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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舰下沉速度是舰载机起落架及其连接结构载荷设计的重要输入，直接影响到起落架和机体

结构重量。 为了探索舰载机使用环境下各参数对下沉速度的影响，基于 Ｆ ／ Ａ⁃１８Ａ 飞机的实测着舰数

据，采用多元统计学中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 １５ 个着舰参数与下沉速度的相关程度，结果表明飞机

瞬时下滑角、甲板俯仰角与下沉速度呈高度相关，进场速度、舰上接合速度与下沉速度呈中度相关。
以上述 ４ 个着舰参数作为自变量，将遗传算法用于相关函数待定系数的优化求解，并建立了 Ｆ ／ Ａ⁃１８Ａ
飞机下沉速度改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代理模型。 所建模型给出的下沉速度预测结果的复相关系数为

０．９８１、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８１３％及最大相对误差为 ６．７７１％，与经验公式及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对比，精度

指标均为最好。 所提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及得到的分析结果可为类似型号舰载机下沉速度研究及着舰

姿态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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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沉速度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时飞机速度在

竖直方向的分量，用于度量舰载机着舰撞击能量，是
影响舰载机起落架性能和载荷的主要参数，其量值

直接影响起落架及机体结构的重量［１］。 因此舰载

机着舰下沉速度的确定至关重要，偏小可能导致结

构太弱，不能保障安全性要求；偏大则可能导致结构

重量及安全余度过大，影响飞行性能。
舰载机着舰过程原理复杂，其理论模型涉及到

飞行动力学、飞机操控、结构强度设计等多个学

科［２］，舰载机下沉速度受到飞行姿态、飞机类型、着
舰时机（白天 ／夜晚）、航母姿态及海况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而这些参数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难以直接

通过理论推导建立下沉速度与影响参数之间的分析

模型。 关于飞机着舰或着陆下沉速度的研究，国外

已有一系列相关标准和指南［３⁃４］，美军标 ＭＩＬ⁃Ａ⁃
８８６３Ｃ 给出了下沉速度、进场速度等着舰参数的统

计规律，包括分布形式及均值、标准差；另有美国海

军报告［５］提供了预警机、战斗机等各类舰载机在不

同工况下的着舰下沉速度实测数据；文献［６⁃１０］进
行了舰载机着舰过程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理论计算及

仿真分析，主要包括与下沉速度有关的发动机响应、
舵面效率等参数的变化机理［６］，下沉速度偏差的修

正仿真［７］，考虑下沉速度的舰载机着舰动力学模

型［８］和拦阻钩主动撞击过程［９］，与飞行员行为有关

的下沉速度规律［１０］。 国内对舰载机着舰下沉速度

研究的报道较少，主要是对美军标中关于着陆或着

舰下沉速度要求的概述［１１⁃１２］、参考美军标进行着舰

下沉速度计算［１３］，根据舰载机着舰时的运动学关系

和动力学关系推导着舰参数的理论公式［１４］，以及舰

载机拦阻着舰动力学分析与仿真［１５⁃１６］，舰载机起落

架性能设计［１７⁃１８］，海况导致的航母姿态对舰载机着

舰的影响分析［１９⁃２０］ 等。 但实际舰载机下沉速度综

合受到飞机姿态、海况、航母运动等方面参数的共同

影响，由于分析涉及参数较多，维度较高，对于下沉

速度预测问题，传统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在求解超参数 θ 过

程中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进而导致所建立的模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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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与实测值存在较大误差［２１］。 因此，需要找寻

适用的方法建立各种影响因素与下沉速度之间的数

学模型，进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确定型号飞机

的下沉速度。
由于我国舰载机研制较晚，国内未见有舰载机

着舰实测数据的公开报道。 因此，本文拟借鉴国外

现役舰载机 Ｆ ／ Ａ⁃１８Ａ 的着舰姿态统计数据，首先通

过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偏相关分析方法，确定出下沉

速度的关键相关参数，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进场速度、
舰上结合速度、飞机瞬时下滑角及甲板俯仰角等参

数；接着运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代理模型和遗传优化算

法，建立下沉速度与上述关键相关参数之间的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进而进行各参数对下沉速度的影

响程度分析，发展出一套基于实测数据的适用于舰

载机下沉速度影响性分析方法，为舰载机的研制提

供基础性技术支持。

１　 基于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参数影响
性分析方法

本文借助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良好的数据插值特性，拟
对舰载机下沉速度影响因素及其规律进行探讨。
１．１　 插值模型构建

１） 插值形式

设未知函数ｙ（ｘ） 在近似求解域 Ω 中的 ｍ 个样

本点 ｘｉ（ ｉ ＝ １，２，…，ｍ） 处的函数值 ｙｉ ＝ ｙ（ｘｉ） 已知，
则该函数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ｙ^（ｘ） 可表示如下

ｙ^（ｘ） ＝ Ｆ（β，ｘ） ＋ ｚ（ｘ） ＝ ｆＴ·β ＋ ｚ（ｘ） （１）
式中： ｆＴ·β 为多项式回归模型，ｆ ＝ ［ ｆ１（ｘ），ｆ２（ｘ），
…，ｆｐ（ｘ）］ Ｔ 为 ｘ 的回归基函数，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中取

为 ｘ 的多项式；β 为各回归基函数的待定系数；ｐ 为

回归基函数的个数，与所选择的回归基函数形式和

自变量个数有关；ｚ（ｘ） 为关于样本的一个随机过

程，根据样本进行模型误差修正。 因此，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

型即为样本的确定性回归部分 ｆＴ·β 与局部偏差的

近似 ｚ（ｘ） 之和。
２） 误差修正部分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误差修正部分 ｚ（ｘ） 可用一个均

值为 ０，方差为 σ ２ 的随机过程表示，其统计特性

如下：
Ｅ［ ｚ（ｘ）］ ＝ ０

ｖａｒ［ ｚ（ｘ）］ ＝ σ２

ｃｏｖ（ ｚ（ｘｉ），ｚ（ｘ ｊ）） ＝ σ２Ｒ（θ，ｘｉ，ｘ ｊ） （２）
式中， Ｒ（θ，ｘｉ，ｘ ｊ） 为任意 ２组样本 ｘｉ，ｘ ｊ 之间的相关

函数

Ｒ（θ，ｘｉ，ｘ ｊ） ＝ ∏
ｎ

ｋ ＝ １
Ｒ（θｋ，ｘｉ，ｋ － ｘ ｊ，ｋ）（ｎ 为变量个数）

（３）
　 　 常用的相关函数有高斯型、指数型、线性型及立

方型等形式，其中高斯型相关函数有着良好的计算

精度，基于高斯型的相关函数可表示如下［２１］

Ｒ（θ，ｘｉ，ｘ ｊ） ＝ ｅｘｐ － ∑
ｎ

ｋ ＝ １
θｋ（ｘｉ，ｋ － ｘ ｊ，ｋ） ２[ ] （４）

式中， θ为相关函数的修正系数；ｘｉ，ｋ，ｘ ｊ，ｋ 分别为样本

ｘｉ，ｘ ｊ 的 ｎ 维分量中的第 ｋ 维分量。 因此，对于 ｍ 个

样本而言，相关函数矩阵表示如下

Ｒ ＝
Ｒ（θ，ｘ１，ｘ１） Ｒ（θ，ｘ１，ｘ２） … Ｒ（θ，ｘ１，ｘｍ）
Ｒ（θ，ｘ２，ｘ１） Ｒ（θ，ｘ２，ｘ２） … Ｒ（θ，ｘ２，ｘｍ）

︙ ︙ ⋱ ︙
Ｒ（θ，ｘｍ，ｘ１） Ｒ（θ，ｘｍ，ｘ２） … Ｒ（θ，ｘｍ，ｘｍ）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ｍ×ｍ

（５）
３） 多项式回归部分

目前，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常用的回归基函数有常数形

式、一次形式和二次形式 ３ 种，具体来讲：
（１） 常数形式， ｐ ＝ １；

ｆ１（ｘ） ＝ １ （６）
　 　 （２） 一次形式， ｐ ＝ ｎ ＋ １；

ｆ１（ｘ） ＝ １，ｆ２（ｘ） ＝ ｘ１，…，ｆｎ＋１（ｘ） ＝ ｘｎ （７）

　 　 （３） 二次形式， ｐ ＝ １
２
（ｎ ＋ １）（ｎ ＋ ２）。

ｆ１（ｘ） ＝ １
ｆ１（ｘ） ＝ １，ｆ２（ｘ） ＝ ｘ１，…，ｆｎ＋１（ｘ） ＝ ｘｎ

ｆｎ＋２（ｘ） ＝ ｘ２
１，ｆｎ＋３（ｘ） ＝ ｘ１ｘ２，…，ｆ２ｎ＋１（ｘ） ＝ ｘ１ｘｎ

ｆ２ｎ＋２（ｘ） ＝ ｘ２
２，ｆ２ｎ＋３（ｘ） ＝ ｘ２ｘ３，…，ｆ３ｎ（ｘ） ＝ ｘ２ｘｎ（８）

…，…，ｆｐ（ｘ） ＝ ｘ２
ｎ

　 　 对于 ｍ 个样本，Ｙ ＝ ［Ｙ１，Ｙ２，…，Ｙｍ］ Ｔ，ｘ ＝ ［ｘ１，
ｘ２，…，ｘｍ］ Ｔ ，则有回归基函数矩阵如下所示

ｆ ＝

ｆ１，１ ｆ１，２ … ｆ１，ｐ
ｆ２，１ ｆ２，２ … ｆ２，ｐ
︙ ︙ ⋱ ︙
ｆｍ，１ ｆｍ，２ … ｆｍ，ｐ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ｍ×ｐ

（９）

　 　 进一步可得到各回归基函数的待定系数向量：
β ＝ （ ｆＴＲ －１ｆ） －１ｆＴＲ －１Ｙ （１０）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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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误差评估

综上，对于任意点 ｘ，上述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给出的预

测结果中的局部偏差为

ｚ（ｘ） ＝ ｒＴ（ｘ）Ｒ －１（Ｙ － ｆβ） （１１）
式中， ｒ（ｘ） ＝ ［Ｒ（θ，ｘ，ｘ１），Ｒ（θ，ｘ，ｘ２），…，Ｒ（θ，ｘ，
ｘｍ）］ Ｔ表示任意点 ｘ 与已知样本之间的相关程度。

根据最小二乘估计原理，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预测结果

的方差估计值 σ ２ 可表示为

σ２ ＝ １
ｍ
（Ｙ － ｆβ） ＴＲ －１（Ｙ － ｆβ） （１２）

１．２　 基于遗传算法的相关函数修正系数优化

通过前述推导可以看出，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回归基

函数的待定系数、方差估计均和相关函数的修正系

数 θ 有关，因此，需根据样本确定合适的 θ 值，才能

使得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精度最高。 修正系数 θ 的优化求

解模型如下：
ｆｉｎｄ θｋ（ｋ ＝ １，…，ｎ）

ｍｉｎ ϕ（θ） ＝｜ Ｒ ｜
１
ｍσ２

ｓ．ｔ． θｋ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３）

式中，目标函数值是以适应度函数最小为优化目标，
目的是保证在参数寻优过程中保证预测值与实测值

的误差尽可能小，进而保证所建立的模型预测精度

满足工程需求。
修正系数 θ 的目标函数 ϕ（θ） 存在局部最优的

可能，考虑到遗传算法有着较好的全局寻优能力，本
文根据下沉速度样本数据，采用遗传算法对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相关函数的修正系数 θ 进行寻优。 具体流程

如图 １ 所示。
由图 １ 可知，基于遗传算法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超参数求

解具体流程如下：依据获取的数据，选取相关变量的

样本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定义求解过程

中的优化变量即超参数 θ，对变量进行编码初始化

种群；依据适应度函数计算适应度值，选取种群中的

最优个体；通过交叉操作生成下一代个体形成种群，
进而进行变异操作，计算目标函数值；判断目标函数

值是否满足终止条件，如果不满足条件，则需重新执

行适应度值计算，如果满足条件，则输出优化参

数值。

图 １　 基于遗传算法的相关系数优化过程

２　 Ｆ ／ Ａ⁃１８Ａ 着舰下沉速度的相关参
数确定分析

２．１　 Ｆ ／ Ａ⁃１８Ａ 飞机着舰状态参数

按照 ＪＳＳＧ⁃２００６ 中的描述，Ｆ ／ Ａ⁃１８Ａ 舰载机着

舰参数包括如下 ３ 类，共 １６ 个［５］：
１） 飞机姿态参数

进场速度、舰上接合速度、下沉速度、飞机着舰

重量、飞机瞬时下滑角、飞机俯仰角、飞机滚转角、飞
机偏航角、飞机滚转率、飞机俯仰率、飞机航迹角等。

２） 着舰操作参数

拦阻偏心距、舰尾到着舰点距离。
３） 着舰环境参数

甲板俯仰角、甲板侧倾角、舰船速度。
２．２　 下沉速度相关参数确定

文献［５］中提供了 Ｆ ／ Ａ⁃１８Ａ 舰载机的 ２５２ 个有

效着舰参数样本，结合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偏相关分

析原理和方法［２］，将各着舰状态参数（不包括下沉

速度，共 １５ 个）与下沉速度的偏相关系数计算结果

列入表 １。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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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Ｆ ／ Ａ⁃１８Ａ 着舰参数与下沉速度相关性分析结果

序号 参数名称 偏相关系数 相关程度

１ 飞机瞬时下滑角 ０．９８８ 高度正相关

２ 甲板俯仰角 －０．８９０ 高度负相关

３ 舰上接合速度 ０．５６１ 中度正相关

４ 进场速度 ０．５４５ 中度正相关

５ 飞机俯仰率 －０．２２５ 不相关

６ 舰船速度 ０．２１５ 不相关

７ 飞机着舰重量 ０．１９６ 不相关

８ 甲板侧倾角 －０．０９４ 不相关

９ 飞机滚转角 －０．０９３ 不相关

１０ 飞机滚转率 －０．０８４ 不相关

１１ 飞机航迹角 －０．０６４ 不相关

１２ 飞机俯仰角 ０．０５８ 不相关

１３ 飞机偏航角 －０．０４１ 不相关

１４ 舰尾到着舰点距离 －０．０４１ 不相关

１５ 拦阻偏心距 －０．００１ 不相关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飞机瞬时下滑角、甲板

俯仰角与下沉速度高度相关，进场速度、舰上接合速

度与下沉速度中度相关。 飞机俯仰率、舰船速度、飞
机着舰重量、甲板侧倾角、飞机滚转角、飞机滚转率、
飞机航迹角、飞机俯仰角、飞机偏航角、舰尾到着舰

点距离、拦阻偏心距与下沉速度不相关。 从而可确

定 Ｆ ／ Ａ⁃１８Ａ 舰载机下沉速度 ＶＳ 的相关参数包括：飞
机瞬时下滑角 ＣＧ、甲板俯仰角 ＣＰ、进场速度 ＶＡ 及舰

上接合速度 ＶＥ 等 ４ 个参数。 进一步建立这 ４ 个参

数与下沉速度的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模型，并进行各参

数影响程度分析。

３　 Ｆ ／ Ａ⁃１８Ａ 舰载机下沉速度的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及分析

３．１　 下沉速度的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Ｆ ／ Ａ⁃１８Ａ 舰载机的 ２５２ 个着舰状态样本各参数

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２ 所示。 本文选择其中的 １２６
个样本进行改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模型构建，采用另外

１２６ 个样本进行模型的检验。

表 ２　 Ｆ ／ Ａ⁃１８Ａ 着舰参数均值及标准差

参数

下沉速度

ＶＳ ／

（ｍ·ｓ－１）

进场速度

ＶＡ ／

（ｍ·ｓ－１）

舰上接合

速度 ＶＥ ／

（ｍ·ｓ－１）

飞机瞬时

下滑角

ＣＧ ／ ｒａｄ

甲板俯

仰角

ＣＰ ／ ｒａｄ

均值 ３．７０ ７５．２２ ６１．６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
标准差 ０．７１ ２．８８ ２．６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以下沉速度 ＶＳ 作为响应，考虑到进场速度 ＶＡ、
舰上接合速度 ＶＥ、飞机瞬时下滑角 ＣＧ、甲板俯仰角

ＣＰ 与下沉速度 ＶＳ 之间有着较强的非线性关系，因
此，选择二次插值回归基函数。 根据表 ２ 中样本数

据，在所建立的下沉速度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模型中，样本

数ｍ ＝ １２６，变量数 ｎ ＝ ４，回归基函数个数 ｐ ＝ １
２
（ｎ ＋

１）（ｎ ＋ ２） ＝ １５。 根据（４） 式 Ｇａｕｓｓ 相关函数、（５）
式相关函数矩阵、（９） 式回归基函数及（１０） 式待定

系数、（１２） 式预测结果的方差估计，结合样本数据

可以构造相关函数修正系数 θ 的优化模型如下：
ｆｉｎｄ θｋ（ｋ ＝ １，…，４）

ｍｉｎ φ（θ） ＝｜ Ｒ ｜
１

１２６σ２

ｓ．ｔ． θｋ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目标函数寻优过程如下：
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进行求解，目标函数最终

收敛到 ０．０６５ ６９２，收敛过程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θ 的目标函数收敛过程－拉格朗日乘子法

进一步采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求解，目标函数

的进化过程如图 ３ 所示，经过 １００ 代优化迭代该目

标函数收敛。 最优值 ０． ０６０ ５３８，优化结果为：θ ＝
［３６３．６８３ 　 ０． ００８ 　 ４９３． ７８６ 　 ３２７． ０６２］ Ｔ。 可以看

出，由于目标函数具有局部最优的特性，拉格朗日乘

子法计算到 １８ 步停止计算，并未收敛到最优值；而
遗传算法通过进化迭代最终得到了最优结果。 进一

步可计算得到 Ｒ 和 β，具体如下：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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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１ ６．５１ × １０ －２４ … １．６４ × １０ －７９

６．５１ × １０ －２４ １ … ３．４１ × １０ －７５

︙ ︙ ⋱ ︙
１．６４ × １０ －７９ ３．４１ × １０ －７５ …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１２６×１２６

β ＝ ［ － ０．０２４ － ０．０２３　 ０．２２１　 １．０１２ － ０．２４６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８ －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３ － ０．１４１　 ０．００４ －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１５×１

图 ３　 θ 的目标函数进化过程－遗传算法

３．２　 误差评估及与其它模型对比

针对前述得到的下沉速度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与

其他方法进行对比，对比方法包括下沉速度预测经

验公式［２］、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以及本文的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将文献［５］中另外的 １２６ 个样本的进场速度

ＶＡ、舰上接合速度 ＶＥ、飞机瞬时下滑角 ＣＧ 及甲板俯

仰角 ＣＰ 分别代入以上模型中。 下沉速度实测值及

各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对比如图 ４ 所示，误差对比如

图 ５ 及表 ３ 所示。

图 ４　 不同方法的下沉速度预测结果与实测值对比

图 ５　 不同方法的下沉速度预测结果误差对比

表 ３　 下沉速度预测结果对比

下沉速

度来源

平均值 ／
（ｍ·ｓ－１）

均方差 ／
（ｍ·ｓ－１）

复相关

系数 Ｒ２

平均

相对

误差 ／ ％

最大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３．８１４ ０．６４１

经验公式［２］ ３．６６７ ０．６５１ ０．９３４ ４．００４ １１．１９６
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３．７８６ ０．６４４ ０．９６４ ２．３４３ １１．８６５

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３．８０５ ０．６３５ ０．９８１ １．８１３ ６．７７１

表 ３ 中对比结果显示，相比下沉速度经验公式

及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改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给出的下

沉速度预测结果的复相关系数（复相关系数越接近

１ 表示精度越高）、平均相对误差及最大相对误差等

精度指标是最好的。 因此，可通过改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

型得出不同进场速度、舰上接合速度、飞机下滑角以

及甲板俯仰角下的着舰下沉速度并进行预测。 舰载

机着舰参数对下沉速度有着很大影响，按照飞机总

体设计和飞行力学相关理论进行下沉速度正向推导

太过复杂，甚至难以实施。 基于实测数据，通过偏相

关分析及本文的下沉速度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进行逆

向拟合推导，可初步得到下沉速度与各着舰参数之

间的内在联系，即下沉速度是进场速度或舰面结合

速度的竖向分量，同时在着舰过程中又与飞机瞬时

下滑角及甲板俯仰角有关，并通过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随

机误差补偿作用，相比经验公式，本文模型预测值与

实测值更加吻合。

４　 结　 论

舰载机着舰下沉速度受航母、海况以及飞机飞

行姿态的影响。 本文基于 Ｆ ／ Ａ⁃１８Ａ 飞机的着舰实

测数据，采用多元统计理论的偏相关分析方法和改

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代理模型，探索了实际使用环境下

各着舰参数对舰载机着舰下沉速度的影响，形成如

下结论：
１）由 Ｆ ／ Ａ⁃１８Ａ 飞机的着舰实测数据相关分析

可知，飞机瞬时下滑角、甲板俯仰角、进场速度及舰

上接合速度等 ４ 个参数与下沉速度的相关程度较

强，可用于建立下沉速度的影响性分析模型；
２）将遗传算法用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相关函数待定

系数的优化求解，形成了改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代理模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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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提高了模型插值精度；
３）将 Ｆ ／ Ａ⁃１８Ａ 飞机的 ２５２ 个着舰实测数据样

本分为 ２ 组，其中一组的 １２６ 个样本用于建立下沉

速度的改进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另外一组的 １２６ 个样本用

于模型验证，与经验公式及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对比，
本文模型给出的下沉速度预测结果的精度指标均为

最好，可用于舰载机下沉速度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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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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