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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Ｂ样条的水泵复杂特性曲线拟合方法
张林，徐辉，于永海
（河海大学，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为适应水泵复杂特性曲线中存在大挠度和非等距测点的情况，探索了基于三次均匀Ｂ样
条的曲线拟合方法。通过局部预测的方法引入新的型值点以克服曲线尖点拟合的困难。根据离散
数据点连线的几何形状进行分段，基于最小二乘法分步优化节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得到了最优逼
近的Ｂ样条拟合曲线。通过实例计算表明，该方法可以高精度地将全区域范围的水泵试验数据拟

合成光滑的特性曲线，并能够消除因试验随机误差所引起的曲线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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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的各种特性曲线的获得主要依靠从试验中

从集中载荷下均匀弹性细梁的小挠度变形原理导

获得离散试验数据，再利用最小二乘法将其拟合为

出，适应于小挠度曲线，且比较适合于等间距测点的

曲线。水泵正常运用区段的特性曲线形状一般较为

曲线，不能适应测点间距差异较大且存在大挠度情

简单，一般采用多项式曲线拟合即可，但当计算过渡

况的复杂特性曲线形状…。

过程等研究需要使用全区域的形状复杂的水泵特性

文献［２］中提出了基于参数化三次均匀Ｂ样条

曲线，或者特性曲线中存在近似间断时，采用多项式

的拟合方法，通过对节点纵坐标的优化能够很好地

曲线拟合会产生过多的摆动和几何形状不易控制的

完成水泵效率特性曲线的拟合。作者发展了该方

问题，即所谓的龙格现象。在没有理论或经验公式

法，通过分步优化节点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提高了对

的条件下，采用样条函数进行数据拟合是比较理想

形状复杂曲线的拟合精度，并通过局部预测的方法

的选择，一般采用三次插值样条函数，但样条函数是

在曲线尖点附近引入新的型值点，解决了曲线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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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间断部分的拟合困难。提出的方法能够很好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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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１

水泵特性曲线拟合的Ｂ样条方法

１．２

（３）

Ｂ样条曲线反求顶点算法
由ｎ个顶点定义的完整的三次Ｂ样条曲线是由

Ｂ样条函数源于对间断的磨光［３’４］，其对大挠度

ｎ一３段分段曲线连接而成的，在节点处具有二阶几

问题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后因其应用于几何外形描

何连续性。在相邻两段Ｂ样条曲线的衔接点处有

述具有易于局部修改，形状控制灵活和简明直观的

儿，（１）＝ｐ¨｜．，（ｏ），所以曲线上的节点可以只用每

优点，在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ＣＡＧＤ）学科中获得

一段上￡＝０的节点来表示，记Ｋ。＝ｎ。（Ｏ），则有

了广泛应用和飞速发展。利用ＣＡＧＤ中的参数化

１

Ｋ＝专（Ｋ＋ｏ＋４Ｋ＋，＋Ｋ＋２）

均匀三次Ｂ样条方法来描述水泵的复杂特性曲线

（４）

ｉ＝０，１，２，……ｎ一３

几何形状，这相当于对水泵离散试验数据的拟合。

如果已知Ｂ样条曲线的ｎ一２个节点Ｋ（ｉ＝０，１，２，

１．１参数化的三次均匀Ｂ样条曲线算法
Ｂ样条曲线根据事先确定的控制多边形轮廓进

··…·ｎ一３），计算通过所有Ｋ的Ｂ样条曲线的ｎ个控

行整体逼近得到，参数形式的均匀Ｂ样条曲线的数

制顶点Ｋ（ｉ＝０，１，２，……ｎ一１），显然条件不够充

学表达式为＂ｊ：

分，还需要补充两个边界条件，通常采用重顶点法，
即增加边界条件

ｐ¨（￡）＝≥］曰蚰（￡）Ｖ＋女

Ｊ％＝ｙｔ

ｔ＝０

（１）

０≤ｔ≤１，ｉ＝０，１，２，……，ｍ

（５）

ＬＫ一。＝圪一：

１尘

１

曰咖（￡）＝者∑（一１）’ｅ＋·（ｔ＋，ｌ一忌一，）“
¨二Ｊ２０

ｔ∈［０，１］，ｌ｜｝＝Ｏ，ｌ，２，……，ｎ

（２）

式中ｎ。（＃）表示第ｉ段ｎ次Ｂ样条曲线上点的坐标

将方程组写成矩阵形式Ｋ＝÷Ａｙ，即
０

ｌ

一１

‰

１

４

（戈（￡），），（ｆ）），曰ｈ（ｔ）为ｎ次Ｂ样条基函数，Ｋ＋。

：

为控制多边形的顶点，称为Ｂ样条曲线的控制顶点

Ｋ一，

（ｖｅｒｔｅｘ），每段Ｂ样条曲线仅与相邻的ｎ＋１个控制

０

％’
１

ｙｌ

………

２百Ｉ

１
Ｌ

●

：

４

１

１

—１

Ｋ一２
Ｋ一，‘

顶点相关。如果给定ｍ＋ｎ＋１个控制顶点Ｋ（江０，

（６）

１，２，…，ｍ＋ｎ），则可定义ｍ＋１段ｎ次的参数曲

其中Ａ为不可约弱对角占优阵，其必有逆矩阵，所以

线，每段曲线的端点（ｆ＝０，１）称为节点（ｋｎｏｔ），连

可以从节点反求出Ｂ样条曲线的控制顶点，

接全部曲线段所组成的整条曲线称为ｎ次Ｂ样条曲
线。可以证明，Ｂ样条曲线具有ｎ一１阶几何连续性。

ｙ＝６Ａ一髟
１．３

（７）

Ｂ样条曲线最佳逼近的分布步优化算法
拟合形状复杂曲线的较好办法是根据离散数据

点连线的几何形状将其分成形状简单的几段，每段
都在最小二乘意义下用Ｂ样条曲线进行逼近以消除
试验随机误差引起的曲线扰动，同时Ｂ样条方法可
以自动保证各段之间的光滑连接。具体算法为根据
分段情况确定出节点分布的区间范围，对节点进行
图１

三次均匀Ｂ样条曲线

优化计算，得出最优的节点位置，利用式（７）和式

如图ｌ所示的三次Ｂ样条曲线因具有二阶几何

（３）就可以得到一条离散数据点的最佳逼近曲线。

连续性同时计算比较简单而获得广泛应用，写成矩

观察水泵试验数据可以发现，其横坐标变量一般成

阵形式为：

单调关系，仅根据离散数据点的横坐标位置就能容
３

１

ｐ∞（ｔ）＝∑Ｂ”（￡）Ｖ＋ｋ＝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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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确定出其所依赖的节点和控制顶点，这就为我
们对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进行运算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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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试验中得到一组离散数据点Ｐｉ为（Ｐ。，Ｐ，），

离散数据点的残差为依据来拟合曲线，就难以控制

相应的逼近点记为（ｐ。，Ｐ，），其中Ｐ，＝Ｐｘ，Ｂ样条曲

曲线的几何形状。解决办法是先对尖点附近的曲线

线的节点记为（砭，Ｋ，）。根据横坐标的位置，各离散

局部形状进行预测，增加新的型值点，再通过整体曲

数据点对控制顶点的系数矩阵Ｃ可以求得，Ｃ为砭

线逼近进行校正。

的函数

可以通过离散数据点之间线段的转角来判断尖
Ｐ；＝Ｃ圪＝６ＣＡ“Ｋ

（８）

Ｐ，＝Ｃｒｙ＝６ＣＡ“Ｅ

（９）

相应地有

点，如果Ｐ川Ｐｉ和ＰｉＰ…之间的转角大于９０。，则认
为Ｐｉ是尖点应该进行预测校正处理。

则离散数据点拟合的残差平方和为

预测的过程相当于对尖点进行磨光处理，磨光
宽度越窄，则磨光曲线越接近于尖点附近的折线形
状口＇４ Ｊ。将控制顶点置于离散数据点的线段上，其位

月Ｋ，Ｋ）＝（Ｐｙ—Ｐ，）１（Ｐ，一Ｐ，）＝

置依赖于离散点线段的斜率ｋ。因为一∞＜ｋ＜＋∞

３６《［（Ａ。１）’Ｃ７ＣＫ。１］Ｋｒ—
（１０）

时，为使得计算顺利进行，需要控制ｋ的使用范围。

这就把问题转化为最优化问题，即求解砭，鼍，使得

这里将Ｉ ｋＩ的使用范围控制在１～８之间。记ＰＨＰｉ

１２Ｐ：ｃＡ。Ｋ＋Ｐ：Ｐ，

（１１）

线段的斜率为ｋ¨小ＰｉＰＭ线段的斜率为ｋ“ｍ以Ｐｉ

非线性优化问题式（１１）需要在空间彤。２中分别搜

～（Ｐｉ—ＰＨ）／ｍｉｎ（ｍａｘ（Ｉ ｋＨ．。Ｉ，１），８），Ｐｉ，Ｐｉ，

索Ｋ，Ｋ的最优解，算法实现比较困难。注意到式

Ｐｆ＋（只＋。一Ｐｉ）／ｍｉｎ（ｍａｘ（Ｉ ｋＨ．。Ｉ，１），８），为控

（１１）对Ｅ为相对简单的二次优化问题，能够得出

制顶点形成三次Ｂ样条曲线，取样条曲线的节点为

厂（Ｋ，Ｋｙ）＝ｒａｉｎ（Ｋ，Ｋ，）

最优解析解，所以可以进行分步优化计算Ｍｊ。先对

新的型值点，即形成新的离散数据点…，ＰＨ，Ｐｉ－１，

Ｋ进行优化，求偏导ｏｆ／ＯＫｙ＝０，可得

只，Ｐ：，Ｐ…，…，根据式（４）可得

Ｋ，＝睾ＡＡ（ｃＴｃ）。１Ｃ７Ｐｙ
Ｕ

ｆＰ一１一Ｐ一

（１２）

ｒ

１

将式（１２）代入式（１０）可得

Ｐ。：Ｐ＋

Ｌ１‘

以Ｋ）＝一Ｐ，Ｔｃ（Ｃ７Ｃ）－１ＣＴＰｒ＋Ｐ，ＴＰｒ＝Ｐｉ月Ｐ，

！ｉ二竺立！

叫６ｒａｉｎ（ＩＴＩ￡ＩＸ（１

Ｋｉ＿ｌ＇ｉ

Ｉ，１），８）

，１“

。１。’

！生！±！！

叫。６ｒａｉｎ（ｍａｘ（Ｊ Ｋ＿Ｉｆ Ｉ，１），８）

（１３）

可见，Ｐｉ－１，Ｐ：总是落在ＰＨＰｉ和ＰｉＰ…线段上，起到

其中日＝Ｉ—Ｃ（ｃ１Ｃ）一ｃＴｏ这样，式（１１）的优化问

对Ｐｉ附近曲线几何形状进行保凸逼近的作用。另外

题得到简化，转化为求解砭，使得

还可以通过型值盈亏修改的方法Ｈ１来不断提高曲

八砭）＝ｒａｉｎ八Ｋ）

（１４）

线对尖点的逼近精度。

式（１４）为一般的多变量的非线性优化问题，有多种
算法可以求解，采用简单的模式搜索法＂１即可。非

３

算例及分析

线性优化问题一般难以确定得到全局最优解，可以
将估计的节点分布范围作为约束条件附加到优化问

水泵的能量特性一般以流量效率曲线表示，可

题中，限制解的搜索范围，这就构成仅有参数约束的

用区段的流量效率曲线通常呈曲率变化较为平缓的

非线性优化问题：

单峰形状。图２为采用本文方法分３段对某模型轴流

』ｍｉｎ八Ｋ）２只畔

（１５）

泵流量效率试验数据进行曲线拟合的结果。竹一Ｑ

从式（１５）中解出豇，利用式（３），（７），（８），

合。本文方法较文献［２］中的方法增加了对节点横

（１２），也就确定出最佳逼近的Ｂ样条曲线。

坐标的优化，所以对于同样的问题，拟合精度也相对

【ｓｕｂ．ｔｏ

ｂ１≤Ｋ≤ｂ２

曲线形状渐变，不存在间断和尖点，曲线比较容易拟

提高，该曲线的拟合平均残差为０．１８％。
２

曲线中尖点的处理

离心泵的汽蚀特性一般以扬程汽蚀余量曲线表
示，因离心泵的汽蚀是突然发生的，在曲线上表现为

当水泵处于不稳定工作区域时，表现为特性曲

在临界汽蚀余量附近形成近似间断形状的不稳定区

线中形成近似间断的几何形状，当间断附近的测试

段。一般的多项式方法较难拟合间断形状的曲线，文

数据点相对较少时，曲线就会形成尖点。采用样条拟

献［８，９］分别选用了指数函数和有理分式函数作为

合时，曲线一般需要在尖点附近分段，这时如果仍以

拟合函数，文献［１０］则通过优化选取分段点，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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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直线和抛物线进行分段拟合，适合于试验点呈单调

本文方法中需要事先根据离散数据点连线的几

规律的汽蚀曲线拟合。本文方法则更具有灵活性，对

何形状将其分成形状简单的几段，并预先估计节点的

曲线几何形状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图３为采用本文

范围。分段和离散点数据之间的间距无关，仅依赖于

方法分３段对某离心泵的扬程与汽蚀余量试验数

曲线的几何形状，一般每小段曲线至多有一个拐点。

据捧’９１进行曲线拟合的结果，可见拟合曲线很好地
适应了间断形状，在没有剔除任何试验点情况下的

４结语

拟合平均相对偏差为０．３９％。
（１）探索了将Ｂ样条方法应用于水泵复杂特
性曲线的拟合，通过局部预测的方法引入新的型值
点以克服曲线尖点拟合的困难，根据离散数据点连
线的几何形状进行分段，在最小二乘意义下分步优
化节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得到了最佳逼近的Ｂ样
条拟合曲线。
（２）通过对水泵效率与流量曲线、扬程与汽蚀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３８

Ｑ／（ｍ３／ｓ）

余量曲线、全区域的扬程与流量曲线的实例计算说
明，采用本文方法能够适应非等距测点和大挠度曲
线的情况，可以高精度地将全区域范围的水泵试验

图２叼一Ｑ曲线拟合结果

数据拟合成光滑的特性曲线，同时能够消除因试验

５０
４９

随机误差所引起的曲线扰动。

４８

（３）本文方法不仅适用于水泵的复杂特性曲线

４７
４６

的拟合，对其他如水轮机、发动机等动力机械的特性

墨４５

曲线拟合也会有较好的效果。

４４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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