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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吡咯喹啉醌对水芹种子萌发的生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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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不同质量浓度（４μｇ／ｍＬ，８μｇ／ｍＬ，１２μｇ／ｍＬ和１６μｇ／ｍＬ）的吡咯
喹啉醌（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萌发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ＰＱＱ的作用下，水芹
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呼吸强度均随着 ＰＱＱ质量浓度的增加而提
高，其中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浸种效果最佳，ＰＱＱ具有促进水芹种子
萌发的生理效应；ＰＱＱ的作用对水芹种子中淀粉酶活力影响不大，对脂肪酶和
过氧化物酶活力有着明显的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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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ｙｒｒｏｌ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ｑｕｉｎｏｎｅ（ＰＱＱ）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４μｇ／ｍＬ，
８μｇ／ｍＬ，１２μｇ／ｍＬａｎｄ１６μｇ／ｍＬ）ｏ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ＰＱＱ’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ＱＱｈａ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ｓｅｅｄｓｏａ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６μｇ／ｍＬ．ＴｈｅＰＱＱ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ＴｈｅＰＱＱ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ｔｈｅａｍｙｌ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ｉｔ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ｉｐａｓｅａｎ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０　引言

１９６０年代，一种新型维生素吡咯喹啉醌
ＰＱＱ（ｐｙｒｒｏｌ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ｑｕｉｎｏｎｅ）被科学家发现，
它广泛存在于水果、蔬菜、谷物等食品中，是许

多细菌中甲醇脱氢酶、葡萄糖脱氢酶ＧＤＨ（ｇｌｕ
ｃｏｓ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甘油脱氢酶等的辅酶，能够
参与呼吸链电子传递［１－２］．但是，只有部分革兰
氏阴性菌能够自身合成 ＰＱＱ，而人类与动植物
主要从外界获取该维生素［３－４］．

研究表明，ＰＱＱ可以缩短植物生长停滞
期，促进植物细胞新陈代谢和生长［５］．张鹏等［６］

研究发现，在小麦植株生理代谢调节过程中，

ＰＱＱ可增加叶绿素含量，使光合速率增加，并
提高硝酸还原酶和谷氨转氨酶活性，从而减少

穗部小花败育，提高小麦结实率．匡炜等［７］的研

究表明，ＰＱＱ能有效提高湘早籼４５号水稻的每
穗实粒数和结实率，减少每穗空粒数，对水稻增

产有促进作用．另外，ＰＱＱ作为 ＧＤＨ的氧化还
原辅因子，可将葡萄糖转化为葡萄糖酸，溶解不

溶性磷酸盐到土壤中，促进植物吸收生长［８］．
ＰＱＱ还可以促进玫瑰红苹果和红富士苹果花
粉萌发和花粉管生长，但浓度过高则会减弱效

果，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且红富士苹果较玫瑰红

苹果更为敏感，当 ＰＱＱ浓度高于１μｍｏｌ／Ｌ时
即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９］．

总之，ＰＱＱ能促进某些植物生长，但其对
水芹种子的萌发过程是否有影响尚不明确．本
文拟以水芹种子为原料，研究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萌发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

ＰＱＱ的作用对种子萌发过程中关键酶（淀粉

酶、脂肪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以明晰

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萌发的生理效应和作用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实验材料：水芹种子，购于郑州市种子公

司；吡咯喹啉醌（色谱纯），由瀚香生物科技公

司提供．

实验试剂：３，５－二硝基水杨酸、甲苯、乙

醇，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愈创木

酚，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产；橄榄油、乙醚，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产；百里香酚

酞，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产．以上试剂均为

分析纯．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ＨＨ－Ｓ型数显恒温水浴锅，江苏省金坛市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ＳＨＰ－２５０型恒温光照培

养箱，上海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２３００型

ＵＶ－分光光度计，尤尼克（上海）有限公司产；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ＰＢ－１０型 ｐＨ酸度计，上海市实验仪

器总厂产．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水芹种子萌发　取大小均匀的水芹种

子，将其分为５组，每组２０粒．用质量分数１％

的ＮａＣｌＯ浸种２０ｍｉｎ，蒸馏水洗净，再用不同质

量浓度的 ＰＱＱ（４μｇ／ｍＬ，８μｇ／ｍＬ，１２μｇ／ｍＬ

和１６μｇ／ｍＬ）室温浸种４８ｈ，用３ｍＬ不同质量

浓度的ＰＱＱ溶液浸润滤纸，并将种子点播吸附

在滤纸上，置于恒温培养箱中于２５℃下光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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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其间补加相应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以保持滤纸

的湿润［１０］．实验持续５ｄ，每ｄ记录正常发芽种

子数．按以下公式计算水芹种子的各种活力

指标．

发芽率＝种子发芽数
供实验种子数

×１００％

发芽势＝第５ｄ种子发芽数
供实验种子数

×１００％

发芽指数 ＝∑ 某日发芽数
发芽日数

１．３．２　呼吸强度测定　呼吸强度，是植物体新

陈代谢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单位面积或

单位质量的植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吸收的 Ｏ２
或释放的ＣＯ２量或损失的干重．用饱和碱液吸收

一定量的植物材料在单位时间内放出的ＣＯ２，再

用标准酸液滴定，即能测得植物的呼吸强度．

参照李海霞等［１１］的方法，用上述不同质量

浓度的 ＰＱＱ对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实验持续

５ｄ，每ｄ对呼吸速率进行测定，然后按以下公

式计算呼吸强度．

呼吸强度＝
Ｖ１－Ｖ０
Ｗ×Ｔ

其中，Ｖ０为空白滴定用去的草酸量／ｍＬ，Ｖ１为

样品滴定用去的草酸量／ｍＬ，Ｗ为样品鲜重／ｇ，

Ｔ为测定时间／ｈ．

１．３．３　酶活力测定

１．３．３．１　淀粉酶活力测定　参照张志鹏［１２］的

方法，采用３，５－二硝基水杨酸还原法，每１２ｈ

对不同质量浓度 ＰＱＱ浸种处理的水芹种子中

淀粉酶活性进行测定，实验持续３ｄ。酶活力定

义为每ｇ样品在单位时间内生成还原糖（麦芽

糖）的量．

麦芽糖标准曲线的制作：分别 配 制

０ｍｇ／ｍＬ，０．２ｍｇ／ｍＬ，０．４ｍｇ／ｍＬ，０．６ｍｇ／ｍＬ，

０．８ｍｇ／ｍＬ和１．０ｍｇ／ｍＬ的麦芽糖标准溶液，

吸取标准溶液１．０ｍＬ于刻度试管中，加３．０ｍＬ

二硝基水杨酸（ＤＮＳ）试剂，摇匀，沸水浴１０ｍｉｎ

后经流水冷却，加蒸馏水定容至 １５ｍＬ，在

５２０ｎｍ的波长下比色测定吸光度值，并建立通

过吸光度值求麦芽糖质量浓度的回归方程．

淀粉酶液制备：称取１ｇ经不同质量浓度

ＰＱＱ溶液作用的水芹种子于研钵中，加入５ｍＬ

蒸馏水，研磨匀浆后倒入离心管中，再用１０ｍＬ

蒸馏水分次将残渣洗入离心管．在室温下静置

２０ｍｉｎ制备提取液，每隔５ｍｉｎ搅动１次，使其

充分提取．在４℃条件下３０００ｒ／ｍｉｎ低温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加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后摇

匀，即为淀粉酶原液，用于 α－淀粉酶活力测

定．取淀粉酶原液 １０ｍＬ，用蒸馏水定容至

５０ｍＬ后摇匀，即为淀粉酶稀释液，用于淀粉酶

活力的测定．

１．３．３．２　脂肪酶活力测定　脂肪酶可以分解

种子中贮藏的营养物质，为种子萌发的异养阶

段提供能量［１３］．参照 ＧＢ／Ｔ５５２３—２００８［１４］，称

取２ｇ水芹种子于研钵中，加入 １．０ｍＬ橄榄

油，混匀，加入５．０ｍＬｐＨ＝７．５的磷酸缓冲液，

研磨后转入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用５．０ｍＬ蒸馏

水洗净研钵，洗液全部转入锥形瓶中，加３滴甲

苯，置于３０℃恒温箱内，保温２４ｈ后取出．加

入Ｖ（乙醇）Ｖ（乙醚）＝４１的混合液５０ｍＬ，

静置５ｍｉｎ，加入０．５ｍＬ质量分数为１％的百

里香酚酞乙醇溶液指示剂，用０．２ｍｏｌ／Ｌ氢氧

化钠乙醇溶液滴定至终点（浅蓝色），记录用去

碱液的体积（Ｖ２）．另外称取２ｇ相应质量浓度

试样做对照试验，除不用 ３０℃ 保温２４ｈ外，

其余操作同上，记下用去的碱液体积（Ｖ３）．每

１２ｈ对不同质量浓度 ＰＱＱ作用的水芹种子进

行脂肪酶活性测定，实验持续３ｄ．

脂肪酶活力＝
［（Ｖ２－Ｖ３）×Ｎ］×１０００
［Ｗ１×（１－Ｍ）］

其中，Ｖ２为试样滴定用去的碱液体积／ｍＬ，Ｖ３
为对照试验用去的碱液体积／ｍＬ，Ｎ为实际碱

液质量浓度／（ｍｏｌ·Ｌ－１），Ｗ１为试样质量／ｇ，Ｍ

·３·



　２０１９年７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

为试样水分质量分数／％．
１．３．３．３　过氧化物酶活力测定　过氧化物酶
是以过氧化氢为电子受体催化底物氧化的酶，

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生长素的氧化等都有关

系［１５］．分别取０．５ｇ经不同质量浓度ＰＱＱ作用
的水芹种子于研钵中，加入液氮后充分研磨，再

加入 ３．０ｍＬ磷酸缓冲液，预冷 ５ｍｉｎ，
７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上清液为粗酶提取液，
提取后低温保存待用．

酶活力测定的反应体系为：０．０５ｍｏｌ／Ｌ磷
酸缓冲液 ２．９ｍＬ；２％ 的 Ｈ２Ｏ２ １．０ｍＬ；
０．０５ｍｏｌ／Ｌ愈创木酚 １．０ｍＬ；酶液０．１ｍＬ．用
加热煮沸５ｍｉｎ的酶液作为对照．反应体系加
入酶液后，立即于 ３４℃水浴保温 ３０ｓ，在
４７０ｎｍ波长处进行比色，开始记录数据，然后
每０．５ｍｉｎ记录一次吸光度值，共测２ｍｉｎ．

以每ｍｉｎＡ４７０的变化值０．０１为一个相对酶
活单位 Ｕ，计算植物组织内过氧化物酶活力的
大小．每１２ｈ对经不同质量浓度ＰＱＱ作用的水
芹种子进行过氧化物酶活力测定，实验持续３ｄ．

过氧化物酶活力＝
Ｖｔ×ΔＡ４７０

Ｗ２×Ｖｓ×０．０１×ｔ

其中，Ｖｔ为酶液的总体积／ｍＬ，ΔＡ４７０为吸光度的
变化值，ｔ为间隔时间／ｍｉｎ，Ｖｓ为测定时取用的
酶液体积／ｍＬ，Ｗ２为粒种子的质量／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萌发的
影响

　　水芹种子萌发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由图
１可知，以胚根突破种皮１ｍｍ作为种子发芽标
准（图１ａ）），萌发初期（即培养期的前９６ｈ）组
间差异不明显，水芹种子基本不发芽或者刚刚

露白（图１ｂ））．图２为中后期水芹种子萌发情
况．由图２可知，在４种质量浓度范围内，ＰＱＱ
质量浓度越高，对种子萌发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在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作用下，种子

萌发到１２０ｈ时的发芽率为４３．４％，对照组发
芽率为３３％；至１９２ｈ时的发芽率提升至８５％，
对照组发芽率为４２．６％．在其他３种质量浓度
的ＰＱＱ作用下的水芹种子的发芽率均高于对
照组，低于在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作
用下的发芽率．由此可见ＰＱＱ能有效促进水芹
种子的萌发．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ＱＱ作用下水芹种子
的发芽指数、发芽率和发芽势如图３和图４所
示．由图３和图４可知，水芹种子在萌发的第
８ｄ，对照组的发芽率为５６．７％，在质量浓度为
８μｇ／ｍＬ的ＰＱＱ作用下的种子发芽率为７０％；
在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ＰＱＱ作用下的种子
发芽率最高，为８６．７％．以萌发第５ｄ计算发芽
势，在质量浓度为０～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作用
下，种子的发芽势从３３．３％提高到４３．３％．这

图１　水芹种子萌发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

图２　中后期水芹种子萌发情况

Ｆｉｇ．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

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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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

水芹种子的发芽指数

Ｆｉｇ．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ＱＱ

图４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

水芹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

Ｆｉｇ．４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ＱＱ

表明随着ＰＱＱ质量浓度的提高，水芹种子发芽

势逐渐增大，种子活力提高，发芽率随之提高．

２．２　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对水芹种子呼吸强
度的影响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水芹种子的

呼吸强度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在不同质量

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的水芹种子呼吸强度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表明浸种过程中水芹种子的生理变

化正常．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的水芹

种子，其萌发过程中呼吸强度始终高于对照组，

其中经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ＰＱＱ作用的种

子呼吸强度在各个时间段均最高．在水芹种子萌

发１２０ｈ后，经质量浓度为０～１６μｇ／ｍＬ的ＰＱＱ

作用的种子呼吸强度由０．３４７ｍＬ·ｇ－１·ｈ－１提升
到０．４００ｍＬ·ｇ－１·ｈ－１．
２．３　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对水芹种子关键酶活
性的影响

２．３．１　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对水芹种子淀粉酶
活力的影响　通过测定不同质量浓度的麦芽糖溶
液在５２０ｎｍ波长下的吸光度值，建立的回归方程
为ｙ＝０．８３４１ｘ＋０．０２０４，相关系数Ｒ２＝０．９９９．所
得麦芽糖标准曲线见图６．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的水芹种子
淀粉酶活力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知，水芹种子经
过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后，其淀粉酶活力变
化不大且无明显差异，不同质量浓度在不同时期

图５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

水芹种子的呼吸强度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ＱＱ

图６　麦芽糖标准曲线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ａｌｔｏ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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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

水芹种子的淀粉酶活力

Ｆｉｇ．７　Ａｍｙｌ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ＱＱ

的测定结果也无显著差异，淀粉酶活力在

１５２．１～１６１．０ｍｇ·ｇ－１·ｍｉｎ－１之间，表明ＰＱＱ

对水芹种子淀粉酶活力影响不大．

２．３．２　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脂肪

酶活力的影响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ＱＱ作用

下水芹种子脂肪酶活力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

知，经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ＱＱ的作用，水芹种子

随着萌发进程的推进，脂肪酶活力与对照组有

较大的差异，且随着 ＰＱＱ质量浓度的增加，促

进作用更加明显．经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作用的水芹种子，在种子萌发的第 ３６ｈ，

其脂肪酶活力为０．７１ｍｏｌ／ｇ，对照组脂肪酶活

力为０．４ｍｏｌ／ｇ；在第 ６０ｈ，其脂肪酶活力为

０．９ｍｏｌ／ｇ，对照组脂肪酶活力为０．６ｍｏｌ／ｇ；在

第７２ｈ，其脂肪酶活力为０．８５ｍｏｌ／ｇ，对照组

脂肪酶活力为 ０．３５ｍｏｌ／ｇ．在 质 量 浓 度

４μｇ／ｍＬ，８μｇ／ｍＬ的ＰＱＱ作用下脂肪酶活力

变化与在质量浓度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作用下

的趋势相同，且均低于在质量浓度１６μｇ／ｍＬ

的ＰＱＱ作用下的种子脂肪酶活力．不同质量

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的种子酶活力比对照组均

有明显提升，表明 ＰＱＱ能促进水芹种子脂肪

酶活力的增强．

图８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作用下

水芹种子的脂肪酶活力

Ｆｉｇ．８　Ｌｉｐ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ＱＱ

图９　在不同质量浓度ＰＱＱ作用下

水芹种子的过氧化物酶活力

Ｆｉｇ．９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ｒｅｓｓｓ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ＱＱ

２．３．３　不同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过氧
化物酶活力的影响　在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ＱＱ
作用下水芹种子过氧化物酶活力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可知，经过不同质量浓度的 ＰＱＱ作用
后，水芹种子的过氧化物酶活力均有所提高．经
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作用的水芹种
子，在种子萌发的第２４ｈ，其过氧化物酶活力为
７．２Ｕ，而对照组过氧化物酶活力为５．２Ｕ；在
２４～４８ｈ过程中，其过氧化物酶活力迅速变大，
至４８ｈ时，其过氧化物酶活力为１１．３Ｕ，而对
照组过氧化物酶活力为４．４Ｕ；４８ｈ后酶活力
提升减缓，经其他质量浓度的ＰＱＱ处理的种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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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酶活力变化趋势也基本相同．其原因
可能是ＰＱＱ能够参与呼吸链电子传递，由此促
进了过氧化物酶活力的提高，进而加快了水芹

种子萌发．

３　结论

本文研究了 ４种质量浓度（４μｇ／ｍＬ，
８μｇ／ｍＬ，１２μｇ／ｍＬ和１６μｇ／ｍＬ）的ＰＱＱ对水
芹种子萌发过程中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

呼吸强度和关键酶（淀粉酶、脂肪酶和过氧化

物酶）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ＰＱＱ可以促进水
芹种子萌发，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

呼吸强度均随着ＰＱＱ质量浓度的增加而提高，
其中，质量浓度为１６μｇ／ｍＬ的 ＰＱＱ浸种效果
最佳；ＰＱＱ对水芹种子中淀粉酶活力影响不
大，对脂肪酶和过氧化物酶活力有着明显的增

强作用，表明ＰＱＱ促进水芹种子萌发的机制可
能是通过增强水芹种子萌发过程中脂肪酶和过

氧化物酶活力而实现的．
该研究初步探索了 ＰＱＱ对水芹种子萌发

的生理效应，证实了ＰＱＱ的作用可以促进水芹
种子的萌发，接下来仍需就ＰＱＱ提高水芹种子
关键酶活力的影响途径作进一步研究，以期为

开发ＰＱＱ成为生物复合肥中的功能组分提供
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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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以乳酸菌活菌数为指标，考察了乳酸链球菌接种

量、嗜酸乳杆菌接种量、菊芋添加量、甜味剂添加量、盐添加量和发酵温度６个
因素对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生产过程中乳酸菌活菌数变化的影响，优化了高活

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的生产工艺．结果表明：采用乳酸链球菌和嗜酸乳杆菌
复合发酵，有利于提高发酵型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适当添加菊芋有利于乳

酸菌的增殖，而甜味剂和盐的使用对乳酸菌增殖影响较小；发酵温度在３０℃以
上时有利于乳酸菌的增殖．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的适宜生产工艺条件为乳
酸链球菌接种量１．０％～２．０％，嗜酸乳杆菌接种量２．０％，菊芋添加量１５％ ～
２０％，发酵温度３０℃．该条件下制得的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乳酸菌活
菌数保持在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的最佳保存期为３０ｄ．

·８·



徐清萍，等：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生产工艺研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ｈｅｌ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ｏｕｎｔ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ｌａｃｔｉ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ｃｉ
ｄｏｐｈｉｌｕ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ａｒｔｉｃｈｏｋ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ｅｔｅｎｅ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
ｓａ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ｗａ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ｌａｃｔｉｓａｎｄ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ｗａｓｂｅｎｅｆｉ
ｃｉａｌ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ｌ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ｏｕｎｔ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ａｒｔｉｃｈｏｋｅｗ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ｗｅｅｔｅｎｅｒｓａｎｄ
ｓａｌｔｓ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ａｂｏｖｅ
３０℃，ｉｔｗ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Ｔｈ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ｉｇ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ｗｅｒｅ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ｌａｃｔｉ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１．０％ ～
２．０％，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２．０％，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ｒｔｉｃｈｏｋ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１５％ ～２０％，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０℃．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ｔｈｅｌ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ｏｕｎｔ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ｋｅｐｔａｔ１０９ＣＦＵ／ｍ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３０ｄａｙｓ．

０　引言

番茄广泛栽培于我国南北各地，具有丰富

的营养和特殊的风味，可以生食、煮食等．在食

品工业中，番茄主要用于生产番茄酱［１］．选择成

熟红番茄，经破碎、打浆、去除皮籽、浓缩、装罐、

杀菌等工序即可生产出番茄酱［２］．目前番茄酱

产量非常大，据相关新闻报道［３］，２０１７年全国

种植番茄面积约１００万亩，番茄酱加工企业共

有１８２家，其中２０１７年开机生产企业１００家，

４５％的加工企业全年未开工，产能过剩的问题

已十分突出，因此，开发新型的番茄深加工产品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番茄中含有葡萄糖、果糖、柠檬酸、多酚、黄

酮、维生素、钙、镁等［４］，有利于益生菌的生

长［５－６］．益生菌能在人类和动物肠道内定殖、生

长，并具有抑菌、抗癌、提高免疫力和预防腹泻

等作用［７］．采用益生菌发酵番茄酱能够综合益

生菌发酵产品和番茄酱产品的优点，使得经混

合发酵制备的番茄果酱［８］、番茄饮料［９－１０］等有

望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新型产品．目前尚

未见关于采用乳酸菌发酵制备发酵型番茄酱的

相关研究报道．采用发酵法可以减少番茄酱传

统方法制作过程中对番茄原料的加热次数，降

低高温对番茄中维生素等的破坏，从而有效提

高番茄酱的营养价值［１１］．鉴于此，本文拟选用
具有益生功能的乳酸菌（乳酸链球菌、嗜酸乳

杆菌），结合其他生产工艺因素（菊芋添加量、

甜味剂添加量、盐添加量和发酵温度），采用正

交试验设计方法，以乳酸菌活菌数为指标，考察

乳酸菌在番茄酱发酵生产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并优化发酵型番茄酱的生产工艺，以期制备高

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进而为新型番茄深

加工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原料　番茄、菊芋、豆芽，市售，新鲜无
霉烂变质；葡萄糖，分析纯，市售；ＭＲＳ肉汤培
养基，购自杭州百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嗜酸乳杆菌和乳酸链球菌，为实验室分离

保存菌种．
１．１．２　培养基 　乳酸菌液体培养基：番茄质量
浓度为２ｇ／Ｌ，菊芋质量浓度为１ｇ／Ｌ，豆芽质量
浓度为２ｇ／Ｌ，葡萄糖质量浓度为２ｇ／Ｌ，蒸馏水．
１．２　仪器设备

ＬＸ－Ｃ３５Ｌ型高压灭菌锅，合肥华泰医疗

·９·



　２０１９年７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

设备有限公司产；ＳＷ－ＣＪ－２ＦＤ型洁净工作

台，苏净集团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产；

ＳＨＰ－２５０型智能生化培养箱，上海鸿都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产；ＹＰ２０００１型电子天平，上海光正

医疗仪器有限公司产．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乳酸菌种液的制备 　将乳酸链球菌、

嗜酸乳杆菌分别接入 ＭＲＳ肉汤培养基进行活

化，然后分别转入乳酸菌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培

养至两株乳酸菌活菌数均达 １０８ＣＦＵ／ｍＬ以

上，即可作为乳酸菌种液备用．

１．３．２　发酵型番茄酱的制备　将新鲜菊芋清

洗干净，蒸熟．将新鲜番茄洗净，热烫去皮，加入

甜味剂和盐，与菊芋按一定质量比混合后，打

浆，巴氏杀菌法灭菌１５～２０ｍｉｎ，接入乳酸菌种

液，混匀，装入真空包装袋，抽真空，封口，发酵．

１．３．３　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工艺条件的确定

　乳酸菌接种量主要影响菌种的生长繁殖速

度，但接种量过大则会影响成品番茄酱的体态．

甜味剂和盐主要影响成品的感官口感，甜味剂

的使用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ＧＢ２７６０—２０１４）［１３］选择其限量

标准范围，而盐的使用以生产低盐番茄酱为目

标．选择乳酸链球菌接种量、嗜酸乳杆菌接种

量、菊芋添加量、甜味剂添加量、盐添加量和发

酵温度６个因素，其中，番茄和菊芋总质量为

１００ｇ，将番茄和菊芋分别按质量比 ９５５，

９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０２０混合（即菊芋添加量分

别为５％，１０％，１５％和２０％），其他原料添加量

按在番茄和菊芋总质量中的占比计算．以乳酸

链球菌接种量 ０～２％，嗜酸乳杆菌接种量０～

２％，每 １００ｇ番茄酱中甜味剂添加量 ０～

０．０２５ｇ，盐添加量０～７．５ｇ的条件进行发酵，

采用Ｌ２５（５
６）正交试验研究乳酸链球菌接种量、

嗜酸乳杆菌接种量、菊芋添加量、甜味剂添加

量、盐添加量和发酵温度对番茄酱发酵过程中

乳酸菌活菌数的影响，番茄酱发酵试验正交设

计表见表１．其中正交设计对应的２５个系列试

验条件见表２．分别于８ｈ（０．３３ｄ），１ｄ，２ｄ，

６ｄ，１４ｄ，２１ｄ，３０ｄ，６１ｄ，９２ｄ定期取样，测定

发酵型番茄酱中的乳酸菌活菌数．

１．３．４　乳酸菌活菌计数方法　乳酸菌活菌计

数采用平板活菌计数法，参照《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乳酸菌检验》（ＧＢ４７８９．３５—２０１６）［１２］方

法进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乳酸菌种液培养时间优选
将两株乳酸菌分别接入液体培养基培养，

每隔２ｈ无菌取样，测定乳酸菌活菌数．结果表

明，乳酸菌活菌数在６ｈ达到１０８ＣＦＵ／ｍＬ，此后

不再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本实验选择培养６ｈ

后的乳酸菌进行接种．

２．２　番茄酱发酵生产过程中乳酸菌活菌数的

变化

　　发酵型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随时间变化

曲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各系列发酵型番

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在０～６ｄ内均以不同比

例呈上升趋势，活菌数在１４ｄ时达到最大值，

为１．５２×１０９ＣＦＵ／ｍＬ；６～３０ｄ发酵型番茄酱

中活菌数比较稳定；３０ｄ后活菌数开始减少，

６１ｄ后番茄酱中活菌数急剧下降，９２ｄ时活菌

数最低．发酵初期属于乳酸菌增殖期，活菌数会

表１　番茄酱发酵试验正交设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

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水
平

乳酸链球
菌接种量
／％

嗜酸乳杆
菌接种量
／％

菊芋
添加
量／％

１００ｇ番茄
酱甜味剂
添加量／ｇ

１００ｇ番茄
酱盐添
加量／ｇ

发酵
温度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２ ０．５ ０．５ ５ ０．０１０ ０．５ ２５
３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０１５ ２．５ ３０
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０．０２０ ５．０ ３５
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０．０２５ ７．５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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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正交设计对应的２５个系列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２　２５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系列
乳酸链球菌
接种量／％

嗜酸乳杆菌
接种量／％

菊芋
添加量／％

１００ｇ番茄酱
甜味剂添加量／ｇ

１００ｇ番茄酱
盐添加量／ｇ

发酵温度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２ ０ ０．５ ５ ０．０１０ ０．５ ２５
３ ０ １．０ １０ ０．０１５ ２．５ ３０
４ ０ １．５ １５ ０．０２０ ５．０ ３５
５ ０ ２．０ ２０ ０．０２５ ７．５ ４０
６ ０．５ ０ ５ ０．０１５ ５．０ ４０
７ ０．５ ０．５ １０ ０．０２０ ７．５ ２０
８ ０．５ １．０ １５ ０．０２５ ０ ２５
９ ０．５ １．５ ２０ ０ ０．５ ３０
１０ ０．５ ２．０ ０ ０．０１０ ２．５ ３５
１１ １．０ ０ 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５ ３５
１２ １．０ ０．５ １５ ０ ２．５ ４０
１３ １．０ １．０ ２０ ０．０１０ ５．０ ２０
１４ １．０ 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７．５ ２５
１５ １．０ ２．０ ５ ０．０２０ ０ ３０
１６ １．５ ０ １５ ０．０１０ ７．５ ３０
１７ １．５ ０．５ ２０ ０．０１５ ０ ３５
１８ １．５ １．０ ０ ０．０２０ ０．５ ４０
１９ １．５ １．５ ５ ０．０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０ ０ ５．０ ２５
２１ ２．０ ０ ２０ ０．０２０ ２．５ ２５
２２ ２．０ ０．５ ０ ０．０２５ ５．０ ３０
２３ ２．０ １．０ ５ ０ ７．５ ３５
２４ ２．０ １．５ １０ ０．０１０ ０ ４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５ ２０

图１　发酵型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随时间的延长而迅速增加．当活菌数增加到

１０８ＣＦＵ／ｍＬ后，其数值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稳

定，表明番茄酱的构成成分有利于乳酸菌的存

活．此外，番茄、菊芋中含有葡萄糖、蛋白质等适

合微生物生长的碳源和氮源，番茄中含有的丰

富维生素Ｃ、番茄红素可作为番茄蒋酱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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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剂［１４］，同时菊芋中含有的菊糖也能提高

乳酸菌的存活率［１５］．

２．３　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生产工艺的优化
由图１可知，发酵８ｈ时，番茄酱中的乳酸

菌即进入对数增长期，各系列间活菌数已存在

较大差异，故以发酵８ｈ（０．３３ｄ）的数据为例，

对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进行直观分析和方差

分析，结果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为发酵８ｈ时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

直观分析结果．由表３中的Ｒ值可知，各因素对

乳酸菌活菌数的影响由大到小顺序依次为：嗜

酸乳杆菌接种量＞乳酸链球菌接种量＞菊芋添

加量＞发酵温度 ＞盐添加量 ＞甜味剂添加量，

最优番茄酱发酵方案为乳酸链球菌接种量

１．５％，嗜酸乳杆菌接种量 ２．０％，菊芋添加量

２０％，每１００ｇ番茄酱中甜味剂添加量０．０１０ｇ，

盐添加量２．５ｇ，发酵温度３０℃．

发酵８ｈ时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的方差

分析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嗜酸乳杆菌接种量与

乳酸链球菌接种量对发酵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

数具有显著性影响．

２．４　番茄酱优化生产工艺的验证
为了确定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的最终优化

生产工艺，采取与发酵８ｈ同样的分析方法，对

表３　发酵８ｈ时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直观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ｖｉａｂｌｅｃｏｕｎｔｓｉ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ａｔ８ｈ

系列

因素

乳酸链球菌
接种量／％

嗜酸乳杆菌
接种量／％

菊芋
添加量／％

１００ｇ番茄酱
甜味剂添加量／ｇ

１００ｇ番茄酱
盐添加量／ｇ

发酵温度
／℃

活菌数×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００２
２ ０ ０．５ ５ ０．０１０ ０．５ ２５ ０．６４
３ ０ １．０ １０ ０．０１５ ２．５ ３０ ０．７８
４ ０ １．５ １５ ０．０２０ ５．０ ３５ １．０５
５ ０ ２．０ ２０ ０．０２５ ７．５ ４０ １．９５
６ ０．５ ０ ５ ０．０１５ ５．０ ４０ ０．６９
７ ０．５ ０．５ １０ ０．０２０ ７．５ ２０ ０．８９
８ ０．５ １．０ １５ ０．０２５ ０ ２５ １．５６
９ ０．５ １．５ ２０ ０ ０．５ ３０ ２．５３
１０ ０．５ ２．０ ０ ０．０１０ ２．５ ３５ ３．０１
１１ １．０ ０ 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５ ３５ ０．９８
１２ １．０ ０．５ １５ ０ ２．５ ４０ １．９９
１３ １．０ １．０ ２０ ０．０１０ ５．０ ２０ ２．４６
１４ １．０ 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７．５ ２５ ２．９０
１５ １．０ ２．０ ５ ０．０２０ ０ ３０ ３．０５
１６ １．５ ０ １５ ０．０１０ ７．５ ３０ １．７３
１７ １．５ ０．５ ２０ ０．０１５ ０ ３５ ２．３７
１８ １．５ １．０ ０ ０．０２０ ０．５ ４０ ２．５４
１９ １．５ １．５ ５ ０．０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８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０ ０ ５．０ ２５ ３．２１
２１ ２．０ ０ ２０ ０．０２０ ２．５ ２５ １．９５
２２ ２．０ ０．５ ０ ０．０２５ ５．０ ３０ ２．０１
２３ ２．０ １．０ ５ ０ ７．５ ３５ ２．５７
２４ ２．０ １．５ １０ ０．０１０ ０ ４０ ２．６８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５ ２０ ３．０７
Ｋ１ ０．８８４ １．０７０ ２．０９２ ２．０６０ １．９３２ １．８６２ ０．８８４
Ｋ２ １．７３６ １．５８０ １．９６８ ２．１０４ １．９５２ １．７６２ １．７３６
Ｋ３ ２．２７６ １．９８２ １．７０８ １．９６２ ２．１２４ ２．２１８ ２．２７６
Ｋ４ ２．５４８ ２．４１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９６ １．８８４ １．９９６ ２．５４８
Ｋ５ ２．４５６ ２．８５８ ２．２５２ １．８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９７０ ２．４５６
Ｒ １．６６４ １．７８８ ０．５４４ ０．２２６ ０．２４０ ０．４５６ １．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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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４８ｈ，６ｄ，１４ｄ的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

进行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表格略）．结果表

明，嗜酸乳杆菌接种量和乳酸链球菌接种量对

发酵型番茄酱乳酸菌活菌数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中嗜酸乳杆菌接种量的影响更大，尤其在储

藏过程中，嗜酸乳杆菌对乳酸菌活菌数的影响

要高于乳酸链球菌．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发酵时

间的延长，原料中的糖转化为乳酸等成分，发酵

型番茄酱呈酸性环境，嗜酸乳杆菌因对低 ｐＨ

环境耐受力强，故其活菌数也较大［１６］．与没有

进行人工接种的对照组（系列１）相比，接种乳

酸菌后番茄酱中的活菌数明显增加．这表明两

株乳酸菌接种量是影响发酵型番茄酱中乳酸菌

活菌数的主要因素，且适当提高接种量有利于

提高番茄酱中的乳酸菌活菌数．对不同发酵时

间段乳酸菌活菌数的变化分析，当嗜酸乳杆菌

接种量为２．０％，乳酸链球菌接种量为１．０％～

２．０％时，番茄酱中的乳酸菌活菌数较高．

菊芋的添加量对发酵型番茄酱中的乳酸菌

活菌数也有一定影响，表明与菊芋进行适当比

例的搭配有利于提高番茄酱中的乳酸菌活菌

数．对不同发酵时间段菊芋对乳酸菌活菌数的

影响变化分析可知，菊芋的添加量为 １５％ ～

２０％时比较适宜．

表４　发酵８ｈ时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的

方差分析表（α＝０．０５）

Ｔａｂｌｅ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ｉａｂｌｅｃｏｕｎｔｓｏｆ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ｍａｔｏｓａｕｃｅａｔ８ｈ（α＝０．０５）

差异源
偏差
平方和

自由
度

Ｆ比 Ｆ临
界值

显著
性

乳酸链球菌接种量 ９．４８３ ４ ４７．８９４ ６．３９０ 

嗜酸乳杆菌接种量 ９．７１６ ４ ４９．０７１ ６．３９０ 

菊芋添加量 ０．８５４ ４ ４．３１３ ６．３９０

甜味剂添加量 ０．１９８ ４ １．０００ ６．３９０

盐添加量 ０．１６９ ４ ０．８５４ ６．３９０

发酵温度 ０．６０１ ４ ３．０３５ ６．３９０

误差 ０．２００ ４

　　甜味剂与盐主要用于改善番茄酱的口感风

味，与其他因素相比，对发酵型番茄酱中的乳酸

菌活菌数影响较小．通常盐含量较高时，高浓度

的盐对微生物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从

不同发酵时间段取样分析结果来看，甜味剂和

盐的添加对发酵型番茄酱中的乳酸菌活菌数影

响不大，且对发酵过程中发酵型番茄酱中乳酸

菌的增殖影响也不大．从发酵温度对发酵型番

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变化的影响来看，发酵温

度在３０℃以上时有利于乳酸菌的增殖．

另外，从不同发酵时间段番茄酱中乳酸菌

活菌数变化来看，番茄酱在６～３０ｄ中能保持

较高的乳酸菌活菌数，可达１０９ＣＦＵ／ｍＬ．此后，

随着发酵生产时间的延长，乳酸菌活菌数会逐

渐下降，２个月时降至１０７～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３个

月时降为１０６～１０７ＣＦＵ／ｍＬ．由此可知，欲制备

获得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乳酸菌活菌

数保持在１０９ＣＦＵ／ｍＬ），其最佳保存期为３０ｄ．

３　结论

本文主要采用嗜酸乳杆菌和乳酸链球菌两

种常见益生乳酸菌混合发酵番茄酱，通过对不

同发酵时间段番茄酱中乳酸菌活菌数变化规律

的研究筛选出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的生

产工艺，得到如下结论：采用嗜酸乳杆菌和乳酸

链球菌复合发酵，有利于提高发酵型番茄酱中

乳酸菌活菌数；适当添加菊芋有利于乳酸菌的

增殖，而甜味剂和盐的使用对乳酸菌增殖影响

较小；发酵温度在３０℃以上时有利于乳酸菌的

增殖；高活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的适宜生产

工艺条件为嗜酸乳杆菌接种量２．０％，乳酸链

球菌接种量１．０％～２．０％，菊芋添加量１５％～

２０％，发酵温度３０℃．该条件下制得的高活性

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乳酸菌活菌数保持在

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的最佳保存期为３０ｄ．

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在较长时间内能保持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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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活性，但除乳酸菌活菌数外，番茄酱的风

味亦是影响产品的主要因素．后期还需要通过

进一步对生产工艺的优化，调整各种香辛料、甜

味剂、盐等的添加比例，以获得风味更好的高活

性乳酸菌发酵型番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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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工业，２００６（８）：１４．

［７］　ＰＲＡＤＯＦＣ，ＰＡＲＡＤＡＪＬ，ＰＡＮＤＥＹＡ，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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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菌株联合发酵
提高鹰嘴豆纳豆激酶活力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ｈｉｃｋｐｅａｎａｔ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ｓ

关键词：

双菌发酵；鹰嘴豆；

纳豆芽孢杆菌；

纳豆激酶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ｗｏｓｔｒａｉｎｓｆｅｒ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ｋｐｅａ；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ｎａｔｔｏ；ｎａｔｔｏｋｉｎａｓｅ

郭晨，汪晓鸽，孔少华，尚紫博，樊一，吕成状，黄裔翔，

张俊杰
ＧＵＯＣｈｅ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ｅ，ＫＯＮＧＳｈａｏｈｕａ，ＳＨＡＮＧＺｉｂｏ，ＦＡＮＹｉ，
ＬＹＵＣｈ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ｉ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

郑州轻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摘要：以鹰嘴豆为原料，选取两株不同来源的纳豆芽孢杆菌 Ｆ２４和 Ｓ１５，分别
通过单接种和混合接种的方式，制备鹰嘴豆纳豆，并测定其纳豆激酶活力，结果

表明：通过混合接种方式制备的鹰嘴豆纳豆的纳豆激酶活力明显高于单接种方

式，当Ｆ２４与Ｓ１５接种体积比为１１，且接种量为４％时，鹰嘴豆纳豆的纳豆
激酶活力达到最高值６２８７．１６Ｕ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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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５ｗａｓ１１，ａｎｄ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４％，ｔｈｅｎａｔ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ｋｐｅａｎａｔｔｏ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ｍａｘｉ
ｍｕｍ６２８７．１６ＵＩ／ｇ．

０　引言

传统纳豆是以大豆为原料，接种纳豆芽孢

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ｎａｔｔｏ）后，在一定条件下通

过发酵而制成的一种豆类食品［１］．成熟的纳豆

呈深黄色，有光泽，口感松软，表面黏液明显，用

筷子挑起可以拉起很长的黏液丝状物质，口感

微甜，有淡淡氨臭味［２］．纳豆营养价值很高，具

有抗血栓、降血压、抗肿瘤等多种生理功能，长

期食用可预防或治疗多种亚健康疾病［３］．纳豆

激酶是一种具有强大溶栓活性的丝氨酸蛋白

酶［４］，与临床一线溶栓药物（尿激酶和链激酶）

相比，纳豆激酶具有安全性好、成本低、半衰期

长、可口服等优点，因此作为溶栓药物或保健食

品备受关注［５］．

尽管纳豆是一种成本低、营养价值高的健

康食品，但因其具有特殊氨臭味，不易被广大消

费者接受［６］．鹰嘴豆是仅次于大豆的世界第二

大种植豆类［７］，所含氨基酸种类齐全，且包含了

人体必需的８种氨基酸［８］．金爽等［９］研究发现，

鹰嘴豆经纳豆芽孢杆菌发酵后，具有比传统纳

豆氨臭味轻、拉丝现象少、口感好、纳豆激酶活

性高等优点．因此，用鹰嘴豆发酵制作纳豆具有

广阔的开发前景．

纳豆芽孢杆菌是可应用于食品的安全益生

菌，具有改善人体肠道菌群，助消化，增强肌体

免疫力等功能［１０］．将纳豆芽孢杆菌接种到鹰嘴

豆上进行发酵，可制成富含纳豆激酶的鹰嘴豆

纳豆．纳豆激酶活力是评价纳豆品质和营养价

值的重要指标，其评价方法很多，主要包括纤维

蛋白平板法、纤维蛋白块溶解时间法、四肽底物

法、酶联免疫吸附法、血清板法和 Ｆｏｌｉｎ－酚法

等［１１］．其中，Ｆｏｌｉｎ－酚法简单易行、成本低，可以

同时测定多个样品，且采用此法测得的纳豆激酶

活力与纤溶活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１２］．

张俊杰等［１３］分别从市购纳豆和土壤中分

离出纳豆芽孢杆菌，用其发酵制备鹰嘴豆纳豆，

并采用Ｆｏｌｉｎ－酚法测定了鹰嘴豆纳豆的纳豆

激酶活力．高瑞雄等［１０］用分离自市购纳豆中的

纳豆芽孢杆菌菌株发酵得到的纳豆中，纳豆激

酶活力更高；从土壤中分离出的纳豆芽孢杆菌

菌株，在发酵鹰嘴豆纳豆产纳豆激酶方面也有

着接近于市购纳豆中分离出的纳豆芽孢杆菌菌

株的优良性能．此外，接种方式和接种量对纳豆

芽孢杆菌的生长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

其发酵过程［１４］．王瑞珍等［１５］用纳豆芽孢杆菌

与戴尔凯氏有孢圆酵母混合接种发酵核桃粕，

纳豆激酶活力提高了７０．４２％．孙军德等［１６］采

用沼泽红假单胞菌和纳豆芽孢杆菌混合固态发

酵淀粉豆，纳豆激酶活力提高了５３．７４％．张超

凤等［１７］在运用响应面法优化纳豆激酶液态发

酵条件时发现，随着纳豆芽孢杆菌接种量的增

加，纳豆激酶活力也在提高，当纳豆芽孢杆菌接

种量为２％时，纳豆激酶活力最高，而当纳豆芽

孢杆菌接种量超过２％时，纳豆激酶活力急剧

下降．基于此，本研究拟以鹰嘴豆为原料，从分

离自市购纳豆和土壤的纳豆芽孢杆菌中各挑选

一株高产纳豆激酶菌株，同时设置不同的接种

量梯度，并分别采用单接种和混合接种两种方

式制备鹰嘴豆纳豆，以纳豆激酶活力为响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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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研究最佳接种量和接种体积比，以期制得具

有高纳豆激酶活力的鹰嘴豆纳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原料　鹰嘴豆，购自云南文山自治州丘

北县；纳豆芽孢杆菌菌株Ｆ２４和Ｓ１５，分别分

离自市购纳豆和土壤，现保存于郑州轻工业大

学４２３实验室菌库（ＷＹＣＣＷＦ）．

１．１．２　主要培养基与试剂　ＬＢ固体培养基和

胰蛋白胨（生化试剂），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产；Ｆｏｌｉｎ－酚试剂（分析纯），北京

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产；酵母浸粉（生化试

剂），北京双旋微生物培养基制造厂产；Ｌ－酪

氨酸（分析纯），合肥博美生物科技责任有限公

司产；ＨＣｌ，ＮａＣｌ，Ｎａ２ＨＰＯ４，ＫＨ２Ｐ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ＭｇＳＯ４等化学试剂（分析纯），天津市永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产．

１．１．３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ＤＨ－６００Ａ型电热

恒温培养箱、１０１型电热鼓风干燥箱，北京中兴

伟业仪器有限公司产；ＳＷ－ＣＪ－２Ｄ型超净工

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产；ＤＭＥＸ３０型生

物显微镜，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产；ＢＣＤ－

２２１ＴＭＢＡ型冰箱，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产；

ＦＯＲＭＡ－８６Ｃ型超低温冰箱，郑州金友宁仪器

有限公司产；ＺＷＹ－１００Ｈ型摇床，上海智城分

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产；ＡＥ２２４型分析天平，北

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产；ＴＧＬ－１６Ｇ型离

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产；ＳＣ－１５型恒温

水浴锅和 ＳＣＩＥＮＴＺ－１０Ｎ型真空冷冻干燥机，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Ｔ６型紫外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

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菌株的活化　从－８０℃冰箱中取出筛

选保存的供试纳豆芽孢杆菌菌株 Ｆ２４和 Ｓ１５

甘油管，待甘油管在室温下融化后，在超净工作

台内吸取１００μＬ菌液，采用划线平板法均匀涂

在ＬＢ平板上，于３７℃条件下倒置培养．待菌落

长出后，挑取单菌落接种于５０ｍＬ液体培养基

中，于３７℃条件下振荡培养２４ｈ，备用．

１．２．２　鹰嘴豆纳豆的制备　鹰嘴豆纳豆的制

备工艺流程为：原料预处理→蒸煮→接种→发

酵→后熟．具体制作步骤如下．

１）原料预处理：挑选颗粒饱满、大小均匀

的鹰嘴豆，清水淋洗去除鹰嘴豆中的杂质，于室

温下清水浸泡２４ｈ．

２）蒸煮：将浸泡后的鹰嘴豆在０．１３ＭＰａ压

力下蒸煮２０ｍｉｎ．

３）接种：于无菌条件下按设定的接种量和

接种体积比接种纳豆芽孢杆菌．接种后轻轻晃

动三角瓶，使鹰嘴豆与菌液充分接触．

４）发酵：于３７℃恒温恒湿培养箱中发酵培

养２４ｈ．

５）后熟：发酵结束后，置于４℃条件下后熟

２４ｈ［１３］，即得鹰嘴豆纳豆．

１．２．３　单接种实验　将 Ｆ２４和 Ｓ１５两株菌

的菌液分别以Ｖ（单菌株）ｍ（鹰嘴豆）＝２％，

４％，６％，８％，１０％的接种量接种到灭菌蒸熟的

鹰嘴豆中，采用１．２．２中的发酵条件制备鹰嘴

豆纳豆，然后测定各样品纳豆激酶活力．

１．２．４　混合接种实验　将 Ｆ２４和 Ｓ１５两株

菌的菌液分别以１３，１２，１１，２１，３１

的体积比混合后，以 Ｖ（混合菌株）ｍ（鹰嘴

豆）＝２％，４％，６％，８％，１０％的接种量分别接种

到灭菌蒸熟的鹰嘴豆中，采用１．２．２中的发酵条

件制备鹰嘴豆纳豆，同时测定各样品纳豆激酶

活力．

１．２．５　纳豆激酶粗酶液的制备　将发酵好的

新鲜纳豆送入预冷室冷冻至－３５～－４０℃，然

后进行冷冻干燥，最后用粉碎机粉碎即得含纳

豆激酶的纳豆样品粉末．在每 ｇ纳豆样品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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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５ｍＬ质量分数为０．９％的生理盐水，于

４℃ 条件下浸提 ４ｈ，再于 ４℃ 条件下

４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所得上清液即为纳豆

激酶粗酶液［１７］．

１．２．６　酪氨酸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照表１所

示Ｆｏｌｉｎ－酚法试剂表依次加入 Ｔｙｒ标准溶液、

蒸馏水和试剂 Ａ，混匀，室温放置１０ｍｉｎ，再加

入试剂Ｂ，立即混匀，室温放置３０ｍｉｎ，以０＃管

作为空白对照调０，于 ６８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其他

各管ＯＤ值，然后以酪氨酸（Ｔｙｒ）标准溶液质量

浓度／（μｇ·ｍＬ－１）为横坐标，ＯＤ值为纵坐标，

绘制酪氨酸标准曲线．

表１　Ｆｏｌｉｎ－酚法试剂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ｉｓｔｏｆａｇｅｎｔｓｕｓｅｄｆｏｒ

Ｆｏｌｉｎｐｈｅｎ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ｍＬ

试管编号 Ｔｙｒ标准溶液 蒸馏水 试剂Ａ 试剂Ｂ
０＃ ０ ０．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１＃ ０．０２５ ０．４７５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２＃ ０．０５０ ０．４５０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３＃ ０．０７５ ０．４２５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４＃ ０．１００ ０．４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５＃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０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６＃ ０．２００ ０．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１．２．７　纳豆激酶粗酶液 ＯＤ值的测定　参考

标准 ＳＢ／Ｔ１０３１７—１９９９［１８］的方法，在 １．５ｍＬ

离心管中加入３００μＬ纳豆激酶粗酶液，再加入

３００μＬ质量分数为１％的酪蛋白溶液，混匀，

４０℃ 水浴加热１０ｍｉｎ，再加入３００μＬ质量分

数为１０％的三氯乙酸溶液终止反应．于室温条

件下 ４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滤液

２０μＬ，用上述Ｆｏｌｉｎ－酚法测定６８０ｎｍ波长处

的纳豆激酶粗酶液ＯＤ值．

１．２．８　纳豆激酶活力计算方法
在４０℃条件下，每ｇ样品每ｍｉｎ水解酪蛋

白产生１μｇ酪氨酸，即被定义为１个蛋白酶活

力单位．样品纳豆激酶活力计算公式如下．

样品纳豆激酶活力＝ Ａ
１０Ｍ×４５Ｎ

式中：Ａ为由样品测得的 ＯＤ值，带入标准曲线

得相应的酪氨酸质量／μｇ；１０表示反应时间

１０ｍｉｎ；Ｍ为样品质量／ｇ；４５表示从９００μＬ反

应液中取出２０μＬ进行测定，即４５倍；Ｎ为酶

液稀释的倍数．

１．３　数据处理
使用Ｏｒｉｇｉｎ９．１进行数据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酪氨酸标准曲线的绘制与分析
图１为用 Ｆｏｌｉｎ－酚法绘制的酪氨酸标准

曲线，得到的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ｙ＝

０．０５６５ｘ＋０．００３，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９１，表明

两者之间线性关系良好，能够用于样品纳豆激

酶活力的测定．

图１　用Ｆｏｌｉｎ－酚法绘制的酪氨酸标准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ｏｌｉｎｐｈｅｎ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　单接种对纳豆激酶活力的影响
图２为单接种对纳豆激酶活力的影响结

果．从图２可以看出，采用单一菌株发酵制备的

鹰嘴豆纳豆的纳豆激酶活力较低，均在

３０００ＵＩ／ｇ以下，且纳豆激酶活力均呈现出随着

接种量的增加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

Ｆ２４菌株在接种量为４％时纳豆激酶活力最

高，达２８２７．０９ＵＩ／ｇ，显著高于 Ｓ１５菌株的

１４４３．９９ＵＩ／ｇ；而Ｓ１５菌株在接种量为６％时

纳豆激酶活力最高，为２０１７．７８ＵＩ／ｇ，与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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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２４菌株的２０３２．７９ＵＩ／ｇ无显著差异．这可

能是因为随着接种量增加，纳豆芽孢杆菌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代谢产物抑制了其自身生

长，从而使发酵后期的纳豆激酶活力有所降低．

２．３　混合接种对纳豆激酶活力的影响
图３为混合接种对纳豆激酶活力的影响结

果．从图３可以看出，经混合接种发酵后，纳豆

激酶活力显著提升，均高于５０００ＵＩ／ｇ，显著高

于单接种时的纳豆激酶活力．当 Ｆ２４菌株与

Ｓ１５菌株的接种体积比为１３，１２和３１

时，在接种量为 ６％时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６１５７．１６ＵＩ／ｇ，５７９３．１２ＵＩ／ｇ和５９０６．８８ＵＩ／ｇ；

且当 Ｆ２４菌株与 Ｓ１５菌株的接种体积比为

１３时，纳豆激酶活力随着接种量的增加呈现

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当Ｆ２４菌株与Ｓ１５

菌株的接种体积比为１２和３１时，纳豆激

酶活力在接种量为６％时达到最高值后随着接

种量的增加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当 Ｆ２４菌株

与Ｓ１５菌株的接种体积比为１１和２１时，

在接种量为 ４％ 时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６２８７．１６ＵＩ／ｇ和５６２６．７８ＵＩ／ｇ．而在相同的接

种量下，纳豆激酶活力均在两株菌接种体积比

为１１时达到最高．当接种体积比为１１，接

种量为４％时，纳豆激酶活力为所有接种组合

中的最高值，为６２８７．１６ＵＩ／ｇ．因此，确定当菌

株Ｆ２４与Ｓ１５的混合接种体积比为１１，接

种量为４％时，为两菌珠混合接种的最优接种

参数．

３　结论

本研究采用两株分离自市售纳豆和土壤的

纳豆芽孢杆菌 Ｆ２４和 Ｓ１５，分别采用单接种

和混合接种两种方式发酵鹰嘴豆，制备鹰嘴豆

纳豆．结果表明，与单接种相比，Ｆ２４菌株和

Ｓ１５菌株混合接种后，鹰嘴豆纳豆的纳豆激酶

活力从不到３０００ＵＩ／ｇ增加到５０００ＵＩ／ｇ以上，

图２　单接种对纳豆激酶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ｔｏｋｉｎａｓｅ

图３　混合接种对纳豆激酶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ｔｏｋｉｎ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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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显著的提升．当两菌株接种体积比为１１，

接种量为４％时，鹰嘴豆纳豆中纳豆激酶活力

最高，达６２８７．１６ＵＩ／ｇ．这说明在混合接种条

件下，两菌协同生长可以更好地促进纳豆激酶

的产生．

该研究的结果已证明混合接种相较于单接

种对提高纳豆激酶活力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影

响鹰嘴豆纳豆的纳豆激酶活力的因素还有很

多，比如发酵时间、发酵温度等．接下来拟进一

步研究混合接种其他因素对鹰嘴豆纳豆感官品

质的影响，以便为鹰嘴豆纳豆的开发和推广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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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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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郑州轻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食品生产与安全河南省协同创新中
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２．河南省寿酒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０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Ｈｅ′ｎａｎＳｈｏｕｊｉｕ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４５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摘要：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河南省某酒企中温大曲曲皮和曲心两个部位的真

菌群落和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及其组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中温大曲曲皮
样品中真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度均高于曲心样品；子囊菌门是大曲曲皮和曲心样

品中的唯一优势菌门；大曲样品中共检测到１５种真菌，其中扣囊复膜孢酵母、
雪黄散囊菌和毕赤酵母ｓｐ１为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优势真菌，扣囊复膜孢酵母
在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含量基本一致，而雪黄散囊菌和毕赤酵母 ｓｐ１在曲皮和
曲心样品中的含量差异较大．２）中温大曲曲心样品中细菌群落多样性高于曲皮
样品，但其丰度低于曲皮样品；在大曲样品中共检测到２８个属，其中肠杆菌属、
乳杆菌属、乳球菌属、布氏杆菌属、肠球菌属和欧文氏菌属为大曲样品中的优势细

菌属，除布氏杆菌属外，其他优势细菌属在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含量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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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曲作为一种糖化剂、发酵剂、产香剂和原

料，在制酒、制醋、制酱油等传统酿造行业的应

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大曲主要用于白酒

固态发酵［１］，其品质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白酒的品质和风格．大曲主要是以大麦、小

麦、豌豆等单一或多种谷物为原料，经破碎、加

水混合再压成块状曲醅［２］，经自然或人工接种

并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固态发酵，

经成型、控温、贮存等十几个环节而制成块曲或

砖曲．制曲过程中，纯种或环境中的微生物在适

宜的条件下经过长时间的富集和培养，可在曲

醅表面和内部形成有益的酿酒微生物群系［３］．

大曲微生物菌群复杂，主要集中在酵母菌、霉菌

和细菌三类菌中，三者在酿酒过程中的糖化、产

香、产酒方面可以协同作用，但各自侧重不

同［４］：酵母菌有酒化和酯化的作用；霉菌助产一

些生物酶，如红曲霉和米根霉产酯化酶，黑曲霉

助产淀粉酶、蛋白酶和糖化酶［５－６］；细菌助产一

些呈香物质，如吡嗪类化合物、愈创木酚、苯甲

醛、乳酸、芳香族化合物等多种香气成分．此外，

大曲中还有少量的放线菌，其功能虽然尚不明

确，但其可以产生蛋白酶，使蛋白质分解成氨基

酸，进而与淀粉分解生成的糖反应会产生醛、

酮、吡嗪类化合物等香味物质．
目前，关于大曲群落信息研究的报道很

多［７－８］，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传统可培养方

法［９］、传统分子生态学方法（１６ｓｒＤＮＡ克隆文
库法［１０］、ＰＣＲＤＧＧＥ［１１］，扩增核糖体 ＤＮＡ限制
性分析［１２］和 ＰＬＦＡ［１３］等）和高通量测序技
术［１４］．尤其是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使得大
曲中痕量微生物和不可培养微生物得以被发

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大曲中微生物群落多

样性的认识．目前对产自四川、贵州等地区的大
曲微生物的研究较多，但对产自河南地区的大

曲微生物群落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产自河南

地区的大曲曲皮和曲心微生物群落差异尚不明

晰．基于此，本文拟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河
南地区中温大曲曲皮和曲心两个部位的微生物

群落多样性及其组成，以期拓展对河南地区中

高温大曲中微生物种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丰富对我国不同地区中温大曲微生物多样性的

认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和仪器
１．１．１　样品采集　中温大曲样品，取自河南某
知名酒厂，取曲块表面厚度约为１ｃｍ的大曲作
为曲皮样品，粉碎后备用；在曲块中心，取长、

宽、厚均为５ｃｍ的正方体作为曲心样品，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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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用．

１．１．２　主要试剂　２×Ｔａｑ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上

海天根生物公司产；引物 ＩＴＳ１／ＩＴＳ４和 ５１５Ｆ／

８０６Ｒ，氯化钠、苯酚、氯仿，生工生物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产；无水乙醇，上海联硕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产；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产；ＳＤＳ，美国Ａｍｒｅｓｃｏ公司产；Ｔｒｉｓ，北京

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产；ＥＤＴＡ，上海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醋酸铵，天津市科密欧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产．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１．３　主要仪器　ＭＰ２００Ａ型精密电子天平，

上海良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产；ＴＧ１６－ＷＳ型

台式高速离心机，安徽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产；ＤＫＹ－Ⅱ型恒温调速回转式摇床，倍辉北京

产品部产；ＺＤＸ－３５Ｂ型灭菌锅，上海三申医疗

器械厂产；ＳＷ－ＣＪ－１Ｆ型超净工作台，苏州净

化设备有限公司产；ＪＹ９２－Ⅲ型 ＰＣＲ仪，宁波

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ＤＹＹ－８Ｃ型琼

脂糖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基因组提取

１．２．１．１　样品预处理　分别称取７ｇ大曲曲

皮和曲心样品，用２０ｍＬ灭菌后的０．１ｍｏｌ／Ｌ

ＰＢＳ缓冲液悬浮，加入３—５颗玻璃珠，漩涡振

荡５ｍｉｎ后在３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离心５ｍｉｎ，取

上清液，沉淀用ＰＢＳ缓冲液重复洗涤３次，离心

后合并上清液．将上清液于９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

离心３ｍｉｎ，弃去上清液，收集细胞沉淀．再用

５ｍＬＰＢＳ缓冲液重复洗涤 ３次，每次于

９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离心３ｍｉｎ，收集细胞沉淀．

最后将细胞沉淀用１．５ｍＬＰＢＳ缓冲液重新悬

浮，该悬浮液用于基因组提取．

１．２．１．２　ＤＮＡ的提取　上述悬浮液中 ＤＮＡ

的提取参照Ｈ．Ｙ．Ｗａｎｇ等［１５］的方法．

１．２．２　ＰＣＲ扩增与高通量测序　采用原核微

生物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 Ｖ４可变区设计的通

用引物 ５１５Ｆ／８０６Ｒ［１６］和真核生物通用引物

ＩＴＳ１／ＩＴＳ４分别对上述基因组进行 ＰＣＲ扩增，

两种引物的 ＰＣＲ扩增和高通量测序方法分别

参照胡晓龙［１７］和朱文优［１８］的方法进行．

１．２．３　数据处理

１．２．３．１　序列质量控制　采用 Ｃｕｔａｄａｐｔ

（ｖ１．９．１），Ｖ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Ｑｉｉｍｅ（１．９．１）分析

软件对所测原始序列进行质量控制：首先，将每

对双向测序的序列进行比对，根据比对的末端

重叠区进行拼接，拼接时保证至少有２０ｂｐ的

重叠区，去除拼接结果中含有 Ｎ的序列；接着，

去除引物和接头序列，去除两端质量值低于

２０ｂｐ的碱基，去除长度小于２００ｂｐ的序列；最

后，将上面拼接过滤后的序列与数据库进行比

对，去除其中的嵌合体序列，得到最终的有效

数据．

１．２．３．２　操作分类单元（ＯＴＵ）分析　采用

Ｑｉｉｍｅ′ｓｕｃｌｕｓｔ程序将相似度为９７％的有效序

列归为一个 ＯＴＵ，并确定每个 ＯＴＵ的代表序

列［１７］．将获得的每个 ＯＴＵ的代表序列与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ＤＰ）在线数据库进

行比对，选取置信度为８０％的阈值对上述序列

进行分类，进而确定每个 ＯＴＵ的分类水平，即

门、纲、目、科、属、种水平．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大曲样品中真菌群落多样性及其组成

分析

２．１．１　大曲真菌群落多样性　大曲真菌群落

稀疏曲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当测序深度

超过１００００序列时，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真菌群

落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ＯＴＵ数目基本不再增加，稀疏曲线

趋于平缓．由于本实验所测序列深度远高于

１００００条，因此，本文所选取样品有效测序数量

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待测大曲样品的真菌群落多

样性信息．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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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曲真菌群落稀疏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ｕｎ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Ｄａｑｕ

大曲真菌群落多样性指数见表 １．由表 １

可知，经过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Ｍｉｓｅｑ高通量测序和序列质

量控制，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真菌菌群中所得有

效序列分别为６６８５０条和 ７０９５４条．曲皮样品

中真菌群落的Ｓｈａｎｎｏｎ和 Ｃｈａｏ１指数均略高于

曲心样品，表明曲皮样品中真菌群落多样性和

丰度高于曲心样品．这可能是由于在制曲和存

放过程中曲皮和空气或地面直接接触，氧气充

足，而曲心温度高于曲皮且氧含量低于曲皮，进

而导致曲皮真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度高于曲心，

这与李燕荣等［１９］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１．２　大曲真菌群落组成　大曲曲皮和曲心

样品中真菌群落组成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

代表性ＯＴＵ序列的物种注释结果表明，除“门”

表１　大曲真菌群落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

ｆｕｎｇ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Ｄａｑｕ

微
生物

取样
位置

Ｃｈａｏ１ＳｈａｎｎｏｎＳｉｍｐｓｏｎ ＲｅａｄｓＮｏ．
ＡｖｇＬｅｎ
／ｂｐ

Ｇｏｏｄ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真菌
曲皮 ３０ １．４７３ ０．５１４ ６６８５０ ３２２ ０．９７０

曲心 ２７ １．３５２ ０．４９０ ７０９５４ ３１７ ０．９７０

细菌
曲皮 ５０ １．７４４ ０．４８４ ４２５９０ ４５９ １．０００

曲心 ３８ ２．０３０ ０．６３５ ５０３２３ ４６２ １．０００

水平外，大曲曲皮和曲心样品在不同分类水平

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门”水平（图２ａ）），子囊菌门（Ａｓｃｏｍｙ

ｃｏｔａ）是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唯一优势（相对含

量≥１％）菌门，相对含量均大于９９％，同时也

是四川和安徽等地区中温大曲中的优势真菌菌

门［１８，２０］．

在“纲”水平（图 ２ｂ）），酵母纲（Ｓａｃｃｈａｒｏ

ｍｙｃｅｔｅｓ）和散囊菌纲（Ｅｕｒｏｔｉ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为大曲样

品中的优势真菌，且其中酵母纲的相对含量远

高于散囊菌纲的相对含量；较之于曲心，曲皮样

品中酵母纲相对含量较高，散囊菌纲相对含量

较低．

在“目”水平（图２ｃ）），酵母菌目（Ｓａｃｃｈａｒｏ

ｍｙｃｅｔａｌｅｓ）和散囊菌目（Ｅｕｒｏｔｉａｌｅｓ）为大曲样品

中的优势微生物，同时也含有少量的毛霉目

（Ｍｕｃｏｒａｌｅｓ）．

在“科”水平（图２ｄ）），共检测到９个科，

其中复膜孢酵母科（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ｏｐｓｉｄａｃｅａｅ）、发

菌科（Ｔｒｉｃｈｏｃｏｍａｃｅａｅ）、毕赤酵母科（Ｐｉｃｈｉａｃｅ

ａｅ）和酵母科（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ｔａｃｅａｅ）为大曲样品

中的优势菌科，其在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平均

相对含量分别为 ６５．３％，２７．２％，３．５％和

２．２％．较之于曲心样品，曲皮中毕赤酵母科

（６．３％）和酵母科（４．１％）的相对含量较高；复

膜孢酵母科在曲皮（６５．４％）和曲心（６５．２％）

中的相对含量差别不大；发菌科（２３．３％）的相

对含量较低．

在“属”水平（图２ｅ）），共检测到１４个属，

其中复膜孢酵母属（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ｏｐｓｉｓ）、散囊菌

属（Ｅｕｒｏｔｉｕｍ）、毕赤酵母属（Ｐｉｃｈｉａ）和酵母属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为大曲样品中的 ４个优势菌

属，其在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平均相对含量分

别为６５．３％，２６．３％，３．５％和２．２％．尽管复膜

孢酵母属和毕赤酵母属是不同地域中温大曲样

品共有的优势微生物，但不同地域中温大曲样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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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整体的优势微生物组成存在明显的差异，如

安徽某酒厂中温大曲中有７种优势真菌，四川

某酒厂中温大曲中则有１０多种优势真菌［１８，２０］，

这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水源、气候、工艺等的

不同所造成的微生物群落的区域差异．此外，复

膜孢酵母属在曲皮样品（６５．４％）中和曲心样

品（６５．２％）中的相对含量基本相同；而散囊菌

属在曲皮样品（２３．２％）中的相对含量低于曲

图２　大曲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真菌群落组成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ｆｕｎｇ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ＱｕｐｉａｎｄＱｕｘｉｎｏｆＤａｑｕｓａｍｐｌｅ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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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样品（２９．３％）；毕赤酵母属和酵母属在曲皮

样品（６．３％和４．１％）中的相对含量均远高于

曲心样品（０．８％和０．３％）．

在“种”水平（图２ｆ）），共检测到１５个种，

其中扣囊复膜孢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ｏｐｓｉｓｆｉｂｕｌｉｇ

ｅｒａ）、雪黄散囊菌（Ｅｕｒｏｔｉｕｍｎｉｖｅｏｇｌａｕｃｕｍ）和毕

赤酵母ｓｐ１（Ｐｉｃｈｉａｓｐ１）为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

优势真菌，其在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平均相对

含量分别为６５．３％，２６．１％和３．４％．在优势真

菌组成上，曲皮和曲心样品中扣囊复膜孢酵母

含量基本一致，分别为 ６５．４％ 和６５．２％；雪黄

散囊菌在曲皮样品（２３．０％）中的含量低于曲

心样品（２９．２％）；毕赤酵母 ｓｐ１在曲皮样品

（６．１％）中含量远高于曲心样品（０．７％）．

２．２　大曲样品中细菌群落多样性及其组成

分析

２．２．１　大曲细菌群落多样性　经过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Ｍｉｓｅｑ高通量测序和序列质量控制，曲皮和曲

心样品中细菌菌群中所得有效序列分别为

４２５９０条和５０３２３条，其平均长度大小分别为

４５９ｂｐ和４６２ｂｐ．通过图３所示大曲细菌群落

稀疏曲线可以看出，测序深度大于１００００条

时，稀疏曲线趋于平缓，由于本实验所测序列深

度远高于１００００条，因此，本文所选取样品有效

测序数量能够充分反映待测大曲样品的细菌群

落多样性信息．

由表 １可知，曲心样品中细菌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高于曲皮样品，表明曲心样品中

细菌群落多样性高于曲皮样品．但是，曲皮样品

中细菌群落 Ｃｈａｏ１指数高于曲心样品，表明曲

皮样品中细菌群落丰度略高于曲心样品，这一

研究结果与李登勇等［２１］发现的高温大曲细菌

群落分布规律相近．

２．２．２　大曲细菌群落组成　大曲曲皮和曲心

样品中细菌群落组成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

曲皮和曲心部位细菌群落组成在门、纲、目、科、

图３　大曲细菌群落稀疏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Ｄａｑｕ

属、种水平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门”水平（图４ａ）），共检测到５个门．其

中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厚壁菌门（Ｆｉｒｍｉ

ｃｕｔｅｓ）为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的优势菌门，其在曲

皮和曲心样品中的平均含量分别为７９．６％和

１７．１％．较之于曲心样品，曲皮中的变形菌门相

对含量较高，厚壁菌门相对含量较低，而酸杆菌

门仅在曲皮样品中可以检测到．

在“纲”水平（图４ｂ）），共检测到１０个纲，

其中γ－变形菌纲（Ｇａｍｍ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芽孢

杆菌纲（Ｂａｃｉｌｌｉ）和 α－变形菌纲（Ａｌｐｈａｐｒｏ

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为大曲样品中的优势菌纲．较之于

曲心样品，曲皮中的 γ－变形菌纲相对含量较

高，而芽孢杆菌纲相对含量（９．９％）明显低于

曲心（２４．２％）．此外，Ｄｅｌｔ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Ｈｏｌ

ｏｐｈａｇａｅ，ｖａｄｉｎＨＡ１７和鞘脂杆菌纲（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

ｔｅｒｉｉａ）４种纲仅在曲皮样品中可以检测到．

在“目”水平（图４ｃ）），共检测到１２个目，

其中肠杆菌目（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ｅｓ）、乳杆菌目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ａｌｅｓ）和根瘤菌目（Ｒｈｉｚｏｂｉａｌｅｓ）为大

曲样品中的优势菌目．肠杆菌目在曲皮样品中

的相对含量（８２．７％）高于在曲心样品中的相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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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大曲曲皮和曲心样品中细菌群落组成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ＱｕｐｉａｎｄＱｕｘｉｎｏｆＤａｑｕｓａｍｐｌｅｓ

对含量（７３．２％）；乳酸杆菌目在曲皮中的相对
含量（８．２％）远低于在曲心样品中的相对含量
（２４％）；根瘤菌目在曲皮中的相对含量

（１．３％）和在曲心中的相对含量（１．４％）基本
相同．

在“科”水平（图４ｄ）），共检测到１９个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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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肠杆菌科（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链球菌科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肠球菌科（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

乳杆菌科（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ａｃｅａｅ）和布鲁氏菌科（Ｂｒｕ

ｃｅｌｌａｃｅａｅ）为大曲样品中的优势菌科．曲皮样品

中肠杆菌科的相对含量（８２．７％）和乳杆菌科

的相对含量（２．５％）均高于其在曲心样品中的

含量（分别为７３．２％和０．６％）；而曲皮样品中

链球菌科的相对含量（４．９％）和肠球菌科的相

对含量（０．４％）明显低于其在曲心样品中的相

对含量（分别为１８．６％和４．７％）．

在“属”水平上（图４ｅ）），共检测到２８个

属，其中肠杆菌属（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乳杆菌属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乳球菌属（Ｌａｃｔｏｃｏｃｃｕｓ）、布氏杆

菌属（Ｂｒｕｃｅｌｌａ）、肠球菌属（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和欧文

氏菌属（Ｅｒｗｉｎｉａ）为大曲样品中的优势菌属，其

含量分别占曲皮和曲心细菌含量的９０．０％和

９７．８％，且肠杆菌属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优势菌

属．肠杆菌属和肠球菌属也是四川和贵州某些

高温大曲中的优势微生物，其主要代谢产物包

括乳酸等，有助于香气物质乳酸乙酯的形成，并

有效抑制杂菌的生长［２１］．上述优势细菌中除布

氏杆菌属外，其余５个优势细菌属在曲皮和曲

心样品中含量差异较大．

在“种”水平（图４ｆ）），共检测到３８个种，

其中布鲁氏菌（Ｂｒｕｃｅｌｌａｍｉｃｒｏｔｉ）、肠杆菌（Ｅｎｔｅｒ

ｏｂａｃｔｅｒｃｌｏａｃａｅ）、烟性肠杆菌（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ｔａｂａ

ｃｉ）、鹑鸡肠球菌（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ｇａｌｌｉｎａｒｕｍ）、

Ｅｒｗｉｎｉａｇｅｒｕｎｄｅｎｓｉｓ和格氏乳球菌（Ｌａｃ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ｇａｒｖｉｅａｅ）为大曲样品中的优势细菌，其在曲皮

和曲心样品中平均含量分别为１．２％，６２．８％，

１０．４％，２．５％，４．０％和１１．７％．在优势细菌组

成上，肠杆菌和烟性肠杆菌曲皮含量高于曲心

样品；鹑鸡肠球菌、Ｅｒｗｉｎｉａｇｅｒｕｎｄｅｎｓｉｓ和格氏

乳球菌在曲皮样品中的含量远低于曲心样品；

布鲁氏菌在曲皮和曲心样品含量基本一致．

３　结论

本研究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河南某酒企

中温大曲样品中的真菌群落和细菌群落多样性

及其组成进行了解析，主要结论如下：

１）中温大曲曲皮样品中真菌群落多样性

和丰度均高于曲心样品；子囊菌门是大曲曲皮

和曲心样品中的唯一优势菌门，其在曲皮和曲

心样品中的相对含量均大于９９％；大曲样品中
共检测到１５种真菌，其中扣囊复膜孢酵母、雪

黄散囊菌、毕赤酵母 ｓｐ１为曲皮和曲心样品中
的优势真菌，扣囊复膜孢酵母在曲皮和曲心样

品中的含量基本一致，分别为 ６５．４％ 和
６５．２％，而雪黄散囊菌和毕赤酵母 ｓｐ１在曲皮

和曲心样品中的含量差异较大．
２）中温大曲曲心样品中细菌群落多样性

高于曲皮样品，但其丰度低于曲皮样品；在曲皮

和曲心样品中共检测到２８个属，其中肠杆菌

属、乳杆菌属、乳球菌属、布氏杆菌属、肠球菌属

和欧文氏菌属为大曲样品中的６个优势细菌
属，除布氏杆菌属外，其他优势细菌属在曲皮和

曲心样品中的含量差异较大．

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我国不同地

区中温大曲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认识，同时为

今后科学设计或选用多种培养方法定向分离大

曲功能微生物，以及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合理配

比曲皮和曲心样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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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豆科绿肥根瘤菌资源研究现状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ｕｓｇｒｅｅｎｍａｎｕｒ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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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瘤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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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农业大学 根瘤菌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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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紫云英、三叶草和箭薚豌豆３种主要豆科绿肥作物的特性及其共生根
瘤菌多样性进行综述指出，这３种豆科绿肥作物均具有较强的固氮能力，可提
高肥力，改善土壤结构；与其共生的根瘤菌具有较强的多样性，针对不同地区接

种匹配的高效根瘤菌菌株，可达到较为理想的增产固氮效果．今后应加强适宜
不同地区的根瘤菌菌种选育，添加甘油、海藻糖等保护剂制作不同剂型的根瘤

菌菌剂，并对其大田生产运用开展研究，以更好发挥绿肥在现代绿色农业发展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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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绿肥是指直接或经堆沤后施入土壤作为肥

料使用的栽培或野生绿色植物体［１］，作为生态

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栽培利用历史悠久，曾

对我国农业生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３］．绿

肥能够吸碳固氮，促进养分良性循环，有效培肥

改土等［４－８］，具有节能、减排、增效等特点，有助

于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９］．绿肥对

于现代农业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耕层土壤

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作为开垦荒地的先锋

作物，为后作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使得开垦初

期即可得到增产增收；覆盖地面，固沙护坡，防

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等等［１０］．按植物学

科分类，可将绿肥分为豆科绿肥和非豆科绿肥．

豆科绿肥有紫云英、三叶草、箭薚豌豆、毛叶苕

子等７２种，非豆科绿肥有黑麦草、满江红、莲子

草等２６种［１，１１］．此外，研究表明［１２］，豆科绿肥

的肥料价值和饲料价值均高于非豆科绿肥．豆

科绿肥具有生物固氮作用，不仅可以提高土地

的生产力，改良土壤，而且翻压绿肥并利用其根

茬可有效改善土壤养分供应情况，使下茬作物

产量明显提高［１３］．但是豆科植物需要与相应的

根瘤菌互作以形成共生匹配关系，才能发挥共

生固氮体系的优势［１４］．根瘤菌与豆科植物共生

关系的建立，是细菌、植物和环境三方相互作用

的结果，而不只是细菌与植物间的相互对

话［１５］，且其共生关系因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而

具有多样性．因此，不同地区应选择适宜的豆科

绿肥作物，并接种与之相匹配的高效根瘤菌菌

株，这样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生物固氮作用，为

现代农业提供更大的价值．目前关于豆科绿肥

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及其生物地理学分布的研

究已有许多，但是豆科绿肥的种类众多，不同地

区的土壤特性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需要系统

地对豆科绿肥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和生物地理

学分布规律展开研究，以便为不同地区的豆科

绿肥种植提供技术指导．

本文拟对紫云英、三叶草、箭薚豌豆３种主

要豆科绿肥作物的特性及其共生根瘤菌多样性

进行综述，以期为不同地区选育合适的豆科绿

肥作物、接种匹配的高效根瘤菌菌株提供参考．

１　主要豆科绿肥作物特性

１．１　紫云英
紫云英（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ｓｉｎｉｃｕｓ），又名红花草、

翘摇、草子等，属于豆科黄芪属作物，一般在秋

季套播于稻田，是我国南方稻田主要的冬季绿

肥［１６－１７］．紫云英含有较高的营养成分，约含氮

０．４８％（质量分数，下同），五氧化二磷０．１１％，

氧化钾 ０．２４％，即 １００ｋｇ鲜草相当于尿素

２．０８ｋｇ，过磷酸钙０．９２ｋｇ，氯化钾０．２４ｋｇ，此

外还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是农业生产中不可多

得的有机肥源［１８］．通过紫云英还田可以增加稻

田土壤养分，改善稻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

状，提高水稻产量［１９－２２］．紫云英还可以固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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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的氮，从而减少氮肥的施用和氮素的流

失［２３－２４］，减少稻田温室气体 Ｎ２Ｏ和 ＣＨ４的排

放，改善稻田的生态环境［２５－２６］．此外，紫云英作
为牧草和蔬菜，也可以生产一种营养价值很高

的花蜜［２７］．我国紫云英的种植历史悠久，且种
质资源丰富，按开花和成熟期来分，其品种可分

为特早熟种、早熟种、中熟种和迟熟种［２８］．紫云
英作为一种豆科绿肥，和与其匹配的根瘤菌结

合进行共生固氮，在结瘤良好的情况下，固氮量

可占植株总氮量的８０％［２９］，按紫云英氮积累量

为１４０ｋｇ／ｈｍ２计算，来自生物固氮的氮积累量
约为１１０ｋｇ／ｈｍ２，可节约大量的能源和工业投
入［２７］．磷肥可促进结瘤，达到以磷增氮的效果．
不同稻区的试验表明［３０－３２］，种植翻压紫云英可

以减少无机化肥的施用量，紫云英翻压

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减施化肥２０％～４０％，
仍能保证水稻不减产．
１．２　三叶草

三叶草（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ｐｅｎｓ），又名车轴草，豆
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类优质牧草

和优良豆科绿肥，至今已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
目前国内种植的三叶草品种主要是白三叶草、

红三叶草和绛三叶［３３－３４］，其中白三叶草是本属

植物中具有推广前途的一个种群［３５］．三叶草不
仅可以作为牧草，还可以在果园间种，有效地改

善果园土壤的生态环境和果树的生产状况．三
叶草作为绿肥，具有较强的固氮能力，可提高土

壤肥力，保持土壤温度，并且可作为防风固沙的

好材料［３４］．此外，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三叶草
属植物具有调节激素平衡、抗癌、抗肿瘤、降血

压、抗菌、消炎、抗自由基和防治骨质疏松等多

方面的药理作用［３６］．
１．３　箭薚豌豆

箭薚豌豆（Ｖｉｃｉａｓａｔｉｖａ），又名大巢菜，豆科
野豌豆属，一年生或越年生豆科草本植物［３７］．
箭薚豌豆原产于欧洲南部和亚洲西部，目前在

国内新疆、青海、江苏、台湾等 ２９个省（自治

区）均有种植［３８］．箭薚豌豆生育期较短，土壤和
气候适应性较强，具有固氮、改善土壤结构等功

能，营养价值和经济效益较高，是农业生产中使

用十分普遍的一种绿肥种质资源［３９－４０］．箭薚豌
豆可以通过生物固氮的作用来抑制土壤的退

化，并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是各种作物的良好前

作．箭薚豌豆的大量根部残留物和脱落的叶片可
以增加土壤的腐殖质，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起到改良土壤结构和提升土壤肥力的作

用［４１－４２］．Ｚ．Ｂｅｒｚｓｅｎｙｉ等［４３］研究发现，在有箭薚

豌豆参与的轮作系统的农田中，土壤中的有机质

含量较麦类作物连作模式的土地提高了近２０％．
总之，紫云英、三叶草和箭薚豌豆这３种豆

科绿肥作物具有较强的固氮能力，可提高土壤

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利用其共生固氮体系来减

少化肥的使用量，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经济

价值，符合现代绿色农业的要求，可以大面积推

广种植．

２　主要豆科绿肥作物共生根瘤菌多
样性

２．１　紫云英根瘤菌
根瘤菌并不是土壤的常住微生物区系，种

植紫云英的关键在于接种有效的根瘤菌．无论
是初次种植紫云英还是多年种植紫云英的地

区，都可以通过接种优良根瘤菌菌种显著增加

鲜草产量和质量［４４］．陈华癸在１９４０年代首次
从紫云英根瘤中分离发现根瘤菌，因其具有高

度的宿主专一性，定名为紫云英根瘤菌（Ｒｈｉｚｏ
ｂｉｕｍ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４５］．Ｃ．Ｌ．Ｃｈａｎ等［４６］研究了从中

国南京和日本 Ｏｔａｋｉ等地采集的１１个菌株，将
其归于 Ｂｒａｄｙ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１９９１年，陈文新采用数
值分类法，将紫云英根瘤菌重新命名为“华癸

根瘤菌”（Ｒ．ｈｕａｋｕｉｉ），以纪念已去世的陈华癸
院士．１９９７年陈文新又将其并入 Ｍｅｓ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属，称为“华癸中慢生根瘤菌”（Ｍｅｓ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ｈｕａｋｕｉｉ）［４７］．２００１年，Ｊ．Ｌ．Ｇａｏ等［４８］对９５株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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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英根瘤菌多样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这些

菌株分别归为 Ｍｅｓ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和 Ｓｉｎ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属．２００４年，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Ｊ．Ｌ．Ｇａｏ等［４９］报道了两个紫云

英 根 瘤 菌 的 新 种 Ｍ．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ｅ 和
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ｍ．２０１０年，张晓霞等［４５］对分离自

广西玉林、广东梅县、安徽室州等地共１３个紫
云英菌株进行鉴定发现，这些菌株属于Ｍｅｓｏｒｈｉ
ｚｏｂｉｕｍ，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和 Ｓｔｅｎｏ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ｓ３个
属．２０１２年，管凤贞等［５０］从采自福建各地的紫

云英根瘤中分离出具有一般根瘤菌特征的菌株

１８株，经过分子生物学鉴定，这些菌株分别属
于 Ｍｅｓ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和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２０１３年，Ｗ．Ｔ．Ｚｈｅｎｇ等［５１］研究了中国东南部４
个省份的２３２株紫云英根瘤菌，发现有５株来
自江西省的紫云英根瘤菌为新种群，并将其命

名为Ｍ．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ｉｉ．２０１５年，李艳梅等［５２］在四

川地区结瘤大豆土壤中再次种植紫云英，并分

离得到１４株根瘤菌，经过鉴定，这些菌株属于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２０１８年，Ｊ．Ｊ．Ｚｈａｎｇ等［５３］对分离自河

南省信阳地区酸性土壤中的２５７株紫云英根瘤
菌分析发现，所有菌株均为 Ｍｅｓ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且
Ｍ．ｊａｒｖｉｓｉｉ为主导种群．

总之，紫云英根瘤菌具有多样性，其中

Ｍ．ｈｕａｋｕｉｉ分布最为广泛．针对不同的区域，选
用不同的紫云英根瘤菌制作豆科绿肥菌剂，有

望达到较为理想的增产固氮效果．
２．２　三叶草根瘤菌

２００２年，刘晓云等［５４］用 １６ＳｒＤＮＡＰＣＲ
ＲＦＬＰ分析和表型特征数值分类方法研究了来
自江西、湖北等５省的三叶草根瘤菌，并将其归
为快生根瘤菌属、中华根瘤菌属、中慢生根瘤菌

属和慢生根瘤菌属．２００４年，齐春梅［５５］用分子

生物学方法将四川和重庆地区的三叶草根瘤菌

鉴定为 Ｓｉｎ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和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２００８年，吕
飞等［５６］对５０株分离自新疆和陕西地区的三叶
草根瘤菌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所有供试菌株产

生了５种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型，归属于根瘤菌属，
土壤杆菌属和叶杆菌属 ３个系统发育分支．
２０１０年，刘晓云等［５７］从云南、湖北、河北等６个
地区分离得到１２０株三叶草根瘤菌菌株，并采
用ＳＤＳＰＡＧＥ分子标记法将其分为６个类群．
２０１４年，潘明洪等［５８］对四川部分地区的６９株
野生白三叶草根瘤菌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所有

供试菌株均归为根瘤菌属和土壤杆菌属，且大

部分菌株属于根瘤菌属并与豌豆根瘤菌三叶草

生 物 型 （Ｒ．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ｂｖ．ｔｒｉｆｏｌｉｉ）ＡＴＣＣ
１４４８０Ｔ的亲缘关系较近．同年，李艳梅等［５２］发

现四川地区结瘤大豆根基土壤中的三叶草根瘤

菌为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２０１６年，张俊杰等［３３，３５，５９］从中

国东部和北部碱性土壤中分离得到８３株白三
叶草根瘤菌，经分子生物学鉴定，这些供试菌株

归属为 Ｒ．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 和 Ｒ．ａｎｈｕｉｅｎｓｅ，且
Ｒ．ａｎｈｕｉｅｎｓｅ为主要种群．２０１７年，韦兴迪等［６０］

调查了贵州部分地区野生白三叶草根瘤菌资

源，在分离的全部根瘤菌株中，共鉴定出６个属
２０个种，其中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的分布频率高达
８１．３１％，是所调查地区的绝对优势属．同年，
Ｃ．Ｔ．Ｈｕａｎｇ等［６１］分离了台湾北部与三叶草等７
个宿主豆科植物所共生的根瘤菌，并将其中的

三叶草根瘤菌鉴定为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总之，三叶草根瘤菌也具有多样性，且目前

根瘤菌属在国内分布最为广泛．通过前人对三
叶草根瘤菌资源的调查研究，可以筛选出一些

针对于不同地区共生效果好的菌株，从而提高

三叶草的质量和产量．
２．３　箭薚豌豆根瘤菌

目前国内对于箭薚豌豆根瘤菌资源的研究

相对缺乏，大部分业内学者的研究重点是箭薚

豌豆的种质资源及其栽培与管理技术［４０，６２，６３］，

对于根瘤菌来说，大部分还是选用与豌豆属共

生的根瘤菌接种至箭薚豌豆来提高固氮效果．
王雪翠等［３７］为获得抗逆性强的根瘤菌菌株，在

青海主产区采集样本，经分离、鉴定得到６１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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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薚豌豆根瘤菌，并筛选出５株对宿主结瘤生
长促进作用较强的根瘤菌，但是并没有对这些

菌株进行分子鉴定，只是做了抗逆性分析．付
萍［３８］研究了根瘤菌对箭薚豌豆结瘤固氮的影

响，发现通过接种根瘤菌可以显著促进箭薚豌

豆的单株株高、根长、根瘤数、根瘤鲜重、植物全

氮含量和固氮酶活性等．笔者所在实验室对山
西、青海、甘肃３个省份部分地区的箭薚豌豆根
瘤菌资源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结果将择机发表．

总之，国内对于箭薚豌豆根瘤菌资源的研

究成果比较匮乏，业界应该加强对不同地区的

箭薚豌豆根瘤菌资源的研究，特别是青海、甘肃

等箭薚豌豆的主产区，接种合适的箭薚豌豆根

瘤菌显得十分必要．

３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紫云英、三叶草和箭薚豌豆这

３种主要豆科绿肥作物的特性及其共生根瘤菌
多样性的综述，认为：这３种豆科绿肥作物具有
较强的固氮能力，可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

构，与共生的根瘤菌具有较强的多样性，针对不

同的地区接种匹配的高效根瘤菌菌株，可达到

较为理想的增产固氮效果．鉴于目前对于这３
种豆科绿肥作物根瘤菌资源的调查研究尚不深

入，今后应深入开展对不同地区的豆科绿肥根瘤

菌资源的调查，以发现更为高效的根瘤菌菌株．
另外，选育适宜当地的根瘤菌菌种只是第一步，

后续还需要考虑根瘤菌菌剂（固体菌剂、液体菌

剂等）的制作、如何通过添加保护剂（甘油、海藻

糖等）保持这些菌种的活性，以及如何将这些菌

剂运用到大田中来提高田间绿肥的质量和产量

等．总之，绿肥是现代农业肥料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豆科绿肥作物的地位尤为重要，并且豆科绿

肥的种类众多，远不止本文所阐述的这３种，针
对目前国内对于豆科绿肥根瘤菌的研究相对比

较匮乏的现状，尚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来指导大

田生产，进而推动现代绿色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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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神经酰胺作为保湿剂，以１６５单甘脂和 ＭＯＮＴＡＮＯＶ６８为复合乳化
剂、Ｓ３０５为助乳化剂，制备一款具有高效保湿效果的保湿霜．通过正交试验对
乳化体系中乳化剂的用量和配比进行选择，并对保湿霜的稳定性和使用效果进

行评价．结果表明：当复合乳化剂用量为５％，１６５单甘脂与 ＭＯＮＴＡＮＯＶ６８的
质量比为２１，Ｓ３０５的质量分数为 ０．６％ 时，所得保湿霜稳定性最好．在恒温
恒湿的环境下，当神经酰胺加入量为２．５％时，保湿霜具有很好的保湿效果，在
涂抹１５ｍｉｎ后，皮肤水分增长率为７４．４７％，在１２０ｍｉｎ内皮肤水分增长率保持
在５０％以上．与两种市售产品相比，该方法所选最佳配方制得的保湿霜在吸收
效果、涂展性、滋润效果、细腻感等方面均有较好的效果，其总评效果与市售产

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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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众所周知，健康肌肤呈现光亮、滋润、弹性

等特性，这与皮肤的保湿系统有着密切关系．当

肌肤长时间处于干燥缺水状态时，肌肤角质层

就会变脆，极易导致肌肤敏感、异位性皮炎、干

燥性湿疹等一系列肌肤病的发生［１－３］．无论男

女老少，在寒冷干燥的冬天，肌肤都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干裂，这是因为寒冷天气常常引起大气

露点下降，此时水分子极易从肌肤表面蒸发，当

最外层角质层水分挥发后，内层的水分就会向

外扩散以补偿角质层的水分损失，最终导致皮

肤干燥、皲裂［４－７］．因此，做好皮肤补水保湿这

一基础程序，能够延缓皮肤衰老、恢复皮肤的屏

障功能、增强肌肤弹性、减少生成皱纹和色斑、维

持肌肤美观等．保湿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之

一．对于护肤产品开发人员来说，提高产品保湿

能力应成为其所有开发工作的重心和立足点．

传统的皮肤保湿方案通常是利用保湿剂的

外源性来补充角质层所缺失的水分．这类保湿

剂主要包括甘油、吡咯烷酮羧酸钠、水合凝胶、

透明质酸及其衍生物等，它们可以快速提高皮

肤最外层角质层的补水和锁水功能，收到快速

保湿的功效［８－９］．然而这类物质并不能从根本

上改善和修复皮肤屏障，实现长效保湿．只有真

正了解皮肤角质层的组成和皮肤屏障的形成过

程，针对存在问题的“靶点”采取相关措施，使

它健康表达，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善和修复皮

肤屏障，收到长效保湿的功效［１０］．

皮肤角质层是由角质细胞和薄层脂质组成

的，而神经酰胺约占角质层脂质总质量的

５０％，它在人体表皮角质层中结构稳定并在保

湿系统中起重要作用［１１］．神经酰胺结构中包含

亲水性的酰胺基团和疏水性的鞘氨醇长链脂肪

酸，可通过分子间非共价键作用力构成更为紧

密堆叠的脂质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保水作用．

另外，神经酰胺还能够促进丝聚合蛋白的表达

水平，即当丝聚合蛋白原进入皮肤的角质层后，

经过酶水解可转化为亲水性的多羧酸类物质，

产生非常优良的保湿功效．拉娃拉·巴扎尔

等［１１－１２］研究发现，神经酰胺具有促进营养物质

渗透、易被皮肤吸收等特性，是一种优质的长效

保湿剂，其保湿功效是透明质酸的１６倍．目前，

含有神经酞胺的新型高级化妆品已有相关报

道［１２］，如保湿口红、唇膏、眼影等，然而将神经

酰胺应用于护肤类膏霜则鲜有报道，且有关神

经酰胺的用量与保湿功效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

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设计一款含神经酰胺的

高效保湿霜，并对其稳定性、保湿效果和综合使

用效果进行评价，以期为该类保湿化妆品的开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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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提供实验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主要原料：卡波姆（ＣＰ），美国Ｌｕｂｒｉｚｏｌ公司

产；黄原胶（ＣＰ），美国ＣＰＫｅｌｃｏ公司产；透明质

酸钠（ＣＰ），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公司产；甘油

（ＡＲ），广州市西陆化工有限公司产；１，３－丁二

醇（ＡＲ），广州市昊毅化工有限公司产；尿囊素

（ＣＰ），荷兰 ＡＫｚｏＮｏｂｅｌ公司产；尼泊金甲酯

（ＡＲ）、尼泊金丙酯（ＡＲ）、ＥＤＴＡ２Ｎａ（ＡＲ），

ＣＬＡＲＩＡＮＴ（中国）有限公司产；三乙醇胺

（ＡＲ）、鲸蜡硬脂醇（ＣＰ），德国 ＢＡＳＦ公司产；

硬脂酸（ＡＲ），马来西亚 Ｅｍｅｒｙ公司产；植物甾

醇类（ＣＰ），淮北悠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聚

二甲基硅氧烷（ＣＰ），富泽化工有限公司产；棕

榈酸乙基己酯（ＣＰ），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产；乳木果油（ＣＰ），瑞典 ＡＡＫ集团产；霍霍

巴油（ＣＰ），Ｖａｎｔａｇｅ产；１６５单甘脂（ＣＰ）、ＭＯＮ

ＴＡＮＯＶ６８（ＣＰ）、Ｓ３０５（ＣＰ），法国ＳＥＰＰＩＣ公司

产；神经酰胺（ＣＰ），德国赢创工业集团产；

ＰＥ９０１０（ＣＰ），德国舒美有限公司产；香精，广州

名花香料有限公司产．

主要设备：ＨＬ７１－ＳＧＸ５００封闭式高剪切

乳化机，上海尚贵流体设备有限公司产；ＨＨ－

Ｓ６／ＺＫ６电热恒温水浴锅，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产；ＤＨＧ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

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产；ＰＸ１２４ＺＨ电子分析

天平，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产；ＴＤＬ－

８０－２Ｂ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产；

ＸＰ－２０２偏光显微镜，上海万衡精密仪器有限

公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正交试验的设计　在基础配方基础上，

为了确定膏霜中乳化剂的种类和用量，拟将

１６５单甘脂与ＭＯＮＴＡＮＯＶ６８按照一定的比例

进行复合，作为复合型乳化剂，将 Ｓ３０５作为助

乳化剂，设计三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见表１），

以确定保湿霜中乳化剂的种类和适宜用量．

表１　正交试验Ｌ９（３
３）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Ｌ９（３
３）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ｔａｂｌｅ

水
平

因素

Ａ（复合型乳化剂
质量分数）／％

Ｂ（１６５单甘脂与
ＭＯＮＴＡＮＯＶ
６８的质量比）

Ｃ（助乳化剂的
质量分数）／％

１ ３ ２１ ０．３
２ ４ ２２ ０．６
３ ５ ２３ ０．９

１．２．２　保湿霜的制备工艺　根据所选原料的

特点，结合乳化工艺的要求，设计了以下工艺

路线：

１）将卡波９４０分散于去离子水中，搅拌分

散至无颗粒，加入用甘油分散好的透明质酸钠

和汉生胶，搅拌均匀后加入Ａ相（水相）其他原

料，升温至８０～８５℃，保温１５ｍｉｎ，备用；

２）将 Ｂ相（油相）原料加热至７５～８０℃，

混合均匀，保温１０ｍｉｎ，备用；

３）将步骤２）中所得Ｂ相加入步骤１）所得

Ａ相中，３０００ｒ／ｍｉｎ下均质 ３ｍｉｎ，冷却至

６０℃；加入助乳化剂 Ｓ３０５和三乙醇胺，冷却

至４５℃；加入Ｄ相原料（防腐剂、神经酰胺、香

精等），再冷却至室温，得保湿霜；待检测．

１．２．３　保湿霜的稳定性评价方法　１）冷热交

替实验：将样品放置在 －１５℃的冰箱中，２４ｈ

后放置在４５℃烘箱中，观察保湿霜状态，重复

５次实验，样品未出现油水分层、渗油或变色等

现象时加１分，最高为５分．

２）离心稳定性测试：将样品置于离心机

中，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０ｍｉｎ，观察保湿霜稳定

性，若稳定记为５分，若不稳定记０分．

３）固含量测定：在离心实验的基础上进行

测定，在距离心管上层和下层液面各１ｃｍ处取

２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样品．测定固含量，比较上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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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层的差异：差异小于１％记为 ５分；差异在

１％～２％范围内记为４分；差异在２％ ～３％范
围内记为３分；差异在３％ ～４％范围内记为２

分；差异在４％ ～５％范围内记为１分；差异大
于５％记为０分．计算公式如下：

差异＝
固上 －固下

固上 ＋固下

×１００％

４）粒径情况表征：利用偏光显微镜查看保

湿霜的粒径大小和均匀度，粒径小且均匀记５
分；粒径小但不均匀和粒径大但均匀计３分；粒
径大且不均匀记０分．

１．２．４　保湿霜的保湿功效评价方法　保湿霜
的保湿功效评价主要通过皮肤水分测试仪进行

测量，计算出皮肤水分含量增长率．具体方法
为：在保湿霜中分别加入质量分数为０．０％，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的神经酰胺，制得样

品１—样品５，分别涂抹于测试者前臂内侧（取
５ｃｍ×５ｃｍ的区域，按２ｍｇ／ｃｍ２进行涂抹），

计算公式为

φ＝
ＭＭＶｔ－ＭＭＶ０
ＭＭＶ０

式中，φ为皮肤水分含量增长率；ＭＭＶ０为涂抹
前皮肤的含水量；ＭＭＶｔ为涂抹后ｔ时段皮肤的

含水量．
１．２．５　保湿霜的使用效果评价方法　由２０名

志愿者进行试用，从吸收效果、涂展性、滋润效

果、细腻感、黏稠度、粘起感６个方面对保湿霜

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价．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保湿霜基本配方的确定
油脂是膏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前期的

预实验，笔者发现，油脂可以赋予产品黏稠度，

还可以影响产品的涂展性．在进行配方设计时，

要选择稳定性高、匹配性能好的油脂；考虑到皮

肤具有敏感性，一些对皮肤有刺激性和过敏性

的油脂不应加入到配方中．本文主要选择植物

性油脂，如霍霍巴油、乳木果油等，它们来源于

植物种子和果实，是天然成分，对皮肤有良好的

保护作用．从稳定性和刺激性方面考虑，本文选

择了一些性能优良的合成油脂进行搭配使用，

如鲸蜡硬脂醇、聚二甲基硅氧烷、棕榈酸乙基己

酯等．上述合成油脂化学稳定性高，使用感极

佳，对皮肤有较好的亲和性，不会引起过敏和刺

激，并能加速配方中其他活性成分向皮肤中渗

透，是良好的润肤剂．基于此，结合相关文

献［１３—１４］，初步拟定保湿霜基本配方，见表２．

２．２　正交试验结果与极差分析
表３为正交试验结果表．由表３可知，通过

极差分析得出影响保湿霜稳定性的因素依次为

Ａ＞Ｃ＞Ｂ，即复合乳化剂的质量分数是影响保

湿霜稳定性的最显著因素，复合乳化剂的配比

表２　保湿霜基本配方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ａｓｉｃ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ｉｚｉｎｇｃｒｅａｍ

相别 编号 化学名称 质量分数／％

Ａ相

１ 水 余量

２ 卡波姆 ０．２０
３ 黄原胶 ０．１２
４ 透明质酸钠 ０．０５
５ 甘油 ５．００
６ １．３－丁二醇 ３．００
７ 尿囊素 ０．１０
８ ＥＤＴＡ２Ｎａ ０．０３

Ｂ相

９ 鲸蜡硬脂醇 １．００
１０ 硬脂酸 １．００
１１ １６５单甘脂 １．２０～３．３３
１２ 植物甾醇类 ０．５０
１３ 聚二甲基硅氧烷 ２．００
１４ 棕榈酸乙基己酯 ６．００
１５ 乳木果油 ２．００
１６ 霍霍巴油 ５．００
１７ ＭＯＮＴＡＮＯＶ６８ １．００～３．００

Ｃ相
２０ Ｓ３０５ ０．３０～０．９０
２２ 三乙醇胺 ０．２０

Ｄ相

１８ 尼泊金甲酯 ０．２０
１９ 尼泊金丙酯 ０．１０
２３ ＰＥ９０１０ ０．２０
２１ 神经酰胺 ２．００
２４ 香精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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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助乳化剂的质量分数对乳化体系稳定性

的影响最小，最优方案为Ａ３Ｂ１Ｃ２：复合乳化剂的

质量分数为５％；１６５单甘脂和 ＭＯＮＴＡＮＯＶ６８

的质量比为２１；Ｓ３０５的质量分数为０．６％．

２．３　保湿霜的保湿功效评价分析
使用不同样品后１２０ｍｉｎ内皮肤水分含量

增长率变化情况如图１所示．

表３　正交试验结果表

Ｔａｂｌｅ３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ａｂｌｅ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冷热
／分

离心
／分

固含量
／分

粒径
／分

综合
评分

１ １ １ １ ５ ５ １ ５ １６

２ １ ２ ３ ５ ５ ０ ３ １３

３ １ ３ ２ ５ ５ ３ ３ １６

４ ２ １ ２ ５ ５ ４ ３ １７

５ ２ ２ １ ５ ５ ０ ５ １５

６ ２ ３ ３ ５ ５ ４ ３ １７

７ ３ １ ３ ５ ５ ３ ５ １８

８ ３ ２ ２ ５ ５ ２ ５ １７

９ ３ ３ １ ５ ５ ３ ３ １６

Ｋ１ ４５ ５１ ４７

Ｋ２ ４９ ４５ ５０

Ｋ３ ５０ ４９ ４８

Ｒ ５ ２ ３

最优水平 Ａ３ Ｂ１ Ｃ２

图１　使用不同样品后的皮肤

水分含量增长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ｓｋｉ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从图１可以看出，皮肤涂抹样品１后，随着

时间的延长，皮肤水分含量增长率有一定升高，

这是由于样品１中的水和其他保湿剂（如甘油

等）对皮肤也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而含有神

经酰胺的其他样品（样品２—样品５）对皮肤的

含水量均具有明显影响，皮肤涂抹后水分含量

增长率明显提升，虽然随着涂抹时间的延长，皮

肤水分含量增长率均有所下降，但仍有较好的

保湿效果．当神经酰胺的加入量为 ２．５％和

３．０％（即样品４和样品５）时，对皮肤的保湿效

果很好，在涂抹１５ｍｉｎ后，皮肤水分含量增长

率分别为７２．４４％和７４．４７％，在１２０ｍｉｎ内皮

肤含水量增长率均保持在５０％以上．这表明，

随着神经酰胺加入量的增大，保湿霜的皮肤水

分含量增长率逐渐增大，其保湿效果明显提高．

但当神经酰胺的加入量超过２．５％时，皮肤水分

含量增长率基本保持不变，保湿效果维持稳定，

因此神经酰胺的最适宜添加量选择为２．５％．

２．４　保湿霜的使用效果评价
挑选２０名志愿者分别试用样品４，市售产

品１和市售产品２后，从吸收效果、涂展性、滋

润效果、细腻感、黏稠度、粘起感６个方面进行

反馈和评分，结果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与两款市售产品相比，样

品４虽然在黏稠度和粘起感方面评价略差于市

场产品，但在吸收效果、涂展性、滋润效果、细腻

感４个方面有较好的效果，样品４的总评效果

图２　保湿霜的肤感评价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ｉｎｔｅｘｔｕ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ｉｚｉｎｇｃｒ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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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售产品一致．

３　结论

本文在基本配方的基础上，通过正交试验

对保湿霜中乳化剂的用量和比例进行选择．在

棕榈酸乙基己酯、乳木果油、霍霍巴油和聚二甲

基硅氧烷为主的油相体系中，复合型乳化剂

１６５单甘脂和 ＭＯＮＴＡＮＯＶ６８的用量为５％且

质量比为２１，助乳化剂 Ｓ３０５的质量分数为

０．６％时，所制备的保湿霜稳定性最好．随后通

过皮肤水分增长率来考察保湿霜的保湿效果，

结果表明，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当神经酰胺加

入量为２．５％时，该款保湿霜具有很好的保湿

效果，在涂抹 １５ｍｉｎ后，皮肤水分增长率为

７４．４７％，在１２０ｍｉｎ内皮肤水分增长率保持在

５０％以上．与市售产品相比，该保湿霜在吸收效

果、涂展性、滋润效果、细腻感等方面均有较好

的效果，其总评效果与市售产品一致．

通过研究神经酰胺的用量与其保湿功效之

间的关系，不仅确定了神经酰胺在膏霜类产品

中的较优用量，而且也为新型保湿类化妆品提

供了实验依据．该结果对于同类产品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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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Ｃ多重乳状液的制备及其稳定性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关键词：

维生素 Ｃ；多重乳状
液；稳定性；包裹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兰宏兵，余述燕，黄秋荣，麻怡，梁雯敏，尹志刚
ＬＡＮ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ＹＵＳｈｕｙａｎ，ＨＵＡＮＧＱｉｕｒｏｎｇ，ＭＡＹｉ，ＬＩＡＮＧＷｅｎｍｉｎ，ＹＩＮＺｈｉｇａｎｇ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摘要：以液体石蜡为内乳液油相、Ｔｗｅｅｎ８０为外水相乳化剂、明胶为高分子增黏
剂，采用两步乳化法制备多重乳状液并对维生素 Ｃ进行包裹，以离心前后多重
乳状液相对体积比和放置２周期间维生素 Ｃ包裹率的变化值为稳定性衡量标
准，通过单因素试验考察乳化剂种类和用量、外内相用量比、乳化温度、均质速

度和高分子材料用量等因素对多重乳液稳定性的影响，并确定其中具有显著性

影响的３个因素．通过正交试验确立了多重乳状液的最佳配方和制备工艺：以
Ｔｗｅｅｎ８０和Ｐ１３５分别为外内相乳化剂，Ｔｗｅｅｎ８０质量分数为２％，外内相用量
比１．０，乳化温度４５℃，均质转速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明胶用量０．５％．该条件下，制得
的多重乳状液相对体积比为０．９６６４，性能稳定，对维生素Ｃ的包裹率可达９８％，
具有令人满意的包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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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维生素Ｃ，又名抗坏血酸，是一种易溶于水

的无色晶体，广泛存在于新鲜水果和蔬菜中．由

于其分子中存在烯二醇结构，具有很强的还原

能力［１］，同时能够有效地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

是人们最早用于化妆品的美白成分之一，也是

被皮肤科医生认可的安全无毒、可淡化色斑的

口服型药剂［２］．但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易受

到过渡金属离子（如 Ｃｕ２＋和 Ｆｅ３＋）、热、光、ｐＨ

值、高浓度氧和高水分活度的影响发生氧化或

水解反应而丧失美白活性，加之其脂溶性差的

特点，使它在化妆品领域的应用受到极大的限

制［３］．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求理想的解决途

径，使化妆品既能保留维生素 Ｃ的美白还原活

性，又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其稳定性和配伍性．

目前，已经报道的解决途径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一是将维生素Ｃ衍生化，生成如维生素Ｃ

脂肪酸酯衍生物、维生素 Ｃ磷酸酯衍生物和维

生素Ｃ脂肪醚类化合物等［４－８］．研究表明，这些

衍生物大部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维生素 Ｃ

的脂溶性和稳定性，但是其还原性和美白功效

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并且衍生化过程需要使

用大量的有机试剂，而维生素 Ｃ又具有多个反

应位点，因此衍生化过程通常需要繁琐的合成和

提纯工艺，从而增加了成本投入，也造成了一定

的环境污染．二是采用合适的材料或技术将维生

素Ｃ进行包裹［９－１３］，使之与外部环境隔断，由此

达到提高其稳定性和配伍性的目的，相比于将维

生素Ｃ衍生化，该方法具有更大的优势．

多重乳状液是１９２５年由 Ｓｅｉｆｒｉｔｚ发现并提

出的，是将初级乳状液分散在另外的连续相后

形成的 Ｏ／Ｗ型和 Ｗ／Ｏ型乳液共存的复合体

系［１４－１６］．多重乳液不仅规避了单一乳化体系的

缺点，还同时保留了两者的优点，展现出令人满

意的使用效果和肤感．此外，利用多重乳状液３

个被膜分隔开的相区溶解不同的活性物质，可

防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为那些不稳定的物质

和难以共存的功效成分的应用提供理想的载

体，亦可实现有效成分的缓慢释放．因此，多重

乳状液被认为是目前最有前途的３种化妆品体

系之一．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特别是多

重乳状液的稳定性问题，包括乳化体系的稳定

性和包裹效能的稳定性，是实现其工业化应用

前必须要解决的难题［１７］．

本文拟以液体石蜡为内乳液油相，Ｔｗｅｅｎ

８０为外水相乳化剂，明胶为高分子增黏剂，制

备多重乳状液并对维生素 Ｃ进行包裹，以离心

前后多重乳状液的相对体积比和放置２周的维

生素 Ｃ的包裹率之变化值作为衡量多重乳状

·４４·



兰宏兵，等：维生素Ｃ多重乳状液的制备及其稳定性研究

液稳定性的指标，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

法确定维生素 Ｃ多重乳状液的最佳配方和制

备工艺，以期为多重乳状液在化妆品领域的应

用提供参考，为提高维生素 Ｃ的稳定性和配伍

性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维生素Ｃ（分析标准品），抗坏血

酸（分析纯），明胶（分析纯），Ｔｗｅｅｎ８０（分析

纯），Ｓｐａｎ８０（分析纯），Ｓｐａｎ６０（分析纯），Ｂｒｉｊ７２

（分析纯），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产；液体石蜡，

聚乙二醇（３０）二聚羟基硬酯酸酯（Ｐ１３５），均为

分析纯，天津市恒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产．

主要仪器：ＪＪ－１增力电动搅拌器，金坛市

医疗仪器厂产；ＸＰ４００Ｃ电脑型偏光显微镜，上

海万衡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产；ＴＤＬ８０－２Ｂ台式

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产；ＳＧＸ５００／７５０

封闭式高剪切乳化机，上海尚贵流体设备有限

公司产；ＡＬ１０４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上海）有限公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多重乳状液的制备　采用两步乳化法

制备维生素Ｃ多重乳状液．

Ｗ／Ｏ型初级乳状液的制备：将一定质量分

数的维生素 Ｃ水溶液加入到含有亲油性乳化

剂的液体石蜡溶液中，５０℃条件下，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均质３ｍｉｎ，得初级乳状液．

Ｗ／Ｏ／Ｗ型多重乳状液的制备：将上述制

备的初级乳状液滴加到含有亲水性乳化剂

Ｔｗｅｅｎ８０的外水相中，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均质３ｍｉｎ，

即可获得多重乳状液．

１．２．２　相对体积比的测定　将制备的多重乳

状液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３０ｍｉｎ，分别记

录离心前后多重乳状液体积Ｖ０和Ｖｔ，并计算相

对体积比 φ＝Ｖｔ Ｖ０，φ值越大，离心后分层越

少，表明多重乳状液越稳定．

１．２．３　维生素Ｃ包裹率的测定［１８－１９］　维生素

Ｃ质量浓度测定方法的选择：维生素 Ｃ在紫外

区２６５ｎｍ处有最大吸收峰，并且在质量浓度

０～１２０μｇ／ｍＬ的范围内满足比尔定律，即吸光

度与质量浓度呈良好的线形关系．因此本实验采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各样品溶液的吸光度，并依据

维生素Ｃ标准曲线，计算维生素Ｃ质量浓度．

维生素 Ｃ标准曲线的绘制：首先配制标准

溶液．准确称取维生素 Ｃ标准品０．１０２２ｇ，置

于洁净的三角烧瓶中，用去离子水完全溶解后，

转移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定容、摇匀后即得质

量浓度为１．０２２ｍｇ／ｍＬ的维生素Ｃ标准溶液；

然后分别量取 ０．００ｍＬ，０．２０ｍＬ，０．４０ｍＬ，

０．６０ｍＬ，０．８０ｍＬ和１．００ｍＬ标准溶液，将其

置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定容，以去离

子水作为参比，在２６５ｎｍ波长处测定上述各质

量浓度维生素 Ｃ溶液的吸光度 Ａ，并以吸光度

对质量浓度作图，即得维生素Ｃ标准曲线．

维生素Ｃ包裹率的测定：取１０ｇ多重乳液

放入透析袋，浸于一定量去离子水中，在室温、

避光和搅拌条件下透析 ２４ｈ，将未被包裹的维

生素 Ｃ去除．精确吸取透析液５ｍＬ置于１０ｍＬ

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定容，于２６５ｎｍ处测定

吸光度．

包裹率＝（１－２Ｗ１／Ｗ２）×１００％

式中，Ｗ１为测定的透析液中维生素Ｃ的质量浓

度，Ｗ２为多重乳状液中添加维生素 Ｃ的质量

浓度．

１．２．４　单因素试验　以液体石蜡为内乳液油

相，在两步乳化法制备多重乳状液的过程中，考

察内乳液乳化剂种类、外内相用量比、外水相乳

化剂质量分数、第二步乳化温度和均质转速、高

分子增黏剂用量对多重乳状液稳定性的影响，

为正交试验的设计提供依据．

１．２．５　正交试验　以单因素试验结果为依据，

·５４·



　２０１９年７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

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的３个因素，设计三因素三

水平正交试验，获得最佳试验方案，并通过验证

试验确定多重乳状液的最佳配方和制备工艺．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内乳液乳化剂种类的选择
固定外水相与内乳液质量比为１．０，内乳

液中石蜡油用量为 ６０％（百分数均指质量分

数，下同），乳化剂用量为５％，１％维生素 Ｃ水

溶液用量为３５％，外水相乳化剂Ｔｗｅｅｎ８０用量

为５％（若无特别说明，单因素试验中均设置乳

化温度为４０℃，均质转速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分

别使用不同的内乳液乳化剂，考察其对多重乳

状液稳定性的影响，得到 Ｂｒｉｊ７２，Ｓｐａｎ８０，

Ｓｐａｎ６０，Ｐ１３５的相对体积比分别为０．７３４４，

０．９０１８，０．８７８９和０．９２１１，对应的偏光显微镜

图见图１．从图１可以看出，当Ｂｒｉｊ７２和 Ｓｐａｎ６０

为乳化剂时，形成的多重乳状液液滴之间相互聚

结现象明显，Ｓｐａｎ８０为乳化剂时，形成的多重乳

状液液滴尺寸大小不均匀，而当Ｐ１３５为乳化剂

时，离心前后多重乳状液相对体积比最大，多重

乳状液稳定性好，液滴尺寸较小，且没有明显的

黏结现象，因此适宜的内乳液乳化剂为Ｐ１３５．

２．２　外内相用量比对多重乳状液稳定性的影响
　　固定内乳液中石蜡油用量为６０％，外水相

中１％维生素 Ｃ溶液用量为３５％，内乳液乳化

剂Ｐ１３５用量为５％，外水相乳化剂Ｔｗｅｅｎ８０用

量为５％，分别测定 ｍ（外水相）ｍ（内乳液）

分别为０．６，０．８，１．０，１．２和１．４时多重乳状液

离心前后的相对体积比，分别为 ０．９０７０，

０．９２４８，０．９２１１，０．８９３７和０．８３８８，对应的微

观结构偏光显微镜图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

随着外水相占比的增加，多重乳状液的稳定性

先上升后下降，外内相用量比在０．６～１．０范围

内乳状液稳定性较好．这可能是由于当外水相

用量小时，没有足够多的水相将内乳液油滴进

图１　不同乳化剂种类对应的多重

乳状液偏光显微镜图（４００倍）

Ｆｉｇ．１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ｐｏｐｈｉｌｉｃ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ｒｓ（４００ｔｉｍｅｓ）

行分散，油滴间相互接近，容易聚集破裂，但外

水相过多，乳化剂乳化能力有限，导致多重乳状

液黏度降低，乳状液稳定性下降．从图２可以看

出，当两者比值为０．６时，没有形成明显的 Ｗ／

Ｏ／Ｗ结构，相比于１．０，两者比值为０．８时多重

乳状液液滴界限更加明显，尺寸均匀，稳定性更

为理想．因此，选择适宜的外内相用量比为０．８．

２．３　外水相乳化剂质量分数对多重乳状液稳

定性的影响

　　固定内乳液中石蜡油用量为６０％，外水相

中１％维生素 Ｃ溶液用量为３５％，外水相与内

乳液用量比为０．８和内乳液乳化剂 Ｐ１３５用量

为５％，考察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２％，３％，

４％，５％的Ｔｗｅｅｎ８０对多重乳状液稳定性的影

响，得到相对体积比分别为０．７２３８，０．８７８７，

０．９５４０，０．９３１０，０．９２４８，对应的偏光显微镜

图见图３．由图３可知，随着外水相乳化剂质量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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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的增加，多重乳状液的稳定性先显著上升

后有缓慢下降的趋势．当 Ｔｗｅｅｎ８０质量分数为

１％时，乳状液稳定性较差．从图３中也没有观

察到明显的多重乳状液包裹结构，这可能是由

于乳化剂质量分数低时，乳化能力有限，不利于

Ｗ／Ｏ／Ｗ型复相乳状液的形成．当乳化剂质量

分数超过３％时，多重乳状液稳定性开始呈下

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有部分的乳化剂吸附在

Ｗ／Ｏ油滴界面上，破坏了第一相稳定性．因此，

选择适宜的外水相乳化剂Ｔｗｅｅｎ８０的质量分

图２　不同外内相用量比下多重乳状液的偏光显微镜图（４００倍）

Ｆｉｇ．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ｓ（４００ｔｉｍｅｓ）

图３　不同质量分数的外水相乳化剂下多重乳状液偏光显微镜图（４００倍）

Ｆｉｇ．３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ｒ（４００ｔｉｍｅｓ）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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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３％．

２．４　第二步乳化温度和均质转速对多重乳状

液稳定性的影响

　　在外水相与内乳液用量比为０．８，内乳液

中石蜡油用量为６０％，外水相中１％维生素 Ｃ

溶液用量为３５％，内乳液乳化剂 Ｐ１３５用量为

５％和外水相乳化剂 Ｔｗｅｅｎ８０用量为３％条件

下，进一步考察第二步乳化温度和均质转速对

多重乳状液稳定性的影响．首先，设定第二步乳

化温度分别为３５℃，４５℃，５５℃和６５℃，得到

的多重乳状液在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

３０ｍｉｎ，计 算 它 们 的 相 对 体 积 比 分 别 为

０．９１４５，０．９６００，０．９３７６和０．９４０８．升高第二

步乳化温度，多重乳状液的稳定性有增加的趋

势．当乳化温度为４５℃时，乳状液稳定性最好．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改变第二步乳

化时均质器转速，设置均质器转速分别为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２５００ｒ／ｍｉｎ

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测定上述转速下的相对体积比

分别为０．７９０８，０．９１２０，０．９６９７，０．９５４３和

０．９６００，对应的偏光显微镜图见图４．从图４可

看出，随着均质器转速的增大，多重乳状液的稳

定性也随之增强，当均质器的转速达到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多重乳状液的稳定性最好．结合

图４可以发现，当均质转速较高时得到的多重

乳液 的 结 构 大 小 更 均 匀，但 是 转 速 在

２５００ｒ／ｍｉｎ时，有少部分Ｗ／Ｏ乳液未能被包裹

住，所以２０００ｒ／ｍｉｎ为适宜的第二步均质转速．

２．５　高分子增黏剂用量对多重乳状液稳定性

的影响

　　高分子材料通常应用在乳状液类产品中，

利用其可增加乳液黏度的特性提高乳状液稳定

性．在上述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即固定外水相与

内乳液用量比为０．８，内乳液中石蜡油用量为

６０％，外水相中１％维生素Ｃ溶液用量为３５％，

内乳液乳化剂 Ｐ１３５用量为５％和外水相乳化

剂Ｔｗｅｅｎ８０用量为３％，设定乳化温度为４５℃

和均质转速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的条件下，通过在外

水相中分别添加０．２％，０．５％，１．０％，１．５％和

２．０％的明胶，考察其对乳状液稳定性的影响，

图４　不同均质转速下多重乳状液的偏光显微镜图（４００倍）

Ｆｉｇ．４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ｓｐｅｅｄ（４００ｔｉｍｅｓ）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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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多重乳状液的稳定性随着明胶质量

分数的增大而有所提高（上述５种明胶用量下

的相对体积比分别为 ０．９４３３，０．９６１０，

０．９５９５，０．９６０７，０．９６４３），但当明胶用量为

１．０％ 时，稳定性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有所降低，

且多重乳状液黏度明显增加．考虑到该体系在

使用方面的便捷性，实际应用中添加０．５％左

右明胶是比较适合的．

２．６　正交试验确定多重乳状液最佳配方和制

备工艺

　　通过上述单因素试验可以确定影响多重乳

状液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为外内相用量比（Ａ）、

外水相乳化剂的用量（Ｂ）和乳化温度（Ｃ）．采

用正交试验法获得最佳的试验配比，正交试验

因素水平见表１，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可知，影响多重乳状液稳定性因素

的主次顺序为：外水相乳化剂的用量 ＞外内相

的用量比＞乳化温度，最佳试验方案为Ｂ１Ａ２Ｃ２，

即外水相乳化剂Ｔｗｅｅｎ８０的用量为２％，外内

相质量比为１．０，乳化温度为４５℃．为了验证

该结果的准确性，采用两步乳化法，对该配方进

行验证试验，所得多重乳状液的相对体积比为

０．９６６４，且在偏光显微镜下展现出良好的结构

形态（见图５）．

２．７　维生素Ｃ的包裹率及包裹稳定性分析
通过测定不同质量浓度维生素 Ｃ溶液的

吸光度，获得维生素 Ｃ标准工作曲线，见图６．

从图６可以看出，吸光度和维生素 Ｃ质量浓度

在０～２０μｇ／ｍＬ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回归方程为

Ｙ＝０．０６５１Ｘ＋０．０２９７，Ｒ２＝０．９９９８

在此基础上，依据最佳配方和制备工艺，分

别使用质量分数为１％，２％，４％和６％的维生

素Ｃ水溶液制备多重乳状液，测定并计算不同

时间点４种多重乳状液样品的维生素Ｃ包裹率

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７所示．由图７

表１　正交试验Ｌ９（３
３）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Ｌ９（３
３）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ｔａｂｌｅ

水平
因素

Ａ Ｂ／％ Ｃ／℃
１ ０．８ ２ ３５

２ １．０ ３ ４５

３ １．２ ４ ５５

表２　正交试验结果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实验号 Ａ Ｂ Ｃ 空列 相对体积比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９６７３

２ １ ２ ２ ２ ０．９１４６

３ １ ３ ３ ３ ０．７６９３

４ ２ １ ２ ３ ０．９２６８

５ ２ ２ ３ １ ０．９５４５

６ ２ ３ １ ２ ０．８１７１

７ ３ １ ３ ２ ０．９３０２

８ ３ ２ １ ３ ０．８８０９

９ ３ ３ ２ １ ０．８４１５
Ｋ１ ２．６５１２２．８２４３２．６６５３２．７６３３
Ｋ２ ２．６９８４２．７５００２．６８２９２．６６１９
Ｋ３ ２．６５２６２．４２７９２．６５４０２．５７７０
ｋ１ ０．８８３７０．９４１４０．８８８４０．９２１１
ｋ２ ０．８９９５０．９１６７０．８９４３０．８８７３
ｋ３ ０．８８４２０．８０９３０．８８４７０．８５９０

极差Ｒ ０．０１５７０．１３２１０．００９６０．０６２１

最优方案 Ａ２ Ｂ１ Ｃ２

图５　验证试验所得多重乳状液的

偏光显微镜图（４００倍）

Ｆｉｇ．５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４００ｔ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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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维生素Ｃ标准工作曲线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ｉｎｅ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Ｃ

图７　不同时间点４种多重乳状液样品的

维生素Ｃ包裹率及其随时间而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７　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ｆｏｕｒ

ｍｕｌｔｉ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可以看出，在最佳配方和制备工艺下，多重乳状

液中４种质量分数维生素Ｃ的包裹率没有明显

的差别（分别为 ９８．７７％，９８．８３％，９８．１８％，
９７．５９％）．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包裹率都有所下

降．这可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有部分不稳定的
油滴发生破裂，包裹的内水相扩散至外水相所

致．但当维生素 Ｃ的质量分数为１％和２％时，

包裹率下降非常缓慢，１４ｄ后包裹率还能保持
在９５％以上，而当维生素 Ｃ的质量分数较大

时，包裹率下降比较明显，且多重乳液颜色有加

深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浓度差增大时，内乳液

中未包裹的维生素 Ｃ和不稳定油滴破裂导致

内水相中释放出的维生素 Ｃ向外水相中扩散

速度加快．

３　结论

本文以液体石蜡为内乳液油相，Ｔｗｅｅｎ８０

为外水相乳化剂，明胶为高分子增黏剂，采用两

步乳化法制备了多重乳状液并对维生素 Ｃ进

行包裹，以离心前后多重乳状液相对体积比和

放置２周期间维生素Ｃ包裹率的变化值为稳定

性衡量标准，通过单因素试验确定了影响多重

乳状液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是外内相质量比、外

水相乳比剂用量、乳化温度、均质速度和高分子

材料用量，结合正交试验获得了多重乳状液的

最佳配方和制备工艺：以 Ｔｗｅｅｎ８０和 Ｐ１３５分

别为外内相乳化剂，Ｔｗｅｅｎ８０质量分数为２％，

乳化温度为４５℃，均质转速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明胶

用量０．５％，在外内相用量比为１．０的条件下，

制得的多重乳状液相对体积比０．９６６４，性能稳

定．该条件下维生素 Ｃ的包裹率可达９８％，具

有令人满意的包裹稳定性．本文研究结果为多

重乳状液的制备及其在化妆品、农药和医药等

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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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 肇庆 ５２６２３８；
３．埃肯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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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ＡＥＳ）分别与大分子阳离子瓜
儿胶（Ｃ１４Ｓ）、阳离子聚季铵盐－１０（ＬＲ４００）和聚季铵盐 －７（Ｍ５５０）进行复配，
通过絮凝实验确定 ＡＥＳ用量和阳离子种类及用量；分别对硅油乳液 Ｅ６５１８，
Ｅ６５５０和两者复配产物进行硅油梳理性测试，筛选硅油乳液的种类及用量．结果
表明：洗发水的最佳配方为 ＡＥＳ（１７．１４％，质量分数，下同），Ｃ１４Ｓ（０．２％），
ＬＲ４００（０．２％），硅油乳液Ｅ６５１８（１．５％），硅油乳液Ｅ６５５０（０．５％），椰油酰胺丙
基甜菜碱ＣＡＢ（５％），卡波 ＳＦ１（３％），防腐剂适量和去离子水（加至１００％）．
该洗发水性能稳定，洗发后头发光滑、柔顺、易梳理，回弹力增加，可有效解决烫

染发后头发枯燥、发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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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浓密、乌黑、光亮的头发和美观、大方、整洁

的发型，不仅是一种健康的标志，也把人衬托得

容光焕发、美丽多姿．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开

始选择烫发、染发来为容貌添彩．但烫发、染发

之后的发质会变差，这是由于在烫发、染发过程

中，头发要经历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致使头

发表层的鳞片遭到破坏，内部头发纤维断裂，从

而导致头发角蛋白网络破环，使头发从内至外

都处于无保护状态，当暴露在环境中时，空气对

流和日光照射都会使头发中的水分和营养成分

流失，导致发质干枯、没有弹性，使头发失去光

泽［１－３］．另外，烫发、染发剂均含有碱性成分，对

头发表层的毛鳞片有很强的破坏作用，造成毛

鳞片脱落、水分流失，粗糙起毛刺［４－７］．因此，针

对烫、染受损发质的调理修护型洗发水的研制

具有潜在的市场前景．

调理修护型洗发水的主要功能分为清洁和

护理两部分：阴离子、非离子、两性表面活性剂

具有清洁功效；调理修护功能由阳离子聚合物、

硅油和各种添加物来实现．在洗发水配方体系

中，阳离子聚合物含量相对较少，处于被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增溶的状态．洗发过程中，洗发水被

稀释，使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与阳离子聚合物发

生解离，进而使阳离子聚合物表观电荷降低，发

生相分离，产生絮凝并从体系中析出［８－１０］．另

一方面，硅油是油性、亲肤的，具有独特的低表

面张力，能够在头皮上扩散而不产生强烈的刺

激性［１１］；硅油在头发上的沉积量影响着洗发水

的调理效果，有絮凝作用的阳离子聚合物，能促

进硅油沉积．目前，市售洗发水的众多品牌中，

主要宣称其去屑、去油功效，少量洗发水具有滋

养和修复功效，但缺少烫发、染发后调理修复型

洗发产品［１２］．鉴于此，本文拟选择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与阳离子聚合物复配进行絮凝实验，以

确定洗发水配方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用量和阳

离子聚合物的种类与用量，通过硅油梳理性测

试选择最优的硅油种类，进而确定洗发水的配

方，并对其调理修护性能进行分析，以期获得一

款针对烫染后受损发质具有调理修护功效的洗

发水，满足人们对健康、柔韧、自然秀发的追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和仪器
主要试剂：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ＡＥＳ），湖

南丽臣实业有限公司产；瓜儿胶（Ｃ１４Ｓ），索尔

维（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产；聚季铵盐 －１０

（ＬＲ４００），陶氏化学公司产；聚季铵盐 －７

（Ｍ５５０），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产；

硅油乳液 Ｅ６５１８，硅油乳液 Ｅ６５５０，埃肯有机硅

（上海）有限公司产；卡波（ＳＦ１），路博润特种

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产；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

（ＣＡＢ），湖南丽臣实业有限公司产．以上试剂均

为分析纯．

主要仪器：ＪＪ－１０００Ｙ电子天平，常州瑞品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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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产；ＭＴＴ１７５多功能头发测

试仪，英国 Ｄｉａｓｔｒ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公司产；ＳＨＺ－Ｄ

（Ⅲ）循环水真空泵，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公司

产；ＤＨＧ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

设备有限公司产；ＳＩＧＭＡ３００扫描电镜，欧波同

有限公司产．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ＡＥＳ与阳离子聚合物的絮凝实验与洗

发水基础配方的确定　经市场调研，洗发水中

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ＣＡＢ）用量为５％（若无

特指，百分数均指质量分数），卡波用量为３％，

硅油乳液总量为２％，通过絮凝实验确定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 ＡＥＳ的用量及阳离子聚合物种

类和用量．商品化的 ＡＥＳ含量为７０％，当 ＡＥＳ

含量分别设置为 １０％，１２％，１４％，１６％时，对

应实际用量分别为 １４．２９％，１７．１４％，２０％，

２２．８６％．Ｃ１４Ｓ用量为 ０．１％，０．２％，０．３％；

ＬＲ４００用量为０．３％，０．６％，０．９％；Ｍ５５０用量

为１％，２％，３％；Ｃ１４Ｓ与 ＬＲ４００复配，质量比

（ｇｇ）分别为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１０．４，

０．２０．４．按照上述比例分别配制其样品．

取上述样品１０ｍＬ，分别配制 Ｖ（样品）

Ｖ（水）为１２和１１０两个不同梯度的待测

样品，搅拌２０ｍｉｎ，充分絮凝后抽滤，置于恒温

烘箱（６０℃）中干燥１ｈ，称重并计算絮凝物的

质量．

在絮凝实验基础上确定洗发水基础配方，

见表１．

１．２．２　梳理性测试与洗发水实验配方的确定

　确定洗发水基础配方之后，将３组不同种类

硅油乳液和４组不同质量比的Ｃ１４Ｓ与ＬＲ４００

复配产物混合，制备１２组洗发水样品，运用梳

理性测试确定１２组样品中最优的硅油种类和

阳离子聚合物复配质量比．

将经脱油处理的发束进行干梳测试后，再

用水浸泡进行湿梳测试，待测试完成后，用由硅

油乳液制备的洗发水样品对发束进行硅油梳理

性测试．具体步骤如下：用一组洗发水样品分别

洗涤３组发束，首先把头发润湿，在发束上均匀

涂抹洗发水，揉搓１ｍｉｎ，固定水速，冲洗２ｍｉｎ，

洗涤结束后，测试湿梳摩擦力，用吹风机将发束

吹干，测试干梳摩擦力．按上述操作方法分别进

行第二次、第三次洗涤和测试，取平均值．

在梳理性测试基础上确定洗发水实验配

方，见表２．按照表２配方，制作１００ｇ洗发水样

品．Ａ相：称取１７．１４ｇＡＥＳ和５ｇＣＡＢ，加入到

烧杯中，加入去离子水适量，搅拌使其溶解．Ｂ

相：称取３ｇ卡波和６ｇ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将

Ｂ相缓慢加入到 Ａ相中；将通过实验确定的 Ｃ

相加入到 Ａ，Ｂ混合相中，搅拌均匀；加入 Ｄ相

适量防腐剂，搅拌均匀，制得洗发水样品．

表１　洗发水基础配方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ｉｃ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ｓｈａｍｐｏｏ

项目 名称 用量／％

Ａ相
ＡＥＳ １７．１４
ＣＡＢ ５

去离子水 至１００

Ｂ相 卡波 ３
去离子水 ６

Ｃ相 硅油乳液 ２

ｍ（Ｃ１４Ｓ）ｍ（ＬＲ４００）＝
０．１ｇ０．２ｇ，０．２ｇ０．２ｇ，
０．１ｇ０．４ｇ，０．２ｇ０．４ｇ

０．３～０．６

Ｄ相 防腐剂 适量

表２　洗发水实验配方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ｅｓ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ｓｈａｍｐｏｏ

项目 名称 用量／％
ＡＥＳ １７．１４

Ａ相 ＣＡＢ ５
去离子水 至１００

Ｂ相 卡波 ３
去离子水 ６

硅油乳液
（ｍ（Ｅ６５１８）ｍ（Ｅ６５５０）＝１．５ｇ０．５ｇ） ２

Ｃ相
ｍ（Ｃ１４Ｓ）ｍ（ＬＲ４００）＝０．２ｇ０．２ｇ ０．４

Ｄ相 防腐剂 适量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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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发束摩擦力测试与发丝形貌表征　将

发束固定在测试平台上，使其处于紧绷状态，利

用头发多功能测试仪对发束进行摩擦力测试．

使用扫描电镜对发丝表面的形貌进行表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ＡＥＳ与阳离子聚合物絮凝实验结果
ＡＥＳ与阳离子聚合物复配的絮凝实验结果

如图１—图４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在 Ｖ（样品）Ｖ（水）＝

１２的梯度下，随着 ＡＥＳ和 Ｃ１４Ｓ用量的增

加，絮凝物质量增加基本呈上升趋势，且 ＡＥＳ

用量较低时，絮凝物质量增加趋势越明显，当

ＡＥＳ用量为１４．２９％，Ｃ１４Ｓ用量为 ０．３ｇ时，

絮凝 物 质 量 达 到 最 大 值 ０．０５３４ｇ；在

Ｖ（样品）Ｖ（水）＝１１０的梯度下，ＡＥＳ用量

为１４．２９％，１７．１４％，２０．００％时，随着 Ｃ１４Ｓ

用量增加，絮凝物的质量基本呈上升趋势，当

ＡＥＳ用量为１４．２９％，Ｃ１４Ｓ用量为０．３ｇ时，絮
凝物质量达到最大值０．０７５７ｇ．

从图２可以看出，在 Ｖ（样品）Ｖ（水）＝
１２的梯度下，ＡＥＳ用量为２０％，ＬＲ４００用量
为０．９ｇ时，絮凝物质量出现了骤减；在 Ｖ（样
品）Ｖ（水）＝１１０的梯度下，ＡＥＳ用量分别
为１４．２９％和２０％时，随着ＬＲ４００用量增加，
絮凝物质量呈增加趋势，当 ＡＥＳ用量为
１４．２９％，ＬＲ４００用量为０．９ｇ时，絮凝物质量
达到最大值０．０１３１ｇ．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 Ｖ（样品）Ｖ（水）＝
１２或１１０梯度时，ＡＥＳ与Ｍ５５０复配进行絮
凝实验，絮凝物质量与阳离子浓度的变化没有一

定规律，表明絮凝实验效果不理想．

图１　ＡＥＳ复配Ｃ１４Ｓ体系在不同梯度下的絮凝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ＡＥ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１４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图２　ＡＥＳ复配ＬＲ４００体系在不同梯度下的絮凝实验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ＡＥ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ｄＬＲ４００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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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ＥＳ复配Ｍ５５０体系在不同梯度下的絮凝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ＡＥ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ｄＭ５５０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图４　ＡＥＳ复配Ｃ１４Ｓ和ＬＲ４００体系在不同梯度下的絮凝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ＡＥ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ｄＣ１４ＳａｎｄＬＲ４００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从图４可以看出，在 Ｖ（样品）Ｖ（水）＝

１２或１１０梯度下，随着ＡＥＳ和混合阳离子

聚合物用量的增加，絮凝物质量变化没有固定

规律，但较同等用量下单一阳离子的絮凝物质

量明显增加，且ＡＥＳ用量为１７．１４％时絮凝效

果最好．

因此，开发调理功效较佳的洗发水，应优先

选择阳离子之间的复配，以达到更好的絮凝效

果，从而促进有效成分在头发表皮的沉积，起到

保护秀发的作用．

２．２　硅油梳理性测试结果
按照实验配方要求，将 Ａ，Ｂ两相混合后，

分别加入硅油乳液 Ｅ６５１８，Ｅ６５５０，两者的复配

产物及４个质量比的阳离子聚合物，制备洗发

水，然后进行梳理性测试，结果如图 ５—图 ７

所示．

由图５可以看出，湿梳情况下，当阳离子复

配质量比（ｇｇ）为０．２０．２和０．１０．４时，洗

前洗后梳理力差值为负数，说明洗前湿梳阻力小

于洗后湿梳阻力；阳离子复配质量比（ｇｇ）为

０．１０．２和０．２０．４时，洗前洗后梳理力差值

为正值，说明洗前湿梳阻力大于洗后湿梳阻力．

在上述４组复配体系中，洗前干梳与洗后干梳差

值为正，说明洗前干梳阻力大于洗后干梳阻力．

由图６可以看出，在湿梳情况下，阳离子复

配质量比（ｇｇ）为 ０．２０．２，０．１０．４和

０．２０．４时，洗前洗后梳理力差值均为负数，

表明洗前湿梳阻力小于洗后湿梳阻力；在干梳

情况下，阳离子复配质量比（ｇｇ）为０．１０．２，

０．２０．２和０．１０．４时，洗前洗后梳理力差值

为负数，表明洗前干梳阻力小于洗后干梳阻力．

　　由图７可以看出，在湿梳情况下，无论哪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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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硅油乳液Ｅ６５１８梳理性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ｏｉｌ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Ｅ６５１８ｃｏｍ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６　硅油乳液Ｅ６５５０梳理性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ｏｉｌ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Ｅ６５５０ｃｏｍ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种阳离子复配比例，洗前洗后梳理力差值均为正

数，表明洗前湿梳阻力要大于洗后湿梳阻力．干
梳情况下，阳离子复配质量比（ｇｇ）为０．１
０．２，０．２０．２和０．２０．４时，洗前洗后梳理力
差值为正数，表明洗前干梳阻力大于洗后干梳阻

力．这是由于两者复配时，大、小粒径硅油乳液发
挥不同的作用，所表现的效果均优于单个硅油乳

液，在阳离子复配质量比（ｇｇ）为０．２０．２时，
其干梳性能优于湿梳性能，梳理性效果最好．结合
Ｃ１４Ｓ和ＬＲ４００复配时的絮凝实验结果，确定洗发
水配方中ｍ（Ｃ１４Ｓ）ｍ（ＬＲ４００）＝０．２ｇ０．２ｇ，
硅油乳液ｍ（Ｅ６５１８）ｍ（Ｅ６５５０）＝１．５ｇ０．５ｇ．
２．３　发束摩擦力测试结果

对发束进行摩擦力测试，结果如图８和图
９所示．从图８和图９可以看出，洗前发束摩擦
力１０６．２×１０－４Ｎ，回梳值１７２．７×１０－４Ｎ，洗后

图７　硅油乳液Ｅ６５１８与

Ｅ６５５０复配时梳理性实验结果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ｂａ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ｏｉｌ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Ｅ６５１８ａｎｄＥ６５５０

图８　洗前摩擦力测试曲线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ｗａｓｈ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ｃｕｒｖｅ

摩擦力８５×１０－４Ｎ，回梳值１３６．５×１０－４Ｎ；对比
洗前、洗后摩擦力测试数据得出，正常梳理时摩

擦力比洗前下降约２０×１０－４Ｎ；回梳时下降约
３６×１０－４Ｎ．因此，经本文制备的洗发水漂洗的
发束柔软、易梳理、回弹力增加．
２．４　发丝表面形貌分析

洗前洗后发丝的ＳＥＭ图如图９所示．从图
９可以看出：洗前头发表面毛鳞片张开过大，表
面粗糙不平整；而洗后头发毛鳞片没有张开或

张开很小，发丝表面光滑平整．

３　结语

本文选择 ＡＥＳ与４种阳离子聚合物进行
复配，利用絮凝实验确定洗发水配方体系中

ＡＥＳ的用量、阳离子聚合物的种类及用量，利用
硅油梳理性测试研究硅油乳液种类及用量对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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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洗后摩擦力测试曲线

Ｆｉｇ．９　Ｐｏｓｔｗａｓｈ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ｃｕｒｖｅ

图１０　洗前洗后发丝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ｈａｉｒ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

束梳理性效果的影响由此确定最佳洗发水配方

为：ＡＥＳ（１７．１４％），Ｃ１４Ｓ（０．２％），ＬＲ４００
（０．２％），Ｅ６５１８（１．５％），Ｅ６５５０（０．５％），ＣＡＢ
（５％），卡波（３％），防腐剂（适量）和去离子水
（加至１００％）．经该配方洗发水样品漂洗过的
发 束，梳 理 时 摩 擦 力 比 洗 前 下 降 约

２０×１０－４Ｎ，回梳时下降约３６×１０－４Ｎ；洗后发
束光滑、柔顺，易梳理，回弹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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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温共烧陶瓷（ＨＴＣＣ）工艺，以氧化锆陶瓷、导电金属浆料、室温离子
液体为主要原料，制作了一种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并对该传感器电极的电
化学性能、传感器的输出和响应特性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验所用室温离
子液体１－丁基－３－甲基咪唑双三氟甲磺酰亚胺盐适合作为该电化学 ＮＯ２传
感器的电解液，适宜的工作电压为１．２Ｖ；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为０～０．０１０％
（体积分数）时，精度为１．５％ＦＳ；该传感器的响应时间（τ９０）为２５ｓ，优于传统腔
室类电化学气体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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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Ｏ２ 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ｗａｓ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ｆｉｒｅｄｃｅｒａｍｉｃ

（ＨＴＣ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ｚｉｒｃｏｎｉａ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ｌｐａｓｔｅａｎｄ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
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１ｂｕｔｙｌ３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
ｄａｚｏｌｉｕｍｂｉｓ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ｉｍｉｄｅｓａｌｔ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ａｓ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ｏｆ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Ｏ２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ｖｏｌｔａｇｅｗａｓ１．２Ｖ；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ｗａｓ０～０．０１０％ （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ａｓ１．５％ ＦＳ．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τ９０）ｏｆ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ｗａｓ２５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

０　引言

ＮＯ２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因素之一，对生态

环境、大气环境、水体环境都会造成破坏，致使

地表水酸化、臭氧层破坏、产生光化学烟雾，严

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健康［１－２］．ＮＯ２主要来源
于高温燃烧过程中废气的释放，如机动车尾气、

锅炉废气的排放等［３］．常用的 ＮＯ２气体检测方

法有光学法、质谱法、气体传感器检测等［４］．这
些检测方法普遍存在仪器体积大、测量易受环

境因素干扰、功耗大、测量精度低的问题．电化
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由于具有环境适应性好、体
积小、功耗低、易集成等优点，具有广阔的应用

空间［５－７］．但目前市售的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均为
腔室结构，存在体积大不易集成、响应时间长、

使用寿命短、电解液易干涸的问题 ［８－１３］．
ＨＴＣＣ工艺是在生瓷带上利用激光打孔、

微孔注浆、精密导体浆料印刷等工艺制出所需

要的电路图形，然后叠压在一起，烧结制成三维

空间电子元器件或传感器的一种元器件制作工

艺．该工艺具有制作简单、产品一致性好、体积
小、易集成的优点，用于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制

造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 ＨＴＣＣ工艺在传
感器领域比较成熟的应用是用于制造汽车氧传

感器，鲜见将该工艺用于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制作
方面的报道．鉴于此，本文拟采用 ＨＴＣＣ工艺，
选取贵金属 Ａｕ作为催化电极材料，选用多孔
金浆料印刷参比电极、工作电极和辅助电极，以

１－丁基－３－甲基咪唑双三氟甲磺酰亚胺盐作

为电解液材料，氧化锆陶瓷作为多孔层材料，制

作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并对该传感器进行

电化学性能、输出特性和响应特性分析，以期解

决传统腔室类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存在的问题．

１　主要材料与仪器

主要材料：１９０１－Ａｕ型多孔金浆料、５５７４

氧化锆多孔浆料，美国 ＥＳＬ公司产；室温离子

液体１－丁基 －３－甲基咪唑双三氟甲磺酰亚

胺盐（纯度９９％），上海成捷公司产．

主要仪器：ＩＮＳＰＥＣＴ－Ｓ５０型扫描电子显

微镜，美国ＦＥＩ公司产；Ａｕｔｏｌａｂ３０２Ｎ型电化学

工作站，瑞士万通公司产．

２　传感器的设计与制作

图１为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结构图．

本文设计的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为三电极

结构，有工作电极、辅助电极和参比电极．采用

无膜式电解池结构，被测气体可直接接触到电

极，在辅助电极／电解液／ＮＯ２气体三相界面上
发生电化学还原反应：

ＮＯ２＋２Ｈ
＋＋２ｅ－→ＮＯ＋Ｈ２Ｏ

图１　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Ｏ２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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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对电极上 Ｈ２Ｏ失去电子发生氧化

反应：

Ｈ２Ｏ→２Ｈ
＋＋１／２Ｏ２＋２ｅ

－

总反应为

ＮＯ２→ＮＯ＋１／２Ｏ２
本实验设计的传感器制作步骤如下．

１）采用丝网印刷的方法在氧化铝生瓷片

表面印刷多孔氧化锆陶瓷层，厚度为２０μｍ，获

得用于支撑电解液的多孔载体层（烧结固化

前），并使用铂浆料印刷电极引出端．

２）将第一步印好的多孔层、电极引出端、

陶瓷基底高温共烧成型，获得多孔层结构用于

固载电解液．

３）在各电极引出端焊接引线．

４）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多孔载体层表

面相应位置印刷 Ａｕ作为工作电极、对电极和

参比电极，获得完整的传感器电解池结构，其尺

寸为１０ｍｍ×１０ｍｍ．

５）使用移液器量取０．４μＬ的离子液体１－

丁基－３－甲基咪唑双三氟甲磺酰亚胺盐作为

电解液，滴加并渗透进多孔层内．图２为电解池

样品的片式结构设计，其机制在于实现 ＮＯ２传

感器的微型化与易集成化．

图２　电解池样品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ｉｃｃｅｌｌ

３　传感器性能测试与讨论

３．１　传感器性能测试方法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传感器电极表面的

微观形貌进行测试：工作电压为２０ｋＶ；利用电

化学工作站对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输出

性能进行测试：循环伏安曲线（ＣＶ）扫描电压范围

为０．２～２．５Ｖ，扫描速率为０．０１Ｖ／ｓ；电流输出特

性曲线扫描电压１．２Ｖ，采样频率１２０次／ｍｉｎ．

３．２　传感器电极表面微观形貌分析
图３为 Ａｕ电极表面的 ＳＥＭ图．由图３可

以看出，Ａｕ电极表面疏松多孔且无团聚，比表

面积大，这使得被检测气体与催化电极的接触

面积较大，能有效提高催化效率，有利于电化学

反应的进行．同时，ＮＯ２在多孔结构 Ａｕ电极内

的扩散较快，提高了电极反应速率，缩短了响应

时间．

３．３　传感器电极的电化学性能分析
图４为Ａｕ电极在１－丁基－３－甲基咪唑

双三氟甲磺酰亚胺盐电解液中对 ＮＯ２气体的

循环伏安曲线．由图４可以看出，实验使用的电

解液电化学窗口较宽，１．５Ｖ以内未发生明显

电解，说明该离子液体电化学性能较稳定．当工

作电压为１．２Ｖ左右时，ＮＯ２在电解液系内出

图３　Ａｕ电极表面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ｕ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１６·



　２０１９年７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

现了明显的氧化峰，说明在１．２Ｖ时电解池体

系内发生了明显的电化学反应，即在 Ａｕ电极

的催化下 ＮＯ２在１－丁基 －３－甲基咪唑双三

氟甲磺酰亚胺盐中的电解电位为１．２Ｖ，该离

子液体适合作为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电解液，

同时因室温离子液体不易干涸，可延长传感器

的使用寿命．本文设计的 ＮＯ２传感器采用恒压

供电，故选定其工作电压为１．２Ｖ．

图４　Ａｕ电极在１－丁基－３－甲基咪唑

双三氟甲磺酰亚胺盐电解液中

对ＮＯ２的循环伏安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ｙｃｌｉｃｖｏｌｔ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ｒｏｕｓ

Ａｕ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ｆｏｒ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ｉｎ

１ｂｕｔｙｌ３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

ｂｉｓ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ｉｍｉｄｅｓａｌｔ

３．４　传感器电流输出特性分析
图５为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电流特

性输出曲线．由图５可以看出，随着 ＮＯ２体积

分数的增加，该传感器的输出电流逐渐增大．经

计算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工作方程为ｙ＝

２．９９ｘ＋４７１．５４，精度为１．５％ＦＳ，传感器线性

输出较好．

３．５　传感器响应特性分析
本文选取τ９０为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即从通

入ＮＯ２气体开始，到传感器输出达到上限（Ｒｇ）

的变化量的９０％所用的时间．图６为ＮＯ２体积

分数为０．０１０％下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响

图５　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电流输出特性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Ｏ２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

图６　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响应－恢复曲线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Ｏ２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

应－恢复时间曲线．由图６可以看出，该传感器

的响应时间（τ９０）为２５ｓ，优于传统腔室类电化

学气体传感器［１４］．这是由于本文设计的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电解池为无膜开放式结构，

被测气体可直接与 Ａｕ电极表面接触，无传统

腔室结构的电化学气体传感器气体在透气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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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过程，从而提高了响应速度，缩短了响应

时间．

４　结论

本文以氧化锆陶瓷、导电金属浆料、室温离

子液体为主要原料，设计制做了一种基于

ＨＴＣＣ工艺的电化学 ＮＯ２气体传感器，通过对

其电极电化学性能、输出特性和响应特性进行

测试与分析发现，实验所用室温离子液体适合

作为该电化学ＮＯ２气体传感器的电解液，同时

因室温离子液体不易干涸，延长了传感器的使

用寿命，传感器适宜的工作电压为１．２Ｖ；该传

感器的检测范围为０～０．０１０％（体积分数），精

度为 １．５％ＦＳ；该传感器的响应时间（τ９０）为

２５ｓ，优于传统腔室类电化学气体传感器．

本文设计的传感器解决了目前市售传感器

使用寿命短、体积大不易集成等问题；同时，设

计制作的开放式电解池结构，使该传感器具有

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准确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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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ＣａＯ２添加至城市污水处理剩余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研究 ＣａＯ２添加
量对剩余污泥水解酸化和厌氧发酵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ＣａＯ２的添加能够促
进污泥溶液化和分解，提高污泥水解性能，发酵系统中的蛋白质和多糖质量浓

度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适当添加 ＣａＯ２能够促进污泥厌氧发酵产
酸，且产酸过程具有延迟性，也能促进蛋白酶、α－葡萄糖苷酶和脱氢酶的活性，
但会严重抑制碱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的活性；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
ＮＨ４

＋－Ｎ释放量先增大后降低，而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则呈降低趋势．从机理角度

分析，ＣａＯ２溶于水后生成ＯＨ
－，Ｏ２

－，Ｈ２Ｏ２等强氧化物质，能够有效破坏微生物细
胞壁，强化污泥水解，ＯＨ－形成的碱性环境可抑制产甲烷菌的活性，降低ＳＣＦＡｓ的
消耗，ＯＨ－，Ｃａ２＋与发酵系统中的ＮＨ４

＋－Ｎ和ＰＯ４
３－－Ｐ形成鸟粪石沉淀，有利于

氮和磷物质的有效回收．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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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ｅＣａＯ２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Ｏ２ｏｎｔｈｅＷＡＳ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ＣａＯ２ｃｏｕｌ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ＷＡＳ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ｕｄｇ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ＷＡＳ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Ｏ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Ｏ２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ｃｉｄａｎｄｉｔｗａｓ

ｄｅｌａｙｅｄ，ａｎｄａｌｓｏ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ｔｅａｓｅ，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ｎｄ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ｂｕｔ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ｌ
ｋａｌ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ｎｄａｃｉ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ＮＨ４

＋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ａＯ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Ｏ４
３－Ｐ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ａＯ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Ｏ２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ｏｆｏ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ｏｘｉｄｉｚ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

ＯＨ－，Ｏ２
－，Ｈ２Ｏ２，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ｓｔｒｏｙ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ｅｌｌｗａｌｌ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Ｔｈｅ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Ｏ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ＦＡｓ，ａｓｔｒｕｖｉｔ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ｗａ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Ｈ－ ａｎｄＣａ２＋ ｗｉｔｈＮＨ４

＋Ｎａｎｄ

ＰＯ４
３－Ｐｉｎｔｈ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０　引言

目前，活性污泥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污水处

理方法，具有处理效果好、成本低等特点．然而

运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城市污水会产生大量副产

物———剩余污泥，其处理问题成为当前污水处

理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据统计，至２０１７年，我国

城市污泥年产生量约为７０００万吨，而且污水处

理厂约６０％的运行费用于污泥处理［１］．污泥中

含有丰富的有机资源（如蛋白质、糖类、脂类

等）和无机资源（如氮、磷等），可回收利用，但

其中还含有大量的病菌、病毒等微生物，如果不

能妥善处理，将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环境

安全．

污泥厌氧发酵是目前高效且低成本的一种

污泥处理技术，其处理过程分为水解、酸化和产

甲烷３个阶段：污泥水解将微生物体内蛋白质

和多糖释放至发酵系统，水解酶能够将蛋白质

和多糖分解成氨基酸、单糖等小分子物质；酸化

菌则利用水解产物生成可挥发性短链脂肪酸

（ＳＣＦＡｓ）；产甲烷菌再利用ＳＣＦＡｓ生成甲烷．污

泥水解是污泥厌氧发酵的关键步骤，而产生于

酸化阶段的 ＳＣＦＡｓ是污水生物处理过程的优

质碳源［２］，ＳＣＦＡｓ中的乙酸、丙酸、异丁酸等也
是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因此污泥厌氧发酵产

酸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发现，在 ＮａＯＨ，
ＫＯＨ，Ｃａ（ＯＨ）２等碱性条件下，产甲烷菌活性
受到抑制，水解酸化菌将污泥中大部分有机物

转化为ＳＣＦＡｓ，蛋白质，多糖等，其中 Ｃａ（ＯＨ）２
型发酵系统中乙酸含量最高［３］．刘常青等［４］发

现，用Ｃａ（ＯＨ）２，ＣａＣｌ２等联合热水解法预处理
污泥有助于有机物的溶出．由此可见，钙制品化
学药剂对于污泥厌氧发酵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经Ｃａ（ＯＨ）２处理的发酵污泥中仍含有大
量的有机物未提取、未利用．

ＣａＯ２是一种安全、多功能的氧化剂，有
“固体”双氧水之称，溶于水后能够生成

·ＯＨ，Ｈ２Ｏ２，Ｃａ（ＯＨ）２等
［５］，已广泛用于水产

养殖业、农业、制药业和水处理行业．近期研究
发现，ＣａＯ２能够提高污泥脱水性

［６］，与游离氨

联合可提高污泥厌氧发酵产酸性能［７］，但是对

于其作用机理研究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拟
以ＣａＯ２作为剩余污泥处理药剂，研究不同添
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水解酸化性能的影
响，考察其对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生物酶活性

的影响，探索 ＣａＯ２在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中的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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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以期为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资源化

研究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污泥来源与实验装置
本实验使用的污泥取自郑州市某城市污水

处理厂的曝气池，将其用自来水清洗３次后进

行浓缩，得实验用污泥，即后文称剩余污泥，其

性质如表１所示．

实验反应器材质为有机玻璃，总体积为

２．５Ｌ，有效容积为２．０Ｌ，采用磁力搅拌器进行

匀速搅拌．

主要试剂：ＣａＯ２，浓 Ｈ２ＳＯ４，ＣｕＳＯ４，酒石酸

钾钠，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产；吡喃葡萄糖

苷、硝基－ａ－ｄ－吡喃葡萄糖苷、对硝基苯磷酸

二钠、碘硝基四唑紫、Ｆｏｌｉｎ试剂，阿拉丁试剂有

限公司产．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主要仪器：７５４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ＦＡ２００４电子天平，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产；ＴＧ１６－ＷＳ离心机，湘仪离心机仪器有

限公司产；５Ｂ－１Ｆ（Ｖ８）ＣＯＤ快速检测仪，连华

科技有限公司产；ＧＣ６８９０Ｂ气相色谱仪，安捷

伦科技有限公司产；ＰＨＳ－２５雷磁水质测定仪，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产．

１．２　取样方法

　　分别取２　Ｌ剩余污泥投加至１＃—４＃反应

表１　实验用污泥的性质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ｌｕｄｇ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ｍｇ／Ｌ

项目 指标 数值

发酵
污泥

悬浮物污泥质量浓度（ＴＳＳ） ９５５０±１４５
可挥发性污泥质量浓度（ＶＳＳ） ６０８０．６±１３０

滤液

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值 ２５．０±０．５

挥发性脂肪酸（ＳＣＦＡｓ）释放量
（以ＣＯＤ计） １５．７６±０．８５

蛋白质含量（以ＣＯＤ计） ４．５±０．５
多糖含量（以ＣＯＤ计） ５．５±１．３
ＮＨ４

＋－Ｎ释放量 ２．５±０．１
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 ３．０±０．５

器，再向反应器中投加 ＣａＯ２，控制其添加量分

别为０．１ｍｇ／ｍｇＳＳ（该单位指每 ｍｇ悬浮污泥

中添加 ＣａＯ２的质量，下同），０．２ｍｇ／ｍｇＳＳ，

０．３ｍｇ／ｍｇＳＳ，０．４ｍｇ／ｍｇＳＳ．启动磁力搅拌

器，隔天取样测定理化指标．

１．３　测定方法
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悬浮污泥质量浓度

（ＭＬＳＳ）和可挥发性污泥质量浓度（ＭＬＶＳＳ）根

据国标方法测定［８］；ＤＮＡ质量浓度用分光光度

计测定；ｐＨ值用雷磁水质测定仪测定．

在污泥发酵过程中部分有机氮和有机磷以

ＮＨ４
＋－Ｎ和 ＰＯ４

３－ －Ｐ的形式释放，其释放量

是表征污泥厌氧发酵效果的指标之一，根据国

标方法测定［８］．

污泥在厌氧发酵过程中释放大量的蛋白

质、多糖等物质，但是酸化菌不能直接利用这些

物质进行产酸活动．水解菌先利用自身水解酶

（如蛋白酶）和α－葡萄糖苷酶将大分子的蛋白

质和多糖水解生成氨基酸、单糖等［９］，而酸化菌

则利用水解产物生成 ＳＣＦＡｓ．所以，蛋白酶和

α－葡萄糖苷酶，在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中有重

要作用．ＳＣＦＡｓ的产量用气相色谱仪测定［１０］，

发酵系统中的多糖和蛋白质质量浓度采用分光

光度法测定［８－９］，蛋白酶和 α－葡萄糖苷酶含

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１０－１１］．

剩余污泥发酵系统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磷，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和酸性磷酸酶（ＡＣＰ）可以将

其水解成无机磷（ＰＯ４
３－－Ｐ）并随着有机物的水

解酸化而释放，ＡＬＰ和ＡＣＰ活性采用分光光度

法测定［１０－１１］．

乳酸脱氢酶（ＬＤＨ）是脱氢酶（ＤＨ）的一

种，是催化乳酸与丙酮酸之间氧化还原反应的

重要生物酶．因此，ＤＨ可以代表发酵过程中的

ＬＤＨ．与ＬＤＨ一样，由于膜的损伤，ＤＨ也可能

被释放［１１－１２］．因此，可利用 ＤＨ研究微生物细

胞膜与不同添加量 ＣａＯ２的相互作用，揭示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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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Ｏ２在厌氧发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毒性机制，

ＤＨ的活性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１０－１１］．

１．４　计算方法
污泥厌氧发酵的过程，是污泥中微生物解

体、有机物释放的过程，而污泥溶液化率

（ＳＣＯＤ）和污泥分解性率（ＤＤＣＯＤ）可表征污泥

中微生物解体程度，计算公式分别如下［１３－１４］：

ＳＣＯＤ＝
ＣＯＤｓ－ＣＯＤｓ０
ＣＯＤｐ０

×１００％ ①

ＤＤＣＯＤ＝
ＣＯＤｓ－ＣＯＤｓ０
ＣＯＤＮａＯＨ－ＣＯＤｓ０

×１００％ ②

式中，ＣＯＤｓ为溶解性 ＣＯＤ值／（ｍｇ·

Ｌ－１）；ＣＯＤｓ０为原始溶液中溶解性 ＣＯＤ值／

（ｍｇ·Ｌ－１）；ＣＯＤｐ０为污泥原始颗粒 ＣＯＤ值／

（ｍｇ·Ｌ－１）；ＣＯＤＮａＯＨ为实验温度下，１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处理剩余污泥 ２４ｈ后的 ＣＯＤ值／

（ｍｇ·Ｌ－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ＣａＯ２对污泥水解性能的影响
２．１．１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污泥溶解的影响

　图１为不同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

发酵系统中ｐＨ值、ＤＮＡ质量浓度、ＳＣＯＤ值和

ＤＤＣＯＤ值的影响．

由图１可以看出，ＣａＯ２对系统中 ＳＣＯＤ值

和 ＤＤＣＯＤ值均具有显著影响，两者均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ＳＣＯＤ值由８．８４％

增至 ４１．３７％，ＤＤＣＯＤ值由 １１．８４％ 增至

５５．４２％．其中，０．４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中的

ＳＣＯＤ值和ＤＤＣＯＤ值是０．１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

统的４～５倍．该结果与Ｘ．Ｌｉ等［１５］研究的污泥

碱性发酵过程中 ＳＣＯＤ值的变化（２３．２％～

５３．８％，１５～５５℃）相似，但是高于 Ｎａｄｄｅｏ超

声破碎处理污泥中 ＳＣＯＤ值的变化（２２％，

１９０００ｋＪ／ｋｇ）［１６］，这说明 ＣａＯ２能够有效地促

进污泥溶液化和分解．这是因为ＣａＯ２溶于水后

生成的ＯＨ－能够破坏微生物细胞壁，促进有机

质释放［１７］，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系统内

ｐＨ值升高至１２（如图１ａ）所示），直接破坏了

微生物细胞壁．同时ＣａＯ２作用发酵系统后生成

大量的活性物质如 Ｈ２Ｏ２，·ＯＨ和·Ｏ２
－等，这

些活性物质能够破坏微生物细胞膜，使细胞内

容物流失［１８］，从而使剩余污泥有效溶解．在溶

图１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ｐＨ值、

ＤＮＡ质量浓度、ＳＣＯＤ值和ＤＤＣＯＤ值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ｐＨｖａｌｕｅ，ＤＮＡ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ＤＤＣＯ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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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中，ＤＮＡ随着细胞质的溶出而释放（如

图１ｂ）所示），ＤＮＡ质量浓度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

的增加而增大，发酵末期（１７ｄ）其值为 ８．５～

１９３．３ｍｇ／Ｌ．

２．１．２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可溶性蛋白质和

多糖质量浓度的影响　不同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

剩余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中蛋白质和多糖质量浓

度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以看出，发酵过程中蛋白质和多

糖质量浓度均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

发酵后期蛋白质质量浓度显著下降，而多糖质

量浓度相对较为稳定．反应至第 ５～６ｄ时，

０．４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中蛋白质和多糖质量浓度

最大，分别为 ９３１．１２ｍｇ／Ｌ和３４３．６２ｍｇ／Ｌ，是

０．１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 （１５０．８３ｍｇ／Ｌ和

３４．５６ｍｇ／Ｌ）的６．１７倍和９．９４倍，即使发酵末

期蛋白质和多糖质量浓度（５１４．４７ｍｇ／Ｌ和

３９２．４４ｍｇ／Ｌ）下降，仍为０．１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

统（５５．０３ｍｇ／Ｌ和１５．９５ｍｇ／Ｌ）的９．３５倍和

２４．６０倍，说明ＣａＯ２能够有效提高剩余污泥的

水解性能．同时还发现，发酵末期０．４ｍｇ／ｍｇＳＳ
发酵系统中蛋白质质量浓度是多糖质量浓度的

１．３１倍，低于其他碱性发酵（ＮａＯＨ，ＫＯＨ，

Ｃａ（ＯＨ）２）方式
［３］，但是高于单过硫酸氢钾、高

铁酸钾等发酵方式［１９－２０］．ＣａＯ２溶于水后形成

大量的ＯＨ－，这些 ＯＨ－和 ＣａＯ２对细胞壁均有
破坏作用，使大量的蛋白质和多糖类释放至系

统，但是其水解过程中形成的 Ｈ２Ｏ２，·ＯＨ，

·Ｏ２
－能够氧化蛋白质，减少系统中蛋白质的

质量浓度．由于ＣａＯ２氧化性低于·ＳＯ４
－（单过

硫酸氢钾溶于水后的产物），因此，该发酵过程

产生的蛋白质和多糖的比例高于单过硫酸氢钾

发酵方式．
２．２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污泥酸化的影响

图３为不同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

氧发酵过程中污泥酸化的影响．
由图３ａ）可以看出，系统中 ＳＣＦＡｓ的产量

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基本呈先增大后降低
的趋势，发酵至第５ｄ时，０．２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
统中 ＳＣＦＡｓ产量最大（８７６．１２ｍｇ／Ｌ），是
０．１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 统 （３５．００ｍｇ／Ｌ）的
２５．０３倍；发酵至第９ｄ时，０．３ｍｇ／ｍｇＳＳ发酵
系统中 ＳＣＦＡｓ的产量迅速增至最大，但是
０．２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中 ＳＣＦＡｓ产量迅速下
降．该结果表明，当ＣａＯ２添加量为０．３ｍｇ／ｍｇＳＳ
时，能够显著提高发酵系统中ＳＣＦＡｓ的产量，

图２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中蛋白质和多糖质量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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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该发酵系统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

糖等物质，且系统 ｐＨ值为９～１０（见图１ａ）），

该环境下较适合产酸菌的生长，但严重抑制产

甲烷菌活性．在０．３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中，随

着发酵时间的延长，ＳＣＦＡｓ产量升高，其原因可

能是，在发酵后期，系统内的 ｐＨ值下降，产酸

菌活性得到恢复，能够有效利用系统内丰富的

蛋白质和 多 糖 生 成 ＳＣＦＡｓ．而 发 酵 后 期

０．２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中 ＳＣＦＡｓ产量迅速降

低是因为系统中 ｐＨ值迅速下降至７～８，导致

系统中产甲烷菌活性恢复，ＳＣＦＡｓ被大量消耗．

由图３ｂ）可以看出，在０．４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

中，蛋白质和多糖的质量浓度较其他发酵系统

均升高，但当发酵系统中ｐＨ值增至１２，不仅抑

制产甲烷菌生长，同时也影响产酸菌的活性．邢

立群等［２１］也发现，发酵系统经强碱（ｐＨ＝１０～

１２）处理后，产酸菌活性受到严重抑制，ＳＣＦＡｓ

产量显著下降．而且 ＣａＯ２发酵系统中较高的

·ＯＨ，·Ｏ２
－等强氧化物质对系统内微生物的

生长存在抑制作用，所以，ＣａＯ２添加量过高时

不利于剩余污泥厌氧发酵产酸．

表２为不同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

氧发酵系统中酸成分的影响．由表２可以看出，
发酵系统中ＳＣＦＡｓ乙酸占比差别较显著，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呈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分
别为５２．８５％，６６．９６％，６３．９４％和４８．７２％．高
于作者前期研究的 Ｃａ（ＯＨ）２污泥厌氧发酵系

统中的乙酸占比（６２．２７％）［３］，但是低于单过
硫酸钾氢钾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的乙酸占比

（７５．５５％）［１９－２２］．可见，ＣａＯ２，Ｃａ（ＯＨ）２与单过
硫酸氢钾在污泥发酵过程中的化学性质相似，

其水解过程中释放的高氧化物质会强化乙酸的

积累．ＳＣＦＡｓ中的丙酸占比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
增加而降低，分别为７．４１％，５．０９％，５．１８％和
３．６３％，均低于Ｃａ（ＯＨ）２型污泥发酵系统的丙

酸占比（１０％ ～１５％）［３］和单过硫酸氢钾发酵
系统的丙酸占比（３．４２％ ～１１．２９％）［２２］．这说
明ＣａＯ２能够提高微生物对丙酸的利用率，进而
提高发酵系统中乙酸占比．此外，系统中可能含
有大量的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ｏｔｈｒｉｘ，Ｔｉｓｓｉｅｒｅｌｌａ，Ｐｅｐｔｏｓｔｒｅｐｔｏ
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ｉｎｃｅｒｔａｅ＿ｓｅｄｉｓ等产乙酸微生物［３］．在系
统中，ＳＣＦＡｓ中正丁酸和正戊酸的占比与丙酸
相似，均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大而降低；异丁
酸的占比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先降低后升

图３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中污泥酸化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ｓｌｕｄｇｅ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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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

发酵系统中酸成分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Ｏ２添加量／
（ｍｇ·（ｍｇＳＳ）－１）

酸成分占比／％
乙酸 丙酸 异丁酸 正丁酸 异戊酸正戊酸

０．１ ５２．８５ ７．４２ １４．８３ １１．１２ ５．０８ ８．７０

０．２ ６６．９６ ５．１０ ９．１９ ２．２９ １６．１２ ０．６３

０．３ ６３．９４ ５．１８ ８．９１ ３．８９ １６．９８ １．０９

０．４ ４８．７２ ３．６４ ３２．４９ ４．２７ ５．１５ ５．７３

高；异戊酸的占比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先增

加后降低．这是因为，正丁酸和正戊酸属于直链

酸，更容易被微生物利用，故二者在系统中的占

比低于异丁酸和异戊酸．

２．３　不同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 ＮＨ４
＋ －Ｎ和

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的影响

　　图４为不同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

氧发酵系统中ＮＨ４
＋－Ｎ和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的

影响．

由图４可以看出，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发酵系

统中ＮＨ４
＋－Ｎ和ＰＯ４

３－－Ｐ的释放量具有显著

的影响．ＮＨ４
＋ －Ｎ释放量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

增加先增大后降低，反应末期各系统中

ＮＨ４
＋－Ｎ释 放 量 分 别 为 ２１１．９１ ｍｇ／Ｌ

（０．１ｍｇ／ｍｇＳＳ），３４４．２６ｍｇ／Ｌ（０．２ｍｇ／ｍｇＳＳ），
２９４．４８ｍｇ／Ｌ（０．３ｍｇ／ｍｇＳＳ），１９０．７８ｍｇ／Ｌ
（０．４ｍｇ／ｍｇＳＳ），在添加量较高的 ＣａＯ２污泥

厌氧发酵系统中，ＮＨ４
＋ －Ｎ的释放量最低．然

而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而

降低，反应末期各系统中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分别

为１３．３７ｍｇ／Ｌ（０．１ｍｇ／ｍｇＳＳ），１１．７１ｍｇ／Ｌ
（０．２ｍｇ／ｍｇＳＳ），５．０８ｍｇ／Ｌ（０．３ｍｇ／ｍｇＳＳ），
１．６０ｍｇ／Ｌ（０．４ｍｇ／ｍｇＳＳ）．这与ＳＣＦＡｓ产量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高添加量的ＣａＯ２虽然强化了污泥
水解，但是抑制了污泥产酸，影响了有机质中

ＮＨ４
＋－Ｎ和ＰＯ４

３－－Ｐ的释放．同时ＣａＯ２发酵系

统中含有大量的 Ｃａ２＋和 ＯＨ－，能够形成
Ｃａ（ＮＨ４）ＰＯ４·６Ｈ２Ｏ 沉 淀，因 此 系 统 中 的

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２．４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

系统中生物酶活性的影响

　　图５为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

生物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５ａ）和ｂ）可以看出，蛋白酶和α－葡

图４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ＮＨ４
＋－Ｎ和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

ＮＨ４
＋ＮａｎｄＰＯ４

３－Ｐｉｎ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０７·



钮劲涛，等：ＣａＯ２对城市污水处理中剩余污泥厌氧发酵产酸性能与生物酶活性的影响

萄糖苷酶的活性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呈先
升高后降低趋势，其中在０．２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
统中二者的活性最大，分别为 ６９．８４ＥＵ／ｍｇ
ＶＳＳ（该单位指每ｍｇ可挥发性污泥中生物酶的
活性，下 同）和 ０．００５１ＥＵ／ｍｇＶＳＳ，是
０．１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２４．８１ＥＵ／ｍｇＶＳＳ和
０．００１２ＥＵ／ｍｇＶＳＳ）中的２．８１倍和４．２５倍．
虽然在０．４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统中，蛋白酶和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均有所降低，但是仍高
于０．１ｍｇ／ｍｇＳＳ系统，这说明适当添加 ＣａＯ２
能够提高蛋白酶和 α－葡萄糖苷酶活性．同时
发现，蛋白酶活性显著高于 α－葡萄糖苷酶活
性，这与其在微生物细胞内的位置有关，胞外聚

合物（ＥＰＳ）中含有约２３％的蛋白酶和仅为５％
的α－葡萄糖苷酶，而大部分水解酶位于球体

层［２３］，当底物和酶同时向外转移时，蛋白酶的

转移快于α－葡萄糖苷酶，从而使溶液中的蛋
白酶活性远高于α－葡萄糖苷酶活性．

由图５ｃ）和ｄ）可以看出，ＡＬＰ和ＡＣＰ的活
性均随着 ＣａＯ２ 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在
０．１ｍｇ／ｍｇＳＳ系统中，二者的活性最高，分别
为 ０．１１ＥＵ／ｍｇＶＳＳ，０．２０ＥＵ／ｍｇＶＳＳ；在
０．４ｍｇ／ｍｇＳＳ系统中，二者的活性最低，分别为
０．０７ＥＵ／ｍｇＶＳＳ和０．０６ＥＵ／ｍｇＶＳＳ．这说明碱
性且含有氧化物质的发酵环境严重抑制了ＡＬＰ
和ＡＣＰ的活性．同时发现，ＡＬＰ和 ＡＣＰ的活性
变化趋势与ＰＯ４

３－－Ｐ释放量变化不相符，可能
因为有机磷分布在活体微生物和碎屑中，如核

苷酸－ｐ，脂质－ｐ，核酸－ｐ，蛋白质－ｐ，其分解
需要不同种类的磷酸酶作用［２４］．

图５　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系统中生物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Ｏ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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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５ｅ）可以看出，ＤＨ的活性随着 ＣａＯ２
添加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其活性分

别为 ０．０１ＥＵ／ｍｇＶＳＳ，０．５１ＥＵ／ｍｇＶＳＳ，
０．４０ＥＵ／ｍｇＶＳＳ和０．２５ＥＵ／ｍｇＶＳＳ．ＤＨ活性
较高时，发酵系统中丙酮酸会快速降解生成

ＳＣＦＡｓ，但是 ＣａＯ２释放的活性物质如·ＯＨ，

ＯＨ－，ＨＯ２· 和·Ｏ２
－不仅破坏生物膜，同时也

使ＤＨ活性受损，所以高添加量的 ＣａＯ２会使
ＤＨ活性降低，阻碍丙酮酸的快速转化．
２．５　ＣａＯ２在污泥发酵系统中的作用机理分析

作为二价盐，ＣａＯ２不仅具有较强的氧化能

力，水解后还能产生 Ｃａ（ＯＨ）２，Ｈ２Ｏ２和 Ｏ２，

Ｈ２Ｏ２继续水解成为·ＯＨ，ＯＨ
－，ＨＯ２·和

·Ｏ２
－，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ＣａＯ２＋２Ｈ２Ｏ→Ｃａ（ＯＨ）２＋Ｈ２Ｏ２
２ＣａＯ２＋２Ｈ２Ｏ→２Ｃａ（ＯＨ）２＋Ｏ２
Ｈ２Ｏ２＋ｅ

－→·ＯＨ＋ＯＨ－

·ＯＨ＋Ｈ２Ｏ２→Ｈ２Ｏ＋ＨＯ２·

ＨＯ２·→·Ｏ２
－＋Ｈ＋

Ｃａ２＋＋ＮＨ４
＋＋ＰＯ４

３－＋６Ｈ２Ｏ→ＭｇＮＨ４ＰＯ４·６Ｈ２Ｏ

其中，ＯＨ－的存在使发酵环境成为碱性，较
高的ｐＨ值不仅破坏微生物的细胞壁，加速污
泥溶解，同时会抑制产甲烷菌的活性．而且
ＣａＯ２溶于水后生成的·ＯＨ，ＨＯ２·和·Ｏ２

－具

有较高的氧化还原电位，分别为 ２．４Ｖ
（·ＯＨ），１．７７Ｖ（ＨＯ２·），２．０７Ｖ（Ｏ２

－），这些

氧化物质破坏微生物细胞膜的通透性屏障，使

细胞内容物流失，损伤 ＲＮＡ，干扰微生物新生
代谢活动，最后导致微生物死亡溶解．高活性物
质会氧化蛋白质，使系统中多糖占比升高，从而

使微生物更加趋向利用多糖生成ＳＣＦＡｓ，更易生
成乙酸．适当地添加ＣａＯ２及其衍生物，能够提高
水解酶及其脱氢酶活性，促进发酵系统中的产酸

活动．发酵系统的Ｃａ２＋与ＮＨ４
＋－Ｎ和ＰＯ４

３－－Ｐ
在碱性条件下合成鸟粪石沉淀，可降低发酵系统

中的 氮 负 荷，减 少 发 酵 液 中 ＮＨ４
＋－Ｎ和

ＰＯ４
３－－Ｐ的释放量，为发酵液的再利用提供

保障．

３　结论

本文以ＣａＯ２作为城市污水处理中剩余污

泥处理药剂，研究了不同添加量的ＣａＯ２对剩余

污泥厌氧发酵性能的影响，并探索了ＣａＯ２在剩

余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得到了如

下结论：

１）ＣａＯ２能够显著促进厌氧发酵系统中污泥

的溶解和分解，提高剩余污泥厌氧发酵水解性

能，ＳＣＯＤ值、ＤＤＣＯＤ值、可溶性蛋白质和多糖

质量浓度均随着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

２）适当添加 ＣａＯ２能够提高剩余污泥厌氧

发酵产酸能力，优化产酸类型，提高乙酸占比，

最高可达 ６３．９４％，降低丙酸占比，最低可达

３．６３％．０．２ｍｇ／ｍｇＳＳ和０．３ｍｇ／ｍｇＳＳ发酵系

统中最佳产酸时间分别为第５ｄ和第９ｄ，产酸

过程具有延迟性．

３）ＣａＯ２对剩余污泥发酵系统中 ＮＨ４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的释放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ＮＨ４
＋－Ｎ的释放量随着 ＣａＯ２添加量的增加先

增大后降低，ＰＯ４
３－ －Ｐ的释放量随着 ＣａＯ２添

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４）适当添加 ＣａＯ２能够促进剩余污泥发酵

系统中蛋白酶、α－葡萄糖苷酶和脱氢酶的活

性，其最佳添加量为０．２ｍｇ／ｍｇＳＳ，但 ＣａＯ２中

的氧化物质严重抑制碱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

的活性．

５）ＣａＯ２溶于水后生成 ＯＨ
－，Ｏ２

－，Ｈ２Ｏ２等

强氧化物质，能够有效破坏微生物细胞壁，强化

污泥水解，ＯＨ－形成的碱性环境抑制产甲烷菌

活性，降低 ＳＣＦＡｓ的消耗，ＯＨ－，Ｃａ２＋与发酵系

统中的 ＮＨ４
＋ －Ｎ和 ＰＯ４

３－ －Ｐ形成鸟粪石沉

淀，有利于氮和磷物质的有效回收．

利用ＣａＯ２溶于水后产生的大量活性物质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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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ＯＨ－，可调控剩余污泥发酵系统中的ｐＨ值，
改变微生物的生存环境，从而促进剩余污泥水

解酸化性能，并抑制产甲烷菌的活性，使ＳＣＦＡｓ
得到优化积累和富集，且从生物酶角度深入探

讨发酵机理，为后续进一步提高剩余污泥发酵

产酸性能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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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ＧＷＭ的多 ＡＧＶ路径冲突处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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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ＡＧＶ现有的路径规划方法无法解决对发任务、死锁问题等，提出了
一种新的 ＡＧＶ路径冲突处理方法 ＧＷＭ，以解决更为复杂的路径冲突问题．但
ＧＷＭ在部分冲突场景中的处理效率不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基于ＧＷＭ的路
径冲突处理算法ＯＣＷＧ．该算法融合了等待法、重新规划法和ＧＷＭ３种路径处
理方法，在ＡＧＶ位置刷新的时候，检测其在安全距离内是否会与其他 ＡＧＶ发
生冲突，并且能根据实时的系统状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冲突处理方法，使其中一

辆ＡＧＶ行驶到空闲点进行让路．测试结果表明，ＯＣＷＧ算法的总花费时间较
少，也能满足包括重复任务和对发任务在内的所有需求，而且不会出现触发碰

撞警告和死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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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动导引车（ＡＧＶ）是指安装有自动导引

系统、可沿着导引线或通过视觉导航等方式运

动、具有搬运货物等功能、无人驾驶的运输小

车［１－２］．近年来，ＡＧＶ在汽车工业和港口运输

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电商物流行

业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与快捷［３－４］．由多个 ＡＧＶ

组成的多ＡＧＶ系统可以轻松地在路径足够丰

富的地图上进行无冲突路径运动．然而在大多

数制造车间，受到空间和场地的影响，实际路径

不能像快递业那样自由铺设，因此车间环境对

多ＡＧＶ系统路径规划是一个挑战［５－６］．

在企业物流自动化生产线上，单个ＡＧＶ的

路径规划是最短路径搜索的过程，然而如果多

个ＡＧＶ同时运行在一个地图上，仍采用最短路

径搜索，势必会造成路径冲突和道路阻塞［７－８］．

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在路径规划阶段把路径冲突

的问题考虑进去，提前预知并通过等待法解决

路径冲突问题，例如时间窗法［９］、两阶段规划

法［１０］等．但在实际运行中，ＡＧＶ不可避免地会

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速度估计误差、机械

故障等［１１－１２］．因此，在多 ＡＧＶ系统中，对路径

冲突处理算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路

径冲突处理方法只有等待法和重新规划法，这

两种方法针对路径足够丰富的地图可以解决多

数冲突问题，但应用于车间环境下的地图有可

能出现对发任务、死锁等问题．

本文拟提出基于 ＧＷＭ的路径冲突处理算

法 ＯＣＷＧ（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ｗａｉｔｉｎｇ，ｇｉｖｉｎｇ

ｗａｙ），以解决车间环境下多ＡＧＶ系统路径冲突

问题，并通过实践应用来验证算法的稳定性与

鲁棒性，以满足企业物流自动化的要求．

１　问题阐述

１．１　车间环境下的地图模型
车间环境下的多 ＡＧＶ路径规划之所以难

度较大，主要是因为其地图模型的独特性．地图

模型可分为闭环地图和开环地图．闭环地图是

指地图上的每个节点至少连接两条线路，因此

ＡＧＶ不容易出现拥堵问题．网格图是典型的闭

环地图（见图１），具有丰富的路径资源，在电商

物流行业被大量使用．开环地图是指不能构成

闭环的地图，地图中存在许多只连接了一条线

路的节点，常见的车间地图（见图２）不能构成

闭环地图或仅包含少数闭环线路，通常只有一

条或两条主干道，在这样的地图上极易发生路

径冲突和死锁问题．

１．２　路径冲突类型
多ＡＧＶ系统中路径冲突问题可分为６种

类型，即追及冲突、对向冲突、路口冲突、路径障

碍、终点障碍和死锁问题，其示意图如图３—图

８所示．这６种类型又可归结为冲突型问题、障

碍型问题和死锁问题３类．

追及冲突是指两辆 ＡＧＶ以相同的方向行

驶，其中落后的ＡＧＶ因为某种原因会以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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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闭环地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ｇｒｉｄｍａｐ

图２　车间地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ｍａｐ

速度行驶，可能会追上靠前的ＡＧＶ并发生碰撞

事故，其速度差可能是由于载货重量不同而引

起的．这种情形可通过等待法解决，即后车在前

一节点停车，等待前车通过后再行驶．

对向冲突是指两辆 ＡＧＶ以相反的方向行

驶，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时间内发生

碰撞事故．造成碰撞事故的原因往往是在路径

规划阶段没有解决好两辆 ＡＧＶ对相同路径资

源争夺的问题．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如果没有备

用路径，会造成死锁问题．

路口冲突是指两辆 ＡＧＶ在竞争路口资源

时发生冲突，其原因依然是路径规划阶段没有

解决资源竞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双方在

路口节点之后的路径不是对方所在的线路，则

可通过等待法解决；若双方恰好处在对方的线

路上且没有备用路径可取时，会造成死锁问题．

路径障碍是指有其他 ＡＧＶ停靠在运行中

的ＡＧＶ的路径上，阻碍了ＡＧＶ的前进．该障碍

ＡＧＶ通常是在执行任务或发生机械故障，无法

主动对运行ＡＧＶ进行避让，这种情形下如果没

有备用路径可取，只能通过等待法解决．

终点障碍是指有其他 ＡＧＶ停靠在运行

ＡＧＶ的目标节点上，阻止了运行 ＡＧＶ进入目

图３　追及冲突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图４　对向冲突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ｆａｃ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图５　路口冲突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图６　路径障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图７　终点障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图８　死锁问题

Ｆｉｇ．８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

标节点，其原因可能是重复任务的执行时间没

有错开．这种情形只能采用等待法，等待障碍

ＡＧＶ执行完任务离开目标节点．

死锁问题是指多个 ＡＧＶ互相阻碍了对方

的路径，卡死在一个区域中，无法通过常规方法

解决．这种情况常常是在上述其他问题没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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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时产生的，也是在路径规划阶段就需要避免

的问题．

２　ＧＷＭ方法的工作流程

车间工作中常见的是重复任务和对发任

务．重复任务通常有多个ＡＧＶ在同一路径上不

断往复行驶，对发任务类似于两辆ＡＧＶ互换位

置的过程．虽然等待法和重新规划法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能很好地解决此类路径冲突问题，但

是在车间环境下仍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困

难．ＧＷＭ的灵感来源于驾驶员的良好习惯：当

两辆汽车在一个狭窄的十字路口相遇时，其中

一辆车会先退后到相对宽裕的场地给另外一辆

车让行，等到可以通过时再继续行驶．ＧＷＭ是

对这一传统方法的补充，可使路径冲突处理方法

更加完善．ＧＷＭ方法的工作流程如图９所示．

ＧＷＭ通常使用优先级比较的方法来确定

哪辆ＡＧＶ让路，或者通过比较两辆 ＡＧＶ的让

路成本来确定哪辆ＡＧＶ让路．让路时，ＧＷＭ根

图９　ＧＷＭ流程图

Ｆｉｇ．９　ＧＷ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自由节点．广义自由

节点指所有ＡＧＶ都不会通过或占用的节点，狭

义自由节点指与之冲突的 ＡＧＶ不会通过或占

用的节点；选择广义自由节点不会引起连锁反

应，选择狭义自由节点则效率会更高．当让路

ＡＧＶ到达自由节点时，冲突 ＡＧＶ沿着初始路

径行驶，当冲突 ＡＧＶ到达合适的节点时，让路

ＡＧＶ重新搜索最优路径继续前进．由此，冲突

问题得以解决．与传统的等待法和重新规划法

相比，ＧＷＭ方法略显复杂，但可有效解决传统

方法无法解决的难题．

图１０模拟了ＧＷＭ处理路径冲突的过程，

其中Ｎ２分别连接到 Ｎ１，Ｎ３和 Ｎ４．１
＃ＡＧＶ的初

始节点是Ｎ２，目标节点是Ｎ１，理想路径是Ｎ２—

Ｎ１．同时２
＃ＡＧＶ的初始节点是 Ｎ１，目标节点是

Ｎ４，理想路径是Ｎ１—Ｎ２—Ｎ４．此时，２
＃ＡＧＶ占据

着１＃ＡＧＶ的目标节点，同时１＃ＡＧＶ阻碍了２＃

ＡＧＶ的路径，所以１＃ＡＧＶ采用ＧＷＭ，先行驶到

一个不在２＃ＡＧＶ路径的空闲节点，即 Ｎ３，然后

２＃ＡＧＶ沿着理想路径行驶，当２＃ＡＧＶ到达 Ｎ４
并不再占据 Ｎ２时，１

＃ＡＧＶ再次搜索最佳路径，

即Ｎ３—Ｎ２—Ｎ１．

３　ＯＣＷＧ算法设计与实现

ＧＷＭ理论上可以很好地解决多ＡＧＶ系统

图１０　ＧＷＭ方法处理冲突

Ｆｉｇ．１０　ＵｓｉｎｇＧＷＭ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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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冲突问题，而在实际应用中，其在部分冲

突场景的处理效率不如等待法和重新规划法．

因此，笔者基于ＧＷＭ提出了ＯＣＷＧ算法．该算

法融合了等待法、重新规划法和ＧＷＭ３种路径

处理方法，可以基于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方法，

从而解决多ＡＧＶ系统中的路径冲突问题，防止

碰撞事故和死锁问题的发生．

ＯＣＷＧ算法包括两个模块，即检测模块和

处理模块．检测模块负责检测ＡＧＶ是否会在安

全距离内与其他ＡＧＶ发生冲突，当检测到冲突

时，处理模块负责不同情况的冲突处理工作．基

于ＧＷＭ的ＯＣＷＧ算法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很好地处理冲突而不会发生碰撞或死锁．

首先，定义４种 ＡＧＶ的工作模式，即空闲

模式（ＩＭ）、运行模式（ＲＭ）、等待模式（ＷＭ）和

ＧＷＭ模式（ＧＭ）．ＩＭ表示 ＡＧＶ没有任务安排

且在节点处停靠；ＲＭ表示 ＡＧＶ具有任务目标

且在规划路线上正常运行；ＷＭ表示ＡＧＶ具有

任务目标但需要在当前节点停靠以等待解决冲

突问题；ＧＭ表示 ＡＧＶ正在运行到空闲节点以

让位给其他ＡＧＶ．

所有在拓扑地图上运行的 ＡＧＶ遇到的冲

突只有两种情形，即障碍和冲突．

障碍是指在 ＡＧＶ运行的路线上有另一辆

ＡＧＶ停放或运行，分为固定障碍和移动障碍．

考虑到安全距离的限制，无论双方处于何种模

式，运行 ＡＧＶ必须先停止前进再进行后续处

理．固定障碍是指处于 ＩＭ或 ＷＭ的障碍 ＡＧＶ

停靠在运行 ＡＧＶ的规划路线上，在障碍 ＡＧＶ

完成其任务之前，控制系统无权移动该障碍

ＡＧＶ，因此，当前 ＡＧＶ将重新规划路线并避开

障碍ＡＧＶ．移动障碍是指处于 ＲＭ或 ＧＭ的障

碍ＡＧＶ行驶在运行 ＡＧＶ的规划路线上，对于

处于ＲＭ的障碍ＡＧＶ，运行ＡＧＶ需要通过对比

优先级来判断接下来的处理工作．若运行 ＡＧＶ

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则切换到 ＷＭ并等待障碍

ＡＧＶ通过，否则进行让路判断．如果运行 ＡＧＶ

在障碍ＡＧＶ的规划路线上，则采用ＧＷＭ，否则

切换到ＷＭ并等待障碍ＡＧＶ的通过．对于处于

ＧＭ的障碍 ＡＧＶ，如果运行 ＡＧＶ处于 ＧＭ模

式，则先进行优先级比较，如果运行 ＡＧＶ处于

ＲＭ，则以优先级低的结果进行后续操作．不同

模式的优先级关系为ＩＭ＞ＷＭ＞ＧＭ＞ＲＭ．

冲突是指多个 ＡＧＶ的规划路线具有重叠

部分，并且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内发生追及冲突、

对向冲突或路口冲突．冲突分为准障碍和未来

冲突．准障碍是指冲突ＡＧＶ的下一个节点在运

行ＡＧＶ的规划路线上，此时运行 ＡＧＶ采用与

遇到移动障碍时相同的处理方法．未来冲突是

指运行ＡＧＶ安全距离内的规划路线节点与冲

突 ＡＧＶ的规划路线节点有重叠部分，运行

ＡＧＶ需要与冲突 ＡＧＶ进行优先级比较，如果

运行 ＡＧＶ的优先级更高，则继续行驶，否则判

断是否需要为冲突 ＡＧＶ让路，如果运行 ＡＧＶ

正处于冲突ＡＧＶ的规划路线上，则采用ＧＷＭ，

否则切换到ＷＭ并等待冲突ＡＧＶ的通过．处理

模块中的障碍处理流程如图１１所示，冲突处理

流程如图１２所示．

４　实践验证与应用

本文的实践应用平台是 ＳＩＭＡＴＩＣＷｉｎＣＣ，

它是西门子经典的过程监控系统，可以在工业

领域提供完整的监控和数据采集功能，并且可

以作为上位机控制多ＡＧＶ系统．实践应用在河

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进行．实验所

用ＡＧＶ是由河南森源自主研发的双向重载

ＡＧＶ，其控制系统展示的车间地图及控制按钮

如图１３所示．车间地图是一个不规则的拓扑开

环地图，这为基于 ＧＷＭ的 ＯＣＷＧ算法提供了

充分的测试环境．

在相同任务下，时间窗法和ＯＣＷＧ算法完

成任务所需时间的对比结果如图１４所示，纵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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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障碍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１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图１２　冲突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标表示所有 ＡＧＶ到达各自目标节点的距离之

和，横坐标表示花费的时间．由图１４可以看出，

时间窗法在任务中使用了等待法，其中一辆

ＡＧＶ处于停车状态，导致任务时间延长．而在

ＯＣＷＧ算法执行中，发现途中有总距离不降反

图１３　ＡＧＶ控制系统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ＡＧＶ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图１４　效率对比图

Ｆｉｇ．１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升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在执行 ＧＷＭ，系统提

前预测到有冲突行为，进行了让路操作．虽然总

距离有上升的过程，但 ＯＣＷＧ算法为后续的

ＡＧＶ运行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路径，所以 ＯＣＷＧ

算法的总花费时间比时间窗法少．另外，当任务

复杂度逐渐升高时，仅仅依靠等待法的时间窗

法显然不能完成任务，而基于 ＧＷＭ的 ＯＣＷＧ

算法依然可以确保完成任务．

在基于车间实际需求的测试过程中，

ＯＣＷＧ算法可以满足包括重复任务和对发任

务在内的所有需求，并且从未出现碰撞警告和

死锁问题，从而验证了 ＯＣＷＧ算法的可行性和

稳定性．

５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 ＡＧＶ路径冲突处理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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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ＧＷＭ，与传统的等待法和重新规划法不

同，ＧＷＭ可以解决更为复杂的路径冲突问题，

但对部分冲突场景的处理效率不高．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路径冲突处理算法 ＯＣＷＧ，

与合适的路径搜索算法配合，可高效率地解决

各种路径规划和路径冲突问题．实际测试验证

了ＯＣＷＧ算法的鲁棒性和稳定性．后续将继续

深入研究该算法可支持的 ＡＧＶ数量与地图规

模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优化算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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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锂离子电池 ＳＯＣ估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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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陆金桂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ＬＵＪｉｎｇｕｉ

南京工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６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Ｔｅ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８１６，Ｃｈｉｎａ

摘要：针对单一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估算锂离子电池 ＳＯＣ易陷入局部最优的问
题，引入蚁群算法ＡＣＯ，并与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提出了改进的 ＡＣＯＢＰ
神经网络以估算电池ＳＯＣ．采用惯性矫正算法，在校正权阈值时加入惯性量，以
改进ＢＰ神经网络；利用改进的全局信息素更新规则来改进 ＡＣＯ算法，以解决
其易早熟收敛的问题．将经改进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应用于１８６５０锂离子动力
电池ＳＯＣ估算，结果表明，改进的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估算 ＳＯＣ的相对误差能控
制在±１．９５７％以内，ＭＡＰＥ为０．８９７％，精度和稳定性明显优于单一 ＢＰ神经网
络和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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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ＳＯＣ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ｕｍｂｙｓｉｎｇｌｅ
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ＣＯ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ＳＯＣ．Ｉｎｅｒｔｉ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ｕｓｅｄ
ｔｏａｄｄｉｎｅｒｔｉａａｍｏｕｎｔｗｈｅ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Ｃ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ＣＯ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Ｃｏｆ１８６５０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ＣＯ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ＳＯＣ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１．９５７％ 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ＰＥｗａｓ０．８９７％．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ＣＯ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ＡＣＯ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０　引言

动力电池ＳＯＣ（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的估算是动

力电池管理系统的核心．精确地估计动力电池

ＳＯＣ，一方面可以合理地分配能量，提高动力电

池的续航时间，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动力电池的

过充和过放，安全保护动力电池，延长动力电池

的使用寿命．如何精确地估算动力电池的 ＳＯＣ

是业界当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目前国内外用于估算动力电池 ＳＯＣ的方

法主要有安时积分法［１］、开路电压法［２］、扩展卡

尔曼滤波法［３］、ＢＰ神经网络法［４］等．安时积分

法虽然简单稳定，但是无法避免累计误差；开路

电压法不能满足在线动态估算电池 ＳＯＣ的要

求；扩展卡尔曼滤波法具有一阶泰勒精度［５］，但

个别特征参数不稳定．ＢＰ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

自学习和非线性拟合能力，而 ＳＯＣ与测量所得

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值之间是强烈的非线性关

系，所以 ＢＰ神经网络能够较好地估算动力电

池的ＳＯＣ．张传伟等［６］提出了 ＢＰ神经网络估

算ＳＯＣ的模型；黄妙华等［７］改进了 ＢＰ神经网

络的ＳＯＣ估算，利用较优的训练函数和传递函

数提高了ＢＰ神经网络估算 ＳＯＣ的普适性．但

单纯的 ＢＰ神经网络法易陷入局部最优、收敛

速度慢的情况．王鸽等［８］将蚁群算法（ＡＣＯ）与

ＢＰ神经网络结合，加快了网络的收敛速度，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纯 ＢＰ算法易出现局部极

小值的问题，但是标准ＡＣＯ算法仍存在易陷入

局部最优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改进ＡＣＯ算法优化改

进后的ＢＰ神经网络，构建改进的ＡＣＯＢＰ神经

网络，将其运用于锂电子电池的 ＳＯＣ估算，以

期提高动力电池ＳＯＣ的估算精度．

１　改进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的构建

１．１　ＢＰ神经网络的改进
ＢＰ神经网络在训练过程中信号前向传播，

误差逆向传播［９］，是通过模仿人类大脑神经网

络构造、具有自适应和非线性拟合等能力的人

工神经网络，其实质是通过不断修正神经网络

各隐含层的各个权值和阈值，使误差达到设置

的范围．估算 ＳＯＣ的 ＢＰ神经网络由３层网络

结构构成，即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

为了提高ＢＰ神经网络估算的实时性和准

确性，本文采用惯性校正算法来改进 ＢＰ神经

网络，即在校正权阈值时，在本次误差计算得到

的校正量的基础上，以一定的惯性系数加上前

一次权阈值的校正量，作为此次的校正量．其计

算公式为

ΔＷ（ｎ）＝Ｗ＋αΔＷ（ｎ－１） ①
其中，ΔＷ（ｎ）为本次最终校正量；Ｗ为误差计

算得到的校正量；αΔＷ（ｎ－１）为惯性量，α是

取值为（０，１）的惯性系数，ΔＷ（ｎ－１）为前一次

权阈值最终校正量．

相较于标准ＢＰ神经网络，经改进的 ＢＰ神

经网络其学习收敛速度和精度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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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１０］．

１．２　ＡＣＯ算法的改进
ＡＣＯ算法是一种仿生智能随机搜索算法．

蚂蚁的觅食行为是一种强化正确行为的正反

馈，而优先选择信息素浓度较高的路径则是该

正反馈的前提，所有待优化问题的解空间对应

整个蚂蚁群体的所有路径，较优蚂蚁（即行进

路径较短的蚂蚁）释放较多的信息素，一段时

间以后，该路径上累积了较高浓度的信息素，在

正反馈的作用下选择此条路径的蚂蚁数量相应

增多，如此循环，最终在最佳路径上集中了数量

最多的蚂蚁［１１］，此时该最短路径即为最优解．

由于蚁群系统是通过信息素的累积将搜索行为

集中到最优解附近来寻优的，当局部最优解附

近已经有较高浓度信息素时，绝大多数蚂蚁会

选择局部最优解的路径，在正反馈的作用下易

造成早熟收敛的行为，导致最终得到的是局部

最优解而不是全局最优解．

本文拟通过改进 ＡＣＯ算法的全局信息素

更新规则来避免蚁群陷入局部最优解，改进的

全局信息素更新规则是：通过增强蚁群目前最

优解的信息素，削弱之前局部最优解信息素的

方法，可以避免蚁群算法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

题，即为

τｉｊ（ｔ＋ｎ）＝（１－ρ）×τｉｊ（ｔ）＋Δτｉｊ ②

Δτｉｊ＝Ｑｋ×
Ｌｂ－Ｌｋ
Ｌｂ

③

其中，０ ρ＜１；Δτｉｊ为信息素增量，

Δτｉｊ（０）＝０；Ｑｋ为在本次循环中蚂蚁 ｋ释放的

信息素总量；Ｌｂ为本次循环之前的最优解；Ｌｋ
为本次循环的最优解．若Ｌｂ＞Ｌｋ，则先执行公式

②再将Ｌｂ的值变更为当前Ｌｋ的值，若 Ｌｂ＜Ｌｋ，

则执行公式②，Ｌｂ值不变．

１．３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的改进
设ＢＰ神经网络有 Ｋ个权值，根据权值的

取值范围将每个参数Ｋｉ（１≤ｉ≤Ｋ）的定义域平

均划分成Ｌ个区间，即每个区间的长度被 Ｌ等

分，从而形成一个 Ｋ×Ｌ大小的集合 Ａ．将区间

的临界值或选择区间中的随机值作为候选值．

蚂蚁在集合 Ａ中遍历．计算蚂蚁经过的路径，

分别选出最优和最差的蚂蚁，然后更新调节信

息素，循环以上步骤直到达到最大循环次数，找

出使得权值最合适的节点所在．所得到的解即

是较优解．将此较优解作为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

权值的初始值．训练 ＢＰ神经网络，对误差进行

反馈调节，调整权值，得到最优解．算法流程图

如图１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图１　ＡＣＯＢＰ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ＣＯＢ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步骤１　参数初始化：将每个权值和阈值

的定义域等分，设置有 ｍ个蚂蚁，信息挥发系

数ρ，信息素残留系数λ，信息素强度Ｑ，最大迭

代次数Ｎｍａｘ，ＢＰ神经网络全局误差 Ｅ，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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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次数Ｎ．
步骤２　权值选择：ｍ只蚂蚁根据状态转

移概率函数选择路径，蚁群迭代一次则完成一

次解的构造，状态转移概率函数为

ｐｋｉｊ（ｔ）＝ｆ（ｘ）＝

［τｉｊ（ｔ）］α×［ηｉｊ（ｔ）］β

∑
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τｉｓ（ｔ）］α×［ηｉｓ（ｔ）］β
若ｊ∈ａｌｌｏｗｅｄ

０ 否则
{

　　　

④

其中，ａｌｌｏｗｅｄ＝｛０，１，…，Ｌ－１｝，表示蚂蚁 ｋ下
一步允许选择的元素；τｉｊ（ｔ）表示ｔ时刻路径（ｉ，
ｊ）上的信息量；ηｉｊ（ｔ）为启发度函数，表示蚂蚁ｋ
从元素ｉ转移到元素ｊ的期望程度．

步骤３　若ｋ＜ｍ，则重复步骤２，否则执行
步骤４．

步骤４　将蚁群迭代得到的解作为ＢＰ神经
网络的初始权值对网络进行训练，将ＢＰ神经网
络的输出均方差最小值作为蚁群算法较优解．

步骤５　一个循环结束后，根据公式②③
对残留信息进行全局更新，并重置信息表．

步骤６　若达到最大循环次数则输出较优
权值，否则跳转至步骤２重复以上步骤．

步骤７　将蚁群迭代得到的较优解作为ＢＰ
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进行训练，根据输出值与

实际值的误差进行反馈调节，得到最优权值．

２　改进后的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在电池
ＳＯＣ估算中的应用

２．１　输入层建模
神经网络输入参数的选择一般按照输入参

数和输出参数相关性大、输入参数较易测量或

提取、各输入参数之间相关性越小越好的原则

进行．影响电池 ＳＯＣ的因素很复杂，其中电池
的端电压、充放电电流和工况温度与 ＳＯＣ有极
大的关系且较容易测得，故将其作为输入．因为
有３个输入量，所以输入层节点数为３．
２．２　隐含层建模

多隐含层训练的复杂度高，训练所需的时

间长，虽然估算精度高，泛化能力强，但是会增

大过拟合的可能性．本文选用单隐含层的神经

网络实现电池ＳＯＣ的估算．

隐含层节点数根据经验公式大致确定为

Ｎ＝ （ｍ＋ｎ槡 ）＋ａ ⑤
Ｎ＝ｌｏｇ２ｍ ⑥

Ｎ＝槡ｍｎ ⑦
其中，Ｎ为隐含层节点数，ｍ为输入层节点

数，ｎ为输出层节点数，ａ为区间［０，１０］之间的

常数．

将每一个可能的隐含层节点数代入 ＢＰ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选取最小误差值的隐含层节

点数为５．

２．３　输出层建模
电池ＳＯＣ的估计值是输出层的唯一项，所

以输出层节点数为１．

２．４　确定学习速率
学习速率过大，网络训练时间缩短，牺牲了

ＢＰ神经网络训练的收敛性，如果预期提高估算

精度，则需降低学习速率，但是易造成网络收敛

速度慢，训练时间过长［１２］．通过不断调整ＢＰ神

经网络训练中的学习速率，选取最适合本模型

的学习速率为０．０１．

２．５　数据归一化处理
由于电压、电流和温度不是同一个量纲，本

文将训练样本和估算样本数据通过最大最小法

进行归一化处理，将样本数据归一化为无量纲

数据［１３］．数据归一化函数形式为

ｘｋ＝
ｘｋ－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⑧

其中，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为序列中的最大数和最

小数．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本文测试对象为额定电压３．７Ｖ，容量为

２．９Ａｈ的１８６５０动力电池单体．分别测得该电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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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在０．５Ｃ，１Ｃ，１．５Ｃ的放电率下恒流放电的

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随机取１００组数据作为

训练样本，１５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为了验证

本文改进后的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估算电池ＳＯＣ

的准确性，将其与单一 ＢＰ神经网络、ＡＣＯＢＰ

神经网络估算结果进行对比．通过仿真实验，三

者的估算效果、估算数据与样本数据误差分别

如图２，图３和表１所示．

由图２可以看出，改进后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

网络估算ＳＯＣ的结果明显比单一ＢＰ神经网络

和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的估算结果更逼近样本数

图２　ＳＯＣ估算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ＳＯ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３　ＳＯＣ估算样本相对误差图

Ｆｉｇ．３　ＳＯ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

据值．由图３和表１可以看出，改进后的 ＡＣＯ

ＢＰ神经网络训练结果的相对误差在±１．９５７％

以内，ＡＣＯ输出层 ＢＰ神经网络训练结果的相

对误差在 ±２．５９７％以内，单一 ＢＰ神经网络训

练结果的相对误差在±４．９７８％以内．改进后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的相对误差范围明显小于标

准ＡＣＯＢＰ和单一ＢＰ神经网络，表明改进后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估算电池ＳＯＣ具有较高的精

度和较高的稳定性．

为了更加直观地评价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的

估算能力，本文采用平均绝对值百分比误差

（ＭＡＰＥ）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ＭＡＰＥ＝１Ｎ∑
Ｎ

ｉ＝１

Ｐｆ，ｉ－Ｐａ，ｉ
Ｐａ，ｉ

×１００％

其中，Ｎ为估算样本总数；Ｐｆ，ｉ为第ｉ个样本ＳＯＣ

估算值；Ｐａ，ｉ为第ｉ个样本的样本值．由表１数据

计算可得，改进后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和ＢＰ神经网络的ＭＡＰＥ分别

为０．８９７％，１．８７１％，３．１２４％，改进后的ＡＣＯＢＰ

神经网络的估算精度明显优于单一 ＢＰ神经网

络和标准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证明了改进后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估算动力电池 ＳＯＣ的可

行性．

４　结语

本文利用惯性校正算法优化 ＢＰ神经网

络，利用改进的全局信息素更新规则改进 ＡＣＯ

算法，利用改进的ＡＣＯ算法优秀的整体寻优能

力，优化ＢＰ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ＢＰ神经网络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缺

点．将改进后的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用于动

力电池ＳＯＣ估算，使得估算误差明显减小．与

单一ＢＰ神经网络、标准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估算

结果对比发现，其在逼近能力方面明显更优，精

度更高，故本模型有较好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深

入研究影响电池ＳＯＣ的因素，如循环次数、充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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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ＳＯＣ估算结果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

样本
编号

样本值
ＢＰ神经网络

估算值 相对误差

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
估算值 相对误差

改进后的ＡＣＯＢＰ神经网络
估算值 相对误差

１ ９５．０ ９８．７ ３．８９５ ９６．８ １．８９５ ９５．６ ０．６３２
２ ４４．３ ４５．２ ２．０３１ ４３．２ －２．４８３ ４３．５ －１．８０６
３ ２０．６ １９．７ －４．３６９ ２０．２ －１．９４２ ２０．８ ０．９７１
４ ８９．５ ９３．１ ４．０２２ ８９．９ ０．４４７ ８９．３ －０．２２３
５ ５３．２ ５１．４ －３．３８３ ５４．５ ２．４４４ ５４．１ １．６９２
６ ６２．５ ６１．１ －２．２４０ ６１．３ －１．９２０ ６２．９ ０．６４０
７ ９２．０ ９０．９ －１．１９６ ９３．３ １．４１３ ９０．２ －１．９５７
８ ３８．９ ４０．７ ４．６２７ ３８．４ －１．２８５ ３９．４ １．２８５
９ ７８．７ ７６．４ ２．９２２ ８０．５ ２．２８７ ７８．２ －０．６３５
１０ ４９．７ ４９．１ －１．２０７ ４８．９ －１．６１０ ５０．２ １．００６
１１ ２６．３ ２７．０ ２．６６２ ２６．９ ２．２８１ ２６．２ －０．３８０
１２ ９６．２ ９１．７ －４．６７８ ９８．５ ２．３９１ ９６．８ ０．６２４
１３ ２３．６ ２３．１ －２．１１９ ２３．８ ０．８４７ ２３．７ ０．４２４
１４ ４６．２ ４８．５ ４．９７８ ４５．０ －２．５９７ ４６．６ ０．８６６
１５ ６３．１ ６４．７ ２．５３６ ６１．７ －２．２１９ ６３．３ ０．３１７

电倍率和内阻等，以进一步提高电池 ＳＯＣ的估

算精度，将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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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四开关容错变换器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ｆｏｕｒｓｗｉｔｃｈ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关键词：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
模型预测控制；总谐

波失真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ｆｏｕｒｓｗｉｔｃｈ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ｔ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Ｄ）

吕恒志１，张涛２，章凯旋２，何帅彪２，金楠２

ＬＹＵＨｅｎｇｚｈｉ１，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２，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ｘｕａｎ２，ＨＥＳｈｕａｉｂｉａｏ２，ＪＩＮＮａｎ２

１．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００；
２．郑州轻工业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１．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４６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摘要：针对传统三相四开关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单矢量控制电流跟踪精度不够、易
导致电流总谐波失真ＴＨＤ较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在 αβ静
止坐标系下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该策略基于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运行机理建
立了αβ静止坐标系ａ相故障电流预测模型，将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４个电压矢量
两两组合，用调制模型预测原理计算每个电压矢量的作用时间以减少计算量，

每个控制周期选择并使用两个电压矢量以减小电流纹波．仿真和实验结果验证
了该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控制跟踪精度得到了改善，降低
了电流谐波，保证了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的持续运行．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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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ＰＦＳ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ＰＦＳ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ｗ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ｅａｃ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ｅｃｔｏｒ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Ｔｗｏ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ｅ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ｕｓ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ｅｒｉｏ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ｉｐｐ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ＰＦＳｆａｕ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ＰＦＳ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ｗａ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０　引言

双向交直流变换器作为双向电能转换的核

心部件，一旦出现故障将会造成电源与电网的

解列，对电网造成冲击．因此，为保证混合微电

网稳定可靠运行，对双向交直流变换器故障容

错机制及控制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１－５］．

为了实现变换器容错运行，通常在双向交直流

变换器发生故障时，将变换器构造成三相四开

关ＴＰＦＳ（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ｓｆｏｕｒｓｗｉｔｃｈｅｓ）容错变换器

结构，这种结构是将故障与直流侧电容的中点

相连，使变换器可以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安全

稳定地运行［６－９］．模型预测控制是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一类控制算法，它采用多步测试、滚动优

化、反馈校正等控制策略，具有鲁棒性高、动态

性能好等优点［１０］，被广泛应用于同步电机、有

源滤波器ＡＰＦ（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ｆｉｌｔｅｒ）、并网逆变器

等电力、电子领域［１１］．模型预测控制具有良好

的自适应性，勿需使用锁相环和 ＰＷＭ调制，动

态响应速度快［１２－１３］．文献［１４］采用模型预测电

流控制，对模型预测的基本原理和工作过程进

行了具体分析．文献［１５］提出一种模型预测控

制分层控制策略，对输出电流及电容电压等进

行分层控制，验证了模型预测控制策略优良的

动静态性能．但文献［１４－１５］使用的是单矢量

预测控制，电流控制精度不够，电流谐波较大．

文献［１６］研究了基于多电压矢量的模型预测

控制策略来控制双向ＡＣ／ＤＣ转换器，并且实现

了令人满意的控制性能．但是其计算较为复杂，

且计算量大．为了减少计算量，文献［１７］提出

了一种模型预测方法来控制双向交直流故障容

错转换器，然而，由于每个控制周期仅使用一个

电压矢量，所以电流纹波非常大．

为了减小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电流纹波，减

小计算量，进而提高电流跟踪精度，降低电流谐

波，本文拟提出一种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在 αβ静

止坐标系下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以期提高

变换器的运行可靠性和控制性能，保证 ＴＰＦＳ

容错变换器持续运行，进而实现电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

１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故障容错模型

双向交直流变换器常见的故障类型有直流

母线接地短路、直流母线电容短路、功率器件触

发脉冲丢失、功率器件短路、开路、桥臂短路、输

出交流侧开路、相间短路和单相对地短路等．假

设ａ相发生故障后，重新构建的ＴＰＦＳ容错变换

器结构如图１所示，变换器通过滤波电感 Ｌ，线

路电阻Ｒ与电网相连，另一端由两个电容值相

等的电容器 Ｃ１和 Ｃ２作为级联结构的直流侧．

在故障容错结构下，变换器成为仅有４个开关

的器件［１８－２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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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结构故障容错模型的开关状

态Ｓｉ（ｉ＝ｂ，ｃ）为

Ｓｉ＝
１ ｉ相上桥臂导通，下桥臂关断

０ ｉ相上桥臂关断，{ 下桥臂导通

则减小电流纹波输出电压与开关状态的关系为

ｕａｎ
ｕｂｎ
ｕ











ｃｎ

＝
Ｕｄｃ
３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１／２

Ｓｂ
Ｓ











ｃ

①

式中，Ｕｄｃ为直流母线电压，ｕａｎ为 ＴＰＦＳ容错变

换器的 ａ相输出电压，ｕｂｎ为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

的ｂ相输出电压，ｕｃｎ为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的ｃ相

输出电压．定义电压空间矢量Ｖ为

Ｖ＝２３（Ｕａ＋ｎＵｂ＋ｎ
２Ｕｃ）

式中，ｎ＝ｅ（２π／３）ｊ．

图１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ＰＦＳ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ＰＦＳ变换器空间电压矢量值见表１．不同桥臂

故障下产生的空间电压矢量如图２所示．

２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预测模型

基于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结构，以逆变模式

为例，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得到系统在三相静止

坐标系下的状态方程为

Ｌｄｄｔ

ｉａ
ｉｂ
ｉ











ｃ

＋Ｒ

ｉａ
ｉｂ
ｉ











ｃ

＝

ｕａｎ－ｅａ
ｕｂｎ－ｅｂ
ｕｃｎ－ｅ











ｃ

②

式中，ｕａｎ，ｕｂｎ，ｕｃｎ为三相输出电压；ｉａ，ｉｂ，ｉｃ为三

相电流；ｅａ，ｅｂ，ｅｃ为三相电网电压．

对式①进行Ｃｌａｒｋ变换，得到 αβ两相静止

坐标下变换器输出电压与开关状态的表达式为

表１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空间电压矢量值（ａ相故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ＰＦＳ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ｖｏｌｔａｇｅ

ｖｅｃｔｏｒ（ａｐｌａｓｅｆａｕｌｔ）

电压矢量
Ｕ（ＳｂＳｃ）

电压分量
Ｕα

电压分量
Ｕβ

电压矢
量值Ｖ

Ｕ１（００） Ｕｄｃ／３ ０ Ｕｄｃ／３

Ｕ２（０１） ０ －Ｕｄｃ／槡３ －Ｕｄｃｅ
（２π／３）ｊ

槡３

Ｕ３（１０） ０ Ｕｄｃ／槡３ Ｕｄｃｅ
（２π／３）ｊ

槡３

Ｕ４（１１） －Ｕｄｃ／槡３ ０ －Ｕｄｃ ３

图２　不同桥臂故障下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的空间电压矢量

Ｆｉｇ．２　ＴＰＦＳ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ｉｄｇｅａｒｍｆａｕｌｔｓ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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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α
ｕ[ ]
β

＝

槡６Ｕｄｃ
９

１ －１２ －１２

０ 槡３
２ －槡３











２

１－Ｓｂ－Ｓｃ
－１／２＋２Ｓｂ－Ｓｃ
－１／２－Ｓｂ











＋１

对式②进行进行坐标变换，得

Ｌｄｄｔ
ｉα
ｉ[ ]
β

＋Ｒ
ｉα
ｉ[ ]
β

＝
ｕα
ｕ[ ]
β

－
ｅα
ｅ[ ]
β

③

对式③进行离散化，得

Ｌ
Ｔｓ

ｉα（ｋ＋１）－ｉα（ｋ）

ｉβ（ｋ＋１）－ｉβ（ｋ
[ ]） ＝

ｕα（ｋ）

ｕβ（ｋ
[ ]） －Ｒ

ｉα（ｋ）

ｉβ（ｋ
[ ]） －

ｅα（ｋ）

ｅβ（ｋ
[ ]） ④

式中，Ｔｓ为采样周期．对式④进行简化，得 ｔｋ＋１
时刻预测电流为

ｉα（ｋ＋１）

ｉβ（ｋ＋１
[ ]） ＝

Ｔｓ
Ｌ
ｕα（ｋ）－ｅα（ｋ）

ｕβ（ｋ）－ｅβ（ｋ
[ ]） ＋１－ＲＴｓ( )Ｌ

ｉα（ｋ）

ｉβ（ｋ
[ ]） ⑤

式中，ｉα（ｋ），ｉβ（ｋ）为ｔｋ时刻变换器输出电流的

α，β分量；ｕα（ｋ），ｕβ（ｋ）为 ｔ（ｋ）时刻变换器输

出电压的α，β分量；ｅα（ｋ），ｅβ（ｋ）为 ｔ（ｋ）时刻

变换器输出电网电压的 α，β分量；ｉα（ｋ＋１），

ｉβ（ｋ＋１）为 ｔ（ｋ＋１）时刻预测电流值的 α，β

分量［２１－２５］．

将由式④计算得到的预测电流值 ｉα（ｋ＋

１），ｉβ（ｋ＋１）带入价值函数

ｇｉ＝ ｉαｒｅｆ－ｉαｉ（ｋ＋１） ＋ ｉβｒｅｆ－ｉβｉ（ｋ＋１）　

ｉ＝１，２，３，４

其中，ｉαｒｅｆ为输出电流参考值的α分量，ｉβｒｅｆ为输

出电流参考值的β分量．

最后，评估在不同电压矢量作用下ｇｉ的大

小，选择令 ｇｉ价值函数最优的电压矢量用于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２５－２７］．

３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调制模型预测控
制策略

　　针对传统单矢量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模型预

测控制电流谐波含量大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

根据参考电流计算电压，然后根据定义的

新的代价函数来选择最佳电压矢量．根据式④

的参考电流可以算出对应的参考电压ｕ．

ｕα

ｕ[ ]
β

＝

Ｌ
Ｔｓ

ｉα（ｋ＋１）－ｉα（ｋ）

ｉβ（ｋ＋１）－ｉβ（ｋ
[ ]） ＋Ｒ

ｉα（ｋ）

ｉβ（ｋ
[ ]） ＋

ｅα（ｋ）

ｅβ（ｋ
[ ]）

从而得出新的代价函数

Ｇｉ＝ ｕα
 －ｕαｉ（ｋ＋１） ＋

ｕβ
 －ｕβｉ（ｋ＋１） ⑥

由式⑥可知，不需要计算４次预测电流，只

需要计算１次参考电压，因此减小了计算量．

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矢量作用时间计算步骤

如下．

步骤１　将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模型的４个

电压矢量进行组合（ａ相故障下为例），分别为

（Ｕ１，Ｕ２），（Ｕ１，Ｕ３），（Ｕ３，Ｕ４），（Ｕ２，Ｕ４），如图３

所示．

图３　ａ相故障下双矢量电压矢量组合

Ｆｉｇ．３　Ｄｕ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ａｐｈａｓｅｆａｕｌｔ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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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２　根据由式⑤得到的４个电压矢量

组合对应的价值函数ｇｉ（ｉ＝１，２，３，４）和调制模

型预测控制的原理，计算各电压矢量组合中每

个电压矢量的作用时间．每个电压矢量的作用

时间满足

ｔｉ１＝
（１／ｇｉ１）

（１／ｇｉ１）＋（１／ｇｉ２）

ｔｉ２＝
（１／ｇｉ２）

（１／ｇｉ１）＋（１／ｇｉ２










）

式中，ｔｉ１为电压矢量组合中ｇｉ１的作用时间；ｔｉ２为

电压矢量组合中 ｇｉ２的作用时间；ｇｉ１，ｇｉ２分别为

图３中电压矢量组合所对应的价值函数．

图４所示为ａ相故障各矢量在各扇区下的

作用时间和顺序．

步骤３　根据伏秒平衡原则计算出新的电

压矢量Ｕｉ，其定义为

Ｕｉ＝
ｔｉ１
Ｔｓ
Ｕｉ１＋

ｔｉ２
Ｔｓ
Ｕｉ２

将计算得到的新电压矢量 Ｕｉ（ｉ＝１，２，３，

４）代入式⑥，可以选择使成本函数最小化的最

佳电压矢量，并将其应用于下一个控制周期中

的转换器．因此，实现了基于双电压矢量的模

型预测控制．

步骤４　选出令价值函数Ｇｉ最优的电压矢

量集合，作用于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

选取相邻矢量合成电压矢量，最优电压矢

量与合成电压矢量的误差矢量分析如图５所

示．其中，Ｕ１３为 Ｕ１和 Ｕ３的合成电压矢量，Ｕ

为最优电压矢量．根据每个矢量作用时间的不

同，合成电压矢量可落在 Ｕ１和 Ｕ３任意合成位

置．当选择作用时间最优时，合成电压矢量落在

Ｕ１３位置上，此时误差电压矢量数值上最小．根

据矢量合成可得出最优电压矢量与合成电压矢

量的误差电压矢量长度 ｅ１３，以及最优电压矢量

与Ｕ１，Ｕ３的误差电压矢量长度ｅ１，ｅ３．由图５可

知，ｅ１３＜ｅ１且ｅ１３＜ｅ３，即双矢量的控制精度要优

图４　ａ相故障下各矢量

在各扇区的作用时间和顺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ｖｅ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ｅａｃｈｓｅｃ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ｐｈａｓｅｆａｕｌｔ

图５　ａ相故障下误差电压矢量分析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ａｐｈａｓｅｆａｕｌｔ

于单矢量的控制精度．

４　仿真、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仿真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调制模型

预测控制策略性能，将其与文献［１４］中传统的

单矢量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控制策略进行仿真对

比．仿真环境为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设定ａ相发生

故障，仿真系统参数为Ｕｄｃ＝４００Ｖ，Ｌ＝５０ｍＨ，

ｅ＝１１０Ｖ，Ｔｓ＝１００μｓ，Ｒ＝０．０５Ω．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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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控制策略和本文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

略的稳态仿真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传

统方案中发生桥臂故障后因为单矢量跟踪精度

不够，三相电流谐波失真较大，仿真输出电流总

谐波失真 ＴＨＤ（ｔｏｔ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为

６．５５％；而相比单矢量跟踪，运用本文策略跟踪

精度得到了改善，谐波失真明显减小，仿真输出

电流ＴＨＤ＝２．６５％．

传统控制策略和本文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

略的动态仿真结果如图７所示，电流采用５—

１０Ａ的跳变．对比图７ａ）与图７ｂ）可知，电流由

５Ａ经过０．０５ｓ后跳变为１０Ａ，采用调制模型

预测电流响应速度得到改善，且电流谐波失真

明显减小．

传统控制策略和本文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

略的电流纹波对比如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当

电流参考值为５Ａ时，传统控制策略输出电流

ＴＨＤ＝６．５５％，本文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输

出电流ＴＨＤ＝２．６５％．由于本文采用双矢量控

制，因此电流控制跟踪精度得到改善，输出电流

明显低于传统方案的ＴＨＤ，且达到并网要求．

４．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变换器的工作性能和调制模

型预测控制策略的有效性，进行单矢量模型预

测控制和调制模型预测控制 ＴＰＦＳ双向交直流

变换器稳态及动态实验，实验中ａ相为故障相．

实验平台采用 Ｍｙｗａｙ的 ＡＰＬ－Ⅱ 型可编程双

向直流电源来作为直流侧，采用Ａｍｅｔｅｋ的可编

程交流电源来模拟交流反电动势负载，实验参

数均与仿真参数一致．

４．２．１　稳态分析　电流为５Ａ和１０Ａ时，传

统控制策略和本文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的电

流波形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看出，传统控制策

略的控制精度不够，电流谐波失真较大；本文控

制策略三相电流相比单矢量跟踪精度得到了改

善，谐波失真明显减小．

４．２．２　动态分析　变换器工作在逆变模式时，

能量由直流侧流向电网侧，某一时刻给定电流

图６　两种控制策略的稳态仿真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ｗｏｓｃｈｅｍｅｓ

·２９·



吕恒志，等：三相四开关容错变换器调制模型预测控制策略

图７　两种控制策略的动态仿真结果

Ｆｉｇ．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ｓｃｈｅｍｅｓ

图８　两种控制策略的电流ＴＨＤ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Ｈ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ｓｃｈｅｍｅｓ

图９　两种控制策略稳态实验结果

Ｆｉｇ．９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ｓｃｈｅｍｅｓ

由５Ａ跳变到１０Ａ，此时传统控制策略和本文

调制模型预测的动态实验结果如图１０所示．由

图１０可见，传统控制策略在跳变过程中电流的

动态响应较慢且电流产生了小的畸变；本文下

电流很快达到给定值，动态响应速度较快，从而

验证了良好的动态性能．

　　通过实验对比可知，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在传

统控制方案下，单矢量跟踪精度不够，三相电流

谐波失真较大，而采用本文调制模型预测控制

策略能够保证变换器连续可靠运行．实验结果
验证了本文提出策略的有效性．

５　结语

为保证 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持续运行，提高
变换器运行可靠性和控制性能，本文提出了一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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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两种控制策略动态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ｓｃｈｅｍｅｓ

种双电压矢量的模型预测控制策略．该策略基

于ＴＰＦＳ容错转换器的４个基本电压矢量定义

４个电压矢量组合，采用调制模型预测控制原

理计算每个电压矢量的持续时间，从而进行模

拟研究．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结果均验证了该

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具有电流ＴＨＤ较

低、动态响应快的控制性能．此外，采用该策略

增加了ＴＰＦＳ容错变换器的稳定性，提高了电

能质量，从而降低了线路损耗，保障了电网运行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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铆孔机器人静力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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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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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基于６ＳＰＵ六自由度并联机构的集制孔与铆接为一体的新型步行式铆
孔机器人进行静力学分析：在位置逆解建模、求解的基础上，根据机器人铆接轨

迹规划，确定铆枪的正确铆孔作业位姿；针对飞机某大型薄壁圆柱面工件，应用

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机器人铆孔作业仿真，获得各铆接点工位对应的动平台各

向最大变形量及机构的最大等效应力．仿真结果表明，机器人最大变形量最大
值为５１．８４７×１０－７ｍ，在飞机铆接制孔误差允许范围内，且机构最大等效应力
最大值为２．６９８ＭＰａ，远小于材料屈服极限，可满足铆孔作业的精度与强度
需求．

·６９·



梁诤，等：基于６ＳＰＵ并联机构的铆孔机器人静力学分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ｅｗ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６ＳＰＵｓｉｘ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ｓｔ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ｏｆ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ｇｕｎ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ｏｂｏｔ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ｌａｒｇｅ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ｒｏｂｏｔ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ｗａｓ５１．８４７×１０－７ｍ，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ｅｒｒｏｒｒａｎｇｅ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ａｓ２．６９８ＭＰａ，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ｆａｒ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ｙｉｅｌｄ
ｌｉｍｉｔ，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大型复杂飞机外形薄壁壁板在航空、汽车

等工业制造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大型薄壁零

件通常存在变形的困扰，特别是在加工后所产

生的翘曲变形是不可忽视的技术难题．由不同

的原因引起的大型曲面薄壁零件变形包括弹性

变形、塑性变形、热变形和残余应力变形，其中

残余应力为零件变形的主要原因．传统工艺方

法已经无法满足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高端制

造业对大型薄壁复杂曲面工件的精密、高效、柔

性加工等高端需求，因此，自动化铆接机器人正

日益成为智能制造的主流装备．刚度是满足机

器人作业单元的重要性能指标，它随机器人的

位姿而变化［１］，因此需在机构设计阶段快速预

估出机构刚度是否满足作业要求，以便为机械

结构的详细设计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机构刚度对机构末端的位姿精度非常重

要，是影响机器人定位精度的重要因素．窦永磊

等［２］计入所有支链构件和关节的弹性，基于全

变形雅可比矩阵，构造出多种混联机器人的半

解析刚度模型，通过算例揭示了整机刚度在任

务空间中随位形的变化规律．Ｗ．Ａ．Ｃａｏ等［３］提

出了对过约束 ＳＣＡＲＡ运动并联机构进行刚度

建模的一种通用方法．张东胜等［４］针对基于

２ＲＰＵ／ＵＰＲ机构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分别

求解了并联、串联部分的静刚度模型，从构造系

统的力旋量系和弹性变形协调条件入手，简单

且快速地建立了混联机器人的整体刚度模型，

并求解了整机静刚度在任务空间中随位形变化

的分布图．张俊等［５］分别采用虚拟关节法和有

限元法，计入 Ｅｘｅｃｈｏｎ并联模块各关节和支链

体的柔性，通过推导动平台和支链装配体间的

变形协调方程，构建出系统的弹性静力学模型，

由系统方程抽取出动平台刚度矩阵，据此预估

了Ｅｘｅｃｈｏｎ并联模块在典型位姿和工作全域内

的刚度性能．

上述各种刚度建模方法都较为复杂，且影

响机构刚度的因素较多，难以考虑全面．王南

等［６］利用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两种３－ＲＰＳ

并联机构的变形情况，并将结果与考虑约束反

力所构造的刚度模型计算结果相互验证，但所

建立的有限元模型未考虑不同运动副间算法的

区别．李育文等［７］采用有限元方法基于 ＡＮＳＹＳ

建立了６ＵＰＳ机床的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其工

作空间内的刚度分布，并验证了其有限元模型

的合理性，但未考虑机构处于不同位姿时的刚

度变化．笔者所在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６

ＳＰＵ（Ｓ表示球面副、Ｐ表示移动驱动副、Ｕ表示

万向铰）六自由度并联机构的集制孔与铆接为

一体的可移动式机器人，团队成员刘文彩等［８］

分析了机构的运动学性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拟

基于位置逆解进行铆枪轨迹规划，采用有限元

分析的方法，在考虑机构不同位姿及各运动副

算法的基础上，对机构刚度（即变形、应力应

变）进行静力学分析，以期为６ＳＰＵ并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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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１　基于位置逆解的铆枪轨迹规划

１．１　机器人构型
针对传统工艺协调复杂、流程冗长、加工范

围受限等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６ＳＰＵ并联机

构的铆孔机器人，其加工示意图见图１．该机器

人足端锁紧环可与定平台上的锁紧销可靠嵌

入、脱离，实现摆腿／落腿运动，机器人行至目的

工位时，动平台调姿，各足支撑于定平台，固结

于动平台的铆枪执行加工任务．

本文提出的３闭环支链６ＳＰＵ并联机构如

图２所示，每条支链（步行腿）均为一个含复合

图１　铆孔机器人加工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２　６ＳＰＵ并联机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６ＳＰＵ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球面副Ｓ的２ＳＰＵ两自由度并联机构，可实现

沿某一锁紧销队列的直线步行，且保持落足姿

态恒与定平台垂直．

１．２　位置逆解
机构坐标系设置及初始位形如图３所示．

建立定平台坐标系｛Ｏ－ｘｙｚ｝：坐标系原点 Ｏ为

等边三角形定平台的形心，ｘ轴正方向由 Ｏ指

向复合球面副形心 Ｂ１（Ｂ２），ｚ轴正方向垂直定

平台向上，ｙ轴正方向由右手法则确定．建立动

平台坐标系｛Ｐ－ｕｖｗ｝：坐标系原点Ｐ为六边形

动平台的形心，ｕ轴正方向由 Ｐ指向动平台上

两万向铰形心 Ａ１和 Ａ２的连线中点，ｗ轴正方

向垂直动平台向上，ｖ轴正方向由右手法则确

图３　机构坐标系设置及初始位形

Ｆｉｇ．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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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支链一为例说明建立支链坐标系｛Ｂｉ－

ｘＢｉｙＢｉｚＢｉ｝（ｉ＝１，２，…，６，下同）的方法：坐标系原

点取Ｂ１，ｙＢ１轴正方向由Ｂ１指向Ｂ３，ｚＢ１轴正方向

垂直于Ｂ１Ｂ３Ｂ５所在平面且向外，ｘＢ１轴正方向由

右手法则确定．

记定平台外接圆和动平台外接圆半径分别

为ｒＯ和ｒＰ，动平台长边所对圆心角为２θ．机构

初始位形为动平台、定平台平行，且动坐标系、

定坐标系各坐标轴分别平行．

由上可知，动平台上各万向铰形心Ａｉ在动

坐标系｛Ｐ－ｕｖｗ｝中的位置矢量Ａｉ
Ｐ：

Ａ１
Ｐ＝（ＲＰｃｏｓθ，－ＲＰｓｉｎθ，０）

Ａ２
Ｐ＝（ＲＰｃｏｓθ，ＲＰｓｉｎθ，０）

Ａ３
Ｐ＝（ＲＰｃｏｓ（２π／３－θ），ＲＰｓｉｎ（２π／３－３θ），０）

Ａ４
Ｐ＝（－ＲＰｓｉｎ（π／２－θ），ＲＰｃｏｓ（２π／３－３θ），０）

Ａ５
Ｐ＝（－ＲＰｓｉｎ（π／６＋θ），－ＲＰｃｏｓ（π／６＋θ），０）

Ａ６
Ｐ＝（ＲＰｓｉｎ（θ－π／６），－ＲＰｃｏｓ（θ－π／６），０）

定平台内各复合球面副形心Ｂｊ（ｊ＝１，２，…，

６）在定坐标系｛Ｏ－ｘｙｚ｝中的位置矢量Ｂｊ
Ｏ：

Ｂ１
Ｏ＝Ｂ２

Ｏ＝（ＲＯ，０，０）

Ｂ３
Ｏ＝Ｂ４

Ｏ＝（－ＲＯ／２，槡３ＲＯ／２，０）

Ｂ５
Ｏ＝Ｂ６

Ｏ＝（－ＲＯ／２，槡－３ＲＯ／２，０）

６－ＳＰＵ机构满足如下位置矢量方程

Ｂｉ
Ｏ＋ｑｉ＝Ｐ

Ｏ＋ＰＡｉ
Ｏ ①

其中，ＰＡｉ
Ｏ ＝Ｒ·ＰＡｉ

Ｐ，ＰＡｉ
Ｐ和 ＰＡｉ

Ｏ 分别为

ＰＡｉ在动平台、定平台坐标系内的矢量，动平台

形心在定坐标系中位置矢量 ＰＯ＝（ｘ，ｙ，ｚ），ｑｉ
为支链内单一驱动位移矢量，动坐标系相对于

定坐标系的姿态变换矩阵Ｐ
ＯＲｘｙｚ（α，β，γ）为

Ｐ
ＯＲｘｙｚ（α，β，γ）＝

ｃｏｓβｃｏｓγ ｓｉｎαｓｉｎβｃｏｓγ－ｃｏｓαｓｉｎγ ｃｏｓαｓｉｎβｃｏｓγ＋ｓｉｎαｓｉｎγ
ｃｏｓβｓｉｎγ ｓｉｎαｓｉｎβｓｉｎγ＋ｃｏｓαｃｏｓγ ｃｏｓαｓｉｎβｓｉｎγ－ｓｉｎαｃｏｓγ
－ｓｉｎβ ｓｉｎαｃｏｓβ ｃｏｓαｓｉｎ









β

由式①可得单一驱动位移矢量

ｑｉ＝Ｐ
Ｏ＋ＰＡｉ

Ｏ－Ｂｉ
Ｏ

１．３　铆枪轨迹规划
本文以飞机某大型薄壁圆柱面工件表面铆

接制孔为例，多个铆接孔形成的空间曲线即为

铆枪末端轨迹．

基于微分几何曲线论中的弗莱纳－雪列矢

量［９］，可建立铆接点坐标系．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

计算出轨迹各点处的单位切向量 珒ｅτ，单位法向

量珒ｅｎ和单位次法向量 珒ｅｂ．为保证铆接制孔的加

工精度，铆接作业时铆枪的前进方向必须与工

件表面铆接点坐标系的 珒ｅτ方向一致，铆枪主轴

方向必须与铆接点坐标系的珒ｅｂ方向一致．铆接

轨迹及铆接点处坐标轴设置如图４所示，各铆接

点位置坐标及对应的铆枪主轴姿态角见表１．

２　６ＳＰＵ并联机构静力学分析

２．１　有限元分析前处理
并联机构的刚度模型是位形的函数，在应

用有限元软件对并联机构分析时，应针对不同

位形对并联机构进行有限元分析［１０］．利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软件建立机构的实体模型，将并联机

构按照实际情况装配到一起．由表１通过位置

逆解算得并联机构的位姿参数，将并联机构调

整到需要的位姿并导入到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中，

在建模的过程中没有采用加权的方法．６ＳＰＵ

并联机构在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之后，需根据

图４　铆接轨迹及铆接点坐标轴设置

Ｆｉｇ．４　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ｐａｔｈａｎ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ｓｅｔ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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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铆接孔位置坐标及铆接时铆枪主轴姿态角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ｈｏ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ｉｖｅｔｉｎｇｇｕ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ｓ

序号 铆接孔位置（ｘ（η），ｙ（η），ｚ（η））／ｍｍ 铆枪主轴姿态角（ｅｂｘ，ｅｂｙ，ｅｂｚ）／（°）

１ （－９３５．５３０，－５４．８３０，８９．０２０） （１７５．０８４，８７．３１８，８５．８８０）
２ （－９３３．４００，－４０．２２０，１０９．１８０） （１７４．５５１，８９．０２６，８４．６４３）
３ （－９３１．８５０，－１８．６５０，１２１．６８０） （１７３．０８９，８９．９３４，８３．０８９）
４ （－９３１．５００，６．１９０，１２４．３３０） （１７２．６１０，８９．９８５，８２．６１０）
５ （－９３２．４９０，２９．４４０，１１６．６５０） （１７３．７８４，９０．３７２，８３．７９６）
６ （－９３４．４２０，４８．４８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６０，９１．８３０，８５．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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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３８．３００，５８．７３０，５２．３６０） （１７４．８１７，９３．３４５，８６．０４６）
９ （－９３９．３００，４８．６４０，２９．５２０） （１７６．２７７，９１．７８２，８６．７３２）
１０ （－９３９．６７０，３０．１２０，１２．７６０） （１７８．２１２，９０．４０１，８８．２５８）
１１ （－９３９．７５０，６．３７０，４．９９０） （１７９．５５４，８９．９７６，８９．５５４）
１２ （－９３９．７３０，－１８．４８０，７．５７０） （１７８．９８１，８９．９１７，８８．９８５）
１３ （－９３９．５５０，－４０．１３０，２０．０５０） （１７７．３３７，８９．０６５，８７．５０６）
１４ （－９３８．９００，－５４．８１０，４０．２５０） （１７５．３３９，８７．２８４，８６．２１５）
１５ （－９３７．５３０，－６０．０００，６４．６５０） （１７４．７２７，８６．５０９，８６．０５３）

运动副连接条件对每个零件设定接触约束，其

中固定处采用 ｂｏｎｄｅｄ连接和 ＭＰＣ算法，移动

副和转动副处采用 Ｎ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连接和 Ｐｕｒ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算法，接触设定完成后，对装配体在定

平台底面设定的约束为 Ｆｉｘ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每种并

联机构的材料设定为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ｅｌ，弹性模量

Ｅ＝２００ＧＰａ，密度为７８５０ｋｇ·ｍ－３，泊松比γ＝

０．３，屈服极限δ＝３５０ＭＰａ．机器人整体模型采

用四面体单元划分网格（见图５），不考虑应力

走向，单元数目为２７９６８，节点数为８０３９７．设

铆枪进行铆孔作业时承受沿铆枪轴线的轴向工

作载荷Ｆ＝１１０Ｎ．

２．２　静力学分析
静力学分析可以全面、直观地评价机构的

变形与应力分布情况［１１］．对机构进行静力学分

析，其结果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由图６可以看出，机构动平台在 ｘ，ｙ，ｚ方

向最大变形量最大值分别为５．０９２×１０－７ｍ，

２７．５８６×１０－７ｍ和５１．８４７×１０－７ｍ．机构平台

在ｚ方向最大变形量最大，说明机构在 ｚ方向

的刚度低于其他两个方向，即在ｚ方向承载能

图５　机器人整体网格划分模型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ｒｏｂｏｔｍｅｓ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图６　动平台ｘ，ｙ，ｚ方向最大变形量

Ｆｉｇ．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ｘ，ｙ，ａｎｄｚ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力较差；机构动平台在 ｘ方向的最大变形量最

小，说明机构在ｘ方向的刚度最好，即在ｘ方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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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机构最大等效应力

Ｆｉｇ．７　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承载能力强于其他两个方向．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可知，飞机铆接制孔误差一般应控制在２×

１０－５ｍ以内［８］，机构整体在 ｘ，ｙ，ｚ方向的最大

变形量均小于该值，满足铆接加工的精度要求．

由图７可以看出，机构的最大等效应力最

大值为２．６９８ＭＰａ，远小于材料的屈服极限，能

够满足铆接加工所需的强度要求．

分析过程中，机构在工作状态中产生的变

形与等效应力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动平台和

驱动杆上，其他零件处的变形和应力均较小．

３　结语

针对高端制造业对大型薄壁复杂曲面工件

的精密、高效、柔性加工需求，本文对基于 ６

ＳＰＵ并联机构的新型步行式铆孔机器人进行了

静力学分析．基于建模、求解机构位置逆解，完

成了机器人铆接轨迹规划，确定了铆枪末端的

精确轨迹和正确的铆孔作业姿态；以 Ｓｏｌｉｄ

Ｗｏｒｋｓ为平台对 ６ＳＰＵ并联机构进行三维建

模，并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中的 Ｗｏｒｋ

ｂｅｎｃｈ模块对此机构的刚度进行静力学分析．

结果表明：机器人最大变形量最大值为

５１．８４７×１０－７ｍ，在飞机铆接制孔误差允许范

围内；机构最大等效应力最大值为２．６９８ＭＰａ，

远小于材料屈服极限．

该结果有力证明了本文提出的机构构型、

位置逆解和轨迹规划模型的合理性，有限元分

析结果也表明机构满足铆接加工精度与强度要

求．该成果为自动铆接机器人的结构优化和性

能分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根据文中静力
学的分析结果，对自动铆接机器人变形和应力

较大区域的零部件进行进一步的结构和尺寸优

化，以提高自动铆接机器人的整体性能，将是下

一步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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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双机器人协作空间求解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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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许勇，刘勇，宋伟
ＷＡＮＧＷｅｉ，ＸＵＹｏｎｇ，ＬＩＵＹｏｎｇ，ＳＯＮＧＷｅ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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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摘要：以双机器人协作系统模型为研究对象，根据其ＤＨ参数求出运动学正解，
基于Ｍａｔｌａｂ，利用蒙特卡洛方法解出双机器人工作空间的公共区域，采用极值
理论法和搜索区域法对公共区域边界曲线进行提取，可确定双机器人协作空间

的界限曲面和极限位置．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易于实现、空间表达直观等
优点，可应用于其他结构形式和任意自由度的双臂机器人类似问题求解．

·２０１·



王威，等：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双机器人协作空间求解及分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ｔｓＤ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ｔｌａｂ，ｔｈｅ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ｕｓｅｄ
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ａｒｅａ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Ｂ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ｕａｌｒｏｂｏ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ｄ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ａｓ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ａｎｙｄｕａｌａｒｍｒｏｂｏｔｓ
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ｓｏｌｖ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０　引言

目前，在工业生产制造领域中，双工业机器

人协同作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双机器人协同

焊接、协同搬运、协同喷漆等．多机器人协同作业

的工作空间问题是多机器人系统研究中的难点

之一［１］．双机器人的协作空间代表了机器人的活

动范围，它是双机器人工作能力的重要表现［２］．

协作工作空间的研究，对机器人的机构设计、路

径规划、轨迹规划、避碰研究、最佳操作位形研究

等，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３－４］．

芦俊等［５］采用数值法对双臂智能机器人的

协作工作空间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最佳协

作空间，该方法使用几何计算，数据量大、精确

度低，相比计算机数据计算存在一定的误差；赵

燕江等［６］提出了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机器人工作空

间求解方法，该方法简单、快速、准确，可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输出可视化结果，但该方法只针对单一

机械臂的工作空间求解；谢生良等［７］采用蒙特

卡洛法分析了双臂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并采用

按列和按角度划分的方法提取协作空间的边界

点，此方法提取精度高，较准确，但相对计算量

较大．

当前对机器人工作空间的求解多集中在双

臂机器人和单个工业机器人上，对于双机器人

协作空间的研究很少［７］．鉴于此，本文拟在双臂

机器人工作空间求解方法的基础上，以双机器

人协作系统为参考模型，通过确定ＤＨ参数和

求解运动学正解，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利用蒙特卡洛

法［８］对双机器人协同工作空间进行分析，按列

划分边界点，并对边界点进行曲线拟合，进而求

出最佳协作空间，以期为双机器人的动力学分

析、协调轨迹规划、机器人本体尺度优化奠定理

论基础．

１　双机器人运动学分析

本文以由两个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组成的

双机器人协作系统为研究对象，该机器人协作

系统旨在用于工业生产上协同焊接、铆钉、装配

等复杂任务作业．

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２软件中建立双机器人

协作系统的结构模型如图１所示．该系统模型

采用主机器人１（左）和从机器人２（右）结构布

局，两机器人距离为２Ｌ．

图１　双机器人协作系统的结构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ｏ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　坐标系的建立及ＤＨ参数的确定

用两种坐标系描述机器人的运动学［５］：一

种是单个机器人的局部坐标系，代表主机器人

的坐标系为Ｏ１Ｘ１Ｙ１Ｚ１，代表从机器人的坐标系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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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Ｏ２Ｘ２Ｙ２Ｚ２；另一种是全局坐标系ＯＸＹＺ，主机

器人与从机器人的局部坐标系关于全局坐标系

对称．根据 ＤＨ坐标理论，建立机器人的坐标

系如图 ２所示，两机器人位置距离 ２Ｌ＝

３０００ｍｍ，定义世界坐标系与主机器人１基坐

标系重合，所得 ＤＨ参数见表１．其中，连杆扭

角αｉ是ｉ杆关节轴线之间的夹角，即是Ｚｉ轴相

对于Ｚｉ－１轴的平行角度；连杆长度 ａｉ是 ｉ杆关

节轴线的公垂线距离，即是Ｚｉ轴相对于Ｚｉ－１轴

的长度；偏置量ｄｉ是连杆长度 ａｉ和 ａｉ－１在 ｉ号

关节轴线上截取的距离，即是 Ｚｉ－１轴相对于 Ｚｉ
轴的公共法线距离；将 ａｉ沿轴线 ｉ平移与 ａｉ－１
相交，两者之间的夹角就是关节转角θｉ，即是Ｘｉ
轴相对于 Ｘｉ－１轴构成的角度，Ｚｉ－１轴的方向为

正方向．

１．２　运动学正解的求得
该双机器人协同系统模型由两台相同型号

的６轴机器人组成，在此只对单个６轴工业机

器人进行运动学分析即可．以主机器人１为研

究对象，从机身开始依次进行杆件标注，根据

ＤＨ参数，对双机器人协作系统每个关节建立

ＤＨ坐标系，连杆变换矩阵和运动学正解公

式［９］分别为

ｉ－１
ｉ Ｔ＝

ｃｉ －ｓｉ ０ αｉ－１
ｓｉｃαｉ－１ ｃｉｃαｉ－１ －ｓｉαｉ－１ －ｄｉｓαｉ－１
ｓｉｓαｉ－１ ｃｉｓαｉ－１ ｃαｉ－１ ｄｉｃαｉ－１















０ ０ ０ １

①

０
６Ｔ＝

０
１Ｔ
１
２Ｔ
２
３Ｔ
３
４Ｔ
４
５Ｔ
５
６Ｔ ②

其中，ｃｉ＝ｃｏｓθｉ，ｓｉ＝ｓｉｎθｉ，ｃαｉ－１ ＝ｃｏｓαｉ－１，

ｓαｉ－１＝ｓｉｎαｉ－１．通过式①依次完成相邻关节间

的齐次坐标转换，可以得到所有相邻关节的齐

次变换矩阵０
１Ｔ，

１
２Ｔ，

２
３Ｔ，

３
４Ｔ，

４
５Ｔ，

５
６Ｔ，将各个运动参

数代入式②后得运动学正解

０
６Ｔ＝

ｎｘ ｏｘ ａｘ ｐｘ
ｎｙ ｏｙ ａｙ ｐｙ
ｎｚ ｏｚ ａｚ ｐｚ















０ ０ ０ １

进而可以得到机器人末端在参考坐标系中相对

基坐标系的位置向量

ｐｘ
ｐｙ
ｐ











ｚ

＝

ｃ１（ａ２ｃ３＋ａ３ｃ２３－ｄ４ｓ２３）－ａ１ｓ１
ｓ１（ａ２ｃ３＋ａ３ｃ２３－ｄ４ｓ２３）＋ａ１ｓ

－ａ３ｓ２３－ａ２ｓ２－ｄ４ｃ











２３

③

由式③可知，在机器人各个参数已知的情

况下，６轴工业机器人前３个关节角决定机器

人末端执行器的位置坐标，后３个关节角决定

图２　双机器人协作系统的ＤＨ坐标系

Ｆｉｇ．２　Ｄ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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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双机器人协作系统的ＤＨ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ａｂｌｅ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机器人关节
角序号ｉ

连杆扭角

αｉ－１／（°）
连杆长度
ａｉ－１／ｍｍ

偏置量
ｄｉ／ｍｍ

关节转角

θｉ／（°）

１ ０ ０ ０ （－１８０，１８０）

２ －９０ ２５５ ０ （－１５５，４５）

３ ０ ８８５ ０ （－１６０，１２０）

４ －９０ ３５ ９８０ （－３５０，３５０）

５ ９０ ０ ０ （－１４０，１４０）

６ －９０ ０ ０ （－３４５，３４５）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姿态坐标，机器人的工作

空间为末端执行器所能达到的空间位置，即位

置坐标只与变量 θ１，θ２，θ３有关，故只要满足式

③中所有点的集合就构成了机器人的工作空

间，从而得到机器人工作空间的点的集合为

ｐ＝

（ｘ，ｙ，ｚ）

ｘ＝ｆｘ（θ１，θ２，θ３）

ｙ＝ｆｙ（θ１，θ２，θ３）

ｚ＝ｆｚ（θ１，θ２，θ３）

，
θｍｉｎ≤θｔ≤θｍａｘ

ｔ＝１，２，{ }３
④

２　双机器人协作工作空间的求解

２．１　数学模型方程推导
由公式④可得到单个机器人在局部坐标系

下的末端轨迹工作空间，建立双机器人协作工

作空间方程点的集合模型，从而求得协作工作

空间的公共区域．定义主机器人１的工作空间

集合为ｐ１，从机器人２的工作空间集合为ｐ２，根

据式④将局部坐标系下的工作空间向世界坐标

系下转换，得到主机器人１和从机器人２在世

界坐标系下的工作空间集合，分别为

ｐ１＝

（ｘ１，ｙ１，ｚ１）

ｘ１＝ｆ１ｘ（θ
１
１，θ
１
２，θ
１
３）

ｙ１＝ｆ１ｙ（θ
１
１，θ
１
２，θ
１
３）

ｚ１＝ｆ１ｚ（θ
１
１，θ
１
２，θ
１
３）－Ｌ

，
θ１ｍｉｎ≤θ

１
ｔ≤θ

１
ｍａｘ

ｔ＝１，２，



















３
⑤

ｐ２＝

（ｘ２，ｙ２，ｚ２）

ｘ２＝ｆ２ｘ（θ
２
１，θ
２
２，θ
２
３）

ｙ２＝ｆ２ｙ（θ
２
１，θ
２
２，θ
２
３）

ｚ２＝ｆ２ｚ（θ
２
１，θ
２
２，θ
２
３）－Ｌ

，
θ２ｍｉｎ≤θ

２
ｔ≤θ

２
ｍａｘ

ｔ＝１，２，



















３
⑥

联立式⑤和⑥，得到双机器人协作系统的

公共区域的工作空间集合Ｍ＝ｐ１∩ｐ２，即
Ｍ＝

（ｘ，ｙ，ｚ）

ｘ＝ｘ１＝ｘ２

ｙ＝ｙ１＝ｙ２

ｚ＝ｚ１＝ｚ２
，
（ｘ１，ｙ２，ｚ３）∈ｐ１

（ｘ２，ｙ２，ｚ２）∈ｐ{ }２
⑦

２．２　工作空间求解
运用蒙特卡洛法建立空间云图，该方法可

以使工作空间云图在计算机中显示，计算速度

快且误差与维数无关．工作空间求解过程如图

３所示．首先，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利用随机关节

变量式θｉ＝θｉｍｉｎ＋（θｉｍａｘ －θｉｍｉｎ）×Ｒａｎｄ（Ｎ，１），ｉ＝

１，２，３，在各个关节角范围内，离散主机器人１

和从机器人２的各个关节角，并且按顺序组合

尽可能多的离散关节量值，确保取不同步长时

所有关节角都均匀离散且所得离散值个数相

同．然后根据正运动学方程求解公式③和双机

器人协作空间点的交集集合式⑦求出末端执行

器的空间坐标值［１０］，其中重合部分为双机器人

工作空间公共区域，即协作空间（见图４）．

图３　工作空间的求解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工作空间的大小与机器人结构参数有关，

若双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刚好包裹住待加工工件

实际大小，即为最佳协作空间的区域．在已知待

加工工件尺寸大小的基础上，通过上述方法求

解，得出机器人工作空间的大小，可为机器人的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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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提供依据，降低机器人购买成本，有效地减

少不必要的损耗．

以上所求得的工作空间都是不考虑机器人

本身避障情况［１１］下所得到的工作空间．

２．３　协作工作空间边界曲线数值计算
采用极值理论和搜索区域法对协作工作空

间边界曲线进行提取．假设机器人工作空间由

Ｎ个平面组成，每个平面上都至少有一个在一

定范围内的蒙特卡洛点，因此只要得到每个平

面上点的范围，这些点在面上层层重叠组成的

所有点的集合即为机器人工作空间．现对三维

图中的内切图图４ｃ）中的双机器人工作空间边

界进行边界提取，图中重合部分即为协作工作

空间．对机器人协作工作空间边界曲线提取具

体步骤如下．

步骤１　设Ｘ轴的最大区域为ｋ＝ Ｘｍａｘ－

Ｘｍｉｎ ，将图４ｃ）所在面沿Ｘ轴平均分为Ｎ列，设

列的宽度为 ｂ＝ｋ／Ｎ，Ｎ要无限大，从而确保所

提取的边界曲线的精确度．

步骤２　在Ｎ个列中，沿着 Ｚ轴坐标系搜

索所在列的 Ｚｍａｘ和 Ｚｍｉｎ，然后确定它们所对应

的坐标极值点．

步骤３　在搜索 Ｚｍａｘ和 Ｚｍｉｎ过程中可能出

现空洞：如果在某一列发现两个相邻的点之间

的差值远远大于列的宽度 ｂ，就表明在此点有

空洞出现．此时，这两个相邻的点记为边界点，

依次类推，直至搜索到Ｘ轴的最大区域ｋ点，得

到每列的边界曲线点．

步骤４　依次寻找最近点连接所求的所有

边界点，建立边界曲线．

３　数值计算与分析

为验证本文双机器人协作工作空间求解方

法的有效性，运用上述求解方法，基于Ｍａｔｌａｂ求

解出双机器人工作空间的空间区域和极限位

置．６Ｒ双机器人 ＤＨ参数见表１，两机器人位

置距离２Ｌ＝３０００ｍｍ，关节 θ４—θ６对末端执行

器的姿态有影响，而对执行器末端点位置没有

图４　协作工作空间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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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故未计算在内．单个机器人工作空间极限

位置和关节变量参数计算结果见表２，由此得

到协作工作空间极限位置、主机器人１和从机

器人２关节变量参数计算结果见表３．连接所求

的所有边界点，得到二维工作空间曲线图，如图

５所示，其中的公共区域为双机器人能够到达

的区域，即协作工作空间的边界轮廓．

由表３和图５可知，通过求得双机器人协

作空间边界图，从而确定机器人工作空间边界

表２　单个机器人工作空间极限位置和

关节变量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Ｌｉｍｉ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ｂｏｔ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极限位置
／ｍｍ θ１／ｒａｄ θ２／ｒａｄ θ３／ｒａｄ

Ｘｍａｘ＝１８７２．６７ ０．６７８６ －０．４５８６ －１．５６６３
Ｘｍｉｎ＝－１８７０．４６ －１．７７５３ －０．０８４３ －２．２１７５
Ｙｍａｘ＝１８８０．２９ －１．０７５３ －２．４０５９ ０．４４４０
Ｙｍｉｎ＝－１８８０．２９ ２．８４７１ －２．９１４２ －２．１８８９
Ｚｍａｘ＝１８８０．３８ ０．０１０９ －１．３５１１ －１．２５８５
Ｚｍｉｎ＝－１８８０．３８ ０．１０９７ －１．６４８６ ０．１５５７

表３　协作工作空间极限位置、主机器人１和

从机器人２关节变量参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Ｌｉｍｉ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ｊｏｉ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ｒｏｂｏｔ１ａｎｄｓｌａｖｅｒｏｂｏｔ２

极限位置／ｍｍ θ１１／ｒａｄ θ１２／ｒａｄ θ１３／ｒａｄ
Ｘｍａｘ＝２１０２．５６ １．６４６６ －１．８４７９ －１．８４７９
Ｘｍｉｎ＝９００．８７ －０．８２７１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５２１
Ｙｍａｘ＝１１１２．３３ １．７７５８ ０．４００４ ０．４００４
Ｙｍｉｎ＝－１１１２．３３ ０．５１３４ －２．８９０６ －２．８９０６
Ｚｍａｘ＝１２９０．７８ ０．９１４７ －０．５３０８ －０．５３０８
Ｚｍｉｎ＝１２９０．７８ ０．８０４１ －２．５４２１ －２．５４２１
极限位置／ｍｍ θ２１／ｒａｄ θ２２／ｒａｄ θ２３／ｒａｄ
Ｘｍａｘ＝２１０２．５６ １．６４６６ －１．８４７９ ０．７７９２
Ｘｍｉｎ＝９００．８７ －０．８２７１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５２１
Ｙｍａｘ＝１１１２．３３ １．７７５８ ０．４００４ ０．４００４
Ｙｍｉｎ＝－１１１２．３３ ０．５１３４ －２．８９０６ －２．８９０６
Ｚｍａｘ＝１２９０．７８ ０．９１４７ －０．５３０８ －０．５３０８
Ｚｍｉｎ＝１２９０．７８ ０．８０４１ －２．５４２１ －２．５４２１

极限位置，通过逆解公式即可求得每个极限位

置所对应的各个关节角值，具有易于实现、空间

表达直观等优点．该双机器人协作工作空间求

解方法相比李国栋等［１２］运用代数求解方法求

解，可以避免求解方程数目多、计算量大、空间

表达不直观等不足，并且该方法可应用于其他

结构形式和任意自由度的双臂机器人类似问题

求解．

图５　双机器人协作空间二维边界图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４　结语

本文以双机器人协作系统模型为研究对

象，根据其 ＤＨ参数求出运动学正解，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对双机器人协作运动的工作空间进行求

解，并通过极值搜索域法进行协作空间边界曲

线的提取与绘制，从而得到双机器人协作空间

的公共区域形状和在空间内协作空间的极限位

置参数．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易于实现、

空间表达直观等优点，可应用于其他结构形式

和任意自由度的双臂机器人类似问题求解，从

而为下一步在协作工作空间内研究双机器人协

同作业的路径规划、动力学分析、机器人的机构

参数优化，以及协作避碰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１］　赵大兴，周小明，李九灵．集装箱喷漆机械手

工作空间分析与仿真［Ｊ］．机械设计，２００８，２５

·７０１·



　２０１９年７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

（２）：１５．

［２］　曹毅，王树新，邱燕，等．面向灵活工作空间的

显微镜外科手术机器人设计［Ｊ］．机器人，

２００５，２７（３）：２２０．

［３］　周律，周昱明，汪亮，等．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的

双臂机器人工作空间分析［Ｊ］．机械传动，

２０１４，３８（６）：８５．

［４］　李情，茅健，朱姿娜，等．双机械手协同运动模

型及其工作空间分析［Ｊ］．制造业自动化，

２０１７，３９（１１）：４４．

［５］　芦俊，池宏勋，席文明，等．双臂机器人的协作

空间数值计算方法［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１，

１２（ＳＩ）：１２５．

［６］　赵燕江，张永德，姜金刚，等．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机

器人工作空间求解方法［Ｊ］．机械科学与技

术，２００９，２８（１２）：１６５７．

［７］　谢生良，刘祚时．双臂机器人工作空间的分析

与仿真［Ｊ］．机械传动，２０１８，４２（６）：１３９．

［８］　ＧＵＰＴＡＫＣ，ＲＯＴＨＢ．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８２，１０４（４）：７０４．

［９］　蔡自兴．机器人学［Ｍ］．２版．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李瑞峰，马国庆．基于Ｍａｔｌａｂ防人机器人双臂

运动特性分析［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１３，４１（Ｚ１）：３４３．

［１１］曹彩霞，赵明扬，朱思俊，等．双臂机器人协调

搬运运动的运动学分析［Ｊ］．组合机床与自动

化加工技术，２０１７（８）：４４．

［１２］李国栋，陈宁新．机器人工作空间的界限面及

其位置奇异曲面的代数求解方法［Ｊ］．机器

人，１９８８，２（１）：５０．

（上接第７３页）
［１７］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Ｄ，ＢＲＡＲＳ，ＴＹＡＧＩＲ，ｅ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ａ
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ｓｌｕｄｇ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１６３（３）：２７３．

［１８］俞晓锋，涂瀛，刘萍，等．过氧化氢对白色念珠
菌的超微结构及酸性磷酸酶的影响［Ｊ］．中国
消毒学杂志，１９８７，４（４）：１８３．

［１９］ＪＩＮＢ，ＮＩＵＪ，ＤＡＩＪ，ｅｔａｌ．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ｆｒｏｍ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ｙ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Ｍｏｎｏ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６５：８．

［２０］ＬＩＬ，ＨＥＪ，ＸＩＮＸ，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ｉｏ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ｒｔｃｈａｉｎ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ｆｒｏｍｗａｓｔｅａｃｔｉｖａ
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ｂｙ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ｒａｔ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３３２：
４５６．

［２１］彭永臻，邢立群，金宝丹，等．强碱预处理和碱
性强度对剩余污泥发酵的影响［Ｊ］．北京工业
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２（２）：２７７．

［２２］金宝丹，王淑莹，邢立群，等．单过硫酸氢钾复
合盐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的影响［Ｊ］．东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６（２）：４３４．

［２３］ＣＡＤＯＲＥＴＡ，ＣＯＮＲＡＤＡ，ＢＬＯＣＫＪ．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
ｉｔｙｏ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ｗｈｏｌ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ｓ［Ｊ］．Ｅｎｚｙｍ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３１（１／２）：１７９．

［２４］ＶＡＮＯ，ＧＥＥＳＥＹ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ｃｔｅ
ｒ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ｌｕｄｇｅｆｌｏｃｓ
［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３８（３）：２０１．

·８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