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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尺寸条石无浆砌缝力学性能试验

江云帆１，郭子雄１，２，许秀林１

（１．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结构工程与防灾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开展１０个花岗岩无浆叠砌双剪试件的低周反复加载试验，试验主要参数包括竖向压应力和石材界面

处理工艺．根据试验结果分析砌缝的界面损伤特征、滞回性能、耗能能力及抗剪强度．试验结果表明：砌缝受力

经历弹性、界面磨损和滑移摩擦３个阶段；试件滞回曲线形状呈饱满矩形，表现出良好的变形性能及耗能能

力；随着竖向压应力水平的提高，砌缝滞回耗能总量增加；受限于加工技术精度，机切与抛光界面表现为局部

不平整接触，导致往复荷载作用下界面发生类“犁沟效应”，界面动摩擦力因类“犁沟效应”有所增大；机切面、

抛光面和荔枝面试件的平均动摩擦系数分别为０．８４，０．８２，０．７５．最后，提出无浆砌缝抗剪强度计算公式，可

为无浆砌石墙的设计和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石结构；无浆砌缝；机器锯割条石；低周反复加载试验；滞回性能；抗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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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ｔｏ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ｒｙｍａｓｏｎｒｙｊｏｉｎｔ；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ｗ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ｂｌｏｃｋ；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ｔｅｓｔ；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石结构建筑因质朴美观、耐久性好等特点而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大量古石建筑采用的砌筑

形式为无浆砌筑（砌块间未使用胶结材料），如西班牙古罗马大渡槽、柬埔寨古高棉帝国庙宇、非洲大津

巴布韦遗址、秘鲁印加遗址、欧洲南部地区的中世纪修道院［１］和中国河南省的铁佛寺石村等．此外，许多

历史老旧建筑的砌筑砂浆因长年遭受物理及化学侵蚀而大量脱落，导致其砌缝力学性能与无浆砌筑十

分类似．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古石建筑，合理评估其抗震性能并提出相应的修复加固措施，有必要对无

浆砌筑石结构的受力性能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有浆砌筑石墙的力学性能开展研究
［２?６］，

而对无浆砌筑石墙力学性能的研究仍不系统．Ｌｏｕｒｅｎｏ等
［７?８］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无浆砌筑砂岩

建筑的抗震性能进行研究，通过拟静力试验研究砌缝和石墙的滞回性能；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等
［９?１０］对不同竖

向压应力下，花岗岩无浆砌缝及石墙的滞回性能进行研究，并根据试验结果提出石墙极限承载力的简化

计算方法；文献［１１?１２］对４２片缩尺大理石无浆砌筑石墙进行静力试验，主要研究墙体长度、窗洞位置、

横纵墙连接强度、竖向荷载和楼层数对墙体倒塌机制的影响，并提出能准确预测墙体倒塌机制的分析计

算模型；Ｂｕｉ等
［１］通过有限元模拟，证明离散元法（ＤＥＭ）能准确模拟无浆砌筑墙体平面内和平面外的力

学行为；文献［１３?１５］研究了岩石界面的摩擦性能；文献［１６?２１］提出不同的岩石界面剪切强度准则．这

些研究对深入了解无浆砌筑石结构砌缝力学性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在无浆砌缝力学性能的试验

中采用的石材尺寸较小，不能反映实际结构中砌缝的尺寸．因此，本文对大尺寸花岗岩条石无浆砌缝的

力学性能进行研究．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制作

无浆砌筑双剪试件由３块界面形式相同的花岗岩条石无浆叠砌而成．上、下皮条石尺寸（长×宽×

　（ａ）试件实物　　　　　　　　（ｂ）试件尺寸

图１　试件特征（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ｕｎｉｔ：ｍｍ）

高）均为５９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中间皮条

石尺寸（长×宽×高）为８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２００

ｍｍ．试件特征，如图１所示．

试验研究参数为砌缝界面形式和竖向压应

力．界面形式包括机器切割面（下文简称机切面），

通过机器随机锤击机切面而成的荔枝面和通过对

机切面进行抛光处理而成的抛光面．石材界面特

征，如图２所示．竖向压应力采用０．２，０．４，０．６

ＭＰａ三种水平．试件共有１０个，试验参数及主要

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σ为竖向压应力；μｓ为静摩擦系数．

（ａ）机切面　　　　　　　　　　　（ｂ）抛光面　　　　　　　　　　（ｃ）荔枝面

图２　石材界面特征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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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参数及主要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件编号 界面类型 σ／ＭＰａ μｓ 试件编号 界面类型 σ／ＭＰａ μｓ

ＭＣ１ 机器切割 ０．２ ０．７７ Ｐ２ 抛光 ０．４ ０．６１

ＭＣ２ 机器切割 ０．４ ０．６６ Ｐ３ 抛光 ０．６ ０．７１

ＭＣ３ 机器切割 ０．４ ０．７４ ＢＨ１ 荔枝 ０．２ ０．７６

ＭＣ４ 机器切割 ０．６ ０．６７ ＢＨ２ 荔枝 ０．４ ０．６６

Ｐ１ 抛光 ０．２ ０．７６ ＢＨ３ 荔枝 ０．６ ０．５９

图３　双灰缝剪切试验装置

Ｆｉｇ．３　Ｄｏｕｂｌｅｊｏｉｎｔｓ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

１．２　试验装置和加载制度

欧洲规范［２２］中规定，研究砌体水平灰缝平面内初始抗剪强度

时，应采用双灰缝剪切试验装置，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犉为荷载；犉ｎ

为垂直于灰缝的荷载．试验采用华侨大学课题组研发的双灰缝剪切

试验装置加载，加载装置如图４所示．为减少上、下压板摩擦力对理

想剪切试件边界条件的不利影响，在上、下压板上安装低摩阻滚轴．

为了防止试件在加载过程中发生平面外的偏移，在中间皮条石及水

平作动器两侧设有侧向限位滚轴．

竖向荷载由竖向液压伺服作动器施加，通过上压钢垫板均匀施

加于试件上表面，其大小根据试件正应力水平确定，并在加载过程中保持恒定．水平荷载通过水平液压

伺服作动器施加于中间皮条石．水平加载采用位移控制．ＭＣ?３试件按２０ｍｍ和４０ｍｍ的位移幅值加

载，各幅值循环５次；其余９个试件在４０ｍｍ位移幅值下循环加载１０次，加载速度为０．５ｍｍ·ｓ－１．

（ａ）示意图　　　　　　　　　　　　　　　　　　　（ｂ）实物图

图４　加载装置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ｓｅｔｕｐ

１．３　量测方案

试验测量的数据包括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和条石界面水平位移．水平和竖向荷载通过作动器的拉压

图５　位移计的布置

Ｆｉｇ．５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ｅｒｓ

传感器测量．条石水平位移等于中间皮条石相对于上、

下皮条石支座的水平位移．中间皮条石水平位移通过布

置于料石两侧的激光位移计（ＬＤＴ）测量．支座位移通过

布置于上、下皮料石侧面的电子位移计（ＬＶＤＴ）监测．

位移计的布置，如图５所示．试验数据经由ＤＨ３８１６Ｎ型

数据采集仪和计算机等设备在加载过程中全程采集并

记录保存．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界面损伤特征及分析

界面损伤特征，如图６所示．由图６（ａ），（ｂ）可知：机切面及抛光面加载结束时，局部均产生了若干

条状划痕．这是因为受加工技术精度的限制，机切面和抛光面难以保证完全平整，界面间为局部接触．压

３第１期　　　　　　　　　　　　　江云帆，等：大尺寸条石无浆砌缝力学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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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机切面

剪作用下，由于局部接触面压应力较大，石材中的硬质矿物

晶粒嵌入软质石材表面并往复犁削，类似于摩擦学中的“犁

沟效应”，进而产生划痕．

由图６（ｃ）可知：荔枝面循环加载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石

粉，加载结束时，界面产生了整体磨损．这是由于界面微凸

体尺寸较小，强度较低，往复摩擦过程中其局部不平整接触

面被磨蚀，界面随后进入整体摩擦状态．

（ｂ）抛光面　　　　　　　　　　　　　　　　　　　　（ｃ）荔枝面

图６　界面损伤特征

Ｆｉｇ．６　Ｄａｍａｇ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２．２　单向加载特性

２．２．１　荷载?位移曲线　不同界面试件的第一循环荷载?位移骨架曲线，如图７所示．图７中：Δ为位移；

图７　第一循环荷载?位移骨架曲线

Ｆｉｇ．７　Ｌｏａ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ｆｉｒｓ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

犉ｗ 为初磨损荷载；犉ｓ为静摩擦力．

由图７可知：曲线形状与小尺寸界面
［９］基本一致；加载

初期，曲线均基本为直线，砌缝处于弹性阶段；超过初磨损

荷载犉ｗ 后，砌缝进入界面磨损阶段，此时，由于界面磨损，

砌缝刚度逐渐减小；超过静摩擦力犉ｓ后，砌缝进入滑动摩

擦阶段，此后，随位移的增加，砌缝荷载仅略有变化．

２．２．２　静摩擦系数　由于加载初期试验采集数据点较少，

所测得的砌缝初磨损荷载值不准确，故仅对砌缝的静摩擦

系数进行讨论．静摩擦系数等于静摩擦力与竖向压力的比

值，不同界面试件的静摩擦系数，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１）在竖向压应力为０．２，０．４ＭＰａ下，３

种界面的静摩擦系数近似相等，这主要是因为类“犁沟效

应”产生的犁削力增加了机切界面及抛光界面间的抵抗力；２）随竖向压应力的增加，各界面静摩擦系数

的变化无明显规律，机切面及抛光面的静摩擦系数先增加后减小，荔枝面静摩擦系数逐渐减小，这是由

试验装置的系统误差和石材界面形貌特征较离散造成的．

２．３　滞回特性

２．３．１　滞回曲线　不同界面试件的滞回曲线，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１）各曲线形状均近似为长方

形，与小尺寸花岗岩界面［９］基本一致，表明不同界面砌缝承载能力均较稳定，变形性能及耗能能力均较

　　　（ａ）ＭＣ?１　　　　　　　　　　　　　　　　　　　　　　（ｂ）Ｍ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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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ＭＣ?３　　　　　　　　　　　　　　　　　　　　　（ｄ）ＭＣ?４

　　　（ｅ）Ｐ?１　　　　　　　　　　　　　 （ｆ）Ｐ?２　　　　　　　　　　　　　 （ｇ）Ｐ?３

　　　（ｈ）ＢＨ?１　　　　　　　　　　　　　 （ｉ）ＢＨ?２　　　　　　　　　　　　 （ｊ）ＢＨ?３

图８　不同界面试件的滞回曲线

Ｆｉｇ．８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良好，各界面加载及卸载刚度在加载过程中未发生明显退化；２）在第一循环中，机切面和抛光面试件的

动摩擦力均有明显的非稳定阶段，机切面试件动摩擦力略有增大，抛光面动摩擦力先增大后减小；３）各

界面摩擦力均随竖向压应力的增加而增大，这是因为界面主要依靠摩擦耗能，故其耗能能力随竖向压力

的增大而增加．

２．３．２　动摩擦系数　动摩擦系数是反应砌缝耗能能力和承载能力的主要参数．３种试件的各加载循环

平均动摩擦系数，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犖 为加载次数；μ为平均动摩擦系数．

１）机切面和抛光面试件的动摩擦系数在经历一次加载循环后才趋于稳定；荔枝面试件的动摩擦系

数在起滑后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这是由于荔枝面微凸体尺寸较小，局部接触面强度较低，在滑动初期迅

（ａ）机切面

速被磨蚀，使界面较快进入整体接触稳定摩擦状态．２）当竖向

压应力为０．２ＭＰａ时，试件动摩擦系数较大；当竖向压应力为

０．４，０．６ＭＰａ时，试件的动摩擦系数较接近．这是由低应力下

加载装置相对较大的系统误差所造成的．３）当竖向压应力为

０．４，０．６ＭＰａ时，机切面与荔枝面试件的动摩擦系数较接近，

且略大于荔枝面；机切面、抛光面和荔枝面试件平均动摩擦系

数分别为０．８４，０．８２和０．７５．这主要是由于类“犁沟效应”产

生的犁削力增大了抛光界面及机切界面间的抵抗力，同时，荔

枝界面加载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石粉起到了润滑的作用．４）机

５第１期　　　　　　　　　　　　　江云帆，等：大尺寸条石无浆砌缝力学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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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抛光面　　　　　　　　　　　　　　　　　　　　　（ｃ）荔枝面

图９　３种试件的各加载循环平均动摩擦系数

Ｆｉｇ．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ｎｅａｃｈ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ｙｃｌｅ

切面及抛光面的动摩擦系数大于小尺寸界面［８?９］，荔枝面的动摩擦系数近似等于小尺寸界面［８］．这是由

于石材尺寸较大，加工技术难以保证机切界面及抛光界面完全平整，进而导致压剪作用下界面发生类

“犁沟效应”，使试件的动摩擦系数偏大．

３　抗剪强度计算

砌体灰缝的受剪破坏通常符合摩尔库伦准则，其表达式为

τ＝σ·ｔａｎ＋犮．

上式中：σ，τ分别表示界面竖向压应力及水平剪应力；犮为粘结力，对于干砌灰缝，通常假定其等于０
［７］；

图１０　拟合公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ｓ

为内摩擦角．

内摩擦角可通过试件水平剪应力与竖向压应力关

系曲线拟合求得，曲线斜率即为内摩擦角．由于在竖向

压应力为０．２ＭＰａ下，测得的试验结果误差较大，因

此，仅采用竖向压应力为０．４，０．６ＭＰａ下的试验结果

进行拟合，得到机切面、抛光面和荔枝面试件的内摩擦

角分别为３９°，４０°和３７°．荔枝面内摩擦角近似等于小尺

寸界面［８］．由于类“犁沟效应”，机切面和抛光面的内摩

擦角均大于小尺寸界面［８?９］．

拟合公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拟合公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良好．

４　结论

１）条石无浆砌缝在压剪复合作用下经历了弹性、界面磨损和摩擦滑移３个阶段．

２）条石砌缝的滞回曲线饱满，形状呈矩形；其摩擦滑移阶段表现出优越的耗能能力，试件滞回耗能

随竖向压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３）受限于石材表面加工技术精度，砌缝界面磨蚀特征揭示机器切割界面和抛光界面表现为局部不

平整接触，导致往复荷载作用下，砌缝界面发生类“犁沟效应”．

４）机器切割和抛光界面的动摩擦力因类“犁沟效应”有所增大，使这两种界面摩擦系数较接近，且

均大于荔枝界面．机切面、抛光面和荔枝面平均动摩擦系数分别为０．８４，０．８２，０．７５．

５）基于摩尔?库伦准则和试验数据分析，提出砌缝抗剪强度计算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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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

横截面承载力分析

段进涛，董毓利，朱三凡，王冬晔，雒家琪

（华侨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最大埋深段为研究对象，将沉管隧道简化为框架结构，采用荷载结构模型对结

构内力进行分析，研究各构件的内力状态．在内力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验算沉管隧道各构件的正截面承载

力、斜截面抗剪承载力及结构表面混凝土裂缝宽度．计算结果表明：沉管隧道正常使用状态下的极限承载力由

混凝土裂缝宽度控制，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都远大于结构的内力；使用有限元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对

沉管隧道模拟的结果与理论计算的内力状态、混凝土受拉破坏状态相吻合．

关键词：　沉管隧道；框架结构；港珠澳大桥；横截面承载力；有限元软件Ａｂａｑ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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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管隧道是目前水下隧道的主要施工方法之一，具有对地基承载力要求低、埋深要求浅、对水文和

地质适应能力强、不影响航运交通等优点．它的施工过程是将若干个预制沉管段分别浮运到安装现场，

依次沉放至预先处理过的基础基槽内，通过管段接头首尾相接，贯通后形成隧道［１］．２０１８年，竣工通车

的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沉管隧道工程［２］．沉管隧道在得到大力推广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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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性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对沉管隧道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及试验研究，其中，节段接头

和管节接头是沉管隧道的关键部位，而且是薄弱环节，因此成为了研究的重点．胡指南
［３］以１∶４．６９的

比例进行缩尺，研究在不均匀沉降下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接头剪力键的性能．Ｇｕｏ等
［４］使用有限元软

件ＡＮＳＹＳ，模拟火灾下沉管隧道在高温下的损伤情况，分析沉管隧道结构混凝土在无防火保护下的高

温损伤深度．王黎怡等
［５］使用ＡＮＳＹＳ的壳单元，模拟温度、混凝土收缩、不同水位对沉管隧道结构内力

的影响．Ｗｕ等
［６］使用ＡＮＳＹＳ的壳单元，模拟沉管隧道在常见荷载下的结构内力分布状况．港珠澳大

桥沉管隧道属于一级安全建筑物［７］，对安全性和耐久性的要求很高，设计使用年限为１２０ａ，结构防水等

级≥２级，管节结构抗渗等级≥Ｐ１０．结构的内力状况对沉管隧道的安全性和耐久性有很大的影响
［８］．

Ｗａｎｇ等
［９］分别从宏观维度和细观维度分析了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结构的材料．目前，对于沉管隧道这

种复杂结构的理论计算相关成果较少，仍未明确影响结构极限承载力的关键因素；而数值模拟多使用简

化模型，对结构节点和钢筋骨架的分析不够详尽．本文以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为研究对象，分析沉管隧

道在外荷载下的结构内力分布情况，并使用有限元软件Ａｂａｑｕｓ对沉管隧道进行数值模拟．

１　工程概况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总长度为５６６４ｍ，共３３个管节．采用半刚性接头的设计方案，每个管节依次

沉入海底基床，在海底完成对接，并进行防水处理．标准管节长度为１８０ｍ，由８个长度为２２．５ｍ的节

段组成，节段之间通过防水接头组合在一起形成１个管节；施加适当的预应力挤压管节接头间的止水

带，保证防水效果，同时保留一定的柔性来适应不均匀沉降引起的变形．沉管隧道顶部的最大水深为

图１　沉管隧道周围的地质地形横截面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

３３．１ｍ．由于埋深大，隧道施工完成后，顶部的回

淤速度和回淤密度无经验和类似项目参考，设计

土压力荷载按照淤泥完全回淤的厚度达到２１．７９

ｍ，这使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成为世界上回淤荷

载最大的一条沉管隧道．

沉管隧道在建造前首先进行清淤挖槽，在槽

底回填碎石，形成复合地基，地基系数为７５．０

ＭＮ·ｍ－３．沉管管节沉入预定槽底的位置，与预

先沉入的前一管段对接安装完成后，进行回填．为

了避免船只抛锚时船锚钩住隧道，在回填土外修

筑较缓的护面层，坡度为１∶２．沉管隧道周围的

地质地形横截面，如图１所示．

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为两孔一管廊结构，

中间管廊的下半部设置有逃生通道，而上半部设置有线缆通道．沉管隧道的横截面尺寸及结构形式，分

别如图２，３所示．

　　图２　沉管隧道的横截面尺寸（单位：ｍｍ）　　　　　　　　　　图３　沉管隧道的结构形式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ｕｎｉｔ：ｍｍ）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　　

沉管隧道单孔跨度达到１４．５５ｍ，在４４．５０ｍ的埋深和２１．７９ｍ厚度的覆土荷载下，普通的钢筋混

凝土结构难以满足安全性及耐久性的要求．因此，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采用了折拱式横截面形式，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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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与侧墙节点处的弯矩和剪力，使结构受力更加合理［１０］．其中，两面中墙支撑在顶板和底板中间，可

以有效减小支撑节点处的负弯矩值．

为了提高结构安全性，结构的直角节点都进行了加腋处理，保证节点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及抗裂性

能．刘发前
［１１］对某实际工程中５２ｍ跨度的单箱双室矩形隧道结构进行分析，提出折拱结构和空心轻型

结构，对原矩形隧道进行改进，结果表明，合理使用折拱结构可节约３５％左右的工程量，关键点弯矩可

减小约３０％．

隧道结构设计常用的方法有实际工程类比的经验设计方法、现场测量和试验为主的设计方法、用于

截面理论计算的荷载结构模型、以有限元为主的数值设计方法．相对于其他设计方法，荷载结构模型适

用于理论计算，它具有理论成熟、数据可靠的特点，是目前我国隧道设计主要采用的计算方法．沉管隧道

管节的横截面结构计算宜采用荷载结构模型［１２］．荷载结构模型
［１３］是将地层对结构的作用简化为荷载，

以计算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其结构基础采用地基弹簧模拟，基础变形服从温克尔弹性地基

图４　沉管隧道截面的荷载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

梁模型假设．

以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最大埋深段为

研究对象，采用荷载结构模型进行分析．沉管

隧道的底部水深为４４．５０ｍ，顶部覆土厚度为

２１．７９ｍ，结构荷载主要有海水压力、回填土和

泥沙回淤、结构自重及压舱混凝土，采用水土

分算法计算水土压力．沉管隧道截面的荷载分

布，如图４所示．

研究对象的外荷载组合参数：海水重度

（γω）为１０．２ｋＮ·ｍ
－３，沉管隧道结构重度

（γα）为２６．０ｋＮ·ｍ
－３，压舱混凝土重度（γβ）为２３．３ｋＮ·ｍ

－３；沉管隧道顶部水压（犘ω１）为３４０．６８ｋＰａ，

沉管隧道底部水压（犘ω２）为４５６．９６ｋＰａ，沉管隧道保护层及覆土荷载压强（犘Ｖ１）为１４１．９５ｋＰａ，侧向回

填土压强犘Ｈ１，犘Ｈ２分别为６３．２７，１５０．３６ｋＰａ，折拱下部水压（犘ω３）为３７７．６ｋＰａ，折拱下部保护层及覆土

荷载压强（犘Ｖ２）为１８１．７７ｋＰａ；地基弹性抗力系数（犓）为７５．０ＭＮ·ｍ
－３．

２　内力及承载力分析

２．１　内力分析

沉管隧道结构一般纵向尺寸较大、横向尺寸较小，在进行横截面计算或设计时，通常不考虑结构的

纵向不均匀变形．将整体结构简化为平面应变问题，沉管隧道可以简化为多孔箱型闭合框架
［１２］．箱型闭

合框架属于超静定结构，截面及配筋设计一般要经过“假定结构截面尺寸、分析内力、修正尺寸、重算内

力和截面配筋”的多次循环，才能最终确定结构的截面尺寸和配筋．

在设计沉管隧道横截面［１４］时，通常沿隧道纵向取１ｍ长的节段建立二维模型；然后，将隧道的顶

板、折拱、侧墙、底板和中墙全部简化为一维梁单元进行计算，结构假定为线弹性材料，地基采用温克尔

弹性地基梁模型模拟．对于沉管隧道设计或建造完成后的结构分析，简化模型需要结合结构配筋形式及

结构端部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使计算段的配筋率与结构的整体配筋率一致，这样计算的结果与实际工

程较为吻合．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结构配筋形式，如图５所示．图５中：横截面配筋间距为１２０ｍｍ．Ｗａｎｇ

等［９］在对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结构进行分析时，充分考虑了结构的配筋形式，沿隧道长度方向取７２０

ｍｍ，将沉管隧道简化为箱型框架结构．简化后的框架结构中，各构件截面的配筋形式，如图６所示．７２０

ｍｍ宽度可兼顾横向配筋１２０ｍｍ的间距及端部６０ｍｍ的保护层厚度，在保证简化模型配筋率与隧道

结构相同的同时，配筋形式也完全一致．

参考 Ｗａｎｇ等
［９］对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简化模型，取７２０ｍｍ的隧道长度，将沉管隧道结构简化

为框架模型进行结构分析，简化后的框架，如图７（ａ）所示．框架结构可以看作是梁柱框架结构，顶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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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沉管隧道的结构配筋形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ｕｎｉｔ：ｍｍ）

（ａ）顶板　　　　　　　　　　　（ｂ）侧墙　　　　　　　　　　　　（ｃ）底板

图６　简化后的各构件截面的配筋形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６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ｏｆｅａｃｈ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底部为连续梁构件、两侧和中间通过立柱支撑．取框架结构的中线作为计算长度，将沉管隧道框架模型

简化为二维杆系模型，Ｓ１～Ｓ５分别表示各构件的截面，具体位置如图７（ｂ）所示．

（ａ）框架结构　　　　　　　　　　　　　　　　　　（ｂ）二维杆系模型　　

图７　沉管隧道简化模型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

表１　框架结构各构件的截面材料性能

Ｔａｂ．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ｅａｃｈ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参数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犾／ｍ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犫／ｍ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６０ １．７０

犈ｅｑ／ＧＰａ ３９．１９ ４０．２５ ３９．７３ ４０．７３ ４１．２４

犈犃ｅｑ／×１０
１０Ｎ ４．２３２ ４．３４７ ４．２９１ ４．６９２ ４．７５１

犈犐ｅｑ／×１０
９Ｎ·ｍ２ ７．９３５ ８．１５１ ８．０４６ １．２７７ １．３１０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所用混凝土为Ｃ５０，

钢筋型号为ＨＲＢ４００，框架结构各构件的截面

材料性能参数根据截面尺寸和结构配筋等效换

算得到．分别计算各构件的等效弹性模量、等效

抗拉刚度和等效抗弯刚度用于内力分析，计算

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犾，犫分别为截面的长

和宽；犈ｅｑ，犈犃ｅｑ，犈犐ｅｑ分别为等效弹性模量、等

效抗拉刚度和等效抗弯刚度．

根据图４的荷载分布，采用结构力学的方

法对沉管隧道进行内力分析，绘制弯矩图、剪力图、轴力图和变形图，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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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弯矩图（单位：ｋＮ·ｍ）　　　　　　　　　　　　　（ｂ）剪力图（单位：ｋＮ）

（ｃ）轴力图（单位：ｋＮ）　　　　　　　　　　　　　　　　（ｄ）变形图　

图８　沉管隧道内力分布及结构变形图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

由图８（ａ）可知：沉管结构的顶板和底板的弯矩值较大，底板上的弯矩值略大于顶板；顶板和底板在

节点处的负弯矩很大．这是因为沉管隧道竖直方向上的荷载和结构自重最终都会通过底板传递到地基，

同时，底板的跨度也大于顶板．沉管隧道的顶板和底板可以简化为连续梁进行分析，对于顶板和底板来

说，中墙就相当于支座，而连续梁一般在支座处会产生较大的负弯矩．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通过增大结构截面和布置负弯矩筋的方式来提高顶板和底板在负弯矩区的强

度．两中墙中间的区域，顶板的厚度增大１０ｃｍ，底板增大２０ｃｍ，设置两个支座有助于减小连续梁在支

座处的负弯矩．沉管隧道结构的直角节点处的剪力和弯矩通常都较大，也更容易出现应力集中的情况．

为了减小节点处的应力集中，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对直角节点均作了加腋处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腋角

的垂直长度和水平长度比通常以１∶３为宜
［１２］．沉管隧道底板与侧墙的节点腋角的垂直高度为６５ｃｍ，

水平长度为１９５ｃｍ；底板与中墙的节点腋角的垂直高度为５０ｃｍ，水平长度为１５０ｃｍ，长高比均为３∶

１；而顶板与中墙的节点腋角的水平长度为１５０ｃｍ，垂直长度为３０ｃｍ，长度比小于１∶３．

顶板与侧墙通过长度为５．１ｍ的折拱连接形成的钝角节点，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结构节点处的弯矩

和剪力；相应地，底板与侧墙的直角节点处的弯矩和剪力却很大．

在相同荷载下，沉管隧道未作折拱处理时的弯矩和剪力分布图，如图９所示．对比图８，９可知：相对

于未作折拱处理的沉管隧道，在侧墙与顶板节点处的弯矩从４８６５．１ｋＮ·ｍ降低到２６３．５ｋＮ·ｍ，剪

力从２５３０．６ｋＮ降低到１６３９．９ｋＮ；顶板跨中处的弯矩从４５６８．４ｋＮ·ｍ降低到３６９７．２ｋＮ·ｍ；其

他区域的内力变化较小，折拱主要降低的是顶板与侧墙节点处的剪力和弯矩，由于顶板跨度降低，顶板

（ａ）弯矩图（单位：ｋＮ·ｍ）　　　　　　　　　　　　　（ｂ）剪力图（单位：ｋＮ）　　

图９　未作折拱处理时的弯矩和剪力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ｒ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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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中的弯矩降低２０％左右．

２．２　承载力分析

沉管隧道结构在外荷载作用下，所有的构件都同时承受轴向压力和弯矩，可以认为是偏心受压构

件．其中，中墙所受到的轴向压力很大，弯矩很小，可以按照轴心受压进行分析．顶板、侧墙同时承受较大

的轴向压力和弯矩，按照偏心受压构件分析时，轴向压力和弯矩共同控制正截面承载力的极限状态．基

于平截面假定，根据正截面静力平衡方程，可以计算出各截面极限状态下的轴力弯矩图．

由截面静力平衡条件，可得

犖 ＝∫
狓
０

０
σｃ犫ｄ狓＋犃ｓ′σｓ′－犃ｓσｓ，

犕 ＝∫
狓
０

０
σｃ犫狓ｄ狓＋犃ｓ′σｓ′（狓０－犪ｓ′）＋犃ｓσｓ（犺０－狓０）

烍

烌

烎．

（１）

图１０　平截面假定

Ｆｉｇ．１０　Ｐｌａ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式（１）中：犖 为轴力；犕 为弯矩；狓０ 为混凝土受压区高度；犃ｓ′，犃ｓ分别为

受压区、受拉区钢筋的截面面积；σｓ′，σｓ分别为受压区、受拉区钢筋的应

力；σｃ为受压区混凝土距离中性轴距离为狓处的混凝土应力；犪ｓ′为受压

区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由平截面假定（图１０），可得

ε＝Φ狓，　　εｓ′＝Φ（狓０－犪ｓ′），　　εｓ＝Φ（犺０－狓０），

犺０ ＝犺－犪，　　Φ＝１／ρ
｝．

（２）

式（２）中：ε为受压区混凝土距离中性轴距离为狓处的混凝土应变；εｓ′为

受压区混凝土距离中性轴距离为狓 处的混凝土应变；Φ为截面变形系

数；εｓ为受拉区钢筋的应变；犺０ 为截面有效高度；ρ为截面处的曲率；犪ｓ

为受拉区钢筋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犺为构件截面高度．

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１５］中的钢筋及混凝土的本构模型，ＨＲＢ４００钢筋的弹性模量犈ｓ为２０６

ＧＰａ，屈服强度设计值σｙ为３６０ＭＰａ．假定钢筋为理想弹塑性模型，则应力（σ）应变（ε）关系为

σｓ＝犈ｓεｓ，　　εｓ≤εｙ，

σｓ＝σｙ
｝．

（３）

σ＝ （１－犱ｃ）犈ｃε，

犱ｃ＝

１－ρｃ［αａ＋（３－２αａ）狓′＋（αａ－２）狓′
２］，　　狓′≤１，

１－ ρｃ

αｄ（狓′－１）
２
＋狓′

，　　狓′＞１
烅

烄

烆
，

狓′＝ε／εｃ，　　ρｃ＝犳ｃ／（犈ｃεｃ）

烍

烌

烎．

（４）

式（３），（４）中：εｙ为钢筋的屈服应变，εｙ＝σｙ／犈ｓ；犈ｃ为混凝土弹性模量取３４．５ＧＰａ；αａ，αｄ 分别为混凝土

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上升段、下降段的参数值，规范中建议Ｃ５０的混凝土分别取值２．１１３，１．１２４；犳ｃ

为混凝土单轴抗压强度，Ｃ５０混凝土取设计值２３．１ＭＰａ；εｃ为与单轴抗压强度犳ｃ对应的混凝土峰值压

应变，取０．００１５２６；犱ｃ为混凝土单轴受压损伤演化系数．根据式（４）可计算出Ｃ５０混凝土的应力应变

曲线，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εｃｕ为极限压应变，取０．００３８．

分别计算出顶板、侧墙和底板在极限状态下的轴力弯矩，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Ｓ１，Ｓ２，Ｓ３的坐标

分别表示顶板、侧墙、底板的最大弯矩和轴力组合．由图１２可知：各构件所受轴力远小于该构件的极限

表２　截面钢筋与混凝土应力值

Ｔａｂ．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ｓ ＭＰａ　

参数
截面

Ｓ１ Ｓ２ Ｓ３

σｓｓ １５７．６６ ７９．１５ １７５．２９

σｃｃ １５．５７ １３．０６ １６．６７

承载力，各构件均以受弯为主，在计算时应按照压弯构件计算．

为进一步验证在使用荷载下沉管隧道结构的安全性，根据

平衡方程进一步计算出顶板、侧墙和底板的截面应力分布，结果

如表２所示．表２中：σｓｓ为受拉区钢筋应力；σｃｃ为受压边缘混凝

土应力．由表２可知：受拉区钢筋应力和受压区混凝土的均未达

到屈服强度．

沉管隧道的顶板、侧墙和底板均承受较大的剪力，尤其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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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　　　　　　　　　　　　图１２　极限状态的轴力弯矩图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ｉｇ．１２　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ｉｍｉｔｓｔａｔｅ

角节点、中墙与底板和底板节点位置．中墙及中隔板所受剪力很小，最大处只有７６９．５ｋＮ．为了提高结

构的抗剪承载力，沉管隧道各构件均布置了箍筋（图５，６）．剪力沿构件长度方向并不一致（图８（ｂ）），将

配置箍筋的间距进行相应的调整，共设计４种箍筋间距，随着剪力的增大，由疏向密逐渐过渡．以顶板为

例，在跨中附近的弯矩较大、剪力较小，箍筋间距最大为８００ｍｍ；接近节点及支座时，剪力逐渐增大，箍

筋间距也逐渐减小为６００，４００ｍｍ；节点及支座处的剪力达到最大值，附近的箍筋间距为２０ｍｍ．

一般矩形受弯构件斜截面的抗剪承载力犞ｃｓ的计算公式
［１５］为

犞ｃｓ＝０．７犳ｔ犫犺０＋１．２５犳ｙｖ
犃ｓｖ
狊
犺０． （５）

式（５）中：犳ｔ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Ｃ５０混凝土取值１．８９ＭＰａ；犳ｙｖ为钢筋屈服强度设计值，ＨＲＢ

４００钢筋取值为３６０ＭＰａ；犃ｓｖ为同一截面内箍筋总的截面积；狊为沿构件长度方向上箍筋的根间距．

表３　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ｅ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狊／ｃｍ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犞ｃｓ／ＭＮ １．９５４ ２．１８７ ２．６５３ ４．０５０

犞ｍａｘ／ＭＮ ０．５１３ １．０６７ １．１９０ ２．４９０

根据式（５）计算各截面的抗剪承载力，结果如表３所

示．表３中：犞ｍａｘ为所受最大剪力．由表３可知：港珠澳大桥

沉管隧道满足抗剪承载力的要求．

当沉管隧道处于海洋氯化物环境时，结构面临着氯盐

侵入混凝土内部而引起钢筋锈蚀的问题，而钢筋锈蚀直接

关系到结构的耐久性．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地处珠江口的

伶仃洋海域，水文勘察表明，周围海水中的化学离子成分主

要为Ｃｌ－，ＳＯ４
２－，Ｃａ２＋，Ｍｇ

２＋，是典型的氯盐环境［１６］．由于港珠澳大桥的重要交通地位和主体结构超长

设计使用年限为１２０ａ，因此，对其耐久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采取以下防腐蚀措施：采用防水、防开

裂混凝土；对钢构件采取防锈措施；对钢筋网进行阴极保护；合理的混凝土保护层；混凝土裂缝控制．混

凝土保护层的作用是保障在使用环境和荷载下，钢材与混凝土之间具有良好的黏结性能．港珠澳大桥沉

管隧道内部保护层厚度为５０ｍｍ，隧道外部保护层厚度为７０ｍｍ．

裂缝宽度主要影响钢筋的锈蚀过程．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要求在隧道外部（海洋氯化物环境）的最

大裂缝宽度不超过０．２ｍｍ，隧道内部（一般环境）的最大裂缝宽度不超过０．３ｍｍ．对于钢筋混凝土构

件，裂缝产生的原因是结构在荷载下钢筋与混凝土应变不协调，尤其是混凝土的受拉区域，混凝土材料

抗拉强度较低，很小的拉应变（１×１０４）就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产生裂缝
［１７］．在荷载作用下，沉管隧道的

承受拉（轴）力或弯矩的构件在横截面上有拉应力的存在，可能出现垂直于主拉应力方向上的裂缝．由图

８可知：沉管隧道所用的构件都承受弯矩，其中，中墙和中隔板以轴向压力为主，弯矩很小可以忽略，而

顶板和底板跨中区域承受着较大弯矩．当把顶板看作连续梁时，中墙可以看作是顶板和底板的支座，连

续梁的支座处一般都会存在较大的负弯矩，在弯矩较大的区域可能出现受拉裂缝．

结合沉管隧道弯矩图，验算弯矩较大的区域的裂缝宽度．最大裂缝宽度的计算式为

ωｍａｘ＝αｃｒ·
σｓｋ
犈ｓ
· １．９犮＋０．０８

犱ｅｑ

ρ
（ ）

ｔｅ

． （６）

式（６）中：αｃｒ为构件受力特征系数，受弯及偏心受压构件取值为２．１；σｓｋ为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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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σｓｋ＝
犕ｋ

０．８７犃ｓ犺０
，犕ｋ 为构件截面所受弯矩；犮为受拉筋外边缘至混凝土底边的距

离；ρｔｅ为混凝土有效受拉区的配筋率，ρｔｅ＝犃ｓ／犃ｔｅ，其中，犃ｔｅ为受拉区混凝土的截面积；为裂缝间纵向

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１．１－０．６５
犳ｔｋ

ρｔｅσｓｋ
，其中，犳ｔｋ为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标准值，Ｃ５０混凝土的取

值为２．６４ＭＰａ；犈ｓ为钢筋的弹性模量，ＨＲＢ４００钢筋的取值为２０６ＧＰａ；犱ｅｑ为受拉区钢筋的等效直径，

犱ｅｑ＝∑狀犻犱
２
犻／∑狀犻犱犻，其中，犱犻为钢筋的直径，狀犻为直径为犱犻的钢筋的个数．

在长期荷载作用下，裂缝宽度会不断增大，可依据式（４）计算最大裂缝宽度
［１５］．支座处的负弯矩计

算值为支座中心的弯矩，而支座中心处的截面高度较大，所以，危险区域一般在支座边缘，可在计算Ｓ４

和Ｓ５区域的裂缝时，取支座边缘进行计算．各危险区域裂缝宽度计算值与限值的对比，如表４所示．表

４中：犫ｐ为保护层厚度；ωｃ为表面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值；ωｌｉｍ为裂缝宽度限值；ωｍａｘ为３０ｍｍ保护层下的

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值．由表４可知：沉管隧道各危险区域的计算裂缝宽度均超过了限值，主要是保护层

厚度较大的缘故．

表４　各危险区域裂缝宽度计算值与限值的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ｒａｃｋｗｉｄｔｈｉｎｅａｃｈ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ａｒｅａ ｍｍ　

截面 环境类别
表面

犫ｐ ωｃ ωｌｉｍ

３０ｍｍ保护层下

犫ｐ ωｍａｘ ωｌｉｍ

Ｓ１ 一般环境 ５０ ０．３４７ ０．３ ５０ ０．２８７ ０．３

Ｓ２ 海洋氯化物环境 ７０ ０．２３７ ０．２ ７０ ０．１６４ ０．２

Ｓ３ 一般环境 ５０ ０．３６１ ０．３ ５０ ０．２９６ ０．３

Ｓ４ 海洋氯化物环境 ７０ ０．２１６ ０．２ ７０ ０．１５５ ０．２

Ｓ５ 海洋氯化物环境 ７０ ０．２０８ ０．２ ７０ ０．１５２ ０．２

　　较大的保护层厚度为钢筋提供了更好的防腐蚀效果，虽然结构表面的裂缝超过了限值，但钢筋仍然

有足够厚度的混凝土保护层．沉管隧道设计与施工指南
［７］指出，当对裂缝宽度无特殊外观要求时，若保

护层设计厚度超过３０ｍｍ时，可将保护层厚度取为３０ｍｍ来计算裂缝的最大宽度．由表４可知：隧道

内外表面裂缝宽度均满足裂缝宽度限值的要求．综上可知，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满足在使用荷载下耐久

性的要求．

３　数值模拟分析

与内力分析类似，数值模拟是将整体隧道简化为框架结构进行分析．采用有限元软件Ａｂａｑｕｓ，沿隧

道长度方向上取７２０ｍｍ作为矩形框架结构，依据实际横截面尺寸与配筋建模；沉管隧道基础采用温克

尔弹性地基梁模型，地基系数为７５．０ＭＮ·ｍ－３．隧道周围的荷载分布，如图４所示．混凝土强度取Ｃ５０

设计值２３．１ＭＰａ，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定义的本构模型，其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如图１１所示．

钢筋型号为ＨＲＢ４００，强度取设计值３６０ＭＰａ，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

钢筋与混凝土分离建模，混凝土采用三维实体模型，钢筋采用桁架模型，将钢筋骨架嵌入混凝土中，

钢筋在混凝土内部与混凝土协同变形，并假设不发生相对滑移．对沉管隧道进行静力分析，混凝土和钢

筋骨架的应力云图，如图１３，１４所示；结构竖向、水平位移云图，如图１５，１６所示；结构变形云图，如图

１７所示；混凝土等效塑性应变云图，如图１８所示．

由图１３可知：混凝土在中墙区域的 Ｍｉｓｅｓ应力很大．究其原因是顶部的竖向荷载主要由中墙承担，

导致中墙的轴向压力较大，同时中墙的截面相对于其他部件较小，因此，中墙的压应力较大；而混凝土的

抗压强度较好，所以，中墙的混凝土及钢筋没有发生任何受拉破坏．当外部竖向荷载增大时，如隧道顶部

的沉船荷载、船舶落锚荷载，中墙轴力会有较大增长，这可能导致中隔墙发生轴压破坏．所以设计配筋

时，可以考虑通过适当加密箍筋提高其延性，或通过增大中墙截面提高其抗压承载力，并减小轴力的偏

心矩，避免轴力增大的同时弯矩过快增长而发生受弯破坏．

钢筋骨架及结构混凝土最大应力出现在中墙与顶板节点的腋角下侧，这主要是因为节点处的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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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混凝土的应力云图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图１４　钢筋骨架的应力云图

Ｆｉｇ．１４　Ｓｔｅｅｌｂ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图１５　结构竖向位移云图

Ｆｉｇ．１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图１６　结构水平位移云图

Ｆｉｇ．１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和弯矩较大，容易出现应力集中的现象．但是此处应力为压应力，混凝土抗压强度较高，并未发生破坏．

侧墙与底板的直角节点由于采取了加腋措施，均未发生屈服或破坏（图１８）．沉管隧道采用折拱式横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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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结构变形云图（×５０倍放大）

Ｆｉｇ．１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５０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１８　混凝土等效塑性应变云图

Ｆｉｇ．１８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面减小节点处的弯矩和剪力，使结构受力更加合理，折拱节点的应力并不大．

沉管隧道周围的水土压力挤压隧道，竖向荷载远大于水平方向的荷载．结构的竖向变形不大，在两

隧道孔洞顶板跨中区域最大变形达到２３．１５ｍｍ，其中，包括地基沉降的７．５５ｍｍ，所以，顶板实际最大

挠度为１５．６２ｍｍ，底板跨中位置挠度为１６．３６ｍｍ．底板跨中挠度略大于顶板跨中挠度主要是因为底

板的荷载与跨度均大于顶板，但是底板的配筋率比顶板更高，刚度更大，所以，底板挠度仅比顶板大０．７

ｍｍ．由于作用在隧道上的竖向荷载较大，迫使隧道侧墙向外侧变形，水平方向的水土压力对约束隧道

向外侧变形也有一定的帮助．所以，隧道水平方向上变形很小，最大水平变形出现在侧墙顶部，向隧道外

侧偏移７．９４ｍｍ．中墙主要承受轴向压力，而受到的弯矩和剪力很小，所以，中墙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

上的变形都很小．从结构的总体变形上看，沉管结构的刚度足够大，地基刚度也足够大．

由图１４可知：整个结构的钢筋最大应力为１７２．２ＭＰａ，远没有达到强度设计值３６０ＭＰａ，所以，在

承载力上结构的安全性很高．混凝土属于脆性材料，抗拉强度很低，变形能力小，在受拉区域容易出现裂

缝．在荷载作用下，沉管隧道的顶板、底板和侧墙均承受了较大的弯矩，很容易导致受拉一侧的混凝土发

生破坏而出现裂缝．

由图１８可知：顶板及底板的跨中受拉区都出现了受拉塑性屈服，说明混凝土达到极限受拉强度．两

中墙中间区域的顶板和底板都是负弯矩区域，受拉一侧混凝土也达到受拉极限强度．相对于顶板和底

板，两侧墙受到弯矩较小，受拉一侧的混凝土在弯矩较大的区域也发生了轻微受拉破坏．弯矩越大的区

域，混凝土受拉破坏越明显．对比弯矩图８（ｂ）和图１８可知：Ａｂａｑｕｓ模拟中，裂缝开展区域和弯矩较大

区域一致．由表４可知：虽然混凝土存在受拉裂缝，但裂缝宽度较小，仍然满足结构耐久性的要求．沉管

隧道结构各节点处均未先于构件达到塑性状态，结构整体满足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要求．

４　结论

１）由于沉管隧道的顶板和底板承受较大弯矩和轴力，中墙支撑区域出现负弯矩，所以，顶板和底板

可以按照连续梁设计．两中墙可以看作顶板和底板的支座，支座节点处负弯矩较大，混凝土容易出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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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裂缝．中隔墙承受很大的轴向压力，弯矩和剪力都很小，设计配筋时可以考虑通过适当加密箍筋提高

其延性，或通过增大中墙截面提高其抗压承载力，并减小轴力的偏心矩，避免轴力增大的同时弯矩过快

增长而发生受弯破坏．折拱和腋角的合理布置可以有效地减少结构节点的应力，提高结构强度．

２）各构件正截面的承载力均远大于所受荷载，斜截面的抗剪承载力也远大于所受剪力．由于沉管

隧道外部环境为海洋氯化物环境，设计使用寿命较长，因此对耐久性要求很高．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要

求外部混凝土裂缝宽度不能超过０．２ｍｍ，裂缝宽度验算结果表明：裂缝宽度是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状态

下极限承载力的关键因素．

３）Ａｂａｑｕｓ模拟结果表明：在使用荷载下，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受压区混凝土和钢筋骨架的应力

远未达到材料的极限应力，在弯矩较大处的受拉区混凝土达到混凝土受拉强度极限而出现裂缝，裂缝开

展区域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此外，节点处均未先于构件达到塑性状态，说明折拱和加腋设计满足结构

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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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块体混凝土的单轴受压试验

蔡敏伟１，２，王卫华１，２，董毓利１，２，洪铁东１，陈香蓉１，郭秀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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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将抗压强度分别为２６．７，４５．０，８７．６ＭＰａ的３种旧混凝土块体与普通商品混凝土进行混合浇

筑，制作１８个再生块体混凝土立方体试件和１８个棱柱体试件．然后，进行立方体试件和棱柱体试件的单轴受

压试验，研究旧混凝土的取代率及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对再生块体混凝土受压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在添加低抗压强度（２６．７，４５．０ＭＰａ）旧混凝土的试件中，新旧混凝土结合良好，界面难以辨别；在添加较

高抗压强度（８７．６ＭＰａ）旧混凝土的棱柱体试件中，新旧混凝土的结合界面出现分离现象；试件的破坏形态似

２个对顶的角锥形状；在新旧混凝土抗压强度差不变的情况下，再生块体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峰值

应变随旧混凝土取代率的增加而降低，取代率对抗压强度影响较大，但对弹性模量、峰值应变的影响较小；在

新旧混凝土抗压强度差不同、取代率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旧混凝土块体抗压强度的增大，再生块体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弹性模量、峰值应变均呈一定的上升趋势；再生块体混凝土的泊松比变化不明显，平均值约为０．２１２．

关键词：　再生块体混凝土；抗压强度；取代率；弹性模量；峰值应变；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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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面临许多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修复和拆除问题，由此产生大量的建筑废弃

物，其中，废弃混凝土约占建筑垃圾的４８．４％
［１］，合理利用废弃混凝土可以保护环境，减少固体废弃物

排放，节约资源和能源．再生骨料孔隙率较高、初始裂缝多、吸水性大
［２］，与普通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差异

较大．肖建庄等
［３?４］、陈宗平等［５?６］针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受压力学性能进行研究．吴波等

［７］将废弃混凝

土拆解成特征尺寸为６０～３００ｍｍ的块体混凝土
［８］，直接应用于构件中，形成再生混合混凝土构件，并

进行静力和抗震性能的研究［９?１１］．张金锁
［１２］研究废弃混凝土块体的取代率、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等

因素对再生混合混凝土立方体试件抗压强度的影响．Ｗｕ等
［１３］发现当新旧混凝土抗压强度差较大时，废

旧混凝土块体对再生块体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影响较为明显，并提出抗压强度的预测公式．此外，吴波

等［１４］发现随着旧混凝土取代率的增加，试件组合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均呈降低趋势．刘春晖
［１５］发现在特

征比不变的情况下，尺寸效应对再生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的弹性模量、峰值应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目

前，关于再生块体混凝土棱柱体试件受压力学性能的报道较为少见［１２?１５］．基于此，本文对１８个再生块体

混凝土立方体试件和１８个棱柱体试件进行单轴受压试验，分析不同因素对再生块体混凝土受压力学性

能的影响．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制作

制作１８个再生块体混凝土立方体试件和１８个棱柱体试件，每３个标准试件为１组，共分为６组立

方体试件和６组棱柱体试件．

试件的设计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犖 为试件数量；犾，犫，犺分别为试件的长、宽和高；犳ｏ为旧混凝

土的抗压强度；η为旧混凝土的取代率；试件组编号Ｃｕ表示立方体试件，Ｐｒ表示棱柱体试件，Ｒ１～Ｒ３

对应不同的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０～０．３对应不同的旧混凝土的取代率；Ｃｕ?Ｒ１?０，Ｐｒ?Ｒ１?０中旧混凝土

的取代率为０，即新混凝土试件．

表１　试件的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组编号 犖 犾／ｍｍ 犫／ｍｍ 犺／ｍｍ 犳ｏ／ＭＰａ η／％

Ｃｕ?Ｒ１?０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６．７ ０

Ｃｕ?Ｒ１?０．１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６．７ １０

Ｃｕ?Ｒ１?０．２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６．７ ２０

Ｃｕ?Ｒ１?０．３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６．７ ３０

Ｃｕ?Ｒ２?０．２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４５．０ ２０

Ｃｕ?Ｒ３?０．２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８７．６ ２０

Ｐｒ?Ｒ１?０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２６．７ ０

Ｐｒ?Ｒ１?０．１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２６．７ １０

Ｐｒ?Ｒ１?０．２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２６．７ ２０

Ｐｒ?Ｒ１?０．３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２６．７ ３０

Ｐｒ?Ｒ２?０．２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４５．０ ２０

Ｐｒ?Ｒ３?０．２ 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８７．６ ２０

　　将废旧混凝土（剪力墙、梁和柱等）人工拆解成特征尺寸为５０～６０ｍｍ的块体．选用抗压强度分别

为２６．７，４５．０，８７．６ＭＰａ的３种旧混凝土块体．旧混凝土块体和试件的浇筑，如图１所示．在浇筑前，先

０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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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旧混凝土块体　　　　　（ｂ）试件的浇筑

图１　旧混凝土块体和试件的浇筑

Ｆｉｇ．１　Ｄｅｍｏ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ｕｍｐｓ

ａｎ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将旧混凝土块体用网兜编号装好，置于自来水池

内，提前充分浸泡２４ｈ，使其吸足水分并洗净表面

浮尘．在浇筑过程中，先在试模底部倒入一层厚度

约为２０～３０ｍｍ的新混凝土；然后，将旧混凝土块

体与新混凝土交替放入试模内，充分振捣，使两者

能充分接触．

新混凝土的抗压强度等级为Ｃ３０，采用红狮牌

４２．５Ｒ普通硅酸盐水泥，碎石粒径为１６．０～３１．５

ｍｍ，坍落度为１２０ｍｍ．

新混凝土的配合比，如表２所示．表２中：δ为

含砂率；ρ为材料的用量．新混凝土的２８ｄ立方体

试件的抗压强度为４２．３ＭＰａ．

表２　新混凝土的配合比

Ｔａｂ．２　Ｍｉ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ｗ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水灰比 δ／％
ρ／ｋｇ·ｍ

－３

水 水泥 砂 石子 粉煤灰 矿渣 减水剂

０．４９ ３８ ２６３．００ ６９８．００ ７７５．００ １１４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５．３８

１．２　试验加载装置及加载制度

在华侨大学结构实验室ＳＨＴ４２０６型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上进行试验．试件的加载装置，如图２所

示．图２中：棕黄色橡胶带用来固定声发射传感器探头．

（ａ）立方体试件　　　　　　　　　　　　　　　　　　（ｂ）棱柱体试件

图２　试件的加载装置

Ｆｉｇ．２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ｅｔｕｐ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采用全程位移控制的加载制度，立方体试件的加载速率［１６］为３μｍ·ｓ
－１，棱柱体试件的加载速率为

６μｍ·ｓ
－１．为了测量棱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在沿试件高度的中轴线处粘贴混凝土应变片；

在棱柱体试件上部左右对称布置两个高精度位移计，以记录试件的压缩变形；应变、荷载和位移则由计

算机自动采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现象

在加载初期，立方体与棱柱体试件的表面未观察到裂纹开展；随着荷载的增加，试件表面逐渐出现

细微裂纹．当荷载犘为峰值荷载犘ｕ的６０％（犘＝０．６犘ｕ）时，在立方体试件中部可观察到裂纹逐渐扩展，

且伴有细小的开裂响声；当荷载达到峰值荷载（犘≥犘ｕ）后，立方体试件的裂纹发展变宽且较快，荷载突

然降低而丧失承载力．当荷载为峰值荷载的６０％～８０％（犘＝０．６犘ｕ～０．８犘ｕ）时，棱柱体试件的裂缝首

先在中部出现，与竖向约呈３０°夹角斜向发展；随着荷载的增加，裂缝的长度和宽度逐渐增大，达到峰值

荷载（犘≥犘ｕ）后，棱柱体试件中部可见明显裂纹，裂纹最宽处约为１．５ｍｍ．再生块体混凝土试件的裂纹

１２第１期　　　　　　　　　　　　　 蔡敏伟，等：再生块体混凝土的单轴受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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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较稳定，破坏过程较缓慢，这一破坏过程与文献［１７］的情况类似．

再生块体混凝土立方体试件和棱柱体试件的典型破坏过程，如图３，４所示．图３，４中：试件编码的

最后一位数字对应每组的３个试件（１～３）．

（ａ）加载初期　　　　　　 （ｂ）犘＝０．６犘ｕ　　　　　　　（ｃ）犘≥犘ｕ　　　　　　　（ｄ）试验结束

图３　立方体试件的典型破坏过程（Ｃｕ?Ｒ１?０．３?３）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ｕｂｉｃ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Ｃｕ?Ｒ１?０．３?３）

　（ａ）加载初期　　　　（ｂ）犘＝０．６犘ｕ～０．８犘ｕ　　　　（ｃ）犘≥犘ｕ　　　　　　（ｄ）试验结束　

图４　棱柱体试件的典型破坏过程（Ｐｒ?Ｒ２?０．２?３）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ｉｓ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Ｐｒ?Ｒ２?０．２?３）

加载结束后，试块断裂面的典型破坏形态，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添加低抗压强度旧混凝土的试

件的新旧骨料界面难以辨别，新混凝土与旧混凝土结合良好；而添加高抗压强度（８７．６ＭＰａ）旧混凝土

的棱柱体试件在新旧混凝土的结合界面上出现破坏现象．再生块体混凝土试件的破坏形态与新混凝土

试件基本一致，都是形成两个近似对顶的角锥形状．

（ａ）ＣｕＲ１０３　 （ｂ）ＣｕＲ１０．２３　 （ｃ）ＣｕＲ３０．２１　 （ｄ）ＰｒＲ１０３　（ｅ）ＰｒＲ１０．１３　　 （ｆ）ＰｒＲ３０．２１　

图５　试件断裂面的典型破坏形态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２．２　抗压强度实测结果分析

参照文献［１８］，对不同参数下的每组３个标准试件的抗压强度取平均值，将其作为立方体试件的代

表抗压强度犳ｃｕ和棱柱体试件的代表抗压强度犳ｃ．各组试件抗压强度的相关参数，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以得到以下４点结论．１）当新旧混凝土抗压强度差（４６．２－２６．７＝１９．５ＭＰａ）相同时，随

着旧混凝土的取代率从０增加至３０％，立方体试件与棱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均逐渐降低，立方体试件

表３　各组试件的抗压强度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参数
试件组编号

Ｒ１?０ Ｒ１?０．１ Ｒ１?０．２ Ｒ１?０．３ Ｒ２?０．２ Ｒ３?０．２

犳ｃｕ／ＭＰａ ４６．２ ４４．９ ３９．３ ３６．９ ５２．０ ５３．４

犳ｃ／ＭＰａ ４３．３ ３５．３ ３１．７ ２９．１ ４０．３ ４４．６

犳ｃ／犳ｃｕ ０．９４ ０．７８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７８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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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压强度下降２０．１％，棱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下降３２．８％．２）当再生块体混凝土的取代率相同时，

随着旧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提高，立方体试件和棱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呈上升趋势，这与文献［１９］在低抗

压强度新混凝土中添加高抗压强度的旧混凝土块体而呈现的抗压强度值的增大规律一致．３）当旧混凝

土的抗压强度（４５．０ＭＰａ）与新混凝土的抗压强度（４６．２ＭＰａ）基本相同时，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比

新混凝土试件略高，但棱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却比新混凝土试件略低．４）再生块体混凝土棱柱体试件

与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之比为０．７８～０．８３，平均值为０．８０，小于新混凝土对比试件的比值０．９４，该

值仍比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２０］要求的比值（０．７６）略高，但与试件抗压强度换算公

式相比，其值仍在安全范围之内．

再生块体混凝土由新混凝土和旧混凝土两部分混合组成，故组合的抗压强度与两者的混凝土抗压

强度存在一定关系．文献［１２１３］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立方体试件的组合抗压强度公式，即

犳ｃｕ，ｃｏｍ，３００ ＝犳ｃｕ，ｎｅｗ，３００（１－η）＋犳ｃｕ，ｏｌｄ，３００×η， （１）

犳ｃｕ，ｃｏｍ，３００ ＝ （犳ｃｕ，ｏｌｄ，３００／犳ｃｕ，ｎｅｗ，３００）
０．８６η×犳ｃｕ，ｎｅｗ，３００（１－η）＋（犳ｃｕ，ｎｅｗ，３００／犳ｃｕ，ｏｌｄ，３００）

１．１η×犳ｃｕ，ｏｌｄ，３００η．（２）

式（１），（２）中：犳ｃｕ，ｃｏｍ，３００表示边长为３００ｍｍ 的立方体试件的组合抗压强度；犳ｃｕ，ｎｅｗ，３００，犳ｃｕ，ｏｌｄ，３００分别为边

长为３００ｍｍ的立方体试件中新混凝土和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式（１）适用于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小于１５ＭＰａ的情况，式（２）适用于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差为４１～８６ＭＰａ的情况
［１２１３］．文献［１４］将式（１），（２）应用于棱柱体试件，并建议将两式计算结果的平

均值作为抗压强度的预测值．在文中新旧混凝土抗压强度差的范围内，立方体试件及经转换后的棱柱体

试件的抗压强度皆采用式（１），（２）进行计算．

抗压强度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犳ｃｕ，ｃｏｍ，犳ｃｕ，ｍ分别表示抗压强度的计算值和

试验值；珚犳ｃｕ，ｃｏｍ为式（１），（２）抗压强度计算结果的平均值；γ１ 为式（１）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γ２ 为式（２）

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γ３ 为式（１），（２）计算平均值与试验值的误差；珔γ为误差平均值；σ为均方差．试

件抗压强度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如图６所示．

由表４和图６可以得到以下３点结论．１）当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相同时，立方体试件的组合

抗压强度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偏差随取代率的增大而增大．当取代率小于２０％时，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

地较好；随着取代率的增大，试验值比计算值降低的幅度更大（图６（ａ））．２）当取代率均为２０％时，随着

旧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增加，立方体和棱柱体试件的组合抗压强度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偏差先增大后减

小，最大误差约为１２．０％，最小误差约为０．５％．３）当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相同时，式（１），（２）计算

结果的平均值珚犳ｃｕ，ｃｏｍ与试验值的误差基本在±１０．０％以内，总体上吻合地较好（图６（ｂ）），故可用式（１），

（２）计算结果的平均值来计算立方体和棱柱体试件的组合抗压强度的预测值．

表４　抗压强度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试件组编号 犳ｃｕ，ｍ／ＭＰａ
式（１）

犳ｃｕ，ｃｏｍ／ＭＰａ γ１／％

式（２）

犳ｃｕ，ｃｏｍ／ＭＰａ γ２／％
珚犳ｃｕ，ｃｏｍ／ＭＰａ γ３／％

ＣｕＲ１０．１ ４４．９ ４４．２ －１．５ ４０．９ －８．９ ４２．６ －５．１

ＣｕＲ１０．２ ３９．３ ４２．３ ７．６ ３９．７ １．１ ４１．０ ４．３

ＣｕＲ１０．３ ３６．９ ４０．３ ９．２ ３８．５ ４．３ ３９．４ ６．８

ＣｕＲ２０．２ ５２．０ ４６．０ －１１．５ ４５．８ －１１．９ ４５．９ －１１．７

ＣｕＲ３０．２ ５３．４ ５４．５ ２．１ ５６．５ ５．８ ５５．５ ３．９

ＰｒＲ１０．１ ３５．３ ３８．４ ８．８ ３２．７ －７．４ ３５．６ ０．８

ＰｒＲ１０．２ ３１．７ ３３．８ ６．６ ３１．７ ０ ３２．８ ３．５

ＰｒＲ１０．３ ２９．１ ３２．３ １０．９ ３０．８ ５．８ ３１．６ ８．６

ＰｒＲ２０．２ ４０．３ ３６．８ －８．７ ３６．７ －８．９ ３６．８ －８．８

ＰｒＲ３０．２ ４４．６ ４３．６ －２．２ ４５．２ １．３ ４４．４ －０．５

珔γ／％ ２．１ －１．９ ０．２

σ ７．８６ ６．７３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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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试验值与计算值　　　　　　　　　　　　　　　（ｂ）试验值与计算平均值

图６　试件抗压强度的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３　弹性模量实测结果分析

将每组中３个棱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平均值作为该组再生块体混凝土的弹性模量的代表值．棱柱

体试件组的实测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中：犈为弹性模量；εｍａｘ为峰值应变；μ为泊松比；β，θ分别为峰值

应力比和峰值应变比，即再生块体混凝土与新混凝土峰值应力或应变的比值．

由表５可以得到以下２点结论．１）当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相同时，棱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随

取代率的增大而降低，当取代率从０增加至３０％时，弹性模量降低１１．９％左右．２）当旧混凝土的取代

率相同时，棱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与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有一定的关系，添加比新混凝土抗压强度低

（２６．７，４５．０ＭＰａ）的旧混凝土试件的弹性模量比新混凝土试件组的弹性模量降低４．２％，６．１％，而添加

抗压强度更高（８７．６ＭＰａ）的旧混凝土的试件组与新混凝土试件组的弹性模量基本相当．

表５　棱柱体试件组的实测结果

Ｔａｂ．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ｉｓ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试件组编号 犈／×１０１０ＭＰａ εｍａｘ／×１０
－３

μ β θ

Ｐｒ?Ｒ１?０ ２．６１ ２．１６３ ０．２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Ｐｒ?Ｒ１?０．１ ２．５５ ２．１８１ ０．２０６ ０．８２ １．０１

Ｐｒ?Ｒ１?０．２ ２．５０ １．９６２ ０．２１６ ０．７３ ０．９１

Ｐｒ?Ｒ１?０．３ ２．３０ １．９１３ ０．２０６ ０．６７ ０．８８

Ｐｒ?Ｒ２?０．２ ２．４５ ２．２３８ ０．２０６ ０．９３ １．０３

Ｐｒ?Ｒ３?０．２ ２．６０ ２．１４０ ０．２２０ １．０３ ０．９９

２．４　峰值应变实测结果分析

应力应变曲线峰值处的应力对应的应变为峰值应变．由表５可知：棱柱体试件的峰值应变范围为

１．９１３×１０－３～２．２３８×１０
－３；取代率对棱柱体试件与新混凝土试件峰值应力比影响较大，当取代率从０

增加至３０％时，峰值应力下降３３％，当取代率在１０％以内时，取代率对峰值应变的影响较小，波动范围

在１２％内，当取代率超过１０％后，峰值应力比和峰值应变比随着取代率的增加而下降，且下降趋势基本

一致；添加高抗压强度的旧混凝土试件的峰值应变与新混凝土试件基本一致．

２．５　泊松比实测结果分析

由表５还可知：在弹性阶段，再生块体混凝土的泊松比范围为０．２０６～０．２２０，平均值为０．２１２，与普

通混凝土的泊松比（０．１８０～０．２２０）相差不大；当新旧混凝土抗压强度差不变时，再生块体混凝土比新混

凝土试件的泊松比略降，但差异不大；当取代率相同时，泊松比变化不大，且未呈现明显的变化规律．

３　结论

１）当新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差相同时，随着旧混凝土取代率的增加，再生块体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弹性模量均逐渐降低，且抗压强度下降得较为明显．当取代率从０增加至３０％时，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

度下降２０．１％，棱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下降３２．８％，棱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降低１１．９％．

２）当旧混凝土的取代率相同时，随着旧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增大，再生块体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弹性

模量均呈一定的上升趋势．当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与新混凝土基本相同时，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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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混凝土试件，但棱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却略低；当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高于新混凝土时，立方体试

件的抗压强度高于新混凝土试件，但棱柱体抗压强度的增幅不大．

３）棱柱体试件与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之比为０．７８～０．８３，平均值为０．８０，与现行规范公式的估

算结果相比，其值仍在安全范围之内．

４）当取代率超过１０％后，峰值应力比和峰值应变比随取代率的增加而下降．在弹性阶段，再生块体

混凝土的泊松比范围为０．２０６～０．２２０，平均值为０．２１２，泊松比变化不大，且未呈现明显的变化规律．

５）在添加低抗压强度（２６．７，４５．０ＭＰａ）旧混凝土的试件中，新旧混凝土结合良好，界面难以辨别；

在添加较高抗压强度（８７．６ＭＰａ）旧混凝土的棱柱体试件中，新旧混凝土的结合界面出现分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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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

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唐玲玲，张云波，祁神军，陈梅，牛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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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假设理论模型，探究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安全意识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作用机

理．根据调查数据，使用ＡＭＯＳ软件拟合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群体安全规范与群体压力具有显著的双向影响

关系，影响路径系数高达０．８３；群体安全规范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安全意识是重要的

中介变量；群体压力会正向影响从众性不安全行为．

关键词：　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正式群体；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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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的高危特点和建筑工人的群体特征导致建筑安全事故的年发生数量显著多于其他行业，

而８０％以上的建筑安全事故是因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１］．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探

讨从众性不安全行为形成的主要原因［１?４］，且已经在组织层面测量了安全氛围［５?７］．然而，由于工作组中

的安全氛围具有显著的群体同质性和群体间变异性，仅将组织作为分析单元会掩盖重要的群体差异［８］．

项目部通常以团队为基础进行施工作业，建筑工人会改变自身单独作业的行为方式，以适应群体环境．

因此，有必要从群体层面探究群体特征对违规行为的影响路径．目前，关于群体氛围与从众性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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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９?１４］，建筑领域内正式群体安全氛围的研究几乎空白．由于建筑工人群体的特

殊性，同一项目的建筑工人多是老乡或亲缘关系，容易形成群体安全规范和群体压力，进而形成正式群

体安全氛围［１２］．不安全行为极易在班组中传播，分析其中的规律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安全行为的发生．近

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特征、影响关系机理、安全氛围的测量层次３个方面
［６?１７］．然而，已有的研

究存在以下３个问题：１）未界定正式群体特征，也未建立正式群体安全氛围中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发

生机理模型；２）分别对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进行研究，但未在模型中研究正式群体安全规范和群体压

力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也未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３）虽考虑了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与

个体不安全行为的关系机理，但未引入中介变量分析其内在机理．鉴于此，本文以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

力为外生潜变量，以安全意识为中介变量，建立假设模型，探究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

１　理论基础与假设模型

１．１　正式群体安全氛围

１．１．１　基本概念　正式群体由稳定的社会组织认同和规范的组织结构决定，具有标准的行为规范、明

确的组织形式集合［１２］．由于在组织内部设定严格的纪律，成员对群体具有明显的服从意识．为了实现组

织目标，群体成员互动并依靠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组织中，正式群体起主导作

用．“安全氛围”一词来源于“组织氛围”．１９８０年，Ｚｏｈａｒ等
［６］首次将安全氛围定义为组织内部所有成员

所共享的关于安全工作环境的认知，并于２０１０年提出更为精确的定义，即组织通过教育培训、交流互动

和领导导向等方式引导成员形成的对组织安全绩效的共同认知．鉴于此，对建筑工程施工的正式群体安

全氛围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指建筑工人群体成员对班组和项目部的组织氛围、安全制度、群体安全规范

和群体压力的个体感知和执行情况．考虑到群体安全规范（ＧＳＮ）、群体压力（ＧＰ）较容易在班组级或项

目级的正式群体中形成，并通过安全意识（ＳＣ）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行为
［１３］，故将群体

安全规范和群体压力纳入正式群体安全氛围中．

１．１．２　群体安全规范　群体安全规范
［１４］表达出同类安全行为和不安全行为主要特征的共性，帮助人

们解决这些共性的实际问题．群体安全规范帮助员工识别危险，预测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并有效解决安

全问题．程恋军等
［１５］发现群体规范可在群体内部通过成员的语言和行为内化为个体意识，从而影响个

体行为．魏光兴等
［１１］认为群体规范是群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认同并积极遵守的行为方式，在此规范下，

成员不仅会要求自己，还会期望其他成员共同遵守，若偏离期望，他们将受到同事的惩罚．群体规范在行

为决策中具有约束力和指导作用，同时影响和改变经济体系中的激励效应［１６］．Ｆｏｇａｒｔｙ等
［１８］将群体层

面的因素纳入安全氛围的研究，支持群体安全规范在安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因此，群体安全规范可以

通过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ｇｓｎ１）、规范性（ｇｓｎ２）、约束力（ｇｓｎ３）、惰性作用（ｇｓｎ４）４个变量进行测量．

１．１．３　群体压力　群体压力是指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力．当个人的意见不同于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时，该个体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使个体遵循群体的意见或规章制度，以维持与群体的关

系［９］．在建筑领域，群体中存在的行为规范或标准将通过压力影响意识，进而对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

产生间接影响［１３］．文献［９，１９］中使用实验和经验的方法，发现群体压力确实存在，并且群体压力显著影

响员工的行为决策和团队的工作绩效．因此，群体压力可以通过安全用具使用及行为规范（ｇｐ１）、安全

培训的参与度（ｇｐ２）、反思意识（ｇｐ３）３个变量进行测量．

１．２　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是指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理解和表现，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活动和行为，以达到对行

为绩效的引导［２０］．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是指建筑工人对施工过程中人、物和环境免受危害的认知、情感

和意志的心理过程的总和．在进行不安全行为分析时，发现建筑工人经常出现从众性、习惯性、无意识的

行为表现．Ｌｉａｏ等
［２１］通过实验设计，讨论“无意失明”在建筑工地安全中的特点．姜沁瑶等

［２０］发现安全

意识受到人、物、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安全意识可通过安全重视程度（ｓｃ１）、危险敏感性（ｓｃ２）、

事故后果认知（ｓｃ３）、安全教育培训重视度（ｓｃ４）、个人经验（ｓｃ５）５个变量进行测量
［２２］．

１．３　从众性不安全行为

从众心理即个体在观念、认识及所发生的行为等方面受到群体压力潜移默化的干扰，进而情愿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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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而追随群体统一意见的状态．从众通俗地解释就是人云亦云、随大流．不安全行为（ＵＳＢ）是

指员工在生产过程中未遵照规定的安全操作方法和生产技术法规，从而产生具有风险或造成伤害的行

为［２３］．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是指建筑工人个体跟随群体做出违背施工安全规定、操作准则及安

全程序，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安全事故的行为［２］．Ｇｕｏ等
［２４］提出安全绩效主要通过事故率、总可记录受

伤频率和死亡率等滞后指标进行监测．从事故致因来看，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往往是事故发生的首要

原因［２３］．因此，从众性不安全行为可以通过因职业倦怠导致的不安全行为（ｓｉ２）、因施工项目部与班组干

扰导致的不安全行为（ｆｇｉ１）、因群体安全规范不标准导致的不安全行为（ｆｇｉ３）、因受群体压力的影响而

导致的不安全行为（ｆｇｉ４）４个变量进行测量．

１．４　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机理假设

谢长震［１３］发现工人群体中的从众性不安全行为受到行为规范或标准通过压力等方式形成的影响．

因此，提出２个假设．Ｈ１）群体安全规范与群体压力相互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２）群体安全规范

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魏光兴等［１１］发现群体规范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群体成员内心的自责或同事的压力将会惩罚那些

违背规范的行为，故需要增强安全意识来遵循群体规范．因此，提出２个假设．Ｈ３）群体安全规范对建

筑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４）群体压力对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Ｇｅｏｒｇａｎａｓ等
［９］发现同伴效应出现在员工观察彼此工作行为的情况下，工人感受到来自管理者和

工友的让他选择不安全行为的压力，那么工人便倾向于选择不安全行为．因此，提出１个假设．Ｈ５）群

图１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

发生的机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ｎｓａ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体压力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傅贵等［４］发现安全意识是不安全行为产生

的要素之一．因此，提出１个假设．Ｈ６）安全意

识对建筑施工人员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构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

为发生的机理模型，如图１所示．

２　实证研究与分析

２．１　问卷设计及调研

从建筑工人的角度出发，使用简单易懂的词句，编制一份关于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调查问

卷．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法研究不安全行为的原因；第二部分通过

１５道单选题调查建筑工人的个人信息．

２．２　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

对福建省厦门市和泉州市的７个典型项目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工人的文化水平，采用线下调研的

方式．结合安全教育培训开展线下调研，现场指导建筑工人填写问卷后回收．调研共回收问卷５００份，其

中，有效问卷３３４份，回收有效率为６６．８％．调研数据显示，在籍贯方面，建筑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四

川、贵州、重庆、云南、河南等外地工人为主；在工种方面，多为木工、泥水工和电工，共占５９．３％，此外，

还包括钢筋工、架子工、特种作业人员等；在性别方面，男性建筑工人占９２．８％，女性仅为７．２％；在年龄

结构方面，年龄主要集中于３１～４５岁，占６６．５％，有个别１７岁以下或６０岁以上的工人；在受教育程度

方面，初中文化程度最多，占５０．９％，小学文化程度占１４．７％，高中和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２５．１％；

在工作经验方面，工作经验超过３ａ的占８５．０％，表明调研对象的安全经验较丰富．

２．３　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３进行可靠性分析，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安全意识、不安全行为的克朗巴哈系数分

别为０．７４７，０．７０８，０．８１８和０．７０５，均大于０．７００；整体信度系数为０．８７７，远高于０．６００，可靠性较高．

李克特量表中，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安全意识和不安全行为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７４９，０．６６６，

０．８１４，０．７３０．其中，群体安全规范、安全意识和不安全行为的ＫＭＯ值均大于０．７００，效度适合；群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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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效度大于０．６００，总量表的ＫＭＯ值为０．８９５，相应的概率接近，小于０．００１，表明问卷数据很可靠．

２．４　模型拟合

通过ＡＭＯＳ１７．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对假设Ｈ１～Ｈ６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运行结果可知：

群体压力对安全意识的临界比率为０．６８３，犘值为０．４９５，远大于０．０５０，是模型中唯一不符合要求的路

径．因此，群体压力对安全意识的影响路径被删除．优化调整后的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变量之间具有

显著的影响关系，有效地支持了假设 Ｈ１～Ｈ３，Ｈ５，Ｈ６．模型修正后的运行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表示犘＜０．００１．

表１　修正后模型的运行结果

Ｔａｂ．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ｍｅｎｄｅｄｍｏｄｅｌ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犘值 是否支持假设

Ｈ１ 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 ０．８３  是

Ｈ２ 群体安全规范→不安全行为 ０．４９ ０．００２ 是

Ｈ３ 群体安全规范→安全意识 ０．５１  是

Ｈ５ 群体压力→不安全行为 ０．３０ ０．０４２ 是

Ｈ６ 安全意识→不安全行为 ０．１９ ０．００５ 是

　　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法检验修正后的模型．选择卡方比（χ
２／ｄ犳）测量整体模型的绝对适配度，并采

用规模适配度指标（ＮＦＩ）、比较适配度指标１（ＲＦＩ）、增值适配度指标（ＩＦＩ）、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指标（ＴＬＩ）和

比较适配度指标２（ＣＦＩ）测量模型的增值拟合．计算得到各拟合指数如下：在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方面，

χ
２／ｄ犳为１．４２４，ＩＦＩ，ＴＬＩ和ＣＦＩ分别为０．９７７，０．９７１，０．９７７，均达到模型良好的指标．数据分析结果表

明，所提模型与实际数据具有较高的拟合度，估计结果的基本适应指标较好，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性．

２．５　假设检验和讨论

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机理模型，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犲１～犲１６为误差，误差

间的数为路径系数；狉１，狉２为残差．由表１，图２可知：群体安全规范对群体压力和安全意识有极显著影

响，进而影响从众性不安全行为；安全意识、群体安全规范、群体压力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有显著影响．

图２　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机理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ｅｔ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ｎｕｎｓａｆ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假设Ｈ１成立．群体安全规范与群体压力之间的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８３，群体安全规范与群体压

力之间存在极显著影响．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团队或项目中存在各种群体，施工人员的行为将受到集团的

行为规范或标准压力的影响．团队合作需要在较强的内部同事压力和外部同事压力所形成的合作预期

较高的群体规范中实施［１１］．群体将通过施加压力纠正偏离或破坏标准的行为，重新使其回到群体规范

的行为准则上．

２）假设Ｈ２成立．群体安全行为规范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４９，群体安全规范

对从众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群体安全规范规定了详细而完整的行为准则，建筑工人可以在积极的群体

安全规范的指导下，减少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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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假设Ｈ３成立．群体安全规范对安全意识的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５１，群体安全规范对安全意识有

极显著的正向影响．群体规范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违背规范的行为将面临源自内心的自责或自我意识

的反思，并通过群体成员的语言及行动逐渐转化为个体意识，从而影响个体行为．

４）假设Ｈ５成立．群体压力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３０，群体压力对从众性不安

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安全管理受到群体压力与从众心理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若利用得当，可

能产生积极作用；若放任不管，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５）假设Ｈ６成立．安全意识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０．１９，安全意识对从众性不安

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的安全行为是在安全意识的控制下做出的，从人的安全意识到安全行为是

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安全意识会受周边物态或环境的影响．

３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干预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提出以下４点干预对策．

１）发挥群体安全规范与安全法规的结合作用．群体安全规范对从众性不安全行为有直接和间接的

影响．路径分析表明，群体安全规范对个体不安全行为有显著影响，建立积极的规范或行为标准，可对安

全意识产生０．５１的正向影响，或直接对不安全行为的减少产生０．４９的正向影响．因此，建筑企业应结

合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其他规章制度，突出正式和非正式的群体规范的作用，指导建筑工人的安全行为．

２）合理利用群体正向压力引导工人的安全行为．路径分析表明，群体压力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

全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引导积极、正向的群体压力可以对不安全行为的减少产生０．３０的正向影响．因

此，建筑企业应该重视群体中存在的压力，合理利用群体中的管理者压力和工友压力，改善建筑工人的

安全态度和从众行为，坚定正确的立场，选择安全行为．

３）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引导建筑工人的安全行为．路径分析表明，安全意识的提高可对从众

性不安全行为的减少产生０．１９的正向影响．因此，建筑企业应通过严格的奖惩制度，在日常操作前进行

危险的预意识教学和教育活动，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安全意识；定期对建筑工人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将

视频等多媒体与现场教育相结合，组织开展知识技能竞赛，提高建筑工人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水平．同时，

对工人的家属进行适时的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家人的提醒，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促进其安全行为．

４）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建筑工人长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安全教育培训、规范行

为标准和其他从外部到内部的干预方式对不安全行为的抑制影响是有限的．反之，与工人密切相关的群

体内部因素，如群体安全规范和群体压力，对不安全行为的传播具有重大影响．群体安全规范和群体压

力的路径系数高达０．８３，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影响．因此，施工企业应提高集体安全标准，引导良

性群体压力，加强宣传教育，切断不安全行为的传播途径，营造良好的组织安全文化氛围，对建筑工人的

安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使工人的行为更符合安全规范．

４　结论

１）建筑工人具有显著的群体特征，其从众性不安全行为受到群体安全氛围的显著影响．

２）群体安全规范与群体压力之间有显著的双向影响，同时，群体安全规范和群体压力分别对从众

性不安全行为产生０．４９，０．３０的正向影响，群体安全规范的影响效果比较显著．

３）群体安全规范对安全意识产生０．５１的正向影响，群体压力对安全意识的影响不显著，需重视群

体安全规范对安全意识的培养．

４）在良性的群体安全规范和群体压力的作用下，可以有效阻断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传播，进而保

障安全行为．

今后的工作可引入安全动机、安全心理等中介因子进行深入研究，考虑非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

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还可以对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安全氛围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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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第１期　　　　　　　　 唐玲玲，等：正式群体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从众性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第４１卷　第１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２０２０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ｎ．２０２０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２　

　　　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

连续组合梁刚度分析

莫时旭１，２，蒋越１，郑艳１，２，韩涛１

（１．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２．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建筑新能源与节能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为探讨部分充填式窄幅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的变形情况，设计３片不同抗剪连接度的试验梁，并

进行单调加载实验．考虑边界条件对刚度的影响，结合组合系数法，推导出适合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连续

组合梁的刚度计算式．理论分析与试验结果表明：在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的钢箱中部分充填混凝土可以提

高梁体的刚度，当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的钢箱中充填６０％的混凝土时，其刚度提高最明显，最为合适．

关键词：　连续组合梁；钢箱?混凝土；剪力连接度；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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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６０％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ｄｍｏｓ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ｂｅａｍ；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ｈｅａ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交通与桥梁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基础，是我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因素之一［１］．近几十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钢铁工业飞速发展，钢年产量近十亿吨，为钢结构和钢混组合结构桥梁的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２０１５年５月，交通部发布了《对我国桥梁技术发展战略的思考》的研究报

告；２０１６年８月，交通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公路钢结构桥梁建设的指导意见》，这类政策和报告的发布为

钢结构与组合结构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促进我国公路桥梁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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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１０８１０９，５１１６８０１１）；广西建筑新能源与节能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

助项目（桂科能１７?Ｊ?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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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２?３］．钢箱混凝土组合梁因性能优良，在我国桥梁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也对其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４?１１］．美国结构设计规范在考虑界面滑移影响的基础上，推导出和剪力连接程度有关的计算梁有

效刚度的简化公式［１２］．童根树等
［１３］提出组合系数法，避免了钢箱梁和混凝土板绕自身形心轴的抗弯刚

度进行折减的问题．胡夏闽等
［１４］考虑了钢箱混凝土组合梁界面的相对滑移，提出钢混凝土组合梁挠度

计算的附加曲率法．ＧＢＪ１７－８８《钢结构设计规范》
［１５］运用换算截面法计算组合梁截面的抗弯刚度，该

方法步骤简单，但没有考虑两种材料的滑移效应．现行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１７《钢结构设计规范》
［１６］采用

聂建国提出的折减刚度法．由于混凝土和钢梁的交接面的滑移导致附加曲率的产生，从而使截面的弹性

抗弯承载力减小，聂建国则推导了滑移移效应引起的附加挠度计算公式．本文设计了３组不同抗剪连接

度的试验梁，将理论与试验数据结合，对部分充填式窄幅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进行刚度分析．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

设计３根充填式窄幅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试件，编号分别为ＰＦＳＣＢ１，ＰＦＳＣＢ２，ＰＦＳＣＢ３．试验

梁的长度为６．４０ｍ，高度为０．４２ｍ．钢箱采用Ｑ２３５钢板，顶板与底板厚度均为１０ｍｍ，腹板厚度为４

ｍｍ．试验梁立面和负弯矩区横截面图，如图１所示．

　　　　　（ａ）立面　　　　　　　　　　　　　　　　　　 （ｂ）负弯矩区横截面

图１　试验梁立面和负弯矩区横截面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ｕｎｉｔ：ｍｍ）

采用直径为１３ｍｍ的４．８级普通栓连接混凝土面板与钢箱，抗剪连接度通过栓钉间距设定．栓钉

分区示意图，如图２所示．栓钉布置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狀为栓钉数量；狊为栓钉间距．

图２　栓钉分区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ｕ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表１　栓钉布置参数

Ｔａｂ．１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ｕｄｓ

试件编号 抗剪连接度
Ｍ１区（左右两侧）

狀／个 狊／ｍｍ

Ｍ２区（中间区域）

狀／个 狊／ｍｍ

ＰＦＳＣＢ１ １．００ ２２ １５０ ３４ ９０

ＰＦＳＣＢ２ ０．７５ １６ ２１５ ２６ １２０

ＰＦＳＣＢ３ ０．５０ １２ ３００ １８ １７６

１．２　材料力学性能

按照标准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方法，测试钢材中钢板和钢筋的力学性能．栓钉的抗剪承载力采用

ＥＣＣＳ标准推出试验，通过计算得到单根栓钉抗剪承载力为７２ｋＮ．

钢材的力学性能，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犱分别为钢筋直径和钢板厚度；犳ｙ为屈服强度；犳ｔ为抗拉

强度；犈为弹性模量．

２８ｄ时和试验时，实测的混凝土力学性能，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犳ｃｕ，Ｗ，犳ｃｕ，Ｂ分别表示混凝土翼板立

方体抗压强度和混凝土箱内立方体抗压强度．

３３第１期　　　　　　　　　　 莫时旭，等：部分充填式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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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混凝土力学性能

Ｔａｂ．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试件编号
犳ｃｕ，Ｗ／ＭＰａ

２８ｄ时 试验时

犳ｃｕ，Ｂ／ＭＰａ

２８ｄ时 试验时

ＰＦＳＣＢ１ ４１．３ ４８．３ ４３．６ ４８．７

ＰＦＳＣＢ２ ４４．２ ４９．２ ４１．２ ４６．５

ＰＦＳＣＢ３ ４３．４ ４７．８ ３８．８ ４７．３

表２　钢材的力学性能

Ｔａｂ．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

种类 型号 ，犱／ｍｍ 犳ｙ／ＭＰａ犳ｔ／ＭＰａ犈×１０
５／Ｐａ

横向钢筋 ＨＰＢ３００ ８ ２９８ ４１３ ２．１０

纵筋 ＨＲＢ４００ １２ ４３５ ６０７ ２．００

钢板 Ｑ２３５
４
６
１０

２１８
２７０
２８２

２９６
４００
４０５

１．９６
１．９６
２．０６

图３　加载装置

Ｆｉｇ．３　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３　试验装置及加载方案

采用静力加载的方式，加载装置，如图３所示．将千斤

顶放置在两跨连续实验梁跨中的位置，在试件梁的跨中、中

支座截面处相应的位置布置电阻应变片，两端支座及加载

点处放置压力传感器．

试验梁
"

面板及钢箱应变片布置，如图４所示．在组合

梁的支座，犔／４，犔／２，３犔／４（犔为试验梁的总长度）截面混凝

土翼板与钢箱界面处安置数显式千分表，用于测量翼板、支

座的位移和钢箱相对滑移．在试验过程中，使用裂缝放大器

测量裂缝宽度，并观察裂缝发展情况．

（ａ）砼面板应变片　　　　　　　　　　　　　　　　　（ｂ）钢箱应变片

图４　"

面板与钢箱应变片布置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ａｎｅｌ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ｕｎｉｔ：ｍｍ）

２　试验现象及破坏模式

２．１　试验现象

各梁的实验现象大致相同，现以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３为例，介绍梁的实验过程及现象．当加载到１２０ｋＮ

左右时，混凝土翼板中支座处出现了第一条可见裂缝，随着荷载增加，裂缝宽度增加，同时生成其他裂

缝；当加载到２４０ｋＮ左右时，中支座处的混凝土翼板出现第一条贯通裂缝；当加载到３６０ｋＮ左右时，

听到“砰”的声响，表明钢箱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处自然粘结破坏；当加载到４００～６００ｋＮ时，出现“咔”

的声响，混凝土下翼缘出现较大裂缝；当加载超过６００ｋＮ时，梁的钢箱腹板发生屈曲；当加载达到８００

ｋＮ时，到达极限承载阶段，此时，混凝土翼板出现大量贯通裂缝．

２．２　破坏模式

每根梁的破坏模式各有差异．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１的破坏形态，如图５（ａ）所示．由图５（ａ）可知：因为梁

跨中截面区钢箱底板的焊接裂缝拉裂而造成突然破坏，此时，梁的钢箱腹板未完全屈曲且梁的混凝土翼

板未完全压碎；剥开钢箱，核心混凝土下部有多条裂缝，但都未完全贯通．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２的破坏形态，

如图５（ｂ）所示．由图５（ｂ）可知：跨中截面混凝土翼板底面出现较多贯通裂缝，说明在梁跨中截面的中心

轴已经向上移至混凝土翼板；试验梁钢箱跨中正弯矩区至反弯点附近产生近似斜向４５°外鼓屈曲波，由

于正弯矩区段为空钢箱梁，屈曲波发展范围较大，但受到钢箱顶底板约束作用较强，顶底板没有出现屈

４３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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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剥开钢箱，发现核心混凝土沿剪切面断裂，是典型的剪切破坏．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３的破坏形态，如图５

（ｃ），（ｄ）所示．由图５（ｃ），（ｄ）可知：混凝土翼板顶面的裂缝开展较少，梁的跨中截面钢箱腹板出现一条

４５°斜向屈曲内凹，从负弯矩区填充混凝土段上箱室延伸至正弯矩区未填充混凝土下箱室；负弯矩区段

填充混凝土后抑制了腹板的内屈，下箱室腹板屈曲不明显；剥开钢箱，发现核心混凝土棱柱体依旧保持

着整体性，说明钢箱的约束充分发挥了作用；内部填充的核心混凝土产生剪切斜裂缝，组合梁承载能力

没有明显下降，表现出良好的延性．

（ａ）ＰＦＳＣＢ１　　　　　　　　　　　　　　　　　　　　（ｂ）ＰＦＳＣＢ２

（ｃ）ＰＦＳＣＢ３表面图　　　　　　　　　　　　　　　　　（ｄ）ＰＦＳＣＢ３内部图

图５　试验梁的破坏形态

Ｆｉｇ．５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荷载?挠度曲线

挠度值可直接反映组合梁在各阶段的受力性能．试验梁的跨中荷载（犘）?挠度（犳）曲线，如图６所

示．由图６可知：在开始加载时，试验梁处于弹性工作阶段，充分发挥了组合梁的组合效应，３组试验梁

图６　试验梁的跨中荷载?挠度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ａｍ

的挠度随荷载的变化趋势比较相近，曲线都呈线性变化，挠

度缓慢增加，说明试验梁在弹性工作阶段的抗剪连接度对

挠度值的影响较小；当加载至弹塑性工作阶段时，曲线的曲

率开始逐渐增大，组合梁挠度随荷载增加变化明显，该阶段

抗剪连接度较大的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１的挠度值增长最为缓

慢；当继续加载至塑性阶段时，荷载?挠度曲线慢慢变平，此

时，钢箱梁的变形速度明显快于荷载的增加速率；在所受荷

载相同的情况下，抗剪连接度最大的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１的挠

度值最小．

３．２　钢箱底板的荷载?应变曲线

钢箱底板中支座的荷载?应变（ε）曲线，如图７（ａ）所示．

由图７（ａ）可知：在加载初期，３组试验梁钢箱梁底板的荷载?应变曲线较为接近，基本呈线性变化；当进

入塑性阶段，试验梁充分发挥材料的强度；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１应变急剧增加，说明中支座负弯矩区底板受

拉而出现局部屈曲，组合梁的整体刚度变小、变形增大；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２，ＰＦＳＣＢ３应变增大也较为明

显，但是应变曲线与ＰＦＳＣＢ１相比较为缓和；在塑性破坏阶段，随着荷载增加，应变增加的速度变快，直

至钢箱破坏，应变值不再随荷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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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箱底板跨中的荷载?应变曲线，如图７（ｂ）所示．由图７（ｂ）可知：在受力开始时，曲线呈线性变化，

混凝土翼板与钢箱梁组合效应良好；随着荷载的增加，由于连续组合梁跨中位置为空钢箱，没有核心混

凝土与钢箱梁一起承担荷载，所以组合梁跨中截面变形较大；当荷载加至０．８Ｐａ时，钢箱梁底板荷载应

变曲线出现了小小的突变，局部屈曲速率加快，使应变急剧的增加；在塑性破坏阶段，荷载?应变曲线较

为缓和是因为形成了塑性铰，使连续组合梁发生弯矩重分布．

（ａ）中支座　　　　　　　　　　　　　　　　　　　　　　（ｂ）跨中

图７　钢箱底板中支座和跨中的荷载?应变曲线

Ｆｉｇ．７　Ｌｏａｄ?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ｍｉｄｄｌ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ｍｉｄｓｐａｎ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ｏｘｂｏｔｔｏｍｓｌａｂ

３．３　截面高度?应变分布

沿梁高方向，在连续组合梁中支座截面和跨中截面粘贴１竖排５片间距为５０ｍｍ的应变片，用于

测量钢箱腹板在荷载作用下的应变．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１中支座截面和跨中截面的应变分布，如图８所示．

图８中：犺为钢箱截面高度．由图８（ａ）可知：在荷载达到８０％的极限荷载以前，试验梁处于弹性阶段，应

变值沿梁高呈线性关系，满足平截面假定；随着荷载的增加，钢箱梁出现局部屈曲，导致试验梁的刚度不

断减小，钢箱应变值增大明显；当试验梁处于弹塑性工作阶段时，钢箱梁跨中位置局部屈曲加剧，中支座

附近塑性铰慢慢形成，使中性轴略有上升．由此可知，试验梁的组合效应增加了梁体的延性和刚度．

由图８（ｂ）可知：试验梁跨中部位为正弯矩区，在翼板受压而钢梁受拉时，钢梁内无核心混凝土共同

承担受力，因此，试验梁翼板在整个受力过程中承担较大的承载力．在弹性工作阶段，跨中部位腹板应变

随梁高呈线性变化，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在弹塑性工作阶段，钢梁腹板应变出现突变，试验梁跨中截面

钢箱受到较大的压应力而发生局部屈曲，屈曲呈现正弦波状起伏的屈曲形态，而翼板还具有较好的抗压

承载能力，中和轴开始慢慢上移．与中支座区相比，跨中区钢梁产生的局部屈曲行为更为明显，中性轴更

靠近钢箱顶板．

（ａ）中支座截面　　　　　　　　　　　　　　　　　　　　（ｂ）跨中截面

图８　试验梁ＰＦＳＣＢ１中支座截面和跨中截面的应变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ｄ?ｓｐ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ＦＳＣＢ１ｔｅｓｔｂｅａｍ

４　刚度分析

连续组合梁中支座区钢箱下翼缘充填部分混凝土．假设钢箱和混凝土均为理想弹性体，符合平截面

假定．采用换算截面法计算钢箱的截面特性，即把混凝土截面换算成等效的钢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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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和轴位于核心混凝土处（狓犺ｃ）．

组合截面面积犃′０ 为

犃′０ ＝犃ｃｓ＋犃ｓ＝犫ｃｓ犺ｃ＋犃ｓ． （１）

　　组合截面中和轴至钢箱底板的距离狓为

狓＝
犫ｃｓ犺ｃ（犺ｃ／２＋狋）＋犃ｓ狔ｓ

犃′０
． （２）

　　组合截面的惯性矩犐ｓ为

犐ｓ＝犐′ｃｓ＋犃ｃｓ
狓－犺ｃ
２－（ ）狋

２

＋犐′ｓ＋犃ｓ（狔ｓ－狓）
２
＝
犫ｃｓ犺

３
ｃ

１２
＋犫ｃｓ犺ｃ

狓－犺ｃ
２－（ ）狋

２

＋犐′ｓ＋犃ｓ（狔ｓ－狓）
２．（３）

　　２）中和轴位于非核心混凝土处（狓＞犺ｃ）．

组合截面面积为

犃′０ ＝犃ｃｓ＋犃ｓ＝犫ｃｓ狓＋犃ｓ． （４）

　　组合截面中和轴至钢箱底板的距离为

狓＝ －３犫狋－２犺狋＋ （３犫狋＋２犺狋）
２
＋２犫ｃｓ（犺ｃ犫狋＋犺

２狋＋犫犺狋槡（ ））／犫ｃｓ． （５）

　　组合截面的惯性矩为

犐ｓ＝犫ｃｓ狓
３／３＋犐′ｓ＋犃ｓ（狔ｓ－狓）

２． （６）

式（１）～（６）中：犺ｃ为钢箱内充填的混凝土高度；狋为钢箱内充填的混凝土的宽度；犃ｃｓ，犫ｃｓ，犐′ｃｓ分别为钢箱

内充填的混凝土的截面面积、换算宽度、惯性矩；狔ｓ为钢箱截面中和轴至钢箱顶面的距离；犃ｓ为钢箱截

面面积；犫为钢箱的宽度；犐′ｓ为钢箱截面惯性矩．

基于童根树等［１３］提出的组合系数法，考虑组合梁的滑移，对刚度进行极限分析．当钢箱与混凝土板

不存在组合作用时，抗剪连接度为０，截面刚度珚犅＝犈ｓ犐ｓ＋犈ｃ犐ｃ；当钢箱和混凝土板完全组合的时候，抗

剪连接度为１，此时，截面刚度为珟犅＝犈ｓ犐ｓ＋犈ｃ犐ｃ＋犈犃０犺
２
０．当抗剪连接度为０～１时，假设一个组合刚度

系数φ，则存在滑移的情况下组合梁的刚度为犅̈＝犈ｓ犐ｓ＋犈ｃ犐ｃ＋φ犈犃０犺
２
０．

考虑边界条件对刚度的影响，王立宪等［１７］提出折减刚度系数ζ，其表达式为

ζ＝
η

１＋
狌（ ）π

２

（犼犾）
２

． （７）

式（７）中：狌为计算长度因子，此处取值为０．５；其他参数及推导见文献［１７］．

为了简化式子，引入常数狏，狑，则有

φ＝
珟犅－珚犅（１＋ζ）
（珟犅－珚犅）（１＋ζ）

＝
５狏２（狏－１）－狑
（狏－１）（５狏

２
－狑）

． （８）

式（８）中：狏＝珟犅／珚犅；狑＝ζ狆（８１３ζ－７２狏）（犺０／犺），狆为抗剪连接件的纵向平均间距．

将钢箱?混凝土组合梁和空钢箱梁跨中的挠度计算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如表４所示．表４中：犳为

钢箱?混凝土组合梁挠度的实测值；犳′为钢箱?混凝土梁挠度的计算值；犳″为空钢箱梁挠度的计算值．

表４　挠度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

试件编号 犘／ｋＮ 抗剪连接度 犳／ｍｍ 犳′／ｍｍ 犳″／ｍｍ 犳′／犳 犳′／犳″

ＰＦＳＣＢ１ ６００ １．００ ６．１２ ６．３２ ７．８９ １．０３ ０．８０

ＰＦＳＣＢ２ ６００ ０．７５ ７．９８ ８．０７ ９．２１ １．０１ ０．８８

ＰＦＳＣＢ３ ６００ ０．５０ ９．６６ ９．９５ １２．３２ １．０３ ０．８１

　　由表４可知：组合梁的抗剪连接度越大，其挠度值越小；钢箱?混凝土组合梁的计算值大于实测值，

且计算精度在合理范围内；在所受荷载相同的情况下，与空钢箱梁相比，钢箱?混凝土组合梁的挠度值减

小２０％左右，说明钢箱内部分充填混凝土对挠度有很大的影响，钢箱?混凝土组合梁比空钢箱梁有更高

的承载能力和更好的延性．

在组合梁抗剪连接度为１．００的情况下，计算由空钢箱（混凝土充填量ηＲ＝０％）到全充填（ηＲ＝

１００％）时组合梁的挠度．箱内充填混凝土量与跨中挠度计算值的关系，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从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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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箱内充填混凝土量与

跨中挠度计算值的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ｉｎｂｏｘ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ｄ?ｓｐａｎ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箱至ηＲ 为１０％时，挠度下降最快；当ηＲ 为１０％～６０％时，

挠度下降稍微缓慢；当ηＲ 为６０％时，发生突变直至全填

充，挠度基本保持不变．由此可知，随着组合梁箱内混凝土

充填量的增加，箱内受压区逐渐提高，当ηＲ 达到６０％后，

箱内受压区保持不变，使部分充填混凝土受拉．

５　结论

对３根部分充填式窄幅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梁进行反

向加载试验，分析组合梁的变形情况，并对刚度计算方法进

行研究，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钢箱混凝土组合梁的挠度与抗剪连接度有关．在弹

性阶段，组合梁的抗剪连接度越大，挠度越小，当抗剪连接

度达到０．７５后，挠度变化较小．

２）在组合梁钢箱内充填混凝土限制了钢梁在受力时发生内屈，不仅提高了钢箱混凝土连续组合的

承载能力，还增加了梁体的刚度和延性．计算结果表明，组合梁钢箱内充填混凝土比空钢箱的挠度值减

小了２０％左右．

３）当组合梁抗剪连接度为１．００，钢箱内混凝土充填量从０％增加至６０％时，挠度值随着充填量的

增大而减小；当充填量达到６０％以后，挠度值基本不变．因此，钢箱内混凝土充填量为６０％时，组合梁的

刚度提高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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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

陈丹丹，冉茂宇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通过对植物降温机制进行分类梳理，阐述植物降温机制与建筑围护结构传热方式的联系；同时，对现

有的相关研究及应用进行归纳总结，提出基于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运用植

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具有独特的适应性．

关键词：　防热设计；植物降温机制；围护结构；传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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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我国炎热气候区居住着半数以上的人口，因

此，越来越多的房屋必须进行建筑防热设计［１］．在防热设计过程中，建筑围护结构是决定室内热舒适质

量的关键因素．传统建筑围护结构虽然在保温隔热、遮阳挡雨方面起着屏障作用，但由于其为实体材料

构件，只是一种媒介［２?４］，并不能主动调节或适应气候．植物具有独特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性，能够适应

不断变化的天气条件［５?７］，有着天生的气候适应能力．一方面，植物对建筑环境的改善已经有相关应用，

典型的受自然启发的防热方式是垂直绿化或屋顶绿化［８?９］；另一方面，植物与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植物

扎根于土壤中，并固定于其所处的位置．因此，选择植物降温机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目前面临的许多问

题已经通过自然以有效、可持续和创造性的方式得到解决［１０］．向大自然寻求应对经验是建筑领域一个

新兴的研究方向，它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和灵感，可以改善和发展非生物系统．它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而

是超越形式，寻求对其适应原则的更好理解．因此，基于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成为人们关

注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植物降温机制进行分类梳理，阐述植物降温机制与建筑围护结构传热方式的联

系，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及应用进行归纳总结，提出基于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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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植物降温机制

植物在适应自然时，长期固定于一处，表现为静态应对策略，通过形态和自身结构体现；在面对环境

变化时，则表现为动态应对策略，植物往往通过环境的外力驱动及自身的生理活动调节进行反应．

１．１　静态应对机制

１．１．１　形态分布　自遮阳的概念广泛存在于多肉植物中，主要体现在刺和凸起、肋面、凹槽，或光滑的

交替凹凸表面（如仙人掌上不规则的脊），这些看似不规则的现象降低了太阳辐射的入射角［１１?１２］．就光而

言，尽管仙人掌的表面积与体积比增加，但是肋状形态会产生自阴影，从而降低蒸腾速率．仙人掌的几何

变化被认为是对主动辐射拦截的适应性的结果．

植物有效光合作用是通过叶片高密度的单层分布或疏松的多层分布实现的［１３］．例如，小花沙参叶

片倾向于拥有较高的茎，从而超越相邻的叶片，下层的叶片倾向于水平扩张以增加光拦截．通过水平方

向的延伸和扩展，使叶片的平面区域最大化，从而最大程度接受太阳辐射［１４］．

有些干旱炎热地区生长的植物，如冬青用密集的小叶子、刺和毛代替了大叶子，以减少叶片表面暴

露在阳光直射下，从而防止叶片自身温度过高，同时，允许空气在植被冠层之间流通［１５］．

一些植物具有适应干旱地区气候的特殊形态，利用重力将水直接引到它们的根部，使其吸收水

分［１６］，如肉质植物龙舌兰，其叶末端尖锐，边缘多刺，且从根部开始生长，叶子的凹形将雨水或冷凝水引

向根部［１７］．

１．１．２　光学特性　多肉富士在炎热的夏季通过高反射率的叶片降低自身温度，所以在建筑中使用合适

的颜色可以减少辐射吸收的能量．银色和有光泽的叶片吸光度比其他叶片低约２０％
［１８?１９］．因此，用于反

射的蜡质涂层也同样具有减少辐射的作用［２０］．

１．２　动态应对机制

１．２．１　环境驱动　植物有保护重要器官或获得最佳的光照和温度条件的倾向
［２１］．一些植物表现出相

对较快的运动，使茎和叶向光方向弯曲，以提高光合效率．还有一类植物如瘦叉柱花，它们利用花的向日

性来跟踪太阳的日常运动，以确保其生殖器官获得最佳温度．

植物还利用湿度驱动机制实现形状变化，如松果在相对湿度发生变化时，其封闭的松锥逐渐打开．

植物细胞壁是一种亲水性物质，当它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时，由于水分蒸发，它的体积会缩小．吸湿体积

的变化是可逆的，因此，当细胞壁再次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它将吸收水分并膨胀［２２］．吸湿膨胀收缩过

程相对较慢，不需要任何生化能量，且对周围环境变化有响应［２３］．

植物的运动是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反应［２４］．为了获得最大的暴露，叶片往往具有清晰的组织和分布，

在植物体内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在最低限度的照射下，植物在受到高强度照射（如中午）活力较

弱时，会重新调整方向，叶片倾斜度较低，防止正常光线照射等情况的发生［２５］．植物倾向于改变它们的

倾角，以便根据不同的气候调节光的截留［２６］，如薄荷叶片较低层次的叶子弯曲以获得最大阳光辐射．

１．２．２　生理活动　蒸腾作用对降低叶片表面温度同样有重要影响．由袁智
［２７］建立的单个叶片传热传

质模型研究可知，气孔的蒸腾作用在叶片散热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个夏季叶片蒸腾作用蒸发潜热

总量占叶片总散热的３２．９％．

植物水分上升的主要通道是木质部中的导管，水分上升的动力主要来自植物的蒸腾拉力和导管的

毛细作用［２８］．毛细管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液体和周围固体表面的分子间相互吸引
［２９］．液体分子的粘附作

用使一些水沿着管壁流动．毛细管越窄，液体上升得越高．

植物表皮的气孔是调节温度的特殊装置，是蒸腾作用发生的地方．气孔通过张开或闭合控制气体交

换，防止植物水分流失［３０］．如果进入植物的水分多于蒸发的，则细胞壁受到的压力增大，气孔口打开，以

蒸发掉更多的水分；如果气侯干早，蒸发掉的水分多于进入植物的水分，则气孔关闭［３１］．

２　建筑围护结构防热设计过程

将植物降温机制转变为设计需求，对于防热设计而言非常重要．自然提供了一个大型的适应策略数

据库，形态和生理行为是从自然系统中复制到建筑中最常见的特征．由于其目的是降低温度、调节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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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热过程是决定建筑围护结构性能的主要标准．

２．１　建筑传热过程

在夏热冬暖及夏热冬冷地区，夏季气温炎热，造成室内过热，影响了人们的活动及健康，因此，需考

虑建筑防热设计［１］．一般来说，传热过程有３种主要方式，即辐射、传导和对流．对于生物体，与物质相变

有关的传热方式是蒸发［３２］．传热过程是自然生物的策略和相应的建筑特征之间的共同点．然而，植物降

温策略所产生的降温效果并非单一传热方式带来的，而是多种传热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讨论

传热方式与建筑防热设计之间的联系时，以植物降温机制的主导传热方式为依据进行相关讨论．

２．２　降温机制的转化

在收集植物降温机制及植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后，提取植物降温形态行为等元素，以主导传热原理

为桥梁，将相同主导传热原理的植物降温元素与建筑围护结构防热元素进行对应与联系，使围护结构设

计时最大程度地适应自然气候，实现降温．植物降温机制及相应的建筑围护结构防热策略，如表１所示．

此仿生方法的步骤如下：１）植物应对高温方案识别；２）提取降温元素；３）明确传热方式；４）明确对围

护结构防热策略；５）明确概念设计整体部分解决方案之间的冲突；６）进行抽象转化；７）原理应用．

表１　植物降温机制及相应的建筑围护结构防热策略

Ｔａｂ．１　Ｐｌａｎｔｃｏｏ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植物降温策略 提取降温元素 主导传热方式 围护结构防热策略

静态应对机制
形态分布

仙人掌不规则脊 辐射 建筑形体自遮阳结构

叶片的疏密度 辐射 遮阳板的疏密度

植物叶片较小 辐射／对流 遮阳板的疏密度

植物叶片形态利用
重力导水注入根部

蒸发 吸水降温材料的雨水收集

光学特性 叶片的高反射 辐射 遮阳板材料的颜色和反射率

动态应对机制

环境驱动

植物受风的驱动 对流 根据室内、外气压差调节自适应结构

植物获得最佳光照的倾向 辐射 遮阳板的倾角

植物对光线的跟踪运动 辐射 遮阳板的自调节性

植物湿度驱动 蒸发 根据室内、外温、湿度变化的自适应结构

生理活动

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 蒸发 围护结构材料的相变性

植物导管毛细作用 蒸发 围护结构材料吸水特性

植物叶片的气孔 蒸发 根据温、湿度变化的自适应结构

３　降温策略应用分析

建筑围护结构防热设计主要基于３种建筑降温策略：遮阳；蒸发；通风，这些策略主要通过建筑围护

结构表达［３３］．植物对大自然的适应是整体的，并非是某项生理特征或生理行为应对某项自然现象．在讨

论建筑某项防热策略时，会出现一个生理结构或行为产生多个节能效果．因此，应以其主导的作用为分

类依据．

３．１　遮阳

由于辐射是可见光和非可见光的有效传热方式之一，遮阳阻挡辐射会阻碍传热，从而导致被动降

温．目前，用于建筑遮阳设备的可调节性比较有限，主要为太阳辐射的极端情况设计，而不是为全部暴露

在太阳辐射下所设计［３４］．Ｒｅｉｃｈｅｒｔ等
［３５］研究植物如何以最小的能量，利用形态、组成和行为方式，实现

最佳遮阳效果．

Ｇｏｓｚｔｏｎｙｉ
［３６］通过研究仙人掌的几何形态，从而优化建筑围护结构的自遮阳质量，研究表明，几何基

础形式对采光或遮阳有重要影响，阴影和能量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几何的影响，从而达到建筑降温

的效果．将仙人掌的脊状结构转换到建筑物的立面表面，可以实现气候上理想的折叠立面，特别是对炎

热和阳光充足地区的建筑．

Ｂａｄａｒｎａｈ等
［３７］开发了以叶片的向光性为灵感的调节遮阳系统，由独立的遮阳板组成，这些遮阳板

由一个附着装置固定．叶子状的元素被安排在一个网格上，允许它们跟随太阳的位置自由移动．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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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一个高效的遮阳，同时，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太阳能增益．研究表明，对于早晨的低海拔地区，根

据方位角的不同，遮阳板集中在包络线的东侧，密度高或低；对于高度和方位角的不同组合，生成了不同

的遮阳系统组织模式．目前的遮阳系统只考虑高度角或方位角，而没有考虑它们的综合影响（早上和晚

上的高海拔角的水平百叶窗或低海拔的垂直百叶窗）．这种高度和方位角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覆

盖全天的路径辐射，在此遮阳系统中可以实现．

为了避免沙漠的烈日，Ｃｉｌｅｎｔｏ
［３８］以花瓣受太阳辐射开合为灵感，为ＡｌＢａｈａｒ塔楼设计了双层立面

系统．塔楼外立面被动态设计成随着太阳的运动打开和关闭，太阳的能量增益下降了５０％．

３．２　蒸发

建筑外表面直接利用太阳能使表层水分蒸发而获得冷却的方法，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３９］．植

物的蒸腾作用对于植物叶片同样具有蒸发降温的作用．叶片在吸收光辐射进行光合作用的同时，吸收了

大量热量，通过蒸腾作用散热，可防止叶温过高，避免热害［４０］．

Ｂａｄａｒｎａｈ等
［４１］设计了以气孔蒸腾作用降温为灵感的气孔砖．它是一种３Ｄ打印的砖体，其中含有

湿的多孔部件，用于蒸发冷却，该直接蒸发冷却器被应用于干旱地区．通过直接蒸发冷却，外部空气吹过

饱和水介质（通常是纤维素），从而蒸发冷却．

ｕｋｌｊｅ等
［４２］提出了消除绿色外墙的缺点的仿生立面，仿生立面由仿生叶、光伏电池和蒸发矩阵组

成．这些组件的双重作用是提高光伏系统的效率，并在建筑周围的微气候中冷却空气．研究表明，与绿色

外立面相比，仿生外立面的微气候层温度略高，可以确定所开发的仿生系统是功能性的．此外，对绿色微

气候层和仿生立面的绝对湿度进行对比分析，后者的自我调节性能更好．除了对仿生立面微气候层的温

度和流动条件的影响外，开发的仿生叶还可以影响更高的发电量，同时，可显著降低与建筑的生态足迹

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对湿度的变化导致封闭的松锥逐渐打开．该机制依赖于双层结构，活跃的组织外层，厚壁细胞在

暴露于湿气时纵向扩张并在干燥时收缩［４３］．Ｒｅｉｃｈｅｒｔ等
［３５］以木材的各向异性尺寸变化作为实际响应层

的出发点，利用吸湿材料的特性，研究了适应环境变化的自主响应建筑系统．研究表明，这种类型的集成

功能在物质层上允许复杂的、分散的行为模式，而不需要任何控制单元．同时，此结构减少了故障点的数

量，并允许系统在发生大部分故障时仍然运行．

３．３　通风

建筑物内的自然通风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决定人们健康和舒适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通风相应的过

程是：１）自然对流，需要温度梯度来完成这一过程；２）压差，速度梯度和体积变化影响这一过程
［４４］．植

物在降低自身温度时，其形态和生理活动方面也有增强对流的适应策略．

文献［４５］中，Ｊｉｎ以气孔为灵感，开发了自适应立面概念，提取叶片静脉结构为仿生概念，抽象出六

角形概念为表皮组成元素，并与气孔自我调节概念相结合．构建与植物气孔系统相对应的双层立面，通

过建筑围护结构的适应性进行温度管理，控制室内、外气体交换．

３．４　案例评价

植物降温机制相关的研究案例，如表２所示．

表２　植物降温机制相关的研究案例

Ｔａｂ．２　Ｓｔｕｄｙｃ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ｌａｎｔｃｏｏ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植物
降温机制

提取
降温元素

案例名称
概念／项目／
研究

防热
设计策略

节能效果
模拟／建成
地区

形态分布／
静态

仙人掌
不规则脊

优化建筑围护
结构的自遮阳
质量模拟

研究 遮阳
仙人掌形态的总照射量低于
几何简单体积（每平方米
太阳照射量较低）

慕尼黑

环境驱动／
动态

植物获得
最佳光照
倾向

遮阳系统 研究 遮阳
用密度较小的阴影面获得最大所需
阴影面积，避免自阴影，或用密度
较高的阴影面获得最大能量的阴影

代尔夫特

环境驱动／
动态

植物的
向日性

ＡｌＢａｈａｒ塔楼
遮阳构件

项目 遮阳 太阳的能量增益下降５０％ 阿布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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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植物
降温机制

提取
降温元素

案例名称
概念／项目／
研究

防热
设计策略

节能效果
模拟／建成
地区

生理活动／
动态

植物叶片的
蒸腾作用

气孔砖 概念 蒸发
直接蒸发冷却器的效率每年节省了
大量的能源消耗，模块化房屋或教
室中可节省高达７０％的能源消耗

耶路撒冷

生理活动／
动态

植物叶片的
蒸腾作用

仿生绿色
外墙立面

研究 蒸发
仿生与绿色外立面的热性能
一致，表面温度降低２０．８Ｋ，
日发电量提高６．６％

斯洛文尼亚

环境驱动／
动态

受湿度影响
的松锥开闭

自主响应
建筑系统

研究 蒸发
与机械和／或电子驱动系统相比，
它显著提高了结构的简单性

斯图加特

生理活动／
动态

植物气孔
受温湿度
影响的开闭

自适应
立面概念

概念 通风 － －

　　将植物降温机制与其相关案例进行对比和梳理，分析其防热性能优劣，可发现以下３点不足．

１）基于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相关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及研究阶段，应用方面还处于初

级阶段．

２）在遮阳、蒸发、通风三者应用研究总结中，植物降温机制在通风策略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在通

风方面的研究是未来具有弥补空白的方向．

３）对植物适应性相应的研究受到地理气候因素的局限，如在动态遮阳案例中，遮阳因素受到太阳

高度角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将以普适性原则为依据，从而发掘通用的建筑适应性围护构件．

４　结论

１）通过对植物降温机制的分类与总结，从植物适应性静态和动态应对机制出发，了解植物在应对

气候挑战时有自身的适应性，为下一步围护结构防热提供设计灵感．

２）根据植物应对环境的形态及行为抽象简化，以主导传热过程为桥梁，将其抽象为建筑围护结构

防热设计元素，为基于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提供相关的设计思路．

３）将目前现有的植物降温机制相关的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分析现阶段的研究现状，为未来研究提

供设计参考．

虽然已有大量的实验证明植物具有降温作用，但是对于大部分植物的降温表现缺乏具体的量化研

究；植物的适应表现并非是一种策略对应一种解决方案，往往是一对多的关系，因此，在设计层面需要对

设计需求更深层面的考虑；基于植物降温机制的围护结构防热设计相关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

未来更多的发掘与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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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驾驶员心生理变化的高速公路

路侧植物的选择原则

乔建刚１，２，李士宣１，２，王伟１，２，孙建斌３

（１．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天津３００４０１；

２．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市交通工程绿色材料技术研究中心，天津３００４０１；

３．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００）

摘要：　为了合理地选择高速公路路侧的绿化植物，通过心电仪和眼动仪对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心生理数

据进行采集．对驾驶员的视点区域进行灰度处理，得到不同视点区域的明暗程度等级，然后通过对比分析，选

择有助于改善驾驶员心生理变化的植物．研究结果表明：当植物表现出的明暗程度等级为３～５时，可有效减

缓驾驶员的紧张程度，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关键词：　心生理变化；绿化植物；交通安全；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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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高速公路的路侧景观日益受到重视［１?３］，其设计逐渐与当地的文化、历史

特点相结合［４］．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员的心生理随着不同的路侧景观而变化．例如，路侧灰色的水泥结构

物会给驾驶员带来沉闷和孤独等负面效果，而设置合理的植物则会给驾驶员带来舒适的感觉，降低驾驶

过程中的疲劳程度，增强行车的安全性［５?７］．朱菲
［８］以色彩效应、路侧景观尺度及驾驶员的视觉敏感度分

级为切入点，论述高速公路路侧景观要素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李亚云
［９］以长兴岛潘园公路路侧景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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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生态美学和植物配置融入景观设计中．目前，路侧植物的景观设计大多与美学、地域文化相结合，

较少结合驾驶员的视觉特点．为了使高速公路路侧植物的选择更具人性化与安全性，本文对驾驶员在驾

驶过程中不同视点区域的心生理数据进行研究，提出高速公路路侧植物的选择原则．

１　实验设计

１．１　实验地点和仪器

通过实验研究驾驶过程中，驾驶员在公路可见范围内的不同视点对驾驶员心率、瞳孔面积变化的影

响．实验地点为曲港高速；实验仪器为心电仪、眼动仪；实验车辆为小型车辆皮卡．为了避免道路线形及

表１　驾驶员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ｉｖｅｒｓ

驾驶员
编号

性别 狓／岁 狔／ａ
是否

熟悉路况

１ 男 ４８ １２ 否

２ 男 ３６ ６ 否

３ 男 ２７ ３ 否

行车速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选择的实验路段接

近于直线路段，行车速度为８０～９０ｋｍ·ｈ
－１．

１．２　实验人员

为了避免实验结果的偶然性，选择３名男性

驾驶员进行测试．驾驶员的基本信息，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狓为年龄；狔为驾龄．心电仪的安装及

眼动仪的配戴，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　心电仪的安装 　　　　　　　　　　　　　图２　眼动仪的配戴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ｅｒｗｅａｒ　　　

２　实验结果与数据分析

图３　明暗程度等级的划分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ｒｋｄｅｇｒｅｅ

２．１　分析方法

为便于分析驾驶员的不同视点及其明暗程度对驾驶员心生理的影

响，对测试图片进行灰度处理，并将视点的明暗程度划分为１０个等级．

明暗程度等级的划分，如图３所示．

当身体处于紧张状态时，体内交感神经的活动使心跳加速、瞳孔散

大；反之，当身体处于放松状态时，相较于紧张状态，交感神经的活动使

心跳变得相对缓慢、瞳孔缩小．

驾驶员的心率变化率δ１ 及瞳孔面积变化率δ２ 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δ１ ＝
狀２－狀１
狀１

×１００％，　　δ２ ＝
犛２－犛１
犛１

×１００％． （１）

式（１）中：狀１，犛１ 分别为驾驶员处于平静状态时的心率和瞳孔面积；狀２，犛２ 分别为驾驶员处于动态时的心

率和瞳孔面积．

２．２　确定视点

确定３个不同的视点，并对其进行灰度处理．驾驶员的视点，如图４所示．图４中：视点Ａ～Ｃ的明

暗程度等级分别为５～６，３～４，４～５．

２．３　驾驶员的心率及瞳孔直径的变化

通过心电仪和眼动仪采集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心率和瞳孔直径，并找到与视点Ａ～Ｃ类似的视

点，分别取心率和瞳孔直径的平均值，计算出驾驶员心率和瞳孔面积的变化率．不同视点的驾驶员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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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视点Ａ　　　　　　　　　　　　（ｂ）视点Ｂ　　　　　　　　　　　　　（ｃ）视点Ｃ

图４　驾驶员的视点

Ｆｉｇ．４　Ｄｒｉｖｅｒ′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理变化，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不同的视点对应的驾驶员的心率和瞳孔面积的变化率有所差别．

乔建刚等［１０?１１］提出驾驶员的心率变化率与其紧张程度的关系，得出驾驶员心理舒适、紧张及恐惧３

种状态下对应的心率变化率阈值分别为１８％，２７％和３９％．尚婷等
［１２］提出当瞳孔面积的变化率超过

２０％，驾驶员开始处于紧张状态．因此，视点Ａ的驾驶员处于紧张状态，视点Ｂ，Ｃ的驾驶员则处于舒适

状态，这说明植物可以有效地改善驾驶员的心理状态，增强行车的安全性．虽然视点Ｂ，Ｃ的驾驶员处于

舒适状态，但从改善程度来看，视点Ｂ处的植物效果更佳．因此，当植物的明暗等级为３～５时，更能有

效地减缓驾驶员的紧张程度，增强行车安全性．

　　（ａ）心率变化率　　　　　　　　　　　　　　　　（ｂ）瞳孔面积变化率

图５　不同视点的驾驶员心生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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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路侧植物的选择

植物一般通过自身的色彩对驾驶员心生理变化产生影响，当色彩不同时，其明暗程度则有所差异．

表２　高速公路常用的绿化护坡植物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ｇｒｅｅｎｓｌｏｐ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植物
类型

名称 色彩
明暗程度
等级

花／绿期
（月份）

乔、灌木

油松 深绿色 ５～６ 常绿

垂柳 浅绿色 ３～５ ３～１０

侧柏 深绿色 ５～６ 常绿

连翘 黄色 ３～４ ３～４

沙棘 橙红色 ３～４ ４～５

胡枝子 红紫色 ５～６ ８

紫穗槐 紫色 ５～６ ５～１０

草本植物

高羊茅 浅绿色 ４～５ ３～１０

格桑花 红（黄）色 ３～５ ６～９

小冠花 紫白相间 ４～５ ６～７

明暗程度等级为３～５的色彩有红色、橙色、

黄色和浅绿色，具有这些色彩的植物会给人

一种柔和而温暖的感觉；明暗程度等级为５

以上的色彩有深绿色、紫色，这些冷色调的植

物会给人一种消沉而沮丧的感觉，对行车安

全极为不利．高速公路常用的绿化护坡植物，

如表２所示．

在选择高速公路路侧绿化护坡植物时，

应尽可能选择色彩较为明亮的植物，有利于

减缓驾驶员的心率和瞳孔面积变化，提高行

车的舒适性与安全性．张明浩
［１３］指出路侧绿

化植物的颜色采用两种较为适宜；若仅有一

种绿化植物，则比较单一，会增加驾驶员的疲

劳程度；若３种以上，则会增加驾驶员的反应

时间，不利于行车安全．考虑到冬季行车环境可能比较单一，可以选择油松、侧柏等常绿乔木，配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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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色调植物形成一定的空间感，增强驾驶员的视觉感，提高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４　结论

１）合理地选择路侧植物可以有效地降低驾驶员的心率和瞳孔面积的变化率，给驾驶员提供一个舒

适、安全的行车环境．

２）从改善驾驶员的心生理状态的效果来看，明暗程度等级为３～５的植物更能有效减缓驾驶员的

紧张程度，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３）在选择绿化植物时，颜色以浅绿色、黄色等暖色调为宜，再配合适量油松、侧柏等常绿乔木，可达

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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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建筑施工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成熟度评价

董娜，弓成，熊峰

（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摘要：　 针对目前装配式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应用水平差异大、应用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从施工阶段入手，建

立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的成熟度评价模型．首先，结合熵权法和灰色关联聚类综合确定指标权重，引入云模

型进行成熟度评价；其次，建立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应用成熟度评价指标和方法．工程案例表明：模型具有可

行性，可为装配式建筑的ＢＩＭ推广和成熟度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装配式建筑；施工建筑信息模型；成熟度；熵权法；灰色关联聚类；云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７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

犕犪狋狌狉犻狋狔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犕狅犱犲犾犻狀犵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犘狉犲犳犪犫狉犻犮犪狋犲犱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ＤＯＮＧＮａ，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Ｆ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６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ＩＭ）

ｄｉｆｆｅｒ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ａ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ＢＩＭ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ｇｒｅ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

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

ｄ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ＢＩ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ＢＩＭｐｏｐｕｌａ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ｈ

ｏｄ；ｇｒｅ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

与传统建筑相比，装配式建筑因质量好、效率高、污染少、受气候环境约束小等特点，已经成为我国

建筑业发展的重点方向［１］．建筑信息模型（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ＩＭ）技术作为提高建筑业信

息化水平的重要手段，能够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化集成与管理，装配式建筑的ＢＩＭ 应用也成为当

前的研究热点［２］．施工阶段的ＢＩＭ 应用直接影响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效率、质量和费用等关键问题．因

此，有必要对装配式建筑的施工ＢＩＭ应用成熟度进行评价．Ｌｅｅ等
［３］通过总结不同的成熟度模型，研究

适用于其所处环境的ＢＩＭ成熟度评估程序和指标，用于评估设计公司ＢＩＭ 成熟度指标；Ａｂａｎｄａ等
［４］

论证了ＢＩＭ在装配式建筑中的作用，同时探讨ＢＩＭ技术应用在装配式建筑和传统建筑中的效益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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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颖等［５］研究了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的工艺流程与质量影响因素，建立ＢＩＭ?ＲＦＩＤ技术的构件质量

管理信息系统及流程体系；李开［６］从业主方的角度出发，总结ＢＩＭ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共有２０个具体

运用，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国内１０个典型项目进行ＢＩＭ应用成熟度评价；张健等
［７］

研究了基于ＢＩＭ 的装配式建筑集成体系，提出装配式建筑中ＢＩＭ 成熟度发展层级．综上所述，当前研

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建筑领域的ＢＩＭ应用成熟度和装配式建筑的ＢＩＭ 应用点上，而对装配式建筑施工

ＢＩＭ应用成熟度的研究尚未起步．本文在文献综述和装配式建筑ＢＩＭ应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装

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应用成熟度评价指标，并利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聚类，综合确定指标权重，引入云模

型，建立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应用成熟度评价模型．

１　装配式建筑施工犅犐犕成熟度评价指标的建立

１．１　指标建立思路

从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特点及装配式建筑施工项目管理需求出发，结合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ＢＩＭ 应

用情况，建立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的评价指标体系．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如图１所示．

１．２　装配式建筑施工特点分析

装配式建筑具有人工成本低、效率高、工期短、质量高、对环境污染小、浪费少等优点［８］．与传统建筑

施工相比，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构件多、吊装平面布置困难，同时现场存在大量装配作业，且对构件吊装

要求高［７］．装配式建筑现场吊装施工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１　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图２　装配式建筑现场吊装施工过程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ｆ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３　装配式建筑施工项目管理需求分析

装配式建筑对各个管理目标下的实际管理需求，如表１所示．基于项目管理视角，装配式建筑项目

管理应满足进度、成本、质量、安全等四大基本管理目标，且项目管理目标应与项目建造特点相适应．考

表１　装配式建筑的管理需求

Ｔａｂ．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管理目标 管理需求分析

进度管理
能够对装配式建筑的构件运输及构件施工吊装计划信息和实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

判断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差异情况

质量管理 能够对装配式建筑构件及构件吊装拼接进行质量管理，重点在于对质量偏差的记录及分析

成本管理
随着项目施工进展，将项目动态成本与目标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判断费用使用情况，

并据此进行优化，重点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更进行管控

施工方案管理 对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进行模拟，包括吊装节点工艺模拟、吊装机械施工模拟等内容

安全管理 对施工现场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危险逃生培训等；能够及时发现环境安全问题并预警

现场管理
实现对施工现场的模拟布置，并能够对场地布置进行优化；
能够对现场各参与方进行统筹管理，提高沟通协调效率

空间管理
能够对构件位置进行管理，包括构件运输过程中的地理信息收集，

以及对构件现场及仓库内的堆放排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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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装配式建筑构件多、场布难、吊装要求高等施工特点，以及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精

细化的要求，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应用还应实现对项目的施工方案管理、现场管理、空间管理
［９］．

１．４　装配式建筑施工犅犐犕应用

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应用ＢＩＭ能够提高施工的效率和质量．当前，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的ＢＩＭ 应

用有如下８个主要方面．

１）构件信息化管理方面．装配式建筑构件数量繁多，将构件信息集成到ＢＩＭ 模型中，实现构件状

态的记录、追踪、监控和管理，能够保证工程的顺利实现［１０］．

２）场地布置方面．装配式建筑现场吊装构件及机械放置复杂，将ＢＩＭ 模型与场地模型集成，并结

合吊装方案和进度计划，可以合理、高效地进行现场平面布置［１１］．

３）吊装机械和复杂节点模拟方面．对于装配式建筑，节点处的连接是影响工程质量的关键因素，吊

装方案合理可行是保证顺利吊装的基础；吊装机械模拟和复杂节点模拟有利于施工机械的合理选用和

复杂节点的质量保证［１２］．

４）虚拟施工方面．将构件的吊装进度与３Ｄ?ＢＩＭ模型集成，形成４Ｄ?ＢＩＭ 模型进行虚拟吊装，可以

优化吊装进度计划，确保吊装过程的顺利进行［１３］．

５）资金使用计划和三算对比分析方面．将成本信息与４Ｄ?ＢＩＭ 模型集成建立５Ｄ?ＢＩＭ 模型，建立

资源和资金需求计划并与实际信息进行对比分析，有效实现成本动态过程控制［１４］．

６）安全培训及预警方面．基于ＢＩＭ 进行人员安全和现场安全教育培训，制定有效的安全管理措

施，并将人员及现场实际信息与ＢＩＭ集成，实现施工安全实时预警
［１５］．

７）沟通协调平台方面．基于ＢＩＭ的可视化特点，通过ＢＩＭ 模型和协同平台，把项目中的业主、设

计、施工、监理等各方有效连接在一起，实现实时高效的沟通［１４］．

８）ＢＩＭ与其他技术结合方面．通过将ＢＩＭ与企业资源计划（ＥＲＰ）、３Ｄ扫描、混合现实技术（ＭＲ）、

射频识别（ＲＦＩＤ），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等技术结合应用，实现建筑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１６］．

１．５　装配式建筑施工犅犐犕成熟度评价指标

基于前述装配式建筑施工项目管理需求分析，将ＢＩＭ 应用点与需求相匹配，建立装配式建筑施工

阶段的ＢＩＭ技术应用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如图３所示．

图３　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的ＢＩＭ技术应用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３　ＢＩ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６　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

不同评价模型的成熟度等级划分不同［１７］．能力成熟度模型（ＣＭＭ）将成熟度划分为初始级、可重复

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优化级；Ｋｅｒｚｎｅｒ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Ｋ?ＰＭＭＭ）将成熟度划分为通用术语、

通用过程、单一方法、基准比较、持续改进；组织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ＯＰＭ３）成熟度模型分为标准化、

测量、控制、持续改进４个级别；美国项目管理解决方案公司的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ＰＭＳ?ＰＭ３）中，成

熟度分为初始过程、结构和标准过程、组织和制度过程、管理过程、优化过程．

参考其他评价模型的成熟度等级划分，结合ＢＩＭ 应用水平差异大的实际情况，将装配式建筑施工

ＢＩＭ应用成熟度等级分为５个阶段．考虑到装配式建筑中ＢＩＭ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成熟阶段的差

２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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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较大，因此，在初始阶段和成熟阶段间设置成长阶段和提高阶段．在成熟阶段后设置优化阶段，此阶段

能够实现基于ＢＩＭ的智能化、自动化管理，是基于ＢＩＭ的装配式施工管理的理想化状态
［１８］．

基于当前的ＢＩＭ技术水平和ＢＩＭ应用情况，确定各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如表２所示．

表２　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ＩＭ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准则层 指标层 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 指标层 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

进度管理

ＢＩＭ应用

Ｕ１

基于ＢＩＭ的
构件运输
进度管理

Ｕ１１

运输计划进度与ＢＩＭ模型集成

运输实际进度与ＢＩＭ模型集成

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对比

基于ＢＩＭ的运输进度主动预警

基于ＢＩＭ的运输计划优化

基于ＢＩＭ的
构件吊装
进度管理

Ｕ１２

吊装计划进度与ＢＩＭ模型集成

应用４ＤＢＩＭ对构件吊装
进行施工进度模拟

吊装实际进度与ＢＩＭ模型集成

基于ＢＩＭ的计划进度与
实际进度对比分析

基于ＢＩＭ的吊装进度主动预警

质量管理

ＢＩＭ应用

Ｕ２

基于ＢＩＭ的
构件进场
质量验收

Ｕ２１

构件实际质量信息与

ＢＩＭ模型的集成

构件验收标准与

ＢＩＭ模型的集成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质量偏差分析

构件验收质量信息自动录入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质量
情况自动反馈

基于ＢＩＭ的
构件吊装
质量验收

Ｕ２２

构件吊装质量信息与

ＢＩＭ模型的集成

构件吊装质量标准与

ＢＩＭ模型的集成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吊装质量偏差分析

构件吊装质量信息自动录入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吊装
质量情况自动反馈

成本管理

ＢＩＭ应用

Ｕ３

基于ＢＩＭ的
资金管理

Ｕ３１

５ＤＢＩＭ模型建立

基于５ＤＢＩＭ的资金
使用计划制定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

ＢＩＭ模型的集成

资金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基于ＢＩＭ的资金主动预警

基于ＢＩＭ的
变更管理

Ｕ３２

建立变更部位模型

变更部分资金计划

将变更部分资金实际使用
情况与ＢＩＭ模集成

工程变更统计（变更次数、
时间、原因、处理方、费用）

工程变更分析（变更次数、
时间、原因、处理方、费用）

施工方案管
理ＢＩＭ应用

Ｕ４

基于ＢＩＭ的
吊装机械模拟

Ｕ４１

吊装机械三维模型

建立吊装机械运行模拟

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机械需求计划

面向项目的机械运行模拟

基于ＢＩＭ，结合吊装安排，
自动完成吊装机械的设置

基于ＢＩＭ的
复杂节点
工艺模拟

Ｕ４２

复杂节点三维模型

建立复杂节点工艺模拟

复杂节点实际信息集成

复杂节点计划信息与
实际信息对比分析

基于ＢＩＭ的复杂节点方案优化

安全管理

ＢＩＭ应用

Ｕ５

基于ＢＩＭ的
人员安全管理

Ｕ５１

基于ＢＩＭ的人员安全培训

基于ＢＩＭ的人员安全风险分析

人员信息与ＢＩＭ模型集成

基于模型实时查看人员分布情况

基于ＢＩＭ的人员安全自动预警

基于ＢＩＭ的
现场安全管理

Ｕ５２

基于ＢＩＭ的现场安全管理培训

基于ＢＩＭ的现场安全风险分析

现场实际信息与ＢＩＭ集成，
实时查看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基于ＢＩＭ的现场安全风险自动识别

基于ＢＩＭ的现场安全自动预警

现场管理

ＢＩＭ应用

Ｕ６

基于ＢＩＭ的
现场沟通管理

Ｕ６１

基于ＢＩＭ模型的现场沟通

ＢＩＭ模型实时查看

现场沟通信息与

ＢＩＭ模型实时集成

基于ＢＩＭ云平台的各方沟通

各方沟通平台化流程化标准化

基于ＢＩＭ的
场地布置管理

Ｕ６２

场地三维模型建立

场地模型与ＢＩＭ模型集成

基于场地模型的资源需求分析

基于模型的场地优化

场地模型动态展示与优化

空间管理

ＢＩＭ应用

Ｕ７

基于ＢＩＭ的
构件现场
库存定位

Ｕ７１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库存计划制定

构件实际库存信息集成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
库存信息查询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
库存统计与管理

基于ＢＩＭ，实现自动进行
构件堆放安排

基于ＢＩＭ的
构件运输定位

Ｕ７２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运输计划制定

构件实际运输信息集成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运输信息查询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
运输状态统计与管理

结合ＲＦＩＤ技术实现
位置信息的自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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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各指标的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进行具体描述，有利于确定各指标成熟度等级的隶属情况，提

高评价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并根据成熟度评价标准确定成熟度提高路径．

２　犅犐犕应用成熟度指标权重

２．１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初始权重

当前，我国装配式建筑的ＢＩＭ应用相关标准及制度还不够完善，相关应用数据的收集存在困难．装

配式建筑中的ＢＩＭ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利用客观数据确定指标权重可能会导致某些现在应用较少，

对整个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起到重要作用的指标权重偏低，因此，选取主观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给出定量表示，最后

确定各指标权重及重要性．层次分析法适用于当前数据收集困难，需要专家经验判断的研究情况
［１９］．在

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和灰色关联聚类，对指标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综合考虑各专家的

决策信息，权重确定更加合理．ＡＨＰ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

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２０］．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１）构造判断矩阵；２）计算权重

向量；３）一致性检验．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一位专家的初始权重．

２．２　基于熵值法和灰色关联聚类的权重

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聚类法相结合，综合考虑各个专家的决策数据，

更合理地确定专家权重．先通过灰色关联度聚类法对参与判断的多位专家聚类，再根据熵值法确定类内

各个专家的权重，最终形成专家权重［２１］，从而使看法相同、不确定性小的专家获得较大权重，确保专家

信息的合理利用．

１）灰色关联度聚类分析
［１９］．设某专家利用 ＡＨＰ法给出的权重向量犠＝（ω１，ω２，ω３，…，ω狀）

Ｔ，其

中，ω１，ω２，ω３，…，ω狀 表示该专家各个指标赋予的权重值．犿个专家的权重向量构成标准矩阵犙为

犙＝ ［犠１，犠２，…，犠犿］＝

ω１，１ ω１，２ … ω１，犿

ω２，１ ω２，２ … ω２，犿

  

ω狀，１ ω狀，２ … ω狀，

熿

燀

燄

燅犿

． （１）

　　对犠犽（犻≤犼；犻，犼，犽＝１，２，…，犿），计算犠犻与犠犼 的绝对关联度犲犻，犼，得到关于专家变量的上三角矩

阵犚，即

犚＝

犲１，１ 犲１，２ … 犲１，犿

犲２，２ … 犲２，犿



犲狀，

熿

燀

燄

燅犿

， （２）

犲犻，犼 ＝
１＋狘狊犻狘＋狘狊犼狘

１＋狘狊犻狘＋狘狊犼狘＋狘狊犻－狊犼狘
，

狘狊犻狘＝ ∑
狀－１

犽＝２

［ω犻（犽）－ω犻（１）］＋
１

２
［ω狀犻－ω犻（１）］，

狘狊犼狘＝ ∑
狀－１

犽＝２

［ω犼（犽）－ω犼（１）］＋
１

２
［ω狀，犼－ω犼（１）］，

狘狊犻－狊犼狘＝ ∑
狀－１

犽＝２

［ω犻（犽）－ω犻（１）－（ω犼（犽）－ω犼（１））］＋
１

２
［ω狀，犻－ω犻（１）－（ω狀，犼－ω犼（１））］

烍

烌

烎
．

（３）

　　取定临界值狋∈［０，１］，当犲犻，犼≥狋（犻≠犼）时，则可认为犠犻与犠犼可以归为同类．阈值狋越接近１，分类

就越细，一般要求狋＞０．５．

类间赋权重时，考虑类的容量，对专家数量多的类，赋予的权重大；而对专家数量少的类，赋予的权

重小．假设犿个专家被分成狇类，第犽类（犽＝１，２，…，狇）包含ε犽（ε犽≤犿）个专家，则

α犽 ＝ε
２
犽／∑

狇

犽＝１

ε
２
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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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ε犽 为第犽类专家个数；α犽 为第犽类专家类间权重．

２）熵值法确定类内权重．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熵值越小，表明决策数据的混乱程度越小，逻

辑更清晰，起的作用也更大．因此，应对在同类的所有专家中，给出权重向量的信息熵值越小的专家赋予

更大的权重．在有狀个指标，犿个评价者的评估问题中，将第犼个评价者的信息熵定义为

犎（犼）＝－
１

ｌｎ狀∑
狀

犻＝１

ω犻，犼ｌｎω犻，犼，　　犼＝１，２，…，犿． （５）

式（５）中：ω犻，犼为ＡＨＰ得出的各个专家赋予的指标权值．

第犽类专家的类内权重β犽，犼为

β犽，犼 ＝
１－犎犽（犼）

∑

ε犽

犼＝１

［１－犎犽（犼）］

，　　犼＝１，２，…，ε犽．

　　３）专家权重确定．专家权重由类间权重和类内权重共同确定，则第犼位专家权重λ犼为

λ犼 ＝α犽β犽，犼，　　犼＝１，２，…，犿．

　　构成的犿位专家的综合权重矩阵为犃＝（λ１，λ２，…，λ犿）．

２．３　指标综合权重确定

指标综合权重由专家的指标权重按照专家权重线性加权构成，最后形成综合权重向量犘，即

犘＝ （狆１，狆２，…，狆狀）
Ｔ
＝犙·犃

Ｔ． （６）

２．４　权重确定及其结果

通过专家访谈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确定权重，参与本次访谈的专家共计６名，包括高校专家２名，

施工企业现场管理人员２名，业主方项目管理人员１名，工程咨询企业ＢＩＭ管理人员１名．采用五标度

打分法，其中某一专家的指标权重序列为

犠犼 ＝［０．０３８５，０．１１５６，０．０２８４，０．１４１８，０．０３８５，０．１１５６，０．０４７０，

０．０２８４，０．１２４８，０．０１７３，０．１４１８，０．０２５７，０．０８６４，０．０４７０］Ｔ．

　　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出各个专家给出的指标权重，得出标准矩阵犙为

犙＝

犠１

犠２



犠

熿

燀

燄

燅６

＝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２６１ ０．２０６０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６７８ ０．１１７８ ０．０７８４ ０．２０６０ ０．０７７０ ０．１１５２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９００ ０．１４１８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３８５

０．１２５７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１１５６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５５６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２３８ ０．１１５５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７８ ０．１５９５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６５８ ０．１４３０ ０．１２８４

０．００６５ ０．２３４９ ０．１１８５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７７０ ０．０１７３

０．４１９３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７１５ ０．１１００ ０．１４１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７８３ ０．１１８５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５５６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３５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４７０

．

　　１）求类间权重．由标准矩阵犙求得专家群组的灰色关联矩阵犚为

犚＝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７６５ ０．９５０７ ０．９６９７ ０．９９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２６ ０．９５２５ ０．９７５３ ０．９９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３９ ０．９９５６ ０．９７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３３ ０．９５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２２

１．

熿

燀

燄

燅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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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定临界值狋＝０．９８５，得到｛（１，２，６），（３，５），（４）｝三类，进而求得类间权重：α１＝０．６４３；α２＝０．２８６；

α３＝０．０７１．

２）求类内权重．各类内权重熵：第一类为（１，２，６），犎１＝［０．４７８，０．２８１，０．２４１］；第二类为（３，５），

犎２＝［０．５６０，０．４４０］；第三类为（４），犎３＝［１］．则最终各个专家权重为

犃＝ ［ ］０．３０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６ ０．１５４ ．

　　３）求综合权重．按照式（６），求得各个指标综合权重，如表３所示．

表３　指标综合权重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ｉｎｄｅｘ

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１ 进度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１ ０．１４７５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运输进度管理Ｕ１１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吊装进度管理Ｕ１２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９６８

２ 质量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２ ０．０８３４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进场质量验收Ｕ２１
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构件质量检查Ｕ２２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５９１

３ 成本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３ ０．１０７７
基于ＢＩＭ的资金管理Ｕ３１
基于ＢＩＭ的变更管理Ｕ３２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４３７

４ 施工方案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４ ０．１３７０
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机械模拟Ｕ４１

基于ＢＩＭ的复杂节点工艺模拟Ｕ４２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６６６

５ 安全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５ ０．２４７２
基于ＢＩＭ的现场安全管理Ｕ５１
基于ＢＩＭ的人员安全管理Ｕ５２

０．０５８３
０．１８８９

６ 现场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６ ０．１３４１
基于ＢＩＭ的现场沟通Ｕ６１
基于ＢＩＭ的场地布置Ｕ６２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９７２

７ 空间管理ＢＩＭ应用Ｕ７ ０．１４３１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现场库存定位Ｕ７１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运输定位Ｕ７２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６３６

　　由表３可知：在７个一级指标中，安全管理权重最大，质量管理权重最低，其他各指标差异不大．由

指标权重可以看出，当前基于ＢＩＭ的安全管理尤为重要，而质量管理效益有待提升．在二级指标中，基

于ＢＩＭ的人员安全管理所占权重最大，对施工现场人员安全的重视程度极高，应当利用好ＢＩＭ 进行人

员安全管理；基于ＢＩＭ的场地布置和基于ＢＩＭ 的构件吊装进度管理的权重值都超过了０．０９５０，其

ＢＩＭ应用情况对最后的成熟度评价等级有较大的影响．装配式建筑现场施工人员少，各参与方大量沟

通协调工作在前期进行，基于ＢＩＭ的现场沟通管理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重要性程度较于传统建筑施

工阶段有所降低．装配式建筑构件大部分在工厂预制生产，生产条件好且需要通过出厂质量检验，因此，

基于ＢＩＭ的构件进场质量权重较小．

基于ＢＩＭ的装配式建筑变更管理处在探索阶段，其重要性在所有指标中靠后．除此之外的二级指

标权重处于０．０５００～０．０８００区间内，当ＢＩＭ在人员管理、场地布置和构架吊装进度管理方面的应用

水平提升程度有限时，应当考虑通过提高ＢＩＭ 在这一区间内的应用水平，从而实现装配式建筑施工

ＢＩＭ成熟度等级的提升．

３　基于云模型的犅犐犕应用成熟度评价

３．１　云模型

云模型主要是利用期望犈ｘ、熵犈ｎ、超熵犎ｅ等３个特征数值来描述一个定性概念，并通过云发生器

实现定性和定量的相互转换．应用云模型进行成熟度评价能够体现评价过程存在的模糊性和随机性，也

能较为全面地利用评价信息，减少评价结果的偏差．

３．２　评语云模型

建立评价等级集合犞＝｛犞１，犞２，犞３，犞４，犞５｝，将对应的评分标准区间定义为（０，１］，（１，２］，（２，３］，

（３，４］，（４，５］．通过区间数和正态云模型的转换关系式，得到反映各等级定性概念云模型的数字特征

（犈ｘ，犈ｎ，犎ｅ）
［２２］．

文中采用二阶正态云模型．正态分布中，对于某一概念，其对应的云对象位于［犈ｘ－３犈ｎ，犈ｘ＋３犈ｎ］

６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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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云滴为小概率事件，一般不予考虑．故犈ｘ，犈ｎ，犎ｅ的计算式分别为

犈ｘ＝
（犆ｍｉｎ＋犆ｍａｘ）

２
，

犈ｎ＝
（犆ｍａｘ－犆ｍｉｎ）

６
，

犎ｅ＝犛

烍

烌

烎．

（７）

式（７）中：犛为常数，根据评价语言模糊程度确定；犆ｍｉｎ，犆ｍａｘ分别为分值区间的左、右边界．

表４　成熟度等级评语云模型

Ｔａｂ．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ｒｅｖｉｅｗ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

阶段 指标 数值范围

初始阶段
评价标准分值
评语云模型

（０，１］
（０．５，０．１６７，０．０５］

成长阶段
评价标准分值
评语云模型

（１，２］
（１．５，０．１６７，０．０５］

提高阶段
评价标准分值
评语云模型

（２，３］
（２．５，０．１６７，０．０５］

成熟阶段
评价标准分值
评语云模型

（３，４］
（３．５，０．１６７，０．０５］

优化阶段
评价标准分值
评语云模型

（４，５］
（４．５，０．１６７，０．０５］

犛取０．０１
［２３］，设置云滴数犖 为１０００，由各成

熟度等级的评分标准和数字特征得到成熟度等级评

语云模型，如表４所示．

３．３　确定隶属度

将第犽位人员指标评分狓犽犻，犼（犻＝１，２，…，７；犼＝

１，２；犽＝１，２，…，狀）代入评语云中，通过正向云发生

器，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计算其隶属度矩阵，即

μ
犽
犻，犼 ＝ （μ

犽
犻，犼，１，μ

犽
犻，犼，２，μ

犽
犻，犼，３，μ

犽
犻，犼，４，μ

犽
犻，犼，５）．

　　综合考虑所有评价人员的评价结果，可得到综

合单一指标成熟度隶属度μ犻，犼，犾为

μ犻，犼，犾 ＝
∑
狀

犽＝１
μ
犽
犻，犼，犾

∑
５

犾＝１
∑
狀

犽＝１
μ
犽
犻，犼，犾

，　　犾＝１，２，…，５． （８）

式（８）中：μ
犽

犻，犼，犾
为第犽位专家的单一指标成熟度隶属度．则单一指标的综合隶属度矩阵为

μ犻，犼 ＝ （μ犻，犼，１，μ犻，犼，２，μ犻，犼，３，μ犻，犼，４，μ犻，犼，５）．

３．４　确定成熟度等级

建立二级指标成熟度隶属度矩阵犆犻＝（μ犻，１，μ犻，２），犻＝１，２，…，７．对应指标层的权重矩阵分别为犘犻＝

（狆犻，１，狆犻，２），犻＝１，２，…，７．准则层隶属度矩阵为犇＝（犇１，犇２，…，犇７），犇１，犇２，…，犇７ 为一级指标的各成

熟度等级隶属度矩阵，则

犇犻 ＝犘犻犆犻，　　犻＝１，２，…，７． （９）

　　一级的指标权重矩阵为犈＝（犈１，犈２，…，犈７），犈１，犈２，…，犈７ 为一级指标的权重，则项目综合隶属度

矩阵犌为

犌＝犈犇 ＝ （犵１，犵２，犵３，犵４，犵５）． （１０）

式（１０）中：犵１，犵２，犵３，犵４，犵５ 为评价结果对成熟度各个等级的隶属度，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项目成

熟度等级．

４　工程案例

４．１　案例背景

该项目为地上６层，地下１层的办公楼用房，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６５００ｍ２．地下部分采用传统混

凝现浇方式施工，地上部分采用装配式施工方式，预制范围包括柱、叠合梁、叠合楼板、外墙板、楼梯、女

儿墙，单体预制率约为６５％．

４．２　成熟度评价

邀请参与该项目的１０位专家进行评分，其中，施工项目管理人员３名、施工企业管理人员２名、业

主方管理人员２名、工程咨询人员１名，ＢＩＭ研究专家２名．依据表４建立的评语云模型计算，得到成熟

度等级隶属度，即

犆１ ＝ ［０．１０２１，０．３０３３，０．２９５３，０．１９９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５３０，０．４０４０，０．２９５３，０．０９９５，０．０５００］，

犆２ ＝ ［０．２０３５，０．４０３６，０．２９４２，０．０９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３８，０．５０４６，０．２９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第１期　　　　　　　　　　　董娜，等：装配式建筑施工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成熟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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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０．２４８６，０．３９９７，０．２５０７，０．１０２１，０．２５２７，０．２９６６，０．２４８６，０．１０００］，

犆４ ＝ ［０．１０２３，０．４０４８，０．３９３６，０．０９９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３９，０．５０２８，０．１９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犆５ ＝ ［０．０５１１，０．１５１８，０．３４８８，０．３４８１，０．１００２，０．１０２１，０．３０３３，０．２９５３，０．１９９２，０．１００１］，

犆６ ＝ ［０．０５１１，０．１５１７，０．２９８５，０．３４８５，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２，０．３１４５，０．３６７３，０．２１２１］，

犆７ ＝ ［０．３０３５，０．４０２４，０．１９６０，０．０９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６，０．４０３０，０．２４５０，０．０９８４，０．００００］．

　　对应指标层的权重矩阵为犘犻（犻＝１，…，７），则指标层的成熟度等级隶属度为

犇１ ＝犘１犆１ ＝ ［０．１３５５，０．３６９４，０．２９４０，０．１３３７，０．０６７２］，

犇２ ＝犘２犆２ ＝ ［０．２０３７，０．４７５１，０．２９２４，０．０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犇３ ＝犘３犆３ ＝ ［０．０４１４，０．１６２５，０．２６８１，０．３３８４，０．１８９６］，

犇４ ＝犘４犆４ ＝ ［０．２００３，０．４５２４，０．２９６２，０．０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犇５ ＝犘５犆５ ＝ ［０．０９０１，０．２６７５，０．３０８０，０．２３４３，０．１００１］，

犇６ ＝犘６犆６ ＝ ［０．０３７０，０．１３９２，０．３０２９，０．３５３７，０．１６７２］，

犇７ ＝犘７犆７ ＝ ［０．２８１３，０．４０２６，０．２１７８，０．０９８３，０．００００］．

　　总的评价结果为

犌＝ ［０．１３６４，０．３１６０，０．２８５１，０．１８５０，０．０７７５］．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该项目的施工ＢＩＭ应用成熟度等级处于成长阶段，其对于提高阶段的隶属

度０．２８５１大于初始阶段的隶属度０．１３６４，可以看出该项目的ＢＩＭ 应用水平由成长阶段向提高阶段

发展的趋势．

相较于其他方面，ＢＩＭ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下的质量管理、施工方案管理和空间管理中应用水平

总体较低．该项目想要提高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应用成熟度，首先，应当考虑提高ＢＩＭ 在质量管理、施

工方案管理和空间管理中的应用水平；然后，结合各二级指标的隶属度情况和成熟度等级评价标准，确

定其所处阶段及提升路径．

以施工方案管理中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机械模拟为例，由犆４ 可以得出，其目前处于成长阶段．根据成

熟度等级评价标准，可以判断该项目应用ＢＩＭ能够实现吊装机械运行模拟，而下一成熟度阶段要求该

项目应用ＢＩＭ实现吊装机械需求计划的制定．由此可以得出，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机械模拟成熟度提升路

径，将吊装机械运行模拟模型和装配式建筑实际建造模型相结合，进行施工模拟；确定吊装机械的基本

需求如数量、型号、类型等，并根据时间信息，确定各个阶段现场实际施工机械的种类及数量；最后，安排

合理机械进出场，实现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机械需求计划制定，使基于ＢＩＭ的吊装机械模拟成熟度由成长

阶段向提高阶段发展．

５　结束语

ＢＩＭ与装配式建筑结合有助于建筑业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针对当前装配式建筑ＢＩＭ应用

水平差异大、应用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从施工阶段入手，建立装配式建筑施工ＢＩＭ 的成熟度评价模型．

该模型能够全面量化评价项目的ＢＩＭ应用情况，并根据成熟度评价标准，确定提升路径．同时，还可以

作为新建项目ＢＩＭ应用目标和实施规划的参考，有助于促进ＢＩＭ在装配式建筑中的深度应用，从而实

现建筑业的精益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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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相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

制冷系统性能分析

刘琬琳，黄潇治，李风雷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建立一维等面积两相喷射器热力学模型，改进传统的二级压缩系统，提出一种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

制冷系统．以Ｒ１２３４ｙｆ为制冷剂，采用能量分析模型，研究不同设计工况下喷射器的性能．结果表明：当蒸发温

度升高时，系统的性能系数（ＣＯＰ）和喷射系数增大，喷射器升压比减小；当冷凝温度升高时，ＣＯＰ和喷射系数

减小，喷射器升压比增大；当蒸发温度为０℃，冷凝温度为５０℃时，ＣＯＰ随着中间温度的升高先增大后减小，

且存在一个最优中间温度，系统性能提高率可达１０％以上．

关键词：　两相喷射器；二级压缩；制冷系统；热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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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建筑舒适性的要求日益增长．在能源日益紧缺的现状下，发展制冷空调节

能技术十分重要．Ｋｏｒｎｈａｕｓｅｒ
［１］提出一种蒸气压缩喷射制冷循环系统，用喷射器代替节流阀回收一部分

膨胀功．喷射器是压缩喷射制冷循环中的关键部件．Ｋｅｅｎａｎ
［２］将喷射器模型分为等压混合模型和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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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混合模型．Ｈｕａｎｇ等
［３］以Ｒ１４１ｂ为制冷剂，建立一维气气等压混合喷射器热力学模型，认为一次流体

在喷嘴喉部达到壅塞，并进行验证．朱高强
［４］分别计算文献［５７］提出的３种两相流声速模型，选取与实

验结果最为吻合的声速模型，并运用于喷射器的模拟中．Ｌｉ等
［８］建立气液等面积混合两相喷射器的设

计模型．王菲等
［９］考虑喷射器混合室内产生凝结激波的现象，并提出激波的判断和控制方程．在温度较

低的环境中，研究者常采用二级压缩制冷系统降低压缩机的压比，避免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而导致系统

运行不稳定．Ｘｕ等
［１０］研究发现，与单级压缩系统相比，二级压缩系统的制冷量和性能系数（ＣＯＰ）都相

应地增加１０％左右．金旭等
［１１］研究二级压缩系统的中间压力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发现中间压力升高使

系统的性能系数出现最优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系统（ＴＣＲＥ），并建立喷射

器的热力学模型，以Ｒ１２３４ｙｆ为制冷剂，采用模拟分析方法对系统性能进行研究．

１　循环原理

两相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制冷系统是在传统的二级压缩系统中利用气液分离器进行中间补气增

焓，从而达到降低压缩机的压比、扩大系统的运行范围、降低功耗、节能减排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引入喷

射器部件，采用喷射器代替节流阀的方法，回收部分膨胀功，大幅减少系统节流过程导致的能量损失，整

体提高了二级压缩制冷系统的效率及低压级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进一步降低压缩机的功耗．

两相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制冷系统，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狆为压力；犺为焓；Δ狆ｐ１为一次流体入口

到喷嘴出口的压力降．由图１（ａ）可知：来自高压级压缩机的气态制冷剂（状态４）经过冷凝器，冷凝为液

态制冷剂（状态５），经过节流阀１，膨胀到与气液分离器１相同的压力（状态６），气液分离器１分离出的

饱和液态制冷剂（状态７）为喷射器的一次流体，进入喷嘴；在喷嘴作用下，制冷剂变为高速、低压的气液

混合状态，引射来自蒸发器出口的气态制冷剂（状态１２），并在喷射器内部进行混合升压，最终形成气液

混合物从扩压室出口流出（状态９），进入气液分离器２；气液分离器２分离出的饱和液态制冷剂（状态

１０）通过节流阀２，变成气液混合物（状态１１）回到蒸发器，被一次流体引射进入喷射器，形成喷射器内制

冷剂的循环气态制冷剂（状态１）进入低压级压缩机，与来自气液分离器１的饱和汽（状态８）混合，在中

间冷却器冷却后（状态３），进入高压级压缩机，增压后进入冷凝器（状态４），完成系统的循环．

（ａ）原理图　　　　　　　　　　　　　　　　　　　（ｂ）压焓图　

图１　两相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制冷系统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ｅｊｅｃｔｏｒ

２　热力学模型

２．１　喷射器模型

两相喷射器主要包括喷嘴、吸入室、混合室和扩压室４个部分，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

一次流体为液体；二次流体为气体；

２．１．１　基本假设　为简化计算，对喷射器做以下５点假设
［１２］：１）在喷射器内，流体的流动为一维稳态

流动；２）一次流体入口、二次流体入口及扩压室出口处的动能忽略不计；３）在喷射器内，制冷剂的压力

损失和热量损失忽略不计；４）喷射器采用等面积混合模型，一次流体与二次流体在喷嘴出口处达到相

同压力，开始混合；５）喷射器的等熵效率保持不变．

１６第１期　　　　　　　　　　　刘琬琳，等：两相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制冷系统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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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两相喷射器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ｅｊｅｃｔｏｒ

２．１．２　喷嘴入口到喉部的参数　一次流体从喷嘴入口至喉部的流动过程遵循能量守恒定律，通过喉部

的等熵效率ηｔ考虑流体在实际流动过程中的膨胀损失．喷嘴入口到喉部的参数分别为

犺ｐ０ ＝犳（犜ｐ０，狆ｐ０），　　狊ｐ０ ＝犳（犜ｐ０，狆ｐ０），　　犺ｔ，ｓ＝犳（狆ｔ，狊ｐ０），

犺ｔ＝犺ｐ０－ηｔ（犺ｐ０－犺ｔ，ｓ），　　犺ｐ０ ＝犺ｔ＋
狏２ｔ
２

烍

烌

烎
．

（１）

式（１）中：犺ｐ０，犺ｔ分别为一次流体入口、喉部的焓，Ｊ·ｋｇ
－１；犜ｐ０为喷嘴入口温度，Ｋ；犺ｔ，ｓ为一次流体从入

口到喉部等熵膨胀后的焓，Ｊ·ｋｇ
－１；狆ｐ０，狆ｔ分别为一次流体的压力和喉部压力，Ｐａ；狊ｐ０为一次流体入口

的熵，Ｊ·（ｋｇ·Ｋ）
－１；狏ｔ为喉部流体的速度，ｍ·ｓ

－１．

喷嘴将高压的液态制冷剂的压力势能转化成动能，液态制冷剂变成气液混合状态，此时，喷嘴喉部

的流体达到壅塞状态，即达到声速［５］，有

犪２ ＝
１

珋ρ

１

α

ρｖ犪ｖ
２＋
１－α

ρｌ犪ｌ
（ ）２

，　　狏ｔ＝犪ｔ， （２）

则喉部面积犃ｔ为

犃ｔ＝犿ｐ／（ρｔ狏ｔ）． （３）

式（２），（３）中：犪，犪ｔ分别为两相流体、喉部流体的声速，ｍ·ｓ
－１；犪ｖ，犪ｌ分别为流体在气态、液态时的声

速，ｍ·ｓ－１；珋ρ，ρｔ分别为两相流体、喉部流体的密度，ｋｇ·ｍ
－３；ρｖ，ρｌ分别为流体在气态、液态时的密度，

ｋｇ·ｍ
－３；α为孔隙率，％；犿ｐ为一次流体的质量流量，ｋｇ·ｓ

－１．

喷射系数狌ｇｌ是评价喷射器工作性能优劣的重要参数，其计算式为

狌ｇｌ＝犿ｓ／犿ｐ，　　犿ｐ＝犿／（１＋狌ｇｌ），　　犿ｓ＝犿狌ｇｌ／（１＋狌ｇｌ）． （４）

式（４）中：犿，犿ｓ分别为流过喷射器的流体和二次流体的质量流量．

２．１．３　喷嘴出口参数　流体从喷嘴喉部至喷嘴出口可看作等熵过程，遵循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

可得

狆ｐ１ ＝狆ｐ０－Δ狆ｐ１，　　犺ｐ１ ＝犳（狆ｐ１，狊ｔ），　　ρｐ１ ＝犳（狆ｐ１，狊ｔ），　　犺ｔ＋
狏ｔ
２

２
＝犺ｐ１＋

狏ｐ１
２

２
． （５）

式（５）中：狆ｐ１，犺ｐ１，ρｐ１，狏ｐ１分别为一次流体在喷嘴出口的压力、焓、密度和速度；Δ狆ｐ１为一次流体入口到喷

嘴出口的压力降；狊ｔ为喉部的熵．

喷嘴出口的面积犃ｐ１为

犃ｐ１ ＝
犿ｐ

ρｐ１狏ｐ１
． （６）

２．１．４　吸入室参数　已知二次流体入口温度为犜ｓ０，引入吸入室等熵效率ηｓ＝０．９８
［１２］，以考虑实际流

动过程中的摩擦损失，当一、二次流体到达等面积混合室截面时，压力相等，其流动过程遵循能量守恒定

律．二次流体的相关参数分别为

犺ｓ０ ＝犳（犜ｓ０，狆ｓ０），　　狊ｓ０ ＝犳（犜ｓ０，狆ｓ０），　　犺ｓ１，ｓ＝犳（狆ｓ１，狊ｓ０），

犺ｓ１ ＝犺ｓ０－ηｓ（犺ｓ０－犺ｓ１，ｓ），　　ρｓ１ ＝犳（狆ｓ１，犺ｓ１），　　犺ｓ０ ＝犺ｓ１＋
狏ｓ１

２

２

烍

烌

烎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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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中：犺ｓ１，ｓ为二次流体从入口到吸入室入口等熵膨胀后的焓；犺ｓ０，犜ｓ０，狆ｓ０，狊ｓ０分别为二次流体入口的

焓、温度、压力和熵；犺ｓ１，狆ｓ１，ρｓ１，狏ｓ１分别为二次流体吸入室出口的焓、压力、密度和速度．

吸入室出口面积犃ｓ１为

犃ｓ１ ＝
犿ｓ

ρｓ１狏ｓ１
． （８）

　　一、二次流体在喷嘴出口处混合，则等截面混合室面积犃ｍ 为

犃ｍ ＝犃ｐ１＋犃ｓ１． （９）

２．１．５　混合室参数　一、二次流体混合后进入混合室，混合流体在混合室内的流动遵循动量、能量、质

量守恒定律，可得

狆ｐ１犃ｐ１＋狆ｓ１犃ｓ１＋ｍ（犿ｐ狏ｐ１＋犿ｓ狏ｓ１）＝狆ｍ犃ｍ＋（犿ｐ＋犿ｓ）狏ｍ， （１０）

犿ｐ 犺ｐ１＋
狏２ｐ１（ ）２ ＋犿ｓ 犺ｓ１＋

狏ｓ１
２

（ ）２ ＝ （犿ｐ＋犿ｓ）犺ｍ＋
狏ｍ

２

（ ）２ ， （１１）

犺ｍ ＝犳（狆ｍ，ρｍ）． （１２）

式（１０）～（１２）中：狆ｍ 为混合室出口的压力；ｍ 为混合室内两股流体混合造成的动量损失系数；狏ｍ，犺ｍ，

ρｍ 分别为混合室的流体速度、焓和密度．

２．１．６　激波的判断和控制方程
［９］
　如果混合流体完全混合后的速度超过声速，将产生凝结激波．此时，

流体压力突增，混合流体的声速犪ｍ 可通过式（２）计算得出．流体的流动过程遵循质量、动量、能量守恒定

律，则激波的控制方程为

ρｍ狏ｍ ＝ρｂ狏ｂ，　　ρｍ狏
２
ｍ＋狆ｍ ＝ρｂ狏

２
ｂ＋狆ｂ，

犺ｍ＋
狏ｍ

２

２
＝犺ｂ＋

狏ｂ
２

２
，　　犺ｂ＝犳（狆ｂ，ρｂ）

烍

烌

烎
．

（１３）

式（１３）中：ρｂ，狏ｂ，狆ｂ，犺ｂ为产生激波时的流体密度、速度、压力和焓．

２．１．７　扩压室参数　引入扩压室等熵效率ηｄ＝０．８６
［１３］，以考虑混合流体在扩压室压缩过程中的阻力

损失．在此过程中，流体速度逐渐减小，压力逐渐升高，动能进一步转化为压力势能，由能量守恒定律可

得扩压室出口的相关参数分别为

犺ｄ＝犺ｂ＋
狏ｂ

２

２
，　　犺ｄ，ｓ＝犺ｂ＋ηｄ（犺ｄ－犺ｂ），　　狆ｄ＝犳（犺ｄ，ｓ，狊ｂ），　　狓ｄ＝犳（犺ｄ，ｓ，狊ｂ）． （１４）

式（１４）中：犺ｄ，狆ｄ，狓ｄ分别为扩压室出口的焓、压力和干度；犺ｄ，ｓ为混合流体在扩压室内等熵膨胀后的焓；

狊ｂ为产生激波时的熵．

喷射器出口连接气液分离器，为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喷射器出口的干度和喷射系数需满足狓ｄ＝

１

１＋狌ｇｌ
．喷射器升压比犚ｌｉｆ为喷射器出口压力与二次流体入口压力的比值，即

犚ｌｉｆ＝狆ｄ／狆ｓ０． （１５）

２．２　系统其他部件模型

２．２．１　蒸发器参数　蒸发器出口的状态参数为

犺１２ ＝犳（犜ｅ，狓＝１），　　犙ｅ＝犿ｓ（犺１２－犺１１）． （１６）

式（１６）中：犜ｅ为蒸发温度；犙ｅ为所需制冷量；狓为干度；犺１１，犺１２分别为状态１１，１２（图１）的焓．

２．２．２　冷凝器参数　冷凝器出口的参数为

犺５ ＝犳（犜ｃ，狓＝０），　　犙ｃ＝ （犿ｐ＋犿ｓ）（犺４－犺５）． （１７）

式（１７）中：犜ｃ为冷凝温度；犙ｃ为换热量；犺４，犺５ 分别为状态４，５（图１）的焓．

２．２．３　节流阀参数　给定中间温度犜ｎ，可计算出节流阀１的出口参数犜６＝犜ｎ，犺６＝犺５，狆６＝犳（犜６，

犺６），狓６＝犳（犜６，犺６）；节流阀２的出口参数犺１１＝犺１０．

２．２．４　气液分离器参数　气液分离器将气液两相制冷剂分离为饱和汽态制冷剂和饱和液态制冷剂，气

液分离器１的出口参数犺８＝犳（狆６，狓＝１），犺７＝犳（狆６，狓＝０），状态８，７分别为气液分离器分离出的饱和

汽和饱和液．同理，气液分离器２的出口参数犺１＝犳（狆９，狓＝１），犺１０＝犳（狆９，狓＝０），状态１，１０分别为气

液分离器分离出的饱和汽和饱和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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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压缩机参数　１）低压级压缩机的参数：犘ｃｏｍ１＝犿ｒ１（犺２－犺１）；犺２＝
犺２，ｓ－犺１

ηｃｏｍ１
＋犺１；ηｃｏｍ１＝０．８７４０－

０．０１３５×
狆２

狆１
；犿ｒ１＝η

ｖ狀犞ｄｉｓ

υ１
；ηｖ＝０．９５９００－０．００６４２×

狆２

狆１
．其中，犘ｃｏｍ１为低压级压缩机的功率；犺１，犺２ 分

别为低压级压缩机的入口和出口的焓；犺２，ｓ为流体在低压级压缩机内等熵膨胀后的焓；狆１，狆２ 分别为低

压级压缩机的入口和出口的压力；犿ｒ１为通过低压级压缩机的质量流量；狀，犞ｄｉｓ分别为压缩机的转速和排

量；υ１ 为压缩机入口处制冷剂的比容；ηｃｏｍ１为低压级压缩机的等熵效率；ηｖ为压缩机的容积效率
［１４］．

２）高压级压缩机参数：犘ｃｏｍ２＝犿ｒ２（犺４－犺３）；犺４＝
犺４，ｓ－犺３

ηｃｏｍ２
＋犺３；ηｃｏｍ２＝０．８７４０－０．０１３５×

狆４

狆３
；犿ｒ２＝

ηｖ狀犞ｄｉｓ

υ２
；ηｖ＝０．９５９００－０．００６４２×

狆４

狆３
．其中，犘ｃｏｍ２为高压级压缩机的功率；犺４，犺３ 分别为高压级压缩机

的入口和出口的焓；犺４，ｓ为流体在高压级压缩机内等熵膨胀后的焓；狆４，狆３ 分别为高压级压缩机的入口

和出口的压力；ηｃｏｍ２为高压级压缩机的等熵效率；犿ｒ２为通过高压级压缩机的质量流量．

２．２．６　中间混合的参数　进入高压级压缩机的流体的质量流量犿ｒ２为流经低压级压缩机的流量与来

自气液分离器１的饱和汽质量流量之和，混合后使来自低压级压缩机的排气温度冷却至与中间冷却器

相同的温度，根据热平衡，有犿ｒ１犺２＋犿ｒ２犺８＝（犿ｒ１＋犿ｒ２）犺３．

２．３　系统性能计算模型

系统的性能系数ＣＯＰ、系统相对于传统二级压缩系统的性能系数提高率δＣＯＰ，以及系统总功率犘ｃｏｍ

分别为

ＣＯＰ＝
犙ｅ

犘ｃｏｍ１＋犘ｃｏｍ２
，　　δＣＯＰ＝

ＣＯＰ－ＣＯＰ′
ＣＯＰ′

×１００％，　　犘ｃｏｍ ＝犘ｃｏｍ１＋犘ｃｏｍ２． （１８）

式（１８）中：ＣＯＰ′为传统二级压缩系统（ＴＣＲＳ）的性能系数
［１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中间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在二级压缩系统中，中间压力对系统性能具有明显的影响．制冷系数最大时的中间压力为最优中间

压力，其对应的温度为最优中间温度．为方便叙述，蒸发温度、冷凝温度、中间温度均采用摄氏温度．

当蒸发温度狋ｅ为０℃，冷凝温度狋ｃ分别为４５，５０，５５℃时，中间温度狋ｎ对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系

统性能系数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着中间温度的升高，ＣＯＰ先增大后减小；存在最优中间

温度，分别为２５，３０，３５℃．这是因为随着中间温度的升高，开始时，喷射器一次流体入口的压力变大，喷

射器升压比变大，使压缩机的压比减小，压缩机功率减小，系统性能提高；随着中间温度继续升高，喷射

器升压比增长缓慢，低压级压缩机的压比持续增加，功率增大，系统性能系数下降．

当蒸发温度为０℃，冷凝温度为５０℃时，系统的ＣＯＰ，ＣＯＰ′，δＣＯＰ随着中间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４

所示．由图４可知：当中间温度从１５℃升高到４０℃时，ＣＯＰ，ＣＯＰ′先增大后减小；ＣＯＰ从３．７０增加到

４．１１，又减小到３．９７，最优中间温度为３０℃；ＣＯＰ′从３．５７增加到３．７９，又减小到３．３９，最优中间温度

　图３　不同冷凝温度下ＣＯＰ随着中间温度的变化情况　　图４　ＣＯＰ，ＣＯＰ′，δＣＯＰ随着中间温度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ＣＯＰ′ａｎｄδＣＯＰ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ｔ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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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５℃；ＣＯＰ′减小的程度比ＣＯＰ大，ＣＯＰ始终大于ＣＯＰ′；δＣＯＰ从３．６４％升高到１７．１０％．这是因为随

着中间温度的升高，ＴＣＲＥ和ＴＣＲＳ系统的低压级压缩机的压比都持续增加，但ＴＣＲＥ系统中的喷射

器也具有增压作用，因此，低压级压缩机升压比增大的程度小于ＴＣＲＳ系统，压缩机功率较小，系统的

性能系数提高率变大．由此可见，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系统的经济性更优．

３．２　蒸发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当冷凝温度为５０℃时，ＣＯＰ，喷射系数狌ｇｌ和喷射器升压比犚ｌｉｆ随着蒸发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５所

示．由图５可知：当蒸发温度从－１５℃升高到１０℃时，ＣＯＰ从２．８５升高到５．４３，喷射系数从０．７１升高

到０．８２，升压比从１．１２下降到１．０４．这是因为随着蒸发温度的升高，喷射器入口的二次流体的温度升

高，二次流体的压力与流量增大．因此，喷射系数增加，升压比减小，蒸发器的制冷量变大，ＣＯＰ也变大．

当冷凝温度为５０℃时，ＣＯＰ，ＣＯＰ′，δＣＯＰ随着蒸发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随着

蒸发温度从－１５℃升高到１０℃，ＣＯＰ，ＣＯＰ′逐渐增大，且ＣＯＰ始终大于ＣＯＰ′，而δＣＯＰ从９．４６％下降

到７．３１％．这是因为当冷凝温度一定时，蒸发温度越高，两者温差越小，喷射器回收的膨胀功越小，δＣＯＰ

就越小．

图５　ＣＯＰ，喷射系数，升压比随着蒸发温度的变化情况　　图６　ＣＯＰ，ＣＯＰ′，δＣＯＰ随着蒸发温度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ＣＯＰ′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ｆｔｒａｔｉｏｗｉｔｈ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δＣＯＰｗｉｔｈ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３　冷凝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当蒸发温度为０℃时，ＣＯＰ，喷射系数狌ｇｌ及喷射器升压比犚ｌｉｆ随着冷凝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７所

示．由图７可知：当冷凝温度从３５℃升高到６０℃时，系统ＣＯＰ从６．１４下降到３．２６，喷射系数从０．８５

下降到０．６９，升压比从１．０３升高到１．１３．这是因为随着冷凝温度的增加，一次流体的动能与质量流量

也增加，喷射系数减小，一次流体入口压力变大，升压比随之变大，由于冷凝器与蒸发器的压差增大，压

缩机压比变大，功率增加，所以系统性能系数减小．

当蒸发温度为０℃时，ＣＯＰ，ＣＯＰ′，δＣＯＰ随着冷凝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当冷凝

温度从３５℃升高到６０℃时，ＣＯＰ与ＣＯＰ′都逐渐减小，ＣＯＰ′减小的程度比ＣＯＰ大，δＣＯＰ从３．０２％升高

到１０．６３％．这是因为当蒸发温度一定时，随着冷凝温度的升高，喷射器升压比变大，压缩机的功率减

小，相较于传统的二级压缩系统，ＴＣＲＥ系统性能系数的优势更为明显．

　图７　ＣＯＰ，喷射系数，升压比随着冷凝温度的变化情况　　　 图８　ＣＯＰ，ＣＯＰ′，δＣＯＰ随着冷凝温度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ＣＯＰ′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ｆｔｒａｔｉｏ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δＣＯＰ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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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提出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制冷系统，建立系统热力学模型，分析中间温度、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以及相对于传统二级压缩系统性能系数的提高率，得出以下３点结论．

１）当蒸发温度升高时，系统ＣＯＰ和喷射系数均增大，喷射器升压比减小；当冷凝温度升高时，系统

ＣＯＰ和喷射系数均减小，喷射器升压比增大．

２）当冷凝温度为５０℃，蒸发温度为０℃，中间温度为１５～４５℃时，系统ＣＯＰ先增大后减小，最优

中间温度为３０℃．

３）当冷凝温度为３５～６０℃，蒸发温度为－１５～１０℃时，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系统性能始终优

于传统二级压缩系统．当冷凝温度与蒸发温度的温差较大时，采用喷射器增压的二级压缩系统的性能提

升作用更为明显，提高率最高可达１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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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海洋真菌生物转化（＋）柠檬烯

杨道茂１，陈煌２

（１．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２）

摘要：　以厦门近海海域分离到的３０株海洋真菌为出发菌株，通过液体发酵法考察其生物转化（＋）柠檬烯

的能力，采用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技术结合 ＮＩＳＴ数据库对其代谢产物进行化合物分析．结果表明：２３，

２７，３６，４１号真菌具有生物转化柠檬烯的能力，其主要代谢产物暂定为异辣薄荷烯酮、波斯菊萜、１，３，８孟三

烯、香芹醇等；在２３，３６号真菌的代谢产物中，异辣薄荷烯酮为唯一主要产物，具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

关键词：　（＋）柠檬烯；海洋真菌；生物转化；液体发酵法；异辣薄荷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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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消费者对天然来源产品的需求日益提高．按照美国和欧洲的立法，天然香

辛料是指其原料来源于动物、植物或通过物理、酶和微生物的处理方式获得的，且带有芳香味的化合

物［１２］．天然来源的化合物比化学合成的化合物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因此，通过生物转化或酶解工艺获

得天然生物香料就具有很高的市场研发价值［３］．（＋）柠檬烯为结构最简单的环状单萜类化合物，主要

分布于葡萄柚、柠檬、酸橙，橘子中，为柑橘加工厂的副产物柠檬精油的主要成分．研究表明，由柠檬烯出

发，共有６条代谢途径可以生成一系列香料型含氧衍生物
［４１５］．底物和转化产物的价格差异巨大

［１６］，通

过生物转化作用可以实现柠檬烯的结构改造，从而达到产业增值的目的．生物转化柠檬烯的一个关键因

素是大量微生物的筛选分离．为此，国内外很多科学家开展了大量的菌株筛选工作，Ｒｏｔｔａｖａ等
［１７］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１１

　通信作者：　杨道茂（１９７５），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生物转化及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分离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ｄｍａｏ＠

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Ｚ１５Ｘ０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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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转化柠檬烯和α蒎烯的研究中，从４０５株菌株中选用１９３株进行生物转化柠檬烯，有８株能利用柠

檬烯生成松油醇，有１株青霉属微生物最高产量达３４５０ｍｇ·Ｌ
－１．Ｂｉｃａｓ等

［１８］从柑橘加工厂环境中分

离到２３８株菌株，仅有７０株能在以柠檬烯为唯一碳源的基础培养基中生长．本文对近海海洋真菌生物

转化（＋）柠檬烯进行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１）试剂．（＋）柠檬烯（纯度为９６％，稳定型，美国ＡｃｒｏｓＯｒｇａｎｉｃ公司）；ＧＦ２５４硅胶板（５０ｍｍ×１００

ｍｍ，山东省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无水乙醇、乙酸乙酯、石油醚（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仪器．Ｎ１１００型旋转蒸发仪（日本ＥＹＥＬＡ公司）；ＧＣＭＳＱＰ２０１０Ｕｌｔｒａ型气质联用仪（ＦＩＤ检

测器，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ＮＩＳＴ）１１．０化学数据库，日本Ｓｈｉｍａｄｚｕ公司）．

１．２　近海海域海洋真菌菌株筛选

首先，从福建省厦门市环岛路沙滩上采集海水浸泡的海藻、浮木、贝壳等材料，用无菌海水洗净．然

后，取２ｇ材料浸泡于１０ｇ无菌海水中，并粉碎、静置；取１ｍＬ上清液涂布于用海水配制的马铃薯葡萄

糖琼脂（ＰＤＡ）培养基（内含２０～５０μｇ·ｍＬ
－１的青霉素和链霉素）中，于３０℃下培养２～３ｄ后，按照菌

落形态的差异，挑选单菌株划线分离，直到获得单菌落为止．最后，将各单菌落保存到斜面备用．

１．３　生物转化实验

挑选上述分离到的３０株真菌置于沙保氏培养基（４０ｇ·Ｌ
－１葡萄糖，１０ｇ·Ｌ

－１蛋白胨，１Ｌ陈海水，

ｐＨ值自然）中，进行生物转化实验．用接种环挑取实验菌的菌丝或孢子，每株真菌接种到２个２５０ｍＬ

的锥形瓶中，每个锥形瓶接１００ｍＬ培养基，于３０℃，１５０ｒ·ｍｉｎ－１下培养６ｄ．然后，在其中一个锥形瓶

中加入１ｍＬ柠檬烯底物溶液（犞（柠檬烯）∶犞（乙醇）＝１∶１，柠檬烯的最终体积分数为０．５％）作为实

验组，另外一瓶作为菌株对照组，不做其他处理．同时，单独取一无菌培养基加入等量底物溶液，设置为

底物对照组，即该培养基内只含体积分数为０．５％的底物溶液，而不接种任何菌株．在相同条件下，锥形

瓶继续培养４ｄ．生物转化实验结束后，将各菌株的发酵液用滤纸过滤，滤液用１００ｍＬ乙酸乙酯萃取２

次，并合并萃取液，经无水硫酸钠脱水后，用旋转蒸发仪浓缩至１．５ｍＬ左右；将浓缩液置于１．５ｍＬ的

离心管中，用１００００犵的相对离心力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层有机相用于产物成分分析．

１．４　产物成分分析

将底物对照组、菌株实验组和菌株对照组样品进行薄层色谱（ＴＬＣ）点板预检测．显色剂为香草醛

硫酸乙醇显色剂（１５ｇ香草醛溶于２５０ｍＬ体积分数为１％的浓硫酸乙醇溶液中）；展开剂为犞（石油

醚）∶犞（乙酸乙酯）＝１５∶４或犞（氯仿）∶犞（甲醇）＝１０∶１的溶液．

将菌株实验组与底物对照组间存在差异的样品进行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分析．ＧＣＭＳ的检测

条件：色谱柱为Ｒｘｉ５ｓｉｌＭＳ（３０．０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柱箱温度为６０℃，进样口温度为２５０℃，

柱流量为１ｍＬ·ｍｉｎ－１，分流比为１∶２，进样量为１μＬ．升温程序为：柱温６０℃×３ｍｉｎ→升温速度１０

℃·ｍｉｎ－１→柱温１５０℃×５ｍｉｎ→升温速度２０℃·ｍｉｎ
－１
→柱温２５０℃×３ｍｉｎ．质荷比（犿／狕）扫描范

围为４０～２００．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菌株分离纯化

在菌落初筛阶段共筛选出８０株真菌，其中，６５株为霉菌，１５株为酵母菌．对菌株进行编号（１～８０），

并保存于４℃冰箱中备用．

２．２　菌株萃取液的犜犔犆检测

挑选出３０株菌株，将其底物对照组、菌株实验组和菌株对照组的萃取液分别进行ＴＬＣ实验，判断

是否出现差异点．结果表明，大部分菌株对照组的ＴＬＣ板上无斑点．在ＴＬＣ的比对结果中，２３，２７，３６，

８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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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犞（石油醚）∶犞（乙酸乙酯）＝１５∶４　（ｂ）犞（氯仿）∶犞（甲醇）＝１０∶１

图１　菌株萃取液的ＴＬＣ结果

Ｆｉｇ．１　ＴＬＣ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ｓｔｒａｉｎｓ

４１号菌株可能具有生物转化（＋）

柠檬烯的能力．菌株萃取液的 ＴＬＣ

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Ｌｉｍ 为

底物对照组；ｃｔ为菌株对照组．

由图１可知：培养４ｄ后，底物

对照组有５个明显的斑点（比移值

犚ｆ分别为０．１４，０．４９，０．６２，０．７５，

０．８６）；当犚ｆ＝０．５４时，２３，３６号菌

株出现１个明显的斑点，与底物对

照组进行比对，推测这２株菌具有

生物转化（＋）柠檬烯能力．

由图１还可知：４１号菌株出现的４个主要斑点均与底物重合，其他部分略有些差异，推测该菌株可

能具有一定的生物转化（＋）柠檬烯能力；当犚ｆ＝０．２０时，２７号菌株的实验组出现１个红色斑点，经与

菌株对照组比对，表明该红点为菌株自身代谢产物，其余位置只出现３个主要斑点，与底物对照组差异

较大，由此推测２７号菌株可能具有一定的生物转化（＋）柠檬烯能力．

２．３　菌株萃取液的犌犆犕犛检测

将２３，２７，３６，４１号菌株的萃取液进行ＧＣＭＳ检测（代谢产物的ＧＣＭＳ分析工作主要借助华侨大

学材料学院宋秋玲教授课题组仪器完成），其总离子流色谱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δ为相对强度；１～６

代表可辨识的化合物峰信号；狋Ｒ 为各化合物峰的保留时间．

　　 （ａ）２３号菌株 　　　　　　　　　　　　　　　　　（ｂ）２７号菌株

　 　（ｃ）３６号菌株 　 　　　　　　　　　　　　　　　（ｄ）４１号菌株

图２　菌株萃取液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ｉｏ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ｓｔｒａｉｎｓ

由图２可知：２３，３６号菌株的峰信号１（狋Ｒ＝７．７８ｍｉｎ）相对强度最大，底物（柠檬烯）信号（狋Ｒ＝５．６４

ｍｉｎ）较弱，表明这两株菌株能转化底物，生成峰信号１所代表的化合物，该结果与图１的ＴＬＣ判断结果

一致；２７，４１号菌株中的峰信号２（狋Ｒ＝５．４０ｍｉｎ）和峰信号３（狋Ｒ＝５．６１ｍｉｎ）的相对强度均比底物信号

更大，说明２７，４１号菌株也能转化底物，生成其他一系列化合物，该结果与图１的ＴＬＣ判断结果一致．

通过ＮＩＳＴ化学数据库检索，并结合生物转化柠檬烯的作用机理，暂定出４株菌株生物转化（＋）

９６第１期　　　　　　　　　　　　 　杨道茂，等：近海海洋真菌生物转化（＋）柠檬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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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暂定的菌株生物转化（＋）柠檬烯代谢产物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３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ｂｙ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柠檬烯代谢产物的化学结构，如图３所示．

各菌株主要代谢产物准确的化学结构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

３　讨论

菌株来源于福建省厦门市近海海域腐

烂的沉积木、海藻等组织，按照海洋真菌定

义，只要是在海洋环境中分离，并能在海水

盐度（或略低于海水盐度）的培养基中正常

生长的真菌，都可以称为海洋真菌或海洋

生真菌．因此，实验来源的真菌都属于兼性

海洋真菌［１９］．

目前，关于生物转化（＋）柠檬烯的微

生物报道很多，主要有以下５类：１）细菌，

如恶 臭 假 单 胞 菌 （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狆狌狋犻

犱犪）
［２０２２］、海洋弧菌（犞犻犫狉犻狅犮犺狅犾犲狉犪犲，犔犻狊狋狅狀犲犾犾犪犱犪犿狊犲犾犪，犞犻犫狉犻狅犪犾犵犻狀狅犾狔狋犻犮狌狊）

［２３］；２）酵母菌，如解脂

耶氏酵母（犢犪狉狉狅狑犻犪犾犻狆狅犾狔狋犻犮犪ＡＴＣＣ１８９４２）
［１３］；３）真菌，如植物内生真菌（犘犺狅犿狅狆狊犻狊ｓｐ．）

［６］、柑橘绿

霉（犘犲狀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犻犵犻狋犪狋狌犿 ＤＳＭ６２８４０）
［１０］、尖孢镰孢菌（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 １５２Ｂ）

［１５］；４）微藻

（犆犺犾狅狉犲犾犾犪，犗狅犮狔狊狋犻狊，犆犺犾犪犿狔犱狅犿狅狀犪狊和犛狔狀犲犮犺狅犮狅犮犮狌狊）
［７］；５）斜纹夜蛾的幼虫（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

狉犪）
［２４］．然而，目前较少有关于利用海洋真菌完成生物转化（＋）柠檬烯方面的报道．

利用海洋真菌生活环境产生的独特催化特性进行生物转化（＋）柠檬烯，实验结果表明，其代谢产

物与文献报道的陆地微生物代谢产物的差异较大，例如，未检测出比较常见的香芹酮、柠檬烯１，２二

醇、紫苏醇、紫苏酸等代谢产物．这说明利用海洋真菌生物转化柠檬烯还有待深入研究．

从厦门近海海域分离了８０株真菌，其中，６５株为霉菌，１５株为酵母菌．在选取的３０株兼性海洋真

菌中，２３，２７，３６，４１号菌株具有生物转化柠檬烯的能力，但其菌株种属还有待进一步确定．４株菌株生物

转化（＋）柠檬烯的主要代谢产物暂定为异辣薄荷烯酮、波斯菊萜、１，３，８孟三烯、４萜烯醇、二氢香芹

酮、香芹醇．２３，３６号菌株的主要代谢产物异辣薄荷烯酮具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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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ｐｂｉｏ．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３．

［４］　ｖａｎｄｅｒＷＥＲＦＭＪ，ＳＷＡＲＴＳＨＪ，ｄｅＢＯＮＴＪＡＭ．犚犺狅犱狅犮狅犮犮狌狊犲狉狔狋犺狉狅狆狅犾犻狊ＤＣＬ１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ｏｖｅ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ｆｏｒ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６５（５）：２０９２２１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８／ＡＥＭ．

６５．５．２０９２２１０２．１９９９．

［５］　ＭＡＲＯＳＴＩＣＡＭＲ，ＰＡＳＴＯＲＥＧＭ．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Ｊ］．

ＱｕｉｍｉｃａＮｏｖａ，２００７，３０（２）：３８２３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０／Ｓ０１００４０４２２００７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７．

［６］　ＢＩＥＲＭＣＪ，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ＡＢＰ，ＳＯＣＣＯＬＣＲ．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ｂｙａｎ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ｆｕｎｇｕｓｕｓｉｎｇ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ｏ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ａ［Ｊ］．Ｆｕｎｇ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１２１（２）：１３７１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ｕｎｂｉｏ．２０１６．１１．

００３．

［７］　ＲＡＳＯＵＬＡＭＩＮＩＳ，ＦＯＴＯＯＨＡＢＡＤＩＥ，ＧＨＡＳＥＭＩＹ．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ｏｔｅｒｐｅｎｅｓｂｙ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ｍｉ

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３（６）：９７５９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８１１０１０９６２５４．

［８］　ＢＩＣＡＳＪＬ，ｄｅＱＵＡＤＲＯＳＣＰ，ＮＥＲＩＮＵＭＡＩＡ，犲狋犪犾．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ｌｉｐａｓｅａｎｄ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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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犚（＋）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ｂｙ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４５２４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７．

［９］　ＢＩＣＡＳＪＬ，ＢＡＲＲＯＳＦＦＣ，ＷＡＧＮＥＲＲ，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犚（＋）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犚（＋）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５（９）：１０６１１０７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２９５００８０３８３０．

［１０］　ＴＡＩＹａｎａｎ，ＸＵＭｉｎ，ＲＥＮＪｉｎｇｎａｎ，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

ｓｉｎｇ犘犲狀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犻犵犻狋犪狋狌犿 ＤＳＭ６２８４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９６（３）：９５４９６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ｊｓｆａ．７１７１．

［１１］　ＢＡＤＥＥＡＺＭ，ＨＥＬＭＹＳＡ，ＭＯＲＳＹＮＦＳ．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ａｎｇｅｐｅｅ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ｂｙ犘犲狀犻

犮犻犾犾犻狌犿犱犻犵犻狋犪狋狌犿 （ＮＲＲＬ１２０２）［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１２６（３）：８４９８５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２０１０．１１．

０４６．

［１２］　ＢＩＣＡＳＪＬ，ＦＯＮＴＡＮＩＬＬＥＰ，ＰＡＳＴＯＲＥＧ Ｍ，犲狋犪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ｏｔｅｒｐｅｎｅ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

狆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犱狊［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０５（６）：１９９１２０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６７２．２００８．

０３９２３．ｘ．

［１３］　ＦＥＲＲＡＲＡＭＡ，ＡＬＭＥＩＤＡＤＳ，ＳＩＡＮＩＡＣ，犲狋犪犾．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犚（＋）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ｔｏｐｅｒｉｌｌｉｃａｃｉｄｂｙｔｈｅｙｅａｓｔ

犢犪狉狉狅狑犻犪犾犻狆狅犾狔狋犻犮犪［Ｊ］．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４（４）：１０７５１０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０／Ｓ１５１７８３８２２０１４

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８．

［１４］　ｖａｎＲＥＮＳＢＵＲＧＥ，ＭＯＬＥＬＥＫＩＮ，ｖａｎｄｅｒＷＡＬＩＪＰ，犲狋犪犾．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ａｎｄ（－）ｐｉｐｅｒ

ｉｔｏｎｅｂｙｙｅａｓｔｓａｎｄｙｅａｓｔｌｉｋｅｆｕｎｇｉ［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７，１９（８）：７７９７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３／Ａ：１０１８３４

４４１１０６９．

［１５］　ＭＯＬＩＮＡＧ，ＢＵＴＩＯＮＭＬ，ＢＩＣＡＳＪＬ，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ｉｎｇ犚（＋）ａｎｄ犛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ａｓ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ｆｏｒ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１５２Ｂ［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１７４（１）：６０６６１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２０１４．１１．０５９．

［１６］　ＳＣＨＷＡＢＷ，ＦＵＣＨＳＣ，ＨＵＡＮＧＦ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ｒｐｅｎｅｓｉｎｔｏｆ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Ｌｉｐ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１５（１）：３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ｅｊｌｔ．２０１２００１５７．

［１７］　ＲＯＴＴＡＶＡＩ，ＣＯＲＴＩＮＡＰＦ，ＧＲＡＮＤＯＣＥ，犲狋犪犾．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犚（＋）ｌｉｍｏ

ｎｅｎｅａｎｄ（－）βｐｉｎｅｎｅ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６２（３）：７１９７３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０１０００９８８７２９．

［１８］　ＢＩＣＡＳＪＬ，ＰＡＳＴＯＲＥＧＭ．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犇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Ｊ］．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８（３）：５６３５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０／Ｓ１５１７８３８２２００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４．

［１９］　牟海津．海洋微生物工程［Ｍ］．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０］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Ｔ，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ＤＫ．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ｂｙ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狆狌狋犻犱犪［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５（５）：５４１５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５３００００５３８．

［２１］　ＭＩＲＡＴＡＭＡ，ＨＥＥＲＤＤ，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Ｊ．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ｂｉ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ｔｏｐｅｒｉｌｌｉｃａｃｉｄｗｉｔｈ

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狆狌狋犻犱犪ＤＳＭ１２２６４［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９，４４（７）：７６４７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ｒｏｃｂｉｏ．２００９．

０３．０１３．

［２２］　ｖａｎＢＥＩＬＥＮＪＢ，ＨＯＬＴＡＣＫＥＲＳＲ，ＬＵＳＣＨＥＲＤ，犲狋犪犾．Ｂｉ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ｌｌ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ｆｒｏｍ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ｌ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ｓｐ．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Ｐ４５０ａｌｋａｎ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ｓ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狆狌狋犻犱犪［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７１（４）：１７３７１７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８／ＡＥＭ．７１．４．１７３７１７４４．２００５．

［２３］　ＬＩＨｏｕｊｉｎ，ＬＡＮ Ｗｅｎｊｉａｎ，ＣＡＩＣｈｕａｎｇｈｕａ，犲狋犪犾．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ｂｙｍａｒｉｎ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３４（７）：９４６９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１８７２２０４０（０６）６００４６７．

［２４］　ＭＩＹＡＺＡＷＡＭ，ＷＡＤＡＴ，ＫＡＭＥＯＫＡＨ．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ｄ（－）ｌｉｍｏｎｅｎｅｂｙｔｈｅ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ｃｏｍ

ｍｏｎｃｕｔｗｏｒｍ（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８，４６（１）：３００３０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１／ｊｆ９７０１４２ｌ．

（责任编辑：钱筠　　英文审校：刘源岗）

１７第１期　　　　　　　　　　　　 　杨道茂，等：近海海洋真菌生物转化（＋）柠檬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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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对卷烟

烟气中苯酚的吸附性能

张艺１，龚安达２，李华杰２，李明春１，辛梅华１

（１．华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以壳聚糖（ＣＳ）、氯化亚砜和乙二胺为原料，制备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ＡＣＳ）．产物采用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氢谱核磁和元素分析等方法进行表征．研究ＡＣＳ在溶液中对苯酚的吸附性能，以及对卷烟主流

烟气中有害成分的吸附情况．结果表明：在ｐＨ值为５．０，吸附时间为２ｈ的条件下，ＡＣＳ对苯酚的吸附量随着

苯酚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加，其对苯酚的饱和吸附量为１４０．８５ｍｇ·ｇ
－１；ＡＣＳ作为添加剂应用到卷烟滤嘴

中，可不同程度地减少主流烟气中的７种有害成分，对烟气中的苯酚具有选择性吸附效果；常规滤嘴、含ＣＳ

和ＡＣＳ滤嘴的卷烟危害指数分别为８．０４，７．４１和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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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该体系是以气相和粒相的形态形成的气溶胶［１］．长期接触卷烟烟气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呼吸

系统等造成严重的危害［２?４］．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开展“卷烟危害性评价体系”的研究中列出了卷烟主流烟

气中的７种有害成分，包括苯酚、ＨＣＮ等
［５］．因此，研究如何降低卷烟烟气对人体的危害，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在卷烟滤嘴棒中添加吸附材料是降低卷烟烟气有害成分最简单的方法，壳聚糖（ＣＳ）是其中一

种添加剂［６?８］．王晓葵等
［９］将不同脱乙酰度的壳聚糖应用到卷烟滤嘴中，发现卷烟烟气中焦油和烟碱的

降低效果随着壳聚糖脱乙酰度的增加而增加．胡苏林等
［１０］考察壳聚糖脱乙酰度对主流烟气中苯并［ａ］

芘和苯酚吸附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壳聚糖脱乙酰度的增加有助于降低主流烟气中苯并［ａ］芘和苯酚

的含量．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降低与壳聚糖上的化学基团特别是氨基有关．因此，可以对壳聚糖进行

改性，增加壳聚糖结构单元上的氨基含量．本文以壳聚糖、氯化亚砜及乙二胺为原料，制备６?氨乙胺基?６

?脱氧壳聚糖（ＡＣＳ），研究其对卷烟主流烟气中有害成分释放量的降低情况．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壳聚糖（相对分子质量为５０ｋｕ，脱乙酰度为８７％，浙江澳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乙二胺、二氯甲

烷、丙酮、苯酚（ＡＲ级，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氯化亚砜、甲烷磺酸（ＡＲ级，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七匹狼某牌号卷烟样品，市购．

ＩＲＴｒａｃｅｒ１０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ＦＴＩＲ，日本岛津公司）；ＶａｒｉｏＥＬⅢ型元素分析仪（德国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公司）；ＡＶⅢ６００Ｍ型核磁共振仪（
１Ｈ ＮＭＲ，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ＵＶ?３１００ｐｃ型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Ｓａｎｐｌｕｓ型自动分析仪（荷兰Ｓｋａｌａｒ公司）；ＳＭ４００型直线型吸烟

机（英国Ｆｉｌｔｒｏｎａ公司）；Ｈｕｍａｎ型超纯水系统（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离子色谱仪（包括

ＥＤ?５０型电导检测器、ＣＳＲＳ?Ⅱ型抑制器、ＩｏｎｐａｃＣＳ１２Ａ型阳离子交换分析柱，美国戴安公司）；Ａｃｑｕｉｔｙ

型超高效液相色谱仪（带荧光／ＰＤＡ检测器，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６８９０Ｎ?联合层析ＣＳＩＴＥＡ６１０型气相

色谱热能分析联用仪（美国安捷伦公司）；ＴｕｒｂｏＶａｐⅡ型氮吹浓缩仪（美国ＺＹＭＡＲＫ公司）；ＰＥ６００?

６００Ｔ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ＰＥ公司）．

１．２　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的制备

称取５ｇ壳聚糖分散于３０ｍＬ的二氯甲烷中，滴加２ｍＬ甲烷磺酸，室温下反应０．５ｈ；然后，加入５

ｍＬ氯化亚砜继续反应４ｈ，旋蒸，得６?Ｃｌ?６?脱氧壳聚糖甲烷磺酸盐．称取５ｇ６?Ｃｌ?６?脱氧壳聚糖甲烷磺

酸盐，加入５０ｍＬ乙二胺，１００℃回流反应５ｈ，冷却至室温，将产物倒入冰丙酮中沉淀、抽滤、干燥，得６?

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粉末．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的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ｅｏｆ６?ａｍｉｎｏ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６?ｄｅｏｘｙ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１．３　犃犆犛的表征和元素分析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壳聚糖原料和产物进行红外光谱扫描，扫描范围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
－１．

采用核磁共振波谱仪对ＡＣＳ的１ＨＮＭＲ进行测定，扫描３２次．

分别称取５０ｍｇＣＳ和ＡＣＳ，使用元素分析仪进行测试．

１．４　犃犆犛对苯酚的吸附实验

称取５０ｍｇＡＣＳ于三口瓶中，加入５０ｍＬ苯酚溶液，考察溶液的ｐＨ值、苯酚溶液的初始质量浓度

及吸附时间对吸附的影响．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２７０ｎｍ处测定吸光度，计算吸附量犙ｅ，即

犙ｅ＝ （ρ－ρｅ）犞／犿． （１）

式（１）中：ρ为苯酚溶液的初始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ρｅ为吸附后苯酚的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犞 为溶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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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犿犔；犿为ＡＣＳ样品的质量，ｍｇ．

１．５　犃犆犛对卷烟主流烟气的吸附实验

将常规卷烟的醋酸纤维棒抽出一半，截断，再将余下的滤嘴棒塞回烟支．在烟支滤嘴棒中分别填充

２０ｍｇ的壳聚糖及ＡＣＳ样品，再将切下来的滤嘴装回烟支．按照国家标准
［１１１４］测定主流烟气中的有害

成分释放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犃犆犛的犉犜犐犚分析

ＡＣＳ制备过程中，壳聚糖原料和产物的ＦＴＩＲ图，如图２所示．图２中：υ为波长；曲线ａ，ｂ，ｃ分别表

示壳聚糖、６?Ｃｌ?６?脱氧壳聚糖甲烷磺酸盐、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的红外吸收光谱．

由图２可知：与ａ相比，ｂ在１６３８，１５３０ｃｍ－１处出现了ＮＨ３
＋的变形振动峰，同时，在１２０６ｃｍ－１

处出现了Ｓ＝Ｏ的伸缩振动吸收峰，说明甲烷磺酸与壳聚糖的氨基发生了反应
［１５］；在７８２ｃｍ－１出现了

Ｃ－Ｃｌ伸缩振动吸收峰，并且壳聚糖在１０８４ｃｍ－１和１０３０ｃｍ－１处的羟基峰减弱，说明氯化亚砜与壳聚

糖上的羟基发生反应，生成氯代产物．由图２还可知：与ｂ相比，ｃ在３２００～３５００ｃｍ
－１处出现的宽峰为

Ｎ－Ｈ伸缩振动吸收峰，并且１２０８ｃｍ－１处的Ｓ＝Ｏ的伸缩峰和７８２ｃｍ－１处的Ｃ－Ｃｌ伸缩峰消失，说明

ｃ为目标产物．红外光谱分析结果表明，反应获得的最终产物为ＡＣＳ．

２．２　犃犆犛的
１犎犖犕犚分析

ＡＣＳ的１ＨＮＭＲ谱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δ为化学位移．由图３可知：在４．７９处为氘代水的溶剂

峰，１．８７处为壳聚糖上的乙酰基ＣＨ３ 上的质子峰，在３．００～４．００处为壳聚糖主链上的质子峰，在３．２３

处对应的是氨乙胺基亚甲基的质子峰［１６］．根据１ＨＮＭＲ谱图进一步说明产物为ＡＣＳ．

　　　图２　壳聚糖原料和产物的ＦＴＩＲ谱图　　　　　　　　　　　　图３　ＡＣＳ的
１ＨＮＭＲ谱图　　

Ｆｉｇ．２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ＣＳ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Ｆｉｇ．３　
１ＨＮ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ＡＣＳ　

表１　产物的元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　

样品 狑（Ｃ） 狑（Ｎ） 犇Ｓ

ＣＳ ４０．００ ７．４６ －

ＡＣＳ ３８．１１ １０．５２ ４６．９５

２．３　犃犆犛的元素分析

将ＣＳ和ＡＣＳ烘干至恒质量后进行元素分析测定，并根

据Ｃ／Ｎ计算产物的取代度（犇Ｓ）
［１７］．产物的元素分析结果，如

表１所示．表１中：狑（Ｃ），狑（Ｎ）分别为碳、氮的质量分数．由

表１可知：ＡＣＳ的取代度为４６．９５％．

２．４　犃犆犛对苯酚的吸附性能

２．４．１　吸附时间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在ｐＨ值为５．０下，将５０ｍｇＡＣＳ加入５０ｍＬ２００ｍｇ·Ｌ
－１的苯

酚溶液中，分别震荡不同时间，在波长２７０ｎｍ处测吸光值，计算ＡＣＳ对苯酚的吸附量犙ｅ．吸附时间（狋）

对吸附性能的影响，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吸附时间在２０ｍｉｎ以内，吸附量增加较快；当吸附时间超

过２０ｍｉｎ后，吸附量增加缓慢；吸附时间在２ｈ后，吸附量基本趋于平衡．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增加，吸

附量增加，ＡＣＳ的吸附活性点减少，吸附量趋于饱和．因此，选择吸附时间为２ｈ进行实验．

２．４．２　溶液ｐＨ值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介质ｐＨ值是影响ＡＣＳ吸附苯酚的主要因素．将５０ｍｇＡＣＳ

加入２００ｍｇ·Ｌ
－１的苯酚溶液中，调节溶液的ｐＨ值，震荡２ｈ后，测定吸附量．溶液ｐＨ值对吸附性能

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当ｐＨ＜５．０时，ＡＣＳ对苯酚的吸附量随着ｐＨ值的增加而增加，这是

因为在低ｐＨ值时，ＡＣＳ的氨基以－ＮＨ３
＋形式存在，苯酚以分子形式存在，不利于两者之间的氢键作

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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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吸附时间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图５　溶液ｐＨ值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用，随着ｐＨ值的增加，ＡＣＳ的氨基去质子化成－ＮＨ２，有利于与苯酚Ｃ６Ｈ５ＯＨ形成氢键，吸附量增加；

当ｐＨ＞５．０时，随着ｐＨ值的增加，苯酚电离成Ｃ６Ｈ５Ｏ，不利于与－ＮＨ２ 形成氢键，吸附量又降低．因

图６　苯酚初始质量浓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此，选择溶液ｐＨ值为５．０时进行实验．

２．４．３　苯酚初始质量浓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在ｐＨ＝５．０

时，配制初始质量浓度为２０～２００ｍｇ·Ｌ
－１的苯酚溶液，研究

ＡＣＳ对不同质量浓度苯酚的吸附情况．苯酚初始质量浓度对

吸附性能的影响，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随着苯酚质量浓度

的增加，ＡＣＳ对苯酚的吸附量增加．这是因为随着苯酚质量浓

度的增加，与ＡＣＳ活性吸附点的接触增加，吸附量增大．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和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吸附模型的拟合公式分别为

ｌｇ犙ｅ＝ｌｇ犓Ｆ＋
１

狀
×ｌｇρｅ，　　

ρｅ
犙ｅ
＝

１

犙ｍ犓Ｌ
ρｅ＋

ρｅ
犙ｍ
．

式中：犓Ｆ，犓Ｌ 为平衡常数；狀为经验常数；犙ｍ 为最大吸附量．

对吸附曲线分别采用以上吸附模型进行拟合，得到 ＡＣＳ的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常数，如表２

所示．表２中：犚２ 为相关系数．由表２可知：ＡＣＳ对苯酚的吸附符合以上两种吸附模型；在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

温吸附模型中，狀描述了等温线的变化趋势，狀＞１表明ＡＣＳ对苯酚的吸附为优惠吸附；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

温吸附模型中，吸附特性可以由无量纲的平衡常数犓Ｌ 来表示，犓Ｌ 值介于０和１之间，可以认为 ＡＣＳ

对苯酚的吸附易于进行，并且计算得到ＡＣＳ对苯酚的单分子饱和吸附量为１４０．８５ｍｇ·ｇ
－１．

表２　ＡＣＳ的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常数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ａｎ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ｏｆＡＣＳ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常数

狀 犓Ｆ／ｍｇ·ｇ
－１ 犚２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常数

犙ｍ／ｍｇ·ｇ
－１ 犓Ｌ／Ｌ·ｍｇ

－１ 犚２

１．４６８ ６．５４０ ０．９９１２ １４０．８５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７９

２．５　复合滤嘴的减害评价

在卷烟滤嘴中分别添加２０ｍｇ的ＣＳ和ＡＣＳ后，卷烟主流烟气中有害物质的释放量和降低率，如

表３所示．表３中：犎 为危害指数；η１，η２ 分别为含ＣＳ滤嘴、含 ＡＣＳ滤嘴与常规滤嘴相比的降低率；犙

为释放量．

表３　卷烟主流烟气中有害成分的释放量和降低率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ｒｍｆｕ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ｍｏｋｅ

滤嘴
犙／μｇ·支

－１

粒相 焦油 烟碱 ＣＯ ＨＣＮ ＮＮＫ ＮＨ３ ＢａＰ 苯酚 巴豆醛
犎

常规滤嘴 １４．３６×１０３１１．４４×１０３０．８７×１０３１０．６５×１０３１０９．１２ ４．５８ ６．６１ ８．４６×１０－３ ９．９６ ２１．０５ ８．０４

含ＣＳ滤嘴 １３．１１×１０３１０．８４×１０３０．８０×１０３ ９．１９×１０３１０６．９７ ４．７９ ５．７１ ７．２７×１０－３ ９．０３ １９．５１ ７．４１

含ＡＣＳ滤嘴１３．３４×１０３１１．０３×１０３０．８０×１０３１０．０８×１０３ ９５．１９ ４．１３ ５．９０ ７．１１×１０－３ ６．４３ １６．４９ ６．７８

η１／％ ８．７０ ５．２４ ８．０５ １３．７１ １．９７－４．５９ １３．６２ １４．０７ ９．３４ ７．３２ ７．８４

η２／％ ７．１０ ３．５８ ８．０５ ５．３５ １２．７７ ９．８３ １０．７４ １５．９６ ３５．４４ ２１．６６１５．６７

　　由表３可知：分别添加两种材料后，有害成分的释放量除 ＨＣＮ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含ＣＳ和

５７第１期　　　　　　　　　张艺，等：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对卷烟烟气中苯酚的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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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Ｓ的卷烟滤嘴的危害指数分别为７．４１和６．７８，与常规滤嘴相比，分别降低了７．８４％和１５．６７％；添

加ＡＣＳ滤嘴的苯酚释放量为６．４３μｇ·支
－１，与常规滤嘴相比，下降了３５．４４％，ＡＣＳ对苯酚具有选择

性吸附．

３　结束语

壳聚糖通过化学改性后得到的６?氨乙胺基?６?脱氧壳聚糖（ＡＣＳ），对水溶液中的苯酚和卷烟主流烟

气中的苯酚均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将ＡＣＳ作为吸附材料应用到卷烟滤嘴棒中，可以不同程度减少烟气

中的７种有害成分．与纯壳聚糖相比，ＡＣＳ对卷烟危害指数降低程度更大，有望用于新型的卷烟滤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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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线莲多糖抗衰老作用及其机制

刘青，李永，盛世美

（华侨大学 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考察金线莲多糖抗衰老作用及其机制．每天给小鼠皮下注射犇?半乳糖溶液（４０ｍｇ·ｋｇ
－１）诱导其衰

老，同时灌胃给予金线莲多糖（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或维生素Ｅ（２００ｍｇ·ｋｇ

－１）进行治疗，以维生素Ｅ治

疗组为阳性对照．６周后对小鼠进行行为学测试，８周后检测小鼠的大脑皮层ｐ?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以及大脑皮

层过氧化氢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及血清总抗氧化能力活性和丙二醛浓度，并检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情

况．结果表明：与衰老小鼠相比较，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小鼠的抗氧化酶活性显著提高，其大脑皮层ｐ?ＮＦ?κＢ

ｐ６５表达下调，且运动、空间探索和学习记忆能力明显改善；同时，金线莲多糖能增强衰老小鼠清除抗原的能

力；金线莲多糖抗衰老作用与其抗氧化、抑制ＮＦ?κＢ信号通路、增强衰老小鼠免疫能力有关．

关键词：　金线莲多糖；ＮＦ?κＢ信号通路；抗氧化；认知能力；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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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是生物体随着年龄增长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退行性变化，是正常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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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有学者认为，随着衰老机体自由基产生和消除的不平衡，过量的自由基可损伤细胞膜、ＤＮＡ结

构，促进核酸及蛋白质分子内发生化学交联，从而影响细胞的正常功能，最终导致细胞死亡［１］．随着衰老

不断进行，机体免疫系统开始老化，免疫功能下降．已有研究表明，多种植物多糖具有抗衰老作用
［２?３］，它

们的抗衰老作用与其抗氧化、免疫调理作用有关．金线莲（犃狀狅犲犮狋狅犮犺犻犾狌狊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又名金线兰、金石

松等，为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开唇兰属植物，是我国名贵中药材，具有清热凉血、祛风利湿等功效
［４］．金线

莲多糖是金线莲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金线莲多糖具有良好的体外抗氧化
［５］、免疫

调节［６?７］、降血糖［８?９］及抗肿瘤作用［１０］，然而，未见金线莲多糖在抗衰老方面的报道．因此，本文将对金线

莲多糖改善衰老小鼠脑功能退化作用进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金线莲多糖的提取
［１１］

将金线莲干品切碎，用体积分数为８０％的乙醇提取，提取液过滤后，将干燥残渣放入９０℃的蒸馏

水中提取３次，每次１ｈ；提取液混合浓缩后，加入５倍体积的无水乙醇沉淀２４ｈ；然后，将沉淀物溶解在

６０℃热水中，采用Ｓｅｖａｇ法去蛋白，并用水透析４８ｈ；最后，用无水乙醛、丙酮和乙醚洗涤沉淀，得到金

线莲多糖，并用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的纯度．所得的金线莲多糖纯度为９４．５％，且该多糖在２６０，２８０ｎｍ

处没有紫外吸收，将提取的金线莲多糖命名为ＡＲＰ．

１．２　实验动物

ＳＰＦ级昆明小鼠，雌雄各半，体质量为１８～２２ｇ，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为

ＳＣＸＫ（沪）２０１７?０００５．小鼠饲养在标准动物实验室中，所有操作均符合华侨大学实验动物管理伦理委员

会的要求．

１．３　实验试剂和仪器

犇?半乳糖（北京拜尔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维生素Ｅ胶丸（福建省厦门星鲨药业集团）；过氧化氢

酶（ＣＡＴ）、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血清血清总抗氧化能力（Ｔ?ＡＯＣ）、丙二醛（ＭＤＡ）和蛋白测定试剂

盒（江苏省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抗体ｐ?ＮＦ?κＢｐ６５和β?ａｃｔｉｎ（美国贝弗利Ｃｅ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用蒸馏水将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１的犇?半乳糖溶液配成４０ｍｇ·ｋｇ

－１的犇?半乳糖溶液用于皮下注射；

将维生素Ｅ（ＶＥ）溶解在玉米油中，配成２００ｍｇ·ｋｇ
－１的维生素Ｅ溶液待用．

ＢＳ１１０Ｓ型电子天平（德国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旋转蒸发仪（瑞士Ｂｕｃｈｉ公司）；７５２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ＪＬＢｅＨｖ型动物行为分析系统（上海吉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ＤＤＹ?１０

型三恒电泳仪、半干转印槽、全自动电泳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小鼠衰老模型　小鼠７８只，随机分为６组，雌雄各半，每组１３只．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小

鼠每天颈部皮下注射犇?半乳糖溶液（４０ｍｇ·ｋｇ
－１），建立小鼠衰老模型［１２］．造模期间，阳性对照组小鼠

灌胃给予维生素Ｅ（２００ｍｇ·ｋｇ
－１），金线莲多糖组小鼠则分别灌胃给予不同剂量的金线莲多糖水溶液

（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分别编号ＡＲＰ１，ＡＲＰ２，ＡＲＰ３）进行治疗．６周后，每组随机取１０只小鼠进行

行为学实验，包括旷场、强迫游泳和跳台实验．实验８周后，宰杀这些小鼠，取小鼠胸腺，测定胸腺指数；

取小鼠大脑皮层，测定大脑皮层ｐ?ＮＦ?κＢｐ６５的表达，以及抗氧化酶ＣＡＴ，ＳＯＤ活性，并测定小鼠血清

中Ｔ?ＡＯＣ活性和 ＭＤＡ浓度．每组剩下的３只小鼠，在最后一次给药后１～２ｈ，用于免疫学实验．

１．４．２　小鼠外观观察及体质量称量　观察实验期间各组小鼠的生长情况、外观与体质量变化．

１．４．３　旷场实验　使用开口为４０ｃｍ×４０ｃｍ×３５ｃｍ（长×宽×高）的蓝色塑胶制实验箱，将软质黑色

垫板垫在箱底部，方便小鼠爬行．实验时，所有小鼠均提前适应环境３ｍｉｎ，每只小鼠测试一次．将小鼠

放入实验箱的中心位置，在实验箱中自由探索环境５ｍｉｎ，记录每只小鼠在这５ｍｉｎ内的运动时间、运动

速度和后肢直立的次数（包括攀附箱壁和两支前爪腾空的次数）．

１．４．４　强迫游泳实验　使用直径为４０ｃｍ，高为３０ｃｍ的无色透明塑料制实验箱，箱内装有干净且温

度适合的水供小鼠游泳．实验时，所有小鼠均提前适应环境，每只小鼠测试一次．将小鼠提尾置于实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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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的正上方，随后松手使小鼠自由落体入水，让小鼠在水中游泳５ｍｉｎ，记录每只小鼠５ｍｉｎ内的

游泳时间．

１．４．５　跳台实验　采用２５ｃｍ×２５ｃｍ×３０ｃｍ（长×宽×高）的小鼠跳台反应箱，将其分为４间，箱底

为可通３６Ｖ连续电刺激的铜栅．每间中间放置一直径为１２ｃｍ，高为４．５ｃｍ的橡皮垫作为小鼠回避电

击的安全区．首先，将小鼠置于跳台仪中，适应环境３ｍｉｎ；然后，底部铜栅通以３６Ｖ交流电．记录小鼠

受到电刺激后跳上橡皮垫的反应时间，以及５ｍｉｎ内的错误次数（受到电击的次数）．２４ｈ后，再次将小

鼠置于跳台仪中适应３ｍｉｎ，然后将其置于橡皮垫上，记录第１次跳上橡皮垫的潜伏期，作为记忆成绩．

１．４．６　生化检测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要求，测定小鼠大脑皮层ＣＡＴ，ＳＯＤ活性，血清Ｔ?ＡＯＣ活

性和 ＭＤＡ浓度．

１．４．７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　采用提取试剂盒提取小鼠大脑皮层总蛋白，测定蛋白浓度，加热使之变性，

上样量３０μｇ；然后，经体积分数为１０％的ＳＤＳ?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再将蛋白转至硝酸纤维素膜上；

经体积分数为５％的脱脂奶粉封闭１ｈ后，加入相关一抗（ａｎｔｉ?ｐ?ＮＦ?κＢｐ６５稀释体积比为１∶５００，ａｎｔｉ?

β?ａｃｔｉｎ稀释体积比为１∶５００），４℃过夜，经ＴＢＳＴ缓冲液洗３次后，加入相关二抗封闭液（稀释体积比

为１∶５０００）封闭１ｈ；采用电化学（ＥＣＬ）发光法，扫描记录，并采用ＩｍａｇｅＪ软件测定条带灰度值，结果

以β?ａｃｔｉｎ为内参．

１．４．８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实验
［１３］
　最后一次给药后１～２ｈ，给每组剩余的３只小鼠，腹腔注射１ｍＬ

体积分数为１％的鸡红细胞悬液，轻揉腹部使鸡细胞分散．２０ｍｉｎ后，处死小鼠，消毒后剪开皮肤，经腹

腔注入２．５ｍＬ生理盐水．轻揉小鼠腹部１ｍｉｎ，用移液枪吸取腹腔液，涂片，于３７℃孵育３０ｍｉｎ．取出

玻片，漂洗，除去未贴片的细胞，晾干．以体积比为１∶１的丙酮甲醇液固定５ｍｉｎ，再用瑞氏姬姆萨染液

染色，漂洗，晾干，在油镜下记录２００个巨噬细胞中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及每个巨噬细胞中被吞

噬的鸡红细胞数．吞噬指数（犐Ｐ）和细胞吞噬百分率（η）的计算式分别为

犐Ｐ ＝
被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
计数的巨噬细胞数

，

η＝
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

计数的巨噬细胞数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实验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偏差（珚狓±狊）表示，数据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鼠的外观及体质量变化

观察可知：实验期间，各组小鼠生长良好，饮食及活动自由，未发生死亡；随着给予小鼠犇?半乳糖注

图１　小鼠体质量变化（狀＝１０）

Ｆｉｇ．１　Ｗ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ｍｉｃｅ（狀＝１０）

射时间的延长，模型组小鼠出现毛发粗糙发黄、反应

迟钝、食量减少等现象；空白对照组及药物治疗组小

鼠的毛较光滑、颜色较正常、活泼好动．

在实验周期中，小鼠的体质量变化，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犿为小鼠的体质量；狋为实验时间；狀为每

组小鼠的数量．由图１可知：相比于其他给药组小

鼠，模型组小鼠的体质量增长更缓慢．

２．２　小鼠的行为学能力

通过观察和检测小鼠在新环境中的运动探究行

为和自主活动行为，测试小鼠的运动能力、空间探索

能力、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１４］．不同实验组小鼠在５

ｍｉｎ内的活动结果，包括运动时间（狋ｅ）、运动速度（狏）

和后肢直立的次数（犖），如图２所示．图２中：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表示犘＜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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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运动时间

“＃”表示犘＜０．０５，“＃＃”表示犘＜０．０１．

由图２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较，衰老模型组

小鼠的运动时间、运动速度和站立次数均显著下降

（犘＜０．０１）；与衰老模型组小鼠相比，经不同剂量金

线莲多糖和ＶＥ治疗后，小鼠的运动时间、运动速度

和站立次数均明显增加（犘＜０．０１，犘＜０．０５），说明

金线莲多糖和ＶＥ能使衰老小鼠的运动、空间探索、

学习和记忆能力有明显改善．

２．３　小鼠的抗疲劳能力

每组小鼠在５ｍｉｎ内的游泳时间，如图３所示．

图３中：狋ｓ为游泳时间．

　　　（ｂ）运动速度　　　　　　　　　　　　　　　　　（ｃ）后肢直立的次数

图２　不同实验组小鼠在５ｍｉｎ内的活动结果（狀＝１０）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ｍｉｃｅｉｎ５ｍｉｎｕｔｅｓ（狀＝１０）

由图３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衰老模型组小鼠在５ｍｉｎ内的游泳时间显著减少（犘＜０．０１），衰老

模型组小鼠的体力差；与衰老模型组相比，金线莲多糖治疗各组及 ＶＥ组小鼠的游泳时间均明显延长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说明金线莲多糖能改善衰老小鼠的耐力，提高其抗疲劳能力．

２．４　小鼠的被动学习记忆能力

跳台实验常用来测试小鼠被动学习记忆能力．各组小鼠２次上台潜伏期，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狋ｉ为

小鼠的上台潜伏期．

图３　各组小鼠在５ｍｉｎ内的游泳时间（狀＝１０）　　　　　　图４　各组小鼠２次上台潜伏期（狀＝１０）　

Ｆｉｇ．３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ｍｉｃｅ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　

　ｉｎ５ｍｉｎｕｔｅｓ（狀＝１０）　　　　　　　　　　　　　　　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ｍｉｃｅ（狀＝１０）

由图４可知：在第１次测试中，各组小鼠的上台潜伏期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在第２

次记忆重现测试中，衰老模型组小鼠的上台潜伏期明显长于空白对照组小鼠，表明衰老小鼠的学习能力

没有空白对照组小鼠好；经金线莲治疗后，各治疗组小鼠的上台潜伏期均明显缩短，与衰老模型组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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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犘＜０．０１），这说明给予一定剂量的金线莲多糖对衰老小鼠的被动

学习记忆能力有促进效应．

２．５　小鼠的抗氧化能力

抗氧化酶对机体的氧化和抗氧化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它能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各组小

鼠大脑皮层及血清的抗氧化酶活性和血清中的 ＭＤＡ浓度，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犮（ＭＤＡ）为血清中的

ＭＤＡ的浓度；犐Ｔ 为胸腺指数；狕（ＳＯＤ），狕（ＣＡＴ），狕（ＴＡＯＣ）分别为ＳＯＤ，ＣＡＴ，ＴＡＯＣ的活性．

由表１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衰老模型组小鼠大脑皮层和血清抗氧化酶（ＳＯＤ，ＣＡＴ，Ｔ?ＡＯＣ）

活力均显著降低（犘＜０．０１）；而衰老模型组小鼠血清的脂质过氧化产物 ＭＤＡ浓度显著升高，说明衰老

小鼠的抗氧化能力明显减弱；给予金线莲多糖治疗后，衰老小鼠的抗氧酶活力均升高，中、高剂量金线莲

多糖治疗组小鼠的抗氧化酶活力表现出明显改善（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相应地，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

衰老小鼠血清 ＭＤＡ的浓度也下降，中、高剂量金线莲多糖治疗组小鼠的血清 ＭＤＡ浓度表现出明显降

低（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结果表明，给予金线莲多糖能提高衰老小鼠抗氧化能力；与空白对照组小鼠相

比，衰老模型组小鼠的胸腺指数明显减小（犘＜０．０１），而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衰老小鼠的胸腺指数明

显增加（犘＜０．０５，犘＜０．０１），说明金线莲多糖能改善衰老小鼠的胸腺萎缩．

表１　各组小鼠大脑皮层及血清的抗氧化酶活性和血清中的 ＭＤＡ浓度（珚狓±狊，狀＝１０）

Ｔａｂ．１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ｃｏｒｔｅｘ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ｍｉｃｅｓｅｒｕｍ（珚狓±狊，狀＝１０）

组别 犐Ｔ／ｍｇ·ｇ
－１ 狕（ＳＯＤ）／

μｋａｔ·Ｌ
－１

狕（ＣＡＴ）／

μｋａｔ·Ｌ
－１

狕（ＴＡＯＣ）／

μｋａｔ·Ｌ
－１

犮（ＭＤＡ）／
ｍｏｌ·Ｌ－１

空白对照组 ２．１２±０．１３ ３３１８．３３±２７６．２２ ３１９．９０±４９．８４ ３７０．０７±８２．６８ １３．３４±２．０９

模型组 １．３１±０．１６ ２５０３．５０±４１４．５８ １９０．７０±６５．１８ ２４３．７１±５１．６８ ２４．３２±５．０３

ＶＥ组 １．９２±０．１３＃＃ ３１８２．３０±２８０．７２＃＃ ３００．７３±６２．３５＃＃ ３１２．７３±３３．０１＃ １８．４４±３．４０＃＃

ＡＲＰ１组 １．５７±０．１３＃ ２８００．７３±４３１．５９ １９３．２０±６７．３５ ２４９．７２±３２．８４ ２１．３２±３．１７

ＡＲＰ２组 １．８４±０．１３＃＃ ３０４２．２７±３７７．２４＃＃ ２５４．３８±７４．３５＃ ３０１．０６±６２．６８＃ ２０．０７±２．５６＃

ＡＲＰ３组 １．９１±０．０９＃＃ ３０９０．４５±１６２．５３＃＃ ２８６．２２±６４．３５＃ ３０６．８９±４０．８４＃ １８．７６±３．７５＃＃

２．６　狆?犖犉?κ犅狆６５的蛋白表达

ｐ?ＮＦ?κＢｐ６５的相对蛋白表达量分析及ｐ?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量，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犇 为相对蛋白

表达量．

由图５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衰老模型组小鼠大脑皮层ｐ?ＮＦ?κＢｐ６５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上

调；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衰老小鼠大脑皮层ｐ?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表达水平随金线莲多糖治疗量的增加而

逐步降低，说明金线莲多糖能抑制衰老小鼠大脑皮层ＮＦ?κＢ的信号通路．

（ａ）相对蛋白表达量　　　　　　　　　　　　　　　（ｂ）表达量

图５　ｐ?ＮＦ?κＢｐ６５的相对蛋白表达量分析及ｐ?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量（狀＝３）

Ｆｉｇ．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ＮＦ?κＢｐ６５（狀＝３）

２．７　小鼠巨噬细胞吞噬指数和吞噬百分率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实验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衰老模型组小鼠的

巨噬细胞吞噬指数与吞噬百分率明显降低；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衰老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

与吞噬指数能力随着金线莲多糖使用量的增加而逐步提高，说明金线莲多糖能提高衰老小鼠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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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吞噬指数　　　　　　　　　　　　　　　　　　　（ｂ）吞噬百分率

图６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实验结果（狀＝３）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狀＝３）

３　讨论

由于衰老机体自由基产生和消除的不平衡，过量的自由基可影响细胞的正常功能，最终导致细胞死

亡．犇?半乳糖能使体内产生大量的超氧阴离子，从而导致组织器官过氧化损害，这与自然衰老的表现相

似．因此，犇?半乳糖被广泛用于制造衰老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经犇?半乳糖皮下注射８周后，小鼠大脑皮

层和血清抗氧化酶活性明显下降，而脂质过氧化中间产物 ＭＤＡ的浓度却显著上升，表明此时小鼠体内

氧自由基的清除失衡．

ＮＦ?κＢ信号通路是氧化应激敏感的信号通路．实验中，衰老小鼠大脑皮层抗氧化酶活性降低，氧自

由基的清除失衡，氧自由基产生增多，激活了小鼠大脑皮层ＮＦ?κＢ信号通路，使ｐ?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表达

水平显著上调．ＮＦ?κＢ信号通路在炎症反应中起中心调控作用，其激活可引起下游多种炎症反应
［１５］，中

枢神经炎症反应会促进脑衰老相关认知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展．实验结果显示，衰老小鼠出现行为学变

化，小鼠的运动能力、空间探索、学习和记忆能力均明显迟缓．

衰老与免疫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加，机体自由基积累逐渐增多，引起免疫

功能改变，导致免疫系统衰老，免疫器官逐渐萎缩，器官功能下降，使免疫器官对外界抗原的反应缓慢，

清除抗原的能力降低［１６］．实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小鼠相比，衰老小鼠的胸腺指数下降，其腹腔巨

噬细胞吞噬能力显著下降．

金线莲多糖是金线莲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金线莲多糖有良好的体外抗氧

化、免疫保护、降血糖作用．实验中，与衰老小鼠相比，经不同剂量的金线莲多糖治疗后的小鼠大脑皮层

和血清的抗氧化酶ＳＯＤ，ＣＡＴ，Ｔ?ＡＯＣ均有显著升高，而血清的 ＭＤＡ的浓度呈明显的下降．这进一步

表明金线莲多糖有明显的体内抗氧化作用，能有效改善衰老小鼠机体的氧化还原状态．

学习和认知能力减退是衰老的主要特点，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衰老小鼠大脑皮层的ＮＦ?κＢ信号

通路被抑制，小鼠的运动能力、空间探索、学习和记忆能力都得到显著改善，衰老小鼠的活力增加．

经金线莲多糖治疗后，随着机体抗氧化系统平衡的恢复，免疫系统的功能得到改善．实验结果显示，

金线莲多糖能显著提高衰老小鼠的胸腺指数和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说明金线莲多糖能延缓衰老小鼠

免疫器官萎缩，增强衰老小鼠清除抗原的能力．

综上所述，金线莲多糖的抗氧化作用能显著抑制衰老小鼠大脑皮层的ＮＦ?κＢ信号通路，有效提高

衰老小鼠的学习、认知能力，增强衰老小鼠的活力，提高衰老小鼠的免疫功能，从而起到明显的抗衰老作

用．金线莲多糖改善衰老小鼠脑功能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抑制衰老小鼠大脑皮层的ＮＦ?κＢ信号通路、

增强衰老小鼠免疫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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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环刺!

不同部位中纤溶酶的

分离纯化及其活性差异

尹哲，龙莎，张嘉颖，於怀龙，王立强

（华侨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对单环刺#

不同部位中的纤溶酶（ＵＦＥ）进行分离纯化，并比较其活性差异．选择单环刺#

体壁肌、内

脏、体腔液作为ＵＦＥ的提取来源，通过离心分离、ＳｅｐｈａｃｒｙｌＳ１００凝胶柱层析、Ｑ?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ｆａｓｔｆｌｏｗ阴离子

交换层析等工艺获得ＵＦＥ单一组分，采用Ｆｏｌｉｎ?酚试剂法测定其酶活性，并研究ＵＦＥ对ＡＴ?Ⅲ，ＨＣ?Ⅱ，凝血

因子和钙离子的影响，验证不同部位ＵＦＥ的活性差异．结果表明：从秋季单环刺#

体腔液中提取的总蛋白质

量为３９．８ｍｇ，ＵＦＥ的比活力为４６９５．９４ｍｋａｔ·ｇ
－１，纯化倍数为１３．８，明显优于内脏和体壁肌的提取所得；

在抗凝作用实验中，加入体腔液中所得ＵＦＥ后，标准血浆、乏ＡＴ?Ⅲ血浆和乏ＨＣ?Ⅱ血浆凝血酶原时间、凝血

酶时间均极显著延长，加入不同浓度氯化钙后，能显著延长凝血时间，同时，能够极显著降低凝血因子Ⅴ，Ⅶ，

Ⅷ，Ⅸ，Ⅹ，Ⅻ的活性及大鼠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不同部位来源的 ＵＦＥ活性有较大差异，与内脏及体壁肌相

比，体腔液为ＵＦＥ更优提取部位．

关键词：　单环刺#

；纤溶酶；抗凝血；抗凝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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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ｌａｓｍａ，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Ｔ?ⅢａｎｄＨＣ?Ⅱ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ｂｏｄｙｃａｖｉｔｙｆｌｕｉｄｏｆＵＦＥ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ｔ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ｌｓｏ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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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Ｅ０１０１７００）；福建省高校产学合作项目（２０１９Ｙ４００７）；华侨大学研究生

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１７０１４０７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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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Ⅴ，Ⅶ，Ⅷ，Ⅸ，Ⅹ，Ⅻ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ｎｒａｔｂｌｏｏｄ．

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Ｆ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ｄｙｃａｖｉｔｙｆｌｕｉｄ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ａｓＵＦ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ａｌｌｍｕｓｃｌ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犝狉犲犮犺犻狊狌狀犻犮犻狀犮狋狌狊；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单环刺
#

（犝狉犲犮犺犻狊狌狀犻犮犻狀犮狋狌狊）体长色红，是常见的底栖生物，多见于我国黄渤海沿岸 Ｕ型浅水区，

利用价值极高．对单环刺#

的生物研究最早集中在
#

速激肽Ⅰ?Ⅷ、血凝素、腺苷酸酶等成分的提取和利

用方面［１?４］．王佃亮等
［５］在研究单环刺

#

体内生物活性物质的过程中，发现其具有一种纤溶活性的蛋白

酶．郭金明等
［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单环刺

#

组织液中提取出在体内外均具有较强抗凝、溶栓活性

及生物安全性的纤溶酶，并命名为单环刺
#

纤溶酶（ＵＦＥ）．ＵＦＥ是一种胰蛋白酶样的丝氨酸蛋白酶，具

有纤维蛋白溶解活性，能明显延长血液凝固时间，产生抗凝血作用［７］．现有的研究对ＵＦＥ的提取部位各

异，质量尚未均一化，导致文献报道中结果数据的可信度与重现性较差．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表明，单环

刺
#

肌体中ＵＦＥ的总蛋白质量与季节变化有关，具有季节累积性．基于此，本文对秋季单环刺#

体腔

液、体壁肌及内脏等不同部位ＵＦＥ进行分离纯化，并对其活性差异进行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动物

单环刺
#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海域），清洁级，体质量为（４０±１０）ｇ（生物学成年个体）；ＳＤ大鼠（购

自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为ＳＹＸＫ（闽）２０１３?０００６），ＳＰＦ级，体质量为（２００±２０）ｇ，雌

雄各半．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高速离心机（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ＨＤ?２１?８８型核酸／蛋白质检测仪（上海琪特公司）；超声波清洗

机（上海市爱阔特公司）；倒置荧光显微镜（日本 Ｎｉｋｏｎ公司）；ＣＯ２ 恒温细胞培养箱（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

司）；真空干燥箱（上海和呈仪器制造有限公司）；Ｍ６００型凝血因子分析仪（北京中勤世帝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Ｐ２?４ＬＤ型冷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康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凝血酶时间（ＴＴ）诊断试剂盒、凝血酶原时间（ＰＴ）诊断试剂盒（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Ｑ?

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ｆａｓｔｆｌｏｗ阴离子交换层析柱（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硫酸根（质量分数为３０．２６％）、

糖醛酸（质量分数为２５．２５％）、氨基糖（质量分数为７．５８％）、Ｆｏｌｉｎ?酚试剂、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

酪蛋白（赛默上海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ＳｅｐｈａｃｒｙｌＳ１００凝胶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葡聚糖凝胶、纤维蛋白

原（ＦＩＢ）测定试剂（福建省泉州市华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标准血浆（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乏抗凝血酶?Ⅲ血浆（乏ＡＴ?Ⅲ血浆）、乏肝素辅因子?Ⅱ血浆（乏 ＨＣ?Ⅱ血浆）（上海冠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肝素钠（≥２５００．５ｍｋａｔ·ｇ
－１，ＣＡＳ登录号为９０４１?０８?１，安徽省合肥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单环刺"

分组　于秋季购买单环刺#

成虫，选择体表无伤痕，体态均一的健康个体，于充气的海

水（水温为（１７．６±０．３）℃，ｐＨ值为８．０１±０．０２，实际盐度为３２％）中暂养３ｄ，每日换水２次，每次换

１／２水．实验分３批（Ａ～Ｃ批），每批３组，每组１０只．

１．３．２　单环刺"

前处理　将单环刺#

进行以下处理：Ａ批，剪去一端，挤出内脏，用蒸馏水淋洗后进行

组织绞碎，纱布过滤，得内脏匀浆液；Ｂ批，避开内脏，在虫体近头端处剖开长度约１ｃｍ的小口，倒提虫

体，将体腔液沥出，纱布过滤，得体腔液；Ｃ批，剪去一端，挤出内脏，将剩余体壁肌用蒸馏水淋洗后进行

组织绞碎，纱布过滤，得体壁肌匀浆液．以上过程均在４℃下进行，处理后于－８０℃暂存．

１．３．３　ＵＦＥ的提取纯化　将３批样品在４℃下融化，于３９００ｒ·ｍｉｎ
－１离心６０ｍｉｎ，收集上清液，分

别于质量分数为９０％，５０％的过硫酸铵溶液中透析除盐，经０．４５μｍ 微孔滤膜处理后，冷冻干燥，得酶

粗品．分别配制０．２ｍｏｌ·Ｌ－１的酶粗品液上样ＳｅｐｈａｃｒｙｌＳ１００凝胶柱，以双蒸水洗脱，收集凝胶柱最上

５８第１期　　　　　　　　　 尹哲，等：单环刺#

不同部位中纤溶酶的分离纯化及其活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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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淡黄色条带组分，冷冻干燥，获得最终酶粗品．用０．０２ｍｏｌ·Ｌ－１的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将酶粗品的浓

度配制为０．２ｍｏｌ·Ｌ－１后，按柱体积的２％（约５ｍＬ）向Ｑ?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阴离子层析柱中加样，流速为１．２

ｍＬ·ｍｉｎ－１，使用０．５ｍｏｌ·Ｌ－１的ＮａＣｌ及０．０２ｍｏｌ·Ｌ－１的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梯度洗脱；收集的洗脱液

以双蒸水为外相，３５００Ｄ透析袋去离子后冷冻干燥，使双蒸水溶解层析所得冻干品的质量浓度为０．５

ｍｇ·ｍＬ
－１，按柱体积的２％（约５ｍＬ）向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凝胶柱上样，流出速度为每秒０．２滴，每管收

集４ｍＬ流出组分，冷冻干燥．然后，分别检测Ａ～Ｃ批的酶活力及比活力．酶活力单位定义：在温度为

３７℃，ｐＨ值为７．８的条件下，每分钟水解出相当于１μｇ酪氨酸的酶量为１个酶活力单位，即１个酶活

力单位＝酪氨酸质量／水解时间×稀释倍数．比活力指单位质量蛋白质所具有的酶活力单位数．

１．３．４　ＵＦＥ酶活力的测定　用Ｆｏｌｉｎ?酚试剂法对酶活力进行测定，以酪蛋白为底物．取１ｍＬ质量分

数为１％的酪蛋白溶液和０．９ｍ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加入０．１ｍＬＵＦＥ样品溶液，混匀后，于３７℃水浴

中反应２０ｍｉｎ，加入１ｍＬ质量分数为１５％的三氯乙酸溶液终止反应；静置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作为

样品溶液．取１ｍＬ质量分数为１％的酪蛋白溶液和０．９ｍ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加入１ｍＬ质量分数为

１５％的三氯乙酸溶液，再加入０．１ｍＬ的ＵＦＥ样品溶液，静置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作为对照溶液．取

上述样品溶液和１ｍＬ对照溶液，加入５ｍＬＦｏｌｉｎ?酚试剂（甲）及０．５ｍＬＦｏｌｉｎ?酚试剂（乙），混匀于室

温放置３０ｍｉｎ后，在５６０ｎｍ处测定其吸光度犇５６０．以吸光度犇５６０为纵坐标（犢），以蛋白质量为横坐标

（犡），得标准曲线为犢＝１０２．６５犡－０．２１４３，相关系数犚２＝０．９９９８．

１．３．５　标准血浆、乏ＡＴ?Ⅲ血浆、乏 ＨＣ?Ⅱ血浆凝固时间的测定　选择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按体积

比１∶１０分别向标准血浆、乏ＡＴ?Ⅲ、乏ＨＣ?Ⅱ血浆中加入４ｍｇ·ｍＬ
－１的ＵＦＥ，以此作为实验组．将凝

血酶原时间试剂和凝血酶时间试剂预温１０ｍｉｎ后，再将各待测组预温５ｍｉｎ，通过凝血因子分析仪测定

凝固时间．

１．３．６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的测定　选择生理盐水为空白对照，７０μｇ·ｍＬ
－１肝素钠为阳性对照，３批

ＵＦＥ样品的质量浓度为７０μｇ·ｍＬ
－１，使用凝血因子试剂盒测定血浆凝血因子活性．

１．３．７　大鼠血体外复钙凝血时间的测定　选择生理盐水作为空白对照，２ｍｇ·ｍＬ
－１肝素钠作为阳性

对照，氯化钙溶液的质量浓度分别为３，１０ｍｇ·ｍＬ
－１，ＵＦＥ的质量浓度为２ｍｇ·ｍＬ

－１．大鼠股动脉取

血，每５ｍＬ血液中加入０．１ｍＬ质量分数为５％的草酸钾溶液，以制备抗凝血．每组加入０．９ｍＬ抗凝

血，空白对照组中加入１ｍＬ生理盐水，阳性对照组中加入１ｍＬ肝素钠，实验组中加入１ｍＬＵＦＥ溶

液，于３７℃恒温水浴条件下，分别加入０．１ｍＬ不同质量浓度的氯化钙溶液；每隔３０ｓ检查血液状态，

当血液不再流动时，记录凝血时间．

１．３．８　大鼠血液中钙离子浓度的测定　选择雌雄大鼠，正常喂养３ｄ后，实验组分别尾静脉注射４，１６

ｍｇ·ｍＬ
－１的ＵＦＥ溶液，空白对照组注射０．５ｍＬ的生理盐水，阳性对照组注射４ｍｇ·ｍＬ

－１的肝素

钠；３０ｍｉｎ后股动脉采血，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５ｍｉｎ，并通过甲基?百里酚蓝比色法测定上清液中钙

离子的质量浓度［６］．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学软件处理实验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偏差（珚狓±ＳＤ）表示．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

（ＬＳＤ）法进行验证，两两对比，当犘＜０．０５时，两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单环刺#

的基本参数统计（珚狓±ＳＤ，狀＝３）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犝狉犲犮犺犻狊狌狀犻犮犻狀犮狋狌狊（珚狓±ＳＤ，狀＝３）　　ｇ

样品批次 犿ａｖ 犿ｅｘ

Ａ批（内脏） ４０．８０±１．２１ ７．８７±０．３７

Ｂ批（体腔液） ４０．１８±１．９７ ８．８０±０．２５

Ｃ批（体壁肌） ３９．７５±２．３０ ２０．３７±１．０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环刺!

不同部位的分离纯化

２．１．１　样品参数统计　单环刺#

的基本参数统计（体腔

液密度为１ｇ·ｃｍ
－３），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狀为检测次

数；犿ａｖ为单环刺#

的平均质量；犿ｅｘ为单环刺#

提取部位

的质量．由表１可知：不同部位来源样品的质量不同，体

腔液和内脏占单环刺
#

质量的比例较为接近，体壁肌则为单环刺
#

体质量的主要构成．

２．１．２　粗酶液的吸光度　不同部位来源的样品粗酶液，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Ｂ批样品经过滤、离

６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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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处理后，与另外两批相比，颜色鲜红，质地粘稠．不同部位样品经ＳｅｐｈａｃｒｙｌＳ１００凝胶柱后，其吸光度

犇５６０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Ｃ批样品蛋白的犇５６０最低，Ａ批次之，Ｂ批的犇５６０最高，可达０．８４１．因此，

体腔液的外观及其粗酶液的犇５６０值均优于其他部位．

图１　样品粗酶液 　　　　　　　　　　　　　　图２　不同部位样品的吸光度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ｃｒｕｄ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　　

２．１．３　样品纯化参数　不同部位来源样品分离纯化过程中的相关参数，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犿ｔ为总

蛋白质量；犽为纯化倍数；与Ａ批组相比，“ａ”表示犘＜０．０１；与Ｂ批组相比，“ｂ”表示犘＜０．０１；与Ｃ批组

相比，“ｃ”表示犘＜０．０１．由图３可知：不同部位来源样品的参数存在一定差异，体腔液中提取的总蛋白

质量为３９．８ｍｇ，ＵＦＥ的比活力为４６９５．９４ｍｋａｔ·ｇ
－１，纯化倍数为１３．８，均高于体壁肌、内脏中所得．

　 （ａ）总蛋白质量　　　　　　　　　　（ｂ）比活力　　　　　　　　　　　（ｃ）纯化倍数

图３　不同部位来源样品分离纯化过程中的相关参数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

表２　ＵＦＥ抗凝血酶活性的比较（狀＝６）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ＦＥ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狀＝６）

组别 狋Ｔ／ｓ 狋Ｐ／ｓ

标准血浆 １４．０９±０．９７ １２．８８±０．９５

标准血浆＋Ａ批 ２４．８９±３．０３ １２．３４±１．２０

标准血浆＋Ｂ批 ２６．５５±３．６２ １５．４７±１．８１

标准血浆＋Ｃ批 １６．３７±３．１１ １３．４９±１．７２

乏ＡＴ?Ⅲ血浆 １３．４５±１．２８ １２．０８±１．１９

乏ＡＴ?Ⅲ血浆＋Ａ批 １６．７８±２．２８ａ １８．８５±１．５１ａ

乏ＡＴ?Ⅲ血浆＋Ｂ批 １９．８２±２．０３ａａ ２２．３５±１．８９ａａ

乏ＡＴ?Ⅲ血浆＋Ｃ批 １３．５７±２．５６ １４．８５±１．９１

乏 ＨＣ?Ⅱ血浆 １３．８８±１．４９ １２．０２±１．５４

乏 ＨＣ?Ⅱ血浆＋Ａ批 ２０．９７±２．２２ｂｂ １５．０７±２．３４

乏 ＨＣ?Ⅱ血浆＋Ｂ批 ２９．７３±２．１８ｂｂ ２４．７３±２．９３ｂｂ

乏 ＨＣ?Ⅱ血浆＋Ｃ批 １５．０７±１．２８ １３．０７±２．３７

２．２　不同部位来源的犝犉犈活性差异验证

２．２．１　ＵＦＥ抗凝血酶活性　 比较不同部位

ＵＦＥ的凝血酶原时间和凝血酶时间可知其抗

凝血酶活性．ＵＦＥ抗凝血酶活性的比较，如表

２所示．表２中：狋Ｐ，狋Ｔ 分别为凝血酶原时间和

凝血酶时间；相比标准血浆，“”表示 犘＜

０．０１；相比乏 ＡＴ?Ⅲ血浆，“ａ”表示犘＜０．０５，

“ａａ”表示犘＜０．０１；相比乏ＨＣ?Ⅱ血浆，“ｂｂ”表

示犘＜０．０１．由表２可知：加入Ｂ批ＵＦＥ后，标

准血浆、乏ＡＴ?Ⅲ及乏 ＨＣ?Ⅱ血浆的凝血酶原

时间和凝血酶时间均极显著延长（犘＜０．０１）；

加入Ａ批ＵＦＥ后，标准血浆和乏 ＨＣ?Ⅱ血浆

的凝血酶时间极显著性延长（犘＜０．０１），而乏

ＡＴ?Ⅲ血浆的凝血酶时间和凝血酶原时间显著

延长（犘＜０．０５）；加入Ｃ批ＵＦＥ的作用不显著．同时，分析数据可知，在相同条件下，ＵＦＥ对凝血酶时

间的作用更为明显，凝血酶时间大于凝血酶原时间．

７８第１期　　　　　　　　　 尹哲，等：单环刺#

不同部位中纤溶酶的分离纯化及其活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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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ＵＦＥ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的影响　ＵＦＥ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

中：对照组、肝素钠组、ＵＦＥ组Ａ批、ＵＦＥ组Ｂ批、ＵＦＥ组Ｃ批的纤维蛋白原（ＦＩＢ）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２．６９±０．２０），（２．０９±０．１９），（２．３７±０．２１），（２．２３±０．３４），（２．４９±０．２６）ｇ·Ｌ
－１，与对照组相比，肝

素钠组与３批ＵＦＥ组的ＦＩＢ质量浓度均低于对照组，未达显著水平，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相比对照

组，“”表示犘＜０．０５，“”表示犘＜０．０１；相比肝素钠组，“ａ”表示犘＜０．０５，“ａａ”表示犘＜０．０１．由

表３可知：ＵＦＥ组Ｂ批能够极显著降低各凝血因子活性（犘＜０．０１），ＵＦＥ组Ａ批能够极显著降低除凝

血因子Ⅱ之外的各凝血因子活性（犘＜０．０１），ＵＦＥ组Ｃ批能够显著降低除凝血因子Ⅱ之外的各凝血因

子活性（犘＜０．０５）．此外，与肝素钠组相比，ＵＦＥ组Ｂ批能够极显著地降低凝血因子Ⅱ，Ⅺ的活性（犘＜

０．０１），对其他因子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ＵＦＥ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的影响结果（珚狓±ＳＤ，狀＝３）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ＦＥ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珚狓±ＳＤ，狀＝３） ％　

凝血因子
凝血因子活性

对照组 肝素钠组 ＵＦＥ组Ａ批 ＵＦＥ组Ｂ批 ＵＦＥ组Ｃ批

因子Ⅱ １０２．３７±５．１８ ５３．６６±６．８５ ８９．８５±５．０５ａａ ７４．３２±５．０９ａａ ９７．６３±５．１９ａａ

因子Ⅴ １０１．１３±６．７５ ３８．１３±５．９２ ５９．４８±６．３５ ４４．８６±７．７３ ８３．２５±６．８２

因子Ⅶ １００．５３±８．５６ ５２．１７±７．１０ ７０．３７±７．４９ ５６．９７±７．６７ ８２．８５±７．３０

因子Ⅷ １０２．０８±８．０４ ５１．１２±６．４３ ５８．２０±６．６４ ４８．６４±６．３９ ６９．９３±７．４５

因子Ⅸ １０１．３９±５．４６ ３４．０７±４．８３ ６０．１８±５．０２ａａ ４９．０７±６．８４ ６７．３９±６．８４

因子Ⅹ １０３．０７±２．４７ ４８．１４±５．８６ ６５．０４±５．３３ ５６．６９±６．０８ ８８．２７±８．５２

因子Ⅺ １０１．７４±５．０７ ２８．０８±６．１４ ５７．６２±６．８１ａａ ４５．６７±５．８９ａａ ６５．３３±４．６８

因子Ⅻ １０２．６６±８．１３ ２３．０６±７．６１ ３０．０９±７．４７ａ ２７．６４±８．７３ ４８．４１±８．９１ａａ

图４　ＵＦＥ对大鼠体外复钙凝血时间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ＦＥｏｎｒｅ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ｏｆｒａｔｃａｌｃｉｕｍ犻狀狏犻狋狉狅

２．２．３　ＵＦＥ对大鼠血体外复钙凝血时间的影响　

ＵＦＥ对大鼠血体外复钙凝血时间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ρ（ＣａＣｌ２）为氯化钙的质量浓度．由图４可知：与

对照组相比，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氯化钙溶液的肝素钠

组均能明显延长凝血时间；相较于对照组，ＵＦＥ组Ｂ批

对延长凝血时间的影响最显著，ＵＦＥ组 Ａ批延长凝血

时间的效果弱于ＵＦＥ组Ｂ批，强于ＵＦＥ组Ｃ批；加入

１０ｍｇ·ｍＬ
－１氯化钙的各组延长凝血时间作用均强于３

ｍｇ·ｍＬ
－１的氯化钙的实验组，说明氯化钙的质量浓度

越高，延长作用越强，凝血时间越长．

２．２．４　ＵＦＥ对大鼠血液中钙离子浓度的影响　ＵＦＥ

对大鼠血液中钙离子浓度的影响，如表４所示．表４中：

犮（Ｃａ２＋）表示钙离子浓度；相比对照组，“”表示犘＜０．０１；相比肝素钠组，“ａａ”表示犘＜０．０１．由表４

可知：ＵＦＥ能够降低血液中钙离子的浓度，并存在浓度依赖关系，浓度越高，作用越显著；与对照组相

表４　ＵＦＥ对大鼠血液中钙离子浓度的影响（狀＝６）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ＦＥｏ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ｂｌｏｏｄ（狀＝６）

组别 犮（Ｃａ２＋）／ｍｏｌ·Ｌ－１

对照组 ３．３１±０．２１

肝素钠组（４ｍｇ·ｍＬ
－１） ２．９５±０．２６

肝素钠组（１６ｍｇ·ｍＬ
－１） ２．０２±０．１８

ＵＦＥ组Ａ批（４ｍｇ·ｍＬ
－１） ２．４３±０．２２

ＵＦＥ组Ｂ批（４ｍｇ·ｍＬ
－１） ２．２４±０．１６ａａ

ＵＦＥ组Ｃ批（４ｍｇ·ｍＬ
－１） ２．７８±０．３２

ＵＦＥ组Ａ批（１６ｍｇ·ｍＬ
－１） ２．２７±０．２４ａａ

ＵＦＥ组Ｂ批（１６ｍｇ·ｍＬ
－１） ２．０７±０．２１ａａ

ＵＦＥ组Ｃ批（１６ｍｇ·ｍＬ
－１） ２．６７±０．２４

比，各批ＵＦＥ组能够极显著地降低大鼠血液中钙

离子的浓度（犘＜０．０１），肝素钠组未达到显著水平

（犘＞０．０５）；不同质量浓度的 ＵＦＥ降低作用不同，

ＵＦＥ组Ｂ批（４，１６ｍｇ·ｍＬ
－１）、ＵＦＥ组 Ａ批（１６

ｍｇ·ｍＬ
－１）作用极显著（犘＜０．０１），对钙离子的降

低作用强于肝素钠组；３批ＵＦＥ作用各异，ＵＦＥ组

Ｂ批对大鼠血液中钙离子浓度的影响最大．

３　讨论

单环刺
#

的体壁、消化道和体腔液中均含有丰

富的氨基酸，并包含人体需要的各种必需氨基

８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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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８?１１］．现有文献报道中关于单环刺#

纤溶酶的来源部位各异，而具有针对性的抗凝机制研究鲜有报

道，极大限制了ＵＦＥ的精准开发与应用．该实验对不同部位纤溶酶的分离纯化及活性的对比研究，验

证了前期针对纤溶酶在体内积累规律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单环刺#

生殖细胞年周期发育分为增殖期、生

长期、成熟期、排放期和休止期，单环刺
#

的小生殖期为９月中旬至１０月中旬（秋季），生殖细胞的发生

主要在体腔液中进行［１２?１４］．该实验发现秋季单环刺#

体腔液中纤溶酶的总蛋白质量丰富，故有待进一步

研究单环刺
#

生殖细胞发育阶段对机体内环境的影响．该实验还发现，ＵＦＥ能显著降低血浆部分凝血

因子的活性，推测ＵＦＥ可能与ＡＴ?Ⅲ结合，引起ＡＴ?Ⅲ构象的改变，使ＡＴ?Ⅲ更易与凝血因子结合，从

而灭活或抑制凝血因子的活性；对ＨＴ?Ⅱ产生钝化作用，使降低血浆中的凝血因子Ⅱ的作用较小．Ｃａ
２＋

是内环境平衡必不可少的活性离子，Ｃａ２＋作为凝血因子Ⅳ在凝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５］．本研究进

一步验证ＵＦＥ可通过降低血液中Ｃａ２＋的浓度来延长大鼠血复钙凝血时间．

通过对比不同部位提取的ＵＦＥ对ＡＴ?Ⅲ、ＨＴ?Ⅱ、凝血因子和钙离子的影响可知，体腔液、体壁肌、

内脏中的ＵＦＥ在凝血作用机制方面的效应强度各不相同，体腔液中提取的 ＵＦＥ作用最强；比较不同

部位来源的单环刺
#

纤溶酶在总蛋白质量、活性作用方面的差异，初步证实体腔液中ＵＦＥ总蛋白质量

最多，且活性优于体壁肌及内脏中所得酶，可以弥补 ＵＦＥ质量稳定性的不足．实验随机选择多个单环

刺
#

的不同部位进行参数比较，后续工作可增加每一部位的阴性对照来研究每个部位的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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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中纤溶酶的分离纯化及其活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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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变异粒子群优化犅犘的

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模型

王粟，邱春辉，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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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反向传播（ＢＰ）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在风电预测中预测精度低、输入变量多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互信息的自适应变异粒子群优化ＢＰ的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模型．首先，采用互信息筛选出原始数据中与输出

功率相关度较大的影响因素，减少冗余信息；然后，引入具有自适应惯性权重系数和变异因子思想的粒子群算

法对预测模型进行优化．结果表明：与传统预测模型相比，该预测模型具有收敛速度快、预测精度高等特点．

关键词：　短期风电预测；互信息；自适应惯性权重系数；变异因子；反向传播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　ＴＭ６１４；ＴＰ１８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９０?０６

犛犺狅狉狋?犜犲狉犿犠犻狀犱犘狅狑犲狉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犕狅犱犲犾狅犳犃犱犪狆狋犻狏犲

犕狌狋犪狋犻狅狀犘犪狉狋犻犮犾犲犛狑犪狉犿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犅犘

ＷＡＮＧＳｕ，ＱＩＵＣｈｕｎｈｕｉ，ＺＥＮＧＬｉａｎｇ

（Ｈｕｂｅｉ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ｌｏｗ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ｉｎ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Ｐ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ｃｒｅｅｎ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

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ｆａ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风能的不可控制性使准确预测其输出功率的难度较大［１?３］．采用反向传播（ＢＰ）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能够较好地预测基于影响因素的输出功率，但其预测精度低、运行速度慢，需要进行改进［４?５］．文献［６］提

出一种在传统的ＢＰ神经网络中加入更有利于处理非线性误差和大噪声的最大熵准则（ＭＣＣ）算法，与

传统的均值误差执行功能相比，ＭＣＣ算法预测精度更高，但该模型的网络结构过于复杂．文献［７］针对

传统的神经网络风电预测模型较为复杂且预测精度低等问题，通过平均影响值计算出某个影响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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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的关系值，选出与输出功率关系较大的变量，建立预测模型，但该模型易陷入局部极值．文献

［８］采用改进的人工鱼群算法对ＢＰ神经网络进行优化，克服了传统ＢＰ神经网络预测误差较高、易陷入

局部极值等缺点，在短期风电输出功率预测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但其收敛速度较慢．本文采用组合预

测的方法，提出一种基于互信息的自适应变异粒子群优化ＢＰ的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模型（互信息?改进

粒子群算法?反向传播（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

１　风电场输出功率影响因素的确定

１．１　各因素对风电场输出功率的影响

风电场输出功率，即风力机的输出功率犘为

犘＝犆犘犛ρ狏
３／２． （１）

式（１）中：犆犘 为功率系数；犛为风力机扫过的面积，ｍ
２；ρ为空气密度，ｋｇ·ｍ

－３；狏为风速，ｍ·ｓ－１．

某风电场风速与输出功率的关系，如图１所示．在风电场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只有当风速在某个限

定区间时，随着风速的增加，风力机的输出功率随之增加，之后趋于稳定；当低于或高于该风速区间时，

风力机的输出功率为零［９］．

不同空气密度下输出功率的变化，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其他环境条件一致，当３ｍ·ｓ－１≤狏≤

１２ｍ·ｓ－１时，输出功率随着空气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当狏＞１２ｍ·ｓ
－１时，输出功率保持不变［１０］．

　　 图１　风电场风速与输出功率的关系　　　　　　　　　图２　不同空气密度下输出功率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ａｔ　　

　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ｉｒ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风力机的输出功率受到风速和空气密度的影响，但无法直接判断出其他因素与输出功率的关系．若

将所有影响因素作为模型的输入，则会增大计算的复杂度；若人为选取某些因素作为模型的输入，则难

以保证预测精度．因此，需要采用一些方法对原始数据中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

１．２　互信息对影响因素的筛选

互信息（ＭＩ）表示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相关性
［１１］．假设有两个变量犡，犢，二者间的相关度表示为

ＭＩ＝
１

犖∑
犖

犼＝１

ｌｎ
犉犡，犢（狓，狔）

犉犡（狓犼）犉犢（狔犼（ ））． （２）

式（２）中：犖 为变量犡 的观测样本数；犼为观测样本的编号；犉犡，犢（狓，狔）为犡，犢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犉犡，犢（狓，狔）＝犉犡（狓）犉犢（狔），犉犡（狓），犉犢（狔）分别为犡，犢 的边缘概率密度函数，狓为样本中任一影响因素

序列，狔为输出功率序列；当犡与犢 互不相关时，ＭＩ值将趋近于０，当犡与犢 的相关程度越大时，ＭＩ值

将趋近于１
［１２?１３］．

计算各影响因素与输出功率间的 ＭＩ值．首先，求出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和边缘概率密度函数．由于

影响输出功率的因素都是离散性变量，故需要对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将风速、风向正弦值、风向余弦

值、桨距角等因素序列从小到大进行排列，把各因素等分为［狓ｍｉｎ，狓ｍａｘ］这样的区间，在选取的影响因素

样本数据中，统计出落入各区间的概率，即为边缘概率密度．同理，将输出功率序列等分为区间［狔ｍｉｎ，

狔ｍａｘ］，统计同时落入区间［狓ｍｉｎ，狓ｍａｘ］和［狔ｍｉｎ，狔ｍａｘ］的概率，即为联合概率密度．

通过式（２）计算出影响因素与输出功率之间的 ＭＩ值，筛选出与输出功率相关度较大的８种影响因

素，即风速、风向正弦值、风向余弦值、桨距角、相对湿度、温度、海拔高度、空气密度，其相应的 ＭＩ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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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０．９６４５，０．８５４３，０．８２６８，０．８０２３，０．４３２６，０．５７１５，０．６７１９，０．４８３６．

２　自适应变异粒子群优化犅犘的风电功率预测

２．１　犅犘神经网络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网络模型，是人工神经网络的算法之一
［１４?１５］．ＢＰ神经网络首先将输入

量由各层之间的连接关系传递到隐含层，再传递到输出层，得到输出层输出；然后，将输出层输出与期望

输出进行比较，得出误差；最后，通过误差的反向传播，对各层之间的权重和阈值进行反复修正，以完成

学习的过程．

２．２　粒子群优化算法

粒子群优化（ＰＳＯ）算法是一种模仿鸟类运动规律的优化算法．在优化过程中，粒子在空间中不断更

新位置和速度，搜索最优位置，然后，与其他粒子搜索的最优位置进行比较，找到全局最优位置［１６］．梯度

下降法是求解无约束优化问题的迭代算法，其利用负梯度方向决定每次迭代的新的搜索方向，使每次迭

代都能朝着函数最小的方向前进．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如果函数不是凸函数，则很可能陷入局部极值．粒

子群优化算法可用于解决大量非线性、不可微和多峰值的复杂函数优化问题，可以有效地克服传统优化

算法收敛速度慢、易陷入局部极值等缺点．由于智能优化算法的迅猛发展，且其优越性已在其他应用中

得到验证，故不采用梯度下降算法，而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

设种群规模为犿的粒子群，在犱维搜索空间中，粒子犻在犕 次迭代的位置和速度分别表示为狓犕犻 ＝

（狓犕犻，１，狓
犕
犻，２，…，狓

犕
犻，犿），狏

犕
犻 ＝（狏

犕
犻，１，狏

犕
犻，２，…，狏

犕
犻，犿），犻＝１，２，…，犿．标准ＰＳＯ的速度和位置的更新公式

［１７］为

狏犕＋１犻，犱 ＝ω狏
犕
犻，犱＋犮１狉１（狆

犕
犻，犱－狓

犕
犻，犱）＋犮２狉２（狆

犕
ｇｄ－狓

犕
犻，犱）， （３）

狓犕＋１犻，犱 ＝狓
犕
犻，犱＋狏

犕＋１
犻，犱 ． （４）

式（３），（４）中：ω为自适应惯性权重系数；犮１，犮２ 均为学习因子，一般犮１＝犮２＝２；狉１，狉２ 均为分布于［０，１］的

随机数；狓犕犻，犱，狏
犕
犻，犱分别表示在第犕 次迭代中第犻个粒子在第犱维的位置和速度；狆

犕
犻，犱为当前粒子的历史

最优位置；狆
犕
ｇｄ为全局粒子的历史最优位置．

粒子不断更新位置和速度，直到粒子在搜索空间中找到全局最优位置，或者算法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时，算法才结束搜索．

２．３　粒子群算法的改进

在风电输出功率预测问题中，粒子群优化算法结构简单、易于实现，但在优化过程中，一旦粒子找到

１个最优位置，其他粒子则会趋于该最优位置，很难跳出该局部极值．针对这些问题，通过自适应惯性权

重系数和变异扰动的方法对传统粒子群进行改进，提高粒子的全局搜索能力．

实际问题大多数是复杂、非线性的，选择合适的惯性权重系数可以均衡粒子的全局搜索和局部搜索

能力，使粒子摆脱早熟．传统的惯性权重系数对非线性问题的处理能力有限，故引入自适应惯性权重系

数ω，以避免粒子陷入局部最优，即

ω＝ （ωｍａｘ－ωｍｉｎ）ｅｘｐ －α
犕
犕（ ）

ｍａｘ
（ ）

２

． （５）

式（５）中：α分布于［１５，３０］；ωｍａｘ，ωｍｉｎ分别为自适应惯性权重系数值的上、下限；犕ｍａｘ为最大迭代次数．

为避免粒子早熟收敛，并提高种群的多样性，引入变异思想对粒子进行扰动．当粒子一直陷入局部

最优，停止向新的方向搜索时，引入变异扰动，迫使粒子进入其他区域继续搜索．假设１个变异概率为

狇ｏ，若狉＜狇ｏ，狉为［０，１］的随机数，则对粒子进行变异操作，有

狆
犕＋１
ｇｄ ＝狆

犕
ｇｄ（１＋０．３δ）． （６）

式（６）中：狆
犕＋１
ｇｄ 为全局粒子第犕＋１次迭代后的历史最优位置；δ为服从Ｇａｕｓｓ（０，１）分布的随机变量．

２．４　粒子群算法的实现步骤

粒子群算法的实现有以下５个步骤．

步骤１　随机初始化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步骤２　将均方误差函数作为其适应度函数，计算出各粒子的适应度值犳犻．

步骤３　将各粒子的适应度值犳犻与该粒子目前搜索到最优位置时的适应度值犳（狆ｂｅｓｔ）进行比较，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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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犻＞犳（狆ｂｅｓｔ），则更新狆ｂｅｓｔ；否则，保持不变．将犳犻与全部粒子搜索到最优位置时的适应度值犳（犵ｂｅｓｔ）进行

比较，若犳犻＞犳（犵ｂｅｓｔ），则更新犵ｂｅｓｔ；否则，保持不变．

步骤４　对粒子的自适应惯性权重系数、位置和速度进行更新，若狉＜狇ｏ，则进行变异操作．

步骤５　判断是否已满足约束条件，若满足，则算法结束，输出最优解；否则，返回步骤２，继续迭代．

２．５　犕犐?犐犘犛犗?犅犘预测模型的建立

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的建立有以下８个步骤．

步骤１　数据的预处理．对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补全和修正，对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步骤２　模型参数的设置．对粒子群优化算法中的参数进行设置，并初始化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确

定粒子各维度上的数值与神经网络中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相对应．

步骤３　建立ＢＰ神经网络，采用单隐层结构，输入层神经元８个，输出层神经元１个，隐含层神经

元的个数犺可通过试凑法或经验公式确定，即

犺＝ 犪＋槡 犫＋犮，　　犺＝２犪＋１． （７）

式（７）中：犪，犫分别为输入层、输出层的个数；犮为常数，分布于［１，１０］．

步骤４　采用均方误差函数，计算出各粒子的适应度值犳犻．

步骤５　将粒子的适应度值犳犻与该粒子目前搜索到最优位置时的适应度值犳（狆ｂｅｓｔ）进行比较，若

犳犻＞犳（狆ｂｅｓｔ），则更新狆ｂｅｓｔ；否则，保持不变．同时，将各粒子的适应度值犳犻与全部粒子搜索到最优位置时

的适应度值犳（犵ｂｅｓｔ）进行比较，若犳犻＞犳（犵ｂｅｓｔ），则更新犵ｂｅｓｔ；否则，保持不变．

步骤６　对粒子的位置、速度和惯性权重系数进行更新，并假设变异概率狇ｏ＝０．９５，若狉＜狇ｏ，则对

粒子进行变异操作．

步骤７　判断误差是否达到误差标准，以及迭代次数是否达到最大，若达到最大，则停止迭代，得出

最优解；否则，返回步骤４，继续迭代．

步骤８　将粒子群优化算法得到的最优参数设置为ＢＰ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并对预测模型进行

训练．根据实际输出功率和预测输出功率，不断调整权值和阈值，直到满足结束条件，算法结束．

３　算例与分析

３．１　数据预处理

在选取的样本数据中，由于监控系统出错或人为原因，往往存在明显的数据错误或数据缺失等问

题，如果未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预测结果会有更大的误差．通常选取该缺失数据或错误数据的前一

个和后一个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替代数据．

此外，在这些数据中，有些影响因素的数据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即

珔狕＝
狕－狕ｍｉｎ
狕ｍａｘ－狕ｍｉｎ

． （８）

式（８）中：狕，珔狕分别为归一化前、后的数据；狕ｍａｘ，狕ｍｉｎ分别为影响因素中的最大数据和最小数据．

３．２　预测模型的评价指标

由于风电输出功率受风速、风向、温度等随机性天气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为了验证文中模型的预

测性能，选取平均绝对误差（犈ＭＡ）、均方根误差（犈ＲＭＳ）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犈ＭＡＰ）作为评价指标
［１８］，

其计算式分别为

犈ＭＡ ＝
１

狀∑
狀

犼＝１

狘犘ｃ－犘ｒ狘， （９）

犈ＲＭＳ＝
１

狀∑
狀

犼＝１

（犘ｃ－犘ｒ）槡
２， （１０）

犈ＭＡＰ ＝
１

狀∑
狀

犼＝１

犘ｃ－犘ｒ
犘ｒ

×１００％． （１１）

式（９）～（１１）中：狀为预测样本数；犘ｃ为预测输出功率；犘ｒ为实际输出功率；犼为预测输出功率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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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预测结果及分析

选取该风电场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３０日的气象数据和历史输出功率数据（４３２０个）作为预测模型

的输入样本数据，其中，前３８００个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其余数据作为测试样本．将风速、风向正弦值、风

向余弦值、桨距角、相对湿度、温度、海拔高度、空气密度这８种影响因素作为预测模型的输入．根据经验

公式，将隐含层神经元数设置为输入层神经元数的２倍加１；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１００；种群规模为２５；

ωｍａｘ，ωｍｉｎ分别为０．９，０．２；犮１，犮２ 均为２．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 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进行仿真，为了对比研究，同时采用遗传算法?反向

传播（ＧＡ?ＢＰ）预测模型和粒子群优化算法?反向传播（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对输出功率进行预测．ＧＡ?ＢＰ

预测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对个体进行筛选，寻找最优个体作为ＢＰ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对短期输出功率

进行预测．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采用传统的粒子群优化算法对ＢＰ神经网络进行优化．

预测模型输出功率的对比，如图３所示．预测模型平均绝对误差的对比，如图４所示．

图３　预测模型输出功率的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图４　预测模型平均绝对误差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由式（９）～（１１）及图３，４可以得到以下２个结论．

１）３种预测模型都可以对风电短期输出功率进行有效的预测，但 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的预测曲

线能够更好地逼近实际的输出功率．与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相比，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

精度，说明改进后的粒子群优化ＢＰ神经网络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与ＧＡ?ＢＰ预测模型相比，ＭＩ?ＩＰＳＯ?

ＢＰ预测模型的优化效果更好．

２）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的犈ＭＡ，犈ＲＭＳ分别为２０．８６９４，３５．６２２４ｋＷ，犈ＭＡＰ为８．９６％．相较于ＧＡ?

ＢＰ预测模型，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的犈ＭＡ，犈ＲＭＳ分别减少了２７．６５１９，２４．７０３７ｋＷ，而犈ＭＡＰ减少了

６．７８％；相较于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的犈ＭＡ，犈ＲＭＳ分别减少了８４．８５３７，１０３．３２３９

ｋＷ，而犈ＭＡＰ减少了１８．５０％．由此可知，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最高，效果最佳．

４　结束语

采用互信息对原始数据进行降维，可以保留有用的特征信息，舍弃冗余的特征信息，降低算法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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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加入自适应惯性权重系数和变异因子改进粒子群算法，不仅优化ＢＰ神经网络，解决传统粒子群

算法存在的问题，还可以提高粒子的全局搜索能力．结果表明，ＭＩ?Ｉ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比ＧＡ?ＢＰ预测模

型、ＰＳＯ?ＢＰ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预测结果更接近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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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摄像整纬器的织物纬斜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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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局部阴影、疵点和噪点对图像法的检测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设计一种基于分步大津法和窗

口像素统计的图像检测方法．首先，利用图像分割技术解决在有局部阴影情况下图像二值化的问题；然后，通

过窗口像素统计的方法得到纬斜信息；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得到准确的纬斜角度值．实验结果表明：该检测方

法可以克服局部阴影、疵点、噪点的影响，保证检测误差低于０．３°．

关键词：　纬斜检测；纹理识别；分步大津法；图像二值化；像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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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的外部形态和尺寸的稳定性是衡量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热定型
［１］中，整纬是为了纠正织

物在染色、印花、挂浆及定型等加工过程中由于工艺、人为操作等原因产生的纬纱变形［２］．织物的纬斜程

度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光电法与图像法两种［３］．目前，在国内的纺织工业中，织物纬斜检测仍主要采用传

统的光电法，图像法使用较少［４］．传统光电法的检测精度不高，容易出现故障，设备检修成本高，并且还

受到织物种类的限制，如无法检测较厚的织物［５］．近年来，随着模式识别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图

像检测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６］．相较于光电法，图像法精度高，设备检修成本低，并且适用于厚

的织物．目前，图像法主要有基于霍夫变换的方法
［７］、基于傅氏变换的方法［８?１０］、基于旋转投影映射的方

法［１１］，以及基于窗口搜索的方法［１２］．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分步大津（Ｏｔｓｕ）法和窗口像素统计的图像检测

方法，利用分步大津法对织物进行二值化处理，再根据最大统计值对应的窗口角度，得到准确的纬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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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摄像整纬器结构图　　　　图２　织物图像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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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避免了局部疵点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１　基于摄像整纬器的整纬过程

摄像整纬器结构图，如图１所示．在摄

像整纬器中，织物在导布辊１引导下前进，

在出布口使用多个摄像头４采集织物运动

时同一纬向的局部图像，如图２所示．

织物的局部图像可以看作只有歪斜而

没有弯曲，在采集到织物局部图像后，对图

像进行处理和分析，就可以得到织物的纬

斜角度．通过对这些局部位置的纬斜角度

进行插值运算，可以得到整个纬宽范围内的纬斜情况，从而确定纬纱歪斜量和弯曲量．确定歪斜量和弯

图３　基于摄像整纬器的整纬过程

Ｆｉｇ．３　Ｗｅｆ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ｍｅｒａ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ｅｒ

曲量后，由主控制器发出控制信号，分别控制纬斜矫

正装置３和纬弯矫正装置２做出相应的动作，纠正

织物的纬斜和纬弯．基于摄像整纬器的整纬过程，如

图３所示．

２　基于图像处理的纬斜检测

２．１　纬斜检测原理

首先，利用摄像机采集织物图像，将采集到的织

物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得到织物的二值化图像；然后，设定一系列不同角度的窗口，将这些窗口从图像

最上方平移到图像最下方；最后，统计每次平移前后窗口内白像素的个数，找到统计值最大的窗口，其对

应的角度就是织物的纬斜角度．织物纬斜检测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织物纬斜检测流程

Ｆｉｇ．４　Ｆａｂｒｉｃｗｅｆ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利用摄像机采集织物图像，理想的织物的纹路往往是一条条具有固定间隔的明暗相间的条纹．将该

图像进行二值化，则得到的图像仅有白像素和黑像素．其中，条纹中较亮的部分就被二值化为白色的通

道，较暗部分二值化后得到黑色的通道，最后形成黑白相间的条纹．

在检测区域内，白色和黑色的条纹都具有固定不变的宽度．假定要检测的是某个纬斜角度的织物图

像，那么，在图像上选定一个窗口，以白色条纹的长和宽作为窗口的长和宽，从窗口最上方接触到图像最

上方开始，每次向下平移一个像素，统计每次平移窗口内白像素的个数，直到该窗口接触到图像底部．以

窗口与图像横坐标夹角为窗口的角度，窗口角度和纬斜角度相同时统计值的峰值大于窗口角度与纬斜

角度不同时统计值的峰值．选定０°窗口和５°窗口针对纬斜角度为０°的织物进行统计．０°和５°的窗口及纬

斜角度为０°的织物二值图，如图５所示．

将０°和５°窗口分别从织物图的最上方开始平移到织物图的最下方，每次平移一个像素，根据每次

平移统计结果，作出窗口内白像素统计图，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犖狓 为窗口从图像的最上方向下平移的

平移的次数；犖ｔｏｔ为每次平移后窗口内白像素个数的统计值．

由图６可知：当窗口从图像最上方开始向下平移时，无论是哪个角度的窗口，窗口内白像素的统计

值都大致呈周期性变化，符合黑白条纹交替的规律；与纬斜角度相同的０°窗口得到的窗口内白像素统

计值的峰值大于５°窗口下白像素统计值的峰值．上述过程可以解释为若选定窗口的角度等于纬斜角

度，则向下平移窗口时，窗口会与白色条纹相重合，此时，窗口的像素统计值最大．利用这个规律，使用上

述方法对不同角度的窗口进行像素统计，找到统计值最大的那个窗口对应的角度就是纬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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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０°和５°的窗口及０°的织物二值图　　　　　　　　图６　窗口移动过程中白像素统计示意图

　Ｆｉｇ．５　０°ａｎｄ５°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ｎｄ　　　　　　　　　　　Ｆｉｇ．６　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ｉｎａｒｉｚｅ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０°ｆａｂｒｉｃ　　　　　　　　　　　　　　　ｄｕｒ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２　图像二值化方法的比较

图像二值化就是通过选定合适的阈值，把图像分割成两部分，以简化图像，减少数据量，有利于图像

的进一步处理．假设当前像素点的像素值为犣，遍历整幅图像，对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的像素值进行如

下操作，即

犣＝
２５５，　　犣＞犜，

０，　　　犣＜犜｛ ．
（１）

式（１）中：犜为选定的阈值．

寻找阈值的方法有很多，在图像二值化阈值选取方法中，最常见的有双峰法［１３］、迭代法［１４］、大津

法［１５］．分别使用大津法、双峰法和迭代法对织物原图进行二值化，得到的效果图，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采用双峰法和大津法的二值化效果较好，但是相较于双峰法，大津法得到图像的纹路

更加清晰，二值化效果最好，故选用大津法作为织物二值化的方法．

（ａ）原图　　　　　　　 （ｂ）大津法　　　　　　　 （ｃ）双峰法　　　　　　　 （ｄ）迭代法

图７　３种常见方法的二值化效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３　分步大津法

纹理图像的总像素点灰度平均值犵的计算式为

犵＝狆ｔ×犵ｔ＋狆ｂ×犵ｂ． （２）

式（２）中：狆ｔ为目标点占图像总像素点的比例；犵ｔ为目标点灰度平均值；狆ｂ 为背景点数占图像总像素数

的比例；犵ｂ为背景点灰度平均值．

类间方差犇ｅｖ表示为

犇ｅｖ＝狆ｔ×（犵ｔ－犵）
２
＋狆ｂ×（犵ｂ－犵）

２． （３）

　　类间方差等价于

犇ｅｖ＝狆ｂ×狆ｔ×（犵ｔ－犵ｂ）
２． （４）

　　从纹理图像的最小灰度值遍历到最大灰度值，依次作为图像的分割阈值犜′．当犇ｅｖ最大时，此时的

分割阈值为该幅纹理图像的最佳分割阈值犜，则以该值对纹理图像进行二值化．

在工业现场，由于人员走动时的人影覆盖住部分织物或其他原因，使采集到的织物图像局部灰度值

产生较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使用大津法对织物进行全局二值化处理，会有很大一部分图像的

纹理细节消失．当织物有局部阴影时，使用全局大津法的处理效果，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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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局部阴影　　　　　（ｂ）全局大津法二值化

图８　织物在有局部阴影情况下的二值化效果图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ｓｈａｄｏｗ

由图８可知：当织物有一部分被阴影遮盖时，

采集到的图像局部灰度值产生变化；使用全局大

津法进行二值化后，被人影遮盖部分由于灰度值

平均值较低，二值化后黑像素较多，而剩余部分灰

度平均值较高，二值化后白像素较多，所以，两部

分的纹路都会遭到破坏，得不到清晰的织物二值

化图像．

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结合全局大津法二

值化和局部大津法二值化的方法，即分步大津法．

首先，利用大津法计算织物图像整体的阈值，进行

全局二值化；然后，利用全局二值化后的图像的特

征，分割出阴影遮盖部分和非阴影遮盖部分；最后，使用大津法分别计算出原图的阴影遮盖部分和非影

遮盖部分的阈值，并对其分别进行二值化，得到最终的二值化图像．

在使用大津法进行全局二值化后，未被人影遮盖部分的黑色条纹变细，被人影遮盖部分的黑色条纹

　　图９　形态学处理　　图１０　分步大津法的二值化效果

　Ｆｉｇ．９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ｇ．１０　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Ｏｔｓｕｍｅｔｈｏｄ

变粗．因此，得到全局二值化的图像后，使用形

态学开运算去除未被人影遮盖部分的白色条

纹；然后，使用形态学闭运算去除未被人影遮

盖部分的黑色条纹，把人影遮盖部分变成黑色

区域和非人影遮盖部分变成白色区域，就完成

了两部分的分割（图９）；最后，利用大津法对

分割出的两部分分别进行二值化，就能得到理

想的二值图．分步大津法的二值化效果，如图

１０所示．

采用分步大津法不但可以在有阴影的情

况下对图像二值化，还可以在没有阴影的情况下保留与原方法相同的效果．这既保留了大津法的优良特

性，又使大津法的适用领域得到扩充．对织物图像进行分步大津法处理，既克服了局部阴影对检测精度

的影响，又增加了对复杂的工业现场环境的适应能力．

织物纹理图像经过二值化后，会形成黑白相间的条纹，即可开始进行窗口像素统计．假设纬斜图像

的大小为犿×犺（犿，犺分别为窗口的长和宽），窗口像素统计可分为６个主要步骤．

步骤１　初始化．设定矩形扫描窗口大小为狑×犺（狑为纬线间隙宽度），窗口角度狓的上限为狓ｍａｘ，

下限为狓ｍｉｎ，并令狓＝狓ｍｉｎ．

步骤２　确定一个窗口的大小和方向后，窗口的位置由窗口的起点坐标决定，窗口起点的横坐标狓０

为１，纵坐标狔０ 的计算公式为

狔０ ＝
１，　　　　　　　　　　狓＜０，

ＩＮＴ（狑·ｓｉｎ狓）＋１，　　狓＞｛ ０．

　　由于窗口的角度不同，所以，窗口向下平移过程中可移动的角度也不同，因此，可以利用公式狊＝

２５５－ＩＮＴ（狑·ｓｉｎ狓）－犺－１来确定当窗口角度为狓时，该窗口可移动的距离狊．

步骤３　从给定的窗口起点出发，统计从该起点出发狓度方向的狑 个像素点中白像素点的总个数．

步骤４　把（狓０，狔０）点向下平移一个单位得到（狓０，狔０＋１），以该点作为新的起点，以步骤３进行累

加；继续向下平移并累加，直到平移了狑－１个单位，此时的累加值为该窗口内的白像素个数．

步骤５　分别以（狓０，狔０），（狓０，狔０＋１），…，（狓０，狔０＋狊）共狊＋１个点作为窗口的起点，统计窗口内白

像素的个数，并进行比较；然后，找到窗口内白像素的最大值，记为犽狓．

步骤６　角度值狓＋０．１，重复步骤２～５，直到角度值大于狓ｍａｘ．

通过比较犽狓（狓＝狓ｍｉｎ，狓ｍｉｎ＋１，…，狓ｍａｘ－狓ｍｉｎ）的值，找到犽狓 的最大统计值，其所对应的角度狓就是

纬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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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最基本的操作是像素统计．该语句运行时间受纬斜角度和纬斜图像大小、宽度的影响，当纬斜

角度为０°时，算法运行时间最长；当纬斜角度为１５°时，算法运行时间最短．故当纬斜角度为０°，纬纱宽

度为狑时，其频度为

犳（犿×犺）＝２５×犺×（犿－狑）×２５．

由于犿狑，所以，犳（犿×犺）≈６２５×犺×犿．

因此，当图像大小为狀时，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犜（狀）＝犗（狀）．由于算法占用的空间不会随着问题的

（ａ）添加疵点图　　　　　（ｂ）添加噪点图

图１１　添加疵点图与噪点图

Ｆｉｇ．１１　Ａｄｄ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ｏｉｓｙｉｍａｇｅｓ

规模而变大，算法的空间复杂度犛（狀）＝犗（１）．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３种方法对同一纬斜角度织物的检测效果对比

分别使用文中提出的分步大津法、文献［１２］的

大津法对织物原图（图７（ａ））、添加阴影图（图８（ａ））、

添加疵点图和添加噪点图（图１１）进行二值化处理，

得到的效果图，如图１２，１３所示．

由图１２，１３可知：文中方法对织物原图，添加阴

影、疵点和噪点这４种情况进行二值化处理后，都能很好地保留较为清晰的纹路；采用文献［１２］方法进

行二值化后，在有阴影和疵点的情况下，可能会失去全部或者部分纹理信息．对比二值化处理后的图像

可知：采用文中方法的二值化效果较好．

　　（ａ）原图　　　　　　　（ｂ）添加阴影图　　　　　（ｃ）添加疵点图　　　　　（ｄ）添加噪点图

图１２　文中方法对４种图片的二值化效果图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ａ）原图　　　　　　 （ｂ）添加阴影图　　　　　（ｃ）添加疵点图　　　　　 （ｄ）添加噪点图

图１３　文献［１２］方法对４种图片的二值化效果图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

取纬斜角度为０．７°的织物图像作为原图，制作成样本，将样本分为４组．其中，３幅相同的原图编号

为１．１，２．１，３．１；３幅相同的添加阴影图编号为１．２，２．２，３．２；３幅相同的添加疵点图编号为１．３，２．３，

３．３；３幅相同的添加噪点图编号为１．４，２．４，３．４．采用文中方法、文献［８］方法、文献［１２］方法分别对织

物样品１．１～１．４，２．１～２．４，３．１～３．４进行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θＷ 为纬斜角度；θＤ 为检测角

度；犲θ为角度误差；狋为时间．

由表１可知：文中方法的检测误差较小，对阴影、疵点、噪点的适应能力较强；与文献［１２］相比，文

献［８］方法的检测误差虽然较小，但是耗时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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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编号 θＷ／（°） θＤ／（°） 犲θ／（°） 狋／ｓ 编号 θＷ／（°） θＤ／（°） 犲θ／（°） 狋／ｓ

１．１ ０．７ ０．６ ０．１ １．８９８５ ２．３ ０．７ ３．６ ２．９ ３２．００２０

１．２ ０．７ ０．６ ０．１ １．８９６４ ２．４ ０．７ －７．７ ７．０ ３１．２５９０

１．３ ０．７ ０．６ ０．１ １．９０３６ ３．１ ０．７ ０．９ ０．２ ０．９９９０

１．４ ０．７ ０．６ ０．１ １．９７５４ ３．２ ０．７ ４．９ ５．６ １．０９５０

２．１ ０．７ １．４ ０．７ ２８．８９１０ ３．３ ０．７ －１８．６ １９．３ １．２８８０

２．２ ０．７ １．５ ２．２ ２９．７２１０ ３．４ ０．７ ０．１ ０．２ １．０１１０

３．２　文中方法对不同纬斜角度织物的检测效果对比

在不同的纬斜角度下，以采集到的实际织物灰度图像作为样本，对文中方法进行测试．部分不同纬

斜角度的织物样本，如图１４所示．经手工测量可知该样本的纬斜角度为０．２°，将样本图像分别逆时针和

顺时针各旋转１°～１４°，得到２９幅发生不同程度纬斜的图像，这２９副织物图片对应的纬斜角度分别为

－１３．８°，－１２．８°，…，１３．２°，１４．２°；然后，把每幅图像都裁剪成大小为２５６ｐｘ×２５６ｐｘ，并按顺序进行编

号．其中，编号１～８为原图；编号９～１５为添加阴影图；编号１６～２２为添加疵点图；编号２２～２９为添加

噪图点．

采用文中方法计算纬斜角度值，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在有无阴影、疵点、噪点的情况

下，采用文中提出的方法进行纬斜角度检测，检测误差均保持在０．３°以内，符合优等品标准，且时间均

保持在２ｓ以内，也符合实时检测的要求，故该方法可行．

　（ａ）原图　　　　　　　（ｂ）添加阴影图　　　　　（ｃ）添加疵点图　　　　　（ｄ）添加噪点图

图１４　部分不同纬斜角度的织物样本图

Ｆｉｇ．１４　Ｉｍａｇｅｏｆｆａｂｒ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ｆｔｓｋｅｗａｎｇｌｅｓ

表２　不同纬斜角度下文中分步大津方法的检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Ｏｔｓｕ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ｆｔｓｋｅｗａｎｇｌｅｓ

编号 θＷ／（°） θＤ／（°） 犲θ／（°） 狋／ｓ 编号 θＷ／（°） θＤ／（°） 犲θ／（°） 狋／ｓ

１ －１３．８ －１３．９ ０．１ ０．９８８８ １６ １．２ １．５ ０．３ １．９４３４

２ －１２．８ －１２．９ ０．１ １．２６７６ １７ ２．２ ２．０ ０．２ １．９７０７

３ －１１．８ －１１．８ ０ １．４３２４ １８ ３．２ ３．３ ０．１ １．９６６５

４ －１０．８ －１０．８ ０ １．４５６７ １９ ４．２ ４．２ ０ １．９８４９

５ －９．８ －９．８ ０ １．５３４２ ２０ ５．２ ４．９ ０．３ １．９２３７

６ －８．８ －９．０ ０．２ １．６９７６ ２１ ６．２ ６．１ ０．１ １．８３９８

７ －７．８ －７．９ ０．１ １．７８６７ ２２ ７．２ ７．１ ０．１ １．８２３２

８ －６．８ －６．８ ０ １．８２８３ ２３ ８．２ ８．２ ０ １．７３６４

９ －５．８ －５．９ ０．１ １．７９５３ ２４ ９．２ ９．２ ０ １．７７３２

１０ －４．８ －４．７ ０．１ １．８３７５ ２５ １０．２ １０．２ ０ １．７７０８

１１ －３．８ －３．５ ０．３ １．８９６３ ２６ １１．２ １１．１ ０．１ １．６２３３

１２ －２．８ －３．０ ０．２ １．９２３７ ２７ １２．２ １２．２ ０ １．５９８６

１３ －１．８ －１．８ ０ １．９２５８ ２８ １３．２ １３．１ ０．１ １．４９９９

１４ －０．８ －０．９ ０．１ １．８２４９ ２９ １４．２ １４．２ ０ １．０６６７

１５ ０．２ ０ ０．２ １．９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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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考虑织物在有阴影的情况下二值化后纹理不清晰的问题，提出分步大津法．首先，利用全局大津法

二值化后织物图像的特点，分割出织物图像中阴影区域和非阴影区域；然后，利用局部大津法二值化，得

到清晰的纹理图像．所提方法克服了织物纬斜检测过程中容易受局部阴影影响，以及难以保证检测精度

的问题．

在像素统计过程中，设定检测窗口，考虑到织物的宽度，一定程度上避免噪点的影响，降低检测误

差．该方法不仅简单实用，还可以有效地检测纬斜角度，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且符合实时性的要求，可以用于摄像式整纬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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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达链路下的多用户分集与

全双工中继系统

徐伟，赵睿

（华侨大学 厦门市移动多媒体通信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多目的地传输网络，研究基于时间切换协议的全双工协作中继方案．考虑源和每个目的地之间存

在直达链路，中继采用天线选择技术以实现最小化自干扰，目的地采用最大比合并技术以实现最大化接收信

噪比．运用高斯切比雪夫积分和次序统计量，推导出４种目的地选择策略下的延迟受限吞吐量近似闭合表达

式．数值分析和蒙特卡洛仿真结果表明：最佳吞吐量取决于协议的时间切换比和源功率分配比；与其他３种

策略相比，最佳目的地选择策略更适用于分布式多用户选择网络；提高源发送功率或增加目的地个数均能显

著提升系统吞吐量性能．

关键词：　协作中继；全双工；直达链路；多用户分集；高斯切比雪夫积分；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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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ｎ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ｐｏｗｅｒ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ｓ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ｙ；ｆｕｌｌ?ｄｕｐｌｅｘ；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ｎｋ；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ａｕｓｓ?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射频信号能同时携带信息和能量，为充分利用射频信号，学者们对同步无线信息和功率传输

（ＳＷＩＰＴ）进行了广泛地研究
［１?４］．Ｎａｓｉｒ等

［５］分析放大转发传输系统，在低信噪比和高传输速率下，得到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１５

　通信作者：　赵睿（１９８０?），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无人机通信和信号处理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ｒｚｈａｏ＠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４０１１６５，６１３６２０１８，６１３０２０９５）；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

资助项目（１７０１３０８２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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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切换中继协议在吞吐量方面优于功率分配中继协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Ｎａｓｉｒ等
［６］进一步研究解

码转发中继系统的吞吐量性能．Ｚｈａｏ等
［７］为最大化系统吞吐量求得最佳时间切换因子．Ｉｋｈｌｅｆ等

［８］分

析多中继网络中的中继选择问题．相较于无电池中继，带电池中继在提升系统性能方面具有更大的优

势．Ｓｏｎｇ等
［９］利用拉格朗日乘法获得最佳发射功率的闭合表达式，提出的联合最优功率分配和中继选

择策略可以在能量采集和全双工信息传输两个阶段中获得源节点的不同发射功率．Ｄｏ
［１０］提出一种基于

混合功率时间分配的中继协议，分析最佳时间切换和最佳功率分配系数对吞吐量的影响．Ｏｊｏ等
［１１］分析

系统吞吐量随中继节点采集能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所提协议优于基于时间切换和基于功率分配的

中继协议．Ｌｅｅ等
［１２］在高信噪比条件下，推导出系统中断概率和最佳功率分配因子．Ｍａｈａｍａ等

［１３］利用

最大比合并技术将直达链路信号和中继信号合并，在延迟受限传输模式下，针对具有能量采集的中继网

络，推导出中断概率的闭合表达式，揭示具有直接链路的中继网络的优势．Ｚｈａｏ等
［１４］研究时间切换中

继协议，分析源传输速率、源到中继的距离和噪声功率对吞吐量的影响，并与文献［１３］进行比较．综上可

知，相关研究涉及多目的地情境下，源与每个目的地之间存在直达链路、中继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的多

用户分集问题．因此，本文针对多目的地传输网络，提出基于时间切换协议的全双工协作中继方案．

１　系统模型和信息传输

１．１　系统模型的传输结构

系统模型是１个协作中继传输网络，由１个源节点（犛）、１个全双工中继节点（犚）和犓 个目的用户

节点（犇１，…，犇犽，…，犇犓）构成，源节点和目的用户节点都是单根天线，中继节点配备犖犚 根天线．

对系统模型做以下３点假设．

１）所有信道均为瑞利衰落信道且相互独立，服从指数分布．

２）犺犻，犼，犱犻，犼分别为节点犻，犼之间的信道参数和距离；犿 为路径损耗指数；λ犻，犼为节点犻，犼之间的平均

信道增益；狀犻为节点犻接收到的均值为０，方差为犖０ 的加性高斯白噪声（犻，犼＝｛犛，犚，犇１，…，犇犓｝）．

３）该放大转发协作网络受总功率约束，即犘犛
１
＋犘犛

２
＝犘犛，犘犛 表示整个时间块犜 内源节点的总发

送功率．设犘犛
１
＝β犘犛，犘犛２＝（１－β）犘犛，０＜β＜１，β为源功率分配比．

系统模型及传输结构示意图，如图１，２所示．由图２可知：犜被时间切换比α分为两个不同的时隙．

在第一时隙α犜内，犛利用发送功率犘犛
１
，将其归一化能量符号狓Ｅ 发送到中继犚，同时，犚进行能量采

集；在第二时隙（１－α）犜内，犛利用发送功率犘犛
２
，将其归一化信息符号狓Ｉ发送给中继犚和目的节点

犇犽，同时，中继犚发送信息狓犚 到目的地犇犽．

　　图１　系统模型　　　　　　　　　　　　　　　　　图２　传输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２　中继链路传输

在全双工系统中，自干扰是客观存在的，且自干扰也可以被抑制到噪声水平［１５１６］．为了最小化自干

扰，中继同时选择接收和发送天线，则有

犺犚，犚，犐，犑 ＝ ａｒｇｍｉｎ
１＜犐≤犖犚

，１＜犑≤犖犚
，犐≠犑
犺犚，犚，犐，犑． （１）

式（１）中：犐表示第犐根信息接收天线；犑表示第犑根信息发送天线；犐表示自干扰最小时被选中的信息

接收天线；犑表示自干扰最小时被选中的信息发送天线．

该方法相当于从犖犚（犖犚－１）／２个信道中选择自干扰最小的信道．当中继天线数犖犚 趋于无穷大

时，自干扰信道的信道增益等价于常数ε，即

４０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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狘犺犚，犚，犐，犑狘
２
＝

２λ犚，犚
犖犚（犖犚－１）

＝ε． （２）

　　在第一时隙α犜内，中继节点收到的信息狔犛，犚
１
为

狔犛，犚
１
＝ β犘犛

犱犿犛，槡 犚

犺犛，犚狓Ｅ＋狀犚． （３）

式（３）中：犈［｜狓犈｜
２］＝１，犈［犡］表示对犡求均值，｜·｜为绝对值运算符．

因此，第一时隙α犜内中继采集的能量犈犺 为

犈犺 ＝η
β犘犛狘犺犛，犚狘

２

犱犿犛，（ ）
犚

α犜，　　０＜η＜１． （４）

式（４）中：η为能量采集效率．

因此，在第二时隙（１－α）犜内，中继的发送功率犘犚 为

犘犚 ＝φ
犘犛狘犺犛，犚狘

２

犱犿犛，犚
，　　φ＝

ηβα
（１－α）

． （５）

　　在第二时隙（１－α）犜内，中继接收的信息狔犛，犚
２
为

狔犛，犚
２
＝

（１－β）犘犛
犱犿犛，槡 犚

犺犛，犚狓Ｉ＋ 犘槡 犚犺犚，犚狓Ｒ＋狀犚． （６）

式（６）中：犈［｜狓Ｉ｜
２］＝１；犈［｜狓Ｒ｜

２］＝１，狓Ｒ＝犌狔犛，犚
２
，犌为放大转发因子．

中继犚采用放大转发协议，其放大转发因子犌为

犌＝ １／
（１－β）犘犛狘犺犛，犚狘

２

犱犿犛，犚 ＋犘犚狘犺犚，犚狘
２
＋犖（ ）槡 ０

． （７）

　　在第二时隙（１－α）犜内，犛通过中继转发信息到已选择的目的地犇犽，接收的信息狔犇犽，１为

狔犇犽，１ ＝
犘犚
犱犿犚，犇槡 犽

犺犚，犇犽狓犚＋狀犇犽． （８）

　　此时，目的地犇犽 的接收信噪比γ犇犽，１和累积分布函数犉γ犇
犽
，１
（狏）分别为

γ犇犽，１ ＝
（１－β）犡犢

φ狘犺犚，犚狘
２（犡犢＋１）＋犢＋１－β

，　　犡＝
犘犛狘犺犛，犚狘

２

犱犿犛，犚犖０

，　犢 ＝
φ狘犺犚，犇犽狘

２

犱犿犚，犇犽
， （９）

犉γ犇
犽
，１
（狏）＝Ｐｒ（γ犇犽，１ ＜狏）＝Ｐｒ狘犺犚，犇犽狘

２
＜

犪

犫狘犺犛，犚狘
２
－（ ）犮． （１０）

式（１０）中：狏为自变量；犪＝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犇犽
狏（（１－β）＋φε）；犫＝（１－β）φ犘犛－φ

２犘犛ε狏；犮＝φ犖０犱
犿
犛，犚狏．

已知｜犺犛，犚｜
２ 和｜犺犚，犇犽｜

２ 是两个相互独立且服从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则式（１０）可写为

犉γ犇
犽
，１
（狏）＝

Ｐｒ狘犺犚，犇犽狘
２
＜

犪

犫狘犺犛，犚狘
２
－（ ）犮 ，　　 　狘犺犛，犚狘２ ＞ 犮犫，

Ｐｒ狘犺犚，犇犽狘
２
＞

犪

犫狘犺犛，犚狘
２
－（ ）犮 ＝１，　　狘犺犛，犚狘２ ＜ 犮犫

烅

烄

烆
．

（１１）

式（１１）中：Ｐｒ｜犺犚，犇犽｜
２
＞

犪

犫｜犺犛，犚｜
２－（ ）犮 ＝１，因为若｜犺犛，犚｜２＜

犮
犫
，犫｜犺犛，犚｜

２－犮的值为１个负数，且｜犺犚，犇犽｜
２

大于该负数的概率总是等于１．

因此，式（１１）可表示为

犉γ犇
犽
，１
（狏）＝∫

犮
犫

０
Ｐｒ狘犺犚，犇犽狘

２
＞

犪
犫ξ－（ ）犮犳狘犺犛，犚狘２（ξ）ｄξ＋

∫
∞

犮
犫

Ｐｒ狘犺犚，犇犽狘
２
＜

犪
犫ξ－（ ）犮犳狘犺犛，犚狘２（ξ）ｄξ＝

∫
犮
犫

０
犳狘犺犛，犚狘

２（ξ）ｄξ＋∫
∞

犮
犫

Ｐｒ１－ｅｘｐ（－
犪

（犫ξ－犮）λ犚，犇犽
（ ））犳狘犺犛，犚狘２（ξ）ｄξ． （１２）

式（１２）中：ξ为积分变量；犳｜犺犛，犚｜
２（ξ）为指数分布随机变量｜犺犛，犚｜

２ 的概率密度函数，犳｜犺犛，犚｜
２（ξ）＝

１

λ犛，犚
·

ｅｘｐ（－ ξ
λ犛，犚

）．

５０１第１期　　　　　　　　　　　 徐伟，等：直达链路下的多用户分集与全双工中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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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犳｜犺犛，犚｜
２（ξ）＝

１

λ犛，犚
·ｅｘｐ（－ ξ

λ犛，犚
）代入式（１２），可得

犉γ犇
犽
，１
（狏）＝１－

１

λ犛，犚∫
∞

犮
犫

ｅｘｐ（－ ξ
λ犛，犚

＋
犪

（犫ξ－犮）λ犚，犇（ ）
犽

）ｄξ． （１３）

　　定义１个新的积分变量δ＝犫ξ－犮，因此，累积分布函数犉γ犇
犽
，１
（狏）可表示为

犉γ犇
犽
，１
（狏）＝１－

１

犫λ犛，犚
·ｅｘｐ（－

犮
犫λ犛，犚

）∫
∞

０
ｅｘｐ（－

δ
犫λ犛，犚

＋
犪

δλ犚，犇（ ）
犽

）ｄδ． （１４）

　　最后，通过文献［１７］中的式（３．３２４．１），使累积分布函数犉γ犇
犽
，１
（狏）简化为

犉γ犇
犽
，１
（狏）＝Ｐｒ（γ犇犽，１ ＜狏）＝１－ｅｘｐ（

－犮
犫λ犛，犚

）·槡θ犓１（槡θ）． （１５）

式（１５）中：θ＝
４犪

（犫λ犛，犚λ犚，犇犽）
；犓狀（·）为第二类修正的狀阶贝塞尔函数

［１７］．

１．３　直达链路传输

在第二时隙（１－α）犜内，信源可通过直达链路传输信息到选择的目的地犇犽．此时，目的地犇犽 接收

的信息狔犇犽，２和对应的信噪比γ犇犽，２分别为

狔犇犽，２ ＝
（１－β）犘犛
犱犿犛，犇槡 犽

犺犛，犇犽狓Ｉ＋狀犇犽，　　γ犇犽，２ ＝
（１－β）犘犛狘犺犛，犇犽狘

２

犱犿犛，犇犽犖０

． （１６）

１．４　最大比合并传输

当源和目的地之间存在直达链路时，源既可以通过中继放大转发信息到目的地犇犽，又可以通过直

达链路传输信息到目的地犇犽．目的地犇犽 采用最大比合并技术合并两路信息，故随机选择的目的地犇犽

接收的信噪比为

γ犇犽 ＝γ犇犽，１＋γ犇犽，２． （１７）

２　延迟受限吞吐量分析

在延迟受限传输模式下，假定系统中断概率为狆ｏｕｔ，源节点信息传输速率为犚犛．由于无线信道是随

机衰落的，系统传输可能会中断，故延迟受限吞吐量τＤＬ可用中断概率进行表示，即

τＤＬ ＝ （１－狆ｏｕｔ）犚犛
狋
犜
． （１８）

式（１８）中：狋为信息传输持续时间，狋＝（１－α）犜．

由式（１５），（１７）可知，随机目的地选择策略下的系统中断概率可表示为

狆ｏｕｔ＝Ｐｒ（γ犇犽 ＜γｔｈ）＝Ｐｒ（γ犇犽，１＋γ犇犽，２ ＜γｔｈ）＝Ｐｒ（γ犇犽，２ ＜γｔｈ，γ犇犽，１ ＜γｔｈ－γ犇犽，２）＝

∫
γｔｈ

０
犉γ犇

犽
，１
（γｔｈ－狓）犳γ犇

犽
，２
（狓）ｄ狓＝

（ａ）

∫
γｔｈ

０
犉γ犇

犽
，１
（狌）犳γ犇

犽
，２
（γｔｈ－狌）ｄ狌＝

∫
γｔｈ

０

１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
γｔｈ－狌
（１－β）珔λ犛，犇

（ ）
犽

ｄ狌－
１

（１－β）珔λ犛，犇犽
×

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γｔｈ

０
ｅｘｐ（

狌
（１－β）珔λ犛，犇犽

－
狌

（（１－β）－φε狌）珔λ犛，犚
）槡θ犓１（槡θ）ｄ狌＝

１－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１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犌（γｔｈ）． （１９）

式（１９）中：狓，狌为积分变量；犳γ犇
犽
，２
（·）表示直达链路传输中目的地犇犽 的概率密度函数；γｔｈ＝２

２犚犛－１；

犌（γｔｈ）＝∫
γｔｈ

０
ｅｘｐ

狌
（１－β）珔λ犛，犇犽

－
狌

（（１－β）－φε狌）珔λ犛，（ ）
犚
槡θ犓１（槡θ）ｄ狌；等式（ａ）使用了变量替换，即令狌＝

γｔｈ－狓；珔λ犛，犇犽＝
犘犛λ犛，犇犽
（犱犿犛，犇犽犖０）

．

由于犌（γｔｈ）在数学上难以处理，因此，利用高斯切比雪夫积分
［１８］获得犌（γｔｈ）的近似值，即

犌（γｔｈ）
γｔｈ
２∑

犖

狀＝１

ω狀 １－
２

槡 狀·ｅｘｐ
犱狀

（１－β）珔λ犛，犇犽
－

犱狀
（（１－β）－φε犱狀）珔λ犛，

（ ）
犚

珋槡θ犓１（珋槡θ）．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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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０）中：犖 为１个控制函数近似准确度的参数；珔λ犛，犚＝
犘犛λ犛，犚
（犱犿犛，犚犖０）

；狀＝ｃｏｓ
２狀－１
２犖（ ）π ，狀∈犣；ω狀＝π犖；珋θ＝

４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犇犽
犱狀（（１－β）＋φε）

φ犘犛λ犛，犚λ犛，犇犽（（１－β）－φε犱狀）
；犱狀＝

γｔｈ
２
（狀＋１）．

虽然式（２０）中涉及犖，但后面的仿真部分证实较小的犖 足以产生精确的犌（γｔｈ），故随机目的地选

择策略下的中断概率狆ｏｕｔ和延迟受限吞吐量τＤＬ可表示为

狆ｏｕｔ＝１－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１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犌（γｔｈ）， （２１）

τＤＬ ＝ （１－α）（１－狆ｏｕｔ）犚犛． （２２）

　　最大化延迟受限吞吐量可通过解决以下问题获得，即

　 　Ｐ１：ｍａｘ（τＤＬ），

ｓ．ｔ．Ｃ１：０＜α＜１，　 　Ｃ２：０＜β＜１
｝． （２３）

式（２３）中：Ｃ１，Ｃ２ 是标准化约束．

由于式（２３）涉及贝塞尔函数，α和β最佳值的闭合表达式难以获得，但可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仿真进

行数值评估得到最佳值．当０＜α＜１，０＜β＜１时，在β（或α）固定时，经求解可知，τＤＬ对α（或β）的二阶偏

导数都小于零，即τＤＬ是α（或β）的凹函数．因此，优化问题（Ｐ１）相对于α（或β）是凸的，α和β的最佳值可

通过一维穷举搜索获得．

３　目的节点选择策略

上文已对随机目的地选择策略下的延迟受限吞吐量进行研究，考虑系统存在多个目的用户节点，再

提出３种目的节点选择策略（策略１～３），并推导出３种策略下的系统中断概率和延迟受限吞吐量的近

似闭合表达式．

３．１　策略１

通过直达链路，源节点犛从犓 个目的节点中选择１个信道功率增益最大的，则选择的目的节点为

犅＝ａｒｇｍａｘ｛狘犺犛，犇犽狘
２｝

犇犽∈犇

． （２４）

式（２４）中：犇＝｛犇１，…，犇犓｝，表示犓 个目的节点的集合．

假定新定义的变量犠＝
犘犛｜犺犛，犅｜

２

（犱犿犛，犅犖０）
，犔＝｜犺犚，犅｜

２，根据目的节点选择策略和次序统计量，犠，犔的累积

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犉犠（狑）＝１－∑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犽＋１
·ｅｘｐ（－

（犽＋１）狑
珔λ犛，犇犽

）， （２５）

犳犠（狑）＝犓∑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１）
犽

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犽＋１）狑
珔λ犛，犇犽

）， （２６）

犉犔（犾）＝１－ｅｘｐ（－
犾

λ犚，犇犽
）， （２７）

犳犔（犾）＝
１

λ犚，犇犽
·ｅｘｐ（－

犾

λ犚，犇犽
）． （２８）

式（２５）～（２８）中：狑，犾为累积分布函数的自变量．

当源节点犛通过中继链路传输信息到目的节点犅 时，节点犅的接收信噪比γ犅，１为

γ犅，１ ＝ φ（１－β）犘犛狘犺犛，犚狘
２
狘犺犚，犅狘［ ］２／φ狘犺犚，犚狘２（φ犘犛狘犺犛，犚狘２狘犺犚，犅狘２［ ＋

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犅）＋犖０犱

犿
犛，犚φ狘犺犚，犅狘

２
＋（１－β）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 ］犅 ． （２９）

　　仿照式（１５）的求解过程，此时目的节点犅的累计分布函数犉γ犅，１（狏）为

犉γ犅，１（狏）＝Ｐｒ（γ犅，１ ＜狏）＝１－ｅｘｐ（
－犮
犫λ犛，（ ）

犚

）槡ζ犓１（槡ζ）． （３０）

式（３０）中：ζ＝４犪／（犫λ犛，犚λ犚，犇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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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源节点犛通过直达链路传输信息到目的节点犅 时，节点犅的接收信噪比γ犅，２为

γ犅，２ ＝
（１－β）犘犛狘犺犛，犅狘

２

犱犿犛，犅犖０

． （３１）

　　两路信息在目的节点犅最大比合并后，系统的中断概率为

狆ｏｕｔ，１ ＝Ｐｒ（γ犅 ＜γｔｈ）＝Ｐｒ（γ犅，１＋γ犅，２ ＜γｔｈ）＝Ｐｒ（γ犅，１ ＜γｔｈ，γ犅，２ ＜γｔｈ－γ犅，１）＝

∫
γｔｈ

０
犉γ犅，１（γｔｈ－狑）犳γ犅，２（狑）ｄ狑＝∫

γｔｈ

０
犉γ犅，１（狌）犳γ犅，２（γｔｈ－狌）ｄ狌＝

∫
γｔｈ

０ ∑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

（犽＋１）（γｔｈ－狌）
（１－β）珔λ犛，犇

（ ）
犽

ｄ狌－

∑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犽＋１）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
γｔｈ

０
ｅｘｐ

（犽＋１）狌
（１－β）珔λ犛，犇犽

－
狌

（（１－β）－φε狌）珔λ犛，（ ）
犚
槡ζ犓１（槡ζ）ｄ狌＝

１－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

犓

－

∑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犽＋１）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犎（γｔｈ）． （３２）

式（３２）中：犎（γｔｈ）
γｔｈ
２∑

犖

狀＝１

（ω狀 １－
２

槡 狀·ｅｘｐ
（犽＋１）犱狀
（１－β）珔λ犛，犇犽

－
犱狀

（（１－β）－φε犱狀）珔λ犛，
（ ）

犚

）珔槡ζ犓１（珔槡ζ），珔ζ＝

４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犇犽
犱狀（（１－β）＋φε）

φ犘犛λ犛，犚λ犚，犇犽（（１－β）－φε犱狀）
．

３．２　策略２

中继节点犚从犓 个目的节点中选择１个信道功率增益最大的，则选择的目的节点犅为

犅＝ａｒｇｍａｘ｛狘犺犚，犇犽狘
２｝

犇犽∈犇

． （３３）

　　假定新定义的变量犙＝｜犺犚，犅｜
２，Ω＝

犘犛｜犺犛，犅｜
２

（犱犿犛，犅犖０）
，则犙，Ω的累积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犉犙（狇）＝１－犓∑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１）
犽

犽＋１
·ｅｘｐ（－

（犽＋１）狇
λ犚，犇犽

）， （３４）

犳犙（狇）＝犓∑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１）
犽

λ犚，犇犽
·ｅｘｐ（－

（犽＋１）狇
λ犚，犇犽

）， （３５）

犉Ω（ω）＝１－ｅｘｐ（－
ω
珔λ犛，犇犽

）， （３６）

犳Ω（ω）＝
１
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ω
珔λ犛，犇犽

）． （３７）

式（３４）～（３７）中：狇，ω皆为累积分布函数的自变量．

同理，中继链路和直达链路在目的节点犅处的接收信噪比γ犅，１，γ犅，２分别为

γ犅，１ ＝ φ（１－β）犘犛狘犺犛，犚狘
２
狘犺犚，犅狘［ ］２／φ狘犺犛，犚狘２（φ犘犛狘犺犛，犚狘２狘犺犚，犅狘２［ ＋

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犅）＋犖０犱

犿
犛，犚φ狘犺犚，犅狘

２
＋（１－β）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 ］犅 ， （３８）

γ犅，２ ＝
（１－β）犘犛狘犺犛，犅狘

２

犱犿犛，犅犖０

． （３９）

　　仿照式（１５）的求解过程，通过中继链路传输时目的节点犅处的累积分布函数犉γ犅，１（狏）为

犉γ犅，１（狏）＝Ｐｒ（γ犅，１ ＜狏）＝１－∑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犽＋１）犫珔λ犛，犚
·ｅｘｐ －

犮
犫λ犛，（ ）

犚
×

∫
∞

δ＝０
ｅｘｐ（－

δ
犫λ犛，犚

＋
（犽＋１）犪
δλ犚，犇（ ）

犽

）ｄ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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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犽＋１）
·ｅｘｐ －

犮
犫λ犛，（ ）

犚
槡ψ犓１（槡ψ）． （４０）

式（４０）中：δ为积分变量；ψ＝
４（犽＋１）犪
（犫λ犛，犚λ犚，犇犽）

．

两路信息在目的节点犅最大比合并后，系统的中断概率为

狆ｏｕｔ，２ ＝Ｐｒ（γ犅 ＜γｔｈ）＝Ｐｒ（γ犅，１＋γ犅，２ ＜γｔｈ）＝Ｐｒ（γ犅，２ ＜γｔｈ，γ犅，１ ＜γｔｈ－γ犅，２）＝

∫
γｔｈ

０
犉γ犅，１（γｔｈ－狔）犳γ犅，２（狔）ｄ狔＝∫

γｔｈ

０
犉γ犅，１（狌）犳γ犅，２（γｔｈ－狌）ｄ狌＝

∫
γｔｈ

０

１
（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
（γｔｈ－狌）
（１－β）珔λ犛，犇

（ ）
犽

ｄ狌－

∑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犽＋１）（１－β）珔λ犛，犇犽
·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
γｔｈ

０
ｅｘｐ

狌
（１－β）珔λ犛，犇犽

－
狌

（（１－β）－φε狌）珔λ犛，（ ）
犚
槡ψ犓１（槡ψ）ｄ狌＝

１－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

犓－１

犽＝０

犓－１（ ）犽

犓（－１）
犽

（犽＋１）（１－β）珔λ犛，犇犽
×

ｅｘｐ（－
γｔｈ

（１－β）珔λ犛，犇犽
）犕（γｔｈ）． （４１）

式（４１）中：犕（γｔｈ）
γｔｈ
２∑

犖

狀＝１

ω狀 １－
２

槡 狀 ·ｅｘｐ
犱狀

（１－β）珔λ犛，犅
－

犱狀
（（１－β）－φε犱狀）珔λ犛，

（ ）
犚

珔槡ψ犓１（珔槡ψ），珔ψ ＝

４×（犽＋１）犖０犱
犿
犛，犚犱

犿
犚，犇犽
犱狀（（１－β）＋φε）

φ犘犛λ犛，犚λ犛，犇犽（（１－β）－φε犱狀）
；狔为积分变量．

３．３　策略３

联合考虑来自于中继链路和直达链路的信噪比，选择能使总的接收信噪比最大的目的节点犅为

犅＝ａｒｇｍａｘ｛γ犇犽｝
犇犽∈犇

． （４２）

　　式（４２）可以等价为选择能使中断概率狆ｏｕｔ最小的目的节点，称该选择策略为最佳目的地选择策略．

因此，选择的目的节点犅为

犅＝ａｒｇｍｉｎ｛狆ｏｕｔ｝
犇犽∈犇

． （４３）

　　当系统存在犓 个目的节点时，由式（２１）和次序量统计原理
［１９］可得系统的中断概率，即

狆ｏｕｔ，３ ＝ （狆ｏｕｔ）
犓． （４４）

　　３种策略的延迟受限吞吐量可表示为

τ犵 ＝ （１－α）（１－狆ｏｕｔ，犵）犚犛． （４５）

式（４５）中：τ犵∈｛τ１，τ２，τ３｝；狆ｏｕｔ，犵∈｛狆ｏｕｔ，１，狆ｏｕｔ，２，狆ｏｕｔ，３｝．

４　数值分析与仿真

对延迟受限吞吐量进行数值分析和蒙特?卡洛（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仿真．为了使能量采集在短距离实用

且有效，除另有说明外，系统参数的默认设置：源传输速率犚犛＝２ｂｉｔ·ｓ
－１，源发送功率犘犛＝２１ｄＢ，能量

采集效率η＝１，路径损耗指数犿＝２．７．节点位置：源节点（０，０），中继节点（０．２５，０．２５），目的地（３，０）．

中继自干扰信道的平均信道增益为０．０１，其他信道的平均信道增益均为１；各节点接收到的噪声方差

犖０＝１Ｗ；中继配备天线数犖犚＝１０；近似准确度参数犖＝２０；目的地个数为１．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与仿真的便利性，蒙特?卡洛仿真均执行１０
５ 次循环．

延迟受限吞吐量τＤＬ随时间切换比α和源功率分配比β的变化情况，分别如图３，４所示．由图３，４

可知：数值分析结果与蒙特?卡洛仿真完全吻合，最佳吞吐量（即延迟受限吞吐量最大值）取决于所提协

议的时间切换比α和源功率分配比β．

由图３可知：当α从０增至０．３４左右时，最佳吞吐量从０增至０．７８；当α从最佳时间切换值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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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延迟受限吞吐量随α的变化情况　　　　　　　　　图４　延迟受限吞吐量随β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ｗｉｔｈα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ｗｉｔｈβ

（对应的β＝０．８２）增至１．００时，最佳吞吐量开始下降．由图４可知：当β为０．８２时，可获得系统的最佳

吞吐量．这是因为当时间切换比较小（α＜０．３４）时，采集能量较大，延迟受限吞吐量增加；反之，当能量收

图５　延迟受限吞吐量随犘Ｓ 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ｅｌａ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ｗｉｔｈ犘Ｓ

集时间较长，导致信息处理时间减少，延迟受限吞吐

量性能降低．此外，当时间切换比α近似为０．３４，且

源功率分配比β为０．８２时，可以获得系统的最佳吞

吐量．因此，将α＝０．３４，β＝０．８２作为最佳吞吐量的

近似优化值，并应用于以下仿真．

延迟受限吞吐量随犘犛 的变化情况，如图５所

示．由图５可知：当犘犛＝４０ｄＢ时，文中算法１（α＝

０．３４，β＝０．８２）的延迟受限吞吐量比文中算法２（α＝

０．３７，β＝０．５０）、文献［１３］算法（最佳β）和文献［１４］

算法（最佳α）多０．０６，０．３２，０．６９ｂｉｔ·（ｓ·Ｈｚ）
－１，

故联合优化的最佳α（α＝０．３４）和最佳β（β＝０．８２）

可以显著地提升延迟受限吞吐量．此外，文中算法２（α＝０．３７，β＝０．５０）的延迟受限吞吐量大约是文献

［１４］算法的两倍，体现出全双工技术的优越性．

在模拟环境下，策略１～３的延迟受限吞吐量随犘犛，犓 的变化情况，分别如图６，７所示．

图６　不同策略下延迟受限吞吐量随犘犛 的变化情况　 　图７　不同策略下延迟受限吞吐量随犓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ｅｌａ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ｅｌａ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ｗｉｔｈ犘犛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由图６可知：当犓＝３，犘犛＝２０ｄＢ时，策略３比策略２的延迟受限吞吐量多０．２０ｂｉｔ·（ｓ·Ｈｚ）
－１，

策略２比策略１的延迟受限吞吐量多０．２６ｂｉｔ·（ｓ·Ｈｚ）－１，这体现出策略３的性能优势．

由图７可知：增加目的节点数量犓 可改善延迟受限吞吐量的性能，当其他参数固定时，随着犓 的增

加，延迟受限吞吐量随之增加（式（３２），（４１），（４４），（４５））；当犓＝４时，策略３比策略２的延迟受限吞吐

量多０．２０ｂｉｔ·（ｓ·Ｈｚ）－１，策略２比策略１的延迟受限吞吐量多０．２８ｂｉｔ·（ｓ·Ｈｚ）－１，再次体现出策

略３在提升延迟受限吞吐量性能方面的强大优势．

当源功率分配比β＝０．８２或时间切换比α＝０．３４时，随机目的地选择策略、策略１～３等４种策略

０１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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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延迟受限吞吐量随α，β的变化情况，分别如图８，９所示．

　图８　不同策略下的延迟受限吞吐量随α的变化情况　图９　不同策略下的延迟受限吞吐量随β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ｗｉｔｈα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β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由图８可知：当０＜α＜１时，随着α的增大，吞吐量先上升至最大值，再逐渐下降至０；当α＝０．２

时，与随机目的地选择策略相比，策略１～３的吞吐量分别提高０．１２，０．３７，０．６１ｂｉｔ·（ｓ·Ｈｚ）
－１．由数

值分析结果可知：当β＝０．８２时，随着α的增大，能量采集阶段比信息传输阶段的时间逐渐增多，信息传

输效率下降；当α超过最佳值时，吞吐量曲线从最大值开始呈下降趋势．

由图９可知：当０＜β＜１时，随着β的增大，吞吐量先上升至最大值，再逐渐下降至０；当β＝０．２时，

与随机目的地选择策略相比，策略１～３的吞吐量分别提高０．１２，０．２１，０．３５ｂｉｔ·（ｓ·Ｈｚ）
－１．由数值分

析结果可知：当α＝０．３４时，随着β的增大，第二时隙内中继的发射功率随着第一时隙内中继采集能量

的增加而增加，整个系统的吞吐量显著提高；当β超过最优值且越来越逼近１时，目的节点犇犽 的总接收

信噪比γ犇犽逐渐趋于０（式（１７））；系统吞吐量随之逐渐趋于０（式（２２），（４５））．

５　结论

基于时间切换能量采集协议，研究直达链路下的全双工放大转发协作中继方案．中继节点采用天线

选择技术，目的节点处应用最大比合并技术；对于能量采集中继，在延迟受限传输模式中导出吞吐量的

近似闭合表达式．数值分析和蒙特卡洛仿真均表明，相较于文献［１３］，［１４］的算法而言，随机目的地选

择策略在延迟受限吞吐量方面表现出更好的性能，且吞吐量的最大值取决于所提协议的时间切换比和

源功率分配比．

此外，还对多目的地场景和最佳吞吐量进行研究，分析４种目的地选择策略，仿真并讨论不同策略

下源发送功率犘犛、时间切换比α、源功率分配比β和目的地个数犓 对吞吐量的影响．分析表明，相较于

随机目的地选择策略、策略１和策略２，策略３（最佳目的地选择策略）更适用于分布式多用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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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的

犘犲狋狉犻网建模方法

方慧娟１，２，尹亮１，２，罗继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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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针对脑机接口（ＢＣＩ）中的共享控制问题，提出一种ＢＣＩ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建模方法．首先，将共享控制策

略与ＢＣＩ系统的内外部信息相结合，构建运动想象ＢＣＩ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描述系统的运行状态，分析和改

进共享控制策略．然后，加入控制库所描述系统的外部输入，并通过合成Ｐｅｔｒｉ网的方法简化Ｐｅｔｒｉ网的建模过

程．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正确地演化ＢＣＩ系统的运行过程，提高ＢＣＩ系统的适用性，可用于设计、验证和

执行共享控制策略．

关键词：　脑机接口；共享控制；Ｐｅｔｒｉ网；控制库所；可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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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ｒ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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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ＢＣＩ）建立了一种大脑与外界直接进行通讯和控制的通道
［１?３］，为残疾人和正常人提供了

一种新的辅助控制方式，尤其在脑控机器人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４?６］．最初，脑控机器人的研究倾向于直

接脑控［７］，但该方法控制效率低，且容易使用户疲劳．将脑控与机器人自主控制相结合的共享控制方法

能够改善控制效果，并减轻用户的思维负担［８?９］．然而，由于应用场景的复杂化、突发事件及脑电指令延

时等因素，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可能会出现决策上的冲突．为了实现更好的共享控制效果，选择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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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描述ＢＣＩ系统的特性和行为尤为重要．ＢＣＩ系统是一个动态、不确定、随机且不可完全观测的系统，

随着单元个数的增加，系统的状态数指数级增长，存在“状态空间爆炸”的问题．Ｐｅｔｒｉ网具有结构化建模

的优点，可用较小的结构描述一个很大的状态空间［１０?１１］．此外，Ｐｅｔｒｉ网对顺序、并发、异步、不确定性和

随机性的复杂系统具有丰富的分析能力及充分的模拟能力［１２?１３］．因此，可将Ｐｅｔｒｉ网应用于ＢＣＩ系统的

建模中，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较为少见．Ｓｕｎ等
［１４］通过融合模糊Ｐｅｔｒｉ网的方法控制机械臂，但

只是将模糊Ｐｅｔｒｉ网的模糊规则用于最终的决策，并未通过Ｐｅｔｒｉ网演化整个系统的运行．基于此，本文

提出一种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建模方法．

１　带控制库所的合成犘犲狋狉犻网

１．１　带控制库所的犘犲狋狉犻网

采用的Ｐｅｔｒｉ网结构可定义为一个五元组ＰＮ＝｛犘，犜，犈，犠，犿０｝．式中：犘是一个数量有限且不为零

的库所集；犜＝｛狋１，狋２，…，狋犻｝是一个数量有限且不为零的变迁集；犈（犘×犜）（犜×犘）是一个有序对的集

合，表示库所与变迁之间的有向弧；犠：犈犣
＋是一个正整数集合，表示在有向弧上的投影，即权值；犿０

是系统的初始标识，描述系统在初始状态时，每个库所里拖肯（ｔｏｋｅｎ）的数目．

在建立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时，加入控制库所
［１５］．控制库所是Ｐｅｔｒｉ网中的一种

特殊库所，用以描述建模对象的外部输入．当存在外部输入时，对应的控制库所产生一个ｔｏｋｅｎ；否则，

无ｔｏｋｅｎ．由控制库所输出的弧指向的变迁称为可控变迁，通过控制库所分配一定的ｔｏｋｅｎ组合，可以控

制可控变迁的激发，从而控制整个系统．文中主要通过控制库所描述的脑电检测结果、周围障碍物及机

器人状态等系统外部输入信号控制系统的演化过程．

１．２　合成犘犲狋狉犻网的定义

Ｐｅｔｒｉ网建模的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整个系统的状态，便于对目标系统进行分析和改进．对于一个

复杂的系统而言，其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也十分复杂，但合成Ｐｅｔｒｉ网可以极大地简化复杂模型的建模过程
［１６］．

首先，根据功能将整个建模对象分解为若干个不同的子网，进行局部设计；然后，通过一组共享库所，将

各子网合成为完整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１７?１９］．共享库所是指能够同时存在于两个或多个子网的库所，在Ｐｅｔｒｉ

网结构中用虚线表示．

合成Ｐｅｔｒｉ网的定义如下．设Ｐｅｔｒｉ网ＰＮ犻＝｛犘犻，犜犻，犈犻，犠犻，犿０，犻｝，犻＝１，２，ＰＮ＝｛犘，犜，犈，犠，犿０｝，若

满足以下５点条件：１）犘＝犘１∪犘２ 且犘１∩犘２≠；２）犜＝犜１∪犜２ 且犜１∩犜２≠；３）犈＝犈１∪犈２；４）犠＝

犠１∪犠２；５）犿０（犘）＝ｍａｘ（犿０，１（犘），犿０，２（犘）），犘∈犘１∩犘２，犿０，犻（犘），犘∈犘犻－（犘１∩犘２），则称ＰＮ为子网

ＰＮ１，ＰＮ２ 的合成Ｐｅｔｒｉ网．

２　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的犘犲狋狉犻网模型设计

２．１　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

在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中，人单边肢体想象运动在脑电图（ＥＥＧ）信号中会引起大脑对侧的事件

图１　运动想象ＥＥＧ信号的二级分类

Ｆｉｇ．１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ＥＥＧｓｉｇｎａｌｓ

相关去同步化（ＥＲＤ）电位和大脑同侧的事件相

关同步化（ＥＲＳ）电位，ＥＲＤ电位和ＥＲＳ电位可

以由受试者自主调节产生，不需要任何刺激就可

以输出控制信号［２０］．因此，基于运动想象的ＢＣＩ

非常适合应用于机器人的方向控制．为了提高

ＥＥＧ信号识别的准确性，对检测到运动想象

ＥＥＧ信号进行二级分类
［２１］，如图１所示．

运动想象ＥＥＧ信号的二级分类可实现人脑

对机器人的直接控制，但直接脑控会使人的脑力

负担较大，且存在碰撞等安全隐患．因此，加入机器智能使机器人能够自动避障，且当人未进行控制时，

机器人也能够自主运动，并将这些控制策略与机器人运动信息、脑指令信息及周围环境障碍物信息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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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构建ＢＣＩ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使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相互适应，达到共享控制的目的．

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主要分为检测子系统模块和运动决策子系统模块．检测子系统

模块又可以分为障碍检测和ＥＥＧ检测，障碍检测由机器人通过声呐、激光等传感器判断周围是否存在

障碍物，判断的结果将作为Ｐｅｔｒｉ网模型的一个外部输入，ＥＥＧ检测结果则作为另一个外部输入．运动

决策子系统模块根据检测子系统的检测结果，对机器人做出直行、停止、左转、右转和避障等动作决策，

机器人则执行相应的动作．具体的控制策略有以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当机器人检测为无障，且ＥＥＧ一级检测为空闲状态时，机器人执行直行动作．

步骤２　当机器人检测为无障，且ＥＥＧ一级检测为非空闲状态时，机器人根据ＥＥＧ二级检测结果

对应执行左转或右转动作，即用户的意图．

步骤３　当机器人检测到有障碍物时，不考虑ＥＥＧ检测结果，优先执行避障动作．

步骤４　当机器人处于非直行、左转、右转及避障状态时，为停止状态．

２．２　犘犲狋狉犻网模型子网

根据上述控制策略对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进行Ｐｅｔｒｉ网建模．由于模型较为复杂，且为了便于今

后进一步扩展及完善，通过Ｐｅｔｒｉ网分解合成方法对系统进行建模．

障碍检测子网的结构，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犘ＯＴ为障碍检测程序，是一个可执行库所，用ｅｘｅ进行标注；

犘ＯＮ，犘ＯＹ分别表示机器人周围无障碍和有障碍的状态，是一对互斥的状态，在Ｐｅｔｒｉ网演化的过程中，任

意一组表示互斥状态的库所中至少有一个库所存在ｔｏｋｅｎ；犘ＣＯＹ，犘ＣＯＮ为控制库所（用小方框表示），用

于描述障碍检测结果的外部输入，当障碍检测程序检测到障碍，在犘ＣＯＹ中输入一个ｔｏｋｅｎ，反之，则在

犘ＣＯＮ中输入一个ｔｏｋｅｎ；狋为变迁．ＥＥＧ检测子网的结构，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犘ＥＴ１为ＥＥＧ信号一级检

测程序，通过一级检测可以得到空闲和非空闲的ＥＥＧ信号（犘ＥＩ，犘ＥＢ）；犘ＥＴ２为ＥＥＧ信号二级检测程序，

通过二级检测可以得到向左和向右的ＥＥＧ信号（犘ＥＬ，犘ＥＲ）．

图２　障碍检测子网的结构　　　　　　　　　　　　图３　ＥＥＧ检测子网的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ｂｎｅｔ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Ｅ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ｂｎｅｔ　　　　　　

运动决策系统子网根据机器人的运动状态，分别建立直行、左转、右转及避障等４个决策子网．当机

器人不处于这４种运动状态时，则处于停止状态．直行运动决策子网的结构，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犘ＳＹ，

犘ＳＮ分别表示机器人是否处于直行运动状态的库所；犘ＣＳＯ表示机器人已经完成直行动作的外部输入控制

库所．当机器人处于直行运动状态时，库所犘ＳＹ中存在一个ｔｏｋｅｎ，一旦直行动作执行完毕，控制库所

犘ＣＳＯ就会输入一个ｔｏｋｅｎ，此时，变迁狋１１激发，机器人由直行运动状态转为非直行状态．此外，在Ｐｅｔｒｉ网

的演化过程中，左转、右转及避障的决策都会使机器人从直行状态转为非直行状态．

左转运动决策子网的结构，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犘ＬＹ，犘ＬＮ分别表示左转和非左转的库所；犘ＣＬＯ表示

左转动作完成的外部输入库所．左转运动决策子网的规则与直行运动决策子网相似，当存在左转完成的

外部输入，以及由Ｐｅｔｒｉ网演化得到直行、右转和避障的决策时，都会激发相应的变迁，使左转状态转为

非左转状态．右转运动决策子网的结构与左转运动决策子网的结构相似．

避障决策子网的结构，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犘ＡＹ，犘ＡＮ分别表示避障状态和非避障状态的库所；犘ＣＡＯ

表示避障动作执行完成的外部输入的库所．当障碍检测子网检测到机器人周围存在障碍物时，机器人执

行避障程序，此时，犘ＡＹ中存在一个ｔｏｋｅｎ；当障碍检测子网检测到机器人周围由有障状态变为无障状态

时，表示避障完成，犘ＣＡＯ输入一个ｔｏｋｅｎ，此时，变迁狋１８激发，机器人由避障状态转变为非避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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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直行运动决策子网的结构　　 　图５　左转运动决策子网的结构　　　　　图６　避障决策子网的结构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ｅｆｔ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ｍｏ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ｂｎｅｔ　　　　 　　　ｍｏ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ｂｎｅｔ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ｂｎｅｔ

２．３　犘犲狋狉犻网模型全局网

各决策子网中均存在至少一个可执行库所，分别表示进入不同的可执行程序．完成子网建模后，找

出各子网的共享库所组成一个共享库所集．由该共享库所集合成的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Ｐｅｔｒｉ网的

图形化模型，如图７所示．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的Ｐｅｔｒｉ网中，库所表示的状态，如表１所示．

图７　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系统Ｐｅｔｒｉ网的图形化模型

Ｆｉｇ．７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ｔｒｉｎｅ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表１　库所表示的状态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ｐｌａｃｅ

序号 库所 状态 序号 库所 状态

１ 犘ＯＴ 执行障碍检测程序 １５ 犘ＥＲ 当前ＥＥＧ信号状态为右转

２ 犘ＣＯＹ
障碍检测程序检测到

障碍物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１６ 犘ＬＹ 执行左转程序

３ 犘ＣＯＮ
障碍检测程序未检测到

障碍物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１７ 犘ＣＬＯ 机器人完成左转动作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４ 犘ＯＹ 当前机器人周围为有障状态 １８ 犘ＬＮ 未在执行左转程序

５ 犘ＯＮ 当前机器人周围为无障状态 １９ 犘ＳＹ 执行直行程序

６ 犘ＥＴ１ 执行ＥＥＧ一级检测程序 ２０ 犘ＣＳＯ 机器人完成直行动作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７ 犘ＣＥＢ 检测到ＥＥＧ一级分类为非空闲（控制库所） ２１ 犘ＳＮ 未在执行直行程序

８ 犘ＣＥＩ 检测到ＥＥＧ一级分类为空闲（控制库所） ２２ 犘ＲＹ 执行右转程序

９ 犘ＥＢ 当前ＥＥＧ信号状态为非空闲 ２３ 犘ＣＲＯ 机器人完成右转动作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１０ 犘ＥＩ 当前ＥＥＧ信号状态为空闲 ２４ 犘ＲＮ 未在执行右转程序

１１ 犘ＥＴ２ 执行ＥＥＧ二级检测程序 ２５ 犘ＡＹ 执行避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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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序号 库所 状态 序号 库所 状态

１２ 犘ＣＥＬ 检测到ＥＥＧ二级分类为左转（控制库所） ２６ 犘ＣＡＯ 机器人完成避障动作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１３ 犘ＣＥＲ 检测到ＥＥＧ二级分类为右转（控制库所） ２７ 犘ＡＮ 未在执行避障程序

１４ 犘ＥＬ 当前ＥＥＧ信号状态为左转

２．４　模型正确性的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模型的正确性，采用可达图对模型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将标识犿０＝［犘ＯＴ，

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犘ＡＮ］
Ｔ 作为可达图的起点，表示在初始状态时，执行障碍检测程序和ＥＥＧ

一级检测程序，机器人为停止状态．

为了更加直观地描述系统状态，只在标识中列出所有存在ｔｏｋｅｎ的库所．当Ｐｅｔｒｉ网模型的外部输

入不同时，Ｐｅｔｒｉ网的状态可达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Ｐｅｔｒｉ网的状态可达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ｔｅｒｅ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ｏｆＰｅｔｒｉｎｅｔ

为了完整地描述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只列出不同控制库所作用下的可达标识状态，省略部分中间

状态．图８中：有向弧上标注的为标识状态转换所需激发的变迁序列；犿犻表示系统的可达标识；犘犼 表示

外部输入库所中存在ｔｏｋｅｎ；犿０ 表示机器人停止运动；４个分支分别表示左转、右转、直行和避障功能的

实现．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满足ＢＣＩ系统所设定的控制策略，并且可以确定当前模型具有活性、可回

复性及无死锁性，逻辑上不存在错误．可达图中部分关键标识为

犿２ ＝ ［犘ＯＴ，犘ＯＹ，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犘ＡＹ］
Ｔ，

犿４ ＝ ［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ＬＮ，犘ＳＹ，犘ＲＮ，犘ＡＮ］
Ｔ，

犿８ ＝ ［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Ｂ，犘ＬＹ，犘ＳＮ，犘ＲＮ，犘ＡＮ］
Ｔ，

犿１０ ＝ ［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Ｂ，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Ｙ，犘ＡＮ］
Ｔ．

上式中：犿２，犿４，犿８，犿１０分别表示机器人避障、直行、左转和右转等运动状态．

３　脑机接口系统犘犲狋狉犻网模型的改进

３．１　扩展子网

为了进一步提高移动机器人的避障效率，将控制策略的步骤３更新如下：当系统检测到障碍物时，

若ＥＥＧ一级检测为空闲，执行自动避障功能；若ＥＥＧ一级检测为非空闲，则根据ＥＥＧ二级检测结果，

执行左避障或右避障．由此建立的ＥＥＧ控制避障决策子网的结构，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当ＥＥＧ一

级检测为空闲时，机器人执行自动避障功能，此时，库所犘ＡＹ中存在一个ｔｏｋｅｎ；当ＥＥＧ一级检测为非空

闲时，如果执行左避障，变迁狋２１被激发，库所犘ＬＡＹ中存在ｔｏｋｅｎ，如果执行右避障，变迁狋２６被激发，库所

犘ＲＡＹ中存在ｔｏｋｅｎ；当避障动作完成后，控制库所犘ＣＡＯ输入一个ｔｏｋｅｎ，变迁狋２２，狋２４，狋２５中的一个被激发，

机器人恢复为非避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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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脑电指令存在识别误差及延时等问题，如果机器人一直运行可能过度偏离路线，为此设计一个

定时器模块，对机器人进行运行３ｓ，停止２ｓ的循环控制．定时器模块的控制策略：定时器１的计时周期

为３ｓ，在计时期间，机器人可以执行直行、左转和右转的动作，定时器１计时满３ｓ后关闭；定时器２开

始计时，机器人进入停止状态，定时器２计时满２ｓ后，进入定时器清零状态；在定时器１计时期间，一

旦检测到障碍物，定时器立刻清零，机器人转为避障状态，避障动作执行完成后，重新开始计时．

定时器Ｐｅｔｒｉ网子网的结构，如图１０所示．图１０中：犘Ｔ１，犘Ｔ２用ｅｘｅ进行标注，分别表示定时器１，定

时器２；犘ＣＴ１Ｏ，犘ＣＴ２Ｏ分别表示定时器１和２完成计时的外部输入；犘ＴＣ表示定时器１和２均不计时的状

态．通过该子网演化可以实现对脑控机器人的步进控制，减少因脑电识别误差带来的影响．

　　　　　　 图９　ＥＥＧ控制避障决策子网的结构 　　　　　　　　 图１０　定时器Ｐｅｔｒｉ网子网的结构

Ｆｉｇ．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Ｅ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ｂｎｅｔ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ｉｍｅｒＰｅｔｒｉｓｕｂｎｅｔ

３．２　扩展全局犘犲狋狉犻网

建立完上述子网后，将新增子网的共享库所添加到全局网的共享库所集，更新后的共享库所集为

｛犘ＯＮ，ＰＯＹ，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ＥＢ，犘ＥＬ，犘ＥＲ，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犘Ｔ１，犘Ｔ２｝．合成的扩展全局Ｐｅｔｒｉ网，如图１１所示．新

增库所的状态，如表２所示．

图１１　合成的扩展全局Ｐｅｔｒｉ网

Ｆｉｇ．１１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ｔｒｉｎｅｔ

表２　新增库所的状态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ｎｅｗｐｌａｃｅ

序号 库所 状态 序号 库所 状态

２８ 犘ＲＡＹ 执行向右避障程序 ３２ 犘ＴＣ 执行定时器清零程序

２９ 犘ＬＡＹ 执行向左避障程序 ３３ 犘ＣＴ１ 定时器１计时满３ｓ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３０ 犘Ｔ１ 执行定时器１程序 ３４ 犘ＣＴ２ 定时器２计时满２ｓ的外部输入（控制库所）

３１ 犘Ｔ２ 执行定时器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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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扩展全局犘犲狋狉犻网的验证

通过可达图算法验证扩展后全局Ｐｅｔｒｉ网的正确性．通过控制库所输入不同的外部信息，可得扩展

全局Ｐｅｔｒｉ网的状态可达图，如图１２所示．图１２中：初始标识犿０＝［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

犘ＡＮ，犘Ｔ２］
Ｔ 表示系统初始时处于停止状态，定时器２开始计时．该可达图从犿１ 所在分支起按顺时针顺

序分别表示避障、直行、右行和左行的可达状态，其中，避障又分为自动避障、左避障和右避障３个部分．

当系统处于初始状态时，定时器２计时，初始标识用灰色标注；当机器人执行避障动作时，定时器１，２均

未计时，避障相关标识用白色标注；当机器人执行直行、左行和右行的动作时，定时器１计时，直行、左行

和右行的标识均用黑色标注．

图１２　扩展全局Ｐｅｔｒｉ网的状态可达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ａｔｅｒｅ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ｏｆ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ｔｒｉｎｅｔ

由图１２可知：扩展后的全局Ｐｅｔｒｉ网具有活性、可回复性及无死锁性，且逻辑上不存在错误．其中部

分关键标识为

犿２ ＝ ［犘ＯＴ，犘ＯＹ，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犘ＡＹ，犘ＴＣ］
Ｔ，

犿４ ＝ ［犘ＯＴ，犘ＯＹ，犘ＥＴ１，犘ＥＢ，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犘ＬＡＹ，犘ＴＣ］
Ｔ，

犿５ ＝ ［犘ＯＴ，犘ＯＹ，犘ＥＴ１，犘ＥＢ，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Ｎ，犘ＲＡＹ，犘ＴＣ］
Ｔ，

犿７ ＝ ［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Ｉ，犘ＬＮ，犘ＳＹ，犘ＲＮ，犘ＡＮ，犘Ｔ１］
Ｔ，

犿１１ ＝ ［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Ｂ，犘ＬＹ，犘ＳＮ，犘ＲＮ，犘ＡＮ，犘Ｔ１］
Ｔ，

犿１３ ＝ ［犘ＯＴ，犘ＯＮ，犘ＥＴ１，犘ＥＢ，犘ＬＮ，犘ＳＮ，犘ＲＹ，犘ＡＮ，犘Ｔ１］
Ｔ．

上式中：犿２，犿４，犿５，犿７，犿１１，犿１３分别描述机器人避障、左避障、右避障、直行、左转和右转的运动状态．

４　结束语

使用Ｐｅｔｒｉ网方法解决脑机接口系统的建模问题，实现机器人直行、左转、右转、左避障、右避障和

自主避障等功能，若需要添加新的共享控制策略和功能，可以在已建好的Ｐｅｔｒｉ网模型上进行修改．通

过建立一个描述新功能的Ｐｅｔｒｉ网子网，并将其与已有的Ｐｅｔｒｉ网进行合成，即可实现对ＢＣＩ系统Ｐｅｔｒｉ

网模型的扩展．通过Ｐｅｔｒｉ网对脑机接口系统的演化可以实时观测系统的运行状态，具有分析和改进控

制策略的作用，提高了脑控机器人在未知复杂环境中的适用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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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的基因?药物

共模块识别

毛玉杰１，魏东１，２，李玉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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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将药物二维化学结构转化为数值序列，计算药物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而构建药物关联网

络；然后，在带有基因网络约束的稀疏偏最小二乘算法的基础上，加入药物关联网络信息，提出伴有基因和药

物关联网络正则约束的稀疏偏最小二乘（ＳＧＤＰＬＳ）算法；最后，将ＳＧＤＰＬＳ算法应用于基因?药物共模块识

别．结果表明：药物关联网络信息的加入能够有效提高所识别的共模块中基因模块与药物模块的相关性，增加

共模块的生物可解释性．

关键词：　偏最小二乘算法；药物关联网络；基因模块；药物模块；基因?药物共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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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上开展了一系列大型的药物筛选实验，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研究项目是癌症细胞系

百科全书（ＣＣＬＥ）
［１］和癌症基因组项目（ＣＧＰ）

［２］，它们分别识别与单个药物有关联的基因组分子特征．

然而，在癌症的治疗中，往往都是多个药物联合使用，因为一个药物对应的靶标基因不止一个，同时，一

个靶标基因所靶向的药物也不止一个［３］．通过探索多个药物与多个基因之间的联系，即模块化分析，可

以更直观地发现高维数据之间隐含的生物信息．胡尊胜等
［４］基于复杂网络，研究蛋白质界面网络中的模

体和模块，有利于研究蛋白质界面网络的形成机制；Ｚｈａｎｇ等
［５］提出稀疏网络正则约束的非负矩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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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型，对ｍｉｃｒｏＲＮＡ?基因共模块进行识别；Ｃｈｅｎ等
［６］提出带有网络正则约束的稀疏偏最小二乘模型

（ＳＮＰＬＳ），对基因?药物共模块进行识别，通过对各模块的分析，有利于发现不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分

子机理．受ＳＮＰＬＳ模型的启发，本文提出伴有基因和药物关联网络正则约束的稀疏偏最小二乘（ＳＧＤ

ＰＬＳ）算法，并将其应用于癌症药物敏感性基因组学数据库中．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从癌症药物敏感性基因组学数据库（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ＧＤＳＣ）中下载了细胞

系的基因表达数据犡１∈犚
６４１×１３３２１和细胞系药物响应数据犡２∈犚

６４１×９５．从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ｏｍｍｏｎｓ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中下载基因关联网络犃，该网络对应的邻接矩阵为犃．从ＮＣＢＩ

ＰｕｂＣｈｅｍ数据库中下载药物的化学结构ＳＤＦ文件，使用ＯｐｅｎＢａｂｅｌＧＵＩ工具箱读取药物ＳＤＦ文件，并

将药物特征转化为分子指纹，通过计算Ｊａｃｃａｒｄ相关系数
［７］，得到药物相似性矩阵犇．将犇中小于０．８

的位置赋值为零，其余位置赋值为１，得到药物关联网络犅，该网络对应的邻接矩阵为犅．为了保证数据

都处于同一数量级，且避免离群数据的出现，对模型中的初始数据犡１ 和犡２ 作了Ｚ?ｓｃｏｒｅ处理．

１．２　伴有基因和药物关联网络正则约束的稀疏偏最小二乘算法

在ＳＮＰＬＳ算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药物关联网络信息，构建ＳＧＤＰＬＳ算法，其流程图如图１所示．图

１中：犎 是药物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对应的化学结构；目标函数（１）中的犔和犆是由邻接矩阵犃 和犅 经过拉普拉

斯矩阵变换得到的［８］．ＳＧＤＰＬＳ算法对权向量犵和犱进行稀疏约束，可以使模型在迭代优化过程中不陷

入过拟合状态，增加识别模块的可解释性．

图１　ＳＧＤＰＬＳ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ＧＤＰＬ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３　犛犌犇犘犔犛模型的求解

图１中的目标函数（１）是一个非凸函数，利用传统的优化算法很难得到模型的全局最优解．Ｃｈｅｎ

等［６］采用交替坐标下降法，通过交替更新犵和犱，求得模型的局部极大值．文中将该方法用于ＳＧＤＰＬＳ

模型的求解，ＳＧＤＰＬＳ模型的求解过程有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　以标准的偏最小二乘模型
［９］ｍａｘ

犵，犱
ｃｏｖ（犡１犵，犡２犱）的解，作为初始变量犵，且狌＝犡１犵．

步骤２　交替更新犵和犱．

固定变量犵，更新变量犱，则

犱狇 ←
ｓｉｇｎ（狕狇）（狘狕狇狘－λ４）＋

２（λ２＋ω）
，　　狇＝１，２，…，犿，　 标准化犱，

狏＝犡２犱．

上式中：（·）＋＝
狓，

０｛，
狓＞０

其他
；狕狇＝狋狇＋２λ２∑

犿

狆＝１

犫狆，狇犱狆

犳狆犳槡 狇

，狋狇 为向量狋＝
１

狆
（犡Ｔ２犡１犵）＝

１

狆
（犡Ｔ２狌）的第狇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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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狆 表示网络犅 对应的度矩阵犉 的狆行，犫狆，狇表示邻接矩阵犅的第狆行，第狇列；ω表示朗格朗日因子．

固定变量犱，更新变量犵，则

犵犼←
ｓｉｇｎ（狕犼）（狘狕犼狘－λ３）＋

２（λ１＋σ）
，　　犼＝１，２，…，狀，　 标准化犵，

狌＝犡１犵．

上式中：狕犼＝狋犼＋２λ１∑
狀

犻＝１

犪犻，犼犵犻

犲犻犲槡 犼

，狋犼表示向量狋＝
１

狆
（犡Ｔ１犡２犱）＝

１

狆
（犡Ｔ１狏）的第犼个元素，犲犻表示网络犃 对

应的度矩阵犈 的第犻行，犪犻，犼表示邻接矩阵犃 的第犻行，第犼列；σ表示朗格朗日因子．

步骤３　重复步骤２直到狌收敛，算法终止．

对目标函数（１）做上述迭代运算，得到权向量犵和犱识别共模块之前，先对犵和犱作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

处理．通过设定阈值犜，筛选共模块的成员．对于基因（药物）模块，选取犵（犱）中比阈值犜１（犜２）大的位置

所对应的基因（药物）作为基因（药物）模块的成员．对于样本模块，首先计算狌＝犡１犵和狏＝犡２犱；然后，对

狌＋狏作标准化处理，取向量中比阈值犜３ 大的位置所对应的样本作为样本模块的成员．在筛选样本、基

因和药物共模块时，设置的阈值分别为犜１＝３，犜２＝３，犜３＝２．阈值过大（小），会使识别出的共模块过小

（大）．模块过大，会导致模块中包含的信息太多，有用的信息不易被挖掘出来；模块过小，则包含的信息

过少，不具有生物可解释性［４］．

２　结果分析

将ＳＧＤＰＬＳ模型用于ＧＤＳＣ数据库，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
［１０］调参，识别出２０个不同的基因?药物

共模块．ＳＧＤＰＬＳ模型识别共模块分布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有１７个样本模块其样本个数分布

在２４～３４范围内（图２（ａ））；有１３个基因模块其基因个数分布在１１１～１５１范围内（图２（ｂ））；１２个药物

模块的药物个数为２（图２（ｃ））．

　 （ａ）样本个数　　　　　　　　　　　（ｂ）基因个数　　　　　　　　　　 （ｃ）药物个数

图２　ＳＧＤＰＬＳ模型识别共模块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ＧＤＰＬＳｍｏｄｅ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ｓ

为了解释文中识别出的共模块具有生物意义，利用Ｒ语言中的ｃｌｕｓｔ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ｒ包对识别出的基因

模块进行ＧＯ生物功能项和ＫＥＧＧ通路富集分析．对于２０个基因模块，有１４个基因模块（７０％）至少

富集一种ＧＯ生物过程；有１２个基因模块（６０％）至少富集一种ＫＥＧＧ通路．例如，第２个共模块，样本

模块包含２８个样本，这些样本主要富集的癌症类型是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癌．第２个共模块生物项的

富集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狆表示富集分数经过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校正后的值．

基因模块包含１０７个基因，这些基因主要富集的ＧＯ生物过程是ＤＮＡ构象变化、核染色体分离、

姐妹染色体分离（图３（ａ）），这些过程都发生在细胞增殖过程中．因为姐妹染色体分离到子细胞的过程

是不可逆的，检测点的缺失会导致染色体不稳定，所以，在细胞周期中，有丝分裂过程最易发生癌变［１１］．

现代医学利用相关药物制止细胞中纺锤体的出现，从而抑制细胞有丝分裂的进行，使细胞分裂停留在

Ｇ０阶段，利用该技术可以有效地遏制癌细胞的恶性增殖和扩散．另外，基因模块主要富集的ＫＥＧＧ通

路为上皮细胞的细菌侵入、小细胞肺癌、细胞周期、焦点粘连、同源重组等细胞生化过程（图３（ｂ）），这些

生化过程对癌症的产生和转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药物模块包含２个药物，即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和ＲＤＥＡ１１９．

３２１第１期　　　　　　　　　　　 毛玉杰，等：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的基因?药物共模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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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ｉｃｈｉｒｏｈ等
［１２］指出，药物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已在临床上被证实可以用于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药物ＲＤＥＡ１１９

［１３］

是一种 ＭＥＫ抑制剂，ＭＥＫ是一种磷酸化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的激酶，ＭＥＫ酶的靶标ＥＲＫ

具有高选择性，且可以驱动细胞增殖，从而实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研究表明，该药物对

组织的选择性，可以降低其对中枢神经的毒副作用，且口服性的 ＭＥＫ抑制剂ＲＤＥＡ１１９已在临床上被

开发应用，有效地推动了药代动力学的发展［１４］．

　　　　　　（ａ）ＢＰ　　　　　　　　　　　　　　　　　　　　　（ｂ）ＫＥＧＧ

图３　第２个共模块生物项的富集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ｔｅｍ

３　犛犌犇犘犔犛算法与犛犖犘犔犛算法的比较

为了展示药物关联网络在ＳＧＤＰＬＳ算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ＳＮＰＬＳ算法也用于同样的数据集

上，分别计算２种算法识别出来的２０个基因?药物共模块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如图４所示．

（ａ）相关性分布箱线图　　　　　　　　　　　　　　（ｂ）单个模块相关性柱状图　　　　　

图４　两种算法共模块皮尔逊相关性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ｏｄｕｌｅ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由图４可知：ＳＧＤＰＬＳ算法识别的大部分共模块（６５％）比ＳＮＰＬＳ算法具有更好的相关性，说明由

药物二维化学结构构造的药物关联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共模块中基因模块和药物模块数据模

式的相似性，使共模块更具生物意义．

４　结束语

提出了ＳＧＤＰＬＳ算法，并深入挖掘多个基因和多个药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针对ＳＧＤＰＬＳ算法和

ＳＮＰＬＳ算法，独立识别出的２０个基因?药物共模块，从共模块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生物意义角度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ＳＧＤＰＬＳ算法识别的共模块中，有６５％比ＳＮＰＬＳ算法识别的共模块具有更高的

相关性．由此可见，药物关联网络信息的加入增强了ＳＧＤＰＬＳ算法识别模块的相关性，有助于发现潜在

的药物靶标．同时，ＳＧＤＰＬＳ算法有望应用于其他领域中，进行高维数据的降维，如航天遥感数据、金融

市场交易数据，用以发现数据的本质结构［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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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α次殆星映射的一类有界构造

王洁，林珍连，王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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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凸映射的构造方法，给出单位球Β２ 上的α次殆星映射的有界构造，推广单位球Β２ 上星形映射的

结果．作为应用，建立α次殆星映射与Ｌｅｗｎｅｒ链的关系，从Ｌｅｗｎｅｒ链角度刻画Β２ 上α次殆星映射的性质，

且给出犳为α次殆星映射的两个等价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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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ｌｍｏｓｔ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ｏｒｄｅｒαａｎｄｔｈｅ

Ｌｅｗｎｅｒｃｈａ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ｍｏｓｔ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ｏｒｄｅｒαｏｎΒ
２ａ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ｗｎｅｒ

ｃｈａｉｎａｎｄｔｗ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犳ｉｓａｌｍｏｓｔ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ｏｒｄｅｒαａｒｅｇｉｖｅ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ｉｈ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ａｌｍｏｓｔ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ｏｒｄｅｒα；ｓｔａｒｌｉｋ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Ｌｅｗｎｅｒｃｈａｉｎ

１　预备知识

用犆狀 表示狀 维复欧氏空间，具有内积〈狕，ω〉＝∑
狀

犼＝１

狕犼珔ω犼，犼＝１，…，狀，其相应的范数‖狕‖＝

〈狕，狕槡 〉．符号“′”表示转置；Β
狀＝｛狕∈犆

狀：‖狕‖＜１｝表示单位球；Β
狀 表示Β

狀 的边界；当狀＝１时，犇＝Β
１

表示单位圆盘；犎（Ω，犆
狀）表示从Ω犆

狀 到犆狀 中所有全纯映射的全体．犳∈犎（Ω，犆
狀）为Ω上的局部全纯

映射，如果犳的Ｊａｃｏｂｉ矩阵犑犳（狕）＝
犳犼
狕（ ）

犽 １≤犼，犽≤狀

在每一点狕∈Ω都非奇异，称犳∈犎（Ω，犆
狀）为Ω上的双

全纯映射；如果犳的逆映射犳
－１存在，且在犳（Ω）上全纯，称犳∈犎（Ω，犆

狀）为Ω上的正规化双全纯映射；

如果犳双全纯，且犳（０）＝０，犑犳（０）＝犐狀，其中，犐狀 为狀阶单位方阵．

在单复变几何函数论中，正实部函数是极为重要的函数族，记为犘
［１］，则有

犘＝ 犳∈犎（犇，犆）：犳（０）＝０，Ｒｅ
犳（狕）

狕
＞｛ ｝０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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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犘推广到多复变的单位球Β
狀 上，记为犕，则有

犕＝ ｛犳∈犎（Β
狀，犆狀）：犳（０）＝０，Ｒｅ〈犳（狕），狕〉＞０｝．

　　定义１
［２?４］
　设犳：Β

狀
→犆

狀 为正规化局部双全纯映射，称犳为Β
狀 上的星形映射，若Ｒｅ〈犑－１犳 （狕）犳（狕），

狕〉＞０，则对任意狕∈Β
狀
＼｛０｝成立．

定义２
［５６］
　设犳：Β

狀
→犆

狀 为正规化局部双全纯映射，０≤α＜１，称犳为单位球Β
狀 上的α次殆星映

射，若Ｒｅ［珔狕′犑
－１
犳 （狕）犳（狕）］≥α‖狕‖

２，则对任意狕∈Β
狀 成立．

注１　当α＝０，定义２即为单位球Β
狀 上的星形映射［７８］．

文献［９］利用Ω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泛函ρ（狕）给出另一种星形映射及α次殆星映射的定义．由以上定义

可知，若犳是Ω 上的α次殆星映射，则犳必是Ω 上的星形映射．

定义３
［１０１１］

　设｛犳（狕，狋）｝狋≥０，狕∈Β狀为一个全纯映射族，犳（０，狋）＝０，犑犳（０，狋）＝ｅｘｐ（狋）犐狀．如果对于任意

０≤狊≤狋＜＋∞都有犳（·，狊）犳（·，狋），即存在全纯映射狏＝狏（·，狊，狋），且狏∈犎（Β
狀，犆狀），使得‖狏‖＜

１，狏（０，狊，狋）＝０，犳（狕，狊）＝犳（狏（狕，狊，狋），狋），０≤狊≤狋＜＋∞，狕∈Β
狀．如果犳（·，狋）为Β

狀 上的双全纯映射，则

称从属链｛犳（狕，狋）｝狋≥０为Ｌｅｗｎｅｒ链．

星形映射及其子族是多复变数几何函数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如何构造这些映射的例子十分重

要［１２１３］．文中给出Β
２ 上α次殆星映射的有界构造，应用这类有界映射，可得到α次殆星映射与Ｌｅｗｎｅｒ

链的关系，文中结果推广了Β
２ 上星形映射的结果．

设犳（狕１，狕２）＝（狕１＋λ狕
犿
２，狕２），狕∈Β

２，犿为正整数且犿≥２，则以下３个命题彼此等价：１）犳为Β
２ 上

的α次殆星映射；２）｜λ｜≤
（１－α）（犿＋１）

犿＋１
２

（犿－１）犿
犿
２

；３）犵（狕，狋）＝ｅｘｐ（
１

１－α
狋）犳 ｅｘｐ（

α
α－１

狋）（ ）狕 是Β
２ 上的

Ｌｅｗｎｅｒ链．

２　两个引理

为证明以上主要结论，需引入以下２个引理．

引理１　设犿为正整数，且犿≥２，若φ（狓）＝狓（１－狓
２）

犿
２，则有

ｍａｘ
狓∈［０，１］

φ（狓）＝φ
１

犿＋槡
（ ）

１
＝

犿
犿
２

（犿＋１）
犿＋１
２

．

　　证明：因为φ′（狓）＝（１－狓
２）

犿
２ －犿狓２（１－狓２）

犿
２－１＝［１－（犿＋１）狓２］（１－狓２）

犿
２－１，所以φ（狓）在

０，
１

犿槡
［ ］

＋１
上单调递增，在

１

犿槡 ＋１
，［ ］１ 上单调递减，从而有ｍａｘ

狓∈［０，１］
φ（狓）＝φ

１

犿槡
（ ）

＋１
＝

犿
犿
２

（犿＋１）
犿＋１
２

．

引理２
［１４］
　设映射族犳（狕，狋）＝ｅｘｐ（狋）狕＋…：Β

狀×［０，＋∞）→犆
狀 满足以下条件：１）对任意的狋≥０，

犳（·，狋）∈犎（Β
狀，犆狀）；２）对任意的狕∈Β

狀，犳（狕，·）在［０，＋∞）上绝对连续．

设映射犺：Β
狀×［０，＋∞）→犆

狀 满足以下２个条件：１）对任意的狋≥０，犺（·，狋）∈犕；２）对任意的狕∈

Β
狀，犺（狕，·）在［０，＋∞）上可测，对几乎所有的狋≥０，有

犳
狋
（狕，狋）＝犑犳（狕，狋）·犺（狕，狋），同时，存在映射犌∈

犎（Β
狀，犆狀）和非负的递增于无穷序列｛狋犿｝，使ｌｉｍ

犿→＋∞
ｅｘｐ（－狋犿）犳（狕，狋犿）＝犌（狕）在Β

狀 上局部一致存在，则

｛犳（狕，狋）｝狋≥０是一个Ｌｅｗｎｅｒ链．

３　主要结果

定理１　设犿为正整数且犿≥２，则全纯映射犳（狕１，狕２）＝（狕１＋λ狕
犿
２，狕２）为Β

２ 上的α次殆星映射，当

且仅当｜λ｜≤
（１－α）（犿＋１）

犿＋１
２

（犿－１）犿
犿
２

．

证明：显然犳（狕１，狕２）是Β
２ 上的正规化双全纯映射，且犳在犆

２ 上全纯，由定义１可知，要证明犳为

Β
２ 上的α次殆星映射，只需证明

Ｒｅ［珔狕′犑－
１
犳 （狕）犳（狕）］≥α‖狕‖

２，　　狕∈Β
狀． （１）

７２１第１期　　　　　　　　　　　　　　王洁，等：Β２ 上α次殆星映射的一类有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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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调和函数的最小模原理可知，只需证明式（１）对狕∈Β
狀 成立，则有

Ｒｅ［珔狕′犑－
１
犳 （狕）犳（狕）］≥α． （２）

　　事实上，任意取狕＝ξ狌，ξ∈珡犇，珡犇为闭的单位圆盘，则式（１）等价于

Ｒｅ［ξ狌′犑
－１
犳 （ξ狌）犳（ξ狌）］≥α狘ξ狘

２，

即 η（ξ）＝Ｒｅ
珋
ξ′犑

－１
犳 （ξ狌）犳（ξ狌）［ ］
ξ

－α≥０．

　　注意到η（ξ）是关于ξ在珡犇 上的调和函数，由最小模原理可知，只需η（ξ）≥０，则对于任意ξ∈犇 成

立，即证明式（２）成立．经计算可得

犑－１犳 （狕）＝
１ －犿λ狕

犿－１
２烄

烆

烌

烎０ １
．

　　由式（２）可知，犳为Β
２ 上的α次殆星映射，当且仅当

Ｒｅ［珔狕′犑－
１
犳 （狕）犳（狕）］－α＝Ｒｅ［狘狕１狘

２
＋λ（１－犿）珔狕

１
狕犿
２ ＋狘狕２狘

２］－α≥０，

即 （１－α）＋（１－犿）Ｒｅ（λ珔狕１狕
犿
２）≥０．

　　由于｜狕１｜
２＋｜狕２｜

２＝１，｜狕２｜＝ １－｜狕１｜槡
２，故有

Ｒｅ（λ珔狕１狕
犿
２）≤狘λ狘狘狕１狘（１－狘狕１狘

２）
犿
２，

从而犳为Β
２ 上的α次殆星映射，当且仅当

狘λ狘≤
１－α

（犿－１） ｍａｘ
０≤狘狕１狘≤１

狘狕１狘（１－狘狕１狘
２）

犿
２

．

　　由引理１可得

狘λ狘≤
（１－α）（犿＋１）

犿＋１
２

（犿－１）犿
犿
２

．

　　当α＝０时，可得到推论１．

推论１　设犿为正整数，且犿≥２，则犳（狕１，狕２）＝（狕１＋λ狕
犿
２，狕２）为Β

２ 上的星形映射，当且仅当｜λ｜≤

（犿＋１）
犿＋１
２

（犿－１）犿
犿
２

．

注２　当犿＝２时，｜λ｜≤
槡３３
２
，此结果由文献［７］给出．

定理２　设犳（狕１，狕２）＝（狕１＋λ狕
犿
２，狕２），（狕１，狕２）∈Β

２，犿为正整数，且犿≥２，以下３个命题彼此等价：

１）犳为Β
２ 上的α次殆星映射；２）｜λ｜≤

（１－α）（犿＋１）
犿＋１
２

（犿－１）犿
犿
２

；３）犵（狕，狋）＝ｅｘｐ（
１

１－α
狋）犳 ｅｘｐ（

α
α－１

狋）（ ）狕 为

Β
２ 上的Ｌｅｗｎｅｒ链．

证明：由定理１可知，命题１）命题２），因此，只需证明命题２）命题３）．易见，对于任何的狋≥０，

犵（·，狋）∈犎（Β
２，犆２），犵（０，狋）＝０，犑犵（０，狋）＝ｅｘｐ（狋）犐２，犵（狕，狋）∈犆

∞（Β
２×［０，＋∞）），且有

ｌｉｍ
狋→∞
ｅｘｐ（－狋）犵（狕，狋）＝ｌｉｍ

狋→∞
ｅｘｐ（

α
１－α

狋）犳ｅｘｐ（
α

α－１
狋）（ ）狕 ＝

ｌｉｍ
狋→∞
ｅｘｐ（

α
１－α

狋）ｅｘｐ（
α

α－１
狋）狕１＋λｅｘｐ（

α犿

α－１
狋）狕犿２，ｅｘｐ（

α
α－１

狋）狕（ ）２ ＝
ｌｉｍ
狋→∞

狕１＋λｅｘｐ（
（犿－１）α
α－１

狋）狕犿２，狕（ ）２ ＝狕．
　　注意到

犵（狕，狋）＝ｅｘｐ（
１

１－α
狋）犳ｅｘｐ（

α
α－１

狋）（ ）狕 ＝
ｅｘｐ（

１

１－α
狋）ｅｘｐ（

α
α－１

狋）狕１＋λｅｘｐ（
α犿

α－１
狋）狕犿２，ｅｘｐ（

α
α－１

狋）狕（ ）２ ＝
ｅｘｐ（狋）狕１＋λｅｘｐ（

（犿－１）α
α－１

狋）狕犿２，狕（ ）２ ，

８２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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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

犵（狕，狋）

狋
＝ｅｘｐ（狋）狕１＋

λ（α犿－１）

α－１
ｅｘｐ（

（犿－１）α
α－１

狋）狕犿２，狕（ ）２ ，

犑－１犵 （狕，狋）＝
ｅｘｐ（－狋） －犿λｅｘｐ（

犿α－２α＋１

α－１
狋）狕犿－１２

０ ｅｘｐ（－狋

烄

烆

烌

烎）
．

　　令犺（狕，狋）＝犑
－１
犵 （狕，狋）·

犵（狕，狋）

狋
，经计算可得

犺（狕，狋）＝ 狕１＋
λ（犿－１）

α－１
ｅｘｐ（

（犿－１）α
α－１

狋）狕犿２，狕（ ）２ ．
　　因此，犵（狕，狋）是Β

２ 上的Ｌｅｗｎｅｒ链，当且仅当Ｒｅ〈犺（狕，狋），狕〉＞０，狕∈Β
２，狋≥０，从而有

Ｒｅ〈犺（狕，狋），狕〉＝狘狕狘
２
＋
犿－１

α－１
ｅｘｐ（

（犿－１）α
α－１

狋）Ｒｅ（λ珔狕１狕
犿
２）＋狘狕２狘

２
＞０．

　　由类似定理１的方法可得

狘λ狘≤
（１－α）（犿＋１）

犿＋１
２

（犿－１）犿
犿
２

．

　　注３　当α＝０时，此结果由文献［１５］的引理２．３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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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背景的下近似协调与粒协调的关系

陈东晓１，李进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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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形式背景中引入上、下近似算子和上、下近似协调集引入证据理论的信任函数与似然函数，讨论它

们与上、下近似协调集的关系，进而得到决策形式背景的下近似协调与粒协调是等价的．

关键词：　形式背景；近似算子；近似协调集；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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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概念分析（ＦＣＡ）是由德国数学家 Ｗｉｌｌｅ
［１］提出的一种分析数据的有效工具，它的核心是形式背

景和概念格．形式背景是由对象集、属性集以及对象和属性之间的二元关系构成的．而概念格是将形式

背景里的对象子集和属性子集以一种概念层次体现出来．近年来，形式概念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概念认

知、知识提取等领域．形式背景是形式概念分析中数据的组织形式，由对象集、属性集与两者之间的一个

二元关系组成．形式背景中有３种基本的模态逻辑算子，即充分性算子、必要性算子和可能性算子
［２］．

Ｗｉｌｌｅ利用充分性算子，建立起对象幂集和属性幂集间的一个伽罗瓦连接，给出了形式概念的定义．一个

形式背景中，所有形式概念构成一个完备格，称为概念格．因此，形式概念分析也被称为概念格理论．必

要性算子和可能性算子分别就是粗糙集理论［３］中的下近似算子和上近似算子．利用上、下近似算子，

Ｙａｏ
［４］给出了对象定向概念格的定义，Ｇｅｄｉｇａ等

［２］定义了属性定向概念．通过对照形式概念的研究，对

象定向概念格和属性定向概念格也取得了许多研究结果．Ｓｈａｏ等
［５］研究了对应的属性约简问题，给出

了约简的算法．形式背景上的模态逻辑算子在一定意义下可以相互转换，这为概念格理论与粗糙集理论

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在形式背景中，粗糙集理论与概念格理论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形式背

景中粗糙集近似本质上是广义近似空间中的粗糙运算，它的一个特点是近似集和被近似集不在同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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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粗糙集理论的一个主要应用是提取决策规则，它要求近似集和被近似集必须在同一论域．为了在形

式背景中利用粗糙集方法导出决策规则，Ｌｉ等
［６７］在形式背景中给出了几种修正的粗糙近似，针对其中

一种粗糙近似运算研究了基于决策规则的属性约简问题．Ｄｅｍｐｓｅｒ?Ｓｈａｆｅｒ证据理论以基本概率分配为

基础，利用信任函数和似然函数构成的不确定区间刻画证据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集合的信任测度和似

然测度可以看成是对该集合的不确定性的定量刻画，而同一集合的上近似和下近似可以看成是对该集

合所表示信息的定性描述，那么证据理论与粗糙集理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８１０］．文献［１１?１７］研究了

利用证据理论刻画信息系统、决策信息系统中的属性约简问题，文献［１８?２２］分别通过建立一对覆盖近

似算子与信任函数、似然函数的联系以讨论覆盖决策信息系统的约简．在形式背景中，概念格理论与粗

糙近似理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２３］，同样可以利用证据理论刻画形式背景的属性约简问题．本文给出形

式背景下的一种粗糙近似集定义，通过定义信任函数和似然函数，给出下近似协调集的等价结论，讨论

了下近似协调集的约简，定义了上、下近似核心属性，并给出充要条件．最后，定义了下近似协调的决策

形式背景，并得到决策形式背景的下近似协调与粒协调是等价的．

１　基本概念和定理

定义１
［１，２４］

　形式背景（犝，犃，犐），其中，犝 为对象集，犃为属性集，犐为犝 与犃 之间的二元关系，（狓，

犪）∈犐，表示对象狓具有属性犪，也记为狓犐犪．

设犡犝，犅犃，定义在形式背景（犝，犃，犐）上的算子，即

犡
＝ ｛犪∈犃狘狓∈犡，狓犐犪｝，　　犅


＝ ｛狓∈犝狘犪∈犅，狓犐犪｝．

　　特别地，对于任意狓∈犡，记｛狓｝＝狓，对任意犪∈犅，记｛犪｝＝犪，因而有犡＝｛犪∈犃｜犡犪｝＝

∩
狓∈犡
狓，犅＝｛狓∈犝｜犅狓｝＝∩

犪∈犅
犪．称（犡，犅）为形式背景（犝，犃，犐）上的一个形式概念（简称概念），其

中，犡＝犅，犅＝犡，称犡为概念的外延，犅为概念的内涵．所有的概念构成的集合叫做一个概念格，记

为犔（犝，犃，犐），记外延全体犔犝（犝，犃，犐）＝｛犡 （犡，犅）∈犔（犝，犃，犐）｝，内涵全体犔犃（犝，犃，犐）＝｛犅 （犡，

犅）∈犔（犝，犃，犐）｝．

命题１
［２４］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狓∈犝，犪∈犃，则有狓＝（狓）犃＝∩ 犡 狓∈犡｛ ，

犡∈犔犝（犝，犃，犐 ｝），犪
＝（犪）犝＝∩ 犅犪∈犅，犅∈犔犃（犝，犃，犐 ｝｛ ）．

命题２
［２４］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犡∈犔犝（犝，犃，犐），犅∈犔犃（犝，犃，犐），则犡＝∪

狓∈犡
狓，犅＝

∪
犪∈犅
犪．

利用粗糙集理论中的上、下近似算子的定义，引入定义２．

定义２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犡犝，犡 的上近似和下近似定义为下近似犚（犡）＝｛狓∈

犝 狓 ｝犡 ，上近似珚犚（犡）＝｛狓∈犝 狓∩犡 ｝≠ ．集合ＢＮ（犡）＝珚犚（犡）－犚（犡）称为犡的边界．

根据定义２有如下结论．

定理１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犡犝，犢犝，则有如下结论：

１）犚（）＝，犚（犝）＝犝，珚犚（）＝，珚犚（犝）＝犝；

２）犚（犡）犡珚犚（犡）；

３）犚 犡∩（ ）犢 ＝犚（犡）∩犚（犢），珚犚 犡∪（ ）犢 ＝珚犚（犡）∪珚犚（犢）；

４）犚 犡∪（ ）犢 犚（犡）∪犚（犢），珚犚 犡∩（ ）犢 珚犚（犡）∩珚犚（犢）；

５）犚（～犡）＝～珚犚（犡），珚犚（～犡）＝～犚（犡）；

６）犚（犚（犡））＝犚（犡），珚犚（珚犚（犡））＝珚犚（犡）．

证明：容易直接根据定义２证得．

犅犃，定义犡犅＝｛犪∈犅｜狓∈犡，狓犐犪｝，犆犅＝｛狓∈犝｜犪∈犆，狓犐犪｝，其中，犡犝，犆犅，容易

得到犡犅＝犡
∩犅，且有犡犃＝犡．

命题３
［３］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犆犅犃，则犡犝，狓∈犝，有

１）犡犆犡
犅犡

犃，狓犆狓犅狓犃；

２）犡犃犃犡
犅犅犡

犆犆，狓犃犃狓犅犅狓犆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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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犆犅＝犆犃．

定义犚犅（犡）＝｛狓∈犝 狓
犅犅 ｝犡 ，珚犚犅（犡）＝｛狓∈犝 狓

犅犅∩犡 ｝≠ ，由命题３有如下结论．

定理２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犡犝，犅犃，有犚犅（犡）犚犃（犡），珚犚犃（犡）珚犚犅（犡）．

证明：由于狓∈犡，狓犃犃狓犅犅，狓∈犚犅（犡），有狓
犅犅犡，所以狓犃犃犡，狓∈犚犃（犡），即

犚犅（犡）犚犃（犡）．狓∈珚犚犃（犡），有狓
犃犃∩犡≠，故狓犅犅∩犡≠，狓∈珚犚犅（犡），即珚犚犃（犡）珚犚犅（犡）．

定理３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犡犝，则犚（犡）＝ ∪
狓∈犚（犡）

狓且～犚（犡）＝犚（～犡）＝

∪
狓∈犚（～犡）

狓．若犡∈犔犝（犝，犃，犐），则有犚（犡）＝犡．

证明：对于犡犝，显然有犚（犡） ∪
狓∈犚（犡）

狓．狓∈犚（犡），狔∈狓，则有狔狓犡，因此

狔∈犚（犡），进而狓犚（犡），∪
狓∈犚（犡）

狓犚（犡），于是有犚（犡）＝ ∪
狓∈犚（犡）

狓．根据定理１，易得～犚（犡）＝

犚（～犡）＝ ∪
狓∈犚（～犡）

狓．

由命题２可知，犡∈犔犝（犝，犃，犐），则有犡＝∪
狓∈犡
狓，故狓∈犡，狓犡，即有狓∈犚（犡），所以犡∈

犚（犡）．由定理１可知，犚（犡）犡，故有犚（犡）＝犡．

２　形式背景的上、下近似协调集

定义３
［８９］
　设犝 是非空论域，集值函数犿：犘（犝）→［０，１］称为ｍａｓｓ函数，如果它满足如下性质：１）

犿（）＝０；２）犿（犡）≥０，犡犝；３）∑
犡犝

犿（犡）＝１．

若犿（犡）＞０，称犡是犿 的焦元，记犕＝｛犡犝 犿（犡）＞ ｝０ ，序对（犕，犿）为犝 上的一个信任结构．

定义４
［８９］
　设（犕，犿）称为犝 上的一个信任结构，集函数Ｂｅｌ：犘（犝）→［０，１］称为犝 上的信任函数，

Ｂｅｌ（犡）＝∑
犢犡

犿（犢），犡犝．集函数Ｐｌ：犘（犝）→［０，１］称为犝 上的似然函数，Ｐｌ（犡）＝ ∑
犢∩犡≠

犿（犢），

犡犝．

同一信任结构导出的信任函数和似然函数对偶，即Ｐｌ（犡）＝１－Ｂｅｌ（～犡），且Ｂｅｌ（犡）≤Ｐｌ（犡）．

粗糙集理论和Ｄｅｍｐｓｔｅｒ?Ｓｈａｆｅｒ证据理论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以下定理４表明，经典的信念和似然

函数可以用Ｐａｗｌａｋｓ集合的上、下近似来表示．

定理４　假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犡犝，记Ｂｅｌ犃（犡）＝犘（犚犃（犡））＝
｜犚犃（犡）｜

｜犝｜
，Ｐｌ犃（犡）＝

犘（珚犚犃（犡））＝
｜珚犚犃（犡）｜
｜犝｜

，则Ｂｅｌ犃（犡），Ｐｌ犃（犡）是犝 上一对对偶的信任函数与似然函数，其对应的 ｍａｓｓ

函数为犿（犢）＝犘（犼（犢））＝
｜犼（犢）｜
｜犝｜

，其中，犼（犢）＝｛狔∈犝 狔＝ ｝犢 ．

证明：Ｂｅｌ犃（犡）＝犘（犚犃（犡））＝
｜犚犃（犡）｜

｜犝｜
＝
１

｜犝｜
｛狓∈犝 狓 ｝犡 ＝

１

｜犝｜ ∑
狓


犡

狘狓狘＝
１

狘犝狘
×

∑
狓


犡

狘犼（狓）狘＝ ∑
狓


犡

狘犼（狓）狘
狘犝狘

＝∑
犢犡

狘犼（犢）狘
狘犝狘

＝∑
犢犡

犿（犢）．

定义５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犅犃，若犡∈犔犝（犝，犃，犐），都有犚犃（犡）＝犚犅（犡），则称犅

是下近似协调集，若犅的所有真子集都不是下近似协调集，则称犅是下近似约简集；若犡∈犔犝（犝，犃，

犐），都有珚犚犃（犡）＝珚犚犅（犡），则称犅是上近似协调集，若犅的所有真子集都不是上近似协调集，则称犅是

上近似约简集．

定理５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犅犃，则犅为下近似协调集当且仅当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犃（犡）．犅为下近似约简集当且仅当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犃（犡），且 犆犅，有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犆（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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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已知犅犃为下近似协调集，即犡∈犔犝（犝，犃，犐），犚犃（犡）＝犚犅（犡），则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狘犚犅（犡）狘

狘犝狘
＝ ∑

犡∈犔犝
（犝，犃，犐）

狘犚犃（犡）狘

狘犝狘
＝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犃（犡）．

反之，犡∈犔犝（犝，犃，犐），有犚犅（犡）犚犃（犡），所以Ｂｅｌ犅（犡）≤Ｂｅｌ犃（犡），故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犃（犡），又已知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犃（犡），所以有Ｂｅｌ犅（犡）＝Ｂｅｌ犃（犡），进而有

｜犚犅（犡）｜＝｜犚犃（犡）｜，故犚犅（犡）＝犚犃（犡），即犅为下近似协调集．

犆犅，犅 是下近似约简集，犡∈犔犝（犝，犃，犐），犚犆（犡）犚犅（犡），故 Ｂｅｌ犆（犡）≤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犆（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若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犆（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则犆是下近似协调

集，由于犅是下近似约简集，与之矛盾．因而有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犆（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反之，若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犃（犡），且 犆犅，有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Ｂｅｌ犆（犡），则犅是下近似协调集，且犆不是下近似协调集，即犅是下近似约简集．

定理６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犅犃，则犅为上近似协调集当且仅当 ∑
犡∈犔犝

（犝，犃，犐）

Ｐ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Ｐｌ犃（犡）．犅为上近似约简集当且仅当 ∑
犡∈犔犝

（犝，犃，犐）

Ｐ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Ｐｌ犃（犡），且 犆 犅，有

∑
犡∈犔犝

（犝，犃，犐）

Ｐｌ犅（犡）＜ ∑
犡∈犔犝

（犝，犃，犐）

Ｐｌ犆（犡）．

证明：与定理５证明类似．

定义６
［２４］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犅犃，若狓∈犝，狓犅犅＝狓犃犃，则称犅是（犝，犃，犐）的

粒协调集．

定理７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犅犃，则犅为下近似协调集当且仅当犅 为粒协调集．

证明：犅是下近似协调集，则有犡∈犔犝（犝，犃，犐），都有犚犃（犡）＝犚犅（犡），所以狓∈犝，狓
犃犃＝

犚犃（狓
犃犃）＝犚犅（狓

犃犃），故狓∈犚犅（狓
犃犃），狓犅犅狓犃犃，又狓∈犝，狓犃犃狓犅犅，即狓犃犃＝

表１　形式背景（犝，犃，犐）

Ｔａｂ．１　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犝，犃，犐）

犝 犪 犫 犮 犱 犲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３ １ １ ０ ０ １

４ ０ １ １ １ ０

５ １ ０ ０ ０ １

狓犅犅，犅是（犝，犃，犐）的粒协调集．

反之，如果狓∈犝，狓犃犃 ＝狓犅犅，犡∈犔犝（犝，犃，犐），

狓∈犚犃（犡），则狓
犃犃犡，于是狓犅犅犡，进而狓∈犚犅（犡），

故有犚犃（犡）犚犅（犡），由定理１可知，犚犅（犡）犚犃（犡），于是有

犚犃（犡）＝犚犅（犡），即犅为下近似协调集．

例１　设（犝，犃，犐）为一个形式背景，犝＝｛１，２，３，４，５｝，犃＝

｛犪，犫，犮，犱，犲｝．形式背景，如表１所示．

该形式背景中，对应的形式概念为犔（犝，犃，犐）＝｛（犝，），

（１３４，犫），（２３５，犪犲），（２４，犮），（１４，犫犱），（３，犪犫犱），（２，犪犮犲），（４，犫犮犱），（，犃）｝．取犅＝｛犪，犫，犮，犱｝，验证得

犚犃（｛１３４｝）＝犚犅（｛１３４｝）＝ ｛１，３，４｝，　　犚犃（｛２３５｝）＝犚犅（｛２３５｝）＝ ｛２，３，５｝，

犚犃（｛２４｝）＝犚犅（｛２４｝）＝ ｛２，４｝，　　犚犃（｛１４｝）＝犚犅（｛１４｝）＝ ｛１，４｝，

犚犃（｛３｝）＝犚犅（｛３｝）＝ ｛３｝，　　犚犃（｛２｝）＝犚犅（｛２｝）＝ ｛２｝，　　犚犃（｛４｝）＝犚犅（｛４｝）＝ ｛４｝，

即犅是下近似协调集．由文献［２４］容易验证犅是粒协调集．

３　决策形式背景的上、下近似协调集

定义７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其中，（犝，犃，犐）和（犝，犇，犑）都是形式背景，犃称为

条件属性集，犇称为目标属性集．犅犃，若犢∈犔犝（犝，犇，犑），都有犚犃（犢）＝犚犅（犢），则称犅是下近似协

调集；若犅的所有真子集都不是下近似协调集，则称犅是下近似约简集．（犝，犃，犐，犇，犑）的所有下近似

３３１第１期　　　　　　　　　　　　 陈东晓，等：形式背景的下近似协调与粒协调的关系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约简集的交称为下近似核心属性集，记为Ｃｏｒｅ犔（犃，犇）．

定义８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犅犃，若犢∈犔犝（犝，犇，犑），则都有珚犚犃（犢）＝

珚犚犅（犢），则称犅是上近似协调集；若犅的所有真子集都不是上近似协调集，则称犅 是上近似约简集．

（犝，犃，犐，犇，犑）的所有上近似约简集的交称为上近似核心属性集，记为Ｃｏｒｅ犝（犃，犇）．

定理８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犅犃，犢∈犔犝（犝，犇，犑），则犚犃（犢）＝犚犅（犢），当

且仅当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犅 为下近似约简集，当且仅当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且 犆犅，有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犆（犢）．

证明：已知犢∈犔犝（犝，犇，犑），犚犃（犢）＝犚犅（犢），则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狘犚犃（犢）狘

狘犝狘
＝

∑
犢∈犔犝

（犝，犇，犑）

狘犚犅（犢）狘

狘犝狘
＝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

反之，犢∈犔犝（犝，犇，犑），有犚犅（犢）犚犃（犢），所以有Ｂｅｌ犅（犢）≤Ｂｅｌ犃（犢），故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又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所以Ｂｅｌ犃（犢）＝Ｂｅｌ犅（犢），进而｜犚犃（犢）｜＝

｜犚犅（犢）｜，故犚犃（犢）＝犚犅（犢），即犅为下近似协调集．

定理９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犅犃，犢∈犔犝（犝，犇，犑），则珚犚犃（犢）＝珚犚犅（犢），当

且仅 当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犢）；犅 为 上 近 似 约 简 集 当 且 仅 当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犢），且 犆犅，有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犆（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

证明：已知犢∈犔犝（犝，犇，犑），珚犚犅（犢）＝珚犚犃（犢），则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狘珚犚犅（犢）狘
狘犝狘

＝

∑
犢∈犔犝

（犝，犇，犑）

狘珚犚犃（犢）狘
狘犝狘

＝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犢）．

反之，犢 ∈犔犝（犝，犇，犑），有珚犚犃（犢）珚犚犅（犢），所以有Ｐｌ犃（犢）≤Ｐｌ犅（犢），故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又已知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所以Ｐｌ犃（犢）＝Ｐｌ犅（犢），进而｜珚犚犃（犢）｜＝

｜珚犚犅（犢）｜，故珚犚犃（犢）＝珚犚犅（犢），即犅为下近似协调集．

定义９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犪∈犃 在犃 中的重要度为 Ｓｉｇ犃＼｛犪｝｛犪｝＝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犪｝（犢）．

定义１０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犅犃，犪∈犃＼犅对于犅 的重要度为Ｓｉｇ犅｛犪｝＝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犪｝（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犅（犢）．

定理１０　Ｃｏｒｅ犔（犃，犇）＝｛犪∈犃 Ｓｉｇ犃＼｛犪｝｛犪｝＞０｝．

证明：对于任意犪∈Ｃｏｒｅ犔（犃，犇），则犃＼｛犪｝不是下近似协调集，否则犃＼｛犪｝至少包含一个上近似约

简集，则该约简集不包含犪，与犪∈Ｃｏｒｅ犔（犃，犇）相矛盾．根据定理８可知，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犪｝（犢），故有Ｓｉｇ犃＼｛犪｝｛犪｝＞０．

反之，如果Ｓｉｇ犃＼｛犪｝｛犪｝＞０，即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Ｂｅｌ犃＼｛犪｝（犢），由定理８可知，犃＼｛犪｝不是

下近似协调集，故所有的下近似协调集必包含犪，即犪∈Ｃｏｒｅ犔（犃，犇）．

同理，可以定义上近似协调下的属性重要度．

定义１１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犪∈犃 在犃 中的重要度为 Ｓｉｇ犃＼｛犪｝｛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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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犪｝（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犃（犢）．

定义１２　假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犅犃，犪∈犃＼犅对于犅 的重要度为Ｓｉｇ犅｛犪｝＝

表２　决策形式背景（犝，犃，犐，犇，犑）

Ｔａｂ．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犝，犃，犐，犇，犑）

犝 犪 犫 犮 犱 犲 犳 犵 犺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犢）－ ∑
犢∈犔犝

（犝，犇，犑）

Ｐｌ犅∪｛犪｝（犢）．

定理１１　Ｃｏｒｅ犝（犃，犇）＝｛犪∈犃 Ｓｉｇ犃＼｛犪｝｛犪｝＞０｝．

证明：类似定理１０证明．

例２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犝＝｛１，２，

３，４，５｝，条件属性犃＝｛犪，犫，犮，犱，犲｝，决策属性犇＝｛犳，犵，犺｝．

该决策形式背景，如表２所示．

在此决策形式背景中，条件属性对应的概念格为犔（犝，

犃，犐）＝｛（犝，），（１３４，犫），（２３５，犪犲），（２４，犮），（１４，犫犱），（３，

犪犫犱），（２，犪犮犲），（４，犫犮犱），（，犃）｝．决策属性对应的概念格为犔（犝，犇，犑）＝｛（犝，），（１４，犳），（２３５，犵），

（２，犵犺），（，犇）｝．计算得犅１＝｛犪，犮，犱｝和犅２＝｛犮，犱，犲｝是其两个下近似约简集，其下近似核心属性为

Ｃｏｒｅ犔（犃，犇）＝｛犮，犱｝．

４　决策形式背景的下近似协调与粒协调的关系

定义１３
［２４］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如果狓∈犝，有狓犃犃狓犇犇，则称（犝，犃，

犐，犇，犑）为协调的；否则，称（犝，犃，犐，犇，犑）是不协调的．

定义１４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犢∈犔犝（犝，犇，犑），都有犚犇（犢）＝犚犃（犢），则称

（犝，犃，犐，犇，犑）是下近似协调的；否则，称为不协调的．

定理１２　设（犝，犃，犐，犇，犑）为一个决策形式背景，（犝，犃，犐，犇，犑）是粒协调的，当且仅当（犝，犃，犐，

犇，犑）是下近似协调的．

证明：犢∈犔犝（犝，犇，犑），都有犚犃（犢）犢＝犚犇（犢），故只需验证犚犇（犢）＝犢犚犃（犢）．狔∈犢，则

狔
犇犇犢，又（犝，犃，犐，犇，犑）是粒协调的，故狔犃犃狔犇犇犢，于是有狔∈犚犃（犢），即有犚犇（犢）＝犢

犚犃（犢），进而犚犃（犢）＝犚犇（犢），（犝，犃，犐，犇，犑）是下近似协调的．

反之，若（犝，犃，犐，犇，犑）是下近似协调的，则犢∈犔犝（犝，犇，犑），有犚犃（犢）＝犚犇（犢）．由于狔∈犢，则

狔
犇犇∈犔犝（犝，犇，犑），犚犃（狔

犇犇）＝犚犇（狔
犇犇）＝狔犇犇，所以有狔∈犚犃（狔

犇犇），进而有狔犃犃 

狔
犇犇，（犝，犃，犐，犇，犑）是粒协调的．

Ｌｉ等
［２５］介绍了粒协调与强协调及弱协调之间关系，三者相互不一样，而文中定义的下近似协调与

粒协调等价，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三者之间的关系．

５　结束语

引入形式背景中的上、下近似算子犚（犡），珚犚（犡），并定义了上、下近似协调集，引入了证据理论的

Ｂｅｌ（犡），Ｐｌ（犡），讨论证据理论与上、下近似协调的关系，进而讨论下近似协调的决策形式背景与粒协调

的决策形式背景是等价的．通过引入不同的上、下近似算子，可以得到不同的协调定义，研究形式背景下

不同协调定义与经典的协调定义之间关系，对形式背景的属性约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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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华侨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广泛联系海外华

侨和港、澳、台、特区的科技信息，及时反映国内尤其是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

发研究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为发展华侨高等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本刊主要刊登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化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化工与生

化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数学和管理工程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的学术总

结，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的综合评论等内容．

１　投稿约定

１．１　作者应保证文稿为首发稿及文稿的合法性；署名作者对文稿均应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

争议；文稿中所有事实均应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引用他人成果时，应作必要的标注；不违反与其他

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及与其他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数据伪造及一稿两

投等不良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１．２　自投稿日期起２个月之内，作者不得另投他刊．２个月之后，作者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可与编辑

部联系．无论何种原因，要求撤回所投稿件，或者变更作者署名及顺序，需由第一作者以书面形式

通知编辑部并经编辑部同意．

１．３　作者同意将该文稿的发表权，汇编权，纸型版、网络版及其他电子版的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交

本刊独家使用，并同意由编辑部统一纳入相关的信息服务系统．

１．４　来稿一经刊用，作者须按规定交纳版面费，同时编辑部按篇一次性付给稿酬并赠送该期刊物．本刊

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摘期刊和数据库列为收录刊源，对此特别声明不另收费用，也不再付给稿酬．

１．５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２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论点鲜明、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

２．２　论文题名字数一般不超过１８字，必要时可加副题．文中各级层次标题要简短明确，一般不超过１５

字，且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排比”．

２．３　署名作者应对选题、研究、撰稿等作出主要贡献并能文责自负，一般以不超过３名为宜．作者单位

应标明单位、所在城市、省份及邮政编码．

２．４　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使用的方法、获得的结果和引出的结论等，应写成独立性短文且不含图表

和引用参考文献序号等．其篇幅一般以１５０～２５０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以４～８个为宜．

２．５　量和单位符号等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２．６　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图表；画成曲线图的数据，不宜再列表．图表应有中英文标题．

２．７　参考文献仅选最主要的，且已公开发表的，按规范的内容、顺序、标点书写列入，并按其在文中出现

的先后次序进行编号和标注．参考文献不少于１５篇，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引用．

２．８　英文摘要尽可能与中文摘要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用过去时态叙述

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并符合英文写作规范．

２．９　文稿首页地脚处依次注明收稿日期；通信作者为可联系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历、研

究方向、电子邮件地址；基金项目为课题资助背景及编号，可几项依次排列．

２．１０　投稿请直接登陆本刊唯一官方网站（ｗｗｗ．ｈｄｘｂ．ｈｑｕ．ｅｄｕ．ｃｎ）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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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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