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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散光束产生方法研究进展

杨艳飞１，２，吴逢铁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光传输与变换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介绍近年来国内外对焦散光束的研究进展，分析基于光谱相位分类的两种基本焦散光束的自愈过程，

以及唇状焦散光束和Ｐｅａｒｃｅｙ焦散光束这两种典型光束的形成及传输特性，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研究

结果表明：相对于Ｂｅｓｓｅｌ无衍射光束，焦散光束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愈合光束，在显微操控、拓扑电荷数检测和

“吹雪机”等特殊领域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关键词：　焦散光束；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光谱相位；自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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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ａｕｓｔｉｃｂｅａｍ；Ｐｅａｒｃｅｙｂｅａｍ；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ｈａｓｅ；ｓｅｌｆ?ｈｅａｌｉｎｇ

近年来，以Ｂｅｓｓｅｌ光束为主的无衍射光束因其在自由空间传播过程中横向光场分布不随传播距离

发生变化，以及光束的自愈等特性而被广泛研究．直到今天，无衍射光束仍在很多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并根本上改变了这些领域的工作方式［１?３］．人们在对Ｂｅｓｓｅｌ光束进行研究时发现，轴棱锥的椭圆

误差或光束斜入射理想轴棱锥时，都会对Ｂｅｓｓｅｌ光束产生显著的影响
［４?６］，导致Ｂｅｓｓｅｌ光束中心向外环

分裂成光点阵列，中心光强向外延展成唇状、星状等外轮廓，从而产生焦散光束．近年来，由于实际应用

的需要，国内外学者对焦散光束的产生及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Ｚｈａｏ等
［７］通过光束斜入射轴棱锥的情

况，讨论焦散光束随入射倾角的光强演化；Ｔｈａｎｉｎｇ等
［８］通过对比斜入射圆轴棱锥与正入射椭圆轴棱锥

的情况，发现两者均能产生等价的焦散光束；Ａｎｇｕｉａｎｏ?Ｍａｒｃｅｌｉｎｏ等
［９］通过汉克波理论和实验，证明了

焦散光束具有自愈特性；Ｚｅｎｇ等
［１０］利用惠更斯菲涅耳衍射积分理论，分析零阶贝塞尔光束在轴棱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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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对称加工误差情况下产生焦散光束的特性；江新光等［１１］发现由于像散的存在，光束入射轴棱锥后的

衍射光场发生畸变，产生焦散光束；Ｍａｔｈｉｓ等
［１２］提出在二维和三维空间自加速的微米量级焦散光束；谢

晓霞等［１３］基于广义惠更斯菲涅尔衍射理论，推导出Ｂｅｓｓｅｌ光束通过双焦透镜产生焦散光束的一般表达

式，并在实验上产生唇状焦散光束；Ｒｅｎ等
［１４］基于突变理论，指出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也是一种特殊的焦散光

束；Ｂｏｕｆａｌａｈ等
［１５］对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在大气湍流中的传输性能做了深入的研究，推导出光束在大气湍流中

的强度表达式和湍流密度等因素对它的影响；Ｍｅｌａｍｅｄ等
［１６］对应于预定义的孔径场分布，提出一种定

制焦散光束的实用算法；Ｗａｎｇ等
［１７］提出可见光电介质面元产生Ａｉｒｙ光束，该方法有望应用于生物医

学的纳米手术和光量子阱中；Ｚａｎｎｏｔｔｉ等
［１８］提出一种Ｙ型非线性Ｐｅａｒｃｅｙ分路器，该结构在光子信号

处理、显微镜和光子雕刻有很大的应用潜力．本文主要概括近年来国内外对焦散光束的研究进展，详细

介绍两种典型焦散光束，即唇状焦散光束和Ｐｅａｒｃｅｙ焦散光束的产生及其传输特性，进一步概括总结焦

散光束的两种形态和它们在自愈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基于焦散光束的特殊光学特性，展望其在微粒

操控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１　犅犲狊狊犲犾光束经过柱面透镜产生唇状焦散光束

２００７年，Ｍａｒｃｅｌｉｎｏ小组从汉克波理论和实验上证明了焦散光束的自愈特性
［１０］．２００９年，Ａｎ

ｇｕｉａｎｏｍｏｒａｌｅｓ等
［１９］从几何光学上解释并在实验上证明圆锥透镜柱面透镜系统产生的光斑图是不对称

的，形成两个不同的焦点区域，从而获得了唇状焦散光束．

但上述证明缺少必要的理论推导，且未对焦散光束的衍射光场进行实验研究．吴逢铁课题组
［２０?２１］对

唇状焦散光束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谢晓霞等
［１３］研究了在一般情况下，非轴对称像散光学元件双焦透

镜对无衍射Ｂｅｓｓｅｌ光束的聚焦特性，通过广义惠更斯菲涅耳衍射积分理论导出更为普遍的光强分布表

达式，这一表达式涵盖了普通透镜、双焦透镜和柱面透镜的所有情形，并设计了相关实验加以验证．

空间域中的广义惠更斯菲涅耳衍射理论衍射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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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犳１，犳２ 分别为双焦透镜在狓，狔方向的焦距；狕为轴向传播距离．当犳１＝犳２＝犳时，双焦透镜变

为普通无像散球面聚焦透镜；而当双焦透镜在狓，狔方向上的焦距中某一焦距趋于无穷大时，则双焦透

镜变为柱透镜情形．

Ｂｅｓｓｅｌ光束通过焦距为８０ｍｍ的柱透镜后，在不同位置的截面光强分布，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

知：随着观察距离的增大，光场能量开始集中在唇状焦散线的边缘上，出现类似椭圆形的光斑，在光斑中

心呈现出交替相交叉的条纹，唇状焦散线向两边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像散导致输出光的波面斜率发生改

变，使光通过透镜后干涉点也发生变化，Ｂｅｓｓｅｌ光束横截面光强原有的圆对称性被破坏，此时，在同轴唇

状焦散线上形成两个光强度较大的光点，形成焦散光束．谢晓霞等
［１３］从理论推导并实验验证了唇状焦

（ａ）狕＝６０ｍｍ　　　　　（ｂ）狕＝７０ｍｍ　　　　　（ｃ）狕＝１１０ｍｍ　　　　　（ｄ）狕＝１２０ｍｍ

图１　数值模拟截面光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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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光束的形成，对进一步研究该光束的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冯聪等［２２］对高阶Ｂｅｓｓｅｌ光束经过柱面透镜后产生唇状焦散光束进行了研究，丰富了非轴对称光学

系统产生焦散光束研究的内涵，对高阶Ｂｅｓｓｅｌ光束在非对称光学系统的传输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还指

出焦散光束在光束的传输、大景深成像等方面都具有潜在的应用．

胡润等［２３］分析了涡旋光产生的焦散光束的特性，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种用于检测拓扑电荷数的简单

可行方案．在狕＝５００ｍｍ处，中心暗核分裂的衍射光斑模拟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随着轴棱锥偏

转角的增加，中心环椭圆率增大，光斑发生了由内至外的逐环破裂现象，最终形成了具有点阵列结构的

焦散光束，并且伴随着中心暗核分裂的现象，分裂出的暗核数等于光束的拓扑电荷数．相比于文献［２４］

的方案，该方案更具灵活性与普适性，极大地方便了拓扑电荷数的检测工作．

（ａ）犿＝２，η＝５°　　　　　（ｂ）犿＝３，η＝７°　　　　　（ｃ）犿＝４，η＝８°　　　　　（ｄ）犿＝５，η＝９°

图２　数值模拟暗核分裂光斑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ｄｉｖｉｄｅｄｄａｒｋｃｏｒｅｓ

２　犘犲犪狉犮犲狔焦散光束的特性研究及应用

２０１２年，Ｒｉｎｇ等
［２５］从理论上证实了傍轴近似条件下，Ｐｅａｒｃｅｙ函数也是波动方程的一组特解，并利

用相位调制产生了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杨小波
［２６］研究发现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在空间传输过程中会发生横向平移，

具有自聚焦和自愈合的性质，有助于将其应用于显微成像、光学陷阱和粒子操纵等领域．

Ｒｅｎ等
［２７］基于解析几何理论，在推导了一般抛物函数分歧点集的基础上，构造并实验产生了光学

拓扑结构更为灵活可控的一簇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其实验光路图如图３所示．通过调节空间光调制器

（ＳＬＭ），实验产生了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抛物线系数狆的增大，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扇

角减小，这是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不同于Ａｉｒｙ光束的一个重要光学性质．

　　　　　　　　　　　　　　　　　　　　　　（ａ）狆＝１／４　　　　　（ｂ）狆＝１／２　　　　　（ｃ）狆＝１

　图３　产生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的实验示意图　　　　　　　　　　　　图４　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截面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 Ｆｉｇ．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Ｐｅａｒｃｅｙｂｅａ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ｅａｒｃｅｙｂｅａｍｓ　　　　　　　　　　　　　　　　　　　　　　　　　　　

对比文献［２８］可以看出，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的空间分布比Ａｉｒｙ光束更广，表现为：通过改变产生Ｐｅａｒｃｅｙ

光束的抛物线系数狆，其整体结构和朝向，主锤大小、形状和位置，以及光束扇角分布范围均可改变．因

此，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有望取代Ａｉｒｙ光束成为下一代清扫范围可控的激光“吹雪机”．

Ｒｅｎ等
［２９?３０］基于几何光学焦散理论，通过研究Ａｉｒｙ光束沿曲线轨迹运动的物理机制，产生了一种

对称的加速双模态焦散光束．在传播过程中，加速焦散光束的两个局部主裂片（强度最大）逐渐偏离光轴

向相反方向的现象，如图５所示．

这种加速光束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激光辐照源应用于一些研究领域．加速焦散光束在某些物理研

究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因为它们在光束中具有独特的力学特性，同时，具有两个准恒定强度加速峰

值的光学特性．与经典的Ａｉｒｙ光束相比，加速焦散光束可能更适合加速电子．此外，作为一种新的加速

５７４第４期　　　　　　　　　　　　　　杨艳飞，等：焦散光束产生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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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加速焦散光束也可以作为一种激光微米级的“水泵”．在实验和理论方案中，加速焦散光束的其他

潜在应用也在逐渐被挖掘和研究．

（ａ）狕＝３０ｃｍ （ｂ）狕＝４０ｃｍ （ｃ）狕＝５０ｃｍ

图５　加速焦散光束的数值模拟

Ｆｉｇ．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ａｕｓｔｉｃｂｅａｍ

３　两种不同形态的焦散光束

自提出加速Ａｉｒｙ光束以来，有关焦散光束的研究迅速发展
［３１］．最近，有研究依据光谱相位的对称

性将焦散光束分为两类［３２］：折叠型焦散光束（如Ａｉｒｙ光束）和尖端型焦散光束（如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而这

些研究分析仅限于相位功率值大于２的情况．２０１７年，Ｖａｖｅｌｉｕｋ等
［３３］分析了在光谱相位取值小于２的

范围内，产生的焦散光束的性质．将焦散光束的光谱相位取值扩展至全实数范围．

同年，Ｖａｖｅｌｉｕｋ等
［３４］对两种不同形态的焦散光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这两种形态的焦散光束

在通过不同位置的障碍物时，表现出的自愈过程各不相同，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理论的分析．

障碍物位于光轴上（ξ＝０）时的焦散光束强度（犛）分布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折叠型焦散光束

在经过障碍物时，主瓣强度基本不受影响，而光轴上的其他次瓣光强则因为焦散线被障碍物阻挡而被明

显的削弱；尖端型焦散光束在经过障碍物时，在障碍物后面的主瓣中心周围会产生明显的干涉现象，而

并没有出现主瓣或其他次瓣被遮挡的现象．

障碍物位于光轴左侧时的焦散光束强度分布图，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折叠型焦散光束由于焦

散线被障碍物的阻挡而在相反方向的主瓣上产生一个明显的断裂缺口；尖端型焦散光束会在右侧的主

瓣上产生一个断裂缺口，而左侧的主瓣却不受影响．反之，若在尖端型右侧放置障碍物，则右侧主瓣将不

会产生变化，而左侧主瓣会有一个断裂缺口．

（ａ）折叠型　　　　　　（ｂ）尖端型　　　　　　　　（ａ）折叠型　　　　　　　（ｂ）尖端型

　　图６　障碍物位于光轴时的焦散光束强度分布　　　　图７　障碍物位于光轴左侧时的焦散光束强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ｕｓｔｉｃｂｅａｍ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ｕｓｔｉｃｂｅａｍ

　ｗｈｅ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　　　　　　　ｗｈｅ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ｉｓｏｎ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

上述研究表明：由于折叠型和尖端型焦散光束的焦散线分布各不相同，因此，在遇到障碍物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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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自愈形成过程．Ｖａｖｅｌｉｕｋ等
［３４］采用焦散线的方法研究光束的传输特性，为研究光束的自愈特

性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该结果对通过任意复杂轨道的焦散光束和其他具有自愈性的光束，如

Ｍａｔｈｉｅｕ等光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４　结论和展望

基于惠更斯菲涅耳衍射理论和角谱理论，概括不同形式焦散光束的特性．同时，介绍了产生焦散光

束的方法及光束存在的多种形式，即从外轮廓分为唇状焦散光束和Ｐｅａｒｃｅｙ光束（对称焦散光束）等；从

光谱相位可分为折叠型焦散光束和尖端型焦散光束．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对焦散光束研究的最新进展，

且对焦散光束在拓扑电荷数检测、多层面粒子囚禁和“吹雪机”等潜在应用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但是，目前国内外关于焦散光束的研究还较少，对各类焦散光束的传输特性和应用前景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和挖掘．如新兴的Ｐｅａｒｃｅｙ焦散光束因其具有自聚焦和自愈合等特性，在显微成像、生物医学

检测和“光镊”操纵上将有巨大的应用潜力；Ｐｅａｒｃｅｙ焦散光束还存在自发横向平移性质，在粒子平移输

运、激光微加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由于焦散光束的广泛应用前景和独特的传输特性，有望将

其拓展到部分相干光和ＬＥＤ等领域，使其具有更广的应用范围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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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石砂轮表面二维形貌

全场测量和分析

杨栖凤，崔长彩，黄国钦

（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实现金刚石砂轮表面二维形貌的全场测量，有效评价砂轮形貌对磨削力、磨削深度、功率消耗、磨

削温度、加工精度的影响，提出基于机器视觉的测量方法；结合ＣＣＤ感光元件和自动砂轮驱动回转技术实现

砂轮形貌的非接触全场测量．根据测量对象尺寸和测量特征量优化选取单次采样面积，通过不重叠拼接实现

全场成像；对图像进行处理，提取特征磨粒，分析金刚石砂轮表面形貌的二维关键指标．采用搭建的系统对钎

焊金刚石砂轮进行测量实验研究，提取磨粒总数为１５１８颗，磨粒分布密度为０．５颗·ｍｍ－２，磨粒平均面积

为０．４０４ｍｍ２，磨粒平均粒径为０．３５９ｍｍ．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方法可实现对钎焊金刚石砂轮表面形貌的非

接触全场测量，并提供砂轮表面磨粒数、粒径及位置等关键参数．

关键词：　金刚石砂轮；表面形貌；机器视觉；不重叠拼接；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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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石磨料因其硬度高、抗压强度高、耐磨性好等特性，成为磨削硬脆材料及硬质合金的理想工具．

现代精密、超精密加工产业中主要采用金刚石砂轮表面磨削技术，其中，金刚石砂轮表面形貌对磨削力、

磨削深度、功率消耗、磨削温度等磨削性能具有较大的影响，从而影响磨削工件的表面质量［１?２］．砂轮表

面的磨粒大小、形状和分布等因素，与加工产品表面质量密切相关［３］．因此，开展对砂轮表面形貌的测量

与分析，对于提升磨削加工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砂轮的表面测量方法有二维和三维测量技术，相

应的表面形貌分析方法可分为二维和三维分析技术［４?５］．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为实

现对砂轮的切削能力和磨削效果的预测及加工过程的最优化控制，研究者开展了砂轮形貌学的研究．国

内外在检测砂轮形貌的实验研究方面，先后提出了十余种检测方法［６］．其中，最早使用的是触针法
［７］，但

其对形貌比较复杂的砂轮表面测量容易造成触针损伤，也会导致砂轮表面再次划伤．光学无损检测方

法［８?１０］，如光截观察法、电镜观察法、光学测量法［１１?１２］、显微镜测量法等能较好地观察或测量砂轮表面的

局部形貌，但是对于实现砂轮表面的全场观测，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检测速度、数据存储空间等．

液压法、激光功率谱法［１３］、光电检测法、测温测力法等检测方法可以实现砂轮表面形貌监测，但这些检

测方法由于自身的检测特性，如检测精度和测量环境要求等限制，不适于砂轮表面形貌全场测量．本文

在机器视觉系统的基础上，结合ＣＣＤ感光元件和自动砂轮驱动回转技术，实现砂轮形貌的非接触全场

测量．同时，采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测量系统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
［１４］，提取和分析金刚石砂轮表面的二

维关键指标．

１　砂轮表面二维形貌全场测量方法

１．１　测量原理和方案

采用面阵ＣＣＤ实现金刚石砂轮表面二维形貌测量，配合３６０°回转平台实现全场成像测量．图１为

金刚石砂轮表面测量系统．

（ａ）系统原理图 　　　　　　　　　　　（ｂ）被测面与成像面的关系

（ｃ）图像采集拼接方法

图１　金刚石砂轮表面测量系统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ｍｏｎｄｗｈ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图１（ｂ）中：犇为被测砂轮外径，狑为宽度，系统需要测量的砂轮二维表面面积为π犇狑．因为ＣＣＤ拍

摄到的砂轮表面不是砂轮真实的弧面犾狑，而是投影面犔狑，若将拍摄的二维平面图像当成砂轮弧面去拼

接就会产生边缘误差．因此，单次拍摄砂轮表面形貌的尺寸要合理确定．

设单次测量对应的圆心角为θ，则弧长犾（犾＝π犇θ／３６０）对应的弦长犔＝犇·ｓｉｎ（θ／２）．设可测成像尺

寸为犔，对应的单次测量圆心角度θ＝２ａｒｃｓｉｎ（犔／犇），测量精度δ＝犾－犔．根据系统精度要求，测量精度

０８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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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于系统精度，确定测量精度后，根据圆心角度计算式可获取砂轮每次旋转角度和单次采样面积．

为了获取砂轮表面全场二维形貌，采取连续采集表面图像，对图像不重叠拼接的方法．通过电动精

密水平旋转台带动金刚石砂轮，再通过机器视觉系统获取多方位砂轮表面图像，如图１（ｃ）所示．

首先，根据实验要求确定光源类型、投射方式，以及系统其他组件的类型．其次，对砂轮的二维平面

图像做砂轮弧面拼接而产生的边缘误差进行分析，并与单颗磨粒的平均直径（根据砂轮粒度号或其他测

量设备获取）进行比较，选取合适的系统精度，调节实验系统其他参数匹配所需系统精度．标定系统后，

进行整周测量，通过匹配ＣＣＤ拍摄和电动旋转台的旋转速度，砂轮转动一个角度，停止后拍摄一幅图

像，再转动一个角度，停止后获取一幅图像；如此循环往复，获取样本多方位图像，在误差允许范围内进

行不重叠拼接，获取样本全场图像．最后，通过相关软件对全场图像进行图像处理，获取所需特征参数．

１．２　实验平台的搭建

根据测量对象及测量对象的特征，获取所需特征参数的精度要求，以及不重叠拼接的误差允许范围

内的拼接精度要求，确定系统误差，再进行系统组件型号匹配，搭建系统实验平台．

以钎焊金刚石砂轮为例，砂轮外径为１２０ｍｍ，内径为３１．５ｍｍ，宽度为８ｍｍ．实验系统精度要求：

实验测量对象钎焊金刚石砂轮磨粒粒度号为３５／４０，粒径尺寸大小范围为４２５～５００μｍ．为在一幅砂轮

图２　二维形貌全场测量实验装置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ｗｈｏｌ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图像上得到砂轮表面磨粒的信息，设系统误差小于磨粒直径

的１／１０．根据实验测量精度的要求，则系统误差要小于０．０４０

ｍｍ．选取实验器材如下：ＭＥＲ?１２５?３０ＵＭ（?Ｌ）型 ＣＣＤ、

０８５０ＭＭ型变焦镜头、ＭＲＳ１０２?ＧＤ型电动精密旋转平台、

ＳＣ１０３型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普通环形光源．将选购的实验器材

进行组装和调试，搭建金刚石砂轮表面二维形貌全场测量实

验装置，如图２所示．

根据计算分析可得，若被测砂轮外径为１２０ｍｍ，要使测

量误差在允许范围内，按δ＝０．０４ｍｍ的系统精度计算，则拍

摄砂轮最长对应的圆心角θ要在１５°范围内．如果超过１５°，则

会产生较大的边缘误差，影响后期的图像拼接，所以单张图像

的长度要小于１５．６６ｍｍ．

１．３　照明光强选取和系统标定

首先，对光源、ＣＣＤ和镜头等系统关键组成部分进行定位．改变视场和光强，获取不同测量条件下

的砂轮表面图像，并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获取最佳系统定位．不同光源强弱下的砂轮表面图像，如图

３所示．

（ａ）光强较弱　　　　　　　　　　　 （ｂ）光强适中 　　　　　　　　　　（ｃ）光强过曝

图３　不同光源强弱下的砂轮表面图像

Ｆｉｇ．３　Ｗｈ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由图３（ａ）可知：光源光强过弱的砂轮表面图像，磨粒和砂轮基底对比度不够，图像处理后会出现很

多噪声．由图３（ｃ）可知：光源光强过高的砂轮表面图像，虽然磨粒与砂轮基底对比度很强，但由于磨粒

顶端会产生反射，会丢失磨粒．由图３（ｂ）可知：中等光源强度照射下，砂轮表面图像基底和磨粒对比度

较强，比较容易分割基底和磨粒．

通过对不同视场、不同光强下的砂轮表面形貌图像的处理分析发现，光源对砂轮表面形貌信息的获

１８４第４期　　　　　　　　　　　　杨栖凤，等：金刚石砂轮表面二维形貌全场测量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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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很大的影响．在本测量系统中，获取最佳砂轮表面形貌图像的最佳条件是：中等强度的光源、最佳光

照距离（镜头的定焦长度）．

　　确定系统各部件位置后，采用传统摄像机标定方法对系统进行标定，通过建立标定物上的点与拍摄

图像上的对应点间的对应关系所得的数学模型来标定摄像机内外参数．选用游标卡尺（上海恒量０～

１５０ｍｍ）作为标准标定物，用ＣＣＤ拍摄游标卡尺，并对拍摄的图像进行处理，建立游标卡尺上的点与拍

摄图像上的对应点之间的数学模型．

经过计算可知：实验平台机器视觉系统的放大倍数为β＝３６９×３．７５／１０００／５＝０．２７６７５倍（游标卡

尺５ｍｍ对应３６９个像素），即缩小了１／０．２７６７５＝３．６１３４倍．ＣＣＤ的单次成像面积为９６４ｐｘ×１２９２

ｐｘ，像素尺寸为３．７５μｍ×３．７５μｍ（即３．６１５ｍｍ×４．８４５ｍｍ），对应实际拍摄的图像尺寸为１３．０６

ｍｍ×１７．５１ｍｍ．

２　砂轮表面形貌图像处理

２．１　表面形貌图像拼接

为了提高图像利用率，对图像进行不重叠拼接．由于砂轮表面是弧面，而ＣＣＤ相机获取的是二维平

面，则必然存在边缘误差，若边缘误差小于系统误差，不会影响后续的图像处理和特征参数的提取．据上

文实验平台搭建部分计算所得，单张图像的长度只要小于１５．６６ｍｍ，则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

根据机器视觉系统的标定结果，可以得到ＣＣＤ拍摄到的图像的长对应实际视场的长为１３．０６ｍｍ，

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因此，根据圆心角度计算式，对应拍摄砂轮图像的角度为１２．５°，即电控精密旋转

台每转１２．５°，ＣＣＤ拍摄一张砂轮图像，共拍摄２９张，最后一张只截取砂轮图像的４／５，将得到的２９张

砂轮图像进行不重叠拼接，就能得到完整的３６０°砂轮全场表面形貌．金刚石砂轮表面拼接部分图像，如

图４所示．图４中：矩形框所示部分为拼接部分．由图４可知：两张图像拼接的接缝并不明显，磨粒的连

接自然．

图４　金刚石砂轮表面拼接部分图像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ｔｏｆ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ｏｆｗｈｏｌ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２　表面形貌图像预处理

首先，对拼接后的图像进行背景去除．然后，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的Ｉｍａｄｊｕｓｔ函数调节灰度图像的亮

度，增加对比度，并利用Ｉｍｆｉｌｔｅｒ和Ｆｓｐｅｃｉａｌ函数，以７×７的平均模板进行平均平滑处理，减少和抑制

图像的噪声．通过Ｉｍ２ｂｗ函数进行二值化，手动选择阈值，最终确定阈值为０．３３３３；再利用Ｉｍｏｐｅｎ函

数进行开运算，试图断开粘结磨粒间的连线．之后，采用Ｂｗａｒｅａｏｐｅｎ函数进行去除小面积处理，去除小

连通域的噪声，利用Ｉｍｆｉｌｌ函数进行填洞处理．最后，通过Ｂｗｌａｂｅｌ函数进行区域标记，结果如图５所

示．由于原图像过长，显示部分处理后砂轮表面形貌的图像．

２．３　特征参数提取和误差分析

利用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ｐｓ函数对区域特征参数进行提取，获取磨粒个数和磨粒面积，再通过对当量圆的求

解，计算出磨粒粒径和磨粒位置．统计部分磨粒信息和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犛为磨粒面积；犱为磨

粒粒径；狓，狔分别表示狓，狔轴坐标．经统计，磨粒总数为１５１８颗，磨粒平均面积为０．４０４ｍ
２，磨粒平均

粒径为０．３５９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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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处理后部分砂轮的表面磨粒分布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ｔｏｆ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ｇｒａｉ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表１　磨粒具体参数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ａｂｌｅ

编号 犛／ｍｍ２ 犱／ｍｍ 狓／ｍｍ 狔／ｍｍ

１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８ ０．２５６ １．３６１

２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２ ０．５０２ ３．５５０

３ ０．３５１ ０．３３４ ０．５０９ ６．８５８

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１４ ０．５０９ ４．６６５

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７８ ０．５５０ ２．５６６

６ ０．１７３ ０．２３５ ０．７４６ ５．７７８

７ ０．３７６ ０．３４６ １．５６８ ０．６５８

８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８ １．７５８ ３．６９０

    

１５１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７８ ３７６．０５１ １．３９０

　　磨粒实际个数为１４９０颗，根据磨粒参数统

计表，发现磨粒个数大于钎焊金刚石砂轮表面磨

粒实际个数．实验测量对象钎焊金刚石砂轮磨粒

粒度号为３５／４０，粒径尺寸大小范围为４２５～５００

μｍ，磨粒平均粒径小于实际磨粒粒径．对拼接处

理后的图像进行分析，由于拼接后的原图像过长，

观察其中一个位置的图像，以１００°～１２５°的砂轮

表面形貌图像为例，结果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圆形标志的磨粒边缘信息丢失

比较严重．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光强太强，

导致磨粒顶部反射较强，而图像处理时，只计入提

取到的磨粒区域，导致磨粒面积及磨粒粒径偏小．

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重新选取光源，使光均匀地分布在砂轮表面，从而防止磨粒边缘信息的丢失，获

取较为清晰准确的磨粒信息图像；另一方面，可以在图像处理时，利用凸包算法，填充丢失边缘及顶部面

积，获取较为准确的磨粒面积．

图６　１００°～１２５°的砂轮表面形貌图像

Ｆｉｇ．６　１００°?１２５°ｗｈ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ｍａｇｅｓ

由图６还可知：椭圆标志的部分有一些没有处理掉的图像噪声，而且和一些边缘磨粒粘结在一起，

图像处理时，区域没有断开，当做一颗磨粒计入磨粒个数；方形标志的是一些粘结在一起的磨粒，图像处

理时，当做一颗磨粒计入磨粒个数，由于磨粒粘结的问题，可以通过图像处理进行改进，统计磨粒粒径，

将磨粒粒径大于５００μｍ的提取出来进行再次分割，获取更准确的磨粒个数．根据分析，磨粒个数应该

小于磨粒实际个数，而实际图像处理获取的磨粒个数大于磨粒实际个数，可能是由于阈值分割的时候，

把结合剂当做磨粒处理，导致磨粒个数增多．这些可以通过后期的图像处理函数的优化，改进算法，获取

准确的磨粒颗数．

根据实验平台搭建部分分析可知，实验系统精度要求为０．０４０ｍｍ，平台机器视觉系统的放大倍数

为０．２７６７５倍，像素尺寸３．７５μｍ×３．７５μｍ．系统实际能获取的最小单元为１３．５５μｍ×１３．５５μｍ，若

一个磨粒粒径最少覆盖１０个单元，本系统最小可测磨粒粒径为１３５．５μｍ，而磨粒粒径尺寸大小范围在

４２５～５００μｍ之间，所以本系统满足磨粒检测要求．如果更换不同的砂轮，根据精度要求可以调节变焦

镜头的焦距及单张砂轮图像的采样面积，从而调节系统的相关参数搭建合适的采样系统，获取砂轮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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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形貌图像．

３　结束语

根据砂轮表面二维形貌全场检测的要求，提出基于机器视觉的测量方法，并搭建砂轮表面形貌实验

系统以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对其中的测量原理、测量条件和误差分析进行探讨，表明该方法可用于微米

量级磨粒砂轮表面二维形貌全场测量．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机器视觉的测量系统可实现对钎焊金刚石砂

轮表面形貌非接触全场测量，获取砂轮表面磨粒颗数、粒径及位置等关键评价指标，对于评价磨削性能，

优化工艺参数，提高产品质量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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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材桥切机自动化加工过程的

图形分析与路径优化

林宇１，２，邵辉１，２，胡伟石３，罗继亮１，２，晏来成１，２，黄吉祥４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省电机控制与系统优化调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华侨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４．华侨大学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石材桥式切割机加工石料过程中的加工路径优化问题，基于Ｃ＃设计一套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

通过解析绘图交换格式（ＤＸＦ）图形文件中的多个图形元素获取数据信息，并利用数据信息针对复杂图形设计

方案进行加工路径优化，以加工完所有图形轮廓的路径最短为目标．根据优化目标将其简化为多点之间的路

径优化，应用遗传算法对各点数据信息进行遗传编码求得次优切割路径．最后，通过一个复杂工件的切割路径

规划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路径优化；石材桥切机；控制系统；ＤＸＦ图形文件；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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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桥切机在获得目标加工图形后，通常由加工人员根据经验人为地随机确定加工路径进行单个

或者多个图形的加工．在批量加工工件的过程中，这样的路径规划方式极大地降低加工效率，因此，有必

要设计一个自动提取加工图形数据、智能优化加工路径的ＰＣ控制系统．目前，许多文献进行了控制系

统的系统设计，如张书伟［１］使用Ｃ＋＋设计控制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文献［２?５］使用Ｃ
＋＋进行ＤＸＦ图形

文件数据提取．但大多数文献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抓取实体段头（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再逐行读取图形元素组码

组值．夏涛等
［６］在ＤＸＦ数据提取的前提下，应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求取两点间的最短路径；施为

［４］使用最近

插入算法进行路径预优化；文献［７?１１］探讨了路径优化的遗传算法应用．本文以石材桥切机自动化过程

为对象，基于Ｃ＃优化ＤＸＦ图形数据提取方式，并应用遗传算法优化加工路径，设计出一套控制系统．

表１　实体段组码组值

Ｔａｂ．１　Ｇｒｏｕｐｃｏｄ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实体段 组码 组值含义

ＬＩＮＥ
１０，２０，３０
１１，２１，３１

起点犡，犢，犣坐标
端点犡，犢，犣坐标

ＬＷＰＯＬＹＬＩＮＥ
９０
１０，２０

顶点数
顶点犡，犢 坐标

ＣＩＲＣＬＥ
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

中心点犡，犢，犣坐标
半径

ＡＲＣ

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
５０
５１

中心点犡，犢，犣坐标
半径

起点角度
端点角度

１　犇犡犉图形文件识别与数据处理

１．１　犇犡犉图形文件解析

ＤＸＦ图形文件是 ＡｕｔｏＣＡＤ绘图交换文件，文

中主要涉及对实体段的图形元素进行解析．实体段

中包含的各组组码和组值所表示的含义，如表１所

示．由表１可知：只要获取图形元素的各项数据量即

代表图形各数据的组码、组值，就可以在Ｃ＃程序中

再现ＤＸＦ文件图形
［１２?１４］．

１．２　犇犡犉图形文件数据读取

在路径规划之前，需要对目标加工元件的加工图形（ＤＸＦ图形文件）进行图形元素读取，并建立数

学模型简化图形为简单拓扑．这需要对ＤＸＦ文件中的实体段进行解析．对ＤＸＦ文件的实体段解析主要

图１　读取实体段信息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采取逐行读取的方法．

本设计中，一个图形元素的读取过程是：通过Ｃ＃中的读取

文件方法ＲｅａｄＦｒｏｍＦｉｌｅ打开图形文件，并使用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类

读取ＤＸＦ的文本文件各行文本，赋值给变量 ＴＨＥ１ｓｔ，变量

ＴＨＥ２ｎｄ后进行判定．当分别满足 ＴＨＥ１ｓｔ为０，ＴＨＥ２ｎｄ为

ＬＩＮＥ；ＴＨＥ１ｓｔ为０，ＴＨＥ２ｎｄ为ＬＷ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ＴＨＥ１ｓｔ为

０，ＴＨＥ２ｎｄ为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１ｓｔ为０，ＴＨＥ２ｎｄ为ＡＲＣ时，跳

至ＬＩＮＥ，ＬＷ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ＣＩＲＣＬＥ和 ＡＲＣ子循环，重复使用

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类逐行读取各元素代码段下组码和组值．对照表１

可知各项组值含义，判定各项组值含义，并按照图形元素分类将

组值数据存在一个ＡｒｒａｙＬｉｓｔ（动态数组）的ＤｒａｗＬｉｓｔ中．当循环

判定到ＴＨＥ２ｎｄ为ＥＯＦ，则停止实体段读取．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类

读取ＤＸＦ文件的实体段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获取所有ＤＸＦ图形文件里面的图形元素的信息并存储在一

个动态数组ＤｒａｗＬｉｓｔ里之后，即可以在其他本设计下的命名空

间使用此动态数组调用图形元素的信息再现ＤＸＦ图形，建立图

形元素之间的路径拓扑，甚至优化路径．

２　加工路径优化

通过对ＤＸＦ文件进行图形处理，即可获取原图所包含的数据信息．从而建立直观的软件图像，并分

别对图像的内外轮廓进行加工．但无论在进行内轮廓加工或是外轮廓加工，都存在一个问题，即轮廓加

６８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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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顺序不同，各个轮廓之间的空行程不尽相同．

假定每个轮廓的加工起点为犘１，犘２，…，犘狀，空行程的所有排列即是一个数量为狀！的排序集合犞．

假定相邻的第犻个和第犼个加工起点的距离是犱犻，犼，那么，某种排序集合犞狀 下的空行程总路径长度犔＝

∑
狀－１

犻＝１

犱犻，犼．遍历所有的空行程排序，会发现极大值与极小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使得加工过程中的

效率不同，耗时不同．加工路径优化目标在于寻找犔＝ｍｉｎ∑
狀－１

犻＝１

犱犻，犼的空行程排序方式．

实际加工过程中，在加工目标轮廓数较多，同一种类型图形的分布较分散的情况更常遇到．在这种

情况下，图形归类规划法，即同一种类型图形统一加工的方法，易造成大量空行程增加，浪费加工时间，

且效率低下；而加工人员根据经验人为地随机确定加工路径并不能保证路径的最优或次优．以图２少轮

廓数加工工件为例，图２中有９个待加工的内轮廓，点犃至点犐分别为９个内轮廓的加工起点．考虑到

加工过程的空行程是由刀具起始点犛开始遍历点犃 至点犐，再回到起始点犛的一个闭合回路过程，则可

图２　少轮廓数加工工件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ｗｉｔｈｆｅｗ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能的路径数有９！种．该问题可以转化为旅行商问题求解．

旅行商问题是一种典型的 ＮＰ问题．一名推销员要拜访多个地点

时，需要找到在拜访每个地点一次后再回到起点的最短路径．对于目标

数少的旅行商问题可以采用穷举搜索法，但随着目标数的增加，解空间

将呈爆炸性增加．遗传算法是解决旅行商问题的一种高效率算法．故本

系统使用遗传算法解决加工路径空行程的优化问题．

通过ＤＸＦ图形文件识别与数据处理，可以从ＤｒａｗＬｉｓｔ中获得所有

轮廓的加工起点．通过编码器反馈还可获得机床刀具的初始位置，从而

得到一组加工起点的犡，犢 轴坐标位置数组狓［犻］，狔［犻］（犻＝１，２，…，狀）．

１）遗传编码及种群初始化．采用排列的方法进行编码更加方便、实

用．以图２的加工目标为例，包括刀具初始点在内，一共有１０个加工起

点．加工起点的犡，犢 轴坐标位置数组狓［犻］，狔［犻］（犻＝１０），把所有起点编号１～１０进行随机排列，即是一

条加工路径，如路径犘＝（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的排列方式进行编码，不仅便于编程，而且简单直观．

设计中，以加工起点数１０为例，初始种群规模数设定为３０，即可给出一个二维数组Ｆｉｒ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０，

１０］，并通过对随机数及加工起点数进行取模运算，求得的值不重复填充在每一个Ｆｉｒ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犽，

１０］（犽＝１，２，…，３０），从而对种群的每个染色体个体初始化．

２）适应度函数．路径优化的目的是让空行程更小，因而在适应度评价标准中，空行程更小的路径即

染色体个体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因此，需要计算每个染色体个体所代表的路径的空行程大小，从而给

出适应度函数．当每一个加工起点已经被确定，第犻点到第犼 点的距离显然也是可知的：犱犻，犼＝

（狓［犻］－狓［犼］）
２＋（狔［犻］－狔［犼］）槡

２．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距离矩阵元素犇［犻，犼］＝犱犻，犼（犻＝１，２，…，狀；犼＝

１，２，…，狀）．当犻＝犼时，距离矩阵的元素都是０，构成的距离矩阵犇是对称矩阵．因此，当获取完初始种

群的每个染色体个体的排列方式犘犽（犽＝１，２，…，３０），就可以通过查询距离矩阵犇进行空行程长度累

加，得到每个染色体个体的空行程∑
狀

犼＝１

犇［犘犽（犼），犘犽（犼＋１）］．为了让空行程更小，染色体个体应该具有更

大的权重，适应度函数可以设为空行程的倒数，即犳（犽）＝１／∑
狀－１

犼＝１

犇［犘犽（犼），犘犽（犼＋１）］．

３）交叉与变异．采用顺序交叉法进行染色体交叉，从父代犃中随机地选择一串编码放到子代犃′中

相应的位置；子代犃′的剩余部分由父代犅 中编码按照顺序填充（与犃′中已经存在的编码不重复）．重复

此过程，即可获得父代犅的子代犅′．如父代犃（８７２｜１３９｜０５４６）与父代犅（９８３｜５６７｜１４２０）经过交叉，变为

子代犃′（８５６｜１３９｜７４２０）与子代犅′（８２１｜５６７｜３９０４）．

４）变异在遗传算法中有着重要作用．保证遗传算法中染色体种群多样性的作用及搜索算子的作

用．采取对换变异，即随机选择个体中的两个位点，进行交换基因．产生新的加工路径，如路径犘犽，随机

选择染色体第４基因犘犽（４）和染色体第８基因犘犽（８）进行变异，得到新的染色体犘′犽．即犘犽＝（８７２｜１３９｜

７８４第４期　　　　　　　　　　林宇，等：石材桥切机自动化加工过程的图形分析与路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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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４６），犘′犽＝（８７２｜５３９｜０１４６）．

３　实例分析

使用７类３５个加工工件轮廓经过排版后验证已经解决的问题，即控制系统如何获取目标加工图形

的图像信息，以及如何进行每个点和点之间的路径优化．通过ＤＸＦ文件图形的读取，系统共获取３５个

轮廓的４５个图形元素，包括５条直线、５个圆、１０段圆弧和２５段折线的具体参数．通过轮廓辨识，将

犃犽，犅犽，…，犌犽（犽＝１，２，…，５）当作３５个加工轮廓的加工起点，假定犃１为刀具初始位置，把所有的３５

个加工起点的坐标写入遗传算法进行实验．在实验中，同样选取初始种群数为３０，并设杂交率犘ｃ＝０．８，

图３　加工工件路径优化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ｐａｔｈ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变异率犘ｍ＝０．０１．

对所有轮廓加工路径进行优化后，可

得到一个较理想轮廓的加工路径，如图３

所示．该加工路径顺序为：犃１→犃２→犃３→

犃４→犃５→犅４→犅５→犆５→犆４→犇４→犇５→

犈５→犈４→犉４→犉５→犌５→犌４→犌３→犉３→

犉２→犌２→犌１→犉１→犈１→犈２→犈３→犇３→

犇２→犇１→犆１→犆２→犆３→犅３→犅２→犅１，加

工完所有轮廓后，最后回到犃１点．

４　结束语

通过解析ＤＸＦ图形文件内容，使用Ｃ＃编程语言中的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类，可以从中提取直线、多折

线、圆和圆弧等实体元素的数据信息．基于这些实体信息，设定各加工实体的轮廓及起点，应用遗传算法

优化起点与起点之间的空行程路径，以此实现加工过程的自动化．相比于传统的工人手动操作加工，所

提出的方法缩短了空行程距离、节约了人力资源，更具优势，可以应用于数控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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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径差对轨道客车山区小半径

曲线通过的影响

张云飞１，李军１，２

（１．重庆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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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解决山区小半径曲线下车辆运行安全性低、平稳性差等问题，针对性地建立轨道客运车辆动力学

模型．归纳轮径差的概念和种类，仿真计算转向架受力，并讨论前导／后随轮对、等值同相／反相轮径差对轨道

客车山区小半径曲线通过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轮径差及车速的提高都不利于客车通过曲线；

影响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轴间同相（４．０５）、同轴前导（２．２２）、轴间反相（２．０８）和同轴后随（１．４４）．

关键词：　山区小半径；轮径差；轨道客车；前导轮对；后随轮对；等值同相；等值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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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大量铁路处于山区，尤其西南地区地势险要，导致铁路建设桥隧相连、小半径曲线多，列车运

行速度低；如果贸然提速必定导致运行安全性和平稳性变得更差甚至脱轨．目前，曲线通过性能研究主

要集中在曲线几何参数及悬挂参数方面［１２］；轮径差方面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成果［３１１］．池茂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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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轮径差存在情况、车辆安全性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受力分析和公式推导；黄照伟等［５］

利用接触几何算法研究轮径差的存在对高度列车等效锥度、运行平稳性及曲线通过性能的影响；其他很

多专家学者也对轮径差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６１１］．然而，系统性分析同轴及轴间不同工况影响的较少，

鉴于此，本文分析讨论不同轮径差对客车在山区小半径曲线工况下的通过状态，以改善山区小半径下轨

道客车通过性能．

１　车辆动力学模型

１．１　轮径差概述及理论分析

山区线路由于曲线半径相对较小、轨道不平顺更加明显等，往往造成轮轨之间的剧烈磨损［１２］，加上

客观存在的机加工误差等因素，最终导致车辆同轴左右车轮或轴间车轮的轮径出现一定误差．这种车辆

各车轮滚动圆直径之间的差值即为轮径差．车辆轮对差类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轮径差被大致简化成

同轴、轴间两类共４种类型；狏为车辆速度方向．为简化分析，轮径差只出现在同一转向架．现针对前导

轮对轮径差（前轮对左轮由于磨耗轮径小于其余标准车轮）进行分析，其他以此类推．轮径差对转向架受

力的影响，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犉ＰＳＬ，狓１，犉ＰＳＬ，狓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轮对左侧一系纵向悬挂力；犉ＰＳＲ，狓１，

犉ＰＳＲ，狓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轮对右侧一系纵向悬挂力；犉ＰＳ，狔１，犉ＰＳ，狔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轮对一系横向悬

挂力；犜Ｒ，狓１，犜Ｒ，狓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轮对右侧轮轨纵向蠕滑力；犜Ｌ，狓１，犜Ｌ，狓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轮对左

侧轮轨纵向蠕滑力；犜狔１，犜狔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轮对轮轨横向蠕滑力；犖ｇ，狔１，犖ｇ，狔２分别为第一轮、第二

轮对重力复原力．

图１　车辆轮对差类型　　　　　　　　　　　　图２　轮径差对转向架受力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ｈｅｅ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ｗｈｅｅ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ｂｏｇｉｅ　　

　　由图２可知：客车轮对为整体辗钢轮（过盈配合），各轮对两侧转动角速度保持相等，但由于轮径差

的存在，前左轮滚动线速度低于其余车轮，此时前右轮向前蠕滑，前左轮拖拽右轮同时向后蠕滑，最终构

成纵向蠕滑力［５］；前轴右纵蠕力犜Ｒ，狓１向前，同时犜Ｌ，狓１向后，轮对构成负偏转力矩，前轴产生指向左轨之

横蠕力犜狔１，并让前轴整体偏向左侧钢轨横移；一系悬挂力犉ＰＳＬ，狓１，犉ＰＳＲ，狓１及犉ＰＳ，狔１使构架进行逆时针摇

头并朝左横移，犉ＰＳ，狔２使得后轮对也会左移；构架逆时针摇头在犉ＰＳＬ，狓２，犉ＰＳＲ，狓２的加持下，使得后轮对跟着

做同样的运动，逆时针摇头，派生犜狔２加剧后轮对左移；作为标准轮对的后轮对，在其左移时，因为车轮

踏面锥度，左轮滚动圆直径变大而右轮变小，于是伴随有左轮纵蠕力犜Ｌ，狓２，右轮的力则相反，构成正偏

转力矩，摇头运动减弱，同时导致力犜狔２变小；重力复原力犖ｇ，狔２又使后轮对有朝着轨道中心线偏移的趋

势，由于轮径差的存在最终会在中心线偏左一侧稳定［６］．由车轮踏面等效锥度反推
［４］，可得

λｅ＝
犇Ｌ－犇Ｒ
４狔ｗ

． （１）

式（１）中：犇Ｌ，犇Ｒ 为左、右轮滚动圆直径；狔ｗ 为轮轴横移量．轮径差Δ犇＝犇Ｌ－犇Ｒ，此时，轮轨偏移距离

狔ｗ＝Δ犇／４λｅ．在轮径差存在情况下，轮轨偏移距离狔ｗ 与轮径差Δ犇成正相关，且方向由Δ犇决定．

１．２　车辆动力学模型

搭建客车模型时，不仅要考虑客车一、二系悬挂的非线性特性［１３］，还要考虑非线性轮轨接触关系及

０９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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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轮轨蠕滑力（其中，非线性接触关系采用多体动力学自带程序计算，考虑了接触面的面接触，从而

用差值法进行处理；轮轨关系采用Ｋａｌｋｅｒ非线性蠕滑理论中ＦＡＳＴＳＩＭ方法计算），将车体、构架、轮对

图３　客车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

等都视为刚体处理．整车包括１个车体、２个构架和４个轮对，每

个刚体都有纵向、横向、垂向、侧滚、点头、摇头等自由度，整车共

计４２个．同时，轨道结构采用刚性轨道、ＵＩＣ６０型轨道型面、１∶

４０的轨底坡．图３为客车模型．车辆动力学微分方程组
［１４］为

犕̈犡＋犳（犡，犡，犚，犺）＝犵（狋）． （２）

式（４）中：犕 为系统质量矩阵；̈犡 为二阶坐标向量；犕̈犡 为整体惯

性力；犳为悬挂力与曲线半径、超高、坐标向量等都相关；犵（狋）为外

界激扰力，是由轨道不平顺而产生的激扰力，钢轨实际与理想情

况存在差异，如偏差、接头、轮轨磨耗等不可避免地造成随机或确

定的激扰［１５］．

１．３　模型验证

对比受力分析与文献［３，５］所示的结果，检验客车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工况直线为

１０００ｍ，车速为７０ｋｍ·ｈ－１，前转向架前左轮径比其他轮小１ｍｍ，前３００ｍ加载轨道不平顺，之后去

掉，其余参数不变．整个实验条件与文献［３，５］及受力分析假设条件相当，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中：

狔为轮轨横移量；犎 为轮轴横向力．

　　（ａ）轮轨横移量时域变化对比　　　　　　　　　　　（ｂ）轮轴横向力时域变化对比

图４　轮径差存在情况对车辆性能影响的规律验证

Ｆｉｇ．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ｈｅｅ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由图４可知：标准轮对在没有激扰的情况下可以稳定在轨道中心线附近，横移量与轮轴力都趋于０

并稳定其附近；而有轮径差的转向架轮对去掉不平顺后，不能回归中心线，前转向架前后轮对都会向左

侧移动，最终稳定时横移量和横向力都不为０且指向左轨；实验所得规律与文献［３，５］受力分析中轮径

差影响规律相符．

２　计算参数的选取

各段线路条件设置如下：曲线组成（缓、圆、缓）为８０ｍ＋３００ｍ＋８０ｍ；圆曲线半径为６００ｍ；行车

速度为７０ｋｍ·ｈ－１；外轨超高为８０ｍｍ．

客车模型参数，如表１所示．为简化计算，限定只有前转向架有轮径差出现的情况，而后转向架没有

磨耗均为公称滚动圆直径．轨道不平顺激励的建立，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狊为距离；犾为纵向长度．

表１　车辆基本参数

Ｔａｂ．１　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物理量 数值 物理量 数值 物理量 数值 物理量 数值

车体质量／ｔ ３２ 轨距／ｍｍ １４３５ 车辆定距／ｍｍ １８０００ 一系纵、横向刚度／ＭＮ·ｍ－１ １０

构架质量／ｔ ３ 名义圆直径／ｍｍ ９２０ 滚动圆横向跨距／ｍｍ １５０６ 二系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４５

轮对质量／ｔ １ 轴距／ｍｍ ２５００一系垂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６ 二系纵、横向刚度／ＭＮ·ｍ－１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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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横向轨道不平顺　　　　　　　　　　　　　　　（ｂ）竖向轨道不平顺

图５　横／竖向轨道不平顺激励

Ｆｉｇ．５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３　同轴轮径差影响分析

３．１　前导轮对轮径差

　　前导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如图６所示．图６中：前转向架前轮对左轮轮径比其他小

０～６ｍｍ，其余车轮参数不变（无激扰）；犙为轮轨横向力；犎 为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犙／犘为脱轨系

数；Δ犘／珚犘为轮重减载率．

（ａ）前导工况下轮轨横向力时域动态历程　　　　（ｂ）前导工况下轮轴横向力时域动态历程

　　（ｃ）前导工况下脱轨系数时域动态历程　　　　　　（ｄ）前导工况下轮重减载率时域动态历程

图６　前导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ｃｕｒｖ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ｕｎｄｅｒｌ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６可知：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及脱轨系数除了初始冲击外，大致随着时间先增后减，各指标

都随轮径差的增大而增大，呈正相关，而不同轮径差下轮重减载率变化并不明显；初始行驶阶段，轮径差

的存在使得实验中车轮突然落在轨道上造成了初始冲击；虽然通过曲线时外轮增大助于车辆通过，但在

反相曲线则会恶化通过能力；犙，犎，犙／犘，Δ犘／珚犘 峰值分别为２２．５６ｋＮ，８．０９ｋＮ，０．４４２，０．２６３，均满足

国家标准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
［１６］峰值为５０．１５ｋＮ，犙／犘限度

为０．８，Δ犘／珚犘第二限度为０．６的要求，分别是无轮径差时各指标（８．７８ｋＮ，８．０９ｋＮ，０．１７３，０．０９５）的

２．５７，１．００，２．５５，２．７７倍，平均影响指数为２．２２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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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后随轮对轮径差

选定的前转向架后轮对左轮轮径比其他车轮小０～６ｍｍ，其余车轮参数不变，如图７所示．

（ａ）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变化　　　　　　　　　　（ｂ）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变化

图７　后随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ｃｕｒｖｅｉ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７可知：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脱轨系数及轮重减载率各工况的峰值随着后随轮对轮径差

的增大而增大，呈正相关；之后随外轮径差导致转向架指向外轨偏移，轮对相对构架的纵向和横向位移

都将减少，加剧挤压碰撞外轨，轨排力增大；犙，犎，犙／犘，Δ犘／珚犘 峰值分别为２１．３２ｋＮ，１１．３４ｋＮ，０．３６８，

０．２０３，均满足国家标准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
［１６］峰值为５０．１５

ｋＮ，犙／犘限度为０．８，Δ犘／珚犘第二限度为０．６的要求，分别是无轮径差时的各指标（１４．５９ｋＮ，９．６７ｋＮ，

０．２６９，０．１１５）的１．４６，１．１７，１．３７，１．７７倍，平均影响指数为１．４４倍．

４　轴间轮径差影响分析

４．１　等值同相轮径差

选定的前转向架前左、后左轮径比其他车轮同步等值减小０～６ｍｍ，即轮径差总和为０～１２ｍｍ，

车速（狏）为５０～７０ｋｍ·ｈ
－１．同相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如图８所示．

（ａ）轮轨横向力　　　　　　　　　　　　　　　（ｂ）轮轴横向力　

（ｃ）脱轨系数　　　　　　　　　　　　　　　　（ｄ）轮重减载率　

图８　同相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ａｍ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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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８可知：轮轨横向力、轮轴横向力、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的峰值随着后随轮对轮径差的增大而

增大，呈正相关，其中，减载率对车速变化较为敏感；同侧车轮轮径等值变化会加剧转向架朝着轮径减小

侧发生偏移，各种力、力矩、位移都会随之加剧变化；犙，犎，犙／犘，Δ犘／珚犘 峰值分别为３６．５７ｋＮ，１８．７８

ｋＮ，０．６１，０．５３８，均满足均满足国家标准 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

范》［１６］５０．１５ｋＮ，犙／犘限度为０．８，Δ犘／珚犘 第二限度为０．６的要求，分别是无轮径差时各指标（１４．３７

ｋＮ，６．７６ｋＮ，０．２８３，０．０５４）的１．４６，２．７８，２．１６，９．８１倍，平均影响指数为４．０５倍．

４．２　等值反相轮径差

选定的前转向架前左、后右轮径比其他车轮同步等值减小０～６ｍｍ，即轮径差总和为０～１２ｍｍ，

车速为５０～７０ｋｍ·ｈ
－１，反相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如图９所示．

（ａ）反相工况下轮轨横向力变化　　　　　　　　　　　（ｂ）反相工况下轮轴横向力变化

（ｃ）反相工况下脱轨系数变化　　　　　　　　　　　（ｄ）反相工况下轮重减载率变化

图９　反相工况下客车曲线通过性能指标变化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ｐｈａ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９可知：轮轨力及脱轨系数随轴间反相工况条件及行车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呈正相关；轮轴横

向力先增大后减小，呈成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型，而与车速关联不大；轮重减载率随轴间同相轮径差及行

车速度的增大，而与车速呈正相关；犙，犎，犙／犘，Δ犘／珚犘 峰值为２４．７４ｋＮ，１５．９６ｋＮ，０．４６，０．１２均满足

国家标准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
［１６］峰值为５０．１５ｋＮ，犙／犘限度

为０．８，Δ犘／珚犘第二限度为０．６的要求，分别是无轮径差时的各指标（１２．１７ｋＮ，６．７６ｋＮ，０．２７０，０．０５４）

２．０３，２．３６，１．７０，２．２２倍，平均影响指数为２．０８倍．

５　结论

１）轮径差的分布方式对轮轨横移有较大影响，同时，轮对等效纯滚线偏离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与轮

径差成正相关，且偏离方向也由其决定．无论同轴前导／后随工况，还是轴间同相／反相工况，轮径差的增

大及车速的提高都会使通过性能指标迅速变差，极大恶化了客车在山区小半径曲线的通过能力．

２）不同类型的轮径差对曲线通过的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轴间同相（４．０５）、同

轴前导（２．２２）、轴间反相（２．０８）和同轴后随（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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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的轻量化设计

邓援超，周杨，刘艺，周升

（湖北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以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为对象，利用有限元对其进行轻量化设计．运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建立主折叠机

架的简化三维模型，导入到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中进行静力学分析，并利用拓扑优化和尺寸优化的方法对主

折叠机架连杆进行轻量化设计．结果表明：原始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在３种工况下有可优化的空间，进行拓

扑优化后主折叠机架由１０．９７ｋｇ变为１０．４８ｋｇ，减轻了４．４７％；对拓扑优化后的结构进行力学分析，发现主

折叠机架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在拓扑优化的基础上，通过尺寸优化的方法对主折叠机架的槽型折弯件的

截面尺寸进行轻量化设计，其质量变为８．７２ｋｇ，两次优化主折叠机架共减轻了２０．５１％，轻量化效果明显．

关键词：　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轻量化；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拓扑优化；尺寸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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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大多数电动车都是不可折叠的，少数的可折叠的电动车功能又比较单一［１?２］．虽然已有研

究通过有限元法对摩托车车架、轿车前副车架、客车车身和卡车车架等整体型车架进行轻量化设计，获

得了较好的减重效果［３?６］，但对电动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局部结构的优化设计［７?８］．通过有限元法对由多

根槽型折弯件组成的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进行轻量化设计．轻量化设计的方法除了材料轻量化外，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９

　通信作者：　邓援超（１９６３?），男，教授，主要从事机械设计理论与创新设计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ｃｈｄｅｎ８＠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２０１６ＩＭ０２０２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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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尺寸轻量化和结构轻量化．尺寸轻量化是指利用力学分析的方式对结构的基本尺寸进行最优

化设计；结构轻量化是指对整体物理布局进行优化［９?１０］．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的轻量化设计是在保证

其结构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电动车主折叠机架中各个零部件的质量．本文首先

利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建立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的三维模型，再利用有限元中的拓扑优化和尺寸优化的

方法对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进行轻量化设计．

１　折叠电动车结构

图１为折叠电动车的结构．由图１（ａ）可知：前桥与主折叠机架的前部分通过铰链连接；转向扶手部

装与前桥前部分通过铰链连接；后轮部装固置于主折叠机架的后部分，靠背和扶手通过铰链连于主折叠

机架的上部分；整车由１４连杆机构组成，通过控制固定在主折叠机架下部分的驱动装置实现整车的全

自动折叠．

由图１（ｂ）可知：折叠电动车的主要框架就是主折叠机架部分，它在折叠电动车行驶状态时承受人

的静载荷，以及应对不同路况的动载荷；另外，它也是整车折叠时候的核心部分．因此，主折叠机架是折

叠代步车的关键部分．主折叠机架必须要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同时，它的质量又要尽可能地小．

　　　　　（ａ）展开状态　　　　　　　　　　　　　　　　　　　（ｂ）折叠状态

图１　折叠电动车结构

Ｆｉｇ．１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ｔｒｕｃｌｅ

２　主折叠机架有限元仿真建模

２．１　建立几何模型

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主要由截面尺寸为１０ｍｍ×４０ｍｍ×２ｍｍ的槽型折弯件（杆１～杆７）、销

轴、套筒、座板、后桥和前桥组成，主折叠机架中套筒焊接在槽型折弯件上加工的通孔中，销轴用于活动

图２　主折叠机架三维模型

Ｆｉｇ．２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ｉ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ｆｒａｍｅ

连杆的连接，座板通过焊接固定在槽型折弯件上．

利用三维软件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对主折叠机架进行建模．

考虑到整个结构的复杂性和后期有限元模型的计算精度

与规模，需根据如下准则对模型进行适当的简化处理．

１）不考虑焊接部分对于主折叠机架静力学分析的

影响．

２）忽略螺栓连接的影响，其连接部分直接通过配合

进行约束．

３）忽略不重要的孔和细小的结构．最终简化的主折

叠机架三维模型，如图２所示
［１１?１２］．

２．２　建立有限元模型

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界面直接启动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进入有限元分析界面．对各部分的材料进行设

定，槽型折弯件、套筒、座板的材料均为Ｑ２３５；屈服强度为２３５ＭＰａ；弹性模量为２１０ＧＰａ；密度为７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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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主折叠机架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ｏｆｍａｉ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ｆｒａｍｅ

ｋｇ·ｍｍ
－３．销轴的材料为４５；屈服强度为３５５ＭＰａ；弹性模量２０９

ＧＰａ；密度为７８９０ｋｇ·ｍｍ
－３．

主折叠机架有限元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整个模型节点数

为１０７０３６；单元数为５５０５４．

３　主折叠机架的强度分析

３．１　主折叠机架强度要求

根据设计要求，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应满足如下２个主要条

件：１）电动车在２００ｋｇ最大极限载荷静止状态下，所有零部件应无

断裂、可见裂纹，失效，或者不能调节以至影响其使用功能；２）电动

车在行驶过程中，在１２０ｋｇ最大极限载荷的作用下，所有零部件应无断裂、可见裂纹，失效，或者不能调

节以至影响其使用功能．

３．２　３种工况下的强度分析

根据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设计的性能要求和电动车使用的具体情况，选取匀速直线行驶（此时加

速度为０，相当于静载的作用）、急刹车（负载１２０ｋｇ行驶过程中）、急转弯（负载１２０ｋｇ行驶过程中）３

种典型工况对主折叠机架进行分析研究［１３］．３种工况等效应力分析，如图４所示．在 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

ｂｅｎｃｈ中，当对主折叠机架进行力学分析时，主折叠机架中的载荷和约束依据实际情况施加．负载分别

按最大极限质量２００，１２０ｋｇ施加，负载施加在座椅的表面上
［１４］．约束包含铰链的转动连接、座板与机

架的固定连接、后桥的固定约束．

（ａ）静态负载工况　　　　　　　（ｂ）急刹车工况　　　　　　　（ｃ）急转弯工况

图４　３种工况等效应力分析

Ｆｉｇ．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静态负载工况．该工况反映电动车在静止状态下负载２００ｋｇ时的受力状态．由图４（ａ）可知：主

折叠机架的最大应力为１１２．０８ＭＰａ，应力较大的部分主要出现在杆６和杆７的中间部分，其余部分的

应力基本小于６０ＭＰａ．

２）急刹车工况．该工况反映电动车在负载１２０ｋｇ状态，从设计规定的最大速度８ｋｍ·ｈ
－１的速度

下，在理论极限最小刹车距离为０．５ｍ的时候主折叠机架的受力状态．因此，该工况还需施加与电动车

匀速直线行驶方向相反的加速度，大小为４９３８．３ｍｍ·ｓ－２．由图４（ｂ）可知：主折叠机架的最大应力为

７１．６７ＭＰａ，应力较大的部分出现在杆６和杆７的中间部分，其余部分的应力基本小于４０ＭＰａ．

３）急转弯工况．该工况反映电动车在负载１２０ｋｇ状态，从设计规定的最大转弯速度４ｋｍ·ｈ
－１的

速度下，转过理论极限转弯半径为１．５ｍ的弯道时候主折叠机架的受力状态．因此，该工况还需施加垂

直于行驶方向的加速度，大小为８２３ｍｍ·ｓ－２．由图４（ｃ）可知：主折叠机架的最大应力为６９．５６ＭＰａ，

应力较大的部分主要出现在杆６和杆７的中间部分，其余部分的应力基本小于４０ＭＰａ．

由以上３种工况的等效应力图分析得到以下２点内容．

１）３种工况下主折叠机架的应力较大的部分主要出现在杆６和杆７的中间部分，其余部分的应力

都相对较小，其中，在静态负载工况下出现的应力值最大，由轮椅国标中查询得到一般取结构的安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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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１．５
［１５］，可得到许用应力（σ）为１５６．７ＭＰａ，所以静态负载工况下的最大等效应力１１２．０８ＭＰａ仍

小于许用应力，主折叠机架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２）３种不同工况下，静态负载工况下出现的应力最大，因而选择该工况作为主折叠机架轻量化优

化的初始状态．

４　主折叠机架的轻量化设计

４．１　座板的拓扑优化

拓扑优化设计主要用于产品概念设计阶段，或对现有结构的质量进行优化设计．拓扑优化问题就是

在一定载荷作用下，寻找到对整体结构的强度不产生负面影响的可去除的面积，实现减少结构质量或体

积基础上的最小化．

在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的拓扑优化的界面中设置相关的参数后，得到主折叠机架拓扑优化的结

果，如图５所示．结合实际情况，只对分析结果中的座板进行处理．对修改后的模型重新进行静态负载工

况的力学分析发现：最大等效应力１２１．７３ＭＰａ小于许用应力（σ）１５６．７ＭＰａ，满足强度要求．通过拓扑

优化，主折叠机架的质量由１０．９７ｋｇ变为１０．４８ｋｇ，减少了４．４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主折叠机架

连杆的大部分区域应力仍然较小，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拓扑修改后应力分析图，如图６所示．

　图５　拓扑优化结果　　　　　　　　　　　　　　图６　拓扑修改后应力分析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　尺寸优化

在拓扑优化的基础上，为了较快速确定主折叠机架各个部位的槽型折弯件的截面尺寸，利用尺寸优

化的方法进行分析．尺寸优化是在不改变目标的几何外形和材料属性的前提下，以尺寸参数作为设计变

量，通过具体的数学模型优化算法优化该参数，使结构的质量或体积达到最小．设计的目标函数为最大

限度地降低主折叠机架的质量；主折叠机架的主要结构参数由实际的工艺动作所确定，相对而言，槽型

折弯件的截面可选择的空间比较大．为了降低迭代的次数，提高设计效率，设计变量的选择要尽可能少，

综合考虑后，选择槽型折弯件杆１～７共７种长度尺寸不同的截面尺寸作为设计变量，约束条件为最大

等效应力小于许用应力．

尺寸优化的数学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犳＝犳（狓１，狓２，…，狓狀）→ｍｉｎ

设计变量控制范围：ｍｉｎ（狓犻）＜狓犻＜ｍａｘ（狓犻），犻＝１，２，…，狀

约束条件：ｍｉｎ（犵犻）＜犵犼＜ｍａｘ（犵犼）

其中：目标函数犳为结构的总体质量；设计变量狓犻为槽型折弯件的截面参数；设计变量数狀为槽型

折弯件的长、宽和厚度；ｍｉｎ（狓犻）和ｍａｘ（狓犻）分别为槽型折弯件长、宽和厚度的上限值与下限值；约束条

件犵犼表示实际的应力值；ｍｉｎ（犵犼）和ｍａｘ（犵犼）分别为最大等效应力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１６］．

利用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中的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ｌｏｒｅｒ模块作为优化工具，对优化对象进行轻量化设计．

根据目标函数、设计变量控制范围和约束条件设定好相关的参数后生成最优设计点．尺寸计算结果和数

值的选取，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犾为长；犱为宽；犺为厚度．

优化后３种工况下等效应力图，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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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目标驱动优化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ｏａｌ?ｄｒｉｖｅ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项目 杆１ 杆２ 杆３ 杆４ 杆５ 杆６ 杆７

犾／ｍｍ ３２．２０ ２６．５９ ２６．５９ ３１．８３ ２８．８３ ３０．０４ ３２．９７

犱／ｍｍ ７．４０ ５．２９ ８．７７ ６．５８ ７．１５ ７．６０ ８．５４

犺／ｍｍ １．１４ １．３８ １．７８ １．０４ １．３８ １．４６ １．５８

（ａ）静态负载工况　　　　　　　（ｂ）急刹车工况　　　　　　　　（ｃ）急转弯工况

图７　优化后３种工况下等效应力图

Ｆｉｇ．７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７可知：主折叠机架在静态负载、急刹车和急转弯工况下最大等效应力分别为１５２．３２，９６．４１，

９１．３９ＭＰａ，均小于许用应力１５６．７ＭＰａ，满足强度要求．

经过拓扑优化和尺寸优化后主折叠机架的质量变为８．７２ｋｇ，原质量为１０．９７ｋｇ，减少了２．２５ｋｇ，

表２　主折叠机架改进前后参数对比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ｆｏｌｄ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参数 σ
１，ｍａｘ／ＭＰａ σ２

，ｍａｘ／ＭＰａ σ３
，ｍａｘ／ＭＰａ 犿／ｋｇ

原始值 １１２．０８ ７１．６７ ６９．５６ １０．９７

优化后 １５２．３２ ９６．４１ ９１．３９ ８．７２

η／％ ３５．９０ ３４．５２ ３１．３８ －２０．５１

下降了２０．５１％，达到轻量化的效果．改进前

后主折叠机架的最大等效应力和质量，如表

２所示．表２中：σ
１，ｍａｘ，σ

２，ｍａｘ和σ
３，ｍａｘ分别表示

静态负载工况、急刹车工况、急转弯工况的最

大等效应力；犿为质量；η为变化率．

５　实验验证

将折叠电动车前后轮固定，在座板上施加重物，质量以每次２５ｋｇ逐渐添加至２００ｋｇ，每次添加后，

静置观察主折叠机架是否存在零部件断裂、可见裂纹．静置观察一段时间后，取下重物，确定主折叠机架

是否存在失效或不能调节以至影响其使用功能的问题出现．最终测试结果表明：２００ｋｇ重物静态负载

工况下，主折叠机架满足设计要求．

通过２００ｋｇ重物静态负载工况的测试后，再采用５０ｋｇ的真人测试，观察无问题后，再采用测试者

图８　实物现场测试图

Ｆｉｇ．８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ｅｓｔ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ｅｎｅ

逐渐附加重物的形式进行上述采用重物进行的相关测试，最

终测试发现不同质量的人附加合适的重物的形式主折叠机架

均符合２００ｋｇ静载测试的要求．２００ｋｇ重物静态负载工况测

试通过后，先选质量为５０ｋｇ的测试者进行急刹车和急转弯工

况的测试均未出现问题后，再对测试者附加重物的形式进行

测试，最终测试表明１２０ｋｇ急刹车和急转弯工况下主折叠机

架均满足设计要求．实物现场测试图，如图８所示．

６　结论

利用三维软件建立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的参数化模型，在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满足强度要求

的前提下，对座板形状和槽型折弯件的截面尺寸分别进行优化设计．通过优化参数后的实物验证，证明

了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同时，也为类似的连杆类结构的轻量化设计与开发提供了参考．可以得出以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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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结论．

１）原始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在３种工况下有可优化的空间，进行拓扑优化后主折叠机架的质量

由１０．９７ｋｇ变为１０．４８ｋｇ，减轻了４．４７％，对拓扑优化后的结构进行力学分析，发现主折叠机架还有

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２）在拓扑优化的基础上，通过尺寸优化的方法对主折叠机架的槽型折弯件的截面尺寸进行轻量化

设计，其质量变为８．７２ｋｇ，两次优化主折叠机架共减轻了２０．５１％，轻量化效果明显．

３）优化后的结果为后期折叠电动车主折叠机架的生产制造提供了依据；同时，该优化方法也为多

连杆机构的轻量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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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卡半挂系统在虚拟试验场的

平顺性仿真分析

张功学，陈宁

（陕西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要：　通过参数化建模，对某重卡半挂系统在虚拟试验场（ＶＰＧ）激励下进行平顺性仿真研究．采用白噪声

滤波法模拟不平路面仿真，得到测试车场，建立以四轴重型汽车半挂车列车为例的整车动力学系统模型．通过

整车系统常规工况设定，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ＯＤＥ１５Ｓ模块对１／２整车动力学方程进行微分方程求解．结果表

明：车体的座椅处加速度值范围为－０．４８～０．５０ｍ·ｓ－２，在０．４，１．８ｓ左右分别达到波谷值和波峰值；整体

趋势分布为先下降后上升，在５．５，６．７ｓ左右分别达到波谷值和波峰值，即该系统在０～２ｓ间出现较大的振

动响应．

关键词：　重卡半挂车；平顺性；虚拟试验场；白噪声滤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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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途中，因路面不平，导致重卡系统发生持续性振动，影响人的舒适性及货运安全性．因此，对

多轴重卡系统汽车平顺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其开展过一系列研究．Ｃｏｌｅ等
［１］，

Ｖａｄｕｒｉ等
［２］对二轴牵引半挂车开展过相关动力学方面的研究．二轴牵引半挂车相对其他多轴牵引半挂

重卡结构较为简单，且不涉及超静定问题，求解较为简单，运用常规静力学手段即可求解．Ｖｅｌｍｕｒｕｇａｎａ

等［３］重点分析不同路面仿真激励对于半挂车舒适性的影响．李杰等
［４］阐述了使用不同计算机仿真方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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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仿真路面，实现重卡系统振动的震动过程．在对１／４或者１／２车体展开研究时，通常采用自回归模

型法、滤波白噪声法和小波包分析等方法．对于整车动力学模型结合实测激励进行综合动力学方程求解

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５?１６］．以四轴重型汽车半挂车列车作为多轴重卡样本展开相关研究，较为贴近生产

的实际运输．本文以某款国产四轴重型汽车半挂车列车为例
［１７］，通过建立相应的整车动力学模型，对重

卡系统基于虚拟试车场展开激励仿真研究．

１　整车系统的空间动力学模型

整车结构的空间三维动力学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犿Ａ 为人员Ａ和座椅Ａ的质量；犿Ｂ 为人员

Ｂ和座椅Ｂ的质量；犿ｊ为驾驶室的质量；犿ｊ，ｙ为驾驶室绕其质心的侧斜转动惯量；犿ｊ，ｘ为驾驶室绕其质心

的俯仰转动惯量；犿ｈ为牵引车架质量；犿ｈ，ｘ为牵引车架绕其质心的俯仰转动惯量；犿ｈ，ｙ为牵引车架绕其

质心的侧斜转动惯量；犿ｉ为半挂车的质量；犿ｉ，ｘ为半挂车车架绕其质心的俯仰转动惯量；犿ｈ，ｙ为半挂车

车架绕其质心的侧斜转动惯量；犿１，犿２ 为牵引车前轴的非簧载质量；犿３，犿４ 为牵引车后轴的非簧载质

量；犿５，犿６ 为半挂车前轴的非簧载质量；犿７，犿８ 为半挂车后轴的非簧载质量；犮Ａ 为座椅 Ａ的垂直阻尼

系数；犮Ｂ 为座椅Ｂ的垂直阻尼系数；犮ｑ，ｊ，１，犮ｑ，ｊ，２为牵引车和驾驶室间前悬置垂直阻尼系数；犮ｈ，ｊ，１，犮ｈ，ｊ，２为牵

引车和驾驶室间后悬置垂直阻尼系数；犮ｆ为鞍座的垂直阻尼系数；犮１，犮２ 为牵引车前轴悬架垂直阻尼系

数；犮３，犮４ 为牵引车后轴悬架垂直阻尼系数；犮５，犮６ 为半挂车前轴悬架垂直阻尼系数；犮７，犮８ 为半挂车前轴

悬架垂直阻尼系数；犽Ａ 为座椅Ａ的垂直刚度系数；犽Ｂ 为座椅Ｂ的垂直刚度系数；犽ｑ，ｊ，１，犽ｑ，ｊ，２为牵引车和

驾驶室间前悬置垂直刚度系数；犽ｈ，ｊ，１，犽ｈ，ｊ，２为牵引车和驾驶室间后悬置垂直刚度系数；犽１，犽２ 为牵引车前

轴悬架垂直刚度系数；犽３，犽４ 为牵引车后轴悬架垂直刚度系数；犽５，犽６ 为半挂车前轴悬架垂直刚度系数；

犽７，犽８ 为半挂车前轴悬架垂直刚度系数；犽ｆ为鞍座的垂直刚度系数；犲，犳，犱分别为座椅到驾驶室质心的

纵向距离、座椅Ａ到座椅Ｂ的纵向距离、同轴悬架间的距离；犾１～犾７ 分别为驾驶室质心到牵引车架质心

间的距离、牵引车架质心到鞍座质心的距离、鞍座质心到半挂车车架质心的距离、半挂车车架质心到半

挂车前轴质心的距离、半挂车车架质心到半挂车后轴质心的距离、牵引车架质心到牵引车前轴质心的距

离、牵引车架质心到牵引车后轴质心的距离；狓Ａ 为人员Ａ和座椅Ａ的垂直位移；狓Ｂ 为人员Ｂ和座椅Ｂ

的垂直位移；狓ｊ为驾驶室质心处的垂直位移；狓ｊ，ｘ，狓ｊ，ｙ为牵引车车架绕其质心处的横向与纵向角位移；狓ｈ

为牵引车车架质心处的垂直位移；狓ｈ，ｘ，狓ｈ，ｙ为牵引车车架绕其质心处的横向与纵向角位移；狓ｉ为半挂车

车架质心处的垂直位移；狓ｉ，ｘ，狓ｉ，ｙ为半挂车车架绕其质心处的横向与纵向角位移；狓１，狓２ 为牵引车前轴

两端非簧载质量的垂直位移；狓３，狓４ 为牵引车后轴两端非簧载质量的垂直位移；狓５，狓６ 为半挂车前轴两

端非簧载质量的垂直位移；狓７，狓８ 为半挂车后轴两端非簧载质量的垂直位移；狇１，狇２ 为牵引车前前轴两

图１　四轴重卡半挂列车的空间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ｕｒａｘｌｅ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ｔ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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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轴两端所受位移激励；狇３，狇４ 为牵引车后轴两端所受位移激励；狇５，狇６ 为半挂车所受位移激励；狇７，狇８ 为

半挂车后轴两端所受位移激励；１为座椅Ａ与驾驶室的连接点；２为座椅Ｂ与驾驶室的连接点；３，４，５，６

为驾驶室悬置与牵引车的连接点；７，８为牵引车与牵引车前轴端部悬架的连接点；９，１０为牵引车与牵引

车后轴端部悬架的连接点；１１，１２为半挂车与半挂车前轴端部悬架的连接点；１３，１４为半挂车与半挂车

后轴端部悬架的连接点驾驶室悬置与驾驶室的连接点；１５，１６，１７，１８为鞍座与牵引车的连接点；１９为鞍

座与牵引车的连接点；２０为鞍座与半挂车的连接点；犽ｔ，１～犽ｔ，８为８个轮胎的刚度系数；狇１（狋）～狇８（狋）为８

个轮胎的激励输入幅度．

在建立整车系统的空间动力学模型中，依据参数代替实体原则．在参数简化中，根据整车模型各部

分起缓冲的振动特性的零件为支撑，用车体各部件的刚度阻尼特性对其进行简化，刚度阻尼特性较小，

或者几乎没有的零部件只考虑其质量．

以四轴重卡半挂列车为例．列车结构主体部分由两轴牵引车、两轴半挂车和驾驶室相组成．其中，鞍

座连接两轴牵引车和两轴半挂车，驾驶室悬架连接两轴牵引车和驾驶室．整车具体包括：驾驶室、正副驾

驶室人员、牵引车车架、牵引车前后轴、两轴半挂车架和半挂车车轴（因质量较大而刚度阻尼较小，计算

时，忽略刚度阻尼特性，只考虑其质量）、驾驶室悬置和座椅和轮胎（因质量较小而刚度阻尼特性较大，计

算时，忽略质量，只考虑其刚度阻尼特性），以及前后排非独立悬架和挂车非独立悬架（因刚度阻尼特性

和质量均较大，计算时，考虑其刚度阻尼特性和质量）．

根据实车在不同路况下的运行状态简化车辆．假设：１）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基于车辆在平衡位置做

微小振幅运动，且排除变速运动；２）模型中所有的人体、车架、两轴半挂车架、驾驶室和驾驶室均为刚

体，不考虑其弹性刚度和阻尼性质，其中，座椅关于车体纵向中轴面对称；３）模型中所有的座椅、所有的

悬架、悬置和鞍座简化为无质量的弹簧和阻尼器，且弹簧和阻尼器相并联，其中，所有悬架关于车体纵向

中轴面对称；４）模型中所有轮胎简化为无质量的弹簧；５）模型中所有简化后的弹簧满足胡克定律中的

弹力和弹簧伸缩位移呈线性的要求；６）模型中将人员和座椅简化为统一的刚体，不单独区分；７）模型

中所有简化后的阻尼器满足阻尼力随速度的变化呈线性改变．

研究的对象关于中心轴对称面对称．在不考虑前置发动机等零部件的不均匀位置而导致牵引车的

质量不均的情况下，忽略驾驶室质心到悬置节点３４，５６，３５，４６的相对距离，即犱１＝犱２ 和犱３＝犱４．重型

汽车的悬架通常都是非独立悬架，且常用的测试路面相对平坦，故忽略同轴间的车轮收到激励振动的相

干性和空间范围的轴向受力，即忽略犡轴向的影响及其他振动的影响．假设人员Ａ和座椅Ａ的质量等

同于人员Ｂ和座椅Ｂ的质量，座椅Ａ和座椅Ｂ的弹性刚度和阻尼系数相同．四轴重卡半挂列车的平面

动力学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四轴重卡半挂列车的平面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ｕｒａｘｌｅｈｅａｖｙｔｒｕｃｋ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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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建立整车的数学方法有很多，如能量法、动量定理和达朗贝尔定理等．由于整车模型在不同的运行

状态，行车速度有明显的变化，且存在结构复杂、求解复杂等问题，求解较为困难．

文中主要采用能量法作为整车数学模型的求解手段．１／２整车模型包括动能、耗散能和势能等３种

能量．

１）整车的动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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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式（１）～（３）简化后，因３个式子在系统模型中仅分析微小平面内的振动，而忽略其同轴的影响．

故引入路面激励向量狇，即

狇＝ ０ ０ ０ ０ ０ 狇２ 狇４ ０ ０ 狇６ 狇［ ］８
Ｔ
． （４）

　　对向量狓中的每个量建立相对应的拉格朗日方程，在此之前，需要针对向量狓定义广义坐标．设向

量狓中的每个元素的广义坐标为狓０，对于每个元素的拉格朗日方程有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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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式（１）～（３）求导，整理为经典动力学表达形式，有

犿狓
··

＋犮狓
·

＋犽狓＝犽狇狇． （６）

式（６）中：犿为质量矩阵；犮为阻尼矩阵；犽为刚度矩阵；犽狇 为路面激励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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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路面不平度等级匹配

国际标准ＩＳＯ／ＴＣ１０８／ＳＣ２Ｎ６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８］和国家标准ＧＢ／Ｔ７０３１－２００５《机械振动 道路路面谱

测量数据报告》［１９］都明确地建议：可通过使用路面功率谱密度来描述路面不平度．路面空间功率谱密度

（犌狇（狀））和路面时间功率谱密度（犌狇（犳））的表达式分别为

犌狇（狀）＝犌狇（狀０）
狀
狀（ ）
０

－犠

，

犌狇（犳）＝
犌狇（狀）

狌
＝
犌狇（狀０）狌狀０

犠

犳
犠

烍

烌

烎
．

（７）

式（７）中：犠＝２；狀０＝０．１ｍ
－１；狀为空间频率；犌狇（狀０）为路面不平度系数；犠 为频率指数；频率犳＝狀狌；狌

为车辆速度；均方根σ狇＝
∫

犜

０
狓２（狋）ｄ狋

槡 犜
，犜为运行总时间．

根据国际标准ＩＳＯ／ＴＣ１０８／ＳＣ２Ｎ６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和国家标准ＧＢ／Ｔ７０３１－２００５《机械振动 道路

路面谱测量数据报告》，将路面的不平度进行８个等级的划分，其划分原理是依据路面空间功率谱密度

进划分，并给出与各路面相应的均方根值．

由式（５）可知：当狀趋近于０时，犌狇（狀０）将趋近于无穷．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需

要对狀的取值范围进行相应的限制．引入空间截止频率狀狇，式（７）可变形为

犌狇（狀）＝犌狇（狀０）
２ １

狀２＋狀
２
狇

，

犌狇（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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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犳狇
２
＋犳

２

烍

烌

烎
．

（８）

式（８）中：当狀狇＝０．０００１ｍ
－１时，路面不平度的空间功率谱密度与标准形式的均方根基本相吻合．

为了使仿真结果取得较小的偏差，选取适当的路面等级及车速进行仿真．文中选取８个等级的路

面，以及１０～１００ｋｍ·ｈ
－１的车速，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白噪声的路面不平度与时间的仿真，得到的仿

真路面频谱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路面为Ｄ级路面，车速为２０ｋｍ·ｈ－１；狑为路面激励；狇２，狇４ 分别为

牵引车前、后轴两端受位移激励；狇６，狇８ 分别为半挂车前、后轴两端受位移激励．该模型中，所有车轴所受

激励频谱图，如图４所示．

　　　　　图３　滤波白噪声产生路面频谱　　　　　　　　图４　滤波白噪声法模拟四轴所受激励路面频谱

　　　　Ｆｉｇ．３　Ｒ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ａｘｉｓ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ｏａｄ

　　　　　　ｂｙ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ｕｓ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ｍｅｔｈｏｄ

以Ｄ级路面为假设路段，在不同速度下，路面随机激励（ＰＳＤ）和标准基频（ＢａｓｅＰＳＤ）的关系为：通

过ＢａｓｅＰＳＤ基频在频域和时域２种情况下的对比，可在８个路面等级中匹配任意随意激励．但这种路

面等级的匹配并非是唯一的，它与车辆的具体行驶速度相关联．若速度是变化的，则匹配相应的等级；若

速度是固定的，则等级变化程度可以用变量去改变ＢａｓｅＰＳＤ的匹配．与图３的路面不平度类似，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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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时域中，进行工况等级的匹配，如图５所示．图５中：路面为Ｄ级路面，车速为２０ｋｍ·ｈ－１；ρ为激

励谱密度．

　　（ａ）频域　　　　　　　　　　　　　　　　　　　　　　（ｂ）时域

图５　基频同路面激励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ｓ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４　重卡与路面不平度的 犕犃犜犔犃犅振动响应

通过在Ｄ等级路面的仿真得到相应的路面不平度，可将该四轴重卡半挂车列车的运输状态等效为

Ｄ级的路面，并以２０ｋｍ·ｈ－１的速度匀速行驶．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ＯＤＥ１５Ｓ对运动学方程求解二次

微分方程．首先，带入重卡的各部位方程；然后，求解座椅处的振动量，得出座椅处的加速度谱后，分析其

平顺性．

１／２整车的四轴矿用重卡半挂列车座椅处的加速度谱，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犪为座椅处加速度．采

用均值拟合的方法，简化１／２整车的四轴矿用重卡半挂列车座椅处的加速度，结果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某四轴重卡半挂车列车在Ｄ级路面以２０ｋｍ·ｈ－１匀速运行的１０ｓ过程中，其座椅处

的加速度值范围为－０．４８～０．５０ｍ·ｓ
－２，在０．４，１．８ｓ左右分别达到波谷值和波峰值；整体趋势大体

分布为先下降后上升，中间在５．５，６．７ｓ左右分别达到波谷值和波峰值．通过实验发现，在座椅处的加

速度谱同路面实测结果所受振动趋势相同，证明仿真匹配过程与实际相符合．

　　图６　１／２矿用重卡半挂列车座椅处的加速度　　图７　简化后的１／２矿用重卡半挂列车座椅处的加速度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ｏｆ　　　　　　Ｆｉｇ．７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ｉｔｒａｉｌｅｒ

　　　　　１／２ｍｉｎｉｎｇｈｅａｖｙｔｒｕｃｋ　　　　　　　　　　　　ｔｒａｉｎｓｅａｔｏｆ１／２ｍｉｎｉｎｇｈｅａｖｙｔｒｕｃｋ

５　结论

通过参数化仿真重卡半挂系统和建立的虚拟测试场，有效地简化实体模型；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ＯＤＥ１５Ｓ模块进行编程，求解动力学方程后的仿真趋势结果，与实际生活中的实车测试相吻合．

１）对超静定的多轴重卡动力学平顺性研究中，可使用能量法建立动力学方程，可有效地求得振动

响应量．该方法简单实用．

７０５第４期　　　　　　　　　　张功学，等：重卡半挂系统在虚拟试验场的平顺性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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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整车系统振动过程中，振动能量的频带分布的样本点应具有合适的数量，使其具有明显的趋

势，便于观察．

３）车辆刚启动时，振动效果最为明显．之后，具体设计参数匹配工程中应合理匹配，尽量避开人体

固有敏感的频率范围，减少共振对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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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犌犃?犅犘神经网络优化平摆

复合振动筛的振动参数

沈国浪１，童昕１，２，李占福２

（１．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省数字化装备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　针对目前筛分理论的研究仅局限于单因素考虑的问题，提出应用遗传算法（ＧＡ）优化的ＢＰ神经网络

对数据空间进行全局寻优，且考虑所有因素对筛分结果的综合影响．首先，通过离散单元法的筛分仿真试验，

获取实际筛分过程中难以获取的数据．然后，利用ＧＡ优化的ＢＰ神经网络对平摆复合振动筛的振动参数进

行优化，选择５?９?１的ＢＰ神经网络结构类型，得到优化后的振动参数组合，即振幅为２ｍｍ，振动频率为２６

Ｈｚ，振动方向角为４６°，摆动频率为２１Ｈｚ，摆角为１°．对优化后的结果进行一次模拟仿真验证，结果表明：验

证结果与测试结果相吻合．

关键词：　振动筛；振动参数；离散单元法；筛分效率；遗传算法?ＢＰ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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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振动筛的自主研发水平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仍落后于发达发达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１］．

以往学者对振动筛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因素的研究，如赵跃民等［２］研究单颗粒在筛面上的透筛情况，并

以此建立颗粒沿筛面方向的透筛概率模型；王桂峰［３］研究在不同筛分参数下，分析分层透筛细粒比和分

层透筛速率的关系及筛面长度和时间的关系；肖建章等［４］研究进料速率对颗粒分层和透筛的影响．但不

管是分层还是透筛，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筛分效率［５］．各因素对筛分效率的综合影响呈现出不确定

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经过遗传算法（ＧＡ）优化的ＢＰ神经网络，对平摆复合振动筛的筛分模型进行

非参数建模及参数优化．

１　平摆复合振动筛

１．１　犇犈犕在振动筛上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Ｌｉ等
［６］利用离散单元法研究颗粒在筛面上的运动形式．２００９年，林钰珍

［７］利用离散单元

法（ＤＥＭ）软件对三自由度振动筛物料的分散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２０１５年，仇云飞
［８］对平摆复合振

动筛的数值模拟进行研究，并对颗粒的松散行为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综上所述：基于离散单元法的

ＤＥＭ软件可以被用于振动筛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筛分过程中难以获取有效数据的问题；同

时，防止由于人为因素对实验结果造成的误差，从而影响优化模型的建立．

影响振动筛筛分效率的因素有以下３种：１）物料特性，包括物料的松散度、粒度特性、颗粒形状、水

的质量分数、相对分离粒径等；２）振动参数，包括振动频率、振幅、振动方向角；３）结构参数，包括筛面

长度、筛面宽度、开孔率、筛孔尺寸、筛面倾角．文中选择平摆复合振动筛的振动参数作为优化对象
［８９］．

１．２　平摆复合振动筛的原理及实验设置

平摆复合振动筛的振动形式是平动与摆动的复合［１０］．这种振动系统是由２个激振源响应叠加而

成，对其运动进行分解，有

犃狓 ＝犃ｓｉｎθ·ｓｉｎ（ω狋－犪狓），　　犃狔 ＝犃ｓｉｎθ·ｓｉｎ（ω狋－犪狔）． （１）

图１　简化的振动筛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

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

式（１）中：犃狓，犃狔 分别为垂直筛面方向和沿着筛面方向的位移；

犪狓，犪狔 分别为垂直筛面方向和沿着筛面方向激振力与位移的相位

角差；ω为角速度；犃为振幅；θ为振动方向角．摆动可分解为φ＝

犃φｓｉｎΨ狋．其中：φ为摆动角位移；犃φ 为摆动角位移幅值；Ψ 角频

率［１０］．由此可知，实现平摆复合振动筛需完成平动和摆动的复合

运动．实际装机时，分别利用双轴惯性激振器和摆动激振器实现

平动和摆动，并配合使用完成振幅、振频、振动方向角、摆幅和摆

频的相关设置．

将简化后的振动筛三维模型导入到ＤＥＭ 软件中，如图１所

示．筛面倾角为２１°；开孔率为０．４４％；筛网长为１８０ｍｍ；筛网宽

为３０ｍｍ．其他仿真实验初始条件的设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ν为泊松比；犌为剪切模量；ρ为密度；犲

表１　部分仿真实验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

ｐａｒ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材料属性 ν 犌／ＧＰａ ρ／ｋｇ·ｍ
－３

颗粒 ０．３０ ０．０２３ ２６７８

筛网 ０．２９ ７９．９２０ ７８６１

材料属性 犲 μｓ μｋ

颗粒?颗粒 ０．１ ０．５４５ ０．０１

颗粒?筛网 ０．２ ０．５００ ０．０１

为碰撞恢复系数；μｓ为静摩擦系数；μｋ为滚动摩擦系数．

２　数据的获取

２．１　筛分效率的定义

筛分效率是筛分结果优劣的评价标准，可表示为

η犱 ＝ （
犿ｕ＜犱
犿＜犱

－
犿ｕ＞犱
犿＞犱

）×１００％． （２）

式（２）中：犿ｕ＜犱，犿
ｕ
＞犱分别为筛下物中小于和大于颗粒粒径犱

的所有颗粒的质量；犿＜犱，犿＞犱分别为小于和大于颗粒粒径犱 的所有颗粒的质量；η犱 即颗粒粒度为犱 的

筛分效率［１１１２］．

筛分效率为客观量，其值在０％～１００％之间；而优化结果为虚拟值，其值可能低于０％或者超过

０１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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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但这对于筛分效率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可以作为后续优化过程中输出的限制条件．

２．２　参数设置与实验结果

ＢＰ神经网络采用最小均方误差学习方式．建立从输入到输出的任意非线性映射关系，只需要样本

数据．训练样本太少将很难掌握一般的映射规律，而训练样本太多则会出现过适配的现象
［１３１４］．因此，为

了避免训练样本太少，在完成单一变量的基础上，添加了正交实验，综合考虑各因素（振幅、振频、振动方

向角、摆幅和摆频）之间的交互作用，每个因素均设置４水平，选用正交表犔１６（４
５）．最后，共有５２组实验

数据．经过ＤＥＭ仿真后的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平摆复合振动筛振动参数与筛分效率的数据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ｓｗｉｎｇ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

组号
振幅／
ｍｍ

振频／
Ｈｚ

方向角／
（°）

摆幅／
ｍｍ

摆频／
Ｈｚ

筛分效率 组号
振幅／
ｍｍ

振频／
Ｈｚ

方向角／
（°）

摆幅／
ｍｍ

摆频／
Ｈｚ

筛分效率

１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０．５０ ０．７３００ ２７ ２．１ ２６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１１１

２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０．８０ ０．７３６６ ２８ ２．１ ４０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６１７２

３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３２５ ２９ ２．１ ５０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５８６９

４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２５１ ３０ ２．１ ６０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５２６２

５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８０ ０．７１５９ ３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２７０

６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２．８０ ０．７０６８ ３２ ２．１ ２２ ３６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３５３

７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３．６０ ０．６９２５ ３３ ２．１ ２２ ５６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１３０

８ ２．１ ２２ ４５ ５ １．４４ ０．７０６１ ３４ ２．１ ２２ ６８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１１９

９ ２．１ ２２ ４５ ２５ １．４４ ０．７１００ ３５ ２．１ ２２ ８１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１２９

１０ ２．１ ２２ ４５ ３０ １．４４ ０．７１３１ ３６ ２．１ ２２ ９０ １５ １．１０ ０．７１６０

１１ ２．１ ２２ ４５ ３５ １．４４ ０．６９６４ ３７ １．５ １８ ３１ １５ ０．８０ ０．６１２５

１２ ２．１ ２２ ４５ ４０ １．４４ ０．６８４９ ３８ １．７ ２３ ３６ ２０ ０．８０ ０．７１７３

１３ ２．１ ２２ ４５ ５０ １．４４ ０．６６５４ ３９ １．９ ２８ ４５ ２５ ０．８０ ０．７１７４

１４ ２．１ ２２ ４５ ６０ １．４４ ０．６４００ ４０ ２．１ ３３ ５１ ３０ ０．８０ ０．６７６６

１５ ２．１ ２２ ４５ ７０ １．４４ ０．６２７１ ４１ １．５ ２３ ３１ ３０ １．３０ ０．７０８５

１６ １．０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６３２６ ４２ １．７ １８ ３６ ２０ １．３０ ０．６９３２

１７ １．５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００６ ４３ １．９ ３３ ４５ ２５ １．３０ ０．７２３４

１８ １．８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２４３ ４４ ２．１ ２８ ５１ ３０ １．３０ ０．７４３７

１９ ２．１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１７５ ４５ ２．１ ２８ ４５ １５ １．８０ ０．７００２

２０ ２．５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２１１ ４６ １．９ ３３ ５１ ２０ １．８０ ０．６８３９

２１ ２．８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６８６０ ４７ １．７ １８ ３１ ２５ １．８０ ０．７０９３

２２ ３．８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６３７６ ４８ １．５ ２３ ３６ ３０ １．８０ ０．７２２４

２３ ５．６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５２６２ ４９ １．７ ３３ ５１ １５ ２．３０ ０．６８３０

２４ ２．１ １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５８１０ ５０ １．５ ２８ ４５ ２０ ２．３０ ０．６７２０

２５ ２．１ １８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６９２９ ５１ ２．１ ２３ ３６ ２５ ２．３０ ０．６９８３

２６ ２．１ ２０ ４５ １５ １．４４ ０．７２７０ ５２ １．９ １８ ３１ ３０ ２．３０ ０．６９６３

３　犌犃?犅犘的优化求解过程

３．１　遗传算法的优化过程

基于ＧＡ?ＢＰ算法的结构优化设计方法包含２个步骤：１）通过学习样本，建立ＢＰ神经网络近似模

型，实现设计变量到结构响应的非线性映射；２）通过非线性映射关系，建立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的数学模

型，并通过遗传算法实现全局优化［１５］．利用遗传算法优化ＢＰ神经网络，实际是优化ＢＰ神经网络的初

始权值和阈值，按照遗传策略，运用选择、交叉和变异算子作用于群体，获取最优的权值和阈值，进而得

到ＧＡ?ＢＰ的预测模型．该方案的具体实现过程，如图２所示．

３．２　神经网络结构类型的确定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种典型的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它由１个或者多个输入层、１个或者多个隐含

层和１个或者多个输出层构成．在闭区间内，仅含有１个隐含层的ＢＰ神经网络可以任意精度逼近任意

１１５第４期　　　　　　　　 沈国浪，等：应用ＧＡ?ＢＰ神经网络优化平摆复合振动筛的振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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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ＧＡ?ＢＰ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Ａ?ＢＰ

的非线性系统［１６］．故选用１个输入层、１个隐含层和１个输出层的３层ＢＰ神经网络．ＢＰ神经网络示意

图３　ＢＰ神经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如图３所示．

依据经验公式，隐含层的节点数为犿＝ 犼＋槡 犾＋犪．其中：犿 为隐含

层节点数；犼为输入层节点数；犾为输出层节点数；犪为常数，值为１～１０．

经计算，隐含层的节点数为４～１３．隐含层的节点数决定神经网络的性

能，因此，依次对不同节点的神经网络类型进行训练．不同隐含层节点的

训练误差，如表３所示．表３中：ＭＳＥ为均方误差．

由表３可知：通过训练，当隐含层节点为９时，ＭＳＥ为０．０００３，训

练精度最好．因此，选择隐含层的节点数为９，从而最终确定ＢＰ神经网

络结构为５?９?１．遗传算法的其他参数初始化设置如下：进化代数为１０；

种群规模为５０；交叉概率为０．８；变异概率为０．１．

表３　不同隐含层节点的训练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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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数 网络结构 ＭＳＥ 节点数 网络结构 ＭＳＥ 节点数 网络结构 Ｍ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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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７?１ ０．０４６２

　　图４　预测数据与原始数据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ｄａｔａ

４　预测结果分析与验证

４．１　预测结果分析

ＧＡＢＰ预测数据与原始数据的对比，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η为筛分效率；狀为样本组数．由图４可知：原始数据与

预测数据整体趋势十分吻合，说明基于 ＧＡ优化的ＢＰ神

经网络可以较好地实现对平摆复合振动筛振动参数的全局

寻优．最终得到的最优条件：振幅为２ｍｍ；振动频率为２６

Ｈｚ；振动方向角为４６°；摆动频率为２１Ｈｚ；摆角为１°；优化

后的最优筛分效率为０．７５４７．

４．２　预测结果验证

利用ＤＥＭ进行仿真实验验证，得到筛分效率为０．７４６６，预测结果为０．７５４７，二者相差０．００８１，

证明ＧＡ?ＢＰ神经网络可以用来优化振动筛的参数组合．利用ＧＡ优化的ＢＰ神经网络对振动参数优化

后的结果（筛分效率）没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是由于对平摆复合振动筛的各振动参数已经进行了优化．在

此基础上，将筛分效率再次提高，这对我国现阶段筛分效率普遍偏低的现状依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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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利用ＧＡ优化的ＢＰ神经网络可以实现对平摆复合筛振动参数的全局寻优，最终的寻优结果如下：

振幅为２ｍｍ；振动频率为２６Ｈｚ；振动方向角为４６°；摆动频率为２１Ｈｚ；摆角为１°；优化后的最优筛分

效率为０．７５４７．与仿真实验结果对比表明，此预测结果是可靠的．采用ＧＡ?ＢＰ算法可以节省大量的实

验时间与资源，为探索新型的振动筛形式和完善筛分理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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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扭转减振器性能的

试验与仿真分析

盛精１，２，贺梦达１，２，王方１，２，肖祖玉３

（１．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省客车先进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２．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省客车及特种车辆研发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３．湖北广奥减振器制造有限公司，湖北 十堰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为了分析减振器的装配性能与工作性能，以某型汽车发动机的一款橡胶扭转减振器为研究对象，应用

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对扭转减振器橡胶圈压装、滑移扭转和压脱过程进行仿真．比较压入力、滑移

转矩与压脱力３个参数峰值的试验值与模拟值，验证仿真模型的可靠性．采用该仿真模型，对橡胶扭转减振器

结构的再设计开展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减振器型腔结构改进后的装配性能、工作性能都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　橡胶扭转减振器；压入力；滑移转矩；压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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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ｒｙ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ｓｌｉｐ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ｏｒ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ｂｂｅｒ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ｄａｍｐｅｒ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ｄａｍｐｅｒｃａｖ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ｕｂｂｅｒ?ｔｙｐｅ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ｐ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ｒｙｆｏｒｃｅ；ｓｌｉｐｔｏｒｑｕ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ｏｒｃｅ

橡胶扭转减振器因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而广泛应用于汽车曲轴的减振［１］．扭转减振器的工作性能

影响其工作状况，而装配性能则与加工效率、生产成本密切相关．迄今为止，研究者围绕橡胶扭转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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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一些探索．Ｍｅｎｄｅｓ等
［２］开展基于扭转减振器固有频率的参数设计．Ｓｕｎ等

［３］建立橡胶扭转减振

器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力学模型．上官文斌等
［４５］研究橡胶扭转减振器固有频率的测试方法，并分析多级橡胶

扭转减振器设计时的减振最佳参数．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减振器固有频率和减振效果方面，

而关于橡胶扭转减振器工作性能、装配性能方面的研究则较为少见．本文以一种汽车发动机橡胶扭转减

图１　某橡胶扭转减振器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ｕｂｂｅｒ?ｔｙｐｅ

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ｐｅｒ

振器为研究对象，应用有限元分析与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装配性能

和工作性能等相关指标进行研究．

１　有限元模型的构建

某橡胶扭转减振器主要由轮毂、橡胶圈和惯量环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轮毂与发动机曲轴直接相连；橡胶圈安放于由轮毂与惯量环（皮

带轮）形成的型腔中，是减振器的弹性元件和阻尼元件；惯量环与驱动发

动机前端附件的皮带相连，将发动机的转矩传递给其他的附件轮（如空调压缩机、水泵轮等）．减振器在

工作过程中，惯量环和轮毂挤压橡胶圈，通过橡胶圈与金属件之间产生的静摩擦力传递扭矩．

橡胶扭转减振器性能的主要指标为滑移转矩、压脱力与压入力．滑移转矩为发动机输至橡胶扭转减

振器的扭矩，当扭转减振器的轮毂与橡胶圈发生相对转动时的转矩值，该值越大，性能越好．压脱力为发

动机传递至橡胶扭转减振器的轴向载荷，当减振器轮毂与橡胶圈脱落时的轴向力，该值越大，性能越好．

压入力为橡胶扭转减振器装配过程中橡胶圈往轮毂上安装时的压入力峰值，压入力小则较容易安装．

１．１　橡胶圈压装的有限元建模

橡胶圈压装示意图，如图２所示．橡胶圈在内导套和外导套导向作用下，由压环压入轮毂和惯量环

之间的型腔中．为了分析该橡胶扭转减振器装配过程中橡胶圈的受力和变形情况，采用基于ＡＢＡＱＵＳ

的有限元分析方法．

在有限元模型中，将橡胶圈以外的组件视为刚体，对橡胶圈压装过程进行建模［６］，如图３所示．求解

器采用ＡＢＡＱＵＳ／ＥＸＰＬＩＣＩＴ，对橡胶圈模型进行实体网格划分，最后得到的模型单元类型为Ｃ３Ｄ８Ｒ，

包含的单元数量为２６８２０，节点数为６７３７７．要求解该有限元模型，还需取得橡胶的本构模型参数，以及

金属与橡胶的接触摩擦系数．

　　　图２　橡胶圈压装示意图　　　　　　　　　　　图３　橡胶扭转减振器有限元仿真模型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ｒｉ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ｔｙｐｅ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ｐｅｒ

１．２　橡胶扭转减振器材料本构模型

适用于橡胶模拟的超弹性本构模型主要有Ｏｇｄｅｎ模型、Ｎｅｏ?Ｈｏｏｋｅａｎ模型、Ｙｅｏｈ模型、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和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模型
［７?８］等．在单轴压缩（ＥＴ）和单轴拉伸（ＳＴ）载荷条件下，Ｍｏｏｎｅｙ?

Ｒｉｖｌｉｎ模型能较好地表征填充橡胶的超弹性力学特征
［９］．在橡胶材料的单轴压缩和拉伸变形过程中，基

于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模型，在载荷作用方向上的名义应力和主伸长比的关系可表示为

σＥＴ ＝２犆１０（λ－λ
－５）＋２犆０１（λ

３
－λ

－３），　　σＳＴ ＝２犆１０（λ－λ
－２）＋２犆０１（１－λ

－３）． （１）

式（１）中：犆１０，犆０１为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模型材料常数；主伸长比λ＝１＋ε，ε为主应变．

为了获取基于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模型的橡胶材料参数，分别进行圆柱形试件的单轴压缩试验和哑铃

状试件（片状）的单轴拉伸试验．单轴压缩试件的邵氏硬度为６５ＨＡ，直径为２９ｍｍ，高度为１２．５ｍｍ．单

轴拉伸试件的宽度为４．５ｍｍ，中间部分长度为２０ｍｍ，厚度为２ｍｍ．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模型

参数犆１０＝０．２０１８，犆０１＝１．３２７４，犇１＝０．

５１５第４期　　　　　　　　　　　　 盛精，等：橡胶扭转减振器性能的试验与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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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摩擦副摩擦模型

橡胶扭转减振器中的橡胶在型腔中处于压缩状态，橡胶圈的弹性作用产生对轮毂和惯量环的压力

犖．橡胶圈与轮毂间的静摩擦力产生力矩传递转矩．因为惯量环的半径大于轮毂的半径，所以在发生滑

移现象时，一般是轮毂与橡胶圈的接触面发生滑动．

橡胶圈在扭转过程中，橡胶圈对轮毂和惯量环正压力维持恒定，扭转力矩的大小与摩擦副的摩擦系

数成正比［１０］．根据实测得到的扭转力矩峰值修正初始计算假定的摩擦系数，即可得到橡胶圈与金属间

的摩擦系数．令摩擦系数为μ，橡胶圈内外表面的应力为σ，接触面积为犛，扭转减振器轮毂半径为犚，等

效正压力为犖ｅｑ，则滑移转矩计算式为

犜＝μ犖犚 ＝μ（σ·犛）犚＝μ犖ｅｑ． （２）

　　由式（２）可知，等效正压力恒定时，转矩犜和摩擦系数成正比．由文献［１０］可知，在扭转角很小（一

般小于１５°）的情况下，等效正压力基本维持恒定状态．在仿真时，假定一个摩擦系数，有限元计算得到

该情况下的滑移转矩犜０，再根据试验测得的滑移转矩犜，可以得到滑动摩擦系数μ＝（犜／犜０）μ０．采用上

述方法，通过实测及修正后，得到摩擦系数μ为０．３６．

２　橡胶扭转减振器的性能仿真与验证

２．１　橡胶扭转减振器的性能分析

发动机厂家对橡胶扭转减振器的性能设计要求为：滑移转矩犜≥８８２Ｎ·ｍ；压脱力犉ｔ≥１８ｋＮ．

２．１．１　压入力仿真　橡胶圈压入过程仿真模型，如图４所示．固定轮毂（包含内导套）与惯量环（包含内

导套），给压环施加犢 方向的初始位移载荷－４６．５ｍｍ．仿真后，压入力的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５

中：犉ｒ为压入力；犛ｒ为压入位移．由图５可知：压入力随着压入位移的增大而逐渐增加；压入初始（在压

环下压过程的前１４ｍｍ历程中），橡胶圈处于内外导套间，压入力波动较小；随着下压的继续，橡胶圈与

轮毂、惯量环接触面积加大，压入力也增加，直至装配过程结束，压入力达到最大值２６．１２４ｋＮ．压入力

出现明显波动是装配过程中橡胶圈处于压缩和回弹的交替变化所致．

　图４　压入过程仿真　　　　　　　　　　　　　　　　 图５　压入力变化历程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ｒｙｆｏｒｃｅ

２．１．２　滑移转矩仿真　对橡胶圈压入型腔结构后的滑移转矩进行仿真，如图６所示．仿真后输出得到

的转角?转矩（θ?犜）曲线，如图７所示．

图６　滑移转矩仿真模型　　　　　　　　　　　　　　图７　滑移转矩变化历程图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ｌｉｐｔｏｒｑｕｅ　　　　　　　　　Ｆｉｇ．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ｌｉｐｔｏｒ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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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７可知：在开始阶段，减振器的转矩在转动约４°后，可达到滑移转矩峰值，约为９４４．８Ｎ·ｍ，

之后迅速趋于稳定．

２．１．３　压脱力仿真　对橡胶圈压入型腔中的压脱力进行仿真分析，如图８所示．仿真输出的惯量环支

反力与位移变化关系，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犉ｔ为压脱力；犛ｔ为位移．由图９可知：压脱位移为０～３ｍｍ

时，测试仪器与惯量环刚刚接触，压脱力增加较为缓慢；压脱位移达到３ｍｍ后，惯量环与压脱装置完全

接触，随着惯量环的位移增加，压脱力逐渐变大；压脱位移为１４．７ｍｍ时，压脱力达到最大值２０．０９１

ｋＮ，此时，橡胶与金属间的摩擦达到顶峰，橡胶变形达到峰值；压脱位移达到１４．７ｍｍ后，金属与橡胶

间由静摩擦转变为滑动摩擦，同时，橡胶逐渐与金属接触面脱离，金属与橡胶接触面积减小，导致压脱力

逐渐变小，压脱位移为３０ｍｍ时，金属与橡胶几乎完全脱离．

　图８　压脱力仿真模型　　　　　　　　　　　　　　图９　压脱力变化历程图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ｆｏｒｃｅ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ｏｒｃｅ

２．２　橡胶扭转减振器的性能试验及仿真

选取１０个扭转减振器样件，编号为１～１０．其中，１～５号用于滑移转矩测试试验；６～１０号用于压

表１　减振器工作性能试验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ｈｏｃｋ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编号 犉ｒ，ｍａｘ／Ｎ 犜ｍａｘ／Ｎ·ｍ 犉ｔ，ｍａｘ／Ｎ

１ ２６５８３．６ ９８０．９ －

２ ２７６３８．１ ９２５．７ －

３ ２７０３６．５ ８８５．０ －

４ ２５９８６．９ ９５０．２ －

５ ２６２４８．７ ９１１．５ －

６ ２７３１４．９ － １９９８７．６

７ ２５６３９．８ － ２０１５４．５

８ ２５５７３．１ － １９５６３．１

９ ２６４８７．３ － ２０１７３．２

１０ ２６４７９．４ － ２１１２３．６

脱力测试试验．首先，使用压装机对１～１０号进行压装，得

到试验样件及压力峰值．然后，使用电子扭转试验机对１～

５号样件进行扭转测试试验，测取滑移转矩．最后，使用压

脱试验机对６～１０号样件进行压脱力试验，获取压脱力．

测试得到的压入力峰值 （犉ｒ，ｍａｘ）、滑移转矩峰值

（犜ｍａｘ）、压脱力峰值（犉ｔ，ｍａｘ），如表１所示．选取１～１０号样

件试验数据中压入力峰值的最大值、滑移转矩峰值最小值

和压脱力峰值最小值，试验数据与有限元仿真的对比结果，

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试验结果与仿真结果间的偏差小

于１０％．仿真在 ＡＢＡＱＵＳ／ＥＸＰＬＩＣＩＴ环境中进行，橡胶

圈模型使用一阶线性减缩积分单元（Ｃ３Ｄ８Ｒ）．橡胶圈在压

入、扭转和压脱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变形，在３个过程中，线

性减缩积分单元格网产生严重扭曲变形，出现没有刚度的零能模式，即沙漏模式，从而产生仿真误差．

表２　试验数据与有限元仿真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性能 试验结果 仿真结果

犉ｒ，ｍａｘ／Ｎ ２７６３８．１ ２６１２４．０

犜ｍａｘ／Ｎ·ｍ ８８５．０ ９４４．８

犉ｔ，ｍａｘ／Ｎ １９５６３．１ ２００９１．０

３　减振器结构改进的仿真应用

橡胶扭转减振器是由惯量环、橡胶圈和轮毂装配而

成的压入式单极扭转减振器，扭转减振器结构设计的关

键是轮毂与惯量环构成的内部型腔结构，型腔结构的设

计直接影响扭转减振器的装配性能和工作性能的优劣．

３．１　基于犜犚犐犣理论的橡胶扭转减振器结构的再设计

上述橡胶扭转减振器的型腔结构，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原结构型腔设计由２个竖直直线段

和２个成一定夹角的直线段组成，直线段相连接的部分加以相应的圆弧进行过渡．该型腔结构虽然能够

满足基本性能指标，但在装配过程中时常发生橡胶圈破损和切胶的现象，且在检测过程中出现滑移转矩

和压脱力不合格的情况．型腔结构通常采用直线和圆弧连接组合，但由于在直线段与圆弧过渡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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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圆弧曲率变化较大，从而导致在橡胶压入过程中，橡胶圈一些挤压部位会发生应力集中的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基于ＴＲＩＺ方法的圆弧曲线型橡胶扭转减振器型腔结构．扭转减振器的改

进结构设计方案需同时提升扭转减振器的装配性能和工作性能．然而，在设计过程中，这两者却产生矛

盾．往往提升工作性能的同时，会导致装配难度增加，装配性能降低．提升工作性能而改变轮毂与惯量环

的外形尺寸，将影响减振器的减振效果．

基于ＴＲＩＺ理论，提出采用“原理（曲面化）”对型腔结构进行再设计．相关理论和实践表明，横截面

采用样条曲线的型腔结构，可增大橡胶圈与惯量环间的接触面积、滑移转矩和压脱力．在设计型腔横截

面结构时，遵循位置连续、切线连续、曲率连续、曲率变化连续的准则，使橡胶圈在型腔中运动时，路径更

加平顺、光滑，为橡胶圈的压装困难提供解决途径．

新设计的型腔结构（圆弧曲线型），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知：新结构由竖直直线段和Ｂｅｚｉｅｒ样条

曲线组合，其中，样条曲线的２个端点和２个竖直直线段平滑过渡．

　图１０　橡胶扭转减振器型腔结构　　　　　　　　　　　　图１１　改进后的型腔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ｕｂｂｅｒ　　　　　　　　　　Ｆｉｇ．１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ａｖ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ｐｅｒｃａｖｉｔｙ　　　　　　　　　　　　　　　　　　　　　　　　　　　

图１２　曲线圆弧型结构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ｕｒｖｅｄａｒ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型腔结构改进后的性能仿真分析

构建型腔结构改进后的橡胶扭转减振器有限元

模型，如图１２所示．

添加节２．１中的压入力、滑移转矩、压脱力的仿

真过程，进行有限元分析，如图１３所示．由图１３可

知：改进后减振器的压入力峰值为２３４４２Ｎ；滑移转

矩在８°后转矩趋于稳定，滑移转矩最大值为１１３７．３

Ｎ·ｍ；压脱力在压脱位移９．９ｍｍ处达到压脱力峰

值２６２４０Ｎ．

（ａ）压入力　　　　　　　　　　　（ｂ）滑移转矩　　　　　　　　　　　 （ｃ）压脱力

图１３　曲线圆弧型结构的性能仿真

Ｆｉｇ．１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ｖｅ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ａｒ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３　型腔结构改变前后的减振器性能对比

橡胶扭转减振器型腔结构改变前后的性能对比，如图１４所示．由图１４可知：最大压入力由２６１２４

Ｎ变为２３４４２Ｎ，最大压入力下降１０．２％；最大滑移转矩由９４４．８Ｎ·ｍ变为１１３７．３Ｎ·ｍ，最大滑移

转矩增大２３．４％；最大压脱力由２００９１Ｎ变为２６２４０Ｎ，最大压脱力增大３０．６％．这表明改进后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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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装配性能提升的同时，其工作性能也显著提高．

（ａ）压入力　　　　　　　　　　　　（ｂ）滑移转矩　　　　　　　　　　　（ｃ）压脱力

图１４　减振器型腔结构改进前后性能比较

Ｆｉｇ．１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ｍｐｅｒｃａｖ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４　结论

１）利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对扭转减振器橡胶圈压装过程、滑移扭转过程和压脱过

程进行仿真研究．仿真的压入力峰值为２６１２４Ｎ，滑移转矩峰值为９４４．８Ｎ·ｍ，压脱力峰值为２００９１

Ｎ．将仿真值与实验值进行比较，偏差小于１０％．

２）采用ＴＲＩＺ理论中“原理（曲面化）”对减振器型腔结构进行再设计，即型腔由直线段和Ｂｅｚｉｅｒ样

条曲线的组合（样条曲线的２个端点和２个竖直直线段平滑过渡）．

３）借助有限元分析方法，对改进后减振器的性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压入力峰值为２３４４２Ｎ，滑

移转矩峰值为１１３７．３Ｎ·ｍ，压脱力为２６２４０Ｎ；与改进前的性能相比，改进后减振器的最大压入力下

降了１０．２％，最大滑移转矩增大了２３．４％，最大压入力增大了３０．６％．

参考文献：

［１］　上官文斌，陈超，段小成，等．发动机曲轴系统扭转振动建模与实测分析［Ｊ］．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２，３２（４）：５６０?

５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０／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６８０１．２０１２．０４．０１６．

［２］　ＭＥＮＤＥＳＡＳ，ＭＥＩＲＥＬＬＥＳＰＳ，ＺＡＭＰＩＥＲＩ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ｓ：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２２２（２）：１５５?１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２４３／

１４６４４１９３ＪＭＢＤ１２６．

［３］　ＳＵＮＤｅｗ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犲狋犪犾．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ｕｂｂｅｒｉｓｏｌａ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１８（３）：６７２?６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１１７７１?０１１?０７４６?ｙ．

［４］　上官文斌，魏玉明，赵旭，等．橡胶阻尼式扭转减振器固有频率计算与测试方法的研究［Ｊ］．振动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２８

（４）：５５０?５５９．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５／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４５２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７．

［５］　上官文斌，牛立志，黄兴．发动机曲轴多级橡胶阻尼式扭转减振器的设计［Ｊ］．汽车工程，２００７，２９（１１）：９９１?９９４．

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６２／ｊ．ｃｈｉｎａｓａｅ．ｑｃｇｃ．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４．

［６］　曾攀，梁无畏．复杂结构振动分析的高精度单元建模技术［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１，１２（９）：１０５０?１０５３．

［７］　王小莉，上官文斌，李明敏，等．不同超弹性本构模型和多维应力下开裂能密度的计算方法［Ｊ］．工程力学，２０１５，３２

（４）：１９７?２０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５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４７５０．２０１３．１０．０９９０．

［８］　龚科家，危银涛，叶进雄．填充橡胶超弹性本构参数试验与应用［Ｊ］．工程力学，２００９，２６（６）：１９３?１９８．

［９］　胡小玲，刘秀，李明，等．炭黑填充橡胶超弹性本构模型的选取策略［Ｊ］．工程力学，２０１４，３１（５）：３４?４２．ＤＯＩ：１０．

６０５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４７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９６１．

［１０］　上官文斌，聂均，魏玉明，等．橡胶扭转减振器滑移转矩计算方法研究［Ｊ］．振动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２９（１）：９６?１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５／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４５２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３．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崔长彩）

９１５第４期　　　　　　　　　　　　 盛精，等：橡胶扭转减振器性能的试验与仿真分析



　第３９卷　第４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４　

　２０１８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ｌ．２０１８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　

　　　犖犲狑犇犻狊犮狅狀狋犻狀狌犻狋狔犐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犳狅狉

犇犌犕犲狋犺狅犱犝狊犻狀犵犔狅犮犪犾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ＨＵＡＮＧＲｉｘｉｎ１，ＴＡ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２，ＷＵＢａｏｙｕａｎ１，Ｌ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１

（１．Ｘｉ′ａ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ｏｕｎｄｅｄ（ＴＶＢ）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ａｌｅｒｋｉｎ（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ｅｒｒ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ｂｌｅｖ′ｓｓｐａｃｅ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ｗ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ｃｔ犲狋犪犾．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ｌｏｃａｌ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ｒｅｌｙｏｎａｎ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ｓｖｅｒｙｓｉｍｐｌｅ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ｓｈｏｗａｇｏｏ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ｐｒｏｐｅｒ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ｆｏｒｄｅ

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ａｓｋｓｏｆＤ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ａｌｅｒｋ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Ｅｕｌ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犆犔犆犖狌犿犫犲狉：　Ｕ４９１．１７ 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犆狅犱犲：　Ａ　　犃狉狋犻犮犾犲犖狌犿犫犲狉：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５２０?０６　

　　　应用犇犌方法的新型局部变差间断监测器（英文）

黄日鑫１，谭永华２，吴宝元１，李光熙１

（１．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２．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００）

摘要：　受到总变差有界（ＴＶＢ）方法中总变差概念的启示，提出适用于间断伽辽金（ＤＧ）方法的局部变差概念．在

此基础上，对Ｓｏｂｌｅｖ空间中的误差估计进行严格的界定，建立一种能够准确甄别激波与接触间断等间断位置的新

型识别器．研究结果表明：与有限体积方法中的间断监测器相比，该新型识别器完全基于单元局部，不需要依靠相

邻单元的任何信息，具有典型的有限元方法的固有属性，更容易在算法上实现．通过典型的数值算例对该识别器进

行验证，结果表明：该识别器非常出色地实现对间断位置的识别，可用于间断元方法的间断位置监测．

关键词：　间断监测器；间断伽辽金方法；局部变差；盖根鲍尔重构；欧拉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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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ｅｍｔｗｉｃｅ，ｗｅｏｂｔａｉｎ

（犾犼，狇狋）Ω犽 ＋（犾犼，犳狓）Ω犽 ＋〈犾犼，（犳

狀 －犳狀）〉Ω犽 ＝０，

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ｆｏｒｍｏｆＤ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犔２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ｆｌｕ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Ｒｉ

ｅｍａｎｎｓｏｌｖｅｒｏｒａｎ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Ｒｉｅｍａｎｎｓｏｌｖｅｒ．犳狀＝犳·狀ｉｓｔｈｅｏｕｔｗａｒｄ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ｆｌｕｘａ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ｗｅｐｒｅｆｅｒ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犳

１２５第４期　　　　 ＨＵＡＮＧＲｉｘｉｎ，犲狋犪犾：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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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ａｎｎｅｒａｓ狇．Ｔｈｅｎ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ｍａｓｓ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ｒｅ犕犻，犼＝（犾犻，

犾犼），犛犻，犼＝（犾犻，犾犼，狓）．

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ｗ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ｇｅｔｔｈｅｓｅｍｉ?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ｆｏｒｍｉｓ
ｄ狇
ｄ狋
＝犚（狇）．

Ａｆｏｕｒｔｈｏｒｄｅｒ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ＳＰ?ＲＫｍｅｔｈｏｄ
［１１１２］ｉｓｕｓｅｄｈｅｒｅｆｏｒｔｉｍｅｍａｒｃｈｉｎｇ．

２　犐狀犱犻犮犪狋狅狉

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ｓｍｏｏｔ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Ｇ 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
［１３］，ａｓ‖狇－狇犺‖０，１≤犆犺

犖＋１
｜狌｜犖＋１，１． 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犺＝ｍａｘ（犺犽），ｉｓｕｓｅｄ．狇ａｎｄ狇犺ａｒｅ

ｅｘａｃｔ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犆ｉｓ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狇，犖，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ｕｔｎｏｔｏｎ

犺．Ａｌｌｅｒｒｏｒｓａ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Ｓｏｂｌｅｖ′ｓｓｐａｃｅ．Ｗｈｅ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ｌｏ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ａｌｏｃａｌｅｌｅ

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ｍｏｏｔ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ｍｕｓｔｂｅｂ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ａｎｎｅｒａｓ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Ｇ

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ｆｉｎｅ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ｓＬＶ＝‖狇犺－珔狇‖０，１，ｔｈｅｎｗｅ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ｂｏｕｎｄｓ

ＬＶ≤ ‖狇犺－狇‖０，１＋‖狇－珔狇‖０，１ ≤犆犺狘狇狘１，１＋犗（犺
犖＋１）， （１）

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ｈａｖｅ

ＬＶ

狘狌犺狘１，１
≤
犆犺狘狌狘１，１＋犗（犺

犖＋１）

狘狌狘１，１
～犆犺． （２）

Ｎｏｗ，ｗｅ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ｓ
ＬＶ

｜狌犺｜１，１犺
．

Ｓｕｐｐｏｓ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ａ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ｒｅｎｏｔｈｅｌｄａｎｄ

ａｎａｂｒｕｐ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ＬＶｃａｎ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ｄｒｉｖｅｎ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ｕｓｅｓ，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ｗｉｌｌｂｅｇｉｖｅｎ，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ｉｓ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ｅｌｌ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ｓ

ａｔｒｏｕｂｌｅｃｅｌｌ．

３　犌犲犵犲狀犫犪狌犲狉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Ａ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ｕｓｅｄｈｅｒｅｔｏｗｉｐｅｏｆｆｔｈ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ｅ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４１５］．Ｆｏｒ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犿ａｎｄλ，ｔｈｅＧ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

ｅ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ｗｏｓｔｅｐｓ．

犛狋犲狆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ｅｒ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ｆｏｒ狇（狓），ａｓ

犵^
λ
犽 ＝

１

犺λ犽∫
１

－１

（１－狓
２）λ－

１
２狇（狓）犆λ犽（狓）ｄ狓． （３）

　　Ｗｈｅｒｅ犆
λ
犽（狓）ａｒｅｔｈｅ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ｅｒ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犆λ犽（狓）＝
２（λ＋犽－１）

犽
狓犆λ犽－１（狓）－

２λ＋犽－２
犽

犆λ犽－２（狓）， （４）

ａｎｄ０≤犽≤犿．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ｅｒ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ｓ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ｂｙ犆
λ
０（狓）＝１，犆

λ
１（狓）＝２λ狓，ａｎｄ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ａｒｅ

犺λ犽（狓）＝π
１
２
Γ（犽＋２λ）

狀！Γ（２λ）
Γ（λ＋１／２）

Γ（λ）（犽＋λ）
． （５）

ｗｈｅｒｅΓ（狓）ｉｓＧａｍｍ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ｕｓｓ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ｒｕｌ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ｔｔｈ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ｗｅｔａｋｅ

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ｓｅ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ｎｂ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ｇｌｏｂａｌ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ｄｏｍ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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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狋犲狆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ｅｒｓｅｒｉｅｓ狇
犌
＝∑

犿

犽＝０

犵^
λ
犽犆

λ
犽（狓）．Ｉｔｉ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ｓｍａｌｌ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

λａｎｄ犿．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４］ｉｓλ＝０．２犖ｎｏｄｅａｎｄ犿＝０．１犖ｎｏｄｅ，犖ｎｏｄｅｉ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４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犈狓犪犿狆犾犲狊

４．１　犅狌狉犵犲狉狊犈狇狌犪狋犻狅狀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ｄ狌
ｄ狋
＋
ｄ

ｄ狓
狌２（ ）２ ＝０，狌（狓；０）＝０．５＋ｓｉｎ（π狓）．Ｕｓｉｎｇａ

ｎｏｄａｌ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ｏｒｄｅｒｗｉｔｈａｍｅｓｈｏｆ１００ｎｏｄ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ｗｅ

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ｉｍｅ１．５／πｗｉｔｈａ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ｌ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１．２，１．３］，ｓｅｅ

Ｆｉｇ．１．Ｎ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ｅｓａｃｕｔｅｌｙ．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ｓｏｍｅｐｏｓ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ｒｅｄｒａｗｎｉｎＦｉｇ．２．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ｌｏｗａｇｉｖｅ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ｗｉｌｌｂｅｓｅｔｔｏｚｅｒｏ，ａｎｄｏｎｌｙ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ｂｉｇｇｅｒ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ｒｅ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ａｓｔｒｏｕｂｌｅｃｅｌｌｓ．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ａｍｉｓｊｕｄｇｅｄ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ｍｏｏ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ｐｐ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ｓｓｔｉｌｌｕｎｋｎｏｗ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Ｇ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ｓ，ｔｈｅｍｉｓｍａｒｋｉ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Ｆｉｇ．３．Ａｌ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ｗｉｐｅｄｏｆｆｔｏｔａｌｌｙ，ａｎｄｉｎｓｍｏｏ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ｆｉｔｓｗｅｌｌｔｏ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ｖｅｒｙｎｅａｒ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ｈａｖｅｓｍａｌｌ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

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１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Ｆｉｇ．３　Ｇ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ｇｅｒ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图１　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数值解　　　　图２　Ｂｕｒｇｅｒｓ数值解的局部变差　　　图３　Ｂｕｒｇｅｒｓ方程的重构解

４．２　犛犺狅犮犽犜狌犫犲犘狉狅犫犾犲犿

Ｗｅｎｏｗｔｅｓ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ｕｌ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ｆｌｕｘ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ｏｒｍ

犝 ＝ （ρ，ρ狌，犈）
Ｔ，　　犉＝ （ρ狌，ρ狌

２
＋狆，狌（犈＋狆））

Ｔ． （６）

　　Ｗｈｅｒｅρｉｓｄｅｎｓｉｔｙ，狌ｉ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犈ｉｓｔｏ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狆ｉ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犈＝狆／（γ－１）＋
１

２ρ
狌２ｗｉｔｈ

γ＝１．４．ＩｎｄｏｍａｉｎΩ＝［－１，１］，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ρ，狌，狆）＝
（１，０，１），狓≤０．５；

（０．１２５，０，０．１），狓＞０．｛ ５．

Ａ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５ｔｈｏｒｄｅｒ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ａ１００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ｅｓｈｉ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ｔ狋＝２．０．Ｏｂｖｉｏｕ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ｅａｒｎ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ｂｏｔｈ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ｒａｗｎｉｎＦｉｇ．

５ｓｕｇｇｅｓｔ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ｂｅｍａｒｋ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Ｒｉｅｍａｎｎｓｏｌｖｅｒ，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ａｒ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ｓｔａ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Ｇ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６ｓｈｏｗｓａｎ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ｅｘｃｅｐｔ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３２５第４期　　　　 ＨＵＡＮＧＲｉｘｉｎ，犲狋犪犾：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ｒｉｇｈ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ｉｓ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ｓｏｓｅｖｅｒｅｌｙ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ｍｏｏｔｈ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Ｆｉｇ．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ｃｋ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６　Ｇ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ｕｂ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ｓｈｏｃｋｔｕｂ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ｏｃｋｔｕｂ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图４　激波管问题数值解　　　　　图５　激波管问题解的局部变差　　　图６　激波管问题的重构解　

４．３　犗狊犺犲狉犛犺狌犘狉狅犫犾犲犿

Ｗｅｔｒ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ＯｓｈｅｒＳｈｕ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ａＭａｃｈ３

ｓｈ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ｖ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ｂｅｌｏｗ

（ρ，狌，狆）＝
（３．８５７１４３，２．６２９３６９，１０．３３３３３３），　　狓≤－４，

（１＋０．２ｓｉｎ（５狓），０，０．１），　　　　　　　狓＞－｛ ４．
（７）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ｉｓａｔ狓＝－４ａｎｄｍｏｖ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ｔｏ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ｉｓ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ｖｅｗｉｔｈａｓ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ｔｈｅＯｓｈｅｒＳｈｕ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ｒｅｖｅｒｙｓｔｒｏｎｇ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ｙｆ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ｍｏｏｔｈｒｅ

ｇｉｏ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ｏｒｄ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狋＝１．８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ｍｅｓｈｏｆ４００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７．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ａ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ｍｏｏ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ｕｔｕｎｗａｎｔｅｄ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ｂｅｅｎｎｏ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ｒ，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ｐａｒｔｉｓａｂｓ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ｉｇ．８．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ｏｆ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ｍｉｓｍａｒｋｓａ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ｕｒｖｅ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ｅｓｅｍｉｓｍａｒｋｓａｒｅ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ｅｍａ．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ｏｕ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ｕｓ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ａ．Ｈｏｗ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ｔｈｅｍｉｓｏｕｒｆｕｔｕｒ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ｗ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Ｆｉｇ．９ａｎｄ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ｉｇ．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８　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Ｆｉｇ．９　Ｇ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ＯｓｈｅｒＳｈｕ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ｓｈｅｒＳｈｕ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ｓｈｅｒＳｈｕｐｒｏｂｌｅｍ

图７　ＯｓｈｅｒＳｈｕ问题的数值解　　　　图８　ＯｓｈｅｒＳｈｕ的局部变差　　　 图９　ＯｓｈｅｒＳｈｕ问题的重构解

５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Ａ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ｆｏｒ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４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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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ｉｓｖｅｒｙｓｉｍｐｌｅ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ｅｄｅｒｒ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ｓａｓｏｕｎｄｔｈｅ

ｏｒ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ａｇｏｏ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

Ｄ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ｎｅ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ｃａｎｎｏｔ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ｕｍａｎｄａ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ｂｕｔｍｏｒｅ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ｅｒｓｌｉｋｅＷＥＮＯｌｉｍｉｔｅｒｓｃａ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Ｍｏ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ｆｕｔｕｒｅｗｏｒｋ．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王金平，庄清渠．五阶常微分方程的Ｐｅｔｒｏｖ?Ｇａｌｅｒｋｉｎ谱元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８（３）：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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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装配信息的三维装配

模型检索方法

乔虎，吴庆云，杜江，白蠫

（西安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７２）

摘要：　针对现有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方法存在语义不符、准确性低、检索效率低等问题，提出一种融合装配信

息的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方法．首先，进行装配信息检索，利用符号化的编码表示装配信息，查找零件的编码以

找出符合装配设计意图的三维模型．然后，利用装配零件之间存在的共轭关系，将装配零件的几何检索转化为

查找符合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通过零件的属性邻接图进行模型检索．最后，利用频繁子图挖掘方法，提取

出满足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用作模型的重用．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实现三维装配模型的检

索，可以有效地支持面向装配零件的模型重用．

关键词：　三维装配模型检索；装配信息；属性邻接图；共轭关系；频繁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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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制造的大环境下，企业对制造过程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如何重用三维装配

模型信息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方式多以确定粒度的装配模型为重用基础，如基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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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检索［１］、基于拓扑结构的检索［２］等．对装配模型检索而言，除模型几何相似性的比较，还应考虑模型

的语义信息．董雁等
［３］将装配零件表面赋予功能和结构双重属性，兼顾零件的形状和功能属性的相似

性．张应中等
［４］提出装配设计意图的语义表示，为设计意图信息的交换、理解语义查询和智能推理奠定

基础．Ｈｉｌａｇａ等
［５］，Ｔｕｎｇ等

［６］提出基于三角形网格图的拓扑匹配方法．黄瑞等
［７］以制造特征为基础语

义对象，将三维模型进行结构化表示，提取用于相似性比较的结构化三维模型的属性信息．Ｓｕｎｄａｒ等
［８］

提出一种通过距离变换得到骨架图的方法，利用骨架图进行模型匹配．许建豪
［９］为提升检索结果与用户

个性化需求的符合程度，依托向量空间模型提出一种新的检索方法．伍英杰等
［１０］提出基于空间结构相

似性的三维模型检索方法，综合产品模型属性特征相似度和零件空间位置相似度，得到装配体的相似

度．陈叶旺等
［１１］基于农业领域本体和词汇，给出针对农业领域的语义检索改进模型．然而，上述方法都

是基于语义或基于几何条件的单因素检索方法，没有考虑两者复合检索效果．因此，本文针对三维装配

图１　检索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模型检索的特点，在语义检索和几何检索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融

合装配信息的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方法．

１　基本概念

１．１　装配设计总体思路

首先，对用编码表示的装配信息进行检索，初选出符合装配

设计意图的模型，达到精简模型库的目的．然后，进行基于图同构

的精确检索，提取几何结构匹配的装配零件，如图１所示．

１．２　装配设计信息的表达

结合装配零件的连接关系、装配零件的运动关系、装配零件空间定位约束和装配零件材料４个方面

的装配信息，基本能概括装配设计意图，表达出装配零件之间的配合关系．采用文献［１２］的编码方式，对

４种装配信息制定规则，便于计算机的检索．

１．２．１　装配零件的连接类型　零件连接类型可分为螺纹连接（螺钉连接、螺柱连接、螺母连接、特殊螺

纹连接）；键槽连接（圆头平键连接、平头平键连接、半圆键连接、楔键连接和切向键连接）；轴孔连接（过

盈配合、间隙配合、过渡配合）３个大类．螺纹连接用Ｌ表示；螺钉、螺柱、螺母和特殊螺纹分别用数字１，

２，３，４表示，如Ｌ１表示螺纹连接中的螺钉连接．同理，用Ｊ表示键槽连接，用Ｚ表示轴孔连接，字母后面

的数字依次表示对应的类型．

１．２．２　装配零件的运动关系　零件之间的运动关系有轴向运动（Ｚ）、周向运动（Ｔ）和径向运动（Ｊ）．这３

种运动关系根据传动方式不同，又可分为齿轮传动、齿轮齿条传动、涡轮蜗杆传动、平面连杆传动、丝杆

传动、链传动、带传动、棘轮传动和槽轮传动等，依次可用数字１，２，３，…表示，没有对应传动关系的用０

表示，如Ｔ１表示周向运动的齿轮传动．

１．２．３　装配零件空间定位约束　装配零件要考虑产品的外观形状、功能等，常常需要零件的空间定位

约束，约束关系分为平面与平面约束（两面平行、两面成角）、平面与曲面约束（平面与柱面相切、平面与

球面相切）、曲面与曲面约束，曲面与同轴约束．用字母Ｐ，Ｓ，Ｍ，Ｚ表示这４种约束，用ＰＰ，ＰＪ分别表示

两面平行、两面成角，用ＳＺ，ＳＱ分别表示平面与柱面相切、平面与球面相切．

１．２．４　装配零件的材料　由于产品的受力情况不同，装配零件需要不同的材料性能．根据不同的力学

性能和应用场合，将机械工程常用材料分为铸铁（灰铸铁、可锻铸铁、球磨铸铁）、钢（碳素钢、合金钢、铸

钢）、铜合金（铸造铜合金、变形铜合金）、轴承合金（锡基轴承合金、铅基轴承合金）、塑料和橡胶．同螺纹

连接编码方法类似，分别用字母Ｚ（Ｚ１，Ｚ２，Ｚ３），Ｇ（Ｇ１，Ｇ２，Ｇ３），Ｔ（Ｔ１，Ｔ２），Ｃ（Ｃ１，Ｃ２），Ｓ，Ｘ表示．

１．３　几何信息匹配的相关概念

在装配信息检索的基础上，进行基于几何信息匹配的检索．由于装配零件之间的配合部分存在共轭

关系，即配合部分的拓扑连接形式相同，但凹凸性相反［１３］，故可通过零件的属性邻接图，将三维装配模

型检索转化为查找满足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查找方法采用用频繁子图．

　　定义１　属性邻接图．它是一种用于描述零件几何拓扑关系的图结构，用犌＝（犞，犈，α（犞））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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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犞，犈）为无向简单图（既没有环，也没有重边）
［１４］；犞 为零件对应的图中的顶点集，犞＝｛狏１，狏２，…，

狏犻｝，狏犻为零件的第犻个面；犈为零件对应的图中的边集，犈＝｛犲１，犲２，…，犲犼｝，犲犼为连接顶点狏犪 和狏犫 的边；

α（狏犓）为零件的第犓 个边的属性．

构建零件的属性邻接图时，根据零件模型的每个面，对应地创建一个属性邻接图顶点，并提取两邻

接面对应边的属性．由于文中只考虑三维装配检索，因此，主要注重于边的凹凸性．

　　定义２　共轭子图．它是装配零件的配合部分（装配特征）对应的两两属性邻接图，其拓扑连接形式

图２　装配零件属性邻接图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ｇｒａｐｈ

相同，但凹凸性相反，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用椭圆圈起来的部

分（实线和虚线代表凹凸性相反）为装配部分的共轭子图．

采用频繁子图挖掘的方法，将符合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

图从模型图库中查找出来．由于查找的图库是经过装配信息

检索之后得到的，因此，减少了图检索的计算复杂度．下面给

出频繁子图挖掘用到的一些相关概念［１５］．

　　定义３　图同构．它有犌犻＝（犞犻，犈犻），犌犼＝（犞犼，犈犼）２个图．

若二者之间存在映射关系犳：犞犻→犞犼，且有犲犻＝（狏犻，狏犻′）是犌犻

中的一条边，当且仅当犲犼＝（狏犼，狏犼′）是犌犼的一条边，则称犌犻与

犌犼同构．

　　定义４　子图同构．它对于给定的符号图犌犻与犌犼，若有犌犼的子图犌犼′，犌犼′与图犌犻同构，则称犌犻与

犌犼子图同构．

　　 定 义 ５　 频 繁 度．存 在 图 集 数 据 库 犅＝ ｛犫０，犫１，…，犫狀｝，对 于 子 图 犫，令 （犫，犫犻）＝

１，　若犫与犫犻子图同构，

０，　若犫与犫犻中任易子图不同构
｛ ，

犛＝∑
（犫，犫犻）

狘犅狘
．设狘犅狘为图集犅的基数，∑（犫，犫犻）为犫与犫犻同

构的总个数，犫犻∈犅，则犛即为频繁度．

　　定义６　频繁子图．对于给定的最小频繁度犛ｍｉｎ，若存在子图犫满足犛≥犛ｍｉｎ，则称犫是图集数据库

犅 的频繁子图．

２　装配零件检索算法

从高层到低层的多层次进行检索，依据编码对装配信息的相似度进行评价，基于图同构对几何结构

进一步相似度匹配，以达到模型重用的目的．根据上述要求，总体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总体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Ｃｈｉｅｆ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１　装配信息相似性分析及算法

装配零件的连接关系、装配零件的运动关系、装配零件空间定位约束和装配零件的材料４种装配信

息作为编码的４个码位，可较全面地表达装配设计意图，体现装配零件之间高层的语义联系，如图４所

示．采用链式编码方案，每个码位内各装配信息独立，与前后码位无关．图４中：数字１，２，３，４分别表示

连接关系、运动关系、空间约束和材料类型，称为分类码．连接关系用一个字母码和一个数字码表示；运

动关系用一个字母码表示；空间约束用两个字母码表示；材料类型用一个字母码和一个数字码表示，这

些称为表达码．在书写编码时，用“：”将分类码与表达码隔开，如１：Ｌ１?２：Ｔ１?３：ＰＰ?４：Ｚ１．当没有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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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编码方案

Ｆｉｇ．４　Ｃｏ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语义关系时，可将对应分类码置空，如１：Ｌ１?３：ＰＰ?４：Ｚ１．

２．１．１　装配信息相似性评价　根据装配信息的编码方案，将装配零

件模型编码与目标模型编码进行比较，得到的相同码位数转化为可

定性分析的数学模型，从而进行模型相似性评价．相似度为

φ犻 ＝
犛 犆犻∩犆（ ）犓
ω１犖１＋ω２犖２

，　　ω１，ω２ ＞０，　ω１＋ω２ ＝１． （１）

式（１）中：φ犻为装配零件模型与目标模型的相似度；犛 犆犻∩犆（ ）犓 为装

配零件编码与目标模型编码相同的码位数；犖犻 为模型犻编码的位

数；ω犻为权重系数，可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取值．一般情况下，当２个

模型的编码位数接近时，权重系数越接近；反之，编码位数较多的那个权重系数偏小．

由式（１）可知：当装配零件模型编码与目标模型编码相同位数越多时，２个模型的相似度越大．

２．１．２　装配信息检索算法　采用编码识别的方式检索出所需模型，编码与模型之间采用脚本函数连

接，使系统能够辨别编码，在模型库中查找与编码接近的模型．编码作为脚本函数的自变量，模型的检索

结果作为函数因变量，在脚本函数内部形成一个映射表，完成自变量到因变量的驱动．映射表由识别Ａ

ｇｅｎｔ，查询Ａｇｅｎｔ和执行Ａｇｅｎｔ组成，算法包含以下５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由交互方式得到需检索的编码，将编码传入识别Ａｇｅｎｔ．若编码不符合系统规则，则结束

程序．

　　步骤２　识别Ａｇｅｎｔ判断编码，得出编码位数、编码对应的装配语义类型，将结果传入查询Ａｇｅｎｔ．

　　步骤３　查询Ａｇｅｎｔ根据识别Ａｇｅｎｔ输入的结果，对模型库中的编码进行匹配．

　　步骤４　根据匹配的结果，计算模型之间的相似度．

　　步骤５　执行Ａｇｅｎｔ根据相似度的大小，将对应的模型一一列举出，并输出给用户．

２．２　几何信息图匹配分析及算法

为进一步提取装配接口匹配模型，采用基于属性邻接图的检索方法．它将装配零件模型相似性分析

转化为符合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相似性分析．判断２个图是否同构，即判断２个图定点之间是否存在

映射关系．两点之间存在映射关系可推出图的两边也存在映射关系．通过图同构可判定图的相似性．

２．２．１　图同构匹配方法　子图同构计算复杂度是一个多项式复杂程度的非确定性（ＮＰ）完全问题，采

用一种高效的图同构判定方法［１６］．设图犌１ 和犌２，犌１ 为需检索的图，犌２ 为被检索的图．图犌１ 的顶点集

合犞１ 的顶点个数为犪，图犌２ 的顶点集合犞２ 的顶点个数为犫，有犪＜犫．用犪×犫的映射犕犪×犫矩阵表示图

犌１ 和犌２ 之间的顶点对应关系，犿犻，犼是映射矩阵犕 中的犻行犼列元素．若犞１ 与犞２ 关联，则犿犻，犼＝１；否

则，犿犻，犼＝０．对于矩阵犕犪×犫，若存在一个映射，使每一行只有一个１，每一列不多于一个１，则矩阵犕犪×犫

表示犌１ 和犌２ 之间的同构映射．

图同构的匹配算法有以下４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初始化映射矩阵犕，并设空集犞１ 和犞２，以保存已匹配到的顶点（对图犌１ 和犌２ 的检索）．

　　步骤２　从矩阵犕 的第１行，从左往右查找值为１的列．对任意的第犻行，若其第犼列值为１，且该

列未被占用，则表示找到一个可能的顶点关联关系．即图犌１ 的第犻个顶点与图犌２ 的第犼个顶点对应．

　　步骤３　将步骤２的２个顶点分别加入集合犞１ 和犞２．

　　步骤４　判断犞１ 和犞２ 中新加入的顶点是否在最终同构映射中对应匹配的顶点对．

　　若犞１ 和犞２ 中新加入的顶点在最终同构映射中对应匹配的顶点对，则可得到犌１ 中已匹配上的顶

点集合犞１ 构成的子图与犌２ 中已匹配上的顶点集合犞２ 构成的子图是同构的．由此可判断犞１ 构成的子

图和犞２ 构成的子图同构．

２．２．２　几何检索方法　在图同构匹配的方法上，采用基于Ａｐｒｉｏｒｉ频繁子图挖掘算法，从检索模型库

中查找出符合装配特征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即频繁子图的挖掘实际上是一个图同构匹配过程．

Ａｐｒｉｏｒｉ频繁子图挖掘算法有以下４个简要步骤．

　　步骤１　连接犓 阶频繁子图，生成犓＋１阶候选子图．

　　步骤２　剪切候选犓＋１阶子图集，删除包含犓 阶非频繁子图的所有候选犓＋１阶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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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３　计算候选犓＋１阶子图集中所有子图的频繁度．

　　步骤４　删除候选犓＋１阶子图集中频繁度小于犛ｍｉｎ的候选子图．

从犓＝０开始循环求解，直到不能产生更高阶的频繁子图，即完成频繁子图的挖掘．提取含共轭子

图的属性邻接图时，需定义一些符号对算法进行描述，如犆犓 为犓 阶候选频繁子图集合；犉犓 为犓 阶频

繁子图集合；犉犉 为所有频繁子图集合，犉犉＝｛犉１，犉２，…，犉狀｝．

频繁子图集输入为图集犅，频繁度犛ｍｉｎ；输出为犓 阶频繁子图集合犉
犓．其生成的算法如下所示．

　　　１）Ｂｅｇｉｎ

　　　２）犉
犓＋１
←，犆

犓＋１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犉

犓）∥产生候选子图

　　　３）Ｆｏｒ犫
犓＋１
∈犆

犓＋１ｄｏ∥候选精简和频繁度计数

　　　４）Ｉｆσ（犫
犓＋１）≥犛ｍｉｎｔｈｅｎ

　　　５）犉
犓＋１
←犉

犓＋１
∪｛犫

犓＋１｝

　　　６）Ｅｎｄｉｆ

　　　７）Ｅｎｄｆｏｒ

　　　８）Ｒｅｔｕｒｎ犉
犓

　　　９）Ｅｎｄ

从犓＝０开始，循环调用该算法，可获取所有频繁子图集合，犉犉＝｛犉１，犉２，…，犉狀｝．算法是在犓 阶频

繁子图的基础上构建犓＋１阶候选子图，使用２个包含犓－１阶相同频繁子图的犓 阶频繁子图，从而得

到犓＋１阶频繁子图．识别２个相同犓－１阶子图和连接２个犓 阶频繁子图为该过程中最关键的２个

步骤．２个相同犓－１阶子图的识别，可将所有犓－１阶频繁子图的ＩＤ记录在犓 阶频繁子图属性中，通

过２个犓 阶频繁子图属性值的交集，得到相同的犓－１阶频繁子图，以避免子图同构的判定．２个犓 阶

频繁子图的连接可以看作是通过合并２个（犓×犓）的邻接矩阵产生（犓＋１）×（犓＋１）邻接矩阵的过程．

３　算法验证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建立一套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模型库，并对其中零件根据编码方式进行

编码，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装配零件检索实验．

以活塞液压缸为目标检索对象，在模型库中检索出可与其装配的活塞杆．通过装配信息检索方式进

行编码检索，将符合装配设计意图的零件检索出来，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经过语义检索的模型，剔

除无关装配零件模型，为基于图同构的检索减少模型数量；经过装配信息检索的模型将有轴孔连接、轴

向运动、曲面与曲面约束和合金钢的装配信息零件筛选出．

表１　装配信息检索

Ｔａｂ．１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检索信息 检索结果及其相似度

　　基于图同构的检索，采用频繁子图挖掘方法，将符合装配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提取出来．为验证

不同频繁度犛ｍｉｎ的检索情况，分别在犛ｍｉｎ＝１．００和犛ｍｉｎ＝０．６０的情况下进行实验，检索结果如表２所

示．由表２可知：在犛ｍｉｎ＝１．００时，含有装配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在所有模型中出现的频率是１００％；

相应地，在犛ｍｉｎ＝０．６０时，其为６０％；几何信息检索对三维模型的装配接口进行精确的匹配．在模型具

有相同装配信息的基础上，利用属性邻接图可表达三维模型拓扑结构的优势，从形状结构上对模型进行

检索，并且共轭子图可检索出两两模型有装配关系的配合结构．因此，通过几何信息检索，可较大程度提

高模型检索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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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几何信息匹配

Ｔａｂ．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犛ｍｉｎ 检索结果

１．００

０．６０

４　结束语

提出一种融合装配信息的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方法．首先，利用编码检索效率高的特点，将装配信息

以编码的方式表达，剔除模型库中与装配信息无关的模型，为下一步进行的几何检索减少工作量．然后，

基于图同构进行几何结构检索，采用频繁子图挖掘算法，提取符合装配共轭子图的属性邻接图．该方法

改善单纯基于图形检索方法的不足，为三维装配模型检索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其对三维模型的重用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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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壁式挡土墙在坡地建筑中的应用

林强，曾志兴，余文茂，刘祥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ＰＫＰＭ２０１０软件对实际在建的坡地建筑进行模型分析．根据挡土墙的类型、建筑的层数分别建

立６个不同的坡地建筑模型，并进行整体指标分析．结果表明：带扶壁式挡土墙的模型在周期、位移、抗倾覆和

抗滑移上都比带一般挡土墙的模型更能满足规范的要求．因此，建议单层坡地建筑宜优先采用扶壁式挡土墙

作为其挡土外墙，同时，在外墙有土一侧做好排水的措施．

关键词：　坡地建筑；建筑模型；整体指标；扶壁式挡土墙；一般挡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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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多山国家，很多大中城市用地紧张，多种因素促使一些坡地用于开发，出现了很多坡地建

筑［１］．在工程中，保障坡地建筑物安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主体结构与挡土墙脱开处理的方法，

然而，挡土墙单独设置会增加岩石的开挖量，延长工期并增加工程造价，使底层的建筑空间变小，不符合

业主的要求；二是采用主体结构与挡土墙联合处理的方法，将挡土墙与相应部位主体结构联合设计，采

用柱下条形基础或筏板基础，可避免上述缺点，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挡土墙的刚度及稳定，尽量减

少土压力对主体结构产生的附加内力［２］．国内坡地建筑关于适用、坚固与美观等方面的设计管理还处于

初级阶段，并缺乏系统和严格地监督，坡地建筑存在很多安全隐患［３］．因此，坡地建筑的结构设计重点是

对山体边坡的处理与维护，挡土墙的设计是保障山体稳定的重要方法［４］．刘良林等
［５］分析地震作用下结

构进入弹塑性阶段后的不同自振周期，简化计算方法，并建立结构刚度与周期的关系．陈荣淋等
［６］提出

围岩稳定性综合评价的熵权系数方法，可应用于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的评价．刘立平等
［７］建立不等高坡

地建筑的简化计算模型，采用有限元法研究边坡变形对坡地建筑抗震性能的影响．张诚江等
［８］对坡地建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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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嵌固条件进行研究，表明单面敞开非全埋地下室可选取地下室顶板作为嵌固端．龚立琼等
［９］研究坡地

建筑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确定和坡地挡土墙的设计，并提出坡地建筑挡土墙相关设计方法．王博
［１０］根

据在建工程的实际情况，阐述坡地建筑地震影响系数放大系数如何确定、挡土墙设计及建模时柱底嵌固

端如何设置等问题．本文对结合主体结构设置扶壁式挡土墙
［１１］的结构形式进行分析．

图１　建筑平面示意图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ｍｍ）

１　工程实例

工程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地貌单元属于剥蚀丘

陵地．该地区设防烈度为６度（０．０５ｇ），场地类别Ⅱ类，设

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基本风压为０．３５ｋＰａ．本项目为消

防部队消防站建设，属于重点设防类别；依据ＧＢ５００１１－

２０１０《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１２］（下文简称《抗规》）规定，其抗

震等级为３级．

工程左边为单层框架结构，右边为６层框架结构，中间

设置１００ｍｍ宽的沉降缝，其建筑平面示意图，如图１所

示．项目北侧无土，西侧和东侧有逐渐变缓的土坡，南侧土

坡较高．左边底层框架计算高度为６．０５ｍ；右边底层框架

计算高度为６．５０ｍ．挡土外墙为２５０ｍｍ 厚钢筋混凝土

墙，基础埋深范围内无地下水．

２　计算模型

对于半地下室结构，将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是不合适的．半地下室对上部结构的约

束非常有限，因此，结构嵌固端必须取在基础顶部［１３］．在建筑的结构计算中，半地下室与上部结构必须

图２　结构的平面布置

Ｆｉｇ．２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整体考虑，因此，半地下室的结构选型对整

个结构的计算影响不可忽略［１４］．

工程的结构整体计算采用 ＰＫＰＭ

２０１０软件进行弹性分析，地下室外墙采用

理正结构设计软件进行计算．工程采用扶

壁肋挡土墙进行设计，同时，在主体结构框

架柱对应位置设置扶壁肋，控制肋间距小

于４．５ｍ．

计算模型的柱网布置，如图２所示．图

２中：一、二层柱截面尺寸为５００ｍｍ×５００

ｍｍ，其余各层尺寸均为４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框架梁截面尺寸为２５０ｍｍ×６００ｍｍ；次梁截面尺寸为２００

ｍｍ×５００ｍｍ；梁板混凝土强度等级均为Ｃ２５，首层柱混凝土采用Ｃ３０，其余各层均为Ｃ２５．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采用ＰＫＰＭ２０１０软件建立６个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模型Ａ～Ｆ分别为

单层纯框架结构、带挡土墙的单层框架结构、带扶壁式挡土墙的单层框架结构、６层纯框架结构、带挡土

（ａ）模型Ａ　　 　（ｂ）模型Ｂ　 　　（ｃ）模型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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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模型Ｄ　　 　（ｅ）模型Ｅ　 　　（ｆ）模型Ｆ

图３　结构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墙的６层框架结构和带扶壁式挡土墙的６层框架结构．其中，扶壁式挡土墙的肋墙建模按肋墙水平投影

长度，在ＰＭＣＡＤ中输入钢筋混凝土墙代替．

３　结构计算

３．１　土压力计算

由于地下室外墙的刚度较大，在土压力作用下，通常达不到产生主动土压力所需的位移，因此，土压

力按静止土压力取值．依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１５］，取静止土压力系数犓０＝０．５，地面堆载犘＝１０

Ｐａ，土的重度γ＝１８ｋＮ·ｍ
－３，计算土压力高度犎＝６．０５ｍ．工程地下水位标高远低于基础底面，且在

挡土墙后采取良好的排水措施，故可不考虑水压力，只计算土压力的作用．此时，每延米的土压力为三角

形荷载，依据《挡土墙土压力计算手册》［１６］，作用在单位长度挡土墙的静止土压力狇１＝０，狇２＝０．５×１８×

６．０５＝５４．４５ｋＮ·ｍ－１，活荷载狇活＝０．５×１０＝５ｋＮ·ｍ
－１．

３．２　整体计算分析

对模型Ｂ，Ｅ来说，框架柱的刚度不足以近似成挡土墙的支座，因此，挡土墙可以看成两侧自由、上

端简支、下端固支的板．对模型Ｃ，Ｆ来说，挡土墙两侧的框架柱均设置了肋墙，增加了框架柱的刚度，使

框架柱的刚度足以近似成挡土墙两侧的支座，所以，对扶壁式挡土墙可以看成两侧固支、上端简支、下端

固支的板．为了简化挡土墙的计算量，按最不利的情况，取计算模型为上端简支、下端固定的受弯杆件．

单层框架和６层框架挡土墙力学模型，如图４所示．依据图４的简化模型，可计算出每延米挡土墙上下

端的支座反力犚１１＝５５．４１２ｋＮ，犚１２＝１８４．５９１ｋＮ，犚２１＝４８．９１５ｋＮ，犚２２＝１９１．０８８ｋＮ．

（ａ）单层框架 （ｂ）６层框架

图４　单层框架和６层框架挡土墙力学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ｌｌ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６?ｓｔ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ｓ（ｕｎｉｔ：ｍｍ）

采用ＰＫＰＭ２０１０软件进行整体分析时，严谨的做法是把土压力按恒荷载输入到模型中相对应的

挡土侧墙上，鉴于该软件暂无此功能，因此，把传至顶板上的荷载按水平线荷载输入到墙顶或折算为节

点荷载，在框架柱柱顶输入集中力进行计算．除模型Ａ，Ｄ外，其余４种模型均在一层框架柱顶部输入水

平集中力：左边单层框架柱顶按每延米水平线荷载犚１１考虑，右边６层框架柱顶按每延米水平线荷载

犚２１考虑；然后，分别乘以所计算的框架柱相邻两侧柱距的一半，所得集中力就是该柱柱顶需要输入的集

中力．而犚１２和犚２２是作用在基础顶面的，由土体抵消这部分力，故可不考虑输入到模型中．

３．２．１　梁柱配筋结果　经过ＰＫＰＭ２０１０软件的Ｓａｔｗｅ模块分析计算后，得出的抗侧力构件配筋较不

计入土压力计算时的大很多，挡墙附近部分梁配筋也增大很多．由配筋计算结果可知，柱的配筋较不输

入土压力计算时的大很多，配筋最大能增加２～３倍．主要原因是：框架柱为主要抗侧力构件，承担回填

４３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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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传来的水平推力，而此水平推力会引起框架柱的弯矩和剪力变大，从而使柱配筋增加．此方向框架梁

的配筋也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此水平推力引起框架梁的轴力和弯矩变大，所以与挡墙连接处梁端

的负筋会增加，另一端负筋会减小．

３．２．２　自振周期与振型模态　左边单层框架和右边６层框架的自振周期与阵型模态，如表１，２所示．

由表１，２可知：考虑了挡土墙的模型整体刚度明显增加，其中，扶壁式挡土墙对结构整体刚度的贡献比

一般挡土墙要更多．考虑挡土墙之后，模型的平动系数、扭转系数、周期比很难满足《抗规》要求，主要是

因为挡土墙是在有土一侧考虑，使该侧的刚度相比其他部位更大，在地震作用下容易造成结构扭转效

应；而带扶壁式挡土墙６层框架的周期比、平动系数、扭转系数比带一般挡土墙的６层框架更能满足《抗

规》要求，且结构两个主轴方向的侧向刚度较带一般挡土墙的６层框架更相近．

表１　左边单层框架的自振周期与振型

Ｔａｂ．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ｏｎｌｅｆｔ

模型编号 阵型阶数 周期／ｓ 犡向平动系数 犢 向平动系数 扭转系数 周期比

模型Ａ

１ ０．５７６３ ０．５７ ０．２５ ０．１８

２ ０．５４８６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８３

３ ０．４７７１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６３

模型Ｂ

１ ０．５３３３ ０．１２ ０．７４ ０．１４

２ ０．４８７２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４１

３ ０．２２１３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７０

模型Ｃ

１ ０．３６６２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５８

２ ０．２６０３ ０．０２ ０．９２ ０．０６ １．４１

３ ０．２１５６ ０．９５ ０．００ ０．０５

表２　右边６层框架的自振周期与振型

Ｔａｂ．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ｏｆ６?ｓｔ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ｏｎｒｉｇｈｔ

模型编号 阵型阶数 周期／ｓ 犡向平动系数 犢 向平动系数 扭转系数 周期比

模型Ｄ

１ １．２２６３ 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１

２ １．１９７９ ０．９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８６

３ １．０５５５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９２

模型Ｅ

１ １．１８６７ ０．１５ ０．７３ ０．１２

２ ０．９５５３ ０．６７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７３

３ ０．８６３３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７８

模型Ｆ

１ １．０４５１ ０．１４ ０．８２ ０．０４

２ ０．９５３７ ０．７４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８２

３ ０．８５４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８６

３．２．３　侧向位移与层间位移角　左边单层框架的侧向位移与层间位移角不能反映上下楼层之间的关

系，因此，采用右边６层框架的模型进行分析．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模型Ｄ，Ｅ，Ｆ的侧向位移（狌ｅ）和层间

位移角（θｅ），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模型Ｆ在犢 向的侧向位移和层间位移角明显小于模型Ｄ，Ｅ，而两

层及以上各层的层间位移角都比较接近．主要原因是扶壁式挡土墙相比一般挡土墙的刚度更大，因此，

模型Ｆ的侧向位移明显小于模型Ｄ和模型Ｅ．

　（ａ）犡向地震作用下的楼层侧向位移　　　　　　　　　　（ｂ）犢 向地震作用下的楼层侧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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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犡向地震作用下的楼层层间位移角　　　　　　　　（ｄ）犢 向地震作用下的楼层层间位移角　　

图５　计算模型在地震作用下的侧向位移与层间位移角

Ｆｉｇ．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ｏｒｙｄｒｉｆｔ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ｏｎ

图６　倾覆计算简图

Ｆｉｇ．６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３　整体倾覆、滑移计算

以上只是局部的计算过程，项目还需要复核整体的稳定性，因

此，取土压力作用最不利方向进行分析．由于Ｓａｔｗｅ整体计算中没有

考虑土压力产生的倾覆力矩，所以，还需附加土压力产生的倾覆力矩

进行整体倾覆计算．可把建筑物看成嵌在土里的一根悬臂杆，计算简

图如图６所示．对左边单层框架，狇１＝０，狇２＝５４．４５×１４．７＝８００．４１５

ｋＮ·ｍ－１，狇活＝５×１４．７＝７３．５ｋＮ·ｍ
－１，由此计算出附加倾覆弯矩

犕ｏｖ＝７９１０．１１ｋＮ·ｍ；对右边６层框架，狇１＝０，狇２＝５４．４５×４７．４＝

２５８０．９３ｋＮ·ｍ－１，狇活＝５×４７．４＝２３７ｋＮ·ｍ
－１，计算出附加倾覆

弯矩犕ｏｖ＝２５５０６．０６ｋＮ·ｍ；单层框架和６层框架在建筑物南侧设置的挡墙宽度分别为１４．７，４７．４

ｍ．整体抗倾覆验算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犕ｒ为抗倾覆力矩．

表３　框架的整体抗倾覆验算

Ｔａｂ．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ｎｔｉ?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ｃｈｅｃｋ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ｍｅ

荷载类型
左边单层框架

模型 犕ｒ／ｋＮ·ｍ 犕ｏｖ／ｋＮ·ｍ 犕ｒ／犕ｏｖ

右边６层框架

模型 犕ｒ／ｋＮ·ｍ 犕ｏｖ／ｋＮ·ｍ 犕ｒ／犕ｏｖ

犢 向风荷载
作用下

模型Ａ ３４７７７．４ ５６９．０ ６１．１２ 模型Ｄ ７１２６５８．９ １２６４７．９ ５６．３５

模型Ｂ ３９４１７．０ ５６９．０ ６９．２７ 模型Ｅ ７４４６４７．５ １２６２６．２ ５８．９８

模型Ｃ ４６５９４．７ ５７２．６ ８１．３７ 模型Ｆ ８０２４４０．１ １２５５２．５ ６３．９３

犢 向地震力
作用下

模型Ａ ３３８７５．７ １１８１．５ ２８．６７ 模型Ｄ ６８７８５０．９ ２３６６２．７ ２９．０７

模型Ｂ ３８５１５．０ １４９４．９ ２５．７６ 模型Ｅ ７１９６２８．６ １９７９９．４ ３６．３５

模型Ｃ ４５６２０．４ １４３８．６ ３１．７１ 模型Ｆ ７７５８４１．８ ２２７０８．６ ３４．１７

土压力
作用下

模型Ａ ３３８７５．７ － － 模型Ｄ ６８７８５０．９ － －

模型Ｂ ３８５１５．０ ７９１０．１ ４．８７ 模型Ｅ ７１９６２８．６ ２５５０６．１ ２８．２１

模型Ｃ ４５６２０．４ ７９１０．１ ５．７７ 模型Ｆ ７７５８４１．８ ２５５０６．１ ３０．４２

　　考虑土压力与地震作用组合时，经计算分析可知，显然满足式犕ｒ／∑犕ｏｖ≥１．６，因此，整体抗倾覆

验算满足要求．此外，还需进行抗滑移验算，由于左边单层框架自质量较轻，对抗滑移验算更不利，故取

左边单层框架进行抗滑移验算．采用一般挡土墙时，总静止土压力犈ａ＝０．５×（０＋８００．４１５）×６．０５＋

７３．５×６．０５＝２８６５．９３ｋＮ．根据Ｓａｔｗｅ的计算结果，查得本栋楼横载产生的总质量为６９８．６３５ｔ；基底

持力层为泥岩残积粘性土，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要求，取摩擦系数犝＝０．５，由此可得犌ｋ·

犝／犈ａ＝６９８６．３５×０．５／２８６５．９３＝１．２２＜１．３０，不满足要求，所以采用扶壁式挡墙进行抗滑移验算，先

不考虑土对扶壁式挡墙抗滑移的有利分担部分，仍取犈ａ＝２８６５．９３ｋＮ．此时，本栋楼横载产生的总质

量为７５３．６９ｔ，犌ｋ·犝／犈ａ＝７５３６．９·０．５／２８６５．９３＝１．３１＞１．３０，满足整体抗滑移验算．

４　结论

通过对６种模型的整体分析，可以得出以下５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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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带挡墙的纯框架结构的整体分析指标最容易满足规范要求，而其余４种模型带了挡土墙进行

计算，扭转位移比指标很难满足规范要求，但是带扶壁式挡土墙的框架结构在周期、位移、抗倾覆、抗滑

移等指标上要比带一般挡土墙的框架结构更能满足规范要求，且结构两个主轴方向的侧向刚度较带一

般挡土墙的框架结构更相近．

２）单层框架结构的整体抗倾覆和抗滑移比多层框架结构更弱，设计时，要特别注意单层框架结构

的整体倾覆和滑移验算．由于扶壁式挡土墙自质量较一般挡土墙大，再加上扶壁式挡土墙的翼板对抗倾

覆和抗滑移更有利，建议单层框架结构尽量按扶壁式挡土墙进行外墙设计，若工程造价允许，单层框架

结构的基础尽量采取整体性较好的基础，如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筏板基础等．

３）对坡地建筑外墙设计时，采取一般挡土墙的设计方法，挡土墙下端要注意采取增加刚度的措施

使其近似固支设计．而扶壁式挡土墙的底板本身刚度就很大，可以直接近似成下端固支，因此，采用扶壁

式挡土墙更容易满足这个要求．

４）基槽开挖有造成山坡土体失稳的可能，有必要在基槽开挖前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上部建筑和

山坡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５）由于外墙受力较复杂，在实际施工时，尽量采取良好的排水措施，减少水对外墙的作用，保证外

墙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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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力耦合条件下预制节理砂岩裂纹

扩展和能量演化细观数值模拟

林春１，俞缙１，陈旭２，蔡燕燕１，文志杰３

（１．华侨大学 福建省隧道与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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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水力耦合作用条件下预制节理砂岩三轴压缩裂纹扩展和能量演化规律，建立预制节理砂岩

流固耦合数值模型，得到预制节理砂岩应力?应变曲线．通过分析平行黏结破碎演化过程，获得不同预制节理

角度下微裂纹发育规律．基于颗粒流程序（ＰＦＣ）离散元能量追踪体系，研究得到各细观能量变化响应和能量

耗散与转换规律．分析结果表明：预制节理角度越大，试样峰值强度越大，侧向变形和轴向变形峰值应变先增

大后减小，在预制节理角度为６０°时取得最大值；平行黏结破碎起始于预制节理，进而扩展贯通，次生黏结破

碎带始于节理面直至贯穿试样边界；试样的黏结能峰值和应变能峰值均与预制节理角度成正比，黏结强度峰

值应变和应变能峰值应变与预制节理角度成反比；耗散能主要表现为摩擦作用，整个加载过程中弹性应变能

吸收率最大．

关键词：　水力耦合；预制节理；细观数值模拟；能量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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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ｐｅａｋ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ｐｅａｋ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ｔ６０°．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ｏ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ｓ

ｆｒｏｍ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ｕ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ｂｏ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ｂｅｇｉ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ｏｉｎｔ

ｐｌａｎｅ，ｔｈｅｎｃｕ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ｅｂｏ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ｅａｋ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ａｋ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ｂｏ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ｅａｋ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ａｋｓｔｒａｉｎ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ｒ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ｍｅｓ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

节理岩石赋存于复杂的地质环境中，节理和结构面一般在不同倾斜角度上填满沙子、粘土、渗透灌

浆等［１］．如今众多地下工程和水力工程建设常涉及到节理岩石，节理岩石的力学性质和水力性质直接影

响工程建设的安全和可靠度．因此，研究节理岩石的力学特性和水力特性意义重大．李树忱等
［２］通过开

展节理类岩石试件的单轴压缩试验，系统研究节理类岩石试件峰后应力?应变曲线、破坏形式等与裂隙

倾角之间的关系．刘欣宇等
［３］考虑不同高径比及充填节理特征等因素，通过试验研究得到节理岩石的破

坏模式和尺寸效应．俞缙等
［４?５］在不同围压和渗透压及不同应力路径下，对砂岩全应力?应变过程进行渗

透率试验和声发射特征研究．徐亮等
［６］根据３６组直剪试验结果，对基于起伏度和粗糙度等剪切强度公

式进行对比，给出其建议适用性范围．文献［７?８］对水力耦合作用下节理岩石和水力特性进行试验研究．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通过数值模拟对渗透压?应力耦合下岩石的复杂性质进行深入研究
［９?１０］，但是水力耦

合条件下预制节理岩石的三轴压缩能量耗散数值模拟成果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对预制节理岩石在三

轴压缩应力下进行渗流试验研究，运用颗粒流程序（ＰＦＣ）建立符合室内试验模型，通过颗粒流内置能量

（ａ）预制石膏节理试样　　 （ｂ）水力耦合试验

图１　预制节理砂岩试样及水力耦合试验

Ｆｉｇ．１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ｔｅｓｔ

追踪体系，从细观角度解释岩石能量耗散与转化．

１　水力耦合三轴试验及数值模型建立

１．１　水力耦合三轴试验

试验采用无明显裂隙、质地均匀的砂岩，并钻取直径为

２５ｍｍ，高度为５０ｍｍ的圆柱体试样，沿试样轴线夹倾角

（α）分别为０°，３０°，４５°，６０°，９０°切割开，并将石膏砂浆在裂

隙处进行充填，石膏充填物厚度为２ｍｍ．预制石膏节理试

样示意图，如图１（ａ）所示．

试验中先充油，将围压加载至２０ＭＰａ，轴向应力由位

移控制，位移加载速率为０．１ｍｍ·ｍｉｎ－１．待试样加载开

始时在试样的上端接上５ＭＰａ的水压，下端与大气相连接

进行试样的三轴压缩渗透试验［１１］．水力耦合试验原理图，

如图１（ｂ）所示．

由图１可知：随着充填角度α的增加，应力?应变（σ?ε）曲线的峰值强度逐渐增大，而峰值应变先增加

后减小．在充填角度α为６０°时取最大值，将所得应力?应变曲线作为本构关系的依据进行模拟．

１．２　数值模型及细观参数标定

根据颗粒流离散元流固耦合计算理论［１２?１３］，拟用ＰＦＣ内置语言生成空间区域，该空间区域的尺寸

为２５ｍｍ×５０ｍｍ，并在此空间区域内采用节理设置（ＪＳＥＴ）命令模拟生成软弱节理面
［１４］，再堆积下落

其他区域内的颗粒形成数值模型．在预制节理与非节理处分别采用不同的粒径和孔隙率．预制节理处颗

粒粒径选择０．３０～０．４５ｍｍ，孔隙率为０．２０；非预制节理处粒径选为０．１５～０．２０ｍｍ，孔隙率为０．１２，

黏结模型选择平行黏结模型．数值模型，如图２所示．

调用ＰＦＣ内置语言 Ｗａｌｌ命令，加载２０ＭＰａ控制围压．在模型顶部控制水压为５ＭＰａ，底部未设置

水压，在模型轴线方向形成渗透压差，孔隙水压力在渗透压差的作用下不断向下渗透．当节理角度α＝

９３５第４期　　　　　　林春，等：水力耦合条件下预制节理砂岩裂纹扩展和能量演化细观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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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α＝０°　（ｂ）α＝３０°　（ｃ）α＝４５°　（ｄ）α＝６０°　（ｅ）α＝９０°

图２　试样ＰＦＣ数值模型

Ｆｉｇ．２　ＰＦＣ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６０°时，轴压选择位移控制（０．１ｍｍ·

ｍｉｎ－１），加载直至试验最终破坏，水压

渗透过程，如图３所示．

细观参数的标定参照文献［１５］，为

了能达到数值模型与水力耦合试验下

砂岩试样复杂力学特性的响应，通过反

复试错法［１６］，不断校准细观参数，使得

应力?应变曲线的弹性模量和峰值强度

与试验结果接近．残余孔径犪０ 为１．０

（ａ）１０００步 （ｂ）３０００步 （ｃ）５０００步 （ｄ）１００００步 （ｅ）３００００步

图３　试样模拟渗流过程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ｅｐ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ｍ；初始法向应力犉０ 为５．０ｍｋＮ；时

间步长Δ狋为０．１ｓ．模型细观力学参数，

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犈ｃ 为颗粒接触模

量；犽ｎ／犽ｓ为颗粒法向切向刚度比；μｐ 为

颗粒摩擦系数；σｃｎ为接触黏结平均法向

强度，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τｃｓ为接触

黏结平均切向强度．流体计算参数如

下：流体粘度μ为１．０ｍＰａ·ｓ；流体体

积模量犓ｆ为１．５ＧＰａ．

表１　细观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ｅｓ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颗粒区域 犈ｃ／ＧＰａ 犽ｎ／犽ｓ μｐ σｃｎ／ＭＰａ τｃｓ／ＭＰａ

预制节理处 ６．８ １．６ ０．４ ２０／（３） ２０／（３）

非预制节理处 ６．８ ３．８ ０．４ ３２／（３） ３２／（３）

１．３　力学行为对比分析

不同节理角度（０°，３０°，４５°，６０°和９０°）下砂岩试验应力?应变曲线与数值应力?应变曲线，如图４所

示．图４中：εｘ为径向应变，εｙ为轴向应变．不同节理角度下砂岩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的试验与数值结

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α为预制节理角度；σＴ，σＳ 分别为峰值应力的试验值和模拟值；εＴ，εＳ 分别为峰

值应变的试验值和模拟值．注意到，水力耦合试验过程中轴压恒定下砂岩产生了轻微蠕变现象，试验应

力?应变曲线出现了短暂平台，但由于蠕变应变较小，由此造成的应变增量可忽略不计．

由图４和表２可知：当预制节理角度α由０°增加至９０°时，峰值强度逐渐增大．由表２可知：当节理

角度较小（０°，３０°，４５°，６０°）时，峰值强度增量均值大约为８ＭＰａ；当节理角度较大（９０°）时，峰值强度增

量较小，约为２．１ＭＰａ；当节理角度为６０°时，峰值强度增量为９．０８ＭＰａ；相对节理角度０°情况，节理角

度６０°时砂岩峰值强度增大了４５．５％．　　由图４和表２还可知：峰值应变（包括侧向峰值应变和轴向

峰值应变）的响应规律出现了明显不同；当预制节理角度α由０°增加至９０°时，峰值应变先增加后减小；

当节理角度从０°增加至６０°时，峰值应变

　　　（ａ）α＝０°　　　　　　　　　　　（ｂ）α＝３０°　　　　　　　　　　（ｃ）α＝４５°　

０４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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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α＝６０°　　　　　　　　　　　　　　　 （ｅ）α＝９０°　　

图４　不同节理角度下砂岩试验应力?应变曲线与数值应力?应变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ｇｌｅｓ

逐渐增大；而当节理角度从６０°增加至９０°时，峰值应变逐渐减小；峰值应变最大值（节理角度为６０°）较

表２　不同节理角度下砂岩峰值应力

和峰值应变的试验与数值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ｐｅａｋ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ｅａｋ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ｇｌｅｓ

α／（°） σＴ／ＭＰａσＳ／ＭＰａ εＴ／％ εＳ／％

０ ５０．５０ ５２．２６ ０．８４ ０．７９

３０ ５８．８１ ６０．８２ １．３１ １．１７

４５ ６５．３６ ６６．２６ １．５８ １．５１

６０ ７５．３７ ７４．４１ ２．２６ １．６４

９０ ７６．８１ ７７．１５ １．６４ １．７１

之于峰值应变最小值增大了１．３７％．

２　细观模拟结果与分析

颗粒在压缩受力过程中，颗粒间的黏结强度小于颗粒

所传递的应力时，颗粒黏结会发生断裂，断裂的裂纹对应于

岩石内部的微裂纹．为了研究模型内部裂纹演化规律，在加

载全程中设置了４个监测点犃～犇．其中：犃点对应于试样

裂纹闭合应力点；犅点对应于试样起裂应力点；犆点对应于

试样损伤应力点；犇点对应于试样破坏应力点．不同预制节

理角度下砂岩试样平行黏结破裂演化过程，如图５所示．

在模型加载起始时刻，颗粒之间传递的法向应力和切向应力较小，未达到黏结破碎的条件，平行黏

结网完整．从犃点到犅 点（线弹性变形阶段），外荷载充分压缩模型内部存在的大量孔隙结构，此时试样

内部应力由颗粒间的黏结承受，当作用于颗粒间的法向应力或切向应力超过黏结强度时，颗粒间的平行

黏结断开形成微裂纹．由图５可知：当节理角度从０°增大到６０°时，试样平行黏结破碎少量出现在预制节

理处；预制节理角度为９０°的试样平行黏结破碎不仅出现在预制节理处，而且出现在节理处附近．

从犅点到犆点（弹塑性变形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平行黏结破碎继续在节理面上急剧扩展贯通，呈

（ａ）α＝０°，犃→犅→犆→犇 　　　　　　　　　　（ｂ）α＝３０°，犃→犅→犆→犇

（ｃ）α＝４５°，犃→犅→犆→犇 　　　　　　　　　　（ｄ）α＝６０°，犃→犅→犆→犇

１４５第４期　　　　　　林春，等：水力耦合条件下预制节理砂岩裂纹扩展和能量演化细观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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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α＝９０°，犃→犅→犆→犇

图５　不同预制节理角度下砂岩试样平行黏结破裂演化过程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ｏ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ｇｌｅｓ

爆发式发展，节理面上的颗粒平行黏结大量破碎，形成剪切带．预制节理角度为３０°，４５°的试样形成宏观

贯穿剪切带．预制节理角度为０°，６０°，９０°的试样在节理剪切带附近出现了伴生剪切带，且伴生剪切带穿

过节理剪切面．

从犆点到犇 点，当试样进入峰后阶段时，平行黏结新增破碎主要集中在节理剪切面附近．预制节理

角度为３０°试样呈纯剪切破坏特征，预制节理角度为０°，４５°，６０°，９０°试样除了出现主剪切面（红色）之

外，均伴生次生黏结破碎带（蓝色）．次生黏结破碎始于节理的一端，朝模型边界方向贯穿．平行黏结破碎

在试样内部随机出现，呈弥散分布趋势．不同预制节理角度的试样平行黏结破碎规律共性可总结为：平

行黏结破碎起始于预制节理，节理弱面由于应力集中会将平行黏结破碎效果放大，进而扩展发育，形成

贯穿节理面；次生黏结破碎均始于节理处，由于轴向和侧向压力的加载，次生黏结破碎大量爆发到试样

边界直至贯通．

３　能量转化规律分析

在预制节理岩石介质系统中，岩体破坏归根结底是能量驱动下的状态失稳．不同预制节理角度下试

样内部细观能量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犈ｐｂ为黏结能；犈ｃ应变能．

（ａ）黏结能　　　　　　　　　　　　　　　　 （ｂ）应变能

图６　不同预制节理角度下各细观能量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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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ａ）可知：水力耦合作用初期，黏结能缓慢增大且提升速率较小，曲线上升缓慢；当试样进入

非稳定破裂阶段时，黏结能提升速率达到最大值；此后，颗粒黏结大量破裂，试样进入不稳定破裂阶段形

成主破裂面，黏结能迅速减小直至加载结束．

由能量追踪理论［１７］可知：黏结能大小主要与颗粒平行黏结数目、接触力大小、刚度大小相关．非预

制节理区域粒径较小，孔隙率较低，非预制节理处更为密实，预制节理角度越大，则非预制节理处颗粒数

占模型颗粒总数比重更大且平行黏结数目更多，达到破坏时所需破坏的黏结能更大．由于刚度参数对于

线弹性阶段各预制节理角度模型的黏结能的提升影响不大［１７］，线弹性阶段各预制节理角度模型黏结能

提升速率较为接近，因此，黏结能峰值应变随着黏结能峰值的增大而增大．

由图６（ｂ）可知：应变能?应变曲线与黏结能?应变曲线整体变化趋势较为接近；在试样初始加载阶

段，应变能随着颗粒法向接触力和切向接触力的增大而增大，因而颗粒体系内部吸收的总输入能主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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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应变能；试样在屈服阶段，微裂纹成核应变能转化成耗散能，由于抵偿效应，减少的颗粒接触数目和

增大的接触力对于应变能，出现能量平稳；随着试样达到极限强度时，颗粒接触数目急剧减少，试样达到

破坏失稳状态而失去承载力．根据不同预制节理角度的应变能?应变曲线可知：预制节理角度越大，初始

应变能越大，应变能峰值强度和峰值应变也越大．

由能量追踪理论［１７］可知：应变能大小主要受颗粒接触数目、接触力大小、刚度大小的影响．预制节

理角度越大，意味着颗粒内部所包含的接触数目越多，初始应变能越大，应变能主要受颗粒接触数目和

接触力大小的影响，应变能峰值大小和峰值应变随着颗粒接触数目的增大而增大．

不同预制节理角度下能量随轴向应变发展曲线，如图７所示．

　　（ａ）总输入能 　　　　　　　　（ｂ）弹性应变能 　　　　　　　　　（ｃ）耗散能

图７　不同预制节理角度下能量随轴向应变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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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７（ａ）可知：在不同预制节理角度下，总输入能整体变化趋势较为接近．由能量追踪理论
［１７］可

知，总输入能受墙体接触颗粒的影响，由于墙体数目及关联的颗粒参数皆一致，因此，总输入能在各个模

型内整体变化趋势差异性不大．在计算中将弹性应变能定义为黏结能与应变能之和
［１７］．

由图７（ｂ）可知：模型初始弹性应变能不为零，这主要是因为初始应变能不为零，而体系未输入能

量，故总输入能起始值为零．由能量追踪理论
［１７］可知：耗散能受切向接触力影响，试样加载初期，颗粒间

的滑动位移增量和切向接触力均较小，所以试样内部耗散能较小，总输入能主要转化为弹性应变能．当

试样进入弹性变形阶段时，颗粒体系内部出现微裂纹较少，颗粒在密实的体系内，耗散能对于颗粒切向

接触力敏感性更高，耗散能随着切向接触力的提高而缓缓提升，这一阶段内总输入能的吸收仍然以弹性

应变能为主．随着裂纹成核逐渐增多，大量的裂纹成核形成裂纹带，裂纹带的形成带动裂纹带两侧的颗

粒滑移运动导致滑动位移增量变大，耗散能小速率的增长．当试样从屈服点到峰值强度阶段时，试样内

部颗粒微裂纹大量成核，弹性应变能的吸收率达到最大值．在峰后阶段，弹性应变能随着颗粒破碎滑移

大量释放［１８］，裂纹产生之后，颗粒之间的位移错动明显，滑动位移增量显著提高，耗散能主要表现为颗

粒间错动产生的摩擦作用，耗散能增长速率急剧增大直至试样破坏，其数值与裂纹成核速率成正比．

由图７（ｃ）可知：预制节理角度越大，达到耗散能最大增长速率的轴向应变越大，能量耗散表现为颗

粒在微裂纹间的摩擦作用．总体来看，水力耦合作用下，预制节理岩石线弹性阶段内部能量以黏结能、应

变能为主体，而应力突降过程中，耗散能持续增加，成为细观能量转移的主体．预制节理角度对能量的影

响规律可总结为：预制节理角度越大，弹性应变能峰值强度和峰值应变越大，耗散能增长更慢，颗粒间的

摩擦为试样提供残余强度．

４　结论

１）当预制节理角度由０°增加至９０°时，峰值强度逐渐增大，侧向变形和轴向变形峰值均先增加后减

小，在预制节理角度为６０°时取得最大值，侧向变形峰值应变约为１．１％，轴向变形峰值应变约为２．２％．

２）平行黏结破碎起始于预制节理形成微裂纹，节理弱面由于应力集中会将微裂纹成核效果放大，

进而扩展发育形成贯穿节理面．

３）黏结能峰值和应变能峰值均与预制节理角度成正比，黏结强度峰值应变和应变能峰值应变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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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节理角度成反比，初始应变能随着预制节理角度的增大而增大．

４）在试样处于线弹性变形阶段时，总输入能主要转化为弹性应变能．当试样从屈服点到峰值强度

阶段时，弹性应变能吸收率达到最大值．随着试样进入峰后阶段，总输入能主要转化为耗散能．耗散能主

要表现为摩擦作用，整个加载过程中弹性应变能吸收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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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水突泥影响下隧道围岩

松动圈变化测试与分析

舒忠磊１，林从谋１，常方强１，张强２，王海涛２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中铁十六局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福建 三明３６５０００）

摘要：　为了探究突水突泥隧道围岩松动圈变化特征，采用地质雷达对荆西隧道进行现场实测，获得荆西隧道

典型区段两种主要岩性断面松动圈图像．检测结果表明：突水突泥灾害部位所对应围岩松动圈较无灾害部位

明显扩大；受到周围迂回导坑影响，围岩松动圈最大处由右侧拱肩向拱腰处转移．

关键词：　隧道工程；突水突泥；围岩松动圈；地质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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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动圈理论最早是由采矿工程专家提出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逐步发展成熟，并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趋于完善．近年来，随着我国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松动圈理论在隧道、硐室等地下工程领域得到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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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关注［１］．在隧道掘进过程中，原岩应力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了，围岩受力状态由三向变成了近似

两向，导致围岩应力重新分布和局部应力集中，岩石强度大幅度下降，直至围岩中出现了一个松弛破碎

带，即为松动圈［２］．关于松动圈范围的研究主要有数值模拟、模型试验及现场测试３种方式．孙有为
［３］基

于ＦＬＡＣ软件，从地下硐室的面积、高跨比及断面形状等多个方面对松动圈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和分

析．夏峰
［４］采用ＦＬＡＣ３Ｄ软件，模拟了不同条件下矩形硐室的松动圈，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围岩

松动圈厚度与围岩压力、围岩粘聚力、摩擦角及硐室跨高比的同级关系．孟波等
［５］采用大比例尺物理模

型试验的研究方法，将松动圈发育过程分为剪切滑移迹线形成期、楔体形成期、块体滑移期、块体塌落挤

密期４个阶段．肖建清等
［６］基于松动圈的现场测试结果，研究声波波速沿孔深的变化规律及爆破施工对

于松动圈的影响．此外，由于松动圈受到多方面影响的不确定性，现场测试能够较为全面的反应松动圈

实际大小．郭亮等
［７］基于地质雷达测试原理，论证地质雷达用于围岩松动圈探测的可行性，指出了偏压

对松动圈的影响．靖洪文等
［８］在松动圈识别关键技术中，提出了用钻孔图像中围岩裂缝的圆形度指标作

为判断围岩松动圈标准的新思路．吴涛等
［９］采用单孔超声波测试方法，对陕西黄陵２号煤矿隧道围岩松

动圈范围进行了测试．舒忠磊等
［１０］采用统一强度准则和Ｓｃｈｗａｒｚ交替法，对小净距隧道的弹塑性状态

进行分析，推导小净距隧道塑性区半径的解析表达式．然而，国内学者对于受到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影

响的双孔隧道围岩松动圈分布特征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通过地质雷达（ＧＰＲ）对突水突泥隧道

围岩松动圈实测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总结突水突泥隧道围岩松动圈分布及变化规律．

１　荆西隧道概况

１．１　隧道概况

荆西隧道是国家铁路网和福建省“三纵六横九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隧道开挖的最大高度为

５ｍ，最大的断面面积达３０ｍ２．荆西隧道为单洞特长铁路隧道，其起讫桩号为ＤＫ９１＋０７０～ＤＫ９４＋

７０９．５４，隧道全长３６３９．５４ｍ．隧道穿过中低山丘陵地貌区，地形起伏较大，地面标高２３４．１～５８８．４ｍ，

相对高差约３５４．３ｍ．

隧道洞身围岩主要为泥盆系上统桃子坑组石英砂岩夹粉砂岩、燕山早期花岗岩及下古生界罗峰溪

群变质砂岩．隧址区发育有花岗岩侵入接触带、泥盆系上统桃子坑组（Ｄ３ｔｚ）石英砂岩夹粉砂岩与下古生

界罗峰溪群（Ｐｚ１ｌｆ）变质砂岩不整合接触带，未现断层迹象，荆西隧道围岩调整后纵断面，如图１所示．

燕山早期（γ５２（３）ｃ）花岗岩与泥盆系上统桃子坑组石英砂岩夹粉砂岩于隧道洞身ＤＫ９３＋６５０附近呈侵

入接触．隧道区地表水体较发育，地下水主要有第４系孔隙潜水、基岩裂隙水等几种类型．

图１　荆西隧道围岩调整后纵断面

Ｆｉｇ．１　Ｒｅａ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ｎｇｘｉｔｕｎｎｅｌａｆｔ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１．２　主要不良地质和地质灾害

荆西隧道曾经多次出现突水突泥险情．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６日１：００，掌子面（ＤＫ９３＋７１５）右侧拱顶管棚

施工时有小股水流出，１：１０水质变浑浊，有泥流涌出．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９日该断面处承压水沿左侧拱角处

流出，继而突水，开始水压较大，经峰值测算，每小时出水量约２８００ｍ３，如图２所示．持续到３月２２日

８：００，大量突水逐渐停止，转为间歇性突水突泥，突泥长度约２６０ｍ，突泥量约５０００ｍ３．出于对ＤＫ９３＋

７１５断面前方围岩情况的不确定性及泄水需求，在主洞旁３０ｍ处设置迂回导坑，实现对上流地下水的

６４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截流，减小主洞的突水量．

（ａ）掌子面突水突泥　　　　　　　　　　　　　　（ｂ）侧向变形　

图２　荆西隧道突水突泥典型灾害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ｕｄｉｎｒｕｓｈｉｎＪｉｎｇｘｉｔｕｎｎｅｌ

２　测试原理

地质雷达是利用无线电波检测地下介质分布和对不可见目标或地下界面进行扫描，以确定其内部

形态和位置的电磁技术，其理论基础为高频电磁波理论，将获取的反射电磁波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和分析

图３　信号发射与数据采集

Ｆｉｇ．３　Ｓｉｇｎａｌ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之后，可以得到探测介质的有关信息．地质雷达组成及探测

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地质雷达基本原理是，雷达波在通过不同波阻抗界面

岩体时，会产生折射波与反射波，反射波系数犚 决定了反

射波能量的大小，反射波系数越大，电磁波的反射越强烈，

此时，两不同界面则更易于辨别．由于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

的距离很远，电场方向通常垂直入射平面，反射系数犚 可

以表示为

犚＝
犡槡 １ － 犡槡 ２

犡槡 １ ＋ 犡槡 ２

． （１）

式（１）中：犡１，犡２ 分别是相邻两层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由松动圈结构特征可知，松动圈界面内部岩体破裂且呈松弛状态，在突水突泥隧道中，裂隙内部通

常填充有水（犚水＝８１．０），但是由于岩体反射系数（犚岩体＝６．０～８．０）
［１１?２３］与之相差较大，因此，地质雷达

发射的电磁波在通过松动圈与弹塑性区分界位置时，必然会出现强烈反射，且波形杂乱无章，同相轴将

很不连续，由此就可以判断该界面为围岩松动圈的临界值．

３　松动圈测试

３．１　测试设备与参数设置

此次探测采用数据采集使用的是瑞典 ＭＡＬＡ公司生产的ＰｒｏＥｘ型１００ＭＨｚ地质雷达，主要的采

集参数设置如下：采样点数为６４２；采样频率为１００６．２ＭＨｚ；采样时窗为４２０．５ｎｓ；采样点叠加次数为

１２８；采样间隔为０．１ｍ；触发方式为键盘点触发；测线条数为４条．

３．２　测点布置和测试方法

根据荆西隧道围岩等级、突水突泥类型及周围导坑情况［１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隧道支护形式和破

坏地段进行围岩破坏范围的探测工作，如表１所示．根据测试结果需要，共计布置４条测线，如图４所

示．测线布置，如图５所示．

３．３　测试结果

采用专用处理软件ＲＥＦＬＥＸＷ将现场采集到的数据文件进行数据读入和处理，处理内容包括：静

７４５第４期　　　　　　　　　　舒忠磊，等：突水突泥影响下隧道围岩松动圈变化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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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校正、一维滤波、增益、背景去噪、带通滤波及均一化处理．处理后的回波信号图像，如图６所示．图６

中：狋为时间深度．

表１　围岩松动圈探测断面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ｏｏｓｅｚｏｎｅ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

测线 里程号 施工方法 超前支护 注浆措施 情况说明

１ Ｋ９３＋５２５ 台阶法 Ⅱ超前
小导管

无
洞身围岩为花岗岩，弱分化，围岩等级为Ⅱ，地下水主
要为基岩裂隙水，不发育

２ Ｋ９３＋６１０ 三台阶法 Ⅱ超前
小导管

无
地层岩性为石英砂岩，围岩等级为Ⅳ，主洞侧壁两侧
开裂变形，无突水情况

３ Ｋ９３＋６７１
三台阶临
时仰拱法

管棚、超前
小导管

帷幕注浆、
径向注浆

地层岩性为全风化石英砂，围岩等级为Ⅴ，主洞、导坑
侧壁两侧开裂变形，迂回导坑右肩处存在一突水点，
突水量为３５０ｍ３·ｈ－１，该区间段内隧道上方存在洞
身围岩松弛区，内饱水，电阻率低

４ Ｋ９３＋７１５
三台阶临
时仰拱法

管棚、超前
小导管

帷幕注浆、
径向注浆

地层岩性为全风化石英砂，围岩等级为Ⅴ，２０１６年２
月２６日１：００出现大量涌泥，涌出物呈土夹碎石，形态
呈流体状；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９日１５：００主洞掌子面左侧
拱角止浆墙存在突水口，突水量为２８００ｍ３·ｈ－１

图４　测点布置图　　　　　　　　　　　　　图５　断面测线走向　　

Ｆｉｇ．４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Ｋ９３＋７１５断面主洞　　　　　　　　　　（ｂ）Ｋ９３＋７１５引水导坑

图６　Ｋ９３＋７１５断面地质雷达检测波形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ＧＰＲｏｆＫ９３＋７１５

　　由图６可知：Ｋ９３＋７１５断面围岩整体松动范围较大，且呈右侧大于左侧之势，最大值在右侧拱腰

处，达８．０ｍ．通过现场勘测可知：左右两侧拱腰处变形严重，拱顶收敛正常，与地质雷达检测结果较为

吻合．

将４个不同断面地质雷达探测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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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断面地质雷达探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Ｇｒｏｕｎｄ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ａ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测量断面 洞口分类
松动圈厚度范围／ｍ

第１个断面 第２个断面 第３个断面 第４个断面

Ｋ９３＋５２５
主洞 ２．７～２．９ ３．１～３．３ ３．４～３．５ ２．５～２．８

引水导坑 — — — —

Ｋ９３＋６１０
主洞 ３．２～３．４ ３．５～３．６ ３．７～３．９ ５．２～５．３

引水导坑 １．３～１．５ １．２～１．４ １．５～１．８ ０．８～１．２

Ｋ９３＋６７１
主洞 ３．７～３．８ ４．０～４．２ ４．１～４．３ ５．６～５．９

引水导坑 １．１～１．３ ０．９～１．２ ２．０～２．３ ０．９～１．４

Ｋ９３＋７１５
主洞 ５．３～５．６ ３．５～４．０ 受周围挖机干扰 ６．９～８．０

引水导坑 ０．９～１．０ １．２～１．６ １．２～１．６ １．０～１．１

　　由表２可知：不同断面位置处围岩松动圈范围差异较大，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Ｋ９３＋５２５松动圈范

围最小（２．５～３．５ｍ），最大松动圈厚度出现在右肩处；Ｋ９３＋６１０，Ｋ９３＋６７１，Ｋ９３＋７１５松动圈范围逐

渐增大，且最大松动圈厚度均出现在主洞右侧拱腰处，依次为５．２～５．３，５．６～５．９，６．９～８．０ｍ．从现场

监测数据得出：ＤＫ９３＋６００～７１５段已施工二次衬砌，由于处于塌陷影响区段，自２０１７年６月份二次衬

砌先后发生开裂变形，且开裂变形范围较大，约为３５～８０ｃｍ；而ＤＫ９３＋６００～７１５区段隧道监控量测

数据显示，拱顶、上台阶左，以及上台阶右的累计沉降范围依次为１７．０～２５．０，１８．５～２０．０，１９．０～４８．２

ｃｍ，基本同地质雷达检测结果较为吻合．

对比Ｋ９３＋５２５与Ｋ９３＋６１０断面结果可知：在施工方法、超前支护方式，以及注浆措施相同时，隧

道围岩等级由Ⅱ降低至Ⅳ，隧道围岩松动圈逐渐增大；此外，Ｋ９３＋６１０断面由于受到相邻迂回导坑的影

响，导致主洞松动圈最大点由右肩转移至右侧拱腰处．

对比Ｋ９３＋６１０与Ｋ９３＋６７１断面结果可知：随着围岩等级的进一步降低，松动圈范围进一步扩大；

其次，由于Ｋ９３＋６７１断面迂回导坑右肩存在一突水点，且该位置所对应的松动圈范围相对于 Ｋ９３＋

６１０增幅较大（２７％）．判断由于突水点的存在，必然存在贯通的突水通道裂隙，在隧道开挖掘进的过程

中突水通道裂隙逐渐扩展，导致该部位的松动圈范围扩大．

对比Ｋ９３＋６７１与Ｋ９３＋７１５断面结果可知：在其余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出现突泥灾害的隧道断面

围岩松动圈较无突泥灾害断面扩大２３．５％～４７．４％．结果表明：在隧道突水突泥作用下，隧道周围大量

固体颗粒随之流出，岩石强度急剧降低，围岩松动圈范围进一步扩大．

４　结论

采用地质雷达能够快速、连续、有效地测试突水突泥隧道围岩松动圈厚度，有效指导突水突泥隧道

拱腰侧向变形修复及后续的换拱施工等，对于突水断面围岩支护设计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常规单轨隧道相比，由于主洞旁设置了起到截水作用的迂回导坑，形成了一个双孔隧道．同时，受

到坍陷区段的影响，主洞围岩松动圈最大值位置由右肩转移到右侧拱腰位置．

随着围岩等级的降低，隧道围岩松动圈范围随之增大；突水突泥隧道受突水通道裂隙影响较大，松

动圈范围在突水断面大于无突水断面，突水点处松动圈范围大于无突水点位置，出现突泥灾害的断面围

岩松动圈大于无突泥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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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

影响因素分析

刘超，刘远明

（贵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　基于修正的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研究连通率、形貌节理起伏角、法向压力等因素对非贯通节理岩体

抗剪强度的影响，利用人工混凝土模拟类岩石材料，并进行直剪实验论证．结果表明：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

度与起伏角大小成正相关关系，与连通率成负相关关系；其他影响因素相同时，法向压力越大，非贯通节理岩

体抗剪强度越大．

关键词：　岩体；非贯通节理；直剪试验；抗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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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Ｌａｊｔａｉｒｏｃｋｂｒｉｄｇ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ｏｐ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ｊｏｉｎｔ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ｔａｌ．ｏｎ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ｃｋ，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ｈｅ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ｂｕｔｉ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在非贯通节理裂隙岩体中，由于岩桥的存在，使岩体受力和变形破坏特性发生改变，预制非贯通节

理试件的变形破坏机制比完整的岩体试件复杂得多［１］．非贯通节理岩体破坏通常由节理和岩桥破坏共

同组成．由于节理间的相互作用使非贯通节理岩体主要处于压剪应力状态，很多情况下，非贯通节理岩

体破坏面以剪切破坏为主，所以采用直剪试验方法能很好地研究其抗剪强度特性［２］．国内外许多学者采

用直剪试验方法研究非贯通节理岩体力学性质．Ｓａｖｉｌａｈｔｉ等
［２］采用含节理的石膏进行模拟试验，研究节

理数量和节理倾角对非贯通节理岩体剪切破坏方式的影响．Ｇｅｈｌｅ等
［３］采用石膏材料模拟非贯通节理

岩体进行直剪试验，研究不同节理长度、节理排列方式、倾角等因素的影响，提出法向压力和节理倾角对

节理的剪切强度影响最大，但是没有研究各因素对非贯通节理岩体强度影响关系．Ｗｏｎｇ等
［４?５］对３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通信作者：　刘远明（１９７５?），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隧道及地下工程、岩土工程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７５＠ｓｏｈｕ．

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５６２００５）；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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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节理的类岩石材料进行直剪试验，研究节理裂隙的扩展规律和峰值剪切强度，论证了裂隙的发展机

制取决于节理的分布及节理面上的摩擦因数．徐亮等
［６］根据３６组节理岩体直剪实验结果，对基于起伏

度和粗糙度等剪切强度公式进行对比．俞缙等
［７?８］假定卸载曲线和重加载曲线在法向的起始刚度由前一

次加载曲线和卸载曲线决定，从而确定岩体节理循环加载本构方程，并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刘远明

等［９］通过对具有不同粗糙程度（以节理面起伏角表示）的共面非贯通人工节理进行不同法向应力水平下

的直剪试验，研究形貌节理起伏角对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的影响，分析了剪切过程中岩桥力学参数

的弱化机制．文献［１０?１４］采用水泥砂浆模拟类岩石材料，研究非贯通节理岩体直剪贯通模型和岩桥力

学性质弱化机制，基于非贯通节理岩体的直剪试验，将非贯通节理岩体破坏模式分为４种，论证了非贯

通节理岩体的４种破坏模型和法向压力对抗剪强度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贯通破坏强度．为了进一步研

究非贯通节理抗剪强度影响因素，本文基于修正的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利用人工混凝土模拟类岩石材

料，针对不同连通率、形貌节理起伏角及法向应力的非贯通节理岩体进行直剪试验，以研究连通率、节理

图１　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

抗剪强度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ｏｆＬａｊｔａｉｒｏｃｋｂｒｉｄｇｅｆａｉｌｕｒｅ

起伏角、法向压力对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的影响规律．

１　修正的犔犪犼狋犪犻岩桥破坏理论

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将岩桥破坏模式分为张拉破坏、剪切

破坏和挤压破坏等３种破坏模式，其抗剪强度曲线如图１所示．

在低法向压力下，岩桥发生张拉破坏，如图１中犃犅段曲线

所示，其抗剪强度准则计算式为

τａ＝ 犚ｔ（犚ｔ＋σａ［ ］）１／２． （１）

　　在中等法向压力下，岩桥发生剪切破坏，如图１中犅犇段所

示，其抗剪强度准则计算式为

τａ＝
（２犮０＋σａｔａｎ）

狇

１＋ｔａｎ
２


－σ［ ］２ａ

１／２

． （２）

　　在高法向压力下，岩桥发生挤压破坏，如图１中犇犎 段所示，其抗剪强度准则计算式为

τａ＝σａｔａｎｕ． （３）

　　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的缺陷在于将张拉破坏、剪切破坏及挤压破坏区分开，并没有考虑到２种或３

种破坏模式同时存在的情况，使得按照式（１）～（３）破坏准则计算出的抗剪强度偏低
［５，９?１０］．夏才初等

［１１］

对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岩体破坏为拉剪复合破坏模式
［１４?１５］，即考虑岩体抗拉强度、节

理、粘结力、法向压力等因素时，岩桥破坏表现为张拉破坏和剪切破坏共同存在的情况．

２　非贯通节理岩体实验

从天然节理的形态及法向压力的角度出发，设计一系列非贯通节理岩体的直剪实验，用以论证修正

的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的正确性．实验方案设计如下．

１）非贯通节理岩体试样制备方案．选用合适配合比的类岩石材料，进行抗压强度、抗剪强度、泊松

比、弹性模量等基本力学性质测试．

采用配合比为水泥∶砂∶水＝２∶３∶１的水泥砂浆模拟岩石材料．配备的该类岩石材料物理力学

性质参数如下：密度为２．６５ｇ·ｃｍ
－３；抗压强度为３９．５ＭＰａ；抗拉强度为３．０２５ＭＰａ；弹性模量为８．７５

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２５；黏聚力为５．２５ＭＰａ；摩擦角为４６°．设计非贯通节理岩体试样尺寸为２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节理形貌的制作选用起伏角分别为１５°，３０°，４５°的齿形片．将齿形的薄铝片（或防水

硬纸片）插入试样预定节理位置，在水泥砂浆凝固前抽出该铝片（或防水硬纸片），即可模拟非贯通节理．

连通率为０．５、形貌起伏角为３０°齿形的节理岩体效果图，如图２所示．

２）非贯通节理岩体试验方案．采用ＲＭＴ?３０１型岩体剪切试验机，通过带伺服循环位移控制加载的

方式，将试样放入制定的试验剪切盒内，并对不同的非贯通节理岩体样品进行直剪试验．在试验中，采用

高灵敏位移传感器监测试样表面破坏现象，观察剪切曲线变化，记录曲线转折点的时间和试验现象（高

２５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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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进行剪切试验，位移控制速率为１．０ｋＮ·ｓ－１）．非贯通节理岩体剪切试验场景，如图３所示．

　（ａ）现场制作　　　　　　　　（ｂ）效果图　　　　　　　　图３　非贯通节理岩体剪切试验场景

　　　　　图２　非贯通节理岩体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ｏｆ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　　　　　　　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　

表１　非贯通节理岩体实验方案设计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ｎ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

编号 φ θ／（°）犉狔／ＭＰａ 编号 φ θ／（°）犉狔／ＭＰａ

１ ０．３ １５ １．０ ８ ０．５ ４５ １．０

２ ０．５ １５ １．０ ９ ０．７ ４５ １．０

３ ０．７ １５ １．０ １０ ０．３ １５ ０．５

４ ０．３ ３０ １．０ １１ ０．３ １５ １．０

５ ０．５ ３０ １．０ １２ ０．３ １５ １．５

６ ０．７ ３０ １．０ １３ ０．３ １５ ２．０

７ ０．３ ４５ １．０ １４ ０．３ １５ ３．０

　　研究连通率、形貌起伏角和法向压力对非

贯通节理岩体的抗剪强度的影响．选取连通率

分别为０．３，０．５，０．７，形貌节理起伏角度分别

为１５°，３０°，４５°的非贯通节理岩体作为实验组，

法向压力设置５个级别，分别为０．５，１．０，１．５，

２．０，３．０ＭＰａ．通过设置１４组直剪实验数据分

析各因素对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的影响，

实验方案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φ为连通率；θ为

起伏角；犉狔 为法向压力．

３　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直剪试验原始数据图

采用ＲＭＴ?３０１型岩体剪切试验机，该设备能够通过计算机同步记录剪切实验过程中应力（σ）应变

（ε）曲线关系图．以连通率为连通率０．３、形貌节理起伏角３０°、法向压力１．０ＭＰａ为例，直剪试验过程中

的抗剪强度曲线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τ为剪切应力；ε为切向应变；狊狔 为法向位移．

（ａ）剪切应力切向应变　　　　　　（ｂ）法向压力法向位移　　　　　　　（ｃ）法向位移剪切应力

图４　直剪试验过程中抗剪强度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

３．２　直剪试验抗剪强度分析

３．２．１　不同节理形貌起伏角对抗剪强度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节理形貌起伏角对非贯通节理岩体的抗

剪强度的影响，固定法向压力为１．０ＭＰａ，分别设定形貌节理起伏角１５°，３０°，４５°进行直剪试验，得到不

同连通率下的峰值剪切应力（τｍａｘ），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法向应力为１．０ＭＰａ、形貌节理起伏角为１５°时，抗剪强度最小；形貌节理起伏角为

３０°时，抗剪强度次之；形貌节理起伏角为４５°时，抗剪强度最大．因此，可认为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

与节理形貌起伏角为正比例关系，抗剪强度随着节理形貌起伏角的增大而增大．这种趋势在连通率为

０．３时变化最为明显，连通率为０．５时的抗剪强度略低于连通率为０．３时，但二者增长速率相似．

３５５第４期　　　　　　　　　　　　 刘超，等：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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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抗剪强度起伏角曲线

Ｆｉｇ．５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

与连通率为０．３，０．５时的对照组相似，连通率为０．７时的非

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随形貌节理起伏角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增

大的速率发生了变化，形貌起伏角为１５°～３０°时的增长速率明显

高于形貌起伏角为３０°～４５°时．由此可知，随着连通率增大，抗剪

强度随节理形貌起伏角的变化幅度也增大．

根据修正的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在较小连通率和低节理起

伏角的情况下，试件发生的破坏模式以张拉破坏为主，并伴有剪

切破坏；随着节理起伏角的增加，试件发生剪切破坏的位置及频

率增加，破坏模式转为以剪切破坏为主，伴有张拉破坏，进而使岩

体发生张拉破坏占总破坏的比率降低，即抗拉强度增加．综上所

述，可认为当连通率和法向压力一定时，非贯通岩体节理形貌起

伏角越大，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越大，且随着连通率的增大，抗剪强度降低．

３．２．２　不同连通率对抗剪强度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连通率对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的影响，固定法

向压力为１．０ＭＰａ，分别进行连通率为０．３，０．５，０．７时的直剪实验．不同节理形貌起伏角的抗剪强度变

化，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与节理连通率的大小成负相关关系．当形貌节理起伏角一定

图６　抗剪强度连通率曲线

Ｆｉｇ．６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

时，节理连通率越大，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越小．这是因为非贯

通节理岩体的岩桥随着连通率的增大而减小，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

强度大小随着连通率大小变化明显．当连通率为０．３时，抗剪强度最

大；当连通率为０．５时，抗剪强度次之；当连通率为０．７时，抗剪强度

最小．

当法向压力固定为１．０ＭＰａ，节理形貌起伏角为３０°和４５°时，抗

剪强度随连通率的增大而减小，且二者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节理形貌

起伏角为１５°时，非贯通节理岩体的抗剪强度变化趋势更加明显．由

图６可知：当连通率为０．７、节理形貌起伏角为１５°时，抗剪强度约为

３．２９ＭＰａ，该数值远小于其他参数下的抗剪强度．

形貌节理起伏角会增加剪切过程中节理面的相对接触面积，并

使剪切实验中预设节理位置处所受的水平剪切力更小，根据修正的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在剪切力较小

的情况下，岩体的抗剪强度明显高于抗拉强度，试件的破坏模式为以张拉破坏为主伴有剪切破坏．综上

所述，非贯通节理岩体的抗剪强度与节理形貌起伏角和连通率密切相关，具有高节理形貌起伏角、低连

图７　剪切应力切向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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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率的岩体具有较大的抗剪强度，不易发生剪切破坏；反之，

具有较低节理形貌起伏角和较高连通率的岩体，其抗剪强度

则较小，比较容易发生剪切破坏．

３．２．３　不同法向压力对抗剪强度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法向

压力对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的影响，选取连通率为０．３、

形貌节理起伏角度为１５°的非贯通节理岩体，分别在法向压力

为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３．０ＭＰａ下进行实验，可得对应的剪切

应力分别为３．７０２７５，４．８２０５０，５．１８２７５，７．１８７２５，８．７３８２５

ＭＰａ．非贯通节理岩体剪切试验的剪切应力（τ）切向位移（狊狓）

曲线，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当确定其他变量（连通率，形貌起伏角）不变

时，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随法向压力变化比较明显．当法

向压力为０．５ＭＰａ时，非贯通节理岩的抗剪强度约为３．７ＭＰａ，随着法向压力的增大，岩体的抗剪强度

也随之增大；当法向压力为３．０ＭＰａ时，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达到８．７ＭＰａ．

当法向压力增加时，岩体节理面受到的法向挤压随之增加，由于节理表面是粗糙的，这也增加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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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面间的颗粒相互作用力，由修正的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可知，岩体的抗挤压破坏能力与受力成正比．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当连通率和形貌节理起伏角不变时，随法向压力的增大，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

不断提高，二者成正比关系．

４　结论

通过直剪试验，研究了连通率、形貌起伏角及法向压力对非贯通节理岩体剪切强度的影响，并结合

Ｌａｊｔａｉ岩桥破坏理论，得出３个影响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规律的结论．

１）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与起伏角大小成正相关关系，起伏角越大，抗剪强度越大．

２）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与连通率大小成负相关关系，连通率越大，抗剪强度越小．

３）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情况下，法向压力越大，非贯通节理岩体抗剪强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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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热冬暖地区开窗通风与壁体遮阳

对集装箱房室内热环境的影响

王玉琳１，冉茂宇１，池佩富２

（１．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天利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考察我国夏热冬暖地区集装箱建筑室内热环境状况，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通过搭建足尺集装箱

房，在厦门夏季典型气候条件下，对比测试集装箱房开窗通风及东西向壁体薄板遮阳对其室内热环境的影响．

结果表明：集装箱房采用开窗通风，可显著降低室内温度；采用外墙遮阳，可稍缓解夏季集装箱房室内高温，但

效果并不理想；两种降温方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室内预测平均投票数（ＰＭＶ）值，但不能使室内达到热舒

适范围，夏季开启空调仍然非常必要．

关键词：　集装箱房；遮阳；通风；室内热环境；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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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ｗａ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ｃａｎｂ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

ｄｕｃｅｄｂ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ｃａｎｂ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ｔｅｒ

ｎａｌｗａ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ｅｑｕｉｔ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ｏｔｈｃｏｏ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ｄｏ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ｍｅａｎ

ｖｏｔｅ（ＰＭＶ）ｖａｌｕｅ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ｄｏ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ｓ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ｓｕｍｍ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ｓｈａｄｉ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ｓｕｍｍｅｒ

集装箱建筑是一种轻钢围护结构建筑，因其标准化、结构安全稳定、搭建快速、拆卸方便、经济环保

且利于港口废弃集装箱回收利用等优点，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大力推广与应用．然而，集装箱建筑外壁

由薄钢板制成，厚度只有３ｍｍ，故热阻和热惰性都很小，保温与隔热性能极差，室内热环境通常夏热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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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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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在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夏季太阳辐射强烈，气温高，室外综合热作用很大，导致集装箱建筑夏季室内

热环境尤为酷热，空调能耗严重．因此，如何改善夏热冬暖地区集装箱建筑夏季的室内热环境并降低其

空调能耗，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改善轻钢围护结构建筑的室内热环境，减小采暖空调能耗，前人

进行了大量研究［１９］．在国外，关于集装箱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建筑与结构设计及集装箱生命周期等方面，

而在改善集装箱室内热环境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１０１２］．对于集装箱等轻钢围护结构建筑室内热环境

的研究多数基于理论分析或数值计算，针对室内热环境的改善措施的实测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

夏热冬暖地区的集装箱实验房进行研究，测试集装箱实验房在自然通风［１３１４］和外墙遮阳［１５１６］情况下的

室内热环境，探究夏季夏热冬暖地区通风散热和外墙遮阳对集装箱建筑降温的影响效果．

　　图１　集装箱房现场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ｉｎｓｉｔｕ

１　测试装置及测试内容

在厦门某高校实验楼屋顶上搭建３个相同的足尺集装箱

房，如图１所示．集装箱房长×宽×高为３．３ｍ×３．０ｍ×３．０

ｍ．为了让房间通风良好，门与窗户设计成对开，门为碳钢材

料，宽×高为０．９ｍ×２．０ｍ，窗户为单层玻璃铝合金推拉窗，

宽×高为１．５ｍ×１．２ｍ，窗台高０．９ｍ．集装箱房的箱体选用

厚×宽为１４０ｍｍ×３ｍｍ的Ｃ型钢为骨架，底部采用宽×厚

为１２０ｍｍ×３ｍｍ的Ｃ型钢加强，侧面为１．２ｍｍ厚的压型钢板，顶部为１．５ｍｍ厚的压型钢板；地板

采用钢龙骨焊接，铺设２ｍｍ厚的钢板．底部四角配有万向轮，可根据需要调节房间的位置和朝向．

为考察集装箱房夏季室内热环境，需要测试室内空气干球温度、相对湿度、室内风速及内壁面黑球

温度．通过室内气象参数测试，设置相应的人体活动量和衣着，计算室内热环境的热舒适指标，即预测平

　图２　屋顶集装箱房及气象参数测点布置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ｒｏｏｍ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均投票数（ＰＭＶ），把握室内热环境状况．为了揭示室外气

象参数对集装箱房室内热环境的影响，需要同时测试室外

空气干球温度、相对湿度、室外风速及水平太阳辐射照度．

２　测试仪器及测点布置

室外气象参数测试采用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辽宁省

锦州阳光气象科技有限公司）自动记录，其布置在同一屋

顶距离集装箱房１５ｍ处，如图２所示．

室内空气干球温度和相对湿度测试采用 ＡＺ８８２９型

温湿度自记仪（深圳市衡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布置在房间中心，挂在三脚架上离地高１．５ｍ处．室

内风速测试采用Ｔｅｓｔｏ４８０型热敏式风速仪（上海市德图仪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探头离地高１．５ｍ．

壁面黑球温度测试采用ＪＴＲ０４型黑球温度计（北京市世纪建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布置在房间中心离

表１　各测试仪器精度及范围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测试参数 仪器型号名称 测试范围 仪器精度

θ１，ａ／℃ ＡＺ８８２９型温湿度自记仪 －５０～８０ ±０．６

犉１／％ ＡＺ８８２９型温湿度自记仪 ０～１００ ±３．０

θ１，ｇ／℃ ＪＴＲ０４型黑球温度计 ５～１２０ ±０．５

狏１／ｍ·ｓ
－１ Ｔｅｓｔｏ４８０型热敏式风仪 ０～２０ ±０．３

θ２，ａ／℃ 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 －４０～８０ ±０．１

犉２／％ 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 ０～１００ ±０．１

狏２／ｍ·ｓ
－１ 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 ０～７０ ±０．３

犈２／Ｗ·ｍ
－２ ＰＨ１型移动气象站 ０～２０００ ＜５％

地高１．５ｍ处．

各测试仪器精度及范围，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θ１，ａ为室内空气干球温度；犉１

为室内空气相对湿度；θ１，ｇ为室内黑球温

度；狏１ 为室内风速；θ２，ａ为室外空气干球

温度；犉２ 为室外空气相对湿度；狏２ 为室

外风速；犈２ 为室外水平太阳辐射照度．

３　测试工况及测试方法

为了考察和对比集装箱房在夏季室

内的热环境状况，制定的测试工况，如表２所示．表２中：工况１考察３个集装箱房在不开门窗情况下，

室内热环境是否出现差异；工况２考察３个集装箱房门窗开启通风情况下，室内热环境是否出现差异；

７５５第４期　　　　　　 王玉琳，等：夏热冬暖地区开窗通风与壁体遮阳对集装箱房室内热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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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３考察集装箱房单壁面（东面）遮阳及开窗通风对室内热环境的影响；工况４考察集装箱房双壁面

（东西面）遮阳对室内热环境的影响．集装箱房壁面遮阳的做法如下：首先，将挤塑聚苯板（ｘｐｓ）泡沫切成

长×宽×高为５０ｍｍ×５０ｍｍ×５０ｍｍ的垫块，粘固在外壁上；然后，将厚３ｍｍ的聚氯乙烯（ｐｖｃ）发泡

板作为遮阳板钉固粘结在垫块上，形成５０ｍｍ空气夹层．垫块的导热系数为０．０２８Ｗ·（ｍ·℃）－１，其

向壁面导热很小．

每个测试工况，集装箱房窗户均调为南向，互相错开摆放，确保测试期间集装箱房外围通风良好，从

日出到日落互不遮挡阳光．测试期间，房间内无人和任何散热或蓄热设备，各仪器同步记录设置为每隔

１０ｍｉｎ记录一次数据．测试时间选在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３日－８月２３日，根据气候状况，每个工况连续测试

最少１ｄ，最多３ｄ，选择其中气温高、太阳辐射较大的天气进行分析．

表２　测试工况与测试目的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ｐｕｒｐｏｓｅ

工况 测试时间 １＃房状态 ２＃房状态 ３＃房状态

１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

２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 门窗开启，窗户朝南 门窗开启，窗户朝南 门窗开启，窗户朝南

３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 门窗开启，窗户朝南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东壁面遮阳

４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日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 － 门窗关闭，窗户朝南，东壁面和西壁面遮阳

４　测试结果与分析

４．１　室外气象参数的测试与分析

测试期间室外空气干球温度与相对湿度，以及室外风速与水平太阳辐射照度，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　测试期间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及相对湿度　　　　　图４　测试期间室外风速及水平太阳辐射照度

Ｆｉｇ．３　Ｏｕｔｄｏｏｒａｉｒｄｒｙｂｕｌ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Ｆｉｇ．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ａｉ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ｅｓｔ　　　　　　　　　　　　ｓｏｌａ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ｅｓｔ

表３　各测试工况对应的室外气象参数

Ｔａｂ．３　Ｏｕｔｄｏ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ｅａｃｈ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室外气象参数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工况４

θ２，ａ，ｍａｘ／℃ ３７．４ ３６．０ ３６．３ ３７．３

θ２，ａ，ａｖｇ／℃ ３４．８ ３１．２ ３１．６ ３１．５

θ２，ａ，ｍｉｎ／℃ ２９．１ ２７．９ ３１．６ ３０．５

犈２，ｍａｘ／Ｗ·ｍ
－２ １０４７．０ １０３８．０ ９７４．０ １０３２．０

犈２，ａｖｇ／Ｗ·ｍ
－２ ３０３．６ ２２９．８ ２７７．２ ２６５．９

狏２，ｍａｘ／ｍ·ｓ
－１ ４．０ ４．２ ３．５ ３．６

狏２，ａｖｇ／ｍ·ｓ
－１ ０．７０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３０

　　将室外气象参数进行统计，

各测试工况对应的室外气象参数

情况，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θ２，ａ，ｍａｘ

为室外空气干球温度最高值；

θ２，ａ，ａｖｇ为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平均

值；θ２，ａ，ｍｉｎ为室外空气干球温度最

低值；犈２，ｍａｘ为水平太阳辐射照度

最大值；犈２，ａｖｇ为水平太阳辐射照

度平均值；狏２，ｍａｘ为室外风速最大

值；狏２，ａｖｇ为室外风速平均值．

４．２　实验房对比测试的有效性验证与分析

工况１，工况２的室内气象参数测试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中：θ１ 为室内温度．由图５可知：在相同

气候条件下，３个实验房无论在关窗不通风，还是在开窗通风的条件下，室内气温参数的变化及大小都

近乎相同，差别甚小，可以用作后续对比实验测试研究．此外，虽然工况１和工况２测试的两天室外气象

８５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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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及数值不尽相同，但可粗略看出开窗通风可以改善集装箱房的室内热环境．

（ａ）不通风时　　　　　　　　　　　　　　　　　　　　（ｂ）通风时　

图５　室内空气干球温度、相对湿度及黑球温度

Ｆｉｇ．５　Ｉｎｄｏｏｒａｉｒｄｒｙｂｕｌ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ｂ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３　实验房有无开窗通风的对比测试与分析

在工况３测试期间，１＃实验房关闭门窗不通风，２＃实验房开启门窗通风，其对比测试的结果，如图

６（ａ）所示．设置人体新陈代谢率为６５Ｗ·ｍ－２，着衣量为０．５ｃｌｏ，室内不通风时风速为０．１５ｍ·ｓ－１，

计算通风与不通风的室内预测平均投票数（ＰＭＶ）值，结果如图６（ｂ）所示．

（ａ）室内气象参数　　　　　　　　　　　　　　　　　　（ｂ）ＰＭＶ值　　

图６　实验房有无开窗通风条件下室内气象参数及ＰＭＶ值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ＭＶ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ｅｓｔｒｏｏｍ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自１０：５０起，开窗通风房间内的黑球温度和空气干球温度的升温速度开始缓于无通风

房间；自１０：００－１５：３０两房间的干球温度温差稳定在４℃左右，最大时刻温差达４．６℃，黑球温度温差

稳定在２．７℃左右，最大温差为３．２℃；无通风房间在１０：３０－１６：００时，ＰＭＶ值始终大于４．０，最高可

达４．７，室内极为炎热不舒适，此时段内开窗通风房间内的ＰＭＶ值均不超过４．０，平均ＰＭＶ值为３．６．

开窗通风房间相较于无通风房间，日间平均干球温度降低２．７℃，黑球温度降低１．９℃，ＰＭＶ值降低

０．６；夜间平均干球温度升高０．５℃，黑球温度升高０．４℃，ＰＭＶ值升高０．１．集装箱房通过采用开窗通

风的方式，在日间可显著降低室内空气干球温度和壁面黑球温度，最大降低值分别为４．６，３．２℃．

由此可知：无自然通风的房间，白天在太阳辐射作用下外壁温度高，热量从外传向室内，使室内气温

及内壁黑球温度高，室内非常酷热；而开窗通风可以带走室内热量积蓄，并降低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由

于夏热冬暖地区夏季高温高湿，自然通风仅能改善室内酷热的热环境，不能使室内达到舒适的热环境．

４．４　实验房有无遮阳的对比测试与分析

在工况３测试期间，１＃实验房无通风，无遮阳，３＃实验房无通风，东壁面单侧遮阳，其室内气象参数

及ＰＭＶ值的对比测试结果，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自６：３０起，单侧遮阳房间内空气干球温度升温速度稍缓于无遮阳房间，温差最大值为

１．２℃，出现在９：１０；之后温差逐渐减小，１２：３０以后，温差基本稳定在０．１℃左右，１６：３０后基本不再出

现温差；在８：００－１８：３０时，室内空气干球温度明显高于室外空气干球温度，最大温差为６．６℃，出现在

１１：５０；采用东侧单侧遮阳，室内空气温度最高可降低０．４℃，黑球温度最高可降低０．３℃，ＰＭＶ值降低

最大值为０．３；东侧单侧遮阳对集装箱房的降温作用体现在上午时段，空气干球温度平均降低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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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室内气象参数　　　　　　　　　　　　　　　　　　（ｂ）ＰＭＶ值　　

图７　实验房单侧遮阳与不遮阳室内气象参数及ＰＭＶ值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ＭＶｖａｌｕｅｉｎ

ｔｅｓｔｒｏｏｍｓ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ｉｄｅｓｈ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ｈａｄｉｎｇ

黑球温度平均降低０．６℃；整个昼间时段（７：００－１９：００）黑球温度平均降低０．３℃，干球温度平均降低

０．４℃；在下午及夜晚，采用东侧单侧遮阳对集装箱室内温度几乎无影响．

在工况４测试期间，１＃实验房无通风，无遮阳，３＃实验房无通风，东西壁面双侧遮阳，其室内气象参

数及ＰＭＶ值的对比测试结果，如图８所示．

　（ａ）室内气象参数　　　　　　　　　　　　　　　　　　（ｂ）ＰＭＶ值　　　

图８　实验房双侧遮阳与无遮阳室内气象参数及ＰＭＶ值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ＭＶｖａｌｕｅｉｎ

ｔｅｓｔｒｏｏｍ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ｓｈ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ｈａｄｉｎｇ

由图８可知：自７：１０起，遮阳实验房内空气升温速度稍缓于参照实验房，随后遮阳房间的温度持续

低于无遮阳房间，平均温差为０．８℃；在１６：３０时，温差出现最大值１．８℃；在１７：４０时，室外环境温度

骤降３．１℃，两房间温差为０℃，而后遮阳房间温度逐渐再度低于无遮阳房间；在１８：３０时，再度达到最

大温差１．８℃；随后两房间温差逐渐减小，直至２２：１０以后，基本不再出现温差；在７：４０－１８：００，室内

空气干球温度明显高于室外温度，最大温差为７．５℃，出现在１１：１０；采用双侧遮阳，室内空气干球温度

最高可降低１．７６℃，黑球温度最高可降低１℃，ＰＭＶ值降低最大值为０．３；双侧遮阳对集装箱降温的

作用明显体现在昼间太阳辐射较强的时间，空气干球温度平均降低０．８℃，黑球温度平均降低０．８℃，

ＰＭＶ值平均降低０．２．

由上述对比实测可知：集装箱双侧遮阳比单侧遮阳降温效果好，东西向双侧遮阳可实现全天一定程

度温降，而单侧遮阳只能实现半天一定程度温降．由于实验仅在东西侧外墙做遮阳处理，屋面及南侧外

墙仍受到较强的太阳辐射的直接作用，南墙和屋面较高的表面温度通过导热、换热，以及长波辐射的形

式传递至室内，给室内带来大量的热负荷；在门窗关闭状态下，室内热量积蓄，难以散去，导致东西侧外

墙遮阳的情况下室内仍然非常酷热．

５　结论

１）在夏热冬暖地区，夏季集装箱房采用开窗通风，可比不通风时房间室内空气干球温度降低３℃

左右，最高可降低４．６℃．降温后，集装箱房白天室内ＰＭＶ值在３．０左右，仍然十分酷热，有必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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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降温措施．

２）采用外墙单侧遮阳或双侧遮阳，可稍缓解夏季集装箱房室内高温，但降温效果并不显著．双侧遮

阳时，室内平均气温降低０．８℃，最高降低１．８℃．降温后，集装箱房白天室内ＰＭＶ值高达３．４左右，

不能满足人体的舒适性要求，也需结合其他降温方法方能使室内热环境达到舒适．

３）从被动式建筑的角度出发，改善集装箱房室内热环境还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屋面通风

式遮阳、屋面水池、屋面绿化、表面铺设多孔材料或刷隔热涂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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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共线关系下的

常规公交优化方法

徐泽达１，２，姚敏峰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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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同时运营时造成交通供应不均衡的问题，提出二者竞争与合作关系下的空

间拓扑关系分类方法，并基于“减少无序竞争、加强协同合作”的目标，进行常规公交线路优化．通过对现有常

规公交线路优化策略的可行性分析，提出常规公交线路的优化方法及其适用情况．

关键词：　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空间拓扑；线路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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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对交通需求的日益增大，国内大城市开始兴建轨道交通，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由于

轨道交通的建设周期较长，且建设初期线网密度的不均匀，造成交通供应与交通需求的不匹配，进而导

致交通运输资源供给不足或浪费［１］．在轨道交通建设之前，大部分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常

规公交，但在轨道交通投入使用后，其与常规公交的矛盾最为突出．因此，科学处理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

的关系变得越发重要．在城市规划的视角下，以交通供应调控交通需求，引导交通方式结构优化，不一味

地满足交通需求，是实现城市交通供需平衡的重要手段［２］．因此，本文从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竞争与

合作入手，通过分析二者的空间拓扑关系，从调整交通供应范围与交通方式结构的角度，提出常规公交

线路的优化策略；在居民１次完整出行的视角下，给出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在共线关系下优化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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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适用情况．

１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竞争与合作

１．１　竞争与合作的原因

交通与常规公交的主要服务区域均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廊道，且二者在线路选择与设计上考虑的因

素相近，这使二者的发展与运营过程始终伴随着竞争与合作［３］．当二者的１次吸引范围存在至少２处重

合时，便会形成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竞争区间，重合区域内的居民可以选择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出

行方式，即二者间产生竞争关系，如图１所示．

在乘客的１次出行过程中，仅通过常规公交或轨道交通都无法到达目的地时，便会产生换乘行为，

即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图２所示．当二者站点间距在１次吸引范围内，会大大增加

换乘行为的发生，即二者产生直接合作关系；当二者站点间距在１次吸引范围外，乘客需要通过步行较

远距离或再增加１次换乘行为，以衔接常规公交站点与轨道交通站点，即二者产生间接合作关系．

　　 图１　竞争关系分析　　　　　　　　　　　　　　　　　图２　合作关系分析

　Ｆｉｇ．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１．２　常规公交的优化目标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二者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优化调整二者间的

竞争与合作关系，才能形成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联动运输［４５］．由于轨道交通的物理特性，其新线

建成后不易改变走向，相比之下，常规公交较为灵活，故在优化调整二者关系时，应以轨道交通新线为外

部环境，针对常规公交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不同区位、功能定位及类型的轨道交通站点，其１次吸引范围和站间距都将呈现出由市区到市郊逐

渐扩大的趋势．其中，１次吸引范围增幅较小，站间距的增幅则较大．所以，在由市区到市郊的过程中，轨

道交通的１次吸引范围逐渐由带状转变为点状，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１次吸引范围保持６６０ｍ，随着轨

道交通站点间距的增大，轨道交通服务区域呈现带状到散点的变化［６］．

图３　轨道交通站点１次吸引范围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ｃ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ｏｆｒａｉ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常规公交站点所服务的乘客大部分来自其１

次吸引范围内，优化常规公交线路实际上是在轨

道交通线路投入运营后，对既有常规公交线路１

次吸引范围内的乘客再分配［７］，以达到缩短乘客

出行时间，并降低常规公交不必要的支出成本．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竞争与合作关系产生的

关键在于二者１次吸引范围之间的关系
［８］．在市

区，二者的１次吸引范围高度重合，使部分常规公

交线路在轨道交通新线运营后，陷入空跑的状态；

在市郊，轨道交通新线站点间距增大，自身的可达

性下降，需要常规公交线路对轨道交通站点进行

喂给，扩大其２次吸引范围，使轨道交通站点客流达到预期水平．

从乘客出行距离来看，轨道交通新线适合取代原有中长距离的常规公交线路．但在短途出行时，单

从出行时间来看，轨道交通并无优势［９］．因此，在优化市区内常规公交线路时，也不可一味地取消线路，

应选择性地保留出行量较大的常规公交站点，形成一种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在短长途出行上的合作．

３６５第４期　　　　　　　　 徐泽达，等：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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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线路的优化目标为：１）在市区，保留常规公交短途运输的便利性，弥补轨道交通在短途出

行上的短板；２）在市区和市郊，发挥轨道交通中长途运输的高效性，减少其与常规公交之间的无序竞

争；３）在市郊，完善二者的协同合作，扩大轨道交通站点服务范围．

１．３　常规公交的优化方法

从“减少无序竞争、加强协同合作”的优化目标来看，常规公交的优化方法为：１）缩短与轨道交通高

度重合线路的长度，保留部分连续高出行量的常规公交站点，以满足乘客短途出行的需求；２）取消部分

与轨道交通高度重合的线路，以达到减少二者在中长距离出行的无序竞争［１０］；３）在市郊，形成以轨道

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分支的交通运输网，合理分配交通运输资源．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拓扑属性由二者的行车路径与站点位置构成．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完成后，二

者的空间属性产生叠加效应，形成二者的空间拓扑关系．准确把握二者的空间拓扑关系是优化常规公交

线路的基础［１１］．单条公共交通线路的拓扑结构决定其所能提供的服务范围，多条复合公共交通网络的

拓扑结构则影响公共交通所提供的出行服务质量，主要表现在换乘系数与平均出行时耗［１２］．从复合公

共交通网络的角度来看，二者的空间拓扑关系影响二者间的合作与竞争．因此，通过对轨道交通与常规

公交的空间拓扑关系的调整（如行车路径、站点设置、服务区域、二者路线重合情况等），可以从二者竞争

与合作关系产生的原因出发，科学合理地优化常规公交线路．

２　轨道交通新线与常规公交线路的空间拓扑关系

２．１　空间拓扑关系分类

轨道交通新线与常规公交线路的行车路径和站点位置构成二者各自的拓扑结构．在轨道交通新线

投入使用后，其拓扑结构与原有常规公交线路的拓扑结构产生相互影响，如线路交汇、服务区域重叠、服

务区间重复等，进而形成轨道交通新线与常规公交线路的空间拓扑关系［１３］．这种空间拓扑关系可以从

二者的行车路径关系和站点相对位置划分为共线关系、平行关系、相交关系及无关系，如图４所示．其

中，共线关系可分为完全共线关系、中间共线关系及终端共线关系．

（ａ）完全共线关系　　　　　　　　　　（ｂ）中间共线关系　　　　　　　　　（ｃ）终端共线关系

（ｄ）平行关系　　　　　　　　　　　　　（ｅ）相交关系　　　　　　　　　　　 （ｆ）无关系

图４　空间拓扑关系分类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空间拓扑关系分析

１）共线关系．常规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新线行车路径完全一致，有重叠的服务区域，各自站点均在

对方服务区域内．轨道交通新线的设置可以为城市主要交通廊道提供大量的运输能力，从而使该区域内

部分既有常规公交线路的客流量大大减少，甚至形成常规公交空跑的情况．故二者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

交线路是优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２）平行关系．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行车路径平行，有重叠的服务区域，但各自站点不在对

方服务区域内．区别于共线关系，平行关系下的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的竞争没有二者共线关系

下的竞争强烈，且在优化过程中，原有常规公交线路上的客流无法直接换乘到轨道交通新线上，需要适

当延长线路、增设站点等．

４６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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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相交关系．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的行车路径有交汇，且无重叠的行车路径．二者线路的

交汇处，若同时有轨道交通站点和常规公交站点，二者为直接合作关系；反之，则可以优化调整常规公交

线路和站点，建立换乘站点，形成二者间的合作关系．

４）无关系．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的行车路径既无重合，也无交汇，且没有重叠的服务区

域，则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相互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筛选，选择部

分具有与轨道交通新线合作潜质的常规公交线路进行优化．

３　共线或平行关系下的常规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策略

　　轨道交通新线与常规公交线路存在１对以上的换乘车站时，二者存在竞争区间．此时的共线或平行

线路才具有优化调整的可能性．基于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共线或平行关系下的单一线路情况，

提出基于常规公交站点位置与常规公交线路调整的策略．

３．１　常规公交站点位置的调整策略

将既有常规公交线路的车站分为竞争车站和非竞争车站．在优化调整过程中，非竞争车站的位置保

持不变，通过调整竞争车站的位置，降低共线或平行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的竞争站点区间数

量，从而减少二者的竞争，充分发挥轨道交通新线的干线作用．

在给定竞争车站、非竞争车站定义的基础上，与轨道交通新线共线或平行的常规公交线路站点位置

有以下３种调整方式．１）根据常规公交车站与轨道交通车站的相对位置，确定竞争车站与非竞争车站．

２）根据２种线路的竞争区间及竞争强度，对竞争公交站点位置移动调整（图５）、删除调整（图６）或保持

现状不变．３）调整后的常规公交线路由３部分组成．一为原相邻的非竞争车站之间的线路保持不变，若

因删除竞争车站而形成新的相邻非竞争车站，则二者间线路由其间最短路确定；二为相邻的非竞争车站

与竞争车站之间的线路由其间最短路确定；三为相邻的竞争车站之间的线路由其间最短路确定．

图５　单个常规公交站点位置移动调整图示　　　　　　　　图６　单个常规公交站点删除调整图示　　

Ｆｉｇ．５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　　　　　　　　　　　Ｆｉｇ．６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常规公交线路的调整策略

在实际情况中，轨道交通站点间距普遍大于常规公交站点间距，如果对共线或平行线路上每一个竞

争车站都进行调整，则常规公交线路在调整后将变得过于复杂曲折，运营成本和乘客出行时间将大大增

加．常规公交竞争车站逐个调整图示，如图７所示．图７中：将重叠站点Ａ（ａ），Ｂ（ｂ），Ｃ（ｃ）分离后，虽然

避免了区间ＡＢ，ＢＣ，ＡＣ与区间ａｂ，ｂｃ，ａｃ的直接竞争，却使原有常规公交线路增长许多，且割裂了

轨道交通站点与共线或平行线路上其他非竞争车站的联系．故常规公交站点位置调整策略只适用于个

别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竞争区间的优化调整．

为减少共线或平行的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新线的竞争，采用缩短共线或平行线路的方法．在常

规公交线路调整策略下，将共线或平行线路的车站分为竞争车站与非竞争车站．在共线或平行线路上，

选择合适的站点，对常规公交线路进行分割或转向，从而缩短共线或平行线路的长度．

方法１　线路分割调整策略．

线路分割调整策略的关键在于分割点的选取及分割后线路长度．共线或平行线路分割后，分割点将

成为新线路的１个终端，且与轨道交通站点直接联系，选择竞争车站作为分割点有利于二者形成喂给关

系，并打破原有的竞争区间．分割点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竞争车站的客流量及与该站最近的轨道交通车站

起终点间（ＯＤ）交通量．竞争车站的客流量越小，越适合作为分割点．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ＯＤ交通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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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越适宜作为分割点．

在给定竞争车站、非竞争车站定义的基础上，与轨道交通新线共线或平行的常规公交线路分割调整

的方式为：１）根据常规公交车站与轨道交通车站相对位置，确定竞争车站与非竞争车站；２）根据竞争

车站的客流量及与该站最近的轨道交通车站的ＯＤ交通量，选择若干分割点，将既有常规公交线路分为

若干段；３）在分割点设置常规公交终点站，保持既有行车路径不变的基础上，将共线或平行线路分割为

若干条新的常规公交线路，如图８所示．

图７　常规公交竞争车站逐个调整图示　　　　　　　　　　图８　常规公交线路分割调整图示

　Ｆｉｇ．７　Ｏｎｅｂｙｏｎ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　　　　　　　　　　　Ｆｉｇ．８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ｒｏｕｔｅ　　

方法２　线路转向调整策略．

线路转向调整策略适用于终端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线路调整，即既有常规公交线路有不同于轨

道交通线路的服务范围．线路转向调整策略与线路分割调整策略都是为了缩短共线或平行线路的长度；

不同点在于线路转向调整策略形成的是１条连续的常规公交线路，线路分割调整策略则是形成类似于

接运公交的多条常规公交线路．转向点选择的关键在于转向后，原有常规公交线路上的客流是否能转移

到轨道交通上，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转向后，若ａｃ段常规公交客流可以转移到ＡＣ轨道交通上，

则Ａ可以作为候选转向点．为了保证客流的顺利转移，选择竞争车站作为转向点可以明显地缩短换乘

距离，所以线路转向调整的候选车站应在竞争车站中选择．

在给定竞争车站、非竞争车站定义的基础上，与轨道交通新线共线或平行的常规公交线路有以下３

种转向调整方式．１）根据常规公交车站与轨道交通车站相对位置，确定竞争车站与非竞争车站．２）从

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走向分离前１个竞争车站Ａ１ 开始，若竞争车站Ａ１ 最近的轨道交通车站与后续的

轨道交通车站可以形成连续的１次吸引范围，则对上１个竞争车站Ａ２ 进行相同判断，直至竞争车站Ａ狀

最近的轨道交通车站与后续的轨道交通车站无法形成连续的１次吸引范围，则竞争车站Ａ狀 为转向点．

３）线路转向调整后，常规公交线路由３个部分构成．一为保持竞争车站Ａ狀 之前的常规公交线路不变；

二为保持竞争车站Ａ１ 后的第１个非竞争车站Ｂ１ 之后的常规公交线路不变；三为在竞争车站Ａ狀 和非

竞争车站Ｂ１ 之间设置新的常规公交线路，并使其１次吸引区域不与轨道交通１次吸引区域重合．

方法３　线路撤销调整策略．

线路撤销调整策略，即撤销既有完全共线常规公交线路的竞争区间路段．其同线路分割调整策略与

线路转向调整策略一样，以缩短共线线路长度为目标．当完全共线线路的１次吸引范围与连续的多个轨

道交通车站１次吸引范围重合时，则可以通过撤销１次吸引范围内有重合的车站，形成若干条新的常规

公交线路，或撤销整条既有常规公交线路，如图１０所示．

图９　常规公交线路转向调整图示　　　　　　　　　　图１０　常规公交线路撤销调整图示　　

Ｆｉｇ．９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ｒｏｕｔｅ　　　Ｆｉｇ．１０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ｒｏ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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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线路的优化策略可行性分析

４．１　临界距离的比较分析

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的出行曲线，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临界距离对应的临界时间，即为轨道交通

　图１１　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出行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Ｔｒｉｐ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ｂｕｓ

　ａｎｄｒａｉｌｔｒａｎｓｉｔ

和常规公交的等效出行时间．

一般情况下，当共线长度大于临界距离时，轨道交通出行时

间将小于常规公交出行时间；同理，在１次换乘出行中（常规公交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和２次换乘出行中（常规公交轨

道交通常规公交），均可得到相应的临界距离，且临界距离随着

换乘次数的增加而增长．

基于乘客１次完整出行时间，分别对完全共线关系、终端共

线关系及中间共线关系进行计算．将１次常规公交出行时间分别

与１次换乘出行时间（常规公交轨道交通）、２次换乘出行时间

（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常规公交）进行对比，便可求得不同情况下

的临界距离．

当共线长度大于临界距离时，可通过换乘轨道交通缩短出行时间，即共线长度大于临界距离时，常

规公交线路的优化具备可行性［１４］．

４．２　共线关系下的临界距离计算

４．２．１　完全共线关系下的出行时间与出行站点数的关系　乘客通过常规公交１次出行耗时犜Ｂ＝２×

犇Ｂ／２
犞步

＋
犜Ｂ间

２
＋
（犖Ｂ－１）×犇Ｂ－犇Ｂ

犞Ｂ

．式中：犇Ｂ 为常规公交的站间距，５００～８００ｍ；犞步 为步行速度，４．４

ｋｍ·ｈ－１；犜Ｂ间为常规公交发车时间间隔，５～１０ｍｉｎ；犞Ｂ 为常规公交行程车速，上限取２５ｋｍ·ｈ
－１，下

限取１０ｋｍ·ｈ－１；犖Ｂ 为经过的常规公交站点个数．

乘客通过轨道交通１次出行耗时犜Ｒ＝２×
犇Ｒ／２
犞步

＋
犜Ｒ间

２
＋
（犖Ｒ－１）×犇Ｒ－犇Ｒ

犞Ｒ

．式中：犇Ｒ 为轨道交

通的站间距，１２００～２０００ｍ；犜Ｒ间为轨道交通发车时间间隔，２～８ｍｉｎ；犞Ｒ 为轨道交通行程车速，其上

限取６０ｋｍ·ｈ－１，下限取４０ｋｍ·ｈ－１；犖Ｒ 为经过的轨道交通站点个数．

完全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出行和轨道交通出行路径，如图１２所示．

４．２．２　终端共线关系下的出行时间与出行站点数的关系　乘客通过常规公交轨道交通１次换乘
［１５］

的出行耗时犜Ｒ１＝
犇Ｂ／２＋犇Ｒ／２＋犇ＢＲ

犞步
＋
犜Ｂ间＋犜Ｒ间

２
＋
（犖Ｂ－１）×犇Ｂ－犇Ｂ

犞Ｂ

＋
（犖Ｒ－１）×犇Ｒ－犇Ｒ

犞Ｒ

．式中：

犇ＢＲ为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距离，５０～２００ｍ．

终端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出行和１次换乘出行路径，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２　完全共线关系下的出行路径图示　　　　　　 　图１３　终端共线关系下的出行路径图示

Ｆｉｇ．１２　Ｔｒｉｐｐａｔｈ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Ｆｉｇ．１３　Ｔｒｉｐｐａｔｈｕｎｄｅ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４．２．３　中间共线关系下的出行时间与出行站点数的关系　乘客通过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常规交通２

次换乘的出行耗时犜Ｒ２＝
２×犇Ｂ／２＋２犇ＢＲ

犞步
＋
２犜Ｂ间＋犜Ｒ间

２
＋
（犖Ｂ－１）×犇Ｂ－犇Ｂ

犞Ｂ

＋
（犖Ｒ－１）×犇Ｒ－犇Ｒ

犞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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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中间共线关系下的出行路径图示

Ｆｉｇ．１４　Ｔｒｉｐｐａｔｈｕｎｄ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中间共线关系下的常规公交出行和２

次换乘出行路径，如图１４所示．

５　结论

在共线关系下，对常规公交线路的优

化策略进行可行性分析，对比单一行人视

角下的一次共线关系出行时间，可以得出

以下３点结论．

１）在完全共线关系下，当常规公交共

线站点达到３个时，可考虑优化．

２）在终端共线关系下，当常规公交共线站点达到５个时，可考虑优化．

３）在中间共线关系下，当常规公交共线站点达到８个时，可考虑优化．

在实际情况中，常规公交优化为接运公交后，其与轨道交通站点的换乘距离和发车间隔将有所下

降［１６］．故在终端共线关系和中间共线关系下，可以被优化的常规公交线路的共线站点数将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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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源热泵换热器与岗亭

壁体一体化供暖性能

李宗北，田琦，董旭，段兰兰，秦成君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设计一种由太阳能供电、空气源热泵换热器与亭壁一体化的供暖岗亭．首先，建立一体化岗亭设备模

型，并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编制仿真程序，对岗亭进行性能模拟；然后，选取太原某日工况，对岗亭模型进行实验

验证，并对其供暖季性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亭壁蒸发器吸收室内外两侧空气热量、得热量比相同条件下，常

规风冷蒸发器高３１．４１％；供暖季系统性能系数（ＣＯＰ）为３．２２～４．９６，平均ＣＯＰ值为４．１８，高于常规风冷热

泵，节能效果良好；供暖季太阳能发电量可满足岗亭热泵压缩机耗电量需求，证明岗亭可实现供暖零能耗．

关键词：　供暖岗亭；换热器亭壁一体化；供暖零能耗；空气源热泵；太阳能发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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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零能耗建筑”概念由丹麦科技大学Ｅｓｂｅｎｓｅｎ等首次提出
［１］，是指能耗与产能达到平衡的

建筑［２］．迄今为止，零能耗建筑已成为建筑节能领域的前沿热点
［３］．零能耗建筑的设计策略为：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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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如选择高性能保温结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利用，其中，光伏、太阳能热水及可再生能源热泵等

节能技术应用最为广泛［４］．岗亭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研究人员对其能源利用研究较少．文献［５?６］分别

将冷气机、水蒸发系统应用于岗亭，改善室内环境，保证夏季岗亭舒适性，但未探讨冬季采暖问题．目前，

岗亭供暖多采用风冷热泵，风冷热泵消耗高品质能源，系统性能系数（ＣＯＰ）较低，一般采用上送风；制热

时，热气流聚集在岗亭上部，导致空调能耗增大且热分层现象严重，热舒适性不高［７］．基于此，本文提出

一种由太阳能供电的空气源热泵换热器亭壁一体化的供暖岗亭［８］，通过对一体化岗亭各设备建模及仿

真，模拟岗亭在太原地区运行特性，并给予实验验证．

１　空气源换热器亭壁一体化岗亭结构

空气源换热器亭壁一体化岗亭是一种采用太阳能光伏?空气源热泵的全新岗亭形式，主要设备包括

图１　换热器亭壁一体化结构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ｋｉｏｓｋｗａｌｌ

亭壁蒸发器、压缩机、地板冷凝器、热力膨胀阀、太阳

能光伏及蓄电设备．考虑到太阳能资源的利用及太

阳一天的运行规律，太阳能光伏板宜南向布置，亭壁

蒸发器布置的最优方向为南向，其次为东向、西向及

北向．

一体化岗亭蒸发器亭壁从外到内依次是不锈钢

板、蒸发管、绝热材料、铝塑板，蒸发器铜管安装在薄

铝板凹槽内，薄铝板下采用绝热材料包敷，上面粘贴

不锈钢板，其结构剖面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犠 为

相邻蒸发管管间距；犇 为蒸发管直径．亭壁蒸发器制

冷剂吸收热量，变成过热蒸汽进入压缩机．压缩机高

温排气进入敷设在地板中的冷凝管中，制冷剂放热

直接加热地板，变成高温液体流入节流装置中．

２　空气源换热器亭壁一体化岗亭数学模型

２．１　亭壁蒸发器数学模型

亭壁蒸发器是一体化岗亭的关键部件，研究其内部传热过程是一体化岗亭的整体性能研究的基础．

传统岗亭在冬季工况下，由于岗亭内外温差，热量从室内向室外传递，形成岗亭热负荷，造成热量浪费．

由于蒸发温度（θｅ）＜室外温度（θｗ）＜室内温度（θｎ），所以，亭壁蒸发器内的制冷剂同时吸收室内外空气

热量，使室内空气热量得到有效利用．

对亭壁蒸发器的传热分析建立在以下２个假设的基础上：１）亭壁内侧铝塑板和外侧不锈钢板的厚

度远小于绝热材料壁厚，且所用的金属材料导热系数大，因此，忽略其热阻；２）由于蒸发管管壁较薄，且

图２　蒸发管管段微元传热分析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ｉｐｅ

铜导热系数大，忽略蒸发管管壁传热热阻．

制冷剂在蒸发管内是一个沸腾换热过程，蒸发器

管段传热分析，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狓为岗亭内外空

气向制冷剂传热方向，狔为制冷剂流动方向，两者相互

垂直；犺ｉｎ，犺ｏｕｔ分别为制冷剂流动方向上的进、出口焓

值；狇１，狇２ 分别为室外、室内空气传递到制冷剂中的热

流密度．相应的导热微分方程式为

λ

ρ犮

２
θ


２狓
＝
θ
狋
，　　狋＞０，　０＜狓＜δ． （１）

　　初始条件为

θ狘狋＝０ ＝θｅ，　　０≤狓≤δ． （２）

　　亭壁与室内、外空气的接触面的边界条件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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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θ
狓
狘狓＝０ ＝犺１（θｗ－θ狘狓＝０），　　狋＞０． （３）

－λ
θ
狓
狘狓＝０ ＝犺２（θｎ－θ狘狓＝δ０），　　狋＞０． （４）

式（１）～（４）中：λ为亭壁材料的导热系数；ρ为亭壁材料的密度；犮为亭壁材料的比热；θｅ 为蒸发温度；δ

为亭壁材料厚度；犺１ 为岗亭外空气与亭壁外壁面的对流换热系数；θｗ 为岗亭外空气温度；犺２ 为岗亭内

空气与亭壁内壁面的对流换热系数；θｎ为室内温度．

制冷剂微元热量平衡方程为

犿（犺ｏｕｔ－犺ｉｎ）＝∑犉（狇１＋狇２）＝∑犉
θｗ－θｏ
１

犺１
＋
１

犺ｒ

＋
θｎ－θｏ

１

犺２
＋
１

犺ｒ
＋
δ

烄

烆

烌

烎λ

． （５）

式（５）中：犿为质量流量；犉为蒸发管传热面积；θｏ为蒸发管壁温；犺ｒ为制冷剂对流换热系数．

亭壁蒸发器与常规自然对流风冷蒸发器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冷剂双向吸热．常规自然对流风冷蒸发

器制冷剂微元热量平衡方程式为

犿（犺ｏｕｔ－犺ｉｎ）＝∑犉狇１ ＝∑犉
θｗ－θｏ
１

犺
＋
１

犺

烄

烆

烌

烎ｒ

． （６）

式（６）中：犺为空气侧换热系数；犺１，犺２，犺，犺ｒ的计算方法参考文献［９?１０］．

２．２　压缩机数学模型

压缩机输入功率和质量流量采用ＡＮＳＩ／ＡＲＩ５４０提出的“三次方十系数”的拟合公式
［１１］，并对压缩

机频率进行修正，采用邵双全等［１２］提出的变频压缩机质量流量和输入功率修正公式修正，即

犳（犜ｅ，犜ｃ）＝犆１＋犆２×犜ｅ＋犆３×犜ｃ＋犆４×犜
２
ｅ＋犆５×犜ｅ×犜ｃ＋犆６×犜

２
ｃ＋

犆７×犜
２
ｅ×犜ｃ＋犆８×犜ｅ×犜

２
ｃ＋犆９×犜

３
ｃ＋犆１０×犜

３
ｅ， （７）

犕０ ＝犕０
（犳－犳

０

犳

－犳

０
）犮， （８）

犘０ ＝犘０
ｅｘｐ（犱１（犳－犳

）２＋犱２（犳－犳
））． （９）

式（７）～（９）中：犜ｃ为冷凝温度，犜ｃ＝θｃ＋２７３；犜ｅ为蒸发温度，犜ｅ＝θｅ＋２７３；犳（犜ｅ，犜ｃ）为压缩机输入功

率或质量流量；犆１～犆１０为根据具体数据拟合的系数；犕０，犘０ 为不同频率下的质量流量和输入功率；

犕
０ ，犘


０ 为根据式（７）拟合出的特定频率下的质量流量和输入功率；犳为压缩机频率；犳

０ 为基频；犳为

特定频率；犮，犱１，犱２ 为实验系数．

采用Ｄａｂｉｒｉ等
［１３］提出的一种压缩机吸气过热度修正公式，对吸气过热度进行修正，即

犕 ＝ １＋犉ｖ
ν０

ν
－（ ）［ ］１ 犕０． （１０）

犘＝ （犕／犕０）
犺ｏｕｔ，ａｃｔ－犺ｉｎ，ａｃｔ
犺ｏｕｔ－犺（ ）

ｉｎ

犘０． （１１）

式（１０），（１１）中：犕 为压缩机修正后的质量流量；ν０ 为压缩机修正前吸气比容；ν为压缩机吸气比容；犉ｖ

为容积效率修正系数，取０．７５；犺ａｃｔ为实际工况下焓值；犺为理论工况下焓值；犘为压缩机功率．

２．３　地板冷凝器数学模型

冷凝器模型，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犔ｃ为冷凝器各区段长度；犿为制冷剂流量；犺为制冷剂焓值，θｏ为

冷凝器壁温，下角标只表示制冷剂不同状态．对地板冷凝器采用稳态分布参数法
［１４］建模，主要作如下４

图３　冷凝器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

点假设：１）制冷剂径向物性参数一致，在管内流动为一维

均相流动；２）不考虑管壁的热阻；３）地板各结构为均相材

料；４）冷凝器下的绝热材料热阻无限大，不考虑制冷剂向

下传热．

地板冷凝器的传热系数为

犓 ＝１／（
１

犺ａ
＋
１

犺ｒ
＋∑

δｉ

λｉ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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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冷凝器能量控制方程为

犙＝犿ｉｎ（犺ｉｎ－犺ｏｕｔ）＝ξ∑犓犉θｍ． （１３）

图４　空气源热泵系统仿真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

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式（１２），（１３）中：犺ａ为空气侧换热系数；δｉ为地板各结构层厚度；λｉ为

地板各结构层导热系数；ξ为漏热系数；θｍ 为每区段制冷剂与室内温

度的温差；制冷剂侧换热系数犺ｒ，空气侧换热系数犺ａ 的计算方法参

考文献［１０，１５?１６］．

为简化模拟过程，假定制冷剂流经热力膨胀阀的过程为绝热等

焓节流，故不对热力膨胀阀建模．

２．４　太阳能发电功率数学模型

太阳能光伏板发电功率计算式［１７］为

犠ｐ＝犌ητｇαｐ犃ｐ． （１４）

式（１４）中：犠ｐ为太阳能输出功率；犌为太阳能辐射量；η为光伏板的

光电转换率；τｇ为透射率；αｐ为光伏板吸收率；犃ｐ为太阳能光伏板有

效面积．

２．５　换热器亭壁一体化空气源热泵系统整机仿真流程

建立的整机仿真流程，如图４所示．

３　实验验证

３．１　实验概况

选取的实验岗亭位于太原市，地板面积为６．２５ｍ２，层高为２．２ｍ，蒸发管敷设在南向与东向的两面

亭壁；其他亭壁为传统亭壁，四面亭壁都有窗户，每面窗户面积尺寸为２．０ｍ×０．８ｍ．一体化岗亭围护

结构，如表１所示．在岗亭屋顶朝南方向布置３块太阳能光伏板，放置倾角为４０°，光伏板尺寸为１６５０

ｍｍ×９９１ｍｍ，额定光电转换率为１６．５１％，由太阳能光伏板供电至压缩机．

表１　一体化岗亭围护结构

Ｔａｂ．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ｂｏｏｔｈ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名称 一体化岗亭围护结构材料

亭壁 １ｍｍ不锈钢＋１００ｍｍ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含６ｍｍ蒸发管，２０ｍｍ管间距）＋３ｍｍ铝塑板

窗户 内张膜中空玻璃（双膜）

地板 ５ｍｍ面层＋２０ｍｍ水泥砂浆＋３０ｍｍ混凝土（含６ｍｍ冷凝管，８０ｍｍ管间距）＋４０ｍｍ绝热材料＋防水层

屋顶 保温屋面

　　岗亭内外温度采用ＥＴＨ?Ｐ型环境试验设备智能多路巡检仪进行测量，其温度误差为±０．２℃．其

中，室内温度测点设置在距离地板０．７５ｍ处；室外太阳辐射强度采用天空辐射表和辐射电流表测量，

精度为１Ｗ·ｍ－２；太阳能发电量及压缩机的耗电量均采用电子式单相表测量；在蒸发器、冷凝器制冷

图５　实验日的室外工况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ｄｏ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ｙ

剂进出口处，分别设置温度探测点，安装一对ＰＴ１０００型

热电偶温度探测器（精度为０．１℃），并在流体入口处安装

流量计．分别发送温度模拟信号及流量脉冲信号给积算

仪，积算仪根据积算公式算出热量值．热泵的运行时间为

８：００到１９：００，每隔１５ｍｉｎ自动记录统计数据．

３．２　仿真结果分析

采用有限差分法离散数学模型，对热泵系统进行模

拟．模拟过程中，设定室内温度为１８℃，蒸发温度初始值

为－２５℃，冷凝温度恒为３７℃，过热度为８℃，再冷度为

２℃．实验当天太阳辐射照度（犛）与室外温度（θｗ），如图５

所示．由图５可知：室外温度均随时间先升高再降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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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照度在１２：００达到最大值４００Ｗ·ｍ－２，在１８：００时降为０；室外温度最大值出现在１５：００，为－５

℃．需要验证参数为压缩机输入功率、蒸发器吸热量、制热量、ＣＯＰ值及太阳能发电功率．

岗亭室内实际温度（θｎ）的变化情况，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在８：００时，热泵开机，室内温度迅速

升温；１２０ｍｉｎ后，室温升到设定值１８℃，逐渐稳定在１８．２℃；在１５：００后，室外温度开始下降，由于岗

亭围护结构蓄热作用，室温延迟０．５ｈ开始下降；到１９：００热泵关机时，室温降为１５℃．

实验日的亭壁蒸发器得热量（犙ｅ）模拟值与实验值、常规风冷蒸发器得热量模拟值，如图７所示．由

图７可知：当室外温度升高时，蒸发器得热量增大；当室外温度降低时，得热量减小；亭壁蒸发器模拟结

果与实验结果较吻合，最大误差为９．２０％．由对亭壁蒸发器的分析可知，对于特定结构的亭壁蒸发器，

室外温度升高会导致与蒸发器制冷剂温差增大，从而蒸发器的得热量增大．

热泵开启初期，亭壁蒸发器得热量的实验值低于模拟值，且上升速率小于模拟值，因为亭壁结构的

热阻使室内外空气热量向蒸发器传热时，吸热量有一定的延迟与衰减；亭壁蒸发器得热量高于常规风冷

蒸发器得热量，这是由于亭壁蒸发器吸收室内外两侧空气热量，而常规风冷蒸发器只吸收室外空气热

量，在稳定运行阶段，亭壁蒸发器平均得热量比常规风冷蒸发器提高了３１．４１％．

　　图６　岗亭室内的实际空气温度变化　　　　　　　　图７　蒸发器得热量模拟值与实验值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ａｉｒ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ｂｏｏｔｈ 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实验日，压缩机输入功率（犘）模拟值与实验值的比较，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压缩机输入功率模

拟值与实验值吻合较好，最大误差为７．４３％；热泵开启初期，压缩机高频运转，制冷剂质量流量迅速提

高，导致输入功率迅速升高；热泵运行稳定后，室外温度升高，输入功率减小，之后，随室外温度的下降而

增大．由对蒸发器得热量的分析可知：当热泵运行稳定时，室外温度升高，系统的能量输入增大，提高了

亭壁蒸发器中制冷剂的饱和压力和温度，压缩机的压缩比下降，输入功率随之减小；当室外温度开始下

降，输入功率增大．

实验日，制热量（犙ｃ）模拟值与实验值的比较，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吻合较

好，误差最大为８．３９％；制热量与蒸发器得热量的变化趋势相同，先随室外温度升高而增大，随后随室

外温度的下降而减小；室外温度升高，系统输入能量增大，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系统的制热量增大，反之，

图８　压缩机输入功率模拟值与实验值比较 　　　　　　　　图９　制热量模拟值与实验值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ｉｎｐｕ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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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制热量减小．

换热器亭壁一体化的空气源热泵的ＣＯＰ值可定义为ＣＯＰ＝犙／犘．其中，犙为冷凝器单位时间制热

量，可由热量表测得；犘为压缩机输入功率，可由功率表测得．

实验日，ＣＯＰ的模拟值和实验值的变化情况，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ＣＯＰ值模拟数据与实验

数据吻合较好，最大误差为６．２９％；在热泵开启初始时较低，ＣＯＰ值随室外温度升高而增大，之后随室

外温度下降而减小；热泵除了在预热阶段ＣＯＰ值变化很大外，在稳定运行时间里，热泵ＣＯＰ的实验值

最大值为５．６９，平均值为３．３４，高于常规风冷热泵，说明该岗亭热泵系统的节能效果较好；室外温度越

高，岗亭的节能效果越好．

太阳能发电功率模拟值与实验值的变化，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知：在８：００时，太阳能发电功率

从０开始增加，在１３：００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到１８：００发电功率归零；由式（１４）可知，太阳能发

电功率与太阳辐射照度成正比；发电功率模拟值与实验值在早上及傍晚太阳辐射照度较小的时间段里，

误差较大，在９：３０相对误差最大，为９．００％，太阳辐射照度较大时，误差越小．对比图８和图１１可知：

在１０：００－１７：００内，太阳能发电量高于压缩机用电量，因此，满足系统用电的要求．将多余发电量储存

在蓄电池中，可在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间、太阳能发电量不足的情况下，继续为热泵供电，实现

岗亭的零能耗．

　　 图１０　系统ＣＯＰ模拟值与实验值比较　　　　　　　图１１　太阳能发电功率模拟值与实验值比较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Ｐ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ｌａｒｐｏｗｅｒ

由于热泵在８：００－１０：００时处于预热阶段，实验岗亭的室温迅速上升，岗亭的热舒适性不高，建议

提前开启热泵，使室内温度提前至１８℃；文中实验工况的室外温度变化较均匀，各实验参数的测定非常

理想，且在模拟过程中，模型对各参数进行修正，数据吻合较好，岗亭各项参数的模拟值与实验值的最大

误差均不超过１０％，证明岗亭数学模型的正确性，为研究一体化岗亭在太原地区整个供暖季的可行性

提供依据．

４　一体化岗亭在太原地区的性能分析

为了分析整个供暖季一体化岗亭在太原地区的性能情况，模拟一体化岗亭热泵运行ＣＯＰ值，比较

太阳能发电量与压缩机耗电量，研究热泵在太原地区的可行性．太原地区供暖季的太阳辐射量
［１８］和室

外温度变化情况，如图１２，１３所示．图１２中：犚β为太阳能日总辐射量．

通过模拟可得到供暖季ＣＯＰ值的变化曲线，如图１４所示．由图１４可知：１１月，ＣＯＰ值为３．７６～

４．９１，平均值为４．４８；１２月，ＣＯＰ值为３．５４～４．４６，平均值为３．９８；１月，ＣＯＰ值为３．８４～４．２８，平均值

为４．０６；２月，ＣＯＰ值为３．８４～３．９６，平均值为３．８９；３月，ＣＯＰ值为４．２２～４．９６，平均值为４．７５；１２月

至次年２月，由于室外温度较低，热泵系统蒸发温度较低，导致ＣＯＰ值较低，１１月与３月ＣＯＰ值较高；

整个供暖季，岗亭热泵ＣＯＰ值为３．２２～４．９６，平均ＣＯＰ值为４．１８，而风冷热泵ＣＯＰ值一般小于３，证

明岗亭热泵的热性能良好，节能效果显著．

为了对一体化岗亭进行零能耗分析，模拟整个供暖季一体化岗亭的太阳能发电量与压缩机功耗，并

对二者进行比较，结果如图１５所示．由图１５可知：整个供暖季中，太阳能发电量可满足压缩机的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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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供暖季太阳能日总辐射量变化　　　　　　　　　　　图１３　供暖季室外温度变化　

　Ｆｉｇ．１２　Ｔｏｔａｌｄａｉｌｙ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１３　Ｏｕｔｄｏ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量．太阳能发电量充足时，将多余电量储存在蓄电池中，阴天雨雪等太阳能发电量不足的天气下，由蓄电

池为压缩机供电，以确保岗亭空调的正常运行．

１１月至次年３月，太阳能发电总量与压缩机总功耗，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１１月、１２月、２月、３

月的太阳能发电总量超过压缩机耗能，多余的发电量储存在蓄电池中；１月份，室外温度低，岗亭能耗

大，压缩机耗电量增大，但太阳能发电量不足，由蓄电池为岗亭供电．整个供暖季太阳能发电量富余３９

ｋＷ·ｈ，证明零能耗岗亭在太原地区具有可行性．

　　图１４　供暖季岗亭热泵系统ＣＯＰ值变化　　　　　 图１５　供暖季太阳能发电量与压缩机功耗比较　

　Ｆｉｇ．１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Ｐ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ｅａｔｐｕｍｐ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ｂｏｏｔｈ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表２　供暖季每月太阳能发电量与压缩机耗能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ｏｌａｒ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ｋＷ·ｈ　

参数
月份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总计

太阳能光伏发电量 ４７．１６ ４１．０８ ３４．３９ ２８．５２ ３８．３５ １８９．４９

压缩机耗能 ２５．０１ ３７．９１ ３８．８５ ２７．１７ ２１．５６ １５０．４９

蓄电池蓄放电量 ２２．１５（蓄） ３．１８（蓄） ４．４５（放） １．３５（蓄） １６．７９（蓄） ３９．０１（蓄）

５　结论

对一体化岗亭各设备建模，在此基础上进行性能模拟及实验验证，并对一体化岗亭在供暖季运行性

能进行分析，得出以下４点主要结论．

１）蒸发器得热量、压缩机输入功率、制热量、ＣＯＰ值、太阳能光伏发电功率的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

的最大相对误差为９．２０％，７．４３％，５．３９％，６．２９％，９．００％，数学模型与实测结果吻合较好．

２）与常规风冷蒸发器相比，亭壁蒸发器除吸收室外空气的热量外，还能有效利用室内空气热量，使

系统输入能量增大，热泵系统稳定运行期间，平均得热量提高了３１．４１％．

５７５第４期　　　　　　　　　　李宗北，等：空气源热泵换热器与岗亭壁体一体化供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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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体化岗亭热泵在供暖季期间，ＣＯＰ值为３．２２～４．９６，平均ＣＯＰ值为４．１８，一般风冷热泵

ＣＯＰ值小于３，证明一体化岗亭热泵节能性优于风冷热泵．

４）一体化岗亭太阳能发电量在整个供暖季富余３９．０１ｋＷ·ｈ，由蓄电装置储存后，可满足系统在

阴天雨雪等太阳能发电量不足时的供电需求，证明供暖季零能耗岗亭在太原地区是可行的，可脱离电网

下独立运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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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

在兰州地区的性能分析

李蓉蓉１，李风雷１，韩瑞春２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６００；

２．中铁工程咨询设计集团 太原设计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根据兰州地区的气候特点，提出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以 Ｒ１３４ａ为制冷剂，基于

ＴＲＮＳＹＳ软件，模拟分析耦合系统为节能建筑供冷时，系统的运行状况及建筑的舒适度情况．对比分析直接

蒸发和间接蒸发冷却系统分别与喷射制冷系统耦合的适宜性．结果表明：在兰州地区，间接蒸发冷却与喷射制

冷系统耦合更适宜，室内空气舒适度高，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可为房间提供５５％的冷量，耦合系统综合性能

系数（ＣＯＰｍ）最大可达１３．６９；在满足建筑冷负荷需求的前提下，耦合系统典型日内耗电总量５．９８ｋＷ·ｈ，占

完全用机械压缩制冷系统供冷时耗电量的１８．８％，显示出很好的节能效果．

关键词：　太阳能喷射；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ＴＲＮＳＹＳ模拟；舒适度；性能系数；兰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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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ｔｈｅｅｊｅｃｔｏｒ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ｅｊｅｃｔｏ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ｉｎＬａｎｚｈｏｕ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ｏｏｒａｉｒ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５５％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Ｐｍ）ｉｓｕｐｔｏ１３．６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ｏａｄｄ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ｄａｉｌｙ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５．９８ｋＷ·ｈ，ｗｈｉｃｈｉｓ１８．８％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ａｇｏｏ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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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ｏｌａｒｊｅｔ；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ＲＮＳＹ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ｃｏ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ｒｅｇｉｏｎ

在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新能源的大力开发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日益引起人们

的重视．太阳能具有安全、清洁、廉价等特性，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利用太阳能集热器将太阳能转化为热

能，热能作为驱动力推动空调系统运行．国内外许多科研人员对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进行了探究
［１?６］，然

而，以太阳能作为驱动源，制冷系统的运行易受到太阳辐射照度变化的影响，使单一的太阳能喷射制冷

系统难以满足空调冷负荷在一天中各时间段的需求［７］．为此，科研人员尝试将太阳能喷射制冷与其他冷

却系统相结合［２，３，８］．蒸发冷却技术是利用水与空气之间的热湿交换来实现的，是一种环保、节能的制冷

技术．文献［９］表明，蒸发冷却空调技术的制冷系统的性能系数ＣＯＰ是传统压缩制冷的５倍及更高，有

很大的应用潜力．基于甘肃省兰州市夏季太阳辐射和湿球温度变化情况的气候特点，本文将太阳能喷射

制冷系统与间接蒸发冷却系统进行耦合，建立耦合制冷系统模型，针对一小型节能办公建筑，研究该耦

合系统在典型日的供冷特性．

１　耦合制冷系统及模拟建筑概述

１．１　耦合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由太阳能喷射制冷子系统和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组成，其中，

间接蒸发冷却器采用间接蒸发冷却与蒸发式冷凝相结合的形式［１０］．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

统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１为太阳能集热器；２为蓄热水箱；３为发生器；４为蒸发器；５，６为调节

阀；７为喷射器；８为集热循环水泵；９为发生循环水泵；１０为工质泵；１１为膨胀阀；１２为二次空气排风；

１３为二次风机；１４为布水器；１５为冷凝盘管；１６为一次空气送风；１７为二次空气进风；１８为循环水箱；

１９为粗效过滤器；２０为循环水泵；２１为一次空气进风；２２为间接蒸发冷却器；１′为发生器入；２′为发生

器出；３′为冷凝盘管出；４′为冷凝盘管入；５′为蒸发器入；６′为蒸发器出．系统有如下３个工作过程．

图１　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太阳能喷射制冷子系统由制冷剂的制冷循环和水循环组成．过热状态的制冷蒸气在冷凝盘管中

冷凝，放热为液态．从盘管出口流出后，一部分经膨胀阀节流降压进入蒸发器中蒸发制冷，另一部分经工

质泵进入发生器，与蓄热水箱中的热水进行热交换，形成高温高压的制冷蒸气，进入喷射器．在喷嘴处加

速降压，引射来自蒸发器的低温低压制冷蒸气，混合后，经扩压器增压进入冷凝盘管．发生器中，经热交

换变为低温的热水再次进入蓄热水箱，与经太阳能集热器加热后的热水进行热交换，然后再循环．

２）间接蒸发冷却器的特点为一机两用，上部为蒸发式冷凝器，用作喷射制冷子系统的冷凝器；下部

为管式间接蒸发冷却器，由一组排列的管束组成，一次空气在管内流过，在管束上方由布水装置淋水，在

管外壁形成水膜，水膜的蒸发通过吸收热量完成．二次空气自下而上横掠管束，与管外水膜发生热、湿交

换，冷却管内一次空气，并将其直接送入室内．

３）太阳辐射较弱，使得蓄热水箱上层温度不足以驱动喷射制冷子系统，由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为

空调房间供冷．随着室外湿球温度的升高，蒸发冷却子系统制冷效果降低．当喷射制冷子系统达到运行

条件时，由太阳能喷射制冷子系统为房间提供冷量．在两子系统的配合运行时段，需综合考虑各自随室

８７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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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气象条件改变时的制冷效果和冷却效率，充分发挥二者的节能优势，相互弥补各自使用的时间差，实

现制冷系统的连续供冷．

１．２　模拟建筑概况

以甘肃省兰州市某小型节能办公建筑为模拟建筑．该建筑为一层，层高３．３ｍ，建筑面积１８ｍ２．外

墙、外门、屋顶 、外窗的地面传热性能分别为０．５５８，１．６８０，０．８２０，２．４００，０．９７８．

２　耦合制冷系统热力学分析及系统部件模型

根据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在各个部件中的状态变化，绘制太阳能喷射制冷循环的压焓图，

如图２所示．间接蒸发冷却空调器内一次空气等湿冷却的焓湿图
［１１］，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狋ｇ１为一次空

气进口干球温度；狋ｇ２为一次空气出口干球温度；狋ｓ１为一次空气进口湿球温度；犺１ 为一次空气进口比焓

值；犺２ 为一次空气出口比焓值．

图２　喷射制冷循环压焓图　　　　　　　　　　　 图３　间接蒸发冷却焓湿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ｅｊｅｃｔｏ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２．１　喷射制冷子系统计算模型

发生器、蒸发器、冷凝器３者的计算模型分别为
［７］

犙ｆ＝狇ｍｆ（犺２′－犺１′）． （１）

犙ｚ＝狇ｍｚ（犺６′－犺５′）． （２）

犙ｌ＝狇ｍｌ（犺４′－犺３′）． （３）

式（１）～（３）中：犙ｆ为发生器换热量，ｋＷ；犙ｚ为蒸发器换热量，ｋＷ；犙ｌ为冷凝器换热量，ｋＷ；狇ｍｆ，狇ｍｚ，狇ｍｌ

分别为工作流体、引射流体、混合流体的质量流量，ｋｇ·ｓ
－１；犺１′～犺６′为状态点１′～６′的焓值．循环所需

的机械能狑ｍｅｃ与犙ｆ相比，可忽略不计．因此，喷射制冷系统的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ｈ为

ＣＯＰｈ＝
犙ｚ

犙ｆ＋狑ｍｅｃ
≈
犙ｚ
犙ｆ
． （４）

　　系统机械的性能系数为

ＣＯＰｍ ＝
犙ｚ
狑ｍｅｃ

． （５）

　　喷射系数μ为

μ＝
狇ｍｚ

狇ｍｆ
． （６）

２．２　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计算模型

间接蒸发冷却器的换热过程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管内一次空气换热，另一部分为管外二次空气

与水膜换热．

管内一次空气的换热量［１２］为

狇１ ＝犿１犆ｐ（狋ｇ１－狋ｇ２）． （７）

式（７）中：狇１ 为管内一次空气换热量，ｋＷ；犆ｐ 为一次空气定压比热容，ｋＪ·（ｋｇ·℃）
－１；犿１ 为一次空气

的质量流量，ｋｇ·ｓ
－１．

系统送风量为

９７５第４期　　　　　　　　李蓉蓉，等：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在兰州地区的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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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ｍ ＝
犙

犻狀－犻２
． （８）

式（８）中：犙为空调房间总冷负荷，ｋＷ；犻狀，犻２ 分别为空调房间室内、一次空气空气焓值，ｋＪ·ｋｇ
－１．

系统机械性能系数为

ＣＯＰｍ ＝
狇１
狑ｍｅｃ

． （９）

式（９）中：狑ｍｅｃ为循环所需机械能，ｋＷ．

给定要求的热交换效率ηＩＥＣ为

ηＩＥＣ ＝
狋ｇ１－ｔｇ２
狋ｇ１－狋ｓ２

． （１０）

图４　太阳能集热循环系统ＴＲＮＳＹＳ仿真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ＴＲＮＳＹ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式（１０）中：狋ｓ２为二次空气（即为室外空

气）进口湿球温度，℃，且狋ｓ２＝狋ｓ１．

３　犜犚犖犛犢犛仿真及控制策略

ＴＲＮＳＹＳ仿真模拟太阳能集热子

系统的部件连接图，如图４所示．在太阳

能喷射制冷系统中喷射器设计工况为

发生温度为８０℃，冷凝温度为３３℃，蒸

发温度为１０℃的条件下，ＴＲＮＳＹＳ仿

真模拟系统中各模块的输入参数，如表

１所示．表１中：犃ｃ为集热器面积；为集热器安装倾角；θ为集热器的方位角；δ为水箱的热损失系数；

犖 为水箱的温度分层；犞 为水箱的容积；狇ｃ，狇ｆ分别为集热侧循环泵和换热侧循环泵流量．利用发生器热

平衡公式，假设发生器传热系数与换热面积的乘积为定值，通过迭代计算的方法将集热子系统与制冷循

环子系统连接．根据喷射器性能的计算模型
［５］，结合ＲＥＦＰＲＯ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９．０）制冷剂物性计算软件，计

算分析相关性能．

表１　ＴＲＮＳＹＳ各模块的输入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ｐ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ｍｏｄｕｌｅｏｆＴＲＮＳＹＳ

模块 参数 数值 模块 参数 数值

平板集热器［６］

犃ｃ／ｍ
２ ２１

／（°） ３４

θ／（°） ０

蓄热水箱［６］

δ／Ｗ·（ｍ２·℃）－１ ０．４

犖／层 ５

犞／ｍ３ １．３

集热侧循环泵 狇ｃ／Ｌ·ｓ
－１

　　０．４２ 换热侧循环泵 狇ｆ／Ｌ·ｓ
－１ ０．３２

控制器
集热侧

循环泵控制

若水泵运行时间在

７：００－１８：００，温差＞８℃，
信号开启ＯＮ；温差＜２℃，

信号关闭ＯＦＦ

控制器
换热侧

循环泵控制

若水泵运行时间在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水箱上层
温度＞８０℃，水泵开启

４　直接蒸发冷却与间接蒸发冷却在该地区适宜性的对比分析

兰州市位于东经１０３°４０′，北纬３４°，室外夏季空调计算干球温度为３１．２℃，湿球温度为２０．１℃．根

据蒸发冷却适用性分区模型可知兰州市位于Ⅱ区，属于间接蒸发冷却系统的高适应区
［１３］．通过ＴＲＮ

ＳＹＳ软件模拟，得到该建筑供冷季的最大冷负荷出现在７月３０日１４时，因此，选择包含７月３０日的一

周（７月２６日－７月３０日）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热平衡方式保证室内设计温度．在典型日上午时段，在室内温度保持２５℃不变的情况下，直接

蒸发冷却器和间接蒸发冷却器对室外空气分别进行等焓降温与等湿降温后，室内相对湿度的对比图，如

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室外空气通过直接蒸发冷却器送入室内，室内相对湿度在５９％～７０％；通过间

接蒸发冷却器处理后，相对湿度在４７％～６１％．根据设计规范
［１４?１５］，基于供冷工况的舒适性空调室内设

计参数分两级，一级热舒适度高，相对湿度在４０％～６０％；二级热舒适度较低，相对湿度在６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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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室内空气的温湿度状态，经间接蒸发冷却器处理后的室内空气舒适度处于一级范围，仅仅在

湿度６１％时稍超出一点．

从上午８：００开始，两种冷却器可运行小时数的对比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７月２６日，在满

足空调房间制冷量和舒适度的前提下，两种冷却器均可运行７小时，这一天的湿球温度较低，两者均有

较好的冷却效果；７月２７日－７月３０日，外界湿球温度较２６日高．因此，蒸发冷却部分整体工作时长较

２６日短，且直接蒸发冷却器可运行时间小于间接蒸发冷却器，而蒸发冷却子系统运行时长的增加可减

小喷射制冷子系统的太阳能集热器面积，减小初投资，提高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图５　典型日上午室内相对湿度对比　　　　　　　 图６　直接与间接蒸发冷却器运行时间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ｄｏｏｒ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ｍｏｒｎ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由图６可知：结合太阳能喷射制冷子系统随太阳辐射照度变化的运行状况，在兰州地区，利用太阳

能喷射制冷系统与间接蒸发冷却系统配合运行更适宜．典型日内耦合系统的运行时段为：７月２６日，７

月２７日，７月３０日的８：００－１４：００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运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太阳能喷射制冷子系统运

行；７月２８日，７月２９日的８：００－１３：００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运行，１４：００－１８：００太阳喷射制冷子系

图７　耦合系统逐时ＣＯＰ犿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ｕｒｌｙｖａｌｕｅｏｆ

ＣＯＰ犿ｏｆ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统运行．

５　耦合制冷系统综合性能分析

５．１　耦合制冷系统机械性能系数犆犗犘犿 的变化情况

耦合系统逐时ＣＯＰｍ，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上午时

段，由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为空调房间供冷，喷射制冷系统

ＣＯＰｍ 随室外湿球温度升高而降低；下午时段，太阳能喷射制

冷系统达到启动条件为空调房间供冷，喷射制冷系统ＣＯＰｍ

的升降变化是由于集热水箱上层温度随太阳辐射照度变化，

使喷射制冷系统的发生温度变化．水箱上层温度升高，喷射器

的喷射系数增大，蒸发器内二次流体流量增加，制冷量增大，

系统ＣＯＰｍ 随之增大．当水箱温度导致喷射制冷系统的发生

温度超过最佳发生温度时，喷射器的喷射系数减小，同理，系统ＣＯＰｍ 随之减小．

５．２　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能耗计算分析

经计算，耦合系统的日平均综合性能系数ＣＯＰｍ，即每天的总制冷量与总耗电量之比，在７月２６日

达到最大值１３．６９，在７月２９日降至最小值９．６１．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可为空调房间提供约５５％的制

冷量，有效提高了系统的ＣＯＰｍ 值．连续５日，耦合系统耗电量约５．９８ｋＷ·ｈ，若单独采用机械压缩制

冷系统供冷，取ＣＯＰ＝３．１６
［１６］，则制取相等冷量时，机械压缩系统需消耗电量约３１．７７ｋＷ·ｈ．因此，耦

合系统可节约８１％左右的电能，具有很好的节能效果．

６　结论

１）太阳能喷射系统与间接蒸发冷却系统耦合运行，在满足用户冷负荷需求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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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者的优势，相互弥补两者随室外气象条件变化不能连续运行的时间差问题．

２）在兰州地区，相比直接蒸发冷却，间接蒸发冷却系统更适于与太阳能喷射制冷系统结合，经间接

蒸发冷却器处理的室外空气送入室内后，其舒适度可达到一级标准．在满足温度要求的条件下，相对湿

度在４０％～６０％．且间接蒸发冷却器使用时间上的延长，有助于耦合系统性能系数的提高．由于间接蒸

发冷却过程为等湿降温过程．因此，之后，可将太阳能喷射与间接蒸发耦合制冷系统推广至中湿度地区．

３）在连续典型气象日内，耦合制冷系统的间接蒸发冷却子系统可为空调房间提供５５％的制冷量，

耦合系统综合性能系数ＣＯＰｍ 最大可达１３．６９，典型日内耗电量约５．９８ｋＷ·ｈ，在同等制冷量下，传统

机械压缩制冷需耗电量３１．７７ｋＷ·ｈ，即耦合系统节约电量８１％，显示出很好的节能效果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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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环刺!

纤溶酶的季节积累

及初步药效学

龙莎１，吕卓伦１，李小红２，宋伟杰３，王立强１

（１．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广州优米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０；

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２１１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　研究单环刺"

纤溶酶（ＵＦＥ）的季节累积规律，并验证 ＵＦＥ的药效学．首先，将不同季节采收的单环

刺
"

体腔液通过离心、葡聚糖凝胶过滤、阴离子交换层析等工艺进行分离、提纯，获得单一组分．然后，使用聚

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测定 ＵＦＥ的相对分子质量，用Ｆｏｌｉｎ?酚试剂法测定其活力．最后，通过体内、

外溶栓实验和大鼠脑中动脉栓塞模型来考察 ＵＦＥ的抗凝血和溶血栓作用．结果表明：从秋季批单环刺"

中

分离纯化的ＵＦＥ比活力达到１９４．５７ｎｋａｔ·ｍｇ
－１，纯化倍数为１７．９倍，回收率为１６．９％，与春季批、夏季批

结果相比有统计学意义．药效学实验证实：ＵＦＥ与尿激酶类似，能明显延长体外凝血时间，有效抑制体内血栓

形成；ＵＦＥ的活性与季节变化相关，具有季节累积性；ＵＦＥ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和溶栓作用，且无溶血毒性．

关键词：　单环刺"

；单环刺
"

纤溶酶；抗凝血；溶栓；季节累积性；药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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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Ｎｏ．２１１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ＬＡ，Ｈａ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ｏｃｙｃｌｉｃｓｔｉｎｇｆｉｂｕｌａｐｌａｓｍｉｎ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犝狉犲犮犺犻狊狌狀犻犮犻狀犮狋狌狊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ｓｉｎｅｎｚｙｍｅｓ（ＵＦＥ）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ｔｉｎｇｅｒｆｌｕｉｄ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ｗａ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ｘｔｒａｎｅｇｅｌ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ｉｏｎ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ＵＦＥｗａｓ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ＳＤＳ?ＰＡＧ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ＦＥ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Ｆｏｌｉｎ?ｐｈｅ

ｎｏｌｒｅａｇ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ＦＥ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犻狀狏犻狏狅ａｎｄ

犻狀狏犻狋狉狅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ｒａｔｂｒ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ｏｆＵＦ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犕狅狀狅犮犺犪犿狌狊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狌狊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ｗａｓ１１．６７２μｋａｔ·ｍｇ
－１，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ｆｏｌｄｗａｓ１７．９ｆｏｌ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６．９％，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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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ｔｃｈ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ｂａｔ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ａｔＵＦＥｗ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ｕｒｏｋｉ

ｎａｓ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ｌｏｔｔｉｎｇｔｉｍｅ犻狀狏犻狋狉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犻狀狏犻狏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ＵＦＥ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ｈａ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ＵＦＥ

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ｎｏｈｅｍｏｌｙｓｉｓ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犝狉犲犮犺犻狊狌狀犻犮犻狀犮狋狌狊；犝狉犲犮犺犻狊狌狀犻犮犻狀犮狋狌狊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ｓｉｎｅｎｚｙｍｅｓ；ａｎｔｉｃｌｏｔｔｉｎｇ；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单环刺
"

个体肥硕，体壁肌养分丰富，是我国北方黄海、渤海沿岸潮下带浅水区底栖生物的常见物

种［１?２］，科学家从其内脏中分离出了
"

速激肽Ⅰ?Ⅷ、血凝素、腺苷酸酶等蛋白活性物质
［３?７］．Ｗａｎｇ等

［８］在

２００６年第一次从单环刺"

体腔液和内脏混合物中分离纯化出了一种纤溶酶组分．中国海洋大学生物活

性物质实验室相继从单环刺
"

中分离出一系列纤溶酶组分，并进行了其活性、药效学等的研究，证实

ＵＦＥ具有良好的溶栓活性及生物安全性
［９］．现有关于单环刺"

纤溶酶（ＵＦＥ）的基础研究及药效学的研

究比较凌乱，缺乏系统性．Ｖｒｉｊｍｏｅｄ等
［１０］曾报道季节动态变化会影响海洋真菌中胞外漆酶的活性，而

关于ＵＦＥ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尚无报道．在一年４季的季节更迭之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交替是一

个连续的循环变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体的生命活动随着季节的节律性变化也会发生复杂的内源性

变化．本文选择春分、夏至、秋分作为３个季节的典范
［１１］，通过多指标综合分析环境变化影响下单环刺

"

体内纤溶酶的积累规律．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材料

１）实验动物．单环刺"

（
"

虫动物门、
"

纲、无管
"

目、刺
"

科、刺
"

属，山东青岛黄岛海域）５４０只，

清洁级，体质量（４０±１０）ｇ；新西兰白兔１０只，清洁级，体质量（２±０．５）ｋｇ（福建省厦门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动物许可证号：ＳＹＸＫ（闽）２０１３?０００７）；昆明小鼠，无特定病原体（ＳＰＦ）级，６～８周龄，体质量（２０

±２）ｇ，雌雄各半（福建省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ＳＹＸＫ（闽）２０１３?０００６）；ＳＤ大鼠，ＳＰＦ

级，体质量（２００±２０）ｇ，雌雄各半（福建省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ＳＹＸＫ（闽）２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２）试剂．Ｑ?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ＦａｓｔＦｌｏｗ，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７５，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上海源叶生物）；牛纤维蛋白原、

牛凝血酶（高活力，大于３３．３４ｔｚｋａｔ·ｍｇ
－１）（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尿激酶（８３３．５μｋａｔ·ｍｇ

－１，上海碧云

天生物试剂）；Ｎ，Ｎ′?甲叉双丙烯酰胺（北京克拉玛依试剂厂）；琼脂糖，分析纯（德国Ｓｅｒｖａ公司）；超低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蛋白（３．４～１００．０ｋｕ，北京普朗塞生物科技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３）仪器．Ｒａｙｔｏ２１００ｃ型酶标仪（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ＣｖｏａｙＭｉｎｉＰ４型电泳仪（北京

六一仪器厂）；Ａｋｔａ自动液相分析仪（上海通用电器医疗集团）．

１．２　犝犉犈季节累计规律

１．２．１　单环刺#

分组及干预方法　分别选择春分、夏至、秋分前后３天采收样品，各季节购买的单环刺

"

的采购日期分别为２０１７０３１９批、２０１７０３２０批、２０１７０３２１批；２０１７０６２０批、２０１７０６２１批、２０１７０６２２批；

２０１７０９２２批，２０１７０９２３批、２０１７０９２４批，每批分６组，每组１０只．购买的单环刺"

分别在当时环境下海

水养殖２４ｈ，于次日中午１２点获取体腔液，－８０℃冻存２４ｈ后使用．

１．２．２　ＵＦＥ的提取纯化　分别取不同批次单环刺"

体腔液于４℃ 条件融化，３９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６０

ｍｉｎ，收集上清液，通过质量分数为９０％，５０％的两个硫酸铵溶液进行透析除盐实验．上清经０．４５μｍ微

孔滤膜处理后，上样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７５凝胶柱以双蒸水洗脱，收集凝胶柱最上层的淡黄色条带组分，－８０

℃冷冻干燥，获得粗酶制品．将冻干产物用０．０２ｍｏｌ·Ｌ－１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溶解后，上样Ｑ?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

离子交换柱以０．３ｍｏｌ·Ｌ－１ＮａＣｌ及０．０２ｍｏｌ·Ｌ－１Ｔｒｉｓ?ＨＣｌ的缓冲液梯度洗脱，流速控制为１ｍＬ·

ｍｉｎ－１，分部收集洗脱液，装入３５００Ｄ型透析袋，以双蒸水为外相去离子后，冷冻干燥．冻干产物用双蒸

水溶解后，２％的柱体积上样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凝胶柱以双蒸水洗脱，流速控制同上，收集流出组分．采用

二喹啉甲酸（ＢＣＡ）法进行穿透组分光密度（犇）值的测定，冷冻干燥得纯化酶制品．

４８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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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ＵＦＥ活力的测定　参考文献［８］方法，以酪蛋白为底物，采用Ｆｏｌｉｎ?酚试剂法测定酶活力．酶活

力单位定义为：在３７℃，ｐＨ＝７．８条件下，每分钟水解出相当于１μｇ酪氨酸的酶量（１个酶活力单位）．

标准曲线公式：犢＝１０２．６５犡－０．２１４３，犚２＝０．９９９８．酶比活力是在特定条件下，单位质量蛋白质所具

有的酶活力单位数．比活力为每毫克蛋白质所具有的酶活力单位数，一般用ｋａｔ·ｍｇ
－１蛋白质表示．

１．２．４　ＵＦＥ组分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依照参考文献［６］，采用ＳＤＳ?ＰＡＧＥ（质量分数为５％浓缩胶，

质量分数为１２％分离胶）凝胶，以低相对分子质量标准蛋白（３．４～１００．０ｋｕ）为标准，测定纯化组分的

相对分子质量．

１．３　犝犉犈初步药效学验证实验

１．３．１　体外药效学实验　实验设置质量分数为０．９％生理盐水为阴性对照组，尿激酶为阳性对照组，

ＵＦＥ为实验组，质量浓度设置分别为０．７００，０．３５０，０．１７５ｍｇ·ｍＬ
－１．取灭菌试管１５支分别加入酶液

１．０ｍＬ，新西兰兔肌注异氟烷，待完全麻醉后心脏取血，新鲜血液立即以每支１．０ｍＬ加入灭菌试管，震

荡混匀后３７℃恒温水浴中静置３ｈ，每组设置３个平行组．３ｈ后将栓块取出，用质量分数为０．９％的

ＮａＣｌ溶液洗净，滤纸吸去多余水分，观察拍照，各自称量．

１．３．２　体外溶栓实验　实验设质量分数为０．９％生理盐水为阴性对照组，尿激酶为阳性对照组，ＵＦＥ

为实验组，质量浓度设置分别为０．７００，０．０７０ｍｇ·ｍＬ
－１．新西兰兔耳缘静脉取血，新鲜血液立即以每

支１．０ｍＬ加入灭菌试管，静置２ｈ至血液凝固，各管对应加入待测溶液１．０ｍＬ．于３７℃恒温振摇，观

察各试管栓块的大小、颜色变化，每组设置３个组．１８ｈ后将栓块取出，用质量分数为０．９％的ＮａＣｌ溶

液洗净，滤纸吸去多余水分，观察拍照，各自称量．

１．３．３　体内药效学实验抗凝实验　将小鼠以８只为一组随机分为５组．以小鼠体液约１．５ｍＬ计算

ＵＦＥ剂量，用质量分数为０．９％注射用生理盐水将ＵＦＥ冻干粉配制成高剂量组（５．２５０ｍｇ·ｍＬ
－１）、

中剂量组（２．６２５ｍｇ·ｍＬ
－１）、低剂量组（１．３１３ｍｇ·ｍＬ

－１）．向小鼠尾静脉注入实验组溶液（以每１０ｇ

体质量注入０．１ｍＬ溶液），给药２０ｍｉｎ后，摘小鼠眼球．凝血时间以用玻片法测定，无间断取血滴于载

玻片，用干燥毛细管拨动玻片上的血滴，记录出现血凝丝时的时间．

１．３．４　大鼠脑中动脉栓塞模型实验　取ＳＤ大鼠２４只，随机分成４组（生理盐水组、１０ｍｇ·ｋｇ
－１尿激

酶给药组、１０和５０ｍｇ·ｋｇ
－１ＵＦＥ给药组），腹腔注射１０％水合氯醛（液料比为０．４ｍＬ∶１００ｇ）麻醉

大鼠后，分离右侧颈外动脉，以肝素生理盐水溶液８３３．５ｍｋａｔ浸湿一根６ｃｍ的４号手术线后，插入其

中．９０ｍｉｎ后，拔出拴线，从大鼠尾静脉分别注射各受试溶液．２４ｈ后，对大鼠神经功能缺失体征评分．

评分后麻醉大鼠，取脑，做２，３，５?三苯基氯化四氮唑（ＴＴＣ）染色．

１．３．５　溶血与凝聚实验　取健康白兔血液，加入１０倍质量分数为０．９％的ＮａＣｌ溶液，１５００ｒ·ｍｉｎ
－１

离心１５ｍｉｎ，除去上清液．用质量分数为０．９％ＮａＣｌ溶液洗涤沉淀的红细胞清洗至上清液澄清透明．将

洗涤后的红细胞用质量分数为０．９％ＮａＣｌ溶液配制成质量分数为２％的混悬溶液；将ＵＦＥ用质量分数

为０．９％ ＮａＣｌ溶液制成０．１，０．５，１．０ｍｇ·ｍＬ
－１的酶溶液．取洁净玻璃试管１２支，编号１，１′号为０．１

ｍｇ·ｍＬ
－１的供试品管，２，２′号为０．５ｍｇ·ｍＬ

－１的供试品管，３，３′号为１．０ｍｇ·ｍＬ
－１的供试品管，４，

４′号为阴性对照管，５，５′号为阳性对照管，６，６′号为供试品对照管．其中１，２，３，４，５，６号为ａ组，其余为

ｂ组．实验试剂配置表，如表１所示．混匀后，在（３７±０．５）℃的恒温箱中温育３ｈ，观察有无溶血现象．

表１　实验试剂配置表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ｇｅｎｔ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配液
试管号

１，１′ ２，２′ ３，３′ ４，４′ ５，５′ ６，６′

犞（红细胞悬液）／ｍＬ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０

犞（ＮａＣｌ）／ｍＬ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５ ０ ４．７

犞（纯化水）／ｍＬ 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０

犞（供试品溶液）／ｍＬ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 ０ ０．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使用ＳＰＳＳ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均以珚狓±狊表

示，用ＬＳＤ法作两两对比，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犝犉犈季节累积考察结果

２．１．１　ＵＦＥ纯化结果　取每个季节的３批样品数据平均值，其中，春、夏、秋季批分别标记为第１，２，３

批，所得体内蛋白及纤溶酶活性结果，如表２所示（狀＝６）．由表２可知：在样品预处理条件相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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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比不同季节批次样品，第３批ＵＦＥ的比活力、回收率，以及纯化倍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１），其中，第３批活性最高，第１批最低；在由春分到秋分的季节变化中，ＵＦＥ活性呈升高趋势．表２

中：表示犘＜０．０５；表示犘＜０．０１．

表２　不同季节单环刺"

活性对比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批次 犿（总蛋白）／ｍｇ 总活力／ｎｋａｔ·ｍＬ－１ 比活力／ｎｋａｔ·ｍｇ
－１ 回收率／％ 纯化倍数

１ １５．２±１．０ １３６９．２１ ９０．０７ １１．５±０．９ １０．６±１．９

２ １５．４±０．４ １７７７．８２ １１５．３２ １３．２±０．３ １４．５±１．９

３ １３．０±０．６ ２５２９．６７ １９４．５７ １６．９±０．５ １７．９±２．９

２．１．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子量测试结果　ＢＣＡ法测定第２０１７０９２３批目标产物犇值的结果，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峰为单一洗脱峰．洗脱峰冻干产物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条带，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组分相

对分子质量在１１ｋｕ左右；参考文献［６］，文中方法分离纯化所得目标蛋白为单环刺"

纤溶酶系列同工

酶中的ＵＦＥⅣ．

　图１　第２０１７０９２３批目标产物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分子筛层析图谱　　图２　第２２０１７０９２３批目标产物电泳结果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ｅｖｅ　　　　　　　　　　Ｆｉｇ．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２０１７０９２３　　　　　　　　　　ｔａｒｇｅ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２２０１７０９２３

２．２　体内外抗凝及溶栓实验结果

２．２．１　体外抗凝与溶栓效果　３ｈ后抗凝实验血栓称量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ａ为尿激酶组；ｂ为

单环刺
"

纤溶酶组；ｃ为生理盐水组．由图３可知：不同质量浓度下ＵＦＥ给药组较阴性对照组抗凝效果

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与阳性对照组相比，ＵＦＥ抗凝效果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质量浓度为０．７００ｍｇ·ｍＬ
－１时，ＵＦＥ抗凝效果低于尿激酶；在低质量浓度０．３５０ｍｇ·ｍＬ

－１及

０．１７５ｍｇ·ｍＬ
－１下，ＵＦＥ抗凝效果高于尿激酶．

溶栓１８ｈ时称量血栓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在不同质量浓度下，ＵＦＥ给药组较阴性对照

组溶栓效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当ＵＦＥ为０．０７０ｍｇ·ｍＬ
－１时，溶栓

效果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当质量浓度为０．７００ｍｇ·ｍＬ
－１时，溶栓效果略低于尿激酶．

　图３　体外抗凝实验结果　　　　　　　　　　　　　　　　图４　体外溶栓结果

　　　Ｆｉｇ．３　犐狀狏犻狋狉狅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ｇ．４　犐狀狏犻狋狉狅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２．２　体内抗凝与溶栓效果　小鼠体内血液凝固时间，如图５所示．图５中：ＵＫ为尿激酶．由图５可

知：ＵＫ高剂量组与生理盐水组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高剂量的ＵＦＥ可明显延长凝血

时间．大鼠脑中动脉栓塞模型实验结果，如图６，７所示．由图６，７可知：与生理盐水组和尿激酶组相比，

ＵＦＥ高剂量组对大鼠脑中动脉栓塞症状缓解作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且高剂量组与低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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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存在较好的量效关系．

　　图５　小鼠体内　　　　　　　　图６　ＵＦＥ对大鼠　　　　　　　图７　ＵＦＥ对大鼠

　　抗凝实验结果　　　　　　　　　神经功能的影响　　　　　　　　脑梗死体积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ＦＥｏｎ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ＦＥ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ｍｉｃｅ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ｓ　　　　　ｉｎｆａｒｃｔ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ｒａｔｓ

２．２．３　溶血实验结果　３ｈ后溶血实验结果，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两组供试品管与阴性对照管中，

红细胞下沉，上清液无色澄明，轻轻晃动供试品管与阴性对照管，红细胞分散，重新形成混悬液，说明无

红细胞凝聚发生；阴性对照管中无溶血和凝聚发生，阳性对照中有溶血发生，两组供试品管在３ｈ内均

不发生溶血和凝聚，判断为ＵＦＥ溶血实验符合规定．

（ａ）１，２，３，４，５，６号试管　　　　　　　　（ｂ）１′，２′，３′，４′，５′，６′号试管

图８　温育３ｈ后溶血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Ｈｅｍｏ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３ｈ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抑制血栓形成一般有３条主要途径：１）抑制凝血因子发挥作用；２）抑制血小板的聚集、粘附、释放

功能；３）促进纤溶系统对不溶性或难溶性纤维蛋白原或纤维蛋白的失活或降解．体内外试验证明单环

刺
"

纤溶酶具有纤维蛋白溶解活性，可直接降解纤维蛋白和纤维蛋白原，还能明显延长血液凝固时间，

产生抗凝血作用［１２?１３］，而ＵＦＥ对血小板的功能是否有影响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溶栓药物主要是链激酶、尿激酶、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等．它们的药效机制是

将无活性的纤溶酶原激活为纤溶酶，继而水解血栓中的纤维蛋白而发挥其溶栓作用［１４?１５］，溶栓途径单

一，作用间接且见效慢．ＵＦＥ与其他纤溶酶不同，它通过多种分子途径发挥作用，且不存在无活性的酶

原形式，不活化纤维蛋白原，且对凝血因子无水解作用．

目前，国内外对于单环刺
"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体内生物肽的分析及蛋白重组的研究等方面，而关

于季节变化对ＵＦＥ等蛋白酶的影响未见报道．实验通过对３个季节间提取的总蛋白和 ＵＦＥ的各指标

进行差异性分析，得到不同季节实验数据．秋分组最高，春分组最低，且秋分组较其他组均升高，揭示单

环刺
"

内脏的功能活动与季节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故推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激

素水平调节［１６］有关．近来大量动物实验证明，季节变化能影响大鼠肺脏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

介素和ＩＦＮ?γ等细胞因子的活性，改变机体的正常平衡状态．

基于以上研究报道，后续将继续探究凝血因子、白细胞介素等细胞因子的季节变化规律．由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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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限，研究仅对与季节变化引起的直观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未考虑单环刺
"

自身生长周期对 ＵＦＥ季

节累积的影响．同时，在ＵＦＥ提纯过程中，实验前期摸索出的 ＵＦＥ的分离纯化工艺在一定程度上优于

现有工艺，但其缺点是无法对ＵＦＥ同工酶进行区分，无法判断 ＵＦＥ同工酶间的季节累积规律是否相

同，这些问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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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逆系统方法的混合有源电力

滤波器逐步反推滑模控制

"

玲英，王胡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逆系统方法的逐步反推（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策略．在明确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

（ＳＨＡＰＦ）的仿射非线性模型具有强耦合非线性特点后，利用逆系统方法进行线性化解耦，与原系统复合形成

２个独立的伪线性子系统．设计伪线性子系统建模和参数不确定性误差的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器．与传统

控制策略的仿真对比表明：所提控制策略可进一步提高ＳＨＡＰＦ的滤波性能．

关键词：　有源电力滤波器；逆系统方法；解耦；逐步反推滑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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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５?７］分别利用精确反馈线性化和逆系统方法对ＳＨＡＰＦ系统进行解耦，但在后续的控制器设计中，

均未考虑系统的外界干扰与参数的不确定性．吴忠强等
［８］将逆系统解耦作用于并网逆变器，提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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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系统建模误差的自适应模糊滑模控制策略，但因涉及模糊推理等复杂逻辑运算，仅限于仿真．本文针

对ＳＨＡＰＦ的谐波电流跟踪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逆系统方法的逐步反推（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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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ＳＨＡＰＦ 基础拓扑结构
［９］和犱狇同步坐标系下的系统模型，选取系统的状态变量狓＝

［犐犱 犐狇 犞Ｃ，犱
犞Ｃ，狇

犞ｄｃ］
Ｔ，输入变量犝＝［犝犱 犝狇］

Ｔ，输出变量狔＝［犐犱 犐狇］
Ｔ，建立的系统仿射非线

性模型为

狓＝犳（狓）＋犵（狓）犝，　　狔＝犺（狓）． （１）

其中：犳（狓）＝

（－犚ＰＦ犐犱＋ω犔ＰＦ犐狇－犞Ｃ，犱－犝犱犞ｄｃ＋犞Ｌ，犱）／犔ＰＦ

（－犚ＰＦ犐狇＋ω犔ＰＦ犐犱－犞Ｃ，狇－犝狇犞ｄｃ－犞Ｌ，狇）／犔ＰＦ

（犐犱＋ω犆ＰＦ犞Ｃ，狇）／犆ＰＦ

（犐狇－ω犆ＰＦ犞Ｃ，犱）／犆ＰＦ

熿

燀

燄

燅０

；犵（狓）＝

－犞ｄｃ／犔ＰＦ ０

０ －犞ｄｃ／犔ＰＦ

０ ０

０ ０

犐犱／犆ｄｃ 犐狇／犆

熿

燀

燄

燅ｄｃ

；犺（狓）＝

狔犱

狔
［ ］
狇

＝
犐犱

犐
［ ］
狇

．犔ＰＦ，犆ＰＦ，犚ＰＦ分别为无源滤波器的电感、电容、电阻；犐犱，犐狇 分别为犱狇坐标系下ＡＰＦ注入的

支路电流；犞Ｌ，犱，犞Ｌ，狇分别为犱狇坐标系下公共连接点的电压；犞Ｃ，犱，犞Ｃ，狇分别为犱狇坐标系下无源滤波器的

电容电压；犝犱，犝狇 分别为犱狇坐标系下系统的控制量；犞ｄｃ为直流侧电压；ω为系统同步旋转角频率．

由式（１）可知：ＳＨＡＰＦ系统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强耦合非线性系统．这种耦合非线性将导致绝

缘栅型双极晶体管（ＩＧＢＴ）管脚无法进行独立的控制，因此，直接设计控制器较为困难
［１０］．为此，采用逆

系统将原系统解耦，并与原系统复合形成伪线性子系统，从而可独立进行线性控制器的设计．

２　逆系统解耦

结合逆系统方法［１１］并参照文献［８］对并网逆变器解耦，推导ＳＨＡＰＦ系统的输入雅克比矩阵犃为

犃（狓，狌）＝



狌１
犔１犳（狓）犺１（狓）



狌２
犔１犳（狓）犺１（狓）



狌１
犔１犳（狓）犺２（狓）



狌２
犔１犳（狓）犺２（狓

熿

燀

燄

燅
）
＝
－犞ｄｃ／犔ＰＦ ０

０ －犞ｄｃ／犔
［ ］

ＰＦ

． （２）

　　当ｄｅｔ犃（狓，狌）＝犞
２
ｄｃ／犔

２
ＰＦ≠０时，犃为非奇异阵，系统的相对阶狉＝｛１，１｝．令狏１＝犔

１
犳（狓）犺１（狓），狏２＝

犔１犳（狓）犺２（狓），可得原系统的逆控制，即

犝犱 ＝ （犞Ｌ，犱－犚ＰＦ犐犱＋ω犔ＰＦ犐狇－犞Ｃ，犱－犔ＰＦ犞１）／犞ｄｃ，

犝狇 ＝ （犞Ｌ，狇－犚ＰＦ犐狇－ω犔ＰＦ犐犱－犞Ｃ，狇－犔ＰＦ犞２）／犞ｄｃ
｝． （３）

　　式（３）为ＳＨＡＰＦ的一阶逆系统．将此逆系统与原系统串联，整体上复合形成伪线性系统．此时，原

ＳＨＡＰＦ的强耦合非线性系统通过逆系统方法被转化为２个独立的线性子系统，其输入、输出关系为

狔１ ＝犞１，　　狔２ ＝犞２． （４）

　　在实际应用时，式（４）在表达输入与输出间的积分关系的基础上，通常会加入一阶滤波环节
［１２］，则

系统的传递函数变为

犌１（狊）＝１／（狊（狋狊＋１））＝１／（狋狊
２
＋狊）． （５）

３　犅犪犮犽狊狋犲狆狆犻狀犵滑模控制器的设计

ＳＨＡＰＦ系统进行逆系统解耦后，原系统被解耦为２个独立的伪线性子系统．因ＳＨＡＰＦ运行中存

在诸多外界干扰及参数的不确定性影响，故设计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器，以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令狔１＝狓１，狓２＝狓１，考虑由逆系统方法引起的建模误差和系统自身参数不确定引起的误差，记为Δ．

通常Δ为有界变量，有｜Δ｜≤珚Δ，则式（４）中的伪线性子系统可转化为

狓１ ＝狓２，　　狓２ ＝－狓２／狋＋犝１／狋＋Δ． （６）

０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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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狕１＝狓１－狓犱，ｒｅｆ，则狕１＝狓１－狓犱＝狓２－狓犱，ｒｅｆ．其中，狓犱，ｒｅｆ是由瞬时无功功率算法计算得到的输入电

流参考值的犱轴分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１３］为犞１＝狕

２
１／２，取狓２＝狕２＋狓犱－犮１狕１．其中，犮１ 为虚拟控制项，有

犞１ ＝狕１狕１ ＝狕１狕２－犮１狕
２
１． （７）

　　滑模面函数定义为σ＝犽１狕１＋狕２，其中，犽１＞０．可得

σ＝犽１狕１＋狕２ ＝犽１狕１＋狕１＋犮１狕１ ＝ （犽１＋犮１）狕１＋狕１． （８）

　　由于犽１＋犮１＞０，当σ＝０时，有狕１＝狕２＝０，犞１
·

≤０．由以上推导可知：当狕１＝狕２＝０时，李雅普诺夫能

量函数的导数犞１
·

＝０，并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因此，为了找到输入与李雅普诺夫函数之间的关系，再次

定义李雅普诺夫函数，即

犞２ ＝犞１＋σ
２／２． （９）

　　结合式（７）～（９），则输入狌与犞２
·

之间的关系为

犞２
·

＝犞１
·

＋σσ＝狕１狕２－犮１狕
２
１＋σ（犽１狕１＋狕２）＝

狕１狕２－犮１狕
２
１＋σ犽１（狕２－犮１狕１）＋（狕２＋狓犱－犮１狕１）／狋＋狌／狋＋Δ－狓̈犱＋犮１狕（ ）１ ．

（１０）

　　为此，设计的控制器为

狌＝狋－犽１（狕２－犮１狕１）－（狕２＋狓犱－犮１狕１）／狋－珚Δ·ｓｇｎ（σ）＋狓̈犱－犮１狕１－犺（σ＋β·ｓｇｎ（σ（ ）））．

（１１）

　　为保证犞２
·

≤０，将式（１１）代入式（１０），可得

犞２
·

＝狕１狕２－犮１狕
２
１－犺σ

２
－犺β狘σ狘＋Δσ－

珚Δ狘σ狘≤狕１狕２－犮１狕
２
１－犺σ

２
－犺β狘σ狘． （１２）

　　可将式（１２）转化为矩阵的二次型形式，则有

犣Ｔ犘犣＝犮１狕
２
１－狕１狕２＋犺犽

２
１＋２犺犽１狕１狕２＋犺狕

２
２ ＝犮１狕

２
１－狕１狕２＋犺σ

２． （１３）

　　结合式（１２），（１３），可得

犞２
·

≤－犣
Ｔ犘犣－犺β狘σ狘≤０． （１４）

　　为了使式（１４）成立，犘矩阵必须为正定矩阵．因此，求取犘的行列式为

狘犘狘＝犺（犮１＋犺犽
２
１）－ 犺犽１－１／（ ）２ ２

＝犺（犮１＋犽１）－１／４． （１５）

　　由式（１５）可知：选取合适的犺，犮１，犽１ 值，可保证犘的正定，即保证了犞２
·

≤０及系统的李亚普洛夫稳

定性．对于另一个伪线性子系统，其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器的设计也相同．

４　控制系统与仿真分析

４．１　控制系统的整体架构

因式（１１）的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律仅为控制信号量，无法作用于ＳＨＡＰＦ系统核心的逆变器部

分．所以，采用脉宽调制（ＰＷＭ）方法，将控制信号转化为脉冲开关量，以实现对ＳＨＡＰＦ输出电流控

制［１４１６］．对ＳＨＡＰＦ控制系统的整体架构，如图１所示．首先，采用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谐波检测算

法，得出谐波电流指令；然后，通过坐标变换得到谐波电流指令的犱轴与狇轴分量．为保持直流侧电压稳

定，采用ＰＩ调节器，将产生的有功电流增量Δ犐犱 叠加到谐波电流指令的犱轴分量上，从而形成犱轴与狇

轴的参考电流信号犐犱，ｒｅｆ与犐狇，ｒｅｆ．后续的控制是在对ＳＨＡＰＦ进行逆系统解耦的基础上，由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滑模控制实现对指令电流的跟踪．

４．２　犕犃犜犔犃犅／犛犐犕犝犔犐犖犓的系统仿真分析

４．２．１　仿真参数设计　明确控制系统的整体架构后，对主电路及控制系统的主要参数进行设计．系统

线电压为３８０Ｖ，电网电阻为０．３Ω，电网电感为０．５ｍＨ，直流侧电容为１０００μＦ．无源滤波器支路参

数：犆ＰＦ＝１００μＦ；犔ＰＦ＝２ｍＨ；犚＝０．２Ω．直流侧电压控制参数：犽狆＝０．２；犽犻＝０．００８．式（５）中的滤波时

间狋＝０．０１ｓ，系统的总误差设计为有界扰动Δ＝３ｓｉｎ（ω狋），则珚Δ＝３．式（１５）中的犮１＝１０，犽１＝２０，犺＝２０，

系统的旋转角频率ω＝２π犳＝１００π．

４．２．２　谐波电流补偿对比仿真分析　为验证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在同样的系统参数设计下，以典型的

１９５第４期　　　　　　　　#

玲英，等：采用逆系统方法的混合有源电力滤波器逐步反推滑模控制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１　控制系统整体架构图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不可控整流负载作为谐波源，将文献［５］提出的控制方法与文中所提的控制策略进行对比．未投入

ＳＨＡＰＦ时，系统的电流波形图和频谱分析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犕 为谐波含量；ＴＨＤ为波形畸变

率．对图２（ａ）中的特征波形做频谱分析，结果如图２（ｂ）所示．由图２（ｂ）可知：主要谐波含量为５，７，９，

１１，１３等频次谐波，其中，５次谐波的含量较高．因此，无源滤波器应调谐于２５０Ｈｚ，从而可验证无源滤

波支路参数设计的正确性．

（ａ）电流波形图　　　　　　　　　　　　　　　　　　（ｂ）电流频谱图

图２　滤波前一相电流波形及频谱图

Ｆｉｇ．２　Ｏｎ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ｆｏ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投入基于精确反馈线性化的滑模控制的ＳＨＡＰＦ后
［５］，系统的电流波形图和频谱分析图，如图３所

示．由图３可知：该方法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其ＴＨＤ降为６．２９％，说明对ＳＨＡＰＦ系统进行线性化处理

是很有必要的．但该方法对ＳＨＡＰＦ系统精确性的要求，以及忽略后续控制器设计中对线性化处理过程

中的误差会影响系统的谐波抑制性能．

（ａ）电流波形图　　　　　　　　　　　　　　　　　（ｂ）电流频谱图

图３　投入基于反馈线性化滑模控制的ＳＨＡＰＦ后的一相电流波形及频谱图

Ｆｉｇ．３　Ｏｎ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ＡＰＦｗｉｔｈ

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投入基于文中所提控制策略的ＳＨＡＰＦ后，系统的电流波形图和频谱分析图，如图４所示．由图４

可知：文中方法相比图３所示的滤波效果更优，其ＴＨＤ降为４．４９％，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４９－９３《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的要求．

２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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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电流波形图　　　　　　　　　　　　　　　　　（ｂ）电流频谱图

图４　投入文中所提控制策略后的一相电流波形及频谱图

Ｆｉｇ．４　Ｏｎ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ｏｆ

ＳＨＡＰＦ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４．２．３　谐波动态跟踪与直流侧电压稳定仿真分析　对基于所提控制策略的ＳＨＡＰＦ的谐波抑制性能

和直流侧电压稳定进行动态分析．谐波动态补偿效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在负载谐波电流突然变

大时，ＳＨＡＰＦ对谐波电流进行了良好的跟踪；在０．０２ｓ内，实现完全的谐波补偿．谐波电流动态变化

时，直流侧的电压波形，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在０．０５ｓ时，直流侧电压达到稳态９００Ｖ；当２次谐波

电流突增时，有电压暂降现象；但在０．０３ｓ内，又恢复到稳态．这可能是由于ＳＨＡＰＦ补偿的谐波电流

包含部分的有功分量，在谐波电流突增时，对有功分量的需求变大，ＳＨＡＰＦ为满足该需求，将直流侧能

量输出，直流侧能量减小，表现为电压的暂降．因此，该现象为正常现象，符合能量守恒定理．

　　图５　谐波动态补偿效果图　　　　　　　　　　　　图６　直流侧电压动态响应图

Ｆｉｇ．５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６　ＤＣｓｉｄ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５　实验验证与分析

为了证明文中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与正确性，搭建 ＳＨＡＰＦ 系统的 实验样机，选取

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ＰＧＦＡ的 ＤＳＰ为主控芯片，ＦＳ１００Ｒ１２ＫＴ４Ｇ 的ＩＧＢＴ 作为功率器件，直流侧选取

ＣＤ２９Ｈ型电解电容，直流侧电压设定为７２０Ｖ．利用泰克ＤＯＰ２０２４型电子示波器对直流侧电压及滤波

前后的电流进行测试，如图７～９所示．对比图８，９可知：基于文中所提控制策略的ＳＨＡＰＦ具有一定的

谐波抑制性能，证明该策略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在ＳＨＡＰＦ实际运行时，通常是利用ＩＧＢＴ对直流侧电

图７　直流侧电压波形　　　　　图８　滤波前系统电流波形　　 　　　图９　滤波后系统电流波形　

　Ｆｉｇ．７　ＤＣｓｉｄｅｖｏｌｔａｇｅ　　　　Ｆｉｇ．８　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Ｆｉｇ．９　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ｂｅｆｏ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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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不可控整流方式进行充电，达到一个稳定的电压值（６５０Ｖ），再运行ＳＨＡＰＦ，此时，直流侧电压会

逐渐上升达到设定值，这一过程体现控制的有效性．由图７可知：该图正是捕捉了该过程．在ＳＨＡＰＦ开

启时，直流侧电压在２０Ｖ左右出现尖峰，随后以固定速率上升；在４．５ｓ后，达到稳态７２０Ｖ．整个过程

无超调，与图６仿真结果相似．

４　结束语

设计并考虑建模误差与参数不确定性的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器，通过与基于精确反馈线性化的

滑模控制器设计方法的对比仿真研究，证明对ＳＨＡＰＦ仿射非线性模型进行线性化处理的必要性．同时

也证明基于逆系统方法的有源电力滤波器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滑模控制策略可提高ＳＨＡＰＦ谐波抑制性能，

具备良好的鲁棒性与动态响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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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亮通道先验的低照度

图像增强算法

贾存坤，戴声奎，卫志敏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市移动多媒体通信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低照度彩色图像亮度偏低、对比度差等问题，提出基于亮通道先验的低照度图像增强算法．首先，

分析Ｒｅｔｉｎｅｘ算法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亮通道先验．然后，将原ＲＧＢ彩色图像转换到 ＨＳＶ彩色空间，对亮

度分量犞使用亮通道先验和引导滤波估计光照分量和反射分量，并且采用自适应对数校正对光照分量进行

提升．最后，将增强后的图像转换到ＲＧＢ彩色空间．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快速有效，能够很好地提升图像整

体亮度和对比度，图像细节得到增强，克服了颜色失真和光晕等问题，增强后的彩色图像更为明亮、自然．

关键词：　图像增强算法；亮通道先验；引导滤波；自适应对数校正；ＨＳＶ彩色空间；Ｒｅｔｉｎｅ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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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导致采集图像出现亮度偏低、细节模糊、色彩饱和度偏低及偏色等降质问题，给计算机视觉系统

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因此，对低照度彩色图像的增强处理和研究很有必要．许多学者已对此进行了相

关研究［１１０］．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亮通道（ＢＣ）先验的低照度图像增强算法．

１　相关工作及分析

１．１　多尺度中心环绕犚犲狋犻狀犲狓算法

单尺度中心环绕Ｒｅｔｉｎｅｘ算法，较其他Ｒｅｔｉｎｅｘ算法，操作相对简单，运算速度更快．该算法指出，图

像的光照分量是空间平滑的，对应的是图像的低频分量，相应反射分量对应图像的高频分量（即图像细

节）．因此，可以对原图像进行低通滤波（大多用高斯滤波）估计光照分量．然后，原图像与估计出的光照

分量做除法，得到反射分量，即增强图像，其表达式为

犚（狓，狔）＝犛（狓，狔）／犔（狓，狔），　　犔（狓，狔）＝犉（犛（狓，狔））． （１）

式（１）中：（狓，狔）为图像像素的二维坐标；犛（狓，狔）为原图像；犔（狓，狔）为光照分量；犚（狓，狔）为反射分量，即

增强后的图像；犉（·）为低通滤波器．

基于单一平滑参数的单尺度 Ｒｅｔｉｎｅｘ算法无法同时保证细节增强与颜色保真．当单尺度的平滑参

数较小时，细节增强效果较好，但颜色保真能力较差；当其平滑参数较大时，颜色保真能力较好，但细节

增强效果较差．多尺度Ｒｅｔｉｎｅｘ算法（ＭＳＲ）能够改善这一问题，该算法采用不同的尺度参数进行线性加

权平均，实现细节增强与颜色保真之间的平衡．一般情况下，ＭＳＲ取高、中、低３个不同的尺度参数．

１．２　传统算法的缺陷分析及改进

基于Ｒｅｔｉｎｅｘ理论的图像分解，关键在于光照分量的估计，一般是采用低通滤波器对原图像进行滤

波估计光照分量，继而得到反射分量．众所周知，反射分量是由成像物体的特性决定的，取值介于０（全

吸收）和１（全反射）之间．而在采用低通滤波器对得到的反射分量，可发现反射分量的数值约５０％，大于

１，使增强后的图像细节信息有较多损失．因此，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为了避免反射分量大于１的情况，必须要保证原图像不大于光照分量．因此，文中在原来基础上增

加新的先验信息，即亮通道先验．该先验条件具体有以下３个原则．

１）对于ＲＧＢ图像，根据Ｒｅｔｉｎｅｘ理论，ＲＧＢ图像的３个颜色通道的光照分量是相同的，只是３个

颜色通道的反射系数不同．因此，选取颜色通道中最大值估计光照分量．

２）根据图像空间连续性原则，在同一邻域内，像素值是稳定平滑的，那么邻域内它们的光照分量应

该是相同的，这时选取邻域中最大的像素值估计该邻域的光照分量．

３）对于边缘处，若采用空间连续原则，那么就会出现光晕效应．针对该问题，再次在邻域内进行最

小值滤波，这样边缘处的光晕效应被抵消掉，且非边缘的区域依然保持不变．

采用亮通道估计光照分量，其数学表达式为

犔（狓，狔）＝ ｍｉｎ
Ω（狓，狔）

（ｍａｘ
Ω（狓，狔）

（ｍａｘ
犮∈｛狉，犵，犫｝

犛犮（狓，狔）））． （２）

式（２）中：Ω（狓，狔）是以像素（狓，狔）为中心的邻域；犛
犮（狓，狔）是原图像的ＲＧＢ彩色图像．

这种算法因为是在邻域内进行操作，得到的光照分量有明显的块效应，图像边缘被模糊，整体模糊

程度不够．因此，文中采用引导滤波再次对图像进行保边滤波，对光照分量进行细化，其数学表达式为

犔′（狓，狔）＝ｇｕｉｄｅｄｆｉｌｔｅｒ（犔（狓，狔））． （３）

式（３）中：ｇｕｉｄｅｄｆｉｌｔｅｒ（）为引导滤波器
［８］．

２　低照度增强算法

２．１　反射分量的估计

文中算法先将原图像转换到 ＨＳＶ彩色空间处理，在 ＨＳＶ彩色空间中，只需要对亮度分量犞 进行

处理．其中，犞分量的数学表达式为

犞（狓，狔）＝ ｍａｘ
犮∈｛狉，犵，犫｝

犛犮（狓，狔）． （４）

　　显而易见，在ＨＳＶ彩色空间对图像进行处理不仅颜色不易失真，而且运算更简便．由于犞 分量是

６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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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图像，且已是原图像ＲＧＢ颜色通道的最大值，将式（４）带入式（２），（３）中，得到光照分量犔′（狓，狔），

再由式（１）得到反射分量犚（狓，狔）．

图像反射分量的比较，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图１（ｂ），（ｃ）的细节模糊，亮度偏高；图１（ｄ）的效果

细节清晰、自然．虽然在一些场合下，可以直接采用文中算法所得到的反射分量图像，但该算法得到的图

像与预期的理论图像有一些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光照分量处理．

（ａ）原图像 （ｂ）高斯滤波 （ｃ）引导滤波 （ｄ）文中算法

图１　图像反射分量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ｓ

２．２　光照分量的自适应对数校正

Ｒｅｔｉｎｅｘ理论估计光照分量，是基于假设为先验的，是一个病态问题求解．因此，该方法所求的反射

分量并非是预期的理想增强图像，需对光照分量再进行处理，最后，合成增强的图像．目前，针对低照度

算法整体偏暗的特点，大多数采用对数或Ｇａｍｍａ校正，使图像的亮度明显提升，对比度增强．然而，这

种单一的校正却忽略图像本身较亮的部分，使图像中原本较亮的部分也被增强了，反而失去了亮部的细

节信息．文献［１１］针对此问题，先给定一个固定阈值，把图像分割成暗区与亮区，对两个区域采用不同的

亮度调节，使暗区和亮区的灰度级都得到拉伸．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自适应亮度校正，具体做法如下．

１）先求出光照分量中暗部像素的均值，采用全局阈值处理，把图像的暗部分割处理，求其均值，再

求出自适应阈值狋，即

狋＝１－ｍｅａｎ（犔ｄａｒｋ）． （５）

　　２）根据阈值将图像分割成暗区与亮区，分别采用不同的映射，其函数表达式为

犔′（狓，狔）＝
犠Ｌ·ｌｏｇ（犔（狓，狔）＋１），

－犠Ｈ·ｌｏｇ（犇－犔（狓，狔））＋ｌｏｇ犇
｛ ，

　　
犔（狓，狔）≤狋，

犔（狓，狔）＞狋．
（６）

犠Ｌ ＝

狋
犇－１

·ｌｏｇ犇

ｌｏｇ（狋＋１）
，　　犠Ｈ ＝

（１－
狋

犇－１
）·ｌｏｇ犇

ｌｏｇ（狋－１）
． （７）

式（６），（７）中：犇是图像的灰度级动态范围，对于８位图像系统，其值为２５６．犠Ｌ 和犠Ｈ 分别表示为暗区

　图２　光照分量的自适应对数校正

　Ｆｉｇ．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与亮区的权值系数．

光照分量的自适应对数校正，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对

于图像中的高亮部分，其表现在图的右边区域，特别是对那些

高动态图像，其高亮部分明显集中在图的右边很靠近１的位

置，一般在０．７～１．０．这时，若采用线性的恒等映射，其数值保

持不变；若采用Ｇａｍｍａ校正，其数值会变得更大，而且动态范

围进一步缩小；采用文中方案，采用Ｓ型曲线，在对暗部亮度

提升的同时，对于高亮部分，既可以降低其数值，又使其在动

态范围上进一步拉伸，可以显示更多的细节信息．

２．３　增强图像的恢复

将处理后的反射分量和光照分量相乘，恢复增强后的图

像，其数学表达式为

犞′（狓，狔）＝犔′（狓，狔）×犚（狓，狔）． （８）

　　最后，将犞′（狓，狔）替换原图像ＨＳＶ彩色空间的犞（狓，狔）分量空间，并将增强后的 ＨＳＶ彩色空间转

换到ＲＧＢ彩色空间中，得到最终的增强图像．

７９５第４期　　　　　　　　　　　　 贾存坤，等：采用亮通道先验的低照度图像增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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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文中算法的有效性与先进性，在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双核，主频为２．５ＧＨｚ）上，对几

幅不同场景的彩色图像进行测试，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增强图像动态范围得到压缩，提高图像全局

亮度，细节清晰，特别是对亮度细节信息的增强，且增强图像整体自然，说明文中算法的有效性．

（ａ）场景１ （ｂ）场景２ （ｃ）场景３　

　（ｄ）场景１增强效果图 （ｅ）场景２增强效果图 （ｆ）场景３增强效果图　　

图３　文中算法对不同场景的增强效果

Ｆｉｇ．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

采用文中算法与 ＭＳＲＣＲ算法，Ｍ．Ｅｌａｄ算法分别对同一低照度图像增强效果进行对比测试，结果

如图４，５所示．

　（ａ）原图像 （ｂ）ＭＳＲＣＲ算法 （ｃ）Ｍ．Ｅｌａｄ算法 （ｄ）文中算法

　（ｅ）原图像局部放大 （ｆ）ＭＳＲＣＲ算法局部放大 （ｇ）Ｍ．Ｅｌａｄ算法局部放大 （ｈ）文中算法局部放大

图４　３种算法增强效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原图像 （ｂ）ＭＳＲＣＲ算法 （ｃ）Ｍ．Ｅｌａｄ算法 （ｄ）文中算法

图５　３种算法增强效果比较

Ｆｉｇ．５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４，５可知：３种算法对原图像在亮度上都有所提升，但是 ＭＳＲＣＲ算法所处理的图像颜色有所

失真，细节模糊，白色柱子边界处还不同程度地出现光晕现象，图像整体有种被冲淡的感觉；Ｍ．Ｅｌａｄ算

法虽然整体效果较好，但是对原图像的较暗处的亮度提升不够明显，导致细节信息被掩盖，对比度较差，

８９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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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边界处有梯度反转，整体不够自然，而且颜色不够艳丽；而文中算法亮度提升最为明显，细节清晰、

对比度强、颜色艳丽、不失真，且有效地克服了光晕和伪影现象，很好地抑制了噪声．

为了客观地评价文中算法的有效性，采用图像均值、对比度、信息熵、彩色熵处理时间等客观评价参

数，对图４，５中不同算法的增强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图４，５的分辨率均为１３１２ｐｘ×２０００ｐｘ．增强结果

客观性能对比，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狋为处理时间．由表１可知：３种算法对亮度提升都很明显，文中算

法亮度提升最为明显．文中算法与 Ｍ．Ｅｌａｄ算法图像的标准差（即图像的对比度）都较高，说明文中算

法与 Ｍ．Ｅｌａｄ算法能够很好提升图像的对比度．文中算法与 Ｍ．Ｅｌａｄ算法信息熵（即图像的细节表现

力）数据较高，说明文中算法很好地处理图像细节．文中算法与 Ｍ．Ｅｌａｄ算法彩色熵（评价彩色图像的

颜色增强程度）较高，说明文中算法在颜色增强方面有很好的效果．综合各个参数，文中算法远优于

ＭＳＲＣＲ算法的增强处理，效果与 Ｍ．Ｅｌａｄ算法接近，但 Ｍ．Ｅｌａｄ算法在处理时间上远高于文中算法．

表１　增强结果客观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算法
均值

图４　　　图５

标准差

图４　　　图５

信息熵

图４　　　图５

彩色熵

图４　　　图５

狋／ｓ

图４　　　图５

原图 ５７．０９６８ ５４．６７３１ ６０．９５５５ ３４．１８２８ ６．９７０９ ６．８４１３ ２１．００８５ ２０．４１１０ － －

ＭＳＲＣＲ１２４．５８４１１２５．８９５９ ５６．４６８８ ４９．６４７４ ６．５４９５ ７．４８５８ １９．８７２１ ２２．５３３２ ６．９１９８ ５．０９１８

Ｍ．Ｅｌａｄ １０１．０３１９１０８．７３４８ ６９．３５０４ ５６．１６２６ ７．６１０２ ７．６４３１ ２２．９７３３ ２２．９０３４１０６．３７４６ ９７．５１１０

文中 １２０．１８９６１１９．０９５０ ７０．０３１４ ５８．２７２０ ７．６４５４ ７．５８７２ ２３．１９７７ ２２．８０１８ ５．７１１５ ４．８５６７

４　结束语

分析传统增强算法的缺陷，提出亮通道先验估计光照分量和反射分量，进一步对光照分量进行自适

应对数校正．通过效果测试和不同算法增强效果对比，验证了文中算法在提升全局亮度的同时，能克服

光晕效应，抑制随机噪声，增强后的图像细节清晰、颜色艳丽、无失真、处理速度快，具有很好的视觉效

果．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低照度图像的噪声，文中算法去噪效果有限，这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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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有效检测应用中的二阶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ＱＬ）注入漏洞，提出一种动静结合的检测方法．通过静

态分析获取持久存储信息，解决动态分析无法处理的 Ｗｅｂ应用多阶段间逻辑联系问题．通过动态分析获取元

数据，解决静态分析无法定位污点信息持久存储位置的问题．通过模糊测试验证疑似漏洞，降低误报率．实验

结果表明：该检测方法能够有效检测应用程序中存在的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相比于传统静态分析，检测精度

高、误报率低；相比于传统动态分析，实现对多阶漏洞的检测，优于已有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检测技术．

关键词：　漏洞检测；二阶结构化查询语言；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污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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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型数据库被广泛用于 Ｗｅｂ应用之中，然而它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威胁 Ｗｅｂ安全的主要

因素之一［１］．二阶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ｑｕ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ＱＬ）注入是一种新型 Ｗｅｂ漏洞，同一阶

ＳＱＬ注入技术一样，能够威胁客户端、服务器上的数据和系统的安全
［２］．传统检测方法不能有效对其进

行检测．因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广泛存在于 Ｗｅｂ应用中．近些年，二阶ＳＱＬ注入逐渐替代传统ＳＱＬ

注入技术成为黑客行为的突破口．因此，对于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的检测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３?５］．Ｗｅｂ漏

洞检测技术主要有动态、静态和动静结合３种方法．动态分析的主要技术为模糊测试，如Ｓｗａｒｕｐ等
［６］

对通过爬虫找到的可控参数发送大量测试用例，并分析应用的异常检测漏洞．动态分析虽然实施部署简

单，误报率低，但也存在测试效率低、覆盖度不高等问题．并且这种针对单一注入点进行检测的方式无法

有效处理 Ｗｅｂ应用多阶段之间的联系，不能检测出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早期的静态分析技术，如

ＩＴＳ４
［７］只是简单地在源代码中寻找危险函数的调用，误报率非常高，需要大量的人工分析其检测结果．

以Ｇｒａｕｄｉｔ
［８］为代表的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寻找漏洞的技术，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测的灵活性，但

是依然需要大量人工参与．基于数据流的污点分析技术，如Ｐｉｘｙ
［９］是静态分析检测 Ｗｅｂ漏洞技术成熟

的标志．Ｄａｓｈｉｅｓ等
［４］实现了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检测工具ＲＩＰＳ，但是在检测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时，仍

然存在２个问题：无法准确定位污染数据的中间存储位置和无法判断污染数据到达危险函数前是否经

过有效过滤．静态分析有覆盖面广、效率高的优点，但是误报率和漏报率高，尤其是不能准确检测多阶漏

洞．动静态结合是一种新兴技术，很好地解决了一些在单独使用动态或静态分析时的问题．潘古兵等
［１０］

提出了一种基于静态分析和动态检测的方法，但是检测方法没有考虑到多阶漏洞的情况，不适用于二阶

ＳＱＬ注入漏洞的检测．闫露
［５］提出了一套基于动静态结合分析技术的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检测系统，但

是这种检测方式只适合把完整ＳＱＬ语句写在一条语句中，并且同时拼接了污点信息的情况．因此，存在

过高的漏报率，且需要大量人工分析．本文提出一种动静结合的检测方法，可以有效检测 Ｗｅｂ应用中的

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

１　相关技术

文中检测对象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是一种兼具污点传播和多阶段的特性的新型漏洞，这也是现有

方法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检测的原因．

１．１　二阶犛犙犔注入漏洞

ＳＱＬ注入漏洞的应用允许攻击者把ＳＱＬ代码插入到用户的输入参数中，再将这些参数传递给后

台数据库服务器解析并执行．二阶ＳＱＬ注入则把用户输入的ＳＱＬ代码先存储到计算机磁盘中，再间接

传递给数据库服务器．二阶ＳＱＬ注入是污点传播型漏洞，即污点信息从用户输入流向安全敏感函数．

相比于传统ＳＱＬ注入有多阶特性，即在应用程序内部污点信息不会直接流向安全敏感函数，而是

流经计算机上的持久存储（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ｅｓ，ＰＤＳ）．ＰＤＳ是计算机磁盘上的文件，包括数据库、ｓｅｓ

ｓｉｏｎ和其他格式的文件．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的检测难点在于数据库形式的ＰＤＳ．ＳＱＬ语法允许以显式

或隐式的方法（语句是否包含字段名）读写数据库．如果源程序混合使用了隐式的读取或写入，就会造成

数据的存储与读取程序点之间仅有逻辑上而无源代码中明确的数据流联系．因此，使用静态分析技术检

测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时，污点信息流向持久存储后就会断掉，不能完整地跟踪污点传播的整个过程．

１．２　数据流分析技术

控制流图（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ｇｒａｐｈ，ＣＦＧ）是一种反映应用程序逻辑控制流程的有向有根图
［１１］，可以表

示为

犌＝ （犖，犈，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上式中：犖 为应用程序中所有基本块组成的集合；犈为控制流程图中边的集合；ｅｎｔｒｙ和ｅｘｉｔ分别表示

控制流程图中唯一的入口和出口节点，表示控制流的开始和结束．基本块是由顺序执行的指令组成的最

长序列，每条边连接两个基本块，代表控制流从一个基本块到另一个基本块的转移．

数据流分析是一种获取沿着应用程序执行路径流动信息的技术［１２］．ＫＩＬＤＡＬＬ
［１３］提出数据流分析

框架，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数据流分析的核心理论，其理论基础是格理论，应用到数据流分析是半格理论．

定义１　半格犔是一个３元组，犔＝（犞，≤，∪）．其中，犞 是一个偏序集；≤是定义在犞 上的一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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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系，满足自反性、反对称性和传递性；∪是定义在犞 上的一个二元交汇运算，满足等幂、可交换和结

合律．半格有一个顶元素，记为犜，且狓∈犞，犜∶犜∪狓＝狓；半格有一个底元素，记为⊥，且狓∈

犞，⊥∶⊥∪狓＝⊥．

定义２　数据流分析框架ＤＦ是一个３元组，ＤＦ＝（犇，犔，犉），其中，犇是数据流传播方向，分为沿着

控制流向前分析和逆着控制流向后分析；犔是一个半格；犉是在半格上从犞 到犞 的传递函数族．

由遍历控制流图可以获得体现程序所有可能执行路径的程序点序列．每一个程序点对应一个传递

函数，抽象应用执行当前程序点后，数据流分析中数据流值发生改变．所有程序状态的集合对应半格中

的偏序集犞．基本块是控制流图的节点，每一个基本块可能有多个前驱和后继基本块．记基本块Ｂ的任

意前驱和后继分别为犅ｐｒｅ和犅ｓｕｃｃ，记进入和离开基本块Ｂ的数据流值分别为ＩＮ［犅］和ＯＵＴ［犅］．在向后

的数据流分析中，基本块Ｂ的出口数据流值是所有后继基本块入口状态的并，传递函数犳Ｂ 模拟基本块

对入口数据流的影响计算出口数据流．由此可以得出一组数据流约束方程为

ＯＵＴ［犅］＝
，

∪ＩＮ［犅ｓｕｃｃ｛ ］，
　　
犅＝ｅｘｉｔ，

其他，

ＩＮ［犅］＝犳Ｂ（ＯＵＴ［犅］）． （１）

　　数据流分析就是求所有节点的数据流约束方程组的一组满足约束条件的最优解．

２　检测方法

ＰＨＰ是目前主要的 Ｗｅｂ编程语言之一，由于其灵活性，存在较多的漏洞．因此，文中以ＰＨＰ作为

检测语言，但所提出的检测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编程语言．

２．１　系统模型

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检测模型，如图１所示．模型由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部分组成．静态分析是检

图１　检测系统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测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包括前端生成应用程序源代

码的ＣＦＧ和后端的查找注入点、ＰＤＳ、触发点，以及

通过污点分析定位二阶ＳＱＬ的注入漏洞，并生成漏

洞报告．动态分析起到辅助作用，包括前期信息搜集

获取的元数据和后期漏洞的验证．

２．２　静态分析部分

检测模型主要针对ＰＨＰ语言，选用开源工具

ＰＨＰＰａｒｓｅｒ
［１４］，通过语法分析、语义分析等步骤生

成抽象语法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ｙｎｔａｘｔｒｅｅ，ＡＳＴ），并且该

工具提供一套对ＡＳＴ的遍历方法，方便生成ＣＦＧ．

在生成ＣＦＧ的同时，对当前基本块中语句进行抽象处理，并将信息保存到对应的基本块摘要中，该

文件中所有基本块的摘要组成当前文件的摘要．抽象处理包括分析赋值语句、引用语句、常量／变量定

义、方法、用户自定义函数／方法和系统函数．

如果当前节点是用户自定义函数／方法，则对其进行过程间分析，生成控制流图，并获得函数／方法

的摘要．如果函数／方法体中含有安全敏感函数，则对其参数进行向后分析．如果参数值最终来自于当前

函数或方法的形参，则将函数／方法及其形参加入到全局的用户自定义安全敏感函数变量中，并在调用

函数点处进行污点分析．如果参数值来自于污染源，则向检测结果中添加一条漏洞信息．其他情况视作

安全，不做任何处理．对于文件引入操作，如ｒｅｑｕｉ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等的分析类似于对函数／方法的过程间分

析，只是检测到安全敏感函数．当参值来源于一个未知变量时，在返回的结果中，这个未知变量代替函

数／方法中的形参，文件的分析结果保存到全局变量中的文件摘要中．

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数据流的污点分析追踪污点信息从污染源到安全敏感函数的流动，并借助元

数据分析ＰＤＳ补上被截断的数据流．数据流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即在静态分析过程中遇到数据库查询

函数（如ｍｙｓｑｌ＿ｑｕｅｒｙ）时，分析ＳＱＬ查询字符串的类型．如果向数据库中写入数据，且拼接了污点信

息，则将当前查询字符串所指向的存储位置（表＋字段）存入静态分析系统的ＰＤＳ变量中，以备下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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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流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ａｔａｆｌｏｗ

询使用．如果是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则获取当前查询字符

串中数据的存储位置，验证该位置是否在ＰＤＳ中，并将结

果存入当前块摘要．

数据流分析框架的半格犔中值域集合定义为

犞 ＝ ｛（ｖａｒ，ｐｏｓ，ｓｔａ）｜ｖａ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ｏｓ∈Ｌｉｎｅ，ｓｔａ∈Ｓｔａｔｕｓ｝．

上式中：ｖａｒ是定义的变量；ｐｏｓ是变量的位置；ｓｔａ是变量

的状态信息．偏序≤为，集合交汇运算的底元素⊥为空，

顶元素犜为全集犞．传递函数犳ｔａｉｎｔ计算数据流为变量间的传递情况．

在向后的数据流分析中，入口数据流是基本块中产生的数据流和出口数据流减去基本块中杀死的

数据流的并．因此公式（１）中的入口数据流定义为

ＩＮ［犅］＝犳ｔａｉｎｔ（ＯＵＴ［犅］）＝ＧＥＮＢ ∪ （ＯＵＴ［犅］－ＫＩＬＬＢ）． （２）

　　对变量的赋值操作称为变量的定值，表现为变量出现在等号的左边，而出现在等号右边的变量则称

为对该变量的使用．在活跃变量分析中，对变量的定值相当于杀死该变量对应的数据流信息，记基本块

Ｂ中所有被定值的变量集合为ＤＥＦＢ．变量的使用相当于产生新的数据流信息，记基本块Ｂ中所有被使

用的变量集合为ＵＳＥ犅．通过变量的使用和定值计算得到更精确的公式，式（２）重新定义为

ＩＮ［犅］＝犳ｔａｉｎｔ（ＯＵＴ［犅］）＝ＧＥＮＢ ∪ （ＯＵＴ［犅］－ＤＥＦＢ）． （３）

　　检测到危险函数调用时，开始通过迭代的方式进行活跃变量数据流分析．以当前基本块作为分析开

始的出口基本块，安全敏感函数中的危险参数信息作为出口数据流信息．分析沿着控制流向后进行，当

分析到入口基本块数据流值为空时，停止并返回安全；当数据流向后追踪到用户输入时，返回漏洞信息．

基于半格数据流分析框架的迭代算法如下．

Ｔａ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ｌｏｃｋＢ，ＯＵＴ［Ｂ］）｛

　　ｉｆＢｉｓｎｏｔｓｔａｒｔｂｌｏｃｋ

　　　　ＯＵＴ［Ｂ］＝∪ＩＮ［Ｂｓｕｃｃ］；

　　ＩＮ［Ｂ］＝ＵＳＥ犅∪ （ＯＵＴ［Ｂ］－ＤＥＦ犅）

　　ｉｆＢ！＝ｅｎｔｒｙ＆＆ＩＮ［Ｂ］！＝＆＆ ！（ＩＮ［Ｂ］ｅｘｉｓｔｉｎ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ｅａｃｈｂｌｏｃｋＢｓｕｃｃ

　　　　　　Ｔａ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ｅ（Ｂｓｕｃｃ）；

　　｝

　　ｅｌｓｅ｛

　　　　ｉｆＩＮ［Ｂ］ｅｘｉｓｔｉｎ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ｔｕｒｎｔａｉｎｔｅｄ；

　　　　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ｆｅ；

　　｝

｝

２．３　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在检测模型中主要起辅助功能，包括在模型初始化阶段查询数据库获取元数据（描述数据

的数据）和通过模糊测试验证静态分析结果两部分．

１）与数据库通信获取元数据．每一种数据库都有一个单独的数据库存储元数据信息，例如，在 ＭＳ?

ＳＱＬ中的ｍａｓｔｅｒ数据库、ＭｙＳＱＬ中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数据库．文中模型用到的元数据是应用程

序数据库的所有表和字段信息．通过获得数据库连接后向数据库服务器查询获得．即ＳＥＬＥＣＴｔａｂｌｅ＿

ｎ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ｎ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ｃｏｌｕｍｎｓＷＨＥＲＥｔａｂ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ｅｍ

ｐｉｒｅｃｍｓ′．

返回的结果集中包括了每一个表的所有字段．通过遍历，把该结果集转化为二维数组，存入全局变

量ｍｅｔａｄａｔａ中，在静态分析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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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漏洞的验证．动态验证流程，如图３所示．漏洞的验证指的是在检测流程的最后一步对静态分析

的结果进行验证，主要使用模糊测试技术．首先，读取分析结果，获得注入点与触发点．漏洞的注入点选

图３　动态验证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择用户输入文件，其作为ＨＴＴＰ请求中的地址，并依据用户输

入的形式判定其存在于 ＨＴＴＰ请求中的位置．漏洞触发点选

择安全敏感函数文件作为地址．然后，在注入点发送合法请

求，并获得正常响应．注入测试用例到注入点，通过对比分析

此时应用程序的响应与合法请求的响应，验证测试位置是否

存在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测试用例涵盖非法／逻辑错误查询、

联合查询、附带查询、重言式、ＳＱＬ盲注．

３　实验与分析

为验证文中模型对完整 Ｗｅｂ应用中漏洞检测效果，选择ｐｈｐｖｕｌｈｕｎｔｅｒ、文献［５］中工具、ＲＩＰＳ
［４］的

最新版本作为对比的工具，选择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ｅ，Ｗｅｂｃｈｅｓｓ，ｐｈｐｙｕｎｖ４．０三个开源应用作为检测样本．在选

择对比工具时，优先选择开源能够检测ＰＨＰ语言中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的工具．在目前已知的检测工具

中，只有文献［５］中工具和ＲＩＰＳ两个能够检测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但是由于前者不对外开放，因此，为

了与其进行对比，实验样本中包括了文献［５］中的两个开源应用．工具ｐｈｐｖｕｌｈｕｎｔｅｒ代表传统静态分析

技术．最后一个检测样本是国内流行的开源ＰＨＰ应用ｐｈｐｙｕｎ，代表了通用的编程风格．对文中模型工

具对比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工具对比实验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ｏｌｓ

检测样本
ｐｈｐｖｕｌｈｕｎｔｅｒ

ＴＰＤＳ　ＦＰ　　ＴＰ

文献［５］

ＴＰＤＳ　ＦＰ　　ＴＰ

ＲＩＰＳ

ＴＰＤＳ　ＦＰ　　ＴＰ

文中模型

ＴＰＤＳ　ＦＰ　　ＴＰ

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ｅ 　０ ０ ０ － － １ 　４４ ２２ ４ 　２４ ０ ６

ＷｅｂＣｈｅｓｓ 　０ ０ ０ － － ０ 　２１ ５ １ 　８ ０ １

ｐｈｐｙｕｎ 　０ ０ ０ － － － 　０ ２ ０ 　４ ０ ２

　　表１中：ＴＰＤＳ（ｔａｉｎｔ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ｅｓ）表示受污染的持久存储；ＦＰ（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表示误报；

ＴＰ（ｔｒ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表示真实漏洞；数据已剔除重复报告．

由表１可知：工具ｐｈｐｖｕｌｈｕｎｔｅｒ没有检测到３个样本中的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说明传统静态分析

方法由于设计时的局限性，不能检测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文献［５］中仅检测出了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ｅ中一个二

阶ＳＱＬ注入漏洞；ＲＩＰＳ检测４个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文中模型检测６个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文中模

型对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有着优于现有工具的检测效果．

ＴＰＤＳ连接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的注入点和触发点，是检测的关键位置．工具ＲＩＰＳ检测出了大量

ＴＰＤＳ，但是误报率非常高．因为在静态分析时，由于没有获取元数据，而不知道字段类型，把一些安全

的字段也视作可以被污染．例如，在对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ｅ和 ＷｅｂＣｈｅｓｓ两个样本的检测过程中，ＲＩＰＳ把大量

作为主键的数字类型字段标记成了ＴＰＤＳ．文中模型则通过引入动态分析获取元数据，判断字段是否可

被污染，对ＴＰＤＳ的标记更加准确．

在误报率方面，ｐｈｐｖｕｌｈｕｎｔｅｒ没有检测出漏洞，不存在误报率．文献［５］中工具没有公布数据，ＲＩＰＳ

相较于文中模型存在较高的误报率．ＲＩＰＳ是一种纯静态的检测工具，因此，对ＴＰＤＳ的错误标记会严

重影响最终结果的准确性．文中模型一方面可以获得相对精准的ＴＰＤＳ，另一方面采用动态验证静态分

析结果，降低了误报率．

对ｐｈｐｙｕｎ应用的检测中，ＲＩＰＳ由于采用了只要数据来源代码中含有污染源就报告漏洞的方法，

因此，在没有检测到ＴＰＤＳ的情况下，误报２个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并发现了１２个安全敏感函数的

ＰＤＳ．而对于应用中过滤条件ｉｆ（ｉ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ｖ）），由于无法获知数据库字段类型，直接当作安全处理．

如果ＰＤＳ的字段类型为字符串形式，以１６进制形式表示的攻击载荷能够绕过该过滤条件，并在数据库

中被自动还原为对应的字符，污染当前ＰＤＳ．文中模型由于能够通过动态获取字段类型标记被污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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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而发现漏洞．

４　结束语

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检测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弥补了传统单独使用静态、动态分析时各自的不足．

通过实验证明：文中模型有着优于现有技术的检测效果；虽然针对ＰＨＰ语言中的二阶ＳＱＬ注入漏洞设

计，但是同样适用于其他编程语言的二阶污点传播型漏洞．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检测模型对ＰＨＰ语法

特性和动态验证中对ｃｏｏｋｉｅ和ＳＥＳＳＩＯＮ的支持，完善测试用例，并可适当增加以编码、大小写转换等

方式绕过输入验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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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有色犘犲狋狉犻网的等级转换

场景概念建模

宋丽梅１，朱爱红１，马欣宇２

（１．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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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使系统与模型达到一致性，在Ｃ２级向Ｃ３级转换的过程中，采用有色Ｐｅｔｒｉ网对其进行建模．采

用自动验证工具（ＣＰＮＴｏｏｌｓ）对模型性能、系统等级转换功能及相关动态属性进行验证，完成对所建模型的

确认．对提取到的模型运行数据进行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表明：搭建的Ｃ２级转换到Ｃ３级模型能够达到规定

的要求；列车以不同速度进行等级转换时，行车速度越高，列车转化时间越短；在Ｃ２级控车模式下，以其顶棚

速度２５０ｋｍ·ｈ－１进行转换，相比Ｐｅｔｒｉ网建模，转换成功率可提高０．１％．

关键词：　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有色Ｐｅｔｒｉ网；等级转换场景；动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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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ｌｏｒｅｄ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ｌｅｖｅ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采用无线网络（ＧＳＭ?Ｒ）的Ｃ３级列控系统与采用轨道的列控系统相比，具有行车速度快、实时性

强、安全性高等优点［１］．等级转换场景是连接Ｃ３级列控系统各子系统的纽带，且直接影响行车效率和

行车安全［２］．在转换过程中，首先，要保证行车安全；然后，尽可能缩短转换所需时间．早期，国内外学者

针对列控系统的可靠性通信和欧洲列车控制系统（ＥＴＣＳ）通信链路进行大量研究
［３］．近年来，随着我国

铁路的发展，对列控系统的研究逐渐转向形式化建模研究．国外学者运用混合时间自动机和Ｐｅｔｒｉ网等

方法对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ＣＴＣＳ）３级列控系统进行功能安全分析及建模
［４?６］．国内学者利用随机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

　通信作者：　朱爱红（１９６９?），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ａｉｈｏｎｇ２０１３＠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６６１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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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ｒｉ网、时间自动机和工业软件工程等多种形式化建模方法对列控系统运行场景进行研究
［７?１０］．有学

者利用统一建模语言（ＵＭＬ）半形式化建模方法对列控系统等级转换场景进行建模分析
［１１?１４］．同时，也

有学者利用有色Ｐｅｔｒｉ网对无线闭塞中心（ＲＢＣ）转换场景、联锁软件、ＥＴＣＳ无线通信可靠性分析等进

行建模研究［１５?１８］．本文采用有色Ｐｅｔｒｉ网对等级转换过程进行建模，并利用验证工具（ＣＰＮＴｏｏｌｓ）对模

型性能及模型与系统的一致性进行验证．

１　有色犘犲狋狉犻网与犆犘犖犜狅狅犾狊

有色Ｐｅｔｒｉ网是一种面向图形化的建模语言，可通过图形符号表示事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还

可用于系统动态分析．它结合了一般Ｐｅｔｒｉ网的图形界面表示方法和高级编程语言，描述系统模型．

当建立复杂的系统模型时，Ｐｅｔｒｉ网会因库所和变迁数量过大，无法直观地对系统进行描述和分析，

且可能存在节点爆炸．而有色Ｐｅｔｒｉ网继承了Ｐｅｔｒｉ网原有的形式化数学定义、严谨的逻辑表达等优点，

并在其基础上加入分层的概念，使模型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它除了进行图形化描述之外，还可进行形式

化定义、颜色扩展，从而对不同类型的托肯加以区分．有色Ｐｅｔｒｉ网包含主页和子页２个模块，每个模块

的结构都是由Ｐｌ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ｃｓ三部分组成．

ＣＰＮＴｏｏｌｓ主要用于仿真模拟、语义检查、状态空间分析等，可以对建立的模型仿真运行．同时，它

还可实时校验语句语法错误，并通过可达图法分析模型的有界性、活性、家态性等特性．

２　犆２／犆３等级转换

２．１　原理分析

列控系统等级转换是指列车在特定位置运行时，其控车方式发生转换的操作．当列车以Ｃ２级正常

运行时，为提高行车效率，需改变列车的控车模式；若列车当前所在线路的信息和列车的运行状态满足

Ｃ３级运行条件，则系统转换为Ｃ３级控车．

在Ｃ２级控车模式下，系统通过ＺＰＷ?２０００型轨道电路加点式应答器实现命令传输和轨道占用检

测；而当列车转换为Ｃ３级模式控车时，要求在指定区域通过ＧＳＭ?Ｒ与控制当前行车区间的ＲＢＣ建立

通信．当与ＲＢＣ正常通信后，ＺＰＷ?２０００型轨道电路发送的信息将不再被接收．若转换过程中条件不满

足，则系统仍旧以原模式控车．Ｃ２级向Ｃ３级转换过程中，应答器的布置，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ＧＲＥ表

示至该点时，注册ＧＳＭ?Ｒ且可靠连接；ＲＥ表示至该点时，注册ＲＢＣ；ＬＴＡ表示至该点时，报告位置信

息；ＬＴ０表示执行转换；ＲＴ／ＬＴＴ表示不符合转换条件时，取消转．

Ｃ２／Ｃ３等级转换建模对象主要由Ｔｒａｉｎ，ＲＢＣ，Ｄｒｉｖｅｒ，Ｂａｌｉｓｅ四部分组成．转换过程的实现主要是

通过４部分之间的信息交互，如图２所示．

图１　等级转换场景的边界应答器布置　　　　　　　　　图２　转换过程信息交互图

　　Ｆｉｇ．１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ｎｄｅ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ｅｖｅ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２　等级转换流程

Ｃ２级向Ｃ３转换分为３个阶段，其转换流程，如图３所示．

７０６第４期　　　　　　　　　　宋丽梅，等：采用有色Ｐｅｔｒｉ网的等级转换场景概念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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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２级向Ｃ３级转换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Ｃ２ｌｅｖｅｌｔｏＣ３ｌｅｖｅ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３　等级转换的有色犘犲狋狉犻网模型及验证

３．１　顶层模型

Ｃ２／Ｃ３等级转换的有色Ｐｅｔｒｉ网顶层模型，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变迁 ＶＳＣＣｏｎＧＳＭ?Ｒ，Ｃａｌｌ

ＲＢ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ｒｒｉｖｅＬＴＡ，ＡｒｒｉｖｅＬＴＯ为双长方形，且带同名小长方形，此变迁均带有子页．

图４　等级转换的ＣＰＮ顶层模型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ｄｅｄＣＰＮｔｏｐｍｏｄｅｌ

３．２　子页模型

将顶层模型加以细化，可得各子页模型．列车与ＧＳＭ?Ｒ建立链接，以及列车向ＲＢＣ发送位置信息

的有色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如图５所示．

（ａ）列车与ＧＳＭ?Ｒ建立连接　　　　　　　　　（ｂ）列车向ＲＢＣ发送位置信息

图５　等级转换的有色Ｐｅｔｒｉ网子页模型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ｄｅｄｃｏｌｏｒ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ｓｕｂｐ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４　基于犆犘犖犜狅狅犾狊的模型分析

Ｃ２级向Ｃ３级转换的有色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建立成功后，检查语句是否有语义错误．首先，若语句没有

语义错误，则进入ＣＰＮＴＯＯＬｓ；然后，对状态空间和强连接部件工具图进行计算操作，进而生成所建有

８０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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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状态空间结果分析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色Ｐｅｔｒｉ网模型的状态空间报告；最后，通过其报告分析模型

的动态属性，分为有界性、回归性、活性和公平性．由于生成的

状态空间报告过于强大，这里只给出报告的截图，如图６所

示．由图６可知：整体模型包含１４１个节点和２２８条弧．通过

强连通组件（ＳＣＣ）可知，模型中不含有节点数大于１的强连

通子图，故为一个可以确定终止状态的模型．

１）有界性．模型中各个节点中，库所包含的托肯数的最

值、界限值均为有限整数，故建立的有色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为有界．

２）回归性．系统模拟的转换过程是一个顺序过程，当列

车转换到Ｃ３级控车后，整个过程结束，故模型不具有回归性．

３）活性．活性的验证分别从标识的活性和变迁的活性２

个方面进行．模型的死标识出现在第１４１节点，该节点是由列

车转换完成的，转换为Ｃ３级控车的终止标识．

４）公平性．在验证模型的公平性时，要求模型拥有无限数目的实施事件，而所建模型结构不是无限

循环的过程，故不存在不公平的变迁，整个系统的有色Ｐｅｔｒｉ网模型是公平的．

５　模型仿真与分析

模型对列车以平均速度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ｋｍ·ｈ－１进行模拟分析，其模型转换成功率，

如图７所示．图７中：η为成功率；狏为列车运行速度．由图７可知：当列车运行速度小于３００ｋｍ·ｈ
－１

时，其转换成功率可达９９．６％以上，满足９９．５％的要求；而当速度大于３００ｋｍ·ｈ－１时，转换成功率大

幅度下降．由于ＣＴＣＳ?２级列控系统最大允许速度为２５０ｋｍ·ｈ
－１，因此，Ｃ２向Ｃ３级转换满足要求．

在保证转换成功率达９９．５％以上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１０４ 次转换过程的模拟．研究列车分别以

初速度为２５０，２４０，２２０ｋｍ·ｈ－１运行时，所需的转换时间，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所得数据进行仿真，结果如图

８所示．图８中：狋为切换时间．

　图７　不同运行速度对应等级转换模型成功率　　　　　图８　不同运行速度对应等级转换时间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　　　Ｆｉｇ．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ａ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ｔｏｇｒａ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ｉｍｅ

６　结论

采用有色Ｐｅｔｒｉ网对Ｃ２级向Ｃ３级转换过程建模，并结合ＣＰＮＴＯＯＬｓ进行模拟验证．结果表明：

该模型成功验证系统等级转换功能及其相关动态属性，完成对所建立模型的确认．有以下２个结论．

１）列车以不同速度进行等级转换时，行车速度越高，列车转换时间越短．

２）在保证Ｃ２级控车模式下，以其顶棚速度２５０ｋｍ·ｈ－１进行转换．相比Ｐｅｔｒｉ网建模，转换成功率

可提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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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遮挡的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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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传统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遮挡判断失败的问题，提出一种抗遮挡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

算法．首先，在核相关滤波器框架上根据最小二乘分类器获得目标位置．然后，引入一个多尺度滤波器，并通过

计算滤波器的响应最大值进行尺度预测．最后，在目标模型更新方面，根据目标位置置信图峰值尖锐度的差异

性，正确更新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的平均位置误差为６．１８ｐｘ，在阈值为２０ｐｘ时，平均距离精度为

９７．６８％，平均帧率为３０．８帧·ｓ－１；其能在复杂背景下有效地解决目标尺度变化、完全遮挡等问题，具有更高

的鲁棒性和精确性．

关键词：　目标跟踪；核相关滤波器；多尺度滤波器；目标模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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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尽管出现了很多鲁棒性好的目标跟踪算法，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有效地判断遮挡，并在

遮挡后能实时准确地跟踪目标位置，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近年来，目标跟踪算法根据表观模型

分为生成模型［１?２］和判别模型［３?１０］．Ｚｈａｎｇ等
［３］提出基于时空上下文目标跟踪（ＳＴＣ）算法获取目标时空

上下文信息，解决了目标尺度变化，具有较好性能，但是鲁棒性较低．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等
［４］提出基于循环矩阵

的目标跟踪（ＣＳＫ）算法，根据循环矩阵性质及傅里叶变换，使其具有较高的跟踪速度．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等
［６］

又在ＣＳＫ的基础上引入核函数法，提出一种核相关滤波器（ＫＣＦ）算法，其对非线性跟踪有很好的跟踪

性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为此，Ｌｉ等
［７］通过设定尺度池更新目标跟踪窗，解决了传统ＫＣＦ算法尺度不

变问题，但是跟踪效果还不够精确．邢运龙等
［８］提出相位特征算子及结合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形成抗遮挡机

制，使算法可以解决光照和遮挡问题．Ｌｉ等
［１０］根据粒子滤波对目标分块估计，利用运动轨迹区分背景和

目标，取得了很好的跟踪结果．虽然这些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原始 ＫＣＦ算法性能，但均耗时太长．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抗遮挡的核相关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１　犓犆犉目标跟踪

ＫＣＦ跟踪算法结合循环卷积理论和正则化最小二乘（ＲＬＳ）分类器，实现视觉目标跟踪的高效快速

跟踪．选取图像块狓训练分类器，假设选取图像区域大小为犿×狀，狓的所有循环移位图像块狓犻 作为训

练样本，对应的期望输出狔犻用一个高斯函数描述．分类器犳（狓）＝（狑，φ（狓））通过最小正则化风险泛函进

行训练，其表达式为

ｍｉｎ
狑 ∑

犻

（（狑，φ（狓））－狔犻）
２
＋λ‖狑‖

２． （１）

式（１）中：φ（狓）将训练样本狓映射到Ｈｉｌｂｅｒｔ特征空间，使用的核函数犽（狓，狓′）＝（φ（狓），φ（狓′））；λ＞０，为

正则化参数．

求得最优解狑＝∑
犻

α犻φ（狓犻），系数向量α为

犉（α）＝犉（狔）／（犉（犽
狓，狓）＋λ）． （２）

式（２）中：犉为离散傅里叶变换；犽狓
，狓为核矩阵犓 的第１行向量．

ＫＣＦ跟踪过程是通过得到新一帧目标图像块狕计算目标响应值，则响应表达式为

犳^（狕）＝ （^犽
狓，狕） ⊙^α． （３）

式（３）中：犽狓
，狕是这个循环矩阵的第１行组成的向量，采用了高斯核函数和线性核函数；当犳^（狕）为最大

值，其位置即为检测目标的位置．

算法在第狋＋１帧的模型更新为

α狋＋１ ＝ （１－γ）α狋＋γ^α狋，　　狓狋＋１ ＝ （１－γ）狓狋＋γ狓． （４）

式（４）中：α狋，α狋＋１为当前帧和下一帧的系数向量；狓为从前一帧学习得到的目标模型，狓狋，狓狋＋１表示当前帧

和后一帧更新获得模型狓．

该算法引入核函数法解决了跟踪非线性问题，使算法具有较好鲁棒性且算法满足实时性要求．但是

仍存在缺陷，一是采用固定的目标跟踪窗口，容易产生偏差，从而影响跟踪器性能；二是根据式（４）可知，

在分类器更新时，对于每帧序列均采用相同的更新方式，易受到遮挡干扰，无法正确更新模型，使跟踪误

差偏大，导致目标丢失．

２　抗遮挡的核关滤波跟踪算法

２．１　快速尺度预测

在实际场景中，目标尺度通常会发生不确定性的变化，一个可靠的目标尺度估计策略可以提高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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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精确性．文中根据滤波器的高效性，引入一个多尺度滤波器预测目标尺度．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前一帧的目标位置狆狋－１在其周围区域采集一系列的多尺度图像块狕犼ｓ．假设犾×犺表示当

前帧狋目标的大小，犛狋表示尺度滤波器的大小．图像块狕犼ｓ的大小为犪犼犾×犪犼犺，其中，犪表示尺度因子，犼∈

｛?－（犛狋－１）／２?，…，?（犛狋－１）／２?｝．然后，根据所采集的多尺度图像块提取梯度方向直方图（Ｈｏｇ）特
征，并利用汉宁窗口消除图像边缘干扰，从而得到训练样本．最后，将样本集通过ＲＬＳ分类器进行训练，

图１　尺度预测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

　　ｓｃａｌ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根据滤波器的最大输出响应完成尺度检测．犳犼 表示图像块狕
犼
ｓ

提取的 Ｈｏｇ特征，尺度滤波器的公式为

犌ｓ＝∑
狋

犼＝１

狔^
犼
ｘ⊙犉


犼／∑

狋

犼＝１

犉犼⊙犉

犼 ． （５）

式（５）中：^狔犼ｘ为样本犵犼ｓ的高斯标签输出；犉犼 为对特征犳犼 的傅

里叶变换；犉
犼 为犉犼的共轭．通过式（５）的计算，可以得到尺度

响应值犌ｓ，从而获得响应最大值犌ｍａｘ，即下一帧尺度估计值，

并根据式（４）进行尺度模型的更新．目标尺度的预测流程，如

图１所示．

２．２　自适应模型更新

传统的ＫＣＦ算法采用固定的更新策略，一旦目标受干扰

因素影响，模型更新不正确，易使算法跟踪错误．为此，提出一种基于目标位置峰值尖锐度（ＰＳＲ）的目标

模型更新策略．根据目标位置ＰＳＲ的不同，更新模型的权重值ω犻，使算法具有抗遮挡能力．将初始帧狓０

作为样本，训练得到初始分类器系数α，通过每一帧的ＰＳＲ值，计算模型更新过程中的权重．当ＰＳＲ值

小于设定阈值，表示目标被遮挡，当前帧的数据将予以０值，不更新模型；否则，按照当前帧ＰＳＲ值决定

模型权重值，从而得到新的目标模型，文中的模型更新机制为

α狋＋１ ＝ （１－γω狋）α狋＋γω狋^α狋，　　狓狋＋１ ＝ （１－γω狋）狓狋＋γω狋狓， （６）

ω狋 ＝
０，

ｅｘｐ［－（犘狋－犘ｍａｘ）
２｛ ］，
　　

　　犘狋＜犘ｔｈｒｅｓｈ，

　　 其他．
（７）

式（６），（７）中：犘狋为第狋帧的ＰＳＲ值，犘狋＝ｍａｘ［犳（狕）］－μ／σ，μ，σ分别为在该帧时刻目标窗口的均值和

标准差；犘ｍａｘ为当前所有帧中的ＰＳＲ最大值．大量实验表明：当ＰＳＲ选取大于２．５时，跟踪结果准确性

高，可靠性好；而小于该值时，目标可能受到遮挡等影响，可靠性差．因此，选取犘ｔｈｒｅｓｈ值为２．５．当犘狋＜

犘ｔｈｒｅｓｈ时，权重为０，即不更新模型．

３　算法流程

文中算法在文献［６］基础上进行改进，综合以上分析，算法流程如下．

输入：视频图像犞狋，期望输出狔狋，初始目标位置狆０，尺度大小狊０．

初始化：由初始目标位置狆０ 及第１帧的目标模型狓１．

ｆｏｒ犻＝２，…，ｆｒａｍｅ．

１）通过前一帧目标位置狆狋－１和尺度狊狋－１获取训练样本图像块狕狋；

２）根据式（３）计算目标位置响应值犳（狕）；

３）响应最大值ａｒｇｍａｘ犳（狕）为目标的真实位置；

４）根据当前目标位置狆狋及上一帧尺度狊狋－１截取训练样本图像块狕ｓ；

５）根据式（５）计算目标尺度响应值犌ｓ；

６）根据式（７）计算权重值ω狋；

７）将ω狋代入式（６）更新模型α狋，狓狋；

８）根据式（４）更新α
ｓ
狋，狓

ｓ
狋；

输出：视频序列中每帧的目标位置狆狋和尺度大小狊狋．

ｅｎｄ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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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文中算法的有效性，选择ＳＴＣ
［３］，ＣＳＫ

［４］，ＫＣＦ
［６］算法作为对比，对大量的标准视频序

列［１１］进行实验．实验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环境．ＰＣ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４５９０ＭＣＰＵ＠３．３０

ＧＨｚ，ＲＡＭ为８ＧＢ．实验中，保持其他３种算法的原参数设置．文中算法参数设置如下：σ为０．２；学习

因子γ为０．０７５；尺度滤波器个数为３３．

４．１　定性分析

文中给出４种算法对不同视频序列的比较结果，从４个角度进行详细分析．

实验１　复杂背景下目标存在尺度变化或光照时，所提算法的跟踪性能，如图２所示．

（ａ）Ｃａｒ４第２２２帧　　　（ｂ）Ｃａｒ４第６５４帧　　　　（ｃ）Ｓｉｎｇｅｒ１第８２帧　　　　（ｄ）Ｓｉｎｇｅｒ１第３５１帧

图２　目标尺度变化时的跟踪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ｃａ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由图２（ａ），（ｂ）可知：Ｃａｒ４视频序列，目标为车辆，在车辆行驶中，目标变道及尺度逐渐变小；在第

２２２帧，ＣＳＫ算法和ＫＣＦ算法在车辆变道后发生漂移，这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目标框尺度不变，获取的背

景信息较大，使算法提取的目标特征较少，导致错误跟踪；而文中算法能随着目标尺度变化自适应地改

变跟踪框大小，提取杂质信息较少，能稳定地跟踪目标．

由图２（ｃ），（ｄ）可知：Ｓｉｎｇｅｒ１视频中存在复杂背景及光照影响，且歌手由近及远发生尺度变化；其

他３种算法虽可以完成跟踪，但是不能较好地适应目标尺度变化，只有文中算法能更准确地随目标改变

跟踪窗口，使算法跟踪更精确、更稳定．

实验２　目标部分遮挡时，所提算法的跟踪性能，如图３所示．

　　（ａ）Ｇｉｒｌ第１８７帧　　　　（ｂ）Ｇｉｒｌ第４６４帧　　　　（ｃ）Ｆａｃｏｃｃ１第２３３帧　　（ｄ）Ｆａｃｏｃｃ１第５６０帧

图３　目标旋转和部分遮挡时的跟踪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ｏｃｃｌｕｄｅｄ

由图３（ａ），（ｂ）可知：Ｇｉｒｌ视频前期，尽管存在目标旋转及尺寸变化等因素，４种算法均能跟踪目标，

但文中算法具有更低的中心位置误差；视频后续帧中发生目标遮挡，其他３种算法跟踪偏移，不能处理

遮挡问题，而文中算法能解决目标遮挡，实时跟踪．总体上，文中算法具有更高的鲁棒性．

由图３（ｃ），（ｄ）可知：Ｆａｃｏｃｃ１序列目标总是存在部分遮挡，在２３３帧时，ＳＴＣ算法因无法正确更新

模型，跟踪失败，其他３种算法能在整个序列中成功跟踪，且文中算法性能仅次于ＣＳＫ算法．因此，所提

算法能够有效地处理部分遮挡，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实验３　目标被完全遮挡时，所提算法的跟踪性能，如图４所示．图４中：主要干扰因子是部分遮挡

及完全遮挡．

由图４（ａ），（ｂ）可知：当第１０５帧目标旋转时，ＣＳＫ，ＫＣＦ算法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移，而文中算法能

克服旋转及部分遮挡，精确地跟踪目标；在２７４帧，前目标被绿叶全遮挡，文中算法能准确地找回目标，

这是因为在模型更新中加入权值因子控制，当目标发生遮挡，权值较小，反之，权值较大．

由图４（ｃ），（ｄ）可知：第９６帧目标被电线杆完全遮挡，其他３种算法在视频后续帧中出现严重跟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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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只有文中算法能迅速地找到目标，完成整个跟踪过程，文中算法具有高效处理完全遮挡的能力，鲁

棒性好．

　（ａ）Ｃｏｋｅ第１０５帧　　　（ｂ）Ｃｏｋｅ第２７４帧　　　（ｃ）Ｊｏｇｇｉｎｇ１第９６帧　　（ｄ）Ｊｏｇｇｉｎｇ１第３０７帧

图４　目标完全遮挡时的跟踪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ｏｃｃｌｕｄｅｄ

　　实验４　目标快速运动及旋转，如图５所示．

　　（ａ）Ｓｕｆｅｒ第１２３帧 　　　（ｂ）Ｓｕｆｅｒ第３６５帧　　　（ｃ）Ｆｒｅｅｍａｎ１第１３６帧　　（ｄ）Ｆｒｅｅｍａｎ１第２７２帧

图５　目标快速运动时的跟踪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ｍｏｖｉｎｇｆａｓｔ

由图５（ａ），（ｂ）可知：Ｓｕｆｅｒ序列是一组目标快速运动的视频，只有文中算法和ＫＣＦ算法可以适应

目标快速运动，其他两种算法逐渐飘移，最后跟踪失败，而文中算法比ＫＣＦ具有较好的跟踪精度．因此，

当目标快速运动时，文中算法也能实时跟踪目标，具有较好的跟踪结果．

由图５（ｃ），（ｄ）可知：Ｆｒｅｅｍａｎ１序列中，目标在行走过程中存在旋转现象，其他比较的算法均陆续

出现漂移，跟丢目标，而文中算法采用了尺度估计方式，可以随目标尺度改变而精确地定位，并且根据

ＰＳＲ值判断目标表观状态，有效地更新模型，使算法可以继续跟踪目标，保证了算法的高效性．

４．２　定量分析

为验证算法的性能，实验中采用两种评估标准对４种算法进行度量．１）中心位置误差（ＣＬＥ），定义

为 （狓ｐ－狓ｇ）
２＋（狔ｐ－狔ｇ）槡

２，其中，（狓ｐ，狔ｐ）是算法跟踪的目标位置，（狓ｇ，狔ｇ）是目标的真实位置，误差越

小，表示跟踪结果越好，性能越佳．２）阈值为２０ｐｘ的距离精度（ＤＰ），中心误差小于一个给定阈值的帧

的相对数量，取阈值为２０ｐｘ．

实验中对于每组视频序列均进行１００次测试，取其平均值作为测试数据，４种算法的ＣＬＥ对比，如

表１所示．表１中：横线表示跟踪丢失．由表１可知：文中算法的ＣＬＥ远远小于其他算法，表明其跟踪具

有更高的稳定性．４种算法在阈值为２０ｐｘ时的ＤＰ，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文中算法距离精度总体上

能达到最优．

表１　中心位置误差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ｐｘ　

序列
ＣＬＥ

ＣＳＫ ＫＣＦ 文中算法 ＳＴＣ

Ｃａｒ４ １９．００ ９．８８ ２．０７ ８８．８０

Ｃｏｋｅ １３．５０ １８．７０ １０．４０ ７３．１０

Ｇｉｒｌ １９．５０ １１．９０ ３．２６ ２１．４０

Ｊｏｇｇｉｎｇ１ － － ４．９１ －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 － － ７．６８ ７４．２０

Ｓｕｒｆｅｒ ３５．８０ ８．７４ ４．４０ ５０．３０

Ｆａｃｏｃｃ１ １１．８０ １６．００ １２．９０ －

Ｓｉｎｇｅｒ１ １４．００ １２．８０ ３．８７ ７．６４

平均值 １４．２０ ９．７５ ６．１８ ３９．４３

表２　阈值为２０ｐｘ的距离精度

Ｔａｂ．２　ＤＰ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２０ｐｘ　　　％　

序列
ＤＰ

ＣＳＫ ＫＣＦ 文中算法 ＳＴＣ

Ｃａｒ４ ３５．７０ ９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６０

Ｃｏｋｅ ８８．３０ ８３．８０ ９４．８０ １４．４０

Ｇｉｒｌ ５５．４０ ８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５０

Ｊｏｇｇｉｎｇ１ ２２．９０ ２３．５０ ９７．４０ ２２．９０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 ５５．５０ ３９．３０ ９９．７０ ７．１０

Ｓｕｒｆｅｒ １９．９０ ９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８０

Ｆａｃｏｃｃ１ ９４．４０ ７３．００ ８９．５０ ２３．８０

Ｓｉｎｇｅｒ１ ６６．７０ ８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平均值 ５４．８５ ７１．６８ ９７．６８ ３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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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种算法对８种不同视频序列测试的跟踪精度曲线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文中算法表现了

其优越性，ＫＣＦ算法仅次于所提算法性能．

综合上述实验结果可知：在不同干扰因素视频中，文中算法表现了其优越的跟踪性能．其中，主要体

现于Ｊｏｇｇｉｎｇ１，Ｓｉｎｇｅｒ１，Ｆｒｅｅｍａｎ１等视频，所提算法在目标尺度变化、旋转和完全遮挡有较好的跟踪结

果．这主要得益于：１）通过尺度滤波器预测跟踪窗口，提高了算法跟踪精确度；２）利用ＰＳＲ值的不同自

适应更新模型，使算法可以判别目标遮挡．实验表明：文中算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大面积目标遮挡问题．

　　　（ａ）Ｃａｒ４ （ｂ）Ｓｉｎｇｅｒ１

　　　　（ｃ）Ｃｏｋｅ （ｄ）Ｆａｃｅｏｃｃ１

　　　　（ｅ）Ｇｉｒｌ （ｆ）Ｊｏｇｇｉｎｇ１

　　（ｇ）Ｆｒｅｅｍａｎ１ （ｈ）Ｓｕｆｅｒ

图６　视频序列的ＤＰ曲线图

Ｆｉｇ．６　ＤＰｃｕｒｖｅｏｆｖｉｄｅ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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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针对ＫＣＦ算法不能处理目标尺度变化和完全遮挡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的ＫＣＦ跟踪算法．引入一个

多尺度滤波器以预测目标尺度，利用ＲＬＳ分类器训练得到最佳尺度值，有效地解决目标尺度问题．在目

标模型更新方面，根据ＰＳＲ值加入权重控制，使模型可以根据目标表观变化自适应更新，从而实现了跟

踪器可以在部分遮挡及全部遮挡情况下准确跟踪目标．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在尺度变化、部分或全

部遮挡、快速运动干扰下，跟踪均能达到最优或次优性能．当目标发生形变较大时，算法跟踪效果较差，

这一问题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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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低功耗犆犕犗犛动态锁存

比较器的设计

李靖坤１，２，杨骁１，２，陈国晏１，２，娄付军１，２，邱伟彬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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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高速低功耗动态锁存比较器，电路包含预放大器、锁存比较器和ＳＲ锁存器３部分．采用一

种新的锁存比较器复位电路，该电路仅由一个Ｐ沟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ＰＭＯＳ）管构成，实现电荷的再利用，

减小了延迟，降低了功耗．ＳＲ锁存器输入端口的寄生电容为锁存比较器的负载电容，对ＳＲ锁存器的输入端

口进行改进，避免由于锁存比较器的负载电容失配导致的输入失调电压偏移的问题．电路采用ＴＳＭＣ０．１８

μｍ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ＣＭＯＳ）工艺实现．结果表明：电源电压为１．８Ｖ，时钟频率为１ＧＨｚ时，比较器精

度达０．３ｍＶ；最大输入失调电压为８ｍＶ，功耗为０．２ｍＷ；该比较器具有电路简单易实现、功耗低的特点．

关键词：　动态锁存比较器；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高速低功耗；失调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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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通信和信号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高速低功耗的电子设备成为市场的主流．比较器作为模

数转换器、数据接收器等系统不可缺少的模块，对其系统的性能指标有着重要的影响［１］．常见的比较器

有静态锁存比较器［２?３］和动态锁存比较器［４?８］．其中，静态锁存比较器无论是在复位阶段还是再生阶段都

存在静态电流，速度较慢、功耗较大［３］．动态锁存比较器采用一对背靠背交叉耦合的反相器构成正反馈，

使小的差分输入信号迅速放大到满摆幅的数字信号输出，具有速度快、功耗低、高输入阻抗、满输出摆幅

等优点，在高速电路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６］．然而，传统动态锁存比较器存在失调电压高、回踢噪声大的

缺点．在锁存比较器之前，增加一级预放大器可以减小失调电压、回踢噪声的影响．本文在传统动态锁存

比较器的基础上，设计一种高速低功耗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ＣＭＯＳ）动态锁存比较器．

图１　预放大器和锁存比较器电路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ａｎｄ

ｌａｔｃｈ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ｃｉｒｃｕｉｔ

１　比较器电路分析与设计

在文献［５］的基础上提出的预放大器和锁存比较器电路，

如图１所示．用Ｐ沟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ＰＭＯＳ）管 ＭＰ５替

代原来的复位管 ＭＮ８，ＭＮ９（虚线所示），实现电荷再利用，减

小延迟时间并降低功耗．图１中：ＭＮ１～ＭＮ３及 ＭＰ１，ＭＰ２

构成预放大器；ＭＮ４～ＭＮ７及 ＭＰ３～ＭＰ７构成锁存比较器；

ＭＰ５为复位管；时钟（ＣＬＫ）为低电平时，ＭＰ５导通，使 犕，犖

两点的电压相等，避免犕，犖 两点残余电荷不相等，从而影响

比较器的精度．

ＳＲ锁存器电路，如图２所示．ＳＲ锁存器是由两个首尾交

叉连接的或非门构成．若采用图２中 ＮＯＲ１的 Ａ输入端和

ＮＯＲ２的Ｂ输入端作为ＳＲ锁存器的输入引脚，则会造成锁存

比较器的两个输出节点ｏｕｔ＋和ｏｕｔ－负载电容不同，这会产

生比较器失调电压偏移的问题［９］．文中采用两个或非门的同

一端引脚Ｂ作为锁存比较器的负载，且Ｂ输入端连接的是或

图２　ＳＲ锁存器电路

Ｆｉｇ．２　ＳＲｌａｔｃｈｃｉｒｃｕｉｔ

非门中两个不存在体效应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

（ＭＯＳ）管 ＭＮ１和 ＭＰ２，从而避免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偏

移的问题．

文中比较器的工作原理如下所述．其中，Ｎ沟道金属氧

化物半导体（ＮＭＯＳ）管的阈值电压为犞ＴＨＮ；ＰＭＯＳ管的阈

值电压为犞ＴＨＰ．

１）复位阶段．ＣＬＫ 为低电平，ＭＯＳ管 ＭＮ１截止，

ＭＰ１，ＭＰ２导通，预放大器将节点Ｄｉ（Ｄｉ＋和Ｄｉ－）充电至

犞ＤＤ；ＭＰ６，ＭＰ７截止，ＭＮ４，ＭＮ７导通，节点ｏｕｔ＋，ｏｕｔ－

被下拉至零电位（ＧＮＤ），ＳＲ锁存器处于保持状态，比较器的输出保持上一个状态不变；复位管 ＭＰ５导

通，使节点犕，犖 的电压相等，ＭＰ３，ＭＮ５和 ＭＰ４，ＭＮ６为交叉耦合的反相器，此时均截止．

２）再生阶段．ＣＬＫ为高电平，ＭＯＳ管 ＭＮ１导通，ＭＰ１，ＭＰ２截止，节点Ｄｉ－和Ｄｉ＋根据输入信号

犞ＩＰ和犞ＩＮ的不同，以不同的速率放电．记节点Ｄｉ放电到犞ＤＤ－｜犞ＴＨＰ｜的时间为犜１，这段时间，ＭＮ２，

ＭＮ３工作在饱和区．假设比较器的差模输入信号很小，则流过 ＭＮ２，ＭＮ３的电流近似相等，记为犐Ｄ１，

忽略二级效应，有

犐Ｄ１ ＝
１

２
狌狀犆ＯＸ（犠／犔）１×（犞ＩＰ，ＩＮ－犞ＴＨＮ－犞犛）

２． （１）

式（１）中：（犠／犔）１ 为 ＭＮ２，ＭＮ３的宽长比；犞ＩＰ，犞ＩＮ为输入电压信号；犞犛 为 ＭＮ１导通时节点犛的电压．

节点Ｄｉ的电压随时间变化可表示为

犞Ｄｉ（狋）＝犞ＤＤ－
犐犇１
犆Ｄｉ
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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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时间犜１ 为

犜１ ＝ （狘犞ＴＨＰ狘犆Ｄｉ）／犐Ｄ１． （３）

式（３）中：犆Ｄｉ为节点Ｄｉ＋和Ｄｉ－的寄生电容，犆Ｄｉ＝犆Ｄｉ＋＝犆Ｄｉ－．

当犞Ｄｉ下降到犞ＤＤ－｜犞ＴＨＰ｜，ＭＰ６，ＭＰ７管开始导通并工作在饱和区，忽略二级效应，流过 ＭＰ６，

ＭＰ７的电流为

犐Ｄ２ ＝
１

２
狌狆犆ＯＸ（犠／犔）２×（犞ＤＤ－犞Ｄｉ－狘犞ＴＨＰ狘）

２． （４）

式（４）中：（犠／犔）２ 为 ＭＰ６，ＭＰ７的宽长比．

ＭＰ６，ＭＰ７以电流犐Ｄ２分别对节点犕，犖 进行充电．此时，ＭＰ３，ＭＰ４仍然截止，犞ｏｕｔ（犞ｏｕｔ＋和犞ｏｕｔ－）

等于ＧＮＤ，ＭＮ４，ＭＮ７工作在深线性区，电流几乎为０．当犞犕，犞犖 充电到｜犞ＴＨＰ｜时，ＭＰ３，ＭＰ４导通，

记犞犕，犞犖 达到｜犞ＴＨＰ｜的时间为犜２，同理有

犜２ ＝
狘犞ＴＨＰ狘犆犕，犖

犐Ｄ２
． （５）

式（５）中：犆犕，犖为节点犕，犖 的寄生电容，犆犕，犖＝犆犕＝犆犖．

ＭＰ３，ＭＰ４导通后，ＭＮ４，ＭＮ７工作在线性区，流过 ＭＮ４和 ＭＮ７的电流为

犐Ｄ３ ＝狌狀犆ＯＸ（犠／犔）３×［（犞Ｄｉ－犞ＴＨＮ）×犞ｏｕｔ－
１

２
犞２ｏｕｔ］． （６）

式（６）中：（Ｗ／Ｌ）３ 为ＭＮ４，ＭＮ７的宽长比．节点ｏｕｔ＋和ｏｕｔ－以电流犐Ｄ２－犐Ｄ３充电，记犞ｏｕｔ达到犞ＴＨＮ的

时间为犜３，即

犜３ ＝犞ＴＨＮ犆ｏｕｔ／（犐Ｄ２－犐Ｄ３）． （７）

式（７）中：犆ｏｕｔ为节点ｏｕｔ＋和ｏｕｔ－的寄生电容，犆ｏｕｔ＝犆ｏｕｔ＋＝犆ｏｕｔ－．

犞ｏｕｔ达到犞ＴＨＮ后，ＭＮ５，ＭＮ６开始导通，由 ＭＰ３，ＭＮ５和 ＭＰ４，ＭＮ６构成的锁存器开始工作．由于

节点Ｄｉ－和Ｄｉ＋以不同的速率放电，同一时间犞Ｄｉ－和犞Ｄｉ＋必然会有一个微小的差值，进而造成犞ｏｕｔ＋和

犞ｏｕｔ－产生压差，记为Δ犞ｏｕｔ，这个压差作为锁存器的初始压差，会被迅速放大到犞ＤＤ－ＧＮＤ，驱动ＳＲ锁

存器置０或置１，即比较器的输出．锁存器再生过程需要的时间记为犜４
［１０］，则有

犜４ ＝τ·ｌｎ（
犞ＤＤ－ＧＮＤ

Δ犞ｏｕｔ
）． （８）

　　τ为锁存器的时间常数，即

τ＝
犆ｏｕｔ

犵ｍ
． （９）

式（９）中：犵ｍ 为锁存器的跨导．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比较器总的延迟时间约为

犜ｄｅｌａｙ＝犜１＋犜２＋犜３＋犜４． （１０）

　　３）比较器再次复位．ＣＬＫ跳变为低电平，ＭＮ１截止，ＭＰ１，ＭＰ２导通，节点 Ｄｉ被充电至犞ＤＤ；

ＭＰ６，ＭＰ７截止，ＭＮ４，ＭＮ７导通，节点ｏｕｔ＋和ｏｕｔ－通过ＭＮ４和ＭＮ７放电到ＧＮＤ；节点犕，犖 的电

压因为复位管 ＭＰ５的导通而相等，且分别通过 ＭＰ３，ＭＮ４支路及 ＭＰ４，ＭＮ７支路放电；当节点犕，犖

的电压放电至｜犞ＴＨＰ｜时，ＭＰ３，ＭＰ４截止，忽略亚阈值导电特性，犕，犖 的电压最终保持在｜犞ＴＨＰ｜不变．

当比较器再次处于再生状态，由于节点犕，犖 的电压已经为｜犞ＴＨＰ｜，所以比较器在再生阶段节约了

时间犜２，且避免再次对节点犕，犖 进行充电．因此，相较于文献［５］将犕，犖 两点的电压放电到０的做

法，文中实现了电荷的再利用，减小了比较器的延迟时间．比较器总的延迟时间缩减为

犜ｄ＝犜１＋犜３＋犜４． （１１）

　　比较器每个周期节约电荷量，即

犙＝犆×犞 ＝２×犆犕，犖 ×狘犞ＴＨＰ狘． （１２）

２　电路仿真结果

对文中提出的比较器和文献［５］的架构进行设计与仿真．两个电路都采用ＴＳＭＣ０．１８μｍＣＭ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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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实现，复位管 ＭＰ５采用的尺寸和文献［５］中复位管 ＭＮ８，ＭＮ９采用的尺寸均为６００ｎｍ／１８０ｎｍ，

其他晶体管一一对应．仿真条件：电源电压犞ＤＤ为１．８Ｖ；时钟频率ＣＬＫ为１ＧＨｚ；温度为２７℃；工艺角

为ＴＴ；比较器输入共模电压犞ＣＭ为０．９Ｖ，输出电容负载为５ｆＦ．

比较器的延迟时间（狋）和功耗与输入电压的关系（犞ＤＤ＝１．８Ｖ，犞ＣＭ＝０．９Ｖ），如图３所示．以输入

电压Δ犞ＩＮ＝５０ｍＶ为例，文献［５］架构比较器的延迟时间为２８２．８５ｐｓ，文中比较器的延时为２４６．１３

ｐｓ，改进后的比较器延迟时间减小了３６．７２ｐｓ，速度提升约１３％；文献［５］架构比较器的平均动态功耗

为１９８．８μＷ·ＧＨｚ
－１，文中为１７５．６μＷ·ＧＨｚ

－１，平均动态功耗降低了１１．７％（此处不包含ＳＲ锁存

器的功耗）．比较器延迟时间和功耗与电源电压的关系（Δ犞ＩＮ＝５０ｍＶ，犞ＣＭ＝犞ＤＤ－０．４Ｖ），结果如图４

所示．

　　　（ａ）延迟时间与输入电压 （ｂ）功耗与输入电压　

图３　比较器延迟时间和功耗与输入电压的关系（犞ＤＤ＝１．８Ｖ，犞ＣＭ＝０．９Ｖ）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ｓ′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ｉｎｐｕｔｖｏｌｔａｇｅ（犞ＤＤ＝１．８Ｖ，犞ＣＭ＝０．９Ｖ）

　　　（ａ）延迟时间与电源电压 （ｂ）功耗与电源电压　

图４　比较器延迟时间和功耗与电源电压的关系（Δ犞ＩＮ＝５０ｍＶ，犞ＣＭ＝犞ＤＤ－０．４Ｖ）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ｓ′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ｓｕｐｐｌｙｖｏｌｔａｇｅ（Δ犞ＩＮ＝５０ｍＶ，犞ＣＭ＝犞ＤＤ－０．４Ｖ）

图５　文中比较器最坏情况仿真波形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ｉｎｗｏｒｓｔｃａｓｅ

在较低的电源电压下，文中比较器的延时相较于文

献［５］架构的比较器最多减小了１８．７％；随着电源电压

的升高，文中比较器的低功耗优势逐渐增大．

在不同温度（－４０～１２５℃）和工艺角（ＦＦ，ＴＴ，ＳＳ，

ＦＳ，ＳＦ）下对文中的比较器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温

度为１２５℃，工艺角为ＳＳ时，出现最坏情况．此时的瞬

态仿真波形，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比较器可分辨的

最小电压为０．３ｍＶ，延迟时间为７２９．５９５ｐｓ．

对整个比较器进行１００次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分析仿真，

ＳＲ锁存器的输入引脚改进前后输入失调电压（犞ｏｆｆｓｅｔ）的

仿真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犞ｍｕ为平均值；犞ｓｄ为标

准偏差；犖 为仿真次数；η为概率．

由图６可知：ＳＲ锁存器的输入引脚改进前，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呈现整体偏移的情况，最大达到

１４ｍＶ；ＳＲ锁存器的输入引脚改进后，失调电压平均值为０．６５ｍＶ，标准偏差为３．９６ｍＶ，失调电压集

中分布在－８～８ｍＶ．

文中比较器与部分文献比较器的性能指标对比，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文中比较器在功耗、失调

电压等方面有一定优势，适合于高速低功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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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ＳＲ锁存器改进前 （ｂ）ＳＲ锁存器改进后

图６　比较器失调电压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ｆｓｅｔｖｏｌｔａｇｅ

表１　比较器性能指标对比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ｓ

指标 特征尺寸／μｍ 犞ＤＤ／Ｖ 平均动态功耗／μＷ·ＧＨｚ
－１ 犞ｏｆｆｓｅｔ／ｍＶ

文献［３］ ０．１８ １．２ ２４６００．０ １２．５

文献［４］ ０．１８ １．８ ６１０．０ １２．０

文献［７］ ０．１８ １．８ ２５０．０ １０．０

文中 ０．１８ １．８ ２００．０ ８．０

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高速低功耗动态锁存比较器．锁存比较器的复位电路仅由一个ＰＭＯＳ管组成，实现了电

荷的再利用，减小了延迟，降低了功耗．对ＳＲ锁存器的输入端口改进后，避免了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偏

移的问题．电路采用ＴＳＭＣ０．１８μｍＣＭＯＳ工艺实现，在电源电压１．８Ｖ，时钟频率１ＧＨｚ的条件下，

比较器精度为０．３ｍＶ，最大输入失调电压为８ｍＶ，功耗为０．２ｍＷ，适合于高速低功耗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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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

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张敏，陈锻生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提出一种改进的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情感分类方法（ＳＬＡＢ）．为了证明提出方法的有效性，选

用康奈尔影评数据集和互联网电影资料库（ＩＭＤＢ）数据集作为实验数据，并与基于不确定性采样策略的主动

学习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文中提出的方法在较少的标注训练集下，能够取得更高的分类准确率，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基于不确定性采样策略的主动学习方法中的误差累积问题．

关键词：　主动学习；文本情感分类；情感词典；朴素贝叶斯；不确定采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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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效地获得人们对诸如人物、事件、影视剧、产品等有价值的评论信息，文本情感分类应运而

生［１］．目前，国内外情感分类主流的方法是监督学习方法
［２?３］，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大量的标注样本对

分类器进行迭代训练，否则，根据概率近似正确（ＰＡＣ）学习理论，算法的泛化能力无法有效提高
［４］．获取

大量的标注样本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因此，主动学习作为一种能够运用小规模样本数据集获得较理

想的分类性能的方法，已成为研究的热点［５?１０］．主动学习算法的采样策略是算法成功的关键所在．基于

不确定性采样策略是目前适用性最广且较为成熟的采样策略［１１?１２］．学习此类训练样本有助于在少量标

注训练集条件下快速地提高分类器的分类性能．然而，由于此类训练样本大多不具有类别代表信息，如

果不断添加难以判断类别的此类样本进行分类器训练，可能造成分类器分类误差的不断累积，影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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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性能的提升．因此，有人提出在选择信息量丰富的样本的同时，选择具有类别代表信息的样本方法，并

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１３?１５］．本文提出一种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情感分类方法（ＳＬＡＢ）．

１　分类器设计方法

１．１　基于不确定性采样策略的主动学习

对于二分类问题而言，不确定性采样策略认为，未标注样本经过分类器判别为不确定性最大的样本

往往处于两类样本的分类界面．因此，反复学习不确定性最大的样本有助于分类器找到样本分界面．同

时，根据泛函原理可知，对于线性可分问题，分类间隔中的样本对分类器的影响较大．因此，每次选择不

确定性较大的样本更新训练集，候选样本集（未加入分类器学习的所有剩余训练样本）中剩下的样本对

分类器的影响逐步减弱，这使利用少量高质量的训练样本达到预期分类准确率成为可能．

所选的分类器模型不同，衡量样本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也有所不同．Ｌｅｗｉｓ等
［１２］提出一种最基本

的适用于概率模型的不确定性度量方式．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算法由于实现简单、分类效率较高、具有增

量学习的特性等优点，大大减少了主动学习中因多次采样和反复训练分类器所需的计算量［１６?１８］，其在文

本分类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因此，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样本进行分类，而衡量样本不确定性的表

达式将使用样本类别的后验概率进行估计，即狆（犮犻｜狓）∝狆（狓｜犮犻）狆（犮犻），ＵＮＣＥ（狓）＝ ｍｉｎ
犻∈｛ｐｏｓ，ｎｅｇ｝

狆（犮犻｜狓）．其

中：狓为预测样本；犮犻为类别；ＵＮＣＥ为样本的不确定性大小．

１．２　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文本情感分类算法

不确定性采样策略是选择当前分类器最不能确定类别的样本，这体现其对含有特殊信息样本的及

早重视，但这些特殊信息无法很好地代表一类样本的特性．同时，不确定性采样策略也存在面临选择野

点的风险，从而分类器从中学习错误的、导致分类器准确率下降的知识，且随着分类器的反复学习，分类

器的误差也将逐渐增大．为了有效地抑制分类器误差的传播，文中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不确定性采样策

略的主动学习方法ＳＬＡＢ，如下所示．

算法１　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文本情感分类算法ＳＬＡＢ

　　输入：标注样本集犔，未标注样本犝，情感词典Ｌｅｘｉｃｏｎ

　　输出：新的标注样本集犔，贝叶斯分类器犉

　　程序：循环犖 次

　　１）从犔中学习贝叶斯分类器犉；

　　２）使用犉对未标注样本集犝 中每一个样本进行分类，获得犝 中每一个样本类后，验概率；

　　３）选择犝 中类后，将验概率最接近０．５的狀个样本，提交给专家进行标注，加入犔′中；

　　４）运用Ｌｅｘｉｃｏｎ计算情感分数，选择犔′中情感分数最大的犿（犿≤狀）个样本加入犔，未选中的样本

重新放回犝 中．

在不确定性采样策略的基础上，使用情感词典，统计样本中情感特征词个数，文中定义其为样本的

情感分数．选择情感分数较大的样本进行人工标注．然后，加入训练集中，重新学习分类器．其中，样本的

情感分数越大，表示样本具有更多的情感代表性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一类样本的特性．从人工标

注样本情感极性的角度也不难发现，样本中带有更多的情感词语更易于判断样本情感极性．因此，采样

策略在选择最不确定的样本的同时，也选择情感分数较大的样本，能够弥补不确定性采样策略的不足．

情感词典是对词典中具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按照极性、强度、词性等打上不同的标签（积极、消极、中

性等），以便在情感分类任务中灵活应用．国内外主要的情感词典有 ＧＩ评价词典、ＮＴＵ 评价词典、

ＨｏｗＮｅｔ评价词典及知网提供的评价词典．文中采用知网提供的英文情感分析用词语集．其中，正面情

感、负面情感、正面评价、负面评价、程度级别及主张词共８９４５个．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数据集及预处理

Ｐａｎｇ等
［１９］整理的康奈尔影评数据集，以及 Ｍａａｓ等

［２０］整理的互联网电影资料库（ＩＭＤＢ）影评数据

４２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集是情感分析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平衡语料库．其中，康奈尔影评数据集中拥有标注的褒贬极性句子各

５３３１句，而ＩＭＤＢ则包含训练集及测试集各２５０００例．不失一般性，从中随机选择部分语料作为实验

数据，实验在Ｐｙｔｈｏｎ环境下，使用Ｔｆｉｄｆ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ｅｒ提取文档特征，文档的特征向量由词袋模型表示，长

度预设为１００．其中，词项权重使用词频?逆向文档频率（ＴＦ?ＩＤＦ）方法计算．这些实验数据及算法代码将

随同文中发布，以便参考交流．

２．２　评价指标

准确率（ηＡ）是文本情感分类中的常用评价指标，反映了分类器对整体样本的判定能力．以ηＡ 作为

评价指标，ηＡ＝狀／犖．式中：狀为分类正确的测试样本数；犖 为总测试样本数．

２．３　实验结果

实验数据选用部分康奈尔影评数据集和部分ＩＭＤＢ影评数据集，分类算法采用Ｓｋｌｅａｒｎ计算库里

的朴素贝叶斯分类器，主动学习算法采用ｐｙＡＬ库实现，实验参数均为默认值，ＳＬＡＢ算法中每次采样

样本数犿设为５，其他参数和主动学习算法相同．康奈尔影评数据集与ＩＭＤＢ影评数据集实验比较结

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ＳＬＡＢ表示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方法；ＵＮＣＥ表示基于不确定的主动贝

叶斯方法；ＲＡＮＤ表示基本的贝叶斯分类方法；采样数犿 表示经采样策略或随机选择样本更新训练集

的标注样本个数；ＩＮＣＲ表示ＳＬＡＢ方法相对于ＵＮＣＥ方法分类器准确率提高的程度．

表１　实验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犿
康奈尔影评数据集

ＲＡＮＤ ＵＮＣＥ ＳＬＡＢ ＩＮＣＲ

ＩＭＤＢ影评数据集

ＲＡＮＤ ＵＮＣＥ ＳＬＡＢ ＩＮＣＲ

１０ ５２．５０ ５２．５０ ６１．５７ ９．０７ ５６．５４ ５６．５４ ５１．４３ －５．１１

５０ ５６．９８ ５９．４３ ６０．３５ ０．９２ ６０．８８ ５９．７４ ６２．８４ ３．１０

１００ ６４．４２ ６２．７９ ６７．１８ ４．３８ ６０．２６ ６３．１４ ６４．８３ １．６９

１５０ ６６．８７ ６５．６５ ７０．４４ ４．７９ ５９．７４ ６４．３１ ６５．８１ １．５０

２００ ６７．１８ ６９．１１ ７２．９９ ３．８７ ５９．４８ ６４．８２ ６６．６７ １．８５

２５０ ６９．７２ ７１．４６ ７４．８２ ３．３６ ６０．０７ ６５．７６ ６７．１３ １．３７

３００ ７１．６６ ７４．２１ ７５．６４ １．４３ ６０．８１ ６６．２０ ６７．０３ ０．８２

３５０ ７３．１９ ７４．６２ ７５．６４ １．０２ ６２．３２ ６６．４９ ６６．９９ ０．５０

４００ ７４．０１ ７５．６４ ７７．６８ ２．０４ ６２．２０ ６６．８８ ６７．５６ ０．６８

４５０ ７４．４１ ７６．２５ ７８．９０ ２．６５ ６２．３３ ６７．３３ ６７．９０ ０．５７

５００ ７５．７４ ７６．６６ ７８．８０ ２．１４ ６２．４０ ６７．７３ ６８．１７ ０．４３

２．４　实验结果分析

由实验结果可知：分类器的准确率在应用主动学习贝叶斯方法方法（ＳＬＡＢ，ＵＮＣＥ）的情况下比传

统的朴素贝叶斯方法（ＲＡＮＤ）有明显地提高，同时，ＳＬＡＢ又一定程度上优于 ＵＮＣＥ．ＳＬＡＢ表现最好

的原因在于，它主动选择了最有利于分类器提高性能的样本作为训练样本，多次循环训练分类器使其分

类准确率不断提高，进而在较小的标注代价下获得分类器的强泛化能力．ＳＬＡＢ相对于 ＵＮＣＥ的准确

率提高程度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情感词典的构成．

目前，可用的情感词典中收录的多为常规情感词，且并不针对某一特定领域．众所周知，不同领域会

含有特殊的情感表达词．因此，影评数据集如果能够应用本领域的情感词典应该更能体现ＳＬＡＢ方法

的优势．

分类器的准确率并不是随着训练样本的数目增加而单调递增，而可能呈现局部最优．这是由于当采

样策略选择“不好”的样本加入训练集时，分类器可能学习到不可靠的知识，不可靠的分类器反过来也将

影响下一步的采样策略选择样本，如此循环最终导致样本分类表现不好．因此，作为分类器的初始化训

练样本，初始种子样本的采样策略是否需要特殊处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出的方法适用于平衡语料，而当语料的正负样本数不相同时，则会影响机器

学习中分类模型的建立，进而影响主动学习结果．为了减小非平衡语料对主动学习结果的影响，有学者

认为此时标注少类样本更有意义，并提出以样本的确定性作为选择少类样本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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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提出一种结合情感词典的主动贝叶斯文本情感分类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在较少的等量标注训练集

下，提出的方法相较于基于不确定采样策略的主动学习方法可取得更高的分类准确率．不断地选择“好

的”样本有助于提高主动学习的分类器性能；反之，当分类器选择“坏的”样本则可能导致分类器误差的

不断累积，采样策略中初始种子样本的选择影响后续样本的选择，也最终会影响分类器的性能．因此，今

后的研究重点在基于主动学习的文本情感分类中如何选择“好的”初始种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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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华侨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广泛联系海外华

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是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

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本刊主要刊登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

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数学和管理工程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

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１　投稿约定

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１５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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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德国《数学文摘》（ＺｂｌＭＡＴ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期刊源　　·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ｕａｑｉａｏ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Ｚｉｒａｎ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双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刊 ）

第３９卷 第４期 （总第１６２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犑犗犝犚犖犃犔犗犉犎犝犃犙犐犃犗犝犖犐犞犈犚犛犐犜犢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ｔａｒｔｅｄｉｎ１９８０）

　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Ｓｕｍ．１６２）　Ｊｕｌ．２０，２０１８

主管单位：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主办单位：　华 　 　 侨 　 　 大 　 　 学

　　　　　 （中国 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２１ ）

　　　　　 （中国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

编辑出版：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电　　话：０５９５２２６９２５４５　　
电子信箱：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网　　址：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

烄

烆

烌

烎ｕ．ｅｄｕ．ｃｎ

主　　编：　黄　仲　一

印　　刷：　泉 州 晚 报 印 刷 厂

国内发行：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邮 政 局

订 购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政 局 （所 ）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７８２信箱，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１１）

　　犆狅犿狆犲狋犲狀狋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　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犛狆狅狀狊狅狉：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３６２０２１，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２１，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犈犱犻狋狅狉犻狀犆犺犻犲犳：　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ｉ

　　犈犱犻狋犲犱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犫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ｌ：０５９５２２６９２５４５　　

Ｅｍａｉ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

烄

烆

烌

烎ｕ．ｅｄｕ．ｃｎ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犱犫狔　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７８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刊　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

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
　　　　　代　号：

国内邮发３４４１
国外 ＮＴＺ１０５０

　　国内定价：
１０．００元／册

６０．００元／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