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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增强水性环氧形状记忆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

王恩亮!董余兵!傅雅琴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B#""#E#

!!摘!要"水性环氧树脂"O-<2+&P)+,22Q)R=!OJS#具有优异的形状记忆性能!但其力学性能差&导热系数低’
为了改善OJS的力学和导热性能!以氧化石墨烯"T+-Q12,2)R4N2!T?#为填料制备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
采用原子力显微镜"UIV#&透射电子显微镜"8JV#&W射线光电子能谱仪"WS6#和W射线衍射"WX>#分析和表征

T?的微观结构和化学性质!利用扫描电镜"6JV#&万能试验机&Y)<>4;Z导热仪和热机械分析仪"8VU#测定和观
察所得T?%OJS复合材料的微观形貌&力学性能&导热性能和形状记忆性能’研究结果表明$随T?含量的增加!
制备所得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与导热系数都得到显著提高(与OJS相比!T?含量为C[<\的

T?%OJS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与导热系数分别提高了E"\和#FC\!但所得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率随T?含量的
增加逐渐减小’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形状记忆效应
中图分类号"8]BB!!!!!!!!!文献标志码"U!!!!!!!!文章编号"#C’B&BEF#"!"#$#"B&"#%#&"’

!"#$%&"’%()")*+$(+,$’%,-(./$"+0,),(1%*,’2"’,$3#($),
,+(14-0"+,5,5($4&(5+(-%’,-

!"#$%&’()&*%+,#$-./(&*%01-)2(&
"64.Z@,;<4<*<2%̂)..252)/V-<2+4-.;-,N82R<4.2;%01234-,5

674&82719,4:2+;4<=%Y-,5M1)*B#""#E%̂ 14,-#

6#-’$"&’!O-<2+&P)+,22Q)R= "OJS#2R14P4<;2R72..2,<;1-Q2 K2K)+=2//27<DY)[2:2+%<12
K271-,47-.Q+)Q2+<=)/OJS4;Q))+%-,N<1212-<7),N*7<4:4<=7)2//4742,<4;.)[D@,)+N2+<)4KQ+):2
K271-,47-.-,N12-<&7),N*7<4,5Q+)Q2+<42;)/OJS%5+-Q12,2)R4N2"T?#[-;*;2N-;<12/4..2+<)Q+2Q-+2
T?’OJS;1-Q2K2K)+=7)KQ);4<2;D812K47+);<+*7<*+2-,N712K47-.Q+)Q2+<42;)/T?[2+2-,-.=M2N-,N
71-+-7<2+4M2N:4- UIV%8JV%WX>-,N WS6D812 K47+)<)Q)5+-Q1=%K271-,47-.Q+)Q2+<=%12-<&
7),N*7<4,5Q+)Q2+<=-,N;1-Q2K2K)+=Q+)Q2+<=)/T?’OJS[2+2N2<2+K4,2N-,N)P;2+:2N<1+)*51
6JV%*,4:2+;-.<2;<2+%Y)<>4;Z7),N*7<)K2<2+-,N8VUD812+2;*.<;;1)[2N<1-<<12K271-,47-.
Q+)Q2+<42;-,N<12+K-.7),N*7<4:4<=7)2//4742,<)/<12T?’OJS7)KQ);4<2;;45,4/47-,<.=4KQ+):2N[4<1<12
4,7+2-;2)/T?7),<2,<D812<12+K-.7),N*7<4:4<=7)2//4742,<-,N<2,;4.2;<+2,5<1)/C[<\ T?’OJS
7)KQ);4<2;4,7+2-;2NP=#FC\-,NE"\+2;Q27<4:2.=%7)KQ-+2N[4<1OJSDY)[2:2+%<122.),5-<4),;-<
P+2-Z)/<127)KQ);4<2;N27+2-;2N[4<14,7+2-;2)/T?7),<2,<D

7,42($*-!5+-Q12,2)R4N2$2Q)R=$7)KQ);4<2;$;1-Q2K2K)+=2//27<



8!引!言

形状记忆材料"61-Q2K2K)+=K-<2+4-.%6VV#
是一种依靠形状改变的刺激响应型智能材料%能够
感知外界环境变化"如温度(电(光(磁(溶剂(QY
等#的刺激%并对刺激作出响应%由临时形状回复至
初始形状)#&B*&形状记忆聚合物"61-Q2K2K)+=
Q).=K2+%6VS#是6VV的一个重要分支%近些年受
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在智能器件(航空
航天(医疗器械和日用包装等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
应用前景&与其它的6VV"如形状记忆合金(形状
记忆陶瓷等#相比%6VS具有形状回复率高(响应温
度低(成本低(加工成型性能优异(易于改性等优点%
但其力学性能差(形状回复应力小%极大地限制了
6VS的应用领域)%&F*&通过添加填料%如64?)C*! (

_̂8)’*(石墨烯)E*及其衍生物)$*等%可改善6VS的
力学性能和形状回复应力&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水性环氧树脂"O-<2+&
P)+,22Q)R=%OJS#具有优异的形状记忆性能%但
OJS导热系数较小%且相比溶剂型的环氧树脂其力
学性能较差)#"*&氧化石墨烯"T+-Q12,2)R4N2%
T?#作为一种石墨烯的衍生物%因保留了石墨烯类
苯环的六边形结构%仍具有较高的强度与导热系数%
是一种优良的功能填料)##&#!*&而且T?表面具有较
多的极性基团%易于分散在以水为溶剂的 OJS中%
为制备结构均一(性能优异的T?’OJS形状记忆
复合材料创造了良好的材料环境)#!*&

本文以具有优异物理性能"力学强度(导热系数
等#和良好水溶性的T?为改性填料%以形状记忆性
能优异的 OJS为基体%制备了分散良好的T?’
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并研究了T?对 OJS力
学性能(导热性能及形状记忆性能的影响&

9!实!验

9:9!实验主要材料与仪器
#D#D#!实验材料

氧化铬"̂+?B#%盐酸"Ŷ .%B’[<\#%双氧水
"Y!?!%B"[<\#%浓硫酸"Y!6?%%$E[<\#%高锰
酸钾"‘V,?%#%无水乙醇等均为分析纯$天然鳞片
石墨"#""目#购于阿拉丁试剂公司$水性环氧树脂
"固含量为F"\#及固化剂均来源于浙江安邦新材
料有限公司&
#D#D!!实验仪器

0W!#型冷冻干燥机"美国 aU]̂ ?_̂ ? 公

司#%?U!"""S.*;型电动搅拌器"欧河科技#%WJ&
#""J型原子力显微镜"韩国S6@U公司#%(JV&!#""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8JV%日本电子公司#%!F"W@
型W射线光电子能谱仪"WS6%812+K)I4;12+公
司#%SY@a@S6SJX8VS>SX?型转靶W射线衍
射仪"WX>%荷兰SY@a@S6公司#%@,;<+),&BBC’型
万能材料试验机"美国英斯特朗公司#%Y)<>4;Z型
导热仪"瑞典Y)<>4;Z公司#%8VUb%""JV型热
机械分析仪"美国8U公司#%9.<+-型扫描电子显微
镜"IJ&6JV%德国 -̂+.024;;6V8S<2a<N公司#&
9:;!实验方法
#D!D#!T?的制备

将#D"5天然鳞片石墨与EDF5 +̂?B依次加入
到装有’Ka盐酸"B’[<\#的三口烧瓶中%常温下
磁力搅拌!1%生成插层石墨&合成的插层石墨用
去离子水反复洗涤以除去未反应的 +̂?B%接着将所
得产物于%"Ka的双氧水"B"[<\#中室温下浸泡
!"1%然后用去离子水洗涤产物除去残留的双氧水
和铬盐%最后真空干燥得到化学膨胀石墨&将#D"5
化学膨胀石墨加至#""Ka浓Y!6?%中%冰水浴中
持续搅拌#1%然后缓慢分批加入CD"5‘V,?%%并
保持反应温度低于"c%#1后移至BFc温水浴中保
持搅拌#!1%随后向反应液中加入冰水混合物得到氧
化石墨与酸的混合液"反应期间温度不超过F"c#&
向上述反应物中缓慢滴加!"Ka的双氧水"B"[<\#
直至混合液变为亮黄色且无气泡生成%置于室温下
持续搅拌B"K4,后静置!%1%倒掉上层清液%下层
泥浆状产物先用#K).’a的盐酸洗涤F次%然后用
去离子水洗涤产物直至其QY值大于C%将产物浓
度调至#"K5’Ka后超声#"K4,后得到T?分散
液%置于""%c的环境中冷藏备用&
#D!D!!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制备

量取#"Ka(#"K5’Ka的T?分散液与#CD"5
环氧树脂乳液混合%室温下以#F"+’K4,的速度搅
拌B"K4,%然后加入固化剂U]&YTI"环氧树脂与
固化剂的质量比为%d##%再持续搅拌#"K4,使固
化剂均匀分散&接着快速向混合液中倒入液氮使其
冷冻完全%并置于冷冻干燥箱中真空干燥一周得到
复合材料粉体%最后采用平板硫化机在压力为
#"VS-%温度为#!"c的条件下热压成型!1后得
到#[<\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按上述步
骤继续制备了质量分数为![<\(%[<\和C[<\
的复合材料%并分别记为#[<\T?’OJS(![<\
T?’OJS(%[<\T?’OJS(C[<\T?’OJS&

!%#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第%#卷



9:<!测试与表征
#DBD#!T?的性能表征与形貌观察

采用原子力显微镜和透射式电子显微镜来观
察T?的微观形貌$采用W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对
T?的化学组成进行表征$采用W射线衍射仪对
T?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可得到T?组成信息%
其中阳极为 *̂靶"̂*‘##%工作电压为%"Ze%电
流为B"KU&
#DBD!!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性能表征与

形貌观察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T?’OJS形状记忆

复合材料的形貌结构$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在恒温
恒湿实验室中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测试%通过
测试软件获得应力&应变曲线%设定试样长#FKK%宽
%KK%测试环境相对湿度为"CFf!#\%环境温度为
"!#f##c%拉伸速率为FKK’K4,%夹头间距为
#"KK$采用导热仪测试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设定
测试范围为#""#"""‘%测试前对测试样品进行干燥
处理%圆形样品的直径为%7K%厚度为"D%BKK%实验
数据取B个有效值的平均值$采用热机械分析仪测
试样品的形状记忆性能%模式为N=,-K478VU%测
试过程如下!-#设定外加应力"D"#"VS-确保样品
伸直%输入样品尺寸%接着升温至E"c%设定升温速
率为Fc’K4,%恒温保持FK4,$P#施加应力至
"D’F"VS-%速率为"D!F"VS-’K4,%恒温保持FK4,$
7#降温至!Fc%设定降温速率为Fc’K4,$恒温保持
FK4,$N#去除外力至"D"#"VS-%设定速率为
"D!F"VS-’K4,%恒温保持FK4,$2#升温至E"c%
设定升温速率为Fc’K4,%恒温保持!"K4,$再从
P#开始循环F次&

;!结果与讨论

;:9!=>的性能表征与形貌观察
图#"-#和#"P#是T?的WS6图谱%结果显示

T?中出现大量的含氧基团%如^g?(̂ +?和
?+ ĝ?等%这说明石墨得到了有效的氧化%有利
于超声时单层氧化石墨烯的剥离&图#"7#是天然
石墨和T?的WX>图谱%天然石墨在!!g!CDE#h处
出现了尖锐的衍射特征峰%而T?的衍射特征峰则
出现在!!g#"D!%h处%以上结果与现有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B*&由布拉格方程!3;4,!g&"可计算出天
然石墨和T?的层间距分别为"DBB!,K和"DECB
,K"&g#%"g"D#F%,K#%其中3为晶面间距%!为
衍射角%"为W射线的波长%&为衍射级数&相比

于天然石墨%T?的层间距明显增大%这是由于石
墨片层间含氧官能团的生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层
间距%随后的超声处理又进一步增加了层间距&
采用8JV对T?的表面形貌进行观察%如图#"2#
所示%可以观察到T?不规则的片层结构%在表面
和边缘出现了一些褶皱和折叠%这种褶皱形貌降
低了T?的表面能%使T?能够稳定存在)#%*&图#
"N#是T?的 UIV 图像%T?的厚度约为"DE"
#D",K%与单层T?的厚度相符)#F&#C*%表明成功制
备得到了单层T?&
;:;!=>#?@A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微观形貌

采用6JV对 OJS和T?’OJS形状记忆复
合材料的断面形貌进行观察%如图!所示&图!
"-#中断面平整光滑%为典型的环氧树脂断面形貌
图&T?的加入%使T?’OJS的断面变得粗糙"图
!"N#为%[<\ T?’OJS的断面形貌图#%图中白
色标记框标出了复合材料中T?&
;:<!=>在=>#?@A形状记忆复合材料中的状态
!!因T?特征衍射峰的消失可作为T?在复合材
料中剥离程度较好的评判依据)#’&#E*&为了进一步
探讨T?在复合材料中的状态%采用WX>对T?’
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进行了表征&图B为T?
和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WX>衍射图谱%
T?的特征衍射峰出现在!!g#"D!%h处%OJS在
#!D""h至!CD""h间出现了较宽的衍射峰%显示了
OJS的非晶特性%在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
中也观察到了极为相似的衍射峰%其中T?特征衍
射峰的消失表明T?在OJS基体中达到了良好的
剥离效果&
;:B!=>#?@A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如图%所示%发现T?的加入显著提高了 OJS的
拉伸强度%且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拉伸
强度随T?含量的增加而增大&因T?表面存在大
量的含氧官能团%如+ ?̂?Y(+?Y(?+^g?等
为T?与OJS基体间的界面结合提供了优良的化
学环境%良好的界面结合性能又为T?’OJS形状
记忆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从图!
也可以得到验证%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断面
粗糙%意味其在抵抗破坏过程吸收了比纯 OJS更
多的能量%即具有更高的力学强度)#$*&但 T?’
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断裂伸长率却随T?含量
增加而减小%当T?含量达到C[<\时%表现出明
显的刚性%在到达屈服点前就发生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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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T?的WS6谱图(WX>谱图(UIV图和8JV图

图!!OJS与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6JV图

图B!T?%OJS和T?’OJS形状记忆
复合材料的WX>图谱 图%!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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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
T?’OJS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如图F所示%其

中误差棒的数据计算采用,平均值f标准差-%结果
表明!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明显
高于 OJS%且随着T?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速
放缓%特别是当T?的含量位于%"C[<\之间时%
T?’OJS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随T?含量的增加只
有极小幅度的提高&相比于 OJS%添加#[<\(
![<\(%[<\(C[<\的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
料的导热系数分别提高了F!DC\(##BDF\(#F#D#\和
#FCDB\&这是因为T?中仍保留部分未被破坏的
六元碳环结构%因此仍保留了石墨烯的部分导热性
能%而且T?表面具有较多的极性基团%使得T?能
够均匀分散在以水为溶剂的 OJS中%OJS中均匀
分散的T?构造了一种优良的导热通路%为热量的
传递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从而极大地改善了 OJS
的导热性能&此外%T?表面大量含氧官能团的存
在有利于T?与 OJS间的界面结合%从而有效地
减少两者间的接触热阻)!"*&

图F!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导热系数

;:D!=>#?@A复合材料的形状记忆性能
OJS与%[<\ T?’OJS复合材料在E"c

的热水中F;可完成形状回复%为了便于观察%用
黑色记号笔标记无色透明的 OJS%如图C所示&
在形状回复初期%%[<\ T?’OJS复合材料的形
状回复要稍快于 OJS%这是由于T?的添加改善
了 OJS的导热性能%有利于热量的传递%T?’
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中的分子链被迅速激活实
现形状回复&

图C!OJS与%[<\T?’OJS复合材料在E"c热水中不同时间下的形状回复状态
!!T?’OJS复合材料的形状记忆性能通过
8VU测试和分析%结果如图’所示&在初始状态%
OJS分子链无外界干扰%链段随机排列%此时体系
能量最大%样品处于热力学稳定状态)!#*$当样品所
处温度升至玻璃化温度"45#以上时%此时向样品施
加应力%分子链运动%宏观表现为从初始形状向临时

形状的转变%相应地产生应变"此过程为赋形#$当环
境温度降低至45以下%高分子链段被冻结%运动受
限%体系处于热力学亚稳态%撤去应力后这种应变仍
然能够保留"此过程称为形状固定#%当温度重新升高
至45以上时 OJS分子链的运动能力被激活%样品
可以回复到其初始状态"此过程称为形状回复#)!!*&

图’!OJS和%[<\T?’OJS复合材料的形状记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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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固定率"5/#与形状回复率"5+#是对6VS
形状记忆性能进行定量表征的两个重要参数)!B*%采
用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5/’\g
#*"##
#K i#"" "##

5+’\g
#KG#Q"##
#KG#Q"#G##

i#"" "!#

其中!#K为撤去应力前样品的应变%#*为撤去应力
后样品的应变%#Q表示样品的永久形变%# 代表热

机械测试循环的次数&
表#是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形状固定

率和回复率%从中可以看出!T?的添加使得 OJS
的5+有小幅度提高%而回复率则出现了微小的降
低%此外%OJS和T?’OJS复合材料的形状回复
率从第二个热机械循环开始均高于$$\%明显高于
第一个循环%一般将这种5+随热机械循环增加而逐
渐趋于#""\的现象称为,训练效应-)!%*&总体而言%
T?的添加对OJS的形状记忆性能并无显著影响&

表9!不同质量分数=>组成的=>#?@A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的形状固定率和回复率
热机械
循环次数

形状固定率’\
"[<\ #[<\ ![<\ %[<\ C[<\

形状回复率’\
"[<\ #[<\ ![<\ %[<\ C[<\

# $FDB $CDE $’D% $ED# $EDB $EDE $EDF $’DF $CDC $FDB
! $FD# $CD’ $’D! $ED" $ED! $$DF $$DF $$DB $$D% $$DF
B $FD% $CD’ $’D% $ED! $EDF $$D’ $$DC $$DF $$D’ $$D’
% $FD! $CDF $’D% $ED# $ED# $$DE $$DF $$DF $$D’ $$D’
F $FD! $CDC $’D% $ED! $EDB $$D’ $$DE $$DC $$DE $$D$

<!结!论

石墨经化学膨胀后可快速(高效地制备性能优
良的单层T?%T?与 OJS经过简单的机械混合%
冷冻干燥和热压成型后即可制备结构均匀的T?’

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拥有较高强度和导热系数的T?能够均匀
分散在T?’OJS形状记忆复合材料中%且T?在
OJS基质中表现出良好的剥离状态&
P#添加T?显著改善了OJS的力学性能和导

热系数%且随T?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对 OJS的形
状记忆性能也无明显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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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固体药物的多晶型现象对药物的理化性质&稳定性&体外溶解和体内溶出等有重要影响!在原料药的开
发和制剂阶段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采用低温析晶&蒸发结晶&减压蒸馏结晶和冷冻干燥结晶等多种结晶方法对贝曲
沙班马来酸盐的晶型进行研究!然后经冷冻干燥结晶后得到热稳定性及溶解度良好的一水无定型产品!再经粉末W
射线衍射分析法"WX>#&差示扫描热分析法">6̂ #&热重分析法"8TU#&红外光谱分析法"@X#&高效液相色谱法
"YSâ #及扫描电子显微镜法"6JV#等方法对所得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所得无定型贝曲
沙班马来酸盐是一种通道水合物!且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与水的摩尔比为#d#(该无定型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颗粒
尺寸在F"$K以内!溶解度高于药用晶型!将有望作为原料药用于制剂生产’

关键词"贝曲沙班(W射线衍射(热稳定性(表观溶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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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贝曲沙班是由S)+<).-制药公司生产研发的抗
凝血药物%属于沙班类抗凝血药物中新一代的口服
凝血W-因子抑制剂)#&!*&贝曲沙班通过抑制W-因
子活性%阻碍凝血酶的形成%继而阻碍纤维蛋白的形
成%最终抑制血栓的形成和扩大)B&C*&同类型的沙班
类抗 凝 血 药 物 包 括 已 上 市 的 利 伐 沙 班
"X4:-+)R-P-,#(阿哌沙班"UQ4R-P-,#和依度沙班
"JN)R-P-,#)’&E*&贝曲沙班药物是以顺丁烯二酸
"即马来酸盐#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浅黄色结晶粉
末)$*%其中文名称为_&"F&氯&!&吡啶基#&!&"%&"_%
_&二甲基甲脒基苯甲酰氨基#&F&甲氧基苯甲酰胺顺
丁烯二酸盐"#d##%分子式是 !̂BY!! .̂_F?B.

%̂Y%?%%结构式如图#所示%分子量为FC’D$E&

图#!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分子结构式

多晶型现象在各类固体化合物中均是普遍存在
的%而在有机药物中更是广泛存在)#"&##*&由于多晶
型之间的晶格能不同%不同晶型的固体化学药物在
物理化学性质上表现出明显差异%从而对原料药及
制剂的制备(稳定性(溶出度及生物利用度等产生影
响)#!&#B*&贝曲沙班马来酸盐是一类复杂的多晶型
药物%目前公开的晶型有无水晶型%(晶型&(半水
合物晶型’和无定型&其中T+-,<等的专利)#%*公
开了晶型%的粉末多晶W射线衍射图谱在%D$h(

$D’h(#BDEh(#%D#h(#FD!h(#’DCh(#EDFh(!"DEh(!#DCh(

!!D’h(!%D#h(!CDBh(!CDEh和B"DBh的!!处有特征衍射
峰& -̂Q)N-,,)等的专利)#F*公开了晶型&和晶型

’的制备方法及特征衍射数据&晶型&的粉末多晶
W射线衍射图谱在FD"h($D’h(#"D#h(#%DCh(#FDBh(

#’DFh(#ED"h(#ED’h(#$D!h(#$DCh(!!D"h(!!DCh(!BD"h(

!BD’h(!%DFh(!CDFh(!CD$h(!$D!h(!$DFh(B"D%h和BFD"h
的!!处有特征衍射峰$半水合物的晶型’的粉末多
晶W射线衍射图谱在!D!h(!D$h(%D$h(#"D"h(#FD#h(

#’D%h(#$D%h(!!D%h(!%DCh和!CDFh的!!处有特征衍射

峰&6*PP-X2NN=等的专利)#C*公开了一种无水的
贝曲西班马来酸盐无定型物&不同结晶工艺得到的
晶体在理化性质和形貌上都会有较大差异%因此研
究具有良好理化性质的贝曲沙班晶型对药物制剂生
产有重要的研究价值)#’&#E*&

原料药的无定型因其良好的溶解性在制剂生产
中应用广泛%因而开发原料药的无定型产品具有好
的应用价值&本文对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晶型进行
探索%主要开发了该药物的一水无定型产品%优化了
制备工艺并且分析了其热性能和溶解性能&

9!制备和性能表征

9:9!药品与试剂
贝曲沙班马来酸盐化合物由浙江宏元药业有限

公司提供$无水乙醇"分析纯%杭州高晶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异丙醇"分析纯%无锡展望化工试剂有限公
司#$去离子水"电导率#$;’7K%实验室自制#$甲醇
"分析纯%无锡展望化工试剂有限公司#$磷酸二氢钠
"分析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9:;!仪器与设备

UT#BF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梅特勒&托利多
仪器有限公司#$>I&#"#6型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
拌器"郑州亚荣仪器有限公司#$V4..4&b超纯水仪
"德国默克密理博公司#$Ja&EF冷冻干燥机"美国
6S6̂@J_8@I@̂ 公司#$UXa/W8XU型粉末W射
线衍射仪"瑞士812+K)UXa公司#$S=+4;#型热
重分析仪"美国SJ公司#$>4-K),N型差示扫描量
热仪"美国SJ公司#$U54.2,<##""型高效液相色谱
仪"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_47).2<F’""型傅立叶
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仪"美国热电公司#$(Î&#C""型
离子溅射仪"日本(J?a公司#$(6V&FC#"ae型扫
描电子显微镜"日本(J?a公司#&
9:<!晶型的制备

药物的多晶型现象对其溶解度(稳定性等有着
极大影响%从而对其生物利用度产生影响%因此全面
地研究药物的晶型%寻找优势晶型至关重要&本文
采用一些常见的结晶工艺制备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
结晶体%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DBD#!低温析晶

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粗品溶于不同的有机溶剂体
系"甲醇(乙醇(异丙醇(乙腈和四氢呋喃等的单一溶
剂或混合溶剂#中%其中D粗品dD溶剂g#d"#""
#""#%混合溶剂中不同溶剂的摩尔比是#d#&在反
应溶剂的回流温度下溶清%恒温数小时保持溶清液

$%#第!期 郑美琪等!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制备及表征



不变%再转移至GFc的低温浴中搅拌析晶&实验
所得晶体为贝曲沙班马来酸盐晶型%&
#DBD!!蒸发结晶

按#DBD#实验步骤制备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溶
清液%其中溶媒体系包括醇类(酮类(苯环类单一体
系或与水的混合体系%将所得溶清液置于F""E"c
的恒温环境下静置析晶&实验所得晶体为贝曲沙班
马来酸盐晶型%&
#DBDB!冷冻干燥

按#DBD#实验步骤制备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溶
清液%选用小分子有机溶剂与去离子水的混合溶媒
体系"D有机溶剂dD水g#d"#"#"##%将溶清液缓慢
冷却到室温%再逐步加入剩余量的去离子水$再将溶
液置于冷冻干燥机%在GF"c快速冻结%然后在真
空环境下升华溶剂%得到结晶体&除醇类的反应溶
剂外%其他溶媒体系中获得的实验产物均为晶型%&

其中将粗品加入到无水乙醇与去离子水的混合
溶剂中形成悬浮液%其中D粗品dD混合溶剂g#d"%""
E"#%D乙醇dD去离子水g#d"F"#F#&所得产物为贝
曲沙班马来酸盐一水无定型&
9:B!性能表征
9:B:9!晶型测试

粉末多晶W射线衍射技术可定性分析样品的
晶态或非晶态&具体测试方法为!将适量的实验所
得贝曲沙班粉末置于样品台上%用载玻片压制表面
平整$制好样后在812+K-.UXaW/8XU多晶粉末
W射线衍射仪上进行测定&衍射仪参数设置为!采
用 *̂&‘#靶%管电压%"Ze%管电流%"KU%扫描角
度!!的范围为Bh"%"h%扫描速度为!h’K4,%扫描步
长"D"!h&
9:B:;!热性能分析

热性能可以通过热重分析仪和差示扫描量热仪
进行测试分析&

采用热重分析方法测试样品的失重率%具体操
作条件为!在铂金坩埚中称取B"EK5的样品%在
热重分析仪"S=+4;#8TU#中升温%范围是B""
B""c%升温速率#"c’K4,%保护气氛为_!%流速
为!"Ka’K4,&

差示扫描量热仪可以分析判断样品的吸热峰(
结晶峰及熔融峰&测试方法为!称取约B"EK5的
贝曲沙班样品%置于铝坩埚中%盖上铝片在差示扫描
量热仪">4-K),N>6̂ #中进行测定&测试条件为!
保护气氛为 _!%流速为!"Ka’K4,%升温速率为
#"c’K4,%升温范围为B""!F"c&

9:B:<!分子结构分析
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分子结构由傅立叶

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仪进行测定&具体测试条件是!
将无定型样品与‘]+按照#d#""的体积比进行充
分混合研磨后在压片机上进行压片%再置于傅立叶
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仪中测试&测试设置的波数范围
是F"""%"""7KG#%分辨率为%7KG#%扫描次数
为B!&
9:B:B!表观溶解度测试

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一水无定型的表观溶解度由
高效液相色谱仪测试表征&检测条件为!色谱柱为
十八烷基色谱柱$柱温是!Fc$流动相为甲醇!"D"F
V磷酸二氢钠缓冲液"F"dF"#$流速为#D"Ka’
K4,$检测波长为!BF,K&

标准曲线的制备!精确称取’(#%(!E(FC(##!
K5和!!%K5贝曲沙班一水无定型溶于#"Ka超
纯水中%然后恒温振荡%配制成浓度为"D’(#D%(!DE(
FDC(##D!K5’Ka和!!D%K5’Ka的标准溶液%用
"D%F$K的注射式过滤器过滤后进行 YSâ 测试%
绘制标准曲线&
9:B:C!表观形貌测试

扫描电子显微镜可以直观分析样品的表观形貌
及尺寸&扫描电镜的制样方法为!将样品均匀分散
并固定在导电胶上%利用离子溅射仪镀金"#"KU%
%";#%镀金完成后样品盘置于扫描电子显微镜中进
行观察%设置加速电压为FZe(电子束斑尺寸
为B",K&

;!结果与讨论

;:9!粉末H射线衍射分析
对样品进行粉末W射线衍射测试%所得图谱如

图!所示&其中!图!"-#是原料晶型%的W射线衍
射图%图!"P#是实验所得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
的粉末衍射图&经(-N2软件分析计算%晶型%的特
征衍射峰分别为%D$h($D’h(#BDEh(#EDFh(!"DEh(
!CDBh(!CD$h和!$D’h%而无定型无较为明显的特征衍
射峰&
;:;!热重分析

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在不同温度下恒温后
的热重曲线如图B所示%由图中可看到热重曲线在
B""E"c有明显的失水阶段%经S=+4;计算出室温
下无定型的失水率为%D""B\%结合贝曲沙班马来酸
盐的相对分子质量"FC’D$E#计算得一分子无定型中
含#个水分子&而由图%可知%经E"c恒温后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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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仍存在失水现象%计算得失水率为BDF%%\%失
水率有所降低%说明实验所得无定型中含有"D%F$\
的游离水&其余水分子与无定型则是形成通道水合
物%即使是在超过环境温度的条件下%该无定型结构
中仍包含一定量的水分子%从而充分说明本实验制
备的一水无定型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图!!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两种晶型的粉末W射线衍射图

图B!不同温度下的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热重分析图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在不同温度下恒温后

的>6̂ 曲线如图%%图%"-#是室温下的无定型>6̂
曲线%无明显的熔点峰%仅有三个吸热峰存在%热焓
值分别为!’(F(’5和!%%(’5$图%"P#为无定型在
E"c恒温后的>6̂ 曲线%从P曲线可以看出%无定
型在E"c恒温后%仍存在C"c和#!"c左右的吸
热峰%即E"c恒温后仍有无定型形式存在%但P曲
线在#CCc有一个冷结晶峰存在%热焓值为G#"(’5%
说明有少部分无定型在#CCc发生转晶%转晶后的
SWX>如图F所示&经(-N2计算得主要特征衍射
峰为!%DEh(#BD’h(!"DEh和!CDBh%与晶型%的特征峰
一致%再结合#EEc的熔融峰与晶型%的熔点一致%
说明该部分无定型转至晶型%&

;:B!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
图C是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两种晶型的I8@X对

比图%其中%一水无定型的红外吸收峰与晶型%的吸
收峰基本一致%二者区别在于一水无定型在BF""7KG#

图%!不同温度下的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的>6̂ 图

图F!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在#CCc转晶后
的粉末W射线衍射图

左右有一个较弱且宽的吸收峰&与水分子的红外吸
收峰在B%"""BC""7KG#和#CB"7KG#一致%证明无
定型中通道水的存在&其中!BFF""B!B"7KG#为
氢键缔合的 ?+Y峰$BB"""B"""7KG#吸收峰是
_+Y的振动峰%表明有酰胺基团的存在$#CC’
7KG#是亚胺中^g_的特征峰$#%C%7KG#处的吸
收峰是苯环上的 "̂^弯曲振动%且$BC7KG#的振
动峰是苯环 +̂Y的伸缩振动%E!"7KG#的吸收峰为
苯环邻位氢的 +̂Y振动峰$#%#$7KG#和#"’%7KG#

的振动峰为 +̂?+^的伸缩振动%表明芳基烷基醚中
的甲氧基的存在$###!7KG#是苯环 +̂^弯曲振动峰&
结合上述分析%一水无定型的红外光谱数据与贝曲沙
班马来酸盐的结构一致%且存在特征的通道水吸收峰&
;:C表观溶解度分析

经YSâ 测试数据所得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
酸盐表观溶解度的标准曲线如图’所示&以峰面积
对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计算%根据色谱数据计算

得到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一水无定型表观溶解度的标
准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为!=g%’E’Fm#%"’E$CC
"5!g"D$$$#$晶型%的标准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
为!=g!%E’!m#F%EE"CC"5!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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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两种晶型的I8@X对比图

图’!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表观溶解度的标准曲线

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和晶型%的溶解度数
据分别如图E和表#所示&由图谱E可知%无定型
与晶型%的保留时间一致!马来酸的保留时间在
#DFK4,%贝曲沙班的保留时间在#"DBK4,%同时可
证明该无定型与晶型%同属于贝曲沙班马来酸盐&
YSâ 测试过程中%两个样品采用同一进样量随着
流动性进入色谱柱中%经过多次吸附洗脱%最终得到
具有相同保留时间的色谱图&基于贝曲沙班马来酸
盐晶型%与无定型在水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色谱
峰的峰面积有所差异%根据上述表观溶解度测试所
得标准曲线计算得到二者的溶解度数据&由表#所
示%无定型相较于晶型%有着较好的表观溶解度
"CD#"K5’Ka#%这是由于无定型特有的长程无序短
程有序结构导致其表面自由能较小%易于在水溶剂中
分散%从而达到较好的溶解度&而晶型%具有固定的
晶体结构%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而其溶解度较小&
;:D!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

贝曲沙班马来酸盐晶型%与无定型的表观形貌
如图$所示%从中可看出无定型颗粒尺寸在F"$K
以下%且颗粒表面形貌不规则%与晶型%规整的块体
形状相比较而言%无定型的比表面积有所增大%这表
明无定型具有良好的表观溶解度&

图E!贝曲沙班两种晶型的色谱图

表9!两种晶型的贝曲沙班在水中的溶解度参数

晶型
保留时间’
K4,

峰面积’
KU*

表观溶解度’
"K5.KaG##

晶型%
#DFBC F$BD"%
#"DBC% F!""DB!

BD’C

无定型 #DFBE E!%D’!
#"DB!C ’’’BDCF

CD#"

图$!贝曲沙班马来酸盐晶型%与无定型的
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结!论

本文采用冷冻干燥结晶的方法成功制备出含有
一个结晶水的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冷冻干燥所得无定型贝曲沙班马来酸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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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是%D""B\%计算得到该无定型中含有一个结晶
水%且在E"c无定型中的结晶水仍存在%说明贝曲
沙班马来酸盐一水无定型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P#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一水无定型具有较好的

表观溶解度"CD#"K5’Ka#%贝曲沙班马来酸的一水
无定型由于具有良好较小的颗粒尺寸以及长程无序
结构%表现出较好的表观溶解度&
7#实验所得贝曲沙班马来酸盐一水无定型%既

改善了无定型药物的稳定性%又增强了药物的体外
溶出和体内溶解%有望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因此%贝
曲沙班马来酸盐的一水无定型作为药用晶型具有明
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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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3氨基硫脲吸附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评价
谈学松!范志磊!张!勇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B#""#E#

!!摘!要"为获得对 *̂!m具有良好吸附性能的吸附材料!采用戊二醛化学交联氨基硫脲并与竹浆纤维素进行反
应!制备纤维素&氨基硫脲吸附材料"]-KP))Q*.Q72..*.);2&5&<14);2K47-+P-M4N2!]Ŝ&5&86̂ #’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
显微镜"IJ&6JV#&傅立叶红外吸收光谱"I8&@X#仪和有机元素分析仪对竹浆纤维素和]Ŝ&5&86̂ 进行表征分析!
并研究了不同条件"QY值&接触时间&̂*!m初始浓度等#对 *̂!m吸附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纤维素被氨基硫脲成
功修饰(]Ŝ&5&86̂ 对 *̂!m的吸附最佳QY值为’!在吸附%1后基本达到吸附平衡!平衡吸附量为F#D%"K5%5(吸
附过程较好地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和朗格缪尔等温吸附模型!说明吸附过程主要是以单层的表面吸附和化学吸
附为主!理论最大吸附容量为#!#D$FK5%5’通过该研究可制备出一种对 *̂!m具有良好吸附性能的吸附材料!在废
水处理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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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含重金属离
子的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土壤和江河当中%导致
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中%̂*!m是目前
废水中常见的重金属离子污染之一%含 *̂!m超标的
废水进入水体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如何治理工业
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污染成为目前水处理研究领域
的热点之一)B*&在废水处理工艺中%最常见的几种
方法主要有化学沉淀法(反渗透法(吸附法(离子交
换法等)%*&其中%吸附法因为其具有操作简单%吸附
效率高和成本低等特点而成为当前广泛应用的方
法)F*&近年来%纤维素(壳聚糖等高分子由于具有非
常良好的生物降解性能(自然界中蕴含丰富以及吸
附性能好等特点%在吸附去除重金属离子方面得到
了广泛关注)C&’*&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分布最为广泛的一种天然高
分子多糖%是人类拥有的最宝贵的天然可再生资源%
表面含有大量羟基基团(比表面积大%便于化学改
性%因而在制备吸附材料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E&##*&然而%天然纤维素结构中存在着大量氢键%
降低了骨架中羟基的活性%使其自身吸附容量小&
因此学者们通过对纤维素进行化学改性从而在纤维
素骨架上引入对重金属离子具有选择性吸附能力的
吸附基团%以此来增强纤维素对水体中金属离子的
吸附能力)#!*&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缩减了将纤维素氧化处
理后再与氨基硫脲反应的加工工序%通过以纸浆纤
维素和氨基硫脲为原料%直接利用交联剂戊二醛经
化学交联纸浆纤维素和氨基硫脲来制备纤维素&氨
基 硫 脲 吸 附 材 料 "]-KP)) Q*.Q 72..*.);2&5&
<14);2K47-+P-M4N2%]Ŝ&5&86̂ #%对其进行系统的
分析和表征%并研究其对 *̂!m的吸附性能&在资源
化利用纸浆纤维素的同时%期望制备得到一种对
*̂!m具有良好吸附效果的吸附材料&

9!实!验

9:9!实验材料
毛竹浆板"贵州赤天化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氨

基硫脲"分析纯%上海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戊二醛
"分析纯%杭州米克化工仪器有限公司#%浓盐酸"分
析纯%杭州米克化工仪器有限公司#%硝酸铜"分析
纯%杭州米克化工仪器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分析
纯%上海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去离子水"自制#&

9:;!实验方法
#D!D#!]Ŝ&5&86̂ 的制备

用剪刀将毛竹浆板剪碎%再利用微型植物粉碎
机粉碎得到粒径#!"$K左右的竹浆纤维素备用&
取#D""5纤维素放入F"Ka去离子水中溶胀!%1
得到溶胀纤维素溶液备用%将#D""5氨基硫脲加入
到F"Ka去离子水中溶解%用盐酸调节溶液QY值
为C后转移至!F"Ka圆底烧瓶中%放置在恒温磁
力搅拌水浴锅中%调节反应温度在C"c%然后缓慢
滴加"DF"5戊二醛溶液%反应!1后加入纤维素溶
液继续反应%1得到交联产物&将反应产物抽滤后
用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依次洗涤产物%直到溶液的
QY值达到中性%最后在真空烘箱中干燥得到纤维
素&氨基硫脲吸附材料"]Ŝ&5&86̂ #&
#D!D!!吸附实验

]Ŝ&5&86̂ 作为吸附剂用于去除 *̂!m%将"D"!5
吸附剂加入到F"Ka的#""K5’a *̂!m金属离子
溶液中%使用稀盐酸溶液调节溶液的QY值&将混
合物在恒温水浴振荡器中以#!"+’K4,转速下振荡
#!小时以达到吸附平衡&吸附剂的吸附容量按照
式"##计算!

22g
D"G"GG2#

H
"##

其中!22为吸附剂的吸附容量%K5’5$D为水溶液体
积%a$G"为溶液中 *̂!m的初始质量浓度%K5’a$G2
为 *̂!m在溶液中达到吸附平衡时的质量浓度%K5’a$
H为吸附剂的质量%5&
9:<!测试与表征
#DBD#!材料基本性能表征

使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IJ&6JV%Y4<-714
6&%E""#来表征纤维素和吸附材料的表面形态变化$
采用_47).2<F’""型傅立叶红外吸收光谱仪表征样
品结构%设定测定波数范围为%""""F""7KG#$采
用有机元素分析仪对样品元素进行定量分析&
#DBD!!吸附动力学测试

称量"D"!5]Ŝ&5&86̂ 加入到F"Ka含 *̂!m

"#""K5’a#的溶液中%在水浴振荡器中进行振荡%
每隔一段时间取上清液!Ka并离心%用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测定吸附后溶液中的离子浓度%计算吸
附容量&
#DBDB!吸附等温线测试

用事先配置好的#"""K5’a的 *̂!m储存液配
制成!F"!""K5’a的溶液%在不同浓度的离子溶
液中分别加入"D"!5吸附剂%振荡吸附%吸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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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上清液测量吸附后溶液中的离子浓度&

;!结果与讨论

;:9!合成原料和JAK3/3LMK的表征分析
!D#D#!合成原料和]Ŝ&5&86̂ 的扫描电镜分析

图#是竹浆纤维素和产物]Ŝ&5&86̂ 的扫描
电镜图%从图#"-#可以看出%原始的竹浆纤维素呈
单根棒状结构%表面较为平整光滑%而图#"P#中的
]Ŝ&5&86̂ 形貌较竹浆纤维素有明显的变化%其表
面变得粗糙且附着很多细小颗粒%增大了比表面积%
为吸附提供了更多的吸附位点%有利于吸附的进行&

图#!竹浆纤维素和]Ŝ&5&86̂ 的场发射扫描电镜图

!D#D!!合成原料和]Ŝ&5&86̂ 的红外谱图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纤维素改性前后的结构变化%

对纤维素和]Ŝ&5&86̂ 进行了红外表征%结果如图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7KG#处的谱带对
应于 +̂Y的伸缩振动%#C"!7KG#处的峰表示 ĝ
_双键的存在)#B*%说明有希夫碱结构的生成%#F!E
7KG#和#!CC7KG#处的峰则是_g^g6和^g6
的特征峰)#%&#F*&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氨基硫脲
成功改性纤维素&

图!!竹浆纤维素和]Ŝ&5&86̂ 的红外光谱图

!D#DB!合成原料和]Ŝ&5&86̂ 的元素分析
表#为对原料及产物的元素含量的分析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纤维素自身不含有_元素和6元
素%而]Ŝ&5&86̂ 中新出现了_元素和6元素%且
含量分别达到#’D’B\和##D!E\&这是因为氨基硫
脲的引入%说明氨基硫脲成功交联到纤维素骨架中&

表9!纤维素&氨基硫脲及JAK3/3LMK的元素分析

样品
元素含量’\

^ _ Y 6
纤维素 %%D%F " CD#’ "
氨基硫脲 #BD#$ %CD#F FD%$ BFD#C
]Ŝ&5&86̂ %CD%B #’D’B CD#B ##D!E

;:;!影响JAK3/3LMK吸附性能的因素分析
!D!D#!溶液QY对吸附的影响

溶液的QY值是影响金属离子吸附的重要因
素%也影响着金属离子的溶液化学性质&当溶液环
境为碱性"QY"’#时%̂*!m会生成 *̂"?Y#!沉淀%
因而%本文仅研究溶液QY#’时QY值对]Ŝ&5&
86̂ 吸附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B所示&从图B中
可知%̂*!m的吸附量随着QY值的升高而增加%当
QY值较小时%溶液中 Ym离子浓度较高%]Ŝ&5&
86̂ 中的氨基容易质子化%使其表面带有正电荷%
与 *̂!m发生静电排斥作用导致吸附量较低$随着
QY值的增加%溶液中?YG离子增多%碳硫双键"̂
g6#容易发生电荷转移从而形成硫醚%氨基也易发
生解质子化反应%导致游离的氨基增多)#!*%同时产
生静电吸附作用%使得吸附量逐渐变大&根据B图
结果%吸附最佳的QY值为’&

图B!溶液QY值对]Ŝ&5&86̂ 上 *̂!m吸附量的影响
!D!D!!接触时间对吸附的影响

图%显示了不同接触时间对]Ŝ&5&86̂ 上 *̂!m

吸附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吸附能力随着时间
的延长而增加%在开始的#1内%吸附量随着时间的
增加急剧增加%!1后吸附速率开始变缓%吸附%1后
基本达到吸附平衡%平衡吸附量达到F#D%"K5’5&

!D!DB!吸附剂质量对吸附的影响
图F显示了不同吸附剂用量对吸附性能的影

响%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吸附剂用量的增加%吸附
量逐渐减少%可能原因是当吸附剂用量过多时%吸附
过程早已经达到平衡%过量的吸附剂所提供的吸附
位点在溶液中已经达到饱和未参与吸附过程%导致
单位吸附剂的吸附容量减少%综合吸附量和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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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所以最佳的吸附剂用量定为"D"!5&

图%!不同接触时间对]Ŝ&5&86̂ 上 *̂!m吸附量的影响

图F!不同吸附剂质量对 *̂!m吸附量的影响

!D!D%!溶液初始浓度对吸附的影响
在吸附剂用量一定的条件下%探究了不同初始浓

度的溶液对吸附剂吸附量的影响&从图C可以看出%
随着溶液中 *̂!m浓度的增加%在低浓度下%吸附量的
增加较为明显%在浓度超过#""K5’a后%吸附量的增
速逐渐变慢&这可能是由于在高浓度环境下%吸附剂
上所含有的吸附位点的数量有限并随着吸附的进行
逐渐达到饱和)#C*%使其对 *̂!m的吸附速率逐渐降低&

图C!溶液不同初始浓度对]Ŝ&5&86̂ 上

*̂!m吸附量的影响
;:<!吸附动力学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 *̂!m在]Ŝ&5&86̂ 上的吸附过程%
采用准一级模型和准二级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分
析%准一级动力学方程用式"!#表示!

.,
22
22G2IgJ#I

"!#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用式"B#表示!
I
2Ig

#
J!2!2

mI22
"B#

其中!J#为准一级方程的速率常数$J!为准二级方
程的速率常数$I为吸附时间%K4,$22为平衡吸附
量%K5’5$2I是I时刻对 *̂!m的吸附量%K5’5&

图’显示了准一级和准二级模型的拟合曲线%
表!列出了这两种模型的参数&通过比较两种模
型的相关系数%准二级模型的相关系数"D$$!!大
于准一级相关系数%说明 *̂!m的吸附过程比较遵
循准二级模型%表明该吸附过程主要以化学吸附
为主)#’*&

图’!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模型线性拟和图

表;!JAK3/3LMK吸附KF;N的吸附动力学模型参数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

2K’"K5.5G## J#’K4,G# 5#!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2K’"K5.5G## J!’"5.K5G#.K4,G## 5!!

BFE!# "E"#BB "E$’%’ F$E#’ "E%"B’i#"G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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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吸附等温线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吸附剂的吸附行为%常采用a-,5K*4+
和I+2*,N.471等温线对其进行分析&a-,5K*4+等
温线模型用式"%#表示!

G2
22K

G2
2KL

#
/2K

"%#

I+2*,N.471等温线模型用式"F#表示!

.,22K.,M/L
#
&.,G2

"F#

其中!22为平衡吸附量%K5’5$G2是溶液的平衡

浓度%K5’a$2K 表 示 最 大 吸 附 量%K5’5$/ 是
a-,5K*4+常数%M/和&是I+2*,N.471模型的相关
系数&

图E显示了a-,5K*4+和I+2*,N.471等温线模型
图%表B给出了a-,5K*4+和I+2*,N.471等温线模型参
数&通过比较表中相关系数%a-,5K*4+模型的相关系
数"5!g"D$EC!#高于I+2*,N.471模型相关系数"5!g
"D$C$##&以上结果表明!]Ŝ&5&86̂ 对 *̂!m的吸附过
程遵循a-,5K*4+模型%因此%吸附过程主要发生在吸附
剂均匀的表面上%理论最大吸附量达到#!#D$FK5’5&

图E!a-,5K*4+和I+2*,N.471等温线模型曲线
表<!JAK3/3LMK吸附KF;N的吸附等温线模型参数

a-,5K*4+等温吸附模型

2K’"K5.5G## /’"a.K5G## 5#!
I+2*,N.471等温吸附模型

‘/’K5G# #’, 5!!

#!#D$F "D""EF "D$EC! !D$!%# "DCB$% "D$C$#

<!结!论

本文通过利用交联剂戊二醛交联氨基硫脲改性
纤维素制备出一种重金属离子吸附材料]Ŝ&5&86̂ %
对其进行了扫描电镜(红外(元素分析等表征%并研究
了其对 *̂!m的吸附性能%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对纤维素和]Ŝ&5&86̂ 吸附材料的形貌和
结构表征结果说明氨基硫脲成功改性纤维素%戊二
醛与纸浆纤维素和氨基硫脲分别发生半缩醛反应和
席夫碱反应%得到席夫碱结构%并在纤维素链上引入
了吸附基团$

P#]Ŝ&5&86̂ 对 *̂!m的吸附在中性条件下效
果最佳%且在%1后便基本可以达到吸附平衡%吸附
量达到F#D%"K5’5$

7#]Ŝ&5&86̂ 对 *̂!m的吸附过程符合准二级
动力学模型和a-,5K*4+等温线模型%说明吸附主
要以化学吸附为主%且发生在吸附剂均匀的表面%理
论最大吸附量为#!#D$FK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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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动性聚丙烯的制备及性能

李代文#!周!杰!!刘金花!!杨国刚!!姚玉元#
"#D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B#""#E(

!D振石集团华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 桐乡B#%F""#

!!摘!要"论文以负载有机过氧化物!!F&二甲基&!!F&二"叔丁基过氧基#己烷的聚丙烯粒子"V]&̂XSS#为断链
剂!通过可控流变法制得高流动性聚丙烯’使用TŜ &>6̂ &8T和毛细管流变仪等仪器对V]&̂XSS改性后的聚丙
烯的分子量及其分布&结晶性能&热稳定性和流变性能等进行研究!并通过测试其熔融指数和各项力学性能指标!探
究V]&̂XSS对聚丙烯流动性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V]&̂XSS用量的增加!聚丙烯的微观表现为聚
丙烯分子量下降和分布变窄!宏观表现为剪切粘度下降及流动性大幅提高!但热稳定性性和力学性能略有下降’

关键词"聚丙烯(高流动性(!!F&二甲基&!!F&二"叔丁基过氧基#己烷(有机过氧化物
中图分类号"86#$FAC%%!!!!!!!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C"&"E

A$,+"$"’%()")*+,$.($5")&,-’F*4(.0%/03.GF%*%’4+(G4+$(+4G,),
>;+)(N9&#%67,1:(9!%>;1:(&@.)!%-"#$$.<*)&*!%-",-.=.)&#

"#D64.Z@,;<4<*<2%̂)..252)/V-<2+4-.-,N82R<4.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D012,;14T+)*QY*-K24_2[V-<2+4-.; )̂D%a<ND%8),5R4-,5B#%F""%̂ 14,-#

6#-’$"&’!@,<14;;<*N=%Q).=Q+)Q=.2,2Q-+<47.2"V]&̂XSS#.)-N2N[4<1)+5-,47Q2+)R4N2!%F&
N4K2<1=.&!%F&P4;"<2<+-&P*<=.&Q2+)R=#12R-,2[-;;2.27<2N-;<1271-4,;74;;4),-52,<<)Q+2Q-+21451&
/.*4N4<=Q).=Q+)Q=.2,2[4<17),<+)..2N+12).)5=K2<1)NDTŜ (>6̂ (8T-,N7-Q4..-+=+12)K2<2+[2+2*;2N
<);<*N=<12 K).27*.-+[2451<-,N4<;N4;<+4P*<4),%7+=;<-..4M-<4),Q+)Q2+<=%<12+K-.;<-P4.4<=-,N
+12).)547-.Q+)Q2+<=)/Q).=Q+)Q=.2,2K)N4/42N[4<1:-+4)*;V]&̂XSSDI*+<12+K)+2%<122//27<;)/V]&
X̂SS),/.*4N4<=-,NK271-,47-.Q+)Q2+<42;)/Q).=Q+)Q=.2,2[2+24,:2;<45-<2NP=<12K2-;*+2K2,<)/
K2.<4,N2R-,N K271-,47-.Q+)Q2+<42;D812+2;*.<;;1)[2N<1-<K).27*.-+[2451<)/Q).=Q+)Q=.2,2
N27+2-;2N-,N4<;N4;<+4P*<4),P27-K2,-++)[ [4<1<124,7+2-;2)/V]&̂X SS),<12K47+).2:2.D
V2-,[14.2%;12-+:4;7);4<=)/Q).=Q+)Q=.2,2N27+2-;2N-,N/.*4N4<=[-;N+-;<47-..=2,1-,72N%P*<<12+K-.
;<-P4.4<=-,NK271-,47-.Q+)Q2+<42;;*//2+2N;.451<.=N27.4,2),<12K-7+).2:2.D

7,42($*-!Q).=Q+)Q=.2,2$1451/.*4N4<=$!%F&N4K2<1=.&!%F&P4;"<2<+-&P*<=.&Q2+)R=#12R-,2$
)+5-,47Q2+)R4N2

8!引!言

聚丙烯凭借其在强度(化学稳定性(抗冲击性等
方面的优异性能及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可回收性%已

广泛应用于家电(包装(管材等领域%成为需求量最
大的通用塑料之一)#&!*&近年来%随着聚丙烯在军
工(汽车等行业的深度开发应用%高性能聚丙烯的研
发逐步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中%高流动性聚丙



烯由于流动性好(充模快(能耗低(生产效率高%因而
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B&%*&

高流动性聚丙烯的制备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
是采用新型催化剂并在聚合过程中使用氢气调节聚
丙烯分子量及其分布%在聚合釜中直接合成高流动
性聚丙烯)F&C*&但这种方法对催化剂体系性能及反
应条件控制等条件要求极高%较难生产出相对分子
量分布窄(流动性高的聚丙烯&另一种是向聚丙烯
基础树脂中添加有机过氧化物对聚丙烯控制降解%
从而提高树脂的流动性%又称为可控流变技术)’&E*&
该技术采用有机过氧化物将聚丙烯树脂中高分子链
断裂%使树脂分子量分布变窄%流动性大大改善%而
不明显影响材料的其他性能)$*&同时%该技术工艺
简单%反应容易控制%因而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
究热点&

在可控流变技术中所有可使用的有机过氧化物
中%!%F&二甲基&!%F&二 "叔丁基过氧基#己烷
">8]SY#分解产生自由基的温度与SS的加工温
度一致%且要求毒性低(污染小%是一种理想的生产
高流动性聚丙烯的断链剂)#"*&然而%>8]SY常温
下为液态%不仅不利于与聚丙烯树脂均匀混合%而且
常温下有一定的挥发性%易产生较大的气味)##*&因
此%本文以负载了有机过氧化物>8]SY的聚丙烯
粒子"S2+)R4N2K-;<2+P-<71&7),<+)..2N+12).)5=
SS%V]&̂XSS#为断链剂%制备了高流动性聚丙
烯%探讨了有机过氧化物的用量对聚丙烯制品的影
响%并对高流动性聚丙烯制品的分子量及其分布(流
动性及力学性能等性能进行了研究&

9!实验部分

9O9!实验材料
FC"Y聚丙烯"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V]&̂XSS"市售#&
9O;!实验仪器与设备

#&6#""4U型注塑机"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
司#$Y6&W_X&%""U型熔体流动速率仪"上海和晟
仪器科技有限公司#$6Y(&!"型同向双螺杆挤出机
"南京杰恩特有限公司#$%%C’型万能材料试验机
"美国@,;<+),公司#$XY’型双柱毛细管流变仪"英
国X);-,N公司#$Sa&TŜ!!"型凝胶渗透色谱仪
"美国U54.2,<公司#$8TU型热重分析仪"梅特勒&
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6̂#型差示扫
描量热仪"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9O<!高流动性聚丙烯的制备
向SS树脂颗粒中添加一定量的 V]&̂XSS%

置于高速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然后使用双螺杆挤
出机挤出造粒%制得的粒料在E"A""c下干燥!%1&
9OB!测试与表征

树脂熔融指数测试!熔融指数按T]’8BCE!G
!"""测试%温度!B"A""c%负载!A#CZ5&

树脂力学性能测试!将注塑机的挤出机段的温
度设为F"A""(!!FA""(!BFA""(!%FA""(!%FA""c%
在注射压力为’FVS-%注射速度为’FKK’;的条
件下%把聚丙烯树脂注入CFA""c的标准模具中%保
压#F;后冷却#K4,%制得拉伸(弯曲和冲击实验的
标准样条&聚丙烯的拉伸性能按@6?F!’G!"#!测
试$聚丙烯的弯曲性能按@6?#’EG!"#"测试$聚丙
烯的冲击性能按@6?#’$G!"#"测试&

树脂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测试!在#F"A""c条
件下使用邻&二氯苯溶解聚丙烯%再在环境温度为
!FA""c%环境湿度小于等于C"\的条件下%使用聚
苯乙烯标准样品制作校正曲线&并在测试温度为
#F"A""c%溶剂流速为#A"Ka’K4,的测试条件
下%测试聚丙烯的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

树脂流变性能测试!将试样加入毛细管流变仪
的料筒中并预压!次"压力位"A!VS-#和预热#次
"CK4,#后进行流变测试%测试温度为#E"A""c%毛
细管直径为"AFKK%长径比为B!%并采用领口模对
剪切速率和剪切应力进行校正&

树脂结晶性能测试!在高纯氮气保护下%将差示
扫描量热仪">6̂ #的升温速率设为!"A""c’K4,%
测试温度由!FA""c升温至!""A""c%保持BK4,
后从!""A"" c降温至 " c%降温速率 !"A""
c’K4,%保持BK4,%该步为消除热历史过程&消除
热历史后%温度由"c升温至!""A""c%升温速率
为#"A""c’K4,%并与空坩埚对比%记录焓变化随
温度的变化曲线%观察熔融过程&

树脂热性能测试!在高纯氮气保护下%将热重分
析仪"8T#以!"A""c’K4,的升温速率%从!FA""c
升至C""A""c%记录8T曲线&

;!结果与讨论

;O9!高流动性聚丙烯的物理性能分析
向聚丙烯树脂粒子中添加不同用量的断链剂

V]&̂XSS%均匀混合后使用双螺杆挤出机挤出造
粒%制得高流动性聚丙烯粒子&改性前后聚丙烯的
熔融指数随V]&̂XSS用量的变化结果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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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图#可知%随着断链剂V]&̂XSS用量的增
加%聚丙烯的熔融指数明显增大&此外%在 V]&̂X
SS用量小于"AE[<\时%聚丙烯的熔融指数与
V]&̂XSS用量呈线性关系&本曲线的拟合方程
是!=gF$A"BmB"#A!’C&根据此拟合方程%就可
通过控制断链剂 V]&̂XSS的用量来控制降解后
聚丙烯的熔融指数&

图#!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的熔融指数

聚丙烯的熔融指数大小与分子形状(分子量以
及分子量分布等因素有关&为了进一步考察 V]&
X̂SS对聚丙烯分子的影响%采用凝胶渗透色谱仪
检测不同用量 V]&̂XSS改性的聚丙烯的分子量
及其分布%实验结果如图!和表#所示&由表#可
知%在添加质量分数为"("A!("A%[<\和"AE[<\
的 V]&̂XSS时%聚丙烯的重均分子量分别为
!CA%$万(#$A#’万(#FAB%万和##AFC万%说明聚丙
烯分子量随着V]&̂XSS用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此外%相同条件下%聚丙烯的数均分子量却是BABF
万(BA!’万(BA!"万和BA#B万%其下降不如重均分
子量明显%这是因为在聚丙烯与V]&̂XSS反应过
程中%自由基优先攻击大分子链部分%与大分子链发
生断链反应&这也与图!中的分子量较大的部分随

着V]&̂XSS用量的增加而明显下降的结果相一
致&与此同时%当V]&̂XSS用量从"[<\到"AE
[<\时%聚丙烯的多分散指数从’A$#下降到BAC$%
表明聚丙烯的分子量分布随着 V]&̂XSS用量的
增加逐步变窄&综上所述%断链剂V]&̂XSS的添
加使聚丙烯分子量降低%分布变窄%从而导致聚丙烯
粘度下降%流动性提高&在高温条件下%聚丙烯与有
机过氧化发生自由基反应%反应过程如图B所示%反
应过程如下!有机过氧化物受热分解产生过氧化自
由基%过氧化自由基夺取聚丙烯主链上叔碳原子上
的氢原子形成带有自由基的聚丙烯分子链%然后带
有自由基的聚丙烯分子链发生(断链反应%进而形
成一个含有碳碳双键的聚丙烯分子链和一个末端带
自由基的聚丙烯分子链%最后两个末端带自由基的
聚丙烯分子链发生歧化反应而终止)#!*&

图!!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的TŜ 图谱

表9!添加不同用量PJ3KQAA的
聚丙烯的分子量及其分布

指标 V]&̂XSS用量’[<\
" "A! "A% "AE

重均分子量’"i#"%# !CA%$ #$A#’ #FAB% ##AFC
数均分子量’"i#"%# BABF BA!’ BA!" BA#B

多分散指数 ’A$# FAEC %A’$ BAC$

图B!聚丙烯断链过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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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的分子量及其分布影响着聚丙烯的力学
性能&为了表征断链剂 V]&̂XSS对聚丙烯力学
性能的影响%对改性聚丙烯分别进行了拉伸性能测
试(弯曲性能测试和冲击性能测试%实验结果分别如
表!所示&由表!可知%当V]&̂XSS用量从"增
加到"AE[<\时%聚丙烯的拉伸强度从!EA!CVS-
降低到!%AB!VS-%拉伸模量从#A%$TS-下降到
#A#$TS-%弯曲强度从%CA$EVS-降低到%FA!F
VS-%弯曲模量从#AC#TS-下降到#AF"TS-%无缺
口冲击强度从$EA$#Z(’K! 降低到B#A’EZ(’K!%
缺口冲击强度从CA"%Z(’K! 降低到BA#BZ(’K!&
这些结果表明聚丙烯的拉伸(弯曲和冲击性能都随
着V]&̂XSS用量的增加呈下降趋势&材料宏观
力学性能的变化与微观结构变化息息相关&改性后
的聚丙烯分子量降低%分布变窄%虽然聚丙烯分子量
分布变窄会有利于力学性能的提高%但是分子量的
下降却起着相反的作用%两者共同作用最终表现为
各项力学性能下降&
表;!添加不同用量PJ3KQAA的聚丙烯的力学性能

指标 V]&̂XSS用量’[<\
" "A! "A% "AE

弯曲强度’VS- !EA!C !CA$% !FAE! !%AB!
拉伸模量’TS- #A%$ #AB$ #A!$ #A#$
断裂伸长率’\ FAEE %A%$ BA’E BA#’
弯曲强度’VS- %CA$E %CA%% %CA#$ %FA!F
弯曲模量’TS- #AC# #AF’ #AFB #AF"
弯曲绕度’KK #"A"# $AC# $A#% EAB’

无缺口冲击强度’"Z(."K!#G##$EA$# C%AE$ %’A$E B#A’E
缺口冲击强度’"Z(."K!#G## CA"% %A!" BA’F BA#B

!!出乎意料的是%聚丙烯的断裂伸长率和弯曲绕
度也都随V]&̂XSS用量的增加而下降&这可能
是因为V]&̂XSS与聚丙烯在高温条件下不仅发
生断链反应%也发生交联反应&断链反应使聚丙烯
分子量下降%且分子量较大的分子容易发生断链反
应$而交联反应使聚丙烯分子量上升%且分子量较小
的分子更易发生交联反应&这与图!的TŜ 图谱
中分子量较大的部分和分子量较小的部分的聚丙烯
分子数量都出现下降%分子量分布变窄的结果相一
致&一方面%V]&̂XSS与聚丙烯间的断链反应使
聚丙烯分子链变短%分子间可滑移距离变短$另一方
面%它们的交联反应又使分子中交联点增多%交联点
限制了分子链段的运动%从而限制了拉伸(弯曲过程
中分子链的滑移%导致聚丙烯的断裂伸长率和弯曲
绕度的下降)#B*&综上所述%V]&̂XSS与聚丙烯在

高温条件下发生的断链反应和交联反应%但以断链
反应为主%最终微观表现为聚丙烯相分子量下降%分
布变窄%宏观表现为流动性上升%各项力学性
能下降&

;O;!高流动性聚丙烯的流变性能分析
聚丙烯的流变性能对其成型加工性能影响巨

大%因此%研究改性聚丙烯的流变性能对其加工工艺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V]&̂XSS的用量对聚丙烯
熔体的剪切应力和剪切粘度的影响分别如图%和图
F所示%由图可知%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熔融聚丙
烯的剪切应力都呈上升趋势%剪切粘度都呈下降趋
势%这表明熔融聚丙烯是一种假塑性流体%表现出明
显的剪切变稀现象&此外%在剪切速率较低时%聚
丙烯的剪切应力的增长速度和剪切粘度的下降速
度较快$在剪切速率较高时%两者的变化趋势趋于
平缓&这些现象是由熔融聚丙烯分子的链缠结引
起的!在静止或低剪切速率时%聚丙烯分子链之间
相互钩连缠结较多%粘度较大%显得粘稠%提高熔
体剪切速率%缠结点解开较快%熔体间摩擦力下降
也较快%所以聚丙烯的剪切应力的增长速度和剪
切粘度的下降速度较快$在高剪切速率时%分子链
间的缠结点大本分已经被打开%提高熔体剪切速
率对缠结点数量的影响就不明显%所以聚丙烯的
剪切应力和剪切粘度变化减小)#B*&不可忽视的
是%在相同的剪切速率下%随着 V]&̂XSS用量的
增加%剪切应力和剪切粘度逐渐减小%且两者的变
化趋势也降低&这是因为聚丙烯分子量随 V]&̂X
SS用量增加而下降%从而导致分子链间的缠结点
减少&在相同的剪切速率下%分子间缠结点越少%
分子间的摩擦作用越小%剪切应力和剪切粘度越
小%剪切作用对解开缠结点的作用越不明显%剪切
应力和剪切粘度的变化也越低)#%*&

图%!V]&̂XSS的用量对聚丙烯剪切应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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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V]&̂XSS的用量对聚丙烯剪切粘度的影响

!!非牛顿指数&表征的是测试流体与牛顿流体
两者在流动特性方面的差异程度%也是剪切粘度随
着剪切速率变化敏感程度的量度)#F*%按式"##计算!

&KN.,$
N.,%

. "##

式中!$为剪切应力%S-$%
.为剪切速率%;G#&

通过毛细管流变仪操作软件I.)[K-;<2+)可得
到不同用量 V]&̂XSS改性的聚丙烯的非牛顿指
数随剪切速率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C所示&由图
C可知%不同用量V]&̂XSS改性的聚丙烯的非牛
顿指数均小于#A"%表明这些流体属于假塑性流体&
此外%在低剪切速率时%随着 V]&̂XSS用量的增
加%聚丙烯的非牛顿指数越大%其剪切粘度对剪切速
率变化敏感程度越低&但是聚丙烯的非牛顿指数随
着V]&̂XSS用量的增加而降低更快%在剪切速率
较高时%非牛顿指数随V]&̂XSS用量的增加反而
越小&这些结果表明降低聚丙烯的分子量可以降低
剪切粘度对剪切速率变化敏感程度%但会增加这种
敏感程度的变化趋势&

图C!V]&̂XSS的用量对聚丙烯非牛顿指数的影响

;O<!高流动性聚丙烯的结晶性能分析
聚丙烯的熔融结晶行为影响了加工工艺和最终

制品的性能&使用差示扫描量热仪">6̂ #研究V]&

X̂SS对聚丙烯熔融结晶行为的影响&聚丙烯的
结晶度按式"!#计算!

AG’\K
*7H

*7"
H
O#"" "!#

其中!A7为聚丙烯结晶度%\$*7K 为聚丙烯的熔
融热焓%(’5$*7"

K为聚丙烯完全结晶时的熔融热
焓%(’5&已知聚丙烯的*7"

K为!"$(’5&
图’和图E分别是 V]&̂XSS改性后的聚丙

烯的结晶和熔融曲线&并由>6̂ 曲线可以得到聚
丙烯的结晶峰顶温度"4Q#(过冷度"*4#(熔融峰顶
温度"4K#(熔融热焓"*7K#和结晶度"A7#%列于表B
中&从图’和图E的结晶和熔融曲线可以看出%随着
V]&̂XSS用量的增加%4P 向高温区移动%而4H 向
低温区移动&从表B可知%随着V]&̂XSS用量的增
加%聚丙烯的*4呈下降趋势%但结晶度却变化不大&
这些结果表明V]&̂XSS用量的增加使聚丙烯分子
量下降%分布变窄%从而导致结晶温度上升%熔点下
降%但V]&̂XSS与聚丙烯的交联反应降低了聚丙烯
分子的规整性%减弱了分子量分布变窄的影响%使聚
合物结晶度基本没有变化&

图’!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的降温结晶曲线

图E!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的熔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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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添加不同用量PJ3KQAA的聚丙烯的RMK数据
V]&̂XSS用量’[<\ 4Q’c *4’c 4K’c *7K’"(.5G## A7’\

" #!CAEB %#ACB #CEA%C #""AC# %’AEF
"A! #!’AF’ %"A#$ #C’A’C $$A$C %’AE!
"A% #!$AE$ B’A!" #C’A"$ #"#ABC %EA%$
"AE #B"AB# BFAFE #CFAE$ #""A$F %EAB"

;OB!高流动性聚丙烯的热稳定性能分析
图$和图#"分别是不同用量V]&̂XSS改性

的聚丙烯的8T曲线和>8T曲线%由此分析出的分
解温度见表%&从图$可看出改性前后的聚丙烯都
表现出优良的热稳定性%热分解温度均超过BB"D""
c&图#"中改性前后的聚丙烯都只有一个峰%表明
热分解过程是一步完成的&由表%可知%当V]&̂X
SS的用量分别为"("A!("A%[<\和"AE[<\时%
聚丙烯失重F\时的对应的温度分别是B$BAEB(
B$"A#E(BE#A"Cc和B’%A#%c%说明随着断链剂
V]&̂XSS用量的增加%聚丙烯的热稳定性有所下
降&这些结果表明随着V]&̂XSS用量的增加%聚
丙烯分子下降%热稳定性略有下降&

图$!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的热失重曲线

图#"!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的>8T曲线

表B!添加不同用量PJ3KQAA的
聚丙烯的热分解温度

温度 V]&̂XSS用量’[<\
" "A! "A% "AE

初始分解温度’c BF$A#B B%$A!’ B%"A#C BBFA!F
终止分解温度’c %E!A$B %’CAF! %’%A"C %’!AF"
4F\’c B$BAEB B$"A#E BE#A"C B’%A#%
4K-R’c %C!A"F %C"AC% %F’A!% %C"A!$

!!由以上实验结果可知%断链剂V]&̂XSS的使
用对聚丙烯分子的各方面性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为了进一步探究改性后的聚丙烯中残留的V]&
X̂SS对聚丙烯后续使用的影响%分别设计了改性
聚丙烯在#B"A""c较低温度条件下受热F1的实
验和在!!"A""c较高温度条件下多次挤出造粒的
实验%然后分别测试热处理后的聚丙烯的熔融指数
和力学性能%实验结果如图##(表F和表C所示&

图##!添加不同用量V]&̂XSS的聚丙烯在

#B"A""c条件下受热前后的熔融指数

由图##的改性聚丙烯在#B"D""c条件下受热
F1前后的熔融指数变化可知%不同用量V]&̂XSS
改性的聚丙烯在受热后%熔融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
降低&当 V]&̂XSS质量分数分别为"("A!("A%
[<\和"AE[<\时%受热后聚丙烯的熔融指数分别
减小了G"A!"(%ACE(#!ABC5’#"K4,和!BA’B5’#"
K4,%说明V]&̂XSS用量越多%残留的V]&̂XSS
也越多%对再次受热后流动性的影响也越大&表F
为改性聚丙烯在#B"A""c条件下受热F1前后的
力学性能的变化%由表F可知%不添加 V]&̂X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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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丙烯在受热前后的各项力学性能指标基本没
有变化%而随着 V]&̂XSS用量的增加%改性聚丙
烯在受热后的各项力学性能都略有提高%这表明
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残留的 V]&̂XSS与聚丙
烯发生作用%提高了聚丙烯的各项力学性能&然
而%从表C的添加不同用量 V]&̂XSS的聚丙烯
在B次造粒后的熔融指数和力学性能的实验结果
却能看出%使用 V]&̂XSS改性的聚丙烯在B次
造次后的熔融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且其各项力学

性能都呈下降趋势%表明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残
留的V]&̂XSS与聚丙烯的相互作用%会使流动
性提高%力学性能下降&这是可能因为过氧化物
与聚丙烯既发生断链反应%又发生交联反应)#C*&
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它们以交联反应为主%使分
子量增加%分子链间的缠结点增加%导致流动性下
降%力学性能提高$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两者以
断链反应为主%使分子量下降%分布变窄%流动性
提高%力学性能下降&

表C!添加不同用量PJ3KQAA的聚丙烯在9<8O88S条件下受热前后的力学性能
V]&̂XSS
用量’[<\

#B"c
受热

拉伸强度
’VS-

拉伸模量
’TS-

断裂伸
长率’\

弯曲强度
’VS-

弯曲模量
’TS-

弯曲绕度
’KK

无缺口冲击强度
’"Z(."K!#G##

缺口冲击强度
’"Z(."K!#G##

"
受热前 !EA!C #A%$ FAEE %CA$E #AC# #"A"# $EA$# CA"%
受热后 !EA!C #A%$ FAE’ %CA$F #AC# $A$’ $EABB CA"%

"A!
受热前 !CA$% #AB$ %A%$ %CA%% #AF’ $AC# C%AE$ %A!"
受热后 !’A"B #A%! %A%F %CAEE #ACF $AFB CEA!# %ABF

"A%
受热前 !FAE! #A!$ BA’E %CA#$ #AFB $A#% %’A$E BA’F
受热后 !CA’# #AB! BAC$ %CA’B #AFE EAE’ F!AB$ %A!%

"AE
受热前 !%AB! #A#$ BA#’ %FA!F #AF" EAB’ B#A’E BA#B
受热后 !FA’C #A!C BA"F %CABB #AF’ EA"# BFA%F BA!#

表D!添加不同用量PJ3KQAA的聚丙烯在三次造粒后的熔融指数和力学性能
V]&̂XSS
用量’[<\

造粒
次数

熔融指数
’"5."#"K4,#G##

拉伸强度
’VS-

拉伸模量
’TS-

断裂伸长
率’\

弯曲强度
’VS-

弯曲模量
’TS-

弯曲绕度
’KK

无缺口冲击强度
’"Z(."K!#G##

缺口冲击强度
’"Z(."K!#G##

"
# FEA#! !EA!C #A%$ FAEE %CA$E #AC# #"A"# $EA$# CA"%
! FEA#F !EA!C #A%$ FAEE %CA$F #AC" $A$$ $’ACC CA"’
B FEA"B !EA!’ #A%$E FAE$ %CA$’ #AC# $A$$ $’AE’ CA"!

"A!
# #!FA#B !CA$% #AB$ %A%$ %CA%% #AF’ $AC# C%AE$ %A!"
! #!’ABB !CA$! #ABE %A%’ %CA%! #AF’ $AF$ C"A%F %A#$
B #!$A"$ !CAEE #ABC %A%" %CA%" #AF’ $AF’ FEAB# %A#F

"A%
# #’FA#E !FAE! #A!$ BA’E %CA#$ #AFB $A#% %’A$E BA’F
! #’EAB# !FAE# #A!E BAC$ %CA#F #AFB $A#" %FAE’ BA’!
B #E#A"% !FA’’ #A!C BAF’ %CA"$ #AFB $A"’ %!A$" BACF

"AE
# B""A"’ !%AB! #A#$ BA#’ %FA!F #AF" EAB’ B#A’E BA#B
! B"%A’# !%A!! #A#C BA"B %FA#E #AF" EAB# B#A$$ BA"C
B B"$A’F !%A#" #A#% !A$E %FA"% #A%$ EA!F !CA’E !A$C

<!结!论

本文采用负载了有机过氧化物!%F&二甲基&!%
F&二"叔丁基过氧基#己烷的V]&̂XSS改性聚丙烯
制备出高流动性聚丙烯&随着 V]&̂XSS用量的
增加%聚丙烯的分子量下降%分布变窄%流动性大幅
提高%但力学性能呈下降趋势%而且其剪切应力和剪
切粘度都明显下降&此外%V]&̂XSS对聚丙烯的
热稳定影响较小%使其热稳定性稍有下降&本文采
用可控流变技术制得高流动性聚丙烯%为其生产应
用提供实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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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架状硅酸盐改性聚酰胺D的
拉伸流变性能及其应用
赖慧玲!魏海江!林启松!张顺花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B#""#E#

!!摘!要"为了研究功能化改性聚酰胺C"SUC#纤维的可纺性与加工性能!以新型架状硅酸盐"bJ粉#为改性剂
对SUC进行共混改性!并以共混改性后的母粒与纯SUC为原料制备得到bJ%SUC并列纤维!采用毛细管流变仪对

bJ%SUC共混物的拉伸流变性能进行研究!利用扫描电镜"6JV#&Wa&!纱线强伸度仪对bJ%SUC并列纤维的表面
形态及力学性能进行表征’研究结果表明$bJ%SUC共混熔体为拉伸变稀型流体!共混熔体的拉伸黏度和拉伸应力
随着bJ粉含量的增加而增大!当拉伸应变速率为%!#D#%%;!bJ粉质量分数为#[<\&![<\和B[<\时!复合材料
拉伸黏度较纯SUC分别提高!ED!C\&%CD’%\和C’DB$\(共混熔体的拉伸黏度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bJ粉的引入
提高了bJ%SUC复合材料熔体的拉伸流动活化能!使得拉伸黏度对温度的敏感性提高(采用纺丝&牵伸一步法成功
制得bJ%SUC并列纤维!bJ粉末在纤维表面分布均匀!与纯SUC并列纤维相比!bJ%SUC并列纤维同样具有良好
的强伸性能’

关键词"bJ(SUC(共混改性(拉伸流变(并列纤维
中图分类号"8]BB!!!!!!!!文献标志码"U!!!!!!!!文章编号"#C’B&BEF#"!"#$#"B&"#CE&"C

@1’,)-%()"G$0,(G(/%&"G+$(+,$’%,-(.A6D5(*%.%,*#4
)(I,G.$"5,2($T-%G%&"’,")*%’-"++G%&"’%()

>";7.(’(&*%!%;7)(B()&*%>;#Q(F<&*%67"#$?@.&@.)
"64.Z@,;<4<*<2%̂)..252)/V-<2+4-.-,N82R<4.2;%01234-,5674&82719,4:2+;4<=%Y-,5M1)*B#""#E%̂14,-#

6#-’$"&’!@,)+N2+<);<*N=<12;Q4,,-P4.4<=-,NQ+)72;;-P4.4<=)//*,7<4),-.4M2NK)N4/42NQ).=-K4N2C
"SUC#/4P2+;%-,):2./+-K2[)+Z;4.47-<2"bJQ)[N2+#[-;*;2N-;<12K)N4/42+<)7-++=)*<P.2,N4,5
K)N4/47-<4),)/SUCD]2;4N2;%<12bJ’SUC;4N2&P=&;4N2/4P2+;[2+2Q+2Q-+2NP=*;4,5<12K)N4/42N
K-;<2+P-<71-,NQ*+2SUC%-,N<122R<2,;4),-.+12).)547-.Q+)Q2+<42;)/bJ’SUCP.2,N;[2+2;<*N42NP=
7-Q4..-+=+12)K2<2+D812;*+/-72K)+Q1).)5=-,NK271-,47-.Q+)Q2+<42;)/bJ’SUC;4N2&P=&;4N2/4P2+;
[2+271-+-7<2+4M2NP=;7-,,4,52.27<+),K47+);7)Q2"6JV#-,NWa&!=-+,;<+2,5<1<2;<2+D812+2;*.<;
4,N47-<2N<1-<<12bJ’SUCP.2,NK2.<;P2.),5<)2R<2,;4),<14,,4,5/.*4N%-,N<122R<2,;4),-.:4;7);4<=
-,N2R<2,;4),-.;<+2;;)/<12P.2,NK2.<4,7+2-;2N[4<1<124,7+2-;2)/bJ7),<2,<DO12,<122R<2,;4),-.
;<+2;;+-<2[-;%!#D#%’;-,N<12K-;;/+-7<4),)/bJ[-;#[<\%![<\-,NB[<\%<122R<2,;4),-.
:4;7);4<=)/7)KQ);4<2;4,7+2-;2NP=!ED!C\(%CD’%\-,NC’DB$\%+2;Q27<4:2.=%7)KQ-+2N[4<1Q*+2SUCD
8122R<2,;4),-.:4;7);4<=)/P.2,NK2.<;N27+2-;2N[4<1<12+4;2)/<2KQ2+-<*+2D8124,<+)N*7<4),)/bJ
Q)[N2+4KQ+):2N<122R<2,;4),-./.)[-7<4:-<4),2,2+5=)/bJ’SUC7)KQ);4<2K2.<-,N<12;2,;4<4:4<=)/
<122R<2,;4),-.:4;7);4<=<)<2KQ2+-<*+24KQ+):2ND812bJ’SUC;4N2&P=&;4N2/4P2+;[2+2;*772;;/*..=



Q+2Q-+2NP=),2&;<2Q;Q4,,4,5-,NN+-[4,5K2<1)ND812bJQ)[N2+[-;2:2,.=N4;<+4P*<2N),<12/4P2+
-,N<12bJ’SUC;4N2&P=&;4N2/4P2+-.;)1-;5))N;<+2,5<1-,N2R<2,;4),Q2+/)+K-,72%7)KQ-+2N[4<1Q*+2
SUC;4N2&P=&;4N2/4P2+;D

7,42($*-!b*-,<*K J,2+5=+ X-N4-<4,5 V-<2+4-.$SUC$P.2,N4,5 K)N4/47-<4),$2R<2,;4),-.
+12).)5=$;4N2&P=&;4N2/4P2+

8!引!言

聚酰胺C"SUC#是目前聚酰胺中产量最大的品
种%在户外服装(地毯均有较广泛的应用%但SUC存
在抗紫外性能差(易氧化等缺点%这极大地限制了其
应用范围)#*&开发新型功能化改性SUC%赋予或改
善SUC性能以拓展其应用的研究受到广泛关
注)!&B*&近年来%一种以韩国特有的长石类黏土矿物
为原料%经过特殊工艺制成的新型架状硅酸盐材料
,b*-,<*KJ,2+5=+X-N4-<4,5V-<2+4-.-"以下简称
bJ#作为纺织纤维改性剂%引起了纺织界的密切关
注&bJ粉主要由钠长石(钠钙长石(金云母(蒙脱石(
片沸石(铁透闪石组成%是一种以长石为主的多矿物
复合铝硅酸盐材料%具有蓄热保温功能(抗紫外(抗菌
和抗氧化等性能)%&E*%在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展现出
极大的发展潜力&本课题组尝试用bJ粉改性SUC(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SJ8#等成纤聚合物%以期得
到多功能的新型功能性纤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前期研究发现!bJ粉的出现会使SJ8发生严
重降解%影响改性纤维的可纺性$改性SUC共混熔体
则不会出现降解%可满足生产要求&故本课题组使用
bJ粉对SUC进行共混改性%以期获得具有抗紫外(
抗氧化和抗菌等性能的功能化改性SUC纤维&

在纤维纺丝成型中%聚合物熔体往往承受着强
烈的拉伸变形%改性剂的加入往往会使熔体的流动
阻力变大%这对纺丝成型有很大影响)$*&bJ粉对
SUC拉伸流变性能影响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本

文对bJ’SUC复合材料的拉伸流变性能进行系统
研究%并对bJ’SUC复合材料进行小型纺丝试验%
以期为复合材料后期的加工提供指导&

9!实!验

9:9!实验主要材料
SUC"浙江恒逸集团%相对黏度为!D%#%bJ粉

末"韩国进口%平均粒径为$"""#""",K#%使用前
先将试样进行干燥&
9:;!试样制备
#D!D#!bJ’SUC母粒制备

分别按比例称量bJ粉(SUC切片%并将两者充
分混合%制成 bJ 粉质量分数分别为"[<\(
#[<\(![<\(B[<\(!"[<\的架状硅酸盐改性
聚酰胺C混合料%再经86J&B"U型双螺杆挤出机熔
融(挤出和造粒%得到bJ’SUC切片&物料熔融温
度为!E"c%挤出温度为!F"c&
#D!D!!bJ改性SUC纤维的制备

采用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的高速纺丝机%通过纺丝(拉伸一步法工艺制
备bJ’SUC并列复合纤维&U组分为纯SUC干切
片%]组分为质量分数为!"[<\的母粒与纯SUC
的混合料%其中 bJ粉质量分数分别为"[<\(
![<\&熔融纺丝温度为!E""!F#c%纺丝速度
为B$F"K’K4,%牵伸比为#D#%%热定型温度为#F"
c&卷绕速度为%F""K’K4,&其生产工艺流程如
图#所示&

图#!bJ改性SUC复合纤维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9:<!测试与表征
#DBD#!拉伸流变性能测试

采用英国X);-,N公司研制的XY’型双料筒毛

细管流变仪进行拉伸流变测试%试样经过两次预压
"压力均为"DBVS-#和预热后%测试温度为!FF(!C"
c和!CFc%毛细管直径为"DFKK%长径比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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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提出利用毛细管流变仪中入口效应
产生的拉伸流动间接测定熔体的拉伸黏度)#"*&对
于幂律流体%平均拉伸应力$2(平均拉伸应变速率
R#(拉伸黏度&2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2g
B
E
"&m##*S" "##

R#g
%&R%!

B"&m##*S"
"!#

&2g
$"&m##!*S!"
B!&R%!

"B#

.5&2g.5"m
%&2

!EB"B54
"%#

其中!&为非牛顿指数$&为剪切黏度$R%为拉伸应变
速率$"为常数$4为温度$X为气体常数$J,9为拉
伸流动活化能&
#DBD!!bJ改性SUC纤维的表面形貌与力学性能

表征
采用德国024;;公司的9.<+-FF型热场发射扫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bJ’SUC并列纤维的表面形貌%
加速电压为BZe%纤维表面放大倍数为#F""倍%横
截面放大倍数为%"""倍&

采用Wa&!纱线强伸度仪测试bJ’SUC纤维的
力学性能%夹具间距离为!F"KK%预加张力为
"DF7_’<2R%拉伸速度为!F"KK’K4,&

;!结果与讨论

;:9!U@#A6D共混熔体的拉伸流变性能

!D#D#!bJ’SUC共混物的拉伸流动曲线
聚合物流体拉伸黏度可用作判断聚合物可加工

性的量度)#C&#’*&图!为!C"c下bJ粉含量对bJ’
SUC共混熔体拉伸黏度的影响&由图!可知%随着
拉伸应变速率的提高%bJ’SUC共混熔体的拉伸黏
度呈下降趋势%属于拉伸变稀型流体%该种流体类型
容易因为局部缺陷的存在导致熔体细流的断裂&此
外%bJ粉的加入不会改变bJ’SUC共混熔体的流
体类型%且随着bJ粉含量的提高%拉伸黏度逐渐增
大&当拉伸应变速率为%!#D#%’;时%bJ粉质量分
数分别为#[<\(![<\和B[<\时%bJ’SUC共
混熔体的拉伸黏度较纯SUC分别提高了!ED!C\(
%CD’%\和C’DB$\&这是由于bJ粉为刚性粒子%
其对熔体的流动阻力随着bJ粉粒子含量的增加而
增大&因此%在添加改性剂bJ粉粒子时%应适当控
制好bJ’SUC复合材料中bJ粉的含量%以达到调
控复合材料拉伸黏度的目的&

图!!!C"c下bJ粉含量对bJ’SUC
共混熔体拉伸黏度的影响

!!图B所示为不同温度下bJ粉质量分数为!
[<\的bJ’SUC共混熔体的拉伸应变速率与拉伸
黏度的关系&由图B可见%随着拉伸应变速率的增
大%拉伸黏度逐渐降低%其中%在拉伸应变速率低于
B""’;时%拉伸黏度下降较快%在拉伸应变速率高于
B""’;时%拉伸粘度逐渐趋于平缓&在同一拉伸应
变速率下%随着温度的升高%拉伸粘度下降&这是因
为在拉伸作用下%聚合物大分子链发生解缠结作用%
使得缠结点减少%黏度下降$此外%在共混熔体流动
过程中%聚合物分子链构像会发生变化%沿着流动方
向取向%使得聚合物黏度下降&由图!知添加bJ
粉的SUC共混物其拉伸黏度均比纯SUC的高%在
纺丝成型过程中%适当升高温度%可降低拉伸黏度%
提高聚合物流体的可纺性&

图B!不同温度下![<\bJ’SUC共混熔体的拉伸
应变速率对拉伸黏度的影响

!D#D!!bJ粉含量对bJ’SUC共混熔体拉伸应力
的影响

图%所示为!C"c下bJ粉含量对bJ’SUC
共混熔体拉伸应力的影响&由图%可知%随着拉伸
应变速率的提高%拉伸应力随之增大&bJ粉的加
入使SUC的拉伸应力增大%bJ粉含量越高%应力越
大&这是由于bJ粉为刚性粒子%将其加入到S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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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体中%会阻碍聚合物熔体的流动%使得拉伸黏度升
高%拉伸应力增大%bJ粉含量越高%其阻碍作用越
大%拉伸应力越大)#!*&

图%!!C"c下bJ粉含量对bJ’SUC
共混熔体拉伸应力的影响

!D#DB!拉伸黏流活化能
拉伸流动活化能是描述材料黏&温依赖性的物

理量%既反映材料流动的难易程度%且更重要的是反
映了材料黏度变化的温度敏感性&拉伸流动活化能
越大%则拉伸黏度对温度越敏感)#B*&图F所示为在
不同拉伸应变速率下bJ粉质量分数对bJ’SUC
共混熔体拉伸流动活化能的影响%即不同bJ粉含
量的bJ’SUC共混熔体的.5&2G#’4关系&从图F
中可以发现%bJ’SUC共混熔体拉伸黏度与温度的
!!

关系符合阿尔尼乌斯方程&直线斜率表示拉伸流动
活化能的大小&通过对.5&2G#’4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由阿尔尼乌斯方程求得的拉伸流动活化能列于
表#&由表#可知%随着拉伸应变速率的增大%拉伸
流动活化能逐渐减小%当bJ粉质量分数为![<\%
拉伸应变速率分别为#B#DE$(B"%D#B(%!#D#%’;和
CC!D’%’;时%共混物的拉伸流动活化能分别为C#DBF(
F$D"’(F’DB’Z(’K).和F!D’$Z(’K).&其中%在低拉伸
应变速率下温度对熔体拉伸黏度的影响较高拉伸应
变速率下大&随着bJ粉的加入%共混物的拉伸流
动活化能增大%bJ粉含量越高%拉伸流动活化能越
大%即拉伸黏度对温度越敏感&当拉伸应变速率为
%!#D#%’;%bJ粉质量分数为#[<\(![<\和
B[<\时%bJ’SUC共混物的拉伸流动活化能分别
为F%DF’(F’DB’Z(’K).和F$DBCZ(’K).%较纯SUC
分别提高了ED’’\(#%DBF\和#EDB!\&在纺丝过
程中%拉伸流动活化能还与纺丝细流的喷丝头拉伸
比有关%喷丝头拉伸比越大%拉伸流动活化能越小%
所以可通过调整喷丝头拉伸比来降低拉伸流动活化
能&此外%由于bJ’SUC共混复合熔体的拉伸流动
活化能较大%可采用升温的方法降低bJ’SUC熔体
的拉伸黏度%但要注意保持流体温度的恒定%以免黏
度发生较大波动%从而不利于成型稳定&

图F!在不同拉伸应变速率下bJ粉质量分数对bJ’SUC共混熔体拉伸流动活化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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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不同拉伸应变速率下U@#A6D共混
熔体的拉伸流动活化能

bJ粉含量’

[<\

拉伸流动活化能’"Z(.K).G##

#B#DE$’; B"%D#B’; %!#D#%’; CC!D’%’;

" FFDB% F!DCF F"D#’ %’DC$

# FEDB$ FCD%E F%DF’ F#DF#

! C#DBF F$D"’ F’DB’ F!D’$

B C%DBB C#DE! F$DBC FFDB%

;:;!U@#A6D并列纤维力学性能及表面形貌的表征
!D!D#!bJ’SUC纤维的表面形貌

用复合纺丝机对bJ’SUC共混物进行纺丝试
验%在并列纤维的一支中加入bJ粉末%bJ粉质量
分数分别为"[<\(![<\&图C为bJ’SUC并列

纤维的表面形貌图&可见图C中%"-#("P#图所示纤
维表面均有凹痕%"-#("7#图所示纯SUC并列纤维
表面较光滑平整%"P#("N#图所示并列纤维的其中
一支中可观察到分布较均匀bJ粒子%另一支则较
光滑平整&这说明bJ粉成功添加到SUC并列纤
维上且分布较均匀&
!D!D!!bJ粉含量对bJ’SUC并列纤维力学性能

的影响
表!为不同bJ粉含量的bJ’SUC并列纤维

的物理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可知%加入bJ粉后%
bJ’SUC并列纤维的断裂伸长率(弹性弹性模量与
断裂强度分别为%%D%\(#%D!7_’N<2R和BD’7_’
N<2R&与纯SUC并列纤维相比%bJ’SUC并列纤维
仍具有良好的强伸性能&

图C!不同bJ粉质量分数bJ’SUC并列纤维的表面和横截面形貌

表;!U@#A6D并列纤维的物理力学性能
bJ粉
含量’
[<\

线密
度’
N<2R

断裂
强度’

"7_.N<2RG##

弹性
模量’

"7_.N<2RG##

断裂
伸长
率’\

" %%D! BD$ #CD$ BED$

! %FDB BD’ #%D! %%D%

<!结!论

本文采用新型架状硅酸盐对聚酰胺C进行共混
改性%并对其拉伸流变性能与可纺性进行了探究%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

-#bJ改性SUC共混复合熔体拉伸黏度随着
拉伸应力增大而减小%为拉伸变稀型流体$拉伸黏度
与拉伸应力随着bJ粉含量的提高而增大$温度升
高%拉伸黏度随之降低$bJ粉的加入使得bJ’SUC
共混熔体的拉伸黏流活化能增大%拉伸黏度对温度
敏感性提高&当拉伸应变速率为%!#D#%’;%bJ粉
质量分数为#[<\(![<\和B[<\时%bJ’SUC
共混物的拉伸流动活化能较纯SUC分别提高了
ED’’\(#%DBF\和#EDB!\&随着拉伸应变速率的
增大%拉伸流动活化能减小&

P#采用复合纺丝组件成功制得bJ’SUC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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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bJ粉在bJ’SUC并列纤维表面分布均匀&
bJ粉质量分数为![<\的bJ’SUC并列纤维的
强伸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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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通过原位成核生长法高效构筑草莓状多级结构聚合物&有机硅复合微球的方法’以聚乙烯基吡
咯烷酮"SeS#为稳定剂制备得到的粒径均一的聚苯乙烯"S6#微球为中心核粒子!吸附自组装的十六烷基三甲基溴
化铵"̂8U]#胶束后!与水解过的硅烷偶联剂"]8JJ%8J?6#混合!得到草莓状的S6!)64?!复合微球’通过引入

8̂U]胶束对核种子粒子进行改性及对后续生长有机硅进行预水解!通过调控 8̂U]胶束液用量及有机硅水解缩
合反应条件!可有效控制S6微球和有机硅前驱物之间的反应动力学!最终可控制备表面凸起小粒子粒径及覆盖度
可调的草莓状S6!)64?!复合微球’该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原位成核生长法制备草莓状复合微球的形成机制!还
对开发高性能浸润性表界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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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草莓型复合微球%由小的凸起粒子包覆在大的
核粒子表面组成%因其独特的微&纳阶层结构(分层
异质性质(大的比表面积及表面粗糙度%具有优异的
物理化学性能)#*%在构筑超疏水’超亲水涂层上表现
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关草莓型复合微球制备方法的相关报道)F&’*

已屡见不鲜&其中%前驱物在预先制备的大的核粒
子表面上生长的原位成核生长法%因使用的核粒子
组成多样(尺度可控(易于改性等优点%可制备粒径(
组成多样的草莓型复合微球$并且通过第二种物质
在核粒子表面的成核(生长过程%模拟自然界中微&
纳复合结构的形成过程%其研究非常具有吸引力&
H*等)E*以SeS为稳定剂%由分散聚合制备得到的
S6微球为模板%通过控制S6微球表面SeS的分子
量和影响8J?6水解缩合反应的氨水的用量%利用
SeS分子中的氨基共价键作用锚固64?! 小粒子%
制备了粒径和覆盖率可调的草莓状S6!)64?! 复
合微球&01-,5等)$*以聚丙烯酸为稳定剂制备得到
的S6微球为核粒子%通过氢键作用在其表面原位
成核生长出64?!小粒子%得到了草莓型S6!)64?!
微球&这些研究借助共价键或氢键作用实现了
64?!小粒子在S6微球表面的原位成核和生长%但
是种子粒子需要进行一定的物理方法处理或者化学
基团添加%表面性质并不能很好的控制%后续生长物
质与中心核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较难调控%只能
通过控制后续生长物质的反应动力学这一单一因
素%实现草莓型复合微球的形态调控%对其成核生长
过程机理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

本文用一种简单(动力学可控的原位成核生长
法%制备表面凸起小粒子且粒径及覆盖度可调的草
莓型S6!)64?!复合微球&通过引入 8̂U]胶束
对核种子粒子进行改性及对后续生长有机硅烷偶联
剂进行预水解的策略%有效控制S6微球和有机硅
前驱物之间的反应动力学%最终制备得到了草莓状
S6!)64?!复合微球&

9!实验部分

9:9!试剂与仪器
苯乙烯"6<%$$D"\#%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氨水"_YB.Y!?%!FD"\"!ED"\#%无锡市
展望化工试剂有限公司$!%!&偶氮二异丁腈"U@]_%

$ED"\#(聚乙烯吡咯烷酮"SeS%8[gFF"""#(十六
烷基三甲基溴化铵"̂8U]%$$D"\#(#%!&二"三乙氧
基硅基#乙烷"]8JJ%$$’D"\#(正硅酸乙酯
"8J?6%"$$D"\#%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无水乙
醇"J<?Y%$$$D’\#(冰醋酸"YU7%$$$DF\#%杭
州高晶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上述试剂均未经处理%
直接使用&实验所用的水均为去离子水&

9:;!AM微球的制备
以SeS为稳定剂%U@]_为油溶性引发剂%采

用分散聚合法制备S6微球&具体步骤为!称取
!D""5SeS溶解于#""Ka无水乙醇中%混合均匀%
称取"D"C5U@]_溶解在#"D""56<中%分别加入
四口烧瓶中%在!F"+’K4,下搅拌"DF1%通氮气#D"
1后%升温到’"c%保持搅拌及氮气保护%#D"1后
加入提前混合均匀的FD""56<’F"Ka无水乙醇%
在此条件下反应!%D"1%得到S6微球分散液&然后
将此微球分散液过筛到试剂瓶中%后续直接使用&

9:<!草莓状AM!(M%>;复合微球的制备
采用原位成核生长的溶胶&凝胶法制备草莓状

S6!)64?!复合微球&具体步骤为!取上述合成的
S6微球分散液FD"5加入到#"Ka去离子水和
#FKa无水乙醇混合液中%室温下搅拌"DF1%升温
到F"c%加入#D"Ka的氨水%FK4,后%加入一定
浓度的 8̂U]胶束溶液"具体见表##%随后快速加
入一定量的在%"c下水解一定时间的硅烷偶联剂
混合液"具体见表##%在F"c下搅拌反应ED"1%冷
却至室温后%产物用乙醇’去离子水离心分离%最终
得到草莓状复合微球&具体实验配方及结果如表#
所示&

9:B!测试与表征
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8JV%(JV&#!B"型#及

场发射扫描电镜"IJ6JV%69E"#"#用于观测复合
微球的形貌&

采用纳米激光粒度仪">a6%V-.:2+,%_-,)
06#测量复合微球粒径及02<-电位&

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I8&@X%_47).2<F’""%

96U#表征复合微球的组成&
采用热重分析仪"8TU%SHX@6#%96U#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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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微球的失重%升温速率为#"c’K4,&
采用 W射线光电子能谱仪"WS6%‘&U.Q1-%

812+K)I4;12+6742,<4/47#表征复合微球表面的元
素组成&
表9!草莓状AM!(M%>;复合微球实验配方及结果

序
号

8̂U]胶束溶液

#"KaY!?%
%"c

8̂U]
’5

溶液
含量’Ka

水解溶液
"D!Ka]8JJ’"DEKa
8J?6%%"c%

’DFKaJ<?Y’!DFKa
YU7"QY%%#
溶液
含量’Ka

水解
时间’K4,

粒径’,K
"8JV#

# "D# #D" !D" B" #!F"D"f’D#
! "D# !D" !D" B" #B"BD"f!BD#
B "D# BD" !D" B" #B$FD"f’DB
% "D# %D" !D" B" #BFFD"fBBDB
F "D# !D" "DF B" #BCCD"f%"DB
C "D# !D" #D" B" #BF’D"f%#DE
’ "D# !D" #D" #" #BEFD"f!BDE
E "D# !D" #D" !" #BC$D"f#FDF
$ "D# !D" #D" %F #B%FD"f’D’

;!结果与讨论

草莓状S6!)64?!复合微球的形成过程如图#
所示&首先%表面活性剂 8̂U]在水中自组装形成
胶束%加入含S6微球的溶液中%吸附到微球表面形

成S6!)̂ 8U]胶束微球%随后加入在乙醇和稀醋
酸溶液中预水解的有机硅烷溶液%有机硅烷前驱物
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到S6! 8̂U]胶束微球表面%在
碱性条件下%迅速发生水解缩合反应生成杂化的
)64?!小粒子%得到具有不同粒径表面凸起粒子和
不同表面粗糙度的草莓状S6!)64?!复合微球&

图#!草莓状S6!)64?!复合微球的合成过程示意

;:9!AM微球的形貌表征
图!为采用分散聚合制备的S6微球的8JV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S6微球粒径均一%为##F"D"
,K&>a6所得粒径大约#!""D",K%多分散系数为
"D#"E%表明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8JV所得的粒
径比>a6所得的粒径略小%这主要是由于>a6测
试的是湿态下微球的水合粒径%包含微球表面的水
合层&

图!!S6微球的8JV图及粒径分布曲线图

;:;!草莓状AM!(M%>;复合微球的表征
以单分散的S6微球作为种子%吸附 8̂U]胶

束溶液后%在碱性条件下%有机硅烷在S6微球表面
经溶胶&凝胶反应原位成核生长出)64?!小粒子%得
到的复合微球的8JV和6JV照片如图B所示&
从8JV图可以看出%复合微球整体上形态规整%微
球之间界限明显%保持了较好的单分散性%微球表面
粗糙%出现了一些粒径约为#"!DF,K的小凸起%呈
现典型的草莓状结构%其整体粒径约为#BEFD",K&
6JV照片进一步观察到复合微球表面不仅具有明

显的小凸起分布%并且其分布呈现多层分级结构%一
层致密分布的小)64?!粒子表面上又吸附了一些稍
大的)64?!粒子&复合微球的02<-电位为G!%D"
Ke%可见微球表面带负电%表明具有较好的水
分散性&

图%为S6种子微球及草莓状S6!)64?!复合
微球的红外光谱图&由图%"-#可知%S6微球的红
外光谱出现了苯环的特征吸收峰"位于B"!F(#C""(
#%$!(#%F"(’F’7KG#及C$E7KG#处#%#CE!(#!$#
7KG#处峰分别归属于SeS吡咯烷酮环上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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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_键的伸缩振动峰%表明SeS成功负载在
S6微球表面)E*&在S6微球表面原位生长)64?!
后%如图%"P#所示%在%CB(’FB7KG#出现了新的特
征吸收峰%分别归属于64+?键的不对称伸缩振动
峰(对称伸缩振动峰%#"$B7KG#归属于64+?+64

键的伸缩振动峰%##FB7KG#归属于64+^键的特征
吸收峰%进一步说明有机&无机杂化的)64?!小粒子
成功生长到S6微球表面&!E’"(!$F"7KG#处分别
为 8̂U]中的 +̂Y键的对称和反对称伸缩振动
吸收峰%表明 8̂U]分子也吸附到微球上)#"*&

图B!草莓状S6!)64?!复合微球的形貌图

图%!S6微球和S6!)64?!复合微球的红外光谱图

为了进一步分析 S6微球表面原位生长的
)64?!的含量%分别测试了S6微球和S6!)64?!
复合微球的热失重曲线&如图F所示%S6微球在
%%Ec完全分解%剩余质量比为"DCC\&当其表面
原位覆盖)64?!小粒子后%最终残余量为ED%E\%其
中%在%’""FC$c之间%为]8JJ中的 +̂^键分
解)##*&进一步证明了有机&无机杂化的)64?!小粒
子生长到S6微球表面上&

图F!S6微球和S6!)64?!复合微球的8T曲线

W射线光电子能谱仪"WS6#进一步表征了S6
种子微球和S6!)64?! 复合微球的表面组成&如
图C所示%单纯S6微球的WS6仅出现^#;"!E%DE!
2e#(?#;"FB#DC’2e#(_#;"%"#D’B2e#的能谱峰%
?(_的能谱峰归属于SeS分子%表明SeS在分散
聚合中吸附到S6微球表面&在S6!)64?!复合微球
的谱图中%出现了另两个典型的位于##"DCE2e(#"BD
%!2e处的64!;(64!Q能谱峰%且表面碳元素的相对
摩尔含量从$BD’C\下降到C’D"B\%氧元素的相对摩
尔原子含量从FD!"\增加到!#D%!\%64元素的相对
摩尔原子含量为##DF%\&进一步证明了S6微球球
表面上存在有机&无机杂化的)64?!粒子&

图C!S6微球和S6!)64?!复合微球的WS6谱图

;:<!KL6J胶束溶液用量对AM!(M%>; 复合微球
形貌的影响

!!在制备过程中%在SeS稳定的S6微球表面上
先吸附 8̂U]胶束溶液%随后杂化的)64?!粒子在
S6微球表面原位成核生长&研究了 8̂U]胶束溶
液用量对S6!)64?! 复合微球形貌和表面粗糙度
的影响&不同 8̂U]胶束溶液用量的复合微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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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V图及相对应的6JV如图’所示&当加入#D"
Ka 8̂U]胶束溶液时%S6微球表面粗糙度并没有
直观的提升%仅出现较小的凸起"图’"-#(图
’"-###&当 8̂U]胶束溶液增加到!D"Ka时%S6
微球表面粗糙度出现明显的提升%有一些##FD",K
的凸起出现"图’"P#(图’"P###&随着 8̂U]胶束
溶液用量进一步增加到BD"Ka%S6微球表面凸起
粒子的粒径明显增大%可达!’FD",K%草莓形态变
的更加显著"图’"7#(图’"7###&进一步增加
8̂U]胶束溶液的用量到%D"Ka%微球表面生长的
杂化)64?!粒子数目反而减少%复合微球表面变的
平整%大粒子在S6微球表面附近单独成核"图’"N#(

图’"N###&这可能是因为 8̂U]胶束溶液用量较
少时%吸附到S6微球表面的 8̂U]胶束不足以通
过静电作用吸附更多的混合有机硅烷前驱物到微球
表面成核生长形成 )64?! 小凸起粒子)#!*&当
8̂U]胶束溶液的用量逐渐增多时%可以观察到所
制备的复合微球表层出现了一层由粒径较小的#级
粒子致密包覆的壳层%然后上面又嫁接了一些粒径
相对较大的!级凸起粒子%呈现明显的多级粗糙结
构"如图’"2#所示%破损的复合微球#&当 8̂U]胶
束溶液的用量过多时"如%D"Ka#%混合有机硅烷更
容易在S6微球整个表面成核形成一个致密的壳
层%进一步吸附!级粒子的量减少&

图’!不同 8̂U]胶束溶液用量的复合微球的8JV图及相对应的6JV图

;DB!有机硅烷水解液用量对S6!)64?;复合微球
的影响

!!有机硅烷进行预水解后%经水解缩合反应产
生杂化的)64?!粒子%然后沉积到S6微球表面形
成复合微球&基于此%本文还研究了有机硅烷水
解液用量对复合微球形貌和粗糙度的影响&图E
为加入"DF(#D"(!D"Ka有机硅烷水解液得到的复
合微球的8JV和6JV 照片&从图E中可以看
出%三组复合微球均呈现较好的草莓状形态%随着
水解液用量的增加%表面凸起粒子更加致密%粒径
变小"由!E"D",K变到#"’D",K#%草莓微球粗糙
度增加&

当向S6微球体系中加入预水解后的混合有机
硅烷溶液后%体系中主要发生两种反应!-#有机硅烷
前驱物溶液在S6微球表面异相成核生长形成S6!
)64?!复合微球%P#有机硅烷前驱物溶液在反应液
中均相成核形成单独的)64?!粒子&这两个反应可
以通过有机硅烷水解液用量来调控%随着有机硅烷

水解液用量的增加%其在溶液中水解缩合反应速率
增加%与S6微球表面的碰撞机会增加%S6微球表
面相成核的)64?!种子粒子数目增加%因而表面生
长的)64?!粒子粒径反而减小)#B*&

;DC!有机硅烷水解时间对S6!)64?!复合微球的
影响

!!将有机硅烷进行预水解后加入S6微球的溶液
中%有机硅烷"]8JJ’8J?6#的预水解时间对复合
微球的形貌和表面粗糙度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
预水解时间从#"(!"(B"K4,增加到%FK4,%草莓型
复合微球表面凸起小粒子逐渐变小%如图$所示&
较长的预水解时间"如%FK4,#%复合微球表面出现
一些絮状物%粗糙度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引入一
个预水解过程%有机硅烷中硅氧烷基团会提前水解
生成富含硅羟基"64+?Y#的低聚物%其可以显著增
强后续碱性条件下有机硅烷进一步水解缩合反应生
成)64?!小粒子的速率%导致表面成核生长的粒子
粒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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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不同有机硅烷水解液用量的复合微球的8JV图及对应的6JV图

图$!不同有机硅烷水解时间得到的复合微球的8JV图

;:D!草莓状AM!(M%>;复合微球形成机理
基于以上的实验结果和讨论分析%笔者提出了

一个动力学可控的原位成核生长法制备草莓状S6
!)64?!复合微球可能的形成过程&S6!)64?!复合
微球的形成主要受有机硅烷水解缩合反应动力学影
响%而其水解缩合反应动力学主要受体系中 8̂U]胶
束溶液用量(有机硅烷本身"用量(水解时间#调控&

当向S6! 8̂U]胶束微球反应体系中加入预
水解后的有机硅烷后%有机硅烷前驱物在S6微球
表面的成核和生长过程会经历三种不同的过程&-#
若有机硅烷前驱物溶液与S6微球之间的相互作用
力较弱%其在S6微球表面异相成核作用力不大%不
会形成明显的草莓形态"如图’"-#使用#D"Ka
8̂U]的胶束溶液#"图#"模式-#&这主要是因为
以分散聚合制备S6微球表面02<-电位为G#!D#$
Ke%而吸附#D"Ka 8̂U]胶束溶液后%其02<-电
位升为!DCCKe%经预水解的带负电的硅烷前驱物
通过正负电荷作用吸附到S6微球表面才可以进行

成核)#F*%其异相成核的先决条件主要受体系中加入
的 8̂U]胶束溶液的用量决定)#C*&P#若有机硅烷
前驱物会在S6! 8̂U]胶束微球表面异相成核生
成S6&)64?!复合微球"体系中 8̂U]胶束溶液用
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此异相成核生长模式主要受有
机硅烷前驱物的水解缩合反应动力学影响&当有机
硅烷低聚物在S6微球表面成核后%若64+?+64之
间的作用力大于其与其他部位S6微球的作用力%
其成核点更容易进一步吸附有机硅烷前驱物)#’*%倾
向于形成草莓状复合微球"图#"模式P#$而当其与
S6微球其他部位的吸附作用较大时%随后生长硅烷
低聚物更倾向于在整个S6微球表面成核%形成核&
壳结构"图#"模式7#)#E*&因而当增加 8̂U]胶束
溶液到%D"Ka时%复合微球表面反而变的平整%粗
糙度降低& 8̂U]胶束溶液用量%主要影响有机硅
在S6表面上的成核情况&

而有机硅在S6微球表面上的成长过程%则受
有机硅烷水解缩合反应动力学影响&增加体系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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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硅烷前驱物溶液的用量%其水解缩合反应动力学
将增加%反应速率加快%在反应的初始阶段%水解过
的有机硅烷会快速吸附到S6! 8̂U]微球表面%用
量增多初始吸附到微球表面成核的杂化有机硅的数
目增多%随后继续生长的杂化)64?!粒子的粒径会
减小)#$*&

图#"!有机硅烷与S6微球的三种成核生长模式图

延长有机硅烷的预水解时间%有机硅烷中硅氧
烷基团"64&?̂ Y!̂ YB#将更多的水解为含64&?Y
的低聚物%其进一步发生缩合反应生长杂化)64?!
粒子的速率将会大大提升%其影响与增加体系总有
机硅烷前驱物溶液用量的作用基本一致&若预水解
时间过长%反应速率过快%更倾向于模式-的方式成
核%吸附到S6! 8̂U]微球表面的杂化)64?!粒子
反而会减少)#E*&

<!结!论

有机硅在S6微球表面的异相成核和生长可以
通过控制有机硅烷的水解缩合反应动力学控制&
8̂U]胶束溶液一方面起到链接作用将)64?!小粒
子吸附到S6微球表面%另一方面可调控S6微球与
硅烷偶联剂前驱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大小%从而控
制)64?!在S6微球表面的成核生长过程%得到不
同成核模式的S6!)64?!复合微球&研究发现!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有机硅烷的水解缩合反

应动力学%如增加表面活性剂 8̂U]胶束用量(增
加有机硅烷水解液用量(及增加预水解时间%可增加
有机硅烷在S6微球表面的成核数目%减小表面凸
起粒子的粒径%提高复合微球表面的粗糙度&
P#通过调控硅烷偶联剂的水解缩合反应动力

学%可得到具有不同粒径表面凸起粒子及覆盖程度
的表面粗糙度可调的S6!)64?!复合微球%该复合
微球有望应用于功能表界面微观结构的调控以及超
浸润功能界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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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V%N共掺杂对K";M%CWX"@F;N荧光粉
发光性能的影响
高!尚!任文静!王耐艳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工程中心!杭州B#""#E#

!!摘!要"采用液相混合&固相反应的方法!以硼氢化锂&非晶硅&金属 -̂&J*为原料!经#B""c保温%1合成

-̂!64F_E$J*!m荧光粉’采用W射线衍射仪"WX>#&透射电子显微镜"8JV#和荧光"Sa#光谱仪等表征方法分析样
品的物相组成&微观形貌以及激发和发射光谱等特性’研究结果表明$]Bm%a4m共掺杂并未改变 -̂!64F_E$J*!m荧
光粉的晶体结构!合成样品除了主相为单斜晶系 -̂!64F_E$J*!m外!还存在包覆在 -̂!64F_E$J*!m荧光粉表面的]_
相(]Bm%a4m共掺杂 -̂!64F_E$J*!m荧光粉的发光强度提高了!D!’倍!在%CF,K的蓝光激发下!发射峰位于C"%,K’

关键词"̂-!64F_E$J*!m荧光粉(]_包覆(]Bm%a4m共掺杂(发光性能
中图分类号"8]B%!!!!!!!!文献标志码"U!!!!!!!!文章编号"#C’B&BEF#"!"#$#"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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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7+);<+*7<*+2%2R74<-<4),-,N2K4;;4),;Q27<+-)/<12;-KQ.2;D812+2;*.<;;1)[2N<1-<]Bm’a4m 7)&
N)Q4,5N4N,)<71-,52<127+=;<-.;<+*7<*+2)/̂ -!64F_E!J*!mQ1);Q1)+D812K-4,Q1-;2)/<12;=,<12;4M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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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2NP=!D!’<4K2;D9,N2+<122R74<-<4),)/P.*2.451<-<%CF,K%<122K4;;4),Q2-Z[-;.)7-<2N-<
C"%,KD

7,42($*-!̂-!64F_E!J*!mQ1);Q1)+$]_7)-<4,5$]Bm’a4m7)&N)Q4,5$.*K4,2;72,<Q+)Q2+<42;

8!引!言

随着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加重%人们越来越
重视节能环保&白光aJ>作为一种新型固态照明
光源%通常由蓝光芯片配合黄色荧光粉得到)#&B*&但
由于其中缺少红光波段%使其形成的白光呈现较高

的色温与较低的显色指数%易造成白光失真)%&F*&

V!64F_E!J*!m"Vg6+%]-%̂ -#荧光粉由于其结
构中)64_%*交联形成的网状结构%在其晶体场作用
下%促使J*!m激活剂的发光波段红移%能够很好的
与@,T-_aJ>芯片匹配&晶格中的_BG电负性较
小%能够与J*!m形成较强的共价键%引发J*!m电子



云重排效应%使得的 V!64F_E!J*!m"Vg6+%]-%
-̂#荧光粉呈现出典型的宽带激发和宽带发射特
性)C*&Y*QQ2+<M等)’*和a4等)E*合成了V!64F_E"V
g6+%]-%̂-#荧光粉%并通过掺杂J*%获得了红光
发射在C"""CB",K的荧光粉&

由于 V!64F_E!J*!m荧光粉为非氧化物%在空
气环境中易受到氧气的影响&随氧气缓慢浸入%
V!64F_E!J*!m荧光粉结构的稳定性不断降低%从而
影响其发光性能&提高荧光粉稳定性的方法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利用表面包覆减缓与空气直接接触%从
而提高其稳定性$另一种则是通过离子掺杂改变晶
格的配位环境而提高晶格与发光中心的稳
定性)$&#!*&
8-,5等)#B*以一种无机 ]_ 包覆 6+!64F_E!

J*!m%经包覆后%该荧光粉在"温度EFc%相对湿度
EF\#测试条件下可以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张阳
等)#%*通过掺杂硼改善 -̂!64F_E!J*!m荧光粉发光
性能%以]_的形式包覆在合成的 -̂!64F_E!J*!m

荧光粉表面%防止 -̂!64F_E!J*!m荧光粉被氧化%有
利于荧光粉的保存&01-,5等)#F*在_! 气氛下对
6+!64F_E!J*!m红色荧光粉进行高温热处理%使该荧
光粉的表面形成保护层%显著提高了其在高温高湿
环境下的稳定性&
a4m是一种很好的稀土离子荧光增强剂%可以

改善荧光粉的发光性能%目前对于 -̂!64F_E!J*!m

荧光粉表面包覆和离子掺杂双重作用的报道还较
少&本文采用硼氢化锂作为掺杂剂%以硼氢化锂(非
晶硅(金属 -̂(J*为原料%通过液相混合&固相反应
的方法合成 -̂!64F_E!J*!m荧光粉%研究]Bm’a4m

共掺杂对 -̂!64F_E!J*!m荧光粉发光性能的影响%
期望通过掺杂改性提高 -̂!64F_E!J*!m荧光粉的稳
定性和发光强度&

9!实验材料与方法

9:9!实验原料
稀土铕"J*%UX%上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金属钙"̂-%UX%上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硼氢化锂"a4]Y%%$F\%萨恩化学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氮气"$$D$$\%杭州电化集团气体有
限公司#以及非晶硅"F",K%自制#&
9:;!实验方法

在氮气气氛下的手套箱内%先分别称取一定量
的 -̂(J*(a4]Y%和非晶硅%将 -̂(J*以及A K).
a4]Y%"Ag"D"""""""D""!""#通过液氨充分溶解%

然后将金属胺合溶液倒入非晶硅中%经缓慢搅拌使
液氨挥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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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c’K4,升到E""c保温!1%然后升到
#B""c保温%1%随炉冷却至室温获得荧光粉产物&

9:<!材料性能表征
产物物相组成分析!采用]+*Z2+>E型W射线

衍射仪"WX>%美国#分析样品结构&测试详细参数
如下!采用铜靶 *̂&‘#射线%波长.g"D#F%"C,K$
工作电流%"KU$工作电压%"Ze$扫描速度"D"!h’;$
扫描范围#""E"h&

产物微观形貌分析!采用(JV&!#""型透射式
电子显微镜"8JV%日本#%其工作电压为%Ze$采
用9a8XU&FF型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IJ&
6JV%德国#%其工作电压为BZe&

产物激发与发射光谱分析!采用I.*)+)V-R&%
型荧光光谱仪"Sa%Y?X@]U公司#进行 -̂!64F_E!

J*!m荧光粉发光性能分析&测试条件为!光源为
#F"O氙灯%波长分辨率为#,K%狭缝宽度为#,K%
光谱范围为BE""’"",K&

;!结果分析与讨论

;:9!荧光粉的扩散性分析
实验中金属和硼氢化锂首先以原子或分子形式

聚集在非晶硅表面%样品的合成是通过原子扩散反
应进行的%]Bm’a4m掺杂剂和金属在非晶硅表面的
扩散符合阿列纽斯方程"##和高斯函数方程"!#&

+g+"2RQG
Q
54" # "##

其中!+" 为扩散常数%+ 为扩散系数%Q 为扩散激
活能%5为普朗克常数%4为热力学温度&

Gg 8
! -槡+I

2RQG
C!

%+I" # "!#

其中!8 为扩散通量%G为浓度%C为扩散结深%I为
扩散时间&

由方程"##计算可得]’a4在硅中的扩散系数%
如表#所示$由方程"!#计算可得]Bm’a4m在荧光粉
表面的浓度变化%如图#所示&

表9!J#V%在硅中的扩散系数

元素+"’"7K!.;G##Q’"Z(.K).G##4’‘ +’"7K!.;G##

] BD’FF B%FD’E #F’B #D!%i#"G##

a4 "D"## E"D#’F #F’B !D%Bi#"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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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m’a4m在硅表面的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结合表#和图#%可以看出%a4在硅中的扩散系
数远大于]%经过%1的反应后%]和a4的浓度都有
所减少%但荧光粉表面]Bm的浓度远大于a4m的浓
度&方程"##和方程"!#计算表明!在合成样品的过
程中%a4m离子将进入基质的晶格中%而]Bm大部分
包覆在荧光粉的表面&
;:;!荧光粉的物相分析

图!是掺杂A K).a4]Y%"Ag"D""#!F#%灼
烧温度为#B""c时%保温%1合成 -̂!64F_E!J*!m

样品的 WX>图&与 -̂!64F_E 的S>I标准卡片
"(̂S>6E!&!%E$#对比发现%合成样品的W射线衍射
峰位置与标准图谱符合良好%表明所制得的样品主相
为 -̂!64F_E%属于单斜晶系%空间群为 7̂%其晶胞参
数为)g#D%BF!,K%/g"DFC#",K%Tg"D$CE$,K%
Dg"D’!B",KB&]Bm’a4m掺入并未改变其晶体结
构%也未产生有关a4m(J*!m的杂相%表明a4m(J*!m

进入 -̂!64F_E晶格%但产生了次相]_&

图!!]Bm’a4m共掺产物的WX>图
!!图B是掺杂A K).a4]Y%"Ag"D""""""

"D""!""#样品的WX>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Bm’a4m含量的增加%样品的衍射峰逐渐尖锐%衍射
峰强度也有所提高%峰型逐渐向大角度偏移%表明
]Bm’a4m进入了 -̂!64F_E!J*!m荧光粉的晶格中%并

且]Bm’a4m的掺入有利于提高荧光粉的结晶性&

图B!不同含量]Bm’a4m共掺产物的WX>图

表!给出了掺杂A K).a4]Y%"Ag"D""""""
"D""!""#样品的晶胞参数&从表!中可以看出!随
着]B’a4m含量的增加%荧光粉的体积逐渐缩小%
-轴和P轴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7轴逐渐减小&
这可能是由于]Bm离子进入基质的晶格中并替换了
64%m离子%64G_键被替换成更强的]G_键%引起
7轴的收缩%]G_键长减小%键能的增大引起 -̂G
_键键长的增加$而a4m离子进入荧光粉的晶格中
替换了 -̂!m离子%̂-G_键被替换成a4G_键%引
起)轴和/轴的收缩&晶胞体积的收缩%’逐渐减
小%有利于提高荧光粉的结构稳定性)#%*&
表;!掺杂不同含量J<N#V%N样品的晶胞参数

掺杂
A K).a4]Y%
-̂!64F_E!J*!m

)’,K /’,K T’,K ’’"h# D’,KB

"
"D"""F"

#D%B"%
#D%B#"

"DFF$’
"DFC""

"D$CEC
"D$CE!

##!D#’
##!D##

"D’#E$
"D’#E!

"D"""’F #D%B## "DFC"# "D$CF% ##!D"! "D’#’B
"D""#!F #D%B!C "DFC"% "D$CF! ###D$$ "D’#C#
"D""#F" #D%!EB "DFF$% "D$CF" ###DEE "D’#FC
"D""!"" #D%!E" "DFFE# "D$CB’ ###DEB "D’#F%

注!表中’为)轴和T轴的夹角$D为晶胞体积&

;:<!荧光粉的微观形貌分析
图%"-#为]Bm’a4m共掺杂样品的8JV图%图%

"P#为 ]Bm’a4m 共掺杂产物的透射高分辨图
"YX8JV#"图%"-#中白色框区域#%图%"7#为]Bm’
a4m共掺杂产物的6JV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样品颗粒存在两种衬度层%低衬度层分布在高衬度层
外表面$如图%"P#所示!高衬度区域所测晶面间距为
"DF#$F,K%和 -̂!64F_E 物相中"##"#晶面间距相对
应%低衬度区域所测晶面间距为"DB!"B,K%和]_物
相中"""!#晶面间距相对应%晶面清晰均匀分布说明
该产物结晶性较好&从图%"7#可以看出!样品单颗
粒分布%无团聚现象%分散性好%颗粒尺寸分布较窄&

%E#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第%#卷



证明实验得到外表面包覆1G]_ 的 -̂!64F_E!

J*!m荧光粉%有效的改善了荧光粉的微观形貌%

!!!

提高了荧光粉的化学稳定性%将有利于后期的储存
和涂覆工艺&

图%!]Bm’a4m共掺杂样品的微观形貌图像

;:B!荧光粉的荧光光谱分析
图F和图C给出了样品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

谱&其中%激发检测波长"2KgC"",K%发射检测波
长"2Rg%CF,K&由图F分析可知%激发光谱覆盖范
围较广%能够有效的被紫外和蓝光激发%激发峰对应
的跃迁能量分别为BD#%2e"B$F,K#(!D$’2e"%#’
,K#(!DE%2e"%BC,K#(!D’C2e"%%E,K#(!D’!
2e"%FC,K#(!DC$2e "%C#,K#(!DC’2e "%CF
,K#(!DCB2e"%’#,K#(!DF$2e"%’$,K#和!DFB
2e"%$",K#%满足J*!m的%/’&%/CFN# 电子跃
迁)#C*&由图C分析可知%未掺杂样品的发射峰位于
F$%,K%]Bm’a4m共掺杂样品的发射峰位于C"%
,K%发射光谱呈现宽带%峰形不对称%归因于不同格
位的J*!m的%/CFN#&%/’"E6’’!#电子跃迁)#F*&与未
掺杂样品的发射峰相比%]Bm’a4m共掺杂 -̂!64F_E!

J*!m荧光粉的发射峰红移了#",K且发光强度提
高了!D!’倍&这可能是由于掺杂的 ]Bm 进入
-̂!64F_E!J*!m荧光粉的晶格中替换了64%m%改变
了 -̂!64F_E晶体场中基质晶体场强度对J*!m电子
能级的影响%导致J*!mFN能级劈裂%降低了FN能
级重心%发射光谱红移$而掺杂的a4m替代了 -̂!m%
改变了基质的晶体场强度以及 1G]_ 包覆
-̂!64F_E!J*!m%改善了荧光粉晶体及表面的缺陷%
荧光粉的发光强度得以有效提高)#%*&

图F!样品的激发光谱图

图C!样品的发射光谱图

<!结!论

本文通过液相混合&固相反应的方法制备出发
光性能较优的 -̂!64F_E!J*!m荧光粉%研究了]Bm’

a4m共掺杂对 -̂!64F_E!J*!m荧光粉在结构稳定性(
微观形貌和发光性能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WX>分析表明]Bm’a4m共掺杂并未改变

-̂!64F_E!J*!m 荧 光 粉 的 晶 体 结 构%除 主 相
-̂!64F_E外%存在次相]_%且]Bm’a4m共掺杂使荧
光粉的晶格收缩%提高了其结构的稳定性&
P#]Bm’a4m共掺杂得到的 -̂!64F_E!J*!m荧光

粉%多数]聚集在 -̂!64F_E!J*!m外表面%被氮化成
1&]_包覆层%隔离了 -̂!64F_E!J*!m荧光粉与空气
的直接接触%有利于提高 -̂!64F_E!J*!m荧光粉的
抗氧性%并使其形貌得到改善&
7#荧光光谱测试表明]Bm’a4m共掺杂的样品

激发带为宽带激发%可有效被紫外和蓝光激发%发射
峰位于C"%,K%和未掺杂的样品相比%发射峰红移
了#",K%发光强度提高了!D!’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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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轴承绕组回路容错控制方法

赵文洁!蒋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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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E极结构的径向电磁轴承为研究对象!为了提高多绕组回路运行的整体可靠性!避免转子因悬浮失
控而引发事故!提出了E极径向电磁轴承绕组容错控制方法’首先!当一个或多个绕组回路发生故障时!该方法遵循
最小功耗的分配策略!将故障绕组的电磁力分配到其他正常绕组!维持转子基本的悬浮状态!为转子安全降速赢得
时间!从而消除或减轻转子在高速悬浮失控造成事故的损失(其次!对可以实现容错控制的故障形式进行归类!每一
种故障类型只需求解一个基本电流分配矩阵(最后!通过坐标变换矩阵和绕组重映射矩阵实现多绕组回路不同故障
形式的容错控制’数值分析结果表明!该容错方法能有效减少绕组电流的能量消耗!简化容错控制过程!提高系统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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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主动电磁轴承是一种机电一体化轴承%通过可
控的电磁力将转子稳定悬浮在期望位置%以达到类
似传统轴承的转子支承效果&它消除了传统轴承存
在摩擦的局限性%无需润滑%不发热%适合高速转子$
并且在转子运行中%可以实现转子振动的在线主动
控制%提高转子运行稳定性&电磁轴承因其性能优
势%在转子系统的高端应用领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
关注&

最常用的E极结构径向电磁轴承%需要驱动E
路绕组控制回路同时工作%只要一路绕组控制回路
出现故障%转子悬浮将失控%引起事故&因此%电磁
轴承运行的可靠性变得格外受到关注%自然地形成
了对电磁轴承系统运行故障容错的研究需求&!"
世纪$"年代%V-;.2,等)#*在不考虑磁性材料漏磁
和磁通饱和的前提下%提出了电磁轴承广义偏流线
性化方法%该方法可以实现电磁力的解耦和线性化%
成为研究容错控制问题的理论基础&671+)N2+
等)!*在偏置电流线性化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拉格朗
日法求解电流分配矩阵%实现电磁轴承在故障情况
下的稳定悬浮&a4等)B*将原用于径向电磁轴承的
偏置电流线性化理论推广到复合结构的电磁轴承
中%并且用实验验证了容错算法的有效性&_-
等)%&C*对E极异极分布的径向电磁轴承展开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在F个绕组控制回路同时故障的情况
下仍可以实现容错控制%但故障绕组越多%电磁轴承
的刚度和负载能力会随之下降&(4,等)’*以一种永
磁偏置%磁极结构的电磁轴承为研究对象%采用拉
格朗日乘子法计算电流分配矩阵%任何一个线圈发
生故障%剩下的三个线圈会通过电流分配矩阵产生
相同的电磁力%实现绕组的容错控制&

国内学者对电磁轴承容错控制的研究起步较
晚&吴步洲等)E&$*以多极独立驱动的径向电磁轴承
为模型%提出基于控制器重构的容错方案%该方案考
虑了磁路间的耦合%对不同磁极结构的电磁轴承具
有普遍适用性&韩辅君等)#"*对一种1)K)Q).-+结
构的永磁偏置电磁轴承展开研究%根据力不变原理
求得电流分配矩阵&崔东辉等)##&#!*对C极强耦合结
构的径向电磁轴承进行仿真%并提出基于坐标变换
的容错控制算法&耿青玲等)#B*研究了#!磁极弱耦
合结构的径向电磁轴承%提出相应的电流重构方法
并进行了仿真分析&胡春桃)#%*对执行器故障导致
不同磁极失效情况下转子的动态特性进行仿真%研

究结果为电磁力轴承实施可靠性的补偿策略提供依
据& 1̂2,5等)#F*提出了具有紧耦合冗余支撑结构
的有源径向电磁轴承的容错控制策略%并分析了分
流系数对电磁力的影响&程鑫等)#C*以 UXV 和
>6S的双核处理器为架构%在软件上完成双向信息
的交互%实现电磁轴承系统在多自由度上的容错控
制%并用实验证明了该双核处理器的有效性&胡俊
等)#’*以交叉冗余结构的位移传感器为研究对象%使
硬件冗余技术与小波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
传感器故障识别与判定的方法%并利用V-<.-P进行
仿真%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能够快速检测传感
器故障%而且为传感器的容错控制提供基础&

为提高电磁轴承多绕组回路运行的整体可靠
性%本文以E极径向电磁轴承为研究对象%提出电磁
轴承绕组容错控制算法&该算法以最小能耗为目标
函数求解电流分配矩阵%使得一个或多个绕组回路
故障时%可以将故障绕组的电磁力分配到其他正常
绕组%维持转子基本的悬浮状态并保证各绕组回路
中电流消耗的能量最少&另外%对所有可以实现容
错控制的故障形式进行归类%求出每种故障类型的
基本电流分配矩阵%同一类故障的电流分配矩阵可
以通过基本电流分配矩阵乘以绕组重映射矩阵和坐
标变换矩阵得到%从而减少电流分配矩阵的求解次
数(简化容错控制过程&

9!电磁轴承电磁力的一般表达式

E极结构是最常用的径向电磁轴承定子结构设
计%通常采用差动驱动方式%电磁轴承E极^型定
子结构如图#所示&相邻两个定子极的绕组串联组
成一个^型磁极&定子径向平面内的%个^型磁
极能产生C(=轴正反%个坐标方向的电磁力%控制
转子悬浮&

图#!径向电磁轴承E极^型定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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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麦克斯韦电磁力方程%第B"Bg#%!%1%E#
个定子极的绕组控制回路产生的电磁力为!

0BK
"#!(";B!

!A!B
"##

式中!("是真空磁导率%"为磁路有效横截面积%#
为每个定子极的绕组匝数%;B 为第B个绕组回路的
电流%AB为第B个定子与转子间的气隙长度&在传
统的结构中%采用差动控制使%个^型磁极产生%
个坐标轴方向的电磁力%但是无法实现容错&为了
实现一个或多个绕组回路故障的容错控制%需要将
每个^型磁极拆分成!个独立磁极%得到E极独立
定子结构如图!所示&其中!-#%-!%1%-E分别表示
磁极#(磁极!到磁极E上的绕组&

图!!径向电磁轴承E极独立定子结构

每个定子极上是独立的绕组%共形成E路独立
的绕组控制回路&当一个或几个绕组回路故障时%
仍可实现容错控制&E极径向电磁轴承的每个绕组
控制回路通电后会对转子产生不同方向的电磁力%
令第B个绕组回路产生的电磁力与C轴夹角为!B%
各绕组回路电流列向量为!g);#;!;B;%;F;C;’
;E*8%气隙长度的对角矩阵为"gN4-5)A#A!AB
A%AFACA’AE*8&故转子在C轴和=轴方向受
到电磁合力为!

0CK
"#!("
! !8""U##8#CAU#!

0=K
"#!("
! !8""U##8#="U#!

#CKN4-5"7);!#%7);!!%7);!B%7);!%%

7);!F%7);!C%7);!’%7);!E#

#=KN4-5";4,!#%;4,!!%;4,!B%;4,!%%

;4,!F%;4,!C%;4,!’%;4,!E#

’

(

)

"!#

!!当电磁轴承结构固定时%#C 和#= 为常数
矩阵&

;!电磁轴承绕组回路容错控制

当一个或几个磁极的电磁力故障时%通过电流
分配矩阵重构将故障磁极的电磁力重新分配到其他
正常磁极上%从而实现容错运行&
;O9!电流分配矩阵的重构

控制器输出信号用电流控制向量表示为!7g
)(P!(C!(=*8%其中(P为偏置电流%(C((= 分别为C(

=轴方向的控制电流&引入电流分配矩阵$%它将
偏置电流(P和控制电流(C((= 分配为电磁轴承的E
个独立绕组中的电流%得到一个电流分配方案为!

!K$!7 "B#
由式"B#可知%电流分配矩阵$ 是一个E行B列的
矩阵&将式"B#代入式"!#中%得到转子在C轴和=
轴方向受到的电磁合力与各磁极电流的关系为!

0CK
"#!("
! !87$8""U##8#C"U#$!7

0=K
"#!("
! !87$8""U##8#="U#$!7

’

(

)

"%#

由分析可知%C和=方向的电磁合力是气隙长度矩
阵"和控制电流向量!7的函数&若能建立C(=轴
方向的电磁合力与C(=方向控制电流的函数关系
如下所示!

0CKV"(C#

0=KV"(=#
’
(
)

"F#

那么只要确定电磁轴承稳定悬浮时所需要的电磁
力%就可以求解控制电流的大小&为了C(=轴方向
的电磁合力能转换成如式"F#所示的函数%电流分配
矩阵$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8""U##8#C"U#$K
" "AF "
"AF " "
" " "

*

+

,

-

$8""U##8#="U#$K
" " "AF
" " "
"AF " "

*

+

,

-

’

(

)

"C#

将式"C#代入式"%#中%则转子在C(=轴方向受到的
电磁合力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0CK
"#!("
! (P (C (=) *.

" "AF "
"AF " "
" " "

*

+

,

-
.
(P
(C
(=

*

+

,

-

0=K
"#!("
! (P (C (=) *.

" " "AF
" " "
"AF " "

*

+

,

-
.
(P
(C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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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式"’#得到!

0CKT".(C
0=KT".(=
’
(
)

"E#

其中T"K
"#!("
! (P%当电磁轴承给定且偏置电流恒

定时%T"为常数&由式"E#分析可知%当电流分配矩
阵$ 满足式"C#时%C(=方向的电磁合力就转换成
C(=方向控制电流的线性函数%此时控制电流向量
可由电磁力确定为!

!7K

(P
0C
T"
0=
T"

*

+

,

-

"$#

由将式"$#代入式"B#可知%经过电流分配矩阵后%各
绕组回路的电流列向量为!

!K$!7K$.

(P
0C
T"
0=
T"

*

+

,

-

"#"#

;O;!最小功耗下电流分配矩阵的求解
根据式"#"#%为提供电磁轴承悬浮时所需要的

电磁力%各个绕组回路的电流分配不是唯一的%即要
产生同样的电磁力%可以有多个$ 满足要求&在不
考虑漏磁和磁通饱和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以最小能
耗为最优目标%求解电流分配矩阵&该方法在提供
电磁轴承稳定悬浮所需要的电磁力的同时%保证各
绕组回路电流消耗的能量最少&因此采用各绕组回
路电流的平方和作为容错最优控制的目标函数%可
表示为!

:"$#K!8! "###
其中:"$#为目标函数的瞬时值&因此电流分配矩
阵$ 求解问题可以归纳为!解得一个电流分配矩阵
$%使式"###达到最小值%同时满足式"C#&电流分
配矩阵$ 是一个E行B列的矩阵%令
$K $P$C$=) *

$PK !P#!P!!PB!P%!PF!PC!P’!PE) *8

$CK !C#!C!!CB!C%!CF!CC!C’!CE) *8

$=K !=#!=!!=B!=%!=F!=C!=’!=E) *8

’

(

)
"#!#

其中$P($C($= 都为列向量&将式"#!#代入式
"C#中得到#E个等式方程&由于%C(%=是对称矩阵%
所以约束条件就转换成#!个不同的标量等式方程组&

@#"$#K$8P""U##8#C"U#$PK"
@!"$#K$8P""U##8#C"U#$CU"AFK"
@B"$#K$8P""U##8#C"U#$=K"
@%"$#K$8C ""U##8#C"U#$CK"
@F"$#K$8C ""U##8#C"U#$=K"
@C"$#K$8= ""U##8#C"U#$=K"
@’"$#K$8P""U##8#="U#$PK"
@E"$#K$8P""U##8#="U#$CK"
@$"$#K$8P""U##8#="U#$=U"AFK"
@#""$#K$8C ""U##8#="U#$CK"
@##"$#K$8C ""U##8#="U#$=K"
@#!"$#K$8= ""U##8#="U#$=K"

’

(

)

"#B#

!!因此%电流分配矩阵$ 的最优求解问题转换成
了目标函数在#!个约束条件下的最小值求解问题&
在数值分析理论中%拉格朗日乘数法可以求解此类
问题&

拉格朗日乘数法是一种求解变量受一个或多个
条件约束下的多元函数极值的方法&通过引入拉格
朗日乘数将一个有&个变量与J个约束条件的最优
化问题转换为一个有&mJ个变量的方程组极值问
题%其变量不受任何约束&再对&mJ个变量分别
求偏微分%从而找到可以满足约束条件的最优解&
具体如下!

引入拉格朗日系数%构建拉格朗日函数为!

>"$#K!8!L.
#!

BK#
"B@B"$# "#%#

式中"B 为拉格朗日系数&对拉格朗日函数>"$#
求$ 矩阵中各变量的偏微分为"%即!

V(K/
>"$#
/$P( K

"%!(K#%!%1%E

VEL(K/
>"$#
/$C( K

"%!(K#%!%1%E

V#CL(K/
>"$#
/$=(

K"%!(K#%!%1%E

’

(

)

"#F#

!!对拉格朗日函数>"$#求拉格朗日系数"B 的
偏微分为"%即!

VBL!%K
/>"$#
/"B

K@B"$#K"%BK#%!%1%#! "#C#

联立式"#F#和式"#C#得到非线性代数等式方程
组为!

0"$%"#K

V#"$%"#

V!"$%"#
2

VBC"$%"#

*

+

,

-

K

"
"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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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V-<.-P的工具函数可以求解出方程组
"#’#&方程组的解就是在最小功耗下的电流分配矩
阵%从而实现绕组回路故障时的最优容错控制&

<!故障容错的分类归纳

为了进一步归纳出统一的容错算法%对所有可
容错的故障进行分类归纳&把通过旋转能得到相同
的故障磁极分布视为同一种故障类型%只需求解#
个基本电流分配矩阵%同种故障类型的电流分配矩
阵可以通过基本电流分配矩阵进行坐标旋转得到&
当第#个绕组控制回路故障时%建立坐标系C<=%图
B为第#个绕组回路故障的模型图&设定其为基本
故障模型图%求出对应的基本电流分配矩阵$#&

图B!第#个绕组回路的基本故障模型图

电流分配矩阵$#将控制电流向量!7分配到E
路绕组控制回路中%得到各绕组回路电流的列向
量为!

!K ;#;!;B;%;F;C;’;E) *8K$#.
(P
(C
(=

*

+

,

-

"#E#

其中;B"Bg#%!%1%E#为绕组)B 中的电流&当第
B"Bg#%!%1%E#个绕组控制回路故障时%基本故障
模型图逆时针旋转!B 度会得到第B个绕组故障模
型图完全相同的故障磁极分布%此时有!

!BK
-
%
"BU## "#$#

!!因此%将第#个绕组回路故障与第B个绕组回
路故障归于同一种故障类型%利用同一个电流分配
矩阵$#实现容错控制&第B个绕组控制回路故障
时%对应式"#E#此时有!

!WK$#.
(PB
(CB
(=B

*

+

,

-

"!"#

式中!(CB和(=B为第B个绕组回路故障时的控制电

流%(PB 为此时的偏置电流&根据坐标变换公
式有!

(PB
(CB
(=B

*

+

,

-
K
# " "
" 7);!B ;4,!B
" U;4,!B 7);!B

*

+

,

-

.
(P
(C
(=

*

+

,

-

"!##

令

&BK
# " "
" 7);!B ;4,!B
" U;4,!B 7);!B

*

+

,

-

"!!#

则式"!##可写为!

(PB
(CB
(=B

*

+

,

-
K&B.

(P
(C
(=

*

+

,

-

"!B#

&B为第B个绕组回路故障时的坐标变换矩阵&基
本故障模型图逆时针旋转!B度后%由于绕组一一对
应关系%此时有!

!K"’E’’’C’CF’F%’%B’B!’!##BU#(#.!W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为E行E列的单位对角矩阵%初等矩阵’(B
表示单位矩阵的第(行和第B行交换位置%令

(BK"’E’’’C’CF’F%’%B’B!’!##BU#(# "!F#

(B为第B个绕组控制回路故障时的重映射矩阵%则
式"!%#可简写为!

!K(B.!W "!C#
将式"!"#和式"!B#代入式"!C#得到第B个绕组回路
故障时%经过容错控制后各绕组的电流为!

!K(B$#&B.
(P
(C
(=

*

+

,

-

"!’#

由式"!’#可知%第B个绕组回路故障的电流分配矩
阵为!

$BK(B$#&B "!E#

!!由以上分析可知%任何一路绕组控制回路故
障对于整个系统而言都是同种类型的故障%其容
错控制的原理框图如图%所示&由图%可知%当电
磁轴承出现同种类型的故障时%只需求出每种故

#$#第!期 赵文洁等!电磁轴承绕组回路容错控制方法



障类型对应的基本电流分配矩阵%再根据坐标变
换矩阵和绕组重映射矩阵就可以求出任一绕组回

路故障后的电流分配方案%实现电磁轴承的容错
控制&

图%!基于坐标变换和绕组重映射矩阵的容错控制原理框图

B!数值验证与分析

BO9!能耗减小验证与分析

为了对传统差动控制和本文提出的可容错控制
进行能耗比较%验证经过电流分配矩阵后的可容错
控制比传统差动控制的能耗更低%设各绕组回路中
的电流为;#%;!%1%;E%对于E极独立绕组结构的
径向电磁轴承%其电流平方和为!

.
E

(K#
;!(K;!#L;!!L;!BL;!%L;!FL;!CL;!’L;!E

"!$#

E极^型定子结构的径向电磁轴承采用差动控
制时%通常将相邻两个定子极的绕组串联%此
时有!

;#K;EK(PL(C
;!K;BK(PL(=
;%K;FK(PU(C
;CK;’K(PU(=

’

(

)

"B"#

差动控制消耗的电流平方和为!

.
E

(K#
;(!K!"(PL(C#!L!"(PL(=#!L

!"(PU(C#!L!"(PU(=#! "B##

!!当转子在C轴方向处于平衡位置且仅有偏置
电流提供电磁力%设置偏置电流(Pg!U&要在=
轴正方向分别产生"(#(!(B(%(FU的电磁力%对普
通差动结构和本文的可容错结构进行功耗比较&以
一套实际的电磁轴承参数作为分析样本进行数值验
证%电磁轴承基本参数见表#&

表9!电磁轴承基本参数
参数 数值

气隙A’KK "AF

真空磁导率("’"Y.KG## %-i#"G’

磁路横截面积"’K! !A$!Ei#"G%

线圈匝数#’匝 !""

转子质量H’Z5 $A$$E

!!为了提供与差动控制相同的电磁力%利用最小
功耗的方法%求得(=g"U 时的电流分配矩阵
$"为!

$"K

"A’#"F U"AFB#F "A#F’$
"AECF’ U"A!C"$ U"AC"%"
#A!"F$ U"A!’#" "AEF’!
"A$B"$ "A"!!B U"AEB%!
"A’E’# "A#!B" U"ABE"E
"AFB!# U"AB"#B U"A#"!B
#ABE#F "A%!BB U"ACFE’
"AE!!# U"AB#F! "ABC$"

*

+

,

-

%

(=g#U时的电流分配矩阵$#为!

$#K

#A#FFB U"A"BCC U#A"BBE
#AC%!B U"A#’$% U"AE$$"
#AF#!’ U"ACBB" "A’!EE
#A"!B% "AFE%F U"A%#BB
"AFFE$ U"A!"E% U"AB#CE
"AEE’# U"AFE"! U"A!!"C
"AEE%F "A"F!F U"ACBF#
"A’!$F "A!C$# "AB%B’

*

+

,

-

%

(=g!U时的电流分配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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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U#A""E# U"A!"E%
#AFB’E U"A%#!F #A"EBB
#AF"!B U"A!!!B #A"##C
#A#"BF U"AEC#C U"A!FEF
"AE!BB U"AF"C$ U"A!$F"
"AE!!" U"ABB## U"ABC"!
"AF"$% U"A%#!E U"A"C"C
"AC’%" "ABF$" U"ABB!B

*

+

,

-

%

(=gBU时的电流分配矩阵$B为!

$BK

#A!"CF U#A""C! U"A!""#
#ACBE’ U"A%#!F #A#EB#
#AF#E! U"AB#%F #A!""!
#A!#BF U"A’!#C U"AB!!$
"A’$E$ U"AF"C$ U"A!$%$
"AE!#E U"AB!$$ U"ABF$$
"AB#"" U"A!"B# U"A#"#"
"A%’B$ U"A!C"" U"A!#"!

*

+

,

-

%

(=g%U时的电流分配矩阵$%为!

$%K

#A!$!F U"A"#BE "A"’E’
#AC$F! U"ABBC$ #A"!#%
#AC"CF "A"#"B #A!’BB
!A#B"! U#A#"EC U"A$!"E
!A#!#C U"A#%C# U#AE$’!
"AB$’$ "A""CB U"A!C’’
"A!CF$ U"A"C%E U"A#"#%
#A!%CE "A###% U#A"BBB

*

+

,

-

%

(=gFU时的电流分配矩阵$F为!

$FK

!A"F%F #A""!F U#A"C$#
!A"F’" U"A!$$" #A"’$’
#ACCB% U"A%"$F #A#’B#
#A!’%E "AFE!" U"AB%C#
!AF!#E U#A"’E% U#A%’$C
!A"C#! "AC"E$ U#ABF%"
U"A’"E% "A"E#" "AC#$#
"AC$$C U"A!F$$ U"A%!#’

*

+

,

-

&

!!由式"!$#和式"B##进行计算%差动控制的能耗
与可容错控制的能耗对比结果见!&根据表!的数
据%绘制出图F&

表;!能耗对比
=轴控制
电流’U

消耗的电流平方和’U!
差动控制 可容错控制

" B! !’
# BC BB
! %E %%
B CC FC
% EE ’!
F ##% $C

图F!差动控制与可容错控制的能耗曲线

由图F可知%在提供相同电磁力时%与差动控制
相比%在最小功耗目标函数下求得的电流分配矩阵
使得电磁轴承的能耗更低&图中%在!U以下差动
控制的线性区内%两条曲线间隔较小&当电流超过
!U%差动控制的电磁力由单边磁极产生%两条曲线
的间距明显增大%说明本文提出的可容错结构能耗
节省更明显&

BO;!容错控制算例验证与分析

在不考虑漏磁及磁饱和效应的前提下%验证和
分析容错前后的电磁力等价关系&只要保证在每个
采样周期内%容错前后的电磁力完全相同%也就保证
了电磁轴承的悬浮状况不变&

当采用差动控制使电磁轴承稳定悬浮在期望的
平衡位置时%(Pg!U%(Cg"U%(=g"A$#$U%C轴
方向的电磁合力为"%= 轴电磁合力为正方向
$$A$’EC_&当不考虑磁极间的耦合作用时%各磁
极电磁力的分布如图C所示&

图C!差动控制的电磁力分布

采用基于电流分配矩阵的可容错控制时%为了
提供与差动控制相同的电磁合力%求得此时的电流
分配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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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U"A#B!C U"A""!!
#A!$EE "ABC!# #A"!$C
#A!$$" "ABC!! #A"!$’
"A"!!# "A"#$E U"A""!!
"A"!!" "A"#$E U"A""!B
#A#"C" U"A"!!’ U!A#B%$
#A#"C# U"A"!!C U!A#BF"
"A"!!# U"A#B!! U"A"!!"

*

+

,

-

&

!!经过电流分配矩阵$-后%各个绕组回路产生
的电磁力如图’所示&由图’可知%经过电流分配
矩阵$-后%=轴正方向的电磁力主要由第!个和第
B个绕组控制回路提供%需要克服=轴负方向的电
磁力和重力%最终实现=轴方向的平衡&此时C轴
方向的电磁合力也为"%但与图C相比%C轴正负方
向产生的电磁力更小%能耗自然也就更低(更节能&

图’!电流分配矩阵$-重构后的电磁力分布

当电磁轴承绕组控制回路出现故障时%假设故
障的是第B个磁极上的绕组回路%此时对应的电流
分配矩阵为$P!

$PK

#AB"B’ "A"$#F U#A"EEF
!AB"!" U"A"CB’ U"AEFB#
"A"""" "A"""" "A""""
#A!E%B U"AFB’! "A"’"E
#ABC#" U"A!B"B U#A"CFE
#A##’’ #A"$$! U"A"#’E
U"AF"#F "A!"F$ !ACCCE
"A"$"# U"A#"BB "A%#B!

*

+

,

-

&

!!经过电流分配矩阵$P后%各个绕组回路产生
的电磁力如图E所示&由图E可知%此时第B个绕
组回路提供的电磁力为零%=轴正方向的电磁力主
要由第!个绕组回路提供&由图C+图E可知%无
论绕组完好或存在故障%经过电流分配矩阵控制后
都能在C轴和=轴方向提供相同的电磁合力%即都

能提供电磁轴承稳定悬浮时所需要的电磁力%保证
电磁轴承得悬浮状态不变&

图E!第B个绕组回路故障时的电磁力分布

C!结!论

本文提出了以最小功耗产生相同电磁力的容错
控制方法&该方法采用电流平方和作为最小功耗的
目标函数%在提供相同电磁力的同时%保证各绕组回
路电流消耗的能量最少&此外%对电磁轴承故障形
式进行归纳总结%同一故障类型的电流分配矩阵可
以通过基本电流分配矩阵乘以绕组重映射矩阵和坐
标变换矩阵得到%从而减少电流分配矩阵的求解次
数%简化控制过程&数值算例的验证结果表明!本文
提出的容错控制方法能够在绕组故障时提供电磁轴
承稳定悬浮所需要的电磁力%且在提供相同的电磁
力时%与传统差动控制相比%该控制结构的能耗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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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线传感技术与?,#的恒湿柜远程监测系统设计

蔡昕哲!潘海鹏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杭州B#""#E#

!!摘!要"为解决大型物料仓库中电子恒湿柜缺乏统一远程监测的问题!采用%BBVYM无线传感网络与O2P服
务器!设计了一种电子恒湿柜远程监测系统’该系统采用68VEa微控制器和64%%CB模块搭建嵌入式硬件!传感器
节点与协调器通过%BBVYM无线组建无线传感网络!采集现场数据并发送给服务器主机’在 O2P远程监测平台!
系统采用>3-,5)框架!设计基于]%6模式的电子恒湿柜O2P监测页面!实现了数据实时监测和远程设备管理等功
能’现场应用表明!该系统能很好地采集和处理各电子恒湿柜的监测数据!通讯稳定!使用效果良好’

关键词"电子恒湿柜(远程监测(%BBVYM(无线传感网络(O2P
中图分类号"8S!’’!!!!!!!!文献标志码"U!!!!!!!!文章编号"#C’B&BEF#"!"#$#"B&"#$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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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2/-7<<1-<4<4;N4//47*.<<)*,4/=+2K)<2K),4<)+4,5)/2.27<+),477),;<-,<
1*K4N4<=7-P4,2<;4,.-+52&;7-.2K-<2+4-.[-+21)*;2;%-+2K)<2K),4<)+4,5;=;<2K)/2.27<+),477),;<-,<
1*K4N4<=7-P4,2<;P-;2N),%BBVYM[4+2.2;;;2,;)+,2<[)+Z"O6_#-,NO2P;2+:2+[-;N2;45,2ND812
;=;<2K-N)Q<;68VEaK47+)7),<+)..2+-,N64%%CBK)N*.2<);2<*Q<122KP2NN2N1-+N[-+2D812;2,;)+
,)N2-,N7))+N4,-<)+;2<*Q<12[4+2.2;;;2,;)+,2<[)+Z<1+)*51%BBVYM[4+2.2;;D812/42.NN-<--+2
5-<12+2N-,N;2,<<)<12;2+:2+1);<D@,<12O2P+2K)<2K),4<)+4,5Q.-</)+K%<12>3-,5)/+-K2[)+Z4;
2KQ.)=2N<)N2;45,O2PK),4<)+4,5Q-52)/2.27<+),477),;<-,<1*K4N4<=7-P4,2<P-;2N),<12]’6K)N2%
+2-.4M4,5<12/*,7<4),;)/+2-.&<4K2N-<-K),4<)+4,5-,N+2K)<2N2:472K-,-52K2,<D812/42.N-QQ.47-<4),
;1)[;<1-<5))NQ2+/)+K-,72)/<12;=;<2KD812;=;<2K7-,5-<12+-,NQ+)72;;<12K),4<)+4,5N-<-)/
2-712.27<+),477),;<-,<1*K4N4<=7-P4,2<%-,N<12<+-,;K4;;4),4;;<-P.2D812+2/)+2%<12;=;<2K1-;<12
5))N-QQ.47-<4),2//27<D

7,42($*-!2.27<+),477),;<-,<1*K4N4<=7-P4,2<$+2K)<2K),4<)+4,5$%BBVYM$[4+2.2;;;2,;)+
,2<[)+Z$O2P

8!引!言

电子恒湿柜是一种依靠物理除湿吸附技术维持
特定容积空间内的湿度保持恒定的设备%主要用于

对物料(半成品(成品的恒湿防氧化存储&近年来%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精密配件和电子器
件储存的要求不断提高%工业场合对电子恒湿柜的
需求大幅上升%在一个大型物料仓库中电子恒湿柜



的数目达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现有的电子恒湿柜
缺乏远程集中监测的功能%造成使用和管理不便%特
别是在设备发生故障时不能及时发现与解决%往往
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改进工业场合中使用的电子
恒湿柜%为其设计远程监测系统极为重要&

在传统的工业远程监测领域中%现场总线技术
被广泛使用%如01-,5等)#*和周朝胜等)!*分别提出
了基于 Û_和S+)/4P*;的工业远程监测系统解决
方案%以节点的形式把设备接入现场总线%从而实现
和上位机的通讯&但鉴于是有线传输且受通信距离
的限制%制约了现场总线的应用&无线通讯技术是
在现场总线之后出现的一种用于远程监测的新技
术%主要包括045]22(射频通信(O4I4(蓝牙等%已在
许多行业得到应用)B&C*&如!张小娟等)C*利用
045]22技术构建无线传感网络%设计出针对粮仓的
远程监测系统%完成了对现场数据的远程采集&但
在家居(楼宇(工厂等多障碍物(环境复杂的使用场
景中%045]22通信因穿透及绕射能力差%难以满足
使用需求%因此葛阳)’*在设计远程智能家居监控系
统时%使用%BBVYM射频替代045]22作为系统的
主要通讯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O2P
技术在远程监测系统中的应用%可以对无线传感网
络进行扩展%方便用户的使用%如!郭丽)E*设计了基
于]’6O2P架构的045P22光伏电站远程监测系
统%可使用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浏览器查看光
伏电站的现场情况&

本文基于%BBVYM射频通信与O2P服务器构
建了电子恒湿柜远程监测系统%通过无线传感网络
对现场电子恒湿柜进行集中监测与控制%突破了地
域和环境的限制%降低了维护成本%实现了远程数据
采集(设备控制等功能&

9!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主要由电子恒湿柜传感器节点(协调器和
O2P远程监控服务器三部分组成&系统整体结构
如图#所示&在工业现场中%依据场地大小划分区
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多个电子恒湿柜%每个电子恒
湿柜安置一个传感器节点&传感器节点负责测量柜
体中的环境数据%并将数据通过%BBVYM频段无线
发送给协调器&同时每个区域部署一个协调器%协
调器一方面与传感器节点进行通讯%建立无线传感
网络%汇集传感器节点测量数据$另一方面对汇集的
数据进行相应处理%通过基于 8̂ S’@S协议的
6)7Z2<程序将数据发送至监测服务器主机$最终服

务器主机通过O2P监测平台进行网络发布%用户可
以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多种终端对监测平台
进行访问%通过浏览网页的形式查阅相关监控数据&

图#!系统整体结构

;!硬件设计

本文对传感器节点进行了设计%传感器节点由
微控制器模块(传感器模块以及无线模块三部分组
成%硬件结构如图!所示&68VEa作为主控芯片%
与时钟电路(电源及复位电路构成微控制器模块%通
过温湿度传感器(氧气传感器及三极管反馈电路获
取电子恒湿柜的实时环境数据%并以程序设定值为
标准%通过光耦驱动电路控制恒湿柜柜内冷凝器(
S8̂ 加热器(风机(电磁阀等设备%调节柜内环境参
数&同时微控制器通过6S@接口与无线模块连接%
实现与协调器的通讯&

图!!传感器节点硬件结构

;:9!微控制器
根据系统需求%微控制器选用68VEa#F!‘%8C

芯片%它是一款E位微处理器芯片%具有功耗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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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高等特点%同时内置电路丰富%包括高速U>̂ (
定时器’计数器(B个96UX8(!个6S@(#个快速
@!^等%既可满足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通信的要
求%又可简化外围电路的设计&
;:;!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采用64%%CB%其工作频段在!%"D""
$B"D"VYM%支持自主 X̂̂ 处理(同步字测试以及
地址校验等功能%具有接收灵敏度高(透传能力强(
传输距离远等优点%非常适合在大型物料仓库电子
恒湿柜组网中应用&64%%CB无线模块通过6S@总
线与微控制器进行通信%硬件连接如图B所示&图
中64%%CB芯片的,6Ja(6̂ ‘(V?6@(V@6?四个引
脚分别为6S@接口的片选(时钟(数据输出以及数据
输入引脚%与68VEa#F!‘%8C芯片上的6S@#接口
"S]%+S]’引脚#相连&64%%CB芯片的 TS@?!(
TS@?B引脚通过切换开关的闭合%可控制64%%CB芯
片接收与发射状态&

图B!64%%CB硬件连接

;:<!传感器模块
电子恒湿柜中需要实时监测的环境数据包括温

度(湿度和氮气浓度%所以传感器节点须包含能测量
这三个参数的传感器模块&

对于温度和湿度的测量%使用数字式温湿度传
感器6Y8##)$*%其内部集中了#个#%位的U’>转
换器以及温度传感器%经过二线串行数字接口@!^
与微控制器连接%输出数字信号&6Y8##芯片可以
测量的温度范围在""F"c%测量精度是f"D%c
"!Fc下#%可以测量的相对湿度范围在!"\"
$"\%测量的精度是fBD"\%符合对电子恒湿柜的
监测要求&

氮气是一种化学性质不活泼的气体%在常温下
和大多数化学物质都不会发生反应%所以直接测量
氮气浓度十分困难&工业上对氮气浓度的测量一般
采取间接测量法)#"*%通过检测气体中氧气浓度来间
接计算出氮气浓度&本系统选用氧气传感器选用英
国 @̂8H公司的%?We传感器模块%基本工作原理

是氧气会与传感器里的电极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
流%通过测量电流大小便可以计算出氧气浓度%进而
间接计算出氮气浓度&%?We传感器模块自带模拟
信号调理电路%输出端可直接连接微控制器的U’>
转换口&

<!无线传感网络设计

<:9!传感器节点程序设计
传感器节点处于整个无线传感网络的底层%它

的任务是完成电子恒湿柜内数据采集和发送%同时
响应协调器的指令等&传感器节点工作流程如图%
所示&

图%!传感器节点工作流程

传感器节点上电后%首先判断自身运行状态%如
果节点处于未入网或网络故障状态则进入节点入网
子程序%寻求加入基于协调器的无线传感网络&加
入网络后的节点根据接收到的协调器指令%进入恒
温恒湿控制子程序%同时令无线模块进入低功耗休
眠状态&休眠时间结束后%节点自动唤醒无线模块%
等待协调器发送数据汇集指令%若规定时间内收到
指令%采集现场数据并发送给协调器$若规定时间未
内收到指令%标记自身为网络故障状态%重新进入节
点入网子程序&
<:;!协调器程序设计

协调器负责无线传感网络的组建和维护%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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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汇集网络内各传感器节点监测数据%同时可
根据需要发送控制命令给传感器节点&协调器工作
流程如图F所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网络初始化阶段&协调器上电后%检测并挑

选一个空闲信道作为通讯信道%组建无线传感网络&
P#节点入网阶段&协调器处于固定广播信道

收发状态%当接收到节点入网请求时%允许节点入网
并回复对应指令&
7#数据汇集阶段&协调器处于通讯信道收发

状态%向网络内各节点发送数据汇集指令%汇集各节
点数据%然后通过;)7Z2<通讯程序将数据发送给服
务器%同时接收服务器的指令&

图F!协调器工作流程

<:<!时间同步策略
在传感器节点数据汇集过程中%为了解决多个

传感器节点数据并发引起碰撞重传的问题%系统采
用信道时分复用"8>VU#的机制)##*%每个传感器节
点都有各自数据收发的时隙%彼此之间互不冲突&
除数据收发时隙外%节点处于低功耗休眠状态%从而
降低反复监听所产生的能量损耗&同时为提高网络
的拓展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拓扑结构变化
的时间同步机制%将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情况加入
时间同步之中%设计了适合周期性数据采集的无线
传感器网络&节点在每个数据采集周期都与协调器
进行一次时间同步%根据网络中拓扑结构的变化动
态地修改节点唤醒时间4[-Z2和唤醒后最长等待时

间4[-4<37)..27<&计算方法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4[-Z2g47)..27<G4K2-;*+2G"#2++)+3-NNi4[-4<#"##

4[-4<37)..27<g#2++)+i4[-4< "!#
其中!47)..27<为距下次数据汇集时长%4K2-;*+2为传感
器测量所需时长%#2++)+为故障节点总数%#2++)+3-NN为
新增故障节点数%4[-4<为%BBVYM无线模块单次应
答时长&

B!?,#监测平台设计

电子恒湿柜 O2P远程监测平台基于]’6架
构)#!*%采用 >3-,5)进行网站框架的搭建%采用
]))<;<+-Q进行前端界面的开发%采用V=6ba进行
数据库设计&主要实现现场设备的远程配置(实时
和历史曲线显示(数据查询及备份(故障自动报警等
功能&用户可以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多种终
端进行访问%页面总体设计框架如图C所示&

图C!页面总体设计框架

监测平台的 O2P页面由左侧的导航区和右侧
的内容区两部分构成%导航区列出用户在 O2P监测
平台上可进行的所有操作链接%用户点击链接后网
页会跳转至对应的操作页面&内容区展示操作页面
的具体内容%以图’所示的湿度监测页面为例%内容
区自上而下展示了仓库数目(恒湿柜数目(报警数目(
电子恒湿柜实时数据以及湿度数据历史曲线等信息&

图’!OJ]湿度监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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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系统测试

为检验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在搭建的监测平台
上对系统进行了测试&测试时%将%"个传感器节点
随机布置在协调器!""K范围内%依次打开传感器
节点的电源%O2P监测平台上能自动显示%"个新
节点加入网络&当人为关闭其中#个传感器节点%
O2P监测平台提示相应节点离线报警&重新开启
离线节点电源后%报警信息解除%节点重新加入网
络&该测试结果证明本文所设计的无线传感网络组
网协议具有自组网和动态拓扑维护能力&

设置系统的数据汇集周期为!";%在无人为干
预的情况下%让具有%"个传感器节点的测试系统连
续工作#CE1%所得丢包测试实验数据如表#所示&
系统丢包率平均为"D#$#\%且丢包率不随系统运行
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该测试结果表明系统通讯稳定%
能较好地汇集监测数据&

表9!丢包测试实验数据
测试时间 发送数 接收数 丢包数 丢包率’\
第#天 #’!E"" #’!%F’ B%B "D#$E
第!天 #’!E"" #’!%E! B#E "D#E%
第B天 #’!E"" #’!%BB BC’ "D!#!
第%天 #’!E"" #’!%C$ BB# "D#$#
第F天 #’!E"" #’!%$$ B"# "D#’%
第C天 #’!E"" #’!%%F BFF "D!"F
第’天 #’!E"" #’!%$’ B"B "D#’F
平均 #’!E"" #’!%C$ BB# "D#$#

D!结!论

针对大型物料存储仓库中电子恒湿柜的监测需
求%在传统电子恒湿柜控制系统中引入无线传感网络
技术与O2P技术%设计出一套不受区域限制%集中监
测且易于维护的远程网络监测系统&实现从设备的
组网(维护到数据汇集的一体化&同时基于>3-,5)

框架开发了]’6模式的 O2P监测平台%具有良好的
人机交互界面%方便用户通过多种终端对数据进行访
问&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运行稳定%性能优良%具有
较高的实用价值%并且已经应用于实际产品中&

参考文献"
)#*01-,5Y%a4,TDX2K)<24,<2..452,<K),4<)+4,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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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瞳孔角膜反射法的视线估计系统设计与实现

曹奕铖!蒋路茸!童基均
"浙江理工大学信息学院!杭州B#""#E#

!!摘!要"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低成本硬件条件下的视线估计系统!该系统的视线估计模型采用瞳孔角膜反射法!
对用户干扰小!允许用户头部移动’系统由视频采集&瞳孔中心和反射光斑中心提取&视线估计三部分组成’针对
系统中低成本硬件导致的图像质量不高&瞳孔图像分辨率低以及光照变化等情况!设计了实时&精确的瞳孔中心&反
射光斑中心提取方法’该方法首先将粗定位与精确定位相结合!得到人眼瞳孔图像(再利用灰度膨胀&卷积操作增
强反射光斑!提取出反射光斑中心(然后通过一定的预处理!融合边缘提取&边缘过滤以及椭圆拟合!得到瞳孔中心(
最后经过后处理滤去异常值’对视线估计系统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视线估计平均均方根误差为#!KK!满足某些
应用的基本需求’该系统降低了对硬件的要求!有利于实际应用’

关键词"视线估计(瞳孔角膜反射(瞳孔中心提取(反射光斑中心提取(瞳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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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视觉是人类信息获取的重要来源%人眼视线的
方向反映了观察者的兴趣范围与关注信息&视线估
计技术通过光学(电子等手段获取观察者的注视点%
在认知障碍诊断(心理学和人机交互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如!在医疗上用来分析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指
标)#*%在心理学研究中用以分析用户习惯)!*%在虚拟
现实中作为人机交互的手段)B*&

视线估计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干扰式和非干扰
式%当前视线估计系统大多采用基于视频处理的非
干扰式视线估计技术&视线估计系统由视线估计模
型建立和视线参数获取两个关键技术组成&基于瞳
孔&角膜反射法的视线估计方法是目前广泛使用的
视线估计模型%该方法精度较高%对用户无干扰%允
许用户头部自由移动&Y-,;2,等)%*将它细分为基
于回归与基于模型两类方法&前者假设视线方向向
量是瞳孔中心&反射光斑中心向量的映射%通过数值
方法进行拟合%使用大量数据针对性地学习训练%如
使用多项式拟合)F*(神经网络)C&’*进行拟合&后者通
过几何模型计算出角膜曲率中心%而后得到注视点&
T*2;<+4,等)E&$*建立的广义模型是这一类方法的代
表%基于模型的方法建立在几何模型之上%通用性与
可解释性更强&

视线参数包括眼球的生理参数以及模型参

数%在瞳孔&角膜反射法中主要是瞳孔中心以及角
膜反射光斑中心两个中心点%中心点精确地提取
是研究的重点&e-.2,<4等)#"*提出了等照度线曲
率以定位瞳孔中心%陈建等)##*提出了一种椭圆拟
合与参数传递的瞳孔检测方法%王静等)#!*提出了
非极 大 抑 制 圆 目 标 亚 像 素 中 心 定 位&I*1.
等)#B&#%*针对户外场景提出了J.62与JR̂*62两
种算法提取中心点&这些提取方法均得到了较
高精度的结果%但是对图像分辨率要求很高%需
要高分辨率(高解析度的工业相机%在实际应用
中受到限制&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低成本硬件条件下的视
线估计系统%该系统使用双相机双光源%使用基于模
型的瞳孔角膜反射法%对用户干扰小%允许用户头部
移动&针对系统中低成本的硬件条件导致的图像质
量不高(瞳孔分辨率低以及光照变化等问题%本文设
计了一种实时(精确的瞳孔中心(反射光斑中心提取
方法%完成视线参数提取&最后构建了一个完整的
视线估计系统%并进行测试&

9!系统设计

本文提出的视线估计系统采用两个红外aJ>
点光源(两个低成本的普通红外相机&系统由视频
采集(反射光斑中心和瞳孔中心提取以及视线估计
B个模块组成%系统架构如图#所示&

图#!系统架构

!!视频采集模块负责捕捉用户脸部图像&图像
中重点关注瞳孔成像以及用户注视显示屏时%屏
幕两侧红外aJ>点光源在角膜上形成的反射光斑
成像&

反射光斑中心(瞳孔中心提取模块负责分析用
户脸部图像以得到中心点的图像坐标&该子系统是
整个系统的核心&针对系统中低成本的硬件条件%
本文在反射光斑中心(瞳孔中心提取系统中设计了
一种实时且精确的中心提取方法%确保在图像质量

不高(瞳孔图像分辨率低的情况下准确提取瞳孔中
心(反射光斑中心同时有效应对光照条件变化导致
的光斑区域灰度值变化&

视线估计模块负责计算用户注视点&系统采
用瞳孔角膜反射法)E*%结合中心点的图像坐标转
换得到的世界坐标(相机位置以及红外aJ>位置
等环境信息得到用户注视点&该系统需要解决相
机标定)#F*(相机姿态估计)#C*以及坐标系转换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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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孔中心以及反射光斑中心提取

;O9!瞳孔区域定位
用户脸部图像采集完成后%首先定位瞳孔区域&

瞳孔区域的精确定位可以减少无关区域的影响%提
高算法鲁棒性&本系统中瞳孔定位由两部分组成!
粗定位与精确定位&

粗定位由人脸检测与人眼检测组成%二者均使
用基于Y--+特征的级联分类器&人脸检测可以有
效减小后续人眼检测搜索区域%将人脸检测结果窗
口下采样到同一基准以保证人眼检测能够以一致的
尺度进行搜索&

精确定位的目的在于移除粗定位结果中眉毛(
眼睑(皮肤等非瞳孔区域&分别计算人眼图像每行
每列像素点灰度值%瞳孔区域所在的行或列灰度值
和相对更大&计算图像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像素积
分图!@ 与!Z!

!1K0
/"C%=#1I

"!FFG!"C%=##NC "##

!:K0
;"C%=#1I

"!FFG!"C%=##N= "!#

其中!!"C%=#表示图像!上坐标为"C%=#的像素
点的像素值%I为阈值&!@ 与!Z 中非"区域就是瞳
孔区域所在的行或列%略微偏移修正即可得到瞳孔
区域的精确位置&
;O;!反射光斑中心提取

反射光斑即相机捕捉的红外光源在角膜形成的
虚像%复杂的实际环境以及瞳孔与光源距离的变化
导致反射光斑灰度值不断变化&本系统中的反射光
斑中心提取方法能够有效应对这种情况%流程如图
!所示&

图!!反射光斑提取流程

-#反射光斑候选区域定位
首先对瞳孔图像执行灰度膨胀操作%即每个

像素点的灰度值由包括它在内的四周F个像素点
灰度值的极大值代替%得到!N4.-<2& 当反射光斑成
像小而且暗时%膨胀可以有效扩大并且增亮光斑
区域&

然后使用如图B所示的模板进行卷积操作得到

!7),:&
!7),:K!2@ "B#

其中)为卷积模板&

图B!卷积模板

模板)中中心点处灰度值对卷积结果影响最
大&卷积后高亮区域像素点灰度值会显著减少%其
余点基本不变&

最后%计算原始图像!与卷积后图像!7),:的差
值!N4//%对其二值化得到!P4,-+=%二值化所用阈值由
;N4//的统计直方图动态决定&从差值等于"开始%
累加为当前差值的像素点数量%当数量占比达到
预设值时%最后一个像素差值即是二值化所用的
阈值&

!P4,-+=与!N4.-<2的逐点相乘得到!+2;Q),;2%!+2;Q),;2中
留下的非"区域即是反射光斑候选区域&

P#反射光斑中心提取
求取!+2;Q),;2中每个连通域灰度值的和%值最大

的两个区域即为光斑区域&然后在光斑区域的邻域
再次进行搜索&设定一个阈值%达到这个阈值的未
被包含的点也认为属于光斑区域&本文设定的阈值
为上述光斑区域像素均值的’F\&

最终%反射光斑中心由每片区域中像素点坐标
按照原始灰度值加权得到&

;O<!瞳孔中心提取
图像质量不佳(瞳孔图像分辨率低给瞳孔中心

提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系统瞳孔中心提取由预
处理(瞳孔边缘检测与过滤(椭圆拟合三部分组成%
具体流程如图%所示&

!ABA#!预处理
预处理包括灰度腐蚀和中值滤波两个部分&首

先对瞳孔图像执行灰度腐蚀操作%即每个像素点的
灰度值由包括它在内的四周F个像素点灰度值的极
小值代替&然后执行中值滤波%平滑图像&

!ABA!!边缘检测与过滤
-#边缘检测
本系统中使用 -̂,,=算子对图像进行边缘检

测& -̂,,=检测出的边缘含有一定噪声%并且含有
眼睑边缘等非瞳孔边缘线%需进一步进行形态学处
理与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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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形态学处理
形态学处理主要目的进行瞳孔边缘与非瞳孔

边缘分割&形态学处理模板如图F所示%模板中
灰色部分表示匹配成功后移除该像素点%白色表

示匹配成功后添加该像素点&图F"-#中模板主要
目的在于细化边缘线&图F"P#分割三岔线%分离
瞳孔边缘与眼睑边缘的连接点&图F"7#补全误
删点&

图%!瞳孔中心提取流程

图F!形态学处理模板

7#非瞳孔边缘过滤
形态学处理后%进一步对离散噪点(直线以及上

眼睑等非瞳孔边缘进行过滤&
根据连通域的面积移除离散噪点&直线的判断

需要定义一个阈值%当某一线段上所有的点到该线
段质心的最短距离小于这个阈值%就认为该线段是
直线而后移除&最后移除上眼睑%使用区域生长法
得到瞳孔区域点集%其质心为*%整条线段都位于
质心点上方就认为是上眼睑&
N#提取瞳孔边缘
非瞳孔边缘过滤后%余下线段中最长的那条就

是瞳孔边缘%但是该边缘两侧部分属于下眼睑%如图
C"-#&计算边缘上相邻两点C轴坐标差*C%从边
缘两侧同时开始搜索%第一个*C K"的点就是瞳孔
边缘的起始点%如图C"P#所示&两点之间的线段就
是最终的瞳孔边缘线&

图C!瞳孔边缘线及下眼睑分割示意

!ABAB!椭圆拟合
相机成像质量以及人眼与相机距离的限制导致

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完整的瞳孔边缘线&受此限
制%本系统中选择了基于近似均方的椭圆拟合算法&

椭圆方程定义为
"CCC!L"C=C=L"===!L
"CCL"==L""K" "%#

其中*8K)"CC%"C=%"==%"C%"=%""*为表达式的
系数&

#为设计矩阵%其第(行为
#(%!" #K4C!(%C(=(%=!(%C(%=(%#5 "F#

其中C(与=(为第(个边缘点的坐标&
椭圆满足约束条件

*8 #8C#CL#8=#=" #*K# "C#
其中#C 与#= 为矩阵#的偏导数&

损失函数为

#!K *8#8#*
*8"#8C#CL#8=#=#*8

"’#

!!最小化损失函数得到椭圆方程的系数%完成
椭圆拟合&椭圆中心坐标即为瞳孔中心图像
坐标&

;OB!后处理
取每B"帧数据的均值作为视线估计所使用的

图像坐标&反射光斑中心提取错误或者瞳孔中心提
取时由于眨眼等导致瞳孔边缘拟合错误%均会得到
错误的坐标%求均值前首先需要剔除这些异常值&设
样本均值为$%标准差为0%数据分布在区间"(U!$%

(L!$#中为正常值%否则为异常值&
一组数据包括瞳孔中心在两个相机中的图像坐

标%两个反射光斑在两个相机中的图像坐标&每组
数据中%对每个数据的每个维度均应用这一原则%任
意一个维度不满足%整组数据均被剔除&

<!系统测试

<O9!测试环境
本文点光源采用波长为$%",K的红外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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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为普通红外摄像机%图像分辨率为#!E"i
#"!%%相机仅接收波长$%",K附近的光线&电脑
硬件配置为!̂S9!@,<2."X#̂ )+2"8V#4F&%%C"
Ŝ9!BA!"TYM$内存!#CT]&
视线估计采用双相机双光源视线瞳孔角膜反射

法%测试用户左眼&两个光源固定在显示器两侧%约
定为左光源与右光源&两个相机固定在显示器底
部%约定为左相机与右相机&
<O;!瞳孔中心以及反射光斑中心提取系统测

试结果
!!-#单帧测试结果

测试人员距离屏幕约%F7K%注视屏幕上标记
点&使用本系统中的反射光斑中心(角膜中心提取
方法进行实验&图’中选取了部分反射光斑模糊或
瞳孔模糊时的结果&图’"-#中左侧图像为原始瞳
孔图像%原始瞳孔图像分辨率低%右侧图像中反射光
斑中黑色点为中心点&图’"P#中第一层图像为原
始图像%第二层为瞳孔边缘提取结果%第三层为椭圆
拟合结果%椭圆中白色点为瞳孔中心&提取方法平
均百次耗时约#AC#;%处理速度可以达到C"/Q;以
上%满足实时性要求&

图’!反射光斑中心以及瞳孔中心提取结果

!!P#序列测试结果
测试人员距离屏幕约%F7K%正常注视屏幕上

标记点大约F;%共采集’"组数据&其中两个光源
形成的反射光斑中心和瞳孔中心在左右相机中成像
的图像坐标如图E+图$所示%表#(表!为对应的
均值与均方差%以像素为单位&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图像坐标A 轴均方差不超过"A$%像素%-轴均方
差不超过#AB’像素%瞳孔中心(反射光斑中心提取
算法精确稳定%能有效应对光斑区域灰度值变化以
及眨眼等导致瞳孔被遮挡的情况&

图E!反射光斑中心(瞳孔中心在左相机中图像坐标

表9!左相机中Y8次结果两个中心图像坐标均值与均方差
坐标类型 瞳孔中心A轴 左光斑中心A轴右光斑中心A轴 瞳孔中心-轴 左光斑中心-轴 右光斑中心-轴
均值’像素 %C’A"F#% %’#A%#!’ %C%A$FB$ B"%A%%"F B"%A##BC B"%AB’EB
均方差’像素 "AE$F! "A$B%" "A$!B" #ABF%! #AB#F’ #A!E!$

图$!反射光斑中心(瞳孔中心在右相机中图像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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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右相机中Y8次结果两个中心图像坐标均值与均方差
坐标类型 瞳孔中心A轴 左光斑中心A轴右光斑中心A轴 瞳孔中心-轴 左光斑中心-轴 右光斑中心-轴
均值’像素 F%EA#FF$ FF!A%BBF F%CA"C!! !$$AFB!E !$$A##F% !$$AB!"C
均方差’像素 "AE#’% "AE!’# "AEF"" #ABCEF #AB#F’ #AB#"F

<O<!视线估计系统测试结果
测试人员距离屏幕约%F7K&完成对相机内参

标定%通过相机姿态估计得到相机位置以及相机坐
标系与世界坐标系之间的旋转平移矩阵后%将本文
提取到的中心点图像坐标转换到世界坐标系&利用
瞳孔角膜反射算法%估计出注视点坐标&

实验结果如图#"所示%十字中心为注视点%半
径#FKK&测试人员依次注视C个目标点%整体均
方根误差约#!KK%即#AFh&视线估计系统由视频
采集%反射光斑中心(瞳孔中心提取以及视线估计B
个模块成&误差主要来自中心提取模块以及视线估
计模块%误差一方面由瞳孔中心(反射光斑中心提取
时的精度导致%另一方面由视线估计方法%即瞳孔角
膜反射法导致%该方法对眼球建模简单理想%是误差
的主要来源&

图#"!视线估计系统测试结果

B!结!语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低硬件成本条件下基于瞳孔
角膜反射法的视线估计系统%系统由视频采集(反射
光斑中心和瞳孔中心提取以及视线估计B个子系统
组成&低成本硬件组成的系统采集的瞳孔区域图像
分辨率低(质量差%同时光照条件变化导致了光斑区
域灰度值变化&本系统针对采集图像的特点设计了
瞳孔中心(反射光斑中心提取方法%利用灰度膨胀腐
蚀(形态学处理等技术%实时(准确提取出两个中心
点%并且在后处理中滤去异常值%提高方法鲁棒性&
对构建的视线估计系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视线估
计整体均方根误差为#!KK%该误差主要由视线估
计系统中瞳孔角膜反射法简单理想的眼球模型导
致%但是仍然满足某些应用的基本需求&本系统有
效降低了对硬件的要求%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在后续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完善硬件配置以得

到分辨率更高的瞳孔区域图像%另一方面需要改进
视线估计算法%在满足实时处理下引入误差补偿机
制以提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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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的深度图像标注模型

邓远远!沈!炜
"浙江理工大学信息学院!杭州B#""#E#

!!摘!要"针对图像标注任务提出了一种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的深度图像标注模型’该模型采用编码器&解码器
框架(编码器采用eTT&#C的网络结构!以提取图像的特征信息(在解码器部分设计了一种堆叠方式自上而下的处理
注意力信息!使网络的每一层都可以获得额外的特征信息’然后从生成的标注语句中提取特征!将关注特征和图像
的关注区域结合!增强和图像关注区域的匹配性!使生成的标注语句近似真实语境’在I.47Z+EZ&I.47Z+B"Z和

V6̂ ?̂ ?等数据集进行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所提出模型的识别率比经典图像识别模型高F\"$\’
关键词"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注意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8S#E#!!!!!!!!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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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图像已
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有效地管理和识别所需
要的图像是一个重要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

题%如通过图像标注任务为医生提出建议%减少医生
的工作量)#&!*&

图像标注任务不仅需要识别出图像中有哪
些目标%还需要理解图像中目标之间的关系%生
成一段近似真实语境的标注语句&]2+,-+N4等)B*



提出了图像标注技术包含图像理解和语言生成
两大挑战&Y)N);1等)%*建立了基于句子的图像
描述和检索的排序框架%通过排序比较来查找关
系&T),5等)F*通过分析在训练集合中的信息%
为映射方法提供有用信息& 1̂)等)C*通过对原
始的递归循环网络"X27*++2,<,2*+-.,2<[)+Z%
X__#)’&E*结构进行分析%解决了编码器&解码器
模型长度不一致问题&e4,=-.;等)$*利用卷积神
经网络"̂),:).*<4),-.,2*+-.,2<[)+Z%̂__#)#"&##*

提取的特征信息输入 a68V"a),5;1)+<&<2+K
K2K)+=%a68V#)#!*循环神经网络%获得一段对
图像的语句标注%标注语句接近真实语境&W*
等)#B*提出一种注意力机制%有效提高了模型的性
能&在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标注模型中%采用
注意力机制的模型可以轻松处理图像中存在的
对象信息&符合真实语境的标注语句存在一些
修饰词语%用于客观地描述图像的场景内容&然
而图像中不存在有修饰词语的关注区域%如果强
行将某个关注区域和修饰词语相关联%将导致关
注区域分散&在预测修饰词语时%模型不能确定
当前关注区域是对象%还是修饰词语%无法做到
准确预测%使标注语句发生错乱&

针对传统图像标注模型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的深度图像标注模型&
该模型首先利用 _̂_的最后一个卷积层作为图像
的特征信息%将特征向量输入到X__中%然后设计
一种网络结构来处理注意力信息%最后引入基于注
意力机制的文本反馈结构%以有效保证输入和输出
注意力描述信息的匹配性%使生成的标注语句更加
符合真实语境&

9!注意力机制

注意力机制源于对人类视觉的研究&人类首
先观察全局图像%然后对感兴趣的图像区域进行
关注%最后详细地了解关注区域%以获取图像信
息&研究人员在进行图像标注训练时%将注意力
机制应用到其中%利用图像中的每个关注区域对
应的单词来预测生成标注语句&传统基于注意力
机制的图像标注模型如图#所示&该模型利用
_̂_提取图像的特征信息%然后将特征信息输入
到a68V中%注意力机制在a68V解码的不同时
刻关注图像的不同区域%进而生成更合理的词%
a68V依次预测生成语句中的每一个单词%最后
生成一段对图像的描述&

图#!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标注模型

注意力机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即上一
时刻a68V生成的隐藏状态和输入的图像区域&
获取图像的关注区域在某一时刻的打分函数9I(%该
函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9I(KV-<<"+(%)IU##%其中!
)IU#是上一时刻生成的隐藏状态%+(是输入的图像
区域%V-<<是打分函数&

各个图像区域的权值计算和获取关注区域的上

下文向量6I%可以公式表示为!6IK.
>

(K#
)I(+(%其

中!>是参考语句单词的数量$)I(为各个图像区域

的注意力信息%)I(K2RQ"9I(#.
>

JK#
2RQ"9IJ#&

;!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的深度图像标注
模型

;O9!模型框架
本文提出改进的图像标注模型采用编码器&

解码器结构&编码器采用 eTT&#C的网络结
构%以提取图像的特征信息&解码器部分采用
一种网络结构 b&a68V%它由a68V 和注意力
机制组成%从图像中获取的特征信息通过选择
特征向量的子集%选择性地聚焦于图像的某些
部分%捕捉特定区域视觉信息的上下文向量%解
码生成一段语句信息&然后从生成的标注语句
中提取特征%将关注特征和图像的关注区域结
合%增强和图像关注区域的匹配性%使生成的标
注语句更加接近真实语境&模型框架如图!所
示%其中!,7),:表示卷积神经网络从图像中提取
的特征向量%# 为生成标注语句长度%-表示
a68V生成的注意力%b&a68V 由a68V 和注
意力机制组成%?( 表示参考的语句$.)5P"F(#
表示预测单词最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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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的深度图像标注模型

;O;!编码器结构
_̂_编码器部分%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对每

个尺度下的图像进行随机裁剪(反转(颜色调整等数
据扩充方法%使数据进行归一化%每张图像都转变为
!!%i!!%的图像&在 _̂_提取图像特征采用在大
规模单标签图像分类数据集@K-52_2<上预训练的
eTT&#C的网络结构%eTT&#C模型的每层参数设
置如表#所示%其中包括#个6)/<K-R输出层(!个
全连接层和#B个卷积层&提取卷积层 )̂,:&F3B的
卷积特征%维度为#%i#%iF#!%其中特征图
I2-<*+2K-Q的大小为#%i#%g#$C%通道数为F#!&

表9!Z==39D模型的层参数设置
层名称 卷积核大小 步长 填充 通道数

)̂,:&#3# BiB # # C%
)̂,:&#3! BiB # # C%
V-RQ)).4,5&# !i! ! G G
)̂,:&!3# BiB # # #!E
)̂,:&!3! BiB # # #!E
V-RQ)).4,5&! !i! ! G G
)̂,:&B3# BiB # # !FC
)̂,:&B3! BiB # # !FC
)̂,:&B3B BiB # # !FC
V-RQ)).4,5&B !i! ! G G
)̂,:&%3# BiB # # F#!
)̂,:&%3! BiB # # F#!
)̂,:&%3B BiB # # F#!
V-RQ)).4,5&% !i! ! G G
)̂,:&F3# BiB # # F#!
)̂,:&F3! BiB # # F#!
)̂,:&F3B BiB # # F#!
V-RQ)).4,5&F !i! ! G G
Î&C G G G %"$C
Î&’ G G G %"$C
6)/<K-R G G G G
注!̂),:表示卷积层$V-RQ)).4,5表示池化层$Î 表示全连
接层$6)/<K-R表示分类层&

;O<!解码器结构
传统的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标注模型%利用

_̂_从图像中提取特征向量%然后将特征信息输入
到X__中%X__部分通过选择图像特征向量的子
集%选择性地聚焦于图像的某些部分%捕捉特定区域
视觉信息&最后%使用a68V计算出来的图像局部
语义信息进行解码&给定一张图像!%其特征映射
数据集用*表示%目标图像的参考语句如式!

.K4F#%F!%1%F>5&
获取图像标注的最大概率为!

.)5P".[!#K.
>

IK#.)5P"FI[!%F#!IU##%

其中!F#!IU#代表参考语句中第#个到第IU#个元
素%P"FI[!%F#!IU##是图像!和之前预测的文本
F#!IU#来预测FI的最大可能性&其概率为!

P"FI[!%F#!IU##K/")I#%
其中/".#是输出FI概率的非线性函数%循环神经
网络生成的隐藏状态可用公式表示为!

)IK>?48"FI%-I%)IU#%0IU##%
其中0IU#是IU#时刻的记忆单元%由上层隐藏状态
和特征映射集计算当前注意力可以公式表示为!

-IK)"*%)I#%
其中)".#代表注意力函数%当给定隐藏状态和特
征映射集时%该函数返回一个特征信息&这两个输
入首先用于计算注意力%然后通过将特征图与相应
的权重进行内积生成注意力&

传统的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标注模型中%隐
藏状态用于提取更多有用信息并产生注意力%当前
隐藏状态与下一个要预测的词有关&如果预测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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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时%可以容易地学习其信息&
如果预测的单词是动词或形容词这样的修饰词语%
图像中不存在有修饰词语的关注区域%如果强行预
测某个关注区域和修饰词语相关%将导致关注区域
分散&因此本文设计一种堆叠的网络结构 b&
a68V%自上而下地处理注意力信息&深度 b&
a68V 网络流程图如图 B 所示&b&a68V 由
a68V和注意力机制组成%网络结构如图%所示&
该模型的注意力可用公式表示为!

-JIK)"*%)JU#I #%
其中!J表示b&a68V的第JI@层网络%)JU#I 表示当
前I时刻的 "JU##I@ 层的隐藏状态%-JI 是图%中
b&a68V 单元的一部分%表示在当前I时刻从
"JU##I@ 层到JI@ 层的注意力&

图B!深度b&a68V网络流程图

图%!深度b&a68V网络结构图

本文使用堆叠方式依次输入注意力%使得b&
a68V的每一层可以获得更多的额外特征信息&

b&a68V各层的隐藏状态可用公式表示为!

)#IK>?48#"FI%)#IU#%0#IU##%

)JIK>?48J")JIU#%-JI%)JIU#%0JIU##%
其中J"#%图像区域的注意力从第二层开始输入&
假设深度b&a68V中存在&层%首先在第一层输入
单词FI%然后将上一层获取的隐藏状态)I和图像区
域注意力-I输入到下一个b&a68V层中&以&K%
为例%在I时刻%首先将单词FI输入到第一层%然后使
用隐藏状态@#I和特征映射集计算当前图像区域注意
力-!I&之后将-!I和)#I输入到第二层可以得到输出
)!I%然后)!I输入到第三层%通过相同的方法计算注意
力-BI&同理第四层的计算与前两层的计算相同&
;OB!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文本反馈结构

图像标注是一个跨模态数据转换的过程&在模
态的转变过程中%关注区域的特征信息被用来预测
单词%该过程一直持续到生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是一
种单向传播的操作&该操作将导致关注区域不集中
和生成标注语句错乱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
出了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文本反馈方法%与传统的
_̂_&X__结构最大区别在于引入基于注意力机
制的文本反馈结构%循环迭代地更新图像的关注区
域&文本的生成与反馈流程示意图如图F所示&

图F!文本的生成与反馈流程示意图

在标注语句上的注意力’K4’#%’!%1%’45%注
意力’I可用公式表示为!

’IK
2RQ"3I#

.
4

JK#2RQ"3J#
%

其中!3IK*3")IU##为每个单词的注意力%4 为生

成文本的单词数量&*3".#为一个多层感知机&从
文本中提取的关注特征可以公式表示为!

1K.
4

I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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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标注模型生成一段标注语句%提取标注语
句的关注特征%关注特征和预测单词相关%若图像标
注模型认为是图中的对象则加大权重%若图像标注
模型认为是修饰词语则减小权重&使用从标注语句
提取的关注特征修正图像注意力%图像和标注语句
的联合关注特征可以公式表示为!

)K$1#2(L$1+1%

!JK;)/<K-R"<-,1")##%
其中!$1#为图像关注特征的权重%$@Y为文本关注
特征的权重&

<!实验和结果分析

为评估本文提出的模型%在三个常用的数据集
I.47Z+EZ(I.47Z+B"Z和 V6̂ ?̂ ?)#%*上进行实验和
分析%使用两个评价标准]aJ9)#F*和 V2<2)+)#C*进
行评测%并和经典的图像标注模型进行大量的对比
实验%来评估所提出模型的性能&
<O9!数据集

实验 使 用 三 个 常 用 的 数 据 集 I.47Z+EZ(
I.47Z+B"Z 和 V6̂ ?̂ ?&I.47Z+EZ 数 据 集 有
E"""张图像%其中训练图像有C"""张(验证图
片和测试图片各#"""张&I.47Z+B"Z数据集有
B#’E%张图像%有!$"""张图像用于训练%另外
#""" 张 图 像 用 于 测 试%其 余 用 于 验 证&
V6̂ ?̂ ?具挑战性%数据集由大约一半的图像
组成%分为训练(验证和测试集%以及人工注释&
每个注释是一个大约#""!"个单词的句子%有
F"’个注释&
<O;!评价指标

由于数据集的数据量巨大%需要一种方法来量

化模型在整个数据集上的平均精确度&使用]aJ9
和V2<2)+作为评价指标&]aJ9是机器翻译的评
测标准%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评测指标&V2<2)+也是
来评测机器翻译的%对模型给出的译文与参考译文
进行词对齐%计算词汇完全匹配(词干匹配和同义词
匹配等各种情况的准确率&
<O<!结果分析

本文在三个常用的数据集I.47Z+EZ(I.47Z+B"‘
和 V6̂ ?̂ ?上进行实验&从 eTT&#C的卷积层
)̂,:&F3B中提取卷积特征&在训练过程中采取改
进的动量优化算法)#’*%参数H<H9&I9.H 设为"A$%
并采用分段式学习率&卷积层和全连接层的学习率
分别为"A"#和"A"!%其余为"A#&学习率每#"个
2Q)71衰减一次%衰减系数为"A#%训练次数"2Q)71#
为#""&由于设计了一种堆叠的方式处理注意力机
制%需要评估b&a68V设置不同层数的性能%将模
型层数分别设为!层(B层(%层(F层和C层&分别
在三个数据集上进行实验&首先模型设置不同层数
在I.47Z+EZ数据集上进行性能对比%在I.47Z+E‘数
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如表!所示&

表;!在!G%&T$X7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

模型
按不同评测标准的评估准确率’\

]aJ9&#]aJ9&!]aJ9&B]aJ9&%VJ8J?X
b&a68V! ’#AC %EA’ BBAE !BA$ !"AF
b&a68VB ’#A’ %$A" B%AC !%AC !#A"
b&a68V% ’!A% %$AB B%A$ !%AE !#AF
b&a68VF ’!A! %$A# B%A’ !%AF !#A#
b&a68VC ’#A$ %$AB B%AB !%A$ !#A"

!!在数据集I.47Z+EZ上进行大量的实验对比后
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如图C所示&

图C!在I.47Z+EZ上的对比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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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C可以观察到%当评测标准为]aJ9&#(
]aJ9&B和VJ8J?X%模型层数设置为%时%图像
标注的准确率达到最大%结果分别为’!A%\(
B%A$\和!#AF\&当评测指标为]aJ9&!时%模型
层数设为%层和C层%其结果都为%$AB\%图像标
注的准确率最大&当评测标准为]aJ9&%%模型层
数设置C时%图像标准的准确率达到最大&从数据
集I.47Z+EZ上的对比实验结果可知%模型层数设为
%层或C层%图像标注的准确率达到最大&下面将
在I.47Z+B"‘数据集上的进行大量对比实验%来验
证模型设为多少层%图像标注达到最好的效果%实验
对比结果如表B所示&

表<!在!G%&T$<87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

模型
按不同评测标准的评估准确率’\

]aJ9&#]aJ9&!]aJ9&B]aJ9&%VJ8J?X
b&a68V! C$A! %CA’ B#AE !!AC #EAF
b&a68VB C$A’ %’A" B!AC !BAC #EAE
b&a68V% ’"AB %’A# BBAF !BAE #$A"
b&a68VF ’"A" %’AE BBAF !BA% #EAE
b&a68VC ’"A! %’AF BBAB !BA% #EA$

!!在数据集I.47Z+B"‘上进行大量对比实验后
进行可视化分析%如图’所示&从图’可以观察到%
当评 测 标 准 为 ]aJ9&#(]aJ9&!(]aJ9&% 和
VJ8J?X%模型层数设置为%时%图像标注的准确
率达到最大%结果分别为’"AB\(%’A#\(!BAE\和
#$A"\&当评测指标为]aJ9&B时%模型层数设为
%层和F层%其结果都为BBAF\%图像标注的准确率
最大&从数据集I.47Z+B"‘上的对比实验结果可
知%模型层数设为%层或F层%图像标注的准确率达
到最大&在 V6̂ ?̂ ?数据集上的进行对比实验%
以选择图像标注达到最好的效果的模型层数%实验
对比结果如表%所示&

表B!在PMK>K>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

模型
按不同评测标准的评估准确率’\

]aJ9&#]aJ9&!]aJ9&B]aJ9&%VJ8J?X
b&a68V! ’%A# FBA! %BA! BBA# !CA!
b&a68VB ’%AE F%A# %BA’ BBA’ !CA%
b&a68V% ’FA% F%A$ %%AF B%AC !CAF
b&a68VF ’%A! F%AB %%A# B%A" !CA%
b&a68VC ’FA" F%AF %BAE BBAE !CAB

图’!在I.47Z+B"Z上的对比实验结果

!!在数据集V6̂ ?̂ ?上进行大量的对比实验后
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如图E所示&从图E可以观
察到%当评测标准为]aJ9&#(]aJ9&!(]aJ9&B(
]aJ9&%和VJ8J?X%模型层数设置为%时%图像
标注的准确率达到最大%结果分别为’FA%\(
F%A$\(%%AF\和B%AC\和!CAF\&从数据集
V6̂ ?̂ ?上的对比实验结果可知%模型层数设为%
层%图像标注的准确率达到最大&

从 以 上 分 别 对 I.47Z+EZ(I.47Z+B"Z 和
V6̂ ?̂ ?数据集进行实验分析可知%在I.47Z+EZ

数据集上%模型设为%层或C层效果达到最好%然而
模型设为C层只在评测标准]aJ9&%上效果最好%
模型为%层在其他评测标准上效果最好&I.47Z+B"
‘数据集实验结果和I.47Z+EZ数据集上的实验结
果相似&在V6̂ ?̂ ?数据集上%模型设为%层在
所有的评测标准上都达到了最好的效果&本文将采
用b&a68V%模型与经典的图像识别模型进行大量
的对比实验%经典的图像识别模型如 ]X__(
T))5.2_@̂ (a)5]4.4,2-+(6)/<&U<<2,<4),(Y-+N&
U<<2,<4),%对比实验结果如表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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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在V6̂ ?̂ ?上的对比实验结果
表C!与其他模型对比结果

数据集 模型
按不同评测标准的评估准确率’\

]aJ9&# ]aJ9&! ]aJ9&B ]aJ9&% VJ8J?X

I.47Z+EZ

T))5.2_@̂ CBA" %#A" !’A" #’A" #’A!
a)5]4.4,2-+ CFAC %!A% !’A’ #’A’ #’AB
6)/<&U<<2,<4), C’A" %%AE !$A$ #$AF #EA$
Y-+N&U<<2,<4), C’A" %FA’ B#A% !#AB !"AB
b&a68V% ’!A% %$AB B%A$ !%AE !#AF

I.47Z+B"Z

T))5.2_@̂ CCAB %!AB !’A’ #EAB #’AF
a)5]4.4,2-+ C"A" BEA" !FA% #’A# #CA$
6)/<&U<<2,<4), CCA’ %BA% !EAE #$A# #EAF
Y-+N&U<<2,<4), CCA$ %BA$ !$AC #$A$ #EAF
b&a68V% ’"AB %’A# BBAF !BAE #$A"

V6̂ ?̂ ?

]X__ C%A! %FA# B"A% !"AB !"A#
T))5.2_@̂ CCAC %CA# B!A$ !%AC !"AB
a)5]4.4,2-+ ’"AE %EA$ B%A% !%AB !"A"
6)/<&U<<2,<4), ’"A’ %$A! B%A% !%AB !BA$
Y-+N&U<<2,<4), ’#AE F"A% BFA’ !FA" !BA"
b&a68V% ’FA% F%A$ %%AF B%AC !CAF

!!在三个常用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进行数据可视
化分析如图$G图##所示&

图$!I.47Z+EZ对比实验结果

从图$可以看出%将五种模型分别在I.47Z+EZ数
据集上进行实验%所提出的模型优于其他几种模型%

图#"!I.47Z+B"Z对比实验结果
所提出的模型在五个评价指标]aJ9&#(]aJ9&!(
]aJ9&B(]aJ9&%和 VJ8J?X上的结果分别为

’!A%\(%$AB\(B%A$\(!%AE\和!#AF\&由于这五
个评价指标的数值越大代表模型的性能越好%图中显
示了所提出模型的各项性能指标都优于对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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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V6̂ ?̂ ?对比实验结果

在图#"中%通过使用I.47Z+B"‘数据集对所提
出的模型和经典的图像识别模型进行实验对比分
析&通过折线图可以看出所提出的模型性能都高于
其他模型&在实验结果的评价指标]a9J&#中%模
型的准确率达到’"AB\%在实验结果的评价指标
]a9J&!中%模型的准确率达到%’A#\%在实验结
果的评价指标 ]a9J&B中%模型的准确率达到
BBAF\%在实验结果的评价指标]a9J&%中%模型
!!

的准确率达到!BAE\%在实验结果的评价指标
VJ8J?X中%模型的准确率达到#$A"\&由以上
分析可知%所提出的模型比经典的图像识别模型识
别率高&

在图##中%通过使用V6̂ ?̂ ?数据集对所提
出的模型和经典的图像识别模型进行实验对比分
析&通过折线图可以看出所提出的模型性能都高于
其他模型&

从三个数据集的对比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提
出模型的识别率比经典图像识别模型高出F\"
$\%能够有效提升图像标注的效果%从而提升语句
标注生成的效果&如图#!所示%列举了几个在
V6̂ ?̂ ?数据集上的语句标注结果&从结果中可
以得出%当关注的区域是一个女人的时候%模型输出
[)K-,关键词&本文提出的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
的深度图像标注模型能够形象地描述图像中的信
息%生成一段近似真实语境的标注语句&

图#!!V6̂ ?̂ ?数据集上的语句标注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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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结!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注意力反馈机制的深度标注模
型%实现了图像到语句标注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
中%采用堆叠的网络结构获取额外的特征信息%从生
成文本中提取注意力信息%循环地修正图像中的关
注区域%使得关注点集中%能够有效地预测语句中的
非关键词&通过实验对比分析%本文提出的模型能
够合理地描述图像场景中的内容%生成一段合理的
语句%有效地提升图像标注的效果&对比经典的图
像识别模型%在生成语句的效果上有所提高&在后
续的工作中%将继续深入研究图像标注这一领域%提
升图像标注的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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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识别模型及其在
智能家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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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人们对智能家居设备控制便捷化的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的深度学习语音识
别模型!经过语音识别模型解析出短语控制指令!以实现家居设备控制’该语音识别模型主要包含两个部分$首先
进行无监督学习预训练!预训练前随机将一些网络节点置为"!人工模拟噪声数据!然后采用限制玻尔兹曼机权重矩
阵依次训练每一个隐含层!通过比较输入数据与输出数据的偏差修改权重!优化参数(然后进行有监督微调!把训练
好的参数作为整个网络的初始值!采用误差反向传播算法对整个网络模型调参’实验结果表明$该语音识别模型与
深度信念网络对比!在语音识别率和对噪声的鲁棒性都有明显提高’将该语音识别模型和智能家居系统相结合!从
普通短语中判断出家居控制指令!实现人机交互非接触式&便捷式控制!从而使系统更加智能化’

关键词"深度学习(语音识别(降噪自动编码器(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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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家居设备逐渐
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智能家居通过物联网技术集成
智能家电(安防控制等设备%为用户营造一种舒适便
捷的家居环境&目前智能家居设备多以手机为主要
控制终端%以,O4&I4-m%T互相配合的控制模式%完
成对智能家居设备的单一化控制&为实现智能家居
设备的多样化控制%满足用户对家居设备控制方便
快捷的更高需求%将智能家居和语音识别技术结合
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目前智能家居设备和语音识别技术相结合已经
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王爱芸)#*设计了基于
_aCC!#嵌入式语音识别的智能家居平台%在实验
室环境中语音识别率达到了$"\%但该平台采用基
于隐马尔科夫模型"Y4NN2,V-+Z):K)N2.%YVV#
的算法进行声学模型训练和语音识别%相对于深度
学习神经网络模型%需要设置更多的参数&闵梁)!*

提出了基于动态时间规整算法">=,-K47<4K2
[-+Q4,5%>O8#的非特定人孤立词语音识别系统%
该系统不能进行实时的语音识别操作%没有体现出
智能家居系统中语音实时控制家居的便捷性&刘文
强)B*运用基于半监督学习的分类识别方法对智能家
居系统进行总体设计%但是该系统主要针对的是面
向特定人的短语识别%不利于该智能家居语音识别
系统的推广&戴礼荣等)%*采用前馈序列记忆神经网
络 "I22N/)+[-+N;2L*2,<4-. K2K)+= ,2<[)+Z;%
I6V_#进行语音识别声学建模和语言模型建模%显
著提升了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和训练效率%但是在
远场以及噪声比较强的情况下%语音识别系统的性
能依然不够理想&居治华等)F*提出了基于反向卷积
的双向长短时记忆"]4N4+27<4),-..),5;1)+<<2+K
K2K)+=%]4&a68V#网络%加速了网络计算过程%节
省了模型训练时间%但是该模型仅经过较小数据量
的训练和测试%还有许多理论和应用问题需要继续
研 究& 杨 洋 等)C* 改 进 了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4),-.,2*+-.,2<[)+Z%̂__#算法%采用新
型.)5激活函数%有效提高了 _̂_的语音识别性

能%缓解了语音识别时出现的过拟合问题%但是该模
型识别结果和其它深度学习语音识别模型相比词错
率偏高&

传统 的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U+<4/474-.,2*+-.
,2<[)+Z;%U__#在进行语音信号处理方面存在易
陷入局部最优(需要大量标签样本等问题%本文针对
这些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
">2,)4;4,5-*<)2,7)N2+%>U#的深度学习声学特征
提取模型&该模型采用降噪自动编码器%以非监督
方式进行每个神经网络层的特征提取和训练%在特
征训练时对特定信息更加敏感%比如特定的家居语
音控制指令%并且在每一层之间利用反向传播算法%
通过标签样本采用有监督的训练方式对整个模型进
行微调%提高复杂环境下语音识别对噪声的鲁棒性%
提高特定语音控制指令的处理能力以及最终的语音
识别结果的识别率&该系统将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
识别技术与智能家居结合%能够有效解决,鸡尾酒
会-问题%满足了人们对于智能家居便捷化的
要求)’&$*&

9!语音识别流程

语音识别是计算机能够自动地将人类语言内
容转化为相应的文字或控制指令%达到人机交互
目的的技术&随着语音识别的不断发展%从!"世
纪C"年代初贝尔实验室的U*N+2=语音识别系统
到现在的语音技术本(语音智能玩具)#"*%人们的生
活变得越来越方便&语音识别的方法基本可以概
括为三种!基于语音学和声学(模板匹配和神经网
络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虽然起步较早%但是由
于其模型较复杂%还没有到实用的阶段&第二种
方法中的隐马尔科夫模型的出现%能很好地描述
语音信号的整体非平稳性和局部平稳性%使语音
识别有了质的飞跃&对于神经网络%使用浅层神
经网络学习训练易造成梯度不稳定%且样本特征
由人工抽取%费时费力%识别效果一直不好&对比
之前的语音识别方法%采用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
识别错误率大大降低%彻底改变了语音识别模型
框架&深度神经网络类似人的大脑%模仿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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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式%当面对大量感知数据时%通过低维特征
的组合形成更加抽象的高维特征%与浅层神经网
络相比%提取到的特征是网络自动完成的而不是
随机初始化%不需要人工参与&

语音识别根据是否针对指定发音人分为特定
人和非特定人的识别%根据发音方式分为孤立词
和连续词识别等%但不管哪一种语音识别系统%其
系统流程的内部原理都是相似的&语音识别流程
主要包括语音信号的预处理(特征提取(模式匹配
几个部分)#!*&本文提出的用于智能家居的语音识

别模型是针对非特定人的连续少词汇量识别&该
语音识别模型对智能家居语音控制指令的特性更
加敏感%类似于人类听觉系统神经单元%对特定的
语音比较敏感%能够在声音信息复杂或是在噪声
干扰的情况下解析出家居控制指令&语音识别流
程如图#所示%首先对语音信号预处理以消除人
类发声器官和语音采集设备对语音信号的影响%
然后根据提取到的语音特征建立语音识别声学模
型并进行模式匹配%最后由相应的语音识别决策
输出识别结果&

图#!语音识别流程

;!深度学习语音识别模型

;O9!典型自动编码器神经网络
典型自动编码器神经网络是一种无监督的机器

学习算法%只有一层隐含层%具有输入和输出相同节
点数的神经网络%使用反向传播算法%目的是求函数
@3%4"5#%5"5表示输入向量%3表示权重%4表示
偏置#%使自动编码器的输出能够代表输入数据的核
心特征%降低数据的维度%使神经网络的输出与原始
输入误差尽量减少%这就要求神经网络需要学习到
原来输入样本的特征%找到可以代表原信息的主要
成分&

典型自动编码器网络结构如图!所示%其中
C#(C!等表示网络层节点%m#表示偏置节点&自
动编码器除去偏置节点%输入和输出节点数相同%每
一层的节点激励函数采用;45K)4N%使用反向传播
算法进行训练%对矩阵6# 编码得到数据的压缩特
征%达到降维的目的%先将隐含层a#进行压缩提取
有用特征到隐含层a!%然后将隐含层a!解压为aB%
使输入输出节点数相同&

图!!典型自动编码器网络结构

;O;!限制玻尔兹曼机
由于深度学习模型比较复杂%相邻两层之间的

建模 本 文 采 用 限 制 玻 尔 兹 曼 机 "X2;<+47<2N
]).<MK-,,K-714,2%X]V#模型)#B*&X]V 是只有
两层的浅层神经网络%第一层称为可见层%也叫输入
层%第二层称为隐含层&输入层各数据节点间是没
有关联的%输出层的各节点之间也是没有关联的%节
点值为"或#%并且所有节点满足波尔曼兹分布%用

P"Z3&#表示%其中!Z表示可见单元%&表示隐藏单
元&在该模型中%可以根据输入节点通过P"Z3&#
获得输出节点%同样%已知输出节点通过P"Z3&#获
得输入节点&因此%由输入层数据Z推出输出层数
据%再根据输出层数据倒推出ZW%将Z和ZW比较进
行对数似然函数计算%从而调整P"Z3&#参数%获取
最优表达式&限制玻尔兹曼机数据处理如图B
所示&

图B!限制玻尔兹曼机数据处理示意图

;O<!误差反向传播算法
误 差 反 向 传 播 算 法 "]-7ZQ+)Q-5-<4),

-.5)+4<1K%]S#是传统网络算法中的一种%它的提出
解决了多层神经网络隐含层连接权重学习的问题%
由一个输入层%一个输出层和一个或多个隐含层构
成%激活函数是;45K)4N函数%采用有监督的特征训
练方式%在本质上是将网络误差平方和作为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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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采用梯度下降算法来计算目标函数的最小值&
输入特征在各隐含层中训练%在输出层得到输出数
据%将输出数据与期望数据进行比较并计算偏差%然
后再对偏差值从输出层经过各个隐含层%在输入层
输出进行偏差的各隐含层分摊%在这个过程中利用
梯度下降算法对神经元权值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优
化特征训练的目的&;45K)4N激活函数如式"##
所示!

$C"#g #
#m2]C

"##

;OB!语音识别模型
典型自动编码器的隐含层只有一层%为了有效

提取到原始数据在隐含层的表示形式和增强学习能
力%本文采用包含有多隐含层的深度自动编码器&
在深度自动编码器中%采用X]V对每一层的输入
数据编码后再进行解码%与原始输入数据对比进行
收敛计算%从而得到每一层的最优参数调整&经过
这个步骤完成一层的特征训练%并把该层编码后的
数据作为下一层的输入数据%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
数据处理%如此完成所有层的特征训练&

由于自动编码器提取到的语音特征不能保证很
好的噪声鲁棒性%自动编码器的变体结构降噪自动

编码器%通过语音样本的充分训练%对特定的智能家
居语音控制指令敏感性提高%极大地增加了语音特
征提取的准确性&降噪自动编码器是在自动编码器
的基础上%使用二项分布%随机擦除原始输入矩阵的
部分特征%人为制造噪声%形成破损数据&在自动编
码器进行训练时%为了使隐含层学习到更具有代表
性的特性%需要从噪声数据中还原原始数据%使自动
编码器必须进行降噪处理&

在深度学习中%多层次的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
学习能力%但是层次过多易产生梯度消失或梯度爆
发的问题&经过多次模型试验后%本文采用的降噪
自动编码器如图%所示%由一个输入层(五个隐含层
和一个输出层组成%各层节点数依次是B$"iCE"i
CE"iF"iCE"iCE"iB$"&其中输入层包含有B$"
个节点%对应语音输入特征$与输入层相连的两个隐
含层Y#和Y!的节点数为CE"%依次构造出两个高
维的隐含层特征空间$网络中间节点数为F"的隐含
层YB为编码输出$两个隐含层Y%(YF和输出层共
同完成解码的工作&在网络节点类型的选择上%输
入层(中间编码层和输出层采用高斯型"T-*;;4-,#
线性激励节点%其他隐含层采用;45K)4N非线性激
励的伯努利型"]2+,)*..4#节点&

图%!深度降噪自动编码器模型图

!!语音特征经过去燥自动编码器每层训练后%得
到每一层的最优参数&但神经网络每层之间难以避
免会有数据损失%这种损失经过层层训练%最终结果
与原始的输入特征相比偏差较大%因此需要带有标
签的有监督学习来对神经网络进行微调&在无监督
训练顶层加上一层分类器进行模式分类%.)54;<47回
归易出现分类和回归精确度不高(易出现欠拟合的
问题%本文采用的激活函数是6)/<K-R方式%它可
以完成多类别划分且各类别之间是严格互斥的&
6)/<K-R激活函数如式"!#所示!

?6(K
26B

.
&

(K#2
6(

"!#

其中6B为上一隐含层的输出%&表示隐含层层数&
经过6)/<K-R分类器后的数据与样本标签数据进
行比较%使用反向传播算法逐层进行参数调整%设定
权值区间为)G#%#*%达到整个网络的最优化&收敛
计算以原始输入和解码后数据的均方误差为目标函
数%进行参数调整%降噪自动编码器的损失函数为!

:"3%4#K)#H.
H

(K#
:"3%4$5"(#%7"(##*L

’
!.
&’U#

’K#
.
F(

(K#
.
FBL#

BK#
"3"’#B( #!L

.
5’F
>"5%*"V"5### "B#

其中!*"V"C##表示在输入数据中模拟的噪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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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式"B#第一项表示平均重构误差$第二项表示权
重约束项%防止过拟合$第三项表示降噪的约束表
达式&

语音识别模型训练主要算法流程如下!

-#构建降噪自动编码器初始化映射矩阵%进行
参数初始化%如式"%#所示%34,和3)*<分别表示该层
输入和输出的权重参数个数并且服从均匀分布%均
匀分布使用1表示!

1*
*

+
U 槡C
34,L3槡 )*<

% 槡C
34,L3槡 )*<

,

-
"%#

!!P#完成映射矩阵及偏置向量%利用字典类型存
储数据%调用-#中公式完成输入层到隐含层矩阵
映射&

7#构建X]V网络%完成每一层函数的训练&

N#输入数据和高斯噪声系数进行P-<71训练&

2#按式"B#构建损失函数&

/#对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
语音特征映射到"G#空间%如式"F#所示!

C,2[K
CU.
$

"F#

其中!.表示语音样本的均值%0表示语音样本的方差&

5#循环载入训练数据&

<!实验与结果分析

<O9!语音特征提取及预处理
实验的第一步是样本数据的采集&从学校选取

%"人%!"男!"女%发音清楚且能辨别发音内容%完
成常规智能家居控制指令语音数据采集%例如关灯(
开灯(关门(开门(开窗(关窗等#"个常用短词语%采
样率为EZYM%编码方式为#C位%单声道%每人单控
制短语采集B遍&共有#!""个语音样本作为训练
和识别的语音库%其中$""个样本作为训练集%B""
个样本作为测试集&

语音信号的特征训练之前必须经过数据的预处
理)#%*&首先增加采样样本高频频谱分辨率%通过预
加重高频频谱的方式%来消除低频的影响%用公式可
以表示为!

7"X#K#U)XU# "C#
其中!)为预加重系数&

为了获得实验所需的语音段样本信号%去除采
集样本的静音段%将语音段和静音段分开需要端点
检测技术)#%*&本文采用时域端点检测方法%参数配
置为帧长!FC%帧移#!E%短时平均能量的高门限为

语音输入信号采样点最大能量值的"A!F倍%短时平
均能量的低门限为高门限的"A!F倍%短时过零率高
门限为#"%短时过零率低门限为F%静音确定长度为
C%静音最短时间门限为#F&

语音特征提取使用梅尔频率倒谱系数"V2.&
/+2L*2,7=72Q;<+-.7)2//4742,<;%VÎ #̂)#F*&对采集
到的语音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I-;<I)*+42+
<+-,;/)+K-<4),%II8#得到语音频谱(幅度谱%然后
对幅度谱进行梅尔滤波器对数运算再求余弦变换%
求得VÎ &̂但是此时得到的样本参数由于采集
到的声音因人而异%提取到的样本参数长短不一致%
为了保证之后的神经网络学习过程中参数一致%还
需对初步特征参数进行压缩规整%降低单个样本的
数据量%最终得到每一帧#!维的特征参数&

<O;!模型实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实验在82,;)+I.)[人工智能学习系统上完

成的%分别针对深度信念网络">22Q]2.42/_2<[)+Z%

>]_#和深度自动编码器模型进行特征训练&
本文通过深度信念网络将语音信号的提取特征

转换为一个$C维的向量%并进行归一化处理%使输
入数据范围为)"%#A"*的闭区间%采用批处理梯度
下降法来调整权值%控制权值更新为权值的"A""F
倍%本文的X]V学习率为"A""!&因为神经网络增
加节点数比增加隐含层的单元要简单%且能有效提
高识别度%所以本文采用双隐含层的X]V神经网
络%对比实现的隐含层节点数&分别为#"(!"(B"(
%"(F"%分别进行#""次迭代%在每次迭代完成后计
算.);;值%并且每#"次迭代计算识别准确度&

深度信念网络不同隐含层数下节点数.);;值
变化曲线和识别精度曲线如图F和图C所示%开始
时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语音识别准确度不断上升%但
是在节点数B"之后%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识别度反而
下降%训练时间都是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而增加的&
所以在>]_神经网络中隐含层节点数目为B"时网
络性能最佳&

图F!不同隐含层节点数下.);;值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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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不同隐含层节点数下识别精度曲线

根据降噪自动编码器模型中的XV]初始化网
络参数&随机的将一些网络节点值置为"来模拟噪
声%X]V模型参数的初始值采用随机函数"A"""#
i+-,N"#得到一个较小的值%偏置设为"%学习率设
为"A""!%隐含层之间链接权重的学习率为"A""F%
进行C"次迭代&网络模型每层训练完毕之后%采用
6)/<K-R激活函数对网络进行微调%设置最大的迭
代次数为#""次%并且当相邻两次迭代结果的均方
误差变化率小于"A""#时停止迭代&

三种不同的自动编码器.);;值变化曲线和识
别精度曲线如图’和图E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F
层的深度自动编码器比B层的自动编码器有更好的
识别率%而深度降噪自动编码器与自动编码器相比%
性能又提高了!A"!\&多层编码器网络由于其内
部是非线性结构%能更好地进行特征学习%同时%降
噪的引入%对语音识别结果有了更强的鲁棒性%进而
提升了整体系统性能&

图’!三种自动编码器.);;值变化曲线

图E!三种自动编码器识别精度曲线

综上分析%深度降噪自动编码器模型的语音识
别准确率达到了$"AF#\%高于>]_神经网络的
EBAF#\&在相同训练样本下%由于>]_神经网络
在隐含层进行编码训练%在输出层与期望输出进行
误差分析来调整网络参数&而降噪自动编码器通过
人工增加噪声%每一层训练先是使用X]V扩展了
语音输入特征%将语音特征从低维提升到高维后再
压缩表示%得到语音核心特征%减少了样本差异带来
的影响%再通过每层之间使用有监督的训练进行微
调从而提高了语音识别率&

B!结!语

本文采用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的声学模型进行
语音识别训练%通过实验对比了>]_神经网络模
型和普通自动编码器模型%结果表明!本文的声学模
型不管是在语音识别率还是在噪声的鲁棒性方面都
要优于其他的声学模型&但是在语音特征提取和识
别训练中%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数量有限%要想提
高实验准确性%还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并且在编码器节点类型的设计和每层的节点数目
上%还可以做更多的测试实验来进行优化%通过不断
的深入研究%提高语音识别的准确度和效率%从而设
计出用户交互性更好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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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自动&准确地对模特走秀动作进行评价!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项式拟合的动作分类方法’该方法首先
利用基于局部亲和域的方法进行人体关节点检测!同时为消除相机视角和个体体型差异性!将检测到的关节点通过
普氏分析进行数据校准(其次将人体关节点分为脊柱&上肢和下肢三部分!分别从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多项式拟合(
再次对得到的多项式系数进行数据降维(最后将降维后的多项式系数作为动作评价的特征!利用6eV分类器实现
模特走秀动作分类’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评价准确率为’#A$\!初步实现对人体动作的定性评价’该方法为模特
走秀的动作评估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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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言

人体动作识别与评价是计算机视觉重要研究领
域之一)#*%是指根据刚体运动(关节角度和身体关键
部位等信息对人体运动姿态进行预测和估计)!*&动
作识别与评价的研究对动画(人机交互(运动分析和
监控等具有重要意义)B*%但是由于人体运动的多变
性和高复杂性%因此人体动作识别和评价具有很高
的挑战性&

目前人体动作识别和评价主要有基于生物力
学)%*(生物电学(计算机视觉)!*等的方法&基于生物
力学和生物电学的方法主要通过分析生物力学信息
和生物电信息进行动作识别&生物力学信息主要包
括关节角度(脚底压力等%生物电学信息一般指表面
肌电信号";JVT#)F*&这两种方法所需信息采集设
备昂贵%部署复杂&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方法是利用
摄像机获取人体的运动信息%然后进行动作识别和
评 价%如 I2.M2,;M[-.P 等)C*(I4;71.2+ 等)’* 和
>*P)*<等)E*根据视频中目标的轮廓信息计算步态
能量图)$*%进而实现动作识别&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方法设备简单%部署方便%是
现阶段研究动作识别与评价的主要方法%主要分为
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两种检测方法&自顶向
下检测方法需要检测出人体的各个关节点%通常采

用检测模型提取关节点信息)#!&#B*%但这种方法每次
均只能检测一个人%鲁棒性较低%随着检测人数的增
加%检测次数增多%时间变长&而自底向上的方法很
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 -̂)等)#%*提出的一种检测
多人二维姿态的方法%该方法使用局部亲和域"S-+<
-//4,4<=/42.N;%SUI;#的非参数表示法%可以实现对
人的肢体位置和方向进行编码%从而获得更准确的
关节信息检测结果%最终通过分析关节信息进行人
体动作识别&在基于关节点信息的动作识别与评价
方法中%毛红保等)#F*采用奇异值分解进行动作评
价%但只能识别简单动作%且泛化性较差$X2,等)#C*

采用加权动态时间规划算法进行动作识别%可获得
较好的识别效果%但是算法计算相对复杂&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项式拟合的模特走秀动
作分类方法%通过关键点检测(普氏分析(多项式拟合
以及最后的数据降维和6eV分类来实现动作分类%
该方法可以实现对模特走秀动作的简单评价%使用普
通相机即可完成%大大提高操作的便捷性和可行性&

9!总体架构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项式拟合的模特走秀动作分
类方法包括关键点检测(普氏分析(多项式拟合和最
后的分类评价%总体的动作检测与分析流程如图#
所示&

图#!动作检测与分析流程

!!人体关节点检测部分采用 -̂)等)#%*提出的基
于局部亲和域的方法%该方法彻底解决了自顶向
下检测方法的缺点%且检测效果准确$而相机的位
姿不同会引起较大的误差%普氏分析"S+)7+*;<2;
-,-.=;4;#)#’*可以很好地解决此问题%将检测的人
体关节点数据进行普氏分析%可达到数据校正的
效果$然后对人体关节点数据进行多项式拟合产
生的参数%可以作为动作分析的一种特征%在本文
分别从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进行多项式拟合%可获

取更多的特征数据$最后通过 Ŝ U降维和6eV
分类器实现动作分类%以实现对模特走秀专业性
的评价&

;!人体关节点检测

人体关节点检测采用 -̂)等)#%*提出的方法%该
方法是一种自底向上的检测方法%采用SUI;非参
数表示法对图像中人的肢体位置和方向进行编码%
从而获得准确的预测结果&该网络结构采用一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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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网络%首先通过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对输入图像进
行分析%该卷积神经网络采用eTT&#$网络模型%
并对前#"层网络进行初始化和微调%得到特征映射
的结果8%将8作为第一阶段的输入数据&第一阶
段的网络生成关节点的置信图.# 和局部亲和域

9#%即同时预测一组二维的人体关节点位置和一组
二维局部亲和域$在之后的每个阶段%两个分支将前
一个阶段的预测连同原始的特征映射结果8%共同
作为该阶段的网络输入数据%并进行预测&该检测
网络结构如图!所示&

图!!检测网络结构

!!图#中:表卷积核%)i3表示特征图的尺寸%
置信图.;和局部亲和域9;可用公式表示!

.;K+I"8%.IU#%9IU##%4I$! "##

9IK)I"8%.IU#%9IU##%4I$! "!#
其中+I".#和)I".#表示神经网络每个阶段中两个
分支的迭代计算&

为更好地预测%之后每个阶段都有中级监
督)#E*%可解决梯度消失问题&即在每个阶段末尾的
每个分支上添加一个a!正则化损失函数"即图#
中的VI(%(K#%!#%并在空间上对损失函数加权重&
最后通过贪心算法求解关节点置信图和关联域%以
输出检测图像中所有人的!>关键点&

<!动作识别

由于相机位置固定而模特在一直移动%需要对
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根据人体肩宽与身高的比例
为#d%%同时为使用 V-<.-P画图显示结果时%符合
人类的正常视觉观感%将每个关节点水平和垂直位
置分别归一化到)G!""%!""*()GE""%E""*范围
内%即!

C(K%""O
C)(UCK4,
CK-RUCK4,U

!"" "B#

=(K#C""O
=)(U=K4,
=K-RU=K4,U

E"" "%#

其中!C)(%=)(" #(C(%=(" #表示归一化前后点的坐
标%CK4,(=K4,(CK-R(=K-R表示样本坐标点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

<O9!普氏分析
普氏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形状分布的方法&

正交普氏问题就是求解一个矩阵<"%使得*<"尽
可能地接近6%其中* 和6为已知的两个物体的
空间坐标&即求解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物体的最
佳正交线性变换%该线性变换包括旋转(平移和尺
度变换&

-#平移&求样本的质心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5C%6=#K
#
#.

#

(K#
C(%
#
#.

#

(K#
=(" # "F#

其中!# 表示样本的个数%"5C%6=#为样本的质心&
将所有数据点平移%可用公式表示为!

Ĉ(%̂=(" #K"C(U5C%=(U6=# "C#
其中!Ĉ(%̂=(" #为平移后的坐标点&

P#尺度缩放&分别求解C(= 的I范数?IC(

?I=!?ICK
#
#.

#

(K#
Ĉ(槡 !%?I= K

#
#.

#

(K#
=̂(槡 !%并对所

有坐标点进行尺度标准化%可公式表示为!""C(U
5C#’?IC%"=(U6=#’?I=#&
7#旋转&利用最小二乘法法寻找最佳的旋转角

度1使得对应点之间的平方距离和最小化%得到变
换最后的坐标"Ca(%=a(#& 将三种变换写成矩阵的
形式为!
Ca(
=a(
*
+
,
-
KF

7);! U;4,!
;4,! 7);!) *C(=(*+ ,-LI#I!*+,-KF<C(=(*+ ,-L(

"’#
其中!F是缩放比例%!为旋转角度%(为平移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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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是一个正交矩阵&
经过上述列预处理可以减少由于相机位姿不同

引起的误差%使得最终的评估价结果更合理&
<O;!多项式拟合

人体模型可以被表示为有多个关节连接的简单
刚性物体)#E&#$*%由于人体的所有关键点是交错相连
的%将关节点分为几部分分析会更加清晰%因此将经
归一化后的数据分为]](9]和a]三部分进行多
项式拟合%如图B所示&]]部分连接"(#(!这三个
点%9]部分连接F(%(B(!(C(’(E这七个点%a]部
分连接##(#"($("(#!(#B(#%这七个点&多项式拟
合的一般公式为!

P"C#KT"LT#CL1LT&C&%&K"%#%!1"E#
其中T& 为多项式拟合系数&

图B!人体关节点

!!在进行多项式拟合时%假设关节点"为坐标原
点%并且所有的关节点都在C]=平面上&为便于分
析比较%本文将所有关节点分别从C轴(=轴两个
方向上进行拟合&图%为随机挑选一个专业和一个
业余模特的数据进行上述多项式拟合的结果图&

图%!专业和业余模特的数据多项式拟合结果

!!为衡量多项式拟合效果%本文引入曲线拟合度
5!)!"*X 这一概念%如式"$#!

5!XK#U
.
&

(K#
"=_(Û=_(#!

.
&

(K#
"=_(U6=_(#!

"$#

其中!=_(表示原来关节点在C轴或=轴上的数值$

=̂_(表示多项式拟合后的数值$6=_(K
#
&".

&"

(K#
=_(表示

均值%&"表示拟合数据量&5!X 越大接近#%表示拟
合效果越好&

<O<!数据降维与动作识别

人体各部分关键点分别在R轴和=轴方向进行
多项式拟合后%将得到的拟合系数作为特征%进行
主成 分 分 析 "S+4,74Q-. )̂KQ),2,< U,-.=;4;%
Ŝ U#%并做降维处理&Ŝ U是用样本协方差矩阵
的特征向量来构造降维矩阵%是均方误差准则下的
最优正交变换&该方法是将样本的数据信息进行正
交分解%是数据信息集在变换后的主要分量)!#*&

Ŝ U降维主要分为五个步骤!

-#计算样本均值!"
U
K
#
&#.

&#

(K#
"(%其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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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降维的多维向量$
P# 计 算 样 本 协 方 差 矩 阵! * K

.
&#

(K#
""(U"

U#8""(U"
U#$

7#对协方差矩阵进行特征值分解%找到‘&a变
换矩阵!*O+K+O#$
N#选取‘&a变换的主成分%构建 Ŝ U降维矩

阵!%8K.
&#

(K#
""(U"

U#O+Ŝ UO#Ŝ U$

2#数据降维!%K""U"
U#8O%8&

其中!&#为进行数据降维的样本量%+为特征值矩
阵%#为对应的特征向量矩阵%+Ŝ U和#Ŝ U为选取
对应主成分之后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矩阵$%8 为
降维矩阵%% 为降维后的数据&训练数据和测试
数据的处理方法稍有不同%对于训练数据要计算
其均值%即样本均值%每一个训练数据要减去样本
均值&然后计算协方差矩阵%求解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以及降维矩阵%降维矩阵根据计算出的特征
向量的贡献率来确定&通过将去均值的数据乘以
降维矩阵可以实现数据的降维&对于测试数据只
需要减去样本均值%然后乘以降维矩阵就可以实
现数据降维&

本文主要以女性模特走台动作为研究对象%最终
对模特走秀动作的专业性进行评价%分为专业与业余
两大类&通过前面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后%采用6eV分
类的方法来识别&在训练和检测时%6eV分类器的核
函数采用高斯径向基函数%设置核宽,gE&

B!实验结果与分析

BO9!实验数据和过程
数据采集采用>-1*->Y&@Ŝ&YIE%B#J相机

拍摄专业模特和非专业模特走秀的视频&本文主要
分析模特走秀时的关键帧%即模特跨步时的动作%分
别对专业模特和非专业模特视频中每一关键帧图像
进行处理%以识别专业与非专业模特的动作姿势&
对!%个专业模特和#B个非专业模特拍摄的视频进
行分析处理%其中专业模特关键帧图像!""%张%非
专业模特$FE张&用#"""张专业模特关键帧图像
与’""张非专业模关键帧图像作为训练集%其余的
样本为测试集&

通过本文方法来实现人体关节点检测%获取模
特所有关节点的数据$而后对所有数据进行多项式
拟合和数据降维$最后采用6eV分类器类进行训
练和测试&在图#中的样本均值和降维矩阵都是利
用训练数据集计算得出&
BO;!结果分析
%A!A#!多项式拟合实验结果

按本文方法对人体关节点数据进行不同阶系数
的拟合%结果如图F所示&对于]]部分形状比较
简单%!阶系数就可以较好地拟合%而9](和a]部
分形状比较复杂%对于这两部分本文随机抽取!"组
数据%分别计算其F阶和C阶多项式拟合的平均曲
线拟合度%分别为"AC!!B和"AEF$!%所以得出C阶
系数的多项式拟合更为准确&

图F!不同阶系数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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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人体的9](a]部分关节点采用C阶系
数拟合%最终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S]]"(#K-"L-#(L-!(! "#"#

S1\"(#K’"L’#(L’!(!L’B(BL

’%(%L’F(FL’C(C "###

Sa]"(#K%"L%#(L%!(!L%B(BL
%%(%L%F(FL%C(C "#!#

其中!(为关节点数%-(’(%为]](9](a]三部分
的各阶系数&人体的各部分拟合系数为!]]部分的

C个系数(9]和a]部分各#%个系数%总共B%个
拟合系数&
%A!A!!模特走台动作分类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折交叉验证法对所有训练样本进
行测试%平均准确率为’#A$\%初步实现了对模特
走台动作的专业性评价&为了便于比较不同模特动
作识别的结果%本文将对每个模特逐一进行测试&
在测试集中随机抽取F个专业模特和F个非专业模
特的所有关键帧数据进行测试%结果如表#所示&

表9!个体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专业# 专业! 专业B 专业% 专业F 业余# 业余! 业余B 业余% 业余F
正确数量 BC BE %$ %B B$ BE %B FE ’C F$
错误数量 #F #C F C #! #B BF #’ #’ !F
正确率’\ ’"AC ’"A% $"A’ E’AE ’CAF ’%AF F’AE ’’AB E#A’ ’"A!

!!单独测试的#"个模特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专
业模特中第!个的识别率最低%为’"A%\%该专业
模特的期末成绩也是这F个专业模特中最差的$业
余模特中第!个是识别率最低%为F’AE\%反过来
就是说F个业余模特中该模特的成绩最好%最接近
专业的水平%事实也是该业余模特的期末成绩在F
个人业余模特中最好的&评价模特走秀的动作姿势
好坏不是由某一个时刻决定的%而是有一系列时刻
的动作共同决定&所以要综合模特一次走秀的所有
关键时刻帧的动作姿势情况来评价该模特的成绩&
在随机测试的#"模特中%F个专业模特的识别率都
超过’CA"\%F个业余模特的识别率也都超过
F’A"\&为进一步分析实验结果%使用查准率S(查
全率57和评价查准率和查全率的综合指标0#67)+2
来分析%计算公式为

SK 4S
4SL0S

%57K
4S

4SL0#
%

0#67)+2K
!OSO57
SL57

%

其中!4S表示真正类%0S表示假正类%0# 表示假
负类%4# 表示真负类&从混淆矩阵表!可以得出
查准率SgCCA#\%查全率57g’$AF\%0#67)+2g
"A’!%0#67)+2值越靠近#%表明效果越好&本文实验
中0#67)+2的值为 "A’!%说明所述方法效果较
为理想&

表;!预测混淆矩阵

真实类型
预测类型

专业 业余
专业 B!A%F\"4S# EABE\"0S#
业余 #CAC#\"0## %!AFF\"4##

C!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模特走秀的动作形态%提出了一
种基于多项式拟合模特走秀动作分类方法&在检测
人体关节点时采用深度学习中基于局部亲和域的方
法%相对于基于轮廓提取关节点的方法更为准确$
在数据处理分析中首先采用普氏分析的方法对数据
进行预处理%减少由于相机位姿引起的误差%而后采
用了多项式拟合的方法来提取特征%最后经过数据
降维和6eV分类器实现模特的动作分类&将多项
式拟合应用到模特走秀的动作评分类%该方法简单
有效%且易于实现&!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实现对模特走秀动作的专
业性评判%但目前只是实现了两个类别的识别%属于
粗分类范畴&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会细化识别动
作%给出一个量化的打分机制$同时也会加入动作的
时空相关性%实现实时评价%提高评价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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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鹏"#$$!G#%男%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图像处理(产品缺陷检测等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戴文战%JK-4.!N[M!M3;*D2N*D7,

基于机器视觉的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检测方法

刘!鹏#!戴文战!
"#D浙江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杭州B#""#E(

!D浙江工商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杭州B#""#E#

!!摘!要"针对化妆品纸质标签生产中出现的不干胶标贴漏贴&偏移&倾斜&叠加!生产日期字符漏喷&偏移&倾斜&
多喷!日期喷印错误等缺陷!提出一种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视觉检测方法’首先!利用数字形态学与连通域分析技
术!从倾斜校正后的标签本体图像中分别提取不干胶标贴和日期字符区域(其次!分别提取区域重心坐标与方向角
检测不干胶标贴和日期字符的位置缺陷(进而!在日期点阵字符垂直校正基础上分割字符!提取网格特征&垂直投
影&投影宽度及字符占空比等字符特征!利用这些特征训练]S神经网络并实现对日期点阵字符的识别(最后!在样
机上采集了大量正常及具有不同类型缺陷的化妆品标签图像!进行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准确率高&稳
定性好!能够快速检测位置缺陷和准确识别日期字符!检测准确率可达$%A%\’

关键词"纸质标签(质量检测(特征提取(点阵字符识别(机器视觉
中图分类号"8SB$#A%#!!!!!!!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B#&"E

P,’0(*.($*,’,&’%)/&(-5,’%&+"+,$G"#,G*,.,&’-#"-,*
()5"&0%),I%-%()
>;1S9&*#%+";!9&X@)&!

"#D@,;<4<*<2)/U*<)K-<4),%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D671)).)/@,/)+K-<4),-,NJ.27<+),47J,54,22+4,5%01234-,5

T),5;1-,59,4:2+;4<=%Y-,5M1)*B#""#E%̂ 14,-#

6#-’$"&’!@,:42[)/<12N2/27<;4,<12Q+)N*7<4),)/7);K2<47Q-Q2+.-P2.;%;*71-;<12.2-Z-52%
)//;2<%<4.<-,N):2+.-=)/-N12;4:2;<47Z2+.-P2.;-;[2..-;<12.2-Z-52%)//;2<%<4.<%K*.<4Q.2;Q+-=4,5-,N
N-<2Q+4,<4,52++)+;)/<12Q+)N*7<4),N-<271-+-7<2+;%<14;Q-Q2+Q+)Q);2;-:4;*-.4,;Q27<4),K2<1)N/)+
<12N2/27<;)/7);K2<47Q-Q2+.-P2.;DI4+;<.=%P=*;4,5<12N454<-.K)+Q1).)5=-,N<127),,27<2N7)KQ),2,<
-,-.=;4;<271,).)5=%[22R<+-7<2N<12-N12;4:2;<47Z2+.-P2.-,NN-<271-+-7<2+-+2-+2;Q27<4:2.=/+)K<12
4K-52)/<12P)N=-/<2+<4.<7)++27<4),D627),N.=%4,)+N2+<)N2<27<<12Q);4<4),N2/27<;)/<12.-P2.-,NN-<2
71-+-7<2+;%<127))+N4,-<2;-,NN4+27<4),-.-,5.2;)/<1272,<2+)/5+-:4<=)/<12+254),[2+2+2;Q27<4:2.=
2R<+-7<2ND814+N.=%),<12P-;4;)/:2+<47-.7)++27<4),)/<12N)<K-<+4R71-+-7<2+;)/N-<2%71-+-7<2+;[2+2
;25K2,<2N<)2R<+-7<5+4N/2-<*+2;%:2+<47-.Q+)327<4),%Q+)327<4),[4N<1-,N71-+-7<2+N*<=+-<4)%-,N<12;2
/2-<*+2;[2+2*;2N<)<+-4,<12]S,2*+-.,2<[)+Z-,N4N2,<4/=<12N-<2N)<K-<+4R71-+-7<2+;DI4,-..=%-
.-+52,*KP2+)/,)+K-.7);K2<47.-P2.4K-52;-,N<1);2[4<1N4//2+2,<<=Q2;)/N2/27<;[2+27)..27<2N),
<12Q+)<)<=Q2/)+2RQ2+4K2,<-.:2+4/47-<4),DJRQ2+4K2,<-.+2;*.<;;1)[2N<1-<<12-.5)+4<1K1-N1451



-77*+-7=-,N5))N;<-P4.4<=D@<7)*.N,)<),.=L*47Z.=N2<27<<12Q);4<4),N2/27<;%P*<-.;)-77*+-<2.=
4N2,<4/=<12N-<271-+-7<2+;%-,N<12N2<27<4),-77*+-7=7)*.N+2-71$%D%\D

7,42($*-!Q-Q2+.-P2.$L*-.4<=N2<27<4),$/2-<*+22R<+-7<4),$N)<K-<+4R71-+-7<2+4N2,<4/47-<4),$
K-714,2:4;4),

8!引!言

化妆品标签承载着产品的价格(功效(成分(日
期等一些消费者及经销商关注的重要信息%其质量
影响着消费者的购物心理及经销商对产品的第一印
象&不合格的标签可能导致客户对企业的产品质量
及信誉产生怀疑%从而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因此%
在标签与化妆品产品组装之前必须对其质量进行检
测%剔除不合格标签&化妆品纸质标签上的内容大
部分是由自动印刷机在线印刷而成%在快速印刷环
境下%标签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生产工艺(环境(设
备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生产出来的标签存在
各种缺陷及瑕疵&传统的化妆品标签缺陷检测主要
依靠人工进行%这种方式检测速度难以满足目前生
产速度和要求%检验员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作业极易
产生眼疲劳导致误检和漏检$而且人工成本逐年提
高%人员流动性大%企业招工难&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
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化技术逐渐代替人工进行作
业&机器视觉技术具有快速获取大量信息(快速自
动化处理信息等特点%使得产品表面缺陷在线检测
得到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提
出了各种缺陷检测方法和图像处理算法%一些研究
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铁轨(玻璃(纺织布(皮革等产
品的缺陷检测)B&C*&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基于机器视
觉的印刷品缺陷自动检测进行了研究&陈丽等)’*提
出了印刷品缺陷检测算法%利用 >S">=,-K47
Q-+<4<4),4,5#方法对标准样本和缺陷样本进行分割
和匹配%根据图像不同分辨率及检测精度来设计分
割方式%可以有效地进行图形颜色信息的检测和分
析%从而检测出缺陷特征及缺陷类型&但是该算法
处理数据量较大%只能通过减少分区检测的像素数%
才能提高检测速度&刑堃等)E*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
应的 -̂,,=边缘掩模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有效消除
因拍摄的非同步性和传送带抖动所产生的轮廓伪
影%但是同时也会出现标签边缘缺陷漏检的情况&
V212,,4等)$*提出了一种速度快且参数输出多的逐
像素比较和&]I.P’9相结合的检测方法%但是该检
测方法只能获得缺陷位置%不能获得缺陷具体形状

及类型等信息%而且它需要专门的硬件设备才能完
成自动质量检测任务&胡方尚等)#"*提出了一种基
于改进多类支持向量机的印刷缺陷检测方法%该方
法首先将图像配准后的印刷图像进行动态阈值差分
运算%接着通过分析统计缺陷几何特征和形状特征%
利用改进的多类支持向量机实现印刷缺陷的识别&
鹿武先)##*提出了一种食品日期针孔字符识别算法%
通过对膨胀运算后的点阵字符进行连通域面积的均
等分割%利用]S神经网络识别分割后的字符&该
方法对于处理字符倾斜(粘连的效果较差%鲁棒性较
低&陈宇等)#!*提出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彩色商
标印刷缺陷特征提取算法%它通过对待检商标彩色
图像分量与模板商标彩色图像分量的差分图进行多
种形态学运算%然后提取商标印刷时产生的缺陷形
状(位置等信息%但是对于反光材质商标(运动状态
情况下的分量差分图效果不尽理想&

本文检测的化妆品标签生产工艺主要由不干胶
标贴粘贴及日期点阵字符)#B*喷墨组成&针对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不干胶标贴粘贴位置缺陷(日期字符
喷印位置缺陷(日期内容错误等不良现象%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检测方
法&首先%从倾斜校正后的标签本体图像提取出不
干胶标贴及日期字符区域$其次%根据不干胶标贴和
日期可能出现的漏贴(漏喷(叠加(偏移(倾斜等缺陷
现象%设计相应的位置缺陷检测算法$进而%提取网
格特征(垂直投影(投影宽度及字符占空比等字符特
征训练]S神经网络)#%*%并进行生产日期点阵字符
识别$最后%在样机上进行标贴位置缺陷(日期位置
缺陷(日期字符喷印错误等不同缺陷类型的化妆品
标签检测实验&

9!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及形成原因

对化妆品标签生产包装公司的现场考察和调
研情况发现%标签缺陷的主要类型及其产生原因
主要有!-#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传送机台的抖动及
人为放置偏斜%导致不干胶标贴粘贴和日期字符
的喷印发生位置偏移和倾斜$P#当控制粘贴和喷
印的颜色传感器感应失灵时%不干胶标贴和日期
字符的喷印可能出现漏喷(漏贴(叠加等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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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操作员将日期喷印装置设置错误时%会出现生
产日期喷印错误&当不干胶标贴位置发生倾斜或
偏移时%日期字符的喷印也会发生不同程度地偏
移或倾斜&但是由于日期字符喷印区域范围较

大%轻微的倾斜及偏移并不影响整个标签的质量%
化妆品标签生产包装公司只要求检测出偏移较大
且超出允许范围的缺陷&合格及存在主要缺陷的
化妆品标签图像如图#所示&

图#!合格及存在主要缺陷的化妆品标签图像

;!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视觉检测方法

根据化妆品标签生产包装厂家的检测要求%本
文提出的化妆品标签缺陷视觉检测流程如图!所
示&该标签缺陷检测分为四个步骤!-#标签本体图
像倾斜校正&提取标签本体图像重心及方向角%构
造齐次旋转变换矩阵对标签本体图像进行倾斜校
正$P#不干胶标贴位置检测&通过数字形态学开运

算与连通域面积提取出不干胶标贴区域%并根据其
与标签本体图像区域的重心坐标差及方向角度差检
测不干胶标贴位置$7#日期字符位置检测&通过形态
学闭运算与连通域面积精确提取出日期字符区域%并
根据其与标签本体图像区域的重心坐标差及方向角
度差检测日期字符位置$N#日期字符识别&对倾斜校
正后的日期字符进行分割%并提取归一化后的字符特
征训练]S神经网络进行日期点阵字符的识别&

图!!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检测流程

;O9!标签本体图像的倾斜校正
由于机台抖动及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标

签在成像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现象%因此在
进行不干胶标贴及日期字符位置检测之前要对

采集的图像进行倾斜校正&本文的倾斜校正原
理如图B所示%主要包括图像的滤波降噪(阈值
分割(标签本体图像的提取以及图像倾斜校正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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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倾斜校正原理

!!倾斜校正的具体过程如下!
-#结合645K-滤波)#F*与形态学开运算%去除

标签本体图像边缘噪声及其它细微噪&
P#由于标签中存在文字(不干胶标贴(条形码(

商标(打印码等%成像背景比较复杂%利用自适应
?869双阈值分割降噪后的图像%并通过连通域面
积筛选提取X?@区域%即标签本体图像&

将图像I的灰度值分为H 个等级%再将H 个
等级的灰度值分为G" 7 )"%4a*(G# 7 )4aL#%
4Y*(G!7)4YL#%H*三类%图像分割时的高低阈
值4Y(4a根据式"##确定!

*"4a%4Y#K-+5 K-R
"14a14Y1H

.""4##"(U

(""4###!L.#"4!#"(#"4!#U(#!L
"#U.""4##U.#"4!##

(

)
(.""4##(""4##U.#"4!#(#"4!#

#U.""4##U.#"4!# U(
8

9

!

"##

其中!4a7)"%HU#*%4Y7"4>%H*$."为G"出
现的概率%("为G"灰度平均值$.#为G#出现的概
率%(#为G#灰度平均值$G!出现的概率为"#G."

U.##%灰度平均值为(
U."("U.#(#
#U."U.#

$(为整幅图

像I的灰度平均值&当*"4a%4Y#取最大值时对
应的"4a%4Y#即为最佳阈值&

分析分割图像的连通域面积%并利用连通域面
积提取X?@区域%即化妆品标签本体图像&

!!7#计算标签本体图像的重心坐标及方向角%并构
造齐次旋转变换矩阵对标签本体图像进行倾斜校正&

构造的齐次旋转变换矩阵7a为!

!!7aK
# " C#
" # =#
" " #

*

+

,

-

.

7);"!:U!## U;4,"!:U!##"
;4,"!:U!## 7);"!:U!## "

" " #

*

+

,

-

.

# " UC#
" # U=#
" " #

*

+

,

-

"!#

其中!"C#%=##为标签本体图像的重心坐标$!#7
"U$"_%$"_#为标签本体图像的方向角%即标签本体
图像的最小外接椭圆长轴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
旋转后的标签本体图像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利用7a 对标签本体图像!"A%-#进行倾斜
校正!

="A%-#K>a.!"A%-# "B#
其中!="A%-#为倾斜校正后的标签本体图像%A(
-为图像像素的横(纵坐标&
;O;!不干胶标贴位置检测

不干胶标贴位置检测流程如图%所示%主要包
括图像分割(不干胶标贴区域提取(区域重心坐标及
方向角的计算以及不干胶标贴位置判定过程&

图%!不干胶标贴位置检测流程

!!由于倾斜校正后的标签前景图像经过?869
双阈值分割后包含多个区域%为了提高不干胶标贴
位置检测算法的准确率及效率%本文在对分割后区
域的形态学开操作基础上%通过连通域面积提取不
干胶标贴图像区域"如果没有满足面积条件的区域%
则视为漏贴或缺损#%并在计算不干胶标贴图像区域
的面积?a(重心坐标"C!%=!#及倾斜角度!!的基
础上%按如下程序对不干胶标贴位置进行检测!

!4/"-P;"?aU?##1!"""#
!!4/"-P;"!:U!!#1g.#
!!!4/"-P;"=#U=!#1g#- #
!!!!4/"-P;"C#UC!#1g#A #

!!!!7)*<:,不干胶标贴位置合格-:2,N.$

!!!2.;2
!!!!7)*<:,标贴位置上下偏移-:2,N.$

!!2.;2
!!!7)*<:,不干胶标贴位置左右移-:2,N.$

!2.;2
!!7)*<:,不干胶标贴角度倾斜-:2,N.$
2.;2
!7)*<:,不干胶标贴出现叠加情况-:2,N.$
其中!?#表示不干胶标贴的面积参数$.表示容许
角度的偏差范围$#- 表示竖直方向的偏差范围$#A
表示水平方向上的位置偏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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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日期字符位置检测
日期字符位置检测流程如图F所示%包括日期

允许喷印区域图像的增强(阈值分割(日期字符区域

的精确提取(字符区域重心坐标及方向角的计算以
及日期字符位置判定过程&

图F!日期字符位置检测流程

!!日期字符位置检测的具体过程如下!

-#根据日期字符所处标签本体图像的位置及
标签本体图像重心坐标等先验知识%从倾斜校正后
的标签本体图像提取出日期字符允许喷印范围区域
图像%并利用>)T">4//2+2,<&)/&T-*;;4-,#算子)#C*

增强图像突出感兴趣字符区域$

P#对增强后的图像进行?869双阈值分割%
并利用数学形态学闭运算将所有字符连接成一个连
通区域$

7#利用连通域面积提取出精确的日期字符区
域%并记为面积?> "如果没有满足面积条件的区
域%则视为日期漏喷或喷印不全#%在计算字符区域
的重心"CB%=B#及水平方向倾斜角度!B的基础上%
按照如下程序对日期字符位置进行检测!

4/"-P;"?>U?!#1B""#!
!4/"!B1g(#!
!!4/"-P;"=#U=B#1g,- #

!!!4/"-P;"C#UCB#1g,A #

!!!!7)*<:,日期字符位置合格-:2,N.$

!!!2.;2
!!!!7)*<:,日期字符位置上下偏移-:2,N.$

!!2.;2
!!!7)*<:,日期字符位置左右偏移-:2,N.$

!2.;2
!!7)*<:,日期字符角度倾斜-:2,N.$

2.;2
!7)*<:,日期字符出现叠加情况-:2,N.$

其中!?!表示日期字符的面积参数$’表示容许角
度的偏差范围$,-表示竖直方向的偏差范围$,A表
示水平方向上的位置偏差范围&

;OB!化妆品标签的日期字符识别
!A%A#!字符倾斜校正

传送带速度不均(机台抖动导致化妆品日期在
喷印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平倾斜及垂直倾

斜%在进行日期字符识别前需要对其进行倾斜校正&
水平倾斜是指字符上下扭曲变形%即水平方向坐标
不变%只改变竖直方向坐标的变形方式$而垂直倾斜
是指字符左右扭曲变形%即垂直方向坐标不变%只改
变水平方向坐标的变形方式&本文日期字符倾斜校
正过程如下!

-#计算字符区域重心 "CB%=B#和水平倾斜角

!B%在此基础上构造齐次变换矩阵7>对字符图像
进行水平校正$

P#计算字符区域垂直倾斜角)%根据字符区域
重心"CB%=B#和垂直倾斜角)构造齐次变换矩阵
7e对字符图像进行垂直倾斜校正&

!A%A!!日期字符分割
由于化妆品喷印日期为点阵字符%单个字符中

的点仍处于分离状态&为了完整有效地将单个字符
分割开%提高字符的识别效率%本文将二值字符图像
进行形态学闭操作%把单个点阵字符笔画连接起来%
并利用水平投影法进行字符行分割%再利用垂直投
影法将字符分割成单个字符&具体日期字符分割过
程如下!

-#字符行分割!对输入的二值化字符图像从上
到下逐行扫描%同时统计每个扫描行像素值为"的
像素点数%则该像素行的黑点数的总和就是该行的
投影值&把所有行的投影值统计出来得到整个二值
化字符图像的水平投影%并利用字符行与行之间的
空白间隔"投影图像的波谷#将各行字符分割开&

P#单个字符分割!从左向右逐列扫描行分割后
的二值字符图像%统计每列投影图像的投影数值记
为#"B#$遍历投影数值%第一次出现满足条件
""#"B#K"#-,N"#"BL##;"##的点B;#%使其作
为第一个字符的左边界&满足条件 ""#"B#;
"#-,N"#"BL##K"##点B2#%使其作为第一个字符
的右边界&以此类推%找出所有字符的起止位置
"B;(%B2(#作为分割位置$剔除符号,!-%由字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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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以看出%,!-所占黑色像素值最少且在水平方向
上的投影宽度也最小%因此根据,!-的垂直投影数值
#"B#和字符宽度"B2(UB;(#将其剔除&
!A%AB!日期字符识别

日期字符识别主要包括分割后日期字符的特征
提取以及应用]S神经网络对字符识别过程&日期
字符识别具体过程如下!
-#特征提取!根据化妆品喷印日期的点阵字符

特点%为了提高字符识别的准确率及效率%本文提出
将字符网格统计数值及单个字符的垂直投影数值(
投影宽度(字符占空比等作为特征进行字符识别&
各特征参数计算具体如下!
-##将分割后的归一化二值字符划分为%E个

像素数相同的网格小块%统计每个网格小块内像素
值为,"-的像素个数%可以得到一个包含%E个整数
值的数组%将这些网格数值作为字符识别的特征值&
字符,J-的点阵图像如图C所示&

图C!字符,J-点阵图像

-!#单个字符垂直投影数值#;"(#及投影宽度
!;(为!

!;(KB2(UB;(!"(K#%1%!B# "%#

#;"(#K.
!;(

BK#
#"B# "F#

!!-B#字符占空比+F为!

+;K
#;"(#
#EO!%K.

B2(UB;(

BK#
#"B#’%B! "C#

!!P#字符识别!]S神经网络是一种由输入层(隐
藏层(输出层组成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无论是从性
能还是原理上都已非常成熟%该网络具有很强的非
线性映射能力可以逼近任意非线性函数&化妆品标
签日期由固定的%个英文字符,J-(,a-(,S-(,W-
及阿拉伯数字,"%#%1%$-共#%个字符组成%是一个
多样本类分类问题%由于所需识别量较小%因此选用
三层]S神经网络构造一个数字和字符混合的神经
网络&把提取出的F#个特征值组成F#行#列的向
量当作输入层的输入向量%即输入层的节点数设为
F#$输出层节点数根据所需识别日期字符的样本种
类来确定%网络的输出端采用一个#%行#列的输出
向量%所以输出层的节点选定为#%个$对于隐藏层

节点数%在此根据公式&K )O"/L##L槡 #计算
隐层节点数&其中&表示隐层节点数%)表示输入
层节点数%/表示输出层节点数%计算得出隐藏层的
节点数为!E个&

<!实验与结果分析

<O9!不干胶标贴及日期位置参数的设定
实际生产中%允许不干胶标贴粘贴和日期字

符喷印在一定范围内有倾斜及位置偏移现象发
生&为确定各有效参数%在实验中采集大量图
像%分别计算出不干胶标贴和日期字符的面积(
重心坐标差及角度差%然后将计算结果进行统
计%最终确定合格标签的不干胶标贴及日期各位
置参数范围&表#为不干胶标贴位置参数%表!
为日期字符位置参数&

表9!不干胶标贴位置参数
缺陷类型 面积?a’像素 重心坐标差’像素 角度差"弧度#
合格标贴 ?#!#B""""f!""" #A!)#CEA""%#$!A""*%#-!)"%##A""* .!)"%"A"#F"*
叠加 #BE!$’ "#CCAE!%#%AF"# "A""%F
漏贴 " G G
倾斜 #B"!%F "#’BAF"%##A$B# "A"#CF
偏移 #B"B!F "#’%A$#%#BAEF# "A""C#

表;!日期字符位置参数
缺陷类型 面积?>’像素 重心坐标差’像素 角度差"弧度#
合格字符 ?!!’F""fB"" ,A!)F"FA""%F’FA""*%,-!)"%!"A""* (!)"%"A"!""*
叠加 EF!E "FFBAF%%#%AF"# "A"#!F
漏喷 " G G
倾斜 ’C!" "F%CA%%%!’A’E# "A"!B$
偏移 ’FE# "F%!AF"%%FA""# "A"#BE

CB!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第%#卷



!!根据以上数据可得%叠加缺陷的面积明显大于
合格标签$标贴漏贴和日期漏喷则表现出同样的特
征%用面积即可将其筛选出来$倾斜缺陷的特征除了
方向角度差明显大于固定参数范围%还伴随着重心
纵坐标的偏移$偏移缺陷的重心坐标差相较于合格
的标签有明显的差异%但其面积和角度在参数允许
范围内&因此可以将面积(重心坐标差(角度差这B
个参数作为判断不干胶标贴及日期字符位置是否合

格的依据&
<O;!日期点阵字符识别结果比较

字符识别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会对最终的字符识
别率产生影响%为明确识别率的具体影响因素及测
试本算法的有效性%以#!F枚合格标签图像进行实
验验证并与文献)##*算法进行比较&本文算法与文
献)##*算法部分标签日期字符识别结果如图’所
示%表B为字符识别过程的数据统计&

表<!字符识别过程数据统计

统计过程
待测样本数 错误次数 正确次数 正确率’\

本文 文献)##* 本文 文献)##* 本文 文献)##* 本文 文献)##*
字符定位 #!F #!F # " #!% #!F $$A! #""
字符分割 #!% #!F % ## #!" ##% $CAE $#A!
字符识别 #!"i!Bg!’C" ##%i!Bg!C!! !F F$ !’BF !FCB $$A# $’A’
整个字符
识别过程 #!Fi!Bg!E’F #!Fi!Bg!E’F #%" B#! !’BF !FCB $FA# E$A#

图’!部分日期字符识别结果

!!由表B可以看出%本文算法根据标签重心及标
签特征等先验知识可以准确定位日期字符&在字符
分割方面%分割不准确主要是受图像采集质量的影
响%分割错误的字符图像都呈现出字符间有异物或
者字符成像较模糊导致字符不完全分割&文献)##*
采用连通域分割与字符固定宽高分割相结合的分割
方法%该方法对粘连字符(倾斜字符及宽度不同字符
分割效果不尽理想$在字符识别效果方面%本文将提
出的字符特征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并经大量样本
训练可以达到对日期字符的准确识别&文献)##*直

接将待检图片输入神经网络%由神经网络自提取字
符特征以此实现日期字符识别&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算法在字符分割及字符识别过程均优于文献)##*%
整个字符识别过程的识别效率达到$FA#\&
<O<!实验检测结果

为了检测整个算法的实用性与准确性%本文采
集了!B!张标签图像%合格标签图像’F张%不合格
标签图像#F’张%其中不合格标签包括标贴位置缺
陷(日期字符位置缺陷以及日期喷印错误&最后实
验检测结果见表%(表F&

表B!实验检测结果
检出数’合
格标签

合格标签错
检率’\

检出数’不
合格标签

不合格标签
漏检率’\

正确检测产品
数’标签总数

检测率
’\

’#’’F FAB #%E’#F’ FA’ !#$’!B! $%A%
表C!不合格标签检测结果

缺陷类型 缺陷检出数’总数 检出率’\

标贴位置缺陷 ’B’’E $BAC

日期位置缺陷 F"’FB $%AB

字符喷印错误 !F’!C $CA!

B!结!论

本文根据标签制造工艺将标签缺陷检测分为标
签本体图像的倾斜校正(不干胶标贴位置检测(日期
字符喷印位置检测及日期字符识别四个过程&根据

?869双阈值分割及连通域面积筛选方法从倾斜
校正后的标签本体图像中提取出不干胶标贴及日期
字符区域%并通过计算面积(重心坐标(方向角来检
测其位置缺陷$利用水平投影及垂直投影分割字符%
并将提取出的字符网格特征(垂直投影(字符占空比
等字符特征输入到]S神经网络完成对日期字符的
识别&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不仅可以快速有效
地检测出位置缺陷%而且可以完成对日期字符的识
别%整个算法的检测率可达到$%A%\&但是%在对
标签日期进行提取定位时%由于不同类型标签的先

’B!第!期 刘!鹏等!基于机器视觉的化妆品纸质标签缺陷检测方法



验知识不同%所以要手动设置日期字符所允许喷印
的区域范围%不能达到完全自动化%还需要进一
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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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玲玲"#$$!G#%女%安徽铜陵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有限群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易小兰%J&K-4.!=4R4-).-,!""F!#!CD7)K

具有小秩M4G(23子群的有限可解群

肖玲玲!孙芬芬!易小兰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B#""#E#

!!摘!要"设$是有限P&群!Y"$#KK-R).)5P % !%#$*!其中%为$的初等交换子群!称为$的秩’再令

Y&"$#KK-R).)5P % !%#$!%<$*!其中%为$的初等交换子群!称为$的正规秩’研究6=.)[&子群的正规秩

#B的可解群的结构问题!运用极小阶反例法!证明了若$为有限可解群且$的6=.)[&子群的正规秩#B!则$7
!!"!!"!!#’更进一步!群$的幂零长不超过F!且对所有的素数P!$的P&长不超过!’

关键词"正规秩(可解群(6=.)[&子群(正规子群
中图分类号"?#F!A#!!!!!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B$&"%

>).%)%’,-(GI"#G,/$(F+-2%’0M4G(23-F#/$(F+-(.-5"GG$")T
A;",>(&*’(&*%?1#09&V9&%-;A()<’)&

"671)).)/6742,7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6#-’$"&’!O2-;;*K2$4;-/4,4<2P&5+)*Q%Y"$#KK-R4.)5P % %% #$5DO12+24,%%4;-,
2.2K2,<-+=2R71-,52;*P5+)*Q)/$%7-..2N+-,Z)/$DO2K-Z2Y&"$#KK-R4.)5P % %%#$%%<$5%
[12+2%4;-,2.2K2,<-+=7-..2N,)+K-.+-,Z)/$D812;<+*7<*+2Q+)P.2K)/;).:-P.25+)*Q;)/,)+K-.
+-,Z)/6=.)[&;*P5+)*Q;#B[-;;<*N42ND812K2<1)N)/K4,4K-.7)*,<2+2R-KQ.2[-;*;2N<)Q+):2@/$
4;-/4,4<2;).*P.25+)*Q-,N<12,)+K-.+-,Z)/6=.)[&;*P5+)*Q)/$#B%<12,$7!!"!!"!!#DV)+2):2+%
<12,4.Q)<2,<.2,5<1)/$4;,)K)+2<1-,F-,N/)+2:2+=Q+4K2,*KP2P%<12P&.2,5<1)/$4;,)K)+2<1-,!D

7,42($*-!,)+K-.+-,Z$;).*P.25+)*Q$6=.)[&;*P5+)*Q$,)+K-.;*P5+)*Q

8!引!言

本文所有的群均为有限群&设$是有限P&群%

%为$的初等交换子群%称Y"$#KK-R4.)5P % %

%#$5为$的秩&若%为$的初等交换子群%则
称Y&"$#KK-R4.)5P % %%#$%%<$5为$的正
规秩&有关学者利用正规秩研究有限P&群的结构%
已经取得一系列的结果!].-7ZP*+,)#*对Y&"$#K#
的有限P&群进行了分类%].-7ZP*+,)!*在P;!的条
件之下对Y&"$#K!的有限P&群进行了分类&

如果有循环正规子群#%使得商群$’# 也是

循环群%则称有限P&群$ 为亚循环群%显然亚循环

P&群的正规秩也不超过!&(-,Z))B*得到了有限P&
群$为亚循环群的一些重要结果%如!假设有限!&
群$恰有三个对合%则$有一指数至多为%的亚循
环子群& 1̂4..-5等)%*研究了6=.)[子群为亚循环
的有限群结构%证明了6=.)[&子群为亚循环的有限
可解群%则其总有一个正规的 4!%B5W&Y-..子群&
文献)F*中定理@eD!A##证明!如果群$ 有循环的
6=.)[&子群%则$的导群$W是$的循环的Y-..&子
群%其商群$’$W也是循环群%故群$ 幂零长不超
过!&



本文采用极小阶反例法%研究6=.)[&子群的正
规秩#B的结构问题%分析了可解群的正规秩(幂零
长(P&长之间的一些关系&

9!预备知识

本文用$表示所有交换群构成的群系%!表示
幂零群系%#表示超可解群系%!!r表示奇数阶幂零
群类%!!幂零!U群&&"$#表示群$ 的幂零长%
3"$#表示群$的导列长%’P"$#表示$的P&长&
"$K=C7$"C 表示子群"在$中的核%$K)"*\
表示"与\的半直积%其中"正规于$&如果存在
$的极大子群8%使得8$K#%则称$为本原群%
称极大子群8 为$的本原子&,P"$#为$的极大
正规P&子群%,PW"$#为$的极大正规PW&子群%当
P K! 时%用 ,"$#来 表 示 ,PW"$#%显 然
,PWp%P"$#’,PW"$#K,P"$’,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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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理!!若%为饱和群系%$为可解群%如果$
本身不包含在%中%但是对$的所有不等于#的正
规子群#%都有$’# 7%%则$为本原群&

证明!反证法&若8$ ;#%则$’8$ 7%%又
因为8$ 7/"$#%所以$’/"$#7%& 又因为%
是饱和群系%故$ 7%& 假设矛盾%表明$ 为本
原群&

引理")C*定理2!如果$为本原群%8 为群$的
本原子%则下列结论成立!
-#/"$#K#$
P#0"$#KG$"0"$##K,P"$#且0"$#是阶

为P& 的初等交换PU群%对某个素数P成立$
7#群$有唯一的极小正规子群%等于0"$#$
N#$K)0"$#*8 且,P"8#K#$
2#8 同构于$>"&%P#的某个子群&
引理#!下列结论成立!
-#!!"!!"!!#是饱和群系$
P#如果&和’是群系%则’>&’$
7#如果&#%&!和’是群系%且&#>&!%&#’>

&!’&
证明!由文献)C*定理e@@DB和定理e@@DC可以

证得&
引理$)!*!如果7是$>"!%P#的可解子群%则

7 7!!#&此外%如果7 是BW&群%则7 7#&
引理%)!*!如果7是$>"B%P#的可解子群%则

7 7$#?!B!!#&

引理&!如果7是$>"B%!#的子群%则774%%
$>"B%!#%6!%6B%6’%6!O6!%+E%"%%?%%6B)6’*5&

证明!由文献)F*定理&DCA#%知%$>"B%!#@
S?>"!%’#%再由文献)%*定理&DEA!’可知结论
成立&

引理’!如果# 为P&群S 的正规子群%则
.)5P #’/"###Y&"S#&

引理(!如果# 是P&群S 的正规子群%则
Y&"S’###Y&"S#&

证明!假设Y&"S’##KH%则存在S’# 的正
规子群M’#%满足PH K "M’##’/"M’##%其
中M 是S 的正规子群&由文献)F*引理’BA%得
/"M##’# #/"M’##&因此!
"M’##’/"M’##@""M’##’"/"M##’###’

"/"M’##’"/"M##’###%
且"M’##’"/"M##’##@M’/"M##&所以
PHK "M’##’/"M’### M’/"M#’# #

M’/"M##PY&"S#%
从而H#Y&"S#&

引理)!对任意的可解群$和任意素数P%总
有,PW%P"$’/"$##K,PW%P"$#’/"$#&

证明!因为/"$#是幂零的%所以/"$##
,PW%P"$#且,PW%P"$#’/"$##,PW%P"$’/"$##&

假设,PW%P"$’/"$##KM’/"$#%且7 为M
的PW&Y-..子群&因为7/"$#’/"$#是M’/"$#
的PW&Y-..子群%所以7/"$#<$$由I+-<<4,4引
理%可知$K"7/"$###$"7#%故7<$且M #
,PW%P"$#成立&

引理!*!假设$为可解群%其6=.)[!&子群的
正规秩 #B%则商群$’,!W%!"$#同构于下列群之
一!%%6B%6’%)6’*6B%?B&并且当$’,!W%!"$#A
?B时’!"$#K!$其它情形%都有’!"$###&

证明!对$的阶进行归纳&由文献)F*引理e@D
CA$%知,"$#K#%得到,!"$#K0"$#K0为群$
的I4<<4,5子群&由引理$可知,!W%!"$’/"$##K
,!W%!"$#’/"$#%得/"$#K#& 由引理’可知%子
群0"$#为阶#E的初等交换!U群&由于$可
解%所以0KG$"0#%且商群$’0同构于0的自同
构群%即$’0#$>"&%!#%&#B%且,!"$#K#&

若 0 K!%则$K0&若 0 K%%则$’0#
$>"!%!#@?B%故商群$’0的阶为#或者B%或者
同构于?B& 如果 0 KE%则$’0#$>"B%!#&
由引理C知结论成立&

引理!!!若素数P为奇数%P]可 解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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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子群的正规秩#!%则’P"$###&
证明!对群 $ 的阶进行归纳&不妨假设

,PW"$#K/"$#K#且0K0"$#KG$"0#K,P"$#
为$的唯一的极小正规子群%且$’0同构于0的
自同构群&由引理’知 0 KP或者 0 KP!&
如果 0 KP%则商群$’0为循环群%且其阶整除
PU#%因此%’P"$###&如果 0 KP!%则$’0
同构于$>"!%P#的PU可解子群&又因$>"!%P#
的6=.)[P&子群的阶为P%故群$的6=.)[P&子
群的阶为P!或者PB&其中6=.)[P&子群是阶 #
PB 的P&可解群%故对奇数P 而言P&长 ##&
证毕&

引理!"!若群$为P&可解群%其6=.)[P&子
群的正规秩#B%则’P"$##!&

证明!对群 $ 的阶进行归纳&不妨假设
,PW"$#K/"$#K#且0K0"$#KG$"0#K,P"$#
为群$的唯一的极小正规子群%则$’0 同构于0
的自同构群&由引理’知 0 为P%P! 或者PB&
由引理#"%不妨假设P "!& 若 0 KP 或者
0 KP!%则群$的6=.)[P&子群的阶 #PB%从
而’P"$###&如果 0 KPB%则商群$’0同构于
$>"B%P#的子群%但是$>"B%P#的6=.)[P&子群
的阶#PB%故’P"$’0###或者’P"$’0##!&
证毕&

;!主要定理

定理!!若群$ 为有限可解群且群$ 的
6=.)[&子群的正规秩 #B%则$7!!"!!"!!#& 进
一步%群$的幂零长不超过F%且对所有的素数P%
群$的P&长不超过!&

证明!假设此定理不真%且$ 为极小阶反例&
若# 为群的不唯一的极小正规子群%则由引理E%
商群$’# 7!!"!!"!!#& 由引理B得群系的乘积
!!"!!"!!#是继承群系%再由引理#知群$ 为本原
群&故群$满足引理!的条件%即引理!中-#+2#
对群$成立&此时%对某个素数P%0"$#是初等交
换群&

如果S 是群$ 的6=.)[P&子群%则0"$##
S&又0"$#<S%故由引理’知 0"$#KPJ且J
#B&当JK#时%商群$’0为循环群%群$为超可
解群%即!$7#&当JK!时%若PK!%则$>"!%
!#@?B且$7!!#$当JKB时%且PK!%则商群
$’0是$>"B%!#的子群%且商群$’0的正规!U子
群等于#&

若P"!时%则由引理%可知$’07!!#且$7
!!"!!#& 由引理C知商群$’0 7 46B%6’%?B%
6B)6’*5%从而%$’07#且$7!!#&由引理B可知
总有T7!!"!!#&

若P "!%由引理F得商群$’0 7 $#?
!B"!!#&又因$>!!"!!%故$’07!!"!!#&又由
引理B知$7!!"!!"!!#&总之%$7!!"!!"!!#成
立&由于超可解群是亚幂零群%故$的幂零长不超
过F&由引理#"和引理#!可知对所有的素数P%
’P"$##!成立&

推论!!如果群$为正规秩#B的6=.)[!U
子群的可解群%而对所有的素数P"!%6=.)[P&子
群的正规秩#!%则$7!!"!!#且$4!%B%’5r<$&

证明!由定理#得$7!!"!!#%且&"$##%&
由引理#"和引理##知$的Y-..-&子群$0正规于
$%当0K0"$#4!%B%’5时&又-&闭的群类是继承
群系%由归纳可知,0"$#K#& 而0"$#是初等交
换P&群%阶为!B%B!或’!&当PK!且&#B或者P
74B%’5且&#!%商群$’0同构于$>"&%P#的子
群&由于&和P%0"$>"&%P##>4!%B%’5%故群$
是0W&群&

由两个循环群生成的群称为双循环群&显然%
亚循环群是双循环群&文献)F*定理’D##AF证明
了双循环!&群的正规秩 #B& 由文献)!*引理C%
具有双循环6=.)[&子群的可解群的4!%B5r&Y-..&子
群也是正规的&从而可以得到推论!&

推论"!如果$为具有双循环的6=.)[&子群的
可解群%$7!!"!!#且$4!%B5r<$&则有!&"$##
%%’!"$##!$且对所有的素数P"!%有’P"$###
成立&

<!结!语

本文利用有限群的6=.)[&子群的正规秩研究
了可解群的性质%分析了可解群的正规秩(幂零长(

P]长之间的一些关系&在后续研究中%可将定理中
的某些条件加以推广%研究其对有限群$ 的可解
性(幂零性(超可解性的一些其他影响&例如重点研
究有限P&中的公开问题!决定秩或正规秩为!的有
限!群的构造%给出完全分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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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 肖玲玲等!具有小秩6=.)[&子群的有限可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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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Q812)+=%!""%%’"%#!%B#&%BCD

$责任编辑"康!锋%

!%!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第%#卷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B&!%E
()*+,-.)/01234-,5674&82719,4:2+;4<=
>?@$#"AB$C$%3D4;;,D#C’B&BEF#",#D!"#$A"!D"#C

收稿日期!!"#EG##G#C!!网络出版日期!!"#EG#!G!E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C#B’$"#E#$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aH#EU"#""!E#

作者简介!苗媛媛"#$$BG#%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模糊数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樊太和%J&K-4.!<-412/-,!#CBD7)K

区间上单调递减函数的R,)),#,$/积分
和V,#,-/F,积分的等价性

苗媛媛!樊太和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B#""#E#

!!摘!要"为了使得非可加测度和积分理论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结合实分析的方法!通过把取值为负的递减函数
转化为非负函数!证明了>2,,2P2+5利用分布函数引入的关于区间上单调递减函数的积分与a2P2;5*2积分恒等价(
研究了>2,,2P2+5积分的分析性质!给出了几类收敛定理如单调收敛定理&有界收敛定理&控制收敛定理等!从而为
该积分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方法’

关键词"单调递减函数(>2,,2P2+5积分(a2P2;5*2积分(收敛定理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B&"C

@[F%I"G,)&,#,’2,,)’0,R,)),#,$/%)’,/$"G")*V,#,-/F,
%)’,/$"G(.5()(’(),*,&$,"-%)/.F)&’%()-()%)’,$I"G-

8;",-.)&=.)&%0"#4)(@9
"671)).)/6742,7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6#-’$"&’!@,)+N2+<)K-Z2<12,),&-NN4<4:2K2-;*+2-,N4,<25+-.<12)+=K)+2[4N2.=-QQ.42N%<12+2-.
-,-.=;4;K2<1)N4;*;2N<)<+-,;/)+K<12N27+2-;4,5/*,7<4),[4<1,25-<4:2:-.*2-;,),&,25-<4:2/*,7<4),
;)-;<)Q+):2<1-<<124,<25+-.)/K),)<),2N27+2-;4,5/*,7<4),),<124,<2+:-.4,<+)N*72NP=>2,,2P2+5
[4<1N4;<+4P*<4),/*,7<4),4;2L*4:-.2,<<)<12a2P2;5*24,<25+-.DU,-.=<47Q+)Q2+<42;)/<124,<25+-.[2+2
;<*N42N%-,N;)K27),:2+52,72<12)+2K;-+254:2,;*71-;<12K),)<),27),:2+52,72<12)+2K%<12
P)*,N2N7),:2+52,72<12)+2K%-,N<127),<+).7),:2+52,72<12)+2K;)-;<)Q+):4N2K)+2K2<1)N;/)+<12
;<*N=)/>2,,2P2+54,<25+-.D

7,42($*-!K),)<),2N27+2-;4,5/*,7<4),$>2,,2P2+54,<25+-.$a2P2;5*24,<25+-.$7),:2+52,72<12)+2K

8!引!言

众所周知%a2P2;5*2测度)#*是非负的(满足可
列可加性的一种集函数%因此基于a2P2;5*2测度的
a2P2;5*2积分)#*具有线性性质&a2P2;5*2积分无
论是在数学还是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中应用都非常
广泛&然而%实际问题中有大量问题不满足可加性%
因此各种非线性积分)!*应运而生&#$FB年%法国数

学家 1̂)L*2<利用容度概念引入了 1̂)L*2<积分&
在各种非线性积分中 1̂)L*2<积分处于重要地位%
广泛应用于数据分析(模式识别(经济数学(信息融
合等诸多领域)B&%*&

非可加测度)!*是容度的推广&自!"世纪’"年
代以来有关非可加测度积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F&C*&>2,,2P2+5)!*利用分布函数引入了区间
上的单调递减函数的一种积分%并以此积分为基础



建立了系统的非可加测度和积分理论&近年来%关
于非可加测度和积分的研究内容已经非常丰
富)’&#F*&如巩增泰等)’*引入了区间值和模糊数值函
数关于非可加测度的 1̂)L*2<积分$作为 1̂)L*2<
积分的推广%‘.2K2,<等)$*利用两极容度给出了泛
积分的概念$徐鹤萍等)#"*将非负可测函数的泛积分
定义推广到一般实值可测函数%讨论了基于普通加
法和乘法的一般实值可测函数的泛积分等&关于基
于非可加测度的积分在信息融合(优化等问题中的
应用可参看文献)##&#F*等&

>2,,2P2+5)!*指出%有限区间上单调递减有界
函数的>2,,2P2+5积分和X42K-,,积分等价%而无
界区间上的积分或者有限区间上无界函数的积分与
广义X42K-,,积分等价&但他并未给出等价的详
细证明%只是讨论了>2,,2P2+5积分的相关性质%而
这些性质的证明过程比较繁琐&需要说明的是文献
)!*中没有给出>2,,2P2+5积分和a2P2;5*2积分的
关系&本文将证明单调递减函数的>2,,2P2+5积分
与a2P2;5*2积分恒等价%从而关于>2,,2P2+5积分
的结论可由a2P2;5*2积分的相应结论直接得到%证
明过程与直接讨论>2,,2P2+5积分的方法相比更为
简洁%为>2,,2P2+5积分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9!预备知识

本文中 a2P2;5*2积分简称为 > 积分%而
X42K-,,积分简称5积分%5U K+?4Us%Ls5
为广义实数集&

定义!)!*!设;K")%/#为一个有限区间%,为
整数集&V!;&5

U 为递减函数&函数3!,&;称为
一个;的重分%若3& #3&L#%&7,%且4,/

&7,
3& K

4,/;%;*Q
&7,
3&K;*Q;&定义V关于3的下和为!

?"V%3#K.
Ls

&KUs
V"3&#"3&U3&U##&

!!定义")!*!区间;K")%/#上单调递减函数

V"C#的>2,,2P2+5积分"以下简称为+积分#定义
如下!

"+#0
/

)
V"C#NCK;*Q

3
?"V%3#&

其中;*Q
3
?"V%3#表示对所有3对应的V"C#的下

和?"V%3#取上确界&
由定义可知%若?"V%3#对所有3都不存在"即

为‘s或无意义#%则"+#0
/

)
V"C#NC不存在$积分区

间;的端点值对积分值没有影响%即;K ")%/#’

")%/*’))%/#’))%/*对应的积分"+#0
/

)
V"C#NC值是

相等的&显然%当V1"时%积分值为负值&和>积
分一样%当函数V的+积分定义中的级数之和出现
sUs时%称V的积分无意义$而当V的+积分为
‘s时%称V的积分确定%但V为+不可积函数&

定理!)#*!设V为))%/*上的有界函数%若V
为))%/*上的5可积函数%则V也为))%/*上>可
积函数且

"5#0
/

)
V"C#NCK">#0))%/*

V"C#NC&

!!由文献)#*可知%对于无界函数的5积分"广义
5积分#定理#不再成立&如果函数不变号%则定理
#仍然成立&对于无界区间上的广义积分%情况
类似&

;!主要结论

引理!!设;K")%/#%V!;&5
U 为非负递减函

数%则!

"+#0
/

)
V"C#NCK">#0")%/#

V"C#NC&

!!证明!由+积分的定义可知%对任意;的重分3%

有?"V%3##"+#0
/

)
V"C#NC&设3&K43&(5Ls(KUs为重

分列%且3&L#为3&的加细%即3&的分点全部是3&L#的

分点%*3& K ;*Q
Ls

(KUs
"3&( U3&(U##&"&记V3&"C#K

.
Ls

JKUs
1"3&JU#%3&J*"C#V"3&J#为3&所对应的函数列&显然

V3& 关于&为递增函数列%故V3& 为可测函数列&且对
任意&%C 7 ")%/#%V3&"C##V"C#%由*3& &"%

3&#3&L#和V为单调递减函数可知%在函数V的连续
点.4K
&&s
V3&"C#KV"C#&即在;上V3& 是关于&递增

的递减函数列且在;上几乎处处收敛到V&
因此由>积分的单调收敛定理可得

.4K
&&s
?"V%3&#K.4K

&&s
">#0")%/#

V3&"C#NC

K">#0")%/#
V"C#NC&

由文献)!*中非负可测函数的>积分定义和+积分

的定义可知 "+#0
/

)
V"C#NC # ">#0")%/#

V"C#NC&

而V3& 为单调递增函数列%从而!

.4K
&&s
?"V%3&#K;*Q

3&
?"V%3&##"+#0

/

)
V"C#NC#

">#0")%/#
V"C#NCK.4K

&&s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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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证明了

"+#0
/

)
V"C#NCK">#0")%/#

V"C#NC&

!!证毕&

引理"!设;K")%/#%V!;&5
U 为取值非正的

递减函数且V是+可积函数%则!

"+#0
/

)
V"C#NCK">#0")%/#

V"C#NC&

!!证明!V是+可积函数%因此由V的递减性可
知%对任意C7")%/#%V"C#7+%即V为实值函数&
在 ")%/#中任取一个序列 4/&5%使得/& 1/&L#且
4/&5收敛于/&对任意C7")%/&#%"$V"C#$
V"/&#"Us%因此在")%/&#上V为有界递减函数%
故V在")%/&#上5可积%从而也>可积&由于在")%

/&#上V为有界函数%因此由+积分和5积分定义
可知!

"+#0
/&

)
V"C#NCK"5#0

/&

)
V"C#NC&

从而!

"+#0
/&

)
V"C#NCK"5#0

/&

)
V"C#NC

K">#0))%/&*
V"C#NC

KU">#0))%/&*
"UV"C##NC

KU">#0))%/&*
VU "C#NC&

其中 VU "C#为 V"C#的负部%即 VU "C#K
UV"C#&取/"K)%则由4/&5的定义可知!

">#0")%/#
V"C#NCKU">#0")%/#

VU "C#NC

KU.
Ls

&K"
">#0"/&%/&L##

VU"C#NC&

下面证明U">#0")%/#
VU"C#NCK"+#0

/

)
V"C#NC&

对 任 意 ; 的 重 分 3% 令 V3"C#K

.
Ls

&KUs
1"3&U#%3&*"C#.V"3&#%则在 ")%/#上[V3"C#

[$[V"C#[&而由 .
Ls

&KUs
V"3&#"3&U3&U##收敛可知

该级数的两个余项"两个方向#都收敛于"&即V3 在

")%/#上+可积%且积分为 .
Ls

&KUs
V"3&#"3&U3&U##&

由V3"C#为")%/#上的分段常值递减函数可
知%V3"C#在")%/#上>可积且

"+#0
/

)
V3"C#NCK">#0")%/#

V3"C#NC&

从而!

U"+#0
/

)
V"C#NCK U;*Q

3
?"V%3#K U;*Q

3
?"V3%3#

KU;*Q
3
">#0")%/#

V3"C#NC

K4,/
3
">#0")%/#

"UV3"C##NC&

!!类似于引理#%设3&K 43&(5Ls(KUs 为重分列%且

3&为3&L#的加细%*3&K ;*Q
Ls

(KUs
"3&(U3&(U##&"%&&

s&则非负函数列4UV3&"C#5s&K#单调递减地几乎
处处收敛到VU"C#&由UV3&"C#$VU"C#$"可
知%UV3#"C#是4UV3&"C#5s&K#的一个控制函数&因
此%由控制收敛定理可得!

4,/
3
">#0")%/#

"UV3"C##NCK.4K
&&Ls
">#0")%/#

"UV3&"C##NC

K ">#0")%/#
VU"C#NC

KU">#0")%/#
V"C#NC&

即

U">#0")%/#
VU "C#NCK"+#0

/

)
V"C#NC&

!!证毕&
在引理!的证明中%因为函数V是非正函数%

而4V3&5s&K#是非正递增函数列%因此证明过程中将

V3& 转化为非负递减函数列 4UV3&5s&K#进行讨论%
进而利用控制收敛定理可得引理!的结论成立&

引理#!设;K")%/#%V!;&5
U 为取值非正的

递减 函 数%若 V 为; 上 + 不 可 积 函 数%即

"+#0
/

)
V"C#NCKUs%则V 也不是;上> 可积

函数&
证 明 ! 因 为 V 为 非 正 函 数%因 此 由

"+#0
/

)
V"C#NCKUs%以及对任意T7 ")%/#%

"+#0
/

)
V"C#NCK"+#0

T

)
V"C#NCL"+#0

/

T
V"C#NC

可知!

"+#0
/

T
V"C#NCKUs "##

从而!

">#0)T%/*
V"C#NCKU">#0)T%/*

VU "C#NC "!#

式"##即对)T%/#任意划分43&5%3&13&L#%&7,%

.
Ls

&KUs
V"3&#"3&U3&U##KUs "B#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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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

&KUs
VU "3&#"3&U3&U##KLs "%#

因此要完成证明只须证式"!#的值为Ls&
用反证法&若式"!#的值有限%设其值为H&

对任意区间)T%/*的划分!TKT"1T#111T&1
T&L#111/%由>积分的可数可加性知

">#0)T%/*
VU "C#NCK.

s

&K"
">#0)T&%T&L#*

VU "C#NC&

故HK.
s

&K"
">#0)T&%T&L#*

VU "C#NC&

对任意&%因为VU "C#为)T&%T&L#*上单调函
数%故由文献)#*定理FAFAF后注可知%VU"C#也在
)T&%T&L#*上广义X42K-,,可积%且

">#0)T&%T&L#*
VU "C#NCK"5#0

T&L#

T&
VU "C#NC"F#

用H& 表示上述积分值&从而对任意#""%存在
)T&%T&L#*的划分)3"&%1%3J&& *使得!

.
J&

(K#
VU "3(&#"3(&U3(U#& #1H&L#!&

"C#

因此43(&[(K"%1%J&$&K"%#%!%15K43"%3#%
3!%15构成"T%/#一个划分&

由式"C#知!

[.
s

&K#
V"3&#"3&L#U3&#[K.

s

&K#
VU"3&#"3&L#U3&#1

.
s

&K#
H&L.

s

&K#

#
!& KHL#

"’#

矛盾于V在"T%/#上不是+可积的&从而

">#0)T%/*
V"C#NCK"+#0

/

T
V"C#NCKUs&

证毕&
下面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即对于单调递减函

数而言%+积分与>积分恒等价!
定理"!设;K")%/#%V!;&5

U 为任意一个;
上递减函数%则!

"+#0
/

)
V"C#NCK">#0")%/#

V"C#NC&

!!证明!令TK;*Q4C[C7 ")%/#且V"C#$
"5%则T7))%/*且在")%T#上V"C#$"$在"T%/#
上V"C#1"&由文献)!*知!

"+#0
/

)
V"C#NCK "+#0

T

)
V"C#NCL"+#0

/

T
V"C#NC&

!!-#在")%T#上因为V"C#$"%从而由引理#可

得"+#0
T

)
V"C#NCK">#0")%T#

V"C#NC&

P#在"T%/#上因为V"C#1"%因此%无论V"C#
在"T%/#上是否+ 可积%由引理!和引理B可知

"+#0
/

T
V"C#NCK">#0"T%/#

V"C#NC&

从而!

"+#0
/

)
V"C#NCK "+#0

T

)
V"C#NCL"+#0

/

T
V"C#NC

K">#0")%T#
V"C#NCL">#0"T%/#

V"C#NC

K ">#0")%/#
V"C#NC&

!!证毕&

<!区间上单调递减函数的积分的性质

本文证明了对于单调递减函数而言%+ 积分与
>积分恒等价&因此关于+积分的研究可归结为>
积分的研究&下面基于两个积分的等价性讨论+
积分的基本性质及收敛定理&

定理#!设V%*为区间;K")%/#上单调递减
的+可积函数&-%’为正数%下述结论成立!

-#"线性性#"+#0
/

)
"-V"C#L’*"C##NC K

-"+#0
/

)
V"C#NCL’"+#0

/

)
*"C#NC&

P#若*"C#在;上+ 可积%而"#V"C##
*"C#%则V"C#也在;上+可积&

7#在 区 间 ; 上 若 V"C## *"C#%则

"+#0
/

)
V"C#NC#"+#0

/

)
*"C#NC&

特别地%若区间;K")%/#为有限区间%且H#
V"C##8%则!

H"/U)##"+#0
/

)
V"C#NC#8"/U)#&

!!N#"可加性)!*#"+#0
/

)
V"C#NCK"+#0

T

)
V"C#NCL

"+#0
/

T
V"C#NC%!)#T#/&

!!定理B中性质-#+7#是文献)!*未给出的性
质%可直接利用>积分的相应性质得到&而性质N#
在文献)!*中的证明是利用+积分的定义直接证明
的%过程比较繁琐&下面利用+积分与>积分的等
价性给出定理BN#的一个简单证明&

证明!由定理!可得!

"+#0
/

)
V"C#NCK">#0")%/#

V"C#NC

K">#0")%T#?"T%/#
V"C#NC

K ">#0")%T#
V"C#NCL">#0"T%/#

V"C#NC

K"+#0
T

)
V"C#NCL"+#0

/

T
V"C#NC&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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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积分与>积分的等价性%可极大地简化
文献)!*中如下命题的证明&

命题!)!*!"单调收敛定理#!设;K ")%/#%V&!

;&5
U 为区间;上递减函数序列且"#V&"C##

V&L#"C#%则.4K
&&Ls
"+#0

/

)
V&"C#NCK"+#0

/

)
.4K
&&Ls
V&"C#NC&

证明!由定理!知

.4K
&&Ls

"+#0
/

)
V&"C#NCK.4K

&&Ls
">#0")%/#

V&"C#NC&

V&"C#为区间;上的单调递减函数序列%因此有

V&"C##V&L#"C#& 利用>积分中的单调收敛定
理可得!

.4K
&&Ls

"+#0
/

)
V&"C#NCK .4K

&&Ls
">#0")%/#

V&"C#NCK

">#0")%/#
.4K
&&Ls
V&"C#NCK "+#0

/

)
.4K
&&Ls
V&"C#NC&

证毕&
在文献)!*中研究非可加函数的积分时%积分的

收敛性质起到重要作用%故在本节最后讨论非负单
调函数积分的收敛性质&

命题"!"有界收敛定理#!设;K")%/#为有
限区间%V&4 5s&K#为;上单调递减函数列%且对任意
C7;%[V&"C#[#8%8 ""&若.4K

&&s
V&"C#K

V"C#在;上几乎处处成立%则.4K
&&s
"+#0

/

)
V&"C#NCK

"+#0
/

)
V"C#NC&

命题#!"I-<)*引理#!若 4V&5s&K# 为;K
")%/#上非负单调递减函数列%且.4K

&&s
V&"C#K

V"C#在;上几乎处处成立%则 "+#0
/

)
V"C#NC #

.4K
&&s
4,/"+#0

/

)
V&"C#NC&

推论!!设4V&5s&K#为;K")%/#上非负单调递
减函数列%且V&"C##V"C#及V"C#K.4K

&&s
V&"C#

在 ; 上 几 乎 处 处 成 立%则 "+#0
/

)
V"C#NC K

.4K
&&s
"+#0

/

)
V&"C#NC&

证明!因为V&"C##V"C#在;上几乎处处成

立%所以由定理B中性质7#可得"+#0
/

)
V&"C#NC#

"+#0
/

)
V"C#NC对所有&成立%故.4K

&&s
;*Q"+#0

/

)
V&"C#NC

#"+#0
/

)
V"C#NC& 再结合命题B即知结论成立&

证毕&

定理%"控制收敛定理#!设*为区间;K")%
/#上可积函数%4V&5s&K#为;上单调递减函数列使
得[V&"C#[#*"C#%V"C#K.4K

&&s
V&"C#在;上几

乎处处成立%则

.4K
&&s
"+#0

/

)
V&"C#NCK"+#0

/

)
V"C#NC&

B!结!论

单调函数的>2,,2P2+5积分是非可加测度和积
分理论的基础&本文主要通过将取值为负的单调函
数转化为非负函数%再利用a2P2;5*2积分的收敛性
质证明了>2,,2P2+5积分与a2P2;5*2积分恒等价&
利用a2P2;5*2积分%可以较容易地得到>2,,2P2+5
积分的基本性质如积分的线性性(单调性以及各种
收敛定理等%从而丰富了>2,,2P2+5积分的研究方
法&基于本文证明的两种积分的等价关系%后续将
探索模糊值函数关于模糊测度的模糊积分收敛定理
及其他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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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晓嫚"#$$BG#%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分数阶微分方程高效数值方法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张启峰%J&K-4.!M1-,5L4/2,5"F"%!#CBD7)K

求解波动方程的时空四阶算法

林晓嫚!张启峰!徐映红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B#""#E#

!!摘!要"针对一类二阶线性波动方程!首先根据时空紧算子构造了一类新的紧差分格式!证明了差分格式解的
存在性和唯一性(其次!利用I)*+42+分析法得到建立的紧差分格式的条件稳定性(再次!利用a-R定理和相容性条
件证明数值格式的收敛性!收敛阶在>s 范数下为,"2%L@%#’数值计算的结果验证了理论结果’

关键词"波动方程(紧差分格式(可解性(收敛性(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C

L%5,3-+"&,.(F$’0($*,$"G/($%’05.($-(GI%)/2"I,,[F"’%()-
>;#A()<H)&%67"#$Q(V9&*%A1-(&*@<&*

"671)).)/6742,7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6#-’$"&’!I4+;<.=%/)+-7.-;;)/;27),N)+N2+.4,2-+[-:22L*-<4),;%-7.-;;)/,2[7)KQ-7<N4//2+2,72
;712K2[-;7),;<+*7<2N-77)+N4,5<);Q-72&<4K27)KQ-7<)Q2+-<)+-,N<12*,4L*2;).:-P4.4<=[-;Q+):2ND
627),N.=%<127),N4<4),-.;<-P4.4<=)/<12;712K2[-;5-4,2NP=*;4,5I)*+42+-,-.=;4;D814+N.=%<12
7),:2+52,72)/,*K2+47-./)+K-<[-;Q+):2,P=a-R&V4.5+-K<12)+2K-,N7)KQ-<4P4.4<=7),N4<4),-,N<12
7),:2+52,72)+N2+[-;,"2%L@%#4,>s,)+KD_*K2+47-.7-.7*.-<4),+2;*.<<2;<4/42N<12<12)+2<47-.+2;*.<;D

7,42($*-![-:22L*-<4),;$7)KQ-7<N4//2+2,72;712K2$;).:-P4.4<=$7),:2+52,72$;<-P4.4<=

8!引!言

本文研究经典波动方程解的高阶数值逼近问
题%其方程形式为!

/!.
/I!K

Y!/
!.
/C!LV

"C%I#%)#C#/%"1I#4

"##
其中Y是正数&方程"##的初始条件为!

."C%"#K)"C#%!)#C#/
/.
/I
"C%"#K3"C#%!)#C#/

’
(

)
"!#

边界条件为!

!!!!
.")%I#K-"I#%!"#I#4
."/%I#K’"I#%!"#I#44 "B#

其中!V"C%I#()"C#(3"C#(-"I#(’"I#为已知函
数%且)")#K-""#()"/#K’""#(3")#K-W""#(

3"/#K’W""#&本文假定方程"##+"B#的解满足
."C%I#7GC%%"))%/*# "%#

并且V"C%I#在解的#"邻域内关于第一(第二分量
有一阶连续导数%其中#"是一个正数&

对于二阶线性边值问题%常用的数值方法有打
靶法和有限差分法等&很多学者都在此领域进行了
深入广泛的研究&例如%孙志忠)#*以波动方程为模
型%对第一边值问题分别建立了时空方向均有二阶
精度的显格式和隐格式&随后%他又建立了时间二
阶空间四阶的紧致差分格式&刘相国等)!*利用有限
差分法求解波动方程边值问题%求得的数值解有较



高的精度和较快的运行速度$刘付军等)B*针对一类
二阶双曲型偏微分方程%利用有限差分法建立了两
种差分格式%并对其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具有三阶精
度的加权平均格式$]+4<<等)%*考虑变声速二阶波
动方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四阶精度紧差分格式%其
分析方法为能量分析法%与本文不同&

双曲型偏微分方程在实际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但一般情况下%直接分析和求解很困难%因此常
常通过对数值格式稳定性进行间接分析得到数值格
式的精度&本文利用时空紧算子%推导了一类新的
差分格式%利用对角占优矩阵性质)F*证明差分格式
解的存在唯一性$另外利用I)*+42+级数分析了该
格式的条件稳定性%并利用a-R&V4.5+-K定理以及
相容性条件得到了数值格式的收敛性%为数值求解
双曲型方程提供一种有效解法&

9!建立紧差分格式

有限差分法方法是定解问题求解的最广泛的数
值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对时空进行离散%用数值解代
替真解%忽略小量项得到的差分方程组%去近似代替
原方程和相应的定解条件%并把差分方程组的解作
为原定解问题的近似解&

用有限差分法建立紧差分格式的第一步%是将
求解区域"K4"C%I#[)#C#/%"#I#45进行
剖分&取正整数H 和&%并记C(K)L(@%"#(

#H%IJKJ2%"#J#&%其中!@K
/U)
H
%IK4’&%

分别称@和3为空间步长和时间步长&用两簇平行
直线

CKC(%!"#(#H
IKIJ%!"#J#&
’
(
)

"F#

将 " 分割成一系列的矩形网格&记 "@ K
C(["#(#H4 5%"2KIJ["#J#&4 5%"@2K
"@O"2%称"C(%IJ#为结点&

引进下列记号!

,C.J(L#!K
#
@
".J(L.J(L##%,C.J(U#!K

#
@
".J(U.J(U##%

,!C.J(K
#
@,C.

J
(L#!U,C.

J
(U#!" #%

,I.JL
#
!( K
#
2
".J(L.JL#( #%,I.JU

#
!( K
#
2
".J(U.JU#( #%

,!I.J(K
#
2,I

.JL
#
!( U,I.JU

#
!(" #%

定义网格函数1K41J(["#(#H%"#J#&5%其
中1J(K."C(%IJ#%"#(#H%"#J#&&定义VJ(

KV"C(%IJ#&
引理!)C*!如果*"C#7GC)C(U#%C(L#*则有
#
#!
)*a"C(U##L#"*a"C(#L*a"C(L##*U

#
@!

)*"C(U##U!*"C(#L*"C(L##*K
@%

!%"*
"C#".(#

"C#
其中%.(7"C(U#%C(#&

定义算子!
""C.#J(K
#
#!
".J(U#L#".J(L.J(L##%##(#HU#%"#J#&

.J(%(K"%H%"#J#&
’
(

)
"’#

""I.#J(K
#
#!
".JU#( L#".J(L.JL#( #%##J#&U#%"#(#H

.J(%JK"%&%"#(#&
’
(

)
"E#

第二步在节点"C(%IJ#考虑方程"##%则有!

/!.
/I!
"C(%IJ#KY!/

!.
/C!
"C(%IJ#LV"C(%IJ#%

##(#HU#%##J#& "$#
将算子"C"I作用方程"$#并利用引理#可得
"C,!I1J(KY!"I,!C1J(L"C"IV"C(%IJ#L5J(%

##(#HU#%##J#& "#"#
其中!

5J(KY!"I
(

)
2%

!%"
/C.
/CC
"C(%&J(#

8

9
U

"C
(

)
@%

!%"
/C.
/IC
"4J(%IJ#

8

9
"###

由初始条件"!#%有!
1"(K)"C(#%##(#HU# "#!#

根据带积分余项的8-=.)+展开式以及方程"!#%
可得!

1#(K."C(%I"#L2
/."C(%I"#
/I L

#
!2

!/
!."C(%I"#
/I! L

#
B62

B/
B."C(%I"#
/IB L

"U##B

B60
-

"
"IU2#B/

%."C(%I#
/I%

NI

K)"C(#L23"C(#L
#
!2

!)Y!)a"C(#L

V"C(%"#*L
#
C2

BY!)3a"C(##LVI"C(%"#*LY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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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K
"U##B

B60
2

"
"IU2#B/

%."C(%I#
/I%

NI%!##

(#HU#&
注意到边界条件"B#%有!
1J"K-"IJ#%!1JHK’"IJ#%!"#J#&"#%#

在方程"#"#+"#%#%略去高阶小量项5J(和Y"##( 并用
.J( 代替1J(%可对方程"##+"B#建立如下差分格式!

"C,!I.J(KY!"I,!C.J(L"C"IVJ(%
##(#HU#%##J#& "#F#
."(K)"C(#%##(#HU# "#C#

.#(K)(L23(L
#
!2

!"Y!")a#(LV"(#L

#
C2

BY!""3a#(L"VI#"(#%##(#HU# "#’#

.J"K-"IJ#%!.JHK’"IJ#%!"#J#& "#E#
其中!)( K)"C(#%!3( K3"C(#%! ")a#( K

)a"C(#%!V"(KV"C(%"#%!"VI#"(KVI"C(%"#&

由5J( 的定义"###%容易得到数值格式"#F#+
"#E#的局部截断误差&

引理")’*!假设方程"%#成立%差分格式"#F#+
"#E#的局部截断误差满足
[5J([#G""2%L@%#%!##(#HU#%

##J#&U# "#$#
其中%G"是与@和3无关的常数&

;!差分格式解的存在性

定理!!差分格式"#F#+"#E#有唯一解&
证明!令

.JK".J"%.J#%1%.JHU#%.JH#8%FK
Y2
@

"!"#

则差分格式"#F#+"#E#可以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JL#K6.JU*.JU#L8JU#L#"8JL8JL#L>%

##J#HU# "!##
其中!

"K

#
#!#"L!F

!" # #
#!#UF

!" #

#
#!#UF

!" # #
#!#"L!F

!" # #
#!#UF

!" #

B B B
#
#!#UF

!" # #
#!#"L!F

!" # #
#!#UF

!" #

#
#!#UF

!" # #
#!#"L!F

!" #

(

)

8

9

E

易知%矩阵"是严格对角占优的%故方程组"!##有
唯一解%由初值条件可以确定."(.#%依次类推%可
以唯一求解出时间上各层的数值解&定理证毕&

<!差分格式解的稳定性和收敛性

<O9!稳定性
考虑如下齐次线性方程组

#
#!
",!IZJ(U#L#"ZJ(LZJ(L##K

Y! ##!
",!CZJU#( L#"ZJ(LZJL#( #%

##(#HU#%!##J#&U# "!!#

Z"(K)(%!##(#HU# "!B#

Z#(K)(L23(L
#
!2

!)!")a#(L
#
C2

B)!"3a#(%

##(#HU# "!%#

ZJ"K"%!ZJHK"%!"#J#& "!F#
可以得到定理!&

定理"!记4ZJ(["#(#H%!"#J#&5为差

分格式"!!#+"!F#的解%则当F##时%有
ZJ !#%) !L!4!3 !L!G#") !L

3 !#%!"#J#& "!C#

其中%FKY2@
&

证明!首先%方程"!!#+"!F#的解可展开成如
下I)*+42+级数!

ZJ(K.
HU#

’K#
4’"J#;4,’-C(" #%!##(#HU#%

!"#J#& "!’#
将方程"!’#代入到方程"!!#%得到!

.
HU#

’K#

#
2!
)4’"JU##U!4’"J#L4’"JL##*

)##!;4,"’-C(U##L#"#!;4,"’-C(#L##!;4,"’-C(L##*U
.
HU#

’K#

Y!

@!
)#
#!4’

"JU##L#"#!4’
"J#L

#
#!4’

"J L ##*);4,"’-C(U## U !;4,"’-C(# L

;4,"’-C(L##*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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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HU#

’K#
’
(

)
)#L%!;4,!"’-@! #"F!U##*4’"JU##U

!
*

+
#U%!;4,!"’-@! #U!F!;4,!"’-@! #"#U!!#

,

-

4’"J#L)#L%!;4,!"’-@! #"F!U##*4’"JL##C
8

9
;4,"’-C(#K"%!##’#HU#%!##J#&U#

"!$#

其中%!K##!
&因而

*

+
#L%!;4,!"’-@!#"F!U##

,

-
4’"JU##U

!
*

+
#U%!;4,!"’-@!#U!F!;4,!"’-@!#"#U!!#

,

-
4’"J#L

*

+
#L%!;4,!"’-@!#"F!U##

,

-
4’"JL##K"%!

##’#HU#%!##J#&U# "B"#
记

G’K
#U%!;4,!"’-@! #U!F!"#U!!#;4,!"’-@! #

#L%!;4,!"’-@! #"F!U##
"B##

则有!
4’"JU##U!G’4’"J#L4’"JL##K"%!

##’#HU#%!##J#&U# "B!#
令

*"C#K
#U%!CU!F!"#U!!#C
#L%!"F!U##C

%!"#C##

"BB#
则!

*W"C#K U!F!
)#L%!"F!U##C*!

"B%#

故*"C#为减函数&又*""#K#%!*"##K#U
!F!

#L%!"F!U##$U
#%因而当C7""%##时%有

U#1*"C#1# "BF#
由此易知U#1G’1#&

方程"B!#为二阶常系数差分方程%应用差分方
程理论可得

4’"J#KU
;4,"JU##!’
;4,!’

4’""#L
;4,!’
;4,"!’#

4’"##%

!##’#HU#%!"#J#& "BC#

其中%!’K-+7<-,
#UG!槡 ’

G’
&

设

)(K.
HU#

’K#
)’;4,"’-C(#%!3(K.

HU#

’K#
/’;4,"’-C(#%

##(#HU# "B’#
则有!

4’""#K)’%4’"##K)’L2/’U
)!2!

!)’
"’-#!U)

!2B

C
"’-#!/’%!##’#HU#

"BE#
将方程"BE#代入方程"BC#%得

4’"J#KU
;4,"JU##!’
;4,!’

)’L2
;4,!’
;4,"!’#

/’U

;4,"J!’#
;4,!’

)!"’-#!2!"#!)’L2C/’#%
##’#HU#%!"#J#& "B$#

注意到!
;4,"J!’#U;4,"JU##!’

;4,!’ K

!7);""JU#’!#!’#;4,!’’!
;4,!’ K

7);"JU#’!#!’

7);!’!
"%"#

及
#
槡!
#7);

C
!##

%C7"U0!
%0
!
# "%##

有
;4,"J!’#U;4,"JU##!’

;4,!’ #
#

7);!’!

#槡!

"%!#
另一方面%由数学归纳法可证

[;4,"J!’#[#J[;4,!’[%!"#J#& "%B#
于是

2;4,"J!’#
;4,!’ #J2#4%!"#J#& "%%#

此外%
;4,"J!’#
;4,!’

Y!"’-#!2! #!)’L
2
C/’" # #

J2Y!"’-#!2!
)’
!L

2
C/’" ##4Y!"HU##!

-!2!
)’
!L

2
C/’" ##G#)’L/’" # "%F#

其中!G# K K-R4#!4Y! "HU##!-!2!%#C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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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2B5将方程"%!#("%%#+"%F#代入方程
"B$#%得

[4’"J#[#"槡!LG##)’L"4LG##/’%
!##’#HU#%!"#J#& "%C#

于是!

4!’"J##!)"槡!LG##
!
)!’L"4LG##!/!’*#

%)!’L!4!/!’L!G#!)!’L!G#!/!’ "%’#
将方程"%’#两边对’求和%得
ZJ !#%) !L!4!3 !L!G#!") !L 3 !#%

"#J#& "%E#
定理证毕&
<O;!收敛性

记9J(K1J(U.J(%!"#(#H%!"#J#&%则
可得

>.K/
!.
/I!U

Y!/
!.
/C!KV

"C%I# "%$#

)>.*J(K"C",!I1J(#UY!"I",!C1J(#L
5J(K"C"IV"C(%IJ# "F"#

>@.J(K"C,!I.J(UY!"I",!C.J(#K"C"IVJ( "F##
这里>@ 表示差分算子%5J( 表示局部截断误差%即

5J(K)>.*J(U>@.J( "F!#
记YJ(K"C"IV"C(%IJ#U"C"IVJ(K"&为了证明收
敛性%本文需要引进下面相容性的概念%有定义#&

定义!)E*!若当2%@&"%!J2KI""1I#4#
时%对于充分光滑的函数.有 5J &"%则称>@是
微分算子>的相容逼近&另外%若当2%@&"%J2K
I时%又有 YJ &"%则称差分方程"F##是微分方程
"%$#的相容逼近%或简称差分方程"F##是相容的&

由引理!可知差分格式"#F#+"#E#是相容的&
定理#"a-R定理)$*#!若差分格式是线性的

且相容的%则稳定性意味着收敛性%且若局部截断误
差满足[5J([K,"2-L@’#%则差分格式的收敛阶
满足

5J #G!"2-L@’# "FB#
其中%G!是与空间步长和时间步长无关的有界量&

结合定义#及其相容性%易知差分格式"#F#+
"#E#满足如下收敛性定理&

定理$)E*!在假设条件下%本文差分格式是收
敛的%且收敛阶满足

5J #G!"2%L@%# "F%#
其中%G!是与空间步长和时间步长无关的有界量&

B!数值算例与结果分析

定义最大模范数和收敛阶,Y3如下%

%s"@%2#K K-R
"#(#H%"#J#&

[."C(%IJ#U.J([

,Y3K.)5!
%s"@%2#
%s"@’!%2’!#" #’

(

)

"FF#

!!算例!!考虑边界条件齐次的初边值问题
"##+"B#%此问题的精确解为."C%I#K2UI;4,"C#%
其中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由精确解确定&

解!由于F!K-!2
!

@!K
H!

&!
%故稳定性条件为

H
& ##

&

表#为满足稳定性条件HK#"%&K#"时部分
节点的数值解%真实解以及相应数值解和真实解之
间的绝对误差&

表9!部分结点处的精确解&数值解以及
相应的绝对误差

结点坐标 数值解 真实解 [."C(%IJ#U.J([
"-’!%"A!# "AE#E’B% "AE#E’B# BAC#FEi#"GC

"-’!%"AB# "A’%"E!E "A’%"E#E #A"#%$i#"GF

"-’!%"A%# "AC’"BB$ "AC’"B!" #AECF"i#"GF

"-’!%"AF# "AC"CFF$ "AC"CFB# !AE""Bi#"GF

"-’!%"AC# "AF%EE%$ "AF%EE#! BA’"B$i#"GF

"-’!%"A’# "A%$CCB" "A%$CFEB %A%C%!i#"GF

"-’!%"AE# "A%%$B’C "A%%$B!$ %A$EC"i#"GF

!!表!为不同网格剖分下数值解和真实解误差的
最大范数和收敛阶%其中范数和收敛阶按方程"FF#
定义&

表;!数值解.在>s 范数下的误差及
其相应的收敛阶

网格剖分 5s"@%2# 收敛阶
!"’!" BA!$$Ci#"GC BA$E%F
%"’%" !A"E%Fi#"G’ BA$$#$
E"’E" #AB#"#i#"GE BA$$FC
#C"’#C" EA!#B#i#"G#" +

!!由表!可以看出当@缩小到原来的#’!%3缩小
到原来的#’!时%最大误差约缩小到原

来的#’#C%由此可知本文构造的差分格式全局
收敛阶为%阶&

图#描绘了%"i%"网格剖分下数值解(精确解
及其相应的误差曲面&

算例"!考虑边界条件非齐次的初边值问题
"##+"B#%此问题的精确解为."C%I#KI!7);"C#%
其中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由精确解确定&

解由于F!K0!2
!

@!K
H!

&!
%故稳定性条件为H

& ##
&

!!表B为满足稳定性条件HK#"%&K#"时部分
节点的数值解%真实解以及相应数值解和真实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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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HK%"%&K%"时%相应的数值解曲面(精确解曲面以及误差曲面

间的误差绝对值&
表<!部分结点处的精确解&数值解以及

相应的绝对误差
结点坐标 数值解 真实解 [."C(%IJ#U.J([
"!-’F%"A!# "A"#!BC# "A"#!BC# #A%BE"i#"GE

"!-’F%"AB# "A"!’E#! "A"!’E#! ’AE’"’i#"GE

"!-’F%"A%# "A"%$%%B "A"%$%%B !A%EB#i#"G’

"!-’F%"AF# "A"’’!FF "A"’’!F% FA$!E’i#"G’

"!-’F%"AC# "A###!%’ "A###!%C #A#%B"i#"GC

"!-’F%"A’# "A#F#%!" "A#F#%#E #AEC"$i#"GC

"!-’F%"AE# "A#$’’’% "A#$’’’# !ACEBFi#"GC

!!表%为不同网格剖分下数值解和真实解误差的
最大范数和收敛阶%其中范数和收敛阶按方程"FF#
定义&

表B!数值解.在>s 范数下的误差及
其相应的收敛阶

网格剖分 5s"@%2# 收敛阶
!"’!" FAB"’Bi#"G’ BA$$#F
%"’%" BABBC’i#"GE %A"""B
E"’E" !A"EF"i#"G$ BA$$$B
#C"’#C" #AB"BEi#"G#" +

!!由表%可以看出%本文构造的差分格式的全局
收敛阶为%阶%且当@缩小到原来的#’!%3缩小到
原来的#’!时%最大误差约缩小到原来的#’#C&由
此再次验证本文构造的差分格式全局收敛阶
为%阶&

图!描绘了%"i%"网格剖分下数值解(精确解
及其相应的误差曲面&

图!!HK%"%&K%"时%相应的数值解曲面%精确解曲面以及误差曲面

C!结!语

本文对经典的线性波动方程构造了时空四阶紧
差分格式%并证明了差分格式的收敛阶在无穷范数
意义下时间和空间方向上均为四阶精度&数值算例
表明%本文的算法对于高精度求解线性波动方程十
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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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用于研究模糊推理鲁棒性的模糊集摄动程度概念不统一的状况!提出了广义摄动度的概念!使文
献中出现的多个概念成为新概念的特殊情形’基于提出的广义摄动度概念!系统研究了一些常用蕴涵和模糊连接
词的摄动程度!给出了常用蕴涵和模糊连接词的广义摄动度!并且得到基于五个模糊蕴涵的]-,N.2+&‘)1)*<
6*PQ+)N*7<"]‘6#推理方法的鲁棒性结果’

关键词"模糊逻辑(模糊推理(摄动度(广义摄动度(]‘6推理方法(鲁棒性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FF&"’

=,),$"G%E,*+,$’F$#"’%()*,/$,,")*$(#F-’),--(.J7M$,"-()%)/5,’0(*
!"#$-.)&=.)&%S%;+)<N.

"671)).)/6742,7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6#-’$"&’!U4K4,5-<<12;4<*-<4),<1-<<127),72Q<)//*MM=;2<Q2+<*+P-<4),N25+22*;2N<);<*N=<12
+)P*;<,2;;)//*MM=+2-;),4,54;,)<*,4/)+K%<127),72Q<)/52,2+-.4M2NQ2+<*+P-<4),4;Q+)Q);2N%[1471
K-Z2;<12K*.<4Q.27),72Q<;-QQ2-+4,54,<12.4<2+-<*+2P27)K2;Q274-.7-;2;)/<12,2[7),72Q<D]-;2N),
<12Q+)Q);2N7),72Q<)/52,2+-.4M2NQ2+<*+P-<4),N25+22%<12Q2+<*+P-<4),N25+22)/;)K27)KK),.=*;2N
4KQ.47-<4),;-,N/*MM=7),,27<4),[)+N;-+2;=;<2K-<47-..=;<*N42ND81252,2+-.4M2NQ2+<*+P-<4),)/
7)KK),4KQ.47-<4),;-,N/*MM=7),,27<4),[)+N;-+254:2,%-,N<12+)P*;<,2;;)/<12]-,N.2+&‘)1)*<
6*PQ+)N*7<"]‘6#+2-;),4,5K2<1)NP-;2N),/4:2/*MM=4KQ.47-<4),;4;)P<-4,2ND

7,42($*-!/*MM=.)547$/*MM=+2-;),4,5$Q2+<*+P-<4),N25+22$52,2+-.4M2NQ2+<*+P-<4),N25+22$]‘6
+2-;),4,5K2<1)N$+)P*;<,2;;

8!引!言

模糊推理方法的鲁棒性是评价模糊推理误差大
小的因素&评价误差大小的指标至关重要%以两个
模糊集间的距离作为模糊集摄动程度的指标是运用
最多也是最早的&S-QQ4;)#*给出的模糊集近似相
等%H4,5)!*给出的模糊集极大扰动%Y),5等)B*给出
的模糊集相似度%都是以 1̂2P=;12:距离来定义模
糊集的摄动程度&>-4等)%*首先提出用 V4,Z)[;Z4
距离来研究模糊集的摄动程度&V),<2;等)F*提出

了一种称作,差异-的函数来度量模糊集之间的距
离%同时还通过一些自然公理给出了这一概念的定
义%并且研究了这一函数的基本性质&O-,5等)C*

比较和分析了由几种不同类型测度诱导的模糊集近
似相等的概念%并分析了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同
时还提出了平均逻辑相似度概念%进而研究了三@
推理方法的鲁棒性&

王国俊等)’*提出了适宜展开模糊推理的两类模
糊集度量空间%发现用a*Z-;42[47M蕴涵构造的逻
辑相似度形成的度量空间具有较好的性质&a4



等)E*提出了>I&度量的概念%分析了几个>I&度量
的性质和不等式关系%并且基于>I&度量概念构造
了差异测度%研究了由模糊连结词引起的摄动程度
和 X̂@方法的鲁棒性&

不同的学者选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价模糊推理的
鲁棒性大小%评价标准不统一就无法进行合理比较%
有时甚至会导致评价结果的显著差异&因此%研究
评价模糊集摄动程度的指标%找出适合的统一标准
去衡量模糊集的摄动程度%对文献中提出的这些指
标进行统一%是有意义且必要的工作%然而目前尚无
相关研究&为了解决评价模糊集摄动程度不统一的
问题%本文提出衡量模糊集摄动程度的新指标%即广
义摄动度$基于广义摄动度这一指标研究了一些连
接词的摄动程度和]‘6推理方法的鲁棒性%以丰富
模糊推理鲁棒性研究的内容&

9!预备知识

单位区间)"%#*上的三角模"简称为<模#是单
调不减映射4!)"%#*!&)"%#*%且满足交换律(结合
律和边界条件4"#%C#gC%4C7)"%#*&对称地%
三角余模"简称为F模#是单调不减映射?!)"%#*!

&)"%#*且满足交换律(结合律和边界条件?""%C#
gC%4C7)"%#*&

若映射5!)"%#*!&)"%#*满足5""%"#g5""%##
g5"#%##g#%5"#%"#g"%且关于第一个变量不增(
关于第二个变量不减%则称5是)"%#*上的模糊蕴涵
算子%简称为模糊蕴涵或蕴涵%蕴涵也可以用&表示&

以下给出几个在文献中常见的<模和;模)$*!
-#0-N21算子!取小算子与取大算子&

4#"C%=#gK4,"C%=#%?#"C%=#gK-R"C%=#&
P#代数算子!代数积与代数和&
4!"C%=#gC=%?!"C%=#gCm=GC=&
7#有界算子!有界积与有界和&

4B"C%=#gK-R""%Cm=G##%?B"C%=#gK4,"#%Cm=#&
以下给出几个在文献中常见的蕴涵)$*!
-#V-KN-,4蕴涵!58"C%=#gK4,"C%=#$
P#0-N21蕴涵!56"C%=#gK-R"#GC%K4,"C%

=##$
7#‘.22,2蕴涵!5M"C%=#gK-R"#GC%=#$
N#a*Z-;42[47M蕴涵!5>"C%=#gK4,"#%#GC

m=#$
2#X24712,P-71蕴涵!55"C%=#g#GCmC=&
以下给出几个在文献中常见的算子)#"*!
-#边界差!"D#\"C#gK-R""%""C#G\

"C##$
P#对称差!"D!\"C#g3"%""C#G\"C#3$

7#6G差!"DB\"C#gK-R"K4,"""C#%#G
\"C##%K4,"#G""C#%\"C##$

N#极小极大线性和!

"D%\"C#g"K4,"""C#%\"C##m
"#G"#K-R"""C#%\"C##%"7)"%#*

假设A 是论域%0"A#是A 的模糊幂集%即A
的所有模糊子集构成的集合&下面给出定义在论域
A 上的幂集的距离定义&

如果映射3!0!"A#&+满足如下条件!
-#3""%\#$"%对于所有"%\70"A#$
P#3""%\#g"%当且仅当"g\$
7#3""%\#g3"\%"#%对于所有"%\70

"A#$
N#3""%\#m3"\%G#$3""%G#%对于所有

"%\%G70"A#&
则称3""%\#是0"A#上的距离%并且称"0"A#%
3#为距离空间&

下面介绍几个常用于鲁棒性研究的距离&
设Ag4C#%C!%1%C&5%"%\70"A#%

-#3s""%\#gK-R##(#&3""C(#G\"C(#3称为
"与\的模糊 1̂2P=;12:距离$

P#3#""%\#K
#
&.

&

(K#
[""C(#U\"C(#[称为

"与\的模糊Y-KK4,5距离$
7 # 3P " "% \ # g

#
&.

&

(K#
[""C(#U\"C(#[P" #

#
P
称为" 与\ 的模

糊V4,Z)[;Z4距离%其中P$#&
从这几个距离形式可知%3#是3P 中Pg#时的

特例%3s是3P 中P趋于s时的极限情形&
引理!)%*!如果V%*是定义在A 上的有界实

值函数%则下列式子成立!

-#3;*QC7AV"C#G;*QC7A*"C#3#;*QC#A3V"C#
G*"C#3$
P#34,/C7AV"C#G4,/C7A*"C#3#;*QC7A3V"C#G

*"C#3&
引理")%*!设)%/是非负实数%##P#s%则下

式成立!

"K-R")%/##P#)Pm/P%.4K
P&s
")Pm/P#

#
PgK-R")%/#&

引理#)%*!设")#%)!%)B%1%)&#%"/#%/!%/B%
1%/&#7+&%##P1s%则下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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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
[)JL/J[P" #

#
P # .

&

JK#
[)J[P" #

#
P L

.
&

JK#
[/J[P" #

#
P&

;!广义摄动度

为简便%下文假设论域为非空有限集合%设A
g4C#%C!%1%C&5%0"A#是A 的模糊幂集&

命题!!设"%\70"A#%)$"%)%/7+&如
果3是0"A#上的距离%令

+""%\#g )3""%\#
/m")G/#3""%\#

则+""%\#也是0"A#上的距离&
证明!要证明+""%\#是一个距离%而距离定

义中-#+7#明显成立%只需要证明3#%即!+""%G##
+""%\#m+"\%G#&由3是定义在0"A#上的一
个距离%有3""%G##3""%\#m3"\%G#&令IBg
3""%G#%I!g3"\%G#%I#g3""%\#%即I#mI!$IB&

令 + "I#g )I
/m")G/#I

%+W "I#g

)"/m")G/#I#G)I")G/#
"/m")G/#I#! g )/

"/m")G/#I#!""
%

则+"I#是关于I的增函数&
由I#mI!$IB得+"I#mI!#$+"IB#&从而有

+"I##g
)I#

/m")G/#I#g
I#

/
)m#G

/
)" #I#

%

+"I!#g
)I!

/m")G/#I!g
I!

/
)m#G

/
)" #I!

%

+ "I# m I! # g
)"I#mI!#

/m")G/#"I#mI!#

g
)"I#mI!#

/m")G/#"I#mI!#
&

令Hg/)
%H7""%#*则

+"I##g
I#

Hm"#GH#I#
%+"I!#g

I!
Hm"#GH#I!

%

+"I#mI!#g
I#mI!

Hm"#GH#"I#mI!#
%

+"I##$
I#

Hm"#GH#"I#mI!#
%

+"I!#$
I!

Hm"#GH#"I#mI!#
%

则+"I##m+"I!#$
I#mI!

Hm"#GH#"I#mI!#g+
"I#m

I!#$+"IB#&E
为了记述方便%本文将+""%\#和3""%\#分

别简记为+和3&
>*-,等)##*用逻辑相似度

+""%\#g 7

&

(g#
""""C(#&\"C(## 7"\"C(#&""C(###

构造了逻辑距离3""%\#g#G""%\#%基于逻辑
距离研究了一些蕴涵的摄动程度&王国俊等)’*用正
则相似度"或平均逻辑相似度#构造了距离&O-,5
等)C*将这个距离称为好的距离"当?2中的蕴涵取
5a时%好的距离是Y-KK4,5距离#%并且基于这个
距离%研究了三@方法的鲁棒性&笔者注意到%如果
命题#中令)g/%3""%\#就取逻辑距离)##*或好的
距离)C*%因此逻辑距离)#!*(好的距离)C*就是命题#
定义的距离的特例&a4等)E*提出了用于鲁棒性研
究的>IG距离%其实>I]距离就是命题#中当
3""%\#取好的距离的特殊情况&

定义!!设"%\70"A#&+ 由命题#定义%
如果有下式

+""%\#g )3""%\#
/m")G/#3""%\###

成立%则称"是\的广义摄动度%或\是"的广义
摄动度%简称为广义摄动度%简记为"F"##\&

当)g/时%+""%\#g3""%\#&若3""%\#
取的是 1̂2P=;12:距离3s%上述定义就是文献)#*
中所指的两个模糊集近似相等$若3取V4,Z)[;Z4
距离3P%上述定义就是文献)%*中定义BE#$若3取
好的距离%上述定义就是文献)E*中定义#B&

a4等)E*提出了>IG距离的概念%可以使好的
距离成为其特殊情况&但是%>I&距离不包含
V4,Z)[;Z4距离%而本文提出的距离+ 可以包含
V4,Z)[;Z4距离作为特例%而且也包含>I&距离"取
3为好的距离#作为特例&a4等)E*已经研究了基于
>I&距离的模糊集摄动程度&但尚未见到基于推广
的V4,Z)[;Z4距离为模糊集摄动程度的指标来研
究模糊集的摄动程度的文章&基于此%本文只讨论
当3取V4,Z)[;Z4距离时模糊集的广义摄动度&

模糊推理方法是由模糊连接词构成%下面基于
广义摄动度研究一些常见模糊连接词的摄动程度&

定理!!设"#%"!%\#%\!70"A#%3g3P&
如果+""#%"!####%+"\#%\!###!%则"#G\#
与"#G\!的广义摄动度为!+""#G\#%"!G\!#

#
)#

/m")G/##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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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G")G/###" #Pm /#!
)G")G/##!" #P" #

#
P
%

G74?%=5&
证明!为节省篇幅%只给出Gg?时的证明%另

一种情况类似可证&

由+""#%"!#g
)3""#%"!#

/m")G/#3""#%"!####
%得

3""#%"!##
/##

)G")G/###
&

同理+"\#%\!#g
)3"\#%\!#

/m")G/#3"\#%\!####
%

得3"\#%\!##
/#!

)G")G/##!
&

设"#g")#%)!%1)&#%"!g")W#%)W!%1%

)W&#%\#g"/#%/!%1%/&#%\!g"/W#%/W!%1%/W&#&
那么
3""#?\#%"!?\!#g

#
&
.
&

(K#
3"#"C(#?\#"C(#G"!"C(#?\!"C(#3P" #

#
P
&

.
&

(K#
["#"C(#?\#"C(#U"!"C(#?\!"C(#[P

K[K-R")#%/##UK-R")W#%/W##[PL1L
![K-R")&%/&#UK-R")W&%/W&#[P

#"K-R"[)#U)W#[%[/#U/W#[##PL1L
!"K-R"[)&U)W&[%[/&U/W&[##P

#[)#U)W#[PL[/#U/W#[PL1L[)&U)W&[PL

![/&U/W&[PK.
&

(K#
[)(U)W([PL.

&

(K#
[/(U/W([P&

从而有
3""#?\#%"!?\!##

!!
/##

)G")G/###" #Pm /#!
)G")G/##!" #P" #

#
P
&

令#g
/##

)G")G/###" #Pm /#!
)G")G/##!" #P" #

#
P
%设

+"I#g )I
/")G/#I

%由于+"I#是关于I的增函数%故

+""#?\#%"!?\!##
)#

/m")G/##
&E

类似可证定理!+定理%&
定理"!设"%"W%\%\W70"A#%其中"W是"

的补集%\W是\ 的补集%3g3P&则+""%\#g
+""W%\W#%如果+""%\###%则+""W%\W###&

定理#!设"#%"!%\#%\!70"A#%3g3P&
如果+""#%"!####%+"\#%\!###!%则"#G\#

与"!G\!的广义摄动度为!

+""#G\#%"!G\!##
)#

/m")G/##
%

其中!#g
/##

)G")G/###m
/#!

)G")G/##!
%G744!%

4B%D#%D!5&
定理$!设"#%"!%\#%\!70"A#%3g3P&

如果+""#%"!####%+"\#%\!###!%则"#G\#
与"!G\!的广义摄动度为!

+""#G\#%"!G\!##
)#

/m")G/##
%

其中!

#g!
/##

)G")G/###m
/#!

)G")G/##!" #%G74?!%D%5&
<!基于广义摄动度的J7M推理方法的鲁棒性

模糊控制中的模糊规则实质上是定义在乘积上
的二元模糊集%用于表示模糊关系&蕴涵在模糊推
理中处于重要地位%下面给出蕴涵的广义摄动度&

定理%!设"#%"!70"A#%\#%\!70"-#%
G#%G!70"Ai-#%3g3P%G#g5a""#%\##%G!g
5a""!%\!#&如果+""#%"!####%+"\#%\!##
#!%则

+"G#%G!##
)#

/m")G/##
%

其中!#g
/##

)G")G/###m
/#!

)G")G/##!
&

定理F(定理’的证明和定理C的证明类似%但
定理C的证明更为复杂&因此下面只给出定理C的
证明%略去定理F和定理’的证明&

定理&!设"#%"!70"A#%\#%\!70"-#%
G#%G!70"Ai-#%3g3P%G#g57""#%\##%G!g
57""!%\!#&如果+""#%"!####%+"\#%\!##
#!%则

+"G#%G!##
)#

/m")G/##
%

其中!

#g!
/##

)G")G/###m
/#!

)G")G/##!
%57745X%505&

证明!本文只给出蕴涵取5X"""C#%\"C##时
的情况%蕴涵取50"""C#%\"C##的情况类似可得&

设"#g")##%)#!%1%)#&#%"#g")!#%)!!%1%
)!&#%\#g"/##%/#!%1%/#H#%\#g"/!#%/!!%1%
/!H#&G#g5X""#%\##g"T(B#&iH%G!g5X""!%
\!#g"TW(B#&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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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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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K#
[)#(U)!([P" #

#
P

#

/##
)U")U/###

% .
&

(K#
[ )#( U )!( [P

#&
/##

)U")U/###" #P&
同 理 可 得% .

H

BK#
[ /#B U /!B [P

#H
/#!

)U")U/##!" #P&
从而
[G(B UGW(B[K["#U)#( L)#(/#B#U"#U)!( L
)!(/!B#[K
[)!(U)#(L)#(/#BU)!(/!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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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
#[)!(U)#([L/#B[)#(U)!([L)!([/#BU/!B[
#![)!(U)#([L[/#B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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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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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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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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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H

BK#
!P)!(U)#([P" #

#
P

L

!
#
&H.

&

(K#
.
H

BK#
[/!BU/#B[P" #

#
P

K!
#
&.

&

(K#
[)!(U)#([P" #

#
P

L

!
#
H.

H

BK#
[/!BU/#B[P" #

#
P

#!
/##

)G")G/###m
/#!

)G")G/##!
&

令#g!
/##

)G")G/###m
/#!

)G")G/##!
%设+"I#g

)I
)G")G/#I

%由于+"I#是关于I的增函数&故

+"G#%G!##
)#

)G")G/##
&E

定理’!设"#%"!70"A#%\#%\!70"-#%
G#%G!70"Ai-#%3g3P%G#g57""#%\##%G!g
57""!%\!#&如果+""#%"!####%+"\#%\!##
#!%则!

+"G#%G!##
)#

/m")G/##
%

其中!#g
/##

)G")G/###" #Pm /#!
)G")G/##!" #P" #

#
P
%

57745V%5‘5&
模糊关系推理"IX@#中包括两种推理机制%一

种是常用的0-N21合成推理方法"̂X@#)#!*%另一种
是 S2<+=7M 提 出 的 ]-,N.2+&‘)1)*<6*PQ+)N*7<
"]‘6#推理方法)#B*&

模糊推理中最常见的单规则形式的IVS可以
描述为!

规则!如果C 是"%那么= 是\$输入!C 是
"2$输出!\2是@""%\%"2#&

根据上面推理形式%可以将模糊推理理解成模
糊输出关于模糊输入的映射@%模糊规则,如果C是
"%那么=是\-相当于一个推理机制内部的模糊关
系5""%\#&模糊推理输入"2时%"2与5""%\#
进行合成输出\2g@""%\%"2#& X̂@推理方法
和]‘6推理方法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

针对 X̂@推理方法已经有大量研究%针对]‘6
推理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下面讨论]‘6推理方
法基于广义摄动度的鲁棒性&

首先介绍]‘6推理方法&该方法用如下方式
确定\2!

\2g@""%\%"2#g"285""%\#%
5""%\#是一个模糊关系5!Ai-&)"%#*#%8表述
模糊合成算子&

在]‘6推理中%8取蕴涵算子%即
\2g@""%\%"2#g 7C7A4"2&5"""C#%

\"=##5%=7-&
对于单输入形式的]‘6推理有如下两种形式!

\2g 7C7A"2"C#&"""C#&\"C##%=7-$

\2g 7C7A"2"C#&"""C#H\"C##%=7-&
本文仅讨论]‘6推理的第一种形式%基于广义

摄动度讨论当推理中的蕴涵取同型蕴涵时的
鲁棒性&

定理(!设"#%"!%"2
#%"2

!70"A#%\#%\!7
0"-#%\2

#%\2
! 分别是]‘6推理方法的结果%推理

中蕴涵取5>&如果+""#%"!####%+"\#%\!##
#!%+""2

#%"2
!###B%则

+"\2
#%\2

!##
),

/m")G/#,
%

其 中!, g "!P& /#B
)G")G/##B" #P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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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G/###m

/#!
)G")G/##!#

P#
#
P&

证明!设"#g")##%)#!%1%)#&#%"!g")!#%
)!!%1%)!&#%\#g"/##%/#!%1%/#H#%\!g"/!#%/!!%
1%/!H#%"2

# g")#%)!%1%)&#%"2
! g")W#%)W!%1%

)W&#%G#g5>""#%\##g"T(B#&iH%G!g5>""!%
\!#g"TW(B#&iH&

由定理F可知%+"G#%G!##
)#

/m")G/##
%#g

/##
)G")G/###m

/#!
)G")G/##!

&令9如下!

9g3K4,"# 7 "#G)#mT#B#%1%# 7 "#G)&m
T&B##G
K4,"# 7 "#G)W#mTW#B#%1%# 7 "#G)W&m
TW&B##3P%
则
9#"K-R"# 7 "#G)#mT#B#G# 7 "#G)W#mTW#B#%1%

!# 7 "#G)&mT&B#G# 7 "#G)W&mTW&B###P

#"K-R"3)W#G)#mT#BGTW#B3%1%3)W&G)&mT&BGTW&B
3##P

#"K-R"3)W#G)#3m3T#BGTW#B3%1%3)W&G)&3m3T&BGTW&B
3##P

#K-R""K-R"!3)W#G)#3%!3T#BGTW#B3#%1%

!K-R"!3)W&G)&3%!3T&BGTW&B3##P#

#!P.
&

(K#
[)W(U)([P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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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BUTW&B[P&

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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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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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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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U/##B" #PL!P&#P&
令, K !P& /#B

)U")U/##B" #PL!P&#P" #
#
P
%由于

+"I#是关于I的增函数%因此

+"\2
#%\2

!##
),

/m")G/#,
&E

定理)!设"#%"!%"2
#%"2

!70"A#%\#%\!7
0"-#&\2

#%\2
! 分别是]‘6推理方法的结果%推

理中蕴涵取55&如果+""#%"!####%+"\#%\!#

##!%+""2
#%"2

!###B%则

+"\2
#%\2

!##
),

/m")G/#,
%

其 中! , g "%P& /#B
)G")G/##B" #P

m%P&"!#P /##
)G")G/###m

/#!
)G")G/##!##

#
P&

定理!*!设"#%"!%"2
#%"2

! 70"A#%\#%\!
70"-#&\2

#%\2
! 分别是]‘6推理方法的结果%

推理中蕴涵取56&如果+""#%"!####%+"\#%

\!###!%+""2
#%"2

!###B%则

+"\2
#%\2

!##
),

/m")G/#,
%

其 中! , g "!& /#B
)G")G/##B" #P

m&"!#P /##
)G")G/###m

/#!
)G")G/##!##

#
P&

定理!!!设"#%"!%"2
#%"2

! 70"A#%\#%\!
70"-#&\2

#%\2
! 分别是\M?推理方法的结果%

推理中蕴涵&如果+""#%"!####%+"\#%\!##
#!%+""2

#%"2
!###B%则

+"\2
#%\2

!##
),

/m")G/#,
%

其 中! , g "& /#B
)G")G/##B" #P

m&" /##
)G")G/####

P
m&" /#!
)G")G/##!##

#
P&

定理$+##的证明可由定理E类似可得%故不
再给出证明&

推论!!当+ 中)g/时%基于5a%5X%50%
5V%5‘蕴涵的]‘6推理方法的鲁棒性见表#&
表9!基于C个蕴涵的J7M推理方法鲁棒性
蕴涵 鲁棒性

5a ,g"!P&#PBm!P&"##m#!#P#
#
P

5X ,g"%P&#PBm%P&!
#
P##m#!" #P##P

50 ,g"!&#PBm&"!
#
P##m#!#P#

#
P

5V%5‘ ,g"&#PBm&#P#m&#P!#
#
P

B!结!语

在模糊推理方法鲁棒性的研究中%评价模糊集
摄动程度的指标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将评价模糊集
摄动程度指标进行统一%提出了广义摄动度这一概
念&基于V4,Z)[;Z4距离定义的广义摄动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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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常用蕴涵和模糊连接词的摄动程度%并研究
了]‘6推理方法的鲁棒性&本文的工作不但统一
了用于评价模糊集摄动程度的指标%而且为实际应
用中选取不同的摄动程度指标提供了新的选择&后
续的工作之一是以广义摄动度为模糊集的摄动程度
指标来研究其它推理方法的鲁棒性&

参考文献"
)#*S-QQ4;^ SDe-.*2-QQ+)R4K-<4),)//*MM=;=;<2K;
:-+4-P.2;)(*DI*MM=62<;-,N6=;<2K;%#$$#%B$"##!

###&##FD
)!*H4,5V6DS2+<*+P-<4),)//*MM=+2-;),4,5)(*D@JJJ
8+-,;-7<4),;),I*MM=6=;<2K;%#$$$%’"F#!C!F&C!$D

)B*Y),5>Y%Y[-,56HDU,)<2),<12:-.*2;4K4.-+4<=
)//*MM=;=;<2K;:-+4-P.2;)(*DI*MM=62<;-,N6=;<2K;%

#$$%%CC"B#!BEB&BECD
)%*>-466%S24>O%O-,56VDS2+<*+P-<4),)//*MM=;2<;
-,N/*MM=+2-;),4,5P-;2N),,)+K-.4M2N V4,Z)[;Z4
N4;<-,72;)(*DI*MM=62<;-,N6=;<2K;%!"##%#E$"##!

CB&’BD
)F*V),<2;6%̂ )*;)@%T4.S%2<-.D>4:2+52,72K2-;*+2;
P2<[22, /*MM= ;2<;)(*D@,<2+,-<4),-. ()*+,-. )/
UQQ+)R4K-<2X2-;),4,5%!""!%B""!#!$#&#"FD

)C*O-,5T(%>*-,(HD?,+)P*;<,2;;)/<12/*..

4KQ.47-<4),<+4Q.2@4,/2+2,72K2<1)N[4<1+2;Q27<<)
/4,2+ K2-;*+2K2,<; )(*D@,<2+,-<4),-. ()*+,-. )/
UQQ+)R4K-<2X2-;),4,5%!"#%%FF"B#!’E’&’$CD

)’*王国俊%段景瑶D适宜于展开模糊推理的两类模糊度量
空间)(*D中国科学!信息科学%!"#%%%%"F#!C!B&CB!D

)E*a4HI%b4,‘H%Y2W%2<-.DX)P*;<,2;;)//*MM=
7),,27<4:2;-,N/*MM=+2-;),4,5[4<1+2;Q27<<)52,2+-.
N4:2+52,72K2-;*+2;)(*DI*MM=62<;-,N6=;<2K;%!"#C%

!$%!CB&’ED
)$*裴道武D基于三角模的模糊逻辑理论及其应用)V*D北
京!科学出版社%!"#B!’&#FD

)#"*̂-4‘HDL*-.4<42;)//*MM=;2<;)(*DI*MM=62<;-,N
6=;<2K;%#$$F%’C"##!$’&##!D

)##*>*-,(H%a4HVDX)P*;<,2;;-,-.=;4;)/.)547K2<+47;
),I"W#I"W#K-<17),<-4,2+.)-N4,5K-<13-R)(*D
@,<2+,-<4),-.()*+,-.)/UQQ+)R4K-<2X2-;),4,5%!"#F%

C#!BB&%!D
)#!*0-N21aUD?*<.4,2)/,2[-QQ+)-71<)<12-,-.=;4;)/

7)KQ.2R;=;<2K;-,NN274;4),Q+)72;;2;)(*D@JJJ
8+-,;-7<4),;), 6=;<2K;%V-,%-,N =̂P2+,2<47;%

#$’B%B"##!!E&%%D
)#B*S2N+=7MODUQQ.47-<4),;)//*MM=+2.-<4),-.2L*-<4),;

/)+K2<1)N;)/+2-;),4,54,Q+2;2,72)//*MM=N-<-)(*D
I*MM=62<;-,N6=;<2K;%#$EF%#C"!#!#CB&#’FD

$责任编辑"康!锋%

#C!第!期 王媛媛等!广义摄动度及]‘6推理方法的鲁棒性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C!&!CE
()*+,-.)/01234-,5674&82719,4:2+;4<=
>?@$#"AB$C$%3D4;;,D#C’B&BEF#",#D!"#$A"!D"#$

收稿日期!!"#EG"’G!F!!网络出版日期!!"#EG#!G"#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FB%##B#

作者简介!赵倩雯"#$$BG!#%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反问题理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徐映红%J&K-4.!R=1’$#B!#CBD7)K

沉淀法制备催化剂介尺度过程K6模型与数值模拟

赵倩雯#!徐映红#!徐定华#!!
"#D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B#""#E(!D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院!上海!""%BB#

!!摘!要"研究针对沉淀法制备I2基催化剂过程中一次粒子到二次粒子介尺度行为!建立了元胞自动机
"̂2..*.-+-*<)K-<),!̂U#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拟’针对介尺度过程!结合扩展>ae?理论"J>ae?#!将范德华作
用力&静电作用力和界面极性相互作用力的影响加以量化!并加入到元胞自动机的转移规则中!从而建立了沉淀法
制备I2基催化剂过程中纳米粒子聚集行为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利用(-:-编程进行模拟!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相
近!表明 Û模型有效’该研究可为催化剂制备中催化剂的结构"比表面积&孔结构#和表面晶体结构等性质研究提
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元胞自动机(介尺度过程(扩展>ae?理论(介尺度模型(元胞自动机模拟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C!&"’

K65(*,G")*)F5,$%&"G-%5FG"’%()(.5,-(-&"G,+$(&,--.($
&"’"G4-’+$,+"$"’%()#4+$,&%+%’"’%()5,’0(*

67",Q()&N9&#%A1-(&*@<&*#%A1+(&*@.)#%!

"#D671)).)/6742,7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D671)).)/V-<12K-<47;%61-,51-49,4:2+;4<=)/I4,-,72-,NJ7),)K47;%61-,51-4!""%BB%̂ 14,-#

6#-’$"&’!@,<14;Q-Q2+%-72..*.-+-*<)K-<),"̂U#K)N2.[-;2;<-P.4;12N<);4K*.-<2<12K2;);7-.2
Q+)72;;/+)K<12Q+4K-+=Q-+<47.2<);27),N-+=Q-+<47.2/)+I2&P-;2N7-<-.=;<;Q+2Q-+2NP=Q+274Q4<-<4),
K2<1)NDI)+<12K2;);7-.2Q+)72;;%2R<2,N2N>ae? "J>ae?#<12)+=[-;7)KP4,2N<)L*-,<4/=<12
2//27<;)/4,<2+-7<4),;-K),5:-,N2+O--.;/)+72%2.27<+);<-<47-7<4,5/)+72-,N4,<2+/-74-.Q).-+4<=%-,N
<12=[2+2-NN2N4,<12;14/<+*.2)/ Û;)-;<)2;<-P.4;1<12 Û K)N2.)/,-,)&Q-+<47.2-55+25-<4),
P21-:4)+4,<12Q+)72;;)/Q+2Q-+4,5I2&P-;2N7-<-.=;<;Q+2Q-+2NP=Q+274Q4<-<4),K2<1)ND64K*.-<4),[-;
7),N*7<2N[4<1(-:-Q+)5+-KK4,5%-,N<12+2;*.<[-;7.);2<)<122RQ2+4K2,<-.+2;*.<%4,N47-<4,5 Û
K)N2.4;2//27<4:2D812;<*N=7-,Q+):4N2<12)+2<47-.N4+27<4),/)+;<*N=4,57-<-.=;<;<+*7<*+2";Q274/47
;*+/-72-+2--,NQ)+2;<+*7<*+2#-,N;*+/-727+=;<-.;<+*7<*+24,7-<-.=;<;Q+2Q-+-<4),Q+)72;D

7,42($*-!72..*.-+-*<)K-<),$K2;);7-.2Q+)72;;$2R<2,N2N>ae?<12)+=$K2;);7-.2K)N2.$
Û;4K*.-<4),

8!引!言

催化剂在现代化学工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

位%它能加速化学反应进程%而其本身性质和质量不
会发生改变&据统计%催化剂在石油化工(生物化工
和环保等产业中的使用率高达$"\)#*&其中%I2基



催化剂主要用于I4;712+&8+)Q;71"I&8#反应合成石
油%其活性和微观结构对合成石油的纯度有重要影
响%因此I2基催化剂制备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
的一个重要问题&I2基催化剂是一种具有高分散
性的含金属氧化物%为保证其拥有较高的活性%一般
采用传统的沉淀法进行制备&
I2基催化剂的传统沉淀法%是在金属盐溶液中

加入沉淀剂%生成难溶于水的金属氧化物%从而在溶
液中沉淀出来%然后经洗涤(过滤(干燥(成型(焙烧
一系列过程得到最终产品&这种生产方式耗时久(
花费大%很难找到合适的外部条件"如温度%搅拌速
度等#保证产品的最佳活性&在沉淀法的沉淀过程
中%溶解于溶液中的具有原子尺度的前躯体原料离
子与沉淀剂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具有纳米尺度的晶核
或簇体"称为过程##%然后再通过结晶生长(粒子聚
集等过程"称为过程!#逐渐演变为具有纳米或微米
尺度的一次粒子和具有三维立体结构的二次团聚粒
子&晶核聚集是沉淀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学
过程&对于沉淀法制备催化剂而言%如何调控过程
!中的原始晶核或纳米簇体的结晶和团聚过程%以
及这两种变化单独或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一次(二
次粒子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沉淀法制备催化剂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将沉淀过
程!视为一个,黑箱-予以忽略%因此到目前为止%关
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结合J>ae?理论
创新性地提出催化剂制备过程!的元胞自动机模型
以模拟晶体的生长和聚集%探索过程!的形成规则&

工业生产催化剂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结晶和沉
淀%由此得到最终产物的结晶纯度(粒度分布和晶型
完整度主要受晶体成核速率(生长速率和粒子聚集
动力学过程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晶体成
核速率和生长速率%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1,)!*把成核速率看成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函数%
生长速率为时间的函数%由此建立时间锥模型%给出
了简单几何形状"例如金属板和生长膜#的相变动力
学的表达式%并证明其在一定条件下可按公式进行
计算&a4等)B*利用溶胶+凝胶技术与高温焙烧相
结合%探讨了温度和时间变化下粒径变化的动力学
过程%从而对晶体的长大机理进行了分析论证&对
于粒子聚集的动力学过程%6*,5等)%*认为团聚体是
由于溶液中粒子在碰撞后产生粘附%然后通过分子
生长转变为聚集体&团聚体的尺寸大小主要依赖于
紊流混合强度&V2.4;等)F*认为布朗运动和相互作
用力是导致粒子发生碰撞而聚集的主要因素%当粒

子相互靠近时%粒子间由范德华引力和静电斥力组
成的>ae?相互作用力占主要地位&8-,5等)C*用
原子力显微镜测量了水溶液中基体与陶瓷颗粒之间
的作用力%所测得的结果与>ae?相互作用力的理
论结果一致&W*等)’*证明粒子间存在的非>ae?
相互作用力对胶体分散体系的稳定性起重要作用%
提出了非>ae?相互作用与>ae?相互作用结合
的J>ae?理论& -̂4等)E*通过使用J>ae?理论
分析结晶颗粒和涂层表面之间的胶体相互作用势
能%探讨了抑制结垢的可能机制&671)2K-,)$*通过
J>ae?理论考虑胶体稳定性的基本原理%分析了
沸石的生长机制&这些研究为本文元胞自动机模型
中规则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元胞自动机是一个时间和空间都离散的动力系
统%它是研究非线性科学的一种重要工具&#$’"
年%数学家()1, )̂,[-=为找出导致复杂行为的简
单规则提出了著名的生命游戏)#"*&O)./+-K)##*介
绍了元胞自动机的构成及其在森林火灾(土壤流失
和湍流流体等动力系统的应用&元胞自动机也被广
泛地应用在各种晶体生长建模中&Y2等)#!*采用基
于最小能量原理的元胞自动机模型%通过计算机模
拟研究了二维正常晶粒长大的形态(拓扑和动力学%
并在模拟中讨论了不同边数的晶粒消失情况&
X-51-:-,等)#B*为模拟和研究多晶材料晶粒生长的
拓扑和动力学特征%提出了具有连续跟踪和晶界曲
率精确估计的二维 Û"̂2..*.-+-*<)K-<),#模型&
64<Z)等)#%*以动态再结晶作为实例%建立了一个稳
健的 Û数值模型%并说明时间步长和元胞大小对
Û模型的影响&‘42+等)#F*对现有元胞自动机模
拟化学系统中出现的溶质溶解(化学反应和生成沉
淀等各种现象进行了总结%为本文 Û模型的建立
提供了借鉴作用&

本文首先提出了沉淀法制备I2基催化剂过程
中晶体聚集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根据元胞空间(元胞
邻域(状态矩阵和规则四大要素对粒子聚集过程进
行建模%主要利用J>ae?理论揭示粒子聚集的规
律%探讨晶核间出现聚集现象的条件及相应的数学
表示%通过引入移动概率(连接概率和断裂概率从而
确定粒子下一阶段运动规则$然后提出了 Û模拟
过程!的计算步骤%通过(-:-编程实现粒子聚集这
一介尺度过程%并将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以验
证该方法的有效性&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沉淀法制备
催化剂过程中的粒子的团聚过程%为沉淀铁I&8合
成催化剂的制备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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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沉淀法制备催化剂介尺度过程的
K6模型
该模型基于如下假设!
-#溶液中粒子(水和空气都可看作元胞%且均匀

地分布在元胞空间中$
P#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范德华引力(静电

斥力和极性相互作用力$
7#溶液中粒子总量不变%它们的存活时间是无

限的$
N#元胞空间中两个粒子不能同时运动&
元胞自动机是一个空间(时间和状态都离散

的动力系统%它由元胞空间(元胞邻域(元胞状态
和转移规则构成&一个元胞自动机可记为如下
形式!

"K"9%#%.%V#%
其中!9K4T(B%(%B7,5I+!为元胞空间%表示所
有元胞T"即粒子#的集合$#为元胞T的邻域%是影
响元胞随时间变化的一组元胞集$.K4((B%(%B7
,5为状态矩阵%$为状态值%反映每个元胞是否被
各种粒子占据$V为转移规则%根据这个转移规则
以及I时刻元胞及其邻居的状态%可计算IL#时刻
元胞的状态&本文按照元胞自动机的四大基本要素
进行建模&
-#元胞空间和邻域
实验室制备I2基催化剂%是在烧杯中完成的%

模型的元胞空间表示烧杯的一个横截面%近似地用
矩形表示& Û模型中采用冯.诺依曼邻域和扩展
冯.诺依曼邻域%元胞自动机邻域图如图#所示%其
中图#"-#为冯.诺依曼邻域是指与中心元胞四个
面相邻的四个元胞%图#"P#为扩展冯.诺依曼邻域
是指位于冯诺依曼邻域的四个元胞之外且相邻的四
个元胞&

图#!元胞自动机邻域图

P#元胞状态
元胞的状态由I2"?Y#B 粒子(空气和溶液给

出&状态矩阵受温度(溶液浓度和搅拌速度等因素
的影响&

7#转移规则
转移规则定义系统的局部动态%是元胞自动机

模型的核心部分&本文在 Û模型中使用自由移动
概率SV (连接概率S(和断裂概率S]来确定转移
规则%从而确定粒子在下一时刻的运动规律&

自由移动概率SV 表示冯诺依曼邻域为空时%
晶粒移动到四个元胞之一的概率&为确保粒子在每
次迭代中都可以自由移动%假设其恒等于#&

连接概率S(通过J>ae?理论进行计算&根
据J>ae?理论%粒子间相互作用包括>ae?相互
作用和界面极相互作用&>ae?相互作用包含使
粒子聚集和沉淀的范德华引力以及使粒子排斥而分
离的静电斥力&这两种相互影响的作用力%可在靠
近表面的双电层"第一层为6<2+,层%第二层为
T)*=&̂1-QK-,扩散层#中找到&在双电子层外的
反应溶液中%还有界面极性相互作用!界面极性相互
作用使带电粒子对邻近水分子产生明显的作用空
间%当水分子与粒子之间的作用势能大于水分子与
水分子之间的氢键能时%水的原始结构将被破坏%从
而形成水化排斥力%其强度取决于有序结构被破坏
的程度$由于疏水粒子周围水分子结构重排将产生
疏水引力&

根据J>ae?理论%范德华引力作用势能DU(
静电斥力作用势能DX 和界面极性相互作用势能
DY 之和为总势能D8%即!

D8KDULDXLDY "##
范德华引力作用势能计算公式为!

DUKU
"Y-K-Z2+

#!
)
Y

"!#

其中!"Y-K-Z2+为Y-K-Z2+常数$)是一次粒子的半
径$Y指一次粒子表面间的最短距离&粒子#和粒
子!在介质B中相互作用的Y-K-Z2+常数由式"B#
计算!

"#B!K "槡 ##U "槡 BB" # "槡 !!U "槡 BB" # "B#
其中!"##("!!为粒子#(!在真空中的Y-K-Z2+常
数$"BB为介质在真空中的Y-K-Z2+常数&

静电斥力作用势能计算公式为!

DXK
C%-)&"J]4%!"

9!
9U9Y "%#

%"K
2RQ"X93"’!J]4#U#
2RQ"X93"’!J]4#L#

%!9K
9!.

(
X!(&"%(

#J]4

(

)

8

9

#’!

其中!J]是]).<MK-,,常数$9是单位电荷$&"是
溶液中带电离子的数密度$4 是绝对温度$X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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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电荷数$3"是一次粒子的表面位势$%"表示与
表面电位3"成比例的常数$4是溶液的介电常数$5
为>2P=2常数%其倒数9U#表示双电层厚度&

界面极性相互作用势能DY 经验公式为!

DYg-)@"D"Y2RQU
Y
@"" # "F#

其中!@"为衰减长度%,K$D"Y为粒子界面极性相互
作用势能常数%(’K!$D"Y ""为水化排斥能常数$
D"Y 1"为疏水引力能常数&

J>ae?相互作用势能曲线示意图如图!所
示%其中!图!"-#是范德华引力作用势能起主要作
用时的曲线%图!"P#是界面极性相互作用势能起主
要作用时的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范德华引力
能随粒子间距离增大而迅速增大$静电斥力在整个
粒子作用范围内基本趋近于零$极性相互作用势能
在粒子间距离较大时变化相对平缓&当两个粒子相
距较远时%>ae?总势能变化趋近于零%此时界面
极性相互作用势能起主要作用&从图!中%还可看
出在整个距离范围内%极性相互作用和范德华引力
相比静电斥力对总势能影响较大%起到决定性作用&

图!!J>ae?相互作用势能曲线示意图

在溶液中%相隔一定距离的粒子#(!被一个空
气"对应元胞中的空元胞#分开时%赋予粒子#朝向
或远离粒子!的连接概率S(%概率值的大小反映粒

子间是吸引还是排斥&由图!知%当粒子间距离为
一个粒子直径时%总作用势能被D8K"分成两部
分%D8""时表示排斥%D81"时表示吸引&由式
"##计算出直径长度范围内D8""的距离3X%从而
可计算连接概率

S(K
!)U3X
)

"C#

!!根据S(的定义可知!当S(K#时%为自由移动
概率%表明粒子#朝向或远离粒子!的移动概率相
同$当S("#时%表明粒子相互吸引$当"1S(1#
时%则两个粒子相互排斥&

断裂概率S]用>ae?相互作用进行计算&粒
子的断裂发生在彼此相邻的两个粒子之间%界面极
性相互作用是由粒子和溶液中相互作用产生的%因
此在紧密相连的粒子中%界面极性作用可忽略%于是

D>ae?KDULDX "’#

!!在溶液中%粒子#与粒子!分开的概率%可记为
断裂概率S]%概率值的大小反应了粒子间吸引力
大小&由于>ae?相互作用力中的静电斥力%仅产
生于两个粒子的双电子层相互重叠时%因此计算断
裂概率时只考虑双电子层范围内>ae?相互作用
对粒子的影响&>ae?相互作用势能曲线示意图
如图B所示%其中!图B"-#是范德华引力作用势能
起主要作用时用 V-<.-P所绘曲线%图B"P#是静电
斥力作用势能起主要作用时所绘曲线&从图B"P#
中可以看出%粒子间距离为双电子层厚度9U#时%总
作用势能被D>ae?K"分成两个部分%D>ae?1"时
表示吸引%D>ae?""时表示排斥&

由式"’#计算出双电子层厚度范围内D>ae?1"
时的距离%记为3U%可计算断裂概率

S]K
9U#U3U
9U#

"E#

由S]的定义知!当S]K"时%粒子间不会彼此分
离$当S]K#时%它们不会相互粘附$当"1S]1#
时%则存在断裂的倾向&
‘42+等)#C*经过大量实验证明%液态水的连接概

率S(和断裂概率S]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们满
足的经验公式为

.)5#"S(KU#AFOS]L"AC "$#
其中!S]K4’#""&

本文选择式"C#和式"E#来计算移动概率是因
为!-#该表达式来源于J>ae?理论%有一定的理
论支撑$P#反应了粒子大小和浓度等变化对元胞中
粒子的影响$7#当S]K"时%即使粒子#的其它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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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ae?相互作用势能曲线示意图

相邻元胞都为空%其在任何方向上移动的概率都为
"&这种断裂参数与图B"-#所示D>ae?恒小于"的
情形一致%此时粒子#周围只有引力%不会与粒子!
发生排斥而分离&

;!K6模拟的计算步骤

;O9!初始边界条件
令元胞空间大小为&O&%I2"?Y#B粒子个数

为&#%水分子个数为&!&假设每个I2"?Y#B元胞
具有四分之一个相对亲水表面&初始时刻%粒子放
置在元胞空间上%每个粒子的确切位置通过其所在
矩阵中的列数和行数来标识&

在本文的模型中%边界是指元胞空间"四边形#
对应的四条边&边界上采用拓扑圆环面边界条件%
从而边界可上下相接%左右相接%使得粒子在二维空
间中%从右边缘移出并出现在左侧%从顶部边缘移出
并出现在底部&

;O;!计算步骤
初始化的粒子因搅拌产生速度后开始运动%运

动过程中因粒子间相互作用产生聚集%本文将聚集
分为两种!一种发生在元胞空间内部粒子之间$另一
种发生在边界上的粒子之间&下面给出元胞空间粒

子的转移规则&
第一步%找到溶液中所有的粒子%标记位置&
第二步%顺序选择其中一个粒子%找出其扩展冯.

诺依曼邻居的位置&
第三步%判断冯.诺依曼邻居中粒子的种类状

态%计算断裂概率

SIL#] (%B" #KJ
H
SI] H(%B" #" #%##H#%%

其中!H"(%B#表示选中粒子"(%B#的第H个邻居&
第四步%判断冯.诺依曼邻居中空元胞所对应

的扩展冯.诺依曼邻居粒子的种类状态%计算连接
概率

SIL#( H(%B" #" #K
SI(H(%B" #" #

J
%##H%J#%%

其中!J表示扩展冯.诺依曼邻居中与第H 个邻居
粒子种类相同的粒子个数&

第五步%找冯.诺依曼邻域空位%选择概率值最
大的进行标记!

$IL#(B KK-RSIL#] OSIL#( H(%B" #" #" #%
其中!$为空位位置&计算粒子移动到该空位所做
的位移

$IL#(B &%IL#(B K%IC(%B" #L%I=(%B" #%
其中!% 表示粒子位移%%C和%=分别表示粒子沿
C(=个方向位移&得出粒子在下一时刻的状态

(IL#(B K%IL#(B &

!!重复步骤一到步骤五的过程%当所有被粒子占
据的元胞经过遍历之后完成一次状态变换%每次变
换结束%更新一次状态矩阵&整个过程中孤立的粒
子按原来的速度进行自由移动&

由于粒子运动采用周期边界%所以边界上粒子
的运动规则与元胞空间内部的粒子不同&把粒子移
动位置沿C(=两个方向分解%记为 C%=" #并对粒
子在每个方向的运动进行判定&假定粒子在任意一
维的运动范围为 3K4,%3K-R) *%当粒子半径为)时%
运 动 粒 子 不 与 边 界 接 触 的 区 间 为
3K4,L!)%3K-RU!)) *$当粒子的运动范围超过该
区间时表明与边界发生接触%此时粒子如果继续运
动%当其超过左右边界时%位置将变为 UC%=" #%超
过上下边界时%其位置变为 C%U=" #&

<!K6模型模拟结果及分析

为模拟沉淀法制备催化剂过程!中范德华作用
力(静电作用力和界面极性相互作用力对I2"?Y#B粒
子聚集产生的影响%了解粒子团聚的具体过程并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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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电镜图相对照%本文按照以下实验数据进行模拟&
假设温度$Fc%摩尔浓度为!AEi#"G%K).’a

的I2"?Y#B溶液中%粒子表面电势3"为G%%Ke&
粒子半径)为!AF,K&水在真空中的Y-K-Z2+常
数为%AE%i#"G!"$介质介电常数#"为EAEF%i#"G#!

^!’(.K$]).<MK-,,常数J]为#ABEi#"G#$(’‘$单位电
荷9为#AC"!i#"G$ $̂衰减长度@" 一般为#"#"
,K&针对溶液中不同粒子间都存在断裂概率和连
接概率%为方便计算%用 O表示水分子%W(H分别
表示I2"?Y#B粒子中亲水和疏水部分%如两个水
分子可表示为 OO&根据式"C#和式"E#计算出粒
子移动概率参数%见表#和表!&

表9!不同粒子类型根据引力势能作用
距离所计算的断裂概率

粒子类型
引力势能作用
距离’,K

双电子层
厚度’,K

连接概率
S(

WW "A#$%’ "A!FB" "A!
HH "A#B!B "A!CB% "AF
WH "A#FB% "A!%BE "A%
OW "A"’C% "AF"C" "AE
OH "A##!C "A#’E$ "A%

表;!不同粒子类型根据引力势能
作用距离所计算的连接概率

粒子类型
引力势能作用
距离’,K

双电子层
厚度’,K

连接概率
S(

WW %AC’## F #A$
HH !A"BC’ F "AE
WH !AF’E% F "AF
OW "AF"#B F "A!
OH BA"#F! F #A!

!!假设元胞空间为B"iB"%含有F""个I2"?Y#B
粒子和BF"个水分子%将上述数据分别输入到 Û
模拟中%所得结果如图%"-#所示%图中白色方格表
示空气%浅灰色方格"包括三角部分#表示I2"?Y#B
粒子%深灰色方格表示水分子&图%"P#为化学实验
所得电镜图&

图%! Û模型模拟与实验结果

从图%可以看出%̂U模拟结果与实验电镜图
观测到的二次粒子聚集形状相近&说明本文构造的
Û模型对描述I2基催化剂二次粒子的形成过程%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小规模粒子的模拟过程中%
对粒子聚集过程进行动态观测%实时性较好%可以看
出模型的合理性&

B!结!语

本文根据 Û的特性和沉淀过程!的特征%结
合J>ae?理论将实验温度和浓度变化对粒子间引
力和斥力的影响量化%通过移动概率(连接概率和断
裂概率确定粒子下一时刻的状态矩阵%构造了沉淀
法沉淀过程!的 Û模型&并对沉淀法制备I2基
催化剂中一次粒子生成二次粒子的过程!进行模
拟&该 Û模型及其数值模拟对实验研究溶液中粒
子扩散凝聚等真实的聚集过程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文中 Û元胞空间模拟的I2"?Y#B 粒子和水
分子的个数与实际反应中粒子摩尔浓度有一定差
距%需要扩大元胞空间进行大规模粒子模拟$粒子聚
集实际是三维空间中的过程%需要考虑重力作用来
模拟三维空间粒子的运动%粒子在三维空间中移动
方向会更多%规则更复杂%找到合适的演变规则是本
文下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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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迭代函数的蛋白质分析及其应用

黄嘉禾!贺平安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B#""#E#

!!摘!要"通过将蛋白质图形表示中的迭代函数推广到高维空间!提出了一种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的广义迭代函
数!该函数能反映空间中坐标不同压缩比例与不同氨基酸残基理化性质参数’应用该广义迭代函数和氨基酸残基
的某些理化指标!得到了一种新的蛋白质序列图形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图形表示反映了对应蛋白质序列的主要
信息’应用该蛋白质图形表示方法和相应的数值刻画!比较了#"种物种的_>F蛋白质序列相似性!并分析这些物
种的进化关系’与经典的蛋白质多重序列比对 .̂*;<-.O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该方法对蛋白序列相似性比较和物
种进化分析是可靠且有效的’

关键词"蛋白质序列(非序列比对(图形表示(广义迭代函数方法(相似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U!!!!!!! 文章编号"#C’B&BEF#"!"#$#"B&"!C$&"E

A$(’,%)")"G4-%-#"-,*()/,),$"G%E,*%’,$"’%I,.F)&’%()
")*%’-"++G%&"’%()-
71"#$:()@9%7%S(&*)&

"671)).)/6742,72;%01234-,5674&82719,4:2+;4<=%Y-,5M1)*B#""#E%̂ 14,-#

!!6#-’$"&’!]=52,2+-.4M4,5<124<2+-<4:2/*,7<4),4,Q+)<24,5+-Q147+2Q+2;2,<-<4),<)14512+&N4K2,;4),-.
;Q-72%-52,2+-.4M2N4<2+-<4:2/*,7<4),[4<1[4N2+-QQ.47-<4),;7)Q2[-;Q+)Q);2N%-,N<14;/*,7<4),7-,
+2/.27<N4//2+2,<7)KQ+2;;4),+-<4);)/7))+N4,-<2;4,;Q-72-,NN4//2+2,<Q1=;47)712K47-.Q+)Q2+<42;)/
-K4,)-74N+2;4N*2;DU,2[5+-Q147-.+2Q+2;2,<-<4),)/Q+)<24,;2L*2,72;[-;5-4,2NP=*;4,5<14;
52,2+-.4M2N4<2+-<4:2/*,7<4),-,N;)K2Q1=;47)712K47-.4,N2R2;)/-K4,)-74N+2;4N*2;D812+2;2-+71
+2;*.<;;1)[2N<1-<<125+-Q147-.+2Q+2;2,<-<4),+2/.27<2N<12K-4,4,/)+K-<4),)/<127)++2;Q),N4,5
Q+)<24,;2L*2,72;D812Q+)<24,5+-Q147+2Q+2;2,<-<4),K2<1)N-,N7)++2;Q),N4,5,*K2+47-.N2;7+4Q<4),
[2+2-QQ.42N<)7)KQ-+2<12;4K4.-+4<=)/<12_>FQ+)<24,;2L*2,72;)/#";Q2742;-,N-,-.=M2<12
2:).*<4),-+=+2.-<4),;14Q;-K),5<12;2;Q2742;D̂)KQ-+2N[4<1 .̂*;<-.O K2<1)N)/<127.-;;47-.Q+)<24,
K*.<4Q.2;2L*2,72-.45,K2,<%<12+2;*.<;;1)[2N<14;K2<1)N[-;+2.4-P.2-,N2//27<4:2/)+<127)KQ-+4;),
)/Q+)<24,;2L*2,72;4K4.-+4<=-,N<122:).*<4),-+=-,-.=;4;)/;Q2742;D

7,42($*-!Q+)<24,;2L*2,72$,),&;2L*2,72-.45,K2,<$5+-Q147-.+2Q+2;2,<-<4),$52,2+-.4M2N4<2+-<4:2
/*,7<4),;=;<2K$;4K4.-+4<=7)KQ-+4;),

8!引!言

通过比较物种相关>_U和蛋白质序列的相似

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这些物种之间的进化
关系%同时也能预测新的蛋白质序列的结构与功能%
所以生物序列的相似性比较是生物信息学中重要的



基础研究课题&生物序列相似性比较的方法分为序
列比对方法与非序列比对方法)#*&生物序列的图形
表示方法作为一种非序列比对方法%具有易数学描
述(计算简单和可用于处理大数据等优点%近年来一
直受到广泛的关注&#$EB年%Y-K)+4等)!*首次采
用图形表示方法定量描述基因序列%从而为>_U
序列的分析比较提供了一种可视化方法&自此%越
来越多的图形表示方法被用来刻画和分析>_U序
列&这些>_U序列图形表示方法%首先构建数学
映射将%种核苷酸映射为%个基准向量$其次应用
迭代函数将>_U序列转换为平面或空间中的曲
线$最后通过对这些曲线进行数值刻画%从而定量地
描述对应的>_U序列以供分析&>_U序列图形
表示方法中的迭代函数通常可表示为"(K-"(U#L

’.(%其中!"(表示>_U序列中第?个核苷酸在空
间中点的坐标$.( 表示第(个核苷酸的基准向量$

-""与’""是迭代函数中的参数&-为前后两
个核苷酸在空间中点的坐标压缩比例%’为核苷酸
基准向量的参数%并且迭代函数中不同的参数对应
于不同的统计模型&例如%在文献)!&E*提出的方法
中两个参数均取#%该模型对应于等概率随机模型$
在(2//+=)$*提出的方法中两个参数均取#’!%此模型
对应于一类马尔科夫模型$在 O*等)#"*提出的方法
中两个参数均取#’J"J表示任意正整数#&

因为蛋白质序列是由!"种氨基酸残基组成的%
所以与>_U序列图形表示方法相比%蛋白质序列
的图形表示方法更加复杂&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
了各种蛋白质的图形表示方法)##&!$*用于定量地描
述(分析和比较蛋白质序列&与>_U序列的图形
表示方法类似%在蛋白质序列的图形表示方法中%首
先确定!"种氨基酸残基所对应的向量&例如%Y2
等)#F*提出的方法中通过格雷编码表示氨基酸残基
向量$V-等)!#*(01-)等)!%*与b4等)!F*提出的方法
中通过氨基酸残基的理化性质表示氨基酸残基向
量&对于迭代函数%除了上述取相同的参数外%V-
等)!#*提出了异参数迭代函数%即

"(K-"(U#L’.(%-;’ "##

例如%在V-等)!#*提出的方法中取-KB%
和’K

#
!
$

在Y2等)!!*提出的方法中取-K!F
和’K

B
F
等&此

外%H-)等)#’*(01-)等)!%*与b4等)!F*提出了蛋白质
序列的谱图表示方法%将每个蛋白质序列转换为二
维曲线来刻画并分析蛋白质序列&该方法与前面的

方法不同之处在于%蛋白质序列谱图表示方法中迭
代函数的第一部分是刻画氨基酸残基在蛋白质序列
的位置信息%另一部分迭代函数是刻画当前位置的
氨基酸残基信息&

为了给出上述各种蛋白质图形表示方法迭代函
数的统一形式%本文提出了一种更一般的广义迭代
函数&首先%对氨基酸残基的理化指标进行归一化
处理%选取%种相关性最弱的氨基酸理化指标并将
每一种氨基酸残基映射为一个五维向量$然后%利用
广义迭代函数得到了一种新的蛋白质图形表示方
法%本文证明了该方法是非退化的%即这种图形表示
方法能避免生物序列中主要信息的丢失$最后%为了
说明该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对#"种物种的
_>F蛋白质序列进行相似性比较和进化分析%并把
所得到的相似性结果与经典的多重序列比对的
.̂*;<-.O方法所得结果进行了比较&

9!广义迭代函数

蛋白质的图形表示方法通常是>_U序列图形
表示方法的推广%因此大部分的蛋白质图形表示方
法中的迭代函数仍然沿用公式"(K-"(U#L’.(&
然而H-)等)#’*(01-)等)!%*与b4等)!F*提出了蛋白
质的谱图表示%在他们的方法中迭代函数可表示为!

"#(K(
"!(K?(
’
(
)

"!#

因为在谱图表示中坐标的两个分量采用了两类不同
的迭代函数%因此蛋白质序列的谱图表示中的迭代
函数与一般的迭代函数"(K-"(U#L’.(是完全不
同的&本文将常用的图形表示方法中的迭代函数推
广到高维空间%提出了一种新的迭代函数!

"(K*"(U#L6.( "B#
并称之为广义迭代函数%其中*与6分别表示&
"&$##阶对角方阵&

容易看出在二维空间中%式"##是"(K*"(U#L
6.(中取*K--%6K’-时的特殊情形%其中-为二
阶单位矩阵$式"!#是"(K*"(U#L6.( 中取*K
N4-5"#%"#%6KN4-5"#%##时的特殊情形&

因为式"B#中*与6分别为&阶对角方阵%所以
一方面不仅可以对两个氨基酸残基在空间中点的坐
标选取不同的压缩比例%而且也可以对氨基酸残基
不同的理化性质指标选取不同的参数$另一方面利
用式"B#还可以把经典迭代函数与谱图迭代函数统
一起来%只需要在一个高维空间中讨论&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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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等)!#*的文章中应用"(K
B
%"(U#L

#
!.(

给出了

蛋白质序列的二维图形表示$H-)等)#’*的文章中应

用迭代函数
"#(K(
"!(K?(
’
(
)

给出了蛋白质序列的二维谱

图表示&如果在式"B#中取*KN4-5
B
%
%B
%
%#%"" #%

6KN4-5
#
!
%#
!
%#%#" #%则显然式"B#中前两个分量

代表 V-等)!#*的结果%后两个分量代表的是H-)
等)#’*的结果&

;!蛋白质的图形表示方法

基于广义迭代函数式"B#%结合氨基酸残基的某
些理化性质%本文给出一种新的蛋白质图形表示方
法来数值刻画蛋白质序列&
;O9!确定氨基酸残基坐标

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为氨基酸残基%蛋白质的一
级结构就是其氨基酸残基序列%蛋白质是由所含氨
基酸残基的亲水性(疏水性(带正电(带负电等理化
性质通过残基间的相互作用而折叠成立体的三级结
构&因此氨基酸残基的理化性质对描述(分析和比
较蛋白质序列(折叠(分类和功能等起到重要的作
用)!F*&在UU4,N2R数据库中收录了F%%种不同的

氨基酸残基理化指标)B"*&文献)!F*提出了分析蛋
白质序列相对重要的#!种氨基酸残基理化性质%它
们分别为侧链化学组成"712K47-.7)KQ);4<4),)/
<12;4N271-4,#(极性"Q).-++2L*4+2K2,<#(亲水性指
数"1=N+)Q-<1=4,N2R#(等电点"4;)2.27<+47Q)4,<#(
分子体积"K).27*.-+:).*K2#(极性值"Q).-+4<=
:-.*2;#(芳香性指数"-+)K-<474<=#(脂化度指数
"-.4Q1-<474<=#(氢化作用指数"1=N+)52,-<4),#(羟基
化 "1=N+)R=<14).-<4),#(PM# "G ?̂?Y#和

PM!"G_YmB#&
首先考虑到不同理化性质之间指标数值差异较

大%利用式"%#将文献)!F*中的所有理化指标归一化
到)"%#*区间上%则式"%#表示为!

)WK)UH8UH
"%#

其中!)W是归一化后所得到的指标%8 和H分别表
示!"种天然氨基酸残基的某种理化指标中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对归一化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后%本文
取相关性最小的亲水性指数(芳香性指数(PM# 与
PM!%并以这%种理化性质作为研究的基础%其中将
亲水性指数记为7=%将芳香性指数记为"Y&表#列
出了!"种天然氨基酸残基的%种理化指标及其归一
化后的指标%其中D#(D!(DB与D%分别表示7=("Y(

PM#与PM!利用式"%#归一化后的指标&

表9!;8种氨基酸残基的理化性质指标与其坐标分量
氨基酸残基 7= "Y PM# PM! D# D! DB D%

U #AE"" G"A##" !AB%" $AC$" "A’"" "A!!F "ACEF "A%F"
^ !AF"" G"A#E% #A’#" #"A’"" "A’’E "A#B" "A""" #A"""
> GBAF"" G"A!EF !A"$" $AE!" "A### "A""" "A%#B "AF#F
J GBAF"" G"A"C’ !A#$" $AC’" "A### "A!E" "AF!! "A%B$
I !AE"" "A%BE #AEB" $A#B" "AE## "A$!$ "A#B" "A#C’
T G"A%"" G"A"’B !AB%" $AC"" "A%FC "A!’B "ACEF "A%"%
Y GBA!"" "AB!" #AE!" $A#’" "A#%% "A’’E "A#!" "A#E’
@ %AF"" "A""# !ABC" $ACE" #A""" "ABCE "A’"’ "A%%%
‘ GBA$"" "A"%$ !A#E" EA$F" "A"C’ "A%!$ "AF## "A"’C
a BAE"" G"A""E !ABC" $AC"" "A$!! "ABFC "A’"’ "A%"%
V #A$"" G"A"%# !A!E" $A!#" "A’## "AB#% "AC!" "A!"’
_ GBAF"" G"A#BC !A"!" EAE"" "A### "A#$! "ABB’ "A"""
S G#AC"" G"A"#C #A$$" #"AC"" "AB!! "AB%C "AB"% "A$"$
b GBAF"" G"A!%C !A#’" $A#B" "A### "A"F" "AF"" "A#C’
X G%AF"" "A"’$ !A#’" $A"%" "A""" "A%CE "AF"" "A#!#
6 G"AE"" G"A#FB !A!#" $A#F" "A%## "A#’" "AF%% "A#’’
8 G"A’"" G"A!"E !ACB" #"A%B" "A%!! "A"$$ #A""" "AE!B
e %A!"" G"A#FF !AB!" $AC!" "A$C’ "A#C’ "ACCB "A%#%
O G"A$"" "A%$B !ABE" $AB$" "A%"" #A""" "A’!E "A!$E
H G#AB"" "ABE# !A!"" $A##" "ABFC "AEFC "AFBB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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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氨基酸残基%利用表#中归一化后
所 得 的 指 标%将 其 映 射 为 五 维 向 量
"#%D#%D!%DB%D%#8&例如丙氨酸U的对应向量为
"#A"""%"A’""%"A!!F%"ACEF%"A%F"#8&
;O;!基于广义迭代函数图形表示

利用!A#给出的氨基酸残基坐标%给出一类新
的蛋白质图形表示!对一条含有# 个氨基酸残基的
蛋白质序列? KF#F!1F#%从坐标原点 "" K
""%"%"%"%"#8开始%当(K#%!%1%# 时%基于广义
迭代函数"(K*"(U#L6.(得到了五维空间中的#
个点%顺次连接这#L#个点%得到该蛋白质序列在
五维空间对应的曲线"""#1"#&这里"(表示第
(个点的坐标%.(表示蛋白质序列的第(个位置的
氨基酸残基对应的坐标$*KN4-5")#%)!%)B%)%%
)F#%6KN4-5"/#%/!%/B%/%%/F#是五阶对角矩阵%其
中"1)B##且若)B为#%则/B也为#$否则%/BK#
U)B&特别地本文取)#K/#K#%它们反映了氨基
酸残基的位置信息&另外%)B"BK!%B%%%F#取不尽
相同的值可以实现前后两个氨基酸残基在空间中点
的坐标有不同的压缩比例$/B"BK!%B%%%F#取不尽
相同的值可以实现氨基酸残基不同的理化性质有不
同的参数&

对于某蛋白质序列的图形表示%设对应的曲线
为"""#1"#&如果存在"#(%J## 且(;J%
使得"(K"J%则称该蛋白质序列的图形表示存在
环)!F*&在生物序列的图形表示中%为了避免生物序
列中信息的丢失%通常要求得到的生物序列图形表
示是非退化的%即图形与蛋白质序列一一对应且图
形中不含有环)!F*&

令D表示由所有蛋白质序列组成的集合%D#
表示长度为# 的蛋白质序列组成的集合%则D
K?s

#K#D#&令由上述迭代函数得到"""#1"# 是
五维空间中的一条曲线%所有这样的曲线集合记为
!#%且记!K?s

#K#!#& 现按照上述的广义迭代
函数可以定义一个映射/!D &!%它把每个蛋白
质序列映射到它所对应的五维图形曲线&

性质!!映射/!D&! 是一个单射%即蛋白质
序列与其五维图形曲线是一一对应的&

证明!对于D 中任意两条蛋白质序列D#K
F##F#!1F## 与D!KF!#F!!1F!8%如果# ;8%则显然

/"D##bKA#"A#!1A##;/"D!#bKA!"A!!1A!8%所
以不妨假设#K8%即

D#KF##F#!1F##%D!KF!#F!!1F!#&
记

("KK4,4(!F#( ;F!(5%
则由式"B#知%A#(KA!(%(K"%#%!%1%("U#$因为
F#(";F!("%所以D#(";D!("且6是非奇异的%从而"#("
K*"#("U#L6D#(";*"!("U#L6D!("K"!("%故/"D##
;/"D!#&因此映射/!D&! 是一个单射%从而
/!D&/"D#是双射%即蛋白质序列与其五维图形
曲线是一对一的&

性质"!对任意的蛋白质序列%由广义迭代函
数得到的五维图形表示不存在环&

证明!显然%由式"B#得到的任意一条蛋白质序
列的五维图形表示不可能存在环%这是因为"( 与
"J的第一个分量表示蛋白质序列位置信息%所以由
"(K"J只能推出(KJ&

性质#与性质!表明%该图形表示是非退化的%
从而不会丢失蛋白质序列的主要信息&

由于本文中矩阵*与6均为对角矩阵%有
"(K*"(U#L6.(K*(""L6"*(U#.#L

*(U!.!L1L*.(U#L.(#&
因为""K""%"%"%"%"#8%所以"( K6"*(U#.#L
*(U!.!L1L*.(U#L.(#&记第J个氨基酸残基对
应向量为

.JK"#%."J#! %."J#B %."J#% %."J#F #8%
"JK"J%C"J#! %C"J#B %C"J#% %C"J#F #8%!JK#%!%1%
则图形表示中第(个点的坐标为!

(
C"(#
!

C"(#
B

C"(#
%

C"(#
F

(

)

8

9

KN4-5"#%/!%/B%/%%/F#N4-5"#%)(U#! %)(U#B %

)(U#% %)(U#F #O

#
?"##!
?"##B
?"##%
?"##F

(

)

8

9

LN4-5"#%)(U!! %)(U!B %)(U!% %

)(U!F #O

#
?"!#!
?"!#B
?"!#%
?"!#F

(

)

8

9

L1LN4-5"#%)!%)B%)%%)F#O

#
?"(U##!

?"(U##B

?"(U##%

?"(U##F

(

)

8

9

L

#
?"(#!
?"(#B
?"(#%
?"(#F

(

)

8

9

KN4-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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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U#B ?"##B
)(U#% ?"##%
)(U#F ?"##F

(

)

8

9

L1L

#
)!?"(U##!

)B?"(U##B

)%?"(U##%

)F?"(U##F

(

)

8

9

L

#
?"(#!
?"(#B
?"(#%
?"(#F

(

)

8

9

*

+

,

-

K

(
/!)(U#! ?"##! L1L)!?"(U##! L?"(#!" #
/B)(U#B ?"##B L1L)B?"(U##B L?"(#B" #
/%)(U#% ?"##% L1L)%?"(U##% L?"(#%" #
/F)(U#F ?"##F L1L)F?"(U##F L?"(#F" #

(

)

8

9

&

!!因为对于BK#%!%B%%%F%"#?"J#B ##%所以当
"1)B1#时%"1/BK#U)B1#%故

"#C"(#B #/B")(U#B L1L)BL##K/BO
#U)(B
#U)B

K

"#U)B#O
#U)(B
#U)B

K#U)(B1#%(K#%!%1$

当)BK#时%/BK#%故

"#C"(#B #(%(K#%!%1&

!!上述推导给出了该图形表示中每个点各个坐标
的取值范围&

<!图形表示在蛋白质相似性分析中的应用

为了说明上述方法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
文利用提出的方法比较#"种物种的 _>F蛋白
质序列"_U>YN21=N+)52,-<2;;*P*,4<F#的相
似性&#"种物种的 _>F蛋白质的相关信息见
表!&

表;!98种物种的WRC蛋白质的相关信息
物种 物种简写 中文名称 @>号"9,4S+)<‘]# 长度

Y)K);-Q42,; Y)K 人 S"B$#F C"B
S-,<+)5.)N=<2; S-, 黑猩猩 bBFC%E C"B
X-<<*;,)+:2547*; X-< 大鼠 S##CC# C"$
V*;K*;7*.*; V*; 小鼠 S"B$!# C"’
>4N2.Q14;:4+54,4-,- >4N 负鼠 S%#B"$ C"!
T-..*;5-..*; T-. 鸡 S#E$%" C"F
]);<-*+*; ]); 牛 bEF]>C C"C

-̂,4;.*Q*;/-K4.4-+4; -̂, 狗 b$00F’ C"C

>+);)Q14.-K2.-,)5-;<2+ >+) 果蝇 ]CJ"X! F’!

>-,4)+2+4) >-, 鱼 b$V@H" C"C

!!首先根据表#的结果给出!"种氨基酸残基的
五维坐标%对于迭代函数"(K*"(U#L6.(%为得到
这#"种物种最优的比较结果%经过数学方法筛选
后%本文取

*KN4-5#%#%
B
%
%#%B%" #%6KN4-5#%#%#%%#%#%" #%

即广义迭代函数为!

"(KN4-5#%#%
B
%
%#%B%" #"(U#L

N4-5#%#%
#
%
%#%#%" #.( "F#

!!对于蛋白质序列?#KF#F!1F8 和序列?!K
I#I!1I# "这里8 与# 分别表示两条序列长度%不
妨设 8 $ # #的 图 形 表 示 """#1"8 与

@"@#1@#&笔者刻画了它们的差异性&
首先计算每一个图形表示中相邻两个氨基酸残

基位点的差向量&计算公式为!

:#(K"C"(#
# UC"(U##

# %C"(#
! UC"(U##

! %C"(#
B UC"(U##

B %

C"(#
% UC"(U##

% %C"(#
F UC"(U##

F #bK"#%1"(#
! %1"(#

B %

1"(#
% %1"(#

F #%"(K#%!%1%8#%

:!(K"="(## U="(U### %="(#! U="(U##! %="(#B U
="(U##B %="(#% U="(U##% %="(#F U="(U##F #bK"#%D"(#

! %D"(#
B %

D"(#
% %D"(#

F #%"(K#%!%1%##%
其中!C"(#

B 表示第一条序列的第(个位点所对应向
量的第B个分量%="(#B 表示第二条序列的第(个位点
所对应向量的第B个分量 "BK#%!%B%%%F#& 并计
算前# 个向量之间夹角的余弦值为!

7);!(K
:#(.:!(
:#( :!(

%(K#%!%1%#&

!!然后计算第(个位点之间距离为!

3"(##%!K
#U7);!(
!

&

定义两个蛋白质序列?#KF#F!1F8 和序列?!K
I#I!1I# 的距离为!

+#%!K.
#

(K#
3"(##%!LMO 8U#" #%

其中采用参数M 来刻画不同长度序列之间的距离&
由于位点之间距离3"(##%!7 "%#) *%在此取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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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数值刻画方法%笔者计算表!中#"种
物种的_>F蛋白质之间的距离%结果见表B&一般

地%!种物种之间距离越小说明这两个物种相似度
越高&

表<!采用本文方法所得的98种物种WRC蛋白质距离矩阵
物种 S-, X-< V*; >4N T-. ]); -̂, >+) >-,
Y)K #AEEE #BA$#C #FA!’F !BAE’! !’A%#C #BA’!B ##A$#F BCA"’B B"AE#F
S-, #BAF!$ #%AE#F !BABF’ !CACB! #BA%B% ##A%%" BFA$#’ !$A$"E
X-< EA$B# !$A#!! B"AEBE #’AC$E #"A""$ %CABF% B%ABE"
V*; !BA"$$ !%A"$# !"A$"$ #"A’’’ %#A$$’ !$AFE"
>4N !CAB’C !%AB%# !!A#%$ %"A#EC BFA!#"
T-. !FAF’! !%AC#B %BAB"" BEACF’
]); ’A’E$ %!ABB" B"AB%"
-̂, B$ABEF !EAF!%
>+) %BA’%!

!!观察表B可以看出%人与黑猩猩(牛与狗(大鼠
与小鼠的_>F蛋白质之间的距离相对较小"均小于
#"#%说明这些物种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并且上
述C种物种的_>F蛋白质之间的距离均小于!"%
说明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众所周知在表!
中的#"种物种中%上述C种物种均为哺乳类动物&

此外%在所有物种中%果蝇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距
离都较大"均大于BF#%表明果蝇与其余$种物种的
生物相似性较低&由生物学知识%在这#"种物种
中%果蝇属于昆虫&这个结果符合一般生物学上的
规律&

进一步地%本文利用表!的结果%应用9STVU
方法构建了这#"种物种的进化树%结果如图#
所示&图#表明人与黑猩猩(牛与狗(大鼠与小鼠分
属于同一分支%之后它们被分入一个大的分支&在
这#"种物种中%属于哺乳类动物有人(黑猩猩(大
鼠(小鼠(牛(狗和负鼠&进化树显示与哺乳类动物
相似度比较接近的依次为鸡(鱼和果蝇&以上结果
!

符合生物学中一般的进化关系&这些结果表明该方
法在分析_>F蛋白质序列进化关系上具有一定的
可靠性与有效性&

图#!基于表B得到的#"种物种的_>F蛋白质进化树

在生物信息学中%最常用的生物序列多重比
对方法是 .̂*;<-.O 方法&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
方法 的 可 靠 性%本 文 利 用 VJTU 软 件 中 的
.̂*;<-.O方法计算了表!中#"种物种的距离矩
阵%见表%&

表B!采用KGF-’"G?所得的98种物种WRC蛋白质距离矩阵
物种 S-, X-< V*; >4N T-. ]); -̂, >+) >-,
Y)K "A"FF "AB$C "A%"$ "A%BC "AFC" "AB!% "AB%$ #A"$’ "AF’$
S-, "AB$C "A%"C "A%B$ "AF’’ "AB#% "ABB$ #A"$# "AF’$
X-< "A#$" "A%%! "AF%# "ABB% "ABC! #A"$’ "AF$#
V*; "A%B$ "AF!$ "AB%’ "AB’! #A#!$ "AFE!
>4N "AF#% "A%B# "A%B% #A#%# "AFF"
T-. "A%$C "AF!" #A#%# "AF!C
]); "A#$$ #A%#C "AFBE
-̂, #A#F’ "AFF"
>+) #A##B

!!观察表%%能看出距离最小的依然是人与黑猩
猩(牛与狗(大鼠与小鼠&果蝇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距
离是最大的&利用9STVU方法与 V-<.-P软件%
笔者根据表%构建的#"种物种的进化树与图#完
全一致&这进一步说明本文的方法是可靠的和

有效的&
此外%通过计算表B与表%结果的相关系数可

以发现两个距离矩阵的整体相关系数为"A$%"!&
进一步地%逐行计算两个距离矩阵之间的相关系
数%结果见表F第一列&同样地%逐行计算已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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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结果与表%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 见表F&
表C!本文方法&文献方法与KGF-’"G?方法结果的相关系数

物种 本文 文献)!%* 文献)!’*"表B# 文献)!’*"表%# 文献)#E*"表B# 文献)#E*"表%# 文献)!E*"表F#
)K "A$%$ "A$B# "A$#% "A%F’ "A$B# "A’#E "A$"C
S-, "A$%’ "AE’F "A$!! "A’EC "AE%" "A’CC "ACE!
X-< "A$%’ "A$F$ "A’#’ "ABC$ "A%%F "AEBE "AC’"
V*; "AEE$ "A$%% "AC’# "A%EE "A%#$ "A%FC "AF$#
>4N "A$!$ "A’’C G"A%’F G"A!"% G"A!$E G"A%BB G"A#B%
T-. "A$B" "A$!# G G G G G
]); "A$%$ "AEC# G G G G G
-̂, "A$FB "A$!B G G G G G
>+) "A$FF "AE’B G G G G G
>,- "A$CB "A$%" G G G G G

!!观察表F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结果与
.̂*;<-.O的结果的相关性系数相对较大%说明它们
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表明本文方法与已有的
蛋白质图形表示方法相比结果更加可靠&与
.̂*;<-.O方法相比%本文方法的计算量较小%适用
于更长蛋白质序列的相似性比较&综上所述%本文
的方法对于比较生物序列的相似性是可靠的和
有效的&

B!结!论

在分析经典图形表示和谱图表示中迭代函数基
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广义迭代函数"( K
*"(U#L6.(&同时%根据氨基酸残基的#!种理化
性质%经过归一化及相关性分析等数学处理选出其
中%种理化性质作为确定氨基酸残基坐标的依据&
证明了形如 "( KN4-5)#%)!%)B%)%%)F" #"(U# L
N4-5/#%/!%/B%/%%/F" #.(的广义迭代函数给出的图
形表示是非退化的%从而表明该图形表示没有蛋白
质序列信息的丢失&本文对#"种物种的_>F蛋白
质序列%应用广义迭代函数

A(KN4-5#%#%
B
%
%#%B%" #A(U#L

N4-5#%#%
#
%
%#%#%" #?(%

将每一个蛋白质序列转化为五维空间中的向量%通
过计算两个蛋白质序列对应的向量之间夹角的余弦
值得到两个图形间的距离%以此来刻画它们之的相
似程度&利用相似性结果构建了#"种物种的进化
树%进化树的结果与生物物种进化规律一致&将本
文结果(其它图形表示方法与 .̂*;<-.O方法所得到
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本文的方法是可靠的和有
效的&

本文将已有蛋白质图形表示方法中的迭代函数

推广到高维空间%使得氨基酸残基不同理化性质对
应不同的参数统计模型%改进了已有模型单一性的
缺点&当更多氨基酸残基的理化指标融合进蛋白质
的图形表示中%如何给出合理的迭代函数中的系数
矩阵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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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N=UDU,2[5+-Q147-.+2Q+2;2,<-<4),-,N-,-.=;4;)/
>_U ;2L*2,72 ;<+*7<*+2! @D V2<1)N).)5= -,N
-QQ.47-<4),<)5.)P4,52,2;)(*D̂*++2,<6742,72%#$$%%

CC!B"$&B#%D
)C*X-,N47 V%e+-7Z) V%_-,N= U%2<-.D?,B&>
5+-Q147-.+2Q+2;2,<-<4),)/>_UQ+4K-+=;2L*2,72;-,N
<124+,*K2+47-.71-+-7<2+4M-<4),)(*D()*+,-.)/ 1̂2K47-.
@,/)+K-<4),-,N )̂KQ*<2+6742,72;%!"""%%""F#!

#!BF&#!%%D
)’*01-,5 H% a4-) ]% >4,5 ‘D?, !> 5+-Q147-.
+2Q+2;2,<-<4),)/>_U;2L*2,72)/,),N252,2+-7=)(*D
1̂2K47-.S1=;47;a2<<2+;%!""F%%##"##!!E&B!D

)E*01-,5H%a4-)]%>4,5‘D?,B>>&7*+:2;)/>_U
;2L*2,72;)(*DV).27*.-+64K*.-<4),%!""C%B!"##!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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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Y(D̂1-);5-K2:4;*-.4M-<4),)/;2L*2,72;)(*D
)̂KQ*<2+;-,NT+-Q147;%#$$!%#C"##!!F&BBD

)#"*O*>%X)P2+52(% )̂+Z > (%2<-.D )̂KQ*<2+
:4;*-.4M-<4),)/.),552,)K47;2L*2,72;)̂ *D@JJJ
)̂,/2+2,72),e4;*-.4M-<4),%#$$B!B"E&B#FD

)##*X-,N47VD!&>5+-Q147-.+2Q+2;2,<-<4),)/Q+)<24,;
P-;2N),:4+<*-.52,2<477)N2)(*D6UX-,Nb6UX4,
J,:4+),K2,<-.X2;2-+71%!""%%#F"B#!#%’&#F’D

)#!*01* W% S4,5 S% b4* H%2< -.D64K4.-+4<42;’

N4;;4K4.-+4<42;-,-.=;4;)/Q+)<24,;2L*2,72;P-;2N),
<12-QQ2-+-,72K)N2.)(*D()*+,-.)/ )̂KQ*<-<4),-.
-,N812)+2<47-._-,);742,72%!"#’%#%"B#!#%%$&#%C"D

)#B*Y*Y%a40%>),5YDT+-Q147-.+2Q+2;2,<-<4),-,N
;4K4.-+4<=-,-.=;4;)/Q+)<24,;2L*2,72;P-;2N),/+-7<-.
4,<2+Q).-<4), )(*D@JJJ’Û V 8+-,;-7<4),; ),
)̂KQ*<-<4),-.]4).)5=-,N]4)4,/)+K-<47;%!"#’%#%
"##%#E!D

)#%*Y)*O%S-,b%Y2VDU,2[5+-Q147-.+2Q+2;2,<-<4),
)/Q+)<24,;2L*2,72;-,N4<;-QQ.47-<4),;)(*DS1=;47-
U!6<-<4;<47-.V271-,47;-,N@<;UQQ.47-<4),;%!"#C%

%%%!$$C&#""!D
)#F*Y2S U%a4>%01-,5H%2<-.DUB>5+-Q147-.

+2Q+2;2,<-<4),)/Q+)<24,;2L*2,72;P-;2N),<12T+-=
7)N2)(*D()*+,-.)/812)+2<47-.]4).)5=%!"#!%B"%
"##!E#&E’D

)#C*X-,N47VD!&> T+-Q147-.+2Q+2;2,<-<4),)/Q+)<24,;
P-;2N),Q1=;47)712K47-.Q+)Q2+<42;)/-K4,)-74N;)(*D
1̂2K47-.S1=;47;a2<<2+;%!""’%%%%"##!#’C&#E"D

)#’*H-)HY%>-4b%a4̂ %2<-.D64K4.-+4<=’N4;;4K4.-+4<=
;<*N42;)/Q+)<24,;2L*2,72;P-;2N),-,2[ !>
5+-Q147-.+2Q+2;2,<-<4),)(*D()*+,-.)/ )̂KQ*<-<4),-.
1̂2K4;<+=%!"#"%B#"F#!#"%F&#"F!D

)#E*V--<=V@UJ%UP)&2.Z142+V V%J.[-1--PKUUD
B>5+-Q147-.+2Q+2;2,<-<4),)/Q+)<24,;2L*2,72;-,N
<124+;<-<4;<47-.71-+-7<2+4M-<4), )(*DS1=;47- U!

6<-<4;<47-.V271-,47;-,N@<;UQQ.47-<4),;%!"#"%BE$
"!##!%CCE&%C’CD

)#$*O* %̂T-)X%H-,5>V%2<-.DU,):2.K)N2./)+
Q+)<24,;2L*2,72;4K4.-+4<=-,-.=;4;P-;2N),;Q27<+-.
+-N4*;)(*D()*+,-.)/812)+2<47-.]4).)5=%!"#E%%%CD

)!"*X-,N47V%0*Q-,(%]-.-P-,U8%2<-.DT+-Q147-.
+2Q+2;2,<-<4),)/Q+)<24,;)(*D̂12K47-.X2:42[%!"##%

###"!#!’$"&EC!D
)!#*V-8%a4*H%>-4b%2<-.DU5+-Q147-.+2Q+2;2,<-<4),

)/Q+)<24,;2L*2,72;P-;2N),-,):2.4<2+-<2N/*,7<4),
;=;<2K)(*DS1=;47-U!6<-<4;<47-.V271-,47;j@<;
UQQ.47-<4),;%!"#%%%"B"C#!!#&!ED

)!!*Y2SU%W*6%>-4b%2<-.DU52,2+-.4M-<4),)/ T̂X
+2Q+2;2,<-<4),/)+-,-.=M4,5-,N7)KQ-+4,5Q+)<24,
;2L*2,72;)(*D@,<2+,-<4),-.()*+,-.)/ b*-,<*K
1̂2K4;<+=%!"#C%##C"C#!%’C&%E!D

)!B*H-)HY%>-4b%a4 %̂2<-.DU,-.=;4;)/;4K4.-+4<=’

N4;;4K4.-+4<= )/ Q+)<24, ;2L*2,72;)(*DS+)<24,;&
;<+*7<*+2I*,7<4),-,N]4)4,/)+K-<47;%!"#"%’B"%#!

EC%&E’#D
)!%*01-)H%a4W%b40D_):2.!>5+-Q147+2Q+2;2,<-<4),

)/Q+)<24,;2L*2,72-,N4<;-QQ.47-<4),)(*D()*+,-.)/
I4P2+]4)2,54,22+4,5-,N@,/)+K-<47;%!"#%%’"##!

!B&BBD
)!F*b40Y%(4,V0%a46a%2<-.DUQ+)<24,K-QQ4,5

K2<1)N P-;2N ), Q1=;47 712K47-.&Q+)Q2+<42; -,N
N4K2,;4),+2N*7<4),)(*D̂ )KQ*<2+;4,]4).)5=-,N
V2N474,2%!"#F%F’!#&’D

)!C*b40Y%a4‘ %̂V-(a%2<-.D_):2.K2<1)N)/B&
N4K2,;4),-.5+-Q147-.+2Q+2;2,<-<4),/)+Q+)<24,;-,N4<;
-QQ.47-<4),)(’?a*DJ:).*<4),-+=]4)4,/)+K-<47;?,.4,2%

!"#E%#%D"!"#E&"C&#!#)!"#E&"E&!#*D1<<Q;!’’3)*+,-.;D
;-52Q*PD7)K’N)4’#"A##’’’##’C$B%B#E’’’’FFD

)!’*O2,(%01-,5HHDU!>5+-Q147-.+2Q+2;2,<-<4),)/
Q+)<24,;2L*2,72-,N4<;,*K2+47-.71-+-7<2+4M-<4),)(*D
1̂2K47-.S1=;47; a2<<2+;%!""$%%’C "%’F’C#!

!E#&!ECD
)!E*Y2SU%a4WI%H-,5a%2<-.DU,):2.N2;7+4Q<)+/)+

Q+)<24,;4K4.-+4<=-,-.=;4;)(*DVU8̂ Y& )̂KK*,47-<4),;
4,V-<12K-<47-.-,N4, )̂KQ*<2+ 1̂2K4;<+=%!"##%CF
"!#!%%F&%FED

)!$*_4Z14.-‘6%_-4+eeDS+)<24,;2L*2,72;4K4.-+4<=
-,-.=;4;*;4,57)KQ*<-<4),-.<271,4L*2;)(*DV-<2+4-.;
8)N-=%!"#E%’!%&’B#D

)B"*‘-[-;14K-6%S)Z-Q)[;Z4S%S)Z-+)[;Z-V%2<-.D
UU4,N2R!UK4,)-74N4,N2RN-<-P-;2%Q+)5+2;;+2Q)+<
!""E)(*D_*7.247U74N;X2;2-+71%!""E%BC"##!

>!"!&>!"FD
$责任编辑"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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