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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型石材高效锯切优化策略

钱平１，２，邵辉１，２，尹方辰３，兰欣１，２，王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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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工程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异型石材铣磨效率低下的问题，利用金刚石圆锯片大切割深度的优势，提出一种异型石材高效锯

切粗加工优化策略．首先，用边界表示法描述锯切过程中的工件数据结构；其次，提出以八叉树算法搜索材料

去除最大深度，获取相应的特征切削点和特征工件顶点，用于构造锯切平面，以实现工件材料去除量最大化；

接着，以锯切加工时间最小为优化目标，分析金刚石圆锯片沿锯切平面走刀产生的截交面多边形特性，结合一

刀切透方式，给出一种最短锯切行程的进给方向优化方法；最后，对路障球进行锯切工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

明：在材料去除量为１．０９１×１０７ｍｍ３ 时，相比传统磨削加工，所提锯切加工策略使去材效率提高了近７倍．

关键词：　锯切加工；金刚石圆锯片；异型石材；材料去除；进给方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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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ｗ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ｄｅｐｔｈｗａｓ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ｂｙｏｃｔｒｅｅａｌ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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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ａｗ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ｓｎｅａｒｌｙ７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ａｗｉｎｇ；ｄｉａｍｏ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ａｗｂｌａ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ｈａｐｅｄｓｔｏｎ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ｅ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石材行业的发展对石材加工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粗加工阶段，加工效率倍受关注．传统的石

材粗加工多采用金刚石砂轮磨削或线锯锯切的方式［１?２］，然而，这些加工方式的时间消耗往往不能很好

地满足粗加工高效率的需求．金刚石圆锯片因切割深度深、切割线速度大，被广泛应用于石材的切断工

艺［３］．随着多轴联动技术的发展与５～６轴数控机床的应用，三维锯切加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开始采用圆锯片代替传统刀具，用于粗加工工序的研究．吴玉厚等
［４］提出一种基于刀触点路

径截面线法，利用圆锯片对小曲率的曲面进行粗加工，相比砂轮磨削，其加工效率提高了５倍．针对数控

加工过程中实时仿真的工件建模方法，现有的方法多采用基于留量的Ｚ?ｍａｐ模型反映工件的残留情

况［５］，但大量的数据计算会占用较大的存储空间．张霞等
［６］提出一种基于Ｂ?ｒｅｐ的工件表面动态几何模

型，但对模型适用性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传统数控粗加工一般采用等参数线偏置法
［７］和截面线层切

法［８］进行材料去除规划，以生成刀具轨迹．然而，这些方法存在刀路冗长或计算获取不易等局限性．

已有文献对金刚石圆锯片在异型石材大块锯切粗加工中应用的研究较少，本文结合石材粗加工阶

段的特点与金刚石圆锯片优势，以材料去除量和锯切加工时间为评价指标，提出基于圆锯片的异型石材

粗加工优化策略．

１　关键问题

粗加工是数控加工的重要工序之一，其任务是快速切除工件毛坯上的大部分多余材料，只保留后续

工序的适当余量［９］．金刚石圆锯片粗加工三维异型石材，具有实现高效化、自动化的大块锯切粗加工能

图１　大块锯切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ｌｏｃｋ

ｓａｗ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ａｗｂｌａｄｅ

力，其大块锯切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描述有以下３点．

１）对锯切粗加工而言，应着重于刀具与工件模型的几何求

交快速性和工件数据操作高效性．因此，需建立一种适用于锯切

过程中工件数据的高效动态管理的工件模型及数据结构．

２）锯切粗加工应尽量保证每次锯切的材料去除量大，因此，

需要在三维异型石材表面搜索材料去除深度最大时对应的特征

切削点，进而构建确定圆锯片姿态的锯切平面．

３）在进给速度一定时，锯切加工时间主要由锯切进给行程

确定，为实现最短锯切加工时间，必须确定最短锯切的进给行程．

实际加工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加工效率和加工余量．为实现材料去除规划与进给方向优化策略，

作出以下３个假设：１）基于材料去除最大深度的锯切平面搜索是在毛坯工件选定为合理加工余量的前

提下展开的；２）算法产生的锯切平面姿态均在机床的机构约束范围之内；３）仅对工件在粗加工过程中

图２　工件模型的边界表示法

Ｆｉｇ．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ｍｏｄｅｌ

的单工序、不换刀情况进行进给方向优化．

２　工件建模

材料去除过程中，工件的几何形状与数据随锯切的进

行而动态变化，这是一个大计算量和大信息存储的复杂过

程［１０］．圆锯片大块锯切石材的过程，不需要工件表面形貌

的精确表示，而需要简单且能详细描述构成物体表面几何

特征的描述方法．工件模型的边界表示法，如图２所示．边

界表示法具有几何元素的信息及相互间的拓扑关系描述能

力［１１］，可以方便地提取和动态存储物体的各个组成面、面的边界及各个顶点的数据信息．因此，工件的

８７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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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描述过程可用边界表示法．物体的实体（犛Ｈ）可通过它的空间平面方程及一定拓扑关系的边界面顶

点表示，其表达式为

犛Ｈ ＝ （犘Ｈ，犈Ｈ，犉Ｈ）． （１）

式（１）中：犘Ｈ，犈Ｈ 和犉Ｈ 分别表示实体相应的顶点集、边集和边界面集，犘Ｈ 包含顶点的坐标信息，犈Ｈ 包

含构成边的邻接顶点信息，犉Ｈ 包含构成边界面的顶点及其法向量信息．

工件模型数据结构，如图３所示．图３中：Ｉｄｓｏｌｉｄｎｏ，Ｉｄｆａｃｅｎｏ，ＩｄＥｄｇｅ，ＩｄＶｅｒｔｅｘ分别为体表、面

表、边表，顶点表中各实体、面、边及顶点的编号；Ｆａｃｅ＿ｐｒｅｖｓ，Ｆａｃｅ＿ｎｅｘｔｓ为与面相邻编号的两个面，体

表、边表，顶点表规则与之类似；Ｆａｃｅ＿ｖｅｃｔｏｒ为面的法向量；Ｅｄｇｅ＿ｖｔｘ１为边的约束顶点；Ｖｅｒｔｅｘ＿ｃｏｏｒ

图３　工件模型数据结构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ｍｏｄｅｌ

ｄｉｎａｔｅ为顶点的空间坐标．

实体（ｓｏｌｉｄ）由体表构成，表

达封闭表面围成的有限空间；边

界面（ｆａｃｅ）由面表构成，表达实体

表面，带有方向性；边（ｅｄｇｅ）由边

表构成，表达相邻边界面的相交

边，每条边由两个邻接顶点约束；

顶点（ｖｅｒｔｅｘ）由顶点表构成，体现

边的约束顶点．

３　材料去除规划

不同于传统粗加工方法，锯片可实现大块锯切，依据此特点进行材料去除规划．对于凸体形状的工

件材料，由空间几何推理可知，锯切材料去除量正相关于材料去除最大深度［１２］．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

图４　高去除量锯切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ｍｏｖａｌｓａｗｉｎｇ

材料去除最大深度的锯切平面算法．

３．１　算法流程

高去除量锯切示意图，如图４所示．材料去除最

大深度的锯切平面算法流程，如图５所示．图４，５中：

犇ｍ，ｍａｘ为材料去除最大深度；犘ｂｃ，犘ｏｂｊｃ分别为材料去除

最大深度对应的特征工件顶点与特征切削点；犘ｂｐ，ｏｕｔ１，

犘ｂｐ，ｏｕｔ２为锯切去除工件顶点；犘ｂ１～犘ｂ８为工件顶点；

犔ｈ１，犔ｈ２，犔ｈ４，犔ｈ５为锯切相关邻边；犔ｈ３为锯切无关邻

边；πｃ为高去除量锯切平面；犘ｂ，ｎｅｗ１～犘ｂ，ｎｅｗ４为圆锯片

沿πｃ锯切工件后，在工件表面产生的截交面顶点．

图５　材料去除最大深度的锯切平面算法流程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ａｗ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ｅｐｔｈ

９７２第３期　　　　　　　　　　　　　　　钱平，等：异型石材高效锯切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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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三角网格模型的八叉树划分

八叉树是一种通过生成立方体空间节点包络空间点集，并递归形成树状层次结构的三维体素化方

法［１３］．为提高特征切削点搜索效率，首先，基于异型石材的三角网格模型表面数据点集（狓，狔，狕）的分布

范围，根据合理加工余量的假设条件，构建一个紧致包围盒将点集数据完全包含，得到八叉树第０层的

根节点；然后，根据设定的八叉树深度，沿着３个坐标轴方向，对该节点进行递归划分．八叉树划分空间

区域示意图，如图６所示．

以常见异型石材制品路障球为例，其直径为４００ｍｍ，实际加工时，通常将毛坯工件设置与加工目

标尺寸相近，尺寸（长×宽×高）为４４０ｍｍ×４４０ｍｍ×４００ｍｍ，保证一定的加工余量．以减少切割工序

为准，对于异型石材，取均匀加工余量为最佳．当八叉树层数较多时，八叉树储存空间占用和节点查询时

间消耗的代价会随之增加［１４］．综合考虑搜索效率与节点查询时间消耗等因素，以８个近邻子空间建立

深度为２层的八叉树，将路障球三角网格实体模型表面数据划分为８组，分别纳入子空间节点区域

Ａｒｅａｌ犻（犻＝１，２，…，８），从而在异型石材轮廓表面数据点与八叉树的节点之间建立联系．路障球的八叉树

区域划分，如图７所示．

　　图６　八叉树划分空间区域示意图　　　　　　　　　　　　图７　路障球的八叉树区域划分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ｃｔｒｅｅ　　　　Ｆｉｇ．７　Ｒｏａｄｂｌｏｃｋｂａｌ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ｃｔｒｅｅ　

３．３　高去除量锯切平面构造

设定毛坯工件尺寸与异型石材的三角网格模型包围盒一致．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件顶点与八叉树划

分的空间节点区域的位置关系，判断工件顶点所属空间节点区域Ａｒｅａｌ犻，并在该空间节点区域中搜索工

件顶点到异型石材轮廓表面的距离犇ｍ．将犇ｍ 的极大值犇ｍ，ｍａｘ作为材料去除最大深度，逆向搜索得到相

应的特征切削点犘ｏｂｊｃ（狓ｏｂｊｃ，狔ｏｂｊｃ，狕ｏｂｊｃ）与特征工件顶点犘ｂｃ（狓ｂｃ，狔ｂｃ，狕ｂｃ）．

以特征切削点与特征工件顶点构造πｃ的法向量犓（犓Ａ，犓Ｂ，犓Ｃ），即

犓（犓Ａ，犓Ｂ，犓Ｃ）＝ （狓ｂｃ－狓ｏｂｊｃ，狔ｂｃ－狔ｏｂｊｃ，狔ｂｃ－狔ｏｂｊｃ）． （２）

　　由于特征切削点属于πｃ的切点，通过解析几何求解，可以得到πｃ的平面方程为

犓Ａ·狓＋犓Ｂ·狔＋犓Ｃ·狕＋犓Ｄ ＝０． （３）

式（２），（３）中：犓Ａ，犓Ｂ，犓Ｃ，犓Ｄ 为锯切平面的系数．

锯切平面算法用于连续锯切规划，通过算法得到有序的锯切平面πｃ，圆锯片沿πｃ进行锯切加工可

以保证高材料去除量指标．高去除量锯切平面，如图８所示．

（ａ）算法搜索的第１次锯切平面　　　　　　　（ｂ）顺序搜索的第２次锯切平面

图８　高去除量锯切平面

Ｆｉｇ．８　Ｈｉｇｈｒｅｍｏｖａｌｓａｗ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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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锯切材料去除量计算

为观测圆锯片每次锯切去除材料的效果，需要对锯切材料去除量犞ｃ进行计算，有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判断锯切去除工件顶点．πｃ将全空间分割成两个半空间
［１５］，通过其法向量定义正、负半空

间．以πｃ为边界，其法向量所指向的一个半空间为正半空间，即锯切去除部分所在的半空间，负半空间

为工件材料保留部分．利用工件顶点和πｃ的平面方程，根据二叉空间分割算法，判断锯切去除顶点，即

犳（狓，狔，狕）＝犓Ａ·狓＋犓Ｂ·狔＋犓Ｃ·狕＋犓Ｄ，

犳＞０，　　 顶点属于犘ｂｐ，ｏｕｔ，

犳＜０，　　 顶点不属于犘ｂｐ，ｏｕｔ

烍

烌

烎．

（４）

　　步骤２　求解锯切截交面顶点．分析πｃ与工件的相交位置关系，提出锯切平面与锯切相关邻边求交

算法．将锯切相关邻边的空间直线方程与πｃ平面方程构建方程组，即

犓Ａ·狓＋犓Ｂ·狔＋犓Ｃ·狕＋犓Ｄ ＝０，

犃ｈｘ１·狓＋犅ｈｘ１·狔＋犆ｈｘ１·狕＋犇ｈｘ１ ＝０，

犃ｈｘ２·狓＋犅ｈｘ２·狔＋犆ｈｘ２·狕＋犇ｈｘ２ ＝０

烍

烌

烎．

（５）

式（５）中：犃ｈｘ１，犅ｈｘ１，犆ｈｘ１，犇ｈｘ１，犃ｈｘ２，犅ｈｘ２，犆ｈｘ２，犇ｈｘ２分别是锯切相关邻边的空间直线方程系数．求解方程

组，得到锯切截交面顶点犘ｂ，ｎｅｗ＝｛犘ｂ，ｎｅｗ１，犘ｂ，ｎｅｗ２，…，犘ｂ，ｎｅｗ狀｝．

步骤３　计算锯切材料去除量．根据工件去除体与锯切截交面的关系可知，犘ｂｐ，ｏｕｔ＝｛犘ｂｐ，ｏｕｔ１，

犘ｂｐ，ｏｕｔ２，…，犘ｂｐ，ｏｕｔ狀｝与犘ｂ，ｎｅｗ＝｛犘ｂ，ｎｅｗ１，犘ｂ，ｎｅｗ２，…，犘ｂ，ｎｅｗ狀｝构成工件去除体的所有顶点．考虑材料去除过

程中工件去除体与工件完全分离，因而，可以将工件去除体视为规则的凸多面体．根据三维空间多面体

体积公式［１６］，可计算工件去除体体积，进而得到锯切材料去除量犞ｃ，即

犞ｃ＝
１

６∑犱
（犘ｂｐ，ｏｕｔ１，犘ｂｐ，ｏｕｔ２，…，犘ｂｐ，ｏｕｔ犿，犘ｂ，ｎｅｗ１，犘ｂ，ｎｅｗ２，…，犘ｂ，ｎｅｗ狀）． （６）

式（６）中：犱（犘ｂｐ，ｏｕｔ１，犘ｂｐ，ｏｕｔ２，…，犘ｂｐ，ｏｕｔ犿，犘ｂ，ｎｅｗ１，犘ｂ，ｎｅｗ２，…，犘ｂ，ｎｅｗ狀）为工件去除体表面多边形顶点按逆时

针排列时，顶点坐标所构成的正向行列式．

４　锯切加工时间优化

４．１　锯切加工时间优化模型

考虑一次锯切走刀切透的方式［１７］（简称一刀切透方式），沿前文规划的锯切平面πｃ加工．在忽略非

锯切运动消耗时间的前提下，锯切加工时间优化模型为

ｍｉｎ∑
犕

犿＝１

（狋犿），　　狋犿 ＝
犱ｃ，犿
狏ｆ
，

ｓ．ｔ．　犱ｃ，犿 ＜犚，

　　　犘１犘２…犘狀 犛

烍

烌

烎．

（７）

式（７）中：犕 为锯切次数；狋犿 为沿锯切平面加工所消耗的时间；犱ｃ，犿为沿锯切平面加工的锯切进给行程

（一刀切透方式下的锯切深度）；狏ｆ为锯切进给速度；犚为圆锯片半径；犘１犘２…犘狀 为锯切截交面多边形；

犛为一刀切透方式下的锯切弧区
［１８］．

犕 由材料去除规划获取的πｃ数量决定，实际加工中，狏ｆ通常取定值．为了最小化锯切加工时间，应

保证每次锯切加工所消耗的时间狋犿 最小，而狋犿 与狏ｆ，犱ｃ，犿直接相关．

４．２　优化方法

由时间优化模型可知，锯切进给行程是影响锯切加工时间的主要因素，其与进给方向及下刀点选取

有关．不同进给方向的锯切进给行程，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刀轴始终保持垂直于锯切截交面多边形

犘１犘２犘３，选取不同的进给方向和下刀点均能实现一刀切透，但锯切进给行程存在差异；相比进给方向

１，进给方向２的锯切进给行程更长，在相同的进给速度条件下，进给方向２的锯切加工时间也会相应增

加．因此，欲获得最小的锯切加工时间，需要对锯切截交面多边形进行分析，寻找使锯切进给行程最短的

进给方向和下刀点．

４．２．１　锯切截交面多边形分析　为了方便锯切截交面多边形分析，给出如下４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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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进给方向１　　　　　　　　　　　　　　（ｂ）进给方向２

图９　不同进给方向的锯切进给行程

Ｆｉｇ．９　Ｓａｗｉｎｇｆｅｅｄｉｎｇｓｔｒｏｋ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定义１　设犘１犘２…犘狀 是锯切截交面的三维空间凸多边形，其顶点按逆时针排序．

定义２　设犔犻，犻＋１＝｛犘犻，犘犻＋１｝为犘１犘２…犘狀 的一条边，顶点犘犼（犼＝１，２，…，狀）到边犔犻，犻＋１的距离为

犇犻，犼，则称犺犻，犼＝ｍａｘ（犇犻，犼）（犼＝１，２，…，狀）为边犔犻，犼的高，其对应的顶点称为高顶点犘ｈ．

定义３　设犺犻，犼为多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的一条边的高，则称犺ｍｉｎ＝ｍｉｎ（犺犻，犼）为多边形的最短高，最短高

的长度称为多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最小跨度．

定义４　多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最小跨度犺ｍｉｎ对应的边为锯切特征边犔ｐ．

图１０　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的最小跨度

Ｆｉｇ．１０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ｓｐａ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

以 锯 切 截 交 面 多 边 形 犘１犘２犘３ 与

犘１犘２犘３犘４ 为例．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的最小跨

度，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犘１犘２犘３ 中最短高

为犺３，１，高顶点犘ｈ 为犘２，锯切特征边犔ｐ 为

犔３，１，最小跨度为犺３，１的长度；犘１犘２犘３犘４ 中最

短高为犺２，３，高顶点犘ｈ 为犘４，锯切特征边犔ｐ

为犔２，３，最小跨度为犺２，３的长度．

分析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特性可知，最小跨

度一定存在于多边形的某一条边的高犺犻，犼中．

４．２．２　进给方向优化方法　选取锯切截交面多边形最小跨度的进给方向和满足多轴机床几何特性的

下刀点，进而可以确定最短锯切进给行程，具体优化方法如下．

首先，对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犘１犘２…犘狀 进行分析，在其边集合犔＝｛犔１，２，犔２，３，…，犔狀，１｝中依次取边

犔犻，犻＋１，根据犔犻，犻＋１＝｛犘犻，犘犻＋１｝，求出边的空间直线方程为

犽Ａ，犻狓＋犽Ｂ，犻狔＋犽Ｃ，犻狕＋犽Ｄ ＝０，

犽′Ａ，犻狓＋犽′Ｂ，犻狔＋犽′Ｃ，犻狕＋犽′Ｄ ＝０
｝． （８）

　　然后，依次取锯切截交面多边形顶点犘犼（犼＝１，２，…，狀），根据点到空间直线的距离公式，求解所有

顶点犘犼到边犔犻，犻＋１的距离犇犻，犼（犼＝１，２，…，狀），并得到边犔犻，犻＋１的高犺犻，犼．进而，确定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的

最短高、最小跨度、锯切特征边犔ｐ及其对应的高顶点犘ｈ．

最后，分析锯切特征边与其对应高顶点的位置关系，以确定进给方向和锯切下刀点．若锯切特征边

犔ｐ对应的高顶点犘ｈ位于犔ｐ的下方，则选取该犘ｈ在犔ｐ 上的垂足点为锯切下刀点，以其对应的最短高

犺ｍｉｎ方向为最优进给方向，最短锯切进给行程为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的最小跨度；若锯切特征边犔ｐ对应的

高顶点犘ｈ位于犔ｐ的上方，则选取该犘ｈ为锯切下刀点，以其对应的最短高犺ｍｉｎ方向为最优进给方向，为

实现一刀切透方式，最短锯切进给行程为锯切截交面多边形的最小跨度加上一定的锯切补偿深度．

５　仿真实例与对比分析

５．１　仿真结果分析

考虑一定的粗加工余量，选定尺寸（长×宽×高）为４４０ｍｍ×４４０ｍｍ×４００ｍｍ的长方体毛坯工

２８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件，取粗加工精度为犇ｓｔ＝２６ｍｍ，圆锯片半径为４００ｍｍ，锯切进给速度设定为１８０ｍｍ·ｍｉｎ
－１，经过

１９次锯切后，材料去除规划获取的１９个锯切平面，如图１１（ａ）所示．边界表示法对粗加工锯切后的工件

重建效果图，如图１１（ｂ）所示．可见锯切后的工件轮廓已逐渐逼近路障球形状．

锯切加工时间的对比，如图１２所示．由图１２可知：优化后的总锯切加工时间约为２５ｍｉｎ，相较于未

优化的锯切加工时间减少了约９．５％．

锯切加工过程中，单位时间锯切材料去除量（犞狋）的对比，如图１３所示．由图１３可知：锯切材料去除

量达到１．０９１×１０７ｍｍ３，约占应去除毛坯材料总量的８１．２％．

　（ａ）锯切过程中的锯切截交面　　　　　　　　（ｂ）锯切后的工件重建效果图　　

图１１　仿真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１２　锯切加工时间的对比　　　　　　　　　 图１３　单位时间锯切材料去除量的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ｗｉｎｇｔｉｍｅ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ｓａｗ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ｅｒｕｎｉｔｔｉｍｅ

５．２　锯切和磨削加工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锯切粗加工方法对提高异型石材制品加工效率的有效性，选择石材粗加工常用的磨削加

工方式作为对比．砂轮加工参数如下：加工深度犪ｐ为２ｍｍ；加工宽度犪ｗ 为２２．５ｍｍ；进给速率为５０００

ｍｍ·ｍｉｎ－１．圆锯片的锯切加工参数如下：圆锯片半径为４００ｍｍ；锯切进给速率为１８０ｍｍ·ｍｉｎ－１．在

相同材料去除量１．０９１×１０７ｍｍ３ 的情况下，磨削加工时间为１７７ｍｉｎ，锯切加工时间为２５ｍｉｎ．

对比两种加工方式消耗的时间可知：在相同材料去除量的前提下，锯切粗加工效率约为磨削粗加工

的７倍．主要原因是磨削加工受到磨削深度的限制，其最大磨削深度仅能达到２ｍｍ，且对于加工深度

较深的情况必须采用分层磨削的方法；而文中的锯切加工方法能直接达到最大深度进行大块锯切，因

此，加工效率显著提高．

６　结束语

采用边界表示法建立适用于锯切粗加工的工件模型及以边界面与顶点为核心的数据结构，实现了

材料去除过程中工件表面数据的高效动态管理．提出基于材料去除最大深度的锯切平面算法用于锯切

粗加工规划．在忽略非锯切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锯切加工时间优化模型．通过分析进给方向和锯切下刀

点对锯切进给行程的影响，结合一刀切透方式，给出一种进给方向优化方法，实现了锯切加工时间最小

化目标．在相同材料去除量条件下，通过锯、磨削加工时间对比，验证了文中锯切粗加工策略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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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风激扰下的跨座式单轨车辆

运行平稳性分析

李军１，魏睿２，隗寒冰１，周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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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横风激扰下的跨座式单轨车辆的运行平稳性进行分析．首先，分别采用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和非定

常随机风载模型模拟动态风场，建立跨座式单轨车辆动力学模型，并将两种风载模型作为外部激励分别施加

到车辆上．其次，采取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车速、风速、合成风向角的跨座式单轨车辆在横风作用时的动力

响应．最后，对车辆运行平稳性进行评估，计算限值下的临界安全风速，得到横风激扰下跨座式单轨车辆运行

的安全区域．结果表明：车速、风速和合成风向角对跨座式单轨车辆的运行平稳性有显著影响；当车速和风速

过大时，车辆会发生失稳现象．

关键词：　跨座式单轨车辆；横风激扰；平稳性；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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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座式单轨交通具有小曲率线径运行的特点，在强横风作用下，跨座式单轨车辆可能脱离行驶轨

面．目前，学者们对风荷载作用下的列车安全运行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彭恺等
［１］对３种风载模型

下的某型动车组头车侧风安全性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适合于我国高速列车的侧风

安全评价．王康
［２］引入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及其计算方法，建立高速列车动力学仿真模型，对１８种工况

下的车辆安全性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在曲线外侧施加横风、曲线内侧施加横风和无横风等情况下高速列

车的曲线通过安全性规律．曹亚博等
［３］研究强阵风环境下高速列车的运行安全与脱轨边界，为阵风环境

下高速列车的安全控制提供理论指导．Ｏｌｍｏｓ等
［４］建立一种有效的风车桥相互作用模型，并进行实验

验证，以确定列车无法安全运行的临界风速和车速．Ｚｈａｎｇ等
［５］研究基础因素对大跨度斜拉桥风轨车桥

系统耦合振动的影响，发现车辆加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风脉动和轨道不规则性的激励影响．

目前，关于风荷载作用下车辆安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速列车，较少涉及跨座式单轨交通［６］，然

而，在车辆模型、轨道线路等方面，跨座式单轨交通与高速列车具有明显的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对横

风激扰下的跨座式单轨车辆运行平稳性进行分析，计算限值下的临界安全风速，得到横风激扰下跨座式

单轨车辆运行的安全区域．

１　风载模型

１．１　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

横风激扰模型可采用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模拟自然界中的动态风场，风载模型中的动态阵风风速

图１　瞬态中国帽风风速时间历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ｐ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由稳定阵风风速和波动阵风风速叠加而成［７］．任意一处的动态阵

风风速狌为

狌（狋）＝狌０（狋）＋狌ｇ（狋）． （１）

式（１）中：狌０ 为稳定阵风风速；狌ｇ为波动阵风风速．

以计算效率为前提，兼顾自然风脉动规律和极端变化情况，

将模型进行简化．瞬态中国帽风风速时间历程图，如图１所示．图

１中：狌ｍａｘ为动态阵风最大风速；狌ｍｉｎ为动态阵风最小风速；狋１～狋８

为动态阵风风速变化的作用时间；犜 为波动阵风持续时间．瞬态

中国帽风载模型描述的动态阵风风速可由分段函数表示，即

狌（狋）＝

２狌０狋，　　狋１ ＜狋＜狋２，

狌０，　　狋２ ＜狋＜狋３，

犃狌０－狌０（犃－１）·ｓｉｎ（π狋＋１．５π），　　狋３ ＜狋＜狋４，

犃狌０－狌０（犃－１）·ｓｉｎ（π狋－１．５π），　　狋４ ＜狋＜狋５，

狌０，　　狋５ ＜狋＜狋６，

２狌０－犃狌０－狌０（犃－１）·ｓｉｎ（π狋－１．５π），　　狋６ ＜狋＜狋７，

２狌０－犃狌０－狌０（犃－１）·ｓｉｎ（π狋＋１．５π），　　狋７ ＜狋＜狋８，

狌０，　　狋＞狋８

烅

烄

烆 ．

（２）

式（２）中：犃为狌ｍａｘ与狌０ 的比值，犃＝１．７．

由速度合成理论可知，合成风速狌α 和合成风向角α可由车速狏、动态风速狌和风向角αｗ 合成，即

狌α（狋）＝ （狏＋狌（狋）·ｃｏｓαｗ）
２
＋（狌（狋）·ｓｉｎαｗ）槡

２， （３）

α（狋）＝ａｒｃｔａｎ
狌（狋）·ｓｉｎαｗ

狏＋狌（狋）·ｃｏｓα（ ）
ｗ

． （４）

　　作用在车辆上的气动载荷可以简化为侧力犉狔、升力犉狕、倾覆力矩 犕狓、点头力矩 犕狔 和摇头力矩

犕狕，根据准静态理论可得相关公式为

犉犵（狋）＝
１

２ρ
犛０犮犉

犵
α（狋）狌α（狋）

２，　　犵∈ ｛狔，狕｝，

犕狆（狋）＝
１

２ρ
犛０犱０犮犕

狆
α（狋）狌α（狋）

２，　　狆∈ ｛狓，狔，狕｝
烍

烌

烎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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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中：ρ为空气密度，ρ＝１．２２５ｋｇ·ｍ
－３；犛０ 为迎风侧单轨车体投影等效面积，ｍ

２；犱０ 为等效高度，

ｍ；犮犉
犵

，犮犕
狆

分别为气动力系数和气动力矩系数．

１．２　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

脉动风的风速功率谱是描述风速频率特性的重要参数，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采用经典且较为接近

实际的达文波特（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风谱进行模拟．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脉动风功率谱经验表达式为

狀犛狌（狕，狀）

狌
２ ＝

４狓２

（１＋狓
２）４／３

． （６）

式（６）中：狀为脉动风频率；犛狌（狕，狀）为脉动风风速功率谱；狓为无量纲频率，狓＝１２００狀／狌ａｖｅ，狌ａｖｅ为标准高

度１０ｍ处的平均风速；狌
２＝犓狓２，犓 为地面粗糙度系数．

实际测量结果表明，近地层脉动风速根方差可近似计算，即σ狌≈２．５σ，σ狏≈２．２σ，σ狑≈１．３５σ．

据此，式（６）又可写为

狀犛狌（狕，狀）

σ狌
２ ＝

２

３
· 狓２

（１＋狓
２）４／３

． （７）

　　风场模拟采用谐波合成法，为了便于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改用复指数形式表示，故一个零

均值多变量一维平稳随机过程为

犳犼（狋）＝２ Δ槡狀·Ｒｅ∑
犼

犽＝１∑
犕－１

犾＝１
犎犼犽（犾Δω）×

ｅｘｐ（犻犾Δω狋＋犻
犽
犿
ω狋＋犻φ犽犾），　　犼＝１，２，…，犿． （８）

　　令犅犼犽（犾Δω）＝犎犼犽（犾Δω）·ｅｘｐ（犻φ犽犾）（犾＝０，１，２，…，犕－１），则式（８）可写为

犳犼（狇Δ狋）＝２ Δ槡狀·Ｒｅ∑
犼

犽＝１
犌犼犽（狇Δ狋）·ｅｘｐ（犻

犽
犿
Δω·狇Δ狋）． （９）

式（９）中：Δ狋＝１／犳狊；犌犼犽（狇Δ狋）＝∑
犕－１

犻＝０
犅犼犽（犾Δω）·ｅｘｐ（犻犾Δω·狇Δ狋）（狇＝０，１，２，…，犖－１）．

图２　非定常随机风载风速时间历程图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ｒａｎｄｏｍ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据此，通过犖 点ＦＦＴ进行快速计算，根据计算

结果再通过式（９）即可得到空间犿 点的随机脉动风

速场，实际风速场为随机脉动风速场与当地平均风

速之和．

非定常随机风载风速时间历程图（平均风速为

１５ｍ·ｓ－１），如图２所示．

根据准静态理论和合成风速理论，可得到非定

常随机风载模型［８?１０］．在跨座式单轨车辆模型中，风

载荷以时间激励函数的方式输入，作为列车所受的

外力激扰．

图３　跨座式单轨车辆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ｒａｄｄｌｅｍｏｎｏｒａｉｌｖｅｈｉｃｌｅ

２　跨座式单轨车辆动力学建模

２．１　跨座式单轨车辆动力学模型

跨座式单轨车辆的组成结构为车体、前后转向

架、走行轮轮对、导向轮轮对和稳定轮轮对．走行轮、

导向轮和稳定轮均使用橡胶轮胎，在模型中常常将

其简化为并联的线性弹簧和阻尼器．轮对不设一系

悬挂，只设由空气弹簧组成的二系悬挂［１１１２］．

利用多体动力学软件建立跨座式单轨车辆模

型，如图３所示．该模型共计３８个自由度，车辆主要

动力参数，如表１所示．

７８２第３期　　　　　　　　　　　 李军，等：横风激扰下的跨座式单轨车辆运行平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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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车辆主要动力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车厢的长度、宽度、高度／ｍ １４．８０，２．９０，３．５９ 导向轮、稳定轮的径向刚度／ｋＮ·ｍ－１ ９８０，９８０

车辆定距／ｍ ９．６ 走行轮径向阻尼／Ｎ·ｓ·ｍ－１ ３１８０

车体质量／ｋｇ １６１００ 走行轮自由直径／ｍ １．００６

构架质量／ｋｇ ６１７０ 导向轮、稳定轮自由直径／ｍ ０．７３，０．７３

空气弹簧竖向、横向刚度／ｋＮ·ｍ－１ １６０，１０ 走行轮轴距／ｍ １．５

空气弹簧竖向、横向阻尼／Ｎ·ｓ·ｍ－１ ４５４００，１０００ 导向轮轴距／ｍ ２．５

走行轮径向刚度／ｋＮ·ｍ－１ １１８０

２．２　模型的验证

为验证模型的正确性，设置狌＝０，车速狏分别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６５ｋｍ·ｈ－１，轨道线型为直

线，轨道不平顺均采用常用且贴切的美国六级谱进行模拟，单轨车辆依次运行，并提取单轨车辆横向、竖

向加速度数据．将处理后的仿真数据与文献［１３］中实测的重庆轻轨加速度数据进行对比．仿真数据与实

测数据的对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犪ｖ为竖向加速度；犪ｌ为横向加速度．

表２　仿真数据与实测数据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

狏／
ｋｍ·ｈ－１

犪ｖ／ｍ·ｓ
－２

　实测 　仿真

犪ｌ／ｍ·ｓ
－２

实测 仿真

狏／
ｋｍ·ｈ－１

犪ｖ／ｍ·ｓ
－２

　实测 　仿真

犪ｌ／ｍ·ｓ
－２

实测 仿真

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７ ５０ ０．６２ ０．４５ ０．２９ ０．２３

２０ － ０．２２ － ０．０９ ６０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３１ ０．２３

３０ ０．４０ ０．３１ ０．１４ ０．１６ ６５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３４ ０．２５

４０ ０．５０ ０．３８ ０．２６ ０．２１

　　当车速为６５ｋｍ·ｈ
－１时，单轨车辆的加速度时程图，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这些曲线是车体加

速度的典型时程曲线．

　（ａ）竖向加速度　　　　　　　　　　　　　　　　　　（ｂ）横向加速度

图４　单轨车辆的加速度时程图

Ｆｉｇ．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ｎｏｒａｉｌｖｅｈｉｃｌｅ

由表２和图４可知：模型仿真加速度与重庆实测数据
［１３］基本吻合．因此，可采用文中建立的仿真模

型进行跨座式单轨车辆的动力学性能研究．

３　动力响应分析及平稳性能评价

３．１　车辆受风载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两种风载模型在横风激扰作用下单轨车辆的动力响应情况，由式（３）～（５）可知，车辆受风载大

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车速、风速和合成风向角，且横风对头车影响最大，故可对头车进行动力响应分析，

进而评价整车动力响应及运行平稳性．

模拟单轨车辆在不同工况下的运行情况，即不同车速、风速和合成风向角的单轨车辆车体质心处横

向加速度的时域历程曲线，轨道线型为直线轨道（长度犔＝５００ｍ）
［１４］．为便于研究车辆的横向振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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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轨车辆动力响应分析及平稳性能评价中未考虑轨道不平顺．

３．２　平稳性能评价分析

目前，国内外尚未制定专用于跨座式单轨车辆的平稳性评价标准，因此，借鉴 ＧＢ／Ｔ５５９９－１９８５

《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基于仿真获取的单轨车辆横向加速度振动响应时程曲线

进行数值计算［１５?１６］．平稳性指标犠 采用斯佩林平稳性指标的计算方法，即

犠 ＝７．０８×
１０

∑
狀

犻＝１
犪犻
３犉（犳犻）／犳槡 犻．

上式中：犪犻为振动加速度，ｍ·ｓ
－２；犳犻为振动频率，Ｈｚ；犉（犳犻）为频率修正系数．

表３　客运轨道车辆平稳性评价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ｒａｉ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平稳性等级 评价 犠

１级 优 ＜２．５０

２级 良 ２．５０～２．７５

３级 合格 ２．７５～３．００

当含有犺个频率成分时，平稳性指标计算式为

犠 ＝
１０

犠１０
１ ＋犠

１０
２ ＋犠

１０
３ ＋…＋犠

１０
槡 犺．

　　按上述标准，计算各控制变量下的单轨车辆平稳性指标．

参考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

规范》的客运轨道车辆平稳性评价，如表３所示．

３．３　合成风向角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

设置仿真时间为２０ｓ，步长为０．０２，瞬态中国帽风载模

型和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的风速均为狌＝１５ｍ·ｓ－１，合成风向角分别为４５°，６０°，７５°，９０°，１０５°，１２０°，

１３５°，单轨车辆以６０ｋｍ·ｈ－１的速度稳定运行，在狋１ 时刻分别驶入横向风带，车体质心处的横向加速

度，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在两种风载模型中，当合成风向角为９０°时，横向加速度最大；当合成风向角为１３５°时，

横向加速度最小；当合成风向角为９０°，７５°时，横向加速度明显增大，说明角度不同，其等效风速也不同，

车辆受到的风载相差较大；当合成风向角为７５°～９０°时，等效风速变化较大，横风对车辆安全性能有显

著影响．

３．４　车速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

设置仿真时间为２０ｓ，步长为０．０２，单轨车辆开始分别以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ｋｍ·ｈ－１的稳

定速度运行，狋１ 时刻驶入风速狌＝１５ｍ·ｓ
－１的横风风带后离开，因合成风向角为９０°时的等效风速最

大，故后续研究的合成风向角均设置为９０°．车速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如图６所示．

图５　合成风向角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　　　　　图６　车速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ｎ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ｐｅｅｄｏ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ｍａｓｓ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ａｒｂｏｄｙ　　　　 　　　　　　ａｔｍａｓｓ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ａｒｂｏｄｙ　　　

由图６可知：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最大值整体上随车速的增大而增大；由于抖振力和自激力的

存在，相较于瞬态中国帽风载，非定常随机风载使单轨车辆的速度增幅更为明显，当车速增加至６０～８０

ｋｍ·ｈ－１时，非定常随机风载作用效果更为明显，横向振动响应强烈．

根据仿真得到单轨车辆在两种风载模型下的时域历程曲线，将其导入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计算，从而评价

其运行的平稳性．当横风风速为１５ｍ·ｓ－１时，单轨车辆在直线段轨道上以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

ｋｍ·ｈ－１的车速行驶．在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中，单轨车辆以１０～５０ｋｍ·ｈ
－１的速度行驶，车体横向平

稳性指标均未超过２．５０，车辆平稳性较好；以６０，７０，８０ｋｍ·ｈ－１的速度行驶，车体横向平稳性指标分

别为２．７５０９，３．０５０７，３．６４５０，均不能满足车辆平稳运行的要求．在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中，单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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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１０～６０ｋｍ·ｈ
－１的速度行驶，车辆平稳性较好；以７０，８０ｋｍ·ｈ－１的速度行驶，车体横向平稳性指标

分别为２．５８４２，３．０４８９，均超过２．５０，单轨车辆无法平稳行驶．

图７　风速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ｏｎ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ｍａｓｓ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ａｒｂｏｄｙ

３．５　风速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

当两种横向风速分别为５，１０，１５，２０ｍ·ｓ－１，合

成风向角均为９０°时，作用于车速为６０ｋｍ·ｈ－１的单

轨车辆，其风速对车体质心处横向加速度的影响，如

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车辆横向加速度受风速的影响显

著，随着风速的增加，横向加速度增大；当风速从１５

ｍ·ｓ－１增至２０ｍ·ｓ－１时，相较于瞬态中国帽风载，

非定常风载作用下车辆横向加速度折线更陡，对风

速作用效果也更为敏感．

当车辆在直线段轨道上以６０ｋｍ·ｈ－１的车速行

驶时，在风速为１５，２０ｍ·ｓ－１的非定常随机风载和

风速为２０ｍ·ｓ－１的瞬态中国帽风载的作用下，车体横向平稳性指标分别为２．７５０９，２．９６１３，２．７０４８，

可相应地评为合格、合格和良．此时，单轨车辆应立刻减速甚至停运，以保证运行平稳性．其余各种工况

评价结果均为优，可安全稳定运行．

４　横风激扰下跨座式单轨车辆运行的安全区域

跨座式单轨车辆以不同的车速分别通过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根据国家标准

ＧＢ５５９９－１９８５《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计算限值下的临界安全风速，进而基于这

两条线的交点及最内侧部分确定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的分界线，依据该线可得到某车速下对应的安全

运行所不能逾越的风速，从而得到横风激扰下单轨车辆运行安全域，当合成风向角为７５°～９０°时，等效

图８　单轨车辆运行的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

Ｆｉｇ．８　Ｓａｆｅ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ｍｏｎｏｒａｉ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风速变化较大，故所有风载均垂直于车体．

当车辆速度为０～８０ｋｍ·ｈ
－１，平均侧风速

度为０～２０ｍ·ｓ
－１时，单轨车辆运行安全区域与

危险区域，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随着车辆运行速度的增加，车辆

允许的临界安全风速降低．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

曲线表示所有敏感条件的阈值界限集合，是安全

区域与危险区域的边界．当风速为１２．６５ｍ·ｓ－１

时，车辆临界速度约为７３．４ｋｍ·ｈ－１；而若要保

持车辆以车速８０ｋｍ·ｈ－１匀速行驶在轨道梁上，

则标准高度风速检测应限制在１１．５ｍ·ｓ－１左

右．非定常随机风载曲线右上区域为危险区域，表明跨座式单轨交通应关闭或使用风屏障等措施以保证

行车安全．从风载模型来看，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的临界风速大于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非定常随机风

载模型考虑了侧风下车辆所受的抖振力和自激力．因此，在进行安全评估时，应选择非定常随机风载曲

线的左下区域．

５　结论

１）车速、风速、合成风向角对横风下单轨车辆的运行平稳性有着极大的影响，随着车速、风速的增

大，单轨车辆运行平稳性越差；而当合成风向角为７５°～９０°时，车辆所受等效作用力最大，有脱轨可能．

２）相较于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非定常随机风载模型使单轨车辆的横向振动响应更为明显．当风

速为１５ｍ·ｓ－１，车速增加至６０ｋｍ·ｈ－１时，瞬态中国帽风载模型的车辆速度达到７０ｋｍ·ｈ－１，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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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振动响应过大，超过平稳性指标．

３）给出横风激扰下单轨车辆运行安全区域，非定常随机风载曲线表示所有敏感条件的阈值界限集

合，是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的边界．在安全区域中，车辆可稳定行驶；在危险区域中，跨座式单轨车辆应

采取立即减速、就近停车等措施，以保证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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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犡犕犙６８３８犢客车动力总成悬置

系统参数的优化设计

盛精１，２，潘迎春１，ＳＯＨＡＩＬＡａｍｉｒ２，王志敏１，王蒙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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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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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０２４）

摘要：　针对ＸＭＱ６８３８Ｙ客车怠速时方向盘抖动和座椅振动剧烈的问题，以其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各阶模态

的解耦率最大为目标和固有频率的分配为约束，构建一种以悬置元件离散刚度与连续位置为设计变量的优

化设计模型．通过建立系统自由振动模型，获取其固有频率和六阶模态；利用能量解耦法，求解系统六自由度

的解耦率．在 ＭＡＴＬＡＢ和ｉＳＩＧＨＴ集成条件下，采用刚度离散化的方法和自适应模拟退火算法，优化悬置系

统设计参数．实验结果表明：优化后，该车型在启、闭空调时方向盘和各排座椅的三向振动均明显降低，尤其在

开启空调时，方向盘犢 向振动加速度由３．４３ｍ·ｓ－２下降至０．３５ｍ·ｓ－２，提升了乘坐舒适性．

关键词：　悬置系统；ＸＭＱ６８３８Ｙ客车；怠速；优化设计；固有频率；解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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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ＸＭＱ６８３８Ｙｂｕｓ；ｉｄ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是连接客车车架和动力总成之间的重要部件，它既能够降低动力总成传递到车

架产生的振动，又能隔离客车在不同工况下传递给动力总成的振动．隔振性能的优劣是衡量客车品质的

重要指标．在悬置系统隔振性能的设计研究方面，卢炽华等
［１］选用悬置元件的静刚度作为设计参数，研

究悬置系统模态解耦对隔振性能的影响；庄伟超等［２］讨论悬置元件的动刚度，解决了并联式柴电混合动

力客车在怠速工况时方向盘的抖动问题；文献［３］探讨了悬置元件位置和动刚度参数对悬置系统隔振性

能的影响．在悬置元件动刚度的优化方面，万里翔等
［４］确立了以悬置系统支反力幅值最小作为目标；王

国林等［５］尝试以支撑处加速度响应最小为目标；Ｌｕｏ等
［６］选取悬置系统六自由度解耦率最大为目标，优

化了悬置元件的位置和刚度．近些年来，部分学者以解耦率最大化为优化目标，在提升悬置系统隔振性

能方面取得了一些的成果［７?９］．在优化模型的求解算法方面，文献［１０?１３］分别采用ＮＳＧＡ?ＩＩ算法蒙特

卡洛算法、自适应模拟退火（ＡＳＡ）等方法，优化了悬置系统参数．在上述的研究中，悬置系统相关的设

计参数皆被视为连续型变量，然而，成本是客车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悬置元件仅有几种规格的刚度供

选．因此，在悬置系统优化设计中，悬置元件位置连续化和刚度离散化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鉴于此，本文针对ＸＭＱ６８３８Ｙ客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参数的设计（考虑怠速工况），选用解耦率为

评价指标，探索在六阶模态下以悬置系统动刚度（离散型）和软垫安装位置（连续型）为设计变量的优化

模型构建；同时，在 ＭＡＴＬＡＢ与ｉＳＩＧＨＴ集成环境下对各阶模态的解耦等相关技术开展相关研究．

１　悬置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与评价

１．１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力学模型的建立

悬置系统元件的布置形式、刚度和安装位置对悬置系统的隔振性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各阶模态和

固有频率是悬置系统的重要性能参数也是其固有属性，因此，获取悬置系统的固有频率和模态对其优化

设计具有重要作用．相比乘用车，客车动力总成系统的质量大、体积大，且多采用四点式悬置．

根据动力总成和悬置系统的布置形式，建立四点式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振动模型，如图１所示，以求

解悬置系统固有属性．图１中：以动力总成质心为原点建立坐标系；犡 轴正方向为纵向往发动机前端方

图１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振动模型

Ｆｉｇ．１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ｉｎ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向；犣轴正方向平行于气缸中心线，指向缸盖方向；犢 轴依

据右手定则确定；围绕犡，犢，犣向旋转分别为犚犡，犚犢，犚犣．

不考虑阻尼和外力作用，可得系统自由振动的微分方

程，即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在广义坐标下的动力学方程为

犕̈狇＋犓狇＝０． （１）

式（１）中：犕 为系统质量矩阵；犓为系统刚度矩阵；狇为系统

位移向量．

利用拉斯变换可得

（ω
２
－犃）狇＝０． （２）

式（２）中：犃＝犕－１犓．

由式（２）可知：ω
２ 是矩阵犃的实特征值；矩阵犃是非对

称矩阵；狇是ω
２ 的实特征向量．因此，可获取悬置系统的六阶固有频率ω犻和固有振型犻，犻＝１，２，…，６．

由于该型客车发动机与空调压缩机集成化程度低，两者分别进行单独布置．在开启空调时，皮带轮

向空调压缩机进行功率输出，相当于动力总成引入外源激励，使该型客车悬置系统不能满足上述建立的

悬置系统振动模型（无激励）．陈述等
［１４］探究了空调压缩机悬置与动力总成悬置集成方案，但缺乏实证

研究．因此，参考乘用车及国外客车压缩机与发动机的集成方案，采用将压缩机布置在发动机的前悬置

３９２第３期　　　　　　　　　　盛精，等：ＸＭＱ６８３８Ｙ客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参数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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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搭载空调支架实图

Ｆｉｇ．２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ｒａｃｋｅｔｒｅａｌｍａｐ

上的结构形式，从而满足上述的悬置系统振动模型，同

时适用于空调启、闭两种工况．搭载空调支架实图，如图

２所示．

１．２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评价

相比能量解耦法，扭矩轴解耦法虽然能够提高侧倾

模态方向上的解耦，但主要应用于前置后驱的动力总成

布置形式，且需要构造特定的坐标系．能量解耦法能够

摆脱动力总成的布置形式和类型的限制，可以在悬置系

统自由振动方向上求解刚体模态参数，也可在初始坐标

系上对悬置系统展开解耦设计，无需坐标转换；同时，其

解耦率在０％～１００％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数值计算稳定

性［１５］．由于文中优化悬置元件刚度为离散而非同比例

变化，能够消除能量解耦法的局限性，因此，采用能量解耦法实现评价悬置系统在六自由度方向上的解

耦［１６］，解耦率表达式为

犘（犽，犾）＝
∑
６

犾＝１

［犿（犽，犾）φ（犽，犼）φ（犾，犼）］

∑
６

犽＝１
∑
６

犾＝１

［犿（犽，犾）φ（犽，犼）φ（犾，犼）］

×１００％． （３）

式（３）中：犿（犽，犾）为系统质量矩阵犕 的第犽行第犾列元素；φ（犽，犼）为振型φ（犼）的第犽个元素；φ（犾，犼）为

振型φ（犼）的第犾个元素．

通过获取动力总成质量和转动惯量得到质量矩阵犕，利用悬置元件坐标和刚度求解系统刚度矩阵

犓．悬置软垫坐标参数，如表１所示．运用式（１）求解系统六阶固有频率犳犻和固有振型犻．将犻和质量矩

阵元素犿（犽，犾）代入式（３），求解该系统刚度下的解耦率犘犻．悬置系统的固有频率（犳）和解耦率（犘），如表

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各向解耦率普遍低于８０％，解耦程度低．部分固有频率间距小于０．５Ｈｚ，固有频率

分配不合理．

通过实车测试，得到怠速车内关键点振动的加速度，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犪表示加速度．由表３可

知：开启空调时方向盘犢 向振动加速度（３．４３ｍ·ｓ－２）与关闭空调时后排座椅的犣向振动加速度（０．９４

ｍ·ｓ－２），均远不能满足方向盘（犡，犢，犣三向振动加速度分别为０．４，０．４，０．２ｍ·ｓ－２）和座椅（三向振

动加速度皆为０．２ｍ·ｓ－２）的乘坐舒适性标准，且其他方向也未能达到标准的下限．

表１　悬置软垫坐标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ｕｓｈｉｏｎ ｍｍ　

悬置名称 狓 狔 狕 悬置名称 狓 狔 狕

左前悬置 ３７２．０ －２３６．０ ２１．０ 右前悬置 ３７２．０ ２２５．０ ２１．０

左后悬置 －１２７．０ －２９７．０ －１６４．０ 右后悬置 －１２７．０ ２８１．０ －１６４．０

表２　悬置系统的固有频率和解耦率

Ｔａｂ．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ｒａｔ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项目
方向

犡 犢 犣 犚犡 犚犢 犚犣

犳／Ｈｚ ７．０２ ８．９５ ９．７０ １２．４７ ４．４８ ６．６０

犘／％ ６７．９６ ７９．９１ ７８．４１ ８０．８５ ７６．２９ ８８．４５

表３　怠速车内关键点的振动加速度

Ｔａｂ．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ｂｕｓｄｕｒｉｎｇｉｄｌｉｎｇ ｍ·ｓ－２　

项目
方向盘

犡 犢 犣

前排座椅

犡 犢 犣

中间排座椅

犡 犢 犣

后排座椅

犡 犢 犣

犪（关闭空调） ０．６０ ０．６４ ０．３６ ０．１０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９４

犪（开启空调） ０．６８ ３．４３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４８ ０．２６ ０．６２ ０．４４ ０．７０

４９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２　悬置系统设计参数的优化设计

基于上述对各阶模态解耦率、固有频率和该车振动测试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悬置元件的动刚度和

安装位置仍有优化的空间．以解耦率为最大目标，综合考虑以空间布置、频率间距、元件刚度和关键模态

方向的解耦率为约束条件，以位置和刚度为设计变量，开展对悬置系统参数的优化设计．

２．１　设计变量

悬置元件的安装角度的范围一般为３０°～６０°，而为防止剪切力过大，同时为获得较好的抗扭能力，

前后悬置皆为４５°．以悬置元件离散刚度和连续位置为设计参数，获取设计变量为

犡＝ ［狓１，…，狓４，狓５，狓６，狓７，…，狓１４，狓１５，狓１６］
Ｔ
＝ ［犽１，…，犽４，狌１，狏１，狑１，…，狌４，狏４，狑４］

Ｔ． （４）

式（４）中：犽１～犽４ 依次为前左、前右、后左、后右４悬置元件的刚度；狌犻，狏犻，狑犻分别为每组悬置元件在广义

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２．２　约束条件

该车为四缸直列式柴油机且怠速为６５０ｒ·ｍｉｎ－１，怠速频率为２１．７Ｈｚ，考虑隔振理论和路面向车

体传递振动，悬置系统的固有频率为５Ｈｚ＜犳＜１５Ｈｚ，且相邻频率间隔至少大于０．５Ｈｚ．悬置元件位

置的约束范围，如表４所示．振动耦合既会让振动更加剧烈，也会扩大动力总成的共振域，更容易发生振

动［１５］．为避免悬置系统各阶模态之间发生严重耦合而造成悬置系统隔振性能下降，需要对悬置系统关

键方向上的解耦率进行额外的约束．在工程中，犣向和犚犡 向的耦合对振动影响最大，需限定此两向解

耦率下限为８５％，其余方向解耦率下限为８０％．

表４　悬置元件位置的约束范围

Ｔａｂ．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ｒａｎｇ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ｍ　

悬置名称 狌犻 狏犻 狑犻 悬置名称 狌犻 狏犻 狑犻

左前悬置（犻＝５） － ［－５０，０］ ［－５０，５０］ 右前悬置（犻＝８） － ［０，５０］ ［－５０，５０］

左后悬置（犻＝１１） ［－６０，６０］ ［－３０，０］ ［－３０，１０］ 右后悬置（犻＝１４） ［－６０，６０］ ［０，３０］ ［－３０，１０］

２．３　优化目标和算法

优化设计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参数时，多以解耦率最大为目标．以刚体六自由度的解耦率最大为优化

目标，实施对悬置系统的频率、位置、离散刚度和解耦率的约束．其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为

ｍａｘ犘犿（犡），　　犿＝１，…，６，

ｓ．ｔ．５Ｈｚ＜犳犿（犡）＜１５Ｈｚ，　　狘犳狆（犡）－犳狇（犡）狘≥０．５，

　　狘狆－狇狘＝１，　　狆，狇∈犿，

　　狌
（犔）
犻 ≤狓犻≤狌

（犝）

犻
，　　狏

（犔）

犻 ≤狓犻＋１ ≤狏
（犝）

犻
，

　　狑
（犔）

犻 ≤狓犻＋２ ≤狑
（犝）
犻 ，　　犻＝５，８，１１，１４，

　　犘犿（犡）≥８０％，　　犘犚犡（犡）≥８５％，　　犘犣（犡）≥

烅

烄

烆 ８５％．

上式中：犘犿（犡）为第犿 阶振动解耦率；犳犿（犡）为第犿 阶系统固有频率；狌犻
（犔），狌犻

（犝）；狏犻
（犔），狏犻

（犝）；狑犻
（犔），

图３　ｉＳＩＧＨＴ集成 ＭＡＴＬＡＢ优化图

Ｆｉｇ．３　ｉ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ＬＡＢ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狑犻
（犝）分别为每组坐标值的上、下限．

通过集成ｉＳＩＧＨＴ和 ＭＡＴＬＡＢ，对悬置系统参数优化，

优化流程，如图３所示．ＭＡＴＬＡＢ提供程序脚本和运算，包括

全部离散的动刚度数据库；ｉＳＩＧＨＴ提供对优化设计变量的选

取和选型、约束条件的设定、目标和算法的确定．由于ｉＳＩＧＨＴ

软件在调用遗传类优化算法时，只允许设定连续型的变量，对

于文中离散的刚度无法胜任．考虑到自适应模拟退火方法能

够对离散的变量进行优化，同时，此算法非常适合用短期运行

分析代码解决高度非线性问题，并寻找全局最优解［１，１７］．在

ＭＡＴＬＡＢ脚本文件中，将全部离散的三向动刚度以向量的形式建立一个完整的动刚度数据矩阵，利用

在脚本文件中编写匹配代码与ｉＳＩＧＨＴ中设置的离散变量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防止优化后的离散动

刚度与实际值匹配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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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设计变量的处理

利用ｉＳＩＧＨＴ选择相应离散化和连续化的设计变量，即刚度与位置．基于悬置系统，在空间尺寸上

选取一定的步长，得到连续化的悬置元件位置参数；三向刚度设计变量离散化的处理过程则通过以下３

个步骤．

步骤１　建立所有悬置元件刚度的矩阵数据库．按照悬置元件不同的三向刚度值，建立独立的向量

犽狊＝（犽狌狊，犽狏狊，犽狑狊）
Ｔ，犽狌狊，犽狏狊，犽狑狊为悬置元件三向主刚度，可供选择的前悬置元件刚度为犽１，犽２，…，犽犻，后

悬置刚度为犽犻＋１，犽犻＋２，…，犽狀．为了使悬置刚度矩阵匹配得更加准确，将前、后刚度数据库分别使用不同

字段并加以指定，则完整的刚度矩阵为犓＝［犽１，犽２，…，犽狀］
Ｔ．

步骤２　离散刚度数据矩阵．在优化过程中，由于前、后悬置采用不同字段加以区分，通过离散的数

值狊，识别并读取该刚度矩阵的列向量犓狊．这样能够准确地搜索到前、后悬置对应的独立向量（犽狌狊，犽狏狊，

犽狑狊）
Ｔ．按照列向量元素排布的原则，将向量的三元素匹配为悬置元件的三向动刚度值．

步骤３　前、后三向动刚度值指代．利用优化的离散数值狊定位悬置系统振动模型的前、后悬置变

量，通过一一对应的方式将离散三向动刚度犽狌狊，犽狏狊，犽狑狊指代到系统振动模型的刚度变量，即替代系统振

动模型的离散刚度变量．

２．５　优化结果与讨论

优化后的悬置系统的元件位置、动刚度、前悬置刚度保持不变，后悬置由初始［６１０，４５０，２０００］Ｎ·

ｍ－１优化为［３９０，２９０，１５００］Ｎ·ｍ－１．优化后的悬置坐标，如表５所示．

表５　系统优化后的悬置坐标

Ｔａｂ．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ｍｍ　

悬置名称 狓 狔 狕 悬置名称 狓 狔 狕

左前悬置 ３７２．２ －２６０．８ ４１．７ 左后悬置 －６７．１ －３２２．９ －１７７．６

右前悬置 ３７２．２ ２３０．２ ４１．７ 右后悬置 －６７．１ ２９７．３ －１７７．６

　　优化前、后的固有频率和解耦率对比，分别如图４，５所示．由图４可知：与优化前相比，优化后悬置

系统固有频率的间距增加、分布更合理，且固有频率均在可控范围内，满足设计要求．由图５可知：悬置

系统的解耦率除了在犚犣 向（８１．６％）有所降低外，其他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犣向和犚犡 向的

解耦率由优化前的７８．４１％和８０．８５％分别提升至８９．７０％和９５．８９％，六自由度平均解耦率从７８．６５％

提升至８８．６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图４　优化前、后的固有频率对比　　　　　　　　　　　图５　优化前、后的解耦率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优化设计对实车悬置系统隔振性能的实施效果，对ＸＭＱ６８２９客车悬置系统进行改造，并

利用ＬＭＳ数据采集设备对优化后的关键位置进行测试工作．

实验使用ＬＭＳ数据采集仪、上位机软件和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将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分别布置在方

向盘、前排座椅、中间排座椅和后排座椅，且选择合适的位置安装传感器．方向盘三向传感器和座椅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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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分别如图６，７所示．启动样车空挡并稳定在怠速，关闭空调时怠速为６５０ｒ·ｍｉｎ－１，

启动空调时怠速为８００ｒ·ｍｉｎ－１．采集频率范围为５１２Ｈｚ，频率分辨率为１Ｈｚ，对功率谱施加Ｈａｎｎｉｎｇ

窗，信号记录时间不少于２０ｓ，测试得到有效数据３～５组，处理数据是频率范围１２８Ｈｚ．采用原地怠速

时各测点的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进行评价，不区分启、闭空调的评测方法．

图６　方向盘三向传感器安装位置　　　　　　　　　图７　座椅三向传感器安装位置

Ｆｉｇ．６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Ｆｉｇ．７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ｔ

ｗｈｅｅｌ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ｅｎｓｏｒ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ｅｎｓｏｒ

当怠速关闭、开启空调时，优化前、后客车内各关键点振动情况，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当怠速关

闭、开启空调时，优化后客车内各关键点的平均振动加速度由优化前的０．３８ｍ·ｓ－２和０．６４ｍ·ｓ－２，降

低为０．２１ｍ·ｓ－２和０．２９ｍ·ｓ－２．

由图８（ａ）可知：当怠速关闭空调时，方向盘和后排座椅的三向振动加速度均大幅降低，振动加速度

由０．９４ｍ·ｓ－２下降为０．２３ｍ·ｓ－２；从隔振效果看，前排座椅和中间排座椅最好，后排座椅较好，方向

盘次之（略高于０．２ｍ·ｓ－２），皆满足设计要求．由图８（ｂ）可知：当怠速启动空调时，方向盘的犢 向振动

加速度降幅最大（由３．４３ｍ·ｓ－２下降为０．３５ｍ·ｓ－２）；从隔振效果看，前排座椅、中间排座椅最好，方

向盘、后排座椅次之．对比图８（ａ），（ｂ）可知：在怠速状态下，启动空调时的隔振效果比关闭空调时要好．

　（ａ）怠速关闭空调　　　　　　　　　　　　　　　　（ｂ）怠速启动空调

图８　怠速关闭、启动空调时优化前、后客车内各关键点振动情况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ｕｓ

ｗｈｅｎ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ｈｕｔｄｏｗｎ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ｕｐａｔｉｄｌｅ

４　结论

通过对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参数展开优化设计，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运用以悬置元件离散刚度与连续位置为设计变量的优化模型，采用ｉＳＩＧＨＴ集成 ＭＡＴＬＡＢ的

形式调用自适应退火算法，进行悬置系统参数的优化设计后，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垂直（犣向）和俯仰（犚犡

向）模态解耦率分别由７８．４１％和８０．８５％提高至８９．７０％和９５．８９％，系统的各阶模态解耦率均得到了

大幅提升．

２）系统优化后，怠速关闭空调时，后排座椅的振动加速度由０．９４ｍ·ｓ－２下降为０．２３ｍ·ｓ－２，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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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效果明显；怠速开启空调时，方向盘的犢 向振动加速度由３．４３ｍ·ｓ－２下降为０．３５ｍ·ｓ－２，消除了方

向盘抖动过大的问题．

３）优化后悬置系统的六自由度平均解耦率从７８．６５％提升至８８．６９％，改善了系统的各阶模态解

耦程度；通过实车测试怠速开启、关闭空调的两种运行状态，可知车内关键点的平均振动加速度由０．３８

ｍ·ｓ－２和０．６４ｍ·ｓ－２降低为０．２１ｍ·ｓ－２和０．２９ｍ·ｓ－２，解决了该车怠速振动剧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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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蚀槽发育导致的软质海崖

滑塌计算与分析

常方强，梁康康

（华侨大学 岩土工程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对福建省平潭岛东北部软质海崖进行现场调查和量测，在约１ｋｍ的岸线上发现９处滑塌，滑塌物的

堆积距离、堆积高度和滑塌物体积均随海崖高度的增大而增大．滑塌包括剪切破坏和顶部破坏两种类型，剪切

破坏的破坏面几乎完全垂直，顶部破坏的破坏面呈Ｌ形．针对这两种滑塌类型，分别建立理论计算模型．结果

表明：经理论计算模型得到的海蚀槽最大槽深（蚀退距离）为０．５１～１．３０ｍ；海崖稳定性随槽深的增大而降

低；海崖顶部破坏的滑塌临界水深为０．２２～０．６１ｍ．

关键词：　海蚀槽；稳定分析；软质海崖；滑塌；平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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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崖侵蚀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英国东海岸、波罗的海周边、北海南部、美国科德角、北美大

不列颠湖和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等地区的海崖均遭受严重的侵蚀，最大蚀退速率达１～２ｍ·ａ
－１［１?３］．

我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也存在类似的海崖侵蚀问题．海崖侵蚀不仅使陆地面积逐渐减小，也

对工程设施的安全性产生威胁．在海崖侵蚀过程中，崖脚发育的海蚀槽起着重要的作用，海蚀槽的逐渐

发育降低了海崖的稳定性，往往导致大规模的滑塌［１］．海蚀槽槽顶上覆土体类似悬臂梁，当海蚀槽发育

到一定程度时，上覆土体会出现拉裂缝，直至剪切破坏．岩质海崖由于崖体强度较高，当海蚀槽发育到较

大深度时，海崖才会出现滑塌；而软质海崖由于崖体强度较低，当海蚀槽槽深不太大时，上覆土体就会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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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稳定性．因此，软质海崖海蚀槽尺寸比岩质海崖小很多．此外，软质海崖一般不受节理裂隙的影响，与

岩质海崖的滑塌机制存在差异．目前，关于岩质海崖海蚀槽发育对崖体稳定性影响方面的计算分析已有

一些报道［４?７］，但关于软质海崖计算分析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福建省平潭岛东北部软质海崖每年遭受强台风波浪作用，侵蚀后退十分严重．该区海崖主要由风积

砂、老红砂和花岗岩风化残积土等组成，在崖脚处曾观测到若干海蚀槽和多处滑塌，海崖滑塌面几乎完

全垂直，通过分析滑塌物尺寸和海崖高度，认为这些滑塌主要是由海蚀槽发育导致土体发生剪切破坏引

起的［８］．孙全等
［９］假定海蚀槽为圆弧形，分析软质海崖的稳定性，理论计算模型的结果表明，海蚀槽发育

每次可导致０．６７～０．９０ｍ厚度的海崖滑塌．本文在分析滑塌物特征和海崖土体工程性质的基础上，对

海蚀槽发育导致的软质海崖滑塌进行计算分析．

１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平潭岛位于台湾海峡西北部，地处中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多台风、大风天气，年均气温为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

１９．０～１９．８°Ｃ，降水丰沛，年降雨量为９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１０］．研

究区地理位置，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Ｓ１～Ｓ９为滑塌处．

研究区为平潭岛东北部大澳湾流水镇至石楼村一带，大

澳湾海岸呈近东西向延伸的月牙形，面向东海，东西岬角均为

燕山期花岗岩，中间为向南凹退的阶地（台地）海岸［１０］．１９７３－

２００８年，影响平潭岛的台风达１５７次，平均每年４．５次
［１１］；５－

１１月是台风影响的集中时间段，而７－９月的台风次数约占台

风总次数的７０％．平潭海洋站（１１９°５１′Ｅ，２５°２７′Ｎ）监测的２１

年波浪统计资料［１２］显示：在台风期间，研究区的最大波高大多

为７．１～９．５ｍ，最大可达１６．０ｍ，平均波浪周期为５．３～５．４

ｓ；潮流为半日潮流，表层涨潮流的最大流速为８３ｃｍ·ｓ－１，流

向２５２°，落潮流的最大流速为７８ｃｍ·ｓ－１，流向９３°；底层涨潮

流的最大流速为７６ｃｍ·ｓ－１，流向２７２°，落潮流的最大流速为

７８ｃｍ·ｓ－１，流向９０°；最高潮位为７．３２ｍ，最低潮位为－０．２２ｍ，平均高潮为５．８５ｍ，平均低潮为１．７８

ｍ，平均海面为３．７６ｍ．

该海岸土体强度较低，水动力作用较强，蚀退速率较大．１９６１－１９８３年，海岸平均蚀退速率为１．２５

ｍ·ａ－１；１９８３－２００９年，平均蚀退速率为１．４６ｍ·ａ－１
［１０］．该海岸发育的海崖高度不等，从几米至十几

米，崖面几乎完全垂直．

２　软质海崖滑塌特征

２．１　滑塌物形态

现场调查发现，研究区约１ｋｍ的岸线上共有９处滑塌．软质海崖滑塌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

滑塌物覆盖在崖脚，大多呈松散状，少数因土体较高的粘聚力而呈块状，部分滑塌物滚落至较远处；滑塌

面一般为竖直，有的仅出现在崖顶，有的贯穿整个崖面．

滑塌物有的从崖顶塌落，有的整个崖面塌落．一些滑塌物经海水搬运，在坡脚形成小的陡坎．此外，

在崖顶观测到多处裂缝和滑塌面，Ｓ１存在多个小型顶部滑塌面，Ｓ３，Ｓ６各存在２个和１个顶部滑塌面．

２．２　滑塌类型

根据边坡滑塌机制和现场调查结果可知，研究区的滑塌主要包括剪切破坏和顶部破坏两种类型，未

发现圆弧滑动破坏的迹象．

１）剪切破坏．剪切破坏是滑塌物在重力作用下沿破坏面发生剪切滑动．破坏面包括拉裂缝面和剪

切面，破坏从崖顶发育的裂缝开始，随着裂缝向下扩张，破坏面上抵抗剪切破坏能力越来越弱，直至发生

剪切滑动．海蚀槽发育后，上覆海崖类似悬臂梁，上覆土体的重力在海蚀槽后方的竖直面上形成弯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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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２　　 　　　　　　　　　　　　（ｂ）Ｓ３　　　　　　　　　　　　　　（ｃ）Ｓ４

图２　软质海崖滑塌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ａｃｌｉｆｆ

崖顶处引起较大的拉应力，当拉应力超过土体的抗拉强度时，崖顶产生裂缝．除Ｓ３外，其他滑塌处均存

在剪切破坏．

２）顶部破坏．一般情况下，海崖底部的海蚀槽不会直接影响顶部土体的稳定性，但由于悬臂拉伸作

用或干湿交替作用在海崖顶部形成裂缝，若遇强降雨时，裂缝内部可能充满雨水，此时，裂缝雨水对上部

崖体形成一个水平向的推力，使裂缝底部的水平面上产生弯矩，若弯矩过大，则会产生拉裂破坏，导致顶

部土体滑塌．Ｓ１，Ｓ３和Ｓ６均存在顶部破坏．

３　现场量测

３．１　尺寸量测

采用激光测距仪和皮尺测量滑塌物的尺寸．Ｓ７的塌块滚落到距崖面７．４ｍ处，堆积坡度为３１．４°～

５３．２°；Ｓ８的滑塌物主要呈松散状；Ｓ２的滑塌物主要呈块状；其余塌落处均是松散土体和块状土体的混

合物，一些较大的块状滑塌物分布在外侧，滑塌后有向外滚动的迹象，滑塌块大小不等，小的边长几厘

米，大的边长约１ｍ．

此外，对海崖上部发育的裂缝和滑塌面的形状进行量测．裂缝的深度一般为０．５～２．６ｍ，裂缝距崖

面的距离一般为０．１～０．７ｍ；Ｓ１，Ｓ３和Ｓ６的顶部存在明显的滑塌面，滑塌面呈长条形，长轴方向可为

水平向或竖直向，滑塌面距离崖面的水平距离（滑面宽度）为０．１１～０．３６ｍ．

３．２　土体工程性质量测

研究区的花岗岩风化残积土粘粒含量较高，处于超固结状态，具有较高的强度；老红砂长期处于压

密状态，具有一定粘粒含量；风积砂覆盖在顶部，呈现松散状态．在９处滑塌位置的海崖崖面上取残积土

原状土样运回实验室，测量其主要的工程性质．采用环刀法测量其重度，采用直剪（快剪）试验测量其粘

聚力和内摩擦角，采用烘干法测量其含水量，各试验方法皆参照ＧＢ／Ｔ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土工试验方法标

准》中的相关规定．

４　滑塌理论计算模型

分别建立两种滑塌类型的理论计算模型，分析滑塌形成的条件，预测软质海崖的稳定性及蚀退距

离．在滑塌计算分析中，海蚀槽的形状会影响计算结果．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可将海蚀槽大致分为Ｖ型

槽和Ｕ型槽
［１３１４］，为便于计算，文中皆简化为Ｖ型槽

［１５］．

４．１　剪切破坏计算模型

由于剪切破坏是从崖顶裂缝的产生开始的，故采用悬臂梁模型进行分析．目前，悬臂梁模型已应用

于河流堤岸［１６?１７］、岩质海崖［４?６］的内部受力研究中．软质海崖剪切破坏示意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β为

崖前海滩坡度；犎ｃ为海崖高度；犱ｗ 为海蚀槽槽高；犱ｎ 为海蚀槽槽深；犃犅犆犇为海蚀槽上方悬臂体；犉为

悬臂体犃犅犆犇 的重力引起的下滑力；狔为裂缝深度；犗为拉压应力零点；σｔ，ｍａｘ为最大拉应力；σｃ，ｍａｘ为最

大压应力．

海蚀槽上方悬臂体犃犅犆犇的重力在海蚀槽后方的竖直面上形成弯矩，上半部形成拉应力，下半部

１０３第３期　　　　　　　　　　　 常方强，等：海蚀槽发育导致的软质海崖滑塌计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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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软质海崖剪切破坏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ｅａ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ａｃｌｉｆｆ

形成压应力，在崖顶处，弯矩作用引起的拉应力最大．

根据材料力学原理，有

σｔ，ｍａｘ＝犕／犠， （１）

犕 ＝犉犐， （２）

犉＝
１

２
（２犎ｃ－犱ｗ－犱ｎｔａｎβ）犱ｎγ， （３）

犐＝
（３犎ｃ－２犱ｗ－犱ｎｔａｎβ）犱ｎ
３×（２犎ｃ－犱ｗ－犱ｎｔａｎβ）

， （４）

犠 ＝
１

６
（犎ｃ－犱ｎｔａｎβ）

２． （５）

式（１）～（５）中：犕 为悬臂体犃犅犆犇 的重力在面犅犆 引起

的弯矩；犠 为抗弯截面系数；犐为滑塌体重力作用点至面犅犆的水平距离；γ为海崖土体重度．

将式（３），（４）代入式（２），可得

犕 ＝
１

６
（３犎ｃ－２犱ｗ－犱ｎｔａｎβ）犱

２
ｎγ． （６）

　　将式（５），（６）代入式（１），可得

σｔ，ｍａｘ＝
（３犎ｃ－２犱ｗ－犱ｎｔａｎβ）犱ｎ

２
γ

（犎ｃ－犱ｎｔａｎβ）
２ ． （７）

　　若此拉应力超过土体的抗拉强度狊ｔ，则崖顶出现裂缝．

根据线性摩尔库伦包线模型，拉应力在崖顶处最大，向下逐渐减小，其拉应力深度狕０
［１８１９］为

狕０ ＝
２犮

γ
ｔａｎ４５°＋φ（ ）２ ． （８）

式（８）中：犮，φ分别为土体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

如果土体抗拉强度狊ｔ为零，则裂缝深度与拉应力深度相同；反之，裂缝深度狔
［１９］为

狔＝狕０ １－
狊ｔ

σｔ，（ ）
ｍａｘ

， （９）

狊ｔ＝犮·ｔａｎφ． （１０）

　　裂缝的产生降低了滑动面的抗滑力，当悬臂体犃犅犆犇的重力引起的下滑力犉 超过面犅犆 土体抗剪

强度提供的抗剪力犜 时，发生滑动，则海崖稳定的安全系数犓 可表示为

犓 ＝
犜
犉
＝
２×（犎ｃ－犱ｎｔａｎβ－狔）τｃｒ
（２犎ｃ－犱ｗ－犱ｎｔａｎβ）犱ｎγ

． （１１）

式（１１）中：τｃｒ为土体的抗剪强度，根据库伦抗剪强度理论，τｃｒ＝犮＋σｎｔａｎφ，对于竖直破坏面，正应力σｎ

等于零［１５］，因此，τｃｒ＝犮．

当安全系数犓 小于１．０时，海崖发生竖直剪切破坏；反之，海崖稳定．令安全系数犓＝１．０，求解犱ｎ，

图４　软质海崖顶部破坏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ｏｐ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ａｃｌｉｆｆ

即可得到蚀退距离．

４．２　顶部破坏计算模型

当海崖顶部的裂缝灌入雨水时，裂缝内的雨水对上部

崖体形成水平向的推力，使裂缝底部的水平面犆犇 产生弯

矩，面犆犇的后半部产生拉应力，面犆犇的前半部产生压应

力．软质海崖顶部破坏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点犆处

的拉应力最大，若弯矩过大，点犆会产生拉裂破坏，导致顶

部土体滑塌．裂缝雨水产生的水压力狆ｗ 为

狆ｗ ＝
１

２
γｗ犺ｗ

２． （１２）

式（１２）中：γｗ 为雨水的重度；犺ｗ 为裂缝中雨水的深度．

根据材料力学原理，在面犆犇上产生的最大拉应力σｔ，ｍａ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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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ｔ，ｍａｘ＝
γｗ犺

３
ｗ

犔２
＝γｓａｔ犺ｗ＋狊ｔ． （１３）

式（１３）中：犔为裂缝距崖面的水平距离；γｓａｔ为土体饱和重度．

需要指出以下２点．１）崖顶裂缝形成后，拉裂缝的开展和面犅犆上的应力分布将不断进行动态调

整，调整过程较为复杂，剪切破坏计算模型对应力的重新分布调整进行简化处理．２）波浪力对海崖的稳

定性也有影响，当波浪朝向海崖运动或波峰作用时，海崖受到波浪压力，这对海崖稳定性有利；反之，当

波浪远离海崖运动或波谷作用时，海崖受到波浪拉力，这对海崖稳定性不利．然而，此拉力作用的大小尚

无法通过计算确定，也无经验可参照，故在建立剪切破坏和顶部破坏计算模型时，仅考虑崖体重力和水

体的推力作用，并未考虑波浪力的作用．

５　应用与讨论

５．１　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建立的计算模型分析平潭岛东北部９处滑塌的形成条件．在计算模型中，海蚀槽的槽高是一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槽高与波浪条件、土质条件有关，当波浪侵蚀力大于土体抗侵蚀力时，侵蚀才会发生，

海蚀槽开始发育［１］．一般情况下，在静水位处，波浪压力最大，向上或向下则波浪压力减小．现场观测的

４个海蚀槽，槽高为０．５６～１．２０ｍ
［８］．由Ｓ４滑塌物堆积高度和崖高可知，槽高约为１．１ｍ．对于某一波

浪，槽高可视为定值，故假定槽高为１．０ｍ，崖前海滩坡度为５．０°．

当海蚀槽的槽深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海崖发生滑塌，因此，海蚀槽的最大槽深即每次滑塌造成的海

崖蚀退距离．为了验证计算模型的可靠性，将蚀退距离（最大槽深）的计算值与实测值
［２０］进行比较．

软质海崖剪切破坏的相关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犔ａ为堆积距离；犎ａ为堆积高度；ω为含水量；

犱ｍ，犱ｎ，ｍａｘ分别为蚀退距离的实测值和计算值；犲为蚀退距离误差，犲＝｜犱ｎ，ｍａｘ－犱ｍ｜／犱ｍ×１００％．

表１　软质海崖剪切破坏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ｈｅａ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ａｃｌｉｆｆ

滑塌位置
滑塌物及海崖形态参数

犔ａ／ｍ 犎ａ／ｍ 犎ｃ／ｍ

土体性质参数

γ／ｋＮ·ｍ－３ ω／％ 犮／ｋＰａ φ／（°）

蚀退距离参数

犱ｍ／ｍ 犱ｎ，ｍａｘ／ｍ 犲／％

Ｓ１ ３．０ ３．５ ７．５ １８．９ １８．５ １４ １７ ０．５８ ０．８０ ３７．９

Ｓ２ １．２ １．２ １．５ １９．２ ３２．３ １７ １５ ０．５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Ｓ３ １．５ ２．０ ８．０ １９．１ ２２．１ ２０ １６ － － －

Ｓ４ １．６ １．７ ３．５ １９．０ ２４．６ ２２ １５ ０．３２ ０．５１ ５９．３

Ｓ５ １．０ １．２ ６．０ １９．１ ２５．３ １８ １５ ０．０８ ０．９０ ＞１００

Ｓ６ ７．４ ４．８ １２．０ １９．１ ２０．４ ２４ １２ １．２３ １．２２ ０．８

Ｓ７ ４．６ ４．５ １３．０ １８．８ ３１．５ １５ １７ ０．８９ ０．８７ ２．２

Ｓ８ ３．５ ２．８ ５．３ １８．９ ２５．３ ２３ １９ ０．７７ １．０５ ３６．４

Ｓ９ １．８ １．１ ２．０ １８．５ １７．６ １３ ２０ ０．４１ ０．９１ ＞１００

　　由表１可知：海崖高度为１．５～１３．０ｍ，滑塌物堆积高度为１．１～４．８ｍ，堆积距离多为１．０～４．６

ｍ，少数塌块滚落至距崖面７．４ｍ处；理论计算模型的蚀退距离为０．５１～１．３０ｍ；Ｓ１，Ｓ６，Ｓ７和Ｓ８的误

差较小，而Ｓ２，Ｓ５和Ｓ９的误差超过１００％．由于Ｓ４的海崖顶部为风积砂，厚度约为１．２ｍ，重度为１８

ｋＮ·ｍ－３，呈现疏松状态，无粘聚力，内摩擦角较小，故忽略其破坏面上的抗剪强度，但其重力加剧了下

表２　软质海崖顶部破坏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ｐ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ａｃｌｉｆｆ ｍ　

滑塌位置 犺ｃ 犺Ｓ 犫Ｓ 犺Ｓ０

Ｓ１ ０．５～２．３ １．７～２．０ ０．１１～０．２３ ０．２２～０．４０

Ｓ３ ２．３～２．６
２．２
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３０

Ｓ６ － ２．５ ０．３６ ０．６１

部花岗岩风化残积土的剪切破坏．

对于Ｓ１，Ｓ３，Ｓ６的顶部破坏，当裂缝

中的雨水累积到一定深度时，顶部土体因

悬臂形式弯矩过大而出现破坏．软质海崖

顶部破坏的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

中：犺ｃ为裂缝深度；犺Ｓ为滑面高度；犫Ｓ 为滑

面宽度；犺Ｓ０为滑塌临界水深．由表２可知：

海崖顶部破坏的灌入裂缝的滑塌临界水深为０．２２～０．６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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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滑塌物形态与海崖高度的关系

堆积距离犔ａ、堆积高度犎ａ、滑塌物体积犞ａ等滑塌物形态与海崖高度犎ｃ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滑塌物形态与海崖高度的关系，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犚为相关系数．

（ａ）堆积距离

　　由图５可知：如果不考虑Ｓ３，Ｓ５的滑塌，滑塌物形

态与海崖高度的相关性更为明显，相关关系可用指数形

式表示．

将滑塌物的堆积形态视为三角形，则犞ａ为

犞ａ＝０．５犔ａ犎ａ犔０ａ． （１４）

式（１４）中：犔０ａ为纵向堆积长度．

由此可知，滑塌物的堆积距离、堆积高度和堆积体

积均随崖高的增大而增大；崖高越大，在相同的蚀退距

离情况下，滑塌物的体积越大，滑动到崖脚的惯性越大，

堆积的距离也越大．未考虑Ｓ３，Ｓ５的原因是，Ｓ３的崖高

　　（ｂ）堆积高度　　　　　　 　　　　　　　　　　　　　（ｃ）滑塌物体积

图５　滑塌物形态与海崖高度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ｒｍｏ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ｓｅａｃｌｉｆｆ

虽然为８．０ｍ，但仅为顶部破坏形式，而其他位置滑塌均为剪切破坏形式；Ｓ５的堆积距离和堆积高度均

较小，这是因为该处滑塌可能时间较长，滑塌物下部在强波浪作用下已有部分被搬运，导致堆积距离减

小，上部滑塌物向下移动，堆积高度减小，而其他位置的滑塌物，由于波浪作用较小而忽略了波浪对滑塌

物的搬运作用．

５．３　海蚀槽槽深与滑塌的关系

海蚀槽槽深对滑塌的影响较大，随着海蚀槽逐渐发育，上覆土体的重力越来越大，即下滑力越大，海

图６　海蚀槽槽深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ｐｔｈｏｆ

ｓｅａｅｒｏｄｅｄｎｏｔｃ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崖越容易发生剪切破坏，产生滑塌．当安全系数犓 小于

１．０时，海崖发生剪切破坏．以Ｓ１，Ｓ５和Ｓ７为例，海蚀

槽槽深与安全系数的关系，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随

着槽深的增大，安全系数明显降低；当Ｓ１，Ｓ５和Ｓ７处滑

塌发生时，其临界槽深分别为０．８０，０．９０和０．８７ｍ．

５．４　破坏过程

通过分析滑塌物特征、滑动面形态和滑塌计算理

论，可以总结出该研究区滑塌的主要模式及过程．

１）剪切破坏过程．剪切破坏过程示意图，如图７所

示．该类破坏形式从崖脚海蚀槽的形成开始，在台风天

气下，崖前出现增水，强烈的破碎波冲击到崖脚处，对海

崖的作用力有波浪对崖面的循环冲击压力、水流方向改

变形成的涡流力和波浪携带的泥砂对崖面的磨蚀力．这些作用力导致海崖崖脚土体侵蚀，进而形成海蚀

槽．当海蚀槽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槽顶上覆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类似悬臂梁，顶部处于受拉状态，下部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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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状态，当崖顶处的最大拉应力超过了土体抗拉强度时，产生一竖直裂缝．当裂缝向下延伸到一定深

度时，滑塌体在重力作用下沿竖直面发生剪切破坏．滑塌物堆积在坡脚，对海崖临时起到保护作用，但滑

塌物由于受到扰动，其强度比原状土低，相对容易发生侵蚀，因此，滑塌物脚部容易出现陡坎或小型海蚀

槽．随着滑塌物的侵蚀，上部的滑塌物发生下移，使堆积高度减小（如Ｓ５），最终全部滑塌物被波浪搬运

掉．至此，一个完整的剪切破坏过程结束，待下一轮破坏开始．

（ａ）海蚀槽发育　（ｂ）拉裂缝形成　（ｃ）上覆土体滑塌　（ｄ）滑塌体搬运　（ｅ）滑塌体下移　（ｆ）滑塌物搬运完毕

图７　剪切破坏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ｅａ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顶部破坏过程．顶部破坏过程示意图，如图８所示．顶部破坏从崖顶裂缝形成开始，崖顶土体在

降雨和日晒作用下，由于干湿循环作用，容易形成拉裂缝．雨水灌入拉裂缝内，对临空面方向的土体产生

水平推力，使滑塌体顶部形成拉应力，当拉应力过大时，滑塌体坠落在崖脚处．此后遇到波浪作用时，滑

塌物同样发生侵蚀和搬运，搬运完毕后，崖脚处可能开始发育海蚀槽．

　（ａ）干湿裂缝形成　　（ｂ）顶部滑塌 　　　（ｃ）滑塌体搬运　　（ｄ）滑塌体搬运完毕　　（ｅ）海蚀槽形成

图８　顶部破坏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ｏｐ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６　结论

对福建省平潭岛东北部软质海崖的滑塌状况进行现场调查，量测崖脚滑塌物的堆积距离、堆积高度

和堆积体积，分析土体工程性质；建立两类滑塌的理论计算模型，分析海蚀槽发育的最大深度，预测每次

滑塌的蚀退距离；最后，讨论滑塌具体过程．由此得到以下５个结论．

１）研究区共发现９处滑塌，海崖高度主要为１．５～１３．０ｍ，滑塌物堆积高度为１．１～４．８ｍ，堆积距

离多为１．０～４．６ｍ，少数塌块滚落至距崖面７．４ｍ处，堆积坡度为３１．４°～５３．２°．

２）Ｓ１，Ｓ３和Ｓ６滑塌处顶部存在竖直的裂缝和滑塌面，裂缝的深度一般为０．５～２．６ｍ，裂缝距崖面

的距离一般为０．１～０．７ｍ．滑塌面距离崖面的水平距离为０．１１～０．３６ｍ．

３）研究区的滑塌包括剪切破坏和顶部破坏两种类型，剪切破坏的破坏面几乎完全垂直，主要是由

海蚀槽发育导致崖顶形成拉裂缝后的剪切作用引起的；顶部破坏的破坏面呈Ｌ形，主要是由崖顶干湿

收缩裂缝遇到雨水灌入后引起的．

４）通过理论计算模型得到的蚀退距离（最大槽深）为０．５１～１．３０ｍ，海崖顶部破坏的灌入裂缝的

滑塌临界水深为０．２２～０．６１ｍ，海崖稳定性随着海蚀槽槽深的增大而降低．

５）滑塌物的堆积距离、堆积高度和滑塌物体积与海崖高度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用指数形式表示

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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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弹性传动带横向非线性振动的

稳定性与分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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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弹性力学法建立具有速度波动的横向非线性积分?偏微分控制方程，并对方程进行一阶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离散．首次理论性导出由平均速度和速度波动幅值共同决定的系统稳定区和超临界区的边界条件；然后，数值

模拟分析粘弹性传动带运动系统的分岔现象和混沌运动．最后，利用分岔图和映射图重点分析平均速度、带速

波动幅值对系统动力学的影响．结果表明：系统存在单周期、二倍周期、四倍周期和混沌运动，随着参数的增

大，系统由单周期变为倍周期运动，最后进入混沌运动状态．通过数值模拟与理论公式计算出的分岔值进行对

比，表明二者几乎一致，证明划分稳定性条件的正确性．

关键词：　粘弹性传动带；非线性振动；系统动力学；分岔现象；混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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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带存在轴向运动且承受轴向力作用而张紧，在传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横向振动，并导致传动

平稳性降低，传动精度下降．因此，研究横向振动的动力学特性，对其振动进行控制具有很大的现实应用

价值．如汽车发动机正时带是汽车中的重要组成部件，其工作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发动机运行的平稳

性，而且由于机械向高速化、精密化发展，对传动性能要求更加严格［１?３］．

带传动横向非线性振动的研究范畴应归于轴向运动连续体的非线性振动．对轴向运动连续体，国外

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４?６］．轴向运动弦线和轴向运动梁是轴向运动体的两个经典模型，而传动带是抗弯

刚度很小的连续体，常常简化为弦线模型和梁模型来处理．当不考虑抗弯刚度时，采用轴向运动弦线模

型．如 Ｍｏｏｄ等
［７］将传动带简化为弦线，采用摄动分析轴向运动带的振动频率、幅频特性和共振响应；

Ｚｈａｎｇ等
［８］建立了粘弹性传动带的受迫振动弦线模型，运用多尺度法，分析动力粘性和轴向速度对系统

的影响；张伟等［９］采用两端简支的运动弦线，分析了粘弹性传动带内共振、周期运动和混沌运动．对于传

动带模型稳定性研究，刘伟等［１０］研究了粘弹性传动带的带速波动频率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给出了稳

定域和不稳定域．Ｐａｋｄｅｍｉｒｌｉ等
［１１］给出了轴向运动弦线的稳定域，研究得出不同阶Ｇａｌｅｒｋｉｎ离散近似

解下稳定和不稳定点．

目前，国内外关于传动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立振动模型方面，对传动带的动力学特性的研究较

少．本文基于轴向运动弦线模型，建立粘弹性传动带的非线性横向振动方程；然后，利用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方法

离散偏微分振动方程［１２?１５］，研究轴向速度和带速波动幅值对系统动力学特性的影响，并分析由轴向平均

速度和速度波动幅值共同决定的稳定运动区和超临界区的条件．

１　传动带横向振动动力学方程

将粘弹性传动带的传动模型简化为轴向运动的弦线［１６?１７］．设传动带的单位长度质量为ρ，传动带的

横截面积为犃，狏为传动带轴向运动速度，犘为张紧力，犮为阻尼系数，犔为两简支端带的跨度，以带横向

振动时的平衡位置为狓轴，时间坐标为狋，以带与带轮节圆切点为坐标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狓狅狔，如图

１（ａ）所示．

取距离原点狓处的传送带的微段ｄ狓进行分析，如图１（ｂ）所示．从图１（ｂ）可知：该处的横向位移为

狑＝狑（狓，狋），微段的两端面分别作用有张紧力犘，犘＋
犘

狓
ｄ狓．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出任意时间狋的狔方

向平衡方程．即

ρｄ狓
ｄ２狑

ｄ狋２
＝ 犘＋

犘

狓
ｄ（ ）狓ｓｉｎθ＋θ狓ｄ（ ）狓 －犘ｓｉｎθ－犮狑狋． （１）

　　　（ａ）带传动简化模型　　　　　　　　　　　　　　　　（ｂ）传动带微元段受力图

图１　带传动的横向振动模型

Ｆｉｇ．１　Ｂｅｌｔｄｒ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由于传动带通常以横向振动为主，故只考虑横向振动位移产生的轴向变形，其应变的具体表达式为

ε＝
１

２

狑

（ ）狓
２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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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横向振动引起的轴向应变比较小，轴向应变引起的张力可用平均值替代精确值，此时张紧力为

犘＝犘０＋
１

犔∫
犔

０
σ犃ｄ狓＝犘０＋

犈犃
２犔∫

犔

０

狑

（ ）狓
２

ｄ狓． （３）

式（３）中：犘０ 表示带的初始张紧力；犈为带的弹性模量．

对于小变形情况，有

ｓｉｎθ≈θ≈
狑

狓
． （４）

　　将式（２）～（４）代入式（１）中，略去ｄ狓的二阶小量，经化简可得

ρ

２狑

狋
２ ＋２ρ狏


２狑

狓狋
＋（ρ狏

２
－犘０）


２狑

狓
２ ＋ρ

狏

狋
狑

狓
＋犮狏

狑

狓
＋
狑

（ ）狋 ＝
犈犃
２犔

２狑

狓
２∫

犔

０

狑

（ ）狓
２

ｄ狓． （５）

　　式（５）即为粘弹性传动带的横向非线性动力学方程．这里引入无量纲变量，即

狑
狑
犔
，　　狓

狓
犔
，　　狋

狋
犔

犘０

槡ρ
，　　ν狏 ρ

犘槡０

． （６）

　　假设传动带速度有周期波动，则有

狏＝狏０＋γｓｉｎ（Ω狋）． （７）

式（７）中：狏０ 为平均带速；γ为速度波动幅值；Ω为速度波动的频率．由于γ１，取近似表达则有

狏２ ≈狏
２
０＋２狏０γｓｉｎ（Ω狋）． （８）

　　将式（６）～（８）代入式（５）中，可得到具有速度波动的粘弹性传动带的横向非线性振动方程．即


２狑

狋
２ ＋２（狏０＋γｓｉｎ（Ω狋））


２狑

狓狋
＋（狏

２
０＋２狏０γｓｉｎ（Ω狋）－１）


２狑

狓
２ ＋

γΩｃｏｓ（Ω狋）＋犮狏
１

ρ犘槡（ ）
０

狑

狓
＋犮

１

ρ犘槡０

狑

狋
－
犈犃
２犘０


２狑

狓
２∫

１

０

狑

（ ）狓
２

ｄ狓＝０． （９）

　　该模型的边界条件为

狑（０，狋）＝狑（１，狋）＝０，


２狑

狓
２

狓＝０
＝

２狑

狓
２

狓＝１
＝０

烍

烌

烎
．

（１０）

２　横向振动犌犪犾犲狉犽犻狀离散

为了研究传动带的动力学特性，采用Ｇａｌｅｒｋｉｎ离散
［１８?１９］，将振动的偏微分方程在时间和空间坐标

系解耦，则方程（９）的解近似为

狑（狓，狋）＝∑
狀

犻＝１

狇犻（狋）ｓｉｎ（犻π狓），　　犻＝１，２，３，…，狀． （１１）

式（１１）中：狇犻（狋）为时间函数；ｓｉｎ（犻π狓）为模态函数．这里取一阶Ｇａｌｅｒｋｉｎ离散，即

狑（狓，狋）＝狇ｓｉｎ（π狓）． （１２）

　　将式（１２）代入式（９）中，两边同乘以函数ｓｉｎ（π狓），并在区间［０，１］上积分，可得

狇̈＋犮
１

ρ犘槡０

狇＋π
２（１－狏

２
０－２狏０γｃｏｓ（Ω狋））狇＋

π
４犈犃
４犘０

狇
３
＝０． （１３）

式（１３）表示一阶截断简化后的粘弹性传动带具有速度周期波动的非线性振动方程．

３　带传动平衡稳定性

由于

μ＝
１

２
犮

１

ρ犘槡０

，　　α＝π
２（１－狏０

２），　　β＝－２狏０γπ
２，　　犺＝

π
４犈犃
４犘０

， （１４）

则方程（１３）可改写为

狇̈＋２μ狇＋（α＋βｃｏｓ（Ω狋））狇＋犺狇
３
＝０． （１５）

　　为分析系统平衡点位置及其稳定性，在相平面内分析，平衡点处速度和加速度均为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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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０，

狇̈＝－（α＋βｃｏｓ（Ω狋））狇－犺狇
３
＝０ ｝． （１６）

　　选取的参数：ρ＝０．１２ｋｇ·ｍ
－１，犮＝０．１Ｎ·ｓ·ｍ－２，Ω＝０．５ｓ

－１，犘０＝１００Ｎ，犈＝０．１５ＧＰａ，犃＝

２．７８×１０－５ｍ２．现有的文献中，都是在不考虑速度波动的条件下认为临界速度为狏ｃ＝１．但实际上，速度

波动幅值也决定着系统的临界速度．由方程（１６）可知：Δ＝α＋βｃｏｓ（Ω狋）的正负决定着系统平衡解的数

目，即平均速度和速度波动共同决定着系统的分岔行为和稳定性．

对于一个振动系统的稳定性，往往会对系统的平衡点感兴趣，因为这些位置的振动状况反映着系统

的分岔和稳定性；而非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判断其特征方程的根的正负来确定．

下面利用里雅普诺夫法则进行判断．令狇＝狇１，将方程（１５）降阶为

狇１ ＝狇２，

狇２ ＝－２μ狇２－（α＋βｃｏｓ（Ω狋））狇１－犺狇
３
１

烍
烌

烎．
（１７）

　　１）当Δ＞０时，系统只存在一个平衡解狇０＝０，即平衡位置．此时有
０＜狏０＜１，

β＜α＝π
２（１－狏２０

烅
烄

烆 ），
即０＜狏０＜

１＋γ槡
２－γ，系统存在一个平衡解狇０＝０．该点对应的雅可比矩阵为

０ １

－（α＋βｃｏｓ（Ω狋））－３犺狇
２
１ －２

［ ］
μ （０．０）

＝
０ １

－Δ －２
［ ］

μ
，

相应的特征根解为λ１，２＝－μ± μ
２－槡 Δ．若０＜Δ＜μ

２ 时，特征根为两个同号负实根，该平衡位置为稳

定的结点，系统是稳定的；若Δ＞μ
２ 时，特征根为两个实部不为零的共轭复根，该平衡位置为稳定的焦

点，系统是稳定的．因此，平均速度低于由速度波动幅值决定的临界速度（１＋γ槡
２－γ）时，系统的运动是

稳定的．

不同平均速度狏０ 和速度波动幅值γ下系统的稳定性，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狑为无量纲位移．由图２

（ａ）可知：系统围绕着一个稳定的平衡位置处做衰减的微幅振动，相图上表现出一个稳定的吸引子．

　　　　（ａ）相图（狏０＝０．７，γ＝０．１５）　　　　　　　　　（ｂ）振动响应曲线（狏０＝０．７，γ＝０．１５）

　　　　（ｃ）相图（狏０＝１．０５，γ＝０．１５）　　　　　　　　（ｄ）振动响应曲线（狏０＝１．０５，γ＝０．１５）

图２　不同平均速度和速度波动幅值下系统的稳定性

Ｆｉｇ．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ｐｅｅｄｓ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ｓｐｅｅｄ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２）当Δ＜０时，系统的平衡状态数目发生改变，出现另外两个平衡点，即非平凡平衡位置，稳定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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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发生改变．在此超临界区域系统将会出现分岔现象，有多周期和混沌运动出现．此时的平凡平衡位

置成为不稳定的鞍点．解式（１７）可得两非平凡平衡位置为狇＝± Δ／槡 犺，该点对应的雅可比矩阵为

０ １

－（α＋βｃｏｓ（Ω狋））－３犺狇
２
１ －２

［ ］
μ
＝

０ １

－４Δ －２
［ ］

μ
，

相应的特征根解为λ１，２＝－μ± μ
２－４槡 Δ，这是两个不等的异号实根．该平衡位置为不稳定的鞍点，系

统是不稳定的．从图２（ｂ）可知：其表现为反复无常地轮流在三个平衡点附近的来回振动．

图３　稳定性的边界条件

Ｆｉｇ．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平均速度和速度波动幅值共同决定的稳定性边界条

件，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当带速波动幅值不变时，改变

平均速度的大小，传动带运动将由稳定区向超临界区转变．

从图（３）还可知：临界平均速度随着速度波动幅值的增大而

降低，对稳定与不稳定区的决定是最为重要的，将极大影响

传动带的振动稳定性．

带传动工作时要求传动平稳，尤其对于精确传动至关

重要，也更有助于降低噪音和延长使用寿命．分岔将导致系

统振动不稳定．从图２可知：在稳定区域（图２（ａ））在初始

条件激励下，系统随着时间增大做衰减振动，最后稳定在平

衡位置处做幅度微弱的振动；带传动在超临界状态运动时，

由于分岔而出现多周期和混沌运动，振动的幅度将会加大，如二倍周期运动（狏０＝０．６５，γ＝０．５），最大振

幅为０．０１２；四倍周期运动（狏０＝０．６２，γ＝０．５），最大振幅为０．０２２；而系统处于混沌运动时，振幅会急剧

增大，约为０．１３～０．１４．带速的增加加剧带传动的波动而失衡，最终有失效的可能，甚至达不到传动的

目的．因此，在带传动工作时，应要求尽量消除带速波动，且工作在稳定区或弱超临界区（狏０＜１的超临

界区域），以实现良好的传动．

４　传动带运动系统的分岔现象数值模拟

对于常微分方程（１３），利用四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
［２０］进行数值计算，在超临界区对粘弹性传动带进

行动力学特性分析．当初始条件为（狇，狇）＝（０．００５，０．００１），取传动带中点处的振动进行分析．

令平均带速狏０ 为可变参数，取带速波动幅值γ＝０．５，其他值取上述基本参数值．平均带速从０．５０

到２．００时的无量纲振动位移和速度的分岔图，如图４（ａ）所示．由图４（ｂ）可知：当狏０ 较小时，系统做单

周期振动，只有一个不动点；当狏０ 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平衡失稳而出现周期分岔；当狏０＝０．６２时，出现

四倍周期运动．由图４（ｃ）可知：系统有４个不动点，当狏０＝０．６５时，出现二倍周期运动．由图４（ｄ）可知：

系统有２个不动点，根据稳定性判断条件，当γ＝０．５时，通过计算出临界值（平均速度分岔值）为狏ｃ＝

０．６１８，与分岔图中所示几乎一致，也验证了上述的合理性．由图４（ｃ）可知：当狏０ 继续增大，粘弹性传动

带出现倍周期分岔而进入混沌运动，映射图表现为密集且有层次结构的点，表示混沌运动．

同样，令带速波动幅值γ为可变的参数，取平均带速狏０＝０．８０，其他值取上述基本参数值，平均带

　　（ａ）平均速度分岔图　　　　　　　　　　　 （ｂ）单周期运动（狏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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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四倍周期运动（狏０＝０．６２）　　　　　　　　　　（ｄ）二倍周期运动（狏０＝０．６５）

　（ｅ）混沌运动（狏０＝１．０５）　　　　　　　　　　　（ｆ）速度波动幅值分岔图

图４　分岔与映射图

Ｆｉｇ．４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

速从０到０．８０时无量纲振动位移和速度的分岔图，如图４（ｅ）所示．从图４（ｅ）可知：通过计算出临界值

（带速波动幅值分岔值）为γｃ＝０．２２５，理论计算与数值模拟结果吻合；随着参数γ的增大，系统会出现分

岔现象，即由周期运动到多周期运动再到混沌运动．

由图４（ａ），（ｅ）可知：随着参数的增加，系统的振动出现周期分岔而平衡位置失去稳定性，此时系统

的运动变为多周期，且振幅也突然增大；随着参数继续增大，系统出现倍周期分岔而进入混沌运动．由图

４（ａ），（ｅ）还可知：振动响应的幅度也突然跳跃增大，此时，振幅远远大于周期和多周期运动时的振幅；在

混沌区域，随着参数的继续增加，混沌运动与周期运动会交替出现，振动的幅度会发生突变，即振动的不

稳定性会加剧．

５　结论

建立粘弹性传动带的积分?微分型非线性动力学方程，通过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方法离散偏微分控制方程为带

有参数激励的常微分振动方程．通过轴向平均速度和速度波动幅值对系统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划分，

两者共同决定着系统的稳定区和超临界区，给出判断的边界条件．

利用里雅普诺夫法则对系统的平衡位置的稳定性分析，表明平凡平衡位置是稳定的，非平凡平衡位

置处出现分岔不稳定．利用分岔图和庞加莱映射图分析轴向平均速度和速度波动幅值对系统振动稳定

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参数的增大，系统由单周期变为倍周期运动，最后进入混沌运动状态．

通过观察分岔图中的分岔值点，与理论公式计算出的分岔值进行对比，二者几乎一致．这证明了划

分稳定性条件的正确性，可为传动带的传动稳定性与动力学特性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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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的协同作用

机理数值模拟

孙林娜，徐福宾

（青岛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３３）

摘要：　为进一步明确复合式支护结构间的协同作用机理，以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为研究对象，运用ＦＬＡＣ３Ｄ

有限差分软件建立三维模型．在分析工程实例基本作用规律的基础上，以水泥土墙水平位移为衡量指标，利用

墙钉比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改变墙宽，当墙钉比为７．００％～１２．００％时，最大水平位移明显减少；在

墙钉比不变的情况下，水泥土墙在基坑边缘时，约束水平位移最为明显，后移影响土钉轴力的发挥；改变土钉

倾角，当墙钉比为８．９０％～９．２０％时，位移明显减少，最大水平位移最小．因此，当墙钉比为８．００％～９．５０％

时，支护结构受力合理，协同作用效果最好．

关键词：　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三维数值模拟；墙钉比；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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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支护结构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有多种形式，复合土钉墙作为其中的一类，是在土钉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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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入其他形式的辅助结构，形成以土钉墙受力为主的复合式基坑支护结构，目前，应用到实际工程中

有７种形式
［１］．对于覆土性质、安全等级、降水要求、施工现场周围环境来说，复合土钉墙要比普通土钉

墙优越许多，而且支护深度更深，深度已达２１ｍ
［２］．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是７种形式之一，具有止水性

能良好、基坑变形控制较强，以及经济效益较好等优点，可适用于含水率较高的软土场地．水泥土搅拌

桩、截水帷幕、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是同一种支护结构，只是名称不一样．水泥土墙在土体开挖前施工完

成，有超前支护的作用．搅拌桩不能很好地体现止水性能；截水帷幕仅可以体现止水性能；水泥土墙复合

土钉墙可以同时体现支护作用和止水性能，较两者更为准确［３］．不少学者通过现场试验
［４］、模型试验［５］，

以及数值模拟［６?８］证实复合土钉墙各个结构之间确实存在着复杂的协同作用．但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常

常采用简单叠加设计原理，进行两种及两种以上复合支护结构设计，对其中的协同作用机理研究不多．

协同效应最早在物理化学领域提出，指的是把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成分或元素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

作用效果，比各种成分或元素单独使用时的总作用效果要大，即“１＋１≥２”的作用．１９７６年，哈肯
［９］认为

在整个系统中，发生作用的各个成分或元素之间都有着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运用

ＦＬＡＣ３Ｄ有限差分软件建立三维模型，对水泥土墙、土钉、土体３者在基坑动态开挖卸载过程中的协同作

用机理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使支护结构的参数选取更加合理．

１　模型的建立

１．１　工程实例

某城市广场基坑工程平面大致成方形，南北长９５．５０ｍ，东西长８６．５０ｍ，深９．３５ｍ．基坑周围环境

较复杂，基坑东侧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低层住宅小区，西侧为某事业单位７层办公楼，北侧是已经建好

的３层商业建筑，南侧为城市主干道解放东路．主要土层有杂填土、粉质黏土、黏土等，基坑支护结构方

式为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即设置两排深层搅拌桩形成水泥土墙（墙深为１７ｍ，搅拌桩直径为５５０ｍｍ，

墙厚为１０００ｍｍ，两桩互相搭接为１５０ｍｍ）．土钉设置７排，每排倾角都为１５．０°，土钉沿基坑深度布置

形式为中部长上下短［１］，中部３排等长均为１３ｍ，上部两排和下部两排等长均为１０ｍ．开挖一层支护一

层，土钉水平间距均为１．３０ｍ，最上部一排距开挖平面１．５０ｍ，其余各排的竖直间距是１．３０ｍ．在施工

时，应及时将含有对中支架的螺纹钢筋放入钻孔直径为１００ｍｍ的孔洞中，钢筋直径为２５ｍｍ，分两次

压力注浆后形成土钉．

１．２　三维模型的建立

基坑在开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如果不考虑空间协同作用，使用二维平面应变分析会使计

算结果不安全或偏于保守，运用三维数值模拟分析是未来的趋势．基坑工程平面形状一般为不规则的形

状，由于工程实例大致成方形，为了提升运算速度，在建立三维地质模型时，利用对称性选取１／４的开挖

平面分析作用规律．地质模型和开挖部分的长×宽×高分别为１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和３０．００

ｍ×２０．００ｍ×９．３５ｍ．模型边界条件如下：底面是固定支座边界约束竖直方向的变形；顶部开挖面取为

自由面；前、后、左、右４面是可动滚轴支座约束侧向的变形．三维地质模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三维地质模型图

Ｆｉｇ．１　３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

土钉用Ｃａｂｌｅ结构单元进行模拟，力学参数如下：水泥浆体黏结强度为３．６×１０８Ｐａ；水泥浆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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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８．０°；弹性模量犈为２．０×１０１１Ｐａ；水泥浆体黏结刚度为８．０×１０５Ｐａ．水泥土墙和土体选用摩尔库

仑弹塑性模型，水泥土墙参数如下：泊松比μ为０．２５；粘聚力犮为２．０×１０
５Ｐａ；重度γ为２１ｋＮ·ｍ

－３；

内摩擦角φ为３５．０°，弹性模量犈为６．０×１０
１１Ｐａ．根据地质勘察报告，影响土体开挖的现场土层自上而

下分６层，由于２，３，４层为粉质黏土，参数相近划分为一层，５，６层为黏土，参数相近划分为一层．综合

考虑各种影响，模型土层设计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犺为土层厚度；犓 为体积模量；犌为剪切模量．

表１　模型土层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

土层名称 犺／ｍ γ／ｋＮ·ｍ－３ 犮／ｋＰａ φ／（°） 犈／ＭＰａ μ 犓／ＭＰａ 犌／ＭＰａ

杂填土 １．５ １８．３１ １１．３３ １５．４ ３２．８５ ０．３５ ３６．６４ １２．１３

粉质黏土 ６．５ １８．７３ ２５．６４ １７．２ ５５．３２ ０．３０ ４５．７５ ２１．４５

黏土 ２２．０ １９．２４ ２９．５２ １９．１ １０３．３５ ０．３０ ８６．５７ ３９．６６

　　在大部分有限元模拟软件中，泊松比μ和弹性模量犈 使用较多，而在ＦＬＡＣ
３Ｄ中，为了使计算结果

更加准确，在赋值时输入的是体积模量犓 和剪切模量犌，其导换公式为

犌＝犈／［２（１＋μ）］，　　犓 ＝犈／［３（１－２μ）］．

２　基本作用规律的分析

２．１　水泥土墙水平位移

开挖完第一层土体时，水平位移表现为上部较大，下部较小并逐渐趋于零的“直角三角形”形状，其

计算值如图２所示，实测值如图３所示．图２，３中：犎 为基坑深度；狊为水平位移．

图２　水平位移计算值　　　　　　　　　　　　　图３　水平位移实测值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随着土钉的植入和开挖深度的增加，形状不再是“三角形”，而是表现为“凸肚”的形状，主要是因为

滑移面逐渐后移，土体影响范围增大，中部土体向坑内移动速度快，而上部土体移动较慢，导致位移曲线

在中下部逐渐凸起，这也说明了复合土钉墙产生滑移破坏的现象与普通土钉墙是不同的．开挖完成后，

中下部区域的水平位移比基坑其他区域大，开挖完成后水平位移云图，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结果、

实际监测数据和文献［１０?１１］位移变化规律相符．

图４　开挖完成后水平位移云图

Ｆｉｇ．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ａｆｔｅｒ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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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值比实测值大主要是因为在实际监测时，测斜仪是从测斜管底部向上拉起，并设定测斜管底部

为不动的点；而数值模拟时，监测点是沿水泥土墙外侧布设的，导致桩底水平位移计算值不为零．如果将

图２的水平位移曲线减去底部所增加的位移，把桩底水平位移计算值归零，则结果是与实测是符合的．

模拟计算的“凸肚”状比实测的要靠下，主要原因是模拟计算的土层参数、结构设计参数、模型网格空间

受力等参数选取比较理想，影响因素较少，使得“凸肚”状有下移的趋势．

２．２　水泥土墙后的地表沉降

水泥土墙后的地表沉降范围和幅度随开挖深度的加深逐渐增大，模拟计算值，如图５所示；实测值，

如图６所示；开挖完成后地表沉降位移云图，如图７所示．图５，６中：犪为距离；犫为沉降．

图５　地表沉降计算值　　　　　　　　　　　图６　地表沉降实测值

Ｆｉｇ．５　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Ｆｉｇ．６　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　

图７　开挖完成后地表沉降位移云图

Ｆｉｇ．７　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ａｆｔｅｒ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由图５，６可知：沉降幅度最大的地方不在基坑边缘，而是距基坑边缘约为１犎～２犎 的地方，在土钉

加固区域范围外，即在２犎 范围外，距离越远，沉降幅度越小，在１犎 范围内，距离越近，沉降幅度越小，

１犎～２犎 内沉降出现最大值，沉降完成后表现为“勺子”状，与文献［１２］规律相似；模拟计算值的影响范

围比实测值较远，沉降变化幅度也比较平缓，而实测沉降值逐渐趋于零，这主要是受施工场地大小的限

制及周围已有建筑物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计算模型的理想化和实际施工情况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基本

（ａ）第１排土钉轴力变化图

变化趋势一致，能够反映地表沉降随基坑开挖的变化规律．

２．３　土钉轴力

土钉轴力（犳）沿其长度（犾）的变化，如图８所示．由图８

可知：土钉轴力表现为中、前部大，两头小的“枣核”形状，与

文献［１３?１４］中土钉受力的特性一致．“枣核”形状说明土钉

在土体介质中的摩阻力在潜在滑裂面处最大，同时，也说明

土钉起到了使滑移面后移、传递荷载、限制水泥土墙变形、

以及扩散土中应力的作用．由图８（ｃ）中可知：开挖完成后

各排土钉的最大轴力差别很大，上两排和下两排较小，中间

３排较大，这与水平位移的“凸肚”状是相符的，其中第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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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第４排土钉轴力变化图　　　　　　　　　（ｃ）开挖完成后各排土钉轴力变化图

图８　土钉轴力变化图

Ｆｉｇ．８　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ｄｉａｇｒａｍ

土钉的轴力最大，约是最顶排和最底排的两倍，沿其长度的“枣核”形状也比其他土钉丰满．

开挖完成后各排土钉轴力沿土钉长度变化云图，如图９所示．由图９（ａ）可知：靠近底部的土钉，轴

力最大值有前移的趋势，而中上部轴力最大值有后移的趋势，说明滑裂面随基坑开挖有逐步向后移动的

趋势，土体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由图９（ｂ）可知：在基坑阴角处的土钉出现了微小的压力，主要是由于

两边的水泥土墙互为支撑，在变形协调条件下，基坑中部土体向坑内移动明显，而在阴角处位移很小，相

对中部来说有后移的趋势，这也说明基坑阴角处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与文献［１５］结果一致．

（ａ）模型正视图　　　　　　　　　　　　　　　　　　（ｂ）模型俯视图

图９　开挖完成后各排土钉轴力沿土钉长度变化云图

Ｆｉｇ．９　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ｃｈｒｏｗ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ｓａｌｏｎｇｌｅｎｇｔｈａｆｔｅｒ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３　协同作用机理的分析

３．１　墙钉比

在分析工程实例基本作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水泥土墙宽、空间位置、土钉倾角３个参数，对水

图１０　墙钉比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Ｗａｌｌ?ｎａｉｌｒａｔｉｏ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泥土墙、土钉、土体３者在基坑动态开挖卸载过程中的

协同作用机理和破坏模式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根据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际经验，在稳定性分

析中，最危险滑移面必然经过最长或最底部的土钉，土

钉对复合土钉墙的稳定性贡献值一定大于零［１］，因此，

引入墙钉比（狑）的概念．水泥土墙宽与土钉加固区域垂

直投影方向长度的比值，简称墙钉比，墙钉比示意图，如

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水泥土墙通常形成防渗挡墙，作为止

水帷幕；插入土体的深度由基坑周围地下水渗流作用控

制，通常可满足稳定性的要求，所以选择改变水泥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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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进行协同作用机理研究；滑移面穿过土钉加固区域最下一排或最长一排土钉，如果把最长土钉垂直投

影长度区域的土体看作加固区域，由于加固区域端部较小，使土钉总加固区域变小，所以取各排土钉的

平均投影长度作为研究对象更为合理．土钉垂直投影长度是土钉长度的余弦值，所以知道土钉平均长度

和倾角，就可以计算出土钉平均投影长度（犔ｖ）及墙钉比（狑），分别为

犔ｖ＝
犔１＋犔２＋犔３＋…＋犔狀

狀
×ｃｏｓα，　　狑＝

犇
犔ｖ
×１００％．

上式中：狀为土钉排数；犔狀 为第狀排的土钉长度；α为土钉倾角；犇为水泥土墙宽度．

　　算例１　土钉长度分别为１０，１０，１３，１３，１３，１０，１０ｍ，平均长度为１１．２９ｍ，土钉倾角为１５°，土钉平

均投影长度为１０．９１ｍ，水泥土墙宽度为１．０ｍ，狑＝９．１７％．

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的协同作用评价指标有很多，如土钉轴力、基坑底部隆起、地表沉降的幅度、整

体稳定性安全系数、水泥土墙水平位移等．在这些指标中，最容易监测和观察的是水泥土墙水平位移，以

水泥土墙水平位移为衡量目标，分析其与墙钉比的关系，探究墙钉比的取值范围．

３．２　水泥土墙宽的影响

对墙宽为０，０．５，０．８，１．０，１．２，１．５，２．０，２．５ｍ等８种情况分别建立模型，０ｍ指的是普通土钉墙．

不同墙宽下的墙钉比计算值，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Δｍａｘ为水平位移．由表２可知：普通土钉墙位移最大，

表２　不同墙宽下的墙钉比计算值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ｗａｌｌｎａｉｌｒａｔｉｏ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ｌｌｗｉｄｔｈｓ

犇／ｍ α／（°） 犔ｖ／ｍ 狑／％ Δｍａｘ／ｍｍ

０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０ ６９．３

０．５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４．５８ ５１．２

０．８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７．３４ ４５．５

１．０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９．１７ ３９．６

１．２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１１．００ ３５．８

１．５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１３．７５ ３３．９

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１８．３４ ３２．５

２．５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２２．９２ ３１．１

在开挖到第５步时，稳定性已不满足要求；当水泥

土墙从０ｍ增加到０．５ｍ时，位移明显减少，说

明水泥土墙起到限制位移和增加稳定性的作用．

墙钉比为０％～７．００％时，限制位移明显，但

是由于水泥土墙宽较窄抗剪强度较低，稳定安全

系数不满足要求，上部土体容易发生倾覆破坏，如

图１１（ａ）所示；墙钉比为７．００％～１２．００％时，位

移减小明显，水泥土墙和土钉墙受力合理协同作

用最好，二者相互作用以土钉墙受力为主；墙钉比

为１２．００％～２０．００％时，增加墙钉比对减少水泥

土墙最大位移的作用已不明显，随着墙钉比的增

大，水泥土墙受力逐步增大，土钉墙受力逐步减少，达到一定程度时，形成以水泥土墙为主要受力体系的

支护结构，不再是以土钉墙受力为主，已超出对复合土钉墙的概念范畴［１］，受力机理有向重力式挡墙转

化产生滑移破坏的现象，如图１１（ｂ）所示．

（ａ）倾覆破坏　　　　　　　　　　　　　　（ｂ）滑移破坏

图１１　不同墙宽下的破坏模式图

Ｆｉｇ．１１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ｌｌｗｉｄｔｈｓ

３．３　水泥土墙空间位置的影响

对水泥土墙距离基坑边缘分别为０，１，３，５ｍ，以及普通土钉墙的５种情况建立模型，土钉倾角为

１５．０°，墙宽为１．０ｍ，土钉平均投影长度为１０．９１ｍ．在墙钉比不变的情况下，普通土钉墙的水平位移最

大，０ｍ时水平位移最小，说明水泥土墙在基坑边缘时，对水平位移约束效果最为明显．随着向后移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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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局部滑移破坏图

Ｆｉｇ．１２　Ｌｏｃａｌｓｌｉｐｄａｍａ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离的增加，约束效果减弱，产生位移的主要是前部土体，产生局部

滑移破坏的现象，如图１２所示．

水泥土墙后移影响土钉轴力的发挥，因为土钉受力特性为前

中部大、两头小的“枣核”形状，水泥土墙后移把土钉切成两段，前

段土钉受力增加，后段土钉受力减少，使土钉沿其长度受力不合

理．水泥土墙后移对土钉轴力发挥的影响，如图１３所示．水泥土

墙后移安全系数（ε）对比，如图１４所示．

由图１４可知：无水泥土墙时，安全系数最小；水泥土墙向后

移动，对稳定性略有提高但作用不明显；在５ｍ时安全系数反而

略有降低，主要是由于前部土体容易发生局部滑移破坏，与文献

［１６］中提到“水泥土墙前置稳定性更好”相符；在墙钉比不变的情

况下，把水泥土墙放置在基坑边缘，约束水平位移明显，协同作用

效果最好．

图１３　水泥土墙后移对土钉轴力发挥的影响　　　　　　　　　图１４　水泥土墙后移安全系数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ｌｌｏｎ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ｌｌ　

３．４　土钉倾角的影响

对土钉倾角分别为０°，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２０．０°，２５．０°等９种情况建立模型，墙

钉比计算值如表３所示，相对应的破坏模式如图１５所示．

表３　不同土钉倾角的墙钉比计算值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ｗａｌｌｎａｉｌｒａｔｉｏ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犇／ｍ α／（°） 犔ｖ／ｍ 狑／％ Δｍａｘ／ｍｍ

１．０ ０ １１．２９ ８．８６ ５７．３

１．０ ５．０ １１．２５ ８．８９ ４８．８

１．０ ７．５ １１．１９ ８．９３ ４３．２

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１２ ８．９９ ３８．９

１．０ １２．５ １１．０２ ９．０７ ３５．３

１．０ １５．０ １０．９１ ９．１７ ３３．１

１．０ １７．５ １０．７７ ９．２９ ３５．８

１．０ ２０．０ １０．６１ ９．４３ ３７．９

１．０ ２５．０ １０．２３ ９．７７ ４０．１

　　由表３可知：倾角对墙钉比的影响范围

较小，主要集中在８．８０％～９．８０％．当倾角

为０°时，土钉水平排列，土钉加固区范围最

大，但土体扰动范围也最大，在土体稳定区土

钉的锚固段较小，扰动土体向坑内移动的范

围逐渐增加，最终产生整体滑移破坏现象（图

１５（ａ））．

当墙钉比为８．９０％～９．２０％时，位移明

显减少，在９．１７％（倾角１５．０°）处，最大水平

位移最小，主要是由于滑移线缓慢前移，使土

体扰动范围变小，水泥土墙受到土压力减少，

而土钉锚固段增加，二者受力逐渐合理，协同

作用明显；当墙钉比再次增加，水平位移逐渐增大，主要是由于随着土钉倾角增加，土钉加固范围变小，

土钉加固盲区（图１５（ｂ）阴影部分）出现，加固盲区土体产生的重力传递给加固区域，进而作用在水泥土

墙上，使水泥土墙上部受到的土压力逐渐增加，最终产生倾覆破坏的现象（图１５（ｂ）），土钉倾角过大会

产生加固盲区［１７］，土钉倾角不宜超过２０．０°
［１］

文献［１１］通过工程实例分析了复合土钉墙的位移、地质条件，以及支护设计参数之间的关系．墙钉

比工程实例分析，如表４所示．表４中：土钉总长度（犕）．由表４可知：墙钉比在７．００％～１０．００％之间的

有８例，小于７．００％的有４例，大于１０．００％的有４例，在７．００％～１０．００％所占比例为５０％．由于土钉

倾角对墙钉比的影响范围较小，在８．９０％～９．２０％时，位移明显减少，最大水平位移较小，综合考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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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滑移破坏　　　　　　　　　　　　　　　（ｂ）倾覆破坏

图１５　不同土钉倾角的破坏模式图

Ｆｉｇ．１５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ｓ

种因素的影响和工程实例分析，建议墙钉比取值范围为８．００％～９．５０％（４例），此范围内支护结构受力

合理，协同作用效果最好．

表４　墙钉比工程实例分析

Ｔａｂ．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ｌｌｎａｉｌｒａｔ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编号 狀 犕／ｍ α／（°） 犔ｖ／ｍ 犇／ｍ 狑／％

１ ４ ３９．０ １５．０ ９．４２ ０．５０ ５．３１

２ ５ ５８．０ １５．０ １１．２０ ０．８５ ７．５９

３ ３ ３４．０ １５．０ １０．９５ ０．８５ ７．７６

４ ３ ２４．０ １５．０ ７．７３ ０．５０ ６．４７

５ ３ ２７．０ １５．０ ８．６９ ０．５０ ５．７５

６ ３ ２６．０ １５．０ ８．３７ ０．８５ １０．１５

７ ５ ３０．０ １５．０ ５．８０ ０．５５ ９．４９

８ ４ ４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１４ ０．８５ ８．３８

９ ４ ４４．０ １５．０ １０．６３ １．２０ １１．２９

１０ ５ ３５．０ １５．０ ６．７６ ０．７０ １０．３５

１１ ５ ４２．０ １５．０ ８．１１ ０．７０ ８．６３

１２ ４ ５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０７ １．２０ ９．９４

１３ ４ ３６．０ １５．０ ８．６９ １．２０ １３．８０

１４ ４ ２４．０ １５．０ ５．８０ ０．５０ ８．６３

１５ ５ ６４．５ １５．０ １２．４６ １．２０ ９．６３

１６ ３ ２６．５ １５．０ ８．５３ ０．５０ ５．８６

４　结论

为进一步明确复合式支护结构间的协同作用机理，在分析工程实例基本作用规律的基础上，引入协

同作用的理念，提出了墙钉比的概念，将水泥土墙水平位移作为衡量指标，对水泥土墙复合土钉墙进行

数值模拟分析，得到以下２个结论．

１）水泥土墙水平位移曲线表现为“凸肚”状，开挖完成后最大值在中下部区域；地表沉降变化曲线

表现为“勺子”形状，计算值的影响范围较远，变化幅度较平缓；土钉轴力沿其长度呈现出中、前部大，两

头小的“枣核”形状，基坑顶部和底部的土钉轴力较小，中部较大．以上３种形状说明ＦＬＡＣ３Ｄ有限差分

软件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反映实际工程的变化规律．

２）改变墙宽，当墙钉比在７．００％～１２．００％时，水平位移最大值减少明显；在墙钉比不变的情况下，

水泥土墙在基坑边缘时，约束水平位移最为明显，后移影响土钉轴力的发挥；改变土钉倾角，当墙钉比在

８．９０％～９．２０％时，位移减少明显，最大水平位移较小．因此，在工程设计时，建议把水泥土墙放在基坑

边缘，墙钉比取值范围控制在８．００％～９．５０％，此范围内支护结构受力合理，协同作用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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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典型膨胀土三向膨胀规律室内试验

谭波１，２，李亚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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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自制的三向膨胀仪，以及与之相应的原状土取样器、重塑土制备器，以广西南宁、宁明４种典型膨

胀土为研究对象，开展膨胀土三向膨胀率及膨胀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膨胀土三向吸水膨胀时程曲线分为快

速、缓慢及趋于稳定３个阶段，并且３ｈ可完成膨胀的８０％～９０％；膨胀率及横向、竖向膨胀力存在明显差异，

并随干密度增大而增大；在相同初始条件下，原状膨胀土与重塑膨胀土三向膨胀率存在明显差异，在相同初始

水的质量分数条件下，竖向与横向膨胀力之比犚０ 随着干密度的增大而增大；试样吸水膨胀后水的质量分数

均匀，试验方法可行，仪器测试数据可信．

关键词：　膨胀土；三向膨胀仪；膨胀率；膨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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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结性及裂隙性等不良工程地质特性，通常导致公路建设发生病害，以路基边坡问题最为严重且难以治

理，被称为“工程中的癌症”［１?２］．强胀缩性是膨胀土的最根本特性，膨胀土竖向与侧向膨胀规律存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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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在一维固结条件下进行，只能获得一维有侧限的竖向膨胀规律，无法获得边

坡三维侧向膨胀规律．

文献［３?８］通过改进原有仪器或者研发新仪器进行膨胀土三向膨胀试验，从而获得膨胀土三向膨胀

规律．刘祖德等
［９］采用改装的应力控制式三轴仪进行三向膨胀试验，但该三轴仪侧向所加的围压相等，

无法开展侧向压力不等的试验．张锐等
［１０］研制了侧向膨胀力试验装置，但该方法所得的应力与实际形

变可能有一定误差，还需要用乳胶垫片弥补．Ａｖｓａｒ等
［１１］研制了一种针对圆柱形试样的三向膨胀仪，但

对圆柱试样施加的三向力使试样变形，得到的结果有较大误差．以上试验所采用的是非立方体试样，开

展的是两向膨胀试验．

王海龙等［１２］采用自制的岩土三向膨胀力测量仪进行试验，但该装置施加三向荷载的大小无法控

制，故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张颖
［１３］对真三轴仪进行可改造，设计研制了三向膨胀仪，采用等强度梁的

变形反力施加三向力．文献［１４?１５］也用此仪器获得了膨胀力规律，但等压梁所施加力的大小会因膨胀

土膨胀变形而变化，不够稳定，需要不断调整．综上所述，开展膨胀土三向膨胀试验的仪器还存在一定的

缺陷．基于此，本文自主研制膨胀土三向膨胀仪，以及与之相应的原状土取样器、重塑土制备器，开展三

向膨胀率及膨胀力试验．

１　试验仪器

１．１　原状土取样器、重塑土制备器

三向膨胀立方体试验对于试样尺寸通常有较高精度的要求，试样尺寸不规整使膨胀之后的变形与

　（ａ）正视图　　（ｂ）剖面图　　　（ｃ）实图

图１　原状土取样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ｒ

试样实际变形产生一定的误差，以往膨胀试验使用的立

方体试样通常采用刀切或其他方法，但是人工削土很难

得到标准的试样，影响试样规整度，使试验得到的结果

不准确．文中专门研制原状土取样器及重塑土制备器，

可得到较为标准试样，提高试验的精度．

１）原状土取样器．原状土取样器主要组成如下：成

土装置的成土框；施力装置的重锤、导杆；推土装置的推

土旋转螺栓、螺杆，土样尺寸控制器，以及推土板．原状

土取样器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成土框为边长为

２５ｍｍ的立方体容器；导杆约长８０ｃｍ，在整个仪器中

起骨架作用；重锤质量为４ｋｇ，并且重锤可以在导杆上

自由下落；推土旋转螺栓可使螺杆顶着推土板，推出取

得的土样，用土样尺寸控制器得到预设土样的尺寸．

（ａ）锤击取样　　　　　　（ｂ）原状试样

图２　现场取样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ｅｌ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原状土现场取样需要保证原状土原有的形态与

结构，不能使土样产生扰动．传统现场原状土取样是

用锤子敲打成土框，取出的试样需要拆模，或者采用

人工刀削的方法削出所需规格的试样，但是这样使

试样产生较大的扰动，很难得到标准的试样，并且操

作步骤复杂，工作效率低．文中仪器对传统的取土仪

器做了改进，仪器设有推土装置，可得到尺寸精准、

边角无破损的土样，操作方法简单．现场取样图，如

图２所示．

２）重塑土制备器．重塑土制备器组成如下：成土

装置的底座平台和成土框；施力装置的重锤、击实小

锤、导杆、导杆固定框；推土装置的推土旋转螺栓、螺

杆，土样尺寸控制器，推土板．重塑土制备器示意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底座平台起整体框架作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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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框在底座平台中部，是边长为２５ｍｍ的立方体容器；重锤质量为４ｋｇ，并且可以在导杆上自由下落，

重锤自由下落，通过导杆使击实小锤产生冲击力把土压实；推土旋转螺栓可使螺杆顶着推土板，推出取

得的土样，用土样尺寸控制器得到预设土样的尺寸．

（ａ）正视图　　　　　　　　　　（ｂ）剖面图　　　　　　　　　（ｃ）实图

图３　重塑土制备器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ｍｏｌｄｅｄｓｏｉ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土是一种由岩石风化后形成的碎散堆积物，在一般情况下不易形成整体土块．很多不同的制土仪

　（ａ）制样现场　　　　　　（ｂ）重塑试样　

图４　制备试样图

Ｆｉｇ．４　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器操作方法复杂，土样脱模时，使土样有一部分的损

伤，严重的会直接碎散，导致土样无法成型．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文中试验对以往的制土仪器进行了较

大的改进．首先，仪器制成土样后不需要给土样脱

模，直接旋转土样旋转螺栓就可以使土样推出．其

次，仪器制成土样的各个面均比较平整，不会使土样

产生损伤，可以尽量减小实验误差．最后，仪器可以

制得干密度和水的质量分数尽量小的土样．仪器操

作简单便捷，可以满足当前制备土样的要求．制备试

样图，如图４所示．

１．２　三向膨胀仪

膨胀土三向膨胀仪组成部分如下：试样放置装

置的水平挡板和集水底座；形变测试装置的施压板、传压框、水平导轨、滑轮、百分表、量力环、吊钩、堆载

盘、砝码、底座；注水装置的储水容器、支撑架、输水管、阀门及滴水板．三向膨胀仪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ａ）正视图　　　　　　　　　　　　（ｂ）剖面图　　　　　　　　　　　（ｃ）实图

图５　三向膨胀仪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３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图５中：试样放置在集水底座上，并紧贴水平挡板；形变测试装置中，在堆载盘上加上一定质量的砝

码使施压板对土样产生三向荷载，浸水后用百分表和量力环测三向膨胀率和膨胀力；注水装置中，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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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中的水通过输水管进入滴水板，通过滴水板在透水石的渗透作用下均匀进入土中．

文中膨胀土三向膨胀仪可用于测试膨胀土三向膨胀率及膨胀力．首先，在３个方向的堆载盘上加砝

码，可任意施加三向荷载，施加的力比较恒定，施力方法简单．其次，当测试膨胀率时，通过３个方向上的

百分表读数得出膨胀量，再经过换算可得膨胀率；当测试膨胀力时，在３个方向上的百分表产生４～５格

读数后，旋转螺栓，把百分表归零，此时量力环产生读数，经过换算可得膨胀力．最后，仪器采用纵向滴水

方法，储水容器内的水通过输水管进入滴水板，再通过透水石均匀、彻底渗入试样，以达到滴水增湿效

果．三向膨胀试验，如图６所示．

（ａ）膨胀率试验　　　　　　　　　　　　　（ｂ）膨胀力试验　

图６　三向膨胀试验

Ｆｉｇ．６　３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２　三向膨胀规律试验方法

２．１　取样方法

取出仪器，把推土板调到成土框最底部，在成土框四周及推土板上涂抹凡士林．取土仪器竖直放置，

使成土框框口对准所要取的土样．一人手扶土仪器上部（此时仪器不能晃动），一人提起重锤，使重锤自

由下落，大概５次之后，即击实完成，晃动着提起仪器．调节土样尺寸控制器，控制竖向尺寸与水平尺寸

相同．旋转推土旋转螺栓推出土样，待推土旋转螺不动时，证明土样已经达到预计尺寸．切除上部裸露的

土样，调节土样尺寸控制器，使控制解除，再次旋转推土旋转螺栓，使土样完全被推出．取出的土样应迅

速用薄膜包裹，以隔绝其与外部的水气交换，并放置在保鲜盒中．

２．２　制样方法

取适量的土样，锤碎并过０．５ｍｍ的筛子，放在１０５～１１０℃的烘箱中，烘至８ｈ以上，然后，按照要

求的水的质量分数配置一定量的土样，配置完成后，置于塑料袋中，隔绝空气密封焖料２４ｈ以上．取塑

料袋中３个不同位置处的土样，测其水的质量分数，要求误差不超过２．００％
［１６］．

将推土板调至成土框的最下边，在成土框、推土板，以及击实小锤的下部涂抹一定量起润滑作用的

凡士林，向成土框内倒１／３称好的土样（分３层击实）．将小锤放置在土样上，同时，将导杆放置在导杆固

定架上，导杆下部与击实小锤上部接触，然后，提起重锤，使重锤自由下落（根据土样干密度的不同，选择

不同的击实次数）．击实后给土样抛锚，再倒１／３土样，重复上述操作．

击实完成后，调节土样尺寸控制器，控制土样，使竖向尺寸与水平尺寸相同．旋转推土螺栓推出土

样，待推土旋转螺栓旋转不动时，证明土样已经达到预计尺寸．切除上部裸露的土样，调节土样尺寸控制

器使控制解除，再次旋转推土旋转螺栓，使土样完全被推出．制样完成后，迅速用薄膜包裹，以隔绝其与

外部的水气交换，并放置在保鲜盒中．

重塑样的制作过程较为复杂，除保证试样的规则性之外，还要保证试样内部水分的均匀性，以及每

一批样的土性相同．该过程需经配土、制样成型和均匀土样的水的质量分数３个步骤．

２．３　膨胀性试验操作方法

在试样周围贴上同样大小的滤纸，然后，紧贴水平挡板，放置在集水底座上．移动水平向的传压框，

使施压板紧贴试样，同时，在试样竖向面上放置透水石，移动竖向传压框，使滴水板紧贴透水石．在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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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上同时施加指定质量的荷载，使试样产生一定的压力．

当进行膨胀率试验时，在试样收缩稳定后，把百分表调零．打开滴水阀门，使水透过透水石均匀渗入

试样．试验开始后，前３ｈ每隔２０ｍｉｎ记录一次试验数据，３ｈ后每隔２ｈ记录一次数据．待三向膨胀量

连续两次读数均小于０．００５ｍｍ·ｈ－１时，可以认为试验结束．

当进行膨胀力试验时，在试样收缩稳定后，把量力环放置在导轨上，同时，旋转３个方向的螺栓至百

分表指针开始产生移动，则证明量力环与传压框已经接触，调整量力环和百分表为零．打开滴水阀门，使

水透过透水石均匀渗入试样．试验开始后，当百分表产生４～５格读数时，则旋转螺栓使百分表调零，此

时，量力环也会产生一定读数，记下数据．待３个方向上的量力环连续两次读数均小于０．００５ｍｍ·ｈ－１

时，可以认为试验结束．

水的质量分数测试如下：３个方向同时卸下荷载，测膨胀力时还需卸载量力环，取出试样，用干滤纸

擦掉试样表面的浮水，去掉滤纸并称其质量．然后，把试样均匀切成４块，用烘干法测吸水膨胀后的水的

质量分数．

３　试验方法验证

３．１　试样吸水率均匀性验证

试验方法的合理性需验证土体吸水后各部分的水的质量分数变化是否均匀，以保证土体能够均匀

膨胀，使所测试的试验数据可信，所得的试验结果能够真实反映膨胀规律．试验试样尺寸为边长为２５

ｍｍ的立方体试块，尽可能使试样吸水膨胀后，使其内部水的质量分数均匀．

试样初始水的质量分数均为１１．３０％，干密度为１．７０ｇ·ｃｍ
－３．吸水膨胀完成后，均匀切成４块，分

别记为角１、角２、角３及角４，用烘干法测其水的质量分数．试样各部分水的质量分数（狑）差异，如表１

所示．表１中：σ为方差．

表１　试样各部分水的质量分数差异

Ｔａｂ．１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

土样类型
狑／％

角１ 角２ 角３ 角４ 均值
σ／％

宁明灰蓝膨胀土 ３１．２９ ３０．３３ ３０．４１ ３１．２５ ３０．８２ ０．２１

宁明灰白膨胀土 ３２．６９ ３３．５６ ３３．５７ ３２．７８ ３３．１５ ０．１７

南宁灰蓝膨胀土 ２５．０４ ２５．１１ ２５．８１ ２５．９２ ２５．４７ ０．１６

南宁灰白膨胀土 ２７．１１ ２７．１８ ２７．８９ ２７．９４ ２７．５３ ０．１５

　　由表１可知：４种土吸水膨胀后水的质量分数的方差分别为０．２１％，０．１７％，０．１６％，０．１５％，说明

图７　南宁灰白膨胀土时程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ｇｒａｙ?ｗｈｉｔ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ｓｏｉｌｉｎＮａｎｎｉｎｇ

所研制的膨胀土三向膨胀仪及试验方法合理，能保证水

分的均匀渗入，以及三向变形的均匀性和一致性，可用

于膨胀土三向膨胀变形研究．

３．２　三向膨胀试验仪器的验证

为了验证膨胀土吸水膨胀与土样放置方向是否有

关，现以南宁灰白膨胀土为例，分别进行土样正常放置

试验，以及把击实膨胀土的竖直方向（犣向）横向（犡 向）

放置试验．南宁灰白膨胀土时程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

中：δ为膨胀率；狋为时间．

由图７可知：将膨胀土竖直方向横向放置，膨胀土

吸水膨胀速率也分快速膨胀、缓慢膨胀和趋于稳定３个

阶段，３ｈ可完成膨胀的８０％～９０％．

正常放置与竖直方向横向放置三向膨胀率对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ρ为干密度；当试样正常放置

时，δ犗犣为竖向膨胀率，δ犗犡，δ犗犢为横向膨胀率，δ０ 为δ犗犡与δ犗犢平均值，犓０ 为δ犗犣与δ０ 比值；当试样竖直方

向横向放置时，δ犗犡为竖向膨胀率，δ犗犣，δ犗犢为横向膨胀率，δ０ 为δ犗犣与δ犗犢平均值，犓０ 为δ犗犡与δ０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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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正常放置与竖直方向横向放置三向膨胀率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３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放置方法 狑 ρ／ｇ·ｃｍ
－３ δ犗犣 δ犗犡 δ犗犢 δ０ 犓０

正常放置 １１．３０ １．７５ ３．１７ １．３０ １．３８ １．３４０ ２．３７

竖直方向横向放置 １１．３０ １．７５ １．４１ ３．２２ １．２６ １．３３５ ２．４２

　　由表２可知：试样正常放置与竖直方向横向放置时所得实验数据规律基本一致；膨胀土吸水膨胀率

与只与击实方向有关，而与放置方向无关，证明三向膨胀仪的竖向膨胀效果与横向膨胀效果基本相同，

膨胀土吸水膨胀率与增湿滴水方向面无关．

４　试验结果和分析

４．１　三向膨胀率时程曲线

设置４种膨胀土干密度均为１．７０ｇ·ｃｍ
－３，初始水的质量分数为１１．３０％，三向膨胀率时程曲线，

如图８所示．

（ａ）宁明灰白膨胀土 　　　　　　　　　　　　　　　　（ｂ）宁明灰蓝膨胀土

（ｃ）南宁灰白膨胀土　　　　　　　　　　　　　　　　（ｄ）南宁灰蓝膨胀土

图８　三向膨胀率时程曲线

Ｆｉｇ．８　３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

由图８可知：在达到峰值膨胀率之前，膨胀土吸水膨胀速率可分为快速膨胀阶段、缓慢膨胀阶段和

趋于稳定阶段；快速膨胀阶段在０～１２０ｍｉｎ之间，此阶段可达到极限膨胀率的８０％以上；缓慢膨胀阶

段在１２０～３６０ｍｉｎ之间，此阶段膨胀土基本完成膨胀，膨胀率接近最大值．当３个阶段结束后，全程基

本保持在１４４０ｍｉｎ以内．

４．２　三向膨胀率试验结果

膨胀土膨胀率，如表３所示．表３中：δ犗犣为竖向膨胀率；δ犗犡与δ犗犢为两个横向膨胀率；犎０ 为竖向膨

胀率与两横向膨胀率平均值之比．由表３可知：在相同水的质量分数的条件下，犎０ 大于零，说明竖向膨

胀率大于横向膨胀率，并且两个横向膨胀率大致相等．这是由于制样单向压实，故横向与竖直方向的膨

胀率会存在差异，即制样造成土体的各向异性；随干密度的增大，膨胀土的竖向膨胀率与横向膨胀率也

逐渐增大，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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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膨胀土的膨胀率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ｓｏｉｌ

土样
类型

试样
编号

ρ／

ｇ·ｃｍ
－３δ犗犣／％ δ犗犡／％ δ犗犢／％ 犎０

土样
类型

试样
编号

ρ／

ｇ·ｃｍ
－３δ犗犣／％ δ犗犡／％ δ犗犢／％ 犎０

宁明灰蓝
膨胀土

１ １．７０ ２．７ １．６ １．６ １．６９

２ １．６６ ２．４ １．５ １．４ １．６６

３ １．６２ ２．２ １．０ １．１ ２．１０

４ １．５６ ２．０ ０．９ ０．９ ２．２２

５ １．５０ １．８ ０．７ ０．８ ２．４０

南宁灰白
膨胀土

１１ １．８５ ６．７ ２．３ ２．２ ２．９８

１２ １．７９ ４．６ ２．３ ２．２ ２．０４

１３ １．７５ ３．２ １．４ １．２ ２．４６

１４ １．７１ ２．９ １．３ １．１ ２．４２

１５ １．６６ ２．２ １．２ １．０ ２．００

宁明灰白
膨胀土

６ １．７７ ５．５ ２．７ ３．１ １．９０

７ １．７０ ５．２ ２．５ ２．６ ２．０４

８ １．６６ ４．６ ２．１ ２．４ ２．０４

９ １．６１ ３．１ １．５ １．９ １．８２

１０ １．５５ ２．１ １．０ １．２ １．９１

南宁灰蓝
膨胀土

１６ １．８９ ３．２ １．７ １．９ １．７８

１７ １．８４ ３．７ １．４ １．６ ２．４６

１８ １．８０ ２．９ １．４ １．７ １．８７

１９ １．７７ ２．８ １．０ １．４ ２．３３

２０ １．７０ １．８ ０．７ ０．８ ２．４０

　　在初始条件基本相同下，原状膨胀土的三向膨胀率高于重塑膨胀土的三向膨胀率．如南宁原状灰白

膨胀土在水的质量分数为２３．００％、干密度为１．５４ｇ·ｃｍ
－３条件下，竖向膨胀率为２．４％，两横向膨胀

率分别为１．１％，１．２％；重塑膨胀土在水的质量分数为１１．３０％、干密度为１．６６ｇ·ｃｍ
－３条件下，竖向

膨胀率为２．２％，两横向膨胀率分别为１．０％，１．２％．这是因为原状土成型除了与其自身的结构性有关，

还与土的历史及沉积环境有关，而重塑土只与制样时击实功有关，完全不受土体结构性的影响，致使原

状土具有较强的膨胀性．

４．３　三向膨胀力试验结果

重塑膨胀土的膨胀力，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犘犗犣为竖向膨胀力，犘犗犡为横向膨胀力，犚０ 为横向膨胀力

与竖向膨胀力之比．由于膨胀土两个横向膨胀力基本相同，故只列出一个横向力．

由表４可知：４种犚０ 小于１，说明横向膨胀力均小于竖向膨胀力；在初始水的质量分数相同的条件

下，竖向、横向膨胀力均随着干密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与池泽成等［６］对合肥膨胀土实验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在相同水的质量分数条件下，犚０ 随着干密度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土被压实后各向异性减弱，膨胀土

膨胀力与膨胀率的膨胀趋势基本一致．

表４　重塑膨胀土的膨胀力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ｒｅｍｏｄｅｌｅ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ｓｏｉｌ

土样
类型

试验
编号

ρ／

ｇ·ｃｍ
－３

犘犗犣／
ｋＰａ

犘犗犡／
ｋＰａ

犚０
土样
类型

试验
编号

ρ／

ｇ·ｃｍ
－３

犘犗犣／
ｋＰａ

犘犗犡／
ｋＰａ

犚０

宁明灰蓝
膨胀土

１ １．５０ １８９．９３ １０５．５６ ０．５５

２ １．５６ ２４６．１８ １５２．４３ ０．６２

３ １．６２ ２９３．０６ １９９．３１ ０．６８

４ １．６６ ３８６．８１ ２９３．０６ ０．７６

５ １．７０ ４７１．１８ ３８６．８１ ０．８２

南宁灰蓝
膨胀土

１１ １．７０ １４３．０６ ８６．８１ ０．６０

１２ １．７７ １９９．３１ １３３．６８ ０．６７

１３ １．８０ ２５５．５６ １８０．５６ ０．７０

１４ １．８４ ３３０．５６ ２４６．１８ ０．７４

１５ １．８９ ３８６．８１ ３１１．８１ ０．８０

宁明灰白
膨胀土

６ １．５５ １８０．５６ １０５．５６ ０．５８

７ １．６１ ２７４．３１ １７１．１８ ０．６２

８ １．６５ ３８６．８１ ２７４．３１ ０．７１

９ １．７０ ４３３．６８ ３３０．５６ ０．７６

１０ １．７６ ５６４．９３ ４５２．４３ ０．８０

南宁灰白
膨胀土

１６ １．６６ １４３．０６ ７７．４３ ０．５３

１７ １．７１ １６１．８１ １０５．５６ ０．６５

１８ １．７５ ２０８．６８ １４３．０６ ０．６８

１９ １．７９ ２７４．３１ １９９．３１ ０．７２

２０ １．８５ ３９６．１８ ３１１．８１ ０．７９

５　结论

１）研发了三向膨胀仪，以及与之相应的原状土取样器、重塑土制备器，可以实现立方体制样简便，

试样尺寸精度高，同时，三向膨胀试验操作方法简便，测试结果准确．

２）以广西南宁、宁明４种典型膨胀土为研究对象，开展了膨胀土三向膨胀率及膨胀力试验，获得了

相应的试验规律，试验结果表明：时程曲线分为快速、缓慢及趋于稳定３个阶段，并且３ｈ可完成膨胀的

９２３第３期　　　　　　　　　　　　谭波，等：广西典型膨胀土三向膨胀规律室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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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９０％；所得竖向膨胀率及膨胀力均比横向大，并且两个横向膨胀率及膨胀力大致相等；在相同初

始水的质量分数条件下，三向膨胀率及膨胀力均随试样干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在相同初始条件下，原状

膨胀土比重塑膨胀土的三向膨胀率大，说明原状膨胀土具有结构性，其膨胀率会较大；在相同水的质量

分数条件下，犚０ 随着干密度的增大而增大，证明土样被压实后各向异性减弱．

３）试样吸水膨胀后水的质量分数的方差值符合试验的要求，说明试样在吸水膨胀后其内部水的质

量分数基本接近，试样均匀膨胀，证明该纵向滴水增湿方法可行；进行膨胀土竖直方向水平放置试验，验

证了膨胀土吸水膨胀特性与只与击实方向有关，而与放置方向无关，同时也验证了膨胀土吸水膨胀特性

与增湿滴水方向面无关．故所得到的试验方法可行，仪器所测试数据可信，且试验所得到的规律与前人

研究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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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台风风险系统动力学的

预测管控体系

邹丰秋，王晨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有效降低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的风险，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施工现场台风风险预测管控体

系．通过选取台风环境下影响施工现场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熵权求组合权重分析

风险体系中各个风险因素的权重，确定关键风险．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动态仿真施工现场台风风险值随时间

的变化，并模拟确定风险控制的最佳时间，以及对比分析不同控制措施对降低风险值的效果．结果表明：管理

风险是影响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的关键因素，台风前进行风险管控应重点关注管理风险；采取对应的控制措

施可以有效降低施工现场风险值，并且在发布台风预警信号后，及时采取风险控制可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　施工现场；台风风险；层次分析法?熵权组合权重；系统动力学模型；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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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ｉｓ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Ｄ）ｍｏｄｅｌ．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ａｎｄ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ｅｉｇｈｔｓ，ｗｈｉｃｈ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ｋｅｙｒｉｓｋｓ．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ｉｓｋｖａｌｕｅｓ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ｉｍｅｆｏｒ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ｉｓｋ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ｙ

ｐｈｏｏｎ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ｉｓｉｓｓｕｅｄ，ｔｉｍｅｌｙ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近年来，在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气象灾害的发生频次和破坏程度明显上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２２

　通信作者：　王晨（１９７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程管理、智能建造、市政工程管理、绿色建筑与节能和

人工智能相结合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ｃｈ＠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８７８３０３）；福建省泉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Ｚ０１０）；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

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１７ＢＳ２０１）；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８０１３０８６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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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台风是影响沿海地区最严重的一种灾害性天气系统，它的主要危害是风力极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并常伴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建筑工程由于投资规模、建设规模庞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对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亦更加敏感［１］，导致建筑工程在施工阶段面临风险更为复杂．因此，构建施

工现场台风风险预测管控体系，以提升施工现场的防范台风风险水平，保证建筑工程的安全具有重要的

意义．目前，关于台风对建筑工程的安全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物的灾后评估．如Ｚｈｏｕ等
［２］对多

级飓风后破坏后的住宅建筑进行损伤评估；Ａｒｒｏｙｏ等
［３］重点研究了台风对建筑物的造成的损失及如何

进行建筑物损伤恢复；林江豪等［４］建立了台风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模型；何原荣等［５］以“莫兰蒂”台风为

例，基于激光点云获取与分析建筑灾损的三维信息以定量量测台风造成的损失．综上所述，当前学者们

主要关注台风后建筑工程的损失，而对台风前的风险预测及实施灾前风险控制的研究较为鲜见．

本文选取台风环境下影响施工现场安全的因素，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台风环境下影响施工

现场安全的关键因素，提出在台风前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施工现场台风风险体系

由于施工现场人员多、物料杂，在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情况复杂且危险性极高，风险因素多种多样．

通过研究大量建设项目的防范台风专项方案并结合行业标准ＪＧＪ／Ｔ４２９－２０１８《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

治安全标准》，以及参考《厦门市加强建筑工地重大风险管控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整体方案》等相关

建筑安全条例法规，将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风险因素分为５类．

１）人员风险．人员因素是指由于人主观能动性所引起的风险，包括建设项目中高层领导、施工现场

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以及一线施工人员的台风应急能力与意识．

２）管理风险．管理因素指建设项目的管理水平对施工现场的影响，如台风应急知识是否普及管理

措施是否到位，施工现场是否有防台风专项方案．

３）施工工艺风险．施工工艺风险因素重点关注了脚手架工程、边坡基坑支护等在台风环境下易发

生安全事故的部位，以及其对施工现场安全的影响．

４）材料设备风险．材料设备风险主要指施工现场的材料、大型机械在台风环境下发生的不安全事

故造成施工现场的风险．

５）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因素则是关注台风本身，如台风的等级，台风的登陆地是否与施工现场在同

一地点、带来的降雨量等不可抗力风险因素对施工现场安全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了由５个一级风险因素，２０个二级风险指标构成的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风险

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风险体系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ｒｉｓｋ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３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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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犃犎犘?熵权法计算组合权重

２．１　数据来源及分析

根据构建的施工现场台风风险体系，采用专家打分法及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专家打分法选取的

１０位专家均具有５ａ以上建筑工程从业经验，且指导过或参与过施工现场台风防范工作；专家对象涵盖

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监理单位．

问卷调查是研究台风环境下各风险因素对施工现场安全的影响程度．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问卷发

放区域选择在沿海台风易发地区，结合线上和线下对建筑从业人员进行问卷发放．线下发放地区为福建

省厦门市，线上问卷发放地区涵盖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厦门市和广东省湛江市，共发放问卷１５６份，

筛除对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风险完全不了解的选项，得到１２１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７７．６％．

数据来源及对象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表１中：设计单位中的专家来自科研单位．

表１　数据来源及对象分布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工作
单位

问卷
的分布

专家打
分的
分布

学历
水平

问卷
的分布

专家打
分的
分布

工作
年限

问卷
的分布

专家打
分的
分布

对台风环境下
施工现场风险
了解情况

问卷
的分布

专家打
分的
分布

施工单位 １６．５ ５０．０
硕士
及以上 ９．１ ７０．０ ８ａ以上 １１．６ ３０．０ 非常了解 １２．４ １００．０

建设单位 ９．１ １０．０ 本科 ６７．８ ３０．０ ５～８ａ ２１．５ ７０．０ 比较了解 ５５．４ －

监理单位 １．７ ２０．０ 大专 ２１．５ － ３～５ａ ３６．４ － 一点了解 ３２．２ －

设计单位 ７２．７ ２０．０
高中
及以下 １．６ － ３ａ以下 ３０．５ － 完全没有 － －

　　问卷设计包括两个部分：１）调查填表人基本信息，如从事专业领域、年龄、职称，以及从事本专业年

限；２）在施工现场台风风险体系的基础上，对５个一级因素和２０个二级因素的风险程度采用李克特７

级量表进行打分，分值从１～７分别代表台风环境下该因素从小到大的风险程度．

２．２　犃犎犘确定的风险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一种将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模型化、数量化，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决策分析方法［６］．该方法是先建立层级结构的评价体系，通过Ｓａｎｔｙ１?９标度法，构造指标层两两比

较判断矩阵，并保证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指标主观权重［７］．

根据已建立的层级评价体系（图１），对各个风险因素进行成对比较．通过１０个专家打分比较的算

术平均数构造１个一级风险因素判断矩阵，５个二级风险因素判断矩阵，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求得各

个风险因素的权重，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ＡＨＰ风险因素权重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ＨＰ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ｗｅｉｇｈｔ

一级风险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风险指标 二级权重 ＡＨＰ权重

人员风险因素Ｂ１ ０．１５６１

项目决策人员台风前应对决策能力Ｂ１１ ０．２５９９ ０．０４０６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对台风的组织管理能力Ｂ１２ ０．４１２６ ０．０６４４

施工现场一线人员台风应急能力与意识Ｂ１３ ０．３２７５ ０．５１１０

材料设备风险因素Ｂ２ ０．１５４４

起重吊装等大型设备风险Ｂ２１ ０．４４１９ ０．０６８２

施工现场建筑材料风险Ｂ２２ ０．１１６２ ０．０１７９

施工用电的风险Ｂ２３ ０．１６２６ ０．０２５１

宿舍办公室等临时设施的风险Ｂ２４ ０．１３９６ ０．０２１６

施工现场台风应急物资投入不足Ｂ２５ ０．１３９６ ０．０２１６

环境风险因素Ｂ３ ０．１２１５

台风等级的影响程度Ｂ３１ ０．５６６７ ０．０６８９

台风登陆地对安全的影响程度Ｂ３２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１７４

降雨量对安全的影响程度Ｂ３３ ０．１３５８ ０．０１６５

台风持续时长的影响程度Ｂ３４ ０．１５４６ ０．０１８８

３３３第３期　　　　　　　　　　邹丰秋，等：施工现场台风风险系统动力学的预测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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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一级风险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风险指标 二级权重 ＡＨＰ权重

管理风险因素Ｂ４ ０．４１１９

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与培训Ｂ４１ ０．４４３４ ０．１８２６

台风应急预案Ｂ４２ ０．３８７４ ０．１５９６

台风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普及Ｂ４３ ０．１６９２ ０．０６９７

施工工艺风险因素Ｂ５ ０．１５６１

脚手架工程Ｂ５１ ０．３１９６ ０．４９９

边坡基坑支护Ｂ５２ ０．３３７５ ０．０５２７

模板支撑体系Ｂ５３ ０．１６８８ ０．０２６３

操作平台Ｂ５４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１４０

围挡墙Ｂ５５ ０．０８４４ ０．０１３２

２．３　熵权法计算权重

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个度量，熵权反映各指标对决策评价提供有用信息量的大小．如果一个指标

的信息熵小、熵权大，该指标提供信息量越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权重就越高［８］．根据问卷

调查所得数据构造判断矩阵，由１２１份有效问卷和２０个风险指标标形成原始矩阵犚犿，狀．即

犚犿×狀 ＝

狉１，１ 狉１，２ … 狉１，狀

狉２，１ 狉２，２ … 狉２，狀

  

狉犿，１ 狉犿，２ … 狉犿，

熿

燀

燄

燅狀

．

上式中：狉犿，狀为第狀个指标下第犿 份问卷的评价值．

对评价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第犼项指标下第犻个样本值占该指标的比重，狆犻，犼 ＝狉／∑
狀

犻＝１

狉犻，犼；然

后，根据比重计算第犼项指标的熵值犲犼 ＝－犽∑
狀

犻＝１

狆犻，犼ｌｎ（狆犻，犼），以及信息熵冗余度犱犼 ＝１－犲犼．最后，求得

各项指标的熵权狑犼 ＝犱犼／∑
犿

犼＝１

犱犼，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ＡＨＰ?熵权法组合权重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ＨＰ?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ｅｉｇｈｔ

风险指标 熵权 ＡＨＰ权重 组合权重

项目决策人员台风前应对决策能力Ｂ１１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４０６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对台风的组织管理能力Ｂ１２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８００

施工现场一线人员台风应急能力与意识Ｂ１３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９８７

起重吊装等大型设备风险Ｂ２１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６３０

施工现场建筑材料风险Ｂ２２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６９

施工用电的风险Ｂ２３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９５

宿舍办公室等临时设施的风险Ｂ２４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２５４

施工现场台风应急物资投入不足Ｂ２５ ０．０６６３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３１１

台风等级的影响程度Ｂ３１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５６４

台风登陆地对安全的影响程度Ｂ３２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３６

降雨量对安全的影响程度Ｂ３３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７４

台风持续时长的影响程度Ｂ３４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１３３

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与培训Ｂ４１ ０．０２８２ ０．１８２６ ０．１１２１

台风应急预案Ｂ４２ ０．０２９９ ０．１５９６ ０．１０３８

台风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普及Ｂ４３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６９７ ０．０６７８

脚手架工程Ｂ５１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９６３

边坡基坑支护Ｂ５２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８８３

模板支撑体系Ｂ５３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２７６

操作平台Ｂ５４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７０

围挡墙Ｂ５５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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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组合权重的计算

为避免单一的赋权方法受自身局限性影响，使得结果产生偏倚，在权重的确定过程中采用组合赋权

法［９］．即将ＡＨＰ与熵权法进行组合，主客观评价互相修正权重，使得各个风险指标的权重更为可靠
［１０］．

加法合成法、乘法合成法、级差最大化组合赋权法和基于客观修正主观的组合赋权方法是典型的主客观

组合赋权方法［１１］．文中采用乘法合成法进行组合权重赋值，通过将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线性加权来确

定组合权重，不仅注重基于评审专家经验估计的主观权重，而且还重视反映评标指标信息量大小的客观

权重，增加了评标的客观性与科学性［１２］．

利用乘法合成法确定第犼项风险指标的组合权重，是将熵权法权重ω犼 与ＡＨＰ所得权重γｊ相乘，

然后除以两种方法所得权重的乘积的和，即

φ犼 ＝ω犼γ犼／∑
狀

犼＝１

ω犼γ犼．

　　根据上式所得风险指标的组合权重，如表３所示．

ＡＨＰ熵权法组合权重的计算结果显示：人员因素、材料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施工工艺

因素的对施工现场风险影响的组合权重依次为０．２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２８，０．２４．其中，管理因素对台风环

境下施工现场的风险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员因素．在二级风险因素中，施工现场一线人员台风应急能力

与意识Ｂ１３的风险权重为０．０９８７，脚手架工程Ｂ５１的风险权重为０．０９６３，对施工现场风险影响较大．

根据权重分析得出管理因素是台风环境下影响施工现场安全的关键因素．

３　施工现场台风风险犛犇模型

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的风险不是单个风险因素作用形成的，而是各个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研施工现场的风险时，用系统动力学（ＳＤ）模型确定各个风险因素边界，研究各个风险因素之间的联

系，揭示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及互相影响机制，探究其共同作用对施工现场风险水平的影响．

３．１　因果回路分析

因果回路图是表示系统反馈的重要工具，可以迅速表达关于系统动态形成原因的假说．一张因果回

路图包含多个变量，变量之间由标出因果关系的箭头所连接，每条因果链都具有极性．当因果链为正

（＋）时，意味着如果原因增加，结果要高于它原来所能达到的程度；而当因果链为负（－）时，意味着如果

原因增加，结果要低于它原来所能达到的程度［１３］．针对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风险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

关系，建立施工现场风险因素因果回路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施工现场风险因素的因果回路图

Ｆｉｇ．２　Ｃａｕｓａｌ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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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风险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对人员、环境、材料设备、管理、施工工艺风险因素进行反馈回

路分析，共得到１３条反馈回路．其中，人员风险、材料设备风险、管理风险、施工工艺风险分别形成４，２，

５，２条反馈回路，而环境风险只对其他风险有影响，不在反馈回路中．

３．２　存量流量图仿真分析

因果关系图是对系统反馈结构的描述，不能反映不同性质变量间的区别［１４］．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

各个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存量流量图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为了区别

不同类型的变量，引入常量、辅助变量、速率变量和水平变量，并建立变量之间的方程，画出存量流量图，

如图３所示．图３可以进行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的风险水平分析，清楚地刻画在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各

个风险要素之间的反馈过程．

图３　施工现场风险因素的存量流量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ｏｃｋ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在存量流量图中，有些变量的值是可以通过历史资料查阅到的而有些是无法确定的．为了使结果具

有可比性和保持结果的一致性，对常量的初始值进行统一赋值，赋值时所有的值均在一范围内，表示此

因素发生的概率［１５］．文中对各个变量的研究统一采取无量纲的形式，对收回的问卷数据进行合理的估

计得到相应数量级的初始风险值，确定各个变量取值的方式，如表４所示．

表４　变量取值及其表达式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变量类型 序号 名称 取值及方程

常量

Ｂ１３ 施工现场一线人员台风应急能力与意识 ０．０９８７

Ｂ２１ 起重吊装等大型设备风险 ０．０６３０

Ｂ２２ 施工现场建筑材料风险 ０．０１６９

Ｂ２３ 施工用电的风险 ０．０１９５

Ｂ２４ 宿舍办公室等临时设施的风险 ０．０２５４

Ｂ２５ 施工现场台风应急物资投入不足 ０．０３１１

Ｂ３１ 台风等级的影响程度 ０．０５６４

Ｂ３２ 台风登陆地对安全的影响程度 ０．０１３６

Ｂ３３ 降雨量对安全的影响程度 ０．０１７４

Ｂ３４ 台风持续时长的影响程度 ０．０１３３

Ｂ５１ 脚手架工程 ０．０９８７

Ｂ５２ 边坡基坑支护 ０．０８８３

Ｂ５３ 模板支撑体系 ０．０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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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变量类型 序号 名称 取值及方程

常量
Ｂ５４ 操作平台 ０．０１７０

Ｂ５５ 围挡墙 ０．０１１２

辅助变量

Ｂ１１ 项目决策人员台风前应对决策能力 ０．２８３７×Ｂ４

Ｂ１２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对台风的组织管理能力 ０．２８３７×Ｂ４

Ｂ４１ 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与培训 ０．０９８７×Ｂ１３

Ｂ４２ 台风应急预案 ０．１５５８×Ｂ２

Ｂ４３ 台风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０．０９８７×Ｂ１３

水平变量

Ｂ１ 人员风险水平 ＩＮＴＥＧ（人为风险变化量，０．２１９３）

Ｂ２ 材料设备风险水平 ＩＮＴＥＧ（材料设备风险变化＋
０．２８３７×管理风险水平Ｂ４，０．１５５８）

Ｂ３ 环境风险水平 ＩＮＴＥＧ（环境风险水平变化量，０．１００７）

Ｂ４ 管理风险水平 ＩＮＴＥＧ（管理风险水平变化量，０．２８３７）

Ｂ５ 施工工艺风险水平 ＩＮＴＥＧ（施工工艺风险水平变化量，０．２４０５）

速率变量

－ 人员风险水平变化量 ０．０４０６×Ｂ１１＋０．０８００×Ｂ１２＋０．０９８７×Ｂ１３

－ 材料设备风险水平变化量 ０．０１１１×Ｂ５

－ 环境风险水平变化量 ０．０５６４×Ｂ３１＋０．０１３６×Ｂ３２＋
０．０１７４×Ｂ３３＋０．０１３２×Ｂ３４

－ 管理风险水平变化量 ０．１１２１×Ｂ４１＋０．１０３８×Ｂ４２＋
０．０６７８×Ｂ４３＋０．２１９３×Ｂ１

－ 施工工艺风险水平变化量

０．０９６３×Ｂ５１＋０．０８８３×Ｂ５２＋
０．０２７６×Ｂ５３＋０．０１７０×Ｂ５４＋
０．０１１２×Ｂ５５＋０．１５５８×Ｂ２＋

环境风险水平变化量＋管理风险水平变化量

　　台风登陆一般在２４ｈ内发布预警信号，并对登陆地及其周围地区产生对影响
［１６］．因此，存量流量

模型中研究２４ｈ内施工现场风险的变化，仿真分析得出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台风环境中施工现场综

合风险水平，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犇为风险值．

由分析可得，环境风险没有进入风险回路，故只研究其他４种风险因素的风险变化，如图５所示．图

５中：犇为风险值．由图５可知：各个因素的风险值在２４ｈ内变化从大到小，依次为管理因素、施工工艺

因素、人员因素、材料设备风险．

图４　台风环境下施工现场综合风险水平　　　　　　图５　施工现场单因素风险值变化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ｉｓｋ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ｒｉｓｋ　

ｓ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４　风险控制策略

４．１　风险控制的时间

台风预警信号划分为４级，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时间上分别代表２４ｈ内、２４ｈ内、１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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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和６ｈ内台风周围地区可能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根据台风预警的时间节点，划分施工现场采取风险

控制的时间，比较在受台风影响前２４ｈ内、１２ｈ内、６ｈ内开始采取风险控制措施施工现场风险值的变

化；控制措施采用单脉冲函数量化，如２４ｈ内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为ＰＵＬＳＥ（０，１），其中“０”表示在一开

始就进行风险控制，“１”表示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的时间为１ｈ．由此可以得出不同时间节点开始采取风

险控制的效果，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犇为风险值．

从图６可知：在发布台风预警一开始就采取风险控制，可以有效降低施工现场台风风险值．即在第

８个小时的时候，施工现场风险值为０，达到理想水平；在１２ｈ内采取风险控制措施比在６ｈ内采取控制

措施的效果更好．

４．２　风险控制的措施

从存量流量模型仿真分析及表３组合权重分析可得：风险值变化从大到小为管理因素、施工工艺因

素、人员因素、材料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组合权重依次为０．２８３７，０．２４０５，０．２１９３，０．１５５８，０．１００７，

其中，管理因素的权重最大，在台风环境下对施工现场的风险影响最大．

在台风前有效地控制管理因素凤险，有如下３个需要注意的方面．１）要加强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教

育与培训，普及防台风的安全知识，加强一线施工人员对台风风险的重视，保障自身的安全．２）在施工

现场要提前做好台风应急预案，落实台风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３）沿海台风频发地区在台风前应进

行台风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有助于施工现场人员在发布台风预警信号时快速科学的做好应急措施．

风险控制措施采用单脉冲函数，其风险控制措施效果对比，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犇 为风险值．从图

７可知：在台风前进行风险管控时，重点关注管理风险的控制可以有效降低施工现场台风风险水平．

图６　不同时间采取风险控制措施效果对比　　　　　　　图７　单因素风险控制措施效果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ａｋｅ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５　结论

１）建立了施工现场台风风险预测管控体系，分析风险因素的权重得出关键风险，验证了台风前对

关键风险进行控制可以明显降低施工现场风险水平．该方案有助于沿海地区在台风前施工现场做好台

风防范工作，也为其他类型风险进行预测管控提供参考．

２）文中建立了由５个一级指标、２０个二级指标构成的风险评价体系．ＡＨＰ?熵两种主客观方法相

结合求权重，得出管理因素对施工现场台风险影响最大：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与培训、台风应急预

案、台风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在台风前施工现场风险管控的重点．

３）建立ＳＤ模型可以预测风险值的变化规律，可知施工现场风险值在２４ｈ内随着时间变化呈指数

型增长．这可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了解台风风险变化规律，开展台风防范措施提供参考．

４）通过ＳＤ仿真模拟施工现场开始采取台风风险控制措施的时间，以及采取的措施对风险值的影

响，证明了在２４ｈ内实施控制措施的时间越早，风险值越低；在台风前进行风险管控重点关注管理风

险，可以有效降低施工现场风险水平．这有助于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及时采取更具针

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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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评价

许轲，涂平

（福州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摘要：　以福州市各乡镇街道为研究单元，基于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起始目的地（ｏｒｉ

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Ｄ）成本矩阵计算老年人从街道中心到养老设施的出行时间．利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

进行可达性评价，并通过设定不同时间阻抗（０．６２，１．２４ｈ）进行空间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州市养老服务

设施整体呈现内集聚外扩散的“圈状分层式”分布格局；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外呈距

离衰减趋势，形成了“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随着时间阻抗的增大，可达性空间分异能力降低，

整体上有变好的趋势，而边缘乡镇可达性所受影响程度不大．

关键词：　养老服务设施；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空间可达性；敏感性分析；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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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改善老年人民生，推进和加强城市养老服务体制建设是“十三五规划”中提到的重要议题．按

照国际通用标准，当一个地区６０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１０％（或者６５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７％），即表

明该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１］．福州市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到１９９９年完全步入老龄化社

会只用了５ａ时间，人口老龄化的速率比全省快３ａ，比全国快５ａ
［２］．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全市老年人口的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０９

　通信作者：　涂平（１９７３?），男，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ｔｕｐｉｎｇ＠２６３．

ｎｅ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７７１４２３）；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Ｈ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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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达到１７％，届时福州市将成为重度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凸显．为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福州市

政府于２０１８年在《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市互联网＋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建议》中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实现“９０％

的老人为家庭养老，７％的老人从社区接受养老服务，３％的老人为机构养老”的规划发展目标．根据最新

收集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床位数为３．６４万张．这与预期在２０２０年要达到４．６万张

床位数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需每年新增５０００张床位才能达到《福州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中提到的要求．

空间可达性是指居民从一个地方克服阻力因素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方便程度，是反映城市服务设施

空间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指标［３］，同时也是空间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就公共服务设施可达

性问题展开大量研究．文献［４］通过设置不同的服务阈值，采用增强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武汉市景点的

时空可达性进行分析．文献［５?６］应用改进的潜能模型对上海市杨浦区的公共医疗设施进行可达性研

究，对城市医疗的科学规划提供了依据．文献［７?１０］从机会公平的视角对城市绿地的可达性进行评价，

对未来城市多元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文献［１１?１２］通过设置不同服务阈值，采用两步移动搜索

法分别对北京市区及广州市荔湾区紧急避难所的可达性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分析．以上公共服务设施可

达性评价中，潜能模型和两步移动搜索法应用最为广泛．

目前，国内对养老设施的研究多集中于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喜好［１３］、养老服务体系构建［１４］、养老制

度［１５］，以及养老服务需求［１６］等方面，有关可达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有关可达性研究方法上，潜能模型

由于不能对服务阈值进行有效限制，且在对较大的距离范围进行可达性分析时不存在普适性；而两步移

动搜索法既能够考虑空间距离因素，也适用于将资源情况按数量和规模进行等级评价［１７］．因此，本文应

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２ＳＦＣＡ）度量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状况，并设置不同服务阈值进行

敏感性分析，为推进福州市养老设施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福州市位于福建省的东部，闽江中下游地区，１１８°０８′～１２０°３１′Ｅ，２５°１５′～２６°２９′Ｎ，海拔处

图１　研究区域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ｍａｐ

于６００～１０００ｍ
［１８］．根据地形位指数

［１９］，将研究区

域划分为主城区（晋安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

沿海片区（长乐市、马尾区及连江县部分沿海地带），

南部片区（福清市）、西南片区（永泰县）、西部片区

（闽清县、闽侯县），以及北部片区（罗源县）共６个部

分，如图１所示．

文中以乡镇、街道作为研究尺度，探究福州市市

辖范围内（包含１８０个乡镇街道）养老服务设施的空

间分布和可达性情况．所提及的福州市养老服务设

施特指机构养老，主要包含敬老院、福利院、老人馆

和老年公寓等．

１．２　数据来源和处理

实验所用数据包括：１）福州市１∶１００００的县

市和乡镇级行政区划图；２）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

据（３ｍ分辨率）源自地理空间数据云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３）福州市１∶１００００的路

网数据；４）福州市土地利用图；５）人口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公安厅）；６）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数据（来源

于福建省民政厅和养老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ａｎｇｌａｏｃｎ．ｃｏｍ／ｙａｎｇｌａｏｙｕａｎ／ｙｌｙ／）．

福州市境内地形复杂，多山多水，需对路网数据做严格处理．考虑到已有路网数据存在边缘山区连

通性不好、精度不高的缺陷，文中结合福州市土地利用图层中的道路信息，利用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等工具对

研究区道路网络进行数字化处理，以提升数据精度．对处理完的路网数据进行等级划分，具体参考工程

标准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１４《公路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将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城市快速路（城市一级路）

１４３第３期　　　　　　　　　　 　　许轲，等：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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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分别设置为１００，６０，５０，４０，３０ｋｍ·ｈ－１，其余无道路规划的区域一律设置为５ｋｍ·ｈ－１
［２０］；然

后，构建福州市道路交通网络数据库，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对交通路网进行拓扑检查（打断节点等），优化现有

的道路区域，以保证路网的连通性．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福州市６５岁以上人口总数为５６９０２６人，平均每个街道老年人口

数为３３２８人，共有２８３家各类型养老机构．根据养老机构的名称、建成床位数、机构性质等信息，在百

度地图上确定地理坐标并经过坐标转换后将养老设施点可视化于ＡｒｃＧＩＳ中，构成养老设施点图层．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两步移动搜索法及其改进形式

Ｌｕｏ等
［２１］提出移动搜索法（ＦＣＡ）并应用到美国Ｉｌｌｉｎｏｉｓ缺医地区的判定．该方法考虑了供需点之

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但存在搜索区域内供需点之间的距离超出服务阈值，以及服务点的服务能力不能得

到充分利用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Ｒａｄｋｅ和 Ｍｕ提出了两步移动搜索法（２ＳＦＣＡ），即同一服务阈

值被重复过滤两次［２２］．两步移动搜索法是改进移动搜索法而来的．文中在原有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基础

上，考虑距离衰减函数以增加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评价的准确性，具体有如下两个步骤．

步骤１　给每个养老服务设施点犼指定一个服务阈值犱０，并搜索所有供给点距离阈值犱０ 范围内的

街道质心犽，计算每个养老设施的供需比犚犼．即

犚犼 ＝
犛犼

∑
犼，犽∈｛犱犽，犼≤犱０

｝

犌（犱犽，犼，犱０）犇犽
． （１）

式（１）中：犱犽，犼为街道质心犽和设施点犼间的距离，考虑研究区域内地形起伏较大，且区县、乡镇两级覆盖

的范围（距离阻抗）更广，因此，使用起始目的地（ＯＤ）矩阵计算供需点之间的通行时间，用时间阻抗取

代传统的欧氏距离；犇犽 为搜索区域内的老年人口数；犛犼为犼点对应的养老设施床位数，即养老服务的总

供给；犌（犱犽，犼，犱０）为考虑到距离衰减效应的高斯方程函数．犌（犱犽，犼，犱０）的计算公式为

犌（犱犽，犼，犱０）＝

ｅｘｐ －
１

２
·
犱犽，犼
犱（ ）
０

（ ）
２

－ｅｘｐ －（ ）１２
１－ｅｘｐ －（ ）１２

，　　犱犽，犼≤犱０，

０，　　犱犽，犼＞犱０

烅

烄

烆 ．

（２）

　　步骤２　对每个街道质心犻，搜索所有在服务阈值犱０ 范围内养老服务设施数目．对于落在空间作用

域内每个养老服务设施的供需比犚犼，利用高斯方程赋以权重，并对这些加权后的供需比犚犼 进行加和，

计算得到街道犻的可达性犃Ｆ
犻．计算公式为

犃Ｆ犻 ＝ ∑
犼∈｛犱犻，犼≤犱０

｝

犌（犱犽，犼，犱０）犚犼 ＝ ∑
犼∈｛犱犻，犼≤犱０

｝

犌（犱犽，犼，犱０）·
犛犼

∑
犽∈｛犱犽，犼≤犱０

｝

犇

烄

烆

烌

烎犽
． （３）

式（３）中：犱犻，犼为街道质心犻和犼之间的距离；犚犼 为以街道质心为中心的犻搜索区域内（犱犻，犼≤犱０）养老服

务设施犼的供需比．犃
Ｆ
犻 越大，说明街道的可达性越好．

从已有对老年人出行距离的研究可知：将老年人平均出行时间作为选择时间阻抗的依据［２３］，经计

算求得各乡镇街道质心到养老设施点的最短通行时间的平均值为１．２４ｈ．结合已有研究
［１９，２４?２５］，取老年

人平均出行时间阻抗的一半进行敏感性分析．因此，将时间阻抗分别设置为０．６２，１．２４ｈ．

２．２　实现路径

结合上述分析，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２ＳＦＣＡ）对福州市养老设施进行可达性评价，实现路

径如图２所示
［２６］．图２中：“Ｔｒａｃｔ”表示街道；“Ｔｉｍｅ”表示最短通行时间；“Ｆａｃｉｌｉｔｙ”表示养老服务设施

点；“Ｄｉｓｔｅｎｃｅ”表示每个街道质心与所有养老设施点的最短距离；“Ｓｉｃｋｂｅｄ”表示床位数；“Ｐｏｐ”表示人

口数；“Ｓｕｍ＿ｐｏｐ”表示人口总数；“ＲａｙＡｇｅ”表示养老设施每百名老人的可达床位数；“ＲｂｙＴｒａｃｔ”表示街

道统计得到的可达床位数．

１）计算每个街道质心与所有养老设施点（２８３个）的最短通行时间并求取平均值，然后，选择所有

２４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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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改进２ＳＦＣＡ的可达性实现路径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２ＳＦＣＡｒｅ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

在此时间范围内（表狋０＝１．２４ｈ）的养老服务设施点，组成新表（命名为表狋＝１．２４ｈＳｅｌｅｃｔ）．

２）按照养老服务设施汇总老年人口数，并计算每一个养老设施初始的每百名老人的可达床位数，

可以得到表狋＝１．２４ｈＲｂｙＡｇｅ．

３）通过养老设施连接到表狋＝１．２４ｈＲｂｙＡｇｅ和表狋＝１．２４ｈＳｅｌｅｃｔ，可以得到表狋＝１．２４ｈ

ＲｂｙＴｒａｃｔ．

４）根据表狋＝１．２４ｈＲｂｙＴｒａｃｔ，按照各街道汇总初始的每百名老人的可达床位数，可以得到表狋＝

１．２４ｈＲｅｓｕｌｔ．

５）通过街道名将表狋＝１．２４ｈＲｅｓｕｌｔ的计算结果连接到街道质心属性表中，作为街道质心处的空

间可达性．为获取研究区域内养老设施可达性的详细分布差异，需对街道质心之外的点进行点估计，对

基于养老设施可达性结果点数据进行克里金插值［２７］，用于随后的可视化分析．

６）进行敏感性分析．继续上述步骤，计算服务阈值为０．６２ｈ下的养老设施可达性．同时，探究福州

市养老服务设施在不同时间阻抗下的敏感性差异及可达性空间分异特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

福州市老年人口密度和养老设施规模的分布情况，分别如图３，４所示．

从图３可知：福州市老年人口密度分布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各街道平均老年人口数为３１６１人，其

中鼓山镇老年人口数最多，有１１２８０人，小沧畲族乡老年人口数最少，仅有３０１人．整体来看，主城区老

年人口密度远高于其他区域．

从图４可知：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呈现以主城区和沿海区域为中心并向四周逐级减弱的分布特点．

为进一步探究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按照地形分区，统计结合福州市养老设施规模分布，如

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从福州市养老设施空间分布情况来看，主城区和沿海片区的养老机构共有２２２

家，占总量的７８．４％，其余片区共有养老机构６１家，占总量的２１．６％，呈现出内集聚外扩散的“圈状分

层式”分布特征．

结合福州市老年人口密度分布情况可知，地区老年人口数量与养老设施的数量成正比．主城区的百

名老人人均床位数远高于其他地区．这是由于位于主城区的养老设施规模较大且功能齐全，能满足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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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福州市乡镇街道老年人口密度分布　　　　　　图４　福州市养老设施规模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ｄ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ｔｒｅｅｔｓ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区老年人的需求．沿海片区的养老设施虽然数目较大，但是规模较小，且多为疗养功能较为单一的敬老

院，其床位数量远低于主城区的床位数量，加之位于沿海片区的老年人口数较多，因此人均拥有床位数

较少．福州市社会福利军休中心位于西部片区的闽侯县，其床位数高达１５００个，且大学城位于该区域，

青年学生的数量较高，老龄化程度偏低，从而致使该区域的人均床位数异常高．南部、西南、北部片区山

势陡峭，交通不便，养老资源匮乏且分布相对分散，导致人均床位数偏低．

表１　福州市养老设施规模分布的地形分区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ｓ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ｒ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地形分区 养老设施数／家 总床位数／个 老年人口数／人 每百人均床位数／个 地均床位数／个·ｋｍ－２

主城区 １２７ １２７４６ ２０９１８４ ６．０９３２００２４５ ２７８．６０９９０７８０

沿海片区 ９５ ４７２５ １２５１４７ ３．７７５５５９９４２ ６６．８４３７１３２６

南部片区 ２７ １５９５ １１７７２６ １．３５４８４０９０２ ６４．２８４８９９６８

西南片区 ３ １５０ ２９５０９ ０．５０８３１９４９６ １３．１５１４８９７１

西部片区 １７ ２６３３ ５８４４４ ４．５０５１６７３４０ ２５．１１６０２００２

北部片区 １４ ７６０ ２９０１６ ２．６１９２４４５５５ １５．１４８０６０５６

　　统计结果表明：由于主城区地势平坦、幅员面积小且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养老资源相对丰富；而其他

地区海拔较高、幅员面积大且经济发展缓慢，导致西南、西部和北部片区养老资源明显配备不足．因此，

其他地区的地均床位数量远低于主城区地均床位数．

３．２　可达性分析

为探究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时空分异特征，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采用改进的２ＳＦＣＡ计算时

间阻抗为０．６２，１．２４ｈ的福州市养老设施可达性得分情况，如图５所示．图５中：可达性得分结果以每

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来表示，该值越高，代表该片区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设施能力强；反之则越弱．

从整体分析可知：在南北方向，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在空间可达性上呈现以主城区和部分沿海片区

为中心逐级向南北方向递减的趋势；在东西方向，除闽清县和永泰县的部分街道以外，可达性结果总体

由中心城区向西部片区逐级递减．结果表明，福州市养老设施可达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主城区南高北

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街道尺度分析可得到如下３点结果．１）根据《规划》中提到的“每百名老年人可达床位数为４”的

标准，位于主城区的４３个乡镇街道除晋安区的日溪乡和寿山乡不满足《规划》中提到的要求以外，其余

４１个街道可达性均满足《规划》中的要求，占比为９５．３％．形成主城区可达性较高的原因是该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物资条件较为丰富，且繁华的市区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情感；便利

的交通条件，也更有利于老年人出行到更远的养老服务设施，提高可达性．

２）沿海片区的３１个乡镇街道中有２４个乡镇街道的可达性指标达到《规划》中提到的要求，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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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狋０＝１．２４ｈ　　　　　　　　　　　　　　（ｂ）狋０＝０．６２ｈ　　

图５　福州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克里金插值

Ｆｉｇ．５　Ｋｒｉ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ｓ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ｒ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７７．４％，包括连江县的５个街道、马尾区的４个街道，以及长乐市的１５个街道．

３）处于市中心外围的北部、西部、西南、南部片区，由于地域面积广阔，且多有高山阻隔，导致道路

的连通性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外出享受养老服务的意愿．由于这些边缘街道的经济水平相

表２　不同时间阻抗下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ｓ

狋０／ｈ
空间可达性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０．６２ ０．０３８５ ９．８４７５ ３．５２１７ ２．３６１９

１．２４ ０．０６２６ ６．６５３２ ３．３５７８ ２．２６８９

对落后，难以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因此，１０６个

街道中只有１６个街道符合《规划》中提到的要求，

占比为１５．１％．

不同时间阻抗下的可达性对比结果，如表２

所示．从表２可知：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在不同时

间阻抗下的可达性均具有“中心集聚，外围分散”

的时空分布格局，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即较小时间阻抗（０．６２ｈ）可达性值相比较大时间阻抗（１．２４ｈ）下可达性值，标准差较高，离散程度较

大，极值变化明显，空间可达性分异更为显著．

３．３　敏感性分析

为直观地反映出不同时间阻抗对福州市养老设施可达敏感性的影响，将可达性结果分级统计显示，

表３　不同时间阻抗下空间可达性的分类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狋０／ｈ
空间
可达性

乡镇街
道数量／个

所占
比例／％

＞４％的乡镇街
道所占比例／％

０．６２

＜１ ３８ ２１．１

１～３ ５３ ２９．４

３～５ ２６ １４．４

５～７ ４７ ２６．１

７～９ １２ ６．７

＞９ ４ ２．３

３９．３

１．２４

＜１ ３２ １７．８

１～２ ４１ ２２．８

２～３ １２ ６．７

３～４ １８ ８．３

４～５ １３ １０．０

＞５ ６４ ３４．４

４４．４

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可知：随着时间阻抗的增加，可达性

的极化水平减弱，低等级的可达性值（０～３）比例

由５７．２％降低至２６．１％；高等级的可达性值（＞

３）比例由４２．８％上升至７３．９％，可达性效果总

体有变好的趋势；较小时间阻抗下满足《规划》中

提到要求的街道数量要低于较大时间阻抗下的

街道数量．

综合图５及表３的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可

得如下２点结论．

１）不同时间阻抗下的可达性结果在空间上

具有相似性．可达性由主城区沿交通线向边缘乡

镇街道逐步递减，养老设施服务能力逐渐降低，

形成“内聚外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心区域的可

达性值远高于偏远区域，使主城区老年人能够充

分享受丰富的养老资源，而位于边缘乡镇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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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乡镇街道的可达性结果均不理想，这是由于公共养老设施点布设较少，服务影响面积更小，导致该

地区老年人口面临“养老难”的情形．

２）不同时间阻抗下的可达性结果在空间上同样具有异质性．从图中可以看出较小时间阻抗下的可

达性极差更大，空间分异情况显著；随着服务阈值的增加，养老服务面由之前的一两个乡镇街道扩散到

更多乡镇街道，影响范围更广．较大时间阻抗下的区域内老年人口服务力度更强，乡镇街道间可达性差

异减小，养老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能力也随之降低．

４　结论

基于改进２ＳＦＣＡ的福州市养老设施可达性评价可揭示较大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

将乡镇街道近似当作点进行数据处理并运用克里金插值进行点估计，使可达性结果能真实、客观地反映

实际情况．基于文中实验及结果分析，得到如下３点主要结论．

１）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总体呈现内集聚外扩散的“圈状分层式”空间分布格局．

２）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由主城区沿交通线向边缘区域逐渐降低，形成“南高北低、东高西

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主城区、沿海片区的可达性整体较好．针对主城区用地面积紧张带来的问题，建议

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已有养老设施的使用效率，充分挖掘当前养老机构潜力，以满足未来更为庞大

的养老需求．在提升老年用户居住体验的同时，最大程度减轻政府养老负担；针对宜居的沿海地区养老

设施种类较为单一，建议加强高质量的养老设施建设，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体系．边缘地区由于海

拔较高且道路连通性不佳，可达性整体低于主城区及沿海部分片区．为了缓解主城区的养老服务设施压

力，建议在边缘郊区扩充已有养老服务设施规模的同时，适当增加养老设施点数目，强化城市整体养老

资源空间配置．

３）通过设置不同时间阻抗（０．６２，１．２４ｈ）对福州市养老设施进行敏感性分析，体现福州市养老服

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特征．随着狋０ 的增大，可达性空间分异能力降低，整体上有变好的趋势，而边缘

乡镇可达性所受影响程度不大．

文中通过改进的２ＳＦＣＡ建立福州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模型，特别是在没有统一服务

阈值标准的情况下，通过科学方法设置不同时间阻抗（０．６２，１．２４ｈ）进行可达敏感性分析，直观揭示福

州市养老服务机构分异特征，为政府有关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提供了意见和参考．不足之处是无论

采用何种方法模型，在判定边缘街道的可达性时，都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相邻行政区划内服务设施的相互

影响，因此在判定是否为资源缺乏区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研究区域的选择是整个福州地区，数据

精度级别只达到了乡镇街道级别，若能获得更小尺度的老年人口数据及更为精密的道路网，能进一步提

升可达性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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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

热泵系统的性能优化

李科宏，田琦，李琦晟，李蓉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针对山西省太原地区地源热泵应用导致土壤热平衡难以满足的问题，在传统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

统的基础上，设计一套新的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并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以太原地区某一建筑

的应用为例，利用ＤｅＳＴ软件模拟计算案例建筑全年冷、热负荷需求特征，利用ＴＲＮＳＹＳ软件仿真分析常规

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的性能，并对新的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

统性能进行优化．结果表明：案例建筑全年累计冷、热负荷比为１．５７∶１．００，应用常规地源热泵后，土壤初始

温度和最高温度逐年下降，１０ａ后平均温度降幅１４．３％；与常规地源热泵系统比较，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

源热泵系统初投资节省１２．５％，节省２５．８％的打井数，节省３３．９％的运行费和１５．９％的总费用，可解决埋管

区土壤冷、热不平衡、埋管面积不足的问题，夏季性能系数（ＣＯＰ）提升２６．２％，冬季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ｈ）提

升１２．３％．

关键词：　耦合模型；热泵系统模拟；系统优化；喷气增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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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ｖｅｓ３３．９％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ｃｏｓｔｓａｖｅｓ１５．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ｌｖ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ｈｅａｔ

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ｏａｄａｎｄ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ｐｉｐｅ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ｂｕｒｉｅｄｐｉｐｅａｒｅ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ｙ２６．２％，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Ｐ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ｙ１２．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然成为悬于世界各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２０１８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

强劲增长，增速达２．９％，刷新了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增速记录
［１?３］．热泵作为当前化石能源体系下清洁供暖

方式的代表，为２１世纪清洁环保可再生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强劲的动力．多热源联合供热有利于实现能

源梯级利用和多能互补，能起到节约一次能源，缓解能源压力的作用．由于常规地源热泵初投资大、占地

大，常规空气源热泵性能系数低、供需关系不匹配、冬季结霜，因此，研究耦合热泵联合供热技术已成为

热门议题［４?８］．现有的主流耦合方式是依托中间水箱进行耦合，空气源热泵提供低温水送入中间水箱，水

源热泵将水箱中低温水加工成高温水满足末端需求．马龙
［５］构建适应冬、夏不同环境温度的喷气增焓双

级耦合热泵机组．Ｐａｒｄｏ等
［７］研究地源热泵与空气源热泵联合蓄热系统中的初投资与运行费用之和最

经济的设计配比．Ｎａｍ等
［８］对混合热泵系统引入位置、制冷剂和泵送速率的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空气源热泵机组和地热源热泵机组的耦合匹配上，现有耦

合系统由两个独立的热泵系统并联或依托中间水箱串联而成，系统体积庞大、运行复杂、布置灵活性差．

本文将二者拆分开来，有机结合，设计一套更为简单、高效的新型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ＥＶＩ

ＡＣＧＨＰ）系统．

１　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是在喷气增焓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机组增设一个换热器及配

套的地埋管换热系统，与土壤进行换热．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运行原理图，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１为末端用

户；２为冬季工况的冷凝器，或夏季工况的蒸发器；３为喷气增焓压缩机；４为四通换向阀；５，６为膨胀阀；

７，８为电磁阀；９为风机；１０为冬季工况的空气源侧冷凝器，或夏季工况的空气源侧蒸发器；１１为冬季工

况的土壤源侧冷凝器，或夏季工况的土壤源侧蒸发器；１２为地埋管；１３为分水器；１４为集水器；１５为关

断阀；１６，１７为闸阀．

图１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运行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ＶＩＡＣＧＨＰ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ｐ

在冬季工况下，在室外处于－５～５℃的剧烈结霜时，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关闭电磁阀７及闸阀１６，打

开电磁阀８及闸阀１７，此时的运行模式等同于地源热泵运行模式，热泵制热循环为犪?犫?犮?犱?犪．当室外温

度继续降低至－５℃以下时，利用分流三通，冷凝器２分为两路，一路经过膨胀阀５，节流至状态点犪′，以

电磁阀７调节空气源侧蒸发器流量（犻），在蒸发器１０处吸热，蒸发至状态点犫′，进入喷气增焓压缩机低

压缸压缩至状态点犳；另一路的制冷剂经过膨胀阀６，节流至状态点犪，利用电磁阀８调节地源侧流量

（犿），进入地源侧蒸发器１１，吸收土壤中的浅层地热能，蒸发至状态点犫，打开闸阀１６，关闭闸阀１７，制冷

剂通过补气回路进入喷气增焓压缩机３，与低压缸处制冷剂犳混合至状态点犲；压缩机将状态点犲继续

压缩至状态点犮′，当冷凝器冷凝至状态点犱，通过分流三通进入两个蒸发器蒸发，完成制热循环．

９４３第３期　　　　　　　　　　李科宏，等：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的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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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压焓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ｎｔｈａｌｐ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ＥＶＩＡＣＧＨＰｓｙｓｔｅｍ

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压焓图，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犘为压力；犺为焓．在夏季工况下，在室外温度高于３５

℃时，关闭电磁阀７及闸阀１６，打开地源侧电磁阀８及闸

阀１７，此时的运行模式等同于地源热泵运行模式，制冷循

环为犪′?犫′?犮′′?犱?犪′．当室外温度降低至３５℃以下时，闸阀

１６关闭，阀门７，８，１７均打开，蒸发器２中的状态点犫′进入

压缩机３，压缩至状态点犮′′后，进入两个支路，一部分流体

通过闸阀１７，进入地源侧冷凝器；另一部分流体进入空气

侧冷凝器．以电磁阀７，８调节每个支路流量，随着室外温度

的降低增加空气源支路流量比例．一路的制冷剂进入地源

侧冷凝器１１，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冷凝至状态点犱；另一路

制冷剂进入空气侧冷凝器１０，在风机９的作用下吸收空气侧的能量冷凝至状态点犱，两部分流体冷凝温

度相同．两部分流体在膨胀阀处节流至状态点犪′，通过三通合流后进入蒸发器２，蒸发至状态点犫′，进入

喷气增焓压缩机，压缩至高温高压蒸汽状态点犮′′，进入两个冷凝器进行冷凝，完成制冷循环．

２　数学模型及参数的设计

２．１　犈犞犐犃犆犌犎犘系统数学模型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数学模型为

犙ａ，ｅ＋犙ｇ，ｅ＝犙ｈ－犘ｃｏｍ． （１）

式（１）中：犙ａ，ｅ为空气侧蒸发器吸热量，ｋＪ·ｈ
－１；犙ｇ，ｅ为土壤侧蒸发器吸热量，ｋＪ·ｈ

－１；犙ｈ 为 ＥＶＩ

ＡＣＧＨＰ系统总制热量，ｋＪ·ｈ－１；犘ｃｏｍ为喷气增焓压缩机运行功率，ｋＪ·ｈ
－１．

空气侧蒸发器吸热量的计算式为

犙ａ，ｅ＝ （犺ａ，ｉｎ－犺ａ，ｏｕｔ）·犿ａ． （２）

式（２）中：犺ａ，ｉｎ为空气侧蒸发器进口空气焓值，ｋＪ·ｋｇ
－１；犺ａ，ｏｕｔ为空气侧蒸发器出口空气焓值，ｋＪ·ｋｇ

－１；

犿ａ为室外空气贯流质量流量，ｋｇ·ｈ
－１．

空气流经风机后的焓值为

犺ｆ，ｏｕｔ＝犺ａ，ｏｕｔ＋
犘ｆ
犿ａ
． （３）

式（３）中：犺ｆ，ｏｕｔ为空气流经风机后的焓值，ｋＪ·ｋｇ
－１；犘ｆ为空气源侧风机运行功率，ｋＪ·ｈ

－１．

空气侧总的热量犙ａ，ｔｏｔａｌ为

犙ａ，ｔｏｔａｌ＝犿ａ·（犺ｆ，ｏｕｔ－犺ａ，ｉｎ）． （４）

　　土壤侧蒸发器吸热量为

犙ｇ，ｅ＝ （犺ｓｏｕｒｃｅ，ｉｎ－犺ｓｏｕｒｃｅ，ｏｕｔ）·犿ｓｏｕｒｃｅ． （５）

式（５）中：犺ｓｏｕｒｃｅ，ｉｎ为土壤侧蒸发器源侧流体进口焓值，ｋＪ·ｋｇ
－１；犺ｓｏｕｒｃｅ，ｏｕｔ为土壤侧蒸发器源侧流体出口焓

值，ｋＪ·ｋｇ
－１；犿ｓｏｕｒｃｅ为土壤源侧回路流体质量流量，ｋｇ·ｈ

－１．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总制热量为

犙ｈ＝ （犺ｌｏａｄ，ｉｎ－犺ｌｏａｄ，ｏｕｔ）·犿ｌｏａｄ． （６）

式（６）中：犺ｌｏａｄ，ｉｎ为负荷侧流体进口焓值，ｋＪ·ｋｇ
－１；犺ｌｏａｄ，ｏｕｔ为负荷侧流体出口焓值，ｋＪ·ｋｇ

－１；犿ｌｏａｄ为负荷

侧流体质量流量，ｋｇ·ｈ
－１．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ｈ计算式为

ＣＯＰｈ＝
犙ｈ

犘ｃｏｍ＋犘ｆ＋犘ｃｔ
． （７）

式（７）中：犘ｃｔ为控制器运行功率，ｋＪ·ｈ
－１．

２．２　案例建筑模型

基于山西省太原市胜利东街某居住建筑物参数，利用 ＤｅＳＴ软件搭建物理模型并计算逐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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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９?１０］．案例建筑总建筑面积４８６５ｍ２，层数为６，体形系数为０．２５，东、西面的窗墙比为３５％，南面的为

５０％，北面的为３０％．气象参数选取典型气象年，模拟室内房间类型为主卧室、次卧室及起居室，参数采

用系统默认值．换气次数设定为０．５次·ｈ－１．案例建筑围护结构，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犝 为传热系数．

表１　围护结构参数设置

Ｔａｂ．１　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类别 构件名称 犝／Ｗ·（ｍ２·Ｋ）－１

外墙 ２０ｍ水泥砂浆＋２００ｍｍ钢筋混凝土＋２０ｍｍ石灰水泥砂浆＋
４０ｍｍ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１．１０

外窗 普通中空玻璃（中空１２ｍｍ） ２．３９

屋顶 ２５ｍｍ水泥砂浆＋８２ｍｍ挤塑聚苯板＋２５ｍｍ水泥砂浆＋
３０ｍｍ水泥矿渣砂浆＋１２０ｍｍ钢筋混凝土＋２５ｍｍ水泥砂浆

０．８１

楼地 ２４０ｍｍ砖楼地 －

楼板 钢筋混凝土楼板 －

户门 胶合板＋２０ｍｍ岩棉板＋胶合板 １．７８

图３　案例建筑逐时负荷图

Ｆｉｇ．３　Ｈｏｕｒｌｙｌｏａｄｍａｐｏｆｃａ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冬季供暖期设定为１１月１日－３月３１日，夏季

空调季设定为６月１日－８月３０日，案例建筑逐时

负荷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犙为负荷；狋为时间．由

图３可知：冬季逐时热负荷峰值为１３４．４９ｋＷ，夏季

逐时冷负荷峰值为９９．３５ｋＷ，冬、夏峰值负荷比为

１．３５∶１．００；冬季累计热负荷为１１４３２７．８８ｋＷ·ｈ，

夏季累计冷负荷为７３０３８．２２ｋＷ·ｈ，冬、夏累计负

荷比为１．５７∶１．００；建筑存在明显的冷、热负荷不平

衡现象．

３　犜犚犖犛犢犛模拟及参数设计

以太原市典型气象年数据为气象参数，在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参数设计和数学模型基础上，依托

ＴＲＮＳＹＳ软件，分别搭建纯土壤源热泵模拟平台、纯空气源热泵模拟平台、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模拟平台，

模拟得到全年运行数据，并对３者进行比较分析．

３．１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模拟

土壤源热泵系统仿真模型的部件主要有：地源热泵机组、地埋管、源侧循环泵、负载侧循环泵、计算

器、控制器、积分器，以及结果显示模块．纯土壤源热泵系统仿真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４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仿真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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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负荷采用Ｔｙｐｅ９导入ＤｅＳＴ模拟的建筑负荷结果，气象参数采用Ｔｙｐｅ９导入太原市典型气

象年的气象参数．主要部件参数设计
［１１１５］如下：地埋管选用竖直单 Ｕ形地埋管；对应ＴＲＮＳＹＳ部件号

为Ｔｙｐｅ５５７；钻孔数为３１；土壤温度梯度为０℃·ｍ
－１；钻孔深度为１０５ｍ；钻孔半径为０．０８ｍ；管间距

为５ｍ；Ｕ形管外径为０．０１６ｍ；覆土的深度为３ｍ；Ｕ形管内径为０．０１３ｍ；轴向分区为２；管中心距为

０．０６ｍ；径向分区为５０；回填材料为土壤；土壤的导热系数为１．７２Ｗ·（ｍ·℃）－１；管内流体比热容为

４．１９ｋＪ·（ｋｇ·Ｋ）
－１；土壤的热容为２３４８ｋＪ·（ｍ３·Ｋ）－１；管内的流体密度为１０００ｋｇ·ｍ

－３；土壤初

始温度为１４．３℃；蓄热体体积为７０４６２ｍ３．

３．２　纯空气源热泵系统模拟

空气源热泵系统仿真模型的部件主要有空气源热泵机组、负载侧循环泵、计算器、控制器、积分器及

结果显示模块．纯空气源热泵系统仿真模型，如图５所示．建筑负荷依然采用Ｔｙｐｅ９导入ＤｅＳＴ模拟的

建筑负荷结果，气象参数则采用Ｔｙｐｅ１５导入ＥＰＷ（ｅｎｅｒｇｙｐｌｕｓｗｅａｔｈｅｒ）格式下太原市典型气象年的

气象参数，在ＴＲＮＳＹＳ中导入空气源热泵所需的干球温度、相对湿度和空气压力
［１６１７］．

图５　纯空气源热泵系统仿真模型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３．３　犈犞犐犃犆犌犎犘系统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相比普通的空气源热泵增设一个换热器汲取岩土体的能量，并依托喷气增焓压

缩机把两部分制冷剂进行压缩耦合．因此，耦合热泵模块是在常规压缩机ＦＯＲＴＲＡＮ代码的基础上进

行的二次开发，修改其中控制函数，使其支持喷气增焓功能．创建ＥＶＩＡＣＧＨＰ模块并搭建相应的模拟

平台．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的仿真模型，如图６所示．

图６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的仿真模型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ＶＩＡＣＧＨＰ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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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模拟结果与分析

４．１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模拟结果

不考虑对土壤的预热，以及实际工程中土壤的纵向分层情况，把蓄热体简化为１层均质土壤．模拟

的起始时间设定为０ｈ，土壤初始温度为１４．３℃，最终时刻设间为８７６００ｈ，以１ｈ为时间步长对土壤

源热泵系统进行１０ａ的逐时模拟．纯土壤源热泵系统１０ａ的地温变化图，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珋θ（土壤）

图７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１０ａ地温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ｐｏｆ

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为土壤平均温度．

由图７可知：土壤初始温度为１４．３℃，第１年土

壤最低温度１１．８４℃，最高温度１６℃，运行１０ａ后

土壤的温度为１２．２５℃，第１０年最低温度为９．９４

℃，最高温度为１４．２５℃；土壤平均温度降低２．０５

℃，降幅为１４．３％，土壤蓄热体整体温度下降明显；

过渡季土壤温度恢复０．２３℃．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１０ａ的供回水温度变化，如

图８所示．由图８可得以下３点结果：

１）夏季负载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７．０８℃，最低出

水温度为６．４７℃，最高出水温度为８．００℃，波动幅

度为１．５３℃；负载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１２．５４℃，最

低回水温度为１２．０１℃，最高回水温度为１３．４７℃，波动幅度为１．４６℃；源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１７．４７

℃，最低出水温度为１３．１０℃，最高出水温度为２０．４４℃，波动幅度为７．３４℃；源侧平均回水温度为

３０．２２℃，最低回水温度为２５．９９℃，最高回水温度为３３．２７℃，波动幅度为７．２８℃．

２）冬季负载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４４．７６℃，最低出水温度为４５．５０℃，最高出水温度为４３．６５℃，波

动幅度为１．８５℃；负载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３９．６３℃，最低回水温度为３８．４２℃，最高回水温度为４０．０１

℃，波动的幅度为１．５９℃；源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７．０５℃，最低出水温度为４．６９℃，最高出水温度为

１３．８９℃，波动幅度为９．２０℃；源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２．７９℃，最低回水温度为０．６８℃，最高回水温度

为９．０８℃，波动幅度为６．０２℃．

３）模拟所得负载侧和源侧供回水温度变化基本合理．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１０ａ的性能系数变化，如图９所示．图９中：ＣＯＰ为性能系数．由图９可得以下２

点主要结果．

图８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１０ａ供回水温度变化图　　图９　纯土壤源热泵系统１０ａ性能系数变化图

Ｆｉｇ．８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９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１）第１年夏季的平均ＣＯＰ为４．７１，冬季平均ＣＯＰｈ为２．６３，第１０年的夏季平均ＣＯＰ为５．２３，冬

季平均ＣＯＰｈ为２．４６；运行１０ａ后，夏季ＣＯＰ小幅上升０．５２，上升幅度为１１．０％，冬季ＣＯＰｈ 降低了

０．１７，降低幅度为６．５％，这种变化是由于１０ａ土壤温度逐年下降，冷量堆积，导致系统释热效率上升，

取热效率下降．

２）系统性能系数计算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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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纯空气源热泵系统模拟结果

模拟的起始时间设定为０ｈ，终了时间设定为８７６０ｈ，以１ｈ为时间步长对空气源热泵系统进行１

ａ的逐时模拟，纯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１ａ供回水温度变化图，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３点结果．

１）夏季负载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７．０８℃，最低出水温度为６．６１℃，最高出水温度为８．０７℃，波动

幅度为１．４６℃；负载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１２．５４℃，最低回水温度为１２．０１℃，最高回水温度为１３．５２

℃，波动幅度为１．５１℃．

２）冬季负载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４５．２３℃，最低出水温度为４３．５４℃，最高出水温度为４８．１９℃，波

动幅度为４．６３℃；负载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４０．６３℃，最低回水温度为３９．４２℃，最高回水温度为４１．０１

℃，波动幅度为１．５９℃．

３）模拟所得负载侧供回水温度变化基本合理．

纯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１ａ性能系数变化图，如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可得以下３点主要结果．

图１０　纯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１ａ供回水温度变化图　　图１１　纯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１ａ性能系数变化图

Ｆｉｇ．１０　Ｏｎｅｙｅａｒ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１１　Ｏｎｅｙｅａ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１）夏季平均ＣＯＰ为３．８２，最低ＣＯＰ为３．０５，最高ＣＯＰ为４．１３；冬季平均ＣＯＰｈ 为２．２１，最低

ＣＯＰｈ为２．１６，最高ＣＯＰｈ为３．５１．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空气源热泵的性能与环境温度相关性极高，夏季

平均气温高于冬季平均气温，所以夏季平均性能系数远高于冬季平均性能系数．２）夏季性能系数曲线

为中间低两边高，这是由于制冷中期室外的温度过高，空气源热泵系统性能系数下降．冬季性能曲线为

中间低两边高，这是由于供暖中期室外的气温过低，空气源热泵系统性能系数下降．

３）系统性能系数计算基本准确．

４．３　犈犞犐犃犆犌犎犘系统模拟结果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负荷分配初步的设定如下：空气源侧换热器仅在冬季和地源侧换热器共同承担

图１２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１０ａ地温变化图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ＶＩＡＣＧＨＰ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运行的峰值负荷，在夏季不工作，以此来解决地

源热泵地埋管岩土体吸放热量不平衡的问题．岩土

体参数的设置和上文的地源热泵岩土体参数的设置

相同．由于空气源侧换热器分担了冬季峰值的负荷，

故钻孔数修正为２０个．同样，以１０ａ为期，１ｈ为步

长，对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进行逐时模拟．ＥＶＩＡＣＧＨＰ

系统１０ａ地温变化图，如图１２所示．源侧及负荷侧

供回水温度，如图１３所示．系统性能曲线变化，如图

１４所示．

土壤初始温度为１４．３℃，第１年的土壤最低温

度为１１．４４℃，最高温度为１７．１１℃；运行１０ａ后，

土壤最终温度为１４．１５℃，第１０年的土壤最低温度

为１１．４１℃，最高温度为１７．０７℃；土壤平均温度降低０．１５℃，降幅为１．０％；土壤蓄热体整体基本实现

自平衡，有效地避免了单一土壤源热泵岩土体热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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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１０ａ供回水温度变化图　　　　图１４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１０ａ性能系数变化图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１４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ＶＩＡＣＧＨＰ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ＶＩＡＣＧＨＰ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此次模拟设定夏季运行和常规地源热泵相同，故不对此情景进行分析．由图１３

可得以下３点主要结果．

１）冬季负载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４５．１８℃，最低出水温度为４６．５４℃，最高出水温度为４３．６０℃，波

动幅度为２．９４℃；负载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４０．６２℃，最低回水温度为３９．１９℃，最高回水温度为４１．０２

℃，波动幅度为１．８３℃．

２）源侧平均出水温度为７．１２℃，最低出水温度为４．９４℃，最高出水温度为１３．８１℃，波动幅度为

８．８７℃；源侧平均回水温度为４．４６℃，最低回水温度为２．４２℃，最高回水温度为１０．７９℃，波动幅度

为８．３７℃．

３）模拟所得负载侧和源侧供回水温度变化基本合理．

由图１４可知：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的夏季平均ＣＯＰ为４．８３，冬季平均ＣＯＰｈ 为２．５２；夏季性能系数

基本相同，冬季性能由于采用空气侧换热器调峰，和第１年冬季性能系数相比略有下降，下降的幅度为

４．２％；由于引入空气源侧换热器辅助供热，导致冬季ＣＯＰ波动程度增大，但相较于常规空气源热泵冬

季平均ＣＯＰｈ提升了１４．０％．

４．４　犈犞犐犃犆犌犎犘系统最优化

以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全生命周期内总投资最小为最优化的目标函数，寻求空气源和地源的最优配

比．热泵系统的生命周期取２０ａ，太原地区电价为０．４８７元·（ｋＷ·ｈ）－１．各配比寿命周期费用汇总图，

如图１５所示．图１５中：犆为费用；犚为配比，配比方式０％表示空气侧换热器仅在冬季峰值负荷时耦合

供热，并承担纯土壤源热泵埋管区吸放热不平衡量，１０％表示空气侧换热器在保证埋管区热平衡基础

上，承担１０％的基础负荷全年运行，２０％～９０％以此类推．

图１５　各配比寿命周期费用汇总图

Ｆｉｇ．１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ｃｈｒａｔｉｏ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ｃｏｓｔ

　　由图１５可知：０％的耦合比例对于耦合机组来说是最佳的．案例中地源热泵系统需打３１口井，

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最佳模式下仅需２３口打井，相较于常规地源热泵系统节省２５．８％的打井数，有效地

解决地源热泵系统在大型城市中埋管面积不足的问题，同时，很好地保证埋管区域的热平衡．最佳耦合

比例下ＥＶＩＡＣＧＨＰ系统相较于常规地源热泵系统节省１２．５％的初投资；相较于常规空气源热泵系

５５３第３期　　　　　　　　　　李科宏，等：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的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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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２０ａ的生命周期内节省３３．９％的运行费用和１５．９％的总费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５　结论

１）设计了一种新型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该系统能有效保证地埋管区域岩土体的热

平衡，同时避免了常规耦合系统的利用储热水箱进行系统耦合时系统冗杂，占用机房面积大等弊端．

２）搭建新型耦合系统逐时模拟平台，基于总成本最小的原则进行耦合配比最优化设计，得出所设

计的喷气增焓空气源耦合地源热泵系统最优配置，即空气侧换热器可以在冬季以空气侧换热器分担峰

值负荷．

３）在案例建筑中，新耦合相较于常规地源热泵系统节省１２．５％的初投资及２５．８％的打井数，有效

地解决了地源热泵系统在大型城市中埋管面积不足的问题，保证了地源热泵埋管区域的热平衡，有利于

地源热泵的应用范围的推广；相较于常规空气源热泵系统，在２０ａ的生命周期内节省３３．９％的运行费

用和１５．９％的总费用，夏季ＣＯＰ提升２６．２％，冬季ＣＯＰｈ提升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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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深度帧内跳过模式的

３犇?犎犈犞犆视频水印算法

易银城，冯桂，陈婧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考虑到目前针对３维高效视频编码标准的视频水印算法缺乏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帧内跳过模

式的视频水印算法．首先，分析深度帧内跳过模式的编码过程，并将该模式的４种预测类型分为垂直、水平两

大类；其次，进一步分析帧内误差传播问题，对深度帧内跳过模式的预测类型与水印值不匹配的嵌入单元进行

选择，以消除传播误差．最后，根据水印嵌入前、后的率失真代价变化来决定是否修改其预测类型．结果表明：

在不同的量化参数下，平均每帧嵌入容量分别为６４９．５６７，３４０．１５５，１７３．２８６和５８．１３０ｂｉｔ，平均比特率变化分

别为０．０４３％，０．０４６％，０．４６０％和０．０１８％．算法对比结果还表明：文中所提算法具有更大的嵌入容量，对比

特率的影响更小，在对比特率影响小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抗重编码攻击性能．

关键词：　视频水印；３Ｄ?ＨＥＶＣ；深度帧内跳过模式；误差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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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宽带、用户终端、视频编码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着视频产业的发展．诸如 Ｈ．２６４／ＡＶＣ（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１］和 Ｈ．２６５／ＨＥＶＣ（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２］等视频编码标准为视频的传

输、存储及发布带来了巨大的支持．３Ｄ视频的出现及其本身所带来的场景立体感
［３］及视点交互，使得

３Ｄ视频深受欢迎，因此，３Ｄ?ＨＥＶＣ
［４］视频编码标准应运而生．然而，随着高速带宽的发展以及各种视频

网站的出现，视频的观看及下载变得十分容易．视频的盗版行为随之出现，严重危害了视频制作者的利

益，使得视频版权保护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视频水印技术利用视频的冗余信息嵌入水印，从而

达到保护视频版权的目的．因此，视频水印技术成为了保护视频的一种重要方式．

现阶段，针对ＨＥＶＣ的视频水印技术比较成熟
［５１３］，而与３Ｄ?ＨＥＶＣ相关的视频水印技术还在研

究初期，相应的技术十分缺乏．文献［１４］利用单深度帧内模式（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ｒａｍｏｄｅ）实现信息隐藏，

根据单深度帧内模式的候选列表像素值是否相等来决定当前编码单元（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ＣＵ）是否直接作为

嵌入单元．当候选列表像素值不相等时，则对该ＣＵ进行进一步选择，避免误差传播问题，并根据隐秘信

息调制候选列表索引值．文献［１５］利用显著性模型和大津阈值将图像区域划分为显著区域和非显著区

域．针对不同区域，根据隐秘信息及余数相等原则对Ｐ帧或Ｂ帧的量化参数（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ＱＰ）值按不同公式进行修改．文献［１６］根据纹理图的纹理信息及深度图的边缘信息，将深度图的编码树

单元（ｃｏｄｉｎｇｔｒｅｅｕｎｉｔ，ＣＴＵ）划分成４种类型，并根据隐秘信息和划分的ＣＴＵ类型对ＱＰ值进行修改．

本文在对现有算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帧内跳过（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ｒａｓｋｉｐ，ＤＩＳ）模式的

３Ｄ?ＨＥＶＣ视频水印算法．

１　３犇?犎犈犞犆视频水印算法的提出

ＨＥＶＣ编码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纹理图．然而，在３Ｄ视频中，除纹理图外，还需要对深度图进行压缩

处理．深度图由大量像素值基本一致的平坦区域构成．针对这种特性，３Ｄ?ＨＥＶＣ编码标准在 ＨＥＶＣ编

码标准的基础上引入了包括深度建模模式（ｄｅｐｔｈ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ＤＭＭｓ）
［１７］、分段直流残差编码

（ｓｅｇｍｅｎｔ?ｗｉｓｅＤＣｃｏｄｉｎｇ，ＳＤＣ）
［１８］和ＤＩＳ模式等技术，以便更有效地对３Ｄ视频进行压缩．同时，新技

术的引入也使得针对３Ｄ?ＨＥＶＣ的视频水印算法有了更多的实现方案．

１．１　深度帧内跳过模式

ＤＩＳ模式是对３Ｄ?ＨＥＶＣ编码标准中原有技术（单深度帧内模式）的改进．ＤＩＳ模式去除了单深度

帧内模式中单深度候选值的获取过程，同时引入了现有的方向预测模式（水平和垂直预测模式）．与帧间

跳过模式一样，ＤＩＳ模式也没有预测残差传输到解码端．ＤＩＳ模式中共有４种预测类型（垂直预测模式、

水平预测模式、水平单深度模式和垂直单深度模式），分别对应预测类型索引值０～３，如图１所示．图１

中：不同颜色方块表示不同的深度值，黑色方框内的块表示参考像素．

　（ａ）垂直预测模式　　　（ｂ）水平预测模式　　　（ｃ）水平单深度模式　　　（ｄ）垂直单深度模式

图１　４种ＤＩＳ模式预测类型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ＤＩＳ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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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ＣＵ采用ＤＩＳ模式进行编码时，ＣＵ的划分模式只能为２犖×２犖 模式．此时，若ＤＩＳ模式的预测

类型索引值为０或１，当前ＣＵ的预测值则为对应的垂直或水平方向预测值；若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索

引值为２或３，当前ＣＵ的预测值则为左侧边界或上方边界的中间位置的深度值，即黄色方块代表深度

值．ＣＵ利用上述４种预测类型进行编码并计算率失真代价，选择代价最小的预测类型作为当前ＣＵ的

ＤＩＳ模式最终的预测类型．

经过对标准序列的测试，得到了在不同量化参数值下，深度图中ＣＵ最优编码模式为ＤＩＳ模式的比

例，如表１所示．从表１中可知：ＤＩＳ模式作为最优编码模式的平均比例达到了６６．４２％．表明对于绝大

多数ＣＵ来说，ＤＩＳ模式比起其他预测模式更适合深度图的编码．

表１　不同ＣＵ尺寸下ＤＩＳ模式作为最优模式所占比例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ｍｏｄｅｕｓｅｄａ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ｓｉｚｅｓ

测试序列
分辨率／

ｐｘ×ｐｘ
ＣＵ尺寸

ｐｘ×ｐｘ

比例／％

ＱＰ＝２５ ＱＰ＝３０ ＱＰ＝３５ ＱＰ＝４０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 １０２４×７６８

６４×６４

３２×３２

１６×１６

８×８

８８．９５

６１．９８

６０．２９

５２．１７

７５．４１

５５．７３

５９．７６

５４．２６

６５．５８

５２．８０

５９．２１

４９．１２

７１．２９

５６．００

６２．７３

４５．９９

Ｋｅｎｄｏ １０２４×７６８

６４×６４

３２×３２

１６×１６

８×８

８７．２６

６０．８４

６３．９３

５７．２０

７５．５１

５６．２３

６０．９０

５８．３３

６９．８６

５５．５７

６０．２２

６５．６９

６９．８６

６１．００

６７．３５

６９．６４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１０２４×７６８

６４×６４

３２×３２

１６×１６

８×８

７２．２５

５２．７３

４８．０６

４３．４９

５７．０６

４５．３８

５１．４１

５０．１７

４８．１９

５２．１３

５８．６７

５６．５３

５３．８５

５８．１３

６４．２０

６３．８９

ＰｏｚｎａｎＨａｌｌ２ １９２０×１０８８

６４×６４

３２×３２

１６×１６

８×８

９２．５８

７８．９４

８１．０６

６７．７８

８８．４９

７９．５０

７９．０１

７０．７５

８９．５６

７７．３９

７８．１８

７２．１７

９１．６４

８２．４４

７３．１６

７７．３０

ＰｏｚｎａｎＳｔｒｅｅｔ １９２０×１０８８

６４×６４

３２×３２

１６×１６

８×８

４９．１７

５９．７７

５９．５５

５０．８１

７０．６５

５８．０６

５８．８１

５７．５０

７２．６２

５８．１５

６４．０３

６４．２７

８３．７６

６４．２６

７１．４６

７２．１６

ＵｎｄｏＤａｎｃｅｒ １９２０×１０８８

６４×６４

３２×３２

１６×１６

８×８

６９．７２

７５．９６

７６．５７

６０．６９

７６．４１

７５．９１

７７．２２

６２．８９

８４．４５

７５．７４

７６．８９

６９．０５

８７．７４

７４．６７

７６．９２

７３．２３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第一帧图像的ＤＩＳ模式分布，如图２所示．图２中：黄色区域表示ＤＩＳ模式作为该区域

ＣＵ的最优编码模式．从图２可知：利用ＤＩＳ模式嵌入水印可获得大量可选择的嵌入单元．

在文中算法中，为实现水印的嵌入，将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分为两类，并建立水印值与类之间的映

射关系．在划分类别时还需注意的是，不同的类别划分会对水印的嵌入、提取过程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将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０，２分为一类，对应水印值０，预测类型１，３分为另一类，对应水印值１．当

水印值与类之间的映射不成立时，修改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例如，将预测类型０修改为预测类型３．这

样分类的好处在于，预测类型０，３同属于垂直模式，在修改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时对嵌入单元的影响

小；但预测类型０，３对应不同水印值，在视频遭受重编码攻击时，预测类型０，３间可能相互转换或转换

为垂直方向预测模式（模式１９～３４）中的任意一种，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水印的提取．

文中算法更加注重水印的误码率性能．因此，文中分别将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０与３，１与２划分为

一类，即垂直模式、水平模式，分别对应水印值０和１．同时，考虑修改ＤＩＳ模式预测类型带来的影响，只

有水印嵌入前、后的率失真代价变化满足一定阈值条件时水印才真正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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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原始图像　　　　　　　　　　　　　　　　（ｂ）ＤＩＳ模式分布图

图２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第一帧图像的ＤＩＳ模式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ｍｏｄｅｏｆ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ｉｎ１ｔｈｆｒａｍｅ

１．２　帧内误差传播问题

在嵌入水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视频质量下降或比特率增长等问题．在文中算法中，通过

建立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和水印值的映射关系来实现水印的嵌入．在修改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时，可

能导致当前ＣＵ的预测值随之变化．此时，若邻块ＣＵ以当前ＣＵ的边界像素作为参考像素，嵌入水印

所产生的误差将传播到邻块ＣＵ中，即误差传播问题．因此，需要对该误差进行消除．文献［５］提出了两

种方法用于消除误差传播问题，即修改ＴＵ中的部分系数，以及对水印嵌入单元进行选择．由于ＤＩＳ模

式中没有残差传输到解码端，因此，无法通过修改ＴＵ的部分系数达到消除误差的目的，只能利用水印

嵌入单元选择来消除传播误差．

邻块ＣＵ可选预测模式，如表２所示．３Ｄ?ＨＥＶＣ中的３５种方向预测模式与 ＨＥＶＣ中的方向预测

模式一致．因此，当前ＣＵ作为嵌入单元时，邻块ＣＵ的可选方向预测模式和文献［５］所述一致．ＤＩＳ模

表２　邻块ＣＵ可选预测模式

Ｔａｂ．２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Ｕ

邻块ＣＵ 可选编码模式

右上 ＤＩＳ（０～３），１，１１～３４，ＤＭＭ

右 ＤＩＳ（０，３），２６～３４

右下 ＤＩＳ（０～３），２～１０，２６～３４，ＤＭＭ

下 ＤＩＳ（１，２），２～１０

左下 ＤＩＳ（０～３），１，２～２５，ＤＭＭ

式及ＤＭＭｓ模式仅利用ＣＵ的上方和左侧像素作为参

考像素．因此可知，只有邻块ＣＵ的编码模式满足表２所

列模式时才不会引起误差传播问题，当前ＣＵ才能作为

嵌入单元．

１．３　嵌入算法

通过对ＤＩＳ模式及误差传播问题的分析，提出一种

基于ＤＩＳ模式的３Ｄ?ＨＥＶＣ视频水印算法，对ＤＩＳ模式

的预测类型进行分类，并根据水印值和预测类型的匹配

情况修改其类型．由于修改ＤＩＳ模式预测类型会引起深度图的变化，因此，文中还考虑了水印嵌入前、

后的率失真代价变化来对嵌入单元进行进一步选择．具体有如下７个嵌入步骤．

步骤１　对二值水印重新排序，得到的一维水印序列狑＝｛狑１，狑２，…，狑狀｝，将用于重复嵌入．

步骤２　对ＣＵ进行解析，判断当前ＣＵ是否是ＤＩＳ编码模式，否则，转到步骤７．

步骤３　判断当前水印值与ＣＵ的ＤＩＳ模式预测类型是否满足
ｃａｓｅ１：狑＝１，犐＝１ｏｒ２；

ｃａｓｅ２：狑＝０，犐｛ ＝０ｏｒ３．
如果满

足，则记录当前ＣＵ的位置信息及单一深度值犞２ 和犞３，并转到步骤７．其中，犐为水印嵌入前的预测类

型索引值；狑为待嵌入水印值；犞２，犞３ 分别为利用ＤＩＳ模式预测类型２，３编码所确定的单一深度值．

步骤４　判断邻块ＣＵ是否满足表２所列模式，否则，转到步骤７．

步骤５　按犐′＝

０，犐＝１，狑＝０；

３，犐＝２，狑＝０；

１，犐＝０，狑＝１；

２，犐＝３，狑＝１

烅

烄

烆 ，

对当前ＣＵ的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进行修改，计算利用修改后的预

测类型进行编码的率失真代价．其中，犐′为水印嵌入后的预测类型索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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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６　若重新编码所计算的代价值满足ａｂｓ（犇ｏ－犇ｅ）＜ｍａｘ（犜ｈ，犇ｏ），则记录当前ＣＵ的位置信

息及单一深度值犞２ 和犞３，否则，当前ＣＵ不作为嵌入单元．其中，犇ｏ，犇ｅ分别为水印嵌入前、后的率失

真代价，阈值犜ｈ经实验测试设置为５００．

步骤７　对ＣＵ重新编码，解析下一个ＣＵ直至全部ＣＵ重新编码完成．

１．４　提取算法

由于视频可能遭受重编码攻击，因此，在解码过程中需考虑ＤＩＳ模式向其他模式转变的情况．在文

中算法中，对ＤＩＳ模式转变为方向预测模式２～３４的ＣＵ，根据其预测方向来决定提取的水印值．对ＤＩＳ

模式转变为方向预测模式０的ＣＵ，当重构ＣＵ的ＤＣ值与犞２ 和犞３ 的差值小于一定阈值时，根据差值

来决定提取的水印值．具体有如下５个主要提取步骤．

步骤１　根据嵌入过程的位置信息判断当前ＣＵ是否为水印嵌入单元，否则，转到步骤５．

步骤２　判断当前ＣＵ是否是ＤＩＳ模式，否则，转到步骤４．

步骤３　根据狑′＝
１，犐％３≠０，

０，｛ Ｉ％３＝０ 对水印值进行提取，提取水印后转到步骤５．

步骤４　根据狑′＝

０，１８＜犕ＣＵ＜３５ｏｒ犕ＣＵ＝０，ａｂｓ（犘ｒ－犞２）≥２０＞ａｂｓ（犘ｒ－犞３），

１，１＜犕ＣＵ＜１９ｏｒ犕ＣＵ＝０，ａｂｓ（犘ｒ－犞２）＜２０≤ａｂｓ（犘ｒ－犞３），

ｒａｎｄ（），

烅

烄

烆 ｏｔｈｅｒｓ

对水印值提取．

其中，犕ＣＵ表示当前ＣＵ的方向预测模式，ｒａｎｄ（）表示对０，１的任意取值，犘ｒ表示当前ＣＵ的重构值．

步骤５　解析下一个ＣＵ直至全部ＣＵ解码完成．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文中算法在参考软件 ＨＴＭ１６．０上进行验证．参考软件主要参数配置如下：ＱＰ值为２５，３０，３５，

４０，采用图像组（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ＧＯＰ）大小为１的全帧内（ａｌｌ?ｉｎｔｒａ，ＡＩ）编码，共编码３２帧，其他参数

采用默认配置．电脑基本配置：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ＣＰＵＥ５?１６３０３．７ＧＨｚ，内存为１６ＧＢ．测试了６个具

有两种分辨率的序列，分别为１０２４ｐｘ×７６８ｐｘ的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Ｋｅｎｄｏ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１及１９２０ｐｘ×１０８８

ｐｘ的ＰｏｚｎａｎＨａｌｌ２，ＰｏｚｎａｎＳｔｒｅｅｔ和ＵｎｄｏＤａｎｃｅｒ．

２．１　嵌入容量、比特率及视频质量变化

不同的测试序列在不同的ＱＰ量化参数值下，平均每帧嵌入容量（犆）、水印嵌入前、后的比特率变化

（Δ犚＝（犚ｅ－犚ｏ）／犚ｅ），以及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峰值信噪比（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ＰＳＮＲ）变化

（Δ犘＝犘ｅ－犘ｏ），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犚ｏ，犚ｅ分别表示水印嵌入前、后的比特率；犘ｏ，犘ｅ则分别表示水印

嵌入前、后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犚ＰＳＮＲ为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

表３　嵌入容量、比特率及和视频质量变化实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ｖｉｄｅ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

测试序列
分辨率／

ｐｘ×ｐｘ
ＱＰ

犆／
ｂｉｔ·ｆ－１

犚ｏ／

ｋｂｉｔ·ｓ－１
犚ｅ／

ｋｂｉｔ·ｓ－１
Δ犚／％ 犘ｏ／ｄＢ 犘ｅ／ｄＢ Δ犘／ｄＢ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 １０２４×７６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０．１５６

２５１．０００

１１４．１８７

３３．７１８

２２８１１．０４８

１３７８１．４２３

８３９０．４４５

５１８９．６１０

２２８２２．１８５

１３７８９．３４３

８３９４．１７３

５１９１．１８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０

４５．８００

４３．６７３

４１．３９６

３９．３９４

４４．２５６

４２．７５３

４１．００４

３９．１５５

－１．５４４

－０．９２０

－０．３９２

－０．２３９

Ｋｅｎｄｏ １０２４×７６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３０９．０９３

１７０．１２５

８０．８７５

２７．０３１

１４７１６．７６３

８７３５．４００

５２８０．７２０

３２６８．２９８

１４７２４．６３０

８７３８．４７５

５２８３．７５０

３２６９．０１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１

４６．９５１

４５．２４７

４３．２０４

４１．２３５

４５．６８５

４４．８２２

４３．０５０

４１．１５３

－１．２６６

－０．４２５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２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１０２４×７６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７５０．８１２

３６８．２１８

１６０．９３７

７５．０３１

３５８０８．３５３

１９３５４．１７８

１０７５１．２２０

６１８０．９２３

３５８２９．２１８

１９３６４．０４０

１０７５３．２０８

６１８１．２９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４４．９１８

４２．５９１

４０．２３８

３８．２９０

４３．６０１

４１．９５７

４０．１１５

３８．２４０

－１．３１６

－０．６３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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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测试序列
分辨率／

ｐｘ×ｐｘ
ＱＰ

犆／
ｂｉｔ·ｆ－１

犚ｏ／

ｋｂｉｔ·ｓ－１
犚ｅ／

ｋｂｉｔ·ｓ－１
Δ犚／％ 犘ｏ／ｄＢ 犘ｅ／ｄＢ Δ犘／ｄＢ

ＰｏｚｎａｎＨａｌｌ２１９２０×１０８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０１．８１２

２５８．６８７

１４９．６２５

５４．０６２

１６３７６．５５０

８４２５．１３１

４６０１．５２５

２６５９．４３８

１６３８６．８６２

８４３２．２４４

４６０６．４００

２６６０．０３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２

４７．５８４

４６．４５５

４４．８８９

４３．３２３

４６．８６３

４５．９０９

４４．６１２

４３．２６２

－０．７２１

－０．５４６

－０．２７７

－０．０６１

Ｐｏｚｎ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１９２０×１０８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１１５２．８７５

４６１．０９３

１８６．３１２

　９６．０３１

６９９５０．９６９

３４２６２．３１９

１７６０３．０５６

９５０８．０１９

６９９６６．３１９

３４２６５．５８７

１７６０５．３１３

９５０９．７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４５．７４６

４３．４１４

４１．４３８

３９．６７０

４４．５５３

４２．８７１

４１．２３３

３９．６００

－１．１９３

－０．５４３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０

ＵｎｄｏＤａｎｃｅｒ１９２０×１０８８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８３２．６５６

５３１．８１２

３４８．７８１

６２．９０６

１１１７６３．３６９

５６４０１．０１９

２４９０１．４７５

１０５３４．０４４

１１１７８０．１００

５６４１５．３５６

２４９１１．４１２

１０５３５．４６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３

４４．７８９

４２．６１３

４０．６２６

３９．１８３

４３．５３１

４２．０９５

４０．４７７

３９．１２７

－１．２５８

－０．５１８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６

　　随着ＱＰ的增长，由于ＣＴＵ中的ＣＵ趋向于大尺寸的划分，ＣＴＵ中的ＣＵ数目减少．同时，修改大

尺寸ＣＵ所造成的率失真代价变化也变大，使得可选择的水印嵌入单元大大减少．而随着分辨率的提

高，ＣＴＵ的数目增多，可选择的水印嵌入单元随之增多．

综上所述并结合表３可知：水印的嵌入容量随着ＱＰ的增长而下降，而随着分辨率的提升而提高．

在不同ＱＰ值（２５，３０，３５，４０）下，所有测试序列对应的平均每帧嵌入容量分别为６４９．５６７，３４０．１５５，

１７３．２８６和５８．１３０ｂｉｔ，平均比特率变化则分别为０．０４３％，０．０４６％，０．４６０％和０．１８０％．所有测试序列

在水印嵌入前、后的比特率变化处于０．０５％～０．１０５％，说明了文中所提算法在具有较大嵌入容量的同

时，对比特率的影响小．

除嵌入容量和比特率外，嵌入水印对视频质量的影响也用于验证算法的性能．由于深度图不直接用

于观看，因此，通过水印嵌入前、后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及其主观性能的变化反应嵌入水印对视

频质量的影响．由表３可知：测试序列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变化程度随着嵌入容量的下降而变

小．合成视点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变化为－０．５３０ｄＢ，分辨率为１９２０ｐｘ×１０８８ｐｘ及１０２４ｐｘ×７６８ｐｘ视

频的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变化分别为－０．４６６和－０．５９５ｄＢ．结合嵌入容量性能可以发现，１

９２０ｐｘ×１０８８ｐｘ分辨率视频同１０２４ｐｘ×７６８ｐｘ分辨率视频相比，平均每帧嵌入容量更大，但合成视

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变化却更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单帧像素点个数比值约为２．６５６倍，而平均每帧嵌入

容量比值仅约为１．６２５倍，这意味着前者的单位像素点嵌入容量小于后者．因此，嵌入在前者中的水印

对合成视点的影响反而小于后者．

测试序列Ｂａｌｌｏｏｎｓ及ＰｏｚｎａｎＳｔｒｅｅｔ在ＱＰ值等于２５时，合成视点第一帧图像的主观性能对比图，

如图３所示．从图３可知：合成视点的视频质量在主观感知上变化不大．由此可知，尽管文中所提算法对

合成视点有所影响，但仍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ａ）原始合成视点主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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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解码合成视点主观性能

图３　水印嵌入前、后合成视点的主观性能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２．２　鲁棒性分析

文中算法的鲁棒性将利用误码率（犚ＢＥ）来进行分析，计算公式为

犚ＢＥ ＝
犅ｅ
犅ｔ
×１００％．

其中：犅ｅ表示错误比特数目；犅ｔ为总比特数目．由此可知犚ＢＥ越小，算法的鲁棒性越好．

文中算法误码率的测试结果，分别如图４，５及表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无攻击时，犚ＢＥ为０，能完整地

提取出原始水印；而在解码视频遭受重编码攻击时，解码视频与原始视频的差异使得ＣＵ的最优编码模

图４　不同ＱＰ值下的误码率性能

Ｆｉｇ．４　ＢＥＲｕｎｄｅｒｒ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

图５　不同滤波攻击及ＱＰ值下的误码率性能

Ｆｉｇ．５　ＢＥＲｕｎｄ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Ｐ

式发生变化，从而造成误码情况．同时，随着ＱＰ的增大，ＣＵ的最优编码模式更容易发生变化．因此，误

表４　不同误码率下的提取水印

Ｔａｂ．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Ｒ

犚ＢＥ／％ ０ １０．１ ２０．２ ３０．９ ３９．８

主观图像

码率（犚ＢＥ）随着ＱＰ的增长而增长．

文中所提算法在不同ＱＰ值（２５，

３０，３５，４０）的重编码攻击下，对应的误

码率（犚ＢＥ）平均值分别为１５．６８３％，

２０．５１０％，３０．９８９％和３６．０５５％，误

码率（犚ＢＥ）的最小值为１０．１４５％，最大值为３９．８７５％．同时，文本验证了不同滤波及重编码混合攻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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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误码率性能．从图５可知：滤波攻击使得算法鲁棒性下降，但经过重编码攻击后整体ＢＥＲ仍小于

４２％．从表４可知：随着误码率（犚ＢＥ）的增长，虽然提取的水印图像在主观感知上越来越差，但仍可从中

辨别出嵌入的水印．

２．３　算法对比

由于文献［１５１６］分配固定比特用于编码视频，其实验条件与文中有所差异．因此，只将文中算法测

试结果与文献［１４］所提算法进行对比用于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对比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犆为平均

每帧嵌入容量；犘为平均每帧ＰＳＮＲ；犚为比特率．

表５　所提算法与参考文献［１４］算法的性能对比

Ｔａｂ．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４］

测试序列 ＱＰ
Ｐ／ｄＢ

文中 文献［１４］

犆／ｂｉｔ·ｆｒａｍ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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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图３可知：文中所提算法在合成视点主观图像变化几乎不可感知的前提下，平均比特率变化更

小、平均嵌入容量更大．文中算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合成视点的客观指标ＰＳＮＲ变化较大．虽然文中算法

在嵌入过程中根据嵌入前、后的率失真代价变化对嵌入单元进行了进一步选择，但修改ＤＩＳ模式的预

测类型仍对深度图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导致了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变化较大．

３　结论

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ＤＩＳ模式的３ＤＨＥＶＣ视频水印算法．首先，对ＤＩＳ模式的编码过程进行分

析，同时对ＤＩＳ模式预测类型进行分类并建立与水印值之间的映射关系．其次，对帧内误差传播问题进

行了全面分析，根据水印值与ＤＩＳ模式的预测类型的匹配情况来进一步对当前ＣＵ进行选择，选取不会

造成误差传播的ＣＵ作为水印候选嵌入单元．最后，根据水印嵌入前、后的率失真代价变化来决定是否

嵌入水印信息．

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有较高的嵌入容量且对比特率影响小，但文中算法的抗重编码攻击性能一

般，且对深度图造成的影响使得合成视点的平均每帧ＰＳＮＲ变化较大．因此，提升算法的抗重编码攻击

性能及减少对深度图的影响将作为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同时，水印嵌入过程中的阈值选择的自适应化及

水印提取过程中对误码情况的判断也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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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任务深度卷积网络的

犆犜图像方向校正

林家庆，韩娟，袁直敏，彭佳林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医学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图像方向校正问题，提出一种并行卷积回归（ＰＣＲＮ）多任务深度

学习网络．通过侧旋角度正回归和翻转概率逻辑回归，求得校正参数来精准地校正图像．进一步，针对医学图

像训练样本稀缺的情况，提出一种串行回归（ＳＣＲＮ）的深度学习架构，弥补并行卷积回归网络在小样本情况

下校正精度不足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在样本充分，并行卷积回归网络和样本稀缺情况下，串行卷积回归网

络对小角度偏转、大角度偏转和翻转的腹部ＣＴ图像校正结果都优于传统的配准方法．

关键词：　ＣＴ图像；方向校正；深度卷积网络；多任务回归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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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Ｃ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ｃ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ｒ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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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Ｔ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医学图像理解的计算机辅助诊断／手术中，医学图像预处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后续图像融合、目

标检测和分割等任务的重要基础［１］．实现图像的方向校正最直接的方法是刚性配准，但配准方法通常只

适用于方向偏差较小的情况，当偏差角较大时，配准结果准确性仍有不足［２］．Ｗｅｉ等
［３］利用图像旋转后

的插值阴影来进行旋转角度判别计算；Ｓｏｌａｎｋｉ等
［４］通过打印出的图像的像素点特征来判断旋转角度．

通过背景水平线检测来校正方向是一种常用的自然图像方向校正方案，但并不适合医学图像［５］．此外，

一些研究者们将旋转角度控制在９０°的倍数来进行方向校正研究
［６］，但没有解决连续值情况．基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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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彭佳林（１９８５），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机器学习及应用、图像处理和神经影像分析的研究．Ｅｍａｉｌ：

２００４ｐｊｌ＠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７７１１６０）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学习方法的头部和手部等特定类别图像的方向校正［７１２］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Ｆｉｓｃｈｅｒ等
［１３］尝试通过

难度划分进行方向校正；ｄｅＶｏｓ等
［１４］尝试使用深度网络对图像进行局部的配准校正．但这些研究只能

对图像进行略微调整且主要针对自然图像，而医学图像上方向校正的主要方法还是配准［１５］．

深度学习方法虽然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可以表现出优异的性能，但在数据稀缺时则表现一般．因

此，如何构建在小样本训练集下的深度学习方向校正方法，也是医学图像方向校正领域的一个主要挑

战．为解决上述方法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图像旋转和翻转的校正方法，以腹部

Ｃ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图像数据集作为训练和验证集进行实验验证．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大样本下并行卷积回归网络

在训练样本充足（大样本）的情况下，建立并行卷积回归网络（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ＰＣＲＮ）来完成大样本下的方向校正任务，着重考虑网络生成预测结果的效率．即采用ＰＣＲＮ提

取两个子任务的共享特征及专有特征，然后通过在最终层接上不同的回归器，同时完成两项子任务的回

归．在面对侧旋角度回归和翻转状态回归两个回归任务时，模型使用共同的浅层特征生成各自任务相

关特征完成多项任务的回归．网络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并行卷积回归网络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该网络整体上是一个特征编码残差网络，分为数据输入、特征提取、参数输出三个部分．具体地，

ＰＣＲＮ网络输入部分包含一个复制层，将原始图像进行冗余复制，以便后续的残差连接；特征提取部分

包含４个残差模块和３个下卷积层．其中每两个残差模块间使用卷积核大小为２×２，步长为２×２的下

卷积层进行连接以压缩特征编码；每个残差模块中使用的卷积核大小为５×５，步长为１×１．受Ｈｉｇｈｗａｙ

神经网络和残差网络的启发［１６１７］，残差模块中的浅层和深层特征间使用Ｓｈｏｒｔｃｕｔ连接，使其中的卷积

过滤器学到更容易习得的特征间残差［１６，１８］，从而提高最终输出结果．

网络中的残差模块和下卷积层使用ＲｅＬｕ函数进行激活；参数输出部分包含一个全连接层，其输入

图２　正余弦值符号与

所在象限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ｎｅｃｏｓｉｎｅ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ｓ

为特征提取部分最后一层输出的高层语义特征，输出为预测偏转角余弦

值、预测偏转角正弦值，以及图像翻转概率等３个目标方向校正参数．选

用侧旋角度的正弦值和余弦值作为预测输出的原因是，使角度到输出的

映射函数在（－１８０°，１８０°］范围均匀和连续
［１９］．上述全连接层侧旋校正

输出使用Ｔａｎｈ激活函数，翻转概率输出使用Ｓｉｇｍｏｉｄ激活函数．

由于腹腔ＣＴ扫描图像为三维图像，因此通过在横断面（垂直身体

方向）均匀抽取的犖 个切片预测结果统计量来代表原图像的最终校正

结果．设网络输入为图像犐的第犽个切片犐犽，输出为预测偏转角余弦值

狕犽ｃｏｓ，偏转角正弦值狕
犽
ｓｉｎ，翻转概率狆

犽．图２为正余弦值符号与所在象限的

关系．综合狕犽ｃｏｓ和狕
犽
ｓｉｎ的符号可判断出偏转角所在的象限．当偏转角所在

象限确定后，预测余弦值α
犽
ｃｏｓ和预测正弦值α

犽
ｓｉｎ计算式为

７６３第３期　　　　　　　　　　　林家庆，等：多任务深度卷积网络的ＣＴ图像方向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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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犽
ｃｏｓ，α

犽
ｓｉｎ）＝

（ａｒｃｃｏｓ（狕犽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０，

（ａｒｃｃｏｓ（狕犽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π），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０，

（－ａｒｃｃｏｓ（狕
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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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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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

烅

烄

烆 ０．

（１）

式（１）中：偏转角范围在（－π，π］；α
犽
ｃｏｓ，α

犽
ｓｉｎ分别表示通过狕

犽
ｃｏｓ，狕

犽
ｓｉｎ计算出的偏转角．

通过式（１）可以由狕犽ｃｏｓ和狕
犽
ｓｉｎ计算出预测角度α

犽，最终预测角度α
犽 通过α

犽
ｃｏｓ和α

犽
ｓｉｎ的均值来决定．对

｛α
犽，犽＝１，２，…，犖｝取中值α作为预测的图像犐的偏转角度，对｛狆

犽，犽＝１，２，…，犖｝取中值狆作为预测的

图像犐的翻转概率．若狆大于翻转判定阈值狋，则判定犐翻转；否则，判定犐未翻转．

因此，最终从狕犽ｃｏｓ和狕
犽
ｓｉｎ映射到预测角度α

犽 的函数犵的表达式为

α
犽
＝犵（狕

犽
ｃｏｓ，狕

犽
ｓｉｎ）＝

（ａｒｃｃｏｓ（狕犽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２，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０，

（ａｒｃｃｏｓ（狕犽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π）／２，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０，

（－ａｒｃｃｏｓ（狕
犽
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π）／２，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０，

（－ａｒｃｃｏｓ（狕
犽
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狕

犽
ｓｉｎ））／２，　　　　狕

犽
ｃｏｓ≥０∧狕

犽
ｓｉｎ＜

烅

烄

烆 ０．

（２）

　　文中使用的偏差角回归损失函数为均方误差损失，即为

犔ａｎｇ＝ （ｃｏｓ（犵狋）－狕ｃｏｓ）
２
＋（ｓｉｎ（犵狋）－狕ｓｉｎ）

２． （３）

式（３）中：犵狋为图像偏转角度真值；狕ｃｏｓ，狕ｓｉｎ分别为网络输出预测偏转角的余弦值和正弦值．

翻转概率逻辑回归使用交叉熵损失，即

犔ｒｅｖ＝－（狉·ｌｇ狆＋（１－狉）·ｌｇ（１－狆））． （４）

式（４）中：狉为图像翻转真值，翻转为１，否则为０；狆是网络判断图像为翻转的概率输出．

总损失函数犔为两个损失函数之和，即

犔＝犔ａｎｇ＋犔ｒｅｖ． （５）

　　在样本数量充足的情况下，ＰＣＲＮ只需一次前向传播就能生成所有结果，速度快且效率高；但在样

本数量较少的情况下，ＰＣＲＮ的校正能力仍有限．

２．２　小样本下串行卷积回归网络

在训练样本稀缺（小样本）的情况下，采用串行卷积回归网络（ｓ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ＣＲＮ）先完成较为简单的侧旋角度回归任务；然后，通过预测的校正角度将图像基本转回正位，

继而对图像进行翻转判定，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串行卷积回归网络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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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构建侧旋校正网络预测三维图像侧旋角度α，然后通过α将图像基本调回正位，最后再使用翻

转判定网络对基本处于正常位置的图像进行翻转判定．该方法中的两个网络与“并行卷积回归”中的网

图４　坐标旋转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络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前面的侧旋校正网络少了翻转概率输出，后面的

翻转判定网络少了侧旋角度正弦值和余弦值输出．

在侧旋校正阶段，按照ＰＣＲＮ方法可以预测三维图像犐的偏转角α．图

４为坐标旋转变换示意图．对于经旋转α角度后的图像犐上的每一点（狓′，

狔′），应用坐标旋转公式

［狓，狔］＝ ［狓′，狔′］·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 ］）， （６）

计算出其旋转前坐标（狓，狔）．由于图像像素点坐标为整数，通过双线性插值

方法可以求得旋转α前的图像犐．该阶段使用式（３）所述的损失函数．

在翻转判定阶段，训练时对未发生侧旋的输入切片进行［－５°，５°］范围

内的随机侧旋，以模拟侧旋校正网络的输出偏差．测试时输入经过侧旋校

正网络校正后的切片，通过输出翻转概率判定原图是否发生了翻转．该阶段使用式（４）所述的损失函数．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设置

在实验中，训练和验证数据使用ＩＳＢＩ２０１７肝脏肿瘤分割竞赛训练数据集中的１３０个三维ＣＴ扫描

图像．其中，１００个为训练数据，３０个为验证数据．测试数据集使用Ｃｏｄａｌａｂ肝脏肿瘤分割竞赛测试数据

集中的７０个ＣＴ扫描图像．对训练数据进行如下预处理：１）截取数据灰度范围到［－１００，２５０］，以消除

大量无用的灰度信息，再等比例缩放到［０，１］；２）在垂直方向上截取从盆骨上沿到胸腔下沿的图像区

域；３）将每个三维图像数据在垂直方向上进行切片，并将分辨率从５１２ｐｘ×５１２ｐｘ下采样到２５６ｐｘ×

２５６ｐｘ，以减小深度网络的体积和计算负荷；４）将切片数据在（－１８０°，１８０°）范围内进行随机旋转，以作

为训练输入数据；５）对切片数据随机进行倍数范围在［０．９５，１．０５］的尺度缩放和灰度缩放．

为精确测量对比几种方向校正方法的能力，实验中对测试和验证数据进行了扩充．即除了对每个数

据进行了上述灰度范围处理和区域截取外，还将每个区域截取后的三维数据切分为腹腔下部、腹腔中部

和腹腔上部等３个区域．由此，总测试数据就达到７０×３＝２１０个，验证数据达到３０×３＝９０个．对所有

测试数据，实验先随机抽取５０％进行翻转，再随机抽取５０％变换为侧旋角度在（－１８０°，－９０°］和［９０°，

１８０°］范围内的“大角度”样本，剩下的随机变换为侧旋角度在（－９０°，９０°）范围内的“小角度”样本．对于

验证数据也进行以上操作．另外，考虑到现实中医疗图像数据通常较为稀缺，从１００个训练数据中抽取

１０个作为小样本训练数据集，在实验中对训练样本稀缺时的深度学习方向校正方法也进行了研究．

文中模型训练阶段，网络使用Ａｄａｍ优化方法进行网络参数优化．Ａｄａｍ动量参数按照文献［２０］的

推荐，设β１＝０．９，β２＝０．９９９；初始学习率设为λ＝１．０×１０
－４，在训练中逐步递减，最小到λ＝１．０×

１０－５；批量大小为２４，翻转判定阈值为０．９．除了按照节２所述使用切片校正结果中位数代表三维图像

校正结果，实验中还使用切片校正结果均值代表三维图像校正结果以便对比分析．实验评价指标分为侧

旋校正和翻转判定两个方面，前者使用平均误差角度作为评价指标，后者使用错判率作为评价指标．

３．２　用于对照的基线方法

以传统配准校正方法作为基线方法进行对照比较．实验选取的参考切片和待校正切片大体在人体

同一位置，以确保配准效果良好．由于参考切片和待配准切片内部结构较为相似并且图像本身不存在形

变，因此考虑使用仿射变换进行配准［２］．配准的变换参数定为缩放倍数、平移向量和旋转角度等３个参

数，并在配准完成一次后将图像进行翻转后再次进行配准，通过比较两次配准的最优结果来判断图像是

否发生了翻转．配准度量方法为平均平方误差，配准过程中的优化方法为梯度下降法．

进一步的，考虑到待配准切片和参考切片在腹腔内部细节上存在不同，实验考虑屏蔽内部细节差异

以进一步提高旋转校正配准精度，并设计了第二种配准方法．即先将参考图像和待校正图像切片进行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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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内部填充，屏蔽掉躯体内部差异，使其成为简单的类椭圆二值图形；然后，按照第一种方法进行仿射变

换配准．第二种方法由于屏蔽了腹腔内部细节差异而腹腔外形又为左右对称结构，翻转预测预期较差．

最后，对于每个三维图像的方向校正结果，使用该图像中抽取切片的测试结果统计量，如平均值或中位

数，作为三维图像方向校正最终值．

３．３　结果分析

在样本充足下，ＰＣＲＮ和基线方法估算的平均方向偏差测试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充足下ＰＣＲＮ和基线方法估算的平均方向偏差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ＰＣＲＮ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ｗｉｔｈ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　

平均偏差
ＰＣＲＮ

均值 中位数

原始配准方法

均值 中位数

基于内部填充的配准方法

均值 中位数

小角度 １．８８ ２．４６ ５．８９ ５．３０ ２．８１ ２．５５

大角度 ３３．８１ １．９９ １６９．３０ １８８．７５ １８０．３０ １８２．５１

翻转 － ０．０２１ － ０．１６８ － ０．４７５

　　由表１可知：样本充足情况下，文中所提出的深度学习“并行卷积回归”方法对比参考方法在小角度

情况下有略微的优势．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参考方法的校正结果受配准时选择的参考切片影响较大．

图５为配准方法的多最优解情况．从如图５可知：当选择的参考切片与待配准切片外形差别较大时，就

可能出现多最优解的情况，从而导致校正效果不佳，而文中提出的方法能较好地解决该问题．

　　（ａ）待配准切片　　　　　　　　　（ｂ）参考切片　　　　　　　（ｃ）配准的第一种最优结果

（ｄ）内部填充后的待配准切片　　　　（ｅ）内部填充后的参考切　　　　（ｆ）配准的第二种最优结果　

图５　配准方法的多最优解情况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由表１还可知：文中所提出的深度学习“并行卷积回归”实验结果中，中位数统计结果与小角度情况

下并无太大差异，而均值统计结果则明显较差．图６为校正角度符号相反的结果图．由图６可知：在极大

角度情况下，校正角度在绝对值上差异不大，符号却可能相反，导致均值受巨大影响．

参考方法取得局部最优的典型示例，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参考方法可能因优化方向错误导致

最终结果陷入局部最优，所以在大角度情况下的校正结果明显差于文中所提的方法．

ＰＣＲＮ典型方向校正结果，如图８所示．由图８（ａ），（ｂ），（ｄ），（ｅ）可知：在样本充足情况下，文中提

出的深度学习“并行卷积回归”方法在侧旋校正和翻转判定两个子任务上都取得了优异的表现．这说明

网络充分的提取了图像的侧旋校正特征和翻转判定特征．进一步，通过对错判的翻转样本分析得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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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侧旋角度为－１７７°的切片ａ　　　（ｂ）将ａ校正１７７°后的图像　　（ｃ）将ａ校正－１７９°后的图像　

图６　校正角度符号相反的结果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ｓｉｇｎ

　　（ａ）待配准切片　　　　　　　　（ｂ）参考切片　　　　　　　（ｃ）待配准切片校正结果

（ｄ）内部填充后的待配准切片　　　（ｅ）内部填充后的参考切片　　　　　（ｆ）正确的校正结果　　

图７　参考方法取得局部最优的典型示例

Ｆｉｇ．７　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于图像内左右辨识特征太过稀少，样本本身辨识度太低，导致切片翻转判断错误（如图８（ｅ），（ｆ）所示）．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统计同一个三维图像的整体翻转标识来避开该问题．参考方法中的原始配准方法由

于配准误差大，导致翻转的最终判定受到较大影响，准确率较低；而内部填充的配准方法则基本没有翻

转辨识的能力．

（ａ）小角度下典型切片ａ　　　　（ｂ）大角度下典型样本切片ｂ　　　（ｃ）左右相似的难分样本ｃ

１７３第３期　　　　　　　　　　　林家庆，等：多任务深度卷积网络的ＣＴ图像方向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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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切片ａ校正结果　　　　　　（ｅ）切片ｂ校正结果　　　　　　（ｆ）切片ｃ校正结果

图８　ＰＣＲＮ典型方向校正结果展示

Ｆｉｇ．８　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ＰＣＲＮ

　　在样本稀缺下，ＳＣＲＮ和ＰＣＲＮ估算的平均方向偏差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在样本

稀缺情况下，使用ＳＣＲＮ方法侧旋校正效果接近表１中样本充足下的侧旋校正效果，且比样本稀缺下

表２　样本稀缺下ＳＣＲＮ和ＰＣＲＮ

估算的平均方向偏差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ＳＣＲＮ

ａｎｄＰＣＲＮ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ｗｉ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　

平均偏差
ＳＣＲＮ

均值 中位数

ＰＣＲＮ

均值 中位数

小角度 ２．２７ ２．６６ ４．８９ ５．３７

大角度 ３５．５２ ２．８１ ３７．３９ ５．２１

翻转 － ０．０４３ － ０．１２０

的ＰＣＲＮ方向校正效果好．此时，ＰＣＲＮ在小角度

侧旋校正方面已经不如内部填充的配准方法．在翻

转校正上，由于样本数量太过稀少的原因，ＰＣＲＮ

翻转识别能力相比于样本充足情况下下降较多．但

可以看到ＳＣＲＮ方法此时在翻转偏差平均值上，

还是明显优于ＰＣＲＮ方法的．

４　结论

将复杂的ＣＴ图像方向校正任务分解为简单的侧旋角度校正回归和翻转概率逻辑回归两个回归子

任务，并针对不同样本数量的数据集，分别以并行和串行的方式设计了两种多任务深度学习网络———

ＰＣＲＮ和ＳＣＲＮ．

经典的仿射配准方法需要在同时估计缩放、平移参数和旋转参数情况下，才能实现较为准确的旋转

和翻转估计．而文中提出的神经网络方法一个最大优势是，可以在无需估计缩放和平移的前提下，实现

对旋转和翻转的更精准估计．在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证明文中提出的方法，在小角度侧旋、大角度

侧旋和翻转判断上都有着较强的校正能力，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后续研究将把串行回归的两个网络连

接到一起，实现直接的端到端输出，以简化训练过程，提高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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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ｈａｍ，２０１９：４１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９９４７１０＿４．

［２］　ＳＯＮＧＧｕｏｌｉ，ＨＡＮＪｉａｎｄａ，ＺＨＡＯＹｉｗｅｎ，犲狋犪犾．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３（３）：２７４２８３．ＤＯＩ：１０．２１７４／１５７３４０５６１２６６６１６０９２０１２３９５５．

［３］　ＷＥＩＷｅｉｍｉｎＷｅｉ，ＷＡＮＧＳｈｕｏ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ｐｅｎｇ，犲狋犪犾．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

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ｌｉ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ｆｏｒｇｅ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０，５（３）：５０７５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ｆｓ．２０１０．２０５１２５４．

［４］　ＳＯＬＡＮＫＩＫ，ＭＡＤＨＯＷＵ，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ＢＳ，犲狋犪犾．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ｏ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ｉｎｔｓｃａ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ｄａｔａ

ｈｉｄｉｎｇ［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３９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ＩＣＩＰ．

２００４．１４１８６８４．

［５］　ＦＥＦＩＬＡＴＹＥＶＳ，ＳＭＡＲＯＤＺＩＮＡＶＡＶ，ＨＡＬＬＬＯ，犲狋犪犾．Ｈｏｒｉｚ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ｌａｎｄｏ：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７２１．ＤＯＩ：１０．

１１０９／ＩＣＭＬＡ．２００６．２５．

［６］　ＶＡＩＬＡＹＡ Ａ，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１（７）：７４６７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ｉｐ．２００２．８０１５９０．

２７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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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ＥＳＴＥＶＡＡ，ＲＯＢＩＣＱＵＥＴＡ，ＲＡＭＳＵＮＤＡＲＢ，犲狋犪犾．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２５（１）：２４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ｓ４１５９１０１８０３１６ｚ．

［８］　ＰＲＩＮＣＥＭ，ＡＬＳＵＨＩＢＡＮＹＳＡ，ＳＩＤＤＩＱＩＮＡ．Ａｓｔｅｐ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９，７：１８５７５０１８５７５９．

［９］　ＯＳＡＤＣＨＹＭ，ＣＵＮＹＬ，ＭＩＬＬＥＲＭＬ．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ｆａ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８：１１９７１２１５．

［１０］　ＢＡＬＴＲＵＳＣＨＡＴＩＭ，ＳＡＡＬＢＡＣＨ 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Ｐ，犲狋犪犾．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ｈ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ｓ：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８：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Ｈｏｕｓｔｏｎ：ＳＰＩＥ，２０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７／１２．

２２９１６２０．

［１１］　ＳＡＦＯＮＯＶＩＶ，ＫＵＲＩＬＩＮＩＶ，ＲＹＣＨＡＧＯＶＭＮ，犲狋犪犾．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Ａｄａｐ

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６９２７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９８１１０

６９３１４＿１２．

［１２］　ＭＯＲＲＡＬ，ＦＡＭＯＵＲＩＳ，ＫＡＲＡＫＵＳＨＣ，犲狋犪犾．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ＩＥＥＥ２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ＳＣＴ）．Ａｎｃｏｎａ：

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１１８１２３．

［１３］　ＦＩＳＣＨＥＲＰ，ＤＯＳＯＶＩＴＳＫＩＹＡ，ＢＲＯＸＴ．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５：３６８３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４９４７６＿３０．

［１４］　ｄｅＶＯＳＢＤ，ＢＥＲＥＮＤＳＥＮＦＦ，ＶＩＥＲＧＥＶＥＲＭＡ，犲狋犪犾．Ａ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ａｆｆｉｎｅ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９，５２：１２８１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８．１１．

０１０．

［１５］　ＥＰＰＥＮＨＯＦＫＡＪ，ＬＡＦＡＲＧＥＭ Ｗ，ＶＥＴＡＭ，犲狋犪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ｔｒａｉｎｅｄ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ｄｅ

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ｈｔｔｐｓ：∥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ｅｅｅ．ｏｒｇ／ｓｔａｍｐ／ｓｔａｍｐ．ｊｓｐ？ｔｐ＝

＆ａｒｎｕｍｂｅｒ＝８９０２１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ＭＩ．２０１９．２９５３７８８．

［１６］　ＨＥＫａ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ＲＥＮＳｈａｏｑｉｎｇ，犲狋犪犾．Ｄｅｅｐ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ａｓＶｅｇａｓ：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７７０７７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ＣＶＰＲ．２０１６．９０．

［１７］　ＺＩＬＬＹＪＧ，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ＲＫ，ＫＯＵＴＮ?ＫＪ，犲狋犪犾．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ｇｈｗａ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ｄｎｅｙ：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４１８９４１９８．

［１８］　ＨＵＡＮＧＧａｏ，ＬＩＵＺｈｕａｎｇ，ＰＬＥＩＳＳＧ，犲狋犪犾．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ｄｅｎ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５

２３］．ｈｔｔｐｓ：∥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ｅｅｅ．ｏｒｇ／ｓｔａｍｐ／ｓｔａｍｐ．ｊｓｐ？ｔｐ＝＆ａｒｎｕｍｂｅｒ＝８７２１１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ＰＡＭＩ．２０１９．

２９１８２８４．

［１９］　ＬＩＮＣＨ，ＬＵＣＥＹＳ．Ｉｎ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２５６８２５７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ＣＶＰＲ．２０１７．

２４２．

［２０］　ＫＩＮＧＭＡＤＰ，ＢＡＪ．Ａｄａ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１２２２）［２０１７０１３０］．ｈｔｔｐｓ：∥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ａｂｓ／１４１２．６９８０．

（责任编辑：黄仲一　　英文审校：吴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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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９　

　　　交流伺服系统的高响应电流环控制

赵云，廖政斌，王泽飞，蔡美东

（湖北工业大学 太阳能高效利用及储能运行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分析电压输出滞后、电流采样延时和交直轴（犱狇轴）电压耦合等制约电流环带宽提高的因素，提出一

种复矢量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采用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提高电流环响应；对当前时刻电流进行采样，

得到下一时刻的电压，减少电流采样延时；采用占空比双次刷新控制算法缩短电压输出滞后时间；采用复矢量

解耦的方法解决犱狇轴电压耦合问题，进一步提高电流环性能．结果表明：相较于比例积分控制算法，文中方

法具有更优的电流环响应性能．

关键词：　交流伺服系统；电流环带宽；电流环预测控制；复矢量解耦；电压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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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犱狇ａｘｉｓ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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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Ｃｓｅｒｖｏ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ｖｅｃｔｏｒｄｅ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通过控制永磁同步电机（ＰＭＳＭ），交流伺服系统可实现高效率、高精度、高响应性能的目标
［１２］．常

用的控制方式有比例积分（ＰＩ）控制和滞环控制．ＰＩ控制虽然简单、方便，但交轴（狇轴）与直轴（犱轴）存

在耦合，影响电流环动态响应［３］；滞环控制的电流环响应虽快，但该算法下的开关频率不固定，输出的电

流含有谐波畸变，且存在稳态误差［４?５］．因此，为了提高伺服系统电流环响应性能，保证电流稳定输出，可

通过速度指令前馈和加速度指令前馈提高系统响应，并通过三次谐波的注入降低调制波的幅值，提高直

流电流的利用率．文献［６?７］在一个载波周期内对定子电流进行双采样和双脉冲宽度调制（ＰＷＭ）刷新，

以减少采样延时，提高系统的响应性能．然而，以上方法在提高电流环带宽方面都较为单一．基于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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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针对不同的延时采取不同解决方法，提出一种复矢量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

１　交流伺服系统电流环犘犐控制性能分析

１．１　电流环模型

交流伺服系统常采用电流ＰＩ调节器作为电流环的控制方式．电流环ＰＩ控制算法的结构框图，如图

１所示．图１中：犐犱狇为交直轴（犱狇轴）电流反馈值；犐

犱狇为交直轴电流参考值；犓ｓ为积分常数；犓Ｐ 为增益

系数；犓Ｉ为积分系数；狊为传递函数中的微分算子；犝

犱狇为电流ＰＩ调节器交直轴的输出电压；犝


αβ
，犲αβ，犐αβ

分别为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给定电压、反电动势和反馈电流；ｅｘｐ（ｊωｅ狋），ｅｘｐ（－ｊωｅ狋）皆为坐标变换系

数；犜ｄ为占空比计算时间与ＰＷＭ更新时间之和；ωｅ，犔ｓ，犚ｓ分别为电机的转速、电感和电阻；狋为时间．

该模型将犐犱狇与犐

犱狇的差值Δ犐犱狇作为电流ＰＩ调节器的给定，经电流ＰＩ调节器的输出电压犝


犱狇做电

压补偿后进行坐标变换，再计算占空比和ＰＷＭ更新，最后由逆变器生成电压驱动电机．

图１　电流环ＰＩ控制算法的结构框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Ｐ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下，可得狇轴电压犝狇 为

犝狇 ＝犚ｓ犐狇＋犔ｓ
ｄ犐狇
ｄ狋
ωｅψｆ． （１）

式（１）中：犐狇 为狇轴电流；ψｆ为永磁体磁链．

根据电流环结构可以得到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参考电压犝
狇 为

犝
狇 ＝犓ＰΔ犐狇＋犓Ｉ∫Δ犐狇ｄ狋＋ωｅ犐狇犔ｓ． （２）

式（２）中：Δ犐狇 为狇轴电流的变化量．

由电流环幅相频率特性可知：犓Ｐ＝ω

ｃ 犔ｓ，犓Ｉ＝ω


ｃ犚ｓ＝犓Ｐ／犜Ｉ，ω


ｃ 为电流环期望带宽，犜Ｉ为积分时

间常数．假设定子电压能够快速跟踪参考电压，则有

犚ｓ（犐狇＋Δ犐狇）＋犔ｓ
ｄ犐狇
犜ｃ
＝犓ＰΔ犐狇＋犓Ｉ∫Δ犐狇ｄ狋． （３）

式（３）中：犜ｃ为一个控制周期．

表贴式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忽略其定子压降，即犚ｓ（犐犱＋Δ犐狇）＝０，且电流ＰＩ调节器在瞬态下的积分

图２　 电流采样时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项较弱，即犓Ｉ∫Δ犐狇ｄ狋≈０，故比例项起主要作用，将犓Ｐ ＝
ω

ｃ 犔ｓ代入式（３），则式（３）可化简为

犜ｃω

ｃ ＝１． （４）

　　由式（４）可知：电流环带宽和控制周期成反比．一个控

制周期犜ｃ存在采样延时、控制算法计算延时和ＰＷＭ输出

延时等情况，从而影响电流环响应性能．电流采样时序示意

图［８］，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狆为脉冲个数；犪～犵为采样时

刻；犽为周期个数；犜ｓｗ为逆变器开关周期．

１．２　电流环延时分析

在ＰＩ控制算法的电流采样中，犜ｃ＝犜ｓｗ．占空比在脉冲

５７３第３期　　　　　　　　　 　　　　赵云，等：交流伺服系统的高响应电流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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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递减为０时刻进行更新；在犪时刻，系统对电流进行采样，得到采样电流，通过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计

算逆变器输出占空比，再执行其他控制任务；在犮时刻，系统将占空比更新到ＰＷＭ发生器的比较单元，

并在该开关周期内保持不变；在犲时刻，逆变器产生输出电压．由此可知，典型电流采样时序的电流环延

时犜ｄ＝２犜ｃ．

为改善输出电压滞后的问题，采用占空比双次刷新电流采样，占空比在脉冲数递增到峰值时刻和递

减到０时刻进行更新，电流环的控制周期缩减一半，即犜ｃ＝０．５犜ｓｗ，电流环延时变为犜ｄ＝犜ｃ，但控制周

期的减小会加重运算负荷，因此，对控制器运算性能要求较高．

占空比双次刷新ＰＩ控制算法虽然可解决电压输出滞后的问题，但电流采样仍存在延时．在占空比

双次刷新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中，在犪时刻进行电流采样，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器（ＤＳＰ）的模数转换进行

坐标变换，并与给定电流进行比较；再通过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进行控制，从而产生下一个控制周期起

点（犫时刻）的控制电压
［９］；最后，进行占空比的计算和ＰＷＭ 的更新．该过程虽然通过电流预测下一个

控制周期的电压抵消了电流采样延时，但仍存在一个控制周期的延时［１０］，即犜ｄ＝０．５犜ｃ．

２　复矢量解耦的电流环预测算法

本时刻采样的电流通过预测控制算法可得到下一时刻的预测电压，并作为电流环的输出［１１］，从而

抵消采样延时，减少控制延时，提高电流环响应性能．通过对犱狇轴电压进行复矢量解耦
［１２１３］，可进一步

提高电流环响应性能．

２．１　电流环预测控制

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数学模型有如下４点假设：１）忽略电机的铁心饱和；２）不计电机的涡流损

耗和磁滞损耗；３）转子上没有阻尼绕组，永磁体也无阻尼作用；４）电机的感应反电动势为正弦波．

永磁同步电机在旋转坐标系下的电压方程［１０］为

犝犱 ＝犔犱
ｄ犐犱
ｄ狋
－ωｅψ狇＋犚ｓ犐犱，

犝狇 ＝犔狇
ｄ犐狇
ｄ狋
＋ωｅψ犱＋犚ｓ犐狇＋ωｅψｆ

烍

烌

烎
．

（５）

式（５）中：犝犱 为永磁同步电机的犱轴电压；犐犱 为犱轴电流；ψ犱，ψ狇 分别为犱轴磁链和狇轴磁链；犔犱，犔狇 分

别为犱轴电感和狇轴电感．

在表贴式同步电机中，有犔犱＝犔狇＝犔ｓ，由电压方程可推出电流的状态方程
［１０］为

ｄ犐犱
ｄ狋

ｄ犐狇
ｄ

熿

燀

燄

燅狋

＝

－
犚
犔ｓ

ωｅ

－ωｅ －
犚
犔

熿

燀

燄

燅ｓ

犐犱

犐
［ ］
狇

＋

１

犔ｓ
０

０
１

犔

熿

燀

燄

燅ｓ

犝犱

犝
［ ］

狇

＋

０

－
ωｅψｆ
犔

熿

燀

燄

燅ｓ

． （６）

　　取电机的电流为状态空间变量，将式（６）化为珔狓＝犃狓＋犅狌＋犇，珔狓为系统状态量，狓为系统输入量，狌

为系统输出量，犃，犅，犇分别为系统矩阵、输出矩阵和系统常量．该式通解
［１０］为

狓（狋）＝ｅｘｐ（犃（狋－狋０））狓（狋０）＋∫
狋

狋
０

ｅｘｐ（犃（狋－狋０））（犅狌（τ）＋犇（τ））ｄτ． （７）

式（７）中：狋０ 为初始时间；τ为时间变化值．

狌在狋０～狋恒不变，设狋０＝犽犜ｓ，狋＝（犽＋１）犜ｓ
［１０］，犜ｓ为采样时间，可得

狓（犽＋１）＝犃狓（犽）＋犃
－１（犃－犈）犅狌（犽）＋犃

－１（犃－犈）犇（犽）． （８）

式（８）中：犈＝
１ ０［ ］
０ １

；犃＝ｅｘｐ（犃犜ｓ）＝ｅｘｐ（－
犚
犔ｓ
犜ｓ）

ｃｏｓωｅ犜ｓ ｓｉｎωｅ犜ｓ

－ｓｉｎωｅ犜ｓ ｃｏｓωｅ犜
［ ］

ｓ

，在采样时间犜ｓ 足够小

时，有ｃｏｓωｅ犜ｓ≈１，ｓｉｎωｅ犜ｓ≈ωｅ犜ｓ，ｅｘｐ（－
犚
犔ｓ
犜ｓ）≈１－

犚
犔ｓ
犜ｓ，故犃≈

１－
犚
犔ｓ
犜ｓ ωｅ犜ｓ

ωｅ犜ｓ １－
犚
犔ｓ
犜

熿

燀

燄

燅
ｓ

，犃－犈≈

犃犜ｓ，可得电流离散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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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犱（犽＋１）

犐狇（犽＋１
［ ］）＝

１－
犚犜ｓ
犔ｓ

ωｅ（犽）

－ωｅ（犽） １－
犚犜ｓ
犔

熿

燀

燄

燅ｓ

犐犱（犽）

犐狇（犽
［ ］）＋

犜ｓ
犔ｓ

０

０
犜ｓ
犔

熿

燀

燄

燅ｓ

犝犱（犽）

犝狇（犽
［ ］）＋

０

－
犜ｓψｆωｅ（犽）

犔

熿

燀

燄

燅ｓ

． （９）

　　根据电流环预测控制原理，犐（犽＋１）＝犐（犽＋１），故第犽个周期的控制变量犝（犽）为

犝（犽）＝
犝
犱 （犽）

犝
狇 （犽

［ ］）＝
犚０－

犔０
犜ｓ

犔０ωｅ（犽）

犔０ωｅ（犽） 犚０－
犔０
犜

熿

燀

燄

燅ｓ

犐犱（犽）

犐狇（犽
［ ］）＋

犔０
犜ｓ

０

０
犔０
犜

熿

燀

燄

燅ｓ

犐犱 （犽＋１）

犐狇 （犽＋１
［ ］）＋

０

ωｅ（犽）ψ
［ ］

ｆ０

．（１０）

式（１０）中：犔０，犚０，ψｆ０分别为电流环预测算法中的电机电感、电阻和磁链；犝

犱 （犽），犝


狇 （犽）分别为第犽个

周期犱轴和狇轴的给定电压；犐犱 （犽＋１），犐

狇 （犽＋１）分别为第（犽＋１）个周期犱轴和狇轴的给定电流．

电流环采用预测控制算法取代ＰＩ控制算法．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结构框图，如图３所示．图３

中：犐犱狇（犽），犐犱狇（犽），ωｅ（犽），犝

犱狇（犽），犲αβ（犽），犐αβ（犽），θ（犽）分别为第犽个周期犱狇轴的给定电流、采样电流、

电机转速、输出预测电压、反电动势、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反馈电流和电机位置角；犐犱狇（犽＋１）为第犽＋１

个周期的犱狇轴给定电流．

图３　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结构框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复矢量解耦控制

电流环预测控制电压方程中仍存在犱狇轴耦合，电流环的被控对象存在一个非对称复数极点，而

ＰＩ调节器的实数零点无法与其抵消，故增加复矢量犌（狊）＝ωｅ（犽）犓Ｐ／狊，将控制器产生的零点与电机中

的极点对消，理论上可以将犱狇轴交叉耦合分量的影响抵消．将狇轴的误差量作为犱轴积分项的补偿，

同时，将犱轴的误差量作为狇轴积分项的补偿
［１４１６］，以此实现犱狇轴电压方程的解耦．复矢量解耦的电

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结构框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Δ犐犱（犽），犐

犱 （犽），犐犱（犽），珡犝


犱 （犽）分别为犱轴第犽个周

期的电流变化量、给定电流、采样电流和生成电压；Δ犐狇（犽），犐

狇 （犽），犐狇（犽），珡犝


狇 （犽）分别为狇轴第犽个周

图４　复矢量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结构框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ｖｅｃｔｏｒ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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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电流变化量、给定电流、采样电流和生成电压．

第犽个周期的给定电流犐犱 （犽），犐

狇 （犽）和采样电流犐犱（犽），犐狇（犽）及电机的角速度ωｅ（犽）经过电流环预

测控制算法生成犱轴，狇轴的电压犝
犱 （犽），犝


狇 （犽）；再将电流误差通过积分补偿实现犱狇轴解耦，将生成

电压珡犝
犱 （犽），珡犝


狇 （犽）经过空间矢量变换生成６路ＰＷＭ信号；最后由逆变器生成电压驱动电机．

３　仿真实验分析

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中，采用ＰＩ控制算法和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进行仿真．电机参数：电机额

定电流为６Ａ；额定转速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额定转矩为５Ｎ·ｍ；定子电阻为３．１５Ω；定子磁链为０．１７５

Ｗｂ；定子电感为０．００８５Ｈ；电机极对数为４；转动惯量为０．００８ｋｇ·ｍ
２．

直流母线电压为３１０Ｖ，电流采样频率为２０ｋＨｚ，载波频率为１０ｋＨｚ．在０时刻，速度给定为１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的阶跃指令，并在０．１０ｓ时，突加５Ｎ·ｍ的恒定负载．三相电流和犱狇轴电流波形均可反映

交流伺服系统瞬态和稳态的运行情况．

ＰＩ控制算法和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下的三相电流和犱狇轴电流，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犐为电流．由

图５（ａ）可知：ＰＩ控制算法的电流含有大量的谐波，这是由于该算法存在严重的滞后问题，波形中含有大

量的噪声导致波形成非正弦．由图５（ｂ）可知：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三相电流波形基本为正弦波．由图

５（ｃ），（ｄ）可知：当０．１０ｓ突加负载时，图５（ｄ）的犱轴电流比图５（ｃ）的波动更小；在稳态情况下，无论电

机空载或带载，相较于ＰＩ控制算法，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犱狇轴电流波动较小．

　　（ａ）三相电流（ＰＩ控制算法）　　　　　　　（ｂ）三相电流（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　　

　　（ｃ）犱狇轴电流（ＰＩ控制算法）　 　　　　　　（ｄ）犱狇轴电流（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

图５　不同算法的三相电流和犱狇轴电流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犱?狇ａｘ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未解耦和解耦的犱狇轴电流，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犱狇轴解耦和未解耦

的犱轴电流波形在电机启动时都有波动，但解耦的犱轴电流波动较小；当０．１０ｓ突加负载时，未解耦的

犱轴电流有１．２Ａ的跳动，而解耦的电流基本保持恒定；解耦和未解耦的狇轴电流基本没有变化．因此，

解耦对改善电流具有一定的作用．

ＰＩ控制算法（占空比单次刷新）的电流采样频率为１０ｋＨｚ，ＰＩ控制算法（占空比双次刷新）的采样

频率为２０ｋＨｚ，未解耦和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电流采样频率皆为２０ｋＨｚ，载波频率皆为１０

ｋＨｚ．在０时刻，速度给定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的阶跃指令，不同算法的转速（ωｅ）响应波形，如图７所示．由图

７可知：ＰＩ控制算法（占空比单次刷新）的转速响应最慢，ＰＩ控制算法（占空比双次刷新）的转速响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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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犱轴　　　　　　　　　　　　　　　　　　　　　（ｂ）狇轴

图６　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未解耦和解耦的犱狇轴电流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ｕｎ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ａｎｄ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犱狇ａｘ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图７　不同算法的转速响应波形

Ｆｉｇ．７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之；未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转速响应较快，解

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进一步提高转速响应．然而，

转速响应波形在反映电流环响应快慢方面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为了更精确地分析不同算法的电流环响应速

度，可以采用频域分析方法．

从频域的角度分析电流环响应，闭环截止频率越

大，系统的瞬态响应速度越快．向系统电流环犱轴输入

幅值一定的正弦激励，通过改变激励的频率，直至幅值

衰减为最大值的０．７０７倍，此时，激励的频率为系统电

流环的带宽频率（截止频率）．

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软件中，向电流环犱轴输入幅值

为１Ａ的正弦激励，通过改变激励的频率分别得到ＰＩ控制算法和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电流环带宽频

率．不同算法的犱轴输出响应波形，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电流环犱轴输入正弦激励的频率分别为１６０７，３１８３，４２９３，４５３５Ｈｚ，输出响应幅值

（ａ）ＰＩ控制算法（占空比单次刷新）　　　　　（ｂ）ＰＩ控制算法（占空比双次刷新）　

　（ｃ）未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占空比双次刷新）　（ｄ）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占空比双次刷新）

图８　不同算法的犱轴输出响应波形

Ｆｉｇ．８　犱ａｘｉｓ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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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衰减为其最大值的０．７０７倍，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的电流环带宽最宽，响应最快．因此，从频域

角度分析也可得到相同的结论．

４　结束语

分析电压输出滞后、电流采样延时和犱狇轴电压耦合等限制电流环带宽提高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

的延时问题，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法．采用一个控制周期内占空比双次刷新的方法，改善电压输出滞后问

题；采用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改善电流采样延时问题；采用复矢量解耦控制的方法，解决犱狇轴电压耦

合的问题．仿真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ＰＩ控制算法，复矢量解耦的电流环预测控制算法能够使电流环响

应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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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地表反射率模型的犔犪狀犱狊犪狋
时序数据集重构

李凯１，２，陈芸芝１，２，汪小钦１，２，陈雪娇１，２

（１．福州大学 空间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２．福州大学 卫星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摘要：　选择福州市区东部面积近３００ｋｍ２ 的区域作为研究区，基于地表反射率模型，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研究

区内所有的有效像元进行拟合，重构时序数据集，并通过原始影像与实测光谱对拟合结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

表明：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在蓝、绿、红、近红外波段的相关系数均高于０．９，可见光波段均方根误差在０．０１

左右，近红外波段略高于０．０２；拟合结果能清晰地表达不同类型植被的物候差异，与原始影像、实测归一化植

被指数（ＮＤＶＩ）均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基于重构的数据集，可以保证选择相同时相的数据进行年度植被变化

监测，进一步提高植被动态变化监测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地表反射率模型；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时间序列；变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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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时空分辨率遥感数据在监测土地快速变化、作物生长，以及物候参数反演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

用［１］．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以较长的数据、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以及较好的传感器性能在植被覆盖变化监

测、植被生长评估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２］．但在多云地区，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影像云覆盖率较高，且晴空

条件下获取的影像数据时间间隔较长、季相不一致，这些都限制了影像的有效利用，使得这类传感器难

以实现高频次、周期性的监测．通过重构Ｌａｎｄｓａｔ时序数据集，插补缺失观测值，可加强对地表动态监测

的能力．噪声的影响普遍存在于遥感图像中，通过一系列方法降低时序数据中的噪声水平，可为各种研

究提供可靠的时序数据集［３］．朱慧等
［４］利用不同方法对重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

ＤＩＳ）时序数据进行重建，认为 ＷＳ（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ｅｒ）方法能较好地对不同土地覆盖类型进行重建．

宋春桥等［５］对藏北地区各植被类型拟合效果较好的非对称高斯函数进行拟合，重构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归一化植被指数）时序数据集．刘亚南等
［６］在传统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参数构

建模型对秦岭样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时序数据进行重建．李明等
［７］利用同一类地物高质量

像元均值代替噪声的Ｓ?Ｇ滤波算法，对江西省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时间序列进行重建．殷悦

等［８］通过６种方法对鄱阳湖平原地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的地球观测系统（ＳＰＯＴ）和 ＭＯＤＩＳ时序数据进行

重构，认为对于高植被覆盖区域Ｓ?Ｇ滤波算法的去噪效果最优．为满足大范围、高精度、快速变化的遥

感监测，邬明权等［９］提出多源遥感数据时空融合技术，此类方法可以克服中等空间分辨率影像时间分辨

率过低的局限［１０］．郭文静等
［１１］通过光谱差异改进ＥＳＴＡＲＦ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模型，对ＴＭ（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ｅｒ）和ＡＶＨＲＲ的ＮＤＶＩ数据进行融合，有效地实

现若尔盖高原ＮＤＶＩ数据集的重构．孙锐等
［１２］采用分类拟合的方法，计算光谱距离权重改进ＳＴＡＲＦ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模型，融合中国环境一号 Ａ／Ｂ星ＣＣＤ（ＨＪ?

１ＣＣＤ），重构山东省西北部ＮＤＶＩ时序数据集．张猛等
［１３］利用ＳＴＡＲＦＭ 算法，对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ｒ）和 ＭＯＤＩＳ数据融合构建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时间间隔为１６ｄ的时序数据集，用于

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的遥感估算．Ｍｅｎｇ等
［１４］基于ＳＴＡＲＦＭ 算法，提出一种新的植被指数融

合模型用于融合 ＨＪ?１ＣＣＤ和 ＭＯＤＩＳ数据，生成ＮＤＶＩ时序数据集．

目前，一系列基于降噪的时序数据重构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重构的遥感数据能准确地反映

地表特征的变化［１５］，但更适用于时间分辨率较高的时序数据集．时空融合算法利用时间信息和空间信

息进行时序数据集的重构，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时空融合技术非常依赖较低空间分辨率影像的

观测值；其次，该方法始终需要清晰无云的影像．因此，对于快速发生变化的区域，使用时空融合的方法

进行变化监测效率较低．针对目前时间序列数据重构存在的局限性，Ｚｈｕ等
［１６］提出地表反射率模型，该

模型不依赖高时间分辨率影像，生成任意时间的清晰无云的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本文以福州市区某东部面积

近３００ｋｍ２ 的区域作为研究区，采用地表反射率模型进行Ｌａｎｄｓａｔ时序数据集重构．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区东部，北纬为２６°０′５５．８１″～２６°８′４７．４１″，东经为１１９°２１′４５．１６″～１１９°

３３′３９．２２″，面积约为３００ｋｍ２．研究区位置，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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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可知：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植被类型多样，森林覆盖率达到５７．８％．研究区属典型的亚热

带季风气候，全年云雨天气较多，质量好的遥感影像相对较少．

１．２　数据源及其预处理

基于研究目标，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云覆盖９０％以下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影像，收集到的影像共４４景．

通过对原始影像进行大气校正，消除大气吸收和散射造成的辐射量误差．大部分影像受云、云阴影等影

响严重，对于少量云覆盖的影像，采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自带的第９波段云检测，设定阈值对云进行掩膜；对

于含云量较高的影像，采用基于对象的Ｆｍａｓｋ算法进行云和云阴影的检测．由于去云、去云阴影后影像

依然存在异常值，拟合去云、去云阴影后的时序影像．将拟合影像与Ｆｍａｓｋ算法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结

果表明：对于没有检测出的异常值，其在蓝光波段的值明显高于模型的拟合值［１７］．

２　研究方法

时序地表反射率预测模型由谐波模型和一个趋势分量组成，用于预测每个波段的地表反射率，模型

较为稳定、强健，不容易受噪声（云，云阴影等）影响．Ｚｈｕ等
［１６，１８］利用地表反射率模型，重构美国新英格

兰地区１９８２－２０１１年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并利用拟合影像进行土地覆盖的连续变化监测；利用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和ＥＴＭ＋影像，重构美国６个地区的Ｌａｎｄｓａｔ时序数据集，并对重构影像进行评价．

地表反射率模型由４个系数组成：犪０，犻用于估算犻波段整体的像元值或平均值；犪１，犻，犫１，犻用于模拟犻

波段由物候和太阳角度差异引起的年内变化；犮１，犻表示犻波段的年际变化，用于估计犻波段的长期趋势．

影像去云、去云阴影和去异常值等预处理后，剩余每个像元的有效观测值个数达到１２个，保证模型的精

度和稳定．对于有效观测值个数小于１２大于６的像元，采用地表反射率模型；对于有效观测值小于５个

的像元，使用所有有效观测值的中位数来表示地表反射率．

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拟合，时序模型为

ρ（犻，狓）＝犪０，犻＋犪１，犻ｃｏｓ
２π
犜（ ）狓 ＋犫１，犻ｓｉｎ

２π
犜（ ）狓 ＋犮１，犻狓．

上式中：狓为日期；犜为一年的天数（犜＝３６５．２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拟合结果分析

为研究区内每个Ｌａｎｄｓａｔ像元生成时间序列模型，重构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时序数据集，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所有可用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观测值拟合ＮＤＶＩ时间序列．选取荷叶、阔叶树、柳树、马尾松４种不同类型

的植被像元，拟合结果与原始ＮＤＶＩ对比，如图２所示．图２中：时间序列编号１～１６代表２０１３年，１７～

３９代表２０１４年，４０～６１代表２０１５年，６２～８４代表２０１６年．

由图２可知：原始序列中大部分点的ＮＤＶＩ值都与拟合序列较为接近；对于季节特征变化大的荷

叶，ＮＤＶＩ值变化范围明显大于其他３种植被，对于四季常绿的阔叶树和马尾松ＮＤＶＩ值全年保持在较

高的水平；随着有效像元数的增加，模型拟合效果越好，拟合结果与原始ＮＤＶＩ值越为接近．因此，拟合

结果与原始有效像元保持较好的一致性，模型能够拟合不同植被稳定的生长变化过程．

　　（ａ）荷叶　　　　　　　　　　　　　　　　　　　　　（ｂ）阔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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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柳树　　　　　　　　　　　　　　　　　　　　　（ｄ）马尾松

图２　拟合结果与原始ＮＤＶＩ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ＮＤＶＩ

３．２　实测光谱验证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２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和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分别对研究区内荷叶、阔叶树、柳树、

马尾松４种类型植被的光谱（图１）进行测量，利用实测数据，验证模型拟合结果．

拟合结果与实测ＮＤＶＩ对比，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阔叶树、柳树的拟合结果变化趋势与实测

ＮＤＶＩ基本保持一致，７－１１月份ＮＤＶＩ值逐渐增大，１１－１２月份缓慢降低；马尾松、荷叶的ＮＤＶＩ值变

化幅度小，ＮＤＶＩ保持在较高的水平，７－１１月份的拟合结果变化幅度小于实测ＮＤＶＩ变化幅度，１１－

１２月份两者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样点的实测值高于拟合结果的ＮＤＶＩ值，主要是因为在像元尺度

下，存在混合信息现象，导致拟合结果的ＮＤＶＩ值偏低，而实测值为一个纯净点且植被本身存在覆盖不

均匀．因此，不同类型植被的拟合结果与实测值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

（ａ）荷叶　　　　　　　　　　　　　　　　　　　（ｂ）阔叶树　

（ｃ）柳树　　　　　　　　　　　　　　　　　　　（ｄ）马尾松　

图３　拟合结果与实测ＮＤＶＩ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ＮＤＶＩ

３．３　原始影像验证

选择不同季节且影像质量较好的原始影像与拟合影像进行均方根误差分析，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

均方根误差，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ＲＭＳＥ为均方根误差；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Ｒｅｄ，ＮＩＲ为影像波段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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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１可知：可见光波段的ＲＭＳＥ较小（以地表反射率为单位，约为０．０１）；近红外波段的ＲＭＳＥ

表１　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均方根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时间
ＲＭＳＥ

Ｂｌｕ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ｄ ＮＩＲ

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２０１６年第６５天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２６０

值较大，这是因为研究区的大部分

被植被覆盖，植被在近红外波段能

产生较高的反射率；拟合结果与原

始影像非常相近，差异很小，拟合精

度较高．

分析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的拟合

结果与原始影像各波段相关性，拟

合结果与原始影像散点图，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狓为拟合结果；狔为原始影像；犚为相关系数．由图４可

知：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的散点分布集中，４个波段都集中在直线狔＝狓附近；各波段的相关系数均高于

０．９，表明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整体拟合精度较高．

（ａ）Ｂｌｕｅ　　　　　　　　　　　　　　　　　　　（ｂ）Ｇｒｅｅｎ

（ｃ）Ｒｅｄ　　　　　　　　　　　　　　　　　　　（ｄ）ＮＩＲ

图４　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散点图

Ｆｉｇ．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ｍａｇｅ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能力，拟合４个不同季节（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天；２０１６年第９７

天；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影像，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对比图，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波段５，

４，３合成标准假彩色图像，植被在影像中大致呈红色；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与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的拟合影像

红色区域面积明显高于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天与２０１６年第９７天，夏秋两季植被覆盖明显高于春冬两季；拟合

影像空间信息与地表覆盖的变化过程均与同一时间的原始影像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并且能够清晰地表

达植被的物候差异；对于真实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被云和云阴影覆盖的地方，拟合影像仍然可以提供

（ａ）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原始）（ｂ）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天（原始）（ｃ）２０１６年第９７天（原始）（ｄ）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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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拟合）（ｆ）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天（拟合）（ｇ）２０１６年第９７天（拟合）（ｈ）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拟合）

图５　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清晰的观测．

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ＮＤＶＩ差值图，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天、

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这３个时间点的大部分区域ＮＤＶＩ差异较小，极小部分差异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地

表覆盖变化幅度大的区域；图５（ｃ）影像存在云的影响，原始影像红光波段的反射率整体偏高，导致拟合

结果与原始影像ＮＤＶＩ的差值偏大；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的差异较小，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ａ）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０天　　　　　　　　　　　　　　　　　　　（ｂ）２０１６年第４９天

（ｃ）２０１６年第９７天　　　　　　　　　　　　　　　　　　　（ｄ）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９天

图６　拟合结果与原始影像差值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４　结论

采用地表反射率模型，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云覆盖９０％以下的所有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影像，构建Ｌａｎｄ

ｓａｔ遥感时序数据集．通过地表反射率模型获得的拟合结果与真实影像之间整体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各

波段的相关系数均高于０．９，均方根误差较低，可见光波段在０．０１左右，近红外波段在０．０２左右．对不

同类型植被均能取得较好的拟合效果，不同类型植被拟合 ＮＤＶＩ与实测 ＮＤＶＩ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

致．拟合结果能清晰表现出植被的物候差异，与原始影像之间的差异较小，其空间信息及地表覆盖的变

化过程也与原始影像保持较高的一致性．通过地表反射率模型提供的密集清晰无云影像可用于植被动

态变化监测研究，进一步提高植被变化监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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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需要大量清晰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影像进行精确的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对于长期多云和雪覆盖

的区域，可能没有足够的清晰影像满足模型的要求，无法进行精确的时间序列模型预测，下一步将针对

这方面进行改进，提出更加全面的时序重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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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物纬斜检测图像光照

不均匀的校正方法

刘建宝，李平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了解决在织物纬斜的检测过程中织物图像光照不均匀的问题，提出一种织物图像校正方法．首先，

在每个像素点所处的列中，统计一个纬线宽度范围内像素值小于该点的个数，将统计结果作为该点的像素值；

然后，按比例还原每个点的像素值，使每条纬线对应位置的像素值恢复到同一灰度水平；最后，把校正后的图

像用Ｏｔｓｕ法进行二值化，并与其他解决光照不均匀问题的经典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文中方法能够很好

地消除光照不均匀的影响，得到接近均匀光照下的二值图像．

关键词：　图像二值化；光照不均匀；织物纹理；纬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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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在染色、印花、挂浆及定型等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纬纱歪斜或者弯曲的情况，这种现

象叫做纬斜［１］．如果织物纬斜不及时纠正，将严重影响最终的产品质量．纬斜的纠正必须通过整纬器完

成，而整纬器动作幅度的大小需要根据纬斜的程度而定．因此，织物纬斜的检测是保证整纬器整纬动作

准确的重要前提．纬斜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光电法和图像法两种
［２］．相较于光电法，图像法具有检测精度

高、可以适应厚织物的检测等优势．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

　通信作者：　李平（１９８１?），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复杂控制系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１２１３＠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６０３１４４）；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８Ｊ０１０９５）；福建省高校产学

合作科技重大项目（２０１３Ｈ６０１６）；华侨大学中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资助计划项目（ＺＱＮ?ＰＹ５０９）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利用图像法的纬斜检测方法．吉庆高
［３］提出一种基于大津法和像素

搜索算法的纬斜检测方法；金守峰［４］提出一种基于霍夫变换的织物纬斜检测方法；董燕等［５］提出一种将

图像进行傅立叶变换后进行投影映射的方法．这些方法都能很好地检测出光照均匀情况下织物的纬斜，

但是当光照不均匀时，采用这些方法检测的误差较大，甚至无法检测出纬斜角度．为了降低检测误差，必

须对光照不均匀的织物图像加以处理．处理方法有局部二值化方法和先校正后使用全局二值化的方法．

利用这些方法可以得到接近光照均匀的二值化图像，使用光照均匀情况下的纬斜检测方法就能检测出

织物的纬斜．

目前，常见的全局二值化的方法有Ｏｔｓｕ法
［６］、双峰法［７］、迭代法［８］．这些方法主要用于对光照均匀

的图像进行处理，获得光照均匀情况下的二值图像，无法在光照不均匀情况下得到良好的二值化效果．

局部二值化的方法包括分块二值化法和自适应二值化法．分块二值化法
［９］主要针对光照不均匀程度有

明显的分界的图像，把图像分为不同光照程度的块；然后，对每一块分别使用全局阈值化的方法进行处

理，得到二值化图像．该方法对光照程度分块不明显等复杂情况的分块具有较大的难度．常见的自适应

二值化法有 Ｗｈｉｔｅ法
［１０］、Ｂｅｒｎｓｅｎ法

［１１］、Ｎｉｂｌａｃｋ法
［１２］、Ｓａｕｖｏｌａ法

［１３］．自适应二值化法可以提高光照不

均匀图像的二值化效果，使二值化图像接近光照均匀的情况，但是该方法对于每个像素点的阈值都要进

行计算，耗时较多．常见的校正方法有直方图均衡化
［１４?１６］、Ｒｅｔｉｍｅｘ方法

［１７?１９］等．直方图均衡化法实现了

图像的亮度增强和对比度改善，但是，在有局部阴影等光照强度有明显变化边界的情况下，容易丢失图

像细节，不适用于织物图像的处理．Ｒｅｔｉｍｅｘ方法可以提高图像的对比度，突出图像的细节，但是，在有

局部阴影和光照复杂情况下，处理效果较差．

本文提出一种织物纬斜检测过程中光照不均匀的校正方法．通过处理使同一纬向的像素值恢复到

同一灰度级别，从而将光照不均匀的图像校正．将校正过图像进行二值化，首先，与其他二值化方法进行

对比；然后，用基于像素搜索的纬斜检测方法［３］进行测试；最后，说明该方法能够在光照不均匀的情况下

降低纬斜检测误差．

１　织物纬斜检测方法

由于织物的纬线平行排列，纬线部分凸起受到的光照较强，形成较亮的条纹；两根纬线中间部分凹

下受到的光线弱，形成较暗的条纹．利用摄像机采集到的理想的织物图像为一条条明暗相间的条纹，如

图１所示．

织物纬斜情况，如图２所示．假设犃犆（犃犇）为根据图像得到的纬线方向，犃犅为标准纬线方向，犅犆

　　图１　织物图像 　　　　　图２　织物纬斜情况

　　　Ｆｉｇ．１　Ｆａｂｒｉｃｉｍａｇｅ　　　Ｆｉｇ．２　Ｆａｂｒｉｃｗｅｆ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或犅犇 的距离为犱，犃犅的距离为犺，则织物的

纬斜率（狊）为

狊＝
犱
犺
×１００％． （１）

　　此外，纬斜角度（θＷ）为犃犆（犃犇）与犃犅的

夹角．

２　光照不均匀织物图像的校正

２．１　光照不均匀图像校正原理

对于光照均匀的织物图像，提取图像垂直

于标准纬线方向的一列，随着行号的增加，该列像素的灰度值将周期性地出现波峰和波谷．光照均匀时

织物图像的灰度变化，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犖 为行号．

光照不均匀时的织物图像，如图４所示．将图４中光照不均匀的织物图像提取１列，随着行号的增

大，该列像素的灰度值变化，如图５所示．

由图３可知：当光照均匀时，灰度值周期性地出现波峰和波谷，波峰和波谷附近分别代表明条纹像

素点和暗条纹像素点，每两个相邻的波峰和波谷中心基本处于同一灰度水平，所以，可以找到一个阈值，

９８３第３期　　　　　　　　　　　刘建宝，等：织物纬斜检测图像光照不均匀的校正方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图３　光照均匀时织物图像的灰度值变化　　　　　　　　图４　光照不均匀时的织物图像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ａｂｒｉｃｉｍａｇｅ　　　　　　　　　Ｆｉｇ．４　Ｆａｂｒｉｃ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　　

ｕｎｄｅｒ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ｖｅ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分割出明条纹像素和暗条纹像素．由图５可知：在光照不均匀的情况下，灰度值仍周期性地出现波峰和

波谷，但是相邻两个波峰和波谷的中心不处于同一灰度水平，所以，无法使用同一个阈值分割，需要在每

个波峰和波谷之间寻找一个阈值才能二值化．

在光照不均匀的情况下，每一列的灰度值仍然不断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且每次变化周期基本不

变．对于每个像素点，统计１个变化周期内，灰度值小于等于该像素点灰度值的像素个数，把统计结果作

为该像素点的值，就可以把每条纬线同一位置点的像素值统一到同一个灰度水平，只考虑织物灰度的变

化情况，滤除光照对灰度的影响．根据这个变化情况，按比例对织物图像进行校正，每个变化周期的阈值

就能恢复到同一灰度水平，得到灰度校正图像．校正后的灰度值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

图５　光照不均匀情况下灰度值变化曲线　　　　　　　　　图６　校正后的灰度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ｕｎｅｖｅ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　

２．２　织物纬斜图像光照不均匀校正步骤

步骤１　计算织物图像能容纳的不重叠的窗口数犿为

犿＝ ［犮／狑］． （２）

式（２）中：犮为图像纵向长度；狑为窗口的宽度；［］表示取整．

步骤２　计算每个窗口的纵坐标范围，第犽个窗口的纵坐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狔ｍａｘ（犽）＝犽狑，

狔ｍｉｎ（犽）＝１＋（犽－１）狑
｝． （３）

　　步骤３　对每一个窗口，计算纵向每一个点的灰度值，即

犳１（狓犻，狔犻）＝

∑

狔ｍａｘ
（犽）

狔′＝狔ｍｉｎ
（犽）

狊（犳（狓犻，狔犻）－犳（狓犻，狔′）），　　犽≤犿，

∑

狔ｍａｘ

狔′＝狔ｍａｘ－狑

狊（犳（狓犻，狔犻）－犳（狓犻，狔′）），　　犽＞犿

烅

烄

烆 ．

（４）

式（４）中：狊为阶跃函数，狊（狓）＝
１，狓≥０

０，狓＜｛ ０
．

步骤４　根据比例对原图进行还原，将正常光照下图像灰度最小值转换为０，即

犳２（狓，狔）＝犳（狓，狔）－犳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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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该图像灰度平均值和经过处理后的图像灰度平均值的比例（犫）为

犫＝ａｖｇ（犳２）／ａｖｇ（犳１）．

　　将图像转换到对应的灰度范围，得到校正后的图像，即犳′＝犳１犫＋犳ｍｉｎ．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几个织物销售商提供的实际织物照片进行筛选后，从中挑选２００张作为实验数据．对采集的一张

光照均匀的样本图像进行处理，得到４种光照不均匀的织物图像，如图７所示．

　　　（ａ）有阴影　　　　　（ｂ）纵向光照不均匀 　　　（ｃ）横向光照不均匀　　　（ｄ）前３种情况的复合

图７　４种光照不均匀的织物图像

Ｆｉｇ．７　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ａｂｒ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由于光照均匀的织物图像经过二值化处理后仍可保留纬斜信息，为了能更直观地比较不同方法对

光照不均匀织物图像的处理效果，文中实验对３种方法的处理结果都经过二值化后，再进行比较．

根据文献［３］的分析可知，对于织物纬斜的检测，使用Ｏｔｓｕ法进行全局二值化的效果较好．对于图

７中光照不均匀的情况，使用Ｒｅｔｉｍｅｘ法校正后，再经过Ｏｔｓｕ法的二值化效果图，如图８所示．当邻域

大小与织物宽度相同，且修正参数为１时，使用Ｓａｕｖｏｌａ法的二值化效果图，如图９所示．使用文中方法

校正后，再经过Ｏｔｓｕ法得到的二值化效果图，如图１０所示．

　　　（ａ）有阴影　　　　　（ｂ）纵向光照不均匀　　　（ｃ）横向光照不均匀　　 （ｄ）前３种情况的复合　

图８　使用Ｒｅｔｉｍｅｘ法＋Ｏｔｓｕ法的二值化效果图

Ｆｉｇ．８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Ｒｅｔｉｍｅｘｍｅｔｈｏｄ＋ Ｏｔｓｕｍｅｔｈｏｄ

　　　（ａ）有阴影　　　　　（ｂ）纵向光照不均匀　　　（ｃ）横向光照不均匀　　 （ｄ）前３种情况的复合　

图９　使用Ｓａｕｖｏｌａ法的二值化效果图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ｂ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ａｕｖｏｌａｍｅｔｈｏｄ

由图８～１０可知：使用Ｒｅｔｉｍｅｘ法＋Ｏｔｓｕ法对不含局部阴影图像的二值化效果较好，对光照过亮

或者过暗部分的二值化效果较差；使用Ｓａｕｖｏｌａ法可以较好地分出前景和背景，但是暗条纹部分出现较

多的断裂，且对有局部阴影、光照复杂的图像，其二值化效果较差；文中方法＋Ｏｔｓｕ法可以使织物图像

在４种光照不均匀的情况下都保持良好的二值化效果．

误分类误差指数（Ｍｅ）
［２０］反映了错误地将背景像素分配给前景的百分比和错误地将前景像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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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有阴影　　　　　（ｂ）纵向光照不均匀　　　（ｃ）横向光照不均匀　　 （ｄ）前３种情况的复合　

图１０　使用文中方法＋Ｏｔｓｕ法的二值化效果图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Ｏｔｓｕｍｅｔｈｏｄ

给背景的百分比．采用误分类误差指数，比较光照不均匀情况下，Ｒｅｔｉｍｅｘ法＋Ｏｔｓｕ法、Ｓａｕｖｏｌａ法、文

中方法＋Ｏｔｓｕ法的二值化效果．对于二值化问题，Ｍｅ可以简单表示为

Ｍｅ＝
犅ｏ∩犅（ ）Ｔ ＋ 犉ｏ∩犉（ ）Ｔ

狘犅ｏ狘＋狘犉ｏ｜
． （５）

式（５）中：犅ｏ和犉ｏ表示原始图像用Ｏｔｓｕ法二值化得到的背景和前景；犅Ｔ 和犉Ｔ 表示光照不均匀图像使

用二值化方法得到的背景和前景区域像素．对于完全没有错误的二值化图像，Ｍｅ值为０；对于完全分类

表１　３种方法的误分类误差指数对比

Ｔａｂ．１　Ｍ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编号 Ｒｅｔｉｍｅｘ法＋Ｏｔｓｕ法 Ｓａｕｖｏｌａ法 文中方法＋Ｏｔｓｕ法

１ ０．１９７７ ０．２１９０ ０．１０９５

２ ０．２４１９ ０．１６９９ ０．１０５７

３ ０．２６１２ ０．１７３３ ０．１０６０

４ ０．２６０２ ０．３１４８ ０．１１１３

错误的图像，Ｍｅ值为１．

对４种光照不均匀的情况进行编号：“１”

为有阴影；“２”为纵向光照不均匀；“３”为横向

光照不均匀；“４”为前３种情况的复合．３种

方法的误分类误差指数对比，如表１所示．由

表１可知：Ｒｅｔｉｍｅｘ法＋Ｏｔｓｕ法对只有局部

阴影的情况处理效果最好；Ｓａｕｖｏｌａ法对没

有阴影的情况处理效果最好；文中方法＋Ｏｔ

ｓｕ法在４种情况下的Ｍｅ值均最小，说明文中方法处理的结果最接近光照均匀情况下的二值化效果，与

观察结果一致．

对上述４种情况首先直接使用文献［３］的方法进行纬斜角度的测量；然后，使用文中方法代替文献

表２　使用文中方法前、后的检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编号 θＷ／（°） θ１／（°） θ２／（°）

１ ０．６０ １．１５ ０．７６

２ ０．６０ １．１４ ０．７６

３ ０．６０ １．５３ ０．７６

４ ０．６０ １．１５ ０．７６

平均值 ０．６０ １．２４ ０．７６

方差 ０ ０．１１ ０

平均误差 ０ ０．６４ ０．１６

［３］中的二值化方法再次进行测量．使用文中方法前、后

的检测结果对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θＷ 为纬斜角度；θ１

为仅使用文献［３］方法二值化后的纬斜角度；θ２ 为先采

用文中方法进行校正，再使用文献［３］方法二值化后的纬

斜角度．

由表２可知：对于４幅角度一致但是光照不均匀类

型不同的图片，未使用文中方法时，测得的平均误差较

大，方差较大；使用文中方法后，测得的平均误差较小，方

差较小．说明未使用文中方法时，在光照不均匀的情况

下，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精度，且对于不同光照条件，检

测结果波动较大；而文中方法能够降低光照不均匀条件下的检测误差，且对于不同的光照不均匀类型也

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将２００张图像进行处理后，得到８００张光照不均匀的样本图像，首先，使用像素搜索的方法进行纬

斜角度检测；然后，使用文中方法代替文献［３］中的二值化方法再次进行检测，观察使用文中方法前、后

检测误差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样本数为８００，误差提高和误差不变的数目为０，误差降低的数目为

８００．由此可知，文中方法能够降低不同光照不均匀织物的检测误差．

４　结束语

通过分析光照不均匀情况下的织物在垂直于标准纬线方向上的变化规律，提出一种光照不均匀校

２９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正方法．对４种常见的光照不均匀类型进行分析，通过实验证明文中方法能够减小光照不均匀带来的影

响，降低光照不均匀情况下的检测误差，并且对这些光照不均匀类型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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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设犳（狕）是单位圆盘犇内的亚纯函数，若函数族犉＝｛犳σ｜σ∈Ａｕｔ（犇）｝在 Ｍｏｎｔｅｌ意义下是正规族，

则犳（狕）是正规的，其中，Ａｕｔ（犇）表示单位圆盘犇的共形自同构．Ｓｈｅｉｌ?Ｓｍａｌｌ
［１］给出了亚纯函数犳（狕）是

正规的当且仅当ｓｕｐ
狕∈犇

（１－｜狕｜
２）｜犳′

（狕）｜
１＋｜犳（狕）｜

２＜＋∞．

Ｌａｐｐａｎ
［２］给出了对于实值调和函数犳（狕），若ｓｕｐ

狕∈犇

（１－｜狕｜
２）｜犳

（狕）｜
１＋｜犳（狕）｜

２＜＋∞，则犳（狕）是正规的，

其中，犳（狕）表示犳（狕）的梯度向量．Ａｒｂｅｌáｅｚ等
［３］研究了复值调和映照的正规性．本文将利用调和映照

的正规性刻画珔α?调和映照的正规性．

若犳（狕）是犇内二阶连续可微函数，且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Δ犳（狕）＝４犳狕珔狕＝０，则称它是调和映照．它在

犇内可以表达成犳（狕）＝犺（狕）＋犵（狕），其中，犺（狕），犵（狕）在犇 内解析．称ω犳＝
犵′（狕）

犺′（狕）
为犳（狕）的第二复特

征，记‖ω‖∞＝ｓｕｐ
狕∈犇
｜ω犳｜．

在扩充复平面犆^上，称

Χ（狕，狑）＝狘狕－狑狘／ １＋狘狕狘槡
２ １＋狘狑狘槡

２，　　狕，狑∈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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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为两点狕和狑 的弦距离，并规定Χ（狕，∞）＝
１

１＋｜狕｜槡
２
．

设狆狕，狆狑 是黎曼球面上的两点，在垂直投射下分别对应狕，狑，简单计算发现Χ（狕，狑）＝｜狆狕－狆狑｜．

记σ（狕，狑）为狕，狑两点之间的球面距离．设Γ为犆上任意连接两点狕，狑的可求长曲线，Γ的球面长度为

犔（Γ）＝∫Γ
狘ｄξ狘
１＋狘ξ狘

２．则有Χ（狕，狑）≤σ（狕，狑）≤犔（Γ）．记ρ（狕，狑）为狕，狑两点之间的双曲距离．令γ表

示连接两点狕，狑的双曲测地线，则δ（狕，狑）＝∫γ
狘ｄξ狘
１－狘ξ狘

２．

定义１　设犳：犇→犆是一个调和映照，若ｓｕｐ
狕≠狑

［Χ（犳（狕），犳（狑））／δ（狕，狑）］＜＋∞，则称犳是正规调和

映照．

Ａｒｂｅｌａｅｚ等
［３］给出正规调和映照的一个判别定理．

定理犃
［３］
　设犳（狕）＝犺（狕）＋犵（狕）在单位圆盘犇内是一个调和映照，则犳（狕）是正规的当且仅当

‖犳‖狀：＝ｓｕｐ
狕∈犇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狘＋狘犵′（狕）狘
１＋狘犳（狕）狘

２ ＜＋∞．

　　设ρ是区域Ω 上的连续可微函数，称犔ρ＝狑ρ狑 为加权的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其中，狑＝
１

２


狓
－ｉ


（ ）狔 ，

狑＝
１

２


狓
＋ｉ


（ ）狔 ．若ρ＝（１－｜狑｜
２）－α，则称犔ρ＝犔（１－｜狑｜２）－α为标准加权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其中α＞－１，简

记为犔α．特别地，若α＝０，则犔α＝

２

４
，

２ 为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若一个函数狌∈犆
２（犇）满足犔α狌＝０，则称它为

珔α调和映照．关于这类映照近期的相关研究可参考文献［４，７９］．其中Ｃｈｅｎ等
［４］给出了珔α?调和映照的表

示定理［４８］．

定理犅
［９］
　设狌（狕）是单位圆盘犇内的珔α?调和映照，它的边界函数为犳（ｅ

犻狋）＝∑
∞

狀＝０

犪狀ｅ
犻狋狀
＋∑

∞

狀＝１

犫狀ｅ
－犻狋狀．

若犳（狕）＝犺（狕）＋犵（狕），犺（狕）＝∑
∞

狀＝０

犪狀狕
狀，犵（狕）＝∑

∞

狀＝１

犫狀狕
狀，则当α为正整数时 ，狌（狕）的表达式为

狌（狕）＝犺（狕）＋犵（狕）＋∑
α

犽＝１

（１－狘狕狘
２）犽犐犽．

其中，犐犽 的递推公式为

犐犽 ＝ （犽－１）犐犽－１＋狕犐′犽－［ ］１ ／犽，　　犐０ ＝犵（狕）．

　　为了方便，对于犇内以犳（狕）＝犺（狕）＋犵（狕）为边界函数的珔α?调和映照狌（狕），记为犳狌
α
（狕）．特别地，当

α＝１时，犳狌
１
（狕）＝犳（狕）＋（１－｜狕｜

２）狕犵′（狕）．

定义２　设犳狌
α
：犇→犆是一个珔α?调和映照，若ｓｕｐ

狕≠狑
Χ（犳狌

α
（狕），犳狌

α
（狑））／δ（狕，狑［ ］）＜＋∞，则称犳狌

α
（狕）

是正规珔α?调和映照．

称犅α＝｛犵（狕）｜犵（狕）在犇 内全纯，ｓｕｐ
狕∈犇

（１－｜狕｜
２）α｜犵′（狕）｜＜＋∞｝为Ｂｌｏｃｈ型空间，０＜α＜＋∞．

Ｍａｃｃｌｕｅｒ等
［１０］证明了犵（狕）∈犅α 当且仅当犵′（狕）∈犅α

＋１．

设狕１，狕２ 是区域Ω内的任意两点，记犾（γ）为连接狕１，狕２ 的任意可求长曲线的长度．若存在常数１≤

犕＜＋∞，使得犾（γ）≤犕｜狕１－狕２｜，则称Ω为犕?线性连结区域
［１１］．

２　主要结论与证明

研究珔α?调和映照的正规性问题．首先利用梯度给出珔α?调和映照的正规性判别条件，借助珔α?调和映照

的表达方法，利用归纳法证明结合Ｂｌｏｃｈ函数的性质证明了一类珔α?调和映照的正规性；利用预Ｓｃｈｗａｒｚ

导数的性质结合线性连结区域的几何特征给出珔α?调和映照的另一个正规性判别充分条件．

定理１　设犳（狕）＝犺（狕）＋犵（狕）是犇内的调和映照，若

‖犳狌
α
‖狀：＝ｓｕｐ

狕∈犇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α
（狕））狕狘＋狘（犳狌

α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α
（狕）狘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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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犳狌
α
（狕）是正规的．

证明：假设‖犳狌
α
‖狀＜＋∞，狕，狑∈犇，γ：［０，１］→犇是连结狕，狑的双曲测地线，则有

Χ（犳狌
α
（狕），犳狌

α
（狑））≤ ‖犳狌α‖狀∫

１

０

狘γ′（狋）狘
１－狘γ（狋）狘

２ｄ狋＝ ‖犳狌α‖狀δ（狕，狑）．

所以有
Χ（犳狌

α
（狕），犳狌

α
（狑））

δ（狕，狑）
≤‖犳狌

α
‖狀＜＋∞，故犳狌

α
（狕）是正规的．

引理１　设犃（狓）＝
１＋狓２

１＋（狓－犪）２
，其中狓≥０，犪≥０，则犃（狓）有上界．

证明：１）当犪＝０时，犃（狓）＝１，有上界；２）当犪＞０时，对 犃（狓）求导有 犃′（狓）＝２犪×

１－狓２＋犪狓
（１＋（狓－犪）２）２

．

令犃′（狓）＝０，有狓＝
犪＋ 犪２槡 ＋４

２
．又由犃′（０）＝

２犪
（犪２＋１）２

＞０，所以犃（狓）在 ０，
犪＋ 犪２槡 ＋４（ ）２

单调递

增，在 犪＋ 犪２槡 ＋４

２
，＋∞（ ）单调递减，从而有
ｍａｘ
狓≥０
犃（狓）＝犃 犪＋ 犪２＋槡 ４（ ）２

＝１＋
２

４／犪２＋槡 １－１
＜＋∞．

因此，犃（狓）在［０，＋∞）内有上界．

命题１　设犳（狕）＝犺（狕）＋犵（狕）是犇内的调和映照．若犳（狕）是正规的，且有犵（狕）∈犅
１，则犳狌

１
（狕）是

正规的．

证明：假设犳（狕）是正规的．由定理Ａ得

‖犳‖狀：＝ｓｕｐ
狕∈犇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狘＋狘犵′（狕）狘
１＋狘犳（狕）狘

２ ＜＋∞．

又由定理Ｂ得

犳狌
１
（狕）＝犳（狕）＋（１－狘狕狘

２）狕犵′（狕）．

　　犳狌
１
（狕）分别对狕和珔狕求偏导，有

（犳狌
１
（狕））狕 ＝犺′（狕）－狕

２
犵′（狕），　　（犳狌

１
（狕））珔狕 ＝ （１－狘狕狘

２）２犵′（狕）＋狕犵″（狕）．

从而有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１
（狕））狕狘＋狘（犳狌

１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狕
２
犵′（狕）狘＋狘（１－狘狕狘

２）２犵′（狕）＋狕犵″（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狘＋狘犵′（狕）狘＋（１－狘狕狘
２）（狘犵′（狕）狘＋狘犵′′（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狘＋狘犵′（狕）狘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１－狘狕狘
２）２
（狘犵′（狕）狘＋狘犵′′（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犳‖狀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１－狘狕狘
２）２（狘犵′（狕）狘＋狘犵″（狕）狘）．

因为犵（狕）∈犅
１，所以有

犅１：＝ｓｕｐ
狕∈犇

（１－狘狕狘
２）狘狕犵′（狕）狘≤ｓｕｐ

狕∈犇

（１－狘狕狘
２）狘犵′（狕）狘＜＋∞．

　　又由文献［５］可得ｓｕｐ
狕∈犇

（１－｜狕｜
２）２｜犵″（狕）｜＜＋∞．所以有（１－｜狕｜

２）２（｜犵′（狕）｜＋｜犵″（狕）｜）＜＋∞．又

因为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狕）狘－（１－狘狕狘
２）狘狕犵′（狕）狘）

２
，

所以有如下两种情况．

１）当｜犳（狕）｜＜犅１ 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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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狕）狘－（１－狘狕狘
２）狘狕犵′（狕）狘）

２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犅

２
１．

　　２）当｜犳（狕）｜≥犅１ 时，由引理１可得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狕）狘－犅１）
２ ＜＋∞．

所以有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１
（狕））狕狘＋狘（犳狌

１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故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

由犵（狕）∈犅
１ 当且仅当犵′（狕）∈犅

２，利用递推知犵
（α）（狕）∈犅α

＋１．从而由命题１可得到如下定理．

定理２　设犳（狕）＝犺（狕）＋犵（狕）是犇内的调和映照．若犳（狕）是正规的，且犵（狕）∈犅
１，则对任意正整

数α，犳狌
α
（狕）是正规的．

证明：当α＝１时，命题１已证．

下面给出当α＞１时的证明．犳狌
α
（狕）分别对狕和珔狕求偏导，有

（犳狌
α
（狕））狕 ＝犺′（狕）－∑

α

犽＝１

犽（１－狘狕狘
２）犽－１狕犐犽，

（犳狌
α
（狕））珔狕 ＝犵′（狕）－∑

α

犽＝１

犽（１－狘狕狘
２）犽－１狕犐犽＋∑

α

犽＝１

（１－狘狕狘
２）犽犐′犽．

所以有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α
（狕））狕狘＋狘（犳狌

α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α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狘＋狘犵′（狕）狘＋犅＋犆
１＋狘犳狌

α
（狕）狘

２ ．

其中：犅＝２∑
α

犽＝１

犽（１－狘狕狘
２）犽－１狘狕犐犽狘；犆＝∑

α

犽＝１

（１－狘狕狘
２）犽狘犐′犽狘．

下面证明（１－｜狕｜
２）犽｜犐犽｜和（１－｜狕｜

２）犽＋１｜犐′犽｜是有界的．

当狀＝１时，由于有犵（狕）∈犅
１，所以有

（１－狘狕狘
２）狘犐１狘＝（１－狘狕狘

２）狘狕犵′（狕）狘＜＋∞，

（１－狘狕狘
２）２狘犐′１狘＝（１－狘狕狘

２）２狘犵′（狕）＋狕犵″（狕）狘＜＋∞．

结论成立．

假设当狀＝犽时，存在一个常数犕犽，使得（１－｜狕｜
２）犽｜犐犽｜≤犕犽；由文献［４］知道必存在一个常数犖犽，

使得（１－｜狕｜
２）犽＋１｜犐′犽｜≤犖犽．那么，当狀＝犽＋１时，由犐犽＋１＝

犽犐犽＋狕犐′犽
犽＋１

，可得

（１－狘狕狘
２）犽＋１狘犐犽＋１狘≤ （１－狘狕狘

２）犽＋１犽狘犐犽狘＋狘狕犐′犽狘
犽＋１

≤
犽犕犽＋犖犽
犽＋１

：＝犕犽＋１ ＜＋∞，

从而存在常数犖犽＋１，使得

（１－狘狕狘
２）犽＋２狘犐′犽＋１狘≤犖犽＋１ ＜＋∞．

　　因此，由数学归纳法得（１－｜狕｜
２）犽｜犐犽｜和（１－｜狕｜

２）犽＋１｜犐′犽｜是有界的．所以对于给定正整数α，存在

常数犕，使得

２∑
α

犽＝１

犽（１－狘狕狘
２）犽狘狕犐犽狘＋∑

α

犽＝１

（１－狘狕狘
２）犽＋１狘犐′犽狘≤犕，

故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α
（狕））狕狘＋狘（犳狌

α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α
（狕）狘

２ ≤ ‖犳‖狀
１＋狘犳（狕）狘

２

１＋狘犳狌
α
（狕）狘

２＋犕．

　　由命题１可知
１＋｜犳（狕）｜

２

１＋｜犳狌
α
（狕）｜

２
有上界，故犳狌

α
（狕）是正规的．

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例１　设犳（狕）＝犺（狕）＋犵（狕）＝狕＋
狕２

３
，狕∈犇，则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

证明：简单计算可知犳（狕）是正规的，且犵（狕）∈犅
１．又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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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１
（狕））狕狘＋狘（犳狌

１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

１

３
狘３－２狕

３
狘＋２（１－狘狕狘

２）狘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３．

所以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

但是当犳（狕）和犳狌
１
（狕）是都是正规的时，犵（狕）不一定属于犅

１．下面给出反例．

例２　设犳（狕）＝犺（狕）＋犵（狕）＝１＋
１

１－珔狕
，狕∈犇，则犳（狕）是正规的，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但犵（狕）犅

１．

证明：因为有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狘＋狘犵′（狕）狘
１＋狘犳（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

狘２－狕狘
２
＋狘１－狕狘

２ ≤１，

所以犳（狕）是正规的．

犳狌
１
（狕）＝１＋

１

１－珔狕
＋（１－｜狕｜

２） 狕
（１－狕）２

分别对狕和珔狕求偏导，则有

（犳狌
１
（狕））狕 ＝－

狕
１－（ ）狕

２

，　　（犳狌
１
（狕））珔狕 ＝２（１－狘狕狘

２） １
（１－狕）

３．

所以有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１
（狕））狕狘＋狘（犳狌

１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

狕
１－狕

２

＋２（１－狘狕狘
２） １
（１－狕）

３

１＋ １＋
１

１－珔狕
＋（１－狘狕狘

２） 狕
（１－狕）

２

２
≤

５（１－狘狕狘
２）

狘１－狕狘
２
＋ ２－

１－珔狕
１－狕

狕（ ）２
２ ≤

５（１－狘狕狘
２）

（２－狘狕狘
２）２ ≤

５．

故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

当狕取实数并趋于１时有

ｌｉｍ
狕→１

（１－狘狕狘
２）狘犵′（狕）狘＝ｌｉｍ

狕→１

（１－狘狕狘
２） １

１－狕

２

→＋∞．

所以犵（狕）犅
１．

反例２说明犵（狕）∈犅
１ 不是必要的．

下面利用线性连结的几何特征和预Ｓｃｈｗａｒｚ导数条件来给出珔α调和映照的正规性判别条件．

定理３　设犳（狕）＝犺（狕）＋犵（狕）是犇内的一个调和映照，犺（狕）是犕 线性连结区域且单叶，犵（狕）单叶

解析．若‖ω‖∞＜
１

５犕
，则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

证明：因为犺（狕）是 犕 线性连结区域且单叶，且‖ω‖∞ ＜
１

５犕
，则由命题３

［３］可知 犺（狕）

犵（狕）
≥

１

犕‖ω‖∞

＞５，且‖犳‖狀：＝ｓｕｐ
狕∈犇

（１－｜狕｜
２）｜犺′

（狕）｜＋｜犵′（狕）｜
１＋｜犳（狕）｜

２ ＝犽＜＋∞．

设（狕）＝
犪＋狕
１＋珔犪狕

∈Ａｕｔ（犇），犪∈犇．令犌（狕）＝
犵
犪＋狕
１＋珔（ ）犪狕

－犵（犪）

（１－｜犪｜
２）｜犵′（犪）｜

．因为犵（狕）单叶解析，所以犌（狕）

单叶解析，且犌（０）＝犌′（０）－１＝０．因为有

犌″（０）

２
＝

（１－狘犪狘
２）犵″（犪）－２犵′（犪）珔犪
２狘犵′（犪）狘

≤２，

所以有（１－｜犪｜
２）犵″

（犪）

犵′（犪）
≤６．又因为犪∈犇是任意的，所以有（１－｜狕｜

２）犵″
（狕）

犵′（狕）
≤６．

由犵（狕）单叶解析，有

狕犵′（狕）

犵（狕）
≤
１＋狘狕狘
１－狘狕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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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

（１－狘狕狘
２）狕犵′

（狕）

犵（狕）
≤ （１－狘狕狘

２）１＋狘狕狘
１－狘狕狘

≤４．

　　犳狌
１
（狕）分别对狕和珔狕求偏导，有

（犳狌
１
（狕））狕 ＝犺′（狕）－狕

２
犵′（狕），

（犳狌
１
（狕））珔狕 ＝ （１－狘狕狘

２）２犵′（狕）＋狕犵″（狕）（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１
（狕））狕狘＋狘（犳狌

１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１－狘狕狘
２）狘犺′

（狕）－狕
２
犵′（狕）狘＋狘（１－狘狕狘

２）２犵′（狕）＋狕犵′′（狕）狘
１＋狘犳狌

１
（狕）狘

２ ≤

７ （犽１＋ 狘犳（狕）狘
２

狘犳（狕）＋（１－狘狕狘
２）狕犵′（狕）狘

）
２
≤７犽１ （＋

犺（狕）

犵（狕）
＋１

犺（狕）

犵（狕）
－
）
５

熿

燀

燄

燅

２

．

　　令ρ（狓）＝
狓＋１
狓－５

，狓∈（犪，＋∞），犪＞５，则ｍａｘ
狓＞犪
ρ（狓）＝

犪＋１
犪－５

，所以有

（１－狘狕狘
２）
狘（犳狌

α
（狕））狕狘＋狘（犳狌

α
（狕））珔狕狘

１＋狘犳狌
α
（狕）狘

２ ≤７犽１＋
１＋犕‖ω‖∞

１－５犕‖ω‖∞
（ ）

２

＜＋∞（ ．

因此，犳狌
１
（狕）是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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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椭圆界面问题的高阶差分格式

吴龙渊，翟术英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构造混合边界条件下椭圆界面问题的一个高阶数值格式．在求解区域内部及界面处采用四阶逼近，边

界处采用三阶数值格式，得到一个整体四阶精度的求解格式．数值实验证明了格式的高精度及有效性．

关键词：　椭圆界面问题；混合边界；四阶Ｐａｄé逼近；高阶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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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椭圆界面问题是一类在流体动力学、分子生物学［１］、电磁学和材料科学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考虑如

下椭圆界面问题，即

犽１Δ狌＝犳１，　　狓∈ ［０，犱
－］，

犽２Δ狌＝犳２，　　狓∈ ［犱
＋，１］，

狌（犱＋，狔）－狌（犱
－，狔）＝犪（狔），

犽２狌狓（犱
＋，狔）－犽１狌狓（犱

－，狔）＝犫（狔）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狓，狔）∈［０，１］
２，界面区域Γ＝｛（狓，狔）｜狓＝犱，狔∈［０，１］｝，边界条件为

狌（０，狔）

狓
＝
狌（１，狔）

狓
＝０，　　０≤狔≤１，

狌（狓，０）＝狌（狓，１）＝０，　　　０≤狓≤１

烍

烌

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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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问题（１）的解在界面区域Γ上是不光滑的，甚至是不连续的．传统的数值方法已经不适用于

椭圆界面问题．问题（１）的数值工作除了佩斯金的浸入边界法
［２６］之外，还有很多学者进行相关研

究［７１１］．此外，有限元在椭圆界面问题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１２１４］．然而，以上方法都为二阶精度．本文利

用差分法构建椭圆界面问题的一个高级数值格式．在求解区域内部及界面处采用四阶逼近，在边界处应

用三阶数值格式，最终得到一个具有四阶精度的数值格式［１５］．

２　基本引理

首先给出两个引理．

引理１　假设犵（狓）∈犆
６［０，犔］，将区间［０，犔］犕 等分得到一组点狓犻，犻＝０，１，２，…，犕，则有

５

１２
犵狓狓（狓０）＋

１

１２
犵狓狓（狓１）＝

１

犺２
［犵（狓１）－犵（狓０）－犺犵狓（狓０）］－

１

１２
犺犵狓狓狓（狓０）＋犗（犺

３）， （３）

１

１２
犵狓狓（狓犕－１）＋

５

１２
犵狓狓（狓犕）＝

１

犺２
［犵狓（狓犕－１）－犵（狓犕）＋犺犵狓（狓犕）］＋

１

１２
犺犵狓狓狓（狓犕）＋犗（犺

３）． （４）

　　引理２
［１５］
　假设犵（狓）∈犆

６［０，犔］，将区间［０，犔］犕 等分得到一组点狓犻，犻＝０，１，２，…，犕．则对任意

的１≤犐≤犕－１，有

－
１

３
犵狓狓（狓犿－１）＋

８

３
犵狓狓（狓犿）＋

３５

３
犵狓狓（狓犐－）＝

１

犺２
［３２犵（狓犿）－犵（狓犿－１）－

３１犵（狓犐－）＋３０犺犵狓（狓犐－）］＋２犺犵狓狓狓（狓犐－）＋犗（犺
４）， （５）

３５

３
犵狓狓（狓犐＋）＋

８

３
犵狓狓（狓犿＋１）－

１

３
犵狓狓（狓犿＋２）＝

１

犺２
［３２犵（狓犿＋１）－犵（狓犿＋２）－

３１犵（狓犐＋）－３０犺犵狓（狓犐＋）］－２犺犵狓狓狓（狓犐＋）＋犗（犺
４）． （６）

３　数值离散

令狓方向取空间节点数犕，步长犺狓＝１／犕，则狓方向空间节点为狓犻＝犻犺狓，犻＝０，１，…犿，犐，犿＋１，…，

犕．其中，犱＝犐犺狓；狔方向空间节点数为犖，步长犺狔＝１／犖，则狔方向空间节点为狔犼＝犼犺狔，犼＝０，１，…，犖．

记狌犼犻＝狌（狓犻，狔犼），并定义两个二阶中心差分算子，即

δ
２
狓狌

犼
犻 ＝
狌犼犻－１－２狌

犼
犻＋狌

犼
犻＋１

犺２狓
，　　δ

２
狔狌

犼
犻 ＝
狌犼－１犻 －２狌犼

－１
犻 ＋狌犼

＋１
犻

犺２狔
． （７）

　　由此得到相应四阶Ｐａｄé逼近
［１６１７］，即


２狌（狓犻，狔犼）

狔
２ ＝

δ
２
狔狌（狓犻，狔犼）

１＋
犺２狔
１２

ｄ２

ｄ狔
２

＋犗（犺
４
狔），　　


２狌（狓犻，狔犼）

狓
２ ＝

δ
２
狓狌（狓犻，狔犼）

１＋
犺２狓
１２

ｄ２

ｄ狓２

＋犗（犺
４
狓）． （８）

　　为方便表达，记犔狓＝１＋
犺２狓
１２

ｄ２

ｄ狓２
，犔狔＝１＋

犺２狔
１２

ｄ２

ｄ狔
２．下面具体离散问题（１）．

当犻＝１时，由引理１可知

５

１２

２狌

狓
２
（狓０，狔犼）＋

１

１２

２狌

狓
２
（狓１，狔犼）＝

１

犺２狓
［狌（狓１，狔犼）－狌（狓０，狔犼）－

犺狓狌狓（狓０，狔犼）］－
犺狓
１２

３狌

狓
３
（狓０，狔犼）＋犗（犺

３
狓）． （９）

　　由问题（１）的第１式有

２狌

狓
２＝
１

犽１
犳１－


２狌

狔
２
，将其代入式（９）中，有

－
１

犺２狓
＋
５

１２

２

狔（ ）２ 狌（狓０，狔犼）＋ １

犺２狓
＋
１

１２

２

狔（ ）２ 狌（狓１，狔犼）＝ ５

１２犽１
犳１（狓０，狔犼）＋

１

１２犽１
犳１（狓１，狔犼）＋

犺狓
１２犽１

犳１，狓（狓０，狔犼）－ －
１

犺狓
＋
犺狓
１２

２

狔（ ）２ 狌狓（狓０，狔犼）＋犗（犺３狓）． （１０）

　　两边同乘以犔狔，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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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犔狔
犺２狓
＋
５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０，狔犼）＋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１，狔犼）＝５犔狔１２犽１

犳１（狓０，狔犼）＋

犔狔
１２犽１

犳１（狓１，狔犼）＋
犺狓犔狔
１２犽１

犳１，狓（狓０，狔犼）
犔狔
犺狓
＋
犺狓
１２
δ
２
狔狌狓（狓０，狔犼）＋犗（犺

３
狓）． （１１）

　　用数值解代替真解，省略误差项，可得

－
犔狔
犺２狓
＋
５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０＋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１ ＝５犔狔１２犽１

犳
犼
１，０＋

犔狔
１２犽１

犳
犼
１，１＋

犺狓犔狔
１２犽１

（犳１，狓）犼０－ －
犔狔
犺狓
＋
犺狓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犼０． （１２）

　　当１＜犻＜犐
－时，对问题（１）的第１式两边同时乘以犔狓犔狔，可得

犽１（犔狓δ
２
狔＋犔狔δ

２
狓）狌犼犻 ＝犔狓犔狔犳１． （１３）

　　特别的，当犻＝犿时，根据式（１３）可得

１

１２
δ
２
狔＋
１

犺２狓
犔（ ）狔 狌犼犿－１＋ ５

６
δ
２
狔－
２

犺２狓
犔（ ）狔 狌犼犿 ＋ １

１２
δ
２
狔＋
１

犺２狓
犔（ ）狔 狌犼犐－ ＝ １犽１犔狓犔狔犳犼１，犿． （１４）

　　当犻＝犐
－时，根据引理２有

１

犺２狓
（狌犼犿－１－３２狌

犼
犿 ＋３１狌

犼
犐
－ －３０犺狓（狌狓）犼犐－）＝－

１

３
３５

２狌

狓
２
（狓犐－，狔犼）［ ＋

８

２狌

狓
２
（狓犿，狔犼）－


２狌

狓
２
（狓犿－１，狔犼 ］）＋２犺狓

３狌

狓
３
（狓犐－，狔犼）＋犗（犺

４
狓）． （１５）

　　由问题（１）的第１式有

２狌

狓
２＝
１

犽１
犳１－


２狌

狔
２
，将其代入式（１５）中，可得

１

犺２狓
（狌犼犿－１－３２狌

犼
犿 ＋３１狌

犼
犐
－ －３０犺狓（狌狓）犼犐－）＝－

１

３犽１
［３５犳犼１，犐－ ＋８犳犼１，犿 －犳犼１，犿－１］＋２

犺狓
犽１
（犳１，狓）犼犐－ ＋

１

３
３５

２狌

狔
２
（狓犐－，狔犼）＋８


２狌

狔
２
（狓犿，狔犼）－


２狌

狔
２
（狓犿－１，狔犼［ ］）－２犺狓

２狌狓

狔
２
（狓犐－，狔犼）＋犗（犺

４
狓）． （１６）

　　令犮１＝－
１

３犽１
［３５犳犼１，犐－ ＋８犳犼１，犿－犳犼１，犿－１］＋２

犺狓
犽１
（犳１，狓）犼犐－，对式（１６）两边同时乘以犽１犔狔，可得

犽１犔狔
犺２狓
（狌犼犿－１－３２狌

犼
犿 ＋３１狌

犼
犐
－ －３０犺狓（狌狓）犼犐－）＝

犽１
３
［３５δ

２
狔狌

犼
犐
－ ＋

８δ
２
狔狌

犼
犿 －δ

２
狔狌

犼
犿－１］－２犽１犺狓δ

２
狔（狌狓）

犼
犐
－ ＋犽１犔狔犮１＋犗（犺

４
狓＋犺

４
狔）． （１７）

　　经整理可得

犽１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犽１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 ＋犽１ ３１犔狔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狌犼犐－ ＝

犽１犔狔犮１＋犽１犺狓 ３０
犔狔
犺２狓
－２δ

２（ ）狔 （狌狓）犼犐－ ＋犗（犺４狓＋犺４狔）． （１８）

　　当犻＝犐
＋时，利用引理２有

１

犺２狓
（狌犼犿＋２－３２狌

犼
犿＋１＋３１狌

犼
犐
－ ＋３０犺狓（狌狓）犼犐＋）＝－

１

３
３５

２狌

狓
２
（狓犐＋，狔犼）［ ＋

８

２狌

狓
２
（狓犿＋１，狔犼）－


２狌

狓
２
（狓犿＋２，狔犼 ］）－２犺狓

３狌

狓
３
（狓犐＋，狔犼）＋犗（犺

４
狓）． （１９）

　　由问题（１）的第２式有

２狌

狓
２＝
１

犽２
犳２－


２狌

狔
２
，将其代入式（１９）中，可得

１

犺２狓
（狌犼犿＋２－３２狌

犼
犿＋１＋３１狌

犼
犐
＋ ＋３０犺狓（狌狓）犼犐＋）＝－

１

３犽２
［３５犳犼２，犐＋ ＋８犳犼２，犿＋１－犳

犼
１，犿＋２］－

２
犺狓
犽２
（犳２，狓）犼犐＋ ＋

１

３
３５

２狌

狔
２
（狓犐＋，狔犼）＋８


２狌

狔
２
（狓犿＋１，狔犼）－


２狌

狔
２
（狓犿＋２，狔犼［ ］）＋

２犺狓

２狌狓

狔
２
（狓犐＋，狔犼）＋犗（犺

４
狓）．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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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犮２＝－
１

３犽２
［３５犳犼２，犐＋ ＋８犳犼２，犿＋１－犳犼２，犿＋２］＋２

犺狓
犽１
（犳２，狓）犼犐＋，对方程两边同时乘以犽２犔狔，可得

犽２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２－犽２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犽２ ３１犔狔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狌犼犐＋ ＝

犽２犔狔犮２＋犽２犺狓 －３０
犔狔
犺２狓
＋２δ

２（ ）狔 （狌狓）犼犐＋ ＋犗（犺４狓＋犺４狔）． （２１）

　　通过将式（２１）和式（１８）相加，可得

犽２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２－犽２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 ３１

犔狔
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犽２狌犼犐＋ ＋犽１狌犼犐－）＋

犽１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犽１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 ＝犽１犔狔犮１＋犽２犔狔犮２＋

犺狓 －３０
犔狔
犺２狓
＋２犺狓δ

２（ ）狔 （犽２（狌狓）犼犐＋ －犽１（狌狓）犼犐－）＋犗（犺４狓＋犺４狔）． （２２）

　　由问题（１）的第３式可知狌（犱
＋，狔）＝狌（犱

－，狔）＋犪（狔），将其和问题（１）的第４式代入式（２２）中，可得

犽２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２－犽２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 ３１

犔狔
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犽２＋犽１）狌犼犐－ ＋

犽１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犽１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 ＝犽１犔狔犮１＋犽２犔狔犮２＋

－３０
犔狔
犺２狓
＋２δ

２（ ）狔 犺狓犫犼－犽２ ３１犔狔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犪犼＋犗（犺４狓＋犺４狔）． （２３）

　　令犮３＝犽１犔狔犮１＋犽２犔狔犮２＋ －３０
犔狔
犺２狓
＋２δ

２（ ）狔 犺狓犫犼－犽２ ３１犔狔犺２狓－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犪犼，省略误差项，可得

犽２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２－犽２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 ３１

犔狔
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犽２＋犽１）狌犼犐－ ＋

犽１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犽１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 ＝犮３． （２４）

　　当犐
－
＜犻＜犕 时，对问题（１）的第２式两边同时乘以犔狓犔狔，则有

犽２（犔狓δ
２
狔＋犔狔δ

２
狓）狌犼犻 ＝犔狓犔狔犳

犼
２，犻． （２５）

　　当犻＝犕 时，由引理１可知

１

１２

２狌

狓
２
（狓犕－１，狔犼）＋

５

１２

２狌

狓
２
（狓犕，狔犼）＝

１

犺２狓
狌（狓犕－１，狔犼）［ －

狌（狓犕，狔犼）＋犺狓狌狓（狓犕，狔犼 ］）＋
犺狓
１２

３狌

狓
３
（狓犕，狔犼）＋犗（犺

３
狓）． （２６）

　　由问题（１）的第２式有

２狌

狓
２＝
１

犽２
犳２－


２狌

狔
２
，将其代入式（２６）中，有

１

犺２狓
＋
１

１２

２

狔（ ）２ 狌（狓犕－１，狔犼）＋ －
１

犺２狓
＋
５

１２

２

狔（ ）２ 狌（狓犕，狔犼）＋ １

犺狓
－
犺狓
１２

２

狔（ ）２ 狌狓（狓犕，狔犼）＝
１

１２犽２
犳２（狓犕－１，狔犼）＋

５

１２犽２
犳２（狓犕，狔犼）－

犺狓
１２犽２

犳２，狓（狓犕，狔犼）＋犗（犺
３
狓）． （２７）

　　两边同乘以犔狔，则有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犕－１，狔犼）＋ －

犔狔
犺２狓
＋
５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犕，狔犼）＝ 犔狔

１２犽２
犳２（狓犕－１，狔犼）＋

５犔狔
１２犽２

犳２（狓犕，狔犼）－
犺狓犔狔
１２犽２

犳２，狓（狓犕，狔犼）－
犔狔
犺狓
－
犺狓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狓犕，狔犼）＋犗（犺３狓）． （２８）

　　用数值解代替精确解并省略误差项，可得到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犕－１＋ －

犔狔
犺２狓
＋
５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犕 ＝ 犔狔

１２犽２
犳
犼
２，犕－１＋

５犔狔
１２犽２

犳
犼
２，犕 －

犺狓犔狔
１２犽２

（犳２，狓）犼犕 －
犔狔
犺狓
－
犺狓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犼犕 ＋犗（犺３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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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得到的格式

－
犔狔
犺２狓
＋
５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０＋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１ ＝５犔狔１２犽１

犳
犼
１，０＋

犔狔
１２犽１

犳
犼
１，１＋

犺狓犔狔
１２犽１

（犳１，狓）犼０＋
犔狔
犺狓
－
犺狓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犼０，　　犻＝１，

犽１（犔狓δ
２
狔＋犔狔δ

２
狓）狌犼犻 ＝犔狓犔狔犳１，　　１＜犻≤犿，

犽２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２－犽２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 ３１

犔狔
犺２狓
－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犽２＋犽１）狌犼犐－ ＋

犽１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１－犽１ ３２犔狔犺２狓 ＋

８

３
δ
２（ ）狔 狌犼犿 ＝犮３，　　犻＝犐－，

狌犼犐＋ ＝狌
犼
犐
－ ＋犪犼，　　犻＝犐＋，

犽２（犔狓δ
２
狔＋犔狔δ

２
狓）狌犼犻 ＝犔狓犔狔犳２，　　犿＋１≤犻＜犕，

犔狔
犺２狓
＋
１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犕－１＋ －

犔狔
犺２狓
＋
５

１２
δ
２（ ）狔 狌犼犕 ＝ 犔狔

１２犽２
犳
犼
２，犕－１＋

５犔狔
１２犽２

犳
犼
２，犕 －

犺狓犔狔
１２犽２

（犳２，狓）犼犕 －
犔狔
犺狓
－
犺狓
１２
δ
２（ ）狔 （狌狓）犼犕，　　犻＝犕

烍

烌

烎
．

（３０）

式（３０）中：犮３＝犽１犔狔犮１＋犽２犔狔犮２＋ －３０
犔狔
犺２狓
＋２δ

２（ ）狔 犺狓犫犼－犽２ ３１犔狔犺２狓－
３５

３
δ
２（ ）狔 犪犼．

４　数值算例

给出两个数值算例验证格式的有效性．标记真解为狌^犼犻＝狌（狓犻，狔犼），则误差为犲
犼
犻＝狌

犼
犻－^狌

犼
犻．定义两种

误差，即

Ｅｒｒ∞（τ，犺）＝ ｍａｘ
１≤犻≤犕，１≤犼≤犕

狘犲犼犻狘，　　Ｅｒｒ２（τ，犺）＝犺 ∑
犕

犻，犼＝１

（犲犼犻）槡
２．

４．１　算例１

为验证收敛阶，选取问题

Δ狌＝－５π
２ｃｏｓ（π狓）ｓｉｎ（２π狔），　　０≤狓＜

１

２
，　０≤狔≤１，

１

９
Δ狌＝－

１３

９
π
２ｃｏｓ（３π狓）ｓｉｎ（２π狔），　　

１

２
＜狓≤１，　０≤狔≤１，

狌
１

２

＋

，（ ）狔 －狌 １

２

－

，（ ）狔 ＝０，　　０≤狔≤１，

１

９
狌狓
１

２

＋

，（ ）狔 －狌狓 １２
－

，（ ）狔 ＝
４

３
πｓｉｎ（２π狔），　　０≤狔≤１

烍

烌

烎
．

（３１）

其边界条件及初值为

狌（０，狔）

狓
＝
狌（１，狔）

狓
＝０，　　０≤狔≤１，

狌（狓，０）＝狌（狓，１）＝０，　　　０≤狓≤１

烅

烄

烆 ．

其中，真解为狌１（狓，狔）＝ｃｏｓ（π狓）ｓｉｎ（２π狔），狌２（狓，狔）＝ｃｏｓ（３π狓）ｓｉｎ（２π狔）．

表１　算例１的空间收敛阶

Ｔａｂ．１　Ｓｐａｃ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１

犕 犖 Ｅｒｒ∞ Ｒａｔｅ Ｅｒｒ２ Ｒａｔｅ

８ １６ １．３８８２×１０－３ － ７．５５８７×１０－４ －

１６ ３２ ８．４２９１×１０－５ ４．０４ ４．３４９４×１０－５ ４．１２

３２ ６４ ５．２２２１×１０－６ ４．０１ ２．６２９５×１０－６ ４．０５

６４ １２８ ３．２５４１×１０－７ ４．００ １．６１９１×１０－７ ４．０２

１２８ ２５６ ２．０３５１×１０－８ ４．００ １．００４８×１０－８ ４．０１

首先验证收敛阶，狓，狔方向剖分犕，犖 同时

扩大２倍，计算得到表１．从表１可知：随着网格

剖分变细，格式的误差越来越小，收敛率也近预

期的四阶精度．这说明方法是可行的．图１为算

例１的数值图像．从图１可知：格式（３０）可以很

好地逼近真解．

４．２　算例２

为证明格式的一般性，选取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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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数值解　　　　　　　　　　　　　　　　　　（ｂ）真解　

图１　算例１的数值图像（犕＝３２，犖＝６４）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１（犕＝３２，犖＝６４）

１

２
Δ狌＝

１

４
（４狓４狔

３
＋６狓

４
狔
２
＋２狓

４
狔－４狓

４
＋１０狓

３
狔
３
－３３狓

３
狔
２
＋５狓

３
狔＋６狓

３
＋

８狓２狔
３
－６狓

２
狔
２
＋４狓

２
狔－２狓

２
－１４狓狔

３
＋２１狓狔

２
－

７狓狔＋２狔
３
－３狔

２
＋狔）·ｅｘｐ（狓＋狔），　　０≤狓＜

１

２
，　０≤狔≤１，

１

５
Δ狌＝

１

１０
（－４狓

４
狔
３
－６狓

４
狔
２
－２狓

４
狔＋４狓

４
－１４狓

３
狔
３
＋２７狓

３
狔
２
－７狓

３
狔－２狓

３
＋

８狓２狔
３
＋６６狓

２
狔
２
＋４狓

２
狔－２６狓

２
＋２０狓狔

３
－１４４狓狔

２
＋１０狓狔＋３８狓＋

２狔
３
＋３９狔

２
＋狔－１４）·ｅｘｐ（狓＋狔），　　

１

２
＜狓≤１，　０≤狔≤１，

狌
１

２

＋

，（ ）狔 －狌 １

２

－

，（ ）狔 ＝０，　０≤狔≤１，

１

５
狌狓
１

２

＋

，（ ）狔 －１２狌狓
１

２

－

，（ ）狔 ＝
１１

１６０
狔（２狔

２
－３狔＋１）·ｅｘｐ（狔＋０．５），　　０≤狔≤１

烍

烌

烎
．

（３２）

　　边界条件为
狌（０，狔）

狓
＝
狌（１，狔）

狓
＝０，０≤狔≤１，初值为狌（狓，０）＝狌（狓，１）＝０，０≤狓≤１．其中，真解为

表２　算例２的空间收敛阶

Ｔａｂ．２　Ｓｐａｃ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

犕 犖 Ｅｒｒ∞ Ｒａｔｅ Ｅｒｒ２ Ｒａｔｅ

１６ １６ ２．０２６８×１０－７ － ４．６３２３×１０－８ －

３２ ３２ １．３１１４×１０－８ ３．９５ ２．７４８１×１０－９ ４．０８

６４ ６４ ８．２６４５×１０－１０ ３．９９ １．６７５２×１０－１０ ４．０４

１２８ １２８ ５．２６４２×１０－１１ ３．９９ １．０８７６×１０－１１ ４．０２

２５６ ２５６ ３．２９６４×１０－１２ ４．００ ６．７７９７×１０－１３ ４．００

狌１（狓，狔）＝狓
２（狓－１）（狓－１／２）×狔（狔－１）（狔－

１／２）·ｅｘｐ（狓＋狔），狌２（狓，狔）＝（狓－１）
２（２－狓）

（狓－１／２）狔（狔－１）（狔－１／２）·ｅｘｐ（狓＋狔）．

首先，验证收敛阶，狓，狔方向剖分犕，犖 同时

扩大２倍，计算得到表２．从表２可知：随着网格

剖分变细，收敛率也近预期的四阶精度．这可说

明犽１和犽２的取值不影响格式的有效性．图２为

算例２的数值图

（ａ）数值解　　　　　　　　　　　　　　　　　　（ｂ）真解　

图２　算例２的数值图像（犕＝３２，犖＝３２）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２（犕＝３２，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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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图２可知：当狌属于一个很小的量级时，文中的格式依然有效．

５　结束语

提出求解椭圆界面问题的一个高阶数值格式．数值实验验证了格式的有效性，并证明当狌很小时的

格式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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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变系数犓犱犞方程的

保角能量守恒方法

郭峰，庄清渠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基于保角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形式，对带依时系数的广义 ＫｄＶ（ＴＤＫｄＶ）方程提出一个保角能量守恒

算法．通过算子分裂方法，方程被分裂成一个哈密尔顿系统和一个耗散系统，其中，耗散系统被精确求解．哈密

尔顿系统在时间上采用二阶平均向量场（ＡＶＦ）方法离散，在空间上采用傅里叶拟谱方法离散．在合适的边界

条件下，所提方法可精确保持离散保角能量守恒律及离散保角质量守恒律．数值实验验证文中方法在长时间

数值模拟过程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　保角能量守恒；傅里叶拟谱方法；广义ＫｄＶ方程；阻尼ＫｄＶ方程；快速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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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ＫｄＶ方程是一类重要的非线性模型，用于描述许多物理现象，如非谐晶体中的声波、热等离子体中

的磁流体动力波及离子声波等．在各种实际物理背景中，当考虑媒介的非均匀性及边界的非一致性时，

变系数模型往往比相应的常系数模型更能说明问题．考虑带依时阻尼和弥散项的广义ＫｄＶ（ＴＤＫｄ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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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周期初值问题，即

狌狋＋狌
狆狌狓＋α（狋）狌＋β（狋）狌狓狓狓 ＝０，　　狓∈Ω，　狋∈ （０，犜］， （１）

狌（狓，狋）＝狌（狓＋犔，狋），　　狓∈Ω，　狋∈ （０，犜］， （２）

狌（狓，０）＝狌０（狓），　　狓∈Ω． （３）

式（１）～（３）中：狆是正整数；Ω＝［犪，犫］；犜是时间终点；犔＝犫－犪；狌０（狓）是给定的光滑函数；狌（狓，狋）是相

关波模型的振幅；α（狋），β（狋）分别表示依时阻尼系数和弥散系数．

方程（１）有着广泛的物理应用，如海洋动力学中的海岸波、等离子体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及流体动力

学等［１?３］．对于无耗散的ＫｄＶ方程，已有的数值研究方法主要有有限差分法
［４?５］、有限元法［６］、谱方法［７?８］

等．近年来，保结构算法因能长时间保持哈密尔顿系统的几何结构而备受学者们的关注．Ｗａｎｇ等
［９］研

究了无耗散ＫｄＶ方程的局部保结构算法．Ｂｒｕｇｎａｎｏ等
［１０］利用哈密尔顿边界值方法，构造了ＫｄＶ方程

的高阶能量守恒格式．对于具耗散的ＫｄＶ方程，房少梅
［１１］在假设数值解有界的前提下，仅对广义ＫｄＶ

方程的一般谱格式和拟谱格式进行解的误差估计．Ｇｕｏ
［１２］对阻尼ＫｄＶ方程提出一个保角多辛算法．目

前，尚无关于阻尼ＫｄＶ方程保能量耗散方面的保角保结构算法．

哈密尔顿系统最具特征的结构，就是常常被称为系统能量的哈密尔顿函数本身．由于耗散的ＫｄＶ

方程非哈密尔顿系统，传统的保结构方法若直接应用到此类问题就会失去其优势．针对带线性阻尼项的

保角哈密尔顿系统，文献［１３?１６］提出能保持其保角守恒律的保角方法．本文根据这一方法，利用算子分

裂技巧，对方程（１）～（３）构造一个空间上高精度的傅里叶拟谱保角能量守恒格式，该格式在周期边界条

件下能保持系统的离散保角能量守恒律及保角质量守恒律．

２　犜犇犓犱犞方程的保角哈密尔顿系统及保角守恒律

ＴＤＫｄＶ方程（１）可以写成一个保角哈密尔顿系统
［１３，１５］，即

狌狋＝狓
δ犎

δ狌
－α（狋）狌． （４）

式（４）中：犎为能量泛函，表达式为

犎＝∫Ω

１

２β
（狋）狌２狓－

狌狆＋２

（狆＋１）（狆＋２［ ］）ｄ狓． （５）

　　保角哈密尔顿系统（４）在合适的边界条件如周期边界条件（２）下，具有以下２个保角性质．

１）保角质量守恒律

犿（狋）＝ｅｘｐ（－∫
狋

０
α（狊）ｄ狊）·犿（０），　　犿（狋）＝∫Ω

狌ｄ狓． （６）

　　式（６）可通过直接对方程（１）关于空间变量狓积分得到．用
狌狆＋１

狆＋１
和β（狋）狌狓狓分别乘方程（１），所得两式

相加后关于狓积分，注意到周期边界下，－∫Ω
狌２狓ｄ狓＝∫Ω

狌狌狓狓ｄ狓，可得保角能量守恒律．

２）保角能量守恒律

犈（狋）＝ｅｘｐ（－（狆＋２）∫
狋

０
α（狊）ｄ狊）·犈（０）． （７）

式（７）中：犈（狋）＝∫Ω

１

２β
（狋）狌狌狓狓＋

狌狆＋２

（狆＋１）（狆＋２［ ］）ｄ狓，β（狋）＝犮ｅｘｐ（－狆∫
狋

０
α（狊）ｄ狊），犮是任意常数．

３　犜犇犓犱犞方程的保角能量守恒傅里叶拟谱方法

令空间节点数为偶数犑，空间步长犺＝犔／犑，则空间节点狓犼＝犪＋（犼－１）犺，犼＝１，２，…，犑．取时间节点

数为犖，时间步长τ＝犜／犖，时间节点可表示为狋狀＝狀τ，狀＝０，１，…，犖．同时，记狌（狓犼，狋狀）的近似值为狌
狀
犼，

其向量形式为犝＝（狌１，狌２，…，狌犑）
Ｔ．

定义犛′犑＝ｓｐａｎ｛犵犼（狓），犼＝１，…，犑｝为插值空间，三角多项式犵犼（狓）可显式地表示为

犵犼（狓）＝
１

犑∑
犑／２

犾＝－犑／２

１

犮犾
ｅｘｐ（ｉ犾μ（狓－狓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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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犮犾＝１（｜犾｜＜犑／２），犮－犑／２＝犮犑／２＝２；μ＝
２π
犔
； 槡ｉ＝ －１．插值近似犐犑狌（狓，狋）定义

［１７］为

犐犑狌（狓，狋）＝∑
犑

犼＝１

狌（狓犼，狋）犵犼（狓）．

上式中：犵犼（狓犽）＝δ
犽
犼．

对上式求偏导，可得算子犐犑狌（狓，狋）在节点狓犼处的狊阶偏导数为


狊

狓
狊犐犑狌（狓，狋）狘狓＝狓犼 ＝∑

犑

犽＝１

狌（狓犽，狋）
ｄ狊犵犽（狓犼）

ｄ狓狊
＝ （犇狊狌）犼． （８）

式（８）中：狌＝（狌（狓１，狋），狌（狓２，狋），…，狌（狓犑，狋））
Ｔ；犇狊∈犚

犑×犑是狊阶谱微分矩阵．

犇１ 的元素为

（犇１）犼，犾 ＝

１

２μ
（－１）犼＋

犾ｃｏｔμ
狓犼－狓犾（ ）２

，　　犼≠犾，

０，　　犼＝犾

烅

烄

烆 ．

　　犇２ 的元素为

（犇２）犼，犾 ＝

１

２μ
２（－１）犼＋

犾＋１ｃｓｃ２ μ
狓犼－狓犾（ ）２

，　　犼≠犾，

－μ
２犑

２
＋２

１２
，　　犼＝犾

烅

烄

烆
．

上式中：犼，犾＝１，２，…，犑．

引理１　矩阵犇１ 的元素满足（犇１）犼＝０，犼＝１，２，…，犑，即犇１ 每行元素之和为零．

证明：将狌＝（１，１，…，１）Ｔ，狊＝１代入式（８），即证明．

对于矩阵犇１ 和犇２，有犇１＝犉
－１
Λ１犉，犇２＝犉

－１
Λ２犉．其中，犉与犉

－１分别为离散傅里叶变换及逆变换

系数矩阵，元素分别为犉犼，犾＝ ｅｘｐ（－ｉ
２π
犑（ ））

犼犾

，犉－１
犼，犾＝

１

犑
ｅｘｐ（ｉ

２π
犑（ ））

犼犾

．且

Λ１ ＝ｉμｄｉａｇ０，１，…，
犑
２
－１，０，１－

犑
２
，２－

犑
２
，…，－２，－（ ）１ ，

Λ２ ＝－μ
２ｄｉａｇ０，１

２，…，犑（ ）２
２

，１－
犑（ ）２

２

，２－
犑（ ）２

２

，…，（－２）
２，（－１）（ ）２ ．

　　在空间上用傅里叶拟谱方法离散方程（４），得到一个半离散系统，即

ｄ犝
ｄ狋
＝犇１犎（犝）－α（狋）犝． （９）

式（９）中：

犎（犝）＝－
１

２β
（狋）犝Ｔ犇２犝－

１
（狆＋１）（狆＋２）∑犼

（狌犼）
狆＋２． （１０）

　　注１　如果对狓 和
２
狓分别采用二阶中心差分算子，将得到下列微分矩阵

犕１ ＝
１

２犺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

烄

烆

烌

烎１ ０

，　　犕２ ＝
１

犺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

烄

烆

烌

烎２

． （１１）

　　将空间上采用傅里叶拟谱方法得到的格式称为ＦＰＥＰ，采用中心差分方法得到的格式称为ＣＤＥＰ．

首先，将系统（９）分裂成一个保守的哈密尔顿系统

ｄ犝
ｄ狋
＝犇１犎（犝） （１２）

和一个耗散系统

ｄ犝
ｄ狋
＝－α（狋）犝． （１３）

　　然后，在时间方向上，应用二阶平均向量场方法（ＡＶＦ）
［１８］求解系统（１２），得

９０４第３期　　　　　　　　　　　　郭峰，等：广义变系数ＫｄＶ方程的保角能量守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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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狀＋１－犝
狀

τ
＝犇１∫

１

０
犎［（１－ξ）犝

狀
＋ξ犝

狀＋１］ｄξ．

　　不失一般性地，设狆＝１，即

犝狀＋１－犝
狀

τ
＝－β（狋狀＋１／２）犇１犇２

犝狀＋１＋犝
狀

（ ）２
－
犇１
６
［（犝狀＋１）２·＋（犝

狀）２·＋犝
狀＋１·犝狀］．

上式中：犝狀＋１·犝狀＝（狌狀＋１１ 狌
狀
１，狌

狀＋１
２ 狌

狀
２，…，狌

狀＋１
犑 狌

狀
犑）
Ｔ；（犝狀）２·＝（（狌狀１）

２，…，（狌狀犑）
２）Ｔ．

式（１３）采用精确解犝（狋）＝ｅｘｐ（－∫
狋

０
α（狊）ｄ狊）犝（０）．最后，应用Ｓｔｒａｎｇ算子分裂

［１９２０］，可得保角能量

守恒格式为

狆狀狌
狀＋１
犼 －狇狀狌

狀
犼

τ
＝－β（狋狀＋１／２）犇１犇２

狆狀犝
狀＋１
＋狇狀犝

狀

（ ）（ ）２ 犼

－

１

６
［犇１（（狆狀犝

狀＋１）２·＋（狇狀犝
狀）２·＋狆狀狇狀犝

狀＋１·犝狀）］犼． （１４）

式（１４）中：狆狀＝ｅｘｐ（∫
狋狀＋１

狋狀＋１／２

α（狊）ｄ狊）；狇狀＝ｅｘｐ（－∫
狋狀＋１／２

狋狀

α（狊）ｄ狊）．相应的向量形式为

狆狀犝
狀＋１
－狇狀犝

狀

τ
＝－β（狋狀＋１／２）犇１犇２

狆狀犝
狀＋１
＋狇狀犝

狀

（ ）２
－

１

６
犇１［（狆狀犝

狀＋１）２·＋（狇狀犝
狀）２·＋狆狀狇狀犝

狀＋１·犝狀］． （１５）

　　定理１　式（１４）具有离散保角质量守恒律，即

犕狀＋１ ＝ｅｘｐ（－∫
狋狀＋１

狋狀

α（狊）ｄ狊）犕
狀，　　犕

狀
＝犺∑

犼

狌狀犼，　　狀＝０，…，犖－１． （１６）

　　证明：注意到犇１ 的反对称性，由引理１，对式（１４）关于空间指标犼求和，有

狆狀∑
犼

狌狀＋１犼 ＝狇狀∑
犼

狌狀犼．

从而可得保角质量守恒律（１６）．

定理２　式（１５）满足离散保角能量守恒律，即

犈狀＋１ ＝ｅｘｐ（－３∫
狋狀＋１

狋狀

α（狊）ｄ狊）犈
狀，

犈狀 ＝犺
１

２β
（狋狀）（犝

狀）Ｔ犇２犝
狀
＋
１

６∑犼
（狌狀犼）［ ］３

烍

烌

烎
．

（１７）

式（１７）中：β（狋狀）＝犮ｅｘｐ（－∫
狋狀

０
α（狊）ｄ狊）；狀＝０，…，犖－１．

证明：用β（狋狀＋１／２）犇２
狆狀犝

狀＋１＋狇狀犝
狀

（ ）２
＋
１

６
［（狆狀犝

狀＋１）２·＋（狇狀犝
狀）２·＋狆狀狇狀犝

狀＋１·犝狀］与式（１５）作内

积，由犇１ 的反对称性及犇２ 的对称性，可得

１

２β
（狋狀＋１／２）狆

２
狀（犝

狀＋１）Ｔ犇２犝
狀＋１
＋
１

６∑犼
狆
３
狀（狌

狀＋１
犼 ）

３
＝
１

２β
（狋狀＋１／２）狇

２
狀（犝

狀）Ｔ犇２犝
狀
＋
１

６∑犼
狇
３
狀（狌

狀
犼）
３．

　　将β（狋狀＋１／２）＝犮ｅｘｐ（－∫
狋狀＋１／２

０
α（狊）ｄ狊）代入上式，所得方程乘以ｅｘｐ（－３∫

狋狀＋１

狋狀＋１／２

α（狊）ｄ狊），即证式（１７）．

４　数值试验

对ＦＰＥＰ（１５），ＣＤＥＰ（１１）及下列传统ＡＶＦ方法（ＴＡＶＦ）的解的精度、计算效率及保角守恒律误差

进行比较，并考虑不同类型的阻尼对保角守恒律的影响，即

犝狀＋１－犝
狀

τ
＝犇１∫

１

０
犎［（１－ξ）犝

狀
＋ξ犝

狀＋１］ｄξ－α（狋狀＋１／２）犝
狀＋１／２．

上式中：犝狀＋１
／２＝

犝狀＋１＋犝狀（ ）２
．

ＴＤＫｄＶ方程（１）在狆＝１时，有解析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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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狓，狋）＝１２β（狋）ν
２ｓｅｃｈ２［ν狓－４ν

２

∫
狋

０
β（狋）ｄ狋－犮０］．

上式中：β（狋）＝犮ｅｘｐ（－∫
狋

０
α（狊）ｄ狊），犮，ν，犮０ 为给定常数．

取Ω＝［－２０，２０］，犮＝０．２，ν＝０．５，犮０＝０，狋＝０时的解析解为初始条件．为提高计算效率，在ＦＰＥＰ

的计算中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技巧．收敛阶Ｏｒｄｅｒ＝
ｌｎ（ｅｒｒｏｒ１／ｅｒｒｏｒ２）

ｌｎ（τ１／τ２）
，其中，τ犽，ｅｒｒｏｒ犽 分别为步

长及相应步长下的无穷范数（犔∞）误差或２范数（犔２）误差，犽＝１，２．保角能量守恒律误差及保角质量守

恒律误差分别采用犈犈＝｜犈
狀＋１－ｅｘｐ（－３∫

狋狀＋１

狋狀

α（狊）ｄ狊）犈
狀
｜和犈犕＝｜犕

狀＋１－ｅｘｐ（－∫
狋狀＋１

狋狀

α（狊）ｄ狊）犕
狀
｜计算．

算例１　设阻尼系数α（狋）＝０．０１，当犺＝０．０１，犜＝１０时，ＦＰＥＰ和ＣＤＥＰ的时间收敛阶，如表１所

示．τ＝０．００１，犜＝１０时，ＦＰＥＰ和ＣＤＥＰ的空间误差，如表２所示．由表１，２可知：在时间方向上，ＦＰＥＰ

和ＣＤＥＰ均为二阶精度；在空间方向上，ＦＰＥＰ的误差非常小，而ＣＤＥＰ的误差较大，收敛率为二阶．

表１　ＦＰＥＰ和ＣＤＥＰ的时间收敛阶

Ｔａｂ．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ＰＥＰａｎｄＣＤＥＰ

方法 τ 犔∞误差 Ｏｒｄｅｒ 犔２ 误差 Ｏｒｄｅｒ

ＦＰＥＰ

１０／１００ １．６０１９×１０－４ － ２．５１４３×１０－４ －

１０／２００ ４．０４４５×１０－５ １．９８５８ ６．２９７６×１０－５ １．９９７３

１０／４００ １．０１３７×１０－５ １．９９６３ １．５７４３×１０－５ ２．０００１

１０／８００ ２．５３４２×１０－６ ２．００００ ３．９３４５×１０－６ ２．００００

ＣＤＥＰ

１０／１００ １．５８６０×１０－４ － ２．４８７９×１０－４ －

１０／２００ ３．８８７９×１０－５ ２．０２８３ ６．０３７６×１０－５ ２．０４２９

１０／４００ ８．５７９９×１０－６ ２．１８００ １．３３２３×１０－５ ２．１８０１

１０／８００ １．３２５９×１０－６ ２．６９４０ ２．７７１３×１０－６ ２．２６５３

表２　ＦＰＥＰ和ＣＤＥＰ的空间误差

Ｔａｂ．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ＦＰＥＰａｎｄＣＤＥＰ

方法 犺 犔∞误差 Ｏｒｄｅｒ 犔２ 误差 Ｏｒｄｅｒ

ＦＰＥＰ

４０／１００ ２．７６１１×１０－８ － ３．４５７８×１０－８ －

４０／２００ ２．７４０４×１０－８ － ３．３１７９×１０－８ －

４０／４００ ２．７４１０×１０－８ － ３．２５５０×１０－８ －

４０／８００ ２．７４１７×１０－８ － ３．２２４６×１０－８ －

ＣＤＥＰ

４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６ － ０．００５９ －

４０／２００ ８．８３６８×１０－４ ２．０２６４ ０．００１５ １．９７５８

４０／４００ ２．２５４８×１０－４ １．９７０５ ３．６１４９×１０－４ ２．０５２９

４０／８００ ５．６５７２×１０－５ １．９９４８ ９．０２６８×１０－５ ２．００１７

表３　不同空间步长下２种方法

的ＣＰＵ运行时间

Ｔａｂ．３　ＣＰＵ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ｅｐｓ ｓ　

犺 ＦＰＥＰ ＣＤＥＰ

４０／１００ ０．２１５８ ０．６４１２

４０／２００ ０．２５７６ ０．９９９７

４０／４００ ０．３８６２ １．６３１９

　　当τ＝０．０１，犜＝１０时，不同空间步长下２种方法的ＣＰＵ

运行时间，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使用ＦＦＴ技巧的ＦＰＥＰ的

运算时间远小于ＣＤＥＰ．

在犺＝０．２，τ＝０．００１下，分别将３种格式运行到犜＝６０

时，其数值解与精确解的比较，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狓为空间区

域．由图１可知：ＴＡＶＦ的误差最大；ＦＰＥＰ，ＣＤＥＰ的数值解与

精确解吻合得很好．

３种方法在时间区间狋∈［０，６０］上的保角守恒律误差，如图

２，３所示．图２，３采用的参数与图１相同．由图２，３可知：ＦＰＥＰ与ＣＤＥＰ均满足保角能量守恒律和保角

质量守恒律，而ＴＡＶＦ却不能满足．这表明保角能量守恒方法在保持保角守恒律方面比传统ＡＶＦ方法

更具优势．

算例２　当犺＝０．２，τ＝０．００１时，在不同阻尼系数下，ＦＰＥＰ方法在时间区间狋∈［０，６０］上的保角守

恒律误差，如图４，５所示．由图４，５可知：在不同类型的阻尼下，ＦＰＥＰ均能精确保持保角守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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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ＦＰＥＰ　　　　　　　　　　　　 （ｂ）ＣＤＥＰ　　　　　　　　　　　 （ｃ）ＴＡＶＦ

图１　３种方法的数值解与精确解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ＦＰＥＰ　　　　　　　　　　　　（ｂ）ＣＤＥＰ　　　　　　　　　　　　 （ｃ）ＴＡＶＦ

图２　３种方法的保角能量守恒律误差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ＦＰＥＰ　　　　　　　　　　　　（ｂ）ＣＤＥＰ　　　　　　　　　　　　（ｃ）ＴＡＶＦ

图３　３种方法的保角质量守恒律误差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α（狋）＝
１

（狋＋１）（狋＋２）
　　　　　　　　 （ｂ）α（狋）＝０　　　　　　　　　（ｃ）α（狋）＝

１
（狋＋２）

图４　ＦＰＥＰ方法的保角能量守恒律误差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ｆｏｒＦＰＥＰｍｅｔｈｏｄ

算例３　阻尼系数α（狋）＝０．０２时，ＦＰＥＰ方法下双孤立子的碰撞及保角守恒律误差，如图６所示．

图６中：初始条件取狌（狓，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ｓｅｃｈ２（０．９（狓＋１２））＋０．０１５·２２ｓｅｃｈ２（２（狓＋８））），并假设

犺＝０．２，τ＝０．００１．由图６（ｂ）可知：双孤立子碰撞后，除了振幅减小，相空间结构仍保持良好，表明碰撞

是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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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α（狋）＝
１

（狋＋１）（狋＋２）
　　　　　　　　　 （ｂ）α（狋）＝０　　　　　　　　　（ｃ）α（狋）＝

１
（狋＋２）

　

图５　ＦＰＥＰ方法的保角质量守恒律误差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ｆｏｒＦＰＥＰｍｅｔｈｏｄ

　　　（ａ）双孤立子的演化　　　　　　　　　　（ｂ）ＦＰＥＰ在不同时刻的数值图像

　　（ｃ）保角能量守恒律误差　　　　　　　　　　　（ｄ）保角质量守恒律误差

图６　ＦＰＥＰ方法下双孤立子的碰撞及保角守恒律误差

Ｆｉｇ．６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ｂｙＦＰＥＰ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

５　结束语

时间采用二阶ＡＶＦ方法，空间采用傅里叶拟谱逼近，利用Ｓｔｒａｎｇ分裂，构造变系数广义ＫｄＶ方程

的一个保角能量守恒格式．计算中使用ＦＦＴ技巧，不但比空间采用二阶中心差分的保角能量守恒方法

误差小，而且计算效率也很高．数值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传统的ＡＶＦ保能量方法，采用保角能量守恒方

法更能体现保角哈密尔顿系统的本质属性，并具有良好的长时间数值行为．由于ＫｄＶ方程是非线性方

程，构造阻尼ＫｄＶ方程在时间上更为高阶的保角保结构算法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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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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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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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