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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代理模型的液力变矩器性能优化设计
王安麟，赵一鸣，李晓田，曹国祥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201804，上海）

摘要：为解决液力变矩器性能与叶片形态变量间的复杂映射问题，提高设计效率与精度，采用代理模型取
代三维流体计算方法，开展液力变矩器的性能优化设计。首先，在标定基于 CFD 仿真的液力变矩器性能响
应结果前提下，利用正交设计方法，获得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大自由度仿真试验数据；然后，分别利用响应
面以及神经网络两种代理模型，获取变矩器叶片角变量与其性能的映射关系，比较分析其建模效率、精度；
最后，以某型号双涡轮液力变矩器起动变矩比及低速比区最高效率最大化为设计目标，通过两种代理模型
应用 NSGA-Ⅱ算法获取优化方案，分析优化效果。仿真结果表明：响应面模型的建模效率高，神经网络模
型的变量设计空间外延性好，相对于原始方案，通过神经网络模型优化的设计方案，目标性能可分别提高
14.27%、10.24%，较响应面模型优化的设计方案提高了 4.36%、1.53%。所提方法对同类复杂耦合结构的优
化设计具有一定的工程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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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Hydraulic Torque Converter
Based on Surrogate Model
WANG Anlin, ZHAO Yiming, LI Xiaotian, CAO Guoxia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mplex mapping problem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hydraulic torque converter
(HTC) and the morphological variable of blade, and to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the surrogate
model is used instead of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3D fluid field method to carry out th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HTC. Firstly, on the premise of calibrating the performance response of the HTC based on CFD simulation,
the orthogonal design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large-degree-of-freedom simulation test data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TC; Then, the response surface model and the neural network model are utilized to construct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TC’s blade angles and its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ling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inally, taking a certain type of dual turbine torque converter (DCT) as research object and
maximizing the starting torque ratio and the efficiency in its low speed ratio area as the design goal, this paper use
two kinds of agent model taking the NSGA-Ⅱ algorithm to obtain Pareto Optimal Solutions and analyze their
optimization effect. The emulation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ponse surface model has higher modeling efficiency,
while the variable design space of the neural network model shows better extensio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model, the target performance can be improved by 14.27% and 10.24%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neural network
model optimization method, which is 4.36% and 1.53% higher than the response surface model. The method
presented suggests potenti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or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same kind of complex
coupling structure.
Keywords: hydraulic torque converter; neural network; response surfac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液力变矩器是一种复杂的液力传动部件，因其
良好的自适应变矩、缓冲以及过载保护等性能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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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机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液力变矩器的传动效率、
变矩比等系统特性的优劣直接影响整机的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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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准确地获取其性能与各设计参数的映射关系是
提升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前提。
早期的学者主要通过一元束流理论实现液力
变矩器性能与叶片变量之间的映射表达，国内吴光
强等基于一元束流理论和能量方程，使用遗传算法
以泵轮出口角和导轮进出口角为变量优化了液力
变矩器和发动机的匹配性能[1]。但一元束流理论为
了简化液力变矩器内部复杂的三维黏性流动，作了
很多假设，降低了其设计及优化结果的准确性。目
前一些研究主要采用三维流场数值计算方法模拟
变矩器的流场，对比分析不同参数下的变矩器的内
部流场和外部特性以实现优化设计。Yu Dong 等通
过调整导轮的轮廓以及改变导轮叶片数探究其对
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影响并对变矩比等性能进行了
优化[2]。Kim 等研究了液力变矩器的性能与导轮叶
片的几何形态之间的关联并优化了变矩器的经济
性能[3]。但由于液力变矩器各工作轮参数较多，轮
系间强流固耦合，通过三维流场数值计算方法验证
液力变矩器性能与叶片参数的关系会引起工作量
大、耗时长的问题，难以满足数字化设计的要求。
为此有部分学者通过建立代理模型的方式构建液
力变矩器叶片参数与性能的映射关系，提高优化设
计的效率。刘城等结合拉丁方实验设计方法以及响
应面方法建立了液力变矩器性能与叶片数之间的
函数关系并进行了优化设计[4]。李兴泉等建立变矩
器性能对叶片角参数的响应面并以此提高了变矩
器的性能[5]。
针对液力变矩器复杂的流固耦合性能响应及
其优化设计，构建精确的参数化性能模型是十分必
要的。本文在台架试验验证仿真可靠性的基础上，
以叶片角参数作为输入变量设计正交试验并通过
三维流体仿真获得目标性能数据，构建响应面模型
以及神经网络模型，同时对比分析两种模型的建模
效率、精度；将两种模型应用 NSGA-Ⅱ算法优化各
叶轮叶片角以提高变矩器的起动变矩比及低速比
区最高效率，采取部分优化解中叶片角参数作为设
计方案用于建模仿真并结合各性能评价指标分析
其优化效果。仿真结果表明，通过两种代理模型可
以快速实现液力变矩器的优化设计，相对原始模型，
优化后的设计方案均拥有更佳的性能。其中响应面
模型的建模效率较高，而神经网络模型的设计空间
外延性好，其优化设计方案性能提升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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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角对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影响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型双涡轮液力变矩器，液力
变矩器的性能由其叶栅系统直接决定，叶栅系统的
形态主要由循环圆形状及尺寸、叶片数、叶片厚度
和叶片角等参数决定。其中叶片角对变矩器性能的
影响非常显著[6-7]。但由于叶片角设计参数多、参数
间耦合度强，叶片角参数与变矩器性能的映射关系
很难确定，为其优化设计带来了困难。
目前，叶片角主要通过经验设计或是一元束流
理论计算所得。经验设计是在液力变矩器设计时，
根据某项性能要求利用统计试验图表来确定某一
叶片的角度[8]。然后按在变矩器工况和偶合器工况
下都具有最佳性能的条件，利用速度三角形确定其
他叶片角度。而后者根据一元束流理论中建立的液
力变矩器叶片角与性能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采用
液力计算的方法计算得出。但由于一元束流理论不
能完善的表达复杂的三维黏性流动，以之为基础的
设计及优化方法降低了准确性。
代理模型是在不降低精度的情况下构造的一
种计算量小、计算周期短，但计算结果与数值分析
或物理试验结果相近的近似模型。相对于传统设计
方法，代理模型设计方法精度更高且可以更快地收
敛到优化问题的真实最优解。随着设计问题的高阶
复杂化，代理预测模型技术已经应用于工程上的各
种预测优化设计问题[9-13]。
代理模型在液力变矩器优化设计中的应用也
较为广泛。韩克非等通过设计正交试验的方式研究
了单涡轮液力变矩器中泵轮进出口角对其性能的
影响[6]；王安麟等以变矩器性能与设计参数空间的
主效应图为基础结合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分析了
双涡轮液力变矩器中各叶片角对变矩器性能的影
响[14-15]。
以上研究从提高设计效率的角度出发，通过仿
真实验的方式确定了对液力变矩器性能影响较大
的叶片角设计参数并做出相应的优化设计。但优化
时涉及到的叶片变量较少，而随着市场对液力变矩
器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进一步提高性能，有
必要将更多的叶片角参数纳入优化范围，需要建立
在大变量条件下能准确体现液力变矩器叶片角参
数与其性能之间映射关系的模型。
多项式响应面模型是研究较早、工程上应用较
为广泛的一种模型，具有良好的连续性与可导性，
适宜拟合优化目标和试验因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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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关系。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作为一种智能代理
模型于预测优化设计方面的应用研究也较为广泛
[16]
。本文分别采用这两种代理模型构建变矩器叶片
角参数与其性能之间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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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图中曲线表明经试验数据标定后的三维流体仿
真结果精度较高，可以通过此方式获取数据作为构
建模型的样本。

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响应面模型

2.1 试验设计及数据获取
样本的选取是构造代理模型的前提。样本若通
过物理试验方式获取，会引起工作量大、成本高及
设计周期长等问题。另外样本的选择对代理模型的
响应结果也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样本不足会使模型
忽略一部分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样本过多会造成模型过拟合、泛化能力降低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三维流场解析仿真的方式
近似试验，降低成本，并通过正交试验设计方法安
排合理的试验组合，获取足够体现此非线性系统特
征的训练样本。
仿真主要通过 CFD 软件，
对液力变矩器的全流
道划分网格，采用 Shear Stress Transport 模型、固定
转子模型作为湍流模型和各叶轮交界面模型，并按
其他精度要求进行相关设置并求解。利用某制造精
度 较高 且产 品化 的样 件 台 架试 验数 据对 设置 的
CFD 仿真进行精度验证，如图 1 所示。由图可以看
出仿真在变矩比以及效率方面的误差较小，绝对误
差大多数在 5%之内。但是在传动比小于 0.5 时，对
泵轮能容的仿真误差较大。

图 2 标定后 CFD 仿真计算结果与台架试验数据对比

本文参考已产业化的某型液力变矩器，为获取
有效样本，选取能保证叶片形态且性能较好的叶片
角区间作为各叶片角的变化范围。分别选取泵轮、
第一涡轮、第二涡轮、导轮的进出口角的取值区间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叶片角取值区间

叶片角

取值区间
/(°)

叶片角

取值区间
/(°)

βB1

110~130

βB2

55~75

βTI1

72~96

ΒTI2

135~162

βTII1

20~40

ΒTII2

140~160

βD1

76~100

βD2

20~40

液力变矩器的叶片角设计属于大组合问题且
仿真对计算机性能要求高、计算耗时长，若对整个
区间通过仿真进行全面试验获得数据是很难实现
的。故本文采用正交试验法挑选出具备“均匀分散、
齐整可比”特点的组合进行试验。本文先通过此方
法分别以泵轮、第一涡轮、第二涡轮、导轮的进出
口角作为变量，安排能体现各叶片角对液力变矩器
性能的影响关系的试验组合，后又安排八个叶片角
共同作为变量的试验组合以体现各参数之间的耦
图 1 标定前 CFD 仿真计算结果与台架试验数据对比
合关系。
误差原因在于实际工作时，变矩器的泵轮与泵
本文依赖的工程项目中 5 吨装载机通常工作在
轮壳刚性相连，泵轮壳体与涡轮外壁之间存在间隙，
低速重载工况，因此着重于优化变矩器低速比区的
其中充满液压油。当泵轮与涡轮转速不同时，泵轮
综合性能。考虑到动力性、经济性是装载机作业的
壳体与涡轮外壁之间通过液压油传递扭矩，造成扭
重要参考指标，本文以液力变矩器的起动变矩比𝐾0
矩损失。低速比区泵轮与涡轮转速差大，扭矩损失
以及在低速比区的最高效率𝜂lm 为目标变量，以八
更加严重。故以台架试验为基础对输入、输出轴的
个叶片角作为输入变量，安排上述正交试验通过三
扭矩进行标定，标定后仿真误差明显减小如图 2 所
http://zkxb.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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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流体仿真求解得到数据共计 148 组作为样本。
2.2 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响应面模型
响应面模型若多项式阶数较高会出现过拟合
现象。故本文采用三阶响应面构建模型。其形式如
式(1)所示：
𝑦𝑚
𝑘

= 𝑏0 +

∑ 𝑏𝑖1 𝛽𝑖
𝑖=1

𝑘

+ ∑
𝑖𝑗(𝑖<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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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提高控制性能和可靠性。故针对液力变矩器内
部复杂的三维黏性流动，本文采用经典的 3 层网络
结构建立变矩器性能对叶片角响应的神经网络模
型，结构如图 3 所示。

𝑘

𝑏ij2 𝛽𝑖 𝛽𝑗

+ ∑ 𝑏𝑖2 𝛽𝑖2
𝑖=1

𝑘

+ ∑ 𝑏𝑖3 𝛽𝑖3
𝑖=1

+𝜀
(1)
式中：𝑚 =1，2，分别代表低速比区最高效率和起
动变矩比；𝑘 = 8；𝑏0 ，𝑏i1 ，𝑏ij2 ，𝑏𝑖3 ， 𝑏i4为各项系

图 3 叶片角 BP 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数；𝜀为拟合误差。为了测试响应面的拟合精度，将
上节所得样本的 85%共计 126 组数据用于响应面的
构建，并将剩余的 22 组样本用作测试。测试结果如
表 2、表 3 所示。𝛿η̅ 及𝛿K̅ 为测试后的平均相对误差；

本文将上文所述的八个叶片角，即𝛽B1 、𝛽B2 、
𝛽TI1 、𝛽TI2 、𝛽TII1、𝛽TII2、𝛽D1 、𝛽D2 作为输入变量，
输出变量为变矩器的起动变矩比𝐾0 以及变矩器在
低速比区的最高效率𝜂lm 的预测值，目标变量为三
𝑅 2 为利用此多项式拟合得到的响应面模型的拟合
m
维仿真所得的变矩器的起动变矩比𝐾0′ 以及在低速
度；
、𝛿ηm 及𝛿K 为最大相对误差、RMSE 为相对均方
比区的最高效率𝜂lm ′。故设置输入层节点数为 8，输
根误差。
出层节点数为 2。隐含层节点数对网络收敛的精度
表 2 响应面模型对𝜂lm 的拟合结果
以及泛化能力有着较大的影响，然而目前对于隐含
𝛿ηm /%
𝛿η̅ /%
RMSE
𝑅2
层的节点数还没有明确的理论计算方法，多是基于
1.069
0.942
8.392
0.011
经验公式经过反复验证确定。根据 Kolmogorov 定
表 3 响应面模型对𝐾0 的拟合结果
理（映射神经网络存在定理）[19]：给定任何连续函
𝛿Km /%
RMSE
𝑅2
𝛿K̅ /%
数𝑓: [0,1]𝑛 → 𝑅 𝑚 , 𝑦 = 𝑓(𝑥)，
则𝑓(𝑥)能够被一个 3 层
1.485
0.910
2.857
0.015
前向神经网络所实现，其中网络的隐含层神经元数
响应面模型拟合精度检验的常用准则为相对
为2𝑛 + 1。故本文可以取隐含层节点数为 17。为保
均方根误差[17]，值越小表示响应面的拟合精度越高。 证能建立满足需求的 BP 网络，本文设置隐含层节
根据表 2 和表 3 所示，
本文构建的响应面精度较高， 点数为 10~30，经过多次试验确定了本文神经网络
可以表达液力变矩器叶片角参数与性能的映射关
模型的隐含层节点数为 15，整个神经网络模型采用
系并用于后续的优化设计。
8-15-2 的结构。
3.2 基于遗传算法的 BP 网络优化
3 液力变矩器性能的神经网络模型
3.1 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用于预测优化设计的神经网络大部分为前馈
神经网络，而其中按误差反向传播的多层前馈神经
网络（BP）理论和性能都比较成熟。BP 神经网络
由输入层、隐含层与输出层构成。BP 神经网络具有
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理论上可以通过 3 层或以
上的网络结构及足够多的隐含层神经元，以任意精
度逼近一个非线性函数[18]。而且可自动调节控制参

由于液力变矩器的叶片角参数与性能之间的
函数关系较为复杂，同时 BP 神经网络的性能易受
到初始权重及阈值的影响，很可能得不到最优解，
故为了提高学习模型的准确性及收敛速度，本文在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上，采用遗传算法并行地对
网络初始权重进行优化，防止网络陷入局部极值点
而令迭代提前终止。整体的优化流程如图 4 所示。
通过上节确定的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可知从输入层
到隐含层的权值数为 120，隐含层阈值数为 15，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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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层到输出层的权值数为 15，
输出层阈值数为 2，
权重总数为 152。此优化过程可以在 MATLAB 中编
程实现，采用实数编码方式，每一组权重为一个染
色体，因此基因数为 152，设置适应度函数为网络
预测的总误差，选择操作为轮盘赌法，设置种群规
模为 100，进化代数为 50，交叉概率及变异概率分
别为 0.8、0.01。

y5

网络对变矩器性能响应的相对误差都在 4%以内，
且平均相对误差都在 2%以内，同时相对均方根误
差也有相对降低，网络的预测精度有所改善，说明
优化后构建的神经网络模型拥有较好的泛化能力，
能对非训练样本集合的变矩器性能做出准确响应。

4

变矩器的性能优化

4.1 叶片参数优化设计方案

图 4 遗传算法优化 BP 网络流程图

为了验证神经网络优化前后的准确度，将 2.1
节中安排的试验样本共 148 组中的 126 组样本用于
训练网络，另外的 22 组样本用作测试网络的预测
精度及泛化性能。分别将神经网络优化前后的测试
̅ 、𝛿K̅ 为响应的平均相
结果列出如表 4 表 5 所示。𝛿lm
m
m
对误差；𝛿lm 、𝛿K 为最大相对误差；RMSE 为相对
均方根误差。
表 4 优化前后神经网络对𝜂lm 的响应误差

数据

̅ /%
𝛿lm

m
𝛿lm
/%

RMSE

优化前

3.835

8.205

0.0420

优化后

1.257

2.893

0.0149

表 5 优化前后神经网络对𝐾0 的响应误差

数据

𝛿K̅ /%

𝛿Km /%

RMSE

优化前

3.749

11.889

0.0484

优化后

1.568

3.693

0.0191

由于 本文以液力变矩器的起动变矩比𝐾0 以及
在低速比区的最高效率𝜂lm 为目标变量，而两个性
能指标的优化具有矛盾关系。一个目标的改善会造
成另一个目标的恶化，使得各目标不能同时达到各
自的最优值，属于多目标优化问题。
多目标进化算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迅速发
展，Deb 等[20]提出第二代带精英保留策略的快速非
支配排序算法 NSGA-Ⅱ。NSGA-Ⅱ算法采用快速非
支配排序方法，基于拥挤距离的分布性方法和精英
保留策略，凭借简单及高效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科
学计算和工程设计等领域。本文分别应用第 2 节以
及第 3 节所建的响应面模型以及 BP 神经网络模型，
结合 NSGA-Ⅱ算法，获得 Pareto 最优解集(Pareto
Optimal Solutions)各 50 组解。挑选𝐾0 最优以及𝜂lm
最优的解，以其中的叶片角参数作为设计方案。分
别得到 BP 设计方案、响应面设计方案各两种如表
6 所示。
以𝐾0 、𝜂lm 、最高效率工况下的泵轮转矩系数𝜆∗B
及高效区范围𝐺（液力变矩器效率𝜂不低于 75%的区
域最大和最小转速比的比值[8]）作为性能评价指标
将根据各方案建好的液力变矩器模型在三维流体
软件中设置速比间隔 0.1，以 0~0.6 为速比变化范围
仿真，并从仿真数据中提取出各变矩器模型的低速
比区效率特性曲线，图 5 所示为两种𝜂lm 最优方案
与原始模型效率特性对比，各性能指标优化结果如
表 7 所示。

由表 4 表 5 可知，采用遗传算法优化后的神经
表 6 原始模型叶片角与 2 种 BP 方案及 2 种响应面方案的叶片角优化结果对比

方案

𝛽B1 /(°)

𝛽B2 /(°)

𝛽TI1 /(°)

𝛽TI2 /(°)

𝛽TII1 /(°)

𝛽TII2 /(°)

𝛽D1 /(°)

𝛽D2 /(°)

原始模型

130.000

55.000

92.000

150.000

33.400

160.000

80.000

29.100

BP 方案 1

110.000

74.015

78.397

146.343

40.000

140.000

100.000

20.000

BP 方案 2

118.815

55.000

72.013

159.116

39.998

155.846

76.000

2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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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方案 1

119.375

55.801

72.000

149.681

40.000

159.998

93.307

20.141

响应面方案 2

110.000

75.000

82.248

158.158

30.135

159.998

100.000

20.092

表7

4 种方案的参数优化结果对比

𝐾0

方案

𝜆∗B /10−6

𝜂lm /%

𝐺

优化前

预测

优化后

优化前

预测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BP 方案 1

4.008

4.388

4.580

78.566

75.413

78.535

3.170

2.018

1.815

1.608

BP 方案 2

4.008

4.087

4.100

78.566

85.712

86.613

3.170

1.722

1.815

2.101

响应面方案 1

4.008

4.967

4.405

78.566

74.315

80.015

3.170

2.222

1.815

1.882

响应面方案 2

4.008

3.953

4.033

78.566

94.753

85.085

3.170

1.614

1.815

2.085

好的经济性能。相比原始模型，通过 BP 方案优化，
𝐺扩大了 15.76%，通过响应面方案优化，𝐺扩大了
14.88%。
综上所述， BP 方案 1 及响应面方案 1 两种优
化方案有效的提高了起动变矩比𝐾0 ，提高了变矩器
的变矩性能。而 BP 方案 2 及响应面方案 2 两种优
化方案则提升了低速比区的最高效率𝜂lm 并扩大了
高效区范围𝐺，提高了变矩器的经济性能。泵轮转矩
系数𝜆∗B 有所下降，但意义不及变矩性能及经济性能
重要，可通过改变变矩器的有效直径提高传递的功
率和转矩[8]。
4.2 比较分析与讨论

图 5 原始模型与优化结果效率对比

由图 5 及表 7 可以得知，对于低速比区的变矩
器最高效率𝜂lm ，根据 BP 方案 2 及响应面方案 2 所
构建的变矩器模型相比原始模型的性能均有所提
升，其中通过 BP 方案得到的液力变矩器模型优化
效果最佳，最高效率达到 86.613%，相比原始模型
有了显著提升，增幅达 10.24%，而通过响应面方案
也获得了良好的优化效果，优化后效率达到
85.085%，增幅为 8.3%。BP 方案对目标的优化效果
相对响应面方案提高了 1.528%。
对于起动变矩比𝐾0 ，通过 BP 方案 1 及响应面
方案 1 建立的变矩器模型均可获得比原始模型更优
的性能。优化后，𝐾0 相比原始模型提高了 14.27%、
9.91%。BP 方案对目标的优化效果相对响应面方案
提高了 4.36%。
对于最高效率工况下的泵轮转矩系数𝜆∗B ，由表
7 与原始模型对比可知，通过各方案优化后，相对
原始模型的𝜆∗B 有所下降。分析可知由于液力变矩器
各性能参数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当𝐾0 相对增大
时，𝜆∗B 有所下降，在最高效率工况时液力变矩器所
能传递的功率下降。
对于高效区范围𝐺，目标为优化𝜂lm 的 BP 方案
2 及响应面方案 2，其高效区范围显著扩大，具有良

通过上述优化结果结合表 2 至表 5 可知，针对
液力变矩器的性能与叶片角变量之间复杂的映射
关系，本文构建的响应面模型和 BP 神经网络模型
均有良好的预测精度，可用于变矩器的优化设计。
相比于 BP 神经网络复杂的构建流程，响应面模型
有着更好的建模效率。这是因为在多变量时最小二
乘法只需求解线性方程即可得到参数估计，而 BP
神经网络需要对隐含层的节点数进行反复调试且
神经网络的学习速度较慢[17]。但分析表 7 可知相对
响应面，经过优化后的 BP 神经网络具备更好的预
测精度以及泛化能力，对于样本以外的输入参数可
以获得更精确的预测值。
通过对优化结果的分析可知，有部分叶片角参
数优化后的结果处于确定的变化范围边界之上，可
以推测在边界之外存在使变矩器性能更优的参数
组合。另外，神经网络有着较好的泛化能力，对变
量在样本范围以外的取值可以实现较为准确的预
测[16]。故在此基础上，为了能获得更好的优化结果，
以优化低速比区最高效率𝜂lm 为例，由表 6 中 BP 方
案 2 可以看出导轮的叶片参数均处于边界之上，由
于改变导轮参数对𝜂lm 的优化作用较为明显 [1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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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叶片形态前提下适当扩展了导轮叶片角的变
化范围，将表 1 中𝛽D1 范围下限设为 65°，𝛽D2 范围
下限设为 15°。根据新的叶片角范围按 4.1 节所示流
程进行优化。可得结果如表 8 所示。

y7

计方案分别提高了 4.36%、1.53%。对复杂多变量系
统的优化设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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