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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式提升机钢丝绳鲁棒纵向振动抑制*

朱真才, 沈 刚, 丁兴亚, 汤 裕, 李 翔
(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徐州,221116)

摘要 矿井提升机在高速重载的运行工况下,由于钢丝绳自身误差以及外界干扰会产生钢丝绳的振动,很大程度

上影响钢丝绳的使用寿命和乘坐人员的舒适性。针对此问题,以摩擦式提升机为研究对象,应用 Hamilton原理建

立系统的动力学模型,采用自适应鲁棒理论设计了提升钢丝绳纵向振动抑制边界控制策略,并以Lyapunov理论证

明了所设计控制器的稳定性。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自适应鲁棒控制器能有效地补偿钢丝绳弹性形变引起的振

动位移偏移,同时获得了比传统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简称PID)算法更快速的振动

抑制收敛速度。

关键词 摩擦式提升机;Hamilton原理;纵向振动;自适应鲁棒;振动抑制

中图分类号 TH113.1

引 言

深井提升系统作为矿井生产的咽喉,其稳定运

行状态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人员的安全。钢丝

绳是保障提升系统安全运行的一个关键构成单元,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钢丝绳由于重载长距离提升,
自身存在一定的弹性形变,同时钢丝绳本身由于生

产制造误差、钢丝绳与绳槽的磨损以及钢丝绳在摩

擦滚筒上的滑动、蠕动等因素会引起钢丝绳的横向

及纵向振动,加之提升容器与罐道之间的冲击以及

井内的空气干扰都会使得钢丝绳的振动变得更加剧

烈,致使钢丝绳承受强复变载荷,加剧其疲劳损伤程

度,进 而 减 少 使 用 寿 命,也 会 影 响 乘 坐 人 员 舒

适性[1-3]。
为了抑制提升钢丝绳的振动,国内外学者已做

了一定的研究。文献[4]应用 Hamilton原理和有

限差分法,研究了天轮轴向摆动对提升钢丝绳横向

振动的影响。文献[5]研究了一类存在外界干扰和

参数不确定情况的柔性结构振动抑制问题,提出了

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状态观测器的主动振动抑制方

法。文献[6]针对钢丝绳横向振动抑制存在的外界

干扰问题,设计了扰动观测器以消除边界扰动。文

献[7]在钢丝绳的振动模型中引入节点应变率,并通

过设计的线性二次调节控制器实现了钢丝绳的振动

抑制。文献[8]针对存在外部干扰和测量误差的柔

性航天器无惯性姿态控制问题,通过设计一种新的

中间观测器已估计姿态和模态信息,实现了姿态稳

定和振动抑制。文献[9]通过设计一种基于观测器

的输出反馈控制律抑制矿用钢丝绳的轴向振动。与

矿用提升机相关,关于电梯提升钢丝绳振动问题也

有一定的研究[10-12]。
综上,笔者以摩擦式提升机为研究对象,考虑到

提升机动力学模型的复杂性及参数不确定性,以自

适应鲁棒控制理论设计提升钢丝绳振动抑制控制

器,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控制效果。

1 数学建模

笔者以摩擦式提升机为研究对象,为了对该系

统进行动力学分析,首先需要建立系统的动力学模

型。因为摩擦式提升机的4根提升钢丝绳具有类似

的动力学特性,因此将模型进行简化,以单根提升钢

丝绳为研究对象,该机构的简化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天轮下安装有液压作动器。提升系统运

行过程中,提升容器上安装的加速度传感器将容器

的振动加速度反馈回控制系统,并计算得到容器的

振动速度和振动位移。控制器即可根据实时获得的

天轮端和容器端的振动位移、振动速度以及提升状

态参数,求解所需的控制输入,并通过电液伺服系统

完成振动位移的补偿,实现振动抑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U1810124)
收稿日期:2020-06-06;修回日期:2020-08-10



图1 摩擦式提升机简化模型

Fig.1 Simplifiedmodeloffrictionhoist

假设该提升系统采用的是刚性罐道,则对提升

容器振动影响较大的只有钢丝绳的纵向振动,在建

模过程中,笔者将横向振动进行了忽略。在t时刻,
位于垂直提升主绳空间位置x 处某一质点的纵向

振动位移为u(x,t),该点的动态张力P(x,t)为该

点的准静态张力T(x,t)与弹性力EAε(x,t)之和,
其数学表达式为

P(x,t)=T(x,t)+EAε(x,t) (1)
其中:EA 为钢丝绳抗拉刚度;ε(x,t)为钢丝绳在空

间位置x处、t时刻的正应变,且ε(x,t)=ux(x,t)。
以垂直提升主绳作为研究对象,在进行系统动

力学建模时先做以下假设:
1)提升钢丝绳和尾绳均为均值钢丝绳;
2)提升钢丝绳的形变与张力服从胡克定律;
3)不考虑空气阻力对钢丝绳和提升容器的

影响。
然后,基于 Hamilton原理推导垂直提升主绳

纵向振动方程。系统动能为

Ek=12ρ∫
l(t)

0
(v+ut+vux)2dx+

1
2ma(t)(v+ut(l,t)+vux(l,t))2+

1
2

JD

R2
D
(v+ut(0,t)+vux(0,t))2 (2)

其中:ρ为提升钢丝绳的线密度;v为提升钢丝绳长

度变化速度,即̇l(t)=v;JD 为天轮的转动惯量;RD

为天轮半径;ma 为提升容器的时变质量。
假设尾绳为集中于提升容器底部的集中质量,

则ma 的数学表达式为

ma(t)=14
(m+3ρt(Zmin+s(t))) (3)

其中:m 为容器及载物质量;ρt 为尾绳的线密度;
Zmin 为容器在最低点时尾绳的最小悬垂长度;s(t)
为提升容器的提升高度,̇s(t)=-v。

系统势能为

Ep =∫
l(t)

0
T(x,t)ε(x,t)dx+12∫

l(t)

0
EAε(x,t)2dx-

∫
l(t)

0
ρgu(x,t)dx-mags(t)+u(0,t( )) (4)

其中:T(x,t)为在t时刻垂直提升主绳空间位置x
处质点的准静态张力。

T(x,t)可表示为

T(x,t)=(ma(t)+ρ(l(t)-x))g (5)

  系统虚功为

δW =-c1(v+ut(l,t)+vux(l,t))δu(l,t)-
c2(v+ut(0,t)+vux(0,t))δu(0,t)-
f(t)δu(0,t) (6)

其中:c1,c2 分别为提升容器和天轮处的阻尼系数;

f(t)为液压作动器施加给天轮的激振力。
应用Hamilton原理

∫
t2

t1

(δEk-δEp +δW)dt=0 (7)

  联立式(2)、式(4)和式(6),结合系统几何边界

δW(0,t)=δW(l,t)=0,运用变分理论与分部积分

算法,可以求得提升钢丝绳纵向振动的自由振动方

程为

-ρ(̇v+utt +̇vux +2vuxt+v2uxx)+Tx +
EAuxx +ρg=0  (0<x<l) (8)

-JD

R2
D
(̇v+utt +̇vux +2vuxt+v2uxx)+EAux +

T-f-c2(v+ut+vux)=0  (x=0)(9)

-ma(̇v+utt +̇vux +2vuxt+v2uxx)-T-
  EAux +mag-c1(v+ut+vux)=0 (x=l)

(10)

  由式(5)可以得到

  
T(l,t)=mag (11)

T(0,t)=(ma +ρl)g (12)

Tx =-ρg (13)

  将式(11)~(13)代入式(8)~(10)进行简化,可
以得到

ρ(̇v+utt +̇vux +2vuxt+v2uxx)-EAuxx =0
(0<x<l) (14)

JD

R2
D
(̇v+utt +̇vux +2vuxt+v2uxx)-EAux -

 (ma +ρl)g+f+c2(v+ut+vux)=0 (x=0)
(15)

 
ma(̇v+utt +̇vux +2vuxt+v2uxx)+EAux +
 c1(v+ut+vux)=0  (x=l) (16)

  式(14)~(16)即为笔者研究的摩擦式提升机动

力学模型,基于此进行下面的控制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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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振动抑制控制器设计

图2所示为提升钢丝绳振动抑制的控制系

统图。

图2 提升钢丝绳振动抑制控制原理

Fig.2 Controlprincipleofvibrationsuppressionof
hoistingwirerope

考虑系统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定义系统的未知

参数

φ= c1 c2 m[ ]a (17)
则未知参数的观测值为

φ̂(t)= ĉ1(t) ̂c2(t) ̂ma(t[ ]) (18)
  结合系统的动能和势能,定义 Lyapunov函

数为

V(t)=αV0(t)+2β∫
l

0
ρxux(v+ut+vux)dx+

1
2ΦΤ(t)Λ-1Φ(t) (19)

其中:α和β为正常数;Φ=̂φ(t)-φ 为未知参数观

测误差;Λ=diagλ1 λ2 λ{ }3 为自适应增益。
同时

V0(t)=12ρ∫
l(t)

0
(v+ut+vux)2dx+∫

l(t)

0
Tεdx+

 12
JD

R2
D
(v+ut+vux)2 x=0+12∫

l(t)

0
EAε2dx-

 ∫
l(t)

0
ρgudx+12ma(v+ut+vux)2 x=l (20)

  由式(19)可以发现,当满足条件α>2βl时,

V(t)是正定的。为了进行控制律的设计,首先对

式(19)求导,同时结合系统状态方程(14)~(16)可
以得到

V̇0(t)=∫
l(t)

0
(v+ut+vux)EAuxxdx+

 ∫
l(t)

0
(Ttε+Tεt)dx+(v+ut+vux)(EAux +

 (ma+ρl)g-f-c2(v+ut+vux))x=0+
 (v+ut+vux)(-EAux -c1(v+ut+vux))x=l+

 ∫
l(t)

0
EAεεtdx-∫

l(t)

0
ρg(ut+vux)dx=

 ∫
l(t)

0
Ttuxdx+(ma+ρ(l-x))g(ut+vux)l

0+

3
8ρṫS(v+ut+vux)2 x=l-c1(v+ut+vux)2 x=l+ 

(v+ut+vux)((ma +ρl)g-f)x=0-
c2(v+ut+vux)2 x=0 (21)
  由式(5)可得

Tt=(̇ma +ρ̇l)g=(34ρṫS+ρ̇l)g=0 (22)

  将式(22)代入式(21),可将其进一步化简为

V̇0(t)=(ma +ρ(l-x))g(ut+vux)l
0-

 12ρv
(v+ut+vux)2 x=l-c1(v+ut+vux)2 x=l+

 (v+ut+vux)((ma +ρl)g-f)x=0-
 c2(v+ut+vux)2 x=0 (23)
  同时,基于分布积分法,可以得到

  

d
dt2β∫

l

0
ρxux(v+ut+vux)dx=

  βρl(v+ut+vux)2 x=l-

  βρ∫
l

0
(v+ut+vux)2dx+βEAlu2

x x=l-

  β∫
l

0
EAu2

xdx (24)

  由此可以得到

V̇(t)=-βρ∫
l

0
(v+ut+vux)2dx-β∫

l

0
EAu2

xdx-

   (c1α+12ρvα-βρl)(v+ut+vux)2 x=l-

   αc2(v+ut+vux)2 x=0+βEAlu2
x x=l+

   α(vρlg-(v+ut+vux)f)x=0+
   αmag(v+ut+vux)x=l+ΦΤΛ-1̇Φ

(25)
  为了使V̇≤0恒成立,定义如下的控制律

 

f=B̂φ(t)+

  k1βEAlu2
x x=l+k2(v+ut+vux)2 x=l

α(v+ut+vux)x=0
+

  vρlg
(v+ut+vux)x=0

(26)

其中

B=

-
(v+ut+vux)2 x=l

(v+ut+vux)x=0
-

-(v+ut+vux)x=0

g(v+ut+vux)x=l

(v+ut+vux)x=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0

Τ

(27)

  将控制律式(26)代入式(25),可以得到

V̇(t)=-βρ∫
l

0
(v+ut+vux)2dx-β∫

l

0
EAu2

xdx-

(1
2ρvα-βρl+k2)(v+ut+vux)2 x=l-

(k1-1)βEAlu2
x x=l+DΦ+ΦΤΛ-1̇Φ=

-βρ∫
l

0
(v+ut+vux)2dx-β∫

l

0
EAu2

x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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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ρvα-βρl+k2)(v+ut+vux)2 x=l-

(k1-1)βEAlu2
x x=l+ΦΤΛ-1(̇Φ+ΛDΤ)(28)

其中

D=
α(v+ut+vux)2 x=l

α(v+ut+vux)2 x=0

-αg(v+ut+vux)x=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l

Τ

(29)

  定义参数自适应律为

～̂
φ(t)=-λr̂φ(t)-ΛDΤ (30)

其中:λr 为正常数。
将自适应律式(29)代入式(27),可以得到

V̇(t)=-βρ∫
l

0
(v+ut+vux)2dx-β∫

l

0
EAu2

xdx-

  (12ρvα-βρl+k2)(v+ut+vux)2 x=l-

  (k1-1)βEAlu2
x x=l-λrΦΤΛ-1Φ-λrΦΤΛ-1φ

(31)

  由于λrΦΤΛ-1Φ≥0,λrΦΤΛ-1φ≥0,则当控制

参数k1 和k2 满足式(32)时,̇V≤0将恒成立

k1 ≥1

k2 ≥βρl-12ρv

ì

î

í
ïï

ïï α
(32)

  由此可以证明,所设计的控制律能够保证系统

的稳定性。

3 振动抑制仿真研究

为了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运用 Matlab仿真

软件对所提的振动抑制算法进行仿真研究,并采用

传统的PID算法进行对比验证。PID控制律为

f=(z1u+z2(ut+vux))x=0 (33)

  仿真中摩擦式提升系统的物理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摩擦式提升系统仿真物理参数

Tab.1 Simulatedphysicalparametersoffrictionalliftingsys-

tem

物 理 参 数 数值

总提升高度/m 800
最大提升速度/(m·s-1) 10.6
最大提升加速度/(m·s-2) 0.8
提升钢丝绳线密度/(kg·m-1) 7.86
尾绳线密度/(kg·m-1) 10.48
容器及载物质量/kg 41500
尾绳最小悬垂长度/m 14
天轮直径/m 4
天轮转动惯量/(kg·m2) 35200
天轮处阻尼系数c2 0.5
提升容器处阻尼系数c1 0.1

  提升系统的提升高度与提升速度曲线如图3、
图4所示。当系统处于开环状态下运行时,提升容

器的纵向振动位移如图5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提升过程中,提升容器有较大的

纵向振动;同时随着提升高度的增加,即提升钢丝绳

的悬垂长度逐渐减小,提升容器的振动位移偏移量

也在逐渐减小,而振动频率逐渐增加。在运行的第

13.3s和第72.7s,容器的振动位移由于提升加速度

的变化而出现了突变。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提升系统

在运行过程中,提升容器和提升钢丝绳存在较为明

显的振动,影响系统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图3 提升系统的提升高度曲线

Fig.3 Liftingheightcurveoftheliftingsystem

图4 提升系统提升速度曲线

Fig.4 Speedcurveoftheliftingsystem

图5 无控制器时提升容器处的纵向振动

Fig.5 Longitudinalvibrationattheliftingcontainer
without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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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分别给系统施加传统PID控制器、鲁棒

控制器和自适应鲁棒控制器。在仿真中,为了验证

算法对未知系统参数下的控制效果,采用提升容器

处阻尼系数和天轮处阻尼系数均为0.3,单根钢丝

绳容器及载物质量为9500kg。

传统PID控制器和笔者设计的自适应鲁棒控

制器的控制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摩擦式提升系统振动抑制控制参数

Tab.2 Controlparametersforvibrationsuppressionofthe

frictionalhoistingsystem

控制器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自适应

鲁棒

α 500 β 0.14

k1 5.1 k2 10

λr 1 λ1 20

λ2 13 λ3 6.8

PID z1 5×105 z2 1×105

  当系统处于闭环状态下运行时,即给系统分别

施加PID控制器、鲁棒控制器和自适应鲁棒控制器

时,提升容器的纵向振动位移如图6所示。图7所

示为自适应鲁棒控制器的控制输入曲线。由图6可

以看出,传统的PID控制器对容器的纵向振动已有

较为明显的补偿和抑制,但是由于其没有考虑提升

钢丝绳的弹性形变,容器的振动位移在开始阶段还

是有较大的偏移。当采用鲁棒控制器时,由于存在

系统参数不一致的问题,使得系统在加速度突变点

具有较强烈的高频振动,且收敛较慢。采用笔者设

计的自适应鲁棒控制器时,容器的振动位移偏移可

以得到很好的补偿,同时在加速度变化的时间点,自
适应鲁棒控制器也比PID控制器和鲁棒控制器均

有更快的收敛速度,总体控制效果最好。钢丝绳载

重观测误差及阻尼观测值如图8所示。

图6 不同控制策略下提升容器处的纵向振动

Fig.6 Longitudinalvibrationattheliftingcontainer

underdifferentcontrolstrategies

图7 自适应鲁棒控制策略控制输入曲线

Fig.7 Controlinputcurveforadaptiverobust
controlstrategy

图8 不确定参数观测值及观测误差

Fig.8 Uncertainparameterobservationsand
observationerrors

4 结束语

本研究针对深井提升系统钢丝绳纵向振动问

题,基于 Lyapunov理论,提出了一种鲁棒控制策

略。通过对比仿真,验证了所提算法相较于传统

PID算法能更好地补偿振动偏移以及具有更快速的

收敛性,整体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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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分形磨损模型*

李小彭, 杨泽敏, 潘五九, 王琳琳, 徐金池, 闻邦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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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分形理论将动、静环端面的接触简化为粗糙表面与理想刚性平面的接触,讨论了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

形貌的表征方法,建立了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模型。根据建立的模型,分析各分形参数、材料参数及工作参数对

磨损的影响,并将所建模型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结果表明:接触式机械密封分形维数D 与

其磨损率γ呈浴盆曲线的关系;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端面比载荷pg、转速n与其磨损率γ成正比;接触式机械密封

的综合弹性模量E与其磨损率γ成反比。

关键词 分形理论;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形貌;磨损

中图分类号 TH136

引 言

机械密封最主要的性能就是其密封性能,而
引起接触式机械密封失效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磨

损,磨损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接触式机械密

封的使用寿命和运转精度[1-2]。机械密封广泛应

用于军工、航天以及化工领域的轴端密封中,因
此,为了防止接触式机械密封磨损造成密封失效

而引起巨大损失,从理论上揭示影响接触式机械

密封磨损的因素,以此来指导生产中对磨损率的

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1961年,Mayer[3]利用圆环理论对密封端面的

变形及摩擦磨损进行了研究,且 Mayer的圆环理论

对机械密封端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Sum-
mers-Simith[4]研究了机械密封的磨损类型和影响

磨损的因素等。王汝美[5]通过实验研究了各因素对

机械密封磨损的影响。文献[6-7]介绍了如何利用

实验统计数据来计算接触式机械密封磨损率,并给

出了一种计算接触式机械密封磨损率的简易方法。
房桂芳等[8]根据Archard磨损理论,建立了机械密

封端面的分形黏着磨损模型。但运用的机械密封端

面形貌是用余弦函数表示的,这与实际表面形貌还

存在着一定误差。赵帅等[9]从材料角度研究了材料

及表面织构对机械密封磨损的影响。文献[10]也从

材料角度研究了丁腈橡胶材料的机械密封的微动磨

损特性。
以上所有研究虽然都对机械密封的磨损进行

了研究,但他们对机械密封端面的表面形貌的描

述都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最后得到的机械密封

的磨损率也是有一定误差的。而分形理论的出现

为准确描述机械密封的端面形貌提供了理论依

据。因此笔者旨在基于分形理论对机械密封的磨

损率进行计算,推导出计算模型,以期得到一个更

准确的 机 械 密 封 的 磨 损 模 型,并 可 以 此 来 指 导

生产。

1 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分形磨损模型

的建立

  从微观角度来看,接触式机械密封的动静环

接触端面是粗糙的,并且具有分形特性[11-12],可
用 W-M 函 数 来 描 述 接 触 式 机 械 密 封 的 端 面 形

貌[13]。

1.1 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形貌的分形表征

根据修改后的 M-B分形模型,可以把接触式

机械密封的软质环与硬质环的接触简化为粗糙平

面与理想刚性光滑平面的接触[14]。因此,接触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7509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1703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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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密封软质环端面轮廓曲线可用 W-M 函数来

表示,即

Z(x)=G(D-1)∑
∞

n=nl

cos2πγnx
γ(2-D)n (1)

其中:Z(x)为接触面轮廓随机高度;G 为表面的特

征长度尺度参数;D 为接触粗糙表面的分形维数;γn

为随机轮廓的空间频率;nl 为轮廓结构的最低截止

频率相对应的序数;γ为大于1的常数,对于服从正

态分布的随机表面,通常取γ=1.5[15],且γnl=1/l;

l为样本长度。
从微观角度看,接触式机械密封补偿环与非

补偿环的接触实质上是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微

凸体的相互接触,如图1所示。接触式机械密封

端面的接触部分承受轴向闭合力,且接触部分会

产生磨损。

图1 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分形表征

Fig.1 Fractalcharacterizationofmechanicalsealface

图1中,pg 为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端面比载荷;

aec为弹性变形转化为弹塑性变形的临界接触面积;
aepc为第1弹塑性变形区与第2弹塑性变形区的临

界接触面积;apc为第2弹塑性变形区与塑性变形区

的临界接触面积;a为接触面微接触点的接触面积;

al 为接触面微接触点的最大接触面积;R 为微凸体

顶端曲率半径。

R=
(1+Z′2(x))1.5

Z″(x) x=0
=
(1/γn)D
π2GD-1 = lD

π2GD-1
(2)

al=2-D
D ψ-(2-D)/2Ar (3)

  根据文献[16],可得到接触面微接触点的面积

大小分布函数为

n(a)=D
2ψ

(2-D)/2aD/2
l a-(D+2)/2 (4)

其中:ψ为分形区域扩展系数,与分形维数D 有关,

ψ
(2-D)/2-(1+ψ-D/2)-(2-D)/D

(2-D)/D =1;Ar 为接触式机械

密封端面的实际接触面积。

1.2 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端面比载荷与实际接触

面积

  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承载能力与其微接触

点的变形承载能力有很大关系。研究表明[17],当
对接触式机械密封施加轴向载荷时,软质环密封

端面曲率半径较小的微凸体先发生弹性变形,然
后随着载荷的增大,软质环的微凸体与硬质环的

接触面积增大,并发生弹塑性变形,直至最后发生

塑性变形。弹性变形转化为弹塑性变形的临界接

触面积为

aec=π(KH
2E
)2R2 (5)

其中:K 为较软材料的硬度系数,与材料的泊松比

有关(K=0.454+0.410ν);H 为较软材料的硬度;

E 为接触面综合弹性模量。
接触面的综合弹性模量可以表示为

E=(12
(1-ν21

E1
+1-ν22

E2
))-1 (6)

其中:E1 和E2 分别为接触式机械密封硬质环和软

质环的弹性模量;v1 和v2 分别为接触式机械密封

硬质环和软质环的泊松比。
第1弹塑性变形区与第2弹塑性变形区的临界

接触面积为

aepc=7.1197aec (7)

  第2弹塑性变形区与塑性变形区的临界接触面

积为

apc=205.3827aec (8)

  根据文献[17],在各个变形区域,微凸体接触点

负载与微凸体接触点接触面积之间的关系是不同

的,具体如下

pre=4Eπ
0.5GD-1

3lD a1.5

prep1=23KH1.1282a-0.2544
epc a1.2544

prep2=23KH1.4988a-0.1021
pc a1.1021

prp=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Ha

(9)

其中:pre为发生弹性变形的微接触点的承受载荷;

prep1为在第1弹塑性变形区发生弹塑性变形的微接

触点的承受载荷;prep2为在第2弹塑性变形区发生

弹塑性变形的微接触点的承受载荷;prp为发生塑性

变形的微接触点的承受载荷。
根据式(9)求出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总载荷与

真实接触面积之间的关系为

F=∫
aec

0
pren(a)da+∫

aepc

aec
prep1n(a)da+

∫
apc

aepc
prep2n(a)da+∫

al

apc
prpn(a)da (10)

  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端面比载荷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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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F
Aa

=
0.4272DHK((14β

)1.2544-0.5000D -(1.7799β1.2544-0.5000D)α0.5000D40.2544

Aaψ
D-2
D (0.5680D-1.4250)β0.2544

-

0.5725DHK((51.3457β)1.1021-0.5000D -(1.7799β)1.1021-0.5000D)α0.5000D40.1021

Aaψ
D-2
D (0.5730D-1.2630)β0.1021

-

DHψ1-0.5000D(α1-0.5000D -(51.3457β)1-0.5000Dα0.5000D
Aa(D-2) -

2.3633DEGD-1α0.5000D(14β
)1.5000-0.5000D

Aaψ
D-2
DlD(D-3)

(11)

其中:α=-Arψ0.5000D-1(D-2)
D

,β=
G2-2DH2K2l2Dπ3

E3
。

根据式(11)可以求出Ar,即

Ar=f(Aa,pg,H,K,E,l,D,G) (12)

1.3 接触式机械密封的黏着磨损分形模型

根据经典黏着磨损理论[18],接触式机械密封的

磨损主要体现以黏着磨损的形式。机械密封的软质

环上的微凸体在外载荷作用下会黏结在硬质环表面

上,当受到切向载荷作用时,相互作用微凸体中较弱

的一方就会被剪断脱落,从而形成端面磨损。
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微凸体的形状一般近似为

半球体,其底边圆直径为L,则单个微凸体的体积可

以表示为

V(a)=2π∫
L
2

0
xZ(x)dx=    

  2πG(D-1)∫
L
2

0
x∑

∞

n=nl

cos2πγnx
γ(2-D)n dx (13)

其中:L=a0.5 [19]。
在接触式机械密封的两接触端面相对滑移L

的距离时,黏着节点彻底切断,此时微凸体的黏着节

点处就会形成一个磨屑,而这个磨屑的体积就近似

这个微凸体的体积,即式(13)。那么,整个接触端面

的磨屑体积可以表示为

ΔV=∫
al

aepc
V(a)n(a)da=πG(D-1)Dψ

(2-D)/2aD/2
l ×

∫
al

aepc
a-(D+2)/2∫

a0.5
2

0
x∑

∞

n=nl

cos2πγnx
γ(2-D)n dxda (14)

  整个接触端面产生ΔV 体积的磨屑,所需接触

式机械密封动静环的相对滑移时间t可表示为

  t=1v
∫

al

aepc
n(a)lda

∫
al

aepc
n(a)da

=1v
∫

al

aepc
a-(D+1)/2da

∫
al

aepc
a-(D+2)/2da

(15)

其中:v为接触式机械密封接触端面的平均线速度,

v=πrmn/30;n为接触式机械密封动环转速;rm 为

接触式机械密封接触端面的平均半径。
由文献[8]可知,实际上并不是所有黏着微凸体

均会形成磨屑,固此处引入磨损系数KF(KF<1)来

表示黏着微凸体形成磨屑的概率。因此根据 Ar-
chard磨损理论,可得到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磨

损率为

γ=KF
ΔV
Aat=KF

πrmnG(D-1)Dψ
(2-D)/2aD/2

l

30(r22-r21) ×

∫
al

aepc
a-(D+2)/2∫

a0.5
2

0
x∑

∞

n=nl

cos2πγnx
γ(2-D)n dxda

∫
al

aepc
a-(D+1)/2da

×

∫
al

aepc
a-(D+2)/2da (16)

  在计算式(13)时,因为 W-M 函数的核心是无

数个余弦函数的叠加,因此为了方便计算,并表现出

W-M函数的特征,取n从14叠加到15。

2 仿真分析

对式(16)所表示的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模型

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分析分形参数、材料参数以及工

作参数对接触式机械密封磨损的影响。在分析时,
考虑接触式机械密封的常用材料以及加工方法,选
用磨削加工的SiC-浸渍石墨组对的机械密封副进行

研究[20],其材料参数与工况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机械密封副材料参数与工况参数

Tab.1 Materialparametersandworkingconditionparame-
tersofmechanicalseal

材料参数与工况参数 数值

硬质环的弹性模量E1/GPa 410
软质环的弹性模量E2/GPa 20
硬质环的泊松比ν1 0.24
软质环的泊松比ν2 0.29
密封端面内径d1/m 0.079
密封端面外径d2/m 0.068
端面比载荷pg/MPa 0.5
软质环的屈服极限σy/MPa 50
转速n/(r·s-1) 3000

2.1 分形维数D对磨损率γ的影响

在研究分形维数D 对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

348 第5期 李小彭,等: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分形磨损模型



率的影响时,选取G=10-8m。
如图2所示,随着分形维数D 的增大,接触式

机械密封的磨损率γ先减小后增大,曲线形状呈浴

盆曲线。即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分形维数使得接触式

机械密封的磨损率的最小,这个分形维数就是最优

分形维数。这是因为分形维数D 是反映表面具体

细节、精细程度的参数,表面粗糙度随着分形维数的

增大而减小。当D 较小时,随着D 的增大,表面粗

糙度减小,接触区处于塑性接触的区域迅速减少,黏
着磨损现象也大幅减少,因此磨损率减小;随着 D
的增大,该效果逐渐减弱,磨损率减小速度减缓;而
当D 增大到较大值时,表面精细程度太高,导致微

接触面积大于临界变形面积aec的比例增大,从而使

得黏着磨损现象增加,磨损率增大。

图2 分形维数D 对磨损率γ的影响

Fig.2 TheinfluenceoffractaldimensionDonwearrateγ

2.2 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对磨损率γ的影响

在研究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 对接触式机械密

封的磨损率γ 的影响时,取分形维数D=1.45。
如图3所示,随着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 的增

大,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率γ也在增大,但是增

大速率在逐渐减小。这是因为特征长度尺度参数

G越大,表示端面就越粗糙,因此,初期随着特征长

度尺度参数G的增大,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率γ

图3 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对磨损率γ的影响

Fig.3 Thelnfluenceofcharacteristiclengthscaleparame-
tersGonwearrateγ

会增大的比较多;而当G 增大到一定值后,机械密

封端面已经很粗糙了,再使其增加对磨损率γ的影

响也就 不 那 么 明 显 了,增 大 速 率 也 就 会 越 来 越

小了。

2.3 综合弹性模量E对磨损率γ的影响

在研究综合弹性模量E 对接触式机械密封的

磨损率γ 的影响时,取分形维数D=1.45。
如图4所示,随着综合弹性模量E 的减小,接

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率γ有所增加,尤其是在特征

长度尺度参数G 比较大时,即接触端面比较粗糙

时。这是因为综合弹性模量E 的减小,不是因为硬

质环弹性模量E1 的减小,就是软质环弹性模量E2

的减小,而把硬质环假设为了刚体,因此只需考虑软

质环弹性模量E2 的减小。随着弹性模量的减小,
材料会越来越容易发生塑性变形,这就使得黏着磨

损现象增加,因此磨损率γ也就会增大。

图4 综合弹性模量E对磨损率γ的影响

Fig.4 TheinfluenceofintegratedmodulusEofelasticity
onwearrateγ

2.4 端面比载荷pg 对磨损率γ的影响

在研究端面比载荷pg 对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

损率γ的影响时,取分形维数D=1.45。
如图5所示,在相同的特征长度尺度参数 G

图5 端面比载荷pg 对磨损率γ的影响

Fig.5 Theinfluenceoftheendsurfacespecificloadpgon
wearrate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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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随着端面比载荷pg 的逐渐增大,接触式机械密

封的磨损率γ也会逐渐增大。这是因为随着端面比

载荷pg 的逐渐增大,接触式机械密封微凸体的塑性

变形会逐渐增多,从而使得黏着磨损现象增多,它的

磨损率也就随之增大。

2.5 转速n对磨损率γ的影响

在研究接触式机械密封的转速n对磨损率γ 的

影响时,取分形维数D=1.45。
如图6所示,在相同的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

下,随着转速n的增大,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磨损

率γ也在增大,而且是近似于线性的增大。这是

因为随着转速n的增大,相同时间内,接触式机

械密封的软质环与硬质环的相对滑移距离增大,
微凸 体 的 摩 擦 次 数 增 多,磨 损 率 γ 也 就 随 之

增大。

图6 转速n对磨损率γ的影响

Fig.6 Theinfluenceofrotationalspeednonwearrateγ

3 实验对比

笔者引用文献[20]实验中对磨损量的测量与文

中所建模型进行对比,结果如图7所示。从图7中

可知,本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的

磨损率,与实验数据的误差相对较小。模型计算值

与实验测量值存在误差的主要原因有:忽略了机械

密封端面各微凸体变形时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由

图7 实验对比

Fig.7 Experimentalcomparison

于所建模型的 W-M 函数为了方便计算,只用了两

项余弦函数相叠加;分形磨损系数 KF 应该是随着

时间变化的,而文中选择的是一个定值。

4 结 论

1)本研究基于分形理论建立了接触式机械密

封端面磨损模型,研究了机械密封端面微观形貌、工
作参数及材料性能与磨损的关系,为磨损预测提供

了理论指导。

2)接触式机械密封分形维数D 与其磨损率γ
的关系呈浴盆曲线,即存在最优分形维数使得磨损

率最小(D=1.55附近);而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 与

其磨损率γ 成正比。因此在制造过程当中,应尽量

使接触式机械密封的分形维数D 靠近最优分形维

数,并减小特征长度尺度参数G。

3)通过数值分析,接触式机械密封的端面比载

荷pg、转速n均与其磨损率γ 成正比,而综合弹性

模量E 与磨损率成反比,这可验证接触式机械密封

端面的分形磨损模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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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串列方柱气动性能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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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两种布置形式(水平布置和对角布置)的串列双方柱,通过同步测压风洞试验,在雷诺数为Re=8.0×
104、间距比为P/B =1.75~5.00(其中P 为方柱中心间距、B为方柱边长)条件下,得到了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

方柱的表面风压,重点研究了对角串列双方柱的气动力、风压分布、Strouhal数等气动性能随方柱间距的变化规律,

并与水平串列双方柱进行比较。水平串列双方柱的气动力在P/B =3.00~3.50时会发生跳跃现象,下游方柱

的平均阻力由负值突变为正值,而对角下游方柱平均阻力系数则均为负值。结果表明:当P/B <3.00时,对角串

列双方柱的平均和脉动气动力系数、最大平均负压强度和脉动风压系数均大于水平串列双方柱,而当P/B >3.00
时则情况相反;对角串列双方柱的Strouhal数明显小于相同间距下的水平串列双方柱,且在P/B <3.00时对角

串列双方柱的升力功率谱出现了多个峰值。

关键词 串列双方柱;风洞试验;水平布置;对角布置;气动性能

中图分类号 TU973;TH4

1 问题的引出

大长细比柱群结构在土木工程、海洋工程、机械

工程和航天航空工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1-4],如
超高层建筑群、桥梁并列索、海底电缆和热交换器

等。柱群之间的流动干扰使得柱群周围的流场变得

非常复杂,且与单个柱体有很大差别。因此,柱群绕

流问题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特别是圆柱和方柱。均

匀来流作用下的串列双方柱是简化的柱群绕流模

型,研究其气动性能有助于理解柱群之间的干扰机

理,并得到较为广泛的研究[5-18]。图1为串列双方

柱的两种布置形式。以往研究主要针对水平布置串

列双方柱(见图1(a)),尚未见到针对对角布置串列

双方柱(见图1(b))的研究。图1中:U 为来流速

度;B 为方柱边长;P 为两方柱中心间距;CD,CL 分

别为阻力系数和升力系数;a(a′)~d(d′)为方柱各

面中点(顶点)。
对于水平布置串列方柱,研究表明[6-8]双方柱的

气动力、表面风压和Strouhal数等气动性能均会随

图1 串列双方柱的两种布置形式

Fig.1 Twoarrangementsoftwotandemsquarecylinders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578330);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E2017210107);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14ZR1416000)
收稿日期:2018-06-22;修回日期:2019-03-05



间距发生显著变化,在某些间距下气动力会突变。

Sakamoto等[8]通过风洞试验分别在Re=2.76×
104,5.52×104 时,观察到方柱气动力在间距比P/

B =3.5~4.0时会发生跳跃现象。Liu等[9]在

P/B =2.5 ~ 3.5时发现方柱的气动力突变。

Sakamoto等[10]还发现发生气动力突变的临界间距

比会随着来流湍流度的增加而减小。Sohankar[11]

采用大涡模拟方法在Re=103~105 范围内研究

了水平串列双方柱的气动力特性随间距的变化规律

及雷诺数效应。
为进一步研究水平布置串列方柱的绕流特征,

研究者在低雷诺数下进行了流迹显示试验和数值模

拟研究。Yen等[12]利用粒子图像测速试验在Re=
300~1100时,将不同间距下的水平串列双方柱的

流场分为单一钝体、剪切层再附和双涡脱3种流态。

Sohankar[13]通过数值模拟在Re=130,150和500
时也得到了类似的流态分类:当Re=500,在P/

B <1.5时为单一钝体流态,上游方柱尾流产生的

旋涡在下游方柱后脱落;在P/B=1.5~5.0时为

剪切层再附流态,从上游方柱分离的剪切层会再附

到下游方柱侧面;在P/B ≥5.0时为双涡脱流态,
在双方柱后侧均有涡脱产生。另外,引起水平串列

双方柱流态变化的临界间距会因为雷诺数不同存在

一定差异。
方柱的平面布置形式是影响柱群之间气动干扰

的因素之一。实际工程中常会出现对角布置双方柱

形式,如纽约双子塔。Lam等[14]研究了5个方柱在

水平布置和对角布置形式下的气动干扰问题,研究

表明两种布置形式的方柱在气动性能方面存在很大

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对角布置双方柱进行更为细

致的研究,以澄清其干扰条件下的气动性能。
为了掌握两个对角布置串列方柱的气动性能,

并比较其与水平串列双方柱的差异,文中以均匀来

流作用下的水平串列双方柱和对角串列双方柱为研

究对象,在雷诺数Re=8.0×104 时考虑了8种间

距比(P/B =1.75~5.00)。通过同步测压风洞

试验,得到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表面风压。
重点研究了对角布置串列方柱的气动力、风压分布

和Strouhal数等气动性能随方柱间距的变化规律,
并与水平布置串列方柱进行了比较。

2 风洞试验

试验在石家庄铁道大学风工程研究中心的双试

验段回流风洞高速段进行,试验段长为5.0m,宽为

2.2m,高为2.0m,背景湍流度I≤0.2%。试验

采用刚性节段模型,模型为120mm×120mm×
1620mm的方柱,采用塑料板材制作,长细比为

13.5,方柱两端设置直径为1.0m的导流端板。串列

双方柱采取面对面和角对角两种布置形式,均与来流

呈串列布置,分别称为水平串列双方柱和对角串列双

方柱,试验模型示意图如图1所示。每个方柱模型上

分别布置了4个测压截面,沿每个测压截面周向布置

了44个测点,总共布置了352个测压点。
试验 采 用 电 子 压 力 扫 描 阀 的 采 样 频 率 为

330Hz,采样时间约为36s。试验风速U 为10m·

s-1,以方柱边长B 为特征尺寸计算得到雷诺数Re
约为8.0×104,面积阻塞率约为5%。为了研究两

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气动性能随间距变化的规

律,试验考虑了8种间距比,P/B 分别为1.75,

2.00,2.50,3.00,3.50,4.00,4.50和5.00。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气动力系数

3.1.1 平均气动力系数

图2为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平均阻力系

数CD(通过对方柱表面风压系数沿其周向积分得

到)随间距变化的曲线。为了方便比较,图中也分别

给出了文献[15]中水平串列双方柱的数据和本研究

的单方柱试验结果。由图可见,水平串列双方柱的

平均阻力系数随间距的变化趋势与文献[15]基本一

致,但由于试验雷诺数不同,平均阻力系数发生突变

的位置不同。另外,文中两种单方柱的平均阻力系

数也与文献[19-20]结果吻合良好。在本试验结果

中,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数随间

距的变化趋势有明显差异;随着间距增大,两种布置

形式的上游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数与各自单方柱的平

均阻力系数较为接近,而下游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数

图2 平均阻力系数随间距比的变化

Fig.2 Variationofmeandragcoefficientwithspacing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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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远小于单方柱;且两种布置形式的下游方柱的平

均阻力系数差异较大,特别是当P/B >3.00时。
对于水平串列双方柱,其下游方柱的平均阻

力系数在P/B =3.00~3.50时发生跳跃现象,
数值由负值突变为正值,上游方柱的平均阻力系

数在此间距范围内也有明显增大。文献[8,13]中
将这种发生气动力跳跃的间距比称为临界间距

比。对于对角串列双方柱,其平均阻力系数在试

验间距范围内没有发生类似的跳跃现象,其下游

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数在文中间距范围内均为负

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小间距下(P/B =1.75和

2.00),上游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数会大于单方柱,
并随着间距的增加逐渐减小。

3.1.2 脉动气动力系数

图3为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脉动阻力系

数CDf和脉动升力系数CLf(即气动力系数的标准

差)随间距变化的曲线,图中也分别给出了水平布置

和对角布置的单方柱的试验结果。

图3 脉动气动力系数随间距比的变化

Fig.3 Variationoffluctuatingaerodynamiccoefficients
withspacingratio

对于水平串列双方柱,可以看到,无论是脉动阻

力还是脉动升力,在临界间距前后均会发生跳跃现

象。根据文献[12]的研究,这种气动力的跳跃现象

与流态变化有关,在临界间距前后,双方柱的流态分

别为剪切层再附流态和双涡脱流态。从图中可知,

上、下游方柱的脉动气动力系数随间距的变化趋势

一致,在临界间距前,上、下游方柱的脉动阻力和脉

动升力系数均小于单方柱,且下游方柱大于上游方

柱;在临界间距后,上、下游方柱的脉动力都接近于

单方柱,下游方柱的脉动阻力仍大于上游方柱,但其

脉动升力则小于上游方柱。
对于对角串列双方柱,其脉动气动力随间距增

大也有很大波动,但其变化情况较水平串列双方柱

有很大差异。在小间距(P/B =1.75~3.00)下,
下游方柱的脉动阻力和脉动升力很大,不仅大于单

方柱的数值,同时也远大于水平串列双方柱,而上游

方柱仅脉动升力大于单方柱,其脉动阻力随间距变

化较小;在较大间距(P/B =3.00~5.00)下,上、
下游方柱脉动气动力系数远小于水平串列双方柱,
其中下游方柱的脉动气动力接近于单方柱。

3.2 表面风压系数

3.2.1 平均风压系数

图4和图5分别为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

平均风压系数CP 分布曲线。由图可见,两种布置

形式的串列双方柱的表面平均风压分布明显不同,
其上、下游方柱的风压分布与各自的单方柱相比也

均有明显差异,而下游方柱的差别更大。
对于水平串列双方柱,其临界间距比前后的风

压分布形态有显著差异。当P/B =1.75~3.00

图4 水平串列方柱平均风压分布

Fig.4 Meanpressuredistributionofhorizontaltandem
squarecyl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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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对角串列方柱平均风压分布

Fig.5 Meanpressuredistributionofdiagonaltandem
squarecylinders

时,下游方柱的迎风面受到很强的负压,当间距增大

后负压强度减弱;随着间距增大,上游方柱的风压分

布逐渐接近于单方柱,特别是大于临界间距的工况

(P/B =4.00~5.00)。另外,注意到间距比为3
和4的两种工况的风压分布有明显的不同,在气动

力上表现为临界间距前后气动力系数的突变。
对于对角串列双方柱,间距比为P/B=1.75~

2.00和P/B =3.00~5.00的风压分布形态明显

不同。对于上游方柱,P/B=1.75~2.00时的背

风面(b'~d')负压强度远远大于间距比为P/B =
3.00~5.00时的数值,同时也大于单方柱和相同

间距下的水平上游方柱;对于下游方柱,P/B =
1.75~2.00时的迎风面(a'~b',d'~a')负压强度

也明显大于P/B =3.00~5.00时和相同间距下

水平下游方柱的数值;另外,下游方柱表面风压在所

有间距下均为负压,且迎风面的负压强度总体上大

于背风面,因而下游方柱始终受到负阻力的作用。

3.2.2 脉动风压系数

图6和图7分别为两种布置形式串列双方柱的

脉动风压系数CPf(即风压系数标准差)分布曲线。
由图可见,两种布置形式的串列双方柱的脉动风压

分布形态随着间距的增大均变化剧烈,但变化趋势

截然不同。
对于水平串列双方柱,上、下游方柱的脉动风压

图6 水平串列方柱脉动风压分布

Fig.6 Fluctuatingpressuredistributionoftwotandem
squarecylindersinhorizontalarrangement

图7 对角串列方柱脉动风压分布

Fig.7 Fluctuatingpressuredistributionoftwotandem
squarecylindersindiagonalarrangement

系数在临界间距前后有显著差异。P/B =1.75~
3.00时,上、下游方柱的脉动风压较小,且远低于单

方柱;P/B =4.00~5.00时,上游方柱的脉动风

压在侧面和背风面略大于单方柱,而下游方柱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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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侧面的脉动风压则远远大于单方柱,特别是在

迎风面的两角点附近,这可能是由于双涡脱流态时

上游方柱尾流中的旋涡与下游方柱的迎风面发生撞

击造成的。
对于对角串列双方柱,间距比为P/B=1.75~

2.00和P/B =3.00~5.00时,上、下游方柱的脉

动风压差别很大。对于上游方柱,P/B =1.75~
2.00时其背风面(b'~d')的脉动风压远远大于间

距比为P/B=3.00~5.00时的脉动风压,也大于

单方柱和相同间距下的水平上游方柱;对于下游方

柱,P/B =1.75~2.00时方柱整体的脉动风压较

大,同时大于P/B =3.00~5.00时的数值,以及

单方柱和相同间距下水平下游方柱的脉动风压,尤
其在迎风面前角点处(即b'点和d'点),最大脉动风

压系数达到1.2左右。

3.3 Strouhal数及升力功率谱

图8和图9分别为两种布置形式下游方柱的升

力功率谱(powerspectrumdensity,简称为PSD),
其峰值所对应的折算频率即为Strouhal数(St=
fB/U,其中f为涡脱频率)。对于两种布置形式的

串列双方柱,其上、下游方柱的升力功率谱均出现明

显的峰值,且随间距变化的趋势一致,上游方柱的峰

值变化幅度明显大于下游方柱,而上、下游方柱的功

率谱中峰值所对应的St数基本相同。
对于水平串列双方柱,在临界间距前,功率谱峰

值随间距增加而降低;在临界间距后突然增大。对

于对角串列双方柱,在试验间距范围内,功率谱峰值

图8 水平串列方柱的下游方柱升力功率谱

Fig.8 Liftpowerspectraofthedownstreamcylinderof
horizontaltandemsquarecylinders

图9 对角串列方柱的下游方柱升力功率谱

Fig.9 Liftpowerspectraofthedownstreamcylinderofdi-
agonaltandemsquarecylinders

整体随间距的增加而减小,仅在P/B =2.00时会

突然增大;较为特殊的是,在小间 距 下(P/B <
3.00)功率谱中均会出现多个峰值,折算频率分别为

3St和5St,其原因尚不清楚。此外,从总体上看,水
平串列双方柱的St数在临界间距前随间距增大而

减小,在临界间距后随间距增大而增大,并逐渐接近

于单方柱的St数。对于对角串列双方柱,其St数

明显小于相同间距下的水平串列双方柱,且随着间

距比从1.75增大至5.00,其数值变化较小。

4 结 论

1)对于水平串列双方柱,下游方柱的气动力在

P/B =3.00~3.50时会发生跳跃现象,其平均阻

力会由负值突变为正值。对于对角串列双方柱,其
下游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数则在文中的间距范围内均

为 负 值,上 游 方 柱 的 平 均 阻 力 系 数 在 小 间 距

(P/B =1.75和2.00)时会大于单方柱。

2)从整体上看,两种串列双方柱的气动力和风

压分布在间距比P/B =3.00前后差异较大。当间

距比P/B <3.00时,对角布置上、下游方柱的整体

气动力和风压(包括平均和脉动)分别大于水平布置

的上、下游方柱;而当P/B >3.00时则情况相反。

3)对角串列双方柱的St数明显小于相同间距

下的水平串列双方柱,且当P/B <3.00时,对角串

列双方柱的升力功率谱会出现多个峰值,而水平串列

双方柱在本研究间距范围内均只有一个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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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MD与KFCM 的柴油机故障诊断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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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柴油机的故障诊断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modedecomposition,简称VMD)与
核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kernelfuzzyC-meansclustering,简称KFCM)联合的故障诊断方法。首先,针对 VMD算

法中分解层数K 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自适应优化;然后,从优化VMD算法的分解结果中选取3个关键分量计算最

大奇异值,并将其作为3维的特征向量输入KFCM算法中进行分类识别;最后,对仿真信号以及某型柴油机的模拟

故障实验信号使用优化VMD、传统VMD和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modedecomposition,简称EMD)方法分别进

行分解与识别。结果表明,笔者提出的方法明显改善了模态混叠现象,提高了模式识别的诊断正确率,提出的联合

算法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柴油机;振动信号;故障诊断;变分模态分解;核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

中图分类号 TK428;TH17

引 言

柴油机的缸盖振动信号包含了缸内爆发燃

烧、进排气门落座冲击、活塞的往复惯性冲击以及

各种随机激励等丰富的柴油机工作状态信息[1],
但是不同的激励信号之间非线性叠加,并且噪声

信号较大,使得微弱的故障敏感特征很难被提取

和发现。因此对原始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分
离关键信号,提高模式识别的正确率是当前故障

诊断工作的关键。
目前,经验模态分解[2]、局部均值分解[3](local

meandecomposition,简称LMD)等算法被广泛应

用于信号分解过程。文献[4-6]使用EMD和支持

向量机结合的方法对轴承与齿轮的特定故障进行诊

断,得到了较高的正确率。Zheng等[7]使用 LMD
和KFCM结合的方法对齿轮的缺齿和断齿两种故

障进行诊断,取得了良好分类效果。然而,EMD和

LMD算法从原理上都属于递归的分解模式,这种模

式会在迭代过程中不断累积包络线估计的误差,导
致出现严重的模态混叠问题,并且还存在端点效

应[8],导致模式识别过程的诊断正确率降低。

Dragomiretskiy等[9]提出了一种新的信号分解

方法———变分模态分解,其整体框架是基于变分问

题,取代了递归分解模式,极大地改善了模态混叠问

题,提高了对噪声的鲁棒性。VMD对于柴油机缸

盖振动信号具有良好的去噪效果与较强的关键特征

信号提取能力。但是其分解层数K 需要人为设定,
影响使用时的效率和准确性。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

相关性筛选的优化方法,该方法能自适应地选取分

解层数K,避免了主观选取的缺陷。
基于核函数的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10]是在模

糊C-均值聚类的基础上借鉴引入了核函数学习的

方法,通过核函数将分类样本映射到高维空间中,放
大样本差异信息,使分类更加准确。该算法不同于

支持向量机和神经网络算法,无需大量样本进行学

习,能实现高效分类。
文中首先采用优化的自适应VMD算法对柴油

机的多类故障信号进行信号分解,提取其中关键模

态的奇异值作为输入参数;其次,使用 KFCM 算法

进行分类;最后,将结果同 VMD-KFCM 和 EMD-
KFCM的效果进行对比,以证明该方法在柴油机故

障特征提取与识别方面的优越性。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2015BAF07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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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MD与KFCM 原理简介

1.1 变分模态分解原理

  VMD算法基于维纳滤波、Hilbert变换以及混

频问题的变分求解等理论,通过迭代过程将原信号

分解成 K 个本征模态函数(intrinsicmodefunc-
tion,简称IMF)uk(t),在满足各IMF之和等于输

入信号f的约束条件下,使得分解出的各IMF的估

计带宽之和最小。

VMD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对每一个模态uk(t)进行 Hilbert变换,得

到其解析信号 [δ(t)+ jπt
]*uk(t),对于各解析信

号,将其与对应预估的中心频率混合,把每个模态的

频谱变换到基频带上。

[(δ(t)+jπt
)*uk(t)]e-jωkt (1)

其中:t为时间;δ(t)为冲击函数;*代表卷积符号;
{ωk}={ω1,ω2,…,ωk}为各个模态的中心频率。

2)计算出式(1)梯度的平方L2 范数,估计出各

个uk(t)的带宽,则约束变分问题如下

min
u{ }k ,ω{ }k

∑
k
∂t[(δ(t)+jπt

)*uk(t)]e-jωkt{ }
2

2

s.t.∑
k
uk=

ì

î

í

ï
ï

ïï f

(2)

  3)引入二次惩罚因子α和Lagrange乘法算子

λ(t),将约束性变分问题转化为非约束性问题。二

次惩罚因子能在高斯噪声存在时保证重构信号的精

度,拉格朗日算子则保证执行约束的严格性。扩展

的拉格朗日表达式为

L(u{ }k ,ω{ }k ,λ):=            

α∑
k
∂t[(δ(t)+jπt

)*uk(t)]e-jωkt
2

2
+

f(t)-∑
k
uk(t)

2

2+<λ(t),f(t)-∑
k
uk(t)>

(3)

  4)使 用 交 替 方 向 乘 子 法,交 替 迭 代 更 新

un+1{ }k ,ωn+1{ }k ,λn+1,将问题转化为寻求扩展拉格朗

日表达式的“鞍点”。

un+1
k (t)求解过程如下

un+1
k =argmin

uk∈X
α ∂t[(δ(t)+jπt

)*uk(t)]e-jωkt{
2

2
+

f(t)-∑
i
ui(t)+λ(t)

2 }
2

2
(4)

  利用Parseval/Plancherel傅里叶等距变换,将
式(4)转变到频域上来。经过计算得到该最优问题

的解为

un+1
k (ω)=

f(ω)-∑
i≠k

ui(ω)+λ(ω)
2

1+2α(ω-ωk)2
(5)

  同理,可以得到中心频率的结果

ωn+1
k =∫

¥

0
ω uk(ω)2dω

∫
¥

0
uk(ω)2dω

(6)

其中:un+1
k (ω)为当前余量f(ω)-∑

i≠k
ui(ω)的维纳滤

波;ωn+1
k 为当前模态功率谱的中心;对 un+1

k (ω{ }) 进

行傅里叶逆变换,其解的实部即为 uk(t{ })。

1.2 VMD算法流程

VMD算法流程如下:

1)初始化 u1{ }k ,ω1{ }k ,λ{ }1 以及n;

2)根据式(5),(6)更新uk 和ωk ;

3)更新λ过程为

λn+1(ω)←λn(ω)+τf(ω)-∑
k

uk
n+1(ω[ ]) (7)

  4)若满足∑
k

uk
n+1-un

k
2
2/un

k
2
2 <e,则停

止迭代;否则返回步骤2。

1.3 基于核函数的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原理

KFCM算法利用核函数将数据映射到高维空

间,从而放大不同类别样本特征的差异,能够更高

效、准确的按照样本的某些属性进行聚类。假设

输入空间的样本为X= {x1,x2,…,xn},X⊆ℝp ,
通过非线性映射Φ:X →F 将输入空间 X 变换到

F,分类数目为c,vi(i=1,2,…,c)为第i类的聚类

中心,uik(i=1,2,…,c;k=1,2,…,n)为第k个样

本对第i类的隶属度函数,则 KFCM 算法的目标

函数为

Jm(U,v)=∑
c

i=1
∑
n

k=1
um

ik ‖Φ(xk)-Φ(vi)‖2 (8)

其中:U={uik},v={v1,v2,…,vc},m>1为加权指

数;定义核函数K(x,y)=Φ (x)TΦ(y),文中选择

在无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较通用的高斯核函数

K(x,y)=exp[-‖x-y‖2/(2σ2)] (9)

  KFCM 的算法是求目标函数的极小值。根据

拉格朗日乘子寻优法,式(8)所示的目标函数最小值

可以由以下两个式子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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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k =                  
{1/[K(xk,xk)+K(vi,vi)-2K(xk,vi)]}1/(m-1)

∑
c

j=1

{1/[K(xk,xk)+K(vj,vj)-2K(xk,vj)]}1/(m-1)

(10)

vi=∑
n

k=1
um

ikK(xk,vi)xk/∑
n

k=1
um

ikK(xk,vi) (11)

2 优化VMD方法及其验证

2.1 自适应VMD方法

  在研究VMD的过程中,发现该算法需要预先

设置分解层数K,而K 的选取不当会导致信号的欠

分解或者过分解,直接影响模式识别的准确性,所以

K 选择是一个重要的优化方向。文献[11-12]通过

经验观察法,观察分解结果的中心频率规律来选择

K,这种选择方法存在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且效率较

低。牟伟杰等[13]通过设定相邻中心频率比值的阈

值来选取K 值,但是对于分量的中心频率集中程度

不同的信号,阈值难以选定。
笔者根据对 VMD算法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基

于相关度筛选的K 值选取优化方法,具体通过以下

步骤实现。

1)选取 K 的优化范围。经调试,对于已知模

拟信号,最大K 值大于分量数的2倍即可,对于文

中柴油机信号,其分量数较多,并且发现K≥13时,
过分解现象严重,故优化范围4~12为宜。

2)以选定范围的K 值依次对信号进行分解。

3)计算对应分解层数 K 下的各分量IMFs与

原信 号 的 相 关 系 数(correlationcoefficient,简 称

C),相关系数大于设定阈值的信号称为有效本征模

态 函 数 (effectiveintrinsic modefunction,简 称

EIMF),并对EIMF数量进行计次。

4)在 K 的优化范围内,EIMF出现频次最高

时,认为信号分解结果已经稳定,选取结果稳定时对

应K 值范围内的最小值,作为最优 K 值。选取最

小K 值能提高计算效率。

5)使用最优 K 值进行 VMD分解,并且输出

EIMFs。
这种优化 K 的方法对于频率分布各异的信号

均有较好的分离效果,并且排除了主观性影响。

2.2 仿真信号验证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优化方法的有效性,使用优

化VMD算法与EMD算法同时对模拟信号进行分

解对比。模拟信号如图1所示(信号的幅值单位为

g=9.8m/s2),由3组高中低不同频率段的正弦信

号(图1(a~c))以及1组冲击信号组成(图1(d)),
并且加上一定程度的随机噪声。从图1(f)可以看

出,冲击信号已经被其他信号所覆盖。

图1 仿真信号组成

Fig.1 Thecompositionofthesimulationsignal

使用优化VMD算法和EMD算法对其进行分

解与比较。VMD算法设定优化K 值范围为1~9,
在对柴油机振动信号分解时,发现相关度阈值设为

0.25~0.30能够有效地提取出关键分量,这里选择

0.30,各个分解层数K 对应的分量IMFs与原信号

的相关系数C的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IMFs与原信号的相关系数

Tab.1 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tablebetweenIMFsandthe
originalsignal

C K=5 K=6 K=7 K=8 K=9
IMF1 0.65 0.63 0.63 0.63 0.63
IMF2 0.63 0.52 0.52 0.52 0.48
IMF3 0.43 0.43 0.43 0.43 0.37
IMF4 0.07 0.44 0.43 0.43 0.42
IMF5 0.06 0.06 0.11 0.11 0.34
IMF6 0.05 0.06 0.05 0.10
IMF7 0.05 0.05 0.05
IMF8 0.04 0.05
EIMF 3 4 4 4 5

从表1可以看出,分解层数为6,7,8时,分解结

果已经稳定,EIMF为4,故选择最佳 K 值为6层。

VMD分解结果见图2,结果表明该算法准确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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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4个有效IMF分量,对被噪声信号覆盖的冲击

信号也有较好的分离效果(见图2(c))。EMD算法

将其分为5层IMF加上一层残差分量,如图3所示

(未展示余量)。EMD能将高低频正弦分量分出(见
图3(a),3(e)),但是中间频率的信号与冲击信号在

分解时发生严重的模态混叠现象和端点效应,效果

较差(见图3(b),3(c))。

图2 自适应VMD分解结果

Fig.2 DecompositionresultsofadaptiveVMD

图3 EMD的分解结果

Fig.3 DecompositionresultsofEMD

3 VMD-KFCM 联合算法

优化后的VMD算法能将复杂混叠信号中的关

键分量提取出来,并起到良好的降噪效果,而KFCM
算法在模式识别过程中具有无需学习、分类高效准确

的优点,故文中将两种算法进行联合。如图4所示,

VMD-KFCM联合算法的执行过程如下:

1)利用优化 VMD算法对柴油机的缸盖信号

进行自适应分解,并且输出EIMF分量;

2)提取EIMFs与原信号相关度最高的3个分

量分别进行奇异值分解,均取最大奇异值,得到3维

的奇异值数据组;

3)将3维的奇异值数据作为特征向量输入到

KFCM算法之中进行分类,得到分类结果。

图4 VMD-KFCM故障诊断模型

Fig.4 VMD-KFCMfaultdiagnosismodel

4 实验故障信号分析

为验证上述算法对于真实信号分解的正确性,
本节将对实验故障信号进行分析。实验选用了某型

六缸四冲程柴油机,使用LMS-SCADASMobile数

据采集系统和PCB公司的621B40振动加速度传感

器,设置采样频率为25.6kHz,传感器安装在1~3
缸缸盖的上表面位置。实验模拟了柴油机的4种状

态:运行正常、气门间隙故障、供油量不足故障以及

喷油提前角异常故障。文中选取柴油机转速为

2000r/min、满负荷稳态工作时的1缸缸盖y 向

(GBT7184-2008)振动信号作为测试样本,每个样本

取柴油机运转单个循环时间(0.06s,1538个点)。例

如,气门间隙增大的时频域波形如图5所示。

图5 气门间隙增大状态的时频域波形

Fig.5 Timedomainandfrequencydomainwaveformof
valveclearanceincreasing

首先以气门间隙故障为例,实验模拟了气门间

隙减小(进气门间隙为0.25mm,排气门间隙为

0.45mm),正常(进气门间隙为0.3mm,排气门间

隙为0.5mm)和气门间隙增大(进气门间隙为

0.35mm,排气门间隙为0.55mm)3种情况,各个

状态样本取75组,一共225组数据进行优化VMD-
KFCM分类。VMD算法 K 优化范围为4~12,相
关度阈值为0.3,KFCM算法中模糊加权指数m 和

高斯核函数宽度的平方分别取1.5和250。以图5
数据为例,对其进行优化VMD分解,得到相关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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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3个EIMF如图6所示,优化 VMD算法已将

信号的关键分量提取出,下一步将对其进行奇异值

分解,得到的3维最大奇异值数据作为特征向量输

入KFCM中,在表2中展示部分工况的特征向量结

果,其中Si(i=1,2,3)代表奇异值。

图6 VMD分解结果的EIMFs展示

Fig.6 EIMFsofVMDdecomposition

表2 部分工况特征向量表

Tab.2 Featurevectorsofpartialworkingconditions

故障类型 数据点 S1 S2 S3

正常

1 74.23 70.72 99.72
2 75.33 70.31 87.84
3 71.15 67.92 92.98

气门间隙
减小

1 141.57 61.64 170.54
2 145.87 57.79 185.80
3 140.60 59.87 178.55

气门间隙
增大

1 204.87 57.99 225.38
2 194.27 58.98 204.98
3 185.74 58.93 215.84

KFCM最后分类结果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3
类数据得到了较好的区分,结果有8个点被分错,分
类正确率为96.4%。

为了进一步验证文中方法的准确性,接着对柴

油机的气门间隙故障,喷油提前角故障(提前角加

1°)、供油量不足(正常供油的25%)故障以及正常

状态各75组数据,共300组数据进行多故障分类。

图7 气门间隙故障分类结果

Fig.7 Faultdiagnosisresultofvalveclearance

这里使用优化VMD、传统VMD以及EMD分别结

合KFCM进行故障分类对比,特征参数不变。优化

VMD的参数设置同上,传统VMD算法则分别计算

K=4~12时的分解结果。
结果表明,优化 VMD-KFCM 联合方法对于4

类状态的分类效果较好,不同故障数据点之间聚类

明显,仅有13个点被分错,正确率为95.6%(见图8
(a))。EMD-KFCM的分类效果较差,供油量异常、

图8 3种算法分类结果对比

Fig.8 Classificationresultsofthree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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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油提前角故障与正常状态之间的界限模糊,有44
个点被分错,正确率为85.3%(见图8(b))。传统

VMD-KFCM的分类正确率介于以上两种算法之

间(如表3所示),图8(c)展示了效果较好的 K=9
时的聚类图。

表3 传统VMD-KFCM分类正确率

Tab.3 VMD-KFCMclassificationaccuracyratetable %

K 7 8 9 10 11
正确率 92.3 92.7 94.3 92.3 93.7

5 结束语

笔者对 VMD算法进行了关于分解层数 K 的

自适应优化,并进行了仿真信号验证。结果表明,优
化VMD与传统EMD相比,优化VMD算法明显改

善了模态混叠现象,提高了关键信号的提取能力,为
后续的分类识别过程提供优质的数据源。

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优化VMD算法与3维

KFCM算法联合的故障诊断方法,其中使用的特征

参数是各EIMF的最大奇异值。经过大量实验数据

验证,对于气门间隙故障、喷油提前角增大和供油量

不足等3种故障进行了联合诊断,结果表明,优化

VMD-KFCM 相较于传统 VMD-KFCM 和 EMD-
KFCM联合算法具有更高的诊断正确率,具有较好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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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率*

牟 健1, 林明嫱1,2, 池春云1,2, 洪国同1,2, 陈厚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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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率是发动机的关键参数。区别于传统的曲柄连杆斯特林发动机,自由活塞斯

特林发动机的运行频率由系统充气压力、动质量、弹簧刚度、阻力系数等热动力学参数耦合确定,因此确定自由活

塞斯特林发动机的运行频率较为复杂。为了能够定量计算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运行频率,笔者建立了耦合发

动机热动力学参数的数值模型。首先,在模型中对压力波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了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

率的计算公式;然后,运用模型分析了主要参数对发动机运行频率的影响规律,并与实验结果相对比,发现模型计

算结果较为准确;最后,分析了当板弹簧刚度大幅度增加时,发动机的运行频率却变化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原有板

弹簧的最高自然频率较低。结果表明:优化设计了新的板弹簧,使发动机运行频率大幅度升高,在采用新的板弹簧

之后发动机的运行频率从原来的35Hz提高到60Hz。

关键词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率;线性化;动力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 TH113.1;TK441+.1

引 言

目前,空间探测和海洋探索都对能源供应系统

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1-2]。由于传统电源某些方

面的不足,利用斯特林循环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斯

特林发动机,因其具有热电转化效率高、寿命长、可
实现大功率等优点,逐渐得到国内外的重视[3-7]。

斯特林发动机按照活塞的运动形式可以分为曲

柄连杆斯特林发动机和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8]。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包含曲柄连杆斯特林发动机

效率高、外燃性等优点的同时,因为取消了曲柄连杆

结构,还具有噪声振动小、寿命长、功率密度大等优

点。相对于传统的曲柄连杆斯特林发动机,自由活

塞斯特林发动机研究起步较晚,发动机内部运行机

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完善[9-11]。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整机的研究和应用主要

集中在美国。空间用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研究

带动了该领域多项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在

NASA,用于深空探测和行星表面探测器的空间同

位素斯特林发电系统已经完成了地面的各种测试,
单机输出80W,效率在40%左右,即将用于多个探

测任务。大型空间核电站技术也得到了初步验证,

12kW 的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也已经研制成

功[12-14]。在地面上,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在太阳

能发电和家用热电联产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工程化应

用。同时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在国防领域也得到

了初步应用。相比之下,我国的自由活塞斯特林发

动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高效率、高可靠的

成熟产品,大部分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15-16]。中

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目前已经完成了百瓦级和

千瓦级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研制。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运行频率是发动机的

关键参数。区别于传统曲柄连杆斯特林发动机,自
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运行频率和很多参数有关,
例如:工质气体压力、动力活塞和配气活塞系统的板

弹簧刚度、振动系统动质量、振动阻尼系数及负载电

阻等因数。因此该发动机运行频率比较难以确定。
笔者建立了耦合热力学和动力学的振动模型,

模型通过对压力波的线性化处理,成功得到了自由

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率的计算表达式,搭建了

发动机频率测试试验台,对运行频率理论计算结果

和实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了实验样机

运行频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振动系统的板弹簧的自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18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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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频率较低。对板弹簧进行优化设计后,提高了自

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样机频率。

1 物理模型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包括动力活塞振动系统

和配气活塞振动系统,其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根据结构示意图,可以列出配气活塞和动力活塞的

振动控制方程分别

mpẍp+Cpẋp+kpxp= -P+P( )0 Ap-A( )r

(1)

mdẍd+Cdẋd+kdxd= -P+P( )0 Ar (2)
其中:md̈xd和mp̈xp分别为配气活塞和动力活塞的惯

性力;Cḋxd和Cṗxp为阻尼力;kdxd和kpxp为弹簧力;

P为工作腔的压力;P0 为背压腔的压力;Ap 为动力

活塞的横截面积;Ar为配气活塞杆的横截面积。
图1中:Ad 为配气活塞的横截面积;xp 为动力

活塞的振动位移;xd 为配气活塞的振动位移;Pe 为

膨胀腔的压力;Pc 为压缩腔的压力;LE 为配气活塞

端部与外壳之间的距离;Lc 为动力活塞端部和配气

活塞底端之间的距离;Kp 为动力活塞的弹簧刚度;

Kd 为配气活塞的弹簧刚度。

图1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diagramoffreepistonStirlingengine

由于两个控制方程都是关于活塞的非线性方

程,直接求解较困难,需对压力波进行线性化处理。

2 压力线性化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压力波是控制方程中

的关键参数。根据等温模型可以计算出压力波,整

理后其表达式为

P=MR Vc

Tk
+Vk

Tk
+VrlnTh/T( )k

Th-Tk
+Vh

Th
+Ve

T
æ

è
ç

ö

ø
÷

h

-1

(3)
其中:Vc,Ve,Vr,Vk,Vh 分别为压缩腔、膨胀腔、回
热器、冷却器以及加热器的容积;M 为上述容积中

气体工质的总质量;R 为气体常数;Th,Tk 分别为

热源温度和冷源温度。
根据两个活塞的振动方程和发动机的结构示意

图,求得发动机压缩腔和膨胀腔的体积变化方程

Vc=Vco- Ap-A( )r xp+ Ad-A( )r xd (4)

Ve=Veo-Adxd (5)
其中:Vco,Veo 分别为压缩腔和膨胀腔处于平衡状

态下的容积;Ap,Ad,Ar 分别为动力活塞面积、配气

活塞面积以及配气活塞杆面积;xd,xp 分别为配气

活塞位移和动力活塞位移。
把式(4)和(5)代入式(3),经过化简即可得到如

式(6)所示的压力表达式

P=MR S-Ap-Ar

Tk
xp+

Ad-Ar

Tk
-Ad

T
æ

è
ç

ö

ø
÷

h
xé

ë
êê

ù

û
úúd

-1

(6)
其中:S 为一个和活塞位移不相关的常量,且S=
Vco

Tk
+Vk

Tk
+VrlnTh/T( )k

Th-Tk
+Vh

Th
+Veo

Th
。

对式(6)的压力表达式进行化简,可以得到

P=MR
S 1-Ap-Ar

STk
xp+

Ad-Ar

STk
- Ad

ST
æ

è
ç

ö

ø
÷

h
xé

ë
êê

ù

û
úúd

-1

(7)

  对于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证明如下

-Ap-Ar

STk
xp+

Ad-Ar

STk
- Ad

ST
æ

è
ç

ö

ø
÷

h
xd≪1 (8)

  对式(7)进行泰勒展开,由于式(7)小于1,因此

可以忽略泰勒展开的二阶以上的项,就可以得到压

力关于活塞位移的线性表达式,其中P0=MR
S

为发

动机的充气压力,最终得到线性化处理的压力表示

式为

P=P0+P0
Ap-Ar

STk
xp-P0

Ad-Ar

STk
- Ad

ST
æ

è
ç

ö

ø
÷

h
xd

(9)

3 控制方程组求解

把经过线性化处理后的压力表达式(9)代入两

个活塞的振动控制方程(1)和(2)。为了方便计算,
两个活塞的振动控制方程可以化简成如下形式

068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40卷 



ẍp=Dppẋp+Sppxp+Dpdẋd+Spdxd (10)

ẍd=Dddẋd+Sddxd+Ddpẋp+Sdpxp (11)

其中:Dpp=-Cp

mp
;Spp=-kp

mp
-P0

mp

Ap-A( )r
2

STk
;

Dpd=0;Spd=P0

mp

Ad-Ar

STk
- Ad

ST
æ

è
ç

ö

ø
÷

h
(Ap-Ar;Ddd=

-Cd

md
;Sdd=-kd

md
+P0md

Ad-Ar

STk
- Ad

ST
æ

è
ç

ö

ø
÷

h
Ar;Ddp=

0;Sdp=-P0

md

Ap-A( )r Ar

STk
。

由于动力活塞和配气活塞各自的控制方程里面

都出现了另外一个活塞的振动方程,直接求解较为

困难。为了便于求解,假设两个活塞的振动方程如

式(12),(13)所示,其中包含运行频率、相位角和两

个活塞的振幅4个未知数。

xp=Xpejωt (12)

xd=Xdej ωt+( )θ (13)

  根据两个活塞的振动方程可以求得其速度表达

式,对式(12)和(13)两边同时对时间进行微分,即可

得到速度表达式为

ẋp=jωXpejωt (14)

ẋd=jωXdej ωt+( )θ (15)

  式(14)和(15)两边再次对时间进行微分,得到

加速度表达式为

ẍp=-ω2Xpejωt (16)

ẍd=-ω2Xdej ωt+( )θ (17)

  把式(12~17)代入式(10)和(11),得到自由活

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ω2=SpdDdp+SdpDpd-SppDdd-SddDpp

Ddd+Dpp
(18)

4 理论与实验对比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计算结果

和实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图2为自由活塞

斯特林发动机的实物图。表1为发动机的主要结构

参数和运行参数。把相关热动力学参数代入理论模

型,可计算出发动机的运行频率,并且在相同参数条

件下运行发动机,利用功率计算出发动机实际运行

频率,然后对二者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实验系统主要包括真

空系统、充气系统、温控系统和测试系统。图3为自

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实验系统图。真空系统主要

是在实验前必须对整个发动机进行真空处理,保证

后续充入氦气的纯度。充气系统是在发动机进行真

空处理后对其充注一定压力的工质气体。温控系统

图2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

Fig.2 ThefreepistonStirlingengine

表1 发动机主要结构参数和运行参数

Tab.1 Operationalparametersoftheengine

变 量 数值

动力活塞组件质量/g  966
配气活塞组件质量/g 230
配气活塞直径/mm 28
动力活塞直径/mm 29
配气活塞杆直径/mm 8
冷源温度/K 295
热源温度/K 782
回热器容积/mm3 17131
冷却器容积/mm3 3600
加热器容积/mm3 2400

图3 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实验系统图

Fig.3 TheexperimentalsystemoffreepistonStirlingengine

是对发动机的热端和冷端进行准确的温度测量与控

制。测试系统主要包括温度、压力、加速度等传感器

和数据采集设备。对发动机热端进行一定功率加热

后即可启动发动机。
图4为发动机运行频率随充气压力的变化规律。

从图4看出,随着充气压力的升高,发动机的运行频

率缓慢升高,主要原因在于充气压力升高会增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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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的刚度,进而增大运行频率。从图4也可以看出

理论和实验结果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二者在数值

上又存在一定的误差。图5对比了不同负载电阻条

件下发动机的频率理论值和实验值。在实验中选取

了10~16Ω的负载电阻,主要是为了保证自由活塞

斯特林发动机能够成功启动和直线电机有较高的转

换效率。从图5看出,频率随着负载电阻的增大变化

非常小,并且理论和实验结果有相同的变化规律。由

于频率随负载电阻的变化非常小,这也有利于实际发

动机防止因负载变化而引起频率变化。

图4 频率随充气压力的变

化规律

Fig.4 Variationoffrequen-
cywithpressure

 
图5 频率随负载电阻的变

化规律

Fig.5 Variationoffrequen-
cywithload

在实验过程中,配气活塞和动力活塞板簧刚度

可以通过改变板弹簧的片数而改变。图6对比了不

同动力活塞板簧刚度条件下发动机运行频率的理论

值和实验值。当动力活塞板簧刚度从12.89kN/m
增加到25.77kN/m,实验中测得频率在34Hz附

近微 小 升 高。通 过 理 论 模 型 计 算 得 知,频 率 在

37Hz附近微小升高。图7对比了不同配气活塞板

簧刚度条件下发动机频率的理论值和实验值。当配

气活塞板簧刚度从19.33kN/m增加到38.66kN/

m,实验中测得频率从28.7Hz增加到35.2Hz。通

过理论 模 型 计 算 得 到 频 率 从32.92 Hz增 大 到

38.67Hz。由此可以看出,动力活塞的板簧刚度对

发动机的运行频率影响较小,配气活塞的板簧刚度

对发动机的运行频率影响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动力

活塞系统动质量较大,而配气活塞系统动质量较小。

图6 频率随动力活塞板簧

刚度的变化规律

Fig.6 Variationoffrequen-
cy withstiffnessof

pistonspring

 
图7 频率随配气活塞板簧

刚度的变化规律

Fig.7 Variationoffrequen-
cy withstiffnessof
displacerspring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看出,模型计算和实验结果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数值上存在10%的误差。
主要误差来源于理论模型中为了便于计算对压力波

进行了线性化处理,忽略了二阶以上的项,进而使得

模型中的压力波和实际压力波存在一定误差。

5 发动机高频化分析

提高发动机比功率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增大发动

机的工作频率。从以上分析看出,发动机的工作频

率较小,且随充气压力和板弹簧刚度的变化都较小。
提高发动机工作频率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案。减

小动质量和增大弹簧刚度。改变动质量一般较困

难,所以目前常用的方法就是增大弹簧刚度。通过

气体作用效应分析可知,弹簧刚度包括气体弹簧刚

度和机械弹簧刚度。因为气体弹簧刚度主要由充气

压力和活塞运动情况决定,也较难改变,所以改变发

动机工作频率主要通过改变机械弹簧的刚度。
为了增大发动机工作频率,实验中对动力活塞

和配气活塞的板弹簧刚度都进行了大幅度提高,但
是发动机的频率仅有小幅度增大,并且频率都在

35Hz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原有板弹簧的自然频率

过低,用此种板弹簧叠加不可能得到较高的频率。
板弹簧的自然频率计算方法如下

fN =12π
k
mk

(19)

其中:fN 为板弹簧的自然频率;k为板弹簧的刚度;

mk 为板弹簧的动质量,通常取板簧的动质量为1/3
的板簧质量。

早期设计的板弹簧如图8(a)所示。通过式(9)
求得不同板厚的板弹簧的自然频率如表2前4组数

据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4种厚度的板弹簧的最

大自然频率为50.1Hz。如果不改变其他参数,单
一通过叠加厚度为1.75mm的板弹簧片数的办法,
能得到的最大工作频率不会超过50Hz。如果使用

其他3种厚度的板弹簧,不仅不会增大发动机工作

频率,反而会降低发动机的工作频率。主要原因在

于板弹簧动质量带来的影响大于刚度带来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分析,重新设计了新的板弹簧如图

8(b)所示。新设计板弹簧的各项参数如表2第5组

数据所示。新板弹簧直径更小,质量更轻,因此其自

然频率可以达到88Hz。运用新的板簧对发动机进

行了频率实验。
图9给出了动力活塞板弹簧刚度与发动机工作

频率的关系。板弹簧的叠加单元是以片为单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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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原有板和改进板弹簧

Fig.8 Theoldspringandnewspring

表2 不同厚度板弹簧自然频率

Tab.2 Thenaturalfrequencyofsprings

板簧厚度/
mm

板簧质量/
g

板簧刚度/
(N·m-1)

自然频率/
Hz

0.85 97.3  768 24.5
1.18 131.8 1874 32.8
1.38 152.8 2912 38.1
1.75 195.2 6443 50.1
2.15 106.0 10800 88.0

图9可以看出,动力活塞的板弹簧刚度对发动机运

行频率的影响不大。安装1片板弹簧和3片板弹簧

频率几乎没有变化,并且理论和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图10给出了配气活塞新板弹簧刚度与发动机工作

频率的关系。从图10可以看出,与增加动力活塞新

板簧不同的是,每增加一片配气活塞板弹簧,发动机

的工作频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实验中最高达到了

60Hz,相比原来的频率提高了将近一倍,这也说明

前面的理论分析是正确的。

图9 动力活塞新板弹簧刚

度对发动机工作频率

的影响

Fig.9 Variationoffrequen-
cy withstiffnessof
newpistonspring

 
图10 配气活塞新板弹簧刚

度与发动机工作频率

的关系

Fig.10 Variation of fre-
quency with stiff-
nessofnewdispla-
cerspring

以上研究发现,动力活塞板簧刚度的变化对发

动机频率的影响较小,配气活塞板簧刚度的变化对

发动机频率的影响较大,并且理论计算和实验测试

具有相同的结论。这表明发动机运行频率的直接影

响因素是由动力活塞振动系统的自然频率和配气活

塞振动系统的自然频率共同决定的。然而配气活塞

振动系统的动质量较小,因此增加板簧刚度其振动

系统的自然频率升高较多,而动力活塞振动系统的

动质量较大,因此增加板簧刚度其振动系统的自然

频率变化较小。由于动质量相差较大,所以增加板

簧同样刚度对发动机运行频率具有不同的影响。
由于继续增大发动机配气活塞的板弹簧刚度会

导致相位角,行程等发生变化,以至于发动机不能成

功启动。所以利用自然频率为88Hz的板弹簧想得

到更高的发动机工作频率,必须同时对其他参数做

相应的匹配。因此要想使发动机的运行频率更高必

须在增大板弹簧自然频率的同时减小振动系统的动

质量。

6 结束语

笔者建立了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运行频率的

计算模型。运用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对比分析了充

气压力、负载电阻、板簧刚度对发动机运行频率的影

响规律。结果发现,充气压力和配气活塞板簧刚度

对发动机的运行频率较大,负载电阻和动力活塞板

簧刚度对发动机运行频率影响较小。虽然模型计算

结果和实验结果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数值上存

在约10%的误差。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模型中为了

便于计算,对压力波进行了线性化处理,使得压力波

和实际存在偏差。发现当板弹簧刚度大幅度增加

时,发动机的运行频率却只有小幅度升高的原因在

于原有板弹簧的最高自然频率较低。为了提高发动

机运行频率,设计了自然频率为88Hz的板弹簧。
在采用新的板弹簧后,运行频率从原来35Hz达到

60Hz,初步实现了自由活塞斯特林发动机的高

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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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子系统的非线性时变系统辨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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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非线性时变系统提出一种基于子系统的辨识方法,用于时变多自由度(multipledegree-of-freedom,简称

MDOF)系统中非线性的定位和估计,并且无需关于系统的先验知识。所提出的新方法提供一个连续时间模型,

MDOF系统按照自由度被分解为不同的子系统。设计正交化算法和误差减小率(errorreductionratio,简称

ERR),可以确定子系统中质量和自由度之间的线性及非线性连接的所有信息。在辨识过程中,时变参数的时间表

达式可以由新方法准确给出。用一个3自由度(degree-of-freedom,简称DOF)集中质量系统和一个机械臂结构的

辨识过程为例,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验证。由于简单性及高效性,此方法将在实际工程中取得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 非线性时变系统;参数辨识;子系统;正交三角分解;误差减小率计算

中图分类号 TH113.1;O302;O322

引 言

在时变系统辨识领域,目前对线性系统的研究

比较深入。现有各种时域、频域方法,大多通过线性

系统成熟的理论将线性时不变结构系统的模态分析

理论推广到时变系统[1-3]。但是,几乎所有的实际工

程结构都呈现出非线性特性,在系统辨识中同时考

虑系统的非线性和时变特性难度较大[4-5]。近年来,
在系统控制、信号处理等领域中,国内外学者已经开

始研究,并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尝试[6-8]。
根据模型不同,非线性时变系统辨识方法可以

分为两大类:第1类是神经网络模型方法,第2类是

非线性参数模型方法[9]。Ahmed-Ali等[10]基于径

向基函数神经网络发展提出一种自适应辨识方法。

He等[11]基于“短时时不变”假设,将非线性自回归

滑动平均(nonlinearautoregressivemovingaver-
age,简称NARMA)模型应用于非线性时变系统辨

识问题。一些用于线性时变系统的信号处理方法也

被应用在非线性问题中。Li等[12]结合B样条基函

数和正交前向回归(orthogonalforwardregression,
简称OFR)算法,有效地追踪线性系统中的慢变及

快变参数,并将此方法结合时变 NARMA模型,用
于非 线 性 时 变 系 统 问 题,得 到 了 较 好 的 辨 识 效

果[13]。
非线性时变系统辨识包括非线性的定位、非线

性类型的确定以及参数估计,其中非线性定位方法

已经发展成熟。目前,大多研究默认非线性类型已

知,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讨论。因此,迫切需要新的

方法确定系统中时变非线性的所有信息,包括具体

位置、类型和系数。正交三角分解QR是回归量正

交化常用手段,可以用于消除不同变量之间的耦合

关系。本研究将 QR分解应用于连续时间 MDOF
模型中,准确辨识出系统的所有线性及非线性时变

特征。
在动力学分析中,实际工程结构通常被离散为

多自由度结构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不同

的离散方法,例如集中质量系统,有限单元方法等。
文中假设结构可以精确离散化为多自由度系统,并
且所有自由度上的运动被精确测量。文中简单描述

非线性时变 MDOF系统的数学模型;根据自由度将

结构系统分解为不同子系统;结合QR分解和ERR
计算,对系统非线性时变参数进行辨识;最后,通过

数值算例来验证辨识方法的精度。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472123,11602105);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MCMS-I-0118G01);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160782)
收稿日期:2018-07-27;修回日期:2019-09-07



1 非线性时变 MDOF系统数学模型

通常,n自由度线性时变系统的运动方程可以

写为

M(t)̈x(t)+C(t)̇x(t)+K(t)x(t)=F(t) (1)
其中:M(t),C(t)和K(t)分别为时变质量、阻尼和

刚度矩阵;x(t)为位移向量;F(t)=[f1,f2,…,

fn]T 为外载荷向量;̇x,̈x分别为时间变量的一阶及

二阶导数。
在式(1)中引入非线性项N(x,̇x,t),可得n自

由度非线性时变系统的运动方程

M(t)̈x(t)+C(t)̇x(t)+K(t)x(t)+
N(x,̇x,t)=F(t) (2)

其中:N(x,̇x,t)=[N1,N2,K,Nn]T 为非线性恢

复力,通常可表示为位移和速度向量的函数。
由式(2),系统第i个自由度上的运动方程为

∑
n

j=1
mi,j(t)̈xj(t)+∑

n

j=1
ci,j(t)̇xj(t)+    

∑
n

j=1
ki,j(t)xj(t)+Ni(x,̇x,t)=fi(t) (3)

其中:mi,j(t),Ci,j(t),ki,j(t)分别为 M(t),C(t),K
(t)矩阵第i行第j列元素;xi(t),xj(t)分别为位移

向量x(t)的第i,j个元素;Ni(x,̇x,t)为向量N(x,

ẋ,t)的第i个元 素;fi(t)为 向 量 F(t)的 第i个

元素。
在 MDOF系统中,每个自由度的运动不仅由自

由度上的载荷分量决定,还受到其他自由度运动连

接的影响,而系统辨识的意义在于确定不同自由度

之间这些未知连接关系。用一组基函数对系统中非

线性恢复力展开

Ni(x,̇x,t)=∑
Ln

r=1
αi,r(t)νi,r(x,̇x) (4)

其中:νi,r(x,̇x)为基函数;αi,r(t)为相应的时变系

数;Ln 为基函数总数。
在一般的动力学系统中,多项式基函数可以拟

合多种类型的非线性恢复力,例如三次非线性刚性

力、立方根型非线性刚性力等。将式(4)代入式(3)
可得

∑
n

j=1
mi,j(t)̈xj(t)+∑

n

j=1
ci,j(t)̇xj(t)+      

∑
n

j=1
ki,j(t)xj(t)+∑

Ln

r=1
αi,r(t)νi,r(x,̇x)=fi(t)

(5)

  若将式(5)等号左边所有线性项和非线性项用

统一的形式φi,k(x,̇x,̈x)表示,可得更简单的形式

∑
3n+Ln

k=1
βi,k(t)φi,k(x,̇x,̈x)=fi(t) (6)

其中:βi,k(t)为时变系数。
处理时变问题时,常采取“短时时不变”假设,即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时变参数看作常量。在此假设

下,给定合适的短时间隔Δt,对任意时间步tn ,在

时间区间 [tn -12Δt
,tn +12Δt

]内,式(3)可作为时

不变系统处理。因此,根据式(6)可得

∑
3n+Ln

k=1
βtn,i,kφi,k(x,̇x,̈x)=fi(t)

(tn -12Δt≤t≤tn +12Δt
) (7)

其中:βtn,i,k
为常数,表示时间区间 [tn -12Δt

,tn +

1
2Δt

]内参数值。

由“短时时不变”假设可知,βtn,i,k
即为式(6)中

时刻tn 下的参数值,即βi,k(tn)=βtn,i,k
。若系统位

移、速度、加速度以及外载荷均可准确测得,则系

统参数辨识问题转化为标准回归问题。对不同时

刻tn ,若时刻点数大于未知参数的数量,则所有线

性和非线性参数可通过求解式(7)中方程确定。
在此之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定

式(6)中基函数具体形式和总数。对此,文中会提

出一个基于 QR分解的子系统算法,有效解决此

问题。

2 非线性时变 MDOF系统的子系统
描述

  时不变集中质量 MDOF系统的质量矩阵是对

角矩阵,相似地,时变集中质量 MDOF系统的质量

矩阵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M(t)=

m1(t) 0 … 0
0 m2(t) … 0
M M O M
0 0 … mn(t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8)

  作用在第i个自由度上的恢复力,由此自由度

与其他相关自由度上的相对运动决定。集中质量之

间相对位移可记作ξi,j=xi-xj,其中ξi,i=xi 表示

集中质量mi 的绝对位移。mi 上由不同连接产生的

恢复力可由相对位移ξi,j(j=1,2,…,n)和相对速

度ξ̇i,j(j=1,2,…,n)表示,包括线性弹性力∑
n

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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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j(t)ξi,j;k'i,j(t)为线性弹簧刚度,负号表示相反方

向;线性阻尼力∑
n

j=1
-c'i,j(t)̇ξi,j,其中c'i,j(t)为线性

阻尼 系 数。另 外,非 线 性 恢 复 力 Ni(x,̇x,t)=
N'i(ξi,̇ξi,t),其中ξi=[ξi,1,ξi,2,…,ξi,n]T。

与式(4)相似,mi 上的非线性恢复力可以用一

组关于ξi 和̇ξi 的基函数展开

N'i(ξi,̇ξi,t)=∑
L'n

r=1
α'i,r(t)ν'i,r(ξi,̇ξi) (9)

其中:ν'i,r(ξi,̇ξi)为基函数;α'i,r(t)为时变系数;L'n
为基函数总数。

因此,式(5)可以改写为

mi(t)̈ξi,i+∑
n

j=1
c'i,j(t)̇ξi,j+∑

n

j=1
k'i,j(t)ξi,j+

∑
L'n

r=1
α'i,r(t)ν'i,r(ξi,̇ξi)=fi(t) (10)

  尽管式(10)在形式上与式(5)类似,但是式

中所有项均有具体的物理意义,包括连接的位置

及形式。例如,k'i,j(t)ξi,j 表示mi 和mj 之间存在

线性弹簧 连 接。因 此,文 中 将 采 用 式(10)中 的

模型。
同式(6)中原理,式(10)中所有线性和非线性项

可以写成统一形式,式(11)可看作一个包括系统线

性和非线性连接黑箱模型

∑
K

k=1
θi,k(t)φi,k(ξi,̇ξi,̈ξi)=fi(t) (11)

其中:K 为线性和非线性项总数;θi,k(t)为模型中

时变系数;φi,k 为和mi 相关的相对位移和速度的任

意形式的函数。
在本研究中,将采用多项式基函数展开,因此式

(11)可以改写为

mi(t)̈ξi,i+ ∑
L

r=1

j=1,…,n

k=1,…,( )n

∑
r

p=0

p+q=r

γj,k,p,q(t)ξp
i,j̇ξq

i,k=fi(t)

(12)
其中:γj,k,p,q(t)为 模 型 中 多 项 式ξp

i,j̇ξq
i,k 的 时 变

系数。
引入“短时时不变”假设,系统可以表示为

mtm,ïξi,i+ ∑
L

r=1

j=1,…,n

k=1,…,( )n

∑
r

p=0

p+q=r

γtm,j,k,p,qξ
p
i,j̇ξq

i,k=fi(t)

(tm -Δt/2≤t≤tm +Δt/2) (13)
其中:质量mtm,i

和多项式系数γtm,j,k,p,q
在此时间区

间内均为常数,且

mi(tm)=mtm,i

γj,k,p,q(tm)=γtm,j,k,p,
{

q

(14)

  在式(13)中,如何确定多项式项成为新的难

题,因为不是所有的多项式项都是模型中所需要

的,这主要取决于系统中非线性特性,包括位置

以及非线性的类型,这些信息正是所缺乏的。因

此,引入一个新的方法以确定式(13)中 多 项 式

项,并将参数估计简化为每个时间区间内的标准

回归问题。为方便起见,式(13)可以写为更加简

洁的形式

θtm,i,kφi,k(ξi,̇ξi,̈ξi)=fi(t)

(tm -12Δt≤t≤tm +12Δt
) (15)

  在式(14)的假设下,通过对不同时刻tm 的时间

区间[tm -12Δt
,tm +12Δt

]中的标准回归问题进行

计算,可以估计出多项式模型中的时变系数。得出

的多项式系数可以清楚反映原 MDOF系统的特性,
包括所有线性连接和非线性连接。例如,形如式

(12)的等式(̈ξ2,2+0.1̇ξ2,1+ξ2,1+1.5ξ32,3=f2,tm =
5s)表明:m2通过一个线性刚度弹簧和一个线性阻

尼与m1 连接,通过一个三次非线性刚度弹簧与m3

连接,且系数随时间变化。实际上,时变参数可以表

示为这些系数的时间曲线。另外需要注意,式(13)
中离散时刻tm 的取值范围是[Δt/2,Ttotal-Δt/2],
其中Ttotal为数据收集的总时间。

3 MDOF子系统非线性时变参数辨
识方法

  在式(15)的辨识问题中,通过一种基于QR分

解的方法,从所有的多项式项中确定模型所需的重

要项,并对所选项的系数进行估计。通常,重要项的

确定分为两个步骤[11]。首先,需要确定多项式的最

高阶,即式(13)中的L。显然,阶次越高,多项式基

数拟合非线性模型的能力越强。但是出于计算成本

的考虑,常使用较低阶次的多项式基函数,具体可通

过比较不同阶次下的拟合精度来确定。与之相比,
第2个步骤是在确定最高阶次的情况下,确定模型

所需的重要项,是本节讨论的重点。应用 QR分解

确定重要项的过程:①回归量正交化,消除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②通过ERR确定模型所需的重要项;③
估计参数。

式(15)中短时区间[tm-Δt/2,tm+Δt/2]内采

样点总数记为N,则方程可以改写为如下矩阵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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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F=ΦΘ+Η (16)
其中

F=
f(1)
…

f(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Φ=

φT(1)
…

φT(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Φ 为回归矩阵;Θ =

θtm,1

…

θtm,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K

;Η=
η(1)
…

η(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Η 为未测量的噪声;η(t)为

与回归矩阵Φ 无关的零均值白噪声序列;φT(t)=
[φ1 … φK]。

为了将回归量正交化,对回归矩阵Φ 进行QR
分解

Φ=QR (17)
其中:R为K×K 阶的上三角矩阵且对角元素为正;

Q为N ×K 阶的上三角矩阵。

R矩阵可以作如下分解

R=DA (18)
其中:D 为一个K ×K 阶对角矩阵,其元素为R 矩

阵对角线元素;A为K×K 阶单位上三角矩阵,即对

角元素均为1。
因此,式(17)可以改写为

Φ=WA (19)

  W =[w1 … wK]=QD,为一个N×K 阶矩

阵,且满足如下条件

<wi,wj>=
di>0 (i=j)

0 (i≠j{ )
其中:<·,·>表示内积运算,即 <wi,wj>=wT

iwj =

∑
K

k =1
wi(k)wj(k)。

将式(17)代入式(16)可得

F=Wg+H (20)
其中:g=AΘ。

式(20)可以改写为

F=∑
K

i=1
wigi+H (21)

  若对F自身作内积运算 <F,F>,将式(21)代
入可得

<F,F>=<∑
K

i=1
wigi,F>=∑

K

i=1

<wigi,F>=

∑
K

i=1
g2i<wi,wi> (22)

  式(22)等号两边同时除以 <F,F>可得

1=∑
K

i=1

g2i<wi,wi>
<F,F>

(23)

  ERRj 定义为

ERRj=g2j<wj,wj>/<F,F> (24)
其中:gj=<wj,F>/<wj,wj>。

从所有候选多项式中确定模型所需的重要项,
各项的ERR可以提供一个标准。在ERR计算的

每一步中,具有最大EERj 的候选项会被作为重要

项加入模型。若给定公差常数ρ,如果以下条件满

足,此重要项选择过程将在第Ks 步停止

∑
Ks

i=1
ERRj>1-ρ (25)

  这里的ERR计算具有较高的效率,可以用来

构造出形如式(15)的数学模型,避免所有的非重要

项,有利于计算。
至此,文 中 提 出 的 系 统 辨 识 过 程 可 以 总 结

如下。

1)分别对 MDOF系统不同的离散点施加外载

荷并测量系统响应。

2)确定多项式基函数最高阶,得到含有 K 个

候选项的模型,并确定ρ数值。

3)计算各候选项ERR,具有最大ERR的候选

项作为重要项加入式(15)中的模型。

4)在ERR计算的第k(k≥2)步,在剩余候选

项中选择具有最大ERR的项作为模型的第k项。
若条件式(25)满足,继续步骤5;否则,令k=k+1,
重复此步骤。

5)完成ERR计算,得到由Ks 项构成的模型,
系统参数估计如下

AŝΘs=gs (26)
其中:As 为一个Ks×Ks 单位上三角矩阵;gs 向量

由gk(k=1,2,...,Ks)构成。
通过对选择出的重要项构成的回归方程最小

二乘 求 解,可 以 得 出 系 数 向 量 Θ̂s。由 Gauss-
Markov定理可知,在平稳零均值白噪声下,此最小

二乘解给出最佳无偏估计。对每一个离散时刻tm

在时间区间[Δt/2,Ttotal-Δt/2]内施加以上过程,
通过最小二乘求解得出的 Θ̂s 给出tm 时刻系统参

数值。为简单起见,ERR计算的终止条件可改进

为给定常数ρc,当所有剩余项的 ERR均小于ρc

时,则程序终止。

4 算例分析

4.1 3DOF集中质量系统辨识

  本节通过一个非线性时变 MDOF集中质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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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辨识的算例,说明提出的方法的精度和效率。若

输入、输出数据全部测量,可以通过上一节描述的方

法对形如式(5)的模型进行辨识。
考虑如图1所示的3自由度系统。系统质量分

别为 m1=-0.01t+2.5kg,m1=1kg和 m3=
1.5kg。系统中线性刚度弹簧为k1=k2=k4=1N/

m和k3=-0.03t+4N/m,线性阻尼为c1=c2=
c3=c4=0.1N·s/m。另外,在m2 和m3 之间有一

个三次非线性刚度knl=3+0.0005t2N/m3。在这

些系统参数中,m1,k3和knl 为含时变特性。依次单

独对3个集中质量进行激励,其中外激励为用方

差σ2=25的零均值平稳高斯白噪声表示的集中

载荷。用四阶 Runge-Kutta方法分别对系统响应

进行求解,采样频率为100Hz。在“短时时不变”
假设下,每个时间区间内有1000个时刻点参与计

算,即Δt=10s且5s≤tm ≤95s。 考虑到测量

噪声的影响,在系统响应数据中添加3%高斯干

扰。当噪声较大情况下,通过测量加速度积分求

速度及位移,会导致误差。因此,文中假设各自由

度响应数据(包括位移、速度及加速度)均可直接

准确测量。
首先,需要在较多候选多项式中确定模型的重

要项。在本算例中,多项式基函数的最高阶L=9,
图1所示的3自由度系统可以由形如式(13)中的子

系统模型描述,在每个子系统中,由最高阶为9的多

项式基函数构成最初的子系统方程。通过ERR计

算,在5s≤tm ≤95s内 平 均 ERR 大 于ρc =
0.005% 的多项式将作为此模型的重要项,不同子

系统的ERR结果如表1所示。

图1 3自由度集中质量系统

Fig.1 The3DOFlumpedmasssystem

表1子系统1中所有的项均为线性项,非线性

项均在ERR计算中被忽略,这说明作用在m1 上的

恢复力均为线性恢复力,这与图1所示一致。子系

统1中的辨识结果如图2所示,包括质量m1 和m1

相关的所有线性连接(红色实线表示实际参数时间

曲线,黑色点划线表示辨识出的曲线)。图2(a)表
明质量m1辨识结果准确,包括其时变特性。为了定

量分析辨识结果的精确度,将辨识出的曲线最小二

乘拟合为时间的线性函数曲线,拟合曲线参数与实

际质量m1 比较,计算误差。拟合的曲线在图2(a)
中用蓝色虚线表示,其参数及误差如表2所示。拟

合直线与真实曲线接近,斜率和初值的误差均小于

5%。由图2(b)~(e)可知,对子系统1中的线性刚

度和线性阻尼识别精度相当高,4条辨识时间曲线

与实际常参数十分接近。

表1 各子系统中ERR结果

Tab.1 ERRsofTermsintheSubsystems

系 统 编号 重要项 ERRs/%

子系统1

1 ξ̈1,1 94.04

2 ξ1,2 3.58

3 ξ1,1 2.13

4 ξ̇1,2 0.21

5 ξ̇1,1 0.02

子系统2

1 ξ̈2,2 70.38

2 ξ2,1 15.21

3 ξ2,3 12.09

4 ξ32,3 0.80

5 ξ̇2,1 0.73

6 ξ̇2,3 0.32

子系统3

1 ξ̈3,3 95.34

2 ξ3,3 3.03

3 ξ3,2 1.40

4 ξ̇3,3 0.13

5 ξ̇3,2 0.08

6 ξ33,2 0.01

图2 子系统1辨识结果

Fig.2 Identificationresultofsubsyst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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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子系统1中m1 时间曲线参数

Tab.2 ParametersintheTimeExpressionofm1insubsystem1

拟合项 实际值 拟合曲线系数 误差/%
t -0.0100 -0.0104 3.80
1 2.5000 2.5265 1.06

在表1子系统2中,第2,5项代表m2 和m1 之

间的线性刚度和线性阻尼,第3,6项代表m2 和m3

之间的线性刚度和线性阻尼,第4项代表m2 和m3

之间的非线性刚度连接,这与图1所示的结构特性

相吻合。子系统2的辨识结果如图3所示。在这个

子系统中,存在线性时变刚度k3 和非线性时变刚度

knl 。为定量分析上述两个时变参数辨识结果的精

确度,将k3 的辨识结果最小二乘拟合为时间的线性

函数,将knl 的辨识结果拟合为时间的二次函数,拟
合项的系数及其误差如表3所示。拟合曲线与真实

曲线很接近,系数误差均低于5%。

图3 子系统2辨识结果

Fig.3 Identificationresultofsubsystem2

表3 子系统2中辨识时间曲线参数

Tab.3 Identifiedparametersinthetimeexpressioninsubsys-
tem2

参数 拟合项 实际值 拟合曲线系数 误差/%

k3
t -0.0300 -0.0304 1.30
1 4.0000 3.8590 3.53

knl

t2  0.0005  0.0005 4.30
t 0.0000 -0.0013
1 3.0000 2.9691 1.03

由表1子系统3可知,在子系统3中时变参数

k3 和knl 也被确定,分别由第3和第6项代表,子系

统3的辨识结果如图4所示。同样地,对时变参数

k3 和knl 辨识结果定量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图

5(c),(f)可知,用蓝色虚线表示的拟合曲线几乎与

参数实际曲线重合,表明辨识精度很高。

图4 子系统3辨识结果

Fig.4 Identificationresultofsubsystem3

表4 子系统3中辨识时间曲线参数

Tab.4 IdentifiedparametersintheTimeexpressionofk3in
subsystem3

参数 拟合项 实际值 拟合曲线系数 误差/%

k3
t -0.0300 -0.0305 1.67
1 4.0000 3.9990 0.03

knl

t2  0.0005  0.0005 5.07
t 0.0000 -0.0019
1 3.0000 3.0022 0.07

4.2 机械臂结构辨识

本节考虑一个可以在平面中转动的机械臂结构

(图5),此结构可看作平面两杆时变结构系统:两杆

图5 机械臂结构

Fig.5 Mechanicalarmstructure

078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40卷 



长度均为l=1m,质量为m=1kg。杆1与基础间

为立方根型非线性扭转刚度 3
φ1 ,系数为knl=

1000Nm/rad1/3;杆1与杆2之间为线性扭转刚度连

接,其系数为k2=800Nm/rad。假设两杆上均有质

量u=0.25kg的可移动质量块,r1 和r2 分别为两个

质量块与扭转连接处的距离,q1 和q2 为两个扭转连

接处的力矩载荷,φ1 和φ2 为两杆的旋转位移。
图5中机械臂结构运动方程可以写为

M(t)̈φ(t)+C(t)̇φ(t)+Kφ(t)+N(t)=q(t)
(27)

其中:φ(t)= [φ1,φ2]T;时变质量矩阵 M(t)=
4ml2/3+u(r21+l2) (0.5ml2+ur2l)cos(δφ)
(0.5ml2+ur2l)cos(δφ) ml2/3+ur

é

ë

ê
ê

ù

û

ú
ú2

2

;

δφ=φ1-φ2 为t=0s,时刻两杆初始旋转角度位移

之差。
与上一个算例不同,此质量矩阵并不是对角矩

阵,因此在每一个子系统的辨识过程中,都需要考虑

两杆的旋转加速度φ̈1 和φ̈2。系统刚度矩阵为

K=
 k2 -k2
-k2  k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28)

  时变阻尼矩阵为

C(t)=               
2ur1̇r1 ur2lcos(δφ)

ur2lcos(δφ) 2ur2̇r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0.005K (29)

这里包括系数为0.005的比例阻尼。
非线性恢复力矩向量为

N(t)=
knlφ1/3

1é

ë

ê
ê

ù

û

ú
ú0

(30)

  外载荷向量为

q(t)=
q1(t)-q2(t)

q2(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31)

  假设两个移动质量块位移的表达式为

ri=0.5+0.3sin(πt) (i=1,2) (32)

  两杆的初始角度为

(φ1,φ2)=(π/4,0) (33)

  分别用方差σ2=25的零均值平稳高斯白噪声

表示的力矩载荷对两个子系统进行激励。用四阶

Runge-Kutta方法分别对系统10s内响应进行求

解,采样频率为100Hz。
在杆1子系统的辨识结果中,ξ1,1,ξ1,2,ξ31,1,

ξ51,1,ξ71,1,ξ91,1 项的系数在0~10s内几乎为常数,
各系数在此时段内的均值如表5所示。立方根型

非线性扭转刚度knl 可由关于ξ1,1 的多项式项系数

确定,而线性扭转刚度k2 可由ξ1,2 项的系数确定。

通过图6所示的非线性扭转刚度辨识值与真实值

的比较结果(扭转角度[-0.1,0.1]范围内)可知,
笔者提出的方法可以准确辨识出非多项式类型的

非线 性 特 征。ξ1,2 项 系 数 的 均 值 为836(误 差=
4.5%),与线性扭转刚度k2 的真实值一致。另外,

M(t)和C(t)矩阵中的其他时变元素可以在杆1
和杆2的子系统中辨识出来,过程与上一算例类

似,此处不再赘述。

表5 杆1子系统中knl辨识结果

Tab.5 IdentificationResultsofknl

重要项 辨识均值 重要项 辨识均值

ξ1,1 1.63×104 ξ51,1 1.79×109

ξ1,2 8.36×102 ξ71,1 -2.02×1011

ξ31,1 -7.01×106 ξ91,1  8.10×1012

图6 立方根型非线性扭转刚度knl辨识结果

Fig.6 Identifiedresultofthecube-rootstiffnessknl

上述两个数值算例结果表明,笔者提出的方法

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时变 MDOF系统中非线性特性,
确定非线性位置及类型,并估计出系统参数的时间

曲线。不同自由度之间的连接可以在不同子系统中

分别辨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系统的非线性特性

取决于外载荷的大小和频率,为了能在合理范围内

对实际结构系统进行近似,外载荷最好具有宽幅、宽
频,以激发系统的非线性特性。

5 结束语

基于QR分解和ERR计算,发展出一个新的非

线性时变系统辨识方法,将 MDOF系统分为不同的

子系统,在不同子系统中,对非线性及时变连接进行

定位、估计。该方法主要优势在于,无需关于系统的

先验知识,直接在连续时间模型中准确辨识非线性

时变参数。此方法需要测量模型中各自由度的响应

数据,对于大型工程结构,首先要对模型进行降阶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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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温度等多因素影响的拱桥吊杆张力识别*

何 容1, 燕朋朋1, 何 伟1, 陈 淮2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郑州,450045) (2.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郑州,450001)

摘要 基于Euler-Bernoulli梁理论,综合考虑了抗弯刚度、长度、减振垫、附加质量、弹性支承、黏性护套和环境温度

等因素的影响,建立了吊杆张力与振动频率的解析表达式。首先,提出了边界影响系数法,针对不同边界条件计算

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给出了边界影响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然后,以刘江黄河大桥为例进行验证,利用在综合

考虑多因素影响的解析表达式计算吊杆张力时,长吊杆张力计算最大误差为1.10%,中、短吊杆张力计算最大误差

不超过1.12%;最后,利用边界影响实用表达式计算吊杆张力时,最大相对误差不超过2.38%。结果表明:考虑温

度影响时,采用复杂边界条件下的解析表达式计算精度提高了11.39%,采用实用表达式计算时精度提高了

11.38%。边界影响系数法建立的实用表达式计算精度较高,且为显式形式,实用性强。

关键词 拱桥;吊杆;张力;频率;边界影响系数

中图分类号 U443.38;TH113

引 言

吊杆作为中、下承式拱桥关键的受力构件,其张

力变化与分配情况不仅反映了桥梁整体受力状态,
而且与桥梁运营期安全、健康状态密切相关[1]。因

此,精确识别吊杆的张力信息对确定全桥的健康状

况至关重要[2]。
目前,振动频率法作为吊杆张力测试常用方法,

具有简便、实用性强等优点,适用于各类吊杆,其测

试精度与吊杆边界条件密切相关。为了提高吊杆张

力测试精度,国内外学者多数针对吊杆张力识别方

法以及吊杆边界条件进行了广泛研究。在识别方法

方面,Park等[3]基于有限元模型的反分析和系统辨

识方法计算吊杆张力,以提升基于弦振动理论和线

性回归方法的可靠性。Kim 等[4]利用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对吊索的张力进行非接触测量,提高了吊索

的动态响应和模态频率的分辨率。孙传智等[5]基于

响应面法优化拱桥吊杆内力,为拱桥的设计和施工

控制提供指导。文献[6]利用摄动技术考虑了吊索

静态变形以提高吊索张力计算精度。在吊杆边界条

件方面,何容等[7]考虑了吊索复合边界条件,基于能

量法给出了吊索张力计算公式。张戎令等[8]考虑了

吊杆抗弯刚度、转动惯量和剪切变形耦合影响,根据

吊杆振动过程中动平衡状态给出了吊杆振动频率与

张力计算关系式。唐盛华等[9]通过两端固结梁和两

端铰接梁的频率特征方程,建立了形式简单的索力

计算公式。单德山等[10]研究了减震器刚度对吊杆

张力的影响,建立了吊杆张力与振动频率复杂关系

式,利用牛顿插值法识别施工阶段吊杆张力。周强

等[11]基于部件模态综合理论,建立了拉索-黏滞阻

尼器系统在考虑拉索抗弯刚度和垂度时系统非线性

振动模型,研究了不同边界条件下拉索抗弯刚度对

系统一阶模态阻尼比的影响。此外,文献[12-14]研
究了温度变化对吊杆张力测定的影响,结果显示温

度变化将导致吊杆结构几何形态和内力发生变化。
纵观国内外已有成果,大部分研究仅针对吊杆简单

边界条件(固接或铰接)开展的,没有同时考虑吊杆

复杂边界条件下弹性支撑、转动约束、黏性护套与附

加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吊杆实际情况。
为了更精确地测定吊杆张力,综合考虑了吊杆

抗弯刚度、长度、减振垫、附加质量、弹性支承、环境

温度和黏性护套等多因素的影响,建立了拱桥吊杆

张力计算模型,推导了复杂边界条件下吊杆张力与

横向振动频率解析表达式。为便于工程应用,通过

边界影响系数法给出了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并进

行了实例验证,分析了各表达式计算精度、应用特点

及差异,为吊杆张力测定提供参考。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402090);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资助项目(19A560014)
收稿日期:2018-08-18;修回日期:2018-11-15



1 复杂边界条件下吊杆张力解析表
达式

  考虑抗弯刚度、长度、减振垫、附加质量、弹性支

承、黏性护套、环境温度影响时,吊杆张力计算模型

如图1所示。图中:F 为吊杆张力;Ma 和Mb 分别

为拱肋与系杆梁的等效质量;Ha 和Hb 分别为拱肋

与系杆梁对吊杆横向等效刚度;H1 和H2 分别为拱

肋与系杆梁对吊杆等效转动刚度;H3 和H4 分别为

拱肋与系杆梁中减振垫对吊杆横向等效刚度;L 为

吊杆长度;EI为吊杆抗弯刚度;m 为吊杆单位长度

质量。

图1 吊杆张力计算模型

Fig.1 Thecalculationmodelofhangertension

图2 吊杆断面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diagramofhangersectionstructure

考虑吊杆外部高密度聚乙烯护套的影响(图

2),并假定吊杆张力沿杆长方向不变,且护套与吊杆

同步振动。在线弹性范围内,吊杆实际抗弯刚度EI
与拉伸(压缩)刚度EA 可分别表示为

EI=E1I1+E2I2
EA=E1A1+E2A{

2

(1)

其中:E1I1 为钢绞线抗弯刚度;E2I2 为黏性护套抗

弯刚度;E1A1 钢绞线拉伸(压缩)刚度;E2A2 为黏

性护套拉伸(压缩)刚度。其具体取值可参考国家标

准《斜拉桥热挤聚乙烯高强钢丝拉索技术条件》
(GB/T18365-2001)。

忽略温度场梯度变化,由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

吊杆张力变化FN 为

FN =-EAμ(T-T0) (2)
其中:μ为吊杆材料热膨胀系数;T0 为吊杆张拉完

成时的环境温度;T 为当前环境温度。
为研究方便,可将拱肋或系杆梁对吊杆的轴向

等效刚度与减振垫对吊杆的轴向等效刚度进行叠

加。令Ka 和Kb 分别为拱肋、系杆梁与减振垫对吊

杆横向等效刚度,则:Ka =Ha +H1,Kb =Hb +
H2。 由于减振垫与拱肋或系杆梁端部距离较近,
可认为减振垫位于拱肋或系杆梁的端部,此时吊杆

计算长度为L。
由Euler-Bernoulli梁理论,吊杆振动微分方程为

EI∂
4V(x,t)
∂x4 -F∂

2V(x,t)
∂x2 +m∂

2V(x,t)
∂t2 =0

(3)

  V(x,t)为吊杆横向位移函数,可表示为

V(x,t)=φ(x)Z(t) (4)
其中:Z(t)和φ(x)分别为吊杆的广义振幅坐标和

振型函数。

φ( )x =C1cosα( )x +C2sinα( )x +
C3coshβ( )x +C4sinhβ( )x (5)

其中

α= F2

4(EI)2+4π
2mf2

n

EI - F
2EI

(6)

β= F2

4(EI)2+4π
2mf2

n

EI + F
2EI

(7)

C1,C2,C3,C4 为待定系数,可根据吊杆边界条件

确定。
根据吊杆端部作用力和力矩平衡,可得吊杆边

界条件方程组为

EIφ″( )0 +H3φ′( )0 =0 (8)

EIφ‴ ( )0 +Haφ ( )0 -Maω2φ( )0 -Fφ′( )0 =0
(9)

EIφ ( )″L +H4φ ( )′L =0 (10)

EIφ‴ ( )L -Hbφ ( )L +Mbω2φ( )L +Fφ ( )′L =0
(11)

  将吊杆振型函数式(5)代入上述边界条件,构成

以待定系数C1,C2,C3,C4 为基本未知量的方程组,即

R

C1
C2
C3
C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ï

ï
ïï

4

=0 (1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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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Iα2 H3α

ω2Ma-Ka Fα+EIα3

-EIα2cosα( )L -H4αsinα( )L -EIα2sinα( )L +H4αcosα( )L
EIα3sinα( )L - Kb-ω2M( )b cosα( )L -Fαsinα( )L -EIδ3cosα( )L - Kb-ω2M( )b sinα( )L +Fδcosα(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L

EIβ2 H3β
ω2Ma-Ka Fβ-EIβ3

EIβ2coshα( )L +H4βsinhβ( )L EIβ2sinhβ( )L +H4βcoshβ( )L
EIβ3sinhβ( )L - Kb-ω2M( )b coshβ( )L +Fβsinhβ( )L EIβ3coshβ( )L - Kb-ω2M( )b sinhβ( )L +Fβcoshβ( )

ù

û

ú
ú
ú
ú
úúL

  为使式(12)有非零解,则其待定系数C1,C2,

C3,C4 所构成的矩阵行列式值应为0,即

R =0 (13)

  式(13)即为考虑抗弯刚度、长度、减振垫、附加

质量、弹性支承、黏性护套和环境温度影响时,吊杆

张力与横向振动频率解析表达式。该式为隐式,因
为使用不便,但由于较全面地考虑了吊杆实际构造

与边界条件的影响,因而精度较高,且适用于各长度

类型吊杆。

2 构建拱桥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

当吊 杆 两 端 固 接,则 Ka,Kb →+ ∞ 和 H3,

H4 →+∞ ,由式(13)可得固接边界条件下吊杆张

力计算方程,即

0 α 0 β
-1 0 -1 0

-αsinα( )L αcosα( )L βsinhβ( )L βcoshβ( )L
-cosα( )L -sinα( )L -coshβ( )L -sinhβ( )L

=

0 (14)

  展开可得

α2-β( )2 sinα( )L sinhβ( )L +
  2αβcosα( )L coshβ( )L -[ ]1 =0 (15)

  为便于公式应用,引入IRVINE无量纲参数ξ=

L F/EI 。

2.1 ξ值较大时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

当ξ值较大时,吊杆作类似张紧弦振动,定义参

数ηn=fn/fs
n ,其中:fn=ωn/2π,ωn 为吊杆第n阶横

向振动圆频率;fs
n =n
2L

F
m
,为理想张紧弦的第n

阶振动频率的理论值。
将无量纲参数ξ和ηn 代入式(6)、式(7)可得

α= ξ
2L

1+ 2nπηnæ

è
ç

ö

ø
÷

ξ

2

-1

β= ξ
2L

1+ 2nπηnæ

è
ç

ö

ø
÷

ξ

2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1

(16)

  把式(16)代入式(15),可得

ξsinα( )L sinhβ( )L +
  2nπηn 1-cosα( )L coshβ( )[ ]L =0

(17)

  由于方程中同时含有三角函数和双曲线函数,
不能直接得到ηn 与ξ的关系曲线。为了得到ηn 与ξ
关系,令

y(ηn)=ξsinα( )L sinhβ( )L +
  2nπηn 1-cosα( )L coshβ( )[ ]L (18)

  当ξ和n 确定时,y(ηn)的第n零点即为ηn 的

值。例如,当n=2,ξ=20,y(ηn)函数图形如图3所

示,从图可知:y(η2)有多个交点,取第2个零点,即

η2=1.1644。在此基础上,可获得各阶模态的ηn 随

ξ的变化关系。

图3 函数y(ηn)与变量η2 的关系曲线

Fig.3 Relationshipcurvesoffunctiony(ηn)andversusη2

图4为吊杆前4阶模态ηn 随ξ 变化的关系曲

线,由图可知:ηn 随着ξ的增大呈现先非线性下降后

逐渐趋于平缓的变化关系,最终趋近于1。当ξ较小

时,ηn 的变化率较高,表明吊杆振动频率对吊杆抗

弯刚度较为敏感,吊杆振动类似于梁的振动。当ξ
较大时,ηn 的变化率较低,吊杆的振动接近于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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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ηn 与ξ的关系曲线

Fig.4 Relationshipcurvesofηnandversusξ

振动。此时,参考简单边界条件下,吊杆的张力传统

计算公式[15]为

F=4mf2
nL2/n2 (19)

F=4mf
2
nL2

n2 -n2π2EI
L2 (20)

  可将吊杆张力与横向振动频率关系式表示为

F=B1
4mf2

nL2

n2 -B2
n2π2EI

L2 (21)

  B1,B2 为便于工程应用,在式(20)基础上引入

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其大小与振动阶次n、吊杆

两端边界条件及吊杆刚度相关。通过定义B1 与B2

的值,即可得到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因此该方法可

称为边界影响系数法。根据图4对B1,B2 分段拟

合定义,为了保证精度,忽略ξ较小的部分,结果如

表1所示。

表1 ξ较大时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表

Tab.1 Influencecoefficienttableofarchbridgehanger

boundarywhenξislarger

n ξ B1   B2

1
10≤ξ≤20 0.88897 5.27030

ξ>20 0.97855 14.28684

2
20≤ξ≤60 0.94808 2.96622

ξ>60 0.98433 6.53034

3
40≤ξ≤60 0.96265 2.29129

ξ>60 0.98439 3.49165

4
45≤ξ≤60 0.96537 1.80300

ξ>60 0.98448 2.42690

式(21)的精度与B1,B2 密切相关,式(21)应能

满足式(13),(14)。吊杆边界影响系数B1,B2 与ξ,

ηn 关系为

ηn = 1
B1

+B2n2π2
B1ξ2

(22)

  当ξ较小时,吊杆做类似于梁横向振动,如按弦

振动理论计算,产生的误差较大。

2.2 ξ值较小时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

当ξ值较小时,吊杆作类似梁的振动,定义无量

纲参数ψn=fn

fB
n
。其中:fB

n= λn

2πL2
EI
m
,fB

n 为两端

固定梁的第n阶自振频率的理论值;λn 可根据固定

梁的频率方程1-cosλ( )n coshλ( )n =0求得,λ1=
4.730,λ2=7.853,λ3=10.996,λ4=14.137。

将无量纲参数ξ和ψn 代入式(6)、式(7)可得

α= ξ
2L

1+ 2λ2nψn

ξ
æ

è
ç

ö

ø
÷

2

2

-1

β= ξ
2L

1+ 2λ2nψn

ξ
æ

è
ç

ö

ø
÷

2

2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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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将式(23)代入式(15)可得

ξ2sinα( )L sinhβ( )L +
  2λ2nψn 1-cosα( )L coshβ( )[ ]L =0 (24)

  确定λn 的值后,式(22)的求解方法同式(17),
只要给定ξ的值,即可得到ψn 与ξ的关系表达式,并
得到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其中前4阶模态ξ与ψn

的关系曲线如图5所示。

图5 ψn 与ξ的关系曲线

Fig.5 Relationshipcurvesofψnandversusξ

由图5可知,随着ξ增大,ψn 呈非线性增加,据
此可定义吊杆边界影响系数B1,B2。当ξ较小时,
将无量纲参数ξ和ψn 代入式(21)可得

ψn =nπ
λ2n

B2n2π2+ξ2
B1

(25)

  根据式(25)计算前4阶ξ不同范围时,吊杆边

界影响系数B1,B2 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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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ξ较小时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表

  Tab.2 Influencecoefficienttableofarchbridge
hangerboundarywhenξissmaller

n ξ B1 B2
1 0<ξ<10 0.83219 4.32124
2 0<ξ<20 0.89120 2.19642
3 0<ξ<40 0.93104 1.75346
4 0<ξ<45 0.94235 1.52450

2.3 拱桥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

考虑温度影响与吊杆黏性护套及复杂边界条件

影响时,根据表1和表2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结

合式(2)与式(21),可得前4阶模态吊杆张力与横向

振动频率之间的实用表达式。
当n=1时,吊杆张力与横向振动频率之间的实

用表达式为

F=0.832194mf
2
nL2

n2 -4.32124n
2π2EI
L2 -

  EAμ(T-T0)     (0<ξ<10)

F=0.888974mf
2
nL2

n2 -5.27030n
2π2EI
L2 -

  EAμ(T-T0)     (10≤ξ≤20)

F=0.978554mf
2
nL2

n2 -14.28684n
2π2EI
L2 -

  EAμ(T-T0)     (20<ξ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

(26)
  吊杆张力与横向振动频率之间的实用表达式是

分段给出的,由于各式考虑了环境温度与吊杆黏性

护套及吊杆复杂边界条件的影响,因而精度较高。
且公式通过吊杆边界影响系数给出,综合考虑了吊

杆边界条件,从而使张力表达式更加简单,便于工程

应用。

3 实例验证

以郑州刘江黄河大桥为背景,验证各式计算。
由文献[15]可知,该桥采用了6种长度吊杆,该桥吊

杆型号为PESC7-091,根据国家标准《斜拉桥热挤聚

乙烯高强钢丝拉索技术条件》(GB/T18365-2001)
可知:钢丝束单位长度质量为27.5kg/m;钢丝束密

度为7850kg/m3;粘性护套采用黑色内层彩色外

层双层高密度聚乙烯护套,内层护套厚为5mm,外
层护套厚为3mm,护套总厚为8mm;吊杆外径为

93mm;吊杆单位长度质量为30.4kg/m;抗弯刚度

EI=217120N·m2;钢丝束公称面积为35.02cm2;
吊杆热膨胀系数为1.2×10-5/℃。

3.1 施工期吊杆张力测定计算分析

吊杆边界条件及其相关参数根据文献[15]确
定。吊杆施工现场第1次张拉时横向振动频率与张

力实测值如表3所示。根据表3吊杆第1次张拉实

测频率值,分别采用式(19),(20),式(13)以及式

(26)计算吊杆张力,并给出各式计算结果精度。计

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刘江黄河大桥吊杆第1次张拉张力与频率

Tab.3 Thesuspendertensionandvibrationfrequencyinthe
first-timetensionoftheLiuJiangYellowRiverBridge

吊杆
编号

长度/
m

张力实测
值/kN

频率/
Hz

圆频率/
(rad·s-1) ξ值

1 23.458 500 2.9297 18.407848 35.60
2 22.585 500 3.0256 19.010405 34.27
3 20.827 500 3.3203 20.862060 31.61
4 18.157 550 4.0316 25.331289 28.90
5 14.537 550 5.0781 31.906643 23.14
6 9.914 550 7.9452 49.921163 15.78

由表4可以看出,不考虑吊杆抗弯刚度时,由传

统计算公式(19)计算吊杆张力,短吊杆最大误差为

37.18%,长吊杆最大误差为13.56%;考虑抗弯刚

度且吊杆两端铰接时,由式(20)计算吊杆张力,短吊

杆 最 大 误 差 为 33.39%,长 吊 杆 最 大 误 差 为

12.72%;表明式(19)和式(20)相对来说更适用于长

吊杆张力计算,但计算误差较大。可以看出,传统计

算公式不适用吊杆张力计算。

表4 刘江黄河大桥主桥施工期吊杆张力计算值相对误差

Tab.4 ThecalculationvalueandrelativeerrorofsuspendertensionoftheLiujiangYellowRiverBridgeinconstructionperiod

吊杆
编号

式(19) 式(20) 式(13) 式 (26)
张力/kN 相对误差/% 张力/kN 相对误差/% 张力/kN 相对误差/% 张力/kN 相对误差/%

1 574.33 14.87 570.44 14.09 505.48 1.10 507.72 1.54
2 567.80 13.56 563.60 12.72 502.35 0.47 497.06 -0.59
3 581.49 16.30 576.55 15.31 500.09 0.02 500.15 0.03
4 651.59 18.47 645.09 17.29 550.43 0.08 547.00 -0.55
5 662.65 20.48 652.51 18.64 554.52 0.82 536.93 -2.38
6 754.47 37.18 733.67 33.39 556.19 1.12 558.5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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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考虑抗弯刚度、长度、黏性护套、减振垫、附加

质量、弹性支承和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时,由式

(13)计算吊杆张力,长吊杆最大误差为1.10%,短
吊杆最大误差为1.12%。结果表明,由于式(13)考
虑了环境温度、黏性护套及吊杆复杂边界条件的影

响,计算精度高,不仅适用于长吊杆,而且同样适用

于短吊杆张力振动测试。
当根据吊杆实际情况,考虑边界影响系数,采用

式(26)计算吊杆张力,各长度吊杆张力计算最大误

差不超过2.38%,可以看出边界影响系数法计算精

度较高,且公式形式简单、统一,实用性强。

3.2 运营期吊杆张力测定计算分析

由于表3数据为桥梁施工现场吊杆第1次张拉

时实测数据,在运用式(13)与式(26)时环境温度变

化为0,不能体现环境温度变化对吊杆张力的影响。
为验证环境温度对吊杆张力的影响,在拱桥竣工后

桥梁运营阶段实测吊杆张力如表5所示。运营测试

时的环境温度为29.3℃;拱桥竣工完成吊杆调平张

拉时环境温度为14.7℃。根据表5运营期吊杆振

动实测频率,忽略或考虑环境温度变化时分别采用

(19)、式(20)、式(13)以及式(26)计算吊杆张力,并
与设计值比较计算相对误差,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刘江黄河大桥吊杆运营期实测频率

Tab.5 ThesuspendervibrationfrequencyoftheLiujiang
YellowRiverBridgeinoperationperiod

吊杆
编号

长度/
m

张力实测
值/kN

频率/
Hz

圆频率/
(rad·s-1) ξ值

1 23.458 1450 4.991 31.359 60.62

2 22.585 1450 5.193 32.629 58.37

3 20.827 1200 5.249 32.980 48.96

4 18.157 1200 5.961 37.454 42.69

5 14.537 1200 7.756 48.732 34.17

6 9.914 1050 11.352 71.327 21.80

表6 刘江黄河大桥主桥运营期吊杆张力计算值相对误差

Tab.6 Thecalculationvalueandrelativeerrorofsuspendertensionofthemainbridgeinoperationperiod

吊杆
编号

式(19) 式(20) 式(13)不考虑温度 式(13)考虑温度 式(26)不考虑温度 式(26)考虑温度

张力/
kN

相对误
差/%

张力/
kN

相对误
差/%

张力/
kN

相对误
差/%

张力/
kN

相对误
差/%

张力/
kN

相对误
差/%

张力/
kN

相对误
差/%

1 1666.83 14.95 1662.93 14.68 1570.22 8.29 1450.65 0.04 1575.44 8.65 1455.87 0.40
2 1672.67 15.36 1668.47 15.07 1572.41 8.44 1452.84 0.20 1576.27 8.74 1457.20 0.50

3 1453.25 21.10 1448.31 20.69 1344.35 12.03 1244.78 2.07 1351.50 12.63 1231.93 2.66

4 1424.49 18.71 1717.99 18.17 1302.47 8.54 1182.90 -1.42 1301.07 8.42 1181.50 -1.54

5 1545.82 28.82 1535.68 27.96 1356.09 13.01 1236.52 3.04 1367.07 13.98 1248.22 4.02

6 1540.20 46.69 1518.39 44.61 1191.28 13.46 1071.71 2.07 1195.67 13.87 1076.10 2.49

  由表6可以看出,对于刘江黄河大桥而言,在不

考虑环境温度和复杂边界条件时,采用传统表达式

计算吊杆张力时,计算值与设计值相对误差最大为

46.69%,最小为14.68%。相对误差较大,主要是

由于传统公式未能考虑吊杆实际边界条件与环境温

度变化对吊杆张力的影响。因而不宜采用传统式

(19)与式(20)计算吊杆张力,尤其是短吊杆张力计

算时更需考虑吊杆实际边界条件。
采用文中提出的考虑环境温度、黏性护套与复

杂边界条件影响的式(13)计算吊杆张力,不考虑环

境温度变化时,计算值与吊杆张力设计值相比最大

相对误差为13.46%,最小相对误差为8.29%;当考

虑环境温度变化时,最大相对误差为3.04%,最小

相对误差为0.04%。可以看出,两情况下式(13)计
算精度均较高,考虑环境温度变化时与不考虑环境

温度变化相比,精度最大提高了11.39%。
当根据边界影响系数法,采用式(26)时,不考虑

温度变化影响时,吊杆张力计算值最大相对误差为

13.98%,最小为8.42%;考虑温度变化影响时,吊
杆张力计算值最大相对误差为4.02%,最 小 为

0.40%。考虑温度影响时计算精度相对于不考虑温

度影响时的计算精度最大提高了11.38%,可以看

出在测定吊杆张力时,对于季节性温差较大的地区

环境温度的影响不可忽略。
可以看出,式(13)与式(26)均体现了吊杆抗弯

刚度、长度、黏性护套、减振垫、附加质量、弹性支承、
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计算精度较高,均满足

工程精度要求。式(26)精度略低于式(13),主要是

式(13)为综合考虑吊杆抗弯刚度、长度、黏性护套、
减振垫、附加质量、弹性支承和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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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时吊杆张力与横向振动频率的解析表达式,而式

(26)为该式的拟合式,存在截断误差,因而计算精度

略低。
此外,根据式(13)和式(26)计算运营期吊杆张

力与设计值相对误差,4号吊杆误差在-1.5%左

右,而相邻的3号和5号吊杆相对误差分别为2.5%
和4%左右。从而可知,对于部分吊杆运营阶段张

力与吊杆张力设计值比较计算误差增大,主要是由

于测试时桥梁已运营多年,结构内力重分布,且部分

吊杆存在局部损伤或松脱,导致该吊杆张力减小而

相邻吊杆张力增大,从而导致误差增加;运营阶段由

于环境温度的变化,吊杆实际张力已发生了变化,当
忽略温度影响时,通过振动频率法计算得到的吊杆

张力与拱桥施工竣工时吊杆张力设计值相比,必然

存在一定的误差。

4 结 论

1)建立了考虑吊杆抗弯刚度、长度、减振垫、附
加质量、弹性支承、黏性护套与环境温度等条件的吊

杆张力与振动频率解析表达式,该式适用于各长度

吊杆张力振动测试,施工期实测数据显示各长度吊

杆张力计算值最大误差不超过1.12%。公式精度

高,体现了解析表达式客观体现了吊杆实际边界条

件对吊杆张力的影响。

2)为便于工程应用,提出了边界影响系数法,
通过定义拱桥吊杆边界影响系数,给出吊杆张力实

用表达式。采用基于边界影响系数法的吊杆张力实

用表达式计算吊杆张力,施工期各长度吊杆张力计

算值最大误差不超过2.38%。

3)在运营期考虑环境温度影响时,与不考虑温

度影响相比,采用复杂边界条件下吊杆张力与振动

频率解析表达式可提高精度11.39%,采用基于边

界 影 响 系 数 法 的 实 用 表 达 式 计 算 可 提 高 精 度

11.38%。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地区测试吊杆张力

时,环境温度变化影响不可忽略。

4)考虑了吊杆抗弯刚度、长度、减振垫、附加

质量、弹性支承、黏性护套与环境温度等条件的吊

杆张力与振动频率解析表达式计算精度高,适用

于施工期及运营期各类长度吊杆张力振动测试计

算。基于边界影响系数法吊杆张力实用表达式,
计算精度较高,满足工程精度要求,且为显式形

式,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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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压电纤维致动的水下推进器性能及机理*

林煌旭1, 任枭荣1, 娄军强1,2, 贾 振1

(1.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宁波,315211)
(2.浙江大学浙江省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杭州,310027)

摘要 提出了一种宏压电纤维复合材料(macrofibercomposite,简称 MFC)致动的仿鲹科身体/尾鳍(bodyorcau-
dalfin,简称BCF)水下推进器。利用搭建的实验平台测试了不同驱动电压条件下推进器的摆动性能,推进器在峰

峰值为1000V,频率为17.7和3Hz的激励电压下分别取得空气中最大摆幅峰峰值为45mm,水下最大摆幅峰峰

值13mm。借助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简称CFD)研究了仿生推进器在稳定摆动过程中流

场特性和尾迹旋涡的分布情况,从推进器端部观察到的“反卡门涡街”结构揭示了仿生推进器的流体动力学机制和

摆动式推进机理。推进器端部在x方向上的平均推进力可达1.5mN。研究成果对压电纤维致动器在仿生推进器

的优化设计和提高其推进效率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 仿生水下推进器;宏压电纤维复合材料;身体/尾鳍谐振式推进;计算流体力学分析;反卡门涡街

中图分类号 TP24;TH113

引 言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枯竭,蕴藏着丰富矿产资

源的海洋是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模拟

海洋生物的仿生水下推进器拥有出色的流体动力学

性能,具有推进效率高,机动性强且隐蔽性好的优

点,在海洋环境监测、生物观察及资源勘探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1]。以鱼类为代表的海洋生物进化

出了卓越的水下运动能力。近85%的鱼类都采用

了身体/尾鳍推进方式[2]。BCF模式的鲹科鱼类推

进效率可超过90%,是迄今为止鱼类演化出的效率

最高、速度最快的推进模式,被认为是未来水下推进

装置的最终设计目标[3]。
早期的仿生水下推进器多采用电机、气/液压等

常规驱动元件,配合铰链、连杆机械传动机构来模仿

鱼的躯干及尾部的摆动。但是复杂庞大的传动机构

导致推进器动作生硬、柔度不高,推进效率难以媲美

模仿的鱼类。智能材料发展为水下驱动技术提供了

新的途径[4]。智能材料可与基体结构直接集成,实
现“近零驱动”。采用智能材料驱动的仿生推进器打

破了传统驱动方式的限制,表现出较大的柔性,从而

较好地模拟鱼类复杂的运动。研究者将压电材

料[5]、形状记忆合金[6]以及离子导电聚合物材料[7]

等智能材料成功地用于新型水下仿生机器鱼的驱动

和推进,证实了智能材料在水下推进领域的巨大优

势。近年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率先研制出了宏压

电纤维复合材料,MFC展示出了柔性好、变形大且驱

动力强等优点,在水下仿生推进系统中具有广阔应用

前景[8]。但是由于智能材料驱动的水下推进系统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研究大都止于可行性验证阶

段,研究重点在于驱动方法可行性和方案可实现性,
对整个仿生推进系统的驱动特性和推进机理缺乏深

入研究[9]。
文中在描述 MFC结构的基础上,根据鲹科鱼类

的游动方式和特点,提出了一种宏压电纤维致动的仿

鲹科水下推进器。搭建了推进器性能测试平台,分别

对推进器在空气中和水下的摆动性能进行了实际测

试。基于实验测试结果,采用计算流体力学研究了推

进器摆动过程中的流场特性和尾迹旋涡的分布情况,
得到了推进器在不同摆动时刻瞬态流场的涡量云图

以及速度矢量的变化情况,揭示了提出的仿生推进器

的流体动力学机制和推进机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505238,51805276,61703217);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LY20E050007);宁波市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9A610112)
收稿日期:2018-08-20;修回日期:2018-10-25



1 MFC致动的水下推进器结构描述

1.1 MFC的基本构成

  宏压电纤维复合材料是由美国Langley研究中

心研发的新型压电纤维复合材料[10]。MFC按照一

定的比例成分和空间排布形式将矩形横截面的粗压

电纤维和树脂基体胶合在一起,同时采用特殊工艺

将指交叉电极蚀刻在包铜聚酰亚胺薄膜上,其结构

示意图见图1。树脂基体增强了 MFC结构的强度

和韧性;指交叉电极排列方式增加了压电陶瓷与电

极之间的接触面积,大幅度提高了 MFC的变形和

驱动能力;最外层的聚酰亚胺薄膜能保证其密封性

和防水性。与传统的压电陶瓷相比,MFC具有柔性

更好、驱动变形量大且能量转换效率高等一系列优

点,因此特别适合作为水下推进器的驱动元件。

图1 MFC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diagramofMFCactuator

1.2 仿鲹科谐振式水下推进器结构

鲹科鱼类自主游动过程中,头部和胸部的横向

位移几乎可以忽略,可将其身体大约2/3部分视为

刚体,其巨大的推进力主要是尾部摆动产生。鲹科

鱼类BCF谐振式推进模式中,其柔性尾部协调身体

摆动产生推进力前进,且摆动幅度从身体后部到尾

鳍逐渐增大,其尾部摆动产生的推进力占整个身体

前进所需推进力的90%以上,其摆动推进过程如

图2所示[11]。
由于鲹科鱼类在推进过程中头部和胸部基本不

动,主要靠尾部带动尾鳍摆动产生推进作用,许多研

究者都采用经典的悬臂式Euler-Bernoulli梁模型

来模拟鲹科鱼类 BCF摆动推进模式,文中建立

MFC致动的推进器结构如图3所示[12]。
如果对 MFC施加一定的交变电压,MFC将沿

着基体横向方向产生伸缩变形,带动基体材料不断

地产生弯曲变形,其中粘贴有 MFC的基体部分在

图2 鲹科鱼类BCF谐振式推进过程示意图

Fig.2 BCFoscillatorypropulsionprocessforcarangi-
formfish

图3 MFC致动的水下推进器结构示意图

Fig.3 Structureoftheunderwaterpropelleractuatedby
MFC

MFC带动下主动变形,而没有粘贴 MFC的基体部

分在主动变形部分的带动下也会发生变形,从而产

生类似于鲹科鱼类尾部的摆动运动,进而模拟鲹科

鱼类的摆动式推进模式,其结构尺寸参数见表1。

表1 MFC致动的水下推进器结构尺寸表

Tab.1 Structuralparametersoftheunderwaterpropeller

结构参数
数 值

致动器 基 体

材料或型号 MFC8514-P1 3240环氧树脂

总体长度×宽度×
厚度/mm 145×22×0.55

致动长度×宽度×
厚度/mm 85×14×0.3

密度/(kg·m-3) 5440 2130

弹性模量E1/GPa 30.336 24

1.3 仿鲹科水下推进器摆动机理

图3(b)中,推进器在x-z 平面内的摆动状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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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长体结构特征,理论上常用欧拉-伯努利梁模型来

表示推进器模型的弯曲变形[13]。
其运动方程描述为

ρA(x)
∂2z
∂t2 +EI(x)∂

4z
∂x4=F(x,t) (1)

其中:ρ为推进器材料的等效密度;A(x)为等效横截

面积;EI(x)为弯曲刚度;F(x,t)为 MFC驱动力和

流体载荷共同作用的合力。
由于推进器前身基本不动,近似可认为其满足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的悬臂梁边界条件为

z(0)=0
dz(0)
dx =0

d2z(L)
dx2 =0

d3z(L)
dx3 =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0

(2)

  利用假设模态法和悬臂梁边界条件确定推进器

各阶主振型函数为

zr(x)=chβrx-cosβrx+ξrshβrx-sinβr( )x
(3)

其中:ξr =-(chβrL +cosβrL)/(shβrL +sinβrL);

zr(x)为推进器在第r阶振型时的横向位移。

2 推进器性能测试系统搭建

仿生推进器的摆动行为直接决定了推进器的推

进性能,为了测试 MFC致动器的致动效果,搭建了

推进器性能测试系统如图4所示。实验中压电纤维

采用美国 SmartMaterialCorp.生产的 d33模式

MFC,型号为 MFC8514-P1,并用环氧树脂胶水

DP-460将 MFC与梁基体进行粘贴。
推进器性能测试过程中,控制平台发出控制信

号到嵌入式机箱CompactDAQ(NI,cDAQ-9178),
通过电压输出模块(NI,AO9263)输出并经高压功

率放大器(Trek,PZD700A,放大增益200)放大,最
后施加到 MFC上,从而驱动 MFC按照设定的控制

规律实现推进器的摆动运动;同时利用布置在推进

器 末 端 的 激 光 位 移 传 感 器 (Micro-EPSILON,

ILD1402-50)实时检测推进器末端的纵向摆动位

移,其摆动位移信号通过调理电路转换为1~5V的

电压信号,经电压输入模块(NI,AI9205)采集到

cDAQ机箱,最后输送到计算机中。整个测控系统

基于 NI-LABVIEW 平台完成,系 统 实 物 装 置 见

图5。

图4 推进器性能测试系统结构框图

Fig.4 Blockdiagramoftheunderwaterpropellersystem

图5 测试系统实物图

Fig.5 Experimentalsetupoftheunderwaterpropeller
system

3 仿生推进器摆动性能测试

3.1 空气中推进器摆动性能测试

  实验中首先通过扫频实验激起推进器的弹性振

动以掌握其模态特性。考虑到低阶振动模态在推进

器振动特性中的主导地位,采用频率范围0.1~
30Hz,电压峰峰值为800V的正弦扫频信号施加

到 MFC致动器上,整个扫频过程持续20s,采样频

率为500Hz。从空气中推进器扫频实验测试结果

中可以看出:MFC致动器作用下,推进器产生了明

显的弹性振动,其一阶固有频率为17.7Hz,摆动幅

度峰峰值最大可达35mm以上。
为了进一步测试推进器在空气中的摆动特性,

进行了不同幅值和频率的驱动电压下,推进器末端

摆动幅值变化的性能测试实验。考虑到压电纤维致

动器的驱动电压范围为-500~1500V,实验中施

加无偏置、峰峰值分别为200,400,600,800V 及

1000V,频率范围为12~22Hz、间隔为1Hz的电

压激励信号到压电纤维致动器上,测得推进器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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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随激励电压的变化情况如图6所示。

图6 空气中推进器末端摆幅随驱动电压变化实验结果

Fig.6 Inairexperimentalresultoftheoscillatoryampli-
tudewithvarieddrivingvoltage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相同激励电压幅值下,
推进器在固有频率处具有最大的摆幅;在峰峰值

1000V的激励电压下,其空气中的摆幅峰峰值可达

45mm。初步证实了所提出方案的可行性。

3.2 水下推进器摆动性能测试

在周围流体动力学的影响下,推进器结构的固

有频率会显著下降。采用流体动力学函数对推进器

空气中的固有频率进行修正,可得其水下固有频率

表达式[13]为

ffluid=fair 4ρch
4ρch+πρwbΓr

(4)

其中:ρw 为水的密度;ρc 为推进器等效密度,由等效

体积法确定值为2689kg/m3;b和h 分别为基体宽

度和厚度;Гr 为水动力学函数,此处可近似取为1。
经计算可得推进器水下固有频率ffluid约为4.9Hz。

为了掌握水下推进器的低阶模态特性,采用频

率范围0.1~7Hz,电压峰峰值为800V的正弦扫

频信号施加到 MFC致动器上。从水下推进器扫频

实验末端位移频谱图7中可以看出:其水下固有频

率约为4.2Hz,与修正公式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与

空气中测试实验相似,同样施加5个不同峰峰值,频
率范围为2~7Hz、间隔为0.5Hz的电压激励信号

到压电纤维致动器,测得水下推进器末端振幅随激

励电压的变化情况见图8。
显然受周围流体作用力的影响,不仅推进器结

构固有频率显著降低,其在相同驱动电压下末端摆

动幅度也大幅度下降。在峰峰值1000V激励电压

致动下,水下推进器最大摆幅的峰峰值仅为13mm。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中水下推进器最大摆幅是在频

率为3Hz的激励电压作用下取得的,明显低于推进

图7 水中推进器扫频实验末端摆动位移频谱图

Fig.7 Underwaterfrequencyresponseofthepropeller

图8 水下推进器末端振幅随驱动电压变化实验结果

Fig.8 Underwaterexperimentalresultoftheoscillatory
amplitudewithvarieddrivingvoltage

器结构的水下固有频率;这是由于压电纤维材料本

身的机电耦合特性、迟滞非线性以及流体水动力特

性相互影响的结果,随着驱动电压的升高,存在着刚

度软化现象[14]。

4 推进器谐振式推进机理分析

仿生推进器通过模拟鱼类BCF摆动方式来实

现推进,由于水下推进器的往复摆动属于复杂的流

固耦合动力学问题,难以通过理论建模的方法进行

分析求解,故此处采用计算流体力学的方法对其摆

动式推进机理进行研究。基于 ANSYS-FLUENT
仿真平台,采用可实现k-ε湍流模型,选择弹簧光顺

和局部重构方法相结合的动网格技术来刻画流场的

动态变化过程,并设置力函数来定义推进器的往复

摆动过程。

CFD仿真分析中建立的计算域和网格划分结

果如图9所示。长方体流体域的尺寸为545mm×
222mm×300mm,3个方向尺寸都远大于推进器

尺寸,从而保证推进器周围的流体能充分发展,最后

采用四面体非结构网格对流体域进行划分,获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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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数187582个。

图9 FLUENT中计算域和网格划分结果

Fig.9 Computationaldomainandgridmeshingresults
inFLUENT

4.1 CFD仿真结果分析

由图8可知推进器在峰峰值1000V,激励频率

4Hz的激励电压下,摆幅峰峰值达到10.4mm。故

CFD仿真分析中设定推进器的摆动频率为4Hz,单
侧摆幅为5.2mm;为了便于分析流场结构的数值

计算结果,定义推进器末端的摆动位置和摆动相位

角的关系如图10所示。定义推进器摆动到最左端,
速度为零的时刻为0°相位;推进器摆动到中间位

置,向右运动速度最大的时刻为90°相位;同理最右

端速度为零时刻为180°相位,向左运动速度最大的

中间位置270°相位。

图10 推进器摆动位置和相位角关系图

Fig.10 Definitionofthephaseangleoftheoscillating
propeller

由于推进器在启动初始阶段与周围流体的耦合

效应较为复杂,且处于不稳定阶段,故此处选取推进

器摆动35个周期以后的流场稳定变化情况来分析

其摆动过程的流场特性。图11给出了静水条件下

瞬态流场的涡量云图以及速度矢量图在一个完整摆

动周期内的稳定变化情况,其中从相位角0°开始,
以45°为间隔,共8个典型相位。

从摆动的推进器端部涡流发展变化的8幅时间

序列图11(a)~(h)中可以看出:推进器端部从左向

图11 瞬态流场涡量云图以及速度矢量变化图

Fig.11 Computedinstantaneousvelocityfieldsandvor-
ticitydistribution

右的摆动过程中(0→180°),在0→45°相位,推进器

端部左侧萌发出一个新的逆时针旋涡 A,见图11
(a)。随着推进器加速向右摆动,旋涡的强度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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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壮大,在45°相位已经有了明显的圆环形

状见图11(b),且旋涡的面积和能量密度逐渐增大

(45°→90°→135°),直到推进器摆动到右极限位置相

位180°,左侧逆时针旋涡 A与推进器末端完全脱

离,见图11(e)。而同时,在推进器末端右侧又酝酿

出一个新生的顺时针旋涡Bn(图11e),在推进器末

端从右向左的摆动过程中(180→270°→0°+T),顺
时针旋涡Bn不断形成、壮大、直至最后脱落。在顺

时针旋涡Bn发展的同时,逆时针旋涡A完全脱离

推进器末端向右后传播,且能量强度逐渐减小(图

11(a),(f)~(h))。
从图11涡流云图的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由于

上一个周期内产生旋涡的存在,在一个摆动周期内

的任意相位,推进器端部一对交替出现、旋向相反的

旋涡始终清晰可见,并且两个旋向相反的旋涡相遇

并卷到一起,形成一对近似对称的涡环结构;在下一

个周期里,推进器摆动引起的流场特征和上一个周

期相似,从而周而复始产生新的涡流,涡流又周期性

地脱落,进而产生“反卡门涡街”流场结构,此种结构

在水中生物游动过程中被观察到,并用来解释鱼类

生物的游动推进机理[15-16]。
由于反卡门涡街结构的存在,两个旋向相反的

旋涡交汇在一起,产生一股向斜后方运动的射流,如
图11(a)~(h)中的白色直线所示。推进器结构在

射流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向前推进。这就是推进器模

拟鱼类游动的摆动式推进机理。

4.2 CFD推进力计算

图12给出了推进器端部沿x方向上的推进力

随时间变化曲线。由图可知,由于推进器端部刚开

始启动阶段加速度比较大,推进力明显增大;在周围

流体阻力作用下,波动曲线幅值开始衰减,在2s之

后趋于稳定。由于推进力的波动曲线不是关于x
轴对称的,因此推进力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不等于

零,故能给推进器提供动力。仿真结果表明,在摆动

频率为4Hz,单侧摆幅达到5.2mm条件下,推进

器端部在x方向上的平均推进力可达到1.5mN。

5 结束语

借鉴鲹科鱼类的推进方式和游动特点,笔者提

出了一种宏压电纤维致动的仿鲹科谐振式水下推进

器。仿生推进器性能测试实验结果表明:空气中仿

生推进器在固有频率处具有最佳摆动效果,摆幅最

大;而在周围流体作用下,仿生推进器在水下的固有

图12 推进器端部x方向上的推进力时变曲线

Fig.12 Variationofthethrustatthexdirection

频率和最大摆幅都远小于空气中的情况,且其最大

摆幅在略微小于水下固有频率处取得,随着驱动电

压幅值的升高,存在着刚度软化现象。
采用CFD分析了仿生推进器在稳定摆动过程

中不同相位的流场特性和尾迹旋涡的分布情况。从

推进器瞬态流场的涡量云图中观察到了“反卡门涡

街”结构,且在两个旋涡的交汇地带产生了一股向斜

后运动的水流,推进器在向后喷射水流的反作用力

下向前推进。故揭示了仿生推进器的流体动力学机

制和推进机理。数值计算结果表明,推进器端部在

x方向上的平均推进力可达到1.5mN。笔者的研

究结果对智能材料驱动的水下推进器的设计和推进

机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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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式刚度自调谐吸振器动力学特性研究*

操瑞志, 邵敏强, 陈卫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210016)

摘要 根据轴力变化对悬臂式结构固有频率的改变规律,设计一种由压电材料驱动的刚度自调谐动力吸振器。首

先,研究适用于这类吸振器的半主动控制方法,分别采用逐步寻优和遗传控制算法对吸振器固有振动频率进行实

时调节;其次,结合实际受控系统进行动力学仿真分析;最后,在获得有效振动抑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吸振器应用

于风洞测力模型的振动控制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吸振器能够将风洞测力模型端部振动抑制效果提高至

40dB以上,与其他类型的振动控制器相比具有更为优异的动力学性能。

关键词 自调谐动力吸振器;振动控制;遗传算法;逐步寻优算法

中图分类号 TB535;TH113.1

引 言

机械振动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是多数

情况下,振动是有害的,应该尽量避免和减小振动。
在交通运输业、机械制造业、建筑行业、航空航天等

领域都需要避免共振带来的危害,否则将会造成重

大事故。其中动力吸振是重要的减振技术之一。
传统被动式动力吸振器各项参数固定不变,只

在很小的频率范围内达到吸振效果。半主动式动力

吸振器可以通过调整自身参数,改变固有频率,在较

宽的频带范围内达到较优的减振效果。另外其耗能

少,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频率可调的半主动动力吸

振器分类较多,按照变刚度技术分为机械式[1-7]、电
磁式[8-9]及智能材料式[10]等。

机械式变刚度吸振器主要是通过设计合理的机

械结构来实现弹性元件的刚度调节,从而改变自身

的固有频率。Lee等[1]通过泵改变吸振器的液体腔

室之间的流体位置来改变有效质量分布,从而改变

固有频率大小。T°uma等[2]利用压电陶瓷改变滑动

轴承的状态,调节结构刚度。Nagaya等[3]设计了一

种半主动式动力吸振器,通过电机控制悬臂梁中间

支撑点位置来改变悬臂梁的有效臂长,从而改变悬

臂梁的刚度。徐振邦等[4]研制出一种机械式频率可

调动力吸振器,通过电机控制两个片弹簧之间的分

离程度来改变弹簧结构的等效刚度,从而改变吸振

器的固有频率。高强等[5]设计的吸振器通过注入和

抽出液体来改变液体箱的质量从而调节吸振器固有

频率。文献[3-4]设计的吸振器采用电机控制,文献

[1,5]采用泵调节存在反应慢、可控精度低等缺点。
张耀庭等[6]通过试验发现预应力梁的固有频率

随预应力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此动力学规律未曾应

用到吸振器。通过改变悬臂梁的轴向力大小而改变

刚度,基于此规律可设计一种新型半主动式动力吸

振器。吸振器的弹性元件可通过改变形变材料调节

其伸缩长度来调节弹性元件刚度,吸振器结构简单、
反应快、实时性强,形变材料具有微米量级可控精密

度,可控性高。

1 吸振器结构模型

1.1 吸振器组成部件

  吸振器结构形式如图1所示,包括基座、弹性元

件、转接件、吸能质量块、调谐器(驱动弹性元件沿其

轴向伸缩)和力传感器。调谐器包括形变材料(与弹

性元件连接)和压电作动器(驱动形变材料沿其轴向

伸缩)。
弹性元件由两块平行安装的悬臂梁组成,主体

材料为低碳钢,表面附有碳纤维复合材料。吸能质

量块由转接件安装在弹性元件的一端,有效提高吸

振器减振性能。可拆卸吸能质量块安装方便,有效

* 装备预研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目(614291102010217);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8-08-20;修回日期:2018-10-16



图1 动力吸振器实物图

Fig.1 Dynamicvibrationabsorber

调节吸振器的变频范围,提高吸振器的实用性。
调谐器由压电促动器和形变材料组成,压电促

动器在电压驱动下产生推动力,驱动形变材料沿轴

向伸缩,发生位移,轴向力改变,从而调节弹性元件

的刚度。力传感器实时返回轴向力数值。

1.2 吸振器性能

通过试验直接获得结构动力学参数,包括吸振器

在不同轴力作用下的模态参数。利用力锤法测频响

函数,得到不同轴向力下吸振器的固有频率和阻尼

比,结果如表1所示。频率变化范围为7.1~8.3Hz。

表1 不同轴向力下吸振器模态参数

Tab.1 Modalparametersofabsorberunderdifferentaxial
forces

轴向力/N 固有频率/Hz 阻尼比/10-3

27 7.1 28
45 7.2 31
95 7.5 24
127 7.7 27
199 8.0 20
237 8.1 24
273 8.2 28
331 8.3 39

4组数据的频响函数如图2所示,随着吸振器

轴力增加,固有频率随之增加。阻尼比由半功率带

宽法求得。从表1看出,吸振器的阻尼比较小。将

实际测得不同轴向力下吸振器的固有频率进行线性

拟合(如图3),拟合公式为

f=7.1+4.1×10-3F (1)
其中:f为固有频率;F 为轴向力,单位为N。

2 半主动式吸振器控制算法

不考虑阻尼时,吸振器的固有频率和激振频率

相等时,吸振效果最佳;当考虑阻尼时,最佳吸振频

率会发生偏移。所以在实际情况下,若使两者频率

图2 不同轴向力下吸振器的频响函数

Fig.2 Frequencyresponsefunctionunderdifferentaxial
forces

图3 不同轴向力下吸振器的固有频率

Fig.3 Frequencyofabsorberunderdifferentaxialforces

相等将达不到最佳的减振效果。影响原因还有:a.
快速傅里叶变换精度误差,实时计算频率有误差;

b.数据拟合的吸振器固有频率存在一定误差;c.吸
振器在长期使用后结构和材料发生疲劳变形甚至破

坏,性能改变;d.安装时预紧力无法保证每次都相

同,针对所设计的吸振器动态特性,设计两种半主动

控制方法进行振动抑制。

2.1 逐步寻优算法

逐步寻优算法控制流程如图4所示,控制过程

分为两步:①识别激振频率并将吸振器固有频率调

整至激振频率附近;②寻优过程。调整吸振器的固

有频率使减振对象的振动降到最低。考虑实验时实

际情况,用0.5s内振动加速度信号和激振力信号

的时域均方根比值γ表征振动量。

γ= ∑
N

i=1
x2i/( )N /∑

N

i=1
y2i/( )N (2)

其中:xi 为振动信号;yi 为激振力信号;N 为数据

总数。
控制算法的具体过程如下:① 对主系统A 点的

加速度信号进行采样,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激

振频率ω,同时测量吸振器的轴向力,通过拟合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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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逐步寻优算法控制流程图

Fig.4 Flowchartofprogressiveoptimizationalgorithm

确定吸振器固有频率ωa;② 确定频率控制阈值ω0,
调节轴向力至最终满足判断条件;③ 测量并计算A
点加速度和激振力信号的均方根比值,记为γ1;增
大轴向力,初始步长为 K,重新测量得到均方根比

值,记为γ2;④ 比较γ1 与γ2 大小,若γ1>γ2,此时

轴向力调整步长为K=sgnγ1-γ( )2 K ;否则,步长

减小为K=sgnγ1-γ( )2 K·0.6;⑤ 更新γ1 与γ2
值,把γ2 的值赋给γ1,然后重新测量和计算γ2;⑥
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K <K0,满足条件,算法控

制结束,其中为 K0 最小终止步长,不满足则继续

循环。

2.2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启发式、自适应、全局优化的算

法,属于智能控制算法,适用于复杂的控制系统。文

中利用遗传算法优化吸振器输入参数,将轴向力作

为遗传算法的个体,确定吸振器的最佳吸振频率。
遗传算法的控制流程如图5所示。首先,对激

励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激振频率;然后,利用

遗传算法进行控制,优化吸振器输入参数;最后,进
行遗传运算时采用二进制编码。因为控制目标是抑

制振动,故将式(2)作为个体的适应度函数。
遗传算法过程如下:① 初始化种群,依据吸振

图5 遗传算法控制流程图

Fig.5 Flowchartofgeneticalgorithm

器轴向力变化范围随机生成个体;② 评价初始种

群,计算各个体振动量比值γ;③ 根据每个个体的

适应度值(γ)进行遗传操作:选择、交叉、变异,产生

新的个体;④ 评价新种群个体,计算个体的适应度

值γ;⑤ 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

3 吸振器有限元建模与仿真

3.1 时变梁单元模型

  考虑轴向位移,欧拉-伯努利梁的动能和势能分

别如下

T=12∫
l

0
ρA ∂w

∂
æ

è
ç

ö

ø
÷

t
2

dx+12ρA∫
l

0

∂u
∂

æ

è
ç

ö

ø
÷

t
2

dx (3)

V=12∫
l

0
EI(∂

2w
∂x2

)2+F∂w∂
æ

è
ç

ö

ø
÷

x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dx+

  12∫
l

0
EA ∂u

∂
æ

è
ç

ö

ø
÷

x
2

dx (4)

  若在每个梁单元节点处定义节点位移ue =
ui u[ ]j ,we= νi θi νj θ[ ]j ,则横向位移和轴向

位移如下

w( )x = N1 ( )x N2 ( )x N3 ( )x N4 ( )[ ]x we

u( )x = N5 ( )x N6 ( )[ ]x ue

其中:Ni(i=1,2,…,6)为定义在局部坐标中插值

函数。
已知轴向力作用下的欧拉-伯努利梁的动能和

势能表达式,代入拉格朗日方程,最终可求得系统的

运动微分方程,得到刚度矩阵,质量矩阵和阻尼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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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所求得的单元刚度矩阵包括定常矩阵和时变矩

阵,定常矩阵用Ke
1 表示,时变矩阵由Ke

2 表示。

Ke
2=

0 0 0 0 0 0
0 6F/5l F/10 0-6F/5l F/10
0 F/10 2Fl/150-F/10-Fl/30
0 0 0 0 0 0
0-6F/5l -F/100 6F/5l -F/10
0 F/10 -Fl/300-F/10 2Fl/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15

  有轴向力作用下梁单元质量矩阵 Me 和单元定

常刚度矩阵Ke
1 与无轴向力作用时结果相同。Ke

2 为

单元时变刚度矩阵,是由轴向力引起的刚度变化项。
取决于轴向力F,其中F= ( )Ft 为时间函数。轴向

力作用下梁单元刚度矩阵Ke=Ke
1+Ke

2。

3.2 吸振器减振仿真结果

通过改变轴向力大小可以改变悬臂梁的固有频

率。将吸振器模型简化为图6(a)所示模型,质量块重

0.49kg。将风洞测力模型简化为悬臂梁,尺寸如表2。

表2 吸振器和主系统尺寸

Tab.2 Parametersofmainsystemandabsorber mm

梁 长度 宽度 高度

1 300 20 2.5
2 300 20 2.5
3 300 10 2.5

主系统梁 1820 150 35

图6 有限元仿真模型

Fig.6 Modelofsimulationwithfiniteelementmethod

参考实际模型,将轴向力 F 范围设置为0~
300N,结 果 表 明 吸 振 器 的 一 阶 固 有 频 率 的 从

7.3Hz增加到10.0Hz,仿真分析与试验得到的结

果变化趋势吻合。主系统的一阶固有频率为8.6
Hz。当远离共振区的频率区间,振动量较小,取激

振频率范围为7.3~10.2Hz。
如图6(b)所示,将悬臂梁吸振器安装在主系统

梁端部,将端部位置作为振动观测点来评价减振效

果。材料统一为低碳钢。分别采用逐步寻优算法和

遗传算法进行吸振器振动控制仿真分析。
减振效果S 以安装吸振器时评价量γwith 与无

吸振器时评价量γwithout 比值来表示,并转化为分贝

的形式。

S=20logγwith/γ( )without

3.2.1 基于逐步寻优算法振动控制仿真结果

图7 基于逐步寻优算法控制吸振器减振效果

Fig.7 Dampingeffectofabsorberbasedonprogressive
optimizationalgorithm

分析在不同激振频率下,采用逐步寻优算法控

制时吸振器振动抑制效果。初始步长设定为5N,
终止步长为1N,结果如图7所示。图7(a)为吸振

器控制前后比较结果,3条曲线分别代表的是主系

统在不安装吸振器、安装被动式、半主动式吸振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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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观测点均方根比值γ。图7(b)表示半主

动与被动减振效果比较。
结果表明,被动式吸振器只能在单个频率点附

近起到振动抑制作用,其他频率激振时减振效果差,
甚至振动加剧。在激振频率7.3~10.2Hz范围内,
半主动吸振器具有很好的减振效果,最佳吸振效果

达39.2dB。

3.2.2 基于遗传算法的振动抑制仿真结果

设定初始化种群个数为30,最大遗传代数为

10。选择算子采用保留精英策略,交叉算子采用多

点交叉,变异算子采用突变,减振效果如图8所示。
图8(a)为吸振器控制前后比较结果,图8(b)为半主

动与被动减振效果比较。其中无吸振和被动吸振结

果与图7中相同。

图8 基于遗传算法控制吸振器减振效果

Fig.8 Dampingeffectofabsorberbasedongeneticalgo-
rithm

仿真结果表明,当遗传代数为3代时,子代个体

中已经出现了最优个体,振动抑制达到理想效果,随

着种群的进化,最优个体的数目在增加。在激振频

率为8.6Hz时,当遗传代数达到10代时,所有个体

的减振效果都稳定在38.0dB左右。
在激振频率7.3~10.2Hz范围内,半主动式吸

振器具有很好的减振效果,振动被降低至很小。在

8.6Hz处取得最佳吸振效果39.0dB。
在7.3~10.2Hz范围内,两种算法控制下吸振

器减振效果明显,使系统在共振区的振动都得到有

效抑制。仿真结果表明,吸振器的具有很好的减振

效果,并验证逐步寻优算法和遗传算法的可行性。

4 吸振器减振试验

振动控制试验系统的硬件系统包括:被控对象、
激振系统、信号发生系统、信号采集与处理系统及压

电作动系统;软件系统为振动半主动控制软件,基于

BorlandC++Builder开发系统自主编写;将设计

的逐步寻优算法和遗传算法编写到控制模块。被控

对象 是 风 洞 测 力 模 型,长 为1820 mm,质 量 为

160.9kg,结构如图9所示。由试验测得主系统的

一阶固有频率为7.7Hz。

图9 振动控制试验

Fig.9 Experimentofvibrationcontrol

4.1 基于逐步寻优算法的振动抑制试验结果

采用逐步寻优算法控制,减振效果如图10所

示。图10(a)为吸振器控制前后试验结果比较,图

10(b)为半主动与被动减振结果比较。在激振频率

7.0~8.3Hz范围内,半主动悬臂梁吸振器达到了

理想的减振效果。被动式吸振器只能在单个频率点

附近起到振动抑制作用。在7.7Hz处(主系统的固

有频率7.7Hz)取得最佳吸振效果40.9dB。

4.2 基于遗传算法的振动抑制试验结果

采用遗传算法控制,减振效果如图11所示。其

中无吸振和被动吸振结果与图10中相同。图11
(a)为吸振器控制前后试验结果比较,图11(b)为半

主动与被动减振结果比较。考虑试验时长,设定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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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基于逐步寻优算法控制吸振器减振效果

Fig.10 Dampingeffectofabsorberbasedonprogressive
optimizationalgorithm

始化种群个数为12,最大遗传代数为5。结果表明,
当遗传代数为3代时,子代个体中已经出现最优个

体,振动抑制达到最佳减振效果。当种群进化到第

5代,大部分个体已经达到最佳吸振效果。在激振

频率7.0~8.3Hz范围内,半主动悬臂梁吸振器都

具有很好的减振效果。在7.7Hz处取得最佳吸振

效果40.0dB。

4.3 两种算法试验结果分析

将基于逐步寻优算法和遗传算法控制的减振效

果对比,效果基本相同。吸振器与主系统的质量比

和阻尼比是影响减振效果的因素之一,仿真时将模

型进行简化,质量比和阻尼比有差异,所以实验时最

佳减振效果优于仿真结果。
结果表明在共振频率附近,对风洞模型的控制

衰减达99%,明显优于文献[11](振动衰减50%以

上)主动控制得到的结果。
两种算法各有优缺点,逐步寻优算法的优点在于

图11 基于遗传算法控制吸振器减振效果

Fig.11 Dampingeffectofabsorberbasedongenetical-
gorithm

控制速度快,计算效率高。当不存在外扰或者不可控

环境因素时,能迅速地找到最佳吸振频率。缺点是抗

干扰能力弱,因为其特点是变步长,当 (γ2-γ1)的值

变号时步长减小。若在测量过程中存在外扰或者不

可控环境因素,步长过小,就可能陷入局部极小值。
遗传算法的优点在于全局寻优,不会因为外扰

或者环境因素陷入局部极小值,无法跳出局部极小

值;缺点是时间相对较长,测量每个染色体的评价值

需等待主系统稳定后进行测量,消耗了一定的时间。

5 结 论

1)笔者设计的新型悬臂式刚度自调谐吸振器

结构简单,实时性强,可控精度高。吸振器的性能测

试结果表明:吸振器固有频率随着轴向力的增加而

增加。

2)吸振器的减振特性进行了有限元仿真分析,
分别采用适应于这一类吸振器的算法控制,减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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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高达39.0dB。仿真结果验证了两种控制算法

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两种算法控制下此吸振器具

有很好吸振效果。

3)风洞测力模型上验证了吸振器具有很好的

减振效果;分别在逐步寻优算法和遗传算法的控制

下,吸振器能在一定的频带内有很好的减振效果。
试验时减振效果超过40.0dB。减振效果优于其他

类型的振动控制器的减振效果,具有更为优异的动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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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用于状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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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基于强化学习三态组合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reinforcementlearning3-statescombinedlongandshort
timememoryneuralnetwork,简称RL-3S-LSTMNN)的旋转机械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新方法。笔者提出的RL-3S-
LSTMNN中,采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方法构造单调趋势识别器,将旋转机械整体的状态退化趋势分为平稳、下降、

上升3种单调的趋势单元,并通过强化学习为每一种单调趋势单元选择一种隐层层数和隐层节点数与之相适应的

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提高了RL-3S-LSTMNN的泛化性能和非线性逼近能力,使所提出的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方法

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用不同隐层数、隐层节点数和3种单调趋势单元分别表示Q表的动作和状态,并将长短时

记忆神经网络(longandshorttimememoryneuralnetwork,简称LSTMNN)输出误差与Q表的更新相关联,避免

了决策函数的盲目搜索。结果表明:提高了RL-3S-LSTMNN的收敛速率,使所提出的预测方法具有较高的计算效

率;滚动轴承状态退化趋势预测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强化学习;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奇异谱熵;趋势预测;旋转机械

中图分类号 TH165.3;TH17

引 言

旋转机械广泛应用于各种关键的设备中,其性

能状态直接决定着设备能否长期安全可靠地运

行[1]。由于目前对许多旋转机械建立物理失效预测

模型十分困难[2],基于数据驱动的状态预测方法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基于数据驱动的状态

退化趋势预测方法一般分为:现代模型预测方法(例
如灰色模型(greymodel,简称 GM)),数值分析预

测方法(例如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eastsquares
supportvectormachine,简称LSSVM)等)和人工

智能预测方法(例如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等)。文献

[3]采用小波GM 开发了一种用来预测旋转机械故

障的分析仪。文献[4]在时序数据的特征空间上将

预测当做高斯过程,利用贝叶斯预测模型(Bayesian
predictionmodel,简称BPM)进行风力发电机组轴

承失效预测。文献[5]利用模糊神经网络对轴承进

行剩余寿命预测。然而,以上预测方法仍存在很多

缺陷。对于GM,驱动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不

明确,未考虑在作用期内驱动变量对系统行为序列

的作用强度随时间变化的问题,使得GM 很难得到

精确的预测结果。由于BPM 通常无法及时找到最

需要推理的因素,不能及时得到该因素的预测值。
传统神经网络如LSTMNN和循环神经网络(recur-
rentneuralnetwork,简称RNN)的隐层层数和隐层

节点数的选择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6],一般只能靠

经验选择,导致神经网络的预测精度和计算效率都

不佳。作为一种解决序贯决策问题的机器学习框

架,强化学习采用不断的“交互-试错”机制[7],实现

决策函数和环境的持续交互,从而学得完成任务的

最优 策 略,契 合 了 人 类 提 升 智 能 的 行 为 决 策 方

式[8-13]。针对传统神经网络的隐层层数和隐层节点

数根据经验选择导致泛化性能和非线性逼近能力不

可控的问题,结合强化学习在行为决策方面的优势,
在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强化

学习三态组合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RL-3S-LST-
MNN具有较好的泛化性能、非线性逼近能力和收

敛速率。
利用所提出的RL-3S-LSTMNN的优势,笔者

*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SKLMT-KFKT-20171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
(2016M602685);四川大学泸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项目(2018CDLZ-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305283)
收稿日期:2018-09-03;修回日期:2019-04-16



提出了基于RL-3S-LSTMNN的状态预测方法。将

该方法用于旋转机械状态退化趋势预测,可获得较

理想的预测精度和较快的计算效率。

1 强化学习三态组合长短时记忆神经

网络

1.1 RL-3S-LSTMNN的理论模型

RL-3S-LSTMNN模型通过构造单调趋势识别

器将时序数据分为3个趋势单元(平稳、下降和上

升),再采用强化学习分别为每个趋势单元选取一个

隐层层数和隐层节点数与其变化规律相适应的长短

时记忆神经网络。该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RL-3S-LSTMNN模型

Fig.1 ModelofRL-3S-LSTMNN

RL-3S-LSTMNN模型具体的思路如下:

1)强化学习选取LSTMNN的过程。设时间

序列为xt= x1,x2,…,x[ ]t
T ;在时域坐标中和xt

相对应的点坐标为 1,x( )1 ,2,x( )2 ,…,t,x( )t 。

构造最小二乘回归单调趋势识别器,该识别器构造

过程如下:对点 1,x( )1 ,2,x( )2 ,…,t,x( )t 进行线

性拟合,设拟合的直线方程为

x=ht+b (1)

  平方拟合误差为

φh,( )b =∑
t

i=1
hi+b-x( )i

2 (2)

  为了求出最优拟合方程,依据微积分求极值原

理,需满足以下条件

∂φh,( )b /∂h=0
∂φh,( )b /∂b={ 0

(3)

  由式(3)解出拟合方程的斜率h和截距b。根

据斜率h的值可判别该时序的趋势状态,趋势状态

的具体界定判据如下:①如果λ<arctanh<μ,即

为平稳趋势状态,记作s1;②如果-π2 ≤arctanh≤

λ,即为下降趋势状态,记作s2;③如果μ≤arctanh

≤ π2
,即为上升趋势状态,记作s3。

其中:λ<0且μ>0。以上就是最小二乘回归

单调趋势识别器的构造过程。
将上述3种趋势状态作为强化学习的环境状

态,决策函数依据当前的趋势状态,从动作集a里选

取执行一个动作,动作集a如表1所示。

表1 动作集a

Tab.1 Actionseta

动作集a LSTMNN隐层层数 LSTMNN隐层节点数

a1 n1 m1

a2 n2 m2

︙ ︙ ︙

ad nd md

在选取动作的过程中,采用由状态集s与动作

集a 构成的Q表替代折扣累积奖励期望值,如表2
所示。

表2 Q表

Tab.2 Qtable

s a1 a2 … ad

s1 qs1,a( )1 qs1,a( )2 … qs1,a( )d

s2 qs2,a( )1 qs2,a( )2 … qs2,a( )d

s3 qs3,a( )1 qs3,a( )2 … qs3,a( )d

根据Q表(Q表用于保存奖励,Q值即动作选

择的依据,每次执行动作获得的奖励再反馈更新Q
值,经过多次动作执行后,Q表里的Q值会趋于稳

定,因此稳定的Q值储存了学习获得的经验),利用

决策函数为每个状态选取一个相对应的动作,决策

函数的表达式为

a* s( )i =argmax
a

qa s( )i (4)

其中:a* s( )i ∈a1,a2,…,ad ,i∈1,2,3表示在状

态si 下决策函数选取的动作。
得到状态si 下相应的动作a* s( )i 后,再根据

a* s( )i 表示的网络隐层层数和隐层节点数对一个

LSTMNN进行设置,就得到一个与时序xt(即趋势

状态si)对 应 的 长 短 时 神 经 网 络,记 作i-LST-
MNN。
2)计 算 网 络 输 出 的 过 程。将 时 序 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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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2,…,x[ ]t
T 作为i-LSTMNN 的输入,若i-

LSTMNN隐层为一层,隐层节点为m 个,则该隐层

中输入门输出i1t 、遗忘门输出f1t 和输出门输出o1t
分别计算如下

i1t =σW1
ixt+U1

ih1
t-( )1 (5)

f1t =σW1
fxt+U1

fh1
t-( )1 (6)

o1t =σW1
oxt+U1

oh1
t-( )1 (7)

  根据矩阵运算法则可知,隐层节点数和输入向

量维数共同决定权值和活性值维度,因此式中各门

的权值和活性值的维度为t×m。 为了简化网络的

更新过程,将各偏置量简略,因此只需对权值与活性

值进行更新。
另外,该隐层记忆单元c1t 和候选记忆单元췍c1t 表

达如下

c1t =i1t 췍췍c1t +f1t 췍c1t-1 (8)
췍c1t =tanhW1췍cxt+U1췍ch1

t-( )1 (9)

  由式(7-8)可求出该隐层状态h1t 为

h1t =o1t ⊗tanhc1( )t (10)

  由式(10)计算最终输出y1t 为

y1t =σW1
th1( )t (11)

  若i-LSTMNN隐层为两层,隐层节点为m 个,
则上述隐层变为第1隐层,继续将第1隐层最终输

出y1t 作为第2隐层的输入。根据第1隐层的计算

过程,同理可求出第2隐层的输入门输出i2t 、遗忘

门输出f2t 、输出门输出o2t 、记忆单元c2t、候选记忆

单元췍c2t 、隐层状态h2t 和第2层最终输出y2t 。以此

类推,若i-LSTMNN 隐层为n 层,隐层节点为 m
个,则可求出in

t,fn
t,on

t,cn
t,췍cn

t,hn
t 和yn

t 。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不同隐层的计算法则相同,但是各隐层初始

设置的参数值(即各项权值W 和活性值U )是互

异的。

1.2 RL-3S-LSTMNN的学习算法

RL-3S-LSTMNN的学习过程划分为两步:①
强化学习Q表的更新;②与每个趋势状态相对应的

最终i-LSTMNN权值和活性值的更新。
1.2.1 强化学习Q表的更新

使用ε-贪 婪 策 略 对 Q 表 进 行 更 新:令ε=
ε1,ε2,…,ε[ ]P 为单调递减的数列,且ε 的每个元

素ερ∈ 0,( )1 。对Q表进行P轮更新,并将ε1,ε2,
…,εP 依次分别作为每轮选择动作的参考值(即第ρ
轮选择动作的参考值为ερ )。在第ρ轮中又更新K
次,每次产生一个随机数χρk ∈ 0,( )1 ,比较χρk 和

ερ :如果χρk ≤ερ ,就在状态si 下随机地选取动作;
如果χρk >ερ ,就在状态si 下依据式(4)选取动作。
然后,根据上文得到对应的i-LSTMNN后,计算i-

LSTMNN的输出yn
t 。记期望输出为yt,则输出误

差函数为

En =12 yn
t -y( )t

2 (12)

  在状态si 下,结合输出误差,选取动作a得到的

奖励r由下式计算

r= 2e-En

eEn
+e-En (13)

其中:e为自然指数。
显然r∈ 0,( )1 且与输出误差成负相关(即输

出误差越大,奖励值越小)。
再根据贝尔曼方程和奖励值更新 Q表中状态

si 下选取动作的Q值

qsi,( )a′=
 1-( )αqsi,( )a +αr+γmax

q
qs′i,( )[ ]a′ (14)

其中:qsi,( )a′ 为 Q表中qsi,( )a 更新之后的值;
max

q
qs′i,( )a′ 为Q表中下一状态s′i下的最大Q值。

另外,状态s′i可由yn
t 输入到单调趋势识别器中

进行判别。

1.2.2 最终i-LSTMNN权值和活性值的更新

这里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法来更新权值和活性

值,如果最终i-LSTMNN隐层层数为1,由式(5~
9)、式(12)和链式求导法可得到各权值和活性值的

梯度,再根据如下公式进行更新

W′
U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Wé
ë
ê
ê

ù

û
ú
úU
+ψ

∂E
∂W
∂E
∂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U

(15)

其中:W′和U′为更新后的权值和活性值;ψ 为学

习率。
若最终i-LSTMNN隐层为两层,则用以上相

同更新法则对第2隐层的权值和活性值进行更新,
再对第1隐层进行更新,由于此时不存在第1隐层

输出误差,不能直接用误差计算关于第1隐层输出

y1t 的梯度,但y1t 为第2隐层的输入,因此可根据第2
隐层的输出误差E2 间接求出关于第1隐层输出y1t
的梯度,再根据式(15)进行权值和活性值更新。以

此类推,若最终i-LSTMNN隐层为n层,则可实现

n层中各权值和活性值的更新。

2 基于RL-3S-LSTMNN的状态退化
趋势预测方法

2.1 基于RL-3S-LSTMNN的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方

法实现过程

  如图2所示,基于RL-3S-LSTMNN的旋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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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RL-3S-LSTMNN的状态退化预测方法实现

过程

Fig.2 Implementationoftheproposedstatedegradation
trendprediction methodbasedon RL-3S-LST-
MNN

械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方法的实现过程如下。

1)使用奇异谱熵[14]对旋转机械全寿命振动数

据进行特征提取。

2)通过滑动平均方法对奇异谱熵进行降噪处

理,并将降噪后的奇异谱熵作为旋转机械状态退化

特征。

3)将此特征输入到 RL-3S-LSTMNN进行训

练。由文中1.2节的学习过程可知,RL-3S-LST-
MNN的训练过程分为:采用单调趋势识别器判别

输入序列的趋势、训练强化学习和训练最终与趋势

状态相对应的i-LSTMNN。

4)通过训练好的与趋势状态对应的i-LST-
MNN来预测旋转机械状态退化趋势。

RL-3S-LSTMNN的训练过程如下:取一段奇

异谱熵序列 [xb,xb+1,…,xb+(l+1)t-1]作为训练样本,
然后对此序列进行分解

T1=[xb,xb+1,…,xb+t-1]⇒
  T′1=[xb+t,xb+t+1,…,xb+2t-1]

  T2=[xb+t,xb+t+1,…,xb+2t-1]⇒
  T′2=[xb+2t,xb+2t+1,…,xb+3t-1]

   ︙

  Tl=[xb+(l-1)t,xb+(l-1)t+1,…,xb+lt-1]⇒
  T′l=[xb+lt,xb+lt+1,…,xb+(l+1)t-1]
其中:b为取样的起始点;T1,T2,…,Tl 为训练输入

样本;l为训练样本组数;t为样本维数;T′1,T′2,
…,T′l 为训练输入样本相应的期望输出。

把样本依次输入RL-3S-LSTMNN中,根据1.2
节Q表的更新过程实现强化学习的训练。首先,采

用单调趋势识别器判别l组训练输入样本的趋势状

态;然后,根据强化学习最终更新的 Q表选取最优

动作,分别为3种趋势状态选择最终对应的i-LST-
MNN(1-LSTMNN、2-LSTMNN、3-LSTMNN)。
接下来,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法分别对选取的i-LST-
MNN训练M 次,即在每次训练之前从状态si 的训

练样本中随机地选取一组样本输入对应的i-LST-
MNN,再根据1.2节i-LSTMNN的更新法则,完
成i-LSTMNN的一次训练。重复上述训练过程 M
次,就完成了RL-3S-LSTMNN的完整训练过程。

RL-3S-LSTMNN的预测过程如下:通过单调

趋势识别器识别训练集中最后一组样本 [xb+lt,

xb+lt+1,…,xb+(l+1)t-1]的趋势之后,再将其输入到与

该趋势相对应的i-LSTMNN得到第b+(l+1)t点

的 预 测 值 x′b+(l+1)t;然 后 将 [xb+lt+1,xb+lt+2,…,

x′b+(l+1)t]输入到和之前相同的i-LSTMNN 得到

x′b+(l+1)t+1 ;以此类推,进行t次预测得到 [x′b+(l+1)t,

x′b+(l+1)t+1,…,x′b+(l+2)t-1],设每t次预测为一个预

测回合,那么上述为第1回合,与第1回合预测过程

相同,再将第1回合的输出当做第2回合的输入进

行预测。以此类推,经过V 回合预测,可得到V×t
个预测值。

2.2 奇异谱熵机理

在正常状态下,滚动轴承的振动时域信号近似

为高斯分布,这时信号主要源自保持架转频和轴频,
以及保持架相对轴旋转产生的微弱调制,信号频率

成分简单,能量集中在少数几个频率分量中,使奇异

值分解结果集中在少数几个模式上,因此信号的奇

异谱熵[14]较小;随着滚动轴承出现最细微的状态退

化,信号中产生了微弱的故障频率以及引起微弱的

共振频率,信号能量开始分散,奇异值分解结果也随

着分散,从而奇异谱熵开始增加;当出现明显的状态

退化时,噪声信号的频率成分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
能量加剧分散,使奇异谱熵增大。基于以上分析,奇
异谱熵可以作为旋转机械的状态退化特征来描述其

振动时域信号的变化趋势,即能反映旋转机械状态

的退化趋势。

3 实例分析

使用Cincinnati大学实测的滚动轴承状态退化

数据对所提方法进行验证[15]。图3所示为实验装

置,轴承实验台的转轴上安装4个航空用轴承,这些

航空轴承是 Rexnord公司生产的型号为ZA-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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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滚动轴承性态退化实验装置

Fig.3 Testequipmentoftheperformancedegradationof
rollingbearings

的双列滚子轴承,实验中轴承被施加了6000lbs的

径向载荷,交流电机通过带传动使转轴以2000r/

min的恒定转速旋转。采样的频率为20kHz,采样

长度为20480,每10min采集一次轴承的振动加速

度数据,轴承持续运转直到出现故障。
实验台持续运行21560min后,3号轴承出现

内圈故障。这里采用3号轴承的振动加速度数据验

证所提方法。3号轴承的全寿命振动数据有2156
组,每组20480个数据,分别提取每一组前10000
个振动加速度数据进行矩阵重组得到维数1000×
10的矩阵并计算奇异谱熵(无量纲量),如图4(a)所
示。对奇异谱熵序列执行滑动平均降噪处理得到降

噪后的奇异谱熵序列,如图4(b)所示。从图4(b)可
看出,从起始点到第200点的奇异谱熵快速上升,轴
承处在跑合阶段;从第200~1700点的奇异谱熵变

化缓慢,奇异谱熵曲线较为平直,轴承处在运行平稳

的阶段;第1700点之后的奇异谱熵变化速率持续

加快,奇异谱熵曲线开始急剧上升,轴承处在故障加

剧即状态退化加剧阶段,直到失效。由于3号轴承

失效是内圈故障逐步恶化造成,因此在平稳阶段的

后期(即从第1300~1700点区间),3号轴承实际

图4 3号轴承的全寿命奇异谱熵

Fig.4 Singularspectralentropyinthewholelifeofthe
thirdbearing

就处在早期故障阶段即初始退化阶段。将处在初始

退化阶段的第1301~1500点(共计200个点)的奇

异谱熵作为训练样本;依据第2节表述的 RL-3S-
LSTMNN预测过程来预测第1501~2156点(即
最后656个点)的奇异谱熵。

RL-3S-LSTMNN的参数设置如下:状态趋势

识别器的临界值λ=-7×10-6,μ=7×10-6 ;强化学

习过程训练轮数 P =5、选取动作的参考值ε=
0.9,0.7,0.5,0.3,0.[ ]1 ;每轮训练的次数 Kρ =
100ερ ;动作集是由可选隐层层数[1,2,3]与可选隐

层节点数3~10两两组合共计24种动作组成的集

合;Q表中各Q值的初始值为区间 0,[ ]1 内的随机

数;Q值更新的折扣因子γ=0.001,Q值更新的调

节系数α=0.1;i-LSTMNN的学习率ψ=0.001和

训练次数M=2000;训练样本组数l=49;预测回合

数V=164;各回合预测次数(即输入节点数,也即样

本维数)t=4;输出的节点数为1。图5为RL-3S-
LSTMNN的预测结果。

图5 RL-3S-LSTMNN预测的奇异谱熵曲线

Fig.5 Singularspectralentropypredictioncurveob-
tainedbyRL-3S-LSTMNN

为验证笔者提出的基于RL-3S-LSTMNN的旋

转机械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方法的优势,首先采用一

种常用的退化特征———排列熵(无量纲量)与文中选

用的奇异谱熵的预测效果进行比较,其中排列熵嵌

入维数d=5,延迟时间τ=3。如图6(a)为3号轴承

的全寿命过程的排列熵,对排列熵序列进行滑动平

均降噪处理得到降噪后的排列熵序列,如图6(b)所
示。同样地,取图6(b)第1301~1500点(共计200
个点)作为训练样本;根据第2节阐述的 RL-3S-
LSTMNN预测过程来预测第1~501~2156点(即
最后656个点)的排列熵。RL-3S-LSTMNN 参数

设置保持不变,预测结果如图7所示。
由图7可知,尽管RL-3S-LSTMNN预测的排

列熵曲线与实际的排列熵曲线十分接近,但如图6
所示,排列熵所描述的状态退化过程没有明显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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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3号轴承的全寿命排列熵

Fig.6 Permutationentropyinthewholelifeofthethird
bearing

图7 RL-3S-LSTMNN预测的排列熵曲线

Fig.7 Permutationentropypredictioncurveobtainedby
RL-3S-LSTMNN

出3个退化阶段(即平稳阶段、初始退化阶段和故障

加剧阶段)。而如图4(b)所示,文中选用的奇异谱

熵能较清晰地区分出个这3个退化阶段。因此,笔
者选用的奇异谱熵比排列熵更能清晰反映轴承的退

化趋势。
其次,分别用 LSTMNN、遗传-后向传播网络

(geneticalgorithm backpropagationneuralnet-
work,简称GA-BPNN)、多核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multiplekernelleastsQuaressupportvectorma-
chines,简称 MK-LSSVM)和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machine,简称ELM)这4种模型的预测精

度与所提出的RL-3S-LSTMNN进行比较。这4种

模型的训练次数与RL-3S-LSTMNN的总训练次数

(∑
P

ρ=1
Kρ+3M=6250)相同;标准LSTMNN隐层层

数为1层,隐层节点数为8;GA-BPNN的隐层层数

为3,隐层节点数为8;LSTMNN和 GA-BPNN的

学习率都为ψ=0.001;ELM隐层节点数为10,采用

sigmoid函数作为其激活函数。4种模型得到的3
号轴承状态退化预测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LSTMNN,MK-LSSVM,GA-BPNN和ELM 预测

的奇异谱熵曲线

Fig.8 Singularspectralentropypredictioncurvesob-
tainedbyLSTMNN,MK-LSSVM,GA-BPNN
and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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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采用纳什系数

(Nash-sutcliffeefficiencycoefficient,简称 NSE)、
均方根误差(rootmeansquareerror,简称RMSE)
以及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absolutepercent-
ageerror,简称 MAPE)作为预测精度的评估指

标,即

NSE=1-
∑
n

i=1
yi-y′( )i

2

∑
n

i=1
yi-췍( )y 2

(16)

RMSE= 1
n∑

n

i=1

(yi-y′i)2 (17)

MAPE=1n∑
n

i=1

yi-y′i

yi
×100% (18)

其中:y′i 为预测值;yi 为实际值;n为预测点数;췍y
为n个实际值的平均数;NSE∈ -∞,( )1 ,且NSE
越是接近1,模型的预测精度就越高。

在 保 持 RL-3S-LSTMNN,LSTMNN,GA-
BPNN,MK-LSSVM和ELM 参数不变的条件下,
使用这5种预测模型分别重复100次预测,计算

100次预测后3个评估指标的平均值NSE,RMSE
和MAPE,其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5种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方法的预测性能对比

Tab.3 Thepredictionperformancecomparisonoffivestate
degradationtrendpredictionmethods

预测模型 NSE RMSE ×10( )-4 MAPE
RL-3S-LSTMNN 0.971 1.793 0.013
LSTMNN 0.118 5.427 0.049
GA-BPNN 0.725 3.538 0.045
MK-LSSVM 0.488 7.665 0.031
ELM 0.393 5.880 0.020

图5、图8和表3结果表明:RL-3S-LSTMNN
的RMSE和MAPE都最小,且NSE最接近1,表明

RL-3S-LSTMNN具有良好的泛化性能,将其用于

双列滚子轴承的状态趋势预测,相比于LSTMNN,

GA-BPNN,MK-LSSVM 和ELM 可得到更高的预

测精度。
然后,在3号轴承原始的全寿命振动加速度信

号中加入白噪声以验证奇异谱熵具有较强的容噪能

力。图9(a,c,e)分别为随机抽取的加入噪声后的

平稳阶段、初始退化阶段和故障加剧阶段的一组振

动加速度数据的时域图,图9(b,d,f)为对应的功率

谱分析结果(其中功率为无量纲量)。图10(a)为加

入白噪声后的全寿命过程的奇异谱熵,图10(b)为
滑动平均降噪后的奇异谱熵。RL-3S-LSTMNN对

图9 3号轴承加噪声后的振动加速度数据及对应的频

谱分析

Fig.9 Vibrationaccelerationdataofthethirdbearing
afteraddingnoiseandcorrespondingspectru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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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3号轴承加噪声后的全寿命奇异谱熵

Fig.10 Singularspectralentropyinthewholelifeofthe
thirdbearingafteraddingnoise

图11 加入噪声后RL-3S-LSTMNN预测的奇异谱熵曲线

Fig.11 Singularspectralentropypredictioncurveob-
tainedbyRL-3S-LSTMNNafteraddingnoise

滑动降噪后的奇异谱熵的预测结果如图11所示。
图10表明:在原始振动数据中加入背景噪声

后,计算得到的奇异谱熵经过滑动降噪后,依然能较

清晰地描述3号轴承所经历的跑合、平稳、初始退化

和故障加剧这4个完整的退化过程,这表明奇异谱

熵具有较强的噪声容纳能力。图11表明,由 RL-
3S-LSTMNN预测的奇异谱熵曲线与实际的奇异谱

熵曲线很接近,而且与图5所示的没有加背景噪声

下预测 的 状 态 退 化 趋 势 整 体 一 致,因 此 RL-3S-
LSTMNN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鲁棒性。

最 后,再 用 LSTMNN,GA-BPNN,MK-LSS-
VM和ELM完成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所花费的计算

时间(即训练时间和预测时间之和)与RL-3S-LST-
MNN所花费的计算时间进行比较,结果见图12。

RL-3S-LSTMNN的计算时间仅为14.782s,LST-
MNN消耗的时间为10.866s,GA-BPNN的计算时

间 为 35.636 s,MK-LSSVM 的 计 算 时 间 为

26.051s,ELM 的计算时间为22.374s。很明显,

RL-3S-LSTMNN的计算时间比 GA-BPNN,MK-
LSSVM和ELM 都短,仅比LSTMNN略长(但两

图12 5种状态退化趋势预测方法消耗时间对比结果

Fig.12 Thecomparisonresultsofcomputationtime
takenbyfivestatedegradationtrendprediction
methods

者仍在同一数量级)。由上述的比较结果可知:将

RL-3S-LSTMNN应用于双列滚子轴承的状态退化

趋势预测,其收敛速率和计算效率比 GA-BPNN,

MK-LSSVM和ELM更高。

4 结束语

RL-3S-LSTMNN通过构造的单调趋势识别器

判别输入序列的趋势,用不同隐层层数及隐层节点

数和3种趋势状态分别表示Q表的动作和状态,依
据最终更新的Q表来选择最优动作(即选取隐层层

数和隐层节点数与各趋势单元最适应的长短时记忆

神经网络)。所以,RL-3S-LSTMNN获得了较高的

泛化性能和非线性逼近能力。在强化学习训练过程

中,为明确强化学习的学习目的(即使得输出误差较

小),利用输出误差构造奖励函数,可避免决策函数

在Q表更新过程中盲目搜索动作,以提高RL-3S-
LSTMNN的收敛速率。由于RL-3S-LSTMNN在

泛化性能、非线性逼近能力、收敛速率上的优势,所
提出的基于RL-3S-LSTMNN的旋转机械状态退化

趋势预测方法具有较理想的预测精度和计算效率。
双列滚子轴承的状态退化趋势预测实例验证了所提

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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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负载下的电机定子电流特性研究*

龚 波, 袁寿其, 骆 寅, 韩岳江, 董 健
(江苏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镇江,212013)

摘要 为了探索离心泵运行工况与电机定子电流之间的关系,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运行工况下的离心泵水力

负载转矩特性,可知水力矩呈周期性变化,均值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增大,水力矩脉动强度均方根随着运行工况偏离

设计工况而增大。通过理论分析可知,转矩特征将以工频调制方式反映在电机定子电流中。通过试验测得了电机

定子电流,计算了定子电流均方根,并用奇异值分解法(singularvaluedecomposition,简称SVD)消去电网工频信

号,实现反映离心泵运行状态的电流特征提取。结果表明:定子电流均方根(rootmeansquare,简称RMS)与水力

负载转矩的均方根变化特征一致。根据计算处理后的定子电流总谐波失真(totalharmonicdistortion,简称THD)

可知,THD呈现出随离心泵运行工况偏离设计工况而增大的趋势。

关键词 离心泵;水力矩;定子电流信号;奇异值分解;总谐波失真

中图分类号 TH311

引 言

离心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监测离心

泵运行状态,保证离心泵的安全可靠运行一直是众

多学者研究的焦点。陈长盛等[1]研究了利用了振动

信号来监测离心泵运行状态。Pavesi等[2]利用压力

脉动信号来监测离心泵内部不稳定流动。这些方法

使用的传感器普遍成本高、安装难度大;使用的数据

采集、传输、分析系统一般较复杂,信号采集容易受

到干扰,结构可靠性较低[3]。
基于电机定子电流的监测技术兴起于20世纪

70年代,其原理是将感应电动机作为转矩传感器,
通过监测电机定子电流信号来监测电机负载的运行

状态。国内多用此技术来诊断电机本体的机械部件

的故障,而鲜有将其运用于离心泵状态监测上。
由电机驱动的离心泵在运行过程中,叶轮叶片

会受到输送介质的反作用力[4],形成水力负载转矩。
水力负载转矩在轴上传递,最终传递到电机转子轴

端,并在电机的定子电流上形成响应,因此监测和分

析 电 机 定 子 电 流 即 可 实 现 离 心 泵 的 状 态 监 测。

Siegler等[5]就将这种监测方法应用于海水淡化泵

叶轮腐蚀程度的监测上,其准确率高达90%。此

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ridgenationalla-

boratory,简称ORNL)对此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ORNL主要是利用电机定子电流监测法诊断泵部

件的结构故障。Casada[6]研究了离心泵各工况下转

子不对中时的定子电流和瞬时功率的时频特征。

Ahonen等[7-8]建立了一种通过变频器来实现离心

泵运行工况监测的方法,通过从变频器中读出当前

电流值和电机的转速,根据已知的泵特性,计算出当

前泵的运行工况。
相比于振动信号监测法[9]和压力脉动监测法

等,利用电机定子电流信号分析(motorcurrentsig-
natureanalysis,简称 MCSA)方法监测离心泵运行

状态具有以下优点:①非接触式测量,无需直接在监

测设备上安装传感器;②采集的信息集成度高,电机

及其负载的几乎全部信息都通过电机定、转子绕组

间的气隙磁场变化反映在定子电流中;③能用于振

动噪声分析法等不能应用的场合,如潜水泵等[10]。
在离心泵与电机组成的系统中,当前关于定子

电流的研究工作集中于故障特征频率的提取和故障

信号能量变化的计算[11],却很少有关于离心泵运行

在多工况下电机定子电流信号特征的研究。文中以

IS-65-50-160型单级单吸离心泵和Y160M-2B3型

电机组成的系统为对象,研究离心泵不同工况下的

电机定子电流特性,从定子电流中提取与离心泵运

行相关的信息,为实现用定子电流监测离心泵运行

*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BK20171403);江苏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资助项目(5521440011)
收稿日期:2018-08-09;修回日期:2018-11-29



和分析离心泵内部流动状态提供参考。

1 数值模拟与理论分析

在水泵中,转子轴系上的叶轮叶片会受到输送

流体介质的反作用力,产生反向扭转力矩。泵在不

同工况、流态下运行会产生不同的扭转力矩[12-14]。
扭转力矩经过转子轴系传递后会在电机转子上产生

扭转响应,电机的转子与定子之间存在磁耦合现象,
可以通过提取、分析电机定子电流来分析离心泵运

行工况。如图1所示,若能获得不同流态下水力负

载转矩特征及其经过泵转子轴系传递后的在电机定

子电流中响应特性,就可依据电机输出信号实现流

态诊断。因此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dynamics,简称CFD)技术模拟了不同工况下

的离心泵水力负载转矩特征,通过理论分析电机定

子电流与离心泵负载转矩的关系,并用试验提取了

离心泵不同运行状态下电机定子电流的特征。

图1 基于电机电流信号监测泵状态原理

Fig.1 Conditionmonitoringprincipleofpumpbasedon
MCSA

1.1 离心泵非定常水力负载矩分析

文中选用IS-65-50-160型单级单吸离心泵的设

计参数为:设计流量Qd 为50m3/h,扬程为37m,
转速为2900r/min,比转速为81.5,叶片数为6。
对离心泵进行3维建模,对过流部件进行网格划分,
所有网格均为6面体网格,网格质量均满足非定常

计算要求,并对网格无关性进行了验证,最终确定全

流场网格总数为2926876。图2为离心泵流道网

图2 离心泵流道网格划分图

Fig.2 Meshofmodelpumpflowfield

格划分图。对全流场进行模拟计算,可获得离心泵

在各个工况点下的水力矩特征。图3为不同工况下

的水力矩时域图。可见,在不同工况下水力矩均成

周期性变化,且水力矩整体值随流量Q 增大而增大。

图3 不同工况下的水力矩时域图

Fig.3 Timedomainofhydraulicmomentfluctuationun-
derdifferentoperatingconditions

水力矩的脉动分量强度随运行工况点偏离设计点的

距离增大而增大,水力矩脉动分量强度的RMS值如

图4所示。

图4 不同工况下的离心泵水力矩脉动的RMS值

Fig.4 RMSofhydraulicmomentunderdifferentoperat-
ingconditions

对水力矩时域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transform,简称FFT)得到水力矩脉动分量

的频谱图。在水力矩频谱图中,叶频分量f2 在水力

矩脉动强度变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如图5所示,其
中:f2 为叶频;f为频率变量。

图5 不同工况下离心泵水力矩脉动分量频谱图

Fig.5 Frequencydomainofhydraulicmomentfluctua-
tionunderdifferentoperatingconditions

水力矩经过转子轴系传递后会在离心泵轴端产

生对应的扭矩响应,并最终作为负载施加到电机上。
通过水-机-电的联合仿真,即通过Fluent进行水力

矩非定常计算,通过 Workbench进行轴系扭矩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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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运用神经网络进行水力矩到电机负载转矩的辨

识,通过Simulink进行电机建模,并用Fluent中的

自定义函数功能(userdefinedfunction,简称UDF)
与 Matlab脚本文件的编写实现Fluent与Simulink
的数据传递,水力矩与轴端矩在稳态时相等,在瞬态

时相关性也极高,总体上可视为相等[15]。湍流、边
界层旋涡脱落等不稳定流动现象及不平衡的旋转质

量等机械因素也会一定程度上造成轴端扭矩的波

动,但这些比水力矩脉动作用要小很多。

1.2 交流感应电动机数学模型

交流感应电动机系统数学模型[16]可以表示为

Te=TL+J
pn

dω
dt

u=iR+Ldidt+dLdθωi

ω=dθ/d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t

(1)

其中:第1个式子是传动系统的转矩平衡方程式,

Te,TL,J,pn,ω 分别为电磁转矩、离心泵负载引起

的轴端扭矩、机组的转动惯量、电机极对数及旋转角

速度。
由第1个式子可见,TL 存在扰动时会引起ω

发生变化。第2个式子为电机电压平衡方程。式中

u,R,i,L分别为电机定子电压、电阻、电流和电感参

数,θ为机械扭转角。式中的第2项和第3项为电

磁感应电动势,Ldi/dt是由于电流变化引起的感应

电动势,ωidL/dθ为转子和定子之间的相对位置变

化引起的感应电动势。
由于电网容量较大,u 可视为不随负荷变化。

结合转矩平衡方程可知,当轴端扭矩TL 存在扰动

时会导致ω变化,会导致i发生变化,i的改变最终

会改变Te,从而形成新的转矩平衡。
可以看出,电流、磁通、扭矩之间的关系较复杂,

不能直接由电流的变化情况反映扭矩波动情况。在

此采用 M-T坐标变换[17]法将问题简化得到各向电

流与产生Te 的电流分量isT和产生恒定的有效磁通

的励磁电流分量isM的关系。

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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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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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 i[ ]sT
T (2)

  简化后的电磁扭矩、磁场、电流的关系可用下式

表示

Te=34PλsisT
(3)

其中:P 为电机的结构常数;λs 为定子磁通,与电机

输入电压、电机结构和负载相关,在泵与电机组成的

系统中离心泵可视为稳定负载,扰动转矩对电流的

影响很小,所以λs 可视为常数。
因此,可认为Te 与其电流分量isT线性相关。

由此可见,虽然isT不能直接测量,但通过坐标变换,

isM,isT与相电流之间有着定量关系,因此电磁转矩

可以间接反映在定子电流中。
假设转轴扭矩的扰动频率是f0,则感应电动机

的气隙扭矩T 包括平均转矩T0 和轴转矩波动T1

之和

T=T0+T1cos(2πf0t+φ) (4)
其中:φ为电机转轴可能产生的扭振相位。

定子电流由isM和isT组成。isM和isT可分解为

平均部分和波动部分

IsM =IsM0 +AsMsin(2πf0t+φM) (5)

IsT=IsT0 +AsTsin(2πf0t+φT) (6)

  因此,各相电流可分解成isM和isT的组成形式,
如A 相

Isa=IsMsin(2πfet)+IsTcos(2πfet) (7)

  化简可得

Isa=I0sin(2πfet+φ0)+

  12
{AsMcos[2π(f0-fe)t-φM]+    

  AsTcos[2π(f0-fe)t-φT]}-

  12
{AsMcos[2π(f0+fe)t+φM]-

  AsTcos[2π(f0+fe)t+φT]} (8)
其中:IsM0=I0cosφ0;IsT0=I0sinφ0;φ0=tan

-1(IsT0/

IsM0)
由式(8)可看出,扭矩的波动频率f0 会对电网

工频形成调制;定子电流主要由平均电流分量和波

动电流分量组成,平均电流对应的频率为fe,波动

电流在f0-fe 和f0+fe 处会有对应的分量,且f0
-fe 处的幅值要大于f0+fe 处。由前面分析知水

力矩与轴端扭矩可认为近似相等,水力矩脉动是造

成轴端扭矩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水力矩脉动的

频率对应的为轴端扭矩的波动频率f0,以调制的方

式反应在定子电流信号中。
其他因素,如湍流、边界层旋涡脱落等不稳定流

动现象以及不平衡的旋转质量等机械因素,也会一

定程度上导致扭矩的波动,但是其影响会远远小于

水力矩的影响,并最终也反映在定子电流谐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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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与数据采集

在江苏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实验室的闭式试验台上对离心泵进行测试。试验装

置由储水罐、真空泵、进出水管阀、电机、测试泵、涡
轮流量计、压力传感器、扭矩仪、轴编码器、直流稳压

电源等组成。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6所示,装置现

场布置图如图7所示。试验采集的数据有流量、进、
出口压力等,采集频率为10kHz。其中涡轮流量计

安装在排出管路上,基本误差限为;进口阀门为手动

式蝶阀,出口阀门为电动阀门,阀门控制器的精度可

达0.1%;进出口压力传感器均为 WIKAS-10型,
精度为0.25%,安装在进口法兰上游和出口法兰下

游2倍的管径处;采集的数据通过采集板卡 NI-
USB6343传输到计算机,由计算机完成数据的处理

和运行的控制;通过霍尔传感器测得电机定子电流。

图6 试验装置示意图

Fig.6 Schematicofexperimentalrig

图7 试验台

Fig.7 Thetestplatform

整个测试系统是基于 NI公司的虚拟仪器技

术,结合了PXI系统和多功能动态数据采集卡组成

的硬件测试系统与由LabVIEW 开发的软件系统,
最终形成的一套自动采集数据的系统。其测试原理

如图8所示。
通过调节出口电动阀门来改变离心泵运行工

况,调节阀门后静待2min至工况稳定,开始记录采

集到的数据,采样频率为10kHz,连续采集10s并

图8 测试原理

Fig.8 Theprincipleoftestsystem

保存。再次调节阀门,重复上述操作。直至采集到

0.1Qd,0.2Qd,0.3Qd,0.4Qd,0.5Qd,0.6Qd,

0.7Qd,0.8Qd,0.9Qd,1.0Qd,1.1Qd,1.2Qd 和

1.3Qd 工况下的试验数据,结束试验。

3 试验结果与信号预处理

为了使得试验数据更加可靠,对每个工况点的

试验数据持续采集10s,取10s内的平均值,计算

得到相关的扬程功率等。根据3次外特性试验中采

集到的数据绘制该泵的外特性曲线,如图9所示。

图9 测试泵外特性曲线

Fig.9 Performancecharacteristicsofthetestpump

从图9中可以看出,3次试验曲线基本一致,可
见试验数据可靠性较高。由扬程特性曲线看出,该
泵的扬程性能曲线存在着驼峰现象,当流量在0~
20m3/h时,扬程随流量的增加呈小幅增加趋势,当
流量大于20m3/h时扬程随流量增加呈下降趋势。
小流量(0~20m3/h)下离心泵内部流动不稳定,流
动损失较大,此时离心泵内部流体的流动不稳定可

能会使得泵产生较大振动,也会造成泵轴上扭矩的

波动,产生更多的谐波。由效率曲线可以看出,当离

心泵运行在设计工况附近时效率较高,因为当离心

泵运行在设计工况附近时流动更稳定,水力损失较

小;当离心泵运行偏离设计工况时,因为离心泵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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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况运行时水力损失较大,导致效率降低。

3.1 定子电流信号时域分析

定子电流的时域图如图10所示。由图10可知,
定子电流总体上符合正弦交流信号特征,频率为与电

网工频相同的50Hz,可见电网工频信号在定子电流

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离心泵负载转矩波动导致的定

子电流波动则较弱。对比标准工况下的电机定子电

流信号与电源电流发现,其与电源电流正弦交流信号

波形有些许偏差,这种偏差可能与离心泵负载有关。
定子电流信号的平均大小随着离心泵运行工况而改

变,可采用RMS来衡量定子电流的平均大小。定子

电流的均方根随流量的变化趋势如图11所示。

图10 设计工况下的定子电流时域信号

Fig.10 Statorcurrenttimedomainsignalatthedesign

point

图11 定子电流和水力矩随流量变化图

Fig.11 Statorcurrentvalueandhydraulictorqueversus
operationpoint

从图11中可见,定子电流与离心泵水力矩随运

行工况变化的规律相似,这主要是因为流量的增大

流体对叶片的反作用增大导致水力矩增大,水力矩

增大使得轴端扭矩增大,电机的输出功率增大,反应

在定子电流中为定子电流的增大。因此,定子电流

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运行工况监测的参考指标。

3.2 定子电流信号的频域分析

为了得到定子电流的频域特性,对采集到的定子

电流数据进行FFT,得到定子电流频域信号如图12
所示。由图可知,定子电流包括50Hz的绝对主分

量及其边带和其谐波分量。由理论分析可知,定子

电流在f0-fe 和f0+fe 处会有对应的分量,且f0
-fe 处的幅值要大于f0+fe 处。在试验测得的定

子电流频谱中,定子电流在250和350Hz处的分量

较为明显,其原因是因为脉动频率为300Hz的水力

矩经过转子轴系传递到轴端扭矩上形成300Hz的

扰动频率,然后扰动频率为300Hz的转子在定子中

产生响应,与50Hz的电网频率形成调制现象,最终

在定子电流频谱中250与350Hz处形成两个分量,
且250Hz处的电流分量幅值高于350Hz处,与理

论分析相符。可见,定子电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

含离心泵水力矩的特征,即离心泵运行工况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定子电流体现出来。电网工频

处电流的幅值远远大于其他处,可能使得能反映离

心泵运行状态的电流很多特征被淹没在强大的电网

工频信号中,因此需采取一定方法提取能反映离心

泵运行状态的弱信号。

图12 设计工况下定子电流频谱图

Fig.12 Frequencycharacteristiccomponentofthestator
currentatthedesignpoint

3.2.1 定子电流信号的预处理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工况下的定子电流特征,
将定子电流按照式(9)作归一化处理,以便在相同的

幅值区间内比较不同工况下的定子电流特征。
I1=(I-Imin)/(Imax-Imin) (9)

  奇异值分解法(singularvaluedecomposition,

简称SVD)[18]是一种消除电网工频干扰获得弱信号

的有效方法。SVD是一种起源于线性代数的矩阵

分解法,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SVD处理后信号中的

特征成分被分解到不同的正交子空间,在定子电流

中,电网工频在定子电流信号中占据着主分量地位,
因此电网工频会被分解到第1主分量对应的相空间

中,这样就可以剔除电网工频对应的电流分量。
奇异值分解法首先需将一组离散的定子电流信

号重构成一个N×M 的矩阵A,其中M 为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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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长度[19]。

A=

x1 x2 …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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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矩阵A分解成U,Λ,V 相乘的形式[10]

A=UΛVT=(u1 u2 …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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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ν1 ν2 …νn)T (11)

  取U 中第1列u1,Λ 中第1个元素σ1,V 的第1
列v1 转置相乘构成矩阵,即为基频对应的奇异矩阵

췍A=u1·σ1·vT1 (12)
  A-췍A 即为除去基频后的信号矩阵,将其重构

为一个行矩阵,即从原定子电流中消除了基频信号。
对SVD分解法消除工频分量后的信号进行FFT,
得到如图13所示的电流频谱图。

图13 消除电网工频后设计流量下定子电流频谱图

Fig.13 Currentspectrumaftereliminationofpowerfre-
quencyatthedesignpoint

对比图12,13可知,经过SVD处理后,50Hz
轴频是主要频率,之前被淹没在电网电流信息中的

与离心泵运行状况相关的弱信号开始显现出来,信
噪比得以提升。
3.2.2 谐波分析

轴端扭矩的波动会以谐波的形式反映在电机定

子电流中[20]。总谐波失真(totalharmonicdistortion,
简称THD)是指所有高次谐波幅值均方根与基频幅

值之比。THD反映的是谐波成分的大小,高的谐波

失真值意味着高次谐波成分越多,扭矩波动愈强烈,
因此计算定子电流的总谐波失真值可用来判断扭矩

波动情况,进而反映泵内的流动状态的稳定性。
运用LabVIEW 程序测得SVD处理后的定子

电流,得到处理后的定子电流的总谐波失真。各工

况下的总谐波失真值如图14所示。
结合图4、图9及图14分析可知,当离心泵运

行在小流量(0~20m3/h)时,离心泵运行效率低,
扬程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增加,此时对应的定子电流

的THD较大。小流量时离心泵内部流动的不稳定

图14 消除电网工频后不同工况下定子电流THD值

Fig.14 THDofthecurrentattheoperationpointafter
eliminationofpowerfrequency

性较强,水力矩脉动也较大,导致了轴端扭矩的波动

较为强烈,反映在定子电流中为THD较大,但是小

流量 时 THD 随 流 量 变 化 不 敏 感。随 着 流 量 从

20m3/h增加到设计流量附近时,定子电流的THD
减小,因为随着流量的增加水力矩脉动减弱,泵内部

流动 趋 于 稳 定。当 离 心 泵 运 行 在 高 效 区(45~
55m3/h),水力矩脉动较弱,泵内部流动较为稳定,定
子电流THD较低。可见,定子电流的总谐波失真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离心泵内部流动的稳定性。

4 结束语

基于CFD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了不同工况下

离心泵的水力负载转矩特征及其在电机定子电流上

的响应。搭建了试验台,借助于霍尔电流传感器及

虚拟仪器技术,测得离心泵在不同运行工况下电机

定子电流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离心泵运行状态

改变会引起水力负载转矩的变化,最终通过转子轴

系传递到电机定子电流中。分析定子电流特征可实

现离心泵运行工况的监测。定子电流均方根与离心

泵水力矩随着流量的变化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可
用定子电流均方根实现工况监测。水力矩脉动的频

率和强度会以信号调制的方式反映在定子电流中。
通过SVD分解可实现消除电网工频提取弱信号的

目的。消除电网工频后的定子电流THD值可为离

心泵运行工况和内部流动状态识别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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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实现利用单一通道信号通过同一方法区分多种发动机故障的目的,笔者对现有算法进行了优化以提取振

动信号中的故障特征。首先,针对变分模式分解(variationalmodedecomposition,简称VMD)的分解层数选择困难

问题,文中以几种不同类型故障的频率特征为基础,优化了其中心频率迭代初始值,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了

算法的计算效率与简便性;然后,利用鲁棒性独立分量分析(Robustindependentcomponentanalysis,简称Robust
ICA)对VMD处理结果再次分解,分析发动机中可能存在的不同振源的同频率信号,并将两个阶段分解结果重构

信号的四阶累积量作为故障判定指标。结果表明:以模糊C均值聚类(fuzzyC-meansclustering,简称FCM)确定的

聚类中心为参考点,利用各个工况点与喷油故障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区分故障类型,取得了较高的正确率。

关键词 柴油机;故障诊断;振动信号;变分模式分解;信号处理

中图分类号 TH17;TK428

引 言

内燃机是现阶段最为主要的动力源之一,其工

作状态直接影响整个机械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

性[1]。因此有必要对准确高效的发动机故障诊断方

法进行研究,其中振动检测法由于结构简单,成本低

廉等优点[2],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发动机振

动信号含有大量背景噪声,因此需要对直接采集到

的机体振动信号进行处理才可准确提取故障特

征[3]。在众多处理方法中,常用的有短时傅里叶变

换[4]、小波变换[5]、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mode
decomposition,简称EMD)[6]等。但是这几种算法

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如相近频率无法分解、模
态混叠、计算效率较低等[7]。因此笔者引入了变分

模式分解算法[8],其采用变分原理构建,规避了递归

模型的固有缺陷,并已应用于轴承与其他旋转机械

等的 故 障 诊 断,在 工 程 应 用 中 展 示 了 巨 大 的 潜

力[9-10]。
为解决当前算法计算准确性与效率较低,以及

常见的算法与故障只能一对一诊断[11]等问题,笔者

将VMD作为主体算法与鲁棒性独立分量分析联合

使用,分析发动机振动信号,并结合模糊C均值聚

类与欧氏距离区分故障类型,从而实现利用同一种

计算方法对多种故障进行准确高效诊断的目的。

1 算法原理及优化

1.1 VMD算法原理简介

  VMD算法的作用是将一个信号f分解为若干

个离散的模态分量uk。对于每个模态分量uk,其中

心频率随分解层数而定,且每个模态几乎都是紧贴

在中心频率ωk 上的[8]。
首先,对于每个模态分量uk 使用希尔伯特变换

处理信号,得到单边谱

Hu = δ(t)+jπ
é

ë
êê

ù

û
úútuk(t) (1)

  接下来将一个预估的中心频率e-jωkt混入uk 的

解析信号中,将模态分量uk 的频谱转移到基频带上

Au = δ(t)+jπ
é

ë
êê

ù

û
úútuk(t)*e-jωkt (2)

  通过式(1)(2)处理后,带宽即可通过解调信号

的高斯平滑也就是L2 范数的平方获得。得到的受

约束的变分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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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ωk}

∑
k
∂t δ(t)+j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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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ù

û
úútuk(t)*e-jωk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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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 ∑
k
uk=

ì

î

í

ï
ï

ïï f
(3)

其中:{uk}:={u1,…,uK}为全部模态分量;{ωk}:=

{ω1,…,ωK}为各个模态分量的中心频率;∑k =

∑
k

k=1
为所有模态的加和。

为求解这个问题,引入了二次罚项α和拉格朗

日乘子λ,从而得到不受约束的方程。基于此可得

增广拉格朗日公式

  L(u{ }k ,ω{ }k ,λ):=

    α∑
k
∂t δ(t)+jπ

é

ë
êê

ù

û
úútuk(t)*e-jωkt

2

2
+

    f(t)-∑
k
uk(t)

2

2+<λ(t),f(t)-

    ∑
k
uk(t)> (4)

最小值问题则转化为求解增广拉格朗日鞍点问

题,可以容易地在频域中解出[8]

︵un+1
k (ω)=

︵f(ω)-∑i≠k
︵ui(ω)+

︵λ(ω)
2

1+2α(ω-ωk)2
(5)

ωn+1
k =∫

∞

0
ω ︵uk(ω)2dω

∫
∞

0

︵uk(ω)2dω
(6)

  拉格朗日乘子λ可以表示为

︵λn+1(ω)=︵λn(ω)+τ(︵f(ω)-∑
k

︵un+1
k ) (7)

  然 后,通 过 换 向 数 乘 法(alternatedirection
methodofmultipliers,简称ADMM)依次反复局部

优化uk,ωk,λ完成求解。即在计算过程中将uk,ωk,

λ初始化之后进行交替迭代,直至满足迭代停止

条件

∑
k

(‖un+1
k -un

k‖22/‖un
k‖22)<ε (8)

  迭代完成后,VMD算法输出K 个模态分量。

1.2 FCM 原理简介

在故障的分类中,文中采用了FCM 的基本计

算原理[12],简介如下。
已知数据样本X={x1,x2,…,xn}的模糊分类

矩阵U=[uij]c×n和聚类中心C=[c1,c2,…,cn]T,其
中:c为聚类中心个数;n为样本个数;uij为任意点数

据xj 相对聚类中心cj 的隶属度。
数据点xj 相对聚类中心cj 的欧氏距离为

dij =‖xj-ci‖=(xj-ci)T(xj-ci) (9)

  FCM的目标函数为

J(U,C)=∑
n

j=1
∑
n

i=1
um

ijdij (10)

  FCM算法采用迭代法最小化目标函数。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

1)确定聚类中心个数c,模糊加权数m,迭代停

止条件ε与最大迭代次数kmax,初始化隶属度矩

阵U。

2)计算聚类中心

ci=∑
n

j=1
um

ijxj ∑
n

j=1
um

ij (11)

  3)由聚类中心更新隶属度矩阵U

uij =1∑
c

k=1

dij

dk

æ

è
ç

ö

ø
÷

j

2/(m-1)

(12)

  4)当‖Uk+1-Uk‖≤ε或迭代次数达到kmax时

停止迭代,得到输出结果。

2 VMD算法的优化

2.1 算法优化思路

  VMD算法也存在一处不足,即分解层数需要

人为选择,若分解层数不合理,则会出现过/欠分

解现象。通过上文对VMD的简介,可知其中最主

要的为uk 与ωk 的迭代过程。在这两个参数之间,
中心频率ωk 更容易控制,且中心频率ωk 的初始化

对计算的准确性与效率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
若能够将中心频率的初始值设定为发动机故障特

征频率的近似值,即可在保证计算准确的前提下,
提高效率。对于这一估计的初始值,虽然精度要

求较低,但是必须兼顾各个工况下的振动信号特

点。下面将以实际数据为例,介绍分解层数与初

始值的预估方法。
同时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实际检测中只能通过

先验分析获取故障特征频率的范围,而不是一个准

确的值。若利用滤波、小波变换、EMD等方法容易

造成特征分量丢失信息或包含噪声过多等问题。

VMD方法则可以利用其自适应性的优势,准确地

分析故障特征。

2.2 基于实验数据的算法优化

本次研究以某柴油机常见的喷油提前角异常、
气门间隙过大和气门间隙过小3种故障进行研究。
采样频率为25600Hz,在分析过程中分别选取了

在2100r/min,100%负荷下的正常工况,喷油提前

角故障,气门间隙偏大,气门间隙偏小各50组振动

信号数据。其中:气门间隙偏大工况为第1缸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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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间 隙 增 大0.1mm,第 3 缸 进 气 门 间 隙 增 大

0.1mm;气门间隙偏小工况为第1缸排气门间隙减

小0.1mm,第3缸进气门减小0.1mm。为确定一

个合适的分解层数与相应的中心频率初始值,分别

对上述200组信号进行5,6,7,8层分解。计算各个

分量的中心频率值,篇幅有限,以气门间隙偏小工况

进行说明,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气门间隙偏小工况信号分解结果

Fig.1 Thedecompositionresultsofsmallvalveclear-
anceworkingcondition

对于气门间隙偏小工况,K=6为整体最佳分

解结果(对绝大部分信号为最佳分解),因为当K=
5时,存在相邻分量距离过大,即欠分解现象;当 K
>6时,各阶分量不仅波动剧烈,且部分相邻分量中

心频率过于接近,即出现了过分解现象。基于同样

的分析,可得对于喷油故障工况、气门间隙偏大、正
常工况的最佳分解层数分别为7,6,6。基于这一分

析,计算了上述信号最佳分解时各阶分量中心频率

的均值,如表1所示。

表1 各阶分量中心频率均值

Tab.1 Theaveragevaluesofcenterfrequencies

中心频率均值/
kHz

IMF1IMF2IMF3IMF4IMF5IMF6IMF7

喷油故障 0.822.053.695.507.37 9.7310.85

气门间隙过大 0.802.083.875.847.8710.93

气门间隙过小 0.842.104.165.838.0410.92

正常工况 0.822.193.995.847.5210.04

基于表1,文中将K 值设为6,对应的中心频率

迭代初始值为对各个分量中心频率均值取平均,其
中喷油故障的IMF7 分量将与IMF6 共同计算。结

果为:0.82,2.11,3.93,5.75,7.70,10.49kHz。基

于这一结论重新对上述信号进行分解,其中心频率

如图2~5所示。

图2 喷油故障

Fig.2 Thefuelinjectionfailure

图3 气门间隙偏大

Fig.3 Thebigvalveclearance

图4 气门间隙偏小

Fig.4 Thesmallvalveclearance

从图中可以看出,算法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不同

工况下的分量中心频率间隔均匀,波动平缓,经计算

319 第5期 张海龙,等:基于优化VMD与欧氏距离的柴油机故障识别



图5 正常工况

Fig.5 Thenormalworkingcondition

平均迭代次数也减少了15%。尤其是喷油故障工

况,即使分解层数改变也未出现过/欠分解现象,算
法的简便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3 故障特征提取

VMD算法不能分解不同振动源的同频率信

号,所以需利用ICA算法进行再次处理。ICA算法

要求通道数不得小于信号源的数目,因此为达到单

通道信号分解的目的,文中采用 VMD算法对原始

振动信号的分解结果作为ICA算法的输入。特别

要说明的是,经过对比文中采用RobustICA对信

号进行处理,对比过程限于篇幅不再展示。
在故障指标选取过程中,将原始信号 VMD算

法分解结果重构信号的4阶累积量作为第1个故障

指标(faultindex1,记为 FI1),接下来将 Robust
ICA算法进一步分解结果重构信号的四阶累积量作

为第2个故障指标(faultindex2,记为FI2)。因为

高斯随机信号的四阶累积量恒为零,且四阶累积量

对于非线性信号的识别能力较好,因此选择这一参

数能够较为准确地提取由发动机故障引发的振动特

征。在原始FCM中一般直接设置分类数为4进行

处理,如图6所示(g=9.8m·s-2)。

图6 模糊聚类结果

Fig.6 TheresultsoforiginalFCM

具体识别结果为:将7个气门间隙偏小故障识

别为喷油故障、气门间隙偏大未能识别15个工况

点、气门间隙偏小未能识别其中7个故障点并将15
个气门间隙偏大点识别为气门间隙偏小,只有正常

工况全部识别正确,其整体正确率为89%。在样本

量不大的情况下出现了较高的错误率,证明这种方

法不能直接用于发动机故障诊断。
观测上述数据发现,正常工况的识别率较高,因

此笔者进行如下优化:逐个将其中每一种故障与正

常工况两组数据利用FCM 进行2分类,从而获得

各个故障工况的聚类中心,而正常工况的聚类中心

则取多次计算的平均值(FCM要求分类数不得小于

2)。接下来计算每个工况点与其中一种工况聚类中

心的欧氏距离,最终通过距离来确定故障类型。具

体的诊断流程如图7所示。

图7 诊断流程图

Fig.7 Theflowchartofdiagnosis

利用上述方法,需要确定可获得最佳分类效果的

聚类中心。具体计算获得的聚类中心如表2所示。

表2 聚类中心点

Tab.2 Theclustercenters

工 况 聚类中心点坐标(g4)

喷油故障 1609 19

气门间隙偏大 5946 15

气门间隙偏小 3623 12

正常工况 12346 30

根据以上结果,计算各个工况点相对每个聚

类中心的欧氏距离。通过对比,其中喷油故障聚

类中心作为参考点,可以得到最佳的分类效果,如
图8所示。

根据这一结论,可以确定以下故障分类阈值,距
喷油故障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1.0×107 时,为喷

油故障工况;1.0×107~2.9×107 时,为气门间隙

过小工况;2.9×107~7.5×107 时,为气门间隙过

大工况;大于8.5×107 时,为正常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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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距油故障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

Fig.8 Theeuclideandistancetotheclustercenteroffu-
elinjectionfailure

通过这一区分方式,上述故障区分正确率可达

98.5%,其中仅有1个喷油故障点与2个气门间隙

偏小故障点判断错误,相较原始区分方式有了很大

程度的提高。

4 结束语

笔者采用振动信号对发动机故障进行诊断,以
利用单一通道信号快速准确地识别多种故障为目标

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通过优化VMD中心频

率迭代初始值,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了算法

的简便性与计算效率。并针对发动机中可能存在的

不同振动源的同频率信号,选择RobustICA算法

对VMD分解结果再次处理。同时选择将两个阶段

分解结果重构信号的四阶累积量作为故障指标,在
原始FCM算法确定聚类中心的基础上,利用工况

点与喷油故障工况聚类中心之间的欧氏距离区分故

障类型,取得了较高的正确率。
但是此次的研究选取故障类型较少,算法计算

效率也仍存在提高空间,这将是今后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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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解耦增敏式FBG温度传感器的设计与应用*

李五一1, 闫楚良2, 刘力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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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实现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中对温度参数的精确测量,设计了一种应变解耦增敏式光纤光栅(fiberBragg
grating,简称FBG)温度传感器。通过力学建模分析设计新的传感器结构,对传感器的光纤光栅进行增敏处理,选
取铝7075-T6为基底进行全覆盖式封装,提出光纤光栅封装位置与结构件之间无直接接触方式,排除结构形变对

温度传感器带来的影响。经标定测试传感器温度灵敏速度为40.4pm/℃,是普通光纤光栅的4倍。搭建实验系统

进行其性能探究以及在拉伸实验机上进行解耦特性验证,拉伸实验件的变形对该温度传感器没有影响,与理论分

析相符,最终将传感器贴于飞机座舱中进行实际工程应用。实验表明,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差最大不超过±1℃,表
明设计的传感器可以用于实际温度测量中,满足在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中温度参数精确测量的需求。

关键词 飞行实测;应变解耦;增敏;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

中图分类号 TH702

引 言

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是将飞机在使用过程中

的状态参数、载荷参数等进行信息采集和记录,为
飞机全机实验、结构可靠性设计以及结构健康状

态监控提供实验数据与科学依据[1-2]。温度参数

的高精度测量有利于对飞机结构健康状态进行更

高精度的监控。

2006年,朱春玲[3]提出,合适的座舱温度控制

是保证舱内乘员舒适性和电子设备正常运行的关

键,因此对座舱温度进行高精度测量并进行负反馈

控制尤其重要。2007年,张福泽等[4]进行了在不同

温度下3种航空材料的裂纹扩展品质的研究,证明

不同温度下同样材料在同一载荷谱作用下,低温环

境下的裂纹扩展寿命要高于常温环境下的裂纹扩展

寿命。2010年,邸祥发等[5]提出飞机座舱盖载荷谱

编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提出飞机在高速飞行

中,座舱盖温度最大值可达到114.45℃。2012年,

Tejedor等[6]通过负压抽取环氧树脂的方式,在某

型号飞机机翼上封装光纤光栅传感器,对机翼结构

及温度进行监控。Zakaria等[7]研究了不同温度对

载荷谱的影响,证明在不同的温度下,结构疲劳老化

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2016年,邓伟林等[8]在对

飞机轮轴承承重符合冲击实验中,通过对温度的监

控,实现与应变参数的解耦,得到更准确的实验

效果。
现有的光纤光栅温度增敏传感器有粘合法和表

面镀覆法。粘合法操作简单,易获得较高温度灵敏

度,但是粘接剂经高温、酸碱腐蚀后易老化脱落,甚至

导致光纤啁啾。笔者设计了一种新型结构可达到应

变解耦增敏的效果,同时能够减缓粘接剂的老化、脱
落等效果。鉴于光纤光栅质量轻、易于组网和抗电磁

干扰等优点,人们不断尝试使用光纤光栅替代电阻应

变片进行飞机载荷谱的测试[9]。在组网的过程中对

温度的测量,实现温度与应变的解耦,准确计算飞机

结构件实际载荷值,对飞机状态的监测以及解决结构

定寿延寿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原理

光纤光栅的反射波长与光栅的周期及模态的有

效折射率有关,目前已有的基于光纤光栅的各种传

感器其工作原理都可以归结为对光栅中心波长的测

量,即通过对由外界扰动引起的中心波长变化量的

测量。被测参数中心波长与光纤纤芯有效折射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013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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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栅长度周期相关[10],公式如下

λB=2neffΛ (1)
其中:λB 为中心波长;neff为光纤纤芯有效折射率;Λ
为光纤光栅长度周期。

当外界温度变化时,可得

λB=2neff·ΔΛ+2ΔneffΛ (2)

  将其展开变形可得

  ΔλBr=2∂neff∂TΔT+ Δn( )eff ep+
∂neff
∂aΔ

é

ë
êê

ù

û
úúaΛ+

2neff∂Λ∂TΔT
(3)

其中:∂neff/∂T 为折射率温度系数,可用ξ表示;
(Δneff)ep为热膨胀引起的弹光效应;∂neff/∂a代表由

于膨胀导致光纤纤芯直径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波导效

应;∂Λ/∂T 为光纤的线性热膨胀系数,可用a表示;

ΔT 为温度的变化量。
当光纤光栅感受到外界环境温度发生变化

时,不仅会引起光栅周期的变化,而且还会引起有

效折射率Δneff变化,从而引起反射光波长的偏移,
这就是光纤光栅传感的基本原理。则可将式(3)
改写为

ΔλBr
λBΔT=1neffξ+ Δn( )eff ep

ΔT +∂neff∂a
ΔT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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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úa +a (4)

  根据各向同性胡克定律一般形式可知,光纤光

栅各方向应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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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为弹性模量;v为泊松比。
由温度引起的应变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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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到光纤光栅温度灵敏度系数表达式为

ΔλBr
λBΔT=1neffξ-n3eff

2 P11+2P( )12 a+kwg
é

ë
êê

ù

û
úúa +a

(7)
其中:kwg=∂neff/∂a,为波导效应引起的布拉格波长

漂移系数。
根据分析可知,光纤光栅的温度灵敏系数是一

个与光纤本身材料相关的定值,光纤光栅在作为温

度传感器使用时会有较好的线性度输出。

2 传感器的结构设计及其有限元分析

2.1 传感器的设计

  该光纤光栅传感器设计的目的:①对光纤光栅

测温进行增敏处理,得到更精确的实时温度值;②尽

量减小结构应变带来的影响。结合设计目的,选取

热胀冷缩系数(23.6×10-6℃)较大的铝7075-T6
为基底材料,通过对光纤光栅的栅区施加预紧力,并
且全覆盖式封装,以实现增敏的目的。结合力学建

模分析,设计新的传感器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增敏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设计图

Fig.1 DesignofsensitiveFBGtemperaturesensor

为了避免结构的形变对光纤光栅进行温度参数

测量时带来因基底形变导致的其他影响,提出光纤

光栅封装位置与结构件之间无直接接触,通过结构

设计,将粘接点转移,如图1中 A,B位置指的是耳

片结构,这样能够达到应变解耦目的,将基片主体部

分与耳片连接部分进行减薄,以达到应变仅转移到

连接部分,无法过度到传感器主体部分,则应变无法

传递到光纤光栅上。
在封装过程中,先将基片在超声波清洗槽将

基底充分清理,清洗时间为30min;在加热平台上

使用光纤夹具给予光纤光栅施加一定预紧力,通
过光纤光栅解调仪系统的实时观测,使光纤光栅

中心波长至少增大2nm;调整基底放置在加热平

台上的位置,使栅区处于基底预留的浅槽中;为减

少传感器后期的蠕变以及提高传感器传递效率,
使用353ND高温胶[11]将栅区全覆盖封装,80℃
条件下加热1h后自然冷却;在两端尾纤上套光纤

保护套管并固定。完整封装增敏光纤光栅温度传

感器如图2所示。

2.2 传感器基底的有限元分析

采用SolidWorks中的simulation插件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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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12],在对传感器进行拉力模拟测试时,根据实际

的受力情况,确定模拟的加载方式。首先进行网格

化划分,如图3所示。

图2 增敏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

Fig.2 SensitiveFBGtemperaturesensor

图3 有限元分析网格化划分示意图

Fig.3 Griddingdiagramoffiniteelementanalysis

模拟加载过程采取A,B两位置一侧固定,另一

侧施加不同方向拉力情况,以此模拟基片粘附于被

测物表面后,被测件发生变形时基片的受力情况,规
定基片坐标系统如图4所示。在不同角度施加载荷

进行有限元分析,如图5所示。其中(a)~(d)依次

表示A,B两位置进行加载发生x+,x-,y+,y-4
种方向相对位移时基片受力模拟情况。

图4 有限元分析相对坐标方向

Fig.4 Therelativecoordinatedirectionoffiniteelement

analysis

根据受力云图可以得出基片固定点之间任意方

向的相对位移,即被测件发生任何方向的形变,产生

的应力均不会对封装光纤光栅的区域造成影响。

接下来,将光纤光栅以及胶体和传感器基底进

行封装,并整体受力分析(如图6所示),位置B固

图5 有限元分析受力云图

Fig.5 Forcecloudoffiniteelementanalysis

图6 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受力云图

Fig.6 ForcecloudofFBGtemperaturesensor

定,对位置 A施加力,经过有限元分析计算应变变

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光纤部分基本无应力传递到。
因此,可以从受力分析的角度认为该增敏光纤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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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对应变的解耦性能良好。

3 传感器温度标定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对制备完成的增敏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进

行性能探究,搭建实验系统,实验装置如图7所示。

图7 温度传感器标定实验

Fig.7 Experimentoftemperaturesensorcalibration

实验采用准分子刻写光纤光栅,常温状态中心

波长为1526nm,为了探究增敏效果,取1544nm
中心波长未封装参考光纤光栅与之串接。选取:①
FLUKE7381(温度精度0.001℃)高精度恒温水浴

槽为温度标准,水浴槽测温采用pt1000热电偶,精
度0.01℃;②Ibsen解调仪系统,放大自发辐射宽

带光源,带宽范围1525~1570nm,平坦度2dB,
对光纤光栅中心波长解调精度0.5pm;③为进一步

减少解调仪误差,在系统中接入高稳定性窄带激光

器光源,通过光开关与实验系统相连接,通过解调仪

对窄带激光的解调,去除解调仪的解调过程中带来

的误差。
光源发出的宽谱光经过3dB耦合器(插入损

耗)入射到FBG,FBG受温度变化产生线性热胀冷

缩,Ibsen解调仪(波长分辨率0.5pm)对反射谱解

调寻峰,通过上位机软件将中心波长值解调为FBG
传感器的应变。

温度标定实验采用温度循环测量的方法,采用

对水浴槽程控的方式,在10~60℃范围内,以10℃
为一个步进,各温度点稳定30min,选择持续循环。
这一过程在于验证温度传感器线性度以及重复性,
对数据进行分别记录处理。图8为实验所采集传感

器以及图9为参考光栅两个温度循环中心波长与采

集相对次数关系示意图。设定解调仪采集频率为

100Hz,光开关切换速度为50ms。
为了验证传感器的增敏特性,线性度以及重复

性,对采集实验数据进行线性拟合,以及以第1次循

图8 温度传感器中心波长与采集相对次数的关系曲线

Fig.8 TherelationshipcurveofTemperaturesensor
centerwavelengthandcollectrelativetime

图9 参考光栅中心波长与采集相对次数关系曲线

Fig.9 TherelationshipcurveofreferenceFBGcenter
wavelengthandcollectrelativetime

环作为基准,计算连续循环中温度传感器以及参考

光栅的重复性误差。
分别对温度传感器以及参考光纤光栅所采集温

度与中心波长数据使用Origin9.0数据处理软件进

行线性拟合,如图10和图11所示。图10(a)~(d)
分别代表温度传感器4次循环标定实验拟合曲线,
图11(a)~(d)分别代表参考光纤光栅4次拟合曲

线。式(8)和式(9)分别为温度传感器及参考光栅4
次循环拟合函数及线性度。图12为传感器重复性

偏差拟合曲线。

 

λ1=40.36×10-3T+1525.935 (R2=0.998)

λ2=40.44×10-3T+1525.939 (R2=0.999)

λ3=40.37×10-3T+1525.938 (R2=0.999)

λ4=40.04×10-3T+1525.941 (R2=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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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í

ï
ïï

ï
ïï )

(8)

 

λ1=10.05×10-3T+1543.755 (R2=0.997)

λ2=10.08×10-3T+1543.757 (R2=0.997)

λ3=10.07×10-3T+1543.756 (R2=0.997)

λ4=10.10×10-3T+1543.761 (R2=0.997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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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温度传感器波长与温度关系曲线

Fig.10 Therelationshipcurveoftemperaturesensor
wavelengthandtemperature

根据 标 定 数 据,得 出 参 考 光 栅 温 度 灵 敏 系 数 为

10.07pm/℃,封装温度传感器温度灵敏度系数为

40.40pm/℃,可以认为这种封装方式对光纤光栅

的温度灵敏系数增敏效果显著,增敏倍数为4.01
倍。重复性偏差不超过11pm,重复性良好。

4 应变解耦测试

为了验证温度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受到应

变带来的影响,实验将温度传感器粘贴在45#钢金

属拉伸件表面,粘贴方式为使用DP420胶粘贴如图

1所示A,B位置[13]。取两支封装好的传感器分别

按照水平和竖直方向,室温中心波长分别为1526.5
以及1540.2nm,以验证应力对其无影响并验证有

图11 参考光栅波长与温度关系曲线

Fig.11 Therelationshipcurveofreferencegrating
wavelengthandtemperature

图12 传感器重复性偏差曲线

Fig.12 Repetitivedeviationcurveofthesensor

限元分析应变解耦效果结果,实验如图13所示。实

验过程施加0~40kN的拉力,以5kN为步进,通
过拉伸件背面电阻应变片的读数,得到实验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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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为945με。实验中为了排除环境温度变化带来

的干扰,串联室温中心波长为1544nm 裸光纤光

栅,检测温度的变化。

图13 MTS拉伸实验机拉伸实验

Fig.13 TensileexperimentofMTS

在排除温度对光纤光栅中心波长的影响后,采
集两支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中心波长的变化量,如
图14所示,处理数据的方法为在稳定时间段连续采

集求取平均值。

图14 拉伸实验传感器中心波长偏移曲线

Fig.14 Centralwavelengthshiftcurveofsensorinten-
sileexperiment

实验结果显示,参考光纤光栅中心波长的飘动

可认为实验环境温度的变化,排除环境温度的影响,
所选温度传感器中心波长恒稳定在1526.526±
0.005nm以及1540.213±0.005nm范围内,可认

为在误差允许范围内,该温度传感器不受被测结构

形变带来的应变影响。

5 工程应用

将8个封装并完成标定的温度传感器串联,并
使用绝缘胶进行保护,以对称方式贴于飞机座舱内,
粘贴示意图如图15所示。

按照如图15的方式在某歼型机舱内部布置粘

贴温度传感器,如图16所示。
在座舱处搭建温度控制系统,对座舱内进行升

图15 传感器粘贴示意图

Fig.15 Sensorpastediagram

图16 现场实验

Fig.16 Fieldexperimentdiagram

温,进行温度监测实验,实验温度范围为30~70℃。
将采集到的光纤光栅中心波长换算成温度,可以得

到8支传感器的实测温度曲线,如图17所示。

图17 现场温度实验曲线

Fig.17 Fieldtemperaturetestcurve

图17为机舱内部8支传感器分别在每一个温

度条件下持续时间内所测量到的机舱温度曲线,分
析图17可知,在30~70℃的实验温度下,传感器测

得数据较为准确。由于每支传感器装贴位置不同,
所测得的温度数据有一定的偏差,最大偏差不超过

±1℃,满足项目需求。因此可以认为,设计的应变

解耦光纤光栅增敏温度传感器可以用于实际温度测

量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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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笔者设计了一种应用在飞机载荷谱飞行实测过

程中应变不灵敏的增敏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采用

全覆盖式封装工艺,通过特殊的结构设计,充分排除

被测件形变带来的应变影响。通过温度循环实验以

及拉力循环实验,考察了传感器对温度的线性度、增
敏效果、重复性以及应变参量的解耦性能。

温度循环测试结果表明,传感器线性度以及重

复性良好,灵敏度系数为40.4pm/℃,相对参考光

纤光栅增敏系数为4.01倍,且线性度达到0.998以

上。通过拉伸实验机对传感器应变解耦性能的测

试,传感器的耳片受外载荷产生945με时,光纤光

栅中心波长最大漂移3pm,相当于0.07℃的误差,
验证了该传感器良好的应变解耦能力。

将传感器粘贴于某型号战斗机座舱内,对实际

工程应用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设计的传感器

实际测得的温度与实验温度温差不超过±1℃。本

实验 系 统 中 使 用 的 光 纤 光 栅 解 调 仪 精 度 为

±0.5pm,认为该温度传感器能分辨0.02℃的温

度变化。本研究对于飞机飞行实测的温度参数精确

测量有着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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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车辆悬架性能研究*

杨晓峰, 赵文涛, 刘雁玲, 沈钰杰, 颜 龙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镇江,212013)

摘要 阐述了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与承载力大的特点,建立了考虑摩擦力、寄生阻尼力和油液

弹性效应的惯容器非线性力学模型。在数控液压伺服激振台上对液压活塞式惯容器进行了力学性能试验,基于试

验结果,利用 Matlab参数辨识工具箱对非线性力学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辨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液压活塞式

惯容器非线性因素的车辆惯容器-弹簧-阻尼器(inerter-spring-damper,简称ISD)悬架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仿真分

析。结果表明,当考虑液压活塞式惯容器非线性因素时,车辆ISD悬架系统的车身加速度均方根值增加5%,而轮

胎动载荷与悬架动行程均方根值均有所减小,降低了车辆的行驶平顺性。

关键词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非线性;参数辨识;平顺性

中图分类号 U463.33;TH137

引 言

2002年,剑桥大学Smith[1]提出了惯容器的概

念,并将其引入车辆悬架隔振领域。惯容器的加入

所产生的“惯容器-弹簧-阻尼器”的新结构体系打破

了传统“弹簧-阻尼器”二元件并联框架对悬架性能

提升的限制,为广大学者拓宽了新的悬架研究领

域[2-5]。迄今为止,国内外广大学者对惯容器的实现

形式进行了很多探索,其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机械

式和液力式。例如:齿轮齿条式惯容器[6]和滚珠丝

杠式惯容器[7]属于机械式;液压式惯容器[8]和流体

式惯容器[9]属于液力式。
相比于机械式惯容器,液力式惯容器不仅具有

结构简单、承载力大以及成本低的优点[10],而且还

避免了机械式惯容器存在的间隙和“击穿”的问题,
布置方便,可以应用于大型车辆,是惯容器研究的重

要发展方向。文献[11]在考虑摩擦和流动压力损失

等非线性影响下,指出液力式惯容器在较高频率激

励下可以等效为一个阻尼器与一个理想惯容器的并

联结构。Wang等[12]设计了一种液压马达式惯容

器,基于非线性因素验证了其力学性能,但并未结合

ISD悬架进行性能研究。文献[13]基于流体式惯容

器的非线性因素,以半车模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车辆悬架的隔振性能。总体而言,作为一种更为理

想的惯容器装置,液力式惯容器的非线性研究才刚

刚起步。
笔者首先以液压活塞式惯容器为研究对象,通

过分析其基本的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建立包含摩

擦力、寄生阻尼力和油液弹性效应的惯容器非线性

力学模型;然后,进行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力学性能

试验,根据试验数据对非线性力学模型中的参数进

行辨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最后,建立应用非线性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车辆ISD悬架模型,基于该模

型进行非线性因素对悬架性能影响的研究。

1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1.1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基本结构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主要有主、副两个液压缸组

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是分体式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由主液压缸

2及副液压缸7两个横截面积不同的液压缸通过连

接管6连接组成。连接管6为细长软管,副液压缸

活塞8的一端点与质量块10焊接固联。

1.2 工作原理

主液压缸筒与主活塞杆为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705209);镇江市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GY201900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9M651723,2020M671355);江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020Z246);汽车新技术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
基金资助项目(QCKJ202003)
收稿日期:2018-10-11;修回日期:2018-12-15



1-上吊耳;2-主液 压 缸;3-主 液 压 缸 活 塞;4-主 活 塞 杆;

5-下吊耳;6-连接管;7-副液压缸;8-副液压缸活塞;9-副
活塞杆;10-质量块

图1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示意图

Fig.1 Schematicdiagramofthehydraulicpistoninerter

两个端点,平动式的质量块为惯性机构,利用主副缸

筒截面比形成力放大效应。当上吊耳与下吊耳之间

产生相对运动时,下吊耳与主活塞杆推动主液压缸

活塞向上或向下运动,主液压缸下腔与副液压缸下

腔连通,由于主液压缸、副液压缸工作腔内充满油

液,在压差的作用下油液进入副液压缸推动副液压

缸活塞向下或向上运动,进而由副活塞杆带动质量

块上下移动获得惯容器的特征。

2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非线性模型

2.1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理论模型

  为便于分析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主要特点,建
立理论模型时,作以下假设[14]:

1)油液在流动过程中不存在泄露;

2)油液不可压缩,不考虑温度对油液的影响以

及摩擦力。
以压缩行程为例,对液压活塞式惯容器进行受

力分析,由其运动关系可得

(d1-d0)S1=d2S2 (1)
其中:d0 为主液压缸的绝对位移;d1 为主活塞杆的绝

对位移;d2 为副活塞杆的绝对位移;S1 为主液压缸活

塞的有效面积;S2 为副液压缸活塞的有效面积。
对式(1)进行时间的求导可得

d
 ·
1-d

 ·
( )0 S1=d

 ·
2S2 (2)

其中:d
 ·
0 为主液压缸的绝对速度;d

 ·
1 为主活塞杆

的绝对速度;d
 ·

2 为副活塞杆的绝对速度。
对式(2)进行时间的求导可得

d̈1-d̈( )0 S1=d̈2S2 (3)

其中:d̈0 为主液压缸的绝对加速度;d̈1 为主活塞杆

的绝对加速度;d̈2 为副活塞杆的绝对加速度。
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可得

F d
 ·
1-d

 ·
( )0 =md̈2d

 ·
2 (4)

其中:F 为压缩行程中惯容器两端的作用力;m 为副

活塞、副活塞杆及质量块的总质量。
结合式(2)~(4)可得F 的表达式为

F=m S1
S
æ

è
ç

ö

ø
÷

2

2

d̈1-d̈( )0 (5)

2.2 非线性力学分析

理想模型中的油液不可压缩和摩擦力的忽略,
均与事实不符,从而忽略了惯容器的非线性干扰。
文中研究的液压活塞式惯容器非线性因素主要包括

摩擦、寄生阻尼及油液的弹性效应。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摩擦力主要是液压缸活塞

与缸筒内腔之间的摩擦,取决于内壁材料,且摩擦力

与活塞缸筒间的相对速度之间存在如下关系[13]

Ff =f0sgn(v) (6)
其中:Ff 为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摩擦力;f0 为摩擦

力幅值;sgn(v)为符号函数,当速度方向为正时,函
数值为1,当速度方向为负时,函数值为-1,当速度

为0时,函数值为0。
由于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主、副液压缸连接管是

细长的橡胶软管,因此在惯容器工作过程中油液的流

动会产生寄生阻尼力Fd,寄生阻尼系数可以用等效阻

尼系数c来线性表示,且寄生阻尼力存在如下关系

Fd=cv (7)
  油液的弹性效应是由于空气等介质融入导致

的,在油液受到压力时发生体积变化,这种变化会产

生一个附加的弹性力作用在惯容器上。油液的弹性

效应可以用等效的弹簧刚度kf来线性表示,且油液

的弹性力Fk 与两端点的相对位移有如下关系

Fk=kf(x1-x2) (8)
其中:x1和x2分别为惯容器下端点和上端点的位移。

通过上述对各非线性因素的影响分析及等效模

型建立,从而得到了如图2所示的液压活塞式惯容

器非线性力学模型。
根据图2所示的非线性力学模型,可以得到惯

容器输出力Fr的数学表达式为

  Fr=b(̈x1-̈x2)+c(̇x1-̇x2)+f0·sgn(̇x1-
ẋ2)+kf(x1-x2) (9)

其中:b,c,f0,kf 分别为惯容器的惯质系数、等效阻

尼系数、摩擦力幅值及等效弹簧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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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非线性模型

Fig.2 Nonlinearmodelofthehydraulicpistoninerter

3 惯容器非线性模型参数辨识

3.1 惯容器力学性能试验

  本次力学性能试验在如图3所示的美国IN-
STRON8800数控液压伺服激振台上进行,所需的

惯容器输出力信号和位移信号由激振台自带的传感

器获得。试验时采用正弦激励,具体的试验参数如

表1所示。

1-底座;2-液压缸;3-激振头;4-液压活塞式惯容器;5-连
接托盘;6-横梁;7-夹载箱;8-滚动直线导套副;9-上夹具;

10-下夹具

图3 试验台架示意图

Fig.3 Schematicdiagramoftestbench

表1 试验参数

Tab.1 Testparameters

试验参数 惯容系数/kg 频率/Hz 振幅/mm
参数值 95 0.1,2,4,6,8,10 10

3.2 模型参数辨识

由于试验台架因素,试验时液压活塞式惯容器

的上端固定,因此x2 取值为0。
为确定摩擦力的幅值参数,选择激振频率为

0.1Hz的位移输入,因为在该频率下,惯容器两端

点间的相对速度与相对加速度很小,可以忽略软管

的寄生阻尼力和油液弹性效应的影响,此时摩擦力

对惯容器的性能响应起主要作用[15],性能响应曲线

如图4所示。

图4 0.1Hz性能响应曲线

Fig.4 Performanceresponsecurveat0.1Hzfrequency

如图4所示,0.1Hz的性能响应曲线呈明显的

方波性质,等大反向的力是由于摩擦力的方向发生

了变化,这也验证了前文所建立的摩擦力性质的数

学模型和惯容器在低频摩擦力起主要作用的结论,
且从图4中可以估计出摩擦力的幅值约为500N。

为进一步确定非线性力学模型中的其他参数,
采用基于 Matlab/Simulink模型的参数辨识工具

箱,优化目标函数如式(10)所示,参数辨识工具箱设

置如表2所示,求取使得J(θ)最小的θ值。

J(θ)=
∑
N

n=1
Fr(n)-Fs(n)2

N
(10)

其中:θ为代辨识参数的集合;Fr(n)为理论计算力

的数值;Fs(n)为试验测得力的数值。

表2 参数辨识工具箱设置

Tab.2 Parameteridentificationtoolboxsetting

设置对象 设置结果

参数辨识算法 非线性最小方差算法

参数截止误差 0.01

函数截止误差 0.01

将正弦激振频率输入的试验数据作为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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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参数辨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非线性模型参数辨识结果

Tab.3 Parameteridentificationresultsofthenonlinearmodel

频率/Hz
等效阻尼系数c/
(N·s·m-1)

等效弹簧刚度kf/
(kN·m-1)

2 1298 711

4 1295 707

6 1287 709

8 1293 710

10 1291 708

根据表3的辨识结果可知,等效阻尼系数c为

1293N·s/m,等效弹簧刚度kf为709kN/m,并给

出了在10Hz位移输入下的力学响应对照曲线,如
图5所示。

图5 10Hz性能响应曲线

Fig.5 Performanceresponsecurveat10Hzfrequency

从图5中可以看出,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的试验

输出与理论输出吻合良好,证明所建立的非线性力

学模型的准确性,参数辨识结果可靠。

4 ISD悬架非线性特性影响研究

文中选择简单三元件结构[16]的悬架结构作为

研究对象,基于此建立如图6所示的悬架模型,其中

悬架的阻尼器与惯容器串联。
根据图6所示的模型,以系统的静平衡位置为

原点,依据牛顿第二定律可得系统的运动微分方程

如下

 

msz̈s+Kzs-z( )u +Fr=0
muz̈u-Kzs-z( )u +kt zu-z( )r -Fr=0
Fr=kfzs-z( )b +cz·s-z·( )b +bz̈s-z̈( )b +
  f0sgnz·s-z·( )b =Cz·b-z·(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u

(11)

其中:ms 为簧载质量;mu 为簧下质量;K,C 分别为

悬架的弹簧刚度和阻尼器系数;Fr 为惯容器的输出

图6 ISD悬架非线性模型

Fig.6 NonlinearmodelingofISDsuspension

力;zs 为簧载质量的垂直位移;zu 为簧下质量的垂

直位移;zb 为惯容器的垂直位移;zr 为路面输入的

垂直位移。
根据式(11)所示的ISD悬架非线性数学模

型,搭建了Simulink仿真模型,仿真时长为10s,
采样间隔为0.005s,采用随机路面作为系统的位

移输入,路面不平度的拟合时域表达式[17]为

 z·r(t)=-2πf1zr(t)+2πn0 Gq(n0)uw(t) (12)
其中:zr(t)为路面的位移输入;f1 为下截止频率;n0
为参考空间频率;u为车速;Gq(n0)为路面不平度系

数;w(t)为均值为0的白噪声。
仿真参数采用一款成熟的传统被动悬架,阻尼、

弹簧刚度优化后用相同路面激励仿真车辆ISD悬

架的线性与非线性悬架性能指标,参数如表4所示。
仿真计算20m/s下的车身加速度、轮胎动载荷和悬

架动行程数值,以及时域转化成频域的功率谱密度,
仿真结果如图7,图8所示,相应的均方根值如表5
所示。

表4 仿真模型参数

Tab.4 Parametersofthesimulationmodel

参 数 数值

路面不平度系数Gq(n0)/(m3·cycle-1) 256×10-6

簧载质量ms/kg 345
簧下质量mu/kg 45
悬架弹簧刚度K/(kN·m-1) 14.7
悬架阻尼器系数C/(kN·s·m-1) 1.25
悬架轮胎刚度kt/(kN·m-1) 192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等效阻尼系数c/(kN·s·
m-1) 1.293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等效弹簧刚度kf/(kN·
m-1)

709

液压活塞式惯容器摩擦力幅值f0/kN 0.5
下截止频率f1/Hz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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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7和表5中可以看出,引入非线性因素的

简单三元件车辆ISD悬架同线性该结构悬架相比,
除车身加速度均方根值增加5%,影响了车辆行驶

平顺性外,轮胎动载荷均方根值和悬架动行程均方

根值均有所减小。从图8的频域角度可以看出,非
线性因素对悬架轮胎动载荷和悬架动行程功率谱密

度影响集中在低频段,表现为线性ISD悬架低频处

峰值略高于非线性ISD悬架。

图7 非线性和线性悬架性能指标对比图

Fig.7 Comparisonofperformancebetweennonlinear
andlinearsuspension

表5 悬架性能指标均方根值

Tab.5 RMSofsuspensionperformance

悬架性能指标
车身加速度/
(m·s-2)

轮胎动
载荷/kN

悬架动
行程/m

线性均方根值 1.0514 0.9068 0.0160

非线性均方根值 1.1039 0.8539 0.0118

图8 非线性和线性悬架功率谱密度对比图

Fig.8 ComparisonofPSDbetweennonlinearandlinear
suspension

5 结束语

笔者进行了液压活塞式惯容器装置的性能试

验,并考虑了摩擦力、寄生阻尼和油液弹性效应的影

响,完成了液压式活塞式惯容器的非线性建模及参

数辨识,仿真曲线与试验曲线拟合良好,验证了所建

模型的准确性和辨识方法的可靠性。文中建立了包

含液压活塞式惯容器非线性的车辆ISD悬架模型,
仿真对比发现,非线性因素的引入会使轮胎动载荷

和悬架动行程均方根值指标略微减小,车身加速度

均方根值指标增加,车辆行驶平顺性降低,可为后续

的非线性控制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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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度拟合的自适应机械振动信号压缩感知*

杨正理, 史 文, 陈海霞
(三江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南京,210012)

摘要 针对利用机械振动信号进行设备故障诊断和状态监测过程中,存在采样数据量多、存储容量大、传输带宽高

和信号重构精度低等问题,提出一种稀疏度拟合的自适应机械振动信号压缩感知方法。首先,对机械振动信号进

行多尺度小波包变换,再将小波包系数按一定阈值进行置零处理并求取其稀疏度;然后,采用迭代方法求取各稀疏

度下满足重构信号精度条件的最低采样率,并对信号的稀疏度和采样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消除信号测量

误差,求取最佳信号采样率;最后,采用K-奇异值分解算法构造与各信号块相适应的过完备字典,并利用正交匹配

追踪算法实现信号重构。实验证明,与传统压缩算法相比较,该算法的信号压缩率和重构精度均得到较大提高。

关键词 机械振动信号;自适应压缩感知;小波包变换;稀疏度拟合;过完备字典

中图分类号 TH17;TP272

引 言

机械振动信号中蕴含了设备运行的丰富信息,
所以常用于对设备进行故障诊断和状态监测[1]。然

而机械振动信号为动态复杂非平稳信号,具有较高

频率。为了对机械振动信号实现不失真还原,根据

传统的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必须以不小于两倍振动

信号带宽的频率进行全采样,这必然会产生海量数

据,为信号的存储、传输和重构带来很多困难[2]。
压缩感知(compressedsensing,简称CS)理论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解决方案[3-4],并在机械

振动信号处理领域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且取

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文献[5]基于字典学习对轴

承故障时的机械振动信号特征进行提取,解决了故

障信号中的冲击成分微弱容易被噪声覆盖的问题,
满足了轴承实时故障监测需求。文献[6]基于K-奇
异值分解(K-singularvaluedecomposition,简称K-
SVD)构造过完备字典实现振动信号精确重构方法,
提高了信号的压缩率和重构性能。文献[7]提出了

一种基于K-SVD改进算法的字典更新方法,算法

每次奇异分解后同时对多列字典原子进行更新,减
少了迭代次数,在保证信号重构质量的前提下有效

缩短了字典训练的时间消耗。文献[8]提出了基于

稀疏 编 码 判 别 轴 承 故 障 的 诊 断 方 法,通 过 引 入

Fisher准则,在频域对故障信号进行处理,提高了故

障诊断的准确率。文献[9]提出基于提升小波的自

适应CS方法,利用小波系数的稀疏度对提升小波

的滤波器和分解尺度进行选取,优化了提升小波参

数,提高了机械振动信号的重构速度。
然而,目前对机械振动信号的CS仍存在一些

不足:①CS的采样率确定没有和信号的重构精度形

成有效的闭环效果,无法实现对信号重构精度进行

预控制,从而可能丢失一些重要信息;②时域下的机

械振动信号表现复杂,当分段对其进行CS时,由于

各分段信号信息特征差异较大,传统的稀疏字典无

法满足不同信号段的稀疏要求,从而使重构后的信

号整体效果无法保证;③传统的稀疏变换方法,如离

散傅 立 叶 变 换、离 散 小 波 变 换(discretewavelet
transformation,简称DWT)、曲波变换、离散余弦变

换(discretecosinetransform,简称DCT)等,信号处

理过程不够精细,稀疏度不够高,且容易丢失原始信

号的特征信息,影响了信号的重构效果和压缩率。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一种稀疏度拟合的

自适应机械振动信号CS方法。首先,对机械振动

信号进行多尺度小波包变换,由于信号的高、低频部

分被同步分解,既保留了更多原始信号特征,也使信

号的稀疏度和信号重构精度得到提高;然后,采用自

适应方法确定信号采样率,使各信号段的重构精度

满足实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信号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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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率;最后,采用K-SVD算法构建包含信号特征的

过完备字典,使各信号块的稀疏度和重构精度进一

步得到提高。

1 CS理论模型

1.1 信号CS原理

  当机械振动信号较长或者连续测量时,需要对

信号进行分段处理,设某一信号段为x,对其进行

CS处理主要包括信号采集、信号传输和信号重构3
部分,处理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信号CS与重构过程

Fig.1 SignalCSandreconstructionprocess

根据CS理论,设有限长一维信号x∈RN 在某

一变换域是稀疏的,则信号x在该变换域下的稀疏

表示为

x=Ψs (1)
其中:Ψ∈RN×N为正交基矩阵;s∈RN×1为稀疏变换

向量。
对信号x进行稀疏表示后,再对其进行 M 次线

性观测得到观测向量y∈RM×1,即

y=Φx=ΦΨs (2)
其中:Φ∈RM×N为一个与Ψ 不相关的测量矩阵,且

M≪N;由于s是k稀疏且k<M≪N,可由式(2)求
解s,即求解如下的最优化问题

min‖s‖0 s.t. y=Φx=ΦΨs (3)
其中:‖s‖0 为s的l0 范数,即s中的非零个数。

求解式(3)常用的方法为正交匹配追踪(or-
thogonalmatchingpursuit,简称OMP)算法,求得s
后代入式(1)可重构出信号x。由观测向量y重构

出信号s须具备2个条件,一是信号s是稀疏的;
二是观测矩阵 Φ 必须满足有限等距(restrictedi-
sometryproperty,简称 RIP)性质[10],即对任意常

数c满足

(1-δ)‖c‖22 ≤ ‖Φc‖22 ≤ (1+δ)‖c‖22(4)

其中:δ∈[0,1]为等距系数。
然而,有些信号在正交变换基 Ψ 下不够稀疏,

因此可以根据信号的具体特征构建过完备字典D,
用以对信号x进行稀疏表示。根据CS理论,如果

存在一个变换D,对任意k稀疏信号x,使x=Ds,

s∈∑k
,∑k={s:‖s‖0≤k},则式(3)可写成

min‖s‖0 s.t. y=Φx=ΦDs=θs (5)
其中:θ=ΦD 为感知矩阵。

通过训练样本得到的过完备字典D 一般为非

正交基,但由于测量矩阵Φ 为高斯随机矩阵,得到

的感知矩阵θ也是随机的,必然满足RIP性质。

1.2 信号CS与重构评价指标

文中采用压缩比(compressionratio,简称CR)
作为评价机械振动信号CS的压缩效果评价指标,
用n1 和n2 分别为机械振动信号压缩前、后的数据

量,其计算公式为

CR=(n1-n2)/n1 (6)

  峰值信噪比(peaksignaltonoiseratio,简称

PSNR)表示信号可能的最大功率和影响其精度的

背景噪声功率之间的比值,单位为分贝(dB)。文中

采用PSNR 作为机械振动信号重构精度的评价

指标

PSNR=10lgg
2
max

δ2e
(7)

其中:δ2e =1N∑
N

i=1

[̂gi-gi]2;g,̂g 分别为重构前、后

的信号数据;gmax为信号序列中的最大值;N 为信号

的长度。

2 基于小波包的信号稀疏变换

2.1 稀疏变换方法选择

  传统的DCT和DWT变换重点关注的是信号

低频部分,忽略了仍具有丰富信息的高频部分,采用

这些方法进行稀疏变换时,会丢失部分原始信号的

信息特征,且信号处理不够精细,变换后的稀疏度较

低,从而导致信号重构精度下降。采用小波包对信

号进行稀疏变换时,信号的低频部分和高频部分被

同步分解,信号处理更加精细,保留了更多原始信号

的特征信息,也使信号的稀疏度和重构精度进一步

提高。
对同一信号来说,在其稀疏域的稀疏度越高,信

号CS时的压缩率就越高[11],变换过程也应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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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始信号的特征,所以笔者选择小波包对信号

进行稀疏变换。还需说明的是,在采用小波包对信

号进行稀疏变换时,还需要根据原始信号的特征,进
一步对小波基的类型进行选择。只有选择合适的小

波基,才能获得最佳的稀疏效果[12]。文中通过实验

方法确定选择DB4小波基函数。

2.2 小波包分解尺度选择

对机械振动信号采用小波包进行稀疏变换,是
为了使信号在频域表现出更高的稀疏度。信号在频

域的稀疏度还与小波包分解的尺度有关,但并非分

解尺度越多,稀疏度越高。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

选择合适的分解尺度。
通过一个实例来分析信号分解尺度和稀疏度之

间的关系,并根据分析结果选择合理的小波包分解

尺度。选择美国西储大学轴承数据库中的 OR007
@6号振动信号为测试样本,该信号表示在轴承外

圈6点方向、0.007″深度处发生了故障,故障负载为

0,分别由位于电机驱动端和风扇端的加速度传感器

采样得到,信号采样频率为12kHz。任意截取长度

为512个采样点的数据,采用DB4小波基对信号进

行多尺度小波包分解,对各尺度下小波包系数绝对

值不大于阈值T 的系数进行置零,置零后的小波包

系数中为零的个数与所有系数的百分比定义为稀疏

度k,统计结果如表1。

表1 不同分解尺度下的稀疏度

Tab.1 Thesparsityatdifferentdecompositionscales

分解尺度 1 2 3 4 5 6
阈值T=6
阈值T=16

72.58
75.79

82.10
91.63

91.22
95.27

91.71
95.83

91.26
95.64

90.33
95.28

从表1中数据看出,在不同阈值下,随着分解尺

度的增加,小波包系数的稀疏度呈上升趋势;但达到

一定分解尺度后,稀疏度开始下降。根据表1的数

据和分析结果,文中的小波包分解尺度选择为4。

3 稀疏度拟合的自适应CS

3.1 不同采样率下信号重构精度

  利用机械振动信号进行故障诊断和状态监测,
必须保证重构后的信号具有较高精度。当采用

PSNR作为信号重构评价指标时,一般要求振动信

号的重构精度PSNR不小于45dB,否则难以保证

重构信号的完整性。对同一机械振动信号来说,如

果要求重构信号的PSNR越高,则需要较高采样

率。但采样率越高时,信号的压缩率会越低[13]。
通过实例来分析信号的重构精度与采样率之间

的关系,并根据分析结果为自适应采样率的选择提

供理论基础。仍采用文中2.2节所述的测试样本,
采用不同的采样率对信号进行CS,并选择对应的独

立同分布高斯随机矩阵为观测矩阵,采用 OMP算

法对信号进行重构。不同采样率下的信号重构

PSNR值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采样率时信号重构精度

Tab.2 Thesignalreconstructionaccuracyatdifferentsam-

plingrates

采样率/% 30 50 70 80 90
PSNR/dB 30.3 36.5 44.1 45.2 48.4

由表2可以看出,当采样率接近80%时,信号

的重构精度才能满足实用要求,这主要是因为测试

信号的奇异度较高。更多实验结果证明,在重构精

度一定的前提下,信号越平稳,采样率越低。

3.2 精确自适应采样率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信号的重构精度为不同信

号选择精确采样率的步骤如下(如图2所示):

1)对信号进行4尺度小波包分解;

2)对第4尺度下的高频小波包系数中绝对值

不大于阈值T 的系数进行置零处理,并求取该尺度

下的小波包系数稀疏度k;

3)设置信号初始采样率f=20%,步长1%,终
值100%,然后进行迭代计算:在每个采样率下对信

号进行CS并进行重构,计算信号重构精度PSNR
值,当PSNR不大于45dB时,迭代继续;当PSNR
大于或等于45dB时,所对应的采样率为精确自适

应采样率值,记录该值后迭代结束。

3.3 信号自适应采样率优化

对机械振动信号采用上述方法进行分段处理,
当完成m 段信号的稀疏变换后,可以得到一组稀疏

度-采样率的数据对集合{ki,fi},i=1,2,…,m。由

于各种测量误差的存在,一些数据对会表现为离散

的点。根据信号的惯性特征,这些离散的点往往是

由测量误差产生的。为了消除测量误差,采用最小

二乘法对这些数据对进行拟合,即在m 次线性函数

簇P={p1,p1,…,pm}中找到最佳函数h(k,C),使
其平方误差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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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适应压缩采样流程

Fig.2 Theflowchartofadaptivecompressed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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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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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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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际应用中,在程序的初始化部分对m 段振动

信号进行稀疏变换,并对m 段信号的稀疏度-采样

率数据对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得到一个确定性函数。
程序运行时,当有新数据对加入时,直接调用该确定

函数对采样率进行优化。并将新数据对加入到数据

对序列中,再次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并得到新的确定

性函数,当有更新的数据对加入时,再次调用新的确

定性函数对采样率进行优化,依次类推。

4 机械振动信号过完备字典设计

机械振动信号的稀疏性是实现信号CS与重

构的前提。时域下的机械振动信号是非稀疏的,
因而需要采用稀疏字典进行变换。常用的稀疏字

典有两种类型:固定字典和学习字典。固定字典

由数学变换得到,如傅里叶字典、DCT字典、DWT
字典等。固定字典结构良好,计算速度快,但固定

字典对原始信号的依赖性较强,自适应较差,不能

良好的表现原始信号特征;学习型字典基于原始

信号样本,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出非正交过完

备字典,因其能够良好表现原始信号特征,压缩率

高,重构性能优越受到广泛关注,常用的方法有最

优方向法和K-SVD法[14]。众多研究表明,K-SVD
方法在字典学习过程中对信号特征的描述效果更

好[15],应用更为广泛。

K-SVD算法与 K-均值聚类算法关系密切,是

K-均值聚类算法的高度泛化[16]。字典学习主要包

括3个步骤:①字典初始化。可以选择固定字典(如
过完备DWT字典)或随机选择K 个信号样本得到

初始化字典D,文中采用第2种方法。②稀疏编码。
在初始化字典D 的基础上,采用 OMP算法查找信

号在字典D 上的最优系数矩阵。③字典更新。更

新字典D 中的原子,并根据迭代次数或最小误差要

求,使字典D 达到最优。应用步骤如下。

1)选取机械振动信号样本,并确定训练过完备

字典的5个重要参数:原子数量 K、原子维数n、待
分解信号进行线性稀疏表示时所需要的最大原子数

量L、K-SVD算法的迭代次数J和样本信号集合S
的原子个数N。

2)对选取的机械振动信号样本按照原子维数n
大小进行划分,并随机选择K 个原子对字典D 进行

初始化,再选择N 个原子构成机械振动信号样本集

合S,并保证所有原子均具有2-范数。

3)在选取的机械振动信号样本中采用 OMP
算法进行迭代,求取字典D 的稀疏系数矩阵X。

4)对稀疏系数矩阵X 进行固定,利用 K-SVD
算法对字典D 中的原子依次进行更新,使其逼近误

差最小。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满足最小误差要求或

达到预设的迭代次数,得到最优过完备字典D 和最

优稀疏系数矩阵X。

5 实验结果及分析

5.1 过完备字典重构性能分析

  仍以文中2.2节的测试样本信号为例。由于信

号的周期性和字典训练的需要,将该测试样本0~
121991采样点扩展至0~609955,其中0~563200
采样点用以训练过完备字典,采样点563200后的

46755个采样点为CS测试信号,采用OMP算法对

信号进行重构计算。为了使实验结果更有针对性,
在进行本节实验时不采用自适应采样率,而是取固

定采样率80%进行实验。
采用K-SVD算法完成机械振动信号过完备字

典训练过程就是合理选取文中第4节中所述的5个

重要参数值。如何对这些参数进行合理选取,还没

有统一的标准。下面分别通过实验方法测试当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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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数发生变化时过完备字典对信号的稀疏度,进
而对信号重构精度的影响进行分析,获得选取这些

参数的实验方法。
实验1 分别取 K=600,L=14,J=10,N=

1100,当原子维数n从100~500变化时,信号的重

构精度曲线如图3所示。
图3中的3条曲线分别表示在K-VSD过完备

字典、DWT过完备字典和DWT正交基3种稀疏

方式下的信号重构精度曲线。可以看出,相同n
值下,K-VSD过完备字典具有较好的稀疏性能,其
信号重构精度较高,DWT过完备字典次之,DWT
正交基最低,这一结果比较明显地反应了3种稀

疏变换方式下信号的稀疏度与信号重构精度有

关。另外,当n=300时,3种稀疏方式下的重构精

度均较高,且长度为300的采样点能够反映振动

信号的周期性变化,所以后面的几项实验中的n
均取300。

图3 不同n值下信号重构精度

Fig.3 Thesignalreconstructionaccuracyunderdiffer-

entnvalues

实验2 分别取n=300,L=14,J=10,N=
1100,当字典的原子数量 K 从500~800变化时,
信号的重构精度曲线如图4所示。

显然,由 于n 值 固 定,观 察 矩 阵 Φ 不 变,则

DWT正交基下信号的重构精度不变。所以,图中

只给出了K 变化时,在 K-VSD过完备字典、DWT
过完备字典2种稀疏方式下的信号重构精度曲线。
可以看出,当K=650时,信号重构精度较高。

实验3 分别取n=300,K=650,L=14,J=
10,当样本信号集合S的原子个数N 从750~1100
变化时,信号的重构精度曲线如图5所示。可以看

出,N=850时信号的重构精度较好。

图4 不同K 值下信号重构精度

Fig.4 Thesignalreconstructionaccuracyunderdiffer-

entKvalues

图5 不同 N 值下信号重构精度

Fig.5 Thesignalreconstructionaccuracyunderdiffer-

entNvalues

实验4 分别取n=300,K=650,N=850,J=
10,待分解信号进行线性稀疏表示时所需要的最大

原子数量L从2~20变化时,信号的重构精度曲线

如图6所示。可以发现,当L≥10后信号的重构精

度变得相对比较稳定,从而算法中的L 取值不应小

于10。

图6 不同L值下信号重构精度

Fig.6 Thesignalreconstructionaccuracyunderdiffer-

entLvalues

实验5 分别取n=300,K=650,N=850,L=
10,K-SVD算法的迭代次数J 从2~20变化时,信
号的重构精度曲线如图7所示。容易看出,当算法

的迭代次数超过10次后,信号的重构精度变得相对

比较 稳 定,所 以 算 法 的 迭 代 次 数 取 值 不 应 小 于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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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J值下信号重构精度

Fig.7 Thesignalreconstructionaccuracyunderdiffer-

entJvalues

5.2 本算法性能比较

为了验证笔者提出的算法性能,对信号采用小

波包自适应稀疏变换,取信号重构精度为45dB,在

K-VSD过完备字典、DWT过完备字典和DWT正

交基3种不同稀疏方式下,对10种不同类型机械振

动信号进行CS,经多次实验,得到信号压缩率CR
的平均值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

出,笔者所述算法的信号压缩率显然最高。

表3 不同类型信号的压缩率

Tab.3 TheCompressionRatioofdifferenttypessignals

信号
类别

DWT
正交基

DWT过完备
字典

K-SVD过完
备字典

Normal 0.519 0.603 0.726

B007 0.486 0.585 0.693

B0014 0.479 0.588 0.674

B0021 0.512 0.594 0.651

OR007@6 0.529 0.623 0.731

OR014@6 0.536 0.626 0.714

OR021@6 0.524 0.611 0.720

IR007 0.482 0.570 0.695

IR014 0.487 0.561 0.683

IR021 0.492 0.573 0.704

6 结束语

通过稀疏度拟合的自适应CS方法,完成对机

械振动信号的CS与重构,主要解决了3个方面问

题:①采用小波包对机械振动信号进行稀疏变换,对
仍蕴含丰富信息的高频信号进行分解,使机械振动

信号在频域的稀疏度更高,提高了信号的压缩率和

重构精度;②采用稀疏度拟合的自适应CS,在保证

信号重构精度的前提下,具有最低采样率;最小二乘

法拟合的采样率优化消除了信号测量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误差,使信号重构精度进一步提高;③根据机械

振动信号特征,基于 K-SVD算法训练过完备字典

对机械振动信号进行稀疏表示,进一步提高了信号

的压缩率和重构精度。但针对机械振动信号,采用

K-SVD算法训练过完备字典时对参数的选取研究

甚少,还没有统一标准的方法可以借鉴。因此笔者

通过实验方法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重点研究,对

K-SVD算法的参数进行了合理选取,使其更适合用

于对机械振动信号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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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机-支架系统的异常噪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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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技术部 牡丹江,157000)

摘要 针对某乘用车发动机转速在1573r/min,压缩机开启时车内噪声异常的问题,对样车进行试验分析与诊断,
对压缩机-支架系统进行仿真分析,提出改进方案并验证改进效果。利用LMS声振信号采集系统采集振动噪声数

据,采用频谱分析、阶次追踪等方法,并结合压缩机-支架系统模态仿真结果,确定车内异常噪声是压缩机轴频21阶

与压缩机-支架系统3阶模态频率接近发生共振造成的。通过优化支架结构来提高压缩机-支架系统3阶模态频率

以此来避免共振,并换装橡胶驱动盘缓和压缩机输入扭矩波动。将改进结构进行整车试验,结果表明:匀速工况空

调开启时问题转速下,车内噪声降低了2.5dB(A);匀加速工况空调开启时发动机转速1500~1650r/min区间,
车内噪声无峰值,其余转速空调开启时改进前/后车内噪声基本不变,噪声波动趋势平缓。

关键词 汽车;空调压缩机;噪声;试验分析与诊断;橡胶驱动盘

中图分类号 TH457

引 言

随着乘客对车辆振动、噪声要求的不断提高,噪
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noise,vibration,harsh-
ness,简称NVH)特性逐渐成为评价车辆乘坐舒适

性的一个重要指标[1]。空调压缩机是汽车制冷系统

的核心,它从吸气管吸入中温低压的制冷剂气体,通
过皮带轮运转带动活塞压缩气体,向排气管排出高

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在车内温度调节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但其同时也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噪声

源,严重影响着车辆的乘坐舒适性[2]。
轴向活塞式空调压缩机广泛应用于汽车空调系

统中,活塞的往复惯性力、旋转部件的不平衡力以及

制冷剂对压缩机管路冲击力等会通过结构传递到壳

体上,使壳体受迫振动并向外辐射同频率噪声,当受

迫振动频率接近压缩机系统固有频率时,会产生更

大的振动与噪声[3-4]。汽车空调压缩机的负荷随着

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压缩机的振动噪声也随着

负荷的增加而增大,使车辆的乘坐舒适性急剧下

降[5-6]。国内外对汽车空调压缩机振动噪声问题已

有一定的研究。文献[7-8]利用人工探头、麦克风、
和加速度传感器等设备,提出一种适用于车辆空调

热膨胀阀嘶嘶声和流体流动声的测试方法。Demas
等[9]对汽车空调压缩机的摩擦噪声进行研究,论述

了涂层材料在降低零部件摩擦噪声中的作用,为压

缩机的减振降噪提供理论支持。陈志勇等[10]通过

改变压缩机皮带轮直径来改变压缩机与发动机的转

速比,进而避免压缩机工作频率与发动机8阶激励

频率重合,改善拍振现象,降低了车内噪声。文中主

要从试验角度入手,针对压缩机-支架系统模态引起

的车内异常噪声进行测试、诊断与优化。对压缩机-
支架系统进行仿真分析,提出改进方案并试验验证。

1 驾驶室噪声异常问题描述

问题样车空调压缩机为10缸定排量斜盘式,压
缩机与发动机之间通过铸铁支架连接。为分析异常

噪声产生的原因,对样车进行试验分析,试验工况

为:发动机恒定转速,开/关空调压缩机;驻车匀升发

动机转速,开/关空调压缩机。在发动机悬置被动

端、压缩机壳体、膨胀阀、驾驶员座椅导轨处布置三

向振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振动加速度信号,如图1
(a)所示,在驾驶员右耳处布置传声器测量声压信

号,如图1(b)所示。

1.1 匀速工况摸底试验

定置试验车辆,分别测量发动机怠速、1200,

1573,2000r/min,开/关空调驾驶员右耳处声压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8YFB0106200)
收稿日期:2019-02-03;修回日期:2019-03-29



值,如图2所示。发动机转速1573r/min空调开启

时车内噪声最大,并且开/关空调车内噪声差值远大

于其余转速工况。

图1 测试传感器位置

Fig.1 Positionofthesensors

图2 开/关空调车内噪声值

Fig.2 InternalnoiseinACon/off

1.2 匀加速工况摸底试验

驻车匀升发动机转速,测量开/关空调车内噪声

时域信号,如图3所示。当发动机转速在1500~
1650r/min区间,开启空调车内噪声出现一个明显的

峰,且开/关空调车内噪声差值远大于其余转速工况。

图3 匀速升高发动机转速车内噪声

Fig.3 Internalnoiseinrun-upcondition

2 驾驶室异常噪声分析与诊断

2.1 匀速工况试验分析

2.1.1 车内异常噪声频谱分析

为了诊断异常噪声的原因,用LMS声振采集

系统采集开/关空调车内噪声信号频谱,如图4所

示。问题样车采用四缸四冲程发动机,其2阶激励

频率为52.43Hz,关空调车内噪声在发动机2阶激

励频率处最大,且远大于其他频率成分;空调开启车

内噪声在各个频率成分均有增加,在688Hz处峰值

突出,远大于发动机2阶激励频率成分。发动机转

速1573r/min时,压缩机轴频f为

f=ni
60=1573×1.25

60 =32.77Hz (1)

其中:n为发动机转速;i为压缩机主轴带轮与发动

机曲轴带轮之间的转速比。
压缩机的工作频率f1 为

f1=kf=10×32.77=327.7Hz (2)
其中:k为压缩机气缸数。

压缩机轴频21阶(轴频对压缩机2阶工作频率

的调频)为688Hz(32.77+327.7×2),与噪声频谱中

最大峰值频率相同,为车内异常噪声的主要贡献者。

图4 开/关空调车内噪声频谱

Fig.4 FrequencyspectrumofinternalnoiseinACon/off

2.1.2 振动信号频谱分析与传递路径识别

为诊断异常噪声振源与识别其传递路径,在发动

机转速1573r/min时,采集开/关空调压缩机壳体振
动信号频谱,如图5所示。关闭时压缩机振动信号最

大峰值频率为52.43Hz,为发动机2阶激励频率;空
调开启时压缩机处振动信号在688Hz最大,远大于

52.43Hz噪声值,与车内噪声频谱分析结果一致。
膨胀阀是车辆空调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

连接空调管路,是压缩机振动传递到车内的直接通

路,开/关空调膨胀阀的振动信号频谱如图6所示。
空调开启时膨胀阀的振动信号在688Hz处最大,且
高于52.43Hz处。空调开启时压缩机与膨胀阀振

动频谱振动信号沿着频率分布具有一致性,压缩机

壳体振动加速度信号普遍大于膨胀阀振动加速度信

号,且与车内噪声频谱趋势相同。通过以上分析可

以得出:空调开启时车内异常噪声的振源为压缩机,
压缩机产生的振动噪声通过膨胀阀向车内直接传

递,导致车内异常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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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开/关空调压缩机振动频谱

Fig.5 Frequencyspectrumofcompressorvibrationin
ACon/off

图6 开/关空调膨胀阀振动频谱

Fig.6 Frequencyspectrumofexpansionvalvevibration
inACon/off

2.2 匀加速工况试验分析

定置车辆匀升发动机转速,采集车内噪声阶次

追踪信号与压缩机振动阶次追踪信号,如图7所示。
由匀速工况试验可知,车内异常噪声对应发动机转

速1573r/min,在图中转速1573r/min作一条水

平线,亮度最大处为688Hz,在688Hz作一条垂

线,交点处做阶次线,为发动机26.25阶,对应压缩

机轴频21阶,这与匀速工况试验分析结果一致。

688Hz垂线上有几个明亮的点,为发动机18.75,

31.25,37.50阶,对应压缩机轴频15,25,30阶,为
压缩机常见激励阶次,可以判断样车压缩机-支架系

统在688Hz处存在共振频带。

2.3 压缩机-支架模态仿真分析

为验证试验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对压缩机-支架

系统进行模态仿真分析。在Hypermesh中建立压缩

机与支架的有限元模型,忽略垫片等微小结构,将活

塞等内部结构与压缩机壳体刚性连接。为反映出压

缩机的实车安装情况,在Abaqus中用绑定约束描述

发动机与压缩机支架的连接状态。选择Lanczos求

图7 开AC车内噪声与压缩机振动阶次追踪

Fig.7 Ordertrackingofinternalnoiseandcompressor
vibrationinACon

解器对模型作频率提取,压缩机-支架系统3阶模态

振型如图8所示,仿真得到模态频率为678.47Hz,与
试验分析所述688Hz的相对误差为1.35%,在可接

受范围内,验证试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图8 模态分析结果

Fig.8 Resultofmodalsimulation

2.4 噪声异常问题诊断结果

综合试验与仿真结果,可以得出:688Hz为压

缩机-支架系统3阶模态频率,发动机转速1573r/
min时,压缩机轴频21阶激励与此模态频率相近,
发生共振,产生过大的振动与噪声,并通过压缩机制

冷管路与膨胀阀传递到车内,导致车内异常噪声。

3 改进措施及效果验证

3.1 改进措施

  根据问题诊断结果,将压缩机与支架连接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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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凸台厚度削减5mm,使压缩机与支架紧密结

合,达到增加系统刚度、提高模态频率的目的。驱动

盘为压缩机皮带轮与主轴之间的传动件,为缓和压

缩机输入扭矩波动,将原有簧片驱动盘换装为橡胶

驱动盘,簧片驱动盘和橡胶驱动盘分别如图9(a,b)
所示。簧片驱动盘仅能够传递力矩,橡胶驱动盘不

仅能缓冲吸振,而且传动噪声小,它不需要润滑,在
满足压缩机转动扭矩的前提下,还可以满足压缩机

主轴高转速的要求。

图9 空调压缩机驱动盘

Fig.9 Drivingplateofairconditioningcompressor

对改进结构进行模态仿真分析,改进后压缩机-
支架系统3阶模态频率为697.94Hz,相比于改进

前结构,模态频率提升了19.47Hz,在问题描述工

作状态下不会激起共振。

3.2 改进效果验证

3.2.1 匀速工况效果验证

问题转速下改进前/后空调开启时车内噪声降

低2.5dB(A)。根据主观评价,车内噪声异常问题

得到明显的改善,为客观验证,对比分析改进前/后

空调开启时车内噪声频谱,如图10所示。改进后车

内噪声在688Hz处无峰值。

图10 改进前/后车内噪声频谱

Fig.10 Frequencyspectrumofinternalnoisebefore/af-
terimprovement

改进前/后空调开启时压缩机振动频谱与膨胀

阀振 动 频 谱 如 图 11,12 所 示。改 进 后 结 构 在

688Hz处振动信号无峰值,压缩机、膨胀阀振动水

平有较大程度的改进。

图11 改进前/后压缩机振动频谱

Fig.11 Frequencyspectrum ofcompressorvibration
before/afterimprovement

图12 改进前/后膨胀阀振动频谱

Fig.12 Frequencyspectrumofexpansionvalvevibra-
tionbefore/afterimprovement

3.2.2 匀加速工况效果验证

对比改进前/后空调开启时车内噪声时域信号,
如图13所示。发动机转速1500~1650r/min区

间,改进后峰值消失,车内异常噪声得到明显改善;
发动机其余转速下,改进前/后无明显差别,车内噪

声波动趋势平缓。

图13 改进前/后匀升发动机转速车内噪声值

Fig.13 Internalnoiseinrun-upbefore/after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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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开启改进后车内噪声阶次追踪图、压缩机

振动阶次追踪图如图14所示。与改进前整车试验

结果对比,688Hz处改进后车内噪声信号、压缩机

振动信号在其轴频15阶、21阶、25阶与30阶峰值

降低,此频率不同转速下的车内噪声与压缩机振动

均有较大程度改进。

图14 改进后阶次追踪图

Fig.14 Ordertrackingafterimprovement

4 结 论

1)车内噪声异常问题的激励源为汽车空调压

缩机,压缩机产生的振动噪声通过压缩机管路与膨

胀阀向车内传递。
2)压缩机-支架系统在688Hz附近存在共振

频带,发动机转速1573r/min,压缩机轴频21阶与

压缩机-支架系统3阶模态频率接近,发生共振,产
生过大的振动与噪声,导致车内异常噪声。
3)优化支架结构并换装橡胶驱动盘,试验验证

改进结构:匀速工况,发动机转速1573r/min,改进

前/后空调开启时车内噪声降低2.5dB(A);匀加速

工况,发动机转速1500~1650r/min区间,车内噪

声峰值消失,其余转速下改进前/后基本无差别,驾
驶室噪声波动趋势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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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载荷下掘进机截割头转子系统动力学分析*

黄志龙1,2, 宋桂秋1, 张众超1, 富佳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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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不同截齿载荷条件下(锐利截齿和磨钝截齿)掘进机截割头和悬臂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建立了掘进

机截割头-转子-轴承系统的弯扭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考虑截割头和转轴之间的花键啮合间隙、滚动轴承接触

的非线性因素影响下,推导了掘进机截割头转子系统的动力学微分方程。然后对受到时变载荷下的截割头转子系

统动态响应特性进行了分析:在锐利截齿条件下,截割头转子系统在低转速n∈ [15,20]时处于混沌和拟周期运动

状态,提高转速后系统处于周期运动状态;在截齿磨钝条件下,截割头转子系统的振动明显加剧,混沌运动范围增

大,频率幅值波动明显。结果表明:在给定截割煤层硬度、切削厚度等前提下,随着截割转速的升高,系统由混沌运

动向周期运动转变。动态分析结果为掘进机的减振和动态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截割头转子系统;弯扭耦合;花键啮合间隙;截齿磨钝;非线性振动

中图分类号 TH113.1

引 言

掘进机在机械化挖掘系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地下采矿工程的重要作用使掘进机不断向高效、
节能、可靠性方向发展,然而掘进机的稳定状态是掘

进机高效和可靠性的重要影响因素[1-2]。因此许多

人进行了掘进机稳定性的相关研究。Zhang等[3]通

过数值模拟研究了掘进机驱动系统在承受冲击载荷

时的动态特性。Eyyuboglu等[4]通过实验研究了截

齿的圆周等距对具有圆柱形切割头的悬臂式掘进机

性能的影响。邹晓阳等[5]基于现场振动测试研究了

硬岩掘进机的振动特性,并用于理论建模的指导。

Alvarez等[6]使用两个不同的掘进机切割头来切割

两种不同类型的岩石,以研究掘进机的性能。Jiang
等[7]通过模拟和实验研究了掘进机的岩石破碎机

理,为提高掘进机的岩石切削性能提供了依据。也

有研究人员运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掘进机的性

能[8-9]。Wang等[10]建立了截割单元传动系统的动

力学模型,研究了应用于高硬度岩石下的掘进机截

割单元的扭转振动特性。Huo等[11]建立了全断面

掘进机的刀盘系统耦合动力学模型,通过Newmark
数值积分方法研究了刀盘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掘进机稳定状态与截齿的工作状态有重要联

系,并且在实际工况下从锐利截齿到磨钝截齿工作

状态的变化,使其动力学特性有较大区别,截齿磨钝

会改变掘进机截割头的受力状况,进而影响掘进机

的稳定性[12]。由上述相关文献研究可知,对不同截

齿载荷条件下掘进机截割头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研究几乎没有。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
立了掘进机截割头-转子-轴承系统的弯扭耦合非线

性动力学模型,对受到时变载荷下的截割头转子系

统动态响应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两种截齿载荷

分别对截割头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为掘

进机的振动控制和动态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1 截割头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模型

掘进机的悬臂系统为截割头截割煤层提供稳定

的旋转动力。掘进机截割头转子系统简化的结构示

意图如图1所示,花键轴由滚动轴承支撑,截割头由

花键轴和壳体支撑。

1.1 花键的非线性啮合力

图2给出了多自由度弯扭耦合集中质量模型,
以研究截割头转子系统在时变外激励下的动态行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2015BAF07B07);辽宁省重大科技专项资助项目(2015106003)
收稿日期:2019-02-22;修回日期:2019-07-17



图1 截割头转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illustrationofthecuttingheadrotor
system

为。花键啮合的局部放大图如图2(b~c)所示。在

图2中,质量点m1代表截割头,花键轴简化为m2~
m5 四个质量点;Fi 为花键齿的啮合力;H 为键厚;L
为键高;μ为齿侧间隙;Li 为载荷作用点到键根的

距离;Ln 为初始啮合距离;系统没有动态振动位移

时Li=Ln;Fx,Fy 分别为花键不对中产生在x 和y
方向上的合力;Fsx,Fsy 为花键的不对中啮合力;Ry

为截割头的升力;Rx 为截割头的横切阻力;Mz 表

示截割头的负载转矩;Fxi,Fyi 为轴承在x,y 方向

的支撑力。

图2 截割头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模型

Fig.2 Dynamicmodelofthecuttingheadrotorsystem

图2(a)为动力学模型,图2(b)显示了系统动态

振动位移仅发生在x轴正向时的情况,图2(c)显示

了系统动态振动位移发生在任意角度时的情况。
设系统的动态振动位移为(x,y),且令S=

x2+y2,cosφ=x/S,sinφ=y/S。 扭转和动态振

动位移分别产生的啮合力分析如下。当系统中存在

动态振动位移时,花键轴上z个花键分别按与x 轴

之间的角度升序排序,假设φ1(键齿1和x轴之间的

角度)为0,第i个键齿和x 轴正向之间的夹角为

φi=2π(i-1)/z (1)

  为了便于分析,先假设不对中发生在x 轴正

向,此时有y=0,φ=0。则各键的等效啮合距离为

Li=Ln -Scosφi (2)

  花键轴的传递扭矩T2 可以表示为

T2=∑
z

i=1
FTiRi=∑

z

i=1
FTi(R+Li[ ])=

∑
z

i=1
FTi(R+Ln -Scosφi[ ]) (3)

其中:R 为花键键根处圆的半径;FTi 为扭转产生的

每个花键齿的啮合力。
根据粘弹性理论,花键轴上的外花键和截割头

上的内花键扭转产生啮合力可表示为

FTi=ksβ+cṡβ=ksθ(t)Li+cṡθ(t)Li (4)
其中:β为每个花键齿的变形;θ(t)为每个花键齿的

变形产生的扭转角位移。
花键轴和切割头在转矩 T2 的作用下一起扭

转,因此每个花键齿的扭转角位移θ(t)是相同的。
当考虑花键间隙时,各键扭转产生的啮合力可改写

成如下形式[13]

FTi=ksg[θ(t)Li]+cṡθ(t)Li (5)
其中:g[θ(t)Li]为花键间隙分段线性位移函数,其
中考虑了花键间隙μ的影响;ks 为花键的平均啮合

刚度,cs 为花键的平均啮合阻尼。
参照齿轮副的啮合阻尼经验公式,取啮合阻尼

比ξs 为0.1,啮合阻尼[14]为

cs=2ξs ks/1/Mn +1/M( )w (6)
其中:Mn,Mw 分别为内、外花键副的等效质量。

动态振动位移产生的啮合力[15]为

Fdi=(Ssinφi)ks (7)

  由以上分析可知,每个键齿啮合力为

Fi=FTi+Fdi=
cṡθ(t)Li+ks(Ssinφi+g[θ(t)Li]) (8)

  将各键齿产生的啮合力沿坐标方向分解有

Fxi=Ficosφi=cṡθ(t)Licosφi+
  ks(Ssinφi+g[θ(t)Li])cosφi

Fyi=Fisinφi=cṡθ(t)Lisinφi+
  ks(Ssinφi+g[θ(t)Li])sinφ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i

(9)

其中:ϕi 为每个键齿作用力的方向与x 轴正向的

夹角

φi=φi+π/2 (10)
则可求得花键不对中而产生x,y方向的合力Fx,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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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Fx =∑
z

i=1

[cṡθ(t)Licosφi+

  ks(Ssinφi+g[θ(t)Li])cosφi]

Fy =∑
z

i=1

[cṡθ(t)Lisinφi+

  ks(Ssinφi+g[θ(t)Li])sinφ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

(11)

  以上是动态振动位移发生在x轴正向的时候,
当花键啮合发生任意角度的不对中时,相当于上述

不对中绕圆点逆时针旋转φ角,有花键的不对中啮

合力为

Fsx =Fxcosφ-Fysinφ
Fsy =Fxsinφ+Fycos{ φ

(12)

1.2 截割头受力分析

根据截齿的受力可以计算截割头的瞬时载荷,
当截割头任意时刻转到某一位置时的受力如图3所

示。图中bi 和췍bi 分别表示锐利截齿和磨钝截齿的

牵引阻力,ai 和췍a 分别表示锐利截齿和磨钝截齿的

截割阻力。

图3 截割头受力分析

Fig.3 Forceanalysisofcuttinghead

截割煤层时,锐利截齿和磨钝截齿两种条件下

的截割头载荷分别有如下形式[16],其中锐利截齿条

件下掘进机截割头载荷为

Ry =∑
nj

i=1

(-bicos(ωt+ψi)+aisin(ωt+ψi))

Rx =∑
nj

i=1

(-bisin(ωt+ψi)+aicos(ωt+ψi))

Mz=∑
nj

i=1
air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i

(13)

  磨钝截齿条件下掘进机截割头载荷为

Ry =∑
nj

i=1
-췍bicos(ωt+ψi)+췍aisin(ωt+ψi( ))

Rx =∑
nj

i=1
-췍bisin(ωt+ψi)+췍aicos(ωt+ψi( ))

Mz=∑
nj

i=1

췍airi (14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

其中:ωt+ψi为第i个截齿的位置角;nj为截割区

域内的截齿数量;rj 为第i个截齿的工作半径。

1.3 轴承的振动模型

滚动轴承的外圈固定在壳体上,内圈固定在轴

上。滚动体与轴承内、外圈接触点的线速度分别为

vi=ωir,vo=ωoR,式中r,R分别为轴承内外圈半径,
ωi,ωo 分别为轴承内外圈角速度。轴承保持架的角

速度等于滚动体的角速度,并且轴承内圈与转轴一

起运动,外圈与轴承座固结不转动,ωo=0,ωi=ω,
可得保持架的角速度为

ωd =(vi+vo)/(R+r)=ωir/(R+r) (15)
则第i个滚动体的转动角度αi 为

αi=ωdt+2π(i-1)/Nb (i=1,2,…,Nb)
(16)

  滚动轴承的中心分别产生振动位移x和y;γ0
代表轴承间隙,然后第i个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接

触变形可以表示[17]为

δi=xcosαi+ysinαi-γ0 (i=1,2,…,Nb)
(17)

其中:Nb 为轴承滚动体数目。
根据非线性赫兹接触理论,fi 表示在滚动接触

情况下第i个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接触压力,考虑

到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接触只能产生法向正压力,
因此非线性赫兹力仅在δi>0成立。

fi=kbδ( )i
3/2H δ( )i =kb xcosαi+ysinαi-γ( )0

3/2·
 H xcosαi+ysinαi-γ( )0 (18)

其中:kb 表示赫兹接触刚度;H(x)为亥维塞函数,
当函数变量大于0时,函数值为1,否则为0。

轴承支撑力F 在x,y方向上的非线性赫兹力

分别为

F=∑
Nb

i=1

kb xcosαi+ysinαi-γ( )0
3/2·

( )H x xcosαi+ysinαi-γ(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19)

Fxj =Fcosαi

Fyj =Fsinα{
i
 (j=1,2;i=1,2,…,Nb)

(20)

1.4 掘进机截割头转子系统的数学模型

考虑截割头-转子-轴承系统的横向和扭转变

形,则系统的位移向量为

X=[x1,y1,θ1,x2,y2,θ2,x3,y3,x4,y4,x5,y5,θ5]T

(21)
其中:xi,yi(i=1,2~5)为质量点i的x 和y 向位

移;θi(i=1,2,5)为质量点i绕z 轴转角;r1θ1,
r2θ2,r5θ5 分别指质量点i的位移函数。

根据图2中的动力学模型建立了13个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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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动微分方程

m1̈x1+c1̇x1+cḣx1+k1x1+khx1=Fsx -Rx

m1̈y1+c1̇y1+cḣy1+k1y1+khy1=Fsy -Ry-m1g
J1̈θ1+ct1(r1̇θ1)+kt1g[r1θ1]=T2-Mz

m2̈x2+c2̇x2-c2̇x3+k2x2-k2x3=-Fsx

m2̈y2+c2̇y2-c2̇y3+k2y2-k2y3=-Fsy -m2g
J2̈θ2+ct2(r2̇θ2-r5̇θ5)+kt2g[r2θ2-r5θ5]=-T2

m3̈x3-c2̇x2+(c3+c2)̇x3-c3̇x4+cb1̇x3-
 k2x2+(k3+k2)x3-k3x4=Fx1

m3̈y3-c2̇y2+(c3+c2)̇y3-c3̇y4+cb1̇y3-k2y2+
 (k3+k2)y3-k3y4=Fy1-m3g
m4̈x4-c3̇x3+(c3+c4)̇x4-c4̇x5+cb2̇x4-
 k3x3+(k3+k4)x4-k4x5=Fx2

m4̈y4-c3̇y3+(c3+c4)̇y4-c4̇y5+cb2̇y4-k3y3+
 (k3+k4)y4-k4y5=Fy2-m4g
m5̈x5-c4̇x4+c4̇x5-k4x4+k4x5=0
m5̈y5-c4̇y4+c4̇y5-k4y4+k4y5=-m5g
J5̈θ5+ct5(r5̇θ5-r5̇θ2)+kt5g[r5θ5-r2θ2]=T1

其中:T1 为输入扭矩;T2 为截割头和花键轴之间的

啮合扭矩;k1,kh 为截割头的弯曲刚度和壳体接触

刚度;c1,ch 为截割头的弯曲阻尼和壳体接触阻尼;

k2,k3,k4 为花键轴对应处的弯曲刚度;c2,c3,c4 为

花键轴对应处的弯曲阻尼;kt1,kt2,kt5为截割头和花

键轴对应质量点的扭转刚度;ct1,ct2,ct5为截割头和

花键轴对应质量点的扭转阻尼;cb1,cb2分别为两个

轴承处的阻尼。
以上方程呈现了复杂的数学模型,它是一种强

非线性系统。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该转子系统动态特

性,在此考虑了花键时变啮合特性和弯扭耦合作用。

2 截割头转子系统非线性动力学分析

以EBZ200型号掘进机为例进行仿真分析,参
数如表1所示。这里采用newmark-β法对系统进

行数值求解。由于掘进机截割头的旋转速度与输出

截割力成反比。为了确保截割头在不同条件下具有

合理的截割力,下面分别讨论锐利截齿和磨钝截齿

条件下截割头的不同旋转速度对系统动态响应。首

先对锐利截齿条件下掘进机截割头转子系统进行仿

真分析。在给定截割煤层硬度Pk =230MPa、切削

厚度h=25mm 等前提下,随着截割转速n 的升

高,耦合系统的动态响应如图4所示。图4中分别

显示了截割头质量点x1 方向和扭转θ1 方向上的分

叉图和三维频谱图。从分叉图中看出,当截割煤层

时系统在转速n∈ [15,20]内处于混沌运动和拟周

期运动状态,两种状态交替出现。随着截割头转速

的升高到n∈ [21,60],混沌运动和拟周期运动被

周期性运动所代替。从三维频谱图中可以看出,由
于系统中存在花键非线性啮合力和弯扭耦合的作

用,出现明显的由转频fr 和啮合频率fm 组成的组

合频率成分2fm/5+fr,fm/2+5fr,fm+2fr,2fm+
4fr,8fm-fr,16fm-3fr等。在截割头质量点扭转

θ1 方向上出现的高倍频幅值较大,截割头质量点x1
方向上低倍频幅值较大,频率成分以低倍频为主。
因此在锐利截齿截割煤层硬度较低时,可以选择较

低转速n>20的稳定运动区域实现低速大扭矩来

提高切削厚度,同时低速可以减小截割头磨损。

表1 EBZ200型掘进机截割头-转子-轴承传动系统的参数

Tab.1 Parametersofthecuttinghead-rotor-bearingtrans-

missionsysteminEBZ200typeroadheader

参 数 数 值

花键轴齿数z 46
花键模数m/mm 5
花键压力角α/(°) 30°
轴质量m2,m3,m4,m5/(kg·m) 510,115.5,103,90
轴转动惯量J2,J5/(kg·m2) 68.65,0.676
轴弯曲刚度k2,k3,k4/(N·m-1)

轴扭转刚度kt2,kt5/(N·m·rad-1)

5.3×108,3.58×108,
1.78×108

4.027×108,3.26×108

花键轴阻尼比ξm 0.02
截割头截齿数z 42
截割头质量m1/(kg·m) 1160
截割头转动惯量J1/(kg·m2) 126.4
截割头弯曲刚度k1/(N·m-1) 6.31×107

截割头扭转刚度kt1/(N·m-1) 8.35×107

滚动轴承接触刚度kb1,kb2/(N·m-1)8.46×108,7.72×108

滚动轴承间隙γ01,γ02/m 2.36×10-5,3.55×10-5

滚动轴承阻尼比ξb
轴承滚动体个数 Nb1,Nb2

0.02
36,42

  给定截割煤层硬度Pk =230MPa、切削厚度

h=25mm等相同条件下对磨钝截齿截割煤层进行

仿真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图5中显示了截齿磨

钝条件下截割头质量点x1 方向和扭转θ1 方向上的

分叉图和三维频谱图。对比图4和图5的分叉图可

以看出,在截齿磨钝条件下的系统处于混沌运动和

逆周期运动的范围明显增大,系统在转速n∈[15,

22]内处于混沌运动和逆周期运动状态,在转速n∈
[23,60]内处于周期运动状态。在图5中转速n=
58r/min时耦合系统出现了跳跃现象。以上分析

说明,截齿磨钝对截割头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影响主

要体现在低转速区域,在截割头转速较高时截齿磨

钝对系统稳定性影响不大。对比图4和图5的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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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锐利截齿条件下截割头不同转速的分叉图和三维频谱图

Fig.4 Bifurcationdiagramand3-Dfrequencyspectrumofdifferentspeedsofthecuttingheadundersharppickconditions

图5 截齿磨钝条件下截割头不同转速的分叉图和三维频谱图

Fig.5 Bifurcationdiagramand3-Dfrequencyspectrumofdifferentspeedsofthecuttingheadunderbluntpick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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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图可以看出,在截齿磨钝条件下出现更多的频

率成分,如:2fr,fm/2+fr,fm/2+3fr,3fm/5+
4fr,fm +2fr,3fm/2+3fr,2fm +4fr,15fm/2-
6fr,15fm-8fr等。截齿磨钝后的频率成分依然集

中在低频区域,由于截齿磨钝的影响,低频区域的组

合频率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更全面了解截齿磨

钝条件下截割头转子系统的振动响应,在图6~8中

分别给出了转速为17,19,50r/min3种情况下截

割头质 量 点 x1 方 向 的 时 域 图、频 域 图、相 图 及

Poincaré截面图。

图6 截齿磨钝条件下转速17r/min时振动响应

Fig.6 Vibrationresponseat17r/minatconditionofbluntpicks

图7 截齿磨钝条件下转速19r/min时振动响应

Fig.7 Vibrationresponseat19r/minatconditionofbluntpicks

图8 截齿磨钝条件下转速50r/min时振动响应

Fig.8 Vibrationresponseat50r/minatconditionofbluntpicks

  截齿磨钝条件下转速为17r/min时的振动响

应如图6所示。从图6(a)时域图中看出,截割头质

量点x1 方向在时域上的振动响应为非周期变化。
从图6(b)频率谱中看出,系统除了组合频率成分

2fr,fm/2+fr等还出现连续的频率谱成分,频率成

分较为复杂。从图6(c)相图中可以看出,相平面显

示出不规则的运动。从图6(d)Poincarè截面图中

可以看出,耦合系统呈现出不规则的离散点。由以

上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系统处于混沌运动状态。截齿

磨钝条件下转速为19r/min时的振动响应如图7
所示。从图7中时域图、频域图、相图和Poincarè
截面 图 中 看 出,系 统 处 于 不 规 则 运 动 状 态 并 在

Poincarè截面形成封闭环,说明系统处于拟周期运

动状态。系统此时在低频区域频率成分较为复杂,
如组合频率成分fm/2+fr,fm+2fr等。截齿磨钝

条件下转速为50r/min时的振动响应如图8所示。
从图8(a)时域图中看出,截割头质量点x1 方向上

振动响应均为周期运动。图8(b)显示了x1 方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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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区域有间断的转频成分2fr,8fr,啮合频率成

分fm/3,3fm/5,以及组合频率成分fm/2+fr,fm/

2-3fr等。从图8(c~d)看出系统在Poincarè截面

上存在少量可数点,相图上对应不规则的闭合曲线。
综合图8(a~d)可说明系统处于周期运动状态。

3 结 论

1)锐利截齿条件下截割头转子系统在低转速

n∈[15,20]时处于混沌和拟周期运动状态,提高转

速后系统处于周期运动状态。在锐利截齿截割煤层

硬度较低时,可以选择较低转速n>20的稳定周期

运动区域实现低速大扭矩来提高切削厚度,同时低

速可以减小截割头磨损。

2)对磨钝截齿和锐利截齿两种条件下的系统

动态响应进行对比分析,在截齿磨钝情条件,截割头

转子系统的混沌和拟周期运动范围增大,频率成分

较为复杂,频率幅值波动明显。应提高转速使系统

处于稳定的周期运动状态,但转速过高时系统的截

割扭矩变小,应在提高稳定性和增加截割力之间选

择合理的转速。截割头转子系统动态分析结果为掘

进机的减振和动态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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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曲面拼接模具球头铣刀的瞬时铣削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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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曲面模具拼接区域球头铣刀铣削过程中,刀具载荷变化大,瞬态铣削力有突变现象,影响模具拼接区域的

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为了预测拼接区域球头铣刀的瞬态铣削力,首先,建立考虑冲击振动的球头铣刀三维次摆

线轨迹方程,得到瞬时未变形切屑厚度模型;然后,基于铣削微元的思想,建立凸曲面双硬度拼接模具球头铣刀的

瞬态铣削力模型,该模型能够综合考虑拼接区冲击振动、硬度变化、刀具工件切触角度变化对瞬态铣削力的影响;

最后,进行凸曲面拼接区域球头铣刀铣削加工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预报的瞬态铣削力和实验测量结果在幅值上

和变化趋势上具有一致性,在平稳切削时最大铣削力预测误差值基本在15%以内,验证了该模型能有效地预报凸

曲面模具拼接区域球头铣刀的瞬态铣削力。

关键词 拼接模具;球头刀铣削;冲击振动;三维次摆线;铣削力预测

中图分类号 TG506;TH113

引 言

轿车覆盖件模具具有加工形面曲率变化大、形
面复杂、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要求高的特点,其模具

材料大多是为Cr12MoV 和7CrSiMnMoV 等模具

钢[1]。为降低覆盖件模具整体加工的复杂性,多采

用模体和镶块式模件拼接结构,整体铣削加工时模

具拼接区域存在多种硬度差,镶块间硬度差 HRC5-
HRC10,镶块与模体间硬度差高达 HRC15[2]。在

球头铣刀铣削加工模具拼接区域时,一方面多硬度

拼接区的铣削加工易于引发载荷突变,对刀具造成

明显的振动冲击;另一方面,多硬度拼接区曲面曲率

不断变化,引起未变形切屑厚度、切屑体积随之变

化,导致加工过程中瞬态铣削力变化明显。这是导

致模具加工表面精度下降,表面质量不高的主要原

因。因此,研究复杂型面拼接模具球头铣削的瞬态

铣削力具有重要工程意义。
在曲面球头铣刀瞬态铣削力的研究过程中,Al-

tintas等[3-4]基于微元法将球头铣刀刃线的空间特

征和加工过程时间特征结合起来,引入切削刃微元

和瞬时切削宽度求解瞬态铣削力。Zhang等[5]延续

了该方法,分析了圆弧角铣削加工过程中铣削力的

变化规律。Wei等[6-8]同样基于时间离散方法研究

了自由轮廓曲面和三维曲面加工的瞬态铣削力预测

方法。Tuysuz等[9]在考虑球头铣刀加工变形的情

况下修正了三轴铣削和五轴铣削过程的瞬态铣削

力,提出了自由曲面球头刀铣削犁耕力的模型。
在瞬态铣削力预测模型中,切屑厚度是极为重

要的时间变量,它联系着切削加工条件与铣削力微

元。Wan等[10]分析了薄壁件铣削加工时切入角对

瞬时切屑厚度的影响,提出了未变形切屑厚度的迭

代算法。文献[11-13]提出了基于球头铣刀刃的二

维次摆线轨迹方程的等效切屑厚度,分析了未变形

切屑厚度随着刀具工件接触区的瞬时径向切触角和

轴向触角变化规律。Liang等[14]进一步发展了摆线

轨迹方程,建立了三维摆线轨迹方程,基于刀工接触

区边界建立了球头铣刀未变形切屑厚度的几何模

型,分析了切屑厚度的时空变化特征。Huang等[15]

基于轴向切触角和刀倾角对切屑厚度进行数值解

耦,实现了曲面瞬态铣削力的预测。
在模具曲面加工中,由于形面复杂,刀具与工件

的切触关系沿切削轨迹不断变化,是曲面加工的最

显著的特点,同时铣削模具不同硬度拼接区域时,瞬
时冲击力对铣削力的影响不能忽视。文中针对凸曲

面模具拼接处的瞬时冲击力,以“弱刚性铣削系统+
刚性拼接曲面”加工模式为研究对象,研究瞬时冲击

力及模具曲面曲率变化对未变形切屑厚度时空特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675146);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E2018048)
收稿日期:2019-03-10;修回日期:2019-08-16



的影响规律,并基于微元法对曲面拼接模具球头铣

刀的瞬时铣削力进行预测。

1 冲击振动球头铣刀三维次摆线轨迹

球头铣刀任意j齿切削刃上的离散点需要经历

四次坐标变换,四次坐标变换矩阵分别为进给矩阵

T1-0 fx,fy,fz,( )t ,旋转矩阵T2-1 ω,( )t ,冲击振动

引起 的 位 移 矩 阵 T3-2 A( )c 和 刀 具 齿 间 角 矩 阵

Tj-3 φ( )j 。 其中,刀具坐标系O3X3Y3Z3 到主轴回

旋转坐标系O2X2Y2Z2 的平移变换由于经过模具拼

接区域,要考虑冲击振动引起的位移变化。从j齿

切削刃局部坐标系到模具空间坐标系的变换矩阵为

T=T1-0 fx,fy,fz,( )ttT2-1 ω,( )tT3-2 A( )c Tj-3 φ( )j

(1)

  推导得

T=

cos(ωt+φj) sin(ωt+φj) 0 Axexp(-ζω0t)sin(ωdt+ψ)r(ti)+fxt
-sin(ωt+φj) cos(ωt+φj) 0 Ayexp(-ζω0t)sin(ωdt+ψ)r(ti)+fyt

0 0 1 Azexp(-ζω0t)sin(ωdt+ψ)r(ti)+fzt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0 0 0 1

(2)

其中:ω 为刀具的旋转角速度;φj 为齿间角;φj =

j-( )1 2πN
,j=1,2,…,N,N 为刀具齿数;Ac 为冲

击振 动 位 移,Ac =Ax,y,zexp(-ζω0t)sin(ωdt+

ψ)r(ti);Ax,Ay,Az 为各向瞬时冲击力的幅值;ω0,

ψ为瞬时冲击力的频率和相位;ωd=ω0 1-ξ2;

exp(-ζω0t)为冲击振动的衰减函数;函数r(ti)为

判断刀齿是否处于拼接接缝区的单位阶跃函数。
第j齿切削刃参数方程在模具空间坐标系内的

表达式为

x0 y0 z0[ ]1 T=T xj yj zj[ ]1 T (3)

其中:xj yj zj[ ]1 T 为以刀尖为原点。
第j齿切削刃局部坐标系下的球头切削刃方程

xj

yj

zj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1

=

Rsinθ(z)cosμ
Rsinθ(z)sinμ

R(1-cosθ(z))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1

(4)

其中:R 为球头铣刀半径;θ(z)为切削刃任意点轴

向位置角;μ=(1-cosθ(z))tanβ为切削刃任意点

的螺旋滞后角;β为刀具螺旋角。
将式(4)代入式(3)可得球头铣刀曲面铣削切削

刃轨迹方程

x0
y0
z0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1

=

fxt+Rsinθ(z)cosωt+φj-( )μ +Axexp(-ζω0t)sin(ωdt+ψ)r(ti)

fyt+Rsinθ(z)sin(ωt+φj-μ)+Ayexp(-ζω0t)sin(ωdt+ψ)r(ti)

fzt+R(1-cosθ(z))+Azexp(-ζω0t)sin(ωdt+ψ)r(ti)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1

(5)

其中:fxt,fyt和fzt为刀具在模具空间坐标系内

相对于模具沿O0x0 轴、O0y0 和O0z0 轴方向t时刻

内平移距离。

fxt,fyt和fzt可分别表示为

fxt=ftcosβfcosλ
fyt=ftcosβfsinλ
fzt=ftsinβ

ì

î

í

ï
ï

ïï
f

(6)

其中:βf 为刀具前倾角;λ为进给方向角。

2 冲击振动的未变形切屑厚度模型

加工曲面模具过程中,越靠近球头刀尖时的切

削刃实际切削半径越小,将刀齿运动轨迹近似为圆

平移轨迹计算的未变形切屑厚度值,与刀齿运动轨

迹为次摆线轨迹计算的未变形切屑厚度值的差越

大。为简化球头铣刀曲面铣削切削刃轨迹方程,假
设进给方向在xOy 面投影与x 轴重合,即fy=0。
在t时间,位置角θ(z)处的切削刃离散微元运动轨

迹为

x(t,j,θ(z))=fxt+Rsinθ(z)cosωt+φ( )j +
 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

y(t,j,θ(z))=Rsinθ(z)sinωt+φ( )j +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

z(t,j,θ(z))=fzt+R(1-cosθ(z))+
 Azexp(-ζω0t)sin(ωdt+μ+ψ)r(t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

(7)

  该运动轨迹即考虑了刀齿三维次摆线运动,又
考虑了过模具拼接区域时的冲击振动,其第j-1齿

的刀齿运动轨迹为

x(t′,j-1,θ(z))=fxt′+Rsinθ(z)cosωt′+φ( )j +
 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

y(t′,j-1,θ(z))=Rsinθ(z)sinωt′+φ( )j +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
z(t′,j-1,θ(z))=fzt′+R(1-cosθ(z))+
 Azexp(-ζω0t)sin(ωdt+μ+ψ)r(t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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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j-1(z)为球头铣刀第j-1齿的轴向位置角;

t′为第j-1齿的轨迹周期,t′=t-2πNω
。

关于曲面铣削第j齿的z 向轴向位置角θj(z)
与第j-1齿的z向轴向位置角θj-1(z)的关系为

fzt+R(1-cosθj(z))=R(1-cosθj-1(z))

   (0<βf <π/2)

fzt+R(1-cosθj-1(z))=R(1-cosθj(z))

   (-π/2<βf <0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9)

  球头铣刀的刀齿三维次摆线轨迹如图1所示,
在切削刃θ(zi)位置进行离散,两齿分别为第j齿和

第j-1齿,两齿在xOy面的轨迹也如图1所示Oj-1

为Oj 的前一刀具坐标点。

图1 两齿球头铣刀的三维次摆线轨迹示意图

Fig.1 Schematicdiagramofthree-dimensionaltrochoid
trajectoryofthetwoteethballendcutter

在第j齿和第j-1齿的切削表面分别取切屑

厚度控制点Pj-1,Pj,则当t时间第j齿的瞬时未变

形切屑厚度为

ht,θ(z( ))= Pj-1Pj =           

xpj -xpj-
( )

1
2+ ypj -ypj-

( )
1

2sinθj(z)

(10)

  计算瞬时未变形切屑厚度时,需要保证当前刀

具中心Oj(xoj,yoj),与相邻刀齿的切屑厚度控制点

Pj-1,Pj 共线,即满足如下方程

xpj -xpj-1

ypj -ypj-1
=
xpj -xoj

ypj -yoj

(11)

  Pj 点、Pj-1 点和Oj 点在位置角θ(z)的平面运

动轨迹,如下式所示

xpj =fxt+Rsinθ(z)cosωt+( )π +

  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

ypj =Rsinθ(z)sinωt+( )π +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

(12)

xpj-1 =fxt′+Rsinθj-1(z)cosω( )t′ +

   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

ypj-1 =Rsinθj-1(z)sinω( )t′ +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

(13)

xoj =fxt+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

yoj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
{ )

(14)

  由式(12)得到sinθj(z),由于球头铣刀不同位

置 (zi)的瞬时未变形切屑厚度不同,不同位置 (zi)
的刀具变形也不同,所以球头铣刀球头任意离散位

置 (zi)的瞬时未变形切屑厚度为

hjt,θjz( )i =(Ri+Lisin(ωt+(j-1)π+δ췍0)-

R2
i -L2icos2 ωt+(j-1)π+δ췍( )0 )sinθjzi

(15)
其中:

Li= Oi,j-1Oi,j =

xi,j-xi,j-( )1
2+ yi,j-yi,j-( )1

2 =
[fxt+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 

fxt′+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2+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
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2

(16)

  如图2所示,铣削凸曲面模具试件时,刀位点

1~3位置为铣削凸曲面模具的上坡过程,刀位点

4~6位置为铣削凸曲面模具的下坡过程,其切削参

数和球头铣刀参数如表1所示。根据未变形切屑厚

度计算不同刀位点的切屑体积,根据UG实体造型

仿真不同刀位点的切屑几何形状。如表2所示,切屑

图2 凸曲面模具试件及仿真位置点

Fig.2 Convexsurfacemouldandsimulation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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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位置随刀具前倾角的变化而变化,在刀位点

1~3,4~6时,刀具前倾角在±6°~±16°之间,各位

置点的切屑体积不稳定,且略有上升,在前倾角

±16°附近切屑体积较大。

表1 曲面球头铣削仿真参数

Tab.1 Parametersofball-endmillingofcurvedsurface

切削参数 球头刀参数

转速/(r·

min-1)
切深/

mm

行距/

mm

每齿进给

量/mm

直径/

mm
齿数

螺旋

角/(°)

4000 0.3 0.6 0.1 10 2 30

表2 不同刀位点前倾角及切屑UG仿真结果

Tab.2 Leadangleofdifferentpositionsandsimulationresult
ofUG

位置编号 切屑位置
前倾角/
(°)

切屑体积/

mm3

1 15.8474 0.023122

2 13.3456 0.017449

3 6.2848 0.018416

4 -6.3340 0.018352

5 -12.6416 0.017718

6 -15.4534 0.022753

  6个刀位点上的刀工接触区的时空特性仿真结

果如图3所示,x轴为瞬时切削位置角,用来揭示刀

工接触区的时间特征,y轴为切削层面积,用来揭示

刀工接触区的空间特征[16]。
从图3中可以看出,从刀位点1~3的切削层面

积逐渐减小,从刀位点4~6的切削层面积逐渐增

加;在刀位点3和4、刀具前倾角为±6°左右时,此时

切削层面积最大,切削力最大。凸曲面模具试件顶

图3 不同刀位点的单齿刀工接触区时空特性

Fig.3 Space-timecharacteristicsofsingle-toothcutter
contactzonewithdifferenttoolpositions

端刀位点的切削力最大,试件上坡位置点和下坡位

置点的切削层面积呈现不对称减小趋势,上坡位置

点的切削力明显小于下坡位置点的切削力。同时,
从如图3中可以看出,模具试件拼接区域的冲击振

动也引起不同刀齿的切削层面积不同,即第j齿的

切削层面积增加的量和第j-1齿的切削层面积减

小的量相等;考虑冲击振动的两个刀齿的切削层面

积最大值的和不考虑冲击振动的两个刀齿的切削层

面积最大值的和相等。

3 振动冲击对拼接模具瞬时铣削力的
影响

  基于文献[16-17]的瞬态铣削力模型和切削刃

离散单元化的方法,瞬态铣削力模型由剪切力和犁

耕力构成,剪切力和犁耕力分别表示瞬时切削层面

积和瞬时切削刃长度的函数,球头铣刀切削刃上离

散的任意微元切向力、径向力和轴向力表示为

dFt(j,θ,φ)=K′te(ds1+At)+K′tchj(θ,φ)db1+
 K″te(ds2+At)+K″tchj(θ,φ)db2 (17a)

dFr(j,θ,φ)=K′re(ds1+Ar)+K′rchj(θ,φ)db1+
 K″re(ds2+Ar)+K″rchj(θ,φ)db2 (17b)

dFa(j,θ,φ)=K′ae(ds1+Aa)+K′achj(θ,φ)db1+
 K″ae(ds2+Aa)+K″achj(θ,φ)db2 (17c)

其中:K′te,K″te,K′tc,K″tc,K′re,K″re,K′rc,K″rc 和

K′ae,K″ae,K′ac,K″ac 分别为球头铣刀铣削不同硬度

模具钢时切向、径向和轴向的剪切和犁耕铣削力系

数;φst和φex 为球头铣刀的切入角和切出角;θup 和

θlow 为刀工接触区的轴向位置角上下边界;N 为球

头铣刀的齿数;ds1,ds2 和db1,db2 分别为铣削不同

硬度模具钢时球头切削刃微元刃长和微元刃宽。其

中在球头微元刃长上的冲击振动At,Ar,Aa 表示为

At=Axexp(-ζω0t′)sin(ωdt′+μ+ψ)r(ti)cosβ
Ar=Ayexp(-ζω0t′)sin(ωdt′+μ+ψ)r(ti)sinβ
Aa=Azexp(-ζω0t′)sin(ωdt′+μ+ψ)r(ti

ì

î

í

ïï

ïï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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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为每一个切削刃微元所对应的切削宽度,可
以表示为

db= dz
sinθj(zi( )) =dR1-cosθj(zi( ))

sinθj(zi) =Rdθj(zi)

(19)

  由金属切削原理可知,未变形切削厚度与切削

宽度的乘积为切削层面积AD,则瞬时切削刃微元切

削层面积为

AD(j,θ,췍)=hj(θjzi,췍)db=  
(Ri+Lisin(ωt+(j-1)π+δ췍0)-

R2
i -L2icos2(ωt+(j-1)π+δ췍0))

Rsinθjzidθjzi (20)

  瞬时切削层面积为

AD(j,췍)=∫
θup

θlow

(Ri+Lisin(ωt+(j-1)π+

δ췍0)- R2
i -L2icos2(ωt+(j-1)π+δ췍0))

Rsinθjzidθjzi (21)

  基于文献[18]的方法,测得不同硬度模具试件

的铣削力系数。球头铣刀铣削凸曲面时刀具前倾角

不断变化,不同刀具前倾角下的铣削力系数如图4、
图5所示。

图4 在45HRC硬度条件下刀具前倾角对铣削力系数的

影响

Fig.4 Effectoftoolleadangleonmillingforcecoeffi-
cientsunder45HRChardness

图5 在60HRC硬度条件下刀具前倾角对铣削力系数的

影响

Fig.5 Effectoftoolleadangleonmillingforcecoeffi-
cientsunder60HRChardness

4 凸曲面拼接区球头铣刀瞬时铣削力
实验

  加工设备为 VDL-1000E型三轴立式铣床,刀
具为二刃整体硬质合金球头立铣刀;实验样件为不

同 硬 度 的 凸 曲 面 拼 接 模 具 试 件,样 件 材 料 为

Cr12MoV模具钢,样件尺寸为200mm×200mm×
60mm,样件分为不同硬度的3个部分,通过螺栓连

接成 整 体,每 部 分 硬 度 分 别 为 HRC52,HRC58,

HRC45。瞬时铣削力数据采集系统由Kistler9257B
型测力 仪、Kistler5007型 电 荷 放 大 器 型 号、东 华

DH5922信号采集系统等组成,实验样件及测试系

统布置如图6所示。凸曲面拼接区球头铣刀铣削采

用顺铣切削、切削参数如表1所示。
实验过程中PCB加速度传感器所测得的振幅

值小于10m/s2,切削平稳。切削路径如图2所示,

切削路径为L(P1,P2,P3,P4,P5,P6),测得的瞬时

铣削力大小如图7所示。冲击振动频率由拼接区域

测得的瞬时铣削力经过傅里叶变换后得到。
在球头铣刀铣削凸曲面拼接区过程中,由于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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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凸曲面淬硬钢模具铣削现场

Fig.6 Experimentsofconvexsurfacehardenedsteelmold

图7 凸曲面拼接模具样件的瞬时铣削力

Fig.7 Instantmillingforceatconvexsurfacesplicing
mould

接区域的冲击振动对x和y方向的瞬时铣削力影响

较大,对轴向瞬时铣削力影响相对较小,故瞬时铣削

力仿真时只研究x向和y 向瞬时铣削力。
当球头铣刀从凸曲面下坡到顶端时,选取刀位

点1,2,3,刀位点1位于拼接缝前,刀位点2位于拼

接缝处,刀位点3位于拼接缝后,经过拼接缝时,球
头铣刀会收到了冲击振动,在一个切削周期内进行

铣削力仿真和实验对比,如图8~10所示。
如图8~10所示,发现刀位点2,3处的瞬时铣

削力振荡加强,同一个刀齿的瞬时铣削力存在分叉。
刀位点1~3铣削过程中,刀具前倾角βf 由大变小,
刀位点x方向的铣削力Fx 明显大于y 向的铣削力

Fy ,此时侧偏角较大,为球头刀侧铣切削,x轴方向

分力增加。在刀位点3处,刀具前倾角βf 较小,同
时工件自由曲面曲率半径K 趋近于无穷大,此时水

图8 在位置点1上瞬时铣削力的预测及实测

Fig.8 Predictionandactualofmillingforceinposition

point1

图9 在位置点2上瞬时铣削力的预测及实测

Fig.9 Predictionandactualofmillingforceinposition

point2

平切触角φ和未变形切屑厚度h(θ,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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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在位置点3上瞬时铣削力的预测及实测

Fig.10 Predictionandactualofmillingforceinposition

point3

实验样件顶端两侧的铣削力由于受前倾角和侧

偏角的影响,x向和y 向铣削力减小。由于沿着y
向进给,刀具侧倾角和前倾角和分别影响刀具工件

接触区相对于刀具轴线的水平切触角和轴向切触角

的位置,导致x向和y向的瞬时铣削力Fx 和的方向

改变[16]。
刀位点4位于凸模顶端,既是上一个缝1的缝

后,也是缝2的缝前。发现球头铣刀经过凸模顶端

时,进给方向的力反向,行距方向的力方向不变,大
小略有增加,轴向力逐渐增大,到凸模顶端时轴向力

最大。
如图8~10所示,发现倾角大的切削位置,两齿

切削力的差值大,证明此时刀具受冲击振动较大。
在铣削力相同的情况下,刀具工艺系统刚度弱的位

置,刀具振动明显,同时两齿间切削力波动增大。
当球头铣刀从凸曲面由顶端下坡时,选取刀位

点5,6,刀位点5位于拼接缝处,刀位点6位于拼接

缝后,经过拼接缝时,球头铣刀会收到了冲击振动,
在一个切削周期内进行铣削力仿真和实验对比,如
图11、图12所示。

如图11,12所示,发现刀位点5,6处的瞬时铣

削力同理也变得振荡加强,同一个刀齿的瞬时铣削

力有分叉。当球头铣刀从凸曲面顶端下坡时,相比

图11 在位置点5上瞬时铣削力的预测及实测

Fig.11 Predictionandactualmillingforceinpositionpoint5

图12 在位置点6上瞬时铣削力的预测及实测

Fig.12 Predictionandactualmillingforceinposition
point6

于凸曲面铣削上坡过程,刀位点5和6的刀具侧偏

角和行距方向曲率半径增大,轴向切触角的范围增

大。同时,由于球头铣刀存在螺旋升角,任意刀齿在

一个切削周期内轴向力方向会产生变化,铣削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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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负变化,波动范围增大。由于冲击振动的影响,
在5个刀位点上的瞬时铣削力都不相同。

总之,基于次摆线轨迹方程和冲击振动的瞬时

铣削力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基本一致,在不同位置

点上的球头铣刀瞬时最大铣削力的预测值和实验值

的误差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位置点上的瞬时最大铣削力的预测值与实验值之间的误差

Tab.3 Errorbetweenofthepredictedvalueandtheexperimentalvalueofthemaximummillingforceatdifferentpoints

刀位点

编号

进给方向曲率

半径ρφ/mm

前倾角

βf/(°)

侧偏角

βc/(°)

体积/

mm3
瞬时最大铣削力的预测误差/%

x向 y向 z向

1 79441.94 15.8474 +0.32 0.023122 3.21 8.23 4.73

2 101732.35 13.3456 -9.95 0.017449 5.88 7.61 3.18

3 127847.62 6.2848 -19.98 0.018416 7.10 9.18 7.70

4 50804.74 -6.3340 +4.25 0.018352 9.85 7.83 10.97

5 65326.48 -12.6416 +8.98 0.017718 7.39 5.27 7.83

6 83409.61 -15.4534 +3.27 0.022753 6.98 7.39 5.27

5 结 论

1)球头刀铣削中,每齿进给量与实际切削半径

的比率越大,三维次摆线轨迹对未变形切屑厚度的

影响越大;距离刀尖越近的微元,刀具振动越大;球

头铣刀的瞬时铣削力预测需要基于刀齿三维次摆线

运动轨迹方程,同时考虑球头铣刀振动的影响。

2)当球头铣刀的前倾角最小时,切屑体积最

大,瞬时铣削力最大,瞬态变化复杂;铣削凸曲面模

具上坡时铣削力平稳性要好于下坡时铣削力平稳

性;切屑空间位置随刀具前倾角的变化而变化,刀具

前倾角在±6°~±16°之间,各位置点的切屑体积不

稳定,且略有上升,在前倾角±16°附近切屑体积较

大,两齿铣削力差值较大,刀具受冲击振动较大,加

工稳定性下降。

3)当球头铣刀从凸曲面顶端下坡时、从凸曲面

下端到顶端上坡时,经过拼接缝时都受到冲击振动,

使拼接区域的瞬时铣削力振荡加强,同一个刀齿的

铣削力有分叉现象,这是由于在过缝处产生的冲击

力震荡衰减所影响的。在上坡时,x方向的铣削力

Fx 明显大于y 向铣削力Fy ,此时侧偏角较大,为球

头刀侧铣切削,x轴方向分力增加。进给方向(y方

向)铣削力Fx 明显增大。在下坡时,刀具侧偏角和

行距方向曲率半径增大,轴向切触角的范围增大,同

时,铣削力出现正负变化,波动范围增大。

4)实验结果表明,瞬时铣削力预测值和实验测

量值在幅值上和周期变化趋势上具有一致性,在平

稳切削时最大瞬时铣削力的预测误差值基本在

15%以内。考虑球头铣刀过拼接缝时冲击振动对凸

曲面模具铣削力的影响,有益于拼接区域的加工误

差及表面形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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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MD和广义 Morse小波的结构瞬时频率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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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基于变分模态分解和广义 Morse小波相结合的时变结构瞬时频率识别方法。首先,针对噪音干扰问

题,提出了快速阈值迭代算法,通过将信号转换到小波域,利用信号稀疏特性进行降噪;然后,提出了基于变分模态

分解和广义 Morse小波的时变参数识别理论,采用数值算例验证了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精度;最后,设计了一个具

有时变特性的移动小车试验,进行模态试验对结构有限元模型进行校正。采集小车通过主梁时的应变和加速度响

应,由应变数据估算小车不同时刻在梁上的位置,对加速度响应数据进行分析识别结构的瞬时频率,与有限元计算

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准确地识别时变结构瞬时频率。

关键词 时变结构;瞬时频率;小波变换;广义 Morse小波;快速阈值迭代;变分模态分解

中图分类号 TH70;TU317.1;U446.3

引 言

对于土木工程结构损伤诊断、健康监测与安全

评估来说,模态参数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

题。最近几十年,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模态参数识

别技术,如频域分解法、时域分解法、随机子空间识

别、基于响应传递比的参数识别法[1]和基于贝叶斯

理论的模态参数识别法[2]等。这些参数识别方法都

是针对时不变系统。然而,实际土木工程结构在运

营过程中由于环境或者荷载变化可能导致结构发生

时变,如不同时刻构件不均匀温度变换会引起结构

模态频率随时间改变;桥上车辆荷载的变化引起结

构拉索索力的变化,导致拉索刚度时变;车辆过桥时

由于车辆位置不断改变引起车桥系统质量时变。因

此许多学者提出了时变参数识别方法进行系统识

别,如状态空间小波识别法[3]、S变换法[4]、HHT
(Hilbert-Huangtransform,简称HHT)法[5]、自适

应稀疏时频分析法[6]、同步挤压小波变换法[7]和解

析模态分解法(analyticalmodaldecomposition简

称AMD)[8]等。
变分模态分 解(variationalmodedecomposi-

tion,简称 VMD)是最近提出的一种新的信号自适

应分解方法[9],与HHT类似,它可以将非平稳的时

变信号自适应的分解成多个具有有限带宽的模态分

量信号之和,但是它没有 HHT分解时遇到的模态

混叠问题。由VMD分解得到模态分量需再采取合

适方法提取信号的瞬时频率。HHT是采用 Hil-
bert变换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到 Hilbert谱,但是它

会产生负频率和端点效应问题。利用小波变换技术

也可以提取信号瞬时频率,通常采用的复 Morlet小

波并不是完全解析的,当中心频率较小时可能产生

负频率泄露,导致时频分析结果产生偏差。
因此,笔者采用VMD和广义 Morse小波(gen-

eralizedMorsewavelets,简称GMW)相结合的技术

来识别时变结构瞬时频率。首先,利用信号在小波

时频域具有稀疏性的特性,引入快速阈值迭代技术

对信号进行去噪处理;然后,采用VMD将去噪信号

分解为多个模态分量;最后,采用 GMW 对每个模

态分量进行时频分析提取对应的瞬时频率。通过数

值算例和一个移动小车试验验证了提出的方法。

1 快速阈值迭代降噪

现场实测信号通常会受到噪声污染,这里引入

快速阈值迭代算法(fastiterativeshrinkage-thresh-
oldingalgorithm,简称FISTA)进行降噪。含噪信

号通过小波变换可以转化到时间-尺度域,噪声能量

将分布到非常广泛的时间-尺度空间,而有效信号能

量将集中在一个局部的时间-尺度域空间,具有稀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408250,51708188);湖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BSQD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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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因此,通过最优稀疏性可以实现将噪声和信号

尽量分离。假设实测的含噪信号y表示为

y=x+n=Iw(C)+n (1)
其中:x 为真实无噪信号;C 为x 小波变换系数矩

阵;Iw(·)为小波逆变换;n为噪音。
由于实际真实信号x 是未知的,可以将信号转

换到时间-尺度域利用稀疏性求取它的近似解췍x=
Iw(췍C)(上标~表示近似解),要求:①췍C具有最大的

稀疏性;②误差x-췍x2 最小。
稀疏性对应于l0 范数最小化问题,对于非凸复

杂性优化问题,可以采用l1 范数来替代求解[10],因
此,上述问题可以转换为求解优化问题
췍C=argminC 1 s.t.y-IW(C)2 ≤ε(2)

其中:s.t.为约束条件;ε为小量。
式(2)有约束优化问题可以通过施加拉格朗日

乘子正则化方法转变为无约束优化问题来求解[11]

췍Cλ=argmin12 y-IW(C)2
2+λC 1 (3)

其中:λ为拉格朗日乘子。
这里采用Beck等[12]提出的快速阈值迭代算法

(IST)通过下式快速迭代求解式(3)的解

C0=C1=WT(y)

췍Ck=Ck+tk-1
tk+1

(Ck-Ck-1)

Ck+1=Tλ[췍Ck+WT(y-IW(췍Ck

ì

î

í

ï
ïï

ï
ï ))]

(4)

其中:WT(·)为小波变换;Tλ(·)为软阈值函数;k
为迭代数;t为迭代参数。

Tλ(c)=
c-λ c

c
(c ≥λ)

0 (c <λ{ )
(5)

t1=1

tk+1=1+ 1+4t2k

ì

î

í

ïï

ïï 2

(6)

其中:c为小波系数矩阵C 中的小波系数。
为了提高收敛效率,λ按指数衰减变化取值

λk= λmin

λ
æ

è
ç

ö

ø
÷

max

(k-1)/(N-1)

·λmax (k=1,2,…,N)

(7)
其中:N 为迭代求解次数;λmax=0.99maxC0 ;

λmin=maxC0 /q,q为系数C0 的数量。
通过上述算法对响应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有效

降低噪音干扰。

2 变分模态分解

VMD是一种新的信号自适应分解技术,将实

信号分解为具有最优特定稀疏特性的多个分量信号

(模态)之和。这里的稀疏特性采用分解信号的频谱

带宽来衡量,VMD要求分解的每个模态分量具有

围绕各自中心频率最紧的带宽。
为了估计每个模态分量的带宽,VMD利用希

尔伯特变换计算各模态对应的解析信号,得到其单

边频谱,然后通过频率平移将每个模态频谱平移到

各自估计的中心频率位置,最后计算频移后信号梯

度范数的平方来估计各模态分量的带宽。这样最优

模态分解转化为如下有约束的变分优化问题来

实现[13]

min
s{ }i ,ω{ }i

∑
i
∂t[(δ(t)+

j
πt
)*si(t)]e-jωit{ }

2

2

s.t. f=∑
i
si (8)

其中:s{ }i 和 ω{ }i 分别为分解的模态分量和对应

的中心频率;δ(t)为狄拉克函数;* 为卷积;f 为

分解的信号。
通过引入二次罚函数项和拉格朗日乘子ζ来处

理上式的重构约束条件,拉格朗日乘子ζ用来施加

严格的约束条件,而二次罚函数项可以提高收敛性

能,将式(8)的约束优化问题转变为式(9)无约束的

函数优化问题

L(s{ }i ,ω{ }i ,ζ)=α∑
i
∂t[(δ(t)+jπt

)*

si(t)]e-jωit 2
2+ f(t)-∑

i
si(t)

2

2+

<ζ(t),f(t)-∑
i
si(t)> (9)

其中:α为带宽约束参数。

α增加可能导致分解的模态分量带宽减小,中
心频率误差估计增大;α减小可能导致分解的模态

带宽增加,包含更多的噪音成分。α建议取值区间为

100~10000,文中取2000。
通过 交 替 方 向 乘 子 法(alternatingdirection

methodofmultipliers,简称ADMM)可迭代求取原

变分优化问题的解。步骤如下:

1)初始化 ŝ1{ }i ,ω1{ }i ,̂ζ1,n,全部赋值为0,̂为

信号傅里叶变换对应的频域形式,n为迭代次数。

2)按式(10)进行迭代求解sn+1
i

ŝn+1
i (ω)=

f̂(ω)-∑
j<i

ŝn+1
i (ω)-∑

j>i
ŝn

i(ω)+ζ̂n(ω)
2

1+2α(ω-ωn
i)2

sn+1
i =R(F-1(̂sn+1

i (ω

ì

î

í

ï
ï

ï
ï )))

(10)
其中:F-1(·)表示傅里叶逆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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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式(11)进行迭代求解ωn+1
i

ωn+1
i =∫

∞

0
ωŝn+1

i (ω)2dω

∫
∞

0
ŝn+1

i (ω)2dω
(11)

  4)按式(12)进行迭代更新

ζ̂n+1(ω)=̂ζn(ω)+τ(̂f(ω)-∑
i
ŝn+1

i (ω))(12)

其中:τ∈ (0,1+ 5
2

)为迭代步长。

循环迭代步骤2~4直到满足收敛条件

∑
i

ŝn+1
i -̂sn

i
2
2/ŝn

i
2
2 <ζ (13)

其中:ζ为迭代收敛容差,文中取1e-7。

3 广义 Morse小波瞬时频率识别

对于 N 自由度的时变结构系统,其振动响应

z(t)可分解为N 阶振型模态响应的叠加和

z(t)=∑
N

m=1
zm(t) (14)

其中:zm(t)为第m 阶振型模态响应。
每阶模态响应可表示为时变幅值Am(t)和相位

φm(t)的乘积

xm(t)=Am(t)eiφm(t) (15)

  通过VMD对结构响应信号z(t)进行分析,可
以将结构不同阶振型模态分离成各模态分量,然后

分别对各模态分量采用连续小波变换进行时频分

析,提取对应的小波脊线,由小波尺度与信号的频率

关系可以得到结构的瞬时频率[7]。
连续小波时频分析通常采用复 Morlet小波,然

而,复 Morlet小波只是当中心频率较大时近似解

析,当中心频率较小时可能产生负频率泄露,导致分

析结果产生一定偏差。文中引入 GMW[13]进行时

频分析,该小波是完全解析的,不存在负频率泄露

问题。GMW频域定义为

Ψβ,γ(ω)=H(ω)2(eγ/β)β
/γ)ωβe-ωγ (16)

其中:H(ω)为阶跃函数;β和γ 为控制小波时域和

频域衰减的参数。
当γ=3时,GMW 接近高斯函数,具有很好的

时频分辨率。文中采用的GMW参数为γ=3和β=
27,对应的时域和频域波形如图1所示(示意图,幅
值无量纲)。

4 数值算例

为验证提出的算法,首先采用如下具有不同时

图1 GMW时域和频域波形

Fig.1 WaveformofGMWintimedomainandfrequency
domain

变频率成分组合成的振动信号进行数值验证

x1=sin(2π·3t) (0≤t≤18)

x2=sin(2π·7t) (0≤t≤9)

x2=sin(2π·5t) (9<t≤18)

x3=1.5cos[2π·12t-0.1πt2](0≤t≤18)

x=x1+x2+x3 (0≤t≤18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

(17)

  信号采样频率为100Hz,并添加10%的高斯白

噪声。这里噪声强度10%定义为噪声的2-范数与

信号的2-范数之比。
首先,利用FISTA对含噪信号进行降噪处理,

降噪前后信号的时频分布图(又称小波量图,尺度坐

标为指数坐标,无量纲)如图2所示。

图2 信号小波量图

Fig.2 Signalwaveletscalogram

图中颜色亮度表示小波系数幅值大小,越亮表

示越大,对应能量就越大。可以看出,信号成分在小

波域分布具有稀疏性,比较集中,能量较大,而噪声

分布较广,通过FISTA处理后噪声明显减少。
随后,采用VMD对降噪后的信号进行分析,分

解得到如图3所示的4个模态分量,原信号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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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显示在图中用于比较。

图3 VMD分解的各模态分量(黑线)和对应的原信号xi
(蓝线)

Fig.3 Thedecomposed modecomponentsby VMD
(darkline)andcorrespondingsignalxi(blue
line)

从图可以看出,VMD将原信号不同成分完好

的分解开来,其中第2个成分x2 具有突变特性,

VMD将其突变前后分解成两个部分,分解的各部

分与原信号对应各成分吻合的非常好。
采用GMW对VMD分解的各模态分量进行连

续小波分析提取对应的小波脊线,识别其时变频率。
另外,也采用HHT的方法的识别结果用于对比,原
信号的瞬时频率的理论值用来验证识别结果的准确

性,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信号各成分时变频率识别结果

Fig.4 Theidentifiedtime-varyingfrequencyofeach
component

由图4可知,HHT方法识别的3个信号成分

瞬时频率受噪音干扰波动较大,对于信号突变成分

突变时刻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且 HHT方法的端点

效应影响很大。提出的方法3个信号成分瞬时频率

识别结果与理论值吻合的很好,只在端部由于小波

端点效应稍有偏离,但是远小于HHT的影响。

5 移动荷载试验

5.1 试验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提出的方法,设计了一个移动小

车试验,采用马达牵引小车通过一个简支钢板梁来

模拟移动荷载作用下的结构时变特性。板梁尺寸为

1000mm×150mm×9mm,质量为10.555kg,采
用圆钢杆支撑模拟的简支支撑。为避免小车进入和

离开主梁时产生大的振动与冲击,在板梁首尾分别

连接了一段过渡的引梁和尾梁,但它们与主梁断开。
小车设有两轴,轴距为0.117m,质量为2.308kg,
小车内通过砝码调整重量,本试验时小车总重为

5.296kg。主梁上设置了一根与主梁中线平行的穿

过小车的的钢丝,使小车能沿板梁中线移动。试验

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试验模型图

Fig.5 Theexperimentalmode

在梁底板起点和终点,1/4,1/2,3/4跨处布设

了应变片,在节点3,5,7,9处(见图6)布设了加速

度计,测点布置如图6所示。

图6 测点布置图

Fig.6 Thelayoutofmeasurepoints

5.2 模态试验

首先进行模态试验。在节点4处用力锤锤击主

梁,采集结构的加速度响应,采样频率为1000Hz。
进行模态分析并对结构的有限元模型进行校正。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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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小车当做移动质量块,利用校正后的有限元模

型计算小车重心通过不同节点位置时结构的第1阶

模态频率,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小车重心通过不同节点时结构第1阶频率(FEA)

Tab.1 Thefirstfrequencyofstructurewhenthevehiclecross
differentnode(FEA)

小车位置 1st频率/Hz 小车位置 1st频率/Hz
节点1 22.858 节点7 16.753
节点2 21.890 节点8 17.854
节点3 20.087 节点9 19.677
节点4 18.251 节点10 21.648
节点5 16.986 节点11 22.802
节点6 16.470

5.3 移动小车试验

通过马达牵引小车匀速通过试验梁,小车移动

时导致主梁上质量分布发生改变,引起结构的时

变。采集响应的应变和加速度响应,采样频率为

200Hz。节点1和11处测得的应变响应如图7所示。

图7 节点1和节点11处测点应变响应

Fig.7 Responseofstrainbysensoratnode1andnode11

通过首尾节点应变测点响应、主梁长度、小车轴

距可以计算小车通过主梁时速度。应变峰值对应小

车前后轮正好经过测点位置,由图7测得前轮通过

节点1的时刻为4.925s,后轮通过节点11的时刻

为7.895s。由此估算得到小车速度为0.376m/s。
采用提出的方法对节点9处加速度测点测得的

响应进行分析识别结构的第一阶瞬时频率。为进行

比较,也分别采用HHT和复 Morlet连续小波变换

方法(continuouswavelettransform,简称CWT)进
行时变频率识别,结果如图8所示。

从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提出了 VMD和

图8 节点9处测点识别的瞬时频率

Fig.8 Identifiedinstantaneousfrequencybysensoratnode9

GMW方法识别的结果比较光滑,性能较好,通常的

CWT识别结构波动稍大,主要存在不同模态间干

扰和噪音干扰,HHT识别结果最差,端点效应影响

很大。
采用GMW方法提取小波脊线时,对识别精度

的影响主要是信号小波脊线对应的各阶成分是否被

充分激起,另外信号各阶成分频率间距太小,间距过

密可能会造成能量的相互干扰。
随后对所有测点(节点3,5,7,9)测得的加速度

响应进行分析,首先用FISTA算法进行降噪,然后

采用VMD和GMW相结合的方法识别结构的第1
阶瞬时频率。由应变估计的小车移动速度和通过主

梁的起止时间,可以推导出小车在不同时刻在主梁上

的位置。结合表1中有限元计算的结果,可以得到小

车通过主梁不同时刻的第1阶瞬时频率有限元计算

结果,与提出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如图9所示。

图9 所有测点识别的结构瞬时频率

Fig.9 Identifiedinstantaneousfrequencybyallsensors

由图可见,所有测点数据的识别结果与有限元

计算结果吻合的较好,主要在两端位置稍有偏差,分
析偏差的原因:a.尾梁跟主梁连接位置还是存在一

定冲击振动干扰;b.小波端点效应有一定影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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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有测点识别结果相差很小,表明提出的方法可

以有效识别结构时变参数。

6 结束语

土木工程结构在运营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时变特

性,笔者提出了基于VMD和GMW 的方法识别时

变结构瞬时频率。对于实测信号的噪声污染问题,
提出采用快速阈值迭代算法(FISTA)进行降噪处

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提出的FISTA算法通过将

信号转换到小波域利用信号稀疏特性可以较好地对

信号进行降噪,VMD和GMW 法可以有效准确地

识别时变结构瞬时频率。移动小车试验进一步验证

了方法的有效性和精度,提出的方法比 HHT 和

CWT具有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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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抗冲击性能研究*

王 鹏1, 闫 明1, 张春辉2, 刘海超1

(1.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沈阳,110870) (2.海军研究院 北京,100161)

摘要 在舰载隔离系统中安装限位器可有效限制设备的最大相对位移,但传统橡胶限位器易对系统产生严重的二次

冲击。首先,建立了液压限位器的数学模型,并通过杜哈梅积分法对隔离系统的冲击响应特性进行了仿真分析;然
后,设计了带液压限位器的隔离系统试验装置并进行了冲击测试试验,比较了不同限位器参数对抗冲击效果的影响;

最后,对比分析了液压限位与橡胶限位隔离系统的冲击响应特性,与无限位的隔离系统相比,液压限位可减小近60%
的最大相对位移响应,存在一个最佳节流孔孔径,可使系统获得最佳隔振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橡胶限位隔离

系统相比,在相对位移响应近似相等的条件下,加速度响应可降低44.5%,大幅提高舰载设备的抗冲击性能。

关键词 液压限位器;隔离系统;抗冲击;节流孔;舰载设备

中图分类号 O241.82;TH873.4

引 言

舰船在服役期间必然会面临鱼雷、导弹、水雷等

武器的攻击。水下非接触爆炸一般不会击穿船体结

构,却会导致大量舰载设备失效,致使舰艇丧失战斗

力[1-2]。目前,各国海军通过在船体和设备之间添加

隔离装置的方法增强设备的抗冲击能力[3]。由于隔

离装置的固有频率一般较低,所以在冲击载荷作用

下,设备承受的加速度一般能够满足要求,然而设备

所承受的冲击位移可能超出容许范围,甚至超出了

隔离器本身的极限变形能力[4]。因此,在隔离系统

的设计过程中,如何限制设备相对位移至关重要。
为提高舰载设备的抗冲击性能,国内外学者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在隔离系统中简单地安装限位器

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5-6]。江国和等[7]

建立了带限位器浮筏隔离系统的非线性系统模型,
利用伪力法计算了带有限位器的浮筏隔离系统模型

的冲击响应。文献[5]建立了双限位器冲击隔离系

统数学模型,通过分段线性的杜哈梅积分对冲击方

程进行了解析求解,分析了限位器参数对冲击响应

的影响。文献[9-11]分别利用不同有限元分析软件

对限位器隔离系统的冲击响应进行了计算,提出了

限位器参数的确定方法。文献[12]分析了限位器的

阻尼比对冲击响应的影响,当限位器刚度一定时,随

着阻尼比的增大,不仅设备的相对位移响应逐渐减

小,加速度响应也会随之减小,并且在一定范围内,
限位器阻尼越大,限位效果越明显。以上研究为限

位器的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目前国内

外舰载设备所广泛使用的限位器仍然为橡胶限位

器,虽然可以起到限制设备相对位移的作用,但是在

面临强冲击环境时,如果限位器参数不匹配,将会对

设备造成极大的二次冲击,致使设备遭受更为严重

的损坏。
液压缓冲器可将系统所遭受的冲击能量转化为

缓冲介质的压缩能,当缓冲介质高速流经节流孔时

便以内能的形式耗散掉。因此,液压缓冲器具有阻

尼比大、缓冲效率高、吸收能量多的显著优势,已被

广泛应用于飞机起落架抗冲、汽车悬架减振和火炮

缓冲等领域[13]。然而,针对舰载设备的隔离系统,
使用液压缓冲器作为限位装置的研究却比较少见。
因此,对船用液压缓冲限位器进行理论分析与实验

研究,对于提高舰艇设备的抗冲击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

1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抗冲击模型

1.1 液压限位器结构设计

  液压限位器的结构如图1所示,其基本原理是

* 航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04Q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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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个双出活塞杆液压缸作为限位器本体,用固

定节流孔作为产生阻尼力的主要元件。当活塞杆受

到向下拉力时,活塞向下运动挤压工作缸下腔内的

油液,强迫油液从节流孔流出,进入工作缸上腔;同
理,当活塞杆受到向上的推力时,活塞挤压油液从工

作缸上腔流入下腔。限位器被压缩与复原的过程是

通过活塞挤压油液做功的过程,这一过程消耗了大

量动能,起到缓冲限位的作用。其中节流孔是影响

液压限位器限位效果的一项重要参数。

1-活塞杆;2-端盖;3,8-密封圈;4-节流孔;5-活塞;6-阻尼

油液;7-缸体

图1 液压限位器结构图

Fig.1 Structurediagramofhydrauliclimiter

1.2 液压限位器数学模型

在建立液压限位器数学模型的过程中,忽略了

油温、油液可压缩性气体与油液的相容性以及节流

孔与工作缸之间的泄露等因素[14]。
活塞压缩行程中,由工作缸下腔经过节流孔进

入工作缸上腔的流量为

Q1=Av=14πD2-d( )2 v (1)

其中:A 为限位器的有效作用面积;v活塞运动速

度;D 为活塞直径;d为活塞杆直径。
当油液经过节流孔时,会产生压降,节流孔根据

长径比可以作为短孔计算,流量公式为

Q2=14πCddr2 2P1-P( )2

ρ
(2)

其中:P1 为工作缸上腔压力;P2 为工作缸下腔压

力;dr为节流孔直径;Cd 为流经节流孔处油液流量

系数;ρ为油液密度。
根据流量连续性原理得

Q1=Q2 (3)

  因此,压缩行程中限位器阻尼力的公式为

Fc=14πD2-d( )2 P1-P( )2 (4)

  将式(1)~ (3)代入式(4),并整理可得

Fc=πρ D2-d( )2 3v2
8C2dd4r

(5)

  由于限位器的液压缸结构对称,活塞复原行程

中,阻尼力的大小与压缩过程中的阻尼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因此,阻尼力的表达式可写为

F=
Fc (v>0)

-Fc (v<0{ )
(6)

1.3 隔离系统的抗冲击动力学模型

带液压限位器的隔离系统原理模型如图2所

示。M 为设备的质量;隔离器上端与设备连接,下
端固定在甲板或基座上,k和c 分别为隔离器的刚

度和阻尼;将液压限位器与隔离器相并连,通过限位

器的阻尼力F 防止冲击过程中隔离器的弹性元件

产生过大的弹性变形,从而避免对设备产生过大的

二次冲击。系统各参数由表1所给出。

图2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原理模型

Fig.2 Principlemodelofvibrationisolationsystemwith
hydraulicdisplacementlimiter

表1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仿真模型参数

Tab.1 Simulation modelparametersofvibrationisolation
systemwithhydraulicdisplacementlimiter

元 件 名 称 参数值

设备质量/kg 8
隔离器弹簧刚度/(N·mm-1) 40
隔离器弹簧阻尼比 0.005
液压缸活塞杆直径/mm 10
液压缸活塞直径/mm 52
液压缸行程/mm 78
液压油密度/(kg·m-3) 900
节流孔直径/mm 4~8

  根据图2的原理模型,有无限位器的隔离系统

的冲击响应微分方程分别为

mz
··
+cz

·
+kz=-mu

·· (7)

469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40卷 



mz
··
+cz

·
+kz+F=-mu

·· (8)
其中:z为设备与基座的相对位移;z

·
为设备的相对

速度,与活塞运动速度v相等;u
··
为系统的冲击载荷。

根据德国军标7BV043-85的相关规定[15],水
下非接触爆炸冲击载荷可用正负双半正弦波表示

u
··
=

A1sin(ω1t) (0£t£τ1)

-A2sinω2t-t( )[ ]1 (τ1 £t£τ2)

0 (τ2 <t

ì

î

í

ï
ï

ïï )
(9)

其中:τ1 为正波加载函数结束的时长;ω1 为正波加

载函数的角频率,ω1=2π·1/2τ1;τ2 为正负双波加

载函数结束的时长;ω2 为负波加载函数的角频率,

ω2=2π·1/2(τ1-τ2);A1,A2 分别为正、负波加速

度峰值。
进行仿真试验时,采用的系统参数如下:A1=

120g;A2= -60g;τ1=10ms;τ2=30ms。按此

参数,可得冲击载荷波形如图3所示。

图3 冲击载荷波形

Fig.3 Shockloadwaveform

2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冲击响应仿真

2.1 有无限位器对隔离系统冲击响应的影响

  将图3所示的冲击载荷分别施加于无限位隔离

系统和带液压限位的隔离系统,其中液压限位器的

节流孔孔径为6mm。通过杜哈梅积分法进行冲击

响应计算与振动过程分析,系统的相对位移响应和

绝对加速度响应分别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系统相对位移响应  图5 系统加速度响应

Fig.4 Relativedisplacement Fig.5 Accelerationres-
responseofsystem     ponseofsystem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无限位隔离系统中,设备

相对位移的最大值为31.4mm,此后相对位移响应

的波形为逐渐衰减的正弦波;当系统中添加限位器

后,设备的相对位移最大值为12.3mm,幅值减少

60.8%,起到明显的限位效果。
从图5中可以看出,当设备接触到限位器的瞬

间,加速度响应突然增大,最大峰值可达42.6g;而
当设备离开限位器的时候加速度响应迅速减小。另

外,由于液压限位器的存在,增大了隔离系统的阻

尼,故相比于无限位隔离系统,液压限位隔离系统耗

散能量更大,因此设备响应的振荡次数可明显减小。

2.2 节流孔孔径对隔离系统冲击响应的影响

为达到相对位移小于15mm,绝对加速度低于

50g的要求,对不同节流孔参数的液压限位隔离系

统进行抗冲击仿真计算,研究最适合的节流孔参数。
取5组节流孔直径分别为4,5,6,7,8mm。将

图3所示的冲击载荷施加于1.3节中的动力学模型

进行冲击计算与振动过程分析。系统的相对位移响

应和绝对加速度响应分别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不同节流孔孔径下的 图7 不同节流孔孔径下的

系统相对位移响应     系统加速度响应

Fig.6 Relativedisplacement Fig.7 Accelerationre-
responseofsystem      sponseofsystem
fordifferentthrottle     fordifferentthr-
apertures          ottleapertures

从图6中可以看出,当孔径为4mm时,振荡次

数仅为1次,相对位移峰值为8.2mm。当孔径为

8mm时,相对位移值为16.2mm,振荡次数为3
次。因此,节流孔的直径越小,系统的相对位移越

小,振荡次数也越少,限位效果越明显。
由图7可看出,随着节流孔直径的变小,系统的

绝对加速度变大。当孔径为4和5mm时,绝对加

速度峰值为75.2和60.1g,超过设备的抗冲击要

求。当节流孔直径为6~7mm 时,相对位移在

12.3~13.8mm,绝对加速度在40~50g,比较符

合设备对相对位移和绝对加速度峰值的设计要求。
另外,根据文中给出的带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

冲击响应模型,分别计算了不同节流孔孔径的液压

限位器油缸上、下腔压力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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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示的冲击载荷作用下,油缸上、下腔压力最大值

分别为3.9与6.4MPa,能够满足液压限位器的设

计要求。

3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冲击性能试验

3.1 试验装置简介

  为验证上述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冲击响应特

性,并与传统橡胶限位效果进行比较,设计了如图8
所示的液压限位隔离系统和如图9所示的橡胶限位

隔离系统。

1-位移传感器;2-液压限位器;3-万向节;4-质量块;5-隔离

器;6-基座

图8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试验装置

Fig.8 Testdeviceofvibrationisolationsystemwithhy-
draulicdisplacementlimiter

由图8可知,液压限位隔离系统主要由液压限

位器、质量块(模拟舰载设备)、圆柱弹簧隔离器、基
座、传感器等5部分组成。液压限位器通过万向节

与质量块相连,当基座接受冲击载荷作用后,圆柱弹

簧隔离器带动质量块沿竖直方向做上下往复运动,
同时限位器被拉伸、压缩,从而限制质量块的相对

位移。
由图9可知,通过调节橡胶块的厚度和数量来

调整橡胶限位器的阻尼和刚度。质量块在运动的过

程中与橡胶限位器发生弹性碰撞,从而起到限制相

对位移的作用。

图9 橡胶限位隔离系统试验装置

Fig.9 Testdeviceofvibrationisolationsystemwithrub-
berdisplacementlimiter

采用不同限位器的隔离系统在同一冲击试验台

上的分布如图10所示。每组隔离系统均安装相同

型号的加速度传感器与位移传感器,来测量中间质

量块的加速度响应和相对位移响应情况。试验平台

为某科研院所研制的500kg垂向冲击试验机。

图10 试验装置安装分布图

Fig.10 Installationdistributionoftestdevice

3.2 不同节流孔孔径对隔离系统抗冲击性能影响

调整每个隔离系统的参数使之与仿真计算的参

数相一致,通过垂向冲击机向各隔离系统施加一个

与图3相接近的冲击加速度激励,如图11所示。

图11 试验冲击载荷

Fig.11 Testshockload

在图11的冲击载荷作用下,不同节流孔孔径对

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相对位移与加速度的影响如图

12,13所示。

图12 不同节流孔孔径对系统相对位移的影响

Fig.12 Effectofdifferentthrottleaperturesonrelative
displacementofth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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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节流孔孔径对系统加速度的影响

Fig.13 Effectofdifferentthrottleaperturesonaccelera-
tionofthesystem

由图12可知,随着节流孔的孔径变小,质量块

的相对位移与振荡次数均逐渐减小,表明限位效果

确有明显提高。由图13可看出,随着液压限位器节

流孔径的减小,质量块的最大加速度响应逐渐增大。
当孔径为4mm时,虽然限位效果最明显,但是最大

绝对加速度可达73.1g,超过设备的抗冲击要求。
当节 流 孔 孔 径 为 6 mm 时,最 大 相 对 位 移 为

10.3mm,最大绝对加速度为49.1g,最为满足设

备的抗冲击要求。通过冲击试验得到的质量块运动

规律与仿真计算结果高度符合。

3.3 液压与橡胶限位隔离系统的抗冲击对比试验

为验证液压限位器可有效提升隔离系统的抗冲

击性能,在同一冲击试验机进行了液压限位与橡胶

限位隔离系统的冲击对比实验。
通过调整橡胶限位器的刚度与阻尼,在保证相

对位移响应近似一致的条件下,对比其加速度响应,
借此来验证液压限位器的优良特性。隔离系统的相

对位移与加速度时域曲线如图14,15所示。

图14 不同限位试验装置的相对位移响应

Fig.14 Relativedisplacementresponseoftestdevice

withdifferentdisplacementlimiter

当调整橡胶限位器刚度为400N/mm、阻尼比

为0.06,并根据文献[8]选择安装间隙为5mm时,
其隔离系统的最大相对位移响 应 约10mm,与

6mm孔径的液压限位隔离系统的相对位移近似相

图15 不同限位试验装置的加速度响应

Fig.15 Accelerationresponseoftestdevicewithdiffer-
entdisplacementlimiter

等。由图15、图16可看出,与无限位隔离系统相

比,当使用限位器后,隔离系统的最大相对位移可减

小60%以上;但此时橡胶限位隔离系统的最大加速

度为88.5g,远远超过设备的抗冲击要求,而液压

限位隔离系统的加速度峰值仅为49.1g,最大加速

度响应可降低44.5%,同时系统能够快速衰减至稳

定。因此,与传统橡胶限位器相比,液压限位器可大

幅度提高隔离系统的抗冲击性能,具有较大的应用

价值。

4 结束语

在隔离系统中安装限位器可有效减小系统的相

对位移响应,但这必然会导致隔离系统的绝对加速

度响应迅速升高,易对设备产生破坏。因此,限位器

不可滥用,需要事先通过仿真手段对限位隔离系统

进行抗冲击计算。随着液压限位器中节流孔孔径减

小,隔离系统的最大相对位移响应与振荡次数均明

显减小,但其最大加速度响应随之增大。因此,在设

计特定的液压限位器时,应对其节流孔孔径的选择

进行分析验证,以满足隔离系统的抗冲击性能要求。
与传统橡胶限位器相比,使用液压限位器的隔离系

统,在最大相对位移响应近似相等的情况下,最大加

速度响应可明显减小,说明液压限位器可有效吸收

隔离系统受冲击后的能量,大幅提高系统的抗冲击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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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理论的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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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光电倍增管(photomultipliertubes,简称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的故障诊断问题以及故障发生概

率存在模糊不确定性的特点,应用模糊集数学方法和可能性理论,把模糊数学和故障树模型相结合,提出一种基于

三角形模糊数算法的PMT试验系统失效模式分析方法。根据试验系统工作原理,采用下行法建立故障树并对其

进行定量分析,获得了顶事件的结构函数及多种失效模式,进而利用专家语言评价法,计算顶事件发生的模糊概率

和各底事件的模糊重要度,得到了PMT试验中故障发生率较高的环节,最后对故障分析结果进行改进测试。结果

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地诊断出存在的故障,为PMT防爆试验系统进行故障诊断以及提高PMT保护罩的水下防

爆性能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光电倍增管;模糊故障树;故障诊断;水下内爆

中图分类号 TL813;TH49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微观粒子物理学的不断发展,中微

子作为自然界中的基本粒子之一,中微子的探测过

程及应用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6]。
目前,国内对于中微子探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建中的江门中微子探测实验室用于测定核反应堆

中微子质量顺序和混合参数。
江门中微子实验利用附着在中心探测器上的2

万只PMT监测光信号进而探测到中微子。随着使

用时间的增长,PMT可能会在水下发生内爆,产生

冲击波导致数千个PMT链式反应爆炸[7]。为防止

PMT连锁内爆的发生,提出了一种PMT保护罩并

设计了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以此验证保护罩

的防爆性能。但是经过测试发现,试验系统未能达

到预期目标。针对试验准备周期较长、系统故障具

有突发性且缺乏有效评估数据等问题,引入模糊故

障树分析法(fuzzyfaulttreeanalysis,简称FFTA)
对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分析。
FFTA是一种将模糊数学和故障树分析相结合

的风险评估方法。该方法利用系统发生故障各因素

间的逻辑关系,建立引起系统失效的故障树模型。
Sivaprakasam等[8]基于模糊故障树理论和专家评

价法对液化石油气燃料补给站泄漏进行了故障诊断

分析。文献[9]针对煤矿钻探工程中的冲击地压问

题,采用模糊故障树的分析方法获取了引起该故障

的主要关键因素。文献[10]应用模糊逻辑理论分析

船舶系泊作业故障风险,建立故障树模型,并提出了

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案。任玉刚等[11]利用模糊故障

树分析法对“蛟龙号”液压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通

过载荷试验验证了分析结果。综上所述,模糊故障

树分析法已广泛用于工程系统的故障诊断和失效模

式获取,但在中微子探测工程中未见其在PMT水

下防爆试验失效概率评估方面的应用。
笔者针对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故障特点,

将模糊故障树应用到PMT水下防爆试验中,借助

故障树模型对试验系统进行故障树构建,应用专家

判断法和三角形模糊数,得到系统故障的模糊失效

概率及引起故障的主要关键因素,根据故障树的关

键重要度分析结果,提出试验系统改进方案,并对改

进方案进行测试以验证故障诊断结果的准确性。

1 故障树模型

1.1 工程背景

  江门中微子探测器置于位于地下700m的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79213);“十三五”海军预研资助项目(302030104105)
收稿日期:2019-12-20;修回日期:2020-04-02



柱型水池(高为45m、直径为43m)中心,20000只

PMT安装在金属框架结构上,探测器内外均充满液

体介质,如图1所示。PMT的材料为有机玻璃,结
构厚度约为4~6mm,内部近似真空。实际工作状

态下始终承受0.10~0.54MPa的静水压力[4]。由

于液体侵蚀和初始缺陷等,同时受到静水压力作用,
某个PMT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发生爆炸,引起

的内爆冲击波传播至相邻PMT可能使其殉爆,从
而导致链式反应爆炸。

图1 江门中微子探测器

Fig.1 Jiangmenneutrinodetector

1.2 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工作原理

为测试PMT保护罩的防爆性能设计了防爆试

验系统:通过引爆中间位置的PMT检测相邻PMT
损坏状态。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由液压引爆系

统、压力容器系统、防爆装置和支撑固定结构组成。
液压引爆系统由引爆圆盘、液压缸等组成,压力容器

系统由密闭压力罐、压力传感器和加压阀等组成,防
爆装置由通过横向螺钉连接的上玻璃保护罩和下金

属保护罩组成,支撑固定结构主要有两部分,分为顶

部引爆杆的固定结构和PMT的支撑模块。内爆试

验过程中,为了模拟PMT在中微子探测器中的深

水环境压力,向密闭压力容器内注水,并在水面以上

保留一定的空气域,借助加压阀向空气加压,随后通

过压力传感器确定静水压力值。为了引爆中间

PMT,基于力平衡原理采用三点引爆的方式(单一

顶部引爆装置和一对底部对称分布引爆装置),通过

液压缸带动引爆圆盘挤压PMT玻璃外壳。PMT
水下防爆试验装置如图2所示。

1.3 故障树

在分析PMT水下防爆试验系统原理及收集大

量相关文献[2-6]资料的基础上,利用模糊故障树建

模理论,按照能否引爆PMT的思路构建了故障树

模型,如图3所示。图中试验系统失效T 为顶事件

1-顶部引爆装置;2-固定装置;3-玻璃防护罩;4-PMT;

5-横向连接;6-金属防护罩;7-底部引爆装置;8-支撑模块

图2 PMT水下防爆试验装置

Fig.2 AexperimentsystemforunderwaterPMTexplo-
sionprotection

T-试验系统失效;M1-PMT 被 引 爆 且 相 邻 PMT 破 碎;

M2-PMT未被引爆;M3-防护装置故障;M4-顶部引爆装置

故障;M5-上保护罩存在缺陷;M6-下保护罩存在缺陷;B1-
存在加工裂痕;B2-壳体厚度不够;B3-上下保护罩连接方

式不合理;B4-下保护罩进水孔设计不合理;B5-下保护罩

结构强度不够;B6-引爆杆强度不够;B7-顶部液压缸压力

不足;B8-固定装置失效;B9-支撑模块强度不够;B10-压力

传感器故障;B11-液压系统压力不足;B12-液压系统泵性

能故障;B13-液压油性能下降;B14-液压缸性能故障;B15-
底部引爆装置故障

图3 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树

Fig.3 ThefaulttreeofPMTexplosionexperiment

(topevent),Mk 为中间事件(middleevent,k=1,2,
…,6),Bk 为底事件(basicevent,k=1,2,…,15)。
基于布尔代数运算法则,采用下行法计算故障树的

结构函数如下

T=M1+M2,M1=M3+M4+B9+B10

M2=B11+B12+B13+B14+B15

M3=M5+M6+B3,M4=B6+B7+B8

M5=B1+B2,M6=B4+B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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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式(1)得

T=B1+B2+…+B13+B14+B15 (2)

  根据故障树的结构函数式(2),PMT水下防爆

试验故障树共有15个一阶最小割集,分别为{B1},
{B2},…,{B15}。

2 模糊故障树分析方法

2.1 模糊数及故障描述

  在应用传统FTA方法故障诊断的过程中,往
往无法获取足够的统计数据来描述底事件的统计特

性,并且对于底事件的故障程度描述存在模糊不确

定性,因此较难获取各底事件精确的故障概率值。

FFTA方法通过模糊数描述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故

障发生中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表示为模糊可能性,
引入模糊子集的隶属度概念描述故障程度。例如,
某事件的故障状态为无、中等和严重,则可以分别用

区间[0,1]上的模糊数0,0.5和1来代替。
综合考虑计算精度和效率,并结合文中的故障

树模型,选取三角形模糊数췍A(a1,a2,a3)进行计算,
其隶属函数μA(x)如图4所示,表达式为

μA(x)=

0 x<a( )1

x-a1
a2-a1

a1 ≤x≤a( )2

a3-x
a3-a2

a2 ≤x≤a( )3

0 x>a(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3

(3)

其中:a1 和a3 为模糊集边界值;a2 为模糊集中心

值;当a1=a2=a3 时,模糊数则为确定值。

图4 三角形模糊数隶属函数

Fig.4 Themembershipfunctionoftrigonometricfuzzy
numbers

2.2 底事件失效可能性的获取

针对实际复杂系统故障树的底事件失效数据通

常难以获取,FFTA方法引入专家判断法评估不同

底事件的失效概率。对于同一底事件,各个专家评

价意见可能会存在差异,为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因此需要对专家评价意见进行聚合计算[12-13]。假设

某一底事件Bk 的不同专家Ei 和Ej 评价意见分别

用模糊数췍Ei(a1,a2,…,an)和췍Ej (b1,b2,…,bn)描
述,则两位专家意见的一致度为

S췍Ei,췍E( )j =∫x
minμEi

(x),μEj
(x{ }( )) dx

∫x
maxμEi

(x),μEj
(x{ }( )) dx

(4)

其中:S(췍Ei,췍Ej)为专家意见的一致度;μEi(x)和

μEj(x)分别为专家Ei 和Ej 评价意见的隶属函数;
当췍Ei=췍Ej 时,S(췍Ei,췍Ej)=1。

根据式(4)计算不同专家意见的一致度,可得各

个专家意见一致度矩阵

AM =

1 S12 … S1j … S1m
︙ ︙ ︙ ︙
Si1 Si2 … Sij … Sim

︙ ︙ ︙ ︙
Sm1 Sm2 … Smj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ú1

(5)

其中:m 为专家组的专家数;Sij =S(췍Ei,췍Ej),且当

i=j时,Sij=1。
因此,专家Ei 评价意见的平均一致度(average

agreement,简称AA)和相对一致度(relativeagree-
ment,简称RA)为

AAE( )i = 1
m-1∑m S 췍Ei,췍E( )j (6a)

RAE( )i = AAE( )i

∑
m

i=1
AAE( )i

(6b)

其中:AA(Ei)为专家Ei 评价结果的平均一致度;
RA(Ei)为专家Ei 评价结果的相对一致度。

通常情况下,不同专家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熟

悉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因此各个专家评价意见对底

事件评估结果的重要度不同,需对不同专家意见进

行加权平均[14-15],引入相对重要度系数

ωE( )i = ri

∑
m

i=1
ri

(7)

其中:ω(Ei)为专家Ei 的重要度系数;ri 为根据评

判标准专家Ei 的得分值。
综合式(6)和式(7)可得专家Ei 对于同一底事

件评价的共识系数为

CCE( )i =βω E( )i + 1-( )β RAE( )i (8)
其中:CC(Ei)为专家Ei 评价结果的共识系数(con-
sensuscoefficient,简称 CC);β 为松弛系数,0<
β<1。

综上,基于模糊数学理论对各个专家的评价结

果进行计算,得底事件Bk 故障概率的专家组评价意

见聚合模糊数

B
~

k=∑
m

i=1
CCE( )i 췍췍E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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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췍Bk 为底事件Bk 的评价结果模糊数;췍Ei为专家

意见模糊数;췍为模糊数乘法运算符号。

2.3 故障概率计算和重要度分析

在底事件的重要度分析中,不同底事件的模糊

数结果难以比较,因此需将式(9)得到的模糊数规划

为一模糊可能性的准确值(fuzzypossibilityscore,
简称FPS),该值表示专家评估底事件故障的最大可

能性。针对文中的故障树模型及模糊数结果,应用

面积中心法[16]对事件的模糊数进行逆模糊化计算,
如下所示

FPS=∫xμA(x)dx

∫μA(x)dx
(10)

其中:μA(x)为事件评价聚合模糊数的隶属函数。
底事件故障概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统计

大数据根据可靠度理论确定;应用专家判断法根据

模糊理论确定。为保证两者一致性,将模糊可能性

转化为模糊概率(fuzzyprobability,简称FP)[17-18]

FP=
1

10
1-FPS( )[ ]FPS

1
3×2.301

(FPS≠0)

0 (FPS=0

ì

î

í

ï
ï

ïï )
(11)

  通过上述公式,可以得到各个底事件的故障概

率结果。基于底事件的故障概率和故障树的结构函

数,计算顶事件的失效概率为

( )P T =P MCS1 ∪ MCS2 ∪ … ∪ MCS( )N =  
P MCS( )1 +P MCS( )2 +…P MCS( )N +…+
-( )1 N-1P MCS1 ∩ MCS2 ∩ … ∩ MCS( )N

(12)
其中:P(T)为顶事件失效概率;MCSi 为故障树的

最小割集(minimalcutsets,简称 MCS)。
为便于系统故障的诊断及改进,文中应用底事

件关键重要度的计算方法,根据底事件对于顶事件

发生的贡献度进行排序,关键重要度(criticalim-
portancefactor,简称CIF)计算公式为

CIFB( )k =P B( )k ∂ ( )P T
( )P T ∂P B( )k

(13)

其中:CIF(Bk)为底事件的关键重要度;P(Bk)为

底事件故障概率。

3 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树分析

3.1 基于模糊理论的故障树分析流程

  使用模糊故障树模型对PMT水下防爆试验故

障可能性评估的技术路线如图5所示。首先在建立

系统故障树模型的基础上,获取故障树的最小割集;
按照评价标准模糊数,由专家对PMT试验故障树

中各底事件的故障可能性进行评判,确定底事件故

障程度,同时对专家的判断结果进行聚合平均处理;
最后基于面积中心法和故障树概率计算法则,逐层

计算得到顶事件的失效概率,并利用故障树重要度

计算方法,确定引起试验失效的关键因素,以便提高

故障分析的准确性。

图5 基于模糊故障树的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可能性

评估

Fig.5 Evaluationflowchartoffailurepossibilityofex-
perimentsystemforunderwaterPMTexplosion

protectionbasedonfuzzyfaulttree

3.2 PMT水下防爆试验失效概率计算和重要度分析

  文中主要是对中微子探测器工程中针对PMT
防爆性能的试验失效原因进行分析。根据模糊故障

树理论建立试验故障树,共有15个基本事件,在故

障树定量计算中缺乏底事件的故障概率,因此笔者

应用7级语言评价标准[8],由参与PMT试验系统

及保护罩设计的6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预测15个

底事件故障发生可能性,并按照底事件聚合模糊化

理论及故障概率计算方法,获取各底事件综合考虑

各专家评估结果的三角形模糊数和逆模糊化处理的

故障概率,如表1所示。语言评价标准隶属函数如

图6所示。
由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树的结构函数式

(2)分析可得,各个底事件均为最小割集,因此最小

割集间相互独立,根据顶事件失效概率计算方法,使
用式(12)试验失效概率P(T)为4.800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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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上 述 计 算 结 果,对 比 事 件 发 生 概 率 评 定 标

准[17],PMT水下防爆试验失效可能性为“较高”,与
试验已经测试过的结果一致,验证了笔者基于模糊

故障树分析法在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诊断方面

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表1 底事件故障概率

Tab.1 Fuzzyprobabilityofbasicevents

底事件 三角形聚合模糊数 故障概率

B1 (0.06607,0.12692,0.18777)4.20547×10-5

B2 (0.08719,0.15407,0.22095)8.72348×10-5

B3 (0.55024,0.66337,0.77650)1.46108×10-2

B4 (0.57621,0.68426,0.79231)1.66693×10-2

B5 (0.52136,0.63942,0.75748)1.25593×10-2

B6 (0.17738,0.27700,0.37663)6.79024×10-4

B7 (0.04517,0.09967,0.15416)1.61361×10-5

B8 (0.14536,0.20542,0.26549)2.44382×10-4

B9 (0.02097,0.06696,0.11295)2.90382×10-6

B10 (0.02379,0.07059,0.11739)3.68632×10-6

B11 (0.11571,0.19169,0.26767)1.91680×10-4

B12 (0.03444,0.08427,0.13411)8.00722×10-6

B13 (0.00000,0.04000,0.08000)2.30551×10-7

B14 (0.18593,0.28862,0.39131)7.79438×10-4

B15 (0.26290,0.38871,0.51452)2.10949×10-3

图6 语言评价标准范围

Fig.6 Linguistictermsconversionscale

  为确定导致试验失效的关键因素,以便改进设

计方案,应用模糊故障树关键重要度计算方法,对各

个底事件进行关键重要度分析,按照重要度大小对

各个底事件排序,选取对顶事件影响较大的5个底

事件重要度,如表2所示。

表2 底事件关键重要度

Tab.2 Criticalimportanceofbasicevents

排序 底事件 事 件 描 述 关键重要度

1 B4 下保护罩进水孔设计不合理 0.34725
2 B3 上下保护罩连接方式不合理 0.30437
3 B5 下保护罩结构强度不够 0.26162
4 B15 底部引爆装置故障 0.04394
5 B14 液压缸性能故障 0.01623

  由表2可知,导致PMT水下防爆试验失效的

主要原因依次是下保护罩进水孔设计不合理、上下

保护罩连接方式不合理和下保护罩强度不够。同

时,下保护罩进水孔的设计不合理关键重要度最大,
因此对于改进试验系统及提高保护罩的防爆性能效

果最为明显,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应着重考虑。基于

模糊故障树分析方法,通过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可
快速、准确获得导致顶事件失效的关键风险因子,可
有效为系统的诊断及改进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3.3 基于故障树故障分析结果的改进方案验证

为验证故障树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提高试验系

统的可靠性及保护罩的防爆性能,通过故障树的重

要度分析结果,对顶事件影响较大的底事件B4,B3

及B5 进行改进,并对改进后的系统重新进行测试。

1)针对事件B4 保护罩进水孔设计不合理,对
保护装置的进水孔面积进行了测量,发现未考虑

PMT底部与下保护罩之间缝隙的面积,因此对此区

域加圆盘覆盖,并重新计算引起相邻PMT破碎的

冲击波阈值对应的总进水面积,将下保护罩进水孔

直径改为Φ75mm。下保护罩进水孔设计改进前后

变化,如图7所示。

图7 PMT防护装置进水孔改进

Fig.7 TheimprovementwaterinletholeofPMTprotec-
tiondevice

2)针对事件B3 上下保护罩连接方式不合理,
对上下保护罩连接处进行反复检测,发现通过螺钉

加垫圈的横向连接方式,会导致上下保护罩连接过

紧,从而在冲击波压力作用下在连接处产生较高的

应力集中,进而导致试验失效,因此将上下保护罩连

接方式改为螺栓加销钉的纵向连接。连接方式改进

前后变化,如图8所示。

图8 PMT防护装置测试连接方式改进

Fig.8 TheimprovementconnectiontypeofPMTprotec-
tion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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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事件B5 下保护罩强度不够,对下保护

罩结构强度重新进行有限元计算,发现只设置一对

称分布的加强筋,则导致下保护罩在冲击波作用下

在未设置加强筋的一侧变形较大,因此改为四周均

设置加强筋固定。改进后下保护罩加固方式如图9
所示。

图9 PMT防护装置固定方式改进

Fig.9 TheimprovementstructuralfixationofPMTpro-
tectiondevice

基于上述故障树分析结果及改进方案,对PMT
水下防爆试验系统重新进行保护罩防爆性能验证,
改进后的测试结果如图10所示。由图10可知,在
引爆中间PMT后,相邻PMT(红色框内)未发生破

损,有效阻止了链式反应爆炸。是否安装改进保护

罩的PMT侧部冲击波压力对比如图11所示。由

图11可知,未安装PMT保护罩的冲击波压力为

11.2MPa,安装改进后的保护罩后,冲击波压力减

图10 改进装置测试结果

Fig.10 Testresultofimproveddevice

图11 冲击波压力时历曲线

Fig.11 Pressure-timecurresofshockwave

小仅为2.3MPa。上述结果验证了改进方案的合

理性以及改进方案能够有效提高保护罩的防爆性

能,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基于模糊故障树分析方法

在PMT水下防爆试验故障诊断方面的可行性和准

确性。

4 结束语

笔者提出一种基于模糊故障树理论的PMT水

下防爆试验失效可能性评价方法,应用模糊集理论

和专家意见评价法,获取各底事件发生概率,可降低

概率确定过程中的模糊不确定性,使故障树分析的

结果更加准确。通过基于模糊故障树的PMT水下

防爆试验失效评估方法获取导致系统失效的关键故

障,提高了系统故障诊断效率。应用模糊故障树分

析结果及改进方案,进行保护罩防爆性能测试,结果

分析表明,保护罩能够有效阻止PMT连锁内爆,验
证了该评估方法的可行性,可为PMT水下防爆试

验及后续江门中微子探测器的故障诊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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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时效对结构件材料表面完整性的影响*

高自成, 余 田, 廖 凯, 闵淑辉, 李立君, 汤小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长沙,410004)

摘要 为揭示平台式振动时效对结构件材料表面完整性性能———表面残余应力、硬度及微观组织的影响,以7075
铝合金薄壁件为研究对象,运用ANSYS构建平台式振动时效(vibrationstressrelief,简称VSR)有限元模型,通过

模态分析获得最佳激振频率和试样装夹位置。在此基础上,将3个薄壁框架件置于平台不同位置进行VSR处理,

得到其试样表面应力的松弛效果。结果表明:亚共振频率为112Hz时,在激振源的中间位置和最大振幅位置处试

样应力释放效果最好,其应力释放率最大为27%;电子背散射衍射(electronbackscattereddiffraction,简称EBSD)

电镜观察发现,时效后表面组织晶粒存在明显取向区变化,晶粒成长带来能量的变迁以及位错的增殖,再结晶晶粒

的增多提升了表面性能,使得材料表面硬度得到10%~17%的强化。研究表明,平台式振动时效能够改变和优化

材料表面完整性。

关键词 振动时效;结构件;应力松弛;电子背散射衍射;表面完整性

中图分类号 TH113.1;V216.2+1;TB123

引 言

现代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使得零件逐步小型化、
精密化,对小型零件尺寸稳定性要求越来越高[1]。

7075高强度铝合金薄壁框架件具有比强度高、相对

重量轻等特点,满足了现代航空追求轻量化和整体

化的需求,但由于其本身材料特性、结构特点以及生

产加工过程中带来的残余应力,使得其形状具有不

稳定性[2-3]。振动时效(VSR)在松弛残余应力方面

具有高效、节能、环保及适应性强等优点,在机械零

配件生产及加工过程中逐步取代以往的时效方式,
优化零件力学性能[4-6]。振动时效处理焊接件应力

集中区域效果极好[7-10],但由于小型结构件质量小,
固有频率高,传统的振动方法效率低,甚至会破坏构

件尺寸。因此,可采用振动平台集中处理法,即将多

个结构件装夹在振动平台上,利用平台低频共振时

产生的激振能传递到构件表面,在不破坏零件形状

的基础上实现残余应力释放。
目前,振动时效研究集中在焊接件或大型结构

件。Walker等[11]对冷轧钢的 VSR处理建立了数

学模型,并且实验证明VSR降低残余应力峰值达到

了40%,进而提出了应力释放过程是一种微观的位

错运动。国内外学者[12-14]也都从位错角度对振动

时效的机理进行分析,笔者拟结合位错理论从材料

的晶粒形貌角度探讨应力释放原理。现在对于铝合

金材料的振动时效研究也有一些成果,Wang等[15]

发现AA6061铝合金板材在悬臂梁式振动时效下不

同位置的应力松弛效果不同,对铝合金厚板进行

VSR后发现板内应力得到均化[16],板形较之前更

加稳定。李亚非等[17]实验证明了70A4铝合金锻件

在VSR处理后最高的应力释放率接近于热时效,并
指出采用振动平台对中小型工件进行振动时效处理

时,应力去除效果与工件的装夹位置有关。此外,很
多学者也开始引入计算机仿真软件对VSR进行数

值模拟和实验参考,例如Chen等[18]采用 ANSYS
对石英挠性加速器计的焊接过程进行热分析后发

现,振动可以降低残余焊接应力,而且共振频率下的

效果更好。蔡敢为等[19]对内燃机曲轴进行数值分

析,结果表明,在激振频率范围内曲轴达到共振进而

消减残余应力。笔者基于7075铝合金薄壁框架件

的振动时效实验,结合X射线(X-raydiffraction,简
称XRD)应力测试技术、EBSD和硬度测试,探究振

动平台对结构件材料表面完整性———表面应力、硬
度和微观组织的影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475483);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8NK2065,2019NK2022)
收稿日期:2020-03-22;修回日期:2020-04-20



1 实 验

1.1 材料与试样

  实验采用7075-T651铝合金厚板,经四轴加工

中心制成3块尺寸为500mm×108mm×60mm
的一口型薄壁件,底部厚度为6mm,壁厚为2mm。
铣削加工后对试样进行喷丸处理,强化表面应力的

同时使得应力分布均匀,后期数据对比更加鲜明。
喷丸设备为ST-1960空气喷丸机,根据航空零件喷

丸强化标准,磨料选用粒度直径为0.3mm的钢丸

颗粒,以0.3MPa的喷射强度喷3块薄壁件,垂直

试样喷射距离为50mm,喷口直径为5mm,表面覆

盖率为100%[20-21]。

1.2 振前分析

平台式振动时效是指平台在激振器的持续激励

下与装夹结构件一起达到共振,产生激振能施加在

构件表面,同时避免对构件产生损伤。实验所用振

动平台为 HT250,尺寸为1800mm×800mm×
70mm,质量约为1000kg,对称4支点高强度弹簧

支撑,支座弹簧刚度为6×106N/mm,支撑处对称

布局为1500mm×500mm。
利用ANSYS软件对 HT250实验平台进行支

撑约束状态下模态分析。平台和弹簧分别采用

SOLID185单元和 COMBIN14单元,材料属性如

下:ρ=7000kg/m3;E =150GPa;ν=0.3。通过

Mesh模块对模型进行高精度六面体划分,单元格

尺寸 为 30 mm,节 点 总 数 为 7196 个,单 元 数

为5128个。
数值模态分析求解器采用BlockLanczos,得到

平 台的固有频率与振型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其第7阶振型明显比其他频率达到了更大振幅,同

表1 模态分析结果

Tab.1Modalanalysisresults

振型阶次 固有频率/Hz 振型描述

1 0 绕y轴摆动

2 0.224×10-3 绕y轴摆动

3 0.278×10-3 z方向摆动

4 27.858 z方向平移

5 28.879 绕x轴摆动

6 41.063 绕y轴摆动

7 110.020 谐波一弯振动

8 144.640 轴向扭曲振动

9 287.580 谐波二弯振动

时采用了现场实验聚沙法验证了散布在平台上的细

砂在此激振频率下聚集到零振幅位置,可判断激振

频率约为110Hz,平台可实现预定的亚共振。图1
为第7阶振型图。

图1 平台第7阶模态振型图

Fig.1 7thmodalshapeofplatform

由图1可以看出,平台关于中间位置两边对称,
考虑到激振力分布效果,可选择将激振器安装于平

台中间位置。分别将3个试样框架件装夹于图1所

示的中间位置、零振幅位置和最大振幅位置(分别命

名为1,2,3号件),如图2所示。试样均以宽度方向

中线对称,分别观察其时效效果。

图2 VSR实验

Fig.2 VSRexperiment

1.3 振动方式

实验按照模态分析找到对应中间、零振幅和最

大振幅位置,为防止实验中试样表面遭到破坏影响

数据采集,用软布包裹后再用夹具固定框架件,安装

方式见图2。激振设备为 HK2000K1型全自动振

动时效仪,偏心转子式激振器置于平台中部。根据

前期工作结果和振动时效工艺标准[22-23],选择激振

时间为20min。激振后仪器自动扫频,寻找到平台

亚共振区112Hz进行激振。

1.4 试样测试

为了得到振动时效的应力释放情况,对框架件

实验前后进行X射线衍射应力测试[24],其精度为

±20MPa。靶 材 为 Cr-kα 靶,X 射 线 的 波 长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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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1×10-10m,管电压为20kV,管电流为4mA,
衍射晶面为156°,采用高斯函数法定峰,准直管尺

寸为2mm。X射线弹性常数为S2/2(18.56 ×
10-6),ψ取14个角度。双探测器衍射角扫描速度

为2(°)/min,步 长 为0.01°,测 得7075铝 合 金

(311)晶面衍射角2θ随ψ角变化时的变化值,测试

现场如图3(a)所示。由仿真模态振型可知,宽度方

向上分布的激振能是相同的,所以测试点沿长度方

向上取一侧即可,沿试样长度方向布置12个测试

点,分布如图3(b)所示。

图3 XRD应力测试

Fig.3 XRDstresstest

电镜分析采用配备EBSD探头的EVO MA10
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铝合金的晶粒形貌变化。试

样由线切割截取,表面经过粗磨、细磨和机械抛光。
试样在测试前进行电解抛光,抛光溶液用10%高氯

酸和90%无水乙醇制成,电压为18V,抛光时间为

20s[25]。使用HV-5型维式硬度计对 VSR实验前

后铝合金薄壁框架件的表面进行硬度测试。

2 表面完整性分析

2.1 表面应力释放

  当材料的残余应力σr和动应力σd叠加之和大于

屈服极限σs,才能使该处应力消减,即

σr+σd>σs
  材料在表面的屈服应力极限σs相对基体内要低

很多,这为平台式振动时效释放表面应力提供了可

能。VSR前,薄壁件经过100%表面喷丸覆盖,以保

证其 表 面 应 力 分 布 均 匀 性 较 好,其 应 力 强 度 为

-340±10MPa。试样 VSR后,将XRD应力测试

的结果以云图描述,如图4所示。结果显示,每个框

架件应力释放都存在着不均匀的现象。

图4 VSR后应力松弛情况

Fig.4 StressrelaxationafterVSR

实 验 后 1 号 件 的 应 力 释 放 达 到 最 大,从

-340MPa降至-248MPa,应力释放率为17%~
27%;3号件应力释放效果次之,且表面应力分布更

加均匀,时效后应力值处于262~270MPa之内,释
放率约为22%;2号件应力释放效果最小,最大处释

放到-282MPa,释放率为11%~17%。
模态分析显示在112Hz的激振频率下,振动平

台达到了共振,并呈正弦波式振形,结合VSR时效

和XRD应力分布特点可得以下结论:①激振能量

可以有效地作用到试样上,满足了小试样获得大动

能的需要;②构件表面在时效交变应力作用下达到

了微观屈服,促成表面应力释放;③平台谐波振型表

明了动应力分布的不均匀性,应力释放效果与时效

位置、激振能分布有关。实验结果表明,处于振幅较

大位置的1号件和3号件应力释放效果明显优于零

振幅位置的2号件,但零振幅位置时效后表面应力

释放更加均匀,工程应用中可根据需要选择时效

位置。

2.2 微观分析

宏观上材料残余应力和振动时效交变应力叠加

超过了屈服极限,产生了塑性变形,释放了残余应

力。塑性变形表明材料表面组织也会存在微观形

变,运用位错理论可知其主要因素是晶界处位错塞

积缠结导致。为更深入地研究晶粒内部的变化,取
母材以及时效后试样的表面中心区域进行EBSD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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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母材和时效后材料的取向成像图(反极

图),不仅包含晶界和亚晶界信息,也反映了晶粒取

向变化,其中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晶粒取向。晶

体形貌上可以看出母材的平均晶粒尺寸较小,细小

的扁平状晶粒均匀分布并且无明显的择优取向。在

细长晶粒的内部,有许多亚晶粒边界。对比经过振

动时效的晶体形貌,发现晶粒有着显著的成长趋势,
并且晶粒内部的衬度发生变化。大量的颜色渐变区

出现,表明晶粒取向发生了变化,已完成塑性滑移,
进而大角度晶界(>10°)的组分增加。从小角度晶

界(2~10°)向大角度晶界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能量

释放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新的形核增加。

图5 取向成像图

Fig.5 Inversepolefigure

振动时效过程中的交变应力能量累积到足够多

时,晶粒内部就开始滑移变形,初步形成了内部取向

的渐变区。随着变形量的进一步增大,晶粒内部滑

移变形将带动整个晶粒沿着拉伸方向产生塑性变

形,晶粒的变形也将带来晶界上位错的增殖和堵塞。
塑性变形到一定程度,将触发整个晶粒发生形变以

适应外界的宏观应力作用,由此导致晶粒被拉伸长

大,晶界上塞积增多。当晶粒成长释放的能量以及

位错上复杂的应力场交互作用超过了材料的屈服强

度时,材料形成屈服并通过晶粒一个个传递开,达到

了整体上的表面应力释放。

对时效前后的再结晶晶粒、亚结晶晶粒和变形

晶粒进行量化分析,统计其百分含量,数据显示如

图6所示。对比母材,经过时效后的材料表面再结

晶体积从9.5%上升到18.7%,完成了部分晶粒的

动态再结晶。再结晶晶粒的增多使得组织更加均

匀,力学性能也会得到强化。形变程度小,意味着再

结晶形核的场所少,形核率低,由于晶界不迁移,晶
粒中必然存在较高的位错密度。再结晶晶粒的增多

以及高密度的位错在宏观上带来了材料变形抗力的

增加。

图6 再结晶体积比统计图

Fig.6 VolumefractionofDRX

2.3 表面硬化

材料硬化效果加强,分别取初始材料以及1,2,

3号件同位置表层80μm处5cm×5cm区域,通过

维氏硬度法进行显微硬度测试,图7为其硬度云图。
图7显示了时效前后不同位置处材料表面硬度的变

化 情 况:材 料 时 效 前 表 面 中 心 区 域 硬 度 约 为

168HV;1,2,3号件分别时效后中心区域硬度提高

到约为197,182和185HV;中间位置的1#试样时

效后硬度提高效果最好,提升率为17.3%左右;零
振幅位置和最大振幅位置时效效果大致相同,提升

率为10%左右。
由上述的组织变化可以看出,振动时效对表面

组织的改性有积极影响,促使晶粒变形,使表面材料

得以硬化。从振动时效的作用效果和工业应用实践

来看,在振动能量不变的情况下,时效时间并不会对

这种微观变化产生持续影响,这是因为当材料硬化

达到一定程度后,表面材料变形抗力会导致时效效

果不再发挥作用,这也是时效时间一般控制在15~
30min以内的主要原因。另外,时效所带来的晶粒

变形是表面应力释放的根本原因,变形改变了晶粒

间力作用的强度和效果。振动使结构件表面应力得

到释放,释放的程度取决于试样的时效位置。因为

位置和振动的能量有关,这表明通过改变试样在平

台上的时效位置,能够对结构件优化表面性能起到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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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时效前后试样5cm×5cm区域表面二维显微硬度分布

Fig.7 2Dplotofmicrohardnessofsamplein5cm×5cmsurfaceareasurfacebeforeandafterVSR

3 结 论

1)平台式 VSR方法不仅对焊接件,对结构件

这类全域性表面应力分布不均或表面应力强度高的

情形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实验证明,通过平台式

振动时效可释放构件表面残余应力,最大释放率可

达29%。
2)材料表面屈服强度偏低,客观上满足了VSR

对材料进行屈服削减应力的要求,微观分析证明了

VSR能够改变材料表面晶粒的内部取向,强化组织

性能,材料表面硬化可达17%,一定程度上对稳定

构件变形有积极作用。
3)平台式VSR能够对结构件表面完整性形成

有效改变,可通过调整时效位置和动应力强度实现

材料表面性能参数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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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夹层金属管混凝土构件侧向冲击试验研究*

石 岩1,3, 李宣莹2,3, 张君博2, 刘菲菲2, 张纪刚2,3

(1.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福州,350118) (2.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青岛,266033)
(3.山东省高等学校蓝色经济区工程建设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青岛,266033)

摘要 为提高海洋平台结构的抗冰能力,提出一种新型中空夹层金属管混凝土导管腿构件。通过理论分析、数值

模拟和试验相结合,研究不同外钢管材料(Q345钢、奥氏体304级不锈钢和T6061铝合金)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

构件的影响。通过单次冲击和连续冲击两种加载方式进行加载,并与钢质空心导管腿进行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组
合构件抗冲击性能优于空管构件,铝合金组合构件整体抗冲击能力较差,不锈钢单次冲击作用下极限承载能量高

达18.83kJ以上,小能量连续冲击作用下承载冲击次数最多,不锈钢组合构件抗冲击力学性能最好。结合有限元

ABAQUS软件,对单次冲击构件建模并得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关键词 海洋平台;中空夹层金属管混凝土;导管腿;抗冲击性能

中图分类号 TU398;TH113

引 言

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是基于传统的钢管混凝土

发展而来的,它是将内、外两层钢管同心放置,往钢

管之间浇灌混凝土而形成的新型组合结构。这种构

件除了具有承载能力高、耐火性能良好以及施工方

便等优点,同时因为填充混凝土分别受到外钢管的

套箍作用和内钢管的支撑作用,使得构件整体具有

抗弯刚度大、侧向变形小及自重轻的独特优势。在

海冰覆盖的海洋环境中,采用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

构件作为导管架海洋平台结构中的导管腿,能够大

大 增 加 结 构 遭 受 冰 荷 载 作 用 时 的 可 靠 性 与 安

全性[1]。
目前,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构件在冲击荷载下

的力学性能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工作。王洪欣等[2]在

落锤试验机上对4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构件进行

冲击试验,研究参数包括落锤高度和试件空心率。
曹浩煜[3]以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为研究对象,利
用试验以及有限元分析侧向撞击下构件的力学性

能。Wang等[4]对外包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中空夹

层钢管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抗冲击性能进行了试验研

究。Aghdamy等[5]采用 ANSYS/LS-DYNA 软件

中的显式分析模块模拟预加轴力的中空夹层钢管混

凝土柱的侧向冲击过程和柱的破坏模式。辜应卓[6]

采用数值分析的方法,建立高强钢和普通钢圆套圆

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构件的侧向冲击有限元模型。
文献[7-8]对高层或超高层中底层不锈钢-混凝土-钢
管组合构件在两端固定情况下受到横向冲击的力学

性能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对构件的动力性能研

究多针对同种材料和单次冲击。
笔者提出新型中空夹层金属管混凝土导管腿来

代替原导管架式海洋平台的空心钢制导管腿,外管

分别为Q345钢、奥氏体304级不锈钢和T6061铝

合金材质,冲击形式分别为单次冲击和连续冲击,研
究构件受到横向冲击的动态响应,并与空管金属构

件进行对比。最后,基于有限元 ABAQUS对单次

冲击构件的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验证。

1 试验概况

1.1 构件信息及性能

  本次冲击试验共设计了16根构件,包括11根

组合构件和5根空管构件,其中,组合构件截面采用

圆套圆形式,构件信息如表1、表2所示。外管径和

内管径分别为114和50mm,壁厚分别 为3和

* 福建省教育厅资助项目(JAT17038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67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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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m,填充混凝土为 C40级,构件两端各约束

150mm。外管材质包含Q345钢、奥氏体304级不

锈钢和T6061铝合金,内管材质均为Q345钢。

表1 单次冲击构件信息表

Tab.1 Thecomponentsundersingleimpactload

编号
构件尺寸/mm 落锤

总长 有效长度 高度/m 质量/kg

冲击

能/kJ
LV-1 1500 1200 1.0 427 4.18
LV-3 1500 1200 3.0 427 12.55
CS-3.5 1500 1200 3.5 427 14.65
CS-4 1500 1200 4.0 427 16.74
SS-3.5 1500 1200 3.5 427 14.65
SS-4 1500 1200 4.0 427 16.74
SS-4.5 1500 1200 4.5 427 18.83
*HLV-3 1500 1200 3.0 427 12.55
*HCS-2.5 1500 1200 2.5 427 10.46
*HCS-3 1500 1200 3.0 427 12.55
*HSS-2.5 1500 1200 2.5 427 10.46
*HSS-3 1500 1200 3.0 427 12.55

LV为铝合金组合构件;CS为普通钢组合构件;SS为不锈钢组合构

件;数字代表冲击高度;带*构件为空管构件

  表2 连续冲击构件信息表

Tab.2 Thecomponentsundercontinuousimpactload

编号
构件尺寸/mm 落锤

总长 有效长度 高度/m 质量/kg

冲击

能/kJ
CS-2.5 1500 1200 2.5 427 10.46
CS-3 1500 1200 3.0 427 12.55
SS-2.5 1500 1200 2.5 427 10.46
SS-3 1500 1200 3.0 427 12.55

CS为普通钢组合构件;SS为不锈钢组合构件;数字代表冲击高度

  构件中所用的内、外管的具体力学性能参数见

表3,浇筑混凝土之前先将钢管一侧焊上200mm×
200mm×10mm的端板,浇筑过程中借助插入式

振捣棒对混凝土分层振捣,振捣完毕的构件放在室

外洒水养护28天。

表3 钢管力学性能参数表

Tab.3 Mechanicalpropertiesofsteeltube

材料

类型

厚度/

mm

屈服强

度/MPa

极限强

度/MPa

弹性模

量/GPa

伸长率/

%
不锈钢 3.0 233.5 740.4 126.6 78.9
铝合金 3.0 281.3 323.5 68.6 32.5
Q345 3.0 333.0 497.8 208.0 39.4
Q345 2.5 265.2 443.8 161.4 38.6

1.2 试验装置

冲击试验是利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重力式落锤

冲击试验机完成,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落锤质量

为427kg,由控制平台操作提升、定位与释放,重力

势能转化为动能对构件实现冲击过程。

图1 试验装置和锤头尺寸(单位:mm)

Fig.1 Testdeviceandhammerdimensions(unit:mm)

本次冲击试验的边界条件均设计为两端固定,
每端设计上、下2个钢支座,中间用4只8.8级M24
的高强螺栓固定连接,下支座再与试验底座牢固连

接,保证构件不会发生滑移情况。

1.3 试验主要测试内容

本次冲击试验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冲击力

(F)时程曲线,通过固定在锤头上的压电式力传感

器进行测量;构件跨中底部残余挠度(Δ0),采用动

态位移传感器测量;外管表面应变(ε)时程曲线,选
用电阻式应变片布置在相应测点,监测构件外管纵

向应变时程曲线;构件冲击全过程通过Phantom
V310高速摄像机进行记录。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冲击过程

  图2为高速摄像机记录到的构件(SS-3)冲击全

过程。可以看到,从触发落锤到冲击结束的整个过

程可以被分解为几个阶段:①落锤释放,重力势能转

化为动能;②落锤第1次与构件发生接触;③构件获

得初速度与落锤一起向下运动,并且速度不断降低;

④落锤与构件速度降为零,两者之间相对静止,此时

跨中挠度达到最大值;⑤构件开始回弹,同时与落锤

以同样的速度向上运动;⑥能量耗尽,落锤最终静止

在构件表面,代表整个冲击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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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冲击试验全过程

Fig.2 Theprocessofimpacttest

2.2 冲击力时程曲线

2.2.1 单次冲击的冲击力时程曲线

以图3(f)为例观察冲击力时程曲线,组合构件

的整个冲击过程分为峰值段、调整段、平台段及卸载

段等几个阶段;而空管构件的曲线走势出现了极大

差别,曲线变化缓慢并且没有出现峰值阶段。可以

说明:组合构件相较于空管构件,由于内部混凝土的

填充,极大地增强了构件局部变形的刚度;钢管对混

凝土的约束作用使得混凝土处于三向受力状态,混
凝土强度有所提高,组合构件耗能能力明显优于空

管构件。
由于传感器测量故障,导致CS-3构件数据缺

失;另外HLV-3构件因冲击能量过大外管发生撕

裂,所以取前半段有效数据。观察图3(a),(e)中

LV-1和CS-4构件的曲线走势并结合高速摄像机对

全过程的记录,判断曲线中出现了2个平台段:冲击

能量过大,构件在第1个平台段结束时外管出现开

裂损伤;冲击力瞬间卸载后由于内部混凝土仍能提

供一定的抗冲击能力,使得出现第2个平台段来延

缓构件的破坏。
平台段是冲击过程中主要的耗能阶段,观察组

合构件在相同的冲击能量下,外管材质从铝合金到

不锈钢再到Q345钢,平台值越来越大,冲击持续时

间越来越短。其中,铝合金组合构件在1m高度作

用下外管即发生破坏,相较于其他2种材质起始高

度为2.5m时没有出现开裂现象,铝合金组合构件

的整体抗冲击性能较弱。结合图3与表3中金属材

料力学性能参数,判断普通钢与不锈钢的差异性与

屈服强度有关。因为冲击属于瞬时荷载,变形与损

伤在瞬间完成,但是不锈钢组合构件一直承受到冲

击高度为4.5m时依然没有出现外观损伤,良好的

延伸率使其抗冲击潜力巨大。从冲击能量的角度,
以构件外观没有出现明显损伤为标准,判断铝合金、

图3 不同冲击高度下构件冲击力时程曲线

Fig.3 Timehistorycurvesofmembersunderdifferent
impactheights

普通钢及不锈钢组合构件的承受极限分别为4.18kJ
以下、12.55~14.65kJ之间以及18.83kJ以上。

2.2.2 连续冲击的冲击力时程曲线

连续冲击,即保证每次落锤质量与高度皆不变,
对构件进行多次冲击。构件在实际工作中很小概率

会因为1次大能量冲击而受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

是遭受小能量的多次冲击使得构件中损伤与裂纹不

断积累与扩展,小能量的多次冲击也是判断构件抗

冲击性能优劣的形式之一。笔者对冲击高度分别为

2.5与3m的构件采取连续冲击的形式,试验加载

次数根据构件破坏情况而定,加载至构件表面出现

损伤或者产生严重变形使构件丧失承载能力[9]。连

续冲击构件实际加载次数见表4。

表4 连续冲击构件实际加载次数

Tab.4 Thetimesofcontinuousimpactmembers

构件编号 加载次数 构件编号 加载次数

HCS-2.5 1 HCS-3 1
HSS-2.5 1 HSS-3 1
CS-2.5 2 LV-3 1
SS-2.5 4 CS-3 2
HLV-3 1 SS-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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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为连续冲击构件在不同冲击高度下采集到

的冲击力时程曲线,其中SS-2.5(3)和CS-3(1)由于

采集异常导致数据缺失。空管构件受到单次冲击即

发生严重变形,所以为保护冲击仪器只对空管构件

进行1次冲击作用,构件编号中的数字代表该构件

所承受的冲击次数。连续冲击构件曲线走势同单次

冲击。另外,CS-2.5(2)的曲线截取的是2次冲击过

程,构件在经历大约0.02s冲击作用后发生卸载,但
是构件依然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相较于空管构件

1次卸载即冲击结束而言,组合构件由于内部混凝

土的存在对整体的抗冲击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图4
(a),(b),(d)中组合构件多次冲击以及空管构件单

次冲击得到的冲击力时程曲线对比发现,组合构件

遭受多次不变能量的冲击,平台段冲击力仍然高于

空管构件,说明外钢管对核心混凝土起到了很好的

包裹和约束作用。混凝土可以吸收大量冲击能,从
而降低外管受撞击后的局部屈曲,而内钢管又有效

地对混凝土进行支持,三者协同变形共同工作,使得

组合构件抗连续冲击的承载能力优于空管构件。图

4(c)中CS-3构件在2次冲击后平台段冲击力低于

空管构件,此外不锈钢组合构件在小能量作用下能

够承受的加载次数多于普通钢组合构件,主要是由

于不锈钢相较于普通钢具有更为优越的延展性和强

度,对核心混凝土起到了良好的约束作用,因此不锈

钢组合构件受到小能量多次冲击作用表现的性能更

加优异。

2.3 跨中残余变形分析

2.3.1 单次冲击的跨中残余变形

图5为部分构件第1次冲击的跨中残余挠度

(Δ0)与冲击高度(H)的关系曲线。可以看出,同组

构件的跨中残余挠度随着冲击高度的增加而不断增

加,这与基本理论相符。图5中铝合金组合构件在

1m高度冲击作用时跨中残余变形达到36.36mm,
相较于另外2种材料对于冲击荷载的承受能力略

差。表5为部分构件跨中残余变形的具体数据,通

图4 连续冲击构件冲击力时程曲线

Fig.4 Timehistorycurvesofmembersunder
continuousloads

图5 单次冲击的构件跨中残余变形

Fig.5 Theresidualdeformationofmembersunder
singleload

过对比HSS,SS,HCS和CS这4组构件可以得出:

2种外管材质,由空管构件变为组合构件,普通钢材

质效果更加显著;针对相同截面形式的构件,外管材

质为普通钢的构件跨中残余变形更小。

表5 构件跨中残余变形

Tab.5 Theresidualdeformationofmembersinmiddlespan

冲击

高度/m

构件跨中残余变形/mm 组合影响/% 不同材质影响/%

HSS(A) SS(B) HCS(C) CS(D) (A-B)/A (C-D)/C (A-C)/A (B-D)/B

2.5 47.27 36.41 42.00 25.52 22.97 39.24 11.15 29.91

3.0 56.39 47.25 49.12 32.72 16.21 33.39 12.89 30.75

3.5 58.20 43.67 24.97

4.0 65.51 47.27 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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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连续冲击的跨中残余变形

图6为2.5和3m条件下连续冲击构件的跨中

残余变形数据,组合构件在每次冲击过程中形成的

残余变形等于该次冲击后构件的最终变形减去上次

冲击后构件的最终变形。SS-2.5,SS-3的试验数据

表明,不锈钢组合构件在每次冲击过程中所产生的

残余变形逐渐减小,因为内部混凝土受到低能量作

用时产生的损伤并不明显,受到的冲击作用反而压

实了混凝土内部的微裂缝和微空洞,使得混凝土与

内外2层钢管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提高了构件的

整体抗弯能力。

图6 连续冲击的构件跨中残余变形

Fig.6 Theresidualdeformationofmembersunder
continuousloads

3 有限元模拟

3.1 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中不锈钢的本构模型采用 Rasmussen
全局应力-应变曲线,同时采用Cowper-Symonds本

构模型来考虑冲击荷载下材料应变强化的问题。本

研究应变率较低,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σd/σs=1+ (̇ε/D)1/p (1)
其中:σd 为钢材在应变率ε̇时的应力值;σs 为钢材

在静载下的应力值;̇ε为钢材经历的应变率;相关参

数D,p分别取值为6844/s和3.91[8]。
铝合金的本构关系采用 Ramberg-Osgood模

型,利用10n=f0.2表达式进行描述。因为落锤冲击

的应变率范围对于铝合金强度的提高影响不大,所
以在铝合金的本构中未考虑应变强化。普通钢的本

构模型采用韩林海[10]提出的5段式应力-应变关系

曲线,并且也考虑了应变率强化效应,模型及相关参

数取值同不锈钢材料。
混凝土的本构采用动力分析中收敛性较好的塑

性损伤模型,单轴应力-应变关系采用韩林海[10]提供

的模型,该模型考虑了组合构件中外管对于混凝土的

约束作用。混凝土受到冲击作用时同样应变强化明

显,笔者仅考虑了受压时强度的提高,如式(2)所示

σd/σs=(̇εd/̇εs)1.026α  (̇εd ≤30/s) (2)
其中:σd和σs分别为混凝土在动力加载与静力加载

时的抗压强度;̇εd 和ε̇s分别为应变率在动力加载与

静力加 载 时 的 对 应 值,̇εd =10/s,̇εs =-30×
10-6/s;α取值见欧洲模式规范。

与抗压强度相对应的峰值压应变采用式(3)进
行计算

εcd/εcs=(̇εd/̇εs)0.02 (3)
其中:εcd 和εcs 分别为混凝土在动力加载与静力加

载时的峰值应变。
笔者采用ABAQUS中Explicit模块分析冲击

过程,为了保证计算速度与模型的收敛,内、外管采

用三维壳单元(S4R),填充混凝土并固支支座,端板

采用三维实体单元(C3D8R),落锤在冲击过程中变

形很小,视作刚体,用刚体壳单元(R3D4)模拟。模

型中存在的所有接触面均采用通用接触,即法线方

向设为硬接触,切线方向采用库伦摩擦因数,其中外

管外表面与落锤界面、不锈钢内表面与混凝土界面、
铝合金内表面与混凝土界面、Q345钢与混凝土界

面、不锈钢外表面与支座界面、Q345钢外表面与支

座界 面、铝 合 金 外 表 面 与 支 座 界 面 库 伦 摩 擦 因

数[11-16]依次取为0,0.3,0.6,0.25,0.1,0.15和

0.05,有限元模型如图7所示。

图7 有限元模型

Fig.7 Thefiniteelementmodel

3.2 有限元模型验证

为判断模型的可靠性,笔者通过计算得到的冲

击力时程曲线、跨中残余变形与单次冲击构件试验

结果作对比。限于篇幅,仅给出部分构件的冲击力

时程曲线模拟与试验对比。由图8(a,b)可以看出,
两者曲线走势基本一致,但是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存在的偏差较大,这是由于冲击过程中夹具与空管

构件之间的空隙会逐渐变大,并且空管构件对于自

身初始缺陷敏感性较大。图8(c,d)为部分组合构

件的冲击力时程曲线模拟与试验对比,总体上曲线

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试验卸载开始时间相对于计

算结果提前,这是因为模型中没有考虑外管的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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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混凝土的裂缝扩展问题。表6为组合构件的冲击

力峰值(Fs)、冲击力平台值(Fm)、冲击持续时间(t)
以及跨中残余挠度(Δ0)试验和模拟结果的比较,可
以看出Fs,s/Fs,e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7和

0.09,Fm,s/Fm,e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0和

0.06,ts/te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8和0.08,

Δ0,s/Δ0,e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8和0.04。
可见,总体上模拟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表6 组合构件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比较

Tab.6 Thecomparisonofsimulationandexperimentalimpactresults

编号
Fs,e/

kN

Fs,s/

kN

Fs,s/

Fs,e

Fm,e/

kN

Fm,s/

kN

Fm,s/

Fm,e

te/

ms

ts/

ms

ts/

te

Δ0,e/

mm

Δ0,s/

mm

Δ0,s/

Δ0,e
LV-1 99.74 101.69 0.98 72.25 78.20 1.08 32.70 33.84 1.03 36.36 40.24 1.11
SS-2.5 140.10 144.23 1.03 127.52 133.93 1.05 26.21 30.60 1.17 36.41 41.14 1.13
SS-3 171.74 169.67 0.99 136.25 136.76 1.00 26.37 30.80 1.17 47.25 48.20 1.02
SS-3.5 163.26 180.51 1.11 131.87 136.09 1.03 29.52 31.50 1.07 58.20 59.36 1.02
SS-4 145.84 189.75 1.30 140.71 138.10 0.98 29.86 32.50 1.09 65.51 70.75 1.08
SS-4.5 203.85 205.31 1.01 144.41 140.23 0.97 29.91 32.60 1.09 72.72 80.72 1.11
CS-2.5 134.43 141.92 1.06 201.47 172.89 0.86 21.32 24.96 1.17 25.52 28.07 1.10
CS-3.5 143.77 160.14 1.11 175.34 179.54 1.02 26.34 27.24 1.03 43.67 45.85 1.05
CS-4 177.63 189.80 1.07 176.91 185.94 1.05 30.46 28.08 0.92 47.27 51.05 1.08

平均值 1.07 1.00 1.08 1.08
标准差 0.09 0.06 0.08 0.04

 LV-1构件和CS-4构件试验记录的平台值取第1个平台值,此时钢管未断裂;下角标e和s分别代表试验和模拟结果

图8 冲击力时程曲线对比图

Fig.8 Thecomparisonoftime-historycurvesof

impactforce

4 结 论

1)中空夹层金属管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抗冲击

能力要明显优于空管构件。

2)铝合金组合构件相较于普通钢及不锈钢组

合构件,整体抗弯能力较差,在单次冲击作用下铝合

金、普通钢及不锈钢组合构件的极限承受能量分别

为4.18kJ以下、12.55~14.65kJ之间和18.83kJ
以上。

3)连续冲击作用下,不锈钢组合构件承受加载

的次数最多,对于抵抗小能量多次冲击加载更有

优势。

4)利用有限元 ABAQUS软件建模得到的计

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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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干涉下低压涡轮非定常气动载荷研究*

杨成浩1, 冯和英1, 彭叶辉2, 李鸿光1,3

(1.湖南科技大学机械设备健康维护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湘潭,411201)
(2.湖南科技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湘潭,411201)

(3.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200240)

摘要 为研究动静干涉下轴向间距和尾缘锯齿结构对低压涡轮叶片非定常气动载荷的控制作用,对高效节能发动

机(energyefficientengine,简称E3)低压涡轮最后一级的内部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了不同轴向间距和静叶尾

缘锯齿结构两种情况下,下游动叶表面非定常气动载荷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增大轴向间距可以加强尾迹与主

流的掺混,消除气流不均匀性,削弱下游动叶表面的非定常气动载荷;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不仅可以加强尾迹与

主流的掺混,同时还会改变尾缘处的涡结构,对下游动叶前缘产生破坏性干涉效应,使其最大载荷波动降低约

30%,减少静叶尾迹速度亏损75.7m/s,还能适当提升涡轮的流通能力和时均效率。与采用直尾缘静叶的模型相

比,采用锯齿尾缘静叶不仅能大幅度地改善涡轮的转静干涉效应和气动性能,还能在不影响涡轮效率的前提下,将
涡轮轴向间距缩短10%。

关键词 低压涡轮;动静干涉;轴向间距;尾缘锯齿;气动载荷

中图分类号 V231.3;TK471;TH47

引 言

随着航空叶轮机械的飞速发展,为了减轻涡轮

的质量和追求更高的经济性,设计人员在减少涡轮

级叶片数量的同时更倾向于将涡轮设计得更加紧

凑[1-2],这样能减小发动机尺寸,降低发动机质量,但
是轴向间距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涡轮级间的尾迹、激
波等非定常激励发生明显变化[3]。这种气动激励会

使涡轮叶片承受由流体诱发的极大的非定常气动载

荷,是叶片产生高周疲劳的主要振动源,会直接影响

叶片的疲劳强度[4-7]。因此,开展动静干涉下非定常

气动载荷控制方法的研究,对于改善涡轮叶片的疲

劳强度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涡轮轴向间距对于非定常气动载荷的影响重

大。文献[8-9]研究表明,动静干涉产生的扰动波对

下游的非定常作用与动静叶间的距离有很大关系。

Dring等[10]研究表明,当某型涡轮轴向间距为15%
动叶轴向弦长时,尾迹对动叶前缘的非定常压力脉

动可达相对动压的80%,其在叶片表面上会产生极

大的非定常载荷,严重影响叶轮机的性能和叶片强

度等。对于传统的涡轮,Doorly等[11]认为,当轴向

间距超过5%静叶弦长时,尾迹在动静干涉中将起

主导作用。王仲奇等[12]通过数值仿真的方法对吸

附式压气机轴向间距进行了研究,发现轴向间距缩

短后,转子与静子之间的非定常干涉加强,压力波动

幅值增加,尾迹亏损加剧。文献[13-16]研究了不同

轴向间距下气动阻尼的变化,总结了动静干涉作用

对叶片非定常压力的影响规律。焦峻峰等[17]研究

发现,随着轴向间距的减小,叶排间的非定常性增

强,对下游动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端部分。杨文

军等[18]数值仿真表明,叶片表面非定常压力脉动的

主要影响因素为相邻叶片排的尾迹扰动。
随着人们对仿生学的深入认识,仿生结构被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航空叶片的结构设计中,而上游

静叶结构的微小改变对下游动叶表面所受非定常气

动载荷的影响不容忽视。仝帆等[19]研究发现,模仿

猫头鹰的尾缘锯齿结构可以显著降低叶片表面的压

力脉动幅值,尾缘附近压力脉动幅值最多可降50%
左右。文献[20-21]认为,锯齿尾缘可以将尾缘处的

展向涡结构进行破碎,大涡变成小涡,从而降低下游

叶片的非定常压力脉动,反映到噪声频谱中就是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75194);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20JJ4306)
收稿日期:2019-12-17;修回日期:2020-03-25



低动静干涉噪声。Wechmuller等[22]研究发现,尾
缘锯齿可以降低尾迹速度亏损,使尾迹沿径向方向

发生相位偏移,与下游转子前缘产生破坏性干涉效

应,进而降低下游动叶所受的非定常压力脉动。
综上可知,涡轮轴向间距的变化、上游静叶的微

改型都会对下游叶片表面的非定常气动载荷产生极

大的影响,引起一系列的非定常干涉效应,进而影响

整个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性能。为此,笔者以E3低压

涡轮最后一级叶片为研究对象,通过数值仿真其内

部三维非定常旋转流场,研究了不同轴向间距和尾

缘锯齿结构对动叶表面非定常气动载荷的影响规

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两种方法对下游叶片非定常

气动载荷的控制效果。

1 研究对象及数值计算方法

1.1 研究对象

  E3计划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飞机能源效率

(aircraftenergyefficiency,简称ACEE)项目中的一

个主要内容[23],该项目发动机属于典型的大涵道比

民用涡扇发动机。笔者选取美国普惠公司PW-E3

低压涡轮最后一级叶片作为研究对象,为降低计算

难度,根据文献[17]的方法,对计算区域进行了约

化,将静叶、动叶都调整为120,按照1∶1通道建立

几何模型,其详细几何参数见表1。
表1 涡轮几何参数

Tab.1 Turbinegeometry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静叶数目 120
动叶数目 120
静叶弦长/mm 42
动叶弦长/mm 37.6
静叶轴向弦长/mm 36.5
动叶轴向弦长/mm 33.2
静叶纵横比 5.43
动叶纵横比 6.28
动叶转速/(r·min-1) 800

  笔者所考虑的几种物理模型及其级间轴向间距

参数如表2所示。静叶所采用的锯齿尾缘结构及其

参数如图1所示,其中:C 为叶片弦长;H 为锯齿高

度,H=2Xr;W 为锯齿宽度;Z 为叶片展向高度;b
为叶片尾缘钝度;ε为锯齿顶角。表2中方案1~方

案4的物理模型中的静叶叶片均为原型直尾缘叶

片,其级间轴向间距分别为40%,50%,60%和70%

静叶弦长。方案S所表示物理模型中的静叶叶片则

为锯齿尾缘叶片。为便于比较,方案S的轴向间距

选为40%静叶弦长,与方案1相同。
表2 模型方案

Tab.2 Physicalmodelscheme

方案 静叶尾缘 轴向间距/mm
1 直尾缘 40%静叶弦长,16.8
2 直尾缘 50%静叶弦长,21.0
3 直尾缘 60%静叶弦长,25.2
4 直尾缘 70%静叶弦长,29.4
S 锯齿尾缘 40%静叶弦长,H/W=1

图1 尾缘锯齿的结构参数

Fig.1 Structuralparametersoftrailingedgeserrations

1.2 数值计算方法

笔者采用商业软件FLUENT进行流场分析,
求解非定常可压缩的Navier-Stokes(N-S)方程。控

制方程的求解是基于有限体积法,对空间离散采用

二阶精度格式,采用多重网格技术加速收敛,计算的

收敛误差最大残差均小于10-4。为提高仿真准确

度,采用了剪切应力输运(shearstresstransport,简
称SST)湍流模型与γ-췍Reθt 转捩模型相结合构成的

TransitionSST四方程湍流模型。
计算域及网格设置如图2所示,其中:x,y,z方

向分别为轴向、展向和径向。计算域入口边界距叶

片前缘1.5Cx(Cx为静叶轴向弦长),给定总温、总
压、来流湍流度及气流角;出口边界距叶片尾缘

3.0Cx,给定静压出口,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周向

方向采用旋转周期性边界条件。定常、非定常计算

分别 采 用 了 多 重 参 考 系 方 法(movingreference
frame,简称 MRF)和滑移网格方法(slidingmesh,
简称SM)。

网格划分由ICEM 软件完成,为保证网格质

量,采用了全六面体结构网格,动静叶均采用 H-O-
H的拓扑结构:在进口、出口区域和叶栅通道内采

用H型网格;在叶片周围采用O型网格。第1层网

格高度为0.001mm,网格增长率为1.1。整体网格

保证了叶片壁面、轮毂和机匣壁面上的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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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计算域和网格

Fig.2 Computationdomainandmesh

1.3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了排除网格数对数值仿真结果的影响,准备

了4套网格(网格数分别为350万、480万、600万和

730万)。图3对比了不同网格数下非定常计算得

到的方案1涡轮级时均效率,由图可知,当网格数小

于600万时,涡轮级的效率随着网格的增加而增加,
但网格数从600万增加到730万时,涡轮级效率不

再变化,因此对方案1模型而言,600万网格已经符

合网格无关性要求。按照同样的方法对方案2、方
案3、方案4和方案S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最终这

些物理模型的网格数分别选取为630万、654万、

670万和710万。

图3 网格无关性验证

Fig.3 Validationofgridindependence

1.4 数值方法可靠性验证

为了验证本研究采用的数值方法的计算精度和

可靠性,根据文献[24]中的实验条件对翼型 Aero-
spatiale-A进行了仿 真,获 得 了 该 翼 型 在 马 赫 数

Ma=0.15、攻角α=13.1°时的压力系数值,并与文

献中的实验值进行比较,如图4所示。其中:横坐标

为翼型的相对弦长(C 为翼型弦长),纵坐标为翼型

表面压力系数,两者都为无量纲量。图中压力系数

的定义为

Cp =pb-pin
0.5ρU2 (1)

其中:pb 为翼型表面的压力;pin 为进口压力;ρ为

空气密度;U 为来流速度。
仿真值和实验值沿翼型弦长方向整体吻合程度

较高,表明笔者采用的数值仿真方法具有较高的可

靠度。

图4 Aerospatiale-A翼型压力系数仿真值与实验值的

比较

Fig.4 Comparisonofpressurecoefficientbetweensim-
ulationresultsandexperimentresultsforAero-
spatiale-Aairfoil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非定常计算以收敛的定常结果作为初始值,取
转子扫过10个通道为1个周期,其时间步长为

3.125×10-5,每周期推进200个物理时间步,计算

若干个周期后监测的压力呈现稳定周期性,即达到

收敛,然后对非定常流场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1 型面气动载荷分布

对某一时刻叶片表面的压强进行积分可以得到

气动激振力,即

( )Ft =∮Ω
( )Pt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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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Ω 为 沿 着 整 个 叶 片 外 表 面 的 矢 量 积 分;
( )Pt 为t时刻叶片的气动压强分布。

由于动叶外表面恒定不变,因此其表面压强

( )Pt 的变化可以反映动叶表面所受到的气动载荷

的变化。
图5描述了不同轴向间距下动叶的10%,50%

和90%叶高截面的气动压强分布情况,横坐标为叶

片的相对弦长(C 为动叶弦长),纵坐标为动叶表面

气动压强。由图5可知:①吸力面前缘最低压强随

着轴向间距的增加而提高,这使得前缘的逆压梯度

降低,吸力面载荷沿弦长方向的分布变得更加均匀,

压力面的载荷值则随着轴向间距的增加而降低,因
此,轴向间距的增加有利于减小下游叶片表面的气

动载荷;②压力面和吸力面之间的压差也随着轴向

间距的增加而降低,这有利于降低横向压力梯度,减
弱横向二次流,改善能量损失沿叶高的分布,因此,
轴向间距的增加有利于改善涡轮的性能;③当上游

静叶采用锯齿尾缘结构时,即使轴向间距只有40%
静叶弦长,其对下游动叶吸力面前缘最低压强、吸力

面载荷沿弦长方向的分布、压力面的有效载荷值、压
力面和吸力面之间压差的控制效果都较直尾缘静叶

+70%静叶弦长间距(方案4)的组合更好。

图5 动叶表面气动载荷分布

Fig.5 Aerodynamicloaddistributiononrotorsurface

  与方案1相比,方案S模型吸力面最低载荷可

提高34.3%,叶片表面的气动载荷减小约10kPa。
因此,上游静叶采用锯齿尾缘结构对下游叶片非定

常气动载荷的控制效果较增加轴向间距的方式

更好。
图6展示了不同模型的动叶表面最大气动载荷

值,同样截取了10%,50%和90%叶高的数据进行

分析。由图可知,当上游静叶为直尾缘静叶时,下游

动叶表面最大气动载荷随着轴向间距的增加而降

低,但这种降低存在极限,当轴向间距由60%静叶

弦长增到70%静叶弦长时,最大载荷值几乎不再减

小。从图5也可以看出,方案3与方案4模型的表

面气动载荷曲线基本重合。由此可预测,对于方

案3模型,尾迹与主流之间的掺混已基本完成,轴向

气流的不均匀性也已消除,因此再增加间距也无法

进一步降低下游叶片的非定常气动载荷。
从图6还可以看出,当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

时,动叶表面最大气动载荷还有极大的下降空间。
方案S模型的表面最大载荷比方案4降低了5kPa;
与方案1相比,更是降低了约10kPa。因此,静叶

尾缘锯齿结构在控制下游叶片非定常气动载荷方面

效果十分明显。

图6 动叶表面最大气动载荷

Fig.6 Maximumaerodynamicloadonrotorsurface

2.2 非定常气动载荷波动

图7显示了1个周期内动叶表面(10%,50%和

90%叶高处)气动载荷的波动情况,其中:SS为动叶

吸力面;PS为压力面;纵坐标为叶片表面非定常气

动载荷波动无量纲幅值。其计算公式为

10lg(Δp/pref)=10lg pmax-p( )min /2p( )ref (3)
其中:pref为参考压力,大小为10-5Pa;pmax 和p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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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个周期内压力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从图7可以看出,3种不同叶高截面处的气动

载荷波动在同一轴向间距下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但对于同一截面:①当上游静叶为直尾缘静叶时,动
叶表面非定常载荷波动幅值在整个弦长范围内都随

着轴向间距的增加而减小,而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

构可以进一步降低动叶表面的气动载荷脉动,与方

案1相比,方案S模型的最大载荷波动可降低约

30%;②所有模型下的动叶表面载荷波动幅值最大

值都发生在距离动静交界面较近的前缘处,这也是

上游尾迹对下游叶片非定常干涉影响最大的地方,
且轴向距离越小,这种非定常干涉的影响越大;③所

有模型下动叶吸力面(SS面)载荷波动从前缘到尾缘

都呈正弦状分布,这是尾迹和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结

果[25],而压力面(PS面)载荷波动在整个弦长范围内

分布都很均匀,可见上游尾迹对压力面影响较小。

图7 动叶表面气动载荷波动幅值分布

Fig.7 Aerodynamicloadfluctuationamplitudeonrotorsurface

  上游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能显著降低下游动

叶表面非定常压力脉动的原因为:尾缘锯齿结构不

仅可以加强尾迹与通道内主流的掺混,减少气流的

不均匀性,使尾迹对下游动叶的扰动减小,还可以显

著改变尾缘处的涡结构,将展向尺度较大的涡破碎

成尺度较小的涡,从而降低涡的展向相关性,进而降

低非定常压力脉动[20]。
方案1模型下,由于轴向间距较小,尾迹轴向气

流来不及调匀就冲击到下游动叶上,形成集中涡系,
导致动叶前缘处非定常载荷波动幅值显著上升。在

此间距的基础上,上游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后(方
案S模型),借助锯齿结构对气流的调匀功效及对涡

结构的破坏作用,上游尾迹对下游叶片的非定常干

涉效应将被极大地削弱。因而,动叶表面的非定常

载荷波动也得到了控制。

2.3 非定常气动载荷频谱特性

图8显示了不同模型下动叶表面非定常气动载

荷频谱特性。图中横坐标为频率值,纵坐标为功率

谱密度。功率谱密度峰值对应的是叶片的通过频率

f0 及其倍频,其物理意义为单位频带所具有的能

量。f0 可以表示为

f0=N0n/60 (4)
其中:N0 为动叶叶片数;n为动叶转速。

由图8可知:①上游尾迹是下游转子叶片表面

气动力的主要激励源,在叶片通过频率的1倍频时

占主导地位,高倍频时影响变小;②增加轴向间距有

利于降低尾迹对下游叶片表面的非定常干涉作用,
如方案1模型时,尾迹还未与主流完全掺混就进入

了下游通道,导致动叶表面能量集中,功率谱密度较

大,增大轴向间距后,功率谱密度则随之减小;③当

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后(方案S),尾迹特征得到

进一步改善,耗散加快,下游动叶表面边界层的扰动

降低,其1倍频和2倍频功率谱密度值均低于所有

直尾缘静叶模型。因此,静叶尾缘采用锯齿结构对

尾迹干涉效应的控制效果优于增加轴向间距的

方式。

图8 非定常气动载荷频谱分布

Fig.8 Frequencydistributionofunsteadyaerodynamicload

2.4 涡轮级效率分析

图9对比了方案S模型和方案1模型在相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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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处(x=2.5Cx,y=50%叶高)的尾迹型面沿径向

的分布。该位置位于方案S模型锯齿尾缘齿根处,
因为此展向位置尾迹亏损最大。图中:横坐标z为

垂直尾迹的径向方向;SS为吸力面;PS为压力面。
由图9可知,在方案1基础上采用尾缘锯齿结构后

(方案S),尾迹耗散加快,速度沿径向成振荡分布,
且速度亏损明显降低。方案1的速度亏损约为

124.6m/s,而方案S的速度亏损约为48.9m/s,减
少了75.7m/s。由此可知,当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

构后,极大地加强了尾迹与主流之间的掺混,减少了

速度亏损。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与原型叶片相比,锯
齿尾 缘 叶 片 的 尾 迹 沿 径 向 发 生 了 相 位 偏 移,文
献[22]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图9 直尾缘与锯齿尾缘相同展向位置处的尾迹型面

Fig.9 Thecascadesofwakeprofileforstraighttrailing
edgeandserratedtrailingedgeatthesamespan-
wiselocation

图10对比了不同模型下低压涡轮的质量流量。
由图可知:当上游静叶为直尾缘静叶时(方案1~方

案3),轴向间距对质量流量的改善能力有限,增值

在1%以内;而当上游静叶采用锯齿尾缘结构后(方
案S),质量流量可显著提升。质量流量的提升有利

于改善涡轮的流通能力。

图10 不同模型下涡轮的质量流量

Fig.10 Themassflowofturbineunderdifferentmodel
scheme

图11显示了不同模型下静叶通道内的总压恢

复系数σ和涡轮级时均效率η,σ和η分别表示为

σ=P1
*/P0

*

η= 1-(T*
2/T*

0 )
1-(P*

2/P*
0 )(k-1)/

ì

î

í
ïï

ïï k

(4)

其中:P*
0 ,P*

1 和P*
2 分别为静叶进口、动叶进口和

动叶出口平均总压;T*
0 ,T*

2 分别为静叶进口和动叶

出口平均总温;k为燃后气体比热比,k=1.33。
由图11可以看出:①当上游静叶为直尾缘静叶

时,涡轮的总压恢复系数和时均效率均随着轴向间

距的增大而逐渐提升,轴向间距的增加有利于改善

涡轮的气动性能;②当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时,涡
轮的总压恢复系数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时均效率

的提升虽然不明显,但相同轴向间距下,尾缘锯齿静

叶涡轮的时均效率比直尾缘静叶略有优势。例如,
锯齿尾缘静叶+40%静叶弦长间距(方案S)比直尾

缘静叶+40%静叶弦长间距(方案1)的总压恢复系

数高0.69%,效率也能提升0.22%,其效率值与方

案2模型的涡轮效率相当。因此,在不影响涡轮效

率的前提下,采用锯齿尾缘静叶,涡轮轴向间距可比

采用直尾缘静叶时缩短10%。

图11 总压恢复系数和时均效率

Fig.11 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andtime-av-
eragedefficiency

3 结 论

1)当上游静叶为直尾缘静叶时,下游动叶表面

的气动载荷及非定常载荷波动幅值都随着轴向间距

的增加而减小,而涡轮的流通能力、总压恢复系数及

时均效率则随着轴向间距的增加而增大。因此,涡
轮的转静干涉效应、气动性能都随着轴向间距的增

加而得到改善,但这种单纯的增加轴向间距的方式

对涡轮性能的改善能力有限。

2)静叶采用尾缘锯齿结构则能进一步改善涡

轮的转静干涉效应及其气动性能。就所研究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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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指标而言,方案S模型都明显优于方案4模型。
与方案1模型相比,方案S模型更能降低下游动叶

表面的气动载荷 约10kPa,减 少 尾 迹 速 度 亏 损

75.7m/s。

3)从整体上来看,锯齿尾缘静叶模型对下游动

叶非定常气动载荷的控制效果比仅改变轴向间距方

式的效果要好。在涡轮的转静干涉效应、气动性能

得到大幅改善且不影响涡轮效率的前提下,采用锯

齿尾缘静叶,涡轮轴向间距可比采用直尾缘静叶时

缩短10%,这更符合现代航空发动机“更轻的结构、
更高的级负荷和更紧凑的级间距”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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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牵引变流器故障诊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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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高速列车牵引变流器冷却滤网状态异常引发的牵引变流器故障问题,通过综合分析牵引变流器故障分

类和滤网堵塞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一种基于多任务深度学习的故障诊断方法。首先,构建了包含牵引变流器

故障诊断主任务及滤网堵塞程度子任务的多任务深度神经网络(multi-taskdeepneuralnetworks,简称 MT-DNN);

然后,为了准确预测牵引变流器失效退化趋势,将多任务深度神经网络预测结果与自组织映射(selforganizing
map,简称SOM)方法结合,构建了多任务深度神经网络自组织映射模型(multi-taskdeepneuralnetworksself-or-
ganizingmap,简称 MTDNN-SOM),该方法根据历史故障数据特征变量演化规律定义退化状态曲线,直接反映故

障特征量和退化状态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了牵引变流器滤网脏堵故障诊断和维修预测。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在精度和效率上都明显优于单任务或传统故障诊断方法,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高速列车;牵引变流器;故障诊断;多任务深度神经网络;自组织映射

中图分类号 TH165.3

引 言

牵引变流器作为高速列车的关键部件,主要作

用是实现电能的转换。牵引变流器会在列车行驶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为保证牵引变流器正常工

作,这些热量将被冷却系统通过水冷或风冷的方式

带走。风冷即冷却风机通过从外部抽入冷却空气作

用在散热器上,以达到冷却的目的,冷却系统滤网的

作用是阻挡空气中的尘埃粒子以及较大的颗粒污染

物进入冷却系统。随着列车的持续运行,滤网上吸

附的灰尘越来越多,通风量越来越少,冷却效果随之

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当滤网堵塞到一定程度,冷却

系统不能满足实际要求时,会导致牵引变流器过热

引起安全问题,对动车组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影

响。随着季节、运行线路环境的不同,滤网堵塞程度

也不相同,应适时清理滤网沉积物,以免影响牵引变

流器的正常运行。
目前,动车组对于牵引变流器滤网的清洁采取

计划修的方式。这种维修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但存在过度维修、浪费维修

资源问题,对于一些短时间发生严重堵塞的情况也

会存在欠修风险。牵引变流器滤网清理状态修是运

用列车车载状态数据、故障数据、环境工况数据以及

检修运用数据,利用数据分析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方

法,通过研究滤网堵塞与牵引变流器故障、冷却系统

水温变化及新风温度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滤网

堵塞故障诊断模型。同时,利用滤网堵塞故障诊断

模型提取的多维故障特征,拟合出滤网堵塞退化状

态曲线,来表征滤网健康水平的退化状态或退化程

度,并依据退化趋势来预测滤网清洁的维修时间,动
态判定滤网是否需要进行清理,以及何时需要清理。

近些年,基于机器学习的故障诊断方法已成为

研究热点[1],例如:支持向量机(supportvectorma-
chine,简称SVM)和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
tionneuralnetwork,简称BPNN)等[2]。然而,以上

浅层学习模型用于故障诊断时,诊断精度依赖于提

取故障特征的好坏,且在多维大数据情况下,其诊断

效果和泛化能力明显不足。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

的一个分支,具有强大的建模能力,在故障诊断等领

域同样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深度学习通过逐层特

征提取,能够学习出故障的早期特征,相比浅层的机

* 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资助项目(2017ZNZZ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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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算法有更好的优势[3-6]。然而,单任务深度学

习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会遇到训练样本不充分以及欠

拟合的问题,相关任务之间的关联关系没有被进一

步挖掘,模型的泛化能力不强。
视情维修的核心是对设备的退化状态进行建模

及对剩余寿命进行预测。通过对退化状态建模可以

实时了解设备从健康状态转变为当前退化状态的变

化情况,剩余寿命预测可以为设备的维修决策提供

指导作用[7]。在传统方法中,特征提取能力和非线

性函数映射能力逐渐暴露出不足,迫切需要利用新

的智能学习方法对设备进行更加精准、高效的退化

状态建模。近些年,深度学习凭借强大的特征提取

能力和非线性函数映射能力,逐渐成为设备退化状

态建模领域的研究热点。
笔者利用已收集的故障样本数据,运用多任务

深度学习,综合考虑滤网故障分类诊断和滤网堵塞

严重程度预测2个相关任务,通过训练样本对多个

具有共享表达的任务进行并行学习,将其他任务学

到的知识用于目标任务中,从而提升目标任务效果。
首先,利用列车实时采集的牵引变流器状态数据、故
障样本数据构建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故障诊断主任

务;其次,利用列车回库检修过程中采集到的人工测

量数据,构建滤网堵塞严重程度辅助子任务,在深度

神经网络(deepneuralnetworks,简称DNN)基础

上,通过共享2个任务的输入参数,构建了牵引变流

器滤网多任务深度神经网络诊断模型;然后,结合

SOM方法将多任务深度学习所抽取的高维故障特

征向量集成为一个故障特征变量,根据历史故障数

据特征变量演化规律,拟合退化状态曲线,直接反映

故障特征量和退化状态之间的关系,实现滤网堵塞

维修决策。

1 多任务深度学习和自组织映射

1.1 多任务深度学习

  多任务学习(multi-tasklearning,简称 MTL)
通过从对训练样本中选择2个以上训练目标,并根

据目标间相关性提升模型训练的泛化性能力的方

法[8]。多任务学习与单任务学习(single-tasklearn-
ing,简称STL)相比,MTL通过利用多个任务之间

的相关信息来提升任务之间的辨识度或预测能力,
即 MTL通过放松部分训练样本与主任务之间的关

系,同时,相关任务利用潜在数据特征提升模型训练

效果,从而实现模型的泛化能力。目前,MTL主要

解决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问题[9-10]。
与单任务深度神经网络(single-taskdeepneu-

ralnetworks,简称ST-DNN)相比,多任务深度神经

网络采用多个任务共享同一隐层的方式,每个隐层

的输出将作为多个任务输入。MT-DNN通过多任

务共享隐层的机制,可以有效提取任务之间的共同

信息,克服由于训练样本不足而导致的网络训练不

足[11]。
多任务联合训练 过 程 如 下:T 为 总 任 务 数,

(xt
i,yt

i)为第个任务的训练样本数据。其中:t∈(1,

2,…,T);i∈(1,2,…,N);N 为总训练样本数;xt
i,

yt
i∈R,分别为第i个样本的特征向量和标注标签。
多任务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argmin
{wt}Tt=1
∑
T

t=2
∑
N

i=1
L(yt

i,f(xt
i;wt))+λφ(wt) (1)

其中:f(xt
i;wt)为输入特征向量xt

i 和权重参数wt 的

映射函数;L(·)为式(1)的损失函数;φ(wt)为权重

参数的正则化值;λ为正则化系数因子。

1.2 自组织映射

自组织映射作为一种无监督竞争式机器学习算

法[12],主要作用是将任意维度的输入通过权值计算

转变为一维或者二维的离散映射,权值计算的过程

满足自适应的特点[13]。SOM学习算法步骤如下:

1)SOM网络的初始化。选择权值较小的随机

值对输入向量和权值进行初始化,并对输入向量和

权值做归一化处理。

2)SOM 神经网络的向量输入。将输入向量

X={x1,x2…,xm}T 按照对应的维度赋值给各个输

入神经元。

3)确定输入向量与权值向量的欧几里得距离。
距离最小的神经元将赢得竞争,以权值向量的第j
神经元的计算为例,计算其与输入向量间的距离

dj X-Wj = ∑
m

i=1
(xi(t)-wij(t))2 (2)

其中:wij 为输入向量的i神经元和权值向量的j神

经元之间的权值。
通过计算并比较距离值,与权值向量中距离最

小的神经元称为胜出神经元,记为j*。根据j* 确

定出某个处理单元k,该单元对于任意的j满足

dk=min
j
(dj),据此确定相应的邻接神经元集合。

4)权值的学习。调整式(2)中所确定的胜出神

经元j*及其邻接神经元的权值

Δwij =wij(t+1)-wij(t)=η(t)(xi(t)-wij(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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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η为常数,0<η<1,随时间变化η衰减为0。

η(t)=
1
t

(4)

  5)确定输出ok

ok=f(minX-Wj ) (5)
其中:f(*)为输出函数,其输出值为0~1,且f(*)
可以为其他的非线性函数。

6)判断是否收敛。如果满足设定的迭代次数

要求,算法结束;否则,返回步骤2,继续学习。

2 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故障诊断及维
修预测模型

2.1 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故障诊断

  利用多任务深度学习进行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

故障诊断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构建一个含有N 个隐层、2个任务的多任务

深度神经网络,图1为基于DNN的多任务学习模

型。网络架构为

[DNNnet]=
Feedforward(X;H1,H2,…,HN;Ymain,Ysub;W,b)
其中:X={x1

,x2,…,xN};xi ={xi1,xi2,…,xid}T

为输入样本;N 为样本数;Ymain={ymain
1 ,ymain

2 ,…,

ymain
N }为主任务滤网堵塞故障诊断模型的样本标

签;ymain
i 为每个样本的期望值0或1;Ysub={ysub1 ,

ysub2 ,…,ysubN }为子任务滤网脏堵严重程度模型的样

本标签,取值为通风风速数值;W 为权值矩阵;b为

偏置向量;H1,H2,…,HN 为隐层神经元个数;网络

初始化参数为W=random_uniform(),b=zero()。

图1 基于DNN的多任务学习模型

Fig.1 Multi-tasklearningmodelbasedonDNN

2)构造滤网堵塞故障诊断主任务和滤网堵塞

严重程度子任务,2个任务共享DNN隐层 H1,H2

特征,在隐层 H2 添加2个输出,主任务输出表示滤

网堵塞故障诊断,为二分类问题;子任务输出表示滤

网堵塞严重程度,为回归问题。其中:主任务激活函

数和子任务激活函数采用sigmoid;主任务损失函数

采用二分类交叉熵;子任务损失函数采用均方误差。

3)计算模型总的损失函数为

J=αJmain+βJsub  (α=1,β=1) (6)
其中

 

Jmain=-∑
n

i=0
yllogyi+(1-yl)log(1-yi) (7)

Jsub=∑
n

i=0

(yi-yl)2 (8)

∂Jmain

∂y =-∑
n

i=0

yl

yi
-1-yl

1-yi
(9)

∂Jsub
∂y =2∑

n

i=0

(yi-yl) (10)

  4)多任务模型训练。上述2个任务通过总的

损失函数J立,通过最小化误差函数J用梯度下降

法来更新网络参数,公式为

W(l)
jk =W(l)

jk -η
∂J(W,b)
∂W(l)

jk
(11)

b(l)
j =b(l)

j -η
∂J(W,b)
∂b(l)

j
(12)

其中:η>0,为学习速率,笔者使用随机梯度下降优

化(stochasticgradientdescent,简称SGD)算法来

求解总的目标函数式的最小值。

2.2 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性能退化曲线拟合

利用提取到的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故障特征进

行滤网堵塞性能退化预测,图2为牵引变流器故障

诊断及状态修预测方法流程图。

1)将提取出的多个特征作为SOM 网络的输

入,SOM网络的输入层节点数与特征数一致。设置

相关网络参数后进行训练,拓扑层的神经元数为d,
最大训练次数为T,通常拓扑层的神经元个数取为

D=5 M ,M 为输入样本数[14]。

2)计算拓扑层中所有d 个神经元的向量与输

入层样本xk 的欧式距离dk ,选择与xk 距离最小的

神经元 作 为 最 佳 匹 配 神 经 元c,即 xk-wc =
min{dk},wc 为最佳匹配神经元的向量表征。令最

小量 化 误 差 (minimum quantrifyingerror,简 称

MQE)[15]MQE= xk-wc ,定义为样本xk 在该时

刻的相对堵塞率。

3)将包含从滤网刚被清洁到由于堵塞而引起

故障整个周期的滤网堵塞故障样本数据作为测试数

据,输入到训练好的多任务深度神经网络中,通过多

个隐含层和分类、回归进行特征提取,之后将提取出

的特征输入到训练好的SOM 网络,构建滤网堵塞

性能退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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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牵引变流器故障诊断及状态修预测方法流程图

Fig.2 Flowchartoffaultdiagnosisand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prediction modelfortractioncon-
verter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故障样本分析及指标选择

  选择某列车实际故障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排除

其他因素干扰,笔者选择列车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其
他条件恒定的情况下观察滤网堵塞情况与牵引变流

器水温温度变化的关系。恒定条件为:时速大于

300km/h;风机转速为高速;风机电流正常;进、出
水口压力正常。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的46d时间内共进行3次

周期性滤网堵塞清理工作。从第1次清理到第2次

清理时隔25d,在此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出水口

温度越来越高,到第26d时报高温故障,现车检查

牵引变流器风机滤网脏堵严重,散热器表面有灰尘,
对比其他车透光性差,当天进行清理。第2次清理

到第3次清理时隔20d,温度变化与上一次相似,第
20d报高温故障,库内检查牵引变流器滤网轻微脏

堵,当日进行清理,第1个滤网堵塞周期进出水口温

度变化如图3所示。
分析发现,水温温度变化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过程,跟滤网清理周期关系很大。滤网清理后随着

图3 牵引变流器滤网堵塞与进出水口温度的关系

Fig.3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ilterblockageof
thetractionconverterandthetemperatureofthe
inletandoutlet

时间的推移,滤网表面附着的灰尘越来越多,导致滤

网脏堵越来越严重,影响冷却系统散热,从而导致进

出水口的温度越来越高。
除变流器冷却水温外,笔者选取了其他可能影

响滤网堵塞的状态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最终选择

牵引变流器冷却水入口温度均值、冷却水出口温度

均值、新风温度均值、车重均值、变压器原边侧电流

均值和中间环路电压这6个变量过去的第1,2,3,

5,7,9,12,15,18,22,26d的均值以及进风口滤网

风速共计56个变量作为建模输入变量,主任务输出

特征为故障诊断结果0或1;子任务输出特征为滤

网堵塞百分比。

3.2 数据集及参数设置

试验仿真数据来源于我国某型动车组牵引变流

器车载实时数据和回库检测数据等日常运行维护数

据。根据前期的数据分析结果,选取1800条数据

作为建模样本数据。这里将报出冷却系统故障的记

录标记为1,未报出故障的记录标记为0,作为主任

务故障诊断标签;进风口滤网风速值记为子任务滤

网堵塞程度标签值。滤网堵塞数据共计460条,占

总体样本的25.6%,样本按照70%和30%的比例

作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即训练集1260条,测试

集540条。
初始化参数设定如下:

1)神经网络层数及每层节点数。这里输入层

56个神经元,主任务输出层1个神经元,子任务输

出层1个神经元;

2)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300次;

3)优化器采用SGD,使用基于时间的衰减方案

调节学习率,初始学习率为0.1;

4)权重w初始化时采用随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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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偏向b初始化为0。

3.3 故障诊断结果分析

多任务神经网络学习迭代次数最大设置为300
次,笔者采用遍历的方式确定隐层的最佳网络结构,
隐层神经元从100~300,每种结构重复50次。图4
为两种方法准确率对比。从图4可以追踪滤网脏堵

故障诊断分类网络的训练过程。当隐层神经元150
为最优,平均损失值最低。当滤网堵塞程度子任务

加入到网络后,多任务模型相对于单任务模型,准确

率在迭代十几次时快速达到90%以上,训练时间明

显少于单任务学习。

图4 两种方法准确率对比

Fig.4 Comparisonofaccuracyofthetwomethods

笔者为评估算法性能,选择了SVM、单任务

DNN与本研究 MT-DNN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1
所示。对于支持向量机模型,采用径向基函数(ra-
dialbasisfunction,简称RBF),通过比较正确率、召
回率和F 值评价性能。可以看出,无论是正确率、
召回率还是F 值,MT-DNN模型都取得了最好的

结果,说明采用多任务学习可以有效提高故障诊断

的性能。另外,各个模型预测结果虽然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是F 值都超过了70%。说明本研究提取的

特征较好地预测了故障诊断的结果。
表1 滤网故障诊断模型性能对比

Tab.1 Performancecomparisonoffilterfaultdiagnosismod-
els %

方式 正确率 召回率 F值

SVM 72.31 76.29 74.45
ST-DNN 75.29 74.78 74.77
MT-DNN 81.24 80.71 80.29

3.4 滤网堵塞退化状态曲线拟合分析

选取包含整个滤网堵塞故障周期的故障样本作

为训练数据,应用 MT-DNN模型提取故障样本特

征,将模型提取出的特征作为SOM 模型的输入变

量,构建多任务滤网堵塞退化状态曲线。SOM的网

络拓扑节输入节点个数为150,训练次数为30,学习

率为0.6。模型训练完成后,为验证退化状态曲线

的拟合效果,选取滤网堵塞故障样本,分别将基于

MTDNN-SOM和单任务深度神经网络状态修模型

(single-task deep neuralnetworks-SOM,简 称

STDNN-SOM)得到的退化状态曲线经归一化后,
与归一化的滤网通风量数据进行对比,如图5所示。
笔者提出的滤网堵塞退化状态曲线能较好地描述滤

网从被清洗到轻微堵塞再到严重堵塞引起故障的整

个周期的退化过程,曲线局部震荡较小。相对单任

务模型,多任务模型具有更好的趋势性和拟合效果,
能够更好地反映滤网堵塞状态变化,为牵引变流器

滤网基于状态的清理提供决策依据。

图5 两种方法拟合效果对比

Fig.5 Comparisonofthefittingeffectsofthetwomethods

4 结束语

针对高速列车牵引变流器滤网清理状态修问

题,提出一种基于 MTDNN-SOM 的滤网故障诊断

和堵塞程度预测模型。针对滤网堵塞引起故障及堵

塞状态缓慢变化的特点,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构建了

滤网故障诊断主任务和滤网堵塞程度子任务的多任

务深度学习模型,将实时接收的车载状态数据及列

车回库检修数据应用于 MTDNN-SOM模型进行故

障诊断及堵塞程度预测,实现牵引变流器滤网基于

状态的清理维修和模型的自适应优化。
针对滤网故障诊断,通过与SVM、单任务算法

的对比,本方法准确性均优于SVM 和ST-DNN,训
练迭代次数优于ST-DNN。同时,通过 MT-DNN
提取的故障特征经SOM处理得到的滤网堵塞性能

退化曲线比STDNN-SOM 得到性能退化曲线预测

的效果更好。因此,笔者所提出的基于 MTDNN-
SOM的滤网故障诊断和堵塞程度预测模型有效可

行,可用于牵引变流器滤网清理状态维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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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压力对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的性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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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夹心式压电驱动移动系统的机械输出性能,提出了一种 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并开展了预压力对

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输出性能影响关系的实验研究。首先,针对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安装对夹心式压

电振子的振动特性影响关系开展了有限元仿真分析,发现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始终处在夹心式压电振子的两相工

作模态振动节点位置;其次,开展了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的原理样机的预压力调节测试实验,确定了系统

的最大输出牵引力及其所对应的最佳预压力;最后,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开展了原理样机的牵引力特性、越
障性能以及模拟月壤环境下的运动特性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

动系统的机械输出性能最佳,为其进一步在月面巡视器上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试验基础。

关键词 预压力;压电驱动;压电振子;履带移动系统;月面巡视器

中图分类号 TH113.1;TN384;TP242.3

引 言

深空探测技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

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标杆,在提升国际影响力、保障

国家国防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1]。我

国在本世纪初制定了嫦娥探月工程计划,拟在2020
年前后完成对月球开展的“绕”、“落”、“回”三步探测

任务,为我国进一步开展载人登月以及在未来实施

火星等外太空行星的探测进行技术储备[2]。美国制

定了2024年前载人重返月球的计划[3]。
在探月工程实施方案里,月面巡视器(俗称“月

球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月面探测任务的重要

载体和探测装置[4]。2013年,我国研制并成功发射

的嫦娥三号探测器所携带的“玉兔”一号月球车在月

面上行驶的辙印是我国首次在月球上留下的足迹。

2018年底,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探月之旅并成功

着落在月球背面,携带的“玉兔”二号月球车也成功

落月,截至目前为止,“玉兔”二号月球车仍在月面上

工作。虽然多功能集成化设计能够保证月球车同时

执行多项探测任务,但是功能模块的不断增加及其

相互之间的交叉融合以及复杂的月面环境,使得月

球车的可靠度保障成为一项艰巨任务。随着传感、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微小型群机器人系统成

为了月面巡视器发展的新方向。
尽管轮式机构已成为月面巡视器的主流移动系

统,但是越障能力差以及非道路机动性能受限等缺

点,仍对轮式月面巡视器适应复杂月面环境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5]。履带式机构的设计是为了适应崎

岖、凹凸不平的行星表面形貌,具有较强的越障能力

和较高的稳定性,但结构复杂、机动性能差、控制系

统冗余,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6]。2000
年,欧洲空间局研制了一款微小型履带式火星探测

车,可实现5m/h的运行速度和0.1m 的越障高

度[7]。2009年,日本宇航探测局研制了一款微小型

多履带式月面巡视器,可实现高机动性能[8]。2012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发出了一款可在行星表

面进行勘探任务的微小型履带车[9]。上述微小型履

带车的设计方案给微小型月面巡视器提供了新思

路,但是系统结构复杂、笨重、磨损严重、效率低和功

耗大等问题仍未被彻底解决。课题组在长期研究行

波型旋转超声电机的基础上[10-13],利用超声电机具

有的环境适应性好、结构简单紧凑、直接驱动无需减

速机构、断电自锁和快速响应等优点,提出了结构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905262,51775263);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190398);机械系统与振动国
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资助项目(MSV202011);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项目(MC-
MS-E-0320G01);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资助项目(19ZR1474000);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20-04-20;修回日期:2020-05-14



能 一 体 化 的 压 电 驱 动 履 带 移 动 系 统 的 设 计 思

路[14-18],解决了传统履带系统存在的驱动轮系复杂、
重量大、能耗高和磨损严重等问题,特别是消除了真

空环境下运动副需要润滑的问题。
利用环形结构的面内弯曲振动,基于环梁结构

复合形式,课题组提出了贴片式和夹心式两种行波

型压电振子用于驱动履带构建移动系统[14-16]。4个

圆环通过4根粘贴了压电陶瓷片的直梁构建了平行

四边形框架式压电振子,其中4个圆环位于四边形

的4个顶点。两相面内弯曲模态在4个圆环上耦合

出同向旋转的行波,通过摩擦作用驱动张紧在4个

圆环外表面的履带运动[14-15]。由于利用了压电陶瓷

的d31振动特性,贴片式四环形压电振子存在机电耦

合效率低和驱动效果差等问题,导致构建的履带移

动系统输出性能较差,现阶段难以满足微小型月面

巡视器的应用需求。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利用压电

陶瓷的d33振动特性设计了夹心式双环形压电振子,
利用两相面内弯曲振动在2个圆环上形成同向旋转

行波,经摩擦作用驱动履带运动,从而构建履带式移

动系统[16-18]。初步实验结果已表明,夹心式压电振

子的驱动性能优于贴片式压电振子,但仍无法满足

微小型月面巡视器对移动系统的应用需求。其主要

原因在于夹心式压电振子驱动的履带移动系统没有

考虑预压力对系统输出性能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

的预压力仅靠履带自身的张紧力,无法满足系统性

能提升的要求[19]。
课题组在原有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的

基础上设计了预压力调节机构,用于调整夹心式压

电振子与履带之间的预压力,从而改进履带移动系

统的机械输出性能。首先,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讨

论了设置有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心式压电振子的动

力学特性;其次,开展了预压力调节机构作用下不同

预压力对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性能影响关

系的实验研究,并与无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心式压

电驱动履带系统的性能进行了比较;最后,总结了预

压力调节机构对夹心式压电驱动系统的性能影响

关系。

1 预压力调节机构的设计

笔者提出了一种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如图1
所示,具有灵活调节夹心式压电振子与履带之间预

压力的能力。2个半U型夹持机构通过螺栓固定在

夹心式压电振子的连接块中央,构成一个完整的 U
型结构。此外,半U型夹持机构的侧面设置了U型

凹槽。一根在两端设置了外螺纹的金属杆通过2个

螺帽固定在2个半U型夹持机构的U型凹槽内,用
于调节履带与夹心式压电振子的预压力。其中,在
金属杆的中央固定了一个滚动轴承,以减小预压力

调节机构对履带移动系统性能的影响。

图1 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oftheU-shapedpreloadadjustment
mechanism

图2为安装了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心式压电驱

动履带移动系统示意图。为了降低预压力机构对夹

心式压电振子的振动特性影响,2个半 U型夹持机

构安装在夹心式压电振子的连接块中央,此处位于

兰杰文换能器的3阶纵振和10阶弯振的公共节点。

图2 安装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

系统示意图

Fig.2 Schematic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ed
trackedmobilesystem withthepreloadadjust-
mentmechanism

2 仿真分析

为了研究U型预压力机构安装在夹心式压电

振子上对其振动特性的影响关系,笔者利用有限元

软件ANSYS/Workbench对安装有 U型预压力机

构的压电振子进行了仿真分析。首先,建立了2个

半U型夹持机构与夹心式压电振子复合后的有限

元模型,如图3所示。整个复合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共有39096个单元和67440个节点。压电振子与

半U型夹持机构的材料选择如下:变截面梁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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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环为磷青铜,连接块为65Mn,5个螺栓为45钢,
半U型夹持机构为不锈钢,压电陶瓷片为PZT-8型

号(无锡海鹰集团,部分材料参数为d33=250pC/

N,Kp=0.31,Qm=1500,长为12mm,宽为8mm,
厚度为2mm,中间设有直径为4mm的通孔),具
体材料参数见文献[17],其中,半 U型夹持机构的

尺寸示意图如图4所示。在保证计算精度的条件

下,对实际的夹心式压电振子做了必要的简化和假

设。没有考虑预紧螺栓施加在压电陶瓷片上的预紧

力,且假设所有零件之间的结合面都是连续的。

图3 2个半U型夹持机构与夹心式压电振子复合结构

的有限元模型

Fig.3 Finiteelementmodelofthecompositestructure
ofthetwohalf-U-shapedclampingmechanisms
and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or

图4 半U型夹持机构的尺寸示意图(单位:mm)

Fig.4 Dimensionalviewofthehalf-U-shapedclamping
mechanism(unit:mm)

对4组压电陶瓷片进行了零电压约束,通过模

态分析计算得到了压电振子的2个工作模态(模态

A和模态B),如图5所示。在模态A中,兰杰文换

能器呈现出3阶纵振,2个驱动圆环呈现出在4阶

面内弯振,并且2个半U型夹持机构位于兰杰文换

能器3阶纵振的节点位置。在模态B中,兰杰文换

能器呈现10阶弯振,2个驱动圆环也呈现出4阶面

内弯振(但与模态A中的4阶面内弯振在空间上存

在π/2相位差),同样2个半 U型夹持机构位于兰

杰文换能器10阶弯振的中间节点位置。模态A和

模态 B分别对应的共振频率为35.122kHz和

35.529kHz。可以看出,在计算得到的2个模态中,

2个半U型夹持机构均呈现出弱振动的形态。虽然

2个半U型夹持机构的安装未改变压电振子原有工

作模态的振型,但由于附加质量的增加以及整体结

构的改变,导致2个工作模态的共振频率发生漂移,
同时加大了2个工作模态的频率差。

图5 模态分析计算得到的2个工作模态

Fig.5 Twooperatingvibrationmodescalculatedbythe
modalanalysis

为了进一步研究半 U型夹持机构的安装对夹

心式压电振子的影响特性,笔者开展了谐响应仿真

分析。选取了100V的激励电压和35.35kHz的

激励频率,计算得到了夹心式压电振子在一个振动

周期内的振型变化情况,如图6所示。将夹心式压

电振子的一个振动周期分为4个阶段,可以看出,在
这4个阶段里,一个完整的沿周向行进的行波在夹

心式压电振子的驱动圆环上形成。此外,从夹心式

压电振子的变形云图可以看出,2个半 U型夹持机

构在一个振动周期内始终处于微弱振动状态。因

此,2个半U型夹持机构的安装并未改变夹心式压

电振子的振动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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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夹心式压电振子在一个振动周期内的振型变化情况

Fig.6 Vibrationshapes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orduringonevibrationperiod

3 实验研究

为了研究预压力对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

统的机械输出性能的影响关系,将 U型预压力调节

机构安装在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上,如图

7所示,并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

图7 设置了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心式压电驱动履

带移动系统的原理样机图

Fig.7 Prototype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ed
trackedmobilesystemassembledwiththeU-
shapedpreloadadjustmentmechanism

3.1 测振实验

首先,利用多普勒激光测振仪(Polytec,PSV-
330F-B,德国)对安装了 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

心式压电振子进行测振实验,确定其振动特性。测

振实验结果如图8所示。以夹心式压电振子的一根

变截面梁以及与之相连的一个驱动圆环为测试对

象,通过扫频实验得到了如图8(a)所示的幅频曲线

图。测试得到的两相工作模态的共振频率分别为

35.14和35.44kHz,频率差为300Hz。对应工作

模态的共振频率与有限元仿真结果接近,说明有限

元仿真结果的正确性。基于扫频结果得到的两相工

图8 安装有U型预压力调节机构的夹心式压电振子测

振实验结果

Fig.8 Vibrationmeasurementresultsofthesandwich

piezoelectricactuatorassembled withthe U-

shapedpreloadadjustmentmechanism

作模态的共振频率,对夹心式压电振子进行了定频

实验,结果如图8(b)所示。可以看出,夹心式压电

振子通过测振实验得到的两相工作模态 A和B的

振型与有限元仿真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有

限元仿真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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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最佳预压力测试

在课题组之前的工作中发现,履带靠自身的张

紧力与夹心式压电振子的驱动圆环接触,一旦履带

移动系统样机工作时间长,履带内表面存在磨损,从
而改变了履带与驱动圆环之间的预压力,原理样机

的输出性能受到影响,导致系统稳定性下降[16]。因

此,开展最佳预压力实验研究对于提高系统的稳定

性和工作效率十分必要。预压力调节方法如图9所

示,改变金属杆与连接块上表面的距离h以实现履

带与压电振子的预压力调节。通过测试金属杆在不

同高度位置施加给履带的支撑力,以获得履带和压

电振子之间的预压力。通过改变预压力,测试获得

了不同预压力下原理样机的最佳工作频率及其对应

的最大平均运行速度,如图10所示。两相具有π/2
相位差、幅值为300V的电信号同时施加在原理样

机上。在未改变履带和夹心式压电振子之间的预压

力时,即预压力由履带自身张紧力确定,金属杆与压

电振子连接块上表面的高度距离为7mm。实验过

程中,每一个预压力值的增加意味着金属杆上调高

度增加1mm。实验结果表明,随着金属杆上调高

度的逐渐增加,预压力调节结构施加在履带上的支

撑力以及原理样机的最佳驱动频率均呈现不断递增

趋势,而原理样机的最大平均运行速度则表现为先

增加再减小变化趋势。因此,存在一个最佳的支撑

力对应原理样机最大的平均运行速度,同时最佳支

撑力对应着履带与夹心式压电振子的驱动圆环之间

的最佳预压力。当金属杆上调高度为17mm时,通
过测算得到预压力调节机构施加在履带上的支撑力

为28.3 N,此 时 原 理 样 机 的 最 佳 驱 动 频 率 为

34.925kHz,最大平均运行速度为42mm/s。

图9 施加在原理样机上的预压力大小测试方法

Fig.9 Measuredmethodofthepreloadappliedonthe
systemprototype

3.3 牵引力特性测试

为了进一步评估原理样机在上述最佳预压力情

况下的系统输出性能,开展了牵引力特性测试实验

图10 原理样机的预压力特性曲线

Fig.10 Preloadcharacteristiccurvesofthesystempro-
totype

研究。为了研究预压力对原理样机输出牵引力的影

响关系,进行了原理样机在无预压力调节机构和最

佳预压力这两种工作状态下的牵引力特性对比实

验。在上述2种预压力状态下,施加在原理样机上

的两相激励信号的相位差均为π/2,驱动频率均为

原理样机在上述2种工作状态下对应的最佳工作频

率。在不同驱动电压下,测试了原理样机在上述2
种预压力工作状态下的最大输出牵引力,实验结果

如图11所示。随着驱动电压幅值的增加,原理样机

在最佳预压力下和无预压力装置2种工作状态下所

输出的最大牵引力均呈现线性增加的变化趋势。通

过对比两种预压力工作状态下原理样机输出的最大

牵引力特性可以看出,在任意相同驱动电压下,原理

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输出的最大牵引力均

大于无预压力调节装置工作状态。当驱动电压为

400V时,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的最

大牵引力为6N,而在无预压力调节装置工作状态

下的最大牵引力仅为0.578N。因此,当原理样机

工作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输出的最大牵引力超

过了无预压力调节装置工作状态下的10倍,充分说

明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原理样机的输出性能

得到了大幅提高。

图11 原理样机在2种预压力状态下的牵引力特性曲线

Fig.11 Tractionalcharacteristiccurvesofthesystem

prototypeundertwopreloa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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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的

牵引力与平均运行速度之间的关系特性,开展了相

关的实验测试,结果如图12所示。两相激励电压的

幅值为250V,驱动频率为34.925kHz,相位差为

π/2。可以看出,随着原理样机输出的牵引力增加,
其平均运行速度逐渐减小。当原理样机的输出牵引

力达到3.5N,其平均运行速度小于5mm/s。

图12 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状态下的平均运行速度

与牵引力之间的关系

Fig.12 Relationshipbetweenthe meanvelocityand
tractionalforceofthesystemprototypeunder
theoptimalpreloadstate

3.4 越障性能

为了评估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的

越障性能,笔者以原理样机攀爬台阶为例进行了实验

研究,如图13所示。两相激励电压的相位差为π/2,
幅值为250V。原理样机攀爬不同斜坡角度台阶的

实验结果如图14所示。可以看出,在最佳预压力工

作状态下,随着台阶斜坡角度的增加,原理样机所能

攀爬的台阶高度值先增加后减小。原理样机攀爬的

最高台阶高度为207.8mm,对应台阶的斜坡角度为

60°。当台阶的斜坡角度大于60°时,原理样机的驱动性

能难以克服重力所带来的阻力,从而无法再攀爬台阶。
实验结果表明,原理样机具有良好的台阶攀爬性能,展
示出了作为微小型月面巡视器移动系统的可能性。

图13 原理样机攀爬台阶示意图

Fig.13 Schematicofclimbingstairsforthesystempro-
totype

图14 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下攀爬台阶的高度与台

阶的斜坡角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Fig.14 Relationshipbetweentheheightoftheclimbed
stairsandtheslopeangleofthestairunderthe
optimalpreload

月球表面多处存在沟壑,因而能否跨越沟壑以

及最大能跨越的沟壑宽度成为了评估月面巡视器移

动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为了测试压电驱动履带移

动系统跨越沟壑的能力,开展了最佳预压力工作状

态下原理样机在不同驱动电压下跨越沟壑宽度的实

验研究。两相电信号的相位差为π/2,驱动频率为

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对应的频率。原理

样机跨越沟壑的实验结果如图15所示。随着驱动

电压的升高,原理样机能够跨越沟槽的宽度线性增

加。原理样机跨越沟槽的最大宽度为78mm,所对

应的驱动电压为400V。上述实验结果说明原理样

机具有良好的跨越沟槽能力。

图15 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状态下跨越沟槽的宽度

与驱动电压之间的关系

Fig.15 Relationshipbetweenthewidthofcrossingthe
trenchanddrivingvoltageundertheoptimal

preload

3.5 模拟月壤环境下的运动速度特性

为了测试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在月壤/月尘

环境下的运动特性,笔者进行了最佳预压力工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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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原理样机在不同直径的月壤颗粒环境下的实验

研究。选取了火山灰(颗粒直径约为0.01mm)作
为月尘以及5种不同颗粒直径的沙粒作为月壤,并
且由单一粒径的月壤/月尘构建的工作界面厚度均

为5mm。
当两相幅值为250V、具有π/2相位差的激励

信号施加在原理样机上,实验结果如图16所示。当

原理样机分别运行在火山灰工作界面以及直径为

0.1,0.8和3mm3种沙粒工作界面上,其平均运动

速度均超过40mm/s,由此可以说明由这些尺寸的

火山灰和沙粒构建的工作界面对原理样机的运动性

能并未产生阻碍作用。当沙粒的直径为0.5mm和

5mm时,原理样机运行的平均运动速度均低于30
mm/s,说明这两种直径的沙粒对原理样机的运动

性能产生了阻碍作用。实验过程中发现,微米尺度

的颗粒(火山灰和直径为0.1mm的沙粒)容易进入

到履带与驱动圆环的接触界面,但在超声振动作用

会随着履带的运动排出接触界面。虽然微米尺度的

沙粒进入接触界面会改变界面的粗糙度,但履带与

驱动圆环之间的预压力同时发生改变,因此接触界

面产生的摩擦力并未因沙粒的进入而产生波动,保
证了原理样机的运动性能不发生较大改变。直径为

0.5mm的沙粒对原理样机的运行性能产生影响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沙粒的直径与履带块之间的间

隙大小相近,导致沙粒容易卡在相邻两片履带块之

间,改变履了带的柔度,从而影响了原理样机的运行

性能。当沙粒直径为0.8mm和3mm时,沙粒构

建的工作界面适合原理样机运行。因为这2种沙粒

的直径已经大于相邻履带块之间的间隙以至于不能

影响履带的柔度,并且不能随着履带的运动进入原

理样机的接触界面。当原理样机运行在直径为5
mm的沙粒构建的工作界面时,由于沙粒的直径较

大,阻碍了履带的运动,致使原理样机的运动性能下

降。实验结果表明,夹心式压电驱动履带移动系统

能够在月壤和月尘的模拟环境中工作。
月球表面分布着多处月壤厚度不一的地带,因

此有必要开展原理样机在不同厚度的月壤模拟环境

下的实验研究。笔者选取了火山灰和3mm粒径的

沙粒构建的不同厚度的沙堆作为原理样机运行的月

壤模拟环境。驱动电压的幅值为250V,驱动频率

仍为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的频率。在

上述两种月壤模拟环境下,原理样机的运动情况如

图17所示。可以看出,沙堆厚度以5mm的间隔从

5mm增加到25mm,原理样机在上述两种模拟月

壤环境中的运行速度波动较小,说明模拟月壤厚度

对原理样机的运行性能影响较小。

图16 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下的平均运行速度与沙

粒直径之间的关系

Fig.16 Relationshipbetweenthe meanvelocityand
sanddiameterundertheoptimalpreload

图17 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下的平均运行速度与沙

堆高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Fig.17 Relationshipsbetweenthemeanvelocityand
heightofsandpileundertheoptimalpreload

4 结 论

1)通过预压力调节实验研究发现,原理样机存

在最佳预压力使得系统的平均运行速度最大。
2)在最佳预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对原理样机进

行了牵引力特性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驱动电

压下,原理样机在最佳预压力工作状态下输出的牵

引力均优于无预压力装置的情况下输出的牵引力。
3)在最佳预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对原理样机进行

了越障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原理样机攀爬的最大台阶

高度为207.8mm,跨越的最大沟槽宽度为78mm。
4)在最佳预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对原理样机进

行了模拟月壤环境下的运动特性实验。结果表明,
原理样机能够在不同粒径的模拟月壤上平稳运行。
实验结果充分表明,通过改变原理样机的预压力可

以有效提升系统的机械输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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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分自编码器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

尹爱军1, 王 昱1, 戴宗贤2, 任宏基1

(1.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庆,400044) (2.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401120)

摘要 针对现有数据驱动型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方法普遍存在的特征信息损失大、泛化能力弱和数据依赖强等问

题,提出了一种面向高熵特征数据的变分自编码器(variationalauto-encoder,简称 VAE)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模型。

该模型通过学习健康状态下轴承振动信号频谱在特征空间中的高维潜在概率分布,实现对轴承运行健康状态的定

量评估。首先,对基于VAE的健康状态评估模型进行理论阐述;其次,建立基于变分证据下界的状态评估指标;最
后,通过对比实验证明:变分自编码器在处理轴承运行状态评估方面具有良好的准确度,对异常状态更为敏感;无
需人为提取特征和复杂的参数设置,不需对特定的系统进行针对性的参数设置和调校;在小容量训练数据集上仍

具备良好的鲁棒性,在工程应用上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变分自编码器;异常检测;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滚动轴承

中图分类号 TH133.33

引 言

轴承 运 行 健 康 状 态 评 估 (prognosticsand
healthmanagement,简称PHM)及其退化性能的侦

测在现代机械设备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

来,学者们提出了诸多轴承运行健康状态评估方

法[1-5]。张朝林等[6]提出了一种基于本征时间尺度

分解(intrinsictime-scaledecomposition,简称ITD)
多尺度熵和极限学习机的轴承健康状态识别模型。
朱朔[7]针对冗余特征降维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改

进局部保留投影算法的滚动轴承特征向量降维方

法。刘小勇[8]提出了一种基于长短时记忆网络的评

估方法,对轴承和涡轮的退化性能进行预测。Qiu
等[9]通过使用自组织映射方法将提取到的特征融合

构建为轴承健康状态检测指标。
以上方法均通过人为提取数据特征或对数据的

真实概率分布和组织形式进行某种假设,进而再通

过实验对假设进行验证。该方法有如下限制:①基

于人为假设数据,使用数据驱动构建模型的方法,评
估效果依赖于模型的参数调校,难以在同类数据上

具备较好的鲁棒性;②基于人工提取低维特征的方

法损失了原始数据的信息量,冗余无法确定,且所提

取的特征对状态评估的贡献度难以定量描述,造成

评估模型只能在特定工况下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且大多数特征提取一般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假设下;

③基于支持向量机(supportvectormachine,简称

SVM),深度神经网络(deepneuralnetworks,简称

DNN)等智能学习方法完全由数据驱动,缺乏理论

背景且对数据的数量较为依赖。轴承在复杂多变的

工况下运行并伴随大量环境噪声,在数据量较为缺

失的情况下,使得该评估方法难以在轴承状态侦测

方面具备较好的通用性。
由于信号频域幅值谱在其特征空间具有更为稳

定的概率分布,提出了一种面向高熵特征的变分自

编码器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模型。通过建立振动信号

频谱在特征空间的概率分布量化模型并最大化其边

缘似然概率,实现对振动信号频谱高维空间中真实

复杂概率分布的精确逼近,完成对振动信号状态的

定量评估。通过实验及对比,证明了变分自编码器

在轴承运行健康状态评估上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和鲁

棒性。

1 变分自编码器

变分自动编码器模型源自于贝叶斯变分推断理

论[10-13]。对于观测空间中独立同分布数据 X =
{x(i)}Ni=1 ,变分自编码器设定观测数据由一个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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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先验分布和一个条件概率分布生成,即

P(x(i))=∫P(x(i)|z;θ)P(z)dz (1)

其中:P(x(i))为观测数据x(i)的概率密度函数。

VAE试图极大化P(x(i))的似然概率,从而估

计观测数据的真实分布。
对于隐空间先验分布P(z),VAE指定其服从

标准正态分布N(0,I)。其中:I为z空间中的单位

阵。同时,变分自编码器使用后验分布P(z|x(i))对
具体观测数据的隐空间分布进行度量。VAE使用

变分推断方法,构造可优化函数Q(z|x(i);φ),通过

优化参数φ,逼近真实后验分布P(z|x(i))。根据变

分理论并考虑易优化性,优化目标通过 Kullback-
Leibler(简称KL)散度进行度量,即

KL[Q(z|x(i))‖P(z|x(i))]=
  Ez~Q[logQ(z|x(i))-logP(z|x(i))] (2)

  对式(2)运用贝叶斯定理变形可得

logP(x(i))-KL[Q(z|x(i))‖P(z|x(i))]=
Ez~Q[logP(x(i)|z)]-KL[Q(z|x(i))‖P(z)](3)

  式(3)包含了最初式(1)的优化目标P(x(i)),
由于KL[Q(z|x(i))‖P(z|x(i))]≥0且无法直接计

算,因此优化目标可变为极大化logP(x(i))的变分

证据下界(evidencelowerbound,简称ELBO),即

ELBO=Ez~Q[logP(x(i)|z;θ)]-
  KL[Q(z|x(i);φ)‖P(z)] (4)

  VAE通过最大化变分下界来实现最大化边缘

似然概率P(x(i))。对于Pθ 和Qφ ,一般可采用多

层神经网络实现。在VAE中,Q(z|x(i);φ)被指定

为一个具有对角协方差矩阵的多维高斯分布

Q(z|x(i);φ)=N(z;μ(i),σ(i)췍Ι) (5)
其中:μ(i),σ(i) 可由一个多层神经 网 络 输 出,即

VAE假设观测数据后验分布服从高斯分布。
对于Ez~Q[logP(x(i)|z;θ)]项,为避免其对Qφ

梯度过大而引起计算不稳定问题,VAE使用基于蒙

特卡洛采样的随机梯度变分贝叶斯评估器(sto-
chasticgradientvariationalBayes,简称SGVB)对
优化目标进行估计,同时使用自编码变分贝叶斯

(auto-encodingvariationalBayes,简称 AEVB)算
法[10]进行训练,并在实际模型中采用重参数技巧解

决后验分布采样过程中梯度不可计算的问题,最终

变分下界的估计值可表示为

L(θ,φ;x
(i))=-KL[Qφ(z|x

(i))‖P(z)]+

1
L∑

L

l=1
logPθ(x(i)|z(i,l)) (6)

其中:L 为隐变量z的采样次数;z(i,l)=μ(i)+σ(i)췍

∈(l);∈(l)~Ν(0,I)。
变分自编码器实现采用最小化解码数据和观测

数据L2 范数,从而间接优化logPθ(X(i)|z),所以式

(6)的优化目标为

L(θ,φ;x
(i))=-KL[Qφ(z|x

(i))‖P(z)]-

1
L∑

L

i=1
‖fθ(z(i,l))-x(i)‖2 (7)

其中:fθ 为解码器。
为使基于蒙特卡洛采样的SGVB优化器[10]获

得收敛,VAE对观测数据采用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进

行优化,使L(θ,φ;x
(i))达到最终稳定解。

2 基于 VAE 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
模型

2.1 评估模型及训练

  基于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模型实质是健

康状态下振动信号x(t)频谱X(f)的边缘概率分

布P(X(f)),对于轴承运行状态下频谱X(f),评
估模型P(X(f)),计算X(f)所表征健康状态的概

率值,从而实现对轴承健康状态的定量评估。由式

(3)得

logP(X(f))=L(θ,φ;X(f))+
  KL[Q(z|X(f))‖P(z|X(f)] (8)

  评估模型通过对P(X(f))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从而使 P(X(f))逼近真实边缘概率分布。由于

KL[Q(z|X(f))‖P(z|X(f))]≥0且无法计算,因
此采用变分下界L(θ,φ;X(f))作为logP(X(f))
的估计。由于 AEVB算法采用小批量多批次方式

进行训练,若单批次训练数量达到一定规模(100以

上),根据均值场论[14],L(θ,φ;X(f))中蒙特卡洛

采样次数可降为一次[10]。笔者指定评估模型单批

次训练数量为128,每批次训练采样一次。因此,变
分下界L(θ,φ;X(f))表示为

L(θ,φ;X(f))=
1
128∑

127

i=0

{-KL[Qφ(z|X(f)
(i))‖

P(z)]-‖fθ(z(i))-X(f)(i)‖2} (9)

  在训练阶段,VAE将轴承振动信号频谱解码为

连续三维隐空间中后验分布参数,同时使后验分布

与先验分布的KL散度及编解码前后频谱间L2 范

数最小化,以此实现对所有训练数据的边缘似然概

率最大化。图1为基于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

模型及其训练,具体训练步骤如下。

1)从训练集数据中随机选取128个观测数据

点,组成单批训练集 {X(f)(i)|i=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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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模型

Fig.1 Modelarchitectureforthebearinghealthstatuse-
valuationwithVAE

2)将单批训练集中每个数据点X(f)(i)送入编

码器,得到对应后验分布N(z;μ(i),σ2(i)췍I)。

3)从三维标准正态分布中采样128个噪声

{∈(i)|i=0,1,…,127},结合对应后验分布生成隐

变量 {z(i)|z(i)=∈(i)췍σ2(i)+μ(i)}。

4)将所有隐变量送入解码器,解码得到解码数

据 {X̂(f)(i)|X̂(f)(i)=fθ(z(i))},计算编解码前后

数 据 平 均 L2 范 数 损 失 1
128∑

127

i=0
‖ X̂(f)(i) -

X(f)(i)‖2 以 及 平 均 KL 散 度 1
128∑

127

i=0
KL[N(z;

μ(i),σ2(i)췍I)‖N(0,I)],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法使

得以上两项之和最小。其中,‘췍’为矩阵元素级

乘法。

5)重复步骤1~4,直至模型总体损失函数值低

于设定值,保存模型参数Qφ 及Pθ 。

2.2 基于变分下界的状态评估指标

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指标即为对应频谱X(f)的

边缘 似 然 概 率 响 应 值 P(X(f))。由 分 析 可 知,

P(X(f))无法 直 接 计 算,而 是 通 过 其 变 分 下 界

L(θ,φ;X(f))对其对数值logP(X(f))进行估计,
且由于高斯后验分布的简化假设导致变分推断存在

一定误差[15],因此P(X(f))不能直接作为轴承健

康状态评估指标。L(θ,φ;X(f))作为logP(X(f))
的一个下界逼近,同样可作为预测阶段的健康状态

评价指标,由此得出的评价结果是偏严格的,即真实

退化程度不会高于评估退化程度,这对发现轴承运

行早期故障是有益的。
为了避免计算解码器解码期望而带来的额外采

样运算,直接使用后验高斯分布期望值作为采样隐

变量。设某时间段轴承振动信号为x(t),频谱为

X(f),则基于变分下界的健康状态评估指标E 表

示为

E[x(t)]=‖fθ[u(X(f)]-X(f)‖2+
  KL[Qφ(z|X(f)‖P(z)] (10)

其中:u(X(f))为X(f)后验分布期望值。

E(x(t))值越大,表明其退化程度越严重。对

轴承振动频谱 X(f),首先通过解码器 Qφ(X(f))
得到其高斯后验分布期望u及方差σ ,通过u,σ 构

建后验分布N(u,σ),并计算其和先验分布的 KL
散度 KL[N(u,σ)‖N(0,I)]。同时,将期望u 送

入解码器fθ ,得到解码值fθ(u),并计算解码值与

真实 值 间 L2 范 数 ‖fθ(u)- X(f)‖2,最 终

KL[N(u,σ)‖N(0,I)]与‖fθ(u)-X(f)‖2之和

即为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指标。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变分自编码器对轴承振动信号状态评

估效果,笔者选取辛辛那提大学智能维护系统实验

室开源滚动轴承加速退化实验数据集[16]。试验台

传动轴由交流电机通过皮擦带轮驱动测试轴旋转,
转速恒定为2kr/min。实验共有4个数据采集通

道,均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收集对应轴承振动信号,采
样频率为20kHz。笔者使用轴承1振动数据作为

数据集。实验历时9840min后,轴承1出现外圈

故障,停止实验。
在轴承运行全过程9840min内,选取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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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VAE轴承健康状态评估结果

Fig.2 Evaluationresultsofbearinghealthstatuswith
VAE

个数据集(前1000min)作为训练数据集,其余数据

均作为测试集。为了降低训练数据维度,每个数据

集选取转子旋转一圈时间(5s)的采样信号作为训

练数据维度,对模型进行随机多批次训练。训练完

毕后对轴承全退化过程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图2为

VAE轴承健康状态评估结果。区域Ⅰ为早期训练

数据状态评估结果,区域Ⅱ为轴承后续运行状态评

估结果。可见,在1000~5000min时间段内,轴承

未表现出退化迹象,其健康状态评估值和训练阶段

的评估值具有相同的变化波动趋势,这说明基于

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指标在测试集同类数据

上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
基于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模型通过隐变

量来表征振动信号的潜在状态,隐变量蕴含解码器

对原始信号特征的有效转化和提取。因此,对于一

个有效的评估模型,其隐变量的分布状态及变化趋

势应当和评价指标结果相似。为了验证VAE对轴

承振动信号状态的隐变量解码分布,在轴承运行全

过程中每间隔10min对解码后隐变量进行可视化

分析。

图3 全退化过程振动信号频谱隐变量分布

Fig.3 Embeddinghiddenspaceofvibrationspectrum

pointoveralltesttime

图3为全退化过程振动信号频谱隐变量分布。

图中,三维坐标系建立在三维先验标准正态分布空

间,坐标原点位于先验高斯分布均值处。由于VAE
使用标准正态分布作为先验分布,因此前1000min
内测试数据隐变量分布符合高斯分布先验假设,且
在1000min至轴承开始退化前时间段内,隐变量

分布仍符合高斯分布,这进一步说明了模型在测试

数据集同类数据上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随着轴承

退化性能逐渐加重,隐变量开始逐渐偏离先验分布,
且偏离程度基本和退化性能成正比。这说明 VAE
正是通过调整隐变量在其空间分布,从而达到表征

轴承振动信号频谱有效特征的目的,而不是强行通

过编解码器对训练数据进行强行记忆,由此也证实

了解码器学习到了从高维原始特征空间到低维有效

特征空间的平滑映射。
为验证基于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模型对

轴承退化性能评估的准确性和敏感性,将其评估结

果分别与传统健康状态评估指标的结果进行对比,
所有评估指标的评估值均被归一化到0~1区间,结
果如图4所示。

图4 VAE状态评估归一化值及对比

Fig.4 Normalizedevaluationvalueandcomparisonwith
othermethods

从图4可以看出,基于 VAE的轴承健康状态

评价方法对退化数据的评估结果与传统健康状态评

估结果的曲线走势基本一致,证明了其对轴承退化

性能评估的准确性。图4表明,基于 VAE的评价

方法在轴承退化早期状态评估敏感度上大大优于其

他评估方法,在轴承开始进入退化时,评估值发生了

明显变化,这有利于尽早对轴承退化状态进行判断,
避免进入二次突变恶化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VAE通过建立轴承振动数据的概率模型从而

对其健康状态进行定量评估。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

(hiddenMarkovmodel,简称 HMM)、深度信念网

络(deepbeliefnetwork,简称DBN)等代表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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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模型在轴承状态评估方面得到广泛研究[17-20]。
图5为VAE,HMM和DBN评估结果对比,评

估值被归一化在0~1区间。为了量化不同评价方

法下的临界退化时间点,采用3σ 原则[21]确定出

4000min前轴承的健康状态评估值上界,并以此上

界作为健康状态至退化状态的评估值转变点,由此

确定不同方法下轴承退化的临界时间点,结果如表

1所示。

图5 VAE,HMM和DBN评估结果对比

Fig.5 Evaluationresultsincomparison with VAE,

HMM,andDBN

表1 VAE,DBN和HMM临界退化时间

Tab.1 ThresholddegradationtimeofVAE,DBNandHMM
min 

评估方法 临界退化时间

 VAE 5285.8
 DBN 5295.7
 HMM 5305.6

可见,基于 HMM 的评估方法对轴承早期故障

的侦测较为迟滞,在后期退化状态的侦测上敏感度

也较弱。基于DBN的评估方法在轴承健康状态转

变临界时间点判断上稍落后于 VAE评估方法,退
化后期对轴承退化状态的评估敏感度也不及 VAE
方法强。基于VAE的评估方法仅需要少量样本进

行训练,其状态评估结果不仅在进入轴承退化临界

点时具有敏感的变化趋势,且在相同退化状态下的

评估 敏 感 度 均 高 于 HMM 和 DBN。因 此,基 于

VAE的轴承健康状态评估方法相比其他概率推断

方法更为准确、高效。

4 结束语

提出了一种基于变分自编码器的轴承状态评估

方法。通过变分推断的方式,从振动信号频域中自

动学习潜在的状态概率分布,并将其应用于轴承运

行状态评估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证明了变分自

编码器在处理轴承运行状态评估方面具有良好的准

确度,对异常状态更为敏感,且无需人为提取特征和

复杂的参数设置,不需要对特定的系统进行针对性

的参数设置和调校。在小容量训练数据集上具备良

好的鲁棒性,工程应用上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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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LongitudinalVibrationSuppressionofSteelWireRopeofFrictionHoist

ZHUZhencai, SHENGang, DINGXingya, TANGYu, LIXiang
(SchoolofMechatronicEngineering,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 Xuzhou,221116,China)

Abstract Underhigh-speedandheavy-loadoperatingconditions,thevibrationofwireropeinevitablyoc-
cursduetotheerrorofthewireropeitselfandexternalinterference,whichgreatlyaffecttheservicelifeof

thewireropeandthecomfortofpassengers.Inthispaper,africtionhoististakenastheresearchobject,

Hamiltonprincipleisusedtoestablishthedynamicmodelofthesystem,andadaptiverobusttheoryis

usedtodesigntheboundarycontrolstrategyofthelongitudinalvibrationsuppressionofthehoistingwire

rope,andLyapunovtheoryisusedtoprovethestabilityofdesignedcontroller.Thesimulationresults

showthatthedesignedadaptiverobustcontrollercaneffectivelycompensatethevibrationdisplacement

shiftcausedbytheelasticdeformationofthewirerope,andobtainafasterconvergencerateofvibration

suppressionthantraditionalproportion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PID)algorithm.

Keywords frictionhoist;Hamiltonprinciple;longitudinalvibration;adaptiverobust;vibrationsuppres-
sion

FractalWearModelofContactMechanicalSeal

LIXiaopeng, YANGZemin, PANWujiu, WANGLinlin, XUJinchi, WENBangchun
(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Automation,NortheasternUniversity Shenyang,110819,China)

Abstract Basedonfractaltheory,thecontactbetweenthesurfaceofdynamicandstaticringsissimplified

astheonebetweenaroughsurfaceandanidealrigidplane.Thecharacterizationmethodsofsurfacetopog-
raphyofthecontactmechanicalsealisdiscussed,andthenthecontactmechanicalsealwearmodelisestab-
lished.Finally,theeffectsoffractalparameters,thematerialparametersandtheworkingparameterson

theestablishedmodelareanalyzedtoobtainsomeresultsasfollow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ractal

dimensionDandthewearrateγofthecontactmechanicalsealisbathtubshaped.Thecharacteristiclength

scaleparameterGisdirectlyproportionaltothewearrateγ.Theunitloadpgisdirectlyproportionaltothe

wearrateγ.ThecomprehensiveelasticmodulusEofthecontactmechanicalsealisinverselyproportional

tothewearrateγ.Therotationrateofnisdirectlyproportionaltothewearrateofcontactmechanical

seal.Moreover,themodeldataarecomparedwiththeexperimentaldata.

Keywords fractaltheory;contactmechanicalseal;surfacetopography;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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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n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woTandemSquare
CylindersinDifferentArrangements

DUXiaoqing1,2, CHENRuyi1, XUHanlin1, MAWenyong3

(1.DepartmentofCivilEngineering,Shanghai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China)

(2.WindEngineeringandAerodynamicFlowControlResearchCenter,Shanghai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China)

(3.Wind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ShijiazhuangTiedaoUniversity Shijiazhuang,050043,China)

Abstract Windtunneltestsareconductedtoinvestigat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wotandemsquare
cylindersinhorizontalanddiagonalarrangementsataReynoldsnumberofRe=8.0×104andspacingrati-
osofP/B=1.75~5.00,wherePisthecenter-to-centerspacingofthetwocylindersandBisthewidth
ofthesquarecylinder.Thesurfacepressuredistributionsoncylindersintwoarrangementsareobtained.
Effortsaremainlydevotedto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wodiagonaltandemcylinders,andthe
comparisonwiththoseofthetwohorizontaltandemcylinders.Theresultsshowthatthemeandragcoeffi-
cientsonthedownstreamcylinderforthehorizontalarrangementdiscontinuouslyvaryfromanegativeval-
uetoapositiveonewhenthespacingratioincreasingfrom3.00to3.50,whilethemeandragcoefficients
forthediagonalarrangementremainnegativeinallspacinginvestigated.ForP/B <3.00,themeanand
fluctuatingaerodynamicforces,themaximumofmeannegativepressuresandthefluctuatingpressuresof
twodiagonaltandemcylindersaregenerallylargerthanthoseforthehorizontaltandemcylinders,whereas
thescenariosarecompletelycontraryforP/B >3.00.Furthermore,theStrouhalnumbersofthediago-
nalcylindersaresignificantlysmallerthanthoseofthehorizontalonesatthesamespacing.Itisinterest-
ingtonotethattherearemultiplepeaksintheliftpowerspectraforthediagonalcylindersforP/B <
3.00.

Keywords twotandemsquarecylinders;windtunneltest;horizontalarrangement;diagonalarrange-
ment;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

DieselEngineFaultDiagnosisMethodBasedonOptimizedVariationalMode
DecompositionandKernelFuzzyC-meansClustering

BIFengrong1, TANGDaijie1, ZHANGLipeng2, LIXin1, MATeng1, YANGXiao1

(1.TheStateKeyLaboratoryofEngines,TianjinUniversity Tianjin,300072,China)

(2.TianjinInternalCombustionEngineResearchInstitute Tianjin,300072,China)

Abstract Tosolvethedieselenginefaultdiagnosisproblem,afaultdiagnosismethodbasedonthecombi-
nationofvariationalmodedecomposition(VMD)andkernelfuzzyC-meansclustering(KFCM)ispro-
posed.ThispaperoptimizestheselectionofdecompositionlevelKinVMDalgorithm,andproposesana-
daptivechoosingmethodforK.Then,threekeycomponentsareselectedfromthedecompositionresults
oftheoptimizedVMDalgorithmtocalculatethemaximumsingularvalues,whichareinputintotheKF-
CMalgorithmasthree-dimensionaleigenvectorsforclassificationandrecognition.TheoptimizedVMD
method,VMDmethodandempiricalmodedecomposition(EMD)methodareusedtodecomposeandrec-
ognizethesimulatedsignalandtheexperimentaldataofadieselengine.Theresultsshowthatthepro-
posedmethodobviouslyimprovestheaccuracyofpatternrecognition.Thejointalgorithmproposedinthis
paperhasbetterapplication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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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dieselengine;vibrationsignal;faultdiagnosis;variationalmodedecomposition(VMD);kernel
fuzzyC-meansclustering(KFCM)

OperatingFrequencyofFreePistonStirlingEngine

MOUJian1, LINMingqiang1,2, CHIChunyun1,2, HONGGuotong1,2, CHENHoulei1

(1.KeyLaboratoryofSpaceEnergyConversionTechn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190,China)
(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 TheoperatingfrequencyiskeytofreepistonStirlingengine.ThefreepistonStirlingengineis
differentfromthetraditionalcranklinkStirlingengine,thatthefrequencyisdecidedbythedynamicpa-
rameterandthermodynamicparameter,suchaschargepressure,moving mass,stiffnessofspring,

dampedcoefficient.So,itisnoteasytocalculatetheoperatingfrequencyoffreepistonStirlingengine.In
thispaperamodelthatincludesdynamicandthermodynamicmethodsisusedtostudythecharacteristics
offrequency.Thepressureislinearedtogetthecomputationalformulaoffrequency.Theinfluenceof
mainparameterstofrequencyisstudiedthroughthemodel,andthemodelisvalidatedbyrelativeexperi-
ments.Atlast,thereasonwhythefrequencyisunabletoincreasebyenhancingthestiffnessofspringis
analyzed.Thenaturalfrequencyofspringhasabigeffectontheoperatingfrequencyofengine.Toin-
creasetheoperatingfrequencyofengine,anewspringisdesignedtoincreaseitfrom35Hzto60Hz.

Keywords freepistonStirlingengine;operatingfrequency;linearization;dynamicmodel

NewIdentificationMethodforNonlinearTime-VaryingSystemBasedonSubsystem

CHENTengfei1, HEHuan1, HECheng2, CHENGuoping1

(1.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sandControlofMechanicalStructures,

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2.KeyLaboratoryofUnmannedAerialVehicleTechnology,NanjingUniversity

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 Inthispaper,anewidentificationmethodfornonlineartime-varyingsystembasedonsubsystem
isproposed.Thisnewmethodcanbeusedtolocateandestimatethenonlinearcharacteristicsofthemulti-
degree-of-freedom(MDOF)dynamicsystemwithoutaprioriknowledgeregardingthesystem.A MDOF
systemcanbepartitionedintoanumberofdifferentsubsystemswithacontinuous-timemodelprovidedby
thenewmethod.Alltheinformationaboutthemassesandlinearornonlinearconnectionsinthesubsys-
temscanbedeterminedwithanorthogonalityalgorithmandanerrorreductionratio(ERR)calculation.In
thisidentificationprocess,thetimeexpressionsofthetime-varyingparametersarealsogiven.Thisnew
methodisdemonstratedbya3DOFlumpedmasssystemandamechanicalarmstructure.Thisnewpro-
posedidentificationmethodhasawideapplicationprospectinpracticalengineeringforitssimplicityandef-
ficiency.

Keywords nonlineartime-varyingsystem;parameteridentification;subsystem;orthogonal-triangularde-
composition;errorreductionratio(ERR)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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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MeasurementofArchBridgeSuspenderConsidering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andOtherFactorsInfluence

HERong1, YANPengpeng1, HEWei1, CHENHuai2

(1.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Communication,NorthChinaUniversityofWater

ResourcesandElectricPower Zhengzhou,450045,China)

(2.SchoolofCivilEngineering,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 BasedontheEuler-Bernoullibeamtheory,analyticalexpressionsfortensionandvibrationfre-
quenciesofhangersareestablishedbyconsideringtheeffectsofbendingstiffness,length,dampingpad,

additionalmass,elasticsupport,adhesivesheathandenvironmentaltemperature.Firstly,aboundaryin-
fluencecoefficientmethodisputforwardto.Theboundaryinfluencecoefficientsarecalculatedunderdif-
ferentboundaryconditionsandapracticalexpressionofsuspendertensionunderboundaryinfluenceisgiv-
en.Secondly,takingtheLiujiangYellowRiverBridgeasanexampletoverify.Finally,theresultsshow
thatduringtheconstructionperiod,themaximumerrorofthelonghangeris1.10%andthemiddleand
shorthangerisnomorethan1.12%,whenthetensionexpressionofthesuspenderisestablishedunder
theinfluenceofvariousfactorsisadopted;themaximumrelativeerrorofthehangertensionisnomore
than2.38% whenthesuspendertensioniscalculatedbytheboundaryinfluencepracticalexpression.Dur-
ingtheoperationperiod,consideringtheinfluenceoftemperature,thecomputationaccuracyundercom-
plexboundaryconditionsisincreasedby11.39% andtheaccuracyofthecalculationisimprovedby
11.38%usingpracticalexpression.Theexpressionestablishedbytheboundaryinfluencecoefficientmeth-
odisnotonlyhighaccuracy,butalsoisanexplicitform,whichisconvenientforengineeringapplications.

Keywords archbridge;suspender;tension;frequency;influencecoefficientofboundarycondition

OscillationPerformanceandPropulsionMechanismsofBiomimeticUnderwater
PropellerActuatedbyMacroFiberComposites(MFC)

LINHuangxu1, RENXiaorong1, LOUJunqiang1,2, JIAZhen1

(1.FacultyofMechanicalEngineeringandMechanics,NingboUniversity Ningbo,315211,China)

(2.StateKeyLaboratoryofIndustrialControlTechnology,ZhejiangUniversity Hangzhou,310027,China)

Abstract Fiber-basedpiezoelectriccompositesoffertheadvantagesofexcellentflexibilityandgeometric
scalabilityintheapplicationsofbio-inspiredlocomotionandflexibleactuation.Abiomimeticunderwater
propellermimickingthebodyorcaudalfin(BCF)oscillatingbehaviorofcarangidaefishisproposed,and
macrofibercomposites(MFC)areusedasactuators.Oscillationperformanceofthepropellerispresented
atdifferentactuationvoltagelevels.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maximumoscillatingdisplacement
oftheproposedpropellerinairis45mm (peak-to-peakvalue),withtheactuationof1000V (peak-to-
peakvalue)at17.7Hz.Thedistributionsofflowfieldandvortexesaroundthepropellertipinasteadyos-
cillatingcycleareobtainedbytheuseof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technologies.Theanti-Kar-
manvortexstreetphenomenonisrevealedduringthetimesequenceofvorticesgeneration,expand,shed
andbreakdownprocesses.Meanwhile,ajetflowejectingdownstreamthetipbetweenthetwocounter-ro-
tatingvorticesisobserved.Accordingly,thepropulsionlocomotionofthepropellerisachievedwiththe
reactiveforceofthejetflow.Thus,thepropulsionmechanismoftheproposedbiomimeticunder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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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llerisdemonstrated.Theaveragepropulsionforceattheendofthepropellerinthexdirectionisup
to1.5mN.

Keywords biomimeticunderwaterpropeller;macrofibercomposites(MFC);bodyorcaudalfin(BCF)

oscillatingpropulsion;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analysis;anti-Karmanvortex
street

DynamicCharacteristicsofCantileverSelf-tuningVibration
AbsorberwithVariableStiffness

CAORuizhi, SHAOMinqiang, CHENWeidong
(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sandControlofMechanicalStructures,

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 Anewtypeofcantileverself-tuningvibrationabsorberwithvariablestiffnessdrivenbypiezoe-
lectricmaterialisdesigned,whichisbasedontheprinciplethatthenaturalfrequencyofthecantilever
structurevariesunderdifferentaxialforces.Theprogressiveoptimizationandgeneticcontrolalgorithms
areusedtoadjustthenaturalvibrationfrequencyoftheabsorberinrealtime,andthedynamicsimulation
analysisiscombinedwiththeactualcontrolledsystem.Finally,thedynamicpropertiesofthevibrationab-
sorberisfurtherevaluatedinstalledonwindtunnelaerodynamicmodelsbasedontheeffectivevibration
suppressionofsimulationanalysis.Theresultsshowthattheabsorbercaneffectivelyattenuatevibration
inawidefrequencyrange,andthehighestdampingeffectreachesmorethan40dB,thathasabetterki-
neticperformancethanothertypesofvibrationcontrollers.

Keywords self-tuningvibrationabsorber;vibrationcontrol;geneticalgorithm;progressiveoptimization
algorithm

ReinforcementLearningLongandShortTimeMemoryNeuralNetwork
forStatePrediction

LIFeng1,2,3, CHENYong1, TANGBaoping2, WANGJiaxu2,3

(1.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610065,China)
(2.The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alTransmissions,ChongqingUniversity Chongqing,400044,China)

(3.School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610065,China)

Abstract Anewmethodforpredictingthedegradationofrotatingmachineryisproposedbasedonthere-
inforcementlearning3-statecombinedlongandshorttimememoryneuralnetwork(RL-3S-LSTMNN).
Thedegradationofarotatingmachineryisdividedintothreemonotonicparts,namingstationaryunit,de-
scendingunitandascendingunit,byamonotonetrenddiscriminatorbasedontheleastsquarelinearre-
gressionmethod.Moreover,byvirtueofreinforcementlearning,theproposedmethodselectLSTMNNs
withthenumberofhiddenlayersandhiddenlayernodesnumbersuitableforeachmonotonetrendunit,

whichimprovesthegeneralizationperformanceandnonlinearapproximationabilityofRL-3S-LSTMNNto
obtainahigherpredictionaccuracy.Besides,differenthiddenlayerandnodenumbersandthreemonotonic
trendunitsrepresenttheactionandstatusoftheQtable,andtheoutputerrorofLSTMNNisassociated
withtheupdateoftheQtabletoavoidtheblindsearchofagent(i.e.,decisionfunction)andaccelerate
theconvergencerateofRL-3S-LSTMNN.Accordingly,thehighercomputationalefficiencycanbe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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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edfortheproposedpredictionmethod.Astatedegradationtrendpredictionofrollingbearingdemon-
stratestheeffectivenessoftheproposedmethod.

Keywords reinforcementlearning;longandshorttimememoryneuralnetwork;singularspectralentro-
py;trendprediction;rotatingmachinery

CharacteristicsofInductionMotorCurrentSignatureforCentrifugalPumpLoad

GONGBo, YUANShouqi, LUOYin, HANYuejiang, DONGJian
(NationalResearchCenterofPumps,JiangsuUniversity Zhenjiang,212013,China)

Abstract Changesintheoperatingconditionsofthecentrifugalpumpcausefluctuationsinthehydraulic
loadtorque,whichstimulatescurrentinthemotorstatorwhentransmittedtothemotorthroughtherotor
shaftsystem.Inligh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peratingconditionsofthecentrifugalpumpandthe
statorcurrentofthemotor,thehydraulicloadtorquecharacteristicsofthecentrifugalpumpunderdiffer-
entoperatingconditionsareanalyzedthroughnumericalsimulation.Thehydraulicmomentchangesperi-
odically,itsmeanvalueincreaseswiththeincreaseoftheflowrate,andtherootmeansquareofthehy-
draulicmomentpulsationintensityincreasesastheoperatingconditionsdeviatefromthedesigncondi-
tions.Furthermore,theoreticalanalysisshowsthatthecharacteristicsoftorquearereflectedinthemotor
statorcurrentbypowerfrequencymodulation.Finally,themotorstatorcurrentismeasuredthroughex-
periments,therootmeansquareofthestatorcurrentiscalculated,andthepowerfrequencysignalofthe
powergridiseliminatedbythesingularvaluedecompositionmethodtorealizetheextractionofcurrent
characteristicsforcentrifugalpumprunningstate.Theresultsshowthattherootmeansquareofthesta-
torcurrentisconsistentwiththerootmeansquareofthehydraulicloadtorque.Thecalculationoftotal
harmonicdistortion(THD)showsthatittendstoincreaseastheoperatingconditionsofthecentrifugal
pumpdeviatefromthedesignconditions.

Keywords centrifugalpump;hydraulictorque;statorcurrent;singularvaluedecomposition;totalhar-
monicdistortion

EngineFaultsDetectionBasedonOptimizedVMDandEuclideanDistance

ZHANGHailong1,2, SONGYedong1,2, LIXin3, BIFengrong3, BIXiaobo3,

TANGDaijie3, YANGXiao3, MATeng3

(1.StateKeyLaboratoryofEngineReliability,Weichai Weifang,261061,China)

(2.WeichaiPowerCo.Ltd.EngineResearchInstitute Weifang,261061,China)

(3.StateKeyLaboratoryofEngines,TianjinUniversity Tianjin,300072,China)

Abstract Inlightoftheproblemtodistinguishmultipleenginefaultsthroughthesamemethodusinga
singlechannelsignal,theexistingalgorithmsareoptimizedtoextractfaultcharacteristicsfromvibration
signals.First,inviewofthedifficultyinselectingthedecompositionlevelofthevariationalmodedecom-
position(VMD)decompositionlevelsselection,theinitialvalueofthecenterfrequencyiterationisopti-
mizedbasedonthefrequencycharacteristicsofseveraldifferenttypesoffaults,whichimprovescalculation
efficiencyandconveniencewhileensuringaccuracy.Then,therobustindependentcomponentanalysis
(RobustICA)isintroducedtoanalyzedifferentsignalsourcesinthesamefrequency.Thefourth-ordercu-
mulantoftherestructuredsignalsfrom VMDandRobustICAistakenasfailureindexes.Finall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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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centerdeterminedbyfuzzyC-meansclusteringisusedasthereferencepoint.TheEuclideandis-
tancebetweeneachtestpointsandthecenterisusedtodistinguishfaulttypes.Theresultsshowthatthis
methodachieveshighrecognitionrate.

Keywords dieselengine;faultdiagnosis;vibrationsignal;variationmodedecomposition;signalprocess-
ing

DesignandApplicationofStrainDecoupledandSensitizedFBGTemperatureSensor

LIWuyi1, YANChuliang2, LIULihong1

(1.Institute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2.ChinaNationalMachineryIndustryCorporation 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Inordertomeasurethetemperatureparametersaccuratelyintheflighttestofaircraftloadspec-
trum,astraindecoupledandsensitizingfiberBragggrating(FBG)temperaturesensorisdesigned.The
newstructuresensorisdesignedthroughmechanicalmodelinganalysis,thesensor'sFBGissensitized,and
aluminum7075-T6isselectedasthesubstrateforfull-coveragepackaging.Theindirectcontactbetween
thepackagingpositionofFBGandthestructurepartisproposedtoeliminatetheinfluenceofstructuralde-
formationonthetemperaturesensor.Thetemperaturesensitivespeedofthecalibratedtestsensoris
40.4pm/℃,whichis4timesthatoftheordinaryfibergrating.Then,thetestsystemisbuilttoexplore
theperformanceandthedecouplingcharacteristicsareverifiedonthetensiletestingmachine.Thedeform-
ationofthetensiletestpiecehasnoinfluenceonthetemperaturesensor,whichisconsistentwiththetheo-
reticalanalysis.Finally,sensorsareattachedtotheaircraftcockpitforpracticalengineeringapplications.
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maximumtemperaturedifferencemeasuredbythesensorsisno
morethan±1℃,whichmeetstherequirementsforaccuratemeasurementoftemperatureparametersin
theactualflighttestoftheaircraftloadspectrumsandallowsthesensortobeusedforactualtemperature
measurement.

Keywords flighttest;straindecoupled;sensitized;fiberBragggrating;temperaturesensor

PerformanceofVehicleSuspensionBasedonHydraulicPistonInertialContainer

YANGXiaofeng, ZHAOWentao, LIUYanling, SHENYujie, YANLong
(SchoolofAutomotiveandTrafficEngineering,JiangsuUniversity Zhenjiang,212013,China)

Abstract Thebasicstructure,workingprincipleandthecharacteristicsoflargebearingcapacityofhy-
draulicpistontypeinertialcontainerareexpounded,andthenonlinearmechanicalmodelofaninertialcon-
tainerisestablishedconsideringfrictionforce,parasiticdampingandoilelasticityeffect.Themechanical
performancetestofthehydraulicpistoninertialcontaineriscarriedoutonthenumericalcontrolhydraulic
servovibrationtable.Then,basedonthetestresults,theparametersinthenonlinearmechanicalmodel
areidentifiedbyMATLABparameteridentificationtoolbox.Finally,adynamicmodelofthevehicleiner-
tial-container-spring-damper(ISD)suspensionincludingtheidentifiednonlinearfactorsisestablishedand
simul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root-mean-squarevalueofthevehiclebodyaccelerationofthevehicle
ISDsuspensionsystemincreasesby5%,whiletheroot-mean-squarevalueofthedynamictireloadand
suspensionworkingspaceslightlydecreases,whichreducesthedrivingcomfortofthevehicle.

Keywords hydraulicpistoninertialcontainer;nonlinearity;parameteridentification;ride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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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CompressedSensingofMechanicalVibration
SignalsBasedonSparsityFitting

YANGZhengli, SHIWen, CHENHaixia
(School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SanjiangUniversity Nanjing,210012,China)

Abstract Thefaultdiagnosisandstatemonitoringofthemechanicalvibrationsignaloftenstrugglewith
largeamountofsampleddata,largestoragecapacity,hightransmissionbandwidthandlowsignalrecon-
structionaccuracy.Inlightofthisproblem,anadaptivecompressedsensingofmechanicalvibrationsig-
nalsbasedonsparsityfittingmethodisproposed.First,themulti-scalewaveletpackettransformiscar-
riedoutonthemechanicalvibrationsignal,anditssparsityisobtainedbyzeroingthewaveletpacketcoef-
ficientatacertainthresholdvalue.Then,theiterativemethodisadoptedtoobtaintheminimumsampling
ratethatmeetstherequirementsofreconstructionsignalaccuracyundereachsparsitydegree,andthe
sparsitydegreeandsamplingratearefittedwiththeleastsquaremethodtoeliminatethesignalmeasure-
menterrorforanoptimalsignalsamplingrate.Finally,anover-completedictionaryadaptedtoeachsignal
blockisconstructedbyK-singularvaluedecompositionalgorithm,andthesignalsarereconstructedbyor-
thogonalmatchingpursuitalgorithm.Experimentsshowthatthesignalcompressionrateandreconstruc-
tionaccuracyofthisalgorithmaregreatlyimprovedcomparedwiththetraditionalcompressionalgorithm.

Keywords mechanicalvibrationsignals;adaptivecompressedsensing;waveletpackettransform;sparsity
fitting;super-completedictionary

AbnormalNoiseofCompressor-SupportSystem

SHANGGuoxu1,2, SHIWenku1, CHENZhiyong1, LIUGuozheng1, LIXiaoyan3, YANGJiahong3

(1.StateKeyLaboratoryofAutomotiveStimulationandControl,JilinUniversity Changchun,130022,China)
(2.DongfengNissanPassengerVehicleTechnicalCenter,DongFengMotorCo.,Ltd. Guangzhou,510800,China)
(3.TechnicalDepartment,MudanjiangFutonAutomotiveAirConditioningCo.,Ltd. Mudanjiang,157000,China)

Abstract Inlightoftheabnormalnoiseinthecabgeneratedbytheairconditioning(AC)compressor
whentheenginespeedis1573r/min,aprototypecaristested,analyzedanddiagnosed.Theanalysisand
diagnosisofthecaranditscompressor-supportsystemarecarriedout,andtheimprovementschemeis
verifiedinordertosolve.TheLMSinstrumentsareappliedtocollectthevibrationandnoisesignals.The
spectrumanalysisandordertrackingdiagramareobtainedbytest.Theresultsofdataanalysisandmodal
simulationshowthatthetwenty-firstharmonicfrequencyofcompressorshaftisclosetothethird-order
modalfrequencyofcompressor-supportsystem,whichleadstotheabnormalnoiseinthecab.Thethird-
ordermodalfrequencyisincreasedbyoptimizingthesupportstructure,andtheinputtorquefluctuationof
thecompressorismitigatedbyreplacingtherubberdriveplate.Theimprovedstructureistestedandthe
resultsindicatethattheinternalnoiseisreducedby2.5dB(A)whentheACisturnedonataconstant
speed.Inuniformaccelerationconditions,thepeakinternalnoiseiseliminatedwhentheACturnedon
duringanenginespeedbetween1500r/minto1650r/min.Undertheenginespeedisoutsidetherange,

theinternalnoiserarelychanges,andtheinternalnoisefluctuatessmoothly.

Keywords automobile;airconditioningcompressor;noise;testanalysisanddiagnosis;rubberdrive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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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AnalysisoftheRotorSystemoftheCuttingHead
oftheRoadheaderUnderTwoLoads

HUANGZhilong1,2, SONGGuiqiu1, ZHANGZhongchao1, FUJiaxing3

(1.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Automation,NortheasternUniversity Shenyang,110819,China)

(2.School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ShaoxingUniversity Shaoxing,312000,China)

(3.TiandiScienceandTechnologyCompanyLtd. Beijing,100013,China)

Abstract nlightofthe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hecuttingheadandcantileversystemoftheroadheader
underdifferentpickloads(sharppicksandbluntpicks),thebending-torsionalcouplingnonlineardynamic
modelofthecuttinghead-rotor-bearingsystemoftheroadheaderisestablished.Consideringthespline
meshingclearancebetweenthecuttingheadandtherotatingshaft,andthenonlinearfactoroftherolling
bearingcontact,thedynamicdifferentialequationsofthecuttingheadrotorsystemoftheroadheaderare
derived.Then,thedynamicresponsecharacteristicsofthecuttingheadrotorsystemundertime-varying
load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undertheconditionofsharppicking,thecuttingheadrotorsys-
temisinchaoticandquasi-periodicmotionstateatlowspeedbetween15and20,andthesystemisinperi-
odicmotionafterthespeedisincreased.Whilethepicksareblunt,thevibrationofthecuttingheadrotor
systemisobviouslyaggravated,thechaoticmotionrangeisincreased,andthefrequencyamplitudefluctu-
atessignificantly.Thesystemchangesfromchaoticmotiontoperiodicmotionwiththeincreaseofcutting
speedatthegivenpremiseofcuttingcoalseamhardnessandcuttingthickness.Thedynamicanalysisre-
sults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thevibrationreductionanddynamicdesignoftheroadheader.

Keywords cuttingheadrotorsystem;bending-torsionalcoupling;splinemeshingclearance;bluntpicks;

nonlinearvibrations

PredictionoftheInstantaneousMillingForceofBallEndMillingCutter
forConvexSurfaceofSplicingMold

WUShi, ZHANGTianyuan, LIUXianli, LIUHairui, YANGLin
(KeyLaboratoryofAdvancedManufacturingandIntelligentTechnology,MinistryofEducatio,

Harbi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Harbin,150080,China)

Abstract Duringthemillingoftheball-endmillingcutterinthesplicingareaofthecurvedsurfacemold,

thetoolloadchangesgreatly,andthetransientmillingforcehasasuddenchange,whichaffectsthema-
chiningaccuracyandsurfacequalityofthesplicingareaofthemold.Inlightofthepredictionofitstransi-
entmillingforceinthesplicingarea,atransientundeformedchipthicknessmodelisestablishedbasedona
three-dimensionaltrochoidtrajectoryequationoftheball-endmillingcutterconsideringimpactvibration.
Then,basedontheideaofmillingmicroelement,thetransientmillingforcemodelforball-endmilling
cutteroftheconvexcurvedsurfaceanddoublehardnessstitchingmoldisestablished.Themodelcompre-
hensivelyconsiderstheinfluenceofimpactvibration,thechangeofhardnessandcontactangleofthetool
workpieceinthesplicingareaonthetransientmillingforce.Finally,themillingexperimentsofball-end
millingcutterinthesplicingareaofconvexsurfaceiscarriedout.Theresultsshowthatthepredictedtran-
sientmillingforceandexperimentalmeasurementsareconsistentinmagnitudeandtrend.Themaximum
millingforcepredictionerrorvalueislessthan15%duringsteadycutting.Theexperimentalresults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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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themodelcaneffectivelypredictthetransientmillingforceoftheball-endmillingcutterinthesplicing
areaoftheconvexsurfaceofthesplicingmold.

Keywords splicingmold;ballendmilling;impactvibration;three-dimensionaltrochoid;millingforce
prediction

InstantaneousFrequencyIdentificationofaStructureUsingVariational
ModeDecompositionandGeneralizedMorseWavelets

WANGChao1, MAOLing2

(1.SchoolofCivilArchitectureandEnvironment,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 Wuhan,430034,China)
(2.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 Civilengineerusualappeartime-varyingcharacteristic,itisveryimportanttoidentifyinstanta-
neousfrequencyforstructuralhealthmonitoringandsafetyevaluation.Amethodaboutinstantaneousfre-
quencyidentificationofastructurebasedonvariationalmodedecomposition(VMD)andgeneralizedmorse
wavelets(GMW)isproposed.Firstly,fastiterativeshrinkage-thresholdingalgorithmisusedtoreduce
noise,whichutilizethesparsefeatureofsignalbytransformingtowaveletregion.Andthen,anidentifica-
tiontheoryoftime-varyingparameterbasedonVMDandGMWispresented.Anumericalstimulationis
usedtovalidatetheeffectivenessofthemethod.Finally,anexperimentmodelofmovingvehicleacrossa
beamisbuilt.Themodaltestisproceedandthefiniteelementmodeliscalibrated.Themeasuredstainda-
taisusedtoestimatethepositionofvehicleonbeamatanytime,andtheaccelerateresponseisusedtoi-
dentifytheinstantaneousfrequencybyproposedmethod.Theresultsshowthattheproposedmethodhas
goodvalidationandaccuracytoidentifytheinstantaneousfrequencies.

Keywords time-varyingstructure;instantaneousfrequency;wavelettransform;generalizedMorsewave-
lets;fastiterativeshrinkage-thresholdingalgorithm;variationalmodedecomposition

ShockResistanceofVibrationIsolationSystemwithHydraulicDisplacement

WANGPeng1, YAN Ming1, ZHANGChunhui2, LIUHaichao1

(1.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Sheny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 Shenyang,110870,China)
(2.NavalResearchInstitute Beijing,100161,China)

Abstract Themaximumrelativedisplacementofshipboardequipmentcanbeeffectivelylimitedwhena
limiterisinstalledinvibrationisolationsystem.However,traditionalrubberlimiterisliabletoproduce
serioussecondaryshockonthesystem.Firstly,themathematicalmodelofhydrauliclimiterisestablished
andtheshockresponsecharacteristicsaresimulatedandanalyzedbyDuhameiintegralmethod.Secondly,

thetestdevicesofvibrationisolationsystemwithhydrauliclimiteraredesignedandtheeffectsonshock
resistancewithdifferentlimiterparametersarestudiedbytheactualshocktest.Finally,theshockre-
sponsecharacteristicsofvibrationisolationsystemwithbothhydraulicandrubberlimiterarecompared
and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non-limitervibrationisolationsystem,thehydraulic
limitercanreducethemaximumrelativedisplacementresponseby60%;thereisanoptimumthrottleap-
erture,whichcanmakethesystemobtaintheoptimumvibrationisolationeffect;comparedwithrubber
limitervibrationisolationsystem,thehydrauliclimitercanreduceaccelerationresponseby44.5% when
therelativedisplacementresponseisapproximateequal.Therefore,hydrauliclimitercansubstantially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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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theshockresistanceofshipboardequipment.

Keywords hydraulicdisplacementlimiter;vibrationisolationsystem;shockresistance;throttleorifice;

shipborneequipment

FuzzyFaultTreeAnalysisofUnderwaterPMTExplosion
ProtectionExperimentSystem

TANRunze1, LIXiaobin1, DUZhipeng2, HEMiao3, YUEJingxia1

(1.SchoolofTransportation,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Wuhan,430063,China)
(2.NavalAcademyofArmament Beijing,102401,China)

(3.InstituteofHighEnergyPhys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 Toestimatethefailureprobabilityofthephotomultipliertubes(PMT)underwaterexplosion
testsystem,amethodusinginformationfromfaulttreeanalysisanduncertaintyofdataispresented.
Basedonthefuzzysetmethodandpossibilitytheory,fuzzyfaulttreemethodisamathematicalapproachto
modelinaccuracyanduncertaintyofthefailure.Theproposedmodelisabletoquantifythefaulttreeof
PMTexplosionprotectionexperimentsystem.Inordertoeffectivelyinvestigatebasiceventfailureproba-
bilitieswithoutcrispquantitativehistoricalfailuredata,fuzzylogictheorycombinedwithexpertjudge-
mentmethodisemployed.Thefailureprobabilityofthetopeventandtheimportancemeasuresofbasice-
ventsisalsoillustrated.Theresultdemonstratesthattheapproachisappositefortheassessmentofsys-
temfailure.Theresearchresultscanhelpprofessionalstodecidewhetherandwheretotakepreventiveor
correctiveactionsandhelpimprovetheunderwaterexplosion-proofperformanceofPMTprotectivecover
andfaultdiagnosisoftestsystem.

Keywords photomultipliertubes;fuzzyfaulttree;faultdiagnosis;underwaterexplosion

EffectofVSRonSurfaceIntegrityofStructuralParts

GAOZicheng, YUTian, LIAOKai, MINShuhui, LILijun, TANGXiaohong
(School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CentralSouthUniversity

ofForestryandTechnology Changsha,410004,China)

Abstract Inordertorevealtheinfluenceofvibrationstressrelief(VSR)onthesurfaceintegrityincluding
residualstress,hardnessandmicrostructureofstructuralparts,the7075aluminumalloystructuralparts
istakenastheresearchobject.ThesoftwareANSYSisusedtobuildVSRfiniteelementmodel,theopti-
mumexcitationfrequencyandsampleclampingpositionareobtainedbymodalanalysis.Onthisbasis,

threethin-walledcomponentsareplacedindifferentpositionsoftheplatformforVSR,andtheeffectof
VSRonthesurfacepropertiesofthesamplesisobtained.Theresultsshowthatwhenthesubresonance
frequencyis112Hz,thestressreleaserateofthespecimenis27%atthemiddlepositionoftheexcitation
sourceandatthemaxamplitudeposition.Atthesametime,electronbackscattereddiffraction(EBSD)e-
lectronmicroscopeobservationshowsthatthereisobviousorientationareachangeinthesurfacestructure

grainafterVSR,thechangeofenergyanddislocationproliferationbroughtbygraingrowth,andthein-
creaseofrecrystallizationgrainimprovesthesurfaceperformance,makingthesurfacehardnessofthema-
terialpromoteabout10%~17%.TheresultsshowthatVSRwithplatformcanchangeandoptimiz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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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integrityofmaterials.

Keywords vibrationstressrelief;structuralparts;stressrelaxation;electronbackscattereddiffraction;

surfaceintegrity

TestAnalysisofConcrete-FilledDoubleSkinMetal
TubularMembersUnderLateralImpact

SHIYan1,3, LIXuanying2,3, ZHANGJunbo2, LIUFeifei2, ZHANGJigang2,3

(1.CollegeofCivilEngineering,Fuj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Fuzhou,350118,China)
(2.CollegeofCivilEngineering,QingdaoUniversityofTechnology Qingdao,266033,China)

(3.CooperativeInnovationCenterofEngineeringConstructionandSafetyinShandongBlueEconomicZone 
Qingdao,266033,China)

Abstract Basedontheimprovementoficeresistanceofoffshoreplatformstructure,anewtypeofcon-
crete-filleddoubleskinmetaltubularjacketlegmembersisproposed.Themethodoftheoreticalanalysis,

testandsimulationisusedtostudyitsimpactresistanceunderlateralimpactload.Theoutsidetubemate-
rialsofthemembersarerespectivelyQ345steel,grade304austeniticstainlesssteelandT6061aluminum
alloy.Thesingleimpactandcontinuousimpactareadoptedfortheimpactform.Thetime-historycurveof
impactloadandtime-historycurveofmid-spandeflectionarerecordedandcomparedwiththoseofhollow
pipemembers.Theresultsshowthattheimpactresistanceofcombinedmembersisbetterthanthatof
hollowpipemembers,andtheoverallimpactresistanceofaluminumalloycombinedmembersispoor.
Theultimatebearingenergyofstainlesssteelundersingleimpactismorethan18.83kJ,andthenumber
ofbearingimpacttimesunderthecontinuousimpactofsmallenergyisthemost,sotheimpactresistance
ofstainlesssteelcombinedmembersisthebest.Inaddition,combinedwiththefiniteelementABAQUS
software,thesingleimpactmembersaremodeledandthecalculationresultsarebasicallyconsistentwith
thetestresults.

Keywords offshoreplatform;concretefilleddoubleskinsmetaltube;jacketleg;impactresistance

UnsteadyAerodynamicLoadsofLow-PressureTurbine
UnderRotor-StatorInteraction

YANGChenghao1, FENGHeying1, PENGYehui2, LIHongguang1,3

(1.HunanKeyLaboratoryofMechanicalEquipmentHealthMaintenance,HunanUniversity
ofScienceandTechnology Xiangtan,411201,China)

(2.SchoolofMathematicsandComputationalScience,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Xiangtan,411201,China)
(3.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alSystemandVibration,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 Shanghai,200240,China)

Abstract Inordertostudythecontroleffectsofaxialgapandtrailingedgeserratedstructureontheun-
steadyaerodynamicloadsoflow-pressureturbinebladesunderrotor-statorinteraction,theinternalflow
fieldofthelaststageoftheE3low-pressureturbineisnumericallysimulated.Thevariationregularityof
unsteadyaerodynamicloadsonthedown-streamrotorbladesurfaceisstudiedbychangingaxialgapsand
adoptingserratedtrailingedgestator.Thefollowingfactsarerevealed:theunsteadyaerodynamicloadson
therotorbladessurfacecanbeinhibitedwhenincreasingtheaxialgaps,becausetheblendingofthewake
andthemainstreamcanbeenhancedwiththeincreasingoftheaxialgaps,whichresultsthatthenon-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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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tyoftheairflowiseliminated;thestatortrailingedgeserratedstructurecannotonlystrengthenthe
blendingofthewakeandthemainstream,butalsochangethevortexstructureatthetrailingedge,which
willcauseadestructiveinterferenceeffectontheleadingedgeofthedownstreamrotorblades,lowerits
maximumloadfluctuationbyabout30%,reducethespeedlossinwakeby75.7m/s,andimprovethecir-
culationcapacityandtime-averagedefficiencyofturbine.Comparedwiththestraighttrailingedgestator,

theserratedtrailingedgestatorbladescannotonlyimprovetherotor-statorinterferenceeffectsandaero-
dynamicperformancegreatly,butalsoshortentheaxialgapsofturbineby10%withoutlossoftheturbine
efficiency.

Keywords low-pressureturbine;rotor-statorinteraction;axialgap;trailingedgeserration;aerodynamic
loads

FaultDiagnosisofTractionConverterforHigh-SpeedTrain

GUJia1,3, HUANGMing2, GUANYue4

(1.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DalianJiaotongUniversity Dalian,116028,China)

(2.SoftwareTechnologyInstitute,DalianJiaotongUniversity Dalian,116028,China)

(3.ITDepartment,CRRCQingdaoSifangCo.,Ltd. Qingdao,266111,China)

(4.NationalEngineeringLaboratoryforHigh-SpeedTrain,CRRCQingdaoSifangCo.,Ltd. Qingdao,26611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totheproblemoftractionconverterfaultcausedbytheabnormalconditionofcooling
filterforhigh-speedtrain,afaultdiagnosismethodbasedonmultitaskdeeplearningisproposedbycom-
prehensivelyanalyzingthecorrelationbetweenfaultclassificationoftractionconverterandfilterblockage
degree.Firstly,amulti-taskdeepneuralnetwork(MT-DNN)includingthemaintaskoftractionconvert-
erfaultdiagnosisandthesubtaskoffilterblockagedegreeisconstructed.Then,inordertoaccurately
predictthefailureanddegradationtrendoftractionconverter,thepredictionresultsofMT-DNNandself-
organizingmapping(SOM)methodarecombinedtoconstructthemulti-taskdeepneuralnetworkself-or-
ganizingmappingmodel(MTDNN-SOM).Thismethoddefinesthedegradationstatecurveaccordingto
theevolutionlawofcharacteristicvariablesofhistoricalfaultdata,whichdirectlyreflectstherelationship
betweenfaultcharacteristicsanddegradationstate,andfinallyrealizesfaultdiagnosisandmaintenance
predictionforthecoolingfilteroftractionconverter.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proposed
methodissuperiortothesingletaskortraditionalfaultdiagnosismethodinbothaccuracyandefficiency,

andhasachievedgoodresults.

Keywords high-speedtrain;tractionconverter;faultdiagnosis;multi-taskdeepneuralnetwork;self-or-
ganizingmap

EffectofPreloadonPerformanceofPiezoelectricActuatedTrackedMobileSystem

WANGLiang1, CHENDi1, WANGXin1, ZHANGQuan2, JINJiamei1

(1.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sandControlofMechanicalStructures,

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2.SchoolofMechatronicEngineeringandAutomation,ShanghaiUniversity Shanghai,200072,China)

Abstract Toimprovemechanicaloutputperformances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edtrackedmo-
bilesystem,aU-shapedpreloadadjustingmechanismisproposed,andexperimentalinvestigations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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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thepreloadandtheoutputperformance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edtrack
mobilesystemarecarriedoutinthisstudy.Atfirst,finiteelementsimulationanalysisisconductedto
studytheinfluenceoftheinstallationoftheU-shapedpreloadadjustingmechanismonthevibrationchar-
acteristic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or.Additionally,theoptimalpreloadforcecorrespondingto
themaximumtractionforce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actuatedtrackedmobilesystemprototypewith
theinstallationoftheU-shapedpreloadadjustingmechanismisexperimentallydetermined.Finally,trac-
tioncharacteristics,obstaclecrossingperformances,andmotioncharacteristicsinthesimulatedlunarsoil
environmentareexperimentedforthetrackedmobilesystemprototypeundertheoptimalpreloadforce
state.Experimentalresultsindicatethatthemechanicaloutputperformanceofthesandwichpiezoelectric
actuatedtrackedmobilesystemisimprovedwhenitworkedintheoptimalpreloadforcestate.Thesepro-
videthetechnologysupportandexperimentalbasisforthefutureapplicationofthepiezoelectricactuated
trackedmobilesystemonlunarrovers.

Keywords preloadforce;piezoelectricactuation;piezoelectricactuator;trackedmobilesystem;lunar
rover

EvaluationMethodofBearingHealthStateBasedonVariationalAuto-Encoder

YINAijun1, WANGYu1, DAIZongxian2, RENHongji1

(1.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alTransmissions,ChongqingUniversity Chongqing,400044,China)
(2.ChongqingInstituteofMetrologyandQualityInspection 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ssuchashighlossofcharacteristicinformation,weakgeneralizationabil-
ity,andstrongdatadependencecommonlyexistedinexistingdata-drivenbasedmethodsforbearings
healthstatusevaluation,anewevaluationmodelbasedonvariationalauto-encoder(VAE)whichallowing
high-entropycharacteristicinputisproposed.Bylearningthehigh-dimensionalpotentialprobabilitydistri-
butionofthebearingvibrationsignalspectrumpointincharacteristicspace,ourmodelcanquantitatively
evaluatethebearingoperatinghealthstate.First,thehealthstatusevaluationmodelbasedonVAEisthe-
oreticallyelaborated.Afterward,astateassessmentindexbasedonthelowerboundofvariationalevidence
isestablished.Asaconsequence,itisprovedthatthevariationalauto-encoderhasgoodaccuracyindealing
withtheevaluationofbearingrunningstateandismoresensitivetotheabnormalstatethroughcompara-
tiveexperiments.Additionally,thereisnoneedtoextractfeaturesandsetcomplexparametersartificial-
ly,alsowithoutsettingandadjustingspecificparametersforaspecificsystem.Furthermore,itretains
goodrobustnessevenwithsmalltrainingdatasetsaswellasshowcasescertainpromotionvalueofengi-
neeringapplication.

Keywords variationalauto-encoder;anomalydetection;prognosticsandhealthmanagement;bearing
faultdiag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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