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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环糊精应用于烟草行业减焦降害、加香、成分检测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与

现状进行综述，指出：环糊精对烟气中有害成分的包埋，可以减轻有害成分被人

体吸入的程度；环糊精对烟草风味成分、烟用香精香料的包埋，可以使香气持续

微量释放，增加卷烟烟气的香味量，改善香气质；环糊精对客体的包埋，对客体

分子结构具有手性识别能力，可用于烟草成分中同分异构体的检测；环糊精与

抗氧化功能成分的包埋物添加于烟草，有助于提高卷烟保健功能；环糊精的添

加也能提高卷烟的增润功能和稳定性．但是环糊精在烟草行业的总体应用水平
还不高，未来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１）利用不同类型的环糊精对各种有害成分
和香味组分的截留与缓释特点，开发混合环糊精应用技术以提高保香降焦的效

果；２）利用环糊精的包埋能力进行保香，以解决再造烟叶生产过程中真空浓缩
及热干燥工序烟草风味成分大量损失的问题；３）利用环糊精优良的乳化特性，
制备网络结构稳定的水包油乳化体系，通过喷雾或涂抹添加于卷烟，赋予烟草

制品特殊的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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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式卷烟生产的核心是“低焦油、低危害、

高香气”．如何降低卷烟中有害成分及焦油含
量，防止烟草中香味物质损失、增进卷烟香味，

一直是烟草加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环糊精
（ＣＤ）是一类由淀粉生物转化而得到的环状麦
芽低聚糖，其分子呈中空的圆锥形结构，具有包

埋疏水性客体的特性，能够提高被包埋物的水

溶性、稳定性，可实现缓释和靶向运输等［１］．环
糊精的这种优良包埋特性在烟草行业有十分突

出的应用优势．研究发现［２］，环糊精可以包埋烟

草中有害成分以减少其释放，还可以通过包埋

烟草风味成分来增香或降低其贮存过程中的香

味损失等，从而达到提高香烟品质的目的．
环糊精在烟草生产加工领域具有良好的应

用潜力，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大多为环糊

精在烟草领域应用方面的专利．本文拟对研究
论文和专利文献进行梳理，从具有代表性的减

焦降害、烟草加香、成分检测等方面综述环糊精

的研究与应用现状，旨在为国内烟草行业从业

者提供相关信息参考，促进环糊精在烟草领域

的开发与应用．

１　环糊精在烟草减焦降害中的应用

在吸烟过程中，由于卷烟的不完全燃烧，可

产生一氧化碳、酚类物质、亚硝胺、焦油等有害

物，其中焦油是多种烃类及烃的氧化物、硫化物

和氮化物的复杂混合物，是烟气中最具有危害

的成分．目前，常用的降害措施是改良卷烟的结
构和材质，如使用复合滤嘴、提高滤嘴通风透气

度、使用高透气和静燃速率快的卷烟纸、掺用膨

胀烟丝和膨胀梗丝等［３］．由于环糊精对有机化
合物具有选择性包埋作用，主流烟气中的气相

及粒相物有害成分大多可被环糊精包埋截留，

因此将环糊精添加或固载到卷烟特别是滤嘴材

料中，可以取得很好的减焦降害效果．环糊精也
可以与传统烟草降害措施协同作用，强化传统

降害措施的效果．
１．１　降低气相烟气中酚类物质的含量

卷烟烟气中的酚类物质有４０多种，主要来
源于烟叶中多酚类化合物的裂解，对卷烟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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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品质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其中的间甲苯酚、对

甲苯酚和邻甲苯酚等苯酚类物质具有致癌作

用，需要尽量降低其含量．

将环糊精应用在卷烟滤嘴中，可选择性地

强化滤嘴对有害成分苯酚等的截留．徐志康

等［４］将环糊精接枝到异氰酸酯活化的醋酸纤维

素上，通过静电纺丝将此环糊精改性纳米醋酸

纤维沉积应用到滤嘴丝束和卷烟纸上，可以有

选择性地显著降低主流烟气中的苯酚含量；徐

建等［５］利用交联剂制备了环糊精聚合物加入到

香烟滤嘴中，通过环糊精选择性包埋和聚合物

网络吸附协同作用，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烟气中

苯酚的含量，还保持了香烟的内在品质．壳聚糖

是一种经常被应用于烟草中的功能性聚糖［６］，

郑琴等［７］将β－环糊精以质量分数０．３％的添

加量加入壳聚糖等多聚糖中制成 β－环糊精复

合颗粒，将此复合颗粒以５～３０ｍｇ／支的添加

量加入到卷烟滤嘴丝束中，制得的滤嘴棒能够

降低烟气中的酚类有害物质的同时，还能够赋

予卷烟特殊性能，改善卷烟的感官品质．

１．２　降低烟气中亚硝胺等物质的含量
烟草中特有的亚硝胺（ＴＳＮＡｓ）具有强致突

变性．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表明，利用环糊精能够

降低主流烟气 ＴＳＮＡｓ含量．Ｙ．Ｗａｎｇ等［８］研究

了环糊精与挥发性亚硝胺的包埋吸附和热降解

行为，发现环糊精可以有选择性地吸附亚硝胺

形成包合物，程序升温后被环糊精捕获的亚硝

胺没有解吸，而是降解形成了氮，这对于环糊精

去除卷烟中亚硝胺致癌物是非常有意义的结

果．Ｄ．Ｉ．Ｈａｄａｒｕｇａ等［９］则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环

糊精降低烟气中亚硝胺含量的机理，即吸烟过

程中具致癌性的亚硝胺可由某些烟草生物碱转

化而来，但尼古丁作为参与烟气中亚硝胺代谢

的ＣＹＰ２Ｅ１酶抑制剂，可以有效降低亚硝胺的

生成．而环糊精对尼古丁的包埋作用大大提高

了尼古丁的热稳定性及抗氧化性，从而达到了

抑制亚硝胺的目的．

在具体实践中，王英等［１０］直接将相当于烟

丝质量０．１％ ～５％的环糊精溶液喷洒在烟丝

上，晾干之后即在烟丝上形成一个均匀吸附层，

可以有效去除主流烟气中５０％ ～６０％，侧流烟

气中１７％～４８％的亚硝胺，而原有烟丝的色泽

和吃味不变．如果通过有机多羧酸将环糊精负

载到醋酸纤维素表面，环糊精改性纤维滤嘴可

以将主流烟气中亚硝胺的总量减少４８％．李朝

建等［１１］制备了壳聚糖 －环糊精聚合物和环糊

精－茶多酚包合物，将聚合物或包合物分别添

加进卷烟滤棒中制备二元复合滤嘴．在吸烟过

程中，两种滤嘴都可以对烟气中的亚硝胺进行

选择性吸附，实现高效降害，且茶多酚的抗氧化

性也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此外，环糊精还可以降低主流烟气中挥发

性羰基化合物含量．这些挥发性羰基化合物主

要包括甲醛、乙醛、丙酮、丙烯醛、丙醛等，可增

加烟气的刺激性和干燥感，严重影响卷烟的抽

吸品质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１２］．例如，乙醛是

卷烟主流烟气中含量较高的挥发性羰基化合

物，目前生产中常用的滤嘴对其截留效率非常

低．通过 β－环糊精结合一些吸附剂应用于卷

烟滤嘴棒中，则能够对卷烟中低分子醛进行有

效吸附［１３］．

１．３　去除粒相物中有害物质
环糊精对烟气焦油等有害成分有很好的包

埋作用，可以应用在成形纸、滤嘴丝束中，有效

去除烟气粒相物中有害物质．以卷烟滤嘴为例，

目前我国使用最广的聚丙烯（ＰＰ）纤维滤嘴材

料降焦效果差，如将 β－环糊精通过物理涂覆

的方法添加到聚丙烯纤维表面，能够使其表面

粗糙度增大、极性增强，降焦性能大大提高．穆

丽娟［１４］研究发现，当β－环糊精使用量为１．５％

时，总粒相物和焦油分别比未改性纤维降低

２４．１８％和２９．５１％，滤嘴过滤效率比之前提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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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７．７４％．环糊精也可提高醋纤滤嘴的性能．

李丕高等［１５］将β－环糊精的三醋酸甘油酯悬浮

液均匀喷涂到醋纤丝束上，制成了 β－环糊精

含量为２ｍｇ／支的滤棒，接装此滤嘴的卷烟总

粒相物、焦油和烟碱分别比普通醋纤滤嘴降低

了１３．１７％，１４．１５％和４．２０％．

除传统纤维滤嘴外，环糊精还可应用于新

型可降解滤嘴材料中，在其中发挥降害除焦作

用．例如，聚乳酸是一种理想的生物可降解材

料，经纺织和后处理后可制成烟用过滤棒丝束，

经环糊精接枝后，对烟气的吸附性能大为提高，

部分指标已经超过了醋酸纤维素过滤嘴棒［１６］．

被称为环糊精之父的匈牙利的 Ｊ．Ｓｚｅｊｔｌｉ等［１７］，

将环糊精高量固载到一些天然纤维表面，其中

一种材料含有５０％的 γ－环糊精，将其均匀加

入卷烟滤棒中，一个滤嘴可以吸收６ｍｇ焦油和

２．８ｍｇ尼古丁，对焦油和尼古丁的过滤效率分

别达５５％和９０％．

成形纸包裹丝束组成滤嘴，成形纸的透气

度直接影响抽吸时卷烟进入人体的焦油量［１８］．

β－环糊精可以和生物可降解材料聚乳酸形成

共聚物，将此共聚物涂覆在纤维素纸上制成滤

嘴成形纸，由于涂层对有害成分的截留作用，可

有效降低卷烟焦油和一氧化碳的释放量［１９］．

１．４　降低三手烟危害
“三手烟”是指香烟燃烧时释放的粒子和

气体可依附在墙壁、衣服等周围环境中存留几

天、几周甚至数月，这些存留烟雾易被人体再吸

入，对健康造成危害．Ｊ．Ｓｅｔｔｈａｙａｎｏｎｄ等［２０］通过

将一氯三嗪 －β－环糊精（ＭＣＴβＣＤ）接枝到

棉织品纤维上，使得该改性衣物面料对烟雾中

的尼古丁有包埋作用，从而显著降低了衣物中

尼古丁的释放量（降低率达６５．５％），同时衣物

上的烟雾气味也明显减少．此外，使用多羧酸类

交联剂可将β－环糊精交联接枝到其他纺织纤

维上，也能达到降低三手烟有害气体的作

用［２１］．在活性包装领域，将环糊精及其衍生物

加入到包装材料中，可以减少空气中香烟烟雾

和废气成分对产品的渗透［２２］，对保证产品的品

质有积极作用．

因此，将环糊精添加或固载到卷烟滤嘴丝

束或成形纸上，通过环糊精对卷烟烟气中有害

酚类物质、亚硝胺类物质、焦油等的包埋截留，

可以有效提升卷烟的去害降焦效果．在防止三

手烟领域，环糊精也具有独特的应用优势．特别

是由于环糊精的应用形式相对简单、方便，因此

在此领域申请的相关专利较为集中．但环糊精

通过添加并以包埋方式去害降焦的应用亦有局

限性，例如，环糊精与有害成分形成的包合物在

相对较高的温度下（超过２５０℃）并不稳定，如

何在卷烟吸食过程中减少包合物内有害成分的

释放，是需要考虑并解决的关键问题．

２　环糊精在烟草加香中的应用

在降焦减害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卷烟也

面临着香气下降的问题．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向

卷烟中添加烟用香精，但如何增加香料的稳定

性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环糊精能够与

香料分子形成包合物，提高香料成分的水溶性、

热稳定性和抗氧化性［２３－２４］，在延长烟草保香期

方面作用十分突出．

２．１　环糊精包合烟用香精香料在卷烟中的

应用

　　环糊精包埋烟用风味成分后添加于烟草

中，包合物的稳定性可使烟草香气很好地得以

保留；在卷烟吸食过程中，当温度达到较高温度

时包合物发生热降解，香气释放则可显著提高

卷烟的香气量．例如，姬小明等［２５］制备了环糊

精－β－紫罗兰酮包合物，热重和 ＤＳＣ分析结

果表明，β－紫罗兰酮香料经环糊精包合后稳定

性增加，将包合物加入到卷烟中，能够提高卷烟

烟气的香气量和香气质、减少香烟烟雾的刺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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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李光水［２６］制备了香兰素与环糊精的包合

物，并将包合物施加于烟丝、滤嘴、烟草薄片和

烟草配方中，发现环糊精包合香兰素可实现香

味的缓慢释放，不仅起到了增香、除杂、改善余

味的作用，同时还可将卷烟的成本降低１０％ ～

１５％．Ｂ．Ａ．Ｄｅｍａｉｎ［２７］利用β－环糊精衍生物包

埋香草醛、乙基香兰素、佛手柑油或芳樟醇等香

料化合物，将包合物应用到烟丝或者卷烟纸中，

不仅改善了主流烟雾的味道，也赋予了侧流烟

雾以令人愉悦的香气．Ｔ．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等［２８］利用

α－环糊精、β－环糊精和 γ－环糊精混合物与

多种香料包埋，通过喷雾干燥得到香味缓释颗

粒，将其加入滤芯制成三元复合滤棒，有效地提

升了卷烟的香气质量．此外，以废烟叶为原料浸

提而得的风味浸膏，经环糊精包埋后加入香烟

中，也可降低卷烟焦油含量、补偿香味成分［２９］．

２．２　环糊精包合烟用香精香料在无烟烟草和

电子烟中的应用

　　无烟烟草制品是指未经燃烧过程、而通过

口腔或鼻腔吸食消费的烟草制品．Ｐ．Ｃｌａｙｔｏｎ［３０］

将环糊精及其衍生物涂覆在口嚼烟的纤维素包

装纸上，再用香精香料和抗菌物质处理，不仅使

口嚼烟的口感迅速得到提升，而且也为口嚼烟

提供了一些功能特性．陈泽鹏［３１］将β－环糊精

包埋烟草提取物后，加入亲水胶体制得烟草凝

胶，该水凝胶含有传统水凝胶体系和环糊精包

埋两层缓释系统，能够实现烟草风味成分的缓

慢释放，烟碱和香气浓度适中且均匀持久，吸食

者吸食舒适度高，能够获得更强的满足感．成晓

玲等［３２］将中国传统中草药的复方提取物用β－

环糊精进行包合，然后再添加胶基和烟用香料

制成口嚼烟，这种口嚼烟不仅能提供卷烟类似

的味道和感觉，还具有保健作用，能够减少卷烟

有害物质对身体的危害．

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其通

过雾化等手段将尼古丁等变成蒸气后，让消费

者进行吸食．将不同类型环糊精与咖啡因、茶

碱、巴拉圭茶和缬草等活性成分进行包埋再加

入雾化液，可明显提高电子烟的感官品质［３３］．

β－环糊精应用于鼻烟中薄荷醇、桉叶素和尼古

丁等有效成分的萃取，能够显著提高萃取的效

率［３４－３５］．此外，环糊精还可用于增加尼古丁的

稳定性．Ｉ．Ｈ．Ｄａｎｉｅ等［３６］制备了 β－环糊精与

尼古丁的包合物，在高温下尼古丁也不易被氧

化降解．郑欣等［３７］则利用羟丙基 －β－环糊精

对尼古丁进行包合，提高了尼古丁的稳定性并

掩盖了刺激性气味．

综上所述，天然或合成烟用香料成分经环

糊精包埋后，添加至卷烟烟丝、卷烟纸或滤嘴

中，可以增加香味的稳定性，赋予香烟持久、怡

人的天然或特有香味，延长保质期；特别是在无

烟烟草和电子烟产品中，环糊精作为香料成分

的载体，能够实现香味的富集和缓慢释放，提升

产品品质．

３　环糊精在烟草成分检测中的应用

卷烟主流烟气成分特别是各类有害成分的

准确检测，对于卷烟品质控制和卷烟危害性评

价具有重要意义．α－环糊精、β－环糊精和γ－

环糊精是由６—８个 Ｄ－（＋）吡喃葡萄糖残基

通过ａ－１，４糖苷键连而成的圆锥形环状化合

物，其内腔直径为 ０．４７～０．８３ｎｍ，高度约为

０．７９ｎｍ．由于环糊精分子的羟基均分布于环外

部而配糖氧原子集中分布于腔内部，因而它具

有内腔疏水而外表面亲水的特性［３８］．环糊精在

与客体包埋时，在疏水作用力、氢键和范德华力

等作用力，以及客体分子与内腔体积匹配度的

联合作用下，包合强度随客体分子大小、形状和

极性不同而不同，从而具有手性识别特性．长期

以来，环糊精作为手性固定相或流动相广泛应

用于分析化学领域．在卷烟烟气各组分的分析

中，环糊精非常适合于有害成分中结构相似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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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分离和分析．

例如，烟气中挥发酚主要有对 －苯二酚、

邻－苯二酚等７种，准确定量这７种挥发酚十

分重要．但由于结构相似，采用普通高效液相法

很难对其进行分离．黄朝章［３９］通过在流动相中

添加 β－环糊精，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可短时

间内实现这几种酚类物质分离，操作简便，可用

于批量样品的快速检测．赵立军［４０］利用添加有

β－环糊精的流动注射 －化学发光体系对烟气

邻苯二酚、对苯二酚进行分离测定发现，微量

β－环糊精即可显著增强溶液体系化学发光的

信号强度，有效提高分析的灵敏度．

另外，ＣＤｓ环上的羟基—ＯＨ为其衍生、改

性、键合提供了结构可能性，通过各类衍生化技

术，可以制备出各种环糊精衍生物．环糊精衍生

物和天然环糊精具有不同的性质，能够进一步

扩展手性化合物拆分的应用范围［４１］．例如，烟

草特有的亚硝胺（ＴＳＮＡｓ）中各组分结构相似但

毒性不同，准确定量这些组分非常重要．刘虎威

等［４２］采用毛细管电泳（ＣＥ）技术，以带负电的

硫酸化 β－环糊精作为手性添加剂，成功实现

了ＴＳＮＡｓ手性异构体的分离．Ｂ．Ｌｉｕ等［４３］利用

含有环糊精修饰分析柱的多维气质系统，对烟

草和烟雾中新烟碱、去甲烟碱和假木贼碱的对

映体组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烟草碱和去

甲烟碱的对映体丰度在不同的烟草中存在差

异；在吸烟过程中，新烟草碱和假木贼碱的对

映体丰度降低，这些结果符合热外消旋化

规律．

目前，β－环糊精的衍生化已经可控到单一

羟基的取代，方便实现各种功能化的修饰，包括

特殊手性官能团的引入，从而以其独特的分子

结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超分子化学和手性分

离．在烟草中手性化合物的分离领域，环糊精及

其衍生物的应用也会更加简便，分离结果更为

准确．

４　环糊精在卷烟中的其他应用

４．１　研发新型卷烟纸中的应用
卷烟虽为特殊商品，但在选择购买时除品

牌、使用感受外，外观对消费者也具有重要的引

导作用．徐世涛等［４４］开发了一种含有 β－环糊

精的彩色卷烟纸涂布香料，将这种涂布香料与

助燃剂和水混匀后涂布在卷烟纸表面，可以优

化卷烟纸外观色彩，改善抽吸品质．方意等［４５］

开发了一种新型调味油墨，油墨中的香料需要

由环糊精包埋处理．这种油墨印刷在卷烟纸基

材上除形成设计图案外，还提供特有的香气，减

少卷烟的不良气味．

卷烟纸燃烧后的包灰性能也是卷烟品质的

一个重要指标．包灰效果差具体表现为抽吸时

烟灰碎片多、容易四处飞散，烟头容易掉落而烧

坏衣物等，特别是对于细支烟产品，包灰性能尤

为重要．余耀等［４６］发明了一种含有改性 β－环

糊精的卷烟纸涂布料，可以增强卷烟纸的包灰

效果，使卷烟具有较好的感官质量．

４．２　增加卷烟的保健功能
通过包埋作用，环糊精能够截留烟气中的

有害成分，也能使一些功能成分具有稳定和缓

释性能，这在功能性香烟的开发中得到了应用．

张文超等［４７］将自然状态下易挥发、易分解的荆

芥油用环糊精包埋制成固体干粉，均匀加入滤

棒中制成卷烟，结果表明，该卷烟主流烟气中苯

酚的含量不仅得到明显降低，还长期保有荆芥

油的特有风味，在缓解流行感冒方面也有一定

功效，且能提高人体的抗氧化能力．人参皂苷药

理作用广泛，但直接加入到烟草中其在高温下

易氧化分解．将人参皂苷通过环糊精包埋再应

用到烟草中，其稳定性得到提升，通过吸烟过程

可对人体进行人参成分的微量补充［４８］，还具有

提高人的免疫力、增强抗衰老和抗氧化能力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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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提高卷烟的增润作用
在卷烟生产中添加保润剂可以维持烟丝水

分，改善卷烟感官质量．而环糊精空腔可以结合

部分水分，且不易挥发，如将其添加至烟草中，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卷烟的湿润度．迟广俊

等［４９］制备了一种添加环糊精的成形纸涂料，将

环糊精均匀涂布于成形纸上后，１００～１２０℃下

干燥除去挥发性物质，再在室内（ＲＨ７０％）进

行加湿处理，使环糊精包合水分，此成形纸可以

明显改善香烟的物理保湿性能．

总之，环糊精通过包埋不同功能成分并加

入到卷烟中，可以赋予卷烟产品诸多功能特性．

由于通常贮存条件下环糊精包合物性质稳定，

而在卷烟吸食过程中实现全部持续释放，能够

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功能成分的效果．因此，环糊

精包埋功能成分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应用途径．

５　结论与展望

环糊精在烟草行业的应用主要取决于其包

埋特性，目前，环糊精的应用主要集中在４个方

面：１）环糊精对烟草烟气中有害成分的包埋；

２）环糊精对烟草风味成分、烟用香精香料的包

埋；３）环糊精对客体的包埋；４）环糊精对抗氧

化等功能成分的包埋．

但纵观已有文献也可以看出，目前环糊精

在烟草领域的应用水平还不高，大多为环糊精

在卷烟滤嘴、包装纸等材料中的简单物理添加

或固载，缺乏深层次理论基础研究．常用环糊精

根据其空腔尺寸不同分为α－环糊精、β－环糊

精和γ－环糊精３种，在空腔体积 －客体分子

形状大小匹配因素的作用下，不同环糊精包埋

烟草组分的能力也存在差异，针对烟草保香降

焦的要求、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环糊精对各有害

成分及香味组分的截留与缓释特点，开发混合

环糊精应用技术以提高保香降焦的效果，将是

未来需要推进的工作；在再造烟叶生产过程中，

真空浓缩及热干燥工序会造成烟草风味成分的

大量流失，如何利用环糊精的包埋能力进行保

香，进一步开发合适的环糊精应用方式也是亟

待研究的课题．此外，利用环糊精优良的乳化特

性，制备网络结构稳定的水包油乳化体系，通过

喷雾或涂抹添加于卷烟各个部分，赋予烟草制

品保香、保润和特殊功能特性，这种携带风味及

功能成分的乳液相比环糊精包合物更有应用优

势，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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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ＧＲＡＰＴＯＮＳ，ＧＡＤＯＩＳＰＯＭＭＥＲＥＵＬＳ，ＴＲＯＵＤＥ

Ｖ，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ｍｏｄｅｌｈｕｍａｎ

ｍｏｕｔｈｌｅｖｅ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Ｓｗｅｄｉｓｈ

ｐｏｕｃｈｅｄｓｎｕｓ［Ｃ］∥ＴｈｅＣＯＲＥＳＴＡＳｍｏｋ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ｉｎｔ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ｖｉｌｌｅ：ＣＯＲＥＳＴＡ，２０１３．

［３６］ＤＡＮＩＥＬＩＨ，ＮＩＣＯＬＥＴＡＧＨ，ＢＵＴＮＡＲＵＧ，

ｅｔａｌ．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０）：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

ｐｌｅｘｗｉｔｈβ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 Ｍａｃｒｏｃｙｃｌ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６８（１／２）：１５５．

［３７］郑欣，刘新，欧阳雪，等．尼古丁羟丙基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及稳定性考察［Ｊ］．中国

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１１３８．

［３８］陈立仁．液相色谱手性分离［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９］黄朝章．超高效液相色谱快速测定卷烟主流

烟气中７种挥发酚［Ｊ］．烟草科技，２０１１（８）：

５５．

［４０］赵立军．流动注射化学发光法用于二酚的测

定研究与离子液体作为气相色谱固定相的研

究［Ｄ］．成都：四川大学，２００８．

［４１］ＸＩＡＯＹ，ＮＧＳＣ，ＴＡＮＴＴＹ，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ｙ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ｃｈｉ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ｈ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２０１２，１２６９

（２４）：５２．

［４２］刘虎威，杨悠悠，李琛琛，等．烟草特有亚硝胺

的分析方法研究［Ｃ］∥全国生物医药色谱及

相关技术学术交流会．重庆：［出版者不详］，

２０１２．

［４３］ＬＩＵＢ，ＣＨＥＮＣ，ＷＵＤ，ｅｔａｌ．Ｅｎａｎｔｉｏｍｅ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ｔａｂｉｎｅ，ｎｏｒ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ａｎｄａｎａｂａｓｉｎｅ

ｉ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ｔｏｂａｃｃｏｂｙ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２００８，８６５（１／２）：

１３．

［４４］徐世涛，李中昌，韩智强，等．一种彩色卷烟纸

涂布香料及其使用方法：１０３３０６７８５［Ｐ］．

２０１６－１０－１２．

［４５］方意，王昊，张耀华，等．一种烟用加香油墨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１０００４０１０６［Ｐ］．２０１７－

０５－３１．

［４６］余耀，詹建波，张莹，等．一种改善卷烟纸包灰

效果的方法：１０７２４７６８２［Ｐ］．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４７］张文超，陈昀，曹建华，等．荆芥挥发油 －β－

ＣＤ对苯酚的吸附及其在卷烟中的应用［Ｊ］．

化学世界，２０１３，５４（６）：３４０．

［４８］张洪飞．环糊精包合人参皂苷的方法及在烟

草中的应用：１００１６７３０１［Ｐ］．２００６－１１－０１．

［４９］迟广俊，郭连民，刘晓旭，等．具有改善卷烟物

理保润性能的内衬纸的制备方法：１０１５２１１５８

［Ｐ］．２０１３－０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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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的
对比分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关键词：

膨胀烟梗；自然堆积

法；填充法；液体浸

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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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１，陈瑞倩１，何超１，王宇１，赵子龙１，赵凯歌１，晋照普２

ＬＩＸｉａｏ１，ＣＨＥＮＲｕｉｑｉａｎ１，ＨＥＣｈａｏ１，ＷＡＮＧＹｕ１，ＺＨＡＯＺｉｌｏｎｇ１，ＺＨＡＯＫａｉｇｅ１，
ＪＩＮＺｈａｏｐｕ２

１．郑州轻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２．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卷烟厂，北京 １２１１２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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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ｏｂａｃｃｏ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２１１２１，Ｃｈｉｎａ

摘要：为定量分析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的变化，利用自然堆积法、填充法、液

体浸渍法３种常用方法，分别对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进行测定、比较和修正，
同时将体积修正结果应用于膨胀烟梗回潮后体积的计算并进行验证分析．结果
表明：相对于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液体浸渍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的

结果更为真实可靠，数据波动小，稳定性好．以液体浸渍法测定结果为标准，建
立液体浸渍法（ｙ）与自然堆积法（ｘ１）、填充法（ｘ２）之间的线性关系，修正结果表
达式为ｙ＝０．３５２ｘ１－４１．７４４，ｙ＝０．７７２ｘ２－１９．８７４，相关系数 Ｒ

２分别为０．９２２
和０．９５９．修正后的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测得膨胀烟梗回潮后体积结果接近于
液体浸渍法，较修正前的结果更准确．这表明３种方法均可用于测定膨胀烟梗
体积，但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的测量结果需通过液体浸渍法进行修正后方能获

得较为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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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ｍｏｒｅ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ｅｓｓ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ｇｏｏ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ｑｕｉｄ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ｙ）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ｘ１）ａｎ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ｘ２）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ｔｈａｔ：ｙ＝０．３５２ｘ１－４１．７４４，ｙ＝０．７７２ｘ２－１９．８７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２ｗｅｒｅ０．９２２ａｎｄ０．９５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ａｔｂｙｌｉｑｕｉｄ
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ｌｌ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ｌｉｑｕｉｄ
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０　引言

烟梗作为卷烟材料之一，具有改善烟支结

构、降低成本和降焦等作用［１－５］，但也影响卷烟

的感官品质，如杂气重、刺激性强等［６－７］．近年

来，微波膨胀烟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为充分开

发和利用烟梗资源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应用

方向［８］．杨伟祖等［９］发现，微波烘烤对梗丝的内

在主要致香物质有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提高梗丝的抽吸质量．于建军等［１０］发现，微

波烘烤处理烟梗能降低焦油及 ＣＯ释放，提高

卷烟的安全性．何炬等［１１］研究发现，采用微波

膨胀烟梗方法制成的梗丝对改善卷烟吸味品

质、增加烟香、提高填充能力和成丝率，以及协

调叶组配方等有明显效果．但是，李军等［１２］指

出，经微波技术处理后，烟梗在回潮过程中容易

发生体积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膨胀烟梗在

线加工过程中关键物理特性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研究采用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体积的可

行性与准确性，对衡量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

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衡量膨胀烟梗体积变化的表征方法

较多，有自然堆积法、填充法、液体浸渍法、直径

测量法和表观密度法等．其中，自然堆积法［１３］

即随机取一定重量的烟梗置于一定容量的量筒

中，反复摇动直至体积不再变化，测定其自然堆

积体积，该方法对设备要求低，操作简单易行，

数据处理快捷，但误差相对较大；填充法［１４］采

用将细石英砂在量筒中浸没的方法测定不规则

固体烟梗的体积，填补了烟梗之间的间隙，误差

相对较小；液体浸渍法［１２］可利用在较短时间内

浸入三乙酸甘油酯中的烟梗材料对其的吸附量

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方便特性，采用三乙酸甘油

酯测量烟梗体积．针对膨胀烟梗体积的测定方

法，烟草行业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不同测量方

法的准确性也缺乏可靠的实验验证．鉴于此，本

研究拟同步采用自然堆积法、填充法和液体浸

渍法３种常用方法对膨胀烟梗回潮前后的体积

进行测量，通过比较测量结果，分析上述３种常

用方法测定膨胀烟梗体积的准确性与可行性，

以期为膨胀烟梗回潮后的收缩率分析研究提供

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２０１６年河南膨胀烟梗，由河南中烟公司某

卷烟厂提供．

ＨＨ－４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科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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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产；ＫＢＦ型恒温恒湿箱，德国 Ｂｉｎｄｅｒ

公司产；ＤＨＧ－９１４５Ａ型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

一恒科技有限公司产；ＰＬ２０３型电子天平，Ｍｅｔｔ

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样品制备　模拟生产线上膨胀烟梗回

潮处理过程（洗梗水温（７０±１）℃，洗梗时间

９０ｓ）对同一批次的膨胀烟梗进行洗梗处理，将

洗梗后的样品置于恒温恒湿箱（温度（２２±

１）℃，相对湿度（６０±２）％自然冷却４ｈ制得

回潮烟梗．用四分法随机称取膨胀烟梗和回潮

烟梗各１０份，每份约５０ｇ，分别采用自然堆积

法、填充法和液体浸渍法测定其体积，每份样品

重复测量３次，取平均值．

１．２．２　测定方法　含水率测定：采用《烟草及

烟草制品　试样的制备和水分测定　烘箱法》

（ＹＣ／Ｔ３１—１９９６）［１５］测定样品含水率．

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测定：自然堆积

法［１６］将膨胀烟梗置于１０００ｍＬ量筒中反复摇

动至其在量筒中刻度不再变化时记录体积；填

充法［１７］采用细石英砂将膨胀烟梗堆积时形成

的空隙体积填满，测量此时混合体积，再将烟梗

滤除，测量固体小颗粒体积，两者体积之差即为

所测膨胀烟梗体积；液体浸渍法［１８］采用三乙酸

甘油酯测量膨胀烟梗体积，三乙酸甘油酯密度

已知，由质量折算体积，同时对浸入规定液面下

的一定质量烟梗进行体积测量．

膨胀烟梗收缩率测定：分别采用自然堆积

法、填充法和液体浸渍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前

后的体积，根据公式计算收缩率．

自然堆积法、填充法收缩率计算公式：

Ｓ＝
Ｖ１－Ｖ２
Ｖ１

×１００％

其中，Ｓ为膨胀烟梗收缩率／％，Ｖ１为膨胀烟梗

体积／ｃｍ３，Ｖ２为回潮烟梗体积／ｃｍ
３．

液体浸渍法收缩率计算公式：

Ｓ＝

Ｖ１
Ｍａ（１００－Ｗ１）／１００

－
Ｖ２

Ｍｂ（１００－Ｗ２）／１００
Ｖ１

Ｍａ（１００－Ｗ１）／１００

×１００％

其中，
Ｖ１

Ｍａ（１００－Ｗ１）１００
为回潮前膨胀烟梗单位

重量干物质所占体积／（ｇ·ｃｍ－３），Ｍａ为回潮

前膨胀烟梗质量／ｇ，Ｗ１ 为其含水率／％；

Ｖ２
Ｍａ（１００－Ｗ２）１００

为回潮后膨胀烟梗单位重量

干物质所占体积／（ｇ·ｃｍ－３），Ｍｂ为回潮后膨

胀烟梗质量／ｇ，Ｗ２为其含水率／％．

１．２．３　数据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原始数据

进行整理，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方差分析及多重

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的

结果分析

　　自然堆积法、填充法和液体浸渍法测得的

膨胀烟梗回潮前后的体积结果如图１所示．从

图１可以看出，填充法与液体浸渍法的测量结

果比较接近，填充法的测量结果偏高，自然堆积

法的测量结果则远大于其他两种方法，说明用

自然堆积法测量膨胀烟梗体积，存在普遍偏高

的现象．导致３种方法测定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可能是：用自然堆积法测量体积时，膨胀烟梗之

间存在较大间隙，造成测量结果普遍偏高，人为

测量误差相对较大；填充法采用沙子填补膨胀

烟梗之间的空隙，由于沙子颗粒之间存在间隙，

当摇晃力度不同时仍旧存在测量误差；液体浸

渍法利用排液法的原理测定膨胀烟梗体积，其

结果最为真实可靠．

进一步对用不同方法测得的膨胀烟梗回潮

前后体积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

知，液体浸渍法标准偏差最小，填充法次之，自

然堆积法最大，表明液体浸渍法测定的膨胀烟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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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和回潮烟梗的体积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ｍｍ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　不同方法测定膨胀和

回潮烟梗体积的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ｍｍ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Ｌ

测定方法
膨胀烟梗体积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回潮烟梗体积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自然堆积法 ５７６．４３ ３２．３４ ３９４．７３ ４３．２８
填充法 ２３２．９９ ２４．５９ １５３．３０ ２１．６９

液体浸渍法 １６１．７２ １８．３６ ９６．７４ １３．３１

梗体积数据波动小，稳定性好，因此本研究以液

体浸渍法的测量结果作为标准．相对于液体浸

渍法，用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求得的体积平均

值均偏高，其中自然堆积法偏高２８２．２４％，填
充法偏高５１．２７％．
２．２　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积的

修正结果

　　鉴于液体浸渍法的测量结果比较稳定、可
靠，因此以液体浸渍法为标准对自然堆积法和

填充法的测量结果进行修正．首先，分别以液体
浸渍法测量结果为纵坐标，自然堆积法和填充

法的测量结果为横坐标作图，结果如图２和图
３所示．由图２可以看出，液体浸渍法与自然堆
积法测量结果存在很好的相关关系，其数学表

达式为

图２　液体浸渍法与自然堆积法测定

结果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图３　液体浸渍法与填充法测定结果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ｙ＝０．３５２ｘ１－４１．７４４ ①
式中，ｘ１为自然堆积法测得的膨胀烟梗体积／

ｍＬ，ｙ为液体浸渍法测得的膨胀烟梗体积／ｍＬ，

二者的相关系数 Ｒ２达到０．９２２．因此，在膨胀

烟梗的体积研究中，可以利用式①对用自然堆

积法测得的膨胀烟梗体积进行修正．

由图３可以看出，分别用液体浸渍法和填

充法测量，其结果也存在很好的相关关系，其数

学表达式为

ｙ＝０．７７２ｘ２－１９．８７４ ②
式中，ｘ２为填充法测得的膨胀烟梗体积／ｍＬ，ｙ

为液体浸渍法测得的膨胀烟梗体积／ｍＬ，二者

的相关系数 Ｒ２达到０．９５９．因此，在膨胀烟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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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积研究中，可以利用式②对填充法测得的

膨胀烟梗体积进行修正．

２．３　不同方法测定膨胀烟梗回潮后收缩率的

验证分析

　　为了对上述膨胀烟梗体积修正公式进行验

证，分别采用３种方法测定１０组膨胀烟梗回潮

前后的体积，并根据公式计算收缩率．将不同方

法修正前与修正后求得的收缩率进行初步数据

整理，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修正前，３种方

法求得的收缩率平均值大小顺序为：自然堆积

法＜填充法＜液体浸渍法，标准偏差和变异系

数均为：液体浸渍法＜填充法＜自然堆积法．这

表明：液体浸渍法测得的膨胀烟梗收缩率数据

波动小，测定结果稳定性好；填充法次之；自然

堆积法数据波动大，测定结果稳定性差．修正

后，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求得的收缩率平均值

均有所增加，接近液体浸渍法的测定结果．

进一步利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３种方

法修正前后求得的膨胀烟梗收缩率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结果见表３和表４．由表

表２　不同方法修正前后测得膨胀烟梗

收缩率的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

测定方法
收缩率平均值

修正前 修正后

标准偏差

修正前 修正后

变异系数

修正前 修正后

自然堆积法 １４．３６ １８．４６ ２．５０ ３．２０ １７．４０ １７．３２
填充法 １６．７８ １８．２９ ２．７８ ２．９３ １６．５７ １６．０４

液体浸渍法 １９．２１ — １．８４ — ９．５９ —

３可知，修正前不同方法求得的收缩率之间存在

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１＜０．０５），修正后不同方

法求得的收缩率之间不存在差异（Ｐ＝０．７４８＞

０．０５）．由表４可知，修正前自然堆积法、填充法

和液体浸渍法两两之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Ｐ值

均小于０．０５），而修正后３种方法两两之间均不

存在差异（Ｐ值均大于０．０５）．说明修正后不同

方法求得的膨胀烟梗收缩率结果无差异，即３种

方法均可用于测定膨胀烟梗收缩率，并通过体积

修正公式获得较为准确的收缩率结果．

３　结论

本研究同步采用自然堆积法、填充法和液

体浸渍法３种常用方法对膨胀烟梗回潮前后体

积进行了测定，通过建立３种常用方法之间的

相关关系，对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的体积测量

结果进行修正，将体积修正结果应用于膨胀烟

梗回潮后收缩率的计算并进行验证分析，得出

如下结论．

１）采用液体浸渍法测定膨胀烟梗体积，结

果真实可靠，数据波动小，稳定性好；填充法次

之；自然堆积法相对较差，因此可将液体浸渍法

的测量结果作为标准对其他方法进行修正．

２）以液体浸渍法为标准，分别对自然堆积

法和填充法的测定结果进行修正，建立液体浸

渍法（ｙ）与自然堆积法（ｘ１）、填充法（ｘ２）之间

的线性关系，修正结果表达式为 ｙ＝０．３５２ｘ１－

４１．７４４，ｙ＝０．７７２ｘ２－１９．８７４，相关系数 Ｒ
２分

别为０．９２２和０．９５９．

表３　不同方法修正前后膨胀烟梗收缩率的方差分析对比
Ｔａｂｌｅ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ｔｅｍ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变异
来源

平方和

修正前 修正后

自由度

修正前 修正后

均方

修正前 修正后

Ｆ值
修正前 修正后

Ｐ值
修正前 修正后

组间 １１７．５４９ ４．８２５ ２ ２ ５８．７７５ ２．４１３ ９．１３８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７４８
组内 １７３．６６２ ２２２．２７５ ２７ ２７ ６．４３２ ８．２３２ — － — —

总数 ２９１．２１２ ２２７．１０１ ２９ ２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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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方法修正前后膨胀烟梗

收缩率的多重对比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方法
Ｐ值

修正前 修正后

自然堆积法
填充法 ０．０４２ ０．８９７

液体浸渍法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２

填充法
自然堆积法 ０．０４２ ０．８９７
液体浸渍法 ０．０４１ ０．４７９

液体浸渍法
自然堆积法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２
填充法 ０．０４１ ０．４７９

３）修正后，分别用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求

得的膨胀烟梗收缩率结果接近于用液体浸渍法

求得的结果，较修正前的结果更准确；修正后３

种方法求得的膨胀烟梗收缩率之间无明显差

异，即３种方法均可用于测定膨胀烟梗体积，并

通过修正公式获得较为准确的收缩率结果．

综上，在实际应用中，自然堆积法、填充法

和液体浸渍法均可用来定量分析膨胀烟梗回潮

前后体积的变化，但自然堆积法和填充法的测

量结果须通过液体浸渍法进行修正后方能获得

较为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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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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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造纸法再造烟叶基

片；热裂解产物；氮气

气氛；空气气氛；温度

区间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ｉ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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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不同气氛（氮气和空气）、不同温度区间（３００～５００℃，３００～
７００℃，３００～９００℃）对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热裂解产物成分及其总量的影响，
采用固相微萃取、吸附解附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１）在
氮气和空气气氛下，基片在３００～７００℃ 和３００～９００℃温度区间内的热裂解产
物种类均明显多于３００～５００℃温度区间，且产生了大量稠环芳烃、烯烃类物
质，烟碱只在３００～５００℃区间检出，糠醛和新植二烯在不同温度区间的含量均
较高；２）在相同温度区间内，在空气气氛下，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巴豆醛、２－甲
基－呋喃、糠醛等重要热裂解产物的释放量均高于氮气气氛下的释放量，醇类
物质的相对释放量增大，且空气中氧气的存在促进基片组分的充分燃烧，致使

其热解产物的总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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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ａｉｒ）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
（３００～５００℃，３００～７００℃ ａｎｄ３００～９００℃）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ａｉ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７００℃ ａｎｄ３００～９００℃ ｏｂｖｉ
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ａｔ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５００℃．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ａｎｄ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ｐｙｒｏｌ
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０～５００℃．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ｔａｄｉｅｎｅ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ａｔ
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ｉ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ｒｏｔ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２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ａｎａｎｄ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ａｉｒ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ｆｕｌ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ｂ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０　引言

造纸法再造烟叶，是由烟梗、烟片、烟末等

烟草原料经提取、制浆、抄造、涂布加香、分切等

工艺制成的片状或丝状再生品［１－３］，具有填充

值高、加工性能好、焦油释放量低等特性，近年

来在中式卷烟中的应用受到业界广泛关注［４］．

造纸法再造烟叶作为中式卷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品质主要通过燃烧后产生的烟气物质来

反映．由烟草原料纤维、木浆纤维、填料等经抄

造制成的基片，是造纸法再造烟叶的脊梁和再

造烟叶燃烧的重要载体，其质量约占再造烟叶

总质量的 ６０％ 左右［５－９］．秦国鑫［１０］、白晓

莉［１１］、牛勇［１２］、王维胜［１３］等利用热重分析仪

（ＴＧ）和示差扫描量热仪（ＤＳＣ）研究再造烟叶

的燃烧特性，结果发现，升温速率提高，剩余物

的比例增大，且在相同升温速率下，空气与氮气

气氛相比，空气气氛下剩余物较少；宁敏等［９］研

究了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的热降解和燃烧特性

发现，基片的热裂解由５个阶段组成，分别为：

１）游离水和小分子挥发物热解；２）纤维素的部

分解聚，半纤维素和果胶热解；３）纤维素和淀

粉的热解；４）热解残留物的焦炭化；５）纸基碳

层的高温裂解．但目前关于造纸法再造烟叶基

片在不同气氛和温度区间的热裂解特性的研究

情况未见报道．鉴于此，本文拟采用固相微萃
取、吸附解附和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来考察
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在氮气和空气两种气氛

下、不同温度区间的热裂解产物成分及其释放

量，旨在深入了解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热裂解特

性，为卷烟烟气成分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试剂与仪器
再造烟叶基片，由云南某再造烟叶公司提

供；高纯氦（Ｈｅ，９９．９９９％）和空气，钢瓶装，均
购于昆明广瑞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ＣＤＳＰｙｒｏｐｒｏｂｅ２０００热裂解仪，美国 ＣＤＳ
公司产；安捷伦 ６８９０Ｎ／５９７３ＮＧＣ／ＭＳ气相色
谱 －质谱联用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产；手动
ＳＰＭＥ进样器、７５μｍＣＡＲ／ＰＤＭＳ固相微萃取
头，美国Ｓｕｐｅｌｃｏ公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热裂解成分的测定　称取８ｍｇ再造烟
叶基片样品平铺于热裂解石英管中，用石英棉

塞堵住石英管两端，然后把石英管塞入热裂解

仪的加热丝中．将热裂解丝插入一个自制的封
闭的玻璃容器中，分别在氮气和空气两种气氛

下进行热裂解．
热裂解探头初始温度为３０℃，升温速率为

２０．００℃／ｍｓ，升温至所需温度区间（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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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３００～７００℃和３００～９００℃，分别标记

为Ｔ１，Ｔ２和 Ｔ３），持续时间１０ｓ．热裂解产物经

ＳＰＭＥ萃取吸附后，在 ＧＣＭＳ进样口进行解吸

附直接进样，解吸附温度为２４０℃．

裂解产物进入ＧＣＭＳ进行分析，分析条件

为：ＨＰ－５ＭＳ毛细管柱（３０ｍｍ ×０．２５ｍｍ ×

０．２５μｍ）；进样口温度为 ２４０℃；接口温度

２５０℃；载气为Ｈｅ，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升温程

序为初始温度５０℃，保持１ｍｉｎ，以３℃／ｍｉｎ

升至 １００℃，保持 １ｍｉｎ，再以 ８℃／ｍｉｎ升至

２６０℃（５ｍｉｎ）；电离方式 ＥＩ源；电离能量

７０ｅＶ；离子源温度２３０℃；四极杆温度１５０℃；

检测方式为全扫描模式；质量扫描范围 ３５～

４５５ａｍｕ；溶剂延迟 ３．５ｍｉｎ；标准质谱库为

ＮＩＳＴ和ＷＩＬＥＹ谱库．

１．２．２　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　实验数据经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初步整理后，运用 Ｍｉｎｉｔａｂ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性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氮气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热裂解

产物分析

　　在氮气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在

Ｔ１，Ｔ２，Ｔ３区间的热裂解产物及其相对峰面积值

见表１．由表１可知，基片在不同的温度区间热

裂解成分的种类和含量均不同．其中，烟碱组分

仅在Ｔ１温度区间被检出；与Ｔ１温度区间相比，

在Ｔ２和Ｔ３温度区间下的热裂解成分种类明显

增多，且在这两个温度区间下均含有一定量的

稠环芳烃类及烯烃类物质，而在Ｔ１温度区间下

的热裂解成分中几乎不含此类化合物；在３个

不同温度区间下，基片的裂解产物中含量较高

的是２－甲基 －呋喃、糠醛、５－甲基 －２－糠

表１　氮气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在不同温度区间热裂解产物的相对峰面积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ａｋａｒｅａｏｆ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ｄ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２．３５ 巴豆醛 １．１９ １．３３ ０．５３
２．４４ １－羟基－２－丙酮 ０．７０ ０．６４ ０．２９
２．６９ １，２－乙二醇 — ０．６７ ０．２５
３．２２ １，２－丙二醇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０７
３．２７ ３－戊烯－２－酮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１０
３．４４ ２－甲基－呋喃 ２．３３ ２．５８ １．０５
４．９６ 糠醛 １２．１２ ５．６８ ３．９
５．４３ 糠醇 ０．２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５．６２ 乙基苯 — ０．０９ ０．０５
５．８０ ｐ－二甲苯 — ０．２９ ０．２
６．１５ ２－环戊烯－１，４－二酮 １．６１ ０．５４ ０．４６
６．３２ 苯乙烯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１０
６．７２ ２－甲基－２－环戊烯－１－酮 — ０．１０ ０．０８
６．８４ １－（２－呋喃基）－乙酮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１２
６．９１ ２（５Ｈ）－呋喃酮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３１
７．２１ ２－羟基－２－环戊烯－１－酮 — ０．２１ —

８．２１ 苯甲醛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１７
８．３０ ５－甲基－２－糠醛 ２．１４ ０．９３ ０．６２
８．６６ 糠酸甲酯 １．３７ ０．３１ ０．１９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８．７９ 苯酚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２２
８．９９ α－羟基－γ－丁内酯 — ０．１７ ０．１２
９．５７ １Ｈ－吡咯－２－甲醛 — ０．０６ ０．０７

１０．１０ ２－羟基－３－甲基－２－
环戊烯－１－酮 ０．１９ ０．３１ ０．２０

１０．２１ Ｄ－柠檬烯 ０．５２ ０．４３ ０．２７

１０．５１ ２，３－二甲基－２－
环戊烯－１－酮 — — ０．０９

１０．６４ ２－羟基－苯甲醛 ０．３４ — —

１０．９５ ２－甲基－苯酚 — ０．２８ ０．２５
１１．３３ 苯乙酮 — — ０．０９
１１．５４ ４－甲基－苯酚 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５０
１１．６４ ２，５－呋喃二甲醛 — ０．１３ ０．２１
１１．８０ ２－糠酸甲酯 — ０．１８ ０．１６
１２．０１ ２－甲氧基－苯酚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１６
１２．５０ ４－甲基苯甲醇 — — ０．１５
１２．５６ ２－甲基－苯并呋喃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４７
１２．６４ 麦芽酚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３２
１３．０５ １－丁烯基－苯 — ０．０４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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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１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１３．４７ 苯乙睛 — ０．０６ ０．０９
１３．７１ ２，４－二甲基－苯酚 — ０．１５ ０．２２
１３．７５ １－甲基－１Ｈ－茚 — ０．２６ ０．３
１３．９２ ２－甲基－１Ｈ－茚 — ０．１６ ０．１８
１４．３１ ３－乙基－苯酚 — — ０．１４
１４．４０ 辛酸 — ０．１３ ０．２３
１４．５８ ２，３－二甲基－苯酚 — — ０．１５
１４．７９ ３－甲基苯乙酮 ０．９２ — —

１５．０２ ２－甲氧基－４－甲基－苯酚 — ０．２８ ０．２６
１５．１６ １，２－苯二酚 ０．５６ ０．７５ ０．８０

１５．４６ １，４：３，６－二酐－α－
ｄ－吡喃葡糖 — ０．４３ ０．４８

１５．７ ２，３－二氢－苯并呋喃 ０．５２ ０．９６ １．０９
１５．９６ ５－羟甲基－糠醛 １．６ ２．１５ ２．０８
１６．３０ １－乙基－４－甲氧基－苯 — ０．２６ ０．３７
１６．７７ １，３－二甲基－１Ｈ－茚 — ０．９９ １．０２
１７．０９ 壬酸 ０．３３ — —

１７．３６ ２，６－二羟基苯乙酮 ０．２２ ０．１２ ０．３４
１７．４８ ２，３－二氢－１Ｈ－茚－１－酮 — — ０．５０
１７．８４ 吲哚 ０．４９ — —

１７．８７ １－甲基－萘 — ０．６６ ０．８５
１８．０５ 香芹酚 ０．２８ — —

１８．１８ ４－羟基－苯甲醛 ０．２ ０．３６ ０．５８
１８．３４ ２－甲基－萘 — — ０．５７
１８．４０ ２－甲氧基－４－乙烯基苯酚 １．０４ ０．７４ ０．６３
１８．４５ ２，４－癸二烯醛 ０．３６ — —

１９．２８ 烟碱 ０．７６ — —

１９．５６ 丁香酚 １．１４ — —

１９．７８ 茄酮 １．１６ ０．６ ０．６２
２０．０１ １，１，３－三甲基茚 — ０．７３ ０．７８
２０．１３ ２－乙烯基－萘 — — ０．３８
２０．３１ ３－甲基－１Ｈ－吲哚 ０．２９ ０．４９ ０．６８
２０．４２ １－十四烯 — ０．３１ ０．５２
２０．６５ 香兰素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７９
２０．８３ ２，７－二甲基－萘 — ０．６４ １．０４

２０．９２ （Ｅ）－２－甲氧基－４－
（１－丙烯基）苯酚 １．６６ １．４１ １．４０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２１．２５ ２，３－二甲基－萘 — ０．７８ ０．４５
２１．３５ １，６－二甲基－萘 — — ０．７９
２２．２１ 金合欢烯 ０．１５ ０．２４ —

２２．６４ Ｄ－阿洛糖 ２．１５ １．１６ １．７３
２２．８３ 烟碱烯 ０．６０ — —

２２．８５ １－异丙基－萘 — ０．３７ ０．４０
２２．９６ １－十五碳烯 — ０．６３ ０．６７
２３．３３ α－金合欢烯 — ０．６６ ０．８３
２３．８０ ４，６，８－三甲基－萘 — ０．５７ １．２５
２４．１５ １，６，７－三甲基－萘 — ０．５５ ０．６４
２４．６９ 巨豆三烯酮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２３
２４．７４ 芴 — ０．４１ １．００
２４．８２ １－十六碳烯 ０．３３ ０．７８ ０．９１

２５．０６ ２，６－二甲氧基－４－
（２－丙烯基）－苯酚 ０．７０ — —

２５．１６ 十四醛 ０．４７ — —

２５．３８ ［１，１′－二苯基］－４－甲醛 — — ０．６０
２５．５９ ４－甲基－二苯并呋喃 — ０．４０ ０．８０
２６．３４ １－十七碳烯 — ０．５０ ０．５１
２６．４３ Ｅ－２－十四烯－１－醇 ０．５３ ０．２８ —

２６．５１ ９－甲基－９Ｈ－芴 — — ０．７７
２６．６５ 十五醛 １．１５ １．３３ １．１４
２６．８０ ２－甲基－９Ｈ－芴 — — ０．４７
２６．９６ ４－羟基－２－甲氧基肉桂醛 ０．４２ — —

２７．３９ ２，３，６－三甲基－１，４－萘二酮 ０．５１ ０．５６ ０．５４

２８．１３ ３，７，１１，１５－四甲基－
２－十六烯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２９

２８．２０ 新植二烯 ６．０５ ３．１２ ２．２１

２８．２７ ６，１０，１４－三甲基－
２－十五酮 １．０６ ０．７３ ０．５５

２８．６８ ３，７，１１，１５－四甲基－２－
十六烯－１－醇 — ０．６４ ０．５４

２９．０７ 角鲨烯 ０．５２ ０．５４ １．６３
２９．１３ 金合欢基丙酮 ０．５４ ０．２９ ０．２８
２９．３９ 氧代环十七碳－８－烯－２－酮 — — ０．１６
２９．５０ 十六酸 — ０．２０ ０．１３

总量 ５２．８３４６．２９４８．５４

　　注：—表示未检出，下同

醛、５－羟甲基糠醛、茄酮和新植二烯等物质，其

中，含量最高的热裂解产物糠醛是由纤维素和

半纤维素热分解产生的油状液体［１４］．在基片热

裂解过程中，Ｔ１区间糠醛的相对峰面积达到

１２．１２％，随着温度的升高，其相对峰面积随之

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高温诱导其进一步分解

所致．

从总体上看，在３个温度区间内，基片的热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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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成分主要为酮类、醇类、酚类、醛类、酸类、

苯环及杂环类（简称为杂环类，本研究的苯环

类物质不包含苯酚及其同系物等）、酯类、烯烃

类等物质．在不同的温度区间，酮类、醇类、酚

类、醛类、酸类、酯类、杂环类、烯烃类物质在热

裂解产物总量中的占比（即相对含量），如图１

所示．由图１可以看出，醛类物质的相对含量最

高；随着热裂解温度的升高，醛类、酮类、酯类等

图１　氮气气氛下不同温度区间

基片热裂解成分的相对含量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物质的相对含量减少，而杂环类物质的相对含

量显著增加．这是由于在热裂解过程中，随着热

裂解温度的升高，基片中沸点较低、相对分子质

量较小的物质首先气化挥发；失去杂原子后碳

氢化合物碎片进一步受热发生聚合、缩合和裂

解等复杂反应［１３，１５］．同时，芳香族化合物的侧

链或官能团较不稳定，会从苯环上断裂下来，气

化或进一步发生其他反应．在较高的温度下，碳

氢化合物也趋向于形成在高温下比较稳定的芳

烃，芳烃则趋向于形成更稳定的稠环芳烃化合

物［１６］．因此，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在 ３００～

７００℃和３００～９００℃条件下基片产生了更多

大分子量的杂环类、烯烃类物质．这类化合物经

过卷烟热解区后进入主流烟气，由于自身熔沸

点较高，很容易冷凝形成焦油［１７］．

２．２　空气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热裂解

产物分析

　　在空气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在

Ｔ１，Ｔ２和Ｔ３区间的热裂解产物及其相对峰面积

见表２．由表２可知，不同温度区间基片热裂解

产物的总量表现为 Ｔ１＞Ｔ２＞Ｔ３，与氮气气氛下

热裂解产物分布情况相同，烟碱组分仅在Ｔ１区

表２　空气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在不同温度区间下的热裂解产物及其相对峰面积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ａｋａｒｅａｏｆ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ｄｅｒａｉ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２．３６ 巴豆醛 １．０４ ０．５４ ０．４３
２．４４ １－羟基－２－丙酮 ０．６７ ０．４０ ０．２７
２．６８ １，２－乙二醇 — ０．３７ ０．３４
３．４４ ２－甲基－呋喃 ２．６２ １．２２ ０．７８
４．９６ 糠醛 １３．４５ ３．５４ ２．５３
５．４３ 糠醇 ０．３１ ０．１０ ０．０４
５．７９ ｐ－二甲苯 — — ０．１１
６．１５ ２－环戊烯－１，４－二酮 ２．０８ ０．５２ ０．３５
６．３３ 苯乙烯 — ０．０５ ０．０６
６．７２ ２－甲基－２－环戊烯－１－酮 — ０．０５ ０．０４
６．８５ １－（２－呋喃基）－乙酮 ０．２１ ０．１ ０．０７
６．９１ ２（５Ｈ）－呋喃酮 — ０．３９ ０．２４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８．２１ 苯甲醛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０９
８．３０ ５－甲基－２－糠醛 ２．２０ ０．５８ ０．４１
８．６６ 糠酸甲酯 １．４９ ０．１７ ０．２３
８．７９ 苯酚 ０．１６ ０．２１ ０．１７
８．９８ α－羟基－γ－丁内酯 — ０．１５ ０．０８
９．１４ ２Ｈ－吡喃－２，６（３Ｈ）－二酮 — ０．２１ ０．１２
９．５６ １Ｈ－吡咯－２－甲醛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５

１０．１０ ２－羟基－３－甲基－２－
环戊烯－１－酮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１３

１０．２１ Ｄ－柠檬烯 ０．５８ ０．３２ ０．２３
１０．６６ 茚 — — ０．１７
１０．９５ ２－甲基－苯酚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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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Ｔａｂｌｅ２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１１．３９ 糠酸 — ０．３７ ０．０８
１１．５５ ４－甲基－苯酚 ０．２２ ０．４６ ０．３４
１１．６３ ２，５－呋喃二甲醛 — ０．２１ ０．１９
１１．７８ ２－糠酸甲酯 — ０．１７ ０．１１
１２．０１ ２－甲氧基－苯酚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８
１２．６５ 麦芽酚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２２
１３．４７ 苯乙睛 —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５５２，３－二氢－３，５－二羟基－６－
甲基－４Ｈ－吡喃－４－酮 —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３．７１ ２，４－二甲基－苯酚 — ０．１５ ０．１１
１３．７６ １－甲基－１Ｈ－茚 — ０．１８ ０．１８
１３．９３ ２－甲基－１Ｈ－茚 —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４．２４ ４－乙基－苯酚 — ０．６７ ０．３９
１４．３１ ３－乙基－苯酚 — ０．１０ ０．２６
１４．５８ ２，３－二甲基－苯酚 — ０．１１ ０．０６
１４．８ ３－甲基苯乙酮 ０．５６ — —

１５．０３ ２－甲氧基－４－甲基－苯酚 — ０．２５ ０．１２
１５．１６ １，２－苯二酚 １．０１ １．１６ ０．７９

１５．４５ １，４：３，６－二酐－α－
ｄ－吡喃葡糖 — ０．５３ ０．３３

１５．７２ ２，３－二氢－苯并呋喃 — １．３２ ０．７６
１５．９７ ５－羟甲基－糠醛 １．７４ ２．４９ ２．２
１６．７７ １，３－二甲基－１Ｈ－茚 — １．０１ ０．１２
１６．９４ ３－甲基－邻苯二酚 — ０．７６ ０．８８
１７．０９ 壬酸 ０．３６ — —

１７．３６ ２，６－二羟基苯乙酮 ０．３０ ０．３１ —

１７．４８ ２，３－二氢－１Ｈ－茚－１－酮 — ０．４８ ０．３４
１７．７５ ４－甲基－１，２－苯二酚 — ０．６９ ０．５２
１７．８４ 吲哚 ０．４５ — —

１７．８６ １－甲基－萘 — ０．５５ ０．９４
１８．０５ 香芹酚 ０．２７ — —

１８．１５ ４－羟基－苯甲醛 ０．５７ ０．３９ ０．４７
１８．２５ ５－乙酰基－２－糠醛 — ０．２４ —

１８．４０ ２－甲氧基－４－乙烯基苯酚 １．００ １．２１ ０．６６
１８．８７ ７－甲基－苯并呋喃 — ０．３３ ０．１６
１９．０９ ４－（２－丙烯基）－苯酚 — — ０．３２
１９．１９ ２－甲基－１，４－苯二酚 — — ０．３１
１９．３０ 烟碱 ０．５７ — —

１９．５６ 丁子香酚 １．２４ — —

１９．７９ 茄酮 １．２４ ０．７７ ０．４６
２０．０１ １，２，３－三甲基茚 — １．０６ ０．６０
２０．３２ ３－甲基－１Ｈ－吲哚 ０．２７ ０．８４ ０．５０
２０．４２ ５－十四碳烯 — ０．３６ ０．４１
２０．５７ １－（３－羟基苯基）－乙酮 — — ０．２３

保留
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相对峰面积／％
Ｔ１ Ｔ２ Ｔ３

２０．６６ 香兰素 ０．８１ ０．９３ ０．６１
２０．８４ ２，７－二甲基萘 — １．０８ １．３０

２０．９２ （Ｅ）－２－甲氧基－４－
（１－丙烯基）苯酚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２８

２１．０３ ７－甲基茚满－１－酮 — — ０．２７
２１．２５ ２，３－二甲基－萘 — ０．３８ ０．３５
２１．３５ １，６－二甲基－萘 — ０．６２ ０．６４
２１．７７ １，７－二甲基－萘 — — ０．３２

２２．０５ （Ｚ）－２－甲氧基－４－
（１－丙烯基）－苯酚 １．４０ １．５０ ０．９５

２２．８３ 烟碱烯 ０．４２ — —

２２．９６ １－十五碳烯 — ０．７３ １．０４
２３．３３ Ｅ，Ｅ－α－金合欢烯 — ０．８３ ０．６３
２３．８０ ４，６，８－三甲基－萘 ０．３３ ０．６９ ０．８
２４．１０ １，４，５－三甲基－萘 — ０．５３ ０．５４
２４．１５ １，６，７－三甲基－萘 — — ０．６１
２４．７４ 芴 － ０．４７ １．６４
２４．８３ １－十六碳烯 — １．１２ ０．９９

２５．０６ ２，６－二甲氧基－４－
（２－丙烯基）－苯酚 ０．１２ ０．４７ －

２５．５９ ４－甲基－二苯并呋喃（氧芴） — ０．４０ ０．９０
２６．１２ ８－十七碳烯 — ０．７９ —

２６．３４ １－十七碳烯 — ０．４８ ０．５７
２６．６５ 十六醛 ０．９９ １．１８ １．３７
２７．２２ 十四酸 — — ０．３２
２７．３９ ２，３，６－三甲基－１，４－萘二酮 ０．３３ ０．５３ ０．７

２８．１４ ３，７，１１，１５－四甲基－
２－十六烯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４５

２８．２０ 新植二烯 ９．７６ ２．３１ ２．９７
２８．２７ ６，１０，１４－三甲基－２－十五酮 ０．９０ ０．４０ ０．８１
２８．５３ 金合欢醇 － ０．０２ ０．３６

２８．６９ ３，７，１１，１５－四甲基－２－
十六烯－１－醇 ０．８４ — —

２９．０７ 角鲨烯 ０．５０ ０．８５ ０．４７
２９．１３ 金合欢基丙酮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１
２９．３９ 氧代环十七碳－８－烯－２－酮 — ０．０９ ０．２５
２９．５２ 十六酸 — — ０．６６

２９．６４ （Ｅ，Ｅ，Ｅ）－３，７，１１，１５－四甲
基－１，３，６，１０，１４－十六碳五烯 — ０．１３ ０．４１

２９．８６ 二十碳烯 — — ０．３２

３０．３８ （Ｅ，Ｅ）－３，７，１１，１５－四甲基－
１，６，１０，１４－十六碳四烯－３－醇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３３．４１ ２，６，１０，１４，１８－五甲基－２，６，
１０，１４，１８－二十碳五烯 — — ０．１０

总量 ５３．３６４４．７９４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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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被检出；在热裂解产物各成分中，糠醛的相对

峰面积较大，在 Ｔ１，Ｔ２和 Ｔ３温度区间，分别占

热裂解成分总量的 ２２．９４％，１２．２７％ 和

８．０３％．随着热裂解温度的升高，巴豆醛、糠醛、

新植二烯等的相对峰面积依次减小．此外，与

Ｔ１温度区间相比，在 Ｔ２和 Ｔ３温度区间下的热

裂解产物种类均明显增多，且在这两个温度区

间下释放出大量的萘及其同系物、茚（芳香烃）

等，而Ｔ１条件下的热裂解产物中几乎不含此类

化合物．

在空气气氛下，不同温度区间下基片热裂

解所释放的酮类、醇类、酚类、醛类、酸类、酯类、

杂环类、烯烃类物质在热裂解产物总量中的占

比，即相对含量，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以看出，

醛类物质的相对含量依然最高；随着热裂解温

度的升高，醛类、酸类、酯类、酮类物质的相对含

量减少，而杂环类物质的相对含量显著增加，醇

类、酚类、烯烃类相对含量的改变不明显．

２．３　不同气氛和温度区间对造纸法再造烟叶

基片部分热裂解产物的影响分析

　　为考察不同气氛和温度区间对巴豆醛（相

图２　空气气氛下不同温度区间

基片热裂解成分的相对含量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ａｉ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对分子质量７０）、２－甲基 －呋喃（相对分子质

量８２）、糠醛（相对分子质量９６）、茄酮（相对分

子质量１９４）、新植二烯（相对分子质量２７８）等

重要热裂解产物释放量的影响及以上组分间的

相关性，本研究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性分析．图３为不同气氛条件和温度区间下，

巴豆醛、２－甲基 －呋喃、糠醛、茄酮、新植二烯

的相对含量（各组分在热裂解产物总量中的占

比）．由图３可知，在相同温度区间内，巴豆醛、

２－甲基－呋喃、糠醛、茄酮、新植二烯在不同气

氛条件下释放量不同；在空气气氛下，巴豆醛、

２－甲基－呋喃、糠醛的相对含量均高于氮气气

氛，这说明氧气的引入，致使较大分子的物质分

解成相对分子质量更小的化合物．在相同气氛

条件下，其释放量在不同温度区间也明显不同，

随着温度区间的扩大，巴豆醛、２－甲基－呋喃、

糠醛、茄酮、新植二烯释放量均呈现增加的趋

势．此外，通过单因素分析可知，气氛条件和温

度区间均对巴豆醛、２－甲基 －呋喃、糠醛、茄

酮、新植二烯的释放量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气

氛条件和温度是影响巴豆醛、２－甲基－呋喃、

图３　不同气氛下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

在不同温度区间重要热裂解成分释放量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ｓｕｎｄ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ａｉ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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糠醛、茄酮、新植二烯释放量的重要因素．

３　结论

采用固相微萃取、吸附解附和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等方法，对造纸法再造烟叶基片在

不同气氛及温度区间的热裂解产物进行比较分

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在氮气和空气气氛下，基片在 ３００～

７００℃ 和３００～９００℃温度区间内的热裂解产

物种类均明显多于３００～５００℃温度区间，且在

这两个温度区间产生了大量的稠环芳烃、烯烃

类物质，热裂解成分的总量随温度区间的扩大

呈下降趋势；基片的热裂解产物中，烟碱只在

３００～５００℃区间检出，糠醛和新植二烯在不同

温度区间的含量均较高．

２）气氛条件和温度区间是影响巴豆醛、

２－甲基－呋喃、糠醛、茄酮、新植二烯等造纸法

再造烟叶基片重要热裂解产物释放量的重要因

素，在相同温度区间内，空气气氛下相对分子质

量较小的巴豆醛、２－甲基 －呋喃、糠醛的释放

量均高于其在氮气气氛中的释放量；空气条件

下，醇类物质的相对释放量增大，且空气中氧气

的存在可促进基片组分的充分燃烧，致使其热

解产物的总量降低．

综上所述，从氮气和空气气氛下造纸法再

造烟叶基片的热解产物种类和含量来看，在改

善再造烟叶品质或降低其有害物质释放量方

面，需要重点考虑基片对其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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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ＨＨＰ的烟用香精料液杀菌工艺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ｌａｖ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ＨＰ

关键词：

烟用香精料液；高静

压技术；杀菌；

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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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烟用香精料液防腐用化学防腐剂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将物理场高

静压（ＨＨＰ）技术应用于烟用香精料液的防腐杀菌，考察了 ＨＨＰ工艺参数对烟
用香精料液杀菌效果的影响，以及杀菌处理后烟用香精料液施加于卷烟的感官

品质．结果表明：在处理温度３８℃，保压时间１３．１ｍｉｎ，处理压力４４７ＭＰａ工艺
条件下，经ＨＨＰ处理前后，烟用香精料液的色泽、黏度无明显变化；产气微生物
的生长得到较好的控制，烟用香精料液的产气量明显降低，保质期增长；将杀菌

处理后的香精料液添加到卷烟叶组中与原料液进行感官评吸对比，二者不存在

感官上的明显差异．因此，在不改变烟用香精料液感官品质的前提下，ＨＨＰ将有
望作为一种低温、安全的杀菌技术应用于烟用香精料液的杀菌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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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ｓａｆ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ｌａｖｏｒｌｉｑｕｉｄ．

０　引言

香精香料大多由合成化合物、天然提取物

及相应的溶剂组成，一般是多元复合体稀释液，

成分较为复杂．烟用香精料液以糖类、植物提取

物、维生素及有机酸类为主，与水混合经二次调

配制得．水溶性的烟用香精料液，其活性水含量

较高，且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是微生物良好的

天然培养基，但存在稳定性差、存贮时间较短等

缺陷．为解决烟用香精香料易腐败变质的问题，

浙江中烟公司对生产退回的烟用香精香料的理

化性质、微生物指标和感官变化状况进行分析

研究，确定烟用香精香料保质期的判定依据为

菌落总数和霉菌总数等指标［１］．湖北中烟针对

天然烟用香料的质量控制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将菌落总数、大肠群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

和酵母菌５种微生物的数量作为天然烟用香料

微生物的控制指标．基于成本、功效和添加工艺

的考虑，目前烟用香精香料主要防腐措施是添

加化学防腐剂，但存在影响感官品质、添加剂残

留、环境污染和容易对人体造成危害等缺陷．因

此，探索应用新技术对烟用香精香料进行有效

的杀菌防腐非常必要［２－４］．

高静压（ＨＨＰ）技术是指将待处理的食品／

生物制品置于可加压的密闭容器中，以水、乙醇

等流体作为传压介质，在一定压力和温度条件

下（１００～１０００ＭＰａ，２５～６０℃）保持一定时间，

对所施加对象进行灭菌、激活或抑制酶活性处

理，以延长货架期、改善产品品质的一种新技

术［５－６］．ＨＨＰ具有杀菌均匀、高效、无毒害、低

能耗和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货架期长的特

点［７］．高杨等［８］研究发现，经 ＨＨＰ处理后的真

空包装法兰克福香肠，相比于未处理的对照香

肠，初始微生物数量明显下降，且对贮藏期间腐

败微生物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ＨＨＰ作

为一种极具潜力的非热力物理杀菌技术，应用

于果蔬制品的杀菌和灭酶，能够较大限度地保

持其营养价值和感官品质，源于该技术对决定

食品色泽、香味等的低分子量化合物中的共价

键具有限制作用．Ｇ．Ａｒｒｏｙｏ等［９］对不同类型的

蔬菜进行 ＨＨＰ处理（３００～４００ＭＰａ），其中莴

苣、菠菜和花椰菜的颜色发生了轻微的变化，而

芦笋和洋葱基本保持不变．对高水活度制品的

杀菌效果，Ｍ．Ｅ．Ｌｏｐｅｚ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等［１０］的研究表

明，４００ＭＰａ的压力可以减少牡蛎的乳酸杆菌、

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并使产品的外观和风味

得到保持．但当压力升高至 ６００ＭＰａ时，赵伟

等［１１］的研究表明，牡蛎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其

水解程度及产生的氨基酸量明显增加．

Ａ．Ｂａｙｍｄｉｒｌｉ等［１２］对接种在果汁产品的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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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细菌进行 ＨＨＰ灭菌处理发现，在 ４０℃，

３５０ＭＰａ，５ｍｉｎ的条件下即可杀灭这些细菌，

但无法杀灭体系内的微生物孢子．

以往针对ＨＨＰ的研究多集中于果蔬制品、

豆制品、水产品、鱼肉制品等，在香精香料防腐

领域尚未见相关报道．烟用香精料液主要由天

然和合成的低分子量化合物组成，ＨＨＰ不破坏

化合物的共价键，因而对烟用香精料液中的糖

类、酸类、醇类、酯类及天然植物提取物等低分

子量的风味物质、色素和各种小分子物质几乎

不产生影响［１３－１４］．因此，将ＨＨＰ应用于烟用香

精料液杀菌防腐，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鉴于

此，本文拟以烟用香精料液为研究对象，对

ＨＨＰ用于烟用香精香料杀菌的工艺条件进行

研究，同时考察ＨＨＰ杀菌处理后料液施加于卷

烟的感官品质，以期在低温、无化学防腐剂辅助

的条件下实现细菌和霉菌的杀灭，在保障料液

品质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持烟用香精

料液的风格特征，延长其货架期．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卷烟料液为规格分别为 Ａ和 Ｂ的在产卷

烟在叶组加料过程中施加的混合糖香料功能组

分．其中，卷烟Ａ料液主要包括香荚兰提取物、

菠萝提取物、麦芽提取物、桃子浓缩汁、李子提取

物、野坝子蜂蜜、５０°高粱酒、丙二醇、枣子浸膏、

无花果提取物、红大烟叶提取物、香茅浸膏和樱

桃汁等；卷烟Ｂ料液主要包括浓缩梅子提取物、

杏子提取物、高果糖浆、香兰素、５８°高粱酒、百花

草蜂蜜、丙二醇、山梨醇、枣子酊、可可提取物、津

巴布韦烟叶提取物、黑莓提取物和葡萄酒等．

甲醇、乙腈、乙醇，均为色谱纯，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ＮａＣｌ，北京化学试剂公司产．

营养琼脂，购于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其主要成分：酵母膏５．０ｇ，琼脂３０．０ｇ，葡

萄糖２．０ｇ．将上述成分置于２Ｌ蒸馏水中，煮

沸溶解，ｐＨ控制在 ７．０±０．１，分装于锥形瓶

中，于１２１℃下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

孟加拉红培养基，购于北京陆桥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其主要成分：蛋白胨 １０ｇ，葡萄糖

２０ｇ，磷酸二氢钾２ｇ，硫酸铵１．０ｇ，孟加拉红

２０．０６ｇ，琼脂３０ｇ，氯霉素０．２ｇ．将上述成分

加于 ２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ｐＨ控制在

６．０±０．１，分装于锥形瓶中，于１２１℃下高压灭

菌２０ｍｉｎ．

Ｓ－ＦＬ－０８５－０９－Ｗ高静液压试验机（含

液压柜），英国ＳＦＰ金属公司产；Ａ３００／１Ｇ真空

封口机，德国 ＭＵＬＴＩＶＡＣ公司产；ＰＨＩＬＩＰＳＨＲ

２８９０／Ｂ破碎机，荷兰飞利浦公司产；ＬＸＪ－ＩＩ型

离心沉淀机，上海医用仪器厂产；Ｊ－２６ＸＰＩ型

高效冷冻离心机，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产；梅特勒

３２０Ｓ酸度计、电子精密天平，均为梅特勒仪器

（上海）有限公司产；ＵＶ８０００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美国 ＵＮＩＣＯ公司产；超低温冰箱，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Ｉｎｃ产；ＤＧＧ－９０７０Ａ型

恒温干燥箱，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产；

ＫＣＬ－２０００Ａ恒温恒湿培养箱，日本东京理化

器械株式会社产．

１．２　ＨＨＰ杀菌单因素试验
将同一批次烟用香精料液样品分装成每袋

０．５ｋｇ，用高温消毒的聚乙烯高温蒸煮袋真空

密封，采用双层包装，以便于运输且防止爆袋．

整个过程在无菌环境中完成．将分装好的烟用

香精料液迅速放入ＨＨＰ处理装置的压力腔内，

并浸没于传压介质中，考察 ＨＨＰ不同处理压

力、保压时间和处理温度对杀菌效果的影响．

１）ＨＨＰ不同处理压力杀菌效果试验．处

理温度设为３０℃，保压时间１５ｍｉｎ，在１００～

６００ＭＰａ压力范围内，以１００ＭＰａ作为试验间

隔，测量不同处理压力的菌落总数对数值．留一

组未处理空白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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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ＨＨＰ不同保压时间杀菌效果试验．施
加处理压力 ５００ＭＰａ，处理温度设定为３０℃，
在５～３０ｍｉｎ加压时间范围内，以５ｍｉｎ作为试
验间隔，测量不同保压时间的菌落总数对数值．
留一组未处理空白作为对照．
３）ＨＨＰ不同处理温度杀菌效果试验．施

加处理压力５００ＭＰａ，保压时间设定为５ｍｉｎ，
在１０～５０℃温度范围内，以１０℃作为试验间
隔，测量不同处理温度的菌落总数对数值．留一
组未处理空白作为对照．
１．３　烟用香精料液微生物检测方法

ＨＨＰ处理后的烟用香精料液样品迅速放
入０℃冰浴中冷却，冷却后置于冰箱中于４℃
下保藏．微生物指标的检测在２４ｈ后进行，即
只考虑不可逆的变化．结果以３次重复实验结
果的平均值表示．

以食用香精国家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

限定要求，作为评定ＨＨＰ对烟用香精料液杀菌
效果的依据．使用国家标准所述的检测方法［１５］

检测料液样品的微生物菌落，结果以ＣＦＵ／ｇ表
示．参照国家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ＧＢ４７８９．２—
２０１６，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２０１６，分别检测烟用香精料
液中的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参照国家

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ＧＢ４７８９．３—２０１６检测料
液中的大肠菌群．

目前国内还没有烟用香精香料微生物指标

的国家标准，本次实验的微生物指标以《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ＧＢ３０６１６—
２０１４）限定作为依据［１６］．其中，针对提供的烟用
香精料液样品进行的致病菌菌数检测，结果显

示为未检出，本次试验研究内容将不再涉及．食
品用香精的国家标准对霉菌和酵母的微生物指

标未作限量要求，在本次实验中检测数值愈少

愈好．
１．４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

对真空封口的烟用香精料液样品，考察

ＨＨＰ处理压力（Ｘ１），ＨＨＰ处理时间（Ｘ２），ＨＨＰ

保压温度（Ｘ３）３个因素对降低的菌落总数对数

ｌｇ（Ｎ０／Ｎ）变化的影响．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

依据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试验设计原理，进行３因素３

水平的响应面分析试验，因素与水平表见表１．

表１　ＨＨＰ处理烟用香精料液工艺

响应面分析试验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ｆｌａｖ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ｎ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水平
因素

Ｘ１／ＭＰａ Ｘ２／ｍｉｎ Ｘ３／℃

－１ ３００ ５ ２０

０ ４００ １０ ３０

１ ５００ １５ ４０

　　根据试验设计，响应值 Ｙ基于最小二乘法

拟合二次多项式为

Ｙ＝∑Ａ０＋∑Ａｉｘｉ＋∑Ａｉｉｘｉｊ＋∑Ａｉｊｘｉｘｊ
其中，Ｙ为降低的菌落总数对数 ｌｇ（Ｎ０／Ｎ）；Ａ０
为常数，Ａｉ为线性系数，Ａｉｉ为二次系数，Ａｉｊ为交

互系数；ｘｉ，ｘｊ（ｉ≠ｊ，ｉ，ｊ＝１，２，３）为试验的３个

因素．采用统计学的Ｆ值、Ｐ值和方差分析检验

模型方程多项式各系数的拟合和回归．

１．５　料液理化指标检测
色值的测定．采用 ＣＲ－４００色差仪，通过

反射法测定样品的色泽指标．选用ＣＩＥ标准Ｄ６５
光源，ｏ／ｄ条件，１０°视场，采用 ＣＩＥＬＡＢ及亨利

Ｌａｂ均匀色空间．标准白板参数为：Ｌ ＝９４．０，

ａ ＝０．３１６，ｂ ＝０．３３２．采用 Ｌａｂ颜色系

统，处理样品与对照之间的色泽差异采用 ΔＥ

表示，ΔＥ＝（ΔＬ２＋Δａ２＋Δｂ２）１／２，ΔＥ大小

与样品颜色变化成正比．

流变学分析．采用ＡＲＧ２流变仪，选择直径

为４０ｍｍ的２°不锈钢锥板进行系统测量，采用

Ａ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３８软件对测

定结果进行分析．

产气量分析．烟用香精料液产气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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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微生物发酵产生气体，一般生产制品在胀

袋后外观会发生明显变化，当胀袋比较严重时，

还会出现沉淀、有效成分变化等，对产品品质造

成极大影响．因此，需对 ＨＨＰ处理前后的烟用

香精料液产气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取 ５００ｍＬ

ＨＨＰ处理后的料液，置于具塞烧瓶内，在３７℃

恒温培养箱内进行烟用香精料液产气试验，并

记录１２０ｄ内的每日产气量，得到总产气量，同

时与未进行ＨＨＰ处理的空白对照组进行对比．

感官评吸验证．以卷烟 Ａ料液为例，将

ＨＨＰ处理前后的烟用香精料液，按叶组５％（质

量分数）的添加量在卷烟叶组上进行加料试

验；将试验叶组放置于温度（２２±１）℃，相对湿

度（６０±１）％条件下平衡２４ｈ后，制成卷烟，再

次平衡２４ｈ，待用．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处理压力对ＨＨＰ杀菌效果的影响
在保压时间１５ｍｉｎ，处理温度３０℃条件下，

考察ＨＨＰ施加压力对菌落总数对数值的影响，

结果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以看出，在较低的压

力范围内，随着压力升高，菌落总数的对数值明

显下降．当压力达到５００ＭＰａ时，烟用香精料液

图１　ＨＨＰ处理压力对菌落总数对数值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ｌｏｎｙ

中的菌落总数即可达到检测限，说明ＨＨＰ高压

处理对烟用香精料液中的细菌致死效果显著．

烟用香精料液为多组分混合物，其中的细

菌种类较为复杂，从开始对体系加压到 ３００ＭＰａ

范围内，菌落总数随着压力升高而明显下降，当

压力超过３００ＭＰａ后，菌落总数对数值的下降

趋势趋于变缓．因为不同的微生物细胞具有不

同的耐压阈值，在较高压力下，不耐压的细菌首

先被杀死，残存的一些较耐压的细菌对压力的

敏感性较低，从而导致菌落总数对数值下降趋

势变缓．ＨＨＰ杀菌系统对微生物的灭活具有一

定的选择性，从前期研究结果和文献对比研究

发现，不同的微生物耐压性能差异很大，其中以

芽孢杆菌的耐压能力最强，其次是革兰氏阳性

菌、霉菌／酵母菌，革兰氏阴性菌的耐压性相对

较弱．此外，处于指数生长期的微生物比静止生

长期的微生物对压力也更敏感，这些都会导致

ＨＨＰ杀菌拖尾现象的产生．由于在后期的ＨＨＰ

杀菌试验中大肠菌群试验结果为阴性，大肠菌

群数均未检测出超标情况，故在该部分内容未

作相应的研究说明．

处理压力与烟用香精料液中霉菌／酵母菌

菌落对数值的关系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以看

出，烟用香精料液中的霉菌／酵母菌数对数值随

着施加压力的升高而急剧下降，当压力增加至

５００ＭＰａ时，ＨＨＰ处理对料液体系中霉菌／酵母

菌的灭活即达到检测限．故适宜的ＨＨＰ处理压

力为５００ＭＰａ．

２．２　保压时间对ＨＨＰ杀菌效果的影响
在施加压力为５００ＭＰａ，温度为３０℃条件

下，考察处理时间对菌落总数对数值的影响，结

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以看出，在０～１０ｍｉｎ

内，菌落总数对数值随处理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且速率很快，１０ｍｉｎ后下降趋缓，ＨＨＰ处理

２０ｍｉｎ以后，对微生物的致死效果开始变得不

明显．这可能源于料液体系内的压力敏感菌，因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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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压力阈值较低，在施加较高压力后很快被杀

灭，还有一些耐压菌的阈值较高［１７］，当施加的

压力未达到作用阈值时，即使进一步增加处理时

间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杀菌效果，在实际生产中增

加处理时间还会导致整个工序周期的延长，影响

生产效率和成本．故适宜的 ＨＨＰ保压时间为

２０ｍｉｎ．在此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对烟用香精料

液进行处理，未检测出霉菌和酵母菌．这说明

ＨＨＰ处理压力与霉菌／酵母菌总数对数值的关

图２　ＨＨＰ处理压力对霉菌／酵母菌

菌落对数值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ｏｌｄｓ／ｆｕｎｇｉ

图３　ＨＨＰ处理时间对菌落总数对数值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ｉｍｅ

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ｌｏｎｙ

系基本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特征，即施加压力

大小与灭活效果呈正比，但保压时间的改变基

本不能影响霉菌／酵母菌总数随着压力升高而

明显下降的趋势，说明ＨＨＰ处理压力是影响霉

菌／酵母菌菌落存活与否的决定因素．

２．３　处理温度对ＨＨＰ杀菌效果的影响
温度对ＨＨＰ杀菌具有协同作用，在一定范

围内随着温度的增加，杀菌效果逐渐增强．但高

压环境下的温度升高会带来过高的能量消耗，

也会破坏加工制品的风格特征．在施加压力

５００ＭＰａ，保压时间１５ｍｉｎ的条件下，考察处理

温度对菌落总数对数值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

示．由图４可以看出，菌落总数的对数值随温度

的升高呈明显下降趋势，因为温度是微生物生

长代谢过程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温度与压力

的协同作用能显著提高烟用香精料液的杀菌效

果．相关研究也证实通过适当的对处理体系加

温，可以降低微生物所需的致死压力，但烟用香

精料液在较高温度下容易出现功能成分损失，

因此需适度控制处理温度范围，以达到料液杀

菌处理的最佳效果．烟用香精料液中的细菌数

量在处理温度为４０℃时，即可达到食品微生物

检测方法的检测限，在此条件下按照前述方法

未检测出霉菌和酵母．故适宜的ＨＨＰ处理温度

为４０℃．

图４　ＨＨＰ保压温度对菌落总数对数值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ｌｏｎｙ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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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ＨＨＰ处理烟用香精料液工艺响应面设计

试验结果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ＨＨＰ处理烟用香

精料液工艺响应面分析试验结果见表２，其中

Ｙ１表示降低菌落总数对数 ｌｇ（Ｎ０／Ｎ），Ｙ２表示

降低菌落总数对数 ｌｇ（Ｎ０／Ｎ）预测结果，共１７

个试验点，包括１２个析因点、５个零点，零点用

于估计试验误差．

根据表２列出的 ＨＨＰ处理对菌落总数的

影响结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 ＨＨＰ处理

降低菌落总数对数值对 Ｘ１，Ｘ２，Ｘ３的二次多项

回归模型方程为

Ｙ＝２．１８＋０．８９Ｘ１＋０．２６Ｘ２＋０．５５Ｘ３＋

０．０８Ｘ１Ｘ３＋０．２２Ｘ２Ｘ３－０．０７Ｘ１
２－

０．２７Ｘ２
２－０．３５Ｘ３

２ ①
２．５　模型的建立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模型①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３，模型系数

显著性检验见表４．

由表３可知，模型方程①极显著（ｓｉｇ．＜

表２　ＨＨＰ处理烟用香精料液工艺

响应面分析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ｆｌａｖ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试验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Ｙ１ Ｙ２
１ －１ －１ ０ ０．７１ ０．６９
２ －１ ０ －１ ０．４０ ０．４０
３ －１ ０ １ １．３５ １．３５
４ －１ １ ０ １．１９ １．２１
５ ０ －１ －１ ０．９５ ０．９７
６ ０ －１ １ １．６２ １．６４
７ ０ ０ ０ ２．２０ ２．１８
８ ０ ０ ０ ２．１７ ２．１８
９ ０ ０ ０ ２．２０ ２．１８
１０ ０ ０ ０ ２．１７ ２．１８
１１ ０ ０ ０ ２．１８ ２．１８
１２ ０ １ －１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３ ０ １ １ ２．６１ ２．５９
１４ １ －１ ０ ２．４９ ２．４７
１５ １ ０ －１ ２．０１ ２．０２
１６ １ ０ １ ３．２８ ３．２８
１７ １ １ ０ ２．９７ ２．９９

表３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Ｆ比率 Ｓｉｇ． 显著性

模型 ９ １０．４０９１ １９１８．４７ ＜．０００１ 
Ｘ１ １ ６．３０１３ １０４５２．３１ ＜．０００１ 
Ｘ２ １ ０．５４０８ ８９７．０６ ＜．０００１ 
Ｘ３ １ ２．４４２１ ４０５０．７９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Ｘ１Ｘ３ １ ０．０２５６ ４２．４６ ０．０００３ 
Ｘ２Ｘ３ １ ０．１８４９ ３０６．７１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１ １ ０．０２３４ ３８．７６ ０．０００４ 
Ｘ２Ｘ２ １ ０．３０５８ ５０７．２７ ＜．０００１ 
Ｘ３Ｘ３ １ ０．５１４３ ８５３．１３ ＜．０００１ 
失拟 ３ ０．００３３ ４．７８ ０．０８２３
纯误差 ４ ０．０００９
总误差 ７ ０．００４２
Ｒ２ ０．９９９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９９１

表４　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项 系数 标准误差 ｔ比率 概率＞｜ｔ｜
截距 ２．１８ ０．０１１０ １９８．９０ ＜．０００１
ｘ１ ０．８９ ０．００８７ １０２．２４ ＜．０００１
ｘ２ ０．２６ ０．００８７ ２９．９５ ＜．０００１
ｘ３ ０．５５ ０．００８７ ６３．６５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ｘ１ｘ３ ０．０８ ０．０１２３ ６．５２ ０．０００３
ｘ２ｘ３ ０．２２ ０．０１２３ １７．５１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１ －０．０７ ０．０１２０ －６．２３ ０．０００４
ｘ２ｘ２ －０．２７ ０．０１２０ －２２．５２ ＜．０００１
ｘ３ｘ３ －０．３５ ０．０１２０ －２９．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即不同试验处理间的差异极显著；失

拟项数值为０．０８２３＞０．０５，说明模型不需要引

入更高次数的项，模型选择合适；模型校正决定

系数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９９１，说明该模型能反映

９９．９１％的响应值变化，拟合效果好，具有较小

的试验误差．因此该模型从整体上看是成立的，

可用此模型分析和预测 ＨＨＰ致死菌落总数的

数量级变化．由表４显著性检验结果可知，模型

一次项都较为显著；二次项均显著（Ｐ＜０．０５）；

交互项 ｘ１ｘ３和 ｘ２ｘ３显著，ｘ１ｘ２不显著，说明

ＨＨＰ处理压力与保压温度、ＨＨＰ处理时间与保

压温度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０３·



王猛，等：基于ＨＨＰ的烟用香精料液杀菌工艺研究

２．６　ＨＨＰ杀菌效果的工艺条件优化确定
工艺参数交互作用对 ＨＨＰ抑制菌落总数

影响的响应面和等高线图如图５所示．由图５

可知，固定处理温度３８℃，对模型方程式①解

图５　工艺参数交互作用对ＨＨＰ抑制菌落总数

对数值影响的响应面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ｎ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ｂｙＨＨＰ

逆矩阵得ＨＨＰ抑菌条件为保压时间１３．１ｍｉｎ，

压力４４７ＭＰａ．类似地，分别确定最佳保压时间

和处理压力对灭活菌落总数影响的工艺条件进

行交互验证，当处理时间为１３．１ｍｉｎ时，对应

的最优处理温度和压力分别为 ３８℃ 和

４４７ＭＰａ．从图中响应面和等高线图综合来看，

ＨＨＰ对烟用香精料液的施加压力大小对菌落

总数的灭活效果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处理温

度的影响，而处理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拟合系数决定了模型模拟的拟合程度，一

个良好的拟合模型，拟合系数至少达到０．８０以

上．模型预测值与实验值的对应关系如图６所

示．由图６可知，本实验模型的拟合系数接近

１．００．这表明接近１００％的变量可以通过该模

型来解释．

２．７　ＨＨＰ处理对烟用香精料液品质的影响
ＨＨＰ处理对烟草料液中有效成分的影响

与各有效成分的性质和结构有关，由于ＨＨＰ一

般不会破坏分子共价键［１８］，因此认为 ＨＨＰ处

理对于烟草料液中小分子风味物质不会产生直

接影响．根据实际生产的需要，将参数设定为处

理压力４５０ＭＰａ，处理时间１３．１ｍｉｎ，处理温度

３８℃，开展 ＨＨＰ处理前后烟用香精料液品质

的差异性对比研究．

采用色差仪对料液的色泽变化进行量化，

图６　模型预测值与实验值的对应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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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以看出，在经 ＨＨＰ

施加的压力和温度协同处理后，根据检测结果

得出不同卷烟规格料液样品的ΔＥ值均小于２，

说明烟用香精料液的色泽总体变化较小．从两

种料液样品的变化情况来看，经ＨＨＰ处理后卷

烟Ｂ料液ΔＥ值较大，表明ＨＨＰ处理对其色泽

变化具有一定影响，但对卷烟 Ａ料液样品的色

泽变化的影响较小．一般而言，在 ＨＨＰ处理过

程中，随着压力的施加，料液的 ａ（红绿偏向）

和Ｌ（亮度）的值随之升高，即样品的绿色逐渐

褪去，亮度增加，说明样品经 ＨＨＰ处理后褐变

减轻［１９］．ＨＨＰ处理后样品的 Ｌ值、ａ值和 ｂ

值均略有增加，这可能与ＨＨＰ处理对液体浓度

或物料渗出物质的增加有关．

考察ＨＨＰ处理对烟用香精料液流变性的

影响，结果显示，１００ｇ卷烟 Ａ料液处理前后其

黏度分别为 ２．０８６×１０－３Ｐａ·ｓ和 １．９５７×

１０－３Ｐａ·ｓ，１００ｇ卷烟 Ｂ料液处理前后其黏度

分别为 ２．２７６×１０－３ Ｐａ· ｓ和 ２．２５４×

１０－３Ｐａ·ｓ．由此可知，经ＨＨＰ处理后两种料液

样品的黏度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一般而言，压

力处理会增加果汁类制品的黏性同时降低体系

的的弹性，相反，升高处理温度可以降低加工体

系的黏度．但烟用香精料液的黏度在经ＨＨＰ处

理后略有弱化，并且不会造成料液局部黏度增

大或者结块现象的发生［２０］，可能基于烟用香精

表５　ＨＨＰ处理对烟用香精料液样品色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ｉｑｕｉｄ

指标
卷烟Ａ料液

处理前 处理后

卷烟Ｂ料液
处理前 处理后

Ｌ ４９．７１ ５０．１２ ３５．２５ ３６．２７
ａ ２．３１ ２．３３ ２．５９ ２．６５
ｂ ６．３０ ６．３３ ７．０７ ７．１１
ΔＬ — ０．４１ — １．０２
Δａ — ０．０２ — ０．０６
Δｂ — ０．０３ — ０．０４
ΔＥ — ０．４１ — １．０２

料液中较少的果胶类物质，同时基于温度的协

同作用表明经ＨＨＰ处理后，液体分子间距离增

大，分子间作用力减弱，流动时内摩擦减少，导

致黏度下降．

ＨＨＰ处理前烟用香精料液后产气量的变

化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以看出，经 ＨＨＰ处理

后两组料液在１２０ｄ内的总产气量明显降低；

其中在９０ｄ贮藏时间点，经ＨＨＰ处理后卷烟Ａ

和卷烟 Ｂ料液的产气量只为经 ＨＨＰ处理前的

１３．０％和１７．０％．在贮藏 １２０ｄ的时间点，经

ＨＨＰ处理后的卷烟 Ａ和卷烟 Ｂ料液的产气量

分别为未处理样品的１５．６％和１９．１％．其中，

未经ＨＨＰ处理的卷烟 Ａ料液在２ｄ内的总产

气量就达到１９６ｍＬ．虽然未经 ＨＨＰ处理的卷

烟Ｂ料液样品的产气量相对较少，但在半个月

的时间内也达到２００ｍＬ左右，极易发生胀袋

（或胀罐、胀桶）的情况．在存贮 １２０ｄ内，经

ＨＨＰ处理后的卷烟 Ａ和卷烟 Ｂ两种料液样品

的总产气量均小于１００ｍＬ，在现有包装和运输

条件下，不易发生胀袋（或胀罐、胀桶）问题．因

此，从产气量的角看，在１２０ｄ存贮周期内，经

ＨＨＰ处理的卷烟 Ａ料液和卷烟 Ｂ料液样品均

能保持原有的品质．

以卷烟Ａ烟用香精料液为例，将原料液和

经ＨＨＰ处理后的烟用香精料液，以加料方式施

图７　ＨＨＰ处理对烟用料液产气量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ｉｑ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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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前述卷烟规格叶组中，参照行业标准ＹＣ／Ｔ

４９７—２０１４进行感官对比评价，所有指标均按

感官感受强度高低记分，其结果如图８所示．由

图８可知，经ＨＨＰ处理后的烟用香精料液与原

料液在香气特征和口味风格方面基本保持一

致，香气风格中的烘焙香和甜香略有增加，品质

特征中的口腔舒适性、干燥感、香气丰富性明显

改善．

图８　ＨＨＰ处理前后烟用香精料液

卷烟感官评价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ｗｉｔｈ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ｌｉｑｕｉ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ＨＨ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　结论

将ＨＨＰ应用于烟用香精料液的防腐杀菌，

考察了处理工艺参数对烟用香精料液中菌落总

数、霉菌／酵母菌数的影响规律，结合实际生产

工艺，采用响应面试验对烟用香精料液杀菌处

理工艺进行优化，得到最佳工艺条件为处理温

度 ３８℃，保压时间 １３．１ｍｉｎ，处理压力

４４７ＭＰａ．在该工艺条件下，ＨＨＰ处理前后烟用

香精料液的色泽、流变性基本无明显变化，烟用

香精料液的产气量在 ＨＨＰ杀菌处理后明显降

低，说明ＨＨＰ对烟用香精料液的处理可以较好

地控制产气微生物的生长．将料液添加到卷烟

叶组中与未经处理原料液进行感官对比评吸，

二者不存在感官上的明显差异．因此，在不改变

烟用香精料液感官品质的前提下，ＨＨＰ将有望

作为一种低温、安全的杀菌技术应用于烟用香

精料液的杀菌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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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聚乙二醇（ＰＥＧ）４００和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ＩＰＤＩ）为主要原料，分别采
用分步法和一步法合成端—ＯＨ聚氨酯（ＰＵ）预聚体，将其用作改性增韧剂，以
脂肪族三乙烯四胺为固化剂，制备系列的ＥＰ增韧材料，并对其力学性能和热性
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合成的端—ＯＨＰＵ的红外谱图形状大致相同；
当端—ＯＨＰＵ中—ＯＨ与—ＮＣＯ当量比６５，添加量为１５份时，改性 ＥＰ材料
的断裂伸长率为１１．１％，拉伸剪切强度为１４．９ＭＰａ，冲击强度为 ２５．７ｋＪ／ｍ２，
分别较未改性的ＥＰ材料提高了０．８倍、１．３倍和１．９倍，韧性和粘接性能都得
到了明显提升；端—ＯＨＰＵ增韧 ＥＰ材料为均相和微分相体系（端—ＯＨＰＵ添
加量＜１５份）时，端—ＯＨＰＵ降低了ＥＰ材料的Ｔｇ；出现相分离（端—ＯＨＰＵ添
加量≥１５份）后，端—ＯＨＰＵ对ＥＰ材料Ｔｇ的影响减小．一步法合成的端—ＯＨ
ＰＵ实现了ＥＰ的高效增韧，分子结构中避免了常用方法中苯环的存在，既提高
了ＥＰ的耐候性又能够在室温条件下实现增韧ＥＰ的快速固化，为ＥＰ的增韧与
快速固化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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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ｐｏｘｙｒｅｓｉｎ（ＥＰ）ｗａｓｔ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ＰＵ）ｗｈｉｃｈｗａ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ｂｙ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ＰＥＧ）４００ａｎｄ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ＩＰＤＩ）ｗｉｔｈ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ａｎｄｏｎｅ
ｓｔｅ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Ｅ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Ｅ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ａｎｄ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
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ＥＰ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ｉｎｓｈａｐ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ＯＨａｎｄ—ＮＣＯ６５）ｗａｓ
１５ｐｈｒ，ｔｈｅ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ａｔｂｒｅａｋｗａｓ１１．１％，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１４．９ＭＰ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ａｓ２５．７ｋＪ／ｍ２，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０．８ｔｉｍｅｓ，１．３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１．９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ｕｒｅＥ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ｔ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ｎｄｂｏｎ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Ｔｇ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

ｔ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Ｅ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ｅｎｉｔｗａｓ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ｙｄｒｏｘ
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ｐｈｒ）．Ａｆｔｅｒ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ｐｈｒ），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ｏｎＥ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ｇ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ｂｙｏｎｅｓｔｅｐ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ＥＰ’ｓ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ｕｇｈ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ｂｅｎｚｅｎ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Ｐ’ｓｗｅａｔｈ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ｃｕｒｉｎｇｏｆ
ｔｏｕｇｈｅｎｅｄＥＰ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ＥＰ’ｓｔｏｕｇｈ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ｃｕｒｉｎｇ．

０　引言

环氧树脂（ＥＰ）具有粘接强度高、机械性能

好、收缩率小等优点［１］，广泛应用于水工建筑物

的修补和防护［２－４］、航空航天结构件的粘接、电

子电气元件的密封等关系国防和民生的众多领

域［５］．常用的双酚Ａ型ＥＰ分子链刚性大、交联

密度高、韧性较差，需要对其进行改性增韧后才

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ＥＰ常用的增韧改性方法有液体橡胶增韧

和热塑性树脂增韧．液体橡胶包括羧基封端、氨

基封端（ＡＴＢＮ）、环氧封端（ＥＴＢＮ）和乙烯封端

（ＶＴＢＮ）的丁腈橡胶［６－７］，其增韧环氧的机理

为：橡胶均匀分布在 ＥＰ基体当中，在 ＥＰ固化

交联过程中发生微观相分离，形成 ＥＰ为连续

相、橡胶弹性体为分散相的“海 －岛结构”．分

散相的橡胶在改性 ＥＰ受到外力冲击作用时，

诱发“银纹”和“剪切带”的形成，吸收部分能量

以达到增韧的目的［８］．常用的用于 ＥＰ增韧的

热塑性树脂有聚醚酰亚胺（ＰＥＩ）、聚砜（ＰＳＵ）、

聚醚砜（ＰＥＳ）［２，６］、聚酰胺（ＰＡ）、聚醚醚酮

（ＰＥＥＫ）等［９－１１］．这些热塑性塑料通常可溶于

未固化的树脂中，且能够以某种方式与 ＥＰ基

体相互作用，从而在固化 ＥＰ后提供牢固的界

面粘合，使得断裂韧性提高而不降低其他所需

的机械性能．但这类热塑性树脂制备困难，价格

昂贵，不具普适性．

聚氨酯（ＰＵ）是由异氰酸酯和多元醇反应

生成的一种分子链中含有柔性链段、氨基甲酸

酯基团的高分子材料，具有良好的韧性和耐磨

性［１２］，可作为改性增韧剂，添加到ＥＰ中［１３－１４］．

用于 ＥＰ改性的 ＰＵ一般为端—ＮＣＯＰＵ和端

—ＯＨＰＵ低聚物．端—ＮＣＯＰＵ反应活性较高，

不易存放，多用于 ＥＰ的接枝改性．端—ＯＨＰＵ

是由过量的多元醇与异氰酸酯反应生成的 ＰＵ

低聚物，由于分子链两端为稳定性较好的羟基，

具有比端—ＮＣＯＰＵ更容易保存的优点，且其

合成步骤比较简单，因此较多的应用于 ＥＰ的

增韧改性研究方面［１５］．文献报道用于 ＥＰ改性

增韧的ＰＵ多为芳香族异氰酸酯［１６］，并使用芳

香族胺作为ＥＰ的固化剂，苯环的引入会使 ＥＰ

材料的耐候性变差．

鉴于此，本文拟采用聚乙二醇（ＰＥＧ）４００

和脂肪族异氰酸酯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ＩＰＤＩ）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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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端—ＯＨＰＵ，以其为改性增韧剂，脂肪族三

乙烯四胺为固化剂，制备系列的 ＥＰ增韧材料，

并对其力学性能和热性能进行研究，以期为ＥＰ

的增韧与快速固化提供一条新途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实验药品：ＣＹＤ－１２８环氧树脂（环氧值

０．５１，工业级），巴陵石化环氧树脂厂产；正丁基

缩水甘油醚（５０１－Ａ），工业级，安徽新远化工

有限公司产；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ＩＰＤＩ），工业

级，烟台万华化学有限公司；聚乙二醇 ４００

（ＰＥＧ－４００），工业级，二月桂酸二丁基锡（分析

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产；三乙烯四胺（分

析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

实验仪器：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Ｍ ｉＳＴＭ１０傅立叶变换红

外（ＦＴＩＲ）光谱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产；ＡＧ－１０ＫＮＩＳＭＯ万能电子试验机，日

本岛津公司产；ＸＪＪ－５简支梁冲击试验机，承

德市金建检测仪器制造厂产；Ｑ１００差示扫描量

热仪（ＤＳＣ），美国ＴＡ公司产．

１．２　端—ＯＨＰＵ的制备
１．２．１　分步法合成　向装有温度计、搅拌器和

Ｎ２导管的２５０ｍＬ四口烧瓶中，加入一定量的

ＰＥＧ－４００，置于旋转蒸发仪中１２０℃真空脱水

４ｈ，冷却到室温，然后加入一定量有机锡，搅拌

１０ｍｉｎ后，在 ２５～３０℃条件下滴加计量的

ＩＰＤＩ，滴加完毕后继续反应直至—ＮＣＯ反应完

全，得到—ＯＨ封端的 ＰＵ预聚体．取装有温度

计、搅拌器的２５０ｍＬ四口烧瓶，向其中加入一

定量的 ＩＰＤＩ和有机锡搅拌混匀后，在 ２５～

３０℃的条件下滴加一定量前一步合成的—ＯＨ

封端的 ＰＵ预聚体，反应一段时间得到—ＮＣＯ

封端的相对低分子量 ＰＵ预聚体．再取装有温

度计、搅拌器的２５０ｍＬ的四口烧瓶，向其中加

入一定量除过水的ＰＥＧ－４００和一定量有机锡

搅拌均匀后，在２５～３０℃条件下滴加一定量前

一步合成的—ＮＣＯ封端的 ＰＵ预聚体直到

—ＮＣＯ反应完全，得到以—ＯＨ封端的 ＰＵ预聚

体．循环上述实验过程可以得到不同配比的ＰＵ

预聚体（本文合成的端—ＯＨＰＵ中—ＯＨ与

—ＮＣＯ当量比为６５）．

１．２．２　一步法合成　向装有温度计、搅拌器并

通有Ｎ２的２５０ｍＬ四口烧瓶中，加入计量除水

干燥过的ＰＥＧ－４００，然后加入一定量的二月桂

酸二丁基锡，搅拌１０ｍｉｎ后，在２５～３０℃的条

件下滴加计量 ＩＰＤＩ，使用红外光谱仪测得

—ＮＣＯ消失时结束反应，得到—ＯＨ封端的 ＰＵ

预聚体（本文合成的端—ＯＨＰＵ中—ＯＨ与

—ＮＣＯ当量比为６５）．

１．３　端—ＯＨＰＵ改性ＥＰ样品的制备
向装有搅拌器的２５０ｍＬ三口烧瓶中，加入

一定量的 ＥＰ和稀释剂正丁基缩水甘油醚，在

６０℃ 条件下搅拌１ｈ后趁热真空抽气泡，脱完

气泡后冷却到室温，添加制备好的ＰＵ预聚体和

固化剂三乙烯四胺混合液，在冰水浴中搅拌１ｈ

后，灌入预先制备好的模具中，放入２５℃烘箱中

固化１２ｈ后，再将温度升至６５℃固化４ｈ，取出

拆掉模具，得到端—ＯＨＰＵ改性的ＥＰ样品．

１．４　表征方法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样品的结构

进行测试：扫描范围 ４００～４０００ｃｍ－１，分辨率

４ｃｍ－１，扫描次数１６次．

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对样品的热性能进行分

析：升温速率１０℃／ｍｉｎ，温度范围２０～２００℃．

１．５　力学性能测试方法
拉伸性能测试：按照 ＧＢ／Ｔ２５６７—２００８树

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将材料制成标准哑铃

试样，使用万能电子试验机进行测试，拉伸速率

２０ｍｍ／ｍｉｎ，测试环境温度２３℃．

拉伸剪切强度测试：按照 ＧＢ／Ｔ７１２４—

２００８胶黏剂拉伸剪切强度的测定方法，使用万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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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子试验机进行刚／刚拉伸剪切强度的测试，

拉伸速率１０ｍｍ／ｍｉｎ．

冲击性能测试：按照ＧＢ／Ｔ２５６７—２００８树脂

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将试样制成无缺口冲击样

条，按照ＧＢ／Ｔ１０４３．１—２００８塑料简支梁冲击性

能的测定方法，在简支梁冲击试验仪上进行冲击

强度测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合成的端—ＯＨＰＵ结构分析
图１为分别采用分步法和一步法合成的

端—ＯＨＰＵ的红外光谱图．从图１可以看出，

１７１５ｃｍ－１处为—ＮＣＯ与—ＯＨ反应生成的氨

基甲酸酯基团的特征吸收峰，说明成功合成了

ＰＵ预聚体；３４２７ｃｍ－１处为—ＯＨ的特征吸收

峰，说明合成的 ＰＵ预聚体是—ＯＨ封端的．对

比两种方法合成的ＰＵ预聚体的红外光谱图发

现，二者的谱图形状基本相同．为简化实验步骤，

节约成本，本文选择一步法合成端—ＯＨＰＵ．

２．２　力学性能分析
２．２．１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 ＥＰ拉伸性

能的影响　图２为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改性

图１　分步法和一步法合成

端—ＯＨＰＵ的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Ｕ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

ａｎｄｏｎｅｓｔｅｐ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Ｐ材料透明性的对比图．从图２可以看出，当

改性ＥＰ材料中端—ＯＨＰＵ添加量为５份和１０

份时，改性的ＥＰ材料透明性较好，说明此时ＰＵ

相与 ＥＰ相的相容性较好．当改性 ＥＰ材料中

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增加至１５份时，改性 ＥＰ材

料变成了半透明，说明此时ＥＰ相与ＰＵ相的相

容性开始变差，为半相容体系；当改性 ＥＰ材料

中端—ＯＨＰＵ添加量为２５份时，变成了完全不

透明的乳白色，说明ＥＰ相与ＰＵ相之间两相不

相容，出现了严重的相分离现象．

图３为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ＥＰ拉伸

性能的影响曲线．由图 ３可以看出，随着端—

ＯＨＰＵ添加量的增加，改性 ＥＰ的拉伸强度逐

渐降低，断裂伸长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当端—ＯＨＰＵ的添加量为１５份时，改性 ＥＰ材

料的拉伸强度为６０．８ＭＰａ，与未改性ＥＰ相比，

下降幅度小于 １０％，断裂伸长率达到最大值

１１．１％，与未改性ＥＰ比，提高了０．８倍，增韧效

果显著．这是由于端—ＯＨＰＵ添加到 ＥＰ中，

图２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时

改性ＥＰ材料透明性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ｆ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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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在ＥＰ基体中引入了柔性链段，使得 ＥＰ

的拉伸强度降低而断裂伸长率升高．当端—ＯＨ

ＰＵ的添加量≤１０份时，端—ＯＨＰＵ作为分散

相，能够均匀地分散在 ＥＰ基体中；当端—ＯＨ

ＰＵ添加量继续增加，即添加量为１５份后，端

—ＯＨＰＵ相开始发生聚集，与 ＥＰ相的相容性

变差，相分离呈增加趋势，对 ＥＰ的改性增韧效

果降低，经端—ＯＨＰＵ改性的 ＥＰ外观由透明

变为半透明直至乳白色，与断裂伸长率的变化

趋势相符．

２．２．２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 ＥＰ拉伸剪

切性能的影响　在进行拉伸剪切强度测试时，

两个钢片之间的胶黏剂粘接断裂面可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是从胶体中间断裂，两个粘接面都有

胶体附着；另外一种是胶体整体从一端金属表

面脱落，胶体自身没有发生破坏．改性前后 ＥＰ

拉伸剪切粘接断面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试

样１为改性 ＥＰ，其断裂面即类型一，是由于胶

体与金属的粘接力大于胶体自身的强度所致，

这时改性ＥＰ的拉伸剪切强度较大．试样２为未

改性ＥＰ，其断裂面即类型二，胶体自身的强度

要大于胶体与金属的粘接强度，此时 ＥＰ的拉

伸剪切强度较小．

图３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

对ＥＰ拉伸性能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ｏｎ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 ＥＰ拉伸剪切性

能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以看出，随着

端—ＯＨＰＵ添加量的增加，改性 ＥＰ的拉伸剪

切强度呈现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当

端—ＯＨＰＵ添加量为１５份时，改性ＥＰ的拉伸

剪切强度达到最高值１４．９ＭＰａ，较未改性 ＥＰ

的拉伸剪切强度提高了约 １．３倍．这是由于

端—ＯＨＰＵ添加量越大，改性 ＥＰ当中含有的

软段越多，改变了 ＥＰ的剪切脆性，使得 ＥＰ在

受到剪切力作用时发生韧性形变，因此改性ＥＰ

的拉伸剪切强度较未改性ＥＰ的拉伸剪切强度明

图４　改性ＥＰ与未改性ＥＰ的

拉伸剪切粘接断面图

Ｆｉｇ．４　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ｂｏ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ｕ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Ｐ

图５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ＥＰ拉伸

剪切性能的影响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ｏｎ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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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增强．当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大于１５份时，ＰＵ

相与ＥＰ相的相容性变差，两相的相容性对 ＥＰ

剪切性能的影响作用占主导地位，大于端—ＯＨ

ＰＵ添加量对ＥＰ粘接性能的影响作用，造成改

性ＥＰ的拉伸剪切强度较弱．不同含量端—ＯＨ

ＰＵ增韧改性的 ＥＰ拉伸剪切强度均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由于 ＰＵ成本要高于 ＥＰ，因此端

—ＯＨＰＵ添加量为１０～１５份时综合效果较好．

２．２．３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 ＥＰ冲击性

能的影响　图６为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

ＥＰ冲击强度的影响曲线．由图６可以看出，随

着端—ＯＨＰＵ添加量的增加，改性 ＥＰ的冲击

强度呈先增大后趋于平稳的趋势，且较未改性

ＥＰ的冲击强度明显增大，当端—ＯＨＰＵ添加量

为２０份时，改性 ＥＰ的冲击强度达到最大值

３１．８ｋＪ／ｍ２，比未改性ＥＰ（８．６ｋＪ／ｍ２）增加了约

２．７倍．端—ＯＨＰＵ作为 ＥＰ的增韧体系，分子

链中含有醚键等柔性链段，加入到 ＥＰ中起到

了良好的增韧效果，但端—ＯＨＰＵ添加量继续

增加时，两相逐渐出现了不相容的现象．结合图

２也可以看出，当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增加至

１５份和２０份时，改性ＥＰ的透明性开始变差，材料

图６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

对ＥＰ冲击强度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Ｐ

由相容体系变为半相容体系，这时端—ＯＨＰＵ

与ＥＰ产生微观相分离，对ＥＰ韧性的提高有促

进作用；但当端—ＯＨＰＵ添加量为２５份时，改

性ＥＰ变成了不透明的乳白色，两相相分离较

严重，也进一步削弱了改性 ＥＰ的冲击强度，使

其冲击强度下降．

当端—ＯＨＰＵ添加量为１５份时，增韧改性

ＥＰ材料的冲击强度为 ２５．７ｋＪ／ｍ２，与未改性

ＥＰ相比提高了１．９倍，增韧效果显著．

２．３　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 ＥＰ热性能的

影响

　　图７为不同端—ＯＨＰＵ添加量对ＥＰ玻璃

化转变温度（Ｔｇ）的影响．从图７可以看出，当

端—ＯＨＰＵ添加量＜１５份时，改性ＥＰ的Ｔｇ逐

渐降低，原因是随着端—ＯＨＰＵ添加量的增

加，体系中的软段含量也越多，使得环氧分子链

段运动变得更容易；当端—ＯＨＰＵ添加量 ＞１５

份后，ＰＵ相与 ＥＰ相的相容性变差，ＰＵ相的聚

集逐渐增加，改性ＥＰ由初期的相容体系逐渐变

为半相容体系直至变为相分离体系，其宏观形貌

表现为由透明变为半透明直至变为不透明，ＰＵ

相对ＥＰ相中分子链活动能力的影响减弱，导

图７　不同端—ＯＨＰＵ的添加量

对ＥＰＴ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ＰＵｏｎＥＰ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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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改性ＥＰ的Ｔｇ逐渐升高；当端—ＯＨＰＵ增韧

ＥＰ材料为均相和微分相体系时，端—ＯＨＰＵ降

低了ＥＰ材料的Ｔｇ；出现相分离后，端—ＯＨＰＵ

对ＥＰ材料Ｔｇ的影响减小．

３　结论

本文以ＰＥＧ－４００和 ＩＰＤＩ为主要原料，采

用分步法和一步法成功地合成了端—ＯＨＰＵ，

将其用作改性增韧剂，以三乙烯四胺为固化剂，

制备了系列的 ＥＰ增韧材料，并对其力学性能

和热性能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１）两种方法合成的端—ＯＨＰＵ的红外谱

图形状大致相同，为简化实验步骤，节约成本，

本文选择一步法合成端—ＯＨＰＵ．

２）当端—ＯＨＰＵ中—ＯＨ与—ＮＣＯ当量比

为６５，端—ＯＨＰＵ添加量为 １５份时，改性

ＥＰ材料的力学性能达到最佳，断裂伸长率为

１１．１％，拉伸剪切强度为１４．９ＭＰａ，冲击强度

为 ２５．７ｋＪ／ｍ２，分别较未改性 ＥＰ提高了

０．８倍、１．３倍和１．９倍，韧性和粘接性能都得

到了明显提升．

３）随着 ＥＰ中端—ＯＨＰＵ添加量的增加，

改性ＥＰ材料的Ｔｇ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

本文采用脂肪族异氰酸酯合成的端—ＯＨ

ＰＵ，实现了ＥＰ的快速高效增韧，分子结构中避

免了常用方法中苯环的存在，既提高了 ＥＰ的

耐候性又能够在室温条件下实现增韧 ＥＰ的快

速固化，为 ＥＰ的增韧与快速固化提供了一条

新途径．在本实验研究中可以发现，端—ＯＨＰＵ

添加量对 ＥＰ性能的影响较大，而合成 ＰＵ当

中—ＯＨ与—ＮＣＯ的不同当量比是影响增韧

ＥＰ结构和性能的又一重要因素．这将是下一步

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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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ｇｒａｄｅｅｐｏｘｙｃｏｃ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ｍ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ｌｙ

ｍｅｒｓ［Ｃ］．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ＣＡＳ），２０１２：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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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２００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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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ｕｒｉｎｇｏｆ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ＰＵ）／ｅｐｏｘｙ

（ＥＰ）ｉｎｔ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ＰＮ）［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４，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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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ｏｘ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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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４＋掺杂 Ｆｅ位对 ＣｕＦｅＯ２陶瓷材料
结构和介电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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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ＦｅＯ２；陶瓷材料；
Ｔｉ４＋掺杂；晶体结构；
微观形貌；介电性能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ｕＦｅＯ２；
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ｉ４＋ｄｏｐｉｎｇ；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谷留停，叶凤娇，彭科，代海洋，刘德伟，陈镇平
ＧＵＬｉｕｔｉｎｇ，ＹＥＦｅｎｇｊｉａｏ，ＰＥＮＧＫｅ，ＤＡＩＨａｉｙａｎｇ，ＬＩＵＤｅｗ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ｐｉｎｇ

郑州轻工业大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摘要：以ＣｕＯ，Ｆｅ２Ｏ３和 ＴｉＯ２为主要原料，采用固相反应法制备了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
（０≤ｘ≤０．０８）陶瓷系列样品，对所得样品的结构、形貌和介电性能进行了表征
和分析，并利用内部阻挡层模型（ＩＢＬＣ）对样品的微观结构与介电性能的关联规
律进行了物理解释．结果表明，掺杂样品均具有单相铜铁矿结构；适量的Ｔｉ４＋掺
杂能够促进铜铁矿ＣｕＦｅＯ２陶瓷样品的晶粒生长，而较大浓度的 Ｔｉ

４＋掺杂则会

对铜铁矿ＣｕＦｅＯ２陶瓷样品的晶粒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会破坏较为致
密的晶体形貌；未掺杂及少量 Ｔｉ４＋掺杂（ｘ＝０．００５和０．０１）样品展现出室温巨
介电性能，适当掺杂 Ｔｉ４＋可以有效提高体系的介电性能；ＩＢＬＣ模型可以解释
Ｔｉ４＋掺杂ＣｕＦｅＯ２样品的介电机理，即ＣｕＦｅＯ２陶瓷体系的微观形貌能明显影响
体系的巨介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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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Ｏ，Ｆｅ２Ｏ３ａｎｄＴｉＯ２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ｅ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ＢＬＣ）
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
ｐ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ｏｐｅｄｓｅｒｉｅ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ｈａｄ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ｐｐｅｒｉｒｏｎ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
ａｔ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ｉ４＋ｄ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ｕＦｅＯ２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ｕＦｅＯ２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ｄｔｈｅｄｅｎｓ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Ｕｎｄｏｐｅｄａｎｄａ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ｉ４＋ｄｏｐｅｄ（ｘ＝０．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ＣｕＦｅＯ２ｓａｍｐｌ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ｉａｎｔ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ｄｏｐｉｎｇｏｆＴｉ４＋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ＢＬＣｍｏｄｅｌｃｏｕｌ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４＋ｄｏｐｅｄＣｕＦｅＯ２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ＦｅＯ２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０　引言

铜铁矿ＣｕＦｅＯ２（ＣＦＯ）是一种ＡＢＯ２铜铁矿结

构的氧化物，具有由共棱的八面体ＦｅＯ６层和Ｃｕ
＋

层交错堆积的空间结构，室温下属于 Ｒ３ｍ空间

群［１－２］，通常被用于制作异质结二极管、气体传感

器、锂电池内部材料等电子元器件［３－４］．近年来，随

着研究者对ＣＦＯ材料多铁性能的研究不断深入，

发现其材料内部具有多种铁性的耦合特性，此特

性使得ＣＦＯ材料展现出许多新的功能，极大地提

高了ＣＦＯ材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尤其在

器件小型化和电子元器件多能化方向上具有很好

的应用价值，因而受到众多铁电研究者的关

注［５－６］．然而，介电性能作为ＣＦＯ体系的重要特性

之一却未引起业界足够的重视，研究缺乏系统性．

２０１４年，Ｌ．Ｓｈｉ等［７］研究Ｇａ掺杂对ＣＦＯ体系介电

极化性能的影响，发现适量的Ｇａ掺杂提升了ＣＦＯ

体系的自发电介质极化性能．２０１５年，Ｔ．Ｅｌｋｈｏｕｎ

等［８］研究了ＣＦＯ材料的介电性能与温度变化的关

系，发现：当测试温度在奈尔温度附近时，ＣＦＯ材

料的介电常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原因与

材料体系内氧空位有关．最近，笔者所在课题组发

现ＣＦＯ材料在室温下也展现出良好的巨介电性

能，不仅其介电常数达到了１０４量级，同时仅有较

低的损耗．

离子掺杂作为一种材料改性和物理机制研究

的重要手段，不仅能明显影响陶瓷材料的微观结

构，如晶体结构、微观形貌等，并且对陶瓷样品的

物理性能也有显著影响．关于材料体系中巨介电

性机理研究，宋江等［９］研究了典型巨介电材料

ＣａＣｕ３Ｔｉ４Ｏ１２（ＣＣＴＯ）高介电常数起源的内禀机制

和外禀机制，并指出了ＣＣＴＯ巨介电常数与本征

点缺陷的内在关联，肯定了晶粒电导赝极化理论．

王亚军等［１０］比较了ＣＣＴＯ各种巨介电理论和模

型，发现内部阻挡层电容模型（ＩＢＬＣ）能够合理地

解释ＣＣＴＯ的巨介电特性．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

基础，本文拟选取具有与Ｆｅ离子半径相近的Ｔｉ４＋

作为掺杂元素，制备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系

列陶瓷样品，并对Ｔｉ４＋掺杂后的ＣＦＯ陶瓷样品的

晶体结构、微观形貌与介电性能进行表征和分析，

利用ＩＢＬＣ对ＣＦＯ材料的微观形貌与介电性能的

关联规律进行初步解释，以期为ＣＦＯ基多铁材料

巨介电机理的理解提供一定的实验基础，同时为

ＣＦＯ介电材料的应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与设备
主要试剂：Ｆｅ２Ｏ３，ＣｕＯ，ＴｉＯ２，均为高纯试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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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质量分数９９．９９％，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产；聚乙烯醇 ＰＶＡ（化学纯），天津市科密
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

主要设备：ＫＴＬ１６００管式高温电炉，南京
大学仪器厂产；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Ｘ射线衍射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产；Ｑｕａｎｔａ２５０ＦＥＧ扫描电子显微
镜，科视达（中国）有限公司产；Ａｇｉｌｅｎｔ４２９４Ａ
精密阻抗分析仪，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科技公司产．
１．２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瓷系列样

品的制备

　　采用固相反应法制备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

ｘ≤０．０８）陶瓷系列样品．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
计算并称量所需的原料 ＣｕＯ，Ｆｅ２Ｏ３和 ＴｉＯ２粉
末．以适量的酒精为媒介在研钵中仔细研磨
４ｈ，在通有流动氩气的管式炉中对样品进行预
烧，预烧温度为９５０℃，时间为１０ｈ．待预烧结
束后，在预烧粉末中加入适量的聚乙烯醇

（ＰＶＡ）再次研磨３０ｍｉｎ．使用模具将粉体在压
片机下压制成直径１２ｍｍ，厚度１．３ｍｍ的块体
样品．最后，将压制的块体样品放置在通有氩气
的管式炉中进行烧结，烧结温度为１１００℃，烧
结时间为１２ｈ，室温冷却后得块体陶瓷样品．选
取成型较好的块体陶瓷样品，用砂纸进行打磨，

涂抹银浆，测试样品的介电性能．
１．３　测试方法

利用Ｘ射线衍射仪对样品的微观结构进行
表征与分析：以Ｃｕ－Ｋα射线为辐射源，衍射角
度２０°～８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样品的微观形
貌进行分析：放大倍数为５０００倍；利用精密阻抗
分析仪对涂覆银浆的样品进行介电常数和介电

损耗性能测试：偏压１００ｍＶ，频率范围４０Ｈｚ～
１０ＭＨ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陶瓷样品的结构表征与

分析

　　图１为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瓷样

品的ＸＲＤ谱图．从图１ａ）可以看出，与 ＣＦＯ陶

瓷氧化物的标准ＰＤＦ卡片（Ｎｏ．３９—０２４６）衍射

峰的位置相比，不同掺杂浓度下制备的样品其

衍射峰的位置均与标准衍射峰的位置相吻合，

并且在本实验选取的掺杂浓度范围内，所有掺

杂样品的ＸＲＤ图谱中均没有观察到杂相，说明

掺杂样品都具有 ＣＦＯ氧化物结构的单一相．

图１ｂ）给出了主衍射峰（００６），（１０１），（１０２），

（１０４）的放大图谱，由图１ｂ）可以看出，主衍射

峰的位置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表明各掺杂体系

图１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

陶瓷样品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

（０≤ｘ≤０．０８）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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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晶胞常数基本没有变化．利用ＰｏｗｄｅｒＸ计算

晶胞参数，其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晶

胞参数变化很小，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Ｔｉ４＋掺杂

量较小，且 Ｆｅ３＋离子半径与 Ｔｉ４＋相近．根据实

验所测的ＸＲＤ数据，结合谢乐公式计算样品的

平均晶粒尺寸，与未掺杂样品相比，ｘ＝０．００５

和ｘ＝０．０１的样品展现出较大的晶粒尺寸，且

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ｘ≥０．０２），样品的晶粒

尺寸有所减小．

２．２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陶瓷样品的形貌分析
图２为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样品的

ＳＥＭ图片．由图２可知，所有样品的表面均存

在一定量的孔洞，这是由烧结过程中气体的释

放造成的．对于 ＣＦＯ样品（见图２ａ）），其晶粒

大小不均匀，晶粒形状不规整，晶界不清晰，且

有气孔．对比图２ｅ）—ｆ）可以发现，不同 Ｔｉ４＋掺

杂浓度对ＣＦＯ样品的形貌影响不同．与未掺杂

样品的形貌相比，ｘ＝０．００５样品的晶体表面结

构致密，有大块晶粒出现，且平均晶粒尺寸明显

增大．ｘ＝０．０１的样品晶粒规则且明显，晶界清

晰，气孔明显减少．对比较大的掺杂样品的晶体

形貌发现，掺杂浓度越大，样品的晶粒尺寸生长

受到的抑制越明显．ｘ＝０．０２样品中一些较大

晶粒表面出现分层现象，样品的晶粒尺寸有所

缩小，晶界明显．ｘ＝０．０４样品中一些晶粒表现

出粘连现象，晶界不清晰，小尺寸晶粒增多，且

表面有较大的孔洞出现．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

（ｘ＝０．０６），晶粒上出现较多孔洞，晶粒粘连现

象加重．当掺杂浓度最大时（ｘ＝０．０８），晶粒上

孔洞数量进一步增加，同时有较大的气孔出现，

晶体密实性较差，晶粒尺寸明显减小．上述分析

表１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

陶瓷样品的晶胞参数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ｙ

Ｐｏｗｄｅ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ｏｆ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
（０≤ｘ≤０．０８）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

ｘ取值 ａ／? ｃ／? Ｄ／ｎｍ
０ ３．０３４（４） １７．１６７（３） ７１．１０９（８）
０．００５ ３．０３３（９） １７．１６６（８） ９４．９９１（３）
０．０１ ３．０３４（０） １７．１６７（１） ７２．８３７（１）
０．０２ ３．０３４（５） １７．１６７（５） ６５．４４７（６）
０．０４ ３．０３４（１） １７．１６６（６） ６５．４８８（４）
０．０６ ３．０３４（３） １７．１６６（９） ６４．１２３（３）
０．０８ ３．０３４（６） １７．１６７（１） ５５．８１５（３）

图２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瓷样品的断面ＳＥＭ图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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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ＸＲＤ分析结果吻合，表明Ｔｉ４＋掺杂浓度

对体系的微观形貌有明显的影响：适量的 Ｔｉ４＋

掺杂能够促进ＣＦＯ样品的晶粒生长，而较大浓

度的 Ｔｉ４＋掺杂则会对 ＣＦＯ样品的晶粒生长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会破坏较为致密的晶体

形貌．

２．３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陶瓷样品的介电性能
图３为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瓷样

品的介电性能与频率变化的关系曲线．从图３

可以看出，当频率小于７ＭＨｚ时，未掺杂 ＣＦＯ

样品的介电常数达到了２．０×１０４，表明其具有

巨介电性，且随频率的增加，其介电常数仅出现

很小的波动；当频率大于 ７ＭＨｚ时，未掺杂

ＣＦＯ样品的介电常数随频率的增加而明显降

低，其频率稳定性变差，其原因是 ＣＦＯ样品内

部对电极化有贡献的偶极振动在较高频率时受

到抑制．当频率达到测试频率最大值（１０ＭＨｚ）

时，ＣＦＯ样品的介电常数仍然保持在 １０４量

级，显示出巨介电性．对比发现，当 Ｔｉ４＋掺杂量

较少（ｘ＝０．００５，０．０１）时，明显改善并提高了

掺杂体系的介电性能，其介电常数分别达３．７×

１０４和２．５×１０４，并且在整个实验测试的频率

范围内，介电常数随频率变化仅出现较小的波

动，具有较好的介频稳定性．然而，进一步提高

Ｔｉ４＋掺杂浓度，体系的介电性能受到抑制．掺杂

浓度ｘ＝０．０２～０．０６样品的相对介电常数明显

降低，但尚保持其巨介电性（≈ ２×１０３）．当

Ｔｉ４＋掺杂浓度增加到最大（ｘ＝０．０８）时，样品的

巨介电性消失，其介电常数在 ６０左右．从图

３ｂ）可以看出，未掺杂样品在测试频率为

１００Ｈｚ～７ＭＨｚ范围内时仅有较小的介电损耗

（０．２～０．５）．继续增加频率（＞７ＭＨｚ），掺杂样

品的介电损耗急剧增加且频率稳定性变差．对

于少量的Ｔｉ４＋掺杂（ｘ＝０．００５，０．０１）样品，在整

个实验测试的频率范围内样品均保持较小的损

耗 （≈０．２５），可见适量的 Ｔｉ４＋掺杂可能有效

降低掺杂体系的介电损耗．然而，当 ｘ＝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６时，样品的介电损耗值明显增加

（０．７５～１．５），且掺杂体系的介电损耗随着频

率的增加而略有增大．在最大掺杂浓度（ｘ＝

０．０８）时，样品的介电损耗在整个实验测试频率

范围内有较大的损耗值（＞１．０）．对比以上对

ＣＦＯ材料的介电性能的分析发现，不同 Ｔｉ４＋掺

杂浓度对体系介电性能影响不同，其中小掺杂

浓度（ｘ＝０．００５，０．０１）样品均展现出比较大掺

杂浓度（ｘ＞０．０１）样品高的介电常数和低的介

电损耗，同时其介电性能受频率增加的影响较

小，性能比较稳定，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说明

图３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瓷样品的介电性能与频率变化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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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掺杂Ｔｉ４＋可以有效提高体系的介电性能．

２．４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陶瓷样品的微观结构与介

电性能的关联规律

　　目前，鲜有对ＣＦＯ体系介电性能机理研究

的报道．在巨介电机理研究方面，ＩＢＬＣ模型成

功地解释了典型巨介电材料 ＣａＣｕ３Ｔｉ４Ｏ１２的介

电机理．本课题组曾利用ＩＢＬＣ模型合理地解释

了成型压力对 ＣＦＯ陶瓷体系的微观形貌和巨

介电性之间的关联机制［１１］．根据ＩＢＬＣ模型，多

晶陶瓷的晶粒和晶界可以看作是电阻和电容串

并联的等价电路［１０］，如图４所示（Ｒｇ代表晶粒

电阻，Ｒｇｂ代表晶界电阻，Ｃｇ代表晶粒电容，Ｃｇｂ
代表晶界电容［１２－１３］）．材料体系内部具有良好

导电性的晶粒被高电阻的晶界阻隔开，晶粒和

晶界的尺寸、特性能明显影响体系的介电性能．

图４　晶粒和晶界性质的等价电路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ｆｇｒａｉｎ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根据ＩＢＬＣ模型，有效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

与微观形貌有如下关系［１４－１５］：

εｅｆｆ＝εｇｂＡ／ｄ ①

ｔａｎδ≈ １
ｗＲｇｂＣｐ（ε）

②

式中，εｇｂ表示相对介电常数，Ａ表示晶粒尺寸，ｄ

表示晶界层厚度，ｗ表示角频率，Ｒｇｂ表示晶界

电阻，Ｃｐ（ε）表示与有效介电常数成正比的电

容．相对而言，样品的晶界厚度 ｄ变化较小，因

此样品的晶界层电阻和厚度变化可以忽略不

计．考察有效介电常数εｅｆｆ和介电损耗与微观形

貌的关系可知，样品的介电常数、介电损耗与晶

粒尺寸密切相关．由图３ａ）可知，与未掺杂样品

相比，小掺杂量（ｘ＝０．００５，０．０１）的样品展现

出较大的有效介电常数，由公式①可知，这是由

于材料晶粒尺寸增大所致，结构和形貌分析结

果也证实了上述现象．而对于掺杂浓度较高

（ｘ＝０．０２～０．０８）的样品，其有效介电常数的

大小与ＸＲＤ和ＳＥＭ所展示相应样品的晶粒尺

寸对应关系也与公式①相吻合，即掺杂体系的

晶粒尺寸越大，其介电常数越大．特别是 ｘ＝

０．０８样品，该样品未展现出巨介电性．分析认

为，过量掺杂抑制了晶粒的生长，使得晶粒碎

化，晶界无规则，因而破坏了体系内的介电电极

化的结构．根据公式②可知，对于样品的介电损

耗，有效介电常数越大，其损耗越小．对比图３

ａ）和图３ｂ）可知，小掺杂量（ｘ＝０．００５，０．０１）

样品的有效介电常数较大，因而展现出较小的

介电损耗，随着掺杂量的增加，掺杂样品有效介

电常数变小，其损耗也相应增加，这些结果与公

式②结果相吻合．实验结果表明，不同Ｔｉ４＋掺杂

浓度对ＣＦＯ样品的介电性能影响不同，且其微

观结构和介电性能的关联规律可以用 ＩＢＬＣ来

解释，ＣＦＯ体系的微观形貌能明显影响体系的

巨介电性能．

３　结论

本文采用传统固相反应法，成功制备了不

同掺杂浓度的 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陶

瓷系列样品，并对其微观结构与介电性能的关

联规律进行了考察，得到如下结论．

１）制备的ＣｕＦｅ１－ｘＴｉｘＯ２（０≤ｘ≤０．０８）样品

均为单相铜铁矿六方晶格结构．

２）不同掺杂浓度的铜铁矿样品的微观形

貌有较大差异，样品形貌受 Ｔｉ４＋掺杂浓度影响

较大，当掺杂浓度较小（ｘ＝０．００５，０．０１）时，样

品的晶粒尺寸较未掺杂样品有所增加，且结构

致密，晶体形貌较好；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大

（ｘ＝０．０２～０．０６），晶粒与未掺杂样品相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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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小，且有较大孔洞出现；当掺杂浓度很大

（ｘ＝０．０８）时，晶粒上出现较多孔洞，晶体密实
性变差，呈现出多孔微观结构．
３）当掺杂浓度较小（ｘ＝０．００５，０．０１）时，

样品在整个实验测试频率范围内具有较高的介

电常数和较低的介电损耗，同时其介电性能随

频率变化较小，具有较好的频率稳定性．可以利
用ＩＢＬＣ模型解释Ｔｉ４＋掺杂ＣＦＯ样品的介电机
理，即ＣＦＯ体系的微观形貌能明显影响体系的
巨介电性能．

本文实验结果可以为 ＣＦＯ材料的巨介电
机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实验基础材料和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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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溶胶－凝胶和化学气相沉积相结合的方法，制备一种Ｃｅ掺杂ＺｎＯ纳
米材料，对其结构、形貌、能带结构和发光特性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纳米材

料形状类似螺丝刀，由六方微米基底和纳米棒顶两部分组成，具有很好的单晶

结构；其制备过程符合ＶＬＳ生长机制，且 Ｚｎ和 Ｃｅ蒸气浓度对各个晶面的生长
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与纯ＺｎＯ纳米材料相比，该纳米材料中的Ｚｎ２ｐ３／２峰向低
能级转移，而Ｏ１ｓ峰向高能级转移，Ｃｅ的掺杂影响了 ＺｎＯ的电子结构和带隙结
构；其紫外发射峰强度降低并伴有红移，且绿光发射强度得到提高．该方法制备
的纳米材料，在组装纳米器件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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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ｏａｌｏｗ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ｌｅｖｅｌ，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１ｓｐｅａｋ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ｏａｈｉｇｈ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ｄｏｐｉｎｇｏｆＣ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ａｎｄｇａ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ＺｎＯ；ｉｔｓＵＶ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ａｋ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
ｒｅｄｓｈｉ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ｎａｎｏｄｅｖｉｃｅｓ．

０　前言

纳米材料由于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能，

被广泛应用于光电器件、传感器、催化剂和复

合材料等方面．Ⅱ—Ⅵ族直接带隙宽禁带半导

体氧化物ＺｎＯ具有较高的化学稳定性，其禁带

宽度为３．３７ｅＶ，激子结合能为０．０６ｅＶ，可以

用作可见光和紫外光发射材料．因此，ＺｎＯ纳米

材料的制备及其物理化学特性的研究，引起了

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制备 ＺｎＯ纳米材料的

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方法有化学气相沉积法、金

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法、脉冲激光沉积法、溶

胶－凝胶模板法和湿化学法等［１］，包括纳米线、

纳米棒、纳米带、纳米管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

ＺｎＯ纳米材料已被成功地制备出来［２－４］，并组

装成多种纳米器件［５－７］．为了进一步改善 ＺｎＯ

纳米材料的光电磁性能，扩大其应用范围，许多

研究者通过元素掺杂的方法对其进行改性，制

备准一维ＺｎＯ纳米材料，如Ｃｏ［８］，Ｌｉ［９］，Ｍｎ［１０］，

Ｎｉ［１１］等．

由于受尺寸的影响，纳米器件的组装往往

比较困难，不易操作．因此，寻求一种易组装的

纳米材料结构变得非常重要．而目前的大部分

研究局限于制备纳米棒、纳米线、纳米带等简单

结构，也未见关于 Ｃｅ掺杂 ＺｎＯ纳米材料制备

方面的报道．鉴于此，本文拟采用简单的溶胶－

凝胶和化学气相沉积相结合的方法，制备一种

螺丝刀状的 Ｃｅ掺杂 ＺｎＯ纳米材料，并对其光

学特性进行研究，以使纳米器件组装更加简单，

便于操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Ｚｎ（ＮＯ３）２·６Ｈ２Ｏ，乙二醇，柠檬

酸，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开发中心提供；

Ｃｅ（ＮＯ３）３·６Ｈ２Ｏ，天津市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

产；无水乙醇，安徽安特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产．

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去离子水，国家电光源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制．

主要仪器设备：Ｘ′ＰｅｒｔＰｒｏ型全自动 ＸＲＤ

衍射仪，荷兰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公司产；ＪＳＭ－５６００ＬＶ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ＪＥＭ－１００ＣＸ－Ⅱ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产；ＳＰＥＸＦ２１２荧光光谱仪，美国 ＳＰＥＸ公司

产；ＡＸＩＳＵＬＴＲＡ光电子能谱仪，英国 ＫＲＡＴＯ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公司产；ＳＫＧＬ－１２００管式炉，上

海宜丰电炉厂产．

１．２　样品的制备
首先，称量一定量的 Ｃｅ（ＮＯ３）３·６Ｈ２Ｏ和

Ｚｎ（ＮＯ３）２·６Ｈ２Ｏ混合物（物质的量比为

ｎ（Ｃｅ（ＮＯ３）３·６Ｈ２Ｏ）ｎ（Ｚｎ（ＮＯ３）２·６Ｈ２Ｏ）＝

１２０）溶解于三次去离子水中，然后加入适量

的柠檬酸和乙二醇，在８０℃下加热搅拌１ｈ，形

成透明的溶胶．升高温度至１５０℃，持续加热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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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ｈ至形成凝胶．最后，将得到的凝胶在４００℃

下加热１ｈ，得到黑色固体状的前驱体，将其取

出研磨，得到含有 ＣＺｎＯＣｅ的复合前驱体

粉末．

取适量上述复合前躯体粉末作为蒸发源放

入陶瓷舟中，导入水平管式炉加热区，同时将清

洗干净的单晶硅基片作为衬底放在陶瓷舟下方

２～６ｃｍ处．然后将水平管式炉炉温迅速升至

９００℃，用 Ｎ２作为承担输运功能的气体．整个

过程持续１ｈ后停止加热，待其自行冷却到室

温，取出基片，在硅片上长出的物质，即为实验

制备的样品．

１．３　测试方法
采用全自动 ＸＲＤ衍射仪对样品进行物相

分析：功率１６００Ｗ，扫描波长０．１５４０６ｎｍ，利

用该仪器自带的谢乐公式应用程序（Ｋ＝０．９）

计算晶格常数；用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加

速电压２０ｋＶ）和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加速

电压１００ｋＶ，晶格分辨率０．１４ｎｍ）观察样品的

形貌；用荧光光谱仪对样品的荧光性能进行测

试：激发源氙灯，激发波长３３０ｎｍ；用光电子能

谱仪上分析样品中Ｚｎ和 Ｏ的价态：采用 Ａｌ靶

单色仪Ｘ射线源，功率１５０Ｗ，通过能量４０ｅＶ，

电荷中和枪打开，将所得到的 ＸＰＳ图谱用 Ｃ１ｓ

（２８４．８ｅＶ）进行谱线能量校正．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样品结构与形貌分析
图１为纯ＺｎＯ样品和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

状纳米材料样品的ＸＲＤ谱图（插入图为（００２）

峰的放大图）．由图１可以看出，两个样品的出

峰位置基本一致，但纯ＺｎＯ的各个峰强度要比

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样品的强度高，

表明后者比较纯净，没有其他的杂质伴随生成，

但是其晶体结构中存在较多缺陷．由（００２）峰

的放大图可以看出，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

图１　样品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材料样品的峰位置向低角度移动了０．０４°，这

表明该样品的晶面间距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

Ｃｅ３＋取代了Ｚｎ２＋晶格的位置，而Ｃｅ３＋半径又大

于 Ｚｎ２＋半径，这与之前的研究报道［１２］是一

致的．

图２为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样

品的形貌结构图，其中图ａ）—ｃ）为样品不同放

大倍数的ＳＥＭ图像，ｄ）为样品的 ＥＤＳ谱图，ｅ）

为样品顶部纳米棒的 ＨＲＴＥＭ图，ｆ）为与 ｅ）图

对应的选区电子衍射图．由图２ａ）—ｃ）可以看

出，硅基底上长满了致密的样品，样品的形状非

常类似螺丝刀，底部六方棱柱像螺丝刀的手柄，

手柄部分的长度大约为５μｍ，棱柱边长大约为

１．５μｍ，顶部纳米棒像螺丝刀的刀口，长度约

２μｍ，直径约２００ｎｍ．样品的外观和尺寸高度

一致，表面光滑，连接处没有锥形过渡，形成一

种从纳米到微米的直接转换结构．由图２ｄ）可

以看出，样品主要由Ｚｎ和Ｏ两种元素构成，含

有非常少的Ｃｅ元素，说明 Ｃｅ元素已经成功掺

杂进ＺｎＯ中，这与 ＸＲＤ的结果是一致的．由图

２ｅ）可以看出，纳米结构结晶良好，沿着［００１］

方向生长，结合图２ｆ），证明该纳米材料具有很

好的单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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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

样品的形貌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ＣｅｄｏｐｅｄＺｎＯｓｃｒｅｗｄｒｉｖｅｒｌｉｋｅ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２　生长机理分析
结合图２，笔者模拟了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

状纳米材料的生长机理，如图３所示．图４为纯
ＺｎＯ样品的ＴＥＭ图．由图４可以看出，掺杂 Ｃｅ
前，样品基底表面被大量的纳米颗粒和不规则

的纳米棒覆盖，没有螺丝刀状纳米结构生成，掺

杂Ｃｅ后，样品由６个等同的｛１０１０｝面围成，沿
着［０００１］方向生长．通过分析可知，样品的生
长过程大致如下：陶瓷舟内含有 ＣＺｎＯＣｅ的
复合前驱体，在高温条件下，被 Ｃ还原为金属
单质Ｚｎ和 Ｃｅ，高温使 Ｚｎ和 Ｃｅ金属变为蒸气
（见图３ａ）），在 Ｎ２输运气体的作用下，蒸气被
运输到陶瓷舟下方的硅基底上（见图３ｂ）），由
于硅基底在低温区，金属蒸气遇冷形成的小液

图３　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

生长的模拟图像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ＣｅｄｏｐｅｄＺｎＯｓｃｒｅｗｄｒｉｖｅｒｌｉｋｅ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图４　纯ＺｎＯ纳米材料的ＴＥＭ图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ｕｒｅＺｎＯ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滴会沉积在硅基底上，金属小液滴与Ｏ２反应生

成ＺｎＯ（见图 ３ｃ））；由于反应初始阶段 Ｚｎ和

Ｃｅ浓度比较大，沿［０００１］方向和垂直 ６个

｛１０１０｝等效面方向的生长都非常快，迅速生成

底部六方手柄（见图３ｄ））；随着反应的进行，石

英管内的前驱体逐渐减少，Ｚｎ和 Ｃｅ蒸气浓度

逐渐降低，当降低到某一极限值时，垂直６个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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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等效面的方向停止生长（见图３ｅ）），但

是沿着［０００１］方向继续生长，最终长出螺丝刀

状的结构（见图３ｆ））．由此可知，该样品的制备

过程符合ＶＬＳ生长机制，并且Ｚｎ和Ｃｅ蒸气浓

度对各个晶面的生长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

２．３　能带结构与发光特性分析
图５为样品的ＸＰＳ谱．由图５可以看出，与

纯ＺｎＯ纳米材料相比，Ｃｅ掺杂 ＺｎＯ螺丝刀状

纳米材料中的Ｚｎ２ｐ３／２峰向低能级转移，而Ｏ１ｓ

峰向高能级转移，这些转移可能是由 Ｃｅ和 Ｚｎ

的泡利电负性不同而引起的（Ｃｅ电负性１．１２

和Ｚｎ电负性１．６５），Ｃｅ能从 Ｚｎ中得到电子，

所以Ｚｎ的电子屏蔽效应会降低．这也证明了

Ｃｅ在ＺｎＯ纳米结构中是以掺杂态存在的，这与

ＸＲＤ，ＥＤＳ，ＳＡＥＤ和 ＨＲＴＥＭ的结果是一致的，

也暗示着Ｃｅ掺杂影响了ＺｎＯ的电子结构和带

图５　样品的ＸＰＳ谱

Ｆｉｇ．５　ＸＰＳｓｐｅ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隙结构，与早先的报道一致［１２］．

图６为样品的原子荧光光谱图．由图６可

以看出，光谱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紫外

区，另一部分在可见区．相比于纯 ＺｎＯ纳米材

料，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的紫外发射

峰强度降低并伴有红移．紫外发光来源于激子

的复合辐射，对应于 ＺｎＯ的近带边发光；而绿

光发射可能是由一些晶格结构缺陷引起的辐射

重组，如Ｏ空位、Ｚｎ空位、Ｏ间隙、Ｚｎ间隙、反

位缺陷等．在本实验中，由于采用 Ｎ２作为输运

气体，反应腔内的 Ｏ２比较少，所以存在比较多

的Ｏ缺陷，并且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反应腔

内的Ｏ２浓度会更低，因此制备的 Ｃｅ掺杂 ＺｎＯ

螺丝刀状纳米材料的绿光发射应该是由 Ｏ缺

陷引起的．另外，绿光增强还有可能由于 Ｃｅ掺

杂进ＺｎＯ引起新的缺陷，如Ｃｅ空位．

４　结论

本文通过简单的溶胶－凝胶和化学气相沉

积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制备了 Ｃｅ掺杂 ＺｎＯ

螺丝刀状纳米材料，结构和形貌表征确认了这

种新颖的纳米结构由六方微米基底和纳米棒顶

两部分组成，具有很好的单晶结构．通过模拟该

样品的生长机理，推断出其制备过程符合 ＶＬＳ

生长机制，且Ｚｎ和Ｃｅ蒸气浓度对各个晶面的生

图６　样品的原子荧光光谱图

Ｆｉｇ．６　ＲＴＰ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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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对其能带结构和发光

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纯 ＺｎＯ纳米材料

相比，Ｃｅ掺杂 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中的 Ｚｎ

２ｐ３／２峰向低能级转移，而Ｏ１ｓ峰向高能级转移，

Ｃｅ的掺杂影响了ＺｎＯ的电子结构和带隙结构；

Ｃｅ掺杂ＺｎＯ螺丝刀状纳米材料的紫外发射峰

强度降低并伴有红移，且绿光发射强度得到提

高．所制备的样品有大的微米结构，便于电子器

件的组装，因此在组装纳米器件方面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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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玉米芯对 Ｚｎ２＋和 Ｃｕ２＋的吸附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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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玉米芯为原料，采用 ＫＭｎＯ４对玉米芯进行化学改性，考察改性前后玉
米芯用量、溶液ｐＨ值、温度和吸附时间等因素对 Ｚｎ２＋和 Ｃｕ２＋重金属离子吸附
效果的影响，并对其结构和形貌进行表征．结果表明：对于１００ｍＬ质量浓度为
２０ｍｇ／Ｌ的金属离子溶液，吸附剂适宜用量３．０ｇ，吸附时间１ｈ，温度２５℃，ｐＨ
值控制在３～７时，改性玉米芯对 Ｚｎ２＋，Ｃｕ２＋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改性玉米
芯 —ＯＨ基团数量增加，表面有新生态ＭｎＯ２形成，改性玉米芯产生许多新的孔
洞，比表面积增大，因此改性可显著提高玉米芯的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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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ｎｃｏｂ．

０　引言

电镀业已成为当今世界三大污染工业之

一，电镀废水成分复杂，除含氰和酸碱外，还含

有铬、镍、镉、铜、锌、金和银等重金属污染

物［１－３］，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

害．电镀行业每年排放的废水占工业废水排放
总量的１０％，废水治理难度大，治理成本高．因
此，开发高效、廉价、环保的新型吸附材料，已成

为含重金属废水处理的一个方向．

玉米在我国种植面积大、分布广，年产量高

达１０１２ｋｇ，位居世界第二位［４］．玉米芯作为玉米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多数被焚烧或丢弃，

这不仅是一种资源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付
丽丽等［５］研究发现，玉米芯的化学结构中含有

能够进行离子交换或化学吸附作用的活泼化学

基团，可以不同程度地应用于废水或废气的净

化领域．近年来，为了提高吸附剂对特定污染物
的吸附能力，常采用对吸附剂进行改性处理的

方法［６］，李琛等［７］以玉米芯为原料制备吸附柱，

研究了磷酸改性玉米芯对含 Ｃｒ６＋废水的处理
效果，发现，相同试验条件下，经活化改性后的

玉米芯吸附柱，其对Ｃｒ６＋的处理效果明显优于未
改性的玉米芯吸附柱．李小燕等［８］以ＫＭｎＯ４改
性玉米芯为吸附剂来吸附溶液中的铀，结果发

现，改性玉米芯对铀的吸附效果明显优于未改性

玉米芯．但关于改性玉米芯吸附电镀废水中
Ｚｎ２＋，Ｃｕ２＋方面的研究，其报道较少．

本文拟以玉米芯为原料，用ＫＭｎＯ４对玉米

芯进行化学改性，考察玉米芯用量、溶液 ｐＨ

值、温度和吸附时间等因素对 Ｚｎ２＋，Ｃｕ２＋重金

属离子吸附效果的影响，以期为应用玉米芯处

理电镀废水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试剂和仪器
主要材料、试剂：玉米芯，剥去玉米粒后晾

干，安徽省蚌埠市产；ＫＭｎＯ４，上海凯尔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产；ＨＮＯ３，ＮａＯＨ，Ｚｎ（ＮＯ３）２·

６Ｈ２Ｏ，Ｃｕ（ＮＯ３）２·３Ｈ２Ｏ，均为分析纯，苏彤晟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锌标准储备液、铜标准储

备液，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产．

主要仪器：Ｑｕａｎｔａ２５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美

国ＦＥＩ公司产；ＦＴＩＲ－８５０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仪，天津港东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产；ＧＦＡ－

６８８０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岛津仪器（苏州）

有限公司产；８００Ｙ型多功能摇摆式粉碎机，永

康市铂欧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产；ＳＨＺ－８２型气

浴恒温振荡器，金坛市杰瑞尔电器有限公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吸附剂的制备　将玉米芯洗净，于

８０℃ 下恒温烘干１２ｈ至恒重，用粉碎机粉碎

过０．６ｍｍ标准筛，得玉米芯粉５０ｇ，作为Ⅰ号

吸附剂；参考李小燕等［８］研究方法，称取５０ｇ

玉米芯粉于２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２０００ｍＬ浓

度为１２ｍｍｏｌ／Ｌ的 ＫＭｎＯ４溶液，在５０℃水浴

中作用１５ｍｉｎ，过滤，用去离子水洗涤至洗液无

色，在６５℃烘箱中烘干，干燥器中保存备用，作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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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Ⅱ号吸附剂．

１．２．２　重金属离子去除率的测定　准确称取

一定量吸附剂于３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加入质量浓

度为 ２０ｍｇ／Ｌ的 １００ｍＬ金属离子溶液，用

０．５ｍｏｌ／Ｌ的ＨＮＯ３和ＮａＯＨ调节溶液至合适的

ｐＨ值，置于恒温水浴振荡器中，在室温下以

１５０ｒ／ｍｉｎ的速率振荡１．０ｈ后静置，真空抽滤，

取滤液．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滤液中

Ｚｎ２＋，Ｃｕ２＋含量 ［９］，利用①式计算去除率．

去除率＝
Ｃ０－Ｃ
Ｃ０

×１００％ ①

其中，Ｃ０为吸附前重金属离子质量浓度／（ｍｇ·

Ｌ－１），Ｃ为吸附一定时间后溶液中剩余的重金

属离子质量浓度／（ｍｇ·Ｌ－１）．

１．２．３　表征方法　采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仪和Ｘ－射线衍射仪对改性前后玉米芯样品的

结构进行测量：波长范围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１，分辨

率１ｃｍ－１；Ｃｕ靶 Ｋα射线，管电压４０ｋＶ，管电

流１００ｍＡ，扫描范围５°～８０°，扫描速度２０°／

ｍｉ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改性前后玉米芯样

品的微观形貌：分辨率≤３．５ｎｍ，放大倍数６～

１０６倍，加速电压０．２～３０ｋＶ．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吸附剂用量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分别称取０．５ｇ，１．０ｇ，１．５ｇ，２．０ｇ，２．５ｇ，

３．０ｇ，３．５ｇⅠ号和Ⅱ号吸附剂，各置于３５０ｍＬ

锥形瓶中，在适宜 ｐＨ值和 ２５℃条件下振荡

１ｈ，计算两种吸附剂对溶液中 Ｚｎ２＋，Ｃｕ２＋离子

的去除率．不同用量吸附剂对重金属离子溶液

中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见图１．

由图１可以看出，当吸附剂的用量从０．５ｇ

增加到３．０ｇ时，Ⅰ号和Ⅱ号吸附剂对 Ｚｎ２＋的

去除率分别达到最大值５６．５０％和 ９７．５５％，

对Ｃｕ２＋的去除率分别达到最大值６７．２５％和

９８．１６％，继续增大吸附剂的用量，Ⅱ号吸附剂

去除率变化趋于平缓，Ⅰ号吸附剂去除率降低．

原因可能是随着吸附剂用量的增加，玉米芯提

供的吸附活性位点增加，当吸附剂用量为３．０ｇ

时达到饱和．继续增加吸附剂用量，吸附剂颗粒

之间相互作用增大，从而对吸附能力的干扰增

大，使吸附效率变缓或者降低．而改性后的玉米

芯活性位点明显增多，吸附剂颗粒之间相互作

用对吸附能力的干扰降低．因此，吸附剂用量以

３．０ｇ为宜．

２．２　吸附时间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分别称取３．０ｇⅠ号和Ⅱ号吸附剂，在适宜

ｐＨ值和２５℃条件下，于恒温水浴振荡器中分

别振荡０．５ｈ，１．０ｈ，１．５ｈ，２．０ｈ，２．５ｈ，３．０ｈ，

３．５ｈ，４．０ｈ，计算两种吸附剂对溶液中 Ｚｎ２＋，

Ｃｕ２＋的去除率．Ⅰ号和Ⅱ号吸附剂在不同吸附时间

图１　不同用量吸附剂对重金属离子溶液中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ｒｂ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ｏｎＺｎ２＋，Ｃｕ２＋ｉｎ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８５·



王光荣，等：改性玉米芯对Ｚｎ２＋和Ｃｕ２＋的吸附性能研究

下对重金属离子溶液中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

见图２．

由图２可以看出，当吸附时间从０．５ｈ增

加到１．０ｈ时，只有Ⅰ号吸附剂对 Ｃｕ２＋去除率

增大；１．０ｈ后，随着吸附时间的增加，吸附剂的

去除率随时间的增大而均趋于缓和．分析认为，

由于玉米芯吸附主要为物理吸附，形成单分子

吸附层和多分子吸附层，在１．０ｈ内就可以达

到饱和，１．０ｈ后开始出现解吸，导致去除率增

加变缓．因此，适宜的吸附时间为１．０ｈ．

２．３　温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分别称取３．０ｇⅠ号和Ⅱ号吸附剂，在适宜

的ｐＨ值条件下，分别在 ２５℃，３５℃，４５℃，

５５℃时于恒温水浴振荡器中振荡１．０ｈ，计算

两种吸附剂对溶液中 Ｚｎ２＋，Ｃｕ２＋的去除率．Ⅰ

号和Ⅱ号吸附剂在不同温度下对重金属离子溶

液中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见图３．

由图３可以看出，玉米芯对 Ｚｎ２＋，Ｃｕ２＋的

去除率在温度升高过程中没有明显变化，温度

对改性前后玉米芯的吸附性能影响都比较小．

分析认为，玉米芯发生的吸附主要是物理吸附，

依靠的是分子间作用力，吸附热较小，当温度从

２５℃ 升高至５５℃时，发生的吸附仍然主要是

物理吸附．因此，适宜的吸附温度为２５℃．

２．４　溶液ｐＨ值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分别于两组７个３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各加入

质量浓度为２０ｍｇ／Ｌ的金属离子溶液１００ｍＬ，

标记为①—⑦号，用ＨＮＯ３和ＮａＯＨ调节ｐＨ值

分别为１，２，３，４，５，６，７，于每组锥形瓶中分别

加入３．０ｇⅠ号和Ⅱ号吸附剂，将锥形瓶放入恒

图２　不同吸附时间对重金属离子溶液中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Ｚｎ２＋，Ｃｕ２＋ｉｎ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３　不同温度对重金属离子溶液中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Ｚｎ２＋，Ｃｕ２＋ｉｎ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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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水浴振荡器中振荡，于２５℃下振荡１ｈ，计算

两种吸附剂对溶液中 Ｚｎ２＋，Ｃｕ２＋的去除率．Ⅰ

号和Ⅱ号吸附剂在不同 ｐＨ条件下对 Ｚｎ２＋，

Ｃｕ２＋溶液的吸附效果见图４．

由图４可以看出，当 ｐＨ值从 １增大至 ３

时，两种吸附剂对 Ｚｎ２＋，Ｃｕ２＋的去除率随之升

高，当 ｐＨ值在 ３～７范围内，两种吸附剂对

Ｚｎ２＋，Ｃｕ２＋的去除率没有明显变化．这是由于

ｐＨ值较小时，溶液中主要以带正电荷的 Ｚｎ２＋，

Ｃｕ２＋形式存在，玉米芯表面功能基团氨基、羟基

接受质子，形成正电性的吸附中心，通过静电作

用，金属羟基配合物 Ｚｎ（ＯＨ）３
－，Ｚｎ（ＯＨ）４

２－，

Ｃｕ（ＯＨ）３
－，Ｃｕ（ＯＨ）４

２－可被正电吸附中心所

吸附；随着ｐＨ值增大，带负电荷的羟基配合物

质量浓度随之增大，导致去除率迅速增大．当

图４　重金属离子溶液不同ｐＨ值

条件下吸附剂对Ｚｎ２＋，Ｃｕ２＋的吸附效果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ｓｏｎＺｎ２＋ａｎｄＣｕ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Ｈ值增大至３后，继续增加ｐＨ值，玉米芯表面

活性位点吸附达到饱和，导致去除率不再发生

明显变化．当ｐＨ≥７时，金属离子发生沉淀．因

此，初始ｐＨ值控制在３～７范围内即可．

２．５　吸附剂结构和形貌分析
改性前后玉米芯红外光谱图见图５．玉米

芯主要由半纤维素、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组

成［１０］，由图５可知，３４０８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宽而

强，说明改性后的玉米芯中的—ＯＨ基团数量

增加．２９１８ｃｍ－１处的峰减弱趋势明显，说明改

性后的玉米芯纤维素有较大程度的降解（断

裂）．由于半纤维素自身的非晶态和低聚合度

很容易受到破坏，在 ＫＭｎＯ４作用下，半纤维素

大部分降解．１６４０ｃｍ－１和１０３０ｃｍ－１处的峰明

显减弱，说明部分纤维素被降解．１３８５ｃｍ－１处

的峰属于Ｍｎ—Ｏ键的特殊吸收产生的特征吸

收峰，说明用ＫＭｎＯ４改性后的玉米芯表面有新

生态ＭｎＯ２生成．—ＯＨ基团数量的增加和新生

态ＭｎＯ２的形成使改性玉米芯的吸附能力增强．

改性前后玉米芯 ＸＲＤ图谱见图６．从图６

可以看出，改性后玉米芯样品的ＸＲＤ图谱中存

在ＭｎＯ２弱的特征衍射峰（ＰＤＦ＃３０—０８２０），其

结果与红外光谱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改性前后玉米芯ＳＥＭ图见图７．由图７可

图５　改性前后玉米芯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ｒｅ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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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改性前后玉米芯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６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ｏｒｎｃｏｒｅ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７　改性前后玉米芯ＳＥＭ图

Ｆｉｇ．７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ｃｏａ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以看出，玉米芯表面有很多活性官能团，如羟

基、羧基、氨基等，这些含氧官能团对阳离子的

亲和性和玉米芯表面质子化的静电作用促进了

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未经改性处理的

玉米芯粉表面形貌较为致密，呈鳞片状，没有孔

洞．经ＫＭｎＯ４预处理的玉米芯粉表面形貌发生

了很大变化．这是由于玉米芯粉富含纤维素，

ＫＭｎＯ４具有强氧化性，可使糖苷键发生断裂，

进而使纤维素分解为可溶性的糖类物质，在玉

米芯粉表面形成了许多孔洞，从而增大了比表

面积，更有利于吸附重金属离子，显示出更强的

吸附能力．

２．６　不同吸附剂对企业电镀废液处理效果
比较

　　在蚌埠某企业取电镀废液（强酸性浓溶

液），主要含 Ｚｎ２＋，Ｃｕ２＋，稀释 １０倍，用 ＮａＯＨ

溶液调节废液ｐＨ＝３～７，分别用改性前后玉米

芯吸附剂对电镀废液进行吸附处理．改性前后

玉米芯对电镀废液处理效果见图８．由图８可

知，改性后的玉米芯吸附剂对 Ｚｎ２＋，Ｃｕ２＋的吸

附能力显著增强．

３　结论

本文以玉米芯为原料，采用ＫＭｎＯ４对玉米

图８　改性前后玉米芯对电镀废液处理效果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ｃｏｒｎｃｏｂ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ｌｉｑｕｉｄ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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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进行化学改性，通过考察改性前后玉米芯用

量、溶液 ｐＨ值、温度和吸附时间等因素对

Ｚｎ２＋，Ｃｕ２＋重金属离子吸附效果的影响，适宜的

吸附条件为：对于１００ｍＬ质量浓度为２０ｍｇ／Ｌ

的金属离子溶液，吸附剂适宜用量为３．０ｇ，时

间、温度对吸附效果影响不明显，吸附时间控制

在１ｈ，温度控制在２５℃，ｐＨ值控制在３～７，该

吸附条件下，改性玉米芯对 Ｚｎ２＋，Ｃｕ２＋具有较

强的吸附能力；结构和形貌表征发现，改性玉米

芯—ＯＨ基团数量增加，表面有新生态ＭｎＯ２形

成，改性玉米芯产生许多新的孔洞，比表面积增

大，这说明改性可显著提高玉米芯的吸附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改性玉米芯能有效地吸附

Ｚｎ２＋，Ｃｕ２＋离子，是一种廉价的吸附剂，但把玉

米芯应用于规模化的废水处理，还将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例如，研究玉米芯吸附剂的改性方法

以提高其吸附容量，用批量装柱的吸附剂处理

废水以获得动态模拟的数据，吸附剂的脱附再

生研究以及吸附剂的后处理问题等，都将是今

后研究的方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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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２０１８，１８（３０）：２４５．

［６］　高耀文，张晖．高级氧化技术再生吸附剂的研

究进展［Ｊ］．化工环保，２０１６，３６（４）：３５７．

［７］　李琛，葛红光，宋凤敏，等．改性玉米芯吸附柱

处理含 Ｃｒ６＋废水的试验研究［Ｊ］．水处理技

术，２０１３，３９（１０）：２３．

［８］　李小燕，刘义保，李寻，等．改性玉米芯吸附溶

液中的铀［Ｊ］．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７（７）：

２４２９．

［９］　杨艳琴，魏明宝，马闯，等．施用城市污泥堆肥

对土壤中 Ｃｕ２＋吸附行为的影响［Ｊ］．轻工学

报，２０１６，３１（５）：２０．

［１０］邢宝林，陈丽薇，张传祥，等．玉米芯活性炭的

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Ｊ］．材料导报，

２０１５，２９（３）：４５．

［１１］禹明洋，杜灵生，郭越峰，等．改性玉米芯对二

苯胺的生物吸附研究［Ｊ］．生物化工，２０１８，１４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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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沉香挥发性成分的 ＨＳＧＣＭＳ分析
ＨＳＧＣ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ａｇｉｌａｗ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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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雨安，于文浩，王国庆，李振兴，王珂，张钰珠
ＳＵＮＹｕ′ａｎ，ＹＵＷｅｎｈａｏ，Ｗ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ＺＨＡＮＧＹｕｚｈｕ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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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摘要：采用顶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ＨＳＧＣＭＳ）技术对产自５个国家（加里曼
丹、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１０个沉香样品的挥发性成分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１０个沉香样品的挥发性成分主要是芳香族类和倍半萜类化
合物，相同产地但形态不同的沉香样品的挥发性组分种类和相对含量均存在一

定差异，不同产地沉香样品的挥发性组分也呈现不同的差异，甘香烯、（＋）－环
苜蓿烯只在马来西亚沉香样品中检出，可作为该产地沉香的特征性成分；α－古
芸烯和β－愈创木烯只在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中检出，可作为该产地沉香的特征
性成分；（＋）－α－长叶蒎烯和α－荜澄茄油烯只在印度沉香样品中检出，可作为
该产地沉香的特征性成分；产自印度尼西亚的沉香样品中醇类的种类和含量明显

低于其他产地．该研究结果为沉香挥发性成分的快速检测和产地鉴别提供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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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沉香是名贵的传统中药药材，属于瑞香科

植物白木香，是一种含有树脂的木材，其味辛、

苦，性微温，归脾、胃、肾经，具有行气止痛、温中

止呕、纳气平喘之功效，用于胸腹胀闷疼痛，畏

寒呕吐呃逆，肾虚气逆喘急［１］．沉香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芳香族化合物、倍半萜类、脂肪酸和脂肪

烷类等，其中，倍半萜类、２－（２－苯乙基）色酮

类及芳香族化合物中的苄基丙酮与沉香的结香

机制有关［２－６］．世界上沉香产地很多，采集季

节、采集部位不同，其中的活性成分种类和含量

也不相同［７－９］，这使得其性状及药用价值不同．

因此，建立一种不同产地沉香的鉴别分析方法

十分必要．目前，大多采用浸提法［１０－１１］、超临界

萃取法［１２－１３］等方法对沉香中的化学成分进行

分析研究．而顶空进样法结合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ＨＳＧＣＭＳ）技术省去了复杂的前处理过

程，结合气相的分离能力和质谱的定性能力，检

测方法简单、快速，是一种新兴的检测技术［１４］．

故本文拟采用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ＨＳ

ＧＣＭＳ）技术对产自５个国家的１０个沉香样品

的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实现对沉香

挥发性成分和沉香产地简单、快速的鉴别分析，

为业界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与仪器
进口沉香样品：分别来自加里曼丹、马来西

亚、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５个产地的共

１０个沉香样品，性状描述见表１．

表１　沉香样品的性状描述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ａｇａｒｗ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编号 表面特征 质地

加里曼丹－１ 深棕色，纵向长条状 干，质轻

加里曼丹－２ 棕黑色，不规则块状 硬

马来西亚－１ 深棕色，不规则纵长片 干，易碎，质轻

马来西亚－２ 棕色，块状，有刀痕 坚硬

孟加拉国－１ 棕色，不规则长条状 干，质轻

孟加拉国－２ 棕黑色，中空块状 坚硬

印度－１ 棕色，纵长片 干，质轻

印度－２ 棕褐色，不规则刺状，中空 干，易碎，质轻

印度尼西亚－１ 黄棕色，实心不规则块状 坚硬

印度尼西亚－２ 棕色，不规则纵长块状 硬

仪器：ＩＳＱ四级杆 ＧＣＭＳ联用仪（配置

Ｔｒｉｐｌｕｓ自动进样器），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公司

产；ＨＰ－５ＭＳ弹性石英毛细管柱（６０ｍ×

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Ｊ＆Ｗ产．

１．２　ＨＳＧＣＭＳ测试条件
ＨＳ测试条件：称取１．００ｇ沉香样品置于

２０ｍＬ顶空瓶中，用硅橡胶隔垫密封压紧，铝盖

封口，当孵化器温度为１５０℃时，将装有样品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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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瓶放在孵化器中预热 ３０ｍｉｎ，然后取

１．０ｍＬ顶空气体，进行ＧＣＭＳ分析．

ＧＣ测试条件：色谱柱为弹性石英毛细管

柱，优化后采用程序升温分离，即初始温度

５０℃，保持２ｍｉｎ，以 ５℃／ｍｉｎ的速率升温至

２８０℃，保持１０ｍｉｎ；进样口温度２８０℃，载气

Ｈｅ，流量１．０ｍＬ／ｍｉｎ，分流比５１．

ＭＳ测试条件：离子源为电子轰击离子源，

离子化电压７０ｅＶ，离子传输管温度２８０℃，离

子源温度２５０℃，质谱扫描范围１０～６００ａｍｕ．

１．３　化合物结构分析方法
通过ＨＳＧＣＭＳ方法测定进口沉香的挥发

性成分，全程扫描５０ｍｉｎ，得其总离子流图（简

称ＴＩＣ图），通过仪器自带的工作站分析样本的

ＴＩＣ图．利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ＮＩＳＴ）的

质谱图库，检索分析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推断出

其可能的化学结构；通过查阅化合物性质及对

照相关文献，最终确定化合物的结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进口沉香挥发性成分分析结果
２．１．１　加里曼丹沉香样品挥发性成分分析　

图１为加里曼丹沉香样品的 ＴＩＣ图．通过质谱

图库检索，分别在加里曼丹 －１和加里曼丹 －２
样品中鉴定出８６种和９０种挥发性化合物，主
要是芳香族类化合物和倍半萜类化合物，如：长

叶醛（ＲＴ＝２１．２９ｍｉｎ，ｍ／ｚ＝２２０）、邻苯二甲酸
二乙酯（ＲＴ＝２３．６１ｍｉｎ，ｍ／ｚ＝２２２）、（－）－异
长叶醇（ＲＴ＝２８．３１ｍｉｎ，ｍ／ｚ＝２２２）等．对于两
个样品的相同组分，加里曼丹 －１中的异辛醇
（ＲＴ＝９．２７ｍｉｎ，ｍ／ｚ＝１３０）、长叶醛（ＲＴ＝
２１．２９ｍｉｎ，ｍ／ｚ＝２２０）含量均高于加里曼丹－２，
而加里曼丹 －２中的安息香醛（ＲＴ＝８．２２ｍｉｎ，
ｍ／ｚ＝１０６）、苄基丙酮（ＲＴ＝１４．９２ｍｉｎ，ｍ／ｚ＝
１４８）、α－愈创木烯（ＲＴ＝２１．０３ｍｉｎ，ｍ／ｚ＝
２０４）的含量均高于加里曼丹－１．

此外，δ－榄香烯（ＲＴ＝１７．３９ｍｉｎ，ｍ／ｚ＝
２０４）和（－）－荜澄茄醇（ＲＴ＝２２．５０ｍｉｎ，
ｍ／ｚ＝２２２）只在加里曼丹 －１样品中检出；α－
香柑油烯（ＲＴ＝１９．４３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异石竹
烯（ＲＴ＝１９．７９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别香橙烯
（ＲＴ＝２０．４２ｍｉｎ，ｍ／ｚ＝２０４）、α－古巴烯
（ＲＴ＝２２．１４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去氢白菖烯
（ＲＴ＝２２．２２ｍｉｎ，ｍ／ｚ＝２０２）及圆柚酮（ＲＴ＝

图１　加里曼丹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

Ｆｉｇ．１　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ａｒｗ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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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８６ｍｉｎ，ｍ／ｚ＝２１８）只在加里曼丹 －２样品
中检出．
２．１．２　马来西亚沉香样品挥发性成分分析　
图２为马来西亚沉香样品的 ＴＩＣ图．通过质谱
图库检索，分别在马来西亚 －１和马来西亚 －２
样品中检索出９２种和９４种挥发性化合物，主
要为芳香族类化合物和倍半萜类化合物，如：苄

基丙酮（ＲＴ＝１４．９１ｍｉｎ，ｍ／ｚ＝１４８）、（－）－马
兜铃烯（ＲＴ＝２５．３２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其中，马
来西亚－１样品中的安息香醛（ＲＴ＝８．２２ｍｉｎ，
ｍ／ｚ＝１０６）、异辛醇（ＲＴ＝９．２７ｍｉｎ，ｍ／ｚ＝
１３０）、γ－木香醇（ＲＴ＝２３．０７ｍｉｎ，ｍ／ｚ＝２２０）、
凤蝶醇（ＲＴ＝２４．８１ｍｉｎ，ｍ／ｚ＝２２２）、（－）－马
兜铃烯（ＲＴ＝２５．３２ｍｉｎ，ｍ／ｚ＝２０４）的含量均
明显高于马来西亚－２．其中，（＋）－环苜蓿烯
（ＲＴ＝１８．４８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和朱栾倍半萜
（ＲＴ＝２１．８４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只在马来西亚 －１
中检出；α－香柑油烯（ＲＴ＝１９．４０ｍｉｎ，ｍ／ｚ＝
２０４）、α－衣兰油烯（ＲＴ＝２１．１７ｍｉｎ，ｍ／ｚ＝２０４）、

α－古巴烯（ＲＴ＝２２．１５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和４，５－脱

氢异长叶烯（ＲＴ＝２２．９２ｍｉｎ，ｍ／ｚ＝２０２）只在马来
西亚－２号中检出．
２．１．３　孟加拉国沉香样品挥发性成分分析　
图３为孟加拉国沉香样品的 ＴＩＣ图．通过质谱
图库检索，分别在孟加拉国 －１和孟加拉国 －２
样品中鉴定出８７种和９１种挥发性化合物，主
要是芳香族类化合物和倍半萜类化合物，如：苄

基丙酮（ＲＴ＝１４．９１ｍｉｎ，ｍ／ｚ＝１４８）、（－）－异
长叶醇（ＲＴ＝２８．３３ｍｉｎ，ｍ／ｚ＝２２２）．孟加拉
国－１号样品中的γ－木香醇（ＲＴ＝２３．０７ｍｉｎ，
ｍ／ｚ＝２２０）、凤蝶醇（ＲＴ＝２４．８０ｍｉｎ，ｍ／ｚ＝
２２２）、（－）－马兜铃烯（ＲＴ＝２５．３２ｍｉｎ，ｍ／ｚ＝
２０４）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孟加拉国 －２号样品．
其中，异石竹烯（ＲＴ＝１９．８１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和
异水菖蒲酮（ＲＴ＝２７．９９ｍｉｎ，ｍ／ｚ＝２２０）只在
孟加拉国 －１中检出．δ－榄香烯 （ＲＴ＝
１７．４０ｍｉｎ，ｍ／ｚ＝２０４）、β－榄香烯 （ＲＴ＝
１８．８１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别 香 橙 烯 （ＲＴ＝
２０．４３ｍｉｎ，ｍ／ｚ＝２０４）、α－石竹烯 （ＲＴ＝
２０．７０ｍｉｎ，ｍ／ｚ＝２０４）、（－）－荜澄茄醇（ＲＴ＝

图２　马来西亚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

Ｆｉｇ．２　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ａｒｗ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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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０ｍｉｎ，ｍ／ｚ＝２２２）及 γ－桉叶醇（ＲＴ＝
２４．９３ｍｉｎ，ｍ／ｚ＝２２２）只在孟加拉国 －２中
检出．

２．１．４　印度沉香样品挥发性成分分析　图４
为印度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通过质谱图库检索，
分别在印度－１和印度－２样品中鉴定出１０２种

图３　孟加拉国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

Ｆｉｇ．３　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ａｒｗ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图４　印度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

Ｆｉｇ．４　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ａｒｗ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ｄ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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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０１种挥发性化合物，主要是芳香族类化合
物和倍半萜类化合物，如：β－广藿香烯（ＲＴ＝
２０．４９ｍｉｎ，ｍ／ｚ＝２０４）、γ－木香醇（ＲＴ＝
２３．０７ｍｉｎ，ｍ／ｚ＝２２０）．印度 －２样品中的 β－

广藿香烯（ＲＴ＝２０．４９ｍｉｎ，ｍ／ｚ＝２０４）、（＋）－

苜蓿烯（ＲＴ＝２０．８７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和γ－木香

醇（ＲＴ＝２３．０８ｍｉｎ，ｍ／ｚ＝２２０）的含量高于印

度 －１．其中，（－）－异长叶烯（ＲＴ＝２２．２９ｍｉｎ，

ｍ／ｚ＝２０２）只在印度－１中检出．

２．１．５　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挥发性成分分析

　图５为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的 ＴＩＣ图．通过

质谱图库检索，分别在印度尼西亚 －１和印度

尼西亚－２样品中鉴定出８６种和８８种挥发性

化合物，主要是芳香族类化合物和倍半萜类化

合物，如：（－）－异长叶醇（ＲＴ＝２８．３０ｍｉｎ，

ｍ／ｚ＝２２２）、邻 苯 二 甲 酸 二 丁 酯 （ＲＴ＝

３１．５５ｍｉｎ，ｍ／ｚ＝２７８）．其中，印度尼西亚 －１

中的苄基丙酮（ＲＴ＝１４．９０ｍｉｎ，ｍ／ｚ＝１４８）和

（－）－马兜铃烯（ＲＴ＝２５．３３ｍｉｎ，ｍ／ｚ＝２０４）

的含量高于印度尼西亚 －２，印度 －２中异辛醇

（ＲＴ＝９．２８ｍｉｎ，ｍ／ｚ＝１３０）的含量高于印度－

１．其中，α－香柑油烯（ＲＴ＝１９．４２ｍｉｎ，ｍ／ｚ＝

２０４）、γ－木榴烯（ＲＴ＝１９．９８ｍｉｎ，ｍ／ｚ＝２０４）、

α－愈创木烯（ＲＴ＝２０．０３ｍｉｎ，ｍ／ｚ＝２０４）、α－

古芸烯（ＲＴ＝２０．３７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和（＋）－
苜蓿烯（ＲＴ＝２０．８５ｍｉｎ，ｍ／ｚ＝２０４）只在印度
尼西亚 －１中检 出．β－榄 香 烯 （ＲＴ＝
１８．８２ｍｉｎ，ｍ／ｚ＝２０４）、４，５－脱氢异长叶烯
（ＲＴ＝２２．２９ｍｉｎ，ｍ／ｚ＝２０２）、γ－木香醇（ＲＴ＝
２３．０８ｍｉｎ，ｍ／ｚ＝２０２）、愈 创 木 醇 （ＲＴ＝
２５．４７ｍｉｎ，ｍ／ｚ＝２２２）、紫堇酮（ＲＴ＝２５．７４ｍｉｎ，
ｍ／ｚ＝２３６）、长叶松萜烯（ＲＴ＝２５．９３ｍｉｎ，ｍ／ｚ＝
２０４）及（－）－异长叶醇（ＲＴ＝２８．３１ｍｉｎ，ｍ／ｚ＝
２２２）只在印度尼西亚－２中检出．
２．２　不同国家沉香样品挥发性成分的对比
分析

　　不同产地沉香样品的部分挥发性化合物对
比分析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若以样品中特
有组分来表达其特征性，甘香烯、（＋）－环苜
蓿烯只在马来西亚沉香样品中检出，因此，甘香

图５　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的ＴＩＣ图

Ｆｉｇ．５　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ａｒｗ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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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产地沉香样品的部分挥发性化合物对比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ｍ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ａｇａｒｗｏｏ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产地

甘
香
烯

α

古
芸
烯

︵＋
︶
α
长
叶
蒎
烯

︵＋
︶
环
苜
蓿
烯

β

愈
创
木
烯

α

荜
澄
茄
油
烯

α

柏
木
烯

δ
榄
香
烯

α

香
柑
油
烯

异
石
竹
烯

朱
栾
倍
半
萜

别
香
橙
烯

β

花
柏
烯

α

古
巴
烯

︵
︶
异
长
叶
烯

︵
︶
荜
澄
茄
醇

茅
苍
术
醇

桔
利
酮

加里曼丹 √ √ √ √ √ √ √ √ √ √ √
马来西亚 √ √ √ √ √ √ √ √ √ √ √ √ √
孟加拉国 √ √ √ √ √ √ √ √ √
印度 √ √ √ √ √ √ √ √ √

印度尼西亚 √ √ √ √ √

　注：“√”表示含有该种成分

烯、（＋）－环苜蓿烯可作为马来西亚沉香样品

的特征性组分；α－古芸烯和β－愈创木烯可作

为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的特征性组分；（＋）－

α－长叶蒎烯和α－荜澄茄油烯可作为印度沉

香样品的特征性组分．

３　结论

基于 ＨＳＧＣＭＳ技术，对产自５个国家的

１０个沉香样品的挥发性化学组分进行鉴定分

析．通过对比发现，相同产地但形态不同的沉香

样品的挥发性组分的种类和相对含量均存在一

定差异，虽然差异的形成原因还不明确，但仍可

以为鉴别同一产地不同形态的沉香样品提供科

学依据．

不同产地的沉香样品具有不同的特征性组

分，如甘香烯、（＋）－环苜蓿烯只在马来西亚

沉香样品中检出，α－古芸烯和β－愈创木烯只

在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中检出，（＋）－α－长

叶蒎烯和α－荜澄茄油烯只在印度沉香样品中

检出．因此，甘香烯、（＋）－环苜蓿烯可作为马

来西亚沉香样品的特征性组分；α－古芸烯和

β－愈创木烯可作为印度尼西亚沉香样品的特

征性组分；（＋）－α－长叶蒎烯和α－荜澄茄油

烯可作为印度沉香样品的特征性组分．这为鉴

别不同沉香样品的产地提供参考依据．

此外，与其他常见的萃取技术如挥发油萃

取技术相比，ＨＳＧＣＭＳ技术测定沉香样品无

需样品前处理，方法简单、快速且具有较高的灵

敏度，同时克服了有机溶剂提取法引入杂质的

缺点，能够实现沉香样品的挥发性组分的准确

测定，为沉香产地的鉴别分析提供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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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基于颜色阈值、形状和纹理的果实识别，三维果实形态识别，夜间果实

识别，基于机器学习的果实识别，阴影和遮挡影响下的果实识别５个方面，对基
于机器视觉的苹果园果实识别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认为上述研究所涉及的算

法较为复杂，功能也很强大．但鉴于视觉理论、图像处理技术和硬件条件等限
制，以及苹果园复杂多变的环境，基于机器视觉的果实识别目前尚无理想的方

法，未来的研究重点应包括：１）加强更有效的图像增强、图像分割和特征提取等
算法的研究，有效解决果实重叠、遮挡、颜色和光线变化的影响；完善白天和夜

间果园现场作业的识别算法，建成全天候作业采摘机器人．２）加强基于自监督
学习的果实识别的研究，以增加模型接收的反馈信息和模型表征的复杂的适用

任务类型，减少任务中涉及的人类手工劳动比重，提高自动化程度．３）加强图像
的自动获取与果实识别的研究，结合计算机视觉与近红外、激光雷达等检测技

术，集成多模态的图像和非图像信息进行果实识别，提高处理速度和实时性，以

及识别的准确度及系统的稳健性，为苹果自动采摘、果园的精准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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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苹果园果实识别是果实定位、自动化采摘

和果树估产的基础．由于苹果树在自然状态下

生长姿态多变，果实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图像获

取过程中易受光照、表面阴影、振动、重叠和遮

挡等影响，果实识别难度大［１］．机器视觉通过计

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从所采集的图像中

提取感兴趣目标的信息，然后进行处理和理解，

最终用于检测、测量和控制［１］．机器视觉具有非

接触、高精度、速度快、信息量大、实时、在线等

优点，在农产品定位、识别、检测等方面应用广

泛［２］．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基于机器视觉的

果实识别技术进行了研究［３－４］，现有的苹果果

实识别主要基于果实的颜色分割和形状提取，

包括苹果图像采集、图像分析与降噪、图像的分

割与特征提取、目标果实识别模型的建立等［５］．

目前常用的苹果图像分割识别算法主要有阈值

分割法，色差法，人工神经网络 ＡＮＮ，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法，Ｋ最近邻法

ＫＮＮ和多种混合算法．由于设备成本降低、计

算能力提高，将机器视觉技术与模式识别算法

和自动分类工具相结合进行果实识别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鉴于此，本文拟从基于颜色、形状

和纹理的果实识别，三维果实形态识别，夜间图

像的果实识别，基于机器学习的果实识别，阴影

和遮挡影响下的果实识别等方面对研究现状进

行综述，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１　基于颜色、形状和纹理的苹果识别

对于果蔬视觉处理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０年代，Ｐａｒｒｉｓｈ和Ｇｏｋｓｅｌ首次提出苹果自动

识别系统［６］．经过不断地研究，苹果识别技术已

经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图像的颜色特征作

为一种全局特征，可以用来描述图像或图像的

某个区域相对应景物的表面性质，所有属于目

标区域的像素点均有各自的贡献．为了更准确

地识别图像中的苹果目标，阈值分割法一般要

配合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有时在使用这些算法

的同时还需考虑图像的纹理、形状属性等特征．

由于苹果树的果实、树叶与树枝具有较大

的颜色差异，通过颜色特征进行分类提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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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可行性．国内外学者针对苹果、猕猴桃和

柑橘等水果的提取和识别，在ＲＧＢ，ＹＣｂＣｒ，Ｌａｂ

和 ＨＳＶ等颜色空间结合颜色阈值进行分

割［７－８］．Ｒ．Ｚｈｏｕ等［９］通过实验开发苹果识别算

法，根据Ｒ－Ｂ和Ｇ－Ｒ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模

型，提出了基于颜色特征的苹果识别算法，估计

果实数量并预测苹果产量，为苹果计数和早期

产量的预测提供了参考．钱建平等［１０］采用

１．３７５作为Ｒ／Ｂ的分割阈值，加入０．４５作为Ｖ

的分割阈值，使得成熟期苹果的识出率、识别成

功率、误识率和漏识率分别为９０．３％，８４．９％，

６．０％，１５．１％，该混合颜色空间识别方法在自

然光照条件下效果较好．李莎等［１１］为更有效地

估测苹果产量，利用ＲＧＢ，Ｌａｂ和ＹＣｂＣｒ颜色模

型中的３个分量对彩色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

采用 Ｏｔｓｕ法进行二值化处理和形态学运算．３

种分量均能分离出苹果，其中，ａ分量在保留

最多苹果面积的情况下噪声较小，Ｒ－Ｇ色差分

量会削弱部分苹果面积，Ｃｒ分量噪声较大，文

中给出了各分量的适用范围．

苹果个体大多呈现类球状，通过形状检测

也可进行果实识别．在采用颜色特征结合圆形

拟合算法进行苹果识别方面，Ｙ．Ｓｉ等［１２］提出了

一种具有色差 Ｒ－Ｇ和色差比（Ｒ－Ｇ）／（Ｇ－

Ｂ）的苹果识别算法，利用随机环法提取果实形

状特征，基于面积和极线几何的匹配算法来定

位苹果，识别率超过８９．５％，圆心、半径值的误

差小于２０ｍｍ．Ｈ．Ｎ．Ｐａｔｅｌ等［１３］提出了基于形

状分析的水果自动分割和产量计算方法，利用

颜色和形状分析来分割在不同光照条件下获得

的不同水果图像．首先进行颜色空间转换，将采

集到的ＲＧＢ图像转换到Ｌａｂ颜色空间；然后通

过边缘检测和圆拟合算法对图像进行分割，再

将得到的边缘点用于拟合近似圆形形状；最后

将得到的拟合圆用于图像中果实计数．结果表

明，该方法能够准确分割被遮挡的果实，准确率

为９８％，预测平均产量的误差为３１．４％．崔淑

娟等［１４］在不同光线和阴影的影响下，采用

Ｒ－Ｇ色差分量和改进型 Ｏｔｓｕ法，通过分割映

射和同面积质心圆印证，较好地对成熟苹果进

行了识别，识别率达９３．２％．吕继东等［１５－１６］为

了减少机器人苹果采摘的时间，除采用与崔淑

娟相似的方法对苹果进行快速识别之外，还研

究了在自然光照条件下黄苹果的目标提取法：

首先通过基于归一化 Ｒ＋Ｇ－Ｂ颜色特征的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进行图像分割；然后用分水岭分

割算法和区域噪声阈值消除法，实现果实区域

的孔洞填充，减少噪声对后续识别的影响；接着

基于Ｃａｎｎｙ算子实现了分割图像的边缘检测，

改进了随机Ｈｏｕｇｈ变换方法在苹果图像果实识

别中的应用；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１７］．

青苹果具有与叶子等背景相似的颜色，会

导致苹果果实难以识别．Ｂ．Ｌｉ等［１８］应用显著性

检测和高斯曲线拟合算法检测自然场景中的青

苹果，在自然场景中检测青苹果的效果显著．另

外，Ｂ．Ｌｉ还提出了一种结合纹理、形状和颜色

特征的检测方法，即利用灰度差分统计方法得

到图像的纹理特征向量，根据纹理特征向量，利

用ＳＶＭ对图像进行预分割，然后将形状和颜色

特征相结合，实现复杂背景下的苹果识别，该方

法对具有轻微背景遮挡的水果也具有较好的分

割效果．

以上研究主要针对的是苹果颜色、形状及

纹理提取方法，对自然光照条件下的果实识别

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是，以上基于颜色阈值

的果实分割提取的方法，受到自然环境光照和

果实自身成长所呈现的颜色变化的影响有一定

局限性，分割效果和识别精度还有待提高．此

外，对遮挡、粘连、重叠较为严重的苹果进行分

割获取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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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三维信息的苹果识别

除了二维图像信息的机器视觉技术，现有

的激光雷达技术、三维成像技术等也可用于苹

果识别定位．

为消除不同光线和复杂背景的影响，冯娟

等［１９］提出了一种自动识别树上苹果的算法．该

算法使用激光视觉系统获取果树局部的三维图

像，参考设定的场景知识对图像背景进行简化；

采用基于平滑频率曲线的自动阈值检测方法实

现图像的二值化；利用随机圆环法获得果实的

形状特征，完成对苹果的识别．实验结果表明，

该算法具有较好的实时性，当枝叶遮挡面积小

于４０％时，果实的识别率高于９３．７５％，且识别

效果不受光照条件与果实表面颜色的影响．孙

贤刚等［２０］研制了用于苹果成熟自动检测并采

摘的轮式机器人系统，该系统使用双目立体视

觉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对苹果的识别与定

位，通过机械臂的路径规划实现对苹果的采摘，

由此实现自动导航、自动识别．该系统自动采摘

苹果，识别率大于 ９４．００％，采摘成功率达到

９１．３３％，平均采摘周期约为１１ｓ，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及稳定性．张宾等［２１］为了提高苹果采摘

视觉识别系统的精度，增强视觉系统的抗干扰、

自适应能力，设计了一种新的苹果采摘机器人

激光视觉识别系统．该系统采用高清相机采集

图像，通过图像处理准确地识别苹果，利用激光

测距方法对苹果进行距离测量，成功定位了果

实位置，实现了果园非结构化环境中苹果的高

效率、高精度的识别、定位和采摘，在遮挡率低

于５０％时，其识别率可达到９０％以上，响应时

间为３．５８ｓ．三维点云数据采集与三维技术重

建能够准确恢复空间特征并为果树提供收获的

空间分布数据信息．在３Ｄ空间中实现准确识

别果实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Ｂ．Ｚｈａｎｇ

等［２２］利用近红外线阵结构照明和三维重建技

术，使用单个多光谱相机和近红外线性阵列结

构光线逐行重建被检查苹果的上半部分的３Ｄ

表面，通过三角测量来计算每个像素的高度信

息．另外，为了有效地识别茎和花萼，文中还自

动构建了标准球形模型（没有茎和花萼），以适

应被检查苹果的大小和边界形状，为识别苹果

中的茎和花萼提供了支持，识别的准确率达到

９７．５％．Ｙ．Ｔａｏ等［２３］从点云数据处理的角度提

出了苹果自动分割和识别方法：首先使用一种

基于ＨＳＩ的区域增长分割方法对苹果树的点云

数据进行分割，再从每个分段点云计算出具有

融合颜色特征和３Ｄ几何特征的改进的３Ｄ描

述符，最后构建一个基于遗传算法分类器优化

的支持向量机，用于识别场景中的苹果、树枝和

树叶．

通过图像（采用双目或三目摄像头）获取

三维信息的优点是成本低廉、算法和技术相对

成熟，缺点是受环境光的限制比较大．激光雷达

技术的优点包括探测距离远、精度高、稳定性

强、鲁棒性好，但目前激光雷达设备成本较高．

面对大规模的果园苹果图像、三维点云数据，如

何实现图像与三维点云的标定、匹配，开发数据

融合与果实识别算法，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实

现实时的、高精度的识别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　基于夜间图像的苹果果实识别

夜间光照强度小，采集苹果图像时需要借

助人工光源辅助照明．然而人工光源照射范围

有限，光照不均匀且易受外界环境影响，所采集

到的夜间苹果图像存在整体偏暗、边缘模糊、对

比度不高、细节信息丢失等问题［２４］．夜间图像

处理的关键是图像的增强和去噪．

由于计算机视觉系统获取的图像质量直接

受到采集阶段照明强度的影响，因此通过使用

足够照明可提高系统的识别性能和可靠性，显

著降低处理阶段所用算法的复杂性．赵德安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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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５］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机器人苹果采摘的夜

间果实识别方法．该方法采用２盏白炽灯从不

同角度照明以削弱图像中的阴影，针对高亮反

光区应用改进的Ｒ－Ｇ色差分割法进行二次分

割，并对分割后的图像进行修补．在不考虑果实

的情况下遮挡和粘连，该方法夜间苹果正确识

别率达到８３．７％．刘晓洋等［２６］为了识别夜间图

像，采用最小二乘拟合法对苹果三维表面的特

征点进行拟合，再根据特征点到拟合线的距离

等参数建立阈值分割模型，最后结合阴影区域

像素的位置信息，修正夜间图像中的阴影，确保

了图像识别的精确和完整．经统计，不考虑果实

的遮挡和粘连，夜间苹果正确识别率达到

８３．７％．

Ｒｅｔｉｎｅｘ理论可计算原始图像的场景照度

分量，从中提取携带高频信息的反射分量图像，

具有图像增强的作用，对弱光照、阴影及大雾下

的苹果图像具有一定的增强效果．姬伟等［２７－２８］

提出一种基于引导滤波的 Ｒｅｔｉｎｅｘ图像增强算

法，具有边缘保持特性，可以更好地保持果实边

缘信息，凸出苹果果实，在夜间图像增强效果和

运行时间效率上有明显的提高，为后续夜间图

像的分割和目标识别提供了保障．吕兴琴［２９］在

此基础上，对经降噪和增强处理后的夜间苹果

图像进行了基于Ｒ－Ｇ色差图像的Ｏｔｓｕ阈值分

割，使得处于暗区域的目标苹果果实能够被完

整分割出来，且边缘平滑清晰．

苹果采摘机器人图像识别效果处理系统采

集到的实时夜间图像中含有大量的噪声，贾伟

宽等［３０－３１］通过差影法分析夜间图像，针对高斯

噪声去除难题，将独立成分分析 ＩＣＡ理论引入

夜间图像降噪，并尝试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

ＰＳＯ对ＩＣＡ进行优化，建立了基于 ＰＳＯ优化的

ＩＣＡ降噪算法（ＰＳＯＩＣＡ）．该方法降噪效果较

为理想，噪点明显减少，相对峰值信噪比较高．

Ｃ．Ｒｕａｎ等［３２］提出了基于小波模糊阈值的去噪

算法，减少了图像噪声干扰，有利于下一步的图

像分割和识别．与原始图像、中值滤波去噪方法
和经典小波阈值去噪方法相比，该算法提高了

相对峰值信噪比．
通过以上夜间图像增强研究现状可知，夜

间果树图像的整体亮度得以提升，对比度得到

显著增强，果实的边缘平滑清晰，便于后续的果

实完整分割与提取，同时恢复了夜间图像中的

细节信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夜间
图像预处理、辅助照明设备配置、夜间图像降噪

和图像增强，下一步应在提高夜间图像采集效

果、开发新的图像增强和去噪算法的同时，加大

在果实的识别、定位方面的研究．

４　基于机器学习的苹果果实识别

机器学习是用数据或以往的经验，优化计

算机程序的性能标准．机器学习算法分为监督
学习、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和进化学习．监督
学习算法是从一组正确答案（训练集）开始，不

断训练、调整，直到能正确响应所有可能的输

入．根据预测变量的类型划分：如果预测变量是
连续的，则属于回归问题；如果预测变量是独立

类别（定性或是定类的离散值），则属于分类问

题．无监督学习算法通过输入相互比较，发现数
据中未知的结构或者趋势以识别相似性，从而

进行分类．虽然原数据不含任何的标签，但可以
对数据进行整合（分组或者聚类）或是简化（降

维、移除不必要的变量或者检测异常值）．强化
学习算法是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之间的中间

阶段．当算法输出的答案错误时，会报错并探索
不同的答案，直到输出正确的答案为止．进化学
习是通过模拟微生物在其生活环境中生存和繁

殖的过程，使算法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

的特性，能够不受问题性质的限制，从而有效地

处理传统优化算法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４．１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果实识别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一种在特征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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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最大的线性分类器，即支持向量机的学习

策略是间隔最大化，将复杂数据的分类转化为

凸二次规划问题的求解．ＳＶＭ是一种非参数方

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复杂功能，同

时又能够适应过度拟合，经典的ＳＶＭ分类器能

够将输入集的点分为两类．

Ｗ．Ｊｉ等［３３］采用中值滤波去除苹果的彩色

图像噪声，果实的颜色和形态特征根据区域生

长法和颜色阈值法提取，经由 ＳＶＭ进行分类，

准确率为８９％，平均识别时间为３５２ｍｓ．陈珂

等［３４］针对苹果果实图像背景复杂多变，导致提

取果实的轮廓不均、分割不准等问题，选取最大

类间方差法提取目标物的粗轮廓，引入目标轮

廓的方向梯度直方图 ＨＯＧ特征训练 ＳＶＭ，进

而对提取的轮廓进行细筛选，实现果实自动识

别．夏雪等［３５］结合自适应比率色差法、形态学

处理法、Ｂｌｏｂ分析法、改进圆形 Ｈｏｕｇｈ变换算

法、ＨＯＧ特征与ＳＶＭ机器学习等方法，从颜色

相似的背景中提取幼小青苹果，可实时监测苹

果生长动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由于ＳＶＭ是借助二次规划来求解支持向

量，针对大批量的果树图像的学习策略难以实

施，用ＳＶＭ解决青苹果、红苹果、树枝与树叶等

多个目标的分类问题尚存在一定困难．

４．２　基于神经网络的果实识别
人工神经网络简称神经网络，是参照动物

神经网络行为特征进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模型，

通过改变模型内节点的连接关系实现信息处

理．神经网络是计算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重要分

支，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３６］．

马晓丹等［３７］对苹果采摘机器人视觉系统

中彩色图像边界像素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苹

果果实识别精度和速度造成影响的问题进行了

研究，通过量子遗传算法对模糊神经网络的可

调整参数初始值进行全局优化，加快了果实识

别的速度，避免陷入局部极小值、迭代次数多等

弊端．麦春艳等［３８］针对自然光照条件下果园苹

果识别效果不佳的问题，利用错检率、漏检率和

处理速度３个量化指标综合对比分析颜色阈

值、ＳＶＭ和ＢＰ神经网络ＢＰＮＮ３种苹果颜色分

割方法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ＢＰＮＮ的苹果颜

色分割方法，以及 ｌｏｇ边缘检测子与 Ｈｏｕｇｈ圆

检测相结合的果实识别算法，具有较高的鲁棒

性和准确性，能有效克服果实遮挡、重叠和颜色

变异等问题，果实识别率可达９１．６％．

Ｌ．Ｘｕ等［３９］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的单因素

同化核 ＳＵＳＡＮ和脉冲耦合神经网络 ＰＣＮＮ的

苹果果实识别方法，在减少光线不足对分割结

果的影响方面具有突出的性能．在５０幅图像

中，９３％的苹果能够被准确识别．王慧等［４０］使

用ＢＰＮＮ对苹果图像进行分割与特征提取，利

用遗传算法对神经网络模型中的阈值和权值进

行优化，提高了ＢＰＮＮ模型的性能，得到了能够

准确识别苹果图像的识别模型．贾伟宽等［３６］为

进一步提升苹果果实的识别精度和速度，提出

一种基于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割和基于遗传算法

ＧＡ，最小均方差算法 ＬＭＳ，优化的径向基 ＲＢＦ

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苹果识别方法，对于遮挡、重

叠果实的识别率达９５．３８％和９６．１７％，总体识

别率达９６．９５％．Ｓ．Ｂａｒｇｏｔｉ等［４１］提出了基于图

像处理的果园苹果检测和计数，采用多尺度多

层感知器ＭＬＰ和卷积神经网络 ＣＮＮ进行图像

分割，使用分水岭分割和圆形霍夫变换算法检

测苹果并计数，相关系数Ｒ２为０．８２６．

基于神经网络进行苹果识别，通过线性学

习算法取代传统的非线性学习算法，既能维持

非线性算法的高精度，又可确保最佳逼近、全局

最优、收敛速度快．但是神经网络最终可能会出

现过拟合、中心难定、学习率偏低等问题，导致

网络运行效率和识别精度难以满足要求．

４．３　基于聚类算法的果实识别
聚类算法是研究（样品或指标）分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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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同时也是数据挖掘的一

种重要算法．

王丹丹［４２］利用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割算法分

割提取苹果，并对分割误差、提取感兴趣区域、

原始果实的重合度和算法运行时间进行评价，

较准确地实现了多种分割方法分割性能的对

比、重叠苹果目标的分割、遮挡苹果目标的定

位，以及单果无遮挡苹果目标采摘点的定位等

功能．Ｗ．Ｊｉ等［４３］为解决苹果采摘机器人在视

觉识别中归一化分割方法实时性差的问题，提

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均值漂移和归一化分割方

法的彩色苹果图像快速分割方法．首先，通过基

于区域的自适应均值漂移初始分割方法，减少

图像中的峰值和边缘的数量；其次，通过提取

Ｒ－Ｂ颜色特征将图像划分为区域图，每个区域

图由区域点表示，综合后获得 Ｒ－Ｂ颜色灰度

级特征的无向图；最后，将无向图作为归一化分

割的输入，通过区域点构造权重矩阵 Ｗ，并基

于决策理论粗糙集确定聚类的数量．该方法最

大分割误差为３％，平均识别时间小于０．７ｓ，可

以满足实时采摘机器人的要求．

Ｓ．Ｓｕｎ等［４４］通过融合模糊集理论和流形排

序算法 ＦＳＭＲ解决在类似背景区域（例如叶

子）中区分青苹果的难题．首先，通过在 ＨＳＩ颜

色空间中使用模糊集理论，粗略地增强原始图

像以使苹果目标更加突出；其次，选择特定查询

节点对整个图像中的像素进行排序，以获得最

终识别结果；然后，进行孔洞填充、边缘平滑和

数学形态学方法等操作以提取苹果目标的轮

廓；最后，将该方法与基于流形排序 ＭＲ，自相

似显着性检测ＳＤＳＲ和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的进

行比较．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提取实际

轮廓，与目标边缘线高度一致，识别结果更准

确．此外，平均重叠系数为９０．８７％，比ＳＤＳＲ算

法高１７．３４％，比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高１５．９８％．

因此，该方法可为生长监测、产量估算和自动采

摘提供参考．

聚类算法的优点是技术简单、聚类相似输

出、可被多层堆栈、效果直观，其缺点是所求问

题的整体最优解通过一系列局部最优的选择，

即贪心选择来实现，没有进行全局优化，在某些

情况下，与监督学习相比，层数增加时会失效，

收益递减．

４．４　基于深度学习的果实识别
深度学习网络与传统神经网络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们具有更多节点，更复杂的层互连方式，

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用于训练，并且它们可以

自动提取参数．深度学习使用的４种主要架构

是：无监督预训练网络、卷积神经网络、递归神

经网络和递归神经网络．这些类型的网络已经

用于解决各种问题，如文本到语音的转换、语言

识别、翻译、信号处理等．其中，卷积神经网络的

主要目的是从卷积运算中学习数据特征，因此

这种类型的网络更适合图像中的模式识别．

由于光照变化、叶子及邻近果实的遮挡，难

以得到准确的苹果果实数量．Ｓ．Ｗ．Ｃｈｅｎ等［４５］

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水果计数方法，利

用自定义众包平台快速标记大型数据集，基于

完全卷积网络的斑点检测器提取图像中的候选

区域；然后，基于第二卷积网络的计数算法估计

每个区域中的果实数量；最后，利用线性回归模

型将水果计数估计值映射到最终果实计数．该

方法以人工生成的标签为基础，分析了白天及

夜间的苹果图像，训练时间短，并且在数据集大

小有限的情况下表现良好．廖崴等［４６］利用随机

森林算法实现了自然光照条件下绿色苹果的分

类和识别．针对果树背景颜色和纹理特征的复

杂性，基于ＲＧＢ颜色空间进行Ｏｔｓｕ阈值分割和

滤波处理，以便去除枝干等背景，并将剩余的果

实和叶片的灰度及纹理特征作为训练集，构建

绿色苹果的随机森林识别模型，但是该方法训

练时间过长，会导致果实分割的实时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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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的方法主要用在具有可微分（函

数连续）、强监督（样本数据标定很好、样本类

别／属性／评价目标恒定）学习、封闭静态系统

（干扰少、鲁棒性好、不复杂）任务下，而对于不

可微分、弱监督学习（样本分布偏移大、新类别

多、属性退化严重、目标多样）、开放动态环境，

该方法效果较差，计算收敛性不好．另外，针对

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实现深度学习，其训练结果

难以迁移到其他应用．苹果表面颜色会随生长

阶段而变化，再加上果园的复杂环境影响，基于

深度学习的果实识别还需更深入的研究．

５　针对阴影和遮挡影响的苹果识别

由于颜色难以有效表达图像目标物的局部

特征，而采集图像中的果实、叶片、枝干等形状

各异，因此基于各构件的形态特征进行识别提

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

经常将重叠的多果实看作一个果实整体，难以

识别出阴影及遮挡较严重的果实．因此，重叠多

的果实分割计数与遮挡果实的形状拟合显得尤

为重要［６，４７］．

宋怀波等［４８］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集理论

的苹果表面阴影去除方法，将含阴影图像作为

一个模糊矩阵，利用所设计的隶属函数对图像

进行去模糊化处理，削弱苹果表面阴影对目标

分割的影响．Ｄ．Ｗａｎｇ等［４９］对苹果采摘机器人

很难在自然场景中准确地获取被遮挡苹果的坐

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被遮挡苹果的自动识别

和定位方法．首先，描述了一种基于 Ｋ均值聚

类理论的苹果识别算法；其次，通过提取的苹果

区域的凸壳作为苹果边缘；最后，选择边缘的３

个点来估计苹果的中心和半径．与传统的

Ｈｏｕｇｈ变换法和轮廓曲率法相比，该方法可以

获得更好的识别和定位效果．Ｊ．Ｍｅｎｇ等［５０］提

出了一种基于边界曲率的重叠苹果分割识别方

法，首先，提取重叠果实的完整边缘并计算边缘

曲率；然后，根据曲率变化将边缘分段，并通过

基于３个标准的筛选过程保留有效片段；最后，

通过圆拟合和合并实现了水果的识别．孙飒爽

等［５１］针对果实目标受枝条遮挡影响被分割成

几个部分的问题，将苹果图像转换为 Ｌａｂ颜色

空间，然后采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进行分割，采

用数学形态学法提取苹果轮廓，根据最小外接

矩形法去除目标苹果的伪轮廓，最后利用轮廓

的曲率特征对目标苹果进行重建，实现了复杂

环境下苹果目标的准确识别与定位．

遮挡和阴影的存在对果实的识别产生了严

重影响，现有的研究方法通过边缘检测、Ｈｏｕｇｈ

变换法、圆形拟合及其他形态学运算，提取果实

的圆形特征，由部分苹果的形态特征确立完整

的苹果区域，从而实现果实的识别．未来进行阴

影和遮挡影响下的苹果识别，可加入果实的颜

色特征，以提高识别的准确率．

６　结论

本文从颜色、形状和纹理分析，三维果实形

态识别，基于夜间图像的果实识别，基于机器学

习的果实识别，阴影和遮挡影响下的果实识别

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分析发现：果实识

别的研究，从初期的颜色阈值分割法，发展到颜

色阈值结合形态、纹理进行分割识别，再到基于

前期基础的聚类算法，ＡＮＮ，ＳＶＭ，ＫＮＮ，以及多

种算法结合的识别方法，算法越来越复杂，功能

也更为强大．目前，基于颜色阈值的苹果果实分

割及提取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结合果形信息

增强了识别的精度，采用基于机器视觉和激光

技术构建苹果果实的三维信息，已经取得了初

步成效；通过控制照明条件，采用图像增强和智

能优化算法进行基于夜间图像的果实识别，已

经获得一定的进展；基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

习进行苹果果实识别的算法较多，识别精度也

满足实际要求；针对存在阴影及遮挡情况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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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识别，大多采用边缘检测和形状拟合的方法

进行分割与提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由于视觉理论、图像处理技术和硬件条

件等的限制，以及果园自身复杂多变的环境，基

于机器视觉的果实识别迄今尚未出现理想的方

法，还存在一些不足：１）果实图像的采集方式

和质量是关系识别精度和效果的前提．目前的

研究多采用较为理想的实验条件，保证了采集

到高质量图像，且研究对象多是在无枝叶遮挡

情况下的较易检测到的果实．２）当前几乎所有

的机器学习系统都是基于有监督学习建立的，

需要过多的有标签训练样本，而这些标签通常

都是由人工标记的，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３）

处理流程中的各环节衔接差，自动化程度和实

时性有待提高．现有方法大多是在作业现场采

集图像信息，然后在实验室进行图像处理，图像

采集与处理环节分离，实时性较差［５２］．且现有

研究多集中于果树早期估产、生长期监测和成

熟期采摘，针对不同时期果实的形状、颜色纹理

和背景各不相同的情况，如何有效识别果实的

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的研究重点应包括：１）研究更有

效的图像增强、图像分割和特征提取等算法，有

效解决果实重叠、遮挡、颜色和光线变化的影

响．完善白天和夜间在果园现场作业的识别算

法，建成全天候作业采摘机器人，提高果实图像

的采摘质量．２）进行基于自监督学习的果树识

别．通过自监督学习，模型接收的反馈信息逐渐

增多，模型表征的复杂的适用任务类型逐渐增

加，同时任务中涉及的人类手工劳动比重也显

著减少，自动化程度有望大大提高．３）进一步

加强图像的自动获取与果实识别的研究，结合

计算机视觉与近红外、激光雷达等检测技术，集

成多模态的图像和非图像信息进行果实识别，

提高处理速度和实时性，以及识别准确度和系

统稳健性，为苹果的自动采摘、果园的精准管理

等研究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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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海量天文数据实时性处理效率低的问题，通过对 ＳＫＡ图像采集及成
像ＡＲＬ算法库中耗时较长的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进行耗时分析，找出了该算法中调用
频率高且运行时间长的两个函数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和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利用
ＧＰＵ的多线程并行化处理降低两个函数的循环迭代，实现了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在
ＧＰＵ和ＣＰＵ上的协同运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数据量下，改进后的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运行时间大大缩短，特别是在处理海量数据时，有效提高了 ＡＲＬ
的整体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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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ｌｏｗ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ｓｓｉｖｅ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
ｍ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ｉｄ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ＳＫＡｉｍ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Ｒ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ｗ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ａｎｄ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ｏｕｔｉｎｔｈｉｓ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ｎ，ｔｗ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ｅｄｏｎＧＰＵｂｙ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ｎＧＰＵａｎｄＣＰＵ．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ｄａｔａ，
ｔｈ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ｒｉｄ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ｗｈｅ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ａｓ
ｓｉｖｅｄａｔａ，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ｕｎｎ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ＲＬｗ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０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

和图像分辨率均有很大的提升．ＳＫＡ［１－２］作为
世界上最大综合孔径的射电望远镜，采集数据

的速率非常快，数据采集量非常大，其设计目标

是要大于１２ＴＢ／ｓ．海量数据的产生和天文成像
本身对实时处理的严格要求，给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海量数据的科学处理
一般需要百亿亿次量级的超级计算机来完成．
目前，通过提高主频来提高ＣＰＵ处理能力的传
统方式已受到集成电路集成度的制约，因此利

用多核 ＣＰＵ和多核加速器（如 ＧＰＵ，Ｃｅｌｌ／ＢＥ
等）处理大量时效性数据成为发展趋势．在天
文成像过程中，网格化和去网格化是最耗时的

两个操作．如果处理的可见度数据是 ＥＢ量级
或以上，则消耗的时间不能通过调整计算机性

能来缓和．传统的网格化一般都是在ＣＰＵ上运
行，加速器在每一个浮点上的带宽很小，应用的

时效性也相应较低．所以，并行化算法作为提高
计算速度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射电天文学数据

处理［３］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
网格化（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作用是将落在笛

卡尔坐标外的数据点插值到网格上．Ｗ．Ｎ．
Ｂｒｏｕｗ［４］最早提出了Ｇｒｉｄｄｉｎｇ方法，用于实现极
坐标网格采样的离散傅里叶变换．针对极坐标
网格采样，Ｊ．Ｄ．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５］提出了一种快速的
ｓｉｎｃ函数网格算法，并将其应用在ＣＴ图像重建
上，该算法利用有限范围的卷积函数得到 ｓｉｎｃ
函数插值以减小计算时间，但是计算量太大．

Ｃ．Ｈ．Ｍｅｙｅｒ等［６］将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应用于磁共振
成像（ＭＲＩ）中的螺旋采样，采用的卷积核是
ＫａｉｓｅｒＢｅｓｓｅｌ窗口函数，但是ＫａｉｓｅｒＢｅｓｓｅｌ窗口
函数不是最优的卷积函数．劳保强等［７］使用卷

积函数网格化不规则的微波全息数据，分析了

不同卷积函数的抗混叠性能，验证了球体函数

是最具抗混淆性能的卷积函数．Ａ．Ｌ．Ｖａｒｂａｎｅｓ
ｃｕ等［８］以增加附加计算为代价，通过对数据的

排序和搜索来改善空间局部性，进而改善内存

的性能，但其结果尚未达到 ＧＰＵ运算峰值的
１４％．

以上研究主要是在ＣＰＵ环境下对Ｇｒｉｄｄｉｎｇ
算法的改进，鲜见在 ＡＲＬ（ＳＫＡ的算法参考库，
用以实现整体天文数据成像流程）中针对Ｇｒｉｄ
ｄｉｎｇ算法在ＧＰＵ实现时的运行效率的研究．鉴
于此，本文拟分析 ＣＰＵ环境下 ＡＲＬ中耗时最
长的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利用性能分析工具找出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中耗时最长的函数模块，然后对
函数模块使用ＣＵＤＡ进行ＧＰＵ并行执行，以期
利用ＧＰＵ在并行运算方面的优势，实现 Ｇｒｉｄ
ｄｉｎｇ算法的 ＣＰＵ和 ＧＰＵ协同处理，从而提高
ＡＲＬ的整体运行效率．

１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在 ＡＲＬ网格化中的
应用

　　在射电天文学中，所采集到的信号通常受
到各类因素影响，数据呈现出不规律性．在利用
射电望远镜采集到的数据重建天空图像时，需

要将不规则采样的数据映射到标准的二维网格

中，这称为网格化．只有经历这一步，网格才可

·３８·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３４卷 第２期

以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来重建天空图像．在射

电望远镜数据处理中，网格化是计算量最大、耗

费时间最长的步骤．

在天文成像中，对于天空亮度 Ｉ，初始光束

模式Ａ和能见度值 Ｖ，存在以下傅里叶变换

关系：

Ａ（ｌ，ｍ）Ｉ（ｌ，ｍ）＝

∫
∞

－∞
∫
∞

－∞
Ｖ（ｕ，ｖ）ｅ２πｉ（ｕｌ＋ｖｍ）ｄｕｄｖ ①

用ＩＤ（ｌ，ｍ）表示修正天空亮度Ａ（ｌ，ｍ）Ｉ（ｌ，

ｍ），利用线性操作对式①的右边作估计可得

ＩＤ（ｌ，ｍ）≡

∫
∞

－∞
∫
∞

－∞
Ｓ（ｕ，ｖ）Ｖ′（ｕ，ｖ）ｅ２πｉ（ｕｌ＋ｖｍ）ｄｕｄｖ ②

其中，Ｓ表示（ｕ，ｖ）采样函数，Ｖ′表示观测值．

对式 ② 作数值估计的方法有直接傅里叶

变换ＤＦＴ（ｄｉｒｅｃ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和快速傅里

叶变换ＦＦＴ（ｆａｓ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两种方法．

其中，ＤＦＴ对Ｎ×Ｎ网格的每个点都做计算，通

过蛮力计算求和来估计ＩＤ（ｌ，ｍ），其表达式为

ＩＤ（ｌ，ｍ）＝１Ｍ∑
Ｍ

ｋ＝１
Ｖ′（ｕｋ，ｖｋ）ｅ

２πｉ（ｕｋｌ＋ｖｋｍ）

ＦＦＴ则通过利用ＤＦＴ运算中的对称性和周

期性，减少 ＤＦＴ的运算量，从而更快地估计

ＩＤ（ｌ，ｍ）．但是利用ＦＦＴ需要先将数据插值到矩

形网格点上，然后才可以应用ＦＦＴ．插值的过程

就称为网格化．ＡＲＬ中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作用是

将落在笛卡尔坐标外的数据点插值到网格上，

以便对网格化的数据进行ＦＦＴ计算．

天文学中的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步骤如下．

１）密度补偿函数与采样数据相乘．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首先要用密度补偿函数与采样数

据相乘来弥补采样数据的不均匀．网格算法中

的采样密度补偿函数和插值函数（卷积函数）

的选择对图像重建呈现的最后效果影响较大，

也是网格化算法研究的核心问题．

采样函数可表示为

Ｓ（ｕ，ｖ）＝∑
Ｍ

ｋ＝１
δ（ｕ－ｕｋ，ｖ－ｖｋ）

其中，Ｓ是一个广义函数，或者称之为广义分

布，可以表示为二维狄拉克δ函数或δ分布．

采样补偿函数，又称为采样补偿分布，可表

示为

Ｗ（ｕ，ｖ）＝∑
Ｍ

ｋ＝１
ＲｋＴｋＤｋδ（ｕ－ｕｋ，ｖ－ｖｋ）

其中，Ｒｋ，Ｔｋ，Ｄｋ均为数据点（ｕｋ，ｖｋ）的对应补偿

系数．

２）在网格点（ｕｃ，ｖｃ）处计算出卷积，即

∑
Ｍ

ｋ＝１
Ｃ（ｕｃ－ｕｋ，ｖｃ－ｖｋ）Ｖ

Ｗ（ｕｋ，ｖｋ）

其中，Ｃ（ｕｃ－ｕｋ，ｖｃ－ｖｋ）表示卷积函数，（ｕｃ，ｖｃ）

表示网格点，ＶＷ（ｕｋ，ｖｋ）是经过采样和处理后的

数据．

３）对数据进行重采样，使数据落到网格

点上．在所有网格点上对Ｃ×ＶＷ作采样处理，即

ＶＲ ＝Ｒ（Ｃ×ＶＷ）＝Ｒ（Ｃ×（ＷＶ′））

其中，Ｒ是重采样函数，可表示为

Ｒ（ｕ，ｖ）＝ＩＩＩ（ｕ／Δｕ，ｖ／Δｖ）＝

∑
∞

ｊ＝－∞
∑
∞

ｋ＝－∞
δ（ｊ－ｕ／Δｕ，ｋ－ｖ／Δｖ）

此处，Δｕ和Δｖ定义了网格点间距的大小，ＩＩＩ为

Ｓｈａｈ函数．

４）应用ＦＦＴ对ＶＲ作傅里叶变换，得出经过

简单修正的初步图像．ＶＲ是规则间隔的 δ函数

的线性组合，可以由离散傅里叶变换计算出其

傅里叶变换 ＶＲ的采样矩阵，其中 表示傅里

叶变换．ＶＲ是经过正规化和一个简单修正的

初步图像，用珓ＩＤ来表示．
珓ＩＤ ＝ Ｒ×［（ Ｃ）（ ＶＷ）］＝

Ｒ×［（ Ｃ）（ Ｗ Ｖ′）］

至此，图像珓ＩＤ得到初步重建．

５）为了消除卷积函数的影响，需要对重建

后的图像作进一步的修正，即除以卷积函数的

傅里叶变换．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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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耗时分析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中一共含有１４个函数，对这些函

数进行分析，选出调用频率较高、运行时间最长

的４个函数：１）ｇｒｄｓｆ函数，其功能是获取网格

函数及对网格进行修正；２）ａｎｔｉ＿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函数，其功能是计算 ｐｒｏｌａｔｅ球体反混叠函

数；３）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函数，其功能是利用

被采样的ｇｃｆ部分ｕｖ坐标值，进行卷积解网格；

４）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函数，其功能是由频率和偏

振独立的ｇｃｆ进行卷积网格．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中其

他函数因其调用次数和单个函数耗时都很小，

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忽略不计．

选出的４个函数被调用次数如图１所示，

执行时间如图２所示．分析中可见性数据量为

１０４条．

图１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中４种主要函数被调用次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ｒｉｄｄｉｎ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２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中４种主要函数的执行时间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ｉｄ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由图１可以看出，ｇｒｄｓｆ函数的被调用次数

最高，达到３７０次，ａｎｔｉ＿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函数

被调用１８５次，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函数被调用

４７次，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函数被调用４４次．

由图２可以看出，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和ｃｏｎ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两个函数运行时间最长，而

ｇｒｄｓｆ和ａｎｔｉ＿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两个函数运行时

间较少．

综合来看，需要对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和ｃｏｎ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两个函数进行并行化处理．

３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并行化实现

在整个ＳＫＡ图像采集和最终成像的过程

中，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是计算量大、耗时长的算法之

一．ＡＲＬ算法库是基于 ＣＰＵ运行的，利用

ＰｙＣＵＤＡ进行并行化加速可以使整个 ＡＲＬ的

运行时间得到有效缩短．

通常，ＧＰＵ并行加速方式两种：一种是在

串行代码的基础上通过降低循环进行加速；另

一种是重新设计算法，将总模块划分为多个独

立的子模块，通过分配线程来并行处理子任务．

本文采用第一种优化措施．这是因为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

算法在处理数据的时候迭代次数很多，通过对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调用次数和耗时的分析可以看

出，计算量最多的是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和ｃｏｎ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函数，而这两个函数运算时 ｆｏｒ

循环较多，且数据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所以可

以直接利用多线程实现其在 ＧＰＵ下的并行计

算，从而达到降低 ｆｏｒ循环次数，加快运算速度

的目的．

由于ＧＰＵ与 ＣＰＵ之间不能直接通信，所

以进行并行化处理之前需将数据从主机端

（ＣＰＵ）拷贝到设备端（ＧＰＵ），然后才能执行相

关的核函数．同样的，对于 ＧＰＵ并行化处理后

的结果也需要从ＧＰＵ拷贝到ＣＰＵ．

本文利用全局存储器进行并行化处理．实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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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用显卡的静态存储器的大小是１１４４０ＭＢ，

因此所有的线程模块中的线程不会产生访问冲

突．利用ＣＵＤＡ［９］中的ｃｕｄａＭｅｍｃｐｙ（）将数据载

入到ＧＰＵ的静态存储器中，以便所有的线程共

享．根据线程索引获取可见性数据进行求和．等

到线程都完成计算，最后将结果载入到内存．进

行ＧＰＵ并行处理的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４　验证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环境：ＣＰＵ为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Ｅ５－２６２０

Ｖ３，内存为 ８１６ＧＢＤＤＲ４，内存最大支持为

７６８ＧＢ，操作系统是ＣｅｎｔＯＳ７．０，ｐｙｔｈｏｎ版本为

３．５；ＧＰＵ采用 ＴｅｓｌａＫ８０，为双核 ＧＫ２１０架构，

主板型号为ＭＧ５０－Ｇ２０．

实验中选用的 ＧＰＵ一共含有 ４９９２个

ＣＵＤＡＣｏｒｅｓ，每个块最多分配１０２４个线程，对

于不同的数据量可以选择不同的线程和线程

块．本实验使用的数据量分别为１０３条，１０４条，

１０５条，１０６条，１０７条，１０８条，针对不同的数据

图３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并行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ｌｏｗｏｆＧｒｉｄ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量，线程块统一采用（３２，３２，１）的形式，采用的

网格块的分配分别是（１，１，１），（１０，１，１），（１０，

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

ＡＲＬ中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函数和 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函数在 ＣＰＵ上运行的时间与在

ＧＰＵ加速后的运行时间见表１，其中加速比指

在 ＣＰＵ上运行时间和 ＧＰＵ上运行时间的

比值．

从表１可以看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两个

函数的加速比不断增加，但是加速比增加的速

度逐渐减小．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加速比和数据

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直方图进行表示，结果如图

４和图５所示．

由图 ４和图 ５可以看出，当数据量较少

（１０３条）时，两个函数的加速比分别是０．２２和

０．３８，利用 ＧＰＵ并行处理的运行时间反而增

加，这是因为数据量相对较少时，ＧＰＵ器件的

启动时间、内存和显存之间数据交互等都需要

时间．因此在数据量比较小时，ＧＰＵ因其内部

调度相对来说耗时较长，其并行加速并不占优

势．随着数据量的增加，ＧＰＵ加速的优势逐渐

表１　两个函数在ＣＰＵ和ＧＰＵ上的运行时间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ｗ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ＰＵａｎｄＧＰＵ

函数 数据量／条 ＣＰＵ下运
行时间／ｓ

ＧＰＵ下运
行时间／ｓ

加速
比

１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１８０ ０．２２
１０４ ０．２９０ ０．１７９ １．６２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
１０５ ３．１１０ ０．３９６ ７．８５
１０６ ２７．７１４ ２．１９７ １２．６１
１０７ ２７７．７０３ １９．５３９ １４．２１
１０８ ２８８６．３１１ １８２．７９４１５．７９
１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５２ ０．３８
１０４ ０．４６２ ０．１８１ ２．５５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
１０５ ３．２９２ ０．３５１ ９．３８
１０６ ３０．５２５ ２．１３４ １４．３０
１０７ ２７２．３４５ １７．９３５ １５．１９
１０８ ３０５７．８４５ １７９．２３３１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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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函数

在不同数据量下的加速比

Ｆｉｇ．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ｖｏｌｕｍｅｓ

图５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函数

在不同数据量下的加速比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ｖｏｌｕｍｅｓ

显现．当数据量大于１０４条时，加速比不断增加．

因此，ＧＰＵ并行加速适用于大量数据的运算情

况，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ＡＲＬ的整体运行效率．

４　结语

本文针对 ＳＫＡ海量天文数据实时性处理

效率较低的问题，对ＡＲＬ算法库中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

法进行了耗时分析与优化：通过分析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

算法中每个函数的调用次数和运行时间，找出

了需要优化的两个函数，即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

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ｉｄ函数；然后利用 ＧＰＵ的

多线程并行化处理降低两个函数的循环迭代，

使得ＡＲＬ中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在ＧＰＵ和ＣＰＵ上实
现了协同运行．验证实验结果显示，在数据量不
影响输入输出数据格式和大小的情况下，对

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的并行化处理缩短了ＡＲＬ的整体
运算时间，提高了运行的效率，且数据量越大，

加速优势越明显．
本文所做的并行化研究对于天文图像的成像

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Ｇｒｉｄｄｉｎｇ算法在多
ＧＰＵ下实现算法加速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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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ＳＫＡ算法参考库ＡＲＬ中的去卷积算法运行效率低、无法满足海量数
据实时处理的问题，提出了ＣＰＵ和ＧＰＵ协同工作模式下的并行化 Ｃｌｅａｎ算法．
该方法将Ｃｌｅａｎ算法中可以并行计算的步骤利用多线程在ＧＰＵ上并行执行，将
无法并行计算的步骤在ＣＰＵ上串行执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在数据逐渐增大
的过程中，并行化Ｃｌｅａｎ算法比在 ＣＰＵ上的串行处理运行时间显著减少，当图
达到４０９６像素×４０９６像素时，可以有１０倍的提速．这说明并行化Ｃｌｅａｎ算法在
处理海量数据时，能够显著提高运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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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ｈｅｄ４０９６×４０９６，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ｌｅ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ＰＵ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ｂｙ１０ｔｉｍｅｓ，
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ｌｅ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ａｓｓｉｖｅｄａｔａ．

０　引言

射电望远镜是观测和研究来自天体的射电

波的基本设备，但天线的数量有限，从而导致空

间频率覆盖不完整［１］，影响最终图像的构建．平

方公里阵列ＳＫＡ（ｓｑｕａｒｅ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ａｒｒａｙ）［２］是国

际上建造的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与现有

射电望远镜相比，ＳＫＡ的灵敏度提高１０～１００

倍，测量速度提高１０５倍［３］．ＡＲ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ｂｒａｒｙ）算法参考库是 ＳＫＡ的候选算法

库，其中去卷积算法［４］是 ＡＲＬ的一个重要组

成，在射电天文成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去卷积算法可以消除图像不完整、图像模

糊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引发很多学者的关注和

研究．在ＡＲＬ中，去卷积算法采用的是Ｃｌｅａｎ算

法．１９７４年，Ｊ．Ａ．Ｈｇｂｏｍ［５］首次提出了 Ｃｌｅａｎ

算法，一种非线性去卷积的迭代方法，用以消除

旁瓣干扰．该算法虽然消除了旁瓣的干扰，但需

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运算效率较低．２００４年，Ｓ．

Ｂｈａｔｎａｇａｒ等［６］提出了一种用于无线电干涉图

像的尺度敏感的反卷积（ＡｓｐＣｌｅａｎ）算法，将图

像建模为自适应尺度像素的集合，可以更准确

地重建非对称结构的天空图像，但是该算法增

加了算法复杂性和计算成本，其计算时间是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 ３倍多．２００８年，Ｔ．Ｊ．Ｃｏｒｎｗｅｌｌ［７］

提出了一种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ｌｅａｎ算法，该算法可以

更好地处理扩展源，提高图像质量，但是比

Ｃｌｅａｎ算法需要的运行时间更长．２０１１年，

Ｕ．Ｒａｕ等［８］在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基础上，

结合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算法，在更高的灵敏度和

采样频率的情况下，重建了天空图像，但此算法

仍存在运算时间较长、运行效率较低的问题．

２０１６年，Ｌ．Ｚｈａｎｇ等［９］提出自适应环路增益自

适应规模Ｃｌｅａｎ（ＡｌｇａｓＣｌｅａｎ）算法，该算法可以

提供更准确的模型，具有更强的收敛性，比

ＡｓｐＣｌｅａｎ算法的运算速度快了５０％．２０１７年，

Ｊ．Ｃｈｅｎｇ等［１０］为解决传统 Ｃｌｅａｎ算法出现的问

题，提出了一种小波Ｃｌｅａｎ算法，该算法对小波

滤波器的参数进行了优化，提高了图像质量，但

没有缩短运行时间，未提高算法运行效率．目

前，大部分学者都是针对提高图像质量进行研

究，在运算效率方面研究成果很少．然而，随着

ＳＫＡ项目的实施，海量的天文数据迅速增加，如

何有效、快速地处理数据成为当今计算机领域

研究的重点，这使去卷积算法运算效率的提高

变得刻不容缓．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 Ｃｌｅａｎ算法进行耗

时分析，利用多线程来设计算法的 ＣＵＤＡ核函

数，提出一种基于 ＣＰＵ和 ＧＰＵ协同工作模式

的并行化 Ｃｌｅａｎ算法，以期提高海量天文数据

下的去卷积算法的运算效率．

１　Ｃｌｅａｎ算法在ＡＲＬ中的应用

Ｃｌｅａｎ算法 ［１１］是一种非线性去卷积方法，

专门用于处理不完整的射电数据，将其运用于

ＡＲＬ中，可以消除图像中旁瓣（天线方向图通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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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都有两个或多个瓣，其中辐射强度最大的瓣

称为主瓣，其余的瓣称为旁瓣）的影响．

若天空亮度分布用 Ｉ（ｘ，ｙ）表示，其中 ｘ，ｙ

分别表示点源的横纵坐标，则与之对应的复可

见度函数用Ｖ（ｕ，ｖ）表示，其中ｕ，ｖ称为空间频

率．在ｕｖ平面（基线投影所在的平面）中，ｕ指

向东，ｖ指向北，其基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ｕｖ平面基线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ｖｐｌａｎｅ

由于 ＳＫＡ中天线数目是固定的，所以 ｕｖ

采样点的数目有限．将ｕｖ采样点的分布函数称

为采样函数，对采样函数进行傅里叶逆变换可

得到脏束，将射电望远镜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

进行傅里叶逆变换可得到脏图，通过一个迭代

过程找到脏图中的最大亮度点及其位置，将上

述结果与拟合光束（高斯光束）进行卷积即得

到恢复的图像．

在ｕｖ平面中，误差项ｒ［１２］可表示为

ｒ＝∑
Ｎ

ｋ＝１
ｗｋ Ｖｋ－　

＾Ｖｋ
２ ①

其中，Ｎ是采样点的数量，ｗｋ是第ｋ个采样点的

权重，Ｖｋ是可见度函数，　
＾Ｖｋ是图像平面中具有坐

标（ｘ，ｙ）的点源网格亮度模型的傅里叶变换，

可表示为

　＾Ｖｋ ＝∑
Ｍ

ｉ＝１
Ｉｉｅ
ｊ２π（ｖｋｘｉ＋ｖｋｙｉ）

其中，Ｉｉ是第ｉ个图像点的位置，Ｍ是图像点的

数量．则式①在图像平面中可表示为

ｒ＝

∑
Ｍ

ｉ＝１
∑
Ｍ

ｐ＝１
ＢｉｐＩｉＩｐ－２∑

Ｍ

ｉ＝１
ＤｉＩｉ＋∑

Ｎ

ｋ＝１
ｗｋ Ｖｋ

２ ②

其中，Ｄｉ＝
∑
Ｎ

ｋ＝１
ｗｋＲｅ（Ｖｋｅ

ｊ２π（ｖｋｘｉ＋ｖｋｙｉ））

∑
Ｍ

ｋ＝１
ｗｋ

，称为脏图；

Ｂｉｐ ＝
∑
Ｎ

ｋ＝１
ｗｋｃｏｓ（２π（ｖｋ（ｘｉ－ｘｐ）＋ｖｋ（ｙｉ－ｙｐ）））

∑
Ｎ

ｉ＝１
ｗｋ

，

称为脏束．

然后，最小化 ｒ，并取式 ② 的导数，可以得

到卷积方程

Ｄｉ＝∑
Ｍ

ｐ＝１
ＢｉｐＩｐ ③

式③说明了脏图是真实图像和脏束的卷

积．具有旁瓣的脏束称为点扩散函数ＰＳＦ（ｐｏｉｎｔ

ｓｐｒｅａ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ｌｅａｎ算法可以从已知的脏图

和ＰＳＦ中得到图像点Ｉｐ的一系列位置，其主要

计算步骤如下：

１）对采样函数进行傅里叶逆变换，得到

脏束；

２）将射电望远镜经过预处理的数据进行

傅里叶逆变换得到脏图，找到脏图中的最大值

点，并记录该坐标；

３）将脏束的中心点移到这个最大值点的

位置上，且使脏束乘以因子γ；

４）从脏图中减去该脏束；

５）重复步骤２）—４），直到剩余图像的最大

值小于给定的噪声水平；

６）对一拟合光束和 δ函数（被减去的最大

值点的总和及其位置称为δ函数图）进行卷积；

７）将步骤６）的结果加上剩余图像，得到最

终的清晰图像．

２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ＧＰＵ并行化实现

ＡＲＬ中的Ｃｌｅａｎ算法是基于 ＣＰＵ的，运行

时间较长，本文根据 ＧＰＵ并行的特点，利用多

线程，设计并实现基于 ＧＰＵ并行化的 Ｃｌｅａｎ

算法．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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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并行化分析
研究表明，去卷积算法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迭代计算耗时较长，对计算机内存和 ＣＰＵ要

求较高．ＧＰＵ［１３］是具有数千个计算核心的大

规模并行架构，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执行多次浮

点运算，因此在 ＧＰＵ上并行实现去卷积算法

可以大大提升运算速度，节省时间．ＮＶＩＤＩＡ公

司提出了一种并行计算架构 ＣＵＤ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１４］，通过 ＣＵＤＡＣ编

程在ＧＰＵ上实现并行计算，其运算速度比ＣＰＵ

提高了几倍甚至上百倍［１５］．

通过对 ＡＲＬ中 ｄ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模块的分析

可知，在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实现过程中，需要进行多

次迭代计算，而每次迭代都需要使用上一次迭

代的结果，因此无法将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整个过程

写成内核函数，但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操作写成

内核函数，使其可以在 ＧＰＵ上进行并行计算，

以此来提高计算效率，而将无法进行并行计算

的操作在ＣＰＵ上串行执行．

并行处理主要分为任务并行处理和数据并

行处理．基于ＣＵＤＡ的组织结构，结合 Ｃｌｅａｎ的

算法分析，本文将采用数据并行处理方式．并行

算法的执行过程从ＣＰＵ开始，当内核函数被调

用时，执行过程转移到ＧＰＵ设备上．另外，ＧＰＵ

的内存分为全局存储器、常量存储器、共享存储

器和寄存器［１６］．在整个程序中，数据需要被

Ｇｒｉｄ网格中的所有线程访问，因此需要将数据

放置在全局存储器中；将在脏图中找到的最大

值放入共享存储器，方便存取；每一个点源数据

都需要相同的高斯核，将高斯核放置在常量存

储器中，以此来加强程序的快速访问．

２．２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并行化实现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并行化实现步骤如下．

１）初始化洁图，并将脏束和脏图作为形参

传入．

２）在 ＧＰＵ上调用 ＣＵＤＡ编写的 ｄｉｒｔｙＦａｂｓ

Ｍａｘ核函数，找到脏图中的最大值点，并记录该

点的位置坐标．

３）将脏束的中心点移到这个最大值点的

位置上，且使脏束乘以因子γ．

４）在ＧＰＵ上调用 ＣＵＤＡ编写的 ｓｕｂＰｓｆ核

函数，从脏图中减去该脏束．

５）判断剩余图像的最大值是否小于给定

的噪声水平，若未满足条件，则继续进行迭代计

算；若满足条件，则退出迭代，继续向下执行．

６）对一拟合光束和δ函数进行卷积．

７）将步骤６得到的结果加上剩余图像，得

到最终的清晰图像．

８）把 ＧＰＵ上经过处理得到的数据传给

ＣＰＵ并进行图像绘制．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步骤２主要是为了找到脏图

的最大值点及其位置，该操作可以采用并行方

式进行处理．初始化最大值点，将图像中的每个

点与该点进行比较，若图像中的点大于该点的

值，则把图像中的点赋值给最大值点．因为找到

脏图中最大值点及其位置的操作都是比较操

作，可以同时进行，所以能够并行计算．由于

ＡＲＬ中的 Ｃｌｅａｎ算法是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实现

的，因此本文采用 ＰｙＣＵＤＡ来实现 Ｃｌｅａｎ算法

的并行化．具体实现方式是内核函数采用

ＣＵＤＡＣ编程，其余部分仍采用Ｐｙｔｈｏｎ编程，通

过 ＰｙＣＵＤＡ使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可以访问 Ｎｉｖｉｄａ的

ＣＵＤＡ并行计算 ＡＰＩ，从而达到 ＧＰＵ并行的目

的．ｄｉｒｔｙＦａｂｓＭａｘ核函数将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和 Ｇｒｉｄｓｉｚｅ

作为相关参数传入，指定网格和线程块的大小，

通过计算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和Ｇｒｉｄｓｉｚｅ的乘积得出网格

中线程的数量，进而指定并行处理多线程运算

ＧＰＵ上创建线程的个数．另外，需要ｓｙｎｃｔｈｒｅａｄｓ

函数来保证线程同步，否则由于线程执行具有

无序性和异步性，可能会出现元素覆盖的问题，

导致运行结果不正确．ｄｉｒｔｙＦａｂｓＭａｘ核函数的伪

代码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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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ｐｕｔｄｉｒ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ｒｏｗ←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ｘ．ｘ＋ｂｌｏｃｋＩｄｘ．

ｘ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ｘ

　ｃｏｌ←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ｘ．ｙ ＋ ｂｌｏｃｋＩｄｘ．ｙ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ｙ

　　ｔ← ｒｏｗ＋ｃｏｌ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ｘ ｇｒｉｄ

Ｄｉｍ．ｘ

Ｆｏｒｓｔｒｉｄｅ←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ｘ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ｙ
ｇｒｉｄＤｉｍ．ｘ ｇｒｉｄＤｉｍ．ｙ，ｓｔｒｉｄｅ＞１，ｓｔｒｉｄｅ←ｓｔｒｉｄｅ

／２ｄｏ＿＿ｓｙｎｃｔｈｒｅａｄｓ（）

Ｉｆｔ＜ｓｔｒｉｄｅＴｈｅｎ

Ｉｆｐｓｆ［ｔ］＜ｐｓｆ［ｔ＋ｓｔｒｉｄｅ］

Ｔｈｅｎｔｅｍｐ← ｐｓｆ［ｔ］

　ｐｓｆ［ｔ］← ｐｓｆ［ｔ＋ｓｔｒｉｄｅ］

　ｐｓｆ［ｔ＋ｓｔｒｉｄｅ］← ｔｅｍｐ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算法中的步骤４是从脏图中减去脏

束，此操作可以进行并行处理．因为脏图和脏束

上的每个点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同时进行减法

操作，而 ＧＰＵ可以为每一个元素分配一个线

程，因此每一个元素的相减操作就可以并行执

行，提高了 Ｃｌｅａｎ算法的计算效率．编写 ｓｕｂＰｓｆ

核函数用来实现从脏图中减去脏束的操作．因

为实验所用的 ＧＰＵ每个线程块最多支持１０２４

个线程，而处理大小为１０２４像素 ×１０２４像素

的图像则需要１０２４×１０２４个线程，所以需要在

一个网格中划分多个线程块来得到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４个线程，函数被调用时的执行配置为＜＜＜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这样就可以满足 ＧＰＵ为每

一个数据元素分配一个线程．ｓｕｂＰｓｆ核函数的

伪代码如下：

Ｉｎｐｕｔｒｅｓ，ｐｓｆ，ａ１ｏ，ａ２ｏ，ｍｖ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ｒｏｗ←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ｘ．ｘ＋ｂｌｏｃｋＩｄｘ．

ｘ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ｘ

　ｃｏｌ← ｔｈｒｅａｄＩｄｘ．ｙ ＋ ｂｌｏｃｋＩｄｘ．ｙ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ｙ

Ｉｆｒｏｗ ＞＝ａ２ｏ［０］ＡＮＤｒｏｗ＜ａ２ｏ［１］

ＡＮＤｃｏｌ＞＝ａ２ｏ［２］ＡＮＤｃｏｌ＜ａ２ｏ［３］

Ｔｈｅｎｔ１← （ｒｏｗ＋ａ２ｏ［０］）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

ｘ ｇｒｉｄＤｉｍ．ｘ＋ｃｏｌ－ａ２ｏ［２］

　ｔ２← ｒｏｗ ｂｌｏｃｋＤｉｍ．ｘ ｇｒｉｄＤｉｍ．ｘ＋

ｃｏｌ

　ｒｅｓ［ｔ１］← ｒｅｓ［ｔ１］－ｐｓｆ［ｔ２］ ｍｖａｌ

ＥｎｄＩｆ

３　验证实验结果与分析

验证实验所用平台是高性能计算平台，配

备有型号为ＮＶＩＤＩＡＴｅｓｌａＫ８０的 ＧＰＵ，内存共

１２８ＧＢ，存储器为５１２ＧＢ的 ＳＳＤ硬盘和１ＴＢ

的ＳＡＳ高速硬盘，操作系统为 ＣｅｎｔＯＳ７，使用

ＰｙＣＵＤＡ作为开发语言．实验的测试数据来源

于ＡＲＬ提供的天文测试数据．

首先将ＡＲＬ中的数据进行预处理，生成脏

图和脏束，然后调用并行化后的 Ｃｌｅａｎ算法对

脏图进行处理，生成洁图，结果如图２所示．从

图２可以看出，脏图中大量的模糊点被清除，洁

图更清晰地反映出天空亮度的分布情况．

将ＡＲＬ中的Ｃｌｅａｎ算法用ＰｙＣＵＤＡ语言在

ＣＰＵ和ＧＰＵ协同工作条件下实现，用Ｐｙｔｈｏｎ语

言在ＣＰＵ条件下实现，测试迭代次数均为１０４

次，两个实现过程的计算时间如表１所示，加速

比是Ｃｌｅａｎ算法在ＣＰＵ下的运行时间与在ＧＰＵ

下运行时间的比值．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ＣＰＵ与ＧＰＵ协同作用

下，用ＰｙＣＵＤＡ实现的 Ｃｌｅａｎ算法对数据的处

理速度更快，用时远远小于ＣＰＵ下用Ｐｙｔｈｏｎ实

现Ｃｌｅａｎ算法的处理数据时间．当图像大小为

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时，数据量较小，只有２６×

１０４条左右，加速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只有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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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实验测试数据的脏图与洁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ｔｙ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ｉｍａｇｅ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表１　Ｃｌｅａｎ算法计算时间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ｅａ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图像大小
／（像素×像素）

计算时间／ｓ
Ｐｙｔｈｏｎ ＰｙＣＵＤＡ

加速比

５１２×５１２ ８．８７５ ３．６６６ ２．４２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２７．２８９ ５．２６３ ５．１９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 ９５．２４０ １２．３６９ ７．６９

４０９６×４０９６ ４５７．１８６ ４０．７１２ １１．２３

８１９２×８１９２ １８０３．０１１ １７０．８１７ １０．５６

左右的加速效果．但是当图像大小增大后，特别
是大于４０９６像素 ×４０９６像素后，此时的数据
量增加到１０７条以上，加速比急剧增大，加速效
果有了明显提升．当图像大小为８１９２像素 ×
８１９２像素时，Ｃｌｅａｎ算法在ＣＰＵ上需要运行３０
ｍｉｎ才能得出结果，但本文实现的并行算法只
需要２ｍｉｎ左右就可以得到结果，可以达到１０
倍的提速，极大地节省了时间，提高了算法的运

行效率．从并行化实现的 Ｃｌｅａｎ算法在不同图
像大小下的加速比可以明显看出，当图像大小

增大时，加速比增大，在 ＧＰＵ上运行的加速效
果非常显著．

４　结论

针对ＳＫＡ算法参考库 ＡＲＬ中去卷积算法
处理海量数据负担过重，时间太长的问题，对

ＡＲＬ中 Ｃｌｅａｎ算法进行并行化研究，提出了
ＣＰＵ和 ＧＰＵ协同工作模式下的并行化 Ｃｌｅａｎ
算法．将Ｃｌｅａｎ算法中耗时较长的两个部分，即
在脏图中找到最大值点和从脏图减去脏束，采

用多线程并行处理，并使用 ｓｙｎｃｔｈｒｅａｄｓ函数来
保证线程同步，无法并行处理的步骤在ＣＰＵ上
串行执行，从而完成对海量数据的处理．验证实
验结果表明，处理同样的天文数据时，本文基于

ＧＰＵ并行化的 Ｃｌｅａｎ算法与 ＣＰＵ上的串行
Ｃｌｅａｎ算法相比，可以达到１０倍的提速．

本文使用的是单 ＧＰＵ与 ＣＰＵ协同工作，
没有实现算法的最大并行化，因此，今后的工作

是将单 ＧＰＵ上的算法移植到多 ＧＰＵ上，以便
进一步优化ＡＲＬ中去卷积算法的并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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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大型矩形纺丝箱体的热应力对支座处产生影响的问题，以某公司１２
位联苯气相加热大型纺丝箱体作为研究对象，对矩形纺丝箱整体结构进行

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研究设置支架对纺丝箱支座处温度变化的影响规律，采用
间接法考察其支座在不同种类约束下热 －固耦合的热应力变化规律．结果表
明：支座通过支架散热更快，支座区域存在较大的温度梯度；纺丝箱最大热应力

出现在箱体支座的螺栓孔处，组件圈的温度梯度较小；在全约束下支座的热应

力最大，当温度梯度小于１０℃时，支座的热应力大小不受约束变化的影响．进
行工程设计时，可选用隔热性能优良的保温材料，适当调节纺丝箱不同支座处

的螺栓松紧性，有效降低热应力，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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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ｔｄｉｓｓｉｐ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ｏ
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ａｌａｒ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ｒｅａ．Ｆｏｒｓｐ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ｘ，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ｃｃｕ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ｂｏｌｔｈ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ｘ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
ｆｏｕｒｃｏｒｎ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ｍｐｓｅａ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ｉｎｇｗａ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ｐｐｌｙ，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ｏｌｔｔ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ｉ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０　引言

纺丝箱，又称纺丝保温箱，是螺杆挤出纺丝

机的主要部件．矩形纺丝箱由于安装有计量泵

座、纺丝组件等，与矩形截面容器相比较，其结

构更加复杂，工作温度比一般的矩形截面容器

更高．矩形纺丝箱在高温工作状态下的结构应

力应变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解析法、有限元法和

实验法．余若伟等［１］着重从纺丝工艺和机械强

度两个方面对纺丝箱体进行分析，认为对于箱

体在热态下的整体变形考虑不够，并计算求得

箱体在３００℃时的变形达２４ｍｍ，文中最后给

出了一端固定、一端活动和中间固定、两端活动

两种合理支撑方式；余若伟［２］根据 ＧＢ１５０—

２０１１和日本《压力容器构造规格》两种标准，采

用支撑圆的最大直径对箱体进行强度校核，校

核了支撑杆选用的直径需满足的要求，提出对

于不能够满足强度要求的区域，增设支撑杆的

建议；蒙文［３］利用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建立了纺

丝箱箱体简化的二维平面模型，并进行应力分

析，对可能的危险区域进行线性化处理，使箱体

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冯顺亮［４］按照 ＧＢ１５０—

２０１１和日本《压力容器构造规格》要求对聚苯

硫醚纺丝箱进行设计，得到了两种标准差距较

大的壁厚结构．

以上研究成果涉及的多为４位、６位、８位
矩形纺丝箱．目前国内对１２位大型矩形纺丝箱
的热应力强度分析鲜有研究，另外，上述分析均

未能全面考虑纺丝箱体的热应力对支座处的影

响．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１２位
大型矩形纺丝箱整体结构进行 ＡＮＳＹＳ有限元
分析，分别对设置支架和未设置支架箱体的温

度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利用间接法对支座处不

同种类约束下热 －固耦合的热应力进行分析，
探讨其热应力变化规律，以确保矩形纺丝箱结

构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１　矩形纺丝箱结构分析与有限元模
型构建

１．１　结构分析
矩形纺丝箱的基本结构如图１所示，主要

由箱体、泵座、拉撑杆、隔板、纺丝组件圈等结构

组成，相关结构的尺寸如下：ｌｂ×ｗｂ×ｈｂ×ｔ１＝
６６００ｍｍ×９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１３ｍｍ；ｒ＝
４７ｍｍ；ｔ３＝２０ｍｍ；ｔ４＝３０ｍｍ；ｓ１＝２５０ｍｍ；ｓ２＝
４００ｍｍ；ｓ３ ＝２７５ｍｍ；ｓ４ ＝５５０ｍｍ；ｓ５ ＝
１１００ｍｍ；ｓ６＝３３００ｍｍ．箱体、端盖、隔板等结
构使 用 Ｑ３４５Ｒ 金 属 材 料，泵 座 材 料 为
１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

本文以某公司１２位联苯气相加热大型纺
丝箱体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间安装了一个隔板，

·６９·



王垒智，等：多种约束下大型矩形纺丝箱的热－固耦合分析

因此可以简化为２个６位矩形纺丝箱焊接在一

起．工作过程中，每６位纺丝组件共用１个箱

室，纺丝箱是带圆角的矩形截面结构，但箱体上

安装的结构较多，因此不能够完全按照《压力

容器》（ＧＢ１５０—２０１１）［５］进行强度计算，并且

箱体上存在许多局部结构不连续的区域，因此

需要对纺丝箱进行应力计算，依据《钢制压力

容器—分析设计标准》（ＪＢ４７３２—１９９５）进行应

力分类和强度评定［６］．

１．２　有限元模型构建
模型主要的研究对象为矩形纺丝箱的箱

体，对于箱体上的进料口、联苯蒸汽进口、联苯

冷凝液回流口、测温口、测压口等比较小的部

位，在建立模型时可以忽略其对箱体强度的削

弱作用，并对一些细小的结构尺寸进行圆整和

简化，安装在泵座上的计量泵和纺丝组件圈内

的纺丝头也可忽略不计．矩形纺丝箱实体模型

如图２所示．

模型采用的实体单元为Ｓｏｌｉｄ１８５，此单元

图１　纺丝箱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

为３Ｄ８节点结构实体单元［７］，用于模拟３Ｄ实

体结构．该单元通过８个节点定义，每个节点有

６个自由度，即沿着节点坐标系ｘ，ｙ，ｚ方向的平

动位移和绕 ｘ，ｙ，ｚ轴的转动位移，其可以退化

为五面体的棱柱单元或者四面体单元．由于模

型中矩形纺丝箱的结构比较复杂，因此需通过

布尔运算和工作平面对结构体进行切割，以满

足映射网格划分的要求．本文中模型网格采用

扫略映射的划分方法，网格模型如图３所示．

为了验证计算结果与网格数量的无关性，

本文将矩形纺丝箱划分为不同的网格数量，并

以设计压力下纺丝箱的最大当量应力的相对误

差作为评判的标准，当相对误差小于５％时，认

为网格对计算结果具有无关性．不同网格下最

大应力的相对误差值如表１所示．在保证计算

精度的前提下，控制网格数量，对比后，选取网

格数为８７４９３５，其相对误差为３．５％，小于标

图２　矩形纺丝箱的实体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

图３　矩形纺丝箱模型的网格划分

Ｆｉｇ．３　Ｍｅｓｈｏｆ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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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网格无关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ｍｅｓｈ

网格单元数 节点数量 最大当量应力值／ＭＰａ相对误差／％
２５６５５２ ３６４３２３ １６４．９３２ —

３４３８８１ ５０７７０４ １７６．８３０ ７．２１
５６２８８１ ７４３０６９ １９２．７３３ ８．９９
６０４４８６ ８０８４６７ ２１１．８３０ ７．８３
７０４５３０ ９３３１４９ ２１６．７６４ ２．３４
８７４９３５ １２４９７４０ ２２４．３６０ ３．５０
９６５８２７ １３８１５６９ ２３２．９３９ ３．８２
１１６３４２１ １５２０９８５ ２３７．１５７ １．８０

准值５％．

２　矩形纺丝箱的热力学分析

２．１　热力学分析原理
由于纺丝箱在纺丝过程中，对于温度的控

制比较严格，始终要维持温度的恒定，因此需要

有良好的保温层和加热系统．加热系统中载热

体为联苯混合物，通常在３２０℃左右的温度下

工作．由于纺丝箱的结构边界上存在着外部对

它的约束，即使矩形纺丝箱在温差很小的条件

下，温度应力可能还是比较大，因此需要进行热

应力校核．纺丝箱安装１２个纺丝组件和对应的

计量泵，矩形纺丝箱的箱体比较长，为了结构的

安全性，焊接有６对支座．由于支座要以某种方

式固定在机架上，热量会直接散发到环境中形

成较大的温差，因此，支座处需有外部约束的存

在以抑制其变形．根据温度场的分布情况，本文

主要研究在支座区域的温度分布情况，因此可

以忽略温度对泵座和组件圈的影响．

对于稳态热分析，流入系统的热量原则上

等于流出系统的热量，即

ΔＥ＝ΔＱ＋Ｗ

对于瞬态热分析，流入或流出的热传递速

率ｑ等于系统内能的变化，即

ｑ＝ｄＵｄｔ

热传导的控制微分方程式为


ｘ
Ｋｘｘ
Ｔ
( )ｘ＋ｙＫｙｙＴ( )ｙ＋ｚＫｚｚＴｚ＋Ｑ＝ρｃｄＴｄ( )ｔ

其中，Ｋｘｘ，Ｋｙｙ，Ｋｚｚ分别为ｘ，ｙ，ｚ方向的热传导系

数；ρ为纺丝箱体 Ｑ３４５Ｒ钢材密度；ｃ为纺丝箱

体材料比热容．

ｄＴ
ｄｔ＝

Ｔ
ｔ
＋Ｖｘ
Ｔ
ｘ
＋Ｖｙ
Ｔ
ｙ
＋Ｖｚ
Ｔ
ｚ

式中，Ｖｘ，Ｖｙ，Ｖｚ为媒介的传导速率；Ｔ为纺丝箱

内壁温度；Ｑ为单位体积的热生成．

有限元算法边界条件是以纺丝箱体及支座

支架等表面与周围室温空气环境对流换热作为

第三类边界条件［８］．第三类边界条件为

ｑｘｎｘ＋ｑｙｎｙ＋ｑｚｎｚ＝ｈ（ｔα－ｔ） ①
式中，ｔａ为自然对流条件下周围介质的温度，ｈ

为物体与周围介质之间的对流换热系数．

式①可以改为

ｋｘ
ｔ
ｘ
ｎｘ＋ｋｙ

ｔ
ｙ
ｎｙ＋ｋｚ

ｔ
ｚ
ｎｚ＝ｈ（ｔα－ｔ）

２．２　热力学分析结果
２．２．１　未设置支架的矩形纺丝箱　利用有限

元软件 ＡＮＳＹＳＡＰＤＬ对未设置支架的矩形纺

丝箱模型进行热力学分析［９］，选用平面８节点

热分析单元ＰＬＡＮＥ７７，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施加

边界条件，使得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合理化．经过

有限元热分析计算得到温度场分布如图 ４

所示．

由图４ｂ）可知，箱体上温度为３１０℃，能够

满足纺丝工艺要求的稳定温度环境．此时支座

与空气直接接触区域温度为２４９．８１１℃，存在

一定的温度梯度．

２．２．２　设置支架的矩形纺丝箱　图５为带支

架的矩形纺丝箱的温度分布云图，纺丝箱的支

座与支架良好连接，即二者间没有增加隔热板，

且支座与支架未进行保温处理．

比较设置支架前后支座模型温度分布的变

化，可以看出，纺丝箱体的温度分布与未加支架

时有所不同．箱体部分的温度都为３１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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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未设支架的矩形纺丝箱的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ｏｕ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满足纺丝工艺的要求．温度分布的不同主要体

现在支座区域，由于支架采用的金属材料是热

的良导体，导热效果比空气好，导致散热更快，

带支架模型中支座处的温度为１７４．５１２℃，明

显低于未设置支架的情况下支座与空气直接接

触区域的温度２４９．８１１℃．

由上述的二维平面模型分析可知，箱体的

隔热层厚度设置合理，能够保证正常的生产温

度，热应力会随着温度梯度的减小而变小．箱体

的纺丝组件圈、计量泵安装座、测温测压元件

口、联苯气体的出入口等直接与空气接触，会与

环境形成较大温差．二维模型中建立隔热层和

支架，结构热分析得到的温度场分布与实际情

况相符，因此，可以作为初始条件施加在三维模

型中进行模拟分析［１０］．

２．３　不同种类约束下的热应力分布规律
为了避免支座处因温差过大而导致热应力

偏高，在支座与支架处需要加隔热板做绝热处

图５　带支架矩形纺丝箱的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５　Ｃｌｏｕ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ｗｉ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理．由二维平面热分析中可知，当支座与支架接

触良好的时候，未加隔热层时支座与支架接触

面的温度降低为１７４．５１２℃．经过界条件改变

后有限元分析可得，即使在支座与支架的表面

加装隔热层，支座与支架接触面的温度也会降

低 １７４．５１２℃．因此，可将此温度作为初始条

件加载到支座与支架的接触面上．

对矩形纺丝箱进行工况下的热－固耦合分

析得到热应力云图如图６所示．最大热应力出

现在箱体支座的螺栓孔处，由于长期疲劳工作，

此处为危险区域；由于泵座与空气接触的材料

为１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与其他部分材料不同，形成了较

大温差，泵座４个角处的热应力较为明显；纺丝

箱组件圈与空气也有接触，但温度梯度小，与箱

体支座和泵座处的热应力相比小许多．

在何平等［１１］的研究中，矩形纺丝箱的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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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但结构的边界上存在外部对它的约束，导

致热应力仍然处于较大水平．为了进一步研究

在不同约束情况下温度应力的变化，对图７所

示几种约束情况的矩形纺丝箱进行热－固耦合

分析．

由于本文中的纺丝箱较长，结构近似对称，

因此，可以取矩形纺丝箱的１／２作为计算模型，

设置３对支座，如图８所示．

纺丝箱用于模拟分析约束的具体工况如表

２所示，对图８中Ａ，Ｂ，Ｃ３个位置的支座进行６

种不同类型的约束讨论．

图６　热－固耦合应力云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ｃｌｏｕｄ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７　纺丝箱的几种约束情况

Ｆｉｇ．７　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ｓｐｉｎｄｌｅｂｏｘ

图８　纺丝箱支座简图

Ｆｉｇ．８　Ｂｒｉｅｆ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ｂｏｘｓｕｐｐｏｒｔ

表２　不同类型约束方式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约束 位置Ａ 位置Ｂ 位置Ｃ
１ Ｕｘ＝Ｕｚ＝０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ｘ＝Ｕｚ＝０
２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ｘ＝Ｕｙ＝Ｕｚ＝０
３ Ｕｚ＝０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ｚ＝０
４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ｘ＝Ｕｚ＝０ Ｕｘ＝Ｕｚ＝０
５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ｘ＝Ｕｚ＝０ Ｕｚ＝０
６ Ｕｘ＝Ｕｙ＝Ｕｚ＝０ Ｕｚ＝０ Ｕｚ＝０

对６种不同约束方式进行热－固耦合应力
分析，得到每种约束情况下支座上的最大应力，

并提取支座筋板与箱体连接区域路径上的一次

应力、一次加二次应力，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不同约束情况下支座处最大当量应力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Ｐａ

约束 位置Ａ 位置Ｂ 位置Ｃ 一次应力 一次加二次应力

１ ２３０．３５３４３．４０２４２．３８ ４１．７２ ８３．４６
２ ３５４．８２３４２．７０３５３．９５ ４２．０５ ８３．９５
３ ２２３．９２３５０．７７２５４．８０ ３７．４７ ７９．１２
４ ３５５．４７２５３．６８２４２．７０ ４１．７４ ８３．３２
５ ３５５．８４２６０．１９２６３．９２ ３８．７２ ７６．７７
６ ３５６．１８２２９．１５２７４．２７ ６８．５４ １０１．７０

由表３可知，最大应力出现在施加全约束
的中间支座区域，随着支座释放 ｘ，ｙ，ｚ任意方
向的约束，温度应力降低１００ＭＰａ左右．为了研
究释放支座任意方向约束的效果，对支座处不

同温度梯度下的箱体进行热 －固耦合分析，以
约束１条件下结果为例，得到温度梯度对支座
应力的影响，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在温度梯度小于１０℃时，３
个支座的应力相近．这说明在温度梯度比较小
时，即使有约束存在，热应力的影响也非常小．
随着温度梯度的增加，热应力也会增加，但处于

全约束下支座的热应力增加速度要比非全约束

下的快．

３　结论

本文以某公司１２位联苯气相加热大型纺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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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温度梯度对支座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ｅｓｓ

丝箱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

件对处于工作状态下的纺丝箱体进行稳态结

构分析，研究设置支架对纺丝箱支座处温度变

化的影响规律，利用间接法对不同种类约束方

式下的纺丝箱进行热－固耦合热应力分析，得

到以下结论：

１）利用平面模型对箱体支座区域进行温

度场分析时，支座通过支架散热比在空气中散

热更快，即使考虑在支座与支架的表面增加保

温层，支座区域仍然存在较大的温度梯度．

２）利用间接法对纺丝箱的整体进行热 －

固耦合分析，最大热应力出现在箱体支座的螺

栓孔处，由于长期疲劳工作，此处为危险区域；

因为泵座与空气接触的材料与其他部分材料不

同，泵座４个角处的热应力形成较为明显；纺丝

箱组件圈与空气也有接触，但温度梯度较小，与

箱体支座和泵座处的热应力相比小许多．

３）对存在外部约束和一定温度梯度的支

座区域进行热应力分析，得到全约束下支座的

热应力最大的结论；当温度梯度小于１０℃时，

支座的热应力大小不受约束变化的影响．

此大型矩形纺丝箱的热－固耦合研究结果

在工程设计与制造上具有普遍意义：进行工程

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支座处的热应力对纺丝箱体

在长期热疲劳工作条件下的危害性，可选用隔

热性能优良的保温材料；高温工作条件下适当

调节纺丝箱不同支座处的螺栓松紧性，可有效

降低热应力，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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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ｑｉｕ

南京工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Ｔｅ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摘要：针对实际生产中主管与支管间存在一定偏置和倾斜、不适于专用机器人

进行相贯线焊缝焊接的问题，通过改善相贯线数学模型，采用 ＤＨ参数构建
６ＤＯＦ机器人与变位机模型，给出一种工件装夹模型和模型间的坐标系转换关
系，再用主面二分法求解焊缝参数，实现了专用机器人连续焊接作业的运动规

划．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表明，相贯线轨迹平滑，与实际轮廓基本吻合，证明了该研
究方法的正确性．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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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ｏｆｆｓｅｔａｎｄ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ｐｉｐｅｉｎ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ｏｂｏｔｓｔｏｗ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６ＤＯＦｍａｉｎｐｕｌａｔｏｒ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ｗｉｔｈＤ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ｌｉｎｅ，
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ｃｌａｍｐ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ｆｉｎａｌ
ｌｙｔｈｅｗｅｌｄｉｎｇ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ｍａｉｎｐｌａｎｅ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ｅｌｄ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ｔｌａｂ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ｗａｓｓｍｏｏｔｈ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０　引言

目前，基于工业机器人的相贯线焊接在实

际应用中越来越普及．机器人焊接时需要确定
机器人和焊缝的最佳位姿，以保证焊缝的良好

形成．生产实践表明，当焊缝处于船型位姿或者
平焊位姿时可以达到最佳的焊接效果［１］．文献
［２－４］利用视觉伺服对焊接机器人焊缝跟踪
进行了研究，但是有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系

统对控制器性能要求较高，大大增加了生产成

本．基于工件模型机器人焊接能在降低生产成
本的同时极大地提高焊接效率，国内业界针对

管管相贯线焊缝的数学模型和机器人的位姿进

行了一定的研究，并研发了一系列相贯线焊接

专用机器人［５－７］，但是专用机器人并不适用于

相贯线焊缝之外的其他生产场合，这限制了专

用机器人的普及和推广．
目前，对于管管相贯线机器人焊接的研究

多是针对相贯线特殊情况进行的，即主管与支

管正交的情形．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主管与支
管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偏置和倾斜，文献［８］对
相贯线的数学模型进行了研究，但是该相贯线

数学模型并没有深入分析主管与支管的相对位

置关系，以及各个尺寸参数对相贯线形状的影

响，因此，在相贯线焊接过程中不能直接用于相

贯线焊缝模型的建立．文献［９－１０］对变位机
和机器人之间的协调运动进行了研究，但是工

件相对于变位机的定位方法和确定装夹位置后

的坐标变换模型未在文献中提及．鉴于此，本文
拟针对一般情况下的相贯线焊缝进行研究，提

出相贯线的改进数学模型和工件装夹模型，并

用Ｍａｔｌａｂ对相贯线轨迹进行仿真，以期为生产

实际中工业机器人相贯线焊缝焊接的实现与推

广提供理论基础．

１　相贯线焊缝数学模型的建立

１．１　相贯线数学模型
相贯线数学模型如图１所示．主管半径为

Ｒ，支管半径为 ｒ，其中 Ｒ＞ｒ，ＯＰＯＶ为两管轴线

的公垂线，ＯＰ为公垂线与主管的交点，ＯＶ为公

垂线与支管的交点．以 ＯＰ为原点建立 ＯＰ

ＸＰＹＰＺＰ坐标系，主管和支管的公垂线为 ＹＰ轴，

ＸＰ轴根据右手定则确定．再以 ＯＶ为圆心建立

ＯＶＸＶＹＶＺＶ坐标系，ＹＶ与ＹＰ轴同向，ＸＶ根据右

手定则确定．两管轴线夹角为倾斜角 ω，ＯＰ与

ＯＶ之间的距离为偏距ｅ．

图１　相贯线数学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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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定义，正对坐标轴 ＹＰ，逆时针旋转为

正，顺时针旋转为负．平移运动时沿坐标轴正方

向移动为正，沿负方向移动为负．则ＯＶＸＶＹＶＺＶ
坐标系可由空间变换得到 ＯＰＸＰＹＰＺＰ坐标系，

其变换矩阵为

ｐ
ｖＴ＝ｒｏｔ（ＹＰ，ω）ｔｒａｎｓ（ＹＰ，ｅ）＝

ｃｏｓω ０ ｓｉｎω ０

０ １ ０ ｅ

－ｓｉｎω ０ ｃｏｓω ０













０ ０ ０ １

①

其中，ｔｒａｎｓ（）为平移算子，ｒｏｔ（）为旋转算子．

空间一点 Ｐ的坐标在 ＯＶＸＶＹＶＺＶ坐标系

和ＯＰＸＰＹＰＺＰ坐标系中的关系为

［Ｘｐ Ｙｐ Ｚｐ １］
Ｔ＝ｐｖＴ［ＸＶ　ＹＶ　ＺＶ　１］

Ｔ②

主管在ＯＰＸＰＹＰＺＰ坐标系中的参数方程为

Ｘｐ＝Ｒｃｏｓτ

Ｙｐ＝Ｒｓｉｎτ

Ｚｐ＝Ｚ
{

ｐ

③

式中τ为主管参数方程参数．

支管在ＯＰＸＰＹＰＺＰ坐标系中的参数方程为

Ｘｖ＝ｒｃｏｓρ

Ｙｖ＝ｒｓｉｎρ

Ｚｖ＝Ｚ
{

ｖ

④

式中ρ为支管参数方程参数．

将式①②③④联立得相贯线方程在主管坐

标系ＯＰＸＰＹＰＺＰ中的表达式为

Ｘｐ＝Ｒｃｏｓτ

Ｙｐ＝Ｒｓｉｎτ

Ｚｐ＝ｃｓｃω［Ｒｃｏｓτｃｏｓω－ ｒ２－（Ｒｓｉｎτ－ｅ）槡
２










］

式中，ｅ∈ －Ｒ－ｒ２ ，
Ｒ－ｒ[ ]２ ，ω∈ －π２，

π[ ]２．
１．２　相贯线数学模型的改进

在实际的焊接过程中，相贯线参数的取值

范围决定了相贯线的笛卡尔空间模型．但是在

以往的研究中参数方程中参数τ的取值范围并

没有给定．

相贯线模型在 ＯＰＸＰＹＰ平面的投影如图２

所示．当支管半径ｒ和偏距ｅ不同时，主管和支

管的位置也不相同，其中阴影部分是所需的相

贯线方程参数τ的取值范围，具体如下：

图２　相贯线在ＯＰＸＰＹＰ平面的投影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ｎＯＰＸＰＹＰ

当２ｒ＞Ｒ时，τ∈ －ｓｉｎ－１ｒ－ｅＲ，ｓｉｎ
－１ｒ＋ｅ[ ]Ｒ ；

当 ２ｒ ＜ Ｒ 且 ｅ ＞ ｒ 时， τ ∈

ｓｉｎ－１ｅ－ｒＲ，ｓｉｎ
－１ｒ＋ｅ[ ]Ｒ ；

当 ２ｒ ＜ Ｒ 且 ｅ≤ ｒ 时， τ ∈

－ｓｉｎ－１ｒ－ｅＲ，ｓｉｎ
－１ｒ＋ｅ[ ]Ｒ ．

２　６ＤＯＦ机器人与变位机模型的建立

在笛卡尔空间中描述焊缝和焊枪的姿态各

需要３个角度［１］，但在实践中，只需焊缝的倾角

和转角就可以将焊缝调节到理想的船型姿态，

因选择２自由度变位机就可以把工件调整到理

想的焊接位置．焊缝的偏角和焊枪的旋转角更

多的是影响机器人的姿态，这也就意味着需要

通过这２个参数对机器人关节姿态进行优化，

从而确定机器人位姿的最终结果．ＤＨ参数法

是一种常用的机器人连杆建模方法，用来描述

机器人与变位机之间的坐标关系．６ＤＯＦ机器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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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变位机笛卡尔空间位置关系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６ＤＯＦ机器人与变位机

笛卡尔空间位置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６Ｄ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ｉｎ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ｓｐａｃｅ

图３中红点代表坐标系的位置，但是考虑

到方便实际计算，对一些点做了适当调整．此处

规定机器人从底座到工具手旋转关节的轴线依

次为 Ｊ１，Ｊ２，Ｊ３，Ｊ４，Ｊ５，Ｊ６；Ｗｗ为世界坐标系，是

某一固定坐标系；Ｗｂ为机器人基坐标系，原点

为机器人底座与机器人 Ｊ１轴的交点；Ｗ１，Ｗ２，

Ｗ３，Ｗ４，Ｗ５为机器人关节坐标系，为计算方便，

将Ｗ３，Ｗ４，Ｗ５３个坐标系的原点取在３个机器

人关节轴线的交点处；Ｗｔ为工具手坐标系，工

具手坐标系的原点在焊枪的尖端处，为了简化

模型，将焊枪模型简化成直线型；Ｗｐｂ为变位机

的基坐标系；Ｗｐ１为变位机第二关节坐标系；Ｗｗｐ
为工件坐标系．

６ＤＯＦ机器人和变位机的ＤＨ参数见表１．

３　机器人焊接运动规划

３．１　坐标系转化关系
计算出６ＤＯＦ机器人末端 Ｗｔ和固定在变

位机上工件的 Ｗｗｐ在世界坐标系 Ｗｗ中的坐标

变换矩阵，才能合理规划机器人和变位机在世

表１　６ＤＯＦ机器人和变位机模型ＤＨ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６Ｄ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ｍｏｄｅｌ

模型 连杆 关节角θｉ 扭角αｉ
连杆
长度ａｉ

连杆
偏移量ｄｉ

机器人

１ θ１ －π／２ ａ１ ｄ１
２ －π／２＋θ２ ０ ａ２ ０
３ θ３ －π／２ ａ３ ｄ３
４ θ４ π／２ ０ ０
５ π／２＋θ５ －π／２ ０ ０
６ θ６ ０ ０ ｄ６

变位机
７ θ７ π／２ ０ ０
８ θ８ ０ ０ ｄ８

界坐标系下的运动轨迹．由机器人学基础可知，

连杆坐标系的坐标变换矩阵为

ｉ－１
ｉＴ＝

ｃｏｓθｉ －ｓｉｎθｉｃｏｓαｉ ｓｉｎθｉｓｉｎαｉ αｉｃｏｓθｉ
ｓｉｎθｉ ｃｏｓθｉｃｏｓαｉ －ｃｏｓαｉｓｉｎαｉ αｉｓｉｎθｉ
０ ｓｉｎαｉ ｃｏｓαｉ ｄｉ













０ ０ ０ １

⑤

将表１中的ＤＨ参数带入到式⑤中，可得

到机器人末端工具手坐标系 Ｗｔ到世界坐标系

Ｗｗ的坐标变换矩阵为

ｗ
ｔＴ＝

ｗ
ｂＴ
ｂ
１Ｔ
１
２Ｔ
２
３Ｔ
３
４Ｔ
４
５Ｔ
５
ｔＴ＝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ｘｔ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３ ｙｔ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ｚｔ















０ ０ ０ １

固定在变位机上工件坐标系Ｗｗｐ到世界坐

标系Ｗｗ中的坐标变换矩阵为
ｗ
ｗｐＴ＝

ｗ
ｐｂＴ

ｐｂ
ｗｐＴ

所以，焊缝坐标系Ｗｗｄ到世界坐标系Ｗｗ的

坐标变换矩阵为

ｗ
ｗｄＴ＝

ｗ
ｐｂＴ

ｐｂ
ｗｐＴ

ｗｐ
ｐＴ

ｐ
ｗｄＴ＝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ｘｗｄ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３ ｙｗｄ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ｚｗｄ













０ ０ ０ １

⑥

ｗｐ
ｐＴ，即主管坐标系到工件坐标系的位姿变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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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矩阵，该变换矩阵会因为工件装夹位置的不

同而改变，因此需要确定一种通用的装夹方法

来确保不同管径的工件在装夹完成后仍能确定

主管坐标系在工件坐标系中的位姿．为了便于

统一建模和计算，现规定在主管与支管间偏距

ｅ＝０和支管倾斜角ω＝０时，支管轴线 Ｚｖ与工

件坐标系Ｗｗｐ的Ｚ轴重合，且主管轴线Ｚｐ与工

件坐标系的Ｙ轴平行，如图４所示．

图４　工件装夹模型

Ｆｉｇ．４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ｃｌａｍｐ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由此，主管坐标系ＷＰ可由工件坐标系Ｗｗｐ
经过一系列变换得到．沿着主管坐标系 ＷＰ的

ＺＰ轴方向平移 Ｒ／ｔａｎω，沿着 ＹＰ轴方向平移 ｅ，

沿ＸＰ轴方向平移Ｒ，绕Ｚｐ轴旋转π／２，最后绕

ＸＰ轴旋转π／２与工件坐标系 Ｗｗｐ重合．规定沿

坐标轴正方向移动为正，沿坐标轴负方向移动

为负，顺时针旋转为负，逆时针旋转为正，所以，

主管坐标系 ＷＰ到工件坐标系 Ｗｗｐ的坐标变换

矩阵为

ｗｐ
ｐＴ＝ｔｒａｎｓＺｐ，

Ｒ
ｔａｎ( )ωｔｒａｎｓ（Ｙｐ，ｅ）·

ｔｒａｎｓ（Ｘｐ，Ｒ）ｒｏｔ（Ｚｐ，
π
２）ｒｏｔ（Ｘｐ，

π
２）

３．２　主面二分法求焊缝参数
文献［３］提出了一种通过坐标变换的方式

来建立焊缝特征矩阵的方法，并指出了相贯线

上任意点的切线始终与过该点的两个圆柱切平

面的交线重合．由此可以计算出焊缝处于船型

位姿焊接状态所需要的参数、焊缝坐标系 Ｗｗｄ

相对于主管坐标系 Ｗｐ的特征矩阵．焊缝插接

主法面二分角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主法面二分角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Ｏｗｄ）为相贯线上待焊点，过该点主管的

切平面Ａ的法向量为Ｓａ（Ｘ１，Ｙ１，Ｚ１），支管的切

平面Ｂ的法向量为Ｓｂ（Ｘ２，Ｙ２，Ｚ２），根据相贯线

方程和圆柱方程即可求出切平面Ｓａ和Ｓｂ的方

程（均为在主管坐标系 ＯＰＸＰＹＰＺＰ下的描述）．

过Ｐ点做主管轴线 ＺＰ的垂线，垂足为 Ｐ’，则

ＰＰ’（Ｓａ）为切平面Ａ的法向量，可表示为

Ｘ１＝Ｒｃｏｓτ

Ｙ１＝Ｒｓｉｎτ

Ｚ１
{
＝０

同理，过点 Ｐ支管切平面的法向量在支管

坐标系下的法向量 Ｓｂ’（Ｓｂ在支管坐标系中的

表示）为

Ｘ′２＝Ｒｃｏｓρ

Ｙ′２＝Ｒｓｉｎρ

Ｚ′２
{

＝０

通过式①②③④，可得

Ｘ２ Ｙ２ Ｚ２[ ]１Ｔ＝ｐｖＴ［Ｘ′２　Ｙ′２　Ｚ′２　１］
Ｔ

由此可得，切平面Ｂ的法向量Ｓｂ为

Ｘ２＝ｃｏｓω ｒ２－（Ｒｓｉｎτ－ｅ）槡
２

Ｙ２＝Ｒｓｉｎτ－ｅ

Ｚ２＝－ｓｉｎω ｒ２－（Ｒｓｉｎτ－ｅ）槡










２

由向量Ｓａ，Ｓｂ可以求出两个切平面Ａ，Ｂ的
二面角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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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π－ａｒｃｃｏｓ
Ｓａ·Ｓｂ
Ｓａ Ｓｂ

由φ＝μ／２即可求得焊点焊缝的转角．

焊缝轴线即为相贯线的轨迹切线，所以待

焊点Ｐ的方向向量Ｓ３（Ｘ３，Ｙ３，Ｚ３）为

Ｘ３＝－Ｒｓｉｎτ

Ｙ３＝Ｒｃｏｓτ

Ｚ３＝ｃｓｃω
２（Ｒｓｉｎτ－ｅ）ｃｏｓτ
２ ｒ２－（Ｒｓｉｎτ－ｅ）槡

[ ]２ －Ｒｓｉｎτｃｏｓ











 ω

由方向向量 Ｓ３可得到当前焊点的焊缝倾

角θ和焊缝偏角σ．根据文献［１］对焊缝倾角和

偏角的定义，设 Ｓ３在水平面的投影向量 ｂ＝

［Ｘ３，Ｙ３，０］，焊缝偏角 σ对焊接无影响，可取任

意值，焊缝倾角θ为

θ＝ａｒｃｃｏｓ
Ｓ３·ｂ
Ｓ３ ｂ

通过主面二分法求得焊缝当前焊点关于焊

缝３个角度参数θ，σ，φ的位姿矩阵为
ｗ
ｗｄＲ＝ｒｏｔ（Ｘｗ，－θ）ｒｏｔ（Ｙｗ，－φ）ｒｏｔ（Ｚｗ，－σ）＝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３
ｒ３１ ｒ３２ ｒ











３３

⑦

将式⑥⑦联立，可求得该焊点处变位机关

节位姿矩阵的各元素值，即可将变位机关节参

数θ７和θ８用θ，σ，φ３个角度参数表示．另外，

解析法求机器人运动学逆解时可能存在多个计

算结果，所以本文采用文献［１１］的机器人逆解

优化方法求出变位机逆解的唯一解．

同理，利用当前焊点的位置和船型位姿状

下焊枪参数α，β，γ，可求得焊枪末端姿态矩阵，

然后使其与位姿变换矩阵ｗ
ｔＴ相等，可用焊枪参

数α，β，γ表示机器人各个关节 θ１—θ６在当前

焊点时的关节角度，最后将焊缝离散后进行插

补运算［１２－１３］，即可规划出关节角关于时间 ｔ的

连续运动轨迹，从而实现６ＤＯＦ机器人的连续

焊接作业．

４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优化相贯线方程的正确性，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相贯线轨迹进行了仿真，相贯线参数

为 ω＝ｐｉ／２，ｅ＝２００ｍｍ，ｒ＝１００ｍｍ，Ｒ＝

３００ｍｍ．仿真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优化后的相贯线模型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为了简化仿真模型，仿真过程仅针对相贯

线焊接的位置进行研究，而没有对姿态进行规

划，但并不影响验证相贯线模型的正确性．从图

６可以看出，根据相贯线模型，虽然在Ｍａｔｌａｂ中

只得出了一部分轨迹图，但是由于相贯线是对

称曲线，所以只需要通过坐标对称即可求出另

一半轨迹．

为了使机器人运动轨迹更加直观，将相贯

线轨迹离散插补后用 Ｍａｔｌａｂｔｏｏｌｂｏｘ工具仿真

出部分相贯线运动轨迹，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

以看出，相贯线轨迹平滑，基本与实际轮廓吻

合，验证了所建立相贯线模型和通用工件装夹

数学模型的正确性．

５　结论

目前专用机器人进行插接管相贯线焊接，

大多适用于主管与支管正交的情形，但实际生

产过程中主管与支管间通常存在一定的偏置和

倾斜．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在对主管与支管非正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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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相贯线焊接动画仿真

Ｆｉｇ．７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ｗｅｌｄｉｎｇ

交情况下的相贯线焊缝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改

善了相贯线数学模型，然后采用ＤＨ参数建立

６ＤＯＦ机器人与变位机模型，给出工件装夹模

型与模型间的坐标系转换关系，用主面二分法

求解焊缝参数，实现了专用机器人连续焊接作

业的运动规划．用 Ｍａｔｌａｂ机器人工具箱对焊缝

模型和机器人运动规划进行了仿真，结果表明，

相贯线轨迹平滑，与实际轮廓吻合，证明了所提

出改进的相贯线和通用的工件装夹数学模型的

正确性．

本文为管管想贯线焊接的离线编程提供了

理论基础．本文所提出的方法是在仿真环境中

进行的，下一步工作将在实际生产中验证该方

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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