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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柏枝皮抑菌活性成分提取工艺及其稳定性研究
马 欣 1,马蓉丽 1*,成 妍 2,张增帅 1,郭俊花 1

1.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健康学院, 山西 运城 044000
2.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摘 要: 为了进一步开发用于防治番茄枯萎病的植物源杀菌剂，本试验以传统中草药黄柏为原料，筛选最佳提取方法，

以抑菌圈直径为考核指标，采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黄柏抑菌物质的提取工艺条件，并对其抑菌稳定性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采用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制备的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的抑菌活性最强，抑菌率高达80.19%；优化超声

波辅助醇提取法的最佳工艺参数为乙醇浓度70%、液固比6:1、提取时间30 min、提取温度45 ℃，在此条件下黄柏提

取物抑菌效果最强，经验证抑菌圈直径平均值为61.38 mm；黄柏提取物对高温、过酸过碱环境、长时间紫外线照射

均具有一定的耐受性，经121 ℃高温处理、或当环境pH＜5或pH＞11时、或经紫外线照射45 min后，抑菌率维持在70%
以上。黄柏提取物对番茄土传病害具有高效、稳定的抑菌效果，有较高的应用潜力和开发前景。

关键词: 黄柏; 抑菌活性成分; 提取工艺; 抑菌稳定性

中图法分类号: S436.412.1 +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587-06

Research on Extraction Process and Stability of Antifungal Active
Components from Phellodendron chinense Branch Bark
MAXin1, MARong-li1*, GHENG Yan2, ZHANG Zeng-shuai1, GUO Jun-hua1
1. Public Health College/Yunch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China
2. Horticulture College/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botanical fungicides against tomato fusarium wilt, the best method of extracting the
antifungal active components from Phellodendron chinensis was selected. Based on single-factor experiment, antifungal
circle diameter was taken a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for extraction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antifungal substance from P.
chinensis using orthogonal test, and the stability of P. chinensis extract was also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tractive extracted by ultrasonic wave assisted alcohol had the strongest inhibitory activity 80.19% against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The optimum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found to be ethanol concentration of 70%, liquid-solid ratio of 6:1,
ultrasonic extraction time of 30 min, and extraction temperature of 45 ℃. Under the optimized condition, the P. chinensis
extract was verified to have an antifungal circle diameter of 61.38 mm. The extract had certain tolerance to temperature, pH
and ultraviolet rays. Inhibitory rates was over 70% after treatment with 121 ℃, or the treatment of <pH 5 or >pH 11, or
exposure for 45 min under UV lamp. In conclusion, the extract showed high efficiency and well stability against tomato
soil-borne phytopathogens, and has a broad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Keywords: Phellodendron chinensis; antifungal active components; extraction process; stability

番茄枯萎病是番茄中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严重制约着番茄的生产。由于化学农药的滥用，

导致该病菌抗药性日益增加，造成土壤严重污染，因此，开发环境友好、多重防治机制共同作用的

植物源农药显得尤为重要。植物源农药具有环境友好、对非靶标生物安全、不易产生抗药性、作用

方式特异、促进作物生长并提高抗病性、种类多、开发途径多等特点[1]，这正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也满足现在人们对无公害、绿色食品的要求。我国中草药品种丰富，将具有抑菌作用的中

草药应用于病虫害的防治，是实现农药减量增效、保障农产品有效供应和质量安全的重要途径。目

前陆续有报道证实许多不同种类的中草药提取物具有抗真菌活性[2]，如苦豆子、黄芩、花椒、阴香

等对瓜果腐烂、蔬菜土传病害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3-6]。黄柏是芸香科植物，其干燥树皮为常用中药，

目前主要应用于医药领域，而其具有抗菌、抗氧化等药理活性，在抑制植物真菌病害方面也发挥着

显著作用。笔者曾研究发现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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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活性高达 90%[7]，温室防治效果可达 73.53%，显著高于常规化学药剂[8]。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本

文以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的抑菌效果为指标，对提取工艺进行优化，并对其抑菌稳定性进行

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黄柏抑菌活性成分和抑菌作用机制奠定基础，为新型植物源杀菌剂的开发和推

广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黄柏 供试中药黄柏（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属芸香科，购于山西省运城市中药市场，

使用枝皮部位。

1.1.2 供试菌种和培养基 番茄枯萎病病原菌（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分离自发病番茄

的根部，由马铃薯葡萄糖琼脂（PDA）培养基 28 ℃下继代培养，置于在 4 ℃冰箱保存备用。

1.2 方法

1.2.1 黄柏抑菌活性物质提取方法的筛选研究 （1）超声波水提取。将阴干的黄柏材料在 45 ℃恒温

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吹干至发脆，用植物粉粹机将材料粉碎，过 80目筛后备用。称取样品干粉 50 g，
用 100 mL 的蒸馏水浸泡，搅拌使溶剂完全浸没中草药材料，置于避光处静置 24 h 后，室温 80 HZ
条件下超声辅助提取 45 min，减压抽滤得滤液，残渣再次采取同样方法进行处理，重复提取 3次，

合并 3次滤液。将滤液用旋转蒸发仪 40 ℃条件下减压浓缩至无溶剂蒸出（呈浸膏状），然后用蒸馏

水定容至 106 mg/L，密封标记后置于 4 ℃冰箱中保存备用。（2）超声波辅助醇提取。将阴干的黄柏

材料在 45 ℃恒温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吹干至发脆，用植物粉粹机将材料粉碎，过 80目筛后备用。称

取样品干粉 50 g，用 70%的乙醇按 6:1（mL:g）的液固比浸泡，搅拌使溶剂完全浸没中草药材料，

置于避光处静置 24 h后，在 45 ℃，80 HZ的条件下超声辅助提取 30 min，减压抽滤得滤液，残渣再

次采取同样方法进行处理，重复提取三次，合并三次滤液。将滤液用旋转蒸发仪 40 ℃条件下减压浓

缩至无溶剂蒸出（呈浸膏状），然后用 50%的乙醇定容至 106 mg/L，密封标记后置于 4 ℃冰箱中保

存备用。（3）水煮提取。将阴干的黄柏材料在 45 ℃恒温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吹干至发脆，用植物粉

粹机将材料粉碎，过 80目筛后备用。称取样品干粉 50 g，加入 10倍量蒸馏水浸泡 30 min，加热至

沸腾文火保持 30 min，减压抽滤得滤液，向残渣中加入 8倍量蒸馏水采取同样方法进行处理，重复

提取三次，合并三次滤液。滤液经 80 ℃恒温水浴浓缩至 106 mg/L，密封标记后置于 4 ℃冰箱中备用。

（4）索氏提取法。将阴干的黄柏材料在 45 ℃恒温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吹干至发脆，用植物粉粹机将

材料粉碎，过 80目筛后备用。称取样品干粉 50 g，用滤纸包实后置于 250 mL索氏抽提器中，加入

100 mL 95%的乙醇提取 3次，提取时间分别为 3 h、2 h、1 h，减压抽滤得滤液，将滤液用旋转蒸发

仪 40 ℃条件下减压浓缩至无溶剂蒸出（呈浸膏状），然后用 50%的乙醇定容至 106 mg/L，密封标记

后置于 4 ℃冰箱中保存备用。（5）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的离体测定。采用生长速率法进行抑菌活性

的测定，取一定量上述供试药液于 PDA培养基中混合均匀制成浓度为 30 mg/mL的带药培养基，倒

入培养皿中，待培养基凝固后，用内径 6 mm 的打孔器在菌落边缘生长旺盛区域打取菌饼，然后用

接种针挑至培养皿中心处，每皿一个菌饼，每处理重复 3次。以混有 50%乙醇的 PDA培养基作为对

照。置于 28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当对照组菌落生长至充满培养皿约 80%时，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

供试病菌的菌落直径，计算生长抑制率。

菌落直径(mm)=测量菌落直径平均值-6.0
抑菌直径(mm)=对照菌落直径-处理菌落直径

抑菌率(%)=(对照菌落直径-处理菌落直径)/对照菌落直径×100%
1.2.2 黄柏抑菌活性物质提取工艺条件的单因素试验 采用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选取超声波提取时

间、液固比［乙醇的体积（mL）与原料黄柏的质量（g）之比］、乙醇浓度、提取温度 4 个因素，

进行单因素实验，每个因素取 5个值，以抑菌圈直径作为考核指标，测定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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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抑菌活性，每处理重复 3次。

1.2.3 黄柏抑菌活性物质提取工艺条件的正交优化试验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选择超声波提取时间、

液固比、乙醇浓度、提取温度为考察因素，以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的抑菌直径为实验指标，

设计 L9(34)正交优化试验，得到黄柏抑菌活性物质的最佳提取工艺。

1.2.4 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试验 取黄柏枝皮干粉 100 g，在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下提取，经旋转蒸发

浓缩至浸膏状，用 50%的乙醇定容至 106 mg/L，将该提取液作为原液进行以下稳定性试验[9-11]。

（1）热处理对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的影响。取上述原液分别置于 40、60、80、100 ℃和 121 ℃
条件下密封处理 30 min，高温处理采取水浴加热，121 ℃采取湿热处理，以抑菌圈直径作为考核指

标，测定不同温度处理下提取物的抑菌活性，以未加热处理的样品作为对照，每处理重复 3次。

（2）pH对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的影响。用 1 mol/L HCl和 1 mol/L NaOH将 PDA 培养基 pH
分别调至 5、6、7、8、9，PDA灭菌后，取上述原液制成浓度为 30 mg/mL的带药培养基，以未调节

pH的培养基作为对照，测定不同 pH处理下提取物的抑菌活性，每处理重复 3次。

（3）紫外照射对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的影响。取上述原液置于紫外灯（功率 30 W）下分别

照射 5、15、25、35、45 min，以未经紫外照射处理的样品作为对照，测定不同紫外照射处理条件下

提取物的抑菌活性，每处理重复 3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提取方法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

采用不同方法制备的黄柏枝皮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进行抑菌活性离体测试，结果表明，对相

同质量样品干粉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表现出不同的抑菌效果，且在 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制备的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最强，抑菌率达 80.19%，其他方法制备的提取物抑

菌效果均不理想，抑制作用不到 50%，而水煮法的抑菌效果最差，抑菌率仅有 10%。这一结果说明，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是制备黄柏抑菌活性成分的最佳提取方法。
表 1 4种不同提取方法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4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on antifungal activity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处理

Treatment
菌落直径/mm
Colony diameter

抑菌率/%
Inhibitory rate

超声波水提取 62.5667±0.24037 20.16 c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 14.9667±0.15899 80.19 a

水煮提取 70.5000±0.41633 10.04 d
索氏提取 50.0167±0.46037 33.78 b

50%乙醇（对照） 78.3667±0.83981 -
注：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每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5%水平下差异显著。
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is the mean value of three replicates.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fter each column data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5% level.

2.2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不同工艺条件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

2.2.1 超声波提取时间 选取超声波提取时间分别为 10、20、30、40、50 min，其他条件设置为液固

比 6:1、乙醇体积分数 70%、提取温度 45 ℃，观察不同提取时间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由

图 1可以看出，随着提取时间的延长，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当提取时

间增加至 30 min后，抑菌效果增幅趋于平衡。因此，选取 30 min为最佳超声波提取时间。

图 1 不同超声波提取时间对抑菌效果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ultrasonic extraction time on antifungal effect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2.2.2 液固比 选取液固比分别为 2:1、4:1、6:1、8:1、10:1，其他条件设置为提取时间 30 min、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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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分数 70%、提取温度 45 ℃，观察不同液固比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由图 2可以看出，

随着液固比的增加，黄柏提取物的抑菌效果呈现先增强后下降的趋势，当液固比为 6:1 时，抑菌效

果最强，抑菌圈平均直径达到 60.6 mm，抑菌率达到 80.2%。可见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液固比，降低

溶质浓度，可有效增加传质推动力，提高提取速度[12]，促进提取物中有效抑菌成分的浸出，从而提

高抑菌效果，但液固比过大会增加超声波破碎细胞的阻力，使细胞破碎程度下降，同时非抑菌成分

会浸出增多，从而降低抑菌有效成分的提取率，导致抑菌效果降低[13]。因此，综合各因素，选取 6:1
为最佳液固比例。

2.2.3 乙醇浓度 选取乙醇体积分数分别为 40%、50%、60%、70%、80%，其他条件设置为提取时间

30 min、液固比 6:1、提取温度 45 ℃，观察不同乙醇浓度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由图 3 可

以看出，乙醇体积分数在 40%~70%范围内，抑菌效果逐渐增加，其中在 40%~60%之间呈线性增长，

在乙醇体积分数为 60%时，抑菌效果明显，抑菌率已达到接近 80%，之后增幅不大趋于平衡，然后

随着乙醇浓度的提高，抑菌效果又有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乙醇浓度过高，会引起溶剂与抑菌物

质的极性变化，从而导致抑菌活性成分的溶解度降低[14]。因此，选取 60%为最佳乙醇浓度。

2.2.4 提取温度 选取提取温度分别为 15、30、45、60、75 ℃，其他条件设置为提取时间 30 min、液

固比 6:1、乙醇体积分数 70%，观察不同提取温度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效果的影响。由图 4可以看出，

当温度低于 45 ℃时，随着温度的升高，抑菌作用显著增强，当温度高于 45 ℃时，抑菌圈直径差异

不显著，且趋于平衡，这说明黄柏提取物的抑菌活性成分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因此，选取 45 ℃为

最佳提取温度。

图 4 不同提取温度对抑菌效果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extraction temperatures on antifungal effectivity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2.3 黄柏抑菌活性物质提取工艺条件的正交优化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应用正交试验优化黄柏抑菌活性物质提取工艺的主要参数，正交试验因

素与水平设计见表 2。通过对表 3 正交试验结果中极差值分析得出，各因素对抑菌效果的影响次序

为 C＞B＞A＞D，乙醇浓度对抑菌效果的影响作用最大，是主要因素，其次是液固比、超声波提取

时间、提取温度，最佳提取条件为 C3B2A2D2，即乙醇浓度 70%、液固比 6:1、提取时间 30 min、提

取温度 45 ℃。按此最优条件制备黄柏提取物，进行 3次重复试验验证，得到抑菌圈直径的平均值为

61.38 mm，抑菌效果高于试验号 5的结果。

图 2 不同液固比对抑菌效果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liquid-solid ratios on antifungal
effectivity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图 3 不同乙醇浓度对抑菌效果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s on antifungal

effectivity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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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交优化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
Table 2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

水平
Level

A B C D
提取时间/min
Extraction time

液固比/(mL/g)
Liquid-solid ratio

乙醇浓度/%
Ethanol concentration

提取温度/℃
Extraction temperature

1 20 4:1 50 30
2 30 6:1 60 45
3 40 8:1 70 60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3 Orthogonal experiment results

试验序号
No.

因素 Factor 抑菌圈直径/mm
Antifungal circle diameterA B C D

1 1 1 1 1 27.42
2 1 2 2 2 49.48
3 1 3 3 3 46.90
4 2 1 2 3 47.18
5 2 2 3 1 58.22
6 2 3 1 2 40.48
7 3 1 3 2 49.27
8 3 2 1 3 39.47
9 3 3 2 1 52.93
K1 41.27 41.29 35.79 46.19
K2 48.63 49.06 49.87 46.41
K3 47.22 46.77 51.46 44.52
R 7.36 7.77 15.67 1.89

2.4 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研究

2.4.1 热处理对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的影响 不同温度处理后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的抑菌效

果如图 5 所示。结果表明，经 40~100 ℃高温处理与未经加热处理的提取物相比，抑菌效果在 0.05
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抑菌圈直径无明显变化，抑菌率均维持在 80%左右。经 121 ℃湿热处理后，

抑菌圈效果显著降低，这可能是高温加热处理使黄柏提取物的抑菌活性成分发生化学变化，从而导

致抑菌活性降低[15]，但抑菌率仍维持在 70%以上，仍具有较高的抑菌活性。这说明黄柏提取物的抑

菌活性物质具有良好的耐热性。

2.4.2 pH对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的影响 由图 6可知，经不同 pH处理的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

菌的抑菌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未调节 pH的培养基条件下，提取物的抑菌圈直径最大为 61.02 mm，

抑菌率达到 81.5%，抑菌效果最强；随着介质 pH的升高或降低，提取物的抑菌作用都显著下降，这

可能是由于酸性或碱性环境破坏了黄柏提取物中抑菌活性物质的结构或者活性[10]；但当 pH＞7时，

随着介质 pH的升高，抑菌率的下降幅度逐渐趋于稳定，且在不论酸性或碱性环境下抑菌率仍维持

在 70%左右，说明黄柏提取物在酸碱环境下都可以保持一定的抑菌活性，对酸碱有一定的耐受性。

2.4.3 紫外照射对黄柏提取物抑菌稳定性的影响 不同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

响见图 7。如图所示，与未经紫外线照射处理的提取物相比，经紫外线照射 15 min 后，提取物的抑

菌作用显著下降，但之后随着紫外线照射时间的延长，抑菌率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 77%以上，这

说明黄柏提取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并在自然环境中保持较好的抑菌活性。

3 讨 论

图 5 温度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temperatures on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图 7 紫外线照射时间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ultraviolet on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图 6 pH对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pH on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Phellodendron chinense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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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试验得到的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最佳工艺参数结果与吕君一[16]等的报道不一致，尤其是液

固比参数差别最大，本试验液固比为 6:1 远远低于吕君一[16]等的报道，而降低液固比会节约大量的

试剂、能量和时间，同时会减小超声波破碎细胞阻力，提高有效抑菌活性成分的提取率。研究还发

现，黄柏提取物在过酸过碱环境下，或经过 121 ℃高温处理，或经过紫外线长时间照射，抑菌效果

都会显著下降，这一结果与刘艳芳[15]等报道的生物碱提取液的抑菌稳定性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生

物碱是黄柏的主要有效成分，且含量最高，因此可初步推测黄柏提取物中对番茄枯萎病菌起抑制作

用的主要活性成分可能是生物碱，此推测有待今后进一步证实。另外，即使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提

取物仍可保持较高的抑菌活性，抑菌率维持在 70%以上，说明黄柏作为植物源杀菌剂在田间应用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应用前景。本研究结果为研究开发该植物源杀菌剂的生产工艺和实现规模化生产

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其在田间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但黄柏提取物对番茄枯萎病菌的有效抑菌活性

成分、抑菌作用机制以及大田防治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 结 论

4.1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是制备黄柏抑菌活性成分的最佳提取方法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所制备的提取物抑菌活性最强，与常规提取方法相比具有显著差异，通过

重复性试验可知，采用该法提取黄柏抑菌活性物质的工艺比较稳定，重复性好，抑菌率维持在 70%
以上，且提取效率高、提取速度快、操作简单是应用于黄柏抑菌有效成分提取分离的一种最佳手段。

4.2 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的最佳工艺参数优化

采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超声波辅助醇提取法的最佳工艺参数为乙醇浓度 70%、液固比 6:1、
提取时间 30 min、提取温度 45 ℃。经验证试验表明，在此最佳工艺条件下，黄柏提取物的抑菌效果

最强，抑菌圈直径平均值为 61.38 mm，抑菌率达 80%以上。

4.3 黄柏提取物抑菌活性成分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经 121 ℃高温处理或当环境 pH＜5或 pH＞11时或经紫外线照射 45 min 后，黄柏提取物的抑菌

率仍维持在 70%以上。黄柏提取物对高温、过酸过碱环境、长时间紫外线照射均具有一定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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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皮木瓜种质药用成分含量及性状变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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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14个不同种质皱皮木瓜为材料，测定其药用成分及微量元素含量，并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表明，不同种质间药用成分含量差异明显，齐墩果酸差异最为显著，变异系数为 44.30%，不同种质间药用成分的显

著差异揭示了皱皮木瓜种质内选择的可行性；齐墩果酸与 Fe元素，Ca元素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与 Zn、Mn、
Cu、Mg元素含量呈负相关。熊果酸的含量与 Zn、Fe、Cu元素呈负相关，而其含量与Mn、Ca、Mg元素成正相关。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 1、第 2主成分和第 3主成分主要是 Fe元素、Ca元素和熊果酸因子。研究结果对于皱皮木

瓜药用种质资源的评价及筛选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 皱皮木瓜; 药用成分; 微量元素;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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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edicinal Components and Character Variation in
Chaenomeles speciosa Germpla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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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14 different Chaenomeles speciosa germplasms as test material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ir difference of the
medicinal ingredients,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and character var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 of medicinal components among different germplasms,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leanolic acid, with a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44.30%.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edicinal components between different germplasms revealed the necessity of
selection within the germplasm of Chaenomeles speciosa. There was a high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ent of oleanolic acid and
Fe, Ca. The content of oleanolic acid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Zn, Mn, Cu and Mg. The content of ursolic acid wa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Zn, Fe and Cu elements, however, it was a simpl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n, Ca, and Mg element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principal components were Feelement, Caelement
and ursolic aci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screening
ofmedicinal resources ofC. speciosa.
Keywords: Chaenomeles speciosa; medicinal components; trace elements; correlation

我国是皱皮木瓜（Chaenomeles speciosa）的起源分布中心，主要分布于安徽、山东、湖北、贵

州、四川、重庆等地[1]。皱皮木瓜为蔷薇科落叶灌木，枝具刺，花簇生，其适生于温带、亚热带气

候区，适应性强，微酸、微碱性土壤均能适应[2]。其果实干燥后果皮皱缩，临床用以治疗吐泻转筋、

湿痹、脚气、水肿、痢疾及维生素 C缺乏症等疾病[3]，具有保肝、驱风除湿、舒筋活络、抗炎镇痛、

消肿等功效，它是保健食品和中药的重要来源[4]。前人研究表明矿质元素参与植物有机体代谢和调

节机体酶活性，是果实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和品质提高的物质基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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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皮木瓜具有丰富的药用、营养价值，齐墩果酸和熊果酸是皱皮木瓜的主要药效成分[6]，两者

对木瓜资源的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结合皱皮木瓜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探究其之间的相关性，

对指导皱皮木瓜提高药用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目前关于皱皮木瓜中齐墩果酸、熊

果酸与微量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鲜见报道。本文以山东临沂 14株不同单株的皱皮木瓜为试材，测

定其果实齐墩果酸、熊果酸含量以及钙、镁、锌等 6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分析齐墩果酸、熊果酸和

微量元素之间相关关系，为药用皱皮木瓜种质资源育种与栽培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 14株皱皮木瓜采自于山东省临沂市木瓜药材基地，其树龄均为 8年。取其果实自然风

干后放入 55 ℃恒温烘箱烘干，粉碎后过筛备用。

1.2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1260高效液相色谱仪，KB-500DB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电子天平（型号 BT125D），

电子天平（ME204），高速万能粉碎机（天津市泰斯特仪有限公司），TAS-990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Zn、Fe、Mn、Cu、Ca、Mg 空心阴极灯(北京普析通用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对照品齐墩果酸（0709-9803）来源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对照品熊果酸

（110742-201421）来源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其纯度均大于 93.8%。

1.3 齐墩果酸及熊果酸提取及含量测定

1.3.1 色谱条件 在齐红[7]等人的试验方法上进行了改进，采用超声提取，HPLC测定。色谱柱Waters
Symmetry C18 (250 mm×4.6 mm，5 μm) SN:02863428013841；流动相：甲醇 -水 -冰醋酸 -三乙胺

（265:5:0.1:0.05）；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210 nm；柱温：18 ℃；进样量 20 μL。
1.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齐墩果酸对照品、熊果酸对照品 0.01179 g、0.02023 g分别置 10 mL
棕色量瓶中，加甲醇制成 1.179 mg/mL齐墩果酸的对照品溶液和含 1.898 mg熊果酸的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量取齐墩果酸对照液 1 mL、熊果酸对照液 0.5 mL置于 10 mL棕色量瓶中，加甲醇制成 mL
各含 0.1179 mg/mL、0.0949 mg/mL的混合液 1。分别精密量取齐墩果酸对照液 1 mL、熊果酸对照液

0.5 mL置于 50 mL棕色量瓶中，加甲醇制成 0.02358 mg/mL、0.01898 mg/mL的混合液 2。
1.3.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细粉约 0.4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20 mL，
密塞，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20 min，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

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1.3.4 峰面积计算 齐墩果酸、熊果酸含量均由标准品的峰面积计算得出，其计算公式为：
R

X
RX A

ACC 

AX：供试品峰面积；CX：供试品浓度；AR：对照品峰面积；CR：对照品浓度。

1.4 微量元素提取及含量测定

1.4.1 样品处理 利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Zn、Fe、Mn、Cu、Ca、Mg 六种微量元素含量[8]。准确称

取皱皮木瓜粉末 0.1 g，置于 100 mL的消化管中，先用水润湿样品，然后加 5 mL浓硫酸，轻轻摇匀、

放置过夜，在消化炉上先低温缓缓加热，当溶液全部呈棕黑色时，从消化炉上取下消化管，稍冷，

逐滴加入 300 g/L H2O210滴，并不断摇动消化管使其充分反应。加热至微沸 10~20 min，再加入 H2O2

5~10滴。如此反复 2~3次，直至消煮液呈无色或清亮色后，再加热 5~10 min，已除尽过剩的双氧水。

取出消煮管冷却，用定性滤纸过滤到 15 mL离心管中并定容，供待测。

1.4.2 标准曲线 （见表 1）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SPSS 22.0、Excel2003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作图；用方差分析比较各药用成分之间

的差异；对齐墩果酸、熊果酸与微量元素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及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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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六种微量元素测定时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Table 1 Regression equ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determination of six trace elements

元素
Element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Zn C=1.4245A-0.0061 0.9993
Fe C=9.5510A-0.0735 0.9993
Mn C=9.8619A-0.0493 0.9997
Cu C=4.4092A-0.0648 0.9991
Ca C=19.3050A-0.2934 0.9992
Mg C=1.0582A-0.0038 0.9991

2 结果与分析

2.1 皱皮木瓜果实齐墩果酸、熊果酸含量的变化

测定结果表明，不同种质间的齐墩果酸的含量普遍高于熊果酸的含量。各种质间齐墩果酸的含

量差异较大，变异系数为 44.30%，平均值为 5.220 mg·g-1，种质M13含量最高 8.024 mg·g-1，M8最低

1.568 mg·g-1。熊果酸含量相对差异较小，变异系数为 28.67%，平均值为 1.476 mg·g-1，M2种质含量

最高 1.987 mg·g-1，M1种质最低 0.580 mg·g-1。齐墩果酸和熊果酸含量之和最高（9.822 mg·g-1）的种

质是M13，最低的是M6 (2.588 mg·g-1)。
表 2 皱皮木瓜果实齐墩果酸、熊果酸的含量（mg·g-1）

Table 2 The contents of oleanolic acid and ursolic acid in fruit of Chaenomeles speciosa
编号
No.

齐墩果酸/(mg·g-1)
Oleanolic acid

熊果酸/(mg·g-1)
Ursolic acid

齐墩果酸+熊果酸/(mg·g-1)
Oleanolic acid and ursolic acid

M1 3.918 0.580 4.498
M2 3.097 1.987 5.084
M3 3.546 1.366 4.912
M4 3.478 1.953 5.431
M5 5.824 1.670 7.494
M6 1.944 0.644 2.588
M7 7.126 1.759 8.885
M8 1.568 1.595 3.163
M9 6.115 1.333 7.448
M10 7.513 1.630 9.143
M11 7.996 1.289 9.285
M12 7.994 1.451 9.445
M13 8.024 1.798 9.822
M14 4.936 1.604 6.540

最小值 1.568 0.58 2.588
最大值 8.024 1.987 9.822
平均值 5.220 1.476 6.696

标准差 （σ） 2.312 0.423 2.443
变异系数 CV（%） 44.30 28.66 36.49

2.2 皱皮木瓜果实微量元素含量的分析

表 3 皱皮木瓜种质中微量元素含量（μg·g-1）
Table 3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in Chaenomeles speciosa

样品编号
No. Zn Fe Mn Cu Ca Mg 元素总含量

Total contents of elements
M1 138.35 190.85 118.85 8.00 1197.30 300.20 1953.55
M2 57.50 155.85 125.65 7.65 1481.35 388.60 2216.60
M3 143.50 230.65 138.50 9.15 1314.00 366.70 2202.50
M4 102.00 170.20 134.65 7.50 1606.80 355.05 2376.20
M5 111.35 179.75 141.65 7.30 985.80 296.15 1722.00
M6 113.35 213.15 130.50 10.15 1307.60 328.95 2103.70
M7 86.85 112.85 114.35 9.50 947.20 359.30 1630.05
M8 90.35 206.80 130.65 11.50 1005.15 307.25 1751.70
M9 67.50 112.85 140.50 9.15 931.15 313.95 1575.10
M10 79.00 136.75 137.00 8.65 853.95 271.65 1487.00
M11 78.50 93.75 123.50 7.00 1050.20 372.35 1725.30
M12 88.50 98.52 130.15 5.80 750.95 291.95 1365.87
M13 66.50 112.00 123.00 9.80 1108.10 364.40 1783.80
M14 103.00 189.30 159.35 6.80 731.65 245.45 1435.55

最小值 57.50 93.75 114.35 5.80 731.65 245.45 1365.87
最大值 143.50 230.65 159.35 11.50 1606.80 388.60 2376.20
平均值 94.73 157.38 132.02 8.43 1090.80 325.85 1809.21

标准差 （σ） 24.76 44.47 10.93 1.49 252.69 41.24 304.16
变异系数 CV（%） 26.13 28.26 8.28 18.33 23.17 12.66 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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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见，14个种质都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其中 Ca元素的含量最高，远高于其

它元素。Mg 元素也相对较高，Fe、Mn、Zn 次之，Cu含量最低。Ca 元素含量最高的种质是M4，高

达 1606.80 μg·g-1；Mg 元素含量最高的种质是M2，含量为 388.60 μg·g-1。不同种质间微量元素含量

差异明显，Fe 元素的变异系数为 28.26%，最高含量为 230.65 μg·g-1，最低含量为 93.75 μg·g-1；Zn
的变异系数为 27.12%，最高含量大约是最低含量的两倍。

2.3 皱皮木瓜果实的微量元素与齐墩果酸、熊果酸相关性分析

皱皮木瓜果实齐墩果酸、熊果酸与 6种微量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表 4)，齐墩果酸的

含量与 Fe元素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是-0.881；与 Ca元素含量成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是

-0.579；与 Zn、Mn、Cu、Mg 元素含量都成负相关。熊果酸的含量与 Zn 元素呈显著负相关，相关

系数是-0.555；与 Fe、Cu元素成负相关，与Mn、Ca、Mg 元素成正相关；这表明通过测皱皮木瓜中

这六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可推测出其中齐墩果酸、熊果酸含量的高低，为筛选优质木瓜资源提供一

定的科学依据。同时 6种药用成分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Fe 元素与 Zn元素、Mg元素与 Ca元素

都成极显著正相关性；齐墩果酸与熊果酸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
表 4 皱皮木瓜果实的微量元素与齐墩果酸、熊果酸的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s between trace elements and oleanolic acid, ursolic acid in fruit of Chaenomeles speciosa
性状

Character Zn Fe Mn Cu Ca Mg 齐墩果酸
Oleanolic acid

熊果酸
Ursolic acid

Zn 1
Fe 0.721** 1
Mn 0.101 0.212 1
Cu -0.012 0.280 -0.335 1
Ca 0.182 0.395 -0.312 0.145 1
Mg -0.211 -0.162 -0.518 0.192 0.687** 1

齐墩果酸 -0.422 -0.881** -0.024 -0.398 -0.579* -0.065 1
熊果酸 -0.555* -0.334 0.103 -0.117 0.024 0.216 0.227 1

注：**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表示显著相关（P＜0.05）。
Note: **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1), *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5).

2.4 皱皮木瓜种质性状变异的主成分分析

皱皮木瓜种源药用成分变异的第 1、第 2主成分和第 3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36.547%、27.985%
和 14.776%；在第 1主成分分析中 Fe元素特征值较大，为 0.552，即 Fe元素占主导地位，故可以称

第 1 主成分为 Fe 元素因子。在第 2 主成分中，Ca 的特征值达到 0.623，表明皱皮木瓜药用品质受

Ca元素的影响较大，故可以称第 2主成分为 Ca元素。在第 1、2主成分中，齐墩果酸的特征值也相

对较高，在皱皮木瓜药用品质评价中可作为重要性状。在第 2主成分中，熊果酸特征向量较大(0.717)，
故称第 3主成分是熊果酸元素(表 5)。前 2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仅为 64.532%，前 3个主成分累计贡

献率为 79.308%，表明各性状指标的累计贡献率增长较慢，木瓜种质资源具有较大的遗传多样性。
表 5 皱皮木瓜种质性状变异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character variation in germplasms of Chaenomeles speciosa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各性状的特征向量 Eigenvector of different traits
特征值

Eigenvalue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Fe Mn Zn Cu Ca Mg 齐墩果酸
Oleanolic acid

熊果酸
Ursolic acid

第 1 0.552 -0.521 0.436 0.231 0.005 0.074 0.313 -0.276 2.934 36.547
第 2 -0.127 -0.082 -0.219 0.235 0.623 -0.498 0.462 0.155 2.239 27.985
第 3 0.185 -0.240 -0.258 -0.091 0.035 0.524 0.210 0.717 1.182 14.776

3 结论与讨论

皱皮木瓜果实的微量元素和药用成分变异丰富，即使来自同一环境的不同种质也存在显著变异，

果实中齐墩果酸、熊果酸含量丰富[9]，二者都是其果实中重要的三萜类化合物，药理研究表明，它

们具有一定的保肝作用[10]。张玲等[11]曾用 HPLC法测定了不同品种木瓜中齐墩果酸和熊果酸的含量，

结果显示皱皮木瓜中齐墩果酸和熊果酸含量最高；齐红等[7]运用 HPLC 转换波长法测得皱皮木瓜齐

墩果酸含量范围为 2.805 mg·g-1~16.445 mg·g-1，熊果酸含量范围 2.514 mg·g-1~9.041 mg·g-1。他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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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与本研究有所不同，这可能由于试材的基因型差异，以及与试验环境、采集时间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揭示了皱皮木瓜中齐墩果酸、熊果酸与 6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呈一定的相关性。但是有关

植物间药用成分与微量元素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较少，其中罗敏等人[12]对皱皮木瓜中齐墩果酸、熊果

酸的含量与土壤理化性质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皱皮木瓜中熊果酸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最

大。土壤因素等影响植物叶片、果实等品质；因此根据植物果实中药用成分或者土壤中微量元素含

量，可大致推断其产量的高低[13-16]。其次在植物的同一器官中进行有关元素含量和药用成分的研究

较少，该实验结果揭示了皱皮木瓜果实中微量元素和药用成分的相关性。在以后育种工作当中，可

通过间接辅助育种，适当控制 Fe、Zn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以增加齐墩果酸或绿原酸等有益酸的含量；

另外，因药用成分检测成本较高，操作复杂，而检测微量元素的方法和技术，简单易操作，这大大

提高了选择育种的效率。

通过研究植物的主要性状，由不同品系或单株试材的各性状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所得到的结

果为该类植物种质资源评价提供重要依据[17,18]。本研究根据皱皮木瓜种质性状变异的主成分分析结

果，得到影响皱皮木瓜种源药用变异情况的第 1、2主成分和第 3主成分分别是 Fe元素因子、Ca元
素因子和熊果酸因子，其研究结果对皱皮木瓜种质资源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皱皮木瓜作为重要的药用植物，药用成分含量丰富，尤其以种质 M11和M13为代表，它们不仅

齐墩果酸和熊果酸含量高，而且和其他种质相比其Ca元素更是丰富，分别高达 1050.20 μg·g-1，1108.10
μg·g-1，可作为优质药用皱皮木瓜新种质。尽管本研究阐明了不同种质间药用成分及微量元素的相关

关系，对今后药用皱皮木瓜的种质选择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毕竟受研究时间的限制，测定的种

质数量和成分种类偏少，为了更加深入了解皱皮木瓜种质间的药用成分关系，筛选出更多的优良新

种质，需要结合其他试验，更加全面系统地进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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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 3T3-L1细胞成脂代谢的影响
卜 素 1,薛 泉 1,袁春颖 1,陈 颖 1,曹福亮 2

1.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2. 南京林业大学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 银杏叶提取物（EGB）包含了两大类活性成分——黄酮类和萜内酯类，并具有多种药用价值。本研究以 3T3-L1
细胞为研究对象，通过MTT 法、油红 O染色法和荧光定量 PCR法研究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脂肪细胞的成脂

代谢影响。结果显示，山奈酚、槲皮素和异鼠李素在较高浓度下（100 μmol/L）对成熟脂肪细胞的细胞毒性较为显著，

分别是 44%、26%和 14%。山奈酚和槲皮素在 100 μmol/L时对前脂肪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为分别 27%和 19%，异鼠

李素对前脂肪细胞的增殖抑制效果小于 5%，影响较小，以上数值均有统计学意义。油红 O染色半定量结果表明异鼠

李素，山奈酚和槲皮素在相同浓度下(50 μmol/L)对脂质积累的抑制率分别为 43%、29%和 17%，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荧光定量 PCR 结果表明三种银杏黄酮在较高浓度下能够显著抑制细胞分化终末期的关键转录因子 PPARγ、C/EBPα
和 SREBP-1c的表达，进而影响其下游与脂质合成相关的酶和蛋白的转录水平表达。综上，三种银杏黄酮对 3T3-L1
细胞的主要影响方式是对成熟脂肪的细胞毒性以及对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质积累的抑制。

关键词: 银杏叶提取物; 银杏黄酮; 3T3-L1细胞; 脂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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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ree Flavonoids Extracted from Ginkgo biloba on
Lipid Metabolism in 3T3-L1 Cells
BU Su1, XUE Quan1, YUAN Chun-ying1, CHEN Ying1, CAO Fu-liang2
1. College of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2. Co-innovation Center for Sustainable Forestry in Southern China/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Ginkgo biloba extract (EGB) contains two groups of active components: flavonoid and terpenoid, and has broad
pharmaceutical prospects. This study took 3 T3-L1 cel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ree flavonoids
extracted from G. biloba on adipogenic metabolism by MTT, oil red O staining and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ytotoxicity of kaempferol, quercetin and isorhamnetin at 100 μmol/L concentration to mature
adipocytes was 44%, 26% and 14%, respectively. At 100 μmol/L,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kaempferol and quercetin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preadipocytes was 27% and 19% respectively, while isorhamsin less than 5%, showing little influence, the
valu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flavonoids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key transcription factors PPARγ, C/EBPα and SREBP-1c in the
end stage of cell differentiation at higher concentration, and then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enzymes and proteins related to
lipid synthesis downstream. Above all, the three ginkgo flavones mainly affect 3t3-l1 cells through cytotoxicity to mature fat
and inhibition of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lipid accumulation.
Keywords: Ginkgo biloba extract (EGB); ginkgo flavonoids; 3T3-L1 cell; adipogenesis

肥胖症是一种慢性疾病，且会引起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炎症和癌症等多种并发症，且

发病率正逐年提高[1,2]。脂肪细胞是人体脂肪组织内的一种重要细胞，具有储存

能量、支持缓冲、提供产热的作用。但脂肪细胞数量的过度增加，前脂肪细胞向成熟脂肪细胞分化

引起胞内脂质的过度积累而导致的体积增大会导致肥胖症的发生[3]。脂肪沉积被认为是肥胖发展的

关键步骤，控制这一步骤将能够有效地控制肥胖的进程[4]。

3T3-L1 细胞是一种分离自小鼠胚胎的前脂肪细胞，能够特异性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是一种国

际公认的研究细胞脂质代谢的模式细胞[5]。在 3T3-L1 前脂肪细胞的分化过程中，多种转录因子和酶

在脂质的生成和代谢中起重要作用。当转录因子 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α（CAAT-enhancer-bindingprotein
α，C/EBPα）[6]、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gamma,PPAR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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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 1c，SREBP-1c）[8]被激活后，

位于其下游的一些与脂肪合成相关的酶和蛋白被激活，胞内的脂质开始积累[9]。其中，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1（acetyl-CoA carboxylase 1，ACC1）是脂肪酸合成第一阶段的关键限速酶，能够促进长链脂

肪酸的合成，用于合成甘油三酯和磷脂[10]，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N）是一种催化

脂肪酸合成的关键酶，催化丙二酰辅酶A和乙酰辅酶A生成长链脂肪酸[11]、葡萄糖转运蛋白4（glucose
transporter type 4，GLUT-4）主要存在于脂肪细胞和肌肉细胞中，在受到胰岛素刺激后，由胞内转移

到细胞膜上进行葡萄糖转运[12]、脂滴包被蛋白（lipid droplet-associated protein A，Perilipin A）是一

种细胞分化后期覆盖于脂滴表面，防止脂质被胞内脂肪酶水解的重要蛋白[13]，以上都是脂质合成过

程的关键酶和蛋白。

银杏（Ginkgo biloba）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利用历史，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德国科学家Willmar Schwabe首先开发了一种银杏叶提取物（EGB761），对其主要活性成

分的含量都做出了规定，其中银杏黄酮的含量不低于 24%，银杏内酯的含量不低于 6%，银杏酚酸的

含量小于 0.001‰。EGB761被证明具有抗氧化、抗衰老和保护心脑血管等药理作用[14-17]。黄酮类化

合物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化合物[18]，EGB中三种主要黄酮类成分是槲皮素、山奈酚和异鼠李

素，它们也存在于很多天然植物中，且具有多种生物活性[19-21]。研究证实，银杏叶提取物对 3T3-L1
前脂肪细胞有一定的增殖抑制作用[22-24]，但是其中主要活性单体对 3T3-L1 细胞脂质积累的影响和机

理还未得到充分阐述。抑制脂肪组织中脂肪细胞的数量增多（细胞增殖）和体积增大（细胞分化和

脂质积累）是肥胖防治中的重要靶点之一。本研究将系统评估 EGB中三种银杏黄酮对 3T3-L1 前脂

肪细胞增殖以及成脂分化方面的影响，并检测对成脂分化起关键作用的转录因子及相关基因在转录

水平上的变化，为后续深入阐明银杏黄酮调控脂质代谢的机理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3T3-L1 前脂肪细胞株购自美国菌种保存中心（ATCC）；槲皮素、山奈酚和异鼠李素购自上海

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MEM 培养基、DPBS 磷酸盐缓冲液、0.25%含 EDTA胰酶、青霉素和链

霉素双抗和胎牛血清购自美国 Gibco公司；噻唑蓝（MTT）、胰岛素（Insulin）、地塞米松（DEX）、
3-异丁基-1-甲基黄嘌呤（IBMX）和油红 O粉末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RNA提取试剂盒（MiniBEST
Univrsal RNA Extraction Kit）、逆转录试剂盒（PrimeScriptTM RT Master Mix）、qPCR 试剂盒（TB
GreenTM Premix Ex TaqTM Ⅱ）购自日本 TaKaRa 公司；多功能酶标仪（FilterMax F5）购自美国

Molecular Devices、实时荧光定量 PCR仪（Step One Plus）购自美国 Applied Biosystems公司，引物

由南京擎科生物有限公司合成。

1.2 3T3-L1前脂肪细胞的培养和诱导分化

在 DMEM 培养基中加入 10%胎牛血清、1%青霉素和链霉素双抗使其终浓度分别为 100 U/mL
和 100 μg/mL，于 37 ℃、5% CO2和一定湿度的条件下培养 3T3-L1 细胞。在细胞长满 2 d后，加入

细胞分化液一（DMEM 高糖培养基、10%胎牛血清、1%双抗、10 μg/mL胰岛素、1 μmol/L DEX、
0.5 mM IBMX）诱导分化 3 d。3 d后换用细胞分化液二（DMEM 高糖培养基、10%胎牛血清、1%双

抗、10 μg/mL胰岛素）继续诱导分化 2 d，2 d后换用分化液三（DMEM 高糖培养基、10%胎牛血清、

1%双抗）继续培养，每 2~3 d换液至分化结束[25]。

1.3 MTT法检测三种黄酮对 3T3-L1细胞活性的影响

当 3T3-L1 前脂肪细胞在 96孔板中的融合率达到 70%时，换用含有不同浓度（0.5、1、10、25、
50和 100 μmol/L）三种黄酮（槲皮素、山奈酚、异鼠李素）的 DMEM低糖培养基（10%胎牛血清，

1%双抗）培养处理细胞 24 h。处理结束后，在每孔中加入 50 μL浓度为 1 mg/mL的MTT溶液，在

37 ℃培养箱中孵育 4 h。倒去废液，每孔加入 200 μL的 DMSO溶液，37 ℃，800 rpm恒温震荡 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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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结晶甲瓒充分溶出后，用酶标仪于 595 nm 处检测吸光值。对于成熟脂肪细胞，当 3T3-L1 细胞分

化为成熟脂肪细胞后，将培养基换为含有不同浓度各单体的 DMEM高糖培养基（10%胎牛血清，1%
双抗），在给药处理 24 h后，用和前脂肪细胞相同的方法检测吸光值[26]。细胞活力计算公式为：细

胞活力=（每个样品读数-调零平均）/（对照组平均-调零平均）×100%

1.4 油红 O染色及脂质积聚半定量检测

细胞分化过程中，在换分化液二和分化液三时，同时分别添加 50 μmol/L 的槲皮素、山奈酚和

异鼠李素直至细胞分化结束。用 PBS 清洗细胞 2次后，用 10%的甲醛水溶液固定细胞 1 h，后用浓

度为 0.3 mg/mL的新鲜配制的油红 O染色液与超纯水按照 3:2的比例混匀，配制成油红 O工作液，

对固定好的细胞进行染色。室温染色 2 h，用蒸馏水洗去浮色并拍照[27]。拍照结束，加入异丙醇溶解

细胞中的油红 O，吸出溶解液，在酶标仪中于 510 nm处测定吸光值[28]，给药组和对照组（未经给药

处理）吸光值的比值（%）为细胞内脂质积聚的半定量结果。

1.5 逆转录和实时荧光定量

按照试剂盒说明提取对照组和分化过程中给药组 3T3-L1 细胞的 RNA，用微量分光光度计测定

RNA的浓度和纯度。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逆转录（20 μL体系，500 ng RNA，37 ℃ 45 mins，85 ℃
1 min），合成 cDNA。qPCR按照 20 μL的反应体系进行。反应条件如下：95 ℃预变性 30 s；95 ℃ 5
s，60 ℃ 30 s，共 40个循环。采用相对定量法（ΔΔCT）进行数据分析，以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
作为内参计算目的基因的表达量变化（2-ΔΔCT）[29]。荧光定量引物序列见表 1。

1.6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Excel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以均值±标准差表示，每个实验都进行了 3次重

复。数据经过 t检验分析，*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EGB中三种黄酮对 3T3-L1 细胞活力的影响

2.2 EGB中三种黄酮对 3T3-L1 细胞分化过程中胞内脂质积累的影响

如图 1，前脂肪细胞的MTT结果显示，山奈酚(Kae)和槲皮素（Que）在 100 μmol/L的条件下，

对细胞的增殖起一定的抑制作用；异鼠李素(Iso)则在 0~100 μmol/L的处理条件下对前脂肪细胞的增

殖基本没有影响；在低浓度处理条件下，三种银杏黄酮则对前脂肪细胞的增殖几乎没有抑制作用。

说明 3T3-L1前脂肪细胞的增殖受三种银杏黄酮的影响不大，仅山奈酚和槲皮素在高浓度（100 μmol/L）
下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图 2，成熟脂肪细胞的MTT结果显示，山奈酚对成熟脂肪的毒性呈梯度依

赖，当给药浓度越高，表现出的细胞毒性越大，100 μmol/L浓度的山奈酚处理后，细胞毒性达到 44%；

异鼠李素仅在 100 μmol/L的浓度下表现出了 14%的细胞毒性；槲皮素在 0.5 μmol/L和 100 μmol/L的

图 1 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 3T3-L1前脂肪细胞的增殖抑制影响

Fig.1 Inhibitory effect of three flavonoids in Ginkgo biloba extract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3t3-l1 preadipocytes

与对照组相比，*表示 P<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0.001，下同。
*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at P<0.05, **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at P<0.01, ***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at P<0.001, the same as follows.

图 2 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 3T3-L1成熟脂肪

细胞的毒性影响

Fig.2 Cytotoxicity of three flavonoids from Ginkgo
biloba extract on 3T3-L1 mature adip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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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表现出了较高的细胞毒性，细胞毒性分别为 21%和 25%。异鼠李素和槲皮素在实验中的其余

浓度下细胞毒性不明显。因此，高浓度的槲皮素、异鼠李素和山奈酚对成熟脂肪细胞有一定的细胞

毒性，且山奈酚的细胞毒性较大。但槲皮素在微量浓度下也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其具体作用机制

暂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其具体作用机制。

如图 3，经过三种银杏黄酮处理的 3T3-L1 细胞，其与对照组相比，细胞内脂滴的数量明显减少，

细胞的分化状态较差，只有少部分的细胞成功分化。如图 4，油红半定量结果显示：在相同的浓度

下（50 μmol/L），异鼠李素对细胞脂质积累的抑制效果最明显（43%），山奈酚次之（29%），槲

皮素的作用效果较弱（17%），且都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提示，三种银杏黄酮对 3T3-L1前脂肪

细胞的分化均起抑制作用，且在相同浓度下对脂质积累的抑制程度各不相同。

2.3 EGB中三种黄酮对 3T3-L1 前脂肪细胞分化中转录因子 mRNA水平的影响

如图 5，槲皮素、山奈酚和异鼠李素在低浓度（0.5 μmol/L）和较高浓度（50 μmol/L）给药的条

件下都能显著降低 C/EBPα的表达水平，其相对表达量都为对照组的 10%左右，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图 6，槲皮素和异鼠李素在低浓度时对转录因子 PPARγ的影响不明显，山奈酚在 0.5 μmol/L时，

对 PPARγ的表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无统计学意义；但在 50 μmol/L浓度给药时，槲皮素和山奈

酚能够较明显地抑制 PPARγ的表达。如图 7，三种黄酮在低浓度时对 SREBP-1c的表达量影响不大，

在 50 μmol/L的浓度下，对 SREBP-1c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槲皮素和异鼠李素有相近的抑制效果，

山奈酚的抑制效果较次。以上结果表明，三种银杏黄酮在低浓度下对转录因子 C/EBPα的抑制作用明

显，而对 PPARγ和 SPEBP-1c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在较高浓度下，三种银杏黄酮对 C/EBPα、PPARγ
和 SPEBP-1c这三个转录因子的表达均能显著地抑制其表达。

表 1 实时荧光定量 PCR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 of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fication PCR
引物名称

Name
序列

5’- 3’ sequence
基因库序列号

Gen bank sequence number
产物长度

Product size(bp)

PPARy
5’- AGGCCGAGAAGGAGAAGCTGTTG-3’
5’- TGGCCACCTCTTTGCTCTGCTC -3’

NM_001308354.1 276

C/EBPα
5’- GCCCCCGTGAGAAAAATGAAG -3’
5’- GAGGTGCGAAAAGCAAGGGA -3’

NM_001308354.1 171

ACC1
5’- CAAGTGCTCAAGTTTGGCGC -3’
5’- CAAGAACCACCCCGAAGCTC -3’

NM_133360.2 103

FASN
5’- ATTCGGTGTATCCTGCTGTC -3’
5’- GCTTGTCCTGCTCTAACTGG -3’

NM_007988.3 120

SREBP-1c
5’- TGGACTACTAGTGTTGGCCTGCTT -3’
5’- ATCCAGGTCAGCTTGTTTGCGATG -3’

NM_001278601 118

GLUT-4
5’- AGCCTCTGATCATCGCAGTG -3’
5’- ACCGAGACCAACGTGAAGAC -3’

NM_009204 166

Perilipin A
5’- CACTCTCTGGCCATGTGGA -3’
5’- AGAGGCTGCCAGGTTGTG -3’

NM_001113471.1 137

图 3 三种银杏黄酮处理后 3T3-L1 细胞的油红 O 染色结果（200×）
Fig.3Oil Red O staining results of 3t3-l1 cells treated with three ginkgo flavones（200×）

图 4 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 3T3-L1前脂肪细胞成脂分化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three flavonoids inGinkgo bilobaextract on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3t3-l1 preadip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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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GB中三种黄酮对成脂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如图 8，与对照组相比，槲皮素和异鼠李素在 0.5 μmol/L的低浓度下，对 ACC1 的表达有少许

促进作用，山奈酚在此浓度下对 ACC1 的表达影响不大，然而在 50 μmol/L 的浓度下，三种银杏黄

酮对 ACC1 的表达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如图 9 和 10 所示，三种银杏黄酮处理后 FASN 和

GLUT-4的表达都下调，且三种黄酮对 GLUT-4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都呈现剂效关系。如图 11，槲

皮素对 Perilipin A的表达起抑制作用，0.5 μmol/L浓度的山奈酚对 Perilipin A的表达起一定的促进作

用，异鼠李素对其表达没有明显影响。以上结果提示，三种银杏黄酮在 50 μmol/L较高浓度下，均

能够通过下调 ACC1 和 FASN的表达来抑制胞内脂肪酸的合成，同时能够通过下调 GLUT-4 的表达

来减少细胞对外界葡萄糖的转运，从而减少胞内脂质合成的能量来源。槲皮素能够下调 Perilipin A
的表达，减少对胞内脂滴的保护作用，此结果提示槲皮素可能对胞内脂质的水解有促进作用，而山

奈酚和异鼠李素不能抑制 Perilipin A的表达。在 0.5 μmol/L的低浓度下，ACC1 的表达未被抑制，说

明在该浓度下，三种银杏黄酮对脂肪酸的从头合成无显著影响。

图 8 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 ACC1的影响 图 9 银杏叶提取物主要黄酮对 FASN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three flavonoids in Ginkgo biloba extract on ACC1 Fig.9 Effects of main flavonoids in Ginkgo biloba extract on FASN

图 10 银杏叶提取物主要黄酮对 GLUT-4的影响 图 11 银杏叶提取物主要黄酮对 Perilipin A的影响

Fig.10Effect ofThree Flavonoids inGinkgo biloba extract onGLUT-4 Fig.11Effect ofmain flavonoids inGinkgo biloba extract onPerilipinA

3 讨 论

肥胖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发病率不断增高的慢性疾病[30-32]，前脂肪细胞的增殖和脂肪细胞中脂质

的增加是导致肥胖症发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抑制前脂肪细胞的增殖和改善脂肪细胞中的脂质代谢

是治疗肥胖的两个主要的方向。有研究表明，银杏叶提取物对 3T3-L1 前脂肪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

但是其主要活性单体的作用和机理还未得到详尽的阐述。

图 5 银杏叶提取物三种黄酮对转录因子C/EBPα的影响

Fig.5EffectofthreeflavonoidsinGinkgobilobaextractonC/EBPα
图 7 银杏叶提取物三种黄酮对转录因子SREBP-1c的影响

Fig.7EffectsofthreeflavonoidsfromGinkgobilobaextracton
SREBP-1c

图 6 银杏叶提取物三种黄酮对转录因子 PPARγ的影响

Fig.6EffectofthreeflavonoidsinGinkgobilobaextractonPPAR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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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Pα和 PPARγ是调控 3T3-L1 前脂肪细胞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的关键转录因子，在细胞分化

的终末期大量表达。C/EBPα和 PPARγ两者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PPARγ的表达会诱导 C/EBPα的表

达[33]。转录因子 SREBP-1c对 FASN的激活起着重要作用，SREBP-1c表达量的上调会促进 FASN的

合成，以促进细胞内脂质的积累[34]。GLUT-4是位于细胞膜上的葡萄糖转运蛋白，C/EBPα、PPARγ
和 SREBP-1c均可与其启动子结合以激活其表达[35]。

ACC1 在脂肪细胞中大量表达，催化生成的丙二酰辅酶 A是长链脂肪酸合成和延伸的重要 C2底

物，是影响 3T3-L1 细胞脂质代谢的关键蛋白[36,37]。Perilipin A则是细胞分化终末期的脂滴包被蛋白，

对分化终末期脂质的积累起重要作用，能够将胞内的脂滴包裹起来，避免胞内的脂肪水解酶的水解

以维持胞内脂质代谢的平衡偏向脂质积累[38]。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表明，山奈酚和槲皮素都对前脂肪细胞的增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山奈酚对

成熟脂肪细胞表现出浓度依赖的细胞毒性，槲皮素对成熟脂肪细胞具有没有剂量关系的细胞毒性，

而异鼠李素在仅在高浓度时对成熟脂肪细胞有细胞毒性。在 mRNA水平，三种黄酮在较高浓度处理

后，均会下调 3T3-L1 细胞分化过程中关键转录因子的表达水平，尤其是 C/EBPα， 其相对表达量仅

为对照组的 10%左右，并由此导致这些转录因子下游与脂质积聚相关蛋白和酶的基因表达也受到一

定的抑制。三种黄酮在较低浓度时，对其下游的抑制作用表现不明显。异鼠李素在 50 μmol/L的较

高浓度下，通过抑制 C/EBPα、SREBP-1c、ACC1、FASN和 GLUT-4的表达来抑制胞内的脂质合成

和细胞分化进程。槲皮素与山奈酚在 mRNA层面与异鼠李素有类似的作用效果，且在高浓度时二者

能够下调转录因子 PPARγ的表达，同时槲皮素还对 Perilipin A的表达也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在细胞

水平，三种黄酮对 3T3-L1前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脂质的积累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综上所

述，槲皮素、异鼠李素和山奈酚这三种银杏黄酮能够抑制 3T3-L1 细胞的成脂分化，但其抑制效果和

抑制方式各不相同。本结果初步评估了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对 3T3-L1 脂肪细胞脂质代谢的影响，

深入的作用机制和对肥胖症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证明。

4 结 论

本研究系统评估了银杏叶提取物中三种黄酮——山奈酚、异鼠李素和槲皮素对3T3-L1脂肪细胞

成脂代谢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银杏黄酮对3T3-L1细胞的主要影响方式是对成熟脂肪的细胞毒性、

较高浓度时对前脂肪细胞的增殖抑制、以及下调主导脂肪细胞分化的转录因子及脂质生成相关基因

的表达。三种黄酮对3T3-L1细胞的成脂分化作用各有不同，我们推测在银杏叶提取物中，黄酮类组

分通过协同效应达到改善脂质代谢和脂质过度积累的效果，同时提示杏叶提取物在肥胖的预防治疗

中具有潜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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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浸膏微胶囊的理化特性及在卷烟中的应用研究
吴 彦 1,俞金伟 2,黄东业 1,曲利利 3,冉盼盼 3,许春平 3

1.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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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开发一种新型烟用微胶囊，实验选取芒果为原料，利用索式提取法提取其中的香味成分，经旋转蒸发浓

缩后得到芒果浸膏。将芒果浸膏用 50 nm的陶瓷膜和 100 kd的有机膜截留后，收集四种组分，并命名为 N1、N2、N3、

N4。制备芒果浸膏微胶囊，考察温度对芒果浸膏微胶囊释放速率的影响，然后对芒果浸膏微胶囊的粒径分布和表面

结构进行表征，分析微胶囊的容重和散落性，并模拟卷烟燃吸状态对芒果浸膏微胶囊进行了热裂解实验并分析微胶

囊在卷烟中的加香效果。结果表明：①微胶囊在水中的释放速率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越高，微胶囊释放速率越快，

而微胶囊在空气中的释放速率受环境温度影响不大。②微胶囊的粒径主要分布在 541.8~1069.0 μm的范围内；电子扫

描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微胶囊表面呈多孔状。③微胶囊的容重为 0.327 g/cm3，休止角为 15.8°，表明微胶囊的黏性小，

流动性良好。④芒果浸膏微胶囊的热裂解结果表明，主要有甲基环戊烯醇酮、棕榈酸甲酯、糠醛、邻甲基苯乙酮等

致香物质。⑤感官评吸表明，N3组微胶囊评吸效果最好，主要功效是增加卷烟的香气质和香气量，使烟气细腻丰满，

减小刺激性，改善余味。

关键词: 芒果浸膏; 微胶囊; 释放规律; 结构特征; 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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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ochemical Property of the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igarette
WUYan1,YU Jin-wei2, HUANGDong-ye1, QULi-li3, RANPan-pan3, XUChun-ping3*
1.Technical Center of China Tobacco Guangxi Industrial Co. Ltd., Nanning 530001, China
3. Huaiyin Cigarette factory of China Tobacco Jiangsu Industrial Co. Ltd., Huaian 223000, China
2. College of Food and Bioengineering/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o develop a novel microcapsul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cigarette, the mango was selected as the raw material, and the aroma
components in the extract were extracted by the cable extraction method. After being concentrated by rotary evaporation, the mango
extract was obtained. After the mango extract was entrapped with a 50 nm ceramic membrane and a 100 kd organic membrane, four
components were collected and named N1, N2, N3, and N4. Preparation of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release rate of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The release of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was studied. Then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nd surface of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and the bulk
density and scattering property of the microcapsules were analyzed. The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were analyzed by thermal
cracking and the flavoring effect of the microcapsules in the cigarette was sim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①The release rate of flavor
in water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emperature.And, the release rate of microcapsules in the air is hardly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②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microcapsules is mainly in the range of 541.8 μm to 1069.0 μm. The surface of the microcapsules was
observed to be porous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③The bulk density of the microcapsules was 0.327 g/cm3 and the angle of
repose was 15.8°, indicating that the microcapsules had low viscosity and good fluidity.④The thermal pyrolysis results of the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ainly aroma substances such as 2-methyl-2-cyclopenten-1-one, hexadecanoic acid,
methyl ester, furfural, 1-(2-methylphenyl)-ethanone.⑤The sensory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N3 group had the best evaluation of the
microcapsules. The main effect was to increase the cigarette aroma, make the smoke soft, reduce the irritation, and improve the comfort
of the cigarette aftertaste.
Keywords: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release patter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flavoring

芒果是一种热带水果，品种及其丰富。一般形态成椭圆形，有较大的果核而且非常坚硬，营养

价值极高[1]。芒果肉质甜美果皮清香怡人，香气特征显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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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香精香料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易挥发、易氧化的弊端，如果能把增香物质包埋形成微胶囊，

将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弊端。微胶囊化是将固、液、汽态物质包埋到微小、半透性或封闭的胶囊之

中的技术[3]。其可以用于药物，达到掩盖苦涩味道、释放药物的效果[4,5]，又可以用于食品[6,7]、香精

香料，使其在适宜的温度下缓慢地释放香气[8]。王娣[9]等对百里香精油进行微胶囊化，结果表明：百

里香精油包埋率可达86.71%，微胶囊能够降低油脂氧化和香味释放速度，延长精油的使用寿命。沈

妍[10]等研究了微胶囊在卷烟纸的应用，结果表明，微胶囊在卷烟用纸上能够保持较好的外观形态；

在卷烟纸燃烧时能破裂释放香味物质。但是，对于芒果浸膏微胶囊的研究甚少，本文以芒果浸膏为

原料，运用膜分离技术将其分为N1、N2、N3、N4组分，以4个组分为芯材制备微胶囊，将其制成固体

粉末，考察其表面结构特征、释放性规律、物理性质及在卷烟中的加香效果，为其在卷烟中的应用

提供一条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海藻酸钠（CP，麦克林试剂）、无水氯化钙（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水

乙醇（分析纯，郑州派尼化学试剂厂）、吐温 60（化学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烟筒（广

西中烟有限责任公司）；空白烟丝（广西中烟有限责任公司）；卷烟器(GERUI，GR-12-005)。
真空冷冻干燥机（SCIENT2-10N，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光学显微（MF53，广州明美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紫外分光光度计（UITRA-3400，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激光粒度分析

仪（MICROTRAC S3500，大昌华嘉商业有限公司）、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CDS5250T，安

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芒果浸膏微胶囊的制备 （1）芒果浸膏的制备。准确称取 100.00 g芒果粉，用滤纸包好置于索

氏提取器中，加入 500 mL无水乙醇，加热回流 2 h。过滤，滤液减压蒸馏至无乙醇流出，得到芒果

浸膏。将芒果浸膏处理：芒果浸膏分别通过 50 nm陶瓷膜和 100 kd有机膜处理。芒果浸膏未过膜记

为 N1，50 nm陶瓷膜截留段记为 N2，100 kd有机膜截留段记为 N3，100 kd有机膜透过段记为 N4。

（2）芒果浸膏微胶囊的制备[11]。分别取一定量的四种不同组分芒果浸膏加入盛有 100 mL蒸馏

水的烧杯中，加入 1~3滴乳化剂，用高速均质机（1000 rad/min）进行乳化，待用。配制海藻酸钠溶

液，40 ℃下搅拌溶解，溶解完全后与芒果浸膏乳化液混合，搅拌均匀后超声除泡。倒入喷雾设备中，

在输送空气压力为 0.2 MPa的条件下进行喷雾，制备微胶囊。喷头下方固化剂为浓度 2%的氯化钙溶

液，滤网收集固化好的微胶囊，无水乙醇冲洗两遍，蒸馏水冲洗两遍后冷冻干燥。

1.2.2 芒果浸膏微胶囊表面结构表征 取适量干燥好的不同组分的芒果浸膏微胶囊用光学显微镜和电

子扫描显微镜观察其表面结构。

1.2.3 芒果浸膏微胶囊粒径分布检测 取适量干燥好的不同组分的芒果浸膏微胶囊用激光粒度分析仪

测定其粒径分布。

1.2.4 芒果浸膏微胶囊容重的测定 准确称取 2 g微胶囊制品，置于 10 mL的量筒中，晃动 50次左右

后待微胶囊自然下沉，读取体积。最后用所称样品的质量除以体积，即为样品的容重。

1.2.5 芒果浸膏微胶囊散落性测定[12] 称取 5 g的芒果浸膏微胶囊产品，让其经过漏斗自然下落到水平

圆盘上，自然堆积成粉堆，通过测定粉堆的高度和半径，根据公式α=arctg（H/R）计算休止角。休

止角反应散落性的大小，休止角越大散落性越差，休止角越小散落性好。

1.2.6 芒果浸膏微胶囊在空气中的释放规律[13] 取冷冻干燥后的微胶囊 0.5 g，放置于烘箱中，温度为

50、60、70 ℃，每隔一定的时间测定一次芒果浸膏微胶囊的剩余质量。分别测试四种不同组分作对

比实验。

1.2.7 芒果浸膏微胶囊在水中的释放规律 分别用电子天平称取 2.5、5、10、15、20、25、30 mg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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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组分芒果浸膏，与 9:1的乙醇水溶液混合定容到 25 mL的容量瓶中，做成梯度为 0.1、0.2、0.4、
0.6、0.8、1.0、1.5 mg/mL，的溶液，测吸光度，制作标准曲线，见表 1。

表 1 4种不同组分芒果浸膏释放规律的标准曲线
Table 1 Standard curve of release regulation of four different mango extract fractions

组分
Fraction

标准曲线
Standard curve

N1 y = 0.8359x + 0.0255 (R² = 0.9950)
N2 y = 0.4603x + 0.0078 (R² = 0.9952)
N3 y = 0.2325x + 0.0233 (R² = 0.9939)
N4 y = 0.4187x + 0.0716 (R² = 0.9910)

取冷冻干燥后的芒果浸膏微胶囊 0.5 g放入 200 mL水中，设定水温 30、50、70 ℃，按照设定时

间测定水中微胶囊的吸光度，根据制作的标准曲线探究其释放规律。注意取出 1 mL的液体后，需将

测定后的液体倒回容器中以保持溶液的总体积不发生变化。

1.2.8 芒果浸膏微胶囊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分析 取 1根裂解仪专用石英裂解管，装填农残级石英棉，

然后取 N3组分的芒果浸膏微胶囊样品 1 mg装入裂解管中，将裂解管放入热裂解仪中，按设定的裂

解条件进行裂解，裂解产物直接进入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GC-MS条件为：

色谱条件：色谱柱：HP-5MS 毛细管柱（60 mm*0.32 mm*0.25 μm），进样口温度：250 ℃，程

序升温：初始温度 50 ℃维持 3 min，然后以 4 ℃的速度升至 280 ℃，维持 5 min，汽化温度：270 ℃，

载气：He，1 mL·min-1，分流比：50:1。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EI源，检测器温度：FID，300 ℃，传输线温度：280 ℃，电离能量：70

eV，离子源温度：230 ℃，质量扫描范围：30~700 amu。
1.2.9 芒果浸膏微胶囊在卷烟中的应用 称取 80 g 的空白烟丝将其分为四份，每份 20 g。分别加入

N1组分芒果浸膏微胶囊、N2组分芒果浸膏微胶囊、N3组分芒果浸膏微胶囊、N4组分的芒果浸膏微

胶囊。然后取数只空烟筒，用卷烟器将这些烟丝卷制成成品卷烟，每组卷制 15支烟，在温度 23 ℃，

相对湿度 60%条件下，平衡 48 h后，进行评吸。卷烟感官质量评吸标准：GB5606.4---2005。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芒果浸膏微胶囊的形态结构表征

冷冻干燥后的芒果浸膏微胶囊的形态如图 1所示。图 1（a）是微胶囊在光学显微镜下观测图（放

大 100倍），喷雾冷凝法制备的微胶囊经冷冻干燥后其整体形状发生一定的塌陷，但基本仍能呈比较

规则的球形，表面干燥，带有较多的孔隙。

扫描电镜观测图见图 1（b），放大 2000倍后，由图可以看出微胶囊经干燥后发生了皱缩，但仍

然呈现圆球状，微胶囊表面有许多圆孔，这些孔隙直接影响微胶囊释放芒果浸膏的速率，同时这些

孔隙的存在使得被包埋的芒果浸膏能够通过孔隙被释放出来[14]，从而达到缓释的效果。

图 1 微胶囊表面结构图
Fig.1 Surface structure of microcapsules

2.2 喷雾冷凝法制备芒果浸膏微胶囊的粒径分布

芒果浸膏微胶囊粒径分布结果见图 2。由图 2可知，喷雾冷凝法制备的芒果浸膏微胶囊粒径分

布并不均匀，主要分布在 541.8~1069.0 μm的范围内，其中 592.0 μm 的占总量的 35.02%；995.6 μm
的占总量的 17.96%。微胶囊粒径分布不均匀与雾化气流的压力以及海藻酸钠和浸膏混合体系的均匀

a b



·608·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1卷

性均有很大关系。

图 2 微胶囊粒径分布图
Fig.2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microcapsule

2.3 芒果浸膏微胶囊产品的基本性质

制备的芒果浸膏微胶囊产品呈乳白色，粉末细致均匀。通过粉末自由散落过程中，粉末堆积形

成的锥体高度和直径，计算出休止角为 15.8°，对比李艳南[15]等用复合凝聚法制备天然椰子油微胶囊

实验结果，表明芒果浸膏微胶囊粉末产品的黏性小、流动性良好。芒果浸膏微胶囊产品的基本指标

见表 2。
表 2 芒果浸膏微胶囊产品的基本指标

Table 2 Basic indexes of microcapsule products of mango extract
项目
Item

指标
Index

容重/(g/cm3) 0.327
休止角/° 15.8

2.4 不同组分芒果浸膏微胶囊在空气中的释放规律

由图 3可以看出，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四种组分所制备的芒果浸膏微胶囊质量变化情况基本相

同。由此可以看出微胶囊在空气中释放，升高温度并不能明显增加芒果浸膏微胶囊的释放速率。原

因可能是因为芒果浸膏微胶囊在空气中释放速率和被包埋的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有关，芒果浸膏微

胶囊中挥发性物质较少，因此，温度对其影响不大。

图 3 四种组分在空气中释放规律图表

Fig.3 The release regulation of four fractions in air

2.5 不同组分芒果浸膏微胶囊在水中的释放规律研究

图 4 四种组分在水中释放规律图
Fig.4 The release regulation of four fractions in water

喷雾冷凝法制备的四种不同组分的微胶囊，在不同水温下，其释放规律见图 4。由图 4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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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水温可以加快微胶囊的释放速率，因为微胶囊在水中的释放速率和其水溶性有关，升高温度可

以加快芒果浸膏在水中的溶解速率，所以高温度可以提高微胶囊在水中的释放速率。

2.6 芒果浸膏微胶囊热裂解产物分析

芒果浸膏微胶囊 600 ℃、900 ℃裂解产物总离子流图如图 5 所示。选取匹配度大于 80%，且比

较重要的致香成分，结果见表 3。
600 ℃条件下，共检测出 6种物质；900 ℃条件下，共检测出 5种物质。其中糠醛和甲基环戊烯

醇酮为共有组分，糠醛特征是面包香、黄油香，使烟气具有甜味；甲基环戊烯醇酮具有咖啡似的焦

糖样愉快香气，稀释时有枫槭样甜美香气，是一种良好的增香剂和低热甜味剂。

600 ℃条件下，裂解为醛酮类物质较多，多为致香成分，对烟草吸食品质影响较大[16]。棕榈酸

甲酯具有浓郁的焙烤咖啡的香气；900 ℃条件下特有裂解成分有邻甲基苯乙酮、2-甲基苯并呋喃和

7-甲基苯并呋喃，邻甲基苯乙酮具有甜香气味，赋予卷烟清甜的花香；2-甲基苯并呋喃和 7-甲基苯

并呋喃是杂环芳香有机化合物，具有芳香味。

图 5 N3组分微胶囊 600 ℃、900 ℃下总离子流色谱图
Fig.5 Total ion chromatogram of N3 fraction microcapsules at 600 and 900 oC

表 3 N3组分微胶囊裂解产物及相对含量
Table 3 Pyrolysis products of N3 fraction microcapsules and their relative contents

序号
No.

中文名
Chinese name

英文名
English name

相对浓度/% Relative concentrations
600 ℃ 900 ℃

1 糠醛 Furfural 12.4171 3.2855
2 甲基环戊烯醇酮 2-Cyclopenten-1-one, 2-methyl- 2.6158 2.2518
3 2,3-二甲基-2-环戊烯酮 2-Cyclopenten-1-one, 2,3-dimethyl- 3.2328 ***
4 2-十九烷酮 2-Nonadecanone 0.1541 ***
5 十七烷酮 2-Heptadecanone 0.2786 ***
6 邻甲基苯乙酮 Ethanone, 1-(2-methylphenyl)- *** 0.0477
7 棕榈酸甲酯 Hexadecanoic acid, methyl ester 1.0772 ***
8 2-甲基苯并呋喃 Benzofuran, 2-methyl- *** 0.2413
9 7-甲基苯并呋喃 Benzofuran, 7-methyl- *** 0.9307

注：“***”表示未检测出该物质。
Note: "***" means that the substance was not detected.

2.7 卷烟评吸结果与分析

对每组烟支进行随机抽样评吸，评吸结果如下表 4所示，4组各项评分结果比较发现，4种不同

组分的芒果浸膏微胶囊对卷烟感官质量影响大小顺序为 N2>N3>N1>N4；说明 N3的芒果浸膏微胶囊在

这 4组中加香效果最好，能增加卷烟的香气质和香气量，使烟气细腻丰满，减小刺激性，改善余味。
表 4 芒果浸膏微胶囊卷烟评吸结果表

Table 4 Sensory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cigarette using mango extract microcapsules

样品
Sample

光泽
Gloss

（5,4,3）

香气
Aroma

（32,28,24）

协调
Coordination
（6,5,4）

杂气
Offensive flavor
（12,10,8）

刺激性
Irritation

（20,17,15）

余味
Aftertaste

（25,22,20）

合计
Total

对照 5 26 5 10 17 22 85.0
N1 5 28 5 10.5 17 22 87.5
N2 5 28 5.5 11 17.5 22 89.5
N3 5 29.5 5.5 11 18 23 92.0
N4 5 26 5 10.5 17 21.5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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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微胶囊的粒径分布主要分布在 541.8~1069.0 μm的范围内，冷冻干燥得到的微胶囊表面有

孔隙；（2）微胶囊的容重为 0.327 g/cm3，休止角为 15.8°，表明微胶囊的黏性小，流动性良好；（3）
对芒果浸膏微胶囊的释放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芒果浸膏微胶囊在水中的释放速率受温度影响较大，温

度越高，微胶囊释放速率越快，而微胶囊在空气中的释放速率受环境温度影响不大；（4）芒果浸膏

微胶囊的热裂解产物中共鉴定出 81种成分，主要有糠醛、2,3-二甲基-2-环戊烯酮、甲基环戊烯醇酮、

棕榈酸甲酯、邻甲基苯乙酮等致香物质，为其在卷烟中的应用提供了参考；（5）感官评吸表明，N3

组微胶囊评吸效果最好，能增加卷烟的香气质和香气量，使烟气细腻丰满，减小刺激性，改善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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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磷钾水平对毛华菊生长发育的影响
张秋玲,杨秀珍*

,戴思兰*,张 倩,罗 虹,张伯晗
花卉种质创新与分子育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园林学院, 北京

林业大学, 北京 100083
摘 要: 毛华菊（Chrysanthemum vestitum）是研究菊花生物学现象重要的材料，为了研究氮、磷、钾对毛华菊生长发

育过程的影响，本文针对混合瓣型的毛华菊，采用 L9(34)正交设计，探究不同水平的 N（18 mg/L、74 mg/L、147 mg/L）、
P（3 mg/L、12 mg/L、25 mg/L）、K（26 mg/L、105 mg/L、210 mg/L）配比对毛华菊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

不同氮、磷、钾水平配比下，毛华菊的株高、茎粗、叶片数、单株的头状花数量和各器官的干物质重存在差异；N 18
mg/L:P 3 mg/L:K 29 mg/L、N 18 mg/L:P 12 mg/L:K 105 mg/L、N 18 mg/L:P 25 mg/L:K 210mg/L处理的毛华菊单株头状

花序数与其他水平之间差异显著（P<0.05），以氮素的影响最显著；不同氮水平处理下毛华菊从上盆到现蕾、破蕾、

盛花的时间差异极显著（P<0.01），N 147 mg/L:P 12 mg/L:K 26 mg/L处理开花最早，N 18 mg/L:P 3 mg/L:K 26 mg/L
与其相比盛花时间晚了 22 d；毛华菊头状花序的舌状花形态分化存在差异性，N 18 mg/L:P 3 mg/L:K 26 mg/L、N 18
mg/L:P 12 mg/L:K 105 mg/L 处理的毛华菊舌状花平瓣类型数量分别为 36.90％、28.26％，与其他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P<0.05），匙瓣数量的差异不显著，管瓣仅在 N 147 mg/L:P 25 mg/L:K 105 mg/L与 N 18 mg/L:P 3 mg/L:K 26 mg/L
和 N 18 mg/L:P 12 mg/L:K 105 mg/L差异显著（P<0.05）。

关键词: 毛华菊; 氮磷钾; 正交设计; 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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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N, P, K Propor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ysanthemum vestitum
ZHANG Qiu-ling, YANG Xiu-zhen*, DAI Si-lan*, ZHANG Qian, LUO Hong,
ZHANG Bo-han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Ornamental Plants Germplasm Innovation & Molecular Breeding,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Floriculture, Beijing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hrysanthemum vestitum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biological phenomenon of Crysanthemum ×

morifolium.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itrogen, phosphorus, potassium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 vestitum, we
used the L9 (34) orthogonal design for the mixed-lobe C. vestitum in this paper and explored different levels of N (18
mg/L,74 mg/L,147 mg/L), P (3 mg/L,12 mg/L,25 mg/L) and K (26 mg/L,105 mg/L,210 mg/L)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 vestitu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ratios, the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number of leaves, number of head flowers per plant and dry matter weight of each plant were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N 18 mg/L: P 3 mg/L: K 29 mg/L, N 18 mg/L: P 12 mg/L: K 105 mg/L, N 18 mg/L: P
25 mg/L: K 210 mg/L of the number of head flower of C. vestitum and other levels was significant (P<0.05), the effect of
nitrogen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of time from the upper pot to the bud, broken bud and full flower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s (P<0.01), N 147 mg/L: P 12 mg/L: K 26 mg/L treatment of flowering
time was earliest, N 18 mg/L: P 3 mg/L: K 26 mg/L compared with it was later 22 d; the head flower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C. vestitum was different, the number of scalloped flower stalks of N 18 mg/L :P 3 mg/L: K 26 mg/L, N 18
mg/L: P 12 mg/L: K 105 mg/L was 36.90% and 28.26%,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treatments
(P<0.05). The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spoons was not significant. Only the tube of N 147 mg/L: P 25 mg/L: K 105 mg/L
and N 18 mg/L: P 3 mg/L: K 26 mg/L and N 18 mg/L:P 12 mg/L: K 105 mg/L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Keywords: Chrysanthemum vestitum; Nitrogen, Phosphorus, Potassiuml; orthogonal desig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毛华菊[Chrysanthemum vestitum (Hemsl.) Ling]是参与菊花（Crysanthemum × morifolium Ramat.）
起源的重要近缘种[1]，遗传背景简单，与其他近缘野生种相比体量较大，瓣型变异覆盖度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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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栽培菊花亲缘关系较近。最初毛华菊是作为药用，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记载，同时

它也是一种抗旱性优良的野生花卉种质资源[2]。将其作为植物营养研究的样本，可以为菊花观赏性

状的生物学研究提供参考。

毛华菊存在营养生长过程和生殖生长过程，其株高、叶片数、茎粗等形态随着营养生长的变化

而变化，开花时间、现蕾、破蕾、盛花、头状花序数量、舌状花形态等均在生殖生长阶段呈现。樊

光迅等在对毛华菊进行 R型聚类分析发现，叶部性状与株高聚为了一类，与毛华菊的营养生长密切

联系[3]。株高与茎粗等作为反映植物生长的形态指标，与植物的生长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

矿质元素参与植物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其中氮磷钾作为“肥料三要素”，氮素是植物氨基酸、

核酸、蛋白质等的重要组成部分，磷素对植物体内含磷化合物的合成极为重要，钾素有利于植物不

同生育阶段器官的生长，缺少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植物发育不良[4-7]。在观赏植物的发育过程中，花是

极其重要的观赏性状之一，一直以来育种家们都在致力于研究如何获得观赏价值更高的植物[8,9]。研

究发现，在施加不同水平的氮、磷、钾后，白桦的 BpMADS1、BpMADS3、BpMADS5、BpSPL1、BpSPL2
等与开花相关的基因表达水平被提高[10]；硝酸盐与磷酸盐对开花的作用相反，当植物处于高磷酸盐

低硝酸盐下促进开花[11]；在拟南芥中，尽管大多研究结果均表明低氮条件下促进了开花，然而部分

结果表明，在更低 N浓度条件下的植物生长会比高 N浓度条件下的晚[12-14]。此外，在灯盏花、番红

花、三七和春玉米等植物中，合理施肥不仅可以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对养分利用率和植株产量的

影响显著[15-19]。就菊花而言，此前多集中在切花菊、盆栽小菊等方面[20,21]，而营养元素对毛华菊生

长发育影响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尤其对营养元素调控毛华菊花期、花型变化的机理研究较少。

因此，通过对毛华菊营养生长、生殖生长阶段的进一步栽培探索，深入了解毛华菊营养生长与生殖

生长阶段的基本形态变化，对于进一步研究营养元素调控毛华菊的发育机理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植物材料采自河南省内乡县的野生毛华菊，在北京大东流苗圃试验种植后，采集茎段到北京林

业大学花卉工程实验室组织培养扩繁。当组培苗在瓶内生长至刚生根时（5~6片叶），于 3月 10日
选取生长一致的毛华菊移入 10×9 cm的塑料盆中，栽培基质为珍珠岩：蛭石=1:1的混合基质，每盆

装基质 50 g（装至距盆沿 1 cm左右），每盆一株，移入长日照人工气候室，待其生长至 12~14片新

叶时移入短日照人工气候室进行处理。

1.2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 L9(34)正交设计，每升营养液中的氮、磷、钾元素含量和处理因素、水平如表 1，每个

处理重复 8盆，一个处理的 8盆统一置于 530×390×43的红色托盘中。营养液中的氮、磷、钾源分

别由 NH4NO3、NaH2PO4·2H2O、K2SO4提供，其余元素的质量浓度采用霍格兰营养液配方。上盆后

缓苗 16 d3月 26日）后开始处理，每隔 8 d浇灌营养液，每次浇入每盘里 2 L（确保每盘养分适量不

累积），相邻两次处理之间视生长情况和基质干湿情况浇水，若个别盘中剩余营养液过多，则在下

次浇营养液时全部清理，换入新的营养液，避免营养液积累。
表 1 试验因素及水平

Table 1 The factors and levels in the test
编号 No. 处理 Treatment N/mg·L-1 P/mg·L-1 K/mg·L-1

1
2
3
4
5
6
7
8
9

N1P1K1
N2P1K2
N3P1K3
N1P2K2
N2P2K3
N3P2K1
N2P3K1
N1P3K3
N3P3K2

18
74
147
18
74
147
18
74
147

3
3
3
12
12
12
25
25
25

26
105
210
105
210
26
12
21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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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测定指标及数据处理

2018年 6月 30日测茎粗、叶片数和株高；记录现蕾、破蕾、盛花日期。待各处理头状花达到

盛花时统一对每个处理的头状花进行拍照记录以及头状花瓣型变化进行记录，8 月 1日采收全株，

计算每个处理单株的头状花数量，测量各器官干物质重等指标。

利用游标卡尺和钢卷尺分别测量茎粗和株高；当花蕾达到 1 mm时记录现蕾日期，花蕾破膜显色时记

录破蕾日期，舌状花全部展开记录盛花日期；根、茎、叶分离并置于 80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称干重。

试验数据使用 Excle、SPSS进行分析；图形的绘制使用 Origin 9.0软件进行处理和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株高、茎粗、叶片数、头状花序数量的影响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株高、茎粗、叶片数的影响如表 2、表 3。不同氮水平下，毛华菊

的株高增长差异不显著（P>0.05），茎粗之间差异显著（P<0.05），其中 N1与 N2、N3水平处理的

植株叶片数差异极显著，N1与 N3水平处理的植株茎粗差异显著；不同磷水平下，毛华菊的株高、

茎粗和叶片数存在一定差异，其中 P2与 P3水平处理的毛华菊茎粗差异显著（P<0.05），P2与 P1、
P3 水平下的叶片数差异显著（P<0.05）；K3 与 K1、K2水平处理下的株高差异显著（P<0.05），不

同钾水平之间植株叶片数差异不显著（P>0.05）。故此本试验中适宜毛华菊株高、茎粗和叶片数生

长发育的最佳组合分别为 N3P1K3、N3P1K2、N1P3K1。
表 2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株高、茎粗、叶片数、头状花序数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N, P, K ratio on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the number of leaves and and number of capitulum of C. vestitum

NPK处理
Treatments

株高/cm
Height

茎粗/mm
Stem diameter

叶片数(小数因取平均数)
Leaves (Mean)

头状花数（个/株）
Capitula

N1P1K1
N1P2K2
N1P3K3
N2P1K2
N2P2K3
N2P3K1
N3P1K3
N3P2K1
N3P3K2

39.00±2.63
40.55±3.39
41.53±0.62
42.07±1.88
37.05±1.87
36.80±3.09
45.47±1.80
35.85±3.74
41.25±0.83

2.81±0.05
2.92±0.07
3.07±0.06
3.17±0.04
2.56±0.03
2.91±0.04
3.17±0.06
2.98±0.06
3.13±0.07

18.40±1.02
17.60±0.89
18.40±1.30
17.00±1.02
17.40±0.80
17.60±1.25
18.00±0.75
18.10±0.34
18.00±0.75

6.80±1.17
8.80±1.60
15.80±2.23
45.00±7.72
41.60±8.48
38.60±4.32
55.00±4.10
47.25±12.54
66.40±5.89

表 3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株高、茎粗、叶片数、头状花序数量影响的正交统计分析
Table 3 Orthog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 P, K ratio on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number of leaves and number of capitulum of C. Vestitum
因素
Factor

水平
Level

生长发育指标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dex
株高/cm
Height

茎粗/mm
Stem diameter

叶片数
Leaves

头状花数
Capitula

N

K1 121.02 8.80 54.4 31.40
K2 115.92 8.64 52.00 125.20
K3 122.57 9.28 54.1 168.65
X1 40.36a 2.93ab 18.13A 10.47C
X2 38.64a 2.88a 17.33B 41.73B
X3 40.86a 3.09a 18.03B 56.22A
R 2.22 0.21 0.80 45.75

P

K1 126.54 9.15 53.4 106.80
K2 113.45 8.46 53.1 97.65
K3 119.58 9.11 54.00 120.80
X1 42.18ab 3.05ac 17.80ac 35.60a
X2 37.82a 2.82a 17.70b 32.55a
X3 39.86a 3.04b 18.00c 40.27a
R 4.36 0.23 0.30 4.67

K

K1 111.65 8.70 54.10 92.65
K2 123.87 9.22 52.60 120.20
K3 124.05 8.80 53.80 112.40
X1 37.22ac 2.90ac 18.03a 30.88a
X2 41.29a 3.07b 17.53a 40.07a
X3 41.35b 2.93b 17.93a 37.47a
R 4.13 0.17 0.50 9.19

注: 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5水平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1水平差异极显著。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 the table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0.05 level, while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0.01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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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和表 3所示，不同氮磷钾正交处理后毛华菊的头状花数量出现了显著差异。通过正交分

析发现，N1P1K1、N1P2K2、N1P3K3处理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与其他 6个处理之

间具有显著差异（P<0.05），其中 N1P1K1 处理的头状花数量仅达到 6.80个，N1P3K3 处理的头状

花数量为 15.80。N1与 N2、N3，N2 与 N3之间的差异均极显著（P<0.01）。N3P3K2 处理的毛华菊

头状花最多，达到了 66.40，与其他的处理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说明 N3P3K2处理较为

适宜毛华菊头状花的分化。

2.2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各器官干物质重的影响

不同氮磷钾水平下毛华菊的根、茎、叶各器官干物质

重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知，根的干物质重以 N1P1K1、
N1P2K2、N2P2K3处理的较高，分别为 2.087 g、1.985 g、
1.842 g，而 N3P2K1、N3P1K3处理的较低，分别为 0.952
g、1.044 g；茎的干物质重以 N2P2K3、N3P3K2、
N2P1K2 处理的较高，分别为 3.077 g、3.362 g、2.683
g，而 N1P1K1、N1P2K2处理的较低，分别为 1.025 g、
1.170 g；叶的干物质重以 N3P3K2、N3P1K3 处理的较高，分别为 4.308 g、3.756 g，而 N1P1K1、
N1P2K2、N1P3K3处理的较低，分别为 1.953 g、1.717 g、2.047 g。通过显著性分析，不同氮水平处

理下根的干物质重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 N1与 N3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不同氮、钾水平处

理下茎的干物质重差异显著，N1与 N2、N3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K1 与 K2差异显著（P<0.05），
K1 与 K3差异极显著（P<0.01）；不同氮水平处理下叶的干物质重差异均极显著（P<0.01）。说明

叶片干物质积累随着氮水平的增高而增重，根的干物质重与此相反；此外，当钾水平适度增加，有

利于茎的干物质积累。

2.3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开花时间的影响

如表 4 所示，以 N3P1K3、N3P2K1、N3P3K2 三个处理的毛华菊现蕾日期较早，分别在 6 月 6
日、7 日、8 日，破蕾日期分别在 6 月 29 日、7 月 1 日、7 月 3 日，盛花日期分别在 7 月 9 日、10
日、11日，其中以 N3P2K1处理的毛华菊开花日期最早，低氮处理条件下毛华菊的开花日期均较晚，

且 N1P1K1处理与 N3P2K1处理相比盛花时间晚了 22 d。
不同氮磷钾水平下毛华菊的开花日期差异显著。不同氮水平下毛华菊从上盆到现蕾的时间差异

均极显著（P<0.01），不同磷处理下仅 P1 与 P3 之间差异显著（P<0.05），不同钾处理下仅 K2 与

K3之间差异显著（P<0.05）。不同氮水平处理下毛华菊从上盆到破蕾的时间差异均极显著（P<0.01），
不同磷处理下 P1 与 P3、P2与 P3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不同钾处理下 K1 与 K2 差异极显著

（P<0.01），K1 与 K3 差异显著（P<0.05）。不同氮水平处理下毛华菊从上盆到盛花的时间差异均

极显著（P<0.01），不同磷处理下 P1与 P3、P2与 P3 之间差异显著（P<0.05），不同钾处理下 K1
与 K2、K1与 K3差异极显著（P<0.01）。

表 4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开花时间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t N, P, K ratio on flowering time of C. vestitum

处理
Treatment

上盆至现蕾/d
Potting-Budding

上盆至破蕾/d
Potting-Start bloom

上盆至盛花/d
Potting-Full bloom

N1P1K1
N1P2K2
N1P3K3
N2P1K2
N2P2K3
N2P3K1
N3P1K3
N3P2K1
N3P3K2

116
115
113
98
98
97
89
88
90

138
134
136
124
127
132
113
111
115

145
142
140
130
132
141
122
121
123

2.4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头状花序瓣型变化的影响

图 1 不同N、P、K水平对毛华菊各器官干物质重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N, P, K ratios on drymatterweight

of various organs ofC. vest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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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磷钾水平下毛华菊的头状花如表 5和图 2所示。比较发现，所有水平处理的毛华菊单个

头状花的舌状花总数差异并不显著。对头状花序的瓣型进行分析发现，个别水平处理的舌状花瓣型

存在差异，N1P1K1、N1P2K2 处理的毛华菊舌状花平瓣类型数量分别达到了 36.90％、28.26％，与

其他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0.05），N2P3K1处理的平瓣数量分别达到了 5.13％，N1P3K3、N2P1K2、
N2P2K3、N3P1K3、N3P2K1、N3P3K2处理的舌状花平瓣类型几乎接近于零。匙瓣数量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管瓣仅在 N3P3K2与 N1P1K1 和 N1P2K差异显著（P<0.05）。作为平瓣、管瓣、匙瓣兼具

的混合瓣型类菊花，因其本身的瓣型分化对外界环境因素响应较为敏感，所以营养元素对毛华菊瓣

型的调控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
表 5 不同 N、P、K水平对毛华菊头状花序瓣型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different N, P, K ratio on the petal shape of the capitulum of C. vestitum
处理

Treatment
舌状花总数

Ligulate flowers
平瓣率/％

Flat disc percentage
匙瓣/％

Key disc percentage
管瓣/％

Tube disc percentage
N1P1K1
N1P2K2
N1P3K3
N2P1K2
N2P2K3
N2P3K1
N3P1K3
N3P2K1
N3P3K2

15.33±1.25a
15.33±0.47a
16.33±0.47a
16.67±0.94a
16.33±0.94a
13.67±0.94a
15.33±0.47a
14.00±0.82a
13.33±0.47a

36.90％±0.21a
28.26％±0.14ab
0.00％±0.00c
0.00％±0.00c
0.00％±0.00c
5.13％±0.04bc
0.00％±0.04c
0.00％±0.04c
0.00％±0.04c

37.10％±0.11a
45.83％±0.06a
20.83％±0.21a
19.21％±0.14a
37.65％±0.17a
19.15％±0.08a
39.44％±0.12a
30.55％±0.07a
42.49％±0.03a

23.30％±0.12c
25.83％±0.18bc
79.17％±0.21a
80.79％±0.14a
62.35％±0.17a
75.73％±0.07a
60.56％±0.12a
64.66％±0.08a
57.51％±0.03ab

图 2 不同 N、P、K配比对毛华菊头状花序瓣型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N, P, K ratio on the petal shape of the head inflorescence of C. vestitum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通过对毛华菊进行不同 N、P、K水平营养液施肥研究，分析毛华菊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各

项指标及变化规律。结果发现，不同氮磷钾配比下，毛华菊的株高、茎粗、叶片数、单株的头状花

数量和各器官的干物质重存在一定差异。本试验中毛华菊株高、茎粗和叶片数生长的适宜氮、磷、

钾配比分别为 N 147 mg/L:P 3 mg/L:K 210 mg/L、N 147 mg/L:P 3 mg/L:K 105 mg/L、N 18 mg/L:P 25
mg/L:K 26 mg/L，而毛华菊的最佳需肥量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开花过程中，以 N3P2K1 处理的

毛华菊开花日期最早，与 N1P1K1 处理相比盛花时间早了 22 d；不同配比下毛华菊单株的头状花数

量也不同，尤其是 N1与 N2、N2与 N3水平之间的差异极显著，说明氮素在毛华菊的花发育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此外，作为平瓣、管瓣、匙瓣兼具的混合瓣型类菊花，其头状花上的舌状

花分化存在一定差异，考虑到材料本身对外界环境响应的敏感性，营养元素对毛华菊花型差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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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控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植物的营养调控机制和开花的研究也逐步深入，而氮素作

为开花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其与开花时间之间存在着潜在的调控关系[22-24]。氮磷钾作为植物生长

发育所必需的大量元素，对植物的发育至关重要，目前针对氮信号调控开花反应以及根构架等其他

互作网络之间均进行了大量研究[25-27]。N、P、K对毛华菊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对花发育

的调控存在显著差异，而 N、P、K如何调控毛华菊花发育变化的分子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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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坡垒炭疽病病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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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南坡垒（Hopea hainanensisMerr. et Chun）是中国一种比较特殊的兼具高品质及耐用性的珍贵木材，其适

用于制造业和家具生产，一般无明显虫害。本研究从病叶中分离出真菌，并根据其形态特征和 ITS、GAPDH、ACT、
TUB2四基因序列分析，最终鉴定并首次报道为果生刺盘孢菌（Colletotrichum fructicola）。

关键词: 海南坡垒; 炭疽病; 鉴定

中图法分类号: O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617-04

Identification of Colletotrichum fructicola as an Anthracnose Pathogen
fromHopea hainanensis in China
TAN Xiang-feng1,2,3,4, LIU Jun-ang1,2,3,4, ZHOU Guo-ying1,2,3,4*
1.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on Control of Artificial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in
South China, Changsha 410004, China

3.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Control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Changsha 410004, China
4. Key Laboratory for Non-wood Forest Culti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Hopea Hainanensis Merr. et Chun is a kind of special precious wood with high quality and durability in China,
which is suitable for manufacturing and furniture production, generally without obvious insect pests. In this study, the fungus
was isolated from the diseased leaves, and according to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ITS,
GAPDH, ACT and TUB2 genes, it was finally identified and reported as Colletofrucum fructicola for the first time.
Keywords: Hopea hainanensisMerr. et Chun; anthracnose; identification

海南坡垒（Hopea hainanensisMerr.et Chun）是中国海南省热带雨林中生长的代表性乡土珍贵树

种，是人们生产生活重要的木材来源。坡垒树通常生长在滨水区和沟渠中，高度可达 20~30 m[1]。这

种树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长势更好，树冠枝层最为茂密[2]。近年来，人们对海南省热带珍贵树种的

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并深入研究了其他龙脑香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和生长范围[3,4]。集中的坡垒种植区

通常会发现有大量幼苗[5]，而幼苗的生长与环境的湿度、温度及林层高度等相关因素密切相关[6]。

坡垒又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热带树木[7]，并且在与之同一科属的相关树种开发和利用中显示出巨

大的潜力[8]。坡垒是一种常绿乔木，会开花，其花颜色鲜艳极其吸引人，因此被视为是观赏树木。

海南热带雨林中，野生的坡垒树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在海南只发现了几百棵野生环境中

生长的坡垒树[9]。虽然野生型坡垒非常罕见，但却非常经久耐用，在当地适合做渔轮的外龙骨，亦

可作码头桩材、桥梁和其它建筑用材等。此外，野生坡垒不太容易受一般虫害的影响。这些因素使

坡垒成为许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极受欢迎的建筑用材因此，已对坡垒树种实施具体保护[3]。虽

然海南坡垒通常不存在严重虫害，但还是存在着有几种病害（例如，褐色叶斑病和叶尖枯萎病）会

危害海南坡垒的叶片。这些病害发生在大面积坡垒种植区，可能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本研究目标是确定在中国海南澄迈林场观察到的炭疽病的病原体。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中

国海南坡垒的炭疽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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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病害样本：新鲜的坡垒炭疽病病叶（三片，编号分别为 PLCM010-1，PLCM010-2，PLCM010-3）
和健康的坡垒嫩叶。采集点：海南科大林业有限公司基地。

1.2 病原菌分离与纯化

使用灭过菌的不锈钢手术刀在超净工作台上切取病叶上病斑与健康组织交界处部分[10]，用 75%
乙醇对样品表面进行消毒并用无菌水漂洗 3 次后，置于马铃薯-葡萄糖-琼脂（PDA）培养皿，并在

25 ℃恒温培养箱中避光培养 7 d，筛选出待纯化菌株。然后再将待纯化的菌株转移至新的 PDA，恢

复菌丝生长进而产生纯培养物。

1.3 分离菌株形态学鉴定与分子生物学鉴定

将菌株 PLCM010置于 25 ℃恒温培养箱培养适宜的时间，待其产孢后，根据常规形态特征将研

究中收集的真菌分离株进行初步鉴定[11]，观察其病原菌菌落、菌丝及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使用真

菌 DNA提取试剂盒，从这些纯培养的 PDA平板中提取真菌基因组 DNA，从而进一步鉴定病原菌。

然后，用合适的引物对分别为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12] (ITS： ITS4/ITS5)，partial sequence of
glyceralde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like gene[13] (GAPDH：GDF1/GDR1)，actin gene[14] (ACT：
ACT-512F/ACT-783R), and beta-tubulin gene[15,16] (TUB2：TUB2-T1/Bt-2b)进行 PCR扩增。之后将 PCR
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110 V，40 min），回收目的条带，送至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

使用 NCBI BLAST 软件（http://www.ncbi.nlm.nih.gov/BLAST/）[17]比较测得序列与 GenBank数据库

序列。下一步，根据最大简约法[18,19]使用MEGA7软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1.4 致病性测定

将分离纯化后的菌株培养 7 d 后接种到健康的离体坡垒嫩叶上，再将接种后的离体坡垒嫩叶置

于 25 ℃恒温箱中保湿培养 5~7 d后，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自然生长 7 d后的培养基表面菌落平均直径为 7.4~7.6 cm。分生孢子为单胞，整体呈现圆柱状，

两端无色且钝圆。在菌落上所观察到的菌丝看起来极其致密，表面蓬松，中心呈灰色，边缘呈白色，

背面呈白色至深灰色[20]（图 1）。其中：a) 一株受感染的坡垒植物。b) 侵染炭疽病的叶片。c) PDA
培养皿上的菌落。d)分生孢子，比例尺=50 μm。e) 附着胞，比例尺=10 μm。

图 1 炭疽病
Fig.1 Anthracnos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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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后的序列上传到 GenBank 数据库，序列号分别为 MN841836、MT439332、MT439334 和

MT439333，炭疽病侵染早期通常表现为灰色病变[20]，就该分析而言，大于 50%的MP自举支持值均

显示在最终的系统发育树中。将 Monilochaetes infuscans作为该分析的外群，并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

这项基于 ITS、GAPDH、ACT和 TUB2基因序列进行组合矩阵分析，生成果生炭疽菌MP 系统发育

树。大于 50%的 MP 自举支持值均显示在此系统发育树中，结果图 2 所示，比例尺=20 nucleotide
substitutions。本研究中的分离株用黑色菱形标记。从图2可以看出分离纯化得到的菌株与 ICMP 18646
和 ICMP 18581集中于系统发育树的一枝[21]。

图 2 比较果生炭疽菌与其他炭疽菌属种类之间的进化关系的系统发育树
Fig.2 A phylogenetic tree comparing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lletotrichum fructicola and other

Colletotrichum species
通过使用菌饼和分生孢子悬浮液（105个/mL）分别接种在新鲜坡垒嫩叶的有伤和无伤部分，同

时用无菌水进行对照实验，证实了这种病原菌的致病性[18]。重复五次此项实验，并将叶片在潮湿的

25 ℃腔室内培养 7 d。图 3结果显示此后这些叶片的接种侧的暗褐色病变较为明显，而对照区域未

出现这种病变，因此符合 Koch原则的假设。另外，还从这些叶片的接种部分再次分离果生炭疽菌，

发现其形态与最初分离株的形态相同。

图 3 致病性测定结果
Fig.3 Results of back experiment

3 结 论

本研究中坡垒病叶上观察到的病征与由果生刺盘孢炭疽菌引起的油茶炭疽病症状相似。再基于

上述分析，根据其分子和形态特征，确定引起影响坡垒树的炭疽病的致病性真菌为果生刺盘孢炭疽

菌（Colletotrichum fructicola）[22]。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份描述影响中国坡垒树的炭疽病由果生炭

疽菌引起的案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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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黄瓜根结线虫病发生危害与土壤酶活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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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设施黄瓜根结线虫病与土壤酶活性等指标变化情况，试验通过测定设施黄瓜不同时期下土壤蔗糖酶、

土壤脲酶、土壤多酚氧化酶、土壤酸性蛋白酶、土壤纤维素与土壤有机质等 6个指标，研究根结线虫发生危害与土

壤酶活性和有机质变化各指标的相关性。试验结果发现，在整个生育期，线虫发生危害（黄瓜病情指数）与土壤蔗

糖酶、脲酶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661、0.503；与土壤酸性蛋白酶、土壤纤维素酶相关性不大，为负相关，相关系

数为-0.343、-0.130。土壤多酚氧化酶与线虫发生数量显著负相关，为-0.829；与线虫危害程度（黄瓜病情指数）相关

系数为-0.807。研究表明，土壤多酚氧化酶、土壤蔗糖酶与线虫发生危害相关性大，这 2种酶为预测线虫发生危害和

在线虫综合防控中作为土壤酶活监测的主要指标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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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amage of Cucumber
Root-knot Nematode Disease and Soil 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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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cucumber root knot nematode disease and soil enzyme activity,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indicators of soil invertase, soil urease, soil polyphenol oxidase, soil acid
protease, soil cellulose and soil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facility cucumber.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root-knot nematode and various indicators of soil enzyme activity and organic matter chan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the nematode damage (cucumber disease index)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invertase and urease,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661 and 0.503. It had little correlation with soil acid protease
and cellulase, and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343 and -0.130. Soil polyphenol oxidas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nematodes, which was -0.829;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the
degree of nematode damage (cucumber disease index) was -0.807; The study had shown that soil polyphenol oxidase and soil
invertase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nematode damage. Soil polyphenol oxidase and soil invertase will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predicting nematode damage and controlling the activity of soil enzymes in nematod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Soil enzyme; root knot nematode; facility cucumber

根结线虫（Meloidogyne incognita）是危害最严重的植物病原线虫，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可寄

生于 3000多种植物，尤以茄科、葫芦科和十字花科等植物受害严重[1]。据估计，在全世界农业生产

每年因各类灾害造成的总损失中，根结线虫的危害约占到 5％左右，多达 500亿美元[2]。黄瓜是我国

重要蔬菜种类，近年来随着日光温室黄瓜栽培面积的逐步扩大和复种指数的提高，根结线虫危害日

趋严重，并已成为黄瓜生产中的主要障碍，一般危害造成减产 20％~30％，严重的达 70％以上，甚

至绝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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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酶和土壤微生物是土壤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活性和数量变化是土壤质量变化的重要指标。

土壤酶参与土壤的物质和能力循环，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养分相关，其活性是土壤肥力的重要

指标之一，甚至有人根据土壤酶活性将土壤分级，以此来评价农业土壤的生产力水平[5]。土壤微生

物是土壤酶的重要来源，其群落多样性不仅与土壤酶变化相关，而且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有文章称应用外源微生物提高土壤养分利用率和防治植物病虫害的发生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6,7]。

本研究通过测定设施黄瓜田根结线虫群体变化、黄瓜病情指数与土壤蔗糖酶、土壤过氧化氢酶、土

壤脲酶、土壤多酚氧化酶等变化关系。了解土壤酶活性与黄瓜发病指数及根结线虫发生数量的变化

规律，为线虫综合防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选择在淮安丁集镇设施大棚黄瓜田。黄瓜于 2017年 10月 30日定植在大棚里，试验地采

用本地常规水肥管理，耕作方式为一年一季种植黄瓜（即每年 10月份到次年的 7 月）。定植前施足

基肥，结合耕地翻入土中。每亩施农家肥料 8500~9500 kg、三元复合肥(N:P2O5:K2O=21:13:18) 50 kg。
次年 7 月初拉秧。追肥时期采用膜下滴灌方式，定植至开花前，滴灌 1次，施高氮型大量元素水溶

肥料 5~10 kg。开花座果期追施磷肥 1次，结果期视植株长势进行灌溉，高氮型与高钾型水溶肥料交

替使用，每次每亩肥料用量为 5~10 kg。

1.2 试验作物与病害对象

试验作物为黄瓜，品种为津研 35，砧木为黑籽南瓜。研究病害对象为黄瓜根结线虫病。全生育

期未采用药剂灌根等形式对根结线虫进行防治；其他叶面病害、虫害（如灰霉病、霜霉病、黑星病、

蚜虫等）采用常规药剂（如克露、凯泽、吡虫啉等药剂）兑水进行叶面喷雾防治。

1.3 土壤取样与理化指标测定

按照“Ｚ”型随机选取五点采集 0~30 cm土层样本，在上中下 3个土层分别取样，带回实验室自

然阴干后过筛，分装后送检给测试公司进行各个样本指标测定，测定试验重复 3次。取样时间在定

植时(0个月)和定植后的 38 d、68 d、128 d、188 d、218 d采样取土。所选测定方法为：土壤多酚氧

化酶测定采用紫色没食子素比色法；土壤脲酶采用靛酚蓝比色法；蔗糖酶采用 3,5-二硝基水杨酸比

色法；酸性蛋白酶采用磷钼酸比色法；纤维素酶采用蒽酮比色法；土壤有机质采用重络酸钾容量法。

1.4 线虫计数与病害诊断分级方法

土壤线虫记数测定中取样土为 0~30 cm混合土（取样方法同 1.3），取混合土样 100 g，采用浅盘

法分离线虫 24 h，在体视解剖镜下计数。同时取 50 g测定土壤含水量，计算 100 g干土中线虫的数

量[8]，线虫记数试验重复 3次。病害级别诊断方法采用“根畸变百分率法”划分砧木嫁接黄瓜根结线虫

病害严重度等级[9]；具体分级方法如下所示。0级：所有根系均无根结和肿胀部位；1级：0%＜受根

结线虫危害根肿胀部位或根结＜10%；2级：10%≤受根结线虫危害根肿胀部位或根结＜25%；3级：

25%≤受根结线虫危害根肿胀部位或根结＜50%；4级：50%≤受根结线虫危害根肿胀部位或根结＜75%；

5级：75%≤受根结线虫危害根肿胀部位或根结≤100%。病情指数=［∑(各病级植株数×病级数值)/(调
查总植株数×最高病级数)］×100[9,10]；不同时期分别选取 15株黄瓜（每 5株为一个重复）观察根结

发生情况并统计病情指数。

1.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和图表通过 Excel和 SPSS19.0 进行分析处理。

2 研究结果

2.1 设施黄瓜病情指数与土壤中根结线虫二龄幼虫 J2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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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随着种植时期的延长，试验田内土壤 J2种群数量和设施黄瓜病情指数均呈现整体上

升趋势，这与前人的试验结果相似[11,12]，分析认为这与试验前期土壤中存有线虫有直接关系；另外

随着后期气温逐渐变暖，适宜的土壤温、湿度更利于根结线虫存活、孵化和增殖。有研究指出，当

田间温度处于 22~28 ℃时，南方根结线虫侵染能力明显增强，且侵染 3 d后即可表现明显症状[13]。

试验在定植后 68 d内，线虫数量无显著增加，观察根部无根结发生，病情指数为 0；128 d后线虫成

显著增长态势，根结产生，病情指数为 20，之后在 188 d 和 218 d调查时，线虫繁殖量加大，对黄

瓜危害加重，病情指数在 218 d达到最高。

图 1 不同时期线虫群体变化曲线 图 2 不同时期黄瓜病情指数变化曲线
Fig.1 Curve of the number of nematodes in different periods Fig.2 Curve of cucumber disease index in different periods

2.2 设施黄瓜大棚不同时期土壤酶活性与有机质含量的测定

不同采样时间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测定如图 3所示，趋势线为 y=-4.7539x+64.953。整个生育期

内，数值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不同时间土壤酸性蛋白酶活性测定如图 4 所示，趋势线为

y=-0.0698x+0.6686。表现为，最高峰出现在定植后 38 d，指标值为 1.16，其他 5 个时间段测定的数

据变化平稳，差异不大。土壤纤维素酶变化如图 5所示，在定植期和收获末期指标值在 45左右，趋

势线为 y=0.3419x+46.234。最高值仅为 56.22，最高峰值出现在定植后 128 d，种植初期和末期土壤

纤维素酶变化无显著差异。不同时间土壤脲酶活性测定如图 6 所示，趋势线为 y=88.712x+312.37。
整个生育期内，数值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定植时的 366.09上升到收获期的 781.24。不同时间土

壤蔗糖酶变化规律测定如图 7所示，趋势线 y=4.966x+69.942。整个生育期内，数值呈现逐渐上升的

趋势，从定植时为 97.21，之后的 68 d内指标值逐渐降低，随后在定植 128 d和 218 d出现两个高峰，

指标值分别为 101.96 和 124.32。不同时间土壤有机质测定如图 8，趋势线为 y=0.1804x+5.2826。最

高值出现在定植后的 68 d，指标值为 7.63，其他 5个时间段测定的数据变化平稳，差异无显著变化。

图 3 不同时期土壤多酚氧化酶变化曲线 图 4 不同时期土壤酸性蛋白酶变化曲线
Fig.3 Curve of soil polyphenol oxidase in different periods Fig.4 Curve of soil acid protease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 5 不同时期土壤纤维素酶变化曲线 图 6 不同时期土壤脲酶变化曲线
Fig.5 Curve of soil cellulase in different periods Fig.6 Curve of soil urease in different periods



·624·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1卷

图 7 不同时期土壤蔗糖酶变化曲线 图 8 不同时期土壤有机质变化曲线
Fig.7 Curve of soil invertase in different periods Fig.8 Curve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periods

2.3 线虫发生动态及黄瓜病情指数与土壤酶活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对田间采集的各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土壤中线虫数量与黄瓜病情指数呈现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991；黄瓜病情指数与土壤蔗糖酶、土壤脲酶活力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61、
0.503；与土壤多酚氧化酶、土壤酸性蛋白酶、土壤纤维素酶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07、-0.343、
-0.130；土壤酶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土壤脲酶与土壤纤维素酶和有机质为正相关，相关系数较

大为 0.748、0.792，与土壤酸性蛋白酶和土壤多酚氧化酶存在负相关，系数为-0.544和-0.354。
表 2 土壤酶活等指标变化与线虫发生动态及黄瓜病情指数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enzyme activity and nematode hazard indicators
类别

Category
土壤蔗糖酶

Soil sucrase
线虫数量

Number of nematodes
病情指数

Condition index
土壤脲酶

Soil urease
土壤多酚氧化酶

Soil polyphenol oxidase
土壤酸性蛋白酶

Soil acid protease
土壤纤维素酶

Soil cellulase
土壤有机质

Soil organicmatter

土壤蔗糖酶 1 0.566 0.661 0.178 -0.278 -0.146 -0.055 -0.338

线虫数量 1 0.991** 0.490 -0.829* -0.370 -0.172 0.064

病情指数 1 0.503 -0.807 -0.343 -0.130 0.040

土壤脲酶 1 -0.354 -0.544 0.748 0.792

土壤多酚氧化酶 1 -0.119 0.289 -0.145

土壤酸性蛋白酶 1 -0.378 -0.354

土壤纤维素酶 1 0.705

土壤有机质 1
备注：**.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Note: **.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01 level (both sides). *.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the 0.05 level (both sides).

3 讨 论

土壤酶是土壤新陈代谢的重要因素[14]。酶活性包括已积累于土壤中的酶活性，也包括正在增殖

的微生物向土壤中释放的酶活性，它主要来自微生物以及其它有机组织（植物活体及其残体、动物

活体及其遗骸）[15]。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根系作为植物和土壤的重要界面，不仅是吸收和代谢

器官,同时也是强大的分泌器官。根系一方面从生长介质中摄取养分和水分，另一方面也向生长介质

(土壤、营养液等)中溢泌或分泌质子、离子和大量的有机物质[16]。不同植物分泌物的种类差异较大，

在分泌的有机物中有可溶性物质如糖、氨基酸、有机酸等，还有极少量的脂肪酸和甾类化合物，以

及微量的生长物质和酶类等[17-19]。植物除了向根际分泌氨基酸、有机酸等有机物为微生物提供营养

和能源外,还可分泌大量的酶类，对有机污染物起直接降解作用。Knudson L.[20]发现了根分泌物中存

在转化酶，Heinrich D, et al.[21]也在小麦的根分泌物中找到了转化酶。此后人们又在植物根部分泌物

中陆续发现了磷酸酶、蛋白酶、淀粉酶、过氧化氢酶等[22]。

土壤蔗糖酶能够水解蔗糖变成相应的单糖而被机体吸收，其酶促作用产物与土壤中有机质、氮、

磷含量，微生物数量及土壤呼吸强度密切关，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试验中，土壤蔗糖酶指

标在全生育期呈现“W”字型变化，与线虫发生消长和病情指数呈正相关，初步表明土壤肥力水平高

低对蔗糖酶和线虫消长影响较大。土壤有机质是土壤固相部分的重要组成成分，其含量水平是衡量

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土壤有机质对土壤形成、土壤肥力、环境保护及农林业可持续发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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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试验发现，土壤有机质变化对线虫消长和植株病情发展影响不大，相关

系数仅为 0.064和 0.040。土壤纤维素酶和土壤酸性蛋白酶全生育期变化平缓，相关性分析，根结线

虫的危害程度（黄瓜病指）对土壤纤维素酶和土壤酸性蛋白酶变化影响较小，相关系数为-0.130和
-0.343。脲酶是土壤中的主要酶类之一，是唯一对尿素在土壤中的转化及作用有重大影响的酶。脲酶

活性过低，会影响尿素的利用率。本试验中，土壤脲酶在全生育期表现为总体上升趋势，与线虫消

长成正相关。有报道称，土壤多酚氧化酶主要来源于土壤微生物、植物根系分泌物及动植物残体分

解释放，用于土壤环境修复。研究发现，土壤多酚氧化酶和线虫消长、病情指数呈负相关-0.829、-0.807，
分析认为，可能由于黄瓜受到线虫侵染危害后，植株体内释放该类酶下降所致有关。那么对于是否

是因黄瓜根部受线虫侵染影响而导致植株分泌该酶能力下降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另外，

试验采用全生育期进行取样测试与观察，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土壤中各类酶活和有机质指标也会受

到当时肥水、用药管理措施等影响会出现某种波动，例如，土壤酸性蛋白酶在 38 d与土壤有机质在

68 d所表现的非特异性峰值很可能和当时的肥水变化等农事操作有关。关于设施大棚中肥水变化、

农事操作等措施对土壤酶等指标的影响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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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生产基地周边地区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环境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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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瓷生产管控失当可能会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破坏土壤环境质量，直接或间接危害人体健康。近年来，佛

山市三水区为推动经济发展引入外来迁移产业的同时也对未来土壤环境质量埋下了隐患。本文以三水区中部部分陶

瓷厂附近土壤为研究对象，分析陶瓷生产基地对周边地区表层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影响，并应用生态危害指数法等评

价了该地区生态环境风险。研究结果发现：近年来迁入的陶瓷企业导致该区域镉、铬、铅、镍、砷（Cd、Cr、Pb、
Ni、As）5种重金属元素显著累积，且均高于广东省环境背景值。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指数为 228.45，处于中

等危害水平，Cd元素污染严重，占据环境影响的主导。鉴于该区土壤重金属处于中等生态危害，应及时采取必要的

防范和治理措施。

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污染; 陶瓷; 生态环境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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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for Potent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eavy
Metals in a Soil around Ceramic Factories
LIU Shu-juan1,2, HE Run-hua1, HUANG Zi-ling1, HUANG Zi-huang1, ZENG
Yu-min1, WANGYue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river and Northern River
Basin,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Ceramic production will take potent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isk of soil heavy metals. In recent years, Sanshui
District of Foshan has introduced migrating industries, which has also laid hidden dangers to the future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soil near some ceramics factor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eramic
production base on the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urrounding surface soil, and evaluat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 of this are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cological hazard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gration of ceramic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resulted in the significant accumulation of 5 heavy metal elements (Cd, Cr, Pb, Ni, As)in this area, were all
higher than the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value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ecological risk index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 in the study area was 228.45, which was at a moderate harm level, and Cd element pollution was serious, which
dominate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view of the medium ecological damage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 necessar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ime.
Keywords: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ceramic;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土壤是各种污染物的汇聚地，相关研究发现全球大部分污染物最终都滞留在土壤中[1]，土壤重

金属污染已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重金属对土壤的理化性质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且导致养分吸收水平

降低，干扰到土壤微生物状态平衡。同时又通过大气沉降、工农业生产、固体废弃物排放和交通运

输等途径危害区域生态安全，从而进一步危害区域内的人体健康，具有潜在的环境风险。陶瓷产业

对佛山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支柱作用。近些年来，佛山市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陶瓷生产

厂区——石湾、南庄等地众多陶瓷企业逐渐外迁，其中部分生产基地迁至佛山市三水区。随着陶瓷

生产企业的迁入，三水区存在着发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鉴于

此本研究对三水区部分陶瓷厂定点取样并对土壤样本进行重金属元素检测分析，在获取分析数据的

基础上，进行了土壤环境质量的评价，为该领域的土壤环境质量保护及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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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品采集与研究方法

1.1 样品采集和处理

采样点主要集中在佛山市三水区中部，按照随机取点、多点采样的方法，共取样 20 份。其中

19个为厂区附近样品，1个为空白对照样品。19个样品分别来自三水华纳、陶扬、乐平和力马四个

厂区，采集深度为 0~20 cm，每个样点取样 1 kg 装袋带回，以采样点中心位置为坐标原点进行 GPS
记录。对所得样品放在通风、干燥处，自然风干，再挑除较明显的根须及碎小石砾后，按一定比例

弃取 250 g，磨碎，装袋备用。

土壤重金属的测定，按照国际上测定重金属的方法先对土壤样品进行消解，消解后再来测定土

壤中的 Cd、Cr、Pb、Ni和 As含量，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度法（HJ491-2009）及（GB/T17139-1997）
分别测定 Ni和 Cr元素的含量水平，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对 Pb 和 Cd含量进行测定，采用原

子荧光法（GB/T22105.2-2008）测定 As元素含量水平。

1.2 分析方法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是 20世纪八十年代 Hakanson 提出，在应用了沉积学原理分析重金属污染

方面有较高的应用价值[2]。该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综合了重金属的生态效应、环境效应，在此基础上

进行分级评价，涉及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毒性水平、污染浓度等因素。在分析过程中，对

某区域的生态风险评价时，主要是通过单一重金属和沉积物多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RI来综

合评价分析，公式如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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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为单个元素的污染系数，Cis为重金属元素的实测含量，Cin为该元素的评价标准即其背

景值，Tir为毒性响应系数（表 1）。
表 1 广东地区重金属背景值及毒性系数[3]

Table 1 Background value and toxicity coefficient of heavy meta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项目 Item Cd Cr Pb Ni As

背景值(Cn/mg·kg-1) 0.034 36.14 23.40 10.98 5.40
毒性系数 T 30 2 5 5 10

表 2 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i）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分级标准
Table 2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coefficient (Ei)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i）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coefficient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污染程度
Pollution level

＜40 ＜150 轻度生态危害
40≤Ei＜80 150≤RI＜300 中等生态危害
80≤Ei＜160 300≤RI＜600 强度生态危害
160≤Ei＜320 ≥600 很强生态危害

≥320 极强生态危害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及分析

研究区 5种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范围分别为：Cd 0.008~0.526 mg·kg-1、Cr 42.5~252 mg·kg-1、Pb
14~80.2 mg·kg-1、Ni 5.94~57.4 mg·kg-1、As 1.81~37.6 mg·kg-1（表 3）。20个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平均含

量均明显高于当地的环境背景值，且在国家土壤二级标准范围内。5种重金属的变异系数均超过 0.5，
属中等变异水平。以此推测重金属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可能由点源污染导致。

表 3 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含量状况
Table 3 Soil heavy metal content in the studied area

重金属
Heavy metal

最大值/mg·kg-1
Max

最小值/mg·kg-1
Min

平均值/mg·kg-1
Mean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Cd 0.526 0.008 0.199 0.874
Cr 252 42.5 84.11 0.516
Pb 80.2 14 29.52 0.511
Ni 57.4 5.94 21.01 0.569
As 37.6 1.81 17.41 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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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通过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分析采样区各样点土壤污染，4种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平

均值系数不超过 40，从等级看为轻度生态危害，Cd为 175.68，属很强程度生态危害。综合来看采样

区域内 Cd污染比较严重，潜在生态危害范围广、程度深，是造成采样区域内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

主要原因（表 4）。从表中可知 5种重金属元素潜在生态危害风险由强至弱依次为：Cd˃As˃Ni˃Pb˃Cr。
运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分级频率分布情况对潜在生态危害风险进行分级（表 5）。由表可见，重金属

Cr、Pb 和 Ni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不超过 40，均属轻度；As元素属中等，因而这几种金属没有

显著影响到目标区的土壤生态情况，其危害也并不明显；而 Cd 元素的 75%属中等危害，而其中极

强生态危害的比例达到 30%，表明采样区土壤 Cd污染已相当严重。从表中可知，总体上看相应的

生态风险指数均值为 228.45，属中等，且其中轻度的比例为 40%，中等为 30%，强度为 30%。
表 4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结果（Ei）

Table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项目 Item Cd（Ei） Cr（Ei） Pb（Ei） Ni（Ei） As（Ei） RI
最大值Max 464.12 13.95 17.14 26.14 69.63 571.04
最小值Min 7.06 2.35 2.99 2.7 3.02 41.41
平均值Mean 175.68 4.65 6.31 9.57 32.24 228.45

标准值 Standard values 153.52 2.4 3.22 5.44 18.09 152.54
表 5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分级频率分布表/%（RI）

Table 5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ating frequency distribution
重金属

Heavy metals
轻度生态危害Ⅰ
Mild hazard

中等生态危害Ⅱ
Medium hazard

强度生态危害Ⅲ
Serious hazard

很强生态危害Ⅳ
Stronger hazard

极强生态危害Ⅴ
Strongest hazard

Cd 25 15 20 10 30
Cr 100 0 0 0 0
Pb 100 0 0 0 0
Ni 100 0 0 0 0
As 75 25 0 0 0
RI 40 30 30 0 0

3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佛山市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陈丰顺在对佛山市部分郊区农业土

壤重金属的调查研究中发现，Cd、Cr、Pb、Ni及 As等 5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均超过广东省及部分超

过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含量[4]。关共凑等[5]及王凯等[6]在对佛山市城郊菜地采集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发

现，全市土壤整体受到轻度重金属污染，Cd最严重，可见佛山市区域内已出现了重金属累积的现象，

并且具有强变异水平的特点，说明很可能是因为工厂点源污染的存在。在本研究区内 5种重金属的

变异系数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变异系数均大于 0.5），表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分布空间不均，存在着

局部点污染的情况。其原因很可能与其周边的陶瓷厂等工厂不合理排废有着密切关系。

从评价结果我们可以看出，Cd元素是采样区土壤环境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一定程度上表明

该区域内陶瓷厂等相关厂家的生产均对该区域土壤重金属的污染及潜在生态危害有着显著影响。且

从研究中发现该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状况已比较严峻，应及时采取必要的防范及整治措施，从污

染源头、创新生产技术及生产环节、妥善处理三废等途径去有效调控及改善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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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旅游活动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
陈 朗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旅游系, 海南 文昌 571300
摘 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业旅游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也造成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通过选

择海南省海口市的两个农业旅游景区的土壤，分析其理化性质，并经生物性质比对，得出不同游径和游客密集区域

中的土壤差异。结果表明：游客密集区土壤含水量、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比游客稀疏区土壤低，pH值则高。距离游客

密集区越近，土壤微生物生物量越小。土壤中的细菌和真菌占比较高，其冲击系数较大，则需要对景区生态环境进

行保护，以免恶化。

关键词: 海南; 旅游; 土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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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 ofTourismonSoi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HainanProvince
CHEN Lang
Department of Tourism/Haina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Wenchang 57130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more and more tourism action with a high-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use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paper, by selecting the soil of two agricultural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Haikou City, Hainan Province, analyzing thei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omparing their
biological properties, the soi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tour paths and tourist intensive areas a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water content, organic matter and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n the densely populated area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rea, and the pH value was higher. The closer it is to the crowded tourist area, the smaller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 is. The bacteria and fungi in the soil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impact coefficient is relatively lar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cenic spot to avoid deterioration.
Keywords: Hainan; tourism; soil ecology

关于农业旅游，它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涉及任何农业为基础的经营或活动，包括把游客带到

一个农场或农牧场。农业旅游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定义，有时特指停留在农场，如在意大利[1]。在

其他地方，农业旅游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直接从农场的货摊上购买农产品，在玉米迷宫中

穿行，采摘水果，喂养动物，或者住在农场等。与农业农场和农民相关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土壤或

土地作为活动基础，与传统旅游不同的是，传统旅游一般分为自然景观旅游和人文景观旅游，而农

业旅游活动是以“农”为核心，以“地”为基础。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对传统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出

过详尽的评价和研究，但是针对农业旅游而言，其对土壤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尤

其针对农业土壤生态的各项指标[2]。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选取海南地区海口为实例，海南相

比于我国内陆地区而言，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气候条件，针对于农业旅游产业而言，海南也

是独树一帜，得益于海南休闲度假的天然属性，农业旅游产业相比于其他内陆省市地区，也具备突

出的特色[3]。然而，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农业旅游也日益兴盛，这就带来了过渡快速发展的

弊端，即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土壤生态环境。基于此，本文以海南海口为例，探讨农业旅

游活动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

1 研究方法

1.1 样区选择

选取两个海口市典型的农业旅游景区进行土壤样品采集，分别是西海岸 1 号农庄和文昌龙泉乡

园。首先要考虑土壤样品采集时间，因为旅游景区一般都有较为明显的淡季和旺季，旺季时游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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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这就会给景区土壤的分析测试引入一个不定因素，而且游客流量越大，土壤表层会产生明

显的波动性，所以在农业旅游景区进行土壤样品采集时，通常选择淡季，即农闲时节（一般是每年

的 1月-2 月）。其次是样品采集区域的选择，要避开景区中游客常走的路径和游玩休息的区域，因

为这些区域会产生许多不确定外来因素，但是考虑到游园活动对土壤生态的影响，所以也不能选择

人烟罕至的区域采样。综合来看，选择在距离游径月 5 m 范围附近，以游径作为基准线，在与游径

垂直的方向上，划分采样区域，每个采样区域是 1 m*1 m 范围，尽量保证每个采样区域的天然土壤

状态是近似的，避开明显的绿植和障碍物。尽快保证采样点的代表性。在每个 1 m*1 m采样区范围

内，采用等分法进行取样，每个采样区选取 20 cm以内的表层土 8份，再将这 8 份平均分成 4 份，

取其中 2份混匀，再平均分成 2 份，最终选择其中 1份作为待测样品。这样采样可以尽量避免不均

匀性，降低偶然因素的影响[4]。
表 1 土壤样品采样地点坐标

Table 1 Coordinates of sampling locations of soil samples
采样地点

Sampling locations
样品编号

Sample number
坐标

Coordinate
样品编号

Sample number
坐标

Coordinate

西海岸 1号农庄

X1
N 20°02’35.28″
E 110°10’5.76″

X2
N 20°02’29.97″
E 110°10’29.52″

X3
N 20°02’27.54″
E 110°10’35.11″

X4
N 20°02’20.41″
E 110°10’15.29″

文昌龙泉乡园

W1
N 19°47’42.26″
E 110°40’23.63″

W2
N 19°47’32.47″
E 110°40’19.69″

W3
N 19°47’40.85″
E 110°40’14.52″

W4
N 19°47’29.12″
E 110°40’28.71″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旅游区的土壤，针对土壤的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分

别是土壤的天然物理性质，土壤的元素化学性质，土壤的生物性质。土壤的天然物理性质主要指土

壤的外在属性，包括颜色、颗粒度、硬度等；土壤的元素化学性质包括土壤具备的营养元素（碳、

氮、磷、钾等）和土壤遭受的有机污染或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物性质主要是指土壤中微生物属性，

以及该微生物指标是否受到影响。因此，土壤微生物的各项指标对于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至关重

要的，也是本文研究重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析，学术界主要采用脂肪酸谱图法（Phospholipid
fatty acid，PLFA），又被成为磷脂脂肪酸法。采集完毕的待测土壤样品需低温（低于零下 70 °C）保

存，并且 20目过筛，剔除土壤中大颗粒杂物，用天平称量 10 g样品，前处理主要通过离心、振荡、

吹干、萃取、再离心、再振荡、再吹干，用到的试剂主要有三氯甲烷（高级纯），缓冲液（丙酮，

高级纯），MilliQ超纯水，醋酸（高级纯）等。前处理完毕之后，将待测溶液用气相色谱仪进行检

测，载气为高纯，辅助气为高纯氮气，气体流速为 1.0 mL/min，雾化室与检测器温度分别为 250 °C
和 320 °C。脂肪酸成分含量的计算，是采用标准物质与标准系统计算法。标准物质采用国际标样（脂

肪酸甲酯），标准系统采用MIDI系统[5]。

所得到的测试分析数据，通过数据统计软件 SPSS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样区土壤特性变化

根据前述样区选择，本文在选择采样地点的时候，除了在两个农业旅游景区的预设区域采集样

品之外，还在几乎无游客踏足区域采集了本底样本 BD，目的是为了与其他采样区域进行对比。通过

对不同采样区土壤样本的特定指标进行测试，将数据结果记录在表 2和表 3中，从表中数据可以看

出，在西海岸 1号农庄和文昌龙泉乡园，采样区域和本底样本 BD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表现

在含水量、pH值、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比重值基本相同。有游客踏足和游玩的区域土壤含水量、有

机质和全氮含量比无游客踏足游玩区域土壤 BD要低，pH值要高。因此，从这两个农业旅游景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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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特定指标测试结果，可以得出，游客游玩区域的土壤遭受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和改造，而且，在远

离游径远近方面，也是远离游客区域的土壤更接近本底值。
表 2 西海岸 1号农庄不同采样区域土壤特定指标

Table 2 Specific soil indexes in different sampling areas of No.1 farm on the West Coast
采样区

Sample area
含水量/%

Content of moisture
比重/(g/cm-3)
proportion

pH值
pH value

有机质(g/kg)
Organic matter

全氮/(g/kg)
Total nitrogen

X1 17.85 ± 1.39 1.85 ± 0.08 7.33 ± 0.21 15.64 ± 0.74 0.51 ± 0.12
X2 18.07 ± 1.23 1.63 ± 0.05 7.28 ± 0.18 16.21 ± 0.82 0.63 ± 0.10
X3 19.24 ± 1.51 1.78 ± 0.07 7.16 ± 0.23 17.25 ± 0.69 0.69 ± 0.15
X4 21.78 ± 0.98 1.69 ± 0.06 6.88 ± 0.20 18.09 ± 0.73 0.71 ± 0.13
BD 26.51 ± 1.47 1.71 ± 0.05 5.85 ± 0.17 22.14 ± 0.66 0.85 ± 0.09

表 3 文昌龙泉乡园不同采样区域土壤特定指标
Table 3 Specific soil indexes in different sampling areas of Wenchanglongquan Farm

采样区
Sample area

含水量/%
Content of moisture

比重/(g/cm-3)
Proportion

pH值
pH value

有机质/(g/kg)
Organic matter

全氮/(g/kg)
Total nitrogen

W1 16.02 ± 1.21 1.44 ± 0.09 5.80 ± 0.22 28.66 ± 1.80 0.98 ± 0.10
W2 17.11 ± 1.32 1.23 ± 0.07 5.54 ± 0.18 30.95 ± 1.71 1.07 ± 0.15
W3 18.82 ± 1.58 1.38 ± 0.10 5.33 ± 0.19 35.71 ± 1.69 1.21 ± 0.11
W4 19.27 ± 1.34 1.40 ± 0.08 5.14 ± 0.21 38.47 ± 1.76 1.44 ± 0.14
BD 22.68 ± 1.50 1.45 ± 0.06 4.90 ± 0.19 42.85 ± 2.06 1.52 ± 0.19

2.2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结构特征变化

通过分析土壤中微生物的磷脂脂肪酸谱图，得到几种选定微生物（假单胞菌 16:0、节杆菌 17:0、
放线菌 18:0 10Me）的生物量参数，将 2个旅游区的数据列在表 4和表 5中。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

到土壤中微生物的生物量随着游客的增多，而出现明显的减少的情况。在本底样本中，微生物生物

量是最多的，其他采样区，根据游客多少以及游径远近，可以明显的看出游客对于景区土壤微生物

的负面影响。
表 4 西海岸 1号农庄选定微生物生物量变化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selected microbial biomass changes of No.1 farm on the West Coast
微生物种类

Microorganism species
生物量/nmol Biomass

X1 X2 X3 X4 BD
假单胞菌 16:0 84.52 90.74 108.11 120.64 131.23
节杆菌 17:0 1.54 2.41 3.76 4.15 4.98

放线菌 18:0 10Me 15.23 17.85 18.43 18.89 19.36
表 5 文昌龙泉乡园选定微生物生物量变化统计表

Table 5 Statistical table of selected microbial biomass changes of Wenchanglongquan Farm
微生物种类

Microorganism species
生物量/nmol Biomass

W1 W2 W3 W4 BD
假单胞菌 16:0 74.12 80.67 97.23 105.36 115.01
节杆菌 17:0 0.47 1.25 2.74 3.29 4.78

放线菌 18:0 10Me 1.85 4.33 5.94 7.20 11.67

2.3 土壤微生物受旅游冲击特征分析

两个农业旅游区采样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 PLFA分析，选择常见的三种细菌（好氧细菌、微生

图 1 西海岸 1号农庄不同采样区域土壤物性指标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soil physical property indexes in

different sampling areas of No.1 farm on the West Coast

图 2 文昌龙泉乡园不同采样区域土壤物性指标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chart of soil physical property indexes
in different sampling areas of Wenchanglongquan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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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真菌）作为特征菌种，通过表 6和表 7的分析数据，可以看出选定的三种细菌在微生物群落中

的占比相对较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这三种细菌经过 SPSS 数理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得出冲

击系数均大于 0.3，说明农业旅游区的土壤微生物遭受冲击的程度是较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农业旅游活动的影响，致使土壤中微生物由于人为因素而减少。
表 6 西海岸 1号农庄微生物磷脂脂肪酸参数及相关系数

Table 6 Parameter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PLFAs in No.1 farm of West Coast
细菌种类

Species
峰值

Peak
频数

Frequency
PLFA总值

PLFAvalue
百分比/%
Percent

冲击系数

Coefficient
好氧细菌 17:0 w10 42 841.52 19.23 0.496
微生物 14:2 23v 40 671.37 12.39 0.388
真菌 12:0 anteiso 38 339.64 6.87 0.351

表 7 文昌龙泉乡园微生物磷脂脂肪酸参数及相关系数
Table 7 Parameter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PLFAs in Wenchanglongquan Farm

细菌种类

Species
峰值

Peak
频率

Frequency
PLFA总值

PLFAvalue
百分比/%
Percent

冲击系数

Coefficient
好氧细菌 17:0 w10 44 825.67 17.52 0.507
微生物 14:2 23v 42 612.33 11.83 0.349
真菌 12:0 anteiso 40 308.69 8.36 0.312

3 讨 论

所选择的两个农业旅游景区在土壤特性以及土壤微生物分析中，呈现的趋势较为一致。与游客

和游径区域距离的远近是导致最终实验数据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底样本的引入可以更好的

将受到旅游影响的土壤与未遭受旅游冲击的土壤进行对比。但是局限于数据样本的限制，有 2个问

题值得讨论，一是农业旅游区类型较多，本文所选择的无法覆盖全部类型，影响旅游区土壤微生物

参数的可能跟植被类型、覆盖情况、开发时限以及游览类型有较大的关系；二是土壤微生物群落除

了受到人为踩踏影响，也可能会受到水系环境、化肥农药、雨水类型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值得考虑

和评估，其是否会对土壤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4 结 论

4.1 农业旅游对土壤基本性质的影响

两个农业旅游区，在有游客踏足和游玩的区域土壤含水量、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比无游客踏足游

玩区域土壤 BD要低，pH值则要高，比重变化不明显。说明越靠近游客区，土壤的基本性质会人为

的发生改变，但是改变的幅度基本在很小的范围内。

4.2 农业旅游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的特征是，越靠近游客区，土壤微生物生物量越小，越远离游客区，土壤

微生物生物量越大。在微生物群落方面，土壤中的菌种占比较高的细菌和真菌，其冲击系数较大。

说明旅游区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和菌种已经遭受负面影响，需要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

遭到破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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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钕尘肺工人血清中 IL-10、IFN-γ的表达及其DNA甲基化分析
宋统球,高艳荣,王素华,白宇超,贾玉巧*

包头医学院毒理教研室(公共卫生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60
摘 要: 尘肺病是由于长期吸入粉尘颗粒物并沉积于肺部，引起以肺纤维病变为主的疾病。在此过程中，DNA甲基化

可以调节细胞因子基因活性，影响 Th1、Th2型细胞因子的转录，导致 Th1/Th2细胞因子之间失衡，可能是导致尘肺

形成的重要原因。为明确尘肺与 DNA甲基化的关系，本研究检测了尘肺病人和健康人群的全血钕含量、血清中 Th1
型细胞因子 IFN-γ、Th2型细胞因子 IL-10的表达和 IFN-γ、IL-10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了解了稀土钕尘肺工人

钕暴露水平和机体免疫状况，初步探讨 DNA甲基化在钕粉尘致肺纤维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氧化钕体内高蓄积、

IL-10与 IFN-γ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水平改变，导致 IL-10表达升高、IFN-γ表达降低，在钕尘肺的病情进展中起重

要作用。

关键词: 稀土钕; 尘肺; IL-10; IFN-γ; 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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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IL-10 and IFN-gamma in Serum of Neodymium
Pneumoconiosis and DNAMethylation Analysis
SONG Tong-qiu, GAO Yan-rong, WANG Su-hua, BAI Yu-chao, JIAYu-qiao*
Department of Toxic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Baotou Medical College, Baotou 014040, China
Abstract: Pneumoconiosis is a disease of pulmonary fibrosis caused by long-term inhalation of dust particles and deposition
in the lungs. DNA methylation can regulate the activity of cytokine genes, affect the transcription of Th1 and Th2 cytokines
and lead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1 and Th2 cytokines, which may be an important cause of pneumoconiosis formation.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neumoconiosis and DNA methylation，we tested the whole blood neodymium content,
the expression of Th1 cytokines IFN-γ、Th2 cytokines in serum and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promoter region of IFN-γ、IL-10
gene in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and healthy population, studied the level of neodymium exposure and immune status of
workers with rare earth neodymium pneumoconiosis, and mainly discussed the role of DNA methylation in pulmonary
fibrosis induced by neodymium du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 accumulation of neodymium oxide in vivo, the change
of methylation level of IL-10 and IFN-γ gene promoter region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IL-10 expression and the decrease of
IFN-γ expression,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neodymium pneumoconiosis.
Keywords: Rare earth strontium; pneumoconiosis; IL-10; IFN-γ; methylation

尘肺病呈进行性加重且不可逆转，不仅造成职业病病人健康损害，又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医疗经

济负担。长期吸入稀土粉尘可引起肺的纤维性变，称为稀土尘肺[1]。Th1/Th2 型细胞因子反应失衡是

肺纤维化的研究热点之一[2]。研究中发现[3]：Th2型细胞因子在肺纤维化中起主要作用，可促进成纤

维细胞活化、增生，使胶原蛋白合成增加，并抑制其降解，最终导致基质蛋白沉积和纤维组织生成；

Th1 型细胞因子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纤维组织的生成，并能抑制 Th2 型细胞因子的释放，

减少纤维化。DNA 甲基化可以调节细胞因子基因活性，影响 Th1、Th2 型细胞因子的转录，导致

Th1/Th2细胞因子间失衡，IFN-γ基因启动子区域发生甲基化时会导致其分泌减少甚至不分泌[4]，IL-10
启动子区存在 CpG位点，且启动子区甲基化与 IL-10 的表达呈明显负相关[5]，因此，本研究拟通过

测定尘肺工人外周血钕含量和 Th1型细胞因子 IFN-γ及 Th2型细胞因子 IL-10 的表达，并检测它们启

动子区的甲基化水平，了解尘肺工人暴露水平及机体免疫状况，从分子水平探讨钕粉尘致尘肺机理。

1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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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象

收集某稀土厂钕作业尘肺病患者 22例作为尘肺组，均符合《GBZ70-2015 尘肺诊断标准》中尘

肺病诊断标准，选取年龄、工龄相匹配的无粉尘暴露的行政管理人员 22例作为对照组。所选研究对

象均为男性，排除吸烟、肺结核、肺炎及其他纤维化及结缔组织疾病，并进行健康体检。该研究经

包头医学院伦理委员会论证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按照统一的方法及标准，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

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年龄、工龄、职业史、既往史、吸烟情况等。

1.2.2 血液样品的采集 经知情同意，采用专用的抗凝采血管采集清晨空腹全血样 5.0 mL，另采集 5.0
mL全血自然凝固后取血清。所有标本皆-80 ℃冷冻保存。

1.2.3 全血钕浓度测定 全血采用混合酸温控湿式消解法[6]预处理血样，用钕标准液（1000 μg/mL，
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测试中心）配制标准系列工作曲线溶液，浓度为 5、10，20，30，40，50，
100 µg/L。采用 iCAP Q等离子质谱仪(Thermofisher，美国)测定钕的含量，以响应值（Y）为纵坐标，

相应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溶液工作曲线。通过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得相应的元素含量。

1.2.4 血清中 IL-10和 IFN-γ含量检测 将血清样本至于温室复融，严格按照 ELISA试剂盒说明书（南

京建成，中国）操作，加入显色剂后用全波长酶标仪（BIO-TEK，美国）测波长 450 nm的光密度值，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血清中的含量。

1.2.5 IFN-γ和 IL-10启动子甲基化检测 在NCBI上截取基因转录起始位点的上游 5000 bp至下游 1000
bp序列，利用 CpG岛在线预测网站 http://www.ebi.ac.uk/Tools/seqstats/emboss_cpgplot/预测序列潜在

的 CpG 岛，没有发现潜在 CpG 岛。根据 Mikeska 等 [7]提出的引物设计的一般规则和建议，用

sequenom®EpiDesigner程序对序列进行引物方案设计，设计引物序列（由北京博淼生物公司合成）。

使用血液基因组 DNA提取试剂盒（DP318，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提取基因组 DNA。NanoDrop
1000分光光度计（Thermo Fisher Scientific，USA）检测提取的 DNA纯度、浓度。纯度要求 A260/A280
在 1.7~2.0之间，DNA浓度大于 30 ng/µL；样本体积大于 50 µL。并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并观察

电泳条带有无明显降解。采用美国Zymo Research公司的EZ DNAMethylation-Gold Kit试剂盒对DNA
样品进行转化。回收的 DNA按表 1所列引物和反应条件进行扩增，扩增产物以 1.5%琼脂糖凝胶电

泳电泳检测，见图 1。
表 1 IL-10、IFN-γ甲基化引物序列和反应条件

Table 1 IL-10、IFN-γ methylation primer sequences and reaction conditions
引物
Prime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s

反应条件
Reaction conditions

产物
Product

IL-10

5’端引物序列：aggaagagag
TGAGGATTTGTATTAGGGAATTTGT

3’端引物序列 : cagtaatacgactcactatagggagaaggct
CAACTCACTACAAACTCTACCTCCC

起始：94 ℃ 4 min；循环：94 ℃
20 sec，56 ℃ 30 sec，72 ℃ 1
min，45 cycles；72 ℃ 3 min 1

cycle；4 ℃存贮。

496 bp

IFN-γ

5’端引物序列：aggaagagag
TTTGGTGTATTAAAATTTTTTGTGGA

3’端引物序列 : cagtaatacgactcactatagggagaaggct
ATCAATATTAAATCCATACCCCCAC

489 bp

注：marker从上至下分别为 2000 bp、1000 bp、750 bp、500 bp、250 bp以及 100 bp；红色为不合格，后二次扩增合格；A 代表尘肺组，B
代表对照组。
Note: Marker is 2000bp, 1000 bp,750 bp,500 bp,250 bp and 100 bp from top to bottom; red is unqualified, and the second amplification is qualified; A
represents pneumoconiosis group, B represents control group.

图 1 启动子甲基化电泳图（部分）
Fig.1 Promoter methylation electrophoresi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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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资料，数据的统计描述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时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M（Q）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

验，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尘肺组与对照组两组人员年龄、工龄经两独立样本 t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体

检异常项目经 x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见表 2）。
表 2 尘肺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pneumoconiosi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组别
Group

年龄
Age

工龄
Length of
service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体检异常项目例数/%
The number of abnormal items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血压
Blood pressure

心电图
Electrocardiogram

血常规
Blood routine

尿常规
Routine urine

对照组 40.2±7.5 15.8±6.4 22 6（27.3） 5（22.7） 6（27.3） 4（18.2）
尘肺组 45.2±7.8 16.5±6.1 22 5（22.7） 5（22.7） 4（18.2） 3（13.6）

2.2 血液中钕及血清细胞因子含量比较

尘肺组全血钕含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尘肺组血清 IL-10含量及 IL-10 与 IFN-γ的
比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尘肺组血清 IFN-γ含量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3）。

表 3 血液中钕及血清细胞因子含量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neodymium and serum cytokines in blood

组别
Group

例数
Cases

钕/(μg/L)
Neodymium IL-10/(ng/L) IFN-γ/(ng/L) IL-10/IFN-γ

对照 22 M
QR

1.11
0.50

26.32
14.43

30.66
20.59

0.94
0.81

尘肺组 22 M
QR

3. 56
1.31

30.06
6.23

18.03
13.34

1.51
1.20

Z -8.50 -3.04 -4.81 -3.05
P 0.00 0.00 0.00 0.00

2.3 IFN-γ和 IL-10启动子甲基化状态

根据MassARRY EpiTYPER质谱仪分析提供的图谱数据，精确定位到基因片段每个 CpG单位的

甲基化状态，用甲基化率量化每个 CpG单位。本实验检测 IFN-γ基因启动子区 CpG位点总数 7个，

全部检出。IL-10 基因启动子区 CpG位点总数 16个，其中的 CpG5和 CpG6因为酶切之后产生的片

段分子量大小一样，因而产物峰落在同一位置而被合并检出，最终显示的结果为上 5、6点的平均甲

基化程度，CpG10未检出，CpG_11超过 30%未检出，故剔除[8]。利用聚类分析法分析 IFN-γ和 IL-10
基因启动子区 CpG位点甲基化率在两样本中的分布趋势，采用 Cluster 3.0软件、TreeView软件进行

分层聚类分析，发现尘肺组 IFN-γ启动子区甲基化率要高于对照组，IL-10启动子区甲基化率要低于

对照组，（见图 2，3）。

图 2 尘肺组和对照组 IFN-γ基因启动子区各 CpG位点甲基化率聚类分析
Fig.2Cluster analysis ofmethylation rate of CpG loci in IFN—γpromoter region of pneumoconiosi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注：一行表示一个 CpG位点，一列表示一个样本，红色：甲基化率高；绿色：甲基化率低；黑色代甲基化率无差异，聚类分析图显示尘肺
组甲基化率高于对照组。
Note: One line shows a CpG locus, one list shows a sample, red: high methylation rate; green: low methylation rate; black methylation rate has no
difference. Clust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ethylation rate of pneumoconiosis grou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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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尘肺组和对照组 IL-10基因启动子区各 CpG位点甲基化率聚类分析

Fig.3Cluster analysis ofmethylation rate of CpG loci in IL-10 promoter region in pneumoconiosi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注：一行表示一个 CpG位点，一列表示一个样本，红色：甲基化率高；绿色：甲基化率低；黑色代甲基化率无差异，聚类分析图显示尘肺
组甲基化率低于对照组。
Note: One line shows a CpG locus, one list shows a sample, red: high methylation rate; green: low methylation rate; black methylation rate has no
difference. Clust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ethylation rate of pneumoconiosis group i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经正态性检验发现 IFN-γ和 IL-10 甲基化的数据非正态，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甲基化

的差异。IFN-γ启动子 7个 CpG位点中：CpG1、CpG4、CpG7的甲基化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
而其它的 CpG单位 CpG2，CpG3，CpG5，CpG6则没有显著差异性（P>0.05）。IL-10 启动子 13 个

CpG位点中：CpG1、CpG5.6、CpG9、CpG15的甲基化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而其它

的 CpG单位 CCpG2、CpG3、CpG4、CpG7、CpG8、CpG12、CpG13、CpG14和 CpG16则没有显著

差异性（P>0.05）（见表 4、5）。
表 4 IFN-γ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M（Q）

Table 4 IFN-γ gene methylation test results M(Q)
组别
Group CpG_1 CpG_2 CpG_3 CpG_4 CpG_5 CpG_6 CpG_7

尘肺组
0.87
0.02

0.85
0.05

0.79
0.10

0.86
0.05

0.56
0.38

0.80
0.15

0.96
0.14

对照组
0.81
0.26

0.85
0.15

0.78
0.14

0.82
0.14

0.50
0.47

0.78
0.08

0.83
0.68

Z -4.08 -0.48 -0.27 -3.88 -1.03 -1.78 -2.17
P 0.00 0.63 0.79 0.00 0.30 0.07 0.03

表 5 IL-10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 M（Q）

Table 5 IL-10 gene methylation test results M(Q)
CpG位点

CpG locus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尘肺组

Pneumoconiosis group
Z P

CpG1 0.81（0.09） 0.73（0.06） -4.59 0.00
CpG2 0.53（0.20） 0.44（0.13） -1.72 0.85
CpG3 0.90（0.03） 0.90（0.02） -1.55 0.12
CpG4 0.55（0.28） 0.62（0.21） -0.47 0.63
CpG5.6 0.92（0.08） 0.83（0.14） -3.69 0.00
CpG7 0.95（0.04） 0.98（0.04） -1.69 0.09
CpG8 0.96（0.07） 0.97（0.09） -0.52 0.60
CpG9 0.81（0.09） 0.73（0.06） -4.59 0.00
CpG12 0.87（0.03） 0.89（0.07） -0.79 0.43
CpG13 0.86（0.05） 0.87（0.06） -0.60 0.55
CpG14 0.73（0.06） 0.72（0.06） -0.63 0.53
CpG15 1.00（0.00） 0.88（0.09） -4.55 0.00
CpG16 0.90（0.03） 0.90（0.02） -1.55 0.12

2.4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 IFN-γ和 IL-10基因启动子区有差异的 CpG位点作为因变量，以工龄、年龄、血液中钕含量、

血清细胞因子含量及 IL-10 与 IFN-γ的比值作为自变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采用逐步法，结果显示：

IFN-γ的 CpG1、CpG7 和 IL-10/IFN-γ的比值存在线性相关，IL-10 中的 CpG1、CpG5.6和 IL-10/IFN-γ
的比值存在线性相，CpG15和 IL-10、IL-10/IFN-γ的比值存在线性相关（见表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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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IFN-γ基因启动子区有差异的 CpG位点与各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CpG loci and factors in IFN-γ gene promoter region
CpG 位点

CpG locus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标准系数

Standard coefficient
t P

CpG1 10.49 4.75 0.23 2.78 0.00
CpG7 5.34 3.21 0.17 4.34 0.00

表 7 IL-10基因启动子区有差异的 CpG位点与各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CpG loci and factors in IL-10 gene promoter region
CpG 位点

CpG locus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标准系数

Standard coefficient
t P

CpG1 -3.91 0.15 -0.64 6.13 0.00
CpG5.6 -2.83 1.27 -0.32 3.17 0.00

表 8 IL-10 基因启动子区 CpG15位点与各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8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pG15 loci and factors in IL-10 gene promoter region
变量

Variable
β值

β value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标准系数

Standard coefficient
t P

常项 1.49 0.25 5.97 0.00
IL-10 -1.08 1.95 -0.47 4.76 0.00

IL-10/IFN-γ -0.76 0.29 -0.23 4.65 0.00

3 讨 论

氧化钕粒径小于 0.2 µm，研究表明，粒径小于 25 µm的颗粒物，能够进入肺泡沉积在肺部，是

导致尘肺病的主要元凶[9]。由于粉尘无法排出体外，肺组织会不断吞噬和释放粉尘，

尘肺患者虽脱离粉尘环境，病变仍会不断进展，通过肺灌洗可以从尘肺患者肺中洗出大量粉尘[10]。

本研究显示，尘肺组工人血中钕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尘肺患者肺组织中存在大量氧化钕粉尘，

是稀土钕作业工人患尘肺病的主要致病因素。

研究表明，尘肺患者体内存在 Th1和 Th2免疫失衡[11]，Annacker等[12]证实 Th2型细胞因子 IL-10
可以抑制 Th1型细胞因子 IFN-γ的产生，王海椒等[13]发现尘肺患者肺部存在明显的 Th2免疫优势表

达，同时患者血清中 IL-10 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群；杨霞[14]在对二氧化硅致大鼠肺纤维化中发现，随

着染毒时间延长，IFN-γ处于平稳降低状态；暴磊等[15]研究显示，在大鼠矽肺形成后期，IFN-γ表达

减弱，IL-10 表达显著增强。本研究显示尘肺组 IL-10 含量大于与对照组，IFN-γ含量低于对照组，

IL-10/IFN-γ在尘肺组中占优势，这表明尘肺患者 IL-10优势表达，IFN-γ受抑制。已有研究证实：IL-10
可下调 IFN-γ产生，促进肺部纤维化反应，同时诱导 Th0细胞向 Th2细胞分化[16]，INF-γ可以抑制 Th2
细胞因子的释放，对肺纤维化具有抑制作用[17]。

DNA甲基化可以在不改变序列的情况下改变 DNA分子的活性，它可以调节基因活性并影响许

多关键过程。研究发现[18]：基因启动子可通过高甲基化进行基因沉默，使其丧失转录活性，同样可

通过去甲基化促进基因的表达，本研究发现，尘肺患者 IFN-γ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高于正常人群，而

IL-10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低于正常人群，表明，IFN-γ基因表达受抑制，IL-10基因表达异常增强。

研究发现 IFN-γ启动子区域发生甲基化时会导致其分泌减少甚至不分泌[19]，Gonsky等[20]在对炎性肠

炎的研究中发现，IFN-γ启动子 DNA每降低 5%甲基化百分比，IFN-γ基因表达水平升高将近 3倍，

宋阳等[21]发现：大鼠腹腔巨噬细胞分泌 IL-10 降低与其启动子区域高甲基化密切相关，付丽红[22]用

5-氮杂胞苷处理单个核细胞，可以逆转 IL-10 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并使其表达升高。本研究血清中

IFN-γ、IL-10的水平与其基因启动区甲基化率具有一致性，与上述相符。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IFN-γ的 CpG1、CpG7 甲基化水平和 IL-10/IFN-γ的比值呈正相关

（P<0.05），IL-10中的 CpG1、CpG5.6水平和 IL-10/IFN-γ的比值呈负相关（P<0.05），CpG15和 IL-10、
IL-10/IFN-γ的比值呈负相关（P<0.05），提示细胞因子失衡，对甲基化具有反向作用。这可能与 CD4
辅助 T 细胞极化有关，高浓度的 IL-10 诱导 CD4 辅助 T 细胞向 Th2 方向极化，同时抑制其向 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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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极化，向 Th2方向极化时 IFN-γ启动子区域发生甲基化，并可遗传给子代细胞[19]。

4 结 论

综上所述，IL-10与 IFN-γ失衡及其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水平在钕尘肺的病情进展中有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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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熏鱼加工过程中脂质氧化、脂肪分解和挥发性风味成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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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上海熏鱼加工的整个过程中，从生鲜鱼、腌制、油炸 1 min、2 min、3 min、4 min、5 min、浸渍和成

品熏鱼 8个工艺阶段中熏鱼基本理化指标及脂质降解、脂肪氧化和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变化。结果表明，成品熏鱼粗

脂肪含量比生鲜鱼肉显著上升 77.34% (P＜0.05)。硫代巴比妥酸值（Thiobarbituric Acid,TBA）呈上升趋势，脂肪酸的

氧化程度不断提高。油酸(C18:1)、亚油酸(C18:2)、棕榈酸(C16:0)和硬脂酸(C18:0)是鱼肉中的主要脂肪酸，在熏鱼制

备过程中，饱和脂肪酸总体呈下降趋势，多不饱和脂肪酸呈上升趋势，成品熏鱼中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含量由最初

的 72.44%上升至 79.24%，并对熏鱼的风味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加工过程中共检出挥发性风味物质 95种，其中醛

类、醇类和烃类是熏鱼中重要的挥发性风味物质。

关键词: 熏鱼; 脂肪氧化; 脂肪酸; 挥发性风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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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Fatty Acid Oxidation, Degradation and Volatile Flavor
Component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Shanghai Smoked Fish
WANGYu-jie1, GUO Xue-hua1, LIN Ting1, CHEN Shun-sheng1,2,3*
1.Colla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Ocean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China
2.National R&DBranchCenter for Freshwater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Technology (Shanghai ), Shanghai 201306,China
3. Na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lipid degradation, fat oxidation and volatile flavor of smoked fish
were studied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Shanghai smoked fish from 8 technological stages: fresh fish, pickled fish, Fried
fish for 1 min, 2 min, 3 min, 4 min, 5 min, dipping fish and finished fis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ude fat content of
finished smoked fis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resh fish (P < 0.05). The Thiobarbituric Acid (TBA) value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oxidation of fatty acids increased. Oleic Acid (C18:1), Linoleic Acid (C18:2), Palmitic Acid (C16:0)
and Stearic Acid (C18:0) is the main fatty acids in fish,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fish, saturated fatty acid in general is
on the decline,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finished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in fish from the original 72.44% to 79.24%, and the flavor of the fish has a certain promotion effect. Ninety-five kinds of
volatile flavor substances were detected in the process, among which aldehydes, alcohols and hydrocarbons were the
important volatile flavor substances in smoked fish.
Keywords: Smoked fish; fat oxidation; fatty acids;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

上海熏鱼是道特色名菜，属于沪菜系，制作和配料较简便，宜于直接食用，是人们非常喜爱的

水产熟食品之一[1]。上海熏鱼的正名是卤味油爆草鱼，其风味的形成是由卤汁辅料、油爆、以及美

拉德反应产生的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脂肪酸的氧化、降解等变化对肉制品风味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脂肪酸的组成也会影响肉制品的风味，并且肉制品中的大部分挥发性成分都来自于肉

品加工过程中脂肪酸的氧化[2]。本文应用气相色谱和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熏鱼加工

过程中脂肪酸组成以及挥发性风味的形成进行分析，以揭示在熏鱼加工过程中脂肪氧化、降解以及

挥发性风味成分的变化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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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与试剂

草鱼、香葱、生姜、蒜、盐、料酒、胡椒粉、生抽、超纯水、植物油、白糖、五香粉、葵花籽

油，购于上海方竹路某超市。

硫代巴比妥酸 (Thiobarbituric Acid，TBA)、三氯乙酸、、石油醚、氯仿、甲醇、三氯化硼-甲醇、

正己烷均为分析纯试剂。

1.2 仪器与设备

TGL16M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752N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DZF-1B 型真空干燥箱，上海精恒仪器设备有限公司；Soxtherm 全自动索氏脂肪

浸提仪，德国 Gerhardt分析仪器有限公司；HWS26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鲁轩仪器设备厂；RE-5003
旋转蒸发器，上海耀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TRACE1300气象色谱仪(层析仪)，美国赛默飞科技有限

公司；7890-5977AGC/MS联用仪，美国 Agilent公司；65 μm PDMS/DVB萃取头，美国 Supelco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熏鱼制备 产品工艺经感官评定小组（12人）感官评价后优选确定，初加工：将生鲜草鱼洗净

抹干，去头尾，并将其切成厚度为 1.5 cm的鱼块；腌制:加入盐、胡椒粉、香葱、生姜、蒜、生抽、

料酒腌制 30 min；油炸：将腌制鱼块至于 180 ℃油温下，油炸 5 min；浸渍：用水、植物油、生抽、

糖、五香粉配置的浸渍液，浸渍 1 min 左右。取样点：生鲜草鱼、腌制后、油炸 1 min、2 min、3 min、
4 min、5 min、浸渍后的成品熏鱼。

1.3.2 粗脂肪含量测定 参考 GB/T5009.6-2003，利用索氏脂肪浸提仪进行测定。

1.3.3 脂肪氧化指标的测定（TBA 值） TBA 值测定：参考 Salish 等[3]的方法，略有改动，将 5.00 g
搅碎鱼肉加入 50 mL的离心管，随后加入 25 mL质量分数为 20%的三氯乙酸，均质 1 min，静置 1 h
后在冷冻离心机中以 5000 r/min 的转速离心 10 min，将离心后的溶液过滤，并用蒸馏水将滤液定容

至 50 mL，摇匀静置后取定容后的溶液 5 mL，加入 0.02 mol/L的 TBA溶液 5 mL混匀，并在沸水浴

30 min后进行显色反应，冷却至室温后测定其在 532 nm波长处的吸光度(A)值。

1.3.4 脂肪酸组分测定 总脂的提取：按照 Folch等的方法[4]，略有改动。称取搅碎鱼肉 5 g置于离心

管中，并加入 20 mL氯仿-甲醇溶液(2:1,V/V)和 5 mL超纯水，摇匀后浸泡 24 h，加入 5~6 mLMgCl2
溶液(MgCl2溶液浓度 5%)，摇匀静置 3 h后吸出上层液体，并再次向离心管中加入 5~6 mLMgCl2溶
液，静置 3~4 h后以 5000 r/min的转速离心 5 min，然后吸出上清液，取下层。并将下层液体置于旋

蒸烧瓶中，在 50 ℃下水浴旋蒸除去有机溶剂，即得脂质样品。

脂肪酸甲酯化：参考徐静等的方法[5]，略有改动。向脂质样品中加入 5 mL 0.05 mol/L的 NaOH-
甲醇溶液，混合后接冷凝回流装置，100 ℃水浴加热，每隔 30 s~60 s摇晃接收瓶。10 min 后加入 3 mL
BF3- CH3·OH，6 min后加入 2 mL正己烷溶液，再水浴 3 min后将烧瓶取出，待烧瓶冷却至室温，向

烧瓶中加入 10 mL饱和 NaCl溶液，震荡 1 min后将溶液至于试管中，静置分层后，取上层有机相过

0.22 µm滤膜，并将滤液置于样品瓶中待检测。

脂肪酸组分分析:气相毛细管柱为 Agilent SP-2560，100 m×0.25 mm×0.2 µm，柱初始温度 70 ℃，

50 ℃/min升温至 140 ℃，保持 2 min，4 ℃/min 升温至 180 ℃，保持 2 min，3 ℃升温至 225 ℃，保

持 30 min，载气为氮气，柱流量 1.0 mL／min，分流比 45:1；进样量为 1 µL；质谱(mass spectrometer，
MS)条件参数：接口温度 250 ℃，离子源温度 230 ℃，溶剂延迟 4 min，质量扫描范围 m/z全扫描。

脂肪酸采用质谱库匹配度检索定性，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1.3.5 挥发性成分的测定 参考张晶晶等方法[6]，略有改动。取各个取样点的鱼肉 3 g至于顶空瓶中，

加入 3 mL质量分数为 18%的氯化钠溶液，并在水浴锅中预热 15 min，用 65 µm 的 PDMS/ DVB萃

取头萃取 30 min。生样萃取时置于 50 ℃水浴中，熟样萃取置于 60 ℃水浴中，在气相进样器中 250 ℃
的条件下解吸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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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联用仪参数的设定: HP-5MS 石英毛细管柱(30 m×0.25 mm，0.5 µm)，升温程序以初始温度

30 ℃保持 2 min，以 10 ℃/min升至 120 ℃，立即以 15 ℃/min 升至 250 ℃，保持 3 min。载气为 99.999
高纯氦气，流速 1.2 mL/min，压力 60 kPa，不分流。MS参数设定：电子能量 70 eV，离子源温度 230 ℃，

四极杆温度 150 ℃，检测器温度 250 ℃，GC/MS 接口温度 280 ℃，灯丝发射电流 200 µA，检测器

电压 1.2 kV，质量扫描范围 m/z 50~450。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经 Microsoft Excel 2016初步整理，Origin 18.0作图，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用 One-Way ANOVA方法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进行多重比较，显著

水平设为 P＜0.05。

2 结果与讨论

2.1 熏鱼在制备过程中粗脂肪含量的变化

由图 1 可知，草鱼加工至成品熏鱼后粗脂肪的含量增加显著(P＜0.05)，从生鲜草鱼的 1.53％到

腌渍 30 min后脂肪含量下降至 1.42%后又上升至成品熏鱼的 2.72%。在腌制期间，由于脂肪酶的作

用，鱼肉脂肪被分解，使腌制后的粗脂肪含量有所下降。在油炸阶段，鱼块的脂肪含量呈上升趋势，

在油炸过程中，油炸时间越长，油炸鱼块含水率越低，所吸得油量就越多，使得鱼块粗脂肪含量增

加[5]。在浸渍阶段，由于浸渍液中含有 80%的水分，使油炸鱼块中的部分葵花籽油进入到了浸渍液

中，且部分脂肪酸参与到了美拉德反应中，致使在二次浸渍阶段粗脂肪含量有所下降，但成品熏鱼

粗脂肪含量比生鲜鱼肉显著上升 77.34%（P＜0.05）。

注：0 表示原料肉；1 表示腌制阶段；2 表示油炸 1 min；3 表示油炸 2 min；4 表示油炸 3 min；5 表示油炸 4 min；6 表示油炸 5 min；7
表示浸渍阶段。

2.2 熏鱼在制备过程中硫代巴比妥酸值的变化

硫代巴比妥酸值一般用来鉴定肉制品脂质氧化酸败的程度，丙二醛（MDA）是脂肪终极氧化产

物之一，能够与 TBA发生反应，因此用每千克肉中所含MDA毫克数来表示 TBA 值[7]。熏鱼加工过

程中的 TBA值如图 2 所示，熏鱼的 TBA值由最初的 0.61 mg/kg上升至 2.05 mg/kg 在整个油炸过程

中呈上升趋势。在腌制阶段鱼块 TBA值呈缓慢上升趋势，此结果与史笑娜等[8]研究的红烧肉在腌制

阶段 TBA值的变化相似。在腌制阶段，TBA 值增加较缓慢，此阶段只有脂肪氧化酶的作用，脂肪

氧化速率缓慢。在熏鱼制备的油炸阶段 TBA 值呈上升趋势，这点与徐静等[5]研究的鱿鱼在油炸过程

中 TBA变化相同。在油炸阶段，油炸前 2 min TBA值增加速率大于后 3 min，由于油炸初始两分钟，

鱼肉脂肪在高温作用下脂肪的初级氧化产物迅速分解为MDA 等低分子物质，使 TBA值快速上升，

脂肪氧化速率增大。后油炸阶段脂肪氧化程度增加，氧化速率减弱。在浸渍阶段，浸渍液的温度低

于油温，致使在浸渍阶段，TBA值增加缓慢，脂肪氧化程度减弱。

2.3 熏鱼不同加工阶段脂肪降解的变化

图 1 不同加工阶段鱼块粗脂肪含量的变化
Fig.1 Changes of crude fat content in sampl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图 2 不同加工阶段鱼块 TBA值的变化
Fig.2 Changes of TBA value in sampl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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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加工阶段鱼块的脂肪酸组成的相对百分含量
Table 1 Relative percentage of fatty acid composition in sampl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脂肪酸种类
熏鱼制备阶段

0 1 2 3 4 5 6 7
C14:0 2.31±0.11a 0.88±0.04b 0.90±0.01b 0.40±0.00c 0.43±0.02c 0.45±0.01c 0.53±0.03bc 0.67±0.00bc
C16:0 20.2±0.1a 20.08±0.2a 16.87±0.28ab 14.02±0.21b 13.24±0.15b 13.27±0.37b 10.59±0.18c 15.73±0.32b
C16:1 0.18±0.01c 3.75±0.12ab 4.61±0.1a 1.80±0.00 b 1.74±0.01b 1.77±0.06b 1.03±0.12bc 0.15±0.02 c

C18:0 4.99±0.01a 4.93±0.1a 4.05±0.00ab 4.38±0.04ab 4.01±0.00ab 3.96±0.02ab 3.80±0.00b 4.31±0.08ab
C18:1 42.74±0.05a 43.14±0.47a 38.78±0.32ab 36.47±0.1ab 35.62±0.55b 34.24±0.76b 34.17±0.08b 36.04±0.82ab
C18:2 29.32±1.22c 27.08±0.63bc 34.72±0.90b 42.87±1.05ab 44.90±0.73a 46.27±0.86a 49.84±1.10a 42.98±0.55ab
C20:0 0.06±0.01a 0.05±0.01a 0.03±0.00ab 0.037±0.00a 0.02±0.00b 0.02±0.00b 0.04±0.00a 0.05±0.00a
C18:3 0.19±0.02a 0.08±0.00b 0.03±0.00bc 0.01±0.00c 0.02±0.00c 0.01±0.00c 0.01±0.00c 0.06±0.01b
SFA 27.56±0.11a 25.94±0.03a 21.85±0.01ab 18.84±0.05ab 17.71±0.02b 17.70±0.08b 14.95±0.01bc 20.76±0.12ab
PUFA 29.51±0.03bc 27.16±0.02bc 34.75±0.08b 42.88±0.07ab 44.93±0.14ab 46.29±0.26a 49.84±0.31a 43.05±0.15ab
MUFA 42.93±0.11b 46.89±0.21a 43.39±0.05ab 38.27±0.16b 37.36±0.07b 36.01±0.02bc 35.20±0.11bc 36.19±0.04bc
UFA 72.44±0.01c 74.05±0.03bc 78.15±0.15b 81.16±0.05ab 82.29±0.02a 82.30±0.04a 85.05±0.03a 79.24±0.01b

注：0 表示原料肉；1 表示腌制阶段；2 表示油炸 1 min；3 表示油炸 2 min；4 表示油炸 3 min；5 表示油炸 4 min；6 表示油炸 4 min；7
表示浸渍阶段。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表中同行中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SFA表示饱和脂肪酸；PUFA表示多不饱和脂
肪酸；MUFA表示单不饱和脂肪酸；UFA表示不饱和脂肪酸。

鱼肉脂肪酸对其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对鱼肉风味的作用，其中游离脂肪酸作为风味前体

物和风味化合物在鱼肉的风味中有着极其重要作用[9]。由表 1 可知，油酸(C18:1)、亚油酸(C18:2)、
棕榈酸(C16:0)和硬脂酸(C18:0)是原料草鱼中的主要脂肪酸，这与张帆等[10]研究的草鱼脂肪酸组成结

果相同。在成品熏鱼中 SFA和MUFA的相对百分含量降低，PUFA的相对百分含量增加，油酸、亚

油酸、棕榈酸和硬脂酸依然是熏鱼成品中的主要脂肪酸，这与 JIN等研究结果类似[11]。在腌制阶段，

由于脂肪氧化酶的作用，使得 PUFA和 SFA相对百分含量降低，MUFA百分含量增加。油炸阶段，

随着油炸时间的延长，食品表面所含有的水分逐渐蒸发减少，另外油炸用的食用油从外向内逐步取

代失去的水分，使鱼块中的含水量下降，含油量上升，从而使 UFA相对百分含量升高[12]。在浸渍阶

段，由于浸渍液中含有大量水分，使油炸鱼块中的少量葵花籽油渗入到浸渍液中，且此时浸渍阶段

美拉德反应加剧，使得各个游离脂肪酸的相对百分含量发生了改变。Rhee等[13]发现肉制品中不饱和

脂肪酸的含量与肉类的口感风味值呈正相关，随着猪肌肉中油酸含量的增加，猪肉的口感风味分值

上升。成品熏鱼中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含量由最初的 72.4%上升到了 79.24%，从而对熏鱼的整体口

感风味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2.4 熏鱼不同加工阶段风味成分的变化

表 2 不同加工阶段鱼块中的风味成分及含量/%
Table 2 Flavor components and contents in samples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stages

序号 名称 阈值/(μg/kg) 相对百分含量/%
0 1 2 3 4 5 6 7
醛类

1 2-甲基丁醛 1 0.27 0.49
2 戊醛 0.47 0.35
3 己醛 4.5 14.3 11.94 3.18 4.62 3.8 4.27 5.12 5.72
4 庚醛 3 0.99 0.6 1.2 1.42 1.34 0.89 1.12 1.7
5 (E)-2-庚烯醛 13 0.75 0.34 0.21 0.16 0.12
6 苯甲醛 350 1.56 2.57 1.17 0.12 0.65 1.54 3.24 2.81
7 苯乙醛 1.47 0.61 1.16 1.23 2.21 0.52
8 反-2-辛烯醛 3 1.24 2.6 1.4 1.34 1.93 0.77 1.44 1.57
9 反-2-十一烯醛 0.85 1.73
1 壬醛 1 6.76 3.93 4.78 5.61 8.69 9.62 7.39 8.85
11 (Z)-4-癸烯醛 0.27 0.4 0.23 0.33 0.28 0.28
12 癸醛 2 0.44 0.48 0.46 0.32 0.52 0.56 0.36 0.58
13 桂皮醛 3.32
14 反,反-2,4-癸二烯醛 0.07 2.43 1.66 4.75 4.2 4.66 10.4 11.87 10.92
15 柠檬醛 0.68 0.52
16 2,4-癸二烯醛 0.07 0.89 1.61 2.01 1.52 3.24 2.76
17 十一醛 5 0.13 0.24 0.24
18 2-十一烯醛 0.76 0.23 0.43 2.28 2.44 1.43 1.55
19 (Z)-7-十六碳烯醛 0.58 0.75 1.29 0.3 0.79 1.16
2 十八醛 0.35 0.21
21 十四烷醛 5.38 0.67 0.29 0.41 0.28 0.55 0.93 0.43
22 十六醛 0.99 5.23 5.23 0.44 0.16 0.29

总量 36.45 31.4 26.89 22.04 29.11 37.41 40.81 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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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类
1 间甲酚 0.64
2 4-(2-氨基丙基)苯酚 2.02
3 丁香酚 9.94 4.84 5.46 9.07 7.12 8.9 7.64 8.56
4 2,4-双(1,1-二甲乙基)-5-

甲基苯酚 0.35 1.29

5 (E)-2-甲氧基-4-(1-丙烯
基苯酚) 1.62 0.42 0.31
总量 10.29 6.13 7.08 9.49 7.43 9.54 9.66 8.56

烷烃
1 2-辛烯 0.19
2 2-蒎烯 1.17 1.35 1.22 1.69 2.92 5.4
3 3-蒈烯 4.18 3.45 2.64 3.31
4 (+)-柠檬烯 3.66 2.87 3.79 3.02 3.37
5 萜品油烯 0.94 1.84
6 正十一烷 2.94 3.64 2.32 3.04 1.89 2.03 2.64 2.96
7 正十二烷 0.32 0.26 0.69 0.59 0.43 0.46 0.94 0.44
8 正十四烷 1.73 2.14 2.3 1.04 0.79 0.56
9 正十九烷 0.3 1.78 2.16 2.19 1.63 0.97 1.26
1 β-石竹烯 1.57 4.91 5.44 7.84 8.51 6.02 3.83 3.52
11 α-姜黄烯 0.35 0.56 0.4 0.5 0.79 0.31 0.15
12 α-柏木烯 0.55 0.93 0.72 0.39 0.37
13 正十五烷 0.21 0.24 0.47 0.67 0.68 0.5 0.57 0.75
14 正十六烷 0.74 0.39 0.22
15 正十七烷 5.87 4.53 0.76 1.24 1.73 1.19 2.43 1.64

总量 11.65 15.79 23.49 25.52 22.81 23.39 20.65 20.64
苯、呋喃及其他

1 甲苯 0.53
2 二甲苯 0.33 1.32 1.53 1.23 1.62
3 2,5-二甲基吡嗪 1.8 0.32
4 2-正戊基呋喃 1.18 0.88 1.75 2 1.66 2.1 2.42
5 苯并噻唑 1.31 7.31
6 草蒿脑 0.23 0.79

醇类
1 乙醇 100000 0.21 9.57 2.28 2.33 0.69 0.79 1.61 1.82
2 异戊醇 250 0.41 0.23 0.25 0.47
3 正戊醇 4000 0.52 0.25 0.34 2.16 0.17 1.85 0.57 0.24
4 正己醇 2500 3.72 2.44 9.85 2.73 6.98 3.75 1.46 0.33
5 1-辛烯-3-醇 1 15.51 5.88 6.73 10.75 9.28 7.44 4.96 3.56
6 正庚醇 330 0.66 0.8 2.8 0.66 0.16
7 正辛醇 1.23 1.65
8 正壬醇 50 3.69 4.23 3.12 2.11
9 桉叶油醇 0.77 2.44 1.34 1.62 1.57 1.44
1 芳樟醇 2.28 1.67
11 4-乙基环己醇 1.53 1.12
12 2,4-二甲基环己醇 0.23 0.65 1.55 1.01 2.24 0.98 1.17 0.86
13 反式-2-辛烯-1-醇 3.85 1.58 1.01 0.76 0.34
14 1-辛炔-3-醇 0.19 0.79
15 4-萜烯醇 0.27 0.55 0.43
16 苯乙醇 800 0.38 1.19 0.49 0.27 0.32
17 2-己基-1-辛醇 0.3 0.14
18 2,4-癸二烯-1-醇 1.36 1.65

总量 23.47 25.95 30.76 32.75 26.24 16.84 14.15 13.42
酮类

1 5-甲基-2-己酮 0.29 0.22 0.32 0.62
2 2,5-辛二酮 4.73 0.73 1.06 1.03
3 3-辛酮 1.83 0.8 1.54 1.33 1.26 0.83 1.4 1.51

总量 6.85 1.02 1.54 2.06 2.32 1.15 2.02 2.54
酸类

1 乙酸 22000 0.34 0.19 0.15 0.23 0.44 0.32
2 肉豆蔻酸 0.34 0.22 0.19 0.16
3 棕榈酸 0.86 0.77 2.12 1.8 2.07 1.3 1.61 1.73
4 十八烷酸 0.13 0.96 1.37 1.11 0.85
5 硬脂酸 0.94 0.54 0.15 0.22 0.41 0.37
6 油酸 0.61

总量 2.54 2.61 2.8 2.39 2.49 3.68 3.41 2.58
酯类

1 正己酸乙烯酯 1.44 0.61 0.57
2 软脂酸乙酯 1.2 1.97 0.98 1.22 0.76
3 丁二酸二乙酯 0.12 0.18
4 邻苯二甲酸酯 0.84 0.98 0.57 0.64 0.51
5 棕榈酸甲酯 0.26 0.4 0.4
6 油酸乙酯 0.73 0.66

总量 2.3 4.08 3.48 1.79 1.37 0.76 0.57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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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十八烷基乙烯基醚 0.34 0.25 0.14
8 柏木脑 1.69
9 3-乙基-2-甲基吡嗪 0.21 0.39 0.43 0.51
1 邻-异丙基苯 0.66 0.9 0.78 0.32
11 2-乙基-3,6-二甲基吡嗪 0.45 0.9 0.95 1.74 1.81
12 2-乙烷基-3,5-二甲基吡

嗪
0.32 0.29 0.22 0.45

13 1,2,4,5-四甲基苯 1.14 0.5 0.72
14 3,5-二乙基甲苯 0.46 0.49 0.22 0.12
15 五甲基苯 0.81 0.86 0.76 0.93
16 2-(甲硫基)-5-羟基嘧啶 0.53 0.2 1.2 1.37 0.83 0.52
17 二苄胺 1.42 1.24
18 N-苄烯丁胺 1.99 1.03
19 N-苄基甲酰胺 1.2
20 石竹素 0.12 0.16 0.21 0.18

总量 6.45 13.02 3.96 3.96 8.23 7.23 8.73 9.56
注：0 表示原料肉；1 表示腌制阶段；2 表示油炸 1 min；3 表示油炸 2 min；4 表示油炸 3 min；5 表示油炸 4 min；6 表示油炸 5 min；7
表示浸渍阶段；空白表示未发现该物质。

熏鱼加工过程中共检出挥发性风味物质 95种，其中醛类 22种、醇类 18种、酮类 3种、有机酸

类 6 种、酯类 6种、酚类 5种、烃类 15种及其他物质 20种。对熏鱼不同加工阶段挥发性风味物质

的分析鉴定得出原料肉中有 46种挥发性成分，腌制阶段有 51种挥发性成分，油炸阶段五分钟分别

检测出 56、57、55、57和 54种挥发性成分，浸渍阶段检测出 59种挥发性成分，其中最主要的挥发

性成分是醛类、醇类和烃类。在熏鱼制备过程中，醛类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而醇类是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可能是由于油炸初始阶醛类还原为醇的速率大于脂肪酸降解为醛的速率，造成了油炸

初始阶段醇的含量多于醛，但在油炸最后阶段，醛类含量增加，而醇类含量降低，此结果与 Palacios
研究结果一致[14]。烃类物质含量比初始生鲜鱼的含量有所上升，与 JIN的结果一致[11]。

醛类化合物主要来自于脂肪酸降解，且阈值大都较低，对熏鱼风味贡献较大，其中 C3~ C4的醛

具有刺激性的气味，C5~ C9的醛具有油香和脂香的气味[15]。醛类中关键的风味物质有己醛、庚醛、

壬醛、反-2-辛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2，4-癸二烯醛。其中己醛普遍存在于鱼肉中，表现为

土腥味、酸腐味等[16]，随着油炸的进行，己醛相对百分含量下降，鱼块的整体风味得到改善。庚醛

具有焦香味，壬醛具有脂肪香和柑橘香[17]，成品熏鱼中壬醛的百分含量有所上升，对熏鱼的风味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2，4-癸二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反-2-辛烯醛具有油脂香味，在成品熏鱼

中 2，4-癸二烯醛、反，反-2，4-癸二烯醛相对百分含量增加，从而使熏鱼具有浓厚的脂肪香味，并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鱼肉原有的土腥味。油炸后醛类化合物的相对百分含量和种类均有提高，由最

初的 36.45%上升到了 42.01%，对成品熏鱼的风味具有较大的贡献。

醇类主要由脂肪氧化得到，阈值较高，含量低时对风味贡献较低，但是不饱和醇的阈值低，呈

金属味、蘑菇味，对风味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18]。醇类中关键风味物质是 1-辛烯-3醇，1-辛稀-3-醇
是亚油酸降解产物，具有类似泥土或蘑菇的气味[19]，在成品熏鱼中，1-辛稀-3-醇的相对百分含量降

低，从而使熏鱼的土腥味减弱。

烃类物质主要来自于烷氧自由基的断裂，呈味阈值偏高，一般对风味的影响较小，但有学者认

为由于其含量较高，对肉制品整体的风味还是有一定的提升作用[20]。本研究检测到了 15种烃类化合

物，在油炸后其相对百分含量由最初的 11.65%上升到了 20.64%，烃类物质百分含量的增加利于熏鱼

整体风味提升。

酮类化合物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受热氧化、降解的产物，其阈值较低，一般有清香的气味。

本研究仅检测到了 3种酮类化合物，酮类关键的风味物质有 2,5-辛二酮、3-辛酮有机酸类物质主要来

自脂肪水解、氧化所产生的小分子酸；酯类化合物主要产生于醇和酸的酯化作用，酚类化合物中丁

香酚的含量最高，有研究发现它是烟熏风味的重要成分。

噻唑、吡嗪等其他物质主要来源于氨基酸和还原糖之间的Maillard 反应和 Strecker 降解，已被

大部分学者确定为是香气的重要成分[21]。二呋喃类化合物也被很多人确定为重要的挥发性物质，其

阈值较低，对风味贡献较大，其中 2-正戊基呋喃可能对整体风味影响较大，具有烤肉香味。草鱼本

身含有的土腥味的胺类物质，在油炸至成品阶段，均未检测到，因此油炸有助于祛除草鱼的土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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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检测到的柏木脑、草蒿脑和苯等化合物可能是来自辅料中的香辛料。风味的形成途径主要包

括美拉德反应、脂质的氧化降解、糖降解、硫胺素降解、氨基酸和肽的热降解，其中脂质氧化对肉

制品风味有着重要的作用，一种是作为风味物质的前体，经过水解和氧化与其它化合物进行反应；

另一种作用是作为风味物质的溶剂，在风味物质形成过程中能够积累该物质或作为其反应的场所[22]。

3 结 论

在熏鱼制备过程中，鱼块的粗脂肪含量在腌制阶段先从 1.53%下降到 1.42%，后又呈上升趋势，

成品熏鱼粗脂肪含量比生鲜鱼肉显著上升 77.34%（P＜0.05)。TBA值在整个熏鱼的制备中呈上升的

趋势，在油炸时脂肪酸氧化速率最大。油酸(C18:1)、亚油酸(C18:2)、棕榈酸(C16:0)和硬脂酸(C18:0)
是鱼块中的主要脂肪酸，加工过程中 SFA总体呈下降趋势，PUFA呈上升降趋势，成品熏鱼中不饱

和脂肪酸的百分含量由最初的 72.44%上升到了 79.24%，对熏鱼的口感风味具有提升作用。熏鱼加工

过程的关键挥发性物质有醛类、醇类和烃类，醛类的百分含量最高，其中主要有庚醛、壬醛和反-2-
辛烯醛，其为熏鱼提供了焦香和脂肪香味，对熏鱼的风味贡献最大。挥发性成分的变化规律和形成

途径较复杂，其中脂类物质是最重要的风味化合物前体，因此在熏鱼制备过程中控制脂类物质的变

化是调控熏鱼风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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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黏土粘聚力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
王宸宇 1,孙兆辉 1,卞汉兵 1,2,鹿翔宇 1,邱秀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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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位山灌区粉质黏土为研究对象，制备不同干密度、含水率的试样进行差异性冻融处理，冻融循环结束

后对土样进行直剪试验，并对试验数据的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结合分析结果建立粘聚力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土

体粘聚力与含水率、冻融循环次数呈负相关，与干密度呈正相关，土体粘聚力在冻融循环 1~2次之后显著降低，低

密度、低含水率的土体在冻融作用下粘聚力下降幅度较大；经多次冻融循环后土体粘聚力趋于稳定；各因素对粉质

黏土粘聚力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影响因素对土体粘聚力的影响表现为：干密度＞含水率＞冻融次数。

关键词: 冻融循环; 粉质黏土; 粘聚力; 直剪试验; 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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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hesion of Silty Clay
WANGChen-yu1, SUNZhao-hui1, BIANHan-bing1,2, LUXiang-yu1, QIUXiu-mei1*
1.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2. College of Integrated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University of Lille France, Lille 59650, France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hesion of the silty clay taking from Wei Shan irrigation area was studied by the laboratory tes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ry density, the water content, and more important, the number of freeze-thaw cycle. According
to the test data,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was analyzed, an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cohesio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analysis result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hesion of soil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ater content and freeze-thaw cycles, bu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ry density. The cohesion of soil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number of freeze-thaw cycles, especially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cycle. Then, the cohesion tends to be
stable after repeated freeze-thaw cycles. For the silty clay, the dry density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hesion,
followed by water content and the number of freeze-thaw cycle.
Keywords: Freeze-thaw cycling; silty clay; cohesion; direct shear test; significance analyses

山东位山灌区是黄河下游最大的引黄灌区，土质为粉质黏土。灌区地处季节冻土区，地表冷季

冻结、暖季融化。渠基土在冻融作用下易产生膨胀裂缝，使土体内部结构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土体

的力学性能[1-3]。冻融土工程力学性能的研究一直都是岩土工程界研究的重点。粘聚力、内摩擦角作

为土力学的重要参数，可以有效地反映土的力学性能变化，二者可通过室内试验（三轴压缩试验、

直剪试验等）的方式获得，因此，国内外学者常通过研究二者的变化去评判土体的工程力学性能。

土体粘聚力和内摩擦角的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此，国

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胡田飞[4]认为在冻融过程中土体干密度和含水率变化对土体力学

性质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由于初始压实度和冻融次数的不同，对强度变化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也不

同。赖远明等[5]总结了初始含水状态对冻土变形和强度的影响规律。张雅琴等[6]研究了不同围压、不

同固结方式及不同应力路径下粉质黏土冻土应力-应变特性。Xu, et al.[7]发现土体粘聚力随冻融作用

而衰减，特别是在最初的两个循环中，且含水量对黏聚力的影响比冻融和含盐量更为显著。董晓宏

等[8]对不同初始含水率的重塑黄土进行了长期反复冻融循环，发现黄土的抗剪强度一般在 3~5 次冻

融循环之后降到最低值，并趋于稳定，内摩擦角基本不变。马巍等[9-11]通过 CT扫描技术定量分析了

土样的损伤程度。Xie, et al.[12]发现青藏高原土壤力学性质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冻融引起的结构性破坏。

然而，Viklander [13]和 Qi, et al. [14]则发现低压实度土体的粘聚力在冻融循环后增大。Li, et al. [15]强调

了冻融循环对用作季节性冻土地区道路填料的黄土工程性质的重要性，揭示了这一特殊过程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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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与土体粘聚力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研究大多仅考虑粘聚力随单

因素的变化规律，而针对粉质黏土在冻融循环条件下土体粘聚力与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鲜有提及。

本研究以山东位山灌区渠系工程为背景，开展不同干密度、含水率、冻融循环次数 3种因素影响下

的渠基土直剪试验研究。在全面正交试验的基础上，运用显著性分析原理，对影响渠基土粘聚力的

试验因素进行显著性分析，并对各因素显著性进行排序。根据显著性分析结果，结合多元正交多项

式回归理论，建立粘聚力与干密度、含水率、冻融循环次数之间的回归方程，并对回归方程进行显

著性检验，其结果对实际工程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试验概况

1.1 材料及设备

供试土样均取至位山灌区。依据土工试验规程 SL237-1999 和方法标准 GB/T20123-1999，完成

了对土体的基本物理参数测定，具体内容见表 1。本次试验的直剪设备为 ZJ (DSJ-3)型应变控制式直

剪仪，电动剪切速率分为 2.4、0.8、0.1、0.02 mm/min 四档，最大垂直荷载为 400 kPa。
表 1 土的基本物理参数

Table 1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
土类
Soil

塑限/%
Plastic limit

液限/%
Liquid limit

最大干密度/g·cm-3

Maximum dry density
不同粒径(mm)粒度分布/%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mm) distribution

粉质黏土 21.38 33.53 1.67 >0.25 0.25~0.075 0.075~0.005 <0.005
7.18 37.68 46.19 8.7

1.2 试验方案

将从位山灌区所取土样进行碾碎，随后将碾碎后的土样置于烘箱，在 105 ℃的温度下烘干，完

全烘干后过 2 mm 的分析筛备用。用去离子水配置不同含水率的试验土样，将不同含水率的土样按

照不同的质量压模机制样，制备直径为 61.8 mm，高 50 mm的不同干密度土样，为避免试样的水分

流失，将不同的试样用保鲜膜包裹进行冻融循环处理，其冻结过程在恒温冷冻室进行，冻结温度为

-15 ℃，融化过程在室内恒温箱进行，融化温度为 20 ℃，冻融循环周期为 24 h，冻结和融化时间各

为 12 h。冻融后试样进行快速直剪试验，剪切速率为 2.4 mm/min。
试验设定的冻融循环周期分别为 0次、1次、2次、3次，供试土样的含水率为 12.7%、16.7%、

20.7%，干密度在最大干密度 1.67 g·cm-3的基础上增设 1.57 g·cm-3和 1.47 g·cm-3，试验的法向应力为

0 kPa、50 kPa、100 kPa、200 kPa。具体试验方案见表 2。整个试验过程严格按照土工试验规程

（SL237-1999）和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20123-1999）进行。
表 2 试验方案

Table 2 Experiment scheme
含水率/%

Moisture percentage
冻融循环次数/次

Cycles of freezing and thawing
干密度/g·cm-3

Dry density
法向应力/kPa
Normal stress

12.7 0、1、2、3 1.47、1.57、1.67 0、50、100、200
16.7 0、1、2、3 1.47、1.57、1.67 0、50、100、200
20.7 0、1、2、3 1.47、1.57、1.67 0、50、100、200

1.3 粘聚力测定

供试土样的粘聚力是通过直剪试验所测得的，具体方法为：对同一供试土样切取 4个试样进行

不同法向应力作用下的直剪试验后，过 4个点数据拟合，通过摩尔-库伦公式获取的粘聚力 c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因素对粉质黏土内摩擦角影响

图 1为考虑各因素交互作用条件下的粉质黏土内摩擦角变化规律。从 a图中可以看出在含水率

一定的情况下，不同干密度土体的内摩擦角与冻融循环次数无明显线性规律，分析 b图，在干密度

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冻融次数的增加，不同含水率土体的内摩擦角的变化规律不明显。因此，结合

国内外同类研究，本文将粘聚力作为土体抗剪强度参数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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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因素作用下粉质黏土内摩擦角变化规律
Fig.1 Changing law of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of silty clay at every factor role

2.2 含水率对粉质黏土粘聚力的影响

图 2为粉质黏土粘聚力随含水率变化关系曲线。图 2a、图 2b所呈现出的趋势一致，即粉质黏土

的粘聚力会随着含水率的增高而降低。

在经历冻融循环之前，含水率由 12.7%变为 16.7%时，a、b两图土体粘聚力分别下降 1.8152 kPa、
3.9613 kPa，而含水率由 16.7%增长到 20.7%时，土样的粘聚力仅仅下降 0.0208 kPa、0.0616 kPa。含

水率由 12.7%增长到 16.7%时，土体颗粒结合水的能力较强，而含水率达到最优含水率 16.7%时，土

颗粒结合水膜厚度基本不再发生变化，土体内部趋于稳定，含水率继续增长，对于土体颗粒结合水

的能力的影响也不显著，所以曲线下降速度先快后慢。在经历冻融循环作用之后粘聚力下降的速率

较为平缓，土体在冻结过程中随着冻结温度的下降，土体孔隙中的自由水凝结成冰，随着时间的延

续，一部分结合水也凝结成冰，冰晶的生长破坏了土体原本的内部结构，并逐渐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所以，经历冻融循环的土体的粘聚力下降趋势较为缓和。

图 2 粘聚力随含水率的变化曲线
Fig.2 The cohesion vs water contents

2.3 初始干密度对粉质黏土粘聚力的影响

图 3为土体粘聚力随干密度的变化曲线。结果表明，土体的粘聚力均随着干密度的增大而上升。

图 3 粘聚力随干密度的变化曲线
Fig.3 The cohesion vs dry density

由图 3可知，当冻融循环次数由 0次增加到 3次时，干密度为 1.47 g·cm-3的土体的粘聚力约下

降 16%~31%，干密度为 1.67 g·cm-3的土体的粘聚力约下降 29%~39%，冻融作用对干密度大的土体

影响更加显著。土体在低温作用下土体表层先开始冻结，使得土体内部与表层形成温度梯度，土体

内部的薄膜水会在温度梯度的作用下向冻结区迁移，并在土体表层形成冰晶，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体完全冻结，体积发生膨胀，破坏土体内部的孔隙结构；土体融化时仍然是表层率先开始融化，薄

膜水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土体中心回迁，但回迁过程会受到温度的升高而停止，膨胀的孔隙无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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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初始状态，土体集合破碎，使土体变得疏松，土体粘聚力降低。干密度的增大，使土体颗粒

排列紧密，土中粗大孔隙的数量减少，而原有小孔隙的隙径变化不大，土体的持水能力降低，相对

于干密度小的土体，在经历冻融循环时，更加紧密的孔隙结构使薄膜水更易接触，有利于水分向冻

结区的迁移，所以随着密度的增加，冻融作用越发显著。

2.4 冻融循环次数对粉质黏土粘聚力的影响

图 4为土体粘聚力与冻融循环次数关系曲线。从图 3a中可以看出，冻融作用使不同初始密度土

体的粘聚力下降 18%~33%，对密度大的土体劣化作用更明显；分析图 3b中数据，冻融作用使不同

含水率土体粘聚力下降 29%~40%，对低含水率的土体劣化作用更明显。

图 4 粘聚力与冻融循环次数关系曲线
Fig.4 The cohesion vs freeze-thaw cycling

从图 5可以看出，粘聚力会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Ⅰ阶段粘聚力下

降 16%，Ⅱ阶段粘聚力下降 7.3%，Ⅲ阶段粘聚力下降 6.8%，冻融循环使土体粘聚力降低且随着冻融

循环次数的增加土体粘聚力趋于稳定。当土体处于低温冷冻时，土体的温度由外向内逐渐降低，在

土体完全冻结之前，土体会形成正的温度梯度，土体内部的未冻水会发生迁移，最终随着时间的延

续，土体颗粒周围的薄膜水冻结膨胀，破坏原有的孔隙结构；同理，土体进行融化时为负温度梯度，

土体中的未冻水继续迁移，由于在初次冻结过程中土体

颗粒之间的孔隙因薄膜水的结晶而发生破坏，且这种破

坏难以完全恢复至初始状态，更利于未冻水的在孔隙中

的迁移，所以土体的粘聚力会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

而趋于稳定。

3 不同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

试验中 A、B、C 3个影响因素分别对应含水率、干密度、冻融循环次数，其中影响因素 A、B、
C所对应的水平数为 3、3、4，共计统计次数为 36次。为方便表达各个因素的显著性差异，现对显

著性水平划分四个等级，规定，当 P≤0.001时，为极显著相关（Ⅰ）；当 0.001＜P≤0.05时，为显著

相关（Ⅱ）；当 0.05＜P≤0.1时，为弱显著相关（Ⅲ）；当 P＞0.1时，为不相关（Ⅳ）。现将试验结

果用 SPSS 进行分析，含水率、干密度、冻融循环次数对土体粘聚力的显著性分析结果列于表 3。
表 3 不同影响因素对粘聚力的显著性分析

Table 3 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cohesion
方差来源

Variance source
离差平方和

Sum of deviation square
自由度
Freedom

均方值
Mean square value

F值
F value

显著性
Significance level

含水率 A 22.095 2 11.047 29.387 Ⅰ
干密度 B 166.463 2 83.231 221.405 Ⅰ

冻融循环次数 C 29.009 3 9.67 25.722 Ⅰ
A*B 19.157 4 4.789 12.74 Ⅰ
A*C 3.309 6 0.552 1.467 Ⅳ
B*C 2.516 6 0.419 1.115 Ⅳ
误差 4.511 12 0.376

校正总计 247.059 35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因素对土体粘聚力的影响效果不同，含水率、干密度、冻融循环次数对粘

聚力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对其三者进行分析，其显著性由强到弱可排列为：干密度>含水率>
冻融循环次数，考虑到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含水率与干密度的交互作用对土体粘聚力的影响

图 5 粘聚力均值随冻融循环次数的变化曲线
Fig.5 The mean value of cohesion vs freeze-thaw 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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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极显著水平，含水率、干密度与冻融循环次数的交互作用对粘聚力的影响效果很小，P值分别

为 0.269和 0.409，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4 回归分析

利用MATLAB软件创建线性回归模型作多元线性回归和多重共线性诊断。把含水率、干密度、

冻融循环次数作为自变量对土体粘聚力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y=-29.711-0.23987x1+26.122x2-0.79152x3
式中，y为土体粘聚力（kPa），x1为含水率（%），x2为干密度（g·cm-3），x3为冻融循环次数

（次）。从式中可以看出，粘聚力与含水率、冻融循环次数呈负相关，与干密度呈正相关，各因素

的显著性等级与显著性分析结果一致，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 P值为 4.44×10-14<0.05，回归方

程不失拟，可满足一般工程需要。方差膨胀因子 VIF=1<10，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5 结 论

本文针对位山灌区渠道发生的冻害破坏，以位山灌区渠基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因素对

粉质黏土粘聚力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粉质黏土的粘聚力随含水率升高而减小，在冻融循环

条件下，土体粘聚力下降趋势变得缓和；（2）粉质黏土的粘聚力与初始干密度呈正相关，在冻融循

环条件下，土体粘聚力的减小速率与干密度呈正相关；（3）粉质黏土的粘聚力与冻融循环次数呈负

相关，冻融作用对粉质黏土粘聚力的劣化作用主要集中在前两次，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粘聚力

趋于稳定；（4）考虑因素间交互作用的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干密度对粘聚力的影响最为显著，含

水率、冻融作用次之，含水率与干密度的交互作用明显强于冻融循环与含水率、干密度之间的交互

作用，对粉质黏土粘聚力进行研究时应主要考虑干密度与含水率的交互作用，可以忽略含水率与冻

融循环次数、干密度与冻融循环次数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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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人工湿地对水质的净化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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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在取水口附近建设复合型人工湿地净化区，将多级表流湿地与潜流湿地串联，同时融合人工浮岛技

术，不断改善鱼台县饮用水水源水质并达到供水要求。对复合型人工湿地的运行效果监测表明，该湿地对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等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最高去除率分别为 55.47%、79.25%、75%、65.12%，各项出水指

标均可达到Ⅲ类水质标准，实现了水质净化的目的，保证了水源水质满足供水要求，缓解了鱼台县供水水源紧张的

现状，为人工湿地建设在其他水源地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复合型人工湿地; 水源水质; 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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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Water Quality Purification Effect by a Compound
Artificial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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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compound constructed wetland purification area was constructed near the water intake to connect
the multistage surface flow wetland with the subsurface flow wetl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
technology was integrat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drinking water source in Yutai County and meet
the water supply requirements. Running effect of compound artificial wetland monitoring showed that the wetland area of
permanganate index, ammonia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d total nitrogen has a better removal effect, such as the highest
removal rate were 55.47%, 79.25%, 75%, 65.12%, various effluent indexes can achieve Ⅲ class water quality standard,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purifying water quality, to ensure the water quality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water supply, and
alleviate the yutai present situation of water supply source nervou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wetland in other water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Compound artificial wetland; water quality; purification effect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主要利用土壤、人工介质、植物及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用

对污水进行处理[1]，应用于水体原位净化、污水厂出水优化、海绵城市建设、水源水质改善等方面[2,3]。

根据水的径流方式，人工湿地可以分为表流人工湿地、潜流人工湿地和立式人工湿地三种模式[4]。

表面流人工湿地模仿自然湿地，污水在填料表面漫流，水力停留时间较长，利用植物的叶片、茎及

茎基部生物膜中的微生物来吸附、降解去除水中污染物[5]。潜流人工湿地主要由砾石、土壤、湿地

植物和微生物组成生态处理系统[6]，污水经配水系统分布流过填料床植物根区，通过生物膜或者植

物根部降解水中污染物，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其处理效果受气候影响小[7]。立式人工湿地综合了

表流湿地和潜流湿地特点，但由于其构造要求高、卫生条件差，没有实现广泛应用[8]。人工浮岛技

术利用生态工学原理来降解水中 COD、氮、磷的含量，可净化水质、提供生物环境、改善景观，并

且无需征地、维护及运行费用低，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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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单一类型的人工湿地由于水质、水量以及设计等问题，对污水的去除效果可能

有所降低，而通过串联不同类型的人工湿地，结合各个类型的优点，能达到更好的处理效果[1]。通

过结合表流湿地水力停留时间长、具有较好的吸附沉淀功能，潜流湿地净化能力强、处理效果受气

候影响小的优点建设了该复合型人工湿地，并通过融合人工浮岛进一步优化水质净化效果。

1 工程概况

山东水发贤达水务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水源为地表水，取水口位于惠河下游，

入南四湖湖口上游 1.4 km处，无法满足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要求（Ⅲ类），通过在取

水口附近建设人工湿地对供水水质进行净化。

1.1 湿地处理流程

该复合型人工湿地分为东、西两个净化区，原水由两侧进入，经多孔配水渠配水，依次流经多

级表流湿地，汇集至中间的潜流湿地进行深度处理，出水经泵站提升输送至水厂。湿地内设有人工

生态浮岛，选用聚乙烯板作为浮体材料。具体流程示意图见图 1。

图 1 人工湿地流程示意图
Fig.1 Flow chart of constructed wetland

1.2 湿地植物

湿地净化区种植水生植物主要包括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叶植物，在植物选择时充分考虑其

长势、抗冻、抗热能力，抗病虫害能力，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10]。

湿地浅水区种植挺水植物，以芦苇为主，并辅以菰、香蒲，对湿地进水起到截留、过滤和吸附

有害物质等作用。深水区种植金鱼藻、黑藻、苦草、眼子菜等沉水植物，防止底泥悬浮，保持水体

清澈，同时植入菱角、芡实和睡莲等浮水植物，去除悬浮物和油类，阻拦垃圾和漂浮物。同时在湿

地内放养食藻类水生动物（鱼类、贝类等），去除水体中的浮游藻类。人工浮岛种植美人蕉、黄菖

蒲和千屈菜[11]。

2 运行效果

每隔 2个月对湿地进水、出水进行一次现场采样，对其 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CODMn）、

氨氮（NH3+-N）、总磷（TP）、总氮（TN）6项水质指标进行了监测分析，评估该复合型人工湿地

的实际处理效果。

2.1 水源水质分析

2019年 6月，首先对取水口水质进行了取样检测，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对其水质监测数据进行了判定，结果见表 1。

表 1 水源水质监测结果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of monitoring results of source water quality
检测项目
Item

单位
Unit

检测值
Test value

评价结果
Evaluation result

pH / 8.40 合格
溶解氧 mg/L 8.55 Ⅰ

高锰酸盐指数 / 7.33 Ⅳ
氨氮（以 N计） mg/L 0.26 Ⅱ
总磷（以 P计） mg/L 0.28 Ⅳ

总氮 mg/L 1.09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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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以看出取水口水质各项监测指标中，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及总氮含量均超标，不满足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要求（Ⅲ类），有必要对其进行净化处理。

2.2 湿地运行效果分析

2.2.1 东侧净化区 图 2 为复合型人工湿地东侧净化区 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

及总氮 6项水质指标的检测结果。

图 2 东侧净化区水质检测结果
Fig.2 Water quality test results of eastern purification area

由图 2（a）可知，人工湿地东侧进水 pH值在水质标准范围以内（6~9），经湿地净化后 pH值

有所降低，表流及潜流湿地对 pH值均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由图 2（b）可知，2019年 6、8月份

进水的溶解氧含量不满足水质标准（>7.5 mg/L），经湿地净化后，出水中溶解氧含量均大于 7.5 mg/L。
由图 2（c）可知，高锰酸盐指数在 5次监测中出现 4次超标，最高超标倍数为 0.58倍，经湿地净化

后可达到Ⅲ类水质标准（<6 mg/L）。由图 2（d）可知，在 5次监测中进水氨氮含量均满足Ⅲ类水质

标准（<1 mg/L），并保持在 0.6 mg/L以下，经湿地净化后出水中氨氮含量继续降低，可达到Ⅱ类水

质标准（<0.5 mg/L）。图 2（e）为总磷指标检测结果，由图可知，东侧进水总磷含量在 2019年 6、
8、10月份出现超标，8月份为劣Ⅴ类水，污水流经表流湿地后总磷仍高于Ⅲ类水体，经潜流湿地深

度处理后可达到Ⅲ类水质标准（<0.2 mg/L）。

2.2.2 西侧净化区 图 3 为复合型湿地西侧净化区 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及总

氮 6项水质指标的检测结果。

图 3 西侧净化区水质检测结果
Fig.3 Water quality test results of western purification area

由图 3可知，人工湿地西侧进水 pH值及溶解氧含量均在水质标准范围以内，氨氮含量较稳定，

可达到Ⅲ类水质标准。人工湿地西侧进水主要污染指标包括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及总氮。其中高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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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指数在 5次监测中均高于Ⅲ类水质标准，总磷含量变化较大，出现 4次超标，最大超标倍数达

1.7倍，总氮含量在Ⅲ类水质标准上下浮动，出现 3次超标。污水流经表流湿地后水质被净化，但高

锰酸盐指数、总磷及总氮仍存在超标情况，经潜流湿地进一步净化后出水可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图 4 污染物降解效果分析
Fig.4 Analysis on degradation effect of pollutants

2.2.3 主要污染指标降解效果 该复合型人工湿地东、西两侧进水的主要污染指标均为高锰酸盐指数、

总磷及总氮，图 4 为对主要污染物降解效果进一步分析的结果。由于污染物降解受到水力负荷及温

度等因素的多重影响[12]，不同污染物的降解效率均存在一定的波动。如图 4（a），高锰酸盐指数降

解率与进水中污染浓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最高降解率为 55.47%，2020年 3月份降解率较低。

如图 4（b），2019年 6-12月份总磷去除效果较稳定，降解率在 40%以上，最高为 75%，2020年 3
月份进水污染物浓度较低使得总磷降解效率降低。如图 4（c），2019年 6-12 月份总氮降解率与进

水中的含量呈现正相关，最高降解率为 65.12%，2020年 3月份进水中总氮含量增加，但降解率降低。

随着人工湿地的运行，其基质中污染物含量日渐增多，好氧微生物的活性也会有所降低，使得有机

物及氮的降解率降低[9]。因此需注意定期进行维护以保证人工湿地系统长期良好运行。

3 结 论

多级表流湿地+潜流湿地+人工浮岛结合的水质净化系统虽然也受到气温、水力负荷等因素的影

响，污染物降解效率有所波动，但湿地最终出水中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及总氮的含量均优于Ⅲ类水

质标准，可满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综合来看，该复合型人工湿地运行效果较好，对污

染物的降解效率明显优于单一类型的人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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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数据的东平湖面积变化监测
王瑶瑶,谭秀翠,董 洁*,徐新华,张 凤
山东农业大学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本文以东平湖的 1985、1990、1995、2002、2005、2009年的 Landsat4-5卫星遥感数据为数据源，提出了波

段加和法提取东平湖的水面面积。并与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NDWI)法、改进的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MNDWI）法

和修订型水体指数（RNDWI）法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相对误差为 0.68%~7.27%。波段加和法较上述的三种方法能够

更加精确地提取狭窄水面，使小区域水体与其他地物的区分边界更加明显直观。同时，通过对该湖泊 1985~2009年
年际水面面积变化趋势分析表明，东平湖水面面积总体呈现缓慢的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 遥感数据; 水面监测; 波段加和法; 水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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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for Dongping Lake Area Variatio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Data
WANGYao-yao, TAN Xiu-cui, DONG Jie*, XU Xin-hua, ZHANG-feng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andsat4-5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Dong ping Lake in 1985、1990、1995、2002、2005
and 2009 as the data source, and proposes the band addition method to extract the water surface area of Dongping Lake.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 (NDWI) method, the improv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body index (MNDWI) method and the revised water body index (RNDWI) method. The relative error was
0.68%~7.27%. The band addition method can extract the narrow water surface more accurately than the above three methods,
so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mall area water body and other ground objects is more obvious and intuitiv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the annual water surface area of the lake from 1985 to 2009, the water surface area
of Dongping Lake showed a slow downward trend.
Keywords: Remote sensing data; surface monitoring; band addition method; water surface area

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必经之路，有着及其重要的防洪、生态

调蓄等功能。因此，对东平湖的环境进行实时的监测及时掌握其水面面积的变化趋势就显得尤为重

要。目前，国内外多运用遥感技术对水面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勘察到人们难以实地考察的地方，提

高了效率与质量同时也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McFeeters SK[1]提出的 NDWI 法是提取

水面面积普遍应用的方法，但在结果中多混杂着许多非水体信息，特别是提取山区水体时，会混有

山区阴影，因此会导致水面面积比真值偏大；徐涵秋[2]提出的MNDWI 法能揭示水体的细微特征，

容易区分阴影与水体，相较于 NDWI法更能揭示水体的细微特征，在提取城镇水体时更有优势；曹

荣龙[3]提出的 RNDWI 法比MNDWI 法的精度更高，能够准确提取狭窄条状水体，更好地区分水陆

边界；丁志雄[4]通过遥感技术将水库水位面积曲线表示出来，进而可以通过此曲线进行插值计算求

出水面面积；李景刚[5]运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以及阈值法提取洞庭湖的水面，但是未能提取

出细条河网；Feyisa GL, et al.[6]设计了一个不断提高水面提取精度的指标，引入了一种自动提取水面

指数（AWEI）法，相对于MNDWI法可以更加准确地提取水体边界；都金康[7]利用 SPOT影像为数

据源，应用决策树分类的方法进行水体的提取；Yao FF, et al.[8]结合了一个新的水指数和一个建筑阴

影检测，提出了一种高分辨率的水指数(HRWI)法，有效地区分了阴影建筑与水体，可以在复杂的环

境条件下提取城市地表水的面积；Yang YH, et al.[9]将水体指数与改进的 FCM相结合提取水面；Jawak
SD, et al.[10]利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进行水面提取；陈云海 [11]利用一种新的提取水体的指数

（AWEI），同时此指数还有对湿地进行有效提取的功能；Fisher A, et al.[12]对多种水体指数进行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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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的评估。以上作者多注重于水体与其他地物界线的提取，而本文则是利用 Landsat4-5卫星图片，

提取有效的水体面积，包括细小的条状水体，有效地利用水资源，从而提出了计算简便、高精度的

波段加和法，用来提取东平湖的水面面积，并与其他三种常用计算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是

可行的。

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源

东平湖地处黄河下游，其位置处于北纬 35°43′~36°7′，东经 116°2′~116°20′，东平湖主要注入河

流是大汶河，大汶河由东平县城西北入东平湖老湖，经过东平湖的调蓄之后流入黄河，因此大汶河

和老湖区属黄河流域，新湖区微向南倾斜，属淮河流域。东平湖位于东平县境西部，北接清河口门，

南达金线岭围堤，其西面则是济梁运河，东面与凤凰山、黄花园、州城、吴桃园等村镇相望。位于

黄河、京杭大运河和汶河的交汇处，它不仅对黄河下游防洪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3]，而且还是

南水北调工程极为重要的调蓄区。东平湖位置图见图 1，其中红色圈出的范围是东平湖的研究区域。

图 1 东平县示意图
Fig.1 Dongping County map

由相关资料得知，全国大部分地区 5~9月丰水期、12~2月枯水期，其余平水期。一般来说湖面

面积是平水期的标准。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数据

对应的时间分别为 1985年 10月份、1990年 10月份、1995年 10月份、2005年 10月份，均为平水

期数据。但 2000年和 2010年无平水期数据，采用的是 2002年 10月份及 2009年 10月份的数据。

2 研究方法

利用波段融合图像准确的判断地物，同时结合提取的波段值，观察水体、滩涂地与植被、河漫

滩波段值相差最大的波段，但同时也为使差别更加明显，于是选择地物波段值相差较大的两个波段

的加和来提取和计算水面面积。数据源是由 Landsat4-5TM卫星提供，采用 453波段融合，可以明显

地看出水体的分布位置[14]，同时可将水体与植被等地物的状况很好地体现在波段融合图中，从而更

加有效地提取东平湖的水面面积。下面将 1985、1990、1995、2002、2005、2009年这六年波段值分

布情况介绍如下。

图 2 1985年不同地物波段值分布 图 3 1990年不同地物波段值分布 图 4 1995年不同地物波段值分布

Fig.2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 bands in 1985 Fig.3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 bands in 1990 Fig.4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 bands 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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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2年不同地物波段值分布 图 6 2005年不同地物波段值分布 图 7 2009年不同地物波段值分布
Fig.5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 bands in 2002 Fig.6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 bands in 2005 Fig.7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eature bands in 2009

本论文中将水体与滩涂地作为东平湖的水面面积进行研究，从图 2中可以看出，当利用波段 4
和 5的和作为阈值时，水体、滩涂地与河漫滩不能明显的分开，会有小部分的河漫滩被误认为水体，

因此 1985年计算的东平湖水面面积偏大。

从图 3至图 7中可以看出，水体、滩涂地可以与植被明确的分开，水体与河漫滩在 4、5波段的

值，明显比其他地物的小，为提高地物之间波段值的差距，将 4、5波段的和作为阈值，从而将波段

加和法总结出来，其公式如下：阈值=NIR+MIR (1)
其中 NIR代表近红外波段，MIR代表中红外波段，分别是 Landsat4-5影像中 4波段和 5波段。

利用 ERDAS 软件的 Raster工具，通过 4、5、3 波段的数据融合，得到东平湖及其附近地区图

像，从而更加清晰地看到东平湖水面面积的变化情况，辅助我们判断东平湖水面。

(a)1985 (b)1990 (c)1995

(d)2002 (e)2005 (f)2009
图 8 不同时期东平湖水域波段融合数据结果（T453）

Fig.8 Results of wideband fusion data of Dongping Lake at different periods（T453）
图 8中红色线所包围的面积即为研究区域。在东平湖研究区域内，根据图像来确定提取东平湖

面积的阈值，但在 1985年出现含水量较少的河漫滩与水体阈值相近，无法将此非水体部分提取出来，

因此 1985年提取的东平湖的水面面积偏大。1990~2002年，水面面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研究区域的

东平湖的东部的细小条状水体退化，以致东平湖的水面面积呈减少趋势。2002年到 2009年，东平

湖水面面积有所增加，但水面面积总体呈缓慢减少的趋势。运用波段加和法的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 波段加和法提取的东平湖水面面积（km2）

Table 1 Water surface area of Dongping Lake extracted by band addition method
年份
Year 1985 1990 1995 2002 2005 2009

水面面积 145.22 140.14 136.57 115.06 138.52 128.84

从表 1中可知，东平湖的水面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样对东平湖的水环境相当不利，应及时

找准问题根源，采取措施，避免湖泊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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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种方法的对比分析

下面利用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NDWI）法、改进的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MNDWI）法[2,15]、

修订型水体指数（RNDWI）法[3,16]这三种方法，分别提取东平湖水面面积，并将三种方法所得出的

水面面积与波段加和法进行对比，以明确波段加和法的适用性，其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四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东平湖水面（km2）

Table 2 Water surface of Dongping Lake calculated by four methods
年份
Year NDWI MNDWI RNDWI 平均值

Average
波段加和处理方法

Band addition and processing method
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1985 146.84 147.19 146.71 146.91 145.22 1.15%
1990 142.87 141.20 141.35 141.80 140.14 1.17%
1995 129.34 125.30 127.31 127.31 136.57 -7.27%
2002 114.66 114.51 113.68 114.28 115.06 -0.68%
2005 142.02 132.76 133.67 136.15 138.52 -1.74%
2009 125.06 123.89 123.90 124.28 128.84 -3.67%
用 NDWI法时，在 2002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少为 114.66 km2，在 1985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大

为 146.84 km2；用MNDWI 法时，在 2002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少为 114.51 km2，在 1985 年东平湖

水面面积最大为 147.19 km2；用 RNDWI法时，在 2002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少为 113.68 km2，在 1985
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大为 146.71 km2；用波段加和法时，在 2002 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少为 115.06
km2，在 1985年东平湖水面面积最大为 145.22 km2，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四种方法所得出的面积

最大值及最小值出现的年份相同，误差最大为 7.27%。

下面将计算得到的东平湖水面面积绘成折线图，如图 9所示。

图 9 东平湖水面面积变化趋势图
Fig.9 Trends in surface area of Dongping Lake

从图 9中可知，4种水面面积计算方法所得的东平湖水面面积总体均呈下降的趋势。同时，将

NDWI 法、MNDWI 法、RNDWI 法所得的水面面积求取平均值与波段加和法进行比较，发现误差

0.68%~7.27%，从而得出波段加和法较为精确的结论。并且，波段加和法更能准确的提取含水量较

少的狭窄水体区域，使水体与其他地物的区分边界更加明显直观。下面以 2009年东平湖的水面面积

的提取情况为例，分析 4种提取水面面积方法的优缺点。

(a)NDWI法 (b)MNDWI 法 (c)RNDWI 法 (d)波段加和法

图 10 不同方法提取东平湖水面方法比较
Fig.10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water surface extraction from Dongpi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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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0可知，以 2009年提取的东平湖的水面面积为例，在 a图中，利用 NDWI法提取的水面，

东平湖的北部的狭窄水体并没有提取出来，存在误差；在 b图中，运用MNDWI 法提取面积，其湖

泊北部的水体有了小部分的轮廓，水体边界渐渐清晰；在 c图中，用 RNDWI 法提取水面面积，可

以提取出局部的小区域的水体，边界较为清晰；在 d图中，运用本论文中新提出的波段加和法，可

以清晰的看出，东平湖北部的狭窄水体的轮廓已经非常明显，可以将含水量较少的水体区域与其他

地物明显的区分开来。

4 结 论

（1）波段加和法算法简单，可以简化计算过程，使过程快捷方便。同时，将三种方法的平均值

与波段加和法得出的水面面积进行对比，误差为 0.68%~7.27%，从而证明波段加和法较为精确的结

论。波段加和法比 NDWI法、MNDWI 法、RNDWI法更能准确的提取含水量较少的狭窄水体区域，

使水体与其他地物的区分边界更加明显直观。

（2）从计算结果显示，1985-2009年的东平湖水面面积总体正在呈缓慢的下降趋势，其水面面

积主要的变化区域是东平湖的北部、东南部。需要有关部门加强重视，有效控制面源的污染，对水

量、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加强对东平湖生态湿地的管理，健全相应的水法规，实现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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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地面沉降分布特征及机理研究
潘 登 1,2,王继华 1,2,汪宝存 3,郭凌飞 3,杨巧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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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郑州市地面沉降机理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结合 InSAR 和水准技术获取郑州市地面沉降

分布特征，得出郑州市的地面沉降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利用 GIS空间分析了地貌单元、地层覆盖、构造以及

地下水与地面沉降直接的耦合关系，认为冲积平原的地面沉降最为严重，全新统中段冲积层地面沉降最为严重，老

鸭陈断裂以东地面沉降比较严重，中深层地下水开采是郑州市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地面沉降; 分布特征;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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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Land
Subsidence in Zhe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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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land subsidence in Zhengzhou City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mbination of InSAR and leveling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subsidence in Zhengzhou C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and subsidence in Zhengzhou City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tudy area.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geomorphic unit, stratigraphic coverage, structure and the direct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and land
subsidenc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ground subsidence of the alluvial plain is the most serious. The ground subsidence of the alluvial
strata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eogene. The ground subsidence is more serious in the east of the Laoyachen fault Middle and deep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is themain cause of land subsidence in ZhengzhouCity.
Keywords: Land subsidenc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郑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高度 85~200 m，市区面积 1001 km²。
由于郑州市地面沉降的研究起步较晚，2007年郭新华等[1]，根据郑州市内涝不断加剧、自来水管道

爆炸以及城市建（构）筑物使用功能降低等现象提出了郑州市存在地面沉降现象，并建议开展地面

沉降监测工作，2013年汪宝存等[2]利用 InSAR技术揭示了郑州市 2004~2010年的地面沉降分布特征，

认为郑州市存在 5 个较大的地面沉降区域。2014年席新海等[3]对京广高铁郑州段存在的地面沉降进

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詹学启[4]等对郑徐高铁郑州段地面沉降进行了预测分析。相关研

究的开展初步揭示了郑州市地面沉降分布特征，并且对地面沉降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是郑州市

地面沉降机理研究仍然比较欠缺，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为郑州市地面沉降防控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1 郑州市地面沉降特征

1.1 地面沉降信息提取

联合采用 InSAR和水准测量获取研究区的地面沉降信息，其中SAR数据为2012年9月1日~2013
年 9年之间的 17景 3 m分辨率 TerraSAR-X数据，利用短基线干涉测量（SBAS）得到研究区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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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速率图。分别在 2012年 9月、2013年 9月对研究区 341个水准进行二等水准测量，水准起算

点位于郑州市南部的梅山基岩水准点。利用水准监测结果对 InSAR解译精度进行评价，发现 InSAR
解译精度优于 4 mm，表明 InSAR 解译具有较高的精度。考虑到 InSAR解译的起算点并不在基岩上，

利用水准点和附近 InSAR解译的地面沉降值进行回归分析，获得水准测量和 InSAR解译之间的偏差，

将 InSAR解译结果统一到基岩起算点上，然后制作研究区地面沉降分布图[5]。

1.2 地面沉降分布特征

利用获取的地面沉降分布图，将地面沉降划分为 10~30 mm/a为轻微区、30~50 mm/a为较重区,
大于 50 mm/a为严重区[6]，制作地面沉降分区图（图 1），并统计其面积（表 1），可以看出研究区

普遍存在地面沉降现象，地面沉降大于 10 mm/a的面积为 645.6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3.9%；地

面沉降大于 30 mm/a的较重区和严重区面积为 105.0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0.4%，集中分布在研

究区的北部，呈现西北--东南椭圆形分布，总面积为 88.4 km2，占总面积的 84.2%。

表 1 研究区地面沉降分区面积

Table 1 Subarea of land subsidence

沉降分区

Sedimentation area
轻微区

Slight area
较重区

More serious
严重区

Serious
总面积

Total
面积/km² 540.5 70.1 34.9 645.6

2 地面沉降机理及成因分析

2.1 地面沉降与地质背景的关系

利用 GIS面面相交功能，根据不同的地貌单元、不同的地层覆盖以及构造控制条件下地面沉降

的分布情况，来分析地面沉降与地貌、地层、构造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区地势西南高东部低，大

致以老鸦陈断裂为界，西部是侵蚀堆积类型、东部是堆积类型（图 2）。研究区属华北地层区-华北

平原分区-开封小区。出漏地层以第四系为主，西南山区分布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三

叠系及第三系（图 3）。由于研究区多被第四系地表覆盖，其构造形迹呈现隐伏状态，主要的断裂

构造有北西向、近东西向、北东向三组，老鸦陈断层控制了研究区新近系和第四系的沉降，造成断

层东西两侧第四系厚度差 200 m（图 4）。

图 1 地面沉降分区图 图 2 地貌分布图 图 3 地层分布图 图 4 断层分布图

Fig.1 Subarea of land subsidence Fig.2 Distribution of landform Fig.3 Distribution of stratum Fig.4 Distribution of faultage

根据表 2可以看出，在 7种地貌单位里面，冲积平原的地面沉降最为严重，地面沉降严重区、

较重区、轻微区的面积分别为 34.1 km2、56.1 km2、150.3 km2,分别占到分区总面积的 97.8%、80.0%、

27.8%。根据表 3可以看出，在 8中地层类型里面，全新统中段冲积层地面沉降最为严重，地面沉降

严重区、较重区、轻微区的面积分别为 33.7 km2、54.31 km2、151.0 km2,分别占到分区总面积的 96.6%、

77.4%、27.9%。根据表 4可以看出老鸭陈断裂以东地面沉降更为严重，地面沉降严重区、较重区、

轻微区的面积分别为 34.1 km2、56.1 km2、150.3 km2,分别占到分区总面积的 81.7%、63.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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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地面类型地面沉降分区面积
Table 2 Subarea of land subsidence under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types

地貌单元/km²
Geomorphic unit

冲积平原
Alluvial plain

风积地貌
Aeolian geomorphology

黄河漫滩
Yellow River floodplain

决口扇
Flood fan

弱切割
Week cut

中等切割
Medium cut

深切割
Deep cut

小计
Total

严重区 34.1 0.2 0.0 0.0 0.6 0.0 0.0 34.9
较重区 56.1 1.0 0.0 0.3 12.6 0.1 0.0 70.1
轻微区 150.3 34.0 74.4 54.0 121.4 43.1 63.3 540.5

表 3 同地层类型地面沉降分区面积
Table 3 Subarea of land subsidence under same stratigraphic type

地层类型/km²
Stratigraphic type

第一类
No.1

第二类
No.2

第三类
No.3

第四类
No.4

第五类
No.5

第六类
No.6

第七类
No.7

第九类
No.9

小计
Total

严重区 0.2 0.4 33.7 0.6 0.0 0.0 0.0 0.0 34.9
较重区 0.9 2.3 54.3 12.5 0.1 0.0 0.0 0.0 70.1
轻微区 38.2 133.9 151.0 118.0 43.0 51.8 4.3 0.2 540.5

表 4 老鸭陈断层两侧地面沉降分区面积
Table 4 Subarea of land subsidence of Laoyachen fault

断层方向 Fault direction
断层区/km²
Faultage area

断层以西
West of the fault

断层以东
East of the fault

小计
Total

严重区 6.4 28.5 34.9
较重区 25.4 44.7 70.1
轻微区 228.5 311.9 540.5

2.2 地面沉降与地下水之间的关系

研究区地下水开采包括浅层、中深层、深层及超深层地下水，均属多层开采。2010~2013年，

郑州市总供水量 2.4~3.1亿 m3，地下水开采占总供水比例的 29%~37%，中深层地下水是其主要地下

水开采层，开采量约占地下水总供水量的 45%[7]。郑州市地下水由于多年的集中、强力开采，目前

已形成了浅、中深、深层及超深层水的降落漏斗。从历年观测资料看，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水水

位基本处于下降状态，浅层及中深层地下水均形成降落漏斗，并呈逐渐扩大趋势。2002年以来，由

于逐步实行自备井封井压采措施，自备井开采量有所减少，但城中村地下水开采量增加，地下水降

落漏斗仍在缓慢扩大。据 2013年 4月份资料[8]，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为 117.74 km2，漏斗中心

水位埋深 32.18 m；中深层地下水漏斗面积达 249.20 km2，漏斗中心水位埋深为 68.65 m。

2013 年度郑州市中深层地下水等水压线图与郑州市 2012~2013 年地面沉降分布图对比具体表

现：（1）主要地面沉降区与地下水位下降区在空间分布基本相符，均位于郑州市中北部地区（图 1）。
该区位除部分自备井开采外，尚分布有老鸦陈、庙李、陈寨、沙门、柳林等城中村，外来人口 30余
万，地下水开采集中，开采量较大；（2）地面沉降漏斗中心与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基本相符。（3）
地面沉降量与地下水水位变化同步（图 5）。地下水水位漏斗中心位于农业路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

校，2013年 4月较 2011年 4月水位降达到 10.08 m，年下降速率为 5.40 m。证明地下水过量开采是

研究区地面沉降的主要成因。

图 5 I-I′剖面地面沉降量与地下水水位关系图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subsidence amount of I-I′ profile and groundwater level

3 结 论

（1）联合采用 InSAR和水准测量两种技术获取了研究区 2012~2013年地面沉降分布图，发现

地面沉降大于 30 mm/a的较重区和严重区面积为 105.0 km²，集中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呈现西北--
东南椭圆形分布，总面积为 88.4 km²。 (下转第 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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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岩离层动态发育规律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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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煤炭开采过程中，上覆岩层中有离层的产生，而且离层的发育是有一定规律的，正确掌握这一规律对合理进

行离层带注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测资料和理论分析得出：上覆岩层中会同时存在多个离层，当岩层移动达到拐

点即最大下沉速度时，离层迅速发育。在非充分或者极非充分采动条件下，覆岩内的离层会长期存在，注浆后可有

效减轻或避免由于流变效应或采区周围采动影响引起的二次沉陷问题。

关键词: 离层; 发育规律;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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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Dynamic Developing Law of Overburden
Separation
WANG Su-hua1, SONG Chao-liang2, LIU Yong2
1.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China
2.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De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Dezhou 253000, China
Abstract: Some laws governing overburden separated layers exist in coal-mining process, which are useful for reasonable
filling in the overlying strata. Based on field datum and theoretical study, a series of results about layer splitting laws have
been elicited. A lot of splits exist synchronously in the overburden stratum, and when the strata reaches maximum value of
subsidence speed due to underground mining, layer split will be soon produced.. Bed separations will have existed in the
overlying rock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non-full and non-fullest mining. After grouting, it can be reduced or avoided
secondary subsidence which are caused by rheological effects or mining influence in mining areas.
Keywords: Separated layer; developing law; experimental study

覆岩离层注浆减沉技术是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开采沉陷控制的一种新方法。随着覆岩离层注

浆减沉技术的发展，有关上覆岩层移动和离层规律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大多着眼于覆岩破坏和

力学性质[1-7]，对采动过程中离层的动态发育规律研究较少，特别是实验研究更少。覆岩离层动态发

育规律是注浆减沉方案的理论与设计基础，也是研究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离层的形成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过程，正确掌握这一规律对合理进行离层带注浆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覆岩离层规律的工程

观测实验，可以获得离层观测资料，总结离层动态发育规律，从而为进一步推广覆岩离层注浆减沉

技术提供实践基础。本文根据唐山矿离层观测实测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1 覆岩离层动态发育规律实验

1.1 工作面的地质情况

唐山矿 T2294工作面位于矿井 12-13水平铁二区二采区，属 8、9合区煤层。工作面四邻均未有

采掘活动，其南邻 4070丙、丁斜井，东南部为 T2192采空区。地面为陈庄粮库、市物质储运公司、

物质采购站等。

工作面走向长度 1195 m，倾斜长度 144 m，煤层平均采厚 10.3 m，煤层倾角 140，煤层平均埋深

约 716 m，采用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全陷式顶板管理，最高日进尺按 3.0 m/d，日均进尺为 2.0 m/d。
顶底板情况：老顶为灰色细中砂岩，8.6 m，主要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硅质胶结。直接顶为深灰色

粉砂岩，5.3 m，以粉砂质为主。无伪顶。直接底为灰黑色泥岩，5.5 m，主要成份泥质，富含植物根

化石。老底为灰黑色粉砂岩，4.0 m，断口参差状，致密性脆。上覆岩层为中硬岩层，且软硬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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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观测钻孔的平面位置

为研究煤层开采后，覆岩离层的动态发育规律，在工作面布置了离层观测钻孔（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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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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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离层观测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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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观测钻孔布置平面图
Fig.1 Position of observed hole on the surface

1.3 测点在钻孔中的布置

离层观测层位的选择，要根据煤层覆岩的岩层结构和注浆层位。由观测钻孔的地层柱状图确定

观测的离层层位。根据观测的需要和测点安装的可能，设计共布置 6个离层观测测点。其次要确定

观测岩层的垂向范围，考虑到铁二采区注浆层位一般在煤层顶板以上 180~300 m之间，所以离层观

测的岩层范围也基本选择在这个层位范围，比这更宽一些，即煤层顶板向上 180~350 m。离层观测

钻孔处煤层的埋深为 721 m，观测岩层的深度是 372~543 m。再就是测点的位置一定要考虑岩层的力

学性质，将测点布置在坚硬岩层中，测点固定可靠；布置在软弱岩层中，则有可能因为岩层的破碎

而无法固定。

根据岩层的结构和力学性质，判断岩层的离层层位，布置离层观测测点，6个测点的位置如表

1，全部布置在较厚的坚硬岩层中。全部测点要在工作面距离钻孔至少 50 m前就安装完毕，以保证

能及时观测到初始数据。
表 1 钻孔内测点位置表

Table 1 Observed point's position in deep stratum
点号

Observing sites
深度/m
Depth

至煤层顶板距离/m
Distance from coal seam roof

所在岩层岩性、厚度
Lithology and thickness on the stratum

1 530 191 中砂岩，厚 2.20 m
2 522 199 细砂岩，厚 11.06 m
3 490 231 细砂岩，厚 8.28 m
4 465 256 中砂岩，厚 17.49 m
5 430 291 粗砂岩，厚 25.30 m
6 395 326 中砂岩，厚 25.55 m

观测方法是定期测量孔口至测点标志之间的距离及孔口标高，观测频率可以视工作面距孔口的

距离而调整，一般在工作面没过孔口时观测 1次/d，工作面接近孔口时观测 3次/d，工作面过孔口后

观测 1次/h。

2 覆岩离层动态发育规律

煤层开采后，采空区上方顶板岩层要发生垮落破坏，形成垮落带；垮落带上部岩层还将相继发

生断裂和弯曲下沉，断裂岩层仍保持原有层状结构，但岩层层面方向已丧失了结构和力学性质的连

续性，随着岩层变形的向上发展，下部碎胀岩石减少了上部岩层的下沉量。同时层面方向的变形范

围逐步扩展，减少了岩层的弯曲曲率，这样，当岩层的断裂破坏发育到一定高度，岩层就只发生弯

曲下沉和离层；这一部位的各岩层虽然自身是连续的，但是由于下沉过程中层面都发生了离层，所

以彼此之间层面已是非连续的，离层层面最终还会闭合，但存在一定的错动，变形继续向上发展，

上部岩层就会以整体弯曲形式下沉。基岩之上的松散冲积层则随下部基岩一同下沉。一般情况下，

离层的发育程度与离层距煤层顶板的距离成反比，即越靠近顶板离层越发育，越远离顶板离层越不

发育。当上覆岩层中存在上硬下软、刚度差别较大的岩层组时，最利于产生离层。

表 2为测点 2、6的下沉值和其下位离层量值，图 2为观测孔处的下沉速度曲线，

图 3为观测孔口处及孔内个测点的下沉移动曲线，图 4为各观测点间的离层曲线和在测点区段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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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离层曲线，其中图中的离层 1、2、3、4、5分别为测点 1、2，2、3，3、4，4、5，5、6之间的

离层量，总离层为测点所在区段内的离层总量，图 5为各测点活动频率曲线。
表 2 测点 2、6的下沉值及其下位离层量值

Table 2 Values of subsidence and separated layer at No.2 and 6 observing points
工作面距孔口的距离/m

Distance between working surface and hole
-161.0 -87.5 -34.2 13.0 53.4 72.5 85 109.2 141 150

测点下沉/mm
2 2 -2 -61 -134 -271 -311 -387 -464 -618 -720

6 -2 -60 -133 -184 -224 -292 -370 -508 -599 -648

离层值/mm
离层 1 0 -1 -2 3 5 8 12 16 27 20

离层 5 0 0 -1 11 43 46 46 39 67 52

图 2 观测孔处的下沉速度曲线 图 3 孔口处及各测点的下沉曲线
Fig.2 Subsidence velocity curve at the observation holes Fig.3Subsidence curves at observation hole andmeasuring points

实测资料表明，上覆岩层(垮落带除外)在采动过程中都经历一个连续的动态下沉移动过程，而且

离煤层顶板越远，移动过程越连续，其移动曲线的形态与地表点的移动过程越接近；采动过程中，

上覆岩层中会有离层产生，而且会同时有多个离层的存在，当岩层移动达到拐点即最大下沉速度时，

离层迅速发育，离层量的大小主要与采深、工作面宽度和上覆岩层的岩性有关，在采宽和采深相同

的条件下，刚度大的厚硬岩层下离层缝比较大且持续时间长，在非充分或者极非充分采动条件下，

覆岩内的离层会长期存在，注浆后可有效减轻或避免由于流变效应或采区周围采动影响引起的二次

沉陷问题；通过对测点活动次数统计发现：工作面过钻孔后活动明显频繁，特别是在过孔底 52.5~141.2
m（0.08~0.20 H）之间最为活跃，可以据此合理安排注浆起始时间。

3 离层缝宽度的计算

为了提高注浆减沉效果，应尽可能选择离层缝宽度最大的离层作为注浆层位，所以离层缝

宽度的计算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离层缝宽度的计算也是设计注浆量的依据。一般来说，在工

作面推进过程中，上覆岩层的运动及破坏均可简化为板或梁的形式，据 T2294 工作面具体的地质

情况，其岩层的运动及破断也可视为梁的受力情况，由于四周都未有采动，这里简化为固支梁如

图 6 所示。当离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离层的下位岩层将受到下部岩体的支撑作用，这时可将其

图 4 各观测点间的离层曲线和在测点区段内的总离层曲线
Fig.4Separation curves at every observation point and total

separation curves in observation point section

图 5 各测点活动频率曲线
Fig.5 Activity frequency curves

at every measur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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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弹性地基梁。而上位岩层可视为固支梁，离层缝宽度即为二者的下沉量(即挠度)之差。在均

布荷载 q（q由岩层的自重和上覆软弱夹层的重量形成)作用下，地基梁和地基的位移为 y(x)，梁

与地基之间的压力为 p(x)。根据温克尔假设[7]，地基沉陷 y与压力 p的关系为：p=ky (1)
式中 k为地基本身的阻力系数，y为地基梁的下沉量。

q

L

图 6 岩梁力学结构模型
Fig.6 Mechanics model of stratum beam

3.1 弹性地基梁的下沉量计算

在图 6 所示的坐标系中，对原点以右的半边地基梁（x≥0）进行计算。从梁来看，挠度 y与

荷载 q1、地基压力 p的关系为：
4

1 14Z
d yE I q k y
d x

  (2)

式中 EIZ1为截面的抗弯刚度。代入参数 4

14 Z

k
E I

  ，可求得下述形式的积分方程：

1
1 2 3 4( sin cos ) ( sin cos )x xqy e C x C x e C x C x

k
         (3)

由定性分析可知，当 x→∞时，下沉 y→ 1q
k ,只有当 C3=C4=0 时，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因此上式应

为： 1
1 2( s in c o s )xqy e C x C x

k
     (4)

实际上，距开采边界无穷远(x→∞)点的下沉量应该等于零，而计算值为回采前后在两种情况

之中受载和非受载岩层的下沉之差。因此，为了得到实际下沉量，应从上式中减去 1q
k ，因此弹

性地基梁的下沉曲线方程为： 1 2( sin cos )xy e C x C x    (5)

根据边界条件
max0

0

; 0
x

x

dyy W m
dx






   。式中 Wmax为弹性地基梁的最大下沉值，m为煤

层开采厚度，η为岩层下沉系数。可求出式(5)中的常数。即为：C1=C2=Wmax

所以弹性地基梁的下沉方程为：
max (sin cos )xy W e x x    (x≥0) (6)

利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得原点以左(x≤0)半边梁的相应计算公式，最终结果为：

m ax (co s s in )xy W e x x    (x≤0) (7)

3.2 固支梁的挠度计算

岩梁的挠曲线微分方程为：
4

2 24Z
d yE I q
d x

 (8)

其边界条件为：
0 , ( )

2

0 , ( )
2

d y Lx
d x

Ly x

   

   


(9)

由公式（8）、（9）解得：
2 2 2

2

( 4 )
3 8 4 Z

qy x L
E I

  (10)

此即为承受均布载荷固支梁的挠曲线方程，显然梁的最大挠度在梁跨度的中点，即 x=0处，因

而，得到：
4

max
2384 Z

qLy
EI

 (11)

式中：ymax-岩梁的最大挠度/mm；q-岩梁承受的均布荷载/kN/m；L-岩梁的跨度/m；E-岩梁的弹

性模量/Pa（表 3）；Iz2-固支梁的截面惯性矩/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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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唐山矿岩石力学参数表
Table 3 Mechanics parameter of rock on Tangshan mine

岩性
Lithology

抗压强度/MPa
Compressive strength

抗拉强度/MPa
Strength of extension Et/04Mpa μ 密度/(g/cm3)

Density
粗砂岩 85.76 3.36 2.77 0.27 2.47
细砂岩 91.12 3.88 2.5 0.15 2.60
粉砂岩 83.18 2.42 3.63 0.11 2.65
泥岩 63.6 2.47 2.5 0.49 2.71

中砂岩 110.59 4.14 4.34 0.093 2.59
岩梁的垮度 L的计算，为计算方便，可根据“传递岩梁”理论中的极限跨距来确定[8,9]（图 7）。

W 2 < W 1

L 2 = 0 . 8 L 1

L 3 = 0 . 8 L 2

L 1

图 7 传递岩梁跨距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atum beam span

其中：
2

1
2 [ ]

( )
t

i

mL
m m r




  (12)

式中 m-托层厚度/m；[σt]-材料的极限抗压强度/Pa；mi-随支托层同时运动的弱岩层的厚度/m；r-
支托层容重/(N/m3)。

当计算第 n个传递岩梁的跨度时，则 Ln=0.8n-1L1，将 Ln代入 y即可。从弹性地基梁和固支梁

的挠曲线方程可以看出，在 x= 0处即梁的中点处它们的下沉量最大，二者的下沉量之差即为离层缝

最大宽度。计算所得最大离层量为 42.8 mm，发生在测点 5、6之间，计算值与实际测量值相比偏小，

原因可能是：在计算过程中，岩石力学参数取自 T2191工作面的岩石力学参数的平均值，与实际的

岩石性质有误差所致。

4 结 论

（1）上覆岩层(垮落带除外)在采动过程中都经历一个连续的动态下沉移动过程，而且离煤层顶

板越远，移动过程越连续，其移动曲线的形态与地表点的移动过程越接近。

（2）在软硬互层的中硬上覆岩层中会同时存在多个离层，离层量的大小与其所在位置的岩层厚

度和性质有关，厚度大、坚硬岩层下的离层量较大。

（3）采动过程中上覆岩层的离层发育是有一定规律的：当工作而推过之后，离层逐渐产生；当

岩层移动达到拐点即最大下沉速度时，离层迅速发育。

（4）在非充分或者极非充分采动条件下，覆岩内的离层会长期存在，注浆后可有效减轻或避免

由于流变效应或采区周围采动影响引起的二次沉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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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融循环下青砖砌体结构性损伤的演化规律
别治明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系, 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 为研究青砖砌体结构性损伤程度随冻融循环的演化规律，本文对经过 0、2、4、6和 8次冻融循环后的试样

开展力学测试、核磁共振和扫描电镜试验，分析了青砖砌体材料的结构的冻融损伤机理。试验结果表明：青砖砌体

材料的轴心抗压强度随冻融次数增加呈指数型下降；青砖砌体材料的孔隙体积含量在 0~20次循环过程中保持增长，

且增长速率逐渐下降；轴心抗压强度与峰面积为负线性关系，拟合直线的确定性系数 R2大于 0.99；由扫描电子显微

镜试验可以观测青砖砌体材料的微观缺陷随冻融循环次数增加而逐渐发展，主要表现为试样内部的小孔隙逐渐形成

尺寸较大的裂隙；微观缺陷的发展是导致力学性能衰减的本质机理。

关键词: 青砖砌体; 冻融循环; 结构性损伤; 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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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Law of Structural Damage of Blue Brick Masonry
under a Freeze-thaw Cycle
BIE Zhi-ming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45006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variations of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lue brick masonry with the
influences of freeze-thaw cycles, the compression tests,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cans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ests were conducted on the samples of blue brick with multiple freeze-thaw cyc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ssion strength of the blue brick decreases exponenti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ycle number. The spectral area of
distribution curves of samples measured by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measurements keeps increasing during 0~50
freeze-thaw cycles, and the growth rate gradually decreases. There i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and areas
with the square R2 of the fitting lin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greater than 0.98. SEM results can prove the microscopic
damage of blue brick masonry with the freeze-thaw cycles cause the cement between particles to gradually decompose and
disappear, meanwhile pores in the samples become larger.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scopic defects is the essential
mechanism that leads to the attenu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Keywords: Blue brick masonry; Freeze-thaw cycle; structural damage; evolution law

青砖砌体是黏土经过高温烧制而形成的一种古老的建筑材料。青砖材料具有抗压强度高、质地

坚硬、施工方便和造价低廉等优点，并且可根据设计强度、耐久性要求和地方材料供应情况进行相

应调整，既对不同建筑工程有很好的的适用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黏土原材料，在我国不同地

区的应用十分广泛[1-4]。近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园林的道路大量和采用青砖砌体进行建设，

这大大拓宽了青砖材料的应用范围。然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我国北方地区以青砖砌体为材料的

道路出现翻浆冒泥、不均匀沉降和变形隆起等工程问题时有发生，给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病

害的发生不仅与青砖材料的本身性质有关，也与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重要关联[5]。

由于低温环境影响，使得冻融循环作用对寒冷地区的青砖材料产生明显的损伤效应，严重地影

响了相关地区砖砌道路路面在服役期间的工程稳定性[6,7]。冻融损伤程度对青砖材料的强度指标和细

微观结构特点有十分重要的影响[8]。青砖材料是一种由黏土烧制而成的多孔介质材料，具有丰富的

孔隙结构，容易受地下水作用和季节性冻融循环作用的影响[9]。研究青砖材料结构特征与强度指标

受冻融循环的影响规律，对于相关道路路面的设计和施工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青砖材料受冻结和

融化过程的损伤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理论与试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孙磊与汤永

净[10]对反复冻融循环过程中的古砖砌体试样开展轴心抗压强度测试，分析了冻融循环作用对其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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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和超声波波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余国星和谷雨[11]基于力学测试论证了养

护条件与冻融循环次数对再生沥青砖砌材料的力学性能和质量损失率的影响特点。Liu 等[12]对水泥

砖和石膏砖砌体材料分别进行压缩强度测试，分析了冻融循环作用对材料的力学特性的减弱规律，

并讨论了两种外掺材料的改性机理。

本文以青砖砌体材料为研究对象,利用轴心抗压强度测试与核磁共振试验获取了青砖材料的力

学参数和孔隙分布特征，同时分析了青砖材料在冻融过程中的损伤演化机理，旨在为进一步了解青

砖砌体材料的性能提供参考。

1 试验材料

1.1 试验原材料

本文所用的试验土体材料为粉质黏土，取样点为山东省威海市一处二级公路沿线边坡。采用的

粉土样品颜色呈灰褐色，经过 XRD 衍射试验，发现本试验采用黏土矿物成分包括伊利石(44.1%)、
蒙脱石(39.2%)，石英(8.1%)与斜长石(4.4%)和斜长石（4.2%）。该黏土的天然含水率为 17.2%，干密

度为 1.34 g/cm3，土样在天然状态下的含水率为 17.2%、渗透系数为 2.34×10-6 cm/s，土体的塑限为

22.9%，液限为 56.8%，材料的塑性指数为 33.9。采用颗粒筛分法进行黏土的颗粒分布含量测定，从

曲线中得到不均匀系数 Cu为 2.12，曲率系数 Cc为 0.88，表明该黏土的级配比较良好，适宜作为青

砖烧制的原材料。

进行青砖烧制时，在黏土中掺入一定量的硅酸盐水泥进行强度的提升，本研究的设计水泥掺量

为 5%。水泥采用威海市东海水泥厂生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进行青砖材料的制备,水泥级别为 32.5级，

水泥颗粒比表面积为 333.5 m2/kg，养护 28 d的实测立方体抗压强度为 34.5 Mpa。

图 1 黏土的颗粒级配曲线
Fig.1 Grading curve of silty soil
表 1 黏土的基本物理性质指标

Table 1 The basic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lay

含水率/%
Water content

孔隙比 e0
Void ratio

干密度
ρ(g/cm3)

Dry density

不均匀系数
Nonuniform
coefficient

曲率系数
Coefficient of
curvature

渗透系数(cm/s)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塑限/%
Plastic limit

液限/%
Liquid limit

塑性指数
Plasticity
index

17.2 0.48 1.34 2.12 0.88 2.34×10-6 22.9 56.8 33.9

1.2 青砖材料的制备

本文主要对象是青砖砌体材料，制备过程如下：首先称量适量的黏土，放在常温条件下进行风

干，用研钵碾碎并过 0.75 mm的标准筛，去除杂质后保证黏土的均质性；再称量黏土质量 5%比例的

硅酸盐水泥进行混合，并保证物料混合均匀；在混合料中加入自来水，并用水泥砂浆搅拌锅进行均

匀拌和，自来水的质量为固体物料总质量的 18%；最后采用分层击实的方法成型，青砖试样为 150
mm×150 mm×150 mm 的立方体试件。成型完成后将青砖试样放在实验室的环境中进行 28 d时间的

标准养护，得到青砖砌体材料的标准试件。

1.3 冻融循环处理

本研究参照《砌墙砖试验方法》GB/T2542-2012的冻融处理操作方法，对青砖砌体试件开展冻

融循环试验。利用 SFT-20 II型温度控制箱进行多次冻融循环的处理。首先，将青砖砌体材料试样放

入温控箱；设置环境温度为﹣20 ℃，开启多向冻结功能的开关，采用低温冻结 48 h；然后，将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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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温度设置为 20 ℃，在常温融解 48 h；通过不断重复上述操作达到冻融循环的效果。本试验对青

砖材料的试样共进行 0~50次冻融循环，分别对 0、10、20、30和 50次循环后的青砖砌体试样进行

轴心压缩试验、核磁共振扫描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测试。

2 试验结果

2.1 轴心抗压强度测试

实验利用力学加载万能测试系统对青砖材料立方体试样的试样开展轴心抗压强度的力学测试，

共进行三组力学试验，采用 15个立方体试件，最后取各组试件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的结果。试验过程

中的压缩荷载的加压速率设为 0.05 MPa/s，实验得到了经过 0、10、20、30和 50次冻融循环处理试

样的轴心抗压强度 Q和弹性模量 E，结果如图 2所示。

从轴心压缩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压缩荷载的作用下，不同冻融循环次数的试样的强度和弹

性模量存在明显差异。从图 2可以看出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青砖材料试样的轴心抗压强度不

断减小，经过 50次冻融循环后，青砖的轴心抗压强度由 16 MPa左右下降至 7.5 MPa左右，下降幅

度为 53.13%。另外，在 0~10次冻融循环之间时，青砖砌体样品的轴心抗压强度的减小幅度相比后

期循环的下降幅度要明显大很多，说明青砖材料在从 0次到 10次冻融循环过程中的轴心强度损失最

显著。由力学测试还获得了弹性模量指标，青砖砌体材料的弹性模量 E与轴心抗压强度 Q在冻融循

环过程中保持类似的变化趋势，两者均随冻融循环的次数增加而下降，且在整体上和冻融循环次数

保持幂指数的变化关系。在 30~50次冻融循环过程中的材料力学性能指标几乎不变，说明冻融循环

作用对青砖砌体材料的结构损伤效应在冻融循环后期逐渐趋于稳定。

图 2 冻融循环过程中材料的轴心抗压强度 图 3 力学性能指标与冻融循环次数的关系
Fig.2 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during freeze-thaw cycles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cycles and strength index

2.2 核磁共振测试

使用低场强核磁共振扫描仪对经历不同冻融循环次数后的青砖砌体材料进行微观结构测试。核

磁共振扫描原理是在较低的强度磁场中，提供探测材料孔隙中的氢原子核磁信号，以测量材料孔隙

的弛豫时间 T2分布曲线，根据 T2 分布曲线研究材料孔隙的分布特征，信号强度的大小表示对应孔

隙的数量[13]。本文分析了经过 0~50次冻融循环后青砖试样的 T2分布曲线。从图 4可以看出：各组

青砖砌体材料试样的 T2 曲线均存在 3个明显的峰值，左峰对应材料内部的小孔，中峰表示材料内部

的中孔，右峰表示材料内部的大孔。另外，可以看出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青砖砌体材料的 T2
曲线形式有明显的变化。总体上，表示中孔和大孔的中峰与右峰的幅值越来越大。根据此变化规律

可以看出，青砖材料内部小孔比例逐渐下降，而大孔和中孔的比例逐渐增大。

在反复冻融循环过程中，青砖材料试样的 T2分布曲线覆盖区域的面积（峰面积）是表征材料总

孔隙体积的定量指标。通过计算不同冻融循环次数下青砖材料的 T2曲线峰面积，可以对材料的孔隙

分布的变化规律进行量化分析。由计算得到的 T2分布曲线谱面积与冻融循环次数的分布曲线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循环次数逐渐增加，峰面积不断增大，且其增长速率保持先快后慢的变化规律，

此现象与强度测试得到的规律恰好相反。由核磁共振测试结果还可以看出，相对于常用的其它微观

结构观测析方法，核磁扫描虽然不可以直观的观察到材料内部结构的变化，但是能够提供材料孔隙

分布的定量探测结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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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冻融循环过程中核磁共振 T2分布结果 图 5 T2峰面积与冻融循环次数的关系曲线
Fig.4 T2 distribution curves with different freeze-thaw cycles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cycles and spectrum areas

2.3 力学性质与孔隙分布的关系

通过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求证了材料力学特性与结构特性的关系，发现青砖材料内部孔隙分布的

定量参数，即 T2曲线的峰面积随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逐渐上升，且上升速率先快后慢。与此同时，

青砖砌体的轴心抗压强度随冻融循环次数增加逐渐减小，减小速率先快后慢。因此，建立了 0~50次
冻融循环过程中青砖砌体材料抗压强度与峰面积的数学关系模型，并以图 6的曲线分析两者的关系。

图 6 T2峰面积与轴心抗压强度的关系曲线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spectrum areas

从图 6可以看出青砖材料的轴心抗压强度与峰面积保持良好的直线关系，两者的确定性系数 R2

大于 0.99，且轴心抗压强度值随峰面积值的增加而下降。力学指标与孔隙分布指标的相关现象说明

了冻融循环过程扩大了青砖材料内部的孔隙规模，同时也引起青砖材料轴心抗压强度劣化程度逐渐

上升。该现象体现了青砖砌体材料的宏观力学参数和结构损伤效应保持了较好的同步性，体现了核

磁共振扫描技术对于材料结构探测良好的可信度[15]。

2.4 冻融损伤的微观机理分析

图 7 冻融循环过程中材料的 SEM图
Fig.7 SEM images of samples after different freezing and thawing cycles

对反复冻融循环过程中的青砖砌体材料损伤演化特征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试验，结果

如图 7 所示。在放大 800倍的图像中，可以看出经历 0次冻融循环的青砖材料内部的颗粒的排列较

为紧密，水泥胶结作用在黏土颗粒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凝胶结果。随着冻融循环过程的进行，青砖材

料内部的孔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黏土颗粒间以水泥胶结物变得越来越疏松，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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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颗粒间的接触关系由初始时的面-面接触逐渐转换呈面-边接触。青砖材料内部的结构微观形态变化

主要是由于反复的冻融循环作用使材料内部的胶结物不断发生分解、流失，在材料内部形成了微观

缺陷。并且，在反复冻结和融解过程中，材料孔隙内部的液态水和冻结水相态反复发生改变，导致

青砖内部孔隙始终处于微观膨胀力作用中，表现为青砖材料内部孔隙结构逐渐扩张｡

青砖砌体材料的微观形态受冻融循环作用发生明显的变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微观缺陷的增加，

水泥胶结物的分解使得孔隙不断增大，降低了青砖材料颗粒间的致密程度，从而导致抗压强度的减

小。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观测到的微观形态变化特征与核磁共振 T2曲线变化规律及抗压强度衰

减的规律相互印证，说明反复冻融循环作用对青砖材料的结构损伤体现为宏观力学性能的衰变和孔

隙结构的扩张，也说明微观缺陷的发展是力学性能演化的内在原因[16]。

3 结 论

（1）通过对经过 0、10、20、30和 50次冻融循环的青砖砌体材料试样开展轴心抗压强度测试，

发现在荷载作用下青砖材料试样的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均与冻融循环次数保持幂指数的变化特征；

（2）根据核磁共振试验得到的 T2分布曲线，发现随着冻融循环次数增加，青砖材料内部结构

中的孔隙尺寸与规模逐渐增大，T2曲线的峰面积与轴心抗压强度值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

（3）根据对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的观测，发现由于反复冻融循环作用，导致青砖砌体材料的内

部胶结物含量逐渐减少，伴随着粗颗粒间接触关系的改变，材料结构的致密程度明显下降，说明微

观缺陷增加是导致力学性能演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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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混凝土结构的脉冲激光无损检测技术
李 黎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 针对目前建筑埋置缺陷在材料和构件中的不规则性和复杂性，导致质量无法保证，安全性较低问题，提出一

种基于脉冲激光的建筑混凝土结构无损检测技术。根据脉冲激光原理获得材料缺陷部分，通过超声信号传播途径得

到缺陷的参数，合理控制钢筋锚固段的体积，降低钢筋震动强度，通过固结波速的变化程度来确定混凝土结构的质

量，从而完成无损检测。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确保建筑材料的质量与安全性能，具有优质的高效性、可靠

性以及鲁棒性。

关键词: 脉冲激光; 混凝土结构; 无损检测

中图法分类号: TV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673-03

The Pulse Laser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for a Building
Concrete Structure
LI Li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45006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rreg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embedded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that the quality cannot be guaranteed and the safety is low, a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for building
concrete structure based on pulsed laser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ulsed laser, the defect parameters are
obtained by ultrasonic signal transmission, the volume of anchorage section is reasonably controlled, the vibration intensity
of reinforcement is re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nge degree of consolidation wave
velocity, so as to complete the nondestructive detec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has high-quality efficiency, reliability and robustness.
Keywords: Pulse laser; concrete structure; nondestructive testing

1 脉冲激光检测原理

脉冲激光检测作为最常见的无损检测方法[1]。设置试件为均匀厚度的各向同性弹性板，脉冲激

光冲击的加载点在板的中心（围绕圆对称加载），为了确保试件不受损坏，在其中心用粘合剂粘贴

一个与 Nd:YAG试件材料相同，其直径和厚度都是 1 mm，略大于激光点的保护体[2]。在分析中，根

据柱坐标，板的挠动方程得出公式即：      4
0 2

,
, ,

w r t
D w r t P r t

t



  


(1)

式中，D表示板的刚度，w(r,t)表示离面位移，ρ0表示板的单位面积质量，P(r,t)表示单位面积载

荷，4表示双调和算子，其表达式为：
4 1 1r r

r r r r r r
                  

(2)

试件板刚度 D和弹性模量 E、板厚 H以及泊松比 v各个参数之间的联系表达式即：  
3

12 1
EHD

v


 ，

得出 Q开关 Nd:YAG激光器输出脉冲激光产生的脉冲即是狄拉克脉冲[3]，式（1）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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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冲量，r表示冲击点到研究点两者之间的间隔，t表示冲击点开始之后的时长，α表

示板参数其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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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表示相似系数，其表达式  
1
2

r

t



 。

据式(3)可知，对于给定的试件和加载条件，该因子 Iα/D作为常数，即冲击点的位移为 w0=Iα/8D，

收稿日期: 2019-05-10 修回日期: 2019-08-16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绿色理念下的郑州地区既有住宅优化改造研究(2021-ZDJH-100)
作者简介: 李 黎(1973-),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建筑设计理论. E-mail:lili871104@163.com



·674·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1卷

因此 w(r,t)只与β具有相关性，β代表位移波在板中传播的主要参数，只有当冲击为狄拉克脉冲时才有

意义。如果零位移波振幅(w=0)的 r值是从方程(3)中获得的，则公式为：
1
2

2
0

0

4 Dr a t


 
  

 
(4)

式（4）代表各向同性板的位移波形是圆对称的，得出等幅线是同心圆[4]，α0代表确定位移波零

振幅位置因素。上述位移波在试件中传播并遇缺陷时，发生畸变，在缺陷位置分层传播，此变化通

过脉冲激光技术有效记录。

2 建筑混凝土结构无损检测技术

2.1 基本原理

无损检测技术具有分辨率高、精度高、检测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操作方便等特点，是获得

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真实质量的有效途径[5]。需要设定钢筋内具有一个变阻抗面。z1=ρ1v1α1代表介质

上部的波阻抗，z2=ρ2v2α2代表介质下部的波阻抗，当钢筋的端部受到瞬态冲击时，当波以应力波的

形式传播到钢筋底部，达到变阻抗界面时，会产生反射和透射现象[5]。根据连续性条件和动量守恒

定理，可以得到反射系数 R和折射系数 T，其表达式如下：

2 1 2 2 2 1 1 1

2 1 2 2 2 1 1 1

z z
z z

v a v aR
v a v a

 
 

 
 

  (5)

2 2 2 2

2 1 2 2 2 1 1 1

2z 2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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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式中ρ1介质上部密度，α1横截面面积，ρ2介质下部密度，α2横截面面积，v1波在介质下部的

密度，介 v2质下部内的传播速度。l钢筋锚固长度，l1钢筋自由段长度。

2.2 固结波速

固结波速代表应力波在建筑混凝土中的传播速度，是衡量建筑混凝土质量的重要参数。当混凝

土的刚度和阻尼与钢筋相当时，钢筋振动特性将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6]。为了简化计算，作了以

下假设：（1）钢筋在弹性极限内振动时，杆内各颗粒变化据虎克弹性定律的低应变动力进行。激振

力较小能够控制；（2）混凝土拉压性能有明显差异，低应变情况下，这种假设可以满足此条件，并

且可以忽略这一差异；（3）钢筋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振动，截面平直。钢筋直径 d和钢筋长度 l
两者比值 l/d≤1/10，符合条件。

合理控制钢筋锚固段的体积是必要的，钢与混凝土的连续方程表达式如下：

 ' '
1 1 1 1c cA v v A v   (7)

 ' '
2 2 2 2c cA v v Av   (8)

式（7）和式（8）中可知，1与2代表的是控制体内钢筋和混凝土的密度，A1与 A2代表的是控

制体内钢筋和混凝土的横截面积，´1与´2代表准静态应变状态下材料的密度，A´1与 A´2代表准静

态应变状态下材料的面积，vc代表波震面传播速度，v代表质点运动的速度[7]。

波震前段不会被其他因素干扰，伸长率ε与正应变εx两者相等。通过 love运动学条件得出公式：

εx1=εx2=ε=εx=-v/vc。其中，εx1与εx2建筑钢筋和混凝土正应变，准静态应变区内，材料单向应变关系为：

σx1=C1εx1 (9)
σx2=C2εx2 (10)

上式中，σx1与σx2所描述的是钢筋和混凝土的单向应力，C1与 C2所描述的是钢筋和混凝土的换

算刚度系数。公式（9）和（10）结合后，平均应力：σave=σx1V1+σx2V2=(V1C1+V2C2)εx (11)
其中，V1与 V2所描述的是控制体内钢筋和混凝土的体积百分比[8]。

在控制容积内，切应力又能够作为内应力，不会对总动量平衡产生任何影响，基于此，能够得

出动量平衡方程表示即：σx1A´1+σx2A´2=-vcv(ρ1A1+ρ2A2) (12)
当面对小应变时，取 A´1/A1=A´2/A2=1，通过将公式（12）和公式（11）结合起来获得波震面速

度，其表达式为：
2 1 1 2 2

1 1 2 2
c

A C A Cv
A 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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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13）中的分母作为平均密度，由混合规则得出结果相同。其中，将ɑ=A1/A2，当ɑ0时，

混凝土中的固结波速 vc趋于应力波速度。当ɑ∞时，应力波在钢筋中的传播速度。因此，固结波的

传播速度介于钢筋中的应力波和混凝土中的应力波之间，证明了脉冲激光的建筑混凝土结构无损检

测技术的高效性。

3 仿真实验分析

本文设定已知材料厚度和雷达波在混凝土空气分层表面上的双向传播时间，其相对介电常数为

9，传播速度为 0.1 m/ns，通过上述参数可以得到 TS-1 和 TS-2的厚度和每根钢筋的埋深，具体内容

在表 1中展现。
表 1 钢筋埋置深度表

Table 1 Embedded depth of reinforcement
试件编号

No.
实际埋深/mm

Depth
双程旅时/ns

Double tour time
测试埋深/mm
Test depth

绝对误差/mm
Absoute error

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1 17 0.31 15 1 1.8
2 67 1.28 65 2 3.2
3 118 2.31 112 5 3.8
4 167 3.43 173 6 3.1
5 216 4.15 206 9 3.9
6 269 5.10 253 12 4.4

通过上表中计算结果表明，相对误差控制在 5%左右，满足实际工程要求。验证了脉冲激光能准

确识别混凝土结构层厚度和钢筋深度。本文所提无损检测技术具有高效性，具体内容如图 3所示。

图 3 检测性能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performance

通过图 3可知，本文所提出的技术是检测混凝土结构内部状态的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方法。与其

他两种技术相比较，可以快速无损的对建筑混凝土结构进行无损检测，具有显著优越性。

4 结 论

针对建筑结构安全性能较低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脉冲激光的建筑混凝土结构无损检测技

术，通过脉冲激光原理得到材料缺陷部分的参数；通过锚杆质量原理，建立变阻抗面，得出了波在

变阻抗面上传播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然后，合理控制钢筋锚固截面的体积，降低钢筋的振动强

度。通过运动学条件得到了建筑材料的正应变并运算出波面速度。根据固结波速的变化程度来确定

混凝土结构的质量，最终完成无损检测。与其他方法相比，本文方法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刘松平,刘菲菲,李乐刚,等.航空复合材料无损检测与评估技术研究进展回顾[J].航空制造技术,2019,62(14):14-27
[2] 王 丹 ,宁 宁 ,杨鹏飞 ,等 .飞机结构强度试验中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无损检测技术[J].科学技术与工

程,2018,18(18):313-322
[3] 周正干,李文涛.航空航天领域中先进超声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J].航空制造技术,2018,61(19):34-44
[4] 胡婷萍,高丽敏,杨海楠.航空航天用增材制造金属结构件的无损检测研究进展[J].航空制造技术,2019,62(8):70-75
[5] 魏振伟,刘昌奎,周静怡,等纳米压痕技术在工程材料研究中的应用[J].失效分析与预防,2018,13(4):255-260
[6] 丁广鑫,夏 慧,刘国强,等.基于碳纳米管复合薄膜光声换能器的磁声电无损检测[J].电工技术学报,2019,34(13):2709-2715
[7] 牛荻涛,李星辰,刘西光,等.工业建筑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调查与分析[J].工业建筑,2018,48(11):14-18
[8] 钟日良,马 军,苏 亮,等.数字化检测技术在复合材料制造过程中的应用[J].航空制造技术,2018,61(16):74-78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51(4):676-683 VOL.51 NO.4 2020
Journal of Shand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 doi:10.3969/j.issn.1000-2324.2020.04.019

数字优先出版:2019-09-30 http://www.cnki.net

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结构研究进展
王鹏飞,刘继明,谭文娅,吴成龙,于素健,周 飞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 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结构具有良好的受力性能及抗震性能，在建筑工业化、装配化的发展趋势下，必将会得

到广泛应用。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从试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角度，对组成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结构体系

的构件、节点及框架结构受力性能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设计规范条文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发现在部分填

充式钢混组合结构中，关于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构件的研究相对成熟，而对于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节点及其框架结

构在连接构造设计、抗震性能试验及理论研究等方面存在不足。基于此，结合时代背景及我国建筑工业化的发展趋

势，提出一种适合装配的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节点，这对提高我国装配式组合结构设计水平和推广装配式组合结构

的工程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装配式; 部分填充式;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受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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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gress in of Partially Fill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
WANG Peng-fei, LIU Ji-ming, TAN Wen-ya, WU Cheng-long, YU Su-jian,
ZHOU Fe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Partially 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 (PECS) has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eismic
performance, which will be widely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assembly. Based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related
design specifications of the components, joints and frame structures of the PECS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components is relatively mature in PEC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connection structure design, seismic performance test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artially 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joints and their frame structures.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a new type of partially 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joint suitable for
assembly are proposed. It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level and popularizing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composite structure in China.
Keywords:Assembly type; partial filling;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 mechanical behavior

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结构（Partially 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简称 PECS）是

组合结构形式的一种，亦简称为“部分填充式组合结构”，它是在工字钢或 H形钢构件的翼缘之间设

置纵筋、箍筋或翼缘连杆等，并填充混凝土浇筑而成的新型组合结构[1]。

部分填充式组合结构最早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由欧洲标准委员会在欧洲规范 4中提出，并

对其一般设计准则和相关的设计方法进行说明。部分填充的混凝土最初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钢构件

的抗火能力，因此在设计计算时未考虑混凝土的承载能力。但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发展，研究人员

发现部分填充的混凝土不仅具有防火防腐的作用，同时也可提高构件的稳定性、抗屈曲能力、承载

能力和刚度等性能；同时，开口型钢也可抑制混凝土的过早开裂，保证钢与混凝土共同工作[2,3]。与

型钢混凝土结构和钢管混凝土结构相比，PECS具有钢材利用率高、构件的预制化和装配化程度高以

及防火、防腐等优点[4,5]。PECS因其良好的承载能力和抗震性能，使其在一些典型的实际工程中得

到广泛应用[6]。

在国家“十三五”时期，装配式建筑已然成为建筑业发展的热点，随着住宅产业化和建筑工业化

的发展，部分填充式组合结构必将成为当今装配式组合结构体系中研究的焦点，并将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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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本文首先对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构件、节点以及框架结构的理论、试验研究及设计方法方面

进行梳理，然后总结与归纳国内外关于部分填充式组合构件、节点、框架结构的研究成果与现状，

最后，提出一种适合装配且高效节能的装配式部分填充组合节点，通过该新型组合节点可进一步扩

展研究由其组成的框架结构，以期为我国装配式部分填充式组合结构体系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1 部分填充式组合构件受力性能研究

在部分填充组合结构中，梁、柱截面可分为一类为厚实工字钢截面，称为标准截面；另一类为

薄柔工字钢截面，称为非标准截面[7]。两类截面形式如图 1所示，其中标准截面为欧洲规范 4[1]所推

荐，其由工字钢、混凝土、纵筋、箍筋、抗剪键 5部分组成，构造较为复杂，施工中通常采用工厂

预制、现场装配的方法。非标准截面是在 1997年由 Canam公司提出[8]，可以不设置纵筋、箍筋、抗

剪键或其中某些配件，在翼缘间设置连杆以提高翼缘局部屈曲承载力，构造相对简单，施工方便。

（a）标准截面 （b）非标准截面
（a）Standard cross section （b）Non-standard section

图 1 PEC构件截面形式

Fig.1 Section form of PEC components

1.1 部分填充式组合柱构件受力性能

在国外，许多专家学者对部分填充式组合柱（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PEC柱）构

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在 1991年~1994年之间，英国帝国

大学的 Elnashai AS团队[9-13]通过拟静力和拟动力试验，对 7个非标准截面 PEC柱的抗震性能进行研

究。通过试验及分析模型验证了部分填充式组合梁柱构件的优良性能，并肯定了 PEC构件在多层结

构抗震设计中的适用性，相应的研究成果已被欧洲规范 4所采纳。之后，Chicoine T等[14]对 7个带

有横向加劲连杆的焊接薄壁工字形非标准截面 PEC柱施加 150 d的静力荷载，研究 PEC柱在长期荷

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能及构件内部应力与加载顺序的关系。Begum M和 Driver RG团队[15,16]研究了高

性能混凝土对薄壁 PEC柱力学性能的影响，并基于文献[17]建立了一种能够预测高强混凝土整体应力

-应变特性、应变软化、强度退化的本构模型。2016年，Hanna EM 等[18]设计了 5根非标准截面的 PEC
柱，通过试验研究不同参数对 PEC偏心受压柱受力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PEC柱的承载力几乎是

纯钢试件的三倍；比钢筋混凝土试件承载力降低 22%左右，但钢筋混凝土构件存在施工周期长、工

艺复杂的缺陷，而 PEC构件可以通过采用高强混凝土或薄柔截面钢来提高 22%的承载力。Song YC,
Wang RP等[19]采用有限元技术的动力显式计算方法，对 PEC柱中钢构件的局部屈曲和后屈曲性能进

行了有限元建模和参数化研究。通过引入 OR模型和 SP模型分别用于分析整个柱的受力变形和柱翼

缘局部屈曲与局部后曲屈性能，通过将有限元分析的结果与相关文献中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验证

了模型的正确性。基于宽厚比、横向连杆间距、材料屈服应力、残余应力和几何缺陷等因素的研究，

提出了 PEC柱翼缘临界屈曲强度和后屈曲强度的预测公式，并与加拿大钢结构设计规范[20]的公式和

已有的试验结果[9,14,16]进行比较，得到了有效性验证。

内蒙古科技大学的赵根田课题组[21,22]对采用非标准截面构造的焊接H型钢 PEC柱进行了轴心受

压、偏心受压的试验研究。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含钢率、偏心距、配箍率、钢系杆间距和翼缘宽厚比

等，分析了不同影响因素对 PEC柱的极限承载力、破坏形态及延性性能的影响规律。苏州科技大学

的方有珍课题组[23,24]通过在恒定轴压下的低周往复加载试验和数值分析，对非标准截面的 PEC柱在

强轴、弱轴两个方向的滞回性能进行研究。其中 PEC柱分为薄板 PEC柱（翼缘之间采用拉结筋连接）

和新型卷边 PEC柱（翼缘之间采用拉结箍板连接）。试验中以混凝土强度、拉结筋间距为主要分析

因素，从承载力、抗侧刚度、延性与耗能、破坏模式等方面，对 PEC柱的力学性能和抗震性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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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同济大学的陈以一课题组[25]，对非标准截面 PEC柱构件的受压、压弯等不同荷载作用下的稳

定性、滞回性能、局部屈曲与后曲屈性能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构件的

破坏模式、承载力、延性变形的影响规律。最后提出了关于轴心受压、偏心受压稳定设计公式、屈

曲后强度与整体应力-应变关系的预测公式，以及横向系杆、抗剪栓钉及纵筋设置的构造措施。此外，

研究者通过假定计算条件，利用 ANSYS有限元软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分析模型。

1.2 部分填充式组合梁构件受力性能

在部分填充式组合梁（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PEC梁）构件受力性能方面，国内外

学者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和理论研究。在欧洲规范 4最初的几个版本中，通常不考虑

钢梁翼缘之间的钢筋混凝土对 PEC梁构件承载能力和挠度计算的影响，只是假定钢筋混凝土仅对局

部屈曲或侧扭屈曲的抗力起作用。但 Kindmann R, Bergmann R等[2]认为这种规定是过于保守的，之

后通过对 13个试件进行受弯性能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钢梁翼缘之间嵌入的钢筋混凝土对构件的极

限抗弯、抗剪承载力和变形均有明显改善。从试验结果中推导出了考虑钢筋混凝土引起的承载力和

刚度增加的计算方法，研究成果为编写新版欧洲规范 4 提供了重要数据源。此外，Lindner Joachim
等[26]在考虑混凝土扭转刚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侧向扭转屈曲设计方法；Maquoi R, Heck C
等[27]基于试验和数值验证，针对现行标准中与 PEC梁的弹性临界力矩和极限侧向扭转屈曲力矩设计

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和改进。

在考虑火灾影响方面，Ahn JK等[28]针对带楼板的标准截面 PEC 组合梁的抗火灾性能进行了试

验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在荷载比为 0.3时的 PEC 组合梁的耐火性能能够达到规范标准的 2 h 甚

至更长时间的要求；现有规范中耐火等级的评价标准已不适用于该类型组合梁，主要是因为部分填

充的钢筋混凝土对腹板具有一定的保护性，提高了 PEC梁构件在火灾下的抗弯能力；最后建议应尽

快提出一种适合该类型组合梁防火性能的简化设计方法。为进一步研究 PEC组合梁耐火性能，通过

ABAQUS 开展了对带楼板的标准截面 PEC 组合梁的热应力耦合分析，结果表明，PEC 组合梁的耐

火性能仅由弯矩承载力来评定不够合理，应同时考虑挠度相关准则。此外，Piloto PAG[29]、Hosser D
等[30]对火灾条件下的 PEC梁横截面不同位置处的温度变化及受力性能也进行了试验研究。

基于不同的试验变量或构造方式，如混凝土强度或类型[31]、纵向受力钢筋或箍筋的数量与间距
[32-34]、栓钉布置[35]、含钢率[36]、是否考虑带楼板的组合作用[37]等，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试验

或理论研究。其中，Konstantinos Daniel Tsavdaridis等[38]、Samer Ahmad[39]等针对腹板开孔式 PEC梁

进行了试验和计算研究。结果表明，腹板开孔钢梁的抗弯承载力会有所降低，但通过在开孔 PEC梁

翼缘之间填充混凝土可使其抗弯承载力提高 108%，且裂缝开裂控制、刚度和能量吸收能力效果显著，

可防止腹板开孔 PEC梁的局部屈曲，同时也增加了试件的延性，降低了结构的自重及节约钢材用量；

在没有抗剪键的条件下，腹板开孔式 PEC梁的抗剪承载力主要由约束混凝土和钢梁翼缘厚度提供；

填充混凝土支柱作用的水平分量取决于摩擦力、抗剪粘结阻力和腹板开口区域的承载强度。通过

ABAQUS、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腹板开孔式 PEC梁的有限元模型，仿真结果表明有限元模拟

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在国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郝际平、赵桥荣等[40]对非标准截面的部分填充式组合受弯构件的

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同济大学的李炜、陈以一等[41]以系杆形式为变量，研究非标准截面的 PEC梁

构件在纯弯与剪弯受力状态下的力学性能。南京工业大学的胡夏闽课题组对标准截面 PEC梁构件的

挠度计算与分析[42]、受弯承载力与抗弯刚度[35]、粘结滑移性能[43]、受剪承载力[44,45]以及 PEC梁负弯

矩区翼缘开裂弯矩和裂缝宽度[46]等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PEC梁具

有良好的抗弯承载能力和抵抗变形的能力；②混凝土强度、接触面状态及接触长度是影响型钢与混

凝土间黏结滑移性能及 PEC梁受弯承载力和刚度的关键因素；引入考虑滑移的刚度折减系数法更加

符合 PEC梁构件的实际挠度计算；③受剪承载力受栓钉（数量、直径、布置方向）、型钢翼缘宽度、

黏结长度的影响较大，当栓钉数量由 2根或 4根连接时，受剪承载力分别可提高近 100%和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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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腹部箍筋的布置方式对极限荷载的影响较小；④在理论计算方面，提出了 PEC梁塑性受弯承载力

的计算公式、纵向受剪承载力公式、黏结 - 滑移公式以及 PEC梁负弯矩区混凝土板开裂弯矩和裂缝

宽度的计算公式。

2 部分填充式组合节点受力性能

相对于部分填充式组合构件的研究，部分填充组合节点（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Joints，PEC
节点）、框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 PEC节点方面，比萨大学的Walter Salvatore[47]等对高延性的局

部加强钢-混凝土组合梁柱平面节点（边节点、中节点）进行了设计、试验及理论分析。该类型组合

节点由 PEC柱、钢梁（S梁）及组合楼板组成，PEC柱采用欧洲规范 4所推荐的标准截面构造，并

通过文献[48]中相关设计要求对节点抗力进行设计。在两种假定的破坏机制条件下，通过静力试验分

析得出，平面节点在强度和延性方面性能良好。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Walter Salvatore 分别通过

ABAQUS软件[49]和 ADINA8.0.2软件[50]建立了 PEC-S组合节点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进一步对组合节

点进行参数化分析。此外，该团队提出一种基于“组件法”的力学分析模型[49]，通过该模型分析得到

的力位移关系与欧洲标准比较，验证了该力学模型的可靠性。米兰理工大学的 Vasdravellis G[51]通过

试验研究了在循环载荷下 4 个足尺半刚性部分强度钢混凝土组合节点的抗震性能。结果表明，4个
组合节点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延性及耗能性能，并达到了 EC8对高延性框架非弹性转角的限值要

求；填充混凝土内的箍筋可有效提高节点延性变形并避免发生脆性破坏；柱腹板对整个节点转动的

贡献显著；在考虑混凝土板作用下的节点区传力机制、杆系模型得到了验证。

内蒙古科技大学赵根田课题组[52,53]通过试验研究，对焊接 H型钢 PEC柱-钢梁端板连接的边节

点进行抗震性能试验研究。柱采用非标准截面构造的 PEC柱，梁为热轧工型钢梁，钢梁与 PEC柱之

间的连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钢梁端板连接，另一种是钢梁顶底角钢连接，主要研究变量有节

点盖板厚度、角钢厚度、螺栓距离（与盖板相连角钢短肢上螺栓中心到角钢肢背的垂直距离）、荷

载形式、端板厚度、加劲板、背垫板。系统性的分析了不同影响因素对节点破坏模式、应力应变、

滞回性能、刚度、延性耗能和承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连接形式的组合节点均有良好的抗震

性能且满足规范要求。苏州科技学院方有珍教授对 PEC柱与钢梁通过对拉螺栓连接的边节点[54,55]、

中节点[56-59]抗震性能进行研究，其中，PEC 柱分为薄钢板 PEC 柱或新型卷边 PEC 柱，PEC 柱与钢

梁的连接包括端板对拉螺栓连接和 T型连接件对拉螺栓连接两类。考虑的影响因素有轴压力、组合

柱布置（强轴、弱轴）、梁端翼缘截面削弱位置变化、梁端 T型件与钢梁的连接方式（螺栓连接、

焊接连接）、T型件类型（摩擦耗能 T形件、BRS型 T形件）、是否设置预拉螺杆等作为设计参数，

系统性的对节点的破坏模式、承载能力、滞回曲线、强度与转动刚度退化、延性与耗能能力及节点

传力机理等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卷边 PEC柱的卷边措施、轴压力、预拉对穿螺栓

和预拉杆以及 T形件等均对节点的承载力、延性变形、能量耗散等性能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外仅同

济大学的传光红、陈以一等[60]对部分填充组合结构框架装配节点进行了静力试验及受剪承载力计算。

试件设计的节点域内布置横向钢筋和无钢筋节点两种，其中柱采用非标准截面构造的 PEC柱、梁为

PEC梁，在梁上下翼缘外侧和腹板位置处通过端板与柱翼缘进行螺栓连接，翼缘连杆采用 C形连接

方式，PEC柱内不设置纵筋、箍筋、抗剪键等配件。

3 部分填充式组合框架结构抗震性能

基于前期对 PEC构件、节点的试验和理论研究，以及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后期对由

构件、节点进一步扩展组成的框架结构进行抗震性能研究。如，Braconi A和 Bursi OS 团队[61]在 2010
年，对采用标准截面的 PEC柱、钢梁连接的三榀两跨二层钢-混凝土组合框架进行了多级拟动力抗震

试验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梁端板弯曲屈服、柱腹板区域剪切屈曲实现了框架预期的设计，

结构体系的构件和节点在受力、延性方面满足欧洲规范 8的规定，达到非弹性响应要求。基于增量

静态和动态分析的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组合框架体系表现出令人满意的延性和超强度，并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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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规范 8常规设计提供了安全系数值。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一种基于恢复力面（Restoring Force
Surface，简称 RFS）的计算方法并应用于拟动力试验数据的对比验证。

赵根田等[62,63]对通过端板连接和顶底角钢连接的框架结构进行了拟静力试验研究，以柱含钢率、

柱翼缘厚度、端板厚度、角钢螺栓边距和轴压比为参数变量，研究骨架曲线、延性、耗能能力等抗

震性能指标。结果表明：两种连接形式的框架层间屈服机制为先期梁端截面形成塑性铰，后期柱根

部屈服，实现了利用塑性屈服耗能的设计目标；节点域填充混凝土形成斜压带传力模式，满足了节

点域薄腹板的抗剪需求；结构具有良好的屈服机制和抗震性能。基于已研究的不同连接形式的 PEC
节点，方有珍等[64-71]提出了相应连接形式的框架结构，并对 PEC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进行试验和理

论研究。结果表明：试件结构具有较高的承载力和初始抗侧刚度；层间剪切角和节点连接转角均满

足规范设计要求，具有良好的抗震倒塌性能。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针对 PEC梁、柱构件的研究已较为广泛，但对于 PEC节点及其框架结构

的研究涉及较少，尤其是预制装配式的 PEC节点及其框架结构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目前国内外对

PEC节点及其框架结构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如：国内外研究人员对 PEC节点、框架结构的研究尚

未考虑组合楼板的作用，PEC节点形式局限于平面内，对 PEC柱强轴方向的连接构造并不适用于弱

轴方向的连接，此外，在已有的文献中，存在 PEC柱与 PEC梁（S梁）之间采用端板或角钢连接的

构造形式，该连接构造存在当外部荷载较大时，PEC柱翼缘易发生严重屈曲或断裂破坏现象，严重

影响节点的抗震性能。

此外，通过查阅国内外钢混组合结构设计规范可以发现，仅欧洲规范 4中有针对 PEC构件及节

点的相关设计条文。如，EC4 中 6.3~6.4节对 PEC 梁构件的应用范围、受弯、受剪及同时承受弯剪

作用时承载力计算，以及对 PEC梁构件侧向受扭屈曲的简化校对进行了规定；6.7节中对 PEC柱构

件的一般规定、一般设计方法、设计简化方法、剪切连接与荷载介绍以及细部构造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说明。第 8章中对组合框架节点的应用范围、分析模型、分类、设计方法（基本规定、承载力、

转动刚度、转动能力）及基本连接组件进行了规定。除上述外，针对组合节点的承载力、转动刚度、

转动能力等规定，欧洲规范 4均按照欧洲规范 3中钢结构节点设计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4 装配式部分填充钢混组合节点的提出

针对当前国内外对 PEC节点及其框架结构研究存在的不足，结合我国建筑产业化和工业化的快

速发展，本文提出一种适合装配式的部分填充组合节点，它是由部分填充式组合柱（PEC柱）、钢

扁梁、深肋组合楼板及辅助零部件组成。在装配式的部分填充组合结构体系中，梁柱节点的连接技

术及抗震性能是该新型结构体系研究的关键，其节点示意图如图 2所示，节点各部件三维拆分示意

图如图 3所示。其中，柱构件采用 PEC柱，其截面形式既可采用图 1所示的标准截面也可采用非标

准截面，梁构件采用的是 H型钢扁梁，组合楼板为深肋压型钢组合楼板，节点域内待各钢部件连接

好后与混凝土同时浇筑高强灌浆料。

1 上柱端连接板；2 H型钢柱；3 上翼缘环向连接板；4 下翼缘环向连接板；5 下柱端连接板；6 部分填充混凝土；7 自锁式单向螺
栓；8 弱轴方向腹板连接板；9 金属阻尼器；10 强轴方向腹板连接板；11 高强螺栓；12 深肋压型钢组合楼板；13 H型钢扁梁；14 抗剪
栓钉（用于连接组合楼板和 H型钢扁梁）

1 Upper column end connecting plate; 2 H-section steel column; 3. Upper flange ring connection plate; 4. Lower flange ring connection plate; 5
Lower column end connecting plate; 6 Partially filled concrete; 7 Self-locking unidirectional bolt; 8. Weak axis direction web connection plate; 9
metal damper; 10 Strong axis direction web connecting plate; 11 High strength bolts; 12 Deep ribbed profiled steel composite floor; 13 H steel flat
beam; 14 Shear studs (used to connect composite floor and H-beam).

图 2 节点示意图 图 3 节点拆分示意图
Fig.2 Node schematic Fig.3 Node splitting schematic

本文提出的装配式部分填充组合节点具有的优势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受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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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方面，通过节点及梁柱连接的构造设置，保证节点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延性耗能能力，实现梁

端塑性铰外移达到保护节点目的；②在节点及连接构造方面，通过设置上下翼缘环向连接板，保证

了强、弱轴方向连接的灵活性；在强、弱轴腹板的焊接段设置开洞构造措施，可防止 PEC柱翼缘及

节点域发生严重屈曲破坏和失稳现象；在节点域内安装金属阻尼器，既可提高节点竖向承载力，又

可提高节点的水平剪切耗能性能；上下翼缘环向连接板与 H型钢扁梁连接位置处腹板连接采用梅花

式布置的高强螺栓，中心螺栓直径尺寸大于其余四个角部螺栓，原因是考虑翼缘屈服后，腹板连接

位置将形成转动塑性铰，较大直径的中心螺栓将作为转动中心，同时也可使其他角部螺栓充分发挥

抗剪能力；③在梁板构件组成方面，通过采用 H型钢扁梁，可使压型钢组合楼板支撑在钢梁下翼缘，

可避免房间内部钢梁的外露；组合楼板自重轻，施工方便快捷；在房屋净高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结

构上最大限度的减少结构层高；④在施工与环保方面，PEC柱、H型钢扁梁及深肋压型钢组合楼板

的预制化程度高，现场装配化安装程度高；现场安装施工简便，人工需求低，消耗材料少，垃圾产

量少，且质量可控，建造效率高，有利于实现装配式建筑的智能建造，其经济、社会、环保效益显

著，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最新成果的归纳总结发现，经过长期的理论和试验研究，欧洲规范针对部分填充

式钢混组合结构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但是近十年来国际上针对部分填充式

钢混组合结构基础理论的后续研究相对较少。我国则是在近十年才开展对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构件、

节点及框架结构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且研究人员、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相对集中，我国目前也尚

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技术规范或规程，亟需通过大量的试验和理论研究来完善该类框架结构的设计计

算和构造分析，为规范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在 PEC组合构件方面，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截面形式、荷载作用、参数变量等影响因素，通过

试验或数值分析的方法，对 PEC构件的局部屈曲分析、抗扭刚度、承载力与挠度变形、防火性能、

滞回特性、计算模型及构造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PEC构件具有良好的受力性能和抗震性

能，肯定了 PEC构件在多高层结构抗震设计中的适用性。

在 PEC节点及其框架结构方面，国内外对 PEC节点及其框架结构的试验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

平面节点、平面框架的层次，研究内容相对集中且不够深入。针对 PEC节点在考虑组合梁板作用、

双向 H钢截面的基本构造和设计方法、抗火性能设计、PEC框架结构侧向支撑设计及三维空间节点

等方面尚未有涉及，应继续广泛深入的开展相关试验和理论研究。

基于 PEC结构具有良好的装配性能，可以在建筑工业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此，文中提出了

更加适合预制装配的部分填充钢混组合节点，并对装配式的 PEC节点构造和特点进行了阐述，通过

对该新型组合节点的装配化、产业化及模块化等方面的研究，将更有利于我国建筑产业化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EN 1994-1-1 Eurocode 4 :design of composite steel and concrete structures:
part1-1: general rules and rules for buildings[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2004

[2] Kindmann R, Bergmann R, Cajot LG, et al. Effect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etween the flanges of the steel profile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993, 27(1-3):107-122

[3] 胡夏闽,高华杰.组合结构在欧洲的新进展[J].工业建筑,2002(5):75-76,80
[4] 李鹏宇.H型钢部分外包混凝土组合短柱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D].包头:内蒙古科技大学,2009
[5] Ellobody E, Young B.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ncrete encased steel composite column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1,67(2):211-222
[6] 杨 婧.半组合结构压弯构件的滞回性能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8:1-2
[7] Begum M, Driver RG, Elwi AE. Behaviour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s with high strength concrete[J].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013,56(6):1718-1727
[8] Tremblay R, Massicotte B, Filion I,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behaviour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s

made with light welded H steel shapes under compressive axial loads[C]// Proceeding of 1998 SSRC Annual Technical
Sess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8:195-204



·682·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1卷

[9] Elnashai AS, Takannashai K, Elghazouli AY, et al. Experimental behaviour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columns under cyclic and dynamic loads [J]. Procee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 Structures and
Buildings, 1991,91(2 ):259-272

[10] Elnashai AS, Elghazouli AY. Performance of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members under earthquake loading. Part 1:
Analytical model[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1993,22:315-345

[11] Elghazouli AY, Elnashai AS. Performance of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members under earthquake loading : part 2:
parametric studies and design considerations[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1993,22(4):347-368

[12] Elnashai AS, Broderick BM. Seismic resistance of composite beam-columns in multi-storey structures. Part 1:
Experimental studie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994,30(3):201-229

[13] Broderick BM, Elnashai AS. Seismic resistance of composite beam-columns in multi-storey structures. Part 2:
Analytical model and discussion of result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994,30(3):231-258

[14] Chicoine T, Massicotte B, Tremblay R. Long-term behavior and strength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s made
with built-up steel shapes[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03,129(2):141-150

[15] Begum M, Driver RG, Elvi AE. Strength and stability simulations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s under
axial loads[C]// Proceeding of 2005 SSRC Annual Technical Session. Monreal, Quebec, Canad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 Rolla, 2005:241-255

[16] Privkett BS. Behaviour of partially concrete encased columns made with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D].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Dep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6

[17] Wee TH, Chin MS, Mansur MA. Stress - strain relationship of high-strength concrete in compression[J]. Journal of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 ASCE 1996,8(2):70-76

[18] Hanna EM. Experimental Testing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 Colum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Applications, 2016,6(1):64-71

[19] Song YC, Wang RP, Li J. Local and post-local buckling behavior of welded steel shapes in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6,108:93-108

[20]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CAN/CSA-S16-09,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S]. Canadian: Canadian Standard
Association, 2009

[21] 银英姿,赵根田,申向东.焊接 H型 PEC组合短柱轴心受压试验研究[J].工业建筑,2008(7): 89-91,119
[22] 赵根田,冯 超,杨进宏.部分包裹混凝土偏心受压柱的受力性能研究[J].内蒙古科技大学学报,2012,31(1):90-94
[23] 方有珍,马 吉,陆承铎,等.新型卷边钢板组合截面 PEC柱(强轴)滞回性能试验研究[J].工程力学,2013,30(3):181-190
[24] 方有珍,陆承铎,马 吉,等.新型卷边钢板组合截面PEC柱(弱轴)滞回性能足尺试验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13,46(1):24-33
[25] Chen Y, Wang T, Yang J, et al.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columns subject to

axial and cyclic horizontal load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el Structures, 2010,10(4):385-393
[26] Linder J, Budassis N. Lateral Torsional buckling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s without concrete slab[J].

Stahlbau, 2002,70(2):126-133
[27] Sonck D , Belis J. Lateral-Torsional Buckling Resistance of Castellated Beams[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16:04016197
[28] Ahn JK, Lee CH. Fire behavior and resistance of partially encased and slim-floor composite beam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7,129:276-285
[29] Piloto PAG, Gavilan ABR, Zipponi M,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ire resistance of partially encased

beam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3,80:121-137
[30] Hosser D, Dorn T, Elnesr O.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f composite beams exposed to fire[J]. J Struct. Eng.,

1994,120(10):2871-92
[31] Santiuste C, Sanchez-saez S, Barbero E. Residual flexural strength after low-velocity impact in glass/polyester

composite beam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0,92(1):25-30
[32] KhareN, ShingadeVS. Flexural and shear response of concrete encased steel beams[J]. IJIRSET J. 2016,5(7):13482-13491
[33] Khare N, Shingade VS. Experimental study on performance of composite beams with and without shear

reinforc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12(7):10-16
[34] Jiang Y, Hu X, Hong W,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partially encased continuous

composite beam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6,117:152-160
[35] Nardin SD, Debs A. Study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s with innovative position of stud bolt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09,65(2):342-350
[36] Tan EL, Uy B, Deeks AJ, et al. Effects of partial shear connection on the strength and ductility of semi-continuous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beams[J]. 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American Volume, 2005,61(8):1247-1248
[37] Kvocaka V, Drab L. Partially-encased composite thin-walled steel beams[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2,40:91-95
[38] Tsavdaridis K, D'mello C, Yu H.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y of the vertial shear behaviour of partially



第 4期 王鹏飞等:部分填充式钢混组合结构研究进展 ·683·

encased perforated steel beams[J].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013,56(56):805-822
[39] Ahmad S, Masri A, Saleh ZA. Analyt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lexural behavior of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beams[J]. Alexandria Engineering Journal, 2017:S111001681730128X
[40] 赵桥荣.外包型钢混凝土梁性能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
[41] 李 炜,陈以一.不同系杆形式的部分组合钢-混凝土受弯构件试验研究[J].建筑钢结构进展,2015,17(3):1-6
[42] 胡夏闽,江雨辰,施 悦,等.部分外包混凝土简支组合梁受弯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学报,2015,36(9):37-44
[43] 郑 浩,胡夏闽,刘加荣,等.部分外包型钢混凝土黏结滑移性能的试验研究[J].工业建筑,2015,45(12):183-188
[44] 张 婧,胡夏闽,张 冰,等.拉力作用下部分外包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受剪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学报,2017,38(S1):349-354
[45] 胡夏闽,张 婧,张 冰,等.H型钢腹板焊接栓钉的部分外包混凝土组合构件纵向受剪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学

报,2018,39(3):158-166
[46] 秦 凯,胡夏闽,江雨辰,等.部分外包混凝土组合梁负弯矩区翼缘板裂缝试验研究[J].建筑钢结构进展,2018,20(5):31-38,46
[47] Salvatore W, Bursi OS, Lucchesi D. Design, testing and analysis of high ductile partial-strength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beam-to-column joints[J]. Computers & Structures, 2005,83(28):2334-2352
[48]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Eurocode 8. Design of structures for earthquake resistance Part 1: General

rules, seismic actions and rules for buildings[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2001:148
[49] Hibbitt HD, Karlsson BI, Sorensen P. ABAQUS users manual[M]. Version 6.2.4. USA: Hibbit, Karlsson & Sorenson,

Pawtucket, RI. 2010
[50] Adina R&D, Inc. ADINA users manual[M]. Version 8.0.2. USA: ADINAR&D, Inc, 2010
[51] Vasdravellis G, Valente M, Castiglioni CA. Behavior of exterior partial-strength composite beam-to-column connections:

Experimental study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09, 65:23-35
[52] 赵根田,路 瑶,曹芙波.PEC柱(弱轴)-型钢梁顶底角钢连接节点的滞回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钢结构进展,2018:1-13
[53] 赵根田,王 姗,狄 昊,等.焊接 H型钢 PEC柱-钢梁端板连接的滞回性能[J].土木工程学报,2014,47(S2):74-78
[54] 方有珍,赵帅领,徐 飞,等.BRS板部分自复位连接新型卷边 PEC柱-钢梁组合框架边节点抗震机理试验[J].河海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5(4):309-316
[55] 方有珍,马雪玉,耿苏齐,等.摩擦耗能部分自复位连接组合框架边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工程科学与技术,2017,49(3):76-84
[56] 马 吉,方有珍,陆承铎,等.薄钢板PEC柱-钢梁端板对拉螺栓连接滞回性能试验研究[J].工程力学,2013,30(6):107-115,123
[57] 杨永龙,方有珍,赵 凯.新型 PEC柱(弱轴)-钢梁节点 BRS耗能板部分自复位连接抗震性能研究[J].苏州科技学院学

报(工程技术版),2014,27(4):47-53
[58] 陆森强,方有珍.薄钢板部分外包组合截面柱-钢梁中节点T形件焊接连接滞回性能研究[J].工业建筑,2016,46(3):136-141
[59] 方有珍,赵 凯,陈 赟,等.新型 PEC 柱-钢梁中节点摩擦耗能型部分自复位连接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土木工程学

报,2016,49(4):22-30
[60] 传光红,陈以一.部分填充式组合结构框架装配节点静力试验及受剪承载力计算[J].建筑结构学报,2017,38(8):83-92
[61] Braconi A, Bursi OS, Fabbrocino G, et al. Seismic performance of a 3D full-scale high-ductility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moment-resisting structure-Part I: Design and testing procedure[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Dynamics, 2010,37(14):1609-1634

[62] 赵根田 ,张宇鸣,曹芙波,等 .部分包裹混凝土组合柱-型钢梁端板连接框架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学

报,2017,38(S1):50-57
[63] 赵根田 ,王丽娜 ,王少敏 .部分包裹混凝土柱-型钢梁顶底角钢连接框架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钢结构进

展,2017,19(3):19-24,57
[64] 方有珍,顾 强,孙国华,等.部分外包混凝土组合柱-钢梁 T 形连接件连接框架层间抗震机理研究[J].建筑结构学

报,2015,36(12):35-42
[65] 包张君,方有珍,沈晓明,等.卷边 PEC柱-钢梁(BRS)端板连接组合框架中间层抗倒塌机理数值模拟[J].防灾减灾工

程学报,2016,36(2):239-246
[66] 冯 进,包张君,方有珍,等.卷边 PEC 柱(弱轴)-钢梁组合框架层间抗震机理试验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6,44(4):309-316
[67] 钮荣斌,方有珍,包张君,等.新型 PEC柱(强轴)-钢梁(BRS)端板连接组合框架中间层抗震机理数值模拟[J].兰州理工

大学学报,2016,42(4):121-127
[68] 符兴国,方有珍,蔡珊珊,等.新型卷边 PEC柱-钢梁摩擦耗能 T形件连接组合框架抗震性能数值模拟[J].武汉理工大

学学报,2016,38(10):80-86
[69] 徐晓光,方有珍,江嫚莉,等.BRS板耗能部分自复位连接 PEC柱(强轴)-钢梁组合框架层间抗震机理模拟分析[J].钢

结构,2018,33(10):8-14
[70] 方有珍 ,戴雅萍 ,王辰宇 ,等 .薄钢板 PEC 柱 -削弱截面钢梁框架层间抗震试验研究 [J].西南交通大学学

报,2017,52(4):715-724
[71] 安 康,方有珍,郭通达,等.新型 PEC 柱-钢梁端板连接组合框架抗震机理数值模拟[J].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7,42(4):1317-1328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51(4):684-687 VOL.51 NO.4 2020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 doi:10.3969/j.issn.1000-2324.2020.04.020

网络首发:http://www.cnki.net

传统民居节能与安全改造综合适宜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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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墙承重的传统民居为例，分析了这类民居在结构安全、消防安全存在的隐患及保温隔热性能差的问

题，提出了墙体、门窗、屋顶三部分的结构安全改造、消防安全改造、节能改造的适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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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of Energy-
saving and Safety Renovation for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DUAN Xu-sheng1, DUAN Yi-xiao1, CHEN Zhi-qiang1, LI Ai-wei2
1.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2. Shandong Xinhe Projects Management Co. Ltd.,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houses with load-bearing wall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dden
dangers in structural safety, fire safety and poor thermal insulation performance of such dwellings, and puts forward the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for structural safety renovation, fire safety renova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renovation of walls,
doors, Windows and roofs.
Keywords: Traditional residence; energy-saving renovation; fire safety renovation

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保留了数不清的传统民居建筑与村落文化，我国

既有传统民居建筑建造年代久远，承重结构的安全性能、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差，冬季室温普遍偏

低[1] ，结构的安全性和室内环境的舒适性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导致大量传统民居建筑闲置，这不

仅浪费大量的住房资源，同时，由于缺少维护，加速了传统民居的损坏。通过对传统民居的改造，

提高房屋的居住舒适度，将传统民居的使用与保护结合起来，留住传统文化。

1 传统民居节能改造策略

多数传统民居距城乡消防站较远，且用于保温隔热的可燃材料，燃烧速度快,燃烧过程中产生

大量有毒、有害气体。传统民居节能改造中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应选用不然或难燃材料，来降低火

灾发生的概率和火灾危险程度。

1.1 墙体节能改造策略

传统民居中包含着各个时代人们对于建筑形态的文化认知，建筑的构造元素都与人们的生活生

产息息相关，并且带有一定的时代、地域特色[2]，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3]，

传统民居节能改造应采用外墙内保温的方法，避免改造对其文化特征的损害。保温材料宜采用有较

好强度的保温材料，在一定外力作用下，能保持墙面的完整性。对混凝土或砖石结构的外墙，要注

意安装外装修材料的五金配件等会产生热桥现象。

1.2 外门窗节能改造策略

相对于建筑其他部位，门窗的气密性和隔热保温性能最差[4]。外门窗缝隙多，所用材料热阻

小，使其成为外围护结构隔热保温的薄弱环节，有关研究表明，三面围墙南面框架的华北农村住

宅，门窗空气渗透引起的热损失占建筑,热负荷的 25%~50%[5]。门窗的能耗约为地面的 20多倍、屋

面的 5倍、墙体的 4倍，约占建筑围护结构部件总能耗的 40%~50%，普通单层玻璃门窗的能量损

失约占建筑冬季保温或夏季降温能耗的一半以上[6]，在保持原外门窗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外门窗

合理的节能改造设计，利用空气隔层提高窗玻璃热阻，或提高门窗边框材料的热阻，合理选择窗户

的通风方式[7]，增加外门窗的热阻和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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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屋顶节能改造策略

屋顶是建筑中直接受到太阳直射的部位，其建筑能耗在维护结构总能耗中也占有较大部分，提

高屋面的热工性能也是十分必要的。屋顶的形式、材料和颜色对顶层室内热舒适影响较大，如利用

挂瓦板坡屋顶或设置阁楼、采用遮阳屋顶和双层屋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室内热舒适状况。

减少热量传递，平屋顶和坡屋顶内设置保温层，避免建筑形成热桥；加速夏季屋顶散热，可以

采用通风屋顶和加强屋顶夜间长波辐射散热。通过对屋顶细部合理改造设计能够加大屋顶热阻和通

风降温，满足人们对于室内居住舒适度的要求。

2 建筑安全改造策略

传统民居展示着地域历史文化特征，其安全改造应在“修旧如故”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具有针对

性和适宜性的加固改造方案[8]，并在改造中将其落实实施。

2.1 承重结构安全改造策略

我国是个多发地震国家，据统计我国的地震灾害及造成的人员伤亡均居世界之首[9]。地震造成

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的整体倒塌或局部垮塌。针对传统民居结构形式，找出其抗震性能薄

弱部位，制定适宜的加固措施，从根本上提高房屋建筑的防震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地震导致房

屋建筑损伤或倒塌而带来的财物损伤与人员伤亡[9]。

2.2 消防安全改造策略

传统民居防火安全改造策略主要是提高构件的耐火极限，阻断火势漫延的途径。对建筑中隐蔽

的木构件涂刷普通防火涂料，增强构件的耐火能力；对建筑中外露且需表现木材特征的构件，涂刷

不影响木结构构件本身外表特征的绿色防火涂料[10]。屋顶与墙体结合处设防火隔离带，墙面保温材

料外侧设置防护层，电气改造应通过接地系统改造、配电线路敷设、保护装置的设置、终端电气附

件的选用等要素，为建筑物内配电系统建立基本电气安全防护，减少电气火灾的发生[11]。

3 传统民居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

3.1 墙体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

3.1.1石砌墙体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 传统石木建筑的墙体，根据施工工艺不同，有干砌毛石墙体和

泥浆砌筑毛石墙体。墙体厚度一般在400 mm~1000 mm，400 mm~600 mm厚的墙体由内外两片组

成，外侧由相对较大的石块砌筑，内侧为较小的毛石砌筑图。600 mm~1000 mm厚的石墙体一般由

内外中三层构成，外侧由相对较大的石块砌筑，内侧为较小的毛石砌筑，中间则由更小的石块填

充。石墙内外层之间虽有长石拉结，但其拉结程度及间距要求均不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这种有一

定松散度的墙体，在地震力作用下宜发生两侧外闪，甚至石墙内外局部塌落（图1、图2）。外墙外

侧砌体可采用注浆法或局部注胶法，加强外侧砌体的整体性，其加固方法见表1。

图 1石墙外侧局部塌落 图 2石墙内侧局部塌落
Fig.1 Local collapse outside the stone wall Fig. 2 Local collapse inside the stone wall

表 1石墙外侧砌体加固方法
Table 1 Strengthening method of masonry outside stone wall

砌筑方式
Laying way

浆砌石墙
Slurry masonry wall

干砌石墙
Dry masonry wall

加固方法 局部注胶法 注浆法、局部注胶法

外墙内侧砌体的加固措施应与外墙内保温节能改造统筹考虑，将内保温的竖向龙骨与砌体的扶

墙柱一起设计，龙骨（扶墙柱）宜为 50×50×3方管，山墙龙骨间距为 1~2个檩距，前后墙龙骨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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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2 m，龙骨下端嵌入地面以下 150 mm，上端与檩条连牢，沿龙骨高度方向每隔 500 mm左右

设一拉结筋与墙体连接，龙骨与墙体之间铺一层细钢丝网（16号钢丝），见图 3。龙骨间塞填 50
mm厚 B2级以上保温材料，外贴水泥纤维板。

图 3外墙内侧砌体的加固措施
Fig.3 Reinforcement measures of inner masonry of external wall

3.1.2里生外熟墙体的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 这种墙体由内外砌体组成，外层为120 mm厚青砖，内层

为300 mm厚土坯墙，外侧砖砌体起到美观和保护土坯墙防止雨水冲刷的作用，内侧土坯墙为承重

墙，承担屋面结构传来的荷载。有些传统房屋由于年代久远，梁（或屋架）下的土坯墙已经出现垂

直向的破坏裂缝。这类墙体的安全改造重点是减少土坯墙的荷载及加强内外两层砌体的整体性。在

梁（或屋架）下加一扶墙柱（龙骨50×50×3方管），山墙处每根檩条下加一扶墙柱，通过这种措施

分担屋面结构的部分荷载，从而减少土坯墙承担的荷载。在外砌体上沿墙体竖向每隔500 mm设一

个T形扒件，扒件与墙体内侧扶墙柱连接，从而加强砖与土坯砌体的整体性，见图4。前后扶墙柱的

加设及外墙的节能改造同石墙体。砖墙、夯土墙、土坯墙的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可参考该做法。

3.2 门窗的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

传统民居的门窗形式体现着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及地域特色，节能与安全改造应在原门窗的内侧

进行，最大限度其原貌。

3.2.1门窗的节能改造 传统民居窗户的节能改造宜采用双层窗，在原窗内侧，将窗框与墙体之间的

缝隙用弹性密封胶灌缝密封。内层窗窗框宜为断桥铝合金，窗扇宜采用双层玻璃。传统民居入户门

的节能改造应对原门的密封性进行处理，将门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用弹性密封胶灌缝密封，有条件

的传统民居，可在房屋内侧增设门斗或可升降的保温门帘。

3.2.2 门窗的安全改造 大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洞口宽度不大于1500 mm，洞口对墙体的抗侧刚度影

响较小，但是，有些传统民居的门窗过梁为砖拱过梁，若遇地震可能发生局部坍塌。北方三面围墙

一面木框架的传统民居，承重墙为“U”形，见图5，其质心与刚心偏离较大，纵向地震力作用下，前

后墙水平位移量不同，房屋可能发生扭转破坏，甚至倒塌。砖拱过梁的门窗应根据上部墙体的支撑

情况，在其内侧增设木过梁或金属过梁。前墙为木框架结构的传统民居，门窗的安全改造应与门窗

的节能改造一起设计，山墙、木柱、处各加一个竖向不锈钢方管，檐口、窗台处各加一个横向不锈

钢方管，不锈钢管的边长不宜小于100 mm，厚度不宜小于3 mm，方管与山墙、木柱、檐檩用厚度

为4 mm的铁件连牢。窗台以下的钢柱间加柱间支撑，柱间支撑为直径不小于16 mm的钢筋。

图 4 “T”形拉结件 图 5 “U”形承重墙
Fig.4 T-shaped drawing joint Fig. 5 U-shaped load-bearing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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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屋顶的节能与安全改造技术

3.3.1 屋顶的节能改造 传统民居的檐口高度(自室内地面算)一般不超过3000 mm，檐口高度不大于

2700 mm时，屋顶保温层铺设在屋面基层下面（檩条之间）。檐口高度大于2700 mm时，屋顶保温

层铺设在屋面基层下面和吊顶上面。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1级，厚度不应小于100 mm。

3.3.2屋顶的结构安全改造 传统民居屋顶构件之间的连接较弱，加强屋顶结构的整体性是提高房屋

抗震性能的有效措施。将檩条与屋架（或梁）用扒钉连牢，在屋面结构与墙体交接处设一50 mm方

钢管与屋面檩条、墙体加固件连为一体，屋架与山墙、屋架与屋架之间设垂直支撑。

4 消防安全改造

墙面保温层与顶棚保温层（或屋面保温层）相交处，在墙面上应做高度不小于 500 mm的不燃

烧保温材料进行分隔，穿线管（或接线盒）两侧各用宽度不小于 150 mm的不燃烧保温材料与其他

保温材料分隔，见图 6。

图 6不燃烧保温材料的设置方法
Fig.6 Setting method of insulation material without combustion

5 结语

传统民居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的载体，但是，由于建筑材料

和建造技术的限制，传统民居在结构抗力、外墙保温、消防安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导致有些

传统民居闲置。本文提出了传统民居结构安全、消防安全、围护结构保温综合改造技术，在保留传

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传统民居进行有限度的适宜改造，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活化”其功能，

让传统民居得到妥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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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性传统民居的价值认知及保护方法探讨
——以鲁中山区石头房为例

逯海勇,胡海燕*

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濒危性传统民居由于构件老化或受到人类活动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目前存量日渐稀少甚至面临消失的风险。

本研究针对这一现状，以鲁中山区石头房为例进行濒危性传统民居的保护方法探讨，在尊重当地传统民居内在价值

的基础上，从调查与测绘、全民共建与共管、预防保护与信息保存、修缮处理、营造技艺发掘、低成本技术和最低

限度干预等方面对濒危性传统民居实施保护，以此推动传统村落的复兴。

关键词: 濒危性; 传统民居; 价值认知;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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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for the Value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Method of
Endangered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example of stone houses inMountainArea ofMiddle Shandong Province
LU Hai-yong, HU Hai-yan*
College of Arts/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endangered traditional dwellings become gradually scarce or even at risk of disappearing due to the
aging of components or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argeting this situation, this study took the stone house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middle of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protection methods of endangered
traditional dwelling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local traditional dwellings, many methods had been
adopted in protecting endangered traditional dwell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rvey and draw, public co-construction and
co-management,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information preservation,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exploring operational
functions, low-cost technologies, and minimum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Endangered; traditional dwellings; value recognition; protection

鲁中山区是山东省中部地势最高之地，面积约为 6.5万 km2。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了该区域独特

的“石头房”民居形式。这是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依据该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风俗

习惯建造的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民居建筑形式。在方圆几百公里内的济南山区、泰安山区、莱芜北

部山区、淄博南部山区以及沂蒙山区均分布广泛。“石头房”民居风格拙朴厚重，少有繁复细致的装

饰，体现山区传统民居特有的质朴与粗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物质功能价值和生态价值。

经课题组调研发现，鲁中山区传统村落“石头房”民居普遍存在着衰败现象。现存百年以上的“石
头房”大部分遭到遗弃[1]，即使部分民居受到保护，但也明显呈现出“孤立化”和“碎片化”问题，其颓

败速度远远超过保护速度，山区“石头房”整体境况已处于“濒危”状态（表 1）。本研究关注的濒危性

传统民居是指那些受到人类活动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其构件多已老化且面临消失风险的山区传统民

居建筑遗存。通过本课题研究旨在为这些正在衰败和消减的传统民居寻求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实

现乡土建筑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

1 鲁中山区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认知及生存危机

1.1 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构成分析

1.1.1 历史文化价值 据初步统计，截至 2017年 4月鲁中山区已有 3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142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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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鲁中山区传统民居建筑保存现状（部分）
Table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preservation in mountain area of Middle Shandong Province（Parts）
区域划分

Region division
调查村落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s
行政归属

Administrative owners
民居保存现状

Current situation of dwellings protection

济南山区

朱家峪村 济南市章丘区官庄镇 民居保存相对较好
东峪南崖村 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 毁旧建新较多，人为破坏严重

双乳村 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 废弃民居较多，民居空置率较高
方峪村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 废弃民居较多，风化损毁严重
博平村 济南市章丘区普集街道 民居坍塌、风化损毁严重，废弃民居较多
三德范村 济南市章丘区文祖街道 乱拆乱建现象严重，村落肌理遭到破坏

泰安山区
山西街村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 存在建设性、保护性破坏问题
朝阳庄村 泰安市东平县接山镇 民居保存相对较好

淄博山区

李家疃村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 废弃民居较多，风化损毁严重
梦泉村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 民居保存相对较好
上端士村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 村落风貌、肌理保存较好，民居保存较好
张李村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 民居坍塌较多，自然损毁严重
蒲家庄村 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 部分民居损毁或坍塌
南峪村 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 民居坍塌较多，自然损毁严重
柏树村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 部分民居损毁或坍塌，新建和更换房顶较多
黄连峪村 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 村落风貌、肌理保护较好，民居保存较好

莱芜山区 卧云铺村 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 乱拆乱建现象严重，村落肌理遭到破坏

沂蒙山区

常山庄村 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 存在开发过度现象
关顶村 临沂市沂水县马站镇 新建和更换房顶较多

李家石屋村 临沂市平邑县柏林镇 村落格局保护较好，民居保存相对较好
九间棚村 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 民居保存相对较好
竹泉村 临沂市沂南县铜井镇 新建和更换房顶较多
西南峪村 临沂市费县马庄镇 部分民居损毁或坍塌，新建和更换房顶较多

级传统村落，这些具有悠久历史与独特精神特质的村落承载着当地农耕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极具地

方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其厚重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传统村落民居更需要保护和传承（图 1）。
传统村落受地理资源和孔孟文化的影响，其村落在选址布局、建筑形态、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体现出

与地理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儒家文化中和谐思想的内在关联。天然的地理资源使村落形成了典型的依

山而居、滨水而居的聚落形态。如位于胡山、文峰山脚下的济南章丘区朱家峪村，云摩台、霹雳尖

山峰下的济南莱芜区卧云铺村，云明山脚下的淄博市上端士村等等（图 2、图 3）。

1.1.2 物质功能价值 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乡村重构导致传统民居物质功能的不断衰退，目前鲁中山区

石头房的保护更多的是采用“福尔马林式”的保存方式，这种将民居建筑“冻结”的方法，无法真正解

决村落风貌和文化价值保护的难题。《威尼斯宪章》第五项规定：“为社会公益而使用文物建筑，有

利于它的保护”，这种对待文物建筑的保护态度同样也适合于传统民居。传统民居具有一定的经济价

值和文化旅游价值，应通过合理的修缮技术使之功能得以转化利用，修缮方式应遵循传统的“修旧如

旧”原则，而不是毫无原则地采用“整旧如新”的方式对民居建筑肆意更改。英国文艺和建筑理论家拉

斯金说：“翻新是最野蛮、最彻底的破坏。”对传统民居外观修缮要延续其历史信息，保持其风貌的

原真性，内部空间可介入现代设施提升居住环境质量，通过功能置换采用“旧瓶换新酒”的方式进行

更新，将“静止功能”转换为“活化功能”，使“空间的生产”取代“空间中的生产”[2]。
1.1.3 社会科学价值 地理位置、技术手段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影响了当地民居的建造技术和材料选择。

与其他地区民居建筑相比，鲁中山区“石头房”建造技术手段落后，建筑结构原始简单，建筑本体舒

适性完全依赖自然，但这些并不影响其科学价值水平的评估。调研发现山区“石头房”墙体厚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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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一般采用粘土、麦草加水混合形成泥浆，抹至两到三公分，面层以白色薄石灰浆粉饰，整个维

护结构厚度达到 500~600 mm，墙体的抗冻性较强，导热系数较低，不会因外界气候的变化而轻易改

变材料特性，再加上屋顶多以草苫顶，厚度约为 200~300 mm，夏天不易晒透，故使室内冬暖夏凉[3]。

这种带有普遍性的低能耗、低成本的建造形式充分体现了浓厚的乡土地域特色和原生态性，从一定

意义上讲代表着当时社会科技发展创造的历史见证。

1.1.4 精神情感价值 鲁中山区“石头房”虽地处偏僻山区，但受地理与气候、风水与信仰、生活方式

与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村落格局更加注重集群的塑造和整体关系的建构，村落空间组织在历史

变迁中也蕴含着深刻的传统内涵和哲理寓意[4]。在儒家思想“家天下”严格的礼制秩序的影响下，宗族

和血缘成为人们聚居的主要联系和纽带。从现存传统民居对居住“形制”上的考究和对“秩序”的崇尚，

到传统村落家族系统构成体系以及村落约定俗成的思想观念、民俗和当地文化，无不体现出强烈的

血缘和宗亲关系，其构建出的精神模式更多的折射出一种传统文化的教化。文化传承与礼制延续的

双重演绎使大山深处的人们对建筑本体与环境产生极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精神情感逐渐超越

物质和感官层面的内涵，凝聚成对其深沉的热爱和眷恋[5]。

1.1.5 环境生态价值 鲁中山区传统村落选址多为“绕山转”或择水而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

是山区村民的传统生存态度。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沟恤志》中将村落选址描述为“或久

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6]。“绕山转”的山区“石头房”村落无论外部形态还是内部街巷布局, 都

沿着山体等高线的弯曲变化呈现有机的高低错落布局形式，这种与地形环境的适应性体现了传统民

居与当地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元素相关的生态适应机制，而逐水而居的传统村落格局

与周围环境自然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机整体，无论跨河而建还是分布于河道一侧，村落和水源的相互

交融使村落选址表现出较强的亲水性和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本能向往。这种秉承“天人合一”理念

而营建的“石头房”民居就显得更加亲近自然，以物之态传达出山区村民朴实内敛的处世原则。如坐

落于岭顶的逯家岭村，其浑然一体的石砌民居共同构成了村落质朴静谧的和谐生态环境。

1.2 山区“石头房”民居建筑生存危机

近年，鲁中山区传统村落面貌变化较大，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山区传统民居造成的冲击

日益明显[7]。一些村落为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不得不遗弃原址另迁新村，例如，莱芜北部山区的娘

娘庙村、淄博太河镇海上房村、博山区石门乡东厢村和西厢村等都属于被遗弃的村落[8]，这些村落

由于长期无人居住荒草丛生，屋顶坍塌严重，墙体、门窗构件风化损毁（图 4）。更多的山区村落即

使没被整体搬迁，但受外界诱惑以及无监管模式，许多“石头房”民居被改建或废弃。新式民居突兀

孤立地夹杂在老屋之间，一味强调单向度的空间布局，对传统村落空间缺乏全局关照，破坏了村落

和民居群体的整体风貌，传统村落形态和肌理的稳定性逐渐破碎。山区“石头房”生存危机更集中在

废弃的民居上。这些传统民居建筑虽由石头砌筑，但建筑墙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裂缝、变形，木质

结构的屋顶出现腐蚀、虫蛀、残缺不全等状况，有的屋顶全部坍塌，有的民居被火焚毁，残留着一

些残垣断壁，这些传统民居因不再修葺而任其自然损毁破败（图 5、图 6）。自然淘汰和不断新建，

致使山区“石头房”存量不断减少，濒临绝迹。

图 4 坍塌损毁的传统民居
Fig.4Collapse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图 5 损毁破败的民居院落
Fig.5The dilapidated residential courtyard

图 6 年久失修的门楼
Fig.6The disrepair gate for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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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濒危性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方法

2.1 对濒危性传统民居进行广泛调查与测绘

针对山区“石头房”的濒危状况，通过田野调查与测绘实践进行图纸数据的采集，无疑是对传统

民居保护最具有意义的前提行动。田野调查是保护工作中的基础程序，主要调查对象包括院落形态、

建筑形制、营造技艺、建筑装饰及地方代表性的构筑物，结合鲁中山区“石头房”的分布存量，针对

不同区域、不同形态的民居形式进行全面普查，通过现场踏勘、图像采集、搜集样本的方式对保存

较好或毁坏坍塌严重的传统民居分类建档；民居测绘包括民居的平面形式、民居立面、建筑结构、

建筑装饰、室内陈设以及院落空间等方面的测量，结合现场访谈、实地拍摄、录像、资料查阅及地

理信息数据采集等方法对传统民居建筑的形态、布局、结构、材料、民俗、文化等要素进行深层分

析，最终依据测绘数据整理绘制出科学、准确、详实的 CAD测绘图纸。

2.2 对濒危性传统民居实施全民共建、全民共管

当前传统民居保护已陷入“专家保护”和“政府保护”的双重博弈局面，传统民居的整体保护还没

有确立，保护和再利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结合。如果将传统民居保护由政府保护发展为全社会保护，

由专家保护发展为全民保护，即所谓“全民共建、全民共管”，将使保护渠道大大拓宽。首先尊重村

民在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只有村民参与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参与的途径具体可通过村落保护发

展的道路选择、利益分配、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其次，鼓励社会积

极参与，采取民办公助、风险补助和以奖代补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民居保护；鼓励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投资、认养、认领及租赁等方式，参与传统民居建筑保护[9]；第三，聘请

专家对山区传统民居的“濒危性”进行全面会诊，对其核心价值和传承脉络全面梳理和科学认定，确

立保护规范和创新机制的理论依据。

2.3 对濒危性传统民居进行预防保护和信息保存

针对传统民居建筑的损坏和逐渐消失，可采取预防性保护和信息性保存两种新型保护措施[10]。

预防性保护是针对传统民居未发生破坏前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既不会改变其可见特征，也不会改

变其不可见特征，预防性保护作用于保护目标的环境，如村落位置、气候、季风、湿度环境、光环

境等等；信息性保存是通过虚拟技术实现或复制传统民居的具体特征，让观者能体验到对象的真实

面貌，而原物并不必要呈现，从而减少对象暴露在潜在破坏因素中的风险，这种虚拟现实的保护方

式具有体验性、实时性、保存性和传播性等优势[11]。鲁中山区“石头房”特征因子明显，皆可采用预

防性保护和信息性保存方式加以识别和保存，其信息特征可分为六个方面：平面形式、屋顶造型、

立面造型(正、侧立面)、建筑结构、建筑装饰、建筑用材[12]。通过这种双向式的对传统民居的历史

信息、历史特征、艺术特征、技术特征以及稀有程度等进行预防和重建，建立传统民居的先期预防

机制和虚拟现实数字博物馆，使濒危性民居建筑景观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原。

2.4 对濒危性传统民居进行修缮处理

由于鲁中山区大部分传统民居建筑都已成为危房，对濒危性民居进行修缮已成保护工作的重中

之重。可采取修复和加固措施，如灌浆、勾缝或增强结构强度以避免传统民居的结构或构件部分褪

变损坏。濒危性“石头房”加固应特别注意不能改变传统民居的应力分布，避免对传统民居造成新的

损害。对传统民居现状整修处理除了对外部结构加固、安全提升以外，还要加强对内部设施安全和

功能条件的改善，增加传统建筑的实用性和舒适性，如增加卫生间、厨房、储藏空间，对房间分割、

采光、通风等问题的修正。另外不能孤立地修复村落主街上的重要传统民居，割裂部分民居建筑与

传统村落整体环境的关系，对于重要民居建筑周边的其他普通传统民居，同样要纳入修缮保护范畴。

同时针对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特点编制通俗易懂的保护维修手册，把对遗产的保护知识直接传授给群

众，提高地方民众的修缮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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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掘传统民居营造技术，避免传统技艺“断代”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一门“匠学”，依靠的是匠人。然而随着工业化建筑时代的来临，传

统民居营造技术的传承和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大量的木匠和石匠因缺少传统营造项目市场逐渐失去

用武之地，而年轻人心向外界对传统技艺不感兴趣，使本土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传承出现断层，传

承工匠手艺面临绝迹的边缘。营造技艺是地方文化建筑的“根”与“源”，理应得到保护和延续。针对

无人继承的现象，当地政府要广泛收集整理传统技艺信息，有意识地培养村民文化自觉意识，帮助

他们克服对传统文化的“自鄙”心理，提高居民对传承传统手艺的信心与自豪感；聘请当地老工匠开

展对传统技艺人才的培训，对传统营造技艺进行抢救式的保护；鼓励村民成立民间手艺协会，促进

传统技艺的交流与提高；同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传统技艺进行推广。

2.6 采取“低成本”技术，最低限度干预

当前我国传统民居保护举措更多强调自上而下、由外到内进行，以政策、行政管理、技术等为

支撑，保护往往滞后于发展[13]，问题背后的核心其实就是资金问题。“资金不足”是硬伤，是传统民

居保护和发展的最大阻碍，但濒危文化遗产的抢救却经不起任何的迟缓和拖延，应积极地寻找、实

践低成本抢救的办法。事实上鲁中山区“石头房”的“就地取材”就是一种适宜的、生态性的低成本技

术，过去在没有建筑师参与的情况下，将民居建造成“冬暖夏凉”的房屋，且能长期处于一种稳定或

接近稳定的状态，证明该低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简单有效之法。在目前缺乏

经济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可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当地有经验的工匠，以低成本技术实施抢救性保护。

鲁中山区“石头房”侥幸得以保存得益于“落后”，最大功劳应归功于采用低技术以及最低干预手段。

低技术增加了传统民居的适应性，最低干预措施延缓了文化遗产的毁失。随着当地传统村落名录的

进一步落实，抢救大量的濒危性传统民居已成为显性工作，在尊重和保护的基础上，介入最小干预

保护措施，是实现传统民居生态效益最大化的途径。

3 结 论

“石头房”作为鲁中山区重要的居住类型，是当地人们精神情感的物化反映，体现了一种朴素的

生活态度和浓厚的本土文化。面对山区“石头房”建筑的生存危机，仅仅将传统民居单纯的静态保护

或将其作为城市居民消费的后花园来寻求保护策路是远远不够的。应尽快从“濒危性”传统民居的普

查和测绘着手，开展对传统民居预防性保护和信息性保存，组织民众对传统民居进行修缮，组织专

家对当地传统技艺人才的培育，采取低技术、最小干预手段等方法进行活态保护。尽快制定抢救性

措施遏制其衰败趋势才是当前民居保护的重中之重，同时还要防止修缮对传统民居造成的二次破坏。

让根植于大自然的“石头房”再次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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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域旅游背景下进行的城区规划设计，必须做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的宜居、宜业、宜游的城

市空间。本文结合对浙江新昌城区的规划设计，从内容、结构、形式三方面展开了文化的融入性设计与表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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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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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tourism, we must enhanc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create distinctive urban space suitable for living, business and tourism.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Xinchang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design and express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ntent, structure an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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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域旅游正式上升为我国文旅融合新阶段的发展战略，这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

地、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模式随着文化和旅游体制性障碍的打通获得了

更大发展空间。在全国各省区市开展的积极探索实践中，江苏和浙江凸显各地文化特征的“景区城市”
建设成果尤为引人瞩目。江苏优先发展南京、镇江等都市型景区；浙江则稳步推进新昌、淳安等较

小规模县级城市“景区城”标准化创建[1]。新昌县作为浙江首批 6家 4A级景区城之一，研究文化在其

城区规划设计中的表达将别具启示意义。

1 城区规划设计与文化

文化是规划设计的灵感与灵魂，设计是表达传承文化的关键载体。由于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的

历史发展轨迹与当地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特色、深度不同的文化。这与要

求“注重产品、设施与项目的特色，不搞一个模式，防止千城一面、千村一面、千景一面，推行各具

特色、差异化推进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方式”[2]的基本原则完全契合。

因此，在城区规划设计中，务必根植于各区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

文化内核。不仅要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更要有对特色文化的整体性保护、传承、包装和提升，形

成具有区域 IP特点的文化个性化符号和全域化整体风貌表达。

2 城区规划设计中文化的融入

在城市转型、产业融合、文化再造的大环境下，景区城市的文化内核与城区的人口、客群、产

业、交通、人才等优势的和谐共融是关键所在。具体可以从内容、结构、形式三方面展开文化的融

入性设计。

2.1 内容设计：提炼典型文化元素，把握空间表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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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充分挖掘当地优秀文化，将价值内涵丰富、时代特征明显、表现及感染力强的典型文化

元素进行精简提炼，在此基础上融合鲜明的价值导向，从而定位出城区的特色主题。可由政府部门

牵头进行全局性的统筹协调，组织专业人员分析整合城区资源优势，完成数据库和文化研究平台的

构建。依据地域文化特色及典型元素分析，合理划定景区城市的空间范围。要注意的是，并非必须

一次性把整个城区打造成景区城市，而是应结合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景观资源特色、居民生活习

惯等来科学设定建设范围，形成阶段性建设方案。

2.2 结构设计：加强重点区域设计，构建多元表达格局

围绕能体现地域文化的重点区域进行设计，必须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其具体内容

应紧密围绕地域文化，突出特色、锐意创新，但应考虑游客和居民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能力，切记盲

目追求新奇特的艺术设计。同时，重点区域设计应考虑与整体环境氛围有机融合，处理好体量、格

调、色彩等与周边街区环境风貌的和谐一致。能积极响应主题、具有较好资源基础的景区很容易成

为建设重点区域，但景区城市的内涵要义绝不再仅停留在景区本身。“城即是景，景即是城”的理念

需要真正构建起以地域文化表达为核心的多元立体格局。应充分利用十字路口、地铁车站、候车大

厅等道路交通汇聚点、大型商场影院超市等购物娱乐场所及广场、公园、小区等公共区域，把文化

价值理念渗透到居民游客活动的各个节点。

2.3 形式设计：实现情境再现体验，融合现代文明特征

要把整座城当作一个大景区建设，无论是景点、场馆还是街道、广场等的设计都应努力将文化

特色主题和典型元素布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场景中，增强表达效果，实现情景再现，从而满足不

同层次背景、不同鉴赏能力的游客及居民的需要[3]。地域文化的不停传承发展要求规划设计时需重

视将传统与现代乃至未来的理念进行科学融合，借助现代设计要素和现代技术手段实现对文化的生

动表达，突出文化的内涵，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要。此外，新信息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广泛应用

为游客及居民提供便捷、舒适和安全的同时，也可以被打造成一种具备未来感的强烈吸引物。

3 新昌城区规划设计中的文化融入实践

3.1 新昌景区城概况

新昌县隶属浙江省绍兴市，是国家生态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园林县城、

中国名茶之乡，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地。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 400余位诗人曾来此

游历，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1500多首经典诗文。

2020年 1月，作为绍兴市唯一入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单位，在“万千百”工程中，新昌

的景区城建设初具成效。以约 30.2 km2县建城区为主体打造的新昌景区城成功创建为浙江省首批 4A
级景区城之一。城中有大佛寺石弥勒像、千佛岩造像等国家级重点文保 2处，A级景区 3处。“诗城、

茶城、佛城”是景区城的天然优势与亮点特色。

3.2 新昌景区城规划设计中的文化融入实践

3.2.1 内容设计 通过对提炼出的诗、茶、佛等典型文化元素的反复比较分析，景区城主题被定位为“浙
东唐诗名城”。1991年新昌学者竺岳兵先生正式提出“浙东唐诗之路”，其主线是从杭州经萧山入浙东

运河，到越州(绍兴)，再沿曹娥江上溯剡溪至天台[4]。山水奇景、名作名篇与人文佳话形成了独特的

浙江诗路文化。新昌是中国山水诗、山水画的发祥地，唐诗在新昌城区这一重要节点上留下了深刻

历史记忆，形成了特殊文化符号。同时，唐诗元素中本就有茶、佛元素的自然融入。以“浙东唐诗之

路”为主题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开放性。在典型元素分析和主题确定的基础上，景区城将区域内 16.7
km2划定为核心区（图 1）进行首先打造，再辐射到景区城全域，拟定了抓重点、分阶段的建设步骤。

3.2.2 结构设计 以大佛寺、鼓山公园为中心打造唐诗名城核心区。东翼侧重旅游文化，包括唐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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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区和诗意生活体验区；西翼侧重旅游商贸，包括唐诗门户展示区和商贸旅游体验区（图 2）。

图 1 新昌景区城红线范围图 图 2 新昌景区城空间结构设计
Fig.1 Red line range map of Xinchang Scenic City Fig.2 Spatial structure design of Xinchang Scenic City

根据不同分区的定位特色进行强化打造，形成一系列文化体验项目（表 1）。
表 1 新昌景区城分区定位及核心项目

Table 1 Regional orientation and core projects of Xinchang Scenic City

依托景区城空间布局，采取空间共融、主客共享方式，引入与新昌相关的唐诗场景和地方故事，

梳理并浓缩出核心营造的“十景”：丝绸故事、白鹭惊船、旗鼓相当、七星高照、天姥炉茶、谢公宿

处、崇文守正、弥勒禅踪、唐风御街、岸风潭月，并形成唐诗主题游线（图 3）。同时开发具备唐风

诗意元素的夜市、夜购、演艺、灯光秀等夜游产品（图 4）。

图 3 唐诗主题游线 图 4 夜游步行环线
Fig.3 Theme tour of Tang Poetry Fig.4 Night walking loop

3.2.3 形式设计 为实现情境再现体验，除在“十景”处更新或修建符合唐诗意境的标志和解说牌外，

景区城内的购物场所、广场、公园等也逐步设置唐诗主题的标识标牌、景观小品。景区城已形成一

套“李梦白”主题城市视觉识别系统（图 5），“诗画浙江，诗意新昌”“李白做梦都想来的地方”等宣传

口号已具有一定辨识度。另外，按照不同季节，设置春——文化季、夏——研学季、秋——演艺季、

序号
No.

分区名称
Subregion

设计定位
Design orientation

核心项目
Key project

1 唐诗名城
核心区

做精大佛寺、鼓山公园等原有景点，做强博物馆、图书馆、
鼓山书院等公共文化业态并完成景区化建设，使核心区成为
展现唐诗文化特色和主客共享的城市客厅；完善旅游服务功
能，提升游览品质，构建具有吃、住、行、游、购、娱、商、
养、学、闲、情、奇高度集中的城市休闲体验区。

①唐诗文化公园
②唐诗文化研学基地
③文博场馆景区化
④海洋城唐诗风情步行街
⑤唐诗未来社区

2 唐风文化
旅游区

重点发展里江北历史文化街区，建筑外观突出新昌老城特
色；引入新昌地道美食、夜游、民俗文化展演体验等，发展
购物街区，设计本地特色旅游商品，引导游客加入当地居民
的文化休闲生活；在市民中心建设唐诗广场，植入唐诗风情。

①里江北历史文化街区
②唐风主题酒店
③唐诗广场

3 诗意生活
体验区

提升湖莲潭公园、达利广场的休闲品质，改善老旧小区环境，
组织引导社区活动，打造多样休闲娱乐场所，构建雅致诗意
生活环境，建设主客共享的休闲生活体验区。

①诗意生活小区
②诗意小吧
③票友社区大擂台

4 商贸旅游
体验区

以达利·丝绸、中国茶市和天姥山·十里潜溪省级旅游度假区
为核心，提升新昌高新园区、达利丝绸、中国茶市商贸旅游
品质，开发高端电子商务和文创产品；推进度假区设施建设，
发展融合性旅游产品，注重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涵养。

①新昌电商文创园
②新昌文创设计节
③中国茶叶大会暨大佛龙
井茶文化节

5 唐诗门户
展示区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旅游集散中心；通过景区城主
题形象设计，展示门户形象，突出人性化、美观化、地域化
和协调性。

①入口形象标志
②旅游集散中心改造
③开通旅游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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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美食季四大活动主题，每季举行不同的节庆活动。按照一天十二时辰的顺序，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在景区城全域尽可能融入唐诗唐风元素，让游客和居民自然而然感受与体

验到“浙东唐诗名城”的氛围（图 6）。

图 5 标识标牌、景观小品和 IP打造
Fig.5 Signboards, notices, landscape sketch and IP

图 6 分时体验
Fig.6 Experience at different time

在融合现代文明特征方面，以旅游集散中心为例，具备游客集散、咨询服务、旅游购物、主题

酒店、虚拟体验等综合性功能。中心内有新昌县智慧旅游平台（含“数字诗路 e站”）、全域旅游（乡

村旅游）数据统计中心，游客利用影像、VR/AR、3D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手段可直接开展云游体验。

智慧旅游的全面加码、未来社区的精心打造等在新昌景区城都将成为唐诗主题地域文化的生动表达。

4 结 语

围绕打造“浙东唐诗名城”目标，新昌再一次在浙江省率先吹响了 5A级景区城创建的号角，更生

动的唐诗元素、更细节的诗意工程必将使景区城的文化特色愈加融合。在城区规划设计中，要始终

明确文化的内在灵魂地位并将其全方位融入环境景观、设施服务、产品业态、管理保障等各方面，

为全域旅游背景下“城即是景、景即是城”的城区蓝图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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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平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蕨类植物区系研究
郭 舜 1,黄启堂 2,黄 磊 1,吕国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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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整理编制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蕨类植物资源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其区系组成和地理成分，并与周边 4个
湿地植物区系的进行相似性和分化强度的比较，结果表明：（1）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共有蕨类植物 35 科 57 属 84
种，单种科和寡种科占总科数的 91.43%，单种属和寡种属占区系总属数的 98.25%，总种数的 92.86%，科、属内结

构较简单，分化程度不高；（2）在科、属级水平上，以泛热带分布型最多，均表现出强烈的热带属性；在种级的水

平上，以热带亚洲分布型最多，东亚分布型次之，热带成分占比 51.25%，并有一定比例的温带成分；中国特有种

11种；（3）在区系的亲缘远近关系上，与南水湖的关系最为密切，科、属、种的相似性系数均高于 50%，与荔江的

关系相对疏远。在种系分化强度上，赣江源的分化强度最大，区系丰富度最大，中山河种系分化度不高，与南水湖

最为接近，荔江的分化强度最小。

关键词: 蕨类植物; 植物区系; 地理成分; 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

中图法分类号: Q94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697-05

Study on the Fern Flora in Zhongshan River National Wetland
Park of Wuping, Fujian Province
GUO Shun1, HUANG Qi-tang2, HUANG Lei1, LV Guo-liang3
1.Min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ongyan 364021, China
2.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3. Longyan City Landscape Administration, Longy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compiling the pteridophyte resources in the Zhongshanhe National Wetland Park,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ts flora composition and geographical composi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four surrounding wetland flora of the flora and
the strength of differentiation, the results show: ( 1) ZhongshanheNational Wetland Park has 84 species of pteridophytes in 35 families,
57 genera, single-species families and oligospecies families accounted for 91.4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families, single-species and
oligo-species genera accounted for 98.25% of the total flora number of genera, total species 92.86% of the number, the family and genus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imple,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is not high. (2)At the family and genus level, the pan-tropical distribution types
are the most, all showing strong tropical attributes; at the species level, the tropicalAsia distribution types are the most, followed by East
Asia distribution types, and tropical components account for the proportion 51.25%, and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emperate ingredients;
11 species endemic to China. (3) In terms of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it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Nanshuihu. The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of family, genera and species are all higher than 50%,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Lijiang is relatively distant. In terms of the
intensity of germ line differentiation, the Ganjiang he has the highest differentiation intensity and the greatest flora richness,
Zhongshanhe has a lowdifferentiation intensity, and is closest toNanshuihu, andLijiang has the smallest differentiation intensity.
Keywords: Ferns; Flora; geographical composition; Zhongshanhe National Wetland Park

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西南部，地处闽、粤、赣三省结合部，地理坐标

116°0'5"~116°06'38"E，24°51'26"~25°08'23"N，北部紧邻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部毗邻广东蕉

岭长潭省级自然保护区，共同形成了区域重要的生态屏障。湿地公园总体呈 Y字形南北走向，南北

长 66.4 km，总面积 1529.3 hm2，其中湿地面积为 707.7 hm2，湿地率 46.3%。年平均气温 17~19.6 ℃，

年平均无霜期 250~280 d，年降雨量为 1450~2200 mm。蕨类植物是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

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了解其组成成分与地理成分的特点，对于研究区系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1]。通过系统分析中山河的蕨类植物区系，表述中山河蕨类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为该区蕨类

植物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提供理论依据。

收稿日期: 2019-05-11 修回日期: 2019-06-28
作者简介: 郭 舜(1973-),男,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应用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 E-mail:guoshun9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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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通过野外调查，结合文献资料，采集蕨类植物标本[2]，以《福建植物志》《中国植物志 FRPS》
网站(http://www.iplant.cn/frps)《中国植物图像库》网站（http://ppbc.iplant.cn）等为参考进行鉴定分

类，参照秦仁昌的分类系统编制整理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蕨类植物名录，参考臧得奎[3]和陆树刚[4]

等对蕨类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进行蕨类植物区系的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区系的组成分析

2.1.1 蕨类植物的组成 中山河共有蕨类植物 84 种，隶属于 35科 57属。分别占福建省蕨类植物（46
科 107属 396种）科的 76.09%、属的 53.27%、种的 21.21%，占中国蕨类植物（63 科 231 属 2 600
种）科的 55.56%、属的 24.68%、种的 3.23%。

2.1.2 科的大小分析 根据中山河蕨类植物各科所含种的数量，划分为 4个等级，结果详见表 1。
表 1 中山河湿地公园蕨类植物科、属、种的组成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Ferns fam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in Zhongshanhe Wetland Park

分级
Classification

科 Family 属 Genera 种 Species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中等科（≥10种） 2 5.71 12 21.05 22 26.19
小型科（5~9种） 1 2.86 4 7.02 5 5.95
寡种科（2~4种） 13 37.14 22 38.60 38 45.24
单种科（1种） 19 54.29 19 33.33 19 22.62

合计 Total 35 100 57 100 84 100
由表1可知，≥10种的中等科有2个，共12属22种，即鳞毛蕨科Dryopteridaceae（3属10种）和水

龙骨科Polypodiaceae（9属12种）。含5~9种的小型科仅1个，即金星蕨科Thelypteridaceae（4属5种）。

含2~4种的寡种科有13科，共22属38种。仅含1个种的单种科有19科，共19属19种。中山河蕨类植物

区系中，寡种科和单种科合计所占科的比例达91.43%，是构成该地蕨类植物区系的主要科，说明在

科一级水平的类群较丰富。如以科所含的属数进行统计，含3属以上的科仅有水龙骨科(9属)、金星

蕨科(4属)、石松科Lycopodiaceae(3属)、蹄盖蕨科Athyriaceae(3属)、鳞毛蕨科(3属)等5个科，共22属
36种，而其余30个科仅含1~2属。此外，在中山河蕨类植物中，既有较原始的石松科Lycopodiaceae、
石杉科Huperziaceae、木贼科Equisetaceae等，又有相对进化的水龙骨科、苹科Marsileaceae等，以及

介于两者之间的金星蕨科、凤尾蕨科Pteridaceae等，表明在系统发育和进化关系上比较连贯[5]。

2.1.3 属的大小分析 根据中山河蕨类植物各属所含种的数量，划分为 3个等级，结果详见表 2。
表 2 中山河湿地公园蕨类植物属的组成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in genus of Ferns in zhongshanhe Wetland Park

分级
Classification

属 Genera 种 Species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中型属（5~9种） 1 1.75 6 7.14
寡种属（2~4种） 17 29.83 39 46.43
单种属（1种） 39 68.42 39 46.43

合计 Total 57 100 84 100
由表 2可知，含 5~9 种的中型属只有鳞毛蕨属 Dryopteris(6 种)，共 1属 6种。含 2~4 种的寡种

属有卷柏属 Selaginella(4 种)、凤尾蕨属 Pteris（4种）、鳞始蕨属 Lindsaea（3 种）、短肠蕨属 Allantodia
（2种）、铁角蕨属 Asplenium（2种）、狗脊蕨属 Woodwardia（2 种）、线蕨属 Colysis（2 种）、瓦韦

属 Lepisorus（2 种）等 17 属 39 种。其余的 39 属均为单种属。中山河蕨类植物区系中，寡种属和

单种属合计占总属数的 98.25%和总种数的 92.86%，是该区蕨类植物属的主要组成成分，也是该区

系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反映了湿地公园内生境条件的复杂多样。同时，中山河多种属较少，单种属、

寡种属的大量存在，表明属内结构较简单，分化程度不高。

2.1.4 珍稀蕨类植物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第二批），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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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3种，即金毛狗 C. barometz、水蕨 C. thalictroides和蛇足石杉 H. serrata。

2.2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分析

2.2.1 科的地理成分分析 中山河蕨类植物区系中 35科可划分为 7个分布区类型，详见表 3。
表 3 中山河湿地公园蕨类植物科、属、种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3 Statistical of Distribution Area Types of Ferns Family, Genus and Species in Zhongshanhe Wetland Park

分布区类型
Distribution type

科数
No. of families

属数
No. of genera

种数
No. of species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1世界广布 14 --- 17 --- 4 ---
2泛热带分布 14 66.67 19 47.50 3 3.75

3旧世界热带分布 1 4.76 5 12.50 2 2.50
4热带亚洲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3 14.29 1 2.50 0 0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1 4.76 2 5.00 5 6.25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0 0.00 4 10.00 1 1.25

7热带亚洲分布 0 0.00 2 5.00 30 37.50
8北温带分布 1 4.76 2 5.00 0 0

12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0 0.00 （5） (12.50) （28） (35.00)
12-1东亚广布（H-S-J） 1 4.76 3 7.50 9 11.25

12-2中国－喜马拉雅分布(S-H) 0 0.00 1 2.50 1 1.25
12-3中国－日本分布(S-J) 0 0.00 1 2.50 18 22.50

13中国特有 0 0.00 0 0 11 13.75
合计 Total 35 100 57 100 84 100

世界广布的有石松科、石杉科、凤尾蕨科、水龙骨科、骨碎补科 Davalliaceae、槐叶苹科

Salviniaceae、满江红科 Azollaceae 等 14科。热带性分布（2~7 型）有 19 科，占总科数的 90.48%（不

计世界广布的 14 科，下同），说明该区蕨类植物科以热带分布为主。其中泛热带分布型占绝对优势，

有卷柏科Selaginellaceae、里白科Gleicheniaceae、膜蕨科Hymenophyllaceaec、姬蕨科Dennstaediaceae、
肾蕨科 Nephrolepidaceae、裸子蕨科 Gymnogrammaceae、蹄盖蕨科 Athyriaceae、鳞毛蕨科等 14 科，

占总科数的 66.67%；热带亚洲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有木贼科、瘤足蕨科 Plagiogyriaceae 和舌蕨科

Elaphoglossaceae 等 3 科。旧世界热带分布仅 1科，即观音座莲科 Angiopteridaceae，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洲分布仅 1科，即槲蕨科 Drynariaceae，且 2种分布型均为单型科。温带性分布（8~12 型）

有 2科，占总科数的 9.52%，即北温带分布的书带蕨科 Vittariaceae，东亚分布的紫萁科 Osmundaceae，
均是单型科。

在科的水平上该区无中国特有科，有相对原始的石松科、石杉科等，也有比较进化的水龙骨科、

苹科等，表明该区蕨类植物起源古老。该区热带科 19科（2~7 型），占总科数的 90.48%；温带科（8~12
型）2科，占总科数的 9.52%，R/T 值（热带科/温带科）为 9.50，可见该区系热带属性极为显著。

2.2.2 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由表 3 可见，中山河蕨类植物 57 属可划分为 9 个分布区类型。世界广布

的有石松属 Lycopodium、石杉属 Huperzia、卷柏属 Selaginella、木贼属 Equisetum、粉背蕨属

Aleuritopteris、铁线蕨属 Adiantum、石韦属 Pyrrosia、槐叶苹属 Salvinia、等 17 属。热带分布（2~7
型）有 33属，占总属数的 82.5%（不计世界广布的 17属，下同）。其中泛热带分布型占绝对优势，

有垂穗石松属 Palhinhaea、瘤足蕨属 Plagiogyria、里白属 Diplopterygium、碗蕨属 Dennstaedtia、肾

蕨属 Nephrolepis、凤丫蕨属 Coniogramme、短肠蕨属 Allantodia、实蕨属 Bolbitis等 19 属，占总属

数的47.5%；旧世界热带分布的有芒萁属Dicranopteris、观音座莲属Angiopteris、鳞盖蕨属Microlepia、
阴石蕨属Humata、线蕨属Colysis等 5属；热带亚洲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仅 1属，即金毛狗属Cibotium；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有菜蕨属 Callipteris 和槲蕨属 Drynaria；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有贯

众属 Cyclopeltis、瓦韦属 Lepisorus、星蕨属 Microsorum、盾蕨属 Neolepisorus等 4 属；热带亚洲分

布有藤石松属 Lycopodiastrum和圣蕨属 Dictyocline。温带分布（8~12型）有 7 属，占总属数的 17.5%。

北温带分布有紫萁属Osmunda和卵果蕨属Phegopteriis等2属；东亚分布型5属，其中东亚广布（H-S-J）
有假蹄盖蕨属 Athyriopsis、假瘤蕨属 Phymatopteris和水龙骨属 Polypodiodes等 3 属，中国-喜马拉

雅分布 (S-H)1 属，即骨牌蕨属 Lepidogrammitis，中国 -日本分布 (S-J)仅 1 属，即鳞果星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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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idomicrosorum。
从属的水平上看，该区以泛热带分布型最多，无中国特有属。热带属有 33属（2~7 型），占总

属数的 82.5%；温带属（8~12 型）有 7 属，占总属数的 17.5%，R/T 值（热带属/温带属）为 4.71，
可见该区系热带属性占显著优势。

2.2.3 种的地理成分分析 由表 3 可见，中山河蕨类植物 84 种可划分为 8 个分布区类型。世界广布

有 4种，即蛇足石杉 H. serrata、蕨 P. aquilinum、苹 M. quadrifolia、槐叶苹 S. natans。热带分布（2~7
型）有 41 种，占总种数的 51.25%（不计世界广布的 4种，下同）。其中泛热带分布型有垂穗石松 P.
cernua、镰羽瘤足蕨 P. falcata、肾蕨 N. auriculata等 3 种；旧世界热带分布的有蜈蚣草 P. vittata和
小叶海金沙 L.scandens2 种；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有菜蕨 C. exculenta、乌毛蕨 B. orienale、
海金沙 L. japonicum、陵齿蕨 L. odorata、团叶陵齿蕨 L. orbiculata等 5种；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

布 1 种，即粗齿紫萁 O. banksiifolia；热带亚洲分布占绝对优势，有薄叶卷柏 S. delicatula、笔管草

H. debile、里白 H. glauca、芒萁 D. pedata、半边旗 P. semipinnata、贯众 C. fortunei、稀羽鳞毛蕨

D.sinosparsa等 30 种，占总种数的 37.5%。温带分布（8～12型）有 28 种，占总种数的 35%。主要

是东亚分布及其变型，其中东亚广布有石韦 P. lingua、阔鳞鳞毛蕨 D. championii、金鸡脚假瘤蕨 P.
hastata等 9种；中国-喜马拉雅分布(S-H)仅 1 种，即斜方复叶耳蕨 A. rhomboidea；中国-日本分布(S-J)
有福建观音座莲 A. fokienensis、溪洞碗蕨 D. wilfordii、井栏边草 P. multifida、渐尖毛蕨 C. acuminatus、
延羽卵果蕨 P.decursive、瓦韦 L.thunbergianus等 18 种。中国特有分布有翠云草 S.uncinata、中华里

白 H. chinensis、刺头复叶耳蕨 A. exilis、抱石莲 L. drymoglossoides等 11种，占总种数的 13.75%。

从种的水平上看，该区有中国特有种 11个，无典型的温带分布种，以热带亚洲分布型最多，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次之，其中又以中国-日本分布(S-J)居多，说明该区蕨类植物与温带的区系联系比

较弱，在东亚区系中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热带成分有 41种，占总种数的 51.25%；温带成分有

28 种，占总种数的 35%，R/T 值（热带种/温带种）为 1.46，说明该区系的热带属性占优，并具有

一定比例的温带成分。此外，该区系中有许多种类是古老科的后裔种，如侏罗纪时期的金毛狗、乌

毛蕨，古生代的石松、福建观音座莲，中生代的芒萁、里白等，说明该区蕨类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2.3 与周边蕨类植物区系的比较分析

相似性系数在植物地理学研究中可以反映不同植物区系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采用Ksorense＝
2C/（A+B）×100%（A、B表示两地的科数、属数、种数，C为两地共有的科数、属数、种数），通

过计算相似性系数分析它们地理亲缘关系。植物区系的分化程度可体现区系的丰富度和生境条件的

复杂度，分化程度越高，表明区系的生境越复杂，区系丰富度越大，环境差异越大。种系分化度的

计算公式为SD=n2/n1+n3/n2（n1、n2、n3表示植物区系中的科数、属数、种数），其中属数/科数可以

表征在科级水平的分化强度，种数/属数可以表征在属级水平的分化强度[6]。比较分析武平中山河与

江西赣江源（ 116°22'~116°01'E， 25°57'~29°11'N）、广东南水湖（ 113°08′01″~113°12′30″E，

24°39′45″~24°58′57″′N）、湖南东安紫水（110°06′04″~111°23′45″E，26°19′01″~26°28′55″′N）、广西荔

浦荔江（110°13′23″~110°22′32″E，24°22′44″~24°29′06″N）[7-10]等湿地的相似性系数和种系分化强度

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中山河与周边蕨类植物区系的比较分析

Table 4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of family, genera and species among Zhongshanhe Wetland Park and its adjacent floras

植物区系
Flora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种系分化度(SD)

Germline differentiat总科数/共有数
Total/same

相似性/%
Similarity

总属数/共有数
Total/same

相似性/%
Similarity

总种数/共有数
Total /same

相似性/%
Similarity

中山河 35/ --- 57/ --- 84/ --- 3.10
赣江源 35/30 85.71 76/52 78.20 216/64 42.67 5.01
南水湖 26/25 81.97 44/36 71.29 69/42 54.90 3.26

东安紫水 30/27 83.08 56/40 70.80 91/38 43.43 3.70
荔浦荔江 18/17 64.15 21/16 41.03 33/20 34.19 2.69

由表4可知，在科级、属级水平上，与中山河相似性系数最高的赣江源湿地（85.71%、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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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水湖、东安紫水在科的相似性系数均超过80%，在属的相似性系数均超过70%；最低的是荔浦

荔江（64.15%、41.03%）。在种级水平山，相似程度最高的是南水湖（54.90%），最低的是荔浦荔江

(34.19%)。综合来看，中山河与南水湖在科、属、种的相似性系数均高于50%，表明两地蕨类植物

区系的相同成分较多，亲缘关系很近，符合纬向变化的特点，也是两地区系相似度较高的主要原因。

赣江源的亲缘关系次之，其与中山河的科、属的相似性程度最高，但在种的相似性上则相对较小，

与两者地理位置相近有关；与湖南东安紫水相比，科、属的相似性系数均高于50%，而种的相似性

程度较低，表明与中山河的区系联系相对亲近，两地区系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科、属来实现一定的联

系；荔浦荔江虽然维度偏南，但因其具有明显的岩溶特性，在属、种的相似性程度均低于50%，表

明两地区系亲缘关系相对疏远。

植物区系的种系分化度是评判区系丰富度的重要指标。中山河的种系分化度为3.1，其中，科级

（属数/科数）的分化强度为1.63，该区系水龙骨科、金星蕨科、石松科、蹄盖蕨科、鳞毛蕨科的分

化能力最强；属级（种数/属数）分化强度为1.47，分化能力较强的属有鳞毛蕨属、卷柏属、鳞始蕨

属、凤尾蕨属。对比分析五个植物区系的种系分化强度，依次为赣江源＞东安紫水＞南水湖＞中山

河＞荔浦荔江，表明赣江源的种系分化度最高，其多样性最为复杂，区系丰富度最大；中山河与南

水湖的系数最为接近，与东安紫水次之，表明蕨类植物的多样性丰富，环境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荔

浦荔江的分化度最小，与其海拔较低，受人为干扰较重，生境差异较小有一定关系。与上述地区的

蕨类植物区系相比，中山河的种系分化度不高，区系丰富度也不高，与其地处低山丘陵区、地形地

势较平缓、生境较单一等因素有关。

3 结 论

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共有蕨类植物35科57属84 种。单种科和寡种科所占科的比重达91.43%，

是该区蕨类植物区系的主要科。单种属和寡种属占区系总属数的98.25%，总种数的92.86%，是该区

蕨类植物属的主要组成成分，也是区系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表明科、属内结构较简单，分化

程度不高。蕨类植物区系中，既有在系统发育上比较原始的科，又有较进化的科，以及介于两者之

间的科，表明蕨类植物区系的起源比较古老，在系统发育和进化关系上比较连贯。地理成分复杂，

在科、属水平上表现出强烈的热带属性，热带成分分别占总科数的90.48%，总属数的82.5%，以泛

热带分布型占优，R/T值（热带属/温带属）为4.71。在种的水平上，热带成分占比为51.25%，以热

带亚洲分布型最多，并有一定比例的温带成分；温带成分中以东亚分布型最多，其中又以中国-日
本亚型分布居多。该区有11个中国特有种，无中国特有科和特有属。与周边蕨类植物区系的比较分

析表明，中山河与广东南水湖的亲缘关系最为密切，与江西赣江源次之，与广西荔浦荔江的关系相

对疏远。从种系分化强度上看，其与广东南水湖的系数最为接近，与湖南东安紫水次之；赣江源的

分化强度最大，说明赣江源的蕨类植物最为复杂，区系丰富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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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建设
顾 颖 1,2,祁小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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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应用，构建一种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用户可在可视化

操作界面输入某类农业数据查询指令，GIS应用层根据用户指令，使用基于模糊改进聚类分析的农业数据挖掘方法和

可视化模式设计方法对农业数据查询结果可视化编辑后，传输至可视化操作界面反馈给用户。实验结果显示：所构

建平台可根据用户需求准确聚类南京市农业数据反馈至用户，且可视化操作界面反馈的南京市农业数据标记明确，

界面分区明确。在不同并发用户量的前提下，对南京市不同种类农业数据的查询效率、查询准确性都符合应用需求。

关键词: GIS; 南京市; 农业大数据; 可视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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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Based on GIS in Nanjing City
GUYing1,2, QI Xiao-min1
1. Nanjing Information Center, Nanjing 210000, China
2.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visualization in Nanjing, a GIS-based visualization
platform for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 Nanjing was constructed. The user can input a certain type of agricultural data query
instruction in the visual operation interface. The GIS application layer uses the agricultural data mining method based on
fuzzy improved clustering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user instruction. The GIS application layer uses the visual pattern design
method to visually edit the agricultural data query result. , Transmitted to the visual operation interface and fed back to the
us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latform constructed can accurately cluster Nanjing agricultural data according
to user needs and feed back to users, and the Nanjing agricultural data fed back by the visual operation interface is clearly
marked and the interface partition is clear. Under the premise of different concurrent users, the query efficiency and query
accuracy of different types of agricultural data in Nanjing all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Keywords: GIS; Nanjing City; agricultural big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农民或相关农业管理人员合理应用农业大数据，能够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了解农业市场概况，

提高农民收入[1-4]。农业大数据存在异构性，数据格式不具有一致性，且数量巨大，使用传统的数据

管理平台不能实现农业大数据的精准挖掘，基于此，本文设计一种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

视化平台，该平台合理应用 GIS 技术的通信优势与数据采集、查询、可视化等优势，引入基于模糊

改进聚类分析的农业数据挖掘方法，可实现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处理。

1 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

1.1 平台结构设计

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的底层支

持技术为 GPS 技术，是集农业大数据采集、存储、查询

于一体的可视化平台[5]。基于 GIS 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

可视化平台整体架构如图 1所示。

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中核

心应用单元依次为数据采集模块、嵌入式操作系统、

收稿日期: 2019-06-05 修回日期: 2019-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8ZX07208006-005)
作者简介: 顾 颖(1979-),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大数据分析. E-mail:gy6886@126.com

图 1 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架构图
Fig.1 The framework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on GIS in Nan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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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终端。数据采集模块主要用于采集南京市农业大数据，通过 GPS 通信上传至因特网，通过因特

网存储于服务器中；嵌入式操作系统为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的可视化操作的核

心单元，可为用户提供农业大数据可视化操作[6]；GIS 终端主要用来和 GPS 通信，信道链路是串口

传输，传输的数据主要用于嵌入式操作系统所用。GIS 应用层使用可视化模式设计方法，实现可视

化编辑，通过串口通信的形式将数据导出至可视化操作界面反馈给用户[7]。

1.2 软件设计

1.2.1 可视化模式设计方法 基于 GIS 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

可视化模式图如图 2所示。

如图 2所示，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模式

存在多样化特征。支持三维显示模式，三维显示模式主要包

含栅格图生成、农业数据矢量化、等值线绘制三步骤；支持

农业数据地图显示，地图查询结果以表格显示模式反馈至用

户。可视化模式多样，功能齐全，具有较好使用价值。

1.2.2 基于模糊改进聚类分析的农业数据挖掘方法 使

用粒子群混沌差分训练对模糊 C均值聚类算法实施改

进。将基于 GIS 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聚类特征采样样

本值集设成 1 2, , ..., nB B B B ， nB 为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聚类特征采样样本，分别在时间

段 1 2, , ..., nH H H 中的关联指向特征β是：

 
   

co v ,B A
E B E A

  (1)

其中，cov表示协方差；农业大数据中连续的关联指向属性依次为 A、B；E(B)、E(A)分别表示

农业大数据连续的关联指向属的聚类中心；n表示数量。将基于 GIS 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实施聚类

自适应训练：    
     1 ,

Q A B
V A B

Q A Q B Q A B



   (2)

式中，Q(A)、Q(B)为模糊 C均值分布概率；V1(A,B)为农业大数据关联指向属性训练结果，Q(A∩B)
表示农业大数据聚类的模糊 C均值聚敛概率分布。建立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挖掘的聚类目

标函数 K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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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农业大数据聚类目标函数的最优解，优化寻优性能，实现模糊 C均值数据聚类改进。使用

改进算法获取农业大数据聚类目标函数的最优解θ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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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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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εji、εij分别为第 i个农业大数据特征分解的第 j种矢量、第 j个农业大数据特征分解的第

i种矢量中存在的混沌扰动量。θ即为最符合用户查询需求的农业数据。

2 实验分析

实验分析中使用 Java语言实施编程，在Windows XP SP3 32位系统计算机中开发本文平台，开

发平台使用Myeclipsell软件实现框架构建与程序代码的编写、测试。设定某用户登录本文平台后，

查询 2019年 1月 17日年南京市蔬菜产地收购价、畜禽产地收购价、水产品产地收购价。

设置使用本文平台的并发用户量分别是 5 个、15个、25 个、35个，用户查询南京市农业数据

的种类分别是 2019年南京市高淳县黄瓜、辣椒、苹果、番茄、花菜、芹菜、莴苣的产量与售价，7
种农业数据的数据量都设成 3000 GB，测试本文平台在响应用户指令时的运行效果与反馈效果，如

图 3、图 4所示。分析图 3、图 4可知，当并发用户量存在差异、用户查询南京市农业数据的种类存

在差异时，本文平台的响应耗时低于 1 s，最大值仅有 702 ms，反馈的农业数据量最大值为 2999 GB，

图 2 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模式图
Fig.2 GIS-based visualization model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 Nan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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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为 2998 GB，反馈的数据较为全面，本文平台能够按照用户需求，获取最符合用户需求的全

部农业数据信息。

图 3 本文平台响应耗时 图 4 本文平台反馈数据量
Fig.3 Time-consuming platform response Fig.4 The amount of feedback data from this platform

为了测试平台对农业大数据的可视化效果，查询 2019年 1月 17日年南京市蔬菜产地收购价、

畜禽产地收购价、水产品产地收购价与前一周价格相比后的变动值。平台反馈的效果图如图 5所示。

（a）蔬菜产地收购价 Purchasepriceinvegetableorigin （b）畜禽产地收购价 Purchasepriceinlivestockorigin （c）水产品产地收购价 Purchasepriceinaquaticorigin
图 5 平台反馈效果图

Fig.5 Platform feedback renderings
图 5中，用户使用本文平台，查询 2019年 1月 17日年南京市蔬菜产地收购价、畜禽产地收购

价、水产品产地收购价与前一周价格的变动值时，本文平台反馈结果十分清晰，价格变动值标注明

显，一目了然，由此可证本文平台的可视化性能极好。

3 结 论

本文构建一种基于 GIS的南京市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并在实验中测试本文平台的使用效果，

经测试得出：（1）用户在本文平台中查询 2019年 1月 17日年南京市蔬菜产地收购价、畜禽产地收

购价、水产品产地收购价时，平台的可视化界面内容分类明确，品名、规格、收购价格分类明确；

平台对多个地区、多种农业数据信息聚类效果较好，不存在聚类错误的情况。（2）当并发用户量存

在差异、用户查询南京市农业数据种类存在差异时，本文平台响应耗时低于 1s，最大值仅有 702 ms，
反馈的农业数据量最大值为 2999 GB，最小值为 2998 GB，反馈的农业数据较为全面；平台的对农

业信息数据反馈结果十分清晰，可视化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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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的远程信道分布仿真研究
黄宗伟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 针对传统的无线通信远程信道分布方法存在数据传输时延较长、信道利用率低的问题，本文通过采用基于

MATLAB的仿真测试软件，对 CSI未知数据下的信道分布状况、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信道常态分布状况、可知

CSI与未知 CSI 下的信道异态分布状况和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关联信道分布状况进行详细分析，将分析结果通

过 GUI 仿真可视化计算模块转换输出，通过MATLAB 内 CSI与 GUI两大核心模块完成对无线通信远程信道的各分

布形态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较短，提高了信道利用率。

关键词: 无线通信; 远程信道分布; 仿真

中图法分类号: N919.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05-03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Remote Channel Distribution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HUANG Zong-wei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st and Telecom,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that the tradition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remote channel distribution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ng data transmission time delay and low channel utilization rate, this paper took the simulation test software based onMATLAB to
analyze in detail that the channel distribution condition under the CSI was unknown, the channel normal distribution condition of the
CSI and the unknown CSI was known, the state of the channel heterostate distribution under the CSI and the unknown CSI and the
associated channel distribution condition of the CSI and the unknown CSI, and the analytic results were converted and output by the
GUI simulation visual calculation module, The two core modules of the CSI and the GUI in the ATLAB complete th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remote channe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ata transmission delay of
the proposedmethodwas short and the channel utilization rate was improved.
Keywords:Wireless communications; remote channel distribution; simulation

随着无线通信计算的高速迅猛发展，对高速无线传输信道的分布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然而现

有无线通信的远程信道分布状况并不尽如人意，高速信道资源相对匮乏，信道间分布相对混乱[1,2]。

有效提升有限信道分布资源变得尤为重要。利用传统方法对信号频率进行分布排列已很难提升信道

的资源利用率。仿真技术为准确掌握研究信道分布状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也为无线通信的远程

信道分布仿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通过仿真研究，准确掌握信道分布特点，为信道分布优化提供

有力的数据支持[3]。

文献[4]提出蜂窝通信网络中的分布式无线信道分配方法，当网络部署环境中出现干扰后，终端

用户通过控制信道，发送反馈信息至基站，基站接收到反馈信息后，对可用信道进行扫频，利用广

播帧通知受干扰的终端用户可用信道信息，然后终端用户收到基站发送的广播帧后，根据优先级机

制，选择新的信道重新建立与基站的通信，当蜂窝通信网中终端用户受外部干扰而信道中断后，可

减少终端用户和基站之间信令的开销。但是该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较长。文献[5]提出一种基于 Q学

习和差分进化的联合功率控制与信道分配算法，该算法通过获取功率控制的反馈结果，采用基于多

重变异和自适应交叉因子的差分进化算法进行信道分配，针对每次迭代产生的信道分配结果，采用

基于状态聚类和状态修正的 Q学习算法实现功率控制；文献[6]提出基于 K-S 拟合优度检验的瑞利衰

落信道统计特性评估方案，采用成形滤波器法产生瑞利衰落信道作为非参数假设检验模型，从瑞利

衰落信道复序列中提取幅值序列和相位序列，采用 K-S 检验法，将经验累积分布函数和理论累积分

布函数对比，验证幅值序列和相位序列是否分别服从瑞利分布和均匀分布。但是上述两种方法的信

道利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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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 MATLAB 的无线通信远程信道分布方法，通过采用基于

MATLAB的仿真测试软件，对现有的无线通信信号的信道分布状况进行详细分析，并对仿真过程与

算法步骤进行描述，通过仿真分析得到切实客观有效的信道分布计算方案，并通过实验数据对分析

结论进行验证。

1 基于MATLAB的无线通信远程信道分布

1.1 MATLAB仿真测试平台介绍

为准确分析出无线通信的远程信道分布状况，研究采用基于MATLAB的数据仿真测试程序对无

线通信信道参数数据进行测试[7]。MATLAB 是一款商业数学软件，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

据分析以及数值计算的高级技术计算语言和交互式环境，主要包括MATLAB和 Simulink两大部分[8]。

1.2 基于MATLAB的无线远程信道分布形态分析

在上述介绍完设计中所要采用的MATLAB 仿真测试平台软件后，对信道相关参量进行仿真计

算。通过 CSI未知数据下的信道分布形态、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信道常态分布形态比对、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信道异态分布形态比对和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关联信道分布形态比对四个

步骤，分析无线远程信道的各分布状况。其计算步骤如下所示：

1.2.1 CSI未知数据下的信道分布形态 假设 gF,i是 CSI未知数据下的信道分布形态，则在第 i条信道

上 CSI未知数据的多普勒分布形态的表达式为： ,
cos cos

cos i i
F i Fz i

b b
g g

V
 




   (1)

式中，µ，F分别表示无线信号在标准大气环境下的传输系数，g表示第 i条信道上的信号波频，

b表示远程终端的接收频率，βi表示第 i条信道信号接收频率与载入信号波之间的夹角，gFz表示信号

传输信道作用下的水平基面，即βi=0时 CSI未知数据的多普勒分布形态。

1.2.2 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信道常态分布形态比对仿真 由上式可推导得出可知 CSI与未知 CSI
下的信道常态分布形态的表达式为：t(y)=T1(y)cos(2πgy)+Tw(y)sin(2πgy) (2)

式中：T1(y)表示可知 CSI 与未知 CSI的信号分量值，Tw(y)表示信道常态系数量，y表示信道冲

激响应的空间相关系数[9]。

1.2.3 可知 CSI 与未知 CSI 下的信道异态分布形态比对仿真 由式（2）可计算得出可知 CSI 与未知

CSI下的信道异态分布形态的函数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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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无线信号信道分布量总数，Tn表示第 i条信道上的信号幅值[10]。

1.2.4 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关联信道分布形态比对仿真 通过对式（3）的分析可知，在 I满足一

定量值的条件下，使 T1(y)与 Tw(y)形成可知 CSI 与未知 CSI的关联形态数据，则信道分布形态基于

     2 2
1WT y T y T y  完成分布，由此可得到，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关联信道分布形态仿真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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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ς2表示信道关联分布的频率均值，t表示信道信号传输时间。关联信道的信号相位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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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于[0 2π]分布范围内。

根据信号传输的遵循瑞利统计分布定律，可得到无线远程信道各分布形态之间的关系式为：

     
1

co s 2 2
I

T F i
i

S y Q t g y g y 


  (5)

1.3 无线通信的远程信道分布仿真设计

完成计算后，将仿真计算数据通过 GUI仿真可视化计算模块转换输出，MATLAB仿真测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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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可视化转换输出界面如图 1所示。

在MATLAB 无线信道分布仿真平台下，通过MATLAB内 CSI与 GUI两大核心模块完成对无线

远程信道的各分布形态分析，包括 CSI未知数据下的信道分布形态仿真、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

信道常态分布形态比对仿真、可知 CSI与未知 CSI下的信道异态分布形态比对仿真以及可知 CSI与
未知 CSI下的关联信道分布形态比对仿真。

2 仿真测试分析

2.1 实验环境设置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基于MATLAB的无线通信远程信道分布方法的有效性，在Microsoft Windows
XP操作系统，Intel(R)Celeron(R) 2.6 GHz处理器，MATLAB仿真工具，内存为 24.0 GB的环境下进

行仿真实验分析。

2.2 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本文方法、文献[4]方法、文献[5]方法和文献[6]方法，对数据

传输时延进行对比分析，对比结果如图 2所示。

根据图 2可知，本文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在 15 ms~16 ms之间；文献[4]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在

17 ms~20 ms之间；文献[5]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在 16 ms~25 ms之间；文献[6]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

在 33 ms~35 ms之间。本文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比文献方法的数据传输时延短。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对本文方法与文献[4]方法、文献[5]方法、文献[6]方法的无

线通信远程信道利用率进行对比分析，对比结果如图 3所示。

根据图 3可知，本文方法的数据利用率最高可达 100%，比文献[4]方法、文献[5]方法、文献[6]
方法的无线通信远程信道利用率高。

3 结 语

文章针对无线通信的远程信道分布状态，提出了基于MATLAB的无线通信远程信道分布方法。

通过采用MATLAB仿真测试平台辅助完成对无线远程信道 4种状态下分布状态的仿真研究，并通过

对比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为无线通信领域信道分布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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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糊神经网络既具有处理非线性问题的优势，同时又具备模糊的特性，使其在智能信息处理中具备强大的先

天优势。本研究首先介绍了模糊控制基础理论，分析了基于 RNN的控制技术和 CNN的控制技术，然后结合基于深

度学习提出 LSTM长短期记忆单元的模糊控制技术，并与传统控制技术相比较，并经过仿真实验筛选出基于长短期

记忆单元的控制决策技术，应用于电气系统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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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Based on Fuzzy Neural Network
ZOU Hao-dong1, WANG Hui-yu1, SUN Qi1, ZHANG Bin-bin2*
1.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Branch/State Grid Jiangsu Electric Power Company, Nanjing 210024, China
2. Anhui Jiyuan Software Co., Ltd., Hefei 230088, China
Abstract: Fuzzy neural network not only has the advantage of dealing with nonlinear problems, bu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uzzy, so it has a strong innate advantage i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Firstly introduces the fuzzy
control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trol technology based on RNN and CNN's control technology, and then combined
with based on the deep learning LSTM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emory unit of the fuzzy control technology, an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trol technology, and through simulation experiment based on short - and long-term memory
unit selection control decision-making technology, applied to electrical system fault diagnosis.
Keywords: Fuzzy neural network; intellectual electric system; fault diagnosis

模糊推理[1,2]过程相对神经网络而言，容易理解，并非像神经网络那样是一个黑盒让人无法直接

理解，同时也不像神经网络那样要求海量、优质的训练样本，反而对样本的要求比较低，另一方面，

模糊推理不如神经网络的精度高，推理速度也相对较慢。由于模糊神经网络[3,4]充分利用了模糊推理

和神经网络各自的优势，使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同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效。

本文通过对设备运行温度、设备环境湿度、设备 CPU占有率、设备内存占有率、设备硬盘占有率、

设备在线率几项环境状态参数对厂站机房内部的通信设备、电力二次设备等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数

据收集，对于其运行环境进行全方位监测，针对现有参数进行数据分析预测与诊断，从而实现电气

设备的智能调控，以确保所有电气设备能够在最佳状况下运行，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及安全性，在此

基础上，根据状态量的变化，为开发智能电气故障诊断系统提供了技术支撑。以收集的机房内部的

通信设备、电力二次设备等设备的运行数据作为输入，基于模糊神经网络控制理论，构建可行控制

方案模型，通过训练，确认模型的最佳状态，并针对输出自动控制相关设备进行环境状态参数调节。

为选取最佳控制方案，本文采用神经网络算法长短时记忆（Long and short term memory, LSTM）神

经网络[5,6]及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7,8]分别进行模型构建，并分别仿真

实验，从而确立应用于智能电气故障诊断系统的最优越模型。

1 模糊神经网络相关技术

1.1 模糊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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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应用中，需要的的输入输出量最好是精准量，所有如果利用模糊推理就必须把输入变量

精细模糊化为模糊变量，相反，反模糊化就是将推理后获得的模糊变量编程精准量输出。模糊控制

器的所有控制规律事先通过计算机编程实现。实现过程：首先通过中断机制获取被控制量的准确值，

进而通过将获取的精确值与被控对象事先的确定值进行差值比较，从未得到误差值 u，将 u进行模

糊化后得到一个新的模糊变量。利用模糊规则和模糊语言表示法，将这些模糊变量用响应的模糊语

言表示，得到 u模糊语言集合的一个子集 U。根据集合 U和相应的模糊控制规则进行模糊推理进而

进行决策，得到控制变量M，再通过对变量M进行反模糊化操作，去掉模糊性，最终得出相对精确

的控制变量M。模糊控制系统就是不断的重复此操作，循环进行。

1.2 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技术

长短时间记忆神经(LSTM)网络[9,10]由于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即常数误差流自循环结构，使

得网络能够记得以前的内容，即拥有了长时记功能。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网络权值更新难，

于是通过设置门控单元可以进一步缓解这个问题。这些门控单元可以向计算机内存已经进行数据的

存储于读写，通过一些相关的门开关决定何时读取、写入或者存储一些信息，这些模拟信息均在 0-1
之间，并且这些模拟信息具有可微分的便捷，因此可进行反向求导操作，非常有利于反向传播的进

行。LSTM网络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利用所谓的门单元控制信息流动，核心构成包括三种门结构，即

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

2 基于 LSTM与基于 CNN的方案设计

2.1 基于 LSTM 的方案

利用将 LSTM1、LSTM2、LSTM3 三个网络顺序叠加设计，构成了更深的 LSTM 网络，即深度

长短是记忆神经网络（DLSTMs），具体的网络结构设计见图 1。

图 1 深层 LSTM网络结构图
Fig.1 Network structure of deep LSTM

根据图 1可知，LSTM 网络的更新不仅是自身信息随着时间的不断循环更新，而且将信息同时

传给下一层网络，这种结构就保证了深度 LSTM网络的长时记忆能力，从而拥有更多有利于决断的

信息。对于图 1所示的 LSTM网络的第一层更新公式为：  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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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Rd×k，VRd×d，bRd表示网络权重参数值。

将从机房内各种设备获取的信息作为 LSTM1 网络的输入，LSTM3 网络的输出信息即是从

LSTM1网络输入值中提取到的有用的特征信息，再将这些信息进行归一化等操作，将数据规范化后，

最后的输出值就是深度 LSTM对于下一时刻的设备状态的估计值。

网络搭建够采用反向传播算法进行训练，训练优化后的网络方可用于状态预测。训练时，每台

设备实际输出功率向量 Pg(t)，每台设备向量 Wg(t)，每台设备实际角向量β(t)，每台设备下一时刻输

出功率的基准值向量 Pr(t+1)，温度感应器所测得下一时刻温度为 Tw(t+1)构成了时刻点 t的训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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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损失函数：loss � h
� ��h

� ����
� t ��

���� (6)
其中���

�表示预测时的估计值，���
�表示的是真实值。在真是的训练时，通过利用 dropout技术对一

些神经单元进行隐藏，使得其不参与模型训练，再训练好后投入使用时再恢复这些网络单元，目的

是为了应对温度实际测量时带来的误差，从而使得网络自身对测量噪声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2.2 基于 CNN的方案

图 2 所示的是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图，所设计作为对比的卷积神经网络包含 3个卷基层、2个池

化层、1 个 Leaky-relu 层、1 个 Relu层和 1个全连接层。假设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选取 7台屏柜，

每台屏柜 24 h各 6项参数作为输入数据，输入向量维度即是 144*7，经过卷积网络一系列的卷积池

化等操作，提取适当维度的特征值向量，最后将提取的特征向量作为全连接的输入，通过全连接的

softmax层进行最后的分类诊断。

网络的反向传播如下图 3所示，以网络的输出预测中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反向调整网络参数。

图 2 卷积神经网络整体结构图 图 3 网络反向传播结构图
Fig.2 Integral structure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ig.3 The structure of network back propagation
损失函数选取交叉熵损失函数作为 CNN方案的损失函数，相比较于二次代价函数而言，交叉觞

损失函数有助于提高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

用参数偏置 b的梯度计算来推导交叉熵损失函数的一般形式：     xZya
w
c  


 (7)

  )(Zy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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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即：c=-[ylnα+(1-y)ln(1-a)]+contant (10)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仿真设置

3.1.1 故障设置 预设的基于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技术的机房故障情景主要有 3种：交流配电不稳导

致的故障、监控单元线路故障、精密空调出风故障。如表 1所示，共设置了六个测试序列。
表 1 故障设置

Table 1 Fault setting
故障
Fault

描述
Description

屏柜
Besel

变量
Variable

开始/s
Start

结束/s
End

1 交流配电不稳导致的故障
7
2 Pg 1000

3000
1100
3100

2 监控单元线路故障
1
5 β 1300

3300
1400
3400

3 精密空调出风故障
6
8 Pg,T 1600

3600
1700
3700

3.1.2 指标设置 基于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技术的机房的故障诊断需要判断多种分类，采用精度

（Prec）、漏警率（MDR）以及故障诊断平均延时（Td）作为衡量网络模型性能的指标。

Prec � ��
��+��

(11)

Reca � ��
��+��

(12)

MDR � ��
��+��

� h t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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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TP表示正确诊断为故障的个数，TN表示正确诊断为非故障的非故障样本数，FP表示

错误诊断为故障的非故障数，FN表示错误诊断为正常的故障数。

3.2 故障诊断结果对比分析

为验证基于 LSTM 的方案与基于 CNN的方案各自的诊断效果，分别利用两种方案进行测试，

即基于 LSTM 的方案与基于 CNN 的方案，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故障诊断，并对诊断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对比结果如下表 2所示。
表 2 LSTM与 CNN对比结果

Table 2 Comparison of LSTM and CNN
故障 Fault 指标 Index CNN LSTM

1
Prec
MDR
Td

0.990
0.001
0.01

1.000
0.000
0.002

2
Prec
MDR
Td

0.772
0.001
0.080

1.000
0.000
0.002

3
Prec
MDR
Td

0.990
0.001
0.010

0.990
0.001
0.002

Avg
Prec
MDR
Td

0.917
0.001
0.033

0.997
0.0003
0.002

根据表 2的诊断结果数据，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基于 LSTM 的方案要比基于 CNN的方案效果

好得多，且 LSTM的故障诊断平均延时 Td 比 CNN的小的多，表面 LSTM识别效率高，对于故障 1
和 2，其精度不但达到百分之百，而且MDR指标为 0。对于故障 3，CNN的精度与召回率与 LSTM
相当，但其故障平均延时要劣于 LSTM。从平均性能指标而言，无论是 Prec、MDR，还是 Td指标，

LSTM都要优于 CNN。

4 结 语

针对目前机房安全缺乏实时有效的监控和管理、缺乏智能化的故障诊断手段，本文采用模糊结

合 LSTM技术可以让我们的神经元具备模糊计算的特征，适合于我们当前机房监控的不确定情况。

实验对比结果证明了结合 LSTM技术的优越性，LSTM技术创新地替代了隶属函数本身的构建过程，

将人工构建过程变成了黑盒的自动构建过程，而且提升了准确率，提高电网机房监控和管理水平，

对机房运行环境进行有效监测，减少安全风险，实现机房智能化控制，大大减少管理和操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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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tlab动力配煤神经网络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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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动力配煤组成成分复杂、用户要求较高等问题，运用 RBF神经网络建立考虑煤质组成、燃烧特性、成

本价格、地质分布情况等多因数非线性动力配煤的数学优化模型，运用专业计算软件 matlab进行求解，将求解后的

优化方案应用于实际企业生产动力配煤中，获得用户期望的动力配煤优化方案及数据。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随时调

整模型参数，结合用户方自动检测及调节设备，获得性能优良的煤种及较好地反映和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为动力

配煤方案的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 RBF神经网络; 动力配煤; 数学优化模型;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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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for the Power Coal Blending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matlab
ZHANG Qi-ming1, LI Zhen2
1. Ningbo Polytechnic, Ningbo 315800, China
2. Yuey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Yueyang 414015, China
Abstract: To the problems for the complicated composition of power coal blends and the high requirements of power coal
users, a mathematical optimization model considering the coal quality composition,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cost price
and geological distribution for multi-factor nonlinear dynamic model of power coal blend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BF neural network , the models have been computed by the professional computing software matlab, the solution will
be applied to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power coal blends, it can access to the user's expected power coal optimization scheme
and data.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users can adjust the model parameters at any time, the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user equipment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and adjust the equipment, the research can access to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coal and
better reflect and meet the real needs of users,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power coal blends scheme
optimization.
Keywords: RBF neural networks; power coal blends; mathematical optimization model; matlab

动力配煤是在煤炭入炉前，将各种不同种类的原煤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成品位高污染低的混煤

的过程，通过动力配煤不仅可以节约煤炭资源，又能减小环境污染[1]。动力配煤作为一项节能、环

保的洁净煤技术，具有极其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企业和学者的青睐，在我国

也特别适应于国家大力提倡的节能环保技术开发及应用的基本国情[2]。动力配煤技术优劣主要由其

配煤方案决定，配煤方案越优化，其配煤技术越高，产生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巨大[3]。常用动力配煤

优化方法一般可以分为综合模糊评判法、基于煤质数据分析的数学法、线性规划法、物理规划法及

非线性理论规划法等[4]。

在综合模糊评判法中，由于不同种类的原料煤其特性不同，它们混合后不同种类煤颗粒在燃烧

过程中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很难通过该方法对其经济效益及环保特性进行准确的计算和评估[5]。

基于煤质数据分析的数学法虽然能较准确的表示煤炭燃烧过程中煤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其

目标函数为单方面的唯一值与实际煤炭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6]。线性规划法、物理规

划法等方法对动力煤方案优化也各有优势及特色，但其目标函数与基于煤炭数据分析的数学法一样

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其根据现场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应用[7]。非线性理论规划法能够较为贴近实际

煤炭企业动力配煤生产情况，通过神经网络可以较精确的预测动力煤燃烧特性的精度，为动力煤优

化方案改进与预测精度的提高提供重要的保证[8]。基于此文以非线性理论模型为基础，运用 RBF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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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建立动力配煤数学优化模型，对动力配煤燃烧特性进行仿真计算与预测，为动力配煤优化方

案的改进与计算效率及精度的提高提供的重要的参考。

１ RBF神经网络算法及动力配煤数学优化模型

1.1 RBF神经网络算法

RBF神经网络是一种高精度神经网络，该计算模型能够以任意精度对任意连续函数 F(x)进行逼

近，即：F(x)=WTJ(x)+ε (1)
式中：xƱRn为神经网络模型中的输入向量；Ʊ为数集 Rn上的子集；n为 x的维数；ε为神经

网络的逼近误差且满足|ε|≤εm，其中εm为逼近误差的限定值；WRl为神经网络模型理想权值向量；l
为神经网络隐含层神经元节点数；J(x)为神经网络模型中的的基函数向量。

本文选用高斯函数作为基函数：
2

2( ) = e x p
2
x uJ x


 
 

 
(2)

式中：u为高斯函数 J(x)的中心值；σ为高斯函数 J(x)的宽度值；WTJ(x)为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值，

W的值很难准确计算得到，用 Wg表示 W的估计值，则 W的表达式为：

 a r g m i n s u p ( ) ( )
l gW R x

W f x W J x
 

 
 (3)

由于 RBF 神经网络具有较好的逼近能力，RBF神经网络模型被广泛用于各种工程逼近非线性特

性和未知项的应用中。本文运用 RBF 神经网络减小模型中的各其他的因数对神经网络系统的影响，

从而提高模型计算及预测精度，提高动力配煤方案的优化。

1.2 动力配煤数学优化模型

动力配煤主要有配煤着火温度、活化能、最大燃烧速度、固定碳燃烬率及煤焦分形维数等。根

据质量作用于物体上的定律结合 arrhenius方程，动力煤非等温热试验的反应速率为：

 exp( / ) 1 md E rt
dt
     (4)

式中：α为热反应速率；m为热反应的级数；ξ为频率因子；E为热反应活化能；r为气体常数；

t为热反应时间。

根据 Doyle 单曲线法可得，动力煤燃烧反应式为：  ln ln 1 ln 2 .315 0.4567E E
r rt

       (5)
动力煤最大燃烧速率定义为 DTG 峰值附近的 80 ℃温度区内的动力煤样的最大平均燃烧速度

值。固定碳燃烬率表示的是原煤中固定碳的燃烬特性，根据动力煤燃烧前后灰分子质量守恒可得固

定碳燃烬率 v为：    0 0 max 0/ 100 /q h qv m m m G H G G      (6)
式中：mq为动力原煤试样在燃烧前质量；mh为动力原煤试样在燃烧后质量；G0为动力原煤试样

在燃烧前固定碳工业分析值；H0为动力原煤试样在燃烧前灰分的工业分析值；Gmax为动力原煤试样

最大燃烧失重率（包括水分、挥发分和己燃的固定碳）。

根据氮气吸附法可以求得表示煤炭固体表面结构特征的煤焦分形维数 D：    ln / ln lnrel relD o p    (7)
式中：Orel为动力原煤试样相对吸附量；prel为动力原煤试样相对吸附压力。

2 RBF神经网络动力配煤优化及其应用

表 1 动力配煤优化方案的原料煤基础数据
Table 1 The raw coal basic data for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of power coal blending

煤种

Coal type
灰分/%
Ash

水分/%
Moisture

发热量/MJ/kg
Heat

灰熔融性温度/℃
Ash melting
temperature

硫分/%
Sulfur

配煤着火温度/℃
Blending coal

ignition temperature

活化能/KJ/mol
Activation
energy

最大燃烧速度/mg/min
Maximum burning

speed

固定碳燃烬率/%
Fixed carbon
burn rate

煤焦分形维数

Coal char fractal
dimension

成本/元/T
Cost

粉煤 16.8 9.2 21.98 1426 0.3 462 218.7 0.1756 90.56 2.61 103
块煤 13.26 7.36 22.89 1458 0.29 448 211.4 0.1898 92.09 2.76 115
混煤 19.67 9.61 21.46 1415 0.3 476 231.5 0.1664 88.74 2.54 99
精煤 12.4 6.13 24.08 1476 0.21 435 206.2 0.1921 93.48 2.83 120
粗煤 29.26 10.18 18.67 1316 0.65 518 265.6 0.1556 83.65 2.1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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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南鹤壁某煤业集团动力配煤生产的实际情况为计算实例，设定神经网络的模型预测配煤精

度为 98%，将上述基于 RBF 神经网络建立动力配煤数学优化模型，动力配煤优化方案的基础数据如

表 1所示。

由表 1可知，动力配煤由粉煤、块煤、混煤、精煤、粗煤 5种原料煤组成，根据表 1的数据，

得到包含灰分、水分、发热量、灰熔融性温度、硫分、配煤着火温度、活化能、最大燃烧速度、固

定碳燃烬率、煤焦分形维数、成本等 11个主要动力配煤因数在内的动力配煤 RBF 神经网络模型如

下图 1所示。

根据上文及图 1中参数建立的动力配煤 RBF神经网络模型其目标训练平均误差与隐层节点数之

间的关系曲线及目标误差与训练次数之间的关系曲线分别如图 2、图 3所示。

根据上文基于 RBF 神经网络建立的动力配煤数学优化模型，设置神经网络目标误差为 1E-5，选

取隐层节点为 23个，网格训练次数为 800次等参数。计算得到上述灰分、水分、发热量、灰熔融性

温度、硫分、配煤着火温度、活化能、最大燃烧速度、固定碳燃烬率、煤焦分形维数、成本等 11个
综合指标下的动力配煤配比量最优方案如下表 2所示，根据表 2得到的配比量得到最优动力配煤性

能指标如表 3所示。
表 2 运用 RBF神经网络动力配煤优化模型计算得到的动力配煤优化方案

Table2OptimizedschemeofpowercoalblendingcalculatedbyusingRBFneuralnetworkpowercoalblendingoptimizationmodel

煤种

Coal type
灰分/%
Ash

水分/%
Moisture

发热量MJ/kg
Heat

灰熔融性温度/℃
Ash melting
temperature

硫分/%
Sulfur

配煤着火温度/℃
Blending coal ignition

temperature

活化能

KJ/mol
Activation energy

最大燃烧速度

mg/min
Maxi burning speed

固定碳燃烬率/%
Fixed carbon
burn rate

煤焦分形维数

Coal char fractal
dimension

成本/元/T
Cost

配比量/%
Proportioning

amount
粉煤 16.8 9.2 21.98 1426 0.3 462 218.7 0.1756 90.56 2.61 103 20.65
块煤 13.26 7.36 22.89 1458 0.29 448 211.4 0.1898 92.09 2.76 115 18.12
混煤 19.67 9.61 21.46 1415 0.3 476 231.5 0.1664 88.74 2.54 99 21.05
精煤 12.4 6.13 24.08 1476 0.21 435 206.2 0.1921 93.48 2.83 120 18.30
粗煤 29.26 10.18 18.67 1316 0.65 518 265.6 0.1556 83.65 2.18 70 21.88

由表 2可知，粉煤、块煤、混煤、精煤、粗煤 5种不同原料煤的灰分、水分、硫分等占比量不

同，其在地层中煤焦分形维数也不同，从而导致其发热量、灰熔融性温度、配煤着火温度、活化能、

最大燃烧速度、固定碳燃烬率等煤炭性能参数不同，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产热量及煤

炭价格也不同。精煤燃烧性能最优，块煤次之，粉煤略低于块煤，混煤略低于粉煤，粗煤性能最差。

为了获得组成成分满足现代节能环保的要求，燃烧特性最优、成本最低，需要根据动力煤的众多因

数进行综合性考虑及优化，从而获各方面性能都优良的动力煤。根据表 1的参数结合上文中建立的

数学模型计算得到粉煤、块煤、混煤、精煤、粗煤 5种不同原料配比而成的价格最优、燃烧特性较

好、组成成分较佳煤的配比量分别为 20.65%、18.12%、21.05%、18.30%、21.88%，在该配比下获得

动力煤最优配煤方案。
表 3 最优动力配煤性能指标

Table 3 Optimal power coal blending performance index
最优动力配煤

Optimal power
coal blending

灰分/%
Ash

水分/%
Moisture

发热量

MJ/kg
Heat

灰熔融性温度/℃
Ash melting
temperature

硫分/%
Sulfur

配煤着火温度/℃
Blending coal

ignition temperature

活化能

KJ/mol
Activation energy

最大燃烧速度 mg/min
Maxi burning speed

固定碳燃烬率/%
Fixed carbon burn

rate

煤焦分形维数

Coal char fractal
dimension

成本/元/T
Cost

参数 18.54 8.51 21.78 1415.3 0.36 469 227.6 0.1757 89.56 2.57 100.56

图 1 动力配煤 RBF神经网络模型

Fig.1 RBF neural network model
of power coal blending

图 2 隐层节点对 RBF神经网络平均误差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 of hidden layer nodes
on the average error for RBF neural network

图 3 训练次数对 RBF神经网络误差影响

Fig.3 The influence of training times
on the error for RBF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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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最优动力配煤成本在 100.56元/T，价格低于精煤价格 20元，获得仅次于精煤燃烧

特性、组成优于混煤的新煤种。通过对动力配煤防范进行优化，不仅可以获得性能优良的煤种，同

时也为煤炭燃烧过程中有害物资的排放、燃烧效率的提高，性价比的提升及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

保证。但是由于本文研究方案主要以价格、燃烧特性两个为主要指标，组成成分为次要因数获得的

最优动力配煤方案，对于其他指标及原煤组成物不同，其动力配煤优化方案不同，且获得的最优动

力配煤方案由于计量测量存在的误差，环境温度、湿度的改变等众多因数的影响，可能导致实际配

煤方案与理论配煤方案存在一定的误差，实际动力配煤质量需要煤场自动在线检测设备进行复核，

根据实际检测结果对实际配比实时进行调整，获得最佳动力配煤。

3 结 论

基于 RBF 神经网络算法建立包含灰分、水分、发热量、灰熔融性温度、硫分、配煤着火温度、

活化能、最大燃烧速度、固定碳燃烬率、煤焦分形维数、成本等多因数非线性动力配煤的数学优化

模型，获得用户期望的动力配煤优化方案，模型考虑煤质组成、燃烧特性、成本价格、地质分布情

况等多种因数，应用于实际动力配煤生产中，该模型方案不仅能够获得性能优良的煤种，而且可以

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调整模型参数，更好反映和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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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研究区 7种地貌单位里面，冲积平原的地面沉降最为严重，地面沉降严重区、较重区、

轻微区的面积分别占到分区总面积的 97.8%、80.0%、27.8%；在 8中地层类型里面，全新统中段冲

积层地面沉降最为严重，地面沉降严重区、较重区、轻微区的面积分别占到分区总面积的 96.6%、

77.4%、27.9%；老鸭陈断裂以东地面沉降更为严重，地面沉降严重区、较重区、轻微区的面积分别

占到分区总面积的 81.7%、63.8%、57.7%。

（3）中深层地下水是研究区的主要开采层，2011~2013年中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在缓慢扩大，

主要地面沉降区与地下水位下降区在空间分布基本相符，地面沉降漏斗中心与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

基本相符，地面沉降量与地下水水位变化同步，地下水过量开采是研究区地面沉降的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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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形理论的平面磨削粗糙表面接触刚度的研究
龙勇云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90
摘 要: 为了更加准确地预测平面磨削表面的接触刚度，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分形理论接触刚度的计算方法。采用分形

表面对砂轮的表面形貌进行表征，结合机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实现了平面磨削表面形貌的仿真，并采用有限元方

法对平面磨削仿真表面进行接触分析。最后探讨了砂轮表面形貌参数分形维数与尺度系数对平面磨削粗糙表面接触

刚度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数值随着接触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增大，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

关系并且不同分形参数下的变化趋势相同；在相同接触压力的条件下，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随分形维数的增大而

逐渐增大，随着尺度系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关键词: 分形理论; 平面磨削面; 接触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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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tact Stiffness of Rough Surface by Grinding Plane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LONG Yong-yun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Zhuhai City Polytechnic,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contact stiffness of surface grinding more accurately, a new method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is proposed. Fractal surface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grinding wheel. Combined with kinematics
and cutting theory of machine tool,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plane grinding was simulated, and the contact analysis of the
simulated surface of plane grinding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Finally, the influence of fractal
dimension and scale coefficient of grinding wheel surface morphology parameters on contact stiffness of surface roughness in
plane grinding was discuss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lue of the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grinding surfac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tact press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as nonlinear and the variation trend
was the same under different fractal parameters. Under the same contact pressure, the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grinding surfac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fractal dimension and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cale coefficient.
Keywords: Fractal theory; surface grinding; contact stiffness

机械加工表面具有一定的粗糙度特征，这种粗糙度特征将直接影响机械零件之间的连接性能，

对机械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着重要的影响[1,2]。随着机械产品精度的提高，机械系统中较为重要

的连接平面多数采用平面磨削的加工方式。接触刚度作为描述粗糙表面接触行为的一个重要参数，

若能够准确地预测平面磨削表面的接触刚度对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3,4]。

随着有限元技术的发展，有限元接触仿真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近几年也

被引入到粗糙表面接触刚度的研究上来。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粗糙表面接触刚度的仿真主

要存在两个主流方向：（1）采用高斯或非高斯表面表征粗糙表面，继而对粗糙表面进行接触仿真分

析。WU等[5,6]基于傅里叶变换生成高斯或非高斯表面对磨削粗糙表面进行了模拟，基于特征表面对

粗糙表面接触刚度进行了相关的研究。WANG等[7]在后续研究工作中结合傅里叶变换与 JOHNSON
转换系统[8]对具有一定特征参数的非高斯表面进行了模拟，讨论了相关粗糙度参数对于接触刚度的

影响规律。（2）采用分形表面表征，继而对粗糙表面进行接触分析。YAN和 KOMVOPOLOS[9]首
先提出采用三维的W-M函数构造粗糙表面，并基于三维分形表面对粗糙表面接触刚度进行了相关的

研究，得到了分形维数 D与尺度系数 G对接触刚度的影响规律[10]。国内西安理工大学的傅卫平团队
[11,12]对基于分形表面接触刚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在对平面磨削表面实测形貌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上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对于特定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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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接触刚度的预测。但是对比实测平面磨削的采集形貌来看，上述表征方法无法实现对平面磨削

表面接触刚度的针对性准确预测。因此采用上述表征方法得到的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存在一定的

误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针对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仿真，提出一种新的途径与方法。本方法从

平面磨削表面形貌的表征出发，采用分形表面模拟砂轮表面形貌，结合磨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实现

对平面磨削表面的形貌仿真，继而基于有限元接触仿真实现了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结果的预测。

1 平面磨削表面的生成

对于平面磨削表面的生成，本文从平面磨削加工用砂轮的表面进行分析。采用采用分形表面模

拟砂轮表面形貌，结合磨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即可实现对平面磨削表面的形貌仿真。首先针对砂轮

表面的生成方法进行探讨。

1.1 砂轮表面的生成

本节采用三维W-M函数实现对砂轮表面形貌进行表征，通过控制函数中相关参数的变化，即可

实现对不同粗糙度参数下砂轮表面的形貌表征。YAN和 KOMVOPOLOS [12]给出了直角坐标系下各

同向性的三维随机分形表面的W-M函数，如式(1)所示。

   
max

2 1/2 2 2
3

, ,
1 0

2πln π, cos cos cos arc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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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nM
D n

m n m n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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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x,y)为仿真表面的轮廓高度；Ds为仿真表面的分形维数，并且有 2<Ds<3；G为仿真表面

的尺度系数；γ为仿真表面的频率密度相关参数，并且γ>1；L为仿真表面的取样长度；M为仿真表

面褶皱的重叠数；m,n为随机相位，取值范围为[0,2π]；nl为最低频率，通常取 nl=0；nmax为最高频

率，表达式为 nmax=int(log(L/Ls)/logγ)；Ls为截止长度。

采用MATLAB软件进行程序的编制，即可实现对三维分形表面的模拟仿真。仿真流程如下所述：

(1)确定仿真区域。对仿真区域进行插值处理，以此获得 256×256矩阵作为仿真变量 X与 Y的初始值。

(2)设定计算参数的初始值。初始计算参数包括：M=10；γ=1.5；L=1×10-3 m；Ls=5×10-9 m；D取 2.5；
G=10-8；m,n=π/6。基于上述参数计算 nmax的数值，得到 n的取值范围。(3)将 m,n作为循环变量，计

算模拟表面的轮廓高度。(4)显示图像。同时进行数据的截取，进行图像的显示。最后进行数据的保

存，为下一步基于分形表面的平面磨削表面形貌的获取做好准备。由上述计算参数所得到三维分形

粗糙表面如图 1所示。

图 1 D=2.5下三维分形表面 图 2 D=2.5,G=10-8条件下的平面磨削表面形貌
Fig.1 3D fractal surface at D=2.5 Fig.2 Surface morphology of surface grinding at D=2.5 and G=10-8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获得分形维数 D为 2.5、尺度系数 G=10-8条件下的三维分形表面通过改变

仿真的初始参数，可以实现对不同参数下三维分形表面的模拟。

通过编制相应程序，实现了对平面磨削用砂轮表面的形貌仿真，并得到了砂轮表面形貌的数据。

下节将基于砂轮表面的形貌数据，结合磨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实现对平面磨削表面形貌的仿真。

1.2 平面磨削表面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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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于砂轮表面的形貌数据，结合磨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实现对平面磨削表面形貌的仿真。在

砂轮表面形貌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砂轮表面所有磨粒的运动轨迹即可实现对平面磨削表面理论形貌

的仿真。对于平面磨削表面理论形貌的仿真，文献[13]中对于砂轮形貌的仿真流程及实现方法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按照文献所述方法编制相应程序，即可实现对平面磨削表面

理论形貌的仿真。这里对于平面磨削的加工参数取值包括：砂轮转速 n=1460 r/min，工件的进给速

度为 vw=5 m/s，磨削进给量 ap=5 μm。图 2所示为分形维数 D为 2.5、尺度系数 G=10-8条件下的平面

磨削理论形貌。

基于砂轮表面形貌数据，结合磨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实现了平面磨削表面的形貌仿真，继而

得到了平面磨削表面的形貌数据。

2 基于 ABAQUS的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仿真

将对基于表面形貌数据的平面磨削接触刚度获取流程进行介绍。整体仿真流程可以划分为两个

部分：基于表面形貌数据的三维实体生成流程以及有限元接触仿真流程。下面将针对上述两个流程

进行详细的介绍说明。

2.1 平面磨削表面三维实体的生成

对基于表面形貌数据的三维实体生成进行详细介绍。首先，通过第 1.2分析，获得了平面磨削

表面的形貌数据，采用逆向建模软件生成特征曲面。本文选用MESHLAB逆向建模软件将导入的表

面形貌点云数据形成网格数据，采用滚球法实现了特征曲面的生成。图 3所示为MESHLAB软件中

D=2.5，G=10-8条件下通过表面形貌数据生成的特征曲面。

图 3 D=2.5, G=10-8条件下的特征曲面 图 4 D=2.5,G=10-8条件下的三维实体
Fig.3 Characteristic surface at D=2.5, G=10-8 Fig.4 3D model at D=2.5, G=10-8

将上述特征曲面导入到逆向建模软件 Pro-E 当中，采用 Pro-E的小平面特征命令进行三维建模。

通过曲面剪裁、实体化命令，即可实现对三维实体的生成。图 4 所示为 D=2.5，G=10-8条件下通过

特征曲面生成的三维实体模型。

2.2 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有限元仿真

采用 ABAQUS软件对 2.1中生成的三维实体进行有限元接触仿真。下面将对平面磨削表面接触

刚度有限元仿真流程进行详细介绍。将 2.1得到的三维实体导入到 ABAQUS软件当中。导入模型之

后，为保证后期分析计算的效率，需要对单个模型进行拆分，以实现针对粗糙表面的局部网格细化

的作用。本文将实体分割为三个部分。之后，对实体模型的材料以及截面属性进行定义。首先将粗

糙表面的接触类型设置成弹塑性接触，输入弹塑性变形区间的材料参数。本文选用 45#钢为研究对

象，对应的弹性变形区间的材料参数分别为：弹性模量 E=210 GPa，泊松比 =0.269，屈服强度y=355
MPa。对于材料塑型变形区间的参数设置如表 1所示。

表 1 45#钢真实应力与塑性应变的对应曲线
Table 1 The corresponding curves of true stress and plastic strain for 45# steel materials

真实应力 418 500 605 695 780 829 882 908 921 932 955 988 1040
塑性应变 0.000 0.016 0.030 0.056 0.095 0.158 0.251 0.356 0.455 0.559 0.653 0.753 0.858

在完成材料属性定义之后，将接触分析的两个部件进行装配。在完成两个部件的装配之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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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则是对部件进行网格划分。由于在导入部件环节，已经对单个部件的三部分拆分，因此对于单

个部件三部分的网格大小不同。本文分别将三部分的网格大小设置为 0.002 μm，0.005 μm以及 0.01
μm。网格类型选用 C3D8R六面体网格单元。图 5所示为装配体网格划分示意图。

在上述操作完成之后，对分析步进行设置。将初始增量步的大小设置为 1E-30；最小增量步大

小设置为 1E-30；最大增量步大小设置为 1E-2；最大增量步数设置为 50000。在上述设置完成之后，

需要对场输出以及历程输出进行设置。由接触刚度的定义可知，只需选取接触压力与接触位移进行

输出即可。接触类型选为部件 1的粗糙表面与部件 2的粗糙表面的面面接触形式。面面接触的相互

作用属性选切向行为，摩擦公式选择罚函数，摩擦系数设置为 0.15。给定边界条件。对于载荷加载

方式的选择，本文采用两端（光滑表面）位移加载的方式。待上述设置完成之后，即可创建作业，

提交运算。图 6 所示为 D=2.5，G=10-8条件下接触仿真应力云图。待分析结束，打开运行结果，选

择场输出请求中设置的面集的反作用力与位移两个参数，输出参数的具体数值。经过上述的分析处

理，即可得到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有限元接触仿真结果。

图 5 装配体网格划分示意图 图 6 D=2.5,G=10-8条件下接触仿真应力云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assembly grid division Fig. 6 Contact simulation stress nephogram at D=2.5, G=10-8

以 D=2.5，G=10-8条件下平面磨削表面形貌为例对基于表面形貌数据的平面磨削接触刚度获取

流程进行介绍，得到了接触刚度的有限元仿真结果。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仿真结果。本节将通过改变砂轮表面的分形

参数，实现对不同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有限元结果的对比分析。按照上述处理流程，分别对砂轮

表面分形维数条件下获得的平面磨削表面进行接触刚度有限元仿真。图 7所示为尺度系数 G=10-8，
不同分形维数 D条件下，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随接触压力的变化曲线。分形维数分别取 2.1、2.3、
2.5、2.7与 2.9共 5组。

图 7 不同分形维数下接触刚度变化曲线 图 8 不同尺度系数下接触刚度变化曲线
Fig.7Change curves of contact stiffnessunder different fractal dimensions Fig.8Change curves of contact stiffness underdifferent scale coefficients

基于上图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1）平面磨削表面法向接触刚度随着接触压力的增大

而逐渐增大，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在不同分形维数 D的条件下，两者具有相同的变化趋

势。（2）在形同接触压力的条件下，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随着分形维数 D的增大而逐渐增大。

并且在相同接触压力的条件下，不同分形维数对应的接触刚度的差值也随着接触压力的增大而逐渐

增大。在接触压力为 140 MPa 的条件下，不同分形维数下（2.1、2.3、2.5、2.7与 2.9）接触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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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达到最大，此时不同分形维数对应的接触刚度分别为 42.566 MPa/m、58.881 MPa/m、68.532
MPa/m、83.977 MPa/m、94.356 MPa/m。

图 8所示为分形维数 D=2.1，不同尺度系数 G条件下，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随接触压力的变

化曲。尺度系数分别取 10-8、10-9、10-10与 10-11共 4组。基于对图 8的分析同样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

论：（1）平面磨削表面法向接触刚度随着接触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增大，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

并且在不同分形维数 G的条件下，两者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2）在形同接触压力的条件下，平

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随着尺度系数 G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并且在相同接触压力的条件下，不同尺度

系数对应的接触刚度的差值也随着接触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在接触压力为 140 MPa的条件下，

不同分形维数下（10-8、10-9、10-10与 10-11）接触刚度的差值达到最大，此时不同分形维数对应的接

触刚度分别为 58.285 MPa/m、83.301 MPa/m、100.363 MPa/m、133.638 MPa/m。

本节通过改变砂轮表面的分形参数，采用本文方法获得了不同的平面磨削表面。针对不同的平

面磨削表面进行了有限元接触分析，进而得到了不同参数条件下接触刚度随接触压力的变化关系。

最后结合接触刚度的仿真结果，将分形参数对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影响规律进行了概括性分析。

4 结 论

（1）本文采用分形表面对砂轮的表面形貌进行表征，结合机床运动学与切削理论，实现了平面

磨削表面形貌的仿真。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平面磨削仿真表面进行接触分析，得到平面磨削表面接触

刚度的仿真结果；

（2）对不同分形参数砂轮表面条件下获得的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进行仿真分析。可以得到以

下两个结论：首先，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的数值随接触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并且两者之间呈

现非线性关系。不同参数条件下，接触刚度随接触压力的变化趋势相同。其次，通过对比相同接触

压力条件下，平面磨削表面接触刚度随分形维数的增大而逐渐增大，随尺度系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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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仿真研究
刘恒娟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上海 201601
摘 要: 针对在研究和应用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时绘图和理论计算工作量大的问题，阐述了一套基于

MATLAB/Simulink平台的仿真模型。首先简要介绍了 SimPowerSystems模块库，然后从仿真模型建立、仿真参数设

置、仿真结果输出三个方面详述了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仿真建模过程，最后对仿真结果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

理论推导的波形和数据都与仿真基本一致，且该模型仿真能加快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设计分析过程，对实际的

工程应用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 仿真; MATLAB; Simulink
中图法分类号: TP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21-03

Simulation Research on Three-phase Half Controlled 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LIU Heng-juan
Shanghai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Shanghai 20160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eavy workload of drawing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ree-phase half
controlled 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a set of simulation model based on MATLAB/Simulink platform is described. Firstly, the module
library of Sim Power Systems is introduced briefly, and then the simulation modeling process of three-phase half controlled 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is described in detail from three aspects of simulation model establishment, simulation parameter setting and simulation
result output. Finall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waveform and data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imulation. The model simulation can speed up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process of three-phase half control
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which has a guiding role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words: Three-phase half controlled bridge rectifier; simulation; MATLAB; Simulink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是电力电子电路中最常用的电路之一，广泛应用于一般工业、电力拖动、

通信及其他领域之中[1]。此电路线路简单、调整方便，且各项指标较好，适用于较大功率的高压和

不要求可逆的场合，因此对其的分析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传统的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实际应用和分析研究时，大多采用了人工绘图和计算，

工作量大，工作效率低，错误率高[2]。文中借用MATLAB最重要组件 Simulink拥有的系统建模、仿

真和综合分析的集成环境，构建了一套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仿真模型，极大的加快了电路的设计

分析过程，灵活、快捷、直观，对工程实践具有一定的预测和指导作用[3-5]。

1 Sim Power Systems模块库简介

MATLAB的 Simulink 建模仿真环境适包含了专用于电力系统的 Sim Power Systems 模块库，具

体包括 Electrical resources（电源）、Power electronics（电力电子元器件）、Elements（一般元件）、

Machines（电机）、Connectors（连接器）、Measurements（测量仪表）等功能子模块[6,7]。

2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建模仿真过程

在 Simulink环境下的电力电子电路建模仿真流程如图 1所示[8]。

2.1 仿真模型建立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由三相交流电源，三个共阴极晶闸管、三个共阳极二极管、同步脉冲触

发器及负载组成。在 Simulink平台上构建的仿真模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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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路建模仿真流程 图 2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仿真模型
Fig.1 The simulation process of circuit modeling Fig.2 Simulation model of three-phase half controlled 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选取 SimPowerSystem 模块库 Electrical resources子模块中的 AC Voltage Source单相交流电压源

三个，作为三相交流电源的 a、b、c三相，其相位互差 2π/3[9]。
在 Simulink的模块库中无同步脉冲触发器模块，因此由三相同步电源与六脉冲触发器连接组成

同步脉冲触发器，并封装成一个子系统，其模型如图 3所示[10]。

图 3 同步脉冲触发器子系统
Fig.3 Subsystem of synchronous pulse generators

在 Simulink的模块库中也没有三相半控桥模块，因此由三个晶闸管与三个二极管连接组成三相

半控桥，并封装成一个子系统，其模型如图 4所示。

图 4 三相半控桥子系统
Fig.4 Subsystem of three-phase half controlled bridge

2.2 仿真参数设置

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仿真参数，并可以通过修改相关参数，使系统达到要求的最佳性能。

（1）设置三相交流电源参数：电压有效值 Ui=220 V，频率 f=50 Hz，相位互差 2π/3。
（2）设置负载参数：电阻 R=2 Ω，电感 L=0 H。
（3）设置同步脉冲触发器参数：控制角α=π/6、α=π/2，频率 f=50 Hz，脉冲宽度为 3。
（4）设置晶闸管参数：电阻 Ron=0.001 Ω，电感 Lon=0 H，压降 Vf=0.8 V。

2.3 仿真结果输出

设定仿真时长 0.08 s；算法 ode15 s，开始运行仿真，可以得到负载端电压 ud的仿真波形、晶闸

管端电压 uT的仿真波形、流过负载的电 id和触发脉冲 ug的仿真波形[11]。当触发脉冲控制角α=π/6和
α=π/2时的仿真结果如图 5所示。

（a）当α=π/6时 （b）当α=π/2时
图 5 仿真结果

Fig.5 Simulation results

3 仿真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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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闸管所承受的最大正、反向电压 iTM UU 6 (1)
触发脉冲控制角 的移相范围是 0~π，每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为 2π/3。
根据理论分析，按表 1设定参数，则：

① 当 0<α≤π/3时，负载端电压电压 ud波形连续，由两段不同的线电压波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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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α=π/6，负载端电压和流过负载的电流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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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π/3<α≤π时，负载端电压 ud波形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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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α=π/2，负载端电压和流过负载的电流平均值分别为：

V4.257
2

)
2

cos1(22034.2

2
)cos1(34.2)(sin6

2
3







 








i

id
UωtdωtUU (6)

A.
)cos(.)cos(.

7128
22

2
1220342

2

1342













R
U

R
UI id

d
(7)

式(1)、(2)、(5)分别与图 7中的仿真波形相吻合。从图 2所得的仿真数据与式(3)、(4)、(6)和式(7)
的理论计算值对比如表 1所示。

表 1 仿真数据与理论计算值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data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value
对比

Comparison
α=π/6 α=π/6 α=π/2 α=π/2
Ud/V Id/A Ud/V Id/A

仿真数据 480.8 240.4 257.4 128.7
理论计算值 480.3 240.2 257.3 128.7

从表 1可以看出，仿真数据跟理论分析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4 结 论

利用MATLAB/Simulink仿真平台，对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建立了仿真模型，并对纯电阻负载

时，共阴极晶闸管的触发脉冲控制角α为π/6和π/2的情况进行了仿真。通过理论分析的波形和数据的

定量推导验证了仿真的正确性，且仿真精度高，结果准确可靠，为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工程实

际应用奠定了基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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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 750 kW风力发电机组的深度技改方法
程 龙,汤 鹏,施 维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53
摘 要: 为提升机组的风资源利用率与发电收益，本文以金风 750 kW定桨距失速型机组为研究对象，提出将 750 kW
机组结构的冗余和 1500 kW机组成熟的变桨技术相结合，将定桨距失速型机组改造为变桨距变速型机组：在使用原

750机组的基础、塔架、底座、机舱、发电机、齿轮箱的基础上，叶轮更换为 77/1500机组的叶轮，叶轮直径由 50 m
变更为 77 m。改造后的样机实测数据显示，该方法在保障机组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良好的风资源和优

良的电价，大幅提升业主的发电收益。

关键词: 风力发电机组; 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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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of the Deep Technical Innovation for Jinfeng 750 kW
Wind Generating Set
CHENG Long, TANG Peng, SHI Wei
China Three Gorges New Energy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ind resources and power generation revenue of the unit, this paper takes
the 750 kW fixed pitch stall unit of Jinfe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proposes to combine the redundancy of 750 kW unit
structure with the mature pitch technology of 1500 kW unit, and transforms the fixed pitch stall type unit into variable pitch
variable speed unit: in the use of the original 750 unit foundation, tower, base, engine room, generator, gear Based on the
wheel box, the impeller was replaced with the impeller of 77 / 1500 unit, and the impeller diameter was changed from 50 m
to 77 m.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improved prototype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make full use of good wind resources and
good electricity price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unit,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power generation
income of the owners.
Keywords:Wind generating set; technical innovation

定桨失速型 750 kW机组建设于我国风电发展早期，根据中电联统计数据，2002至 2016年间，

全国 750 kW机组累计装机容量约为 400万 kW，其中金风 750 kW机组超过 300万 kW，运达 750 kW
机组约近 58万 kW[1]。Ⅱ、Ⅲ三类风区 4055台占比 81%。这些项目具有风资源禀赋好、设计冗余度

高、上网电价高等特点[2]。到 2020年，这些机组普遍运行 10 年以上，业主投资已经收回。但随着

机组的老化，齿轮箱、发电机、叶片的故障率升高，往往需要批量进行更换或维修，且随着运行年

限的增长以及现场风速的逐年降低，现场的有效可利用小时数也逐年降低，因此导致的此类老旧风

电场面临逐渐增加的运维成本与日益降低的风电收益。

本文以金风 750 kW定桨距失速型机组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对金风 750 kW 机组和 1500 kW机

组性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大胆的提出将 750 kW 机组结构承载能力的冗余和 1500 kW 机组成熟的

变桨技术相结合，使用原 750机组的基础、塔架、底座、机舱、发电机、齿轮箱。叶轮采用金风 77/1500
机组的叶轮，其直径由 50 m 变更为 77 m；定桨距失速型机组改造为变桨距变速型机组。改造后的

机组可以充分利用良好的风资源和优良的电价，在保障机组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大幅提升发电收益。

1 金风 750 kW机组介绍

金风 750 kW风力发电机组为经典的定桨距定速机型，由叶轮、齿轮箱和笼型异步发电机等构

成。笼型异步发电机直接与电网连接，通过叶片的失速原理来控制高风速下功率的获取，具有控制

简单、可靠性高等优点。但叶轮转速不能够随着风速的变化而变化，无法达到最优的风能利用系数。

2 技术改造方案及过程

2.1 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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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机组的基础、塔架、底座、机舱、发电机、齿轮箱，根据分析对部分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叶轮采用金风 77/1500机组的叶轮，叶轮直径由 750机组的 50 m变更为 77 m。采用金风 1.5 mW
机组主控系统和变桨系统，重新开发变流器；定桨距失速型机组改造为变桨距变速型风。

2.2 载荷计算机安全符合评估

为保障技改安全性可靠性，需要系统地进行载荷计算和安全性符合评估。具体包含以下方面：

（1）建立完整的气弹耦合仿真模型，计算机组的极限和疲劳载荷；（2）对主轴、主轴承座、机

舱底座、齿轮箱、发电机、偏航轴承、主轴承、偏航驱动、塔架等的极限强度及疲劳强度进行校核，

并根据计算结果对部分结构开展优化设计；（3）零部件的疲劳强度的校核根据Miner寿命线性累积

原理。分别计算机组在设计工况下的等效疲劳载荷，以及机组在实际外部环境条件以及运维条件下

已 服役 年限 的 等效 疲 劳载 荷和 改 造后 剩余 寿 命年 限 的等 效疲 劳 载荷 ，并 使 其满 足

Fdesign≥FLconsumed+FLRUL。式中，Fdesign表示设计寿命年限，为 20年；FLconsumed表示已消耗寿命，FLRUL
表示剩余可用寿命，如机组已经运行 12年，则 FLconsumed为 12年，FLRUL为 8年；（4）建立基于 SIMPACK
的传动链模型，对传动链进行共振点筛查。

通过多次迭代计算，确定机组主要参数：机型 GW77/750T，额定功率 750 kW，叶轮直径 77 m，

扫风面积 4656 m²，额定转速 1200 rpm，运行风速范围 3~20 m/s，轮毂高度 60 m。

2.3 技改方案

2.3.1 机械方面 机械系统方面采用 GW77/1500机组叶轮系统替换原来叶轮，叶轮直径增至 77 m，

大幅增加了改造后机组的扫风面积。由此带来的辅助机械系统改造内容有：（1）对主轴系统进行优

化设计，包括主轴、主轴承座、叶轮锁紧装置等；（2）增加偏航制动器数量以及偏航驱动数量以满

足深度技改后载荷要求；（3）塔架方面，保留下段塔架，对上段塔架进行优化设计；（4）对对齿轮

箱、发电机、底座等核心部件的检查、评估及维修制造，针对发电机因转速降低引起的散热增加的

问题，实施散热方案的优化设计，并实施效果验证。

改造后的总体结构图如（见图 1）所示。

2.3.2 电气系统方面 将原定桨距失速控制系统替换为目前主流的变速变桨距系统，开发单独的控制

器来进行叶轮转速控制和风机控制，大大提升了机组发电能力及安全性能。主要改造措施如下：（1）
新增全功率变流系统，实现可控并网，具备低电压穿越、高电压穿越和一次调频功能。开展发电机

拖动及控制试验验证，确保发电机散热效率满足需求[3]；（2）控制策略借鉴金风直驱机组控制策略

的控制思想，引入动态加阻技术，增加最优增益控制、扭矩控制、变桨控制；（3）对 PLC、CPU重

新选型，并开发主控程序，实现原系统与新增变流系统、变桨系统、控制策略的相互配合。

根据控制策略和整机技术参数，结合 II类风区风资源特性开展载荷评估，按照上述改造方案，

通过 GH_Bladed建立的气弹仿真模型开展载荷计算，并采用 ANSYS15.0 对各主要零部件进行强度

校核，满足设计规范的要求。Ⅱ类风区中，相较于原机组，技改后机组可以大幅度提高机组发电量，

技改前后功率曲线对比（见图 2）所示。

2.4 技改效果

2019年 9月在某Ⅱ类风区的风电场选择两台 750 kW机组按照上述方案进行改造。

改造前提：结合风电场特定场地边界条件（包括风载荷、运行情况等）计算风电机组剩余使用

寿命，建立实际损伤的模型，确保整机改造后，机组剩余寿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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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①技改样机技改前后的发电量与实测功率曲线比较；②技改样机与标杆机组技改前

后发电量与实测功率曲线对比。

数据时间：技改前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1日，技改后 2019年 10月 1日至 2020月
7日 5日的数据。

比较机组技改前后由实测功率曲线折算的年发电量 AEP变化量。评估结果见表 1，两台优化机

组的提升均值为 109.5%，技改后机组发电量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表 1 优化机组评估结果

Table 1 Optimize unit evaluation results
机位号 技改前 AEP/kW·h 技改后 AEP/kW·h 发电量提升比例
F08 1855694.6 3817272 105.70%
F09 1846538.9 3937937 113.30%
机组技改前后功率曲线对比（见图 3）。
技改后，额定风速以下机组变速运行，实现最佳 Cp 控制，额定风速

以上机组变桨运行，持续满发。技改后机组在风速 8.5 m/s达到额定功率，

当风速大于 15 m/s以后，为了保证机组的载荷安全机组降转速运行。

另一方面，技改样机与标杆机组进行比较：①技改机组与标杆机组的

功率曲线折算年发电量对比，②技改机组与标杆机组实际发电量对比。

技改机组优化前后年发电量变化量和标杆机组相同时间段的年发电量

变化量评估结果见表 2。
表 2 年发电量 AEP对比评估结果

Table 2 Comparison results of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AEP)
技改机组 样机优化前AEP/kW·h 样机优化后AEP/kW·h 标杆机组 标杆机优化前AEP/kW·h 标杆机优化后AEP/kW·h AEP提升比例

样机1 1300589 2604015 标杆机组1 1304885 1328377 98.41%
标杆机组2 1364950 1374829 99.46%

样机2 1283977 2675274 标杆机组1 1304643 1328209 106.52%
标杆机组2 1365218 1375335 107.57%

技改实施后时间段内技改机组和标杆机组的实际发电量评估结果见表 3。机组实际发电量对比

时，排除了机组故障停机、小风停机等非正常发电的影响，只统计技改机组和标杆机组同时发电的

时间段，以此保障发电时间段的一致。但在统计时间段内标杆机组的平均风速明显高于技改机组，

风速差异对实发电量影响较大，因此导致实发电量的评估结果较年发电量 AEP评估结果低一些。
表 3 实发电量对比评估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results of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样机 样机实发电量/kW·h 样机平均风速/(m/s) 标杆机组 标杆机实发电量/kW·h 标杆机平均风速/(m/s) 实发电量提升比例
样机 1 2244045 8.115 标杆机组 1 1277815 8.78 0.757
样机 2 1916875 7.96 标杆机组 2 1067140 8.735 0.797
样机测试数据表明经技改后机组发电量提升效果明显：技改机组单机优化前后年发电量AEP对

比平均提升比例109.5%，技改机组与标杆机组年发电量AEP对比平均提升比例102.96%，技改机组与

标杆机组实发电量对比平均提升比例77.7%。

3 结 论

本文针对金风 750 kW 机组的技改优化方法进行研究，最大限度利用原机组结构承载能力冗余的

基础上，加大叶轮直径，采用变速变桨技术并开发适用的全功率变频系统。对多个结构件的进行优

化设计及控制策略优化，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样机经系统安全性评估以及测试，在保障机组安

全运行的前提下，机组发电量得到较大幅度提升。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概括性的论述了改造思想

与实施方案。总体来讲，对老旧机组的改造升级，是一项对技术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工作。实际

开展过程中，涉及了多轮计算迭代及反复论证；期间也面临一些挑战，如老旧机组部分设计资料不

全面、早期运行数据不完整等问题，这给改造机组的认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本文论述方案是对

老旧机组改造升级的一次大胆审慎的尝试，其方法及思路对同类机组的改造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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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采摘机械手结构设计与试验
马兴灶,连海山*,弓满锋,陈昊龙,廖广贤,邓梓轩

岭南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 为解决菠萝采摘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等问题，本研究基于菠萝的物性特征和生长特点，提出一种先抓取后掰

断菠萝果柄的菠萝采摘方案，进而对机械手关键结构展开设计。在完成机械爪、拉杆部件和推杆部件结构尺寸设计

和受力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各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并确定抓取菠萝的拉力和掰断菠萝果柄的推力分别为 31.7 N和

23.4 N，远小于成人手握力，满足设计要求。由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单人操作采摘的情况下，机械手可实现抓取并

掰断菠萝果柄的采摘动作，抓取成功率为 100%，采摘成功率超过 80%，平均采摘时间最短为 13.5 s，验证了采摘方

案可行性和机械结构设计的可靠性，研究结果为全自动菠萝采摘装备关键结构和动力参数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菠萝; 采摘机械手; 结构设计; 受力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S22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27-06

Structural Design and Experiment of Pineapple PickingManipulator
MA Xing-zao, LIAN Hai-shan*, GONG Man-feng, CHEN Hao-long, LIAO
Guang-xian, DENG Zi-xuan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low efficiency in pineapple picking, based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pineapple, a picking scheme of first grasp pineapple and then break the
pineapple handle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and the key structure of manipulator was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completing the dimension design and force analysis of mechanical claw, pull rod parts and push rod parts, the rationality of
each structure design was discussed, and the pull force of grasping pineapple and push force of breaking the pineapple handle
were determined to be 31.7N and 23.4N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dult’s hand grip strength. The field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nipulator could grasp pineapple and break the pineapple hand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 single operation. The success rate of grasp pineapple was 100%, the success rate of pick pineapple was over 80%, and the
average picking time was 13.5 s, which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icking schem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desig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key structure and dynamic parameters of
automatic pineapple picking equipment.
Keywords: Pineapple; picking manipulator; structural design; force analysis

菠萝在我国主要集中种植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东部和西北部，其种植面积和产量是仅次于

香蕉和芒果的第三大水果。然而菠萝采摘高峰期仅有半个月左右，在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人工成

本高、效率低的当下，果农对菠萝采收机械化需求十分迫切。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针对苹果[1-4]、草莓[5-7]、葡萄[8,9]、柑橘[10-12]等水果采摘机械化已有大量

的研究，特别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起步研究较早，其果园机械化水平较高，技术相对成

熟。但在菠萝采摘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不多，学者们从菠萝采摘方案[13,14]、采摘机械结构设计
[15,16]、田间运输[17,18]和果实识别[19,20]等方面，对菠萝机械化采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夏红梅等[21]提

出一种由 1R2P 串联机构和球面 2 自由度冗余驱动并联机构串联组成的混联构型菠萝采摘方案，给

出了这两种机构的位置正反解，并应用 ADMAS软件进行运动轨迹规划和仿真分析，验证了该方案

设计的合理性。李斌等[19,20]基于单目视觉和双目视觉，分别研究了菠萝果实识别的方法，通过田间

试验验证了该方法可有效识别菠萝果实，研究结果为菠萝采摘机器人视觉系统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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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峰等[14]设计了一种菠萝采摘机械手，确定抓取、旋转掰断菠萝的方案，并开发了控制系统，试

验结果表明该机构和控制系统能够实现对菠萝的采摘，确定手部旋转机构的旋转角度为 180°，抓取

时间为 21~24 s。张俊昌[22]完成了菠萝自动采摘机械的结构设计，并对菠萝采摘装置的运动轨迹进行

了优化分析，初步确定了采摘装置的旋转速度与拖拉机前行速度，通过对菠萝自动采摘机进行了虚

拟样机仿真分析，确定出旋转釆摘机构的转速为 100 r/min，前行速度范围为 1.25 m/s~1.75 m/s。然

而，现有公开的菠萝采摘装备的机械结构主要存在：1）机械爪抓取菠萝受力不均匀，2）剪切或切

割定位不准，从而导致抓取不稳、损伤菠萝果实等问题，限制了菠萝采摘机械的应用推广。

因此，本研究基于菠萝的物性特征和生长特点，提出一种先抓取后掰断菠萝果柄的菠萝采摘方

案，进而对机械手关键部件展开结构设计和受力分析，并探讨各结构设计的合理性，最后通过田间

采摘试验进行验证，研究结果为全自动菠萝采摘装备关键结构和动力参数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1 机械手工作原理

由于菠萝植株连接菠萝果实的果柄很脆，且采摘时需避免对生长在菠萝果实下方的侧芽（果苗）

的伤害。为此，本研究效仿果农掰断菠萝果柄的采摘方式，确定了机械手抓取菠萝和掰断菠萝果柄

的采摘方案，并利用三维设计软件 UG进行结构设计，如图 1所示，整体结构主要包括：手柄部件、

抓取部件、拉杆部件和推杆部件。

图 1 机械手整体结构
Fig.1 Overall structure of manipulator

注：1.横杆 2.手柄 3.复位弹簧 4.推杆部件 5.菠萝 6.机械爪 7.导向滑块 8.连杆 9. L型杆 10.拉杆部件 11.调整弹簧。
Note: 1. Cross bar 2. Handle 3. Reset spring 4. Push rod parts 5. Pineapple 6. Mechanical claw 7. Guide slider 8. Link rod
9. L type rod 10. Pull rod parts 11. Adjusting spring.

机械手可安装于专用的田间采摘车或随身装备上，果农移动机械手到菠萝附近，根据菠萝生长

高度，压缩调整弹簧适应采摘高度，推动机械手并利用机械爪前端导向结构，把菠萝导入机械爪中，

然后用左手握紧左手柄，拉杆部件动作，L型杆推动连杆沿导向滑块向菠萝中心平动，带动两侧机

械爪抓取菠萝，从而保证菠萝与机械爪接触面受力均匀；接下来用右手握紧右手柄，驱动推杆部件

推动菠萝，使菠萝发生翻转，实现掰断菠萝果柄，克服了传统剪切/切割方式定位不准，损伤菠萝果

实的问题；最后移动机械手至装载筐，利用复位弹簧使拉杆部件和推杆部件复位，把采摘下来的菠

萝放置于装载筐，完成菠萝采摘作业，机械手工作流程如图 2所示。

a.初始状态 Initial state b.抓取菠萝 Grasp pineapple c.掰断菠萝 Break pineapple handle
图 2 菠萝采摘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pineapple picking

2 机械手关键结构设计

菠萝形状呈椭圆柱状，如图 3所示，其物性参数参考文献[22]，菠萝的纵径φ为：195 mm~251 mm，

横径为：157 mm~228 mm，与果实连接处的果柄直径 d和连接力 Fq分别为：30 mm~60 mm和 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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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81 N，菠萝质量 m为：1.15 kg~1.28 kg。

图 3 菠萝果实
Fig.3 Pineapple

2.1 机械手结构设计

图 4 机械爪结构
Fig.4 Structure of mechanical claw

为克服定位不准，保证机械手准确抓取菠萝，必须考虑采摘机械手的结构尺寸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1）机械爪开度 L大于菠萝横径；2）当抓取最小直径菠萝时，机械爪间不能出现干涉。机械爪

的张角取θ=60°，开度为 L由菠萝最大横径max决定，由图 4可知，机械爪结构存在如式（1）-式（3）
的几何关系，菠萝半径 R=/2=loc。

sinOCOB ll  (1)
sll ABBE co (2)
tanOCBC ll  (3)

当max=250 mm 时，机械爪单端设计长度 lAB不小于 lBCmax，约为 72 mm，为保证抓紧可靠性，lAB
取 80 mm。而机械爪的运动行程可由计算机械手抓紧过程 lBD之间的距离变化确定，初始状态为

lBD=2lBE+L；抓紧状态为 lBD=2lOB=2R/sinθ。
取 L≈max=250 mm，当菠萝横径为max=250 mm 时，机械爪的最小行程为：lmin=lBD-lBD=42 mm；

当菠萝横径为min=150 mm 时，机械爪的最大行程为：lmax=lBD-lBD=157 mm，此时，菠萝离顶点 B
的距离最小，即 lBF=lOB-R≈12 mm。为设计成旋转平台，同时减少连杆运动行程，以 B 点向内平移

10 mm，由此确定了机械手连杆 lJK（如图 6所示）的设计长度不小于：lJKmin=lmax/2-10=68.5 mm，

取整为 70 mm。而机械爪其他尺寸长度为 lAM≈60 mm，lMN≈35 mm。

2.2 机械手抓紧力估算

当机械手抓紧菠萝时，机械爪上各受力点对菠萝的作用力都为 F，水平合力分别为 F1，F2，取

菠萝重为 G=mg，机械爪表面贴一层橡胶，菠萝表面与橡胶之间的摩擦系数为μ，沿作用点垂直向上

的摩擦力为 f，菠萝受力情况如图 5所示。

图 5 抓取菠萝受力分析
Fig.5 Force analysis of grasping pine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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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衡关系可得：F1=F2=2Fsinθ，f=μF，为保证抓紧菠萝，需满足：4f≥G，则可得：

 2sin4sin221 mgGFF  (4)
式中：F1，F2为机械爪水平合力，N；F为机械爪与菠萝接触点的作用力，N；μ为菠萝表面与

橡胶之间的摩擦系数；f为菠萝接触点表面与橡胶之间的摩檫力，N；G为菠萝重力，N；m为菠萝

重量，kg。
当菠萝的质量为 m=2 kg 时，取摩擦系数μ=0.6，即可得 F1≥14.4 N，为保证夹取菠萝的可靠性，

取安全系数τ=1.5，即将 F1放大 1.5倍并取整为 22 N。

2.3 拉杆拉力估算

考虑机械爪两侧 L型杆是对称结构，本研究选其中一侧进行受力分析，由图 6所示 L型杆运动

轨迹及受力情况可知，要使机械手可靠地抓取菠萝，必须有足够的拉力 FT，由于 L型杆绕 O点旋转，

以 O点为中心，则须满足式（5）：FT·lOI≥F1·lOJ (5)
即：FT≥F1·lOJ/lOI (6)
式中：FT为拉杆承受的拉力，N；F1为机械爪对连杆的反作用力，N；lOI，lOJ分别为 FT和 F1在

L型杆上的力臂，mm。

图 6 L型杆运动轨迹及受力分析
Fig.6 Motion trajectory and force analysis of L type rod

F1、F1与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本研究取拉杆行程（参考成人手

掌握紧行程）lII=50 mm，lOI长度等于连杆长度 lJK、导向块宽度 W和机械爪最大展开距离 lBD/2之和

约为 240 mm，由于三角形OII和OJJ相似，由式（6）可以求得 lOJ的长度约为 346 mm。由此可得：

FT≥31.7 N，约为 3.2 kg，远小于成人握力，满足设计要求。而 L 型杆两个腰型槽的长度分别为：

L1≥lIIʺ=lOI-lOI≈5.2 mm；L2≥lJJʺ=lOJ-lOJ≈7 mm，都取为 10 mm。

2.4 掰断果柄推力估算

本研究效仿果农掰断菠萝果实与果柄连接的采摘方法，对菠萝果实受力模型进行简化分析，菠

萝果实与果柄相连，用 m-m 截面截开，如图 7所示，其内部受力如图 8所示，菠萝果实与果柄的连

接力 Fq可简化了均布应力 q的合力，即：Fq=q·S，S为果实与果柄连接端的面积，S=πd2/4，其中 d
为果柄直径，mm。

图 7 菠萝果柄受力截面 图 8 菠萝果柄内部受力图 图 9 掰断菠萝果柄受力图
Fig.7Forcecrosssectionofpineapplehandle Fig.8Internal forceofpineapplehandle Fig.9Forcediagramofbreakingpineapplehandle
由于掰断菠萝果柄时，机械爪可以绕连杆旋转，在此假设机械爪抓紧菠萝仅为保持其竖直，则

掰断时菠萝受力如图 9所示。当推杆推动菠萝翻转时，假定菠萝树干不动，则菠萝将绕 O点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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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 O点求矩，为保证菠萝顺利从树干掰断，则需满足式（7）：

22 dFdGhF qp  (7)
化简得： hdFGF qp 2 ）（ (8)
式中：Fp为推杆推动菠萝的推力，N；h为推力作用点到菠萝果柄的距离，mm；Fq为菠萝果实

与果柄的连接力，N。
取推杆作用于菠萝的位置与果柄连接处的距离 h=100 mm，根据菠萝的物特性，取果柄直径

dmax=60 mm，连接力取 Fqmax=32 N，菠萝质量取 m=2 kg，代入式（9），可得 Fp≥15.6 N，为保证采

摘可靠性，取安全系数τ=1.5，则推杆推力 Fp的大小为 23.4 N，约为 2.4 kg，远小于成人握力，满足

设计要求。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菠萝采摘机械手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工作的可靠性，在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县进行田间菠

萝采摘试验，如图 10所示，试验过程如下：将菠萝采摘机械手移动到菠萝树附近，向前移动机械手，

由导向结构把菠萝导入机械爪中心，握紧左手柄，机械爪抓取菠萝，握紧右手柄，推杆向前推动菠

萝，从而掰断菠萝果柄，完成菠萝采摘作业。试验总共进行了两组，每组采摘 10次，试验结果如表

1所示。

图 10 采摘现场
Fig.10 Picking site

表 1 菠萝采摘试验结果
Table 1 Test results of pineapple picking

序号
No.

抓取成功次数
Number of successful

grasp pineapple

抓取成功率/%
Success rate of grasp

pineapple

掰断成功次数
Number of successful
break pineapple handle

采摘成功率/%
Success rate of

pineapple picking

平均采摘时间/s
Average picking

time
1 10 100 8 80 15
2 10 100 9 90 13.5
由表 1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机械手可以按设计要求完成采摘作业，抓取成功率为 100%，采摘

成功率在 80%以上，平均采摘时间最短为 13.5 s。同时，由于机械手前端做了导向弧形设计，保证

了菠萝采摘过程中不受机械手损伤。而造成采摘成功率未达到 100%的原因，可能在于菠萝树并不是

刚体且有一定的柔性，在掰断果柄过程中，菠萝果柄连接处并不像理论分析的理想状态，连接处会

出现位移和柔性变形，对于个体小的菠萝来说，本研究设计的推杆行程就偏小了，从而导致不能完

全掰断菠萝果柄，为保证菠萝采摘成功率，需增加推杆行程，并适当降低推杆作用点高度。

3 讨 论

本研究仅完成了菠萝采摘机械手设计，即执行机构，验证了采摘方案可行性和机械结构设计的

可靠性，然而田间采摘成功率仍不够理想，造成采摘成功率未达到 100%的原因在于菠萝树并不是刚

体且有一定的柔性，在掰断果柄过程中，菠萝果柄连接处并不像理论分析的理想状态，连接处会出

现位移和柔性变形，对于个体小的菠萝来说，本研究设计的推杆行程就偏小了，导致不能完全掰断

菠萝果柄，后续将对推杆进行改进，并引入有限元分析方法，对机械手整体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提

高机械手采摘适应范围。同时，由于本机械手是纯机械采摘作业，克服了田间供电难问题，可与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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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农业结合，将机械手直接安装于专用的采摘车或随身装备上，增强采摘人员体验感和采摘趣味性；

而未来重点研究方向是结合工业控制方法、机器视觉和图像处理技术，研究全自动菠萝采摘机械装

备，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前景。

4 结 论

（1）效仿果农掰断菠萝的采摘方式和自行车刹车系统，提出先抓取后掰断菠萝果柄的采摘方案；

（2）完成了菠萝采摘机械手总体结构设计，并对其关键零件进行结构设计和受力分析，实现了

机械爪抓取菠萝各接触点受力均匀；同时，确定抓取菠萝和掰断菠萝果柄的拉力和推力分别为 31.7 N
和 23.4 N，远小于成人手握力，满足设计要求；

（3）菠萝采摘试验中，抓取成功率为 100%，采摘成功率 80%以上，平均采摘时间最短为 1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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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苗木平茬机的设计与试验
杨晓斌,杨 欣*,王鹏飞,李建平,刘洪杰,李雪军,杨 振

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 针对新型矮砧密植果园苹果幼苗嫁接培育中苗木平茬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设计研发了一款集苗木引导、夹持、

切割、运输、收集于一体的苹果苗木平茬机，对夹持部件、传动部件、切削部件进行设计。应用模态分析软件对刀

盘进行分析，得到刀盘极限转速 4380 r/min。并对刀盘转速进行单因素 5水平田间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平茬机在最

优作业转速 4100 r/min下，苗木切割高度合格率为 92.00%，切口质量合格率为 93.33%，作业性能稳定，作业质量满

足农艺要求，提高了平茬作业效率。

关键词: 苹果苗木; 平茬机; 结构设计; 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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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xperiment of Apple Seedling Flat Boring Machine
YANG Xiao-bin, YANG Xin*, WANG Peng-fei, LI Jian-ping, LIU Hong-jie, LI
Xue-jun, YANG Zhen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low efficiency of seedling stubble operation in Apple Seedling Grafting Cultivation in new dwarf
rootstock dense planting orchard, an apple seedling stubble flattening machine integrating seedling guidance, clamping,
cutting, transportation and collection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 and design the clamping part, the transmission part, and
the cutting part. The modal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utterhead, and the cutter speed limit was 4380 r/min.
Single factor 5 horizontal field test on cutter head speed. The results of field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lat boring machine was stable at 4100 r/min, the high qualified rate of seedling cutting was 92.00%,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cutting quality was 93.33%. The quality of the prototype machine satisfies the agronomic requirements,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rafting operation.
Keywords:Apple seedlings; flat boring machine; structural design; cutterhead

新型矮砧密植果园已成为新的发展模式，针对目前苹果苗木苗圃培育的平茬作业环节，多是人

工平茬，但劳动力缺少且人工作业效率低[1]，因此研究苹果产业机械化发展对果园种植业与极大的

现实意义[2]。国外平茬机切割效率高、应用广，但无法满足农艺要求的切割质量且价格昂贵。国内

关于灌木收割平茬机,可完成灌木的切割作业，但无法保证切割质量[3,4]；2013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所研制出4MG-200型灌木联合收获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但割高一致性无法保证；2015
年，榆阳市农业机械专家，研制出适用于榆阳沙漠地形地貌的自走式沙柳割灌机，保证了割高一致

性，但切口质量无法满足苗木嫁接的农艺要求[5]。

针对目前苹果苗木平茬机械化作业水平低的问题，依据苗木修剪农艺要求，研究苗木平茬需要

和平茬机结构参数，设计一款用于现代苹果苗木修剪机械，通过田间试验，验证平茬机的作业性能，

为苗圃平茬机械化作业提供依据。

1 整机设计

苹果苗木平茬机主要包括机架、发电机、引导部件、传动

部件、夹持部件、切削部件组成，其结构如图 1所示。

作业时，拖拉机以 2.5 km/h 的速度牵引平茬机前进。机架

上的发电机（KM6500）为切削装置和夹持装置提供电力输出。

切削装置高速旋转切割进行平茬作业；异步电机通过 V带、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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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晓斌(199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机械设计. E-mail:1970142598@qq.com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yangxin@hebau.edu.cn



·734·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1卷

子链、万向节分别为左右两侧的夹持装置传递动力，夹持装置带动切割剩余苗木移向后方，防止其

干扰，使机组正常工作，人工进行苗木收集作业。

2 关键部件的设计

该机的关键部件主要包括传动部件、夹持部件、切削部件等。

2.1 传动装置

传动装置主要由电机、V带、滚子链、变速器、万向节组成。

其结构如图 2所示。

发电机发动后，输送电力到异步电机，电机启动后，逆时针

方向转动，通过两条 V带传动到中间轴上,进行一级减速处理，动

力输出到左右两侧，分别通过滚子链传动到短传动轴上，进行二级减速处理，连接到传动比为 1的
变速器上，将横向逆时针旋转速度转化为纵向顺时针旋转速度，通过万向节的传动，最后动力到达

夹持装置，使得左侧夹持装置顺时针旋转，右侧夹持装置逆时针旋转，保证将夹持的苗木向后运动，

使夹持装置正常工作。

传动装置采用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链传动以及 V带传动，齿数 Z1=12，Z2=38，滚子链中心距

a1=110 mm，链节距 p=12 mm；V带中心距 a2=320 mm,主动轮直径为 60 mm，从动轮直径为 160 mm。

V带传动传动比：i1=dp2/dp1 (1)
式中：dp-带轮直径（mm）。

滚子链传动比：i2=Z2/Z1 (2)
传动装置的总传动比：i=i1·i2 (3)
求得：i=8.44

2.3 夹持装置

夹持装置主要有左、右皮带传动装置、张紧装置、调位装置、固定圆套、首轮、尾轮等构成，

其结构如图 3所示。

夹持装置使用宽 90 mm，厚 5 mm 的皮带。用于夹持运输苗木，在苗木切割时，保持其与地面

垂直，保证切割质量，同时将切割下的苗木运输到后方并收集，防止影响切割作业。

皮带转速是保证切割作业质量的重要参数，为了保证苗木与地面垂直且相对静止，皮带线速度

应与拖拉机前进速度大小、方向均一致，否则会导致苗木倾斜，无法保证作业质量。

皮带转速：n2=n1/i (4)
式中：n1-电机转速（r·min-1）。求得：n2=166 r/min。

2.4 切削装置

切削装置刀盘的选用为保证作业性能，满足农机农艺要求，设计转速为 4100 r/min，高速切割苗

木。刀盘选用圆盘锯齿刀[6-9]，距地高度 400 mm[10]，刀盘采用正切方式，逆时针旋转进行切割作业。

2.4.1 苗木切割理论分析 切割阻力是苗木与高速旋转的刀盘接触产生的阻力，该力的大小直接影响

刀盘转速的确定及作业质量、效率。农艺上不仅要求切断苗木，更要求苗木切口平整质量，防止苗

木损伤，影响苗木后期嫁接作业成活率；农机上要求制造成本低、质量好、使用寿命高等。

切割受力原理图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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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割刃刃面压力的反作用力为：R=Rzgsinβ+cosβ (5)
式中：Rzg-被挤压茎秆层对割刀的反作用力；Rd-割刀刃面对茎秆层压力的反作用力。

割刀刃面的摩擦力：T2=uR=u(Rzgsinβ+Rdcosβ) (6)

摩擦力的垂直投影： 









  2

2

3
2

cossincos dzg RRuuRT (7)

为实现切割，刀刃的压力 P必须满足下列条件：P≥Rc+Rzg+T1+T3 (8)
式中：Rc-被切材料对刀刃的反作用力，即 Rc=lσ。
式中：-刀刃厚度；l-刀刃长度；σ-材料的压应力。

式（8）是刀盘切割苗木的力学临界条件，而切割力 P的大小由刀盘扭矩控制，若不满足此条件，

刀盘无法正常进行切割作业或刀齿划伤苗木表皮，影响苗木切口质量及苗木嫁接成活率；若切割力

远远大于切割阻力（刀盘转速增大），可以完成切割作业，但动力损耗过大且对机具及刀盘的要求更

高，增加制造成本，不易推广。

2.4.2 刀盘模态分析 采用 Inventor对刀盘进行三维模型的建立，直径 350 mm，厚度 3 mm，材料 65
Mn，密度 7.87 g·cm-3，杨氏模量 200 GPa，泊松比 0.29，屈服强度 430 MPa，极限拉伸强度 735 MPa，
将模型导入模态分析软件中，得到 �=1、2、3时的固有频率值。前 3阶频率和振动特性如表 1所示，

其对应的振型图如图 5所示：
表 1 前 3阶频率及振动特性

Table 1 First 3th order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序号

Serial number
频率/Hz
Frequency

振型特征
Mode shape

1 73.01 沿 Z方向振动
2 73.03 沿 Z方向振动增强
3 98.48 沿 Z方向产生凹曲振动变形

（a）1 阶振型图 Vibration pattern Order 1 （b）2 阶振型图 Vibration pattern Order 2 （c）3 阶振型图 Vibration pattern Order 3
图 5 振型图

Fig.5 Vibration pattern
由云图可知，刀盘振动主要集中在齿边缘附近，锯齿易出现变形情况。依据临界转速与固有频

率的关系：n=60f (9)
式中：n-临界转速，r/min；f-固有频率，Hz。
各阶临界转速如表 2所示。

表 2 各阶临界转速
Table 2 Critical speed of each step

阶数
Order

频率/Hz
Frequency

临界转速/r·min-1
Critical speed

1 73.01 4380
2 73.03 4380
3 98.48 5880

平茬机在工作状态时，通过高速电机带动锯齿刀盘旋转，振动沿着刀片由内向外逐渐增强，锯

齿部位易出现振动扭曲，通过对刀盘进行模态分析，圆盘锯齿刀盘在 3阶时形变过大，无法正常作

业。在 1阶时的临界转速为 4380 r/min，刀盘设计的转速既要满足切割力临界条件，能顺利完成切割

作业，又不会造成动力过度损耗问题，也满足刀盘本身材料的限制要求，降低制造成本，易于推广。

3 田间试验

3.1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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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8 日平茬试验在河北保定蠡县（北纬 38.49°，东经 115.59°）进行，天气晴朗，温

度 6.9 ℃，湿度 20%，苗圃行距 600 mm，株距 300 mm，土质条件为未耕土壤。依据农艺要求，苗

木平茬高度为距地面 385~415 mm 即视为合格。样机装备参数如表 3 所示，样机及作业效果现场图

如图 6所示。田间试验时，将引导装置正对苗木行，调整限深轮高度，使刀盘距地面 400 mm，采用

正切方式，对苹果苗木进行实地锯切。
表 3 平茬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3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the flat machine
参数

Parameter
数值

Numerical value
结构型式 后悬挂式

拖拉机配套动力/kw 65
切割方式 圆盘锯齿式

作业速度/km·h-1 2.5
电机转速/r·min-1 1400

3.2 试验方法及材料

依据王征等对苹果枝条剪切刀盘的研究[11]，可知刀盘转速最低值为 3500 r/min，依据刀盘模态

分析知最大转速为 4380 r/min。若转速过高，对刀盘质量、成本、使用寿命要求更高；若转速过低，

农艺要求的切割质量难以保证，影响后期嫁接及苗木成活率等问题。故为取得最优作业转速，对刀

盘转速进行单因素田间试验。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试验法，以刀盘转速为单因素进行分析，即在 5水平下进行田间试验，随机

选取苗木长势一致的 33x20 m的地块作为试验田，将其平均分为 9个区，不同转速随机抽取不同区，

每区有 6行，随机抽取 3行，每行 100株，每行随机取样连续的 50株苗木作为试验样本，对其进行

实地切割作业。采用游标卡尺测量切口直径，经测量苗木直径范围为 7~15 mm，卷尺测量苗木平茬

高度，手机拍照保留试验照片。

试验器材：卷尺（量程 3 m，精度 1 mm），游标卡尺，手机。

3.3 试验结果与分析

表 4 试验参数及数据
Table 4 Test parameters and data

转速/r·min-1
Rotating speed

序号
Serial
number

割高平均值/mm
Cuttingaverage

割高合格率/%
Cuttingpass rate

切口质量
Incisionquality

无破损株数
Nobroken plants

轻微破损株数
Slightly damagedplants

严重破损株数
Severelydamaged plants

漏割株数
Missed plants

合格率/%
Pass rate

3500
1 410 84 27 10 11 2 74
2 405 87 27 11 9 3 76
3 390 90 32 8 10 0 80

3700
1 389 86 38 5 7 0 86
2 400 86 37 7 6 0 88
3 394 90 37 4 8 1 82

3900
1 396 92 39 3 8 0 84
2 403 94 39 4 5 2 86
3 412 89 38 4 6 2 84

4100
1 399 94 45 1 4 0 92
2 398 92 43 4 2 1 94
3 402 90 45 2 3 0 94

4300
1 405 92 44 1 5 0 90
2 394 91 41 4 3 2 90
3 406 89 44 3 2 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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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性能试验主要参数有苗木平茬高度合格率、切口质量合格率。对切口质量分级：无破损（Ⅰ）
是指切口没有撕裂、破碎现象；轻微破损（Ⅱ）是指切口边缘有毛刺或切面呈阶梯状，高度差小于 1
mm；严重破损（Ⅲ）是指切面阶梯高度差大于 1 mm 或木芯被撕裂[13]。苗木栽植合格率，即苗木根

部与地面向左右两侧倾斜角度分级：倾角<15°，合格；倾角>15°，属于过度倾斜，经测量，试验地

块有 300株为过度倾斜，占总数的 5%。

测量指标有苗木直径、苗木割茬距地面高度、随机取行记录连续的 50株苗木，无破损，轻微破

损，严重破损的苗木株数，分别用游标卡尺、卷尺进行测量，统计数据，并对作业现场进行拍照记

录。田间试验测量数据及计算数据如表 4所示，不同转速对合格率的影响如图 7所示。

对上述结果导入 SPSS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方差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variance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自由度
Freedom

均方
Mean square F 显著性

Significance
组间

Between
groups

组合 Combination 513.60 4.00 128.40 24.08 0.000
线性项 Linear term 对比 Compared 418.13 1.00 418.13 78.40 0.000

偏差 Deviation 95.47 3.00 31.82 5.97 0.013
组内 Group 53.33 10.00 5.33
总计 Total 566.93 14.00

备注：0.01<P<0.05,差异显著；P<0.01,极显著。

Note: 0.01<P<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0.01, Significant.

从图 7中可见，割高合格率随转速增大先增加后减小，在 4100 r/min 达到峰值，与 3500、3700、
3900 r/min 相比，差异显著（P<0.05），与 4300 r/min 相比，差异不显著；而切口质量合格率随转速

增大先增加后减小，与 3500、3700、3900 r/min相比，差异显著（P<0.05），与 4300 r/min 相比，差

异性不显著。由表 5方差分析可见，与 3500、3700、3900 r/min的作业效果相比，4100、4300 r/min
对割高合格率及切口质量合格率影响显著，且满足农机设计及农艺要求；又因为刀盘极限转速为 4380
r/min，为提高刀盘使用寿命，降低成本，故而刀盘设计转速为 4100 r/min。

4 结 论

（1）针对新型矮砧密植现代化果园苗木嫁接中，苹果苗木平茬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设计一款苗

木平茬机，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保证苗木株高一致性及切口质量，降低人工平茬的作业强度，提

高作业效率，降低成本投入，提高了经济效益；

（2）通过对苗木平茬机传动部件、切削部件、夹持部件等进行设计，并对刀盘进行模态分析，

通过单因素田间试验，确认刀盘最优作业转速 4100 r/min，完成了用于苹果苗木平茬作业的作业机械，

实现了平茬作业的机械化；

（3）通过田间试验表明：平茬机性能较为稳定，最优作业转速下，苗木切割高度合格率为

92.00%，切口质量合格率为 93.33%，样机作业质量满足要求，符合农艺要求，为现代苗木平茬作业

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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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M-CFD耦合的谷物清选模拟研究
赵 磊,马学东*,郭柄江,于海川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辽宁 鞍山 114051
摘 要: 为研究谷物及其杂质在风选装置内的运动特性，降低清选作业中谷物的含杂率、夹带损失率，同时保证谷物

的清选率，采用 DEM-CFD耦合方法模拟了不同风速及气流倾斜角下谷物的清选过程，并结合空气动力学，分析了

谷物及其杂质在流场中的运动状态及分离机理。通过分析不同参数下的仿真结果表明：水平气流速度为 5 m/s时，谷

物平均含杂率为 10.575%，夹带损失率仅为 0.066%；随着水平气流速度增大，气流水平作用力 � 增大，物料飞行系

数增加，水平方向位移随之增大。水平气流速度设置为 9 m/s时，谷物平均含杂率降低为 0.307%，夹带损失率升至

1.275%。将气流角度由水平改为倾斜 10°时，物料的飞行系数变大，谷物平均含杂率有所下降，而夹带损失率升高。

关键词: DEM-CFD; 谷物; 清选; 气流速度

中图法分类号: S2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38-06

Simulation Study on Cereal Cleaning Based on DEM-CFDCoupling
ZHAO Lei, MA Xue-dong*, GUO Bing-jiang, YU Hai-chu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Anshan 11405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ereal and its impurities in the winnowing device, to lower the
impurity rate and entrainment loss rate of cereal in the cleaning operation and to ensure the cereal cleaning rate, we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cereal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wind velocity and airflow inclination angle with the DEM - CFD coupling
method and analyze the motion state and separation mechanism of cereal and its impurities in flow field combining
aerodynamic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s show that at 5 m/s of horizontal airflow velocity, the average
cereal impurity content is 10.575%, and the entrainment loss rate is only 0.066%, with the increase of horizontal airflow
velocity, the horizontal airflow force P increases, the material flight coefficient increases, and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increases, when the horizontal airflow velocity is set at 9 m/s, the average impurity content of cereal decreases to 0.307% and
the entrainment loss rate increases to 1.275%. When the airflow angle is changed from horizontal to inclined 10°, the flight
coefficient of the material becomes larger, the average cereal impurity rate decreases, and the entrainment loss rate increases.
Keywords: DEM-CFD; cereal; cleaning; airflow velocity

谷物清选是农业生产中提高收获质量，降低谷物掺杂率的重要工序，是利用谷物、茎秆等成分

之间的物理特性的差异，将混有短、碎茎秆、颖壳和尘土等细小杂物从谷物中分离出来的操作过程[1-3]。

农业中清选装置一般分为风选装置和风筛装置，其中风选装置是依靠气流将具有不同物理特性

的物料分离开来，而风筛装置则是结合气流与振动筛的联合作用将物料分离。汉代史游《急就篇》

有“碓石岂扇颓舂簸扬”说，此处之“扇”便是古代的风选装置。此外，元代王祯的《农书》、明末宋应

星的《天工开物》中均有对清选装置构造及使用方法的详细介绍[4]。

由于谷物在清选过程中存在大量动能交换，且流体自身变化、颗粒间的碰撞、流体与颗粒之间

相互影响所形成的耦合作用使得整个系统的物理特性极其复杂，因此在对谷物清选的模拟研究中，

如果单纯采用 DEM 或 CFD 进行模拟[5]，则无法描述气流与谷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只能将谷物视

为多孔介质模型，不能准确计算谷物颗粒模型对气流的影响，宁新杰通过分析现有谷物清选装置的

研究现状，发现单一 DEM模拟与 CFD模拟存在局限性，不能全面体现流场与物料之间的相互影响，

并指出采用 DEM-CFD气固两相流耦合方法模拟将是未来清选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6]。

Yuan等利用 DEM-CFD气固耦合方法，模拟分析了稻谷脱粒混合料在圆筒筛清选过程中的运动

行为及筛分特性，结果表明，入口气流速度对物料轴向平均速度、筛分质量影响显著[7]；江涛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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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DEM-CFD 耦合方法，对三种不同结构的风筛装置进行了仿真模拟，通过对比得出了清选效率最

佳的结构方案[8]；王立军等采用 DEM-CFD 耦合方法模拟了玉米籽粒在贯流阶梯式振动筛的筛分过

程，确定了最优筛分参数，并通过对比试验，验证了模拟仿真的可行性[9]。上述研究均以风筛装置

为研究对象，对于风选装置的研究还比较少。

由于风筛装置相比风选装置结构复杂、成本高昂、能耗较大，因此研究风选装置对于节能、降

低成本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利用 DEM-CFD 气固两相流耦合方法，以风选装置为研究对象，对谷粒、

短茎秆、碎茎秆三元颗粒的清选过程进行仿真模拟，结合空气动力学，分析了三种物料在流场中的

运动状态及分离机理，讨论了气流速度、气流倾角对谷物含杂率及夹带损失的影响。

1 模型描述

1.1 数学模型

CFD-DEM 进行耦合模拟时，主要耦合模型包括 Lagrangian 模型和 Eulerian 模型 [10]，其中

Lagrangian模型使用的是单向流框架，不考虑颗粒相体积分数，Eulerian模型采用多相流框架求解，

有体积分数方程，并且考虑颗粒对流场的影响，结合气流穿过谷层时，谷物颗粒对气流的阻碍作用

明显，因此采用 Eulerian耦合模型对谷物及其杂质的清选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Eulerian模型中，流体的体积分数项和运动微分方程分别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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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气体密度；t为时间；u为流体流速；ε为气体的体积分数项；P为气体微元上的压强；

g为重力；μ为粘滞系数；为哈密顿微分算子；S为动量源项。

动量源项 S为作用在网格单元内气流阻力的总和，其表达式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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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i为第 i个颗粒对气流的阻力，V为网格单元的体积。

1.2 颗粒接触碰撞模型

计算颗粒力学模型可以描述颗粒间的相互作用和接触力学行为。考虑到颗粒间的接触且颗粒速

度基于接触力改变，本文采用软球干接触模型和Hertz-Mindlin (no slip)接触理论[13]。根据牛顿第二定

律，第i个颗粒的运动方程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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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和ωi分别为颗粒 i的速度和角速度；Ii和 mi分别为颗粒 i的转动惯量和质量；g为重力

加速度，� 为颗粒与气流相对运动时受到的作用力。

Fn,ij 为法向分力、Ft,ij为切向分力，Tt,ij为切向力矩、Tr,ij为滚动摩擦力矩，根据三方程线性弹性-
阻尼模型，将每种作用力简化为一个弹簧、一个阻尼以及一个滑动器，其中各种力和力矩的数学描

述为[15]：Fn,ij=-knδn-ηnVn,ij (6)
Ft,ij=-ktδt-ηtVt,ij-fs|Fn,ij|δt/|δt| (7)

Tt,ij=Lijnij×Ft,ij (8)
Tr,ij=-kra-ηrωij-fr|Fn,ij|a/|a| (9)

式中，k为刚度系数，V为颗粒的速度（矢量），δ为颗粒之间的位移变形（矢量），a为扭转变

形（矢量），η为阻尼系数，f为摩擦系数，L为重叠量。下标 ij表示颗粒 i与颗粒 j之间，i和 j分别

表示颗粒 i和颗粒 j，n表示法向，t表示切向，r表示周向或滚动，s表示滑动。

颗粒与气流相对运动时受到的作用力 P大小为：P=kgρAv2=kgρA(vq-vw)2 (10)
式中，kg为阻力系数，与物体形状、表面特性和雷诺数有关；ρ为空气密度；A为物体的受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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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即物料在气流方向的投影面积；v为物体与气流的行对速度；vq为气流速度；vw为物料速度。

1.3 几何模型构建

运用 SolidWorks软件创建风选装置模型，风选装置模型如图 1所示，装置采用单进风口结构，

整体壁厚 2 mm，箱体长度为 200 mm，高度为 160 mm，厚度为 80 mm，进料斗宽口处长度为 100 mm，

宽度为 70 mm，窄口处长度为 50 mm，宽度为 15 mm；进风口长度 60mm，宽度 60 mm。将模型导

入 ANSYS Workbench中划分网格，网格如图 2所示。

图 1 风选装置 图 2 网格
Fig.1 Winnowing device Fig.2 Grid

考虑到 EDEM 软件自身建模的缺陷，所以选择谷物清选除杂中成分含量较高的谷粒、短茎秆、

碎茎秆为研究对象。由于 EDEM中的颗粒均采用球形，故采用“多球丛聚法”对三种颗粒进行简化、

重叠组合、填充[16]，如图 3所示，其中谷粒由 13个不同粒径的球体填充而成，短茎秆由 2个半径为

2 mm 和 19个半径为 1 mm的球体填充而成，碎茎秆由 36个半径为 0.5 mm的球体填充而成。

(a) 谷粒 Grain (b) 短茎秆 Short stalk (c) 碎茎秆 Crushed stalk
图 3 物料颗粒三维模型图

Fig.3 3D models of material particles

1.4 模拟参数设置

EDEM中物料颗粒的力学特性参数及接触系数如表 1和表 2 所示[17,18]，风选装置材质选用钢，

由于短茎秆和碎茎秆为同种物质，表 1、表 2中均用茎秆代表。谷物、短茎秆与碎茎秆比例为 4:1:0.25，
设定谷粒生成速率为 1200个/s，短茎秆生成速率为 300个/s，碎茎秆的生成速率为 75个/s，仿真时

间步长设置为瑞利（Rayleigh）时间步长的 33.9182%，即 4e-6 s，仿真时间总时长为 10 s。Fluent中
模拟仿真采用标准的 k-ε湍流模型。时间步长设定为 EDEM 的 100倍，即 4e-4 s。

表 1 材料的物理参数
Table 1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material

材料
Material

泊松比
Poisson's ratio

剪切模量/Pa
Shear modulus

密度/(kg/m3)
Density

谷粒 Grain 0.3 2e+06 1380
茎秆 Stalk 0.4 1e+06 50
钢 Steel 0.29 7.992e+10 7860

表 2 材料的接触系数
Table 2 Contact coefficient of the material

材料
Material

恢复系数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静摩擦系数
Coefficient of static friction

滚动摩擦系数
Coefficient of rolling friction

谷粒-谷粒 Grain- grain 0.2 1 0.01
谷粒-茎秆 Grain- stalk 0.2 0.8 0.01
谷粒-钢 Grain -steel 0.5 0.7 0.01

茎秆-茎秆 Stalk - stalk 0.2 0.7 0.01
茎秆-钢 Stalk-steel 0.2 0.8 0.01

2 仿真模拟及分析

2.1 气流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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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选装置的入料口处设置颗粒工厂，谷物、短茎秆及碎

茎秆在入料口处自由下落，进风口气流速度设置为 5 m/s。图 4
为 2 s 时风选装置内部的物料位置瞬态图，在出口 2 和出口 3
处分别设置含杂率统计区域和损失率统计区域。从图 4中可以

看出，物料落入气流作用区域后，在水平气流作用下 3种物料

颗粒呈现出不同的运动轨迹，谷粒全部落入出口 2中，其中掺

杂部分短茎秆，而出口 3收集到的全部为短茎秆和碎茎秆。

由于谷物、短茎秆、碎茎秆的空气动力特性不同，竖直下

落的物料受到水平气流作用后会呈现不同的运动轨迹，物料在风选装置内受到自身重力 G，空气浮

力 P´以及水平气流作用力 �，三个力的合力为 F，如图 5所示，物料将沿着 F的方向运动，其运动

轨迹为抛物线，物料的运动方向角为α。

(a) 谷粒 Grain (b) 短茎秆 Short stalk (c) 碎茎秆 Crushed stalk
图 5 物料颗粒受力图

Fig.5 Diagram of material particle force

如果空气浮力 P´忽略不计，则[19]：
mg

vvAk
G
P wq

2)(
tan





 (11)

当水平气流作用力 P不变时，重力越大，α就越大，即物料颗粒的运动方向角α越大。空气动力

学中，tanα为物料在流场中的飞行系数，物料的粒度、密度等物理性质不同，在同一气流中的飞行

系数也不相同，当气流速度一定时，飞行系数越大的颗粒在气流驱使下所做的水平位移越大。由公

式(11)可知，当α(0,π/2)时，物料的飞行系数与自身质量成反比，因此质量较大的谷粒下沉趋势明显，

率先落入出口 2中，而质量相对较轻的短茎秆和碎茎秆在水平气流作用力的驱使下做平抛运动，落

入出口 3中。

为了定量描述出口 2处的含杂率，引入短茎秆和碎茎秆的体积浓度作为含杂率的衡量标准，其

中，短茎秆和碎茎秆的体积分数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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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s(s,t)，Vf(s,t)分别为区域 s内 t时刻短茎秆和碎茎秆的体积，Vt(s,t)为区域 s内 t时刻所有

物料的体积。

图 6(a)是通过统计分析后所得到谷物的含杂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水平气流速度为 5 m/s时，

尽管出口 2处各时刻含杂率存在零点，但整体不稳定，波动较大，含杂率峰值出现在 3 s到 4 s之间，

达到 36.178%，平均含杂率为 10.575%。利用水平气流清选谷物及其杂质的过程中，出口 3收集到的

杂质中会夹杂部分谷粒，即存在夹带损失。由于出口 1为出风口，且仅有少量碎茎秆进入出口 1，
故定义出口 3收集到谷粒数量与出口 2、出口 3收集到谷粒总数的比值为夹带损失率。计算结果显

示，当气流速度设置为 5 m/s，夹带损失率为 0.066%，虽然夹带损失率比较理想，但出口 2 处谷粒

的含杂率峰值大，波动明显，且 10.575%的平均含杂率表明水平气流速度为 5 m/s时的清选效果不佳。

图 6(b)给出了水平气流速度为 7 m/s时出口 2处清选所得到的谷物含杂率，由图可知，水平气流

速度为 7 m/s时，各时刻含杂率零点较多，含杂率峰值存在于 9 s到 10 s之间，达到 23.79%，计算

后得到平均含杂率为 2.162%，出口 3处的谷粒夹带损失率为 0.351%。图 6(c)为水平气流速度为 9 m/s
时，含杂率统计区域内收集到的谷物的含杂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水平气流速度为 9 m/s时，谷物

含杂率波动较小，整体趋向于理想状态，峰值为 15.914%，计算结果显示平均含杂率为 0.307%，谷

图 4 物料颗粒位置瞬态图 (t=2 s)
Fig.4 Material particle positions at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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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夹带损失率为 1.275%。

(a) v=5 m/s (b) v=7 m/s (c) v=9m/s
图 6 谷物含杂率

Fig.6 Impurity rate of grain
3组仿真的数据结果如表 3所示，通过对比表 3中的数据发现，气流速度调整为 7 m/s时，出口

2处谷物的平均含杂率相比气流速度为 5 m/s时下降了 8.413%；夹带损失率较气流速度为 5 m/s时上

升了 0.291%。气流速度调整为 9 m/s时，清选过程中谷物含杂率标准差为 7 m/s的 1/2，表明气流速

度为 9 m/s时谷物的含杂率波动更小，平均含杂率降低了 1.855%，夹带损失率上升了 0.924%。由于

气流速度的增加，即水平气流作用力 � 变大，故物料运动轨迹与重力之间的夹角�与物料水平方向

上的位移均变大，短茎秆和碎茎秆中夹杂的谷粒数量增加，因此增大水平气流速度可以降低谷物含

杂率的同时，夹带损失率增大。
表 3 仿真结果

Table 3 Simulation results
气流速度/(m/s)

Velocity of airflow
平均含杂率

Average impurity rate
含杂率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of impurity rate
夹带损失率

Entrainment loss rate
5 10.575% 0.107 0.066%
7 2.162% 0.053 0.351%
9 0.307% 0.021 1.275%

实际生产中，为了降低粮食的含杂率和损失率，往往会对含有夹带损失谷粒的杂质进行二次清

选，综合考虑三种气流速度下的含杂率和夹带损失率，结果表明气流速度为 9 m/s时的清选效果更优。

2.2 气流倾角讨论

为了探讨气流倾角对物料运动行为及清选质量的影响，将风选装置进风口由水平改为倾斜 10°，
即气流倾角�变为 10°，图 7(a)、(b)分别为气流速度为 9 m/s时，进风口倾角为 10°条件下和进风口水

平条件下的气流速度矢量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到进风口倾斜时，仅入口处的气流呈现一定角度，

相比水平条件下，进风口倾斜 10°时，风选装置内部气流整体高度有所抬升，顶部内壁气流速度较大，

流场整体差异不大。

(a) v=9 m/s, β=10° (b) v=9 m/s, β=0°
图 7 气流速度矢量分布 图 8 v=9 m/s, β=10°时的谷物含杂率

Fig.7 Airflow velocity vector distribution Fig.8 Impurity rate of grain at v=9 m/s, β=10°
图 8给出了气流倾斜角度为 10°条件下，各时刻出口 2处的谷物含杂率。当气流倾角设置为 10°

时谷物的含杂率峰值为 15.571%，平均含杂率为 0.282%，计算后得到谷物的夹带损失率为 1.583%。

通过对比进风口为水平条件下与进风口倾斜 10°时的谷物平均含杂率及夹带损失率可知，平均含

杂率降低了 0.025%，夹带损失率上升了 0.308%。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相同条件下，物料在水平气

流中的飞行系数要小于在倾斜气流中，即物料颗粒受气流作用所做的水平方向位移较大，因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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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速度下，气流倾斜 10°时出口 2处谷物的含杂率下降，而出口 3处风选夹带损失率上升。

3 结 论

运用 DEM-CFD 耦合方法，对不同气流速度及气流倾斜角度下的谷物清选过程进行了仿真模拟，

结合空气动力学分析了谷粒、短茎秆、及碎茎秆在流场中的受力状态及运动趋势，通过统计计算得

到的不同参数下谷物的含杂率和夹带损失率，得到以下结论：

（1）水平气流速度不变时，物料自身重力越大，其运动方向角越大，且物料质量与其飞行系数

成反比，即质量越小，飞行系数越大，物料水平方向位移越大；

（2）水平气流速度设置为 5 m/s时，谷物的平均含杂率为 10.575%，夹带损失率为 0.066%。通

过对比水平气流速度分别为 5 m/s、7 m/s、9 m/s时的含杂率和夹带损失率发现，增大气流速度会降

低谷物的含杂率，而夹带损失率随之增大；

（3）水平气流速度设置为 9 m/s，气流方向角为 10°时，谷物的平均含杂率为 0.282%，夹带损

失率为 1.583%。相比水平气流条件下有所不同，由于物料在倾斜气流中的飞行系数要大于在水平气

流中，即物料水平方向位移较大，因此相同条件下，气流方向角为 10°时平均含杂率降低，而夹带损

失率有所升高；

（4）DEM-CFD耦合方法可以有效用于谷物清选过程的模拟分析，所得到的参数为风选装置的

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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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BP与 SVM的马铃薯芽眼识别
张金敏,杨添玺*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芽眼是马铃薯种植的关键，芽眼识别是种薯智能切块的先决条件。当前，马铃薯种植已实现一定程度的机械

化，但在种植中，种薯切块仍由人工完成。本文为提高切块效率，对马铃薯芽眼识别进行研究，通过摄像头采集马

铃薯图像，首先进行中值滤波，接着采用大津法进行图像分割；然后采用局部二值模式分别对新旧种薯芽眼和非芽

眼区域进行特征提取，最后采用支持向量机进行样本特征训练，通过对不同样本进行实验，综合识别率达 97.33%。

综上实验，基于局部二值模式进行特征提取与支持向量机进行分类的方法，种薯芽眼识别率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

为种薯智能切块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 马铃薯; 芽眼识别; 局部二值模式; 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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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to Bud Recognition Based on LBP and SVM
ZHANG Jin-min,YANG Tian-xi*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ud eye is the key to potato planting, and bud eye recogni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intelligent cutting of seed potato.
At present, potato planting has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mechanization, but in the planting, potato cutting is still done
manual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licing, the recognition of potato bud eyes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image
of potato was collected by camera, first median filter was carried out, followed by image segmentation with the Otsu method,
then the local binary model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new and old potato bud and non-bud eye regions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was used for sample feature training. Through experiments on different samples, the comprehensive
recognition rate can reach 97.33%. In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feature extra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b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based on local binary model has reached a satisfactory level, which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intelligent potato
cutting.
Keywords: Potato; bud eye recognition; local binary pattern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马铃薯具有营养价值高、适应力强、产量大等优点，是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粮食作物。农业生产

中使用种薯块茎进行种植，根据芽眼对块茎切块，促进块茎内外氧气交换，破除休眠，经过切块催

芽使植株发芽率大大提高。通过查阅资料及实地勘察发现，目前马铃薯种植机械化生产水平有了明

显的提高，走“机械残膜捡拾—机械深松、旋耕整地—机械铺膜半膜垄作植物—机械培土中耕—机械

统防统治—机械开挖收获（连同地膜一同回收）”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路子[1]。在种植过程中，往往

为了节省成本及高出苗率，种薯需要根据芽眼进行切块，这一环节由人工进行。

芽眼识别是种薯智能切块的先决条件，现有研究多是基于机器视觉对马铃薯进行质量检测，

NOORDAM[2]设计了马铃薯检测分级的机器视觉系统，每秒可以处理 50张图像；汪成龙[3]等研究了

优于传统算法的在复杂图像背景中分割出马铃薯区域的分割算法；孔彦龙[4]等提取马铃薯俯视图面

积和侧视图周长参数，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马铃薯的质量监测模型，实现了马铃薯质量分选；

周竹[5]等提出最小外接柱体对马铃薯立体信息进行描述；赫敏[6]将马铃薯自然放置后从顶部拍摄俯视

图像，再旋转 90°拍摄侧面图像，根据这两张图像建立了马铃薯单薯质量线性回归分析预测模型；

ZHOU[7]等将普通平面镜之间的夹角设置为 65°的 V型置于马铃薯两边，摄像头可以一次获得马铃薯

的三面投影，进而对马铃薯质量进行估计，给出质量预测模型。当前对于芽眼识别的研究较少，邢

作常[8]等提出根据种薯质心和薯芽质心的质心连线对种薯切块，对基于机器视觉的种薯自动切块机

进行设计。田海韬[9]结合彩色空间及灰度空间对马铃薯芽眼进行了识别，得到了较好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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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文分析，本文提出使用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s, LBP)结合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对马铃薯芽眼进行识别。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应用摄像头采集不同种薯图像，

接着将预先采集的图像预处理后，使用 LBP提取特征，最终由 SVM 训练、测试，对种薯芽眼进行

识别，经实验分析可得，识别率达到了预期水平，为后续种薯智能切块机的设计提供了先决条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 32 W，6500 K色温环形灯管作为补偿光源，选取工业相机（WP-UC500）进行图像采

集，当前基于机器视觉对马铃薯质量的识别多是针对如图 1（a）、1（b）较为新鲜种薯进行识别，

本实验增加对如图 1（c）、1（d）较为陈旧种薯的识别工作。

（a） （b） （c） （d）
图 1 部分种薯采集图像

Fig.1 Image of partial potato collection
获取图 1所示的四张图像，图(a)、图(b)是新鲜种薯，图(c)、图(d)是时间较长的种薯。

1.2 实验步骤

研究前对种薯芽眼进行观察及分析。如图 1所示，不同时期的种薯芽眼大小、深浅、颜色是有

显著差异的；非芽眼区域的颜色纹理特征也有很大的不同，基于此拟采用 LBP 与 SVM 对种薯芽眼

进行识别；芽眼识别分为训练阶段和识别阶段，训练阶段进行样本收集、特征提取、训练分类等步

骤，最终得到训练参数。样本收集包含了对种薯芽眼部位

及非芽眼部位的收集；定位阶段主要包括加载参数、灰度

图像预处理、多尺度滑动窗口扫描、候选窗口合并等步骤。

种薯芽眼识别流程如图 2 所示，在进行图像分割后需要分

别对种薯芽眼和非芽眼区域进行 LBP 特征提取。

1.3 中值滤波处理

在图像采集过程中难免有噪声干扰，需要进行去噪处

理。常见的去噪方法有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和高斯滤波，

因为中值滤波较其他两种滤波方法能够对图像边界进行更

很好地保护，保持图像的清晰度，因此本实验选取中值滤

波对种薯图像进行预处理。

1.4 OTSU分割

在对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后把种薯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本文采用大津法（OTSU 法）基本原理：

所选取的分割阈值使得目标及背景的灰度分布方差越大，就会得到越好分割效果。目标与背景灰度

分布方差公式如下：g=θ1(μ1-μ)2+θ2(μ2-μ)2 (1)
式（1）中θ1表示目标区域与整个图像面积的比例，μ1则表示目标区域平均灰度值，θ2表示背景

区域与整个图像面积的比例，μ2则为背景区域平均灰度值。分割阈值设为 e，从最小灰度值 0到最大

灰度值 255，使得 g取最大值，e则为最佳阈值。

1.5 LBP

图 2 马铃薯芽眼识别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potato bud eye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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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P 最早是作为一种有效的纹理描述算子提出的，因其对图像局部纹理特征的卓越描绘能力而

获得了十分广泛的应用。LBP 特征具有很强的分类能力（Highly Discriminative）、较高的计算效率

并且对于单调的灰度变化具有不变性[9]。

LBP基本原理是将一个像素视为中心点，它的值以该点与其邻域 3×3像素的相对灰度值作为响

应，通过比对周围邻域的像素点值计算得到。最原始的 LBP 计算公式描述如下：

iP

i ciRP ggSLBP 2
1

0
 


)(, (2)



 


else,

,
)(

0

01 xif
xs (3)

其中，gc表示该中心点像素的灰度值，gi表示该点邻域像素点的灰度值。P代表总的邻域像素点

的个数，R表示邻域的半径。通过该中心像素点和其邻域像素的欧氏距离计算得到。

1.6 SVM分类器

SVM 是在统计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一代学习算法，它在文本分类、手写识别、图像

分类、生物信息学等领域中获得较好的应用。相比于容易过度拟合训练样本的人工神经网络，支持

向量机对于未见过的测试样本具有更好的推广能力（Generalization Ability）[11]。其基本原理是将低

维空间的数据样本映射到高维空间中，使得数据样本线性可分，进而对边界进行线性划分，图 4为
SVM 线性划分的基本原理。

图 3 基本 LBP算子 图 4 SVM分类原理图
Fig.3 Basic LBP operator Fig.4 SVM classification schema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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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y    ，通常称类标签+1 的样本为正例，类标签-1 的样本为反例。最优超平面方程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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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点到平面的距离公式，对超平面进行规范化，选择距超平面最近的样本，得到规范化

超平面。根据最近样本到边缘的距离及分类间隔（余地）我们就能得到偏差项 b，根据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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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技术对α求解之后，最大余地地分割超平面的参数。

根据优化解的性质，解α必须满足 Nbwx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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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各个系数对应的最优解后，得到如下最优分类函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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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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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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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图像预处理

首先选取中值滤波，对图像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如图 5-a-d，可以看出中值滤波对种薯的边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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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保护；OTSU分割结果如图 5-e-h，再分别对图像做“或”运算，得出如图 5-i-l所示的种薯区域。

（a） (b) (c) (d)

(e) (f) (g) (h)

(i) (g) (k) (l)
图 5 种薯图像的分割

Fig.5 Segmentation of seed potato image

2.2 LBP直方图

实验对新种薯及旧种薯进行芽眼识别，分别对两种种薯的芽眼和非芽眼部位LBP特征进行提取。

新种薯芽眼 LBP图谱 旧种薯芽眼 LBP 图谱

（a）新种薯芽眼频谱 （b）旧种薯芽眼频谱

新种薯非芽眼 LBP图谱 旧种薯非芽眼 LBP图谱

（c）新种薯非芽眼频谱 （d）旧种薯非芽眼频谱
注：（a）、（b）分别为新旧种薯芽眼部位；（c）、（d）分别为新旧种薯非芽眼部位

Note:(a)，(b)is the bud eye region of new and old seed potato;(c),(d)is the non-bud eye region of new and old seed potato
图 6 种薯表面图像样本的 LBP频谱

Fig.6 LBP spectrum of seed potato surface imag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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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过程中，规模化种植所采用的种薯都是专门培育，而普通小规模种植都是由前一年收获

的马铃薯作为种薯，因此分别对新旧种薯芽眼进行识别。图 6是新旧种薯芽眼、非芽眼表面图像以

及 LBP频谱，通过对比图 6当中的（a）、（b）、（c）及（d），芽眼的频谱幅值普遍较高，分布

不均匀；而非芽眼部位的频谱幅值较低，分布较为均匀；在对新旧种薯芽眼频谱进行比较时会发现

有一定差异，新种薯芽眼频谱分布不均匀而旧种薯的芽眼频谱较为均匀；新旧种薯非芽眼部位频谱

则都比较均匀，相比之下，旧种薯非芽眼部位的幅值较高。

3 结 论

为了验证 LBP 结合 SVM 对种薯芽眼识别的可靠性，通过采集大量种薯图片进行试验。实验环

境为：Windows操作系统和Matlab2014a操作平台。

图 7 检测结果图
Fig.7 Test result diagram
表 1 种薯芽眼识别率

Table 1 Eye recognition rate of seed potato bud
种薯种类

seed potato species
样本数量
Samples

芽眼数目
Number of bud eyes

识别出芽眼
Identify bud eyes

识别准确率
Recognition accuracy

新种薯 200 587 573 97.61%
旧种薯 200 612 594 97.05%

当下基于机器视觉的马铃薯检测多是对马铃薯质量进行分级，而本文则是对种薯芽眼进行识别，

相较于前文优点在于：一方面所用方法使得新种薯芽眼识别率达到 97.61%，旧种薯芽眼识别率达到

97.05%，综合识别率 97.33%，相比于田海韬[9]96%的识别率，提高 1.3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增加对

不同时间段的新旧种薯进行研究，拓宽了可识别种薯的范围，使得应用更为广泛，为种薯智能切块

机的设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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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执行器端盖设计及有限元分析
王 敏,万长东,田玉祥,苏振驰

苏州市职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 阀门执行器是工业控制中大量使用的用于阀门启闭的自动化器件，当其在爆炸极限工况下使用时，容器内产

生的压力会使端盖产生变形，造成端盖的结构应力和变形分布不均，其中端盖厚度参数对其变形的影响尤为显著。

本文通过公式计算和经验数据的数值缩比，对端盖厚度取 2个极限值，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对极限值区间内的不

同端盖厚度进行静态受力分析，选取 3 mm作为设计厚度。为更好地验证设计的合理性，对整个端盖进行建模和爆炸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最大应力值小于端盖材料的抗拉强度 255 MPa，端盖最大位移量小于 1 mm，变化范围较小。结

果表明，设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 阀门执行器; 端盖设计; 有限元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TS737+.3;TH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49-04

Design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Valve Actuator Cover
WANG Min, WAN Chang-dong, TIAN Yu-xiang, SU Zhen-chi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Valve actuator is an automatic device which are widely used for valve opening and closing in the mine. When the
valve actuator is used in the explosion limit condition, the pressure generated in the container will cause the cover to deform,
resulting i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tructural stress and deformation of the cover,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er thickness
parameter on its deform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rough the formula calculation and the numerical reduction of empirical
data, the thickness of the end cover is taken as two limit values. The static stress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over thickness
within the limit value range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ANSY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d 3mm is selected as the design
thickness. In order to better verif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sign, model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whole cover are
carried out.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stress value is less than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cover
material of 255mpa,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he end cover is less than 1mm, and the range of change is sm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is feasible.
Keywords: Valve actuator; design of the actuator ove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隔爆型阀门执行器广泛用于工程中的排水、通风、抽采、洒水等管道中。

隔爆型阀门执行器的端盖装在阀门执行器控制端，阀门执行器在爆炸极限工况下使用时，腔内压力

会迅速增大，导致端盖损坏，必须符合 GB/3836.2-2010《爆炸性环境第 2部分：由隔爆型“d保护的

设备”》的标准要求[1]。为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这些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危险，本研究对阀门执行器

端盖进行了设计。

本文经公式计算，利用有限元分析进行数值模拟[2]，为设计提供更为准确的理论依据。

1 隔爆型阀门执行器端盖设计及计算

1.1 三维模型设计

阀门执行器主要由箱体、传动部分、端盖等组成，如图 1所示是

执行器的箱体和传动部分，其端盖在结构上考虑与箱体的连接及轴的

安装位置，模型设计如图 2所示。阀门执行器端盖的耐压设计是其核

心技术之一[3]，这对材料提出了严格要求，目前一般选取铸铝。

1.2 端盖壁厚确定

端盖在爆炸极限工况下使用需要满足防爆安全要求，根据材料设计端盖壁厚，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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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 c (1)

式中：Dc为端盖直径，m；Pε为理论计算压力，Pa；σ为材料的许用应力，Pa。
理想计算压力即为所需的等效静载荷，采用动力系数法进行计算[4]：Pe=PmC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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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e为等效静压力，MPa；Pm为反射超压，MPa；P+为入射压力，MPa；P0为初始大气压

力，MPa；Cd为动力系数。

P+的经验公式有 Henrych公式、Sadovskyi 公式等[5,6]，本文以应用较广泛的 Henrych公式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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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为爆心到端盖中心的垂直距离，ｍ；Q为 TNT 质量，kg；Ｚ为比例距离， 3

1

k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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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m/ ，P+＝4.79 MPa，Pm＝37.7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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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1为等效作用时间，s；h为引爆点到端盖的距离，m；Q0为单位质量爆热，TNT 的 Q0

值为 4860874.8 J/kg；η为经验系数 0.5；为材料密度，kg/m3；E为材料的弹性模量，MPa。
根据公式计算可得：t1=0.02×10-3 s，T=0.126×10-3 s，Cd=0.21，δ=2 mm。

表１所示为早期苏联科学院[7]设计的防爆容器的部分尺寸，本设计实际模型尺寸接近第１行数

据中按比例缩减至 10%后的值。以第１行数据的 10%计算δ=4.5 mm 为上限值，以计算厚度δ=2 mm
为下限值，在上下值间每隔 0.5 mm取厚度值，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不同壁厚的端盖进行初步静态

力分析，选取位移和应力值合适的端盖壁厚来进行更为精准的动态力分析[8]。
表 1 不同规格防爆容器设计的部分参数

Table 1 Partial design parameters of explosion-proof containers
内径/mm

Internal diameter
厚度/mm
Thickness

TNT质量/kg
TNT quality

1284 45 3.5
3490 36 16
3850 45 24
16000 36 115

2 有限元分析

2.1 静态力学分析

2.1.1 模型建立 建立阀门执行器端盖三位模型如图 2所示。按照表２在前处理中输入材料属性。
表 2 材料属性

Table 2 Material properties
材料名称
Material

密度/kg/m3

Density
泊松比

Poisson's ratio
弹性模量/MPa

Elasticity modulus
抗拉强度/MPa
Tensile strength

铝 2770 0.33 70×103 255
执行器端盖接触面添加固定约束，如图 3所示；爆炸极限工况下阀门执行器端盖最大要承受 2.5

MPa的压强， 因此端盖内表面加载荷 2.5 Mpa，载荷设置如图 4所示，受力内表面如图 5所示；采

用直接建立单元模型的网格直接生成法，最终得到有限元模型含有 31790 个节点，16573个网格单



第 4期 王 敏等:阀门执行器端盖设计及有限元分析 ·751·

元，对网格质量进行检查，纵横比合适[9]。

2.1.2 静态分析结果 由表３可知，端盖壁厚在 2~2.5 mm 之间的应力和位移较 3~4.5 mm之间变化值

大，说明端盖受到压力的影响在壁厚达到一定值后逐渐减小。当端盖厚度在 2~2.5 mm 之间时,端盖

的数值计算最大应力值大于材料的抗拉强度 255 MPa，不满足要求，不能其作为设计厚度。选取δ=3
mm，σmas近似于 0.7 σs，在满足力学性能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了质量轻量化。

表 3 不同壁厚端盖应力和位移最大值
Table 3 Maximum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of end cover with different wall thickness

参数
Parameter

中心处应力/MPa
Stress at center

拐角处应力/MPa
Stress at corner

位移/m
Displacement

δ=2 mm 227 364 296.48
δ=2.5 mm 141 278 254.71
δ=3 mm 99 189 196.27
δ=3.5 mm 81 169 185.71
δ=4 mm 70 141 178.67
δ=4.5 mm 61 125 169.91

根据图 6仿真结果，阀门执行器端盖在承受内压时，有两部位有应力集中现象，其一是中心部

位，另一处是边缘拐角处。端盖中心部位的应力分布区间为 21.111~99.771 MPa；由于边缘拐角处有

较大的向外的撕裂应力，形成了应力集中，应力分布区间为 64.125~189.91 MPa。如图 7所示，端盖

最大位移在中心部位为 196.27 µm，小于端盖和阀体的配合预留量 1 mm，位移值沿着中心向边缘逐

渐减小。对边缘拐角和端盖中心两处危险点进行动态力学分析，为后续设计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2.2 动态力分析

2.2.1 建模 利用 Dyna 对容器内爆炸情况进行动态模拟，重点观边缘拐角和测端盖中心处的动态响

应。端盖和炸药结构均设置为柱形，呈轴对称分布，如图 8所示。分别建立端盖、炸药和空气模型，

在模型对称面施加对称约束，并进行网格划分[10]。为节约计算时间，取模型的 1/4进行计算。

2.2.2 材料模型和状态方程确定 炸药采用MAT_HIGHEXPLOSIVE_BURN 材料模型和 JWL状态方

程描述炸药做功[11]，其表达式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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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B、R1、R2和ω为输入参数；E0为爆轰产物的比内能；Ｖ为爆速，相关参数见表 4。
表 4 TNT炸药参数

Table 4 Parameters of TNT explosive
A/MPa Ｂ/MPa R1 R2 ω Ｖ/m/s E0/MPa
250 2.2 4.15 0.90 0.35 6.935 8000

空气采用MAT_NULL材料模型和 EOS_LINEAR_POLYNOMIAL 多项式方程描述理想气体，其

一般形式为：P=(γ-1)e0 (12)
式中，γ为气体的比热；e0为单位质量内能；为气体密度，相关参数如表 5所示。

表 5 空气参数
Table 5 Parameters of air

γ e0/ J/kg / kg/m3

1.4 0.2533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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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铝阀体和端盖采用MAT_ELSTIC各向同性材料模型。材料性能参数如表 6所示。
表 6 铸铝阀体和端盖材料参数

Table 6 Parameters of Cast Aluminum valve and end cover
EX/1011Pa PRXY ρ/kg/m3 /MPa

2.1 0.33 2770 255
2.2.3 动态分析结果 数值计算结果如图９所示，端盖中心的应力最大值发生在在 1.2 ms附近，约为

240 MPa,分别在 1.6 ms和 2.4 ms时出现 2 次波峰，约为 220 MPa，均低于材料抗拉强度。随着时间

推移，应力振动幅度逐渐下降且趋于稳定，由于容器内部静压力作用，4 ms后应力波振荡稳定却没

有迅速消失。

端盖边缘拐角处应力变化如图 10所示。这是由于炸药引爆后冲击波发生端盖中心处，随即向外

传播，在遇到壁面时发生反射形成反射波，而执行器端盖内长径比接近 1:1，反射波沿着轴向和纵向

几乎同时传播至端盖边缘拐角处，引爆中心的冲击波也在向该处传播，三波集中，因此边缘拐角处

平均应力值略高于中心处。

由端盖位移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可见在模拟爆炸冲击时，端盖中心部位产生初始径向最大位移

190 µm左右，与静态模拟结果一致，随后曲线呈振动态势，偏移量随时间逐渐减小，最终为 60 µm
左右，没有回到位移零点，说明端盖产生了一定塑性变形，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发生(图 11)。

选择合适的端盖厚度后经过静态以及动态力学分析满足设计要求后进行了实物加工(图 12)。

3 结 论

1）隔爆型阀门执行器在爆炸极限工况下使用时，容器内产生的压力会使端盖产生变形，造成端

盖的结构应力和变形分布不均，影响变形量的主要因素是端盖厚度。通过公式计算和经验数据缩比

对端盖厚度取 2 mm 下极限值和 4.5 mm上极限值的理论值区间；

2）利用有限元对理论值区间内的不同壁厚端盖进行静态受力分析，在满足力学性能的前提下尽

量满足轻量化，选取 3 mm作为设计厚度；

3）为更好地验证设计的合理性，对整个端盖进行动态力学模拟表明，最大应力值小于端盖材料

的抗拉强度 255 MPa，端盖最大位移量小于 1 mm，变化范围较小，设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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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单车空气净化装置设计
贾丽斯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5
摘 要: 针对空气导管长期暴露在外部，管路较为零乱且易老化，管道内部会进入大量灰尘细菌，失去了空气净化器

原本的空气净化效果的问题。设计了一种电动单车空气净化装置,该装置包括净化机、进气口、出气口、空气导管、

面罩及导管的收纳装置等。该装置通过采用带有电机的收纳装置，利用开关控制电机对空气导管进行收纳，解决了

现有技术在空气导管不使用的情况下，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导管收纳问题，避免了空气导管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解决的空气导管零乱、长时间风吹日晒的老化问题。

关键词: 电动单车; 空气净化

中图法分类号: C18TP17TP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53-03

Design for the Air Purification Device of Electric Bicycle
JIA Li-si
Xingji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5, China
Abstract: The air duct is exposed to the outside for a long time, the pipeline is messy and easy to age, and a lot of dust and
bacteria will enter the inside of the pipeline, which will lose the original air purification effect of the air purifier. An air
purification device for electric bicycle is designed, which includes a purification machine, an air inlet, an air outlet, an air
duct, a mask and a storage device for the duct. The device with a motor through the use of receiving device, using the switch
control motor to receive air duct, solves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air duct is not used, long exposure
to external, line more cluttered and easy ageing, pipeline internal will enter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such as dust, bacteria,
had lost the air purifier air purification effect.
Keywords: Electric bicycle; air purification

目前，在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下，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成为人们出行的代步工具[1]。随着

国内大中城市空气质量严重下降[2,3]，人们出行都带着口罩对呼吸的空气进行过滤，但由于 PM2.5粒
径极小，现有的防护装置[4-12]只能针对空气中多种污染物质中的某一种有害物质进行过滤去除，无法

做到对其中的多种有害物质进行联合有效去除。

现有技术中，中国专利 CN204170308U公开了一种电动车用便携式空气净化器[13,14]，包括净化

器本体、空气导管和呼吸面罩；净化器本体包括机壳、空气净化装置、充电装置和锂电池，空气净

化装置、充电装置和锂电池设于机壳内，充电装置输入端设有充电接口，充电装置输出端与锂电池

输入端电连接，锂电池输出端与空气净化装置电连接；机壳上设有进气口和出气口，空气导管一端

与出气口连接，另一端与呼吸面罩连通，在固定使用时空气净化装置由电动车电源供电，在移动使

用时空气净化装置由锂电池供电；空气净化装置工作时，将外部空气通过进气口吸入并净化后沿出

气口排入空气导管，然后导入呼吸面罩内，为骑车人提供洁净空气。目前，由于需要较长的空气导

管才能连接空气净化器的出气口与驾驶员的面部[15]，在不使用的情况下，空气导管长期暴露在外部，

管路较为零乱且易老化，管道内部会进入大量灰尘细菌，失去了空气净化器原本的空气净化效果。

1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装置总体构造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装置（以下简称装置）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主要由前挡板、净化机、空气

导管、面罩、导管收纳装置组成。该装置工作原理为：空气导管布管时，将伸缩管回缩后再进行空

气导管的缠绕；使用时，拉动空气导管，带动活动圆柱体转动，带动伸缩管沿着刚性管内壁拉伸；

当用户下车时，按下开关，使电源、电机和开关形成导电回路，转子带动齿轮转动，齿轮带动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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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从而使得活动圆柱体转动，伸缩管沿着刚性管内壁回收，从而回收空气导管和面罩，完成收

纳工作。这里卡位结构的作用是防止活动圆柱体在壳体内部的水平方向运动。

2 主要部件设计

2.1 前挡板结构设计

安装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前挡板结构见图 2所示，主要包括进气口、出气口、空气导管、面

罩、前挡板的开关。如图 1至图 2所示电动单车前挡板内部的车载空气净化器通过与电动单车的电

源电连接，包括净化机、进气口、出气口、空气导管、面罩和收纳装置。收纳装置通过与车载空气

净化器的出气口端通过刚性管连接。空气导管一端在刚性管内部与出气口可拆卸连接，另一端与面

罩可拆卸连接。通过收纳装置避免空气导管零乱、老化的问题。

2.2 收纳装置设计

如图 3至图 4所示收纳装置包括正方体的壳体，穿过壳体上底面和前挡板的开关，分别设置在

壳体内部的电机、与电机转子固定连接的齿轮、与电机转子同轴的活动圆柱体。活动圆柱体内部设

有与齿轮相配合的齿盘，齿盘与活动圆柱体固定连接，壳体下底面固定连接有与活动圆柱体内环触

接的卡位结构。在电机工作的情况下，转子带动齿轮转动，齿轮带动齿盘转动，从而使得活动圆柱

体转动。其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将卡位结构设计为圆柱形结构，且与壳体下底面垂直焊接。卡位结构

的作用是防止活动圆柱体在壳体内部沿着壳体下底面方向的运动。

如图 3所示电机的定子通过钢筋与壳体上底面固定连接，电机的一端导电端子与电动单车的电

源正极通过导线连接，另一端导电端子与开关的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的另一端与电动单车的电

源负极通过导线连接，使电源、电机和开关形成导电回路，通过开关控制电机是否工作。

如图 1至图 3所示空气导管穿过壳体相对的两个侧面，在壳体与活动圆柱体形成的空间内顺时

针缠绕活动圆柱体外环。位于刚性管内部的空气导管为伸缩管，伸缩管拉伸后的长度小于刚性管的

长度。伸缩管为沿管径方向折叠和拉伸的导管，空气导管布管时，将伸缩管回缩后再进行空气导管

图 2 安装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前挡板结构图
Fig.2 Structure diagram of front baffle for
installing air purifier of electric bicycle

1-电动单车；11-前挡板；22-出气口；23-空气导管；231-伸缩管；

24-面罩；3-收纳装置；31-壳体；4-刚性管；5-开关

图 1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装置总体结构图
Fig.1 The structure of air purification

device of electric bicycle
2-车载空气净化器；21-净化机；22-出气口；23-空气导管；231-
伸缩管；24-面罩；31-壳体；311-下底面；32-活动圆柱体；321-

齿盘；33-卡位结构；4-刚性管；61-转子；63-齿轮

图 3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收纳装置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torage device of air

purifier for electric bicycle
23-空气导管；31-壳体；311-下底面；312-上底面；32-活动圆柱体；

321-齿盘；33-卡位结构；5-开关；6-电机；61-转子；62-定子；7-钢筋

图 4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壳体下底面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hell bottom
surface of the air purifier of electric bicycle
311-下底面；32-活动圆柱体；321-齿盘；33-卡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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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缠绕，能够保证面罩端空气导管拉伸时，伸缩管有一定的拉伸长度，停止使用时电机的转动给伸

缩管沿管径方向的压力，刚性管抑制伸缩管向管径以外的方向运动，完成伸缩管的回收。

当使用空气净化器时，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拉动面罩带动活动圆柱体转动，直至理想位置。当

停止使用时，按下开关，开关处于开启状态，电源、电机和开关形成导电回路，电机转子带动齿轮

转动，齿轮带动齿盘转动，从而使得活动圆柱体转动，完成空气导管的回收。

2.3 导电线路设计

其进一步的设计方案如图 5至图 6 所示，开关为按钮，按钮与电机的定子之间设有复位弹簧，

按钮与电机的定子相邻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金属棒。金属棒的一端与电动单车的电源负极通过导线连

接，另一端与电机的导电端子同轴。当停止使用空气净化器时，按下按钮，金属棒与电机的导电端

子接触，使得电源、电机形成导电回路，完成空气导管的收纳。收纳完成后，松开按钮，复位弹簧

复位，使得金属棒与电机的导电端子分离，电机停止工作。

3 结 语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电动单车空气净化装置通过在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中增设空气导管的收纳

装置，方便用户收纳空气导管，在不使用的情况下保持空气导管处于封闭空间，避免导管零乱、老

化及滋生细菌；通过电机和伸缩管使空气导管在使用、回收过程中易操作、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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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开关、电机连接结构图
Fig.5 Switch and motor connection structure of air

purifier for electric bicycle
5-开关；51-金属棒；61-转子；62-定子；63-齿轮；8-复位弹簧

图 6 电动单车空气净化器的导电线路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ical circuit of

air purifier for electric bicycle
21-净化机；5-开关；6-电机；9-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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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微环境监控系统设计
张 玮,陈永志*

石家庄学院 机电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为了精准判断乘用车内微环境的空气质量，实现对车内空气环境的自动监测，本文使用 ARM7嵌入式处理器

和μC/OS-Ⅲ操作系统，以实现对环境参数的采集、分析、数据处理、存储和发送，并具有报警功能。系统控制端包

含控制端模块、传感器组模块、通信端模块、电源模块等。该设计方案明显改善了系统的综合性能，满足乘用车车

内空气环境质量的监控需求。

关键词: 乘用车; 环境监控;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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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Mini-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in a Car
ZHANGWei, CHEN Yong-zhi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micro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in passenger c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ar air environment automatic monitoring, this article used the ARM7 embedded processor and μC/OS - Ⅲ operating
system to realize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parameters, data processing,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alarm function. The system control end included the control end module, sensor group module, communication end module,
power supply module, etc. The design scheme obviously improve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and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nitoring air environment quality in passenger cars.
Keywords: Ca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esign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持续进步，人民收入日益提高，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汽

车工业也迅速发展，乘用车的普及率日渐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同时伴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得人们的用车频率增加，在车内的时间增长。汽车在

带给人们巨大方便的同时，车内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一方面，人体的舒适温度范围在

22 ℃~27 ℃之间，不适宜的温度会影响人体的舒适度进而影响驾驶员的驾驶安全。另一方面乘用车

内部空间相对密闭，车内部件释放的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尤其是儿童的健康造成很

大的危害。广州曾对 2000辆汽车进行空气质量检测，其中的 92.5%存在空气质量问题[1]。尤其是在

室外温度较高的情况下，车内的甲醛超标 10倍以上。甲醛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都有强烈的刺激，刺

激会导致支气管哮喘和免疫功能异常。甲醛会使人产生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会使人困倦，注意力

无法集中，不仅影响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还危害行驶安全[2-5]。因此车内环境的监控对人体健康和道

路行驶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车内微环境中的温度和甲醛这两个重要的环境参数设计了

智能监控系统。

1 系统整体设计

智能环境监控系统包括硬件监测部分和软件控制部分。通过模糊控制算法，解决车内微环境所

包含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无法进行精确数学模型描述从而导致控制出现变缓和迟滞的问题。

本系统使用 ARM7嵌入式处理器和μC/OS-Ⅲ操作系统。设计硬件部分以实现对环境参数的采集、分

析、对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和发送，并设有报警功能。设计软件部分来实现调度硬件部分完成各项

功能[6]。使用 LPC2210作为系统控制端，控制程序在系统环境下编写。系统包含控制端模块、传感

器组模块、通信端模块、电源模块等。系统整体结构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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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整体结构图
Fig.1 Systematic structure

2 硬件部分设计

2.1 主控单片机设计

选用 PHILIPS 公司的 ARM7 系列 LPC2210 芯片[7]。此芯片支持实时仿真和嵌入式跟踪。拥有

16 kb 的片内静态 RAM，外部总线是开放的，外部存储器可被外部存储器接口配置成 4组，每组容

量达到 16 mb，即便是对代码规模有限制的应用通过 16位 Thumb 模式将代码规模降低 40%，其性

能上的损失也非常小，因此完全可以满足μC/OS-Ⅲ的移植要求。ARM7系列 LPC2210芯片在使用时

需配备两组电源，I/O口的供电电源为 3.3 V，内核与片内的外设供电需 1.8 V的电源提供[8]。因此整

个系统设计时要采用 3.3 V电源。

2.2 系统复位电路

由于 ARM 芯片具有的高速、低功耗和低工作电压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噪声容限比较低，从而

导致了电源的纹波、时钟源的稳定性以及电源监控的可靠性等方面都容易对它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

所以在本系统中设计了复位电路，复位电路采用 CAT1025JI-30进行设计，如图 2所示，当按下复位

键 RST时，即可输出复位信号。

图 2 复位电路 图 3 SHT11接口电路
Fig.2 Reset circuit Fig.3 SHT11 interface circuit

2.3 温度传感电路

温度传感器采用 SHT11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它的内部集成了温度传感器、信号放大调理电路和

A/D 转换电路，将 COM 芯片技术和传感器技术进行了融合，是高度集成的芯片。它的测量温度的

范围为-40 ℃~+123.8 ℃，温度测量精度±0.4 ℃，响应时间低于 4 S，功耗很低，可以完全浸没。芯

片具有精准的温度总标定，标定系数以程序形式存储在 OTP 内存里。在测量过程中，会进行自动校

准，不需设计外部的模拟电路，系统集成非常便捷、高效，具有完全的互换性。很好克服了传统温

度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不好，抗干扰能力较弱、标定复杂等缺点。SHT11接口电路如图 3所示，可

提供二线数字串行接口 SCK 和 DATA,支持 CRC 传输校验，串行时钟输入线 SCK 用于微控制器与

SHT11之间的通信同步。

2.4 甲醛测试电路

甲醛传感器采用通用型电化学 ZE08-CH2O甲醛模组。该小型化模组是利用电化学原理来探测空

气中所存在的 CH2O，选择性与稳定性很好。该模块内部集成了 NTC温度传感器，可以对温度进行

补偿，能够同时输出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使用非常方便。甲醛测试模组的工作电压为 3.7 V~5.5 V，
工作温度-20 ℃~+50 ℃。量程为 0~5 ppm，分辨率≤0.01 ppm，具有灵敏度高、分辨率高、稳定性高

以及功耗低的特点。接口电路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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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ZE08-CH2O接口电路 图 5 报警电路
Fig.4 ZE08-CH2O interface circuit Fig.5 Alarm circuit

2.5 报警电路

甲醛浓度超限时发出警报的声光报警电路，采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来实现警报。芯片的 I/O端

口的输出电平的高低控制蜂鸣器是否导通。电路如图 5所示。

3 模糊控制器设计

影响车内微环境的各种因素在实际情况中具有非线性和时滞性，很难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因

此引入模糊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以温度因素为例进行说明，系统中温度模糊控

制器原理图如图 6所示。

图 6 温度模糊控制器原理图
Fig.6 Principle of temperature fuzzy controller

模糊控制器使用双输入单输出的方式，将环境温度误差e以及环境温度误差的变化量ec作为输人

变量，将u作为输出变量[9]。模糊子集为：E=EC=U={NB,NM,NS,ZE,PS,PM,PB}={负大，负中，负小，

零，正小，正中，正大}。温度误差E、温度误差变化量EC及输出变量U的论域值一致，均为：

[-3,3]={-3,-2,-1,0,1,2,3}[10]。
依据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特性，为达到消除温度偏差的目的，做出了控制规则表，如表 1所示，

规则的表现为“IF E AND EC THEN U”。
表 1 模糊控制规则表

Table 1 Fuzzy control rules

U EC
NB NM NS ZE PS PM PB

E

NB PB PB PB PB PM PS ZE
NM PB PB PM PM PS ZE ZE
NS PB PM PM PS ZE ZE NS
ZE PM PS PS ZE NS NS NM
PS PS ZE ZE NS NM NM NB
PM ZE ZE NS NM NM NB NB
PB ZE NS NM NB NB NB NB

4 系统软件部分设计

软件系统包括初始化、参数采集、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生成控制命令等。软件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7所示。

4.1 嵌入式操作系统移植

μC/OS-Ⅲ是第三代源代码开放的实时操作系统，具有

可以移植、可以固化、可以裁减、高稳定性、高效率、对

多任务支持等特点。它的内核是占先式的，总是执行就绪 图 7 主程序流程图
Fig.7 Main program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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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优先级最高的任务[11]。它可以最多管理 64 个任务，对现有的 16位和 32 位的MCU/MPU 几乎都

可支持。它的目标代码可以被裁剪到小于 2 k字节，数据 RAM空间减小到小于 4 k字节，因此它对

硬件的要求就相对较低。它提供标准的 API接口供用户使用，可以让用户对嵌入式系统内的各种资

源进行非常方便的管理。它给不同任务之间分配 CPU时间的标准是依据任务的优先级进行的。因为

采用了多任务内核运行方式，所以大大降低了软件的设计难度。

无论与处理器相关与否的代码，都被μC/OS-Ⅲ系统所包含，而μC/OS-Ⅲ的系统函数被包含在与

处理器无关的代码之中。因此，在移植过程中，只要把μC/OS-Ⅲ.C文件包含在设计的项目中，就可

以把μC/OS-Ⅲ中所有与处理器无关的代码包含到移植的代码中。

4.2 实现多传感器接入

在实现车内微环境监控系统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多传感器接入问题[12]。因为需要监控的数据不

是单一种类的，需要多种不同的传感器来提供。本系统就利用μC/OS-Ⅲ嵌入式操作系统所具有的多

任务管理的特点，将每一种传感器作为一个任务来进行管理。温度传感器和甲醛传感器分别作为

μC/OS-Ⅲ的两个任务，底层软件按照在服务器接收端的软件的要求把每次采集的所有数据打包，之

后依照定义的格式进行发送，最后再将所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处理并存放到现有的数据库或是自

动新生成的数据库中。

4.3 程序的设计调试

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要及时把串口 0和串口 1的发送与接受缓冲寄存器清空，防止出现传送

和接收数据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在程序的调试过程中，要把程序里 LPC2210串口的通讯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将传感器的波特

率设置为 9600，否则就会出现编译通过了，但是运行时却出现不了数据的情况。

5 结 论

车内微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控是改善和解决环境空气质量问题的第一步。本文介绍了系统的整体

设计、主控单片机、不同传感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控制算法等。该系统具有性能稳定，反应灵敏，

测量准确，结构紧凑，成本低廉等特点，通过使用可以有助于提高车内人员的呼吸安全和驾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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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
王小刚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工程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 为避免汽车顶部覆盖件因在网格划分过程中存在不合格单元，而造成有限元模型分析结果准确性差且耗时较

长的问题，本文探索出一种新的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高质量的网格划分和材料参

数提高汽车顶部覆盖件有限元分析模型的精准度，并通过对比实验测试其有效性。结果证明：该方法的分析结果准

确率明显高于传统方法，且分析过程耗时较短，分析效率更高。随着压边力的增大，汽车顶部覆盖件的凹痕深度不

断增加。对于同种材料，采用在一定压边力范围内较大的压边力，汽车顶部覆盖件的抗凹性越好，但当压边力过大

时，抗凹性能增加效果下降；随着载荷力的增大，汽车顶部覆盖件的关键部位的变形也越大，顶压过程中各关键结

构受最大变形量和截面力两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关键词: 汽车顶部覆盖件; 抗凹性能; 抗压性能

中图法分类号: U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60-04

Analysis on the Anti-concave and Compressive Performances of
Cover Parts on the Top of a Automobile
WANG Xiao-gang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of Yangzhou industrial Polytechnic,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void the roof covering parts due to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meshing unqualified unit, caus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analysis results in accurate and time-consuming longer problem, this paper explored a new car at the top
of the covering parts concave and compressive resistance analysis method, this method through the mesh of high quality and
the material parameter improve car top cover parts for accuracy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and through the contrast
experiments to test its valid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is method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blanking force, the depth of the indentation of the car top cover
increases. For the same material, the greater the blanking force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 blanking force is used, the better the
anti-concave property of automobile roof covering parts is, but when the blanking force is too large, the anti-concave
property increases and the effec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load force, the deformation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covering parts on the top of the vehicle is also larger.
Keywords: Covers on top of car; anti-concave performance; compression resistance performance

汽车的安全问题随着汽车的逐渐普及受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1]。在汽车工业的技

术逐渐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对汽车外形和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其中就包括汽车顶部覆盖件的

结构性能。车身顶部覆盖件是连接车身的重要部位，是汽车中最大的覆盖件，需要满足一定刚度和

强度的要求。汽车顶部覆盖件在保护乘员安全、车身结构和车外形美观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3]。

现如今，不断加重的全球自然灾害不仅对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造成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汽车

行业的发展[4]。冰雹及厚雪极容易造成汽车顶部的塌陷或变形，对汽车的美观性、安全性和乘坐舒

适性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对汽车顶部覆盖件的抗凹及抗压性能进行分析。

目前在该域，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刘瑜等在构建汽车顶部覆盖件有限元模型

的基础上，确定模型的边界条件和载荷工况，并结合典型评价准则、抗压强度标准和压溃试验标准

对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压性和抗凹性进行评价，实现对其抗凹及抗压性能的分析。但该方法构建的汽

车顶部覆盖件有限元模型的分析精准度较低，存在分析结果准确率低的问题[5]。位莉等根据汽车顶

部覆盖件的特点，分析了烘烤硬化特性、成形条件和屈服强度对汽车顶部覆盖件的影响，进而分析

汽车顶部覆盖件的抗凹性能和抗压性能[6]。虽然该方法分析结果的准确率优于文献[5]方法，但分析

过程较为复杂，耗时较长。导致分析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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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传统方法中存在的分析结果准确性差、分析过程耗时较长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汽车

顶部覆盖件抗凹性及抗压性能分析方法。

1 汽车顶部覆盖件有限元模型

1.1 有限元网格划分

在划分网络模型前，为保证满足计算效率和计算结构精度两方面的要求，需对汽车顶部覆盖件

模型做简化处理：

（1）通常情况下，车厢衬板位置和车身接头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但大部分为过渡结构，翘度较

大而与此同时，其力学性能受这种结构的影响也较大[7]。因此，在网格划分过程中，通过小尺寸的

四边形和三角形混合单元对上类结构进行拟合，减小车厢衬板和车身接头受过度结构的影响。

（2）为了安装内饰附件，一般会在车身结构设计工艺圆孔。通常情况下，车身工艺圆孔的孔径

都比较小。因此，在网格划分过程中，利用空四边形对孔径进行表示，直径较大的孔径则用八边形

或六边形表示。

网格质量描述的是网格单元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满足规范要求且有理想形状的网格有利于提高

分析精度。网格质量描述过程通常包括雅克比、单元尺寸、翘曲度和角度等参数。由于相反分析结

果易受畸形网格的影响而导致分析计算中断，因此，本研究设计的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

分析方法利用 Hyper Mesh 的卡片在网格划分过程中避免不合格单元的生成，控制网格的质量。

1.2 材料参数

应力-应变曲线是一种重要参数，其主要作用是对材料力学性能进行描述。通常利用拉伸试验在

工程中对材料对应的力学响应进行确定。

通过拉伸过程中材料发生的变形情况和施加的拉延力绘制材料对应的应力-应变曲线。假设εe代
表的是在实验过程中获取的应变工程测量值；σe代表的是材料在实验过程中对应的应力，应变工程

测量值εe和材料应力σe的计算过程如下：
0

e l
  (1)

0
e

P
A

  (2)

式中，δ代表的是位移值；l0代表的是试样的原始长度；P代表的是载荷；A0代表的是试样对应

的原始界面面积。

由于现有的大部分材料的力学弹性都满足胡克定律，因此其应变和应力之间为正向关系，杨氏

模量、弹性模量即为比例常数 E[8]，则可得到下式：σe=Eεe (3)
随着应力的变大，大多数材料对应的应变也发生变化，不满足线性比例关系，在比例极限下产

生偏离距离 l。因此，为了构建汽车顶部覆盖件材料应变和真实应变间存在的关系，通过下式预测材

料应变εnom： 0

0
n om

l l
l

 
 (4)

在公式（4）的基础上得到汽车顶部覆盖件的应变与真实应变之间的关系：ε=lin(1+εnom) (5)
假设汽车顶部覆盖件的弹性变形具有不可压缩性，对塑形变形的不可压缩性进行考虑，构建工

程应力与真实应力之间的关系：l0A0=lA (6)
式中，A代表的是汽车顶部覆盖件材料对应的当前界面面积。如果初始面积和当前面积满足公

式（7），在真实应力的定义中通过引入当前面积 A的定义可得到公式（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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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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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lF F
A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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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代表的是汽车顶部覆盖件所收到的外力。通过公式（8）获得汽车顶部覆盖件材料应变

和所受应力与真实应力之间存在的关系：σ=σnom(1+εnom) (9)
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公式（9）对汽车顶部覆盖件的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

2 有效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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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所提的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方法的整体有效性，需进行如下仿真测试。

实验环境为MATLAB平台。研究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性能及抗压性能的关键在于获取汽车顶部

覆盖件的准确位移，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构建汽车顶部覆盖件有限元模型获取。有限元模型的精准度

越高，则分析结果越准确。

为验证所提的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方法的有效性能，对不同方法分析过程的耗

时情况进行测试，得到对比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方法分析过程耗时情况对比/ms

Table 1 Comparison of time-consuming situations of different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process (Unit: ms)
迭代次数/次
Iterations

所提方法
Method in this paper

文献[5]方法
Method in reference [5]

文献[6]方法
Method in reference [6]

100 1.356 2.477 3.356
200 1.874 2.795 4.435
300 1.975 4.678 5.535
400 2.451 5.579 6.654
500 2.466 6.646 7.762

表 1可知，在实验迭代次数不断增加时，不同方法分析过程耗时均逐渐增加，但所提方法分析

过程耗时始终保持最少，证明采用所提方法进行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的效率更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方法具有分析结果准确度高、分

析过程耗时短、效率高的优势，能够有效实现对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的分析。

3 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

利用上述方法从抗凹性能和抗压性能两个角度对汽车顶部覆盖件进行分析。

3.1 抗凹性能分析

汽车顶部覆盖件的受力点经过一定载荷后会产生一定量的形变，即使卸载载荷也不能恢复原始

状态，会出现凹痕变形，凹痕深度即为凹痕变形对应的位移。

通常情况下，局部凹陷载荷 P和凹痕深度 D为线性关系，通过线性拟合可获得局部凹陷载荷 P
和凹痕深度 D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达：P=a+bD (10)

式中，a、b均为常数。

小位移抗凹刚度和大位移抗凹刚度是汽车顶部覆盖件的两个重要刚度类型：

小位移抗凹刚度：位 fp和载荷 P在抗凹试验加载初期呈线性变化，曲线斜率 K=P/fp即为小位移

抗凹刚度，描述的是矩形双曲扁壳对应的基本刚度。

大位移抗凹刚度：汽车顶部覆盖件随着载荷的增加会出现大位移凹陷挠曲，此时汽车顶部覆盖

件的几何形状的变化较为明显，大位移抗凹刚度即为此时对应的抗凹刚度[7]。

为了获得在不同生产工艺条件下的汽车顶部覆盖件对应的抗凹性能变化规律，通过不同压边力

条件对汽车顶部覆盖件进行冲压，并通过单点逐次加载的模式实现汽车顶部覆盖件的静态抗凹实验。

获得的凹痕深度和载荷数据如下：

对图 2中的数据采用 Origin软件进行曲线拟合，获得汽车顶部覆盖件在四个不同压边力条件下

对应的局部载荷-凹痕深度曲线，如图 3所示。

根据图 3得到凹痕深度和局部载荷在不同边界条件下的关系，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

图 2 不同压边界条件下同种材料对应的抗凹性能
Fig.2 Corresponding anti-concave properties of the same
material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oundary conditions

图 3 不同压力边界条件下局部载荷-凹痕深度曲线
Fig.3 Local load - dent depth curv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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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凹痕深度与局部载荷在不同压边力条件下的关系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t depth and local load under different blank holder force

材料
Material

压边力/T
Blank holder force K(N/mm) 局部载荷 P-凹痕深度 D

Local load P- dent depth D P0.1-5T

B170P1

5 130 P5T=130D5T+90 103.0 N
10 140 P10T=140D10T+90.1 104.1 N
20 150 P20T=150D20T+88.9 103.5 N
30 172.2 P30T=172.2D30T+90.77 107.99 N

分析表 2中的数据可知，抗凹阻率和抗凹力随着压边力的增大不断增大，表明在一定压边力范

围内对于同种材料，采用较大的压边力汽车顶部覆盖件的抗凹性越好。但试件的厚度也随着压边力

的增大而变薄，同时会降低汽车顶部覆盖件的静态抗凹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利用压边力对汽车

顶部覆盖件的抗凹性能进行改善时，不能使其过大，当压边力过大时汽车顶部覆盖件的抗凹性能增

加效果会降低。

3.2 抗压性能分析

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压性能测试在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完成，设备为抗压强度试验机。

在汽车大梁下部、门槛以及汽车外围施加 Z方向上的约束，每侧设置三处，一共存在六处。在

汽车的右侧布置护板，并施加 Y方向上的约束，汽车两端都固定有铁链，对其施加 X方向上的约束。

为了进一步研究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压性能，获取汽车顶部覆盖件各关键结构在顶压初期的最大

变形量以及所受截面力。汽车的顶盖横梁、A柱和 B柱为主要承载结构，得到的最大变形量和所受

截面力分别如图 4和图 5所示。

由图 4和图 5可知，随着载荷力的增大，汽车的顶盖横梁、A柱和 B柱都出现了明显变形，其

中折弯变形最严重的是 B柱。汽车顶部覆盖件的顶盖横梁、A柱和 B柱主要承载结构在定压工况下

发生变化，汽车顶部覆盖件支撑结构 B柱的折弯变形较为严重。综上所述，在顶压过程中各关键结

构受最大变形量和截面力两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4 结 语

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性能描述的是在承受一定外载荷时汽车顶部覆盖件抵抗变形或凹陷

挠曲保持形状的能力，分析其抗凹及抗压性能对提高汽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汽车顶部覆盖件

抗凹及抗压性能分析方法存在分析准确率低的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及抗压

性能分析方法，通过构建精准的汽车顶部覆盖件有限元模型，准确的分析汽车顶部覆盖件抗凹性能

及抗压性能，提高了汽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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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汽车顶部覆盖件各关键部位的截面力
Fig.4 The cross section force of the key parts

on the car top cover parts

图 5 汽车顶部覆盖件各关键部位的最大变形量
Fig.5 The maximum deformation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car top cover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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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对汽车刹车片用陶瓷摩擦材料性能的影响
谢茂青 1,2,王雷刚 1*

1. 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13
2. 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1101

摘 要: 设计研发安全环保和高性能的汽车刹车用摩擦材料是当前的研究重点。本文以碳纳米管作为增强剂制备了汽

车刹车片用陶瓷摩擦材料，分析了碳纳米管含量对摩擦材料的微观结构、力学性能和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利用扫

描电子显微镜对摩擦材料的磨损前后微观形貌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表明：碳纳米管能够显著增强材料间的黏合作

用，随着含量增加（15%以内），摩擦材料的抗压和抗剪切强度提高；材料摩擦因子和磨损率小且稳定，热稳定性好，

350 °C下无明显热衰退，但是当碳纳米管含量继续增加（>15%），材料的综合性能会衰减。

关键词: 碳纳米管; 刹车片; 陶瓷; 摩擦材料; 力学性能

中图法分类号: U46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64-03

Effects of Carbon Nanotubes on the Friction Property of Ceramic
Brake as Auto Motive Braking Pads
XIE Mao-qing1,2, WANG Lei-gang1*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2. Zhejiang Tieliu Clutch Co., Ltd, Hangzhou 311101, China
Abstra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eramic brakes with safet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high performance for auto motives
ar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Carbon nanotubes were used as boosters to prepare ceramic brakes for auto motives. The effects of the
content of carbon nanotubes on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wear rate of the friction materials were investigated.
Microstructures before and after wear testing were observed by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rbon nanotubes can dramatically enhance the material cohesion. With increasing their content (<15%), the compressive
and shear strength of the friction material increased, together with the low and stabl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wearing rate. The friction
material exhibited excellent thermal stability, and negligible thermal decay under 350 °C. However, further increase in content of carbon
nanotubeswill decay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frictionmaterial.
Keywords: Carbon nanotube; brake pad; ceramic; friction material; mechanical property

近年来，汽车制造逐步向安全环保、高速高寿命方向发展，这对汽车制动系统的综合性能和刹

车片材料的高温稳定性及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作为摩擦传动制动系统的重要材料，摩擦材

料需要具备较高的抗压强度、较大的摩擦系数、较低的磨损率以及优异的稳定性等[2]。与传统的有

机摩擦材料相比，陶瓷材料在寿命、环境及稳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从而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3]。

陶瓷刹车片通常由基体材料、摩擦改进剂、增强材料和填料组成。作为摩擦材料的骨架，增强

材料对刹车片的机械强度和力学性能起着关键作用[4]。广泛使用的石棉增强材料具有一定的致癌性，

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容易危害人体健康和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寻找可替代石棉的增强材料来研制

出安全环保和高性能的汽车刹车用摩擦材料是当前的研究重点。

碳纳米管是由 sp2杂化的碳原子键合而成的一维管状碳纳米结构，具有很高的比表面积（理论值

为 1315 m2 g-1）和非常出色的热学、力学性能，其热导率为 3500 Wm-1 K-1，杨氏模量为 1 TPa，拉

伸强度达到了 300 GPa[5]。本文采用碳纳米管作为增强材料，通过调节碳纳米管含量获得了不同的新

型陶瓷摩擦材料。探究了碳纳米管含量对摩擦材料的物理、力学和磨损性能的影响，旨在为设计开

发出高性能的新型陶瓷摩擦材料提供实验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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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来源

无机粘结剂，酚醛树脂，湖北武汉福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多壁碳纳米管，直径为 15~30 nm，长

度为 10~30 μm，江苏南京先丰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硅酸铝陶瓷纤维，直径 3~5 μm，长度 2~5 mm
左右，山东热盾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工业级石墨，硫酸钙、三氧化二铝、萤石粉、硅藻土、碳酸钙，

粒度 150~200目，市购。

1.2 材料的处理

以碳纳米管为增强材料的新型陶瓷摩擦材料采用模压成型工艺制备。简单来说，将各种原材料

进行充分混合并搅拌均匀，然后采用干法工艺热压成型，温度为 160 °C，压强为 50 MPa，热压时间

为 5 min/mm。接着在 80~200 °C温度范围内进行热处理，经磨削之后得到实验用样品。实验制备的

不同样品的原材料配方如表 1所示。
表 1 汽车刹车片摩擦材料配方(%)

Table 1 Composition of friction materials (%) for auto motive braking pads
样品
Sample

酚醛树脂
Phenolic resin

基体材料
Base material

碳纳米管
Carbon nanotube

其它
Others

1 15 15 0 70
2 15 15 5 65
3 15 15 10 60
4 15 15 15 55
5 15 15 20 50
6 15 15 25 45

1.3 实验方法

摩擦材料的微观形貌和磨损形貌采用 Hitachi S480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参照

“GB/T1041-2008”和“QC/T473-1999”，摩擦材料的抗压和抗剪切强度通过WDW-50型电子万能试验

机进行测试。参照“GB/T5763-2008”，摩擦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采用 XD-MSM 型定速摩擦试验机进

行测试。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理和力学性能测试

2.1.1 碳纳米管含量对抗压和抗剪切强度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当碳纳米管含量为 15%时，摩擦材料

的抗压和抗剪切强度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223 MPa 和 11.6 MPa。从总体上看，随着碳纳米管含量的

增加，摩擦材料的抗压和抗剪切强度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规律：均是先增加后降低。当碳纳米管含量

低于 15%时，碳纳米管可以和其他材料紧密结合，增强效果越来越明显，摩擦材料的抗压强度和抗

剪切强度均得以提升。当碳纳米管含量进一步增加（高于 15%），黏结剂的含量相对不足，会弱化各

组分之间的作用力。此外，过多的碳纳米管自身会发生团聚，也会降低增强效果。

图 1 碳纳米管含量对摩擦材料抗压强度和抗剪切强度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CNT content on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shearing strength of friction materials

2.1.2 摩擦材料表面形貌 图 3是碳纳米管含量分别为 0和 15%时，所制得的摩擦材料断面高倍 SEM
照片。由图 3a可知，基体材料和各种填料呈现微米级颗粒，尺寸均匀，在酚醛树脂的作用下团聚在

一起。从 3b中可以观察到碳纳米管均匀覆盖在颗粒表面，两者通过界面作用力紧密结合，碳纳米管

的增强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使摩擦材料的抗压强度和抗剪切强度得到提高。



·766·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1卷

图 2 碳纳米管含量分别为 0（a）和 15%（b）的摩擦材料的 SEM照片
Fig.2 SEM images of friction materials with CNT content of 0 (a) and 15% （b）

2.2 摩擦磨损性能测试

2.2.1 碳纳米管含量对摩擦因子的影响 由图 3a可知，不含碳纳米管时，摩擦因子在 150 ℃之前上升，

经历 200 ℃的降低后显著增加，温度达到 300 ℃再次下降。这是因为 300 ℃后摩擦材料开始出现热

衰退，热稳定性降低，材料间的增强效果下降，磨损加剧，从而致使摩擦材料的摩擦因子降低[6]。

与之相比，碳纳米管含量为 15%的摩擦材料的摩擦因子在温度升高过程中表现得很稳定，一直波动

在 0.33~0.40之间，这有利于提升刹车片在汽车制动时的车辆稳定性，避免因为摩擦因子的急剧波动

带来的车圈抱死或者刹不住车的后果。然而，继续增加碳纳米管的含量至 25%，摩擦材料在升温到

250 ℃的过程中摩擦因子上涨幅度特别高，随后又出现下降趋势，这归因于过多的碳管由于自身团

聚而减弱增强作用，高温下摩擦层随之被破坏，磨损程度严重。

图 3 不同摩擦材料的摩擦因数（ａ）和磨损率（ｂ）
Fig.3 Friction coefficient (a) and wearing rate (b) of different friction materials

2.2.1 碳纳米管含量对磨损率的影响 图 3b是碳纳米管含量与摩擦材料磨损率的关系曲线。和摩擦因

子类似，碳纳米管含量为 15%时，摩擦材料磨损率最为稳定，在 100~300 ℃时一直保持在

0.14~0.18×10-1 cm-3 N-1 m-1之间，在 300 ℃后小幅度升高，表明材料没有出现明显的磨损和热衰退。

相比之下，另外两个对照样品磨损率更高，并且在温度超过 200 ℃就出现显著增大，说明热稳定性

急剧下降。

2.3 磨损表面形貌

图 4a是不加碳纳米管的陶瓷基摩擦材料的断面 SEM 照片，可以观察到裸露的基体材料、填料

以及孔洞结构，这主要是因为酚醛树脂的黏结作用不够强。与之相对比的是碳纳米管含量为 15%的

摩擦材料的断面 SEM照片（图 4b），各种材料紧密结合，结构紧实，没有看到明显的孔洞，这主要

是由于碳纳米管的增强作用得以凸显，能够和基体材料、填料作用在一起。通过调整摩擦材料的内

部结构来提升整体的物理、力学和摩擦磨损性能。

图 4 断面 SEM照片
Fig.4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磨损前：碳管含量 0（a）和 15%（b）;磨损后：碳管含量 0（c）和 15%（d）
Carbon tube content of 0 (a) and 15% (b) before abrasion; Carbon tube content of 0 (c) and 15% (d) after abrasion

(下转第 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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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干扰观测器的四旋翼飞行器鲁棒 SDRE姿态控制
肖祖铭,郭 瞻

景德镇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 要: 姿态控制是四旋翼飞行器自主飞行控制的关键技术。本文通过建立四旋翼飞行器完整的姿态运动非线性模

型。考虑其非线性、强耦合、欠驱动等特点，利用状态相关黎卡提方程（SDRE）控制方法，设计飞行器姿态最优控

制律。针对飞行器建模误差、外部干扰以及内部参数扰动等不确定干扰，设计非线性干扰观测器对不确定干扰的估

计。然后根据干扰观测器输出进行干扰补偿，实现鲁棒 SDRE 姿态控制，保证闭环系统在干扰情况下的稳定性。最

后，将提出的控制律应用于四旋翼飞行器，仿真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四旋翼飞行器; 鲁棒; 姿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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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 SDRE Attitude Control for Quadrotor Based on Interference
Observer
XIAO Zu-ming, GUO Zhan
Jingdezhen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000, China
Abstract: Attitude control serves as the key technology for autonomous flight control of quadrotor. In this paper, a complete
nonlinear model of attitude motion of a quadrotor is developed. Considering its nonlinear system, strong coupling, and
underactuation, optimal attitude control law of aircraft is designed by the state-dependent Ricardian equation (SDRE) control
method. As to uncertain disturbances such as aircraft modeling errors, external disturbances, and internal parameter
perturbations, nonlinear disturbance observer’s estimation of uncertain disturbances is designed. Then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is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utput of the disturbance observer to achieve robust SDRE attitude control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closed-loop system in the case of disturbance. Finally, the proposed control law is applied to the
quadrotor,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verify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Keywords: Quadrotor; Robust; attitude control

近年来，四旋翼飞行器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机械结构简单、机动性能好等诸多优点，被广

泛引用于航拍、实时监控、地形勘探、救灾救援、军事侦察等任务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姿态控制，作为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的关键技术，直接影响飞行器能否顺利完成各类任务而被重视。

本文通过 SDRE控制与干扰观测器的结合，设计基于干扰观测器的鲁棒 SDRE控制律，实现对四旋

翼飞行器的姿态控制，不仅能够保证飞行器性能指标的最优特性，而且具有较强的鲁棒特性。

1 系统建模

四旋翼飞行器是一个具有六自由度、四个输入的欠饱和系统。建立准确的四旋翼飞行器数学模

型比较复杂。由于本文主要研究飞行器的姿态运动控制，故只建立其姿态动力学模型。

首先我们建立两个坐标系：惯性坐标系(xe,ye,ze)和机体坐标系(xb,yb,zb)，如下图 1 所示。四旋翼

飞行器通过三个姿态角来控制飞行器的方向，即=(,θ,)T，其中表示飞行器的滚转角，θ是俯仰角，

是偏航角，根据欧拉-拉格朗日建模原理，建立四旋翼飞行器姿态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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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是飞行器三轴转动惯量，表示为 I=diag(Ix,Iy,Iz)，JR是转子转动惯量。wi,i=1,2,3,4表示飞行

器转子转速，M表示施加在飞行器各机体轴合力矩。由于四旋翼飞行器旋翼面积和转动惯量较小，

且低速飞行，陀螺效应和阻力力矩小到忽略不计，故飞行器所受外力矩简化为：M=MR+Md+Δ (2)

式中，Δ=MG+MD表示系统未建模项。升力产生的力矩 MR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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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表示飞行器阻力系数，b表示升力系数，l表示电机轴心到飞行器质心的距离。四旋翼

飞行器姿态控制输入为：u1=b(w24-w22)，u2=b(w23-w21)，u3=d(w22+w24-w23-w21)，wd=w2+w4-w1-w3 (4)
由以上公式可得四旋翼飞行器完整的姿态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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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姿态控制律设计

四旋翼飞行器姿态控制器如图 2 所示，该控制器由标称控制器和干扰补偿控制器组成。控制律

形式如下 u=us+ud (6)
其中，us表示基于 SDRE方法设计的标称控制器，ud表示基于干扰观测器的干扰补偿控制器。

图 1 四旋翼飞行器的结构及其坐标系 图 2 四旋翼姿态控制器
Fig.1 The structure and coordinate system of quadcopter Fig.2 Attitude controller of quadrotor

2.1 SDRE控制器设计

首先考虑四旋翼飞行器在无任何干扰情况下的姿态控制，即 d(t)=0。在此种情况下，飞行器动

力学模型表示为 uxgxfx )()(  (7)
SDRE 控制方法是通过线性二次调节器（LQR）以及对非线性系统的分解来表述的。为了得到

SDRE控制的解析解，对式(7)做如下变形 uxBxxAx )()(  (8)
其中，矩阵 )(),( xBxA 均与系统当前状态相关，显然矩阵 )(),( xBxA 的选取不唯一，但必须保证

系统可控，即矩阵  )()(,),()(),( 1 xBxAxBxAxB n 逐点可控。定义状态相关性能指标函数：

 



0

)()( dtuxRuxxQxJ TT 。其中，权重矩阵 0)()(,0)()(  xRxRxQxQ TT ，矩阵 )(xQ 和 )( xR 均

与状态相关，其参数选择比较灵活。

根据最优控制理论，定义 Hamiltonian函数为 ))()(()()( uxBxxAuxRuxxQxH TTT   (9)
易得，最优控制解 xxPxBxRu T

s )()()(1 (10)
其中，矩阵 )(xP 满足方程 0)()()()()()()()()()( 1   xQxPxBxRxBxPxAxPxPxA TT (11)
上述 SDRE控制律的设计是基于标称模型，然而，标称模型与实际系统模型间是有差异的。本

文将二者的差异对系统的影响作为等效干扰的作用，它包括飞行器建模误差、外部干扰以及内部参

数扰动等不确定干扰。下面基于干扰观测器，设计鲁棒控制律，使其产生的鲁棒补偿信号能够有效

抑制等效干扰的对闭环系统的影响。

2.2 干扰观测器的设计

为了补偿飞行器未知干扰的影响，首先，设计一个干扰观测器，实现对未知干扰的实时在线估计。

本文设计的干扰观测器如下所示：
))()()(())()()(()()(ˆ

)()()(ˆ

00

0

uxgxfxqxptdxgxqtd

xptdtd



 (12)

)()()()()()())()()(()()()()(ˆ texgxqtdxgxqtptdxgxqxptdtd d 00  (13)

干扰估计误差为 )(ˆ)()( tdtdted  (14)
干扰误差动态方程可表示为 )()()()()(ˆ)()( tdtexgxqtdtdte dd

  (15)
为了保证干扰观测器的稳定性，选取李雅普诺夫函数为求一阶导数，可得

)()()()()()()( tetdtexgxqteteV dddd
  2 (16)



第 4期 肖祖铭等:基于干扰观测器的四旋翼飞行器鲁棒 SDRE姿态控制 ·769·

其中， )(ˆ td 是对未知干扰 )(td 的估计值， )(xp 是需要设计的非线性函数，使之满足
T

x
xpxq 












)()(

由式(16)可知，当 )()(
)(

xgxq
dte d  时，能够保证 0V ，干扰观测器能够实时估计系统未知干扰，即

)(ˆ)( tdtd  。本文设计的四旋翼飞行器姿态鲁棒控制律为 )(ˆ)()()(1 tdxxPxBxRuuu T
ds   (17)

3 仿真验证

针对式(5)中四旋翼飞行器姿态动力学模型。选取系统状态变量
Tx ),,,,,(   ，控制输入

Tuuuu ),,( 321 ，四旋翼姿态模型如式（18）所示，系数 323262161 ,, IxaIxaIxa  ,系数 321 ,, bbb 如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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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E控制律设计参数如下： ),,1,,1,,1()( 221 aaadiagxQ  ),,()( 321 rrrdiagxR 

非线性函数  Txxxxp 0,0,)( 642  ，则函数

















100000
001000
000010

)(xq ，保证了 0)()( xgxq 。

将上述设计的鲁棒最优控制律应用于四旋翼飞行器姿态控制，然后进行仿真，仿真过程中，四旋

翼飞行器结构参数如下：
2323 1080181085642250 mkg.,mkg.m,.  

zyx IIIl ，等效干扰可表述为

 Ttdtd 0,0),()( 1 ，其中








10,2
100,2)sin(2

)(1 t
tt

td 。

仿真结果如下：图 3给出了四旋翼飞行器在未知干扰影响下，姿态角响应轨迹，表明本文所设

计的鲁棒最优控制律能够有效地抑制干扰，从而保证闭环系统的稳定性。图 4和图 5表明了本文所

设计的干扰观测器能够实时高效地估计系统的未知干扰，从而保证鲁最优棒控制律的有效性。

图 3 姿态角响应曲线 图 4 干扰估计响应曲线 图 5 干扰估计误差
Fig.3 Response curve of attitude angle Fig.4 Response curve of disturbance estimation Fig.5 disturbance estimation error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给的干扰在 t>10 s时，属于常值干扰，这必然会影响飞行器飞行品质，

甚至破坏系统的稳定性。但在本文设计的鲁棒最优控制律作用下，系统依然能够保持很好的稳定性，
充分说明了该控制律的有效性以及该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4 结 论

本文首先建立了四旋翼飞行器的姿态运动模型。针对飞行器标称模型，利用 SDRE控制方法设
计标称控制律；考虑未知干扰的影响，通过干扰观测器的设计，提出了干扰补偿控制律。最后，将
设计的基于干扰观测器的鲁棒 SDRE控制律成功应用于四旋翼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并取得了理想结

果。但本文所考虑的未知干扰是基于匹配条件的，今后将着重于干扰不匹配条件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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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缺陷的联合检测与状态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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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红外热成像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缺陷检测中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造成检验结果不准确问题，本文采

用红外热成像、阻性电流和全电流联合检测技术对避雷器进行缺陷测试，并通过停电实验解体诊断进行验证。结果

表明：采用联合检测技术能有效提高避雷器缺陷检测精度，测试结果与停电实验解体诊断一致。在变电器巡检中，

有针对性地对变电器相同部位温差超过 1 ℃的金属氧化物进行泄露电流检测，有利于提高缺陷检出率和巡检效率。

关键词: 避雷器; 缺陷检测; 巡检

中图法分类号: TM8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20)04-0770-04

The Combined Detection for a Defect of Metal Oxide Arrester and
Overhaul
QIANYe-niu1, WANGZhi-yong1, FENGYang1, SUNYong-wen2, SUNXiao-hu2
1. State Grid Beijing Electric Power Company, Beijing 100031, China
2. Beijing Crehoi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161,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inaccurate test results caused by the vulnerability of traditional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defect detection of metal oxide arrester, this paper adopted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resistance current and full current combined detec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the defect test for the arrester, and verified the
disassembly diagnosis through the blackout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ed detection technology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tection accuracy of arrester defects, and the obtained test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disassembly diagnosis in the blackout experiment. In practical transformer inspection, leakage current detection of metal
oxides with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ver 1 ℃ in the same part of transformer was beneficial to improve defect detection rate
and inspection efficiency.
Keywords:Arrester; defect detection; routing inspection

避雷器作为电力系统重要的一次设备，其运行稳定性将对整个电网系统产生重要影响[1]。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因其响应速度快、伏安特性平滑、结构简单等特点，在电力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2]。

随着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长时间投入运行，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导致避雷器出现相间结构不良、密

封不严等缺陷故障，给电网经济运行造成很大影响[3]。因此，针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缺陷故障问

题，采用有效的检测技术对各类避雷器缺陷进行简便、快速、准确的诊断成为广泛关注的课题。目

前，相关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已经得到开展，如比较成熟的在线监测系统、红外热成像技术等[4]。但

受限于电源技术、通信传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避雷器在线监测装置的运行稳定性较低[5]，而单一

的红外成像技术由于受限于外界检测环境的影响，在检测避雷器内部缺陷时精确度较差[6]。因此，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红外成像技术和阻性电流、全电流检测的联合检测法，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

缺陷实验测试，并通过停电实验解体诊断验证测试结果，以期获得一种精确高效的金属氧化物避雷

器缺陷检测技术，为避雷器的状态检修提供参考。

1 带电检测异常处理

1.1 异常情况

2019年 6月 10日，北京某供电企业对某一 110 kV变电站避雷器进行红外监测时，发现线路避

雷器局部存在异常发热，红外频谱表现出上部低、下部高的热像特征。为确定设备缺陷，针对问题

避雷器进行了全电流和阻性电流测试，发现避雷器近些年测量值和初始值存在较大的偏差。该避雷

器由乐清登峰高压电器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1月生产，并于 2012年 8月投运，型号为YH10WZ-108/281，
额定电压为 108 kV，持续运行工电压为 84 kV，UlmA≥160 kV。

收稿日期: 2018-10-23 修回日期: 2018-11-12
作者简介: 钱叶牛(1985-),男,硕士,副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配电站室、自动化运维、检修等. E-mail:syw04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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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红外成像检测

测试环境温度为 6 ℃，相对湿度 76%条件下，对该 110 kV避雷器进行红外测试，获得三相红外

图谱如图 1所示。对避雷器三相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三相中下部 R02区域较 R01区域的测量温度

值明显偏高。以 B相为例，其中 R01矩形区域测量温度值为 33.7 ℃，R02区域测量温度值为 35.8 ℃，

温差大于 1 ℃，疑似避雷器阀片发生老化或受潮，要求进一步开展停电诊断测试。

（a）A相 （b）B相 （c）C 相

图 1 三相避雷器红外图谱
Fig.1 Infrared spectrum of three-phase arresters

1.3 带电电流检测

为判定避雷器的实际运行情况，对避雷器开展了带电电流检测，获得的测试结果如表 1所示。

将相关测试结果与 2012年首次带电检测时的全电流、阻性电流峰值、阻性电流值进行比较，发现避

雷器存在明显异常，与红外检测结果验证一致。
表 1 110 kV避雷器带电持续电流检测

Table 1 The detection for live current of lightning arrester with 110 kV
测试相

Test phase
年份
Year

全电流/mA
Full current

阻性电路/mA
Impedance circuit

阻性电流峰值/mA
Peak resistive current

相角/°
Phase angle

A相
2019 0.708 0.053 0.181 85.5
2012 0.563 0.046 0.052 85.2

B相
2019 0.719 0.169 0.189 85.3
2012 0.582 0.048 0.052 85.5

C相
2019 0.723 0.052 0.193 85.2
2012 0.548 0.043 0.048 85.2

从表 1可以看出，B相全电流和阻性电流变化最为明显。比较三相阻性电流检测数据，其中 B
相阻性电流为 A相的 3.16倍，是 C相阻性电流 3.25倍。根据《避雷器泄漏电流带电检测技术现场

应用导则》要求：同一厂家、同一批次产品，若全电流或阻性电流差值超过 70%，即便参数不超标，

避雷器也存在故障。同时将本次检测数据与 2012年首次测量数据比较发现，B相全电流较初始值增

加了 1.23倍，B相阻性电流较初始值增加了 2.5倍，参考《导则》要求，当阻性电流较初始值增幅

达 1倍时需进一步执行停电检测。

2 停电试验和解体检查

2.1 停电直流测试

110 kV 线路避雷器的停电直流测试数据如表 2所示。B相绝缘电阻测量值仅为 470 MΩ，远低

于技术要求规定的上中部不低于 2500 MΩ的要求。B相直流 1 mA电压的 U1mA测试值为 133 kV，与

出厂值相差 13.2%，严重超过标准规定的直流 1 mA电压不小于 148 kV，且不符合《导则》中规定

的出厂值变化不大于±5%的要求[7]。B相泄露电路达到了 80 μA，高于变压器三相泄露电流要求的≤50
μA范围。A、C两相的泄露电流测试结果满足条件，表明 B相避雷器内部存在明显的局部缺陷。

表 2 110 kV线路避雷器直流试验数据和绝缘电阻测试
Table 2 110 kV DC test data and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 for line arresters

测试相
Test phase U1mA/kV 初值差/%

Initial value difference
泄露电流/μA
Leakage current

绝缘电阻/MΩ
Insulation resistance

A相 143.6 -6.59 45 4600
B相 133 -13.2 80 470
C相 142.6 -7.29 42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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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解体检查

为进一步确定避雷器缺陷，根据获得的绝缘电阻与直流试验结果，对数据超标的 B相避雷器进

行解体检查。解体检查如图 2所示，B相避雷器电阻片芯体上存在水渍，表现出明显的锈蚀痕迹，

且橡塑护筒表面存在明显老化痕迹。将避雷器底部取出，发现内部电阻片上下部分同样存在显著锈

蚀痕迹，如图 3所示。可以判定，避雷器电阻片老化、内部受潮是避雷器劣化的主要原因。

（a）阀片锈蚀Valvecorrosion （b）电阻片表面老化Agingofresistorsheet （c）电阻片表面老化Agingofresistorsheetsurface d）电阻片水渍侵蚀Watererosionofresistancesheet
图 2 电阻片表面水渍锈蚀、老化

Fig .2 water corrosion and aging of resistance sheet surface

（a）电阻片锈蚀 Corrosion of resistor sheet （b）电阻片顶部情况 Top of resistor
图 3 电阻片受潮情况

Fig.3 Damping of the resistor
避雷器解体后，测量了单个阀片的绝缘电阻。阀片由上至下编号，单个阀片直流 U1mA参考电压

均为 5.2 kV左右，共 32个阀片，可承受 166 kV 电压。表 3为获得的各阀片绝缘测量电阻。可以看

出，避雷器上部下部阀片绝缘电阻值较低，中间阀片正常，这与阀片解体后，在阀片下部发现明显

的受潮痕迹相对应。
表 3单个阀片绝缘测量电阻/MΩ

Table 3 Insulation resistance of a single valve sheet
编号
No.

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编号
No.

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编号
No.

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编号
No.

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1 8.3 9 276 17 1200 25 3250
2 46.2 10 7600 18 10180 26 1500
3 70 11 5400 19 9800 27 28
4 58 12 10680 20 2200 28 5
5 2600 13 9400 21 11200 29 2
6 128 14 5800 22 210 30 2.1
7 4200 15 860 23 8300 31 3.2
8 1300 16 7800 24 10800 32 2.8
根据红外测温、阻性电流和全电流测试表明该避雷器阀片存在缺陷。其中避雷器三相中下部和

上部温度值差异较大，温差最高达 1.9 ℃，存在局部发热现象，初步断定避雷器的金属氧化物存在

受潮或老化现象。比较避雷器的泄露电流检测数据，其中阻性电流和全电流较首次检测值均有明显

上升，与红外检测结果一致，进一步判定金属氧化物阀片存在老化或受潮。为判定避雷器受潮水分

来源，对 A、C相避雷器复合绝缘筒进行注水水压试验，注水压力 5 MPa，保压 24 h后两相均无降

压和渗漏现象，可判定是由于避雷器某部件干燥不充分，存在水汽残留导致避雷器阀片特性散失。

采用红外成像和阻性电流、全电流测试联合检测技术，有效避免了单一检测方法下受干扰因素

影响而引起的误判，能较准确诊断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运行工况。通过停电实验和解体实验，发现

三相避雷器电阻片芯体遭遇水渍锈蚀，造成芯体老化，验证了联合检测技术的可靠性。

3 现场巡检优化和运用

3.1 巡检优化

通过红外监测、阻性电流和全电流联合检测法，能准确判定避雷器的缺陷情况，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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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电站实际运维工作中，往往由于检测手段缺乏和检测时间不充足

而不能及时发现避雷器的隐患问题。基于上述联合检测技术，提出新

的变电站运维检测方法：对避雷器进行红外检测，当发现避雷器相间

温差大于 1 ℃时，采用泄露电流检测，具体的工作流程如图 4所示。

3.2 现场试验

将上述建立的检测流程应用于另一个 110 kV 变电站避雷器的缺

陷检查中，获得三相避雷器红外热成像如图 5 所示。由红外热谱可

知，B相最高温度为 25.2 ℃，C相最高温度为 26.2 ℃，相间温差达

到 1.0 ℃，其中 C相避雷器上部最高温度为 25.2 ℃，下部最高温度为 26.5 ℃，上下部温差 1.3 ℃。

根据标准要求，判定 C向避雷器存在异常。

（a）三相避雷器红外图谱 Infrared spectrogram of 3 phase arrester （b）C相避雷器上下部温度 Upper and lower temperatures on C phase arrester
图 5 避雷器现场红外热成像

Fig.5 Live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of lightning arrester
为进一步查明缺陷原因，对 C相避雷器开展了全电流和阻性电流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4所示。

从获得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相较于 A、B两相，C相避雷器的阻性电流和全电流明显异常。C相

全电流测量值为 0.428 mA，是 A相全电流的 2.18倍，B相全电流的 2.34倍。C相阻性电流测量值

为 0.138 mA，是 A相全电流的 7.21倍，B相全电流的 9.23倍。比较 C相阻性电流的测试历史数据，

2018年的 C 相阻性电流值为 0.016 mA，仅为 2019 年的 1/9。根据标准要求，判定该避雷器内部阀

芯明显受潮和老化，要求停电更换 C相避雷器阀芯。
表 4 C相避雷器阻性电流、全电流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sistive current and full current of C phase arresters
时间
Time

测试相
Test phase U1mA/kV 全电流/mA

Full current
阻性电流/mA
Resistive current

相位角/°
Phase angle

2019年
A相 20.9 0.196 0.018 86.8
B相 20.9 0.182 0.016 86.8
C相 20.9 0.428 0.138 118.3

2018年 C相 20.8 0.176 0.016 87.2

4 结 语

（1）采用红外热像现场检测、阻性电流和全电流联合检测技术对避雷器缺陷进行联合检测，避

免单一带电检测技术检测精度较低的问题，为避雷器状态检修提供有效的检测方法；

（2）当避雷器阀片受潮时，相较于历史数据，全电流和阻性电流测量值大幅增加，因此，需重

视对避雷器阻性变化的检测及异常数据的对比；

（3）现场变电器运维过程中，为提高巡检的缺陷检出率和巡检效率，可针对性的对变电器相间

温差超过 1 ℃的相同金属氧化物部位进行泄露电流检测，以利于发现避雷器相间存在的缺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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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检测流程图
Fig.4 Inspectio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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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杭州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调查
王莉丽 1,张建国 2*,杨 丽 1,张明如 1

1.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2.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采用描述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影响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的 28个评价指标

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游客对超山梅花节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部分主因子的评价会影响游客满意度的综合评价；

2）因子分析法确定出 6个主要影响因子，按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旅游景观因子＞旅游

商品因子＞餐饮与食品因子＞服务质量因子＞交通因子；3）游客对超山梅花节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 2.83，交通因子

得分最高（3.27），但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小，对游客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子是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满意度得分

较低（2.89）。最后，根据游客满意度的分析结果，对超山梅花节提出发展建议。

关键词: 游客满意度; 因子分析法;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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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Satisfaction of Chaoshan Plum Blossom Festival of Hangzhou
Based on FactorAnalysis
WANG Li-li1, ZHANG Jian-guo2*, YANG Li1, ZHANG Ming-ru1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e, School of Tourism andHealth/Zhejiang A&FUniversity, Lin'an 311300,China
2.HuzhouUniversity, Huzhou 313000,China
Abstract: We obtained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sed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28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at affect the tourist satisfaction of the Chaoshan Plum Blossom Festiv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urist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the Chaoshan Plum Blossom Festival was higher, but the evaluation
of some of the main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2) Six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b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order of influence degree was as follows: environment and loyalty factor >
tourism landscape factor > tourism commodity factor > catering and food factor > service quality factor > traffic factor. 3)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tourists to Chaoshan Plum Blossom Festival was 2.83, and the traffic factor score was the
highest (3.27), but the degree of impact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was the least; the environment and loyalty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tourist satisfaction, with the lower satisfaction score (2.89).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we made th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oshan Plum Blossom Festival.
Keywords: Tourist satisfaction; factor analysis; impact factor

游客满意度是旅游景区服务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测评游客满意度及其影响因子，对于传统花

卉观赏节庆型景区调整经营策略，保持持久吸引力尤为重要。美国学者奥立佛（Oliver Richard L.）
提出[1]，顾客满意度是顾客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心理状态，是顾客对产品和服务满足自己需要程

度的判断。Pizam对美国麻省 Capecod海滨旅游地游客满意度进行了研究[2]，提出了海滩、游憩机会、

好客度、成本等 8个游客满意度因子。Ross等以观光游客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游客旅游动机和满意

度的测量因子并提出其评价标准[3]。William等通过对野外游客的跟踪访谈，对影响这些游客旅游满

意度的因素做了描述性研究[4]。中国学者李智虎认为[5]，游客满意度是游客需求得到满足的愉悦感，

满意水平是可感知效果和期望值之间的差异函数。郭玲霞等认为[6]，游客满意度是游客的预期和实

际感受相比之后产生的心理感知状态，游客对旅游地的选择、消费和忠诚度会受其影响。李旭等采

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 4个主因子对河南传统节会菊展的游客满意进行调查研究[7]。焦世泰采用因

子分析法建立了红色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的多层次评价体系[8]。本文对杭州超山梅花节采用因子分

析法来研究其游客满意度，从定性研究变为定量研究，深入分析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子，更加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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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来评价游客对超山梅花节的感知质量。为了提高超山梅花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梅花节期间游

客的感知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超山梅花节的升级发展提出针对性的管理和改善措施。

1 研究区概况

超山为浙江省省级风景名胜区，位于浙江余杭的塘栖镇，距杭州 29 km，主峰海拔 265 m，系天

目山的余脉。中国有五大古梅，包括楚梅、晋梅、隋梅、唐梅、宋梅，超山就占其二。超山以梅景

而出名，为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之一。超山梅花以“古、广、奇”三绝闻名于世，每年花期会从 2月初

持续到 3月上旬，元宵节前后最为旺盛，有“十里梅花香雪海”的美誉之称[9]。中国杭州超山梅花节自

200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届，是杭州地区最为隆重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

2 数据来源及方法

2.1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2018第十届超山梅花节期间的 1月 16日-3 月 31日，在超山风景区，随机选取景区内

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700份，回收问卷 690份，其中有效问卷 672份，有效率 97%。

问卷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年龄、

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和职业背景；二是游客的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包括重游情况、游览动机、

交通工具、消费内容和信息来源渠道；三是游客的旅游消费满意度，游客满意度评价设计了 28个项

目，采用李科特五级量表，每个指标分别按照“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

意”设 5个等级，其对应得分为 1、2、3、4、5分。

2.2 评价指标选取

游客满意度评价是以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感受与体验为基础，形成的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实际

评价，主要通过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接触到的软环境及旅游活动中的六要素“食、住、行、游、购、

娱”表现出来[10]。根据这些要素及杭州超山梅花节的调查情况，结合研究的目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28个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分别是梅海景观、文化景观、山水风光、建筑景观、厕所环境、餐饮特色、

菜色品种、餐饮卫生、销售价格、就餐/售卖环境、对外交通、内部交通、停车设施、商品种类、商

品特色、携带方便度、购物环境、服务态度、标识标牌、旅游咨询、线路安排、环境卫生、社会治

安、当地居民态度、资源与环境保护、总体满意度、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将这些指标按 X1，X2…，

X28的顺序做出标记以便之后的分析。

2.3 方法

因子分析法是研究指标内部依赖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实质是在众多相关因素中求

出潜在的起支配作用的少数几个因子，来综合反映全部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也就是通过降维技术求

出几个公共因子，使其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不相关，然后根据因子的方差贡献

率确定每个因子的影响力，即重要程度[11]。考虑到游客满意度影响研究中变量较多，分析问题比较

复杂，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杭州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的众多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数据分析采

用 SPSS20.0软件进行。

3 数据分析及结果

3.1 游客统计学特征分析

分析表 1可知，来超山梅花节的游客以女性居多（54.2%），女性相比较男性更喜欢赏梅；省内

游客为主（74.7%），表明超山风景区主要依赖于短途旅游；已婚游客居多（64%），中青年为主（24~40
岁占 65.6%），以中青年为主的家庭出游频率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本科及本科以上文凭占 56.1%），

月收入水平中等（4001~8000元占 60.1%），且大多数游客有固定的工作（行政及事业单位、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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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表明有固定职业的高学历游客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较为充足。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项目
Item

频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项目
Item

频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性别
男 308 45.8 婚姻

状况
未婚/离异 242 36

女 364 54.2 已婚 430 64

客
源
地

杭州市 323 48.1

年龄

24岁以下 97 14.4
浙江省内其它地区 179 26.6 24~30岁 214 31.8
江苏、上海、安徽 117 17.4 31~40岁 227 33.8

国内其他地区 50 7.4 41~50岁 76 11.3
境外 3 0.4 51~60岁 40 6.0

受
教
育
程
度

高中及以下 124 18.5 60岁以上 18 2.7
大专/高职 171 25.4

职业

行政及事业单位 129 19.2
本科 316 47.0 企业管理层 136 20.2

硕士及以上 61 9.1 一般企业职工 187 27.8

月
收
入
水
平

2000元以下 92 13.7 农民 14 2.1
2001~4000元 86 12.8 离退休人员 28 4.2
4001~6000元 262 39.0 自由职业者 86 12.8
6001~8000元 142 21.1 学生 92 13.7
8000元以上 90 13.4

3.2 旅游者的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分析表 2可知，第一次来超山梅花节的游客居多（71.0%），来过一次以上的游客百分比达到了

29%，得知超山梅花节的信息来源主要为朋友介绍（61.2%），说明第一次选择来超山梅花节的游客

主要是朋友推荐，选择再次重游的游客可能出于对短途旅游、对梅花的喜爱或是为了满足更高的需

求；交通工具以自驾汽车为主（60.9%），表明私家车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使浙江省内和苏沪徽的

短途游客自驾游出行更方便；游客来超山梅花节的动机主要出于欣赏美景（55.8%）、亲近自然（45.5%）、

与亲人或朋友一起（40.0%）、放松身心（34.2%），表明游客可能为了远离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和烦

恼，或促进与亲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出于了解关于梅花相关知识动机的游客极少，表明景区面向

大众游客对文化旅游的重视度不够；游客对门票的消费最高（91.8%），其他消费项目都较低，说明

超山风景区体验项目单一，或者因为价格不合理等原因导致游客的消费意愿较低。
表 2 旅游消费行为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项目
Item

频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项目
Item

频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重游情况
第一次来 477 71.0

游览
动机

欣赏美景 375 55.8
第二次来 114 17.0 亲近自然 306 45.5
第三次来 81 12.1 放松身心 230 34.2

交通工具

自行车 37 5.5 锻炼身体 91 13.5
步行 28 4.2 增长相关知识 30 4.5

自驾汽车 409 60.9 与亲人或朋友在一起 269 40.0
混合交通 198 29.5 满足好奇心 24 3.6

消费项目

门票 617 91.8 其他 9 1.3
交通 114 17.0

信息
渠道

朋友介绍 411 61.2
餐饮 244 36.3 传统媒体 118 17.6
购物 75 11.2 企业宣传册 63 9.4
娱乐 66 9.8 新媒体 243 36.2
其他 13 1.9

3.3 游客满意度分析

3.3.1 游客满意度描述性分析 分析表 3可知，整体来看，超山梅花节的游客满意度良好，评价指标

均值均在 3.60分以上，总体满意度的均值达到了 3.82 分。28个评价指标中均值在 4 分以上的只有

梅海景观因子，其标准差也较小，说明梅海景观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均值在 3.60~3.70区间中，共

有 7个评价指标，其中就餐/售卖环境、商品种类、商品特色、推荐意愿 4个因子的标准差值偏高；

均值在 3.70~3.80区间中，共有 11个，其中建筑景观、主要特色、销售价格、对外交通、重游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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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因子的标准差值偏高；均值 3.80~3.90区间中，共有 9个评价指标，其中文化景观、山水风光、

停车设施、标识标牌 4 个因子的标准差较高，说明在均值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游客对这几项因子的

评价褒贬不一，有游客特别满意，有游客特别不满意，可能是因为价格、设计、服务等不够周全，

只符合部分游客的喜好。
表 3 游客满意度均值、标准差

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均值

Mean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均值

Mean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梅海景观 4.00 0.689 商品特色 3.67 0.744
文化景观 3.88 0.710 携带方便度 3.60 0.697
山水风光 3.90 0.708 购物环境 3.61 0.707
建筑景观 3.76 0.721 服务态度 3.76 0.673
厕所环境 3.71 0.683 标识标牌 3.84 0.707
主要特色 3.73 0.721 旅游咨询 3.78 0.707
菜色品种 3.75 0.691 线路安排 3.77 0.701
卫生状况 3.68 0.670 环境卫生 3.81 0.662
销售价格 3.75 0.752 社会治安 3.83 0.657

就餐/售卖环境 3.66 0.729 当地居民态度 3.80 0.663
对外交通 3.79 0.722 资源与环境保护 3.89 0.676
内部交通 3.75 0.686 总体满意度 3.82 0.657
停车设施 3.82 0.748 重游意愿 3.76 0.711
商品种类 3.68 0.725 推荐意愿 3.65 0.766

3.3.2 游客满意度因子分析 （1）样本的适宜性检验。运用因子分析法，借助 SPSS20.0 对原始数据

进行因子分析，采用 Cronbach α系数进行可靠性检验，总体可靠性为 0.918，说明数据的可靠性较高。

样本的 KMO检验值为 0.930，大于 0.9，说明问卷调查结果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

值为 7004.243，在自由度为 378 的条件下和 0.000 水平上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

之间存在公因子，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4 KMO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 of KMO and Bartlett test
检验
Test

项目
Item

结果
Result

KMO检验 KMO值 0.930

Bart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值 7004.243

自由度 378
显著性水平 0.000

（2）公因子提取。在因子的提取中以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确定公因子个数，最终提取 6个公因

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前 6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累计达到 57.629%，即 6 个公因子解释了原始变

量 57.629%的方差，将这 6个公因子依次命名为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旅游景观因子、旅游商品因子、

餐饮与食品因子、服务质量因子、交通因子，方差贡献率依次为 31.686%、7.333%、6.109%、4.686%、

4.147%、3.668%（表 5）。
表 5 游客满意度因子分析

Table 5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公因子

Common factor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旋转后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after rotation
特征值

Feature value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累计方差贡献率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F1环境与忠诚度因子

X24当地居民态度 0.710

8.872 31.686 31.686

X25资源与环境保护 0.695
X23社会治安 0.674
X22环境卫生 0.672
X28推荐意愿 0.596
X26总体满意度 0.589
X27重游意愿 0.401

F2旅游景观因子

X1梅海景观 0.819

2.053 7.333 39.019
X2文化景观 0.791
X3山水风光 0.714
X4建筑景观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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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因子

Common factor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旋转后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after rotation
特征值

Feature value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累计方差贡献率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X5厕所环境 0.504

F3旅游商品因子

X15商品特色 0.783

1.711 6.109 45.128
X14商品种类 0.748
X16携带方便度 0.692
X17购物环境 0.625

F4餐饮与食品因子

X9销售价格 0.683

1.312 4.686 49.814
X7菜色品种 0.629
X8卫生状况 0.613
X6主要特色 0.611

X10就餐/售卖环境 0.587

F5服务质量因子

X20旅游咨询 0.714

1.161 4.147 53.691
X19标识标牌 0.657
X21线路安排 0.605
X18服务态度 0.544

F6交通因子

X13停车设施 0.788
1.027 3.668 57.629X11对外交通 0.776

X12对内交通 0.594

（3）因子得分。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游客对超山梅花节的满意度水平，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

出因子表达式：F1=-0.114X1-0.069X2-0.093X3-0.064X4+0.019X5-0.030X6+0.011X7+0.119X8-0.135X9-0.1
18X10-0.083X11+0.072X12-0.031X13+0.003X14-0.082X15+0.004X16-0.070X17+0.024X18-0.119X19-0.070X20-
0.053X21+0.254X22+0.257X23+0.298X24+0.281X25+0.196X26+0.102X27+0.255X28，同理可得 F2，F3，F4，
F5，F6的因子得分表达式，由此可计算出各个因子的得分，其中 X1~ X28是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满

意度均值[7]，计算结果为环境与满意度因子 F1=2.89，旅游景观因子 F2=3.01，旅游商品因子 F3=2.48，
餐饮与食品因子 F4=2.77，服务质量因子 F5=2.42，交通因子 F6=3.27。

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出游客的总体满

意度[12]。总体满意度计算公式：F=0.549 F1+0.127 F2+0.106 F3+0.081 F4+0.072 F5+0.063 F6
计算结果为 F=2.83。

表 6 因子得分矩阵
Table 6 Factor score matrix

指标
Index

成份 Compontent
1 2 3 4 5 6

X1梅海景观 -0.114 0.385 0.003 -0.118 0.001 -0.040
X2文化景观 -0.069 0.345 -0.013 -0.085 -0.039 0.013
X3山水风光 -0.093 0.308 -0.056 -0.046 0.030 0.017
X4建筑景观 -0.064 0.227 -0.070 0.035 0.020 0.030
X5厕所环境 0.019 0.158 0.004 0.047 -0.064 -0.046
X6主要特色 -0.030 0.034 -0.050 0.321 -0.085 -0.035
X7菜色品种 0.011 -0.003 -0.097 0.346 -0.102 0.004
X8卫生状况 0.119 -0.046 -0.053 0.319 -0.197 -0.014
X9销售价格 -0.135 -0.103 -0.101 0.414 0.143 0.002

X10就餐/售卖环境 -0.118 -0.104 0.056 0.319 0.144 -0.130
X11对外交通 -0.083 0.075 -0.053 -0.051 -0.048 0.503
X12对内交通 0.072 -0.072 0.038 -0.046 -0.079 0.351
X13停车设施 -0.031 -0.032 -0.081 -0.042 -0.005 0.515
X14商品种类 0.003 -0.052 0.368 -0.035 -0.119 -0.014
X15商品特色 -0.082 0.006 0.401 -0.049 -0.080 -0.047
X16携带方便度 0.004 -0.004 0.337 -0.126 -0.037 -0.019
X17购物环境 -0.070 -0.041 0.282 -0.066 0.104 -0.032
X18服务态度 0.024 -0.073 -0.077 0.023 0.277 0.032
X19标识标牌 -0.119 0.022 -0.021 -0.061 0.408 -0.005
X20旅游咨询 -0.070 -0.039 -0.080 -0.010 0.441 -0.029
X21线路安排 -0.053 0.020 0.021 -0.070 0.339 -0.080
X22环境卫生 0.254 -0.104 -0.095 0.020 0.043 -0.050
X23社会治安 0.257 -0.054 -0.049 -0.088 0.018 -0.020

X24当地居民态度 0.298 -0.088 -0.048 0.010 -0.112 0.030
X25资源与环境保护 0.281 -0.086 -0.025 -0.041 -0.057 0.010
X26总体满意度 0.196 0.019 -0.046 -0.021 -0.052 0.009
X27重游意愿 0.102 0.041 0.105 -0.055 -0.055 -0.039
X28推荐意愿 0.255 0.015 0.116 -0.083 -0.212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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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立评价指标在主因子上的权重。根据因子得分矩阵（表 6）和因子分析法数学模型的意

义，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这些数据（相当于数学模型中的载荷）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出每个评

价指标在相应的主因子上的权重[13]（表 7）。得出每一个评价指标在其所属主因子上的权重，可以更

加清晰具体地看出每个评价指标对游客满意度的重要程度。
表 7 评价指标在主因子上的权重

Table 7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ex on main factor
目标层

Objective level
主因子

Principal factor
权重
Weight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权重
Weight

F
游
客
满
意
度

F1环境与忠诚度因子 0.549

X24当地居民态度 0.1814
X25资源与环境保护 0.1710

X23社会治安 0.1564
X22环境卫生 0.1546
X28推荐意愿 0.1552
X26总体满意度 0.1193
X27重游意愿 0.0621

F2旅游景观因子 0.127

X1梅海景观 0.2701
X2文化景观 0.2424
X3山水风光 0.2164
X4建筑景观 0.1595
X5厕所环境 0.1110

F3旅游商品因子 0.106

X15商品特色 0.2889
X14商品种类 0.2651
X16携带方便度 0.2428
X17购物环境 0.2032

F4餐饮与食品因子 0.081

X9销售价格 0.2408
X7菜色品种 0.2013
X8卫生状况 0.1856
X6主要特色 0.1867

X10就餐/售卖环境 0.1856

F5服务质量因子 0.072

X20旅游咨询 0.3010
X19标识标牌 0.2785
X21线路安排 0.2314
X18服务态度 0.1891

F6交通因子 0.063
X13停车设施 0.3762
X11对外交通 0.3674
X12对内交通 0.2564

3.4 分析结果

（1）游客对超山梅花节的总体满意度评价综合分析。经过初步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均值后，均值

得分区间[0,5]，均值得分越高，游客满意度评价越高，均值得分越低，游客满意度评价越低。结果

显示评价指标均值在 3.60~4.00区间内浮动，游客满意度偏向满意。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分析游客的

满意度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因子得分结果显示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总体得分为 2.83，满

意度评价一般，与标准化均值后的结果基本一致，超山风景区在提升游客满意度方面任重道远。从

6个主因子的得分上看，交通因子的得分的最高（3.27），服务质量因子的得分最低（2.42），环境和

忠诚度因子（2.89）、旅游景观因子（3.01）、餐饮与食品因子（2.77）、旅游商品因子（2.48）得分居

中。说明服务质量因子过低是导致总体满意度一般的直接原因。

（2）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具体分析。根据评价指标在其所属主因子上的权重及原始数据标准化

后的均值、标准差分析，可以针对具体的评价指标提出完善提升的建议。环境与忠诚度因子中，当

地居民态度和资源与环境保护所占权重较大，可能是因为超山风景区没有提前与当地社区和居民沟

通协调，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导致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不太友好，超山风景区资源与环境保

护措施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超山梅花节的游览景观，从而影响游客对梅花节的满意度；旅游景

观因子中，梅海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权重较大，作为梅花节的主打特色，梅花和梅文化自然是游客关

注的焦点，游客满意度评价一般可能是因为错过梅花开放花期等；旅游商品因子中，商品特色和商

品种类所占权重较大，超山风景区旅游商品种类少，现有旅游商品，特色一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餐饮与食品因子中，销售价格所占权重较大，不管是景区内的餐厅还是小吃店，价格因素可能是制

约餐饮与食品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服务因子中，旅游咨询和标识标牌所占权重较大，超山风景区

内咨询服务站点和标识标牌的数量较少，导致游客对景区概况、线路、与梅花相关的知识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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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较少；交通因子中，对外交通和停车设施所占权重较大，交通决定了景区的通达性，外部交通

和停车设施安排不合理，一定程度上会损失一部分游客。

（3）因子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的排序。根据因子分析法数学模型的意义，因子载荷分析结果

中提取的 6个主因子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的排序从大到小为：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旅游景观因子>
旅游商品因子>餐饮与食品因子>服务质量因子>交通因子。环境与忠诚度因子中游客更关注当地居民

态度及资源与环境保护，旅游景观因子游客更关注梅海景观和文化景观，旅游商品因子游客更关注

商品特色和商品种类，餐饮与食品因子游客更关注销售价格，服务质量因子游客更关注旅游咨询和

标识标牌，交通因子游客更关注停车设施和对外交通。

（4）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根据满意度评价指标权重及排序分析，环境与忠

诚度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 31.686%，比另外 5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之和还要多一点，因此，环境与忠

诚度因子是影响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这与通常认为旅游景观因子对游客满意度影

响最大的结论大相径庭。旅游景观因子是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的核心吸引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梅

花节游客满意度的核心影响因素。比较而言，游客更在意的梅花节期间的环境和对梅花节活动的忠

诚度，环境差、忠诚度低成为影响梅花节游客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也是制约景区发展的一个短板。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1）超山梅花节的游客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但通过因子分析法之后，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

得分低的主因子会影响总体游客满意度的得分；

（2）根据评价指标在主因子上的权重，可以更加具体地针对超山梅花节的情况提出发展建议；

（3）因子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的排序为：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旅游景观因子>旅游商品因子>
餐饮与食品因子>服务质量因子>交通因子；

（4）环境与忠诚度因子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但因子得分较低，是制约超山景区发展的短板。

4.2 建议

（1）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因子对超山梅花节游客满意度影响最大且得分最低，

要改善超山景区的环境，必须建立完整的环境管理与监督系统网络，摒弃只注重“食、住、行、游、

购、娱”六要素服务质量。要改善超山景区的环境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第一，加强对超山景

区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由于梅花观赏的脆弱性，做好对梅花景观的保护措施，防止游客对梅花造成

不可修复的伤害；第二，建立环境监管和奖罚制度，环境的维护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针对游客、

景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进行环境保护监管，并建立不同的奖罚制度。

（2）提高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游客的忠诚度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14]，

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高低会影响游客的满意度，忠诚度基于游客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体验与评价，

是对梅花节活动的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第一，创新梅海景观观赏要素，以观光为主的传统模式已

经不再适用于景区的持续发展，融入艺术表现形式，比如书法、诗歌朗诵、音乐、舞蹈、摄影等，

丰富游客的观赏效果和深度体验；第二，提高质量要求标准，严格控制景区内的食品安全质量、旅

游商品的使用安全质量、旅游基础设施的工程安全质量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质量等，为游客提供

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第三，打造景区内外“智能交通网”，提供实时交通信息，为游客即时规划交

通路线和停车位。

（3）丰富旅游活动体验项目。旅游活动的新六要素为“商、养、学、闲、情、奇”，超山梅花节

活动应在现有活动的基础上，加入新的旅游活动元素，满足游客更高层次的旅游需求。第一，梅花

自古以来，便是众多诗歌吟诵的对象，开展以“忆梅”为主题的中华诗魂朗诵活动、国学小课堂、夏

令营（冬）活动等，传承中华梅文化；第二，充分利用好超山梅的资源优势，梅花、梅子、梅叶是

天然养生好食材，开展以“品梅”为主题的养生旅游活动，发挥超山梅的更多价值；第三，超山梅花

以唐梅和宋梅最为著名，开展“梦回大唐”和“宋你穿越”的主题活动，穿上唐朝（宋朝）服饰，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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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体验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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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c,d是上述两种摩擦材料磨损后的断面 SEM照片。由图 4c可知，不含碳纳米管的陶瓷基材

料摩擦面有裂纹和明显的材料剥落现象，导致基体材料裸露。这是因为酚醛树脂在摩擦过程中产生

的高温下发生分解，粘结作用随之降低，在受到摩擦力和压力后摩擦表面产生疲劳磨损形成裂纹，

裂纹不断扩展诱使材料从摩擦面上脱落形成剥落坑[7]。由图 4d可知，添加碳纳米管的陶瓷材料的摩

擦表面仅仅观察到局部凹坑和一些轻微的划痕，表面致密的摩擦层明显提高摩擦系数的稳定性，抑

制了摩擦材料的磨损程度。这说明碳纳米管有效降低了热衰退，提升了摩擦材料高温时的热稳定性，

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摩擦材料的综合性能。

3 结 论

以碳纳米管作为增强材料，可以改善陶瓷基摩擦材料的内部结构，进而提升物理、力学以及摩

擦磨损性能。当碳纳米管的含量为 15%时，摩擦材料的抗压和抗剪切强度均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223
MPa和 11.6 MPa，远高于不含碳纳米管的试样。然而碳纳米管含量过高（25%时），其增强作用弱化，

导致热稳定性降低，磨损加剧，摩擦材料的摩擦因子和磨损率均高于碳纳米管含量为 15%的摩擦材

料。该研究结果表明一定含量的碳纳米管对于研制高性能的汽车刹车片用摩擦材料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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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el矩阵及其在矩问题中的应用
徐香勤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理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11
摘 要: 本文利用 Hankel矩阵生成元得到了 Hankel矩阵非奇异的充要条件，并给出了 Hankel矩阵首一既约生成元的

具体形式。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类矩问题可解的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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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el Matrice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oment Problem
XU Xiang-qin
Faculty of Science/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nonsingularity of Hankel matrix a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generator of Hankel matrix. And the concrete form of the monic irreducible generator of Hankel matrix is also given. On
this basis,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solvability of a class of moment problems are given.
Keywords: Hankel matrices; proper Hankel matrice; generator; moment problem

Hankel矩阵在实际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力学和控制理论，以及等数字信息处理、数值计

算、系统理论和自动控制理论等[1,2].本文利用 Hankel矩阵生成元得到了 Hankel矩阵非奇异的充要条

件，并给出了 Hankel 矩阵首一既约生成元的矩阵形式.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一类矩问题的求解问题.
本文中，Mn(R)表示 n阶实方阵的集合，若 HMn(R)，H≥0(>0)表示 H是半正定（正定）的.

)(][ ,
, RMhH n

nm
jiji  


11
0 称为 m×n阶 Hankel 阵（除第一列与最后一行外，其余元素都等于其左下方相

邻的元素，共有 m+n-1 个不同的元素）.其余符号及术语的含义见[3]和[5].

1 Hankel矩阵的性质

引理 1[3]（1）无穷 Hankel矩阵 
 0jijiSS ,][ 具有有限秩 r的充要条件是存在 r个数ɑ1,…,ɑr使得

），


 
r

i
iqiq rrqsaS

1

1,,( ，且 r是使得该式成立的最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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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2[6] 设 HMm,n�R)是一个 Hankel 阵，称 H是真正(proper)的，如果矩阵 H的 rankH阶顺序

主子式是非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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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式可看出，在无穷阶 Hankel阵 
 0jijiSS ,][ 中，从第 m列开始，之后每列均是其前面 m

列的线性组合，于是 
 0jijiSS ,][ 的每一列均可表为其前 m列的线性组合，从而 mS jiji 

 0,]rank[ .

若 
 0jijim S

h
gS ,][)( 是奇异阵，设 mrS jiji 

 0,]rank[ ，那么由引理 1之(1)，存在 r个数 a1,…,ar，

使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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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qiq rrqsaS

1

1,,( ， 令 ： s0=b1 ， s1+a1s0=b2 ， … ， sr-1+a1sr-2+…+ar-1s0=br ， 并 令

a(λ)=λr+a1λr-1+…+ar-1λ+ar，p(λ)=b1λr-1+…+br-1λ+br.容易看出： 0 1
2

s sp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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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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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可能的.于是无穷 Hankel矩阵 mS jiji 
 0,]rank[ ，由引理 1之(2)可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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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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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穷 Hankel矩阵


 0jijiSS ,][ 的既约生成元，由必要性的证明，


 0jijiSS ,][ 的秩等于 m1，于是

其 m阶子式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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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定理证明简单，限于本文篇幅，省去其证明过程.
定 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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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证唯一性. 若 a
p
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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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无穷 Hankel矩阵


 0jijiSS ,][ 的分母首一既约的生成元生成元，则

在∞处，
1

1

a
p

a
p
 ，于是 pa1=ap1，注意到(a,p)=1，因此 a|a1，同理 a1|a，从而 a=a1，p=p1.

利用上述结论容易得到：

定理 4 11
0


 nm
jijinm SS ,
,, ][ ，rankSm,n=r<min{m,n}，则 Sm,n存在 r次生成元当且仅当前 r阶顺序主

子式非零. 此时，Sm,n唯一的 r次（分母）首一既约的生成元 a
p
取定理 3中的形式.

2 Hankel矩阵在矩问题中的应用

文献[3]中提出如下的矩问题：给定有限实数序列 0{ }nk ks  ，找出满足下列条件的单调不减函数σ(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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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u<+∞)，使得： ( ), 0k
ks u d u k n




   .

文献[4]研究了 n为偶数的情形，本文利用矩阵方法给出 n为奇数时该问题可解的一个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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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Vandermonde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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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奇异，因此诸λj≥0. 于是已知矩问题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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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满秩，因此诸λj≥0. 于是已知矩问题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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