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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织物上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及其结构研究

丁　姣a,b,柴丽琴a,b,刘国金a,b,邵建中a,b,c,周　岚a,b,c

(浙江理工大学,a．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b．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c．生态染整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采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单分散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微球,通过垂直沉积自组装法,在纺织基

材上构建面心立方(FCC)结构PMMA蛋白石模板并填充二氧化硅(SiO２)纳米颗粒,应用紫外辐照技术除去模板,制
备SiO２ 反蛋白石结 构 光 子 晶 体.利 用 马 尔 文 激 光 粒 度 仪 测 试 PMMA 和 SiO２ 纳 米 微 球 粒 径 及 其 单 分 散 指 数

(PDI),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观察织物表面 PMMA 蛋白石模板、PMMA/SiO２ 复合光子晶体、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的表面形貌.结果表明:PMMA 纳米微球粒径在４５８nm 左右适宜用于构建蛋白石模板,

６０nm的SiO２ 纳米微球在浓度为５~８wt％时适宜填充蛋白石模板,紫外辐照去除 PMMA 模板后可以制得三维有

序的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其孔径均匀,排列整齐,整体上呈FCC结构.

关键词:光子晶体;反蛋白石结构;涤纶织物;紫外辐照

中图分类号:TS１９５．６４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０１Ｇ０６

０　引　言

光子晶体是指由两种及两种以上具有不同介电

常数(折射率)的介质材料,在空间上按一定的周期

(尺寸为光波长量级)排列所形成的一种人造“晶体”
结构[１],其基本特征是具有能使光传播和分散的光

子禁带.特定频率的光照射光子晶体时会在交界面

上发生布拉格衍射,产生许多特定的物理现象,引起

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作为一类重要的先进光学材

料,光子晶体在光通讯、光子器件、平板显示、光纤和

生色等方面展示了巨大的应用前景[２].
蛋白石和反蛋白石是光子晶体最常见的两种结

构.与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相比,反蛋白石结构光

子晶体具有完全光子禁带、制备材料的选择多样性

和材料折射率的差异方便调控等优势,可以比较容

易实现光子带隙的多重调制和多种功能化应用[３].
近年来,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其研

究领域涉及到很多方面,并在可调制光子晶体、仿生

学、化学及生物传感器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１Ｇ３].
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的制备方法通常包括三

个步骤[４]:a)胶体微球自组装形成蛋白石模板;
b)将前驱物填充到模板空隙当中;c)除去模板得

到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其中,常用于除去蛋白石结

构光子晶体模板的方法有高温焙烧、溶解或化学腐

蚀等.但是,这些方法并不适用于在纺织品基材表

面构建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本文以纺织品等柔

性材料为基底,以PMMA 蛋白石为模板,通过在其

空隙中填充SiO２ 纳米颗粒,借助紫外辐照的方法除

去初始的模板,制备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
该研究拓宽了纺织基材上光子晶体的研究领域,为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在纺织品等柔性基材上的结构构

建做了有益的探索,为其应用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和实践经验.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材料: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分析纯,上海甲



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过硫酸钾(KPS,分析纯,上
海弘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硅酸乙酯(TEOS,分
析纯,上海硅山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
析纯,南京华嘉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氨水(分析纯,
开封中信工贸化工有限公司),去离子水,抗紫外黑

色涤纶平纹织物(市场购买).
主要仪器:FA２２０４B电子天平(杭州科晓化工

仪器设备有限公司),CTHIＧ１００B型恒温恒湿箱(施
都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FRQＧ１００２T 型超声波清

洗机(杭州法兰特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Mastersizer
２０００型马尔文动态粒度测试仪(英国 Malvern公司),

ULTRA５５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德国

ZEISS公司),普通紫外灯(高压水银灯,功率４００W,
波长３６５nm,清苑县中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２　PMMA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的制备

１．２．１　PMMA纳米微球的制备

应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单分散PMMA 胶体

微球.聚合反应在５００mL四口圆底烧瓶中进行,
在瓶颈连接冷凝管,并在惰性气氛中通过搅拌桨进

行搅拌,用集热式恒温水浴锅控制实验温度[５].详

细操作为:首先在圆底烧瓶中加入一定量 MMA 单

体和去离子水,通氮气剧烈搅拌,缓慢升温,当温度

达到７５℃,加入引发剂过硫酸钾,反应２h后结束.
将所制得的乳液在室温下冷却１~２h,即得PMMA
纳米微球溶液.

１．２．２　PMMA蛋白石模板的制备

配制５．０wt％ PMMA 纳米微球自组装液,超
声振荡１０min.以抗紫外黑色涤纶织物作为基材,
将其垂直插入 PMMA 微球自组装液[６],放置于恒

湿恒温箱中,温度设定为６０ ℃,湿度设定为４０％,
通过垂直沉积法构建PMMA 蛋白石模板.待溶剂

完全蒸发后,将其置于８０℃烘箱中处理３０min,以
增强PMMA模板牢度.

１．３　PMMA/SiO２ 光子晶体的制备

根据Stöber法[７],在２５０mL三口烧瓶中依次

加入６．７mL正硅酸乙酯,１３０mL乙醇,８mL去离

子水和１mL氨水,在２５℃水浴和３００r/min磁力

搅拌条件下反应２０h,制备SiO２ 纳米微球.取一定

浓度的SiO２ 纳米微球溶液,填充在上述PMMA 蛋

白石模板中,在涤纶织物上构建PMMA/SiO２ 复合

光子晶体结构.

１．４　紫外辐照制备SiO２ 反蛋白石晶体结构

将上述涤纶织物上的 PMMA/SiO２ 复合光子

晶体置于紫外灯下辐照,除去PMMA 蛋白石模板,
在涤纶织物上获得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

１．５　测试与表征

应用 Mastersizer２０００型马尔文动态激光粒度

仪(英国 Malvern公司)测试 PMMA 和SiO２ 纳米

微球的粒径及单分散性,测试前需将两种纳米微球

溶液分别用去离子水稀释１０００倍.
应用ULTRA５５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

德国ZEISS公司)观察织物表面 PMMA 蛋白石模

板、PMMA/SiO２ 复合光子晶体、SiO２ 反蛋白石结

构光子晶体的表面形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纺织基材上PMMA蛋白石模板的构建

良好的单分散性和均一的纳米微球粒径是组装

实现长程有序的光子晶体结构的重要条件[８].图１
为PMMA纳米微球的粒径分布及其单分散性.从

图１可知,PMMA 胶体微球的粒径分布峰型尖锐,
说明制备得到的微球粒径分布均匀,而且其单分散

指数PDI均小于０．０８,说明微球的单分散性良好.

图１　PMMA纳米微球的水合粒径分布及其单分散性

图２为涤纶织物上的PMMA 蛋白石光子晶体

模板的表面形貌.采用垂直沉积法,控制适当的组

装条件,在毛细管力作用下,织物表面可以形成

PMMA光子晶体结构.在垂直沉积自组装的过程

中,PMMA微球球与球之间易有黏连现象出现,溶
液里有溶剂蒸发,使得微球发生收缩,球与球之间通

过连通杆相连接[９].如图２(a)－(d)所示,当PMMA
纳米微球粒径分别为２５５nm 和５３１nm 时,垂直沉

积自组装构造的光子晶体结构高度无序堆积排列,
堆积结构中存在空位和缺陷,甚至有热力学不稳定

的四方结构出现,笔者认为纳米微球粒径过小,在组

装过程中极易发生团聚,而纳米微球过大在组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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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极易快速沉降,均不利于得到规整有序的密堆

积结构.如图２(b)－(c)所示,当PMMA纳米微球

粒径为３４２nm和４５８nm时,涤纶织物上的PMMA
蛋白石光子晶体排列明显规整有序,缺陷少.考虑

到纳米微球粒径越大,光子晶体结构中微球之间的

空隙就越大,更有利于后续无机材料的填充.因此,
相对于３４２nm纳米微球而言,粒径为４５８nm 的纳

米微球更适宜用于构建蛋白石模板.

图２　涤纶织物上PMMA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的SEM 照片

２．２　纺织基材上PMMA/SiO２ 复合光子晶体的构建

２．２．１　SiO２ 微球粒径对PMMA/SiO２ 复合光子晶体

结构的影响

作为一种常见无机填充材料,SiO２ 纳米微球在

蛋白石模板间隙的均匀填充是制备规整的反蛋白石

结构光子晶体的关键[１０].如图３所示,分别以３０、

６０和９０nm的SiO２ 微球填充PMMA蛋白石模板.
由图３(a)可以看出,当SiO２ 粒径为３０nm 时,其在

模板中的填充率较低,填充不致密,复合光子晶体结

构比较疏松;当SiO２ 粒径为９０nm 时,在填充沉积

过程中SiO２ 微球容易堵塞光子晶体结构中PMMA
微球之间的空隙,导致SiO２ 微球难以渗入到光子晶

体结构内部,PMMA/SiO２ 复合光子晶体表面出现

大面积覆盖,对后续辐照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图３(c)
所示.因此,适宜选用６０nm的SiO２ 微球填充涤纶

织物上的PMMA蛋白石模板.

图３　涤纶织物上PMMA蛋白石模板填充不同粒径SiO２ 后的SEM 照片

２．２．２　SiO２ 微球浓度对PMMA/SiO２ 复合光子晶体

结构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SiO２ 纳米微球浓度对 PMMA 蛋

白石模板填充效果的影响,SEM 照片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a)中可知,当SiO２ 微球浓度为２wt％时,仅
能小部分填充模板空隙,填充不充分,显然会降低孔

壁的机械强度,易在去除模板的过程中造成多孔结

构断裂或塌陷[１１].随着SiO２ 微球浓度增加到５~
８wt％时,从图４(b)－(c)可见,SiO２ 微球彼此堆积

紧密,充分填充到模板中 PMMA 微球之间的空隙

中.而且,从图４(e)的截面可见,PMMA/SiO２ 复

合光子晶体结构高度有序,说明SiO２ 填充均匀充

分.可以预测,在除去PMMA 模板后,有望得到有

序排列的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但是,当SiO２ 微球

浓度达到１１wt％时,PMMA蛋白石模板被SiO２ 微

球填充并且被覆盖,在除去PMMA 模板的过程中,

易导致SiO２ 微球塌陷.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SiO２ 微球浓度５~８wt％

适宜用作填充 PMMA 蛋白石模板,可以获得规整

的复合光子晶体结构,有利于后续构建高质量的反

蛋白石光子晶体.

２．３　紫外辐照制备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分析

２．３．１　紫外辐照时间对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

的影响

为了在纺织基材上构建规整有序、连续面积大,
缺陷少的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去除模板是

关键的一步,要求既不留下模板残余,又要避免光子

晶体的三维骨架结构被破坏[１２].图５为紫外辐照

时间分别为３、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min时,涤纶织物上

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的SEM 照片.由图５
可知,在紫外辐照过程中,随着辐照时间的增加,

PMMA逐渐从蛋白石模板中被去除,由空气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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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紫外辐照时间达到５０min,在涤纶织物上

形成了连通的、有序的FCC三维大孔结构,呈现规

则的紧密堆积排列,整体来说,孔结构缺陷较少,孔
径大小均一,可以看成是对 PMMA 蛋白石模板的

反复制,如图５(f)所示.从图５可见,在SiO２ 反蛋

白石光子晶体结构上层的每个大孔中,明显可以看

出下层被分割成三部分均匀的小孔,大孔之间通过

小孔相互连接,形成了三维连通的孔道结构[１３].这

是因为蛋白石光子晶体模板是由PMMA 微球组装

得到的密堆积结构,紫外辐照去除 PMMA 微球后

反蛋白石结构是其反复制,因此,可以看到第二层的

三个小孔结构.按上述去除模板的方法制备的

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的质量较为理想.另

一方面,通过SEM 观察可知,PMMA 蛋白石模板

中微球粒径为４５８nm,而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

结构中大孔的孔径为４０５nm 左右,可以推知紫外

辐照前后光子晶体大孔孔径的绝对收缩值大约为

５３nm,故相对收缩率为１１．５７％,较之前文献报道

的２０％也有改善[１４].理论上,这种收缩是避免不了

的,而且,一般来说,其收缩率不会小于１０％.但是

通过合理的实验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尽量降低

这种收缩.这说明应用紫外辐照技术在纺织品基材

上去除蛋白石模板,构建三维有序的SiO２ 反蛋石光

子晶体结构具有可行性.

图４　不同浓度的SiO２(６０nm)填充PMMA蛋白石模板后的SEM 照片

图５　不同紫外辐照时间下涤纶织物上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的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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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紫外辐照距离对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

构的影响

通常来说,在不同紫外辐照距离下,其辐照强度是

不同的.图６是紫外辐照相同时间下,紫外辐照距离

分别为５、１０、１５cm时制备得到的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

晶体表面形貌.当辐照距离从５cm变化到１５cm时,
紫外辐照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由图６(a)可
知,当辐照距离为５cm时,由于距离过近,反蛋白石光

子晶体出现了骨架坍塌现象,部分孔壁断裂,孔道塌

陷,难以形成大面积相互贯通的孔道结构.当辐照距

离１０cm时,PMMA被除去,光子晶体结构规整紧密,
可以清楚由上层看到下层的三个小孔,如图６(b)所示.
从图６(c)可见,当辐照距离增加为１５cm时,由于距离

较远,相同的时间下,下层PMMA蛋白石模板并未被

完全去除,孔壁较厚,孔径较小,观察不到下层的三个

均匀小孔,并未得到规整的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
因此,合理控制紫外辐照距离,有利于在纺织基材上得

到缺陷少、结构规整的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

图６　不同紫外辐照距离下SiO２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的SEM 照片

３　结　论

本文运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得到具有良好

球形度的单分散 PMMA 微球,通过垂直沉积自组

装法,在纺织基材上构建三维有序的 PMMA 蛋白

石模板,填充SiO２ 纳米颗粒,借助紫外辐照方式可

以去除蛋白石光子晶体模板,构建三维有序的SiO２

反蛋白石结构的光子晶体.在一定范围内控制

SiO２ 胶体微球粒径、浓度以及紫外辐照时间、距离,
有利于构建结构规整的反蛋白石光子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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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ilicainverseopalphotoniccrystalon
polyesterfabricsanditsstructure

DINGJiaoa,b,CHAILiqina,b,LIUGuojina,b,SHAOJianzhonga,b,c,ZHOULana,b,c

(a．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

b．KeyLaboratoryofAdvancedTextileMaterialsandManufacturingTechnology,MinistryofEducation;

c．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forEcoＧDyeingandFinishingofTextiles,MinistryofEducation,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monodispersepolymethylmethacrylate(PMMA)microsphereswerepreparedbysoapＧ
freeemulsionpolymerization．ThePMMAopaltemplatewithsurfaceＧcenteredcubic(FCC)structurewas
constructedonthetextilesubstratebyverticaldepositionselfＧassembly,andSiO２ nanoＧparticleswere
filled．Then,ultravioletirradiationtechnologywasusedtoremovethetemplatetoprepareSiO２inverse
opalphotoniccrystal．MarvinlaserparticlesizeanalyzerwasusedtotestPMMA,SiO２ microspheresand
PDI．ThesurfacemorphologyofPMMAopaltemplate,PMMA/SiO２compositephotoniccrystal,andSiO２

inverse opalstructure photoniccrystal wasobserved by FESEM．Theresultsshow that PMMA
nanosphereswiththeparticlesizeofaround４５８nmaresuitableforconstructingopaltemplatesand６０nm
SiO２nanospherescanbefilledwithopaltemplatesattheconcentrationof５~８wt％．Aftertheremovalof
thePMMAtemplatebyUVirradiation,athreeＧdimensionalorderlySiO２inverseopalstructurecanbe
prepared,withevenholediameter,orderlyarrangementandFCCstructure．

Keywords:photoniccrystal;inverseopalstructure;polyesterfabric;ultraviolet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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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壳聚糖层层自组装棉织物防紫外整理的研究

朱昆鹏a,汪进前a,盖燕芳b,李婉婉a,邓成浩a

(浙江理工大学,a．材料与纺织学院;b．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采用基于 Hummers法的密闭氧化室法制备氧化石墨并命名为SGO,在此基础上再利用 XRD、FTＧIR、

AFM、UVＧVis等对制备的氧化石墨进行表征.XRD测试发现氧化石墨在２θ≈１２．５°处出现(００１)晶面的衍射峰且

在２θ≈２７．５°处出现(００２)晶面的衍射峰;通过 FTＧIR 证实了氧化石墨有含氧官能团的存在;AFM 测试中发现氧化

石墨的片层不均匀,厚度大约为２０nm 左右;在 UVＧVis测试中发现在氧化石墨中有 C—C键的π→π∗ 跃迁吸收峰,

没有发现 C O键的n→π∗ 的跃迁峰.采用层层自组装的方法将氧化石墨和壳聚糖处理到棉白坯布上得到抗紫外

纺织品.通过纺织品抗紫外因子测试仪(UVＧ２０００F)测得棉织物的抗紫外性能 UPF值达到５０＋.

关键词:自组装;棉织物;抗紫外性;氧化石墨

中图分类号:TS１９５．６４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０７Ｇ０６

０　引　言

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对暴露于其中的人体皮肤

产生影响:轻则会使皮肤变色或者晒伤,重则会引起

皮肤疾病甚至增加皮肤癌的患病几率.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纺织品抗紫

外性能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有研究者采用氧化石墨烯改性棉织物成功制备

了抗紫外纺织品[１Ｇ２].鉴于氧化石墨稀的制备过程

复杂和购买的成本太高,并且氧化石墨与氧化石墨

稀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都含有丰富的含氧官能团,
因此本文选取氧化石墨和壳聚糖作为抗紫外整理

剂,采用层层自组装技术来改性棉织物.其中层层

自组装技术是利用组装大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如
氢键作用、静电作用和配位作用等)在基质的表面形

成自发缔结的逐层交替沉淀,从而形成拥有独特功

能的分子集合体或者超分子构造的过程.该技术具

有对成膜的基质没有特殊限制、成膜的动力选择较

多、制备的膜具有良好的机械和化学稳定性等优点

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３].

防紫外织物一般是通过多种方法对纤维、纱线或

者织物的整理获得的.常用的整理剂包括:无机整理

剂、有机整理剂以及两者的结合使用[４].本文所使用

的氧化石墨/壳聚糖紫外整理剂属于有机类整理剂.
一般认为,紫外线照射到织物上会发生反射、透射和

吸收等过程,这些过程会将紫外线的能量转移掉.防

紫外织物的测试标准有很多,例如 AATCC１８３、AS/

NS４３９９、GB/T１８８３０等,这些标准存在一些差异,
但是大体上都要求织物的抗紫外因数 UPF＞４０,且

T(UVA)＜５％,T(UVB)＜５％[５].本文从众多测

试标准中选取 AS/NS４３９９为标准,在抗紫外因子

测试仪上进行测试.
本文以天然石墨为原料通过密闭氧化室法制备

了氧化石墨,进而对制备的氧化石墨进行表征,接着

通过层层组装技术将氧化石墨和壳聚糖整理到棉织

物上,制备符合测试标准的抗紫外纺织品.

１　试　验

１．１　试验材料与仪器

a)试验材料:棉坯布(７０mm×７０mm,１１５g/m２,



市售),石墨粉(痕迹金属总含量小于０．０５％,目数

大于或等于１００,阿拉丁),浓硫酸(AR,浙江汉诺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浓盐酸(AR,浙江汉诺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过氧化氢(AR,无锡市展望化工试剂有

限公司),壳聚糖(脱乙酰度大于或等于９５％,黏度

１００~２００MPas,麦克林),高锰酸钾(AR,浙江三

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聚乙烯亚胺(M．W 为１００００,
麦克林),去离子水(自制),氧化石墨(自制).

b)试验仪器:D９０Ｇ２F型电动搅拌调速器(杭州

仪表电机厂),EL系列天平(常州市天之平仪器设

备有限公司),HHＧ４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晶玻

实验仪器厂),KQＧ２５０E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DFＧ１０１S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

拌器(杭州惠创仪器设备有限公司),DHGＧ９１４３BSＧ
Ⅲ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

限公司),水热合成反应釜(２５０mL,聚四氟乙烯内

胆),JCMＧ６０００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JEOL公司),

X射线衍射仪(瑞士 ThermoARL公司),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NicoletiS５０,美国赛默飞),TUＧ１８１０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

司),UVＧ２０００F型纺织品抗紫外因子测试仪(美国

Labsphere公司),XEＧ１００E型原子力显微镜(韩国

PSIA公司),DATACOLOR６００型测色配色仪(美
国Datacolor),AvantiJＧ２５型高速冷冻离心机(贝
克曼库尔特香港有限公司),PHSＧ３D 型pH 计(上
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氧化石墨的制备机理

密闭氧化室法制备氧化石墨是对 Hummers法

制备氧化石墨的一种简化.该方法不需要对反应过

程的温度进行严格的控制,也不会产生氮氧化合物

等有毒有害气体,是一种相对安全可靠的实验室制

备氧化石墨的方法.根据制备低硫膨胀石墨的相关

研究,该反应包括以下几个反应过程[６]:a)硫酸氢

根和硫酸分子逐渐地插入石墨层间.b)具有强氧

化作用的高锰酸钾与插层的石墨进行深度反应.

c)过氧化氢去除反应产生的二氧化锰和剩余的高锰

酸钾.

１．３　氧化石墨的制备流程

a)将１g石墨、５g高锰酸钾、５０mL浓硫酸分

别放到烧杯中并密封.然后将其与水热合成反应釜

共同置于冰水混合物中冷却至０ ℃,冷却时间为

３０min.

b)将已冷却的石墨、高锰酸钾先加到水热合成

反应釜中,再将浓硫酸加入反应釜中并迅速拧紧反

应釜 盖,之 后 将 反 应 釜 放 到 冰 水 混 合 物 中 保 持

９０min,期间要不断地观察冰水混合物中温度计的

示数情况,及时地添加冰块以维持０℃左右的温度.
达到预定的时间之后,取出水热合成反应釜,并将盖

子重新拧紧.

c)将水热合成反应釜放到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箱中在１００℃条件下保持９０min.达到预定的时

间之后,取出水热合成反应釜并自然冷却到室温时

再打开.

d)将得到的产物于１５０mL的水中稀释,并在

机械搅拌的情况下滴加质量分数为３０％的过氧化

氢溶液,剧烈搅拌２h后静止沉淀２４h.静置之后

会出现分层现象,上层呈现土黄色(或金黄色),倾出

上层清液,对下层沉淀物用体积分数为５％的稀盐

酸反 复 洗 涤 并 抽 滤 至 不 能 抽 滤,再 用 离 心 机 以

１３０００r/min的速度离心洗涤至上层清液的酸碱度

接近中性.

e)将得到的呈泥状的物质在电热恒温鼓风干

燥箱中于６０℃条件下干燥后得到样品[７Ｇ９].

１．４　自组装的工艺流程

a)将棉织物放到浓度为３０g/L的阳离子表面

整理剂PEI(聚乙烯亚胺)中,在７５ ℃条件下浸渍

９０min,然后用去离子水漂洗,并在电热恒温鼓风干

燥箱中于４０℃条件下烘干.

b)配制１mg/mL的氧化石墨.在配置的过程

中要先用超声和机械搅拌交替作用于溶液,然后再

用浓度为０．１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的

pH 至接近中性.

c)先配制体积分数为２％的醋酸溶液,再将壳

聚糖溶解于醋酸溶液中配制成质量分数为３％的壳

聚糖溶液.

d)将预处理过的棉织物浸入到SGO(氧化石

墨)中,２０min后取出,在去离子水中浸渍５min,之
后再反复地清洗,并将样品在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中于４０℃条件下烘干.

e)将浸渍过的样品浸入CS(壳聚糖)中,２０min
后取出,在去离子水中浸渍５min,之后再反复地清

洗,并将样品在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于４０℃条件

下烘干.
至此完成了一个组装的循环,将得到的样品记

作:(SGO/CS)１,同理(SGO/CS)n 中的下标n 为组

装的次数.接下来依次得到(SGO/CS)１．５,(SGO/

CS)３．５,(SGO/CS)５．５等,这里的１．５、３．５、５．５是指

最外层的组装物质是S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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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测试与分析

１．５．１　红外光谱测试

采用 NicoletiS５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

氧化石墨样品进行红外光谱的表征.测试采用溴化

钾压片的方法进行.测试条件为:将制得的氧化石

墨干燥并用研钵磨成极细的粉末,然后进行红外光

谱测试.

１．５．２　紫外测试

采用 TUＧ１８１０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对氧化石墨

样品进行紫外可见光谱测试.样品制备方法为:将
氧化石墨配制成浓度极稀的水溶液,并在测试前进

行超声和机械搅拌交替处理１８０min,该测试的参

照样为去离子水.

１．５．３　X射线衍射测试

采用 ARLXTRA型多晶粉末X射线衍射仪对

样品进行表征.测试条件为:扫描速度为２°/min,
室温,管电压为４０kV,扫面范围为０~４０°.

１．５．４　原子力显微镜测试

采用XEＧ１００E型原子力显微镜对氧化石墨样

品进行表征,主要表征其表面形貌和厚度.样品制

备步骤:将氧化石墨配制成浓度极稀的水溶液,并在

测试前进行超声和机械搅拌交替处理１８０min,然
后用毛细管将其滴加到载玻片上,常温下干燥后进

行测试.其中载玻片用水和乙醇作为清洗液在超声

波清洗器上清洗３~４遍,并且每十分钟更换一次清

洗液.

１．５．５　扫描电镜测试

采用JCMＧ６０００型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经过

层层组装处理的棉织物进行SEM 表征.该测试主

要表征棉织物经过处理之后的表观形态变化.

１．５．６　K/S值测试

采用 DATACOLOR６００型测色配色仪对经过

层层组装处理的棉织物进行颜色深度的测量.在测

试之前要先预热３０min,接着进行黑板、白板和绿

板校正,校正完成达到要求之后再进行测试.

１．５．７　抗紫外性能测试

采用 UVＧ２０００F型纺织品抗紫外因子测试仪对

经过层层组装处理的棉织物的抗紫外效果进行表

征.测试条件为:温度(２０±５)℃,相对湿度(５０±
２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氧化石墨的红外吸收光谱分析

红外光谱分析可以初步得到物质的官能团情

况,通过该分析可以知道氧化石墨的氧化情况.石

墨原始样品没有红外吸收峰,氧化石墨烯和氧化石

墨红外吸收峰的位置相同[１０].因此,不能通过红外

吸收峰的情况来判断制备的样品的成分.如图１所

示,在３４２８cm－１附近出现的峰为羟基(—OH)伸缩

振动,在１６２９cm－１附近的峰为羟基的弯曲振动,这
两处的峰代表着样品中有羟基或者水分子存在,并
且在高频区的峰比较的宽.同时,这两处峰的出现

也预示着氧化石墨具有很好的吸水性.在２９３１cm－１

和２８４２cm－１处的吸收峰为亚甲基中C—H 的伸缩

振动吸收峰.在１７２０cm－１附近的峰为氧化石墨边

缘的羧基(—COOH)或者羰基(C O)的伸缩振动.
在１４１０cm－１处的峰为羟基的变形振动.在１１１０cm－１

附近的峰为醇羟基(C—OH)伸缩振动产生的[１０Ｇ１１].
此外,在２０００~２５００cm－１出的吸收峰可能为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或者样品表面吸收二氧化碳的吸

收峰.
本部分的分析可以断定,氧化石墨的表面分子

层上含有丰富的含氧官能团(—COOH、C—OH、

C O、—OH),正是这些官能团的存在导致其水溶

液中因为电离而显示负电性,这为静电层层自组装

提供条件.

图１　氧化石墨的红外吸收光谱图

２．２　氧化石墨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分析

物质的原子或者分子在吸收了某些特定波长的

光之后,会发生能量的跃迁,每种物质都有特定的吸

收谱线,据此可以定性的判定物质的类别.紫外吸

收光谱就是遵循这种原理而设计的.如图２所示的

氧化石墨的紫外吸收光谱,从图中可以看到在２３０nm
附近有明显的吸收峰,根据文献[１２],认定此处的吸

收峰为C—C键的π→π∗ 跃迁吸收峰,而在３００nm
附近没有出现氧化石墨烯的典型C O键的n→π∗

的跃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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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氧化石墨的 UVＧVis吸收光谱图

２．３　氧化石墨的X射线衍射分析

图３是氧化石墨和天然鳞片状石墨的X射线衍

射分析,该测试是为了进一步对实验室合成的氧化石

墨的结构特征做出说明,并与石墨原样进行比较.图

３中氧化石墨(SGO)在２θ≈１２．５°和２θ≈２７．５°处有衍

射峰出现,并且在２θ≈１２．５°处的衍射峰为(００１)晶面

的衍射峰,该峰相较于天然石墨可以认定为新出现的

峰;在２θ≈２７．５°处的衍射峰为石墨(００２)晶面的特征

衍射峰,并且在天然石墨(G)上也有相应的峰[１３].根

据布拉格方程２dsinθ＝nλ(λ＝０．１５４０５６２nm,n＝１),
可计算出氧化石墨的晶面间距d００１(SGO)≈０．７０７nm.
通过布拉格方程可以看出氧化石墨的间距在０．７nm
左右明显大于天然石墨的０．３nm 左右间距.综上

可以认为所制备的氧化石墨具备有一定的氧化程

度,并且原有的石墨晶型受到破坏,新的晶体结构已

经生成.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天然石墨在强氧化

剂高锰酸钾的作用下,羧基、羟基等含氧官能团接入

碳原子层间,使得原子层发生褶皱,水分子插入其

间,导致碳原子层的间距沿着c轴增大[１４].

图３　氧化石墨(SGO)和天然石墨(G)的 XRD光谱图

２．４　氧化石墨的原子力显微镜分析

原子力显微镜主要用于表征纳米尺度范围内样

品的厚度以及粒度的大小.如图４为氧化石墨的原

子力显微镜相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氧化石墨SGO的

片层大小不均一,表面有褶皱,不是典型的二维结

构.根据图中横线部分的高度标尺可以看到本实验

所制备的氧化石墨的厚度在２０nm左右,与文献中记

载的氧化石墨烯的厚度１nm左右仍有较大差距.这

种纳米尺度的片层结构是在制备过程中氧化程度的

不同和超声分散剥离过程的不均匀所形成的.

图４　氧化石墨的 AFM 光谱图

２．５　棉织物扫描电镜分析

棉织物经过不同次数的(SGO/CS)n 自组装之

后的扫描电镜图(SEM)如图５所示.图５(a)是棉

织物在没有参与自组装(SGO/CS)０ 之前的 SEM

图.从图５(a)中可以看到未处理的棉织物表面的

纤维呈现典型的沟槽状特征条纹,纤维和织物的表

面较为光洁.图５(b)是经过(SGO/CS)１．５自组装之

后的扫描电镜图,图５(c)是经过(SGO/CS)３．５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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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之后的扫描电镜图,图５(d)是经过(SGO/CS)５．５

自组装之后的扫描电镜图.这四副图纵向比较可以

得出:随着组装层数的增加,在织物和纤维的表面出

现了颗粒状和条带状很明显的膜.该膜覆盖了棉纤

维的表面,使得原有的沟槽结构有所消失.由于静

电层层自组装是一种成膜技术,随着组装层数的增

加,在棉织物的表面组织结构之间和棉纤维的表面

形成一层或者几层自组装膜,正是这种膜的存在使

得原有的不具备防紫外功能的棉织物,具备防紫外

的功能[２,１５].

图５　棉织物经过自组装前后的SEM 图

２．６　棉织物K/S值分析

图６为１１５g/m２ 的棉织物经过不同次数的

(SGO/CS)n 自组装之后的K/S吸收图.横坐标表

示组装的次数,纵坐标表示 K/S 值.根据库贝尔

卡Ｇ蒙克函数的关系可知基质材料的表面颜色深度

与颜料的浓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般选取最大吸

收波长处分光反射率来计算,或者使用可见光范围

４００~７００nm 的分光反射率的平均值来计算[１６].
计算的K/S值越大表明颜色越深,反之有色物质的

含量越少.在本实验中随着组装次数的增加,K/S
值越大,织物表面的颜色越深,这与上文中的SEM
图的结果一致.这从侧面反映出随着组装次数的增

加,棉织物的抗紫外性能会变好,但经过５．５次的组

装之后织物的色深变化缓慢,表现为K/S值的增加

幅度变得缓慢.
２．７　棉织物抗紫外性能分析

棉织物改性之后的抗紫外性能测试采用抗紫外

图６　棉织物的K/S吸收图

因子 UPF值来表征.表１为 UPF值和 T(UVA)、
T(UVB)值.从表１可以看出经过(SGO/CS)１．５自

组装之后,UPF值已经达到７９．４９,明显地高于未经

过处理的棉白坯布.在经过３．５次和５．５次的组装

之后 UPF值已经达到１００以上,同时 T(UVA)和
T(UVB)也由最初的T(UVA)＝１１．７８％,T(U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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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７％下降到 T(UVA)接近１％,T(UVB)接近

０％.根据相关的标准,说明棉织物已经具备了抗紫

外的性能,并且 UPF值为５０＋.
表１　经过层层组长技术处理的棉织物抗紫外性能结果

次数 UPF T(UVA)/％ T(UVB)/％
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１．７８ ６．８７
１．５ ７９．４９ １．６１ １．１１
３．５ １０３．８４ １．４０ ０．９８
５．５ １２９．３１ １．１８ ０．８３

３　结　论

通过制备氧化石墨,并利用层层组装技术将制

备的氧化石墨和壳聚糖整理到棉织物上,经测试分

析发现:
a)经过密闭氧化室法成功地以天然石墨为原

料制备了氧化石墨.FTＧIR分析可以发现该氧化石

墨中含有丰富的含氧官能团(—COOH、C—OH、
C O、—OH);UVＧVis分 析 发 现 氧 化 石 墨 中 有

C—C键的π→π∗ 跃迁吸收峰;XRD分析发现所制

备的氧化石墨具备有一定的氧化程度,并且原有的

石墨晶型受到破坏,新的结构已经生成;AFM 分析

发现片层厚度大约为２０nm 左右,并且大小不均

一,表面有褶皱,不是典型的二维结构.
b)经过层层自组装技术将氧化石墨和壳聚糖

组装到了棉织物上,并使棉织物获得５０＋的抗紫外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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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antiＧuvtreatmentofcottonfabricby
layerＧbyＧlayerselfＧassemblyofgraphiteOxide/Chitosan

ZHUKunpenga,WANGJinqiana,GEYanfangb,LIWanwana,DENGChenghaoa

(a．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b．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ApressurizedoxidizingchambermethodbasedontheHummersmethodwasappliedto
preparetheGraphiteOxidenamedselfＧmadeＧGraphiteOxide(SGO)．TheSGOwascharacterizedbyXＧRay
Diffraction(XRD),FTＧIR Spectrometer(FTＧIR),atomicforce microscope(AFM),and UVＧ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UVＧVis)．TheXRDtestshowsthediffractionpeakswith(００１)and(００２)planesat
２θ≈１２．５°and２θ≈２７．５°respectively．TheFTＧIRspectraofSGOshowthepresenceofoxygenＧcontaining
functionalgroups．TheAFMtestshowsthethicknessofSGOisnotuniform,andthethicknessisabout
２０nanometers．TheUVＧVistestindicatestheπ→π∗transitionabsorptionpeakwithC—Cbondexistsin
SGOandthereisnoπ→π∗transitionabsorptionpeakwithC Obond．TheSGOandChitosanwereused
todealwiththeunfinishedcottonfabricvialayerＧbyＧlayerselfＧassemblytechniqueforuvioＧresistant
textiles．AftertheCottonfabricwasfinished,theUPFvalueoffabricreached５０＋testedbyUVＧ２０００F．

Keywords:selfＧassembly;cottonfabric;antiＧUV;graphiteoxide (责任编辑:唐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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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络合剂Na４EDTA对锦纶织物化学镀银的影响

张国伟,王明学,张华鹏,朱海霖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纤维材料和加工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采用化学镀银工艺在锦纶针织织物表面沉积银纳米颗粒,探究氨水作为主络合剂、Na４EDTA为辅助络

合剂对锦纶织物化学镀银过程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和 X射线衍射仪对银镀层的形貌、结构进行分析,并测试织物

表面电阻、增重率及镀层结合力.结果表明:Na４EDTA 作为辅助络合剂可增加镀液稳定性,降低织物表面电阻,但

浓度过高会明显降低银沉积速度,导致织物表面电阻上升;织物表面沉积的颗粒为单质银,结 晶 较 为 完 善,随 着

Na４EDTA浓度增加,平均晶粒尺寸减小,镀银层颗粒变小,镀层均匀致密;Na４EDTA有助于提高银镀层与织物的结

合力,随着 Na４EDTA浓度增加,镀层耐磨性提高,摩擦后镀层失重率减小.

关键词:锦纶;化学镀银;Na４EDTA;络合剂;导电;耐磨

中图分类号:TS１５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１３Ｇ０５

０　引　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功能化纺织品的需求

不断提高.通过化学镀银处理在其表面沉积银纳米

颗粒的织物,具有柔软、轻薄、透气、导电、抗菌、导热

等多种功能[１Ｇ３].化学镀银织物在智能纺织品、电磁

屏蔽材料、抗静电材料、导电材料、抗菌除臭材料等

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４Ｇ８].
络合剂是化学镀银配方中必不可少的成分,络

合剂的种类和浓度对镀液的稳定性、镀速及镀层质

量有很 大 影 响[９].在 镀 液 中 加 入 络 合 剂 可 以 和

Ag＋ 形成配合物,以限制自由 Ag＋ 的浓度,控制

Ag＋ 和还原剂之间的反应速度[１０],同时避免在碱性

条件下,Ag＋ 和 OH－ 反应生成 AgOH 或 Ag２O 沉

淀[１１].常见的络合剂有氨水、氰化物、硫代硫酸钠、
硫脲、咪唑等[１２Ｇ１５],但在碱性条件下,氨水极易挥发,
且和 Ag＋ 的络合稳定常数较低,镀液中易发生银的

自催化反应,导致银大量浪费[１６];氰化物有剧毒[１７],
不符合绿色纺织要求,目前已被淘汰;硫代硫酸钠、
硫脲、咪唑与 Ag＋ 的络合稳定常数过高[１８],对反应

条件要求较高,使生产成本增加.
本文选用氨水作为主络合剂,乙二胺四乙酸四

钠盐(Na４EDTA)作为辅助络合剂,通过化学镀银处

理,在锦纶织物表面沉积银纳米颗粒,探究乙二胺四

乙酸四钠盐(Na４EDTA)的浓度对织物表面电阻、沉
积速度(增重率)、表面形貌的影响,并对镀层结构及

镀层结合力进行测试表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试剂与仪器

材料:７０D/４８F锦纶长丝经编针织织物,单丝

为三角形截面.
试剂:氢氧化钠(NaOH)、硝酸银(AgNO３)、氯

化亚锡(SnCl２)、乙二胺四乙酸四钠盐(Na４EDTA)、
盐酸、氨水、葡萄糖、无水乙醇、聚乙二醇１０００、脂肪

醇聚氧乙烯醚(AEOＧ９),均为分析纯.
仪器:DNGＧ９０７０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

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BSA２２３S型电子天平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DFＧ１型集热

式磁 力 搅 拌 器 (常 州 国 宇 仪 器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Vltra５５型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德国Zeiss公

司),YG４０１G型马丁代尔织物耐磨仪(宁波纺织仪

器厂),Nicolet５７００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
国热电公司),ARLXTRA 型 X射线衍射仪(瑞士

ThermoARL公司).

１．２　化学镀银工艺及配方

除油:将织物投入 １００ mL 除油液 (５ mL/L
AEOＧ９、２０g/LNaOH)中,７５ ℃处理２０min后用

去离子水洗净烘干;
敏化:将除油后的织物投入 １００ mL 敏化液

(１０g/LSnCl２、１５g/LHCl)中,室温处理５min后

用去离子水洗净烘干;
化学镀银:将敏化后的织物投入９０mL银盐溶

液(５g/LAgNO３、１．５g/LNaOH、０．１g/L聚乙二

醇１０００、氨水适量、０~０．６g/LNa４EDTA)中,３０s
后缓慢加入１０mL浓度为１０g/L的葡萄糖溶液,

４０ ℃磁力搅拌３０min后取出,用去离子水洗净

烘干.

１．３　测试与表征

１．３．１　增重率测试

将织物在烘箱中７０℃条件下烘干,称量镀银前

后织物的质量,织物增重率通过公式(１)计算获得:

W/％＝m２－m１

m１
×１００ (１)

其中:m１ 和m２ 分别为锦纶织物化学镀银前后的质

量,g.

１．３．２　导电性能测试

在织物表面随机选取间隔１cm的两点,使用数

字万用表测量两点间的电阻,测量１０次取平均值.

１．３．３　表面形貌观察

采用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织物

的表面形貌进行表征.

１．３．４　镀层结构分析

采用X射线衍射仪对织物表面镀层的晶体结

构进行表征.测试条件为管电压４０kV,管电流

４０mA,扫描范围:３０°~８５°,扫描速度:４°/min,步长

０．０２°.

１．３．５　镀层结合力分析

将试样放入马丁代尔耐磨仪夹具中,夹持器质

量(１９８±２)g,重锤质量(５９５±２)g,磨块有效摩擦

直径２８．８mm,夹持器与磨台相对运动速度(５０±
２)、(４７±２)r/min,试样以Lissajous曲线与磨料摩

擦模拟实际使用过程,摩擦一定次数后测量织物表

面电阻.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Na４EDTA浓度对织物化学镀银的影响

所制备的锦纶镀银织物的表面电阻与增重率如

图１所示,随着 Na４EDTA浓度增加,锦纶镀银织物

的增重率不断降低,织物表面电阻变化呈先减小后

增加的趋势,当 Na４EDTA 浓度为０．１５g/L时,织
物表面电阻最低为０．５５２１Ω/cm.其原因为 Ag＋

与Na４EDTA配合物的稳定常数为２．０９×１０７,高于

氨水的１．５８×１０７[１９],在相同条件下,随着 Na４EDTA
浓度的增加,Ag＋ 的络合能力提高,镀液稳定性提

高,导致银的沉积速率降低,织物的增重率下降;当

Na４EDTA浓度为０时,镀液很快变质,沉积在织物

表面的金属银颗粒大小及分布不均,颗粒与颗粒之

间的 接 触 面 积 少,织 物 表 面 电 阻 较 大,随 着

Na４EDTA浓度增加,织物表面金属银的减少,无法

完全覆盖织物表面使得电阻升高.

图１　Na４EDTA对织物增重率和表面电阻的影响

２．２　镀银织物表面形貌分析

添加不同浓度 Na４EDTA 进行化学镀银,得到

的镀银织物表面电镜照片如图２所示,图２(a)为未

添加 Na４EDTA的镀银织物图片,该织物表面镀层

粗糙,银颗粒尺寸较大,且颗粒间隙较大,其原因可

能是由于氨水络合能力较低,镀速过快导致镀液不

稳定而变质,进而导致沉积速率的不稳定,造成镀层

粗糙.图２(b)为添加０．１５g/LNa４EDTA 的镀银

织物图片,可以看出银单质呈现颗粒状沉积在锦纶

织物表面上,颗粒分布均匀,颗粒间结合紧密;从图

２(b)—(e)可以看出,随着 Na４EDTA 浓度的增加,
银颗粒数量增加,尺寸逐渐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随着

Na４EDTA浓度的升高,镀液稳定性增加,银沉积速

率降低,相同时间内织物表面沉积的金属银较少,银
颗粒尺寸增长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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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浓度 Na４EDTA下锦纶镀银织物SEM 照片

２．３　涤纶织物的镀银层晶体结构分析

添加不 同 浓 度 Na４EDTA 得 到 的 镀 银 织 物

XRD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经过银沉积后,织物表

面在３８．３°、４４．４°、６４．６°、７７．５°、８１．６°处出现较强的

衍射峰,分别对应金属银的(１１１)、(２００)、(２２０)、
(３１１)和(２２２)晶面特征衍射峰,晶体结构为面心立

方结构,峰型尖锐,峰宽狭窄,并无明显的第二相出

现,表明沉积出来的确为金属银,且银微晶晶粒较为

完善,银镀层纯度较高.
根据谢乐公式[２０]计算镀层的晶粒尺寸和晶面

的织构系数,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中可以看

出:随着 Na４EDTA 浓度的增加,锦纶织物不同晶

面的晶粒尺寸均呈现下降趋势,加入 Na４EDTA后

各晶面的择优取向变化不大,表明 Na４EDTA对银

镀层的织构基本无影响.

图３　不同浓度 Na４EDTA制得锦纶镀银织物 XRD图谱

表１　Na４EDTA浓度对晶粒尺寸及织构系数的影响

Na４EDTA
浓度/(gL－１)

晶粒尺寸/nm

(１１１) (２００) (２２０) (３１１) (２２２)

织构系数/％

(１１１) (２００) (２２０) (３１１) (２２２)

０ ２４．２ ２２．６ ２６．８ ２４．７ ２８．６ ２１．４ １５．５ ２２．６ １７．７ ２２．８

０．１５ １５．９ １１．６ １９．５ １９．８ １９．６ ２０．６ １２．５ １８．６ １６．９ ３１．４

０．３０ １４．０ １２．０ １９．２ １８．６ １９．７ ２０．２ １１．６ ２７．１ １８．５ ２２．６

０．４５ １３．４ １２．３ １７．５ １６．８ １９．５ ２２．６ １５．６ １７．４ １７．７ ２６．７

０．６０ １３．１ １２．１ １６．７ １５．１ １９．０ ２１．４ １３．７ ２０．６ １４．７ ２９．６

注:(１１１)、(２００)、(２２０)、(３１１)、(２２２)为晶面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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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镀层结合力分析

织物镀层耐磨性分析反映镀层与纤维之间的结

合力[２１],图４为不同浓度 Na４EDTA 得到的镀银织

物摩擦３０００次后重量损失率曲线,随着 Na４EDTA
浓度的增加,失重率逐渐降低,因此 Na４EDTA对织

物耐磨性有积极影响.
图５为不同浓度 Na４EDTA得到的镀银织物摩

擦３０００次后的表面电镜照片,结果表明,摩擦一定

次数后银镀层均出现裂纹.当不添加 Na４EDTA
时,银镀层脱落严重,摩擦后表面银镀层无法完全覆

盖住织物表面,这和不添加 Na４EDTA 时镀银层晶

粒尺寸较大有密切关系,镀银层晶粒尺寸较大时,镀
层结构疏松,摩擦后更容易大面积脱落.从图 ５
(b)—(e)可以看出,随着 Na４EDTA浓度的增加,摩

擦相同次数后,织物表面完整性越来越好.平均晶

粒尺寸越小,镀银层耐磨性越好,失重率越小.

图４　不同浓度 Na４EDTA制得锦纶镀银织物

摩擦３０００次后失重率

图５　不同浓度 Na４EDTA制得锦纶镀银织物摩擦３０００次后SEM 照片

３　结　论

本文以化学镀银工艺在锦纶织物表面沉积银纳

米颗粒,探究氨水作为主络合剂、Na４EDTA 为辅助

络合剂对锦纶织物化学镀银过程的影响,并对镀银

织物进行测试和表征,主要结论如下:

a)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Na４EDTA 的加入

使 沉 积 速 率 降 低,镀 银 织 物 的 增 重 率 随 着

Na４EDTA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不添加 Na４EDTA
时电阻较高,织物表面电阻随着 Na４EDTA 浓度的

升高先降低后增加.

b)通过对镀银织物进行镀层形貌和结构分析,
发现 Na４EDTA作为辅助络合剂,得到的银镀层均

匀致密,银镀层纯度高,颗粒尺寸较小,晶粒尺寸随

着 Na４EDTA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Na４EDTA 对银

镀层的织构基本无影响.

c)通 过 对 镀 银 织 物 进 行 耐 磨 性 分 析,发 现

Na４EDTA 有 助 于 银 镀 层 结 合 力 和 耐 磨 性 提 高,

Na４EDTA 浓度越高,耐磨性越好,摩擦后失重率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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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auxiliarycomplexingagenttetrasodiumEDTA
onchemicalsilverplatingofnylonfabric
ZHANGGuowei,WANGMingxue,ZHANGHuapeng,ZHUHailin

(Zhejiang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FiberMaterialsandManufacturingTechnology,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silvernanoparticlesweredepositedonthesurfaceofnylonknittedfabricbychemical
silverplating．TheeffectofNa４EDTAastheauxiliarycomplexingagentalongwithammoniaasthemain
complexingagentonchemicalsilverplatingprocesswasexplored．Thesurfacemorphologyandstructure
ofthesilverplatedlayerfabricwerecharacterizedby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e(SEM)andXＧray
diffractometer(XRD),andthesurfaceresistance,weightgainandadhesionofthecoatingweretested．
TheresultshowsthattheNa４EDTAastheauxiliarycomplexingagentcanincreasethestabilityofplating
solutionandreducethesurfaceresistanceofthefabric．However,thehighconcentrationofNa４EDTAcan
significantlyreducethedepositionrateofsilver,whichleadstotheincreaseofthesurfaceresistanceofthe
fabric．Theparticlesdepositedonthesurfaceofthefabricaresimplesilverandthecrystallizationis
perfect．WiththeincreaseofNa４EDTAconcentration,theaveragegrainsizedecreases;theparticlesatthe
silverplatedlayerbecomesmaller,andthecoatingisuniformanddense．Na４EDTAishelpfultoimprove
theadhesionbetweensilvercoatingandfabric．Thewearresistanceofthecoatingimproves,andthe
weightlossrateofthecoatingdecreasesafterfrictionwiththeincreaseofNa４EDTAconcentration．

Keywords:nylonfiber;chemicalsilverplating;Na４EDTA;complexingagent;electricconductivity;
wearresistance (责任编辑:廖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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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条件下单层纺织材料孔隙率决定反问题

资菲菲１,徐映红１,徐定华１,２

(１．浙江理工大学 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上海财经大学 数学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在低温条件下,提出了基于织物的动态热湿传递数学模型的单层织物孔隙率最优决定反问题.首先给

出一个低温条件下单层织物的动态热湿传递模型,采用有限差分数值方法求解该模型,并证明了差分解的存在唯一

性;其次基于该热湿传递模型,根据服装的最佳保暖透湿性来构造反问题,从而决定纺织材料孔隙率;最后,给出两

组数值实例,分别通过作图法和运用遗传算法进行数值模拟,比较发现这两种方法的模拟结果误差很小,从而验证

了遗传算法的有效性以及所提反问题的合理性.

关键词:热湿传递模型;有限差分方法;最优孔隙率;透湿指数;反问题

中图分类号:O２４２．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１８Ｇ０７

０　引　言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不断提

升,它不仅可以起到美观的效果,还具有防水、保暖、
透湿等功能.近年来,如何优化服装性能,使其在恶

劣环境下为人类提供保护、维持人体热湿舒适性,是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采用数值方法来

优化服装性能,可帮助服装面料设计者和生产商缩

短研发周期、节省研发成本.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服装热湿传递问题.最

初的研究很少涉及相变,如:Ogniewicz等[１]在只考

虑热传导和对流的情况下,最先分析了当液相水处

于一 个 摆 动 状 态 时,热 湿 传 递 过 程 中 的 冷 凝;

Shapiro等[２]对多孔面料中移动状态水的冷凝进行

分析,发现可将其归结为一个快速稳定状态进行考

虑;Murata[３]在考虑重力和对流所传递的热量的情

况下,对温度达到１００℃时纺织材料热湿传递中冷

凝速率的变化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Bouddour
等[４]考虑到纺织材料的吸湿性,利用周期性结构均

匀化渐近的方法,分析了湿润状态下纺织材料热湿

传递过程中水的蒸发和冷凝的现象;Fan等[５Ｇ７]结合

热力学等物理规律,对织物内传导、辐射以及相变等

进行相关探讨研究,建立了动态的织物热湿传递模

型,并将数值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结

果比较吻合,从而说明初始时刻水的含量以及水的相

变对整个热湿传递过程热量的传递影响很大.
热湿传递的正问题是根据织物热湿传递微分方

程及其边界条件,来求出织物内部温度和水汽浓度

的分布,而反问题是基于热湿传递数学模型和一定

的设计目的,来反演织物的物理或几何性质.关于

反问题的研究结果相对较少,主要研究有:Du等[８Ｇ９]

在低温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包含热传导和辐射的纺

织材料的热湿传递模型,根据织物的保暖性,即热量

损失最少,来决定织物的最优孔隙率;Korycki[１０]采

用一个较简单的三层织物热湿耦合模型,根据服装

的保暖性能来最优决定三层织物的厚度;Xu等[１１Ｇ１４]

采用一个动态的热湿传递模型,根据服装热湿舒适

性,即人体皮肤与服装内侧间的微气候区的舒适温

度和湿度区间,来提出织物热湿传递参数决定反问

题,该热湿舒适性区间只适合静止状态,当人体处于

运动状态时,该舒适性指标不再适用,因此按此指标

构造的反问题具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本 文 以 Fan



等[６]提出的热湿传递模型为基础,以保暖透湿性最

佳为目的,利用服装的透湿指数来构造反问题,从而

决定纺织材料的最优孔隙率,并说明孔隙率取值对

保暖透湿性的影响.
本文首先根据文献[６]改进了低温条件下纺织

材料动态热湿传递数学模型,采用有限差分对该模

型进行数值求解,并证明了数值解的存在唯一性;然
后根据低温条件下服装的保暖透湿性,提出了决定

纺织材料最优孔隙率的反问题;最后采用遗传算法

进行数值计算,并与函数图形最优解进行对比,以验

证遗传算法结果的可靠性.

１　正问题

本节给出由人体皮肤Ｇ织物Ｇ环境所组成的系统

的一个动态热湿传递模型,然后采用有限差分法对

其进行数值求解,并给出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

１．１　动态热湿传递模型

首先给出人体皮肤Ｇ织物Ｇ环境系统的一个动态

热湿传递模型,如图１所示.该模型中,织物由内外

层以及中间层织物构成.内层织物挨近人体皮肤,
外层织物靠近外界环境.在整个系统中,内层织物

和外层织物边界之间存在较大的温度差,因此在中

间织物和内外层织物内均存在热量传递,如热传导、
辐射等.由于内外层之间存在水汽的浓度差,因此

能量也会伴随着水汽的扩散而变化.

L表示中间织物厚度;l１ 表示内层织物厚度;

l２ 表示外层织物厚度;T０ 表示人体皮肤温度;

Te 表示环境温度;RH０ 表示人体皮肤相对湿度;

RHe 表示环境相对湿度

图１　人体皮肤Ｇ服装Ｇ环境系统

该模型基于如下假设:

a)多孔织物内部纤维是同向性;

b)忽略由水含量变化所引起的织物体积的变化;

c)热湿传递模型中,不考虑外界的风速以及整

个系统的对流热;

d)相对中间织物纤维,两边织物层的厚度很

小,可忽略不计.
由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可得出如下织

物内关于温度、水汽浓度以及辐射热耦合的偏微分

方程组[１３]:

Cv(x,t)∂T
∂t＝∂

∂x k(x,t)∂T
∂x( ) ＋∂FR

∂x －∂FL

∂x ＋λ(x,t)Γ(x,t)

∂FL

∂x ＝βFL－βσT４(x,t)

∂FR

∂x ＝－βFR＋βσT４(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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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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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T(x,t)为织物内的温度;Ca(x,t)为织物孔隙

间的水汽浓度;FL(x,t)和FR(x,t)分别为往左和往

右所传递的热辐射;Γ(x,t)为水的相变速率;Cv(x,t)
为织物体积热容量;k(x,t)为织物的等效热传导;

λ(x,t)为织物相变的潜伏热系数;β为吸收常数;

σ为波尔兹曼常数;ε为织物孔隙率;ζ为织物的曲折

系数;Da 为空气中水汽扩散系数;

ΩT:＝{(x,t)∈R２:x∈(０,L),t∈(０,Tt)};

Tt 为总时间.
初始条件为:

T(x,０)＝T０(x)

Ca(x,０)＝C０(x){ (２)

关于辐射的边界条件为:
(１－ξ１)FL(０,t)＋ξ１σT４(０,t)＝FR(０,t)
(１－ξ２)FR(L,t)＋ξ２σT４(L,t)＝FL(L,t){ (３)

式中:ξ１、ξ２ 分别为织物的向左、向右辐射系数.
关于温度的边界条件为:

k(x,t)∂T(x,t)
∂x |x＝０＝

T(x,t)|x＝０－T０

R０

k(x,t)∂T(x,t)
∂x |x＝L＝Te－T(x,t)|x＝L

R１＋(１/Ht)

ì

î

í

ï
ï

ï
ï

(４)

关于水汽浓度的边界条件为:

Daε
ζ

∂Ca(x,t)
∂x |x＝０＝

Ca(x,t)|x＝０－Ca０

w０

Daε
ζ

∂Ca(x,t)
∂x |x＝L＝Cae－Ca(x,t)|x＝L

w１＋(１/Hc)

ì

î

í

ï
ï

ï
ï

(５)

式中:T０、Te 分别为人体皮肤、环境的温度;R０、R１

分别为内层织物、外层织物的热阻;Ht 为外层织物

外表面与环境的对流热传递系数;Ca０、Cae分别为人

体皮肤、外界环境的水汽浓度;w０、w１ 分别为内层

织物、外层织物的湿阻;Hc 外层织物外表面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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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汽传递对流系数.
文献[１３]中,有关温度和水汽浓度的边界条件

均为第一类边界条件,忽略了皮肤和织物内层间的

微气候区.本文采用文献[６]中的第三类边界条件,
既考虑了微气候区对织物中热湿传递的影响,又不

受微气候区厚度的影响.
方程(１)中,热传导k(x,t)计算如下:

k(x,t)＝εka＋(１－ε)(kf＋kw),
式中:ka 为织物内空气的热传导,kf 为织物纤维的

热传导,kw 为织物内水的热传导.
相变项Γ(x,t)满足如下偏微分方程:

Γ(x,t)＝Daε
ζ

∂２C∗
a (x,t)
∂x２ －ε∂C∗

a (x,t)
∂t

,(x,t)∈ΩT (６)

其中:

C∗
a (x,t)＝２１６．５×Vap(T(x,t))×１０－６

T(x,t) ,(x,t)∈ΩT

(７)
为饱和水蒸汽浓度.式(８)中饱和水蒸汽压强Vap

(T)是根据实验数据拟合而得,其计算公式[１５]为:

Vap(T)＝
６５１．２４e０．０７１６５(T－２７３．１６)－３５,　T≤２７５．６６

９６６．２０７２e０．０５２２２７(T－２７３．１６)－３９８．０６４６,　T＞２７５．６６{
(８)

织物内部和空隙之间的总含水量为:

　W(x,t)＝ １
ρ(１－ε)∫

t

０
Γ(x,t)dt,(x,t)∈ΩT (９)

式中:ρ为织物的密度.
此外,织物空隙间的相对湿度RH(x,t),可表

示为:

　　RH(x,t)＝T(x,t)×Ca(x,t)×１０６

２１６．５×Vap(T(x,t))

＝ Ca(x,t)
C∗

a (x,t),(x,t)∈ΩT (１０)

结合初边值条件(２)—(５),通过求解热湿传递

模型(１),得到织物内部温度和水汽浓度随时间、厚
度变化的过程,称为正问题求解.

１．２　 正问题的有限差分格式及解的唯一性

下面采用有限差分求解正问题.结合初边界条

件,首先解耦方程(１),可得:

Cv(x,t)∂T
∂t ＝ ∂

∂xk(x,t)∂T
∂x

æ

è
ç

ö

ø
÷＋Θ,(x,t)∈ΩT (１１)

其中:

Θ＝β２σeβx∫
x

０
e－βxT４(x,t)dx＋c２[ ]－

β２σe－βx∫
x

０
eβxT４(x,t)dx＋c１[ ]＋２βσT４(x,t)＋

λ(x,t)Γ(x,t),

c１ ＝ξ１

β
T４(０,t)－(１－ξ１)c２,

c２ ＝ １
(１－ξ１)(１－ξ２)βe－βL －βeβL [ (１－ξ２)βe－βL∫

L

０
eβrT４(r,t)dr＋

βeβL∫
L

０
e－βrT４(r,t)dr＋(１－ξ２)ξ１e－βLT４(０,t)＋ξ２T４(L,t)] ,

其次取两个正整数N和M,令xi＝ih,i＝０,１,

,N,tj＝jτ,j＝０,１,,M,其中h＝L
N

为空间分

割步长,τ＝ T
M

为时间分割步长,对方程(１)和(６)

采用有限差分法进行离散得:

Cv
j
i
Tj＋１

i －Tj
i

τ ＝kj
i
Tj＋１

i＋１ －２Tj＋１
i ＋Tj＋１

i－１

h２ ＋Θj
i (１２)

εCa
j＋１
i －Ca

j
i

τ ＝Daε
ζ

Ca
j＋１
i＋１－２Ca

j＋１
i ＋Ca

j＋１
i－１

h２ －Γj
i (１３)

Γj
i ＝Daε

ζ
C∗

a
j＋１
i＋１－２C∗

a
j＋１
i ＋C∗

a
j＋１
i－１

h２ －εC
∗
a
j＋１
i －C∗

a
j
i

τ
(１４)

其中:

　 Θj
i ＝β２σeβx(Fj

１i＋cj
２i)－β２σe－βx(Fj

２i＋cj
１i)＋

２βσ(Tj
i)４＋λΓj

i,

Fj
１i ＝ h

３
æ

è
ççfj

１０＋fj
１i＋２

i－２
２

n＝１
fj

１２n ＋４
i－２
２

n＝１
fj

１２n－１

ö

ø
÷÷ ,

fj
１０ ＝e－βx０(Tj

０)４,fj
１i ＝e－βxi(Tj

i)４,

Fj
２i ＝ h

３
æ

è
ççfj

２０＋fj
２i＋２

i－２
２

n＝１
fj

２２n ＋４
i－２
２

n＝１
fj

２２n－１

ö

ø
÷÷ ,

fj
２０ ＝eβx０(Tj

０)４,fj
２i ＝eβxi(Tj

i)４,

cj
１i ＝ξ１

β
(Tj

０)４－(１－ξ１)cj
２i,

cj
２i ＝ １

(１－ξ１)(１－ξ２)βe－βL －βeβL
[(１－ξ２)βe－βLFj

２N ＋

βeβLFj
１N ＋(１－ξ２)ξ１e－βL(Tj

０)４＋ξ２(Tj
N)４],

１≤i≤N－１,１≤j≤M－１．
最后,可得温度、水汽浓度的初边界条件的离散

格式:
T(i,０)＝T０(xi),０≤i≤ N

k(０,j＋１)T(１,j＋１)－T(０,j＋１)
h ＝ T(０,j＋１)－T０

R０

k(N,j＋１)T(N,j＋１)－T(N－１,j＋１)
h ＝Te －T(N,j＋１)

R１ ＋(１/Ht)
,０≤j≤ M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５)
Ca(i,０)＝C０(xi),０≤i≤ N

Daε
ζ

Ca(１,j＋１)－Ca(０,j＋１)
h ＝Ca(０,j＋１)－Ca０

w０

Daε
ζ

Ca(N,j＋１)－Ca(N－１,j＋１)
h ＝Cae －Ca(N,j＋１)

w１ ＋(１/Hc)
,０≤j≤ M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６)
利用有限差分格式(１２)—(１６),可求得正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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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解,从而得到织物内部温度和水汽浓度的分布.
定理 　 偏微分方程(１)的差分格式解存在且唯一.

证明:结合初边值条件(１５)和(１６),偏微分方程

(１)的差分格式在j＋１时刻关于温度的线性方程组为:

kj
１

h ＋ １
R０

－kj
１

h

－kj
２

h２
Cj

v２

τ ＋２kj
２

h２
æ

è
ç

ö

ø
÷ －kj

２

h２



－kj
N－１

h２
Cj

vN－１

τ ＋２kj
N－１

h２
æ

è
ç

ö

ø
÷ －kj

N－１

h２

－kj
N

h
kj

N

h ＋ １
R１＋(１/Ht)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Tj＋１
１

　
　

Tj＋１
２

　
　

⋮

Tj＋１
N－１

　
　

Tj＋１
N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T０

R０

Cj
v２

τTj
２＋Θj

２

⋮

Cj
vN－１

τ Tj
N－１＋Θj

N－１

Te

R１＋(１/Ht)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１７)
在j＋１时刻关于水汽浓度的线性方程组为:

Daε
ζh

＋ １
w０

－Daε
ζh

－Daε
ζh２

ε
τ ＋２Daε

ζh２
æ

è
ç

ö

ø
÷ －Daε

ζh２



－Daε
ζh２

ε
τ ＋２Daε

ζh２
æ

è
ç

ö

ø
÷ －Daε

ζh２

－Daε
ζh

Daε
ζh

＋ １
w１＋(１/Hc)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Cj＋１
a１

　
　

Cj＋１
a２

　
　

⋮

Cj＋１
aN－１

　
　

Cj＋１
aN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Ca０

w０

ε
τCj

a２－Γj
２

⋮

ε
τCj

aN－１－Γj
N－１

Cae

w１＋(１/Hc)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１８)

　　 可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线性方程组(１７)解的

存在唯一性.
当m＝２时,利用边界条件,通过方程组(１７)可

求出(T２
１,T２

２,,T２
N)T;若假定当m ＝M－１时,解

(TM－１
１ ,TM－１

２ ,,TM－１
N )T 存在;则当m ＝M 时,显然

由前M－１个值可递推求出第M 个值,得(TM
１ ,TM

２ ,
,TM

N)T,即证明了解的存在性.由于其系数矩阵为

严格对角占优矩阵,行列式不等于０,即可证解的

唯一性.
同理可证线性方程组(１８)解的存在唯一性.
证毕.

１．３　正问题的数值模拟

下面给出一个正问题的数值例子.假定人体皮

肤温度为 ３５ ℃,相 对 湿 度 为 ９６％;环 境 温 度 为

－２０℃,相对湿度为９０％.织物的初始温度T０(x)

＝２０℃.数值模拟参数值见表１和表２[７].
表１　聚丙烯的参数值

孔隙率 密度/(kgm－３) 厚度/m ka/(kJK－１m－１) kf/(kJK－１m－１) kw/(kJK－１m－１)

０８７ １３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１ ０５７

表２　数值模拟参数值

湿阻

内层织物 外层织物

辐射系数

往左 往右
曲折系数 吸收常数 潜伏热系数/(kJkg－１)

６４９９ ６４９９ ０９ ０９ １２ ０８ ２２６０

对流系数

热传递 湿传递

热阻

内层织物 外层织物
体积热容 水汽扩散系数 波尔兹曼常数/(WK－４m－２)

１０ ２．２９４×１０－３ ３．１５×１０－２ ３．１５×１０－２ １７１５ ２．５×１０－５ ５．６７２×１０－１２

　　结合表１、表２所给定的参数值,根据离散格式

(１２)—(１６),可分别计算织物内部的温度和水汽浓

度随时间、厚度的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

看出,织物内的温度和水汽浓度从里到外随厚度的

增加不断下降均沿厚度方向不断下降,这与实际情

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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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织物内温度、水汽浓度分布

２　纺织材料孔隙率最优决定反问题

２．１　反问题的提法及对应的目标函数

服装的热湿传递性能主要依赖于一些物理或几何

等参数,如纺织材料的厚度、孔隙率、曲折系数以及纤

维的亲水性等.孔隙率是影响服装内水和能量传递的

重要参数,相同材料不同孔隙率的服装可能具有完全

不同的热湿性能.考虑到孔隙率的重要性,本文以织

物的保暖透湿性为目的,来确定织物最优孔隙率.

Xu等[１１Ｇ１４]是根据服装热湿舒适性区间,即人体

皮肤与服装内侧间的微气候区的舒适温度和湿度区

间,来构造反问题.该热湿舒适性指标只适用于静

止状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根据保暖透湿性

最佳来构造反问题,用透湿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织

物保暖透湿性,其与热阻和湿阻的比值成正比[１６]:

Pi＝ １
６．４５０．１５５S

Rt

Rw
(１９)

式中:Pi为织物透湿指数,S为湿度常数(００１５K/

Pa),Rt 代表热阻,Rw 代表湿阻,且有[１７]:

Rt＝
T０－Te

Qdry

Rw＝PS０－Pe

MTol
＝PS０－PSeRHe

Qwet－Qdry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０)

式中:PS０、PSe分别为皮肤、环境处的饱和压强,Pe

为环境处任意压强,RHe 为环境任意相对湿度,
Qdry、Qwet分别为干燥、湿润条件下的总热通量,MTol

为总质通量.
低温条件下,当热阻不断变大时,织物散失的热

量将逐渐减少,从而起到保暖的效果;当湿阻不断变

小时,织物的通透性能逐渐增强,从而达到透湿的目

的.因此,当热阻变大、湿阻变小时,透湿指数将随

之增大,织物保暖透湿性也就越佳.本文根据透湿

指数的最大值来最优决定孔隙率,从而保证织物的

最佳保暖透湿性.
假设给定人体皮肤和外界环境的温度,及其相

对湿度.织物的纤维孔半径、曲折系数等材料结构

和导热系数等类型参数均已知.结合低温条件下纺

织材料热湿传递模型,根据最大透湿指数来最优决

定孔隙率,从而保证织物的最佳保暖透湿性.
根据上述提法,可构造反问题目标函数求解最

优孔隙率ε∗ ,使Pi(ε)达到最大值,即
Pi(ε∗ )＝ max

ε∈(０,１)
{Pi(ε)} (２１)

根据热湿传递的规律及傅里叶定律,可得靠近

人体皮肤织物的热流、质流密度,对其求积分可得总

热通量、总质通量分别为:

Qdry ＝∫
Tt

０
－k(x,t)∂T

∂x x＝０
＋FL(０,t)－FR(０,t)( )dt

MTol ＝Qwet－Qdry ＝－∫
Tt

０
Γ(０,t)dt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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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２０)、(２２)代入式(１９)中,可得

Pi(ε)＝C
－∫

Tt

０
Γ(０,t;ε)dt

∫
Tt

０
－k(x,t)∂T

∂x x＝０
＋FL(０,t;ε)－FR(０,t;ε)( )dt

＝CMTol(ε)
Qdry(ε),

其中C＝ １
６．４５０．１５５S

T０－Te

PS０－PSeRHe
.

２．２　反问题的数值模拟

下面给出两个反问题数值实例.假定人体皮肤

温度为３５℃,相对湿度为９６％;环境温度为－２０℃,
相对湿度为９０％.织物的初始温度T０(x)＝２０℃.
聚丙烯和纤维胶的参数值见表３.

表３　材质参数值

材质 密度/(kgm－３)体积比热容 kf/(kJK－１m－１)

聚丙烯

纤维胶

１３１０
１５３０

１７１５
１３００

０１
０１５

　　本文运用遗传优化算法求解最优孔隙率.遗传

算法最初由美国 Michigan大学J．Holland教授在

１９７５年提出,是一种用来模拟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

自然选择和遗传机理的生物进化过程的随机性算

法.该方法不依赖于初始值的选择,且在一定条件

下,可收敛到优化问题的最优解.
遗传算法计算步骤如下:

a)随机创建初始种群;

b)确定每个个体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

c)给所有可行解分配适应值,根据适应值来选

择父辈;

d)由父辈产生子辈(交叉和变异);

e)子辈代替当前种群,类似形成下一辈;

f)重插子辈,重复b)—f),找到最优个体种群;

g)满足停止准则,停止算法.
遗传算法的参数定义如下:种群大小或个体数

目Nind＝５０,个体长度Lind＝１０,变量个数 Nvar＝１,
每个变量用２５位的二进制表示,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０５,１０],最大遗传次数MAXGEN＝１００,遗传代

沟为GGAP＝０．９.
为了与遗传算法结果相比较,首先根据目标函数,

绘出孔隙率在[０,１０]区间所对应的透湿指数.选取聚

丙烯、纤维胶进行数值模拟,所得结果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无论是选取聚丙烯还是纤维胶,随

着孔隙率的不断增大,透湿指数均是先增加后减小.
说明在低温条件下,当孔隙率不断增大时,干空气不

断增多,阻热值不断增强,织物就越保暖,但当热阻

值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织物的透气性就会下降.因

此,孔隙率为０７８４时保暖、透气性最佳.为了得到

更高精度的孔隙率,也为了研究多层结构孔隙率决

定反问题,本文进一步利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求解,
并和图形结果进行比较.

图３　不同材质透湿指数随孔隙率变化的关系

表４　两种不同材质下孔隙率的遗传算法

计算结果和图形结果比较

材质 图形结果 遗传算法 误差

聚丙烯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３２ ０００８
纤维胶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８８ ００１５

　 　 从表 ４ 可看出,两材质孔隙率误差分别为

０００８、００１５,数值计算结果与图形结果比较吻合,
说明遗传算法的有效性,可将其运用到双层及多层

织物结构中.同时也说明,透湿指数这一指标选取

的合理性与广泛适用性.

３　结　论

本文给出了一个第三类边界条件的动态热湿传

递模型,及其数值解的存在唯一性证明.本文基于

该数学模型,以最佳保暖透湿性为目的,根据透湿指

数提出了单层织物最优决定孔隙率的反问题,为保

暖服的孔隙率取值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热

湿舒适性指标是一个静态指标,而透湿指数无论是

对静态还是动态情况都适用,因此本文中提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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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比采用热湿舒适性指标构造反问题更具适用

性.本文只给出单层织物孔隙率决定反问题,可将

其推广至双层或多层织物孔隙率组决定反问题,以
及热传导、曲折系数等其他参数决定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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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seproblemofporositydeterminationofsingleＧlayer
textilematerialunderlow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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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thebasisofadynamicheatandmoisturetransfermodel,aninverseproblemofoptimum
porositydeterminationforsingleＧlayertextileunderlowtemperatureisproposed．Adynamicmodelofheatand
moisturetransferforsingleＧlayertextileunderlowtemperatureisfirstlygiven,andthemodelissolvedbythe
finiteＧdifference method．Additionally,theexistenceanduniquenessforthenumericalsolutionareproven．
Secondly,basedontheheatandmoisturetransfermodel,aninverseproblemispresentedaccordingtotheoptimal
propertiesofwarmandpermeabilitysoastodeterminetheporosityoftextilematerial．Finally,twonumerical
examplesaregiven,andnumericalsimulationiscarriedoutbydirectnumericalcalculationandgeneticalgorithm,

respectively．Itiscondudedthroughcomparisonthatthesimulationresulterrorofbothmethodsissmall．Hence,

effectivenessofgeneticalgorithmandrationalityoftheinverseproblemareverified．
Keywords:theheatandmoisturetransfermodel;thefinitedifferencemethod;optimumporosity;

moisturepermeabilityindex;inverseproblem (责任编辑:康　锋)

４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３９卷,第１期,２０１８年１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NaturalSciences)

Vol．３９,No．１,Jan．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n)．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０９
作者简介:马　静(１９９４－),女,山西古交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体工程与数字化服装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邹奉元,EＧmail:zfy１６６＠zstu．edu．cn

基于形态参数的青年女性乳房体积预测

马　静a,詹诗画a,邹奉元a,b

(浙江理工大学,a．服装学院;b．浙江省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为建立青年女性乳房体积与形态参数的预测模型,选取了２３５名１８~２５岁的在校青年未孕女性进行

三维人体扫描,利用逆向工程软件绘制乳房轮廓线,提取乳房三维模型进行 NURBS曲面拟合,在Pro/E软件中对曲

面实体化后测量体积.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乳房体积的预测模型,提出了与乳房体积最为相关的３个形态参

数,分别为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弧线长和胸围差,用于指导文胸罩杯的结构设计.随机选取１０名在校青年未孕女

性作为测试样本对预测模型进行验证,实验验证发现:该预测模型的调整R２ 系数为０．９１７,sig．小于０．０１,预测误差

在７％以内,预测效果较好.

关键词:乳房体积;乳房三维模型;形态参数;逐步回归

中图分类号:TS９４１．１７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２５Ｇ０６

０　引　言

量身定制在服装成衣领域中广泛使用,而文胸

作为女性服装的特殊代表,其穿着的舒适性及合体

性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Young等[１]和

Boyes等[２]在其研究中发现７０％的英国女性(尤其

是乳房较大的女性)穿着的文胸不合体,北服－爱慕

人体工学研究所曾记录有７５．８％的女性穿着文胸

号型与实际不符[３].文胸的舒适性与合体性是许多

女性的一个困扰,Lee等[４]发现文胸穿着不合体的

原因是大多数女性并不知道她们真正的乳房大小和

形状.Kim 等[５]发现导致文胸穿着不舒适的原因

有两个,一个是乳房乳底轮廓线不清晰,另一个是乳

房体积计算不精确.Pandarum 等[６]探究了大胸女

性乳房体积与象限体积的相关性(R＝０．８１),并据

此提出将杯积长度、胸宽和胸点位置作为文胸号型

参数.Mcghee等[７]通过排水法测量１０４名女性乳

房体积,得出了乳房体积的分布范围及对应罩杯的

大小,并发现同一号型下不同品牌文胸罩杯的体积

不同,进而提出乳房体积和文胸罩杯的匹配是影响

文胸合体性的一个因素.目前对乳房体积和文胸罩

杯的研究仅仅是定性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探究了乳房体积和用于文胸罩杯结构设计的人体形

态参数间的定量关系.
关于乳房体积的测量方法有三种[８]:实验法、影

像法和人体数据测量法.实验法保留了乳房的自然

形态,但过程复杂,耗时耗力,可重复性低;影像法成

本较高,多用于医学领域;人体测量法主要通过建立

乳房体积与人体尺寸的关系来间接获取乳房大小.
在保证乳房体积准确性的前提下,为提高实验的可

操作性和可重复性,本文探究了逆向工程提取乳房

三维模型测量体积的方法.
本文通过三维人体扫描仪[TC]２ 获取２３５名

１８~２５岁的在校青年未孕女性的点云数据,利用逆

向工程软件提取乳房三维模型并测量体积,参考

GB/T１６１６０—２００８«服装用人体测量的部位与方

法»及相关文献选取了与文胸结构设计相关的２６个

人体形态参数[９],通过与乳房体积的相关性分析,选
取了７个特征参数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乳房

体积的预测模型,并提出了与乳房体积最为相关的



３个形态参数,用于指导文胸罩杯的结构设计.

１　实　验

１．１　测试样本与仪器

本文选取了２３５名１８~２５岁的在校青年未孕

女性作为实验对象,其中胸型比较完美,无畸形现

象,且乳房轮廓较为清晰,可由三维人体扫描仪和逆

向工程软件准确识别.
实验选用美国纺织与服装技术公司(Textile

andClothingTechnologyCorporation,[TC]２)的三

维人体测量系统(３DDimensionalBodyMeasurement
System,BMS),该系统能自动获取人体表面３０~５０
万个点 和 １８０ 多 个 人 体 尺 寸 数 据,测 量 速 度 快

(１０s/人次)、精度高(０．６ram).

１．２　测量条件及要求

环境温度为２５℃±３℃,湿度为６０％±１０％.
测试者要求全裸或下身穿着浅色内裤,用白色浴帽

包裹头发,不能佩戴任何配饰.
测量姿势:被试者双手自然握住两侧手柄,双臂

与胸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腋下点云数据的缺失;
被试者双眼直视前方,自然呼吸,避免晃动,且重复

测量３次.

１．３　测量项目

通过三维人体扫描仪[TC]２ 获取点云数据,保留

躯干部分,进行点云预处理.参考GB/T１６１６０—２００８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部位与方法»及相关文献确定了

２６个形态参数测量项目[９],包括人体基本测量尺寸

５项,分别为身高、胸围、上胸围、下胸围、胸点高;胸
部测量数据１０项,分别为胸围差、胸径宽、胸径厚、
胸横矢径比、前颈点到乳点垂线距、前颈点到乳点直

线长、前颈点到乳点弧线长、侧颈点到乳点垂线距、
侧颈点到乳点直线长、侧颈点到乳点弧线长;乳房形

态测量数据１１项,分别为两乳头间宽、乳间曲线长、
乳房高度、乳根围、乳横矢径比、横奶杯垂线距、横奶

杯直线长、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垂线距、纵奶杯直

线长、纵奶杯弧线长.

２　乳房体积测量

２．１　乳房边界定义

Lee等[４]对用于医学整容和文胸制版两个领域

的乳房边界进行了定义,提出用于文胸结构设计的

乳房上侧点(UBP)在左右前腋点连线上.本文以

此为依据,通过人工找点的方法确定乳头点(BP)、
侧腰点(SWP)、前腋点(FNP)、乳房下侧点(BBP)、

乳房内侧点(IBP)、乳房上侧点(UBP)６个特征点,
通过上胸围线、胸围线、上胸围线等辅助线的相交点

确定 乳 房 外 侧 点 (OBP),并 结 合 逆 向 工 程 软 件

GeomagicStudio中人体曲率分布图绘制用于文胸

结构设计的乳房轮廓曲线.图１为乳房特征点、辅
助线和轮廓线的示意图,表１为特征点的确定方法.

图１　乳房轮廓线示意图

表１　特征点确定方法

特征点 特征点确定方法

乳头点(BP) 胸围线上曲率最大点

侧腰点(SWP) 与腰围中心点y轴相交的点

前腋点(FNP) 人体躯干与与手臂刚好接触的第一个点

乳房上侧点(UBP) 左右前腋点连线与过肩中点矢状面曲
线的交点

乳房内侧点(IBP) 胸围线上距离前中心点左右各１cm
的点

乳房外侧点(OBP) 侧腰点到前腋点直线在曲面上的投影
与胸围线的交点

乳房下侧点(BBP) 过BP点矢状面点云上曲率最大点

２．２　乳房三维模型提取

本文实验选用 NXimageware软件获取人体点

云的躯干部分,利用 GeomagicStudio软件构建基

于 NURBS曲面拟合的乳房三维模型,主要分为点

云阶段、多边形阶段和曲面阶段.

a)点云阶段:对[TC]２ 扫描获得的青年女性躯

干点云进行预处理,主要包括删除非连接点云、去除

体外孤点、减少噪声点、统一采样(曲率优先)、封装

数据等.通过点云预处理,可以获得一个边界比较

理想、表面相对光滑的多边形模型.点云预处理及

封装后的模型示例图像如图２(a)－(b)所示.

b)多边形阶段:通过创建流型、填充孔洞、简化

松弛多边形、修复相交三角形区域等基本操作进一

步优化躯干模型后,在曲率图模式下绘制乳房轮廓

线示例图像如图３(a)－(b)所示,并应用软件中“定
制区域”命令提取乳房多边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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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点云预处理及封装示例图像

图３　乳房轮廓线的绘制示例图像

c)曲面阶段:对乳房多边形模型进行非均匀有

理B样条(NURBS)曲面拟合,NURBS由 Versprille[１０]

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曲面拟合精度较高,广泛

用于计算机３D建模中.图４(a)－(d)为乳房曲面

拟合四个步骤后的示例图像,分别为探测曲率、构造

曲面片、构建格栅、拟合曲面.
在 GeomagicStudio软件中完成青年女性乳房

点云到曲面的建模过程后,在Pro/E软件中对乳房

曲面进行填充、实体化.由于乳房底面是符合人体

乳房边界曲率的光滑曲面,且乳房上侧到乳房下侧

平坦过渡.因此,底面填充选择了边界混合的方法,
在乳房轮廓线上选择６个点,用直线分别连接P１、

P２,P３、P４,P５、P６,以便乳房底面能够沿乳房边界

曲率光滑过渡.图５(a)－(b)为乳房底面边界混合

示意图,３条直线将纵奶杯垂线距即 UBP到 BBP
的垂直距离平均分成４等分,通过“边界混合”命令

对底面的四部分G１—G４ 依次填充.
边界混合后,得到了封闭的乳房模型.最后选择

“体积”命令,选中“实体几何”,测量精度为０．０１mL,
求取乳房体积,示例图像如图６所示.

图４　乳房曲面拟合示例图像

图５　乳房底面边界混合示意图

２．３　乳房体积验证

为验证逆向工程计算乳房体积方法的可行性,
选取３个不同规格的人台,利用标记带确定特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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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采用白乳胶和６cm ×６cm 大小的纸巾制

作乳房模型,图７(a)－(b)为乳房模型的制备效果

图.首先,依据图１乳房轮廓线的示意图在人台上

贴好标记带,确定特征点,绘制乳房轮廓线.为便于

风干后的模型剥落,绘制乳房轮廓线后在人台乳房

表面包覆一层保鲜膜;其次,为逐步加速模型的定型

性,调配三种梯度粘合剂(一梯度白乳胶与清水的体

积比为１∶３;二梯度白乳胶与清水的体积比为

１∶２;三梯度白乳胶与清水的体积比为１∶１),用涂

料刷将一梯度粘合剂涂抹于乳房表面,每刷一层,平
铺若干层纸巾,并用吹风机吹干.依次重复二梯度、
三梯度的操作,直至模型较为硬挺;最后,待模型完

全风干后,取下模型,修剪边缘.

图６　乳房实体化及体积测量示例图像

图７　乳房模型制备效果图

由于乳房底部不是一个平面,用“排水法”不能

准确的测出体积,因此,实验采用细沙对乳房模型进

行填充,并利用量筒测出细沙体积,细沙体积即为乳

房体积.将该方法测出的体积与逆向工程计算乳房

体积进行对比见表２,实验误差均小于１８mL,误差

百分比小于４％.经实验验证,逆向工程计算乳房

体积的方法是可行的.

表２　逆向工程测量乳房体积验证

模型

下胸围/cm 胸围差/cm

白乳胶法实

测体积/mL

逆向工程法

实测体积/mL

误差百

分比/％

７２．０ １１．０ ４１３．３ ４１８．２６ １．２

７０．０ １４．０ ５０５．４ ５２３．４４ ３．６

７５．０ １２．５ ４７６．０ ４８５．８２ ２．１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数据预处理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精度,本文实验利用

SPSS软件对２３５个样本进行异常值剔除和替换、正
态性检验等预处理,异常值替换是用该参数其他所

有样本的平均值替代,最终共剔除１１个样本.将剔

除异常值后的２２４个样本的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

验,均符合正态分布.表３为青年女性的罩杯分布

情况,其中穿着 B罩杯、A 罩杯和 AA 罩杯群体较

多,这与实验对象青年未孕女性相符.图８为乳房

体积与文胸罩杯的关系,分析每一罩杯下乳房体积

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发现随着罩杯的增大,乳
房体积也随之增大,说明乳房体积可以很好地表达

乳房大小这一概念.
表３　青年未孕女性文胸罩杯的分布

文胸罩杯 AA A B C D E F/G

百分比/％ ２０．１ ２３．６ ３０．６ １６．０ ４．８ ３．５ １．４

图８　乳房体积与文胸罩杯的关系

３．２　特征参数的提取

为简化变量,本文实验将乳房体积和２６个形态

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取了Pearson值大于或等

于０．７５的７个特征参数,分别为胸围差、乳横矢径

比、乳房高度、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弧线长、前颈点

到BP点弧线长、肩中点到BP点弧线长.表４为这

７个特征参数的定义,表５为７个特征参数的描述

性统计及与乳房体积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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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相关特征参数的定义

测量参数 参数定义

胸围差 胸围与下胸围之差

乳房高度 胸点(BP)到乳房内侧点(IBP)与乳房外侧点(OBP)连线的垂直距离

乳横矢径比 乳房高度与乳房内侧点(IBP)与乳房外侧点(OBP)直线长的比值

横奶杯弧线长 乳房表面连接乳房内侧点(IBP)、胸点(BP)和乳房外侧点(OBP)的弧线长

纵奶杯弧线长 乳房表面连接乳房上侧点(UBP)、胸点(BP)和乳房下侧点(BBP)的弧线长

前颈点到BP点弧线长 人体表面由前颈点到胸点(BP)弧线长

肩中点到BP点弧线长 人体表面由肩中点到胸点(BP)弧线长

表５　特征参数的描述性统计及与乳房体积的相关性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体积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胸围差/cm ４．６３ ３０．４３ １１．９４ ３．７２ ０．８３∗∗ ０．００

乳房横矢径比 ０．２４ ０．７０ ０．４２ ０．０８ ０．８１∗∗ ０．００
乳房高度/cm ２．７５ ９．３７ ５．２０ １．１９ ０．９０∗∗ ０．００

横奶杯弧线长/cm １０．１５ ２７．６０ １８．３５ ２．４９ ０．９２∗∗ ０．００
纵奶杯弧线长/cm １１．０１ ２４．２９ １５．０８ ２．３４ ０．９０∗∗ ０．００

前颈点到BP点弧线长/cm １６．９３ ２９．１７ ２１．１６ １．９０ ０．７５∗∗ ０．００
肩中点到BP点弧线长/cm １９．１７ ３１．２８ ２３．８４ ２．０８ ０．７６∗∗ ０．００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３．３　青年女性乳房体积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上述７个特征参

数与乳房体积的关系,对引入的每一个变量进行F
检验,对已经选入的每个变量进行t检验,并剔除引

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进而自动筛选出贡献显著的

３个变量,分别为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弧线长和胸

围差.回归方程为

y＝３５x１＋３１．１x２＋６．４４x３－７７６．１,
其中:x１ 为横奶杯弧线长,x２ 为纵奶杯弧线长,x３

为胸围差,y为乳房体积.
表６为共线性统计量分析,通过共线性诊断这

３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１０,容差大于

０．１,不存在共线性,调整R２ 系数为０．９２,sig．小于

０．０１,拟合度较好.说明通过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

弧线长和胸围差这３个变量可以较为准确的描述乳

房大小.
表６　共线性统计量分析

模型 横奶杯弧线长 纵奶杯弧线长 胸围差
容差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３１
VIF ４．６７ ３．１９ ３．２７

　　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随机选取１０名在校青年

未孕女性作为测试样本,编号为１—１０.表７为１０
名测试者的相关测量参数及体积的预测值和实际

值.其中,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弧线长和胸围差通

过[TC]２ 获取,体积预测值通过上述预测模型计算,
体积实际值通过逆向工程测量.图９为体积误差百

分比图,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a)部

分测量者有轻微的驼背或者挺胸,导致测量参数不

准确;b)实验样本的体积最小值为１３９．５４mL,最
大值为１２８７．１１mL,均值为４３８．１４mL,体积覆盖

范围较大,对于体积过小过大的样本,模型预测精度

相对较低.但总的来说,测试样本体积预测值与实

际值较为接近,无显著性差异,误差百分比小于

７％,如图９所示,预测效果较好.
表７　测试样本相关测量参数及体积预测值和实际值

样本
编号

横奶杯弧
线长/cm

纵奶杯弧
线长/cm

胸围差
/cm

体积预测
值/mL

体积实际
值/mL

１ １４．９８ １２．４８ ６．０２ １７５．３３ １８８．４０
２ １６．９０ １３．１５ ７．９６ ２７５．６８ ２９５．４２
３ １７．１３ １３．００ １４．６ ３２１．８４ ３３３．７６
４ １７．７９ １４．０７ １３．２４ ３６９．５１ ３７２．１６
５ １９．８９ １５．５３ １３．８４ ４９２．２０ ４８８．８１
６ １９．６１ １６．５０ １５．８２ ５２５．２１ ５１４．０９
７ ２０．９０ １６．５７ １５．１０ ５６７．９６ ５６３．４１
８ ２１．０３ １７．２３ １３．０７ ５７９．８３ ６０２．１１
９ ２１．９２ ２０．３７ ２１．０８ ７６０．３６ ７４２．６９
１０ ２３．６４ ２０．８０ １８．９１ ８１９．９６ ８７３．６６

图９　测试样本乳房体积误差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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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通过逆向工程软件提取并测量了２３５名

１８~２５岁的在校青年未孕女性乳房体积,利用乳房

体积表征乳房大小,并探究了青年女性乳房体积与

形态参数的预测模型,得出了与乳房体积最为相关

的３个形态参数,用于指导文胸结构设计.

a)提供了一种逆向工程获取乳房体积的方法.
首先,对乳房轮廓线进行定义;其次,利用逆向工程

软件提取乳房模型,主要有点云预处理,乳房模型的

提取及 NURBS曲面拟合;最后,将该曲面在Pro/E
中实体化并测量体积.通过白乳胶建模法验证,实
验误差小于１８mL,误差小于４％.

b)对剔除异常值后的２２４名１８~２５岁的在校

青年未孕女性的罩杯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其中穿着

B罩杯、A 罩杯和 AA 罩杯群体较多,占总样本的

７４．３％.并对每一罩杯下乳房体积的最大值、最小

值和均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乳房体积与文胸罩杯

(AA—F/G)呈正相关关系,认为乳房体积可以用来

描述乳房的大小.

c)通过逐步回归法建立了乳房体积的预测模

型,得出了和乳房体积最为相关的３个形态参数为

横奶杯弧线长、纵奶杯弧线长和胸围差,在文胸罩杯

结构设计中,把握了这３个形态参数的准确性,就能

很好地表达文胸罩杯对乳房的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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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ofyoungwomensbreast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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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stablishthepredictionmodelofyoungwomensbreastvolumeandmorphological
parameters,atotalof２３５youngnonＧpregnantwomenattheageof１８~２５wereselectedfor３Dbody
scanning．Thereverseengineeringsoftwarewasappliedtodrawcontourlinesofbreasts．The３Dbreast
modelwasextractedforNURBSsurfacefitting．Then,thevolumewasmeasuredinthePro/Esoftware
aftersubstantializationofthesurface．Thepredictionmodelofbreastvolumewasestablishedbystepwise
regressionmethod,andthreemorphologicalparametersaboutbreastvolume(thehorizontalcuplength,

theverticalcuplengthandthebustdifference)wereproposed．Whichwereusedtoguidethestructure
designofbracup．Theexperimentalsamplesof１０youngwomenwerechosentovalidatetheprediction
model．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adjustmentR２coefficientofthepredictionmodelis０．９１７;
“sig．”islessthan０．０１;thepredictionerrorofbreastvolumeiswithin７％;thepredictionmodelisbetter．

Keywords:breastvolume;threeＧdimensionbreastmodel;morphologicalparameters;stepwise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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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记忆聚合物复合材料研究进展

王恩亮,董余兵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形状记忆聚合物(Shapememorypolymer,SMP)具有超高的形状回复率、形状记忆转变温度易调节、易

赋形、密度小和成本低等优点,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但因力学性能较差、响应方式单一等不足,严重制约了它的应

用.通过复合功能性填料可有效改善SMP的力学性能、形状记忆性能、导电和导热性能、丰富SMP响应方式,以满

足应用需要.介绍形状记忆聚合物复合材料(Shapememorypolymercomposite,SMPC)近些年的研究进展,从填料

对SMP力学性能及响应方式的影响角度分别对力学增强型 SMPC、电致型 SMPC、磁致型 SMPC 和生物功能型

SMPC进行论述,分析SMPC的应用前景及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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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形状记忆材料(Shapememorymaterial,SMM)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智能材料,能感知外界环境变化

(如温度、电、光、磁、溶剂和pH 等)的刺激,并对刺

激作出响应,使得自身的状态参数(如形状、应力和

应变等)发生变化,回复到起初设定的状态[１].形状

记忆聚合物(Shapememorypolymer,SMP)与其他

的SMM 相比(如形状记忆合金、形状记忆陶瓷等)
具有形状回复率大、响应温度低、成本低、加工成型

性能优异和易于改性等优点,在汽车、电子、化工、包
装、日用品、航空航天和医疗器械等领域具有非常广

泛的应用前景[１Ｇ２].但 SMP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例如:力学性能较差、形状回复应力小和响应方

式单一(目前多数SMP的响应方式为热致型),这
些不足极大地限制它的应用.SMP通过复合改性

得到的形状记忆高分子复合材料(Shapememory
polymercomposites,SMPC)通常具有优异的形状

记忆性能、力学性能和电学性能,且可实现SMP响

应方式的多元化,如电、磁和光响应[３].

本文从填料对SMP力学性能、形状记忆性能

及响应方式的影响角度分别对力学增强型SMPC、
电致型SMPC、磁致型SMPC和生物功能型SMPC
的研究进展、应用前景和面临的问题进行论述.

１　力学增强型SMPC

SMP力学性能普遍较差,研究发现添加石墨烯、
氧化石墨烯(Grapheneoxide,GO)、碳纳米管(Carbon
nanotube,CNT)、气 相 生 长 碳 纤 维 (VapourＧgrown
carbonfiber,VGCF)、碳化硅、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等

功能填料可有效改善SMP的力学性能[４].石墨烯

因其具有超高的强度、导电与导热系数等诸多优异

的物理性能,是一种优良的功能填料.GO 作为一

种石墨烯的衍生物,其表面具有很多极性基团,易于

分散在水相和极性溶剂中,为制备结构均一、性能优

异SMPC创造良好的材料环境.研究发现通过添

加 GO制备得到的石墨烯SMPC,其力学性能得到

显著的提高[５].Wan等[６]将环氧树脂(Epoxy,EP)
接枝到经双酚 A处理后的 GO上制备一种以EP为

基体的SMPC,与纯的EP相比,当 GO的质量分数



为０．２５％时,GO/EPSMPC的拉伸模量和强度分

别提高１３％和７５％.Tan等[７]把 GO 掺杂到形状

记忆聚氨酯(Shapememorypolyurethane,SMPU)
后,SMPU的力学性能、表面润湿性和热稳定性都

得到改善,当 GO质量分数为４％时,热收缩率低至

４．７％±０．３％,形状固定率和形状回复率分别达到

９２．１％和９５．６％.Zhang等[８]用水合肼还原经硅

烷偶联剂 KHＧ５５０处理后的 GO,得到功能化的还

原氧化石墨烯(Funtionalgraphene,FG),并采用原

位聚合的方法制备 FG/PU/EPSMPC,有效提高

SMPC的力学性能,其热分解温度提高５０℃;而且

该SMPC具有电响应性能,在８５V 的外接电压下

５s内形状回复率可达９６％,随着FG质量分数的增

加,形状回复率有所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过量的FG
阻碍PUＧEP高分子链段的运动.石墨烯由于层间

范德华力,极易出现团聚的现象[５],为解决石墨烯不

易分散的问题,Yoonessi等[９]合成易溶于 NＧ甲基吡

咯烷酮(NＧmethylpyrrolidone,NMP)的胺化石墨

烯,并通过溶液混合的方法制备改性石墨烯/聚酰亚

胺SMPC,其储能模量随改性石墨烯的增加而增大,
且同比例掺杂时,掺杂胺化石墨烯的SMPC比掺杂

石墨烯的SMPC高出２５％左右.
在改善SMP力学性能方面,CNT 也是一种优

良的填料,Dong等[１０]以EP为基体,CNT为填料采

用热压成型法制备CNT/EPSMPC,CNT有效改善

了EP的强度和模量.但由于CNT极难分散于水和

多数有机溶剂中,因此CNT/SMP制备的关键在于能

否将CNT均匀地分散到聚合物基质中.Liang等[１１]

发现CNT在石墨烯纳米片(Graphenenanoplatelets,

GNP)的作用下可均匀分散在四氢呋喃中,认为

GNP在体系内作为两亲性表面活性剂有助于CNT
的分散.Guo等[１２]用短切碳纤维与氧化铝来增强

塑性聚酰亚胺,经硝酸处理后的短切碳纤维表面生

成了大量可与聚酰亚胺键接的功能基团,少量的纳

米氧化铝粒子在碳纤维和聚酰亚胺键接处形成“纳
米桥”进一步增强两者间的结合力,当短切碳纤维质

量分数为７wt％时,氧化铝质量分数为１％时,该

SMPC的力学性能增强效果最为显著.通常,添加

碳素填料(如 CNT、石墨烯)改善SMP力学性能的

同时可以有效改善它的导热性能,从而提高 SMP
的热响应速度[１３].Hyungu等[１４]利用 GO 极好的

表面润湿性将EP浸润至 GO/CNT膜中制备 GO/

CNT/EPSMPC,一维CNT与二维GO形成三维导

热通路,从而显著地提高 EP的导热性能,使 GO/

CNT/EPSMPC能够快速地响应热刺激.Ding等[１５]

将硅烷偶联剂处理后的 VGCF复合EP制备 VGCF/

EPSMPC,与纯的EP相比,硅烷偶联剂质量分数为

０．２％时 VGCF/EPSMPC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
提高了７０．８％,且 SMPC 热响应速度也得到明显

提高.
研究发现经硅烷偶联剂(如 KHＧ５５０)处理后的

硅质填料表面会形成较多的活性基团(如羟基),有
利于硅粒子与聚合物的表面结合[１６].Dong等[１７]以

KHＧ５５０为二氧化硅的表面处理剂,复合EP以提高

EP的力学性能和形状记忆性能,但由于二氧化硅的

团聚的问题,当质量分数超过１．５％时,材料的力学

性能开始降低.Li等[１８]通过控制纳米二氧化硅含量

使二氧化硅/EPSMPC具备不同的Tg,复合双层不

同Tg 的SMPC具有三重形状记忆效应.Yang等[１９]

等采用溶胶Ｇ凝胶法制备二氧化硅/聚酰亚胺SMPC,
在聚酰亚胺合成的过程中将二氧化硅接枝到聚酰亚

胺分子链中形成稳定的二氧化硅/聚酰亚胺网络结

构,与纯的聚酰亚胺相比,该SMPC的拉伸强度提

高了２０％左右,形状固定率从９２％升至９８％.硅

藻土的成分主要为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以及其它

氧化物,因为其表面存在大量羟基,可以很好的与聚

合物结合,Park等[２０]以 PU 为基体制备的硅藻土/

PUSMPC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Ko等[２１]在聚己

内酯(Polycaprolactone,PCL)纳米纤维束表面涂覆

一层硅酮树脂,然后进行退火处理提高材料的结晶

度,其力学性能得到显著提高,提升该材料在航空工

业、生物医药和智能材料方面的应用潜力.
除上述填料之外,还有许多可用来改善 SMP

力学性能的填料,如碳化硅、黏土、笼型聚倍半硅氧

烷[２２Ｇ２４]等.SMPC不仅继承传统SMP优良的形状

记忆效应,而且克服传统 SMP力学性能差、刚度

低、形状回复应力小的不足[２５].但填料的添加在一

定程度上会降低形状回复率和形状回复速率,因此,
仍需对填料与SMP的匹配性及界面性能进行系统

研究,深入探索填料对SMPC的力学性能和形状记

忆性能的影响[２６].

２　电致型SMPC

电致SMPC是由于电阻生热从而触发形状记

忆过程,属于间接热响应,与直接热响应相比具有使

用方便、受热均匀和远程可控等诸多优点,同时多数

导电填料也能提高SMPC的导热系数,使其能够更

快速地响应外界刺激[２２].常规的导电填料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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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SMPC,如炭黑(Carbonblack,CB)、CNT、镍粉、
石墨烯以及短切碳纤维等.Dong等[２７]以叔丁醇为

发泡剂制备 CNT/EP导电泡沫,该泡沫的电导率v
相比EP泡沫提高了十个数量级(如图１所示),且具

有良好的形状记忆效应.Qi等[２８]以CNT为导电填

料,通过熔融混合方法将聚丙烯碳酸酯(Polypropylene
carbonate,PPC)和聚乳酸(Polylacticacid,PLA)混
合均匀制备 CNT/PCL/PLASMPC,CNT 的添加

不但提高 CNT/PCL/PLA SMPC 的形状回复应

力,降低材料的导电渗滤阈值,且赋予该SMPC优

异的电致形状回复性能:施加３０V 的电压,材料在

３０s内的形状回复率可达９７％.Zhou等[２９]分别以

EP为基体,多孔PU为骨架,石墨烯和CNT为导电

填料制备一种三维形状记忆泡沫.Wang等[３０]在

EP表面涂覆一层还原氧化石墨烯薄膜(Reduced
grapheneoxidepaper,RGOP)制备RGOP/EPSMPC,
其电致形状记忆过程是通过 RGOP发热实现的:在
形状回复过程中,具有优异导热性能的 RGOP能够

快速地传递热量使材料可以迅速响应电刺激,并回

复至初始形状:施加６V 的电压该SMPC在５s内

的形状回复率可接近１００％,且可通过改变 RGOP
的质量分数和外加电压的大小来调节形状回复过

程,实现了形状记忆材料的智能调控.Luo等[３１]将

银纳米线(Argentumnanowaire,AgNW)嵌入到SMPU
得到具有导电网络的 AgNW/SMPU 复合材料,

AgNW在SMPU表面形成一层导电夹层,嵌入SMPU
中的 AgNW 为电子的移动提供路径,且此 SMPC
有较好的韧性,在柔性电极和传感器材料方面有极

大的应用潜力.CB是一种无定形碳,具有超高的表

面积,容易形成网络空间通道,有利于在聚合物中形

成链式导电结构,是种比较常见的导电填料[３２Ｇ３３].

Wang等[３４]与 Wang等[３５]分别以苯乙烯Ｇ丁二烯Ｇ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和低密度聚乙烯(Polyethylene,

PE)、交联PE为SMP基体,与CB复合制备SMPC,
两种SMPC均具有良好的电致形状记忆效应.再

者,CB粒子活性表面可与聚合物分子链结合形成交

联网状结构,有效提高 CB/PESMPC力学性能,但
是,过量CB的添加形成了过多的交联点,阻碍分子

链段的运动,导致形状回复率的下降[３３].
虽然电致型SMPC近些年得到飞速发展,但依

然存在不足之处,如:电致型SMPC一般属于间接

热驱动型,过量的导电填料会对SMP的形状记忆

性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碳纤维(Carbonfiber,

CF)填充SMPC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电学性能,

但其形变回复率较低,并且在大形变过程中,由于受

到CF微观弯曲的影响,CF和SMP基体间可能会

发生剥离,影响材料的实际应用[２６].因此,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电致型SMPC的材料结构与导电性能、
形状记忆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１　CNT质量分数对CNT/EPSMPC导电性能的影响[２７]

３　磁致型SMPC

热致型SMPC最具有代表性,研究最为广泛.
然而,在一些不方便直接加热的情况下,如人体内

部,是很难直接加热达到形状回复功能,另外,还可

能对人体造成伤害[３６].因此,科学家开发一种间接

加热(非接触式的磁场诱导加热[３７])的方式达到形

状回复的目的.Fe３O４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
毒、易大规模合成、磁性强、容易控制,是最常采用的

磁性粒子材料[３８].有大量研究报道,磁性粒子与

SMP共混制备的磁致SMPC,有望在生物医学工程

等领域得到应用[３９].Zhang等[４０]合成的Fe３O４/全

氟磺酸树脂薄膜具备磁致形状记忆性能,可以通过

改变外加磁场调节形状记忆过程,但随着Fe３O４ 质

量分数的增加,薄膜的拉伸强度增加,而断裂伸长率

骤减,可能是由于Fe３O４ 的添加降低聚合物基体的

连续性.PLA 改性Fe３O４ 可有效改善Fe３O４ 与聚

合物间的结合,克服 Fe３O４ 的添加给 PLA 力学性

能造成的负面影响[３８].由于PCL分子链中含有非

极性亚甲基和极性酯基,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交联处

理后的 PCL的形状回复率达到９５％,它在导管支

架、手术缝合线、药物输送等方面拥有极大的应用潜

力.Yu等[４１]先制得均匀分散的 Fe３O４/BPO/PCL
混合物,然后通过热压成型制备磁致 Fe３O４/PCL
SMPC,磁性Fe３O４ 纳米粒子的添加使该SMPC具有

很好的磁致形状记忆效应,通过交流磁场诱导磁性

粒子发生磁滞损耗产热完成形状回复,并可通过调

整磁场强度控制形状记忆过程.Lee等[４２]以氰化

甲烷为溶剂将 Fe３O４ 纳米颗粒分散到 RGO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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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波辐射的作用下形成一种３D 网状的 RGOＧ
Fe３O４ 结构,再与 SMPU 混合制备 RGO/Fe３O４/

SMPUSMPC具备优异的磁响应形状记忆性能,同
时力学性能也得到改善(如图２所示),拓宽PU 在

纺织工业、能量收集和生物医药装置方面的应用.

图２　纯SMPU、SMPUＧFe３O４(１０wt％)与

SMPUＧ３DGＧF(１０wt％)的力学性能[４２]

但磁致SMPC可控性低、产热效率差、形状回复

速率小等[２５].因此,如何提高SMPC调控性、产热效

率和形状回复速率,实现降低磁场强度和频率的同时

不降低响应速度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４３].

４　生物功能型SMPC

SMPC因其独特的形状记忆性能在生物医学领

域,如外科手术、泌尿系统、心血管支架、神经电极、
韧带固定和骨组织工程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

前景[４３Ｇ４４].SMPC拥有其它生物医用材料不能实现

的功能,如形状展开、形状回复、形状自适应等,通过

对SMP原料的合理选择及适当改性,在保持原有

形状记忆性能的前提下,获得生物亲和性良好的

SMPC,可以满足新型外科手术、新型医疗器械对材

料特殊功能的要求[３５].同时SMPC可以根据需要

通过结构设计灵活调整其形状记忆性能、力学性能,
同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能[４５].

Bai等[４６]通过两步法合成以乙基纤维素 (Ethyo
cellulose,EC)为骨架的 EC/SMP复合材料,EC出

色的力学强度有效改善EC/SMP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其拉伸模量从１０４．９MPa提高至３７３．４MPa、拉
伸强度从１５５．４MPa提高至３２３．６MPa,且断裂伸

长率在６２１％以上,该SMPC在植入手术器件方面

表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Zheng等[４７]通过熔融共

混的方法将生物相容性良好的PPC与PCL均匀混

合,制备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PPC/PCLSMPC,当

PCL体积分数为２５％时,材料的形状回复率和固定

率均 得 到 有 效 提 高,尤 其 是 形 状 回 复 率 同 纯 的

PPC、PCL相比分别提升２４．１％和５０％,在３７℃左

右可实现形状回复,PPC/PCLSMPC在人造器官

方面有较大的应用潜力.基于生物功能型 SMPC
兼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形状记忆性能,科研工作

者构建一种普遍用于药物缓释的模型[３９]:将材料加

工成一端呈花瓣状的胶囊,将药物放入胶囊内,加热

材料至Tg 以上施加外力使花瓣状胶囊合闭密封,
在低温下固定形状.通过手术将载有药物的胶囊植

入到人体特定的部位,在体温的驱动下发生形状回复

(胶囊起初呈花瓣状的一端打开)完成药物的释放.
针对某些皮肤不能承受较大压力的患者,普通医用压

力服饰与一种间歇压力治疗设备结合使用可有效减

轻患者因压力带来的不适感,但这种间歇性压力治疗

设备只能在静态下使用.由SMP纤维制成的医用压

力绷带同时拥有普通医用压力服饰和间歇性压力治

疗设备的两种压力模式,病人穿戴时可以自由行动[４１].
生物功能型SMPC在生物医药领域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

段,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如何使SMPC具有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的同时仍拥有稳定的形状记忆性

能? 如何使材料在人体内复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良

好的稳定性? 如何精准地调控形状回复过程?

５　展　望

SMPC的种类、响应方式、加工工艺、应用领域

都更为丰富、更为先进、更为广阔,但在实际应用中

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SMPC的可控性较差、形变

回复精准度不高、力学或电学性能提升同时往往会

导致形状记忆性能的变差、对外界刺激的响应不够

敏感、大多数的SMPC都是直接或间接热响应.因

此,在SMP分子设计、SMPC的改性与应用等方面

仍有许多重要工作可做.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继

续深入,开发出力学性能优良、响应方式多元的

SMPC,用于电子器件、航空航天和生物医药等领

域,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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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fshapememorypolymercomposites
WANGEnliang,DONGYubing

(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Shapememorypolymer(SMP)hasattractedwideattentionbecauseofitsultrahighshape
recoveryrate,easyadjustableshape memorytransformationtemperature,easyprocessibility,small
density,andlowcost．However,theweakmechanicalpropertyandsingleactuationmethodoftheSMP
haveenormouslyrestricteditsvariousapplications．Compositefunctionalfillerscaneffectivelyimprovethe
mechanicalproperty,shapememoryperformance,thermalconductivityandelectricalconductivityofSMP,
andenrichtheSMPsactuation methodto meetthevariousapplicationrequirements．Theresearch
progressofshapememorypolymercomposites(SMPC)inrecentyearsisintroducedinthispaper．The
mechanicalenhancedSMPC,electricalＧactiveSMPC,magneticＧactiveSMPCandbiofunctionalSMPCarediscussed
respectivelyfromtheperspectiveofeffectsofthefilleronmechanicalpropertyandactuationmethodofSMP．
Besides,theapplicationprospectanddevelopmentchallengeoftheSMPCareintroducedand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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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丝素颗粒的可控制备及药物负载研究

雷　容,徐江晖,周文翠,袁梅华,蔡玉荣,姚菊明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近年来桑蚕丝素蛋白以来源广泛、可降解且生物相容性好等优点,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得到了越来越

广泛的关注.以丝素蛋白为原材料,研究丝素蛋白浓度、熟化温度及盐浴浓度对所制备的丝素蛋白粒径及形貌的影

响,并探索该颗粒对抗肿瘤药物阿霉素的负载和控释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丝素颗粒表面呈多孔状态的球体,粒径

变化范围在４００~３６００nm,对药物阿霉素的包封率为９３．８６％,载药量为１４．０８μg/mg;随pH 降低,药物释放速率

和累积释放量增加.实验表明:纳米级丝素颗粒可作为药物载体,可高效包覆抗癌药物阿霉素,并实现药物的可控

释放.

关键词:丝素;纳米颗粒;多孔;药物负载及释放

中图分类号:TB３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３７Ｇ０８

０　引　言

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来越高,抗癌

药物能有效杀死癌细胞,但药物在血液环境中易被

降解而无法在人体内稳定存在,为维持药物在体内

的有效血药浓度,研究者们设计了将药物包覆在载

体之上的载药体系[１Ｇ２].当载体包覆药物后,药物能

稳定存在于血液环境中,从而达到增强药物稳定性

的效果.此外,载体还能在一定刺激条件下,对药物

进行可控释放,因此研究一种抗癌药物的高效载体

非常重要.
药物载体材料的类型主要有无机材料[３Ｇ４]和有

机高分子材料[５Ｇ６],但无机材料在体内释放药物后难

降解,丝蛋白质作为一种天然高分子材料,生物相容

性良好,能被蛋白酶水解[７],可作为药物载体材料来

解决在体内降解困难的问题.同时,丝蛋白制备的

纤维和膜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应用在手术缝纫线、
人造 血 管 及 医 用 敷 料[８Ｇ１１]等 研 究 方 面.Kundu
等[１２]采用去溶剂化的方法制备丝素纳米颗粒,结果

显示丝素纳米球呈βＧ折叠结构,且无明显细胞毒性.

Wenk等[１３]人以水杨酸为药物模型,制得丝素蛋白

载药微囊,发现由浓度高的丝素蛋白溶液制备的载

药微囊,对药物的释放速率更稳定.
本实验以丝蛋白为载体材料,阿霉素为抗肿瘤

药物模型,制备粒径可控的微纳米颗粒.在颗粒形

成过程中,丝素颗粒将药物阿霉素包覆在其中,从而

实现对药物阿霉素的负载;并在不同pH 的磷酸盐

缓冲溶液(PBS)中,测定阿霉素的释放速率和累积

释放量,对载药微球响应释放阿霉素的性能进行

表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试剂

蚕茧购自湖州新天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溴化

锂、碳酸钠购自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无水磷

酸氢二钠和无水磷酸二氢钠购自天津市科密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阿霉素购自上海士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１．２　丝素溶液的制备

将蚕茧加入０．０２mol/L的碳酸钠溶液中煮沸

３０min,重复两次,用超纯水洗涤３次,于６０℃烘箱

中干燥过夜.称取１５mg脱胶后的丝素纤维,溶解

在１００mL 浓度为９．３０mol/L 的溴化锂溶液中,

６０℃反应２h.将溶解得到的丝素溶液置于透析袋

中,去离子水透析３d,每１２h更换去离子水,对所

得溶液进行离心即得到丝素溶液,置于４℃冰箱保

存备用.

１．３　丝素微纳米颗粒的制备及药物负载

用 Na２HPO４ 和 NaH２PO４ 配制pH 值为８、浓
度为 １．２５ mol/L 的磷酸盐溶液,将浓度分别为

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mg/mL的丝素溶液缓慢滴

加到磷酸盐溶液中,低温处理４h后再在２０ ℃熟

化温度下处理１２h,离心去离子水洗涤三次,得多

孔的 丝 素 微 纳 米 颗 粒 (silkfibroinnanoparticle,

SFNPs).选择最优的丝素溶液浓度作为下一步研

究的工艺条件.
用 Na２HPO４ 和 NaH２PO４ 配制pH 值为８浓

度分别为１．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２．００mol/L磷酸盐溶

液,将浓度为最优的丝素溶液缓慢滴加到其中,低温

处理４h后再在熟化温度下处理１２h,离心洗涤三

次,得到SFNPs.选择最优的磷酸盐溶液浓度作为

下一步研究的工艺条件.
用 Na２HPO４ 和 NaH２PO４ 配制pH 值为８浓

度为最优浓度的磷酸盐溶液,将浓度为最优的丝素

溶液缓慢滴加到其中,低温处理４h后再在不同熟

化温度(１０、２０、３０、４０℃)下处理１２h,离心洗涤三

次,得到SFNPs.选择最优的熟化温度作为下一步

研究的工艺条件.
选取上述实验最优工艺条件,将阿霉素加入到

丝素溶液中,混合均匀后,将丝素溶液加入到磷酸盐

溶液中,低温处理４h后熟化温度下处理１２h,离心

洗涤,得到载药丝素颗粒.

１．４　载药颗粒对药物的体外缓释

将制备的载药颗粒分散于pH 为５．０、６．５、７．４
的PBS 中,放入 ３７ ℃ 恒温振荡箱中,振荡频率

１５０r/min,分别隔１．０、２．５、４．５、７．０、１０．５、１４．０、

１９．０、２５．０、３２．０h检测阿霉素释放量.

１．５　表征分析

采用场发射扫描电镜(FEＧSEM,日本 Hitachi
公司 SＧ４８００型)观察多孔丝素颗粒的表面形貌.

采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Zetasizer,英国马尔文

仪器有限公司 NanoZS９０型)测定丝素颗粒的粒径、

粒径分布及颗粒表面电位.
采用傅里叶红外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吸收光谱

仪(FTIR,美国 ThermoElectron)对丝素蛋白在形

成颗粒前后进行结构分析.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阿霉素的在４８０nm

处的吸光度,建立标准曲线,对丝素颗粒包覆药物的

载药量和包封率[１４]进行定量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载药量/(μgmg－１)＝
载体中包覆的药物量

载体总量
,

包封率/％＝
载体中包覆的药物量

总投药量 ×１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丝素浓度对SFNPs形貌及粒径的影响

丝素溶液浓度会影响晶体生长,为了解丝素溶

液浓 度 对 SFNPs 形 貌 及 粒 径 分 布 的 影 响,在

SFNPs制备过程中保持熟化温度为２０ ℃,磷酸盐

溶液浓度为１．２５mol/L不变,仅改变丝素溶液浓

度,分别为０．５、１．０、１．５、２．０mg/mL.采用扫描电

镜和激光粒度仪对SFNPs的形貌和粒径分布进行

表征,结果如图 １ 所示.图 １(a)中丝素浓度为

０．５mg/mL时,丝素颗粒表面为多孔结构,图１(e)
中丝素颗粒的粒径最小,主要分布在５００~６００nm
左右,颗粒为表面呈多孔结构的球形.图１(d)在丝

素浓度增加到２．０mg/mL时,丝素颗粒表面多孔结

构没有变化,图１(h)粒径增大到１５００nm左右.从

图１的扫描电镜照片看出随着丝素溶液浓度增加,

SFNPs的多孔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颗粒粒径呈

现增大的趋势,激光粒度仪结果如图１(e)－(h),随
着丝素溶液浓度增加,丝素颗粒粒径增加,也证实扫

描电镜观察到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是在制备丝素颗

粒的过程中,丝素溶液浓度越高,越易于析出,析出

的丝素小颗粒作为晶种使溶液中的丝素蛋白能够在

其上生长,形成大的丝素颗粒[１５].图１中丝素溶液

浓度０．５mg/mL和１．０mg/mL相比,后者颗粒粒

径稍有增加,粒径分布变化不大,考虑到产量的问

题,这里选择浓度为１．０mg/mL.

２．２　熟化温度对SFNPs形貌及粒径的影响

温度会影响晶体生长,为探究熟化温度对丝素形

貌及粒径分布的影响,在丝素溶液浓度为１mg/mL,
磷酸盐浓度为１．２５mol/L的工艺条件下,分别在不

同熟化温度下制备SFNPs,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

激光粒度仪对SFNPs进行表征.图２(a)中熟化温

度为１０℃时,丝素颗粒主要呈球形,少部分为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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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表面呈多孔结构,图２(e)粒径主要分布在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nm左右.图２(d)当熟化温度升高到４０℃
时,跟图２(a)相比,更多颗粒呈球形,表面多孔结构

没有变化,且粒径减小,减少到１５００~１７００nm.从

图２的扫描电镜图中看出,丝素颗粒形貌变化不大,
随着熟化温度的增加,丝素颗粒粒径呈现减小的趋

势.激光粒度仪结果表明熟化温度越高,丝素颗粒

粒径越小,而且粒径分布范围更窄.这是由于晶核

在低温条件下生长速度快,高温会破坏已形成的有

序晶核,特别是在均相成核中,因而随着熟化温度升

高,丝素颗粒粒径减小[１６].考虑到粒径小有利于细

胞吞噬,因此选熟化温度为４０℃.

图１　不同丝素溶液浓度的SFNPs扫描电镜照片和的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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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熟化温度的丝素颗粒扫描电镜照片及其粒径分布

２．３　离子强度对SFNPs形貌及粒径的影响

蛋白质是亲水性大分子,在水溶液中有双电层

结构,以保证分子的溶解度平衡并在水溶液中稳定

存在.当加入无机盐类时,盐会电离成为离子态,盐
离子的电性破坏溶液中蛋白质的双电层结构,从而

导致蛋白质沉淀析出[１７].不同离子强度对蛋白质

双电层的影响程度不同,为探究不同离子强度对丝

素颗粒及粒径分布,在丝素溶液浓度为１mg/mL,

熟化温度为４０℃工艺条件下,采用扫描电镜和激光

粒度仪对丝素颗粒形貌及粒径分布进行表征.图３
(a)离子强度为１．００mol/L时,颗粒表面呈多孔结

构,图３(e)粒径主要分布在９５０nm 左右.当离子

强度增加到２．００mol/L时,如图３(d)所示,颗粒表

面多孔结构减少,图３(h)粒径主要集中在５００nm
左右,且粒径分布范围更窄.图３扫描电镜结果显

示,随着离子强度增加,丝素表面形貌更加趋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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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粒径分布呈减小的趋势,激光粒度仪结果如图３
(e)－(h),随着离子强度增加,丝素颗粒粒径减小,
也证实扫描电镜中粒径减小的现象.

为证实离子强度影响丝素蛋白的双电层结构,
测定不同离子强度制得的丝素颗粒的表面电位.图

４结果表明,当离子强度为１．００mol/L时,颗粒表

面电位为－３５mV,当离子强度增加到２．００mol/L

时,颗粒表面电位增加－４７mV 左右,这表明随着

离子强度的增加,丝素颗粒的表面电位也增加,这一

结果跟前面图３分析得到的随着离子强度增加,颗
粒粒径减小的结果一致,即离子强度越高,对蛋白质

双电层影响程度越大,高的表面电位有利于颗粒在

溶液体系中稳定存在,在制备药物载体时选用离子

强度为２．００mol/L的盐浴溶液.

图３　不同离子强度的丝素颗粒扫描电镜照片及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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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离子强度制得的丝素颗粒的Zeta电位

２．４　SF盐析前后构象的变化

将新制的丝素蛋白溶液通过冷冻干燥,得再生丝

素蛋白(regeneratedsilkfibroin,RSF),RSF、SFNPs的

红外光谱图如图５所示.再生丝素蛋白在形成微纳

米颗粒后,RSF的酰胺Ⅰ峰(C＝O伸缩振动)的位置从

原来的１６３３．２２cm－１移到了１６５５．１４cm－１[１８],表明

丝素盐析后的构象趋向于形成无规线团,说明高浓

度的盐溶液不利于了丝素纤维的有序排列.SFNPs
在１５４０．８６cm－１处的酰胺Ⅱ(N－H 弯曲振动)和

１２３９．４３cm－１处的酰胺Ⅲ(C－N 伸缩振动)峰值明

显增加,也说明丝素蛋白颗粒大部分为无规线团结

构和少量αＧ螺旋结构.

图５　丝素蛋白盐析前后红外谱图

２．５　SFNPs的药物负载

将未载药的纯丝素颗粒、载药的丝素颗粒及药

物阿霉素(DOX),跟溴化钾粉末研磨后进行压片,
得到SFNPs、DOX、SFNPsＧDOX的红外光谱图,结
果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结果可知,载药后的丝素颗粒分别在

２８５０．３２、１２８１．９０、９８９．０３cm－１呈现出阿霉素的特

征振动峰,表明阿霉素已经成功被丝素颗粒包覆在

颗粒中.由于 SFNPs呈很高的负电性,Zeta电位

为－４７mV,阿霉素呈弱正电性,阿霉素通过静电吸

附的方式负载于丝素颗粒上,从而使SFNPs实现对

药物阿霉素的负载.

图６　载药丝素颗粒的红外光谱图

为实现载体对药物阿霉素的负载量和包封率的

定量计算,通过紫外分光光度计对溶液中未包覆的

阿霉素进行测定,结合标准曲线如图７所示,阿霉素

的浓度与吸光度呈线性相关,方程式为Y＝０．０２４X－
０．００１,曲线拟合度R２ 为０．９９９８３,计算得载药量为

１４．０８μg/mg,包封率为９３．８６％.表明SFNPs将

绝大部分阿霉素负载在其上,实现对抗癌药物阿霉

素的高效负载.

图７　阿霉素的标准曲线

２．６　药物的pH 响应释放

由于癌细胞内部环境的pH 值呈弱酸性,pH 为

５．０的PBS模拟癌细胞中内涵体和溶酶体的微环

境,pH 值为６．５的PBS模拟肿瘤细胞外环境,pH
值为７．４的PBS模拟体内血浆环境[１９].阿霉素是

通过静电吸附的方式负载于丝素颗粒中,不同pH
条件会影响其静电相互作用[２０],根据环境pH 值的

不同实现药物的响应释放.
图８为载药丝素颗粒在不同pH 值的 PBS中

的累积释放药物阿霉素的量随时间的关系曲线.图

８结果表明,当PBS的pH 为７．４时,药物释放速率

最慢,在释放 ７h 后达平衡状态,累积释放量为

２５．８５％.当PBS的pH 为６．５时,在释放１４h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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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平衡,累积释放量为４１．２１％.PBS的pH 为

５．０时药物的释放速率在最快,释放１４h后达平衡

期,药物的总释放量为６８．２１％.图８说明酸性条

件有利于药物释放.药物在酸性条件下释放量的增

加,主要是由于酸性环境削弱了阿霉素和丝素蛋白

之间的静电作用,导致药物从纳米颗粒中释放出来.
以上结果表明丝素制得的纳米颗粒可作为药物载

体,并在弱酸性环境的肿瘤细胞内部及周围实现

pH 响应释放.

图８　载药丝素颗粒的体外释放曲线

３　结　论

通过研究丝素溶液的浓度、熟化温度、磷酸盐溶

液浓度,得到粒径可控的多孔丝素颗粒.丝素溶液

浓度越低,磷酸盐溶液浓度越高,熟化温度越高,制
得的丝素颗粒粒径越小.纳米级多孔丝素颗粒对抗

癌药物阿霉素的负载性能良好,药物释放速率和累

积释放量随pH 降低而增加,根据癌细胞内部环境

的pH 比正常细胞低,可实现药物的控制释放,具有

可观的医用前景,有望应用于癌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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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paper,thesilkfibroin(SF)wasusedastheraw materialtostudytheeffectsofSFconcentration,

agingtemperatureandsaltbathconcentrationonthesizeandmorphologyofSFparticles．Meanwhile,the
loadingcapacityandcontrolledreleasecapacityoftheparticlesonantiＧtumordrugwereexplored．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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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decreaseofpH．ItisindicatedthattheSFparticlescanbeusedasthedrugcarriertoeffectively
coattheantiＧcancerdrugadriamycin．Besides,controlleddrugreleasecanbe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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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素/明胶复合材料的比例对小鼠止血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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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将丝素溶解于氯化钙Ｇ乙醇Ｇ水的三元体系中得到水解后的丝素蛋白,与明胶按不同的比例进行混合,

冷冻干燥,得到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观察复合止血材料的微观形貌,发

现丝素/明胶复合材料具有多孔结构;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仪(FTIR)对材料的结合方式进行表征,发现丝素和明胶

是物理共混;通过凝血指数(BCI)、体外凝血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血小板吸附

率和大鼠断尾实验对丝素/明胶复合材料的止血性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丝素明胶质量比为７∶３时,复合材料的各

项止血指标都较好,能够快速止血.

关键词:丝素蛋白;明胶;形貌结构;止血性能

中图分类号:S８８６．９;R９７３＋．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４５Ｇ０６

０　引　言

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大量出血而导致的

死亡,是缩短人类平均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士

兵受伤、手术中病人意外出血、交通事故导致人员

受伤等情况下,如果止血不及时,很有可能会造成

非常严重的后果[１].目前研究比较多的止血材料

有壳聚糖、海藻酸钠、多孔沸石、纤维原蛋白等,关
于新型止血材料的研究是当前一个非常热门的话

题.
丝素蛋白是蚕丝的主要成分,约占总质量的

７５％.丝素蛋白作为一种天然大分子,不仅具有人

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对机体无毒性,无致敏性和

刺激作用,而且可大部分被生物体所降解,因此其在

生物医学中被广泛应用,如骨组织修复、药物载体、
伤口敷料等[２Ｇ４].之前已有研究表明丝素蛋白具有

一定的止血作用,但与壳聚糖、多孔沸石等止血材料

相比,止血时间过长[５Ｇ６].
明胶也是一种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主要由动物

的胶原蛋白部分水解而来.明胶的应用十分广泛,

在食品工业、医药领域、制造业等均可见到.在医药

领域,明胶是被人们较早发现具有止血功能的材

料[７],明胶海绵已被普遍地应用于临床.
本文将脱胶后的丝素蛋白溶液与明胶溶液按一

定比例进行共混,冷冻干燥制得丝素/明胶复合止血

材料,并与纯丝素蛋白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和试剂

蚕茧(产自浙江省湖州地区);明胶(分析纯,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水氯化钙(分析纯,杭
州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析纯,杭州

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无水碳酸钠(分析纯,杭州

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自制去离子水;透析袋(截
留分子质量８kD);明胶海绵(桂林福康森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抗凝剂(３．８％柠檬酸钠溶液);聚乙二醇(分
析纯,分子量１００００,国药化学集团试剂有限公司);
新鲜兔血(含抗凝剂);健康成年SD大鼠若干只(浙
江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性别不限,质量为

２６０g±２０g).



１．２　丝素/明胶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适量去蛹蚕茧置于体积为１L、质量分数为

２％的 Na２CO３ 溶液,在温度为９８℃的水浴中加热

３h,得到去除丝胶的蚕丝.采用浓度为０．５％苦味

酸胭脂红对丝素的脱胶程度进行检验,用去离子水

对完全脱胶后的丝素进行清洗,并置于温度为８０℃
烘箱 中,直 至 烘 干.将 适 量 烘 干 后 的 丝 素 置 于

CaCl２/C２H５OH/H２O摩尔比为１∶２∶８的三元体

系溶液其中,在８８℃的水浴中加热３h,得到丝素蛋

白溶液.对丝素蛋白溶液进行减压过滤,去除不溶

性杂质,得到较为纯净的丝素蛋白溶液.再将过滤

所得的溶液装入截留分子质量为８kD的透析袋中,
并放置于去离子水中进行透析,透析时间为７２h,
每隔１２h对所用去离子水进行更换.将透析的溶

液连同透析袋放入质量分数为３０％的聚乙二醇(分
子量１００００)溶液中一段时间,浓缩得到质量分数为

５％的丝素溶液.另配制质量分数为５％的明胶溶

液:将适量明胶置于一定量去离子水中,并在６０℃
的水浴中加热搅拌得到透明澄清的明胶溶液.将丝

素溶液和明胶溶液分别按质量比１０∶０、９∶１、８∶２、

７∶３、６∶４的比例混合,充分搅拌.再将交联后的

溶液倒入培养皿中,放入温度为－８０℃的超级低温

冰箱,冰冻１２h.最后将其放入温度为－８０℃的冷

冻干燥机中７２h,得到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

１．３　丝素/明胶复合材料的结构表征

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ULTRA５５,

CarlZeissJena)观察止血材料的纵截面的表面形

貌,测试时的工作电压为３．０kV,测试模式为SE２.
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Nicolet５７００,Thermo
Electron)测定止血材料的红外光谱,选择 KBr压片

法进行测试,测试时扫描范围为４０００~４００cm－１扫

描次数为１２８次,分辨率为４cm－１.

１．４　丝素/明胶复合材料止血性能测试

１．４．１　凝血指数(BCI)测试

根据Shih等的研究[８],凝血指数(BCI)可用来

表征止血材料的止血效果.取新鲜兔血若干毫升并

加入抗凝剂(体积比为９∶１),并配置质量分数为

０．２mol/L的氯化钙溶液静置.称取１００mg止血

材料于烧杯并在３７ ℃环境中预热５min.然后加

入０．１０mL抗凝兔血,同时加入０．０２mL氯化钙溶

液,再将烧杯置于３７ ℃环境下５min.之后加入

２５．００mL去离子水,再于３７℃环境下放置５min.
最后取０．２０mL上层清液,用可见光分度计(波长

５４０nm)测试吸光度(abs)值.测试时,设置空白对

照组和阳性对照组(明胶海绵),每个样品重复测试

６次后取平均值.BCI 按式(１)计算,一般来说,

BCI的数值越小,表示止血材料的止血效果越好.

BCI/％＝
样品的abs值

空白对照组的abs值∗１００ (１)

１．４．２　凝血时间测试

各组材料的凝血时间采用Behrens等[９]研究的

方法进行测定.将４８孔板放置于３７℃恒温水浴中,
然后称取５０mg止血材料置于离心管中,于３７℃预

热５min后依次加入０．５０mL抗凝兔血和０．１mL
０．２mol/L氯化钙溶液.每隔１５s倾斜离心管,观察血

液的凝固的程度,直至血液不流动为止,记录凝血时

间.其中,空白对照组不加止血材料,只加入氯化钙溶

液,阳性对照组加入相同质量的明胶海绵和氯化钙溶

液.测试时,每组材料重复３次平行实验并取平均值.

１．４．３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

原时间(PT)测定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原时

间(PT)是临床上用来判断凝血机理的两个重要指

标[１０].APTT 用来测试内源性凝血,PT 用来测试

外源 性 凝 血.将 ０．０５ mL 的 贫 血 小 板 血 浆 和

APTT 试剂混合于试管中,并在３７ ℃的水浴中放

置５min后再将待测试样(比例不同的各组止血材

料和阳性对照组明胶海绵)和０．０５mL氯化钙溶液

(浓度为０．２mol/L)加入于试管中,用全自动凝血

分析仪测试反应时间.每组材料重复三次并取平均

值.PT 的测试方法与APTT 的测试方法类似.

１．４．４　血小板吸附率测定

取１．８０mL抗凝兔血于离心管并加入２００mg
止血材料,空白对照组不加入任何物质,阳性对照组

加入２００mg明胶海绵.在３７ ℃恒温水浴中放置

１０min.再将血液离心(１０００r/min)５min,取上层

清液(富血小板血浆),用五项血球仪测试血浆中的

血小板数目[１１].按式(２)计算血小板吸附率:
血小板吸附率/％＝
空白对照组血小板数目－实验组血小板数目

空白对照组血小板数目 ∗１００

(２)

１．４．５　大鼠断尾止血实验

将麻醉后的大鼠放置于实验操作台,在距离大

鼠尾巴尖端５cm 处用手术刀将尾巴切断.用滤纸

吸去第一滴流出的血液,并将１cm×１cm大小的止

血材料覆盖于伤口处,另外在尾巴与实验台面中间

放置一张滤纸,同时开始计时.每隔３０s更换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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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并观察出血状况,当没有血液滴到滤纸上时,即
为止血完毕,记录出血时间[１２].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１９．０对实验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采用x±s表示结果.p＜０．０５时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的微观形貌和结构分析

２．１．１　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的微观结构分析

图１是纯丝素止血材料和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

料的纵截面FESEM 图像,从图中可以发现丝素/明

胶复合止血材料为层状多孔结构,而纯丝素止血材料

并不具备此结构.另外,随复合止血材料中明胶比例

的增加,层状多孔结构更加明显,如图１(b)－(e)所示.

图１　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的纵截面FESEM 照片

２．１．２　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的FTIR图谱

图２为三种止血材料的红外光谱图.由图２可

以发现,纯丝素蛋白在１６４５、１５３７、１２４０cm－１出现三

个吸收峰,依次对应酰胺Ⅰ、酰胺Ⅱ、酰胺Ⅲ键.明胶的

酰胺Ⅰ、酰胺Ⅱ、酰胺Ⅲ出现在１６４３、１５４８、１２４０cm－１,而
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的红外光谱图中这三个吸收

峰的位置分别为１６４７、１５３３、１２４０cm－１.与纯丝素蛋

白、明胶止血海绵相比,丝素和明胶复合后的材料没

有生成新的化学键,这说明丝素和明胶是物理共混.

图２　各组止血材料的红外光谱

２．３．１　凝血指数(BCI)
图３为各组别不同比例共混止血材料的BCI

值.从图３中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纯丝素蛋白组

(BCI为７１．９０％±０．５９％)相比,各组分丝素/明胶

复合止血材料的BCI值显著减小.丝素明胶质量

比为９∶１、８∶２、７∶３和６∶４四组的BCI值分别

为４７．２０％±０．６５％、３７．３０％±０．６９％、３４．３０％±
０．９６％和３５．９０％±０．４６％.明胶海绵组的BCI值

为８７．５０％±１．１８％.随着止血材料中明胶比例增

加,BCI值减小,止血效果增强,但当明胶比例过大

时,BCI值反而增大,止血效果减弱.同时丝素明

胶质量比为７∶３时凝血指数达到最小值,优于其它

各实验组.结果表明将明胶与丝素蛋白进行共混得

到止血材料的止血效果显著增强,优于纯丝素蛋白

和明胶海绵.这可能是因为制备得到的止血材料具

有层状多孔结构,可使红细胞填塞其中,进而使

BCI值减小,止血性能增强.

图３　各组止血材料凝血指数(B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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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凝血时间分析

图４为不同比例丝素/明胶共混止血材料的凝

血时间柱状图.如图４所示,不同比例的止血材料

凝血时间依次为(１１．９０±０．３８)、(１０．００±０．４２)、
(７．６０±０．１１)、(５．７０±０．３１)、(５．６０±０．１４)min,
明胶海绵组为(９．９０±０．３８)min,空白对照为(１４．９０
±０．３８)min.由此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随着

丝素蛋白中加入明胶比例的增加,制备得到的止血

材料凝血时间缩短,止血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当丝

素明胶质量比大于８∶２时,实验组的凝血时间开

始短于明胶海绵组;但当明胶比例达到一定程度

后,止血效果不再加强,如比例为６∶４组与７∶３
相比,凝血时间没有明显区别.丝素/明胶复合止

血材料可以显著缩短凝血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多

孔状的止血材料有较好的吸水性,使血液的局部

浓度增大,加速血液凝固.

图４　各组止血材料体外凝血时间

２．３．３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

原时间(PT)分析

　　图５为各组止血材料的APTT 和PT 时间的

折线图.从图５中可以发现随着止血材料中明胶比

例的改变,各组APTT 的反应时间发生变化.各实

验组的APTT 值分别为(２６．０９±０．１３)、(２０．１３±
０．１１)、(１９．８６±０．２３)、(１８．９２±０．１４)s和(１９．０１
±０．１３)s,空白对照组和明胶海绵组分别为(２９．５８
±０．５７)s和(１９．５３±０．０７)s.复合止血材料可以

明显缩短APTT 反应时间,APTT 反应时间最短

的是７∶３组.与此相反的是,PT 的反应时间没有

明显的规律,分别为(１１．９０±０．１９)、(１０．９５±０．０８)、
(１０．４２±０．１１)、(１０．３４±０．０７)、(１０．７６±０．１０)s,与

明胶海绵组(９．９２±０．０７)s和空白对照组(１１．１０
±０．５７)s相比,没有显著的区别.这说明,在整

个凝血过程中,丝素/明胶复合止血材料是通过内

源性凝血来缩短血液凝固时间的.这可能是因为

丝素和明胶可以促进血小板释放凝血因子FⅫ,并
将FⅫ激活为FⅫa,进而启动整个内源性凝血,缩
短凝血时间.

图５　各组止血材料APTT 和PT 的反应时间

２．３．４　血小板粘附率分析

表１是各组止血材料血小板粘附率.从表中可

以发现,当丝素明胶质量比为６∶４时,止血材料的

粘附率达到最大值(４４％),但其与７∶３组(４３％)和
明胶海绵组(４１％)相比没有明显差别.血小板的粘

附率随着止血材料中明胶的比例增加而变大,其对

血小板有良好的粘附性,但当止血材料中的明胶达

到一定比例时,粘附率不再显著增加.这说明复合

止血材料可以通过促进血小板的聚集,加速血栓的

形成,缩短止血时间.

表１　各组止血材料血小板粘附率

组别
复合材料中丝素与明胶比例

１０∶０ ９∶１ ８∶２ ７∶３ ６∶４
明胶海绵

粘附率/％ ２９ ３３ ３８ ４３ ４４ ４１

２．３．５　大鼠断尾实验分析

图６是各组大鼠断尾实验的止血时间,从图中

发现丝素明胶质量比为７∶３的止血材料具有良好

的止血效果,大鼠出血时间最短(５．５０±０．４６)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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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性能明显优于明胶海绵组(９．６０±０．４２)min
和空白对照组(１４．５０±０．４３)min.结合实验过程

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止血材料中不加

入明胶或者明胶比例较小时(１０∶０、９∶１、８∶２),止
血材料的水溶性较好,容易被血液溶解,无法紧贴创

面,进而没有较好的止血效果;当明胶比例较大时

(６∶４),止血材料不易溶解于血液,无法快速的激

活启动内源性凝血,不能加速血液凝固.因此,比
例适当的丝素明胶止血材料,会部分被血液溶解,
有利于紧贴创面,而复合止血材料的层状多孔结

构又会使血液的粘度增大,吸附血小板,启动内源

性凝血,促进血块的形成,进而达到最佳的止血

效果.

图６　各组材料的止血时间

３　结　论

本文中将水解后的再生丝素蛋白溶液与明胶

按一定比例进行共混,冷冻干燥后得到具有良好

止血效果的复合止血材料.经过测试所得结论

如下:
复合止血材料与纯丝素蛋白材料相比具有更加

明显的多孔结构,容易吸收水分,将使血液的局部浓

度增大,加速血液凝固,可推知具有层状多孔结构的

材料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丝素明胶质量比为７∶３
的材 料 的 凝 血 指 数(BCI)最 小,值 为 ３４．３０％ ±
０．９６％,明显低于纯丝素蛋白组和明胶海绵组.在

凝血时间的测试中,丝素明胶质量比为７∶３的材料

止血时间为(５．７０±０．３１)min,与丝素明胶质量比

为６∶４组(５．６０±０．１４)min的相差不大,但明显优

于其他各组.复合止血材料主要的止血机理是内源

性止血,因为各组材料的APTT 时间有显著的变化,
最小值为(１８．９２±０．１４)s(丝素明胶质量比７∶３),
空白对照组和明胶海绵组分别为(２９．５８±０．５７)s和

(１９．５３±０．０７)s.各组材料的PT 值没有明显的

区别.在血小板吸附实验中,发现随着组分中明胶

比例的升高,材料的血小板的吸附性增强,但当明胶

比例达到３０％后,吸附性不再显著增强.大鼠断尾

实验表明,丝素明胶质量比为７∶３的止血材料的止

血时间最短,约为(５．５０±０．４６)min,止血效果优于

其他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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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proportionofsilkfibroin/gelatincompositeson
hemostaticperformanceofmice

XUQingdong,LEICaihong,ZHUHailin,CHENJianyong
(ZhejiangProvincalKeyLaboratoryofFiberMaterialsandManufacturingTechnology,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Hydrolysedsilkfibroinwasobtainedbydissolvingsilkfibroinintheternarysystem of
CaCl２ＧC２H５OHＧH２O,andsilkfibroin/gelatincompositehemostaticmaterialswasobtainedbymixingsilk
fibroinwithgelatinindifferentproportionsandfreezinganddryingthemixtures．Observationofthe
microstructureofthecompositehemostaticmaterialswithfieldemission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e
showsthatsilkfibroin/gelatincompositesareofporestructure;thecharacterizationofthecombination
modeofmaterialswithFourierinfraredspectrometer (FTIR)showthatsilkfibroinandgelatinare
physicalblending;thecharacterizationofthehemostaticpropertiesofthesilkfibroin/gelatincomposites
bybloodcoagulationindex (BCI),invitrobloodclottingtime,activatedpartialthromboplastintime
(APTT),prothrombintime(PT),plateletadsorptionrateandrattailcuttingexperimentshowsthatthe
hemostaticindicatorsofthecompositesaregoodwithsilkfibroinandgelatinofamassratioof７∶３．

Keywords:silkfibroin;gelatin;morphologicalstructure;hemostatic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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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八烷填充聚氨酯发泡棉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菅　哲１a,张国庆１b,２,冯新星１b,张先明１c,肖吕明２,周　岚１b

(１．浙江理工大学,a．浙江省纤维材料和加工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b．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c．纺织纤维材料与加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英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义乌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在全水一步法制备聚氨酯软泡过程中加入不同填充量的高潜热值相变材料正十八烷,制备相变潜热较

高的调温聚氨酯发泡棉.通过扫描电镜(SEM)、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示差扫描量热(DSC)、热重(TG)等表征手

段和力学测试,研究不同含量的正十八烷对发泡棉表面形貌、化学结构、热性能和力学性能的影响.SEM 和 FTIR
结果显示:相变材料正十八烷能较好的埋置于聚氨酯基体中;DSC和 TG 结果显示:发泡棉的相变热值随正十八烷

含量的增加而增大,含有２０％正十八烷的发泡棉相变潜热可达４３J/g;经多次热处理后发现:填充２０％正十八烷的

复合发泡棉相变潜热变化量较小,热稳定性良好;力学测试结果显示:经正十八烷填充后的聚氨酯发泡棉永久压缩

形变增大,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减少.

关键词:聚氨酯;发泡棉;正十八烷;相变热

中图分类号:TB３２４;TB３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５１Ｇ０６

０　引　言

蓄热技术可用于解决热能供给与需求失配的矛

盾,在太阳能利用、电力的“移峰填谷”、废热和余热的

回收利用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１Ｇ３],具有潜热储能性能的相变材料被视为蓄热

技术的重要载体.相变材料(Phasechangematerial,

PCM)是指随温度变化而改变物质状态并能提供相

变热的物质[４].与其它相变材料相比,正十八烷等

烷烃类相变蓄热材料具有相变潜热高、几乎没有过

冷现象、熔化时蒸汽压力低、不易发生化学反应且化

学稳定性较好、自成核、没有相分离和腐蚀性、价格

低等优点,日益成为许多商业应用的优选相变材

料[５Ｇ７].聚 氨 酯 (Polyurethane,PU)是 主 链 含—
NHCOO—重复结构单元的一类聚合物[８],由二元

异氰酸酯或多元异氰酸酯与多羟基化合物经逐步加

成反应得到.使用各种不同官能团原料合成得到结

构不同的聚合物,如由多元醇和二官能团的异氰酸

酯合成线性结构聚氨酯,当其中一种原料改为三官

能度,便可合成体型结构的聚氨酯.改变聚合物架

构就可以制备出不同性能的材料[９Ｇ１０].
有关将相变材料添加到聚氨酯以制备具有储热

功能的发泡棉的研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将这种发

泡棉材料做成鞋底及衣物内衬,可以增加衣物的着

身舒适性;应用于汽车座椅及车顶等内饰可提升消

费者的驾驶舒适感.由明等[１１]将石蜡包覆与高分

子壁材中并埋置与聚氨酯基体中,制得２０％wt的

PCMs/PU发泡棉,相变潜热为２４．７J/g,低于实际

应用对相变材料潜热的要求.Li等[１２]以季戊四醇

和 MDI为原材料,以两步反应法制备较高相变潜热

(５２．７J/g)以及较高相变温度(４８．６℃)的PCMs/

PU发泡棉,但是在制备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有毒

有机溶剂二甲基甲酰胺(N,NＧdimethylformamide,

DMF),在后期处理中难以完全去除.
本文采用全水一步发泡法,以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８０/２０)与聚醚多元醇作为发泡主要原料,将高

潜热值相变材料正十八烷(nＧoctadecane)加入至聚

氨酯发泡剂中,制备具备较高相变热值的填充型调



温聚氨酯发泡棉,然后运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扫描

电子显微镜、差示扫描量热仪、热重分析仪以及万能

力学测试仪分别表征该复合发泡棉的化学结构、表
面形貌、热力学及力学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原料

聚醚多元醇(工业级,上海高桥石化有限公司),
去离子水,TDI８０/２０(工业级,河北沧州大化有限公

司),二乙醇胺(化学纯,辽宁抚顺北方化工有限公

司),辛酸亚锡(分析纯,江苏雅克化工有限公司),硅
油L５８０(化学纯,江苏无锡硕鼎化工有限公司),正
十八烷(分析纯,阿拉丁).

１．２　仪器设备

HHＧ６０１型超级恒温水浴锅(金坛市瑞祥仪器

厂),JJＧ１型电动搅拌器(常州普天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ULTRA５５ 型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EM,德 国

CarlZeiss公司),Q２０００型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美国 MettlerToledo公司),２０９F１型热重分析仪

(TG,瑞士 MettlerToledo公司),DZFＧ６０２０型真空

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Nicolet５７００
型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FTIR,美国热电公司),

KESＧG１型多功能力学试验仪(日本加多技术有限

公司).

１．３　正十八烷/PU发泡棉的制备

表１为正十八烷/聚氨酯发泡棉的制备配方.
按配方称取额定量的聚醚多元醇置于烧杯中,再依

次量取定量的蒸馏水、硅油L５８０、二乙醇胺,另取定

量的正十八烷在４０℃水浴锅中融化成液体,倒入上

述烧杯中与其它液体混匀,用电动搅拌器搅拌６０s.
加入定量辛酸亚锡及甲苯二异氰酸酯(TDI),搅拌

１０s后开始发泡.待发泡完全后放入干燥箱内,设
置温度７０℃,熟化３０min,取出常温放置１２h得到

聚氨酯发泡棉制品.
表１　正十八烷/聚氨酯发泡棉的制备配方

试剂
混合物中正十八烷的质量百分比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聚醚多元醇/g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水/g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硅油LＧ５８０/g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二乙醇胺/g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辛酸亚锡 T９/g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TDI/g ３９．２ ４０．５ ４１．２ ４２．５ ４４．３

正十八烷/g ０ ７．７ １６．２ ２６．１ ３７．５

　　将制备所得含有２０％正十八烷的聚氨酯复合

发泡棉进行不同次数(分别为３、１０、３０、５０次)的热

处理操作,单次热处理过程为先将样品在８０℃干燥

箱中加热１０min后放入－４℃冰箱中冷却１０min.

１．４　测试与表征

１．４．１　FTIR分析

采用 ATR法对样品进行红外检测,光谱分辨

率０．４cm－１,波长范围４００~４０００cm－１.

１．４．２　SEM 观察

对镀金后的发泡材料的表面形貌进行观察,扫
描倍数为１３５倍,扫描电压１０kV.

１．４．３　DSC分析

用差示扫描量热仪测试表征复合相变发泡棉的

相变温度及相变潜热.在 N２ 氛围下,以１０℃/min
扫描速率测试０~５０℃范围内样品的DSC曲线.

１．４．４　TG分析

N２ 氛围下,气体流速２０mL/min,以１０℃/min
的升温速率使样品从室温升至５００℃,记录样品的热

重曲线.

１．４．５　力学性能测试

根据«GB/T６６６９—２００８软质泡沫压缩永久变

形的测定»和«GB/T６３４４—２００８软质泡沫拉伸强

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标准测试正十八烷/聚氨酯

发泡棉样品的力学性能.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红外光谱分析

图１所示为正十八烷(a)和添加了不同质量分

数正十八烷的复合聚氨酯发泡棉(b)的红外光谱

图.从光谱图１(a)可以看出,正十八烷在２９６０、

２９２０、２８５０、１４７０cm－１ 附近出现的吸收峰对应于

CH３ 中C－H 不对称伸缩振动峰、CH２ 中C－H 键

的不对称伸缩振动峰、CH２ 中 C－H 的对称伸缩峰

和C－H的剪式弯曲振动吸收峰.在７１７cm－１附近

出现C－H的面内摇摆振动吸收峰.光谱图１(b))中
从上到下依次为正十八烷填充质量分数０％(纯

PU、１０％、１５％、２０％的聚氨酯发泡棉的红外光谱曲

线.其中,纯聚氨酯红外曲线在１１００cm－１为C－O
－C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在１５３０cm－１处为 N－H
的弯曲振动峰.不同填充含量的聚氨酯发泡棉样品

均在７１７、１４７０、１５３０、２８５０、２９２０、２９６０cm－１处出现

振动吸收峰,这表明正十八烷充分已混入发泡棉体

系制得正十八烷/聚氨酯调温发泡棉,而且在发泡反

应过程中,填充料正十八烷以及基体聚氨酯的分子

结构未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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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十八烷和不同正十八烷含量的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红外光谱

２．２　扫描电镜分析

图２为不同正十八烷含量的复合聚氨酯发泡

棉电镜照片.与纯聚氨酯相比,添加不同含量正

十八烷后,复合聚氨酯泡孔结构完整,分布均匀,
说明正十八烷与聚氨酯基体相容性良好,能较好

的埋置于聚氨酯基体中.从图２中可看出,当发

泡体系中加入正十八烷后,发泡棉泡孔孔径较未

加入偏小,这是因为正十八烷在聚氨酯发泡中,起
到一定的“成核”作用.另外,正十八烷在聚氨酯

发泡过程中存在团聚现象,造成泡孔孔径大小不

均一,并且随着正十八烷含量的增加,其不均一性

也逐渐增大.

图２　不同正十八烷含量的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电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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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热性能分析

图３(a)为聚氨酯、正十八烷及不同正十八烷含

量的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 DSC图.根据差示扫描

量热仪自带数据分析软件 TADataAnalysis分析

得到各样品热力学数据,标注于 DSC曲线中.由图

３(a)可知,纯聚氨酯在降温过程中没有吸放热现象,
而正十八烷的相变潜热为２３８．５J/g,其放热峰值温

度为３０．８℃.在聚氨酯中添加不同含量正十八烷

后,复合聚氨酯发泡棉在降温过程中皆出现放热峰,

且随着正十八烷含量的增加,聚氨酯发泡棉的相变潜

热也不断增加,分别达到２０．２、３１．２J/g和４３．０J/g.
从图３(a)中还可看出,含有正十八烷的复合发泡棉

的放热峰较正十八烷左移,且随着正十八烷含量的

增加,其放热峰值逐渐靠近正十八烷.这可能是由

于聚氨酯材料本身具有多孔结构,导热性差,具有热

滞效应[１３].此外,复合聚氨酯发泡棉中不同含量正

十八烷对其相变温度无明显影响,均在２６~３１ ℃
之间.

图３　不同正十八烷含量的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 DSC曲线

　　图３(b)为填充２０％正十八烷的复合聚氨酯发

泡棉经不同次数热处理后的 DSC图.单次热处理

过程为先将样品在８０℃干燥箱中加热１０min,然后

放入－４℃冰箱中冷却１０min.经过３、１０、３０、５０
次热处理后,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相变潜热分别为

４３．０、４２．６、４２．９J/g和４２．５J/g.这说明经过多次

热处理后,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潜热值保持稳定,具
备良好的调温稳定性.

图４为聚氨酯、正十八烷及不同正十八烷含量

的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 TG图.图中a、b、c、d、e五

条曲线分别表示添加正十八烷质量分数为０％(纯
聚氨酯)、１０％、１５％、２０％、１００％(纯正十八烷)的复

合聚氨酯发泡棉的失重曲线.在PU失重曲线中,０
~５０℃出现第一个失重峰,失重率为３．１％,归因于

物理吸附水.２７０℃以下,曲线平缓,聚氨酯泡沫质

量基本没有损失,从２７０℃开始,迅速失重至３５０℃
左右,失重率９２％,代表聚氨酯中含氮基团的热分

解.在曲线e中,１００~２００℃范围内正十八烷出现

明显失重,直至基本氧化分解完毕.曲线b、c、d综

合聚氨酯和正十八烷的失重特征,在１３５~２００℃间

烷烃氧化分解,分别失重７．８％、１１．２％、１７．５％,说

明在此温度范围内,正十八烷开始分解脱离聚氨酯

基体的吸附,复合材料中正十八烷含量越低,失重越

少;在２６０~３５０℃间聚氨酯含氮基团分解,分别失

重８５．２％、８０．６％、７４．３％.由以上分析可知,正十

八烷的分解初始温度是１６０℃,远高于其相变温度,
表明在使用过程中复合聚氨酯发泡棉不会明显失

重,因此,不影响其在应用过程中的热稳定性.

图４　聚氨酯、正十八烷及不同正十八烷含量的

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 TG曲线

２．３　力学性能分析

对于软质聚氨酯发泡棉的力学性能,可以重点

考察其压缩永久形变、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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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填充不同含量的正十八烷对复合聚氨酯发泡棉

力学性能的影响.随着正十八烷含量的增加,复合

聚氨酯发泡棉的压缩永久形变逐渐增大,归因于正

十八烷是一种非弹性物质,其形变在压缩后较难恢

复,影响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压缩永久形变.同时,
正十八烷对复合聚氨酯发泡棉的拉伸性能具有一定

影响.随着正十八烷含量的增加,聚氨酯分子间距

离增大,分子间作用力减弱,发泡棉的断裂伸长率及

其拉伸强度随之降低.发泡棉的力学性能与正十八

烷添加量呈负线性相关,当正十八烷添加量超过

２０％,对发泡棉的永久压缩形变等力学性能影响会

较大.

表２　不同正十八烷含量对聚氨酯

发泡棉力学性能的影响

聚氨酯发
泡棉样品

５０％压缩永
久形变/％

拉伸强度
/kPa

断裂伸
长率/％

纯聚氨酯 ６．２ １２０．０ １３６．０

含５％正
十八烷

８．５ １１７．０ １２１．２

含１０％正
十八烷

１０．５ １１２．０ １０７．３

含１５％正
十八烷

１２．２ １０９．０ ９７．１

含２０％正
十八烷

１３．９ １０２．２ ８８．１

３　结　论

本文制备正十八烷填充量为５％~２０％的正十

八烷/聚氨酯调温发泡棉,研究不同正十八烷填充量对

复合聚氨酯发泡棉性能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a)正十八烷与聚氨酯基体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能较好的埋置于聚氨酯基体中,添加不同含量正十

八烷后,聚氨酯泡孔变化不大;

b)随着正十八烷填充量的增加,正十八烷/聚

氨酯调温发泡棉的相变热增大,填充２０％正十八烷

后,聚氨酯发泡棉相变潜热达到４３．０J/g;

c)随正十八烷填充量的增加,聚氨酯发泡棉的

永久压缩形变逐渐增大,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逐

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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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emperatureＧcontrolledpolyurethanefoamedcottonwithhighphasechangelatentheat
waspreparedbyfillingvariousdosageofthephasechangematerialofnＧoctadecanewithhighlatentheat
valueduringpreparationofpolyurethanesoftfoam withoneＧstepwatermethod．SEM,FTIR,DSC,TG
andtherelatedmechanicaltestswereappliedtoinvestigatetheeffectsofdifferentdosageofnＧoctadecane
onthesurfacemorphology,chemicalstructure,thermalproperty,andmechanicalpropertyofthefoamed
cotton．Themainresultswereasfollows:SEMandFTIRshowthatnＧoctadecanemightbewellembedded
inpolyurethanematrix．DSCandTGshowthatthephasechangeheatofthefoamedcottonincreaseswith
thedosageofnＧoctadecaneandthephaseheatvalueofthefoamedcottonwith２０％ ofnＧoctadecanecan
reach４３J/g．Inaddition,afterheattreatmentforseveraltimes,phaseheatvalueofthefoamedcotton
with２０％ofnＧoctadecanechangeslittle,andtheheatstabilityisgood．Themechanicaltestresultsshowed
thatthepermanentcompressiondeformationofthepolyurethanefoamfilledwithnＧoctadecaneincreases
andtherelatedtensilestrengthandtheelongationatbreak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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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掺杂对Ca２Si５N８:Eu２＋荧光粉发光性能的影响

张　阳,高　尚,王耐艳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工程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采用氨热法,以金属Ca、Eu、非晶Si以及硼烷氨为原料,液氨为介质均与混合,经１２３０℃保温５h合成

hＧBN包覆的 Ca２Si５N８:Eu２＋ 红色荧光粉.X射线衍射(XRD)测试结果表明:是否掺杂硼并没有改变 Ca２Si５N８ 晶体

结构,但掺杂硼的产物除存在 Ca２Si５N８ 主相外,还包含BN相;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分析结果得到:BN 相呈透明

状包覆在 Ca２Si５N８ 外表面,并与 Ca２Si５N８ 相呈共格相界;荧光光谱(PL)测试结果表明:硼掺杂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

粉的发光强度提高了约１．１倍,发射光谱红移２０nm,其激发峰在４６５nm,发射峰位于５９０nm,硼掺杂有助于提高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的发光性能.

关键词:Ca２Si５N８:Eu２＋ ;BN;掺杂;发光性能

中图分类号:TB３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５７Ｇ０５

０　引　言

稀土发光材料在节能照明、信息显示、光电探测

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到２１世纪初,是我国稀土分离技术突破到大力开发

白光LED用荧光粉的过渡阶段[１],这期间,我国稀

土发光材料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并开启了新发光

领域跨越式发展的新革命[１Ｇ２].通过红、绿、蓝三色

按照不同的比例组合可以合成白光,而目前稀土三基

色荧光粉发光不足主要是因为缺乏红光成分[２].因

此,研制发光性能优异的红色荧光粉在红光显示和色

彩还原等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中的 N３－ 在主晶格里具有较强的共价作用,
引发晶体场电子云重排效应,Eu２＋５d能级劈裂,从
而促使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发射光谱红移;[SiN４]
三维网状结构使它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

性、热猝灭效应,使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能够在近

紫外Ｇ蓝光范围内有效激发,能很好与InGaNLED
芯片进行匹配.以上优势使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

成为研究的热点[３Ｇ５].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虽然发光性能优越,但

是合成条件和原材料的选择较为苛刻,且产物储存

过程中容易被氧化,导致荧光粉发光性能不稳定.

Wang等[３]以Sr３N２、Si３N４、Eu２O３ 和Li３N为原料,
在１３００℃保温８h获得Sr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通
过掺杂Li３N增加N３－ 的浓度抑制氧化损伤,改善热

稳定性,提高发光性能.Lin等[４]以Sr３N２、Si３N４、

Eu２O３ 和 Mn２O３ 为原料,通过Eu２＋ －Mn２＋ 共掺杂

１４００℃保温６h合成 Sr２Si５N８:Eu２＋ 、Mn２＋ 荧光

粉,实现利用 Mn２＋ 和Eu２＋ 之间的能量传递来改善

荧光粉的发光性能.但以上实验所用原材料均含有

氧元素,导致合成产物不纯.
氮化物荧光粉在大气环境贮存的过程中,因荧

光粉表面吸附含氧物影响其发光性能.因此,有些

科研工作者开始致力于对荧光粉进行表面包覆处

理.Jing 等[６] 以 CaSO４、SrSO４、B２O３、Fe２O３、

Eu２O３ 和活性碳为原料,１３５０ ℃煅烧２h得到 BN
包覆的Ca０．７Sr０．３S:Eu２＋ 荧光粉,发光性能较好,但
是所用硼源为氧化物,容易带来 O污染产生不必要

的杂相.而目前,掺杂改性对氮化物荧光粉发光性

能的影响很少被研究.
本文采用 NH３BH３ 代替B２O３ 作为硼源,制



备Ca２Si５N８:Eu２＋ 红色荧光粉,研究硼对Ca２Si５N８:

Eu２＋ 荧光粉发光性能的影响.期望通过掺杂改性

的方法,提高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的发光性能,为
推动白光LED技术发展和应用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原料

氮气(９９．９９％,杭州电化集团气体有限公司)、铕
(AR,上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钙(AR,上
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硼烷氨(９７％,萨恩

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及自制非晶硅(５０nm).

１．２　实验过程

在充满 氮 气 氛 围 的 真 空 手 套 箱 内,首 先 按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各个组分的摩尔比例,分别

称取自制非晶硅(０．７０g)和金属钙(０．３２g),然后

按摩 尔 比 Ca∶Eu＝５０∶１ 的 比 例 称 取 稀 土 铕

(０．３０g),并铕、钙以及硼烷氨完全溶解在液氨中,
通过缓慢搅拌最终使氨合金属以及硼均匀的沉析在

非晶硅表面,得到均匀混合物粉末.
将该混合物粉末放入常压氮气氛围的合成炉

中,首先以２０℃/min升到６３０℃保温４h,然后升

到１２３０℃保温５h,随炉冷却至室温获得Ca２Si５N８:

Eu２＋ 红色荧光粉.

１．３　材料性能表征

产物物相、晶体结构分析:本实验所采用 X 射

线衍射仪型号为美国 BrukerD８.具体参数如下:
采用铜靶CuＧKα射线,波长λ＝０．１５４０６nm;工作电

压４０kV;工作电流４０mA;扫描速度５°/min;扫描

范围１０°~８０°.
产物激发与发射光谱分析:本实验采用 HORIBA

公司 生 产 的 FluoroMaxＧ４ 型 PL 进 行 Ca２Si５N８:

Eu２＋ 荧光粉发光性能分析.测试条件为:光源为

１５０W 氙灯,波长分辨率为１nm,光谱范围为４００
~７００nm.

产物微观颗粒形貌分析:采用JEMＧ２１００型透射式

电子显微镜(TEM,日本电子),其工作电压为４kV.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２．１　物相分析

图１是未掺杂和掺杂硼合成 Ca２Si５N８ 荧光粉

的XRD测试图谱,结果表明未掺杂和掺杂硼的样

品在 同 Ca２Si５N８ 荧 光 粉 (JCPDS:８２－２４８９)的

(４００)、(－３２１)、(０２１)、(－５１１)及(－６０２)处的晶面

对应较好,所得产物的主相是 Ca２Si５N８,属单斜晶

系.与未掺杂硼相比,掺杂硼在这５个晶面上的衍

射峰峰形更加尖锐,说明掺杂硼的产物结晶性更好.

图１　掺杂和未掺杂硼产物 XRD图片

掺杂硼的产物在１３．０５８°、１３．３９３°、１６．７２０°、

１７．５９６°和１９．１３９°处衍射峰位略朝高角度推移,利
用单斜晶体的晶面计算公式及Bragg方程得出产物

晶胞参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１
d＝ h２

a２sin２β
＋k２

b２＋ l２

c２sin２β
－２hlcosβ
acsin２β

(１)

其中:d为晶面间距,nm;h、k、l为晶面指数;β为x
轴与y 轴的夹角,(°);a、b、c为晶胞参数,nm.

nλ＝２dsinθ (２)
其中:n为衍射级数,这里n＝１;λ为X射线波长,这
里λ＝０．１５４０６nm;d 为晶面间距,nm;θ为入射束

与反射面的夹角,(°).取图１中掺杂硼和未掺杂

硼产物衍射角所对应的晶面(４００)、(００４)、(０２０)和
(－５１１),联立方程(１)和(２)可计算出反应产物的晶

胞参数,详细结果见表１.
表１显示出未掺杂硼产物的晶胞参数在x和z

轴上收缩,在y轴上增大,导致β减小,晶胞体积增

大,原因是半径较大的Eu２＋ 进入产物的晶格取代半

径较小的Ca２＋ 引起晶胞体积膨胀[１１].掺杂硼产物

的晶胞参数在x和z轴上增大,y轴上收缩,引起x
和z 之间的夹角β稍有增大,而晶胞体积比标准物

质的晶胞体积略有缩小,晶格发生收缩,原因是合成

过程中部分B离子进入到产物的晶格中,取代部分Si
的位置.根据原子半径匹配原则可知:Si４＋ (离子半径

为０．０００４nm)大于B３＋ (离子半径为０．０００２７nm),B
的电负性比Si大,Si－N 键被替换成共价性较高的

B－N键,这也遵循维加德定律[５].B－N 键长减小

(y轴收缩)键能的增大引起Ca－N(０．２６６nm)键长

(x、z轴增大)的增大[７],Ca－N 键长的增大导致两

者之间离子性减小,共价性增强,使晶胞参数在x、z
轴上膨胀,y轴收缩,晶胞体积减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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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产物的晶胞参数

产物 θ/(°) h k l d/nm a/nm b/nm c/nm β/(°) V/nm３

１３．４５９ ４ ０ ０ ０．３３１
掺Eu掺B １６．２３８ ０ ２ ０ ０．２７６

１７．５９７ －５ １ １ ０．２５５
１３．３９４ ４ ０ ０ ０．３３３

掺Eu无B １５．５８９ ０ ２ ０ ０．２８７
１７．５９６ －５ １ １ ０．２５５

掺Eu无B晶胞参数 １．４２６ ０．５７３ ０．９６４ １１１．１００ ０．７３５
掺Eu掺B晶胞参数 １．４４６ ０．５５１ ０．９７４ １１３．１１０ ０．７１３

标准晶胞参数 １．４３５ ０．５６１ ０．９６９ １１２．０６０ ０．７２３
注:表中h、k、l为晶面指数;d为晶面间距;a、b、c为晶胞参数;β为x 轴和z轴的夹角;V 为晶胞体积.

　　 从 掺 杂 硼 产 物 的 XRD 图 中 分 析 表 明:在

６．６１２°、１３．３１３°、２０．２０７°、２４．９９９°和２９．６６０°处的衍

射峰同 BN(JCPDS:７４－１９７８)的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３)、(０１２)和(０１３)处的晶面相对应,在１１．８６８°、

１３．０３５°、２０．２２３°、２０．８６７°和２６．８１４°处的衍射峰和

B２O３(JCPDS:７３－２１００)的(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３)、
(１１０)和(２０２)处的晶面相对应,表明产物中包含

BN和B２O３ 两种杂相.

２．２　晶体微观形貌分析

图２(a)为掺杂硼样品的TEM图片,图２(b)为掺

杂硼产物的透射高分辨图(HRTEM)(图２(a)中白色

箭头区域),图２(c)是掺杂硼样品 Ca２Si５N８:Eu２＋ 的

表面包覆照片,图２(d)掺杂硼产物的电子衍射图(图

２(c)中白色箭头区域).图２(a)中可以看出,颗粒外

表面存在较规则有层次分布呈线状包覆物,甚至包覆

范围包括一些缺陷区域.图２(b)存在两种衬度,低
衬度分布在高衬度外表面,高衬度区域所测晶面间距

为０．６６５１nm,和Ca２Si５N８ 物相中(２００)晶面间距相

对应.低衬度区域所测晶面间距为０．６６９１nm,和

BN物相中(００１)晶面间距对应,根据两个物相之间错

配度公式计算可得:δ＝０．５９９６％.据图２(b)分析:晶
面平行均匀分布,在两相之间衔接较好,Ca２Si５N８ 物

相中(２００)晶面和BN物相中(００１)晶面平行,说明两

个物相以微小错配的共格界面连接.晶面清晰均匀

分布说明该产物是在高温烧结条件下产生的,且结晶

性较好.图２(c)看出样品颗粒表面没有尖锐的棱角,
低衬度厚度达到１３９．５nm,图２(d)是图２(c)衬度变化

交界区域的电子衍射点,由衍射斑点的特征可知衍射

花样为单晶电子衍射花样,确定该物质为单晶体结构.
通过单晶体结构的花样标定可计算出斑点指数,由于

计算出的晶面(如图２(d)所示)与hＧBN结构相吻合,所
以可以确定包裹在荧光粉外表面的物质为hＧBN.与

其它利用高温固相烧结合成的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

相比[１５Ｇ１６],本实验得到外表面包覆hＧBN的Ca２Si５N８:

Eu２＋荧光粉,颗粒尺寸较均匀、分散性较好,有效减少

颗粒表面上的缺陷,改善荧光粉的化学稳定性.

图２　掺杂硼样品和产物的微观形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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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荧光光谱分析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和掺杂硼的荧光粉的激

发光谱如图３(a)所示.检测发射峰位是６００nm,主
要产生５个激发峰,分别位于４４８、４６５、４７０、４７９、

４８９nm,其中最强特征吸收峰在４６５nm,其它峰位

广泛集中在４５０~４８０nm,主要归因于 Eu２＋ 的４f７

→４f６５d１ 电子跃迁[９].由于 Eu２＋ 具有特殊的最外

层４f电子能级和４f５d能级结构[１０],促进Eu２＋ 在紫

外光至可见光区较宽的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吸收能

力,使 Eu２＋ 发 出 从 紫 到 红 各 种 不 同 颜 色 的 光.

Eu２＋ 的４f电子可在７个４f轨道上任意排布,产生

多种光谱项和能级[１０],其４fn 组态中共有１６３９个能

级,能级之间可能的跃迁数量高达１９９１７７个[１１Ｇ１２].
根据光谱项和量子力学可计算出,Eu２＋ 共有４种基

态:８S７/２、８S５/２、８S３/２、８S１/２,在４f７ 组态中共有３２７个

能级,在４f６５d１ 组态中共有２７２５个能级[１３],又因为

Eu２＋ 的５d电子处于裸露状态,容易受到 Ca２Si５N８

晶体场的影响,５d能级劈裂,促使４f６５d１→４f７ 跃迁

能量降低[１４].
图３(b)为以４６５nm为激发波长激发未掺杂以

及掺杂硼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得到的发射光谱

图.由图３(b)分析可知,未掺杂硼样品的发射峰位

于５７０nm,掺杂硼样品的发射峰位于５９０nm,发射

峰形不对称,光谱呈现宽带,主要归因于 Eu２＋ 的

４f６(７F)５d１→４f７(８S７/２)电子跃迁[１５].与未掺杂硼

样品的发射峰相比,掺杂硼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

的发射峰发生了红移且发光强度有所提高.具体原

因如下:a)掺杂的B３＋ 进入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

的晶格中,共价性增强,导致能级晶体场劈裂加大,

５d能 级 重 心 下 降,促 使 Eu２＋ 的 ４f６ (７F)５d１ →
４f７(８S７/２)电子跃迁,发射光谱红移.b)掺杂的硼以

BN/B２O３ 的形式包覆在荧光粉的表面,减少荧光粉

表面上的缺陷,提高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的发光

强度.

图３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和掺杂硼的荧光粉光谱分析

３　结　论

通过掺杂硼制备出发光性能较优异的Ca２Si５N８:

Eu２＋ 荧光粉,具体结论如下:

a)XRD分析表明硼掺杂并未改变 Ca２Si５N８:

Eu２＋ 荧光粉的晶体结构,除主相 Ca２Si５N８ 外,存在

两种杂相BN和B２O３.

b)在 TEM 形貌图中可观察到掺杂硼得到的

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颗粒外表面被一层物质所包

覆,TEM 高分辨图以及电子衍射图中分析结果显

示荧光粉表面上的包覆物质为hＧBN,并且和主相

Ca２Si５N８ 以共格相界方式连接.

c)荧光光谱测试表明,掺杂硼的样品激发峰位

于４６５nm,发射峰位于５９０nm;和未掺杂硼的样品

相比,发射峰往长波长方向移动,说明掺杂硼引起

Ca２Si５N８ 晶体场的改变,引起发射光谱发生斯托克

斯红移;添加硼产生hＧBN包覆在Ca２Si５N８:Eu２＋ 表

面,提高Ca２Si５N８:Eu２＋ 荧光粉的发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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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borondopingonluminescentpropertiesof
Ca２Si５N８:Eu２＋phosphors
ZHANGYang,GAOShang,WANGNaiyan

(MaterialsEngineeringCenter,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hＧBNＧcoatedCa２Si５N８:Eu２＋ redphosphorwaspreparedwithammonothermalmethod
bymixing Ca,Eu,amorphousSiandammoniaborane withthe mediumliquidammoniaunderthe
temperatureof１２３０℃for５hours．TheresultsofXＧraydiffraction(XRD)showthatborondopingdoes
notchangethecrystalstructureofCa２Si５N８．TheboronＧdopedproductnotonlyincludestheCa２Si５N８

principalphase,butalsocontainstheBNphase．Theanalysisresultoftransmissionelectronmicroscopy
(TEM)indicatesthat,transparentBNphaseiscoveredonthesurfaceofCa２Si５N８anditalsosharesa
coherentinterphasewithCa２Si５N８．Theresultsofphotoluminescence(PL)showthattheluminescence
intensityofCa２Si５N８:Eu２＋phosphordopedwithBincreasesbyabout１．１timesandtheredshiftofthe
emissionspectrumisabout２０nm．ExcitationpeakofCa２Si５N８:Eu２＋phosphorisat４６５nm,andits
emissionpeakisat５９０nm．Therefore,borondopingcontributestoimprovingtheluminescentpropertyof
Ca２Si５N８:Eu２＋ phosphors．

Keywords:Ca２Si５N８:Eu２＋phosphor;BN;doping;luminescent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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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树机大臂机构多目标参数优化及试验

陈建能１,高巧玲１,陶红连１,陈成锦２,夏旭东１,赵　雄１

(１．浙江理工大学,a．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b．浙江省种植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２．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金华３２１３００)

　　摘　要:大臂机构是移树机的核心工作部件,为减小移树机作业时能耗、增强适用性和灵活性,并满足结构紧凑

的要求,对移树机大臂机构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以移树过程中液压缸的做功最小和大臂末端沿着前进方向

轨迹摆动量最小为目标,以大臂的结构空间和工作空间、运动时不发生干涉以及构件间传动角要求为约束条件,建

立了移树机大臂机构参数优化模型,经优化获得最佳参数.优化后功耗为原来的７４．８７％,大臂末端沿着前进方向

轨迹摆动量为原来的６７．９５％.根据最佳参数研制了大臂机构,并装在装载机上对大臂末端轨迹进行高速摄像分

析,发现其轨迹和理论计算吻合,可见所建立的运动学、动力学和参数优化模型是可靠、有效的.

关键词:移树机;大臂机构;多目标优化;运动学分析;动力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S２２３．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６２Ｇ０７

０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注重城

市生态环境的建设,而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又以城市

绿化为重点[１Ｇ２],由于城市环境的局限性,树木移栽

成为短时间迅速提高城市绿化水平的有效途径[３Ｇ４].
以往树木移栽大多都是以人工移栽为主,但人工移

栽存在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移栽规模小、移栽

效率低等缺陷[５Ｇ６],而机械化移栽可提高几十倍甚至

上百倍效率,因此,机械化移栽技术就成为当今亟需

普及并进一步提高的树木移栽技术[７Ｇ８].
树木机械化移栽技术的实现主要依托移树机来

完成.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多种树木移植机,它们的工

作原理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移树机都是靠

大臂机构来完成树木移植工作的[９Ｇ１３].移树机的大

臂机构由液压缸驱动,大臂末端带动铲片运动完成树

木移植,大臂机构参数决定机构的运动性能和功耗.
目前的移树机大臂机构虽然能带动铲片完成树

木移植,但是移植过程大臂末端的轨迹不是直上直

下,而是沿着移树机前进方向有较大的摆动,这样就

增加了功耗和操作难度.目前尚未发现对移树过程

中大臂的做功进行研究和优化的报道.本文在大臂

机构运动学分析和动力学分析的基础上,以移树过

程中液压缸的做功最小和大臂末端轨迹前摆动量最

小为优化目标,以大臂的结构空间和工作空间运动

时不发生干涉以及满足构件间传动角要求为约束条

件,建立了移树机大臂机构参数优化模型,并进行参

数优化、分析和试验.

１　移树机大臂机构运动学分析模型的建立

１．１　移树机大臂机构

移树机大臂机构简图如图１所示,该机构为一单

自由度六杆机构,包括原动件(液压缸)BE、连杆

DEF、连架杆AD和CF,点A、B、C、D、E、F为铰链点,
杆EMP和连杆DEF固连,末端P将与植树机的铲片

组相连.当液压缸行程增加并绕B点转动时,连杆

DEF将绕E点转动,连架杆 AD绕 A点转动,连架杆



CF绕C点转动,末端P将实现预定轨迹的上升运动.

１．２　大臂机构运动学分析模型的建立

为了对机构进行运动学分析,建立以铰链点 A
为坐标原点(０,０)的直角坐标系(如图１所示),将各

构件表示为杆矢,并将各杆矢用指数形式的复数表

示[１４Ｇ１６].为分析方便,本文中所涉及的参数及说明

列于表１.

图１　大臂机构简图

表１　 本文所涉及参数说明

参数 含义 参数 含义

l１ 液压缸的长度 αAC AC与x轴的夹角

l２ 杆 AD的长度 αBC BC与x轴的夹角

l３ 杆 DE的长度 θ１ DE与EF的夹角

l４ 杆EF的长度 θ２ DE与EM 轴的夹角

l５ 杆CF的长度 θ３ DE与 MP轴的夹角

l６ 杆EM 的长度 G１ 液压缸重力

l７ 杆 MP的长度 G２ 杆 AD的重力

lAB 铰链点 A、B的距离 G３ 杆 DEFＧEMP的重力

lAC 铰链点 A、C的距离 G５ 杆CF的重力

lBC 铰链点B、C的距离 G０ P点所受载荷

l０
E到杆 DEFＧEMP

质心的距离
G 液压缸活塞的重力

α１ BE与x轴的夹角 rA 铰链点 A半径

α２ AD与x轴的夹角 rB 铰链点B半径

α３ DE与x轴的夹角 rC 铰链点C半径

α５ CF与x轴的夹角 rD 铰链点 D半径

αAB AB与x轴的夹角 rE 铰链点E半径

m１ 液压缸的质量 rF 铰链点F半径

m２ 杆 AD的质量 f 铰链点摩擦系数

m３ 杆 DEFＧEMP的质量 m５ 杆CF的质量

　　a)位移分析

由封闭图形 ADEFCA 可得到机构第一个封闭

矢量方程:

AD→＋DE→＋EF→ ＝AC→＋CF→ (１)
由封闭图形ADEBA可得到机构第二个封闭矢量方程:

AD→＋DE→ ＝AB→＋BE→ (２)
由封闭图形BEFCA可得到机构第三个封闭矢量方程:

BE→＋EF→ ＝BC→＋CF→ (３)
将矢量方程(１)—(３)联立得到其复数形式为:

l２ejα２ ＋l３ejα３ ＋l４ej(α３＋θ１)＝lBCejαAC ＋l５ejα５

l２ejα２ ＋l３ejα３ ＝lABejαAB ＋l１ejα１

l１ejα１ ＋l４ej(α３＋θ１)＝lBCejαBC ＋l５ejα５

ì

î

í

ïï

ïï
(４)

将方程组(４)的实部和虚部分离,得:

l２cosα２＋l３cosα３＋l４cos(α３＋θ１)＝lACcosαAC＋l５cosα５

l２sinα２＋l３sinα３＋l４sin(α３＋θ１)＝lACsinαAC＋l５sinα５

l２cosα２＋l３cosα３＝lABcosαAB＋l１cosα１

l２sinα２＋l３sinα３＝lABsinαAB＋l１sinα１

l１cosα１＋l４cos(α３＋θ１)＝lBCcosαBC＋l５cosα５

l１sinα１＋l４sin(α３＋θ１)＝lBCsinαBC＋l５sinα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５)
通过对方程组(５)进行非线性方程组求解,可求得

α１、α２、α３、α５ 的值.

AD杆质心坐标为:

x２ ＝ １
２l２cosα２

y２ ＝ １
２l２sinα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６)

BE质心坐标为:

x１ ＝xB＋１
２l１cosα１

y１ ＝yB＋１
２l１sinα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７)

CF杆质心坐标为:

x５ ＝xC ＋１
２l５cosα５

y５ ＝yC ＋１
２l５sinα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８)

DEFＧEMP杆质心坐标为:

x３ ＝xE ＋l０cosα３＋θ２( )

y３ ＝yE ＋l０sinα３＋θ２( ){ (９)

b)速度分析

求方程组(６)一阶导数,得 AD杆质心速度为:

x　２ ＝－１
２l２α　

２sinα２

y　２ ＝ １
２l２α　

２cosα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０)

求方程组(７)一阶导数,得BE质心速度为:

x　１ ＝－１
２l１α　

１sinα１

y　１ ＝ １
２l１α　

１cosα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１)

求方程组(８)一阶导数,得CF杆质心速度为:

x　５ ＝－１
２l５α　

５sinα５

y　５ ＝ １
２l５α　

５cosα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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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程组(９)一阶导数,得DEFＧEMP杆质心速

度为:

x　３ ＝x　E －l０α　
３sinα３＋θ２( )

y　３ ＝y　E ＋l０α　
３cosα３＋θ２( ){ (１３)

c)加速度分析

求方程组(６)二阶导数,得 AD质心加速度为:

x　̈２ ＝－１
２l２ α　̈２sinα２＋α　２

２cosα２( )

y　̈２ ＝ １
２l２ α　̈２cosα２－α　２

２sinα２( )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４)

求方程组(７)二阶导数,得BE质心加速度为:

x　̈１ ＝－１
２l１ α　̈１sinα１＋α　２

１cosα１( )

y　̈１ ＝ １
２l１ α　̈１cosα１－α　２

１sinα１( )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５)

求方程组(８)二阶导数,得CF质心加速度为:

x　̈５ ＝－１
２l５ α　̈５sinα５＋α　２

５cosα５( )

y　̈５ ＝ １
２l５ α　̈５cosα５－α　２

５sinα５( )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６)

求方程组(９)二阶导数,得DEFＧEMP质心加速

度为:

x　̈３ ＝x　̈E －l０ α　̈３sinα３＋θ２( )＋α　２
３cosα３＋θ２( )[ ]

y　̈３ ＝y　̈E ＋l０ α　̈３cosα３＋θ２( )－α　２
３sinα３＋θ２( )[ ]{

(１７)

２　 大臂机构动力学分析模型的建立

为求解大臂机构各铰链点处的受力情况,首先

对机构中各构件进行受力分析,如图２、图３所示.

图２　 构件受力分析

图３　 机构受力分析

分析构件 AD受力情况,动力学平衡方程为:

∑Fx ＝FAx ＋FDx －m２x　̈２ ＝０ (１８)

∑Fy ＝FAy ＋FDy －G２－m２y　̈２ ＝０ (１９)

∑MA ＝FDyl２cosα２－FDxl２sinα２－

１
２ G２＋m２y　̈２( )l２cosα２＋

１
２m２x　̈２l２sinα２＋ F２

Ax ＋F２
AyrAf＋

F２
Dx ＋F２

DyrDf＝０ (２０)
分析构件BE受力情况,动力学平衡方程为:

∑Fx ＝FBx ＋FEx －m１x　̈１ ＝０ (２１)

∑Fy ＝FBy ＋FEy －G１－m１y　̈１ ＝０ (２２)

∑MB ＝FEyl１cosα１－FExl１sinα１－

１
２ G１＋m１y　̈１( )l１cosα１＋

１
２m１x　̈１l１sinα１＋ F２

Bx ＋F２
ByrBf＋

F２
Ex ＋F２

EyrEf＝０ (２３)
分析构件CF受力情况,动力学平衡方程为:

∑Fx ＝FFx －FCx －m５x　̈５ ＝０ (２４)

∑Fy ＝FFy ＋FCy －G５－m５y　̈５ ＝０ (２５)

∑MC ＝FEyl５cosα５－FFxl５sinα５－

１
２ G５＋m５y　̈５( )l５cosα５＋

１
２m５x　̈５l５sinα５＋ F２

Cx ＋F２
CyrCf＋

F２
Fx ＋F２

FyrFf＝０ (２６)
分析构件DEFＧEMP受力情况,动力学平衡方

程为:

∑Fx ＝－FDx －FEx －FFx －m４x　̈３ ＝０ (２７)

∑Fy ＝－FDy －FEy －FFy －G３－G０－m４y　̈３ ＝０

(２８)

∑ME ＝－FDxl３sinα３＋FDyl３cosα３＋

FFxl４sinα３＋θ１( )－FFyl４cosα３＋θ１( )－
G０ l６cos(α３＋θ２)＋l７cos(α３＋θ３)[ ]－

G３＋m３y　̈３( ) x３－xE( )＋

m３x　̈３ y３－yE( )－ F２
Dx ＋F２

DyrDf－

F２
Ex ＋F２

EyrEf－ F２
Fx ＋F２

FyrFf＝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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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方程(１８)—(２９)可求得大臂机构各铰链

点处的受力情况,若要求解液压缸活塞受力情况,则
需要对液压缸活塞进行受力分析,如图４所示,FN

表示液压缸活塞受到的内部压力,Ft 表示液压缸壁

对活塞的压力,G 表示液压缸活塞的重力.

图４　 液压缸活塞受力分析

分析液压缸活塞受力情况,动力学平衡方程为:

∑Fx ＝FEx －Ftsinα１＋FNcosα１ ＝０
(３０)

∑Fy ＝FEy ＋Ftcosα１＋FNsinα１－G＝０
(３１)

联立方程(３０)(３１)可求得活塞所受内部压力

FN.

３　 大臂机构多目标参数优化数学模型的建立

３．１　 设计变量的确定

大臂机构的运动性能、传动性能、末端的运动轨

迹以及工作过程中的能耗取决于各杆件的长度和固

定铰链点的位置,而与铰链点的半径(rA、rB、rC、rD、

rE、rF)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另外,杆EM 和杆 MP是

与杆DEF固连的外伸端,其长度(l６、l７)并不影响大

臂机构的运动性能,故在文中将这些参数设成定值.
表１中的θ１、θ２、θ３ 分别为杆DE与杆EF、杆EM和杆

MP的夹角,在计算过程中是保持不变的,也为定

值.故本文选取连架杆AD长度l２,杆件DE长度l３,
杆件EF长度l４,连架杆CF长度l５,铰链点A、B之间

的距离lAB 以及铰链点B、C之间的距离lBC 作为设计

变量,即:X ＝ l２,l３,l４,l５,lAB,lBC[ ].而表一中提到

的各杆质量mi,各杆重力Gi,各杆与x轴夹角αi 都

是杆长的函数,可以根据杆长求得,故不设为变量.

３．２　 目标函数的建立

为了获得大臂机构的最佳传动性能,并减小

工作过程中液压缸做功,本文采用多目标优化设

计的方法[１７－１９],其数学模型中各分目标函数考虑

如下:

a)为了减小整台机器的功率,减小能耗,应使

大臂机构中的液压缸在工作过程中做功达到最小,
其目标函数用F１(x)表示,数学表达式为:

F１(x)＝∫
s

０
FNdl．

其中:FN 为工作过程中任意时刻液压缸内部压力,

s为液压缸行程.

b)为了树木能平稳上升,减小晃动,应使机构

末端点P的实际运动轨迹与期望的运动轨迹误差最

小(本文期望的运动轨迹为直线,直上直下运动),其
目标函数 用 F２(x)表 示,数 学 公 式 为:F２(x)＝

１
n∑

n

i＝１
d２

i ,其推导过程如下:

设P点的实际运动轨迹为Pi(xPi,yPi),目标运

动轨迹为直线P０P,如图５所示.P０ 为最低点,其坐

标为(x０,y０)(其中,x０ 为xPi 的平均值),P 为最高

点,其坐标为(x,y),其中,x＝x０,y＝y０＋h,h为树

木被抬升的高度,则P０P 的直线方程为x ＝x０.

图５　 大臂机构末端运动轨迹摆动量的评价

实际轨迹点Pi(xpi,ypi)到直线P０P 的垂直距离di

＝ xpi－x０ .为了使Pi 的点实际运动轨迹以最高

的精度接近期望的直线,要求Pi 点在yi 到y这一段

高度范围内误差的均方差最小,即F２(x)的值最小.
综合考虑上述两个子目标函数,建立本文目标

函数:

minF x( )＝λ１F１ x( )＋λ２F２ x( )．
其中λ１、λ２ 为加权因子.而本文将减小整机工作能耗

作为优化的主要目标,虽然改善大臂末端运动轨迹

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小工作能耗,但减小的幅度有限,
并且在后续的程序运算中发现:在λ１ ＝０．５,λ２ ＝
０．５;λ１ ＝０．６,λ２ ＝０．４;λ１ ＝０．７,λ２ ＝０．３;λ１ ＝０．８,

λ２ ＝０．２;λ１ ＝０．９,λ２ ＝０．１五组取值中,采用第二

组取值方法得到的目标函数值最为可观,故本文取

λ１ ＝０．６,λ２ ＝０．４.

３．３　 约束方程的建立

根据大臂的结构空间和工作空间、运动时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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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干涉以及传动性能良好的要求,对机架和其他各

杆件的长度、机构的传动角大小有一定的限制,都可

统一表达为以下形式:

Xi( )min ≤Xi( )≤X i( )max,i＝１,２,３,４,５,６．
其中:X(i)max 为第i个变量的上限,X(i)min 为第i个

变量的下限.本文设计变量的上下限分别为:４００≤
X(１)≤５００,５３０≤ X(２)≤６３０,４２０≤ X(３)≤
５２０,１２００≤X(４)≤１３５０,１０３０≤ X(５)≤１２００,

１６７０≤X(６)≤１８００,机构传动角γ≥４０°.
至此,植树机大臂机构的设计已被转化为６个

优化参数、７个不等式约束的优化问题.

４　 大臂机构优化模型求解

大臂机构优化计算中需要求出全局最优解,则
应选择能够解决高度非线性优化问题的全局优化算

法,本文选择遗传算法作为最优化搜索方法[２０Ｇ２３].

４．１　 辅助优化软件的编写及应用

基于MATLAB软件编写了优化程序,如图６所

示.区域１为参数输入区,用来输入初始值;区域２
和区域４为结果显示区,区域２用来显示优化结果,
区域４用来显示初始目标函数和优化目标函数值;
区域３为控制键区,有优化计算、目标函数计算、初
始轨迹、优化轨迹共四个按钮键,根据需要按不同

的键可以实现各个功能;区域５为仿真输出区,分
别显示大臂机构的初始运动仿真和优化后的运动

仿真.

图６　 移树机大臂机构优化设计软件界面

取现有某型号移树机大臂机构的参数为初始

解,如表２所示,将此初始解输入图６软件中的区域

１,经过优化计算,可得到区域２中的优化结果,同时

可得到区域４中初始目标函数值和优化后的目标函

数值,以及区域５中初始机构运动仿真和优化机构

运动仿真图.

表２　 某型号移树机大臂机构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l１ １０００mm α３ ３０７．０５９° m３ １５０kg
l２ ４５５mm α５ １６２．３８６° m５ １６kg
l３ ５８０mm αAB ２８３．４° m１ ５０kg
l４ ４７０mm αAC ３３８．１６° m２ １７kg
l５ １２５０mm αBC ９° rA ３０mm
l６ １６１５mm θ１ －２０° rB ２０mm
l７ ９３０mm θ２ ３８° rC ３０mm
lAC ２１００mm θ３ ２３° rD ３０mm
lAB １０８０mm α１ ５８．７８５° rE ２０mm
lBC １７２０mm α２ ５３．１７７° rF ２０mm

　　
４．２　 参数优化结果及分析

遗传算法存在一定的随机性,通过多次计算发

现:当遗传算法迭代１４１次,目标函数值趋于稳定,

１４１次以后,目标函数值不再变化或存在极微小的

变化,说明优化终止,故本文取遗传算法迭代１４１次

所得设计变量的值为最终的优化结果,目标函数的

具体变化过程如图７所示.优化计算结果为:X ＝
４１５．３,５９８．９,５１１．７,１２９９．４,１１２８．７,１６７０[ ],目标

函数值F＝３．１５７,其中:液压缸做功F１ ＝１．２４８,
机构末端P的实际运动轨迹与期望运动轨迹误差

F２ ＝６．０２１;初始条件的目标函数值F＝４．５４４３,其
中:液压缸做功F１ ＝１．６６６８,机构末端P的实际运

动轨迹与期望轨迹误差F２ ＝８．８６０７.

图７　 遗传算法结果

与初始条件对应的目标函数相比,优化计算结

果中的两个子目标函数的值都有明显的减小,其中,
液压缸做功为原来的７４．８７％,同时,当两机构末端上

升相同高度时,优化后的机构液压缸行程为１８３mm,
而优化前的机构液压缸的行程为２５０mm,这都说明

通过本文方法优化后的大臂机构起到了明显的减

小整机能耗的作用;优化后大臂末端轨迹前后摆

动量为原来的６７．９５％,说明优化后的大臂机构末

端直线上升的效果要比优化前的机构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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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８中两机构末端的运动轨迹对比得到了很

好的证明.

图８　 优化前后大臂机构末端运动轨迹

５　 试 　 验

依据优化结果加工出相应尺寸的大臂机构,将
大臂机构安装在装载机上并进行试验,大臂机构末

端轨迹的高速摄像分析结果界面如图９所示.用高

速摄影拍摄到大臂末端的运动轨迹如图９中运动轨

迹线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大臂末端实际运动轨迹

与优化所得的理论运动轨迹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

本文所建的优化模型是可靠的、有效的.

图９　 大臂机构末端轨迹的高速摄像分析

６　 结 　 论

本文建立了移树机大臂机构的运动学分析模

型、动力学分析模型和机构参数优化模型.
通过 MATLAB软件,编写移树机大臂机构优化

设计软件,运用有约束优化算法求得本机构的最优

解:l２ ＝４１５．３mm,l３ ＝５９８．９mm,l４ ＝５１１．７mm,

l５ ＝１２９９．４mm,lAB＝１１２８．７mm,lBC ＝１６７０mm,

目标函数值从优化前的F＝４．５４４３变为F＝３．１５７,
其中:液压缸做功从优化前的F１ ＝１．６６６８变为F１

＝１．２４８,机构末端P的实际运动轨迹前后摆动量由

优化前的F２ ＝８．８６０７变为F２ ＝６．０２１.通过对优

化前后目标函数值的对比,发现优化后功耗为原来

的７４．８７％,优化后大臂末端轨迹前后摆动量为原

来的６７．９５％.
根据优化结果加工出大臂机构,并将大臂机构

安装在装载机上进行试验,用高速摄影拍摄得到大

臂机构末端的实际运动轨迹,比较实际运动轨迹和

理论运动轨迹,发现两者是相吻合的,证明本文所建

的优化模型是可靠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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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misacoreworkingunitofatreetransplantingmachine．Kinematicsanalysisanddynamics
analysisweremadeontreetransplantingmachinesarmforthepurposeofdecreasingenergyconsumptionoftree
transplantingmachinesandenhancingitsusabilityandflexibility．Inthisstudy,aparameteroptimizationmode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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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werconsumptionreducesto７４．８７％oftheoriginalone,andtheoscillatingquantityoftheendofarmalong
thedirectionofforwardmotionreducesto６７．９５％oftheoriginalone．Anarmwasconstructedaccordingtothe
optimalparameters,andthearmwasinstalledonloadersoastomakehighＧspeedcameraanalysisofthetrackof
theendofthearm,whichshowsthatthetrackcoincideswiththetheoreticalcalculations．Itisthusclearthatthe
kinematicanddynamicmodelwithoptimizedparametersisreliableand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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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冷却器入口注剂喷射混合结构的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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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空气冷却器入口处注剂喷射混合结构内的流动特性对注剂与主流的充分混合及空气冷却器的使用寿

命都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注剂喷射混合结构内的多相流流型特征和入口条件,以混合模型 为 多 相 流 模 型,以

RealizablekＧε模型为湍流模型,对混合结构内的流动特性进行了计算流体力学模拟.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注水区,

所选注剂喷嘴具有良好的混合效果,同时避免了垂直注射给管道侧壁带来的冲蚀;在混合区,叶片一、叶片三的背流

面形成了多相流漩涡,漩涡对多相流相间的扰动进一步增强了相间的混合;当距离混合器出口超过混合器长度２倍

时,相间混合逐渐减弱,管道中的水相分率不再发生明显改变;随着叶片半径的增大,在混合器下游相应位置上湍流

强度随之增加,混合区剪切力超过１５．８Pa时,需考虑升级混合器材质或者增加耐冲蚀衬套.

关键词:空气冷却器;喷射混合;静态混合器;多相流;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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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空气冷却器简称空冷器,在很多行业都有大量

使用,其内部流动介质复杂多变,如在我国现行的石

油化工行业中,加氢反应流出物空气冷却器(Reactor
effluentaircoolers,REAC)系统主要输送并冷却反

应产物,产物是以气液相为主的多相流动介质,且气

相中含有NH３、H２S和 HCl等杂质.空冷器的冷却作

用会促使这３种杂质反应生成 NH４Cl和 NH４HS[１].
多相流夹杂的铵盐颗粒会漂移沉积在加氢 REAC
的管壁上.多相流中的水相会使管壁上的铵盐发生

潮解,生成腐蚀性的铵盐溶液.如果得不到及时清

理,加氢REAC可能会因为管壁被腐蚀而导致装置

失去控制,进而演变成泄漏甚至爆炸.工业上为了

解决空冷器管束中铵盐沉积带来的腐蚀泄露问题,
通常会在REAC系统的上段注水来进行冲洗,并在

空冷器的入口处增设静态混合器来加强注剂与主流

的混合.

国内外针对这种混合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

态混合器上.吴剑华等[２]运用CFD软件数值模拟了

静态混合器内四叶片组合的紊流换热过程,并将结果

与SK型静态混合器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在１０４＜
Re＜１０５ 范围内,传热效率提高了２０％.Zhan等[３]

使用具有不同颜色和性质的二元颗粒,研究固体颗

粒在连续碰撞静态混合器中的混合过程,通过图像

分析方法测定样品图像中的对比色,用以定量分析组

分浓度,从而评价不同颗粒的混合效果.Zidouni等[４]

使用EulerＧEuler方法模拟螺旋静态混合器中的气Ｇ
液气泡流,在混合器元件内的给定平面处采用超快

速X射线电子束测量气体体积分数,对模型进行实

验验证.Murasiewicz等[５]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研

究了 Kenics型静态混合器内的流场特性,通过计算

得到结果之后与LDA实际测量结果对比,发现数值

模拟方法的结果是可靠的,即计算流体力学方法研究

静态混合器内的流动特性是可行的.Byrde等[６]则通

过数值模拟比较了 KMX型和SMX型静态混合器



的混合效果,希望能找到两种混合器各自的适用范

围和优缺点.SK 型、SV 型、Kenics型等静态混合

器依赖于固定在管道内的折流混合元件来实现管道

内的气液两相流体混合,其内部的折流元件一般结

构复杂,内部的流动包含大量旋流、多相湍流、液滴

破碎、气液掺混等复杂过程,理论研究和实验观测都

很困难,目前工程上多采用CFD和实验测量相结合

的方法[７Ｇ１３].
在空冷器注剂喷射混合结构这一研究领域,上

端来流的均匀性对空冷器系统长周期安全运行至关

重要,但现有研究较少.本课题组前期已对一种内

置式叶片混合器的内流动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研

究[１４].为深化注剂端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继
续采用 CFD方法对空冷器系统前端注剂喷射混合

结构中的多相流流动特性进行研究.

１　数值模型

１．１　工艺流程及物理模型

本文研究某企业的加氢系统的空气冷却器,该
系统的空气冷却器工艺流程如图１所示.在工艺流

程中,原料油和催化剂加热后在加氢反应器发生反

应.随后,反应生成物流出反应器底部,即为反应流

出物.反应流出物分别经过换热器换出部分热量、
空气冷却器冷却,再进入高压分离器分离出循环氢

气、油以及含硫污水.分离产物或循环使用,或送往

下一步处理环节.

图１　某加氢系统空气冷却器工艺流程示意图

因反应流出物含有少量的 NH３、H２S和 HCl,
为避免其生成的铵盐在空冷器中结晶造成垢下腐

蚀,需要在空冷器前设置工艺注剂(注水)点 A.注

水量、注水处管型及尺寸可以根据 API９３２ＧB标准

的规定和工艺参数来计算.然而 API标准没有对

非常重要的注剂与反应流出物的混合特性做出说

明,存在一定缺陷.本文针对某空冷器前的工艺注

剂点处的混合特性进行数值模拟,其注剂 T型管尺

寸分别为:主流管径d１＝１２３mm,支流管径d２＝
２０mm.坐标轴原点及坐标轴如图２所示,图中Q
为流量,v１ 为主管道来流平均速度,v２ 为支管注剂

平均速度.为使计算结果不受实际计算区域进出口

多相流边界条件选取的影响,主流管道和支流管道

的管道长度设为５０d１.在进行 CFD 数值模拟之

前,运用ICEM 分区划分了计算域网格,在注射端

和混合段进行了加密处理;并对４０万、７０万、１００万

这３套网格进行无关性验证,对比计算后的水相体

积分数结果,最终确定工艺注剂 T型管的网格数量

为７０万.

图２　T型管几何模型

固定在混合器管壁上的混合元件由叶片和整流

挡板两部分组成.其中混合器长度L 为１．３d１,叶
片与整流挡板的厚度均为８mm,整流挡板内部倒

角４５°,倒角距离两边均为１０mm,叶片与管壁垂

直,叶片与YZ 平面的夹角为１３°;整体结构上,３块

叶片等角度螺旋分布,与３块整流挡板成交叉对应

状态.

１．２　模型方程和边界条件

加氢流出物系统含气相、油相和水相等多相介

质,工艺注剂冲洗水从喷射结构的喷嘴喷出后与主

流的介质一起经静态混合器混合,形成气、油、水多

相流体流动.本文采用混合模型来描述主流与支流

的流体介质的气液混合过程,模拟主流与支流的多

相介质混合效果及边缘漩涡效应.湍流模型选择

RealizablekＧε模型.
主流气、油、水来流入口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

支流入口采用流量入口边界条件,注水量为１t/h.
出口边界设置为自由出流,按充分发展的管流条件

处理;整个计算域的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选取

标准壁面函数处理壁面湍流.数值方法采用有限体

积法.不同方程和项采用不同离散格式和算法,其
中连续方程、湍流动能方程和动量方程等采用二阶

迎风格式,湍流耗散率方程采用一阶迎风格式以减

少数值扰动.首先利用 Aspen软件,基于倒序逆推

法获得空冷器入口注剂点位置的多相流的物性参

数,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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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空冷器注剂点位置物性参数

参数 气相 油相 水相

体积流量/(m３h－１) ２３４．３ １．９ ０．６
密度/(kgm－３) ２６．１ ６７６．３ ９２９．３

质量分数/％ ７６．４ １６．３ ７．３
黏性/(kg(ms－１))１．３２×１０－５ ２．６２×１０－４ １．８８×１０－４

２　结果与讨论

文献[１５Ｇ１６]已经使用了本文采用的数值模拟

方法模拟了在环道式多相流实验装置中开展的叶片

式混合器的压降试验过程,实验结果和数值模拟结

果吻合较好,故本文采用同样的数值模拟方法.

２．１　注剂喷嘴对混合效果的影响

为了使工艺注剂与主相介质充分混合,提升工艺

注剂相与反应流出物多相流的混合效果,降低结晶相

结晶沉积堵塞管束和多相流冲蚀的风险,增加工艺设

备的使用寿命,所以加氢REAC的注剂管段采用喷嘴

结构代替了原来的９０°T型管垂直注射结构.
图３和图４分别显示的是注剂喷嘴下游Z＝

０mm截面的水相分率和湍流强度分布云图.由图

３可知,水从注剂管段经喷嘴喷出后具有很好的喷

射效果,水相能够集中分布在管道的轴心位置,从而

避免了采用９０°T型管垂直注射时给下侧壁面带来

的冲蚀.因为经喷嘴喷射出的水流速度大于其它各

相速度,产生的相间黏性力会使管道中油、气、水三

相的扰动增强.由图４可知,注剂水从喷嘴喷出后,
主流管道中的湍流强度分布情况发生了变化,数值

上由２５．３增大到１２６．４左右,从而有助于注剂水与

主流管道多相流间的混合.

图３　水相分布云图(Z＝０mm)

图４　湍流强度分布云图(Z＝０mm)

２．２　混合效果描述

图５为Y＝０mm 和Z＝０mm 截面内,混合器

内部及出口区域的流速分布图.由图５可知,混合

器上游的流线近乎平行,当多相流流经叶片和整流

挡板后,多相流流线迅速改变,相应的流速也迅速变

大.混合器内部沿x轴方向的最大流速达到１７m/s,
远大于主流管道的初始流速５．８m/s,接近初始流

速的３倍.由于叶片迎流面与背流面两侧具有不同

的压力,导致叶片一和叶片三在背流面形成与流动

方向相反的漩涡,最大反向流速为－５m/s,通过漩

涡对多相流相间的扰动从而增强混合器的混合

效果.

图５　多相流管道纵截面的速度分布

　　图６为混合器进出口管道在指定截面上的水相

分率云图.其中,图６(a)为混合器进口管道所在区

域,图６(b)为出口管道所在区域.由图６(a)可知,
水相分率最高的位置位于管道底部,这是由于在多

相流进入混合器前,由于重力的作用,水相密度大会

沉积于管道的底部,气、油、水三相分布不均;进入混

合器后,在内部混合元件的扭转和转动作用下,会促

使管道底部高浓度区的水相向管道中心移动,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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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速及湍流强度也随之迅速提高.对比６(a)、图

６(b)可知,经过混合器混合之后,高浓度区的水相

向低浓度区发生了转移,均匀性得到了明显改善.
定义参数λ为混合器出口沿程距离L与混合器

长度l的比值.由图６(b)可知,虽然混合器出口０~
３２０mm这个区间已经不存在混合元件对多相流的扰

动,但由于此处存在上游混合器扰动带来的多相流漩

涡以及高湍动能区,三相间的混合依旧显著.在混合

器出口３２０mm之后(λ≥２),由于多相流漩涡与高湍

动能区的消失,相间混合也随之逐渐减弱,管道中的

水相分率不再发生明显改变,三相分布趋于平稳.
不同横截面水相分布云图如图７所示.为了呈

现出叶片式混合器的完整混合效果,截取Y＝０平

面和Z＝０平面的水相分布云图,并从叶片式混合

器入口上游１．５l处,下游出口６l处进行截断分析.
从图７ 可清晰看出混合器入口上游水相分率在

０．００２到０．０１５之间;混合器下游出口２l之后,水相

分率集中分布在０．００５到０．００８之间.即反应流出

物多相流介质经过混合器内部混合元件扰动之后,
水相分布逐渐均匀化,油、气、水三相混合良好.

图６　不同横截面水相分率云图

图７　不同纵截面水相分率云图

注:a．Y＝０mm水相分布云图;b．Z＝０mm水相分布云图．

２．３　叶片半径对混合效果的影响

通过改变静态混合器的叶片半径来研究多相流

通过静态混合器之后的混合效果,揭示相同边界以

及入口参数条件下静态混合器的叶片半径对混合效

果的影响规律,为同类设备的工艺放大、优化设计、
优化运行提供理论支撑.表２为相同叶片夹角,不
同叶片半径的静态混合器模型参数.

表２　不同叶片半径的混合器模型

型号 叶片半径/mm 叶片与XZ面的夹角/(°)

１ ３６ １３
２ ４６ １３
３ ５６ １３

２．３．１　湍流强度与叶片半径的关系

湍流强度I按下式计算:I＝u′/uavg(u′为速度

波动,uavg为平均速度).为了研究湍流强度与叶片

半径的关系,分别对叶片半径为３６、４６、５６mm 的３
种结构混合器进行CFD模拟,后处理过程中分别截

取混合器下游出口x＝１６０imm(i＝－２,－１,０,１,

２,３,４)处进行湍流强度分析.图８为不同叶片半径

的３种混合器管道中多相流在上游距离２l和下游

距离４l之间的指定位置截面上湍流强度变化的折

线图.从图８中可以看出,随着叶片半径的增加在混

合器下游相应位置上湍流强度也随之增加.其中叶

片半径为３６mm 的混合器,湍流强度峰值为１２２,
出现在x＝１６０mm 的截面处;叶片半径为４６mm
的混合器,湍流强度峰值为１６３,出现在x＝０mm
的截面处;叶片半径为５６mm 的混合器,湍流强度

峰值为２１４,出现在x＝０mm 的截面处.随着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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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远离混合管段,由于缺少叶片的扰动作用,湍流

强度总的趋势上呈现逐渐减弱状态.

图８　湍流强度折线图

２．３．２　剪切应力与叶片半径的关系

加氢反应流出物在流经混合器叶片、整流挡板、
筒壁时会产生剪切应力,又因为其具有腐蚀性,如果

剪切应力过大,会对混合器单元产生腐蚀基础上的

冲蚀减薄.图９为３种不同叶片半径长度的加氢

REAC系统中混合单元的剪切应力分布情况,由图

可知,当多相流流经混合器时,多相流在混合器叶片

的扰动下,剪切应力也随之变大.其中叶片半径为

３６mm的混合器,壁面与叶片上最大的剪切应力为

１３．６Pa;叶片半径为４６mm 的混合器,壁面与叶片

上的最大剪切应力为３０．６Pa;叶片半径为５６mm
的混合器,壁面与叶片上的最大剪切应力为６１．２Pa.
可以发现,随着叶片半径的增大,混合器当中的最大

剪切应力也随之增大.

图９　混合段剪切应力分布

　　相关文献显示,REAC系统冲蚀实验的临界剪

切应力不应超过１５．８Pa[１６],在此范围内可以保证

设备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图１０(a)、(b)为叶片半径

为４６、５６mm的混合器中剪切应力大于１５．８Pa的

分布云图,从图１０(a)中可以看出,叶片一和混合器

管壁处的剪切应力达到了２５．７Pa;从图１０(b)可以

看出,叶片一和混合器管壁处的剪切应力达到了

５１．１Pa,均超过了长周期稳定运行的临界值.因

此,在混合器原有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对混合器

材质进行升级,建议由原来的碳钢材质改为耐冲蚀

的Incoloy８２５材质,或者给混合器加装不锈钢衬

套,来提高管道失效的临界剪切应力.

图１０　剪切应力大于１５．８Pa的位置

３　结　论

运用CFD模拟技术,计算加氢 REAC注剂喷

射混合结构的内流动特性.分析注剂喷嘴的喷射效

果、混合器内多相流动的流动速度、湍流强度、水相

分率分布等流动参数,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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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注剂喷射结构不仅具有更好的混合效果,而
且避免了注剂 T 型管垂直注射给下侧壁面带来的

冲刷腐蚀;多相流流经混合器时,叶片一、叶片三的

背流面形成了直径大小为０．３d１~０．５d１ 的多相流

漩涡,最大反向流速为－５m/s,漩涡对多相流相间

的扰动可进一步增强三相间的混合,对提高混合器

的混合效果具有促进作用.

b)定义混合器出口沿程距离L与混合器长度l
的比值为λ,根据CFD模拟结果表明,当λ≥２时,由
于多相流漩涡与高湍动能区的消失,相间混合也随

之逐渐减弱,油、气、水三相分布趋于平稳,管道中的

水相分率不再发生明显改变;

c)叶片半径为４６、５６mm的混合器,在混合区剪

切力过大,均超过了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的临界冲蚀

剪切应力１５．８Pa,需考虑升级混合器材质或者增加

耐冲蚀的衬套,来提高管道失效的临界剪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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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lowcharacteristicsinjetmixingstructureofaircooling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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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CollegeofNavalArchitectureandOceanEngineering,NavalUniversityofEngineering,Wuhan４３００３３,China)

Abstract:Theflowcharacteristicsinjetmixingstructureofaircoolingsystemplayadecisiverolein
themixingoftheinjectorswiththemainstreamandtheservicelifeoftheaircooling．Basedonthe
geometricalfeatureandtheinitialconditionsofmultiphaseflow,theMixtureandRealizablekＧε model
wereusedtosimulatetheinnerflowcharacteristicsofjetmixingstructure．Theresultsshowthat:inthe
injectedarea,thejetnotonlybenefitstothemixingeffect,butalsoavoidstheerosionatthebottomof
tubecausedbyverticalflow．Inthemixingarea,amultiphaseflowvortexappearedatthebacksurfaceof
blade１and３,andthedisturbancecausedbymultiphaseflowvortexcanfurtherenhancemixingeffectof
threephases．Whentheoutletdistanceofthemixerexceeds２timesthelengthofthemixer,themixing
betweenphaseseffectweakenedgraduallyandthewaterphasefractiontendtobestableinthepipeline．
Theturbulentintensityatdownstreamofmixerenhancedwiththeincreaseofbladeradius,whentheshearstress
isover１５．８Pa,itissuggestedtoaddstainlesssteellinerstothemixerorusehigherstrengthmaterials．

Keywords:aircoolingsystem;jetmixing;staticmixer;multiphaseflow;numeric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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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ELM的撑杆跳起跳过杆轨迹模型研究

汪亚明a,李斌权a,韩永华a,马　可b

(浙江理工大学,a．信息学院;b．体育部,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目前对起跳过杆的研究仅仅专注于某一个环节,并未考虑到其他环节间的影响,为此对运动员关键部

位进行标记,利用三维红外运动捕捉系统对整个起跳过杆过程进行研究.针对起跳过杆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极限学习机算法.首先根据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对极限学习机进行正则化;然后利用差分进化算法的全局寻优能

力对极限学习机隐层参数的选取进行优化,提高精度;最后建立起跳过杆模型.撑杆跳高的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

能有效克服极限学习机易出现过拟合的缺点,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

关键词:起跳过杆;极限学习机;差分进化算法;正则化;运动轨迹

中图分类号:TP３９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７５Ｇ０７

０　引　言

在撑杆跳高运动中,起跳、团身、过杆是几个比

较重要的基础技术[１].要想成功越过横杆,运动员

必须通过助跑起跳获得一定的动能,在团身阶段完

成空中动作以致过杆.我国撑杆跳高运动成绩目前

提高较快,但整体水平一直落后于世界,在亚洲的成

绩排名也不理想.所以提升起跳、团身、过杆技术成

为了提高撑杆跳高成绩非常重要的方面.

Fukushima等[２]利用撑杆跳高机器人,论证了

在杆上更积极主动地团身,能改善撑杆跳高成绩.

Liu等[３]提出了通过动力学优化控制模型,结合测

量的相关参数,来对撑杆跳高运动员的表现做分析,
发现握杆高度、起跳角度以及撑杆的柔性度与撑杆

跳高成绩的关系.Nishikawa等[４]利用机器人论证

了撑杆跳高过程中恰当的摆体时机能提高撑杆跳高

的运动成绩.李北玉[５]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指出决

定撑杆跳高成绩的主要因素有运动员握杆的高度、
起跳时的速度和腾起的高度.上述对撑杆跳高的研

究要么只考虑了运动的某一个环节,忽略了其他环

节间的相互影响和人体在杆上具体的动作形态;要
么只是根据数理统计方法得出影响运动成绩的因

素,而没有给出帮助运动员提升日常训练的手段.
针对 上 述 问 题,本 文 在 分 析 了 原 始 极 限 学 习 机

(Extremelearningmachine,ELM)隐层节点参数选

择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正则化理论以及差分进化算

法(Differentialevolutionalgorithm,DE)对 ELM
进行参数寻优,提出了 DEＧRELM 起跳过杆模型.
该模型充分考虑了运动员起跳、团身、过杆三个环

节,并提取相应特征作为此次起跳过杆轨迹的特征,
以此来判定过杆成功与否.同时对过杆成功与失败

时提取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以帮助运动员提升日

常训练,实现对起跳过杆过程的指导.

１　起跳过杆模型算法原理

１．１　ELM 算法原理

由 Huang等[６Ｇ７]提出的ELM 算法,是一种快速

的单隐层神经网络训练算法,可用于进行分类和回

归预测分析[８].它的特点是在网络参数训练过程

中,隐层参数随机选取,外权的求解化归成求解一个



矩阵的 MooreＧPenrose广义逆问题.

ELM 算法的网络结构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简单的SLFN(单隐藏层前馈神经网络).

图１　ELM 网络结构

图１中ai 和bi 为隐层节点参数,βi 表示第i个隐

层节点和网络输出之间的连接权值向量,G(ai,bi,x)
表示第i个隐层节点对应于样本x的隐层节点输出,
隐层节点的激活函数可以是 RBF、Sigmoid或Sine
函数等.对于具有L 个隐层节点的单隐层神经网络

的输出表达式如式(１)所示:

fL(xj)＝ ∑
L

i＝１
βiG(ai,bi,xj)＝tj,　j＝１,２,,N

(１)
式(１)可以简记为式(２):

Hβ＝T (２)
其中H 如式(３)所示:

　H(a１,,aL,b１,,bL,x１,,xN)＝

　　
G(a１,b１,x１)G(aL,bL,x１)

　⋮　　　　　　　⋮

G(a１,b１,xN)G(aL,bL,xN)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N×L

(３)

β和T 分别如式(４)和式(５)所示:

β＝ [βT
１,,βT

L]T
L×M (４)

T＝ [tT
１,,tT

N]T
N×M (５)

设代价函数E(W)表示网络输出和样本的实际

值间的误差平方和,所以问题求解就是寻找最优全

值W ＝ (a,b,β)使E(W)最小,其数学模型如式(６)
所示:

arg
W＝(a,b,β)

minE(W)＝ arg
W＝(a,b,β)

mine ２

s．t．∑
L

i＝１
βiG(ai,bi,xj)－tj ＝ej,　j＝１,２,,N

(６)

其中ej 是第j个样本的实际值和网络输出间的误差.

１．２　 正则化的ELM
由统计学理论可知,实际风险应当由经验风险

和置信范围两部分组成[９].虽然 ELM 泛化能力强,
但其只考虑了经验风险,没有考虑置信范围,可能会

导致过拟合问题,所以本文把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

引入到 ELM 中,提出正则化的 ELM(Regularized
ELM,RELM).通过参数λ来调节两种风险的比例,
并取得最佳的折中.RELM 数学模型如式(７)所示:

arg
β

minE(W)＝arg
β

min １
２ β ２＋１

２λe ２æ

è
ç

ö

ø
÷

s．t．∑
L

i＝１
βiG(ai,bi,xj)－tj ＝ej,　j＝１,２,,N

(７)
其中:β如式(４)所示;β ２ 为约束项,表示经验风

险;λ表示两种结构的比例参数,其最佳值可通过交

叉验证的方式来确定.上式条件极值问题可利用拉

格朗日方程转换为无条件极值问题进行求解,如式

(８)所示:

ℓ(α,β,e)＝ λ
２ e ２＋１

２ β ２－

∑
N

j＝１
αj(βiG(ai,bi,xj)－tj－ej)＝

λ
２ e ２＋１

２ β ２－α(Hβ－T－e)

(８)
其中α＝ [α１,,αN],表示拉格朗日乘子.

１．３　 差分进化算法原理

差分进化算法(Differentialevolutionalgorithm,

DE)[１０]是一种高效的基于种群迭代的群智能优化

算法.该算法作为一种新的进化计算技术,具有结构

简单、待定参数少、不易陷入局部最优、收敛速度快

等优点,在智能计算领域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DE
算法的具体操作如下:

a)初始化.NP 个个体组成的初始种群xi(０),
维数为D,xi(０)可随机生成,如式(９)所示:
{xi(０)xL

j,i≤xj,i(０)≤xU
j,i,　i＝１,２,,NP;　

j＝１,２,,D} (９)
其中xj,i(０)如式(１０)所示:

xj,i(０)＝xL
j,i＋rand(０,１)(xU

j,i－xL
j,i) (１０)

其中xi(０)表示种群中第０代第i条染色体,xj,i(０)
表示种群中第０代第i条染色体的第j 条基因,xL

j,i

和xU
j,i分别表示第i条染色体的第j个基因的下界和

上界.rand(０,１)表示在(０,１)区间均匀分布的随机

数.

b)变异.变异操作在差异演化中十分重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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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群中随机选择３个个体:xk１
、xk２

和xk３
,且k１ ≠

k２ ≠k３ ≠i,则变异操作如式(１１)所示:

vi(g＋１)＝xk１
(g)＋F(xk２

(g)－xk３
(g))

(１１)
其中:F为缩放因子,决定着偏差向量的方法比例;

xi(g)表示种群中第g代第i条染色体.在进化过

程中,通过判断染色体中的基因是否满足边界条

件来保证变异的有效性,即xL
j,i ≤xj,i(g)≤xU

j,i,

j＝１,２,,D.如果不满足,则用随机方法重新生

成基因.

c)交叉.为了添加种群的多样性,进行交叉操

作,如式(１２)所示:

uj,i(g＋１)＝
vj,i(g＋１),如果rand(０,１)≤CR 或者j＝jrand

xj,i(g),其它{
(１２)

其中CR∈[０,１]为交叉概率,jrand为[１,２,,D]上

的随机数.

d)选择.为选择进入下一代种群的个体,DE 算

法用适应度函数f对向量ui(g＋１)和xi(g)进行比

较来生成g＋１代种群,如式(１３)所示:

xi(g＋１)＝
ui(g＋１),如果f(ui(g＋１))≤f(xi(g))

xi(g),其它{
(１３)

e)g＝g＋１.反复执行步骤b)到步骤e),直到

满足所要求的收敛精度或达到最大的进化代数.

１．４　 改进的RELM
虽然RELM 考虑了结构风险,且在网络参数的

确定过程中,隐节点的参数是随机选取的,可以提高

算法的学习速度,但相对于输入数据而言这些参数

并不是最优的选择,精度也有待提高.在实际应用

中,为使得ELM 有较好的性能,往往会增加隐层节

点的个数,这样做会带来过拟合的风险,同时也会增

加算法的复杂性.为提高算法的精度,减少隐层的节

点数,本文利用差分进化算法的全局寻优能力,为正

则化的极限学习机寻找合适的网络参数,并将其作

为训练DE算法的适应度指标,以获得最佳网络.最
后将优化的ELM应用到数据的分类处理当中[１１Ｇ１２].

利用 差 分 进 化 优 化 的 正 则 化 极 限 学 习 机

(DEＧRELM)流程如图２所示,基本步骤如下:
给定一个训练样本集S＝ {(xi,ti)|xi ∈ Rn,

ti ∈Rm,i＝１,２,,N},激励函数g(x),最大迭代

次数Gmax 以及隐层节点的个数k.其中,每个样本表

示一次起跳过杆的特征向量和是否成功过杆.

a)采用经验值估计法初始化参数 NP、F、CR,

并随机生成一组初始种群QNP×D,每种种群Q(t)＝
{a１１,a１２,,a１l,a２１,a２２,,a２l,,an１,an２,,anl,

b１,b２,,bl}.

b)对于每个种群,计算隐层输出矩阵得到输出

权值,并求出其相应的均方根误差作为适应度指标,
具体如式(１４)所示:

J＝
∑
N

j＝１
∑
L

i＝１
βiG(ai,bi,xj)－tj

２

N×L
(１４)

c)种群中的个体根据DE算法,先进行变异得到

个体Vi(g＋１),再进行交叉获得新个体Ui(g＋１),
然后选 取有竞争力的个体进入下一代种群的个体,
选取过程如式(１５)所示:

Qi(g＋１)＝
Ui(g＋１),　J(Ui(g＋１))≤J(Qi(g))

Qi(g),　 其它{
(１５)

其中,J(•)代表其适应度指标.

d)根据迭代次数判断程序是否继续进行.若在

迭代次数范围内则重复步骤b)和步骤c),直至目标

完成,否则直接进入步骤e).

e)输出权值β.

f)程序结束.

图２　DEＧRELM 算法流程

２　仿真实验和分析

２．１　三维红外运动捕捉系统

OptiTrack三维红外运动捕捉系统通过在人体

或其他物体上布置标记点,由高速相机接受标记点

反射的红外光,然后识别标记点来认知人体,从而实

时捕获人体的运动姿态和在空间坐标系中位置信

息.图３(a)为附着标记点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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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带有标记点的人体

本文使用的高速相机为１２台 Prime１３(简称

p１３),其最高帧速为２４０fps,分辨率达到１２８０∗
１０２４,视场角为５６°,处理延迟为４．２ms,最远工作

距离为１４m.为了避免标记点越出高速相机的捕

捉范围,导致检测数据可能出现的空白,应尽可能扩

大捕捉范围,防止出现错误.

２．２　实验数据采集

本实验的研究对象是撑杆跳过程中的起跳过

杆,即起跳、团身、过杆,这是撑杆跳运动中三个重要

的阶段.实验要求运动员在保证最大过杆率的情况

下,尽可能越过高的横杆,取得好的成绩.实验开始

前,告知运动员实验目的和注意事项,运动员有

５min用于热身.整个实验过程中运动的质量和结

果不反馈给运动员.为了更好地研究运动员撑杆跳

的完成情况,在运动员的两髋、左脚踝、左膝盖附着

标记点,如图３(b)所示.左脚踝和左膝盖处的标记

点的位置信息用来描述运动员在团身即后仰举腿阶

段,双腿的弯曲程度以及与身体的距离.由于在运

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身体重心标记点被遮挡的现

象,无法对重心直接进行跟踪,所以本文选择标记两

髋,用其连线的中点近似人体重心.采集样本的过

程中,如果没有完成过杆动作或是横杆被触碰落地,
认为是过杆失败;否则记为成功过杆.每次的撑杆

跳结果按序记录于文件中,且结果、质量不向运动员

进行反馈.实验共采集２００组数据样本,其中成功

过杆１５３次,过杆失败４７次.随机选取１１５组成功

过杆的样本和３５组过杆失败的样本,共１５０组构成

一个训练集用于训练,剩余５０组用于测试,并反复

进行１０次,共构成１０组实验数据集.图４所示为

一组实验数据集的数据构成.实验全程使用同一个

撑杆、横杆.

图４　样本数据统计

２．３　ELM 网络参数设置

２．３．１　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

根据摄像机记录的两髋的运动轨迹来求得两髋

中心点的运动轨迹,以此来近似拟合人体重心的运

动轨迹.“自由起跳”的理论基础是:为获得良好的

摆体效果,运动员起跳时的水平速度应尽量保持,并
将这一速度转化到后续的空中动作中[１３].而腾起

角可以间接反映“自由起跳”技术掌握的情况.图５
是运动员助跑最后阶段到摆体前脚踝的Y 轴运动

轨迹,通过分析可以确定起跳前的最后一个极小值

点(T１)就是起跳时刻,设此时脚踝坐标为(xmin,

ymin,zmin),并记录起跳后y轨迹达到第一个极大值

点的坐标(xmax,ymax,zmax);再利用运动员重心运动

轨迹,如图６所示,设起跳时身体重心坐标为(x１,

y１,z１),计算紧随起跳点后的两帧重心位置在世界

坐标系X、Y、Z 方向的位移和两帧的时间间隔(两
帧的时间间隔为帧速的倒数)的比值,作为起跳点处

运动员在Y 轴方向的速度vy
１,X 轴方向的速度vx

１

和Z轴上的速度vz
１(其他阶段的速度计算同理);按

式(１６)计算起跳点对应的腾起角θ１:

θ１＝arccos
(xmax－xmin)２＋(zmax－zmin)２

(xmax－xmin)２＋(ymax－ymin)２＋(zmax－zmin)２

(１６)
并将vx

１、vy
１、vz

１ 和θ１ 作为起跳时的特征.团身阶段,
要求运动员双腿弯曲并向胸部靠拢,背部几乎与地

面平行.本文通过计算左膝盖处的标记点与人体重

心的距离,在运动员腾空阶段,该距离达到极小值

时,表明运动员正处于团身状态,利用左髋和左膝的

连线以及左脚踝和左膝的连线,根据余弦定理来计

算此时人体的左膝角θ２,并选取θ２ 和重心的速度

v２＝{vx
２,vy

２,vz
２}以及重心位置信息p２＝(x２,y２,z２)

作为团身阶段的特征,其中x２、y２、z２ 分别表示人体

在X 轴、Y 轴和Z轴的位置,速度和位置信息可以体

现出起跳的早晚[１４].过杆阶段从身体推离过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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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过杆技术应是身体重心达到腾跃最高点时,重
心正好处于横杆的正上方.由图６身体重心运动轨

迹可以得出,撑杆跳高过程中最后一个极大值点

(T２)就是运动员身体重心达到腾跃最高点的时刻,
记录此时身体重心坐标为p３m＝(x３m,y３m,z３m),并将

该时刻身体重心的速度v３＝{vx
３,vy

３,vz
３}、身体重心与

横杆的水平距离lx 和x３m比值lx０、垂直距离ly 和y３m

比值ly０作为过杆阶段的特征.为了方便处理,对p２

进行以下归一化处理的得到p２０,如式(１７)所示:

p２０＝(x２０,y２０,z２０)＝ x２

x３m
,y２

y３m
,z２

z３m

æ

è
ç

ö

ø
÷ (１７)

图５　助跑最后阶段到摆体前脚踝Y 轴轨迹

图６　身体重心Y 轴轨迹

根据上述记录的信息,最终构成特征向量X＝
{v１,θ１,v２,θ２,p２０,v３,ly０,lx０},所以模型的输入向量

是一个１６维的向量.对实验样本进行特征提取形

成样本数据T＝{(Xi,Yi)},i＝１,２,,２００,其中输

入向量Xi∈R１６为第i组实验样本的提取的特征,输
出向量为Yi∈{－１,１},当Xi 是成功过杆提取的特

征时,Yi 取１,否则取－１.
２．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在IntelXeon(R)E５Ｇ２６２０v３CPU２．４０GHz,

３２．０GB内存的机器上采用 MatlabR２０１２a,实现了

DEＧRELM起跳过杆模型.本实验是在１０组实验数

据集下完成的以提高算法说服力.为方便讨论,本实

验将DE算法中CR、F、NP 以及迭代次数固定.经

过大量实验最终本文选取CR＝０．６,F＝０．８.虽然搜

索到全局最优解的概率会随着种群规模的增加而变

大,但所需的计算量和计算时间也会随之增加,一般

取１００~３００,本文取NP＝２００.在不影响算法性能

的前提下,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设为５００.
隐层节点数对算法的影响见表１.从表２中可

以看出,当迭代次数一定时,随着隐层节点数的增

加,算法误差逐渐减低.当隐层节点数为１０时,

DEＧRELM 的误差率远小于ELM,当隐层节点数为

１５时,算法误差率虽有减小但变化不大,为减少算

法计算量,选择隐层节点数为１０的DEＧRELM 分类

器与传统ELM 和SVM 支持向量机进行对比.为

了提高算法的说服力,每个算法都执行１０次,并记

录平均值.
表１　隐层节点数对算法的影响

隐层
节点数

训练时间/s
ELM DEＧRELM

训练误差

ELM DEＧRELM

测试误差

ELMDEＧRELM
１ ０ ５．４６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００ ０．４８０ ０．４９０
５ ０．１９ １０．５１ ０．２７０ ０．２４００ ０．２１０ ０．１８０
１０ ０．２９ １７．３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４
１５ ０．４７ ２７．４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３

　　注:迭代次数为５００次.

对１０组实验数据集进行实验的结果见表２.
可以看出,在迭代次数和隐层节点数一定时,DEＧ
RELM 算法的误差率更低,实验结果理想.

表２　三种算法性能对比

算法 训练时间/s 训练误差 测试误差

SVM ２．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８
ELM ０．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３

DEＧRELM １７．３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对５０组测试样本分别使用 ELM、SVM、DEＧ
RELM三种算法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对比如图７所示.
从各算法分类正确率可以看出每个分类器的分类效果.

图７　各分类算法分类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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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组实验数据集下不同测试样本数的平均分

类准确率如图８所示.其中,横坐标为测试样本数,
纵坐标为分类算法的正确率.

图８　各分类算法正确率分布

从图８可以看出三种分类算法对测试样本的分

类情况.随着测试样本数量的增加,SVM 和 ELM
的分类准确率都较高,泛化能力也都还好.但比较

而言,DEＧRELM 的性能更佳,泛化能力更强,其分

类准确率达到了９９．６１％,达到了实验预期的结果.
上述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DEＧRELM 算法能

够对撑杆跳高运动员是否成功过杆进行准确的分

类、预测,且效果明显优于 ELM、SVM 算法.达到

相同或更高的精度时,DEＧRELM 网络结构更优,泛
化能力更好.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DEＧRELM模型能帮助提高撑杆跳高

运动员起跳过杆技术.通过分析起跳过杆时提取的特

征向量,并以此为参考依据进行训练.为提高模型的

泛化能力,提升算法的性能,本文将差分进化算法和正

则化的极限学习机进行了有机结合.实验表明,基于

DEＧRELM的起跳过杆模型性能远远优于ELM,具有

很好的预测的能力,达到了预期目标,可以对运动员进

行有效训练的指导.由仿真实验结果可知,本文提出

的基于DEＧRELM的撑杆跳起跳过杆模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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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oftheinfluenceofotherparts．So,wemarkedthevaultwithmarkerpointatthekeypartsand
usedthethreeＧdimensionalinfrared motioncapturesystem toresearchtheprogressofpolevault．
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polevault,thepaperpresentsanimprovedextremelearningmachine
algorithm．Firstly,thetheoryofstructuralrisk minimization wasusedtoregulateextremelearning
machine．Then,globaloptimizationabilityofdifferentialevolutionalgorithmwasadoptedtooptimizethe
selectionofhiddenlayerparametersofextremelearningmachine,whichaimstoimprovetheaccuracy．
Afterthat,themodelofpolevaultwasestablished．Experimentalresultsofpolevaultshowedthatthe
algorithmcanefficientlyovercometheoverfittingshortcomingofextremelearningmachineandhasbetter
generalizationperformance,whichprovestheeffectivenessofthe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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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局部稀疏表示的模板匹配跟踪算法研究

包晓安,陈　磊,万微祥,张俊为,桂江生
(浙江理工大学 信息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目标跟踪过程中,局部稀疏表示跟踪算法(LSRTA)在目标被遮挡面积过大、运动过快或形变量过大

等情况下,跟踪过程中会发生目标偏移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 LSRTA 算法基础上,融入surf、flann和knn相结合

的模板匹配算法,提出了基于局部稀疏表示模板匹配算法(LSRTMTA)以解决目标跟踪偏移问题.在 LSRTA 算法

跟踪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计算新模板与当前模板的匹配值来判断是否发生偏移.当目标发生偏移时,停止 LSRTA
算法的跟踪,通过模板与帧图像之间匹配来重新确定目标位置;当确定目标位置后,再次进行 LSRTA 算法的跟踪.

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不仅保留了 LSRTA算法的优点,还具有自动修正目标偏移的功能,改善了跟踪效果,增强了

目标跟踪过程的容错性.

关键词:目标跟踪;模板匹配算法;目标跟踪偏移;自动修正

中图分类号:TP３９１．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８２Ｇ０８

０　引　言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目标跟踪是研究的重点

之一,应用非常广泛,在智能视频监控、人机交互、计
算机视觉导航、虚拟现实和医学诊断等领域中都有

涉及.目标跟踪是对连续视频图像进行特征提取,
分析获得目标的位置、大小、选择角度和速度等信

息,并且持续地显示目标在每帧图像中的位置[１].
目前已有大量目标跟踪算法,这些算法可以分为以

下５大类:a)基于梯度场决策模型的跟踪算法,主
流算法有基于 MeanＧshift跟踪算法[２]和基于均值

漂移的目标跟踪算法[３]等;b)基于概率决策的模型

跟踪算法,主流算法有卡尔曼滤波跟踪算法[４]和基

于粒子滤波的跟踪算法[５]等;c)基于分类器决策模

型的跟踪算法,主流算法有基于支持向量机跟踪算

法[６]和 TLD (Trackinglearningdetection)算法[７]

等;d)基于子空间表示模型跟踪算法,主流算法有

增量视觉跟踪IVT(Incrementallearningforrobust
visualtracking)算法[８]和基于增量PCA (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跟踪算法[９]等;e)基于稀疏表

示模型的跟踪算法,主要算法有l１ 范数最小化视频

跟踪算法[１０]和局部稀疏表示跟踪算法(Localsparse
representationtrackingalgorithm,LSRTA)[１１]等.

基于稀疏表示模型的跟踪算法首先是由 Mei
等[１０]提出的l１ 范数最小化的目标跟踪算法,该算法

首次将稀疏表示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目标跟踪领域,
跟踪过程中需要人为设置初始模板以及正负最小模

板,通过最小模板构造稀疏字典并进行粒子滤波产

生粒子,最后用稀疏字典[１２]对粒子进行l１ 范数最小

化处理,选择构造误差最小的粒子得到目标的位置,
该算法运行速度较快,能初步实现目标的跟踪.之

后,许多学者开始加入到稀疏表示跟踪算法的研究

中,提出了一系列算法,如:詹曙等[１３]提出了 Gabor
特征稀疏表示目标跟踪算法,该算法在稀疏表示模

板字典的更新过程中加入主元分析理论,在目标发

生形变时,该算法有较好的跟踪效果.胡昭华等[１４]

提出了特征联合的稀疏表示跟踪算法,该算法用字

典模板对候选粒子进行联合稀疏表示,改善了跟踪



效果.Wang等[１１]提出了LSRTA 算法,将模板进行

了分块并独立构造稀疏字典,再获得每个小块在帧图

像中的投票图,最后合并为全局投票图,从而估计目

标的位置.LSRTA 算法能够在目标发生形变或者部

分遮挡时具有较好的跟踪效果,但是当目标被遮挡面

积过大、运动过快或形变量过大等情况存在时,跟踪

过程中仍然会发生目标偏移现象.针对 LSRTA 算

法的这个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自动修正目标功

能的稀疏表示跟踪算法.该算法在 LSRTA 算法的

基础上,融入了模板匹配算法,通过不断计算新模板

与当前模板的匹配值来判断跟踪是否发生偏移.当

目标发生偏移时,通过模板与帧图像之间匹配来重新

确定目标位置以修正偏移,改善跟踪效果.

１　模板匹配算法

本文中,模板匹配算法采用surf、flann和knn
相结合的算法.surf算法找到两幅图像中感兴趣点

的位置;flann算法对这些感兴趣点进行匹配,找出

匹配成功的点对;knn算法对匹配成功的点进行筛

选,去除零散的点对.该算法可以有效找出两幅图

像之间相似点的集合.

surf算法通过计算一幅图像上所有像素点的

Hessian矩阵的行列式与特征值,来判断整幅图像

上哪些是感兴趣点[１５].Hessian矩阵可用式(１)表
示为:

H(x,σ)＝
Lxx(x,σ) Lxy(x,σ)

Lxy(x,σ) Lyy(x,σ)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式(１)中,Lxx(x,σ)代表图像点f(x,y)与二阶高斯滤

波图像∂２g(σ)
∂x２ 的卷积,在得到该像素点的 Hessian矩

阵后,可以很容易通过计算得到该点像素的特征值.
为了简化运算,Bay提出了盒滤波器近似高斯滤波

器,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大大加快了计算时间.高斯

滤波器与盒滤波器滤波后的示例图像如图１所示.
图１(a)是高斯滤波器滤波后的图像,其在x、y

和xy 方向上的离散二阶导数用Lxx、Lyy 和Lxy 表

示.图１(b)是盒滤波器滤波后的图像,其在x、y和

xy 方向上的离散二阶导数用Dxx、Dyy和Dxy表示.
图１中用简单权值表示黑色为１,白色为－１.在计

算 Hessian矩阵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盒滤波器近似

计算,得出了 Hessian矩阵行列式公式:

det(Happrox)＝DxxDyy－(０．９Dxy)２ (２)
计算图像中所有点的行列式与特征值,如果行

列式的值为负,并且特征值异号,则该点不是感兴趣

点,如果行列式为正,并且特征值同号,则该点是感

兴趣点.

图１　高斯滤波器与盒滤波器滤波后的图像

flann算法[１６]是对两幅图像中的感兴趣点进行

匹配,找出匹配成功的点对.图２为flann算法示

意图.图２左边是包含感兴趣点的图像,图像根据

一定的分割规则分成多块,每一块包含一个感兴趣

点.图２右边是将包含感兴趣点的图像以树型结构

表示.先将两幅图像分别按以上方式分块树状结构

表示,再从第一幅图像顶部根节点块开始,在第二副

图像中搜索与第一幅图像顶部块最相似图像块,通
过计算两幅图像块的欧氏距离来判断两个图像块是

否相似,如果欧氏距离大于设定的阈值,则两幅图像

块中感兴趣点匹配成功.否则进行下一个点的匹

配,直至搜索到最底部;如果还没有找到匹配点,则
第一幅图像中的感兴趣点没有匹配成功的点.再从

第一幅图像中按自顶向下的原则寻找第二个块的匹

配块,如此循环遍历第一幅图像中所有图像块,得到

两幅图像中匹配的感兴趣点对集合.

图２　flann算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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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n算法[１７]对感兴趣点进行筛选,去除零散的

感兴趣点对.先设定一个距离阈值,低于这个阈值

的归为一类,否则归结到另一类;如此对图像中感兴

趣点对进行分类;当某一类的数目小于数目阀值时,
则该类可以被删除.图３(a)是经过surf和flann算

法的匹配图,图３(b)是经过surf、flann和knn算法

的匹配图.

图３　模板与帧图像匹配示例图像

２　LSRTMTA跟踪算法

本文在LSRTA 算法的基础之上,融入模板匹

配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稀疏表示模板匹配跟

踪算法(Localsparserepresentationtemplatematching
trackingalgorithm,LSRTMTA),以实现在发生目

标跟踪偏移时,自动修正重新定位功能.
图４为LSRTMTA跟踪算法整体流程图,先选

定初始目标从而获得初始模板,再利用 LSRTA 跟

踪算法对初始的目标进行跟踪.当得到新模板时,
计算新模板与当前模板的匹配值.如果匹配值大于

阈值,说明新模板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目标并没有发

生偏移现象,则将新模板保存到模板集中.如果匹

配值小于阈值,说明模板发生了大的变化,目标发生

了偏移现象,则舍弃该模板,并且停止 LSRTA 算

法,通过当前模板与帧图像进行模板匹配重新查找

目标位置,如果目标在当前帧没有被找到时,该模板

与下一帧图像匹配查找,直到找到目标;然后再次执

行LSRTA算法,如此循环跟踪.

图４　LSRTMTA跟踪算法流程

图５为 LSRTA 算法跟踪示意图,先将模板进

行均匀分块处理,左侧模板图像中PT＝(dx,dy,h,

ω)是模板分块后的一个矩形小块,模板中心滑动到

该候选位置时,用PF:(x,y)表示帧图像F 中对应模板

PT 的矩形块.

图５　LSRTA算法跟踪示意图

再通过计算帧图像中的矩形块PF:(x,y)与目标

模板中的PT 矩形块两幅图像的欧氏距离,来衡量

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定义了投票函数VPT
(x,y)来直

观的反应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投票值越大,则相似程

度越高.

VPT
(x,y)＝d(PF:(x,y),PT) (３)

在式(３)的求解过程中,先对图像进行稀疏表

示,其基本思想是用尽可能少的元素表示元素图像,
用完备字典A＝{a１,a２,,am}线性叠加表示图像

y,图像y的表示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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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x １

st　y＝Ax＋e
(４)

式(４)中:x为图像y 在字典A 上的稀疏表示,e为

逼近精度.可以将上述l１ 范数最小化求解问题转

化为l１ 正则最小均方问题:

min y－Ax ２
２＋λx １ (５)

对于式(５)的求解,选择基追踪(BP)算法[１８]进

行求解,得到稀疏值,再对稀疏值进行欧氏距离求

解.为了能够求出每个小块PF:(x,y)的稀疏表示,需
要对目标模板中所有的矩形小块PT 构造各自独立

的稀疏字典BF:(x,y),使模板在周围８个方向抖动来

获得一个包含９个目标模板的稀疏字典,设PF:(x,y)

在当前F中的观测值是yF:(x,y),则有:

min BF:(x,y)c－yF:(x,y)
２
２＋λc １ (６)

在得到观测yF:(x,y)的系数向量c之后,计算得

到其他与对应模板的似然:

pF:(x,y)＝exp(－ yF:(x,y)－TF:(x,y)a ２
２)＝VPT

(x,y)

(７)
通过相同的方法可以得到模板中其他矩形小块

的投票图VPT
(,).最后需要将所有小块投票

图合并成一个整体投票图.图６为投票图的合并流

程图,在所有的矩形小块的投票图中选取投票值最

大的作为该点最终得分,得分最大的点作为下一帧

目标的位置.

C(x,y)＝VPT
(x,y) (８)

图６　投票图的合并流程

图７为模板与模板匹配图,左边表示当前模板,
右边表示新模板,通过模板匹配算法得到匹配图,计
算匹配值,匹配值公式为:

p/％＝ k
min(m,n)×１００ (９)

式(９)中:m、n分别表示两幅模板图经过surf算法

后得到的感兴趣点数量,k表示经过flann算法和

knn滤波后感兴趣点数量.模板与模板匹配的示例

见图７.图７中k＝１４,m＝１８,n＝２２,根据匹配值

公式可以得到匹配值p＝０．７８,假设匹配阈值为

０．６２,由于匹配值p 大于阈值,说明目标并没有发

生偏移,新模板存入模板集中.

图７　模板与模板匹配图

图８为模板的存储过程,模板集中模板空间是

固定的,新模板按照栈的形式依次保存在模板集中,
在追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模板,当模板存满时,最先

存入的模板会被删除来保证不断的新模板被存入.

图８　模板存储过程

３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的算法,在 Matlab软件环境下编

程实现LSRTMTA 跟踪算法,采用trackerbenchmark
数据库进行实验对比.trackerbenchmark数据库

中有５０组视频,其中:目标外观变形的有１９组,目
标遮挡的有２９组,目标快速移动的有１７组,这些视

频已经基本考虑到实际运行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干

扰,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选取 ORIA 算

法[１９](Onlinerobustimagealignment)、CT算法[２０]

(RealＧtimecompressivetracking)、IVT(Incremental
learningforrobustvisualtracking)算法、CPF 算

法[２１](ColorＧbasedprobabilistictracking)、LSRTA
算法和本文提出的LSRTMTA算法进行对比.

在目标快速移动的视频中,其中boy视频６种

算法实时跟踪结果如图９所示.在目标外观变形的

视频中,其中 mountainBike视频６种算法实时跟踪

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在目标遮挡的视频中,其中

faceocc１视频６种算法实时跟踪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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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boy视频运行效果

图１０　mountainBike视频运行效果

图１１　faceocc１视频运行效果

　　为了直观反映每一帧图像与实际跟踪目标的差

距,本文定义了中心误差函数.中心误差值越小,代
表目标跟踪越准确.某一帧图像中目标实际中心位

置为M(x１,y１),跟踪标记的中心位置 N(x２,y２),
中心误差r(M,N)的计算公式为:

r(M,N)＝[(x１－x２)２＋(y１－y２)２]１/２ (１０)
分别对每组测试视频绘制６种算法的中心误差

图,计算每组视频中６种算法下的平均中心误差.

x轴代表第几组测试视频,y 轴代表每组视频中６
种算法下的平均中心误差,得到平均中心误差,如图

１２所示.
计算５０组视频中６种算法的总平均中心误差

值,得到总平均中心误差、标准差与标准误见表１.
为了进一步反应算法跟踪效果与实际跟踪区域

的覆盖程度,引用了覆盖率,表示实际目标区域与算

法跟踪区域的交集部分占并集部分的比例.实际目

标矩形区域A,算法跟踪矩形区域为B,s(C)表示C

区域的面积,覆盖率c(A,B)计算公式为:

c(A,B)＝s
(A∩B)

s(A∪B) (１１)

图１２　６种算法下的平均中心误差

表１　６种算法的总平均中心误差

算法 ORIA CT IVT CPF LSRTA LSRTMTA
总平均中心误差 １１ １０．４ ８．８ ８．７ ８．１ ６．８

标准差 １．２０ １．３９ １．０５ １．９２ １．４７ １．１０
标准误 ０．３８ ０．４４ ０．３３ ０．６１ ０．４６ ０．３５

６８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分别对每组测试视频绘制６种算法的覆盖率

图,计算每组视频中６种算法下的平均覆盖率,x轴

代表第几组测试视频,y 轴代表每组视频中６种算

法下的平均覆盖率,得到平均覆盖率,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６种算法下的平均覆盖率

计算５０组视频中６种算法的总平均覆盖率值,
得到总平均覆盖率、标准差与标准误见表２.

表２　６种算法的总平均覆盖率

算法 ORIA CT IVT CPF LSRTA LSRTMTA

总平均覆盖率 ０．４１ ０．４５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５７ ０．６６

标准差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９

标准误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为了整体评估算法的运行效果,引用了一次通过的

评估(OPE)成功率图,x轴表示覆盖阈值,y轴表示

成功率,首先对应一个给定的覆盖阈值x０,对于每

一帧图片计算覆盖率,如果覆盖率大于覆盖阈值,则
判断成功,l(n)＝１,否则判断失败,l(n)＝０,n表示

所有测试视频中所有图片的总数,sum(l(n))表示n
张图片中l(n)的和,成功率s(x,y)公式为:

s(x,y)＝sum(l(n))
n

(１２)

其中:

l(n)＝
０ f(c(A,B)≤x０)

１ f(c(A,B)＞x０){ ．

在 OPE成功率图中,函数曲线下的面积越大,
代表目标跟踪的效果是越好.分别选取１９组目标

外观变形的视频、２９组目标在遮挡情况下的视频、

１７组目标在快速移动的视频和整个５０组视频,得
到６种算法的 OPE成功率,如图１４所示.

选取整个５０组视频,通过计算得到６种算法的

OPE平均成功率,如表３所示.
最后为了说明文算法的实时性,选取了boy视

频前２００帧(从第二帧开始)的检测时间绘制算法处

理时间图,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４　６种算法下的 OPE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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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６种算法的平均OPE成功率

算法 ORIA CT IVT CPF LSRTA LSRTMTA

平均 OPE成功率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４４

图１５　采用本文算法对boy视频的跟踪处理时间

从图９—图１１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目标快速

移动的boy视频、目标外观变形的 mountainBike视

频、目 标 遮 挡 的 faceocc１ 视 频 中,本 文 提 出 的

LSRTMTA跟踪算法在显示的那些图像中跟踪效

果比较准确.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出,对于５０组测试数据,在６

种算法中,LSRTMTA算法平均中心误差曲线下的

面积最小;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５０组总平均中心误

差值也最小,说明LSRTMTA算法的中心位置与实

际目标的中心位置最接近.
从图１３中可以看出,对于５０组测试数据,在６

种算法中,LSRTMTA算法平均覆盖率曲线下的面

积最大;从表２中可以看出,５０组总平均覆盖率值

也最大,说明LSRTMTA算法的矩形跟踪区域与实

际目标矩形跟踪区域的覆盖程度最大.
从图１４中可以看出,在１９组目标外观变形的

视频、２９组目标在遮挡情况下的视频、１７组目标在

快速移动的视频和整个５０组视频下,６种算法中

LSRTMTA算法的 OPE成功率曲线下的面积都最

大;从 表 ３ 中 可 以 看 出,在 整 个 ５０ 组 视 频 中,

LSRTMTA算法的平均 OPE成功率值最大.
从图１５中可以看出,选取boy视频前２００帧的

处理 时 间 计 算 出 的 平 均 处 理 时 间 为 ４３．４ ms
(Windows７,４核),即每秒可处理约２３帧图像,可
以应用于实际场景实现实时目标跟踪.

综上所述,LSRTMTA跟踪算法在６种算法中

跟踪效果最好,改善了LSRTA算法的跟踪效果.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目标偏移时跟踪无法修正的问题,在

LSRTA算法的基础上,加入模板匹配算法,提出了

LSRTMTA算法以解决目标跟踪偏移问题.该算

法通过不断计算新模板与当前模板的匹配值来判断

是否发生偏移,当目标发生偏移时,停止LSRTA算

法的跟踪,通过模板与帧图像之间匹配来重新确定

目标位置,当确定目标位置后,再次进行LSRTA算

法的 跟 踪.实 验 结 果 表 明,该 算 法 不 仅 保 留 了

LSRTA算法的优点,还具有自动修正偏移功能,改
善了跟踪效果,增加了人物跟踪的容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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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emplatematchingtrackingalgorithm
basedonlocalsparserepresentation

BAOXiaoan,CHENLei,WAN Weixiang,ZHANGJunwei,GUIJiangsheng
(Schoolof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Inthetargettrackingprocess,whenthetargetisshelteredexcessively,movesfastis
deformedlargely,thetargetdeviationphenomenon willoccurtolocalsparserepresentationtracking
algorithm(LSRTA)inthetargettrackingprocess．Tosolvethisproblem,basedontheLSRTA,the
templatematchingalgorithmwhichcombinessurf,flannandknnalgorithmwasintegrated,andatemplate
matchingtrackingalgorithm(LSRTMTA)basedonlocalsparserepresentationwasproposedtosolvethe
targetoffsetphenomenon．IntheLSRTAtrackingprocess,theoffsetisjudgedthroughcalculatingthe
matchingvalueofthenewtemplateandthecurrenttemplate．Whenthetargetisoffset,theLSRTA
trackingstops．Thetargetisrepositionedbymatchingbetweenthetemplateandframeimage．Whenthe
targetpositionis determined,the LSRTA tracking startsagain．Experimentalresultsshow that
LSRTMTAnotonlyretainstheadvantagesofLSRTA,butalsohasthefunctionofautomaticcorrectionof
targetoffset,improvetrackingeffectandincreasesfaulttoleranceinthetargettrackingprocess．

Keywords:targettracking;templatematchingalgorithm;targettrackingoffset;automaticcorrection

(责任编辑:康　锋)

９８第１期 包晓安等:基于局部稀疏表示的模板匹配跟踪算法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３９卷,第１期,２０１８年１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NaturalSciences)

Vol．３９,No．１,Jan．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n)．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５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１
作者简介:李俊男(１９９２－),男,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智能信息建筑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桂　宁,EＧmail:ninggui＠gmail．com

基于BIM子模型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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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建筑信息模型(BIM)协同开发过程中,各参与方通常仅关注其领域相关的子模型数据而非复杂庞大

的全局模型.为领域相关的子模型开发提供系统性的分布式开发功能,特别是版本控制支持,是BIM 协同开发急需

解决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BIM 子模型的分布式版本控制框架,实现了分布式版本控制支持.建立了基于

操作追踪的版本控制机制,通过记录用户对模型的操作,对操作序列进行叠加、逆反以实现版本跟踪;构建了相互耦

合并独立工作的子模型层,不依赖于全局模型,实现设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对需求子模型的版本控制;构建了局部

更新全局协同的工作模式,实现分布子模型与全局模型的版本协同.该系统已在开源 BIMServer平台上实现,仿真

结果表明,该系统在子模型支持、版本响应时间、存储资源占用及网络传输速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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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

BIM)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相关数据为模型基础模

拟建筑物真实信息的数字化模型[１].它能将建筑生

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资源、数据相互关联,可供不同参

与方共同使用[２Ｇ５].在 BIM 项目的不同阶段,由于

协同设计过程中的多方人员参与设计需共用同一个

BIM 模型,这会导致对象模型的不一致性及反复性

问题[６].同时,由于各个BIM 项目参与方通常关注

的是BIM 模型中的部分信息,如电气设计人员主要

在电气设计子模型上进行工作,因而他们主要关注

电气设计子模型.如何有效地支持符合参与方需求

子模型的修改和追踪,是目前BIM 协同工作平台亟

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工业基 础 分 类 (Industryfoundationclasses,

IFC)是BIM 数据共享和描述的国际标准[７Ｇ９],目前

主流的BIM 平台主要基于IFC标准,如IFC Web
Server[１０]、XBIM[１１]等.IFC WebServer、XBIM 主

要提供对IFC数据处理、浏览展示以及对模型数据

的分析功能.Chen等[１２]构建了一个 BIM 数据服

务器,通过构建针对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不同需求

的数据视图,实现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的协同工作.
但是这些平台通常不支持模型的版本管理功能.在

模型的版本管理上,BIMServer[１３]是目前最为广泛

使用的开源BIM 平台,对于模型的管理提供了版本

比较功能,然而它并不能很好地跟踪用户的修改,也
不支持分布式的子模型的设计模式.商业软件一般

提供了较强的协同设计支持,如:AutodeskRevit
提供了“链接模型”和“工作集”两种模式来支撑协同

工作,AutodeskVault提供了对版本控制的支持.
然而,这些工具采用集中式的模型管理,并未提供适

应不同设计方的领域相关子模型支持.因此,不同

参与方常常需要存储和传输非必要数据,由此带来

不必要的存储、传输和解析开销.
常见的版本管理系统如 Git[１４]、CVS[１５]等,多

是基于文件系统的管理方式,是以文本中行数据作

为数据单元,因而不能有效解析IFC这类面向对象



的BIM 模型.当IFC对象变化时,常常涉及到大量

行数据变化,这给 Git修改跟踪带来了许多问题.
并且,IFC项目模型常常较大(通常有上百兆),当模

型规模增大时,Git版本跟踪性能急剧下降.尽管

Git实现了分布式的版本控制功能,但是其基于文

本管理方案并不能很好地支持基于对象的IFC模

型的版本管理.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已有子模型抽取研究[１６]

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领域相关子模型的分布式版

本控制框架,以实现分布式的系统管理.本文的贡

献主要有:设计了基于操作跟踪的本地化版本管理

机制,以有效记录用户对模型修改;在分布式模型管

理上,提出了局部更新全局协同的工作模式,在保证

模型一致性的同时,实现了分布式子模型与全局模

型的高效同步.

１　分布式子模型版本控制框架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由于建筑规模的扩大及涉

及领域的增多,模型数据量不断增加.在版本控制

支持上,目前的BIM 协同工作平台多采用集中式版

本控制模式,各设计人员在完整模型数据的基础上

进行工作.随着BIM 模型数据量的增加,集中式版

本控制对网络要求越来越高,服务器压力也不断增

长.而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各领域设计人员主要工

作集中于其领域相关的部分数据,因此无筛选地获

取全局模型,导致模型数据价值密度较低,并且带来

不必要的资源开销以及相应的模型数据安全问

题[１７].因此,如何为不同领域的参与方提供定制化

模型的数据,并使得不同用户能够在定制化模型上

工作,成为提高模型数据价值密度的有效解决方案

之一.此外,集中式的模型管理较难适应分布式的

模型开发,也对数据的安全和隐私控制带来了一定

的难度.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操作追踪的

分布式子模型版本控制的设计框架,如图１所示.
与传统的集中式管理模式不同之处在于,本协同设

计框架的数据模型分为２层:传统集中式的数据中

心全局模型层和相互耦合的领域子模型构成的子模

型层.设计人员不再直接修改全局模型,而是在基

于由独立子模型耦合组成的协同工作网络中操作.
在该框架中,全局模型层和子模型层同时提供对应

的版本控制支持,用户的修改信息在提交到子模型

中后,可以同步到全局不同版本中.不同领域设计

人员在协同工作中通过实现对子模型的版本控制,
领域子模型与全局模型的数据合并实现全局模型的

更新,从而实现局部更新全局协同的工作模式.

图１　分布式子模型版本管理的协同设计框架

　　协同工作过程中,多领域子模型之间数据通常

存在重叠,因设计需求不同,各设计人员对于模型数

据同时进行修改,这导致在各子模型之间以及子模

型与全局模型之间,数据合并时可能出现数据冲

突问题,因此需对设计过程中版本数据冲突进行

消解.如图１右侧所示,本框架使用基于设计人

员优先级的冲突消解方案,实现版本数据的合并、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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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操作追踪的版本控制

与传统基于版本比较的实现方案不同,本框架

实现操作行为与操作数据实体的转换、引入操作追

踪机制以记录用户对模型的修改,帮助各领域参与

方记录BIM 模型设计过程中的操作.通过对操作

序列进行版本控制,与领域子模型数据叠加从而实

现版本演变.通过维护多领域子模型与全局模型数

据统一,实现局部更新全局协同的分布式子模型版

本控制.

２．１　操作记录定义

为实现操作追踪,需记录设计人员对模型的操作

行为,因此需对设计人员操作行为进行数据实体转换.
操作记录实体依据时间记录设计人员对模型实体属性

的修改,记录主要包括操作符、被操作实体ID以及实

体属性的修改内容,版本区存储示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版本区存储示例

　　其中操作记录示例包含内容为:

a)操作ID(Oid):为保证操作记录等数据唯一

性,数据存储过程中添加全局唯一标识符(Globally
uniqueidentifier,GUID),作 为 操 作 的 标 识 符.

GUID为二进制长度为１２８位的全局唯一数字标识

符.图２显示的操作记录示例,可以看出操作ID
“e７f５c０１６Ｇb７c９Ｇ４d４８Ｇ９５６９Ｇe５７c４５１c７２ad”.

b)被操作实体ID(OperateOid):标识设计人员

对模型进行修改实体ID,该实体ID是其在IFC模

型中的全局唯一标识,以确保实体ID与模型中实体

的映射关系.图２示例中,被操作实体为６６２８５.

c)操作符(Type):表示设计人员该操作记录中

的操作属性,包括实体修改、增加及删除３种类型.
图２示例中,操作符为 Add.

d)优先级(Priority):用于区分设计人员对模

型修改的权限.图２示例中,优先级为２.

e)时间戳(Time):记录设计人员对模型修改的

时间.图２示例中,时间戳为１４８０３３１９９１２５２.
本文对操作追踪定义为:通过完整记录设计人

员对BIM 模型实体的操作,将操作以数据实体的方

式存储于版本库中,实现对设计人员操作的追踪.
构建的版本控制系统实现模型版本控制依赖于模型

数据与版本数据的合并,模型数据独立于版本库存

储,只存储原始的模型数据,如版本发生更改时,只

需将版本库中所需版本操作记录提取,累加到模型

数据中,即可得到所需的模型版本.该种方式有利

于提高模型数据传输效率.

２．２　版本记录存储

为了实现有效的模型版本控制,必须对用户的

修改进行合理的记录、存储.这里的版本由两部分

组成:模型数据和版本数据.
模型数据包含BIM 模型的数字化描述信息,版

本数据包含版本修订情况及设计人员的操作序列等

信息.在模型数据中:全局模型包含BIM 模型的所

有模型信息及全局的版本信息,是协同工作中数据

总集;子模型中模型数据由全局模型依据领域需求

抽取获得,用以实现领域中协同工作.私有库与领

域子模型数据一致,用于存储设计人员私有版本,实
现本地化版本控制.子模型数据和全局模型之间为

松散同步,按照需求同步而非实时同步,从而降低数

据传输量,提高版本管理效率.
版本数据分２部分组成,版本描述信息及操作

序列.版本描述信息包括:版本编号、设计人员ID、
优先级、时间戳等.其中版本编号为记录设计人员

提交版本次数的编号,为版本查询提供简明的描述.
版本区除记录版本内容外,同时记录版本区当前存

储版本数量、版本总数量、最新版本号等版本区信

息,如图２所示.版本总数量是指设计人员在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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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至当前最新版本存储的全部版本的数量,版本

区当前存储数量与版本总数量并不相等,当设计人

员对模型版本进行回溯操作时,版本管理会将需求

版本之后的版本数据存储提取到缓冲区中,该操作

会改变版本区中当前版本数量.

２．３　版本库设计

本文中为实现基于操作追踪的版本控制,需记录

并阶段性存储领域人员在设计过程中的操作记录,因
此设计操作区用于临时存储设计人员操作序列,设计

版本区存储版本信息,为版本控制提供数据支持.设

计人员在进行版本回溯,版本区会丢失部分版本数

据,因此设计缓冲区保存丢失版本数据,保持数据完

整性.为提高模型数据加载效率,保存当前版本快

照,所以设计快照区.版本库设计的具体内容为:

a)操作区:用于记录设计人员在新版本提交之

前对当前模型文件进行的所有操作数据,当新版本

成功提交、存储后,自动清空操作区.

b)版本区:用于记录提交的完整版本记录,其
内容包括设计人员即提交者对于版本记录的描述信

息,以及对IFC文件中实体修改的记录信息.

c)快照区:用于存储当前模型版本数据,由版

本区中初始版本至当前版本的操作记录合并获得.

d)缓冲区:用于存储回溯版本后丢失的版本数

据,如设计人员回溯到历史版本,则将需求版本与回

溯前版本之间版本差异存储于缓冲区中.缓冲区仅

在设计人员进行版本回溯后出现.
在工作过程中,版本控制数据流如图３所示.

当设计人员完成该阶段工作后发出提交版本请求,
服务器将操作区中所存操作序列提交到私有库版本

区中,同时添加设计人员信息、版本号等版本描述信

息.版本提交成功之后服务器将快照区数据置为当

前版本,并清空私有库操作区,从而实现版本更新.

图３　版本控制数据流图

　　本文中版本回溯是指通过对当前模型版本进行

操作记录的逆操作,回溯至需求版本.逆操作指某

一操作与其逆操作叠加后属于无效操作,如对模型

某一实体进行删除,操作记录中操作符为 Delete,其
逆操作操作记录的操作符将更改为 Add.

设计人员请求版本回溯时,将版本区中当前版

本与需求版本之间版本数据提取到缓冲区中,并更

新快照区,实现版本回溯.版本前进时会读取缓冲

区中版本数据加载至版本区,对版本区数据重新叠

加更新至快照区,与子模型数据整合得到设计人员

的需求模型版本.

２．４　子模型与全局模型协同

在本文构建分布式子模型版本控制框架中,同
时支持在全局模型层和子模型层的版本控制,全局

模型层的版本控制机制与子模型层版本控制机制

一致.

在BIM 协同工作中,由全局模型抽取获得多

个领域子模型,抽取过程中同时抽取子模型中相

关引用数据,以保证子模型的完备性,抽取的多个

子模型间允许存在交集.[１６]图４为版本同步流程

图,设计人员在客户端对子模型进行版本控制,存
储于子模型版本数据库,实现该领域设计人员的

版本协同.
当模型版本更新时向服务器版本库进行推送,

服务器检测客户端模型版本库与服务器版本库差

异,若服务器版本库中数据为客户端数据的子集,则
依据时间戳将产生的增量版本数据追加到服务器版

本库中;若客户端模型版本提交时,服务器版本库中

存在新的提交记录,则需要拉取最新版本后进行版

本提交.客户端向服务器拉取版本数据机制与版本

推送机制类似,通过比对客户端版本库与服务器版

本库差异,对子模型版本库推送增量版本数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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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领域设计人员版本协同,领域子模型版本库与

全局模型版本库进行数据同步,实现领域子模型与

全局模型协同.

图４　分布式模型版本同步流程

在版本推送与拉取过程中,可能存在多个子模

型中对交集实体的冲突操作,产生版本数据冲突,所
以需对版本冲突消解后才可完成版本推送与拉取.
本文采用基于操作记录优先级及领域相关度的冲突

消解策略.在多个子模型版本协同工作过程中,如
合并的版本数据中不存在重复的被操作实体ID,则
依照时间戳顺序合并操作记录;若合并过程产生数

据冲突,则对操作记录优先级进行判断,如产生冲突

的操作记录中存在高优先级的记录,则选取较高优

先级的操作记录作为冲突消解的处理结果;若无法

根据优先级的方式解决冲突,则依据领域相关度交

付给领域管理人员进行冲突消解.

３　系统实现及分析

３．１　系统架构实现

BIMServer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基于IFC标

准的开源 BIM 服务器平台.BIMServer属于 B/S
架构,维护和升级方式简单;支持IFCEngine等多

个解析引擎,支持IFC模型的３D展示;使用嵌入式

数据库系统BerkeleyDB作为模型存储,其高效性、
可伸缩性切实的适应了BIM 服务器对性能上的需

求;提供了完整的源码和SDK,易于扩展.因此本

文选择BIMServer作为系统的开发平台.
当前BIMServer使用BerkeleyDB内存数据库

(键值对存储)来存储模型数据,实现数据读写速度

优化.但是其仅支持较为简单的数据记录,并不适

合作为版本管理的数据库.由于 XML的跨平台性

和统一性等优点,使其适合作为数据交换的媒介,同
时XML拥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以及方便的信息检

索.因此,采用基于XML的模型版本库实现方式.
本文中模型包含２部分数据,即BerkeleyDB中存储

的模型数据及以XML格式存储的版本数据.
同时,由于BIMServer内建的Plugin机制只能

提供有限的扩展能力,不能很好地支持平台所需的

接口定义[１８],所以构建一个独立的Servlet作为版

本控制功能数据交互容器,实现对设计人员操作记

录的传输以及版本控制模块的调用.由此,系统架

构的原型设计图如图５所示,该架构分为以下２个

部分:

a)模型数据的管理和展示,模型数据管理主要

通过实现重用及封装BIMServer模块实现.

b)版本控制及协同、添加 VersionManage模

块,其数据来源依赖于BIMServer,但方法调用与数

据存储独立于BIMServer.版本控制及协同模块独

立于BimServer内建的接口,在协同设计过程中该

模块从版本库中读取版本数据,BIMServerService
模块抽取BerkeleyDB中模型数据,版本数据与模型

数据整合得到模型版本.

图５　原型系统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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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子模型版本管理实现

为实现子模型分布式管理功能,设计了５类接

口:配置项接口、序列化接口、版本控制接口、远程交

互接口以及冲突消解接口,如图６所示,其中部分接

口信息如下:

a)配置项接口:包括setConfig等８个接口,用
于设置版本库路径、设计人员及项目ID等信息,以
及实现私有库与中央版本库转换.

b)序列化接口:用于实现设计人员操作记录与

数据实体转换,通过 CreateOpertion等方法实现操

作行为与操作记录数据实体的转换.通过serialize

及deSerialize方法对操作记录对象进行序列化,实
现数据存储及读取.

c)版本控制接口:用于实现本地化版本控制,
该类接口实现功能包含:提交操作记录到操作区;提
交新版本到版本区;获取版本、快照等数据;更新快

照区;版本前进及回溯.

d)远程交互接口:通过读取版本库配置文件,
实现版本库数据的推送拉取及克隆.

e)冲突消解接口:实现冲突消解,预留部分接

口,用于添加冲突处理规则以适用多应用场景下的

冲突消解.

图６　分布式子模型版本控制接口

３．３　性能比较

通过本文构建的分布式子模型版本控制框架与

目前主流的版本管理系统 Git进行比较.为了衡量

系统在不同模型大小下的性能,选取的文件大小在

０~１００ MB 之间,包含０．０２、１．４４、５．２８、１０．８０、

２９．６０、６１．１０、９５．９０MB等１０组IFC模型,来源于

GitHub的BIMServer项目.IFC模型的修改对象

为模型中的“墙”实体 WallStandCase,在其属性进

行的修改后,分别使用 Git及本文构建的版本控制

进行版本提交,并计算其系统开销.系统性能记录

选取的指标为:版本提交耗时及提交过程中数据传

输量.其中版本提交耗时只记录 Git本地提交耗

时.为了防止单次数据的波动性,数据为对模型的

３０次操作的平均值.客户端配置为 Windows１０
６４位操作系统,CPU型号为i７Ｇ３７７０,８G内存.

由于 Git以文本中行数据作为数据单元,当删

除IFC实体属性时,会改变文件结构,引起大量的

版本修订记录,导致 Git性能下降.图７显示,Git
版本提交耗时及版本提交传输量随模型的大小和复

杂度呈上升趋势.由于本文构建的版本控制基于设

计人员的操作追踪,只需记录该次设计人员对模型

修改的操作记录,并不存储模型数据,需记录数据数

量远小于 Git记录IFC文件版本修改的数据信息,
因此在模型数据量逐渐增大的情况下,性能优于

Git版本控制.当模型文件大小在约为１００MB时,
本文构建的版本控制平台提交耗时约为 Git提交耗

时的４．７５％,数据量传输仅为 Git版本传输数据量

的０．１％.仿真结果表明本平台在子模型支持、版
本响应时间、存储资源占用及网络传输速度等方面

均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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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与 Git在版本提交的性能比较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操作追踪机制实现对IFC模型版本

的记录,并通过该机制实现BIMServer环境中的分

布式子模型版本控制,使得BIM 子模型在协同工作

模式下具有更优的应用效率及应用价值.另外,通
过使用数据量较小、数据价值密度更高的子模型实

现版本控制,有效地解决BIM 协同工作中模型性能

低、模型版本管理困难等问题.
由于系统采用了分布式模型的架构,在子模型

与全局模型的版本推送、拉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模

型数据不一致问题.目前的系统主要采用了基于操

作优先级冲突解决方案实现.后续将研究基于设计

人员特性的冲突消解机制,以更好地体现不同设计

人员在不同类型的子模型中的优先级.另外,由于

现有的设计软件缺乏对于IFC模型的设计支持,拟
研究将 Autodesk公司的 Revit系列软件中对建筑

模型的编辑功能与BIMServer的模型管理相整合,
以实现多终端浏览器为客户端,BIMServer为服务

器,Revit为建筑编辑及版本管理的 B/S架构的一

体化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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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ontheirdomainＧspecificdataratherthanthewholeBIM model．Thus,itisimportanttoprovidea
systematicdistributeddevelopmentfunctionforthesubmodeldevelopment,especiallyforversioncontrol
supporting．ThispaperproposesadistributedversioncontrolframeworkbasedonBIM submodeland
achievesdistributedversioncontrolsupport．Besides,versioncontrolmechanism basedonoperation
tracingisestablished．Theversiontracingisimplementedthroughsuperpositionandreversionofoperation
sequence．Thesubmodellayer which coupleseach otherand worksindependentlyisestablished．
Independentofglobalmodel,designerscontrolofsubmodelisachievedintheworkingprocess．The
workingmodeofpartialrenewalandglobalcollaborationisestablishedtoachieveversioncollaborationof
distributedsubmodelandglobalmodel．Thesystem hasbeenimplementedontheBIMServerＧanopen
sourceplatform．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systemhasobviousadvantagesinmanyaspects:

submodelsupport,versionresponsetime,storageresourceoccupancyandnetworktransmission．
Keywords: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BIM);versioncontrol;distributed;sub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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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nold变换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扫描策略研究

岳　巍,张华熊
(浙江理工大学信息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报文总体收发速度不变的情况下,为降低对同一IP或连续IP地址段内目标的高

频、高强度的感知行为,提出了一个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优化策略,该策略在经典 Arnold置乱算法的基础上,结合公

网连续IP地址段的特点,利用广义 Arnold系数矩阵的灵活输出特性,对全网域IP地址进行混沌置乱的安全态势感

知.与主流的随机扫描、段内扫描策略的感知方式相比,该策略不仅提高了对网络安全态势的整体感知效率,而且

降低了对同一IP或连续IP地址段内目标的感知频率和强度.

关键词:Arnold变换;IP地址;置乱扫描;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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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网络安全威胁变得日趋复杂,单一或独立

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无法从整体上对网络当前运行

状态和未知安全威胁作出有效的感知与预测.为增

强各种网络防护措施的关联性,对网络数据进行融

合分析和协同管理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Network
securitysituationawareness)研究已成为新的研究

热点[１Ｇ３].当前提出的众多网络安全感知模型与方

法,基本概念均源于１９８８年Endsley提出的态势感

知模型概念[４],主要分为态势要素觉察、态势理解和

态势投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完整的态势

要素觉察阶段需要获取特定的特征信息,此阶段主

要分为主动信息探知和被动融合分析[５Ｇ７].在主动

信息探知中,脆弱性扫描是最为常见的感知信息提

取手段,主要通过端口扫描获得目标主机的开放端

口、提供服务的状态、协议类型等状态信息来提取态

势信息,为下一阶段的态势信息融合做准备.比较

常用 的 脆 弱 性 扫 描 器 有 Nmap、Nessus、XＧscan、

Zmap和 Masscan等[８].
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中,为保证感知信息

的实效性,感知源会较为频繁地对目标进行脆弱性

扫描,而脆弱性扫描过程中扫描策略的选取关系着

感知信息获取的完整性、实效性等多项指标.脆弱

性扫描器中主流的扫描策略主要有随机性扫描策

略、IP地址段内扫描策略.因安全感知式的脆弱性

检测与具有入侵性质的扫描存在类似之处,而一般

同一机构下连续的IP地址段内主机或节点基本共

享一套检测机制,段内的集中突发式的脆弱性扫描

容易将具有积极反馈的感知信用连接行为判定为非

信用连接的异常行为类[９Ｇ１１],所以针对目前大规模

网络下高速的脆弱性检测感知探测行为,上述感知

策略存在各自的不足:随机性扫描策略存在重复扫

描、无法动态调整扫描范围等问题,影响整体的感知

效率;IP地址段内扫描策略存在易造成对目标的高

频扫描问题,影响后续获取感知信息的完整性.
为保留随机扫描策略输出的混沌特性与IP地

址段内扫描输出结果采样特性,同时弥补各自的不

足,本文在收发感知报文速率不变的情况下,提出了

一种利用(广义)Arnold变换进行脆弱性扫描的输

出策略.该策略不仅能提供易于动态调整的实时混

沌性输出,而且在避免对同一IP或连续IP地址段

内目标的高频感知行为的同时,降低了对目标的感

知强度.本文的研究可为大规模网络下高速的安全



态势感知探测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脆弱性扫描策略.

１　策略构建

１．１　置乱模型

为避免对同一IP或连续IP地址段内目标的高

频感知行为,本文以连续IP地址段为感知收发单

位,进行段间置乱的感知报文收发.
对于一般的服务器等网络设备,其所占IP地址

资源有限,即连续IP地址首尾跳变间隔较小.而相

比于归属较为稳定且同一IP地址段首尾IP地址跳

变间隔较大、划分种类丰富多变的高校IP地址段,
后者更适宜作为感知收发单位的参考对象.

首先,本文把IP地址分为四个字段(以IPv４版

本为例),整体记为 A．B．C．D(IPv６可分为八个字

段,置乱原理与下文基本相同).表１仅显示数据库

(纯真IP数据库[１２])中提取的９２７个地址段中部分

高校IP地址段及其C字段宽度值.
表１　四省高校部分IP地址段及C字段宽度

四省高校 IP地址(段) C字段宽度

高校１
５８．２０６．１９２．０—５８．２０６．２２３．２５５ ３２
６０．１２．１４３．０—６０．１２．１４３．２５５ １

高校２
５８．１９５．２４８．０—５８．１９５．２５５．２５５ ８
２１０．３２．２４．０—２１０．３２．２７．２５５ ４

高校３
６０．１７６．３６．０—６０．１７６．４８．２５５ １３
６０．１７７．４９．０—６０．１７７．５１．２５５ ３

高校４
５９．６９．２０８．０—５９．６９．２２３．２５５ １６
１２５．４６．１７．０—１２５．４６．１７．１２７ １

高校５
１２２．２０６．１２８．０—１２２．２０６．１４３．２５５ １６

２１８．２８．３０．１９８ ０

高校６
１２５．４０．１３８．１０５ ０

２１１．８４．８０．０—２１１．８４．８７．２５５ ８

高校７
５９．６６．０．０—５９．６６．６３．２５５ ６４

１６６．１１１．２２８．０—１６６．１１１．２３１．２５５ ４

高校８
１１５．２７．０．０—１１５．２７．７０．２５５ ７１
１２４．１７．１７．０—１２４．１７．１８．２５５ ２

高校９
２０２．１０６．２２．０—２０２．１０６．２２．２５５ １

２０２．１１２．１１２．０—２０２．１１２．１２７．２５５ １６

高校１０
５９．７５．１２８．０—５９．７５．１３５．２５５ ８

１１１．１１５．６４．０—１１１．１１５．７９．２５５ １６

高校１１
４９．２０９．０．０—４９．２０９．１５．２５５ １６
６０．１３．１７７．０—６０．１３．１７７．２５５ １

高校１２
５９．７５．２２４．０—５９．７５．２３９．２５５ １６
５９．７５．２４２．０—５９．７５．２４７．２５５ ６

　　如表１示,所有IP地址段跳变间隔的阈值大小

均能用C字段宽度值表示.
其次,对９２７个IP地址段进行加权均值预处

理,来确定适宜IP地址段置乱的感知收发单位.本

文对IP地址段中 C 字段的加权预处理提出如下

定义:
定义１:在IP地址中,将C字段宽度值(即连续

IP地址段首尾跳变间隔)的阈值需大于等于R 的特

性称为IP地址置乱特性.
本文利用向上取整加权平均数计算公式(１)计

算C字段宽度值阈值的均值R:

R＝ ∑
n

i＝１
Xi×Ni

Ns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式(１)中:Xi 表示第i网段下 C字段宽度值,Ni 对

应Xi 下具有相同宽度值的字段个数,Ns 表示表内

所示所计算范围内网段的总个数.
对所有９２７个地址段使用式(１),向上取整得

R＝４.即需置乱后输出IP地址字段中C字段的阈

值大于等于４.

１．２　置乱算法

常用的置乱算法包括 Arnold变换、骑士巡游变

换、Hilbert曲线变换、幻方变换等[１３].上述变换多

用于二维的图像处理,由１．１节可知,本文将IP地

址分为四个维度,故需将 A、B、C、D 四个字段进行

分组预处理,即每组的一对值分别对应图像置乱中

的横纵坐标值.最后对两组结果组合输出IP地址.

１．２．１　广义 Arnold变换

广义的Arnold变换[１４]是在V．J．Arnold提出

的经典 Arnold变换基础上的改进,其变换矩阵定义

如下:

Xn＋１

Yn＋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a b
c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Xn

Yn

é

ë
êê

ù

û
úúmodN(N≥２),

其中:Xn、Yn 表示图像中的一个原坐标点;Xn＋１、Yn＋１

表示经一次矩阵变换后的坐标点;N 表示矩阵的阶

数;系数矩阵中a、b、c、d为正整数,需满足
a b
c d

＝

±１.本文记经典 Arnold 变换系数矩阵为 A＝
１ １
１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广义 Arnold变换系数矩阵为G＝

a b
c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其中矩阵G 的一般性书写格式P＝
n mn＋１
１ m

é

ë
êê

ù

û
úú 或

P＝
mn＋１ n

m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其中 m、n 为正整数.可知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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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ld变换下任何置乱次数后的横纵坐标变化均

可由广义 Arnold的某一系数矩阵在O(１)时间复杂

度下实现.特别的,矩阵P＝
１ ２５６

R ＋１

１ ２５６
R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或P＝

２５６
R ＋１ １

２５６
R 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适用于R＝２n 且C字段数值变化为升

序的情况.降序需调整a、b、c、d位的正负号且行列

变化时取绝对值.
矩 阵 P 最 大 的 Lyapunov 指 数 λ ＝１＋

mn＋ (mn)２＋４mn
２ ＞１,即对于任何 m＞０,n＞０

的正整数映射总是混沌的.对系数矩阵为A 的典

型Arnold映射的Lyapunov指数分别为λ１＝３＋ ５
２ ＞

１、λ２＝３－ ５
２ ＜１,也称为混沌映射[１５].

相较于其他置乱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广义Arnold
变换两个不同系数矩阵组合,不仅可按O(１)时间复

杂度实现典型 Arnold变换N 次置乱后反向映射的

取值效果,而且可灵活适应R 值的变化.置乱算法

在IP地址变换输出中的比较情况见表２.
表２　置乱算法比较

置乱方式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邻差L
骑士巡游 O(n) O(１) L≤２

Hilbert曲线变换 O log２
n
２( )( ) O(１) L≤３

幻方变换 O(n２) O(１) L＝１(多数)

普通/广义Arnold变换 O(n２)/O(１) O(１) １≤L≤２５５

　　表２中,邻差表示各置乱算法在初次置乱后矩阵

内原相邻自然数点对应的横纵坐标值的差值.其中幻

方变换在２５６阶矩阵下为双偶变换[１６],置乱后矩阵内

每行均有１２８对相邻自然序数对,故其邻差多数为１.
综上所述,(广义)Arnold变换在保证输出IP

地址序列混沌性、灵活适应R 值变化特性的同时,
又可以较为快速地输出符合IP地址置乱特性的置

乱结果.

１．３　输出方案

１．３．１　最佳输出周期

按自然数序存储的初始矩阵经置乱后矩阵内的

有序点会变得“杂乱无章”,取横(纵)坐标值的顺序

方式也就影响了最终输出的结果,存在以下两种反

向映射取数方式:

a)置乱后按初始矩阵内的自然数序顺序取对

应的横纵坐标值.该取值方式简称自然序取值.

b)按置乱后矩阵内的整数序取对应初始矩阵

下同一点对应的横纵坐标值.该取值方式简称置乱

序取值.
表３—表５为３×３方阵下以矩阵A 为系数矩

阵,初次置乱后的不同取数方式及二维矩阵输出序

列说明.
表３　IP地址对应的初始矩阵

坐标 ０ １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４ ５ ６
２ ７ ８ ９

表４　自然序取值

输出序列行号 取值序列 横坐标值 纵坐标值

１ １ ０ ０
２ ２ １ １
３ ３ ２ ２
４ ４ １ ２

表５　置乱序取值

输出序列行号 取值序列 横坐标值 纵坐标值

１ １ ０ ０
２ ９ ２ ２
３ ５ １ １
４ ６ ２ １

　　每种映射取数方法、不同的系数矩阵下的输出

序列具有不同的周期特性.以A 矩阵为系数矩阵,
置乱次数为６８次时,自然序取值下的周期为例,周
期数统计结果见表６.

表６　周期数统计
统计变量 行 列

跳变输出周期Tc ４７４(１—３８),
２１８(３９—２５６)

３６１(１—１５１),
１０５(１５２—２５６)

固定输出周期Ts ２５６ ２５６
跳变输出差值X ６８ ２２

　　表６中跳变输出周期Tc,括号前面的数值表示

括号内输出序列行中数值的周期,其数值关系是

Arnold变换中点间拉伸和折叠纹理特性的映射表

现;固定输出周期Ts为变换矩阵的阶数;跳变差值

X 为跳变周期下横(纵)坐标值变化至相同时的输

出间隔差,对变换矩阵阶数进行取模运算.

１．３．２　最佳置乱次数

图像置乱中最佳置乱度一般与置乱分布均匀性

和随机性有关[１７Ｇ１８],而非与本文应用中提出的与IP
地址置乱特性有关.因此对IP地址最佳置乱次数

提出如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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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２:

Dm＝(Vn－V２ ＜R)　(２＜n≤２５６) (２)
式(２)中:Dm 表示第m 次置乱下,输出序列中横

(纵)坐标差值大于等于R 值的行(列)间距值;Vn 表

示输出序列中第n行的横(纵)坐标值;n为大于２
且小于等于２５６的自然数;其中置乱周期内最大的

Dm 对应的置乱次数m 即为最佳置乱次数,而求出

最佳置乱次数时使用的横(纵)坐标序列值(即V
值)即作为IP地址里面的C字段输出.

１．３．３　输出格式

依置乱算法所确定的分组特性,本文将最终输

出格式定义如下:
定义３(置乱IP地址输出格式):输出序列的行

中对应的横纵坐标值为一组,记为AnBn,最后输出

的IP地址格式记为AmBmAnBn.
定义３中输出格式的组合可分为同系数矩阵同

置乱次数的组合、同系数矩阵不同置乱次数的组合

和不同系数矩阵置乱组合三类.为保证输出序列采

样感知的混沌性,即继承随机扫描策略的输出优点,
生成AnBn 输出序列的系数矩阵宜为A 或P(a＞
０,b＞０)的组合输出.

２　结果及分析

为计算全网域下以R值为IP地址段跳变阈值的

平均跳变时间(即计算相邻的对同IP地址段扫描行

为的时间间隔)、同一IP地址段内单位时间感知强度

等,本文在百兆快速以太网实验环境下,以最小６４字

节的发包长度、线速每秒最多与约２．３万个IP地址

完成基本握手和挥手动作的７次报文交互TCP态势

感知探测行为为实验条件,对本文提出的感知策略进

行实验.实验以矩阵
１ ６５
１ ６４

é

ë
êê

ù

û
úú 和矩阵

１ ８
１ ７

é

ë
êê

ù

û
úú 作为广

义Arnold的系数矩阵,模拟输出系数为
１ ７
１ ８

é

ë
êê

ù

û
úú 的经

典Arnold变换下,置乱次数为５０次时的横纵坐标

值的情况输出感知IP序列为例,为避免对同一IP
或连续IP地址段内目标的高频感知行为,置乱序取

值下输出序列按Tc＝５１２且横坐标值作为C字段值

循环组合输出,采样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输出序列中相应IP地址间隔

图１中横坐标标目表示IP地址置乱特性阈值

R＝４的情况下,同一IP地址段内不同IP地址再次

被感知的记录数;纵坐标标目表示在同种情况下,同
一IP地址段内不同IP地址再次被感知时的公网IP
地址间隔数;标值线表示三个高校内IP地址段(以

C．D位表示)同段内不同IP地址再次被感知时的

IP地址间隔数变化情况,其中总平均表示每个IP
地址段的间隔数均值.

本文扫描策略与随机扫描策略和段内扫描策略

的均值比较情况见表７.
表７　感知策略比较

策略 本文策略 随机策略 段内策略

单位时间段感知强度I/(ns－１) ０．００６ ０＜I≤１０２４．０００ １０２４．０００
整体段间采样时间Ta/s １７７．７５８ １７７．７５８≤Ta≤１７６３４２．６５４ １７６３４２．６５４
同地址段扫描间隔Si/s １７７．７５８ ２．７７７≤Si ２．７７７

注:表中数据均以R＝４即一个段内１０２４个IP地址为标准.

　　表７中本文策略下的实验数据是在图１总平均

间隔数下的统计数据,策略列中单位时间段感知强

度为本实验环境下单位时间内扫描同一网段IP的

平均次数;整体段间采样时间是指在同一机构下连

续的IP地址段内主机或节点基本共享一套检测机

制的情况下,以IP地址段为单位,完整感知一次网

域的平均最短时间;同地址段扫描间隔为完成基本

完整的态势感知探测行为下,相同地址段内不同IP
地址相邻感知平均最短时间间隔.因随机策略的感

知随机性,该策略的统计数值极不稳定,仅列出本实

验环境下的边界值,且边界值仅为理论情况.通过

比较表７中的数据,本文策略与随机策略和段内策

略相比,I与Ta 可以维持低水平稳定状态,Si可以

维持较高水平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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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主要提出了一种安全态势感知下态势要素

主动提取阶段的一种IP地址段间随机跳跃式的感

知扫描策略,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以下优势:

a)在不影响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整体速率的情

况下能根据R 值动态调整扫描间隔,较好地降低对

同一连续IP地址段的段内感知强度,提高整体的感

知效率.

b)本文提出的输出策略在继承随机扫描策略

输出结果混沌性的特点的同时,解决了单位时间内

IP地址段内扫描策略下同IP地址段内IP感知行

为过于频繁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仅在单一的安全感知信源节点处进

行,然而一个感知系统内的安全感知的信源节点通

常不止一处,如何有效在不同信源节点分布式的协

同此策略将会是后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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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NotationandMainResults

Forn≥２,letRndenotethenＧdimensionalEuclidianspace,Rn＝Rn∪{∞},BntheunitballinRn,and
lete１,e２,．．．,enbethestandardunitvectorsinRn．AdomainD⊂Rnissaidtobearingdomain(oraring
inbrief)ifRn\DconsistsoftwocomponentsC０andC１,whereC０isbounded．Sucharingisusually
denotedbyR(C０,C１)．Fors＞１,thesoＧcalledGrötzschringisdefinedby

RG,n(s)＝R(Bn,[se１,∞]),s＞１,

whichmeansthatthecomplementarycomponentsoftheGrötzschringRG,n(s)withrespecttoRnareC０＝

Bn＝Bn∪∂BnandC１＝[se１,∞]．(See[１,p．１４９]．)

ForE,F⊂G⊂Rn,wedenotethefamilyofcurvesjoiningEandFinGbyΔ(E,F;G)．IfG＝RnorRn,

thenwemayomitGandsimplydenoteΔ(E,F;G)byΔ(E,F)．LetΓbeafamilyofcurvesinRn,R＝R∪
{∞},andforanarbitrarylocallyrectifiablecurveγ∈Γ,putF(Γ)＝{ρ|ρ:Rn→RisanonnegativeBorelＧ

measurablefunctionsuchthat∫γ
ρds≥１}．Thefunctionρissaidtobeadmissibleifρ∈F(Γ)．Themodulus

ofΓisthendefinedas

M(Γ)＝ inf
ρ∈F(Γ)∫Rn

ρndm,

wheremisthenＧdimensionalLebesguemeasure．By[１,Theorem８．２８,(８．３１),(８．３４)and(８．３５)],the
conformalcapacitycapRG,n(s)oftheGrötzschringRG,n(s)canbeexpressedby

γn(s)≡capRG,n(s)≡M(Δ(Bn,[se１,∞])),



whilethe(conformal)modulusofRG,n(１/r)isdefinedby

Mn(r)＝modRG,n(１/r)＝ ωn－１

γn(１/r)[ ]
１/(n－１)

,r∈(０,１),

whereωn－１isthesurfaceareaoftheunitsphereSn－１＝∂Bn．Clearly,μ(r)≡M２(r)isexactlythesoＧcalled
Grötzschringfunction,whichhasthefollowingexpression

μ(r)＝π
２

K′(r)
K(r), (１)

where

K(r)＝∫
π/２

０

dt
１－r２sin２t

andK′(r)＝K(r′)

forr∈(０,１),arethecompleteellipticintegralsofthefirstkind(see[１]or[２])．HereandhereＧafter,we

alwaysletr′＝ １－r２ forr∈[０,１]．ItiswellknownthattheGrötzschringRG,n(１/r)anditsmodulus
Mn(r)oritscapacityγn(１/r)playanextremelyimportantroleinthestudyofquasiconformalmappingsinRn．

TheGrötzschringconstantλnisdefinedby
logλn＝lim

r→０＋
[Mn(r)＋logr],

whichisindispensableinthestudyofMn(r)andγn(s)．Itiswellknownthatλ２＝４．Unfortunately,sofar
wehaveonlyknownsomeestimatesforλn whenn≥３,amongwhichisthefollowingdoubleinequality

２e０．７６(n－１)＜λn≤２en＋(１/n)－(３/２),n≥３ (２)
(see[１,Theorem１２．２１(１)]and[３])．

Nowweintroducethegammaandbetafunctions,andsomeconstantsdependingonlyonn,whichare
neededinthestudyofthepropertiesofMn(r)andγn(s)．Asusual,forcomplexnumbersxandywithRe
x＞０andRey＞０,thegammaandbetafunctionsaredefinedby

Γ(x)＝∫
∞

０
tx－１e－tdtandB(x,y)＝∫

１

０
tx－１(１－t)y－１dt,

respectively．(Cf．[４]and[５]．)Itiswellknownthat,forn≥３,thevolumeΩnofBnandthe(n－１)Ｇ
dimensionalsurfaceareaωn－１ofSn－１canbeexpressedby

Ωn＝２π
nΩn－２＝ πn/２

Γ(１＋n/２)andωn－１＝nΩn＝ nπn/２

Γ(１＋n/２),

respectively．(Cf．[１,２．２３]and[６]．)Let

Jn ＝∫
π/２

０
(sint)(２－n)/(n－１)dt＝ １

２B １
２(n－１),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cn＝(２Jn)１－nωn－２,An＝

ωn－１

２ncn

æ

è
ç

ö

ø
÷

１/(n－１)

．

Inparticular,

J２＝π/２,J３＝ ２K(１/２)＝２．６２２０５,c２＝２/π,c３＝４π２Γ(１/４)－４＝０．２２８４７,A２＝π２/４andA３＝J３．
SomepropertiesofΩn,ωn－１,Jn,cnandAn weregivenin[１,pp．３８Ｇ４４&１６３]andin[６]．

Inthesequel,weletarthdenotetheinversefunctionofthehyperbolictangenttanh,thatis,

arthx＝１
２log１＋x

１－x
,－１＜x＜１．

Duringthepastdecades,manypropertieshavebeenobtainedforμ(r)(cf．[１]－[２]and[７])．The
knownpropertiesofMn(r),however,aremuchlessthanthoseofμ(r),becauseoflackofeffectivetools
forthestudyofMn(r)whenn≥３．Forexample,wehavenoexplicitexpressionasorsimilarto(１)for
Mn(r)whenn≥３．FortheknownpropertiesofMn(r)anditsrelatedfunctions,thereaderisreferredto
[１],[３]and[７Ｇ１３]．SomeoftheseknownresultsforMn(r)arerelatedtotheconstantsλn,Ωn,ωn－１,Jn,

cnandAn．Forexample,thefollowinginequalitieshold

An
１
２μ

１－r
１＋r

æ

è
ç

ö

ø
÷[ ]

１/(１－n)

≤Mn(r)≤An
１
２log１－r

１＋r
æ

è
ç

ö

ø
÷

１/(１－n)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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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１＋r′
r ＜Mn(r)＜log

λn(１＋r′)
２r

(４)

０＜Mn(r)n－１log１＋r
１－r ＜２An－１

n (５)

forr∈(０,１)andn≥３(see[１,Theorems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４),and１１．２１(５)])．
Ontheotherhand,ifwelethn(r)＝r′２Mn(r)Mn(r′)n－１,thenforallr∈(０,１),

h２(r)＋h２(r′)＝μ(r)μ(r′)≡π２/４
by[１,(５．２)]．Itiswellknownthatforeachn≥２,allr∈(０,１)andforallK＞０,

φK,n(r)２＋φ１/K,n(r′)２＝１⇔Mn(r)Mn(r′)＝const,

whereφK,n(r)＝M－１
n (αMn(r))andα＝K１/(１－n)(cf．[１,８．７０])．Therefore,itisquitesignificantforusto

studythepropertiesofthefunctionhn,inordertorevealthepropertiesofMn(r)andφK,n(r)．In [８,

Theorem５．１(３)],itwasprovedthatforeachn≥２andallr∈(０,１),

An－１
n ＝ωn－１

２ncn
＜hn(r)＋hn(r′)＜４ωn－１

２ncn
logλn＝４An－１

n logλn (６)

Later,[１,１１．３６(２)]saysthatforeachn≥２andallr∈(０,１),

An－１
n ＝ ωn－１

(２ncn)
＜hn(r)＋hn(r′)＜２An－１

n logλn (７)

However,theproofofthesecondinequalityin(７)givenin[１,p．２４４]containsanerror．Thisproofin
[１,p．２４４]isasfollows:[１,Corollary１１．２３(１)and(４)]yield

hn(r)≤An－１
n r′２log(λn/r)

log(１/r),

andtheupperboundin(７)follows,since[１,Theorem１．２５]impliesthatthefunction

r →r′２log(λn/r)
log(１/r)

isincreasingfrom (０,１)onto(１,２logλn)．Itiseasytoseethatbythis“proof”,onecanonlyobtainthe
followinginequality

hn(r)＜２An－１
n logλn,

sothattheupperboundforhn(r)＋hn(r′),whichwecanobtainbythismethod,isasfollows
hn(r)＋hn(r′)＜４An－１

n logλn,

consistingwiththatin(６)．Sofar,theknownbestupperboundforhn(r)＋hn(r′)isgivenby(６)．
Inadditiontoindicatingtheerrorintheproofof(７)givenin[１,p．２４４]asaboveＧmentioned,the

mainpurposeofthispaperistoimprovetheupperboundgivenin(６)byprovingthefollowingresult．
Theorem１　Lethn(r)＝r′２Mn(r)Mn(r′)n－１．Thenforeachn≥２andallr∈(０,１),

An－１
n ＜hn(r)＋hn(r′)＜βAn－１

n logλn (８)

where

β＝ １
log(１＋ ２)１＋log(１＋ ２)－log２

１．５２＋log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１．２３１０８．

１　ProofofTheorem１

TheproofofTheorem１statedinSection０requiresthefollowinglemma．
１．１　ATechnicalLemma

Lemma１　a)Forr∈(０,１),letg(r)＝r２/arthrandf(r)＝g′(r)/r．Thenfisstrictlydecreasing
from (０,１)onto(－∞,∞)．

b)ThefunctionF(r)≡g(r)＋g(r′)isstrictlyincreasingon ０,１
２

æ

è
ç

ù

û
úú,anddecreasingon

１
２

,１é

ë
êê

ö

ø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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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forallr∈(０,１),

F(r)≤F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１

log(１＋ ２)
(９)

Thefirstequalityin(９)holdsifandonlyifr＝１/２．
Proof:a)Differentiationgives

g′(r)＝ r
(arthr)２ ２arthr－r

r′２
æ

è
ç

ö

ø
÷,

sothat

f(r)＝g′(r)
r ＝ ２

arthr－ r
(r′arthr)２ (１０)

Clearly,f(０＋ )＝∞andf(１－ )＝－∞．Bydifferentiation,

r′
r

(r′arthr)３f′(r)＝２１－arthr
r

æ

è
ç

ö

ø
÷－r′２arthr

r
(１１)

whichisnegativeforallr∈(０,１)sincethefunctionr →(arthr)/risstrictlyincreasingfrom (０,１)onto
(１,∞)．Thisyieldstheresultforf．

b)Itiseasytoverifythat
１
rF′(r)＝h(r)≡f(r)－f(r′)．

Bypart(１),hisstrictlydecreasingfrom (０,１)onto(－∞,∞)andhasauniquezeror０＝１/２on(０,１)．
ThisyieldsthepiecewisemonotonicityofF．

Thentheremainingconclusionsareclear．
１．２　ProofofTheorem１

Thefirstinequalityin(８)wasprovedin[８,Theorem５．１(３)]．
LetH(r)＝hn(r)＋hn(r′),andFbeasinLemma１b)．By(５),weseethat

Mn(r)n－１arthr＜An－１
n ,n≥２,０＜r＜１ (１２)

Ontheotherhand,thefollowinginequalityholds
Mn(r)＜log(λn/２)＋arthr′ (１３)

foreachn≥２andall０＜r＜１,sincethefunction
r →Mn(r)/[log(λn/２)＋arthr′]

isstrictlydecreasingfrom (０,１)onto(０,１)by[１,Theorem１１．２１(４)]．Itfollowsfrom (１２)and(１３)

that

　　　　　　　　H(r)＝r′２Mn(r)
arthr′

Mn(r′)n－１arthr′＋r２Mn(r′)
arthr

Mn(r)n－１arthr

≤An－１
n

r′２

arthr′Mn(r)＋ r２

arthrMn(r′)[ ]

≤An－１
n [ r′２

arthr′log
λn

２＋arthr′æ

è
ç

ö

ø
÷＋ r２

arthrlog
λn

２＋arthræ

è
ç

ö

ø
÷ ]

＝An－１
n １＋ r２

arthr＋ r′２

arthr′
æ

è
ç

ö

ø
÷log

λn

２[ ]

＝An－１
n １＋F(r)log

λn

２[ ]．

This,togetherwithLemma１b),yields

H(r)≤An－１
n １＋ １

log(１＋ ２)
log

λn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An－１

n
logλn

log(１＋ ２)１＋log(１＋ ２)－log２
logλn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４)

By(２),thefollowingdoubleinequality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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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logλn

＜ １
０．７６(n－１)＋log２≤ １

１．５２＋log２
(１５)

withequalityifandonlyifn＝３．Sincelog(１＋ ２)－log２＝０．１８８２２６＞０,itfollowsfrom(１４)and(１５)

that
H(r)≤βAn－１

n logλn,

where

β＝ １
log(１＋ ２)１＋log(１＋ ２)－log２

１．５２＋log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１．２３１０８．

Thisyieldsthesecondinequalityin(８)asdes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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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中Grötzsch环的共形模的一个不等式
裘松良,武海琴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设 Mn(r)为n维拟共形理论中的 Grötzsch环RG,n(１/r)的模,r′＝ １－r２ ,其中０＜r＜１,n≥３.
建立了函数 H(r)≡r′２Mn(r)Mn(r′)n－１＋r２Mn(r′)Mn(r)n－１满足的一个双向不等式,较大程度地改进了

H(r)的已知上界,指出并纠正了 G．D．Anderson、M．K．Vamanamurthy和 M．Vuorinen的专著中给出的

关于 H(r)的一个上界的证明中存在的错误.
关键词:n维拟共形理论;Grötzsch环;共形模;不等式

(责任编辑:康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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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Introduction

Forn∈N＝{n|nisapositiveinteger},letγ＝limn→∞ ∑
n

k＝１k
－１－logn( )＝０．５７７２１andζ(s)＝∑

∞

k＝１k
－s

denotetheEulerＧMascheroniconstantandthe Riemannzetafunction,respectively．Throughoutthis
paper,weletα＝７５[２８ζ(３)＋π３]/６４－７５＝０．７７７９７,β＝２ζ(３)/３＝０．８０１３７andδ＝１８(３－γ－logπ－
π２/８)＝０．７９８３７ Asusual,forx,y＞０,thegammaandpsifunctionsaredefinedas

Γ(x)＝∫
∞

０
tx－１e－tdtandψ(x)＝ d

dxlogΓ(x)＝Γ′(x)
Γ(x),

respectively(cf．[１Ｇ４])．
Duringthepastdecades,manyauthorshaveobtainedvariouspropertiesforthefunctionsΓ(x),ψ(x)

anditsderivatives．(Cf．[３],[５]Ｇ[１８]andbibliographiesthere．)Forexample,in[５,Theorem１．１and
Lemma２．１],someinequalitieswereobtainedforthefunctionf(x)≡xψ(x＋１)－logΓ(x＋１),anditwas
provedthatg(x)≡x２ [ψ′(x＋１)＋xψ″(x＋１)]isstrictlyincreasingfrom [０,∞)onto[０,１/２),whilethe
functionx→g(x)/xisnotmonotoneon(０,∞)．In[６Ｇ７]and[１８],severalmonotonicitypropertiesand
inequalitieswereobtainedforthegammafunctionΓ(x)．In[１８],itwasprovedthatthefunctionF(x)≡
(x＋１)－１[Γ(x＋１)]１/x(G(x)≡(x＋１)－１/２[Γ(x＋１)]１/x)isstrictlydecreasing(increasing,respectively)
on[１,∞)．In[７],itwasshownthatthefunctionF(G)isstrictlydecreasingandlogＧconvex(increasing
andlogＧconcave,respectively)on (０,∞)byusingcomplicatedmethods,andsomeotherpropertiesof
Γ(x)werederived．SuchkindofstudiesusuallyrelyonanalyticpropertiesofΓ(x),ψ(x),ψ

(n)(x),and
thoseofcertaincombinationsdefinedintermsofthesefunctions．

ThemainpurposeofthispaperistoimprovetheaboveＧmentionedknownconclusionsforthefunctionsf,g,
FandG,andsomeothermainresultsprovedin[７],byapplyingrecentresultsforΓ(x),ψ(x)andψ

(n)(x)．



１　Preliminaries

Inthesequel,weshallfrequentlyapplythefollowingformulas[１,６．１．４０,６．４．２&６．４．１１]:

logΓ(x)~ x－１
２

æ

è
ç

ö

ø
÷logx－x＋１

２log(２π)＋∑
∞

k＝１

B２k

２k(２k－１)x２k－１(x→ ∞) (１)

ψ
(n)(１)＝(－１)n＋１n!ζ(n＋１) (２)

ψ
(n)(x)~(－１)n＋１ [

(n－１)!
xn ＋ n!

２xn＋１＋
(n＋１)!
１２xn＋２ ＋ ] (x→∞) (３)

whereB２kfork∈NaretheBernoullinumbers(see[１,２３．１])．
First,werecordthefollowingtheoremprovedin[１９,Theorems１．１Ｇ１．２]andneededintheproofsof

ourresultsstatedinSection２．
TheoremA．　a)Foreachn∈N,thefunctionGn(x)≡(－１)n＋１[nψ

(n)(x＋１)＋xψ
(n＋１)(x＋１)]is

completelymonotonicon[０,∞),withGn(０)＝n! nζ(n＋１)andGn(∞)＝０．
b)Letf１(x)＝xGn＋１(x)/Gn(x)foreachn∈Nandforx∈[０,∞)．Thenforeachn∈Nandforallx∈

[０,∞),

f１(０)＝０＝ inf
０≤x＜∞

f１(x)≤f１(x)＜ sup
０≤x＜∞

f１(x)＝n＋１＝f１(∞) (４)

c)Forx∈(０,∞),letf２(x)≡x－２(x＋１)f(x),wheref(x)＝xψ(x＋１)－logΓ(x＋１)．Thenf２is
strictlyincreasingfrom (０,∞)onto(π２/１２,１)．Inparticular,

π２x２

１２(x＋１)≤xψ(x＋１)－logΓ(x＋１)≤ x２

x＋１
(５)

forallx∈[０,∞),withequalityineachinstanceifandonlyifx＝０．
d)Forx∈(０,∞),letf３(x)＝x－３(x＋１)２[２f(x)－x２ψ′(x＋１)],f４(x)＝(x＋１)－２f３(x),andput

c０＝ inf
x∈(０,∞)

f３(x)．Thenf３(０＋ )＝β,f３(１/２)＝δ,f３isnotmonotoneon (０,∞),andf４isstrictly

decreasingandconvexfrom (０,∞)onto(０,β)．Furthermore,
α≤c０＜δ (６)

c０≤f３(x)＜ sup
x∈(０,∞)

f３(x)＝f３(∞)＝１ (７)

and
αx３

(x＋１)２≤ c０x３

(x＋１)２≤２f(x)－x２ψ′(x＋１)≤ x３

(x＋１)２min{１,β(x＋１)２} (８)

forx∈(０,∞)．Eachoftheequalitiesin(８)holdsifandonlyifx＝０．
Next,weprovethefollowingtheorem,whichimproves[５,Theorem１．１& Lemma２．１]．
Theorem１．　LetGnandfbeasinTheorem A．Forrealnumbersaandb,definethefunctionsg１,a

andg２,bon(０,∞)by
g１,a(x)＝x－af(x)andg２,b(x)＝xbG１(x),

respectively．Thenwehavethefollowingconclusions:
a)Thefunctiong１,a isstrictlyincreasing(decreasing)on (０,∞)ifandonlyifa≤１(a≥２,

respectively),withg１,１((０,∞))＝(０,１)andg１,２((０,∞))＝(０,π２/１２)．Inparticular,forx∈[０,∞),

π２x２

１２(x＋１)≤xψ(x＋１)－logΓ(x＋１)≤min π２

１２x
２,x２

x＋１{ } (９)

withequalityineachinstanceifandonlyifx＝０．
b)Thefunctiong２,bisstrictlyincreasing (decreasing)on (０,∞)ifandonlyifb≥２(b≤０,

respectively),withg２,２([０,∞))＝[０,１/２)andg２,０([０,∞))＝(０,π２/６]．
Proof:a)Letg１(x)＝x２ψ′(x＋１)/f(x)forx∈(０,∞)．Sincef′(x)＝xψ′(x＋１)＞０,fisstrictly

increasingon(０,∞)andf(x)＞f(０)＝０forx∈(０,∞)．Bydifferentiation,
xa＋１g′１,a(x)/f(x)＝g１(x)－a (１０)

By[５,Theorem１．１(４)],we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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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
０＜x＜∞

g１(x)＝g１(∞)＝１and sup
０＜x＜∞

g１(x)＝g１(０＋ )＝２ (１１)

Henceitfollowsfrom (１０)that
g′１,a(x)≤０⇔a≥ sup

０＜x＜∞
g１(x)＝２

and
g′１,a(x)≥０⇔a≤ inf

０＜x＜∞
g１(x)＝１．

Thisyieldstheassertiononthemonotonicityofg１,a．
BylHôpitalsrule,(２)and(３),weobtain

g１,１(０＋ )＝lim
x→０

f(x)
x ＝０,g１,１(∞)＝lim

x→∞

f(x)
x ＝１,

g１,２(０＋ )＝lim
x→０

f(x)
x２ ＝１

２ψ′(１)＝π２

１２
,g１,２(∞)＝lim

x→∞

f(x)
x ＝０．

Thefirstinequalityandthesecondupperboundin(９)followfrom (５),andthefirstupperboundin
(９)followsfromthemonotonicitypropertyofg１,２．Theequalitycasein(９)isclear．

b)Clearly,g２,２(０)＝０,g２,０(０)＝ψ′(１)＝ζ(２)＝π２/６andg２,０(∞)＝G１(∞)＝０．By(３),weobtain
thelimitingvalueg２,２(∞)＝lim

x→∞
x２G１(x)＝１/２．

LetG１andf１,withn＝１,beasinTheoremA．Thenbydifferentiation,
x１－bg′２,b(x)/G１(x)＝b－f１(x) (１２)

whichyieldstheassertiononthemonotonicityofg２,bbyTheoremA(２)．

２　SomePropertiesoftheGammaFunction

In[７,Theorem１]([７,Theorem２]),itwasprovedthatthefunction
F(x)≡(x＋１)－１[Γ(x＋１)]１/x(G(x)≡(x＋１)－１/２[Γ(x＋１)]１/x)

isstrictlydecreasingandstrictlylogＧconvex(increasingandlogＧconcave,respectively)on (０,∞)．Our
followingtheoremimprovestheseknownconclusions．

Theorem２．　Letc０andαbeasinTheoremA,andforeachc∈R,definethefunctionFon(０,∞)by
F(x)＝(x＋１)－c[Γ(x＋１)]１/x．Thenwehavethefollowingconclusions:

a)Fisstrictlydecreasingon(０,∞)ifandonlyifc≥１,withF((０,∞))＝(e－１,e－γ)ifc＝１,and
F((０,∞))＝(０,e－γ)ifc＞１．Moreover,FislogＧconvexon(０,∞)ifandonlyifc≥１．

b)Fisstrictlyincreasingon(０,∞)ifandonlyifc≤π２/１２．Ifc≤π２/１２,thenF((０,∞))＝(e－γ,∞)．
c)FislogＧconcaveon(０,∞)ifandonlyifc≤c０．Inparticular,FislogＧconcaveon(０,∞)ifc≤α．
Proof:Letg１,２,f２andf３beasinTheorem１,TheoremA(c)andTheoremA(d),respectively．Then

bydifferentiation,weobtain
F′(x)
F(x)＝h１(x)≡g１,２(x)－ c

x＋１
(１３)

F′(x)
F(x)＝f２(x)－c

x＋１
(１４)

h′１(x)＝c－f３(x)
(x＋１)２ (１５)

a)By(１４)andTheoremA(３),forx∈(０,∞),
F′(x)＜０⇔c＞f２(x)⇔c≥ sup

０＜x＜∞
f２(x)＝１,

whichshowsthatFisstrictlydecreasingon(０,∞)ifandonlyifc≥１．
Itfollowsfrom (７)and(１３)that

FislogＧconvexon(０,∞)⇔h１isstrictlyincreasingon(０,∞)⇔c≥ sup
０＜x＜∞

f３(x)＝１．

Itiswellknowthatψ(１)＝－γ(see[１,６．３．２])．Ifc＝１,thenbylHôpitalsruleand(１),

F(０＋ )＝lim
x→０

[Γ(x＋１)]１/x＝lim
x→０

exp logΓ(x＋１)
x

æ

è
ç

ö

ø
÷＝lim

x→０
exp(ψ(x＋１))＝eψ(１)＝e－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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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m
x→∞

exp logx＋logΓ(x)
x －log(x＋１)æ

è
ç

ö

ø
÷＝lim

x→∞
exp

(x＋１/２)logx－x－xlog(x＋１)
x

æ

è
ç

ö

ø
÷

＝lim
x→∞

exp logx
２x －１æ

è
ç

ö

ø
÷＝e－１．

Similarly,ifc＞１,thenF(０＋ )＝e－γand

F(∞)＝lim
x→∞

exp logx＋logΓ(x)
x －clog(x＋１)æ

è
ç

ö

ø
÷＝lim

x→∞
exp

(x＋１/２)logx－x
x －clog(x＋１)æ

è
ç

ö

ø
÷

＝lim
x→∞

exp (c－１)log１
x＋logx

２x －１æ

è
ç

ö

ø
÷＝０．

b)Itfollowsfrom (１４)andTheoremA(３)thatforallx∈(０,∞),

F′(x)＞０⇔c＜f２(x)⇔c≤f２(０＋ )＝π２

１２
,

thatis,Fisstrictlyincreasingon(０,∞)ifandonlyifc≤π２/１２．
Clearly,ifc≤π２/１２,thenF(０＋ )＝e－γ．SinceF(∞)＝e－１ whenc＝１,

F(∞)＝lim
x→∞

(x＋１)１－cΓ(x＋１)１/x
x＋１ ＝∞．

c)Itfollowsfrom (１３),(１５)andTheoremA(d)thaton(０,∞),
FislogＧconcave⇔h１isstrictlydecreasing⇔c≤f３(x)⇔c≤ inf

０＜x＜∞
f３(x)＝c０．

Theremainingconclusionisclear．
Thefollowingcorollaryimproves[７,Corollaries１Ｇ２]．
Corollary３．　Forx,y∈(０,∞)withy≥x,

x＋１
y＋１≤Γ(x＋１)１/x

Γ(y＋１)１/y≤ x＋１
y＋１

æ

è
ç

ö

ø
÷

π２/１２
(１６)

withequalityineachinstanceifandonlyify＝x．Moreover,forx∈(０,∞),
h２(x)x＜Γ(x＋１)＜[e－γ(x＋１)]x (１７)

whereh２(x)＝max{e－１(x＋１),e－γ(x＋１)π２/１２}．
Proof:ItfollowsfromTheorem２(a)Ｇ(b)that

Γ(x＋１)１/x
x＋１ ≥Γ(y＋１)１/y

y＋１ andΓ(x＋１)１/x

(x＋１)π２/１２
≤Γ(y＋１)１/y

(y＋１)π２/１２
,

withequalityineachinstanceifandonlyify＝x．Thisyieldsthedoubleinequality(１６)anditsequality
case．

Thedoubleinequality(１７)followsfromTheorem２(a)Ｇ(b)．

Remark．　Leth２beasinCorollary３,andh３(x)＝eγ－１(x＋１)１－π２/１２forx∈(０,∞)．Thenitisclear
thath３isstrictlyincreasingfrom (０,∞)onto(eγ－１,∞),and

e－１(x＋１)/[e－γ(x＋１)π２/１２]＝h３(x)．
Hencethereexistsauniquenumberx１∈(０,∞)suchthatthefunction

h２(x)＝
e－γ(x＋１)π２/１２, ifx∈(０,x１)

e－１(x＋１), ifx∈[x１,∞){ ．

In[７,Theorems４Ｇ５],itwasprovedthatthefunctionG(x)≡Γ(x＋１)１/xisstrictlyincreasingon
(０,∞),andH (x)≡xηΓ(x＋１)１/xisstrictlyincreasing (decreasing)on (０,∞)ifη≥０(η≤ －１,
respectively)．Thefollowingtheoremstrengthenstheseresults．

Theorem４．　a)ThefunctionG(x)≡Γ(x＋１)１/xisstrictlyincreasingandlogＧconcavefrom (０,∞)
onto(e－γ,∞)．

b)Foreachη∈R,definethefunctionH on(０,∞)byH(x)≡xηΓ(x＋１)１/x．ThenHisstrictly
increasing(decreasing)on(０,∞)ifandonlyifη≥０(η≤－１,respectively),withH((０,∞))＝(e－γ,∞)if
η＝０,andH((０,∞))＝(１/e,∞)if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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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a)Bylogarithmicdifferentiation,G′(x)/G(x)＝g１,２(x),whereg１,２isasinTheorem１．This
yieldsthemonotonicityandlogＧconcavitypropertiesofGbyTheorem１(a)．

Clearly,G(０＋ )＝e－γ．Applying(１),wecanobtainthelimitingvalueG(∞)＝∞．
b)Letg１,１beasinTheorem１．Thenbylogarithmicdifferentiation,xH′(x)/H(x)＝η＋g１,１(x),and

hencetheassertiononthemonotonicityofHfollowsfromTheorem１(a)．
ItisclearthatH(x)＝G(x)ifη＝０．HenceH((０,∞))＝(e－γ,∞)ifη＝０．
Ifη＝－１,thenH(x)＝G(x)/x,sothatH(０＋ )＝∞．By(１．１),H(∞)＝e－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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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函数和Psi函数的单调性与凹凸性
裘松良,蔡传宇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给出了gamma函数 Γ(x)的几个单调性和对数Ｇ凹凸性,以及由 Γ(x)、psi函数ψ(x)及其导数

ψ′(x)和ψ″(x)定义的某种组合的单调性与凹凸性,并运用这些结果实质性地改进了关于 Γ(x)和ψ(x)的几

个已知结果.
关键词:gamma函数;psi函数;单调性;凹凸性;不等式

(责任编辑:康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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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群的PFＧ可补充子群

汪昊燃,肖玲玲,易小兰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设A 是G 的子群,称A 在G 中是PFＧ可补充的,如果存在G 的子群T 和C≤A 使得G＝AT 且T∩A＝
T∩C,其中C 在G 中是 FＧ拟置换的.运用极小阶反例法,研究PFＧ可补充子群对有限群超可解性、幂零性的影响.

利用Gp(p为奇数)的每个极小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得到G 是２’Ｇ超可解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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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本文所有的群都是有限群.群论研究者利用子

群的各种性质(置换性质、可补充性质、嵌入性质

等),已 经 得 到 了 有 限 群 结 构 的 一 系 列 结 果.

Buckley[１]证明:如果奇数阶群G 的每一个极小子群

在G 中正规,则G 为超可解群.BallesterＧBolinches
等[２]证明:如果群G 的每一个极小子群在G 中可补

或者G 的每一个素数阶(或者４阶子群)在G 中

cＧ可补,则G 为超可解群.有限群G 的一个子群H
称为在G 中拟正规的[３]或者置换的[４],如果对G 的

所有子群E 都有HE＝EH.Ore[３]证明:有限群的

任一拟正规子群为次正规子群.若A 是G 的子群,
且K≤H≤G,如果AH＝AK,则称A 覆盖(K,H);
如果A∩H＝A∩K,则称 A 避开(K,H).由此

Guo等[５]引入子群嵌入的概念:有限群G 的子群A
称为在G 中是几乎mＧ嵌入的,如果存在G 的子群T
和C≤A使得G＝AT 且T∩A＝T∩C,其中C 在G
中是NＧ拟置换的.Guo等[５]利用该概念证明:如果

G的每一个极小子群在G 中是几乎mＧ嵌入的,则G
为２’Ｇ超可解群.

本文考虑FＧ拟置换子群的一些应用,由FＧ拟置

换子群获得PFＧ可补充子群的定义,并进一步研究

PFＧ可补充子群与有限群幂零性、超可解性的关系,
得到有限群２Ｇ幂零性等一些充分条件.运用本文定

理的结论,可以推广和统一 Buckley[１]和 BallesterＧ
Bolinches等[２]提出的有限群结构和性质的部分

结论.

１　预备知识

本文中G 表示一个有限群,p 表示一个素数,

Gp 表示群G 的西洛pＧ子群,F表示一个群类.如果

１∈F,则用GF 表示G 的所有使G/N∈F的正规子

群N 的交;群类F称为群系,如果１∈F,并且对所

有的群G,G/GF 的同态像总是属于F或者F＝⌀.
群系 F称为饱和的,如果当 G/Φ(G)∈F时总有

G∈F;群系F称为继承的,如果对于G 的每一个子

群H,当G∈F时总有 H∈F.本文用 N表示幂零

群系,用 U表示超可解群系.群G 的极大子群M
称为FＧ伪正规的,如果G/MG∉F.设 K＜H 是G
的子群,如果K 是H 的一个极大FＧ伪正规子群,则
称(K,H)是G 的一个FＧ伪正规对.对于群G 的子

群M,K,H,如果K≤H,则M∩H＝M∩K 等价于

M∩H≤K;MH＝MK 等价于H＝(M∩H)K.



本文所用符号和概念皆为标准的,未说明的概

念与符号参见文献[６].
定义１　设A 是G 的子群,如果A 覆盖或者避

开G 的每一个FＧ伪正规对(K,H),则称A 在G 中

是FＧ拟置换的.
例１　设A 是G 的拟正规子群,(K,H)是G 的

一个极大对,则 AK＝KA 是G 的一个子群,H∩
KA＝K(H∩A)＝(H∩A)K 是 H 的一个子群.
因为K 是H 的极大子群,所以 H∩A≤K 或者H
＝(H∩A)K,因此G 的每一个拟正规子群覆盖或

者避开G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对.
例２　群G 的子群A 称为在G 中{１≤G}Ｇ嵌入

的[５],如果A 覆盖或者避开G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

对.因为幂零群的极大子群都是正规的,所以G 的

所有{１≤G}Ｇ嵌入子群的集合就是G 的所有NＧ拟置

换子群的集合.
如果群类F⊆M,则每一个 FＧ拟置换子群也是

MＧ拟置换子群,因此NＧ拟置换子群是包含所有幂零

群的群类F的FＧ拟置换子群.
定义２　设 H 是G 的一个子群,如果 H＝G 或

者存在一个子群链:

H＝H０＜H１＜＜Ht＝G,
对于i＝１,,t,要么 Hi－１在 Hi 中正规,要么 Hi/
(Hi－１)Hi∈F,则 H 在G 中是KＧFＧ次正规的[６]或者

是FＧ次正规的[７].
定义３　设A 是G 的子群,称A 在G 中是PFＧ

可补充的,如果存在G 的子群T 和C≤A,使得G＝
AT 且T ∩A＝T∩C,其中 C 在G 中是 FＧ拟置

换的.
显然,每一个FＧ拟置换子群是PFＧ可补充的.
定义４　如果G 不属于F,但是它的所有真子

群属于F,则称G 为FＧ临界的.一个NＧ临界群被称

为斯米特群.
引理１[５]　设 M≤G,N 是G 的正规子群,(K,

H)是G 的一个极大对,其中 M 覆盖或者避开(K,

H).则下列结论成立:

a)如果 N 避开(K,H),则(KN,HN)是G 的

一个极大对,且|HN∶KN|＝|H∶K|;

b)如果M 覆盖(避开)(KN,HN),则 MN 覆

盖(避开)(K,H);

c)如果 H≤V,且M 覆盖(避开)(K,H),则 M
∩V 覆盖(避开)(K,H);

d)如果 M 覆盖(避开)(K,H),且 N≤K,则

MN 覆盖(避开)(K,H);

e)如果A≤B≤C≤D,且 M 覆盖(避开)(A,

D),则M 覆盖(避开)(B,C).
引理２　设 M,V 是G 的子群,N 是G 的正规

子群,如果M 在G 中是PFＧ可补充的.则下述断言

成立:

a)M∩V 在V 中是FＧ拟置换的;

b)NM/N 在G/N 中是FＧ拟置换的.
证明:a)由假设知,M 覆盖或者避开(K,H),

令(K,H)是V 的 FＧ伪正规对,则 M∩V 覆盖(避
开)(K,H),因此(M∩V)在V 中是FＧ拟置换的.

b)令(K/N,H/N)是G/N 的FＧ伪正规对,则
由(K/N)H/N＝KH/N 和(H/N)/(K/N)H/N ＝(H/

N)/(KH/N)≃H/KH 知,(K,H)是G 的一个FＧ伪

正规对.由假设知,M 覆盖或者避开(K,H),如果

M 覆盖(K,H),则 NMH＝NMK,于是 NM/N 覆

盖(K/N,H/N);如果M 避开(K,H),则(MN/N)∩
(H/N)＝(MN∩H)/N＝N(M∩H)/N≤NK/N＝
K/N,于是NM/N 避开(K/N,H/N),因此NM/N
在G/N 中是FＧ拟置换的.

引理３[５]　设F是一个群系,H 和E 是G 的子

群,其中 H 在G 中是KＧFＧ次正规的.则:

a)如果F是继承的,则 H∩E 在E 中是KＧFＧ
次正规的;

b)如果E 是G 的正规子群,则 HE/E 在G/E
中是KＧFＧ次正规的.

引理４　设N＝N１××Nt 是G 的正规子群,
其中Ni 是非交换单群,i＝１,,t.如果F是一个

包含所有可解群的继承群系且C 是G 的KＧFＧ次正

规子群,若CG(N)＝１,则C在CN 中是次正规的.
证明:假设引理不真,并设G 为极小阶反例,则

C≠１.因为C是G 的KＧFＧ次正规子群,所以存在G
的子群M≠１,使得C≤M,且要么 M 在G 中正规,
要么G/MG∈F.由引理３,C 在M 中是KＧFＧ次正

规的.由G 的选择知,当 N≤M 时,C 在CN 中次

正规,因此N M.由于 N 的每一个合成因子都

是非交换的,所以G/MG 是非可解群,因此 M 在G
中正规.

由假设知,CG(N)＝１,D＝M∩N≠１.令C０＝
CG(D),则N＝D×(C０∩N),其中C０∩N 在G 中

正规,因此C０∩N∩M＝C０∩D＝１且C０∩N≤
CG(M).这表明CD 在CN 中正规,且 M≤CG(C０

∩N),于是CM(D)≤CG(D)∩CG(C０∩N)＝CG(N)

＝１.因为假设的条件对(M,D,C)成立,所以由G
的选择知,C在CN 中次正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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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５　设K,H 是G 的子群,假设K 在G 中

是PFＧ可补充的,而H 正规于G.则下列结论成立:

a)若K≤E≤G,则K 在E 中是PFＧ可补充的;

b)若 H≤K,则K/H 在G/H 中是PFＧ可补充

的;

c)若(H ),K )＝１,则 HK/H 在G/H 中

是PFＧ可补充的.
证明:令T 和C≤K 是G 的子群,满足 KT＝

G,T∩K＝T∩C,且C在G 中是FＧ拟置换的.

a)显然E＝E∩KT＝K(E∩T),由引理２a)
知,C在E 中是FＧ拟置换的.因为(E∩T)∩K＝T
∩K≤C,所以K 在E 中是PFＧ可补充的.

b)显然(HT/H)(K/H)＝G/H,由引理２b)
知,(HT/H)∩(K/H)＝(HT∩K)/H＝H(T∩
K)/H≤HC/H≤K/H,其中 HC/H 在G/H 中是

FＧ拟置换的,所以K/H 在G/H 中是PFＧ可补充的.

c)因为KT＝G,且(H ,K )＝１,H≤T,所
以T∩HK＝H(T∩K)≤HC≤HK,于是由引理

２b)知,HK/H 在G/H 中是PFＧ可补充的.
引理６[８]　设E 是G 的一个非单位的正规拟幂

零子群,若Φ(G)∩E＝１,则E 是G 的一些极小正规

子群的直积.
引理７　设P 是G 的一个非单位的正规pＧ子

群,且P∩Φ(G)＝１,如果P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或者

极小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则P 的某个极大

子群在G 中是正规的.
证明:假设引理不真,并设G 为极小阶反例.

因为P∩Φ(G)＝１,由引理６,P＝N１××Nt,其
中Ni 是G 的极小正规子群,i＝１,,t.

这里令 N１ ＞p,假设 N１ 有一个非单位的真

子群 H 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令T 和C≤H 是

G 的子群,满足 HT＝G,T∩H＝T∩C,且C 在G
中是FＧ拟置换的,则 N１＝N１∩HT＝H(N１∩T),
其中N１∩T 在G 中是正规的,于是T＝G,且H＝C
在G 中是FＧ拟置换的.因为P∩Φ(G)＝１,所以存

在G 的极大子群 M 使得G＝N１ M.又因为

N１ ＝ G∶M ＞p,所以(M,G)是 UＧ伪正规的,
因此 H 覆 盖 或 者 避 开 (M,G).由 １＜ H ＜
N１ 知,这是不可能的,矛盾表明 N１ 的每一个非

单位的真子群在G 中不是PUＧ可补充的,从而t＞１,
所以N＝N２Nt≠１且P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 补 充 的.因 为 假 设 的 条 件 对 (G/N,

P/N)成立,由G 的选择,存在P/N 的某一个极大

子群V/N 在G/N 中是正规的,矛盾表明引理成立.

引理８[９]　设 F是一个饱和群系,G 是一个有

限群,假设G 的FＧ上根GF 是可解的,且G 的每一个

不包含GF 的极大子群都属于F.则下列结论成立:

a)对某个素数p,P＝GF 是一个pＧ群且P 的指

数为p或者４(P 为非交换２Ｇ群);

b)P/Φ(P)是G 的FＧ离中心的主因子;

c)若P 是交换的,则Φ(P)＝１.
引理９　设F是一个包含所有幂零群的饱和群

系,G 是一个 FＧ临界群[１０]且 FＧ剩余群 P＝GF ≤
OP(G).如果P 的每一个素数阶或者４阶(p＝２且

P 非交换)循环子群在 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则

P ＝p且(G ,p－１)≠１.
证明:由引理８知,P/Φ(P)是G 的FＧ离中心的

主因子;对某个素数p,P 是指数为p 或者４(p＝２
且P 非交换)的群.

首先证明 P ＝p.假设结论不成立,由引理

７,存在 P/Φ(P)的极小子群 X/Φ(P),满足 X/

Φ(P)在G/Φ(P)中不是PUＧ可补充的.令x∈X\
Φ(P),L＝＜x＞,则 L ＝p 或者L＝ ４ .由假

设,L在G 中是PFＧ可补充的.令T 和C≤L 是G
的子群,满足LT＝G,L∩T＝C∩T,其中C 在G 中

是UＧ拟置换的.若T＝G,则L＝C 在G 中是 UＧ拟

置换的.由引理２,X/Φ(P)＝LΦ(P)/Φ(P)在G/

Φ(P)中是UＧ拟置换的,因此X/Φ(P)在G/Φ(P)中
是PFＧ可补充的,矛盾表明T≠G,因此 G:Φ(P)T ＝
p且PΦ(P)T＝PT＝G,于是 G:Φ(P)T ＝ P ＝p.

最后假设(G ,p－１)＝１.因为 P ＝p,群

G/CG(P)的阶整除p－１,所以G＝CG(P),这说明

(P/Φ(P)) (G/CG(P/Φ(P)))≃P 属于F,矛盾.
命题１　G 的每一个FＧ拟置换子群是KＧFＧ次正

规的.
证明:假设命题１不成立,并设G 为极小阶反

例.令E 是G 的FＧ拟置换子群,则对G 的某个极大

子群M,有E≤M.由引理２a),E 在M 中是FＧ拟置

换的,又由G 的选择知,E 在 M 中是KＧFＧ次正规

的.若G/MG∈F,则E 在G 中是KＧFＧ次正规的,这
与G 的选择矛盾,因此对任意的x∈G,都有G/MG

∉F,于是E 覆盖或者避开极大对(Mx,G).假设对

某个x∈G,有EMx＝G,则 MMx＝G 且G＝MM＝
M,矛盾.这表明对任一x∈G,都有 EMx ≠G 且

E≤Mx,因此E≤MG.显然,E 在MG 中是 FＧ拟置

换的,由G 的选择知,E 在MG 中是KＧFＧ次正规的,
因此E 在G 中也是KＧFＧ次正规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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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要定理

定理１　设p是一个整除 G 的奇数,如果Gp

的每一个极小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则G 是

２’Ｇ超可解的.
证明:假设定理１不成立,并设G 为极小阶反

例.令F为包含所有２’Ｇ超可解群的群类,显然 F
中的每一个群都是可解的.由引理５知,假设的条

件对G 的每一个子群成立,因此G 的每一个真子群

是２’Ｇ超可解的.
首先证明G 是可解的.假设G 是不可解的,则

有:

a)G 的每一个正规真子群N 都包含于Φ(G)
中,于是G′＝G,F(G)＝Φ(G),且G/F(G)是非交换

单群.
显然N 是可解群.假设N Φ(G),令M 为G的

极大子群使得N M,易知M 是可解的,于是G/N≃
M/M∩N 是可解的,因此G 是可解的且N≤Φ(G),
所以F(G)＝Φ(G)且G/F(G)是非交换单群.

b)如果L是G 的KＧUＧ次正规真子群,则L≤F
(G).

由定义２知,存在G 的真子群M 使得L≤M,
且要么M 在G 中正规,要么G/MG 是超可解群.由

a)知,M≤Φ(G)＝F(G),于是L≤F(G).假设 M
不正规于G,则 M≠MG 且G/MG 是超可解的.但

是MG≤F(G),因此G/F(G)是交换的,矛盾.
设p是整除 G/F(G)的最大素数,Gp 是G 的

西洛pＧ子群.令 π＝π(G/F(G)),由 Burnsides
paqbＧ定理知,π ＞２且存在一个素数q∈π\{２,p}.
设Gq是G 的西洛qＧ子群,Q＝Gq∩F(G)是F(G)的
西洛qＧ子群,则有:

c)Q≠１．
假设Q＝１,令L为Gq 的极小子群.由a)知,L

在G 中是PFＧ可补充的.首先假设L 在G 中是 UＧ
拟置换的,由命题１知,L在G 中是KＧUＧ次正规的,
因此L≤F(G),所以L≤Gq∩F(G)＝Q,这表明L
在G 中不是 UＧ拟置换的,故对G 的某个极大子群

M,有G＝LM.考虑G/MG 在M/MG 的右陪集上

的置换表示可知,G/MG 同构于对称群Sq 的某个阶

为q的子群,因此q 为整除 G/MG 的最大素数.
又因为MG≤F(G),p整除|G/MG|,所以p＜q,矛盾.

d)E＝QGp 是幂零群.
假设E 不是幂零的,令H＝Hq Hp 是E 的斯

米特子群,则由引理５a)和引理９知,q＞p,矛盾,因

此E 是幂零的.

e)Q≤Z∞ (G)．
令C＝CG(Q),因为Q 是F(G)的特征子群,所

以Q 和C 都在G 中正规.设 H/K 为G 的包含于

Q 的主因子,由d)知,Gp≤C≤CG(H/K),又由文献

[１０]第 A章１０．６(b)知,F(G)≤CG(H/K).因为p
整除|G/F(G)|,所以F(G)＜CG(H/K).但是G/F(G)
是一个单群,所以G＝CG(H/K),于是Q≤Z∞(G).

f)最后的矛盾.因为G/F(G)不是qＧ幂零的,
由文献[１１]第四章５．４知,G/F(G)有一个qＧ闭的斯

米特子群 H/F(G),这里q整除 H/F(G).令E
为F(G)在 H 中的极小补充,则E∩F(G)≤Φ(E).
因为包含所有qＧ闭的群的群类是饱和的群系[８],所
以由文献[８]推论１．６知,E 是qＧ闭的.令V＝Vq

Vr 是E 的斯米特子群,由引理５a),Vq ＝q,因此

Vq 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若Vq F(G),则Vq

在G 中不是 UＧ拟置换的,故对G 的某个极大子群

M,有VqM＝G,矛盾.因此Vq≤F(G)且Vq≤Q,由

e),Vq≤Z∞ (G)∩V≤Z∞ (V),所以V 是幂零的,矛
盾表明G 是可解的.

最后证明G 是２’Ｇ超可解群.
显然G 为可解的FＧ临界群.假设G 不是２’Ｇ超

可解群,则由引理８,对某个素数r＞２,GF 是一个rＧ
群.又由引理９知,GF ＝r,所以 G 是２’Ｇ超可

解群.
定理２　如果G２ 的每一个极小子群在G 中是

PUＧ可补充的,且G′∩G２ 是交换的或者G２ 的每一

个４阶循环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则G 是２Ｇ
幂零群.

证明:假设定理２不成立,并设G 为极小阶反

例.由引理５a),假设的条件对G 的每一个子群成

立,因此G 的每一个真子群是２Ｇ幂零群.又由文献

[１１]第Ⅳ章５．３知,G 是一个２Ｇ闭的斯米特群,于是

由斯米特定理[９],G２＝GN＝G′是G 的西洛２Ｇ子群,
因此G２ 的每一个阶为素数或者阶为４(G′∩G２＝G２

是非交换的)的循环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
由引理９,G２ ＝２,因此G 为幂零群,矛盾.

定理３　设X≤E 是G 的正规子群,p 是整除

X 的素数且(X ,p－１)＝１,令P 为X 的西洛

pＧ子群.如果P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在G 中是PUＧ可

补充的,则X 是pＧ幂零的,且 X/Op′(X)≤ZΦU(G/

Op′(X)).
证明:假设定理 ３ 不成立,令 (G,X)是满足

G ＋ X 最小的极小阶反例.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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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p′(X)＝１．
假设Op′(X)≠１,因为Op′(X)为 X 的特征子

群,所以Op′(X)正规于G.令 N 为包含于Op′(X)
的G 的极小正规子群,则由引理５c)知,假设的条件

对(G/N,X/N)成立.因为 X/Op′(X)≃(X/N)/
(Op′(X)/N)＝(X/N)/Op′(X/N)是pＧ幂零的,且
(X/N)/Op′(X/N)≤ZΦU((G/N)/Op′ (X/N)),所
以X 是pＧ幂零的,且X/Op′(X)≤ZΦU(G/Op′(X)),
矛盾.

b)X≠P．
假设X＝P,令N 为包含于X 的G 的极小正规

子群,则由引理５b)知,假设的条件对(G/N,X/N)
成立.于是由(G,X)的选择知,X/N≤ZΦU(G/N),
所以N Φ(G)且 N ＞p,因此Φ(G)∩X＝１.由

引理６知,对G 的某些非循环的极小正规子群N１,
,Nt,有X＝N１××Nt,但是 X 的某个极大子

群在N 中正规,因此由文献[１０]A 章３．２知,对某

个整数i,有 Ni ＝p,矛盾表明b)成立.

c)由a)和b)直接可知,X 不是pＧ幂零群.

d)Op(X)＝１．
假设Op(X)≠１,令N 为G 的包含于Op(X)的

极小正规子群,则N≤P.

Ⅰ)X/N 是pＧ幂零的,因此 X 为pＧ可解群,

N Φ(G)且对X 的某个包含于N 的主因子H/K,
有 H/K ＞p.

若N＝P,则X/N 为p′Ｇ群,所以X/N 为pＧ幂

零群.若 N≠P,则假设的条件对(G/N,X/N)成
立,由(G,X)的选择知,X/N 为pＧ幂零群.假设

N≤Φ(G),由文献[８]推论１．６知,X 为pＧ幂零群,
这与c)矛盾,因此 N≤Φ(G)不成立.如果对X 的

每一个包含于N 的主因子H/K,有 H/K ＝p,则
由(X ,p－１)＝１知,CX (H/K)＝X,所以 N≤
Z∞ (X),这说明X 是一个pＧ幂零群,矛盾.

Ⅱ)N＝N１××Nt,这里 N１,,Nt 是X 的

极小正规子群,且对所有的i,j,Ni ＝ Nj ＞p
(文献[１０]A章命题４．１３).

Ⅲ)N＝CX(N)＝Op(X)且G＝N M,其中M
是G 的极大子群,满足MG∩X＝１且G/MG 是非超

可解群.
由Ⅰ)和a)知,对G 的包含于X 的极小正规子

群R,有R≤Op(X)且X/R 是pＧ幂零群.因为所有

pＧ幂零群组成的群类是饱和的群系[８],所以 N 为G
的包含于X 的唯一的极小正规子群,且由I)知,

N Φ(G),于是存在 G 的极大子群 M 使得G＝

N M,MG∩X＝１.从而:

　　CX(N)＝X∩CG(N)＝X∩N(CG(N)∩M)

＝N(X∩CG(N)∩M),
这里X∩CG(N)∩M 正规于M,且 N≤CG(X∩CG

(N)∩M).因此X∩CG(N)∩M 正规于G,这说明

X∩CG(N)∩M≤X∩MG＝１,于是由文献[１０]A章

１０．６知,N＝CX(N)＝Op(X).又由I)知,N ＞
p,所以G/MG 为非超可解的.

令B＝M∩X,V 为P 的极大子群,且对B 的某

个西洛pＧ子群Bp,有Bp≤V.设W 和C≤V 是G
的子群,满足VW ＝G,V∩W ＝C∩W,其中C 在G
中是UＧ拟置换的.令T＝W∩X,则有:

Ⅳ)V∩T≠１.
假设V∩T＝１,则对T 的某个西洛pＧ子群Tp,

有 Tp ＝p.因为(X ,p－１)＝１＝(T ,p－
１),所以T 是pＧ幂零的,因此T≤NG(Tp′),其中Tp′

是T 的霍尔p′Ｇ子群.由I)知,X/N≃B 是pＧ幂零

的,且对B 的某个霍尔p′Ｇ子群Bp′,有B≤NG(Bp′),
显然Bp′和Tp′都是X 的霍尔p′Ｇ子群.因为 X 是

pＧ可解的,所以由文献[１１]第六章１．７知,Bp′和Tp′

在X 中共轭.令x∈X 且Bp′＝(Tp′)x,如果Tx≤
B,则X＝VT＝VTx＝VB.但是因为Bp≤V,所以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Tx B,B＜Y＝＜Tx,B＞≤
NG(Bp′),从而N０＝Y∩N≠１,显然N０ 正规于Y 且

Bp′≤CG(N０),于是对 N０ 的某个极小子群L,有B
≤NX(L),所以L 正规于X,由文献[１０]A 章３．２
知,Ni ＝p＝ L ,i＝１,,t,这与Ⅱ)矛盾.

Ⅴ)最后的矛盾.由Ⅲ)知,对所有的x∈G,对
(Mx,G)在G 中是UＧ伪正规的,所以C 覆盖或者避

开(Mx,G).如果对某个x,有CMx＝G,则CM＝
G,且X＝CB＝VB＝N B,但是因为Bp≤V,所以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每一个x∈G 都有C≤Mx,
于是C≤MG,又因为V∩T≠１,所以C≠１,因此

X∩MG≠１,这与Ⅲ)矛盾.

e)由a)和d)直接可得G 是非pＧ可解群.

f)X＝G,如果 N 是G 的极小正规子群,则 N
是非交换的,且G＝NP,N 是G 唯一的极小正规子

群,因此CG(N)＝１.
由引理５a)知,假设的条件对(X,X)仍然成立,

所以当X≠G 时,由(G,X)的选择知,X 是pＧ幂零

的,这与c)矛盾,所以 X＝G.类似的,当 NP≠G
时,NP 是pＧ幂零的,因此 N≤Op (G)或者 N≤
Op′(G),由a)和 d)可知这是不可能的,因此 G＝
NP,故G/N 是pＧ群,于是N 是G 唯一的极小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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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群,显然N 是非交换的,所以CG(N)＝１.

g)最后的矛盾.假设X＝G 有非单位的KＧUＧ
次正规pＧ子群C,则由f)和引理４知,C在CN 中次

正规,因此C≤Op(CN),这表明C∩N＝１.由文献

[１０]A章１４．３知,N≤NCN (C),NC＝N×C,于是

C≤CG(N),这与f)矛盾,所以G 没有非单位的KＧ
UＧ次正规pＧ子群,因此P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V 在G
中有补充T,且对T 的西洛pＧ子群Tp,总有 Tp ＝
p.因为(T ,p－１)＝１,所以T 是pＧ幂零的,因此

P 的每一个极大子群在G 中都有一个pＧ幂零的补

充,由引理９知,G 是pＧ幂零的,矛盾完成了定理３
的证明.

定理４　设X≤E 是G 的正规子群,p 为整除

X 的素数且(X ,p－１)＝１,令P 为X 的西洛

pＧ子群.如果X 的每一个西洛子群的极大子群在

G 中是PUＧ可补充的,且X＝E 或者X＝F∗ (E),则

E≤ZΦU(G),其中F∗ (E)是E 的所有正规拟幂零子

群的直积[１２].
证明:假设定理４不成立,设G 为满足 G ＋

E 最小的极小阶反例.令F＝F(E),F∗ ＝F∗ (E),

p为整除 F 的素数,P 为F 的西洛pＧ子群.则有:

a)如果L 是G 的极小正规子群且L≤F,则L
是非循环的.

假设 L ＝q为一个素数,则G/CG(L)是循环

的,令C０＝CE(L)＝CG(L)∩E,则假设的条件对

(G/L,C０/L)成立.事实上,由文献[１３]引理２．１１
知,L≤Z(C０)且L≤F∗ ≤C０,又由文献[１２]第十章

１３．６知,F∗ (C０/L)＝F∗ (C０)/L＝F∗/L,因此由引

理５b)和c)知假设的条件对(G/L,C０/L)仍然成立,
这表明C０/L≤ZΦU(G/L).另一方面,由GＧ同构E/

C０＝E/E∩CG(L)≃CG(L)E/CG(L),可得E/C０≤
ZΦU(G/C０),从而E≤ZΦU(G),矛盾.

b)若X≤ZΦU(G),则X＝F∗ .
假设X ZΦU(G),令q为整除 X 的最小素

数,则由定理３知,X 是qＧ幂零的.设W ＝Oq′(X)
是X 的霍尔q′Ｇ子群,由引理５a)和c)知,假设的条

件对(W,W)和(G/W,X/W)都成立.当W≠１时,

W≤ZΦU(G)且X/W≤ZΦU(G/W),因此由文献[１０]

A章９．１３知,X≤ZΦU(G),矛盾.因此W＝１,易知

X 是qＧ群,又由定理３,X≤ZΦU(G),所以由G 的选

择知,X＝F∗ .

c)F∗ ＝F 且CG(F)＝CG(F∗ )≤F.
由b)知,F∗ 是可解的,且F∗ ＝F,从而CG(F)＝

CG(F∗ )≤F.

d)E 不可解且E＝G.
假设E 是可解的,则由 b)和文献[８]定理 A

知,E≤ZΦU(G),这与(G,E)的选择矛盾,因此E 不

可解.若E≠G,则由(G,E)的选择知,E≤ZΦU(E)
且E 是可解的,矛盾.

e)G 的每一个包含F 的正规真子群K 都是可

解的.
由文献 [１２]第十章知,F∗ ＝F≤F∗ (K)≤

F∗ (E),这说明F∗ (K)＝F∗ .由引理５,假设的条

件对(K,K)成立,因此(G,G)＝(G,E)的极小选择

说明K≤ZΦU(G),从而K 是可解的.

f)Φ(G)∩P≠１且对于 G 的每一个包含于

Φ(G)∩P的极小正规子群L,F∗ (E/L)≠F∗/L.
假设Φ(G)∩P＝１.由引理６知,P 是G 的一

些极小正规子群的直积,因此由引理７,P 有一个正

规于G 的极大子群 M.又由文献[１０]A 章９．１３
知,G 有一个包含于P 的p 阶极小正规子群L,这与

a)矛盾,因此Φ(G)∩P≠１.令L≤Φ(G)∩P,这里

L是G 的极小正规子群.假定F∗ (E/L)＝F∗/L,
则假设的条件对G/L 成立,由G 的选择知,E/L≤
ZΦU(G/L),这表明L≤Φ(G),所以E≤ZΦU(G),矛
盾表明F∗ (E/L)≠F∗/L.

g)由d)和e)知,G 有唯一的包含F 的极大子

群M,且M 是可解的,G/M 为非交换单群.

h)G/F 为非交换单群,且对于G 的某个包含

于Φ(G)∩P 的极小正规子群L,G/L为拟幂零群.
由f)知,F∗ (G/L)＝F∗ (E/L)≠F∗/L,于是

F/L＝F∗/L是F∗ (G/L)的真子群,且F∗ (G/L)＝
F(G/L)E(G/L),这里E(G/L)是G/L的layer.又

由g)知,G 的每一个主序列都只有一个非交换的因

子,但是因为E(G/L)/Z(E(G/L))是一些非交换单

群的直积,所以F∗ (G/L)＝G/L 是一个拟幂零群.
因为F(G/L)∩E(G/L)＝Z(E(G/L)),所以G/F≃
(G/L)/(F/L)是非交换单群.

i)F∗ ＝P．
假设P≠F,令Q 为F 的西洛qＧ子群,其中q≠

p,则 由 GＧ同 构 PQ/P ≃Q 和 断 言 h)知,Q ≤
Z∞ (G),这与a)矛盾.

j)设p是 G 的极大素因子,则G 的每一个西

洛qＧ子群Q(q≠p)是交换的.
令D＝PQ,由d)知,D＜G,又由定理３知,D＝

PQ 是超可解群.因为Oq(D)≤CG(P)且CG(P)≤
P,所以Oq(D)＝１.因此p＞q且F(D)＝P,所以p
是 G 的极大素因子且D/F(D)≃Q 是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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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最后的矛盾.由d)和 FeitＧThompsons定

理知,２G .由j),G/P 的西洛２Ｇ子群是交换的.
由文献[１２]第Ⅺ章１３．７知,G/P 同构于下列几种

群之一:PSL(２,２f);PSL(２,q),当８整除q－３或

者q－５;Janko群J１;Ree群.此时G/P 有一个非

交换的超可解子群V/P,且p 不整除|V/P|.于是

由c)和i),CV(P)≤P,P＝F(V).另一方面,由定

理３知,V 是超可解的,因此V/P 是交换的,矛盾.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有限群的PFＧ可补充子群的性质证明

几个定理,即定理１和定理２等,得到有限群G 的

２’Ｇ超可解的、２Ｇ幂零性的一些充分条件.在后续研

究中,将定理中的某些条件加以改进,观察能否得到

有限群G 的幂零性的一些结论,如考虑将定理３中

的条件改为有限群G 的正规子群的SylowＧ子群的

极大子群在G 中的是PFＧ可补充的,在此条件下研

究子群的PFＧ可补充性与有限群幂零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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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差异测度与模糊推理的鲁棒性分析

王　龙,裴道武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针对差异测度概念的缺陷,提出了加权差异测度的概念.基于加权差异测度分析了模糊集运算的扰动

性,给出了相应的扰动参数.进一步利用加权差异测度分析了模糊推理中两种重要方法的鲁棒性.这些研究结果

推广了基于差异测度得出的相关结论,为模糊推理的鲁棒性分析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关键词:模糊推理;差异测度;鲁棒性;CRI算法;三I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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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对于 FMP(Fuzzymodusponens)和 FMT(Fuzzy
modustollens)这两种模糊推理形式,Zadeh[１]提出

了合成推理算法(简称 CRI算法).鉴于 CRI算法

缺乏严格的逻辑基础,王国俊[２]提出了全蕴涵三I
算法(简称三I算法).Ying等[３]提出了模糊集最

大扰动和平均扰动的概念,分析了模糊推理算法的

最大和平均扰动参数.戴松松等[４]提出了相对扰动

的概念,并利用相对扰动的概念分析了 CRI算法的

鲁棒性.Wang等[５]比较了由不同类型测度诱导的

δ等价的概念.Jin等[６]也研究了基于逻辑等价测

度模糊集的扰动.

Montes等[７]提出了一种差异函数的概念来度

量模糊集之间的距离.之后,Li等[８]基于不相似函

数和模糊等价提出了两种构造差异测度的方法.在

这两种构造差异测度的基础上,Li等[９]用不相似函

数构造出差异测度的公式,并延拓了模糊集之间的

扰动性,分析了CRI算法的鲁棒性.但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可以发现,Li等[９]构造出的差异测度并不能

充分地利用所有的信息,即会导致部分信息的缺失.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加权差异测度的概念,并

与已有的差异测度概念作了比较.同时,在加权差

异测度的基础上,研究了CRI算法和三I算法的鲁

棒性.本文推广了文献[９]中的相关结论.

１　加权差异测度

本文中,X 表示论域,论域X 上所有分明集组

成的集合记作P(X),论域X 上的所有模糊集组成

的集合记作F(X).

映射I:[０,１]２→[０,１]称为模糊蕴涵,简称蕴

涵,如果I关于第一变元不增,第二变元不减,且满

足I(０,０)＝I(０,１)＝I(１,１)＝１和I(１,０)＝０.文

献中I(x,y)也简写为x→y,其中x,y∈[０,１].

映射T:[０,１]２→[０,１]称为tＧ模,如果T 是结

合的,交换的,单调的,并且满足条件 T(１,a)＝

a(０≤a≤１).tＧ模T 是左连续的,如果T(a,supxi)

＝supT(a,xi),i∈E成立,这里E为任意指标集,xi

∈[０,１].

tＧ模T 的剩余是函数R:[０,１]２→[０,１],对x,

y∈[０,１],R(x,y)＝sup{α∈[０,１]|T(x,α)≤y}.

tＧ模的剩余是蕴涵,称为RＧ蕴涵.tＧ模T 的双剩余



是函数ET:[０,１]２→[０,１],对x,y∈[０,１],ET(x,y)

＝min(R(x,y),R(y,x)).

下述差异测度的概念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内容.

定义１[８]　函数D:F(X)×F(X)→[０,∞)称为

差异测度,如果D 满足以下条件:

(D１)D(A,B)＝D(B,A)对任意A,B∈F(X);

(D２)D(A,A)＝０对任意A∈F(X);

(D３)对任意A,B,C∈F(X),如果A⊆B⊆C,

则 max(D(A,B),D(B,C))≤D(A,C);

(D４)D(A,B)≤D(P,Pc)对任意A,B∈F(X),

P∈P(X),其中Pc 表示P的补集.

定义２[９]　二元函数d:[０,１]２→[０,１]称为不

相似函数,如果d满足以下条件:

(d１)d(x,y)＝d(y,x),x,y∈[０,１];

(d２)d(x,x)＝０,x∈[０,１];

(d３)d(１,０)＝１;

(d４)对任意x,y,z∈[０,１],如果x≤y≤z,则

max(d(x,y),d(y,z))≤d(x,z).

如果由tＧ模T 的双剩余ET 按照dT ＝１－ET

诱导的不相似函数dT 是[０,１]上的度量,文献中称

dT 为DFＧ度量[９].

命题３[９]　设论域X＝{x１,x２,,xn},d 为不

相似函数,对任意A,B∈F(X),定义D 如下:

D(A,B)＝
a∑

n

i＝１
d(A(xi),B(xi))

nb＋(a－b)∑
n

i＝１
d(A(xi),B(xi))

,

其中ɑ＞０,b＞０,则D 是一个差异测度.

上式可以改写为

D(A,B)＝
a１

n∑
n

i＝１
d(A(xi),B(xi))

b＋(a－b)１
n∑

n

i＝１
d(A(xi),B(xi))

.

由上式可以看出,D 实际上是对d(A(xi),

B(xi))的每一项权重均取１/n的一个函数,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有一定局限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下

面本文对其作适当推广.

命题４　设论域X＝{x１,x２,,xn},d 为不相

似函数,(ω１,ω２,,ωn)为权重向量,对任意A,B∈

F(X),定义D１ 如下:

D１(A,B)＝
a∑

n

i＝１
ωid(A(xi),B(xi))

b＋(a－b)∑
n

i＝１
ωid(A(xi),B(xi))

,

其中ɑ＞０,b＞０,则D１ 是一个差异测度.

证明:很明显D１ 满足条件(D１)和(D２).下证

D１ 满足条件(D３),(D４).考虑函数

f(t)＝ at
b＋(a－b)t

(t＞０).

那么由

f′(t)＝ ab
(b＋(a－b)t)２＞０

知函数f(t)单调递增.如果A⊆B⊆C,即A(xi)≤

B(xi)≤C(xi),xi∈X,那么则有

０≤ ∑
n

i＝１
ωid(A(xi),B(xi))≤ ∑

n

i＝１
ωid(A(xi),C(xi)).

故由函数f(t)的单调性和f(０)＝０知,D１(A,B)≤

D１(A,C),同理可证D１(B,C)≤D１(A,C),即D１ 满

足 条 件 (D３). 又 因 为 ∑
n

i＝１
ωid(A(xi),B(xi))≤

∑
n

i＝１
ωid(P(xi),Pc(xi)),则由函数f(t)的单调性知,

D１(A,B)≤ D１(P,Pc),即证 D１ 满足条件 (D４).

证毕.

在本文以下的部分中,称由命题４给出的差异

测度D１ 为加权差异测度.

由D１ 的定义可以看出,加权差异测度是差异测

度的推广.

又,当ɑ＝b时,D１ 简化为

D１(A,B)＝ ∑
n

i＝１
ωid(A(xi),B(xi)).

如果 dT ＝ １－ET,那 么 １－ D１(A,B)＝

∑
n

i＝１
ωiET(A(xi),B(xi))为A和B 加权逻辑相似度,

这里逻辑相似度的相关概念见文献[６].在下文中,

A≈ (ε)B表示D１(A,B)≤ε.

２　 模糊运算与模糊推理的鲁棒性分析

对于模糊集合之间的运算,有如下结论成立.

定理５　 设T是tＧ模,R和ET 分别是T 的剩余

和双剩余,dT 是由ET 诱导的不相似函数.假设dT

是DFＧ度量,D１ 是命题４给出的加权差异测度.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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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１)A１,B≈ (ε２)B１,则AB≈ (λ)A１B１,这里

∈ {∪,∩,T,R},且

λ＝ mina２(ε１＋ε２)－２a(a－b)ε１ε２

a２－(a－b)２ε１ε２
,１æ

è
ç

ö

ø
÷.

证明:由A≈ (ε１)A１,B≈ (ε２)B１ 可得:

D１(A,A１)＝
a∑

n

i＝１
ωidT(A(xi),A１(xi))

b＋(a－b)∑
n

i＝１
ωidT(A(xi),A１(xi))

≤ε１,

D１(B,B１)＝
a∑

n

i＝１
ωidT(B(xi),B１(xi))

b＋(a－b)∑
n

i＝１
ωidT(B(xi),B１(xi))

≤ε２,

因此有,

∑
n

i＝１
ωidT(A(xi),A１(xi))≤ bε１

a－(a－b)ε１
,

∑
n

i＝１
ωidT(B(xi),B１(xi))≤ bε２

a－(a－b)ε２
.

又因为dT(AB(xi),A１B１(xi))≤dT(A(xi),

A１(xi))＋dT(B(xi),B１(xi))(见文献[９]),则

∑
n

i＝１
ωidT(AB(xi),A１B１(xi))≤

　∑
n

i＝１
ωi(dT(A(xi),A１(xi))＋dT(B(xi),B１(xi)))≤

　∑
n

i＝１
ωidT(A(xi),A１(xi))＋∑

n

i＝１
ωidT(B(xi),B１(xi))≤

　 bε１

a－(a－b)ε１
＋ bε２

a－(a－b)ε２
．

由函数f(t)的单调性知,

D１(AB(xi),A１B１(xi))＝

　
a∑

n

i－１
ωidT(AB(xi),A１B１(xi))

b＋(a－b)∑
n

i＝１
ωidT(AB(xi),A１B１(xi))

≤

　
a bε１

a－(a－b)ε１
＋ bε２

a－(a－b)ε２

æ

è
ç

ö

ø
÷

b＋(a－b) bε１

a－(a－b)ε１
＋ bε２

a－(a－b)ε２

æ

è
ç

ö

ø
÷

≤

　a２(ε１＋ε２)－２a(a－b)ε１ε２

a２－(a－b)２ε１ε２
．

注意到,D１(AB(xi),A１B１(xi))≤１,故有

D１(AB(xi),A１B１(xi))≤

mina２(ε１＋ε２)－２a(a－b)ε１ε２

a２－(a－b)２ε１ε２
,１æ

è
ç

ö

ø
÷.

证毕.

关于模糊推理两种算法(CRI算法和三I算法)

及其FMP型解和FMT型解的具体介绍请参阅文献

[１Ｇ２].

对于CRI算法的鲁棒性分析,有如下结论:

定理６　 设T是tＧ模,R和ET 分别是T 的剩余

和双剩余,dT 是DFＧ度量,D１ 是命题４给出的加权

差异测度.如果A１ ≈ (ε１)A２,B１ ≈ (ε２)B２,A′１ ≈
(ε３)A′２,B′１ 和B′２ 分别是CRI算法FMP型解,则有

B′１ ≈ min am１

b＋(a－b)m１
,１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B′２,其中

m１ ＝ ∑
n

i＝１
dT(A′１(xi),A′２(xi))＋

∑
n

i＝１
dT(A１(xi),A２(xi))＋ nbε２

a－(a－b)ε２
.

证明:因为A１ ≈ (ε１)A２,B１ ≈ (ε２)B２,A′１ ≈
(ε３)A′２,则有:

D１(A１,A２)＝
a∑

n

i＝１
ωidT(A１(xi),A２(xi))

b＋(a－b)∑
n

i＝１
ωidT(A１(xi),A２(xi))

≤ε１,

D１(B１,B２)＝
a∑

m

j＝１
βjdT(B１(yj),B２(yj))

b＋(a－b)∑
m

j＝１
βjdT(B１(yj),B２(yj))

≤ε２,

D１(A′１,A′２)＝
a∑

n

i＝１
ωidT(A′１(xi),A′２(xi))

b＋(a－b)∑
n

i＝１
ωidT(A′１(xi),A′２(xi))

≤ε３,

其中∑
n

i＝１
ωi ＝１,∑

m

j＝１
βj ＝１.因此得:

∑
n

i＝１
ωidT(A１(xi),A２(xi))≤ bε１

a－(a－b)ε１
,

∑
m

j＝１
βjdT(B１(yj),B２(yj))≤ bε２

a－(a－b)ε２
,

∑
n

i＝１
ωidT(A′１(xi),A′２(xi))≤ bε３

a－(a－b)ε３
．

又因为

∑
m

j＝１
βjdT(B′１(yj),B′２(yj))＝

　∑
m

j＝１
βjdT(∨

n

i＝１
T(A′１(xi),R(A１(xi),B１(yj))),

　 ∨
n

i＝１
T(A′２(xi),R(A２(xi),B２(yj))))≤

　∑
m

j＝１
βj∑

n

i＝１
dT(T(A′１(xi),R(A１(xi),B１(yj))),

　T(A′２(xi),R(A２(xi),B２(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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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j＝１
∑
n

i＝１
βj[dT(A′１(xi),A′２(xi))＋

　dT(A１(xi),A２(xi))＋dT(B１(yj),B２(yj))]≤

　∑
n

i＝１
dT(A′１(xi),A′２(xi))＋

　∑
n

i＝１
dT(A１(xi),A２(xi))＋ nbε２

a－(a－b)ε２
．

再由函数f(t)＝ at
b＋(a－b)t

的单调性得:

D１(B′１,B′２)＝
a∑

m

j＝１
βjdT(B′１(yj),B′２(yj))

b＋(a－b)∑
m

j＝１
βjdT(B′１(yj),B′２(yj))

≤ am１

b＋(a－b)m１
,

其中

m１ ＝ ∑
n

i＝１
dT(A′１(xi),A′２(xi))＋

∑
n

i＝１
dT(A１(xi),A２(xi))＋ nbε２

a－(a－b)ε２
.

证毕.

仿照定理６的证明过程,对于CRI算法的FMT
型解的鲁棒性,可得如下结论.

定理７　 设T是tＧ模,R和ET 分别是T 的剩余

和双剩余,dT 是DFＧ度量,D１ 是命题４定义的加权

差异测度.如果A１ ≈ (ε１)A２,B１ ≈ (ε２)B２,B′１ ≈
(ε３)B′２,A′１ 和A′２ 分别为CRI算法FMT型的解,则

有A′１ ≈ min am２

b＋(a－b)m２
,１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A′２,其中

m２ ＝ ∑
m

j＝１
dT(B′１(yj),B′２(yj))＋

∑
m

j＝１
dT(B１(yj),B２(yj))＋

mbε１

a－(a－b)ε１
.

可以看出,定理５中扰动参数λ的值与文献[９]

中命题７的扰动参数值相等,定理６和定理７是[９]

中相应结论的推广.

三I算法作为CRI算法的改进,其鲁棒性分析

有如下结论.

定理８　 设T 是左连续tＧ模,R是T 诱导的剩

余蕴涵,ET 是T 的双剩余,dT 是DFＧ度量,D１ 是命

题４定义的加权差异测度.如果A１ ≈ (ε１)A２,B１ ≈
(ε２)B２,A′１ ≈ (ε３)A′２,B′１ 和B′２ 分别为三I算法

FMP型的解,则有B′１ ≈ (min( am３

b＋(a－b)m３
,１) )B′２,

其中

m３ ＝ ∑
n

i＝１
dT(A′１(xi),A′２(xi))＋

∑
n

i＝１
dT(A１(xi),A(xi))＋ nbε２

a－(a－b)ε２
.

定理９　 设T是左连续tＧ模,R是由T诱导的剩

余蕴涵,ET 是T的双剩余,dT 是DFＧ度量,D１ 是命题

４定义的加权差异测度.如果A１ ≈ (ε１)A２,B１ ≈
(ε２)B２,B′１ ≈(ε３)B′２,A′１ 和A′２ 分别为三I算法FMT

型的解,则有A′１ ≈ (min( am４

b＋(a－b)m４
,１) )A′２,

其中

m４ ＝ ∑
m

j＝１
dT(B′１(yj),B′２(yj))＋

∑
m

j＝１
dT(B１(yj),B２(yj))＋

mbε１

a－(a－b)ε１
.

由于定理７—９的证明和定理６的证明类似,所

以略去定理７—９的证明过程.

３　结　论

本文在差异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加权差异测

度的概念,以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然后,从模

糊集之间运算的扰动和模糊推理的鲁棒性这两个方

面,分析了基于加权差异测度产生的模糊集运算的

扰动性态和模糊推理的鲁棒性.本文的研究结果推

广了文献[９]中的对应结论,使得人们在应用这些结

论时具有更多的合理选择.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对加权差异测度的概

念和相似度等概念进行统一处理,并从加权差异测

度入手,讨论其他模糊推理算法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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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differencemeasureandrobustnessanalysisoffuzzy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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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thedefectofdifferencemeasureconcept,theconceptofweighteddifferencemeasureis

proposed．Basedontheweighteddifferencemeasure,perturbationsoffuzzysetoperationsareanalyzed,

andthecorrespondingperturbationparametersaregiven．Furthermore,therobustnessoftwoimportant

methodsinfuzzyreasoningisanalyzedbyusingtheweighteddifferencemeasure．Theseconclusionsgeneralizethe

conclusionsbasedonthedifferencemeasureandprovideabasisfortherobustnessanalysisoffuzzy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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