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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在不同环境下的

进化机制研究进展

肖勇１，２，肖长烨１，２，３

（１．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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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目前微生物进化研究所结合的技术手段，并重点介绍微生物在不同环境变量中进化的研究进展．

在不同营养源、ｐＨ值、氧气环境和温度等条件下，总结微生物的适应性策略并分析其进化性状，同时，对微生

物进化研究手段进行局限性评价和总结，以期为环境微生物进化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微生物进化；适应性策略；全基因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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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物质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生物群体的生长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

关．从微生物到高等脊椎动物的所有生命形式一直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从而导致适应性和表型发生变

化．“进化”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对物种进化的阐述
［１］．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外界选择压力的

存在可以保证生物群体的随机变异，实现定向淘汰，最终与环境压力相适应的基因型得以保存．当外界

压力发生变化，生物群体需要提高其生理适应性得以存活，且必须保持自身的活性，避免死亡，对新环境

的进化适应必然涉及某些特征的增强，从而导致机体的改善和适应性的增加．近年来，国内外已开展大

量关于微生物进化的相关研究．本文针对目前微生物进化研究结合的技术手段和不同环境策略下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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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合阐述，主要从环境微生物在不同营养源、不同氧气环境、不同酸碱度和不同温

度几个方面，概括当前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问题．

１　微生物进化研究的手段

１．１　微生物作为研究对象的优势

微生物作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主要贡献者，在自然环境系统中扮演重要作用，研究微生物与环境

的交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微生物生长迅速、种群规模庞大、基因组较小，且原始菌株和进化

菌株可以通过冷冻保藏［２?４］，因此，微生物通常作为长期进化实验的研究对象．通过人为地控制实验室特

定环境，容易研究微生物的变异情况和适应性增强之间关联性［５］．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具有污染物抗

性机制的生物，长期进化实验能提供一种很好的研究手段，研究其抗性的形成过程，包括重金属抗

性［６?７］、抗生素抗性［８?９］及多种复合污染物抗性［１０］，例如，致病菌中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持续演变，是微生

物面对环境压力适应能力提高的表现．

１．２　全基因组学技术的结合

由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测序成本的不断降低，长期进化实验结合测序技术已经成为主

流的研究手段．在提供精准大数据的前提下，长期进化实验结合测序技术能够更好地了解突变引起新特

性的机制，即使发生了单个突变，如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表型特性
［１１］．因此，表型的

变化与基因组突变信息的结合能深入解读微生物的适应性机制，并完整记录其遗传变化过程，通过全基

因组测序（ＷＧＳ）手段，发现原始和进化基因组之间的多态性变化，全面检测进化菌株累计的突变．即使

没有参考基因组，也能利用ｄｅｎｏｖｏ组装将原代微生物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拼接
［１２］研究．

全基因组学、全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技术手段为遗传分子学机制的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

近几年，已有大量的研究利用全基因组筛选突变位点的信息［１３?１５］．在长期进化实验下，利用全基因组重

测序，通过比较突变株与原始菌株的序列，总结大肠杆菌发生变异位点的信息，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Ａ

圆圈表示大肠杆菌的染色体长度，圈上的标记为多个大肠杆菌进化研究中，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在开放阅

读框内发现的单核苷酸变异、插入和缺失［１６?１８］；Ｂ为在大肠杆菌染色体显示的一系列变异基因位点被用

于基因本体论（ＧＯｓｌｉｍ）分类的富集分析
［１９］；Ｃ为在不同环境下，发生变异的基因，其中，２０Ｋ表示在葡

萄糖基本培养基中进化了２００００代
［２０］，４５Ａ表示在高温下的进化

［２１］，ＥＴＭ 表示在乙醇中耐受性进

图１　大肠杆菌适应性进化研究中鉴定的基因内突变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ｒａｇｅｎｉｃ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ｉｎ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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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２２］，Ｇｌｙｃ表示在甘油基本培养基中进化
［２３］，Ｌａｃｔ表示在乳酸为介质下进化

［１７］，ＰＧＩ表示删除ｐｇｉ基

因后，在葡萄糖培养基中进化［２４］．研究发现，单核苷酸变异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发生的变异类型（占

６１％），其中，碱基Ｃ＞Ｔ／Ｇ＞Ａ发生的替换所占的比例不同．碱基的缺失（２９％）、插入（７％）及碱基片段

的移位（３％）是比较常见的类型．由此可知，基因变异影响到的功能类别，同时，也能对不同条件下进化

后的变异基因进行统计比较．因此，全基因组学技术的结合能够为微生物的进化研究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和比较．

２　不同环境下的微生物适应性机制研究现状

一个变化的环境等同于给微生物创造了压力条件，微生物需要通过提高生理活性和遗传适应性机

制应对压力．在实验室环境下，研究微生物进化机制，能够严格控制微生物的生存环境，通过设置不同的

环境变量使微生物长期适应生长，且能够有效保存微生物在不同阶段的进化菌株，比较不同阶段进化菌

株的适应性差异，总结其进化过程，为生物领域的进化研究提供足够的数据支撑．

２．１　基于营养源环境的进化研究

足够的营养源是微生物生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研究微生物在不同营养源下的长期适应性进化，

有助于深入理解微生物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不同的营养源下，微生物代谢能力会有所不同，同时，长期生

存在寡营养源或其他营养源限制下，微生物需要改变自身某些方面的代谢功能以适应环境的限制．

Ｂａｒｒｉｃｋ等
［１６］在大肠杆菌进化研究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实验经验，他们将葡萄糖作为一种限制性

营养源环境，进行大肠杆菌进化４００００代（约６０００ｄ）研究，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方法，分别比较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代和原代基因组的差异位点，发现适应性进化与基因组之间的耦合关系非

常复杂，在进化过程中，有益突变具有一致性，而中性突变具有高度的可替换性，同时，适应性提高的速

率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表明新的有益突变出现速率降低，并对进化了６００００代的大肠杆菌进行了适应

性动力学和遗传基础分析［２５］．也有研究者发现，如果把大肠杆菌Ｋ?１２ＭＧ１６５５原本已经适应的常规碳

源突然换成其他从未接触过的碳源（Ｌ?１，２?丙二醇）后，微生物能够在短期内快速通过自身关键基因

犳狌犮犗和该基因的启动子突变，从而在７００代进化下快速适应外来碳源，维持自身的稳定生长
［１８］．当然，

微生物面临营养源缺乏的情况下，如氮源贫瘠［２６］、碳源限制［２７］等，微生物都能通过自身相关通路的基因

变异增强其代谢过程，保证自身的适应性能力．而在充足营养源的环境中
［２８］，微生物的生存能力相比祖

先菌株有明显的降低，且对环境的敏感程度降低，也就是说，对环境变化的应激性反应能力降低．

２．２　基于有氧和无氧环境的进化研究

地球中，生物群体的演替大多是从无氧环境逐步适应到有氧环境．目前，自然界存在许多好氧、厌氧

和兼性条件微生物．在不同氧气环境下，氧化应激（ＲＯＳ）压力是导致微生物发生突变的重要原因，在无

氧情况下，微生物发酵功能是最主要的能量产生方式［２９］，且其发生突变的频率明显高于有氧环境［３０］，如

表１　大肠杆菌的全基因组自发性突变率

Ｔａｂ．１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ｆｏｒ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ｇｒｏｗｔｈ

项目 狀 γＧ γＮ

有氧条件 ２４ （１．１５０±０．１４６）×１０－３ （２．５５０±０．３２５）×１０－１０

无氧条件 ２４ （１．９００±０．２７４）×１０－３ （４．２３０±０．６０７）×１０－１０

表１所示．表１中：狀为样本数

量；γＧ，γＮ 分别为每代中，每个基

因组和单个核苷酸的平均突变

率．由表１可知：在无氧环境下，

大肠杆菌每代中无论是基因组还

是单核苷酸的突变率都高于有氧环境．在厌氧生长过程中，微生物似乎具备更强的选择性压力，使细胞

产生更多的适应性优势．

在厌氧条件下，大肠杆菌能将葡萄糖转化成甲酸盐、乙酸盐、乙醇、乳酸盐和琥珀酸盐［３１］，由于缺乏

合适的电子受体、载体或氧化还原相关酶，引起氧化还原平衡的改变或受损，导致微生物细胞的应激压

力［３２］．乙醇脱氢酶能够在厌氧条件下通过ＮＡＤＨ氧化作用维持氧化还原平衡，有研究者发现在缺乏由

基因犪犱犺犈编码的乙醇脱氢酶情况下，细胞从好氧过渡到无氧条件要经历严重的氧化还原应激压

力［３３］．敲除基因犪犱犺犈的大肠杆菌无法在厌氧环境下生长，然而，额外增加的基因狆狋犪（磷酸转乙酰酶）

突变体能够通过乳酸发酵在厌氧环境生长［３０］．同时，在营养源充足的ＬＢ培养基中进行大肠杆菌培养，

通过基因型和表型结合发现由不同氧气环境驱动下，大肠杆菌通过调节其新陈代谢活性，利用不同代谢

３第１期　　　　　　　　　　　　肖勇，等：微生物在不同环境下的进化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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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获得碳源和其他能源，并能通过激活与糖酵解相关的替代途径作出响应［３４］．总结来说，大肠杆菌在

厌氧环境生长的主要适应性机制包括增强能量代谢产生的途径（如发酵功能的提升［３５］）和非必要功能

的失活两方面．

２．３　基于不同酸碱度环境的进化研究

许多类型的生物体可能不会经历不同的酸度或碱度压力胁迫，但在肠道环境中，ｐＨ值对肠道微生

物（如大肠杆菌）而言，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环境压力．通常大肠杆菌被认为在中性环境中生长情况最

好，当然在弱酸性和弱碱性条件下也能生长．自然环境的酸碱度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有

必要研究微生物处于不同酸碱度环境中的适应性进化机制．

目前，已有研究描述大肠杆菌的３种不同耐酸机制，包括依赖 ＲｐｏＳ的氧化或葡萄糖抑制系

统［３６?３７］、涉及谷氨酸脱羧酶的ＧＡＤ系统
［３８?３９］和需要精氨酸脱羧酶活性的ＡＲＧ系统

［４０?４１］．在存在谷氨

酸或精氨酸的情况下，大肠杆菌可以逆转膜电位使细胞内部带正电荷，这与在极端低ｐＨ环境中生长的

各种嗜酸菌的适应策略相同［４２］．在碱性胁迫下的抗性可能涉及不同的机制，有研究表明，Ｌ?异丙基甲基

转移酶（ＰＣＭ）的蛋白质修复机制在高ｐＨ值条件下变得非常重要
［４３］．在酸性条件下生长的菌株能比祖

先原代菌株达到更高的生长终点，而碱性条件下却没有酸性条件的适应性强，且在不同ｐＨ值条件下生

长的进化群体中，一种主要的酸应激酶活性逐渐丧失，表明酸适应过程与酸应激反应的缓和之间具有很

强的相关性［４４］．ＭｃＣａｒｔｈｙ等
［４５］研究了硫磺矿硫化叶菌通过不断改变体系的酸度和温度，同时结合基

因重测序和转录测序手段研究其进化性状，结果表明，在３年的长期进化下，硫磺矿硫化叶菌最终能够

耐受酸度ｐＨ值为０．８，温度为８０℃，比最初的祖先菌株耐受性高达１７８倍．

２．４　基于不同温度环境的进化研究

温度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绝大多数生物体具有等温性，且环境温度直接建立了生

物体温度，从而控制着生物速率过程，其中，重要的生命过程，如能量转化、再生和生长都受到温度的影

响．因此，对微生物应对环境温度变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微生物在不同温度下的适应性进化主要通过涉及相关功能的基因变异．１８８７年，Ｄ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４６］发现

微生物的耐受温度经过几年的适应周期能够逐步提高，从２０℃至７０℃，但由于技术原因，没有对进化

群体作深入的机制解读．Ｂｅｎｎｅｔｔ等
［４７］分析２４个实验室进化的大肠杆菌谱系发现，对低温（２０℃）的适

图２　２０℃环境进化后的菌株在

２０℃和４０℃的适应性相关分析

Ｆｉｇ．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２０℃ａｎｄ４０℃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ｆｔｅｒ２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应会随机伴随着对高温（４０℃）适应性功能的丧失．进化菌

株（２０℃）在２０℃和４０℃的适应性相关分析，如图２所

示．图２中：Δ犠２０℃，Δ犠４０℃分别为菌株在２０，４０℃下的适

应性系数．由图２可知：有２０个样品集中在第４象限；２０

℃进化后的菌株相对适应度明显增加，而４０℃下的适应度

逐渐递减，这种增益的大小和相关的适应性损失之间没有

显著的定量关系，说明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的适应度增加，总

会逐渐随机地丧失某些不常用的功能，导致某些特性的退

化．在４１．５℃下进化２０００代的大肠杆菌由热诱导引发相

关基因的变异，导致在分子水平和组织水平上的耐热性和

适应性明显提高，并且能够增强菌株在５０℃高温急性胁迫

下的存活率［４８］．在不同温度的长期进化下，微生物主要通

过调节与细胞形态大小相关的基因、营养物质利用能力和

代谢酶活性相关的基因变异，形成特有的耐热特征［４９］．

３　微生物进化实验成为研究污染物抗性机制的有效手段

重金属、抗生素污染已成为严重危害健康的环境问题之一，而其诱发的微生物重金属抗性（如砷抗

性［５０］）和耐药性抗性基因污染问题则更为严重与紧迫．重金属抗性与抗生素抗性之间具有交叉抗性和

共抗性［５１］，耐药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是抗生素污染的重要衍生危害［５２］，环境微生物基因组上存在大量

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原型、准抗性基因或未表达的抗性基因．重金属与抗生素具有的共抗性分子机制，如

４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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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所示．图３中：（ｉ）为交叉抗性，ＴｅｔＬ蛋白可以转移四环素和钴
［５３］；（ｉｉ）为共抗性中对一个决定因素

的抗性会引发对其他毒物的抗性，具有连锁性，该示例显示了链霉素抗性与ｐＨＣＭ１质粒的汞抗性基因

的联系［５４］；（ｉｉｉ）为共同调节的抗性，不同的调节系统在转录上是相连的，因此，微生物暴露于一种有毒

物质会引发对另一种未知或未被识别的毒性途径的抗药性．

了解病原体种群的适应性过程，特别是鉴定适应性遗传途径的多样性，对于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非

常重要．在微生物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基因演变出不同的功能
［５５］．例如，抑制竞争者的生长，启动微

生物的解毒机制，实现微生物之间的信号传递等，从而帮助微生物在抗生素胁迫环境中“存活”［５６］．这些

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进化的结果．目前，已有许多报道集中研究病原体铜绿假单胞菌在不同类型抗生素

下的进化轨迹，如环丙沙星［５７?５８］、利福平［５９］等．因此，微生物在污染物下的长期进化是一种研究适应性

机制及耐药机制的有效手段．

图３　金属和抗生素具有的共抗性分子机制示例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４　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的不断升级，实验室微生物进化研究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严格控制环境变

量，通过全基因组手段精准找到关键功能基因，结合表型与基因性状变化分析总结其适应性机制．综合

目前的进化研究体系，提出以下３点局限性和建议：１）主要集中在单一环境变量体系，对复合变量的进

化实验较为缺乏；２）多组学技术的联合手段研究还比较缺乏，针对新兴污染物开展相关的进化研究，包

括病原体的耐受增强机制和“超级细菌”的进化过程，需要结合转录组学和蛋白组学的验证；３）进化研

究的对象还需要多元化，在单克隆原核微生物的研究基础上，增加复合菌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研究，

了解菌群之间的交互进化作用．

微生物的自然进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理解微生物在不同环境变量下的进化机制和极端环境

下的生态活动规律，有助于开发新的微生物资源．进化工程的应用可以理解微生物对污染物的耐受性和

适应性机制，从而避免污染物耐受菌的产生．目前的技术研究已经对动力学和进化过程进行了深入了

解，但该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进化动力学可能会随着研究中的环境和有机体的不同而变化，庞大的

数据能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坚实的框架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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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犣狔犿狅犿狅狀犪狊犿狅犫犻犾犻狊［Ｊ］．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７４２６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０／２０１２／７４２６１０．

［３４］　ＰＵＥＮＴＥＳ?Ｔ?ＬＬＥＺＰＥ，ＨＡＮＳＥＮＭＡ，ＳＲＥＮＳＥＮＳＪ，犲狋犪犾．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

ＭＣ１０００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７９（３）：１００８?１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８／ａｅｍ．０２９２０?１２．

［３５］　ＦＩＮＮＴＪ，ＳＨＥＷＡＲＡＭＡＮＩＳ，ＬＥＡＨＹＳＣ，犲狋犪犾．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ＰｅｅｒＪ，２０１７，５（５）：ｅ３２４４．ＤＯＩ：１０．７７１７／ｐｅｅｒｊ．３２４４．

［３６］　ＳＭＡＬＬＰ，ＢＬＡＮＫＥＮＨＯＲＮＤ，ＷＥＬＴＹＤ，犲狋犪犾．Ａｃｉｄａｎｄｂ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ａｎｄ犛犺犻犵犲犾犾犪犳犾犲狓

狀犲狉犻：Ｒｏｌｅｏｆｒｐｏ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ｐＨ［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１９９４，１７６（６）：１７２９?１７３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６７２．１９９４．

ｔｂ０１６３１．ｘ．

［３７］　ＨＬＡＩＮＧＭ Ｍ，ＷＯＯＤＢＲ，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Ｄ，犲狋犪犾．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ｉｃ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ｃｉｄｓｔｒｅｓ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３３３?３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５３?０１７?８５６１?５．

［３８］　ＤＥＢＩＡＳＥＤ，ＴＲＡＭＯＮＴＩＡ，ＢＯＳＳＡＦ，犲狋犪犾．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

犮狅犾犻：Ｒｏｌ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Ｍｏ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９，３２（６）：１１９８?１２１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４６／ｊ．１３６５?２９５８．１９９９．０１４３０．ｘ．

［３９］　ＬＵＮＤＰ，ＴＲＡＭＯＮＴＩＡ，ＤＥＢＩＡＳＥＤ．Ｃ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ｏｗｐ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

ＦＥＭ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４，３８（６）：１０９１?１１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１５７４?６９７６．１２０７６．

［４０］　ＣＡＳＴＡＮＩＥ?ＣＯＲＮＥＴＭＰ，ＰＥＮＦＯＵＮＤＴＡ，ＳＭＩＴＨＤ，犲狋犪犾．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ｃｉ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Ｊ］．

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１９９９，１８１（１１）：３５２５?３５３５．

［４１］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Ｒｅｎ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犲狋犪犾．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ｂｙａｎ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ａｇｍａｔｉｎｅａｎｔｉｐｏｒｔ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５）：１２７３４?１２７３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１４１４０９３１１１．

［４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ＦＯＳＴＥＲＪＷ．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ａｎｄ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ｃｉ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Ｈ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２００４，１８６（１８）：６０３２?６０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８／ｊｂ．１８６．

１８．６０３２?６０４１．２００４．

［４３］　ＨＩＣＫＳＷ Ｍ，ＫＯＴＬＡＪＩＣＨ Ｍ Ｖ，ＶＩＳＩＣＫＪ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

７第１期　　　　　　　　　　　　肖勇，等：微生物在不同环境下的进化机制研究进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ｒｅｑｕｉｒｅｔｈｅＬ?ｉｓｏａｓｐａｒｔｙ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ｔ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Ｈ［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１５１（７）：２１５１?２１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９／ｍｉｃ．０．２７８３５?０．

［４４］　ＨＡＲＤＥＮＭ Ｍ，ＨＥＡ，ＣＲＥＡＭＥＲＫ，犲狋犪犾．Ａｃｉｄ?ａｄａｐ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Ｋ?１２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８１（６）：１９３２?１９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８／ａｅｍ．０３４９４?１４．

［４５］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ＰＡＶＬＩＫＢＪ，犲狋犪犾．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ｙ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ｎ犛狌犾

犳狅犾狅犫狌狊狊狅犾犳犪狋犪狉犻犮狌狊ｂ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８２（３）：８５７?８６７．

ＤＯＩ：１０．１１２８／ａｅｍ．０３２２５?１５．

［４６］　ＤＡＬＬＩＮＧＥＲＷ 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８８７，７（２）：１８５?１９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８１８．１８８７．ｔｂ０１５６６．ｘ．

［４７］　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Ｆ，ＬＥＮＳＫＩＲＥ．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０４（ｓ１）：８６４９?８６５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０７０２１１７１０４．

［４８］　ＲＩＥＨＬＥＭ Ｍ，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Ｆ，ＬＥＮＳＫＩＲＥ，犲狋犪犾．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ｅａｔ?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ｌｉｎｅｓｏｆ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ａｄａｐｔ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４（１）：４７?５８．ＤＯＩ：１０．

１１５２／ｐｈｙｓｉｏ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０００３４．２００２．

［４９］　ＤＥＡＴＨＥＲＡＧＥＤＥ，ＫＥＰＮＥＲＪＬ，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Ｆ，犲狋犪犾．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ｇｅｎｏ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ｅｖｏｌｖ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１１４（１０）：Ｅ１９０４?Ｅ１９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１６１６１３２１１４．

［５０］　郭少伟，吕常江，张意，等．沼泽红假单胞菌砷代谢基因多样性及进化分析［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

３５（２）：１７５?１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７５．

［５１］　ＢＡＫＥＲ?ＡＵＳＴＩＮ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Ｓ，ＳＴＥＰＡＮＡＵＳＫＡＳＲ，犲狋犪犾．Ｃ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４（４）：１７６?１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ｔｉｍ．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６．

［５２］　ＯＳＯＥＧＡＷＡＡ，ＹＡＭＡＤＡＴ，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Ｔ，犲狋犪犾．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４１０７：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ＥＧＦＲ?ＴＫＩｉｎａｎ

ｕｎｃｏｍｍｏｎＧ７１９ＳＥＧＦ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７７（１３）：４１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８／１５３８?７４４５．ａｍ２０１７?

４１０７．

［５３］　ＭＡＴＡＭＴ，ＢＡＱＵＥＲＯＦ，Ｐ?ＲＥＺＤ?ＡＺＪＣ．Ａ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ｅｆｆｌｕｘ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ｉｎ犔犻狊狋犲狉犻犪犿狅狀狅犮狔狋狅犵犲狀犲狊［Ｊ］．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０，１８７（２）：１８５?１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３７８?１０９７（００）００１９９?３．

［５４］　ＰＡＲＫＨＩＬＬＪ，ＤＯＵＧＡＮＧ，ＪＡＭＥＳＫＤ，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犪犾犿狅狀犲犾

犾犪犲狀狋犲狉犻犮犪ｓｅｒｏｖａｒＴｙｐｈｉＣＴ１８［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４１３（６８５８）：８４８?８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３５１０１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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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产量下扬料叶片对干燥滚筒

料帘分布的影响特性

吴铭禧，房怀英，杨建红，陆杨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搭建单叶片滚筒料帘实验平台，通过可移动的接料装置评价每个位置的料帘分布，并采用料帘变异系

数构建料帘分布评价模型．研制６种结构的叶片，对每种叶片的料帘分布特性和变产量特性进行实验研究，得

到适合变产量特性的叶片结构形式．实验结果表明：Ｖ字缺口叶片是６种叶片中料帘分布最佳、最适应变产量

要求的叶片．

关键词：　变产量；干燥滚筒；料帘分布；扬料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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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滚筒被大量运用于农业、工程、化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筒体作为直接与所烘干物料接触的部

件，它的结构对滚筒烘干机的烘干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滚筒结构的研究有重大意义［１］．当

干燥滚筒产量小于额定产量时，扬料区料帘均匀性变差，导致排出的烟气温度变高，影响除尘效果和除

尘系统的使用寿命．扬料叶片在旋转过程中从滚筒底部提起物料，升高至一定程度后，物料开始从叶片

尾端抛撒下来［２］．可见，料帘均匀性与扬料叶片的设计有关，需要获得适应变产量要求的扬料叶片结构．

Ｐｉｔｏｎ等
［３］开发热与颗粒耦合的模型，得出定产量下，两道折弯叶片的料帘分布比Ｌ型叶片更加均匀．

Ｓｃｈｅｒｅｒ等
［４］耦合离散元素法（ＤＥＭ）和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模拟得出，定产量下，Ｌ型挡板干燥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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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帘分布比直挡板的更均匀．Ｘｉｅ等
［５］经验证得出，叶片数量较多时，料帘分布表现更好；叶片越高，料

帘分布更连续．文献［６?８］研究表明，定产量下，当滚筒转速为７．０ｒ·ｍｉｎ
－１，结构角为９０°时，采用９０°的

安装角能使料帘分布更均匀．文献［９?１０］建立持料量和抛撒角的数学模型，得出两道折弯叶片抛撒的物

料均匀性最好．沈杭等
［１１］在定产量下研究Ｌ型直齿叶片，利用离散元仿真软件（ＥＤＥＭ）得出，当转速为

６．６ｒ·ｍｉｎ－１，折弯角为９０°，齿距为５０ｍｍ，齿边长为１００ｍｍ时，采用三角形（或梯形）齿得到的料帘

分布较均匀．刘立强
［１２］得出在定产量下，直角带孔型叶片能增加平均抛撒次数，料帘密度随叶片数量的

增加而增加．张晨光等
［２］建立料帘密度的数学模型，使用ＥＤＥＭ 进行验证，得出定产量下，三段式叶片

更有利于形成密集的料帘．黄文景等
［１３］在定产量下，对干燥滚筒进行离散元仿真建模，研究Ｌ型直齿叶

片结构，得出当齿间距为３０．０～４２．５ｍｍ，叶片宽度为４０ｍｍ，折弯角在１２０°～１３５°时，料帘分布均匀性

较好．ＶａｎＰｕｙｖｅｌｄｅ
［１４］提出一种用于预测叶片持料量的模型，得出在定产量条件下，三道折弯叶片的料

帘分布范围更大．文献［１５?１６］通过实验和图像分析获取数据，发现将产量控制在最优产量能使料帘分

布更均匀．以上研究中，研究者一般在定产量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或仿真对直板型叶片、一道折弯叶片

和两道折弯叶片进行研究．本文在变产量下，通过可移动的接料装置评价每个位置的料帘分布，采用料

帘变异系数构建料帘分布评价模型，对６种结构叶片的料帘分布特性和变产量特性进行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装置与材料

以原生滚筒为研究对象，只涉及滚筒扬料区的一段．考虑到实验数据的准确提取，采用单叶片滚筒

实验台．实验装置及示意图，如图１，２所示．实验装置分为３个部分：筒体、单个扬料叶片和取料装置．筒

体的轴向长度为１０００ｍｍ，直径为２５００ｍｍ，筒体壁厚为１０ｍｍ．将不同结构的扬料叶片依次放入滚

筒实验台中进行实验，取料装置由１０个收集盒子和可移动导轨组成，１０个收集盒子从右至左分别进行

编号，依次为１～１０，每个收集盒子的长为１０００ｍｍ，宽为１６５ｍｍ，高为２５０ｍｍ，壁厚为２．５ｍｍ．

图１　单个扬料叶片滚筒实验台　　　　　　　　　　图２　单个扬料叶片滚筒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ａｄｅｒｏｌｌ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ａｄｅｒｏｌｌ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采用６种不同结构的扬料叶片分别进行实验，叶片长度均为１０００ｍｍ，材料为Ｑ２３５Ａ，安装角为

９０°，实验物料为花岗岩，粒度为０～２０ｍｍ．６种扬料叶片结构，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６种扬料叶片结构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ｉｘｆｅｅｄｂｌａｄｅｓ

叶片名称 叶片形状 折弯次数
折弯角度／（°）
（各段宽度／ｍｍ）

开口形状及
开口尺寸

一道折弯 一道 １１０
（９５，１７６）

－

两道折弯 两道 １５０，１２０
（４９，９３，１８２）

－

三道折弯 三道 １５０，１３０，１５０
（３６．３，３８．３，１４８．３，１２６．３）

－

Ｖ字缺口 三道 １５０，１３０，１５０
（３６．３，３８．３，１４８．３，１２６．３）

Ｖ缺字口，缺口宽度４００ｍｍ，
缺口角度１３２°；

非Ｖ字缺口，缺口深度为７０．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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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叶片名称 叶片形状 折弯次数
折弯角度／（°）
（各段宽度／ｍｍ）

开口形状及
开口尺寸

四道折弯 四道 １６６，１５１，１５１，１６６
（７７，５３，５４，５４，１３０）

－

斜缺口 四道 １６６，１５１，１５１，１６６
（７７，５３，５４，５４，１３０）

斜口，缺口距叶片左侧
上部长２００ｍｍ，右侧距底部２４０ｍｍ

１．２　实验方法

实验过程分为４个步骤：１）把一定质量的物料投入滚筒实验台；２）让滚筒以一定的转速逆时针转

动一周，叶片随着滚筒一起转动，物料被叶片提升，物料先做自由滑动，再做抛撒运动，从而在取料装置

上方形成料帘，物料依次落入取料装置的收集盒中；３）对１０个盒子分别进行称质量，通过取料装置各

收集盒的质量可以反映出料帘分布情况；４）更换不同叶片替代之前的扬料叶片，重复上述过程．设定投

料量分别为４０，８０，１２０ｋｇ，固定滚筒转速为８．３ｒ·ｍｉｎ
－１，具体实验流程，如图３所示．

（ａ）投料　　　　　　　　　　（ｂ）滚筒转动　　　　　　　　　　　（ｃ）称量　

图３　单个叶片滚筒实验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ａｄｅｒｏｌｌ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干燥滚筒料帘分布的好坏，不仅与料帘的稀密程度有关，还与其分布的均匀性有关，综合以上两个

因素，采用变异系数评价滚筒料帘分布情况．

当需要比较的两组数据的测量尺度相差过大，无法直接采用标准差对实验数据进行比较时，应当先

消除测量尺度带来的影响．变异系数是衡量抛撒效果好坏的重要标准
［１７］，其数据大小不仅受变量值离

散程度的影响，也反映变量值的平均水平．变异系数（ＣＶ）计算式为

ＣＶ＝
犽
珡犃
，　　犽＝

∑
狀

犻＝１

（犃犻－珡犃）
２

狀－槡 １
，　　珡犃＝

∑
狀

犻＝１

犃犻

狀
．

上式中：犽为１０个盒子中物料质量的标准差；珡犃为１０个盒子中物料质量的平均值；犃犻为每个盒子中物

料的质量；狀为数据个数，狀＝１０．由上式可知，标准差越小，料帘分布就越均匀，平均值越大，料帘就越密

（ａ）投料量为４０ｋｇ

集，所以变异系数越小越好．

２　结果与讨论

１）当转速为８．３ｒ·ｍｉｎ－１，投料量分别为４０，８０，１２０ｋｇ

时，分别对６种不同结构叶片进行抛料实验，１０个集料盒中收

集物料的质量（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物料的起始抛撒

位置除了和投料量相关外，还与叶片的额定持料量、叶片的缺

口有关．一般情况下，若投料量小于叶片的额定持料量，物料

的起始抛撒位置一般会大于０°转角；若叶片有缺口，则在０°转

角处也会有物料从叶片中抛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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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投料量为８０ｋｇ （ｃ）投料量为１２０ｋｇ

图４　不同投料量的筒内料帘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ｕｒｔａｉｎｉｎ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ｗｈｅｎ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由图４（ａ）可知：当投料量较小时，１，２号集料盒中除了Ｖ字缺口叶片和斜缺口叶片有物料抛出，其

他叶片均没有物料抛撒出来．这是因为这两种叶片中的物料能从缺口中抛撒出来，其他叶片由于投料量

少于额定持料量且没有缺口，在滚筒转角小于９０°时，仍有大量的物料在叶片中．

由图４（ｂ）可知：一道折弯叶片和Ｖ字缺口叶片各集料盒中的物料质量相差不多，相比其他几种叶

片，这两种叶片的前两个集料盒中的物料较多，表明这两种叶片的额定持料量和投料量相近，且较早抛

撒物料；两道折弯叶片和斜缺口叶片的前两个集料盒中的物料较少，由于两道折弯叶片折弯数少，其额

定持料量也小，在较小转角时就会有物料抛撒出来，而斜缺口叶片得益于其缺口，即使该叶片有四道折

弯，在小转角时也有物料抛撒出来；三道折弯叶片和四道折弯叶片的集料盒中，左右两边的物料质量相

差巨大，三道折弯叶片和四道折弯叶片由于折弯数多，额定持料量大，导致起始抛撒的角度较大，前半部

分集料盒收集到的物料质量小，后半部分收集到的物料质量大．

由图４（ｃ）可知：两道折弯叶片和斜缺口叶片各集料盒中的物料质量较为平均，表明这两种叶片的

额定持料量与投料量相近；Ｖ字缺口叶片和一道折弯叶片的额定持料量小于１２０ｋｇ，导致右侧集料盒

收集到的物料质量大于左侧的质量，但由于Ｖ字缺口叶片有缺口，该叶片抛撒时，物料质量不会骤减；

三道折弯叶片和四道折弯叶片的额定持料量较大，均大于１２０ｋｇ，其中，三道折弯叶片的额定持料量更

接近１２０ｋｇ，在四道折弯叶片的集料盒中，物料质量非常不均匀，右侧少，左侧多．

综上可知，多道折弯叶片的额定持料量较大，左右两边集料盒中的物料质量相差较大．但在多道折

弯叶片上增加缺口，会减少额定持料量，使集料盒中的物料质量变得均匀．

２）仅依据集料盒中的物料质量，并不能判断料帘分布的均匀性，需要通过变异系数进行判断．因

此，根据集料盒中收集物料的质量，计算采用６种不同结构叶片时的变异系数，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不同投料量下６种叶片的变异系数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ｓｉｘｋｉｎｄｓｏｆｂｌａｄ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

由图５可知：当投料量为４０ｋｇ时，Ｖ字缺口叶片的变异系数最小，即料帘分布最均匀；当投料量为

８０ｋｇ时，一道折弯叶片的料帘分布最均匀；当投料量为１２０ｋｇ时，斜缺口叶片的料帘分布最均匀．在３

种投料量下，料帘分布最均匀的叶片都不同．因此，需要通过变异系数的均方差和平均值进行综合的评

定．Ｖ字缺口叶片的变异系数均方差最小，其变异系数平均值也最小，由此可以判断，Ｖ字缺口叶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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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帘分布最均匀，最适应变产量的要求．由图５还可知：多道折弯叶片的变异系数很大，随产量的变化起

伏也很大．这反映出多道折弯叶片的料帘分布均匀性较差，变产量适应性也较差，随着叶片折弯数增多，

料帘表现也变差．对比相同折弯数的折弯型叶片，缺口型叶片的料帘分布均匀性更好．

３　结束语

搭建单叶片滚筒料帘实验平台，通过可移动的接料装置评价每个位置的料帘分布，采用料帘变异系

数构建料帘分布评价模型，研制６种结构的叶片，对每种结构叶片的料帘分布特性进行研究，并对每种

叶片的变产量特性进行实验，得到适合变产量特性的叶片结构形式．结果表明：多道折弯叶片的料帘分

布均匀性较差，而在叶片上增加缺口，可以改善料帘分布的均匀性；通过变异系数均方差和平均值的对

比，得出Ｖ字缺口叶片的料帘分布最均匀，最适应变产量的要求．文中研究主要针对折弯型叶片和缺口

型叶片的料帘分布表现，弥补了扬料叶片在这两方面研究的空缺．研究结果为扬料叶片的结构优化设计

及变产量下烟气和成品骨料的温度控制奠定理论基础，对设计变产量滚筒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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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皮带秤测量方法及实验对比

陈睿１，杨建红１，房怀英１，黄文景２，林伟端２，王惠风２

（１．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基于激光测距技术，提出一种新型皮带输送物料的体积测量方法，该方法利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拟合得

到物料横截面，并结合皮带速度计算得到物料瞬时流量．通过皮带上物料的运动特征分析主要误差源，并优化

轮廓提取算法；通过搭建实验台（带宽为２００ｍｍ的皮带机），测量在带速为０～０．８ｍ·ｓ－１时的物料流量．实

验结果表明：误差补偿之后，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的误差均在±１％以内，该方法具有非接触、结构简

单、精度高等优点，可以满足工业带式输送机的实时测量要求．

关键词：　激光测距；皮带秤；非接触；误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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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于皮带机上的称量设备主要是电子皮带秤，其作为一种接触式测量，皮带工作过程中的

张力、倾斜、受力不均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电子秤的测量结果［１］．近年来，随着光电传感器与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光学检测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物体三维轮廓检测领域中．光学测量具有非接触、高精度、高效

率、稳定测量等一系列优点，主要可分为视觉检测与激光测量２种
［２］．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等

［３］利用高分辨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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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成像确定粒度与质量之间的变换函数．Ｒｏｍａｓｈｋｏ等
［４］提出一种利用自适应全息干涉测量原理和基

于谐振微称质量的微纳米质量测量系统进行实验．梁漫春等
［５］通过预先标定相机与投线仪相对姿态参

数提取影像轮廓线，得到物料的三维轮廓线．张小虎等
［６］在单摄像机基础上，针对一些形貌变化多样，且

材质反射效率低等特性的物料提出激光投线仪扫描辅助下的双目摄影测量方法．上述方法主要基于单

维和多维视觉检测测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处理速度受提取纹理特征与复杂算法的限制［７］，且易受

光照条件的影响．考虑激光测量具有高效率、高精度和强抗干扰能力等优点
［８］，本文利用激光测距传感

器和测速传感器获取物料的横截面的高度值与皮带的传输速度，并利用ＣＣＤ相机实时采集图像以优化

轮廓提取算法，从而将质量测量转化为体积测量，并将开发的测量系统在实验机上进行实验验证．

１　测量原理及实验方法

１．１　测量原理与实验台搭建

相较于普通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具有测量速度快、非接触等优点，在许多逆向工程领域，如复杂

曲面检测得到成功的应用［９?１１］．激光三角法是当前激光位移传感器的主要测量方法
［１２］，其测量原理，如

图１所示．图１中：α为被侧面反射角；β为光敏面接受角；犉为透镜焦点；犆，犗，犇为被测点；犆′，犗′，犇′为

被测点在光敏面上的镜像．

若被测物体在激光光轴方向移动的距离为狔，光板像在光敏面上的相对为位移为狓，则利用相似三

角形各边的比例关系可得狔＝犔犗犉狓ｓｉｎβ／［犔犗′犉ｓｉｎα－狓ｓｉｎ（α＋β）］．其中，犔犗犉，犔犗′犉分别为测量光斑点与

光斑成像点到透镜的距离．设计的光学皮带秤主要由若干激光位移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组成，测量示意

图，如图２所示．

　图１　激光三角测量法原理图　　　　　　　　　　　　　　　图２　测量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ｓｅｒ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ｕｒｖｅｙ　　

皮带输送的瞬时流量可通过物料当前横截面积与输送带瞬时速度的乘积表示［１３］．为得到物料截面

轮廓的准确信息，将激光测距传感器垂直于皮带运行方向，并将其安装于皮带机上方，采集当前物料截

面的高度值（犔犻）．将物料横截面的高度数据拟合为物料截面的轮廓信息，将采样的距离信息与测量传感

图３　物料横截面采样点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器的序号进行坐标转换，如图３所示．图３中：犔（狓犿，狔犻）为

第犿个传感器在犻时刻的物料高度，其中，犿 为传感器的

最大个数；犔（狓狀，狔犻）为第狀个传感器在犻时刻的物料高

度，其值由传感器测得的距离犔ｍ（狓狀，狔犻）－犔ｂ（狓狀，狔犻）确

定；犔ｂ（狓狀，狔犻）为空皮带时，传感器测得的距离．

犛（犻）为犻时刻测量位置的物料横截面．由于皮带的高

度在运行过程中保持不变，即横截面的下轮廓线固定，则

横截面积计算公式

犛（犻）＝∫
犡

０
犔（狓）ｄ狓． （１）

式（１）中：犡为测量系统覆盖宽度；函数犔（狓）为利用物料

轮廓的离散点拟合出的物料截面上轮廓线的近似曲线．由于皮带输送机的粘弹特性和托辊的阻力作

用［１４］，皮带的速度狏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不会发生突变．因此，结合得到的物料横截面积犛（犻）和皮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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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得物料的体积流量犞，即

犞 ＝∑
犖

狋＝０

狏狋犛犼． （２）

　　采用ＨＧ?Ｃ１０００系列微型激光测距传感器（江苏省苏州市松下神视电子有限公司），其测量精度为

±１ｍｍ，测量范围为０～４００ｍｍ．为保证激光传感器测量点处的皮带基准面不因物料质量的改变而改

变，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选择在皮带托辊的正上方．最终实验台的搭建，如图４所示．

图４　实验测量装置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４ 中：实验平台的皮带带宽为 ２００ ｍｍ，使 用

ＡＣＳ５５０系列变频器（北京ＡＢＢ电气传动公司）驱动，带速

范围为０～０．８ｍ·ｓ
－１；使用欧姆龙Ｅ６Ｂ２?ＣＷＺ６Ｃ型编码

器（上海欧姆龙自动化有限公司）测量皮带实时速度，传感

器安装高度犺为３００ｍｍ．

１．２　数据的提取与误差的补偿

提取物料的轮廓线能否真实地反映物料的横截面是文

中测量的关键，而灰尘、皮带振动、物料表面反射异常等因

素都会给最终的测量结果带来误差．因此，为精确提取物料

的轮廓，需要对物料的激光测量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分析

发现，物料流的轮廓数据具有如下特征：１）物料具有中间区域较高，并向左右两边呈现缓慢减小的趋

势，相邻两点之间的高度差较小；２）测量范围应大于皮带上物料的宽度，因此，物料轮廓线的端点位于

左右两边第一个不为零点的传感器内测．

物料的反射、表面纹理等都会引入异常值．根据物料流的轮廓数据特征１），当某一数据点与邻值差

值超出规定阈值时，可认为该点为异常点．为消除异常点对轮廓线拟合造成的影响，采用算术平均值替

代异常点的滤波方法，对异常值点进行逐个剔除．

狔′犻＝
狔犻，　　　　　 　　狘狔犻－狔犻－１狘≤犜，

（狔犻－１＋狔犻＋１）／２，　　狘狔犻－狔犻－１狘＞犜
｛ ．

（３）

　　将一组包含有异常值的数据用 ＭＡＴＬＡＢ绘制物料堆积的三维模型，如图５所示．

（ａ）数据未平滑处理　　　　　　　　　　　　　　 （ｂ）数据提取平滑处理

图５　奇异点处理前后物料堆积模型

Ｆｉｇ．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６　边缘误差分析

Ｆｉｇ．６　Ｅｄｇ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由图５可知：通过优化提取数据后，可将引入误差的异常值

剔除掉，从而使计算模型更符合真实的物料流动模型．

对于物料流的轮廓数据特征２），由于传感器间隔之间的物料

边缘信息无法准确获取，因此，将给计算带来较大误差．边缘误差

分析情况，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犃点为１号激光测距传感器的测

量点；犅点为物料实际的边缘位置；虚线为传感器信号拟合得到

的轮廓线犳ｍ（狓）；实线为实际物料的轮廓线犳ｒ（狓）．此时，计算当

前物料的横截面积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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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犛＝∫
犔

０
犳ｍ（狓）－∫

犔

犅
犳ｒ（狓）．

　　为消除该因素带来的误差，选择使用ＣＣＤ相机对皮带秤测量点处进行实时的图像采集，以辅助获

取皮带上物料的边缘位置．当摄像头与所测物体的距离固定，采集图像中的像素点与实际物体尺寸比例

即为固定值．因此，只需获得图像中物料的左右两侧像素点位置便可得到物料的具体宽度，从而确定轮

廓线端点位置．

背景减除法是将当前的视频帧与建立的背景模型进行比较，通过判定灰度等特征的变化或直方图

等统计信息的变化来分割运动目标［１５１６］，可有效提取运动区域信息．首先，采用平均背景法建立检测背

景，取某一时间段内犖 帧的皮带空载图像；然后，将图像累加之后，取像素平均值，得到背景图像的像素

数据犅（犻，犼）．其中，犅（犻，犼）＝∑
犖

犻＝１

犅犻（犻，犼）／犖．设当前时刻的图像数据为犐犻（犻，犼），差值图像为犇犻（犻，犼）＝

｜犐犻（犻，犼）－犅（犻，犼）｜，差值图像犇犻（犻，犼）像素的平均值犱和标准差δ分别为

珚犱＝
∑
犻＜狑

犻＝０
∑
犼＜犺

犼＝０

犱（犻，犼）

狑犺
，　　δ＝ 珚犱＝

∑
犻＜狑

犻＝０
∑
犼＜犺

犼＝０

［犱（犻，犼）－珚犱］
２

槡 狑犺
．

上式中：狑为图像宽度；犺为图像高度．阈值犜＝珚犱＋αδ，其中，α为阈值调节系数．

犇′犻（犻，犼）＝
２５５，　　犇犻（犻，犼）≥犜，

０，　　　犇犻（犻，犼）＜犜
｛ ．

（４）

式（４）中：犇′犻（犻，犼）为采用阈值犜对差值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后的数据结果．处理结果，如图７所示．

　（ａ）背景图　　　　　　　　　　　　　　　　　　　　　（ｂ）目标图　　

　（ｃ）差值图　　　　　　　　　　　　　　　　　　　　（ｄ）二值化图　　

图７　背景减除法检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得到二值化图像后，提取左右两边第一个白色像素点的坐标狓犼 与狓犽．对于标定后的相机位置，可

通过像素点获得物料边界在皮带上的具体位置，即犡Ｌ＝狓犼犓，犡Ｒ＝犔－狓犽犓．其中：犓 为位置系数，由相

机与皮带之间的相对位置确定；犡Ｌ，犡Ｒ 分别为皮带上物料边缘位置距离皮带边界的距离．

２　实验对比与分析

为选取合适的传感器数量，利用离散元仿真软件（ＥＤＥＭ）对该测量系统进行模拟仿真．仿真的测量

物料横截面积为７５０００ｍｍ２，以相同的进料速度通过皮带正上方设置的采样点，皮带宽度设置为２００

７１第１期　　　　　　　　　　　　　 陈睿，等：光学皮带秤测量方法及实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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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传感器个数与测得横截面积的曲线关系，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犛为测量面积；狀为传感器个数．由

图８可知：对于上述仿真条件，当传感器数量小于８时，横截面积的计算准确性随着采样个数的增加而

显著增大；当数量继续增加，准确性趋于平稳．因此，在同时考虑测量精度及设计成本的基础上，选择最

佳实验激光测距传感器个数为９（安装间隔为２５ｍｍ）．

　　　　　　（ａ）仿真模型　　　　　　　　　　　　　　　　（ｂ）传感器个数与测得横截面积的关系

图８　传感器个数与横截面积仿真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被测的物料为花岗岩，分别采集变频器在频率为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Ｈｚ，以及３种不同规格标准容积

９．７２，１９．６４，２９．５０Ｌ时的物料的测量结果，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犳为变频器频率；犞ｍ 为测量体积；犞ｒ

为实际体积；犲为误差．

表１　激光皮带秤体积测量值

Ｔａｂ．１　Ｖｏｌｕ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ｓｅｒｂｅｌｔｓｃａｌｅ

编号 犳／Ｈｚ 犞ｍ／Ｌ 犞ｒ／Ｌ 犲／％ 编号 犳／Ｈｚ 犞ｍ／Ｌ 犞ｒ／Ｌ 犲／％

１ ２５ ９．６５ ９．７２ ０．７０ ６ ２５ ２９．３４ ２９．５０ ０．５０

２ ２５ ９．６７ ９．７２ ０．５０ ７ ３０ ９．６９ ９．７２ ０．３０

３ ２５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４ ０．６０ ８ ３５ ９．６２ ９．７２ １．００

４ ２５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４ ０．０３ ９ ４０ ９．６８ ９．７２ ０．４０

５ ２５ ２９．３８ ２９．５０ ０．４０ １０ ４５ ９．６９ ９．７２ ０．３０

　　由表１可知：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的误差均小于±１％；速度变化与称质量的差异误差也都

小于±１％，测量结果与带速和称质量体积无关．此次实验验证了文中所提测量方法的可行性，对于实际

工程项目则需要进一步分析系统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１）工业生产中的皮带打滑，皮带的振动幅度较

大等使皮带的速度无法被传感器准确测量，使测量结果出现误差；２）测量大颗粒物料时，物料堆积将会

出现较多空隙，使横截面轮廓线的拟合出现较大误差；３）室外恶劣的工作环境，测量者使用不当等容易

　　图９　误差修正前后的测量对比

　　Ｆｉｇ．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引入实验测量误差．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合理的

计算模型，通过实验验证消除可能存在的误差源，切实

有效地提高测量精度，以降低误差．

相同带速下，误差修正前后的测量对比，如图９所

示．图９中：犞 为体积．由图９所示：误差修正前，由于边

缘位置的不确定，导致拟合出的轮廓线宽于真实的横截

面，测量结果总是大于实际的体积；误差修正后的测量

结果明显更贴近真实体积，准确性提高１％左右．

３　结论

利用激光测距技术结合ＣＣＤ相机辅助测量，设计

一种新型的光学皮带称质量系统，并搭建试验台进行试验，得到以下３点结论．

１）从原理出发，分析传统电子皮带秤所固有的缺陷，提出一种基于激光测距的皮带机动态称质量

方法．采用若干数量的激光测距传感器，设计搭建采集物料横截面轮廓线的光学系统，实现皮带输送物

料的流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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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合皮带上物料的运动特征，分析２个主要误差源，即测量异常值和物料轮廓线端点位置引起

的拟合误差．通过均值滤波剔除异常值，并借助ＣＣＤ相机对物料进行实时的图像采集分析，以优化物料

轮廓，提取算法后测量误差减小１％．

３）设计的新型激光皮带秤（带宽为２００ｍｍ）测量在带速为０～０．８ｍ·ｓ
－１时的物料瞬时流量，结

果表明，测量结果的重复性与准确性误差均小于±１％．该方法结构简单，测量精度高、实时性强，有较强

的实用性与可靠性，有助于为带式输送机提供实时、精确的输送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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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永磁无刷直流电机

控制器设计

王维强，曾晓松，夏茂树

（武汉科技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５）

摘要：　对某四轮独立驱动电动汽车轮毂电机进行研究，设计一种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以ＳＴＭ３２

Ｆ１０３ＲＢＴ６芯片为基础，对电机驱动电路、采样电路和保护电路分别进行硬件设计与分析；同时，采用模块化

软件设计方案，对该控制器的软件系统进行升级．实验验证表明：所设计的电机控制器能使电机响应迅速、转

速稳定、无超调，且电动车动力输出性能良好．

关键词：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电机控制器；增量式ＰＩＤ控制；ＳＴＭ３２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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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由于采用永磁体转子，没有励磁损耗，也没有换向器和电刷等机械换向结构，具

有能量密度和效率高、可靠性好、输出扭矩大等特点［１］，受到国内外电动车领域的广泛关注．永磁无刷直

流电机的控制技术［２］和实现方式直接影响电动汽车的整体性能，因此，电机控制器设计具有很强的研究

价值和现实意义［３］．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ＤＳＰ）
［４］和可编程逻辑门器件（ＦＰＧＡ）的无刷直流控制器因

成本高、电路设计结构复杂，且功能扩展不好，使用场合有限．而ＳＴＭ３２具有低功耗、实时性强、高性

能、处理速度快，以及众多的外设Ｉ／Ｏ口，功能丰富等特点．基于此，本文选用ＳＴＭ３２
［５］控制芯片作为永

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的核心，结合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算法编写，以实现电动汽车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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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控制器的构成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根据功能的需求可分为４个模块：ＳＴＭ３２控制模块、电机驱动与保护模

块、采样模块和通信模块．ＳＴＭ３２控制板是控制其他各个模块正常工作的核心模块
［６?１０］．为达到期望的

工作状态，通过采集电机工作时的相关参数，作出相应的控制策略，实时控制电机，使电机能够响应快

速、运行安全稳定．电机的保护则涉和过流及短路保护，防止电机因为启动时电流过大出现场效应晶体

管（ＭＯＳ管）烧坏和空气开关冒火等危险情况．采样电路可以实时采集和监测电机运转时的相关参数，

例如母线电压、母线电流、电机转速等，保证电机稳定运行．通信接口包括ＲＳ?２３２串口通信及控制器局

域网络（ＣＡＮ）通信．ＣＡＮ通信主要是电机控制器与整车控制器进行通信，实现数据交换；而ＲＳ?２３２串

口通信则是实现电机控制器与ＰＣ机之间的数据通信，通过ＰＣ机在线监测电机的运行状态，保证电机

稳定运行．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参数如下：额定功率为３０００Ｗ；额定转速为７５０ｒ·ｍｉｎ－１；额定电压为７２Ｖ；

额定转矩为３８Ｎ·ｍ；额定电流为４２Ａ；最大转矩为１５２Ｎ·ｍ；最大电流为１０５Ａ；极对数为２４．电机

控制系统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机控制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ｍ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２　硬件模块的设计

硬件电路是保证电机正常启停、正反旋转、加减速、稳定运行的执行机构，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根

据电机参数及功能需要，将硬件电路分为以下５个部分进行设计．

２．１　犛犜犕３２控制板

控制板基于ＡＲＭＣｏｒｔｅｘ?Ｍ３内核的ＳＴＭ３２Ｆ１０３ＲＢＴ６芯片为控制核心，主要功能是控制电机脉

冲调制信号（ＰＷＭ）的输出、当前转子位置检测、电流采样、速度采样、速度调节、过流，以及短路保护

等［１１?１３］．

ＰＷＭ信号的产生来自ＳＴＭ３２中自带高级定时器１，由定时器 ＴＩＭ１?ＣＨ１，ＴＩＭ１?ＣＨ２，ＴＩＭ１?

ＣＨ３产生上桥臂输出，ＴＩＭ１?ＣＨ１Ｎ，ＴＩＭ１?ＣＨ２Ｎ，ＴＩＭ１?ＣＨ３Ｎ 产生下桥臂输出．其中，ＣＨ１和

ＣＨＩ１Ｎ是互补输出，通过编程可以保证电机两两导通的时候，不会出现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的状态．

转子位子信号检测由定时器３的通道ＴＩＭ３?ＣＨ１，ＴＩＭ３?ＣＨ２，ＴＩＭ３?ＣＨ３进行输入捕获，通过检

测当前转子位置及电机旋转状态来控制ＰＷＭ 信号的产生．速度和电流的采集分别通过ＡＤＣ１?ＩＮ１１，

ＡＤＣ１?ＩＮ１２通道进行捕获，实时采集电机当前运行状态．

２．２　霍尔位置检测电路

永磁无刷直流轮毂电机内部装有磁敏式霍尔位置传感器，该传感器转子与电机转子同轴转动，３个

霍尔元件按１２０°的机械角度安装在定子上，用以检测电机转子位置及转速．电机霍尔传感器接口一共

有５根线，分别为＋５Ｖ，ＨＡＬＬＡ，ＨＡＬＬＢ，ＨＡＬＬＣ，ＧＮＤ．由于传感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因此，需要

接上拉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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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中，霍尔传感器输出的霍尔信号不是理想方波信号，而是含有杂波的不规则的方波，同时，电机

转动时，电机绕组也会对霍尔信号产生影响．故为了获得理想方波，应将霍尔信号接口输入到施密特触

发器７４ＨＣ１４中，经过整形后由ＳＴＭ３２进行捕获．

２．３　犐犚２１１０驱动电路

ＩＲ２１１０是双通道高压高速型功率开关器件，栅极驱动，具有自举浮动电源，驱动电路十分简单，只

需要一路电源就可以同时驱动上、下桥臂．ＩＲ２１１０驱动模块，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由二极管Ｄ１，电

容ＣＡＰ１和犞Ｂ，犞Ｓ构成自举电路，端电压犞ＢＳ给上桥臂ＭＯＳ管提供电压，该电压由１５Ｖ电源经过Ｄ１，

ＣＡＰ１提供；当下桥臂ＵＬ导通时，犞Ｓ被拉到地电位，１５Ｖ电源通过二极管Ｄ１给自举电容ＣＡＰ１充电，

其中，二极管和自举电容是根据充电电流及反向电压选择确定的［１４］．

由于ＩＲ２１１０
［１５］只有两路输出口，而无刷直流电机的 ＭＯＳＦＥＴ管驱动电路是６路输入信号控制，

故采用３个ＩＲ２１１０单独控制．每个ＩＲ２１１０分别控制电机的Ｕ，Ｖ，Ｗ 相的上、下桥臂．由于电机功率为

３ｋＷ，电源电压为７２Ｖ，额定电流为４２Ａ，故采用ＮＣＥＰ０１Ｔ１３Ｄ型Ｎ沟道增强型 ＭＯＳ管（江苏省无

锡新洁能公司）．该 ＭＯＳ管的犞ｄｓ电压为１００Ｖ，犐ｄ可以达到１００Ａ，因此，能满足电机驱动需要．另经过

计算，该 ＭＯＳ管需要门极驱动电流约为０．５Ａ，而ＩＲ２１１０的拉电流和灌电流为２Ａ，通过ＩＲ２１１０自举

电路，可以满足 ＭＯＳ管导通及开关频率的要求．由于电机电流较大，桥臂上只有一个 ＭＯＳ管存在工作

不稳定、容易被击穿或者短路、过流等现象．因此，采用了一个桥臂上３个 ＭＯＳ管并联的方式，这样能

够减少电流在 ＭＯＳ管上的功率损耗；同时，采用铝基板制作驱动板，达到快速散热的目的．电机Ｖ相驱

动电路及采样电路，如图３所示．

　 图２　ＩＲ２１１０驱动模块　　　　　　　　　　　图３　电机Ｖ相驱动电路及采样电路

　　　　Ｆｉｇ．２　ＩＲ２１１０ｄｒｉｖｅｒｍｏｄｕｌｅ　　　　　　Ｆｉｇ．３　ＭｏｔｏｒＶｐｈａｓｅｄｒｉｖｅｃｉｒｃｕｉｔ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

２．４　采样电路

采样电路主要是采集电机中的母线电流，通过在母线上加精密采样电阻，测得采样电阻的电压值判

断当前电流大小（图３）．因此，采用ＩＮＡ２８２三运放仪表放大芯片，ＩＮＡ２８２的＋ＩＮ端口接采样电阻上

方，－ＩＮ端口接ＧＮＤ，采样电阻阻值为２ｍΩ．以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电流（５０Ａ）为最大电流，则采样电

阻分压的最大电压为１００ｍＶ，将此１００ｍＶ输入ＩＮＡ２８２芯片中，ＩＮＡ２８２将１００ｍＶ放大５０倍得到

的放大电压为５Ｖ，单片机ＳＴＭ３２的Ｉ／Ｏ口通过捕获ＩＮＡ２８２芯片输出，得出当前电流值．

２．５　保护电路

由于电动汽车行驶工况复杂，电机在启动瞬间或堵转时，电流迅速增大，时间稍长则会有电机烧毁

的风险．为了保护电机，应该增设保护电路，主要包括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

过流保护主要是防止电机母线电流过大．因为母线电流过大会影响电机的运转稳定与电机寿命，所

以需要进行保护．过流保护电路和短路保护电路，分别如图４，５所示．图４中：犞Ｓ 为经过采样电阻分压

后的电压．将犞Ｓ与设定的过流保护对应的电压值通过ＡＤ８０５２芯片进行比对，然后，经单稳态５５５电路

输出口ＳＤ１和短路保护输出口ＳＤ２（图５）进行或门运算后，输入至ＩＲ２１１０芯片的ＳＤ保护端口．若过

流，则ＳＤ＝１，因此，输送到ＩＲ２１１０中后，ＩＲ２１１０封锁输出，这样就起到了保护作用．

短路保护主要是防止电路发生故障时，电流不经过负载，瞬间产生极大电流造成电机及电源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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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甚至火灾等更严重的结果．由图５可知：通过采样电路分压，将实际值犞Ｓ 和理想值通过ＡＤ８０５２芯

片进行比对，将输出值与下端５Ｖ复位电路共同输入至ＣＤ４０１１组成的ＲＳ触发器中，其输出结果ＳＤ２

送至ＩＲ２１１０的ＳＤ口．当短路时，ＳＤ２＝１，则ＩＲ２１１０直接持续封锁输出；当电机重新上电后，通过复位

按键ＲＥＳＥＴ复位，这时系统重新进入正常状态．

图４　过流保护电路　　　　　　　　　　　　　　　图５　短路保护电路

Ｆｉｇ．４　Ｏｖ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ｉｇ．５　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

３　软件程序设计

３．１　程序的模块化

由于软件程序代码众多，并且ＳＴＭ３２在开发时会使用大量库函数，如果全部写在一起会造成开发

周期长、错误率增加、错误发现阶段晚等现象．因此，在软件程序设计时，根据电机各功能模块进行划分，

将程序进行模块化设计，这样操作简单、移植性强．因此，将软件部分分为以下７个模块．

１）系统主程序设计．主程序中主要是进行程序的主循环和上电时对外设和系统进行初始化，如系

统时钟、Ｉ／Ｏ口、定时器、中断能及系统变量、外部声明等初始化．

２）ＰＷＭ波的输出．控制系统采用Ｈ＿ＰＷＭ＿Ｌ＿ＯＮ的模式，产生６路ＰＷＭ 脉冲，控制 ＭＯＳ管的

通断，从而实现电机的调速．

３）电机启动程序．通过定时器输出ＰＷＭ 波，由于启动电流过大，必须限流或缩短ＰＷＭ 波启动，

才能保证电机稳定启动．

４）电机转子位置的检测．由于电机带有霍尔传感器，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转子位置．

５）电机启停控制及正反转控制程序．读取当前电机转子位置，通过按键触发信号实现启停和电机

正反转所对应的导通相．

６）电机速度调节．ＳＴＭ３２控制器通过模数转化器（ＡＤＣ）的电压变化改变当前电机ＰＷＭ占空比．

７）系统增量式ＰＩＤ闭环调节．计算电机当前速度值，然后，与指定值进行做差运算，通过增量式

ＰＩＤ调节得出期望的ＰＷＭ占空比，从而控制电机转速．

３．２　系统主程序设计

在主程序ｍａｉｎ（）函数中，根据功能定义任务堆栈，初始化ＳＴＭ３２芯片的系统时钟及系统所使用的

Ｉ／Ｏ口，包含ＰＷＭ端口、按键端口、ＬＥＤ灯端口、ＡＤＣ端口、输入捕获端口等．当系统完成初始化后，进

入主程序，等待按键或电位计调速、ＡＤＣ的转换、通信等．

３．３　犘犠犕输出程序设计

采用上桥臂ＰＷＭ调制，下桥臂恒通的方法（Ｈ＿ＰＷＭ＿Ｌ＿ＯＮ）进行调速．由于电机采用两两导通的

方式，无刷直流电机每转一周要换向６次，每６０°换相一次，在每６０°区间内，总有一个上桥臂ＰＷＭ 调

制，下桥臂横导通．因此，改变上桥臂ＰＷＭ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电机电压值，即可进行电机调速控制．

在ＳＴＭ３２中，通过ＰＡ８，ＰＡ９，ＰＡ１０产生上桥ＰＷＭ波，ＰＡ６，ＰＡ７，ＰＢ０产生下桥ＰＷＭ 信号，使用互

补输出的方式．因此，当同一相的上桥臂输出ＰＷＭ信号时，下桥臂都是截止状态．

３．４　电机转子位置检测及换向程序设计

当电机转动时，通过读取电机霍尔传感器输送至ＳＴＭ３２芯片中的值获取当前转子位置，根据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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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判断电机处于正向状态还是反向状态．

３．５　电机启停与正反转程序设计

根据换相标识符确定 ＭＯＳＦＥＴ管的导通关系，在主程序中，通过调用按键子程序实现电机的正反

转和停止．正转换相顺序为ＡＢ?ＡＣ?ＢＣ?ＢＡ?ＣＡ?ＣＢ；反转换相顺序为ＣＢ?ＣＡ?ＢＡ?ＢＣ?ＡＣ?ＡＢ．

３．６　电机调速程序设计

在程序中，电机的调速功能由ＳＴＭ３２的ＡＤＣ模块实现．ＡＤＣ输入参考电压范围为０～３．３Ｖ，可

以通过电位器改变ＡＤＣ的输入电压，以实现对电机的调速．当ＡＤＣ采样电压为０Ｖ时，ＡＤＣ采样值为

０；当ＡＤＣ采样电压为３．３Ｖ时，ＡＤＣ的采样值为４０９６．通过改变单片机的ＰＷＭ输出占空比，对速度

进行调节．

３．７　转速采集程序设计

转速通过采用光电转速传感器采集，使用Ｔ法测速．Ｔ法测速通过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

计算转速，通过单片机的Ｉ／Ｏ口进行输入捕获，采集脉冲并计算电机转速后，反馈给上位机．

４　实验测试

在自行设计的四轮驱动轮毂电机电动汽车上进行实验测试．该车匹配的电机为外转子式永磁无刷

直流轮毂电机，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的外观，如图６所示．图６中：左边为ＳＴＭ３２控制板；中间为

ＩＲ２１１０的驱动模块；最右边为 ＭＯＳ管驱动电路．电机驱动控制测试平台包含驱动控制器和ＰＣ机和转

速传感器等，如图７所示．

　　图６　电机驱动控制器　　　　　　　　　　　　　图７　电机驱动控制测试平台

　Ｆｉｇ．６　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Ｆｉｇ．７　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ｓｔ

将控制器、ＰＣ机、无刷直流电机、电机驱动控制器等实物连接起来，检查线路无误后，启动ＳＴＭ３２，

接通电动车蓄电池电源，电机空载．电机的响应曲线是由ＳＴＭ３２经过串口通信传递至ＰＣ储存，再由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测量数据进行拟合绘制．程序中，第一次是０．１ｓ后启动，将ＰＷＭ 占空比调制为

２０％；第二次则是经过０．１ｓ，ＰＷＭ占空比由２０％变为３３％，程序结果如图８，９所示．图８，９中：狀为电

机转速；狋为时间．

　 图８　电机启动转速曲线　　　　　　　　　　　　　　　图９　电机连续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Ｍｏｔｏｒｓｔａｒｔｓｐｅｅｄｃｕｒｖｅ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ｏｔｏｒ

由图８可知：电机从零速开始启动，经过０．１３ｓ达到稳定的给定转速１５０ｒ·ｍｉｎ－１，电机转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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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但在达到稳定的转速前，转速波动较大．由图９可知：电机转速在连续变化的情况下，响应速度快，

０．０５ｓ前就达到了１５０ｒ·ｍｉｎ－１，并且在０．１５ｓ前就已经变化为２５０ｒ·ｍｉｎ－１，响应更迅速且转速稳

定、无超调．

５　结束语

对自制控制器进行设计与调试，通过配合ＳＴＭ３２的Ｉ／Ｏ口，可以实现ＲＳ２３２和ＣＡＮ通信，方便

与上位机、上层控制器进行实时通信并实时监控当前电机工作状态、转速、电流等信息．输出ＰＷＭ 在

１０％～９０％之间可调，并且经过增量式ＰＩ控制之后，电机响应迅速、转速稳定、无超调．该控制器具有集

成度高、稳定性好、体积小、功能模块多等特点，能有效地改善电动车行驶稳定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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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均匀有理犅样条的挖掘机器人

作业过程中自主避障控制

钟星１，２，邵辉１，２，胡伟石３，聂卓
"

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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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华侨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解决挖掘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遇到大障碍物时无法及时调整动作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非均匀有

理Ｂ样条（ＮＵＲＢＳ）曲线的轨迹规划方法．利用３次ＮＵＲＢＳ曲线插值实现特定的挖掘曲线，在与大障碍物发

生碰撞时，通过调整权重因子改变挖掘机器人的局部挖掘轨迹，并且保证轨迹具有良好的平滑性和连续性．仿

真实验表明：所提的轨迹规划方法能够实时调整铲斗位姿，进而改变挖掘路径，使挖掘机器人成功避开障碍

物，实现自主平滑挖掘．

关键词：　挖掘机器人；轨迹规划；非均匀有理Ｂ样条；避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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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挖掘机作是工程建设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工程机械之一，国内外学者对其自动化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１］．Ｐｅｙｒｅｔａ等
［２］提出一种用于执行复杂的挖掘运动和参数化控制的实时轨迹规划方法．杨毅等

［３］

研究挖掘机器人在运土过程中，利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构造“虚拟阻力区”，采用阻抗控制实现障碍的自

主回避．Ｓａｅｅｄｉ等
［４］提出基于视觉的挖掘机控制系统，采用模糊逻辑方法控制路径跟踪，针对挖掘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路径，运用交叉耦合控制器进行校正．邵辉等
［５］提出一种基于原像规划和下层前向搜

索的两级挖掘机轨迹规划方法．李海虹等
［６］利用３?３?５?３?３多项式插值法进行轨迹规划．挖掘机器人的

铲斗末端轨迹具有复杂的空间曲线特性［７］，单一的多项式既难以表达，也难以胜任挖掘机器人在实际工

况中的局部复杂轨迹［８?１３］．挖掘机的轨迹规划是基于作业任务要求，设计合适的机械臂末端执行器轨

迹，作业任务通常只是一些关键点的数据，而轨迹规划则需要依据这些数据设计出合适的运行轨迹．近

年来，在工程应用领域中，非均匀有理Ｂ样条（ＮＵＲＢＳ）越来越被重视．ＮＵＲＢＳ曲线的优点有：局部修

改性、移动控制顶点、调整节点矢量或改变权重因子仅影响ＮＵＲＢＳ曲线的局部形状，并不影响整体轨

迹的性能［１４?１５］．利用ＮＵＲＢＳ曲线按照挖掘机器人的作业任务要求进行轨迹规划，可以得到连续的挖掘

轨迹曲线，且能进行局部调节，适合挖掘机器人人化控制［１６］．本文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缺点，根据反铲

斗挖掘机器人化作业特点，提出一种基于ＮＵＲＢＳ的挖掘机器人自主控制轨迹规划方法
［１７］．

１　系统概述

挖掘机器人的总体结构包括动力装置、工作装置、回转机构等．文中主要研究挖掘过程，该过程由挖

掘机器人的工作装置（包括动臂、斗杆、铲斗）完成，以ＺＡＸＩＳ１２０型液压挖掘机为研究对象．为便于研

究，忽略动臂、斗杆、铲斗的具体形状，采用简单的线条表示．将工作装置近似为３自由度的空间连杆机

构，在动臂、斗杆和铲斗关节处安装角度传感器［１８］，各杆件参数与坐标系，分别如表１和图１所示．表１

中：α犻为扭角；犪犻为连杆长度；犱犻为连杆偏置．图１中：α为动臂关节角度；β为斗杆关节角度；δ为铲斗关

　图１　液压挖掘机工作装置坐标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

节角度；犪１ 为动臂长度；犪２ 为斗杆长度；犪３ 为铲斗长度．

表１　挖掘机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

序号 α犻／（°） 犪犻／ｍｍ 犱犻／ｍｍ 关节角变化范围／（°）

１ ０ ４６００ ０ －７１～４５

２ ０ ２５１９ ０ ３０～１５２

３ ０ １２３０ ０ －３３～１４５

２　基于犖犝犚犅犛曲线轨迹规划

２．１　犖犝犚犅犛曲线

ＮＵＲＢＳ采用控制顶点（犇犻）、节点矢量（犝犻）及权重因子（ω犻）定义自由曲线．据《初始化图形交换规

范》（ＩＧＥＳ）规定，分段有理多项式矢函数是由狀个控制顶点定义的一条犽次ＮＵＲＢＳ曲线
［１９?２０］，即

犆（狌）＝∑
狀－１

犻＝０

犖犻，犽（狌）ω犻犇犻／∑
狀－１

犻＝０

犖犻，犽（狌）ω犻，　　犽≥１． （１）

式（１）中：犆（狌）为参数曲线；犖犻，犽（狌）为由节点矢量犝＝［狌０，狌犻，…，狌狀＋犽＋１］定义的犽次Ｂ样条基函数．

利用犽次Ｂ样条基函数的ＣｏｘｄｅＢｏｏｒ递推公式，定义在节点矢量犝 上的犽次基函数递推为

犖犻，０ ＝
０，　　狌犻≤狌≤狌犻＋１，

１，　　 其他｛ ．
（２）

犖犻，犽（狌）＝
狌－狌犻
狌犻＋犽－狌犻

犖犻，犽－１（狌）＋
狌犻＋犽＋１－狌

狌犻＋犽＋１－狌犻＋１
犖犻＋１，犽－１（狌），　　犽≥１． （３）

式（２），（３）中：狌犻为节点．同时，规定０／０＝０．

２．２　均匀介质环境下的轨迹规划

轨迹规划是指根据作业任务的要求，确定轨迹参数，并实时计算和生成运动轨迹．在均匀介质环境

下，拟利用ＮＵＲＢＳ曲线具有狀－１次可导的性质，且每个控制点都具有权重调节因子的特性对铲斗末

７２第１期　　　　　　　　钟星，等：非均匀有理Ｂ样条的挖掘机器人作业过程中自主避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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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轨迹进行规划，采用积累弦长参数化方法拟合ＮＵＲＢＳ曲线
［２１］，以确保挖掘轨迹平稳连续．根据挖掘

任务要求，按照如下６个步骤进行轨迹规划．

步骤１　依据作业要求，选取狀个控制顶点犇犻，首末端控制顶点一般作为挖掘起始点、终止点，再选

取狀－２个曲线关键点．其中，犻＞０，犇犻＞０．

步骤２　确定节点矢量犝＝｛α，…，
烐烏 烑
α

犽＋１

；狌犽＋１，…，狌狀－犽－１；犫，…，
烐烏 烑
犫

犽

｝
＋１

．通常情况，令犪＝０，犫＝１，以保证生

成的ＮＵＲＢＳ曲线通过首末端控制点．

步骤３　采用积累弦长参数化方法，计算参数值狌犽＋１，…，狌狀－犽－１．

步骤４　设定各控制顶点权重因子ω犻．其中：犻，ω犻＞０．

步骤５　采用Ｃｏｘ?ｄｅＢｏｏｒ递归公式，求解Ｂ样条基函数犖犻，犽（狌）．

步骤６　利用带权控制顶点矩阵，计算离散轨迹点，并拟合出符合作业要求的ＮＵＲＢＳ曲线．

以挖掘机器人进行梯形深坑的挖掘为例．挖掘过程主要包括铲斗铲入土壤、拖拽、回旋提升３个步

　　图２　铲斗末端轨迹曲线

　Ｆｉｇ．２　Ｂｕｃｋｅｔｅｎ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

骤［６］．选择使用３次ＮＵＲＢＳ曲线规划挖掘轨迹，指定铲斗末

端轨迹曲线的７个控制顶点坐标犇犻＝［７０００，０；６７５０，－５００；

６５００，－６２０；６０００，－６５０；５５００，－６２０；５２５０，－５００；５０００，

０］（犻＝０，１，２，…，６），节点犝＝［０，０，０，０，０．２０９０，０．３１２７，

０．５０００，０．６８７３，０．７９１０，１，１，１，１］．当各控制顶点权重因子

ω犻＝［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犻＝１，２，３，…，９）时，铲斗末端曲

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犎 为挖掘深度；犾为挖掘长度．

整个作业过程中，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变化和挖掘姿

态角变化，如图３所示．图３中：ε为挖掘姿态角度变化．由图３

可知：各角度变化均处于机械结构可达范围，无大突变，挖掘

姿态满足机械结构的几何约束，符合挖掘机器人在挖掘过程中的基本性能要求．由此表明：该轨迹规划

方法具有可行性，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挖掘机器人在非均匀介质土壤环境下的轨迹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ａ）动臂　　　　　　　　　　　　　　　　　　　　　（ｂ）斗杆　

　　 　　　（ｃ）铲斗　　　　　　　　　　　　　　　　　　　（ｄ）挖掘姿态角　

图３　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及挖掘姿态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

３　自主避障轨迹规划

在有大障碍物的非均匀介质土壤环境中，挖掘机器人不可避免地会与大障碍物发生碰撞．因此，避

开障碍物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是实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操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传统的轨迹规划方法不

８２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存在可供调整的参数，无法对挖掘轨迹进行及时有效地调节．而基于３次ＮＵＲＢＳ的挖掘机器人轨迹规

划中，利用ＮＵＲＢＳ曲线具有可调整控制顶点权重因子的优势，从而实现对挖掘轨迹曲线的局部优化．

为便于研究，在以下３种约束条件下进行避障讨论：１）在非均质介质环境下，土壤介质环境未超出

挖掘机的挖掘能力；２）主要讨论犇０～犇２ 及犇４～犇６ 阶段存在的障碍物情况；３）避障过程中，挖掘机器

人各关节角调整处于产生足够挖掘力的合理变化范围，且能够顺利避开障碍物，完成平滑挖掘．

图４　原像规划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ｐｒｅｉｍａ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当障碍物位于铲斗尖走行的方向，铲斗所受走行阻力将最大，易

造成挖掘受阻或铲尖损坏．因此，文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避障平滑

规划，运用一种在未知环境下执行操作规划的机器人算法（原像规

划），使铲尖脱离障碍物．挖掘机器人在挖掘过程中，受到障碍物产生

的反作用力，挖掘阻力发生突变，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犉为与障碍物

发生碰撞时铲斗外载荷；犞ｅ为铲斗运动速度；γ为铲斗运动速度方向

与碰到障碍物时铲斗外载荷方向的夹角；ｏｂｓ为障碍物．

在挖掘过程中，不考虑意外出现的障碍物，根据压力和位移传感

器的反馈信息，在碰到ｏｂｓ时，通过对铲斗运动速度方向犞ｅ 和碰到

障碍物时，铲斗外载荷方向犉的夹角γ进行判断
［５］：１）当γ＜γ犺 时，

调整距离障碍物最近的控制顶点权重因子ω２ 或ω８；２）当γ犺≤γ时，

调整距离障碍物最近的控制顶点权重因子ω３ 或ω７．其中，γ犺 为阈值，可通过实测获得．另外，当铲斗背

与障碍物发生碰撞时，考虑挖掘机的挖掘力可将障碍物推开，不会对挖掘过程有过大的冲击；而随着挖

掘的深入，障碍物将被铲入铲斗中，不会对挖掘过程有过大的冲击，也不会对铲尖有过大的损伤，从而提

高挖掘效率并增加挖掘机的机械寿命．

挖掘机器人基于ＮＵＲＢＳ的自主避障轨迹规划的具体步骤，如图５所示．

图５　避障轨迹规划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４　仿真试验和结果分析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编程验证，将障碍物分别设置在４处挖掘轨迹必经区域，如图６所示．

情况Ⅰ　图６（ａ）中：铲入挖掘阶段（ω２＝２），障碍物大部分区域位于轨迹走行的下方，选取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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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设置中心点为（６．８５ｍ，－０．５５ｍ），半径为０．１５ｍ．

情况Ⅱ　图６（ｂ）中：铲入挖掘阶段（ω３＝２），障碍物大部分区域位于轨迹走行的上方，选取其中一

例设置中心点为（６．７０ｍ，－０．３８ｍ），半径为０．１５ｍ．

情况Ⅲ　图６（ｃ）中：回转提升阶段（ω８＝４），障碍物大部分区域位于轨迹走行的下方，选取其中一

例设置中心点为（５．１５ｍ，－０．５４ｍ），半径为０．１５ｍ．

情况Ⅳ　图６（ｄ）中：回转提升阶段（ω７＝２），障碍物大部分区域位于轨迹走行的上方，选取其中一

例设置中心点为（５．３０ｍ，－０．３８ｍ），半径为０．１５ｍ．

　（ａ）ω２＝２　　　　　　　　　　　　　　　　 　　　　（ｂ）ω３＝２

　（ｃ）ω８＝４　　　　　　　　　　　　　　　　 　　　　（ｄ）ω７＝２

图６　挖掘机器人避障轨迹曲线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ｗｉｔｈ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基于３次ＮＵＲＢＳ挖掘机器人在均匀介质中进行梯形深坑规划的轨迹运动（图２），当与障碍物发

生碰撞时，通过基于ＮＵＲＢＳ的局部轨迹规划对铲斗位姿进行实时调整，以满足特定工况条件下的作业

要求．其仿真试验结果，分别如图７～１０所示．

由图６（ａ）与图７可知：在１．８９６８ｓ时，挖掘机器人铲斗碰撞到设定的障碍区域，测得γ＜γ犺，铲斗

返回首端点，各关节也随之运动到初始姿态；在３．７９３６ｓ到达首端控制顶点时，保持其他控制顶点的权

重因子不变的情况下，仅通过调整距离障碍最近的控制顶点犇１ 的权重因子ω２ 调整铲斗位姿，进而改

变铲斗末端轨迹和挖掘路径，使轨迹曲线上的点朝着远离控制顶点犇１ 的方向运动；当ω２＝２时，挖掘

轨迹完全离开障碍区域，挖掘机器人成功避开障碍物，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和挖

掘姿态角变化均符合机械结构的要求．

由图６（ｂ）与图８可知：在１．６７４８ｓ时，挖掘机器人铲斗碰撞到设定的障碍区域，测得γ＞γ犺，铲斗

返回首端点；在３．３４９６ｓ到达首端控制顶点时，调整权重因子ω３；当ω３＝２时，挖掘机器人成功避开障

碍物，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和挖掘姿态角变化均符合机械结构的要求．

由图６（ｃ）与图９可知：在１２．４７８９ｓ时，挖掘机器人铲斗碰撞到设定的障碍区域，测得γ＜γ犺，铲斗

返回犇４ 控制顶点；在１４．９５７８ｓ到达犇４ 时，调整权重因子ω８；当ω８＝４时，挖掘机器人成功避开障碍

物，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和挖掘姿态角变化均符合机械结构的要求．

由图６（ｄ）与图１０可知：在１２．６０４７ｓ时，挖掘机器人铲斗碰撞到设定的障碍区域，测得γ＞γ犺，铲

斗返回犇４ 控制顶点；在１５．２０９４ｓ到达犇４ 时，调整权重因子ω７；当ω７＝２时，挖掘机器人成功避开障

碍物，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和挖掘姿态角变化均符合机械结构的要求．

结合挖掘机控制结构进行仿真，自主避障规划轨迹在机械结构的可达范围内，在动作过程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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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满足机械结构的几何约束．结果证明文中方法具有光滑连续的挖掘路径．在一些典型挖掘过程中，

基于３次ＮＵＲＢＳ曲线具有局部修改性和犆２ 连续性的特征，使挖掘机器人能够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实时

修正预期的挖掘轨迹，从而保证挖掘机器人工作的高效性．

　　　（犪）动臂　　　　　　　　 　　　　　　　　　　　　（犫）斗杆　

　　　　　（犮）铲斗　　　　　　　　　　　　　　　　　　　（犱）挖掘姿态角　

图７　ω２＝２时，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及挖掘姿态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ｗｈｅｎω２＝２

　　　（犪）动臂　　　　　　　　 　　　　　　　　　　　　（犫）斗杆　

　　　　　（犮）铲斗　　　　　　　　　　　　　　　　　　　（犱）挖掘姿态角　

图８　ω３＝２时，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及挖掘姿态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ｗｈｅｎω３＝２

　　　（ａ）动臂　　　　　　　　　　　　　　　　　　　　（ｂ）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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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铲斗　　　　　　　　　　　　　　　　　　　（ｄ）挖掘姿态角　

图９　ω８＝４时，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及挖掘姿态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ｗｈｅｎω８＝４

　　 （ａ）动臂　　　　　　　　 　　　　　　　　　　　　（ｂ）斗杆

　　　　 （ｃ）铲斗　　　　　　　 　　　　　　　　　　　　（ｄ）挖掘姿态角

图１０　ω７＝２时，挖掘机器人各关节角度及挖掘姿态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ｗｈｅｎω７＝２

５　结束语

通过研究挖掘机器人的机械机构、工作特性，提出一种基于３次ＮＵＲＢＳ曲线的挖掘机器人轨迹规

划方法．在分析该轨迹规划方法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ＮＵＲＢＳ曲线具有局部修改性和犆２ 连续性的

特性．当铲斗与大障碍物发生碰撞时，运用原像规划算法判断修改权重因子，获得满足约束条件的自主

避障挖掘轨迹，使挖掘机器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各关节均可平稳且快速地经过规定的控制顶点，并可

根据具体的实际工况，自动进行局部挖掘轨迹优化；同时，也验证该轨迹规划方法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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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和云计算下的城市供水管网

漏损控制系统设计

张一凡１，２，崔建国１，２，张峰１，２，李红艳１，２

（１．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２．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省市政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为了解决城市供水管网不便监管、自控能力弱、漏损严重等问题，设计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城市供

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该系统以物联网为架构体系，ＯｎｅＮｅｔ设备云平台为数据处理平台，分析供水系统感知

层的ＺｉｇＢｅｅ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和网络层的传输技术，研究应用层中数据处理平台的设计方法，给出基于遗传

算法的压力管理漏损控制技术．实例结果表明：将该系统运用于小型管网中，可有效地优选控制阀门，给出优

化的阀门开启度，使管网压力分布趋于合理，从而降低管网漏损率．

关键词：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物联网；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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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供水管网的漏损情况一直非常严重
［１?２］，大部分城市的管网漏损率都在１５％以上，

超过了我国“水十条”规定的标准．为降低城市供水管网的漏损率，管网维护、提高监测效率、优化管网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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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措施成为当前漏损控制的研究方向［３］．供水管网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ＳＣＡＤＡ）也成为目前供

水管网中的流量和压力等状态信息监控的主要手段［４?５］．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特别是缺乏海量数据

的处理能力，依托ＳＣＡＤＡ系统实际上不能实现全面有效的监控．近年来兴起的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

术为新一代的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物联网依托互联网，通过信息传感

技术，依据约定的协议，可强化对物体智能化的监控和管理［６?７］，其核心特征是可感知、可互联、智能

化［８］．云计算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
［９］、资源信息共享、数据处理强的特点，可以减少对硬件的投资［１０］．针

对供水管网，物联网的ＺｉｇＢｅｅ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和网络层的传输技术可以快速地实现供水管网信息的

采集和传输，同时，云计算技术凭借其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也能够满足供水管网中大量数据处理需求，

能够克服ＳＣＡＤＡ系统数据监测与处理能力的不足，为供水管网漏损监控的科学决策管理提供有益的

探索．基于此，本文设计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以探索供水管网漏损控制

的技术方法．

１　供水系统物联网架构体系

供水管网系统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智慧管网的建设．供水管网要达到

智慧的状态，需要实时掌握供水管网系统中设备的运行情况和水力状态信息，然后，立即做出相应的决

图１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策方案．物联网技术可将供水管网当成管理对象，通

过在供水管网中安装智能传感设备监测管网的运行

状态，依靠有线或无线网络将这些信息传输至中心

服务器，完成智能控制．

物联网的体系架构是构建和实现物联网应用系

统的基础［１１］．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物联网的层次数目

有不同的观点，文中主要采用比较流行和普遍被认

可的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的３层架构体系
［１２?１４］．

如图１所示．

感知层类似于身体的感觉器官，用于识别物体

和采集信息．感知层主要包括监测仪表、传感器、摄

像头等信息采集设备和信息接入网关前的无线传感

网络．通过供水管网中流量表、压力计及传感器设备

的数据采集，了解供水管网中关键节点的流量压力

等状态信息，也可利用摄像头对现场信息进行收集．

由于后序数据处理云计算平台功能强大，感知层获得的数据量不再像ＳＣＡＤＡ系统那样受到限制．因

此，流量、压力等数据也不局限于主干管，甚至可采集用户端的数据．

网络层类似于传递信息的神经系统，用于收集信息并传输至应用层．网络层主要包括有线网络和

ＧＰＲＳ，３Ｇ，４Ｇ等无线网络，也可以根据供水管网中采集点的分布情况选用不同的专用网络．专用网络

可根据云计算的接口需求，并充分考虑到网络安全的情况下与互联网对接．

应用层相当于人的大脑，是实现系统智能控制的关键，用于数据处理及方案决策，并将决策命令通

过网络层下发至感知层．应用层主要包括强大的数据处理平台、完善的应用软件、Ｗｅｂ服务器等，主要

负责供水管网信息的处理、存储、共享，智能的决策及 Ｗｅｂ的展现．

２　物联网漏损控制系统设计

２．１　感知层设计

２．１．１　监测数据类型与层次　根据漏损控制系统的需求，监测的数据应该包括节点的压力、流量、阀门

的开启度及水泵的运行参数等，特别是对压力和流量信息的获取，从而了解干管中的压力和流量，分析

管道是否出现漏损点，掌握用户的压力和流量，判断是否满足用户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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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监测点的优化布置　１）管网的水力特性．城市供水管网的拓扑结构十分复杂，实现每个节点压

力和流量的监测很不现实，只能完成对有限个关键节点的信息采集．但是供水管网的各个节点的压力和

流量信息并不是独立的，都遵循管网连续性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依靠有限个关键节点的信息可以推出

图２　ＺｉｇＢｅｅ网状拓扑结构　　　　　图３　监测点结构　

　　Ｆｉｇ．２　ＺｉｇＢｅｅｍｅｓｈ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其他未知节点的信息，了解管网的运行状态．

２）监测点布置原则．ＺｉｇＢｅｅ是一种新型

的低功耗、低成本、时延短、网络容量大、可靠

性高、安全的无线通信技术［１５］．它主要有星

型、簇状型、网状型３种组网方式
［１６］．其中，网

状型（图２）的拓扑结构网络性能好，可靠性

高，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系统可以根据

网状型的ＺｉｇＢｅｅ结构，将供水管网分成许多

监测点，以监测点为基本单位（图３），在每个

监测点的ＺｉｇＢｅｅ网络中，ＺｉｇＢｅｅ采集节点由

流量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组成，作为采集水力状态信息的终端设备，ＺｉｇＢｅｅ汇聚节点汇总采集节点采

集的压力流量数据，并将数据通过无线传感网络传输到物联网网关．因此，监测点的布置一般选择泵站

图４　４Ｇ网关硬件结构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４Ｇｇａｔｅｗａｙ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的出口、管网最不利点、压力过高的点等具有代表性的位置．

２．２　网络层设计

供水管网的压力和流量时刻在变化，为确保信息的实效

性，可以选用４Ｇ网络作为ＺｉｇＢｅｅ网络连接互联网和终端服

务器的数据传输通道．４Ｇ网关实现ＺｉｇＢｅｅ协议与互联网协议

的转换，完成与互联网的连接，其硬件结构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电源模块和稳压芯片负责提供稳定的电压；ＣＣ２５２０射频

芯片接收传感器节点上传的压力、流量等参数信息；微处理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５ＲＧ有丰富的硬件接口，能提供２个全速ＵＳＢ２．０

接口；４Ｇ模块 ＭＣ７７１０通过ＵＳＢ２．０接口可与网关中的微处理器进行数据交换，并通过４Ｇ网将数据

图５　ＯｎｅＮｅｔ设备云平台的

　资源管理层次结构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ＯｎｅＮｅｔｄｅｖｉｃｅｃｌｏｕ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传输到终端服务器．

２．３　应用层设计

２．３．１　云计算数据处理平台设计　ＯｎｅＮｅｔ设备云平台是中

国移动推出的一款基于物联网的开放平台．ＨＴＴＰ协议作为

传输协议，不仅是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存储和共享数据，还可

以实现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硬件设备的开发．ＯｎｅＮｅｔ设备云平

台的资源管理层次结构，如图５所示．根据ＯｎｅＮｅｔ平台的框

架，创建一个网络供水管网监测项目．在项目下，添加一个管

网参数监测设备和监测中心的应用；在每个设备下，添加需要

监测的位置、压力、流量等参数信息；在监测中心应用中，创建

各种数据流命令按键等应用模块．此平台能够对大量传感设

备采集的信息进行快速地分析和处理，在短时间内，提取有效

的数据存入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确保供水管网数据获取的

准确性和时效性．

２．３．２　管网的漏损控制云计算　１）漏损影响因素．供水管网的漏损一般分为表观漏损和真实漏

损［１７］．表观漏损是指仪表计量误差和偷水等非法用水量；真实漏损是指管道破裂、管接头安装质量问题

等原因造成的漏损量［１８］．导致管网漏损的因素很多，例如，管材的老化、管道施工质量、管网的运行压

力．其中，供水管网运行时压力过高是造成漏损严重的最主要因素．

２）漏损控制方法．基于我国的漏损状况，降低管网漏损率需要形成“监测＋控制”策略的综合漏损

控制技术．在对管网进行有效监测的基础上，漏损的控制主要从主动检漏、更换管材、压力管理３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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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其中，压力管理是控制漏损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对管网检漏、预防爆管、管网维护等都有积极的

意义．管网压力的分布主要通过调节泵和阀门的组合完成．优化泵的组合只能解决最不利点的压力．管

网局部压力过高时，需要基于遗传算法的压力管理，优化阀门数量、位置及开启度降低供水管网的压力，

减少管网的漏损．

３）数据选取．在云储存的数据库里，调取水泵的运行参数、管段的属性，采集节点的压力及流量数

图６　管网拓扑结构

Ｆｉｇ．６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ｉｐ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据，阀门的位置、开启度等有效信息．

４）云计算过程．在Ｅｐａｎｅｔ２．０中建立管网水力模型，对运行动态进

行仿真模拟，根据遗传算法的压力管理模型，以供水管网漏损量为目标

函数，满足管网的能量方程和连续性方程，求解最优的压力调控方案．

３　工程实例

３．１　工程背景

将该系统运用于Ｆ地区的小型管网中，管网的拓扑结构，如图６所

示．图６中：管网的拓扑结构共有３６个节点，４０个管段，包括５个环，１

个高位水池和１个水厂加压供水组成的双水源系统，供水服务水头不低

于０．２ＭＰａ．

用水低峰期时，水厂多余的供水会传输至高位水池；用水高峰期时，

高位水池与水厂共同对管网供水．管网在平时运行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压力分布不均匀的情况．有些管

段压力过低，用户水压不足；有些管段压力过高，造成背景漏损严重．

为了方便管网漏损量的计算，把管段漏损转换成节点漏损，由节点漏损系数犓ｆ表示，转换公式为

犓ｆ＝犆犻×∑
犕

犻＝１

０．５犔犻，犼． （１）

式（１）中：犓ｆ为节点的漏损系数；犆犻为孔隙的漏损系数（与孔的大小和形状有关）；犔犻，犼为节点犻与犼之间

的管段长度，ｍ；犕 为与节点犻相连的管段个数．

管网节点和管段的基本信息，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　管网节点信息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ｏｄｅ

节点 标高／ｍ 流量／Ｌ·ｓ－１ 漏损系数 节点 标高／ｍ 流量／Ｌ·ｓ－１ 漏损系数

１ ２５．０ １９１．５ － １９ ７５．０ ６．３ ０．００２６４３

２ ５０．０ ５．５ ０．０１２３２１ ２０ ８５．０ ６．２ ０．０２３１４５

３ ３０．０ ５．９ ０．０２５６４５ ２１ ７５．０ ６．０ ０．０５４６８７

４ ３０．０ ５．５ ０．０１８４２３ ２２ １００．０ ５．６ ０．０３４６８１

５ ５０．０ ５．５ ０．０２４５６２ ２３ １１５．０ ５．５ ０．０４５６１８

６ ６３．０ ５．３ ０．０５３４６５ ２４ ９５．０ ５．７ ０．０２３４８７

７ ８０．０ ５．３ ０．００２３５６ ２５ １１５．０ ５．４ ０．０２１３４２

８ ５５．０ ５．６ ０．０６４１２８ ２６ １１７．５ － －

９ ９０．０ ５．９ ０．０２５４６３ ２７ ６５．０ ５．５ ０．０８４５６２

１０ ５５．０ ５．３ ０．０５６３２４ ２８ ５５．０ ５．０ ０．０１４３５７

１１ ９２．５ ７．２ ０．０４２３５１ ２９ ５５．０ ５．４ ０．０２３４５６

１２ １０５．０ ６．０ ０．０８１２４６ ３０ ６５．０ ５．２ ０．０２４８６１

１３ １０５．０ ５．１ ０．０２４８６３ ３１ ９５．０ ６．１ ０．０２１３４７

１４ １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４５１２８ ３２ ５５．０ ６．１ ０．０５４６１３

１５ ９５．０ ５．１ ０．０２７４１６ ３３ ９０．０ ５．１ ０．０２４５８１

１６ ７５．０ ６．３ ０．０２４８５１ ３４ ９５．０ ５．１ ０．０２４１６３

１７ ９０．０ ６．３ ０．０２３８７４ ３５ ５５．０ ５．０ ０．０４３５１５

１８ ５０．０ ６．３ ０．０１２７５６ ３６ ５５．０ ５．１ ０．０２４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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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管段信息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

编号
起始节点
编号

终止节点
编号

管长
／ｍ

管径
／ｍｍ

粗糙
系数

编号
起始节点
编号

终止节点
编号

管长
／ｍ

管径
／ｍｍ

粗糙
系数

１ １ ２ ７３２ ３００ １１０ ２１ １６ １９ ４２７ ２００ １１５

２ ２ ５ ２４４ ３００ １１０ ２２ １４ ２０ ３３５ ３００ １２５

３ ２ ３ ３９６ ２００ １１０ ２３ ２０ ２１ ３９６ ２００ １２５

４ ３ ４ ３６６ ２００ １２５ ２４ ２１ ２２ ３９６ ２００ １２０

５ ４ ５ ３０５ ３００ １３５ ２５ ２０ ２２ ３９６ ２００ １３５

６ ５ ６ ３６６ ３００ １２０ ２６ ２４ ２３ １８３ ３００ １００

７ ６ ７ ８２３ ３００ １２０ ２７ １５ ２４ ７６ ３００ １００

８ ７ ８ ３６６ ３００ １１０ ２８ ２３ ２５ ９１ ３００ １１０

９ ７ ９ １２２ ３００ １１０ ２９ ２５ ２６ ６１ ３００ １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３０５ ２００ １２５ ３０ ２５ ３１ １８３ ３００ １２５

１１ ９ １１ ２１３ ３００ １１５ ３１ ３１ ２７ １２２ ２００ １２０

１２ １１ １２ ５７９ ３００ １２０ ３２ ２７ ２９ １２２ ２００ １２０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８３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３ ２９ ２８ ２１３ ２００ １２０

１４ １３ １４ １２２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４ ２２ ２３ ３０５ ２００ １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５ ９１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５ ３３ ３４ １２２ ２００ １１５

１６ １３ １６ ４５７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６ ３２ １９ １５２ ２００ １１０

１７ １５ １７ ４５７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７ ２９ ３５ １５２ ２００ １１０

１８ １６ １７ １８３ ２００ １０５ ３８ ３５ ３０ ３０５ ２００ １２５

１９ １７ １８ ２１３ ３００ １１０ ３９ ２８ ３５ ２１３ ２００ １１０

２０ １８ ３２ １０７ ３００ １２５ ４０ ２８ ３６ ９１ ２００ １１０

３．２　漏损控制方案设计

３．２．１　系统的构建　１）数据采集．根据要求，在供水管网中建立独立的ＺｉｇＢｅｅ无线传感网络，由于管

网的水力条件满足连续性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所以只需在管网中有代表性的节点布置传感器负责采

集流量、压力等参数，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管网采集点为泵站的出水节点１，压力较高的节点为２，４，８，

１６，１８，２７，３５，压力较低的节点为１４，２３．

２）数据传输．由于每个采集节点的信息传递需要其他节点中继它的信息，所经过的节点数量各不

相同，采集的信息通过多跳路由的方式传输到４Ｇ网关，并通过４Ｇ＋互联网网络传输到终端服务器．

３）实时监控．云计算平台将采集的数据做深度的处理和分析，并进行存储，实现数据的共享，为供

水管网漏损的定位和控制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工作人员可以在ＰＣ机实时查看监测的信息，完成不同

时段的智能调度，也可以根据相应的功能完成对应的操作．

３．２．２　压力管理的漏损控制　根据云计算平台存储的节点压力信息，可以得出供水管网中压力分布不

合理，漏损的主要因素还是局部压力过高．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压力管理，在Ｅｐａｎｅｔ２．０中输入此管网

的信息，建立水力模型，模拟现实中的管网运行，借助遗传算法优化管网中阀门的数量、位置及开启度，

使管网的压力分布合理，从而降低管网的漏损量．

１）目标函数为ｍｉｎ犙＝ｍｉｎ∑
狀

犻＝１

狇犻．其中：犙为供水管网总漏损值，Ｌ·ｓ
－１；犻为节点的编号；狀为节

点的总数；狇犻为节点犻的漏水量，Ｌ·ｓ
－１．漏损量狇犻与供水管网附近的压力有关，可由实验数据拟合获

得，即狇犻＝犓ｆ犎
γ
犻．其中：犎犻为节点犻的水压值，Ｐａ；γ为１．１８．

２）约束条件有两点．ａ）管网的水力计算必须满足以管网连续性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为基础的水

力平衡条件，即

∑
犼

犙犻，犼－狇犻－犾犻 ＝０，　　犻＝１，２，３，…，犖，

犎犻－犎犼 ＝犺犻，犼

烅

烄

烆 ．

上式中：犙犻，犼为节点犻至节点犼之间的管段流量，Ｌ·ｓ
－１；犾犻为节点犻的用水量，Ｌ·ｓ

－１；犎犻为节点犻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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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头，Ｐａ．

ｂ）为了保证管网的正常运行，管网中各个节点的自由水头不能小于该节点正常服务的自由水头，

即犎犻＞犎ｒ．其中：犎ｒ为最小服务自由水头，Ｐａ．

表３　供水管网压力管理的优化结果

Ｔａｂ．３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阀门数量 管段编号 阀门出口压力值／ｋＰａ 开启度／％ 漏损值／Ｌ·ｓ－１

０ － － － ３６．２５９３

１ ３ ２６４．１ ８８ ３４．５６１２

２
３ ２６２．７ ８６

３２ ２３８．６ ７５
３３．１８２１

３ ２６２．７ ８６

３ ８ ２３９．３ ７６ ３２．６３２４

３２ ２３３．７ ７０

４

３ ２６０．６ ８３

８ ２４４．８ ７８

１７ ２２８．９ ６５

３２ ２３３．７ ６８

３１．２６５１

３．３　漏损控制效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案，运行程序得出

城市供水管网压力管理的阀门数

量、位置、开启度的组合方案和对应

的漏损量，如表３所示．

根据上述阀门方案组合，其相

对应的供水管网压力分布，如图７

所示．图７中：ｐｓｉ是一种压力计量

单位，１ｐｓｉ＝６．８９５ｋＰａ．由图７（ａ）

可知：该地区供水管网最初的压力

分布极不合理，虽然可以满足最小

服务水头，但高压供水范围太大，漏

损比较严重，漏损值高达３６．２５９３

Ｌ·ｓ－１；当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压

力管理模型对管网的压力进行优化时，随着阀门安装数量的增加及其开启度的优化，管网的压力分布情

况得到明显的改善．由图７（ｂ）可知：在管段３安装１个阀门后，大面积的高压供水分成了几个小面积的

高压供水，漏损值降为３４．５６１２Ｌ·ｓ－１．由图７（ｃ）可知：在管段３和管段３２各安装了１个阀门后，有１

个小面积的高压供水范围消失，漏损值降为３３．１８２１Ｌ·ｓ－１．由图７（ｄ）可知：在管段３，管段８，管段３２

各安装１个阀门后，高压供水范围得到进一步减少，漏损值降为３２．６３２４Ｌ·ｓ－１．由图７（ｅ）可知：阀门

数量达到４个时，分别在管段３，管段８，管段１７，管段３２安装１个阀门，并确定其相应的开启度后，高压

供水范围明显减少，整个管网的压力分布基本达到最优的状态，不仅可以满足最小服务水头，而且管网

的漏损量也从３６．２５９３Ｌ·ｓ－１降至３１．２６５１Ｌ·ｓ－１，大大减少了管网的背景漏损量．

　　　（ａ）优化前　　　　　　　　　　（ｂ）安装１个阀门后　　　　　　　（ｃ）安装２个阀门后

（ｄ）安装３个阀门后　　　　　　　　　　　　　（ｅ）安装４个阀门后

图７　管网压力分布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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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物联网技术结合云计算可获得和管理大量与供水系统漏损控制相关的信息数据，有效地拓展了

ＳＣＡＤＡ系统的功能，有利于供水系统漏损控制研究的发展．

２）该系统运用于城市供水管网中可取得良好的效果，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压力管理，优化阀门的

数量、位置及开启度，使管网的压力分布更加合理，漏损量从３６．２５９３Ｌ·ｓ－１降为３１．２６５１Ｌ·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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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金属复合管混凝土轴拉

性能有限元分析

郭浩１，叶勇１，２，高毅超１，２，张世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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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理的材料本构模型、单元类型、网格划分技术和边界条件，建立双金属复合管混凝土构件在轴

拉荷载作用下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并利用双金属复合管混凝土（ＣＦＢＴ）轴压试验和钢管混凝土（ＣＦＳＴ）轴拉试

验的结果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基于验证后的有限元模型，对ＣＦＢＴ轴拉构件的受力机理和破坏形态进

行研究，分析不同参数对构件轴拉承载力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核心混凝土可有效限制双金属复合管在

拉伸过程中的内缩变形，使钢管处于复合受力状态；ＣＦＢＴ构件的轴拉承载力比双金属复合管提高１５％左右；

随着不锈钢厚度的增大，构件的轴拉承载力逐渐提高；核心混凝土的强度对构件承载力的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　双金属复合管混凝土；轴拉性能；有限元分析；受力机理；组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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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ｔｕｂｅ；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ｃｔｉｏｎ

钢管混凝土（ＣＦＳＴ）结构具有良好的力学和施工性能，在高层建筑和大跨桥梁中得到广泛应用．目

前，ＣＦＳＴ结构中钢管的主要材质为碳素钢，在恶劣环境及防护不当的情况下，存在易锈蚀的缺陷，可能

会严重影响整体结构的正常使用和服役年限［１］．为克服上述不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防锈耐久的不

锈钢替代碳素钢作为ＣＦＳＴ结构的管材，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２?５］，验证了这类不锈钢管混凝土（ＣＦ

ＳＳＴ）结构力学性能的优越性．然而，目前不锈钢的价格远高于碳素钢，使ＣＦＳＳＴ结构在工程中的应用

受到极大限制．基于以上背景，Ｙｅ等
［６］提出了双金属复合管混凝土（ＣＦＢＴ）结构构件，双金属复合管的

外层为不锈钢、内层为碳素钢．外层不锈钢较薄，在承受外荷载的同时，更主要的作用是保护内层碳素钢

免受锈蚀作用；内层碳素钢较厚，主要起承受外荷载和约束核心混凝土的作用．由于外层不锈钢的用量

较少，双金属复合管的造价可低于相同规格的不锈钢管，使ＣＦＢＴ构件具有在现阶段可被接受的经济

性．为研究ＣＦＢＴ构件的力学性能，Ｙｅ等
［６?７］、Ｐａｔｅｌ等

［８］采用模型试验和数值分析的方法探索了ＣＦＢＴ

短柱在轴压荷载作用下的破坏形态和荷载?变形全过程工作性能，验证了ＣＦＢＴ不同部件间的组合作用

和良好的整体力学性能．目前，ＣＦＢＴ的研究以轴压性能为主，有关ＣＦＢＴ构件受拉性能的研究还尚未

开展，而在工程结构中仍存在受拉构件，如桁架的下弦杆．因此，本文基于有限元分析模型，考虑双金属

复合管不同金属之间及钢管与混凝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ＣＦＢＴ轴拉构件的全过程受力性能．

１　有限元模型建立与验证

１．１　材料本构模型

碳素钢的本构关系采用韩林海［９］提出的五阶段应力（σ）?应变（ε）本构关系模型．不锈钢的本构关系

采用经修正后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模型
［１０］为

ε＝

σ
犈０
＋０．００２

σ
σ０．（ ）

２

狀

，　　　　　　　０≤σ≤σ０．２；

σ－σ０．２
犈０．２

＋εｕ
σ－σ０．２

σｕ－σ０．（ ）
２

犿

＋ε０．２，　　σ＞σ０．２

烅

烄

烆
．

（１）

式（１）中：犈０ 为初始弹性模量；狀为应变硬化指数，狀＝（ｌｎ２０）／ｌｎ（σ０．２／σ０．０１），σ０．２和σ０．０１分别为不锈钢残

余应变为０．２％和０．０１％时对应的应力；犈０．２＝犈０／（１＋０．００２狀／犲），犲＝σ０．２／犈０；σ０．２／σｕ＝（０．２＋１８５犲）／

［１－０．０３７５（狀－５）］；εｕ＝１－σ０．２／σｕ；犿＝１＋３．５σ０．２／σｕ；ε０．２＝σ０．２／犈０＋０．００２．

混凝土采用塑性损伤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地模拟混凝土的塑性性能和在往复应力作用下的刚度退

化．混凝土的本构关系采用在钢管约束作用下的混凝土σ?ε模型
［９］．受拉行为通过断裂能（犌Ｆ）描述，犌Ｆ

的计算公式参考文献［１１］，即犌Ｆ＝７３·犳
０．１８
ｃｍ ，犳ｃｍ为混凝土的平均抗压强度．开裂应力（σｔｏ）参考沈聚敏

等［１２］提出的混凝土抗拉强度公式，即σｔｏ＝０．２６×（１．２５·犳′ｃ）
２／３，犳′ｃ为混凝土的圆柱体抗压强度．

１．２　界面条件

在有限元模型中，双金属复合管的内外层金属之间及复合管与核心混凝土之间接触界面的法向采

用硬接触，允许压应力在垂直界面方向上自由传递；切向接触采用Ｃｏｕｌｏｍｂ摩擦模型，允许剪应力沿界

面切向传递．碳素钢和混凝土之间的摩擦系数取０．６
［１３?１４］，不锈钢和碳素钢之间的摩擦系数取０．８

［１５］．

该界面模型可行性已在ＣＦＳＴ受拉构件和ＣＦＢＴ受压构件的有限元模拟中得到验证
［７，１３］．各部件均为

绑定连接，两端设置刚度较大的端板，一侧固定，另一侧约束除沿构件轴向平动以外的自由度．

１．３　单元类型和网格划分

钢管和加劲肋采用四节点壳单元（Ｓ４Ｒ）模拟；核心混凝土和端板采用三维八节点实体单元

（Ｃ３Ｄ８Ｒ）模拟．通过细化网格法确定各个单元的最适网格尺寸
［１６］，为确保有限元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

性和计算精度，不锈钢管层、碳素钢管层和核心混凝土的网格尺寸大致相等，如图１所示．

１．４　模型验证

基于上述方法，建立ＣＦＢＴ构件在轴拉作用下的有限元模型，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犉为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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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ＣＦＢＴ构件网格划分　　　　　　　　　　　　图２　ＣＦＢＴ轴拉构件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ｅｓｈｏｆＣＦＢＴｍｅｍｂｅｒ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ＦＢＴｔｅｎｓｉｌｅｍｅｍｂｅｒ

传统ＣＦＳＴ构件和ＣＦＢＴ构件在结构形式和受力特性上具有较好的相似性和可比性，而ＣＦＢＴ轴

拉性能的研究尚未进行，因此，采用相关的试验结果［６，１３］对上述模型进行验证．ＣＦＳＴ试件参数及轴拉

试验结果［１３］，如表１所示．ＣＦＢＴ试件参数及轴压试验结果
［６］，如表２所示．表１，２中：承载力均为构件

轴向应变ε＝５．０×１０
－３时的荷载值；犇为钢管外径；狋为钢管厚度；犔为钢管长度；α为含钢率；犖ｕ，ｅ为试

验值；犖ｕ，ＦＥ为有限元计算值；狋ｓｃ为碳素钢管层厚度；狋ｓｓ为碳素钢管层厚度；σ０．２为不锈钢名义屈服强度；

犳ｃｕ为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研究得到的荷载（犉）?轴向应变（ε）曲线，如图３所

示．图３中：ε＝Δ／犔，Δ为轴向变形．由表１，２和图３可知：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表明建

立的有限元模型具有较好的计算精度，可进一步用于ＣＦＢＴ受拉构件的全过程力学性能模拟．

表１　ＣＦＳＴ试件参数及轴拉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ＦＳＴｔｅｎｓｉｌｅｍｅｍｂｅｒｓ

试件编号 犇／ｍｍ 狋／ｍｍ 犔／ｍｍ α 界面性状 犖ｕ，ｅ／ｋＮ 犖ｕ，ＦＥ／ｋＮ 犖ｕ，ＦＥ／犖ｕ，ｅ

ｓｂ１?２ １４０ ３．８０ ４９０ ０．１１８ 粘结 ５８８ ５９６ １．０１

ｓｕ１?１ １４０ ３．８０ ４９０ ０．１１８ 未粘结 ５７９ ５９６ １．０３

ｓｂ２?２ １８０ ３．８５ ６３０ ０．０９１ 粘结 ７８１ ８１６ １．０４

ｓｕ２?１ １８０ ３．８５ ６３０ ０．０９１ 未粘结 ７６２ ８１０ １．０６

表２　ＣＦＢＴ试件参数及轴压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ＦＢＴ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ｅｍｂｅｒｓ

试件编号 狋ｓｓ／ｍｍ 狋ｓｃ／ｍｍ 犇／ｍｍ σ０．２／ＭＰａ 犳ｃｕ／ＭＰａ 犖ｕ，ｅ／ｋＮ 犖ｕ，ＦＥ／ｋＮ 犖ｕ，ＦＥ／犖ｕ，ｅ

ｔ１ｃ２?１ ０．５２ ２．３７ １６６．０４ ２８３．３ ３０．２ １１１８ １１２７ １．０１

ｔ２ｃ２?２ ０．８０ ２．３７ １６６．６０ ２７４．６ ３０．２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９ １．００

ｔ３ｃ２?１ １．３６ ２．３７ １６７．７２ ２７５．８ ３０．２ １３４５ １３８６ １．０３

　（ａ）ＣＦＳＴ构件轴拉试验　　　　　　　　　　　　　　　（ｂ）ＣＦＢＴ构件轴压试验

图３　有限元计算结果与已有试验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　犆犉犅犜构件轴拉性能分析

２．１　参数设计

设计的ＣＦＢＴ，ＣＦＳＴ，ＣＦＳＳＴ模型的钢管外径均为１１６ｍｍ，长度均为３０８ｍｍ，总壁厚均为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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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
［１７?１８］，圆钢管混凝土构件承载力的尺寸效应不明显．因此，钢管的外径只设置

一种规格．其中，ＣＦＢＴ构件的不锈钢厚度（狋ｓ）包括０．５，１．０，１．５ｍｍ．核心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包括Ｃ３０，

Ｃ５０，Ｃ７０，对应的弹性模量分别为３０．０，３４．５，３７．０ＧＰａ，泊松比取０．２．钢材类型选用Ｑ２３５碳素钢和

３１６奥氏体不锈钢，其弹性模量分别为２０６，１９０ＧＰａ；碳素钢的屈服强度（犳ｙ）取２３５ＭＰａ；不锈钢的名义

屈服强度（σ０．２）取２７５ＭＰａ；钢材的泊松比为０．３．

设计的构件参数和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狋ｃ为碳素钢厚度；犳ｔｋ为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试件编号中，ｔ１，ｔ２，ｔ３分别对应不锈钢的厚度为０．５，１．０，１．５ｍｍ，Ｃ３０，Ｃ５０，Ｃ７０表示核心混凝土的强

度等级，ＣＦＳＴ和ＣＦＳＳＴ分别表示作为对比件的碳素钢管混凝土构件和不锈钢管混凝土构件．为研究

内填混凝土的作用，设置了双金属复合管试件（ｔ２）作为对比．

表３　受拉构件设计参数和计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ｍｅｍｂｅｒｓ

试件编号 狋ｃ／ｍｍ 狋ｓ／ｍｍ 犳ｔｋ／ＭＰａ 犖ｕ，ＦＥ／ｋＮ
犉／ｋＮ

碳素钢 不锈钢 混凝土

ｔ２ ２．０ １．０ － ２６８ １６２ １０６ －

ｔ１?Ｃ３０ ２．５ ０．５ ２．０１ ３２６ ２３０ ５８ ３８

ｔ２?Ｃ３０ ２．０ １．０ ２．０１ ３４７ １８６ １１８ ４３

ｔ３?Ｃ３０ １．５ １．５ ２．０１ ３４８ １３６ １７３ ３９

ｔ２?Ｃ５０ ２．０ １．０ ２．６４ ３５６ １８６ １１８ ５２

ｔ２?Ｃ７０ ２．０ １．０ ２．９９ ３６５ １８６ １１８ ６１

ＣＦＳＴ ３．０ － ２．０１ ３１８ ２７７ － ４１

ＣＦＳＳＴ － ３．０ ２．０１ ３５８ － ３４０ １８

２．２　变形形态

当平均轴向应变（ε）达到４０×１０
－３时，双金属复合管构件（ｔ２）和组合结构构件（ｔ２?Ｃ３０）的钢管变形

形态对比，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双金属复合管管身除了被拉长以外，还出现了明显的内缩现象（图

４（ａ））；而内填混凝土后，复合管的内缩程度得到有效减缓（图４（ｂ））．

２．３　荷载?变形关系曲线

３种不同组合结构构件（ＣＦＳＴ，ＣＦＳＳＴ，ｔ２?Ｃ３０）的荷载?应变曲线，如图５所示．图５中，构件的尺寸

相同，且内填相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由图５可知：不同组合结构构件的犉?ε曲线形状相近．

（ａ）ｔ２　　　　　　　　　　（ｂ）ｔ２?Ｃ３０　　　　　　　　　　　　　　　　　　　

　　　图４　ＢＴ构件和ＣＦＢＴ构件的轴拉变形形态　　　　　图５　３种组合结构构件的荷载?应变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ＢＴｍｅｍｂｅｒ　　　　　Ｆｉｇ．５　Ｌｏ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ａｎｄＣＦＢＴｍｅｍｂｅｒｕｎｄｅｒ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不同参数条件下，ＣＦＢＴ构件的荷载?应变曲线，如图６表示．由图６（ａ）可知：核心混凝土的强度对

ＣＦＢＴ构件受拉性能的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较低，ＣＦＢＴ受拉构件的荷载主要

由外部钢管承担，核心混凝土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于钢管的支撑作用．故配置不同强度混凝土的ＣＦＢＴ

受拉构件具有相近的力学性能．此外，组合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显著高于空管构件（ｔ２），提高幅度约为

１５％．主要原因是核心混凝土的支撑作用使钢管处于三向受力状态，从而提高了钢管的轴向受拉强度．

由图６（ｂ）可知：在保持双金属复合管总壁厚（狋）不变的情况下，增大不锈钢的比例可使ＣＦＢＴ受拉构件

具有更高的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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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不同核心混凝土强度　　　　　　　　　　　　　　　（ｂ）不同不锈钢管层厚度

图６　不同参数下ＣＦＢＴ构件的荷载?应变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ＣＦＢＴ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４　内力分配

不同构件的有限元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受拉承载力犖ｕ，ＦＥ为构件轴向应变为５．０×１０
－３

时的荷载［１３］，同时，给出各部件承担的荷载．ＣＦＢＴ构件（ｔ２?Ｃ３０）和空管构件（ｔ２）在受拉过程中，各组成

部分的内力分布，如图７所示．ｔ２?Ｃ３０中，碳素钢管层、不锈钢管层和核心混凝土承担的荷载比例分别

为５３．６％，３４．０％和１２．４％；ｔ２中，碳素钢管层和不锈钢管层承担的荷载比例分别为６０．４％，３９．６％．

对比图７（ａ），（ｂ）可知：双金属复合管内部填充混凝土可有效提高复合管的受拉承载力，其中，碳素钢管

层的承载力提高了１４．８％，不锈钢管层的承载力提高了１１．３％．ｔ２?Ｃ３０构件和ｔ２构件中，各部件承担

的荷载比例在受力全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犖ｕ／（犳ｙ犃ｓ）表示部件承担荷载与荷载总

和的比值．由图８可知：碳素钢屈服后，不锈钢承担的荷载比例逐渐提高，材料得到充分地利用．

　　图７　不同部件间的内力分布　　　　　　　　　　　　图８　犖ｕ／（犳ｙ犃ｓ）?ε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Ｆｉｇ．８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犖ｕ／（犳ｙ犃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ε　

在达到极限承载力（ε＝５．０×１０
－３）和最终变形（ε＝４０×１０

－３）时，构件各组成部分的应力分布情

况，如图９，１０所示．当构件达到极限承载力时，碳素钢管层和不锈钢管层的 Ｍｉｓｅｓ屈服应力相近，主要

原因是不锈钢与碳素钢的弹性模量相近．同时，由于文中采用基于断裂能的混凝土受拉模型，核心混凝

　　（ａ）碳素钢管层　　　　　　　　　　（ｂ）不锈钢管层　　　　　　　　　（ｃ）核心混凝土

图９　ｔ２?Ｃ３０的应力分布（ε＝５．０×１０－３）

Ｆｉｇ．９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２?Ｃ３０（ε＝５．０×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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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具有超过实际的峰值后残余应力．当构件达到极限承载力时，不锈钢的 Ｍｉｓｅｓ应力超过碳素钢，归因

于不锈钢材料具有更高的应变强化性能．

　（ａ）碳素钢管层　　　　　　　　　　　（ｂ）不锈钢管层　　　　　　　　　　（ｃ）核心混凝土

图１０　ｔ２?Ｃ３０的应力分布（ε＝４０×１０－３）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２?Ｃ３０（ε＝４０×１０
－３）

（ａ）不锈钢钢管　 （ｂ）碳素钢钢管　 （ｃ）核心混凝土

图１１　不同部件的接触压力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２．５　界面接触应力

ＣＦＢＴ构件在轴拉作用下，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

互挤压作用使不同材料界面间产生接触压力，如图

１１所示．图１１中：犘ｓ?ｓ为碳素钢管层与不锈钢管层之

间的接触应力；犘ｓ?ｃ为双金属复合管与核心混凝土之

间的接触应力．

为进一步说明ＣＦＢＴ受拉构件不同组成部分的

接触应力，对ＣＦＢＴ有限元模型中点处的接触应力

进行分析．具有不同不锈钢管层厚度的ＣＦＢＴ构件

的接触应力（犘）?应变关系曲线，如图１２所示．由图１２可知：当达到受拉承载力（ε＝５．０×１０
－３）时，钢管

混凝土的界面接触应力（犘ｓ?ｃ）大小约为４．２ＭＰａ；增加不锈钢的厚度可显著提高两层金属之间的接触应

图１２　接触应力?变形关系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ｒｅｓｓ

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ｒａｉｎ

力（犘ｓ?ｓ）．

３　结论

建立双金属复合管混凝土（ＣＦＢＴ）构件在轴向拉伸作

用下的有限元分析模型，利用已有的相关试验结果，验证了

模型的可靠性．然后，利用有限元模型对ＣＦＢＴ受拉构件的

力学性能进行分析，并与双金属复合管构件及其他组合构

件的性能进行对比．在研究参数范围内，得到以下３个主要

结论．

１）内填混凝土可使双金属复合管在拉伸时的内缩变

形得到缓解，同时，有效提高了复合管的轴拉承载力，提高

幅度约为１５％．

２）随着不锈钢管层厚度的增大，ＣＦＢＴ构件的轴拉承载力随之提高；核心混凝土对双金属复合管

主要起支撑作用，其强度等级对整体构件的极限承载力影响不明显．

３）增大ＣＦＢＴ轴拉构件中不锈钢管层的厚度可有效提高不锈钢管与碳素钢管之间的界面接触应

力；然而，不锈钢管层的厚度变化对碳素钢管与核心混凝土之间界面接触应力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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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圆夹层钢管混凝土的

组合弹性模量理论

熊平１，２，王升１，２，３，文桃１，２

（１．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重庆 涪陵４０８１００；

２．长江师范学院 建筑物全生命周期健康检测与灾害防治工程研究中心，重庆 涪陵４０８１００；

３．山东大学 岩土与结构工程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６１）

摘要：　采用厚壁圆筒空间轴对称弹性力学方法，考虑钢管与混凝土受力后的变形协调关系，建立夹层钢管混

凝土的组合弹性模量计算模型；然后，计算分析和讨论含钢率、混凝土强度等级、泊松比等对夹层钢管混凝土

组合模量的影响，并得到夹层钢管混凝土等组合模量曲线．研究结果表明：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随着总含

钢率的增加不断增大，当总含钢率不变时，与内外含钢率无关；随着钢管和混凝土的泊松比、混凝土强度等级

以及混凝土和钢管弹性模量的增大，组合模量不断增大；夹层钢管混凝土与普通钢管混凝土对混凝土的紧箍

效应基本相同．

关键词：　组合弹性模量；钢管混凝土；夹层钢管混凝土；双圆夹层；厚壁圆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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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ｓ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ｓ；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ｓ；ｄｏｕｂｌｅ

ｓｋｉｎ；ｔｈｉｃｋ?ｗａｌｌ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钢管混凝土是在钢管中填充混凝土而得到的，由于其具有节省材料、施工进度快、抗震性能好等优

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实际工程中［１］，钢管混凝土组合构件也得到了大量的研究［２?５］．研究者对普通钢管

混凝土长、短柱的轴压，偏压及抗震性能进行了研究，发现由于钢管与混凝土之间的约束作用，钢管混凝

土的承载力及变形性能明显优于其他传统的结构构件，并且能够克服高强混凝土脆性大的缺点［６?８］．钢

管混凝土构件多用作轴压和小偏压构件，在大偏压作用下，混凝土三向受压的优越性得不到体现［９?１１］．

当钢管混凝土构件的长细比或荷载偏心率较大时，其承载力将由截面的抗弯刚度进行控制，而截面靠近

形心部位的材料并不能提供太多的抗弯刚度，因此，可以去掉这一部分材料．于是，出现了一种双圆夹层

钢管混凝土的截面形式［１２?１４］．双圆夹层钢管混凝土（以下简称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弹性模量对研究轴

压刚度和抗弯刚度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参数，因此，对夹层钢管混凝土合弹性模量的研究很重要．本文采

用厚壁圆筒空间轴对称弹性力学方法，考虑钢管与混凝土受力后的变形协调关系，建立夹层钢管混凝土

合弹性模量的计算模型，并计算分析和讨论含钢率、混凝土强度等级、泊松比等对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组

合模量的影响．

１　夹层钢管混凝土理论模型

１．１　厚壁圆筒空间轴对称弹性力学问题基本方程

对于空间轴对称的弹性力学问题，在小变形情况下，取其对称轴狕轴建立柱坐标系．由经典弹性力

学可知，其径向和轴向的平衡方程为

σ狉

狉
＋
τ狕，狉

狉
σ狉－σθ
狉

＋犳狉 ＝０，

σ狕

狕
＋
τ狉，狕

狉
τ狉，狕
狉
＋犳狕 ＝０

烍

烌

烎
．

（１）

式（１）中：σ狉，σθ，σ狕，τ狕，狉为柱坐标系下的应力分量；犳狉，犳狕 分别为径向和轴向的体积力．

在柱坐标系下，其几何方程为

ε狉 ＝
狌

狉
，　　εθ＝

狌
狉
，　　ε狉 ＝

狑

狕
，　　狉狉，狕 ＝

狌

狕
＋
狑

狉
． （２）

式（２）中：ε狉，εθ，ε狕 为柱坐标系下的应力分量；狑和狌分别为轴向位移和径向位移．

将几何方程（２）带入平衡方程（１），可得

犈
２（１＋狏）

狏
１－２狏

δ
狉
＋

２狌－
狌

狉（ ）２ ＋犳狉 ＝０，
犈

２（１＋狏）
狏

１－２狏
δ
狉
＋

２（ ）狑 ＋犳狉 ＝０

烍

烌

烎
．

（３）

式（３）中：δ＝ε狉＋εθ＋ε狕；＝

２

狉
２＋
１

狉


狉
＋

２

狕
２
；狏，犈分别为泊松比、杨氏模量，犈＝２（１＋狏）／犌，其中，犌为

剪切模量．

考虑到对称性，在柱坐标系下，应力、应变和位移都只是狉和狕的函数．对于厚壁圆筒（径厚比λ＝

狉ｏｕｔ／壁厚），将圆形管件大致分为３类：薄壁管件（λ＞２０）、中厚壁管件（１０＜λ＜２０）、厚壁管件（λ＜

１０）
［１５］，两端和内外壁分别受均布压力作用，其应力和应变分量关于狕的偏导函数应为０，即轴向独立．

引入位移函数［１６１７］，即ξ（狉，狕）＝犃１狕
３＋犃２狕狉

２＋犃３狕ｌｎ狉．则有

狌＝－
１

２犌
２犃２狉＋

犃３（ ）狉 ，

狑＝
１

犌
［３（１－２狏）犃１狕＋４（１－狏）犃２狕］

烍

烌

烎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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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厚壁圆筒力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ｉｃｗａｌｌ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将分量带入几何方程可得应变分量，再将应变分量带

入物理方程就可得到应力分量．在轴压和内外压作用下，厚

壁圆筒力学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犘１ 为内压；犘２ 为内

压；犚ｉ为内半径；犚ｏ 为外半径厚壁；狇为轴向荷载．圆筒的

力学模型的边界条件为

σ犮，狉狘狉＝犚ｉ ＝犘１，

σ犮，狉狘狉＝犚ｏ ＝犘２，

σ狕 ＝狇

烍

烌

烎．

（５）

　　根据犃１，犃２，犃３ 的值，进而求得厚壁圆筒在轴压和内

外压作用下的位移和应力，即

狌＝－
狉
犈
狏狇－（１－狏）

犘２狉
２
２－犘１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１＋狏）
狉２２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犘２－犘１
狉［ ］２

，

狑＝
狕
犈
狇－２狏

犘２狉
２
２－犘１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烍

烌

烎
．

（６）

σ狉 ＝
犘２狉

２
２－犘１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
狉２２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犘２－犘１
狉２

，

σ狕 ＝狇，

σθ＝
犘２狉

２
２－犘１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
狉２２狉

２
１

狉２２－狉
２
１

犘２－犘１
狉２

烍

烌

烎
．

（７）

　　当轴向荷载为０（狇＝０），即为圆环或圆筒受均布压力计算模型，此时，式（７）可以简化为拉梅公式，

这与经典的弹性力学理论结果是一致［１８］．

１．２　夹层钢管混凝土弹性力学模型

对于夹层钢管混凝土，无论是内外钢管还是夹层混凝土都是圆筒，作为一般情况的力学模型，都可

以看作轴压和内外压共同作用的厚壁圆筒．对外层钢管可以看成是轴压和内压共同作用的厚壁圆管，混

凝土部分就是轴压和内外压共同作用的厚壁圆管，内管是由轴压和外压作用的厚壁圆管．夹层钢管混凝

土圆柱隔离体分解，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犇为圆管直径；狋为圆管壁厚；下标ｏ，ｍ，ｉ分别表示外管、夹层

管和内管．

图２　夹层钢管混凝土圆柱隔离体

Ｆｉｇ．２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ｆｒｅｅｂｏｄｙ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ｓ

在小变形条件下，设夹层钢管混凝土端面分布的应力场使混凝土和钢管产生相同的纵向应变，即

εｏ，狕 ＝εｍ，狕 ＝εｉ，狕 ＝ε狕． （８）

式（８）中：εｏ，狕，εｍ，狕，εｉ，狕分别表示外管、夹层管和内管的轴向应变．

在普通钢管混凝土端部，根据圣文南原理，得到应力边界条件为

σｏ，狉狘狉＝犇ｏ／２ ＝０，　　σｉ，狉狘狉＝犇ｉ／２－狋ｉ ＝０，　　σｏ，狕犃ｏ＋σｍ，狕犃ｃ＋σｉ，狕犃ｉ＝犖． （９）

式（９）中：犃ｏ，犃ｃ，犃ｉ分别为外钢管面积、夹层混凝土面积和内钢管面积．

设外管内壁、内管外壁和混凝土之间结合完好，则界面的连续条件为

σｏ，狉狘狉＝犇ｏ／（２－狋狅）＝σｍ，狉狘狉＝犇ｏ／（２－狋狅），　　σｉ，狉狘狉＝犇ｉ／２ ＝σｍ，狉狘狉＝犇ｉ／２． （１０）

狌ｏ（狉）狘狉＝犇ｏ／（２－狋ｏ）＝狌ｍ（狉）狘狉＝犇ｏ／（２－狋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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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ｏ（狉）狘狉＝犇ｉ／２ ＝狌ｍ（狉）狘狉＝犇ｉ／２． （１１）

　　将式（６），（７）带入式（８）～（１１）中，就可得到９个方程，进而得到可以夹层钢管混凝土所对应的９个

未知数．夹层钢管混凝土共有内管、夹层管和外管３个厚壁圆管，每个厚壁圆管只有３个未知量．将每层

求得的未知量，带入式（６），（７）中，即可得到相应管层的位移和应力场．轴压作用下的钢管混凝土的位

移、应力和应变场到此均已求得．钢管混凝土其组合模量为

珟犈＝犖／犛ε狕． （１２）

式（１２）中：珟犈，犖，犛分别为组合模量、轴向荷载和夹层钢管混凝土的总面积．

２　讨论及验证

钢材的弹性模量通常为２０６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３２，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参考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１９］，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犌ｃ按照相应的弹性模量值的４０％采用，混凝土

泊松比为０．２．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犈ｃ为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表１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Ｔａｂ．１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参数
混凝土强度等级

Ｃ２０ Ｃ３０ Ｃ４０ Ｃ５０ Ｃ６０ Ｃ７０ Ｃ８０

犈ｃ／ＧＰａ ２５．５ ３０．０ ３２．５ ３４．５ ３６．０ ３７．０ ３８．０

　　关于夹层钢管混凝土轴压模量，国内外所有设计规范或文献推荐了换算模量，其计算式为

珚犈＝
犈ｓ犃ｉ＋犈ｃ犃ｃ＋犈ｓ犃ｏ
犃ｉ＋犃ｃ＋犃ｏ

． （１３）

式（１３）中：犃ｉ，犃ｏ分别为内、外钢管面积；犃ｃ为混凝土的面积；犈ｓ为钢管弹性模量．单纯把钢管和混凝土

的刚度叠加，没有考虑钢管和核心混凝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夹层钢管混凝土轴压模量（含钢率为０．１），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夹层钢管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含钢率为０．１）

Ｔａｂ．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ｓｔｅｅｌｒａｔｉｏ０．１）

参数
混凝土强度等级

Ｃ２０ Ｃ３０ Ｃ４０ Ｃ５０ Ｃ６０ Ｃ７０ Ｃ８０

组合模量（珟犈） ４１４１５．８ ４５３６０．７ ４７５５１．２ ４９３０３．１ ５０６１６．８ ５１４９２．４ ５２３６８．０

换算模量（珚犈） ３７９１６．７ ４１６６６．７ ４３７５０．０ ４５４１６．７ ４６６６６．７ ４７５００．０ ４８３３３．３

相对误差／％ ９．２ ８．９ ８．７ ８．６ ８．５ ８．４ ８．３

　　众所周知，钢管混凝土构件轴心受压时，钢管和混凝土共同工作，一般情况下混凝土受到钢管的约

束，处于３向受压应力状态，弹性模量应比单向受压时高．因此，夹层钢管混凝土的弹性模量略高于夹层

钢管混凝土的换算模量，也说明文中提出的计算模型的正确性．

为进一步验证计算模型的正确性，又通过文献中实验数据对计算模型进行验证．试验夹层钢管混凝

土的具体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夹层钢管混凝土设计参数

Ｔａｂ．３　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

来源 试件编号 犇ｏ／ｍｍ 狋ｏ／ｍｍ 犇ｉ／ｍｍ 狋ｉ／ｍｍ 混凝土强度等级

文献［２０?２２］ ＣＣ?ＤＳ?Ｎ １６５ ３．５４ ６０ ２．８５ Ｃ５０

文献［２３］ ＳＦＤＳＴＺ１６５ １６５ ３．００ ４０ ３．００ Ｃ３０

　　试件ＣＣ?ＤＳ?Ｎ和ＳＦＤＳＴＺ１６５的荷载与应变关系，如图３，４所示．由图３，４可知：文中采用厚壁圆

筒弹性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需要指出的是，文中计算的应力应变场为线弹性阶段．因此，

与试验曲线相比可知，在加载初期的弹性阶段，计算值与试验值完全吻合；在试验后期至破坏阶段，材料

由于本身缺陷等因素发生局部破坏进入非线性，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曲线发生偏离．由图３可知：文中的

计算结果不仅轴向荷载应变关系吻合较好，环向试验数据吻合也较好，说明计算模型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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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ＣＣ?ＤＳ?Ｎ轴向荷载与轴向应变关系　　　　　　　图４　ＳＦＤＳＴＺ１６５荷载与应变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ｘｉａｌｌｏａｄ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ａｄ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ＣＣ?ＤＳ?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ＦＤＳＴＺ１６５

图５　组合模量与内外侧含钢率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ｕｌｕｓ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ｔｅｅｌ

３　各参数对组合模量的影响

３．１　内外含钢率对组合模量的影响

夹层钢管混凝土与传统的钢管混凝土类似，定义其含

钢率α＝犃ｓ／犃ｃ，其中，犃ｓ 为内外钢管的总面积，通常取值

为０．０４～０．２０．对于夹层钢管混凝土，又有两个独立含钢

率内侧含钢率αｉ＝犃ｉ／犃ｃ和外侧含钢率αｏ＝犃ｏ／犃ｃ．保持总

含钢率为０．１０不变，对内外含钢率依次变化，得到组合模

量与含钢率的关系，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在总钢率不变的情况下，夹层钢管混凝土

合模量与内外侧钢率的变化无关；在总含钢率为０．１０时，

组合模量都在内外含钢率相等时的组合模量附近上下波

动，波动幅度在－０．０５％～０．３０％，变化可以忽略不记，因

此，夹层钢管混凝土合模量与钢管的位置基本无关．

３．２　总含钢率对组合模量的影响

对于总含钢率为０．０４～０．２０（内外含钢率相同），Ｃ２０～Ｃ８０的混凝土经数值计算，夹层钢管混凝土

的组合模量，如表４所示．

表４　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 ＭＰａ　

参数
总含钢率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０

珟犈（Ｃ２０） ３１６８６．９ ３５０６０．２ ３８２９９．８ ４１４１５．８ ４４４１６．６ ４７３０９．１ ５００９９．８ ５２７９４．２ ５５３９７．６

珟犈（Ｃ３０） ３５８４７．１ ３９１４６．２ ４２３１４．１ ４５３６０．７ ４８２９４．１ ５１１２１．３ ５３８４８．６ ５６４８１．５ ５９０２５．３

珟犈（Ｃ４０） ３８１５７．７ ４１４１５．４ ４４５４３．３ ４７５５１．２ ５０４４７．１ ５３２３７．９ ５５９３０．０ ５８５２８．８ ６１０３９．４

珟犈（Ｃ５０） ４０００６．０ ４３２３０．４ ４６３２６．２ ４９３０３．１ ５２１６８．９ ５４９３０．７ ５７５９４．６ ６０１６６．１ ６２６５０．２

珟犈（Ｃ６０） ４１３９２．２ ４４５９１．５ ４７６６３．２ ５０６１６．８ ５３４６０．１ ５６２００．０ ５８８４２．８ ６１３９３．８ ６３８５８．０

珟犈（Ｃ７０） ４２３１６．２ ４５４９８．８ ４８５５４．４ ５１４９２．４ ５４３２０．７ ５７０４６．１ ５９６７４．８ ６２２１２．１ ６４６６３．１

珟犈（Ｃ８０） ４３２４０．２ ４６４０６．０ ４９４４５．５ ５２３６８．０ ５５１８１．２ ５７８９２．１ ６０５０６．６ ６３０３０．３ ６５４６８．０

　　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珟犈是介于混凝土弹性模量犈ｃ和钢管弹性模量犈ｓ之间，即犈ｃ＜珟犈＜犈ｓ，

表明钢管对组合材料的总体弹性模量的增强作用．由表４可知：随着总含钢率的增大，夹层钢管混凝土

的组合模量也逐渐增大；随着混凝土强度的提升，组合模量也增大．

为了进一步研究混凝土强度等级与总含钢率对夹层钢管混凝土合模量的影响，文中进行大量的数

值计算，得到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等组合模量曲线，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犃（总含钢率０．１６９，混凝土

强度等级Ｃ５０），犅（总含钢率０．１５３，混凝土强度等级Ｃ７０）两点的组合模量相等，即总含钢率为０．１６９，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Ｃ５０与总含钢率为０．１５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Ｃ７０的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组合模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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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等组合模量线

Ｆｉｇ．６　Ｅｑｕａｌｍｏｄｕｌｕｓｌｉｎｅ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ｔｕｂｅ

当；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组合模量逐步增大，即随着混凝土

强度等级和总含钢率的增加，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组合模量

不断增大．

３．３　混凝土和钢管弹性模量对组合模量的影响

依据表３，对总含钢率０．０４～０．２０，Ｃ２０～Ｃ８０的混凝

土计算其组合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以及组合模

量与钢管弹性模量的比值，结果如表５，６所示．表５，６中：

狀１为组合模量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之比；狀２为组合模量

与钢管的弹性模量之比．

　　由表５，６可知：珟犈＝（１．１３８～２．１７２）犈ｃ，珟犈＝（０．１５４～

０．３１８）犈ｓ，该结果与普通钢管混凝土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从组合模量与混凝土性模量的比值来看，由于内外钢管的

紧箍作用，使得混凝土的抗压刚度明显增大，最少提高

１３．８％，也说明夹层钢管混凝土与普通钢管混凝土对混凝土的紧箍效应基本相同．文献中普通钢管混凝

土的计算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５　组合模量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之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

参数
总含钢率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０

狀１（Ｃ２０） １．２４３ １．３７５ １．５０２ １．６２４ １．７４２ １．８５５ １．９６５ ２．０７０ ２．１７２

狀１（Ｃ３０） １．１９５ １．３０５ １．４１０ １．５１２ １．６１０ １．７０４ １．７９５ １．８８３ １．９６８

狀１（Ｃ４０） １．１７４ １．２７４ １．３７１ １．４６３ １．５５２ １．６３８ １．７２１ １．８０１ １．８７８

狀１（Ｃ５０） １．１６０ １．２５３ １．３４３ １．４２９ １．５１２ １．５９２ １．６６９ １．７４４ １．８１６

狀１（Ｃ６０） １．１５０ １．２３９ １．３２４ １．４０６ １．４８５ １．５６１ １．６３５ １．７０５ １．７７４

狀１（Ｃ７０） １．１４４ １．２３０ １．３１２ １．３９２ １．４６８ １．５４２ １．６１３ １．６８１ １．７４８

狀１（Ｃ８０） １．１３８ １．２２１ １．３０１ １．３７８ １．４５２ １．５２３ １．５９２ １．６５９ １．７２３

表６　组合模量与钢管的弹性模量之比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

参数
总含钢率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０

狀２（Ｃ２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０ ０．１８６ ０．２０１ ０．２１６ ０．２３０ ０．２４３ ０．２５６ ０．２６９

狀２（Ｃ３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５ ０．２２０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１ ０．２７４ ０．２８７

狀２（Ｃ４０）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１ ０．２１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７２ ０．２８４ ０．２９６

狀２（Ｃ５０）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５ ０．２３９ ０．２５３ ０．２６７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２ ０．３０４

狀２（Ｃ６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１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４６ ０．２６０ ０．２７３ ０．２８６ ０．２９８ ０．３１０

狀２（Ｃ７０） ０．２０５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０２ ０．３１４

狀２（Ｃ８０）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０ ０．２５４ ０．２６８ ０．２８１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８

表７　文献中普通钢管混凝土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来源 与混凝土弹性模量之比 与钢管弹性模量之比 含钢率范围

文献［２４］ 珟犈＝（１．１０３～２．２９２）犈ｃ 珟犈＝（０．１６１～０．４３４）犈ｓ ０．０４～０．２０

文献［２５］ 珟犈＝（１．３０１～２．４００）犈ｃ 珟犈＝（０．２０１～０．３８２）犈ｓ ０．０５～０．２０

文献［２６］ 珟犈＝（１．１７０～１．９７８）犈ｃ 珟犈＝（０．１７９～０．３２０）犈ｓ ０．０４～０．２０

文献［２７］ 珟犈＝（１．２２５～２．１９８）犈ｃ 珟犈＝（０．１７９～０．３２０）犈ｓ ０．０４～０．２０

３．４　钢管和混凝土的泊松比对组合模量的影响

当夹层混凝土为Ｃ４０，总含钢率为０．１０（内外含钢率相同）时，由文中理论模型计算夹层钢管混凝

土的组合模量随混凝土和钢管泊松比（狏ｓ）变化的关系曲线，以及普通钢管混凝土的组合模量随混凝土

泊松比（狏ｃ）变化的曲线
［２８］，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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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组合模量与泊松比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ｏｄｕｌｕｓ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

由图７可知：当狏ｃ＜狏ｓ时，普通钢管混凝土出现“负

套箍力”；当狏ｃ 增加时，组合模量有所降低；当狏ｃ＝狏ｓ

时，此时普通钢管混凝土的组合模量最小，即为钢管轴

压刚度与混凝土轴压刚度之和；当狏ｃ＞狏ｓ时，此时由于

套箍力的增大，组合模量随着混凝土的泊松比的增大而

显著增大，钢管与混凝土的协同工作进一步加强［２８］．由

于夹层混凝土内外都有钢管作用，无论钢管和混凝土的

泊松比如何变化，始终存在套箍力，而套箍力随着泊松

比的增大逐步增大，对夹层混凝土约束效果更好．因此，

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组合模量随着钢管和混凝土泊松比

的增大，其组合模量不断增大，但钢管和混凝土泊松比

的变化对夹层钢管混凝土没有类似“负套箍力”的现象．

４　结论

１）基于厚壁圆筒弹性力学理论，得到夹层钢管混凝土应力、应变、组合模量的理论计算模型，并结

合试验数据验证文中理论模型的正确性．这一理论模型为进一步研究夹层钢管混凝土的弹塑性稳定及

疲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２）在总含钢率不变的情况下，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不随内外侧含钢率的变化而变化；而夹层

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随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提高而增大，随着总含钢率的增大而增大．等组合模量曲线

为夹层钢管混凝土的等模量替换设计提供依据．

３）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随着混凝土和钢管弹性模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大．与普通钢管混凝土进

行对比，发现夹层钢管混凝土与普通钢管混凝土对混凝土的紧箍效应基本相同．

４）夹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模量随着钢管和混凝土泊松比的增大不断增大，且不会因为泊松比的变化

出现“负套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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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荷挡墙的土压力有限元分析

及结构优化

谭波，倪秋奕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应用有限元方法，考虑土体变形、位移，以及土与墙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合理分析卸荷挡墙的土压

力分布，并以卸荷板长度和位置为优化参量进行结构优化设计．结果表明：土压力有限元计算结果与传统理论

接近，但其分布图形为曲线与传统图示存在差异，且土体达到极限状态时，土压力增大；卸荷板宽度增加，墙后

土压力减小，而位置的改变，对土压力大小影响不大；卸荷板最优宽度为墙高的０．３倍，最优设置位置为距离

墙底０．５倍墙高处．

关键词：　卸荷板式挡土墙；土压力；有限元法；有效抗滑系数；有效抗倾覆系数

中图分类号：　Ｕ４１６．１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５６?０８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犛狅犻犾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犪狀犱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

犝狀犾狅犪犱犻狀犵犚犲狋犪犻狀犻狀犵犠犪犾犾犫狔犉犻狀犻狋犲犈犾犲犿犲狀狋犕犲狋犺狅犱

ＴＡＮＢｏ，ＮＩＱｉｕｙｉ

（Ｇｕａｎｇｘｉ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ｕ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ｌ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ｉ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ｓａｃｕｒｖ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ｏｉｌ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ｗｉｄｔｈ，ｔｈｅ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ｗａ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ｗｉｄｔｈｏｆ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ｉｓ０．３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ｗ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０．５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ｗａｌｌ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ｌｌ；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ｉｐ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卸荷板式挡土墙通过在墙背设置卸荷板以减少土压力、增加稳定力矩，是重力式挡土墙的改进形式

之一，由于其结构稳定性好、边坡高度适用性广、圬工量小、施工方便、投资减少、施工速度提高等优点，

在铁路、水利、道路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１?６］．但是，理论方法的不完善也给卸荷挡墙的设计与应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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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定困难．首先，对于卸荷挡墙的设计方法尚不明确，铁路、水利、公路规范各自给出了相应的墙后土

压力计算方法，虽均采用朗肯或库伦理论，但假设条件、计算模型略有不同，并不统一．其次，传统方法往

往将滑动土体视为刚体，不考虑土体变形、位移、土与墙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理论计算结果与墙后土

压力的测试结果存在差异．刘昌清等
［７］利用离心模型试验技术对短卸荷板式挡土墙进行试验分析，发现

下墙土压力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分布；施大震［８］、张荣［９］采用钢弦式压力传感器和土压力盒测试墙

背土压力，亦发现下墙土压力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随着有限元方法在岩土领域的应用日趋成

熟，在计算土体内部的应力、应变，模拟墙体与土体的变形协调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有助于合理分析卸

荷挡墙的土压力分布．王骑虎
［１０］基于有限元方法分析不同卸荷板长度的下墙水平土压力分布，得到随

着卸荷板长度的增加，下墙的水平土压力逐渐减少，但该有限元模型未考虑墙体与土体的相互作用．还

有部分学者采用有限元方法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获得一些成果，但仍不完善．本文在分析现有卸荷

挡墙土压力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应用有限元法从土压力分布、土体强度、滑裂面位置等方面开展模拟分

析，并与现有方法计算结果进行对比与评价；以卸荷板长度和位置为优化参量，通过获得优化参量对卸

荷板挡土墙土压力分布的影响规律，提出有效抗滑系数和有效抗倾覆系数，并以有效抗滑系数、卸荷板

根部的弯矩为优化判别条件，进行结构优化设计．

１　卸荷挡墙土压力传统计算方法分析

１．１　规范计算方法

目前，铁路、水利、公路规范分别给出了卸荷板式挡土墙土压力的计算方法．ＴＢ１００２５－２００６《铁路

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１１］介绍了短卸荷板式挡土墙主动土压力计算方法，上、下墙土压力依据库仑理

论分别采用第二破裂面法、力多边形法计算．根据铁道部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中离心模型试验的研究成

果，认为上墙承受的土压力介于主动土压力与静止土压力之间，一般为主动土压力的１．２７～１．４３，下墙

土压力的分布为两头小、中间大，其实测值与理论值存在差异［７］．为简化计算，设定上墙土压力为库仑理

论计算值的１．４倍，下墙土压力强度按矩形分布，作用点位置为下墙高的１／２处．

《公路挡土墙设计》［１２］未列出专门的设计方法，可参考衡重式挡土墙土压力计算，其采用的计算方

法与铁路规范类似，但不同的是，公路挡土墙设计未作简化计算，其上、下墙土压力的计算式为

犈１ ＝犠１ｃｏｓ（θ犻＋φ）／ｓｉｎ［（α犻＋φ）＋（θ犻＋φ）］，

犈２ ＝犠２ｃｏｓ（θ２＋φ）／ｓｉｎ（θ２＋φ＋δ２－α２）－Δ犈，

Δ犈＝犚１ｓｉｎ（θ２－θ犻）／ｓｉｎ（θ２＋φ＋δ２－α２），

犚１ ＝犈１ｃｏｓ（α１＋δ１）／ｃｏｓ（θ２＋φ）

烍

烌

烎．

（１）

式（１）中：犈１，犈２ 分别为上、下墙土压力；犠１，犠２ 分别为上、下墙破裂棱体的重力；θ犻为上墙第一破裂角；

θ２ 为下墙破裂角；α犻为上墙第二破裂角；α１，α２ 分别为上、下墙墙背倾角；犚１ 为上墙破裂面上的反力；δ１，

δ２ 分别为上、下墙墙背摩擦角；φ为填土的内摩擦角．

ＳＬ３７９－２００７《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
［１３］也给出了衡重式挡土墙土压力计算方法．该方法采用朗肯

理论，下墙土压力（犈ａ，２）以板宽犫处作用的均布荷载γ犺１＋狇分别沿与水平面夹角为φ、与竖直面夹角为

４５°－φ／２的斜线传递至下墙，上墙土压力（犈ａ，１）和下墙土压力（犈ａ，２）的计算式分别为

犈ａ，１ ＝ （狇犺１＋
１

２
γ犺１

２）犓ａ，

犈ａ，２ ＝ ｛
１

２
γ犺２

２
＋
１

２
［２γ犺２＋γ犺３］犺３＋

１

２
（γ犺２＋γ犺３＋狇＋γ犎）（犎－犺１－犺２－犺３）｝犓ａ

烍

烌

烎
．

（２）

式（２）中：犓ａ为主动土压力系数，犓ａ＝ｔａｎ
２（４５°－φ／２）；犺１ 为衡重台以上挡土墙的高度；犺２，犺３ 分别为衡

重台下主动土压力图形的折点分段高度，犺２＝犫·ｔａｎφ，犺３＝
犫

ｔａｎ（４５°－φ／２）
－犺２；犎 为衡重式挡土墙的

高度；犫为衡重台悬臂长度．由此可见，各部门规范给出的挡墙土压力计算方法略有差异．

１．２　其他计算方法

卸荷挡墙土压力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提出了不同的计算方法．针对短卸荷板档墙，相比水工

７５第１期　　　　　　　　　　　　谭波，等：卸荷挡墙的土压力有限元分析及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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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土墙规范，忽略扩散角φ的影响作用，张学喜
［１４］基于朗肯土压力理论认为，卸荷板减少的土压力为三

角形；王成才等［１５］基于库伦土压力理论认为，卸荷板减少的土压力为平行四边形；针对长卸荷板墙，卸

荷板长度将影响下墙土压力分布［１６］，当卸荷板宽度伸至下墙破裂面以外时，卸荷板上的土压力不能传

到板下，土压力分布图形为两个三角形；叶晓明［１７］提出新的土压力计算模型，认为卸荷板端部均布荷载

γ犺１ 对下墙土压力有影响的有效计算宽度为犔，沿与水平面夹角为４５°＋φ／２的斜线传递至下墙后附加

土压力强度为γ犺１犓ａ犔／（犔＋２犫），与传统计算方法相比，土压力强度减小，计算的总土压力减小．

综合以上分析，卸荷板挡土墙土压力计算方法尚不统一，且以上方法基于传统理论，不考虑土体的

变形、位移、土与墙的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拟采用有限元方法，全面分析卸荷板挡土墙土压力

图１　有限元模型及网格划分（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ｍｅｓｈｉｎｇ（ｕｎｉｔ：ｍ）

及结构优化．

２　基于有限元法卸荷挡墙土压力分析

２．１　有限元计算模型及参数

应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及网格划分，如

图１所示．图１中：挡土墙墙背垂直，墙后填土面水平；

墙高１０ｍ；顶宽２ｍ；上、下墙高４．５ｍ；卸荷板设置在

墙背中部，厚１ｍ，宽３ｍ．

挡土墙和土体材料均采用８节点四边形平面单元

（ＰＬＡＮＥ８２），单元行为按平面应变问题考虑．挡土墙

考虑为线弹性材料，墙后填土材料采用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ｇｅｒ理想弹塑性模型，物理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中：

γ为重度；犮为黏聚力；φ为内摩擦角；犈为变形模量；μ为泊松比；犳为接触摩擦系数．

表１　有限元模型物理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土层 γ／ｋＮ·ｍ－３ 犮／ｋＰａ φ／（°） 犈／ＭＰａ μ
犳

墙背 墙底

挡土墙 ２５００ － － ２８０００ ０．２０

填土 １８００ ２０ ２４ １５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２７

地基 １９００ ６０ ３０ １５０ ０．２５

　　采用无厚度的接触单元（ＣＯＮＴＡ１７２和ＴＡＲＧＥ１６９）模拟挡墙与填土、挡墙与地基间的接触关

系．墙背摩擦角按φ／２考虑，挡墙与填土的接触摩擦系数为犳１＝ｔａｎ（φ／２）＝０．２１，与地基土的接触摩擦

系数为犳２＝ｔａｎ（φ／２）＝０．２７．考虑墙背与填土间不承受拉力，ＣＯＮＴＡ１７２接触单元的接触表面行为为

标准模型，即分离时法向压力为０．其他实常数和单元选项设置采用缺省值．采用强度折减法分析墙后

图２　无卸荷板结构变形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土体极限状态下的变形与破坏．

２．２　有限元计算结果的对比验证

不设卸荷板时，有限元计算得到的结构变形图、水平应力

图，如图２，３所示．通过土体参数（犮，φ）强度折减达到极限状态

后得到的塑性应变图，如图４所示．通过分别在墙背设置应力

路径获得墙背水平土压应力（狆）分布，如图５所示．

分析计算结果可得以下３个主要结论．

１）由图２可知：墙顶部分区域与土体脱空．因此，墙背上

端一定高度范围内出现了较小的拉应力（图３），这一高度范围

称为拉应力区，其结果与朗肯理论一致，如图６所示．

２）基于朗肯理论，墙背与填土之间不承受拉应力，即该范

围内土压力为零［１８］．由图５（ａ）可知有限元计算处理结果，并得到土压力为１６７ｋＮ·ｍ－１，作用点位置距

离墙踵２．２３ｍ；而由图６可知计算结果为１６４ｋＮ·ｍ－１，作用点位置距离墙踵２．１９ｍ．说明有限元计

算结果与朗肯理论计算结果非常接近．

８５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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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无卸荷板水平应力图　　　　　　　　　　　图４　无卸荷板极限状态塑性应变图

　　　Ｆｉｇ．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４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ａ）无折减状态 （ｂ）极限状态

图５　无卸荷板墙背水平土压应力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ｗａｌｌｂａｃｋ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图６　朗肯土压力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Ｒａｎｋｉｎ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墙后土体达到极限状态后，由图５（ｂ）可知有限元计算结果，并得到

土压力为２０６ｋＮ·ｍ－１，与土体强度未折减状态土压力相比有所增大，约

为１．２３倍．

２．３　卸荷板式挡土墙土压力分析

卸荷板挡土墙有限元计算结果，如图７～９所示．分析计算结果可得以

下３个主要结论．

１）由图７，８可知：上墙顶端部分区域与土体脱空，存在拉应力区，与无

卸荷板挡墙一致．

２）墙后土体塑性应变图，如图９（ａ）所示．通过土体参数（犮，φ）强度折

减达到极限状态后得到的塑性应变图，如图９（ｂ）所示．由图９（ｂ）可知：滑

裂面呈圆弧状，与黏性土滑坡形式一致，上墙出现第二破裂面，与库伦理论结果一致．

　　图７　有卸荷板结构变形图　　　　　　　　　　　　　图８　有卸荷板水平应力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８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３）通过在上、下墙背分别设置应力路径，上端拉应力区的土压力处理为零，得到的卸荷板墙背水平

土压应力分布，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分布图形均为曲线，这与传统方法计算图示有明显差异，但

９５第１期　　　　　　　　　　　　谭波，等：卸荷挡墙的土压力有限元分析及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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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无折减状态 （ｂ）极限状态

图９　有卸荷板塑性应变图

Ｆｉｇ．９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与铁道部离心模型试验结果类似；另外，图１０（ｂ）中土压力面积略大于图１０（ａ），形状与图１０（ａ）相同，

图１０（ａ），（ｂ）土压力计算结果分别为２０５．５，２６６．５ｋＮ·ｍ－１，土体达到极限状态后土压力增大，约为土

体强度未折减状态土压力的１．３０倍，说明强度折减后，墙后土体的塑性区贯通，将导致土压力增大．

　（ａ）无折减状态 （ｂ）极限状态

图１０　有卸荷板墙背水平土压应力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ｗａｌｌｂａｃｋｗｉｔｈ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３　卸荷挡墙结构的优化

３．１　卸荷板参数的设置

通过分别考察卸荷板宽度（犫）和高度（犺）对抗滑稳定和抗倾覆稳定的影响规律，进行卸荷挡墙结构

优化．由于卸荷板的设置，挡墙在抗滑与抗倾覆两方面的性能将有所提高，优化计算的目的在于分析仅

由卸荷板引起的土压力变化，使这两方面性能得到提高．因此，定义有效抗滑系数（犽ｓ０）和有效抗倾覆系

数（犽ｒ０）计算式为

犽ｓ０ ＝∑
犌·犳

∑犈
，　　犽ｒ０ ＝

犕０
犕Ｒ

．

上式中：犽ｓ０为有效抗滑系数；犽ｒ０为有效抗倾覆系数；∑犌为卸荷板处的总竖向力，∑犌＝犌ｗ＋犌０；

∑犈为总水平土压力，∑犈＝犈１＋犈２；犕０为仅由卸荷板引起的抗倾覆力矩，犕０＝犌ｗ犾ｗ＋犌０犾０；犕Ｒ为

总倾覆力矩，犕Ｒ ＝犈１·犾１＋犈２·犾２，犈１，犈２，犾１，犾２分别为上、下墙水平土压力及其力臂；犌ｗ，犾ｗ 分别为卸

荷板上竖向力及其力臂；犌０，犾０ 分别为卸荷板重力及其力臂；犳为基底摩擦系数，取０．４．

３．２　卸荷板宽度优化

在节２．１计算模型的基础上，设置板的高度为距离墙底４．５ｍ，通过改变卸荷板宽度（犫分别为１，

２，３，４，５，６ｍ）进行有限元计算．墙后水平土压应力分布，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中：犎１ 为上墙高；犎２ 为下

墙高．分析不同卸荷板宽度对挡土墙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２，图１２所示．表２中：犕ｂ 为卸荷板上竖

向力对板根部的弯矩，是控制卸荷板根部拉裂破坏的力学量；犽ｓ０／犕ｂ 为此弯矩增量对有效抗滑系数增

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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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上墙 （ｂ）下墙

图１１　不同卸荷板宽度的土压应力分布图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ｄｔｈ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表２　卸荷板宽度对挡土墙稳定性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ｉｄｔｈ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ｌｌ

犫／犎 犈１／ｋＮ 犈２／ｋＮ 犾１／ｍ 犾２／ｍ 犌ｗ／ｋＮ 犌０／ｋＮ 犾ｗ／ｍ 犾０／ｍ

０．１ ３８．２８ １６３．３９ ５．９３ １．９２ １１６．１２ ２５．００ ２．４８ ２．５０

０．２ ３８．８４ １５８．３２ ６．０８ １．７９ ２００．３７ ５０．００ ３．０４ ３．００

０．３ ５３．１５ １５２．３４ ６．４４ １．７７ ２６７．８１ ７５．００ ３．５８ ３．５０

０．４ ６６．８８ １３１．１３ ６．７９ １．８５ ３３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６ ４．００

０．５ ７０．８３ １１６．２０ ６．９２ １．８３ ４０１．８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５３ ４．５０

０．６ ７０．８２ １１０．９６ ６．９４ １．８３ ４７３．９８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９ ５．００

犫／犎 ∑犈／ｋＮ 犕Ｒ／ｋＮ·ｍ ∑犌／ｋＮ 犕０／ｋＮ·ｍ 犽ｒ０ 犽ｓ０ 犕ｂ／ｋＮ·ｍ 犽ｓ０／犕ｂ

０．１ ２０１．６７ ５４０．６３ １４１．１２ ３５０．７１ ０．６５ ０．２８ ５８．０６ ０．００４８２１

０．２ １９７．１７ ５１８．８４ ２５０．３７ ７５８．６７ １．４６ ０．５１ ２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５３５

０．３ ２０５．４９ ６１２．５２ ３４２．８１ １２２１．１３ １．９９ ０．６７ ４０１．７１ ０．００１６６１

０．４ １９８．０２ ６９６．３５ ４３２．３２ １７４９．００ ２．５１ ０．８７ ６６４．６４ ０．００１３１４

０．５ １８７．０３ ７０２．６１ ５２６．８０ ２３８１．２３ ３．３９ １．１３ １００４．５０ ０．００１１２２

０．６ １８１．７８ ６９４．５０ ６２３．９８ ３１１５．７７ ４．４９ １．３７ １４２１．９４ ０．０００９６６

图１２　卸荷板宽度对稳定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ｗｉｄｔｈ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根据计算结果可得以下４个主要结论．

１）由图１１可知：随着卸荷板宽度犫的增加，上、下墙

的土压力形状发生改变；上墙顶端拉力区高度逐渐减小，上

部分土压应力逐渐增大，下部分土压应力逐渐减小，上墙土

压力增加，这与传统方法认为上墙土压力不受卸荷板宽度

的影响不同；下墙顶端（即卸荷板底部）土压应力接近零，上

部分土压应力逐渐减小，形状基本不变，下部分土压应力逐

渐增大，形状发生改变，下墙土压力减小．由表２可知：随卸

荷板宽度增加，上、下墙总土压力减小．

２）随着卸荷板宽度的增加，上墙的土压力逐渐增加，

作用点位置逐渐提高，倾覆力矩相应增加；下墙的土压力减

小，倾覆力矩相应减小；但土压力的总倾覆力矩随卸荷板宽

度增加而增大．

３）随卸荷板宽度的增加，有效抗滑系数和有效抗倾覆系数均提高，说明卸荷板宽度增加可提高卸

荷板挡土墙的稳定性．而有效抗倾覆系数明显大于有效抗滑系数，说明挡土墙更容易产生滑移破坏．因

此，在结构优化设计中，以有效抗滑系数为考虑的因素．

４）由表２可知：犕ｂ随卸荷板宽度增加而增大；同时，犽ｓ０／犕ｂ随卸荷板宽度增加而减小，且当卸荷板

宽度小于０．３倍墙高时，犽ｓ０／犕ｂ减小幅度较大，而当卸荷板宽度大于０．３倍墙高时，犽ｓ０／犕ｂ 减小幅度较

小并趋于稳定．说明卸荷板宽度大于０．３倍墙高后，卸荷板宽度的增加无助于提高有效抗滑系数，而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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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大，不利于卸荷板本身稳定．当卸荷板宽度为０．３倍墙高时，有效抗滑系数达到０．６７，因此，综合考

图１３　卸荷板位置对稳定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虑最优的卸荷板宽度为０．３倍墙高．

３．３　卸荷板高度优化

在节２．１计算模型的基础上，固定卸荷板的宽度为３

ｍ，通过改变卸荷板高度（根部到墙踵的距离犺分别为２．５，

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６．０，６．５ｍ），进行有限元计算

分析，结果如图１３，表３所示．由计算结果可得以下３个主

要结论．

１）随着卸荷板位置的降低，上墙的水平土压力增加，

下墙的水平土压力减小，但总土压力变化不大．说明卸荷板

位置的改变对水平土压力影响不大，但卸荷板上竖向力增

大，因此，有效抗滑系数随着卸荷板位置的降低而提高．

２）随着卸荷板位置的降低，总倾覆力矩、抗倾覆力矩

均增加，有效抗倾覆系数增大后趋于稳定，均大于规范安全系数１．２５，且明显大于有效抗滑系数，因此，

以有效抗滑系数为考虑的因素．

３）随着卸荷板位置的降低，有效抗滑系数增大，而卸荷板根部弯矩犕ｂ 也增大，从卸荷板本身的稳

定考虑，卸荷板位置的优化过程中，犕ｂ应小于宽度最优结果对应的犕ｂ值（即卸荷板宽度为０．３倍墙高

时犕ｂ为４０１．７１）．由表３可知：卸荷板位置应大于０．４５倍墙高，且当卸荷板高度为０．５倍墙高时，有效

抗滑系数为０．６２，综合考虑最优的卸荷板位置为０．５倍墙高．

表３　卸荷板高度对挡土墙稳定性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ａｌｌ

犫／犎 犈１／ｋＮ 犈２／ｋＮ 犾１／ｍ 犾２／ｍ 犌ｗ／ｋＮ 犌０／ｋＮ 犾ｗ／ｍ 犾０／ｍ

０．６５ ２．７３ ２２１．９８ ７．６６ ２．４８ １６８．００ ７５ ３．８０ ３．５０

０．６０ ９．６２ ２０８．０４ ７．３８ ２．２８ １９７．４０ ７５ ３．７５ ３．５０

０．５５ ２０．７１ １９１．５４ ７．０６ ２．１１ ２２０．５７ ７５ ３．６７ ３．５０

０．５０ ３５．４２ １７１．８８ ６．７４ １．９３ ２４７．０５ ７５ ３．６３ ３．５０

０．４５ ５３．０３ １５２．００ ６．４４ １．７７ ２７０．３２ ７５ ３．５９ ３．５０

０．４０ ７３．４０ １３２．５０ ６．１８ １．６１ ２９３．１２ ７５ ３．５７ ３．５０

０．３５ ９２．６８ １１０．４０ ５．８７ １．４１ ３１５．９３ ７５ ３．５７ ３．５０

０．３３ １１２．５４ ８８．５５ ５．５６ １．１７ ３３７．８１ ７５ ３．５６ ３．５０

０．２５ １３３．０４ ６８．９７ ５．２６ ０．９７ ３５９．２１ ７５ ３．５６ ３．５０

犫／犎 ∑犈／ｋＮ 犕Ｒ／ｋＮ·ｍ ∑犌／ｋＮ 犕０／ｋＮ·ｍ 犽ｒ０ 犽ｓ０ 犕ｂ／ｋＮ·ｍ

０．６５ ２２４．７１ ５７１．４１ ２４３．００ ９０１．４７ １．５８ ０．４３ ２５２．００

０．６０ ２１７．６６ ５４６．１０ ２７２．４０ １００２．５１ １．８４ ０．５０ ２９６．１１

０．５５ ２１２．２５ ５５１．１１ ２９５．５７ １０７１．２８ １．９４ ０．５６ ３３０．８５

０．５０ ２０７．３０ ５７０．７３ ３２２．０５ １１５８．１９ ２．０３ ０．６２ ３７０．５７

０．４５ ２０５．０４ ６１１．２１ ３４５．３２ １２３３．６７ ２．０２ ０．６７ ４０１．７１

０．４０ ２０５．８９ ６６７．５８ ３６８．１２ １３０９．８８ １．９６ ０．７２ ４３９．６８

０．３５ ２０３．０８ ６９９．６５ ３９０．９３ １３８９．４２ １．９９ ０．７７ ４７３．８９

０．３３ ２０１．０９ ７３０．２５ ４１２．８１ １４６５．３１ ２．０１ ０．８２ ５０６．７１

０．２５ ２０２．０１ ７６６．０７ ４３４．２１ １５４２．７４ ２．０１ ０．８６ ５３８．８１

４　结论

应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分析卸荷板式挡土墙土压力分布，并通过分别研究卸荷板宽度犫和高度犺对

抗滑稳定和抗倾覆稳定的影响，对卸荷挡墙进行结构优化，得到以下３个结论．

１）对比无卸荷板挡土墙的有限元计算与朗肯理论结果，上墙顶端均出现拉应力区，拉应力零处理

后，两者的计算值大小与作用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有限元计算图形为曲线，而非三角形．有卸荷板墙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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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有限元计算图形为上、下两个曲线，且土体达到极限状态，滑裂面形成后，土压力增大．

２）当卸荷板位置一定时，随着宽度的增加，墙后总土压力减小，其中，上墙土压力增加，下墙土压力

减小；当卸荷板宽度一定时，位置的改变对总土压力大小影响不大．

３）通过提出有效抗滑系数和有效抗倾覆系数评价卸荷板对提高挡土墙稳定性的作用，并以有效抗

滑系数和卸荷板根部的弯矩犕ｂ为优化判别条件．通过分析犽ｓ０／犕ｂ 的趋势与有效抗滑系数，得到卸荷

板最优宽度为墙高的０．３倍；通过分析宽度优化计算结果中的弯矩犕ｂ要求，再综合考虑位置优化计算

中的有效抗滑系数，得到最优设置为距离墙底０．５倍墙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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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江南传统木构建筑的

构件重要性分析方法

淳庆，孟哲，贾肖虎，金辉

（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６）

摘要：　以江南典型宋元木构建筑（宁波保国寺大殿）和江南典型明清木构建筑（甘熙故居津逮楼）为研究对

象，基于能量方法，采用改变后结构整体应变能的单位体积改变率作为构件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运用有限元软

件ＡＮＳＹＳ开发基于生死单元法和改变弹性模量法的构件重要性评价程序．通过对保国寺大殿和津逮楼的单

榀框架和整体框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结构构件重要性的计算分析，得到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和重要性排序，

并指出这两个典型构架体系的江南传统木构建筑的关键构件．结果表明：改变弹性模量法更适用于江南传统

木构建筑结构构件的重要性分析．

关键词：　传统木构建筑；构件重要性；关键构件；生死单元法；改变弹性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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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拥有大量的传统木构建筑，保留至今的建筑年代涵盖宋元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传统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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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主要流派有香山帮、东阳帮、宁绍帮及徽州帮等．这些工艺流派建造的大量江南传统木构建筑明

显区别于北方传统木构建筑．这些木构建筑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其关键构

件一旦失效就很有可能导致整体结构的坍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对建筑遗产的构件重要性研究能够

给建筑遗产保护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针对关键构件采取加强的修缮措施可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大范围

倒塌破坏．构件重要性通过构件功能对结构整体性能的贡献及影响进行评价，它受到结构的力学性能、

荷载工况和评价指标的影响．张雷鸣等
［１］通过比较拆除不同杆件对结构系统总体应变能影响的大小以

确定结构杆件的重要性．林旭川等
［２］通过引入基于结构广义刚度的构件重要性指标，提出考虑构件重要

程度差异的钢筋混凝土（ＲＣ）框架结构抗震优化设计方法．柳承茂等
［３?４］将构件失效后对整体结构的影

响面积作为评价指标．Ｊａｈａｎ等
［５］提出平均应力比评价指标、刚度退化系数评价指标及稳定退化系数评

价指标．Ｎａｆｄａｙ
［６］将原始结构与拆除构件后结构的刚度矩阵行列式的比值作为评价指标．Ｚｈｕ等

［７］等提

出综合考虑多因素的客观赋权法及对应的评价指标与赋权系数．叶列平等
［８］以拆除构件对广义结构刚

度的影响程度作为构件重要性评价指标，并将该指标转化为结构变形能损失．张松
［９］和朱丽华等［１０］将

改进的统计矩点估计法应用于构件重要性分析．Ｍａｚａｒｓ
［１１］基于重要性评价原理，开发相应的计算程序

使功能得以实现．Ｈｏｓｅｙｎｉ等
［１２］将生死单元法应用于机械接头的性能评估中．Ｗａｎｇ等

［１３］运用生死单

元法评估某二战时期桥梁的构件重要性．郑江等
［１４］将生死单元法应用于建筑结构施工的力学分析．综

上，目前对于构件重要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定评价指标和结合现代工程的应用，鲜有涉及传统木构建

筑遗产的研究．本文运用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自主开发传统木构建筑的构件重要性计算程序．

１　基于能量方法的构件重要性评价

１．１　结构总应变能的概念与评价指标

应变能即是以应变和应力的形式贮存在物体中的势能．对于一个保守的杆件结构系统，外荷载所做

的功能够完全贮存在结构中，从而转化为该结构系统的应变能，总应变能即系统中所有杆件应变能之

和．叶列平等
［８］中提出以构件损失所导致的结构广义刚度（结构应变能）损失率作为衡量构件在结构中

的重要程度指标，其简化后的表达式为

犐＝１－
犓ｆ
犓０
＝１－

犝０
犝ｆ
． （１）

式（１）中：犓０ 和犓ｆ分别为原始结构和某构件属性改变后的结构广义刚度；犝０ 和犝ｆ分别为原始结构和

某构件属性改变后的结构总应变能．

结构广义刚度是针对杆系结构建立的，忽略了构件体积对重要性的影响．由于运用有限元软件建立

梁单元模型，为排除单元体积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卢啸等［１５］提出考虑单元体积影响的评价指标，结构整

体应变能的单位体积改变率表达式为

Γ＝ １－
犝０
犝（ ）
ｆ

／犞ｅ． （２）

式（２）中：犞ｅ为改变属性单元的体积．

１．２　基于能量方法的构件重要性计算方法

基于能量方法的构件重要性计算多通过ＡＮＳＹＳ等有限元软件的生死单元功能实现．其原理是在

单元被“杀死”时刚度接近于０，与该单元有关的载荷向量的输出值、应力和应变均被重置为零，因而被

“杀死”的单元不再对载荷生效．这种模拟方式可以近似等效于单元被删除的脆性失效，已被广泛地应用

于混凝土框架和砌体结构的构件重要性评价中，而这种脆性失效情况有别于文中研究的传统木构建筑

的结构损伤情况．

对于传统木构建筑的损伤类型可大体分为：木材腐朽、构件开裂、挠度过大和榫卯节点拔榫等．由于

木材是各向异性的非匀质材料，损伤多为塑性的，有别于生死单元法的模拟脆性失效状态．针对古建筑

木结构的材料力学特性，提出基于改变弹性模量的构件重要性计算方法．该方法为逐一降低单元的弹性

模量，得到它们对整体结构变形能的单位体积影响程度．弹性模量改变的单元不同于被“杀死”的单元，

它能够传递力并产生变形，更贴近真实状态下的木构损伤情况．运用能量方法，对采用生死单元法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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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弹性模量法对传统木构的构件重要性评价进行比较分析，得到更适用于传统木构建筑的构件重要性

计算方法．采用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开发基于能量方法的生死单元法和改变弹性模量法的传统木构构

件重要性评价程序，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ａ）生死单元法 　　　　　　　　　　　　　　　（ｂ）改变弹性模量法　

图１　重要性评价程序开发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１．３　计算方法的比较

以某典型三开间五檩抬梁式木构建筑为例，分别采用生死单元法和改变弹性模量法计算结构整体

应变能的单位体积改变率，计算结果如图２，３所示．

（ａ）整体框架　　　　　　　　　　　　　　　　　 （ｂ）单榀框架

图２　生死单元法重要性计算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ｉｒｔｈ?ｄｅａ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ａ）整体框架　　　　　　　　　　　　　　　　　　 （ｂ）单榀框架　

图３　改变弹性模量法重要性计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ｍｅｔｈｏｄ

由图２，３可知：采用生死单元法计算时，柱与额枋相交点之上木柱的构件重要性明显大于相交点之

下木柱，边贴木柱的重要性要大于明间木柱；而采用改变弹性模量法计算时，木柱下部的构件重要性明

显大于木柱上部，边贴木柱的重要性要明显小于明间木柱．根据实际工程经验与结构概念判断，改变弹

６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性模量法的计算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因此，综合考虑生死单元法的不足之处，以及木构建筑的结构损

伤、材料性能退化和结构的受力特征，提出采用改变弹性模量法对传统木构建筑的构件重要性进行计

算，被改变弹性模量的单元的变形是连续的且能够传递荷载．考虑塑性破坏过程，改变弹性模量法更符

合传统木构建筑实际的结构状态评估．

２　江南典型宋元木构建筑构件重要性评估

２．１　保国寺大殿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江南地区现存宋元时期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以厅堂八架椽屋为主，其中，前后乳
"

用四柱为最

有代表性，在其基础上进行功能和形式优化及改进，形成各不相同的多变结构体系．应用最为广泛的结

构演变分支是“八架椽屋前三椽
"

后乳
"

用四柱”，保国寺大殿、天宁寺大殿和延福寺大殿均为典型的月

梁造“八架椽屋前三椽
"

后乳
"

用四柱”结构体系．保国寺大殿现状，如图４所示．保国寺大殿结构为厅

堂式构架，呈传统井字型，前后内柱不同高．大殿结构主要由柱、梁、檩条、斗拱等构件组成，梁柱连接均

为榫卯连接，其中，梁与柱的连接榫卯主要为镊口鼓卯或直榫，短柱与梁的连接榫卯主要为直榫．

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建立大殿的有限元计算模型，如图５所示．梁柱连接节点考虑榫卯半刚

性，柱与基础采用铰接，斗拱采用斜杆进行模拟，结构阻尼比取０．０５，柱、梁、檩条、斗拱等构件采用

ＢＥＡＭ１８９单元模拟，梁柱榫卯节点采用ＣＯＭＢＩＮＥ３９单元模拟，考虑到仅做构件重要性评估方法研

究，对应工况可为弹性受力状态，因此，ＣＯＭＢＩＮＥ３９单元模拟的榫卯节点半刚性为常刚度．大殿主要榫

卯节点的半刚性数据可参考文献［１６］，大殿木结构承重构件的主要材质为杉木．考虑到建筑物修建距今

的时间大于５００ａ，参考《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建议的折减系数，木材顺纹弹性模量设计

强度调整系数为０．７５，故大殿木材的顺纹弹性模量取６７５０ＭＰａ，泊松比为０．３，木材其余的弹性参数

可参考文献［１７］按比例关系取值．根据现场勘察，大殿屋面每平方米有１６块盖瓦、３２块底瓦，苫背平均

厚为１２ｃｍ，故屋面恒荷载标准值取３．５ｋＰａ．活荷载标准值取０．７ｋＰａ．

　　图４　保国寺大殿现状　　　　　　　　　　　　图５　保国寺大殿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ｏｆＢａｏｇｕｏ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ＢａｏｇｕｏＴｅｍｐｌｅ

２．２　构件重要性评估

２．２．１　明间横剖面木构架　经过计算，保国寺大殿明间木构架的构件重要性计算结果，如图６（ａ）所

示．由图６（ａ）可知：最大的构件为内柱上端支撑平梁的斗縅构件，在竖向荷载计算中该构件承受了较大

（ａ）横剖木构架

的压应力；四椽
"

由于承受了较大的弯矩和剪力并产生较大

的变形，计算结果也偏大；保国寺大殿的前檐柱和前内柱由于

承受了更多的屋面荷载，重要性明显大于后檐柱和后内柱．

２．２．２　山面前檐柱?内柱纵剖面木构架　选择保国寺大殿的

横剖截面（山面前檐柱?内柱截面）进行构件重要性计算分析，

结果如图６（ｂ）所示．由图６（ｂ）可知：构件重要性的最大值发

生于东侧和西侧的山面前檐柱，在柱构件内的重要性呈由上

至下递增趋势，其次是前内柱，最后是靠近内柱的斗縅构件．

２．２．３　结构整体　保国寺大殿结构整体的构件重要性计算

７６第１期　　　　　　　　　　　淳庆，等：典型江南传统木构建筑的构件重要性分析方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ｂ）纵剖木构架　　　　　　　　　　　　　　　　　（ｃ）整体结构

图６　保国寺大殿的构件重要性计算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ｏｇｕｏＴｅｍｐｌｅ

结果，如图６（ｃ）所示．由图６（ｃ）可知：由于保国寺大殿的构件较多且结构复杂，在竖向荷载作用下，构件

重要性最大值发生于内柱上端支撑平梁的斗縅构件，该部分构件的截面较小又承受了较大的屋面荷载，

当发生损伤时容易导致屋面角部坍塌；前内柱和前山面檐柱共４根柱的重要性在所有柱中最大，因其所

承担的屋面荷载面积最大，此外，两前檐柱底部的计算结果也偏大，其余重要性结果较大的构件主要有

节点变形较大的构件及其周、长细比较大的构件，以及受力复杂、应力较大的构件．

传统木构建筑基于能量流方法的构件重要性分析可通过有限元计算得以实现，计算结果既可以通

过云图直观显示，也可以用数据列表的形式呈现，但这两种方法都不能直观地对构件的重要性等级进行

评价．将构件重要性进行等级分类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和修缮工作者更便捷地识别关键构件，当结构中的

关键构件出现损伤或破坏时，整体结构应变能的改变最为突出，损坏严重会对传统木构建筑造成无法挽

回的损失．因此，对关键构件进行的监测能够更高效率地避免大型事故的发生，并在古建筑保护工作中

表１　传统木构构件重要性等级评定

Ｔａｂ．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ｎｇ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ｏ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ｍｂｅｒｓ

等级 重要性排序 构件描述

Ⅰ级 犮＞９５％ 关键构件

Ⅱ级 ９５％≥犮＞８０％ 重要构件

Ⅲ级 ８０％≥犮＞５０％ 次要构件

Ⅳ级 ５０％≥犮＞０％ 一般构件

提高效率．

传统木构的构件重要性等级评定，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犮为构件的重要性计算结果在整体结构中的排序百

分比．由表１可知：等级评定中犮＞９５％的含义为该构件

的重要性计算数值大于９５％的构件，可以评定为Ⅰ级关

键构件，其损坏容易造成结构的大面积损坏；Ⅱ级重要构

件损坏可引起较大范围的损坏；Ⅲ级次要构件损坏可引

起结构局部范围的损坏；Ⅳ级一般构件损坏一般局限于损害构件本身，对结构整体影响较小．

图７　保国寺大殿关键构件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ＢａｏｇｕｏＴｅｍｐｌｅ

保国寺大殿有限元模型共包含１７１７６个单元，依据表１

中的传统木构构件重要性等级评定方法，保国寺大殿的关键

构件（犮＞９５％）的单元总量为８５９个，其分布如图７所示．由图

７可知：保国寺大殿的主要构件重要性排序为犮（内柱上端支撑

平梁的斗拱构件）＞犮（三椽"

）＞犮（前内柱?前山墙檐柱的四

柱）＞犮（南立面两前檐柱）＞犮（其他构件）．

３　江南地区明清时期典型木构建筑

３．１　津逮楼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甘熙故居津逮楼是江南地区典型明清风格的木构建筑，

如图８所示．根据现场测绘和勘察，该建筑的建筑平面布局、

梁柱构架体系、木构件尺度、梁柱榫卯连接及空斗墙围护墙体构造做法均基本符合江南传统木构建筑的

做法，为典型的明清江南传统木构建筑．津逮楼为东西对称结构，共六榀框架．

津逮楼梁柱连接均为榫卯连接，檐柱与梁连接采用箍头榫连接，中柱与梁连接采用半榫连接，瓜柱

与梁连接采用直榫连接，柱与基础采用铰接连接，结构阻尼比取０．０５，柱、梁、檩条等构件采用

ＢＥＡＭ１８９单元模拟，梁柱榫卯节点采用ＣＯＭＢＩＮＥ３９单元模拟，榫卯半刚性数据参考文献［１８］～

８６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２０］．津逮楼的木材顺纹弹性模量犈取８５５０ＭＰａ，泊松比为０．３，木材其余弹性参数参考文献［１９］按

比例关系取值．津逮楼的屋面活荷载标准值狇Ｋ＝０．７ｋＰａ；屋面恒荷载标准值犵Ｋ＝２．４ｋＰａ；楼面活荷载

标准值狇Ｋ１＝３．５ｋＰａ；楼面恒荷载标准值犵Ｋ１＝１．０ｋＰａ．津逮楼等明清时期的江南传统木构建筑出现了

很普遍的砖砌山墙，将山墙面简化为等效斜撑，砌体材料强度取测试值如下：弹性模量为９３０ＭＰａ；泊松

比为０．３；剪切模量为３５７．７ＭＰａ；密度为１５００ｋｇ·ｍ
－３．对于结构内部砖砌墙体，也以等效斜撑的形

式进行了简化模拟．津逮楼的有限元模型，如图９所示．

图８　津逮楼现状　　　　　　　　　　　　　　　图９　津逮楼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ｎｄａｉ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ｉｇ．９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Ｊｉｎｄａｉ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２　构件重要性评估

３．２．１　明间木构架　津逮楼明间木构架的构件重要性计算结果，如图１０（ａ），（ｂ）所示．由图１０（ａ），（ｂ）

可知：重要性最大的构件是金柱，其他构件（尤其二层构件）的计算结果不明显，因此，选择楼面梁以上的

明间木构架二层部分进行独立观察；二层楼面梁的重要性计算结果与楼面梁以弯曲变形为主导的不利

情况相对应，跨中重要性最大，其次为梁柱节点处；虽然三架梁和五架梁的受力水平也较高，但由于构件

截面尺寸较大，使重要性计算结果降低；明间木构架的构件重要性排序为犮（一层金柱）＞犮（金柱间楼面

梁）＞犮（金柱与檐柱间楼面梁）＞犮（二层金柱）＞犮（一层檐柱）＞犮（二层檐柱）＞犮（其他构件）．

３．２．２　边贴木构架　边贴木构架的重要性计算结果，如图１０（ｃ），（ｄ）所示．由图１０（ｃ），（ｄ）可知：最大

值发生在一层中柱；与明间木构架不同的是边贴木构架的楼面梁跨度较小，因而内力水平较低，重要性

计算结果较小；边贴木构架的构件重要性排序为犮（一层中柱）＞犮（一层金柱）＞犮（一层檐柱）＞犮（二层中

柱）＞犮（中柱与金柱间楼面梁）＞犮（二层金柱）＞犮（二层檐柱）＞犮（其他构件）．

３．２．３　结构整体　津逮楼结构整体的构件重要性计算结果，如图１０（ｅ）所示．由图１０（ｅ）可知：明间木

构架的金柱构件重要性仍最为突出；构架间的横向联系构件如枋、檩条的重要性计算结果均较小；在楼

面荷载的作用下，一层内柱的重要性均较大，在修缮和保护工作中应当给予重视．

津逮楼有限元模型共包含３６１４个单元，其中，共１８１个单元为关键构件（单元尺度），关键构件的

分布，如图１１所示．

由图１１可知：结构整体的关键构件主要是明间木构架一层金柱、明间木构架金柱间楼面梁跨中部

分、边贴木构架一层中柱及边贴木构架一层金柱；津逮楼的主要构件重要性排序为犮（一层明间金柱）＞

犮（明间金柱间楼面梁）＞犮（一层边贴中柱）＞犮（一层边贴金柱）＞犮（明间金柱与檐柱间楼面梁）＞犮（二层

金柱）＞犮（明间五架梁）＞犮（其他构件）．

　（ａ）明间木构架整体　　　　　　　　　　　　　（ｂ）明间木构架二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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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边贴木构架　　　　　　　　　　　　　　　（ｄ）边贴木构架二层部分

（ｅ）整体结构　　　　　　　　　　　　　　　　　　　　　　　　　

图１０　津逮楼的构件重要性计算结果　　　　　　　　　图１１　津逮楼关键构件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Ｊｉｎｄａｉ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Ｊｉｎｄａｉ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４　江南地区传统木构建筑的关键构件分布规律

对比保国寺大殿与津逮楼的构件重要性评估结果，由于存在较大的做法和结构体系差异，两个不同

时期木构建筑的关键构件分布规律显示出差异性，但也可以从中总结出３点关键构件分布的相通之处：

１）关键构件存在于承受大范围竖向荷载面积的木柱，如保国寺大殿的内柱、津逮楼的金柱和中柱等；２）

关键构件存在于跨度较大且承担荷载的梁跨中位置，如保国寺大殿的三椽
"

、津逮楼的楼面梁和五架梁

等；３）关键构件存在于承担荷载且长细比较大的构件处，如保国寺大殿的内柱上端支撑平梁的斗縅构

件、津逮楼的楼面梁等．构件重要性的计算结果不仅与构件的位置有关，还与承担的荷载（如轴力、剪力、

弯矩）相关，也与构件截面尺寸相关．在两个计算实例中，并非所有柱构件都是关键构件，原因在于柱的

实际承载力存在安全储备，当某处受损时可以依靠剩余截面继续承载．

５　结论

以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为分析平台，自主开发了适用于传统木构建筑的基于能量变化的改变弹性

模量法的构件重要性评价程序，提出了构件重要性的评估准则，并提出等级分类方法，基于构件重要性

的等级分类可以帮助判断关键构件的分布．

以保国寺大殿和津逮楼为例，对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江南典型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类型运用改变弹

性模量法，研究了它们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构件重要性，得到了这两种江南传统木构建筑关键构件的分

布规律．保国寺大殿的主要构件重要性排序为犮（内柱上端支撑平梁的斗縅构件）＞犮（三椽"

）＞犮（前内

柱?前山墙檐柱的四柱）＞犮（南立面两前檐柱）＞犮（其他构件）．津逮楼的主要构件重要性排序为犮（一层

明间金柱）＞犮（明间金柱间楼面梁）＞犮（一层边贴中柱）＞犮（一层边贴金柱）＞犮（明间金柱与檐柱间楼面

梁）＞犮（二层金柱）＞犮（明间五架梁）＞犮（其他构件）．

两种江南传统木构建筑的关键构件有如下３种分布规律：１）关键构件存在于承受大范围竖向荷载

面积的木柱，如保国寺大殿的内柱、津逮楼的金柱和中柱等；２）关键构件存在于跨度较大且承担荷载的

梁跨中位置，如保国寺大殿的三椽
"

、津逮楼的楼面梁和五架梁等；３）关键构件存在于承担荷载且长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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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构件处，如保国寺大殿的内柱上端支撑平梁的斗縅构件、津逮楼的楼面梁等．构件重要性的计

算结果不仅与构件的位置有关，还与承担的荷载（如轴力、剪力、弯矩）相关，也与构件截面尺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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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封闭海湾围填海对水动力

环境的影响分析

龚旭东１，俞缙１，蓝尹余２，３

（１．华侨大学 福建省隧道与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福建海洋研究所，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１３；

３．福建省海岛与海岸带管理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１３）

摘要：　以东山湾为例，采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从潮流、纳潮量和水交换３个方面探讨湾内围填海对东山湾

水动力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填海面积的增加，影响范围及程度不断增大；湾口海域对填海区位置

及填海范围的响应较为敏感，当填海范围扩大到湾口海域后，纳潮量减少１０％以上，大潮平均水交换率均减

小８．８２％，小潮平均水交换率减小１３．３３％，易影响湾内的污染物扩散能力，从而引发水质和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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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然而，围填海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一系列影响．随着“保护优

先、生态用海、集约用海”等科学用海理念的推广，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围填海管控措施，旨在杜绝

一切违法违规使用海域的行为，减轻围填海的负面影响．国内外众多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从潮流

形态、地形变化、纳潮量、水交换、湿地环境及生态环境等多角度分析围填海活动对海湾的影响［１?７］．半封

闭海湾是指海湾口门宽度与岸线长度之比在０．０１～０．１０之间的海湾
［８］．此类海湾仅通过口门与外海进

行交换，且口门一般较窄，海湾自净能力较弱，因此，国内学者对半封闭海湾的冲淤演变、水交换等方面

较为关注［９?１１］．本文以东山湾为研究对象，在实测地形资料和水文资料的基础上，采用二维潮流数学模

图１　东山湾地形及测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ＤｏｎｇｓｈａｎＢａｙ

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型及物质输移模型，探讨在半封闭海湾内进行大规模围填海对海

湾水动力的影响．

１　平面二维数学模型的建立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东山湾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漳浦县、云霄县和东山县之

间．湾口有塔屿、虎屿等众多岛屿形成天然屏障，阻碍由东南方向

袭来的强浪．湾内水域宽广，水深１０～３０ｍ，最大水深３６ｍ，岛屿

间水域宽而深，拥有天然的航道、锚地与港口资源，是福建省三大

优良港湾之一．东山湾口小腹大，口门宽度仅５ｋｍ，是典型的半

封闭海湾，其地形和测定分布，如图１所示．

前人对东山湾水动力环境的研究不多，陈可锋等［１２］通过数学

模型，计算八尺门贯通工程对东山湾及诏安湾的潮流影响；蓝尹

余等［１３］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讨论重力式码头建设对东山湾水动

力及泥沙冲淤环境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小型工程，而针对大规模连片式填海对东山湾的水动力

影响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古雷半岛西侧规划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地，因此，有必要探讨填海工程对海域

的影响．

１．２　模型的基本方程

在笛卡尔直角坐标系下，根据Ｂｏｕｓｉｎｅｓｑ涡粘假定和静水压假设，沿垂向平均的二维潮流及物质输

移基本方程表述如下．

１）连续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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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物质输移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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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３）中：狓，狔为右手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狋为时间；犺为总水深，犺＝η＋犱，其中，犱为静水深，η为水

位；狌，狏分别为流速在狓，狔方向上的分量；ρ为水密度；ρ０ 为参考水密度；τｓ，狓，τｓ，狔分别为风应力在狓，狔方

向上的分量；τｂ，狓，τｂ，狔分别为底部应力在狓，狔方向上的分量；犜狓，狓，犜狓，狔，犜狔，狓，犜狔，狔为水平粘滞应力项；犆

为物质能量；犇狓，犇狔 为扩散系数．

１．３　计算网格及参数设置

模型计算范围包括整个东山湾、浮头湾、旧镇湾，外海开边界的东侧设在浮头湾的六鳌镇，南侧设在

东山岛的陈城镇．计算域南北长约５０ｋｍ，东西宽约４０ｋｍ．模型采用三角形网格，网格大小一般在５０～

３７第１期　　　　　　　　　　　龚旭东，等：半封闭海湾围填海对水动力环境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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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ｍ之间．外海潮位边界考虑了 Ｍ２，Ｓ２，Ｎ２，Ｋ２，Ｋ１，Ｏ１，Ｐ１，Ｑ１等８个调和分潮．

１．４　模型的验证

模型对２０１３年９月东山湾同步实测资料进行验证，其中包括３个潮位站和１３个流速、流向测点，

具体位置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潮位模拟相位偏差在０．５ｈ内，最高、最低潮位值的偏差在１０ｃｍ

内，流速流向过程线基本一致，流向偏差在１０°之内，可见数值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均满足ＪＴＳ／Ｔ２３１?２?

１０２０《海岸与河口潮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的要求．潮流验证点９＃的验证图，如图２所示．

（ａ）古雷潮位

（ｂ）流速

（ｃ）流向

图２　部分潮位和潮流验证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ｏｍｅ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图３　方案布置图

Ｆｉｇ．３　Ｐｌａｎｌａｙｏｕｔ

２　湾内围填海工程对东山湾水环境的影响

２．１　填海的方案设计

根据目前实施的填海工程及收集到的相关规划，在东山湾东

岸、古雷半岛西部海域设计３个填海方案，填海强度逐渐增大．方

案Ⅰ填海５．３７ｋｍ
２，方案Ⅱ填海８．５９ｋｍ

２，方案Ⅲ填海３２．１４

ｋｍ２，其中，方案Ⅰ，Ⅱ主要位于高滩海域，方案Ⅲ不仅填海面积较

大，且有３．７８ｋｍ２ 的填海位于湾口，如图３所示．

２．２　流速变化的影响分析

东山湾潮流形态以往复流为主，涨潮方向基本为ＮＷ～Ｎ方

向，落潮流方向基本为ＳＥ～Ｓ方向．涨潮时，进入东山湾的涨潮流

在口门附近被塔屿分成东西两支，而塔屿东侧因水深较大、潮流

动力较强，是外海潮波进入东山湾的主要通道．塔屿西侧潮流往西偏转经东山港区进入八尺门水道．塔

４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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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东侧潮流又被虎屿及周边岛屿分成两个分支，虎屿西支则沿湾内中线深槽北上，上溯漳江，虎屿东支

沿古雷半岛西侧北上．落潮时，潮流与上游径流一同沿原路流向外海．现状条件下，大潮涨、落急流场，如

图４所示．湾内围填海势必引起海湾流场变化，为了直观地展示各方案对东山湾内流速的影响，根据计

算结果绘制了各方案流速变化分布图，如图５所示．

　（ａ）涨急 （ｂ）落急

图４　现状条件下大潮涨与落急流场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ｅｂｂａｎｄｆｌｏｗ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

（ａ）方案Ⅰ涨半潮 　　　　　　　（ｂ）方案Ⅰ落半潮　　　　　　　　 （ｃ）方案Ⅱ涨半潮

（ｄ）方案Ⅱ落半潮 　　　　　　　（ｅ）方案Ⅲ涨半潮　　　　　　　　 （ｆ）方案Ⅲ落半潮

图５　大潮平均流速变化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

由图５可知：各方案涨半潮及落半潮对流速的影响均类似；３个填海方案都对东山湾的水动力场产

生了影响，且随着填海面积的增加，影响范围及程度不断增大．对东山湾不同海域（图３）进行分析，有如

下４个结论．

５７第１期　　　　　　　　　　　龚旭东，等：半封闭海湾围填海对水动力环境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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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海区周边海域．对填海响应最明显的就是填海区周边海域．方案Ⅰ情况下，原先流经填海区的

水流集中往填海区西侧海域汇集，导致该海域流速略微增大，增幅在１～４ｃｍ·ｓ
－１之间．而填海区南北

两侧形成一个掩护区，水流流速放缓，且距填海区越近减幅越大，最大减幅出现在紧邻填海区南侧海域，

可达２１ｃｍ·ｓ－１．当填海往北推进，北侧的流速减小区消失，而填海区南侧海域的流速仍呈减小趋势．

填海区西侧海域依旧表现为流速略微增大，增幅也在１～４ｃｍ·ｓ
－１之间．当填海继续往外推进至方案

Ⅲ的情况下，填海区西侧前沿海域流速变化呈两种趋势，北部主要受水流汇集的影响，仍表现为流速增

大，而南部主要是因为填海面积较大，减少了海湾纳潮量，南部流速减小．

２）湾口海域．方案Ⅰ情况下，口门海域受影响的海域范围不大，集中在虎屿东侧，且流速变化不大，

减幅仅在１～２ｃｍ·ｓ
－１之间．随着填海不断扩大至方案Ⅱ情况下，整个口门海域水流流速都受到影响，

但是影响程度不大，减幅基本在１～２ｃｍ·ｓ
－１之间．当围填海往南及西侧不断扩大至方案Ⅲ的情况时，

湾口海域水动力条件变化很大．由于古雷半岛西侧一大片海域被围填，在潮差不变的情况下，东山湾容

纳海水的能力大幅减少，导致口门附近海域水动力条件减弱，流速减小，塔屿西侧水道流速减幅在３～５

ｃｍ·ｓ－１之间；塔屿与虎屿之间水道流速减幅在４～５ｃｍ·ｓ
－１之间；虎屿与填海工程之间的水道流速减

幅在５～６ｃｍ·ｓ
－１之间．

３）中央深槽海域．当在古雷半岛西侧滩涂海域小范围填海时，中央深槽海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当

填海范围扩大至方案Ⅱ情况时，中央深槽海域受影响也不大，只有靠近湾口的那部分流速略微减小．而

当填海不断往南扩大时，中央深槽海域流速普遍减小，特别是靠近湾口的部分减幅较大，达到６ｃｍ·

ｓ－１左右．

４）八尺门及东山岛北部海域．当只在古雷半岛西侧小范围填海时，由于填海面积不大且距离较远，

八尺门及东山岛北部海域的流场基本没有受到影响．随着填海范围扩大，该海域略微受到一些影响，流

速普遍减小，减幅基本在１～２ｃｍ·ｓ
－１之间．当填海继续扩大至方案Ⅲ情况，该海域受影响的范围持续

扩大，且东山岛的东北部海域流速减幅较大，达到６ｃｍ·ｓ－１左右．

２．３　纳潮量变化的影响分析

海湾纳潮量既是衡量海湾开发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反映海湾生命力的重要参数［１４］．常用的

计算方法是计算一个涨潮或者落潮周期内通过特定断面的海水通量［１５］，计算式为

犙＝∫
狋
２

狋
１

（犙狓＋犙狔）ｄ狋． （５）

式（５）中：犙狓，犙狔 分别为狓和狔方向上，单位时间内通过断面的水通量，犙狓＝∑
狀

狀＝１

狌犺犾狓，犙狔 ＝∑
狀

狀＝１

狏犺犾狔，其

中，狀为断面上的总网格数，狌，狏分别为流速在狓，狔方向上的分量，犺为总水深，犾狓，犾狔 分别为狓，狔方向上

的网格宽度；狋１，狋２ 分别为涨潮或落潮周期的起始和结束时间．

为了反映一个潮周期纳潮量，取一个涨潮期与落潮期的海水通量的平均值作为整个潮周期的纳潮

量．根据式（５）计算各方案大、小潮的纳潮量，并计算出纳潮量变化统计情况，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

纳潮量变化与填海面积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填海面积的逐渐增大，湾内海域面积逐渐减小，在外

海潮差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导致纳潮量不断下降；方案Ⅰ对纳潮量损失的影响最小，变化率均小于３％，

方案Ⅱ引起的纳潮量变化率均小于４％，方案Ⅲ对纳潮量的影响最大，变化率均大于１０％；纳潮量对潮

型的敏感性也不同，小潮期纳潮量的影响略微大于大潮期；纳潮量减少引起东山湾环境容量下降，湾内

的水质环境恶化．

表１　各方案纳潮量及变化统计情况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ｉｄａｌｐｒｉｓｍ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潮型
现状纳潮
量／１０８ｍ３

方案Ⅰ

纳潮量／
１０８ｍ３

变化值／
１０８ｍ３

变化率／
％

方案Ⅱ

纳潮量／
１０８ｍ３

变化值／
１０８ｍ３

变化率／
％

方案Ⅲ

纳潮量／
１０８ｍ３

变化值／
１０８ｍ３

变化率／
％

大潮 ７．１９ ７．０３ －０．１６ －２．２３ ６．９４ －０．２５ －３．４８ ６．３７ －０．８２ －１１．４０

小潮 ４．９９ ４．８７ －０．１２ －２．４０ ４．８０ －０．１９ －３．８１ ４．４０ －０．５９ －１１．８２

２．４　水交换变化的影响分析

６７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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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平均交换率与水半交换期均是表征湾内海水与外海海水交换的能力．海水平均交换率
［１６］的计

算式为

γ＝
犙ｊ
犞ａ
． （６）

式（６）中：犙ｊ为一个潮周期内，通过特定断面的海水净流出通量，犙ｊ＝犙ｐ－犙ｆ，其中，犙ｐ，犙ｆ分别为涨潮

期和落潮期通过特定断面的海水通量；犞ａ为平均海平面时，海湾的海水总体积．

将海湾作为一个单箱模型，假设湾内海水与湾外海水进行直接交换，湾内海水均匀混合，海水半更

换期［１７］的计算式为

犜１／２ ＝
０．６９３犞ａ
犙ｆγ

． （７）

　　根据式（６），（７）计算得到各方案下的海水平均交换率和半更换期，结果如表２所示．各方案下，海水

平均交换率的变化情况，如表３所示．研究发现，水交换率变化率也与填海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由表２可

知：整体上看，随着填海面积增大，东山湾海水的更新能力下降，海水平均交换率逐渐下降，海水半更换

期逐渐增大，小潮期更易受到填海工程的影响．由表３可知：方案Ⅰ与方案Ⅱ填海区域大部分位于滩涂

之上，水深较浅，对海水交换的影响比较小，大潮平均水交换率均减小了０．９８％，小潮平均水交换率分

别减小了３．３３％与６．６７％；而方案Ⅲ填海面积较大，且一部分湾口海域被围填，造成东山湾湾口缩窄，

海水交换受阻，大潮平均水交换率均减小了８．８２％，小潮平均水交换率减小了１３．３３％，这必然会影响

东山湾内的污染物扩散能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水质和生态问题．

表２　不同方案海水平均交换率和半更换期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ａｌｆ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潮型
现状

γ 犜１／２

方案Ⅰ

γ 犜１／２

方案Ⅱ

γ 犜１／２

方案Ⅲ

γ 犜１／２

大潮 ０．１０２ １０ ０．１０１ １１ ０．１０１ １１ ０．０９３ １２

小潮 ０．０３０ ５４ ０．０２９ ５６ ０．０２８ ５８ ０．０２６ ６７

表３　不同方案海水平均交换率变化统计情况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潮型
方案Ⅰ

变化值 变化率／％

方案Ⅱ

变化值 变化率／％

方案Ⅲ

变化值 变化率／％

大潮 －０．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０９ －８．８２

小潮 －０．００１ －３．３３ －０．００２ －６．６７ －０．００４ －１３．３３

３　讨论

围填海对周边海域的影响与填海区的位置、填海强度密切相关．通过湾内各海域对围填海的响应程

度看，靠近湾顶海域受影响不大，而湾口海域受影响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半封闭海湾，作为海湾与外

海进行海水交换的主要通道，湾口海域对填海的响应较为敏感．

对比方案Ⅰ与方案Ⅱ的流速变化图可以看出：当填海往湾内扩大时，湾内流速仍表现为增大，影响

范围没有明显增多，而湾口流速仍表现为减小，但影响范围增大，整个湾口基本都呈现出流速减小的趋

势，也说明了湾口海域对填海强度很敏感．随着填海强度增大，海湾中部以上海域仍呈现为流速增大，范

围有所增加，增幅变化不大；海湾中下部海域流速仍呈现为减小，无论是范围还是强度都增大很多．这主

要是因为古雷半岛西侧大片海域被围填后，原先顺着曲折岸线流动的潮流只能改变流路，沿着新岸线做

南北向流动，整个海湾流场变化很大，从而导致流速变化也很大．而湾口海域流速减幅很大，一是因为大

规模的围填海导致海湾纳潮量减小，湾口作为潮流进出海湾的唯一通道，流速相应也会减小；二是填海

区距湾口越近，湾口对填海的响应越剧烈，特别是湾口部分海域也被围填时，口门附近流速变化就会更

剧烈．湾口海域流速减小易引起海域淤浅，不光影响船舶进出海湾，还会进一步影响湾内外水体的交换．

从纳潮量及水交换变化的角度看可知：当填海发生在海湾中下部甚至湾口时，海湾纳潮量减少了

１０％以上，大潮平均水交换率均减小了８．８２％，小潮平均水交换率减小了１３．３３％，海湾海水交换的能

７７第１期　　　　　　　　　　　龚旭东，等：半封闭海湾围填海对水动力环境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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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引起海湾水体污染物扩散能力降低，水质恶化，海湾环境容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当在海湾中某一海域进行小范围围填海时，其环境影响相对比较小；而当填海范围不断扩大，其环

境影响累积效应往往比较大，海湾生态系统遭受重大影响．因此，建议严格控制围填海规模，且围填海位

置应尽量避免在海湾中部以下，特别是湾口海域实施围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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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空气换热器地埋管周围

土壤动态的热湿迁移规律

杨茂林，杜震宇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　以调节日光温室内环境的土壤?空气换热系统为背景，开展白天降温、夜晚升温两种不同工况下的试

验，从而探究地埋管周围轴向和径向上的温度、湿度迁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昼夜温差大的情况下，土壤的热

饱和程度会随之产生周期性变化，土壤中蓄放热状态的差异性也会引起温度、湿度分布的动态变化；土壤?空

气换热器作用下的土壤热湿耦合的作用明显，温度梯度对湿分迁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产生的湿度梯度同时

也会影响温度分布；土壤?空气换热器对土壤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径向上的变化，即在竖直方向上产生明显的湿

度分层及温度变化，且距离换热管越近，变化幅度越大，变化趋势也越显著．

关键词：　土壤?空气换热器；热湿迁移；耦合作用；湿度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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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１?２］．其中，土壤?空气换热器作为充分利用浅层地热能的设备，在农业和生活方面已经有了一

定的推广和使用［３?６］．关于土壤?空气换热器系统的优化与探索，国内外专家从实验和模拟两个方向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模拟研究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地埋管内空气与土壤间的换热过程，通过将空气假定为

干空气，土壤视为大容积上的虚拟连续介质，并采用局部热平衡模型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吴会军等
［７?８］

把受太阳辐射影响的土壤自然温度场与受埋地换热管内空气影响的土壤温度场叠加，以土壤导热方程

和犓?ε湍流方程为基础，对土壤?空气换热器系统进行三维动态数值模拟．崔良卫
［９］对土壤?空气换热器

夜间降湿的可行性和温室热湿环境进行分析计算，认为在冬季夜间除湿需要的条件非常苛刻，局限性非

常高．Ｋｕｍａｒ等
［１０］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和有限差分法，提出一个瞬态模型去估计土壤?空气换热器系统的动

态热性能，并计算了土壤?空气换热器系统的节能潜力．Ｎｉｕ等
［１１］研究土壤?空气换热器系统的热性能，

并推导出回归模型．实验研究方面，刘宏等
［１２?１３］针对土壤?空气换热器在夏季运行时的换热机理进行了

详细的试验研究，测试了３种不同空气流速（０．５，１．５，４．５ｍ·ｓ－１）情况下，换热管内距入口处，不同位

置的空气温度、湿度及地埋管周围的土壤温度，并对整理的实验数据用数据整理分析软件ＳＰＳＳ进行拟

合，建立出口空气温度与管内空气平均流速、地埋管管长、入口空气温度、湿度的关系式．目前的研究均

以土壤?空气换热系统及地埋管为研究核心，探索地埋管的换热机理和特性，并针对水平换热管管内空

气与周围非饱和土壤热交换的过程，建立完整的土壤?空气换热器瞬态模型．Ｐｈｉｌｉｐ等
［１４］提出换热过程

中非饱和土壤热湿耦合的基本模型，研究温度、湿度分布和耦合传递规律，为实验方案和换热器构造提

供理论依据．本文基于以上理论研究，以调节日光温室内环境的土壤?空气换热系统为背景，对在其运行

图１　温室大棚结构剖面图（单位：ｍ）

Ｆｉｇ．１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

下的地埋管周围土壤热湿耦合迁移规律进行相应的实验探

究和分析．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平台介绍

试验选取地点为太原市小店区孙家寨村益丰农业种植

科技园区内的一栋日光温室大棚，该温室为节能型塑料薄膜

日光温室，如图１所示．温室坐北朝南，跨度为９．７ｍ，长度

为５６ｍ，东、西山墙分别厚１．０，０．６５ｍ，后墙高度为３．１ｍ、

厚１．０４ｍ．后墙和山墙均采用实心黏土红砖砌成，且中间加

有聚苯板保温层和以炉渣、土填充的空心层．前屋采光面使用聚乙烯流滴性ＰＶＣ塑料膜，并通过钢架结

构支撑，塑料膜有上风口和下风口，可自动启闭，必要时，可以对温室大棚进行换气［１５］．

土壤?空气换热系统采用的地埋管为塑料给水管
［１２］．地埋管沿东西向水平铺设，分别在地下１．０ｍ

埋深处和地下２．０ｍ埋深处．设计埋管间距为１．０ｍ，管长为１８ｍ，每层总共８根．水平地埋管的位置

图、断面图及对应编号，如图２所示．图２中：靠近南侧８根地埋管（Ａ１～Ａ４，Ｂ１～Ｂ４）的管径均为Φ９０

ｍｍ，靠近日光温室北侧８根地埋管（Ａ５～Ａ８，Ｂ５～Ｂ８）管径均为Φ１１０ｍｍ．选取Ａ４，Ａ５作为实验研究

的土壤?空气换热器埋地换热管，并在其周围土壤埋设土壤温湿度一体化传感器．

（ａ）位置图　　　　　　　　　　　　　　　　　（ｂ）断面图和对应编号　

图２　土壤?空气换热系统的地埋管（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Ｂｕｒｉｅｄｐｉｐ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ｔｏ?ａｉｒ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ｎｉｔ：ｍｍ）

０８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１．２　测点布置与实验器材

为了研究在土壤?空气换热器作用下，换热管在轴向和径向上的土壤温度、湿度变化规律，选取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测点．在空气入口段，管内空气与土壤的温差大，传热效果显著．随着空气沿换热管流动，

空气与土壤的换热温差逐渐减小；同理，径向上越靠近换热管入口的点，传热传湿效果越显著．因此，为

了更好地研究土壤的传热传湿特性，采用疏密相间的原则布置温湿度传感器．

径向位置到管中心的距离依次为０．０７，０．１５，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０，０．８５，０．９３，０．９９ｍ；轴向位置到地

埋管入口的距离依次为０．１５，０．６５，１．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７．００，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１７．５０ｍ，共计７２个测点．采

表１　土壤温湿度一体化传感器的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

测量参数 精度 量程

犱／％ ±３ ０～１００

狋／℃ ±０．２ －３０～７０

用ＳＷＲ?１００Ｗ 型土壤温湿度一体化传感器测试土壤

的温度和湿度．该传感器的性能参数，如表１所示．表１

中：犱为土壤湿度；狋为土壤温度．

２　数据采集与分析

２．１　实验方法

分析选取的数据时间段为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主要进行了土壤?空气换热器换

热管周围土壤温度、湿度的连续性测试．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设为５ｍｉｎ，使用Ｅｎｖｉｅｗ监测软件按实验

设置的测试间隔导入Ｅｘｃｅｌ中；然后，将数据汇总、处理分析并绘制相关曲线图．由于在采集过程中，存

在人工读数误差及量具存在磨损、天气条件、环境影响等因素，容易造成数据失真、损坏、异常等．因此，

通过Ｅｘｃｅｌ丰富的内置运算函数和ＶＢＡ脚本处理功能对采集数据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处理，并且修正失

真数据，删除不符合规律的坏值等．

试验主要研究土壤?空气换热器水平地埋管的换热情况，其在土壤中的换热作用主要表现为竖直方

向上的传热．然而，由于沿管长方向上的换热量不同，同一平面上也会产生相应的温度差异，正是这两个

方向上的温差驱动力，造成了土壤中动态的温度、湿度分布．因此，主要通过径向和轴向来讨论土壤中的

图３　径向随时间的热迁移规律

Ｆｉｇ．３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ａｌｏｎｇｐｉｐ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热湿迁移规律．

２．２　径向热湿迁移规律

２．２．１　径向随时间的热迁移规律　土壤?空气换热器运行

下，径向土壤温度实时监测的日变化情况，如图３所示．图

３中：狋为温度；狉为测点位置．

由图３可知：在狉＝０ｍ处，测试季节的昼夜温差变化

较大，温度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管道内的空气温

度在０：００－１０：００左右低于土壤温度，此时，土壤处于放热

状态，换热管起到了升温空气的作用；而其他时间段内，由

于受太阳辐射、温室内作物及维护结构的影响，温室和管道

中的空气温度大幅度上升，逐渐大于土壤空气温度，此时，

土壤处于明显的吸热状态，换热系统起到了降温空气的作

用；一天时间内的降温和升温过程使温室内环境的气温趋于稳定值．同时，距离地埋管越近，换热效果越

明显，温度变化越剧烈，变化跨度也越高，不同位置测点的温度变化在时间上出现一定的滞后效应．

由图３还可知：在狉为０．０７，０．１５ｍ处的测点经过一定的换热后，温度变化呈现小幅度的升高，分

别由１５．９℃上升到１６．３２℃，１６．３℃上升到１６．７℃．这是由于测试时间处于春季的过渡季节，白天时

长大于夜晚，温室内受太阳辐射的影响更大，空气温度更高，土壤吸收的热量大于土壤释放的热量，使土

壤温度随着换热系统的运行产生了微升．

２．２．２　径向的热湿迁移规律　由于过渡季节白天和夜晚土壤的蓄放热情况不同，会造成径向土壤不同

的温度分布规律．比较分析白天和晚上两种情况下，径向的热湿迁移规律，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犡 为管

径方向上的距离；犱为土壤湿度．

由图４（ａ）可知：在白天，土壤中的温度低于管中空气的温度，在近管壁处的土壤快速吸收热量，温

度升高；距离管壁越远，换热量减小，温度升幅越小，从而形成由近管壁处到距管壁远端温度逐渐降低的

１８第１期　　　　　　　　　杨茂林，等：土壤?空气换热器地埋管周围土壤动态的热湿迁移规律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趋势，直到０．５０ｍ处，温度达到了稳定值，此处为换热器的热作用半径位置；随后的土壤温度分布则主

要受地表和太阳辐射的影响，有大幅度的上升．

由图４（ｂ）可知：在夜晚，土壤处于放热状态，由于距管壁远近的不同，造成放热量的差异，形成相应

的温度分布，即呈现由近到远温度升高的趋势，到０．５０ｍ也达到稳定值．湿度值分布及变化趋势和温

度有着很明显的对应关系．在靠近管壁处，土壤温度梯度最大，Ｓｏｒｅｔ效应
［１６］较明显，土壤中的水分由高

温向低温的方向扩散．此处含湿量下降，逐渐远离管壁，温度梯度逐渐减小，推动水分向远端迁移的推动

力减弱，最终造成水分的局部聚集，产生了局部增湿［１７］现象．同时，聚集的水分所产生的湿度梯度又会

推动水分向湿度较低的土壤孔隙处移动，并带走热量，产生新的温度梯度．最终，动态的温度、湿度耦合

作用构成动态的温度、湿度场．因此，含湿量的变化速率小于温度的变化速率，湿迁移滞后于热迁移．

（ａ）白天 （ｂ）晚上

图４　管径方向土壤温度、湿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　轴向热湿迁移规律

轴向温度、湿度分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管道内空气与土壤换热量的差异所产生的轴向温度梯度的

推动力．

２．３．１　轴向热迁移规律　当半径狉为０．０７，０．１５ｍ时，在不同管长（犔）和不同系统运行时刻，土壤温

度的分布规律，如图５所示．分别选取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８：００的轴向温度数据进行分析．因为这些

时间段土壤处于吸热状态，土壤温度沿管长方向逐渐降低．

　（ａ）狉＝０．０７ｍ （ｂ）狉＝０．１５ｍ

图５　沿管长方向上土壤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ｐｉｐｅｌｅｎｇｔｈ

以１４：００为例，在埋管入口段，管内空气与土壤的温差大，换热效果明显，土壤温度梯度最大；随着

入口段距离的增加，空气温度逐渐升高，与土壤的换热温差逐渐减小，换热变缓，土壤温度梯度也逐渐减

小．过渡季节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土壤的温度会经历一个先升温再降温的循环过程，其间会有一个温度

峰值和谷值，这种变化状态可以用土壤的热饱和程度来衡量．

由图５可知：在１０：００－１２：００期间，轴向上同一测点的土壤温度上升最大；在１４：００－１８：００期间，

升温很小，几乎不变．由此可知，在１０：００左右，土壤的温度最低，热饱和程度最小，吸热潜力巨大；而在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期间，土壤温度逐渐升高，热饱和程度逐渐增高至最大值，土壤吸热升温的趋势逐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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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此时，系统的换热性能也不断降低．对比图５（ａ），（ｂ）可知：在径向上，越靠近换热管，换热效果越显

图６　沿管长方向上土壤含湿量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ｐｉｐｅｌｅｎｇｔｈ

著，温度变化越明显．

２．３．２　轴向湿迁移规律　当土壤?空气换热器运行一段时

间后，在狉为０．０７，０．１５，０．２５，０．５０ｍ处，地埋管附近土壤

含湿量沿轴向的变化情况，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当狉＝０．５０ｍ时，土壤的含湿量沿轴向基

本不变，此时的湿度值等于土壤的初始含湿量，说明土壤?

空气换热器运行过程中，土壤的湿度未受到换热的扰动；在

狉＝０．０７ｍ处，土壤含湿量沿轴向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在白

天处于蓄热状态时，越靠近管道入口和管壁处，土壤温度值

和温度梯度越高，在竖直和水平方向温度梯度的驱动下，换

热管和管道入口附近土壤的含湿量向轴向和径向迁移，并

在远端不断积聚．因此，在狉为０．１５，０．２５ｍ处，轴向上同

一测点的含湿量超过了土壤初始含湿量．随着空气在管内流动，空气和土壤的温差也逐渐减小，湿度驱

动力也不断减小．所以，在狉为０．１５，０．２５ｍ处，土壤含湿量沿管长方向逐渐减小．

图７　管径方向和管轴方向上的湿度分布

Ｆｉｇ．７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ｉｐ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ｐｉｐｅａｘｉｓ

２．４　轴向和径向的湿度分布对比

由于土壤的各向异性，且内热源的传热方式不均

匀，土壤中的温度、湿度在竖直和水平方向上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因此，需要对轴向和径向的温度和湿度分布

进行对比．由于温度波动较大，不同方向难以对比，这里

主要选取湿度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管径方向和管轴方向上的湿度分布变化情况，如图

７所示．图７中：犡为管径方向上的距离；犢 为管轴方向

上的距离．由图７可知：随着时间的变化，两个方向上各

个测点的湿度始终趋于一个稳定的值，这是温度梯度和

湿度梯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是，管径方向上湿度

跨度比水平方向上大的多，出现了明显的湿度分层．这

是由于换热管为水平方向，热量主要向竖直方向上扩

散，使管径方向上的温度梯度较大，从而使湿分主要沿竖直方向上迁移，同时产生了竖直方向上的湿分

聚集和湿度梯度；此时，管轴方向上的温度、湿度梯度所产生的推动力相比管径方向上的较微弱，所产生

的湿度分层并不明显，湿度分布的范围也比较集中．

３　结论

１）昼夜温差大的情况下，土壤的热饱和程度会产生周期性变化，土壤中蓄放热状态的差异性会产

生温度、湿度分布的动态变化．

２）土壤的各向异性及土壤空气换热器的换热效应的不均匀性会产生土壤温度、湿度分布的各向异

性，主要表现为轴向和径向上的变化．土壤?空气换热器对土壤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径向上的变化，即在竖

直方向上产生了明显的湿度分层及温度变化，且距离换热管越近，变化幅度越大，变化趋势也越明显．

３）土壤的热湿迁移呈现明显的耦合作用，在轴向和径向温度梯度综合作用下，对湿度梯度会产生

一定的推动力，从而产生局部增湿现象，同时，产生的湿度梯度也会影响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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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变

陈燕１，罗婵１，陈星宇１，邱晓敏２，宋新山１，王宇晖１

（１．东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２．密苏里州立大学 地理地质规划系，斯普林菲尔德６５８９７）

摘要：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ＰＳＲ）模型，选取人口密度、人均ＧＤＰ、植被覆盖率等１４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

法和综合指数法对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分析其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演变规律，以

及其主要影响因子．利用重心分析模型，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长三角生态安全重心的迁移趋势与方向，并对其未

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结果表明：长三角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随着年份的增加而提升，但不同城市的增长速率

差异明显；整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各城市差异较大，且呈现出明显的南部区域高于北部区域的空间分布特

征；生态安全分区为安全区（湖州）、低安全区（无锡、上海、泰州、苏州）和中安全区（其他城市）；影响生态安全

等级的主要限制因子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植被覆盖率、第三产业比重、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比率、环保投资比

重５项指标；生态重心由西向东转移９．３０３９ｋｍ，但仍位于区域中部，转移速度较慢，未来有向东南方向转移

的趋势．

关键词：　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时空演变；生态重心；长江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　Ｘ８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５?０８

犛狆犪狋犻犪犾犪狀犱犜犲犿狆狅狉犪犾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犈犮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犲犮狌狉犻狋狔

犻狀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犇犲犾狋犪

ＣＨＥＮＹａｎ１，ＬＵＯＣｈａｎ１，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ｙｕ１，

ＱＩ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２，ＳＯＮＧＸｉｎｓｈａｎ１，ＷＡＮＧＹｕｈｕ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ｏ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６５８９７，Ａｍｅｒｉｃ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ＳＲ）ｍｏｄｅｌ，１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ｅｒｃａ

ｐｉｔａＧＤＰ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ａ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ｉｎ２０００ａｎｄ２０１４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ｔｓ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ｎ，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ｕ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ａｒｅｑｕ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ｉｓｎｏｔｈｉｇｈ．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ｚｏｎｅ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ｓ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通信作者：　陈燕（１９７６?），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安全、环境遥感与环境信息系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ｙａｎ?

ｈｊｘｙ＠ｄｈｕ．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４７１０８９）；中央高校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２３２０１６Ｄ３?１１）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ｆｅｔｙｚｏｎｅ（Ｈｕｚｈｏｕ），ｌｏｗｓａｆｅｔｙｚｏｎｅ（Ｗｕｘ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ｉｚｈｏｕ，Ｓｕｚｈｏｕ）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ｚｏｎｅ（ｏｔｈｅｒｃｉｔ

ｉ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ＧＤＰ，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ｈａｓｓｈｉｆｔｅｄ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ｔｏｅａｓｔｂｙ９．３０３９ｋｍａｔａｓｌｏｗｅｒｐａｃｅ，ｂｕｔｉ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ｒｅ

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ｈａｓａ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ｓｈｉｆｔ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

ｔｅｒ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美国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ＩＡＳＡ）对生态安全作出如下定义：在人类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

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即为生态

安全，它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１?３］．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表现特性之

一，对区域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能及时了解研究区的生态安全现状和生态问题，并对研究区未来的

经济与生态建设规划提供理论参考．将生态安全指数和研究区坐标相结合，并利用生态安全重心模型，

可以得到研究区的生态安全重心的迁移变化过程，由此可分析区域生态状况的变化趋势与方向［４］．目

前，对于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是对不同要素的评价，如土地［５?６］、森林［７］，以及较小区域［８?９］．而对跨省、市

的经济圈的生态安全研究还很少．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利用压力状态响应（ＰＳＲ）模型评价长江三角

洲（简称长三角）的生态安全，分析并预测生态安全重心的迁移途径与方向．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面积约为１１０８００ｋｍ２，经济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０％左右，是我国第一大经济区，是世

界公认的六大城市群之一［１０］．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

通，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在内的１６个城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一

系列不合理的自然和人为干扰，区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如水土流失、酸雨污染、太湖蓝藻爆发等，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不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评价长三角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变及重心演变特性，分析生态安全随时间的变化态势及重心的

转移途径与方向，确定等级较低的城市并预测长三角未来的生态安全重心发展方向．通过对中、低安全

区及重心迁移方向区域的资源、能源和土地利用方式等的合理规划调控，提升区域整体生态安全水平，

实现长三角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其他跨省区经济圈的生态安全调控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２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包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

鉴》、《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６个城市的《国民经济与发展统计

公报》、《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水资源公报》；长三角行政区划图；江苏省行政区划图；ＢＩＧＭＡＰ中提取

的长三角１６个城市中心坐标．

２　评价方法及计算过程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关键基础，ＰＳＲ模型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和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共同发展起来的，用于研究环境问题的概念模型体系，其在国内外生态系统评价

中使用较多，其理论方法也较于成熟．该模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具体为如下３点：１）人类活动对环境

施加一定的压力；２）因为这些压力，环境改变了其原有的性质或自然资源的数量（状态）；３）人类又通

过环境、经济和管理策略等对这些变化作出反应，以恢复环境质量或防止环境退化．ＰＳＲ模型由目标

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构成．

长三角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犅１包含５个压力指标；犅２包含６个状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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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犅３包含３个响应指标．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后，利用层次分析法，通过构造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层

次总排序等步骤确定指标的权重．

表１　长三角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长
江
三
角
洲
生
态
安
全
︵
犃
︶

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犅１）

人口密度（犆１）／人·ｋｍ－２

人口自然增长率（犆２）／％

人均ＧＤＰ（犆３）／元

人均耕地面积（犆４）／ｈｍ２·人－１

植被覆盖率（犆５）／％

逆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生态系统状态指标（犅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犆６）／％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犆７）／％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犆８）／ｍ２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犆９）／％

固废综合利用率（犆１０）／％

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犆１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人文社会响应（犅３）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犆１２）／％

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比率（犆１３）／％

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犆１４）／％

正向

正向

正向

２．２　评价指标基准值的确定及指标标准化的选择

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全国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城考结果”中的数据为主要参照，同时，借鉴相关研究

成果来选取指标基准值．评价指标包括正向型和逆向型两种．正向型指标是指属性值越大，其效果越好

的指标；逆向型指标是指属性值越小，其效果越好的指标．

在标准化过程［１１］中，正向指标犘（犡犻）＝

犡犻／犛犻， 犡犻＜犛犻，

１， 犡犻＞犛犻，

１， 犡犻＝犛犻

烅

烄

烆 ，

逆向指标犘（犡犻）＝

１， 犡犻＜犛犻，

１， 犡犻＝犛犻，

犡犻／犛犻， 犡犻＞犛犻

烅

烄

烆 ．

其

中：犘（犡犻）为该指标的安全指数，犘（犡犻）越大，表示该指标评价越优；反之，则评价越差；犡犻 为实际值；犛犻

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标准值．

２．３　生态安全指数的计算

生态安全综合指数（ＥＳＣＶ）
［１２］表示城市生态安全程度，其计算式为ＥＳＣＶ＝∑

狀

犻＝１

犘（犡犻）·犠犻．其中，

ＥＳＣＶ为评价区域综合安全值，ＥＳＣＶ值越大，表明城市生态安全程度越高，ＥＳＣＶ值越小，表明生态安

全程度越低，生态风险越大；犠犻为各指标权重；狀为指标总项数．

２．４　生态安全等级的划分

结合生态安全划分原则及参考相关研究［１３?１４］，将长三角生态安全划分为６级，级别越高对应的生态

安全水平越高，如表２所示．

表２　生态安全等级

Ｔａｂ．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生态安全
等级 ＥＳＣＶ

生态安全
状态

不同生态等级特征

Ⅰ级 ０～０．５５ 极不安全
生态系统接近无法运转的状态，自我修复能力几乎为零，

需要人为修复和重点保护

Ⅱ级 ０．５５～０．６５ 不安全 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弱，环境退化异常严重，系统功能大大减弱

Ⅲ级 ０．６５～０．７５ 临界安全 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环境退化比较严重，人类安全受生态灾害影响较为严重

Ⅳ级 ０．７５～０．８５ 较安全 生态问题较少，生态系统功能比较健全，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Ⅴ级 ０．８５～０．９０ 安全 基本无生态问题，生态系统功能健全，生态灾害少

Ⅵ级 ０．９０～１．００ 理想安全 生态安全状态良好，生态系统功能健全，无生态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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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生态安全重心分析模型

重心是衡量某种属性在区域总体分布状况时的一个指标，其分布趋势可揭示属性在空间分布的不

均衡程度［１５１６］．将重心方法引入长三角生态安全研究有助于揭示区域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过程、迁移途

径，并预测发展方向．生态安全重心坐标计算式
［１７］为

犡＝∑
狀

犻＝１

ＥＳＣＶ犻×犡犻／∑
狀

犻＝１

ＥＳＣＶ犻，　　犢 ＝∑
狀

犻＝１

ＥＳＣＶ犻×犢犻／∑
狀

犻＝１

ＥＳＣＶ犻．

上式中：犡，犢 为生态安全重心坐标；犡犻，犢犻为评价区域内各城市的中心经纬度坐标．

重心迁移距离的计算式［１８］为

犇犻－犼 ＝犚× （犢犻－犢犼）
２
＋（犡犻－犡犼）槡

２．

上式中：犇犻－犼为重心从第犻年到第犼年的迁移距离；犚＝１１１．１１１．

３　长三角生态安全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节２．３得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长三角生态安全指数，如表３所示．各指数的变化趋势，如图１，２

所示．图１，２中：η为增长率；ＥＳＩ为生态安全指数．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长三角１６个城市的生态安全指数

Ｔａｂ．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１６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ｉｎ２０００ａｎｄ２０１４

城市 时间
指标

犆１ 犆２ 犆３ 犆４ 犆５ 犆６ 犆７ 犆８ 犆９

上海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１

杭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４３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４４

宁波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１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６

嘉兴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８ ０．１４６

湖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５ 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６

绍兴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３ ０．１４２

舟山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８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５

台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７ ０．１３８

南京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０

无锡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４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６

常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８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４４

苏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０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４

南通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３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７

扬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８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８

镇江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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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ａｂｌｅ

城市 时间
指标

犆１ 犆２ 犆３ 犆４ 犆５ 犆６ 犆７ 犆８ 犆９

泰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 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１

城市 时间
指标

犆１０ 犆１１ 犆１２ 犆１３ 犆１４

综合
指数

生态
级别

安全
状态

上海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０．６６９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２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５ ０．７４２ Ⅲ 临界

杭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６ ０．７３１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８２４ Ⅳ 较安全

宁波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６ ０．７４６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４ ０．８３４ Ⅳ 较安全

嘉兴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７ ０．６８１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０ ０．７９０ Ⅳ 较安全

湖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７６３ Ⅳ 较安全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８ ０．８５３ Ⅴ 安全

绍兴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０ ０．７４５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９ ０．８５０ Ⅳ 较安全

舟山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５ ０．７１７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１ ０．８０９ Ⅳ 较安全

台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７３０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４ ０．７８５ Ⅳ 较安全

南京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７２６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１ ０．７６５ Ⅳ 较安全

无锡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９ ０．６４２ Ⅱ 不安全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３ ０．７４９ Ⅲ 临界

常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４ ０．６９１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３ ０．７５４ Ⅲ 临界

苏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７ ０．６８２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７１８ Ⅳ 较安全

南通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４ ０．７０６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７ ０．７６９ Ⅳ 较安全

扬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２ ０．６９０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６ ０．７８５ Ⅳ 较安全

镇江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４ ０．７１２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０ ０．８２１ Ⅳ 较安全

泰州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７ ０．６６９ Ⅲ 临界

２０１４年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０ ０．７３８ Ⅲ 临界

　　由表３可知：长三角生态安全级别在２０００年为Ⅲ级，处于临界状态；在２０１４年为Ⅳ级，处于较安全

状态，城市生态安全等级没有发生改变的有上海、泰州和苏州，城市生态安全等级提高一级的有无锡、嘉

兴、镇江、绍兴、扬州、舟山、杭州、湖州、宁波、常州、南通、台州、南京．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１６个城市的生态安全指数增长速率差异明显，增长速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无锡、嘉兴、镇江、绍兴、扬州、舟山、杭州、湖州、宁波、上海、泰州、常州、南通、台州、南京、苏州，其中，

无锡、嘉兴、镇江、绍兴、扬州、舟山、杭州、湖州、宁波９个城市的增长率均高于１６个城市的平均水平．

由图２可知：１６个城市状态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上海、嘉兴、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

江及泰州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其余城市呈下降趋势；上海、杭州、宁波、嘉兴、湖州、台州及镇江的响

应指数呈上升趋势，其余城市呈下降趋势．因此，压力指数和响应指数是影响生态安全总指数提升的主

要限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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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长三角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变化趋势　　　　图２　长三角生态安全子系统指数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４　长三角生态安全空间的演变分析

长三角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２０００年，长三角生态安全指数在

Ⅱ～Ⅳ级之间，各城市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州、宁波、绍兴、杭州、台州、南京、舟山、镇江、南通、常州、

扬州、苏州、嘉兴、上海、泰州、无锡，其中，无锡为Ⅱ级不安全城市，湖州为Ⅳ级较安全城市，其他１４个城

市处于Ⅲ级临界状态；２０１４年，长三角生态安全指数上升到Ⅲ～Ⅴ级之间，各城市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

湖州、绍兴、宁波、杭州、镇江、舟山、嘉兴、扬州、台州、南通、南京、常州、无锡、上海、泰州、苏州，其中，无

锡、上海、泰州和苏州为Ⅲ级临界状态，湖州处于Ⅴ级安全城市，其他１１个城市为Ⅳ级较安全城市．

由图３还可知：长三角整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各城市间差异较大．以湖州、嘉兴及舟山为界，呈现

较为明显的“包括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下游区域高于上游区域”空间分布特征．根据生态安全等级空

间分布及生态安全指数增长情况，可将长三角城市划分为３个不同的生态安全水平区，即安全区有湖

州，中安全区包括宁波、绍兴、杭州、镇江、舟山 、台州、南京、扬州、南通、嘉兴、常州１１个城市，低安全区

包括无锡、上海、泰州、苏州４个城市．

（ａ）２０００年长三角生态安全等级空间分布　　　　　　（ｂ）２０１４年长三角生态安全等级空间分布

（ｃ）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长三角ＥＳＣＶ增长情况　　　　　　　　　　（ｄ）长三角生态水平分区　　　

图３　长三角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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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长三角生态安全重心的演变分析

由生态安全重心分析模型可得长三角生态安全重心转移信息．对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长三角的生态安

全重心从１２０°２４′１７．８５″Ｅ，３１°０４′２３．５２″Ｎ（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移至１２０°２９′１９．２９″Ｅ，３１°０４′２１．５１″Ｎ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迁移速度较慢，南北向迁移０．０６２０ｋｍ，东西向迁移９．３０３９ｋｍ，迁移方向主

要为自西向东．迁移速度慢说明各城市的生态安全较为平衡．重心集中在中部的苏州市内，原因是由于

长三角生态安全指数变化较大的城市集中在中部区域，上下两极区域变化较为平稳（图３）．具体的迁移

过程，如图４所示．未来长三角生态安全重心仍会处于区域的中部，由于现阶段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游地

区生态安全水平高于上游地区”空间分布特征，故生态安全重心有向东南方向发展的趋势．

图４　长三角生态安全重心演变过程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６　结果与讨论

运用层次分析法及综合指数法对长三角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利用重心分析模型分析长三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生态安全重心的迁移趋势与方向，得出以下３点结论．

１）２０１４年的长三角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均高于２０００年，但各城市的增长速率差异明显，最高的是无

锡１６．５７％，最低的是苏州５．３４％．空间上，长三角整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各城市差异较大．以湖州、嘉

兴及舟山为界，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水平高于上游地区”空间分布特征．未来生态调控应

重点关注低安全区的城市，如上海、无锡、苏州、泰州，对应的中安全区城市应加强统一规划与管理．

２）长三角生态安全的主要限制因子来自于压力子系统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植被覆盖率，响应子

系统中的第三产业比重、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比率、环保投资比重．要提高生态安全需重点减少压力和

增强响应能力，即需要重点关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大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对于教

育及环保的投资．

３）长三角的生态安全重心位于长三角的中部，对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生态安全重心自西向东转移了

９．３０３９ｋｍ，速度较慢，未来有向东南方向发展的趋势，对于位于西北方向生态安全指数较低的城市，如

扬州、镇江、泰州等城市应加大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生态发展策略，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扩大退耕还林面

积等政策，减少与长三角下游城市生态安全值之间的差距，从而改善整个长三角区域的生态安全．

根据长三角目前的生态安全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提高长三角未来的生态安全水平，实现发展

的可持续性，从以下２个方面提出调控措施．

１）增加环保投资，加强河湖水域、耕地、林地等生态环境保护，减轻资源生态环境压力．

对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长三角１６个核心城市群中，有１０个城市的环境保护投资指数明显下降，１３个

城市的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明显下降，分别占到了总城市的６２．５０％和８１．２５％．生态环境压力的增

大，严重限制区域生态安全水平．可以通过增加环境保护投资，加强太湖、邵伯湖、钱塘江、秦淮河等水域

及林地、耕地等的生态环境保；可以通过禁止盲目围垦，适当退田还湖，多植树种，草涵固水土等［１９］方式

来减轻长三角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进而达到提升长三角未来生态安全的目的．

２）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增强生态安全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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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是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比基

本在７０％以上，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分别为７１．４％，７１．７％，７０．６％
［２０］．２０１４年，长三角的第三产业

占比最高的上海也只达到６４．８％，最低的舟山只有３８．７％，远没有达到现代化需求的标准．可以通过调

整经济增长模式，加大金融、保险、物流等新兴行业的扶持，给予第三产业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可以采用

绿色生态园区模式代替原有工业发展模式［２１］等方式来增强长三角未来生态安全的响应能力，从而进一

步提升长三角未来的生态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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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水质标识指数

评价敖江流域水质

张莹莹，卢毅敏

（福州大学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　根据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敖江流域的４个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识

别流域水质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水质标识指数法对敖江流域水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ＰＣＡ将８项水质指标

转换为３种主成分，解释了原数据集８３．１４４％的信息．分析结果表明：敖江流域水质受上游石板材工业、中下

游农业、畜禽养殖业和下游人口分布影响较大，且污染呈现季节性变化；敖江流域整体水质较好，各监测断面

水质情况受单项水质指标的影响显著，且流域整体污染呈现从上游往下游加重的趋势．

关键词：　水污染；主成分分析；时空变化特征；水质标识指数法；综合水质评价；敖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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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ｆｒｏｍ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ｔｏ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ｏ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流域地表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地应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农业灌溉、城市建设中．近

年来，规模化人口增长与城市化经济发展使我国地表水水环境问题凸显［１］．水质评价是通过对水体中相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５?２１

　通信作者：　卢毅敏（１９７３?），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资源环境模型与系统模拟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ｕｙｍ＠ｌｒｅｉｓ．ａｃ．

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ＹＦＢ０５０３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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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水质组分进行监测和调查，并以定量的方式对水环境质量及其利用价值的总体状况进行评定［２］．典型

的地表水水质综合评价方法有单因子评价法、集对分析法、灰色系统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

法、ＢＰ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水质标识指数法等
［３５］．刘潇等

［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对影响黄河口

及近岸海域水质的主要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主成分分析可将１４项水质指标转换为４种主成分，使

评价过程简单，结果合理．胡成等
［７］基于现有水质数据，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识别出浑河的３个控

制单元各自的主要污染因子，阐明了浑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规律，对流域水污染防治对策的提出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李国峰等
［８］对天津地区１２条主要河流于２００９年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的水质监

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水质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采用水质标识指数进行水质评价，评价结果证明

主成分分析法与水质标识指数法相结合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识别敖江流域水质时空变化

特征，并进一步采用水质标识指数法对敖江流域水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概况，如图１所示．敖江流域位于北纬２６°８′～２６°４６′，东经１１８°３９′～１１８°５４′，为福建省第六

大流域．流域面积２６７７ｋｍ２，干流全长约１３７ｋｍ，为闽东独立水系，发源于古田县东北部鹫峰山脉，沿

途有西洋溪、柴峰溪、黄埔溪、斌溪、华林溪等支流汇入，流经罗源县、连江县，在东岱口处注入东海．敖江

流域整体地势较高，西北多为山地丘陵，东南主要为连江平原，河流总体流向为东南向．中游的山仔水库

总库容为１．７６×１０８ｍ３，主要用于防洪、水量调度、发电；下游８ｋｍ的塘坂水库被定为连江县城、可门

港，以及福州市部分地区的生活水源［９］．因此，敖江的水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大部分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图１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ｖｅｙｍａｐ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敖江流域上游石材资源丰富，２０世纪末期，为发展当地经济，石板材工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多依

傍采石场而建，企业数量和产量规模大幅度增加，一度成为宁德地区的支柱性产业．由于缺失植被覆盖，

雨水冲淋的“人造石山”常常造成流域浊度严重提升［１０］．再有石板材企业加工产生的废水通过直接、间

接方式排入流域中，由于这些废水中包含了大量在石板材加工工艺中使用的“冷却剂”，其主要成分为不

饱和脂肪酸及其皂化物、树脂酸类及其皂化物、木素类及其降解物等．这些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可吸附粉

尘中的小颗粒，使水体较长时间内呈现胶体特性，难以沉降，导致原本清澈的溪流变成“牛奶溪”［１１］．此

外，敖江流域取水便捷，生猪养殖业较发达，而农村地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较落后，养殖产生的废水胡

乱排入水体，造成流域水环境日益恶化，敖江流域已经出现水环境生态失衡现象．

为迎合国家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要求和提高人们对水环境保护的意识，福建省政府开始着重对敖

江流域进行整治．２０００年，福建省颁布《敖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随后，实施敖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规划的三个“五年”计划，并且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如强化保护饮用水源地；建立垃圾和废水处理设施；专

项整治建筑饰面石材行业和畜禽养殖业；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提高水环境监管能力等．但是，由于

农村地区受诸多因素限制，石板材工业产生的废渣、废料难以在短时间内处理，整治力度在很大程度上

４９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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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提高．因此，敖江流域水环境形势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但仍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４个

问题．１）水动力条件差．敖江流域属于乡镇河网，河段之间建有梯级水电站，导致水流缓慢，不利于污染

物的迁移扩散．２）山仔水库富营养化．在建库初期，没有对底部淤泥进行清理，而后又汇入库区上游营

养盐，导致水库水质呈现季节性富营养化现象，至２０１２年，已爆发多次不同程度的蓝藻水华
［１２］．３）水质

指标间歇性超标．点源和面源污染的输入，使流域水质指标处于不稳当状态，间歇性出现超Ⅲ类水现象．

４）水体浊度严重．石板材行业遗留的废渣、废料通过雨水冲刷进入流域水体中，造成水体浊度增大．

长期以来，对敖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的描述多以感官效果为主，未有全面的量化评价．因此，采用相关

的水质评价方法，正确评价和分析当前流域的地表水环境形势，对保障全省水环境质量和推动我国“十

三五”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水质监测数据

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生态云平台项目水环境综合分析系统．敖江目前暂有的４个地表水监测

站点监测断面，每个监测断面共监测８项水质监测指标，即水温、酸碱度（ｐＨ值）、电导率、浊度、溶解氧

（ＤＯ）、高锰酸盐指数（ＣＯＤＭｎ）、氨氮（ＮＨ３?Ｎ）、总磷（ＴＰ）．监测时间从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８年３

月１６日，每日从零点开始，每隔４ｈ获取一次监测数据，一天共获取６次数据．获取到的水质监测数据

常常因为监测设备、网络数据传输等问题存在异常、缺失（零值）等情况．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敖江流域水

质进行量化评价，需先对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具体过程包括：剔除异常值，归零，插补缺失值．

剔除异常值需参考国家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水质指标的分类标准，并且

根据目前敖江流域水环境状况，参考４个站点各个指标的数值分布，确定每个指标的取值范围，并将超

出原始数据范围的数值设置为异常值，并赋为零值．考虑到一般水质监测的前后较短时间内，指标数值

一般不会呈现较大波动，故采用中值插补方式对缺失值进行插补，得到完整的水质时间序列数据，其基

本统计结果，如表１．表１中：狋为水温；σ为电导率；狕为浊度；ρ为质量浓度．

表１　监测指标基础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参数 狋／℃ ｐＨ σ／μＳ·ｃｍ
－１ 狕／ＮＴＵ

ρ／ｍｇ·Ｌ
－１

ＤＯ ＣＯＤＭｎ ＮＨ３?Ｎ ＴＰ

最小值 ６．３００ ５．７３０ ０．４１０ １．２７０ ３．９６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平均数 ２１．５６７ ７．０９５ ７４．４５２ ９６．１５１ ８．４９４ ２．４４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７２

中位数 ２２．３００ ７．０１２ ６６．２４０ ３６．８８１ ８．３５５ １．９０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６

最大值 ３３．９００ ９．１５０ ４８０．７００ ９９７．１３６ １３．５８３ １４．７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１４３

标准方差 ５．９７５ ０．４１３ ３３．５１０ １３９．０８４ １．２６１ １．５４４ ０．１１３ ０．３０８

变异系数 ０．２７７ ０．０５８ ０．４５０ １．４４７ ０．１４８ ０．６３３ １．３１４ １．７９０

２．２　数据分析方法

２．２．１　主成分分析法　为了对水质污染状况进行全面、系统地评价，往往需要对反映水质情况的多个

指标进行观测．多变量、大样本的使用，给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信息，但却增加分析的工作量
［１３］．因此，

如果指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则可以考虑通过特定方法建立指标之间的联系，用少数几个彼此独立的新

指标代替原来众多的指标，使它们能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水质信息．主成分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应

用性极强的重要分支之一，其基本原理是在保证原始数据信息损失最小的前提下，经过线性变换和舍弃

部分信息，以少数相互间没有重复特征信息的综合变量取代原有的多维变量，简化数据结构，客观确定

权重，避免主观随意性．因此，使用该方法可综合评价水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水质评价中
［１４］．

２．２．２　水质标识指数法　徐祖信
［１５］提出的水质标识指数法是一种基于代数运算的水质连续性刻画评

价方法，计算简单、结构清晰．该方法完整地标识了水质评价指标的类别、水质数据、功能区目标值等重

要信息，可以直观地表达水质类别与功能区目标值的差距，反映水质达标情况．其中，单因子水质标识指

数（ＳＷＱＦ）法可通过对不同水质指标单因子标识指数的比较，判断该断面导致水质恶化的主要污染指

５９第１期　　　　　　　　　张莹莹，等：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水质标识指数评价敖江流域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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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综合水质标识指数（ＣＷＱＩＩ）法可以把选定的多个水质指标计算成一个数值，避免个别较差水质指

标对整体评价的影响，能完整地表达监测断面的综合水质信息，且可以对同一等级水体进行量化对

比［１６］．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和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的计算方法有以下２点．

１）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的组成．第犻项水质指标的单因子水质指数犘犻由一个整数、小数点后两位

或三位有效数字组成，表示为犘犻＝犡１．犡２犡３．其中：犡１．犡２ 为计算结果；犡１ 表示为第犻项水质指标的水

质类别；犡２ 表示为该水质在犡１ 类水质标准下限值与上限值的区间位置，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确定；犡３

为比较结果，由于这里只用到计算，故不考虑犡３．

２）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的组成．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犐ｗｑ表示为犐ｗｑ＝犡１．犡２犡３犡４．同样的，犡１．犡２ 为

计算结果，犡３犡４ 为比较结果，这里只用到计算结果，故只考虑犡１．犡２，即

犡１．犡２ ＝
１

狀∑
（犘′１＋犘′２＋…＋犘′狀）．

上式中：犡１．犡２ 为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总和的平均值；狀为参加水质评价因子的个数．

３　分析结果

３．１　基于犘犆犃的敖江流域水质时空特征分析

对敖江流域各站点月份水质的５２组样本集进行ＰＣＡ分析．在分析ＰＣＡ前，需对数据集进行ＫＭＯ

表２　水质监测指标ＰＣＡ特征值及方差

Ｔａｂ．２　ＰＣＡ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ｏｆ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主成分 特征值 犚Ｖ／％ 犚ＣＶ／％

１ ２．９４２ ３６．７７２ ３６．７７２

２ ２．２３０ ２７．８７９ ６４．６５１

３ １．４７９ １８．４９３ ８３．１４４

４ ０．６９６ ８．６９６ ９１．８４０

５ ０．４４５ ５．５６８ ９７．４０８

６ ０．０８７ １．０８５ ９８．４９３

７ ０．０７１ ０．８８８ ９９．３８０

８ ０．０５０ ０．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若ＫＭＯ检验结果大于０．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显著性概率犘值小于０．０５，说明

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１７］．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对月份水质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 ＫＭＯ

检验结果为０．５２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显著性概率犘

值小于０．００１，说明该组数据适合进行ＰＣＡ分析．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ＰＣＡ分析，得到特征值和解释的方差，如

表２所示．表２中：犚Ｖ，犚ＣＶ分别表示方差贡献率和累计

方差贡献率．

依据Ｋａｉｓｅｒ?Ｈａｒｒｉｓ准则，一般保留特征值大于１的

主成分，第１，２，３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２．９４２，２．２３９，

１．４７９，故确定输出第１，２，３主成分，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３６．７７２％，２７．８７９％和１８．４９３％，而方差累计

图２　前３项主成分荷载

Ｆｉｇ．２　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ｏａｄｓ

贡献率为８３．１４４％，说明这３个主成分基本包含原数据集的

大部分信息，可代替原８项指标．

前３项主成分的荷载分布，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主成分

１与ｐＨ值、电导率、ＮＨ３?Ｎ和ＴＰ高度相关，ｐＨ值和电导率

可作为解释水体酸碱盐指标，ＮＨ３?Ｎ值和ＴＰ值可作为解释

水体营养盐污染指标，故主成分１主要解释水体的各类盐质

质量浓度；主成分２与水温和ＤＯ高度相关，两者指标呈负相

关，天然水体中水温值越高，水中ＤＯ越低，可作为解释水体环

境变化特征；主成分３与浊度和ＣＯＤＭｎ相关，可作为解释水体

可还原污染物及悬浮物的污染指标．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得分系数，构成的主成分综合得分函数为

犳１ ＝－０．０５１狓１＋０．２５６狓２＋０．３２３狓３＋０．０６８狓４＋０．００５狓５－０．０７１狓６＋０．２４４狓７＋０．３１４狓８，

犳２ ＝０．４１９狓１＋０．１８９狓２＋０．０５１狓３＋０．１８９狓４－０．４１８狓５＋０．０８８狓６－０．０４７狓７－０．１１６狓８，

犳３ ＝－０．１４３狓１－０．１５８狓２－０．１１８狓３＋０．４８１狓４＋０．０５８狓５＋０．５７９狓６＋０．１８５狓７＋０．１０８狓８

烅

烄

烆 ．

　　代入数值计算，可得敖江流域４个站点１３个月（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的水质主成分得分，如

图３所示．结合图３与敖江流域相关的地理特征，可识别该流域水质污染的时空规律．敖江流域的人口

分布和农田分布，如图４所示．图４中：农田以水田为主，并存有部分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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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０５９１１００４罗源霍口　　　　　　　　　　　　　　（ｂ）０５９０００１０罗源福湖

　　　（ｃ）０５９１１０３８陀市桥　　　　　　　　　　　　　（ｄ）０５９００００７连江观音桥阁

图３　敖江流域监测断面ＰＣＡ得分时空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ＣＡｓｃｏｒｅｉ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人口分布　　　　　　　　　　　　　　　　　　（ｂ）农田分布

图４　敖江流域人口分布和农田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主成分１得分作为解释水体盐类污染程度，得分越高，表明水体存在盐类污染越严重，有可能出现

水体富营养化及水质恶化．由图３可知：流域水体富营养化主要集中在１０月至次年３月，以罗源霍口、

罗源福湖、连江观音阁断面最具有代表性．此时，处于秋季进入冬季，河流处于非汛期阶段，流域水温较

低，水体流速和流量较平时均有所降低，污染物入河无法及时随水流扩散稀释；另外，通过对４个监测断

面进行对比分析，罗源霍口和罗源福湖断面盐类污染较轻，主要是因为这２个水质断面处于敖江流域的

上游，该地区一般以山地丘陵地势为主，人口较少，产生营养盐污染排放较低，而陀市桥断面全年水体富

营养化均呈现较严重的形式．结合图４（ｂ）可知：由于陀市桥断面附近农业较发达，农田在施肥过程中，

有大量氮、磷元素无法被农作物吸收，随着雨水冲刷进入河流当中，造成此段流域水质富营养化较严重；

另外，陀市桥附近为丹阳镇，该镇目前尚有３０家生猪养殖场，其中，１４家沿大港溪流域分布，畜禽养殖

产生的污水中包含氮、磷元素，这也是造成陀市桥断面水质营养化的重要原因．

主成分２得分作为解释水体环境变化特征，得分越高，说明水温越高，而水中ＤＯ越低．由图３可

知：５－１０月水体ＤＯ相对于其他月份较低，主要原因是此时处于南方地区的夏季，温度长期保持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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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含氧量降低；并且，夏季水体环境较适宜浮游生物和藻类植物生长，消耗了水中大量的溶解氧，导致

影响ＤＯ的饱和度．

主成分３得分主要作为水体可还原污染物及悬浮物质量浓度的解释，得分越高，表明有机污染物、

还原性无机物质及悬浮物污染程度越高．由图３可知：罗源霍口的污染情况明显高于其他断面，这主要

是由于罗源霍口断面附近的采石场和石材加工企业遗留的石材废渣、废料通过雨水冲刷进入河流．其

中，有机高分子化合物成分“冷却剂”造成该断面有机污染物和还原性无机污染物较高，石板材粉尘造成

流域浊度较大，悬浮物污染较高，下游地区随着水流的扩散、稀释和沉淀，污染程度有所减轻．由图３还

可知：连江观音阁断面从１０月至次年２月也呈现较严重的形式．结合图４（ａ）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连江

观音阁断面位于敖江流域下游的连江平原地区，附近人口分布较多，其上游为旅游业发达的贵安新天

地，该地区为温泉旅游度假区，每年冬天都会迎来当地的旅游高峰期，商铺、住宅及旅游产生的生活垃

圾、废水，是造成该时间段污染加重的主要原因；另外，连江观音阁断面附近为连江县城，人口较多，也造

成该断面污染较重．

综上所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水质监测数据进行研究，可以直观地对不同月份、不同监测断面的

相对污染情况进行比较．但是，水质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标最严重的指标，而主成分分析

由于其自身特点，无法确定各样本的水质质量等级［１８１９］．因此，为确定各样本的水质质量等级，进一步采

用水质标识指数法对各站点水质样本进行定量评价，从而判断样本受污染的程度．

３．２　基于水质标识指数法的水质评价结果分析

为梳理流域各站点水质情况，依据国家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对敖江流域４

个水质监测站点的１３个月（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水质检测样本，抽取其ＤＯ，ＣＯＤＭｎ，ＮＨ３?Ｎ，

ＴＰ４个水质指标，并采用ＳＷＱＦ和ＣＷＱＩＩ进行水质类别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采用

ＳＷＱＦ与ＣＷＱＩＩ计算得到的水质类别占比及水质达标率不同，综合水质标识指数评价法得出的水质

类别优于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的评价结果，这表明敖江流域各断面水质受单项水质指标的影响显著．

表３　基于ＳＷＱＦ和ＣＷＱＩＩ的各断面水质类别分析

Ｔａｂ．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ＷＱＦａｎｄＣＷＱＩＩ

站点（目标水质） 评价方法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达标率／％

罗源霍口（Ⅲ类）
ＳＷＱＦ ５２．５３ ４３．８５ ３．１５ ０．３７ ０．１１ － ９９．５３

ＣＷＱＩＩ ７２．７２ ２６．９１ ０．３７ － － － １００．００

罗源福湖（Ⅲ类）
ＳＷＱＦ ６１．５２ ３３．４５ ４．５５ ０．４１ ０．０６ － ９９．５３

ＣＷＱＩＩ ８１．７９ １８．２１ － － － １００．００

陀市桥（Ⅲ类）
ＳＷＱＦ ４６．４９ ２９．２７ ２０．６５ ３．２１ ０．３５ ０．０３ ９６．４１

ＣＷＱＩＩ ２１．９７ ７４．７７ ３．２６ － － － １００．００

连江观音阁（Ⅲ类）
ＳＷＱＦ ４３．１４ ３８．０７ ７．５１ ４．４４ ０．５７ ６．２７ ８８．７２

ＣＷＱＩＩ ３９．２２ ３７．６５ ２３．０６ ０．０７ － － ９９．９３

　　通过计算单项水质指标的水质类别占比，分析造成流域中每个监测断面较差的水环境的主要污染

指标，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从４个监测站点的单因子标识指数分析，ＤＯ和ＮＨ３?Ｎ基本处于Ⅰ类

水质量等级，而ＣＯＤＭｎ主要处于Ⅰ类、Ⅱ类水体，ＴＰ处于Ⅱ类、Ⅲ类水体．因此，在４项水质指标中，导

致敖江流域水环境水体质量较差的原因主要是ＣＯＤＭｎ和ＴＰ．４个监测站点中，中上游单元包括罗源霍

口和罗源福湖２个站点，水质整体较好，但存在ＣＯＤＭｎ，ＴＰ未达标，且罗源福湖ＤＯ也存在少量未达标

情况．下游单元包括陀市桥和连江观音阁站点，４项水质指标相对中上游站点均较差，且全部存在未达

标情况．其中，陀市桥站点主要为ＴＰ指标严重超标，连江观音阁断面的ＣＯＤＭｎ和ＴＰ指标达标率均在

９０．００％以下，其中，ＴＰ达标率仅为６９．４０％．

另外，从４个监测站点的综合标识指数值分析，污染呈现从中上游往下游加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

敖江流域的地形决定．敖江流域上游，主要地形为山地丘陵，人口分布较稀疏，污染物较少．但罗源霍口

断面水质污染较严重，这是因为该断面石板材工业发达，石材开采及石板材加工后留下的废渣、废料，以

及其中包含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冷却剂”流入河流，造成该断面污染整体较高．从单因子标识指数分

析，该断面的ＣＯＤＭｎ数值高于其他３个断面，这也正好表明该断面有机污染物和还原性无机物污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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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流域下游地区主要为连江平原，人口分布较广，且较适宜发展农作物和养殖业，产生的生活垃圾、

污水、农业污染和养殖废水等通过土壤渗透、地表径流的方式进入水体，从而造成水体有机物污染，并且

升高了氮、磷元素水平．综上所述，流域整体污染呈现从上游往下游加重的趋势．

表４　水质标识指数法对单项水质指标评价结果

Ｔａｂ．４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ｉｎｄｅｘ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站点
（目标水质）

检测指标
单因子
标识指数

综合
标识指数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达标率／％

罗源霍口

（Ⅲ类）

ＤＯ １．４ １．９ ７４．９６ ２３．０２ ２．０２ － － － １００．００

ＣＯＤＭｎ ２．２ － ３９．８１ ５３．８１ ４．７９ １．１５ ０．４４ － ９８．４１

ＮＨ３?Ｎ １．３ － ９４．９３ ３．９５ １．１２ － － － １００．００

ＴＰ ２．６ － ０．４０ ９４．６２ ４．６７ ０．３１ － － ９９．６９

罗源福湖

（Ⅲ类）

ＤＯ １．２ １．８ ８４．７４ １３．８３ １．２８ ０．１４ － － ９９．８６

ＣＯＤＭｎ ２．０ － ６７．６ ２７．６ ３．３８ １．１７ ０．２５ － ９８．５８

ＮＨ３?Ｎ １．３ － ９３．２１ ４．８７ １．９２ － － － １００．００

ＴＰ ２．７ － ０．５３ ８７．５２ １１．６３ ０．３２ － － ９９．６８

陀市桥

（Ⅲ类）

ＤＯ １．６ ２．２ ６２．４２ ３２．３６ ４．３５ ０．８３ ０．０４ － ９９．１３

ＣＯＤＭｎ ２．１ － ５６．２４ ３９．５８ ３．５２ ０．５２ ０．１３ － ９９．３５

ＮＨ３?Ｎ １．９ － ６７．２９ ２８．１０ ３．８３ ０．３９ ０．３９ ９９．２２

ＴＰ ３．４ － １７．０５ ７０．９０ １１．０９ ０．８３ ０．１３ ８７．９５

连江观音阁

（Ⅲ类）

ＤＯ １．５ ２．４ ６４．０３ ３４．１８ １．５３ ０．２６ － － ９９．７４

ＣＯＤＭｎ ２．６ － ３５．５２ ３６．８７ １３．３６ １４．２５ － － ８５．７５

ＮＨ３?Ｎ １．７ － ７２．１６ ２６．６８ １．１６ － － － １００．００

ＴＰ ３．６ － ０．８６ ５４．５５ １３．９９ ３．２５ ２．２８ ２．２８ ６９．４０

４　结论

１）基于敖江流域水质月份数据，可通过ＰＣＡ将８项水质指标转化为３个主成分．主成分１代表水

体营养盐污染因子．整体流域水体富营养化主要集中在１０月至次年３月，此时处于冬季非汛期，而陀市

桥断面因其农业种植、畜禽养殖产生的氮、磷元素，导致该段水质全年呈现富营养化．主成分２代表水体

环境变化特征．敖江流域５－１０月处于夏季时期，此时水体中水藻、浮游生物正处于生长阶段，消耗大量

溶解氧，导致水体溶解氧降低．主成分３代表水体中有机污染物、还原性无机物质及悬浮物污染程度．上

游石板材企业遗留的石材边角料废渣及废料中，包含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冷却剂”成为造成该类污染

的主要原因；另外，连江观音阁断面因其周围旅游业发达、人口密集，也呈现较高的污染形式．

２）采用ＳＷＱＦ和ＣＷＱＩＩ对敖江水质监测站点进行水质类别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敖江流域整体

水质较好，ＣＷＱＩＩ显示基本达标，而ＳＷＱＦ均显示未达标．由此可知，敖江流域各断面水质受单项水质

指标的影响显著．进一步通过计算单项水质指标的水质类别占比，结果表明，在４项水质指标中，导致敖

江流域水环境水体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为ＣＯＤＭｎ和ＴＰ．另外，从４个监测站点的综合标识指数值来

看，敖江流域整体污染呈现从中上游往下游加重的趋势．

３）在采用水质标识指数法进行流域水质综合评价时，敖江监测站点只含有４项在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涉及到的监测指标，指标个数偏少．因此，只对４项指标进行分析，得出造成敖

江水质较差的相对污染指标，但尚不能充分得出敖江最主要的污染指标．若监测站点的监测指标较多，

且各监测指标有相应质量浓度对应的水体类别，水质标识指数法不失为一个好的水质评价方法．

４）由于敖江流域水质监测站点太少，因此，不足以对整条流域的水环境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

建议在敖江干流上游、山仔水库下游及主要支流附近设置水质监测断面；另外，建议加强连江县城对生

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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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衬底上微光纤的传输损耗

梁定鑫１，２，戴昊３，杨宇航１，２，张奚宁１，２，蒲继雄１，２

（１．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福建省光传输与变换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３．厦门大学 海洋与地球学院海洋观测技术研发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６００５）

摘要：　选择不同的光学衬底，采用纳米光纤锥直接耦合的方法，测量微光纤传输损耗与光学衬底之间的关

系，分析损耗机制，探索降低损耗的有效方法．结果表明：放置于 ＭｇＦ２ 及ＣａＦ２ 光学衬底上的微光纤传输损耗

明显高于悬置于空气中的损耗值；衬底的折射率越接近光纤的折射率，置于其上的微光纤传输损耗越大；在同

一种光学衬底上，微光纤直径越大，其传输损耗越小；光学衬底的存在，使微光纤中光场能量中心向衬底方向

偏移，增加了传输损耗；采用将微光纤部分悬空的方法可有效降低传输损耗．

关键词：　微纳光纤；纳米光纤锥；光学衬底；传输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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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ｌ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ａｄｓｔｏｈｉｇｈｅｒｌｏｓｓ．Ｂｙ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ｉｎａｉ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ｃａｎｂ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ｔａｐ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

微纳光纤因其质量小、对光场具有强约束力、在光纤表面具有强倏逝场等特点，在光学传感、光通

信、光动力学、微纳光子器件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１?２］．由于微纳光纤易制备、结构简单、便于

与标准光纤集成，因而，可利用微纳光纤制作各种尺寸小、集成度高的功能化光波导器件．对基于微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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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的光波导器件而言，光的传输损耗是器件的重要参数之一．Ｔｏｎｇ等
［３］采用两步拉伸法制备的微纳光

纤，其悬置于空气中的传输损耗可低于０．１ｄＢ·ｍｍ－１，是工作于可见和近红外波段的良好光学波导．

Ｌｅｏｎ?Ｓａｖａｌ等
［４］研究出１５５０ｎｍ的光在微纳光纤的损耗为０．００１ｄＢ·ｍｍ－１．侯建平等

［５］提出采用反

射剪断法测量微纳光纤传输损耗的方法．郝建苹等
［６］采用剪断法与后向散射法相结合，对由氢氧焰加热

法拉制的微纳光纤在气溶胶及水中的传输损耗进行实验测量，发现光纤直径越大，损耗越低．Ｂｒａｍｂｉｌ

ｌａ
［７］总结了不同制备方法得到的微纳光纤传输损耗，发现虽然采用不同的制备技术，但微纳光纤的传输

损耗存在随着直径的增加而减小的趋势．上述研究关注的是对称环境，即悬置于空气或水中时，微纳光

纤的传输损耗，而在光波导器件的集成过程中，为增加器件的机械稳定性，微纳光纤往往需固定在光学

衬底上．Ｋｏｕ等
［８］采用模拟计算的方法，理论上证明了光学衬底对拉锥微光纤的出射光透射率具有显著

影响，增加了微光纤的传输损耗．然而，光学衬底对微光纤传输损耗影响的相关工作尚未见报道．本文采

用纳米光纤锥直接耦合的方法，通过测量输出端光强变化，对置于光学衬底上的微光纤传输损耗进行实

验测量，并对不同光学衬底对损耗的影响及相同衬底上不同直径的微光纤传输损耗进行系统分析．

１　理论依据和方法

１．１　传输损耗的理论公式

微光纤中，光的传输长度犔０ 可通过测量光纤输出光强进行估算，输出光强符合指数衰减
［９］，即

犐（狓）＝犐０×ｅ
－狓／犔０． （１）

式（１）中：犐０ 为初始光强；狓为微光纤与纳米光纤锥耦合点与微光纤输出端之间的距离，记为传输距离．

微光纤的传输损耗α与传输长度犔０ 成反比，两者满足如下关系式
［９］，即

α＝
－１０×ｌｏｇ（１／ｅ）

犔０
≈
４．３４３

犔０
． （２）

　　通过测量微光纤在不同传输距离狓激发下的输出光强，可以推算出传输长度犔０ 及传输损耗α．

１．２　传输损耗实验

利用纳米光纤锥与微光纤直接耦合的方法，将外部光源导入微光纤，记录不同耦合位置下，微光纤

输出端的光强变化，推算微光纤中光束的传输长度及传输损耗．

微光纤及耦合用纳米光纤锥采用酒精灯火焰拉锥法，从标准通信用单模光纤（ＳＭＦ２８，Ｃｏｒｎｉｎｇ）中

制备得到，其典型形貌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中：局域放大区为微光纤输出端的ＳＥＭ 照片，标尺为５μｍ．

由图１（ａ）可知：微光纤表面质量良好，直径犇＝１．５μｍ，长度为毫米量级，通过微光纤与衬底之间的范

德瓦尔斯力，固定在表面洁净的光学衬底上，且微光纤输出端口较为平整．图１（ｂ）为纳米光纤锥的形貌

图，其锥尖直径可达数纳米，入射光（６５０ｎｍ）从另一端的标准单模光纤端输入
［１０］．

　　　（ａ）典型的微光纤光学明场照片 （ｂ）典型的耦合用纳米光纤锥的光学明场照片

图１　微光纤及纳米光纤锥的典型形貌图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ａｎｄ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ｔａｐｅｒ

传输损耗测量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固定在三维微调架上的纳米光纤锥，与放置于光学

衬底上的微光纤进行倏逝波耦合．通过三维微调架，可精确调节微光纤与纳米光纤锥的耦合角度，并可

在保持耦合系数不变的情况下，使纳米光纤锥沿微光纤的轴向移动（图２中箭头方向），改变传输距

离［１１］．通过光学显微镜（ｉ８０，Ｎｉｋｏｎ）及其连接的单色ＣＣＤ（ＮｅｏｓＣＯＭＳ，Ａｎｄｏｒ），记录不同传输距离微

光纤输出端的暗场光强信息．

置于ＣａＦ２ 衬底上，不同传输距离的微光纤的传输损耗实验操作过程，如图３所示．由图３（ａ）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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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微光纤传输损耗测量系统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

ｏｆ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得耦合点到微光纤输出端的传输距离狓，此时，狓＝

６７μｍ．保持耦合条件不变
［１１］，纳米光纤锥向左移动

时，微光纤的光学暗场照片，如图３（ｂ）～（ｄ）所示．由

图３（ｂ）可知：当狓＝６７μｍ时，通入红光（６５０ｎｍ）的

纳米光纤锥在耦合点有明显的散射，光沿微光纤传

输时，可清晰观察到微光纤表面的光散射，散射点的

形成主要是由于微光纤表面吸附了空气中的悬浮颗

粒．微光纤的散射光主要由两方面作用：一是微光纤

中的光在颗粒处的散射；二是纳米光纤锥对悬浮颗

粒的照射．由图３（ｃ），（ｄ）可知：微光纤表面散射光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这主要是因为传输距离的

增加，散射点处光场能量逐渐减小；同时，纳米光纤锥的耦合点逐渐远离散射点，无法近距离照射，也使

散射点光强逐渐减弱．

为得到微光纤输出光强随传输距离的变化关系，根据图３（ｂ）～（ｄ）所示实验方法，通过ＣＣＤ相机

记录不同传输距离下，微光纤输出端的光学暗场照片，如图３（ｅ）～（ｊ）所示．计算图３（ｅ）～（ｊ）中各暗场

照片的灰度值，作为对应传输距离下微光纤的相对输出强度［９，１１］．对输出强度做最大值归一，采用指数

拟合的方法，由式（１），（２）得到红光在衬底上微光纤中的传输长度犔０ 和传输损耗α．

（ａ）光学明场照片（未通光）

（ｂ）光学暗场照片（狓＝６７μｍ）

（ｃ）光学暗场照片（狓＝１１１μｍ）

（ｄ）光学暗场照片（狓＝１４５μｍ）

（ｅ）狓＝５０μｍ　　 （ｆ）狓＝７０μｍ　　 （ｇ）狓＝８７μｍ　　（ｈ）狓＝１３０μｍ　　（ｉ）狓＝１６２μｍ　　（ｊ）狓＝１９３μｍ

图３　微光纤传输损耗的光学实验测量

Ｆｉｇ．３　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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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光学衬底对微光纤传输损耗的影响

为了对比衬底对微光纤传输损耗的影响，将微光纤（犇＝１．５μｍ）的两端放置于 ＭｇＦ２ 衬底上，中间

图４　光学衬底与微光纤传输损耗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悬空，得到置于空气中的微光纤．位于衬底上的微光纤长度

约为２０μｍ，空气中的长度约为３００μｍ．纳米光纤锥与置

于空气、ＭｇＦ２ 及ＣａＦ２ 衬底上的同一根微光纤耦合，记录３

种情况下微光纤输出端的光强变化，按节１．２所述方法分

别计算其相对输出强度．

不同光学衬底上，同一微光纤的归一化传输损耗曲线，

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狓为传输距离；犐为光强度．由图４可

知：无论有无衬底，微光纤中的相对光强均随传输距离的增

加而减小；空气中，微光纤输出的相对光强衰减幅度最小；

ＭｇＦ２ 衬底上微光的纤损耗明显低于ＣａＦ２，且两者的衰减

幅度较为接近．

对上述相对输出强度曲线进行指数拟合，得到空气、

ＭｇＦ２ 及ＣａＦ２ 衬底上微光纤的传输长度分别为１１２５．４３，６６．８４，４０．０５μｍ．根据式（２）可得到空气、

ＭｇＦ２ 及ＣａＦ２ 衬底上微光纤的传输损耗分别为０．００３８，０．０６５０，０．１０８０ｄＢ·μｍ
－１，即α（ＣａＦ２）＞α

（ＭｇＦ２）＞α（空气）．

置于两种光学衬底上的微光纤传输损耗均明显高于空气中微光纤的损耗值．这是因为微光纤放置

于光学衬底上，其两侧分别为空气和衬底，而衬底的折射率与微光纤较为接近，折射率差较小，使微光纤

的倏逝场中心向衬底一侧偏移，光场能量向衬底内泄露，传输损耗明显增加［１２］．此外，空气中微光纤传

输损耗为０．００３８ｄＢ·μｍ
－１，明显高于郝建苹等［６］用氢氧焰制备微光纤的研究结果．这是由于在测量

时，采用 ＭｇＦ２ 衬底支持微光纤的输出端，使微光纤部分悬空，输出端的光学衬底增加了微光纤的传输

损耗；同时，虽同为火焰加热法制备微纳光纤，但酒精灯火焰的稳定程度低于氢氧焰，故研究中的微光纤

表面粗糙程度较大，增加了微光纤的表面散射，引起较大的散射损耗［１３?１５］．

两种光学衬底上，同一微光纤的传输损耗也存在较大差异，即α（ＣａＦ２）＞α（ＭｇＦ２），这是衬底折射

率不同导致的．当波长为６５０ｎｍ时，ＭｇＦ２ 和ＣａＦ２ 的折射率分别为１．３７７，１．４３３．考虑到拉锥后的光

纤芯层与包层折射率差异不大，以往的研究中多用ＳｉＯ２ 折射率代替微光纤折射率进行分析
［１６］，因此，

图５　不同直径微光纤的传输损耗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文中微光纤的折射率约为１．４５６
［１７］．可见，当微光纤与

光学衬底的折射率越接近时，光场在微光纤内的约束能

力越差，传输损耗越高．因此，衬底的折射率越接近ＳｉＯ２

光纤的折射率，微光纤的传输损耗越大．

２．２　不同直径对微光纤传输损耗的影响

在同一块 ＭｇＦ２ 衬底上，分别放置直径为１．０，１．５，

３．２μｍ的微光纤，先后与同一根纳米光纤锥耦合，测量

其输出端的相对光强．得到微光纤直径与输出端相对光

强之间的关系，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三者光强衰减

幅度较为接近．

通过指数拟合，得到直径为１．０，１．５，３．２μｍ微光

纤的传输长度分别为５３．５，６６．８，８９．５μｍ．根据式（２）

计算，直径１．０，１．５，３．２μｍ的微光纤对应的传输损耗

分别为０．０９０，０．０６５，０．０４９ｄＢ·μｍ
－１．由此可知，直径越大的微光纤，在 ＭｇＦ２ 衬底上的传输损耗越

小．这是因为直径越大，微光纤外的倏逝波分量越少，光在微光纤中传输时因衬底影响而导致的损耗越

少．因而，在器件容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微光纤的直径，可以减小其传输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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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研究光学衬底对微光纤传输损耗的影响，发现由于环境与微光纤的折射率差减小，光学衬底上微光

纤的传输损耗明显增加；衬底的折射率越接近微光纤的折射率，置于其上的微光纤传输损耗越大；通过

将微光纤部分悬空的方法，可明显减小微光纤的传输损耗．此外，在同一种光学衬底上，微光纤直径越

大，其传输损耗越小．对光学衬底上微光纤传输损耗变化规律的探讨，有利于集成光子器件的设计与结

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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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物热定型质量因素的团树传播

周丽春，罗孝雯，金福江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首先，通过研究针织物热定型过程的生产流程、机械构造，采集生产过程质量数据、工艺数据和设备状

态，并分析质量数据异常的原因．然后，通过相关分析确定对热定型克质量有影响的各环节及其对应变量，建

立质量因素分析拓扑结构．最后，将各变量纳入具有因果关联的网络结构中，采用基于团树传播算法的贝叶斯

推理规则，利用团树间的信息传递计算出各变量对克质量的影响程度．结合某企业实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文中方法可实现热定型质量指标影响因素的精确定量分析．

关键词：　热定型；贝叶斯网络；团树传播算法；质量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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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９０００族标准提出采用过程模式
［１］控制产品质量，即将闭环控制思想运用于质量控制中．质量

分析环节是闭环控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指已知生产工艺、操作、设备状态数据，得到影响质量指标数据

异常的因素．由影响因素得到质量结果是多对一的确定性问题，而从质量结果分析出影响因素属于一对

多的不确定性问题．常用的质量因素分析方法有控制图方法、数据建模分析及概率图分析方法．在质量

因素分析研究中，周静［２］在印染生产过程质量分析与预测系统研究中用控制图的方法分析判断造成色

差的主要原因，但控制图仅限于二维及二维以下的因素分析，且控制图只能定性分析影响因素．顾宇

峰［３］采用主元分析方法，建立染色环节的质量分析模型，对染色过程的质量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但该方

法受生产过程因素影响较大，分析结果不稳定，不适用于变量较多的情况．徐兰等
［４］运用贝叶斯网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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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汽车发动机产品质量与其组成的零部件之间的影响关系，证明贝叶斯网络的分析有效性．根据染

整企业历史数据统计，热定型过程产生质量问题的比重最大［５?６］，也是产品返修率最高的工序，故该工序

成为染整企业最需要加大力度改善生产质量和调整管理方案的环节．因此，研究热定型质量因素分析对

实现染整质量控制，提高染整产品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热定型过程质量数据、生产过程和

机械构造各个方面，建立热定型过程质量分析贝叶斯网络模型，并采用基于团树传播算法的贝叶斯推理

规则，简化推理复杂度，从质量结果逆推分析出各质量因素对最终质量的影响程度．

１　热定型质量指标的影响因素

以克质量、门幅、含水率等为布匹质量评判指标，由于质量指标繁杂，所以以克质量问题进行研究，

选择成品克质量与实际克质量的差值作为最终的质量评价指标．

经数据的分析对比及现场操作的实际考察，可从设备方面、操作方面、布料种类方面考虑其对克质

量的影响，再经过对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流程的仔细研究，可将这３类再细分．

１．１　设备方面对质量指标的影响因素

分析定型机的机械构造和生产过程，将设备（ＥＰ）分为５个部分：进布架（ＣＦＦ）、整纬机（ＷＫ）、前车

（ＦＰ）、烘箱（ＤＯ）和后车（ＢＰ）．

设备方面对质量指标的影响有１１个基础机械部分的因素，如图１所示．

１．２　操作方面对质量指标的影响因素

操作方面（ＯＰ）是指人工机械操作、工艺设置，由前车工（ＢＷ）、后车工（ＡＷ）和操作工（ＣＷ）组成．

操作方面对质量指标的影响有１０个具体的因素，如图２所示．

图１　设备方面影响因素 图２　操作方面影响因素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布料种类对质量指标的影响因素

实验在针织物基础上进行，所以在布料种类（ＴＣ）中主要讨论弹力布（ＪＣ），分为ＪＣ３０Ｓ＋４０Ｄ，

ＪＣ４０Ｓ＋２０Ｄ，ＪＣ４０Ｓ＋３０Ｄ等３种型号的弹力布对质量指标的影响．

２　贝叶斯网络建模

２．１　贝叶斯网络

贝叶斯网络用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地表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有向无环图（ＤＡＧ）和条件概

率表（ＣＰＴ）组成
［７８］．有向无环图由节点和有向弧组成，节点代表变量，是对任何问题的抽象，如热定型

设备的状态、工艺参数值或人工操作情况等．有向弧表示节点变量间的因果、概率关系．条件概率表表示

变量间的依赖关系．

２．２　质量指标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由上文可得到对克质量差有影响的各项因素．结合数据和专家经验，各因素均为变量，其中，克质

量、拉幅、车速、超喂、温度属于数值变量，其余变量为属性变量．

为了满足贝叶斯网络的建模要求，将属性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连续的数值变量转化为离散变

量［９］，二状态的变量设置，如表１所示．多状态变量的设置，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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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二状态变量设置表

Ｔａｂ．１　Ｔｗｏｓｔ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ｅｔｔｉｎｇ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变量取值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变量取值

进布架（ＣＦＦ） 发生１；不发生２ 前车工（ＢＷ） 发生１；不发生２

整纬机（ＷＫ） 发生１；不发生２ 操作方面（ＯＰ） 后车工（ＡＷ） 发生１；不发生２

设备方面（ＥＰ） 前车（ＦＰ） 发生１；不发生２ 操作工（ＣＷ） 发生１；不发生２

烘箱（ＤＯ） 发生１；不发生２ 布料种类（ＴＣ） 相关１；不相关２

后车（ＢＰ） 发生１；不发生２

表２　多状态变量设置表

Ｔａｂ．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ｅｔｔｉｎｇ

三级变量 变量取值 三级变量 变量取值

布左右移控制（Ｌｒｃ） １：偏左；２：居中；３：偏右 进布张力设置（Ｆｔｉ） １：大于标准值；２：小于标准值

布居中控制（Ｃｃ） １：居中；２：未居中 助剂是否添加（Ａｉ） １：添加；２：未添加

展布辊１（Ｉｗ１） １：转速快；２：正常；３：慢 进布对中（Ｉｃｃ） １：设置；２：未设置

展布辊２（Ｉｗ２） １：转速快；２：正常；３：慢 出布整理（Ｏｃｓ） １：整齐；２：散乱

开幅架左右移（Ｓｌｒ） １：偏左；２：居中；３：偏右 小样检测（Ｓｄ） １：检测；２：未检测

调速设置开关故障（Ｓｓ） １：故障；２：未故障 拉幅（Ｔｅｔ）／ｃｍ １：０～５；２：６～１０；３：＞１０

喷风管（Ｓｇｐ） １：正常运行；２：间歇运行 车速（Ｓｍｖ）／ｍ·ｍｉｎ－１ １：＜２５；２：２５～２８

空气加热器（Ａｈ） １：正常运行；２：间歇运行 烘箱预热（Ａｏ）／ｍｉｎ １：＜１０；２：＞１０

输送网带（Ｃｂｍ） １：正常运行；２：间歇运行 温度（Ｔｅｐ）／℃ １：１８０～１９５；２：１９６～２００；３：＞２００

导布辊（Ｔｒ） １：转速快；２：正常；３：慢 克质量差（Ｇｗｄ）／ｇ·ｍ
－２ １：＜－５；２：－５～＋５；３：＞＋５

超喂（Ｏｖｆ）
１：０．１０～０．３０；２：０．３１～
０．５０；３：０．５１～０．６０

弹力布（ＪＣ）
１：ＪＣ３０Ｓ＋４０Ｄ；２：ＪＣ４０Ｓ＋２０Ｄ；

３：ＪＣ４０Ｓ＋３０Ｄ

摆布架偏移（Ｏａｓ） １：偏左；２：居中；３：偏右

　　由于变量较多，结合某纺织企业数据和相关经验，采用相关分析
［１０］确定主要因素，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克质量差与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ｍ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Ｌｒｃ Ｃｃ Ｉｗ１ Ｉｗ２ Ｓｌｒ Ｓｓ Ｆｔｉ Ａｉ Ｉｃｃ Ｏｃｓ Ｓｄ

克质量差 ０．２９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６ ０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

变量 Ｔｅｔ Ａｈ Ｓｍｖ Ｃｂｍ Ｔｒ Ｏａｓ Ｏｖｆ Ｔｅｐ Ａｏ ＪＣ Ｓｇｐ

克质量差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７ －０．２６０ ０．１５２ ０．３２５ 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７４ －０．３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３６５

　　表３分析了克质量差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在部分变量之间也存在相关性．操作工把控全局，

初次设置工艺参数后，会根据实时变化调整参数，其中，烘箱内的喷风管和空气加热器对于定型的温度

方便有直接的影响；进布张力设置，是指工人手工对布匹进行的张力大小设置，该张力会影响布后续的

拉幅值，所以前车工的进布张力设置与拉幅有直接关系；经过多项工艺参数的研究，不同的布料种类所

设置的车速不同，所以推断布料种类与车速有关．

为了进一步提高贝叶斯网络推理的准确性，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空气加热器、喷风

管与温度间的相关性分别为－０．５４２和－０．６００；车速与弹力布种类的相关性为０．７８８；进布张力设置与

拉幅的相关性为－０．７４３．由此可知，以上分析的这些变量间有显著相关性．

２．３　热定型过程贝叶斯网络结构模型

贝叶斯网络结构是由节点和有向弧组成［１０］，节点代表各影响因素和克质量差，有向弧表示该弧连

接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贝叶斯网络有如下５个主要构建步骤．

１）确定影响克质量变量的一级变量｛ＥＰ，ＯＰ，ＴＣ｝，二级变量｛ＣＦＦ，ＷＫ，ＤＯ，ＢＰ，ＢＷ，ＣＷ｝，三级

变量｛Ｌｒｃ，Ｃｃ，Ｉｗ１，Ｉｗ２，Ｓｇｐ，Ａｈ，Ｃｂｍ，Ｔｒ，Ａｏ，Ｆｔｉ，Ｉｃｃ，Ｔｅｔ，Ｓｍｖ，Ｏｖｆ，Ｔｅｐ，ＪＣ｝．

２）在一张空白图上，先将三级变量放入空白图中，用有向弧连接空气加热器与温度，喷风管与温

度，弹力布种类与车速，进布张力设置与拉幅，箭头指向温度、车速和拉幅．

３）将二级变量放入上图中，根据表１，２的划分，用有向弧连接对应的一级变量和二级变量，箭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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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二级变量．

４）将一级变量放入图中，用有向弧连接一级变量和二级变量，箭头指向一级变量．

５）将最终质量指标克质量差放入图中，用有向弧连接最终质量指标和一级变量，箭头即指向克质

量差．

按照上述步骤即可完成热定型过程质量因素分析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构建．其中，终端的节点为克质

图３　贝叶斯网络结构拓扑图

Ｆｉｇ．３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量差，次层节点为一级变量，初始节点为三级

变量，即直接造成质量影响的各项基础影响因

素［１１］．在初始节点和终端节点之间还存在一

些过渡的节点即为二级变量，网络拓扑结构，

如图３所示．

２．４　先验概率假设

对于三级变量，即该贝叶斯网络中的根节

点可通过查询数据或由以往专家经验获得其

先验概率值．设犅犻 有犿 个观测样本，使犅犻 取

值为犻的样本数犿犻，犻＝１，２或犻＝１，２，３，且∑犿犻＝犿．因此，对于研究中有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部分，

各个影响因素的先验概率为

犘（犅犻＝犻）＝犿犻／犿． （１）

图４　端正图的构建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ｇｒａｐｈ

３　贝叶斯网络推理

为了缩短推理时间和降低推理的复杂度，采用

团树传播算法［１２１３］．文中主要应用于原因推理，证据

变量为最终质量指标克质量差，查询变量为各项影

响因素，从而推理出各影响因素对质量的影响程度．

３．１　端正图的构造

端正图是在贝叶斯网络图的基础上转变而来

的．第一步，找到同一个节点的多个父节点，将父节

点两两相连；第二步，去掉所有有向边的箭头，即可

完成端正图的构建，如图４所示．

３．２　变量消元顺序的确定

采用最大势搜索算法［９］确定消元顺序．规则如下：第一步，对一个含有狀个变量节点的端正图，先任

选一个节点作为最后一个消元点，编号为狀；第二步，找出该图中拥有最多相邻节点是已编号节点的未

编号节点，将该未编号节点编号为狀－１号；第犽步，按照第二步的方法找到此未编号节点，将其编号为

狀－犽＋１号．若在某一步中这样的未编号节点有多个，任选一个编号即可．当所有节点都被编号后，按编

图５　贝叶斯网络的团树

Ｆｉｇ．５　Ｃｌｉｑｕｅｔ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作为变量消元的顺序．由此可知，文

中的消元顺序为：ＪＣ，Ａｏ，Ｉｃｃ，Ｆｔｉ，Ｓｍｖ，Ｔｅｔ，Ｏｖｆ，ＢＷ，

ＣＷ，Ｉｗ２，Ｔｒ，Ｌｒｃ，Ｃｃ，Ｉｗ１，ＢＰ，ＣＦＦ，Ｔｅｐ，Ａｈ，Ｃｂｍ，

Ｓｇｐ，ＷＫ，ＤＯ，ＯＰ，ＴＣ，ＥＰ，Ｇｗｄ．

３．３　团树的构建

采用图消元的算法来构建团树，如图５所示．从一

个贝叶斯网络的端正图出发，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该端正

图中的变量节点进行消元．在消元过程中，消去一个变

量犃之前，先构造一个由犃 及犃 所有相邻的变量节点

组成的团；消元结束后，将过程中所产生的团用一定的

方式连接起来，得到一颗覆盖贝叶斯网络的团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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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团树２

Ｆｉｇ．６　Ｃｌｉｑｕｅｔｒｅｅ２

３．４　后验概率计算流程

为直观说明计算流程，以简单贝叶斯网络２为例．

１）为团树中的每个团赋值．找到贝叶斯网络中的节点相应的概率分布，

存贮于对应团中，如图６所示．团间的传递信息为

ψ１（犃）＝∑
犡

犘（犡）犘（犃狘犡），　　ψ２（犆）＝犘（犅＝狔狘犆），

φ１（犃）＝∑
犆

犘（犆狘犃）ψ２（犆），　　φ２（犆）＝∑
犃

犘（犆狘犃）ψ１（犃）
烍

烌

烎．

（２）

　　２）设置证据．将证据变量赋值带入团中的概率分布．团中（图６）可设置证

据｛犅＝狔｝．

３）任选一个含有查询变量的团作为枢纽节点，从叶节点开始，逐步向枢纽节点的方向进行信息传

递［１５］，该信息即是从相邻团中或得的概率函数．为了实现多变量的查询，信息传递分为收集和分发两个

阶段．例如，图６中的实线部分为信息分发；虚线部分为信息收集；［ＡＣ］团为枢纽节点．信息传递和信息

的收集可由式（１）表示．

４）答案提取．对于每一个非证据变量都可以成为查询变量，均可在包含其的团中将信息提取出来，

作为后验概率．例如，从［ＡＣ］团中提取出犘（犃｜犅＝狔），其计算式为

犘（犃狘犅＝狔）＝
∑
犆

犘（犆狘犃）ψ１ψ２

∑
犆，犃

犘（犆狘犃）ψ１ψ２
＝
犘（犃，犅＝狔）

犘（犅＝狔）
． （３）

　　同理，用上述信息传递的方法可从团［ＡＸ］中提取出变量犡的后验概率，即

犘（犡狘犅＝狔）＝
∑
犃

犘（犃狘犡）犘（犡）φ１ψ２

∑
犃，犡

犘（犃狘犡）犘（犡）φ１ψ２
＝
犘（犡，犅＝狔）

犘（犅＝狔）
． （４）

　　通过构建团树的方法，后验概率与贝叶斯网计算后验概率的计算结果一致，团树推理模型有效．

４　实例部分

根据式（１）和专家经验给出各变量的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表．部分二状态、三状态根节点的先验概

率，如表４，５所示；温度的条件概率表，如表６所示．

表４　二状态根节点先验概率

Ｔａｂ．４　Ｐｒｉｏｒｉ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ｏｏｔｎｏｄｅｓｏｆｔｗｏｓｔａｔｅ

序号 Ｃｃ Ｓｇｐ Ａｈ Ｃｂｍ Ａｏ Ｆｔｉ Ｉｃｃ

１ ０．９０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９７ ０．３７ ０．４５ ０．８８

２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５５ ０．１２

表５　三状态根节点先验概率

Ｔａｂ．５　Ｐｒｉｏｒｉ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ｏｏｔｎ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ｔｅ

序号 Ｌｒｃ Ｉｗ１ Ｉｗ２ Ｔｒ Ｏｖｆ ＪＣ

１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２５

２ ０．７３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７５ ０．４５ ０．３６

３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５２ ０．３９

表６　温度的条件概率表

Ｔａｂ．６　ＣＰ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Ａｈ＝１

Ｓｇｐ＝１　Ｓｇｐ＝２

Ａｈ＝２

Ｓｇｐ＝１　Ｓｇｐ＝２

１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２５

２ ０．８５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５６

３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２０ ０．１９

　　同理，可得出其他变量的条件概率表（ＣＰＴ）．由于所涉

及的变量较多，就不一一列出．

４．１　正向推理

当弹力布种类为ＪＣ３０Ｓ＋４０Ｄ，超喂为０．２１～０．４０，即

｛ＪＣ＝１，Ｏｖｆ＝２｝的情况下，推理计算出最终质量指标克质量

差的概率，最终质量的合格率为６２．２％，克质量比客户要求

的最低重量偏低的概率为１８．８％，克质量比客户要求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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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偏高的概率为１９．０％．由此可知，布料种类和超喂的选择对最终质量克质量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

大的．然而，在该情况下，克质量偏轻和偏重的概率差距较小，符合工厂的实际生产情况．

４．２　逆向推理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每个部分对质量的影响程度，把变量按照表１的等级进行划分，最终质量指标为

证据变量，其余因素为查询变量，查询变量分为一级变量、二级变量和三级变量．

４．２．１　一级变量、二级变量推理结果　设置证据变量，当最终质量指标克质量差（Ｇｗｄ）不同情况时，一

级变量设备方面、操作方面、布料种类，以及二级变量进布架、整纬机、烘箱等导致的概率推理结果，如图

图７　不同变量情况下质量不合格概率值

Ｆｉｇ．７　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当最终质量克质量小于用户可接受范围

的下限，或者最终质量克质量大于用户可接受范围的上限

时，即最终质量不合格时，一级变量中操作方面对其产生的

影响最大；相应的，在二级变量中操作工操作导致的质量不

合格所在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后车和整纬机部分．当最终质

量克质量在用户可接受范围内时，即克质量差在－５～＋５

时，设备方面发生问题的概率、操作方面发生状况的概率、

布料种类不同的概率都相对较低．

４．２．２　三级变量推理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寻各个环节对

最终质量产生的影响程度，推理得出三级变量在不同质量

情况下的变化．当质量检测在客户要求范围内时，各个变量出现问题的概率都相对较低．仔细分析各变

量的取值，将取值中表示该变量不合格的项发生的概率加一起，用于表示该变量产生问题的概率，汇总

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推理结果汇总

Ｔａｂ．７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不合格概率汇总

Ｇｗｄ＝１ Ｇｗｄ＝３
变量

不合格概率汇总

Ｇｗｄ＝１ Ｇｗｄ＝３
变量

不合格概率汇总

Ｇｗｄ＝１ Ｇｗｄ＝３

Ｌｒｃ ０．５１５ ０．５０４ Ｃｃ ０．５７９ ０．６４２ Ｉｗ１ ０．７１５ ０．５５４

Ｉｗ２ ０．５０９ ０．６８１ Ｓｇｐ ０．２７２ ０．１８６ Ａｈ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５

Ｃｂｍ ０．３３２ ０．２８３ Ｔｒ ０．５７０ ０．５８４ Ａｏ ０．４６１ ０．２４３

Ｉｃｃ ０．２８２ ０．２４９ Ｔｅｔ ０．７５８ ０．６９５ Ｓｍｖ ０．３２１ ０．２１８

Ｏｖｆ ０．３８８ ０．８７９ Ｔｅｐ ０．７０２ ０．５２３

　　由表７可知：当最终质量克质量小于用户可接受范围的下限时，即Ｇｗｄ＝１时，变量车速发生问题

的概率最大，其次是展布辊１及温度；车速过慢的概率大于车速过快的概率，而温度偏高的概率也远高

于温度偏低的概率；当最终质量克质量大于用户可接受范围的上限时，即Ｇｗｄ＝３时，超喂发生问题的

概率最大，其次是车速和展布辊２，而超喂偏高的概率高于偏低的概率，车速过快的概率大于车速过慢

的概率．

由表７还可知：两种情况下，空气加热器和喷风管发生问题的概率都偏低．由于进布张力设置（Ｆｔｉ）

和弹力布类型（ＪＣ）两项变量取值的特殊性，Ｆｔｉ设置在３种状态下设置情况几乎不影响，ＪＣ中ＪＣ４０Ｓ＋

２０Ｄ更容易导致克质量低于客户要求，ＪＣ４０Ｓ＋３０Ｄ克质量则易高于客户要求．

４．２．３　结果分析　由推理可知，一级变量中对克质量问题影响最大的为操作方面；二级变量中影响最

大的为操作工部分，其次是整纬机部分和后车部分；三级变量中，车速、温度、超喂这３部分由操作工操

控的工艺参数变量是影响较大的部分，其次是展布辊１和展布辊２．根据工厂提供的质量不合格数据，

因操作工设置工艺参数错误，从而导致的克质量偏差高达８６％，而对于空气加热器和喷风管发生问题

的概率偏低．经过现场情况的勘察，该设备较少发生故障，可见推理结果符合实际生产情况，因此，推理

模型有效．

企业改善热定型克质量最首要是加强培养员工操作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操作工在工艺参数设定方

面的经验积累，即使在很确切的参数设定下，也要根据实时监测变化情况进行调节，以及设备的定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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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检测．当克质量偏轻时，车速、温度、展布辊１这些方面要着重加强控制和调整；当克质量偏重时，对

超喂、车速和展布辊２部分的设置要进行调节和改善．工厂可参照推理结果有目标地解决现场设备运行

问题和提高人工管理效率，从而提高产品的生产一次合格率．

５　结论

通过分析企业的现场设备机械构造和各个生产环节的操作流程，确定变量名称和取值，并根据历史

数据分析各变量与最终质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最终影响因素变量和贝叶斯结构模型．贝叶斯的参

数学习主要通过查询变量的历史信息，得出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表，采用贝叶斯团树传播的推理方法得

出各变量在不同取值的概率值，并结合工厂实例综合精准定量分析出各变量对克质量差的影响程度．

通过该分析可以使工厂的管理人员针对出错概率高的环节加强操作培训和严格管理，并增强相应

设备的监管和维护，对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从源头改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完成了质量闭环控制中最

关键的质量分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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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犃犆犌犃犖及多特征融合的

高光谱遥感图像分类

刘群，陈锻生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为解决标记样本缺乏、提升分类精度及增强模型容错性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辅助分类器生成对抗网

络（ＡＣＧＡＮ）的分类方法．首先，将预训练的ＡＣＧＡＮ模型作为光谱特征提取器，采用局部二值模式（ＬＢＰ）算

法提取图像的纹理特征；然后，融合光谱特征和纹理特征，由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进行分类．在２个广泛使用

的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方法，文中方法可显著提高分类精度．

关键词：　高光谱图像分类；生成对抗网络；局部二值模式；卷积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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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ＣＧＡ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ＣＧＡＮ ｍｏｄｅｌ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ｓ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ａ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ｔ

ｔｅｒｎ（ＬＢ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ｍｅｒｇｅｄａｎｄｃａｌ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ｙ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ｗｏ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ｈ

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由于高光谱遥感图像维数高、数据量大，为降低计算复杂度，解决高光谱图像分类中常见的

Ｈｕｇｈｅｓ现象，一系列基于降维的分类方法应运而生．降维的方式包括波段选择
［１?５］和特征提取［６７］．Ｄａｔ

ｔａ等
［８］提出一种无监督波段提取方法，利用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技术和核主成分分析（ＫＰＣＡ）转换原

始数据，进行波段选择．由于有监督分类通常需要大量的标记样本，而样本不足将导致分类精度受限等

问题．于是，可采用主动学习和手动标记．手动标记成本高、难度大、存在混合像元．因此，一般采用主动

学习的方法．孙宁等
［９］提出一种结合主动学习和滤波器的分类方法，分类效果较好．高光谱遥感图像的

另一个特点是波段间冗余大，特征包含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一般采取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或特征融合

的方式提升分类精度．王巧玉等
［１０］提出一种结合波段选择和保边去噪滤波的分类方法，用堆栈降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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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和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构成的深度学习网络进行分类，该方法分类精度较高，但需要的训练样本数较

多，应用性较差．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辅助分类器生成对抗网络（ＡＣＧＡＮ）的高光谱遥感

图像分类方法，利用生成对抗的思想，在模型训练过程中，使用少量标记样本，学习地物的光谱特征．

１　基于犃犆犌犃犖的特征融合高光谱图像分类

１．１　基于犃犆犌犃犖的高光谱图像分类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等
［１１］在２０１４年提出生成对抗网络，模型包含生成器Ｇ和判别器Ｄ．判别器的任务是判

断给定的样本是否真实；而生成器的任务是接收一个随机噪声向量犣作为输入，输出与真实样本相似

的伪样本．生成器试图欺骗判别器，而判别器尽量让自己不被欺骗．经过交替优化训练，２个模型都能得

到提升，最终达到纳什平衡．此时，生成器和判别器都学习到样本的分布．将生成对抗网络（ＧＡＮ）应用

到高光谱遥感分类中，可以有效弥补样本不足的问题．模型训练中并非单纯地拟合样本，而是学习样本

的光谱特征。

Ｈｅ等
［１２］提出一种基于ＧＡＮ的半监督学习高光谱遥感图像分类，其在３个数据集上的分类结果显

图１　ＡＣＧＡＮ模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ＡＣＧＡＮ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示该方法的有效性，但分类精度达不到实用要求．Ｌｉｎ等
［１３］提出一种多

层特征匹配生成对抗网络方法，获得优于稀疏编码的多特征融合方法和

基于谱聚类改进的无监督特征学习算法的分类效果．在高光谱遥感图像

分类问题中，地物类别一般有十多个．因此，判别器不仅要判断给定输入

样本的真实性，还应判断输入样本的类别．故ＡＣＧＡＮ
［１４］更适合分析此

类问题．ＡＣＧＡＮ在生成器的输入端为每个噪声数据指定一个类别标签

犆，以引导生成类条件样本，类条件合成能够提升生成的样本质量，并扩

展损失函数．判别器Ｄ的输入是真实样本犡ｒｅａｌ或生成器生成的伪样本

犡ｆａｋｅ，输出是给定样本的真假性及该样本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ＡＣＧＡＮ

模型结构，如图１所示．

生成器可表达为犡ｆａｋｅ＝犌（犮，狕）．判别器中，通过一个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

器给出样本犡属于犓 个相互独立的类别的概率．生成器和判别器的结构，如图２所示．

（ａ）生成器　　　　　　　　　　　　　　　　　　　　　　　（ｂ）判别器　　

图２　生成器和判别器网络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生成器输入的噪声向量犣为４０，２个全连接层分别包含１０２４和１２８个单元．将大小为１２８的中间

层数据送入２个激活函数分别为ｓｉｇｍｏｉｄ和ｓｏｆｔｍａｘ的全连接层，得到样本的真假性输出和类别概率

输出．除了第１个卷积层和最后２个全连接层，其他卷积层和全连接层均添加批规范化（Ｂａｔｃｈ?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层和修正线性单元的特殊版本（ＬｅａｋｙＲｅＬＵ）层．一次迭代过程包括：１）学习生成伪样本；２）训

练一次判别器；３）训练整个ＡＣＧＡＮ网络．目标函数包含正确图像源的对数似然犔ｓ和正确类别的对数

似然犔ｃ，即

犔ｓ＝犈［ｌｇ犘（犛＝ｒｅａｌ狘犡ｒｅａｌ）］＋犈［ｌｇ犘（犛＝ｆａｋｅ狘犡ｆａｋｅ）］，

犔ｃ＝犈［ｌｇ犘（犆＝犮｜犡ｒｅａｌ）］＋犈［ｌｇ犘（犆＝犮｜犡ｆａｋｅ）］．

上式中：训练判别器犇阶段最大化为（犔ｓ＋犔ｃ），训练生成器犌阶段最大化为（犔ｃ－犔ｓ）．在ＡＣＧＡＮ中，

使用的是Ａｄａｍ优化算法，可以降低收敛到局部最优的风险．

在用ＡＣＧＡＮ模型对高光谱图像进行分类中，模型只用到图像的光谱信息．但原始光谱信息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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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不利于直接分类．预训练的ＡＣＧＡＮ模型中的生成器和判别器都学习了各类地物光谱的内在特

征．因此，将ＡＣＧＡＮ模型中的判别器Ｄ作为光谱特征提取器，利用纹理特征提取局部二值模式（ＬＢＰ）

在空间上提取特征，将光谱特征和空间特征拼接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提升分类精度．

１．２　旋转不变的局部二值模式

ＬＢＰ最早由Ｐｉｅｔｉｋａｅｉｎｅｎ等
［１５］提出，作为描述图像局部纹理特征．原始的ＬＢＰ定义在３ｐｘ×３ｐｘ

的窗口内，以窗口的中心像素为阈值，与相邻８个像素相比较．若相邻像素值不小于中心像素，则该位置

被标记为１；否则，被标记为０．将标记的二进制码转化成十进制数，得到ＬＢＰ值．由于拍摄时间、角度和

地物本身的分布，高光谱图像内的地物特征具有旋转性．因此，采用具有旋转不变性的ＬＢＰ，即将标记

出的二进制码按位旋转，取最小值作为中心像素的ＬＢＰ值．局部二值模式示意图，如图３所示．图３中：

　　（ａ）原始数据　　　　　　（ｂ）二进制编码　

　图３　局部二值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０００１１１１１；ＬＢＰ＝１＋２＋４＋８＋１６＝３１．由于

ＬＢＰ是逐像素计算的，因此，在高光谱图像的每一个波

段上都可以计算出一个与原图同样大小的纹理特征图．

选取信息熵最大的犖 个波段，计算出犖 个纹理特征图，

即对每个像素的地物而言，拥有一个长度为犖 的纹理

特征向量．

１．３　空谱特征融合的高光谱图像分类

将样本的原始光谱信息输入预训练的 ＡＣＧＡＮ模

型的判别网络Ｄ中，取网络的中间层特征数据作为样本

光谱特征．具体实验时，选取判别器第２个全连接层的输出作为样本的光谱特征，大小为１２８（节１．１）．

同时，计算高光谱图像数据集中每个波段的信息熵，信息熵越大，表明该波段包含的信息量越多．选取信

图４　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分类系统框架

Ｆｉｇ．４　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息熵最大的前７个波段．在被选波段上计算纹

理特征图，由此，每个像素点所在样本将获得

长度为７的纹理特征向量．将每个样本的光谱

特征和纹理特征拼接融合（融合后特征向量长

度为１２８＋７＝１３５）作为样本的光谱空间特

征，接着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分类．文

中提出的基于 ＡＣＧＡＮ的空谱特征融合高光

谱遥感图像分类框架 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如

图４所示．

ＣＮＮ分类器由３个卷积层（卷积核个数

分别为３２，６４和１２８，窗口大小为１１×１）、３个

全连接层（神经元数分别为１０２４，１２８和犓）组成．除了第１个卷积层和最后１个全连接层，其他卷积层

和全连接层均添加了Ｂａｔｃｈ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层和ＬｅａｋｙＲｅＬＵ 层．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及评价标准

实验数据选取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２个高光谱数据集．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的图像

大小为６１０ｐｘ×６１０ｐｘ，包含１０３个光谱波段，去除图像中的一些无用像素．实验使用的图像大小为

６１０ｐｘ×３４０ｐｘ×１０３ｐｘ，包含９个地物类别，其单波段灰度图和地物实况分布，如图５（ａ）所示．Ｐａｖ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的地物类别、每类的样本数目及实验中训练与测试样本的数目，如表１所示．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原始数据包含２２４个波段，图像大小为１４５ｐｘ×１４５ｐｘ．去除４个严重受损的

波段和２０个水吸收波段后，剩余２００个波段Ⅰ．数据集可从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ｈｕ．ｅｕｓ／ｃｃｗｉｎｔｃｏ／ｉｎ

ｄｅｘ．ｐｈｐ？ｔｉｔｌｅ＝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ｃｅｎｅｓ＃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中获取．数据集包含１６类地

物，其单波段灰度图和地物实况分布，如图５（ｂ）所示．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的地物类别、每类的样本数

目，以及实验中训练与测试样本的数目，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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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　　　　

图５　单波段灰度图及地物实况分布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ｍａｐｓ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表１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训练和测试样本数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ｔａ

编号 类别名
总样
本数

训练
样本数

测试
样本数

１ Ａｓｐｈａｌｔ ６６３１ ６６３ ５９６８

２ Ｍｅａｄｏｗｓ １８６４９ １８６４ １６７８５

３ Ｇｒａｖｅｌ ２０９９ ２０９ １８９０

４ Ｔｒｅｅｓ ３０６４ ３０６ ２７５８

５ Ｐａｉｎｔｅｄｍｅｔａｌｓｈｅｅｔｓ １３４５ １３４ １２１１

６ Ｂａｒｅｓｏｉｌ ５０２９ ５０２ ４５２７

７ Ｂｉｔｕｍｅｎ １３３０ １３３ １１９７

８ Ｓｅｌｆ?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Ｂｒｉｃｋｓ ３６８２ ３６８ ３３１４

９ Ｓｈａｄｏｗｓ ９４７ ９４ ８５３

合计 ４２７７６ ４２７３ ３８５０３

　　由表２可知：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中，１，４，７，

９，１３，１５和１６类地物的样本数比较少，在同一训

练样本率下，这几类地物的分类精度不稳定且明

显低于其他类别，对整体分类精度影响较大．

对训练样本数与总体分类精度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１６］：基于特征基元分类训练样本选取的数量

为６～８倍波段数目时，分类精度可以达到较高的

水平，并进入一个平稳阶段；而基于像元分类训练

样本选取数量在２４～３０倍时，分类精度才能达到

较高的水平．在文献［１１］中，只保留样本数较多的

８个类别且每个类别选取２００个样本作为训练

集．一般认为，样本数目为波段数２～４倍时，分类

效果较好［１７］．文献［１８１９］随机选择一半的样本

作为训练样本．

表２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训练和测试样本数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ｂｏｕｔ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ｄａｔａ

编号 类别名
总样
本数

训练
样本数

测试
样本数

编号 类别名
总样
本数

训练
样本数

测试
样本数

１ Ａｌｆａｌｆａ ４６ ４ ４２ １０ Ｓｏｙｂｅａｎ?ｎｏｔｉｌｌ ９７２ ９７ ８７５

２ Ｃｏｒｎ?ｎｏｔｉｌｌ １４２８ １４２ １２８６ １１ 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ｉｎｔｉｌｌ ２４５５ ２４５ ２２１０

３ Ｃｏｒｎ?ｍｉｎｔｉｌｌ ８３０ ８３ ７４７ １２ Ｓｏｙｂｅａｎ?ｃｌｅａｎ ５９３ ５９ ５３４

４ Ｃｏｒｎ ２３７ ２３ ２１４ １３ Ｗｈｅａｔ ２０５ ２０ １８５

５ Ｇｒａｓｓ?ｐａｓｔｕｒｅ ４８３ ４８ ４３５ １４ Ｗｏｏｄｓ １２６５ １２６ １１３９

６

７

Ｇｒａｓｓ?ｔｒｅｅｓ

Ｇｒａｓｓ?ｐａｓｔｕｒｅ?ｍｏｗｅｄ

７３０

２８

７３

２

６５７

２６
１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Ｇｒａｓｓ?
Ｔｒｅｅｓ?Ｄｒｉｖｅｓ

３８６ ３８ ３４８

８ Ｈａｙ?ｗｉｎｄｒｏｗｅｄ ４７８ ４７ ４３１ １６ Ｓｔｏｎｅ?Ｓｔｅｅｌ?Ｔｏｗｅｒｓ ９３ ９ ８４

９ Ｏａｔｓ ２０ ２ １８ 合计 １０２４９ １０１８ ９２３１

　　分类完成后，得到整幅图像每个像元的类别预测结果．一般采用混淆矩阵、总体分类精度（ＯＡ）、各

类精度（ＣＡ）、平均分类精度（ＡＡ）及Ｋａｐｐａ系数等评价标准衡量模型的性能．将高光谱图像分类结果

与地物真实标记图进行对比，可得到混淆矩阵．各类精度和总体分类精度均可通过混淆矩阵求出．平均

分类精度表示所有类别分类精度的平均值，即各个类别的ＣＡ值的总和除以类别个数．Ｋａｐｐａ系数是评

价一致性和信度的一种重要指标．Ｍｏｎｓｅｒｕ等
［２０］认为当Ｋａｐｐａ系数大于０．７５时，分类器的分类性能良

好；而当Ｋａｐｐａ系数小于０．４０时，性能较差．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块大小和训练样本率对模型分类精度的影响，如图６所示．图６中：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设置的样本

率为０．１０，块大小为７０；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设置的样本率为０．１０，块大小为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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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　　　　　　　　　　　　　　　　　（ｂ）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６　块大小和训练样本率与分类精度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实验中，ＡＣＧＡＮ模型某次的分类结果及其混淆矩阵，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整体分类精度为

０．９６９，平均分类精度为０．９４７，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９６５；采用ＡＣＧＡＮ模型对高光谱图像进行分类可获得

较高分类精度，且所需的标记样本数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在训练样本率为０．１０的情况下，第１，７和９

类样本的分类精度不高，原因是这３类地物样本数太少，模型还不能全面且稳定地学习到该类地物光谱

的内在特征．基于以上考虑，在保留少量样本类别且其他类别的训练样本率保持０．１０的情况下，仅将

１，７和９这３类的训练样本数由原来的４，２，２个全部增加到５个．增加７个训练样本后的分类结果及其

混淆矩阵，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整体分类精度为０．９８２０，平均分类精度为０．９６７９，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９７９５；在极少地增加少样本类别的训练样本数的情况下，整体分类精度显著提升．

　　（ａ）分类结果　　　　　 （ｂ）混淆矩阵　　　　　　　　（ａ）分类结果　　　　 （ｂ）混淆矩阵　　

　　　　图７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分类结果图　　　　　　　　图８　微调训练数据后的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Ｆｉｇ．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　　　　　　　　　　　　　　　　ｆｉｎ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地物实况　　　 　 （ｂ）分类结果

图９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分类的效果

Ｆｉｇ．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在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下，模型训练５００次，分类

精度可达０．９６２５，其分类效果，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知：

对于大样本数据集，ＡＣＧＡＮ的分类性能依然较好，但第３

类沙砾大部分误分成第８类地砖（图９中方框区域），这是

由于高光谱图像异物同谱和同物异谱的现象造成的．

由以上实验可知：ＡＣＧＡＮ 模型对样本特征的学习能

力较强，极少地增加训练样本也能获得精度的明显提升．这

表明ＡＣＧＡＮ在高光谱遥感图像上及其他分类领域上具

有可行性，并且可以获得较好的分类效果．

２．３　光谱空间特征分类实验结果分析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分类结果及精度对比，如图１０和

表３所示．由图１０和表３可知：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分类法中，用ＣＮＮ进行光谱空间特征分类时，训练

次数仅需５０次，且训练样本率可降低至０．０５（将１，７，９，１６这４类的训练样本数增至５个），即训练集个

数为５１７，测试集个数为９７３２．由于训练次数和训练集的减小，模型的运算量也减小，运行时间随之明

显降低．采用１０次实验为一组的统计结果发现，ＯＡ的平均值达到０．９７９８，相比ＡＣＧＡＮ分类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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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由图１０可知：ＡＣＧＡＮ模型在不进行空间滤波的情况下，也可获得比半监督的３ＤＢＦ?ＧＡＮｓ更

好的分类精度；将ＡＣＧＡＮ作为纹理特征提取器并使用ＣＮＮ进行分类，优于直接使用原始光谱数据进

行分类；纹理特征的加入，可提升分类精度．

　　（ａ）３ＤＢＦ?ＧＡＮｓ　　　　　 （ｂ）ＡＣＧＡＮ　　　　　　（ｃ）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ｄ）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图１０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分类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ｄａｔａ

表３　不同分类方法精度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类方法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

　　ＯＡ　　　　　ＡＡ　　　 Ｋａｐｐａ系数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Ａ　　　　　ＡＡ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３ＤＢＦ?ＧＡＮｓ ０．７５６２ ０．８１０５ ０．７２２３ ０．７７９４ ０．８１３６ ０．７１３２

ＡＣＧＡＮ ０．９５２７ ０．９５６２ ０．９４５９ ０．９６２５ ０．９１７０ ０．９５０１

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０．９７８６ ０．９６６７ ０．９７５６ ０．９８５８ ０．９７５３ ０．９８１２

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８７４ ０．９８９３ ０．９８８３ ０．９８２４ ０．９８４４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分类结果，如表３和图１１所示．由图１１（ｂ），（ｃ）可知：将ＡＣＧＡＮ用作特

征提取器，对提取的光谱特征分类减少了异物同谱导致的误分．

　　（ａ）３ＤＢＦ?ＧＡＮｓ　　　　　（ｂ）ＡＣＧＡＮ　　　　　　 （ｃ）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ｄ）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图１１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分类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４　与其他分类方法对比分析

表４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分类结果精度对比

Ｔａｂ．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分类方法 ＯＡ ＡＡ Ｋａｐｐａ系数

ＡＣＧＡＮ ０．９６２５ ０．９１７０ ０．９５０１

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０．９８８４ ０．９７９５ ０．９８４６

Ｐｉｘｅｌ?ＣＮＮ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８３５ ０．９８７５

ＳＶＭ ０．９８６４ ０．９７９０ ０．９８２０

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０．９８９７ ０．９８２８ ０．９８６４

在２ 个数据集上，对 ＡＣＧＡＮ，ＡＣＧＡＮ?

ＣＮＮ，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Ｐｉｘｅｌ?ＣＮＮ，ＳＶＭ５

种分类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分析．在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

数据集上，还对比了全部类别（１６类）与只保留样

本数大于波段数２倍的类别（９类）这２种数据的

分类结果．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上的分类结果

及精度对比，如表４和图１２所示．由表４可知：对

提取的光谱特征进行分类比直接使用原始光谱数

据效果更好；而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方法，整体分类达到０．９８９７，说明光谱纹理特征的融合分类效果远

优于单一特征的分类效果；另外，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下的Ｐｉｘｅｌ?ＣＮＮ也能获得较高水平的分类精

度，这说明文中方法更适合用于多类别，且标记样本数较少的分类任务，对数据集较大的分类任务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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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

（ａ）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　 （ｂ）ＡＣＧＡＮ　 （ｃ）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ｄ）Ｐｉｘｅｌ?ＣＮＮ　　（ｅ）ＳＶＭ 　（ｆ）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图１２　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数据集不同分类算法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ａｖ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上，不同方法的分类结果及分类精度对比，如图１３和表５所示．表５中：该组实

验数据保留全部１６类样本，共１０２４９个样本，５１７个训练样本；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在只保留样本数大

于波段数２倍的９类样本上，该组实验共９２３４个样本，训练样本率为０．０５，训练集大小为４５７．由表５

可知：数据集类别数越多，分类越困难，分类越低．在小样本和多类别的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集上，Ｐｉｘｅｌ?

ＣＮＮ的分类精度较低，只达到０．９５６９；而文中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方法对小样本的数据集有很高的分

类精度，达到０．９９００以上．这有力地证明ＡＣＧＡＮ强大的学习能力及在多分类问题上的潜能．

（ａ）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　 （ｂ）ＡＣＧＡＮ　 （ｃ）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ｄ）Ｐｉｘｅｌ?ＣＮＮ　　（ｅ）ＳＶＭ 　（ｆ）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图１３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１６类样本分类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ｆｏｒ１６ｃｌａｓｓｅｓ

表５　样本分类结果精度对比

Ｔａｂ．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分类方法
１６类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样本

　　ＯＡ　　　　　ＡＡ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９类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样本

　　ＯＡ　　　　　ＡＡ　　　　Ｋａｐｐａ系数

ＡＣＧＡＮ ０．９８２０ ０．９６７９ ０．９７９５ ０．９８４６ ０．９８６１ ０．９８１９

ＡＣＧＡＮ?ＣＮＮ ０．９８９７ ０．９８８３ ０．９８８２ ０．９８８３ ０．９９０２ ０．９８６３

Ｐｉｘｅｌ?ＣＮＮ ０．９５６９ ０．９６１２ ０．９５０８ ０．９６２１ ０．９６００ ０．９５５５

ＳＶＭ ０．９６８４ ０．９６６９ ０．９６４０ ０．９６５９ ０．９５５９ ０．９５９９

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８７４ ０．９８９３ ０．９９３５ ０．９９５２ ０．９９２４

３　结束语

针对高光谱遥感图像分类问题，提出基于ＡＣＧＡＮ的光谱纹理特征融合的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方

法．创新地采用生成式的ＡＣＧＡＮ模型解决高光谱图像的地物分类问题，该模型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所需的标记样本少，特别适合小样本、多类别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分类精度，提出利用预训练的 ＡＣ

ＧＡＮ模型的判别器，提取样本的光谱特征．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ＡＣＧＡＮ?ＬＢＰ?ＣＮＮ方法对小样本和

多类别的高光谱图像分类问题有较高的分类准确率，且不需要进行去噪和波段选择等预处理，简化了方

案流程；同时也证明了ＡＣＧＡＮ模型在高光谱图像分类等问题上具有良好的可行性，相比原始ＧＡＮ，

ＡＣＧＡＮ生成的样本质量更好，分类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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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口袋算法构造的多类别

决策树模型

王子癑，谢维波，李斌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采用开放应用架构（ＯＡＡ）准则训练多个二分类感知机，以Ｇｉｎｉ指数筛选最优的方法构建二叉决策

树．推算说明感知机多分类准则在每个树节点上对空间划分的局限性，将基于口袋算法的二叉树与多叉树在

８个ＵＣＩ数据集上进行比较，并与单变量决策树ＣＡＲＴ和Ｃ４．５的结果进行对照．结果表明：采用口袋算法基

于ＯＡＡ方法构建的二叉树，在准确率和空间划分的可解释性上优于基于经典多分类准则构建的多叉树．

关键词：　感知机多分类；开放应用架构；口袋算法；Ｇｉｎｉ指数；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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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算法是基于感知机的更新公式、适用于线性不可分的二分类数据的算法，在训练过程中，统计

最长的连续正确运行次数，每当找到一个新的最大次数，就验证当前的感知机向量在数据集上的准确

率，口袋算法会保存准确率最高的感知机向量，并作为结果输出．已有的成果表明，口袋算法在有限的迭

代次数内，能够以概率１找到最优解
［１］．在决策树的构建过程中，经典的ＩＤ３，Ｃ４．５，ＣＡＲＴ对于样本空

间的划分都是轴平行的．早期研究采用基于各种线性模型构建非轴平行的多变量决策树的方法，如基于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准则构建的多变量决策树
［２］，基于贪心思想采取随机扰动的ＯＣ１算法

［３］，以及其他方式构

建的多变量决策树［４?６］．采用口袋算法构建决策树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何用多类别的数据在单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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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训练二分类感知机的问题．基于感知机学习方式的多变量决策树中，通常是利用经典的感知机多分类

准则构建多叉树［７］，而支持向量机（ＳＶＭ）一类直接求解的线性模型则需要采用组合的方法建立二叉决

策树［８?９］．如同在单变量决策树中的多叉树和二叉树的区别一样，多叉树存在决策速度过快、树深度较低

的特点．在感知机的多分类准则中，如果训练的类别数目超过了两类，那么，训练出的多类别感知机虽然

可以将任意一个样本无歧义地划分到某一类，但是其决策过程采用的是选择计算出的函数值最大的一

类作为决策结果，意味着函数本身不再是样本空间划分的边界表示．本文在单个树节点上采用开放应用

架构（ｏｐ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ＡＡ）的思想，每次对犮个类别单独训练；然后，采用Ｇｉｎｉ指数筛选

最优结果，迭代此过程生成决策树．

１　口袋算法

设狑为“口袋”向量，α为狑的分类准确率，狊为狑对应的正确运行次数，狑为更新过程中的感

知机向量，α为狑的分类准确率，狊为狑 对应的正确运行次数，狀为训练集样本数目，犱犻 表示训练集第犻

个样本，狋为设定的对数据集的最大遍历轮数．口袋算法流程有如下６个步骤．

步骤１　初始“口袋”向量为空，初始化狊＝０，设定初始狑．

步骤２　对训练集随机重排．

步骤３　读取第犻个样本，犻＝１，２，…，狀．

步骤４　若狑正确划分犱犻，狊＝狊＋１；若狑错误划分犱犻且狊＜狊
，则按照感知机的更新规则更新狑；若

狑错误划分犱犻且狊＞狊
，验证当前狑对训练集的分类准确率α，并对比α和α．如果α＜α，狊设置为０，

按照感知机的更新规则更新狑；如果α＞α，将狊保存为狊，α保存为α，狑保存为狑，狊设置为０．然后，

按照感知机的更新规则更新狑．

步骤５　如果数据集未全部训练完毕，回到步骤３，开始下一个样本的训练．

步骤６　如果数据集全部样本训练完毕，且全样本均正确划分或达到了预设的狋轮训练，则算法止；

否则，回到步骤２，开始下一轮训练．

２　感知机多分类准则

２．１　多分类学习过程

基于感知机的多类线性判别函数是在训练过程中对犮个类别设定犮个判别函数．感知机多类别学

习过程如下：１）初始化向量狑犼，犼＝１，２，…，犮，设置犿＝０；２）考察某个样本狓犻∈犮犼，若对任意的狆（狆≠犼）

均存在狓Ｔ犻狑犼（犿）＞狓
Ｔ
犻狑狆（犿），说明分类正确，所有权向量不变；若存在某个类狆，使狓

Ｔ
犻狑犼（犿）≤狓

Ｔ
犻狑狆（犿），

则选择使得狓Ｔ犻狑狆（犿）．最大的类别狆按照下式进行权向量更新，即

狑犼（犿＋１）＝狑犼（犿）＋η狓犻，

狑狆（犿＋１）＝狑狆（犿）－η狓犻，

狑犾（犿＋１）＝狑犾（犿），　　犾≠犼，狆

烍

烌

烎．

（１）

　　将式（１）应用于口袋算法建立多叉树时，用以替换前述口袋算法中的感知机更新规则，从而实现利

用口袋算法建立多叉树的目标．

２．２　空间划分区别

实际训练出的多分类感知机并不表示真实的边界，因此，构建一个简单的三类别数据集用以说明情

况．在二维平面上构造３个类别的样本：第１类３５个样本随机分布在狓∈［０，１］，狔∈［０，１］区域内；第２

类３５个样本随机分布在狓∈［１．２，２．２］，狔∈［０，１］内；第３类３０个样本随机分布在狓∈［２．４，３．４］，狔∈

［０，１］区域内．可以看出，这是由１００个样本组成、完全线性可分的数据集，在运用口袋算法使用感知机

多分类准则进行训练时，训练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中：３条直线为学习所得的３个感知机向量，３条直

线对数据集的划分非常差，这３个函数对数据集的分类准确率在９８％～１００％之间波动．

采用的二叉树建树策略生成的决策树，如图２所示．其通过２个节点生成的２条直线将３类别数据

划分开，且学习所得的２条直线就表示了对空间的真实划分．这也说明采用感知机多分类准则学习到的

２２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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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别函数并不实际表示对空间区域划分的边界．

　　　图１　多分类感知机 图２　二分类感知机树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　　　　　　　　　　　Ｆｉｇ．２　Ｂｉｎａｒ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ｔｒｅｅ

对于多分类感知机来说，这种空间边界是可求得的．以三类别的感知机为例，设训练完成的３个函

数分别为狑１，狑２，狑３，若某一样本被划分至第犼类，则意味着对任意狆（狆≠犼）均有狓
Ｔ
犻狑犼（犿）＞狓

Ｔ
犻狑狆（犿）．

由此可以计算出在三分类情况下的分类边界为

（狑１－狑２）狓
Ｔ
＝０，　　（狑２－狑３）狓

Ｔ
＝０，　　（狑３－狑１）狓

Ｔ
＝０． （２）

　　记式（２）的３个函数分别为犪，犫，犮式．归属第一类时，犪式＞０，犮式＜０；第二类要求犪式＜０，犫式＞

０；第三类要求犫式＜０，犮式＞０．也就是说，三分类情况是由这样推算出的其中２个超平面共同限制的区

域构成，这种划分会覆盖全样本空间，当然这样的分类超平面作出的分类边界不是无限延伸的，如图３

图３　多分类边界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

ｃｌａ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所示．由于狑和狓均为增广向量形式，若式（２）中任意两式表示的是平行向量，

则实际为同一分类超平面．因此，这３个分类超平面在大于等于二维的样本空

间中必然存在可求解．同理，犮个类别的数据在大于等于（犮－１）维的样本空间也

会存在解．这样的可求解意味着感知机多分类划分出的多个子空间存在一个或

一组共同的边界点，如果在二维平面上表示，就会呈现出图３形状的星形划分；

而对于用多个二分类取代多分类的边界划分没有此类限制．

另一方面，决策树在迭代生成的过程中，其子节点的训练集样本数量和类

别都会逐渐减少；而当多分类准则应用在决策树的每个节点上时，若数据集有犮

个类，则要求树的每个非叶节点都必须划分出犮个区域；如果子节点的训练集中出现了孤立点和噪声

点，那么，它们依然会被划分出对应的区域，这在应用口袋算法生成的决策树中会影响分类性能．

３　基于口袋算法的二叉树建树策略

３．１　犗犃犃准则

若数据集有犮个类，记为犮＝｛犮１，犮２，…，犮犽｝．ＯＡＡ策略就是生成犼个分类函数｛犳１，犳２，…，犳犽｝，每一

个犳对应一个分类器，而每一个分类器的生成过程都是将某一类犮犼 和其余（犮－犮犼）类相区分．在生成完

所有的犳后，留下最优的一个犳作为被选择的分类函数
［１０］．

３．２　犌犻狀犻指数

假设集合犇有犓 个类，样本点属于第犽类的概率为狆犽，则概率分布的基尼指数定义为

Ｇｉｎｉ（狆）＝∑
犓

犽＝１

狆犽（１－狆犽）＝１－∑
犓

犽＝１

狆
２
犽． （３）

　　Ｒａｉｌｅａｎｕ等
［１１］证明了采用何种损失函数在决策树的构建过程中影响较小；潘大胜等［１２］对熵的计算

过程加权以提升准确率．为了体现多叉树和二叉树的区别，后续实验统一采用Ｇｉｎｉ指数作为每个节点

上选择分类器的损失函数．

３．３　决策树生成步骤

采用口袋算法构建二叉决策树，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一是对原始数据的顺序进行随机重排，以

减少顺序对结果及口袋算法最长正确运行次数的影响；二是将原始数据进行高斯归一化，记犳犻，犼为当前

３２１第１期　　　　　　　　　　　　王子癑，等：采用口袋算法构造的多类别决策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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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集上第犻个样本的第犼个特征的值，则高斯归一化公式为

犳^犻，犼 ＝
犳犻，犼－犈（犳犼）

犇（犳犼）
． （４）

式（４）中：^犳犻，犼为对原始数据归一化后的值；犈（犳犼）为第犼个特征下所有值的均值；犇（犳犼）为第犼个特征下

所有值的方差．

对于非数值型数据，需要先将原始数据进行编号，编为１～狀的一组数字；然后，再进行高斯归一化，

归一化后可以消除量纲间的差别．

从根节点开始，生成二叉决策树的算法流程有如下４个步骤．

步骤１　设当前结点训练集为犇，若训练集具有犮个类别，则基于ＯＡＡ准则，将输入数据集复制为

犮组数据，每组数据具有２个类别，分别为第犮犼类和非第犮犼类数据．

步骤２　利用口袋算法在步骤１上的犮组数据上分别训练犮个感知机向量，每一个感知机向量的训

练在达到设定的最大遍历次数后停止；然后，计算每个感知机分类结果的Ｇｉｎｉ指数，选择Ｇｉｎｉ指数最小

的那个感知机作为当前节点的分类器．

步骤３　按照选择出的感知机分类器将犇中数据划分到２个子节点中．

步骤４　对两个子节点递归地调用步骤１，２，３，直至满足预剪枝条件．

在步骤１中，２个子节点上的Ｇｉｎｉ指数仍然按照多类别计算，即Ｇｉｎｉ（犇１）和Ｇｉｎｉ（犇２）中有多个类

别的概率，计算式为

Ｇｉｎｉ（犇犻）＝∑
犮

犽＝１

狆犽（１－狆犽）＝１－∑
犮

犽＝１

狆
２
犽，　　犻＝１，２， （５）

Ｇｉｎｉ＝
狘犇１狘

狘犇狘
Ｇｉｎｉ（犇１）＋

狘犇２狘

狘犇狘
Ｇｉｎｉ（犇２）． （６）

　　也就是说，２个子集上Ｇｉｎｉ的计算仍然是按照数据的原始类别计算．假设当前节点选择第犮犼 类生

成的感知机作为分类器，将犇分为２个子集，那么，在子集上计算Ｇｉｎｉ时，其余（犮－犮犼）类的数据依然按

照原有类别计算各自的狆犽．这样是为了保证在生成树过程中，当某几类样本都可以被从犇 中完全分离

时，这些类别对应的分类器所计算出的Ｇｉｎｉ指数不会相同，从而依然能够选择出唯一最优的划分．

使用口袋算法构造二叉树，同时构造多叉树作为对比．为了保证可比性，二者采用相同的数据预处

理．在单个结点上的训练过程中，将口袋算法流程中的感知机更新规则替换为感知机多分类准则．生成

多叉树的流程如下：１）设当前结点训练集为犇，应用感知机多分类准则替换后的口袋算法训练得到犮

个感知机向量；２）将犇中数据送入第一步生成的犮个感知机向量中，以值最大的向量作为该样本对应

的类别进行多叉树划分；３）对多个子节点递归地调用流程１），２），直至满足预剪枝条件．

４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二叉建树与多叉建树算法的有效性并对比其性能上的区别，采用８个ＵＣＩ数据集进行对

比实验，增加了经典决策树ＣＡＲＴ
［１３?１５］和Ｃ４．５

［１６］的实验结果作为经典轴平行决策树进行对比．硬件平

表１　数据集信息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 狀 犮 犽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６２５ ３ ４

Ｂｒｅａｓｔ ６８３ ２ ９

Ｇｌａｓｓ ２１４ ７ ９

Ｉｒｉｓ １５０ ３ ４

Ｓｐａｍｂａｓｅ ４６０１ ２ ５７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２１００ ７ １９

Ｓｅｎｓｏｒ ５４５６ ４ ２

Ｗｉｎｅ １５９９ ６ １１

台采用ｉ７?６７００ＨＱＣＰＵ，１２８Ｇ的硬盘，８ＧＳＳＤ内存，实验

中不涉及 ＧＰＵ 的加速运算；软件平台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４ａ．

采用十折交叉验证，分类准确率取３０次十折交叉验证

结果的平均值，算法花费时间取３０次十折交叉验证结果的

平均值．数据集详细信息，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狀是样本总

数；犮是样本类别；犽是特征数目．表１中的数据均为去除含

有缺失项的样本之后统计得到，残缺样本不做任何处理，后

续实验部分也不将残缺样本计算在内．

４．１　参数设置

所有数据集均采用相同的参数设置．在所提采用口袋算法构造的针对多类别数据的二叉树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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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设置的参数为剪枝策略，每个节点上应用口袋算法时的最大遍历轮数和口袋算法的步长．

剪枝条件用以控制树的增长［１７?１８］，采取决策树中常见的预剪枝策略［１９］，剪枝策略如下：１）某一结

点上，若占比最大的类别的样本数目比例超过９０％，则此结点不再生成子节点；２）当某一结点上样本数

目低于总体训练集的５％时，不再生成子节点；３）生成的子节点中，主要类别若与父节点的主要类别相

同且主要类样本占比提升小于２．５％，则删除此子节点，用父节点输出分类结果．实验中的多叉树、二叉

树及作为对比的经典单变量决策树ＣＡＲＴ和Ｃ４．５均采用此剪枝策略．

口袋算法中，数据集遍历的阈值设置越大，理论上找到的划分就越接近最优解．文中设置的阈值为

４０，当训练集遍历轮数达到此值时，算法终止．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分类准确率方差普遍较小，可以

认为算法已达到稳定．

由于感知机向量对样本的划分可以看作是将原本狀维的特征空间映射至一维数轴上，然后按照阈

值进行区分．口袋算法的步长设置是在犮个类别中计算各个类别样本的均值中心点，然后计算这些中心

点两两之间的距离，选择最小的距离并除以１００作为学习的固定步长．这样设置是为了在两类之间通过

感知机学习过程找出一个合适的阈值位置．记最终步长为ＳＴＥＰ，则步长的计算式为

ＳＴＥＰ＝ｍａｘ
∑

狀
犼

犻＝１

犱犼，犻

狀犼
－
∑

狀犽

犻＝１

犱犽，犻

狀

烄

烆

烌

烎犽

／１００，　　犼＝１，２，…，犮；　犽＝１，２，…，犮． （７）

式（７）中：犼和犽表示类别号；狀犼和狀犽 表示数据集中第犼类和第犽类的样本数目；犱犼，犻和犱犽，犻分别表示对应

类别下的样本，且这些样本均为经过数据预处理后的样本向量．

４．２　实验分析

对比二叉树、多叉树及两种经典决策树算法在８个数据集上的分类性能，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中：

二叉树指的是基于口袋算法和Ｇｉｎｉ指数选择的二叉树模型；多叉树为基于口袋算法和经典感知机多分

类准则的多叉树模型；表示０．９９置信度显著性检验．Ｂｒｅａｓｔ和Ｓｐａｍｂａｓｅ是二分类数据集，所以在

这两个数据集上构建的二叉树和多叉树是完全相同的．二者的唯一差别在于二叉树算法对各类别的感

知机向量是独立训练而后选取最优，而多叉树在这两个训练集上训练出的是正负号相反而权重值相同

的２个感知机向量．由于二叉树在训练多次的判别中选取最优划分，而多叉树在二分类数据集上训练出

的实际是一个判别式，所以二叉树存在微小的准确率优势．由表２可知：在Ｂｒｅａｓｔ数据集上，二者准确

率差距为０．１％；而在Ｓｐａｍｂａｓｅ数据集上，差距为０．３６％．

表２　二叉树和多叉树的性能对比表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ｂｉｎａｒｙｔｒｅ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ｋｔｒｅｅ

数据集

多叉树

平均准
确率／％

准确率
范围／％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二叉树

平均准
确率／％

准确率
范围／％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准确率／％

ＣＡＲＴ Ｃ４．５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８９．３４ ８７．３６～９０．５６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９２ ９１．０６ ９０．０８～９２．３２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９ ７２．００ ７２．３２

Ｂｒｅａｓｔ ９６．８２ ９６．３３～９７．３６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１ ９６．７２ ９６．１９～９７．３６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９ ９２．０８ ９２．８２

Ｇｌａｓｓ ６４．５８ ５８．４１～７０．５６０．０２９０ ０．０４４９ ６５．０９ ６０．７５～６８．６９０．０１９１ ０．０２９３ ７０．５６ ６６．８２

Ｉｒｉｓ ９６．０４ ９４．００～９８．００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００ ９５．７８ ９４．００～９７．３３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９ ９２．６７ ９３．３３

Ｓｐａｍｂａｓｅ ９１．６８ ９１．１５～９２．１３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８ ９２．０４ ９１．４４～９２．７０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０ ８９．０２ ８７．１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９４．３２ ９３．６７～９５．２４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５ ９５．１７ ９４．４３～９５．５７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４ ９１．４８ ９２．８６

Ｓｅｎｓｏｒ ９８．１０ ９７．７６～９８．４４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８ ９９．９１ ９９．７６～９９．９８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Ｗｉｎｅ ５７．４２ ５６．１６～５８．６６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１５ ５８．５２ ５６．１６～６０．２９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５４ ５３．５３ ５１．５３

　　在剩余的６个多类别数据集中，Ｉｒｉｓ数据集上二叉树的平均准确率比多叉树低了０．２６％，其余５个

数据集二叉树的准确率较多叉树分别提升了１．７２％，０．５１％，０．８５％，１．８１％，１．１０％，这些提升均高于

前面在二分类数据集上两种树结构的准确率差距．采用Ｔ检验法对这６个数据集进行单侧显著性检

验，查表后认为：Ｇｌａｓｓ，Ｉｒｉｓ，Ｗｉｎｅ数据集中，二叉树和多叉树分类效果没有显著差异；在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ｅｎｓｏｒ数据集中，二叉树的分类效果显著优于多叉树；在准确率最低的 Ｗｉｎｅ数据集中，原始数据

内部类别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生成的决策树往往不能区分样本数量少的类别，由此带来准确率低下的

５２１第１期　　　　　　　　　　　　王子癑，等：采用口袋算法构造的多类别决策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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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和经典决策树算法的对比时，有６个数据集在不同程度上优于ＣＡＲＴ和Ｃ４．５，可以认为是多变

量决策树相对于轴平行决策树的固有优势．对于复杂的分类边界，轴平行决策树只能用直角折线取代斜

线．在Ｓｅｎｓｏｒ数据集中，由ＣＡＲＴ和Ｃ４．５的结果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线性可分的数据集．查看原始数

据并对比ＣＡＲＴ和Ｃ４．５的决策树结果后发现，此数据集在边界上存在个别距离极近的点，实验中设置

的感知机步长相对边界点间的距离较大，导致口袋算法建立的决策树无法学习最优的边界，而多叉树在

性能上更落后一些．在Ｇｌａｓｓ数据集上，无论二叉树还是多叉树都明显劣于经典决策树，这是因为Ｇｌａｓｓ

数据集中平均每一类数据的数据量仅为３０，因此，难以训练出可靠稳定的结果．

时间复杂度上，ＣＡＲＴ和Ｃ４．５为精确线性搜索，会对每个特征的每个可能值进行分割并统计准确

率，以找到最优，可以近似认为其在搜索过程中和样本的比对次数为犽×狀２．口袋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

要与遍历轮数的阈值有关，在运行中，若数据集可达到的准确率较高，则触发口袋向量检验更新的次数

就越少，再加上口袋算法是多变量的，所以在运行中感知机向量与样本的比对次数与特征数犽无关．

表３　各数据集上的运行时间

Ｔａｂ．３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ｅａ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 ｓ　

数据集 狋（二叉树） 狋（多叉树） 狋（ＣＡＲＴ） 狋（Ｃ４．５）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０２３２ ０．８５１０ ０．１３２８ ０．１５７８

Ｂｒｅａｓｔ ０．２８５２ ０．８３５８ ０．１０４７ ０．１０７８

Ｇｌａｓｓ ０．９８４２ ０．９１９６ １．２７３４ １．２５７８

Ｉｒｉｓ ０．１１８１ ０．１４０５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４０６

Ｓｐａｍｂａｓｅ ２．７５５１ ５．６８２１ ３３２．９８００ ２３５．２８９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７．７８９５ ４．２２５２ １５７．８４００ １４３．００９４

Ｓｅｎｓｏｒ ９．２５１６ ６．４７１８ ３１．４９１０ ３４．１１７２

Ｗｉｎｅ ７．７６０２ ８．９７１０ １０．８５８０ ７．１９５３

各模型在各数据集上的运行时间

（狋），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二叉树与

多叉树由于基本理论近似，所以时间的

量级相同．由于经典单变量决策树算法

在边界搜索中是遍历式的精确搜索，但

是对全数据集仅遍历一次，所以当数据

集样本数和特征数均较小时，运算速度

比口袋算法建立的决策树要快一些．而

当数据的特征与样本数较大时，花费时

间会随之增长，且增长速度比口袋算法

的决策树快，可以认为，在速度上口袋算法构造的多变量决策树具有速度优势．

５　结论

建立多变量决策树的方法有很多，选择口袋算法建树的原因是相比于其他多变量决策树，口袋算法

理论和计算式都较为简单、易于理解．早期文献虽然尝试采用口袋算法建立决策树，但是仅按照原算法

应用于二分类的数据集中［２０］．基于口袋算法构造的二叉树和多叉树在分类准确率和运算时间上，均优

于传统的轴平行决策树，而二叉树在分类准确率上，又能小幅优于多叉树．在对数据的解释性上，传统的

轴平行决策树在单个节点用单一变量划分空间划分的解释性最强，多变量二叉树用分类超平面划分可

以直接表示样本空间的划分边界，解释性比传统决策树弱，而多变量多叉树决策向量不代表空间边界，

因此，在空间划分的解释性上要劣于前二者．

适用性上，当数据集为线性可分数据时，基于口袋算法的二叉树和多叉树均未能达到１００％的准确

率．因此，在实际使用中，若分类结果接近１００％，应当考虑数据集线性可分的可能性．而当训练集中类

别较多、每类样本较少时，如果测定的结果方差较大，应当考虑是否能够学习得到最优的决策树．数据预

处理中，对于类别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采用对小样本进行样本扩充以近似类别平衡，也可以采用一些聚

类算法约简大类别样本的数据量，这些可以根据具体问题采取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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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第１期　　　　　　　　　　　　王子癑，等：采用口袋算法构造的多类别决策树模型



　第４０卷　第１期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９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ｎ．２０１９　

　　犇犗犐：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２０３８　

　　　平衡搜索的改进人工蜂群算法

刘晓芳１，２，柳培忠１，２，骆炎民３，范宇凌１

（１．华侨大学 工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２．华侨大学 工业智能化技术与系统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３．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针对人工蜂群（ＡＢＣ）算法局部搜索能力弱的问题，提出一种平衡搜索的人工蜂群算法（ＢＳＡＢＣ）．首

先，采用一种基于对数函数的的适应度评价方式，用于减小选择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其次，

受微分进化算法的启发，提出一种新的搜索策略，通过当前最优个体指导进化方向，使候选解的产生倾向于当

前最优解，同时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对６个经典测试函数进行仿真实验，并与经典的改进人工蜂群算法对比测

试，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在收敛速度和收敛精度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关键词：　人工蜂群算法；局部搜索；群智能算法；适应度评价；搜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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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ｏ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ｕｍ．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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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ＡＢ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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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智能算法相比，人工蜂群算法
［１２］最大的优点在于开采和开发同时进行，增加了寻找到最优

解的概率．但仍然存在收敛速度慢，易陷入局部最优，开采和开发能力不平衡等问题．Ｚｈｕ等
［３］受粒子群

算法（ＰＳＯ）的启发，提出一种改进算法（ｇｂｅｓｔｇｕｉｄｅＡＢＣ，ＧＡＢＣ），在搜索策略中引入全局最优用于加

快收敛速度，并采用经典测试函数证明了改进策略的有效性．Ｂａｎｈａｒｎｓａｋｕｎ等
［４］针对人工蜂群算法采

用至今最优选择个体引导进化方向，使候选解向至今最优选择个体靠拢，并采用自适应调整搜索范围的

方法，避免陷入局部最优．高卫峰等
［５］充分利用和平衡不同搜索方程的探索和开发能力，提出一种改进

的人工蜂群算法（ＩＡＢＣ），实验结果表明，该改进算法具有良好的处理复杂数值优化问题的性能．宁爱平

等［６］利用随机过程理论，对人工蜂群算法收敛性进行理论分析．Ｌｉ等
［７］提出一种离散人工蜂群算法

（ＤＡＢＣ），该算法提出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采用两个离散向量和禁忌搜索策略生成新的候选解，并用

于解决多目标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Ｋｉｒａｎ等
［８］为了有效地解决不同特性的优化问题，提出一种整合

５个搜索策略，并采用计数器控制更新的解决方案．目前，人工蜂群算法的改进版本各式各样，并有一定

的性能提升，但仍存在收敛速度慢、局部搜索能力弱的缺点．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收敛速度更

快、局部搜索能力更强的人工蜂群算法．

１　基本的人工蜂群算法

人工蜂群算法是模拟蜜蜂群体搜索优良蜜源的优化算法，把蜜蜂种群分为雇佣蜂、观察蜂和侦察蜂

３种类型，分工合作，以找到满意的蜜源
［２］．该算法随机生成初始食物源（初始解），其公式为

狓犼犻 ＝狓
犼
ｍｉｎ＋ｒａｎｄ（０，１）（狓犼ｍａｘ－狓犼ｍｉｎ）． （１）

式（１）中：犻＝１，２，…，ＳＮ，ＳＮ为食物源（解）的个数；犼＝１，２，…，犇，犇为解的维数；狓犼ｍｉｎ和狓犼ｍａｘ分别为解的

下界和上界．

雇佣蜂在初始解附近邻域搜索，寻找优良蜜源的位置，其更新策略为

狏犼犻 ＝狓
犼
犻＋φ

犼
犻（狓犼犻－狓犼犽）． （２）

式（２）中：狓犼犻 为第犻个食物源的第犼维；φ
犼
犻 为［－１，１］范围内的随机数，犻∈［１，ＳＮ］，犼∈［１，犇］；犽为随机

选择的整数，犽∈［１，ＳＮ］且犽≠犻．采用贪婪选择机制根据适应度值选择的候选解犞犻和当前解犡犻．

对于最小化问题，适应度值的计算公式为

ｆｉｔ犻 ＝
１／（１＋犳犻），

１＋狘犳犻狘
｛ ，

　　
犳犻≥０，

犳犻≤０．
（３）

式（３）中：犳犻为犞犻对应的函数值，犳犻越小，则ｆｉｔ犻越大．

２　改进的人工蜂群算法

２．１　基于对数的适应度评价方式

在原始人工蜂群算法中，观察蜂通过概率选择优秀个体跟随，然后，进行深度搜索．概率大小与雇佣

蜂携带蜜源的质量密切相关，适应度值大小反映蜜源质量，适应度值越大，蜜源质量越好，被选择的概率

就越大．但是，式（３）中，当种群中解的精度差异较大，而概率值却相同，体现不出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

概率选择更新可行解的作用消失，易使种群“早熟”，出现停滞现象［９］．

针对该问题，引入基于对数的适应度评价方式，增大差异，对解相似但不同的个体加以区分，使优秀

个体有更大几率被跟随开采［１０］．则适应度评价方式为

ｆｉｔｎｅｓｓ犻 ＝
０．１

０．１＋１／狘ｌｇ犳犻狘
，　　０≤犳犻≤１０

－ε． （４）

式（４）中：ε由计算机的计算精度决定．此处，ε取８．

２．２　基于增强开采能力策略

搜索能力的平衡是影响优化结果的因素之一．由原始人工蜂群算法的搜索方程（２）可以看出：随机

系数φ
犼
犻，随机参数犼，犽对算法的开发能力有利，而不利于开采能力．因此，需引入一种增强开采能力的策

略平衡搜索能力．受微分进化算法
［８，１１］的启发，引入一种新的搜索策略，即

９２１第１期　　　　　　　　　　　　　　刘晓芳，等：平衡搜索的改进人工蜂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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狏犼犻 ＝狓
犼
ｂｅｓｔ＋φ

犼
犻（狓犼犻－狓犼狉）． （５）

式（５）中：狓犼ｂｅｓｔ为当前种群中最优个体的第犼维；φ
犼
犻 为［－１，１］内的随机数；狓犼狉 为第狉个蜜蜂的第犼维，狉

为｛１，２，…，ＳＮ｝内的随机整数，且狉≠１．

３　算法性能分析

３．１　测试函数

采用Ｅｌｌｉｐｉｔｉｃ函数（Ｆ０１），Ｓｐｈｅｒｅ函数（Ｆ０２），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函数（Ｆ０３），Ａｃｋｌｅｙ函数（Ｆ０４），Ｇｒｉｅ

ｗａｎｋｓ函数（Ｆ０５）和Ａｌｐｉｎｅ函数（Ｆ０６）等６个基准测试函数进行实验，测试改进人工蜂群（ＢＳＡＢＣ）算

法的性能．其中：Ｆ０１～Ｆ０２为单峰函数；Ｆ０３～Ｆ０６为多峰函数；理论最优值均为０．Ｓｐｈｅｒｅ函数和Ｅｌｌｉ

ｐｉｔｉｃ函数的搜索范围均为［－１００，１００］
犇，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函数、Ａｃｋｌｅｙ函数、Ｇｒｉｅｗａｎｋｓ函数和Ａｌｐｉｎｅ函

数的搜索范围分别为［－０．５，０．５］犇，［－３２．７６８，３２．７６８］犇，［－６００，６００］犇，［－１０，１０］犇．测试函数详细

介绍参考文献［１２］．部分测试函数的三维曲线图，如图１所示．

　　（ａ）Ｓｐｈｅｒｅ函数　　　　　　　　　　　　　　　　（ｂ）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函数

图１　部分测试函数曲线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ｅ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３．２　实验分析

将所提ＢＳＡＢＣ算法与 ＡＢＣ算法
［２］和 ＧＡＢＣ算法

［３］进行比较．设置参数如下：ＳＮ＝４０，ｌｉｍｉｔ＝

１００，ＭＣＮ＝１０００．将测试函数分别采用这３个算法在相同的实验背景下运行，且每个测试函数独立运

行１０次以避免偶然性，并记录最优值、最差值、中值、平均值和方差．犇＝３０的测试函数实验结果，如表

１所示．表１中：加粗字体表示３种算法中性能最优．由表１可知：在６个测试函数中，ＢＳＡＢＣ算法的解

的精度最高，而且在解的稳定性方面性能最好．特别地，由于开采能力的增强以基于对数的适应值函数

减小选择压力，对测试函数 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和Ｇｒｉｅｗａｎｋｓ性能最好．

表１　测试函数的收敛实验结果（犇＝３０）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犇＝３０）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中值 平均值 方差

ＡＢＣ ６．９２６６６×１０－４ １．１３２４９×１０－２ ４．１７３０８×１０－３ ４．８８９０３×１０－３ ４．１９５１８×１０－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ＧＡＢＣ ２．００３５３×１０－１０ ７．２１１４９×１０－１０ ２．６１７１７×１０－１０ ３．５３２４６×１０－１０ ２．１５２０８×１０－１０

ＢＳＡＢＣ ５．１９５３３×１０－１６ ７．１３００２×１０－１６ ５．５１０２３×１０－１６ ５．７１４８８×１０－１６ ８．０６０４２×１０－１７

ＡＢＣ ２．２１９７６×１０－１０ ２．０３０９８×１０－９ ５．１３０２９×１０－１０ ７．９８３２８×１０－１０ ７．１６８６４×１０－１０

Ｓｐｈｅｒｅ ＧＡＢＣ ９．３７６２３×１０－１６ ２．７４８０１×１０－１５ ２．０９３６１×１０－１５ １．９２９２２×１０－１５ ６．９３１０２×１０－１６

ＢＳＡＢＣ ５．１７１３４×１０－１６ ７．５９０２８×１０－１６ ６．６６９９２×１０－１６ ６．４３０３１×１０－１６ １．０７８９７×１０－１６

ＡＢＣ ７．４３１６４×１０－４ ９．０３７６１×１０－４ ７．９５３４０×１０－４ ８．２０６６５×１０－４ ６．５０９５９×１０－５

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 ＧＡＢＣ １．２１０６９×１０－５ ３．６３４４４×１０－５ １．７２０７４×１０－５ １．９５３７２×１０－５ ９．６４６９０×１０－６

ＢＳＡＢＣ １．３４２９３×１０－１２ １．０１３２３×１０－１１ ７．７５９１３×１０－１２ ６．８２５４７×１０－１２ ３．３０５６０×１０－１２

ＡＢＣ ２．５１２４５×１０－５ ６．３０９５８×１０－５ ３．２９７００×１０－５ ４．２０９２８×１０－５ １．７６９０１×１０－５

Ａｃｋｌｅｙ ＧＡＢＣ ４．４３６７４×１０－８ １．０９９１０×１０－７ ７．４７０６７×１０－８ ７．３０７５１×１０－８ ２．６９６４１×１０－８

ＢＳＡＢＣ １．４１１８５×１０－１１ ５．５２１９８×１０－１１ ２．８５１７６×１０－１１ ３．２０３３４×１０－１１ １．６４４４０×１０－１１

０３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续表

Ｃｏｎｉｔｕｎｅｔａｂｌｅ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中值 平均值 方差

ＡＢＣ ４．９５９１３×１０－９ ８．８２４７５×１０－７ １．９１９７５×１０－７ ２．７１２９８×１０－７ ３．６０８９３×１０－７

Ｇｒｉｅｗａｎｋｓ ＧＡＢＣ １．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１ ５．２８２８０×１０－６ ８．８３１０２×１０－１０ １．０６４７３×１０－６ ２．３５８０３×１０－６

ＢＳＡＢＣ ０ ３．１７３３１×１０－１０ ２．８８４９１×１０－１２ ６．５２０３１×１０－１１ １．４０９６５×１０－１０

ＡＢＣ ３．１７４８４×１０－４ ３．８８０３１×１０－３ ７．９７６６０×１０－４ １．７０３１９×１０－３ １．５６４９３×１０－３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ＡＢＣ ４．０２３６４×１０－５ １．７５９９０×１０－４ ９．３３０７１×１０－５ ９．５９１６２×１０－５ ５．６４９８８×１０－５

ＢＳＡＢＣ １．０２２６７×１０－１２ ４．７２１２２×１０－１２ ２．００７４１×１０－１２ ２．４０９７１×１０－１２ １．４８６２５×１０－１２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算法的寻优过程，给出测试函数（犇＝３０）的收敛曲线，如图２所示．图２中：珋犲为

平均误差值；犖 为迭代次数．

　　（ａ）Ｅｌｌｉｐｔｉｃ函数　　　　　　　　　　　　　　　　　（ｂ）Ｓｐｈｅｒｅ函数

　　（ｃ）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函数　　　　　　　　　　　　　　　（ｄ）Ａｃｋｌｅｙ函数

　　（ｅ）Ｇｒｉｅｗａｎｋｓ函数　　　　　　　　　　　　　　　（ｆ）Ａｌｐｉｎｅ函数

图２　测试函数的收敛曲线（犇＝３０）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ｅ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犇＝３０）

由图２可知：对于Ｅｌｌｉｐｔｉｃ函数，ＢＳＡＢＣ算法在收敛精度和收敛速度方面均性能最优；对于Ｓｐｈｅｒｅ

１３１第１期　　　　　　　　　　　　　　刘晓芳，等：平衡搜索的改进人工蜂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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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ＢＳＡＢＣ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但是搜索后期ＢＳＡＢＣ算法陷入停滞状态；对于 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函数

和Ｇｒｉｅｗａｎｋｓ函数，ＢＳＡＢＣ算法不仅有较高收敛精度，而且有较快的收敛速度；对于 Ａｃｋｌｅｙ函数，

ＢＳＡＢＣ算法的收敛曲线几乎呈线性下降，这表明ＢＳＡＢＣ能够跳出局部最优，防止早熟；对于Ａｌｐｉｎｅ函

数，虽然ＢＳＡＢＣ算法在进化前期收敛速度比ＡＢＣ算法和ＧＡＢＣ算法慢，但进化后期收敛速度明显快

于另外两种算法快陷入局部最优．

综上所述，无论对于单峰函数，还是多峰函数，ＢＳＡＢＣ算法都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４　结束语

针对基本ＡＢＣ算法局部搜索能力弱的问题
［１３１４］及类似算法的研究［１５］，提出一种平衡搜索能力的

人工蜂群算法．通过６个测试函数的仿真实验表明，所提算法可以提高优化解的精度和速度．但该算法

也存在不足，对于复杂优化问题，效果不是很好．因此，如何使算法能够解决复杂问题，是下一步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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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

翁智峰，姚泽丰，赖淑琴

（华侨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要：　利用重心插值配点法（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和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构造包含时间、空间变量的

近似函数，给定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点族；将重心插值配点法代入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及定解条件，得到离散方程组，并采

用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格式求解方程组．数值算例表明：文中的配点法具有较高精度；利用２种配点法的能量函数满

足能量递减规律．

关键词：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重心插值配点法；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点族；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格式；能量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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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为描述晶体中反相位边界运动，Ａｌｌｅｎ和Ｃａｈｎ引入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广

泛运用于处理诸如图像分析［１］、平均曲率?流量
［２］、晶体生长［３］等问题，也用于描述生物种群的竞争与排

斥现象［４］、河床的迁移过程［５］等许多扩散现象．研究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数值解方法有很多，如有限差

分［６?７］、有限元［８?９］、谱方法［１０?１１］等．Ｚｈａｉ等
［７］利用紧致差分交替方向隐式（ＡＤＩ）方法求解高维 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方程．Ｆｅｎｇ等
［８］给出内罚间断有限元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理论分析．Ｆｅｎｇ等

［１０］利用犘?自

适应谱亏量校正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文献［１１?１４］采用算子分裂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这些方

法都是基于网格剖分方法求解．重心插值配点法是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插值节点，如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点族，

以得到较高的数值精度及稳定性．庄清渠等
［１５］采用Ｂｉｒｋｈｏｆｆ配点法求解四阶常微分方程．李淑萍等

［１６］

提出可以同时在空间域和时间域采用重心插值配点法计算，在很大程度上，扩展该方法的研究领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通信作者：　翁智峰（１９８５?），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数值解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ｆｗｍａｔｈ＠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７０１１９７）；华侨大学中青年教师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项目（ＺＱＮ?

ＹＸ５０２）



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犱狓犫．犺狇狌．犲犱狌．犮狀

在利用重心插值配点法对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进行数值计算时，可以采用直接线性化迭代格式或Ｎｅｗｔｏｎ

线性化迭代格式进行求解．一般来说，Ｎｅｗｔｏｎ线性化迭代格式的收敛速度要比直接迭代线性化迭代格

式快，在一些直接线性化迭代法不收敛的非线性问题上，线性化迭代格式是收敛的．因此，本文采用一种

高精度无网格方法?重心插值配点法对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进行数值求解．

１　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的数值解

１．１　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

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是一类非齐次半线性泊松方程．设基本能量泛函为犈（狌），它是由狌离开物相的惩

罚项犉（狌）和扩散项Δ狌决定，则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可表示为

犈（狌）＝∫
犪

犫

［１

ε
２犉（狌）＋

１

２
狘狌

２
狘］． （１）

　　图１　犉（狌）＝
１

４
（狌２－１）２ 的图像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ｏｆ犉（狌）＝
１

４
（狌２－１）２

式（１）中：犉（狌）＝
１

４
（狌２－１）２ 关于狌求导，得犉′（狌）＝狌（狌２－１）．

犉（狌）的图像，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狌＝±１为图像的稳定

点，也是极小值点．

通过对式（１）进行变分和Ｔａｙｌｏｒ展开，可得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

程，即

狌狋＋
１

ε
２狌（狌

２
－１）－Δ狌＝０，　　狋∈ ［０，犜］，

狌（犪，狋）＝１，　　狌（犫，狋）＝－１，　　狋∈ ［０，犜］，

狌０（狓）＝狌（狓，０），　　狓∈ ［犪，犫］

烍

烌

烎．

（２）

１．２　犔犪狀犵狉犪狀犵犲插值

设有狀＋１个不同的插值节点狓犼（犼＝１，２，…，狀），以及其相

对应的一组实数犳犼．若多项式插值狆（狓）满足狆（狓犼）＝犳犼，犼＝１，

２，…，狀，则多项式插值可以写成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公式，即

狆（狓）＝∑
狀

犼＝１

犔犼（狓）犳犼，　　犔犼（狓）＝
∏
狀

犽＝１，犽≠犼

（狓－狓犽）

∏
狀

犽＝１，犽≠犼

（狓犼－狓犽）

，　　犼＝１，２，…，狀． （３）

式（３）中：犔犼（狓）为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基函数，犔犼（狓犽）＝δ犼，犽＝
１，　　犼＝犽，

０，　　犼≠犽｛ ．

１．３　重心犔犪狀犵狉犪狀犵犲插值

令犾（狓）＝（狓－狓１）（狓－狓２）…（狓－狓狀），定义重心权ω犼 ＝
１

∏
犼≠犽

（狓犼－狓犽）
，犼＝１，２，…，狀，则插值基函

数可以表示为

犔犼（狓）＝
犾（狓）ω犼
狓－狓犼

，　　犽＝１，２，…，狀． （４）

　　将式（４）代入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式（３），得到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

狆（狓）＝犾（狓）∑
狀

犼＝１

ω犼
狓－狓犼

犳犼． （５）

　　将式（５）插值常数１，可得恒等式为

１＝∑
狀

犼＝１

犔犼（狓）＝犾（狓）∑
狀

犼＝１

ω犼
狓－狓犼

． （６）

　　依据式（５），（６），重心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公式为

４３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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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狓）＝
∑
狀

犼＝１

ω犼
狓－狓犼

犳犼

∑
狀

犼＝１

ω犼
狓－狓犼

． （７）

　　重心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是向前稳定的，但在数值分析中，常用等距插值节点，其插值是病态的．通过选

用一些特殊的插值节点分布，重心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公式具有非常好的数值稳定性．

采用第２类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点族，节点狓犼＝ｃｏｓ（
犼
狀
π），犼＝０，１，…，狀，其重心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的插值权为

ω犼＝（－１）
犼δ犼，δ犼＝

１

２
，　犼＝０或狀，

１，　　其他
烅

烄

烆 ．

１．４　重心有理插值

给定插值节点狓犼，犻＝０，１，…，狀，以及其对应的函数值犳犻，选择一个整数犱满足０≤犱≤狀，对于每一

个犻＝０，１，…，狀－犱，令狆犻为插值犱＋１个点对（狓犻，犳犻），（狓犻＋１，犳犻＋１），…，（狓犻＋犱，犳犻＋犱）的多项式，其次数至

多为犱个，则

狉（狓）＝
∑
狀－犱

犻＝０

λ犻（狓）狆犻（狓）

∑
狀－犱

犻＝０

λ犻（狓）

． （８）

式（８）中：λ犻（狓）＝（－１）
犻／（（狓－狓犻）…（狓－狓犻＋犱））．

将多项式狆犻（狓）写成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公式的形式，有

∑
狀－犱

犻＝０

λ犻（狓）狆犻（狓）＝∑
狀

犽＝０

ω犽
狓－狓犽

犳犽． （９）

式（９）中：ω犽 ＝∑
犻∈犑犽

（－１）
犻

∏
犻＋犱

犼＝犻，犼≠犽

１

狓犽－狓犼
．指标集犑犽 ＝ ｛犻∈犐：犽－犱≤犻≤犽｝，常数１的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插值

公式有恒常式１＝∑
犻＋犱

犽＝犻
∏
犻＋犱

犼＝犻，犼≠犽

狓－狓犻
狓犽－狓犼

，由此可得

∑
狀－犱

犻＝０

λ犻（狓）＝∑
狀

犽＝０

ω犽
狓－狓犽

． （１０）

　　将式（９），（１０）代入式（８），可得到重心有理插值公式狉（狓）＝
∑
狀

犼＝０

ω犼
狓－狓犼

犳犼

∑
狀

犻＝０

ω犼
狓－狓犼

．其中，插值权ω犼由ω犽 ＝

∑
犻∈犑犽

（－１）
犻

∏
犻＋犱

犼＝犻，犼≠犽

１

狓犽－狓犼
确定．

１．５　犖犲狑狋狅狀迭代格式下的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

利用Ｔａｙｌｏｒ展开，对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中狌狋＋狌（狌
２－１）／ε

２－Δ狌＝０的非线性项犳（狌）＝狌（狌
２－１）在

函数狌０ 处展开，并忽略其高阶项，可得犳（狌）≈犳（狌０）＋犳′（狌０）（狌－狌０）．将该式运用于犳（狌）＝狌（狌
２－１），

即可得犳（狌）≈－２狌
３
０＋（３狌

３
０－１）狌．因此，狌狋＋

１

ε
２狌（狌

２－１）－Δ狌＝０的牛顿迭代格式为

狌狋－狌狓，狓＋
１

ε
２
（３狌２狀－１－１）狌狀 ＝ （２狌

３
狀－１）／ε

２． （１１）

１．６　重心插值配点法计算的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

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格式下的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显然是１个一维的热传导方程，故考虑一般形式的一维热

传导方程的推导，其形式为

狌（狓，狋）

狋
＝犽（狓，狋）·


２狌（狓，狋）

狓
２ ＋犳（狓，狋），　　狓∈ （犪，犫），　狋∈ （０，＋∞）． （１２）

５３１第１期　　　　　　　　　　 　翁智峰，等：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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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２）中：狌（犪，狋）＝φ１（狋），狌（犫，狋）＝φ２（狋）为边界条件；狌（狓，０）＝ψ（狓）为初始条件．

１．６．１　一维热传导方程的离散化及推导　设时间犜的计算区间为［０，犜］，将区域［犪，犫］和［０，犜］分别

离散化为犿，狀个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计算节点和０＝狋１＜狋２＜…＜狋狀＝犜．区域Ω＝［犪，犫］×［０，犜］上的犿×狀个

张量积型计算节点为（狓犻，狋犼），犻＝１，…，犿，犼＝１，…，狀；每个点的值记为狌犻（狋犼）＝狌（狓犻，狋犼）＝狌犻，犼，犻＝１，…，

犿，犼＝１，…，狀．则未知函数狌（狓，狋）在节点狓１，狓２，… ，狓犿 上的重心插值近似值为

狌（狓，狋）＝∑
犿

犼＝１

犔犼（狓）狌犼（狋）． （１３）

　　将式（１３）代入式（１２），则方程在节点狓１，狓２，…，狓犿 上成立，常微分方程组为

∑
犿

犼＝１

犔犼（狓犻）狌′犼（狋）－犽（狓犻，狋）∑
犿

犼＝１

犔″犼（狓犻）狌犼（狋）＝犳（狓犻，狋），　　犻＝１，２，…，犿． （１４）

　　令犽（狓犻，狋）＝犽犻（狋），犳（狓犻，狋）＝犳犻（狋），犻＝１，２，…，犿，注意到犔″犼（狓犻）＝犆
（２）
犻，犼，其中，犆

（犽）
犻，犼，犽＝１，２为节点

狓１，狓２，…，狓犿 上重心插值的犽阶微分矩阵元素，故式（１４）写成矩阵的形式为

狌′１（狋）



狌′犿（狋

熿

燀

燄

燅）

－

犽１（狋）

…

犽犿（狋

熿

燀

燄

燅）

犆
（２）
１，１ … 犆

（２）
１，犿

 

犆
（２）
犿，１ … 犆

（２）
犿，

熿

燀

燄

燅犿

狌１（狋）



狌犿（狋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

犳１（狋）



犳犿（狋

熿

燀

燄

燅）

． （１５）

　　对于区间［０，犜］上的节点狋１，狋２，…，狋狀，未知函数狌犻（狋）在节点狋１，狋２，…，狋狀 的值记狌犻（狋犼）＝狌（狓犻，狋犼）＝

狌犻，犼，犻＝１，２，…，犿；犼＝１，２，…，狀．

未知函数狌犻（狋）在节点狋１，狋２，…，狋狀 上的重心插值近似值为

狌犻（狋）＝∑
狀

犽＝１

犔犽（狋）狌犻，犽，　　犻＝１，２，…，犿． （１６）

　　将式（１６）代入方程组（１５），且该方程组在节点狋１，狋２，…，狋狀 上成立，则有

∑
狀

犽＝１

犔′犽（狋犼）狌１，犽



∑
狀

犽＝１

犔′犽（狋犼）狌犿，

熿

燀

燄

燅
犽

－

犽１（狋犼）

…

犽犿（狋犼

熿

燀

燄

燅）

犆
（１）
１，１ … 犆

（１）
１，犿

 

犆
（１）
犿，１ … 犆

（１）
犿，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犿

×

∑
狀

犽＝１

犔犽（狋犼）狌１，犽



∑
狀

犽＝１

犔犽（狋犼）狌犿，

熿

燀

燄

燅

烍

烌

烎
犽

＝

犳１（狋犼）



犳犿（狋犼

熿

燀

燄

燅）

，　　犼＝１，２，…，狀． （１７）

　　文中令犽犻＝ｄｉａｇ（犽犻（狔１），犽犻（狔２），…，犽犻（狔狀）），其中，犻＝１，２，…，犿；狌犻＝［狌犻，１，狌犻，２，…，狌犻，狀］
Ｔ；犳犻＝

［犳犻，１，犳犻，２，…，犳犻，狀］
Ｔ＝［犳犻（狋１），犳犻（狋２），…，犳犻（狋狀）］

Ｔ．并记犔′犽（狋犼）＝犇
（１）
犽，犼，其中，犇

（犽）
犽，犼（犽＝１，２）为节点狋１，

狋２，…，狋狀 上重心插值的犽阶微分矩阵，方程组（１７）可以改写成矩阵形式，即

（犐犿 犇
（１））

狌１



狌

熿

燀

燄

燅犿

－

犽１

…

犽

熿

燀

燄

燅犿

（犆
（２）
犐狀）

狌１



狌

熿

燀

燄

燅犿

＝

犳１



犳

熿

燀

燄

燅犿

． （１８）

式（１８）中：符号为矩阵的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积；犆
（犽），犇

（犽）（犽＝１，２）分别为关于节点和节点狋１，狋２，…，狋狀 的重心

插值犽阶微分矩阵；犐犿，犐狀 分别为犿，狀阶单位矩阵．

１．６．２　一维热传导方程重心插值配点法的形式　重心插值配点法最终的计算格式为

（犐犿 犇
（１））－犽（犆

（２）
犐狀［ ］）犝 ＝犉． （１９）

式（１９）中：犆
（２）为关于节点狓１，狓２，…，狓犿 的２阶微分矩阵，犇

（１）为关于节点狋１，狋２，…，狋狀 的１阶微分矩阵；

犉＝［犳１，１，…，犳１，狀；犳２，１，…，犳２，狀；犳犿，１，…，犳犿，狀］
Ｔ；犝＝［狌１，１，…，狌１，狀；狌２，１，…，狌２，狀；狌犿，１，…，狌犿，狀］

Ｔ．

１．６．３　初始及边界条件的处理　对于边界条件，其离散形式为狌（狓犻，０）＝狌犻，１＝ψ（狓犻），犻＝１，２，…，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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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矩阵形式为

（犐犿 犲
１
狀）犝 ＝ ［ψ（狓１），…，ψ（狓犿）］

Ｔ． （２０）

式（２０）中：犲１狀 为狀阶单位矩阵第１行．

对于初始条件，其离散形式为

狌（犪，狋犽）＝狌１，犽 ＝φ１（狋犽），　　狌（犫，狋犽）＝狌犿，犽 ＝φ２（狋犽），　　犽＝１，２，…，狀． （２１）

　　记矩阵形式为

（犲１犿 犐狀）犝 ＝ ［φ（狓１），…，φ（狓狀）］
Ｔ，　　（犲

犿
犿 犐狀）犝 ＝ ［φ（狓１），…，φ（狓狀）］

Ｔ． （２２）

１．７　犃犾犾犲狀?犆犪犺狀方程在重心插值配点法下的计算格式

依据节１．６．１，１．６．２可知，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在重心插值配点法下的计算式为

犇
（０，１）
－犇

（２，０）
＋ｄｉａｇ（

３狌２狀－１－１

ε
２［ ］）狌狀 ＝２狌

２
狀－１

ε
２ ． （２３）

　　采用置换法的边界条件施加方法，对上述公式进行迭代求解．其中，犇
（０，１）为狋的一阶微分矩阵，

犇
（２，０）为狓的２阶微分矩阵．

２　数值算例

通过数值算例验证重心插值配点法的精度及稳定性．为方便分析，对如下符号进行解释，即

犈∞ ＝ ‖狔ｃ－狔ｅ‖∞，　　犈ｒ＝ ‖狔ｃ－狔ｅ‖∞／‖狔ｅ‖∞． （２４）

式（２４）中：狔ｃ，狔ｅ分别为数值解和解析解的列向量；‖·‖∞为向量的欧式范数．

２．１　算例１

使用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验证重心插值配点法的准确性．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精确解为

狌＝
１

２
１－ｔａｎｈ（

狓－狊狋

槡２２ε
（ ））． （２５）

式（２５）中：狊＝３／（槡２ε）；狓的取值范围为（－２，２）；狋的取值范围为（０，１］；ε＝０．３．

在节１．６．２重心插值配点法计算公式的基础上，选取狓∈（－２，２），狋∈（０，１］区间段进行插值．将狓，

狋值离散化，－２＝狓１＜狓２＜…＜狓犖＝２，０＝狋１＜狋２＜…＜狋犕＝１，其中，犖，犕 为剖分节点数，犖＝２０，３０，

３５，犕＝２０，３０，４０，４５．利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法及重心有理插值法进行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插值配点法在区间狓∈［－２，２］，狋∈［０，１］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狓∈［－２，２］，狋∈［０，１］

犖 犕
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犈∞ 犈ｒ

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犈∞ 犈ｒ

２０ ２０ ６．５６３４×１０－４ ３．５４２２×１０－５ ８．１４６４×１０－４ ４．３９６５×１０－５

３０ ２０ ８．０３８２×１０－４ ３．５６８８×１０－５ ９．９７９８×１０－４ ４．４３０８×１０－５

３０ ３０ １．１２６６×１０－５ ４．１１０９×１０－７ ３．５２５２×１０－５ １．２８６４×１０－６

３０ ４０ ２．２９４０×１０－７ ７．２７３５×１０－９ １．７６６４×１０－６ ５．６００７×１０－８

３５ ４５ １．０００６×１０－９ ２．６７００×１０－１１ ３．４６７５×１０－７ ９．６２８０×１０－９

　　由表１可知：在利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及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的过

程当中，随着节点个数的增加，在区间狓∈［－２，２］，狋∈［０，１］上，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的绝对值误

差犈∞的数量级从１０
－４下降到１０－９，相对误差犈ｒ的数量级从１０

－５下降到１０－１１，重心有理插值的绝对值

误差犈∞的数量级从１０
－４下降到１０－７，相对误差犈ｒ的数量级从１０

－５下降到１０－９．

综上，利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及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具有较高的精

度，并且在剖分节点数量一样的情况下，采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得到的结果精度略高于重心有

理插值配点法．两个区间的数值解及误差分布图，分别如图２，３所示．图２，３中：狓为空间自变量；狋为时

间自变量；狌犺 为数值解．

由图２可知：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和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的数值解图像均逼近于真实解，具

有较高的精度．

由图３可知：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比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的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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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ｂ）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图２　不同插值配点法在区间狓∈［－２，２］，狋∈［０，１］数值解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狓∈［－２，２］，狋∈［０，１］

　（ａ）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ｂ）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图３　不同插值配点法在区间狓∈［－２，２］，狋∈［０，１］误差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狓∈［－２，２］，狋∈［０，１］

２．２　算例２

定义离散能量函数犈（狌）为

犈犺（狌狀）＝
犺

４ε
２∑

犖

犻＝０

［（狌狀犻）
２
－１］

２
＋
犺
２∑

犖－１

犻＝１

［狌
狀
（犻＋１）－狌

狀
（犻－１）

２犺
］２． （２６）

　　初值狌
０＝ε·ｓｉｎ（１．５π·狓），取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可得左边界值狌０＝１，右边界值狌狀＝－１，且狋∈

［０，２］，狓∈［－１，１］．对狋，狓进行离散化，狓１＜狓２＜…＜狓犖，狋１＜狋２＜…＜狋犕，其中，犖＝５０，犕＝２５．此时，犺

为相邻两个狓离散节点的步长，Δ狋为相邻两个狋离散节点的步长．

当ε＝０．１０，ε＝０．０２时，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和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的运行结果，如图４～７

　（ａ）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ｂ）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图４　不同插值配点法牛顿线性格式能量随时间的变化（ε＝０．１０）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Ｎｅｗｔ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ε＝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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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ｂ）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图５　不同插值配点法牛顿线性格式能量随时间的变化（ε＝０．０２）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Ｎｅｗｔ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ε＝０．０２）

（ａ）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ｂ）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图６　不同插值配点法牛顿线性格式数值解图像（ε＝０．１０）

Ｆｉｇ．６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Ｎｅｗｔ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ｏｒｍａ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ε＝０．１０）

（ａ）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　　　　　　　　　　　　　（ｂ）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图７　不同插值配点法牛顿线性格式数值解图像（ε＝０．０２）

Ｆｉｇ．７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Ｎｅｗｔ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ｏｒｍａ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ε＝０．０２）

所示．由图４可知：当ε＝０．１０时，能量函数犈（狌）随着时间狋的增加不断减少，最后能量趋于一个稳定

的状态．由图６可知：随着狓的不断变大，数值解的值从１开始不断向－１趋近．比较图４，５可知：随着ε

的变小，趋于稳定状态时的能量值将会变大．总的来说，使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的数值解图像更

加光滑，插值效果略好于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

３　结束语

利用重心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配点法和重心有理插值配点法的牛顿线性迭代格式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的数值解，通过数值算例比较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两个区间段内的数值解和误差，并验证其数值解满足能

９３１第１期　　　　　　　　　　 　翁智峰，等：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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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递减规律．通过第１个算例验证重心插值配点法的精确度，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重心插值配点法具

有数值稳定性好及近似度高的特点．通过第２个数值算例，发现能量函数递减的规律．

参考文献：

［１］　ＢＥＮＮＥＭ，ＣＨＡＬＵＰＥＣＫＹＶ，ＭＩＫＵＬＡＫ．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４，５１（２／３）：１８７?２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ｐｎｕｍ．２００４．０５．００１．

［２］　ＦＥＮＧ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ＰＲＯＨＬ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ａｎ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ｆｌｏｗｓ［Ｊ］．Ｎｕｍｅｒｉｓｃ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２００３，９４（１）：３３?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１１?００２?０４１３?１．

［３］　ＷＨＥＥＬＥＲＡＡ，Ｂ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ＷＪ，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ＧＢ．Ｐｈａｓｅ?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ｉ

ｎａｒｙａｌｌｏｙ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１９９２，４５（１０）：７４２４?７４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ＰｈｙｓＲｅｖＡ．４５．７４２４．

［４］　ＣＯＨＥＮＤＳ，ＭＵＲＲＡＹＪＤ．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１，１２（２）：２３７?２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０２７６１３２．

［５］　ＨＡＺＥＷＩＮＫＥＬＭ，ＫＡＡＳＨＯＥＫＪＦ，ＬＥＹＮＳＥＢ．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ｏｍ′ｓ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ｅｌ［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６，３０：２３?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９４?００９?４７１８?

４?４．

［６］　ＣＨＥＮＸｉｎｆｕ，ＥＬＬＩＯＴＴＣ，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Ａ，犲狋犪犾．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Ｊ］．ＡｐｐｌＡｎａｌ，１９９８，６９（１）：４７?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３６８１９８０８８４０６４５．

［７］　ＺＨＡＩＳｈｕ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ｎｌｏｎｇ，ＨＥＹｉｎｎｉ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ｙ

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ＤＩ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ｏｍｐｕｔＰｈｙｓ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１８５（１０）：２４４９?２４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ｐｃ．２０１４．

０５．０１７．

［８］　ＦＥＮＧ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ＬＩＹｕｋｕ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ｅｎａｌｔｙ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ａｌｅｒｋ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ｆｌｏｗ［Ｊ］．Ｉｍ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４，３５（４）：１６２２?１６５１．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３／ｉｍａｎｕｍ／ｄｒｕ０５８．

［９］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ＤＵＱｉａ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ｐ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ｌｉｍｉｔ［Ｊ］．ＳＩＡＭＪＳｃｉＣｏｍｐｕｔ，２００９，３１（４）：３０４２?３０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７／０８０７３８３９８．

［１０］　ＦＥＮＧＸｉ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Ｔａｏ，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ｈａｓｅ?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ｕｓｉｎｇ狆?ａｄａｐ

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ｆｅｒｒｅ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ＳＩＡＭＪＳｃｉＣｏｍｐｕｔ，２０１５，３７：Ａ２７１?Ａ２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７／１３０９２８６６２．

［１１］　ＷＥＮＧＺｈｉｆｅｎｇ，ＴＡＮＧＬｏｎｇｋｕ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ｒｔＢ：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２０１６，７０（５）：４７２?４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４０７７９０．２０１６．１２１５７１４．

［１２］　ＬＩＹｉｂａｏ，ＬＥＥＨＧ，ＪＥＯＮＧＤ，犲狋犪犾．Ａｎ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ｔａｂｌｅｈｙｂｒｉ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ｌｌｅｎ?

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ＭａｔｈＡｐｐｌ，２０１０，６０（６）：１５９１?１６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ａｍｗａ．２０１０．０６．０４１．

［１３］　ＬＥＥＨＧ，ＬＥＥＪＹ．Ａｓｅｍｉ?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ｒｉ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ＭａｔｈＡｐ

ｐｌ，２０１４，６８（３）：１７４?１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ａｍｗａ．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５．

［１４］　ＬＥＥＨＧ，ＬＥＥＪＹ．Ａ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ｌｌｅｎ?Ｃａｈｎｔｙｐ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２０１５，４３２：２４?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ｈｙｓａ．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

［１５］　庄清渠，王金平．四阶常微分方程的Ｂｉｒｋｈｏｆｆ配点法［Ｊ］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９（２）：３０６?３１１．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３０／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７００５．

［１６］　李淑萍，王兆清．重心插值配点法求解初值问题［Ｊ］．山东建筑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２（６）：４８１?４８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６４４．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３．

（编辑：李宝川　　责任编辑：陈志贤 　　英文审校：黄心中）

０４１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介

犅犚犐犈犉　犐犖犜犚犗犇犝犆犜犐犗犖　犜犗

犑犗犝犚犖犃犔犗犉犎犝犃犙犐犃犗犝犖犐犞犈犚犛犐犜犢（犖犃犜犝犚犃犔犛犆犐犈犖犆犈）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下称《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福建省教育厅主管，华侨大学主

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学报》的办刊宗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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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反映国内尤其华侨大学等高等学府在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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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报》以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为办刊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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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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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报》既是中文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又是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固定收录

的刊源．在历次全国及福建省的科技期刊评比中，《学报》都荣获过大奖．曾获得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全国优

秀自然科学学报及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并于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学报》现为双月刊，Ａ４开本．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ＣＮ３５１０７９／Ｎ；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０１３；国内邮发代号：３４４１；国外发行代号：ＮＴＺ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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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犐犛犜犐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犚犆犆犛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本刊被以下国内外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列为固定刊源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Ｓ）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ＶＩＮＩＴＩ）

　　 ·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　　·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

　　 ·“ＳＴＮ国际”数据库 　　·德国《数学文摘》（ＺｂｌＭＡＴ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期刊源　　·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机械工程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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