在研究扭转模态磁致伸缩导波激励传感器结构的基础上，采用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管道磁致伸缩扭转模态导波激励过程的检测仿真模型，并根据分析质点振动情况验

证了该激励模型激发出的导波符合扭转模态导波的特性．

另外，通过仿真模拟和实验研究在不同激励电流频率下对Ｔ模态导波强度的影响情况，说明激励

频率对导波激励信号强度有影响，存在一个最优激励频率使扭转模态导波幅值最大，检测效果较好．该

模型结合仿真和实验对扭转导波的激励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可为磁致伸缩扭转导波传感器的设计研究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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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的

偏压性能试验

曾志兴，刘祥，侯鹏飞，余文茂，林强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通过对９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和１根钢筋混凝土柱的偏压试验，研究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偏压的

基本力学性能，并分析不同参数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偏压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

的偏压破坏特征与钢筋混凝土柱基本相同，试件中部符合平截面假定，横向曲线近似正弦半波曲线；钢板笼混

凝土组合柱与钢筋混凝土柱相比，耗能可提高１１０％，延性可提高４８％；偏心距是影响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偏

压承载力的主要因素，长细比在４～１０范围内对承载力影响不大；随着含钢率增大，试件的承载力增大，但提

高的幅度逐渐减小．

关键词：　钢板笼混凝土柱；偏心受压；力学性能；偏心距；长细比；纵向配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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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笼混凝土结构是一种新型的混凝土结构体系［１?２］，不仅继承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许多优点，还

有其独特的优点，如力学性能方面，它对核心区混凝土约束能力强，大大提高了构件的延性及耗能能力；

施工方面采用工厂预制，比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快，而且整体性好，保证了稳定优质的施工质量．钢板笼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ＣＳ）结构最早由美国学者Ｓｈａｍｓａｉ等
［３?４］在２００５年首次提出的．他们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２２

　通信作者：　曾志兴（１９６７?），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混凝土结构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ｉｘｉｎｇ＠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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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１根高强ＰＣＳ混凝土柱和１６根普通ＰＣＳ混凝土柱进行轴压试验，结果表明：在同等配筋率和混凝

土强度下，ＰＣＳ组合柱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能力比普通钢筋混凝土强，耗能比普通混凝土提高８０％．国

内也有对钢板笼混凝土构件进行相关试验研究．文献［５?８］通过对４根不同配箍特征值的钢板笼混凝土

短柱进行轴压试验，结果表明：ＰＣＳ组合柱的轴压破坏特征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柱相似，延性比普通钢筋

混凝土提高４９％，耗能比普通钢筋混凝土提高７３．５％．本文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的偏压性能进行试

验，研究其在不同参数影响下的破坏形态、承载力、延性等力学性能．

　图１　试件ＰＣＳ?１截面　　图２　加工好的钢板笼

　　简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Ｆｉｇ．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ｔｅｅｌｃａｇｅ　　

　ＰＣＳ?１（ｕｎｉｔ：ｍｍ）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与制作

通过对纵筋的等强代换原则设计了ＰＣＳ?３的对

比件ＲＣ．图１为试件ＰＣＳ?１的截面；图２为加工好的

钢板笼．试件具体参数如表１所示．根据ＧＢ５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９］中的方法，设计了９根

钢板笼（ＰＣＳ）混凝土组合柱（编号：ＰＣＳ?１～ＰＣＳ?９）和

１根钢筋混凝土（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Ｃ）柱作对比．

柱的截面尺寸均为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保护层均为２５

ｍｍ；混凝土强度等级均为Ｃ３０，钢板笼均采用６ｍｍ厚的Ｑ２３５级钢，钢筋纵筋采用 ＨＲＢ４００级，箍筋

采用 ＨＰＢ３００级；ＲＣ的箍筋间距为８０．５ｍｍ，钢板笼箍筋宽度为６ｍｍ，间距均为７６．５ｍｍ．表１中：

钢板开孔尺寸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表示２１为钢板尺寸，６１为开孔尺寸，３６为钢板尺寸，其他以此类推．

表１　钢板笼混凝土柱试件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ＰＣＳｃｏｌｕｍｎｓ

编号 偏心距／ｍｍ 长细比 纵向含钢率／％ 开孔尺寸／ｍｍ 配箍特征值

ＰＣＳ?１ 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２ ３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３ ６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４ ９０ ６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５ ６０ ４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６ ６０ ８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７ ６０ １０ ２．７６ ２１?６１?３６?６１?２１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８ ６０ ６ ２．０７ １６?７０?２８?７０?１６ ０．２３６

ＰＣＳ?９ ６０ ６ ３．３８ ２６?５３?４２?５３?２６ ０．２３６

ＲＣ ６０ ６ １．９７ － ０．２３６

　　对试件进行加载前，对混凝土、钢板、钢筋进行材料性能试验，设计强度等级为Ｃ３０的混凝土立方

体抗压强度实测值为３０．０５ＭＰａ．拉伸试验结果表明：Ｑ２３５钢板板厚为６ｍ，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分别

　（ａ）加载简图 （ｂ）加载实物图

图３　加载装置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ｅｔ?ｕｐ

为２８７，３７５ＭＰａ；ＨＲＢ４００级钢筋直径为１４ｍｍ，屈服强度和极

限强度分别为４４３，５９５ＭＰａ．

１．２　加载及测量方案

试验采用１０ＭＮ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进行加载．为实现柱

的偏压，在柱试件的两端分别安置刀铰模拟两端铰接的边界条

件．为防止柱端局部破坏，在柱子的两端分别用碳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ＣＦＲＰ）布进行加固处理．加载示意图和加载装置，分别如图

３（ａ），（ｂ）所示．

试验严格遵循 ＧＢ５０１５２－２０１２《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

准》［１０］，试验采用位移和荷载双参数控制，分级加载．在竖向钢板

达到屈服８０％前采用荷载控制为主，每级加载１０ｋＮ，之后采用

位移控制，每级加载１ｍｍ，每次加载之前，进行预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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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试验现象

试验现象与钢筋混凝土柱偏压基本相同，主要分为轴心受压破坏、大偏心受压破坏、小偏心受压破

图４　轴心受压破坏图

Ｆｉｇ．４　Ｄａ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

ａｘｉ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坏３种情况．

１）轴心受压破坏．试件ＰＣＳ?１在加载初期试件没有明显的变形，加

载至约１７％极限荷载时，试件中部出现０．０４ｍｍ宽的裂缝；此后一段

试件内裂缝增加较少，裂缝宽度维持不变；加载至约８０％极限荷载时，

试件夹角处开始起皮，随后各个夹角均有轻微压碎并少量剥落．接近极

限荷载时，柱子上部ＣＦＲＰ布加固区裂缝竖向扩展迅速，混凝土保护层

压碎剥落，随后承载力迅速下降，露出的钢板笼纵向钢板弯曲，试件破

坏．试件轴心受压破坏，如图４所示．

２）大偏心受压破坏．试件ＰＣＳ?４破坏过程与普通钢筋混凝土（试件

ＲＣ）过程相似．加载初期，荷载较小，混凝土未开裂，钢板、混凝土应变呈

线性增长状态；加载至约极限荷载的１０％时，受拉区（荷载远端）出现裂缝，随着荷载增长，裂缝数量及

宽度增加，基本为水平裂缝且等间距出现．随后出现１～３条主要裂缝，主要裂缝发展较快且向受压区延

伸，加载至５０％极限荷载时，受拉区混凝土退出工作，纵向钢板应变突变，受压区混凝土竖向裂缝达０．１

ｍｍ；加载至约８５％极限荷载时，受拉区钢板屈服；加载至９０％极限荷载时，侧面与受压面夹角竖向裂缝

扩展明显；达到极限荷载后，承载力下降缓慢，随后受压面混凝土被压碎，受拉面裂缝开展明显；下降至

８０％极限荷载时，受压面混凝土保护层部分掉落，至７０％时，全部掉落，停止加载．试件大偏心受压破

坏，如图５所示．

３）小偏心受压破坏．ＰＣＳ?１～ＰＣＳ?３，ＰＣＳ?５～ＰＣＳ?９在荷载较小（约１０％极限荷载）时，受拉面中部

偏上出现水平裂缝，随着荷载增大，受拉面裂缝逐渐向两侧面扩展，试件变形不明显；加载至８５％极限

荷载时，受压面出现竖向裂缝，受压面与侧面夹角的保护层开始剥落；达到极限荷载时，受压面中部偏上

混凝土压碎，承载力下降；荷载下降至７０％极限荷载时，结束加载．试件小偏心受压破坏，如图６所示．

（ａ）侧面　　　　（ｂ）受拉面　　　　（ｃ）受压面　　　　（ａ）受压面　　　　（ｂ）受拉面　　　　（ｃ）侧面　

图５　大偏心受压破坏图　　　　　　　　　　　　　　图６　小偏心受压破坏图

Ｆｉｇ．５　Ｄａ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ｌａｒｇｅ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６　Ｄａ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ｍａｌｌ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２　平截面假定验证

在各级荷载作用下，部分典型试件的柱中截面的纵向应变（ε）与界面高度（犺）的关系，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ＰＣＳ偏压柱在加载初期能够保持较好的平截面变形，加载后期有测点偏离了平截面假定．

这可能与试验误差及混凝土开裂有关，但总体来看，加载过程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

２．３　钢板应变

ＰＣＳ组合柱跨中钢板的荷载（犉）?应变（ε）曲线，如图８所示．图８中：受拉为正，受压为负；数字对应

相关试件编号，如１代表ＰＣＳ?１受拉钢板应变，１′代表ＰＣＳ?１受压钢板应变．由图８结合试验现象可知：

ＰＣＳ?１～ＰＣＳ?３，ＰＣＳ?５～ＰＣＳ?９达到极限承载力前，受拉应变随荷载增大而增大，达到极限强度后，应变

的水平阶段不明显或无水平阶段，发生明显的脆性破坏；ＰＣＳ?４钢板的受拉、受压应变均呈现线性增长、

非线性增长和水平发展３个阶段，受拉钢板强度得到充分利用，呈明显的延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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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ＰＣＳ?３ （ｂ）ＰＣＳ?４

图７　试件的平截面假定

Ｆｉｇ．７　Ｐｌａ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图８　试件钢板荷载?应变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ｏａｄ?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ｔｅｅｌ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３　犘犆犛组合柱偏压力学性能分析

３．１　初始偏心距的影响

不同初始偏心距下，ＰＣＳ组合柱的荷载

（犉）?挠度（犢）曲线，如图９（ａ）所示．由图９（ａ）

可知：初始偏心距是影响ＰＣＳ组合柱极限承

载力的主要因素，初始偏心距越大，其极限承

载力越小，相应的荷载?挠度曲线斜率也越小．

初始偏心距越大，其弹塑性发展过程越长，试

件破坏后承载力下降也越平缓．

３．２　长细比的影响

　　（ａ）初始偏心距

不同长细比下，ＰＣＳ组合柱的的荷载（犉）?挠度（犢）曲

线，如图９（ｂ）所示．由图９（ｂ）可见：长细比的变化与试件极

限承载力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规律，可能在此范围内影响不

大．另外，长细比越大的试件，其荷载?挠度曲线斜率越小，

说明其刚度越小．这可能是由于长细比增大使试件的犘?δ

效应更加明显．

３．３　纵向配钢量的影响

不同纵向配钢量下，ＰＣＳ组合柱的荷载（犉）?挠度（犢）

曲线，如图９（ｃ）所示．由图９（ｃ）可见：配钢量是影响ＰＣＳ组

合柱极限承载力的主要因素，配钢量越大，其极限承载力越

　　　（ｂ）长细比　　　　　　　　　　　　　　　　　　（ｃ）纵向配钢量

图９　ＰＣＳ组合柱的的荷载?挠度曲线

Ｆｉｇ．９　Ｌｏａｄ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Ｃ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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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当配钢量大于一定值时，其承载力增大不明显；在加载初期，配钢量对试件荷载?挠度曲线的斜率

图１０　ＰＣＳ组合柱与ＲＣ柱的荷载?挠度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ａｄ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

ＰＣ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ＲＣｃｏｌｕｍｎ

影响不明显，接近极限承载力时，配钢量越小的试件，其

斜率越小，变形能力越大．

３．４　犘犆犛组合柱与犚犆柱对比

ＰＣＳ组合柱与ＲＣ柱的荷载（犉）?挠度（犢）曲线，如

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ＰＣＳ组合柱的偏压极限承载

力（１．１００ＭＮ）与ＲＣ柱（１．０９９ＭＮ）相差不大；ＰＣＳ组

合柱的荷载?挠度曲线的斜率比ＲＣ柱的小，说明其变形

能力比ＲＣ柱好；ＰＣＳ?３组合柱耗能能力（２０．８６８ｋＪ）明

显大于ＲＣ柱（９．９３８ｋＪ），提高１１０％；ＰＣＳ?３组合柱的

延性（１３．５）比ＲＣ柱的延性（９．１）好，提高４８％
［１１］．

４　结论

通过对钢板笼混凝土组合柱（ＰＣＳ组合柱）的偏压性能进行试验，得到以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ＰＣＳ组合柱的偏压破坏特征与钢筋混凝土柱（ＲＣ柱）基本相同，试件中部符合平截面假定，横向

曲线近似正弦半波曲线．

２）ＰＣＳ组合柱偏压承载力与钢筋混凝土柱（ＲＣ柱）相差不大，但耗能及延性要优于钢筋混凝土柱

（ＲＣ柱），分别提高１１０％和４８％．

３）偏心距是影响ＰＣＳ组合柱偏压承载力的主要因素，长细比在４～１０范围内对承载力影响不大．

随着含钢率增大，试件的承载力增大，但提高的幅度逐渐减小．所得结论可为今后钢板笼混凝土的发展

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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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解析模态分解和小波变换的

损伤识别方法

刘景良１，高源１，骆勇鹏１，郑文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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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希尔伯特?黄变换（ＨＨＴ）在信号处理中存在的模态混叠现象，引入解析模态分解定理（ＡＭＤ）提

取时变结构响应的一阶本征函数，并构建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指标识别结构的损伤位置．从损伤位置处的响

应信号出发，引入连续小波变换和时间窗思想，提出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变化率指标来预测结构的损伤演

化过程．通过一个刚度突变和线性变化的三层剪切型结构数值算例，对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和一阶本征函数

小波能量变化率指标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指标能够有效识别结构的损伤位置和损伤时间．

关键词：　损伤识别；小波变换；解析模态分解；一阶本征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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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在服役期间受到不断变化的外加荷载和环境作用时，其损伤不断积累，本质上属于时变和

非线性结构系统，其响应信号呈现非平稳性［１］．采用信号处理方法识别结构时变损伤时，需要时频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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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具［２?４］．Ｈｕａｎｇ等
［５?６］提出的希尔伯特?黄变换（ＨＨＴ），通过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将原始信号分解

成一系列本征函数（ＩＭＦ），然后，对每一个ＩＭＦ进行希尔伯特变换，从而实现信号瞬时特征参数的提

取．为解决模态叠混问题，Ｗｕ等
［７］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集合经验模态分解（ＥＥＭＤ）．

ＨＨＴ这一类方法虽然能够有效处理非平稳信号，但是该方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８］．为此，Ｃｈｅｎ

等［９］提出解析模态分解（ＡＭＤ）定理提取分量信号
［１０?１１］．在结构服役期间，损伤位置处响应信号的各组

成成分能量在损伤前后通常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此，可以采用一阶ＩＭＦ分量信号的能量作为损伤

指标来识别结构的损伤位置［１２?１３］．目前，关于时变结构损伤识别方法的研究工作并不多见
［１４?１７］．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解析模态分解和小波变换的损伤识别方法，并通过算例对一阶本征函数能

量比和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变化率指标进行验证．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解析模态分解定理

ＡＭＤ的本质是一个自适应低通滤波器，它利用希尔伯特变换把每一具有特定频率成分的分量信

号解析地分解出来．对于任意由狀个信号分量狓
（犱）
犻 （狋）（犻＝１，２，…，狀）组成的原信号狓（狋），如果它的每

一分量的频率ω１，ω２，…，ω狀，ω犻＞０（犻＝１，２，…，狀）满足 （｜ω１｜＜ω犫，１），（ω犫，１＜｜ω２｜＜ω犫，２），…，（ω犫，（狀－２）＜

｜ω狀－１｜＜ω犫，（狀－１））和（ω犫，（狀－１）＜｜ω狀－１｜）．其中：ω犫犻∈（ω犻，ω犻＋１）（犻＝１，２，…，狀－１）为狀－１个二分截止频

率．那么，它的每一信号分量都可以解析为狓
（犱）
犻 ＝狊１（狋），…，狓

（犱）
犻 （狋）＝狊犻（狋）－狓犻－１（狋），…，狓

（犱）
狀 （狋）＝狓（狋）－

狊犻－１，狊犻（狋）＝ｓｉｎ［ω犫，犻（狋）］犎｛狓（狋）ｃｏｓ［ω犫，犻（狋）］｝－ｃｏｓ［ω犫，犻（狋）］犎｛狓（狋）ｓｉｎ［ω犫，犻（狋）］｝．其中：犻＝１，２，…，狀－

１；犎［·］表示希尔伯特变换算子．

１．２　小波变换

小波变换是一种窗口大小固定，形状可以改变的自适应时频分析方法．由于小波变换在时域和频域

均具有良好的局部化性质，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信号处理、参数识别与损伤识别等多个领域．

设定小波母函数ψ（狋）为平方可积函数，即ψ（狋）∈犔
２（犚），如果其傅里叶变换＾ψ（ω）满足容许性条件

－∞ ＜犆ψ ＝∫
∞

０

狘^ψ（ω）狘
２

ω
ｄω＜＋∞，则 将母函数ψ（狋）进行伸缩和平移，可得到小波基函数为

ψ犪，犫（狋）＝
１

槡犪
·ψ（
狋－犫
犪
）． （１）

式（１）中：犪为尺度因子，与频率成反比关系；犫为平移因子，与时间有关．通过改变犪和犫的值可以实现

小波的伸缩和平移．

将任意犔２（犚）空间的信号狓（狋）在小波基下展开，即为连续小波变换，其表达式为

犠狓（犪，犫）＝∫
∞

－∞
狓（狋）

１

槡犪
·ψ（
狋－犫
犪
）ｄ狋． （２）

式（２）中：ψ（
狋－犫
犪
）为ψ（

狋－犫
犪
）的共轭复数．连续小波系数犠狓（犪，犫）揭示了信号狓（狋）与小波基函数在尺度

犪和时间点犫的相似程度，其逆变换为

狓（狋）＝
１

犆ψ∫
∞

－∞∫
∞

－∞

１

犪２
犠狓（犪，犫）ψ（

狋－犫
犪
）ｄ犪ｄ犫． （３）

２　损伤识别指标

２．１　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

在地震作用下，若结构某层出现损伤，可以看做该层发生软化现象从而吸收更多的地震能量，最终

导致该层响应的能量相对于其他层的能量增加．因此，可以利用各层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的变化来识别

结构的损伤位置．

首先，定义整个地震时间历程内第犼层一阶本征函数能量为

犈犼，１ ＝∫
狋
２

狋
１

（ＩＭＦ犼，１）
２ｄ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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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ＩＭＦ犼，１为第犼层结构响应的一阶ＩＭＦ分量，可通过ＡＭＤ定理提取；狋１ 和狋２ 分别为地震波记

录的起止时间．

在此基础上，定义第犼层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为

狉犼 ＝犈犼，１／∑
狀

犼＝１

犈犼，１． （５）

式（５）中：狀为结构总层数．

２．２　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变化率

实际工程结构的损伤是一个损伤逐渐积累的渐变过程，渐变的损伤过程需要时变损伤指数作为表

征．在对损伤位置处一阶ＩＭＦ分量进行连续小波变换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窗思想定义一阶本征函数小

波能量变化率（犚ＦＯＩＭＦＥ）为时变损伤指数，该指标仅需已知结构响应信号，即能实现时变损伤的识别．

首先，采用ＡＭＤ定理提取损伤位置处响应信号的一阶ＩＭＦ分量，然后，对其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得

到小波系数矩阵犠１（犪犻，犫犼）犿×狀．其中：犿代表尺度犻个数；狀为采样时间点犫犼 个数．由于小波尺度与频率

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按犪＝（犉ｃ·犳ｓ）／犳犪，可进行频率与尺度之间的转换．其中：犪为小波尺度；犉ｃ为小波

中心频率；犳ｓ为采样频率；犳犪 为尺度犪对应的频率．对所有尺度所对应的小波系数进行求和，可得

犠ｓ（犫犼）＝∑
犿

犻＝１

犠１（犪犻，犫犼）． （６）

式（６）中：犠ｓ（犫犼）为求和后的小波系数，是狀维行向量．

为追踪结构的时变损伤，在提取各阶ＩＭＦ分量后，沿求和后的小波系数犠ｓ（犪犻，犫犼）曲线设置一个滑

动时间窗，窗口长度为２Δ狋，以窗内的小波能量平均值代表滑动窗中心点小波能量．令窗口沿时间轴不

图１　三层剪切型

结构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ｓｔｏｒｙ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断滑动，可求得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在每个中心点的值，即

犈１（狋）＝∫
狋＋Δ狋

狋－Δ狋

犠ｓ（犫犼）
２

２Δ狋
ｄ狋＝ ∑

犫
犼∈
［狋－Δ狋，狋＋Δ狋］

犠ｓ（犫犼）
２

２Δ狋
． （７）

　　设结构未损伤工况和损伤工况下的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分别为犈
０
１（狋）和

犈ｄ１（狋），则有犚ＦＯＩＭＦＥ＝（犈
ｄ
１（狋）－犈

０
１（狋））／（犈

０
１（狋）·２Δ狋）．

３　数值验证

为验证所提出损伤指标的有效性，以三层剪切型结构模型为例，对刚度突变

和线性变化两种损伤工况进行识别．图１为三层剪切型结构模型，表１为主要结

构参数．表１中：犿为质量；犽１ 为初始刚度；犮１ 为阻尼系数．

采用１９４０ＥｌＣｅｎｔｒｏ地震波作为外加激励，通过龙格?库塔法求解位移响应，

采样频率犳ｓ＝１０００Ｈｚ．为考虑噪声的影响，按犚ＳＮ＝１０ｌｇ（犃
２
ｓｉｇｎａｌ／犃

２
ｎｏｉｓｅ）＝２０ｌｇ（犃ｓｉｇｎａｌ／犃ｎｏｉｓｅ），对位移响

表１　三层剪切型结构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ｔｏｒｙ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楼层 犿／×１０５ｋｇ犽１／×１０
５ｋＮ·ｍ－１ 犮１／ｋＮ·ｓ·ｍ

－１

第一层 １．５ ２．０ １９７

第二层 １．６ ２．０ １５６

第三层 １．７ ２．０ １０３

应信号施加高斯白噪声．噪声水平由信噪比

（犚ＳＮ）定义．

３．１　刚度突变工况下的损伤识别

设定三层剪切型结构某层的刚度发生突

变，刚度的折减可以通过降低弹性模量实现，

具体的损伤工况如表２所示．结构各层的位

移（Δ）响应通过龙格?库塔法求解，其中，采样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添加的高斯白噪声水平为１５％．为简单

起见，图２中只给出了ＤＳ２工况下结构第一层位移响应．

通过ＡＭＤ定理提取ＤＳ２工况中三层剪切型结构第一层位移响应的一阶分量信号和余量信号，结

果如图３所示．同理，可得第二层和第三层位移响应的一阶分量信号和余量信号．在成功提取各层一阶

ＩＭＦ分量信号的基础上，根据式（４），（５）求解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指标狉犼，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相比ＤＳ１工况，即结构完好无损时，ＤＳ２工况下第一层位移响应的一阶本征函数能量

比值狉１ 相应增加，因此，可以判定剪切型结构的第一层出现了损伤，即发生软化现象，吸收了更多的能

量，其结果必然是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值相应增加．同样地，ＤＳ６和ＤＳ７工况中的损伤指标值狉２ 和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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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ＤＳ１工况中的相应值增加．这说明ＤＳ６和ＤＳ７工况中的损伤位置分别为剪切型结构的第二层和第

三层，这与事先设定的损伤情况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指标能够准确识别剪切型结

构的损伤位置．

　图２　ＤＳ２工况下结构第一层位移响应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

　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ｙｕｎｄｅｒＤＳ２ｃａｓｅｓ

表２　不同工况下一阶ＩＭＦ能量比

Ｔａｂ．２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ＩＭ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ｍａｇｅ

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ｂｒｕｐ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损伤工况 损伤描述 狉１ 狉２ 狉３

ＤＳ１ 结构未损伤 ０．２３０９ ０．６０６２ ０．１６２９

ＤＳ２
犽１ 在第５秒
突降１０％

０．２４５９↑ ０．５９４９↓ ０．１５９１↓

ＤＳ３
犽２ 在第５秒
突降１０％

０．２０７４↓ ０．６３４２↑ ０．１５３８↓

ＤＳ４
犽３ 在第５秒
突降１０％

０．２２６３↓ ０．５９９２↓ ０．１７４５↑

　　在成功识别结构损伤位置的基础上，以ＤＳ２工况为例，采

用复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对提取的一阶ＩＭＦ信号进行连续小波变换，

并根据式（６）对小波系数进行求和；然后，在求和后的小波系

　　（ａ）一阶ＩＭＦ （ｂ）余量信号

图３　ＤＳ２工况下ＡＭＤ定理提取的分量信号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ＡＭＤｔｈｅｏｒ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Ｓ２ｃａｓｅｓ

图４　ＤＳ２工况损伤识别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Ｓ２ｃａｓｅｓ

数曲线上设置一个滑动时间窗，选取时间窗长为１００（０．１ｓ），

以窗内的小波能量平均值代表滑动窗中心点的小波能量．同

理，可以求出ＤＳ１未损伤工况下结构第一层响应的一阶本征

函数小波能量．至此，可求解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变化率

（犚ＦＯＩＭＦＥ），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犚ＦＯＩＭＦＥ在狋＝５ｓ时的突然

增加，与剪切型结构第一层刚度突然降低１０％有关．１５％水平

的高斯白噪声和端点效应虽然对损伤识别结果有一定的影

响，但是时变损伤指标犚ＦＯＩＭＦＥ仍然能够有效探测到结构损伤

的发生时间．

３．２　刚度线性变化工况下的损伤识别

设定三层剪切型结构某层的刚度发生线性变化，具体损

伤工况如表３所示．结构各层的位移（Δ）通过龙格?库塔法求

解，其中，采样频率仍为１０００Ｈｚ．为简单起见，只给出了ＤＳ５工况下三层剪切型结构第一层的位移响

应，如图５所示．通过ＡＭＤ定理提取ＤＳ５工况下三层剪切型结构第一层位移响应的一阶分量信号和余

量信号，结果如图６所示．同理可得第二层和第三层位移响应的一阶分量信号和余量信号．在成功提取

各层一阶ＩＭＦ分量信号的基础上，根据式（７），（８）求解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狉犼，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知：相比ＤＳ１工况即结构完好无损时，ＤＳ５工况中第一层位移响应的一阶本征函数能量

比值狉１ 增加，由此可知剪切型结构的第一层发生了软化现象，吸收了更多的能量，故而一阶本征函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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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值相对增加．同理，在ＤＳ６和ＤＳ７工况中，根据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指标值的变化，可以判断出结

构相应的损伤位置分别为结构第二层和第三层，这与设定的损伤情况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一阶本征函

数能量比指标完全可以准确识别刚度线性变化工况下结构的损伤位置．

　图５　ＤＳ５工况下结构第一层位移响应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

　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ｙｕｎｄｅｒＤＳ５ｃａｓｅｓ

表３　不同刚度线性变化工况下一阶ＩＭＦ能量比

Ｔａｂ．３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ＩＭ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损伤工况 损伤描述 狉１ 狉２ 狉３

ＤＳ１ 结构未损伤 ０．２３０９ ０．６０６２ ０．１６２９

ＤＳ５
犽１ 在第４～８秒
内线性降低４０％

０．２５３５↑ ０．５９１４↓ ０．１５５１↓

ＤＳ６
犽２ 在第４～８秒
内线性降低４０％

０．２０８９↓ ０．６２８４↑ ０．１６２７↓

ＤＳ７
犽３ 在第４～８秒
内线性降低４０％

０．２１９８↓ ０．５９９９↓ ０．１８０３↑

　　以ＤＳ５工况为例，在成功识别结构损伤位置的基础上，可

采用复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对提取的第一层位移响应的一阶ＩＭＦ分

量信号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并根据式（６）对小波系数进行求

　　（ａ）一阶ＩＭＦ （ｂ）余量信号

图６　ＤＳ５工况下ＡＭＤ定理提取的分量信号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ＡＭＤｔｈｅｏｒ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Ｓ５ｃａｓｅｓ

和；然后，在求和后的小波系数曲线上设置一个滑动时间窗，选取时间窗长为１００（０．１ｓ），以窗内的小波

能量平均值代表滑动窗中心点的小波能量．同理，可求出ＤＳ１未损伤工况下结构第一层位移响应的一

图７　ＤＳ５工况损伤识别结果

Ｆｉｇ．７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Ｓ５ｃａｓｅｓ

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并求解犚ＦＯＩＭＦＥ，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时变损伤指标犚ＦＯＩＭＦＥ在狋＝４～８ｓ时间范围

内的线性增加，与剪切型结构第一层刚度在时间４～８ｓ范围

内线性降低４０％有关．但是在第４秒附近，该指标的损伤识别

效果并不是很好．这主要是因为以第４秒为中心点窗长包含

了３．９５～４．００ｓ和４．００～４．０５ｓ这两个时间段，前一个时间

段结构尚未发生损伤，而后一时间段结构发生了损伤，因此，

损伤识别结果受到影响．此外，由于１５％水平高斯白噪声的随

机性，这个识别误差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但是总的来

说，时变损伤指标犚ＦＯＩＭＦＥ能够有效识别结构的损伤演化趋势．

４　结论

为解决ＨＨＴ变换中存在的模态混叠问题，构建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和一阶本征函数小波能量变

化率两个损伤指标，并分别对结构的损伤位置和损伤时间进行识别．通过一个三层剪切型结构数值算例

验证了损伤指标的有效性，得到以下２点主要结论．

１）相比结构完好无损时结构某层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值的增加，表明该层出现损伤，从而发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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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吸收了更多的能量，同时也验证了一阶本征函数能量比指标识别损伤位置的准确性．

２）在成功识别损伤位置的基础上，对损伤位置处的一阶ＩＭＦ分量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并引入滑动

时间窗思想提出的时变损伤指标犚ＦＯＩＭＦＥ，其能够有效识别刚度突变和线性变化两种工况下结构的损伤

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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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加筋效应的薄板结构

低频声传递损失

欧达毅１，２

（１．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南理工大学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要：　设计一种参数可调的加筋板结构简易实验装置，可根据需要对加筋板的加筋条数、加筋位置、加筋条

材料、加筋条尺寸等加筋参数进行调整，研究不同加筋参数对结构整体性能的影响效果．基于该装置，选取３

种不同加筋位置对平板结构进行加筋处理，并对加筋平板结构的低频隔声性能进行测试，尤其对不同加筋位

置的作用效果进行分析，验证加筋参数对结构低频隔声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仅调整加筋位置这一参数

就会对平板结构的低频隔声性能有所影响，尤其对声传递损失曲线的谷点频率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薄板结构；加筋效应；加筋结构；声传递损失；低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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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噪声一直是影响建筑声环境的主要问题［１］．其中，低频噪声会造成人体的慢性损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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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产生长远影响［２］，而且低频噪音的传播距离和穿透障碍物的能力远大于高频噪声，且往往与建

筑结构（楼板、门、窗等）的共振频率接近，容易传入室内对居民造成干扰［３］．因此，如何提高建筑结构

的低频隔声性能成为了建筑隔声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出于提高结构强度等目的的考虑，对平板结构进

行加筋处理（即加筋板结构）是建筑结构中常见的做法．由于加筋参数（如条数、位置、材料、尺寸等）对结

构整体动力学特性具有重要作用［４?８］，它对整体结构声振响应特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相关研究表明，实

际加筋参数对加筋板结构的隔声隔振性能有重要影响，尤其对结构低频隔声隔振性能的影响效果显著，

通过加筋位置、加筋条材料、加筋条尺寸等加筋参数的合理设计，能有效提高整体结构的隔声隔振性

能［４?５，９?１０］．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该领域相关研究工作大多基于理论计算和模拟仿真结果，目前关于加筋

参数对平板结构隔声性能的影响研究的实验工作仍非常有限．基于这一背景，本文提出一种参数可调的

加筋板结构的简易实验装置，并对不同加筋参数下的平板结构的低频隔声性能进行研究．

１　实验装置设计

目前，国内外用于加筋平板结构隔声性能测试的实验装置和实验研究还较为有限．邵闯等
［１１］在驻

波管中对加筋壁板进行了声响应实验测试，所用加筋条材料与板材料基本一致，二者的具体连接方式并

未详细说明，但大致可以判断，其测试结构上的加筋材料、位置和数目基本无法调整．Ｂａｒｒｅｔｔｅ等
［１２］也对

加筋平板结构的振动特性进行了实验测试，所用加筋条材料与板材料完全一致，且加筋条直接与平板铸

成整体，无法拆卸和更换．

总体而言，前人的实验装置为加筋平板结构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如果能对这些装置进行

改进，设计出可灵活调整加筋条数、加筋位置、加筋条材料、加筋条尺寸等加筋参数的加筋板结构实验装

置，将对深入研究加筋板结构特性（尤其是探索不同加筋参数对结构整体性能的影响效果）有所帮助．

设计的可调参数加筋平板结构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该装置主要包括１个平板，２个边框和至少１

个加筋单元．图１中：螺栓通过螺孔１将两个边框连接起来，并将平板安装固定于两个边框之间；螺栓通

过螺孔２将加筋条和边框连接起来，实现加筋条的凸起部分紧压于平板上．其中，每个加筋单元由一对

加筋条构成，即每２个加筋条分别安装在２个边框的同一高度，从正反面同时施压于平板的同一位置，

从而实现１个加筋单元的加筋效果，如图１（ｂ）所示．图１（ｂ）中：犎 为加筋条距边框下端的距离．

由图１（ａ）设计可知：加筋单元为独立部件，所用数目可以不止１个，并可根据需要安装在螺孔２的

任一位置，可以随时进行装配或拆除，从而实现加筋单元数目可变、材料可换、位置可调的效果．其中，所

用边框的测试刚度应远大于测试平板，使得测试过程中由边框自身振动所引起的声辐射可忽略不计，从

而不会对试件（平板）性能的测量结果造成影响．

（ａ）安装示意图　　　　　　　　　　（ｂ）结构平面图　　　　　　　　（ｃ）实例照片

图１　加筋板结构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ｏｆ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ｄｐｌａ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　实际测量与结果讨论

图１实验装置中各部件的材料、尺寸等参数，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在测量实例中，测试平板为

１块正方形铝板，边长为２５．６ｃｍ，厚度为１．５ｍｍ；边框为钢制边框，以保证其结构刚度远大于测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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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厚度为３ｍｍ，内缘边长为２４ｃｍ（使得铝板每条边有８ｍｍ的边缘部分夹于两个边框之间）；加筋条

为钢制梁条，凸起部分的长度为２４ｃｍ，宽度为５ｍｍ，厚度为２３ｍｍ．

为了验证和分析加筋参数对结构隔声性能的影响，将该加筋板结构安装于两个相邻房间的公共墙

图２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上，对其声传递损失进行测量，如图２所示．图２中：两个相邻

房间除了公共墙面外，其他表面均铺上吸声材料，最大限度地

减少房间反射声的干扰．１个扬声器单元作为声源置于平板中

心线上，距离平板４０ｃｍ，发出垂直于测试平板入射的平面声

波．２个Ｂ＆Ｋ４９３５型传声器分别置于测试平板前后两端，位

于平板中心线上距离平板２０ｃｍ位置，分别用于测量测试平

板的入射声波狆ｉ 和辐射声波狆ｒ．所有测试结果通过丹麦

Ｂ＆Ｋ公司的Ｐｕｌｓｅ系统进行采集和记录．

上述声传递损失测量方法借鉴了近年来国内外常用的基

于两个相邻半消声房间的声传递损失估测方法［１３?１４］．根据此

方法，通过上述２个传声器的声压测量结果，可简单估算出该

平板结构的声传递损失（具体实验步骤和估算方法可进一步

参见参考文献［１３?１４］）．其中，声传递损失的计算式为

ＳＴＬ（犳）＝１０·ｌｇ
狘狆ｉ（犳）狘

２

狘狆ｒ（犳）狘（ ）２ ． （１）

式（１）中：犳为频率．

由图１（ａ）还可知：通过将加筋条安装在边框上螺孔２的不同位置，可实现不同的加筋位置．在文中

的测量实例中，为方便起见，选取了３种加筋位置，分别为在测试平板边长的１０％，２０％和３０％位置．即

将加筋单元分别置于加筋条距边框下端的距离（犎）为２．４，４．８和７．２ｃｍ的相应位置．测试频率范围为

５０～４００Ｈｚ，测量结果如图３，４所示．图３，４中：ＳＴＬ为声传递损失．

　　　　图３　声传递损失实测结果 图４　１／３倍频程声传递损失实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ｕｎｄ

　　　　　　ｓｏ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ｏｓ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ｏｓｓｉｎ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ｏｃｔａｖｅｂａｎｄｓ

由图３，４可知：加筋单元置于不同位置时，平板结构的低频声传递损失曲线明显不同，尤其曲线的

谷点频率位置有显著差异．加筋位置犎 等于２．４，４．８和７．２ｃｍ时，平板结构的声传递损失曲线对应的

谷点频率分别为１８０，２００和２４０Ｈｚ．由此可见，仅调整加筋位置这一参数，就会对平板结构的低频隔声

性能有所影响，尤其对声传递损失曲线的谷点频率有重要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加筋位置的合

理设置，让曲线谷点尽量远离重点降噪频段，实现结构实际隔声效果的有效提升．

３　结束语

设计一种参数可调的加筋板结构的简易实验装置，可根据需要对加筋板的加筋条数、加筋位置、加

筋条材料、加筋条尺寸等加筋参数进行调整．因此，可用于加筋板结构的实验研究，尤其是分析不同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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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对结构整体性能的影响效果．以改变加筋位置的实际测量过程为例，对所提出的实验装置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进行验证．除了加筋位置以外，加筋条数目、加筋条材料等加筋参数对结构性能的影响均可通

过该装置进行实验研究．该装置可以为加筋平板结构的实验研究提供参考，也为可调加筋参数的平板结

构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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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铁屑活化过硫酸盐降解

偶氮染料犚犅５废水

王炳煌１，２，张倩１，２，汤须崇１，２，薛秀玲１，２，洪俊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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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废铁屑活化过硫酸盐（ＰＳ）降解偶氮染料废水，研究铁屑投加量、过硫酸盐浓度和初始ｐＨ值对活

性黑５（ＲＢ５）降解过程的影响及动力学模型．结果表明：初始ｐＨ值为６，ＰＳ浓度为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废铁屑投

加量为１ｇ·Ｌ
－１条件为最优的反应条件；反应５０ｍｉｎ后，活性黑５去除率可达到９０．２２％，１８０ｍｉｎ后去除率

可达到９６．９７％，反应后溶液中总铁的溶出量为９７．３２ｍｇ·Ｌ
－１；ＲＢ５降解后，产生的副产物苯胺的质量浓度

为０．１３ｍｇ·Ｌ
－１，反应后出水的ｐＨ值从初始的６变为４．０１，废铁屑／ＰＳ体系降解ＲＢ５的降解动力学符合一

级动力学反应；采用废铁屑活化过硫酸盐工艺降解偶氮染料废水具有反应速度快，不需调整初始ｐＨ值、运行

成本低等优势．

关键词：　过硫酸盐；废铁屑；活性黑５；染料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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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废水的排放影响水生生物和微生物生长，易造成视觉上的污染，对受纳水体产生严重危害．目

前使用的有机染料中有６０％～７０％为偶氮染料，活性黑５（ＲＢ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活性偶氮染料，除具

有偶氮键之外，还含有苯环、萘环、磺酸基等基团［１］，化学性质稳定，传统的物化法和生物法处理难度

大［２?３］．过硫酸盐（ＰＳ）是高级氧化技术中常用的一种氧化剂，过硫酸盐与过氧化氢相比，过硫酸盐易存

储，水溶性好［４］，能够与废水中的多种有机污染物发生反应［５］，而且反应条件温和简单，同时，过硫酸盐

的价格远低于高锰酸盐的价格，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由于过硫酸盐常温下比较稳定，反应速率慢，对有机

物降解效果不明显，而经活化后产生的硫酸根自由基ＳＯ－４ ·（犈
０＝２．６Ｖ），其反应的速度是过硫酸盐的

１０３～１０
５ 倍［６］．常见的活化方式有过渡金属离子、超声、紫外和加热等方式

［７?１０］．铁活化过硫酸盐处理难

降解有机物具有反应过程简单，容易控制等优点，杨世迎等［１１］利用零价铁活化过硫酸盐处理水中的硝

基苯，在零价铁的投加量为１０ｍｇ·Ｌ
－１时，硝基苯的去除率为９８％．零价铁不仅可以替代Ｆｅ２＋作为活

化剂，同时，在其表面能够循环利用Ｆｅ３＋，减少反应过程中铁的氢氧化物沉淀生成
［１２?１３］．Ｗｅｎｇ等

［１４］研

究废铁屑活化过氧化氢（Ｈ２Ｏ２）降解偶氮染料ＲＢ５，在初始ｐＨ 值为３，Ｈ２Ｏ２ 的浓度为１０．３ｍｍｏｌ·

Ｌ－１，铁屑的投加量为１ｇ·Ｌ
－１，能够去除率达９９％．利用废铁屑代替零价铁作为过硫酸盐的活化剂，廉

价易得，操作简单，目前还鲜有报道．本文采用废铁屑活化过硫酸盐降解偶氮染料活性黑５废水，探讨在

不同的过硫酸盐的剂量浓度、ｐＨ值和铁屑的投加量等反应条件下，废铁屑／ＰＳ体系降解ＲＢ５的影响，

分析反应动力学的过程和降解产物苯胺的去除．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过硫酸钠（Ｎａ２Ｓ２Ｏ８）、硫酸（Ｈ２ＳＯ４）、氢氧化钠（ＮａＯＨ）均为分析纯；废铁屑购自泰州市长浦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实验室用水为去离子水；染料活性黑５购于Ｅｖｅｒｌｉｇｈｔ化学公司，纯度＞９９％，最大吸收波

长为６００ｎｍ，分子结构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活性黑５的分子结构式

Ｆｉｇ．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ｃｋ５

１．２　实验方法

采用ＲＢ５配制不同质量浓度的染料废水，在常温下，用浓度为０．１ｍｏｌ·Ｌ－１的 ＮａＯＨ和 Ｈ２ＳＯ４

调节初始的ｐＨ值，加入过硫酸盐，再加入废铁屑．将锥形瓶置于恒温的振荡器振荡，振荡的速度为１２０

ｒ·ｍｉｎ－１，每隔一定的时间取样测定．

１．３　分析方法

实验过程中，总铁质量浓度采用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苯胺采用Ｎ?（１萘基）乙二胺偶氮

分光光度法，染料质量浓度测定采用ＴＵ?１９００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６００ｎｍ波长下测定，并

根据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ｂｅｅｒ通过定律，浓度的计算公式为

犆狋＝犆０×犃狋／犃０． （１）

式（１）中：犃０ 为初始ＲＢ５的吸光度值；犃狋为狋时刻ＲＢ５的吸光度值；犆０ 为溶液的初始浓度．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废铁屑投加量对犚犅５脱色的影响

在犮（ＰＳ）＝０．５ｍｍｏｌ·Ｌ－１，ρ（ＲＢ５）＝５０ｍｇ·Ｌ
－１，ｐＨ＝６的条件下，废铁屑投加量对ＲＢ５脱色的

影响，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犓 为速率常数．

由图２（ａ）可知：单独投加过硫酸盐时，在１８０ｍｉｎ内，ＲＢ５的去除率仅为３．００％，几乎没有降解，这

是由于过硫酸盐虽具有氧化性，过硫酸根的氧化反应速度慢［６］；当投加１ｇ·Ｌ
－１废铁屑时，反应５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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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活性黑５去除率可达到９０．２２％，１８０ｍｉｎ时，去除效率为９２．７８％，几乎完全降解；而当废铁屑的投加

量增加到１．５ｇ·Ｌ
－１时，反应时间为４５ｍｉｎ时，ＲＢ５的去除效率为９１．８％，反应速率较投加１ｇ·Ｌ

－１

废铁屑快，但是１８０ｍｉｎ时，去除率为８９．５３％，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过多废铁屑的投加，在反应之初，

铁屑慢慢的氧化产生Ｆｅ２＋，并未出现抑制现象，随着反应的进行，溶液中的Ｆｅ２＋不断增加，体系中会瞬

间产生过量的硫酸根自由基发生自我淬灭的发应［１５］．因此，随着废铁屑的投加量增加，反应速度加快，

但是最终染料的去除率下降，所以选择投加１ｇ·Ｌ
－１的废铁屑较为合适．

（ａ）剩余质量浓度和降解速率常数　　　　　　　　　　　　　　（ｂ）ｐＨ值变化情况　　

图２　废铁屑投加量对ＲＢ５脱色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ｓｔｅｆｅｒｒｏｕｓｓｃｕｒｆ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ＲＢ５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由图２（ｂ）可知：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随着废铁屑投加量的增加，系统的ｐＨ值下降到３．９６～４．６５

之间．这是由于ＰＳ的分解过程中将会不断的产生氢离子，导致溶液ｐＨ值下降，这与Ｚｏｕ等
［１６］研究成

果相符．ＲＢ５脱色的降解速率常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犓０ 为零级动力学常数；犓１ 为一级动力学常数；

犚为标准平方差．

由图２和表１可知：拟一级反应能够更好地模拟ＲＢ５的脱色过程，随着废铁屑投加量的增加，拟一

级反应降解速率常数随之增大，原因在于铁屑的增加将释放出更多的Ｆｅ２＋，活化过硫酸盐产生更

多［１７?１８］，因此，加快了ＲＢ５的降解．

表１　ＲＢ５脱色的降解速率常数

Ｔａｂ．１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ｆ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ρ（废铁屑）／

ｇ·Ｌ
－１

ｐＨ

初始　　　结果

零级动力学

狋／ｍｉｎ　　　 犓０／ｍｉｎ－１　　　　犚２

伪一级动力学

狋／ｍｉｎ　　　 犓１／ｍｉｎ－１　　　犚２

０ ６ ６．４２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６４７５ ＮＡ ＮＡ ＮＡ

０．１ ６ ４．６５ ０～９０ ０．０８５１ ０．９７２４ １００～１８０ ０．０３０７ ０．９７９７

０．２ ６ ４．１５ ０～９０ ０．２９６１ ０．９８０１ １００～１８０ ０．０３２９ ０．９９３８

０．５ ６ ３．９６ ０～１５ ＮＡ ＮＡ １５～８０ ０．０３４４ ０．９７３４

１．０ ６ ４．０１ ０～１０ － － １０～７５ ０．０４５０ ０．９８９８

１．５ ６ ４．１３ ０～１０ － － １０～６５ ０．０６２１ ０．９７９０

２．２　初始犘犛浓度对犚犅５脱色的影响

在犮（废铁屑）＝１ｇ·Ｌ
－１，ρ（ＲＢ５）＝５０ｍｇ·Ｌ

－１，ｐＨ＝６的条件下，初始ＰＳ的浓度对ＲＢ５脱色的

影响，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ａ）可知：在仅投加废铁屑时，１８０ｍｉｎ后，溶液中ＲＢ５的去除率为１８．０５％，这是由于废铁屑

具有还原性，在偏酸性的条件下能够直接将偶氮染料还原成色度较低的胺基物质［１９］；当初始的ＰＳ浓度

为０．５ｍｍｏｌ·Ｌ－１时，１８０ｍｉｎ后，ＲＢ５的去除率为９６．３％；随着初始ＰＳ浓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１时，ＲＢ５

的降解速率明显的增快，２５ｍｉｎ去除率达到９２．３２％，但是最终的去除效果只有９３．０３％，原因在于过

硫酸盐浓度的增加，体系产生过多的过硫酸根自由基，发生的自我的淬灭反应［１５］，最终处理效果变差．

因此，选择初始ＰＳ的浓度为０．５ｍｍｏｌ·Ｌ－１为最佳条件．ＲＢ５脱色的降解速率常数，如表２所示．

由图３和表２可知：拟一级降解速率常数随ＰＳ浓度增加而增大，由于ＰＳ的增加，不断地分解产生

氢离子，溶液的ｐＨ值下降，有助于废铁屑更快的产生Ｆｅ
２＋，加快活化过硫酸盐产生硫酸根自由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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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染料ＲＢ５的脱色速率．

（ａ）剩余质量浓度和降解速率常数　　　　　　　　　　　　（ｂ）ｐＨ值变化情况　　　

图３　初始ＰＳ的浓度对ＲＢ５脱色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Ｂ５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表２　ＲＢ５脱色的降解速率常数

Ｔａｂ．２　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犮（ＰＳ）／
ｍｍｏｌ·Ｌ－１

ｐＨ

　初始　　结果

零级动力学

狋／ｍｉｎ　　　 犓０／ｍｉｎ－１　　　　犚２

伪一级动力学

狋／ｍｉｎ－１　　 犓１／ｍｉｎ－１　　　犚２　

０ ６ ６．９４ ０～１８０ ０．０４２２ ０．９７２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０．０５ ６ ４．８９ ０～９０ ０．１９３４ ０．９７８３ ９０～１８０ ０．００８７ ０．９４９３

０．１０ ６ ４．８３ ０～７５ ０．２５４０ ０．９８９０ ７５～１６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９６４４

０．２０ ６ ４．５１ ０～２５ ＮＡ ＮＡ ２５～１００ ０．０２４５ ０．９８９７

０．５０ ６ ４．０１ ０～１０ － － １０～７５ ０．０４５６ ０．９８９８

１．００ ６ ３．９２ ０ － － ０～５０ ０．０８２３ ０．９８５２

２．３　初始狆犎值对犚犅５脱色的影响

在犮（废铁屑）＝０．５ｍｍｏｌ·Ｌ－１，ρ（ＲＢ５）＝５０ｍｇ·Ｌ
－１，犮（ＰＳ）＝０．５ｍｍｏｌ·Ｌ－１的条件下，初始

ｐＨ值对ＲＢ５脱色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ａ）剩余质量浓度和降解速率常数　　　　　　　　　　　　　（ｂ）ｐＨ值变化情况　　

图４　初始ｐＨ值对ＲＢ５脱色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由图４（ａ）可知：随着ｐＨ值得减小，ＲＢ５的脱色率增大，当初始ｐＨ值为７和１０时，１８０ｍｉｎ后ＲＢ５

的去除率分别为９３．４１％和４１．４４％，均低于初始ｐＨ值为３时（９６．８４％），说明了相对于中性和碱性的

条件下，在酸性条件处理能力更强．主要原因是在酸性条件下，废铁屑更快的释放出Ｆｅ２＋，活化过硫酸

盐产生硫酸根自由基，提高ＲＢ５的脱色速率
［２０?２１］，而在碱性条件下，将不利于废铁屑释放出Ｆｅ２＋，所以

废铁屑／ＰＳ处理ＲＢ５时应控制好溶液中的ｐＨ值，以便达到更好的脱色效果．

由图４（ｂ）可知：在不同初始ｐＨ值的条件下，随着反应的进行，ｐＨ值变小．ＲＢ５脱色的降解速率常

数如表３所示．

由图４和表３可知：在酸性条件的拟一级降解速率常数大于在中性条件和碱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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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ＲＢ５脱色的降解速率常数

Ｔａｂ．３　ＲＢ５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Ｈ

初始　　　　　　结果

零级动力学

狋／ｍｉｎ　　　犓０／ｍｉｎ－１　　　　犚２　

伪一级动力学

狋／ｍｉｎ　　　犓１／ｍｉｎ－１　　　犚２　　

３ ３．０７ ＮＡ ＮＡ ＮＡ ０～２０ ０．２０７９ ０．９９５５

５ ３．９４ － － － ０～４０ ０．０７８０ ０．９７９７

６ ４．０１ ０～１０ － － １０～７５ ０．０４５６ ０．９８９８

７ ４．０４ ０～１０ － － １０～７５ ０．０４４１ ０．９８１３

９ ４．０３ ０～３０ － － ３０～１２０ ０．０２３８ ０．９７５９

１０ ４．４２ － － －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９３７７

２．４　脱色过程中总铁和苯胺的变化

苯胺类化合物是偶氮染料的生产原料，其水溶性强，脱色难度大，对人体和微生物具有毒害作用，且

长期接触有可能致癌［２２］．在犮（ＰＳ）＝０．５ｍｍｏｌ·Ｌ－１，ρ（废铁屑）＝１ｇ·Ｌ
－１，ρ（ＲＢ５）＝５０ｍｇ·Ｌ

－１，

ｐＨ＝６的条件下，研究在氧化脱色的过程中，溶液中总铁的释放情况和ＲＢ５脱色产物苯胺类的质量浓

（ａ）染料的剩余质量浓度和ｐＨ值的变化

度．ＲＢ５的降解过程和ｐＨ的变化，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ａ）可知：随着反应的进行，ＲＢ５质量浓度不断

下降，去除率可达９６．９７％，在此反应过程中溶液的ｐＨ值

也随之下降，最终稳定在４左右．

由图５（ｂ）可知：随着反应的继续进行，溶液中总铁离

子的质量浓度不断的增加，最后达到９７．３２ｍｇ·Ｌ
－１．

由图５（ｃ）可知：溶液中苯胺的质量浓度是先上升后下

降，在３０～４０ｍｉｎ之间苯胺的质量浓度最大，之后，质量浓

度不断地降低，随着ＲＢ５的不断脱色，苯胺的溶度上升，而

后来反应过程产生的硫酸根自由基又进一步的降解了苯

　　（ｂ）处理过程中总铁的质量浓度　　　　　　　　　　　（ｃ）处理过程中苯胺的质量浓度

图５　ＲＢ５的降解过程和ｐＨ值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Ｂ５ａｎｄｐＨ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胺，常影等［２３］研究二价铁活化过硫酸盐除去水中苯胺也有相似的结果．

３　结论

１）采用废铁屑活化过硫酸盐，可以有效处理废水中的ＲＢ５染料，当投加废铁屑量大于０．５ｇ·Ｌ
－１

时，在７０ｍｉｎ内去除率达到９０％以上．

２）ＲＢ５的降解过程中，在ρ（ＰＳ）＝０．５ｍｍｏｌ·Ｌ
－１，ρ（废铁屑）＝１ｇ·Ｌ

－１，ρ（ＲＢ５）＝５０ｍｇ·Ｌ
－１，

ｐＨ＝６的条件下，在３０～４０ｍｉｎ之间降解中间产物苯胺的质量浓度达到最大，在１８０ｍｉｎ时检测到苯

胺最终质量浓度为０．１３ｍｇ·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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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魏酸酯酶在体外模拟猪

胃肠道中的稳定性

梅胜１，王镇发２，罗云１，陈培钦１，李夏兰１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漳州市龙文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福建 漳州３６３００５）

摘要：　模拟了胃（肠）液中ｐＨ值、蛋白酶、进食量和微量金属离子等对阿魏酸酯酶（ＦＡＥ）酶活稳定性的影

响．结果表明：模拟胃液环境对阿魏酸酯酶酶活影响显著，模拟肠液环境对阿魏酸酯酶稳定性影响较小；蛋白

酶酶活的增加不利于阿魏酸酯酶稳定性，但影响不显著；混合金属离子对阿魏酸酯酶稳定性影响不显著；进食

量增加可以保护阿魏酸酯酶通过胃液环境，进入小肠发挥作用．在模拟胃液中，阿魏酸酯酶的酶活迅速降低，１

ｈ时，酶活为２５％左右，调整为小肠环境时，对阿魏酸酯酶有瞬时激活作用；５ｈ时，酶活为３０％左右；胃肠道

ｐＨ值是影响阿魏酸酯酶酶活的主要因素，胃蛋白酶、肠道中的金属离子对阿魏酸酯酶酶活影响较小，进食量

对肠道中阿魏酸酯酶有保护作用，模拟肠液对经过模拟胃液处理的阿魏酸酯酶有瞬时激活作用．

关键词：　阿魏酸酯酶；饲用酶；胃肠道；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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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Ｅ作用木质纤维时，效果并不明显，只有当ＦＡＥ与其他木质纤维降解酶协同作用，才能显著提高细

胞壁的降解效率［１?３］．在饲料工业中，利用阿魏酸酯酶和半纤维素酶处理植物性的原材料，可以水解木质

纤维中半纤维素之间，以及半纤维素与木质素之间的阿魏酸酯键，释放阿魏酸和低聚木糖，同时，提高饲

料的利用效率［４?６］．作为饲用酶制剂不仅要在饲料加工和发酵过程中保持活性，还需经受肠道环境，才能

与内源性消化酶共同作用消化食糜，从而降低肠道粘性，降解抗营养因子，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

收［７?８］．目前，尚未见ＦＡＥ在动物胃肠道中的稳定性研究．本文从ｐＨ值、金属离子、蛋白酶和进食量等

胃肠道环境对ＦＡＥ酶活力的影响，探讨畜禽消化道对ＦＡＥ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胃蛋白酶（美国Ｓｉｇｍａ试剂公司，优级纯，货号为Ｐ７０００，酶活力为３８８４１．１ｎｋａｔ·ｍｇ
－１）；胰蛋白

酶（美国Ｓｉｇｍａ试剂公司，优级纯，货号为９３６１４，酶活力为１６６８６６．７ｎｋａｔ·ｍｇ
－１）；ＵＶ?６１００型紫外可

见光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透析袋（ＭＷＣＯ３５００，上海通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犉犃犈粗酶液的制备

菌种：黑曲霉，实验室自行筛选并保藏．种子培养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ＰＤＡ）培养基，于３７℃，

２００ｒ·ｍｉｎ－１下培养２ｄ．固态发酵培养基：麸皮与次粉（质量比为１∶１）混合物为３９．３０％，硫酸镁为

０．０６％，硫酸铵为２．４４％，水为５８．２０％．采用白瓷盘固体发酵，３３℃培养６ｄ．粗酶液的制备：发酵结束

后，在固体发酵料中，加入８倍体积的蒸馏水，于３３℃，１８０ｒ·ｍｉｎ－１下抽提２．５ｈ，用８层纱布过滤，滤

液再经超滤浓缩．

１．３　犉犃犈酶活的测定方法

ＦＡＥ酶活的测定方法参照文献［９１０］建立的分光光度计法．

１．４　模拟胃（肠）液的配制

根据美国药典中模拟胃（肠）液进行配制［１１］．模拟胃液：ＮａＣｌ２．０ｇ，胃蛋白酶３．２ｇ，浓盐酸７ｍＬ，

双蒸水定容于１０００ｍＬ，ｐＨ值约为３．０．模拟肠液：将６．８ｇ的ＫＨ２ＰＯ４ 溶于２５０ｍＬ双蒸水，振荡，完

全溶解后加１９０ｍＬ，０．２ｍｏｌ·Ｌ－１的ＮａＯＨ和４００ｍＬ的双蒸水；然后，加入胰蛋白酶１０．０ｇ，混匀，用

０．２ｍｏｌ·Ｌ－１的ＮａＯＨ调节ｐＨ值到７．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犉犃犈在模拟胃（肠）液中的稳定性

在猪肠道中影响饲用酶制剂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为胃肠的ｐＨ值和蛋白酶类．实验测得酶化发酵饲

料中纤维素占干质量的质量分数大于１７％．因此，选择胃中进食时，ｐＨ＝３．０；空腹时，ｐＨ＝１．２，排空时

间１ｈ；小肠ｐＨ＝７．０，排空时间４ｈ．与ＦＡＥ最稳定ｐＨ值（ｐＨ＝６．０）中ＦＡＥ酶活变化做对比，研究

ＦＡＥ在胃肠道中稳定性．

２．２　消化时间对犉犃犈稳定性的影响

在装有５ｍＬ模拟胃（肠）液的透析袋中，加入５ｍＬＦＡＥ浓缩液，调整ｐＨ值为３．０（或７．０）．然后，

将透析袋置于不含蛋白酶的模拟胃（肠）液中，在３７℃下，保温４ｈ，间隔一定时间取样０．１ｍＬ，迅速滴

入０．９ｍＬ，ｐＨ值为６．０的柠檬酸缓冲溶液中，于５０℃水浴锅中保温５ｍｉｎ．再次，加入２ｍＬ，５０℃保

温５ｍｉｎ的２００μｍｏｌ阿魏酸甲酯（ＭＦＡ），于５０℃反应１０ｍｉｎ．最后，加入３ｍＬ体积分数为１０％的冰

醋酸灭酶，振荡混匀，参照文献［９１０］检测ＦＡＥ酶活，每次取样测３次酶活，取平均值，每组重复３次．

ＦＡＥ在模拟胃（肠）液中酶活（犃ｒ）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反应之初，酶活下降迅

０６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速；反应１ｈ后，模拟胃液中的酶活余２０％左右；反应４ｈ时后，ＦＡＥ几乎全部失活；而模拟肠液反应４

ｈ后，ＦＡＥ仍具有７０％左右的酶活．由此可知，模拟胃液对ＦＡＥ酶活影响显著，模拟肠液对ＦＡＥ稳定

性影响较小．

２．３　狆犎值对犉犃犈稳定性的影响

猪肠胃中的ｐＨ值在不同的进食量和进食的不同阶段会发生规律性波动．进食时，ｐＨ＝３．０；从进

食到胃排空期间，ｐＨ＞３；当胃中食糜排空后，ｐＨ值降到３以下
［１２］．因为胃的排空时间随食糜中纤维素

和水的质量分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１２］．配制不加蛋白酶的模拟胃（肠）液，分别用盐酸或氢氧化钠调节

ｐＨ值为１．２，３．０，６．０，７．０，取５ｍＬ于透析袋中，将透析袋置于不含蛋白酶的模拟胃（肠）液中，再加入

５ｍＬＦＡＥ浓缩液，于３７℃下保温４ｈ．间隔一定时间取样，参照文献［９１０］检测ＦＡＥ酶活，每次取样

测３次酶活，取平均值，每组重复３次．

不加胃蛋白酶的模拟胃（肠）液时，ｐＨ 值对ＦＡＥ稳定性的影响，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在４ｈ

时，ＦＡＥ在ｐＨ值为６．０，７．０的环境中，能维持８０％以上的活性；在ｐＨ值为１．２，３．０的环境中，前３０

ｍｉｎ，酶活分别降到５％，３０％，之后下降缓慢；在ｐＨ值为１．２的环境中，保持１ｈ，ＦＡＥ全部失活；在ｐＨ

值为３．０的环境中，还有２５％的活性．由此可知，小肠的ｐＨ值为７．０时，对ＦＡＥ的稳定性影响较小，而

胃的酸性ｐＨ值对酶活的影响剧烈．

　　　图１　消化时间对ＦＡＥ稳定性的影响 图２　ｐＨ值对ＦＡＥ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Ｅ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Ｅ

２．４　蛋白酶量对犉犃犈稳定性的影响

分别取５ｍＬ含０．５，１．０和２．０倍胃蛋白酶量（或胰蛋白酶量）的模拟胃（肠）液于透析袋中，分别

加入５ｍＬＦＡＥ浓缩液，调整ｐＨ值为３．０（或７．０）．将透析袋置于不含蛋白酶的模拟胃（肠）液中，于３７

℃下保温４ｈ．间隔一定时间取样，参照文献［９１０］检测ＦＡＥ酶活，每次取样测３次酶活，取平均值，每

组重复３次．

蛋白酶浓度为模拟胃（肠）液中蛋白浓度的０．５，１．０，２．０倍，ＦＡＥ的稳定性，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

知：随着蛋白酶浓度的增加，ＦＡＥ酶活的降低速度和残余酶活力随胃蛋白酶浓度的增加而缓慢降低．由

此可知，胃蛋白酶酶量和胰蛋白酶酶量增加不利于ＦＡＥ的稳定性．

２．５　胃肠中混合金属离子对犉犃犈稳定性的影响

参照文献［１３］模拟胃肠中的金属离子浓度．取５ｍＬ含混合金属离子（２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ａ２＋，０．０１

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ｕ２＋，Ｚｎ２＋，Ｍｎ２＋，Ｆｅ２＋）的模拟胃（肠）液于透析袋中，分别加入５ｍＬＦＡＥ浓缩液，调整

ｐＨ值为３．０（或７．０）．将透析袋置于含混合金属离子，不含蛋白酶的模拟胃（肠）液中，３７℃下保温４ｈ．

间隔一定时间取样，参照文献［９１０］检测ＦＡＥ酶活，每次取样测３次酶活，取平均值，每组重复３次．

杨道秀［１４］报导Ｆｅ２＋，Ｃｕ２＋，Ｚｎ２＋，Ｃａ２＋，Ｍｎ２＋等金属离子对ＦＡＥ酶活有抑制作用．根据肠胃中存

在的金属离子种类和浓度，检测模拟胃（肠）液中 Ｃａ２＋，Ｃｕ２＋，Ｚｎ２＋，Ｍｎ２＋和Ｆｅ２＋对ＦＡＥ酶活的影

响［１３］，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添加了金属离子的模拟胃（肠）液中ＦＡＥ的残余酶活力和无添加金属

离子的胃（肠）液的残余酶活力相似．这可能是ＦＡＥ浓缩液中含有其他的蛋白质或酶，减弱了金属离子

对ＦＡＥ酶活的影响．

２．６　进食量对犉犃犈稳定性的影响

分别将２０ｇ质量比分别为２∶４∶４，４∶３∶３，５．０∶２．５∶２．５，６∶２∶２，８∶１∶１的酶化发酵饲料、

１６６第５期　　　　　　　　　　　　梅胜，等：阿魏酸酯酶在体外模拟猪胃肠道中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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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对ＦＡＥ稳定性影响　　　　　　图４　金属离子对ＦＡＥ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ｐｓｉｎａｎｄｔｒｙｐｓｉｎｏｎ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Ｅ　　　　　　　　　　　　　　　　　　　　　

模拟胃（肠）液和ＦＡＥ浓缩液混合物放置于锥形瓶之中，在３７℃，５０ｒ·ｍｉｎ－１下振荡４ｈ．间隔一定时

间取样，参照文献［９１０］检测ＦＡＥ酶活，每次取样测３次酶活，取平均值，每组重复３次．

进食量与液体（或肠液）的质量比分别为２∶８，４∶６，５∶５，６∶４，８∶２时，ＦＡＥ在模拟胃（肠）液中

残余酶活力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５所示．胃肠中食糜的质量分数对食糜的排空时间、胃肠ｐＨ值的下降

速率，以及胃液、肠液与食糜中外源性酶的接触有一定影响．由图５可知：随着进食量的增加，在模拟胃

环境中反应０，２，４ｈ后，ＦＡＥ的相对酶活力也明显提高；在进食量与胃液的质量比为８∶２时，２ｈ后，

ＦＡＥ相对酶活力为７０％，４ｈ后，仍有６０％左右．由图５还可知：随着进食量的增加，在模拟小肠环境中

反应０，２，４ｈ后，ＦＡＥ的相对酶活力相应地提高，但相对酶活力在７０％以上；当进食量与胃液质量比为

８∶２时，４ｈ后，ＦＡＥ相对酶活力为８５％以上．

２．７　模拟胃（肠）液连续作用对犉犃犈的影响

取５ｍＬ模拟胃液于透析袋中，加入５ｍＬＦＡＥ浓缩液，调整ｐＨ值为３．０，３７℃下，保温１ｈ，然后，

将模拟反应液调节ｐＨ值至７．０，加入１０ｍＬ模拟肠液，３７℃再保温４ｈ．间隔一定时间取样，参照文献

［９１０］检测ＦＡＥ酶活，每次取样测３次酶活，取平均值，每组重复３次．

胃和肠是串联系统，部分蛋白酶从胃的酸性环境转入小肠的中性环境中，酶活有一定的恢复［１３］．将

ＦＡＥ在模拟胃液中保温１ｈ，再加入模拟肠液，保温４ｈ，检测ＦＡＥ酶活变化，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

在模拟胃液中，ＦＡＥ的酶活随时间而减少，在１ｈ时，酶活为２５％左右；加入模拟肠液，并调节ｐＨ值至

７．０，ＦＡＥ的酶活有一定恢复；随着在模拟肠液中的反应，ＦＡＥ的酶活继续降低，５ｈ时，酶活约为３０％．

　　　　图５　进食量对ＦＡＥ稳定性的影响　　　　　　　图６　模拟胃（肠）液连续作用对ＦＡＥ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Ｅ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ｌｕｉｄ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ＦＡＥ

３　讨论

孙建义等［１３］通过研究在体外模拟动物肠胃条件下β?葡聚糖酶稳定性发现，酶活的降低主要是由低

ｐＨ值引起的，胃蛋白酶对酶活性无显著影响，且β?葡聚糖酶在胃内的活性较低，但能在小肠中恢复部

分酶活，这与文中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孙建义等
［１３］发现在模拟胃条件下，金属离子混合液对酶活有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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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在模拟小肠条件下，金属离子混合液对酶活有抑制作用，这与文中的研究结果有差别．

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进食量的增加，ＦＡＥ的相对酶活力也相应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加大进食量有利

于保护ＦＡＥ通过胃液的酸性环境．此外，肠液中的中性环境，对经过胃液的ＦＡＥ有短暂的激活作用．与

Ｍｏｒｇａｖｉ等
［１５］研究发现糖苷酶、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在胃蛋白酶和酸性（ｐＨ＝３．０）条件下会部分失活，

在胰蛋白酶溶液和中性（ｐＨ＝７．０）条件下，呈现瞬时增加的现象相吻合．

胃肠道ｐＨ值是影响ＦＡＥ酶活的主要因素，胃蛋白酶、肠道中的金属离子对ＦＡＥ酶活影响较小，

进食量增加对肠道中ＦＡＥ有保护作用，模拟肠液对经过模拟胃液处理的ＦＡＥ有一定激活作用．因此，

ＦＡＥ作为饲用酶制剂在饲料中应用时，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大三元猪的采食量，减少ＦＡＥ酶活在胃液

低ｐＨ中的损失；另一方面，将ＦＡＥ应用于胃酸分泌量不多（ｐＨ为４．０左右）的断奶仔猪的饲喂，推断

ＦＡＥ在断奶仔猪肠胃中的酶活稳定性应更好．

参考文献：

［１］　ＢＲＡＧＡＣＭ，ＤＥＬＡＢＯＮＡＰＳ，ＬＩＭＡＤＪ，犲狋犪犾．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ａｎｄｘｙｌａｎａ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ｏｎ?ｓｉｔ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ｓ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ｂａｇａｓｓｅ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７０（５）：３１６?３２４．

［２］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Ｂ，ＧＯＭＥＺＣＣ，ＳＡＮＣＨＯＡＩ，犲狋犪犾．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ｉｎｎａｍｉｃａｃｉｄｓｆｒｏｍＢｒｅｗｅｒ′ｓ

ｓｐｅｎｔｇｒａｉｎｂｙ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ａｖｅｒｍｉｔｉｌｉｓＣＥＣＴ３３３９［Ｊ］．Ｅｎｚｙｍ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２（１）：１４０?１４４．

［３］　ＳＥＬＩＧＭＪ，ＫＮＯＳＨＡＵＧＥＰ，ＡＤＮＥＹ ＷＳ，犲狋犪犾．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ｌｌｏｂｉｏ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ｃｏｒｎｓｔｏｖｅｒｂｙ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ｘｙｌａｎａｓｅａｎｄ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９９（１１）：

４９９７?５００５．

［４］　杨道秀，李夏兰，陈培钦，等．新型复合酶在肉鸡饲料中的应用［Ｊ］．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２０１３，３２（４）：４１０?４１６．

［５］　ＭＡＴＨＥＷＳ，ＡＢＲＡＨＡＭ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ｆｒｏｍｃｅｒｅａｌｂｒａｎｓ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ｂａ

ｇａｓｓｅｂｙ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ｚｙｍ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６（４）：５６５?５７０．

［６］　杨红建，黎大洪，谢春元，等．阿魏酸酯酶处理对草、玉米秸、稻秸及麦秸瘤胃体外发酵特性的影响［Ｊ］．动物营养学

报，２０１０，２２（１）：２０７?２１１．

［７］　郝志敏．饲用酶制剂的开发应用及存在的问题［Ｊ］．饲料与畜牧，２０１０（１１）：２５?２７．

［８］　张伟，詹志春．饲用酶制剂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Ｊ］．饲料工业，２０１１（增刊１）：１１?１９．

［９］　ＹＵＥＱ，ＹＡＮＧＨＪ，ＬＩＤＨ，犲狋犪犾．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ＰＬＣ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ｉ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ｎｚｙ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ｒｕｍ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ｅｅｒｓ［Ｊ］．ＡｎｉｍＦｅｅｄＳｃｉＴｅｃｈ，

２００９，１５３（３／４）：１６９?１７７．

［１０］　ＭＡＴＨＥＷＳ，ＡＢＲＡＨＡＭ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ｆｒｏｍｃｅｒｅａｌｂｒａｎｓ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ｂａ

ｇａｓｓｅｂｙ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ｚｙｍｅＭｉｃｒｏｂＴｅｃｈ，２００５，３６（４）：５６５?５７０．

［１１］　ＭＩＬＬＥＲＬＣ．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Ｍ］．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９８３：

５１０?５３０．

［１２］　ＳＴＲＵＢＥＭＬ，ＭＥＹＥＲＡＳ，ＢＯＹＥＭ．Ｍｉｎｉｒｅｖｉｅｗ：Ｂａｓｉｃ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ｒｃｉｎｅ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Ｊ］．Ａｎｉ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３）：４４１?４５９．

［１３］　孙建义，李卫芬，顾赛红．体外模拟动物肠胃条件下β?葡聚糖酶稳定性的研究［Ｊ］．中国畜牧志，２００２，３８（１）：１８?１９．

［１４］　杨道秀．阿魏酸酯酶在麦糟酶化饲料中的应用［Ｄ］．厦门：华侨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２３．

［１５］　ＭＯＲＧＡＶＩＤＰ，ＢＥＡＵＣＨＥＭＩＮＫＡ，ＮＳＥＲＥＫＯＶＬ，犲狋犪犾．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ｅｅｄｅｎｚｙｍｅｓｔｏ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ｔｉｃｉｎ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ｂｙｒｕｍｅｎ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７９（６）：１６２１?

１６３０．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３６６第５期　　　　　　　　　　　　梅胜，等：阿魏酸酯酶在体外模拟猪胃肠道中的稳定性



　第３８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９０３７　　

　　　９５°～１３５°不规则犣形弯管

应力变化规律

平飞，王飞，王国伟，雷勇刚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假设管道材料为无限弹性体，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软件，对９５°～１３５°范围内不规则Ｚ形直埋供

热弯管进行数值模拟，并绘制各种参数下弯管最大应力变化曲线图和ＤＮ１２００不规则Ｚ形弯管在９５°～１３５°

转角下的线算图．模拟结果表明：随着膨胀垫厚度、壁厚、管径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逐渐减小；随着补偿弯

臂、曲率半径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先减小后增大；ＤＮ１２００不规则Ｚ形弯管的补偿能力随着转角角度的增

加而削弱．

关键词：　直埋供热；Ｚ形弯管；补偿弯臂；弯管应力；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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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集中供热设计温度已达１５０℃，设计压力达２．５ＭＰａ，管径也达到１４００ｍｍ
［１］．管道敷

设过程中，由于规划路由和施工场地条件的约束，不规则Ｚ，Ｌ和Π形直埋弯管被大量使用．然而，ＣＪＪ／

Ｔ８１－２０１３《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中仅规定了针对转角角度为９０°的Ｚ

形补偿管段的计算方法和使用依据［２］，并没有与其相关的技术应用标准．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学者们

针对９０°弯头强度进行研究，给出了弯头强度计算的解析方法
［３?５］．李明强等

［６］，姚红等［７］通过对规则Ｚ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９?２２

　通信作者：　王飞（１９５７?），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供热技术与节能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ｆｗｆｓｉｒ＠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Ｋ４?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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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补偿弯管的数值分析，解决了补偿弯臂直管段在０～２倍弯头变形段长度变化过程中，其应力变化规

律及弯管应力计算模型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看，对不规则Ｚ形直埋弯管的研究鲜有报道．工程中，盲

目地增设补偿器和固定墩等附件对弯管进行保护，一方面，增加了工程投资，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供热直

埋管道的事故危险点，降低管网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软件，分别在补偿弯臂长

度、管道壁厚、膨胀垫厚度、管径、曲率半径等结构尺寸变化条件下，对９５°～１３５°范围内的不规则Ｚ形直

埋供热弯管应力大小和最大允许被补偿臂长进行模拟分析．

１　管道应力的数学模型

将单元体位移、应变及应力利用节点的位移表征．首先，针对于连续体分析时，应对单元中唯一的分

布给出相应的假设，即将位移假设为坐标的某种简单函数，并将这种简单函数称作位移函数（形函数），

表达式为

狌＝犖δ
犲． （１）

式（１）中：狌为单元内任意一点的位移列阵；犖为形函数列阵；δ
犲为单元节点位移列阵．

其次，根据几何方程，将单元应变的关系式通过位移表达式进行表达，利用节点的位移表征，即

ε＝犅δ
犲． （２）

式（２）中：ε为单元内任意一点的应变列阵；犅为应变矩阵．

再根据物理方程，将单元应力的关系式通过应变表达式进行表达，利用节点的位移表征，即

σ＝犇犅δ
犲
＝犇ε． （３）

式（３）中：σ为单元内任意一点的应力列阵；犇为单元材料有关的弹性矩阵．

根据虚功原理建立刚度方程（平衡方程），即作用在单元上节点力和节点位移二者之间的关系式为

犓犲δ
犲
＝犚

犲． （４）

式（４）中：犓犲为单元刚度阵；犚犲为单元上的节点力列阵．

最后，计算相邻单元边界的等效节点力，针对整个结构建立刚度方程进行有限元计算，即将所有单

元的刚度方程集合，求解节点的位移及计算单元应力．

２　水平对称不规则犣形补偿弯管的数值模拟

２．１　物理参数

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犔１ 为补偿弯臂长度；犔２ 为补偿弯臂直管段长度；

犔３ 和犔４ 为被补偿臂长度；φ为转角角度；犚ｃ为弯头曲率半径．

图１　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

Ｆｉｇ．１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Ｚ?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ｕｒｉ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ｅｌｂｏｗ

管道材料选用Ｑ２３５Ｂ，并假设为理想的弹塑性材料，杨氏弹性模量犈＝１９８ＧＰａ；线膨胀系数α＝

１２．４μｍ·（ｍ·℃）
－１；泊松比υ＝０．３；工作压力犘ｎ＝２．５ＭＰａ；循环最高温度θ１＝１３０℃；循环最低温

度θ２＝１０℃；循环温差Δ犜＝１２０℃；土壤摩擦系数为０．２
［５］；管顶埋深犺＝１．５ｍ．

２．２　几何参数

管道基本数据［８］，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犇０ 为外径；犇ｉ为内径；犇ｃ为保温管外径；犔ｅ为弯头变形段

５６６第５期　　　　　　　　　　　　平飞，等：９５°～１３５°不规则“Ｚ”形弯管应力变化规律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表１　管道基本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ｍ　

管径 犇０ 犇ｉ 犇ｃ 犔ｅ

ＤＮ８００ ０．８２ ０．８０１６ ０．９６０ １１．３

ＤＮ１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９９５６ １．１５５ １２．７

ＤＮ１２００ １．２２ １．１９２０ １．３７０ １３．９

长度，计算式［５］为

犔ｅ＝
２．３

犽
，　　犽＝

４

犇ｃ×犆

４犈×犐ｐ×１０槡 ６．

式中：犽为与土壤特性和管道刚度有关的参数，ｍ－１；

犆为土壤横向压缩反力系数，Ｎ·ｍ－３；犈为钢材的弹

性模量，ＭＰａ；犐ｐ为直管工作管横截面的惯性矩，ｍ
４．

２．３　模型简介

综合基床系数根据文献［９］的方法进行计算．在总结文献［６?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模型表

面效应单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１５４模拟管土之间摩擦力的作用，解决应力值偏大的问题
［１０］．根据文献［７］

中表５提供的模拟条件，得到改进后的模拟值，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犔１ 为补偿臂长．

表２　模型改进前后弯管应力最大值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ｅｌｂｏｗｏｆｍｏｄ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犔１／ｍ ０．５犔ｅ ０．８犔ｅ １．０犔ｅ １．２犔ｅ １．５犔ｅ １．８犔ｅ ２．０犔ｅ

文献［７］中弯管应力最大值／ＭＰａ ３６７ ２６５ ２３９ ２２６ ２２３ ２３０ ２３７

模型改进后弯管应力最大值／ＭＰａ ３５４ ２５４ ２２９ ２１７ ２１９ ２２７ ２３４

　　文中被补偿臂长度取犔３＝犔４＝５０ｍ，网格间距０．０５ｍ．由于管道与土壤的耦合作用，需要每个管

道模型节点与土弹簧单元节点一一对应，因此，体网格划分采用体扫略的方式．荷载和边界条件的施加

参见文献［６?７］．

３　结果与分析

表３为模拟工况．表３中：δ为弯头壁厚；狊为膨胀垫厚度．选择模拟转角角度在９５°～１３５°变化范围

内，按照表３所列的变量和工况，分析各变量对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最大应力的影响．

表３　模拟工况

Ｔａｂ．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模拟变量 模拟工况

犔１ 分别取０．５犔ｅ，１．０犔ｅ，
１．５犔ｅ，２．０犔ｅ

犘ｎ＝２．５ＭＰａ，犺＝１．５ｍ，Δ犜＝１２０℃，管径ＤＮ１２００，δ＝１４ｍｍ，犚ｃ＝１．５ＤＮ，狊＝４０ｍｍ

δ分别取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ｍｍ 犘ｎ＝２．５ＭＰａ，犺＝１．５ｍ，Δ犜＝１２０℃，管径ＤＮ１２００，犚ｃ＝１．５ＤＮ，犔１＝１．５犔ｅ，狊＝４０ｍｍ

狊分别取０，４０，８０，１２０ｍｍ 犘ｎ＝２．５ＭＰａ，犺＝１．５ｍ，Δ犜＝１２０℃，管径ＤＮ１２００，δ＝１４ｍｍ，犚ｃ＝１．５ＤＮ，犔１＝１．５犔ｅ

管径分别取ＤＮ８００，
ＤＮ１０００，ＤＮ１２００

犘ｎ＝２．５ＭＰａ，犺＝１．５ｍ，Δ犜＝１２０℃，δ＝１４ｍｍ，犚ｃ＝１．５ＤＮ，犔１＝１．５犔ｅ，狊＝４０ｍｍ

犚ｃ分别取１．５ＤＮ，６．０ＤＮ，
１２．０ＤＮ，１５．０ＤＮ，２０．０ＤＮ

犘ｎ＝２．５ＭＰａ，犺＝１．５ｍ，Δ犜＝１２０℃，管径ＤＮ１２００，δ＝１４ｍｍ，犔１＝１．５犔ｅ，狊＝４０ｍｍ

　　在研究最大允许被补偿臂长随转角角度的变化时，模拟工况为犘ｎ＝２．５ＭＰａ，犺＝１．５ｍ，Δ犜＝１２０

℃，管径ＤＮ１２００，δ＝１４ｍｍ，犔１＝１．５犔ｅ，犚ｃ＝６．０ＤＮ，狊＝４０ｍｍ．其最大应力值位于弯头中性面与对

称截面相交位置处，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应力云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Ｚ?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ｕｒｉ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ｅｌｂ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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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补偿弯臂长度对弯管应力大小的影响

弯管应力最大值（σ）随补偿弯臂长度（犔１）的变化规律，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对于９５°～１３５°范

围内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着补偿弯臂犔１ 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逐渐减小．这是由于在不

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中，某侧弯臂的轴向热膨胀是通过另一侧弯臂的横向位移吸收的，如果补偿弯

臂过短，无法保证补偿弯臂产生足够的横向位移，不具备良好的侧向变形能力，导致弯管应力增大，最终

使弯管应力最大值增大．但是，在由犔１＝１．５犔ｅ增加到犔１＝２．０犔ｅ的过程中，补偿弯臂向弯头处释放的

热膨胀量增大，导致弯管最大应力值略有增加．当转角角度分别为９５°，１１５°，１３５°时，补偿臂长从１．５犔ｅ

增加到２．０犔ｅ的过程中，其应力最大值分别增加了２．５６％，２．８３％，１．３８％．

由此可见，在一定范围内，增加补偿弯臂长度能提高弯管补偿能力，但如果单纯增加犔１，会导致弯

管最大应力值不降反增．在同一补偿弯臂长度的条件下，随着转角角度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显著增

大，说明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转角角度的增加，补偿能力下降．

３．２　弯头壁厚对弯管应力大小的影响

弯管应力最大值（σ）随弯头壁厚（δ）的变化规律，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对于９５°～１３５°范围内的

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着弯头壁厚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逐渐减小，且这种影响随着转角角度

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这种变化趋势与文献［１１］阐述的相同．究其原因，在其他模拟工况一定时，随着弯头

壁厚的增大，弯头断面的抗弯矩增大，而弯管的应力加强系数减小，导致弯管应力减小，最终使弯头处应

力最大值减小．当转角角度分别为９５°，１１５°，１３５°时，壁厚δ从１２ｍｍ增加１８ｍｍ的过程中，其应力最

大值分别减小了５０，３３，３０ＭＰａ．说明对于较大转角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增加壁厚对于减小弯

管的最大应力效果不大．在同一壁厚的条件下，随着转角角度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显著增大，说明不

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转角角度的增加，补偿能力下降．

　图３　弯管应力最大值随补偿弯臂长度的变化 图４　弯管应力最大值随弯头壁厚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ｅｌｂｏｗ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ｅｎｔａｒｍ ｅｌｂｏ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３．３　弯头处膨胀垫厚度对弯管应力大小的影响

弯管应力最大值（σ）随弯头处膨胀垫厚度（狊）的变化规律，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对于９５°～１３５°

范围内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着膨胀垫厚度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逐渐减小，且随着转角角

度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减小的幅度逐渐增大．这是由于在弯头两侧放置膨胀垫块，随着膨胀垫厚度

的增加，综合基床系数越小，即土壤对弯管的压缩反力减小，导致弯管的应力减小，最终使弯头处应力最

大值减小．当膨胀垫厚度从０ｍｍ增加到１２０ｍｍ的过程中，φ＝９５°时的弯管应力最大值减小了４４

ＭＰａ；φ＝１１５°时的弯管应力最大值减小了７１ＭＰａ；φ＝１３５°时的弯管应力最大值减小了１０８ＭＰａ．说明

转角角度越大，增加膨胀垫厚度对降低弯管最大应力越有效．在同一膨胀垫厚度的条件下，随着转角角

度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显著增大．

３．４　管径对弯管应力大小的影响

弯管应力最大值（σ）随管径（ＤＮ）的变化规律，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对于９５°～１３５°范围内的不

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着管径的增大，弯管应力最大值逐渐减小，这种变化规律与文献［１１］阐述的

７６６第５期　　　　　　　　　　　　平飞，等：９５°～１３５°不规则“Ｚ”形弯管应力变化规律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相同．究其原因，当其他模拟工况一定时，随着管径的增大，弯管的应力加强系数及弯头断面的抗弯矩均

增大，但抗弯矩增加速度较应力加强系数的增加变化快，导致弯管应力减小，最终使弯头处应力最大值

减小．当φ＝１０５°时，管径ＤＮ８００，ＤＮ１０００，ＤＮ１２００的应力最大值分别为５７４，５３５，４８１ＭＰａ．

可以发现，增大管径可以有效地减少弯管的应力最大值．因此，对大口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

的应用，应充分发挥其补偿能力．在同一管径条件下，随着转角角度的增加，弯管应力最大值显著增大．

图５　弯管应力最大值随弯头处膨胀垫厚度的变化 图６　弯管应力最大值随管径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ｅｌｂｏｗ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ｃｕｓｈｉｏｎ ｅｌｂｏ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ｉｐｅｓｉｚｅ　

３．５　弯头曲率半径对弯管应力大小的影响

弯管应力最大值（σ）随曲率半径（犚ｃ）的变化规律，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对于９５°～１３５°范围内

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不同转角角度均在犚ｃ＝６．０ＤＮ处出现拐点，当犚ｃ＜６．０ＤＮ时，弯管应力

最大值随着曲率半径的增大而显著减小；当犚ｃ＞６．０ＤＮ时，弯管应力值随着曲率半径的增大逐步增大．

当转角角度分别为１１５°，１２５°，１３５°时，曲率半径从犚ｃ＝１．５ＤＮ增加到犚ｃ＝６．０ＤＮ，其应力最大值分别

减小了３５．７５％，３９．４７％，３９．３８％；当曲率半径从６．０ＤＮ增加到１５．０ＤＮ时，其应力最大值分别增大

了３３．８８％，２０．１９％，８．７１％．

由此可得，在犚ｃ＝６．０ＤＮ范围内，增加曲率半径可以提高弯管的补偿能力．这是由于在其他模拟工

况一定时，随着曲率半径在６．０ＤＮ范围内增大，弯管的尺寸系数增大，导致弯管的应力加强系数减小，

弯矩作用条件下的弯管应力减小，最终使弯管应力最大值减小．但如果超过犚ｃ＝６．０ＤＮ，弯管最大应力

不降反增，即对于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当补偿臂长犔１ 保持不变，弯管曲率半径无限增大的同时，

等量缩短直臂犔２ 来增加弯头的承载能力没有任何意义．在同一曲率半径的条件下，随着转角角度的增

加，弯管应力最大值显著增大．

３．６　弯管最大允许被补偿臂长随转角角度的变化

选择管径为ＤＮ１２００时，弯管最大被补偿臂长度（犔ｍａｘ）随转角角度（φ）的变化，如图８所示．由图８

可知：管径为ＤＮ１２００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随着转角角度的增加，最大允许被补偿臂长呈显著

　　图７　弯管应力最大值随曲率半径的变化 图８　弯管最大被补偿臂长度随转角角度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ｅｌｂｏｗ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ａｒ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ｌｂｏｗａｎｇ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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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的趋势．究其原因，当其他模拟条件一定时，随着转角角度的增加，弯头处产生较大应力，能够吸收

热膨胀变形的能力逐渐减弱，最终导致弯管的补偿能力下降．当转角角度分别为９５°，１１５°，１３５°时，管径

ＤＮ１２００的最大允许被补偿臂长度分别为５６３，２５０，９３ｍ，依次分别减少了５５．６０％和８３．４８％．由此可

得，随着转角角度的不断增大，不规则Ｚ形直埋供弯管补偿能力逐渐下降．

４　结论

１）随着转角角度的增加，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应力最大值显著增加，最大允许被补偿臂长逐

渐减小，削弱了其补偿能力．因此，在运用较大转角角度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时，由于其补偿能

力的下降，应注意限制被补偿臂长度，或者采取保护措施以提高管网运行的可靠性．

２）在一定范围内，增大补偿弯臂长度对提高弯管补偿能力效果明显．因此，在模拟工况条件下，补

偿弯臂长度宜取１．５犔ｅ．但是，补偿弯臂长度超过２．０犔ｅ后，继续增长会造成弯管应力最大值的增加．

３）补偿弯臂长度一定时，增大曲率半径，在一定范围内，对提高弯管补偿能力有效；但是，当犚ｃ≥

６．０ＤＮ时，弯管补偿能力不增反降．

４）对于较大转角角度的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通过增加膨胀垫厚度以降低弯管最大应力值的

效果优于增加壁厚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其应用中，可以结合其他影响因素搭配膨胀垫的使用，综合提高

管网强度．

５）增大管径可以有效地减少弯管应力最大值，提高弯管的补偿能力．因此，更应该注重发挥大口径

不规则Ｚ形直埋供热弯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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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地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

一体化热水系统性能分析

黎珍，田琦，董旭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为解决太阳能热水系统占地大、供热水稳定性差、空气源热泵冬季易结霜、能效比较低的问题，提出太

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并构建其热泵热水系统．建立该系统的ＴＲＮＳＹＳ模型，分别研究太原地区的夏季和

冬季工况的系统制热性能参数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夏季高温太阳辐射照度大典型工况下，该系统平均

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值为６．０２６，较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提高４４．１６％；在冬季低温高湿易结霜典型工况下，

该系统平均ＣＯＰ值为３．２５，较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提高６．５６％．

关键词：　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节能；平均制热性能系数值；太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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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包括建造能耗、生活能耗、采暖空调等）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３０％
［１］．为降低

建筑能耗，国内外学者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日照时效节能性及热泵技术的全时间节能性优势进行了广

泛关注［２?５］．由于太阳能热水系统初投资大、占地大、供热水稳定性差，而现有空气源热泵冬季易结霜、能

效比较低，如何有机地将两者结合，提高系统效率，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６?１０］．李先庭等
［１１］提出一种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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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空气源热泵；张月红等［１２］构建一种直接膨胀式太阳能与空气复合源热泵热水系统；丁鸿昌等［１３］

设计空气源热泵辅助太阳能热水机组的自动控制系统；Ｙｏｕｓｅｆｉ等
［１４］研究了太阳能集热直接蒸发式热

泵热水系统的热力学性能；Ｔａｍａｓａｕｓｋａｓ等
［１５］研究冰浆潜热蓄热太阳能辅助热泵供暖系统．现有研究

多针对由独立的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组合而成的联合系统，未能实现设备集成一体化．因此，

本文提出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构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一体化热水（ＳＩＡＳＨＰ）系统．

１　系统运行模式分析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主要由ＳＩＡＳＨＰ室外机、保温水箱等组成，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ＳＩＡＳＨＰ室外机包括

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数码涡旋压缩机、膨胀阀、风机、旁通调节阀等．

图１　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一体化热水系统

Ｆｉｇ．１　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ｔ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中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基于传统蒸发器结构而来，在铜铝翅片管外表面，通过电化学方

法，电解着色一层铝阳极氧化太阳能选择性吸收涂层，并使用平面低铁钢化玻璃透明盖板替代部分室外

机外壳．ＳＩＡＳＨＰ与空气源热泵（ＡＳＨＰ）尺寸相似，外形稍有变化．ＳＩＡＳＨＰ系统较之于空气源热泵热

水系统，可直接利用太阳能提高系统制热能效．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工作原理及运行模式有如下３种情形．１）日照充足时，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中

制冷剂仅吸收太阳辐射热，气化形成高温高压蒸气．该蒸气通过旁通流量调节阀进入用户水箱冷凝换

热，之后，经由膨胀阀节流降压再次进入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完成工作循环，完成太阳能热水系统

模式．２）日照不足时，制冷剂同时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和太阳辐射热，加温加压后通过数码涡旋压缩机进

入用户水箱换热；然后，经膨胀阀进入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完成工作循环，完成太阳能耦合空气源

热泵热水系统模式．３）无日照时，制冷剂循环过程与ＡＳＨＰ系统相似，使用压缩机完成制冷剂升温升

压过程，不再利用太阳辐射热作为能量来源，完成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模式．

２　数学模型与求解

２．１　数学模型

基于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热力分析和水力分析，建立该系统的数学模型．其中，ＳＩＡＳＨＰ模块主要体现

在用户侧流体温度、换热量的变化，以及热源处温度、集热量、换热量的变化．

１）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吸收的有效太阳能辐射热（即集热量）为

犙Ｕ ＝犙Ａ－犙Ｌ． （１）

式（１）中：犙Ｕ 为有效太阳能辐射热；犙Ａ 为总太阳能辐射热，犙Ａ＝犃犐Ｔ（τ×α）狀，犃为太阳能／空气能蒸发

集热器吸收太阳能有效面积，犐Ｔ 为有效太阳辐射照度，（τ×α）狀 为透明盖板透射比与太阳能／空气能蒸

发集热器吸收比的有效乘积；犙Ｌ 为通过辐射导热对流散失的太阳能辐射热．由于制冷剂进口温度比空

气温度低，不会向空气散热，故犙Ｌ 为０．因此，有效太阳能辐射热为

犙Ｕ ＝犙Ａ ＝犃犐Ｔ（τ×α）狀． （２）

　　２）ＳＩＡＳＨＰ模块的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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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Ｕ＋犙ａｉｒ＝犙ｃａｐ－犘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犺ａｉｒ，ｏｕｔ＝犺ａｉｒ，ｉｎ－犙ａｉｒ／犿ａｉｒ，

犺ｂ，ｏｕｔ＝犺ａｉｒ，ｏｕｔ＋犘ｂｌｏｗｅｒ／犿ａｉｒ，

θｄｈｗ，ｏｕｔ＝θｄｈｗ，ｉｎ＋犙ｃａｐ／（犿ｄｈｗ犮ｐ，ｄｈｗ）

烍

烌

烎．

（３）

式（３）中：犙ａｉｒ为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吸收空气的热量；犙ｃａｐ为ＳＩＡＳＨＰ制热量；犘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为压缩机

功率；犺ａｉｒ，ｏｕｔ为室外空气经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后的出口焓值；犺ａｉｒ，ｉｎ为室外空气进口焓值；犿ａｉｒ为室

外空气质量流量；犺ｂ，ｏｕｔ为室外空气经风机后的出口焓值；犘ｂｌｏｗｅｒ为风机功率；θｄｈｗ，ｏｕｔ，θｄｈｗ，ｉｎ分别为负荷侧

流体出口、进口温度；犿ｄｈｗ为负荷侧流体的质量流量；犮ｐ，ｄｈｗ为负荷侧流体的比热容．

３）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为

ＣＯＰ＝犙ｃａｐ／（犘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犘ｂｌｏｗｅｒ＋犘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４）

式（４）中：犘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为控制器功率．ＡＳＨＰ系统的数学模型与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相同，但犙Ｕ＝０．

２．２　各部件参数设置

２．２．１　模拟时间、热泵启停时间和步长的确定　以太原市地区为例，对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和ＡＳＨＰ系统进

行参数设置．选出夏季（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高温太阳辐射照度大，相对湿度为４９％～６０％）和冬季（２０１５

年１月６日，低温高湿易结霜，相对湿度为６１％～７４％）两种典型工况，其环境温度和太阳辐射照度随

时间的分布，如图２所示．

（ａ）夏季工况 （ｂ）冬季工况

图２　环境温度和太阳辐射照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系统中环境温度θＷ 及太阳辐射照度犐Ｔ 等参数由软件读取；环境温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升高后降

低，在１６：００达到最大值，太阳辐射照度也是先增大后减小，在１１：００－１５：００维持较强的辐射照度；为

了在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的同时，又能保证空气能换热处于高效状态，结合所选低温空气源热泵性能参

表１　热泵开启时间

Ｔａｂ．１　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ｂｏｏｔｔｉｍｅ

模拟时间 夏季工况 冬季工况

ＳＩＡＳＨＰ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１４：２０－１７：００

ＡＳＨＰ １４：３０－１７：００ １４：１０－１７：００

数及环境参数，确定热泵开启时间，如表１所示．

ＳＩＡＳＨＰ开启，系统运行模式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

热泵热水系统，ＳＩＡＳＨＰ开启之前的系统运行模式为太

阳能热水系统．通过多次试算，时间步长定为０．１２５ｈ．

２．２．２　模型主要参数设置　ＴＲＮＳＹＳ模型的主要参

数，如表２所示．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和ＡＳＨＰ系统白天工作，加热１５０Ｌ热水，所需热量为２５．１２２ＭＪ．

表２　主要部件的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系统 热泵额定制热量／Ｗ 额定制热功率／Ｗ 犃／ｍ２ τ×α 水箱体积／Ｌ θｄｈｗ，ｏｕｔ／℃ θｄｈｗ，ｉｎ／℃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 ２８００ ７５０ ０．４ ０．９２×０．９６ １５０ ５５ １５

ＡＳＨＰ系统 ２８００ ７５０ － － １５０ ５５ １５

２．３　犛犐犃犛犎犘系统的模拟平台搭建

通过设置ＴＹＰＥ子程序的相关参数，以及进一步编写模块的ＦＯＲＴＲＡＮ程序，创建ＳＩＡＳＨＰ模

块．根据系统环路的热力、水力分析逻辑关系，搭建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模拟平台，如图３所示．

鉴于系统的集成性，管路和水箱热损失在实际应用中也处于可忽略不计的水平，热损失不影响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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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模拟平台

Ｆｉｇ．３　ＳＩ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热水的温度和能耗水平．因此，所搭建模拟平台忽略了管路及水箱等热损失．ＴＲＮＳＹＳ模型的主要部件

包括：热泵、保温水箱、气象参数输入及数据输出模块等．ＡＳＨＰ系统平台则是用 ＡＳＨＰ模块代替

ＳＩＡＳＨＰ模块，并且未设太阳能辐射计算区域．

３　相关分析与结果讨论

在太原夏季高温太阳辐射照度大和冬季低温高湿易结霜两种典型工况下，应用ＴＲＮＳＹＳ软件分别

模拟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的集热量和换热量及系统ＣＯＰ值随环境和热水工况的

变化情况．为确定系统性能优劣，将该系统与ＡＳＨＰ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其数值模拟过程同上所述．

３．１　集热量与换热量分析

通过模拟得到ＳＩＡＳＨＰ系统与ＡＳＨＰ系统的换热量对比，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ＡＳＨＰ系统的

空气能换热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增长速率逐渐下降．这是因为ＡＳＨＰ系统在环境温度较高时，

热泵开启，空气能换热量增加；之后，环境温度逐渐下降，但用户侧水温仍然较高，此时，系统蒸发温度降

低，冷凝温度升高，制热性能有所下降．该过程空气能提供的总换热量为２５．１２２ＭＪ．

（ａ）夏季工况 （ｂ）冬季工况

图４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与ＡＳＨＰ系统的换热量对比

Ｆｉｇ．４　ＳＩ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太阳能集热量增长趋势变缓，空气能换热量增加，其增长速率逐渐变小．ＳＩＡＳＨＰ

未开启，ＳＩＡＳＨＰ系统运行模式为太阳能热水系统．随着太阳辐射照度的先增后减，该系统太阳能／空气

能蒸发集热器的单位时间的集热量逐渐变少，增长趋势变缓．这一阶段夏季的集热量犙Ｕ为６．２４５ＭＪ，

占总换热量的２４．８６％，冬季最冷时的集热量为１．１３１ＭＪ，占总换热量的４．５％．ＳＩＡＳＨＰ于空气高温

段（１４：００－１５：００）开启，ＳＩＡＳＨＰ系统运行模式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由太阳能和空气能

联合供热．此时，环境温度先升后降，太阳辐射照度逐渐地减弱．

由此可以发现，当环境温度下降时，用户侧水温较高，空气能换热量出现与ＡＳＨＰ系统相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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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上述过程中，太阳能与空气能提供的总换热量为２５．１２２ＭＪ，夏季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的总

集热量为７．６８６ＭＪ，占总换热量的３０．６％；冬季总集热量为１．５０７ＭＪ，占总换热量的６％．

３．２　水温变化分析

通过模拟得到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和ＡＳＨＰ系统用户侧水温变化，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冬季工况与

夏季工况相比，冬季工况的环境温度低，系统蒸发温度低，因此，系统热水温升速率整体更慢．ＳＩＡＳＨＰ

系统用户侧水温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缓慢上升，于１４：００－１５：００后快速升高．这是因为ＳＩＡＳＨＰ还未开

启时，水温上升的热量由太阳能集热量提供，上升速率缓慢，故夏季检测水温提升１０℃，冬季水温提升

为１．８℃．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ＳＩＡＳＨＰ开启，水温上升的热量由太阳能集热量和空气能换热量共同提供．在

两个阶段中，夏季太阳能集热量共将水温提升了１２．２４℃，冬季共提升了２．４℃，这部分能量无需耗电．

　　　（ａ）夏季工况 （ｂ）冬季工况

图５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与ＡＳＨＰ系统的用户侧水温变化对比

Ｆｉｇ．５　ＳＩ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ｅｒｓｉｄ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３　犆犗犘值分析

通过模拟得到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和ＡＳＨＰ系统的ＣＯＰ值变化对比，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两系统

ＣＯＰ值均随着时间变化逐渐降低．热泵启动初期，制冷剂大部分储存在冷凝器、储液罐中；用户侧水温

较低，即热泵的冷凝温度较低，此时，ＣＯＰ值呈现瞬时凸高状态；随着太阳辐射照度的减弱，环境温度的

先升高后降低及水温的逐渐升高，系统ＣＯＰ值随之降低．冬季与夏季相比，太阳辐射照度弱，环境温度

低，因此，系统ＣＯＰ值降低更快．

（ａ）夏季工况 （ｂ）冬季工况

图６　ＳＩＡＳＨＰ系统与ＡＳＨＰ系统的ＣＯＰ值变化对比

Ｆｉｇ．６　ＳＩ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Ｐ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ＡＳ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ｓ

研究发现，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ＣＯＰ值高于 ＡＳＨＰ系统的ＣＯＰ值．夏季工况下，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平均

ＣＯＰ值为６．０２６，较ＡＳＨＰ系统的４．１８提高４４．１６％；冬季工况下，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平均ＣＯＰ值为３．２５，

较ＡＳＨＰ系统的３．０５提高６．５６％．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相对于ＡＳＨＰ系统有部分能量是由太阳能提供的，

无需耗电，故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ＣＯＰ值比ＡＳＨＰ系统高．冬季ＳＩＡＳＨＰ系统ＣＯＰ值较ＡＳＨＰ系统高，

还因为ＳＩＡＳＨＰ系统吸收了太阳能辐射热，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周围温度升高缓解了空气能换

热结霜的问题．

通过式（４）对耗电量计算可知：夏季工况的ＳＩＡＳＨＰ系统耗电量为１．１５８ｋＷ·ｈ，比ＡＳＨＰ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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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８ｋＷ·ｈ降低３０．６％；冬季工况的ＳＩＡＳＨＰ系统耗电量为２．１５ｋＷ·ｈ，比 ＡＳＨＰ系统的２．２９

ｋＷ·ｈ降低６％．

４　结论

１）文中提出太阳能／空气能蒸发集热器，并构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一体化热水系统．该系统占

地面积小，能源利用效率高．经过模拟分析得出：在太原地区该系统能实现多种运行模式，保证系统高效

稳定运行，节能效果显著，可缓解冬季空气能换热蒸发器结霜的问题．

２）在太原地区夏日工况下，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平均ＣＯＰ值为６．０２６，较ＡＳＨＰ系统提高４４．１６％，耗

电量为１．１５８ｋＷ·ｈ，较ＡＳＨＰ系统降低３０．６％．在太原地区冬季工况下，ＳＩＡＳＨＰ系统的平均ＣＯＰ

值为３．２５，较ＡＳＨＰ系统提高６．５６％；耗电量为２．１５ｋＷ·ｈ，较ＡＳＨＰ系统降低６％．

参考文献：

［１］　王荣光，深天行．可再生能源利用与建筑节能［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１?２７８．

［２］　杜彦，田琦，杨晋明，等．空气源热泵直接地板辐射供暖系统优化运行方式［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

３６（２）：１９９?２０４．

［３］　林辩启，罗会龙，王浩，等．热泵辅助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模式对比分析［Ｊ］．制冷与空调，２０１５，２９（６）：７０６?７１０．

［４］　ＳＴＡＲＫＳ，ＬＯＯＳＥＡ，ＤＲＣＫＨ．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ｏｌａ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ｏｃｕｓｏｎｄｅｆｒｏｓｔｉｎｇ［Ｊ］．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２０１４，４８：６５４?６６３．

［５］　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Ｍ，ＤｅＡＧＵＳＴ?Ｎ?ＣＡＭＡＣＨＯＰ．Ｓｏｌａ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ｙｒａｄｉａｎｔｆｌｏ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１４７：２９７?３０７．

［６］　李旭，江志坚，贾红阳．一种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系统：ＣＮ１０４２６６３５３Ａ［Ｐ］．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７］　孙秋艳，裴未迟，刘伟民，等．一种空气源热泵辅助太阳能供热热水系统：ＣＮ１０４７４８３９７Ａ［Ｐ］．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８］　杨磊．相变蓄热空气源热泵辅助太阳能热水系统及实验研究［Ｄ］．南京：东南大学，２０１４：８?１５．

［９］　陈学锋，何钦波，徐言生，等．热泵辅助型太阳能热水系统动态性能评价研究［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２）：４７８?４８３．

［１０］　ＬＥＲＣＨ Ｗ，ＨＥＩＮＺＡ，ＨＥＩＭＲＡＴＨＲ．Ｄｉｒｅｃｔｕｓｅ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ａｓｈｅａｔ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ａ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

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ｏｌａｒａｉｒ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Ｊ］．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００（Ｓ１）：３４?４２．

［１１］　李先庭，吴伟，王宝龙，等．一种复合太阳能空气源热泵：ＣＮ１０４００６５７４Ａ［Ｐ］．２０１４?０８?２７．

［１２］　张月红，徐国英，张小松．太阳能与空气复合源热泵热水系统多模式运行实验特性［Ｊ］．化工学报，２０１０，６１（２）：４８４?

４９０．

［１３］　丁鸿昌，杨前明，刘其会，等．基于多参数空气源热泵辅助太阳能热水机组的控制系统［Ｊ］．可再生能源，２０１３，３１

（８）：９７?９９．

［１４］　ＹＯＵＳＥＦＩＭ，ＭＯＲＡＤＡＬＩＭ．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ｄｉｒｅｃ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ｏｌａ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

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５，２６（２）：１１０?１１７．

［１５］　ＴＡＭＡＳＡＵＳＫＡＳＪ，ＰＯＩＲＩＥＲ Ｍ，ＺＭＥＵＲＥＡＮＵＲ，犲狋犪犾．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ｏｌａ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ｕｓｉｎｇｉｃｅｓｌｕｒｒｙａｓａｌａｔ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８６（１１）：３３１６?３３２５．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５７６第５期　　　　　　　　黎珍，等：太原地区太阳能耦合空气源热泵一体化热水系统性能分析



　第３８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５４　　

　　　狆犇犖犃?巯基壳聚糖纳米粒的制备及

犅狅狓?犅犲犺狀犽犲狀效应面法工艺优化

曾皓月１，王之２，方美娟３，王立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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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巯基壳聚糖（ＴＣＳ）为基因载体，采用离子交联法制备能用于基因口服研究的质粒ＤＮＡ?巯基壳聚

糖纳米粒（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分别以ＴＣＳ质量浓度、三聚磷酸钠（ＴＰＰ）质量浓度、ｐＨ值和转速为考察对象，

以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粒径和Ｚｅｔａ电位为评价指标，采用４因素３水平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筛选最佳制备工

艺，并对其外观形态，包封率等体外性质进行考察．结果表明：ＴＣＳ质量浓度为０．８０ｍｇ·ｍＬ
－１，ＴＰＰ质量浓

度为０．６５ｍｇ·ｍＬ
－１，ｐＨ＝５．３，转速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是最优制备工艺，可制得粒径为（１３４．２１±１．３４）ｎｍ，

Ｚｅｔａ电位为（２４．３６±０．２９）ｍＶ，包封率在（８０．２６±０．５６）％，形状规则且分散良好的ｐＤＮＡ?巯基壳聚糖纳米

粒；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实验设计可用于预测和优化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制备工艺优化筛选．

关键词：　巯基壳聚糖；质粒ＤＮＡ；纳米粒；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离子交联法；工艺优化

中图分类号：　Ｒ９４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６７６?０６　

犘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犇犖犃?犔狅犪犱犲犱犜犺犻狅犾犪狋犲犱犆犺犻狋狅狊犪狀

犖犪狀狅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犪狀犱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犫狔犝狊犻狀犵

犅狅狓?犅犲犺狀犽犲狀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犛狌狉犳犪犮犲犕犲狋犺狅犱

ＺＥＮＧＨａｏｙｕｅ
１，ＷＡＮＧＺｈｉ２，ＦＡＮＧＭｅｉｊｕａｎ３，ＷＡＮＧＬｉｑｉａ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ｐｌａｓｍｉｄＤＮＡ?ｌｏａｄｅｄｔｈｉｏｌａｔｅｄ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ＤＮＡ?

ＴＣＳ?ＮＰ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ｇｅｎｅ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ＣＳａｓｇｅｎ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ｈｅ

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ＣＳ

ａｎｄＴＰＰ，ｐＨ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ｓｔｉｒｒ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Ｄ

ＮＡ?ＴＣＳ?ＮＰ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ｗａ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ｂｙ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ｗａ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Ｃ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０．８０

ｍｇ·ｍＬ
－１，ＴＰ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０．６５ｍｇ·ｍＬ

－１，ｐＨ５．３，ａｎｄｓｔｉｒｒ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ｗａｓ（１３４．２１±１．３４）ｎｍ，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ａｓ（２４．３６±０．２９）ｍＶ，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８０．２６±０．５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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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３０２６５２）；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Ｊ０１３４２）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ｉ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ｒ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ｉｄｅａ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ｔ′ｓａｌｓ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ＤＮＡ?ｌｏａｄｅｄＴＣＳ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ｈｉｏｌａｔｅｄ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ｐｌａｓｍｉｄＤＮＡ；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ｏｎ

ｉｃ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如何用药学技术手段提高口服基因药物在体内外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口服基因转染效率，是当前口

服基因治疗的首要问题［１?２］．通过采用高分子材料制备出直径１０００ｎｍ以内的纳米粒．以此构建出非病

毒口服基因药物递送系统，因其具有提高基因药物稳定性，促进生物膜的转运和吸收，且靶向性、顺应性

好等诸多优点已成为一大研究热点［３］．与使用其他非病毒纳米粒制备的载体相比，以巯基壳聚糖为基础

的口服纳米递送系统，具有以下３个主要特点：１）巯基壳聚糖中游离的巯基经氧化可形成二硫键，其结

合力远强于静电效应可提高载体的胞外稳定性［４］；２）巯基壳聚糖上的巯基通过与肠黏膜和肠上皮细胞

表面富含半胱氨酸残基的粘蛋白形成二硫键，发挥黏附作用延长所载药物滞留时间，促进药物吸收；３）

当其入胞后，在细胞内谷胱甘肽的参与下，破坏其二硫键，将基因药物与载体解离令目的基因得以释

放［５?６］．响应曲面法（ＲＳＭ）是通过对实验设计的因素进行考察，对其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出最

佳实验方案，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的优化方法．目前，最常用有星点设计法（ＣＣＤ），Ｂｏｘ?Ｂｅ

ｈｎｋ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ＢＢＤ）法等
［７］．本文通过采用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对质粒ＤＮＡ?巯基壳聚糖纳米粒

（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的制备工艺进行优化．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集热式磁力搅拌器（河南省巩义市华仪仪器有限公司）；

台式高速离心机（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ＭａｌｖｅｒｎＺＥＮ?３６００型粒径测试仪（英国马尔文公司）；ＬＧＪ?１８Ｓ

型冷冻干燥机（北京松源华兴科技有限公司）；透射电镜（日本Ｎｉｋｏｎ公司）．

巯基壳聚糖（华侨大学实验室提供）；三聚磷酸钠（分析纯，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增强

型绿色荧光蛋白质粒基因（ｐＤＮＡ，５．３ｋｂ，华侨大学实验室扩增和提纯）；其余常规试剂（上海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狆犇犖犃?犜犆犛?犖犘狊的制备

采用离子交联法制备质粒ＤＮＡ?巯基壳聚糖纳米粒（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取适量巯基壳聚糖，缓慢加

入０．１ｍｏｌ·Ｌ－１的醋酸溶液，在３７℃下搅拌溶解，并调节其ｐＨ值，制备出巯基壳聚糖溶液；然后，向溶

液中缓慢加入１μｇ的ｐＤＮＡ，另取适量的ＴＰＰ溶于去离子水中，将ＴＰＰ溶液以１５滴·ｍｉｎ
－１的速度

缓慢加入到巯基壳聚糖溶液中，搅拌３０ｍｉｎ，于超纯水中透析３６ｈ（截留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５ｕ），冻干

可得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

１．３　狆犇犖犃?犜犆犛?犖犘狊体外性质初步评价

１．３．１　形态测定　采用复染法对其形态进行测定，吸取适量浓缩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溶液置于铜网中，

使用磷钼酸铵溶液进行负染，待其风干后，采用透射电镜拍摄纳米粒的形态．

１．３．２　粒径与Ｚｅｔａ电位的测定　使用去离子水对经过透析浓缩的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悬液进行稀释，采

用马尔文粒径测试仪测量其粒径（犱）和Ｚｅｔａ电位（犈）．

１．３．３　包封率的测定　将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置于高速离心机中２００００犵离心３０ｍｉｎ，取上清液，使用微

量紫外分光光度仪测得上清液质粒ＤＮＡ浓度（犮１）及未经包封前质粒ＤＮＡ的总浓度（犮０）．由此，可计算

出包封率ε＝
（犮０－犮１）

犮０
×１００％．

１．４　犅狅狓?犅犲犺狀犽犲狀效应面法优化

选取对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粒径和电位影响较为显著的４个因素，即ＴＣＳ质量浓度（Ａ），ＴＰＰ质量浓

度（Ｂ），ｐＨ值（Ｃ），转速（Ｄ），在３个水平上进行优化研究．效应面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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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效应面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水平

因素

Ａ

ρ（ＴＣＳ）／ｍｇ·ｍＬ
－１

Ｂ

ρ（ＴＰＰ）／ｍｇ·ｍＬ
－１

Ｃ

ｐＨ

Ｄ

狀／ｒ·ｍｉｎ－１

－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３．５０ ５００

０ １．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１ ３．００ ２．００ ５．５０ ２０００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犅狅狓?犅犲犺狀犽犲狀效应面法设计结果

２．１．１　拟合方程　以犢１（粒径，犱）和犢２（电位，犈）为相应指标，进行２９个实验点的优化实验，结果如表

２所示．

表２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实验设计及响应值

Ｔａｂ．２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ａｌｕｅｓ

试验号
Ａ

ρ（ＴＣＳ）／ｍｇ·ｍＬ
－１

Ｂ

ρ（ＴＰＰ）／ｍｇ·ｍＬ
－１

Ｃ

ｐＨ

Ｄ

狀／ｒ·ｍｉｎ－１

犢１

犱／ｎｍ

犢２

犈／ｍＶ

１ ３．００ ０．５０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８９．４ ３２．１

２ ０．５０ １．２５ ４．５０ ５００ １４５．０ ２８．８

３ １．７５ １．２５ ５．５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８．８ ２４．７

４ ０．５０ ０．５０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９．５

５ １．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３４．０ ３０．４

６ １．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２７．１ ２８．４

７ １．７５ ０．５０ ３．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０４．７ ４２．９

８ １．７５ １．２５ ３．５０ ５００ ２４５．２ ３８．９

９ ３．００ １．２５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４８９．０ ３０．９

１０ １．７５ ０．５０ ４．５０ ５００ １６７．０ ２８．４

１１ １．７５ １．２５ ３．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３８．６

１２ ３．００ １．２５ ３．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５５．８ ４２．９

１３ 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５４２．６ ２９．６

１４ １．７５ １．２５ ５．５０ ５００ ３０２．０ ２０．７

１５ ０．５０ １．２５ ３．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６７．０ ３９．５

１６ １．７５ ２．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４７．１ ３３．３

１７ ０．５０ １．２５ ５．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４．５ ２１．８

１８ １．７５ ２．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９７．０ ３６．２

１９ １．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４５２．８ ３５．６

２０ １．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２７．１ ３１．８

２１ ３．００ １．２５ ４．５０ ５００ ３３０．１ ２９．１

２２ ０．５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０４．７ ２８．８

２３ １．７５ ０．５０ ５．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７

２４ ０．５０ １．２５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３．６ ３１．１

２５ １．７５ ０．５０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８．９

２６ １．７５ ２．００ ５．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１０．０ １９．８

２７ １．７５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２７．１ ３４．３

２８ ３．００ １．２５ ５．５０ １２５０ ４５２．８ ２１．４

２９ １．７５ ２．００ ３．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７８．６ ４１．８

　　利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对设计实验结果（表２）进行分析．以粒径犢１ 作为因变量，通过拟合，

得出的方程为

犢１ ＝－５８６．８７－７６．３６Ａ＋３７７．４９Ｂ＋２０９．０９Ｃ＋０．１５Ｄ＋３９．６ＡＢ＋

２５．９ＡＣ＋０．０４８ＡＤ－３０．６３ＢＣ－０．０５ＢＤ＋０．１４ＣＤ－１２．６１Ａ
２
－

６２．８９Ｂ２－２４．３４Ｃ
２
－０．０００８Ｄ

２，　　犘＝０．０００３，　犚
２
＝０．９２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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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电位犢２ 作为因变量，通过拟合，得出的方程为

犢２ ＝６１．６７３６６＋７．５２２６７Ａ＋７．０２１４８Ｂ－８．９８２５０Ｃ－２．４６２９６×１０
－４Ｄ－

０．４８ＡＢ－０．７６０００ＡＣ－０．０００１ＡＤ－０．６ＢＣ－０．００１ＢＤ＋０．００１４ＣＤ－

０．８３Ａ２－０．４１Ｂ
２
－０．０２Ｃ

２
－０．０００１Ｄ

２，　　犘＜０．０００１，　犚
２
＝０．９１５１． （２）

２．１．２　效应面优化与预测　根据拟合方程的相关系数可知，该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用来作为ＴＣＳ?

ＮＰ的分析和预测，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检测回归方程中系数的显著性

Ｔａｂ．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因子
犢１

犉值　　　　犘值　

犢２

犉值　　　犘值
因子

犢１

犉值　　　犘值

犢２

犉值　　　犘值

模型 ７．４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０．７７００ ＜０．０００１ ＢＣ ０．７２ ０．４１０２ ０．１１００ ０．７４４７

Ａ ７１．４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８００ ０．５０００ ＢＤ １．２９ ０．２７５３ ０．３９００ ０．５０００

Ｂ １６．０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２８００ ０．６０２７ ＣＤ ０．１５ ０．７０３８ ０．６３００ ０．４４０８

Ｃ ０．８７ ０．３６７０ １４６．７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Ａ２ ０．８６ ０．３６９６ １．４８００ ０．２４３４

Ｄ ０．５０ ０．４９２３ ０．３３００ ０．５７４３ Ｂ２ ２．７７ ０．１１８２ ０．０４８０ ０．８２９６

ＡＢ １．８８ ０．１９１７ ０．１１００ ０．７４４７ Ｃ２ １．３１ ０．２７１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９８４７

ＡＣ １．４３ ０．２５１４ ０．４９００ ０．４９４７ Ｄ２ ５．１９ ０．０３８９ ０．５４００ ０．４７３８

ＡＤ ２．７７ ０．１１８０ ０．００８５ ０．９２７８

　　根据拟合方程（１），（２），运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绘制因素Ａ（ρ（ＴＣＳ）），Ｂ（ρ（ＴＰＰ）），Ｃ（ｐＨ），

Ｄ（狀）对犢１（犱），犢２（犈）的响应面图
［７］，如图１所示．

　　（ａ）Ａ?Ｂ?犢１　　　　　　　　　　　　　　　　　　　　（ｂ）Ａ?Ｂ?犢２

　　（ｃ）Ａ?Ｃ?犢１　　　　　　　　　　　　　　　　　　　　（ｄ）Ａ?Ｃ?犢２

　　（ｅ）Ａ?Ｄ?犢１　　　　　　　　　　　　　　　　　　　　（ｆ）Ａ?Ｄ?犢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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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Ｃ?犢１　　　　　　　　　　　　　　　　　　　　（ｈ）Ｂ?Ｃ?犢２

　　（ｉ）Ｂ?Ｄ?犢１　　　　　　　　　　　　　　　　　　　　（ｊ）Ｂ?Ｄ?犢２

　　（ｋ）Ｃ?Ｄ?犢１　　　　　　　　　　　　　　　　　　　　（ｌ）Ｃ?Ｄ?犢２

图１　各因素与响应值的三维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ｌｏｔ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ａｌｕｅｓ

　　根据实验结果选定适当的评价指标范围，可以得到最优制备工艺，即ＴＣＳ质量浓度为０．８２ｍｇ·

ｍＬ－１，ＴＰＰ质量浓度为０．６７ｍｇ·ｍＬ
－１，ｐＨ值为５．２７，转速为１９９２．２３ｒ·ｍｉｎ

－１，则由此可预测粒径

图２　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

纳米粒透射电镜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

ｐｌａｓｍｉｄＤＮＡ?ｌｏａｄｅｄｔｈｉｏｌａｔｅｄ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为１３０．２１５ｎｍ，电位为２５ｍＶ．

２．１．３　优化工艺验证　为验证最优制备工艺及模型的准确性，并考虑

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将各个处方因素进行细微调整，即ＴＣＳ质量浓度为

０．８０ｍｇ·ｍＬ
－１，ＴＰＰ质量浓度为０．６５ｍｇ·ｍＬ

－１，ｐＨ值为５．３，转速

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按照上述工艺制备出３批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并对其

粒径、电位、包封率进行测试，可得粒径为（１３４．２１±１．３４）ｎｍ，电位为

（２４．３６±０．２９）ｍＶ，包封率为（８０．２６±０．５６）％．通过透射电镜观察

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发现其外观为较规则的圆形，如图２所示．

３　讨论

对壳聚糖进行化学修饰，能够进一步改善壳聚糖基因药物运输载体

的稳定性、运输效率及转染效率等性能．Ｊｉａｎｇ等
［８］通过对聚乙二醇壳聚

糖接枝聚乙烯亚胺，制备出可用于肝细胞的基因药物运输载体．Ｋｗｏｎ等
［９］采用叶酸修饰壳聚糖，制备

出能够在叶酸阳性受体细胞表达的基因药物载体．研究采用经巯基修饰的壳聚糖，制备出可用于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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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药物运输载体．

在进行多变量多水平的实验设计时，采用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效应面法，可以考察各变量间交互作用．该

方法与中心复合设计法相比，具有试验次数少、节约成本的特点，还避免了由于正交设计和均匀设计试

验所引起的无法精确得到最佳点的问题［１０］．

选择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粒径和Ｚｅｔａ电位作为评价标准，对其制备工艺进行改善．结果表明：在一定

范围内，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粒粒径大小与巯基壳聚糖质量浓度关系呈正相关，ＴＣＳ质量浓度高，高分子

数目增多，增强了分子间凝聚作用，所以ｐＤＮＡ?ＴＣＳ?ＮＰｓ粒粒径变大．在低质量浓度ＴＣＳ下，ＴＰＰ质

量浓度变化对粒径的影响不大；但在高质量浓度下，纳米粒粒径随着ＴＰＰ质量浓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因为在合适的质量浓度下，微粒间的接触增加利于发生交联，从而可通过调节ＴＣＳ与ＴＰＰ的质量浓度

来改变纳米粒的粒径．

ＴＣＳ纳米粒的电位则主要与溶液ｐＨ值有关．纳米粒电位随着ｐＨ值的降低而增大，ｐＨ值较低时，

聚合物电离程度高，便于其与ＴＰＰ反应，形成小粒径纳米粒．文中所制备的纳米粒呈较为规则的球形，

包封率良好，用于细胞和动物模型均得到理想的实验预期，保证了体内外的稳定性．说明该纳米粒在口

服基因领域的独特优势，后期可研究其胞内转运的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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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楮实子油对大鼠血脂和脂肪组织的影响

王国权１，２，庞素秋３，刘蒲１，２，李永４，林俊生１，２，刁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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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楮实子油（ＦＢＯ）的脂肪酸的化学组成及其对大鼠血脂和脂肪组织的影响．首先，用气相色谱与质

谱联用（ＧＣ?ＭＳ）法对ＦＢＯ脂肪酸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测定；然后，给４８只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饲喂含胆固醇和

ＦＢＯ的饲料２８ｄ，以空白对照和辛伐他汀分散片阳性药对照比较ＦＢＯ对大鼠血脂指标和脂肪组织的影响．

结果表明：ＧＣ?ＭＳ法测定出ＦＢＯ中的１１个化合物，主要成分为亚油酸（６７．０３％）、棕榈酸（３０．５３％）、亚麻酸

（１．４５％）和δ?生育酚；ＦＢＯ可显著降低高脂模型大鼠肝脏及脂肪组织的质量，降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浓度，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的浓度．此外，ＦＢＯ中６８％以上为多不

饱和脂肪酸，并含有少量强抗氧化剂δ?生育酚（０．５４％），二者可能是影响高脂模型大鼠有调节血脂和抑制皮

下脂肪组织聚集作用的主要成分．

关键词：　楮实子油；多不饱和脂肪酸；δ?生育酚；血脂；脂肪组织；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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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３０．５３％），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ａｃｉｄ（１．４５％），ａｎｄｄｅｌｔａ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ＴｈｅＦＢＯ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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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ＤＬＣ），ｗｈｅｒｅ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ＨＤＬＣ）．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８％ｏｆＦＢＯｗｅ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ｓｍ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ｄｅｌｔａ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０．５４％），ｂｏｔｈｏｆｗｈｉｃｈｍｉｇｈｔｂ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ａｔｍｏｄｅｌｒａ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ｆｒｕｃｔｕｓ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ｅｏｉｌ；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δ?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ｐｌａｓｍａｌｉｐｉｄｓ；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

ｓｕｅ；ｒａｔ

　　楮实子（ｆｒｕｃｔｕｓ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ｅ）为桑科构树属构树（犅狉狅狌狊狊狅狀犲狋犻犪狆犪狆狔狉犻犳犲狉犪）的干燥成熟果实
［１］，

具有补肾、清肝、明目、利尿的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腰膝酸软、虚劳骨蒸、头晕目昏、目生膜、水肿胀满，

还可以治疗顽癣、神经性皮炎、湿疹等皮肤病．楮实子不仅具有开发治疗老年性疾病新药的潜力，还可以

制成美容保健类的产品［２］．文献［３?４］的前期研究中已发现楮实子中的多个活性部位和成分，以及生物

活性．Ｌｉ等
［５］发现楮实子提取物具有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认知功能．此外，有文献记载及现代研究均

证实楮实子中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６?７］．本文用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ＧＣ?ＭＳ）法对楮实子油（ＦＢＯ）

成分进行分析，并探讨楮实子油对大鼠血脂和脂肪组织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１　材料与试剂　楮实子于２０１５年８月采自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东经１１８°３０′２１″，北纬２４°５５′

３９″），性状特征参照文献经鉴定为桑科植物构树的成熟果实
［８］．楮实子油于动物实验前用吐温?８０、蒸馏

水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２．５，２５．０，５０．０ｇ·Ｌ
－１的乳浊液．辛伐他汀分散片（阳性对照药物），广州南

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ＳＳＴ０１２０４，用吐温?８０和蒸馏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０．２ｇ·Ｌ
－１的乳浊液．胆

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试剂盒，购

自日本协和医药株式会社（ＫｙｏｗａＭｅｄｅｘ）．高脂饲料配方：质量分数分别为９０．３％基础饲料，２．０％胆

固醇，０．５％胆盐，０．２％丙基硫氧嘧啶和７．０％猪油．石油醚（沸程３０～６０℃）、乙醚、氢氧化钾与甲醇，

均为分析纯．

１．１．２　主要仪器　７９８０型气相色谱仪、５９７５型质谱仪、ＭＳＤＣｈｅ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０３．００．６１１型色谱数据

处理系统，均为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产品；质谱检索数据库为ＮＩＳＴＭＳ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ＡＳ３０００型自动进样

器；索氏提取装置；旋转蒸发装置：ＥＹＥＬＡＮ?１１００型旋转蒸发仪，ＥＹＥＬＡＯＳＢ?２１００型水浴锅，ＥＹＥ

ＬＡＳＣＡ?１１１型冷却水循环装置，均为日本东京理化器械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产品；ＳＨＺ?Ｄ（Ⅲ）型循

环水式真空泵，河南省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公司产品；ＪＡ２００３Ａ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精天电子仪器有

限公司产品；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产品．

１．１．３　实验动物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４８只，雄性，一级动物，体质量为（１６０±２０）ｇ，由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生产许可证号：ＳＣＸＫ（沪）２０１６?０００２．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提取楮实子油　按文献［９?１０］的方法将楮实子干燥后粉碎，准确称取１０．０ｇ，用滤纸包好放入

索氏提取器中，加入１５０ｍＬ无水乙醚；连接好冷凝装置，放入４０℃水浴中回流提取８ｈ，待冷却过滤

后，将得到的提取液置于真空旋转蒸发仪回收溶剂；得到橙黄色澄清油状液体，即ＦＢＯ，保存于－４℃冰

箱中备用．为精确计算出油率，取平行试验中的１份放入１０５℃烘箱中干燥至恒质量，经计算，出油率为

３０．９７％．

１．２．２　ＦＢＯ样中的脂肪酸组成测定　采用ＧＣ?ＭＳ法，色谱柱为ＡｇｉｌｅｎｔＨＰ?５ＭＳ石英毛细管柱（柱

尺寸：３０．０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质谱检测器：ＥＩ电离源、电离电压为７０ｅＶ、源温为２００℃，发射

电流为１５０μＡ，质荷比（犿／狕）扫描范围为５０～５５０，扫描周期为０．５ｓ．数据采集扫描模式为全扫描，溶

剂延迟时间为１ｍｉｎ．程序升温：起始温度７０℃保持３ｍｉｎ，以５℃·ｍｉｎ－１速度升温至１８０℃，保持５

ｍｉｎ，再以４℃·ｍｉｎ－１速度升温至２６０℃，保持１０ｍｉｎ．进样口温度为２５０℃，进样体积为０．５μＬ，分流

进样，分流比为３０∶１．载气Ｈｅ的流量为１ｍＬ·ｍｉｎ－１．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化合物的相对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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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动物血脂及相关指标测定　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４８只，室温２０～２４℃，自然光照，自由进食、饮

水，每笼８只，在实验环境下大鼠喂饲基础饲料观察１周，随机分为６组．Ａ组为空白对照组喂普通饲

料，灌胃给吐温?８０乳浊液，其余组喂高脂饲料；Ｂ，Ｃ，Ｄ组按每千克大鼠体质量分别灌胃给予１０ｍＬ质

量浓度为１２．５，２５．０，５０．０ｇ·Ｌ
－１的楮实子油／吐温?８０乳浊液；Ｅ组按每千克大鼠体质量分别灌胃给

予１０ｍＬ质量浓度为０．２ｇ·Ｌ
－１的辛伐他汀分散片／吐温?８０乳浊液（大鼠的等效剂量相当于人类正常

给药剂量的６．３倍
［１１］）；Ｆ组灌胃给予同质量的吐温?８０乳浊液．

给药处置前进行眼眶采血，测血清中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

Ｃ）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的质量浓度；然后，每日给药１次，连续４周，并进行眼眶采血测其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的质量浓度；最后，处死动物，称其体质量，并取其肝、心、肾周脂肪及附睾脂肪

称量，计算脏器／体质量比值，即脏体系数．

１．２．４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 （珚狓±狊）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均数之

间比较使用狋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楮实子油中的脂肪酸犌犆?犕犛分析结果

通过ＧＣ?ＭＳ法测定出楮实子油中脂肪酸成分，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狋为保留时间；狑为质量分数．

由表１可知：楮实子油中共有１１种化合物，主要成分分别为亚油酸（６７．０３％），棕榈酸（３０．５３％）和

亚麻酸（１．４５％），即饱和脂肪酸占比３０．５７％，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比６８．４８％，多不饱和脂肪酸与饱和脂

肪酸的比值（Ｐ／Ｓ值）为２．２４．

由表１还可知：ＦＢＯ中还被测出含有质量分数为０．５４％的δ?生育酚，以及少量的植物醇及烯醛类

成分．

表１　楮实子油中脂肪酸成分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ｆｒｕｃｔｕｓ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ｅｏｉｌ

化合物名称 英文名 ＣＡＳ号 狋／ｍｉｎ 狑／％

正己酸 ｎ?ｃａｐｒｏｉｃａｃｉｄ １４２?６２?１ ４．２７４ ０．０１

反式?４?壬烯醛 ｔｒａｎｓ?４?ｎｏｎｅｒａｌ ２２７７?１６?９ ５．５０８ ０．０２

正辛酸 ｎ?ｃａｐ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１２４?０７?２ ６．１１５ ０．０３

反式?２，４?癸二烯醛 （Ｅ，Ｅ）?２，４?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ａｌ ２５１５２?８４?５ ７．１７５ ０．０１

叶绿醇 ｐｈｙｔｏｌ １０２６０８?５３?７ １０．５７０ ０．０１

棕榈酸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ａｃｉｄ １９５７?１０?３ １１．２９０ ３０．５３

棕榈酸乙酯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ａｃｉｄｅｔｈｙｌｅｓｔｅｒ ６２８?９７?７ １１．３５０ ０．３３

亚油酸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６０?３３?３ １２．２１１ ６７．０３

亚油酸乙酯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ｅｔｈｙｌｅｓｔｅｒ ７６１９?０８?１ １２．２７８ ０．０４

亚麻酸 ｌｉｎｏｌｅｉｎｉｃａｃｉｄ ４６３?４０?１ １３．５９８ １．４５

δ?生育酚 δ?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１１９?１３?１ １６．３２０ ０．５４

２．２　楮实子油对大鼠体质量、脏器及脏体系数的影响

楮实子油对大鼠体质量、脏器及脏体系数的影响（狀＝８），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通过对各实验组

与空白组的比较，除阳性药对照组动物体质量增长不明显外（犘＞０．０５），其余各组动物体质量均显著增

长（犘＜０．０５）；与高脂模型组比较，动物体质量增长均显著低于模型组（犘＜０．０５），这说明楮实子油对高

脂血症动物模型大鼠的体质量增加有明显抑制作用．各剂量组对动物体质量的影响并未呈现剂量依赖

关系，其中，２５．０ｇ·Ｌ
－１实验组动物体质量表现出比其他剂量组略有升高．该现象是否与饮食中的脂肪

酸的配比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实验结束时，阳性药对照组和楮实子油各剂量组与高脂模型组比较，可明显降低受试动物的肝脏、

肾周脂肪和附睾脂肪的质量（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除１２．５ｇ·Ｌ
－１的ＦＢＯ实验组对肝脏系数无明显

影响外，ＦＢＯ各剂量组对肝脏系数、肾周脂肪系数与附睾脂肪系数均有明显降低，表明ＦＢＯ对高脂血

症动物模型大鼠的脂肪聚集有抑制作用（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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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楮实子油对大鼠体质量、脏器及脏体系数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ｒｕｃｔｕｓ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ｅｏｉｌ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ａｎｄｖｉｓｃｅｒａｉｎｒａｔｓ

体脂
相关指标

空白组 高脂饲料组 辛伐他汀组
ＦＢＯ剂量组／ｇ·Ｌ

－１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体质量／ｇ ２０５．４０±１６．６０２３０．９０±３０．１０ａ２０９．４０±１４．６０ｂ２１７．８０±１４．８０ｂ２１８．００±２６．９０ａ
，ｂ２１１．５０±１９．３０ａ

，ｂ

肝脏质量／ｇ ７．８３±０．６５ １０．５６±１．５７ａ ７．９９±１．３３ｂ ８．０２±０．０４ｂ ８．１４±０．９１ｂ ８．７１±０．９１ｂ

肝脏系数 ３．８１±０．２８ ４．５７±０．１４ａ ３．８２±０．３３ｂ ３．６８±０．０９ｂ ３．７４±０．４７ｂ ４．１２±０．２９

心脏／ｇ ０．８５±０．１１ ０．８９±０．０９ ０．８２±０．１３ ０．８２±０．１１ ０．８８±０．１８ ０．８６±０．１４

心脏系数 ０．４１±０．０５ ０．３８±０．０３ ０．３９±０．０７ ０．３８±０．０２ ０．４０±０．０９ ０．４２±０．０８

肾周脂肪／ｇ ２．２０±０．４１ ３．９６±０．３０ｃ ２．１４±０．１３ｄ ２．０９±０．０３ｄ ２．２１±０．２８ｄ ２．３８±０．０４ｄ

肾周脂肪系数 １．０７±０．０１ １．７１±０．０３ｄ １．０２±０．０６ｄ ０．９７±０．０１ｄ １．０１±０．０３ｄ １．１２±０．０２ｂ

附睾脂肪／ｇ ２．２４±０．３７ ３．３４±０．１５ａ ２．１０±０．２２ｂ １．９８±０．０５ｄ ２．０１±０．３６ｂ ２．０３±０．０７ｂ

附睾脂肪系数 １．０９±０．１７ １．４５±０．０６ａ １．０１±０．１３ｂ ０．９１±０．０９ｂ ０．９２±０．２１ｂ ０．９６±０．１０ｃ

　　ａ）与空白组比较，犘≤０．０５；ｂ）与高脂组比较，犘≤０．０５；ｃ）与空白组比较，犘≤０．０１；ｄ）与高脂组比较，犘≤０．０１．

２．３　楮实子油对大鼠血脂生化指标的影响

楮实子油对大鼠血脂生化指标的影响，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与空白组比较，高脂模型组大鼠血

清的ＴＧ和ＴＣ的质量分数均显著升高，ＨＤＬ?Ｃ则显著降低（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与高脂模型组比

较，辛伐他汀组及ＦＢＯ高、中、低剂量组的大鼠血清ＴＧ和ＴＣ的质量分数均显著降低，而ＨＤＬ?Ｃ则显

著升高（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与阳性对照药辛伐他汀比较，ＦＢＯ质量分数为２５．０，５０．０ｇ·Ｌ
－１的两

个剂量组在降低大鼠血清ＴＧ效果方面无明显差异．说明，ＦＢＯ对高脂血症动物模型大鼠有一定的降

血脂作用．

表３　楮实子油对大鼠血脂生化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ｒｕｃｔｕｓ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ｅｏｉｌｏｎ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ｒａｔｓ

组别 ρ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

ρＴＣ／ｍｍｏｌ·Ｌ
－１

ρ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

ρ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１

空白组 ０．７６±０．１１ １．１８±０．１９ １．１８±０．０２ ０．５８±０．０６

高脂饲料组 １．２３±０．２２ａ ２．２６±０．０９ｂ １．０４±０．０３ｂ ０．６７±０．０４

辛伐他汀组 ０．７５±０．３１ｃ １．２９±０．０３ｄ １．７５±０．０８ｄ ０．４７±０．０２ｃ

１２．５ｇ·Ｌ
－１ＦＢＯ组 ０．９４±０．０２ｃ

，ｅ １．６８±０．０８ｄ
，ｆ １．２５±０．０７ｃ

，ｆ ０．６１±０．１０

２５．０ｇ·Ｌ
－１ＦＢＯ组 ０．８８±０．１７ｄ １．６４±０．０６ｄ

，ｅ １．３９±０．０２ｃ，ｆ ０．５７±０．０３

５０．０ｇ·Ｌ
－１ＦＢＯ组 ０．７９±０．３４ｄ １．５１±０．０３ｄ

，ｅ １．４２±０．０２ｃ
，ｅ ０．５８±０．０３

　　ａ）与空白组比较，犘≤０．０１；ｂ）与空白组比较，犘≤０．０５；ｃ）与高脂组比较，犘≤０．０５；ｄ）与高脂组比较，犘≤０．０１；

ｅ）与辛伐他汀组比较，犘 ≤０．０５；ｆ）与辛伐他汀组比较，犘≤０．０１．

３　讨论

楮实子作为补益中药使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文中实验证实其含有大量脂肪酸，质量分数约占

３０％，其中，６８％以上为亚油酸和亚麻酸，均为多不饱和脂肪酸（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ＰＵＦＡ）．文

中测定到ＦＢＯ的１１个成分，与文献［７］的报道基本一致，亚油酸和亚麻酸这两个主成分也大致相同，但

远不及文献［６］报道的成分多．这可能与后者的超临界ＣＯ２ 流体萃取率较高有关．

实验中发现ＦＢＯ具有调节血脂及抑制脂肪聚集作用是与其富含ＰＵＦＡ有密切联系的．ＰＵＦＡ是

指含有两个及以上双键的长链脂肪酸，在机体内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和生物学效应．具有维护生物膜的

结构和功能、治疗心血管疾病、抗炎、抗癌，以及促进大脑发育、减肥等功能［１２］．据报道，日本粮食中添加

ＰＵＦＡ能抑制动物生脂酶基因的表达和增加脂肪分解相关酶基因的表达，从而调节体脂代谢
［１３］．研究

证实，ＰＵＦＡ可能是通过增加肝的ＡＭＰＫ和ＰＰＡＲ?ＹｍＲＮＡ表达而发挥减轻体质量及抑制体脂聚集

的降脂效果［１４］．本实验中ＦＢＯ含有质量分数６８％的ＰＵＦＡ，并可明显降低受试动物的肝脏、肾周脂肪

和附睾脂肪的聚集．

通过实验可知，本实验楮实子油中含有０．５４％的δ?生育酚．生育酚，又称维生素Ｅ，是存在于细胞

系统内较强的抗氧化剂，具有降低肝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损伤作用［１５］．ＶＥ主要分布于线粒体，可改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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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功能，促进氧化磷酸化，加速脂肪氧化，有降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的作用，是维持体内血脂

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核桃油复合ＶＥ能显著降低雄性高脂血症大鼠血中的ＴＣ和ＬＤＬ?Ｃ，

而高剂量核桃油复合 ＶＥ还能升高其血浆ＨＤＬ?Ｃ值，提高动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指数
［１６］．因此，楮实

子油随着剂量的增大，表现出较好的对高血脂模型大鼠降低ＴＣ，ＴＧ，ＬＤＬ?Ｃ值，以及升高ＨＤＬ?Ｃ值的

作用，具有非常全面的调节血脂的功效，以此来达到预防血栓形成、降低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

楮实子原植物构树在全国分布广泛，野生资源丰富，果实含油高，得油率也很高．综上可知，ＦＢＯ在

保健食品和药品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和前景，有待进一步开发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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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案化基板犔犈犇中荧光粉

　　　对光学性能的影响

张清梅１，２，朱大庆１，２，邹怀远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省光传输与变换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基板上加倒锥形图案化的新型封装方式，用蒙特卡洛光线追迹法仿真保形涂覆荧光粉体积比和

厚度变化时，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光源光色品质的变化．仿真结果表明：ＬＥＤ光源的出光效率在图案化倾斜角α

为３０°，４５°时，出光效率的提升量最大；α为４５°时，传统平面封装光源的空间颜色均匀性最大优化幅度分别为

９．１％，８．４％；荧光粉厚度、体积比不变时，颜色均匀性相对于传统平面封装光源的优化幅度最大为１１．１％，

１０．４％，光源的色温差值最大减小１００６，１３１９Ｋ；在厚度、体积比参数中任选一个进行优化，均可改善ＬＥＤ

产品的颜色均匀性，而优化图案化结构可使空间颜色均匀性更明显地提高．

关键词：　荧光粉层；图案化基板；出光效率；空间颜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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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高功率发光二极管（ＬＥＤ）逐渐成为固体照明的发展趋势，白光ＬＥＤ的出光效率和空间颜色均

匀性是业界关心的重要问题，而荧光粉涂覆工艺是影响ＬＥＤ光色品质的最重要因素
［１?２］．为了提高

ＬＥＤ光源的出光效率，Ｌｉ等
［３］在平面基板上做图案化结构，破坏出光界面的全反射，使出光效率提高

４２％．Ｗｕ等
［４］在封装硅胶平面加微结构，出光效率理论上可以提高４７％．为了有效提高封装光源的光

色一致性，国内外研究人员做了许多工作．Ｓｏｍｍｅｒ等
［５?６］建立保形涂覆荧光粉层的模型，讨论荧光粉层

厚度、体积比等参数对空间色分布均匀性的影响．Ｌｉｕ等
［７?８］建立几种不同的封装模型，仿真计算不同结

构封装的荧光粉层厚度和体积比、距离等参数对白光ＬＥＤ光色品质的影响，得出荧光粉和芯片的发光

形式相近时出光均匀性最佳．本文采用基板上加倒锥形图案的新型封装结构，进行光学仿真（Ｌｉｇｈｔｏｏｌｓ

８．０），研究图案化结构的ＬＥＤ中，荧光粉层参数对光源出光效率及空间颜色分布均匀性的影响．

１　仿真模型的建立

对图案化结构的ＣＯＢ封装的白光ＬＥＤ光色品质进行研究．封装光源芯片排列为３×３阵列，中心

间距６ｍｍ，芯片模型为１．０ｍｍ×１．０ｍｍ×０．１ｍｍ的ＧａＮ蓝光芯片．有图案的基板尺寸为２２ｍｍ×

２２ｍｍ×２ｍｍ，表面反射率为０．９０．基板表面添加的倒锥形结构半径为０．５ｍｍ，锥形开口朝上，顶点间

距为０．７５ｍｍ．保形涂覆荧光粉层的材料为ＹＡＧ：Ｇｅ和硅胶的混合物．由 Ｍｉｅ散射理论，设荧光粉颗

粒直径为１５μｍ的球体，荧光粉层折射率为１．６３．在距发光面３１６ｍｍ处，设置片状接收器，每相邻的

片状接收器角度间隔５°，分析各个角度接收面上的光线信息．

光线追迹过程中，仿真得出ＬＥＤ的出光效率和黄蓝光比（ＹＢＲ）．采用空间±６５°范围内的最小

ＹＢＲ（犚ＹＢ，ｍｉｎ）和最大ＹＢＲ（犚ＹＢ，ｍａｘ）的比值犝Ｃ 评价ＬＥＤ的空间颜色均匀性
［９?１１］，即

犝Ｃ ＝犚ＹＢ，ｍｉｎ／犚ＹＢ，ｍａｘ． （１）

　　用相同荧光粉厚度、体积比变化范围内，色温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Δ犜ＣＣ描述图案化结构ＬＥＤ中

荧光粉参数变化的影响，即

Δ犜ＣＣ ＝犜ＣＣ，ｍａｘ－犜ＣＣ，ｍｉｎ． （２）

２　结果与讨论

美国能源之星的固态照明灯具标准将白光ＬＥＤ分为８种色型
［１２］，讨论不同结构光源的荧光粉体

积比及厚度变化对光色品质的影响．

２．１　出光效率的影响因数分析

分析倾斜角度为０°，１５°，３０°，４５°，５５°时，倒圆锥形结构光源的出光效率随体积比和厚度的变化情

况．其中，０°表示无图案封装．试验采用２种方法：方法１为平面基板加图案化结构；方法２为带反光杯

阵列基板图案化．当α为０°，１５°，３０°，４５°，５５°时，荧光粉的厚度（犺）、体积比变化对出光效率（η）的影响，

如图１，２所示．以色温在３０００～９７００Ｋ范围内的封装做进一步分析．图１中：体积比为１．５９％；厚度

为０．０７～０．２５ｍｍ．图２中：厚度为０．１ｍｍ；体积比为１．０６％～２．３０％．

　　（ａ）方法１ （ｂ）方法２

图１　荧光粉厚度变化对出光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ｌｕｍｉｎｏｕ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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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方法１ （ｂ）方法２

图２　荧光粉体积比变化对出光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ｏｎｌｕｍｉｎｏｕ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由图１，２可知：对不同的图案参数，ＬＥＤ的出光效率随厚度和体积比的变化是一致的，均高于不加

图案化的结构；当α为３０°时，方法１与方法２的出光效率均达到最高
［１０］；方法２的出光效率受体积比

和厚度的影响较小．

　　当厚度和体积比增加时，由于荧光粉层的散射作用增强，所有结构的出光效率呈下降趋势，且荧光

粉厚度和体积比较大时，荧光粉对蓝光的吸收转换作用加强，转换过程有较高的能量损失．因此，厚度和

体积比较大时，出光效率变化趋势逐渐变缓．对于不加图案化结构封装光源，出光效率随厚度或体积比

变化的提升量均最小，当角度取３０°，４５°时，其出光效率提升量最大，最高可达１６．５％，光线出射的概率

最高．

对比仿真结果可知：对于无图案结构封装，在荧光粉体积比和厚度变化范围内，均会导致较大的色

温差值，且对于方法１，荧光粉参数变化对色温差值的影响较明显．当倾斜角α为３０°，４５°时，在０．０７～

０．２５ｍｍ厚度变化范围内，色温差值可分别减少１００６，４０５Ｋ；在１．０６％～２．３０％体积比变化范围内，

色温差值分别减少１３１９，４２４Ｋ；此倾斜角封装结构下的ＬＥＤ光源色温波动范围最小．由此可知：图案

化结构可以减弱荧光粉涂层体积比和厚度变化对色温波动的影响．

２．２　空间颜色分布的影响因数分析

ＬＥＤ产品性能包括光效和空间颜色分布．在仿真过程中，荧光粉层厚度取７０，１００，１５０μｍ，体积比

取１．１５％，１．５９％，２．３０％，通过控制荧光粉的厚度及体积比，使其色温保持在６５００（冷白），５０００（正

白），３５００（暖白）等３个色品区域，讨论不同图案化结构参数下的ＬＥＤ空间颜色分布均匀性．

２．２．１　荧光粉厚度　荧光粉厚度变化对不同图案化结构光源空间颜色均匀性的影响，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４中：θ为基板上倒锥形图案结构的倾斜角度．当荧光粉厚度增加，所有封装结构的ＹＢＲ值都会增

大，相应的ＬＥＤ的颜色也将偏向暖白光，空间颜色均匀度随荧光粉厚度的增加而变低．

　　当荧光粉厚度为０．０７，０．１０ｍｍ时，颜色分布曲线基本上是以平移的方式变化．此时，荧光粉的厚

度改变，对空间颜色的均匀度影响较小．当荧光粉厚度增大时，荧光粉的吸收和散射作用增强，导致整个

空间的ＹＢＲ指数升高．

由图３可知：对于方法１，由于芯片的蓝光呈朗伯分布，中心角度处的ＹＢＲ低于边缘角度的ＹＢＲ，

空间颜色分布曲线出现波谷；图案化结构破坏出光界面全反射后，黄光受全反射的影响较蓝光大，出射

概率的提高量大于蓝光，中心角度的ＹＢＲ形成的波谷逐渐平缓；当α为４５°时，厚度的增加使中心角度

的ＹＢＲ逐渐逼近边缘角度的ＹＢＲ，此时，当荧光粉厚度为０．０７ｍｍ，空间颜色均匀性为８５．３％，相对

于传统平面封装ＬＥＤ光源有所提高．

由图４可知：对于方法２，当荧光粉厚度为０．０７，０．１０ｍｍ时，颜色分布曲线表现出类似于平面封装

的变好趋势．当荧光粉厚度为０．１５ｍｍ时，颜色分布曲线出现明显的波峰波谷，加上图案化结构以后，

波峰和波谷均在逐渐的削弱；当厚度为０．０７ｍｍ，α为４５°时，颜色均匀性为８３．１％，比无图案化结构优

化７．６２％．

由此可知：加图案化结构的空间均匀性均高于无图案化结构，带反光杯阵列结构的空间均匀性高于

平面封装结构．对于传统平面封装光源，颜色均匀性最大优化幅度为９．１％；而平面封装结构中，当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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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层厚度为０．１５ｍｍ，α为４５°时，颜色均匀性相对于传统平面封装光源优化幅度最大为１１．１％．对于带

反光杯阵列光源结构，颜色均匀性变化幅度为７．１％；加图案化结构后，荧光粉层厚度为０．１５ｍｍ，α为

４５°的情况下，最大变化幅度为７．６２％．因此，相对于改变荧光粉层厚度参数，使用图案化结构封装能更

大程度地优化ＬＥＤ光源的空间颜色分布．

　　（ａ）α＝０° （ｂ）α＝１５°

　　（ｃ）α＝３０° （ｄ）α＝４５°

图３　荧光粉厚度变化对光源颜色分布的影响（方法１）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ｌ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１）

　　（ａ）α＝０° （ｂ）α＝１５°

　　（ｃ）α＝３０° （ｄ）α＝４５°

图４　荧光粉厚度变化对光源颜色分布的影响（方法２）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ｌ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２）

２．２．２　荧光粉体积比　荧光粉体积比变化对不同图案化结构光源空间颜色均匀性的影响，如图５，６所

示．荧光粉体积比增加对空间颜色均匀性的改善作用与荧光粉的厚度增加的影响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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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α＝０° （ｂ）α＝１５°

　　（ｃ）α＝３０° （ｄ）α＝４５°

图５　荧光粉体积比变化对光源颜色分布的影响（方法１）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ｌ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１）

　　（ａ）α＝０° （ｂ）α＝１５°

　　（ｃ）α＝３０° （ｄ）α＝４５°

图６　荧光粉体积比变化对光源颜色分布的影响（方法２）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ｌ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２）

由图５可知：当荧光粉的厚度为０．１５ｍｍ，α为４５°时，不同体积比荧光粉封装的颜色均匀性分别为

８２．６％，７６．４％，７４．８％；对于带反光杯基板加图案化结构光源，当α为４５°时，不同体积比下的颜色均匀

性分别为８２．１％，７９．８％，７４．６％，此时的空间颜色均匀性均高于其他角度的封装结构．在上述荧光粉

体积比变化范围内，平面图案化封装结构情况下，颜色均匀性可提高８．４％；当体积比为２．３０％，α为

４５°时，图案化结构可使空间颜色分布最大提高１０．４％．

由图６可知：上述体积比变化范围内的空间颜色均匀性提高７．８％；当体积比为２．３０％，α为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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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颜色均匀性提高５．３％．因此，优化荧光粉的参数也可以提高ＬＥＤ光源的空间颜色均匀性．

总之，在厚度或者体积比参数中任选一个进行优化，均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ＬＥＤ产品的颜色均匀

性．采用优化的图案化结构参数，空间颜色均匀性可以得到更大地提高．

３　结束语

通过仿真分析，分别讨论在平面基板和带反光杯阵列封装基板上加倒锥形图案化结构的新型封装

结构，保形涂覆荧光粉层体积比和厚度发生变化，对出光效率和空间颜色分布的影响．由仿真结果可知，

基板加图案化结构光源出光效率均高于不加图案化的结构．在厚度或者体积比参数中任选一个进行优

化，而优化图案化结构使空间颜色均匀性更明显提高．荧光粉体积比和厚度较大时，图案化结构对光源

的空间颜色分布的作用更明显．图案化结构基板封装将有利于提高光源出光效率和空间颜色一致性，弱

化荧光粉涂层生产工艺的误差对颜色分布的影响，提高ＬＥＤ封装产品的光色性能，从而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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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的自适应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

黄德天１，２，顾培婷１，柳培忠３，黄炜钦１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厦门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利用核相关滤波器跟踪框架，提出一种改进的自适应颜色属性的目标跟踪方法．首先，构建循环样本

矩阵，引进颜色属性作为特征描述目标；然后，采用流行学习局部线性嵌入（ＬＬＥ）算法自适应地对特征向量进

行降维，得到低维特征空间；最后，根据正则化最小二乘分类器获得目标位置．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的平均

中心位置误差减少了２１．２９ｐｘ；在阈值为２０ｐｘ时，平均距离精度提高了２７．９％，平均跟踪速度为３８帧·

ｓ－１；与传统核相关滤波（ＫＣＦ）算法相比，文中算法具有良好的光照不敏感性及更高的跟踪精度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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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３］提出ＴＬＤ算法，将跟踪器、检测器和学习相结合．Ｚｈａｎｇ等
［４］提出的压缩感知跟踪算法，首次将压

缩感知引入视频跟踪中，构造一个投影矩阵，从而获得目标的位置．近年来，出现了系列相关滤波跟踪算

法，其跟踪速度快、跟踪精度高．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等
［６］提出了循环矩阵（ＣＳＫ）算法，采用循环移位的方式采集

样本，并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快速学习分类器，提高了跟踪速度．在此基础上，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等
［７］又提出

了核相关滤波（ｋｅｒｎｅｌｉｚ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ＫＣＦ）算法，该算法首先采用循环位移构建样本，训练分类

器时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ＤＦＴ）计算，极大地提高了目标跟踪速度，但目标受光照变化影响，使跟踪不

精确，甚至跟丢．因此，本文提出了改进的自适应核相关滤波算法．

１　犓犆犉跟踪算法

ＫＣＦ跟踪器
［７］所用的分类器为正则化最小二乘（ＲＬＳ）分类器．假设狓是大小为犿×狀的图像块，并

设定一组训练样本及其回归值｛（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犻，狔犻），…｝，其训练的最终目标是找到一个函数

犳（狕）＝狏
Ｔ狕，使得如下残差函数最小，即

ｍｉｎ
狏 ∑

犻

（犳（狓犻）－狔犻）
２
＋λ‖狏‖

２． （１）

式（１）中：λ是正则化参数．

文献［７］将核函数引入到非线性回归中．假设φ（狓）是一个到高维核希尔伯特空间的映射，则核函数

犽（狓，狓′）＝〈φ（狓），φ（狓′）〉，权重可表示为狏＝∑
犻

α犻φ（狓犻），系数向量为α，其元素为α犻，最终要求解的参数

就由狏变为α．因此，核正则化最小二乘分类器（ＫＲＬＳ）具有一个简单的闭式解，即

α＝ （犓＋λ犐）－
１
狔． （２）

式（２）中：犓为核函数矩阵，矩阵元素为犓犻，犼＝犽（狓犻，狓犼）；犐为单位矩阵；向量狔的元素为狔犻．由于犓是循

环矩阵，则式（２）可转换到ＤＦＴ域，即

α^

＝狔^／（^犽

狓狓
＋λ）． （３）

式（３）中：^犽狓，狓是核函数矩阵犓 的第一行元素组成的向量，符号^ 表示傅里叶变换．

ＫＣＦ算法利用核函数法及傅里叶变换极大地提高了算法实时性．但是，ＫＣＦ算法采用 ＨＯＧ特征，

无法正确提取复杂多变的目标特征［７］，跟踪性能易受光照和目标遮挡等因素影响．

２　自适应犓犆犉跟踪算法

在ＫＣＦ框架上实现自适应目标跟踪，利用颜色属性具有对光照变化及部分遮挡不敏感等优点作为

目标特征［８］，使算法在复杂背景下能准确跟踪目标，从而提高算法的跟踪精确度和鲁棒性．通过局部线

性嵌入（ｌｏｃａｌｌｙｌｉｎｅａｒ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ＬＬＥ）降维法自适应地对高维颜色特征降维，从而在保持特征原始拓

扑结构的前提下，提高算法运行效率．

２．１　颜色属性

引入颜色属性表示目标特征解决视觉跟踪的光照问题．Ｂｅｒｌｉｎ等
［９］对其进行研究，把颜色分为１１

类：黑色、蓝色、棕色、灰色、绿色、橙色、粉色、紫色、红色、白色和黄色．由于文中使用１１维的颜色特征表

示目标，高维的特征表示会影响跟踪速度，所以采用低维自适应方法简化特征表示，从而提高跟踪速度．

２．２　低维颜色自适应属性

ＬＬＥ算法
［１０］利用线性重建反映高维数据空间中的非线性结构，能够使降维的数据保持原有的拓扑

结构，可以有效地降低由于降维引起的大量目标信息损失．因此，采用ＬＬＥ算法对高维颜色特征降维，

其主要流程如下．

１）寻找相对于每个给定的样本的β个近邻样本．

２）定义一个误差函数，即

ｍｉｎε犠 ＝∑
犖

犻＝１

狘狓犻－∑
β

犼＝１

狑犻，犼狓犻，犼狘
２． （４）

式（４）中：狓犻，犼（犼＝１，２，…，β）为狓犻的第犼个近邻点；狑犻，犼是狓犻与狓犻，犼之间的权值，并且满足两个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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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个数据点狓犻必须由它的邻域点重构，否则，狑犻，犼＝０和∑
β

犼＝１

狑犻，犼 ＝１．

为了求解矩阵犠，应使式（４）最小，从而构建局部最优化重建权值矩阵，即

狑犻，犼 ＝∑
犽

犿＝１

（犙
犻）－１犼，犿／∑

犽

狆＝１
∑
犽

狇＝１

（犙
犻）－１狆，狇． （５）

一般情况下，式（５）中的犙
犻是一个奇异值矩阵．

３）由式（５）的狑犻，犼及其近邻点狓犻计算出样本点的输出向量．为了将所有样本数据映射到低维空间

上，需要构造一个代价函数，且映射过程中代价函数达到最小值，那么有

ｍｉｎε（犝）＝∑
犖

犻＝１

狘狌犻－∑
β

犼＝１

狑犻，犼狌犻，犼狘
２． （６）

式（６）中：ε（犝）为损失函数值；狌犻 是狓犻 的输出向量；狌犻，犼（犼＝１，２，…，β）是狌犻 的犼个近邻点，且要满足

∑
犖

犻＝１

狌犻＝０，∑
犖

犻＝１

狌犻狌
Ｔ
犻＝犐．其中，犐为单位矩阵．然后，求得最优解狌犻，使式（６）为最小，则损失函数可重写为

ｍｉｎε（犝）＝∑
犖

犻＝１
∑
犖

犼＝１

犕犻，犼狌
Ｔ
犻狌犼． （７）

式（７）中：犕 是犖×犖 的对称矩阵，犕＝（犐－犠）Ｔ（犐－犠）．由式（７）可知，要使损失函数值达到最小，则取

犝 为犕 的最小犱个非零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ＬＬＥ算法中近邻点个数β和输出维数犱决定了算法的性能
［１１］．文中所选的β值应尽量使式（４）的

误差函数值达到最小，所以取β为７．若犱取值高，则选取样本多会受到噪声影响；反之，样本数据的特

征不能得到体现．通过大量实验，取犱为２．在跟踪过程中，通过ＬＬＥ算法降维，将１１维的特征向量降

为２维，提高了算法的实效性，并且保持原目标信息不被大量破坏，从而保证跟踪算法的鲁棒性．

２．３　目标检测与模型更新

利用滑动窗口形式计算图像块狕的所有子窗口的响应，响应值最大的子窗口即为目标的真实位置．

利用核矩阵是循环矩阵这一性质，分类器的响应为

犳^（狕）＝ （^犓狓，狕） ⊙^α． （８）

式（８）中：^犓狓，狕是这个循环矩阵的第一行组成的向量．

采用文献［７］提供的高斯核函数，通过式（８）获得目标的响应值，模型更新α和狓狋为

α狋 ＝ （１－γ）α狋－１＋γ^α狋， （９）

狓狋＝ （１－γ）狓狋－１＋γ狓． （１０）

　　文中算法的步骤流程如下．

　　输入：视频序列犐狋．

　　　　初始目标位置狆０．

初始化：由初始目标位置狆０ 及第一帧的目标模型狓１，训练分类器得到系数α．

ｆｏｒｉ＝２…ｆｒａｍｅ

１）通过上一帧位置获取图像块狕，并得到特征矩阵；

２）根据式（４）提取图像的低维颜色属性特征矩阵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３）将矩阵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带入分类器，通过式（８）计算目标的响应值；

４）响应最大值ａｒｇｍａｘ犳（狕），为目标的真实位置；

５）根据式（９），（１０）更新模型α狋，狓狋；

输出：检测出每帧的目标位置狆狋．

ｅｎｄｆｏｒ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文中算法的有效性，选用文献［１２］提供的视频序列进行实验．同时，与ＣＴ算法
［４］、ＣＳＫ算

法［６］、原始ＫＣＦ算法
［７］的跟踪效果进行对比．在实验中，跟踪算法的所有参数保持不变，取β＝７，本征

５９６第５期　　　　　　　　　　　　　黄德天，等：改进的自适应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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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犱＝２，高斯核的标准差σ＝０．２，学习因子γ＝０．０７５．实验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环境．ＰＣ配置为Ｉｎ

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４５９０ＭＣＰＵ＠３．３０ＧＨｚ，ＲＡＭ为８Ｇ．

３．１　实验结果分析

视频序列的部分跟踪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点框表示文中算法；线段框表示ＣＳＫ算法；点线框

表示ＫＣＦ算法；实线框表示ＣＴ算法．

（ａ）Ｓｈａｋｉｎｇ

（ｂ）Ｓｉｎｇｅｒ１

（ｃ）Ｄａｒｋｃａｒ

（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ｉｋｅ

（ｅ）Ｓｏｃｃｅｒ１

图１　部分跟踪结果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根据图１所提算法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光照变化和尺度变化．由图１（ａ）可知：吉他手头部晃动剧烈，且存在光照变化影响，在目标进入

复杂背景区域时受到强光干扰，ＣＴ和ＣＳＫ算法错误的跟踪非目标人物，ＫＣＦ算法也出现很大的偏移，

只有文中算法能较好地完成全程跟踪，能以较高的精度跟踪整段视频．因此，与原始的ＫＣＦ算法相比，

文中采用的颜色属性特征对光照变化不敏感，当受到强光干扰时，可实现全程准确的稳定跟踪．图１（ｂ）

６９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Ｓｉｎｇｅｒ１视频序列中，存在光照影响和尺度变化，４种算法都有较好的跟踪结果，但是文中算法的中心位

置误差明显优于其他算法，体现了更好的跟踪稳定性．

２）复杂背景干扰和旋转．图１（ｃ）中，当车辆行驶时，目标跟踪易受到周围复杂背景及类似目标的影

响，在第２８４帧时，ＣＴ算法完全跟踪失败，ＫＣＦ正在偏移，累计错误信息，导致丢失目标；而文中提出的

自适应颜色属性特征具有光照不变性和抗噪性能，因此，能有效避免视频中复杂背景等情况，完成跟踪．

图１（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ｉｋｅ视频序列存在目标旋转，除了ＣＴ算法，其他３种算法均能较好地完成任务，但是

文中算法的精确度更高．

３）全局、部分遮挡和快速运动．图１（ｅ）Ｓｏｃｃｅｒ１视频序列后半部分出现目标遮挡和快速晃动情况．

ＣＴ和ＣＳＫ算法的中心误差较大，当出现全部遮挡时，ＣＴ算法无法继续完成任务；当部分遮挡时，ＫＣＦ

算法能较好地跟踪；但是当全局遮挡时，文中算法体现了其优越性，取得了稳健的跟踪结果．

３．２　性能分析

为了测试在不同条件下算法的鲁棒性，采用中心位置误差（ＣＬＥ）和距离精度（ＤＰ）为评价准则．其

中，中心位置误差表达式为

ε＝
１

狀∑
狀

犻＝１

‖犆犻－犆
狉
犻‖．

式中：狀是图片序列的帧数；犆犻为目标中心位置；犆
狉
犻 为标准中心位置．距离精度的表达式为

ＤＰ＝犿／狀．

式中：犿为ＣＬＥ小于某个固定阈值（实验中均选为２０ｐｘ）的图片序列帧数．

４种算法的ＣＬＥ，ＤＰ的实验数据对比，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文中算法能达到最优或次优性能．

相对于其他３种算法，文中算法具有最优的中心位置误差和距离精度，其中，中心位置误差比ＫＣＦ算法

减少了２１．２９ｐｘ，在阈值为２０的距离精度比ＫＣＦ算法提高了２７．９％．在Ｓｈａｋｉｎｇ和Ｓｏｃｃｅｒ视频中，文

中算法的精确度也远远高于其他３种算法，证明了文中算法的高精度和不敏感性．因此，对于强光、复杂

背景等干扰，文中算法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和稳定性．

表１　中心位置误差和距离精度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序列
中心位置误差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ＳＫ　　　 ＣＴ　　　ＫＣＦ　

距离精度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ＳＫ　　　 ＣＴ　　　ＫＣＦ　

Ｓｈａｋｉｎｇ １３．３０ １７．４０ ４０．１０ １１３．００ ８８．８０ ５７．９０ １６．１０ ２．５０

Ｓｉｎｇｅｒ１ ７．６８ １４．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７０ ５３．６０ ８１．５０

Ｄａｒｋｃａｒ ２．９３ ３．８３ ３８．８０ ６．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ｉｋｅ ６．８５ ６．２５ ２１１．００ ７．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Ｓｏｃｃｅｒ ２０．５０ ７１．２０ ８５．５０ １８．４０ ７９．３０ １３．３０ １９．２０ ４４．６０

平均值 １０．２５ ２２．５３ ７８．７８ ３１．５４ ９３．６２ ６７．５８ ３２．９０ ６５．７２

　　绘制了４种算法的跟踪精度曲线，如图２所示．跟踪精度曲线图用公式表示为狆＝
１

犖∑
犖

犻＝１

δ［‖犗犻－

犗犵犻‖≤犜犺］．阈值越低且精度值越高的跟踪器性能更好．由图２可知：文中算法具有较高的跟踪精度．

（ａ）Ｓｉｎｇｅｒ１ （ｂ）Ｓｈａｋｉｎｇ （ｃ）Ｄａｒｋ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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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Ｓｏｃｃｅｒ （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ｉｋｅ

图２　视频序列跟踪精度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ｇｒａｐｈｏｆｖｉｄｅ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４　结束语

为了解决视频目标跟踪的光照敏感性和提高跟踪精度，基于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提出两点改进：首

先，针对核相关滤波在光照变化下，会影响跟踪精度，采用颜色属性特征，使算法具有光照不敏感性；其

次，由于高维的颜色属性会增加运算复杂度，提出一种自适应降维方法，通过一种非监督学习方法达到

低维特征空间，提高目标跟踪的鲁棒性和准确性．结果表明：文中算法的中心位置误差减少了２１．２９

ｐｘ，距离精度提高了２７．９％，在保留传统核相关滤波实时性好、准确度高等特点的同时，能更好地适应

光照变化等情况．此外，在复杂背景下，文中算法能稳定准确地跟踪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及应用价

值．在未来工作中，将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文中算法的跟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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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犕犪犮犺?犣犲犺狀犱犲狉点衍射干涉仪的

激光复振幅实时重建方法

杜永兆

（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在充分利用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自参考干涉系统无需设置专门参考光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激光复振幅

实时重建方法．在参考臂和测试臂上分别设置放大倍率为狊且互为倒置的望远镜系统，使得经针孔滤波、准直

后的参考光被放大狊２ 倍形成波前与振幅（或强度）皆近似于一个平面的理想参考光．研究表明：利用傅里叶分

析法从干涉图中便可直接重建待测激光复振幅分布，具有结构简单和测量快速的优点．基于该系统分别对静

态和动态输出光场进行复振幅重建实验，并由此求得相应的 犕２ 因子，从而验证该方法在复杂光场光束质量

实时检测的可行性．

关键词：　激光光束质量；复振幅重建；点衍射干涉仪；犕２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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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ａｉｄａ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ｏｆＭａｃｈ?

Ｚｅｈｎｄｅｒｐｏｉｎｔ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Ｚ?ＰＤＩ），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ｗｏ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ａｔ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ｍａｎｄｔｅｓｔａｒｍｉｎＭＺ?ＰＤ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ｉｎｏｎｅａｒｍｉｓ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ｉｓ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犛＝狊２ｔｉ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ｉｎｈｏ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ａｎｂ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ｓｅｅｎａｓａｐｌａ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ｓａｎｉｄｅ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

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ｂｅａｍｃａｎｂ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ｒｉｎ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ｆａｓ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ｓｔｉｌｌ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ａｒ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Ｚ?ＰＤＩ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ｅａｍｑｕａｌｉｔｙ犕
２

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ｂｅａｍ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ｂｅａ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ｅ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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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研究高能激光系统的性能，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同时为光束实时控制提供有效反馈数据，必

须对高能激光输出光场全场信息即相位和振幅（或强度）分布进行快速、准确检测．通常的做法是利用波

前传感器，如哈特曼?夏克波前传感器
［１?２］、曲率波前传感器（ＣＷＦＳ）

［３?４］、锥波前传感器（ＰＷＦＳ）
［５?７］或自

参考干涉波前传感器（ＳＲＩ?ＷＦＳ）
［８?１２］对输出光场的波前相位进行检测；而强度分布则由光电探测器（如

ＣＣＤ）测量得到．但这种相互独立的测量方法不仅增加了测量系统的复杂性，也减低了测量的可靠性与

准确性．激光研究人员在如何实现单次便可获得激光输出光场全场信息上做了大量工作．美国的劳伦斯

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Ｂｅａｍｌｅｔ装置和英国的ＡＷＥ实验室 Ｈｅｌｅｎ装置分别采用径向剪切干涉仪（ＲＳＩ）

对输出光场的全场分布进行综合检测［１３?１４］．理论上，利用ＲＳＩ波前相位和振幅迭代重建算法从单幅干

涉图中便可重建待测激光的复振幅［１５?１８］，但因为波前相位和振幅迭代重建算法较为复杂，使得该方法只

局限于静态或者是瞬态［１８］光场的检测应用．此外，Ｆｕｅｎｔｅ等
［１９?２１］提出了利用马赫?曾德衍射光束干涉仪

（ＤＢＩ）通过多次数值迭代重建待测激光复振幅的方法，并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但同样的也受到运算

速度的限制．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改进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点衍射干涉仪（ＭＺ?ＰＤＩ）的激光复振幅实时重建方

法，仅需单幅干涉图便可以直接重建待测激光复振幅．

图１　ＭＺ?ＰＤＩ光路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Ｚ?ＰＤＩ

１　犕犣?犘犇犐激光复振幅重建的理论分析

１．１　犕犣?犘犇犐基本原理

为了克服传统ＳＲＩ?ＷＦＳ
［８?１２，２２?２３］无法一次性获得激光

复振幅信息和ＲＳＩ
［１５?１７］，需要多次迭代计算方可重建激光

复振幅分布的缺点，构建了如图１所示的 ＭＺ?ＰＤＩ基本光

路结构．在系统的两臂上分别设置放大倍率一致且互为倒

置的望远镜系统，使得待测激光进入 ＭＺ?ＰＤＩ系统经分光

镜１后分为两束．其中，一束经过由焦距分别为犳３，犳４ 的透

镜３，４组成放大倍率为狊＝犳３／犳４ 的倒置望远镜系统后形

成包含待测激光全部信息的缩小光束，作为测试光；另一光束则依次经过透镜１（焦距为犳１）、针孔和透

镜２（焦距为犳１）组成的放大倍率为狊＝犳２／犳１ 针孔滤波系统滤波后形成扩束光束，作为参考光．参考光

和信号光经分光镜２会合后并在成像面犘犻发生干涉并形成干涉图．

定义犛＝狊２＞１为 ＭＺ?ＰＤＩ的放大倍数．当犛足够大的时，经针孔滤波、扩束准直后的波前与振幅

（或强度）皆可近似于一个平面形成理想的参考光．因此，利用傅里叶分析法
［２４］得到干涉图的复振幅调

制函数［１８］即为待测激光复振幅分布．

１．２　针孔滤波原理分析

如图１所示，设犃（狓０，狔０）和犠（狓０，狔０）分别为入射激光犈（狓０，狔０）在物面犘０ 上的振幅与波前分布．

那么，经分光镜１的入射激光依次通过透镜３，４，所形成的测试光在像平面犘犻的复振幅可表示为

犈Ｔ（狓犻，狔犻）∝犈（狊狓犻，狊狔犻）＝犃（狊狓犻，狊狔犻）ｅｘｐ［ｉ２π犠（狊狓犻，狊狔犻）］． （１）

图２　针孔滤波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ｐｉｎｈｏ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分光镜１的透射光束则依次通

过透镜１，２和针孔组成的针孔滤波

系统后，所形成的扩束光束作为参考

光．针孔滤波系统可以等效为如图２

所示光路系统，其中，针孔放置于透

镜１焦平面犘ｆ处，图中相应地标出

理论分析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参数与

坐标表达形式．

根据傅里叶光学理论［２５］，待测

光场犈（狓０，狔０）经透镜１并传播至其焦平面（狓ｐ，狔ｐ），相当于对犈（狓０，狔０）作傅里叶变换；焦平面上设置

一个直径为犱ｐｉｎ的针孔相当于一个理想圆低通滤波器，并对入射光场进行调制实现了低通滤波，即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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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光场可表示为

犈ｐ（狓ｐ，狔ｐ）∝ＦＴ｛犈（狓０，狔０）｝·ｃｙｌ
狓２ｐ＋狔

２
槡 ｐ

犱ｐ
［ ］

ｉｎ

． （２）

式（２）中：ＦＴ｛｝表示傅里叶变换；ｃｙｌ（狓
２＋狔槡

２／犱ｐｉｎ）为一个圆函数，其具体形式为

ｃｙｌ
狓２＋狔槡

２

犱ｐ（ ）
ｉｎ

＝
１，　　 狓２＋狔槡

２
≤犱ｐｉｎ，

０，　　 狓２＋狔槡
２
＞犱ｐｉｎ

烅
烄

烆 ．

（３）

　　经针孔滤波后的光场犈ｐ（狓ｐ，狔ｐ）经过透镜２后在其成像面犘犻上成像，在数学上相当于对针孔滤波

后的光场犈ｐ（狓ｐ，狔ｐ）再次作傅里叶变换．忽略复比例常数和像的倒置关系，并考虑针孔滤波系统的放大

倍率狊＝犳２／犳１，且入射光场聚焦在针孔中心，则在成像面犘犻上的参考光场为

犈Ｒ（狓犻，狔犻）∝犈（狓犻／狊，狔犻／狊）犜（狓犻，狔犻）． （４）

式（４）中：为二维卷积；犜（狓犻，狔犻）为针孔滤波窗函数ｃｙｌ的傅里叶变换，也称为针孔滤波器的脉冲响应

函数，其具体表达式［２２?２３］为

犜（狓犻，狔犻）∝
π犱

２
ｐｉｎ

４λ犳１
·２Ｊ１ π

犱ｐｉｎ （狓犻／狊）
２
＋（狔犻／狊）槡

２

λ犳
［ ］

１

／π犱ｐｉｎ （狓犻／狊）
２
＋（狔犻／狊）槡

２

λ犳
［ ］

１

． （５）

式（５）中：Ｊ１ 为第一类贝塞尔函数．为了便于分析，式（４）所述的参考光场可以写为更一般的形式，即

犈Ｒ（狓犻，狔犻）∝犃Ｒ（狓犻／狊，狔犻／狊）ｅｘｐ［ｉ２π犠Ｒ（狓犻／狊，狔犻／狊）］． （６）

式（６）中：犃Ｒ（狓犻／狊，狔犻／狊）和犠Ｒ（狓犻／狊，狔犻／狊）分别为参考光的振幅和波前．

１．３　复振幅重建理论分析

根据光的干涉原理，测试光犈Ｔ（狓犻，狔犻）与参考光犈Ｒ（狓犻，狔犻）在像平面犘犻重叠区域发生干涉，其干涉

图强度分布可以表示为

犐（狓犻，狔犻）∝狘犈Ｔ（狓犻，狔犻）＋犈Ｒ（狓犻，狔犻）ｅｘｐ［ｉ２πκ（狓犻，狔犻）］狘
２
＝

犃２Ｔ（狊狓犻，狊狔犻）＋犃
２
Ｒ（狓犻／狊，狔犻／狊）＋２犃Ｔ（狊狓犻，狊狔犻）犃Ｒ（狓犻／狊，狔犻／狊）×

ｃｏｓ［２π犠Ｔ（狊狓犻，狊狔犻）－２π犠Ｒ（狓犻／狊，狔犻／狊）－２πκ（狓犻／狊，狔犻／狊）］． （７）

式（７）中：κ（狓犻，狔犻）＝ｓｉｎθ／λ为参考光与测试光之间夹角θ而引入的线性载频．结合 ＭＺ?ＰＤＩ的特点，把

干涉区域（狊狓犻，狊狔犻）定义为新的定义域（狓，狔），因此，式（７）可以改写为

犐（狓，狔）＝犃
２
Ｔ（狓，狔）＋犃

２
Ｒ（狓／犛，狔／犛）＋２犃Ｔ（狓，狔）犃Ｒ（狓／犛，狔／犛）×

ｃｏｓ［２π犠Ｔ（狓，狔）－２π犠Ｒ（狓／犛，狔／犛）－２πκ（狓／犛，狔／犛）］．
（８）

式（８）中：犛＝狊２ 为 ＭＺ?ＰＤＩ的放大倍数．式（８）中的第３项可以写成其等价形式，即

２犃Ｔ（狓，狔）＋犃Ｒ（狓／犛，狔／犛）ｃｏｓ［２π犠Ｔ（狓，狔）－２π犠Ｒ（狓／犛，狔／犛）－２πκ（狓／犛，狔／犛）］＝

犮（狓，狔）ｅｘｐ［ｉ２πκ（狓／犛，狔／犛）］＋犮（狓，狔）ｅｘｐ［－ｉ２πκ（狓／犛，狔／犛）］．
（９）

　　定义犮（狓，狔）为干涉图的复振幅调制函数
［１８］，其具体形式为

犮（狓，狔）＝犃Ｒ（狓／犛，狔／犛）犃Ｔ（狓，狔）ｅｘｐ｛ｉ２π［犠Ｔ（狓，狔）－犠Ｒ（狓／犛，狔／犛）］｝． （１０）

　　当针孔直径犱ｐｉｎ足够小时，［２Ｊ１（βγ）］／βγ趋近于１，即参考波前犠Ｒ（狓／犛，狔／犛）变成原始波前的积分

形式，可近似为一个平面波前；当 ＭＺ?ＰＤＩ的放大倍数犛足够大时，参考振幅犃Ｒ（狓／犛，狔／犛）趋近于一个

高度为犃Ｒ（０，０）的平面．考虑到实际应用中考虑振幅的相对值，所得待测激光的复振幅可由以下公式确

定，即

犈（狓，狔）∝犃Ｒ（０，０）·犃Ｔ（狓，狔）ｅｘｐ［ｉ２π犠Ｔ（狓，狔）］． （１１）

　　干涉图是由线性载频方法得到的，故式（１１）容易由傅里叶变换方法
［２４］得到．根据衍射积分理

论［２５?２６］，由得到的复振幅进一步求得输出光场在其传播方向狕上任意位置的光场形式犈（狓，狔，狕），进而

得到待测激光光束的相关参数［２７］，如束宽、远场发散角及光束质量犕２ 因子等
［２８］，实现对待测激光光束

质量的综合评价．

２　参考光质量仿真与分析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针孔直径犱ｐｉｎ和 ＭＺ?ＰＤＩ放大倍数犛是决定 ＭＺ?ＰＤＩ系统能否获得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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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光的关键，即其直接关系到 ＭＺ?ＰＤＩ系统能否精确重建待测激光复振幅分布．

假定待测激光的振幅为１，原始波前相位为峰谷值ＰＶ＝２λ的球面波，实际针孔直径大小以针孔滤

波系统的艾里斑直径犱Ａ 为单位．用归一化光强的峰谷值犐ＰＶ表示参考光强度误差，参考波前的均方根

值ＲＭＳ表示参考波前精度．不同 ＭＺ?ＰＤＩ系统放大倍数犛和针孔直径犱ｐｉｎ对针孔滤波后参考光强精度

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着犱ｐｉｎ增大，滤波后的参考光强的起伏程度越大；但随着ＭＺ?ＰＤＩ系

统放大倍数犛的增大，参考光强的起伏程度则迅速减小．当犛＝１时，对应的犱ｐｉｎ分别为０，５犱Ａ，１．０犱Ａ，

２．０犱Ａ 和４．０犱Ａ 时的犐ＰＶ分别为０．３７１４，０．８８６６，０．９９９２和０．９９９９；而当犛分别增大到犛＝３，４，６，８

时，对应的犱ｐｉｎ滤波后犐ＰＶ分别减小至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６２，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５８，几乎接近与一个理想的平面，

这与后面的实验结果相符．

　（ａ）犱ｐｉｎ＝０．５犱Ａ （ｂ）犱ｐｉｎ＝１．０犱Ａ

　（ｃ）犱ｐｉｎ＝２．０犱Ａ （ｄ）犱ｐｉｎ＝４．０犱Ａ

图３　系统放大倍数与针孔直径对参考光强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ｉｎｈｏｌ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ａ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不同系统放大倍数与针孔直径对针孔滤波后参考波前精度的影响，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

犱ｐｉｎ增大时，参考波前误差ＲＭＳ急剧上升；但是随着犛的增大，参考波前误差则迅速减小并趋向于一个定

图４　系统放大倍数与针孔直径

对参考波前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ｉｎｈｏｌ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ｐｈａｓｅ

值．当犱ｐｉｎ＝０．５犱Ａ 且犛＝１时，ＲＭＳ＝０．００９１，这与文献

［１１，２２?２３］中的结果相符．而当犱ｐｉｎ增大为１．０犱Ａ，２．０犱Ａ

和４．０犱Ａ 后，适当增大犛同样可以获得高精度的参考波

前，即犛＝２，４，８分别对应于犱ｐｉｎ为１．０犱Ａ，２．０犱Ａ 和４．０犱Ａ

的ＲＭＳ分别为０．００９２λ，０．００８７λ和０．０１０２λ，几乎与犱ｐｉｎ

为０．５犱Ａ 时的参考波前一致．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增大犱ｐｉｎ时，适当增大犛不但可以

获得高精度的参考光强和参考波前，同时因为增大了犱ｐｉｎ

也可以提高参考光强度通过率，并且使不同波前像差的光

场经针孔滤波后的强度通过率的趋于平稳［１１］．即增大犱ｐｉｎ

可以使得干涉图的背景光强和对比度更加的均匀稳定，也

因此改善了动态光场复振幅测量时条纹对比度波动问题，

使得该系统用于动态光场复振幅实时检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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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复振幅重建实验装置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３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为验证所提方案的可行性，对波长为５３２ｎｍ且可

通过微调输出腔镜激发不同阶厄米?高斯混合模的二极

管泵浦全固态激光器（ＤＰＳＳＬ）的输出光场进行复振幅

重建实验，装置如图５所示．图５中：ＭＺ?ＰＤＩ系统所采

用的分光镜１，２为５∶５单波长分光平板；反射镜１，２

为５３２ｎｍ单波长介质膜高反射镜；透镜１，２，３，４分别

为焦距犳１＝犳４＝１００ｍｍ，犳２＝犳３＝３００ｍｍ的消像差傅

里叶透镜，即 ＭＺ?ＰＤＩ系统的犛＝９，犱ｐｉｎ＝２５μｍ（约为

艾里斑直径犱Ａ 的２倍）．由此计算相应的 犕
２ 因子，并

与标准犕２ 因子测量仪的测量结果相比较．

实验中，首先微调ＤＰＳＳＬ的输出腔镜，使其输出为

一个类似于厄米?高斯ＴＥＭ２０模的光场作为待测激光；

待测激光经准直放大后进入 ＭＺ?ＰＤＩ复振幅重建系统并被分光镜分为两束．其中，一束经反射镜后进入

犕２ 因子测量仪；另一束进入ＭＺ?ＰＤＩ系统，参考光和测试光经过成像系统后发生干涉．为了得到高对比

度的干涉图，实验中需要在 ＭＺ?ＰＤＩ两干涉臂分别放置可调节衰减器，以便获得高对比度的干涉条纹

图．最后，干涉图由ＣＣＤ记录并经数据采集系统送至计算机ＰＣ；然后利用傅里叶变换法重建的待测激

光复振幅分布，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计算得到直接测量光强和实验重建光强分布的互相关系数犆

（当犆＝１时说明完全匹配）为０．９７２，二者吻合得很好．

（ａ）采集到的干涉图 （ｂ）直接测量的强度分布

（ｃ）重建的强度分布 （ｄ）重建的相位分布

图６　复振幅重建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然后，从单幅干涉图重建的待测激光复振幅出发，根据衍射理论［２５，２６］可得在其传播方向上的任意

位置上的场分布．按照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１１４６
［２８］规定的方法，求得待测激光的犕２ 因子犕２狓＝２．６２，犕

２
狔＝

１．２２；对应地由标准犕２ 因子测量仪直接测量犕２狓＝２．５６，犕
２
狔＝１．２６，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吻合．

进一步继续微调ＤＰＳＳＬ的输出腔镜，得到不同混合模的输出光场，并记为 ＭＭ狀．类似于前面步

骤，重建了不同输出光场的复振幅，并求解其相应的犕２ 因子与标准犕２ 因子测量仪的结果相比较，如图

７所示．图７中：横坐标表示不同的光场 ＭＭ狀，纵坐标为相应的犕２ 因子值．由图７可知：整体结果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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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较好，其中，犕２狓 的最大偏差为５．９２％，而犕
２
狔 的最大偏差为８．２４％．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较为

复杂光场的复振幅重建是可行的．

　　（ａ）犕２狓 （ｂ）犕２狔

图７　ＭＺ?ＰＤＩ与标准犕
２ 因子测量仪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ｅａｍｑｕａｌｉｔｙ犕
２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Ｚ?ＰＤＩ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犕２ｆａｃｔ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图８　动态光场犕
２ 因子随时间变化情况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犕
２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ｒｓ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ｔｉｍｅ

为进一步验证该方法实时检测的可行性，对动态变化光

场的复振幅进行在线重建实验．在ＤＰＳＳＬ输出光场 ＭＭ３中

引入空气抖动使输出光场呈动态变化，用ＣＣＤ以８帧·ｓ－１的

速度记录动态干涉图，利用复振幅重建方法重建动态变化的

复振幅，对应得到动态光场的犕２ 因子随时间变化情况，如图

８所示．由图８可知：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实时重建瞬态光场的

复振幅分布．

４　结束语

结合针孔滤波理论分析基于 ＭＺ?ＰＤＩ复振幅重建方法的

基本原理，讨论针孔直径犱ｐｉｎ和 ＭＺ?ＰＤＩ放大倍数犛对参考光

强和参考波前精度及参考光强度通过率的影响．搭建了 ＭＺ?

ＰＤＩ激光复振幅实时重建系统，分别对静态和动态光场进行复

振幅重建实验，由此求得相应光束质量犕２ 因子．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案在复杂光场的复振幅实时重

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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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轴棱锥检测涡旋光束

拓扑电荷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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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光传输与变换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基于基尔霍夫衍射积分理论，分别推导涡旋光斜入射轴棱锥与凸透镜后的衍射光场表达式．提出一种

利用轴棱锥检测光束拓扑电荷数信息的简单可行方案，并将此方案与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方案进行对

比．研究结果表明：应用轴棱锥聚焦斜入射涡旋光检测拓扑电荷数信息的方式无需对检测点进行严格定标，实

际检测工作中该方案更具备灵活性，适用性也更为广泛．通过对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实验与理论基本吻合．

关键词：　衍射积分理论；涡旋光；轴棱锥；拓扑电荷数

中图分类号：　Ｏ４３６．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７０６?０４　

犕犲狋犺狅犱狊犳狅狉犇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犜狅狆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犆犺犪狉犵犲犖狌犿犫犲狉

狅犳犞狅狉狋犲狓犅犲犪犿狊犝狊犻狀犵犃狓犻犮狅狀

ＨＵＲｕｎ１
，２，ＷＵＦｅｎｇｔｉｅ１

，２，ＹＡＮＧＹａｎｆｅｉ１
，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ｊｉａｎ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ｅａｍ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ｘｉｃ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ｘｌｅｎｓｔｈａｔ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ｏｒｔｅｘｂｅａｍ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ｅ

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ａｘｉｃｏ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ｘｌｅ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ｎｅｅｄｔｏｆｉｘ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ａｘｉｃｏｎ．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ｏｗｓｍｏｒｅ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ｉｎ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ｒｔｅｘｂｅａｍ；ａｘｉｃｏｎ；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

涡旋光是一种具有螺旋波前且中心光强为零的空心光束，在光学测量［１?２］、量子信息编码［３］、粒子旋

转与操纵［４］、图像处理等领域［５?６］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课题．目前产生涡旋光的

方法，主要有计算全息法、空间光调制器法、螺旋相位板法，以及几何光学模式转换法等．相应的对于涡

旋光拓扑电荷数的测量方法也大致可分为：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干涉法
［７］、计算全息图法［８］、涡旋光与平面波

干涉法、杨氏双缝干涉法［９］等．２０１３年，Ｖａｉｔｙ等
［１０］提出利用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的方式对涡旋光

拓扑电荷数进行检测．此方法虽然简单可靠，但是由于凸透镜本身具备的点聚焦特性，致使携带拓扑电

荷数信息的衍射光斑图仅出现在凸透镜焦点位置．因此，应用此法进行涡旋光拓扑电荷数检测时，需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２９

　通信作者：　吴逢铁（１９５８?），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光束传输与变换、短脉冲技术及非线性光学等方面的研究．Ｅ?

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ｔｉｅ＠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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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测点的位置进行严格定标．轴棱锥
［１１］是一种用于产生无衍射贝塞尔光束的透镜元件．由于其自身

所具备的众多优点而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目前对其应用已深入到光学领域的众多方向［１２?１３］．

轴棱锥与凸透镜的最大区别在于，轴棱锥具有线聚焦特性［１４］．鉴于此特性，本文提出一种利用轴棱锥检

测涡旋光束拓扑电荷数的简单可行方案，并将此方案与文献［１０］中的方案进行对比．

１　理论分析

１．１　轴棱锥聚焦斜入射涡旋光

由于光束的斜入射，此时的入射光场［１５］可表示为

犈０ ＝犃０·ｅｘｐ（－ｉ犿θ）ｅｘｐ（ｉ犽ρｓｉｎθｓｉｎη）． （１）

式（１）中：犿为拓扑电荷数；η为光束斜入射角；犃０＝１．

由基尔霍夫衍射积分理论可知衍射光场为

犈１（狓，狔，狕）＝
１

ｉλΩ
犈０狋１（狓１，狔１）

ｅｘｐ（ｉ犽犚）

犚
ｄ狓１ｄ狔１． （２）

式（２）中：狋（狓１，狔１）＝ｅｘｐ［－ｉ犽（狀－１）γ 狓２１，狔槡
２
１］，犽＝２π／λ为波数，狀为折射率，γ为轴棱锥底角；犚为积

分域面上的点到观察面的距离．根据文献［１５］中犚的计算式作泰勒级数展开，略去贡献程度较小项，取

犚０≈狕０，则有

犚０ ≈狕０＋
狓２１＋狔

２
１－狔

２
１ｓｉｎ

２

η
２狕０

－
狓狓１＋狔狔１ｃｏｓη

狕０
－狔１ｓｉｎη． （３）

　　将式（３）代入式（２），并转换为柱坐标系，有

犈（狉，φ，狕０）＝
ｅｘｐ（ｉ犽狕０）

ｉλ狕０ ｅｘｐ（－ｉ犿θ）ｅｘｐ｛ｉ犽［
ρ
２

２狕０
－ρ
２ｃｏｓ（θ－φ）

狕０
－

（狀－１）γρ－
ρ
２ｓｉｎ２θｓｉｎ

２

η
２狕０

＋ρ
狉ｓｉｎθｓｉｎφ（１－ｃｏｓη）

狕０
］｝ρｄρｄθ．

（４）

　　运用Ｊａｃｏｂｉ?Ａｎｇｅｒ级数展开，可得

ｅｘｐ（ｉ狓ｃｏｓθ）＝ ∑
∞

狀＝－∞

犻狀犑狀（狓）ｅｘｐ（ｉ狀θ）． （５）

　　根据稳相法原理，可以得到最终衍射光场解析式为

犈１（犚１，Φ１，狕０）＝∑
∞

犺＝－∞

（犻）犿－犺＋１
２πｅｘｐ（ｉ犽狕０）

λ狕０
ｅｘｐ［－ｉ（犿－２犺）Φ１］ρ狆

２λ狕０
２－ｓｉｎ

２槡 η
×

犑犺（
犽ρ

２
狆ｓｉｎ

２

η
４狕０

）犑犿－２犺（
犽ρ狆犚１
狕０

）ｅｘｐ｛ｉ犽［ρ
２
狆（２－ｓｉｎ

２

η）

４狕０
－（狀－１）γρ狆］－ｉ

π
４
｝．

（６）

式（６）中：犚１＝狉 ｃｏｓ２φ＋ｓｉｎ
２

φｃｏｓ
２

槡 η；ｔａｎΦ１＝ｔａｎφｃｏｓη；稳相点ρ狆＝
２（狀－１）γ狕０
２－ｓｉｎ２η

．因此，光强可表示为

犐１（犚１，Φ１，狕０）＝狘犈（犚１，Φ１，狕０）狘
２． （７）

１．２　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

当聚焦元件为凸透镜时，此时，式（２）中透过率函数应为狋２（狓１，狔１）＝ｅｘｐ［－ｉ犽（狓
２
１＋狔

２
１）／２犳］．因此，

透镜后的衍射光场表达式为

犈２（狓，狔，狕）＝
１

ｉλΩ
犈０狋２（狓１，狔１）［ｅｘｐ（ｉ犽犚）／犚］ｄ狓１ｄ狔１． （８）

　　将式（３）代入上式，运用式（５），经过化简整理可得凸透镜后的衍射光场为

犈２（犚２，Φ２，狕０）＝∑
∞

犺＝－∞

（犻）犿－犺＋１
２πｅｘｐ（ｉ犽狕０）

λ狕０
ｅｘｐ［－ｉ（犿－２犺）Φ２］×

∫
犇／２

０
犑犺（
犽ρ

２ｓｉｎ２η
４狕０

）犑犿－２犺（
犽ρ犚２
狕０
）ｅｘｐ｛ｉ犽［ρ

２（２－ｓｉｎ
２

η）

４狕０
－ρ

２

２犳
］｝ρｄρ．

（９）

式（９）中：犇为光阑直径．因此，可得光强表达式为

犐２（犚２，Φ２，狕０）＝狘犈（犚２，Φ２，狕０）狘
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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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２　数值模拟与讨论

根据式（８），（１１），采用的软件为 ＭａｔｈＣＡＤ，分别对轴棱锥和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的衍射光场

进行数值模拟，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犿＝３；η＝９°；光源采用Ｈｅ?Ｎｅ激光器；λ＝６３２．８ｎｍ；光阑直径

犇＝１０ｍｍ；元件折射率狀＝１．４５８；轴棱锥底角γ＝１°；凸透镜焦距犳＝１００ｍｍ．

（ａ）狕＝２００ｍｍ（ｂ）狕＝２２０ｍｍ（ｃ）狕＝２４０ｍｍ（ｄ）狕＝２６０ｍｍ（ｅ）狕＝２８０ｍｍ（ｆ）狕＝３００ｍｍ（ｇ）狕＝３２０ｍｍ

图１　轴棱锥聚焦斜入射涡旋光后的衍射光斑数值模拟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ｘｉｃ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ｏｒｔｅｘｂｅａｍｓ

（ａ）狕＝７０ｍｍ（ｂ）狕＝８０ｍｍ（ｃ）狕＝９０ｍｍ（ｄ）狕＝１００ｍｍ（ｅ）狕＝１１０ｍｍ（ｆ）狕＝１２０ｍｍ（ｇ）狕＝１３０ｍｍ

图２　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后的衍射光斑数值模拟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ｖｅｘｌｅｎｓ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ｏｒｔｅｘｂｅａｍｓ

对比图１，２可知：应用轴棱锥和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均可得到含有光束拓扑电荷数信息的衍

射光斑图．但不同的是，应用轴棱锥聚焦后所得到的衍射光斑图在较长一段距离范围内均携带光束拓扑

电荷数信息，而应用凸透镜所得到的衍射光斑图仅在透镜焦距处展现出光束拓扑电荷数信息．因此，在

应用透镜聚焦的检测方式时，需要对检测面进行严格定标．由此可以看出，应用轴棱锥聚焦斜入射涡旋

光进行拓扑电荷数检测的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更具备灵活性，适用性也更为广泛．

图３　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３　实验验证

根据图３进行光路搭建，其中，虚线框内

聚焦元件为轴棱锥或凸透镜，可调旋转器实现

对聚焦器件的旋转，促使光束斜入射聚焦元

件．实验中应用螺旋相位板（ＳＰＰ）产生涡旋

光；透镜１，透镜２的焦距分别为１５，１９０ｍｍ，

双透镜组成望远镜系统实现对光源的准直扩束；其他器件参数均与数值模拟中所取参数一致．利用相机

分别拍摄到了两组与数值模拟相对应的实验光斑图，如图４，５所示．图４，５中：犿＝３；η＝９°．

（ａ）狕＝２００ｍｍ（ｂ）狕＝２２０ｍｍ（ｃ）狕＝２４０ｍｍ（ｄ）狕＝２６０ｍｍ（ｅ）狕＝２８０ｍｍ（ｆ）狕＝３００ｍｍ（ｇ）狕＝３２０ｍｍ

图４　轴棱锥聚焦斜入射涡旋光后的实验光斑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ｘｉｃ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ｏｒｔｅｘｂｅａｍｓ

（ａ）狕＝７０ｍｍ（ｂ）狕＝８０ｍｍ（ｃ）狕＝９０ｍｍ（ｄ）狕＝１００ｍｍ（ｅ）狕＝１１０ｍｍ（ｆ）狕＝１２０ｍｍ（ｇ）狕＝１３０ｍｍ

图５　凸透镜聚焦斜入射涡旋光后的实验光斑图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ｖｅｘｌｅｎｓ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ｏｂｌｉｑｕｅｖｏｒｔｅｘｂｅ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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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比图１，３和图２，４可以看到，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基本一致．对于实验与模拟出现偏差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２种：１）准直扩束出的光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平行光束，因此，斜入射凸透镜的涡旋

光具有一定的发散角或会聚角；２）器件的误差加工也会造成理论与实验出现差距．此外，由于测距的不

精准性，也会造成实验的观察距离与理论模拟的观察距离存在差异．

４　结束语

基于基尔霍夫衍射积分理论，分别推导了涡旋光斜入射轴棱锥与凸透镜后的衍射光场表达式．通过

理论与实验的相互佐证，提出一种利用轴棱锥检测光束拓扑电荷数信息的简单可行方案．研究结果表

明，相比于凸透镜的定标检测方式，轴棱锥聚焦斜入射涡旋光检测拓扑电荷数的方式无需对检测点进行

严格定标，应用起来也更加的灵活便利．文中所得的研究结果虽然是针对相干光源，但同样能拓展至部

分相干光，对拓扑电荷数检测工作与轴棱锥的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ＬＩ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Ｙｕｐｉｎｇ，ＮＩＥＺｈａｏｇａ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ａｓ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Ｊ］．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５１（７）：０７７０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７／１．ＯＥ．５１．７．０７７００４．

［２］　ＬＩ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ＴＡＩＹｕ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犲狋犪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ｎｄｏ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ｖｏｒｔｅｘ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２０１４，１１６（４）：９０１?９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４０?０１４?５７７６?３．

［３］　ＢＯＺＩＮＯＶＩＣＮ，ＹＵＥＹ，ＲＥＮＹ，犲狋犪犾．Ｔｅｒａｂｉｔ?ｓｃａｌ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ｍ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ｉｎｆｉｂｅｒ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４０（６１４０）：１５４５?１５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６／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３７８６１．

［４］　屈檀，吴振森，韦尹煜，等．拉盖尔高斯涡旋光束对生物细胞的散射特性分析［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增刊１）：

ｓ１２９００２．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ＡＯＳ２０１５３５．ｓ１２９００２．

［５］　葛筱璐，王本义，国承山．涡旋光束在湍流大气中的光束扩展［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３）：０３０１００２．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

ＡＯＳ２０１６３６．０３０１００２．

［６］　孙喜博，耿远超，刘兰琴，等．弯曲阶跃型光纤中光学涡旋的传输特性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增刊１）：

ｓ１０６００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ＡＯＳ２０１５３５．ｓ１０６００１．

［７］　ＬＥＡＣＨＪ，ＰＡＤＧＥＴＴＭＪ，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Ｍ，犲狋犪犾．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８８（２５）：２５７９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８８．２５７９０１．

［８］　ＭＡＩＲＡ，ＶＡＺＩＲＩＡ，ＷＥＩＨＳＧ，犲狋犪犾．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ｎ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４１２（６８４４）：３１３?３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３５０８５５２９．

［９］　ＳＺＴＵＬＨＩ，ＡＬＦＡＮＯＲＲ．Ｄｏｕｂｌｅ?ｓｌｉ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Ｊ］．Ｏｐｔ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６，３１

（７）：９９９?１０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ＯＬ．３１．０００９９９．

［１０］　ＶＡＩＴＹＰ，ＢＡＮＥＲＪＩＪ，ＳＩＮＧＨＲＰ．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ｖｏｒｔｅｘ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ｔｉｌｔｅｄｃｏｎｖｅｘ

ｌｅｎ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２０１３，３７７（１５）：１１５４?１１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ｈｙｓｌｅｔａ．２０１３．０２．０３０．

［１１］　朱清智，吴逢铁，何西．轴棱锥聚焦贝塞尔?谢尔模型光束产生空心光束［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４７５?４８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ＡＯＳ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２６０２２．

［１２］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ＪＷ，ＤＥＳＡＮＴＯＬＯＡ，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ＰＳ，犲狋犪犾．Ａｘｉｃｏｎ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ｐｅａｋｐｏｗｅｒ，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ｓ［Ｊ］．Ｏｐｔｉｃ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２３（２６）：３３８４９?３３８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ＯＥ．２３．０３３８４９．

［１３］　陈姿言，胡威旺，吴逢铁，等．无衍射光束提高成像系统分辨率［Ｊ］．光子学报，２０１６，４５（５）：１１６?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

ｇｚｘｂ２０１６４５０５．０５１１００２．

［１４］　杜团结，王涛，吴逢铁．轴棱锥对无衍射光束的线聚焦特性［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３，６２（１３）：１３４１０３．ＤＯＩ：１０．７４９８／

ＡＰＳ．６２．１３４１０３．

［１５］　ＴＨＡＭＩＮＧＡ，ＪＡＲＯＳＺＥＷＩＣＺＺ，ＦＲＩＢＥＲＧＡＴ．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ｘｉｃｏｎｓｉｎｏｂｌｉｑｕ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ｃｏｎ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４２（１）：９?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ＡＯ．４２．０００００９．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吴逢铁）

９０７第５期　　　　　　　　　　　　 胡润，等：采用轴棱锥检测涡旋光束拓扑电荷数的方法



　第３８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７５　　

　　　采用时分多址的主动式高动态

传感器路由协议

朱超军１，２

（１．四川大学 计算机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０；

２．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司法信息管理系，四川 德阳６１８０００）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移动无线传感器网络（ＭＷＳＮ）的主动式高动态传感器路由（ＡＨＤＳＲ）协议．通过简单

的跳数度量，使数据朝移动环境中的汇聚节点路由时保持动态和鲁棒．ＡＨＤＳＲ协议使用时分多址（ＴＤＭＡ）

ＭＡＣ层保持移动环境中梯度指标，同时，使用盲转发技术将信息以多途径的方式在网络中传递．运用 ＯＰ

ＮＥＴ建模模块进行仿真，并提供一种离散时间仿真器．仿真结果表明：与其他同类方法相比，提出的协议在数

据包投递率、平均数据包时延、吞吐量和开销方面的表现更加适合多种移动网络场景．

关键词：　移动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时分多址；鲁棒性；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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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网络［１］（ＷＳＮ）由大量能够进行无线通信的节点组成，在静态 ＷＳＮ中，一旦部署了节点

就几乎不会移动．然而，在一些场景中，传感器节点需要是动态的，即移动无线传感器网络（ＭＷＳ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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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静态传感器网络相比，针对 ＭＷＳＮ的研究仍非常有限．本质上，根据现有协议，ＭＷＳＮ是 ＷＳＮ和移

动自组织网络［３］（ＭＡＮＥＴ）的重合部分．ＭＷＳＮ的路由协议可分为２个范畴：层次式和平面式．层次式

路由协议分配任务给不同节点，而在平面路由协议中所有节点执行相同任务［４］．主动式 ＭＡＮＥＴ路由

协议对于 ＭＷＳＮ来说并不合适
［５］．在 ＭＷＳＮ场景中，最常使用的是自组网请求式距离向量（ＡＯＤＶ）

路由协议［６］或其相似协议．Ａｒｏｎｓｋｙ等
［７］提出了以数据为中心的编织多路径（ＤＣＢＭ）．Ｓａｌｅｈｉ等

［８］提出

一种地理机会路由（ＧＯＲ）
［８］．ＧＯＲ不需要分配拓扑信息，这是因为节点将数据转发给更靠近汇聚节点

的网格而不是节点．然而，如果在预期网格中没有节点得到传输，那么，数据会通过处于较近网格中的节

点转发［９］．周颖芝
［１０］针对具有移动能力的Ｓｉｎｋ节点，解决Ｓｉｎｋ周围传感器节点能量瓶颈问题．Ｃａｋｉｃｉ

等［１１］提出移动自适应跨层路由（ＭＡＣＲＯ）．根据反应式协议，通常路由的发现会导致初始延迟．然而，

与主动式协议比较，该延迟相较于路由表的洪泛延迟非常小．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时分多址
［１２］

（ＴＤＭＡ）的主动式高动态传感器路由协议．

１　提出的犃犎犇犛犚协议

使用固定时隙分配的方式产生一种自由冲突的全局ＴＤＭＡ ＭＡＣ层，而不需要任何动态调度．该

方法会降低所需开销和计算效率，并要求全局同步．Ｎｅｄｅｖ
［１３］说明了可用方法的选择，由于汇聚节点也

分配到一个时隙，所以，可以向所有传感器节点传输高功率网络范围信标．该信标可以提供同步和网络

范围控制命令．在目标应用程序中，由于汇聚节点是具有大型电力供应的固定地面站，所以额外的动力

开销并不是大问题．

为了允许节点转发从其他节点接收到的数据，一个数据包必须具有可变容量．数据包的容量表示为

帧，帧数为数据包中可用数据域的数量．数据包结构显示了２种帧数据包，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狀为节

点数；犉为帧数，规定了可以从其他节点同时转发多少帧；犔ｄａｔａ为应用程序数据区域所需大小，规定每帧

中的数据量，以及这些数据来自哪些传感器、传感器的地理坐标和节点的状态信息；犔ｐ 为区域总大小．

由表１可知：类型１（帧１）通常针对传输中的节点数据和协议开销，并且包含４个领域；类型２（帧２）只

有３个领域．根据所需帧的数量，节点可能根据需要重复类型２（帧２）的结构．

表１　ＡＨＤＳＲ数据包结构

Ｔａｂ．１　Ｐａｃ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ＨＤＳＲ

区域名字
帧１

　节点ＩＤ　　　跳跃总数　　生成数据　　 转发节点ＩＤ

帧２

　帧数据　帧的优先级　 帧的时间标识

区域大小／ｂｉｔ ?ｌｏｇ２狀? ?ｌｏｇ２狀? 犔ｄａｔａ 狀 犔ｄａｔａ １ ?ｌｏｇ２狀?
犔ｐ ?ｌｏｇ２狀?＋犉（犔ｄａｔａ＋１＋?ｌｏｇ２狀?）－１＋狀

　　如果节点有来自４节点的数据要转发，就会用其拥有的数据满足类型１（帧１），然后４次重复类型２

的帧结构，每增加一个，需要传输的额外数据段就进行一次．转发节点ＩＤｓ区域表明数据包中存在的哪

个节点数据，是通过使用单一字节表示每个节点实现．如果第３个和第６个字节设置较高，表示数据包

中含有２个额外的帧，分别包含来自节点３和节点６的数据．

为了计算最小容许时隙的长度，需要对节点传输的帧数设置上限．因为距离汇聚节点更近的节点将

会需要更多空间，而距离较远的节点需要的较少．然而，变化的拓扑结构意味着节点的需求会随着时间

变化．同样，如果最大帧数太低，那么瓶颈作用将会导致数据丢失．如果数据包最大，尺寸太大，将会浪费

宽带．较大的时隙长度将会减少传输频率，并节约能源．

为了确定恰当的帧数最大值，度量α表示为

α＝２
１－狀·∑

狀－１

犮＝狀－犉

（狀－１
犮
）． （１）

式（１）中：狀为网络中的节点总数；犉为一个数据包的最大帧容量；α值是对于给定狀和犉 不会遭受瓶颈

作用的可能拓扑结构的分数．

在一个具有５个节点的网络中，有１０２４种可能拓扑结构．其中，拓扑结构的数量为２狀
（狀－１）／２，狀为节

点的总数．允许每个节点转发各自数据和其他２个节点数据，使得帧容量为３．在１０２４个可能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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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７０４个不会遭受瓶颈作用，通过公式计算获得，即

犜＝２
（狀－１）（狀－２）／２

∑
狀－１

犮＝狓

（狀－１
犮
）． （２）

　　即有１０２４－７０４＝３２０种可能拓扑结构，那么帧容量为３就不能满足要求．该例子中α为０．６８７５，

即６８．７５％的拓扑结构将不会因为瓶颈作用而受到损失．用这种方式可以使用式（１）基于网络中节点数

量和给定可接受的α值选择合适的犉 值．

在ＡＨＤＳＲ中，每次传输都由所有传输节点的邻节点接收，允许所有节点收集局部拓扑信息，即节

点邻居的跳跃总数．节点使用该信息确定各自跳跃数量，比其邻居最低跳跃总数大１．所以，如果一个节

点有３个邻居，跳跃总数为２，４或５，那么，该节点将会设置跳跃总数为３．由于使用一种确定的整体

ＴＤＭＡ方案，节点将在每次循环中获得来自每个邻居的单一传输．即节点可以每次循环更新跳跃总数，

这将使梯度指标能够在整个网络中得到维持而不会泛滥．这大大降低了协议开销，也是其最大的优势．

ＡＨＤＳＲ使用跳跃总数梯度执行盲转发，一个节点的传输会被所有邻居听到，并且这些节点独立决

定是否应该转发任何接收到的数据．即当节点听到一个传输时，将比较传输节点和自己的跳跃总数．如

果接收的跳跃总数低于自己的，那么，传输节点距离汇聚节点更近且该数据包可以忽略．如果接收的跳

跃总数高于自己的，那么，该传输节点距离汇聚节点更远，所以从数据包中提取该数据并储存．如果接收

的跳跃总数等于自己的，那么，该传输节点距离汇聚节点的距离与自己的相同，则从数据包中提取该数

据，评估并且储存或丢弃．

每个帧都有一个状态，指定为优先状态的帧即为优先帧，而没有优先权的帧并没有被丢弃，而认为

是多样性的数据．传输节点产生的帧自动认为是优先帧，而转发的帧通过一种帧的优先位为其指定优先

权．当一个节点为了传输而收集数据包时，首先，将用优先数据填充可用帧；然后，任何空的帧将会用多

样性数据填满．这允许节点使用更多可用数据包的容量．通过广播，接收器做出转发帧的决定，由于对数

据包进行了广播所以多个节点都会接收到数据．这在本质上创建了一种多路径的方案，其中，相同数据

沿着多个路由转发到汇聚节点．路由分集的使用提高了可靠性，这是因为如果一个路径没能送出一段数

据，而其他路径可能会成功送出．即网络中将会创建多个数据复制，这可能造成堵塞．然而，这个的权衡

是在成功送出数据的可能性增加的情况下进行．

为了允许协议保持最小内存需求并且处理高水平通信量而丢弃作废的帧．即如果一个节点接收到

两段源自相同节点的数据，那么，就会忽略老的片段支持新的片段．如果一个节点接收的数据比已经在

图１　运行ＡＨＤＳＲ协议的

传感器节点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ｎｏｄｅ

ｗｈｅｎｒｕｎｎｉｎｇＡＨＤＳ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队列中的数据老，那么，就认为接收的数据过期并且将其丢弃．

单一节点在每个时隙操作的流程图，如图１所示．节点确定

当前时隙是否是其专用时隙，如果是，则编辑来自队列帧及其自

身数据的数据包．首先，储存优先数据；然后，用多样性数据填充

剩余空间；最后，将数据包散播给任何处于传输半径内的节点．

通常不是节点专用的时隙都需要侦听数据包，节点在接收一

个数据包时，会提取传输跳跃总数，且在需要时进行自我更新．恢

复相关数据并储存用于转发．ＡＨＤＳＲ分别对待每个节点，即不

同帧可以采用多种不同路径穿过网络．同时，通过只共享拓扑信

息意味着维持最小开销，并且将梯度度量维持在高移动环境中．

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利用ＯＰＮＥＴ建模
［１４］模块进行仿真，提供了一种离散时间仿

真器．传输半径为２５０ｍ，收发器的传输速率为２５０ｋｂｉｔ·ｓ－１．模

仿一种低成本、低功率的收发器，节点移动性使用随机路点模型

控制，暂停时间设置为０，且通过０ｍ·ｓ－１和最小值之间的均匀

分布设置速度．所有节点包括汇聚节点都会移动．每个传感器节点认为是一种资源，并且可以以这种速

度产生数据．数据长度是一个固定参数，对于仿真３２ｂｉｔ，包含了节点的空间坐标和抽取的传感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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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征不同参数下协议性能，采用平均端到端迟延（τ）、数据包投递率（ＰＤＲ）、吞吐量、开销（犅）和能

量损耗（犘）进行评估．

２．１　不同节点最大速度

不同最大速度时，各路由协议的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狏ｍａｘ为最大速度．节点数固定为２５，每个

节点的数据产生速率设定为１ｐｋ·ｓ
－１（ｐｋ为数据包数目）．同时，网络大小为６００ｍ×６００ｍ．由图２可

知：随着节点最大速度的增加，各个协议的ＰＤＲ和吞吐量均呈下降趋势，因为错误估计节点速度的增加

会导致更多的数据包丢失，从而降低ＰＤＲ．相比其他几种协议，ＭＡＣＲＯ虽然具有较高的ＰＤＲ，但其网

络吞吐量低于所提的ＡＨＤＳＲ协议．

在ＰＤＲ和吞吐量方面，ＤＣＢＭ和ＧＯＲ的性能较差．ＤＣＢＭ和ＧＯＲ较大的开销是由路由发现和拓

扑信息共享导致，同时也导致了网络的堵塞，产生了较大延迟和数据包丢失．此外，仿真中增加速度意味

着拓扑结构改变更加频繁，因此，需要更大开销来维持更新路由．开销的分析结果非常接近ＡＨＤＳＲ的

（ａ）ＰＤＲ

仿真结果，即当速度增加时，两种度量增幅最小．延迟结

果在速度较高时增加较小，预期结果比仿真结果的延迟

时间稍高．ＤＣＢＭ有最长的延迟时间，而ＧＯＲ的平均延

迟时间比 ＡＨＤＳＲ小．ＧＯＲ的低ＰＤＲ意味着丢弃了许

多数据包，因此，网络中有更少数据包，即传送的数据包

在网络中的速度更快．ＭＡＣＲＯ比 ＡＨＤＳＲ显示出稍好

的延迟，但是，ＡＨＤＳＲ提高了开销水平且有更好的能量

性能．通常ＤＣＢＭ和ＧＯＲ在这些情景中的性能较差，这

是因为其并不适用于这些较高速度的类型．而 ＡＨＤＳＲ

和 ＭＡＣＲＯ性能更好．

（ｂ）平均端到端延迟 （ｃ）开销　

　　　（ｄ）吞吐量 （ｅ）平均能量损耗

图２　不同最大速度的各路由协议的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ｐｅｅｄ

２．２　不同流量负荷

不同流量负荷时，各路由协议的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狏ｐ 为数据包产生速度；节点数固定为２５

个；最大速度为２５ｍ·ｓ－１．每个传感器节点都产生数据，全网流量负载为２．４～５８６．３ｐｋ·ｓ
－１．最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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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速度２４．４ｐｋ·ｓ
－１表示最大允许数据传输速率．这是由ＴＤＭＡ循环的长度指示，由于一个节点值能

够在一次循环中传输一次，所以其最大数据产生速度为１／Δ狀，导致全网数据产生速度为１／Δ．

（ａ）ＰＤＲ

关于辐射映射应用，概念数据产生速度可以控制映

射的分辨率．ＰＤＲ通常较高且对于更高数据产生速率显

著增加，这种增加的结果是ＴＤＭＡ循环时间等于数据产

生速度的倒数．在实践中，通过均匀延迟完成每个时隙，

即在较低数据包速率的情况下，循环时间很长，使梯度指

标更新较慢．当数据产生速度为０．１ｐｋ·ｓ
－１，循环时间

为１０ｓ，且平均链接寿命狋ａｖ为１２．７３ｓ时，没有定期更新

梯度场．然而，由于０．５ｐｋ·ｓ
－１的循环时间为２ｓ，所以

只有一种可能具有较低数据产生速度，能够在拓扑结构

改变的情况下维持梯度场．通过延长时隙以适应所需数

（ｂ）平均端到端延迟 （ｃ）开销

　　　　（ｄ）吞吐量 （ｅ）平均能量损耗

图３　不同流量负荷的各路由协议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ｆｆｉｃｌｏａｄ

据生成率，从而节约能量．能量消耗结果显示，当网络中数据包增加时，平均能耗也会随之增加．

相比之下，即使在较低的数据包速度下，ＤＣＢＭ和ＧＯＲ也使用大量能量，当数据产生速度增加时，

能量损耗稍有增加．在更高数据包速度下，ＭＡＣＲＯ能量损耗有所增加，然而，由于饱和在１０ｐｋ·ｓ
－１之

后停滞，ＡＨＤＳＲ分析结果稍微高估了能量增加．开销结果显示，ＤＣＢＭ 和ＧＯＲ即使在没有太多数据

输送的情况下，也产生大量开销，但是由于引进了更多数据，数据比特和开销之间的比率均等．

ＡＨＤＳＲ显示了持续低量的开销，通过分析结果近似预测．ＭＡＣＲＯ在开销方面显示了轻微增加，

但是其吞吐量在数据包产生速度大于５ｐｋ·ｓ
－１时，似乎达到了饱和限度．ＡＨＤＳＲ吞吐量在数据产生

速度增加时，平稳升高．ＤＣＢＭ 和ＧＯＲ的吞吐量在越来越多数据包丢失时开始进入稳定阶段．延迟结

果显示，ＡＨＤＳＲ持续较低延迟，实际上，当产生更多数据时减小．这是因为循环时间的减小，允许每个

节点更频繁地进入介质，所以数据包可能更快地穿过网络．相比之下，ＭＡＣＲＯ在５ｐｋ·ｓ
－１之后，其延

长时间急速上升．总之，ＡＨＤＳＲ在１ｐｋ·ｓ
－１以上表现出持续较高的性能水平，其他３个协议当通信量

水平增加时退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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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ＡＨＤＳＲ适合于广泛的场景，包括模拟具有 ＵＡＶ的辐射映射的应用．ＤＣＢＭ 和

ＧＯＲ的结果在这些场景中的性能水平较低．与 ＭＡＣＲＯ相比，ＡＨＤＳＲ的能量损耗更大．然而，ＭＡＣ

ＲＯ在一些场景中的ＰＤＲ水平显著提高．在延迟方面，ＡＨＤＳＲ端到端延迟与 ＭＡＣＲＯ相似．

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针对 ＭＷＳＮ设计的路由协议，ＡＨＤＳＲ通过使用全局ＴＤＭＡＭＡＣ层，降低开销的方法

维持梯度指标，并使用盲转发技术，允许数据同时通过多路径穿过网络．该协议适用于各种高动态的数

据网络场景．仿真分析表明：该协议在各种不同移动性、延展性和通信量水平的情况下都有效，性能表现

优异．由于节点能够将数据从多个节点传输到单一数据包中，所以未来研究可能关注于使用聚合技术组

合接收，进一步研究协议性能信道衰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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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图像处理的胶囊尺寸

缺陷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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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透明胶囊的成像特点，提出一种实时性好、健壮性较强的结合阈值分割、腐蚀、轮廓提取及区域填

充的图像提取算法．利用旋转和一阶差分分割胶囊本体，通过最小包围矩形测量胶囊的尺寸，并与公认标准进

行对比，从而判别胶囊是否存在尺寸缺陷．实验结果表明：胶囊图像提取和尺寸缺陷识别算法的平均漏检率为

６．３８％，平均误检率为４．１３％．

关键词：　尺寸缺陷；胶囊；图像处理；区域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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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医药行业的飞速发展，胶囊以能有效掩盖药物不良气味、提高药物稳定性、延缓药物释

放及易于服用等优点，广泛地应用于保健品和药品领域．在空心胶囊的生产过程中，尺寸缺陷是常见的

一种缺陷胶囊．目前，针对空心胶囊尺寸缺陷的问题，国内生产企业普遍采用人工检验的方式，检测效率

极低．机器视觉技术具有非接触测量、长时间稳定工作等优势，正逐渐应用于工业表面检测领域．因此，

基于图像处理的空壳胶囊尺寸缺陷检测方法代替传统的人工检测是胶囊制药行业发展的趋势．许多学

者对相关检测算法进行了研究［１３］．本文提出一种适合工业现场的胶囊尺寸缺陷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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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检测方案

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对胶囊尺寸进行测量时，需要考虑以下５个问题：１）图像噪声的滤除；２）胶囊自

身图像与背景图像的分离；３）胶囊各区域的分割，包括体（未重合部分，下文统称为体）、帽（未重合部

分，下文统称为帽）、重合区；４）图像处理算法的实时性；５）算法的健壮性．通过算法的对比和研究，设

图１　胶囊尺寸检测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ｉｚ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计了一套胶囊尺寸缺陷检测方案，其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　胶囊自身图像提取

２．１　犚犗犐设定及预处理

胶囊尺寸缺陷识别算法是整个缺陷检测过程的核心．在

外触发方式下，电荷耦合器件（ＣＣＤ）相机每次采集的图像中

包含了４个胶囊检测位，每幅图像中胶囊位置相对固定．为了

便于对胶囊图像进行分析及减少数据运算量，在获取的原始图像中，设定４个感兴趣区域（ＲＯＩ），每次

提取单一的区域图像进行处理，如图２所示．ＣＣＤ相机采集的图像中，常夹杂光子散粒噪声、暗电流噪

声、读出噪声、时钟感应噪声等［４］，导致图像质量降低，对后续图像提取、图像分割和尺寸测量造成较大

影响．因此，采用滤波去噪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为了保证算法的实时性，并最大程度地保持图像细节，采

用改进型中值滤波去除噪声［５?６］，使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从犗（狀２）降低为犗（狀），其效果如图３所示．

　　　（ａ）原始图像　　　（ｂ）ＲＯＩ图像 （ａ）原图　（ｂ）均值滤波　（ｃ）高斯滤波　（ｄ）中值滤波

　　图２　胶囊图像ＲＯＩ设定示意图 图３　滤波算法效果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ｍａｇｅＲＯＩ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阈值分割及空位判别

背景图像对目标图像处理造成很大干扰，需要提取目标本体图像，使其与背景完全分离．相较于不

透明胶囊，透光性较强的透明胶囊是胶囊自身图像提取中的难点．透明胶囊的灰度分布不同，灰度值在

中部最高，靠近边缘处较低．假设透明胶囊所处的灰度区间为犇１，背光部分所处的灰度区间为犇２，则存

在一个非空区间犓 使犇１∩犇２＝犓．因此，双阈值分割将中间区域作为背景处理，使分割后的图像只剩

下胶囊的边缘部分．双阈值通过大量实验测试得出，经双阈值分割后的两种胶囊，如图４所示．

排料过程中，由于胶囊在料槽出口处堆积，可能导致传送链条的胶囊槽未被完全填满．由图４（ｂ）可

知：分割后的图像仍存在胶囊槽的轮廓．若胶囊槽中有胶囊，则除了轮廓之外，还有胶囊本体；反之，二值

图中仅有轮廓线，如图５所示．二值图像中，背景部分的像素值为０，前景部分的像素值为１．槽中有、无

胶囊的两种情况下，前景的像素数量相差较多，通过统计像素值为１的像素个数，并与合适的阈值比较，

即可判断是否为空位．图５中的胶囊槽轮廓像素为１２９１个，图４（ｂ）中的像素为１０２３６个，若为不透明

胶囊，则像素个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因此，该阈值判别法可准确进行空位判别．

２．３　形态学处理

为了去除多余的胶囊槽轮廓，对双阈值分割后的二值图像进行腐蚀处理．腐蚀处理时，腐蚀的内核

大小的选取十分重要，内核过大会导致胶囊的边缘被过多地腐蚀而出现断裂，如图６（ａ）所示．胶囊槽的

轮廓宽度通常在３个像素之内，使用稍大的结构元素可对其进行处理．在腐蚀过程中均选用３×３的方

形结构元素处理图４（ｂ）的残余背景，尽可能减少对胶囊边缘造成的影响，结果如图６（ｂ）所示．

２．４　胶囊轮廓提取

腐蚀后的二值图除了胶囊区域外，还可能有其他小目标区域．为了对各连通域进行分析，必须对其

标号．在目标区域较为复杂时，像素标记法
［７?８］、线标记法［９］、基于四叉树的标号算法［１０］等图像标号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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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不透明胶囊　　（ｂ）透明胶囊 （ａ）５×５内核　　（ｂ）３×３内核

　　图４　双阈值分割 图５空位二值图 图６　腐蚀处理效果

Ｆｉｇ．４　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Ｂｉｎａｒｙｉｍａｇｅｏｆｖａｃａｎｃｙ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处理时间会迅速增加．胶囊的边缘区域因具有较多“Ｕ”形或“Ｅ”形的复杂连通域，以上方法并不适用．文

中将区域生长的思想应用于区域标号中．从图像左上角开始对像素进行逐一扫描，若碰上没有标号的像

素，则把该像素作为种子点，按照栈的方式存储，对其邻域的像素进行标记，并同样存储标记过的像素，

从栈中去除像素，作为新种子点标记其邻域，栈内无像素点时终止．采用８邻域方向生长时，对图像的遍

历次数能够从８次减少为４次左右．通过区域生长的方式对不同的目标区域进行逐一标号，实现各个区

域之间的相互区分．标号的最大数值犿，即为目标区域的个数．

二值图像中胶囊边缘有内、外两层轮廓，外层轮廓包含了整个胶囊所处的区域．为了利用外层轮廓

图７　８邻域方向

Ｆｉｇ．７　８?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提取出胶囊本体图像，并节省跟踪内层轮廓的时间，需获取轮廓线上的像素坐

标，并对该轮廓进行描述．虫随法算法简单，但易忽略边缘轮廓上的个别凸

起［１１］；光栅扫描法受阈值大小影响大，且扫描次数不定，难以实际应用［１２］．文中

采用邻域点边界跟踪法可较好地避免以上问题．首先，定义８邻域的方向（图

７），并设立集合犔和变量ｄｉｒ，分别存储已跟踪轮廓所属的区域标号和从前一个

边界元素到下一个边界元素的方向．然后，按以下４个步骤执行．

步骤１　对方向变量赋值，使ｄｉｒ＝７，并从图像左上角开始从上到下、从左

到右进行搜索，直至找到第一个非零像素，且该像素的标号犾满足犾犔，则该像

素犘０ 是其所在区域犙１ 第一列的第一行元素．因此，以犘０ 为区域轮廓的起始像素，并将该区域的标号

添加到集合犔中．

步骤２　若ｄｉｒ为偶数，用（ｄｉｒ＋７）除以８的余数对其重新赋值；若ｄｉｒ为奇数，用（ｄｉｒ＋６）除以８的

余数对其重新赋值．以ｄｉｒ为起始方向逆时针搜寻当前像素的８邻域，找到的第一个非零像素是当前区

域中新的轮廓元素犘狀，同时更新ｄｉｒ，使其等于犘狀－１到犘狀 的方向数值．

步骤３　如果当前的轮廓元素犘狀 等于第二个轮廓元素犘２，且前一个元素犘狀－１等于犘０，则进行步

骤４，区域犙１ 的轮廓像素集合为｛犘０，犘１，…，犘狀｝；否则，返回步骤２．

步骤４　统计当前集合犔中的元素个数ｎｕｍ．若ｎｕｍ＝犿，表明图像中各区域轮廓均已获取，结束

操作；若ｎｕｍ≠犿，返回步骤１，获取图像中其他区域的轮廓．

由于同种胶囊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少数胶囊在双阈值分割后边缘部分较窄，经腐蚀处理后出现边

缘断裂．为了提高算法的鲁棒性，解决个别胶囊因边缘不完整导致的错误分割问题，在获取胶囊边缘轮

廓后，进一步对轮廓进行凸包的构建．胶囊所在区域犙的轮廓可近似为凸形，重构后的轮廓基本不变，

如图８（ａ）所示；而腐蚀后出现边缘断裂时所获得的轮廓为凹形，如图８（ｂ）所示．

若连接断开处的两个拐点，并去掉两个拐点之间的曲线，即可获得近似的胶囊轮廓．轮廓上点的集

合｛犘０，犘１，…，犘狀｝已按逆时针方向排序，以犘０ 为起点从犘２ 开始进行判断．首先，得到向量犘０犘１ 和

犘１犘２，计算犮＝｜犘０犘１×犘１犘２｜／（｜犘０犘１｜×｜犘１犘２｜），若犮＞０，则犘１ 到犘２ 的路径相对于犘０ 到犘１ 的路径

是向左转的，表明犘２ 是凸包上的一个顶点；反之，若犮≤０，则犘１ 到犘２ 的路径相对于犘０ 到犘１ 的路径是

向右转的，此时，犘２ 就不是凸包的顶点，将犘２ 从点集中移除，以此对后续的点进行判断直至回到犘０，得

到新的点集｛狆０，狆１，…，狆狀｝，按顺序连接这些点并绘制于一幅新的背景图像，即可得到所需的凸形轮廓，

如图８（ｃ）所示．

２．５　区域填充与胶囊自身图像提取

漫水填充法能有效完成对目标区域的提取［１３］，但效率较低．文中采用扫描线方法，首先，在轮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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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两点犘犻＝（狓犻，狔犻）和犘犼＝（狓犼，狔犼），使狔犻由狔犼为凸形，所以线段犘犻犘犼端点外的任意一点犘犽＝（狓犽，

狔犽），若犘犽｛犘０，犘１，…，犘狀｝在轮廓内部；反之，则重新寻找．胶囊图像提取效果，如图９所示．

　（ａ）正常　（ｂ）边缘断裂　（ｃ）凸形轮廓 （ａ）原图像　（ｂ）掩码图像　（ｃ）提取的图像

图８　胶囊轮廓 图９　胶囊图像提取

Ｆｉｇ．８　Ｃａｐｓｕｌ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Ｆｉｇ．９　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ｍａ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　胶囊边缘检测

３．１　图像旋转

胶囊在槽中的位置不是完全固定的，在图像中可能出现一定角度的倾斜，将影响后续的分割．将图

像中的点经过线性变换后重新映射到新的图像中，实现胶囊的旋转，可使其侧边与水平方向垂直．二维

图形以任意点（狓ｃ，狔ｃ）为旋转中心，以α为旋转角的旋转公式为

狓′

狔
［ ］
′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ｓｉｎα 　ｃｏｓ
［ ］

α

狓′

狔
［ ］
′
＋
狓ｃ（１－ｃｏｓα）＋狔ｃｓｉｎα

狔ｃ（１－ｃｏｓα）－狓ｃｓｉｎ
［ ］

α
． （１）

（ａ）倾斜　　（ｂ）旋转后

图１０　胶囊旋转

Ｆｉｇ．１０　Ｃａｐｓｕｌ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进行旋转前，首先要确定旋转中心和旋转角度．图像中胶囊的轮廓是由离

散的点构成的凸多边形，其最小面积的外接矩形至少有一个边与轮廓上的一

个线段共线．胶囊的外形较为特殊，其最小面积外接矩形的两条相互平行的边

分别与胶囊两个侧边共线，计算最小面积外接矩形的中心点坐标及其倾斜角

即可得到所需的旋转中心和旋转角度，胶囊旋转效果，如图１０所示．

３．２　重合区边缘检测

胶囊体、帽套合时将产生一个重合区域．为了测量体、帽的长度，必须将每

个区域分割出来．常用的区域分割方法有区域生长分割、分水岭分割．区域生

长需要先确定种子点位置和生长准则，再确定其周围像素是否属于同一区域［１４］．体、帽的透光率相对均

匀，无论两者的颜色是否相同，重合区的透光率会低于重合区外的部分．

因此，体、帽未重合的部分较亮，重合部分较暗，且各部分的灰度基本一致，胶囊区域内自上而下在

第一个重合区边缘时，由亮变暗；在第二个重合区边缘时，由暗变亮．因此，对胶囊区域内某一垂直于水

平方向的剖面线犳（犻，犼）做差分运算，在点（犻，犼）处沿竖直方向的一阶差分可表示为

Δ狔犳（犻，犼）＝犳（犻，犼＋１）－犳（犻，犼）． （２）

　　得到差分曲线的波谷、波峰分别对应自上而下时重合区的第一、二个边缘，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

犃为灰度；狀表示第狀个像素．

图１１　剖面线差分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

　　由于靠近胶囊边缘的部分亮度与内部差异较大，因此，

需选取合适的剖面线．假设原最小面积外接矩形旋转后得

到的新矩形左上角的坐标为（狓１，狔１），宽度为狑，高度为犺，

以狓＝狓１＋狑／２作为剖面线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并按照

固定比例０＜λ＜１舍弃胶囊两头的一部分λ犺，得到剖面线

的起始点坐标分别为（狓１＋狑／２，狔１＋λ犺），（狓１＋狑／２，狔１＋

（１－λ）犺）．

对该剖面线上的灰度值做差分运算后筛选出差分结果

的最大、最小值，获取它们的坐标，即可找到胶囊重合区的

上下两个边缘在图像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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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胶囊本体分割与尺寸缺陷判别

胶囊重合区的边缘位置已知，可通过设定ＲＯＩ分割出３个区域的图像．设图像旋转后的最小面积

包围矩形的左上角坐标为（狓ｌｅｆｔ，狔ｔｏｐ），右上角坐标为（狓ｒｉｇｈｔ，狔ｔｏｐ），右下角坐标为（狓ｒｉｇｈｔ，狔ｂｏｔｔｏｍ），左下角坐

（ａ）第一部分　（ｂ）第二部分　（ｃ）第三部分

图１２　胶囊本体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标为（狓ｌｅｆｔ，狔ｂｏｔｔｏｍ），若至上而下胶囊第一个边缘的位置为狔犽，

第二个边缘的位置为狔犼，以顶点（狓ｌｅｆｔ，狔ｔｏｐ），（狓ｒｉｇｈｔ，狔ｔｏｐ），

（狓ｌｅｆｔ，狔犽），（狓ｒｉｇｈｔ，狔犽）的矩形为第一个ＲＯＩ，（狓ｌｅｆｔ，狔犽），（狓ｒｉｇｈｔ，

狔犽），（狓ｌｅｆｔ，狔犽），（狓ｒｉｇｈｔ，狔犼）为第二个 ＲＯＩ，（狓ｌｅｆｔ，狔犼），（狓ｒｉｇｈｔ，

狔犼），（狓ｒｉｇｈｔ，狔ｂｏｔｔｏｍ），（狓ｌｅｆｔ，狔ｂｏｔｔｏｍ）为第三个ＲＯＩ，分割出胶囊

的３个区域，如图１２所示．胶囊在图像中竖直放置，３个

ＲＯＩ的长度即胶囊３个区域的尺寸，可得胶囊两节的尺寸为

狔犼－狔ｔｏｐ和狔ｂｏｔｔｏｍ－狔犽，两者数值较小的即为胶囊帽尺寸，较

大的为胶囊体尺寸．判断测量的帽、体尺寸是否在标准的尺寸范围内，即可知胶囊是否存在尺寸缺陷．

５　结束语

在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７４７７０ｋ处理平台下进行实验测试，采用任务并行处理技术处理３台相机所采集的

图像所花费的总时间平均为７．９ｍｓ．在生产线上随机抽取胶囊作为测试样本，检测完成后由专门的检

测人员分别从成品和次品中抽样检测，统计胶囊的漏检率和误检率．５次抽样结果显示：平均漏检率为

６．３８％，平均误检率为４．１３％；胶囊图像提取和尺寸缺陷识别算法的健壮性较强，实时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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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犎犈犞犆的视频内容认证

张明辉，冯桂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高效视频编码（ＨＥＶＣ）的视频内容认证算法．根据图像纹理特征产生特征码，将特征码

用于修改帧间８×８编码单元的分割模式、帧间预测模式和运动向量，并保留最佳的编码单元分割模式及相应

的预测模式和运动向量．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对视频质量影响很小，嵌入水印后码率的变化也很小；同时，该

算法具有较好的脆弱性，可以用于视频认证．

关键词：　高效视频编码；内容认证；运动向量；帧间预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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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ＨＥＶＣ）

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ｕｓｅｄ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ｄ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ｍａｇ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ｒａｍｅ８×８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ｖｅｒｙｓｍ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ｖｉｄｅ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ｏｕｒｓｃｈｅｍｅｃａｎｂｅ

ｕｓｅｄｆｏｒ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ｎｇ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ｗｉｎｇｔｏｉｔｓｇｏｏｄ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ｒａｍ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高效视频编码（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ＨＥＶＣ）是ＩＴＵ?Ｔ视频编码专家组和ＩＳＯ／ＩＥＣ运动图

像专家组联合推出的最新视频编码标准．在相同的感知视频质量下，ＨＥＶＣ比现有的标准减少５０％的

比特率［１?２］．视频内容认证一般采用脆弱视频水印算法，与之相关的文献多以 Ｈ．２６４为基础．王美华

等［３］提出修改帧内４×４块量化离散余弦变换（ＤＣＴ）高频系数的奇偶性嵌入水印，然而奇偶性的脆弱性

并不好．Ｘｕ等
［４］选择中频部分嵌入水印，算法在嵌入过程中修改了非零系数，因此嵌入水印后码率增加

较大．Ｚｈ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可逆脆弱算法中，将水印嵌入４×４块最后一个非零量化ＤＣＴ系数中，虽然算

法是可逆的，但水印的嵌入区域不定，从低频到高频都有可能，因而脆弱性受限．除了帧内量化ＤＣＴ系

数外，帧间运动向量（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ＭＶ）也常用来实现脆弱水印嵌入．文献［６?７］选择修改 ＭＶ的奇偶

性嵌入水印．Ｌｉ等
［８］选择修改Ｐ帧或Ｂ帧满足条件的运动向量差的分量，实现水印嵌入，由于算法嵌入

过程要满足一定条件，因而嵌入容量受限．以ＨＥＶＣ为平台的水印算法较少见．王家骥等
［９］提出了在纹

理块区域，根据水印修改帧内预测模式的奇偶性，此方案能获得良好的视觉质量，只是奇偶性的脆弱性

并不好．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ＨＥＶＣ的视频内容认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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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Ｂ分割模式

Ｆｉｇ．１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ｆｏｒＰＢ

１　犎犈犞犆编码特性

相比Ｈ．２６４编码标准中的宏块，ＨＥＶＣ采用了一个新的编

码结构———编码树单元（ｃｏｄｉｎｇｔｒｅｅｕｎｉｔ，ＣＴＵ）作为基本处理单

元．根据图像的内容，每个 ＣＴＵ 被自适应地分割为编码单元

（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ＣＵ）．ＣＵ的大小有８×８，１６×１６，３２×３２和６４×

６４．ＨＥＶＣ将每个ＣＵ划分成预测单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ＰＵ），如

图１所示．图１中，帧间８×８ＣＵ不允许采用犖×犖 分割，这是为

了最小化最坏情况下的内存带宽；而对非对称分割，只有在２犖≥

１６时才允许
［１０］．对于每个ＰＵ，ＨＥＶＣ采用了两种帧间预测模

式，分别为帧间模式和合并模式．帧间模式采用高级运动向量预测，此模式下要传输 ＭＶ的值给解码

端；合并模式，ＨＥＶＣ从候选列表中选出代价最小的合并候选，此模式下只要传输合并索引给解码端，

并产生一个合并标志［１１］．

２　算法的提出

２．１　特征码的产生

一般来说，ＨＥＶＣ对纹理复杂的区域采用小尺寸的ＣＵ；对较平滑的区域采用大尺寸的ＣＵ．然而，

纹理特性在同一个场景中变化不大，因此，利用纹理特性产生特征码．犛表示区域平滑度，定义为

犛＝１－１／（１＋σ
２），　　σ

２
＝μ２， （１）

μ狀＝∑
犔－１

犻＝０

（狕犻－犿）
狀
狆（狕犻）． （２）

式（１），（２）中：狕犻 为亮度的一个随机变量；狆（狕）为一个区域中的亮度级直方图；犔为亮度级数；犿 ＝

∑
犔－１

犻＝０

狕犻狆（狕犻）是均值亮度；μ狀 为均值的狀阶矩，当狀＝２时，μ２ 为区域中的亮度均方差，用σ
２ 表示．对于平

滑区域，σ
２ 较小，犛趋于０；对于纹理复杂区域，σ

２ 较大，犛趋于１．将一帧图像划分为不重叠的１６×１６

块，计算每个块的平滑度犛，定义一个阈值犜，即

犜＝α犛ｍｉｎ＋（１－α）犛ｍａｘ，　α∈ ［０，１］． （３）

式（３）中：犜取值在［犛ｍｉｎ，犛ｍａｘ］之间，根据犜值划分出纹理块与非纹理块，犛＞犜的块认为是纹理块．α的

取值要适中，α过大时，犜趋于犛ｍｉｎ，会影响特征码的鲁棒性；α过小时，犜趋于犛ｍａｘ，影响纹理块的个数．

图２　不同ＱＰ下纹理块划分为

４个８×８ＣＵ的概率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ａｔｔｅｘｔ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４ＣＵｓｏｆ

８×８ｓｉｚ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

在编码过程中，ＨＥＶＣ通常会将１６×１６的纹理块划分成

４个８×８的ＣＵ．因而，统计当前纹理块划分为４个８×８ＣＵ

的概率．在 ＨＭ１４．０的平台上，测试４个不同序列，分辨率为

４１６×２４０，编码３０个Ⅰ帧，每帧令α＝０．５划分出纹理块．在不

同量化参数（ｑｕａｎｔｉｚ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ＱＰ）下，统计纹理块的划

分情况，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犘为概率．

由图２可知：对于运动很缓慢的图像ＢＱｓｑｕａｒｅ，不同ＱＰ

下纹理块被划分为４个８×８的概率在９８％以上，其他的测试

序列也在９０％以上，说明纹理块划分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因而

根据纹理块确定特征码，即

犿ｃｏｄｅ＝
１，　　 纹理块，

０，　　 非纹理块｛ ．
（４）

　　将特征码作为水印狑＝犿ｃｏｄｅ嵌入到犘帧中．

２．２　水印嵌入

Ｌｉｕ等
［１２］提出了一种用水印修改帧内和帧间分割模式的算法，过程较为复杂．文中将该算法简化以

适应 ＨＥＶＣ的分割模式，并结合ＨＥＶＣ特有的帧间预测模式实现水印嵌入．算法选择对８×８的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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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改，具体有以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在编码过程中，如果当前１６×１６ＣＵ的代价比４个８×８ＣＵ的代价大，则对这个１６×１６

的ＣＵ进行重编码，在重编码过程中嵌入水印．这么做是为了减小算法对视频质量和码率的影响．

步骤２　假设要嵌入的二值水印序列为犠＝｛狑１，狑２，…，狑犽，狑犽＋１，狑犽＋２，…｝，如果当前水印狑犽＝

１，则在编码时跳过２犖×２犖 的分割模式；反之，则跳过２犖×犖 和犖×２犖 分割模式．

步骤３　对于修改后ＣＵ下的ＰＵ，如果当前水印值狑犽＋１＝０，则强制当前ＰＵ的预测模式为合并模

图３　ＰＵ的序号

Ｆｉｇ．３　ＰＵｏｒｄｅｒ

式；否则，强制为帧间模式．这一步处理只针第一个ＰＵ，ＰＵ序号，

如图３所示．

步骤４　经过步骤３后，犖×２犖 和２犖×犖 的分割方式下

ＰＵ会有剩余．为了扩大容量，对步骤３中剩下的ＰＵ也进行处

理．然而，继续修改预测模式会对码率产生较大影响，故这一步只

处理剩下ＰＵ的ＭＶ．Ｗａｎｇ等
［１３］指出，对ＭＶ进行加１或减１操

作对视频质量影响很小．因此，如果当前ＰＵ的最佳预测模式为

帧间，就需要传输 ＭＶ给解码端．根据水印狑犽＋２的值修改 ＭＶ的水平分量 ＭＶ狓 和垂直分量 ＭＶ狔 中绝

对值较大的分量的奇偶性，令 ＭＶｍａｘ＝ｍａｘ｛｜ＭＶ狓｜，｜ＭＶ狔｜｝为水平和垂直分量中绝对值的最大值，有

１）如果 ＭＶｍａｘ存在，则

ＭＶ′ｍａｘ ＝

ＭＶｍａｘ，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０ａｎｄ狑犽＋２ ＝０，

ＭＶｍａｘ＋１，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１ａｎｄ狑犽＋２ ＝０ａｎｄＭＶｍａｘ＞０，

ＭＶｍａｘ－１，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１ａｎｄ狑犽＋２ ＝０ａｎｄＭＶｍａｘ＜０

烅

烄

烆 ，

（５）

ＭＶ′ｍａｘ ＝

ＭＶｍａｘ，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１ａｎｄ狑犽＋２ ＝１，

ＭＶｍａｘ＋１，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０ａｎｄ狑犽＋２ ＝１ａｎｄＭＶｍａｘ＞０，

ＭＶｍａｘ－１，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０ａｎｄ狑犽＋２ ＝１ａｎｄＭＶｍａｘ＜

烅

烄

烆 ０．

（６）

　　２）如果 ＭＶｍａｘ不存在，则 ＭＶ狓＝ＭＶ狔，两者同时处理．即

ＭＶ′狓 ＝

ＭＶ狓，　　 ｉｆ｜ＭＶ狓｜％２＝０ａｎｄ狑犽＋２ ＝０，

ＭＶ狓＋１，　ｉｆ｜ＭＶ狓｜％２＝１ａｎｄ狑犽＋２ ＝０ａｎｄＭＶ狓 ＞０，

ＭＶ狓－１，　ｉｆ｜ＭＶｘ｜％２＝１ａｎｄ狑犽＋２ ＝０ａｎｄＭＶ狓 ＜０

烅

烄

烆 ，

（７）

ＭＶ′狓 ＝

ＭＶ狓，　　 ｉｆ｜ＭＶ狓｜％２＝１ａｎｄ狑犽＋２ ＝１，

ＭＶ狓＋１，　ｉｆ｜ＭＶ狓｜％２＝０ａｎｄ狑犽＋２ ＝１ａｎｄＭＶ狓 ＞０，

ＭＶ狓－１，　ｉｆ｜ＭＶ狓｜％２＝０ａｎｄ狑犽＋２ ＝１ａｎｄＭＶ狓 ＜

烅

烄

烆 ０．

（８）

　　这里只列举 ＭＶ狓 的处理步骤，ＭＶ狔 的处理与其类似．

步骤５　保留最佳的ＣＵ分割模式及其相应ＰＵ的预测模式和 ＭＶ值．

２．３　水印的提取

水印提取不需要位置信息，只需对帧间８×８ＣＵ进行相应地提取，是一种盲提取．其具体提取分以

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如果当前ＣＵ的大小为８×８，获得当前ＣＵ的分割模式，分割模式为２犖×２犖，则提取水

印犿犽＝１；反之，提取水印犿犽＝０．

步骤２　由步骤１可知，区分帧间预测模式的关键在于合并标志．获取当前ＰＵ的合并标志，如果合

并标志位ｔｒｕｅ，则提取水印犿犽＋１＝０；反之，提取为１．

步骤３　在执行完步骤２后，如果ＣＵ分割模式为犖×２犖 或２犖×犖，则有ＰＵ剩余．对于剩余的

ＰＵ，如果其预测模式为帧间模式，则继续从ＰＵ的 ＭＶ进行提取，即

１）如果 ＭＶ′ｍａｘ存在，有

犿犽＋２ ＝
０，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０，

１，　ｉｆ｜ＭＶ′ｍａｘ｜％２＝
｛ １．

（９）

　　２）如果 ＭＶ′ｍａｘ不存在，则 ＭＶ′狓＝ＭＶ′狔，对其中任意一个分量进行提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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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犽＋２ ＝
０，　ｉｆ｜ＭＶ′狓｜％２＝０，

１，　ｉｆ｜ＭＶ′狔｜％２＝
｛ １．

（１０）

３　结果与分析

算法采用 ＨＥＶＣ参考软件 ＨＭ１４．０进行测试．原始 ＱＰ＝３０，编码方式为ＩＰＰＰ…，总共编码２８

帧，其余参数都为标准配置．分别测试了６个具有４种分辨率的测试序列，分别是３个４１６×２４０的序列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８３２×４８０的序列（ＢＱＭａｌｌ），１０２４×７６８的序列（Ｃｈｉ

ｎａＳｐｅｅｄ）和１９２０×１０８０的序列（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ｖｅ）．

３．１　视觉质量和不可见性分析

不同ＱＰ（２８，３０）下，有水印与无水印视频序列的亮度犚ＰＳＮ值，如表１所示．定义Ｄｉｆｆ为原始视频序

列犚ＰＳＮ与嵌入水印后视频序列的犚′ＰＳＮ的差值．Ｄｉｆｆ值越小，说明嵌入水印后的视频序列越接近原始视

频序列．由表１可知：当ＱＰ＝２８时，Ｄｉｆｆ的最大值发生在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序列，为０．７３ｄＢ，最小值发

生在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ｖｅ序列，为０．０１ｄＢ；当ＱＰ＝３０时，Ｄｉｆｆ最大值为０．０７ｄＢ，最小值为０．０１ｄＢ．表明

文中算法对视频质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ＱＰ＝３０时，解码端原始ＢＱＳｑｕａｒｅ序列的第１０帧图

像及相应的含水印第１０帧图像，如图４所示．通过对比图４（ａ），（ｂ）可知：人眼很难发现水印的嵌入，说

明该算法具有很好的不可见性．当ＱＰ＝３０时，原始序列与水印序列所有２８帧的犚ＰＳＮ值对比，如图５所

示．图５中：犖 表示帧数．由图５可知：每一帧的犚ＰＳＮ差异都很小．

表１　不同ＱＰ下的犚ＰＳＮ值

Ｔａｂ．１　犚ＰＳＮ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 ｄＢ　

测试序列
ＱＰ＝２８

犚ＰＳＮ　　　　　犚′ＰＳＮ　　　　　Ｄｉｆｆ

　　ＱＰ＝３０

　犚ＰＳＮ　　　　　犚′ＰＳＮ　　　　　Ｄｉｆｆ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 ３３．８５ ３３．８３ ０．０２ ３２．５８ ３２．５２ ０．０６

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 ３４．１５ ３３．４２ ０．７３ ３２．９０ ３２．８４ ０．０６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 ３４．５４ ３４．５１ ０．０３ ３３．０８ ３３．０６ ０．０２

ＢＱＭａｌｌ ３６．２１ ３６．１８ ０．０３ ３４．９９ ３４．９８ 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ｅｄ ３８．８１ ３８．７９ ０．０２ ３７．３６ ３７．２９ ０．０７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ｖｅ ３８．１５ ３８．１４ ０．０１ ３７．４９ ３７．４８ ０．０１

　（ａ）原始序列的第１０帧 （ｂ）含水印第１０帧　　　　　　　　　　　　　　　　　　　　　

　　　　图４　原始序列和相应含水印的第１０帧图像 图５　ＱＰ＝３０下２８帧犚ＰＳＮ对比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 Ｆｉｇ．５　犚ＰＳＮ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１０ｓｔｆｒａｍｅｉｍａｇｅ ａｌｌｔｈｅ２８ｆｒａｍｅｓｆｏｒＱＰ＝３０

３．２　比特率分析和容量测试

不同ＱＰ（２８，３０）下，无水印与有水印视频序列的比特率，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犚和犚′分别表示原

始视频序列比特率和嵌入水印后视频序列的比特率；犚ｖａｒ表示比特率的增长百分比，定义为

犚ｖａｒ＝
犚′－犚
犚

×１００％． （１１）

　　由表２可知：犚ｖａｒ的最大值发生在ＱＰ＝２８时的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序列，为０．９４％；犚ｖａｒ的最小值发生

在ＱＰ＝２８时的ＢＱＭａｌｌ序列，为０．１４％；码率的增长不超过１％，说明文中算法对比特率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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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ＱＰ下的比特率

Ｔａｂ．２　Ｂ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测试序列
ＱＰ＝２８

犚／ｋｂｉｔ·ｓ－１　　犚′／ｋｂｉｔ·ｓ－１　　犚ｖａｒ／％　

ＱＰ＝３０

犚／ｋｂｉｔ·ｓ－１　　犚′／ｋｂｉｔ·ｓ－１　　犚ｖａｒ／％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 ９４９．６９ ９５５．４５ ０．６０ ６９３．１２ ６９７．２５ ０．５９

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 ７７１．２２ ７７８．４７ ０．９４ ５６６．３７ ５７０．４４ ０．７１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 １４２１．０４ １４３０．４１ ０．６５ １０７８．０６ １０８２．２１ ０．３８

ＢＱＭａｌｌ ２１３５．８１ ２１３９．０１ ０．１４ １６２７．２７ １６３１．４３ ０．２５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ｅｄ ２４５７．９７ ２４６３．７９ ０．２３ ２２５１．２９ ２２５４．６８ ０．２３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ｖｅ ４４６１．６４ ４４７０．０７ ０．１８ ３３６１．６７ ３３６６．９０ ０．１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０３１．３９ ２０３９．５３ ０．４６ １５９６．３０ １６００．４９ ０．３８

　　不同ＱＰ（２８，３０）下，２８帧的容量，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对于每一个视频序列，ＱＰ值越小，容量

越大．这是由于ＱＰ越小，满足重编码条件的１６×１６块越多，８×８尺寸的ＣＵ个数越多，故容量越大．

表３　不同ＱＰ下２８帧的容量犆

Ｔａｂ．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犆ｏｆａｌｌ２８ｆｒａｍ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 ｂｉｔｓ　

测试序列 ＱＰ＝２８ ＱＰ＝３０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 ９７５１ ７１３３

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 ９７４３ ６８４４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 ２０４２０ １５３１５

ＢＱＭａｌｌ ２５１７５ １７３２８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ｅｄ ５２７２５ ４１３５７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ｖｅ ４２７３６ ３０８８６

３．３　视频认证

定义正确提取率η，于衡量算法的脆弱性，表示为

η＝
ｒｉｇｈｔ＿ｂｉｔｓ
ｔｏｔａｌ＿ｂｉｔｓ

×１００％． （１２）

式（１２）中：ｒｉｇｈｔ＿ｂｉｔｓ表示正确提取的比特数；ｔｏｔａｌ＿ｂｉｔｓ表

示总的水印比特数．η越小表明提取的水印与原始的水印

差别越大，脆弱性越好．不同ＱＰ值含水印视频重编码下的

η值，如表４所示．表４中：ηａｖｅ表示η的平均值．在重编码的

过程中，Ｐ帧８×８ＣＵ的分割模式、帧间预测模式以及 ＭＶ

的值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对比不同的测试序列可知：Ｃｈｉ

ｎａＳｐｅｅｄ视频序列的ηａｖｅ值最小，为０．４３；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和ＢＱＭａｌｌ视频序列的ηａｖｅ值最大，为０．４８．说明

文中算法具有较好的脆弱性，能够用于视频认证．

表４　不同ＱＰ下的η值

Ｔａｂ．４　ηｖａｌｕ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

测试序列 无攻击 η

ＱＰ＝２４ ＱＰ＝２６ ＱＰ＝２８ ＱＰ＝３０ ＱＰ＝３２ ＱＰ＝３４
ηａｖｅ

ＢＱＳｑｕａｒｅ １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４３ 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４７

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 １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７

ＲａｃｅＨｏｒｓｅｓ １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４８

ＢＱＭａｌｌ １ ０．５３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４８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ｅｄ １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４３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Ｄｒｉｖｅ １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５

３．４　对比测试

为了衡量文中算法的整体性能，将文中算法与文献［９］提出的算法作比较．采用与文献［９］相同的配

置，周期为１６，ＧＯＰ为８，编码９６帧．对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ｕｂｂｌｅｓ序列进行了测试，对比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

可知：文中算法在犚ＰＳＮ的变化上与文献［９］算法相差不多，码率的增长稍大；但文中算法的嵌入容量大

很多，这是因为将水印嵌入了Ｐ帧，而文献［９］只将水印嵌入了Ⅰ帧．同时，文中算法的脆弱性比文献

［９］好．这主要是因为文献［９］只根据水印修改帧内预测模式的奇偶性，而文中算法综合了帧间分割模

式、预测模式和 ＭＶ的脆弱性．因此，文中算法的脆弱性更好．

表５　不同算法性能对比结果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Ｄｉｆｆ／ｄＢ 犚ｖａｒ／％ 犆／ｂｉｔｓ η

文献［９］算法 ０．０３ ０．３０ ８０１７ ０．６０

文中算法 ０．０２ １．０２ ４３４２８ ０．４８

５２７第５期　　　　　　　　　　　　　　张明辉，等：采用 ＨＥＶＣ的视频内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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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针对重编码敏感，提出一种基于ＨＥＶＣ的脆弱水印算法．首先，根据图像的纹理特征产生特征码，

将其作为水印嵌入Ｐ帧中；然后，根据水印值修改帧间８×８ＣＵ的分割模式；最后，在不同的分割模式

下，修改帧间预测模式和 ＭＶ的值，保留最佳的ＣＵ分割模式及其相应的预测模式和 ＭＶ．实验结果表

明：文中算法对视频质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嵌入水印后码率的增长也很小；同时，该算法具有较

好的脆弱性，表明该算法能够用于视频内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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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约简和２项集支持度矩阵快速

剪枝的犃狆狉犻狅狉犻改进算法

张健，刘韶涛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在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改进算法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库扫描，引入事务约简

技术，提出一种改进的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考虑到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会产生大量候选项集，为了实现对候选项集

快速剪枝，加入一个自定义的２项集支持度矩阵，提出第２种改进的 Ｍ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将事务约简和２项集

矩阵快速剪枝一起引入到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提出第３种改进的 ＭＲ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最后，在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数据

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加入事务约简的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和加入２项集矩阵快速剪枝的 Ｍ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运行时间相比原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都有较大缩减，而同时结合两种优化策略的 ＭＲ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运行时间最

短，验证了这两种优化策略的有效性．

关键词：　关联规则；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频繁项集；支持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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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规则挖掘是数据挖掘任务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旨在挖掘出数据库中潜在的关联关系
［１?８］．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１］是关联规则挖掘中最经典的算法，该算法基于“产生测试”框架，采用逐层迭代的方法得

到频繁项集．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思想简单，但也存在算法效率低的缺点．针对算法需要频繁扫描数据库的缺

点，Ａｌ?Ｍａｏｌｅｇｉ等
［９］提出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采用了一种新的改进思路，大大减少了扫描数

据库次数．但是，这种改进虽然减少了数据库扫描次数，但却存在很多不必要的扫描．Ｓｉｎｇｈ等
［１０］则是通

过事务约简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纪怀猛
［１１］提出频繁２项集支持矩阵对候选项集快速剪枝的方法，对 Ｍ?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优化，优化后的算法命名为 Ｍ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本文结合这两个优化算法，提出 ＭＲＰ?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１　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及 犕?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１．１　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及其改进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１］采用宽度优先搜索的策略，算法有以下２个步骤．

步骤１　扫描数据库，计算得到１项集的支持度，删去不满足最小支持度的项集，得到频繁１项集

的集合．

步骤２　由频繁１项集得到频繁２项集，频繁２项集得到频繁３项集，如此循环，直到不能找到频繁

项集为止．

步骤２分为连接和剪枝．连接是频繁犽－１项集犔犽－１与自身进行连接，条件是两者前犽－２个项都相

同（称为可连接的），最后一个元素不同，连接得到的结果是两者前犽－２个项加上按字典顺序排列的两

者的最后一个元素，即得到候选犽项集犆犽．剪枝运用Ａｐｒｉｏｒｉ性质
［１］，即频繁项集的所有非空子集也都

是频繁的，对候选犽项集犆犽 进行剪枝，剪枝后得到频繁犽项集犔犽．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简单，但是它仍比较低效．原因主要有以下３个方面．

１）需要多次扫描数据库．

２）产生大量中间候选项集．

３）候选项集求支持度时，需要和各条事务进行模式匹配，比较费时．

针对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这３点不足，国内外学者从各个方面来改进它的效率．ＤＨＰ算法
［２］引入 Ｈａｓｈ

技术来减少候选２项集的生成；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算法
［３］采用划分的办法，把数据库划分为若干个子库，在子库

上求出局部频繁项集，最后再汇总求出全局频繁项集；Ｓａｍｐｉｎｇ算法
［４］随机选择一部分数据库样本，用

这部分数据上的频繁项集代表全局频繁项集；ＤＩＣ算法
［５］在扫描的不同点添加候选项集，从而可以动态

对项集进行评估，进一步减少数据库扫描次数．陈江平等
［６］引入概率的方法对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改进；

黄建明等［７］将数据库转换为十字链表的方式存储，使得扫描数据库的次数减少到了１次；刘维晓等
［８］在

Ａｐｒｉｏｒｉ中加入用户兴趣项进行改进，从而大范围缩减数据库容量．

１．２　犕?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为了产生频繁犽项集，需要保持大量候选项集，特别是当支持度很小的时候．因此，

为了减少在扫描数据库确定频繁项集上花费的时间，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９］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的思路．在

第１次扫描数据库时，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保存频繁１项集犔１ 中的每个项、对应的支持度及每个项所出现

的事务ＩＤ号的集合．在计算犽项集支持度时，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先将犽项集划分为犽个１项集；接着，根据

频繁１项集犔１ 比较这犽个１项集的支持度大小；最后，选择从其中支持度最小的事务ＩＤ集合所对应的

事务中扫描计算此犽项集的支持度，从而大大减少扫描数据库次数．改进后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示例，如图

１所示．

图１中：犇为原始数据库；犔１ 为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得到频繁１项集结果；实线为删去事务中单个项；

虚线为删除整条事务．要产生频繁２项集｛犐１，犐２｝，先比较犐１ 和犐２ 的支持度的大小，犐１ 的支持度为５，小

于犐２ 的支持度７，扫描从犐１ 所对应的事务ＩＤ集合｛犜１，犜３，犜７，犜９，犜１０｝所对应的事务犜１，犜３，犜７，犜９，

犜１０，计算｛犐１，犐２｝的支持度，这样本来需要扫描整个数据库，现在只用扫描其中的５条，减少了扫描次

数．同理，要产生频繁３项集｛犐１，犐２，犐３｝时，比较犐１，犐２ 和犐３ 的支持度，扫描从支持度最小的即犐１ 所对应

８２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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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务ＩＤ集合｛犜１，犜３，犜７，犜９，犜１０｝所对应的事务犜１，犜３，犜７，犜９，犜１０，计算｛犐１，犐２，犐３｝的支持度．

图１　改进后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示例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犕?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的优化

２．１　犕犚?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文献［１０］为了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用两点优化（性质１，２）：从数据库中删除某个值；删除某条事务．

性质１　当扫描第犽（犽≥２）次时，从数据库中删除在频繁犽－１项集犔犽－１，但不删除在频繁犽项集

犔犽 的项．

性质２　如果扫描第犽（犽≥２）次时，某事务项目数小于犽，则可以将其从数据库中删除．

需要注意这两点优化是在第犽（犽≥２）次扫描时结合在一起作用的，且有先后顺序，先用性质１删除

单个项，再判断修改后的数据库中各项事务长度是否小于犽（犽≥２），删除小于犽（犽≥２）的事务．

将这两点优化加入到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中，提出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在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

基础上，加入事务约简技术．在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扫描数据库前，分别判断性质１，２是否成立，从而对数据

库进行约简．然后，在约简后的数据库上执行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后续步骤．为了计算犽项集支持度，根据

频繁１项集犔１ 比较犽个１项集的支持度大小，扫描支持度最小的事务ＩＤ集合所对应的事务中，计算犽

项集的支持度．保存频繁１项集犔１ 中的每个项，每个项对应的支持度及每个项所出现的事务ＩＤ号的集

合，由于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对事务进行了约简，相应的犔１ 的事务ＩＤ号集合这一项也要相应修改．

产生频繁２项集犔２．假设产生｛犐１，犐２｝，在原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中，比较频繁１项集中犐１ 和犐２ 的支持度大

小．然后，扫描支持度小的对应的事务ＩＤ集合中的事务．在改进的算法中，做数据库的缩减，先根据性质

１删除不在犔１ 中的项，即从数据库犇中删除犐５、犐６、犐７．由于犽＝１，根据性质２，删除事务长度小于１的

集合，即从数据库犇 删去事务犜９．同时，相应也从犔１ 中删除犜９，得到修改后的数据库犇１ 和修改后的

犔′１（图１）．

根据修改后的频繁１项集犔′１ 比较犐１ 和犐２ 对应的支持度大小，由于犐１ 支持度小，故只需扫描犜１，

犜３，犜７，犜１０（犔′１ 中对应的）查找２项集｛犐１，犐２｝，最终生成频繁２项集犔２．

产生频繁３项集．此时犽＝３，由于性质１不成立，性质２成立，根据性质２从数据库犇１ 中删除事务

长度小于３的事务，即从犇１ 中删去犜１，犜２，犜４，犜６，犜１０．同时，也从修改后频繁１项集犔′１ 中删去这些事

务，得到修改后的数据库犇２ 和修改后的频繁１项集犔″１．然后，重复上面过程，删除非频繁项得到频繁３

项集犆３．

９２７第５期　　　　　　　　张健，等：事务约简和２项集支持度矩阵快速剪枝的Ａｐｒｉｏｒｉ改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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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犕犘?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产生大量候选集，尤其是候选２项集．候选集需要剪枝步骤才能生成频繁项集，Ｍ?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采用的还是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剪枝原理，即犮∈犆犽，判断犮的犽个（犽－１）?子集是否都在犔犽－１

中，若找到一个（犽－１）?子集不在犔犽－１中就淘汰犮．因为这个过程会多次扫描犔犽－１，特别是当生成犆犽 很

大时，算法的效率并不理想［１２］．优化１虽然约简数据库，也能一定程度上由于数据库的减少而使生成的

候选集数目减少，但从本质上说仍是基于传统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剪枝原理产生候选集，并没有充分改进候

选集的剪枝过程．

定义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的２项集支持度矩阵是一个三角矩阵（全部元素位于次对角

线上方），其中，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为数据库中所有项的最大值，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为７，矩阵初始元素全部为０．ＭＰ?

图２　填充后２项集

支持度矩阵

Ｆｉｇ．２　Ｔｗｏｉｔｅｍ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ｔｒｉｘａｆｔｅｒｂｅｉｎｇｆｉｌｌｅｄ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有如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扫描数据库，构造２项集的支持度矩阵．以数据库中的项作为

矩阵相应的行标和列标，如果扫描到一条事务中包含有｛犐犻，犐犼｝２项集，则对

矩阵进行一次填充．

矩阵元素填充规则为：如果行下标犻小于列下标犼，则 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ｘ

ＩｔｅｍＩｄ－犼］［犻］＋＝１；否则，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１］［犼］＋＝１．填充后２项

集支持度矩阵，如图２所示．

步骤２　产生频繁２项集，由于第一步已经用矩阵保存了２项集和其

对应的支持度，因此，只需要连接频繁１项集犔１ 和频繁１项集犔１．然后，从

矩阵中得到连接后得到２项集的支持度，若支持度大于等于最小支持度，

则加入到频繁２项集中．获取元素值的方法为：如果行下标犻小于列下标

犼，则对应元素值为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犼］［犻］位置的值；否则，为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ｘＩｔｅｍＩｄ－１］［犼］位置的值．

步骤３　产生频繁犽（犽≥３）项集，和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步骤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在算法的剪

枝步．在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的剪枝步骤，要不断扫描数据库，确定候选犽项集犆犽 的每一个（犽－１）项非空

真子集是否都是频繁的，从而确定频繁犽项集犔犽，而为了运用２项集支持度矩阵对犆犽 进行快速剪枝，

在原剪枝前面加入了一个预判断．方法是在进行原Ａｐｒｉｏｒｉ剪枝前，先将要进行连接的两个项集的各自

最后一项进行连接得到二项集；然后，从矩阵中得到该二项集的支持度．如果小于最小支持度，可以把两

个连接的候选项集的连接项剪掉．通过这样的预先判断，只有矩阵元素的值大于等于最小支持度时，才

需要检查此连接项的所有（犽－１）项子集是否都是频繁的，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算法效率．

２．３　犕犚犘?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优化１，２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对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优化改进，ＭＲ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将优化１，２综合

到一起加入到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

ＭＲ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前面步骤和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相同，得到修改后的数据库犇１ 和修改后的频繁项

目集犔′１．不同的是，在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加入了２项集支持度矩阵优化，扫描数据库，填充矩阵元素．

对数据库进行修改，生成２项集支持度矩阵是以修改后的数据库犇１ 为依据的．后面的算法步骤和优化

１算法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相同，唯一区别的是，加入２项集支持度矩阵进行快速剪枝，在算法的剪枝步之前加

入了一个预判断，即在后面频繁犽－１项集连接生成候选犽（犽＞２）项集时，先将要进行连接的两个项集

的各自最后一项进行连接得到二项集，然后，从矩阵中得到该二项集的支持度．判断连接后的２项集支

持度和最小支持度的关系，若小于，则直接预先剪掉这个犽项集．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平台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３４７０，主频为３．２０ＧＨｚ；内存为８ＧＢ，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旗舰版６４

位ＳＰ１．采用的编程语言为Ｊａｖａ，开发环境为Ｅｃｌｉｐｓｅ４．４．０．实验数据集为ｆｉｍｉ网站（［ｈｔｔｐ：∥ｆｉｍｉ．ｕａ．

ａｃ．ｂｅ／］）上的蘑菇数据集，它共有８１２４条事务，１１９个属性，事务平均长度为２３项．不同支持度下的

运行时间对比，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为运行时间；ηｍｉｎ为最小支持度．由图３可知：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由

０３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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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支持度下的运行时间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

于对在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基础上加入事务约简，使得运

行效率较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有所提高．Ｍ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引

进了２项集支持度矩阵，虽然需要消耗一定的存储空

间，但是它的效率提高比较明显，比较显著地提高算法

的效率．ＭＲ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则综合了以上两个算法的优

点，因此，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４　结论

在改进的 Ｍ?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加入了事务约简优化，

提出 ＭＲ?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在算法计算候选项集支持度时

减少了原数据库中记录的数目，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数据

库的次数，提高算法的效率．扫描加入了２项集支持度

矩阵快速剪枝优化，能快速对候选项目集进行快速剪枝，而不用像原算法那样需要检查候选犽项集的所

有（犽－１）项子集是否都是频繁的，从而提高了效率．最后，结合前两点优化，把提高效率的这两方面结合

到一起，提出了 ＭＲＰ?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再用实验验证了这３种算法的效率．

然而，第１点优化会对数据库进行修改，需要花费精力对数据库进行维护，降低算法效率．下一步将

考虑使用其他办法减少数据库扫描次数，或在编写代码时，设置标志位，跳过这些需要被删除的事务，而

不是直接将其删去，从而提高效率．第２点优化中，当数据库事务平均长度很大时，矩阵会迅速增大，还

可能会存在大量的零元素，从而会对算法效率有所影响．下一步将对此问题的改进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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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离散算法

的设计与分析

郭东生，徐凤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用于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的数值算法．通过引入一个时变向量（其每个元素都大于或等于

零），将时变线性不等式转化为一个时变矩阵向量方程，并给出用于求解该方程的连续时间模型（即神经网

络）．采用欧拉差分公式将其离散化，推导得到相应的离散算法，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实验验证该离散算法

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离散算法的稳态误差（ＳＳＲＥ）具有犗（τ２）的变化规律，当τ的数值减小１０倍，算

法的稳态误差可减小１００倍．

关键词：　线性不等式；时变；离散算法；欧拉差分公式；稳态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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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等式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１?６］．在不等式的研究中，如何

有效求解形如犃狓≤犫的线性不等式是一个重要课题，且已受到广泛关注．对于线性不等式，许多研究学

者提出了相应的求解方法［７?１０］，如文献［７］设计的迭代算法，开发的连续时间神经网络模型，文献［８］展

示的离散时间神经网络模型．但是，这些方法都是针对时不变线性不等式进行设计的，而对于时变线性

不等式，采用前述方法进行求解得到的结果会有明显滞后误差［１１］．针对时变线性不等式的求解，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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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设计一种新型神经网络模型，并通过对比来说明该模型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文献［１２?１３］分别开发

以隐式动力学方程和显式动力学方程描述的两种神经网络模型．为了硬件（如数字电路）实现的目的，针

对文献［１３］的神经网络模型，本文设计开发相应的数值算法，用以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

１　问题和模型描述

不失一般性，所研究的时变线性不等式［１１?１３］为

犃（狋）狓（狋）≤犫（狋）． （１）

式（１）中：犃（狋）∈犚
狀×狀和犫（狋）∈犚

狀 分别是光滑时变的系数矩阵和向量；狓（狋）∈犚
狀 是需要求解（１）得到的

未知向量．需要说明的是，式（１）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变线性不等式，文中的设计方法可拓展求解其他

类型的不等式（如时变李雅普诺夫矩阵不等式［１４］）．为了保证式（１）中狓（狋）的存在，文中仅考虑系数矩阵

犃（狋）在时间狋∈［０，＋∞）内是非奇异的情况．

文献［１３］展示了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求解可等价于时变矩阵向量方程的求解，即

犃（狋）狓（狋）－犫（狋）＋Λ
２（狋）＝０． （２）

式（２）中：Λ（狋）＝［λ１（狋），λ２（狋），…，λ狀（狋）］
Ｔ
∈犚

狀 是一个需要求解的未知向量；时变向量Λ
２（狋）＝犇（狋）×

Λ（狋）∈犚
狀，其中，对角线矩阵犇（狋）∈犚

狀×狀，犇（狋）＝ｄｉａｇ（λ１（狋），λ２（狋），…，λ狀（狋））．

基于上述转换，文献［１３］设计了如下的神经网络模型，用以求解时变矩阵向量方程（２）及时变线性

不等式（１），即

狔（狋）＝犕
＋ （狋）犘（狋）狔（狋）＋犕

＋犫（狋）－γ犕＋ （犙（狋）狔（狋）－犫（狋））． （３）

式（３）中：狔（狋）＝［狓
Ｔ（狋）Λ

Ｔ（狋）］Ｔ∈犚
２狀为神经网络模型的状态向量；狔（狋）为其时间导数；设计参数γ＞０∈

犚用来调节网络模型的收敛率；犕＋（狋）＝犕Ｔ（犕（狋）犕Ｔ（狋））－１为矩阵犕（狋）的伪逆．系数矩阵犕（狋），犘（狋）

和犙（狋）的定义分别为犕（狋）＝［犃（狋）　２犇（狋）］∈犚
狀×２狀，犘（狋）＝［－犃（狋）　０］∈犚

狀×２狀，犙（狋）＝［犃（狋）　犇

（狋）］∈犚
狀×２狀．对于模型（３），有如下的定理１（相应的证明详见文献［１３］）．

定理１　对于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给定一个光滑时变的非奇异系数矩阵犃（狋）∈犚
狀×狀和一个光滑时

变的系数向量犫（狋）∈犚
狀，则模型（３）的状态向量狔（狋）从一个随机产生的初始状态狔（０）∈犚

２狀出发，收敛

到时变矩阵向量方程（２）的一个精确解．该解的前狀个元素组成时变线性不等式（１）一个精确的时变解．

２　新离散算法及其理论分析

提出一种新型离散算法用以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即对于神经网络模型（３），采用欧拉差分公式

狔（狋犽＝犽τ）≈［狔（犽＋１）τ－狔（犽τ）］／τ，其中，τ＞０∈犚为采样间隔，迭代次数犽＝０，１，２，…，将其离散
［１５?１７］．

为了描述方便，定义狔犽＝狔（狋犽＝犽τ），犕
＋
犽 ＝犕

＋（狋犽＝犽τ），犘犽＝犘（狋犽＝犽τ），犙犽＝犙（狋犽＝犽τ），犫犽＝犫（狋犽＝犽τ），

犫犽＝犫（狋犽＝犽τ）
［１８］．因此，采用欧拉差分公对式（３）进行离散化，并进一步整理，可得离散算法为

狔犽＋１ ＝狔犽＋τ犕
＋
犽（犘犽狔犽＋犫犽）狔犽－犺犕

＋
犽（犙犽狔犽－犫犽）． （４）

式（４）中：犺＝τγ＞０∈犚为步长．式（４）便是文中所提出用以求解（１）的离散算法．

为验证离散算法（４）的有效性，给出误差函数犲犽＝犙犽狔犽－犫犽∈犚
２狀．若犲犽＝０，则有犃犽狓犽－犫犽＋Λ

２
犽＝

０．由于Λ
２
犽≥０，犃犽狓犽－犫犽＝－Λ

２
犽≤０，最终得到犃犽狓犽≤犫犽．因此，离散算法（４）经过一定次数的迭代后将

使犲犽 足够小（即‖犲犽‖２→０，其中‖·‖２ 表示向量的二范数），则其对应的状态向量狓犽＝狓（狋犽＝犽τ）就是

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一个精确时变解．关于离散算法（４）的计算性能，有如下的理论结果．

定理２　所提出的离散算法是一个一致的和收敛的方法，且对于所有的时间狋犽∈［狋０，狋ｆｉｎａｌ］，以其截

断误差犗（τ
２）的阶数收敛．

证明　对于离散算法（４），其特征多项式为ρ（θ）＝θ－１．显然，θ－１＝０只有一个根为θ＝１且在单位

圆上．根据文献［１８］，离散算法（４）是零稳定的．考虑欧拉差分公式，有狔犽＝（狔犽＋１－狔犽）／τ＋犗（τ）．基于前

文的分析，对神经网络模型（３）进行离散可得

狔犽＋１ ＝狔犽＋τ犕
＋
犽（犘犽狔犽＋犫犽）狔犽－犺犕

＋
犽（犙犽狔犽－犫犽）＋犗（τ

２）． （５）

　　显然，去掉式（５）中的犗（τ
２），正是文中所提出的离散算法（４）．换言之，离散算法（４）的截断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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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τ
２），这表明该算法具有２阶的一致性．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离散算法（４）是零稳定和一致的
［１９］．因此，所提出的离散算法（４）是一个一致的

和收敛的方法，且对于所有的时间狋犽∈［狋０，狋ｆｉｎａｌ］，以其截断误差犗（τ
２）的阶数收敛．证毕．

定理３　对于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给定一个光滑时变的非奇异系数矩阵犃（狋）∈犚
狀×狀和一个光滑时

变的系数向量犫（狋）∈犚
狀，则所提出的离散算法（４）对应的稳态误差ｌｉｍ

犽→∞
‖犲犽‖２ 具有犗（τ

２）的变化规律．

证明　定义狔

犽 ∈犚

２狀，且满足犙犽狔

犽 －犫犽＝０．基于定理２证明，当犽足够大，有狔犽＝狔


犽 ＋犗（τ

２），即有

‖犲犽‖２ ＝ ‖犙犽狔犽－犫犽‖２ ＝ ‖犙犽（狔

犽 ＋犗（τ

２））－犫犽‖２ ＝ ‖犙犽狔

犽 －犫犽＋犗（τ

２）‖２ ＝犗（τ
２）．

即稳态误差ｌｉｍ
犽→∞
‖犲犽‖２＝犗（τ

２），所提出的离散算法对应的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２）的变化规律．证毕．

３　数值实验验证

对于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系数矩阵犃（狋）和向量犫（狋）为

犃（狋）＝

５＋ｓｉｎ（２狋） ｃｏｓ（２狋）／２ ｃｏｓ（２狋）

ｃｏｓ（２狋）／２ ５＋ｓｉｎ（２狋） ｃｏｓ（２狋）／２

ｃｏｓ（２狋） ｃｏｓ（２狋）／２ ５＋ｓｉｎ（２狋

熿

燀

燄

燅）

∈犚
３×３，　　犫（狋）＝

　　ｓｉｎ（２狋）

　　ｃｏｓ（２狋）

ｓｉｎ（２狋）＋ｃｏｓ（２狋

熿

燀

燄

燅）

∈犚
３．

　　当τ＝０．０１和犺＝０．５时，采用所提离散算法求解变线性不等式（１），其数值结果如图１所示．

　　（ａ）狓犽 的轨迹 （ｂ）Λ犽 的轨迹

　　（ｃ）计算误差的轨迹 （ｄ）测试误差的轨迹

图１　采用离散算法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数值实验结果（τ＝０．０１，犺＝０．５）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τ＝０．０１，犺＝０．５）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１）

由图１（ａ），（ｂ）可知：基于５个随机产生的初始状态，由离散算法计算得到的狓犽 和Λ犽 的状态轨迹

是时刻变化的．图１（ｃ）显示了计算误差‖犲犽‖２＝‖犙犽狔犽－犫犽‖２ 的变化特点，即计算误差快速减小并维

持在一个小的数值范围内，且其最大稳态误差为１．０５６×１０－３．这就意味着狓犽 和Λ犽 正是时变矩阵向量

方程（２）的时变解．对于满足式（２）的狓犽，这就是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一个时变解，即犃犽狓犽≤犫犽．

为更好地理解，对测试误差珋犲犽＝犃犽狓犽－犫犽 进行了探讨，其对应的轨迹变化情况如图１（ｄ）所示．由图

１（ｄ）可知：珋犲犽 中所有的元素都小于或等于零，再次说明图１（ａ）中的狓犽 是（１）的一个解．这些结果很好表

明了所提出的离散算法的有效性．

当τ＝０．００１和犺＝０．５时，采用所提离散算法求解变线性不等式（１），其数值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ａ）可知：由离散算法计算得到狓犽 的状态轨迹是时变的．由图２（ｂ）可知：计算误差快速减小

并维持在一个小数值范围内，且其最大稳态误差为１．０５９×１０－５．显然，这些结果再次表明离散算法能

有效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另外，对比图１（ｃ）和图２（ｂ）可知：随着τ的减小（从０．０１到０．００１），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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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狓犽 的轨迹 （ｂ）计算误差的轨迹

图２　采用离散算法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数值结果（τ＝０．００１，犺＝０．５）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τ＝０．００１，犺＝０．５）

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１）

的稳态误差也减小（从１０－３到１０－５）．因此，离散算法的计算性能可以通过减小τ的数值来得到提高．

为了进一步研究，采用不同的τ和犺来对所提出的离散算法进行数值实验，结果如图３，４所示．

　（ａ）τ＝０．１ （ｂ）τ＝０．０１ （ｃ）τ＝０．００１

图３　不同τ值采用离散算法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误差状态轨迹（犺＝０．４）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τｖａｌｕｅｓ（犺＝０．４）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１）

　　（ａ）τ＝０．１ （ｂ）τ＝０．０１ （ｃ）τ＝０．００１

图４　不同的τ值下采用离散算法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的误差状态轨迹（犺＝０．６）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τｖａｌｕｅｓ（犺＝０．６）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１）

由图３，４可知：对于固定τ的数值，采用不同的犺的数值，离散算法的计算性能都有所不同（即相应

的稳态误差都不一样）．特别地，对于固定的犺，减小τ的数值，离散算法的计算性能能够得到更有效的

提高．具体而言，当τ的数值减小１０倍，离散算法的稳态误差能够减小１００倍，即所提出的离散算法的

稳态误差具有犗（τ
２）的变化规律．这也就意味着可通过合理地减小τ的值来有效地满足应用实践中所

需要的精度．总的来说，上述的数值实验结果很好地表明了所提出离散算法的有效性．

４　结束语

为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结合欧拉差分公式推导得到一种离散算法，并给出相应的理论结果来

说明其计算性能．通过数值实验，进一步验证所提出的离散算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离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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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态误差与采样间隔τ具有犗（τ
２）的变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求解时变线性不等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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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犅犾狅犮犺型双调和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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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Ｂｌｏｃｈ型双调和函数的判别准则和系数估计．通过建立双调和函数的线性和复合性质，得到双调

和函数的Ｂｌｏｃｈ型判别法则．利用双调和的表示理论及调和函数的 Ｐｒｅ?Ｓｃｈｗａｒｚ导数估计，给出 Ｂｌｏｃｈ型双

调和函数的单叶性判定定理及系数估计．

关键词：　Ｂｌｏｃｈ函数；双调和映照；系数估计；拟正则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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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假设犳（狕）＝狌（狓，狔）＋ｉ狏（狓，狔）为单位圆盘犇 上具有二阶连续偏导数的函数，若它的雅可比犑犳 满

足犑犳（狕）＝｜犳狕｜
２－｜犳珔狕｜

２
＞０，则称犳是保向的；反之，则称犳是反向的．如果一个犆

２ 函数犳满足Ｌａ

ｐｌａｃｅ方程Δ犳（狕）＝犳狓，狓＋犳狔，狔＝４犳狕，珔狕＝０，则称犳为一个调和函数，它可表示为犳（狕）＝犺（狕）＋犵（狕），其

中，函数犺（狕）和犵（狕）是犇上的两个解析函数．Ｌｅｗｙ
［１］证明了单连通区域上的调和函数犳（狕）是局部单

叶的当且仅当犑犳（狕）≠０．更多调和映照性质的获取可参考文献［２?５］．

如果映照犳在犇 上满足ΔΔ犳＝０，那么称犳为犇 上的双调和映照，每个双调和映照具有的表达式

为犳（狕）＝｜狕｜
２犺（狕）＋犵（狕），其中，函数犺（狕）＝犺１（狕）＋犺２（狕），犵（狕）＝犵１（狕）＋犵２（狕），犺犻（犻＝１，２），犵犻（犻＝

１，２）都是犇上的解析函数
［６］．

设犳为单位圆盘犇 到自身上的保向映照，若它满足犳∈ＡＣＬ
２（犇），且不等式｜犳（狕）｜

２
≤犓犑犳（狕）

在犇上几乎处处成立，则称犳为犇 上的犓?拟正则映照，其中，｜犳｜＝｜犳狕｜＋｜犳珔狕｜．

如果一个犆２ 函数犳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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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β（犳）＝ｓｕｐ
狕∈犇

（１－｜狕｜
２）｜犑犳（狕）｜槡

２
＜∞，

则称为Ｂｌｏｃｈ型函数，记这类函数全体为犅．如果犳为犇 上的解析函数时，记这类函数全体为犅犃．如果

犳为犇 上的调和函数时，记这类函数全体为犅犎．如果犳为犇 上的双调和函数时，记这类函数全体为

犅ＢＨ，则犅犃犅犎犅ＢＨ犅．文献［７?１３］对类Ｂｌｏｃｈ型函数犅犃，犅犎 开展了研究，其中，文献［１０］证明了定

理Ａ，Ｂ．

定理犃　假设犉＝犎＋珚犌在犇 上单叶且保向，如果犺＝ｌｏｇ（犎′）且ω∶犇→犇是任一解析函数，那么

具有第２复特征ω犳＝ω的调和函数犳＝犺＋珚犵属于犅犎．

定理犅　假设犳＝犺＋珚犵∈犅犎 是保向的，且犵∈犅犃．设０＜ε＜１，则

犎（狕）＝∫
狕

０
ｅｘｐ（

ε
犮
犺（ζ））ｄζ．

上式中：犮＝ β（犳）
２＋β（犵）槡

２．如果ω∶犇→犇是解析的，且满足‖ω‖犺≤
１－ε
２
，那么具有第２复特征ω犉＝

ω的调和映照犉＝犎＋珚犌是单叶的．

本文主要研究具有表达式犳＝｜狕｜
２犺的双调和映照类．同时，给出该类双调和Ｂｌｏｃｈ型函数的系数

估计．

２　主要结论及证明

性质１　如果犳＝｜狕｜
２犺∈犅ＢＨ，φα（狕）＝

α＋狕
１＋珔α狕

为定义在犇 上到自身的同构映射，则

１）犪犳＋犫珚犳∈犅ＢＨ，

２）犳φα∈犅ＢＨ．

证明１）由假设知，存在两个解析函数犺１，犺２ 满足

犳＝狘狕狘
２犺＝狘狕狘

２（犺１＋珔犺２），

从而有

犳狕 ＝珔狕犺＋狘狕狘
２犺′１，　　犳珔狕 ＝狕犺＋狘狕狘

２珔犺′２．

　　令犉＝犪犳＋犫珚犳＝｜狕｜
２（犪犺＋犫珔犺），则有

犉狕 ＝ （犪珔狕犺＋犫狕犺）＋犪狘狕狘
２犺′１＋犫狘狕狘

２犺′２ ＝犪（珔狕犺＋狘狕狘
２犺′１）＋犫（狕犺＋狘狕狘

２犺′２）＝犪犳狕＋犫珚犳狕．

　　同理可得

犉珔狕 ＝犪犳珔狕＋犫珚犳珔狕．

　　因此，有

犑犳（狕）＝狘犉狕狘
２
－狘犉珔狕狘

２
＝狘犪犳狕＋犫珚犳狕狘

２
－狘犪犳珔狕＋犫珚犳珔狕狘

２
＝ （犪犳狕＋犫珚犳狕）（犪犳狕＋犫珚犳狕）－

（犪犳珔狕＋犫珚犳珔狕）（犪犳珔狕＋犫珚犳珔狕）＝狘犪狘
２
狘犳狕狘

２
＋狘犫狘

２
狘珚犳狕狘

２
－狘犪狘

２
狘犳珔狕狘

２
－狘犫狘

２
狘珚犳珔狕狘

２
＝

（狘犪狘
２
－狘犫狘

２）（狘犳狕狘
２
＋狘犳珔狕狘

２）＝ （狘犪狘
２
－狘犫狘

２）犑犳（狕）．

　　故由犳∈犅ＢＨ可知，犉∈犅ＢＨ．

２）令犉＝犳φα＝｜φα（狕）｜
２犺φα，则有

犉狕 ＝
１－狘α狘

２

（１＋珔α狕）
２φα（狕）犺φα＋狘φα（狕）狘

２１－狘α狘
２

（１＋珔α狕）
２犺′１φα ＝

１－狘α狘
２

（１＋珔α狕）
２
（狘φα（狕）狘

２犺′１φα＋φα（狕）犺φα），

　　同理可得

犉珔狕 ＝
１－狘α狘

２

（１＋珔α狕）
２
（狘φα（狕）狘

２犺′２φα＋φα（狕）犺φα）．

　　从而有

（１－狘狕狘
２） 犑犉（狕槡 ）＝（１－狘狕狘

２）１－狘α狘
２

（１＋珔α狕）
２ 狘犉狕狘

２
－狘犉珔狕狘

２
槡 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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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狘φα（狕）
２
狘） 狘犑犳（φα（狕））槡 狘．

　　因此，有β（犳）＝β（犉），这隐含着犳φα ∈犅ＢＨ，证毕．

定理１　假设犉＝犎＋珚犌为犇 上单叶且保向的调和函数，若函数犳＝｜狕｜
２犺保向犺＝犺１＋珔犺２，且解析

函数犺１ 与犺２ 满足狕犺１＝ｌｏｇ犎′，∫
狕

０
犺２（狋）ｄ狋∈犅犃 ，则犳∈犅ＢＨ．

证明　令α∈犇，定义

Φ（狕）＝
犉（α＋

狕
１＋珔α狕

）－犉（α）

（１－狘α狘
２）犎′（α）

，

则Φ（狕）在犇上单叶调和，且满足Φ（０）＝０，Φ狕（０）＝１．因此，它的展开式的系数犪２（α）的模有界，且满足

犪２（α）＝ （１－狘α狘
２）犎″
２犎′

－珔α．

　　这隐含着

犎″
２犎′

＝
２（犪２（α）＋珔α）

（１－狘α狘
２）
． （１）

　　又由∫
狕

０
犺２（狋）ｄ狋∈犅犃 ，有

（１－狘狕狘
２）狘犺２狘＜ ∞． （２）

　　由于

（１－狘α狘
２） 犑犳（α槡 ）＝（１－狘α狘

２） 狘犳狕（α）狘
２
－狘犳珔狕（α）狘槡

２
＝

（１－狘α狘
２） 狘珔α犺＋狘α狘

２犺′１狘
２
－狘α犺＋狘α狘

２珔犺′２狘槡
２
≤

（１－狘α狘
２）狘珔α犺＋狘α狘

２犺′１狘≤ （１－狘α狘
２）狘α狘狘犺＋α犺′１狘≤

（１－狘α狘
２）狘珔犺２＋（α犺１）′狘≤ （１－狘α狘

２）（狘犺２狘＋狘（α犺１）′狘）．

　　因此，结合式（１），（２），可得（１－｜α｜
２）犑犳（α槡 ）＜∞，即犳∈犅ＢＨ，证毕．

定理犆　令犳＝犺＋珚犵为单位圆盘犇 上的保向调和函数，其复伸张为ω．如果对于所有的狕∈犇，有

狘狕犘犳（狕）狘＋
狘狕ω′（狕）狘
１－狘ω（狕）狘

２ ≤
１

１－狘狕狘
２

成立，则函数犳为单叶函数，其中，犘犳＝
犺″
犺′
－
珔ωω′

１－｜ω｜
２
为犳的Ｐｒｅ?Ｓｃｈｗａｒｚ导数

［１４］．

假设函数ω∶犇→犇解析，定义

ω
（狕）＝

ω′（狕）（１－狘狕狘
２）

１－狘ω狘
２

为它的双曲偏导数，‖ω‖犺＝ｓｕｐ
狕∈犇
｜ω

（狕）｜为它的双曲范数
［１５］．

定理２　假设犳＝｜狕｜
２犺∈犅ＢＨ，犺＝犺１＋犺２，且犳是犓?拟正则的．对０＜ε＜１，令

犎（狕）＝∫
狕

０
ｅｘｐ
ε（ζ

２犺１＋∫
ζ

０
τ（犺２－犺１）ｄτ）

犮
ｄζ．

上式中：犮＝β
（犳）（犓＋１）

槡犓
．如果ω∶犇→犇是解析的，且满足‖ω‖犺≤

１－ε
２
，则以ω为复伸张的调和函数

犉＝犎＋珚犌在犇 上是单叶的．

证明　由假设犳∈犅ＢＨ，可得

（１－狘狕狘
２） 犑槡 犳 ＝ （１－狘狕狘

２）狘狕狘狘（狕犺１）′＋犺２狘 １－狘ω犳狘槡
２
≤β（犳）．

　　又由于犳为犓?拟正则映照，有

狘狕狘狘（狕犺１）′＋犺２狘≤ β（犳）

（１－狘狕狘
２） １－狘ω犳狘槡

２
≤ β（犳）（犓＋１）

（１－狘狕狘
２）槡犓

＝
犮

１－狘狕狘
２．

　　上式隐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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狘
犎″
犎′
狘＝

ε
犮
狘狕（狕犺１）′＋狕犺２狘＝

ε
犮
狘狕狘狘（狕犺１）′＋犺２狘≤

ε
１－狘狕狘

２．

　　由于

狘ω′（狕）狘
１－狘ω（狕）狘

２ ≤
‖ω‖犺
１－狘狕狘

２ ≤
１－ε

２（１－狘狕狘
２）
，

　　所以可得

狘狕犘犉（狕）狘＋
狘狕ω′犉（狕）狘
１－狘ω犉（狕）狘

２ ≤狘
犎″
犎′
狘＋

２狘ω′（狕）狘
１－狘ω（狕）狘

２ ≤
１

１－狘狕狘
２．

　　由定理Ｃ知函数犉在犇 上单叶．证毕．

为了方便，给出函数犳幂级数表达式，即犺１ ＝∑
∞

狀＝０

犪狀狕
狀，犺２ ＝∑

∞

狀＝１

犫狀狕
狀．

定理３　若犳＝｜狕｜
２犺∈犅ＢＨ是犓?拟正则的，且｜犺｜＜犕，则当狀≥１时，有

狘犪狀狘≤犲
狀＋３
２狀

（犕＋β
（犳）（犓＋１）

槡犓
）．

上式中：犕 为一正常数．

证明　由犳∈犅ＢＨ，可知（１－｜狕｜
２）犑犳（狕槡 ）≤β（犳），即

（１－狘狕狘
２） 狘珔狕犺＋狘狕狘

２犺′１狘
２
－狘狕犺＋狘狕狘

２珔犺′２狘槡
２
＝

（１－狘狕狘
２）狘狕狘狘犺＋狕犺′１狘 １－狘ω（狕）狘槡

２
≤β（犳）． （３）

式（３）中：狘ω（狕）狘＝
狘犺＋狕犺′１狘

狘犺＋狕珔犺′２狘
＝狘ω犳（狕）狘＝

狘珔狕犺＋狘狕狘
２犺′１狘

狘狕犺＋狘狕狘
２珔犺′２狘

＝
狘珔犺２＋（狕犺１）′狘
狘珔犺１＋（狕犺２）′狘

．

　　由函数犳是犓?拟正则的，可知对任意的狕∈犇，有｜ω（狕）｜＝｜ω犳（狕）｜＜
犓－１
犓＋１

．

令狕＝狉ｅｉ狋，狋∈（０，２π），狉∈（０，１），则有

犺′１ ＝∑
∞

狀＝１

狀犪狀狕
狀－１
＝∑

∞

狀＝１

狀犪狀狉
狀－１ｅｉ

（狀－１），

　　所以

狘犪狀狘＝狘
１

２π狀∫
２π

０
ｅ－ｉ

（狀－１）犺′１
狉狀－１
ｄ狋狘≤

ｍａｘ
狘狕狘＝狉

狘犺′１狘

狀狉狀－１
． （４）

　　又由于β（犳）的定义可知，对狕∈犇，有

（１－狘狕狘
２） 犑槡 犳 ≤β（犳）．

　　结合式（３），可得狕∈犇．由

狘犺＋狕犺′１狘≤ β（犳）

（１－狘狕狘
２）狘狕狘 １－狘ω（狕）狘槡

２
，

进而有

狘狕犺′１狘≤犕＋ β（犳）

（１－狘狕狘
２）狘狕狘 １－狘ω（狕）狘槡

２
，　　狕∈犇，

从而有

ｍａｘ
狕∈犇
狘狕犺′１狘≤犕＋ β（犳）

（１－狘狕狘
２）狘狕狘 １－狘ω（狕）狘槡

２
．

　　将狕＝狉ｅ
ｉ狋，狋∈（０，２π），狉∈（０，１）代入，可得

ｍａｘ
狉∈（０，１）

狘狕犺′１狘≤犕＋ β（犳）

（１－狉
２）狉 １－狘ω狘槡

２
． （５）

　　由式（４），（５）可得

狘犪狀狘≤
犕

狀狉狀
＋ β（犳）

（１－狉
２）狀狉狀＋１ １－狘ω狘槡

２
≤

１
（１－狉

２）狉狀＋１
（犕
狀
＋β
（犳）（犓＋１）

槡狀 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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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函数狉
狀＋１（１－狉２），狉∈（０，１），通过计算，当狉＝

狀＋１
狀槡＋３时，该函数取最大值．将狉＝

狀＋１
狀槡＋３代入，

可得

狘犪狀狘≤
１

（１－狉
２）狉狀＋１

（犕
狀
＋β
（犳）（犓＋１）

槡狀 犓
）≤ （犕＋β

（犳）（犓＋１）

槡犓
）φ（狀）

狀＋３
２狀

．

上式中：φ（狓）＝（１＋
２

狓＋１
）
狓＋１
２ ，且ｌｉｍ

狓→∞
φ（狓）＝犲．由于ｌｏｇφ（狓）＝

狓＋１
２
ｌｏｇφ（狓）＝

狓＋３
狓＋１

，令

ψ（狓）＝ｌｏｇφ（狓）′＝
φ′（狓）

φ（狓）
＝
１

２
ｌｏｇ（

狓＋３
狓＋１

）－
１

狓＋３
，

则有ψ′（狓）＝－
１

（狓＋３）（狓＋１）
＋

１
（狓＋３）２

．因此，当狓≥１时，ψ′（狓）＜０，ψ（狓）单调递减，从而有ψ（狓）＞

ｌｉｍ
狓→∞
ψ（狓）＝０，φ′（狓）＞０．即当狓≥１时φ（狓）≤ｌｉｍ

狓→∞
φ（狓）＝犲，得证．

参考文献：

［１］　ＬＥＷＹＨ．Ｏｎｔｈｅｎｏｎ?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Ｊａｃｏｂｉａｎ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ｏｎｅ?ｔｏ?ｏｎ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３６，４２（１０）：６８９?６９８．

［２］　ＤＵＲＥＮＰ．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ｕｎｉｖａｌ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１７．

［３］　ＣＬＵＮＩＥＪ，ＳＨＥＩＬ?ＳＭＡＬＬ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ｕｎｉｖａｌ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ｎＡｃａｄＳｃｉＦｅｎｎＳｅｒＡ，１９８４，９（１）：３?２５．

［４］　ＡＢＤＵＬＨＡＤＩＺ，ＭＵＨＡＮＮＡＹ，ＫＨＵＲＩＳ．Ｏｎｕｎ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ＪＩｎｅｑｕａｌＡｐｐｌ，

２００５，５（２００５）：４６９?４７８．

［５］　ＫＡＬＡＪＤ．Ｏｎｑｕａｓｉ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ｍｏｏｔｈＪｏｒｄａｎｄｏｍａ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３６２（１）：５８?６３．

［６］　ＡＨＬＦＯＲＳＬＶ，ＥＡＲＬＥＣＪ．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

ｔｙ，１９６６：２１?３４．

［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Ｍ，ＣＬＵＮＩＥＪ，ＰＯＭＭＥＲＥＮＫＥＣ．ＯｎＢｌｏ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ＲｅｉｎｅＡｎｇｅｗ

Ｍａｔｈ，１９７４，２７０：１２?３７．

［８］　ＤＡＮＩＫＡＳＮ．ＳｏｍｅＢａｎａｃｈｓｐａｃｅ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ｅｎｓｕｕ［Ｊ］．Ｕｎｉｖ

ＪｏｅｎｓｕｕＤｅｐＭａｔｈＲｅｐＳｅｒ，１９９７，２：９?３５．

［９］　ＰＯＭＭＥＲＥＮＫＥＣ．ＯｎＢｌｏ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ｔｈＳｏｃ，１９７０，２（２）：６８９?６９５．

［１０］　ＥＦＲＡＩＭＩＤＩＳＩ，ＧＡＯＮＡＪ，ＨＥＲＮ?ＮＤＥＺＲ，犲狋犪犾．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Ｂｌｏｃｈ?ｔｙｐ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ＤＢ／

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９?０５］．ｈｔｔｐｓ：∥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ｐｄｆ／１６０７．０４６２６ｖ１．ｐｄｆ．

［１１］　ＰＯＭＭＥＲＥＮＫＥ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１８５?１８７．

［１２］　ＳＥＩＤＥＬＪ，ＷＡＬＳＨＬ．Ｏｎｔｈ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ａｄｉｉｏｆｕｎ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ｏｆ

狆?ｖａｌｅ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ｍｅｒＭａｔｈＳｏｃ，１９４２，５２（１）：１２８?２１６．

［１３］　ＺＨＵＫ．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ｓ，ｍａｒｃｅｌｄｅｋｋｅｒ［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２００７：

１０１?１３２．

［１４］　ＨＥＲＮ?ＮＤＥＺＲ，ＭＡＲＴ?ＮＭＪ．Ｐｒｅ?ＳｃｈｗａｒｚｉａｎａｎｄＳｃｈｗａｒｚｉａｎ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Ｊ］．ＪＧｅｏｍＡ

ｎａｌ，２０１５，２５（１）：６４?９１．

［１５］　ＢＥＡＲＤＯＮＡ，ＭＩＮＤＡＤ．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Ｊ］．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３：９?５６．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黄心中）

１４７第５期　　　　　　　　　　　　　　　李西振，等：Ｂｌｏｃｈ型双调和映照



　第３８卷　第５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７　

　　犱狅犻：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１０３７　　

　　　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

高阶保能量方法

王一帆，孙建强，陈宵玮

（海南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海南 海口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　利用四阶平均向量场方法和拟谱方法构造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高阶保能量格式，并用构造的高

阶保能量格式数值模拟方程孤立波的演化行为．结果表明：新的格式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可以很好地模拟孤立

波的演化行为，同时，保持了方程的离散能量守恒特性．

关键词：　平均向量场方法；高阶保能量方法；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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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文献中，许多学者构造了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不同数值算法．Ｋｏｎｇ等
［１］基于分步数值

方法和多辛龙格?库塔方法的思想，设计了一种新的多辛积分因子，即分步多辛（ＳＳＭＳ）方法．黄浪扬
［２］

构造了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半显式多辛拟谱格式．这些格式在长时间精确数值模拟非线性四阶薛

定谔方程的演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只能近似地保持方程的能量．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在时间方向上

具有二阶精度的平均向量场方法，能保持微分方程固有能量守恒特性．二阶平均向量场方法已经广泛地

应用于计算能量守恒的偏微分方程中［３?５］，并取得了很好的数值结果．如 Ｑｕｉｓｐｅｌ等
［６］提出了具有高阶

精度的平均向量场方法．本文利用四阶平均向量场方法和拟谱方法构造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高阶

保能量格式，并利用高阶保能量格式数值模拟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孤立波的演化行为．

１　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

考虑强激光光束传输过程中四阶色散项在具有克尔非线性的松散介质中的影响，文献［７?９］建立了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１２

　通信作者：　孙建强（１９７１?），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ｊｑ１２３＠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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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阶薛定谔方程，即

ｉ狌狋＋狌狓狓狓狓 ＋犺′（狘狌狘
２）狌＝０，　　ｉ＝ －槡 １． （１）

　　如果考虑外部受限的势能，则方程（１）为受限制的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文中研究的非线性四阶

薛定谔方程为

ｉ狌狋＋狌狓狓狓狓 ＋α（狘狌狘
２）狌－β犵（狓）狌＝０，　　（狓，狋）∈ （－∞，＋∞）×（０，犜］， （２）

狌（狓，０）＝狌０（狓），　　狓∈ （－∞，＋∞）， （３）

狌（狓，狋）＝狌（狓＋犔，狋），　　狋＝ （－∞，＋∞）． （４）

式（２）～（４）中：狌０（狓）为一个指定的复值函数；犵（狓）为绕原点的波函数．方程在研究动态玻色?爱因斯坦

凝集态、非线性光学之类的问题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方程（２）在有限区域内具有能量守恒特性
［１０］，即

犈（狋）＝∫
犔

０

［１
２
狘狌狓狓狘

２
＋
α
４
狘狌狘

４
－β
２
犵（狓）狘狌狘

２］ｄ狓＝犈（０）． （５）

２　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高阶保能量格式

下面给出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离散格式．在实际计算中，只能给出方程在有限区域内的数值

解．根据文献［１，１０］，取方程空间求解区域为［０，２π］．

设狌（狓，狋）＝狆（狓，狋）＋狇（狓，狋）ｉ，方程（２）可表示为

狆狋＋狇狓狓狓狓 ＋α（狆
２
＋狇

２）狇－β犵（狓）狇＝０， （６）

狇狋－狆狓狓狓狓 －α（狆
２
＋狇

２）狆＋β犵（狓）狆＝０． （７）

　　方程（６），（７）可以转化为无穷维哈密尔顿系统，即

ｄ狕
ｄ狋
＝犑
δ犎（狕）

δ狌
，　　犑＝

　０ １

－
［ ］
１ ０

． （８）

式（８）中：狕＝（狆，狇）
Ｔ，哈密尔顿函数为

犎（狕）＝∫（－
１

２
（（狆狓狓）

２
＋（狇狓狓）

２）－
α
４
（狆
２
＋狇

２）２＋β
２
犵（狓）（狆

２
＋狇

２））ｄ狓． （９）

　　利用拟谱方法在空间方向离散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８），空间积分区间Ω＝［０，２π］，犔＝２π，将Ω

分为犖 等分，犺＝犔／犖 为空间步长，犖 为一个正偶数．

空间置配点狓犼＝犪＋犺犼，犼＝０，…，犖－１．令狆犼为狆（狓，狋）在配置点狓犼处的近似值．定义

犛犖 ＝ ｛犵犼（狓）；－犖／２≤犼≤犖／２－１｝

为插值空间．其中，犵犼（狓）是满足犵犼（狓犻）＝δ
犻
犼的正交三角多项式，且犵犼（狓）可以表示为

犵犼（狓）＝
１

犖 ∑
犖／２

犾＝－犖／２

１

犮犾
ｅｉ犾μ

（狓－狓
犼
）
．

其中：犮犾＝１（｜犾｜≠犖／２）；犮－犖／２＝犮犖／２＝２；μ＝２π／犔．对任意狆（狓，狋）∈犆
０（Ω），定义的插值算子犐犖

［１１］为

犐犖狆（狓，狋）＝∑
犖－１

犾＝０

狆犾犵犾（狓）．

　　正交的三角插值算子犐犖 在置配点狓犼满足

犐犖狆（狓犼，狋）＝狆（狓犼，狋），　　犼＝０，…，犖－１．

　　假设犘＝（狆０，狆１，…，狆犖－１）
Ｔ，定义

（犇犽）犻，犼 ＝
ｄ犽犵犼（狓犻）

ｄ狓犽
，

称犇犽 为犽阶微分矩阵．通过计算可以得到



狓
犐犖狆（狓，狋）狘狓＝狓

犼
＝∑

犖－１

犾＝０

狆犾
ｄ犵犾（狓犼）

ｄ狓
＝ （犇１犘）犼，


２

狓
２犐犖狆（狓，狋）狘狓＝狓犼 ＝∑

犖－１

犾＝０

狆犾
ｄ２犵犾（狓犼）

ｄ狓２
＝ （犇２犘）犼．

　　犇１，犇２ 分别是一阶和二阶谱矩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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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１）犻，犼 ＝

１

２μ
（－１）

犻＋犼ｃｏｔ（μ
狓犻－狓犼
２

），

０

烅

烄

烆 ，
　　
犻≠犼，

犻＝犼．

（犇２）犻，犼 ＝

１

２μ
２（－１）

犻＋犼＋１ １

ｓｉｎ２（μ
狓犻－狓犼
２

）
，

－μ
２犖

２
＋２

１２

烅

烄

烆
，

　　

犻≠犼，

犻＝犼．

　　利用二阶微分矩阵犇２ 近似二阶偏导算子狓狓，可以得到方程（６），（７）的半离散拟谱格式，即

ｄ狆犻
ｄ狋
＝－（犃犙）犻＋∑

犖－１

犼＝０

（β犵（狓犼）狇犼－α（（狆犼）
２
＋（狇犼）

２）狇犼）， （１０）

ｄ狇犻
ｄ狋
＝ （犃犘）犻－∑

犖－１

犼＝０

（β犵（狓犼）狆犼－α（（狆犼）
２
＋（狇犼）

２）狆犼）． （１１）

式（１０），（１１）中：犃＝（犇２）
２；犼＝０，１，…，犖－１．式（１０），（１１）可以表示为有限维哈密尔顿系统，即

ｄ犣
ｄ狋
＝犳（犣）＝犑犎（犣）． （１２）

式（１２）中：犣＝［犘Ｔ，犙
Ｔ］Ｔ，犑＝

　０ 犐犖

－犐犖
［ ］

０
．相应哈密尔顿函数为

犎（犣）＝∑
犖－１

犻＝０

（β
２
犵（狓）（（狆犻）

２
＋（狇犻）

２）－
α
４
（（狆犻）

２
＋（狇犻）

２）２）－
１

２
（犙

Ｔ（犇２）
２
犙＋犘

Ｔ（犇２）
２犘）．

　　用四阶平均向量场方法离散哈密尔顿系统（１２），可得方程（２）的高阶保能量格式为

犣狀＋１－犣
狀

τ
＝∫

１

０
犳（（１－ξ）犣

狀
＋ξ犣

狀＋１）ｄξ－
１

１２
τ
２^犑２∫

１

０
犳（（１－ξ）犣

狀
＋ξ犣

狀＋１）ｄξ． （１３）

式（１３）中：^犑＝犑^犎 ＝
－犅 犆－犃

犈＋（ ）犃 犅
；^犑２ ＝

犅２＋（犆－犃）（犈－犃） 犅犃－犃犅

犅犃－犃犅 （犈＋犃）（犆－犃）＋犅

烄

烆

烌

烎
２
．令 犑^２ ＝

犅^ 犆^

犆^ ＾（ ）犇 ，其中，^犎犻，犼＝

２犎

犣犻犣犼
（犣
狀＋１＋犣狀

２
），犅＝

α
２
犇犌；犆＝β犵（狓犻）－

α
４
犇２－

３α
４
犌２；犈＝－β犵（狓犻）＋

α
４
犌２＋

３α
４

犇２；犅，犆为犖×犖 对角矩阵；犇，犌为对角矩阵，即

Ｄｉａｇ（犇）＝ ［狆
狀＋１
１ ＋狆

狀
１，…，狆

狀＋１
犖 ＋狆

狀
犖］，　Ｄｉａｇ（犌）＝ ［狇

狀＋１
１ ＋狇

狀
１，…，狇

狀＋１
犖 ＋狇

狀
犖］．

　　式（１３）可以被表示为矩阵向量形式，即

犘狀＋１－犘
狀

τ

犙
狀＋１
－犙

狀

烄

烆

烌

烎τ

＝
犉１

犉（ ）２ －τ１２
犅^ 犆^

犆^ ＾（ ）犇
犉１

犉（ ）２ ． （１４）

式（１４）中：犉１＝（犉１１，犉
１
２，…，犉

１
犖）

Ｔ；犉２＝（犉２１，犉
２
２，…，犉

２
犖）

Ｔ，经过展开计算可以得到

犉１犻 ＝－∫
１

０

（犃（（１－ξ）犙
狀
＋ξ犙

狀＋１））犻ｄξ＋β犵（狓犻）∫
１

０

（（１－ξ）狇
狀
犼＋ξ狇

狀＋１
犼 ）ｄξ－

α∫
１

０

（（（１－ξ）狆
狀
犼＋ξ狆

狀＋１
犼 ）

２
＋（（１－ξ）狇

狀
犼＋ξ狇

狀＋１
犼 ）

２）（（１－ξ）狇
狀
犼＋ξ狇

狀＋１
犼 ）ｄξ，

（１５）

犉２犻 ＝∫
１

０

（犃（（１－ξ）犘
狀
＋ξ犘

狀＋１））犻ｄξ－β犵（狓犻）∫
１

０

（（１－ξ）狆
狀
犼＋ξ狆

狀＋１
犼 ）ｄξ＋

α∫
１

０

（（（１－ξ）狆
狀
犼＋ξ狆

狀＋１
犼 ）

２
＋（（１－ξ）狇

狀
犼＋ξ狇

狀＋１
犼 ）

２）（（１－ξ）狆
狀
犼＋ξ狆

狀＋１
犼 ）ｄξ．

（１６）

　　式（１５），（１６）等价于

犉１犻 ＝－（犃（
犙
狀＋１
＋犙

狀

２
））犻＋β犵（狓犻）（

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２
）－α（

１

３
（（狆

狀＋１
犼 ）

２
＋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狆

狀
犼）
２）狇

狀
犼＋

（１
４
（狆
狀＋１
犼 ）

２
＋
１

６
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

１

１２
（狆
狀
犼）
２）（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１

３
（（狇

狀＋１
犼 ）

２
＋狇

狀
犼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２）狇

狀
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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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狇
狀＋１
犼 ）

２
＋
１

６
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１

１２
（狇
狀
犼）
２）（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犉２犻 ＝（犃（
犘狀＋１＋犘

狀

２
））犻－β犵（狓犻）（

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

２
）＋α（

１

３
（（狆

狀＋１
犼 ）

２
＋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狆

狀
犼）
２）狆

狀
犼＋

（１
４
（狆
狀＋１
犼 ）

２
＋
１

６
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

１

１２
（狆
狀
犼）
２）（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

１

３
（（狇

狀＋１
犼 ）

２
＋狇

狀
犼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２）狆

狀
犼＋

（１
４
（狇
狀＋１
犼 ）

２
＋
１

６
狇
狀＋１
犼 狇

狀
犼＋

１

１２
（狇
狀
犼）
２）（狆

狀＋１
犼 －狆

狀
犼））．

　　式（１４）可以表示为

犃（τ，犺）犝
狀＋１
＝犅（τ，犺）犝

狀
＋τ犉（犝

狀＋１，犝狀），　　狀＝１，２，…．

上式中：犝狀＝［（犘狀）Ｔ，（犙
狀）Ｔ］Ｔ；犃（τ，犺），犅（τ，犺）为可逆矩阵；犉（犝

狀＋１，犝狀）为非线性系统中的非线性项．

　　利用不动点迭代的方法解决代数系统
［１０］，即犃（τ，犺）犝

狀＋１，（犽＋１）＝犅（τ，犺）犝
狀＋τ犉（犝

狀＋１，（犽），犝狀），狀＝１，

２，…，犽＝１，２，…．在迭代步骤中，有犝狀＋１
，（０）＝犝狀．在迭代终止时，有ｍａｘ

犼
｜狌

狀＋１，（犽＋１）
犼 －狌狀＋１

，（犽）
犼 ｜＜１０

－１３，或

者ｍａｘ
犼
｜［犃（τ，犺）犝

狀＋１，（犽＋１）－犅（τ，犺）犝
狀－τ犉（犝

狀＋１，（犽），犝狀）］犼｜＜１０
－１３．

３　数值模拟

为了验证高阶保能量格式（１４）的保能量守恒特性，定义相对能量误差为

ＲＥ（狋狀）＝
犈（犣狀）－犈（犣

０）

犈（犣０）
．

上式中：犈（犣０）为狋０＝０时刻的初始能量；犈（犣
狀）为能量函数（５）在狋狀＝狀τ时刻的离散能量，犈（犣

狀）＝

犺∑
犖－１

犻＝０

（β
２
犵（狓犻）（（狆

狀
犻）
２＋（狇

狀
犻）
２）－

α
４
（（狆

狀
犻）
２＋（狇

狀
犻）
２）２）－

１

２
（（犙

狀）Ｔ（犇２）
２（犙

狀）＋（犘狀）Ｔ（犇２）
２（犘狀））．

３．１　数值模拟１

选择α＝６，β＝１５０，犵（狓）＝ｓｉｎ
２狓，取方程（２）的初值条件为

狌（狓，０）＝
５

槡２
（１＋ｉ）ｓｉｎ狓．

　　周期犔＝２π，取时间步长τ＝０．０００１，空间置配点犖＝２０．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在狋＝２时刻的实

部的数值解Ｒｅ（μ）和虚部的数值解Ｉｍ（μ），如图１所示．方程在狋∈［０，２］内的相对能量误差ＲＥ，如图２

所示．图２中：能量误差达到机器精度，可忽略．由图１，２可知：高阶保能量格式（１４）可以很好地模拟方

程孤立波的演化行为，且精确地保持了方程的离散能量守恒特性．

　（ａ）实部 （ｂ）虚部　　　　　　　　　　　　　　　　　　　　

　　　　图１　孤立波在狋＝２时的实部和虚部的数值解　 　图２　孤立波在狋∈［０，２］内的相对能量误差变化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ａｔ狋＝２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ａｔ狋∈［０，２］

３．２　数值模拟２

取α＝１，β＝１，犵（狓）＝ｃｏｓ
２狓，取方程（２）初值条件为

狌（狓，０）＝ｅｘｐ（ｉπ／６）ｃｏｓ狓．

　　犔＝２π，取时间步长τ＝０．００００１，空间置配点犖＝２０．方程在狋＝１时刻的实部和虚部的数值解，如

５４７第５期　　　　　　　　　　　王一帆，等：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高阶保能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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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所示．方程在狋∈［０，１］内的相对能量误差，如图４所示．图４中：能量误差小，同样可忽略．因此，高

阶保能量格式有好的计算精度，并且同样可以精确保持方程的离散能量守恒特性．

（ａ）实部 （ｂ）虚部　　　　　　　　　　　　　　　　　　　

　　　　 图３　孤立波在狋＝１时实部和虚部的数值解 　　　图４　孤立波在狋∈［０，１］内的相对能量误差变化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ａｔ狋＝１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ｗａｖｅａｔ狋∈［０，１］

４　结束语

基于四阶平均向量场方法，构造了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高阶保能量格式．利用构造的高阶保能

量格式数值模拟方程孤立波的演化并分析格式的相对能量误差变化．数值结果表明：高阶保能量格式可

以精确地模拟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孤立波的实部和虚部的运动，同时，能精确地保持方程的的离散能

量守恒特性．在保非线性四阶薛定谔方程的能量守恒特性方面，文中的格式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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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华侨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广泛联系海外华

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是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

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本刊主要刊登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

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数学和管理工程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

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１　投稿约定

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１０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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