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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某具体水下液压系统为研究对象，建立闭式环形回路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仿真模型，通过

单因素分析，得出不同管路阻尼设置、水下蓄能器和执行器等内部因素和水深、回接距离等外部因素

的系统响应曲线。 基于单因素仿真数据，利用偏相关理论开展水下液压系统控制响应影响因素的相

关性分析，获取了影响水下液压系统控制响应的主要因素排序，为提高水下液压系统响应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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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深水油气田开发的主要模式之一，水下生

产系统得到广泛应用。 传统的生产系统是依托于固

定平台或浮式生产设施，所需生产设备，如分离器和

增压泵等，都位于水面生产平台上。 而水下生产系

统则安装于海底，大大降低了平台的载荷与面积。
目前电液复合式水下生产系统应用最为广泛［１］。
其中水下液压系统中各组件参数对安全生产和项目

成本影响很大，但受试验条件和建造周期等限制，很
难在投产前实测各组件参数的有效性，故液压仿真

分析成为必要手段。
为使水下液压系统各组件选型合理，研究人员

在投产前对各工况进行建模并进行动态仿真分析。
刘培林等［２］综合考虑水下液压系统的充压特性、泄
压（ＥＳＤ）特性和水下阀门操作等特性，为脐带缆管

径选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姜琳等［３］依据实际项

目基本参数，对 ４ 种不同液压管径的紧急放空时间

进行分析，仿真结果与国外对其该项目仿真结果相

差 ５％以内。 王鑫等［４］建立了多个液压执行机构动

作时相互干扰模型，仿真分析出增大蓄能器体积和

脐带缆供油管内径均可改善或消除执行机构之间相

互影响导致的误动作情况。 并且建立了水下液压系

统回油过程的仿真模型，对水下液压系统高压回油

过程进行仿真分析，得出回油端最大压力和稳定压

力与组件参数之间的关系［５］。 目前，大多数研究只

针对某具体实际项目进行仿真分析，但不同的水下

生产系统开发项目，水深和回接距离等外部因素各

有不同，且其各组件参数等内部参数也各有差异，各
参数对水下液压系统动态响应影响规律还未准确掌

握。 为此，本文对水下液压系统进行建模，对不同的

外部和内部参数进行单元素定量分析，并基于偏相

关理论获得水下液压系统阀门开启和关闭响应的主

要影响参数，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对阀门响应时间的

影响规律，以期缩短水下液压系统响应时间，为水下

液压系统的设计和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以“渤海油气田水下生产系统国产化研究

与应用示范－水下控制系统样机研制与测试”的研

发需求出发，研究设计一套高可靠性的水下液压系

统，提高适用于渤海湾水下油气资源开发的水下生

产系统集成能力。

１　 水下液压系统

１．１　 水下液压系统工作原理

水下液压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ＨＰＵ、ＳＣＭ
和阀执行器，原理图见图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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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液压泵　 ２．蓄能器　 ３．减压阀　 ４．脐带缆供油管　 ５．水下分配

单元　 ６．脐带缆中供油管与 ＳＣＭ之间连接钢管　 ７．水下蓄能器

８．ＳＣＭ内部供油管　 ９．电液换向阀　 １０．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

１１．执行器　 １２．ｓｅａｃｈｅｓｔ　 １３．回油补偿器 　 １４．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

回油管　 １５．脐带缆回油管

图 １　 水下液压系统原理图

ＨＰＵ出口的控制液通过脐带缆（４）、数十米长

的钢管（６）、ＳＣＭ，然后经由数米长的钢管（１０）直接

控制采油树上的阀门执行器（１１）的开关。 当电液

换向阀（９）置位，液压力克服执行器弹簧力及其他

外力将阀打开，执行器打开时的瞬时流量会使 ＳＣＭ
供油压力下降，若 ＳＣＭ 供、回油压力差小于电液换

向阀（９）的复位压差，则 ＳＣＭ 上所有电液换向阀将

复位，相应执行器在自身弹簧力作用下关闭［７］。 系

统要求执行器能够快速开启，但由于 ＨＰＵ与执行器

之间距离长达数千米甚至上百千米，ＨＰＵ的高压油

不能马上到达执行器，且脐带管的补油较慢，远远达

不到系统要求，因此需要由蓄能器（７）保证执行器

的快速开启。 而执行器的关闭过程主要依靠自身弹

簧所储存的能量［８］。 当 ＳＣＭ 把执行器工作侧压力

与回油直接短接，执行器就可在其自身弹簧力的作

用下复位，基本不需通过长脐带缆来传递流量，保证

关闭快速性。
在控制液参数已确定时，管路的阻尼设置、水下

蓄能器（７）和执行器（１１）的工艺介质操作压力等内

部参数有所不同；水深和回接距离等外部因素也会

有所差异。 这些因素均会影响系统流量大小、开关

阀时间和安全性。 其中管路的阻尼设置涉及到：脐
带缆供油管（４）内径、ＳＣＭ 内部供油管（８）内径、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１０）内径、ＳＣＭ与执行器间

回油管（１４）内径及脐带缆回油管（１５）内径。
１．２　 闭式环形、非环形液压控制回路

水下液压系统按控制液的处理方式分为开式系

统和闭式系统，主要区别在于对回油路液压油的排

放方式：前者是将回油路控制液直接排到海中，后者

是将回油路控制液通过脐带缆回油管送回水面上的

回油箱［９］。 目前根据现有工程案例显示闭式系统

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既可使用水基控制液，也可使用

油基控制液，且不会向海中排放控制液，对环境无污

染［１０］。 故本文将以闭式系统为例，对环形和非环形

回路进行对比研究［１１］。
水下液压回路按是否存在单独一条油路连接在

ＳＣＭ回油路和执行器回油路之间，分成环形回路和

非环形回路。 图 ２ａ）所示的脐带缆液压回路采用闭

式连接、阀门液压管路采用环形回路，执行器回油腔

出口与 ＳＣＭ回油路相连；图 ２ｂ）所示的脐带缆液压

回路采用闭式连接、阀门液压管路采用非环形回路，
执行器回油腔出口未与 ＳＣＭ回油路相连。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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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下液压控制管路示意图

　 　 目前对于水下生产系统组成部件参数变化对控

制响应的影响研究很少，故本文将以实际项目参数

为基础进行建模和数值仿真，依据水下液压系统各

部件参数对液压控制响应进行定量分析，分析水下

闸阀开启和关闭时间响应规律，以期为水下液压系

统的设计提供理论借鉴。 目前研究应用比较多软件

的是 ＡＭＥＳｉｍ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Ｘ。 但与 ＡＭＥＳｉｍ通用软

件相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Ｘ自身包含基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Ｘ 二次

开发深海库，拥有包括脐带缆、海面及海底动力单

元、深海控制模块、闸阀、球阀、深水蓄能器等专用部

件，并经过大量工程实践验证［１２］，故本文水下液压

系统仿真研究将使用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Ｘ。

２　 控制响应单因素分析

２．１　 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为理解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将采用控制变量

单因素分析方法开展讨论［１３］。 单因素分析计算中

选取某渤海水下油气田水下液压系统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某油气田水下液压系统基本参数

影响因素 基本参数
脐带缆供油管径 ｄｓ ／ ｍｍ １２．７

ＳＣＭ内部供油管内径 ｄＳＣＭｓ ／ ｍｍ ９．５２５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 ｄｖａｌｖｅＳ ／ ｍｍ １２．７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 ｄｖａｌｖｅＲ ／ ｍｍ １２．７

脐带缆回油管径 ｄｒ ／ ｍｍ ２５．４
水下蓄能器体积 ＶＧａｓＦ ／ Ｌ １０

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 ｐＧａｓＦ ／ ＭＰａ ２０
水深 ｈ ／ ｍ ３０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 ｐｍｅｄｉｕｍ０ ／ ＭＰａ ６９
脐带缆长度 Ｌ ／ ｋｍ １６．６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 Ｌｖａｌｖｅ ／ ｍ ３０

　 　 生产主阀（ＰＭＶ）的阀门执行器规格具体参数，
见表 ２。 每次单因素分析时，改变单个因素，固定其

他因素，研究该单因素对闭式环形和闭式非环形的

开启和关闭控制响应的影响。
表 ２　 ＰＭＶ 阀门执行器参数

影响因素 基本参数

活塞面积 ／ ｃｍ２ ２０６．２
行程 ／ ｍｍ １１５．６

活塞开启腔杆径 ／ ｍｍ ３１．８
活塞关闭腔杆径 ／ ｍｍ ５０．８

运动部件质量 ／ ｋｇ ２６．７
弹簧预载力 ／ ｋＮ ８．９６

弹簧刚度 ／ （Ｎ·ｍｍ－１） １６０．３
弹簧满载力 ／ ｋＮ ２７．５

工艺介质压力 ／ ＭＰａ ６９
在捏合点前的动摩擦力 ／ ｋＮ ７６
在捏合点后的动摩擦力 ／ ｋＮ ４１

动摩擦 ／静摩擦 ０．６７

２．２　 影响因素

不同组件参数对不同液压系统控制策略的阀门

开启与关闭影响较大。 本节结合实际项目参数分别

对闭式环形和闭式非环形两种控制策略进行仿真分

析，分析比较不同影响参数对 ２ 种控制策略下阀门

开闭特性的影响。
２．２．１　 脐带缆供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脐带缆供油管内径分别取 ６．３５，９．５２５，１２．７０，
１５．８７５，１９．０５，２２．２２５ 和 ２５．４０ ｍｍ，其余影响因素取

基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３。

·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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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脐带缆供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随着脐带缆供油管内径增大，闭式环形回路和

闭式非环形回路的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减小，关闭

时间不变。 脐带缆供油内径相同时，闭式环形回路

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略大于闭式非环形回路阀门执

行器开启时间，闭式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

略小于闭式非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 其原

因是：随着脐带缆供油管内径的增大，脐带缆供油管

可以更多地给阀门执行器开启腔提供液压油，有利

于阀门开启。
２．２．２　 ＳＣＭ内部供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ＳＣＭ 内部供油管内径分别取 ６． ３５， ９． ５２５，
１２．７０，１５．８７５，１９．０５，２２．２２５ 和 ２５．４０ ｍｍ，其余影响

因素取基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
图 ４。

图 ４　 ＳＣＭ内部供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随着 ＳＣＭ内部供油管内径的增大，闭式环形回

路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先小幅

减小后几乎保持不变，关闭时间不变。 说明 ＳＣＭ内

部供油管径当大于 ９．５２５ ｍｍ时，对于阀门执行器开

启时间影响不大。
２．２． ３ 　 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

影响

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分别取 ６． ３５，
９．５２５，１２．７０，１５．８７５，１９．０５，２２．２２５ 和 ２５．４０ ｍｍ，其

余影响因素取基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

间，见图 ５。

图 ５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随着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增大，闭式环

形回路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先

减小后几乎保持不变，关闭时间先减小后几乎保持

不变。 其原因是随着 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

的增大，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可更多的提供控制

液给阀门执行器。 关闭阀门执行器时，随 ＳＣＭ与执

行器间供油管内径的增大，管路液阻减小，阀门开启

腔控制液更容易从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排出，故
阀门关闭时间会减小。 由图 ５ 中可知，当 ＳＣＭ与执

行器之间供油管内径为 ６．３５ ｍｍ 时，闭式环形回路

关闭时间为 １９．０５ ｓ，闭式非环形回路为２６．６４ ｓ，均
大于要求时间，故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是不

适合的，需要避免。
２．２． ４ 　 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

影响

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分别取 ６． ３５，
９．５２５，１２．７０，１５．８７５，１９．０５，２２．２２５ 和 ２５．４０ ｍｍ，其
余影响因素取基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

间，见图 ６。

图 ６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随着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的增大，闭式

环形回路的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先减小后几乎保持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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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关闭时间先减小后几乎保持不变。 是因为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增大，其液阻减小，阀
门执行器弹簧腔中控制液更容易排出。 并且当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取 ６．３５ ｍｍ 时，闭式环

形回路关闭时间为 １０．３６ ｓ，小于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

油管内径为 ６． ３５ ｍｍ 时，闭式环形回路关闭时间

１９．０５ ｓ，说明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与供油管

径相比，对阀门执行器响应影响更大。
２．２．５　 脐带缆回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脐带缆回油管内径分别取 ６．３５，９．５２５，１２．７０，
１５．８７５，１９．０５，２２．２２５ 和 ２５．４０ ｍｍ，其余影响因素取

基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７。

图 ７　 脐带缆回油管内径对控制响应影响

当选用越粗的脐带缆回油管径，开启阀门时，闭
式环形和闭式非环形耗时几乎保持不变；关闭阀门

时，闭式环形回路耗时几乎没有改变，闭式非环形回

路耗时会随着脐带缆管径变粗而明显减少。 关闭阀

门时，闭式环形回路连接到 ｓｅａｃｈｅｓｔ，可将压力迅速

泄掉，故脐带缆管径对其关闭时间影响不大；而闭式

非环形只能通过脐带缆进行回油，当管径缩小，泄压

越困难，阀门关闭时间越长，由图 ８ 可得，当脐带缆

液压管直径取 ６．３５ ｍｍ时，第 ３ ５６２．３５秒时，阀门还

有 １１．７８ ｍｍ没有关闭，此时阀门开度约为 １０．２％。

图 ８　 不同脐带缆回油管内径的闭式非环形

回路阀门执行器关闭行程曲线

２．２．６　 水下蓄能器体积对控制响应影响

水下蓄能器体积分别取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 和 ６０ Ｌ，其余影响因素取基本参

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９。

图 ９　 水下蓄能器体积对控制响应影响

由图 ９可知，增大水下蓄能器容积，会缩短阀门

执行器开启时间。 水下蓄能器可以为阀门执行器开

启腔及时提供控制液，在相同预充压力下，水下蓄能

器的体积越大，阀门开启时的压力降低幅度越小，可
保持较高的供油侧压力，对阀门开启有利。
２．２．７　 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对控制响应影响

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分别取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 和 ６０ ＭＰａ，其余影响因素取基

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对控制响应影响

增大水下蓄能器的预充压力，开启阀门用时先

减短后增长最后保持不变。 水下蓄能器安装在水下

阀前后，通过水上 ＨＰＵ进行充油，在 ＨＰＵ的供油压

力和水压共同作用下，蓄能器皮囊受压变小，当开启

阀门时，蓄能器为阀门开启腔迅速提供供给液压油。
增大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在相同体积下，导致充压

后其内部油量减少，蓄能器的皮囊体积增大。 当蓄

能器提供的油量多于打开所需时，降低液压油油量

相同时，预充压力较大可使压力降低较小，开启腔压

力较大，更易开启阀门；但预充压力过大时，蓄能器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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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液压油油量很小低于阀门开启所需，剩余所需

液压油需由脐带缆补充，而脐带缆的供油速度远低

于蓄能器，故阀门开启时间增长。
２．２．８　 水深对控制响应影响

水深分别取 ５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和３ ５００ ｍ，其余影响因素取基本参数，阀门执

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水深对控制响应影响

开启阀门执行器时，随着水深的增加，阀门执行

器开启时间增长，并且闭式环形回路的增长幅度大

于闭式非环形回路。 关闭阀门执行器时，随着水深

的增加，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增长。 当水深小于

１ ０００ ｍ时，闭式非环形回路的关闭时间长于闭式环

形回路的关闭时间。
对于闭式环形回路，随着水深的增加，阀门关闭

时间随之增加，当水深为 ３ ０００ ｍ时，关闭阀门时间

为 １６．８９ ｓ，已经超过规定的 １５ ｓ。 这时需要采用具

有更大的弹簧预紧力的阀门。
２．２．９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对控制响应影响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分别取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和 ７０ ＭＰａ，其余影响因素取基本参数，通过计算可

以得到不同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下闭式非环形回路的

关闭行程曲线，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下闭式非环形

回路阀门关闭行程曲线图

在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取 １０，２０和 ３０ ＭＰａ时，阀
门均无法完全关闭，阀门开度分别为 ９９． ４９％，
１０．２１％和 １０．１２％。 假设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为 １０，
２０和 ３０ ＭＰａ时完全关闭所需时间为到达行程第 １
个拐点所需时间与在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为 ４０ ＭＰａ
时第 １ 个拐点到完全关闭之间所需时间之和

（１５７．１８ ｓ），得到闭式环形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阀

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对控制响应影响

随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增大，开启阀门耗时增加，
关闭阀门耗时减少。 由水下闸阀的阀杆受力分析可

知，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促进阀门开启，但阻碍阀门关

闭。 当工艺介质操作压力较小时，闭式非环形回路

关闭时间远大于闭式环形回路关闭时间，随工艺介

质操作压力逐渐增大，闭式非环形回路和环形回路

关闭时间差距缩小，逐渐接近。
２．２．１０　 脐带缆长度对控制响应影响

脐带缆长度分别取 ５， ２０， ３５， ５０， ６５， ８０， ９５，
１１０，１２５和 １４０ ｋｍ，其余影响因素取基本参数，阀门

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１４。

图 １４　 脐带缆长度对控制响应影响

开启阀门执行器时，脐带缆长度增加，闭式环形

回路的开启时间先增加后减少，闭式非环形回路的

开启时间先增加后减少，且闭式环形回路的开启时

间变化幅度大于闭式非环形回路。 关闭阀门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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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脐带缆长度增加，闭式环形回路的关闭时间保持

不变，闭式非环形回路的关闭时间先增大后减小。
闭式环形回路开启时间先增大后减小，是因当脐带

缆长度较短时，阀门执行器开启腔一部分控制液，由
脐带缆供油管提供；随脐带缆长度增长，脐带缆供油

管液阻增大，脐带缆供油管所能提供的控制液减少，
开启时间减小，但脐带缆长度继续增加，脐带缆液容

作用增强，相当于小蓄能器或者是水下蓄能器体积

扩容，故开启时间又随之降低。 关闭阀门执行器时，
当脐带缆长度较短时，闭式非环形回路回油可直接

将控制液排泄到水上，故关闭时间较短，当脐带缆长

度增加，脐带缆液压液阻效应增大，故关闭时间增

大，脐带缆继续增加，脐带缆液容作用增强，对回油

起到缓冲作用，起到容纳一定量控制液的作用，故关

闭时间又有所降低。
２．２．１１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管路长度对控制响应影响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管路长度分别取 ３０，６０，９０，
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２１０，２４０，２７０ 和 ３００ ｍ，其余影响因素

取基本参数，阀门执行器开启和关闭时间，见图 １５。

图 １５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管路长度对控制响应影响

开启阀门执行器时，随着脐带缆长度增加，开启

时间增加，关闭时间增加。 其原因是随着 ＳＣＭ与执

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增加，液阻效应增大，控制液流动

更困难。

３　 偏相关分析

为分析水下液压系统控制响应与某一外部因素

和内部因素之间的净相关性，须隔离出其他关联参

数的影响，故引入偏相关理论。 相关系数的判据见

表 ３，对 ｒ 的判定需要得到显著性水平的支持，当
Ｐ ＜ ０．０５时，说明相关性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认为变量 Ｘｍ 与 Ｘｎ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１４］。

表 ３　 相关系数的判定结果

相关系数范围 判定结论
０≤｜ ｒｍｎ ｜ ＜０．１ 变量 Ｘｍ 与 Ｘｎ 无相关

０．１≤｜ ｒｍｎ ｜ ＜０．３ 变量 Ｘｍ 与 Ｘｎ 存在弱相关

０．３≤｜ ｒｍｎ ｜ ＜０．５ 变量 Ｘｍ 与 Ｘｎ 存在中等相关

０．５≤｜ ｒｍｎ ｜ ＜１ 变量 Ｘｍ 与 Ｘｎ 存在强相关

提取单因素分析的仿真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每
个闭式环形回路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开启和关闭时

间作为一个样本量，闭式环形回路样本量共 ９３ 个，
闭式非环形回路样本量共 ８６ 个［１５］。 以水下阀门执

行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作为因变量，选取水下液压

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作为自变量，闭式环形回路

试验中自变量共 １１个，闭式非环形回路试验中自变

量共 １０个。 由其计算公式可以得到内部、外部参数

与阀门开启和关闭时间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度（采
用双侧 ｔ 检验，检验水平取 α＝ ０．０５）计算结果，见表

４～５。
表 ４　 相关参数与闭式环形控制响应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排序
开启

相关参数 偏相关系数 ｒ 显著度 Ｐ
关闭

相关参数 偏相关系数 ｒ 显著度 Ｐ
１ ＬＶａｌｖｅ ０．８３２ ０．０００ ＰＭｅｄｉｕｍＯ －０．７４５ ０．０００
２ ｐＧａｓＦ ０．６７４ ０．０００ ＬＶａｌｖｅ ０．２７９ ０．０１１
３ ＶＧａｓＦ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０ ｈ ０．２５２ ０．０２２
４ ｄＶａｌｖｅＳ －０．３４８ ０．００１ ｄＶａｌｖｅＳ －０．０４８ ０．６６８
５ ＰＭｅｄｉｕｍＯ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２ ｄｒ －０．０２３ ０．８３９
６ ｈ ０．２７７ ０．０１１ ＶＧａｓＦ ０．０２ ０．８５５
７ ｄＶａｌｖｅＲ －０．２２２ ０．０４４ Ｌ ０．０１９ ０．８６６
８ Ｌ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０ ｐＧａｓＦ ０．０１６ ０．８８９
９ ｄｓ －０．１７ ０．１２４ ｄＳＣＭｓ ０．０１４ ０．８９７
１０ ｄＳＣＭｓ －０．１１ ０．３２１ ｄＶａｌｖｅＲ －０．０１２ ０．９１５
１１ ｄｒ ０．０２６ ０．８１８ ｄｓ ０．００９ ０．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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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相关参数与闭式非环形控制响应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排序
开启

相关参数 偏相关系数 ｒ 显著度 Ｐ
关闭

相关参数 偏相关系数 ｒ 显著度 Ｐ
１ Ｌｖａｌｖｅ ０．７４ ０．０００ ｄｒ －０．７９１ ０．０００
２ ｐＧａｓＦ ０．６４８ ０．０００ ＰｍｅｄｉｕｍＯ －０．５３３ ０．０００
３ ＶＧａｓＦ －０．３８２ ０．００１ Ｌｖａｌｖｅ ０．０６６ ０．５６８
４ ｄｖａｌｖｅＳ －０．３７５ ０．００１ Ｌ ０．０５５ ０．６３７
５ ＰｍｅｄｉｕｍＯ ０．３２ ０．００５ ＶＧａｓＦ ０．０５５ ０．６３４
６ Ｌ －０．２０１ ０．０８０ ｈ ０．０４８ ０．６７７
７ ｄｓ －０．１４１ ０．２２３ ｐＧａｓＦ ０．０４２ ０．７１５
８ ｈ －０．１１４ ０．３２２ ｄＳＣＭｓ ０．０３９ ０．７３４
９ ｄｒ ０．１１ ０．３４１ ｄｓ ０．０２６ ０．８２６
１０ ｄＳＣＭｓ －０．１０５ ０．３６２ ｄｖａｌｖｅＳ ０．０２２ ０．８４８

　 　 通过偏相关分析可知：
１） 闭式环形回路

ａ） 对于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
Ｐ＜０．０５， ｜ ｒ ｜≥０．５，相关性显著，为强相关，包括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下蓄能器预充压

力；其中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下蓄能器

预充压力与闭式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为正

相关，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越长，水下阀门

执行器开启时间越长。
Ｐ＜０．０５，０．３≤ ｜ ｒ ｜ ＜０．５，相关性显著，为中等相

关，包括水下蓄能器体积、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供油管

内径和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其中水下蓄能器体积和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与闭式环形回路阀门

执行器开启时间为负相关，水下蓄能器体积越大，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越大，水下阀门执行器

开启时间越短；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与闭式环形回路

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为正相关，工艺介质操作压力

越大，水下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越长。
Ｐ＜０．０５，０．１≤｜ ｒ ｜ ＜０．３，相关性显著，为弱相关，

包括水深和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回油管内径；其中水深

与闭式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为正相关，水
深越深，水下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越长；ＳＣＭ 与执

行器间回油管内径与闭式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开启

时间为负相关，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回油管内径越

大，水下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越短。
其他参数 Ｐ＞０．０５，相关性不显著，包括脐带缆

长度、脐带缆供油管内径、ＳＣＭ 内部供油管内径和

脐带缆回油管内径。 结果条形图，见图 １６。
ｂ） 对于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
Ｐ＜０．０５， ｜ ｒ ｜≥０．５，相关性显著，为强相关，包括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其中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与闭式

图 １６　 闭式环形回路开启时间偏相关计算结果条形图

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为负相关，工艺介质

操作压力越大，阀门关闭时间越短。
Ｐ＜０．０５，０．１≤｜ ｒ ｜ ＜０．３，相关性显著，为弱相关，

包括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深；其中 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深与闭式环形回路阀门

执行器关闭时间为正相关，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

长度越长，水深越深，闭式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关闭

时间越长。
其他参数 Ｐ＞０．０５，相关性不显著，包括 ＳＣＭ 与

执行器之间供油管内径、脐带缆回油管内径、水下蓄

能器体积、脐带缆长度、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ＳＣＭ
内部供油管内径、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回油管内径、
脐带缆供油管内径。 结果条形图，见图 １７。

图 １７　 闭式环形回路关闭时间偏相关计算结果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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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闭式非环形回路

ａ） 对于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
Ｐ＜０．０５， ｜ ｒ ｜≥０．５，相关性显著，为强相关，包括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管路长度和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
其中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下蓄能器预

充压力与闭式非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成正

相关，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越长，水下蓄能

器预充压力越大，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越长。
Ｐ＜０．０５，０．３≤ ｜ ｒ ｜ ＜０．５，相关性显著，为中等相

关，包括水下蓄能器体积、ＳＣＭ 与执行器间供油管

内径和工艺介质操作压力。 其中水下蓄能器体积和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与闭式非环形回路阀

门执行器开启时间成负相关，水下蓄能器体积越大，
ＳＣＭ与执行器间供油管内径越大，阀门开启时间越

短。 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与闭式非环形回路阀门执行

器开启时间成正相关，工艺介质操作压力越大，阀门

执行器开启时间越长。
其他参数 Ｐ＞０．０５，相关性不显著，包括脐带缆

长度、脐带缆供油管内径、水深、脐带缆回油管内径

和 ＳＣＭ内部供油管内径。 结果条形图见图 １８。

图 １８　 闭式非环形回路开启时间偏相关计算结果条形图

ｂ） 对于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
Ｐ＜０．０５， ｜ ｒ ｜≥０．５，相关性显著，为强相关，包括

脐带缆回油管内径和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其中脐带

缆回油管内径和工艺介质操作压力与闭式非环形回

路阀门执行器关闭时间为负相关，脐带缆回油管内

径越大，工艺介质操作压力越大，闭式非环形回路阀

门执行器关闭时间越短。
其他参数 Ｐ＞０．０５，相关性不显著，包括 ＳＣＭ 与

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脐带缆长度、水下蓄能器体

积、水深、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ＳＣＭ 内部供油管内

径、脐带缆供油管内径和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供油管

内径。 结果条形图，见图 １９。

图 １９　 闭式非环形回路关闭时间偏相关计算结果条形图

综上所述，闭式环形回路开启相关程度为 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水
下蓄能器体积＞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供油管内径＞工
艺介质操作压力＞水深＞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回油管

内径；闭式非环形回路开启相关程度为 ＳＣＭ与执行

器之间管路长度＞水下蓄能器预充压力＞水下蓄能

器体积＞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供油管内径＞工艺介质

操作压力。 闭式环形回路关闭相关程度为工艺介质

操作压力＞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水深；闭式

非环形回路关闭相关程度为脐带缆回油管内径＞工
艺介质操作压力。

４　 结　 论

建立闭式环形回路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水下液

压系统仿真模型，研究影响水下液压系统阀门响应

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不同控制策略所带来的的

区别。
１） 水下液压回路均为闭式连接时，阀门管路采

用环形回路较非环形回路有利于阀门更快关闭。
２） 较粗的脐带缆供油管内径、较粗的 ＳＣＭ 与

执行器之间供油管内径、较大的水下蓄能器体积、较
浅的水深、较低的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和较短的 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有利于阀门开启，不利于阀

门关闭，在深水和超深水油气田水下液压系统应用

中，需重点选择合适的阀门弹簧预紧力。
３） 通过偏相关分析，获取了闭式环形回路和闭

式非环形回路阀门执行器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与外

部参数和内部参数的相关关系，对影响闭式环形回

路和闭式非环形回路的主要影响参数按照偏相关系

数进行排序。 影响闭式环形回路开启时间的主要因

素包括 ＳＣＭ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下蓄能器

预充压力，影响闭式环形回路关闭时间的主要因素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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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工艺介质操作压力；影响闭式非环形回路的开

启时间包括 ＳＣＭ 与执行器之间管路长度和水下蓄

能器预充压力，影响闭式非环形回路关闭时间包括

脐带缆回油管内径和工艺介质操作压力。 在设计水

下液压系统时要重点关注主要影响参数。

参考文献：

［１］　 李志刚， 贾鹏， 王洪海， 等． 水下生产系统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Ｊ］．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０（５）： ９４４⁃９５２
ＬＩ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ＪＩＡ 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ｈａ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 ４０（５）： ９４４⁃９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刘培林， 张汝彬， 何宁强， 等． 基于 ＡＭＥＳｉｍ水下液压控制系统仿真分析［Ｊ］． 机床与液压， ２０１７， ４５（８）： ６６⁃７３
ＬＩＵ Ｐｅｉ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ｂｉｎ， ＨＥ 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ＭＥＳｉｍ［Ｊ］．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０１７， ４５（８）： ６６⁃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姜琳， 刘立新， 梁政， 等． 紧急放空情况下脐带缆内液压管路建模与仿真［ Ｊ］．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４（３）：
１６９⁃１７３
ＪＩＡＮＧ Ｌｉｎ， ＬＩＵ Ｌｉｘｉｎ，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ｉ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ｖｅｎ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３４（３）： １６９⁃１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王鑫， 左信， 杨青青， 等． 水下采油树液压执行机构开启过程中相互干扰的研究［ Ｊ］． 海洋工程装备与技术， ２０１６， ３
（０６）： ３５０⁃３５５
ＷＡＮＧ Ｘｉｎ， ＺＵＯ Ｘｉｎ，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３（６）： ３５０⁃３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王鑫， 左信， 马恬然， 等． 水下采油树液压系统高压回油压力分析［Ｊ］． 海洋工程装备与技术， ２０１６， ３（５）： ２９７⁃３０４
ＷＡＮＧ Ｘｉｎ， ＺＵＯ Ｘｉｎ， ＭＡ Ｔｉａｎ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ｉ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３（５）： ２９７⁃３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程寒生， 周美珍， 顾临怡． 水下采油树液压控制管路阻尼匹配研究［Ｊ］． 液压与气动， ２０１１（３）： １９⁃２３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ｎｓ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Ｍｅｉｚｈｅｎ， ＧＵ Ｌｉｎｙ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ｏｉｌ
ｔｒｅｅ［Ｊ］．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２０１１（３）： １９⁃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ＷＡＮＧ Ｌｉｑ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ｕ， ＬＩ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ｕ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２３３（６）： ７２０⁃７３３

［８］　 Ｙ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ｊｕ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ａ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２， １８（６）： ８９３⁃９０２

［９］　 侯广信， 安维峥， 孙钦， 等． 水下复合电液控制系统液压控制响应分析［Ｊ］． 石油机械， ２０１５， ４３（６）： ４０⁃４５
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ｘｉｎ， ＡＮ Ｗｅｉｚｈｅｎｇ， ＳＵＮ 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５，４３（６）： ４０⁃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ｉｌ⁃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２０１４， ２２８（４）： ２２１⁃２３２

［１１］ 赵弘， 胡浩然． 基于响应面法的长管道水下液压系统优化设计［Ｊ］． 机床与液压， ２０１６， ４４（１９）： ８６⁃９３
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 ＨＵ Ｈａｏｒ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０１６， ４４（１９）： ８６⁃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李秋， 易雷浩， 唐君实， 等． 火驱油墙形成机理及影响因素［Ｊ］． 石油勘探与开发， ２０１８， ４５（３）： ４７４⁃４８１
ＬＩ Ｑｉｕ， ＹＩ Ｌｅｉｈａｏ， ＴＡＮＧ Ｊｕｎｓｈｉ，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ｂａｎｋ ｉｎ ｆｉｒ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４５（３）： ４７４⁃４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郭海东， 刘涛， 牛宏伟． 偏相关理论在发动机振动分析中的应用［Ｊ］． 机械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９， ３２（０２）： ２５⁃２８
ＧＵＯ Ｈａｉｄｏｎｇ， ＬＩＵ Ｔａｏ， ＮＩＵ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３２（２）： ２５⁃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蔡力钢， 李广朋， 程强， 等． 基于粗糙集与偏相关分析的机床热误差温度测点约简［Ｊ］．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２
（７）： ９６９⁃９７４

·６５８·



第 ４期 贾鹏，等：基于偏相关分析的水下控制系统动态响应研究

ＣＡＩ Ｌｉｇａｎｇ，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４２（７）： ９６９⁃９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吴凯， 冯佰威， 常海超． 基于偏相关性分析的船型优化设计方法［Ｊ］． 船舶工程， ２０１６， ３８（１０）： ４６⁃５１
ＷＵ Ｋａｉ， ＦＥＮＧ Ｂａｉｗｅｉ， ＣＨＡＮＧ Ｈａｉｃａｏ． Ｓｈｉｐ ｔｙｐ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３８（１０）： ４６⁃５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ＩＡ Ｐｅ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ｈｕａ１，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ｕ１， ＱＵ Ｙｏｎｇｚｈｅ２，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２，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ｈａ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Ｑｉｎｇｄａｏ Ｎａｖ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Ｐｌａｎｔ，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ö

ø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ａｎｄ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ｎｏｎ⁃ｌｏｏｐ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
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引用格式：贾鹏， 张哲华， 王向宇， 等． 基于偏相关分析的水下控制系统动态响应研究［ 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３９（４）：
８４７⁃８５７
ＪＩＡ 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ｕ，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
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３９（４）： ８４７⁃８５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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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