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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栅在超声结构健康监测中的应用与展望

吴 奇 1， 兰伍霖 1， 张含琦 1， 芦吉云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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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 南京，210016）

摘要 使用光纤光栅探测包含损伤信息的高频、小能量超声导波，是结构健康监测的关键技术和重点发展方向之

一。首先，阐述了光纤光栅探测超声的基本原理，介绍了同时满足高灵敏度和大带宽的相移光纤光栅，揭示了光栅

监测的角度相关性以及安装技术；其次，介绍了宽带光源解调法与可调谐激光解调法，将高速的小幅布拉格波长漂

移转换为电压输出；然后，介绍了光纤光栅在冲击监测、声发射监测、声⁃超声监测三个方面的应用，着重以航空航天

复合材料健康监测为例，讨论了损伤判断、定位及分类等功能的实现；最后，对光纤光栅在超声结构健康监测中的应

用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 光纤布拉格光栅；结构健康监测；解调系统；冲击；声发射；声⁃超声

中图分类号 TP212

引 言

结构健康监测（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简
称 SHM）是一种通过监测结构的特性变化评估其损

伤状态、程度、位置并预测剩余寿命的技术［1］。该技

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道路桥梁及工业生产

等领域，以提高结构安全性，降低维护成本，延长结

构服役时间。在众多结构健康监测技术中，超声结

构健康监测通过探测并分析结构中超声信号的衰

减、模态转换等特性，实现对内部损伤的有效诊

断［2］。超声结构健康监测根据超声激励方式的不同

可分为被动监测和主动监测［3⁃4］。前者通过监测环

境激励或结构内部自发产生的激励实时响应结构破

坏的产生，因此不需要额外激励源，且不可重复；后

者则需要驱动器主动向结构中施加超声激励，因此

能够实现可控的信号输入，对结构进行重复的、非实

时的损伤识别。冲击和声发射监测是典型的被动监

测技术，而声⁃超声监测是典型的主动监测技术。

传感器性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探测到的超声信

号质量，决定了结构健康状态监测的准确性。传统

的超声传感器由压电（lead zirconate titanate，简称

PZT）材料制成，虽然稳定性和灵敏度高［5］，但尺寸

大，易受电磁干扰，高低温性能差且长距离传输信号

衰减严重。因此，亟需研发一种新型的、性能优异的

超 声 传 感 器 。 1978 年 ，光 纤 布 拉 格 光 栅［6］（fiber
Bragg grating，简称 FBG）通过驻波干涉法成功研制

之后，已被应用于应变、压力、温度等静态物理量的

测量［7⁃9］。近年来，通过完善 FBG的超声传感理论并

研发解调技术，FBG已能满足超声监测的高解调分

辨率［10］和超千赫兹带宽［11］的要求，成功在固体［12］与

液体［13］中实现了超声监测。相较 PZT传感器，FBG
质量轻、体积小，可嵌入材料内部监测；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温度适用范围广，能够在严苛环境中正常工

作；可多路复用，适用于搭建传感网络，因此在工程

应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力。

笔者将揭示 FBG和相移光纤光栅（phase shift⁃
ed fiber Bragg grating，简称 PSFBG）的超声传感原

理，分析 FBG与导波的耦合特性；总结主流的 FBG
宽带光源解调法［14］与可调谐激光解调法［15］；介绍

FBG在冲击监测、声发射监测及声⁃超声监测 3个方

面的应用，并主要针对光纤光栅在航空航天复合材

料超声监测中的实例展开讨论。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01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21YFF05018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972016，1201101471，U1933202）；机
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MCMS⁃I⁃0521G04）
收稿日期：2022⁃05⁃25；修回日期：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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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纤光栅技术

1.1 光纤布拉格光栅

FBG是光纤纤芯的折射率发生轴向周期性调

制而形成的衍射光栅［16］，如图 1所示。当光纤的一

端输入宽带光源时，FBG会选择性地反射特定波长

范围内的入射光，并透射其余波长的光。反射光谱

中存在一个反射峰，其中心波长（亦称为布拉格波长

λB）由光栅周期 Λ和有效折射率 n eff 决定，其表达

式［17］为

λB= 2n effΛ （1）

当 FBG受轴向应变 Δεz作用时，几何效应与光

弹效应会使光栅周期和有效折射率发生变化，λB产
生漂移［18］。应变引起的波长漂移量 ΔλBε 与 Δεz 成
正比

ΔλBε= (1- pε) Δεz λB （2）
其中：pε为有效光弹系数。

此外，当 FBG受到温度影响时，热膨胀和热光

效应也会导致光栅周期和折射率发生改变。因此，

FBG可实现应变和温度的监测。

温度变化 ΔT对波长漂移 ΔλBT的影响为

ΔλBT= (α+ ξ ) ΔTλB （3）
其中：α为光纤热膨胀系数；ξ为热光系数。

超声导波的实质是一种在有界介质中传播的机

械应力波，会引起局部的应变高速变化，从而调制

FBG，引起 λB 的快速漂移。因此，类似于应变的测

量，通过确定 λB的漂移量可实现超声的监测。研究

表明，光栅栅长与超声波波长的比例影响了 FBG对

超声的响应［19⁃21］：①当超声波长远大于光栅栅长时，

FBG波长漂移函数退化为式（2），即 ΔλB与超声应变

成正比；②当超声波波长与光栅栅长接近时，ΔλB小
于同等静态应变作用时产生的中心波长漂移量，且

随着光栅栅长减小而变小；③当超声波波长远小于

光栅栅长时，在整段光栅上应变平均值为 0，λB并不

会产漂移。因此，短栅长的 FBG具有更大的超声探

测带宽［22］。另一方面，因为 FBG传感器的监测灵敏

度一般与其光谱主峰线性区域的斜率呈正相关，所

以短栅长 FBG虽然满足了超声监测带宽的要求，但

其光谱中线性段斜率较缓，降低了监测灵敏度。综

上，FBG的带宽与灵敏度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即在相同的光栅调制深度下，仅通过调节光栅长度

难以满足监测要求。

1.2 相移光纤光栅

随着光栅制造技术的发展，啁啾光纤光栅［23］、

长周期光纤光栅［24］、超结构光纤光栅［25］等特殊 FBG
相继被研制出来以应用于超声监测。其中，PSFBG
被认为是最适用于超声监测的光栅结构。PSFBG
是通过在栅区中心插入一个 π相移而制成的，相移

区与两端的均匀 FBG形成了一个类似法布里⁃珀罗

的结构［22］。

图 2展示了在相同的光栅长度与调制深度下仿

真的 FBG和 PSFBG光谱。PSFBG反射光谱中心

出现了一个狭窄的反射谷（透射峰），其线性区域呈

现更陡的斜率。因此，PSFBG相比 FBG有更高的

灵敏度［27］。此外，光功率集中在 PSFBG的中心相

移区，因此有效光栅栅长更短。该特性使 PSFBG
拥有更宽的超声带宽，能监测兆赫兹的信号［28］，同

时满足大带宽和高灵敏度的高性能超声监测要求。

1.3 光纤光栅与导波的耦合特性

因为在实际的超声监测中，需要在试件上不同

位置、不同的测试条件下布置 FBG，所以需要研究

FBG超声监测的角度相关性与安装方法。

研究表明，FBG和 PSFBG具有相似的超声角

度相关性，可通过平板和光纤中的应变传递和转换

机理进行解释［29］。如图 3所示，当超声激励源与

FBG距离较远时，FBG对沿着光纤轴向传播的超声

敏感，但对垂直于光纤方向上的超声不敏感，与角度

呈近似于三角函数关系［30］。然而，当超声激励源与

图 1 FBG原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FBG

图 2 FBG与 PSFBG的光谱图

Fig.2 Spectra of FBG and PSF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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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G距离较近且垂直于光纤时，泊松效应使得光栅

仍能被调制，探测到的超声波具有相反的相位［31］。

常规的 FBG安装方式是将光栅区域直接粘贴

在待测结构上。该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但服役中结

构的大静态应变会使 FBG的 λB 漂移超出解调系统

的动态范围。悬臂式粘贴可克服上述问题［32］。该

方法是将 FBG栅区旁的光纤粘贴在结构上，使光栅

区域悬空以隔绝静态应变；但超声导波仍可通过粘

合点传入光纤，并被光纤引导离开高温等严苛环境，

继而被 FBG监测［33］。在悬臂式粘贴的基础上，将

FBG 的另一边也粘贴在结构上 ，可形成桥式粘

贴［34］。两处粘合点可在不同时刻接收原始激励与损

伤信号形成自参考，有助于超声损伤信号的识别与

分析。此外，研究表明，粘接剂的选择与粘接面积都

会影响 FBG与超声导波的耦合特性［35⁃36］，这是一个

相对复杂且有待解决的问题。

2 解调技术

2.1 宽带光源解调法

宽带光源解调又称为功率解调，原理如图 4所
示。采用发光二极管和放大自发辐射光源等宽带光

源向 FBG传感器输入光信号，光信号经 FBG反射

和光学滤波器滤波后被光电探测器接收并转化为电

压信号。由于滤波器光谱 F filter 和传感 FBG 光谱

F sensor存在一个重叠区域，当传感 FBG在超声作用

下产生波长漂移时，重叠区域的面积随之变化，输出

电压变化V的表达式［37］为

V ( ΔλB )=∫RD( λ) S ( λ) F filter( λ) F sensor( λ-ΔλB ) dλ
（4）

其中：RD为光电探测器的影响因子；S为宽带光源的

光谱密度。

在一定的布拉格波长漂移范围内，V与待测量

呈线性关系。

根据上述解调原理，Perez等［38］通过串联一个

FBG作为光学滤波器设计了一种匹配光栅解调技

术，成功监测到了 PZT与断铅试验产生的超声信

号，但灵敏度不高。笔者采用两个 PSFBG形成匹

配光栅结构，利用 PSFBG较陡的斜边大幅提高了

监测灵敏度［39］。Cui等［40］设计了一种具有反馈控制

器的 FBG解调系统，解决了反射匹配光栅解调中的

非线性问题。此外，M⁃Z干涉仪［41］、阵列波导光栅［42］

等结构也能够代替光栅进行滤波。宽带光源解调法

易实现且成本低，多路复用能力强，但宽带光源中存

在较大的强度噪声与相位噪声，限制了灵敏度，较难

监测低幅值或远距离的超声信号。

2.2 可调谐激光解调法

可调谐激光解调又称为边缘滤波解调，原理如

图 5所示。该方法采用波长可调谐激光作为光源，

调节激光器波长至 FBG光谱线性区域 3 dB位置，

光电探测器接收反射光（或透射光），其输出电压 V
与 FBG波长变化成正比［43］

V=ΔλBGRD P （5）
其中：G为光谱线性斜率；P为激光的光功率。

由式（5）可知，输出电压的幅值由光功率与光栅

斜率决定，高光功率和大光栅斜率有利于监测低幅

值超声信号。然而，可调谐激光解调法中的强度噪

声与频率噪声限制了系统的灵敏度［44］，因此仅通过

图 3 PSFBG对超声波的灵敏度分布特性 [30]

Fig.3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 properties of PSFBG to ultra⁃
sonic waves[30]

图 4 宽带光源解调技术

Fig.4 Demodulation using broadband light source

图 5 可调谐激光解调技术

Fig.5 Demodulation using tunable laser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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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P对监测灵敏度的改善有限。文献［45］提出了

平衡光电探测系统，通过同时接收反射光和透射光

放大了超声信号并降低了激光强度噪声，结合拥有

大线性斜率的 PSFBG，该系统的灵敏度相较传统的

可调谐激光解调 FBG提高了近 30 dB。Hu等［46］通

过设置 PSFBG参考臂探测噪声信号，将频率噪声

从原始信号中减去，进一步提高了 20 dB的信噪比。

与宽带光源相比，波长可调谐激光器所需成本更高，

且多路复用能力差。其优势在于对超声监测具有很

高的灵敏度，可探测能量小、距离远的超声信号，满

足实时监测和大范围监测的需求。

3 光纤光栅在超声结构健康监测中的

应用

3.1 冲击监测

冲击是一种作用时间较短的载荷，其特点是信

号幅值大、频率低。早期，FBG传感器主要用于监

测较大能量的低速冲击，且很难将冲击能量和材料

损伤形式相对应［47⁃48］。Chambers等［49］在碳纤维增强

复 合 材 料（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简 称

CFRP）中嵌入 FBG并开展低速冲击试验，量化了冲

击能量，探索了 CFRP的冲击损伤机制。Takeda
等［50］使用小直径的 FBG 传感器 ，降低了嵌入式

FBG对 CFRP机械性能的影响，监测到了 CFRP中

的冲击分层损伤，讨论了载荷与冲击损伤之间的关

系。Jang等［51］针对冲击信号的频率分量进行小波变

换，建立了 CFRP中分层损伤面积与 FBG光谱漂移

之间的相关性。

冲击定位可将损伤区域判定在一定范围内，有

效降低损伤处理和结构维护的复杂度，是冲击监测

中另一个关键问题。FBG传感系统冲击定位的精

度主要受 FBG传感器的安装方式与信号处理算法

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布置 FBG三角应变

花［52］、正交应变花［53］等结构避免 FBG的超声角度相

关性，并根据测量到的超声导波达到时间差来确定

冲击位置。Frieden等［54⁃55］结合 FBG矩形阵列安装

与定位插值算法，提出了一套判别 CFRP损伤大小

和损伤位置的混合数值⁃试验优化方法，定位精度高

达到 5 mm。随着算法的革新，神经网络、机器学习

等算法模型被陆续应用于冲击信号处理。Wen
等［56］在 CFRP表面粘合了包含 4个 FBG的传感网

络，将冲击信号作为特征向量输入神经网络模型进

行训练，输出冲击坐标的平均定位误差为 2.1 mm。

Sai等［57］提出了一种由 8个 FBG组成的传感系统，

通过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信号时间差，将冲击定位

平均误差降至 1.7 mm，进一步提高了定位精度。

基于 FBG的冲击监测在大型复杂结构中也得

到一定的应用。Zheng等［58］建立了一套基于 FBG的

冲击监测系统，结合投影双字典算法，在碳纤维蜂窝

板上实现了高精度的冲击定位。如图 6所示，Jang
等［59］利用 FBG的多路复用性，将包含 6段不同中心

波长的 FBG串嵌入 CFRP机翼盒段内，采用神经网

络算法在强噪声干扰下实现了冲击信号的监测。

Shrestha等［60］使用一维阵列 FBG布局和参考数据

库算法，开发了一套可应用于全尺寸机翼的监测系

统，大幅减少了所需传感器的数量，在 4.2 m的机翼

上 冲 击 定 位 误 差 仅 为 35 mm。 文 献［61⁃62］在

CFRP机翼面板成型过程中嵌入 FBG传感网络，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冲击裂纹损伤监测系统，同时实现

了材料内部应变和机翼面板损伤状态的监测。

3.2 声发射监测

声发射是指材料内部突然释放能量而产生瞬时

弹性波（应力波）的物理现象［10］。虽然声发射信号幅

值低、频率高，但断铅试验证明了 FBG传感器监测

声发射信号的可行性［63］。Tsuda等［32］利用 FBG的

图 6 FBG在机翼盒段冲击监测中的应用 [59]

Fig.6 Impact monitoring on wing using FBG[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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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梁式结构成功监测到了 CFRP罐在加压试验中

产生的声发射信号，但受传感器共振特性的影响，很

难对信号进行超声模式分析。笔者结合平衡解调法

和 PSFBG，监测了 CFRP拉伸测试中产生的声发射

信号，通过统计分析、模态分析等，识别了复合材料

中基体裂纹、分层和纤维断裂这 3种典型的微小损

伤形式［64⁃65］，如图 7所示。此外，还对三点弯试验中

的复合材料基体裂纹进行 PSFBG监测，通过小波

分析揭示了基体裂纹声发射信号的特征［66］。Yu
等［67⁃68］结合 FBG悬臂梁粘贴与平衡解调法对 CFRP
的损伤开展了定量评估，提出了一种基于峰值频率

与幅值比的损伤因子，识别了 CFRP层合板损伤类

型，阐明了兰姆波模态、声发射信号幅值、峰值频率

与损伤类型之间的关系。

与冲击监测类似，定位也是声发射的重要研究

内容。Kim等［69］采用 FBG传感系统监测了复合材

料机翼断裂时发出的声发射信号，损伤点定位误差

仅为 14%。Mendoza等［70］开发了一种 FBG声发射

监测系统（F声发射 SenseTM），实现了不同飞机部件

中损伤的实时监测、识别及定位等功能。Costa等［71］

在 T38复合材料机翼四分之一模型中嵌入 FBG阵

列传感器，通过监测静态应变和动态声发射信号对

机翼结构进行健康评估。除了航空航天结构，基于

FBG的声发射技术也被应用于大型风力机叶片［72］、

长距离传输管道［73⁃74］等结构的监测中。

3.3 声⁃超声监测

声⁃超声监测是主动向结构中输入超声导波，通

过探测并分析超声经过损伤区域之后发生的变化而

实现结构健康监测。传统使用 PZT作为超声发射

器和传感器的声⁃超声监测技术易受电磁干扰的影

响，且信号易发生相互串扰，限制了损伤信号识别的

精度。此外，PZT不具备多路复用的能力，在大型

结构监测上的应用受限。Betz等［75］提出将 FBG作

为超声传感器，形成 PZT/FBG混合声⁃超声监测系

统，可有效地区分发射器与传感器中的信号，并且可

监 测 不 同 模 式 的 兰 姆 波［76］。Wu 等［77］在 铝 板 与

CFRP 平板上布置多个 PZT 与一段多路复用的

FBG，验证了该 PZT/FBG混合声⁃超声监测系统的

损伤监测可行性，并实现了 CFRP上脱粘的定位。

Lam等［78］将 PZT/FBG应用在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

损伤监测中，通过归一化的超声响应表征了玻璃纤

维复合材料分层损伤。

进一步使用具有质量轻、体积小、方向性好的宏

观纤维复合材料（macro fiber composite，简称MFC）
代替 PZT，可建立MFC/FBG声⁃超声监测系统［79］。

Okabe等［80］使用该系统监测了 CFRP中的分层损

伤，通过小波变换识别了兰姆波中的对称与反对称

模态，评估了分层长度。Zhang等［81］将 MFC/FBG
声⁃超声监测系统应用于变截面 CFRP螺旋桨叶和

复合材料 T型接头，采用具有大监测带宽的双频信

号处理技术，监测到携带更多损伤信息的超声信号，

适用于复杂的航空航天复合材料结构监测。

FBG除了用于监测声⁃超声中的线性成分，还

可监测其中的非线性成分。超声经过微损伤后，信

号会发生畸变从而产生高阶谐波，通过提取非线性

超声波信号特征可以实现微小损伤的监测［82］。如

图 8所示，笔者课题组利用 PSFBG的平衡解调系统

成功探测到了金属板中传播的二次谐波，阐明了疲

劳裂纹对兰姆波非线性成分的调制机理，评估了疲

劳裂纹的长度［83］，还用相似的技术监测了复合材料

中的非线性超声，评估了基体裂纹个数的增加［84］。

图 7 PSFBG监测到的 CFRP累积声发射数 [65]

Fig.7 Accumulative AE hits of CFRP monitored by PSF⁃
BG[65]

图 8 疲劳裂纹的非线性声⁃超声信号包络 [81]

Fig.8 Envelop of nonlinear acousto⁃ultrasonic signal of fa⁃
tigue crack[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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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近年来，光纤光栅超声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取得

了飞速发展，并在航空航天复合材料结构上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应用。为了进一步满足超声监测所需的

带宽、灵敏度、复用性和稳定性，不仅需要研发创新

的 FBG传感器与解调系统，还需要全面地考虑安装

方法、方向灵敏度及环境干扰等问题，并针对冲击监

测、声发射监测以及声⁃超声监测等特定技术的需求

改进和完善监测技术。后续研究工作包括：研发创

新的传感器，进一步拓展动态范围，提高抗干扰能

力；研发创新的解调仪，以同时保证带宽、灵敏度和

复用性；针对光纤光栅超声监测的特点，研发新的数

据处理算法，提高损伤判断、定位及分类的精度，满

足超声结构健康监测在复杂结构、严苛环境中的实

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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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寿命预测新方法及其在滚动轴承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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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单一时频域指标不能完全诠释滚动轴承全寿命周期退化特性以及剩余使用寿命（remaining useful life，
简称 RUL）预测困难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均方谐噪比（mean square harmonic noise ratio，简称MSHNR）指标和改进

正则化粒子滤波（regularized particle filter，简称 RPF）相结合的剩余寿命预测方法。首先，在局部均值进行信号分

解的基础上，通过MSHNR指标实现轴承退化过程的特征提取；其次，分别基于 Paris模型及 Foreman模型构建滚动

轴承稳定退化期和加速退化期的状态空间模型，并利用基于欧式距离的核函数实现重采样过程的改进，实现轴承健

康状态评估和剩余寿命预测；最后，通过公开的滚动轴承加速数据验证了所述方法的有效性。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为

核动力旋转设备中滚动轴承的预测性维护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公众对核动力旋转设备运行的认识与信赖。

关键词 滚动轴承；局部均值分解；剩余寿命预测；均方谐噪比；正则化粒子滤波

中图分类号 TH165.3；TH17

引 言

滚动轴承作为核电厂旋转机械设备的承载核心

部件，由于长期运行极易出现磨损、疲劳剥落等故

障，会造成旋转设备性能下降甚至整体失效，进而威

胁核动力装置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因此，通过提取

滚动轴承的运行特征并进行有效的 RUL预测能够

辅助旋转设备运维方案的调整，以降低设备的故障

率，提高备品备件的管理效益，从而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提升旋转设备的使用效率。

目前，对旋转设备特征提取的研究包括 3类：①
旋转机械研究早期采用的时域分析法，其容易受转

速、载荷的变化而波动，降低了特征参数的准确性；

②频域分析法，因其需要对信号进行全局变换，存在

无法捕捉数据瞬态信息的问题，只适用于处理平稳

信号；③同时考虑信号时频特性与局部性能的时频

分析方法。目前，常用的时频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短

时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等传统时频分析方法以及

经验模态分解、局部均值分解（local mean decompo⁃
sition，简称 LMD）等自适应信号分析方法。传统时

频分析方法在信号分析过程中需要预设基函数，并

且缺乏自适应分解特性；经验模态分解虽然解决了

自适应的问题，但却受模态混叠、端点效应等问题的

影响［1］；LMD则大大改善了端点效应和模态混叠问

题，并且其分解得到的乘积函数具有更加实际的物

理意义［2⁃3］。

RUL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数据驱动的

方法和基于模型驱动的方法［4］。数据驱动方法通过

对设备历史数据的分析，构建设备健康状态与数据

隐藏信息间的映射关系，实现设备 RUL的评估。于

忠斌等［5］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将多维特征融合作为轴

承退化指标，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实现了

滚动轴承的退化预测。Wang等［6］将采集到的轴承

监测数据直接输入到深度可分离卷积网络中进行数

据隐藏信息的挖掘和提取，然后利用全连接输出层

来估计滚动轴承的 RUL。王玉静等［7］结合卷积神经

网络和长短时记忆网络实现了滚动轴承的 RUL预

测。数据驱动方法虽然不需要对轴承的退化机理有

明确的认识，但对历史数据的依赖性较大，且存在

“黑箱”问题，因此对滚动轴承这一运行环境复杂、载

荷变化较大的部件，其预测性能存在很大的误差。

基于模型驱动的方法则是结合设备的失效和退化机

理来建立数学模型，进而描述设备的退化过程并预

测其 RUL。在模型驱动方面，吕明珠等［8］基于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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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滤波实现轴承退化状态的跟踪和预测，但由于

其退化模型选择了精确性较低的双指数模型，因此

其适用性限制了模型的推广。马波等［9］虽然在 Paris
及 Forman公式的基础上改进了滚动轴承的状态空

间模型，使模型的精确性显著提高，但是其预测过程

选择了传统粒子滤波算法，存在粒子耗尽等问题，且

监测指标的波动对预测结果影响较大。

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MSHNR指标和

RPF相结合的滚动轴承 RUL预测方法。在基于

LMD的振动信号分解与重构的基础上，为解决单一

时频域指标不能完全诠释信号振动特性的问题，提

出基于MSHNR的轴承退化指标，充分利用谐噪比

（harmonic noise ratio，简称 HNR）对周期性冲击的

敏感性，实现对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简称

RMS）的倍增，达到凸显退化波动趋势的目的。在

RUL预测过程中，针对单一预测模型不足以反映轴

承不同退化过程的问题，分别基于 Paris 模型及

Foreman模型构建滚动轴承稳定退化期和加速退化

期的状态空间模型。同时，为了考虑粒子更新的时

间尺度对滤波估计的影响，利用基于欧式距离的核

函数改进粒子滤波的重采样机制，改善了粒子耗尽

问题，提高 RUL预测的准确度。

1 理论基础

1.1 局部均值分解

用于监测滚动轴承的振动信号包含各种噪声，

并且受到传递路径的调制，最终表现为信号频率和

幅值的复杂性，不易直接提取其退化信息。LMD能

够根据信号自身的变化规律，自适应地分解多分量

的调幅调频信号。

假设滚动轴承的某一时间段内的振动信号为

x ( t )，则对 x ( t )进行局部均值分解的步骤如下：

1）计算 x ( t )的局部极值点 ni，并通过式（1）、

式（2）计算相邻局部极值点的平均值 mi和包络估计

值 ai，利用滑动平均计算局部均值函数 m 11 ( t )和包

络估计函数 a11 ( t )

mi=
ni+ ni+ 1
2 （1）

ai=
|| ni- ni+ 1

2 （2）

2）从 x ( t ) 中 将 m 11 ( t ) 分 离 出 来 ，得 到 函 数

h11 ( t )，然后利用 a11 ( t )进行解调，得到 s11 ( t )
h11 ( t )= x ( t )- m 11 ( t ) （3）

s11 ( t )= h11 ( t ) a11 ( t ) （4）
3）将 s11 ( t )作为新函数继续步骤 1和步骤 2的

计算，直到 s1n ( t )为纯调频函数；

4）通过计算包络函数的乘积，得到包络信号，即

a1 ( t )= a11 ( t ) a12 ( t )…a1n ( t ) （5）
5）计算 s1n ( t )和 a1 ( t )的乘积，得到第 1个乘积

函数

PF1 ( t )= s1n ( t ) a1 ( t ) （6）
6）将 PF1 ( t )从 x ( t )中 分 离 出 来 ，将 新 信 号

u1 ( t )重复步骤 1~5，直到 uk ( t )为一个单调函数或

极值点个数小于 3时为止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u1 ( t )= x ( t )- PF1 ( t )
u2 ( t )= u1 ( t )- PF2 ( t )

⋮
uk ( t )= uk- 1 ( t )- PF k ( t )

（7）

7）原始信号 x ( t )经过上述迭代过程，可分解为

一系列乘积函数分量和一个残余分量，即

x ( t )=∑
i= 1

k

PF( t )i+ uk ( t ) （8）

1.2 改进的正则化粒子滤波

在滚动轴承 RUL预测中，通常很难观察到滚动

轴承的退化状态。相比之下，现有的传感技术，如振

动传感器和声发射传感器等为轴承退化程度的评估

提供了间接的测量手段。基于贝叶斯框架，这种间

接反应设备内部状态的场景可以用如下数学模型进

行描述

xk= f ( xk- 1，uk- 1 ) （9）
yk= h ( xk，vk ) （10）

其中：k为时间；f (⋅)和 h (⋅)为系统状态值和观测量的

转移函数；xk和 yk为时刻 k下的系统状态和测量值；

uk- 1和 vk为模型中的白噪声。

粒子滤波是一种基于贝叶斯框架的蒙特卡洛方

法［10］，其重采样过程容易产生粒子耗尽的问题。本

研究基于正则化思想，设计了一种基于欧式距离核

函数的正则化重采样方法。该方法选取当前时刻前

粒子迭代更新的若干步长作为时间尺度，计算该时

间尺度内观测值与每个粒子估计值间的欧式距离，

然后以此距离作为调整粒子权值的依据，解决原有

基于 Epanechnikov核密度函数、高斯核函数等正则

化重采样方法只关注粒子当前值而忽略更新趋势的

问题。基于欧式距离的正则化粒子滤波算法实施步

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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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粒子初始化（k= 0）：对于 i= 1，2，⋅ ⋅ ⋅，N，由

先 验 分 布 p ( x 0 ) 生 成 粒 子 { x ( i )0 }Ni= 1。 对 于 k=
1，2，…，执行步骤 2~5。

2）重要性采样：基于 p ( |xk x ( i )k- 1 )采样 N个粒子

组成粒子集合 { x ( i )k }Ni= 1。
3）权重计算与归一化：基于式（10）计算每个粒

子的观测估计值 y ik，当前观测值 yk 输入后，利用

式（11）计算样本集合中各样本的权值w ( i )
k

w ( i )
k =

1
2π σ

e
(- ( y

i
k- yk )2

2σ 2
)

（11）

对 w ( i )
k 按照式（12）进行归一化计算，生成粒子

集合 { x ( i )k ，w * ( i )
k }Ni= 1

w * ( i )
k = w ( i )

k ∑
i= 1

N

w ( i )
k （12）

基于式（13）计算有效粒子数 N eff

∧

，当 N eff

∧

≥ N th

（N th为采样阈值）时，进行步骤 5，否则转入步骤 4

N eff

∧

≈ 1

∑
i= 1

N

(w * ( i )
k )2

（13）

4）基于欧式距离的正则化重采样：选取系统

观测值序列和粒子估计值矩阵，对于系统的观测

值，以当前时刻前 S步取序列 Yk={ yi }ki= k- S+ 1，然

后由样本集合 { x ( i )k ，w * ( i )
k }Ni= 1 中各样本值计算得出

如式（14）的观测值估计值矩阵

Y *
k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y * ( 1 )k- S+ 1 … y * ( 1 )k
⋮ ⋮

y * (N )k- S+ 1 … y * (N )k

（14）

其 中 ：y *( i )k- S+ j ( j= 1，2，…，S )为 第 i 个 粒 子 在 k-
S+ j时刻的观测值的估计值。

基于欧式距离计算系统观测值序列和每个粒子

观测值估计值的欧式距离 { L ( i )k }Ni= 1，然后将 { L ( i )k }Ni= 1
归一化到（0，1）区间得到 { α ( i )k }Ni= 1。基于 { α ( i )k }Ni= 1重
新分配的样本权值为

w ( i )
kupdate = α ( i )k p ( yk| x ( i )k ) （15）

基于新样本权值进行重采样得到新的粒子集

{ x *( i )k ，w *( i )
kupdate }Ni= 1。

5）状态估计

xk=∑
i= 1

N

x *( i )k w *( i )
kupdate （16）

2 滚动轴承RUL预测方法

本研究提出的滚动轴承 RUL预测方法的流程

如图 1所示，主要包括基于 LMD的滚动轴承退化指

标 提 取 和 基 于 正 则 化 粒 子 滤 波 的 RUL 预 测 两

部分。

首先，通过 LMD对时序的振动信号进行分解；

其次，通过相关系数对分解的乘积函数分量进行筛

选和重构；然后，通过计算重构信号的MSHNR指

标表征滚动轴承的整体性能退化趋势；最后，基于

滚动轴承的运行状态信息和退化指标，实现滚动轴

承稳定退化阶段和快速退化阶段的划分，并基于

Paris模型及 Foreman模型构建滚动轴承稳定退化

期和加速退化期的状态空间模型。同时，基于欧式

距离核函数方法解决原有正则化重采样只关注粒

子当前值而忽略粒子更新传递过程中粒子趋势发

展问题，在增加粒子多样性的基础上保留了粒子的

趋势变化。

2.1 退化指标选取

假设一个包含 n个数据样本，每个样本有 m个

数据点的时序序列 x ( t )，每个样本的 RMS计算为

RMS= 1
m∑i= 1

m

x2i （17）

对 x ( t )做Hilbert变化，取包络并去除直流分量

c ( t )= x ( t )2
~

+ x ( t )2 （18）

c ( t )
~

= c ( t )- c ( t )
—

（19）

其中：c ( t )
—

为包络信号的均值。

在轴承退化过程中，通过计算 c ( t )
~

的自相关函

图 1 滚动轴承 RUL预测流程

Fig.1 RUL prediction process of rolling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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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提取退化过程引起的周期性冲击，即

rx ( τ )=∫
-∞

+∞

c ( t )
—

c ( t+ τ )
—

dt （20）

计算 rx ( τ )在时间滞域中的最大位置，即

HNR= rx ( τmax )
rx ( 0 )- rx ( τmax )

（21）

其中：τmax为 rx ( τ )最大位置；rx ( τmax )和 rx ( 0 )分别为

rx ( τ )最大位置对应的幅值以及包络总能量。

自相关函数如图 2所示。

在滚动轴承特征提取过程中，单一的时频域指

标并不能完全诠释信号的振动特性，因此本研究通

过结合 RMS稳定性好且能很好地描述轴承退化趋

势与 HNR 对周期性冲击敏感的优势，通过计算

MSHNR指标实现凸显轴承退化波动趋势的目的。

VMSHNR = VRMSVHNR （22）
在预测过程中，本研究利用 u+ 6σ设置报警阈

值判断轴承由正常运行进入退化阶段，其中 u和 σ分
别为轴承正常运行过程的均值和方差。利用MSH⁃
NR指标的增长速率区分轴承的稳定退化阶段和快

速退化阶段。

2.2 退化模型构建

滚动轴承发生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周期性重载

荷下发生的材料疲劳剥落，因此本研究以轴承疲劳

剥落为典型退化模式，分析轴承在周期性载荷作用

下的裂纹扩展机理并构建其退化模型。滚动轴承的

裂纹拓展过程主要包括稳定拓展期和快速拓展

期［11］，为了解决滚动轴承在不同退化过程的物理模

型构建问题，采用工程上应用广泛的 Paris模型和

Foreman模型，分别描述滚动轴承的稳定退化期和

快速退化期。

2.2.1 滚动轴承稳定退化期——Paris模型

Paris模型是工程上研究裂纹稳定拓展使用最

多的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机械部件的 RUL预测［12］。

Paris公式的常见形式为

da
dN = C ( ΔK )m （23）

其中：a为裂纹尺寸；N为载荷周期；da dN为裂纹扩

展率；C，m为材料参数；ΔK为应力强度因子幅。

假设裂纹拓展的基本类型为张开型，则应力强

度因子幅可通过式（24）计算

ΔK=Δσ πa （24）
其中：Δσ为轴承裂纹处的应力范围。

当滚动轴承的载荷循环间隔 dN足够小时，以

差分形式对式（23）进行逼近，如式（25）所示

ak= Ck- 1 ( Δσ πak- 1 )mk- 1 dN+ ak- 1 （25）
2.2.2 滚动轴承快速退化期——Foreman模型

Foreman模型在 Pari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应

力比和断裂韧性的修正，适用于裂纹快速拓展阶段

的规律描述，其模型形式为

da
dN =

C ( ΔK )m

( 1- R )Kc-ΔK
（26）

其中：R和Kc分别为应力比和断裂韧性。

当滚动轴承的载荷循环间隔 dN足够小时，可

以差分的形式逼近式（26）的 Forman模型的裂纹扩

展速率的微分项，此时基于 Forman模型的疲劳裂纹

快速扩展模型为

ak=
C ( ΔK )m

( 1- R )Kc-ΔK
dN+ ak- 1 （27）

根据状态空间模型式（9）和式（10），滚动轴承的

退化模型可以描述如下。

状态方程为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ak= Ck- 1 ( Δσ πak- 1 )mk- 1 dN+ ak- 1 + uk

ak=
C ( ΔK )m

( 1- R )Kc-ΔK
dN+ ak- 1 + uk

（28）

其中：状态方程中的上、下两个方程分别用于描述轴

承的稳定退化期和快速退化期；uk和 vk为过程噪声

和测量噪声。

观测方程为 yk= ak+ νk。

建立了轴承退化模型后，基于以下步骤对滚动

轴承 RUL进行预测：①退化阶段判断，首先使用局

部均值分解算法提取退化指标，并设置稳定拓展阶

段和快速拓展阶段的分界点，然后基于分界点实现

轴承退化模型的选取；②将已知退化指标序列代入

状态空间模型中，对模型参数 C和m进行不断调整，

待更新结束后，将最新的估计值作为模型参数，对轴

承未来状态进行递推预测，并对 RUL 分布进行

估计。

2.3 滚动轴承RUL预测

RUL可定义为设备或组件从当前时刻到潜在

图 2 自相关函数

Fig.2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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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发生的连续运行时间。在本研究中，利用粒子

滤波状态方程的递推实现 RUL的计算，如式（29）
所示

z ( t+ p )≥ z threshold （29）
其中：zthreshold为滚动轴承的失效阈值。

当递推步长 p满足不等式时，即记录当前递推

步长 p为 t时刻预测的轴承剩余使用寿命。

基于递推计算和失效阈值的 RUL预测如图 3
所示。图中 2条虚线表示滚动轴承退化状态的预测

区间，即 RUL预测过程的 90%置信区间。在本研

究中，基于正则化粒子滤波的 RUL预测模型能够给

出滚动轴承 RUL的概率分布，相比于剩余使用寿命

预测的点估计方法，更能指导滚动轴承的运维决策

和资源管理。

3 试验及结果分析

3.1 试验介绍

本研究以图 4所示的 XJTU⁃SY滚动轴承公开

数据集进行模型验证，轴承运行过程通过液压加载

系统在测试轴承的轴承座上进行径向力加载。在数

据处理过程中，选取每条样本的前 1 000条数据作为

分析数据。

图 5 为数据集中转速为 2 100 r/min、载荷为

12 kN工况下轴承的全寿命周期振动信号，可以看

出，大概 80 min前轴承振动幅值很小且波动平稳，

而在 80 min后轴承的振动幅值迅速增大并很快达

到停机阈值。

3.2 基于 LMD的退化指标提取

将上述滚动轴承的加速寿命数据进行自适应的

LMD分解，分解结果如图 6所示。

图 5 转速为 2 100 r/min、载荷为 12 kN工况下的振动信号

Fig.5 Vibration signa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peed 2 100 r/
min and load 12 kN

图 3 RUL预测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RUL prediction

图 4 滚动轴承加速寿命试验台

Fig.4 Test bench for accelerated life of rolling bearings

图 6 转速为 2 100 r/min、载荷为 12 kN工况下的 LMD分解

结果

Fig.6 LMD decomposition of vibration signals under the con⁃
dition of speed 2 100 r/min and load 12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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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可以看出，经过分解，原始信号的振动

信息被分解到不同的乘积函数中，其中，乘积函数

PF0~PF2的幅值较大，含有原始信号的大部分信

息，其他分量则可归为噪声成分。LMD分解过程

将复杂的多分量调幅调频信号分解成含有不同特

征频率的调幅调频信号，若某一乘积函数包含原始

振动信号中的有效特征成分，两者之间会有较高的

相关性。

如表 1所示，基于皮尔森相关性系数（P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简称 PCC）、斯皮尔曼相关性

系数（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简称 SCC）和

肯德尔相关性系数（Kendal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简称 KCC）对 LMD分解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设定

相关系数筛选阈值 0.4进行乘积函数的选择和重

构，即如表 1所示选择乘积函数 PF0~PF2进行信号

的重构，其余分量视为噪声干扰，重构信号与原始信

号的各相关系数均大于 0.8，表明其包含了原始信号

的主要信息。

在重构信号的基础上，通过MSHNR指标提取

的退化趋势如图 7所示，根据 XJTU⁃SY滚动轴承加

速寿命数据以及停机阈值的确定标准［9］，将轴承的

报警阈值和失效阈值设置为 1.0和 20.0，其对应的报

警时间和失效时间分别为 20 min和 121 min。从图

中可以看出，滚动轴承的全寿命周期可分为 3个不

同的阶段，其中：0~20 min内退化指标波动较小，可

认为轴承处于正常运行；在 20 min之后，MSHNR值

出现较为明显的退化趋势，但MSHNR的增长速率

相对较慢，此阶段可认为轴承处于稳定退化期；当运

行时间超过 70 min后，MSHNR迅速增加，此时轴承

处于快速退化期。

为了能够连续、单调地表征轴承的退化趋势，通

过 5次多项式拟合提取MSHNR化的趋势线，如图 7
中的红色曲线所示。在 RUL预测过程中，将此作为

表征轴承健康状态的退化曲线。

图 8和图 9所示为 RMS和 HNR的趋势图。相

比于混合指标，图 8的均方根指标虽然也能反应出

轴承的整体退化趋势，但是其对稳定退化阶段不敏

感，趋势相对平缓；HNR对冲击信号比较敏感，相较

于 RMS能够更迅速检测出轴承的退化，但是其抗干

扰能力较弱，尤其是在轴承退化末期，由于冲击密

集，其敏感性逐渐降低并趋于平缓。因此，本研究提

出的 MSHNR指标能够更加准确地反应轴承退化

信息，可为 RUL的预测提供数据基础。

3.3 滚动轴承剩余使用寿命预测分析

利用本研究多退化阶段粒子滤波模型进行

RUL预测，为了验证所提出的正则化改进方法能够

有效提高粒子的多样性，计算迭代过程的有效粒子

数。由图 10可以看出，改进后 RPF方法的有效粒子

数不管是基于多阶段的模型还是单一阶段模型，都

明显多于基本粒子滤波方法，说明改进策略能够有

效增加粒子的多样性。

如图 11所示，当轴承处于稳定退化阶段时，使

用 60 min前的 MSHNR测量值对预测模型中的参

数进行训练，然后利用这些参数进行当前时刻的故

障预测。图 11中每个粒子提供一个预测轨迹，当退

化指标接近失效阈值时，认为滚动轴承失效。从图

图 8 滚动轴承 RMS值

Fig.8 Root mean square of
bearing

图 9 滚动轴承HNR值

Fig.9 Harmonic to noise ra⁃
tio of bearing

表 1 PF分量和重构信号的相关系数

Tab.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PF components
and reconstructed signal

相关
系数

PCC
SCC
KCC

乘积函数

PF0
0.577 9
0.618 1
0.485 7

PF1
0.548 9
0.503 5
0.405 4

PF2
0.706 0
0.544 9
0.420 9

PF3
0.257 6
0.202 7
0.143 7

PF4
0.085 0
0.065 9
0.046 9

PF5
0.024 1
0.026 8
0.018 8

重构
信号

0.963 4
0.950 9
0.842 3

图 7 轴承全寿命周期的MSHNR值

Fig.7 The MSHNR results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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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粒子的预测轨迹大多在 90%的置信区

间内，预测轨迹的中值可以用来跟踪退化指标的变

化。同时，可以从预测轨迹中得到整个预测结果的

概率分布，RUL分布实际上是达到失效阈值时的最

终粒子集合的分布。将预测的起点设置在快速退化

阶段的预测过程如图 12所示。

为验证所提故障预测模型的泛化能力，将所提

方法与基于 Paris的单一退化模型以及基本粒子滤

波模型进行了对比，如图 13所示，将预测起点设置

在稳定退化阶段。本研究提出的多阶段 RPF模型

的失效时间为 125 min，真实的失效时间为 121 min，
其预测误差为 4 min；而单一预测模型与基本粒子滤

波的预测误差为 7.4 min和 10.2 min。
预测起始点设置在快速退化阶段的 RUL预测

结果如图 14所示，此时多阶段 RPF模型的预测结果

为 117.5 min，预测误差为 3.5 min，单一预测模型与

基本粒子滤波的预测误差为 9.5 min和 7.5 min。这

是由于多阶段 RPF模型一方面将轴承的退化过程

描述的更为精确，另一方面通过对 RPF模型的改

进，考虑了粒子更新的时间尺度对滤波估计的影响，

有效地提高了粒子的多样性以及估计的准确性。因

此，笔者提出的多阶段 RPF模型能够显著提高滚动

轴承剩余使用寿命预测的准确度。

基 于 拟 合 优 度 R2、均 方 根 误 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简称 RMSE）、解释方差分（explained
variance score，简称 EVS）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简称 MAPE）评价

所提方法的预测效果，如表 2、表 3所示。

从表 2和表 3得出的误差结果可以看出，所提

方法在不同工况下得出的寿命预测结果能够较为准

确地对滚动轴承的剩余使用寿命进行预测，各误差

指标与其他模型相比均具有较好的效果。

图 12 快速退化阶段 90 min时的分布

Fig.12 Distribution at 90 min of rapid degradation stage

图 10 有效粒子数

Fig.10 Effective particle number

图 13 稳定退化阶段的模型对比

Fig.13 Model comparison of stable degradation stage

图 11 稳定退化阶段 60 min时的分布

Fig.11 Distribution at 60 min of stable degradation stage

图 14 快速退化阶段的模型对比

Fig.14 Model comparison of rapid degrad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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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本研究基于 LMD和相关系数相结合进行轴

承退化特征的提取，所提取的MSHNR指标能够很好

地反映出轴承的退化趋势，相比于传统的有效值等指

标，其对轴承的各个退化阶段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2）本研究基于欧式距离实现了粒子滤波重采

样过程的正则化，考虑了粒子更新的时间尺度对滤

波估计的影响，有效提高了粒子的多样性以及对非

线性状态的估计精度。

3）通过试验验证得出，基于不同退化阶段的轴承

寿命预测方法更加符合轴承的退化过程，相比于单一

模型预测方法，能够有效提高RUL的预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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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稳定退化阶段下不同预测模型误差对比

Tab.2 Error of different models in stable degrada⁃
tion stage

模型

多阶段 RPF模型

单一预测模型

基本粒子滤波模型

R2

0.950
0.798
0.902

RMSE
1.164
2.341
1.629

EVS
0.961
0.856
0.921

MAPE
6.110
13.365
9.807

表 3 快速退化阶段下不同预测模型误差对比

Tab.2 Error of different models in rapid degrada⁃
tion stage

模型

多阶段 RPF模型

单一预测模型

基本粒子滤波模型

R2

0.976
0.933
0.895

RMSE
0.710
1.177
1.252

EVS
0.977
0.946
0.915

MAPE
3.787
6.698
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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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动力学建模及参数识别

温华兵， 张 坤， 刘 伟， 昝 浩
（江苏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镇江，212003）

摘要 针对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已有数学模型不精确的问题，考虑隔振器的恢复力，建立基于力⁃位移关系的非线性

数学模型。在力学特性试验的基础上，将Bouc⁃Wen模型应用于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以模拟其迟滞特性，采用遗传算

法对数学模型中的未知参数进行识别，利用不同幅值和频率的试验数据对结果进行检验，并应用 Simulink工具箱对

识别结果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结果表明：遗传算法可以准确识别出模型中的未知参数，激励频率为 0.1~5 Hz时，试

验值和仿真值的上、下幅值最大偏差分别为 7.9%和 8.3%；在 10 Hz频段内，通过模型得到的传递率与试验传递率之

间的平均误差为 8%，均与试验数据有较高吻合度，验证了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Bouc⁃Wen模型的正确性。

关键词 惯容器；隔振器；Bouc⁃Wen模型；遗传算法；参数识别

中图分类号 TU112.59+6

引 言

船舶航行中主机和螺旋桨等主要机械设备会引

起振动，振动不仅会危害船舶安全运行，影响仪器仪

表和设备的正常使用，同时也会损害船员的身心健

康，因此良好的减振系统对船舶至关重要［1］。

目前，船舶机械设备最常采用的隔振措施是在

设备和基础之间安装隔振器［2］，但大多数隔振器的

低频减振效果不佳。为改善隔振器在低频领域的隔

振效果，文献［3］将具有“通高频、阻低频”力学特性

的惯容器引入到橡胶隔振器中，开发了一款惯容⁃橡
胶复合隔振器。相比传统橡胶隔振器，复合隔振器

中的惯容器在工作时提供虚质量，相当于增加了参

振质量，具有良好的宽频减振性能，在船舶动力机械

减振特别是低频减振方面有显著效果［4］。高精度

的理论模型对优良的工程应用性能至关重要。文

献［5］将复合隔振器建模为刚度、阻尼及惯容器并

联，对其隔振特性进行了研究，但该模型没有考虑恢

复力的存在，导致模型不全面、不准确。为进一步研

究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性能并提高其应用价值，

完善其数学模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笔者以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为研究对象，考虑

隔振器恢复力，拟将经典 Bouc⁃Wen模型应用于惯

容⁃橡胶复合隔振器以模拟其迟滞特性，在对惯容⁃橡
胶复合隔振器进行力学特性试验的基础上，建立基

于力⁃位移关系的非线性数学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对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中的未知参数

进行识别，并应用Matlab中的 Simulink工具箱对识

别结果进行数值仿真以验证其正确性。

1 非线性建模

本研究所用的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其结构如

图 1所示，其中飞轮的惯质系数 b=841 kg。

贯穿螺栓与飞轮组成滚珠丝杠副，飞轮向外套

装着轴承，轴承外圈嵌装在底座上。隔振器工作时，

贯穿螺栓上下移动，带动飞轮旋转，从而将振动能量

图 1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结构图

Fig.1 Structural diagram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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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在飞轮中，同时与惯容器组件并联支撑的橡胶

提供了恢复力，可以让贯穿螺栓往复运动。因此，惯

容⁃橡胶复合隔振器是一种非线性阻尼器，建模时必

须考虑其迟滞特性。

Bouc［6］提出一种通过一阶微分方程来模拟迟滞

非线性系统的迟滞模型。Wen［7］在其基础上进行改

进，产生 Bouc⁃Wen模型。Bouc⁃Wen模型能够很好

地模拟各种迟滞特性，计算方便，通用性强，适合参

数的分析处理，在迟滞系统建立领域应用广泛。

笔者将 Bouc⁃Wen模型应用于惯容⁃橡胶复合隔

振器，以此模拟其迟滞特性，建立基于力⁃位移关系

曲线的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非线性数学模型。

如图 2所示。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运动方程描述为

(m+ b ) ẍ+ cẋ+ αkx+(1- α ) kz= F 0 sin (ωt+ τ )
（1）

其中：m为参振质量；b为惯质系数；k为弹簧单元的

刚度系数；c为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阻尼性能；

αkx表示恢复力中弹性力部分；( 1- α ) kz表示迟滞

的组成部分；α表示迟滞线的非线性强弱程度。

迟滞变量ｚ表示为

ż= Aẋ- γ | ẋ | z | z | n- 1 - βẋ | z | n （2）
其中：A，γ，β，n为迟滞环参数，它们影响迟滞环的形

状和大小［8］。

为便于后续处理，通过数学变换将式（2）写成

ż= ẋ [α- (γ+ β sgn ( xz ) ) | z | n ] （3）

模型中未知参数有 7个：c，k，α，A，γ，β和 n。为

确定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需对其

进行参数识别，故需要试制实物并进行动态试验。

2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力学特性试验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实物图和主要组件如

图 3所示。

如图 4所示，在美国通用电液伺服力学性能测

试试验台上对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进行多组动态

测试，通过试验测得隔振器在不同激励性质下的特

性，用于动力学模型的参数识别和模型验证。激励采

用正弦输入信号F= F 0 sin (2πft )，其中：F为力信号；t

为时间；F 0为力幅值；f为频率。共进行 4组试验，分别

为：F 0=5 kN，f=0.1 Hz；F 0=4.5 kN，f=1 Hz；F 0=
3.5 kN，f=3 Hz；F 0=3 kN，f=5 Hz。各个力幅值和

频率激励下的位移⁃力和速度⁃力曲线如图 5所示。

图 2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

Fig.2 Bouc-Wen model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图 3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Fig.3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图 4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动态试验

Fig.4 Dynamic test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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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
模型参数识别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中需要识

别的参数众多，辨识难度较大，因此笔者采用擅长多

变量优化和全局搜索技术的遗传算法工具箱进行参

数识别。遗传算法是一种随机搜索、逐渐寻优的全

局优化算法［9⁃10］，它借用生物遗传学的观点，通过自

然选择、交叉、变异等作用机制，模拟自然界中“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来寻求最优解［11］。遗传

算法因其计算速度快、操作简单且效果理想而被广

泛应用在数学模型参数识别、函数优化和机器人学

习等领域。

3.1 遗传算法参数设置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函数为非

线性约束问题，主要采用扩大化的拉格朗日遗传算

法，Matlab中遗传算法的命令为

[ x，fval ]= ga ( )@f fit，N vars，A，b，A eq，

b eq，LB，UB，C nonl，O p
（4）

其中：x为最终值到达的点；fval为适应度函数的最

终值；ga为遗传算法函数；ffit为适应度函数；Nvars为

待求未知参数的个数；A为不等式约束矩阵；b为

不等式约束向量；Aeq为等式约束矩阵；beq为等式

约束向量；LB为 x的下限值；UB为 x的上限值；Cnonl
为 ga的非线性约束表达结构参数；Op为 ga的结构

参数。

ga的线性约束表达为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Ax≤ b
A eq x= b eq
LB ≤ x≤ UB

（5）

ga的非线性约束表达为

ì
í
î

ci( )x ≤ 0 ( i= 1，2，⋯，m )
c 'i( )x = 0 ( i= m+ 1，m+ 2，⋯，mt )

（6）

判断识别准确程度的标准是仿真结果和试验数

据之间的吻合程度，即适应度函数值［12］。惯容⁃橡胶

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的适应度函数为

f fit = ∑
i= 1

m

( )F exp
i - F sim

i

2 /m （7）

其中：m为试验数据点个数；F exp
i 为试验数据值；F sim

i

为模型仿真值。

经过仿真试验发现，在其余各参数保持固定不

变的情况下，参数的单调递增和单调递减都会引起

迟滞环形状或力幅值的单调变化，这种特殊的单调

特性使得目标函数足够小，得到的结果就应在全局

最优解的附近。因此，本研究采用逐渐缩小参数取

值范围来提高辨识准确度。Simulink中设置识别的

控制参数如下：采用初始种群数为 50；选择算法采

用随机均匀分布选择；交叉采用分散交叉的方法，交

叉概率取 0.8；变异采用高斯函数方法，尺度取 0.5，
压缩取 0.7；迭代次数取 500次。

3.2 参数识别结果

利用在力幅值 F0为 3.5 kN、频率为 3 Hz的正弦

激励下得到的试验数据，识别出惯容⁃橡胶复合隔振

器 Bouc⁃Wen模型的各个参数，如表 1所示。

为确定参数识别的准确性，绘制如图 6所示的参

数模型位移⁃力和速度⁃力曲线图。由图可见，惯

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仿真值与试验值

贴近，仿真与试验吻合度较高，说明所采用的惯容⁃橡
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能够表征惯容⁃橡胶复

合隔振器的力学特性，参数识别精度较高。

图 5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力学特性试验结果

Fig.5 Test results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表 1 各参数识别结果

Tab.1 Identification result of each parameter

参数

取值

c

1.11
k

3 810.52
α

1.1
A

8.25
γ

33.09
β

-5.79
n

0.19

646



第 4 期 温华兵，等：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动力学建模及参数识别

4 模型验证

4.1 仿真值与试验值对比

各力幅值和频率输入时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输出力的仿真值和试验值如图 7所示。

仿真与试验结果的上、下幅值如表 2所示。表 2
中偏差的计算公式为

E rr = | 1- Aexp/Asim | （8）
其中：Err为偏差；Aexp为试验幅值；Asim为仿真幅值。

结果表明，激励频率为 0.1~5 Hz时，隔振器输出

力的试验值与仿真值吻合良好，上幅值最大偏差为

7.9%，下幅值均方根值的最大偏差为 8.3%。这些误

差的产生是由于通过识别参数而得到的数学模型，

虽然基本可以模拟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迟滞特

性，但与实际情况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导致仿真与试

验结果存在微小的偏差。由此可见，惯容⁃橡胶复合

隔振器 Bouc⁃Wen模型的仿真结果不仅与进行参数

识别选取的试验数据基本吻合，而且与其他幅值和

频率正弦激励下的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的响应试验

数据也吻合较好，验证了本研究模型的正确性。

4.2 复合隔振器的传递率

在振动试验台上将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预加

载 20 kN的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振幅为 3.5 kN的正

弦激励，分别从 1 Hz激励到 10 Hz，复合隔振器的参

数如表 3所示。经过分析，可以得到如表 4所示的各

个频率复合隔振系统的传递率试验点记录。

在Simulink中的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
模型中输入同样的激励，输入的激振力经过隔振系

统隔振后可得到其输出力的幅值，输出力幅值与输

入力幅值之比即为隔振系统的传递率。

图 7 不同激励下仿真值与试验值数据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test under different ex⁃
citations

图 6 模型仿真值与试验值对比（3.5 kN，3 Hz）
Fig.6 Comparison of model simulation and test values

(3.5 kN, 3 Hz)

表 2 隔振器输出力幅值

Tab.2 The output force amplitude of the vibration
isolator

f/Hz

0.1

1.0

3.0

5.0

对象

上幅值

下幅值

上幅值

下幅值

上幅值

下幅值

上幅值

下幅值

仿真值/kN
5.546

-5.464
4.194

-4.196
3.272

-3.277
2.912

-2.831

试验值/kN
5.109

-5.106
4.299

-4.367
3.505

-3.551
2.907

-2.892

偏差/%
7.9
6.6
2.5
4.1
7.1
8.3
0.2
2.1

647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 42 卷

图 8为试验与仿真传递率之间的对比，结果表

明，在 10 Hz频段内，通过本研究数学模型得到的传

递率与试验传递率之间的平均误差为 8%，所以惯

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基本能满足工程上的应用。

5 结 论

1）将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建模为刚度、阻尼、

惯容器及恢复力并联，建立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

Bouc⁃Wen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对该模型的未知参数

进行识别，确定了 7个未知参数的值。

2）试制出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样机，并进行了

台架试验。应用Matlab中的 Simulink工具箱，采用

数值仿真的方法对识别结果进行验证。结果显示，

激励频率为 0.1~5 Hz时，试验值和仿真值的上、下幅

值最大偏差分别为 7.9%和 8.3%，均与试验数据有

较高吻合度。在 10 Hz频段内，通过惯容⁃橡胶复合

隔振器 Bouc⁃Wen模型得到的传递率与试验传递率

之间的平均误差为 8%，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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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惯容⁃橡胶复合隔振器参数

Tab.3 Parameters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橡胶动刚度/
（kN·mm-1）

5.3

橡胶

损耗因子

0.09

参振

质量/kg
2 000

惯质

系数/kg
841

表 4 试验点记录

Tab.4 Experimental point records

f/Hz
1
2
3
4
5

传递率

1.09
1.13
1.29
1.38
1.56

f/Hz
6
7
8
9
10

传递率

1.72
2.70
2.75
1.46
1.23

图 8 仿真与试验传递率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test transfe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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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轴承转子热弯曲振动影响因素分析
∗

金超武， 苏 浩， 董 岳， 徐园平， 周 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 南京，210016）

摘要 为了研究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中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因素，根据磁悬浮轴承转子热弯曲振动机理，提出了一种

迭代计算方法，不断更新计算条件，反复迭代计算，直到振动收敛或发散，由此得到转子工作时电控参数和转子结构

参数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电控参数中，改变偏置电流和积分系数对热弯曲振动无明显影响，而提

高比例系数和微分系数会使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增大；转子结构参数中，增大非悬臂侧轴段长度和悬臂侧轴段长度会

降低热弯曲振动的影响，而增大悬臂长度和外挂圆盘半径会轻微增大热弯曲振动的影响。由此可知，电控系统和转

子自身的幅频特性决定热弯曲的影响程度，二者的相频特性决定热弯曲振动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 磁悬浮轴承；热弯曲振动；电磁损耗；参数分析

中图分类号 TH133.3

引 言

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因其无摩擦、无润滑、支

承特性可调等特点，在工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应用。在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中，由于铁损的集

中会造成转子轴颈表面出现不均匀的温度分布，

进而引起热弯曲振动的现象［1］。定转子碰摩引起

的热弯曲振动现象被称为“Newkirk效应”［2］，油膜

黏性耗散引起的热弯曲振动现象被称为“莫顿效

应”［3］。此类现象对工作条件较为敏感，工作条件

轻微的变化便会导致振动加剧或减小［4］。因此，

研究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因素，掌握热弯曲振动出

现的条件和处理办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Jongh等［5］在处理离心压缩机中出现的“莫顿效

应”问题时发现，增大轴承间隙可以有效地减少热弯

曲振动。Childs等［6］研究指出，减小供油黏度和外挂

质量可以改善“莫顿效应”现象。文献［7⁃8］利用有

限元软件建立了转子和轴承的热⁃结构耦合模型和

流体动力学模型，讨论了不同外挂圆盘对热弯曲振

动出现时的转速和振动收敛性的影响，并通过试验

验证了仿真的正确性。Suh等［9］建立了转子、轴承和

油膜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说明了热弯曲向量对振动

的影响，同时对热弯曲振动进行了参数化分析，讨论

了热边界条件、供油温度、残余不平衡质量、支承刚

度、油膜间隙和轴承材料等因素对热弯曲振动的影

响。Tong等［10］利用其“莫顿效应”的模型和非线性

瞬态预测方法对“莫顿效应”进行了参数化分析，从

供油温度、轴承间隙、供油黏度等方面讨论了转子临

界转速和出现“莫顿效应”时的转速变化，讨论了缓

解“莫顿效应”的方法。Takahashi等［11］在磁悬浮离

心压缩机中发现了热弯曲振动现象，认为转子轴颈

铁损集中引起的温度差异分布是导致热弯曲振动的

原因，并利用试验测量的数据建立了热弯曲振动的

数学模型，讨论了热弯曲振动的稳定性问题。

通过关于磁悬浮轴承转子热弯曲［12］的研究可

知，磁悬浮轴承转子的热弯曲振动的成因较为复杂，

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中存在的众多因素均可能对热

弯曲振动及振动变化产生影响。笔者进行了相关研

究，首先，分析了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中热弯曲振动

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主要分为电控系统与转子

结构两方面；其次，使用一种迭代计算的方法，不断

更新振动幅值、生热率、温度分布和热变形，重复计

算直到振动收敛或发散，分析电控参数和转子结构

参数对温度、温差及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1 磁悬浮转子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因素

磁悬浮轴承转子的热弯曲振动的成因［12］较为复

杂，因此有必要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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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轴承转子热弯曲振动影响因素如图 1所示。

由图可知，在磁悬浮轴承定子结构已经确定的情况

下，电控系统的特性一方面决定着轴承的支承特性，

进而影响转子在激励作用下的响应，另一方面也决

定着转子轴颈的温度分布，即转子受到的激励。同

时，转子自身的结构也决定着转子对激励的响应，进

而影响轴颈温度的分布。

笔者从磁悬浮轴承的支承特性和转子轴颈温度

分布两个方面分析电控系统参数对热弯曲振动的影

响，同时也从转子自身频率特性方面分析转子的结

构参数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2 磁悬浮转子热弯曲振动迭代计算方

法及计算模型

2.1 磁悬浮转子热弯曲振动迭代计算方法

针对磁悬浮轴承转子热弯曲振动的形成机理和

变化规律，笔者使用一种迭代计算的方法，通过结合

磁悬浮轴承的支承特性和控制器特性，不断更新铁

损分布、温度分布及热变形，得到磁悬浮转子热弯曲

振动及其变化。磁悬浮转子热弯曲振动迭代计算流

程如图 2所示，具体流程如下：

1）结合磁悬浮轴承的支承特性，求解转子在不

平衡质量m0和转速 ω下的不平衡响应；

2）利用轴承位置的不平衡响应，计算转子轴颈

位置的铁损分布；

3）以转子轴颈铁损分布作为热源，求解转子温

度分布；

4）利用转子温度分布，求解转子热变形；

5）结合温度分布和热变形，求解转子热弯曲

振动；

6）以热弯曲振动作为条件，重复 2~5次，直

到振动收敛或超过设定值，并在所有工作转速下

重复该迭代过程，得到相应的热弯曲振动及变化

过程。

2.2 电磁损耗模型

磁悬浮轴承内热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定子上的

铜损耗与铁损耗、转子上的风摩损耗与铁损耗。其

中，转子热弯曲的产生原因是转子上的铁损分布不

均匀导致的温度不均匀。虽然风摩损耗在旋转机械

运行中不可忽略，但其在转子表面分布较为均匀，并

不是影响温差及引起转子热弯曲的主要原因，所以

可将风摩损耗以面载荷形式均匀施加在转子组件表

面，相当于环境温度进行考虑。

笔者采用有限元软件计算转子上的铁损耗，使

用 Bertotti铁损分离模型拟合得到硅钢片材料的各

项损耗系数。Bertotti铁损分离模型将铁损耗 PFe按
产生机理分为磁滞损耗 Ph、涡流损耗 Pc和异常损耗

Pe，可以按经验公式进行计算

PFe = Ph+ Pc+ Pe= Kh fBa
m+ Kc ( fBm )2 +

Ke ( fBm )1.5 （1）
其中：Kh为磁滞损耗系数；a为磁滞损耗指数；Kc为

涡流损耗系数；Ke为异常损耗系数；Bm，f分别为铁芯

内磁感应强度幅值和磁感应强度变化频率。

2.3 转子热⁃结构耦合振动方程

对于存在温度分布的转子由于不均匀的膨胀受

到约束而产生热应力，其基本方程为

σT=
E ( )t α
1- μ (T- T 0) （2）

图 1 磁悬浮轴承转子热弯曲振动影响因素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rmal
bending vibration in magnetic bearing rotor 图 2 磁悬浮转子热弯曲振动迭代计算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iterative calculation of thermal bending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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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t）为随温度变化的弹性模量；α为线膨胀系

数；T为转子工作时的温度；T0为初始环境温度；μ为

泊松比。

根据达朗贝尔原理，有温度应力的转子振动方

程［13］为

MÜ+(G+ C ) U̇+ (K 0 + K 1)U= Ω 2 PeiΩt（3）
其中：M，G，C，K0分别为转子系统的质量矩阵、陀螺

矩阵、阻尼矩阵和刚度矩阵；Ü，U̇，U分别为转子的

加速度向量、速度向量和位移向量；P为外载荷向

量；K1为温度应力引起的刚度矩阵，包括转子自身

的不平衡载荷向量和热弯曲引起的载荷向量。

P=[ m 1 ( e1 + yd1 ) eiϕ1，0，m 2 ( e2 + yd2 ) eiϕ2，0，
⋯，mN ( eN+ ydN ) eiϕN，0 ]T （4）

对于转子来说，任意位置的位移向量 U由两部

分组成

U= δ+ δT （5）
其中：δ为原始形状到平衡位置的位移；δT为温度应

力引起的变形。

2.4 电控系统及试验转子模型

实践中，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应用最广泛的为

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 ⁃ integral⁃derivative，简称

PID）控制规律，因此笔者以 PID控制规律为例，分

析电控系统参数（即控制器的频率特性）和偏置电流

以及转子自身结构（即转子自身频率特性）对转子轴

颈温度、温差和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PID控制规律下磁悬浮轴承电控系统的传递函

数G（s）可表示为

G ( s )= Ks(kp+ ki
s
+ kd s
1+ Tf s ) KA （6）

其中：kp，ki，kd分别为比例、积分、微分系数；Tf为不完

全微分滤波器的截止周期；Ks，KA分别为位移传感

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增益系数。

PID控制下磁悬浮轴承的等效刚度和等效阻

尼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ke= kh Ks KA ( kp-
Tf kd s2

1 - Tf
2 s2
)- kx

ce= kh Ks KA (
kd

1- Tf
2 s2
+ ki
s2
)

（7）

其中：kx和 kh分别为磁悬浮轴承的位移刚度和电流

刚度。

试验定、转子及电控系统基本参数分别如图 3
和表 1所示。

3 电控参数对热弯曲振动变化的影响

3.1 偏置电流

利用前文中的转子模型和迭代计算方法，依次

设置偏置电流 Ib为 1.5，1.75，2.0，2.25和 2.5 A，得到

试验转子的温度、温差和振动变化，并根据计算结果

分析偏置电流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偏置电流对磁悬浮轴承的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存

在影响［14］，不同偏置电流下磁悬浮轴承的等效刚度和

等效阻尼如图 4（a，b）所示。由图可知，随着偏置电流

的增大，轴承的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不断增大，对应转

子的不平衡响应也发生变化，如图 4（c，d）所示。另外，

控制器根据位移信号通过功放向定子线圈通入控制电

流，而控制电流是产生轴颈温差的根本原因。因此，控

制器的特性也决定着轴颈温差，而偏置电流并不影响

控制器的特性，如图 4（g）所示。不同偏置电流下的转

图 3 定、转子结构示意图（单位：mm）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tator and rotor structure (unit:

mm)

表 1 定、转子结构参数及电控系统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structural and electronic con⁃
trol system

参数

磁极面积Ap/m2

单边气隙 δ0/m
线圈匝数N

总质量M/kg
不平衡质量m0/kg
不平衡质量方向/(°)
传感器增益Ks/(V•m-1)
功放增益KA/(A•V-1)

数值

3.9π×10-4

0.25×10-3

75
11

3.0×10-5

0
20 0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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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轴颈温度分布和温差如图 4（e，f）所示。由图 4（e）可

以看出，随着偏置电流的增加，转子轴颈的铁损总量不

断增加，导致轴颈最大温度升高。由图 4（f）可以看出，

随着偏置电流的增加，转子在刚体临界转速附近的温

差升高，而在弯曲临界转速附近温差基本不变。这是

因为随着偏置电流的增加，转子的刚体临界转速随之

升高，对应刚体临界转速处控制器的增益幅值也随之

升高，虽然刚体临界转速位置处振幅随之减小，但控制

器根据位移信号通过功放产生的控制电流变大，而旋

转频率的增大也会导致控制电流产生的铁损增加，故

轴颈温差变大。由于弯曲临界转速位置较小，控制电

流产生的铁损相对较小，故没有出现明显的温差变化。

通过计算得到转子热弯曲振动，并与不平衡响

应相对比，得到在弯曲临界转速时不同偏置电流下

热弯曲振动相对不平衡响应振动变化的百分比，如

图 4（h）所示。由图可得，随着偏置电流分别从

1.5 A变化到 2.5 A，热弯曲振幅相对于不平衡响应

振幅的变化程度分别为 20.85%，20.25%，19.44%，

19.56%和 21.01%。所以可知，改变偏置电流对热

弯曲振动的影响很小。

3.2 比例系数

类似地，依次设置比例系数 kp为 3.0，3.5，4.0，
4.5和 5.0，利用迭代计算方法计算转子轴颈温度、温

差和热弯曲振动，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比例系数 kp
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对于不同的比例系数，磁悬浮轴承的支承特性

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转子的不平衡响应，不同比

例系数下磁悬浮轴承的支承特性和不平衡响应分布

如图 5（a）~（d）所示。不同比例系数下转子轴颈的

整体温升和温度差如图 5（e，f）所示。由图可知，比

例系数对转子轴颈的整体温升无明显影响，而轴颈

温差随比例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另一方面，随着比例系数发生变化，PID控制器

的频率特性也会发生变化。不同比例系数下 PID控

制器的伯德图如图 5（g）所示。由图可知，随着比例

系数的增大，PID控制器的增益幅值变大，说明在同

一频率的振动位移下，控制器通过功放产生的控制

电流会增大。随着比例系数增大，PID控制器的相

位减小，故同一频率的振动位移下，控制电流相对振

动位移产生的相位超前会减小，即转子振动位移方

向和温度最高点位置之间的相位差会减小，进而影

响到热弯曲与残余不平衡质量之间的叠加。

不同比例系数下，热弯曲振动相比不平衡响应

振动变化的百分比如图 5（h）所示，由图可得，随着

比例系数从 3.0变化到 5.0，热弯曲振幅相对于不平

衡 响 应 振 幅 的 变 化 分 别 为 19.08%，23.2%，

23.68%，28.63%和 27.52%。可以看出，增大比例

系数会增大热弯曲对振动的影响。

3.3 微分系数

依次设置迭代计算中的微分系数 kd为 0.001，
0.002，0.003，0.004和 0.005，计算其轴颈温度、温差

和热弯曲振动，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微分系数 kd对
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与比例系数类似，改变微分系数，磁悬浮轴承等

效刚度和等效阻尼会发生变化，进而使转子的不平

衡响应发生变化。同时，PID控制器的频率特性会

图 4 偏置电流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bias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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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磁悬浮轴承的支承特性、转子不平衡响

应和 PID控制器伯德图分别如图 6（a，b）、图 6（c，d）
和图 6（g）所示。

由图可知，随着微分系数的增大，磁悬浮轴承的

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增大，不平衡响应的振幅减小，

同时 PID控制器的增益幅值和相位超前增大，影响

着转子轴颈温度和温差，如图 6（e，f）所示。可以看

出，微分系数对转子轴颈总体温度无明显影响，而随

着微分系数的增大，转子轴颈温差减小。

微分系数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如图 6（h）所示，由

图可得，随着微分系数分别从 0.001变化到 0.005，热弯

曲振幅相对于不平衡响应振幅的变化分别为 20.85%，

19.53%，19.51%，18.44%和 17.85%。可以看出，增

大微分系数会略微减小热弯曲对振动的影响。

3.4 积分系数

积分系数 ki在 10~30范围内磁悬浮轴承的支承

特性影响如图 7（a，b）所示。由图可知，积分系数对

轴承的支承特性影响很小，故对转子不平衡响应的

影响也很小，如图 7（c，d）所示。同时，在该范围内

积分系数对 PID控制器的频率特性几乎没有影响，

如图 7（g）所示。因此，积分系数不会对转子轴颈温

度、温差产生明显影响，如图 7（e，f）所示。

如图 7（h）所示，随着积分系数分别从 10变化

到 30，热弯曲振幅相对于不平衡响应振幅的变化

分 别 为 20.85%，20.85%，20.17%，20.4% 和

20.21%。可以看出，改变积分系数几乎不影响热

弯曲振动。

图 5 比例系数的影响

Fig.5 Influence of proportional coefficient

图 6 微分系数的影响

Fig.6 Influence of differential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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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子结构参数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以某型试验转子为例，研究其非悬臂轴承长度

L1、悬臂侧轴段长度 L2、悬臂长度 Lx和外挂圆盘的

半径 Rl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4.1 非悬臂侧轴段长度

设置非悬臂侧轴段（图 3中 L1）长度分别为 140，
150，160，170和 180 mm，其对转子不平衡响应的影

响如图 8（a，b）所示。由图可以看出，随着 L1的增

加，转子变长变“柔”，转子的不平衡响应振幅减小。

不同轴段长度 L1时转子轴颈最大温度和最大温

差如图 8（c，d）所示。由图可以看出，L1对转子轴颈的

整体温升没有明显影响。对于轴颈温差：①随着L1的

增加，转子变长变“柔”，转子轴承支承位置在弯曲临

界转速附近时的振动幅值逐渐变小；②随着 L1的增

加，转子的弯曲临界转速逐渐降低，对应控制器在临

界转速时的增益幅值逐渐减小，故同一振幅下控制器

通过功放产生的控制电流减小，因此温差减小。

轴段长度 L1对振动的影响如图 8（e）所示。随

着 L1从 140 mm变化到 180 mm，热弯曲振幅相对于

不平衡响应振幅的变化分别为 20.85%，16.89%，

14.45%，15.08%和 11.28%。所以可知，增大非悬

臂侧的轴段长度 L1会减小热弯曲振动。

4.2 悬臂侧轴段长度

设置转子悬臂侧轴段（图 3中 L2）长度分别为

140，150，160，170和 180 mm，对转子不平衡响应的

影响如图 9（a，b）所示。与 L1轴段类似，增大 L2长度

会使转子的不平衡响应减小，引起轴颈温差减小，而

轴颈温度基本不变，如图 9（c，d）所示。

如图 9（e）所示，随着 L2分别从 140 mm变化到

180 mm，热弯曲振幅相对于不平衡响应振幅的变化

分别为 20.85%，15.73%，18.9%，17.1% 和 11.2%，

故增长悬臂侧轴段长度 L2会减小热弯曲振动。

4.3 悬臂长度

设置试验转子悬臂（图 3中 Lx）长度分别为 120，

图 7 积分系数的影响

Fig.7 Influence of integral coefficient.

图 8 L1轴段的影响

Fig.8 Influence of the length of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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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40，150和 160 mm，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见

图 10。如图 10（a，b）所示，随着转子悬臂长度的增

加，转子的不平衡响应减小。结构参数并不影响

PID控制器的频率特性，故转子轴颈温度无明显变

化，轴颈温差随悬臂长度的增加而减小，如图 10（c，
d）所示。热弯曲对振动的影响如图 10（e）所示，随

着 Lx分别从 120 mm变化到 160 mm，热弯曲振幅相

对 于 不 平 衡 响 应 振 幅 的 变 化 分 别 为 20.85%，

21.46%，22.01%，21.75%和 22.68%。

由图可知，随着悬臂长度的增加，转子轴颈温差

逐渐减小，但热弯曲对振动的影响却略有增加。这

是因为随着悬臂长度的增加，虽然温差减小，使热变

形减小，但悬臂长度的增加使热弯曲产生的不平衡

量增加，故热弯曲的影响变大。因此，对于本研究的

试验转子，增大其悬臂长度会加剧热弯曲振动。

4.4 外挂圆盘

外挂圆盘半径（图 3中 Rl）的变化会使圆盘的质

量和转动惯量发生变化，如图 11（a，b）所示，进而影

响到转子的不平衡响应。设置外挂圆盘半径分别为

80，85，90，95和 100 mm，计算其轴颈温度、温差和

热弯曲振动，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外挂圆盘半径对

热弯曲振动的影响。随着圆盘半径的增加，转子的

不平衡响应逐渐减小，而圆盘半径的变化并不影响

PID控制器的频率特性，故转子轴颈的整体温度不

出现明显变化，而轴颈温差随圆盘半径的增大而减

小，如图 11（e，f）所示。圆盘半径对热弯曲振动的影

响见图 11（g），随着 Rl从 80 mm变化到 100 mm，热

弯曲振幅相对于不平衡响应振幅的变化分别为

20.85%，20.97%，22.58%，23.01%和 22.18%。

由图可知，虽然转子轴颈的温差随圆盘半径的

增大而减小，但热弯曲振动的影响却出现了轻微变

大的现象，这是因为圆盘半径和圆盘的质量增加，虽

然由于振幅和温差减小产生的热弯曲减小，但弯曲

产生的不平衡量增加，故振动变化有轻微增加。因

此，可认为对于该型试验转子，增加其外挂圆盘的半

径会增大热弯曲振动的影响。

5 结 论

1）根据磁悬浮轴承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特点，电

控系统对热弯曲振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磁悬浮轴承

的支承特性、转子轴颈的铁损总量和集中程度两个

方面。转子结构参数是通过影响转子自身频率特

性，即对载荷的响应程度，进而通过轴颈温度分布来

影响热弯曲振动。

2）对于本研究的试验磁悬浮轴承转子系统，偏

图 9 L2轴段的影响

Fig.9 Influence of the length of L2.
图 10 悬臂长度 Lx的影响

Fig.10 Influence of the length of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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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电流与积分系数对转子轴颈温差无明显影响，故

偏置电流与积分系数对热弯曲振动无明显影响。比

例系数与微分系数都对转子轴颈温差存在影响，增

大比例系数或微分系数会使热弯曲的影响增大。

3）增大非悬臂侧轴段长度和悬臂侧轴段长度

会减小热弯曲对振动的影响，而增大悬臂长度和外

挂圆盘半径会轻微增大热弯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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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提升机主轴承的振动磨损可靠性分析
∗

卢 昊 1,2， 朱真才 1,2， 曹 爽 1， 王志华 1

（1.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徐州，221116）
（2.江苏省矿山机电装备高校重点实验室 徐州，221116）

摘要 以提升机NCF18/600V主轴承为研究对象，针对滚动轴承随机振动系统参数和随机结构尺寸影响下的不确

定性问题，开展了滚动轴承振动磨损可靠性研究。首先，基于滚动轴承点蚀故障动力学模型，结合Holm⁃Archard滑
动磨损方程，建立了滚动轴承振动磨损模型；其次，将振动磨损模型以子程序的形式嵌入ABAQUS有限元软件中，

实现了滚动体表面磨损深度及形貌的仿真；然后，联合使用拉丁化分层抽样技术和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开展了

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不确定性量化研究；最后，使用高阶 L矩可靠性方法开展了滚动轴承的振动磨损可靠性分析。

对比滚动轴承正常磨损与振动磨损下的可靠度曲线表明，滚动轴承的振动不仅加剧了磨损的可靠性退化过程，而且

增大了磨损的可靠度退化速率。

关键词 滚动轴承；振动磨损；可靠度；不确定性量化；L矩

中图分类号 TH133；TH117

引 言

NCF18/600V主轴承因径向承载能力大而广泛

应用于大型矿井提升机。然而，轴承外圈滚道点蚀

故障激励下产生的系统振动会加速滚动体的磨损失

效，滚道的点蚀故障会引起滚动轴承较大的位移响

应，进而导致滚动体在点蚀故障位置的接触变形量

不断增大［1⁃2］。由于滚动轴承中的滚动体被视为弹

性体，滚动体在点蚀故障位置处的接触力亦变大。

当滚动体在点蚀故障位置产生滑移运动时，变大的

接触力会加剧滚动体的磨损。另一方面，滚动轴承

各零件的几何尺寸也会影响滚动体的运动。疏散尺

寸的轴承空间将会导致滚动体在工作负荷下发生旋

转爬行，产生较多滑动运动；紧凑尺寸的轴承空间将

会导致滚动体运动受阻，容易引起滚动体表层材料

剥落。实际中，滚动轴承的系统振动以及零件的几

何尺寸具有随机特性，故滚动轴承受多源耦合随机

因素的影响，滚动体的磨损亦具有随机性。因此，建

立 NCF18/600V主轴承的振动磨损模型，分析多源

随机因素耦合作用下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概率统计

特性，进而开展滚动轴承的振动磨损可靠性研究十

分重要。

近年来，国内外对轴承磨损的研究多集中在磨

损机理分析及磨损寿命预测方面。文献［3］构建了

随磨损形貌变化的滚动轴承动力学模型，并预测了

各磨损演化阶段间的过渡点。Jacobs等［4］设计了一

种轴承加速寿命试验台，分别研究了动载荷对润滑

膜性能和对轴承内圈滚道表面磨损的影响。Gong
等［5］采用表征仪器检测了滚动轴承内圈滚道的表面

形貌，探讨了磨损的失效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周玉辉等［6］基于加速磨损试验数据建立了轴承

加速磨损寿命方程，并开展了轴承的磨损寿命预测。

上述研究所建立的轴承动力学模型及采用的磨

损试验方法通常认为参数是确定、无误差的。然而，

滚动轴承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随机因素，这

些不确定因素是工程实际中所固有的，对滚动轴承

的性能影响不可忽视。传统滚动轴承振动及磨损分

析模型忽略了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势必会造成一定

的分析误差［7］。

笔者以提升机 NCF18/600V主轴承的振动磨

损可靠性分析为目标，以建立的滚动轴承振动磨损

模型为基础，综合考虑滚动轴承的振动系统参数和

零件几何尺寸随机影响因素，进而量化滚动轴承振

动磨损的不确定性，并使用高阶 L矩可靠性方法［8］

求解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时变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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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滚动轴承振动磨损建模

1.1 问题描述

外圈滚道的点蚀会导致滚动轴承的强烈振动，

进而引起滚动体与滚道间接触力的急剧增加，这将

加速滚动体的磨损失效。为了便于滚动轴承振动磨

损的建模，滚动体在滚道中的运动被分解为滚动和

滑动两种形式。其中：滚动运动形式被假设为仅与

滚动轴承振动相关；滑动运动形式被假设为仅与滚

动轴承磨损相关。

1.2 滚动轴承动力学方程

假设滚动体在滚道上均匀排列，外圈固定，内

圈同时受到 x轴和 y轴方向上的径向力 qx和 qy。如

图 1所示，5自由度轴承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包括内、

外圈水平和竖直方向的 4个自由度和单元谐振器竖

直方向的 1个自由度。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得滚

动轴承的动力学方程［9］为

ì

í

î

ï

ï
ï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m i ẍ i+c i ẋ i+k i x i+fx=qx
m i ÿ i+c i ẏ i+k i y i+fy=qy
m o ẍ o+co ẋ o+ko x o-fx=0
m o ÿo+( )co+c r ẏo+( )ko+k r yo-c r ẏ r-k r y r-fy=0

m r ÿ r+c r( )ẏ r-ẏo +k r( )y r-yo +fy=0

（1）

其中：m i，m o和m r分别为内圈、外圈和单元谐振器的

质量；c i，co和 c r分别为内圈、外圈和单元谐振器的阻

尼；k i，ko和 k r分别为内圈、外圈和单元谐振器的刚度；

x i和 xo分别为内圈和外圈在 x方向的位移；y i和 yo分

别为内圈和外圈在 y方向的位移；fx和 fy分别为接触

力在 x方向和 y方向的分量；y r为轴承的振动响应。

1.3 滚动轴承接触力分析

设滚动轴承节圆直径为 D p，滚动体直径为 D b，

内圈角速度为w，则保持架角速度可表达为

wc= (1- D b

D p ) w2 （2）

第 i个滚动体在时间 t的角位置 ψi表示为

ψi= wct+
2π( )i- 1

n
+ ψ 0 （3）

其中：n为滚动体的数量；ψ 0为第 1个滚动体的初始

角位置。

滚动轴承受内圈径向载荷的作用，第 i个滚动

体在任意角位置 ψi的总接触变形量为

δi= ( xi- x0) cos ψi+ ( yi- y0) sin ψi- β- ξiCd

（4）
其中：β为滚动轴承的径向间隙；Cd为外圈滚道上点

蚀的深度；ξi为判断函数。

ξi=
ì
í
î

1 ( ψd< ψj< ψd+Δψd )
0 (其他 )

其中：ψd为外圈滚道上点蚀所在的位置角。

根据非线性 Hertz接触理论，第 i个滚动体的接

触力为

fx= kb∑
i= 1

n

γi δ 1.5i cos ψi （5）

fy= kb∑
i= 1

n

γi δ 1.5i sin ψi （6）

其中：γi为判断函数，γi=
ì
í
î

1 ( δi> 0 )
0 (其他 )

。

1.4 滚动轴承振动磨损模型

假设振动磨损为屈服线性磨损过程，即体积磨

损率与法向载荷成正比。由 Holm⁃Archard方程［10］

可知

V s= K FN H （7）
其中：V为磨损量；s为滑动距离；K为无量纲磨损系

数；H为材料硬度；FN为法向载荷。

将式（7）的等号两边同时除以表观接触面积A，

可得

h s= K p H （8）
其中：h为磨损深度；p为法向接触压力。

如图 2所示，滚动体与滚道间的接触面积为椭

圆 形 ，其 长 短 半 轴 为 a= 30 mm，b= 1.109×

图 1 滚动轴承 5自由度动力学模型

Fig.1 Five degree of freedom dynamic model for rolling ele⁃
ment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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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E
D pD b

2 ( )D p - D b

3

，施加在滚动体上的法向载荷为

FN= f 2x + f 2y ，则滚动体的法向接触压力为

p= FN

A
= 0.259 ( )f 2x + f 2y

1
2 E 2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2 ( )D p - D b

D pD b

23

（9）

其中：E为滚动轴承材料的弹性模量。

假设 H为常数，则 K和 H可组合为量纲磨损系

数 k。式（8）还可以表示为

h s= kp （10）
节点位移法［11］作为磨损仿真的主要方法之一，

能够自适应更新几何模型，从而计算体积损失量。

实现该方法的步骤是将Holm⁃Archard方程离散化，

并将其嵌入有限元软件中。式（10）的微分形式表

示为

dh= kpds （11）
将式（11）的等号右边对 s在 [ s0，s1 ]上进行积

分，则总磨损深度为

h=∫
s0

s1

kpds （12）

其中：s0和 s1分别为滚动体滑动的起始位置和终止

位置。

考虑到总磨损深度 h与时间 t相关，式（12）还可

以表示为

h=∫
t0

t1

kp ( t ) ds ( )tdt dt （13）

其中：t0和 t1分别为滚动体滑动的起始时间和终止

时间。

将 滑 动 时 间 [ t0，t1 ] 分 割 为 若 干 iΔt，

i∈{ 0，1，…，Ι- 1}。积分按如下规则离散：dt→ iΔt，

ds ( t ) → Δs ( iΔt)，∫
t0

t1 ds ( )t
dt dt→∑

i= 0

I- 1 Δs ( )iΔt

iΔt
iΔt。 则

式（13）的离散化方程表示为

h=∑
i= 1

I- 1

kp ( iΔt) Δs ( )iΔt

iΔt
iΔt=

∑
i= 1

I- 1

kp ( iΔt) Δs ( )iΔt

（14）

在节点 l处的节点磨损深度可计算为

hl=∑
i= 1

I- 1

kpl( iΔt) Δsl( )iΔt （15）

由于磨损仿真需要大量迭代计算，因此使用外

推法测算出每次迭代的最大允许磨损深度，以减少

计算时间。每次迭代的最大允许磨损深度为

h lim = Tkpl sl= ςδmax （16）
其中：T为初始的外推因子；ς为介于 0和 1之间的规

定值；δmax为最大接触变形量。

2 滚动轴承振动磨损仿真分析

提升机NCF18/600V主轴承 5自由度非线性动

力学模型的主要参数如表 1所示。

2.1 有限元前处理

Holm⁃Archard方程是基于宏观的接触行为描述

磨损的微观形貌。由于材料没有发生宏观上的塑性

变形，在ABAQUS有限元软件中只需输入材料的线

弹性属性即可。NCF18/600V滚动轴承材料的弹性

模量 E= 2.06 × 1011 Pa，泊松比 ν= 0.3，密度 ρ=
7 850 kg/m3。对NCF18/600V滚动轴承设置边界条

图 2 滚动体受力后的接触面积

Fig.2 Contact area of rolling element subjected to the force

表 1 滚动轴承动力学模型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dynamic model for rolling ele⁃
ment bearing

参数

(m i,m o,m r)/kg
(c i,co,c r)/(Ns•m-1)
(k i,ko,k r)/(N•m-1)
(qx,qy)/N
(D p,D b)/m
w/(r•min-1)
n

ψ0/rad
β/m
Cd/m
kb/(N•m-1)

数值

8.7，49.5，3.79
1 379，2 210，9 424

4× 104，1.5× 107，2× 109

478.828，1 315.57
0.718，0.053
4 800
12
π 2
10-6

1.91× 10-5

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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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首先，在外圈上施加全约束（固定），在保持架和

内圈上只保留绕轴向旋转的自由度，剩余方向的自由

度全部被约束；其次，在内圈的部分内表面上施加压

力 p，如式（9）所示；最后，在内圈上施加旋转位移wt。
如图 3所示，设置滚动体和滚道间的接触对，其

中滚动体表面设为从面，内、外圈滚道设为主面。使

用线性六面体应力单元对 NCF18/600V滚动轴承

进行网格划分，其中滚动体使用细网格划分，内、外

圈使用粗网格划分。

2.2 振动磨损子程序

基 于 ABAQUS 有 限 元 软 件 的 UMESHMO⁃
TION磨损子程序，使用 FORTAIN语言编写了滚

动轴承振动磨损的计算程序。该计算程序在有限元

模型中实现了滚动体的磨损演化过程。在产生节点

位移后，自适应有限元技术自动更新实体网格。基

于更新后的有限元模型，计算程序计算出新的节点

位移，直到迭代次数达到规定值，退出计算程序。

2.3 有限元后处理

图 4分别为滚动体在迭代次数 I=6，16，20，24，
26，32下的表面磨损形貌。滚动体表面有大小规则

不等的凹坑，这是由于材料疲劳剥落形成的，属于典

型的表面疲劳磨损。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滚动体

表面磨损将愈加严重，最终导致轴承失效。

3 振动磨损不确定性量化

3.1 试验设计

针对具有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随机变量，拉丁

化分层抽样技术［12］能有效地提高方差缩减效果。

拉丁化分层抽样技术是在分层抽样的基础上，使用

拉丁超立方抽样对子空间进一步抽样。图 5为拉丁

化分层抽样的详细过程。以随机变量 X 1 和 X 2 为

例，采取 3× 3分层，共划分成 9个子空间。为了使

分层与拉丁超立方抽样保持一致，每个子空间被进

一步划分成 9个小空间。如图 5（a）所示，在第 1列
的子空间中，使用拉丁超立方抽样，使抽样点均匀地

分布在子空间中。在保证与第 1列抽样点在不同行

不同列的前提下，同样使用拉丁超立方抽样对第 2
列的子空间进行抽样，如图 5（b）所示。重复前面的

步骤，对第 3列的子空间进行抽样，直到抽样点填满

所有的子空间，如图 5（c）所示。

根据以上的抽样方法，对随机向量 X的累积分

布函数进行抽样。基于累积分布函数的样本，使用

随机向量 X的累积分布函数的逆函数获取随机向量

X的样本。表 2为影响滚动轴承振动磨损随机变量

X的概率特性。

3.2 自适应Kriging代理模型

通过配合使用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13］，可有

效提高拉丁化分层抽样的计算效率。相较普通

Kriging代理模型，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的优点

是以训练的小样本为基础建立初始 Kriging代理模

型，并使用 U学习函数更新 Kriging代理模型，直到

更新后的Kriging代理模型达到精度水平。

图 4 滚动体在不同迭代次数下的磨损形貌

Fig.4 Wear morphology of rolling element under different it⁃
erations

图 3 滚动体与滚道间有限元模型细节

Fig.3 Detail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partial area between
rolling element and ring rac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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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样本 ( xi，tj)的U学习函数定义为

U ( xi，tj)= || gK ( )xi，tj σg
K
( )xi，tj （17）

其中：gK ( xi，tj)为 Kriging代理模型在样本 ( xi，tj)处
的预测响应值；σg

K
( xi，tj)为 gK ( xi，tj)的标准差。

Kriging代理模型更新的停止准则定义为

Umin ( xi，tj)≥ 2 （18）

如果不满足停止准则，那么将 Umin ( xi，tj)对应

的样本增加到训练的小样本中，建立新的 Kriging代
理模型，直到满足停止准则。

图 6为振动磨损代理模型的预测值和真实值对

比。由图 6可得，基于 30个测试样本的对比结果，联

合使用拉丁化分层抽样技术和自适应 Kriging代理

模型，建立的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元模型最大误差

仅为 0.48%。由 η= 1
n∑i= 1

n

|| yi- yr 可得，滚动轴承

振动磨损的元模型的平均误差也仅为 η= 0.21%。

因此，该代理模型可为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时变可

靠性评估提供高精度的功能函数。

4 振动磨损的时变可靠性评估

基于 L矩的正态变换能精确地将 X⁃空间内的

随机变量 Xi 变换为 U⁃空间内相应的随机变量 Ui，

相较等概率变换方法精度更高。因此，采用高阶 L
矩方法开展滚动轴承的振动磨损可靠性分析。

基于高阶 L矩可靠性方法的原理如图 7所示，

经 过 L 矩 正 态 变 换 后 ，在 X⁃空 间 内 的 功 能 函 数

g ( X )将变为在 U⁃空间内的功能函数 G (U )。在验

算点 u0（对应 X⁃空间内的 x 0）处使用一阶泰勒级数

逼近G (U )，可得

G (U )≈ g ( x 0)+ [G′(u0) ] T (U- u0) （19）

图 6 振动磨损代理模型的预测值和真实值对比

Fig.6 Result comparisons between real value and predicted
value of vibration wear metamodel

图 7 基于高阶 L矩可靠性方法的原理

Fig.7 Principle of reliability method based on higher order L-

moment

图 5 拉丁化分层抽样策略

Fig.5 Strategy of Latinized stratified sampling

表 2 随机变量的概率特征

Tab.2 Probabi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random vari⁃
ables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符号

mr

D p

D b

w
β

Cd

c r
k r
qx
qy

均值 μ

3.79
0.718
0.053
3.9
10-6

1.91× 10-5

9 424
2× 109

478.828
1 315.57

标准差 σ

2.75
0.005
0.005
7.49
2.1
2.1
40
800
26
34

概率分布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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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u0)为G (U )在验算点 u0处的梯度。

G′(u0)= g ′( x 0)⊙Jx，u (u0) （20）

Jx，u (u0)= c2 + 2c3⊙u0 + 3c4⊙u0⊙u0 （21）
其中：⊙ 表示向量的普通乘积，即 Ap⊙Bp=［a1b1，
a2b2，…，apbp］。

式（19）的均值和方差可展开为

μG= g ( x 0)- [ g ′( x 0)⊙Jx，u (u0) ] Tu0 （22）

σ 2G= [ g ′( x 0)⊙Jx，u (u0) ] T[ g ′( x 0)⊙Jx，u (u0) ] （23）

相应的可靠指标为

β= μG
σG
=
g ( )x 0 - [ ]g ′( )x 0 ⊙Jx，u ( )u0 T

u0

 g ′( )x 0 ⊙Jx，u ( )u0
（24）

U⁃空间内的原点 O至线性化 G (U )的垂足坐

标为

u1 =-β
g ′( )x 0 ⊙Jx，u ( )u0

 g ′( )x 0 ⊙Jx，u ( )u0
（25）

使用 3次正态转换将 U⁃空间内的垂足 u1 变换

为 X⁃空间内相应的 x 1，通过比较 x 1与 x 0的大小，如

果 || x 1 - x 0  x 0 ≤ ε（ε为允许误差，通常取

ε= 10-6），则输出可靠指标 β；否则重复前面的步

骤，直到结果收敛。

滚动轴承的振动磨损可靠性功能函数可表示为

g ( X )= z ( X )- h△ （26）
其 中 ：X= (m r，D p，D b，w，β，Cd，c r，k r，qx，qy)；
z ( X )为所建立的滚动轴承振动磨损代理模型；

h△ = 194 μm，为规定的磨损失效阈值。

已 知 X 1 ∼ 6 的 前 4 阶 L 矩 分 别 为 λ1X 1 ∼ 6 = μX 1 ∼ 6，

λ2X 1 ∼ 6 = σX 1 ∼ 6 π，τ 3X 1 ∼ 6 = 0，τ 4X 1 ∼ 6 = 0.122 6；X 7 的 前 4
阶 L 矩 分 别 为 λ1X 7 = 9 424，λ2X 7 = 22.559 2，τ 3X 7 =
0.002 4，τ 4X 7 = 0.002 2；X 8 的前 4阶 L矩分别为 λ1X 8 =
2× 109，λ2X 8 = 451.605 4，τ 3X 8 = 2.258× 10-7，τ 4X 8 =
-3.578 4× 10-5；X 9 的 前 4 阶 L 矩 分 别 为 λ1X 9 =
478.828，λ2X 9 = 14.653 5，τ 3X 9 = 0.030 6，τ 4X 9 = 0.026 4；
X 10 的 前 4 阶 L 矩 分 别 为 λ1X 10 = 1 315.57，λ2X 10 =
19.185 5，τ 3X 10 = 0.014 6，τ 4X 10 = 0.012 8。根据 L矩正

态变换规则［14］，X 1 ∼ 10逆变换的表达式为

U 1 ∼ 6 = ( X 1 ∼ 6 - c1 ) c2 （27）

U 7 ∼ 10 =-2 Δ 0 9c24 cos éë( )γ+ π 3 ùû- c3 3c4（28）

c1，c2，c3，c4，Δ 0 和 γ可分别由式（29）~（37）确

定，即

c1 = λ1 - λ2τ3 π2 3 （29）

c2 =
-16δ2 λ2 π + 2π3 λ2( )3+ 2τ4

8 ( )5δ1 - 2δ2
（30）

c3 = λ2τ3 π2/3 （31）

c4 =
40δ1 λ2 π - 2π3 λ2( )3+ 2τ4

20 ( )5δ1 - 2δ2
（32）

Δ 0 = c23 - 3c2 c4 （33）

γ= arccos

æ

è

ç

ç
çç
ç

ç
- h

2 ( )Δ 0 9c24
3

ö

ø

÷

÷
÷÷
÷

÷
（34）

δ1 =
3 tan-1 ( )2

2
- 3π
4 2

（35）

δ2 =
15 tan-1 ( )2

2 2
- 15π
8 2

+ 1
4 （36）

h= 2c33
27c34

- c2 c3
3c24

+ c1
c4
- Xk

c4
（37）

由图 8可知，滚动轴承的磨损可靠度随着迭代

次数 t的增加而变化。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可靠度

曲线在迭代次数 t= 20时开始下降，比正常磨损的

可靠度曲线先下降；滚动轴承振动磨损可靠度曲线

的下降梯度明显大于正常磨损的下降梯度。因此，

滚动轴承的振动不仅会加剧滚动轴承磨损的可靠性

退化过程，而且增大了磨损可靠度的退化速率。

图 8 随迭代次数变化的滚动轴承磨损可靠度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wear reliability varying with iteration
times for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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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1）采用拉丁化分层抽样技术确定随机变量的

样本，配合使用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能够准确实

现滚动轴承振动磨损的不确定度量化。

2）基于NCF18/600V主轴承的动力学方程，将

振动磨损子程序与 ABAQUS仿真过程相结合，有

效求解了滚动轴承的磨损深度及表面磨损形貌。

3）相较滚动轴承正常磨损的可靠度曲线，振动磨损

下的可靠度曲线先下降，表明滚动轴承的振动会加剧滚

动轴承磨损的可靠性退化过程。同时，振动磨损可靠度

曲线的下降梯度明显大于正常磨损的下降梯度，表明滚

动轴承的振动增大了磨损可靠度的退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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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传动链动态载荷识别算法及验证

巫发明 1，3， 李 晔 1， 杨从新 2， 杨 柳 3， 王 靛 3

（1.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上海，200240）
（2.兰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兰州，730050）
（3.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株洲，412000）

摘要 以某大型双馈风电机组为研究对象，建立传动链动态载荷特性模型，提出传动链扭转振动和发电机转矩特

性相结合的低速轴扭动载荷识别算法。开展多体动力学刚柔耦合模型仿真计算，验证振动特性和动态辨识载荷。

结果表明，动态辨识载荷与仿真结果吻合度较高，额定风速以上其平均值偏差约为 2%，1 Hz等效疲劳载荷偏差约

为 6%。样机测试验证结果表明，动态辨识载荷与实测结果具有较高吻合度，等效疲劳载荷偏差在 5%以内，满足工

程要求。本研究的传动链动态载荷识别方法，引入低通滤波算法，进行自主编程，只需机组自有检测和运行数据，并

可获取机组运行过程中的低速轴扭转载荷，为机组安全监控提供有利支撑。

关键词 载荷识别；振动；风电机组；动力学；传动链

中图分类号 TH113.1

引 言

随着现代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高铁、大飞机、

汽车和新能源等领域的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

与应用成果，其中工程结构上的动态载荷问题也很

受关注［1⁃5］。由于实际载荷的复杂性，准确地识别载

荷成为科研难点［6⁃9］ 。近年来，风电机组迅速发展，

新开发的机组容量越来越大，风轮叶片越来越长，机

组体积和质量不断增加，风电行业面临的动力学和

承载问题越来越多［10⁃12］。动力学成为风电发展的研

究热点，特别是传动链扭振问题被重点关注［13⁃15］。

在风电机组的实际运行中，传动链的主要部件易出

现疲劳破坏，如齿轮箱、发电机等的故障［16⁃17］。这是

由于风的随机作用导致传动链受到频繁扰动，产生

剧烈载荷变化。对实际工作过程中所受载荷进行识

别，将为机组传动链的优化、故障评估及寿命预测提

供基础。然而在实际工程中，当测点不可达、载荷作

用点较多时，往往载荷无法通过传感器直接测得。

一般情况下，结构的动响应是较为容易得到的，因此

通过载荷识别方法确定载荷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笔者重点研究将动态载荷识别技术应用于风电

机组传动链受载分析。通过对机组传动链结构在运

用条件下的动载荷识别，有助于制定传动链上的部

件疲劳设计载荷谱，为主轴、主轴承、齿轮箱及联轴

器等传动链上关键部件的动态设计与疲劳设计提供

可靠的依据。传动链低速轴扭转载荷源于风电机组

叶片，理论上可以通过风轮面上的风速、叶片的翼型

及空气动力学基本理论等进行气动载荷计算，并通

过载荷传递关系进行计算获取［18］。但是，这种方法

需求的计算条件获取困难，计算复杂度高，工程应用

难度非常大。另外一种获取风电机组低速轴扭转载

荷的方法是通过增设载荷测量设备进行直接测量，

典型的做法是在主轴承增加扭矩应变测试装置，通

过数据处理转化为扭转方向的载荷［19］。采用此方法

获取低速轴扭转载荷会带来较大的成本投入。本研

究的动态载荷识别方法，通过 Matlab进行自主编

程［20］，在不增加载荷测量传感器情况下，对机组监测

的运行数据进行低通滤波，让传动链振动特性能正

常通过，而超过设定临界值的高频信号则被隔断、减

弱。应用载荷识别方法测算低速轴扭转载荷，并将

测算的载荷值融入数据采集和监视控制系统（su⁃
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简 称 SCA⁃
DA），进行长期载荷在线监测，作为基本风电机组运

行数据，可供机组进行监控和传动链部件的健康诊

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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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理论

动态载荷识别问题属于结构动力学的第 2类反

问题，它是根据结构在动态载荷作用下的振动响应

和系统的特性参数来确定动载荷的过程［4，8］。笔者

将动态载荷识别算法应用于风电机组传动链低速轴

扭转载荷识别，与理论仿真结果进行对比，主要对比

传动链扭转载荷的平均值和 1 Hz等效疲劳载荷［19］。

1.1 动量⁃叶素理论

风电机组所转化的能量来源于风的动能。由动

量⁃叶素理论［18］可知，叶素法向力 dF n 和切向力 dF t
分别表示为

dF n = 0.5ρcV 0
2C n dr （1）

dF t = 0.5ρcV 0
2C t dr （2）

其中：c为叶素弦长；dr为叶素展长；V 0为来流风速；

ρ为空气密度。

法向力系数 C n和切向力系数 C t可以由升力系

数 C l及阻力系数 C d计算得出

C n = C l cos ϕ+ C d sin ϕ
C t = C l sin ϕ- C d cos ϕ

（3）

考虑叶片数量 N，作用在半径 r处叶素的轴向

推力为

dF= 0.5NρcV 0
2C n dr （4）

作用在半径 r处叶素的转矩为

dM= 0.5NρcV 0
2C t dr （5）

因此，风轮转矩 T aero为

T aero =∫0.5NρcV 0
2C t dr （6）

1.2 高速端转矩和损耗模型

机组传动链损耗包含机械和电气损耗。机械损

耗包括主轴承和齿轮箱等的损耗，其效率为 η1，发电

机轴功率 Ps与气动功率 P的关系为 Ps= η1P；电气

损耗是由空载损失 L 0 和效率 η2组成，电功率输出 Pe

与发电机轴功率 Ps 的关系为 Pe= η2 ( Ps- L 0 )，η1
和 η2与机组的运行状态点相关，由试验实测获取。

高速端转矩 Te由测量的发电机功率 Pe和发电机转

速 ωe计算获得，Te= Pe ωe。

1.3 传动链动载荷识别模型

将风电机组传动系统动力学模型简化成 2自由

度的动载荷识别模型，将其中传动链模型简化为有

质量和惯性的转子、具有刚度和阻尼的转子轴、由齿

轮比 N、齿轮箱刚度 Ks和机械效率 η1表示的齿轮箱

和转动惯量组成的发电机。发电机转矩通过齿轮箱

反射，并指定为 NTe。风轮扭转角为 θ1，发电机扭转

角为 θ2。建立传动链系统载荷识别模型见图 1。

风轮惯量产生的力矩为

Jθ̈1 = T aero - Ks(θ1 - θ2
N )- D ( θ̇1 - θ̇2

N ) （7）

发电机惯量产生的力矩为

N 2 JG
θ̈2
N
=-NTe+ Ks(θ1 - θ2

N )+ D ( θ̇1 - θ̇2
N )
（8）

其中：角度差 Δθ̇= θ1 - θ2 N；Δθ̇为转速差。

将角度差代入式（7）和式（8），可得

Jθ̈1 = T aero - KsΔθ- DΔθ̇ （9）

N 2 JG
θ̈2
N
=-NTe+ KsΔθ+ DΔθ̇ （10）

将 θ2 N=Δθ- θ1代入式（10），可得

N 2 JG ( θ̈1 - Δθ̈)=-NTe+ KsΔθ+ DΔθ̇ （11）

再将式（9）代入式（11），可得

T aero = NTe+( N 2 JG+ J ) θ̈1 - N 2 JGΔθ̈ （12）
将 ω= θ̇代入式（12），可得

T aero = NTe+( N 2 JG+ J ) ω̇ 1 - N 2 JGΔω̇ （13）
空气动力学模型和传动链模型形成耦合系统。

空气动力学模型计算气动性能和载荷，作用在传动

链模型上；传动链模型对结构动力学模型产生反作

用力，利用结构动力学模型计算转速，转速影响空气

动力学模型的气动载荷，产生新的气动载荷。

风电机组传动链细化模型由空气动力模型和风

轮、主轴、齿轮箱、联轴器及发电机等动力学模型构

成。将低速轴、高速轴模型按柔性轴处理，考虑刚度

和阻尼特性，能更好地描述传动系统的动力学特

性［11］。ωL，ωH和 ω 2分别为增速箱低速端、高速端和

发电机端转速，如图 2所示。根据图 2的动力学模

型，传动链系统动力学方程可写为

图 1 传动链系统载荷识别模型

Fig.1 Drive train paramet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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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θ̈1 + CL ( θ̇1 - θ̇L )+ KL ( θ1 - θL )+ C 1 θ̇1 = T aero

J2 θ̈2 + CH ( θ̇2 - θ̇H )+ KH ( θ2 - θH )+ C 2 θ̇2 =-T 2

JL θ̈L- CL ( θ
·

1 - θ
·

L )- KL ( θ1 - θL )=-TL

JH θ̈H- CH ( θ
·

2 - θ
·

H )- KH ( θ2 - θH )= TH

（14）
其中：JL，T aero和 C 1分别为风轮转动惯量、输入扭矩

和阻尼系数；KL，TL 和 CL 分别为低速轴刚度系数、

扭矩和阻尼系数；KH，TH 和 CH 分别为高速轴刚度

系数、扭矩和阻尼系数；J2，T 2和 C 2分别为发电机端

转动惯量、扭矩和阻尼系数。

由式（13）可知，传动链前端的气动力可由发电

机转矩叠加传动链惯量力和扭转振动力求得。由

式（14）可知，齿轮箱的所受扭矩力也可由发电机转

矩叠加传动链惯量力和扭转振动力求得。此研究方

法与文献［21］开展的运输类飞机阵风载荷与机动

载荷识别算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笔者主要针对风

电机组的运行特点进行了研究与建模分析，并建立

了传动系统载荷识别计算流程，如图 3所示。

1.4 疲劳载荷评估方法

等效载荷可通过雨流循环计算获取，雨流循环

计算是用作结构疲劳分析的方法。指定一个或多个

S⁃N 曲线的斜率m与频率 f，计算出的等效载荷作为

恒频正弦载荷的振幅，得到与原始信号一样的疲劳

损伤［19］。载荷测试 10 min结果的 1 Hz等效载荷为

DEL=(∑i n i Si m Tf )
1
m

（15）

其中：f为 1 Hz；T为 600 s。

2 仿真分析模型

2.1 模型参数

为研究风电机组的传动链扭振载荷，以某 3.xMW
变速变桨双馈型风电机组为例，使用 Simpack软件

建模［22］，调用 Aerodyn程序开展气动与动力学的联

合仿真分析。该机组的主要参数如表 1所示。风电

机组传动链参数如表 2所示。

风电机组结构动力学分析中，采用国际电气委

员会制定的相应标准规定的坐标系［19］。

2.2 动力学仿真模型

采用 Simpack作为仿真平台，建立精细化的传

动链多体动力学模型。风电机组动力学系统结构如

图 4所示，风电机组拓扑图如图 5所示。

图 2 传动系统动力学模型

Fig.2 Dynamic model of transmission system

表 1 风电机组参数

Tab.1 Wind turbine parameter

参数

风轮直径 / m
叶片数

空气密度 /（kg•m-3）

切入风速 / (m•s-1)
发电机额定功率 / kW

数值

146
3
0.9
3

3 000

参数

切出风速 / (m•s-1)
湍流强度 Iref
额定风速 / (m•s-1)
塔筒高度 / m

数值

20
0.14
9.5
100

表 2 传动链基本参数

Tab.2 Drive train parameter

参数

风轮转子惯量/(kg·m²)
高速轴的转动惯量/(kg·m²)
发电机转动惯量/(kg·m²)
低速轴刚度/(Nm·rad-1)
高速轴刚度/(Nm·rad-1)
传动比

数值

2.26×107

27.496
110

1.87×108

3.25×106

111.56

图 4 风电机组动力学系统结构图

Fig.4 Structural chart of wind turbine dynamics system

图 3 传动链动态载荷识别计算流程

Fig.3 Drive train dynamic load identific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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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平行主轴是 x轴，水平方向是 y轴，

垂直向上是 z轴。图 5中：6 dof表示具有 6个自由度

的铰接；FE表示力元，其后的编号如 5，13，41，43，
50及 93等表示力元的类型；α表示绕 x轴的转动；β
表示绕 y轴的转动；γ表示绕 z轴的转动。在 Sim⁃
pack软件中建立风电机组的多柔体动力学模型，用

于分析整机固有频率和各阶振型。通过时域仿真可

计算出所有零部件的受力、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23］。

3 仿真结果分析

变速变桨机组通过变桨控制技术改变桨距角，

从而调节叶片气动性能，使机组在高风速时输出稳

定功率。通过调节转速实现额定转速之前的最佳性

能跟踪［10］。变桨距机组功率 Pe 随风速变化曲线如

图 6所示，其变桨距机组功率变化分为 3个区：I区，

风速大于切入风速 V ci而小于额定转速 Ωrat时，桨距

角运行在最佳桨距角；II区，机组达到额定转速，转

矩随风速的增大而增加；III区，风速在额定风速V rat

和切出风速 V co之间，通过调节桨距角稳定在额定

功率。本研究所选仿真分析模拟工况及试验对比工

况从 I，II，III区各选取工况进行分析。

3.1 特征值求解及模态响应

依据拉格朗日方程［17］，任何机械系统的运动方

程表述为

M θ
••
+ C θ

•
+ Kθ= F （16）

针对传动链的模态分析，将传动链简化为三质

量块模型，于是式（16）可以变为 Kϕ= λCϕ ，这就是

结构动力问题的广义特征值方程。求解结构动力系

统的特征问题就是求其代数方程组的解，式中求解

的未知量 λ= ω2和 ϕ分别为结构的特征值和特征矢

量，并与 Simpack 求解系统的固有频率进行对比。

对比结果如表 3所示，仿真与理论计算结果基本

一致。

3.2 载荷识别模型及仿真对比

针对构建的传动链扭转载荷识别模型，将其预测

结果与 Simpack仿真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如

图 7~9所示。选取风电机组有代表性的 3个运行状

态点进行传动链 10 min的时序对比，状态点见图 6，分
别为：切入风速（I）；额定风速（II）；额定风速以上（III）。

从图 7可知，在低风速状态下，机组是转矩控

制，传动链扭矩随风速的变化而波动。机组要保持

处在最佳风能吸收状态，需调节转速来实现最佳跟

踪。通过发电机转矩、转速变化率及转速差变化率，

可准确对传动链载荷进行识别，其 10 min的平均值

偏差约为 3.5%，等效疲劳载荷偏差约为 14.5%。

从图 8可知，在额定风速状态下，由于风速的波

动，机组运行在转矩控制与变桨控制切换过程中。

通过发电机转矩、转速变化率及转速差变化率，可准

确对传动链载荷进行识别，其 10 min的平均值偏差

约为 1.2%，等效疲劳载荷偏差约为 0.53%。

从图 9可知，在额定风速之上的状态下，机组是

变桨控制，机组的传动链效率已稳定，并且传动链转

矩随风速的变化而波动，但未出现大变化。通过变

桨控制保证功率恒定，转矩也基本恒定，只有小的转

速波动。通过发电机转矩、转速变化率及转速差变

化率，可准确对传动链载荷进行识别，其 10 min的
平均值偏差约为-0.1%，等效疲劳载荷偏差约为

5.7%。

图 6 风电机组功率变化曲线

Fig.6 Wind turbine power curve

图 5 风电机组拓扑图

Fig.5 Topology of wind turbine
表 3 Matlab和 Simpack计算的固有频率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natural frequencies calculated
by Matlab and Simpack Hz

固有频率

1阶

2阶

Matlab计算

1.143

116

Simpack计算

1.15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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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验证及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验证仿真及载荷识别模型，

按照 IEC 61400—13的标准要求［19］，选取在青海都

兰风电场的测试样机（#8号机组）进行测试，测试样

机地型及机位布置情况如图 10所示，测试风场的空

气密度为 0.9 kg/m3，年平均风速为 7.5 m/s。

试验风电机组可测状态参数包括监测传动链扭

转载荷识别的输入参数为发电机转速、风轮转速及

发电机功率。用于对比分析需关注的参数为风速、

叶片变桨角度等。在试验系统的主轴径向方向布置

应变传感器，进行传动链扭转载荷的测量，用于对比

分析，应变传感器布置如图 11所示。根据现场机组

试验条件，使用硬件平台和数据采集软件组成的系

统来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首先，开展模态试验，利

用测试数据获取传动链的固有频率；其次，利用这些

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基于计算反求技术对传动链所

受的载荷进行识别；最后；对结果进行对比。

4.1 模态测试

风电机组传动链扭转振动耦合主轴、齿轮箱、联

轴器及发电机等试验模态特性可通过机组的传动链

扭转载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处理［24］。从图 12可
看出，该传动链的实测数据频谱峰值有 0.561 5 Hz
（叶片面外 1阶）、0.898 Hz（叶片面内 1阶）、1.143 Hz
（传动链 1阶）、1.255 Hz（叶片面外 2阶）和 1.63 Hz
（叶片面内 2阶），其传动链 1阶频率与仿真模型计

算结果基本一致，偏差为 0.83%。

动态载荷识别反问题涉及动态测试方法、动力

模型修正及计算反求方法等多个问题［25⁃26］。因此，

笔者应用样机现场测试对其模型参数进一步验证。

从频谱分析可以看出，传动链扭转载荷主要集中在

2 Hz以下。因此，传动链扭转载荷识别模型应采用

低通滤波。

4.2 动态载荷识别结果验证

为了更方便地将动态载荷识别方法应用于工程

实际问题，开发了动态载荷识别软件包。选取 3个
有代表性的运行状态点进行动态载荷识别模型的验

证，其对比结果如图 13~15所示。
图 11 应变传感器主轴安装位置

Fig.11 Strain gauges installed on the main shaft surface

图 7 仿真载荷和预测载荷时序对比（I）
Fig.7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load

and predicted load (I)

图 8 仿真载荷和预测载荷时序对比（II）
Fig.8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load

and predicted load (II)

图 9 仿真载荷和预测载荷时序对比（III）
Fig.9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pre⁃

dicted load (III)

图 10 样机试验安装地点

Fig.10 Installation site of prototype experiment

图 12 测试载荷频谱分析

Fig.12 Spectrum analysis of test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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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3可知，风电机组在切入风速（I）阶段，机

组是转矩控制，传动链扭矩随风速的变化而波动。

要保持机组最佳风能吸收状态，需调节转速来实现

最佳跟踪。通过发电机转矩、转速变化率及转速差

变化率，可准确对传动链载荷进行识别。预测的

10 min平均值与测试值偏差约大于 0.9%，其等效疲

劳载荷偏差约小于 11%。主要原因是预测模型中

未考虑叶片实际安装时存有一定的气动不平衡，这

将带来前端主轴测点处有一定的 1P波动载荷。

从图 14可知，风电机组在额定风速（II）阶段，机

组是转矩控制，传动链扭矩随风速的变化而波动。

要保持机组处在最佳风能吸收状态，需调节转速来

实现最佳跟踪。通过发电机转矩、转速变化率及转

速差变化率，可准确对传动链载荷进行识别。预测

的 10 min平均值与测试值偏差约大于 1.9%，其等效

疲劳载荷偏差约小于 0.45%。

从图 15可知，风电机组运行在切出风速（III）阶

段，机组是通过变桨系统进行控制，传动链扭矩随风

速的变化而波动。机组要保持处在恒定功率，需调

节叶片桨距角来实现最佳跟踪。通过变桨角、转速

变化率及转速差变化率，可准确对传动链载荷进行

识别。预测的 10 min平均值与测试值偏差约小于

0.1%，其等效疲劳载荷偏差约小于 5%。

从图 13~15可以看出：在额定风速以上，仿真

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度较高；在低风速段，其等效疲

劳偏差略大。从机组寿命累计统计可知，预测能满

足工程应用的要求。

5 结 论

1）应用 Simpack的仿真计算数据，验证机组传

动链动态辨识的载荷。结果表明，动态辨识载荷与

仿真结果吻合度较高。在额定风速以上，其平均值

偏差小于 2%，1 Hz等效疲劳载荷偏差在 6%以内。

2）通过样机测试了验证方法的可行性，由动态

辨识载荷与实测结果对比可知，同样在小风速段，其

等效疲劳偏差略大，但平均值偏差较小。在额定风

速以上，动态辨识载荷与实测结果的平均值及等效

疲劳载荷吻合都较好，偏差在 5%以上，满足工程

要求。

3）所采用方法能有效地反映机组传动链的动

力学问题，与试验载荷吻合度非常高，推导的扭转载

荷能用于机组分析。以机组自有的检测和运行数据

为基础，扩展性地获取机组运行过程中的低速轴扭

转载荷，可为机组安全监控提供有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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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齿轮箱的定子电流信号诊断方法试验研究
∗

时献江， 李苏健， 郭 华， 司俊山
（哈尔滨理工大学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哈尔滨，150080）

摘要 为了解决风力双馈感应发电机（doubly fed induction generator，简称 DFIG）行星齿轮箱故障诊断中常规振动

检测技术成本高、现场安装与实施困难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直接利用 DFIG定子电流信号的间接诊断方法。利用电

动机、行星齿轮箱和变频器等通用设备，建立了一个简便易行的 DFIG传动系统故障模拟试验台。通过模拟试验和

Hilbert解调谱分析方法，以行星齿轮为例，研究传动系统的 DFIG定子电流信号故障感应机理，探讨故障特征频率

成分随发电机运行工况的变化规律。通过与振动加速度信号和扭振信号的对比分析，表明 DFIG定子电流信号可

以兼顾反映行星齿轮的径向振动与扭振信号的振动特征，可作为实际风电机组常规振动检测技术的一种替代方法。

关键词 行星齿轮箱；定子电流；故障诊断；模拟试验；风力双馈感应发电机

中图分类号 TH17

引 言

行星齿轮箱具有结构紧凑、传动比大、传动效率

高和承载能力强等优点，广泛应用于风力 DFIG的

机械传动系统中［1］。但是，由于风力发电机运行环

境恶劣，行星齿轮箱存在故障停机时间长、维修成本

高等问题。据统计，其故障停机时间约占风力发电

机系统总故障停机时间的 19.4%［2］，而更换一台大

型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费用就达百万元［3］。因此，

有必要对该设备进行状态监测与诊断，合理安排维

修计划，避免不必要的停机损失。

与定轴轮系不同，行星齿轮箱中的齿轮啮合位

置是时变的，采用固定安装位置的径向振动传感器

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有些学者尝试采用扭振检

测方法进行行星齿轮箱的故障诊断［4⁃5］。但是，由于

扭矩传感器安装时需要对现有设备的机械结构进行

改造，导致扭振检测方法往往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

段，而无法在实际中广泛应用。

鉴于上述情况，一种采用定子电流信号的间接

诊断方法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该方法将电机本身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电磁转矩估计的扭矩传感器，利

用定子电流即可实现电机及其传动系统的机械故障

检测与诊断［5⁃6］。定子电流信号获取方法简便、成本

低，非常适合风力发电机这类集群、分布式设备的故

障监测与诊断。

目前，针对行星齿轮故障诊断的研究文献多是

利用电动机定子电流信号［7⁃8］，而利用风力发电机，

特别是市场占有率较高的风力 DFIG定子电流信号

的研究文献较少［9］，其主要原因是风力发电机本身

结构庞大，现场试验条件困难，而试验台建造方面也

存在着控制系统复杂、成本高和不易实现等问题。

另外，与电动机不同，发电机作为一个负载设备感应

传动系统的故障信息，传动系统齿轮等部件的故障

冲击扭矩变化对定子电流信号故障感应原理尚不是

很清楚。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关故障模拟试验台，深

入研究发电机定子电流信号的行星齿轮故障感应原

理及诊断方法，为风力发电机组行星齿轮箱故障诊

断技术提供基础研究与应用支持。

1 风力 DFIG组成及行星齿轮箱特征

频率

典型的风力DFIG系统组成如图 1所示，主要由

风力机、行星齿轮增速箱、DFIG和双向AC\DC\AC
变流器及其控制系统组成。其中，行星齿轮箱结构

如图 2所示，其内齿圈与机座相连，行星齿轮回转架

与风力机相连，太阳齿轮与 DFIG相连。当风力机

通过行星齿轮增速箱带动 DFIG 转子以频率 fr旋转

时，自动控制系统可调节转子励磁电流频率 f2的大

小，保证定子发电频率 f1与电网频率相等。 f1，fr和 f2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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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为

f1 = pn f r + f2 （1）
其中：pn为发电机的极对数。

将行星齿轮箱的动轴轮系转化为定轴轮系，并

根据行星齿轮与太阳齿轮或内齿圈间的啮合频率 fm
相 等 条 件 ，可 建 立 各 个 部 件 运 行 频 率 之 间 的 关

系［1，9］为

fm = fp zp =( f r - fH ) z r = ( fsun - fH ) z s （2）
其中：fp，fs，fr和 fH分别为行星齿轮、太阳齿轮、内齿圈

和行星齿轮回转架的旋转频率；zp，zr和 zs分别为行

星齿轮、内齿圈和太阳齿轮的齿数。

由式（2）可以计算各部件的运动特征频率，例

如，当内齿圈固定（fr=0）时，行星齿轮的旋转频率或

故障频率 fp为

fp =
fm
zp
= z r
zp
fH =

z s
zp
( fs - fH ) （3）

根据文献［6］，定子电流信号中感应的机械故障

特征频率 fGe的表达式为

fGe = | f1 ± kfc | （4）
其中：fc为上述机械故障特征频率；k为谐波次数，

k=1，2，…。

2 信号处理方法

假设时域信号为 x（t），其Hilbert变换 h（t）为

h ( t )= 1
π ∫-∞

+∞ x ( τ )
t- τ

dτ （5）

根据 x（t）和 h（t）可以构造解析信号 xa（t）

xa ( t )= x ( t )+ jh ( t )= | xa ( t ) |ejφ ( t ) （6）
其中：xa（t）为原始信号 x（t）的包络信号；φ（t）为相

位解调信号，如式（7）和式（8）所示。

| xa ( t ) |= [ ]x ( t ) 2 +[ ]h ( t ) 2
（7）

φ ( t )= arctan h ( t )
x ( t )

（8）

由式（8）可计算瞬时频率信号 f（t）为

f ( t )= 1
2π
dφ ( t )
dt （9）

笔者主要利用式（7）和式（9），借助快速傅里叶

变换进行各种信号的包络谱和瞬时频率谱分析。

3 DFIG传动系统故障模拟试验台

DFIG传动系统故障模拟试验台总体结构及控

制系统如图 3所示，试验台结构部分的实物照片如

图 4所示。试验台主要包括变频器、异步驱动电动

机、行星齿轮增速箱、主轴承、联轴器、DFIG及负载

R、传感器及数据采集系统等。其中，驱动电动机采

用 5.5 kW的 6 极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配套变频器

模拟不同风速下的风力机工作状态。利用 1.5 kW
的 6 极 、YZR 系 列 交 流 异 步 绕 线 式 电 动 机 替 代

DFIG，将其接成发电机运行方式，定子线圈接三相

阻性负载 R。R为 220V的白炽灯，Y形连接，可通

过更换不同功率的白炽灯组合调节发电机负载。

由于 DFIG大部分时间工作于亚同步运行状

态，此时 DFIG转子转速低于同步转速，励磁频率

f2>0，双向 AC\DC\AC仅使用单向励磁功能。另

外，故障模拟试验对 DFIG控制系统要求也不高，只

需提供恒转速的稳定工况即可。在此情况下，可利

图 1 风力DFIG的基本组成示意图

Fig.1 Basic composition diagram of DFIG wind turbine

图 2 行星齿轮系结构示意图

Fig.2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planet gear train

图 3 DFIG传动系统故障模拟试验台组成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DFIG transmission system
fault simulation test 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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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通变频器代替复杂的双向AC\DC\AC变流器，

直接给DFIG转子提供励磁电流。但是，由于绕线式

电动机的转子额定电压和电流与普通电动机的定

子 线 圈 不 同（额 定 电 压 为 130 V，额 定 电 流 约 为

12.5 A），因此选择了 7.5 kW、额定电流为 15 A 的三

相交流变频器，将其额定输出电压限制为 130 V使用。

行星齿轮箱采用NGW⁃11型行星齿轮减速箱，将

其倒装在传动链中，作为增速箱使用。其太阳齿轮、

行星齿轮、内齿圈的齿数分别为 35，14和 64；行星齿轮

数量为 3；增速比为 2.8。利用氩弧焊的电弧熔化行星

齿轮的一个齿面，形成齿面局部故障，如图 5所示。

采用 KLC型钳形电流互感器测量 DFIG定子

电流信号；采用加速度传感器（型号为TS1100，螺钉

安装）测量行星齿轮箱的振动信号；利用测速齿盘配

合 CWY系列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量行星齿轮箱

的实际转速，用于测算行星齿轮箱的各部件特征频

率，也可用于估计行星齿轮箱的扭振成分［4⁃5］。

数据采集系统由各传感器信号的放大、滤波电路

和数据采集板构成（见图 3），其中定子电流信号和振动

信号采样前均经 1 500 Hz抗混低通滤波处理。定子电

流信号近似为整周期采样方式，采样频率为 5 120 Hz，
采样点数为 262 144。振动加速度和电涡流位移信号

的采样频率均为 5 kHz，采样点数为 262 144。

4 试验结果分析

4.1 行星齿轮正常

4.1.1 DFIG定子电流信号

行星齿轮箱正常时的试验条件如下：电动机供

电频率 fd=10 Hz，DFIG转子励磁频率 f2=23.2 Hz，
三相总负载 R为 300 W。为了保证解调谱的分析精

度，定子电流信号经过 40~100 Hz的数字带通滤波

后，再根据式（7）和式（9）计算包络谱和瞬时频率

谱。行星齿轮箱正常时的幅值谱、包络谱和瞬时频

率谱局部如图 6（a）所示。由幅值谱可见，发电频率

为 f1=49.86 Hz，满足 50 Hz的发电要求。另外，在

幅值谱的发电频率 f1附近有大量的调制边带成分，

图 5 模拟局部故障的行星齿轮

Fig.5 Simulated local faulty planetary gear
图 4 试验台结构部分实物照片

Fig.4 Physical photo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est bench

图 6 行星齿轮正常状态的试验分析结果

Fig.6 Test analysis results when planetary gear is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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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40.98 Hz和 58.77 Hz边带成分，对应解调谱（包络

谱和瞬时频率谱）中的 8.89 Hz频率成分，为太阳齿

轮的转频，也就是 DFIG的转频成分。同理，幅值谱

中 46.74 Hz 和 53.01 Hz 边 带 对 应 的 调 制 频 率 为

3.15 Hz，为行星架转频，也就是驱动电动机的转频

成分。

4.1.2 测速齿盘位移信号

利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取的测速齿盘径向位

移信号频谱局部如图 6（b）所示，其中解调谱均为

经过 100~160 Hz的数字带通滤波后的分析结果。

图 6（b）幅值谱中的 129 Hz即为测速齿盘的齿通过

频率，将其除以齿盘齿数 41，即为驱动电动机轴或

行星架的旋转频率 fH=3.15 Hz。由此，根据式（1）~
（3）计 算 的 其 余 部 件 正 常 时 的 特 征 频 率 如 表 1
所示。

在 图 6（b）的 幅 值 谱 中 ，齿 盘 的 齿 通 过 频 率

（129 Hz）两侧同样含有丰富的边带成分，从解调谱

中可以发现行星架转频 3.15 Hz及倍频成分，太阳齿

轮转频 8.89 Hz及倍频成分等。

4.1.3 行星齿轮箱振动加速度信号

行星齿轮箱正常时的振动加速度信号频谱局部

如图 6（c）所示，其中解调谱均为再经过 75~175 Hz
的数字带通滤波后的分析结果。在图 6（c）中的幅

值谱中难以发现有用的特征频率成分，在解调谱中

可以发现行星架转频（3.82 Hz）和太阳齿轮转频

（8.91 Hz）等特征频率成分，但是频率定位精度明显

不如测速齿盘位移信号和定子电流信号。

综合比较图 6的 3种信号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相

对于径向振动加速度信号，定子电流信号与测速齿

盘位移信号的频率成分及幅值分布更加接近。根据

文献［4］，测速齿盘位移信号具有间接测量系统扭振

成分的功能，这说明定子电流信号主要是以扭矩波

动方法感应传动系统故障信息的。另外，上述 3种
信号分析结果中均没有发现行星齿轮的故障特征频

率，说明行星齿轮正常无故障。

4.2 行星齿轮故障

当增速箱中的一个行星齿轮出现图 5（b）所示

的齿面局部故障时的试验结果如图 7所示，此时的

试验、采样与分析条件与正常时相同。为了节省篇

幅，仅分析与行星齿轮相关的特征频率成分。

4.2.1 DFIG定子电流信号

行星齿轮故障时的 DFIG定子电流信号频谱局

部如图 7（a）所示。可以看到，解调谱中新增加了正

常时没有的 14.43 Hz和倍频 28.87 Hz成分，这就是

行星齿轮的故障特征频率 fp和 2fp，预示着行星齿轮

可能出现故障。

另外，从解调谱还可以看出，与正常时相比，行

星架转频（3.16 Hz）幅值增大了约 1.5~2倍，但是太

阳齿轮转频成分（8.89 Hz）的幅值不但没有增大，反

而减小了。这种现象除了结构因素外（如行星架是

与行星齿轮相关的支承部件），还与发电机定子电流

信号的故障感应原理以及故障部件在传动链的具体

位置有关。由于故障部件（如行星齿轮）会额外消耗

驱动系统能量，使处于该故障部件传动链后端的发

电机和其他部件承受的平均输入功率和扭矩减少，

即传动系统故障对发电机电磁转矩是一个负贡献成

分，这可能是造成定子电流信号中太阳齿轮一类正

常部件转频成分幅值减小的主要原因。行星齿轮故

障除了减小发电机的平均扭矩外，还会引起扭矩波

动幅度的增大，解调分析真正获取的是发电机定子

电流中的电磁扭矩波动成分，而不是平均电磁扭矩

成分，这是发电机作为负载设备能够感应其传动系

统设备故障的基本原理。

4.2.2 测速齿盘位移信号

行星齿轮故障时的测速齿盘位移信号分析结果

如图 7（b）所示。根据幅值谱可知，故障时的齿通过

频率为 129.5 Hz，据此计算出各个部件故障时的特

征频率见表 1。另外，从幅值谱可以看出，其边带成

分较正常时（图 6（b））更加丰富。在瞬时频率谱中

出现了行星齿轮的故障频率 fp及其倍频成分（14.44
Hz和 28.88 Hz），但是在包络谱中却没有发现这种

故障特征频率。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测速

表 1 行星齿轮箱特征频率计算值

Tab.1 Calculated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of planetary gearbox Hz

行星齿轮

正常时

故障时

行星架转频

fH (=fr1)
3.15
3.16

行星齿轮

故障频率 fp
14.40
14.45

太阳齿轮转频 fs/
故障频率 3fs*
8.91/26.73
8.94/26.81

内齿圈故障

频率 3fH*
9.45
9.48

齿轮啮合

频率 fm
201.60
202.24

DFIG励磁

频率 f2
23.2
23.2

DFIG发电

频率 f1
49.93
50.01

*因为 3个行星齿轮同时与太阳齿轮啮合，所以太阳齿轮故障频率为 3fs；内齿圈时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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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盘主要依靠齿间的相位波动来感应扭振信号；测

速齿盘安装位置远离行星齿轮的径向振动感应范

围，其位移信号在空齿段基本处于超量程状态，所以

测得的幅值信号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其测量幅

值也没有进行标定，直接使用了测量电压单位V。

4.2.3 行星齿轮箱振动加速度信号

行星齿轮故障时的振动加速度信号分析结果如

图 7（c）所示。与正常时（图 6（c））相比，各个频谱

中均出现了行星齿轮故障特征频率 14.32 Hz和
28.65 Hz，而且与行星齿轮运动紧密相关的行星架

转频 3.13 Hz的幅值也明显增大，这些均说明行星齿

轮出现了故障。

从正常和故障时的 3种不同信号的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定子电流信号分析结果基本包含了扭振和

径向振动分析的所有特征频率成分，充分说明了

DFIG定子电流信号诊断方法的有效性。

4.2.4 行星齿轮故障特征频率及其幅值变化规律

为了探讨风力发电机运行工况对定子电流信号

分析效果的影响，在驱动电机不同运转速度情况下，

进行了行星齿轮正常和故障时的比较试验。限于篇

幅，笔者仅给出了 DFIG定子电流的发电频率 f1成
分、行星齿轮特征频率 fp及其倍频 2fp成分的分析结

果，如图 8（数据取自幅值谱和包络谱）和图 9（数据

取自瞬时频率谱）所示。可见：随着驱动电机供电频

率 fd的增大，发电频率 f1的频率及其幅值基本不变；

而行星齿轮故障特征频率 fp及其倍频成分的频率和

幅值却在逐渐增大。

但是，随着行星齿轮箱转频继续增大，定子电流

信号中的 2fp倍频特征频率幅值的增幅变小，甚至有

图 7 行星齿轮故障状态的试验分析结果

Fig.7 Test analysis results when planetary gear is faulted

图 8 不同转速下的行星齿轮包络谱特征频率及其幅值变

化规律

Fig.8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variation of
planetary gear envelope spectrum at different rotation⁃
al speeds

图 9 不同转速下的行星齿轮瞬时频率谱特征频率及其幅

值变化规律

Fig.9 Characteristics of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spectrum of
planetary gear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and its
variation of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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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降。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行星齿轮

箱转速低时，齿间冲击能量较弱，对发电机的定子电

流信号影响较小，只有当转速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这种冲击效果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当转速过大时，

系统的惯性变大，此时由齿轮故障冲击引起的扭振

变化量对系统的转速（或相位）变化量的影响相对减

弱，导致定子电流信号中的故障特征频率幅值下降。

5 结 论

1）建立了一个可以模拟风力DFIG亚同步运行

工况的简易行星齿轮箱故障模拟试验台。通过对行

星齿轮正常与故障状态时的 3种信号对比试验分

析，证明发电机定子电流信号可以兼顾反映行星齿

轮的扭振信号和振动加速度信号频谱特征，充分说

明定子电流信号诊断方法是常规振动检测技术的一

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或补充方法。

2）虽然传动系统部件故障对发电机的输入平

均扭矩和定子电流是一个负贡献分量，但是发电机

仍然可以根据故障扭矩的变化量（扭振）来检测与感

知传动系统的机械故障类型与特征。

3）发电机运行转速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定子

电流信号中的机械故障特征获取。因此，对于实际

风力 DFIG的行星齿轮增速箱的故障诊断，可以寻

找敏感的风速运行频段进行测试分析，以提高定子

电流信号分析方法的检测与诊断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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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叶片掠过频率噪声的等效激励源辨识方法

王晨光 1， 冯海军 2， 章 艺 2， 周 璞 2， 蒋伟康 1

（1.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2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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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离心风机流体激励源位于风机内部，并且是分布式的激励源，可以通过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简称 CFD）分析计算激励力分布，但无法通过表面的动力响应来反求激励力，验证 CFD结果的正确性。

针对此问题，建立了风机叶片噪声的等效激励源辨识方法，用实验的方法获得蜗壳振动大小以及候选等效激励点到

蜗壳振动测点的传递函数，测量了离心风机在额定工况下的压力脉动大小，通过多项式拟合得到了蜗壳面上的压力

脉动分布，为等效源选择提供依据。通过最小误差算法优化选择等效激励源候选点，根据 Tikhonov正则化算法反

演得到等效激励力大小，再用测量得到的传递函数与反演得到的等效激励力计算蜗壳、机脚等位置的振动响应，来

验证反演结果的等效性与准确性。主要的叶片掠过频率峰值反演结果与测量结果误差在 2 dB左右，成功反演了离

心风机叶片掠过频率等效激励力。

关键词 离心风机；分布源反演；等效激励源；叶片掠过频率

中图分类号 TH44；O327

引 言

离心风机是一种将机械能转化为输送气体压力

能和动能的流体机械，其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大

的振动和噪声，有必要对离心风机内部激励源的辨

识进行研究，获得振动和噪声产生的机理，以便进一

步降低设备的振动和噪声［1］。离心风机流体激励源

位于设备内部，并且是分布的激励源，无法直接进行

测量，需要通过载荷识别技术反演和辨识分布的激

励源。国内外针对离心风机振动噪声问题的研究主

要有风机和叶轮参数等对振动噪声的影响［2］、离心

风机流体 CFD仿真与振动噪声仿真［3⁃4］、风机振动噪

声的传递路径及噪声预测［5］、载荷分布对风机气动

性能影响的数值计算研究［6］、基于分布载荷的风机

优化设计［7］以及风机内部流体激励对风机振动的数

值研究［8］。从方法上看，多数针对风机载荷与振动

的研究思路都是通过仿真、优化与实验验证来探讨

风机参数对振动噪声的影响，而缺少对风机载荷的

反演研究，来辨识噪声与振动产生的激励载荷。载

荷识别是将测量的响应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并和频

响函数矩阵的逆相乘来获取载荷［9］。载荷识别问题

属于动力学逆问题中的第 2类逆问题，逆问题求解

过程中的不适定性会严重影响到最终的识别精度。

使用正则化方法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一问题，其中

Tikhonov正则化方法在载荷识别问题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10］。此外，利用概率统计学中的贝叶斯方

法，也是解决载荷识别问题的重要手段［11］。但传统

方法对于逆问题求解的都是集中载荷识别问题，无

法求解离心风机分布载荷。Otsuka等［12］在对稳态

运行的单缸发动机的振动力识别研究中引入了等效

力的概念，即与真实作用力对于振动响应有相同作

用效果的等效力，为分布载荷的反演识别问题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思路。

笔者针对离心风机分布流体激励载荷识别问

题，建立分布源的等效激励力辨识模型，采用实验方

法反演离心风机内部等效激励力，通过最小误差方

法合理选择等效激励点位置，通过 Tikhonov正则化

方法反演得到等效激励力大小，再根据反演结果预

测风机机脚、蜗壳等测点的振动大小，与实际测试结

果进行对比，验证等效力反演的准确性。

1 风机内部激励源辨识方法

风机内部流体激励源为分布激励，通过简单的

有限点的响应测量是无法反演得到完整的激励分布

的，只能通过复杂的流体仿真得到风机内部激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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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耗时费力。在对分布激励的识别过程中，重要

的是载荷的平均水平和作用效果的辨识。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提出了基于等效激励源的风机分布激励

力辨识模型。其中，等效是指相同的作用效果，即将

目标点的响应作为离散后的等效激励源的作用结

果，使辨识得到的等效激励源与真实激励源有相同

的作用效果。同时，将目标点的拟合误差作为等效

激励源的辨识误差，来衡量等效源辨识结果的准确

程度。

1.1 等效源模型的建立

等效激励源模型将风机内部分布激励简化为集中

的力源，要确定等效源的数量和位置，既要根据激励的

真实分布情况考虑，又要将辨识的误差降低到最小。

等效源数量是通过奇异值分解的方法计算截断

后非零奇异值的个数来确定的，只要等效源数量大

于截断后最大奇异值到截断量之间所包含的奇异值

个数，就可以认为该等效源数量足够表征激励力特

性，一般从最大奇异值向下截取 10 dB（10倍能量）

即可满足。

等效源位置的确定采用目标点输出累计误差最

小来确定［13⁃14］。

假定 YZ 为响应坐标集合 Z中的动态响应，YX

为响应坐标集合 X中的动态响应，Z为目标响应集

合，X为已知响应集合，两者无交集。给定的候选等

效激励力坐标集合为 F，得到

YZ= T F
ZXYX （1）

其中：T F
ZX为响应YX到YZ的传递矩阵。

T F
ZX= HZFH +

XF （2）
其中：HZF和HXF为激励集合 F到响应集合 Z和集合

X的频响函数矩阵；H +
XF 为 HXF 的广义逆；集合 X中

元素个数大于集合 F中元素个数。

为了使用上述方法，首先要得到响应 YX 到 YZ

的传递矩阵。由于并不知道激励力的位置，需要重

复全部的可能组合并比较计算的 YZ同实际测得结

果
~
YZ的累计误差。对每一个组合，分别计算分析频

段范围内 YZ 和
~
YZ 的误差，误差最小的那个组合就

是要得到的等效激励力的组合。

目标响应的累计误差可以定义为

ε= 1
m∑i= 1

m

∑ω ( )20 lg
|

|

|
||
|
|
||

|

|
||
|
|
| Y͂Zi( )ω
YZi( )ω

2

（3）

其中：m为YZ的维数。

确定等效力组合之后，通过反演的方法得到这些等

效源的源强，再对目标点响应的拟合情况进行分析，同

时也可获得等效源同分布的真实激励源之间的关系。

1.2 Tikhonov正则化法

在建立了等效源模型之后，要对等效源的源强

进行反演。在反问题的求解过程中，由于测量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测量误差以及引入的噪声数据，激励

通过传递函数引起响应这一等式是不能成立的，应

用正则化方法可以减小反演误差。定义误差函数为

δ= Y- HF （4）
其中：F为载荷激励；H为载荷激励到响应的传递函

数；Y为响应；δ为误差。

为了使误差函数取最小值，Tikhonov给出的目

标函数为

J=( δHδ )+ λ2( F HF ) （5）
其中：上标H表示共轭转置；λ为正则化参数。

将目标函数 J对 F求导并使其等于零，从而使

函数取极小值，可得载荷解为

F=( H TH+ λ2 I )-1H TY （6）
对矩阵H进行奇异值分解，可得

H= USV T =∑
i= 1

M

u i s ivTi （7）

载荷激励解为

Fλ=∑
i= 1

M s2i
s2i + λ2

uTi Y
s i

v i （8）

1.3 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

由式（8）可知，正则化参数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反演结果的准确性，这里引入两种常用的正则化

参数选择方法：L曲线法和广义交叉验证函数（gen⁃
eralized cross⁃validation，简称GCV）法。

1.3.1 L曲线法

L曲线法是最常用的正则化参数选择方法之

一［15］，由于拟合残差和正则解随正则化参数变化，两

者在坐标系中曲线呈 L形，在 L形的拐角处拟合残

差和正则化解恰好达到最佳平衡，此时对应的正则

化参数为最佳正则化参数。令

ì
í
î

ïï
ïï

ρ= lg ( ||HF-W || )
θ= lg ( ||F || )

（9）

则 L曲线的曲率为

c ( λ)= ρ′θ ′′- ρ′′θ ′

( )( )ρ′ 2 + ( )θ ′ 2
3
2

（10）

最大曲率所对应点即为所求正则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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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GCV法

GCV法是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方法，其主要思想

是最优正则化参数能够预测任一新的数据。将主要数

据分为两组，一组用于模型的训练，另一组用于对已训

练好的模型进行误差估计，选择误差最小的作为最优

模型。确定最优正则化参数的GCV函数形式为

G ( λ )=

1
n
 I- A( λ )W 2

2

( )1
n
tr ( )I- A( λ )

2 （11）

其中：A( λ )= H ( H TH+ nλI )-1H T；n为测点个数；

tr ( ∙ )为矩阵的迹。

求 GCV 函数的极小值即可确定最优正则化

参数。

2 离心风机实验分析

2.1 实验布置

分布式激励源的研究对象为离心式风机，如

图 1所示。

风机由通过法兰连接的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电

机额定功率为 18.5 kW，额定转速为 2 940 r/min。采

用 交 流 变 频 调 速 器 控 制 ，变 频 器 载 波 频 率 约 为

8 kHz。电机 4个机脚通过弹性橡胶悬置固定安装在

机架上，电机与风机蜗壳通过法兰盘连接，叶轮叶片

数为 14，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与蜗壳均为弹性连接。

根据反演方法，需要获得风机在运行工况下的

振动大小以及所有等效激励力候选点到振动响应测

点的传递函数。为了获得风机内部载荷激励分布特

征并且验证辨识结果，还要测量蜗壳内部压力脉动

的大小。机脚振动加速度、频响函数测试及蜗舌压

力脉动测点实测图分别如图 2~4所示，各实验内容

与测试方法如表 1所示。

传感器布置如图 5所示，以出风口为界限将风机蜗

壳曲面展开，上部为出风口之上曲面，下部为出风口之

下曲面，靠近风机蜗舌位置。图中蓝色正方形对应 1~

表 1 实验内容与测试方法

Tab.1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est method

序号

1

2

3

试验内容

运行工况下风机

振动噪声测试

频响函数测试

蜗壳压力脉动测试

测试目的

获得离心风机运行工

况下振动噪声数据

获得候选等效激励点

到振动响应测点的频

响函数

获得离心风机内部激

励特征，对反演得到的

激励力进行对比验证

图 2 机脚振动加速度

Fig.2 Acceleration of motor mount

图 3 频响函数测试

Fig.3 Frequency response test

图 4 蜗舌压力脉动测点

Fig.4 Pressure fluctuation measuring point of volute tongue

图 1 离心风机实验样机

Fig.1 Centrifugal fan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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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号蜗壳表面振动测点（示意图中只展示了部分测

点）。编号顺序从 1~112依次从最后一排右下到左上。

此外，布置 1个传声器测量风机出风口噪声。等效激励

源候选点 1~36号如图 3中红色三角形所示，依次从左

上到右下。蜗壳压力脉动测点如图 3中黑色圆点所示，

编号顺序 1~38依次从左上到右下。实验进行时，设定

变频器工作频率为 50 Hz，开启变频器控制开关，启动

风机，使风机工作在额定工况，采样频率为 25.6 kHz，
待风机运行稳定后记录 20 s振动加速度数据。采集蜗

壳压力脉动数据时，使用相同的设置。

2.2 测试结果

蜗壳 112个测点的平均振动加速度频谱如图 6所
示，4个机脚的平均振动加速度频谱如图 7所示，蜗壳

平均压力脉动谱如图 8所示，风机出风口噪声频谱如

图 9所示。

由图 8可得，风机内部激励峰值主要为 691和
1 382 Hz单频激励。由于风机额定转速所对应叶片

掠过频率为 686 Hz，可以判断 691 Hz为实际风机叶

轮掠过频率。根据叶片数 14可以计算得到叶轮实

际转速为 2 961 r/min，1 382 Hz为二倍叶片掠过频

率。由图 6和图 7可得，风机蜗壳和机脚在 691 Hz
也存在较大峰值，虽然蜗壳和机脚在其他频率下峰

值也有很多，但多是由于结构模态或者电机激励所

导致的，与风机内部流体激励关联较弱。根据图 9
出风口噪声频谱，691 Hz单频噪声是风机噪声的主

要频率，离心风机噪声分布激励源的研究主要针对

叶片掠过频率 691 Hz。
根据所有 38个压力脉动测点在 691 Hz频率下

图 8 蜗壳平均压力脉动谱

Fig.8 Averaged pressure fluctuation spectrum of volute

图 9 风机出风口噪声频谱

Fig.9 Sound spectrum of fan outlet

图 6 蜗壳平均振动加速度频谱图

Fig.6 Averaged acceleration spectrum of volute

图 7 机脚平均振动加速度频谱图

Fig.7 Averaged acceleration spectrum of motor mount

图 5 离心风机蜗壳测点布置展开图

Fig.5 Measuring point layout of centrifugal fan v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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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压力脉动值，通过多项式拟合的方法获得了蜗

壳圆弧面在叶片掠过频率下的压强分布，如图 10所
示。在蜗舌位置且靠近电机和叶轮位置压力脉动最

大，远离蜗舌位置在 691 Hz下压力脉动较小，叶片

掠过频率激励主要在蜗舌附近。

3 等效激励源反演结果

通过离心风机实验确定了叶片掠过频率噪声来

源于 691 Hz的单频分布激励，并建立叶片掠过频率

噪声源的等效激励源模型，根据候选等效激励点到

振动响应点的传递函数与实际运行工况振动加速度

反演等效激励力。针对逆问题求解中不适定性问

题，通过 L曲线准则和GCV准则确定正则化参数的

Tikhonov正则化法减小辨识误差。

3.1 等效激励源点的选择

确定分析频率为 691 Hz的叶片掠过频率后，还

要确定等效源的数量和位置。等效源数量是通过奇

异值分解的方法计算截断后非零奇异值的个数来确

定的。对所有 38个压力脉动测试信号进行奇异值

分解，如图 11所示，为了便于观察截断后的奇异值

个数，对分解结果作了归一化，取小于最大奇异值

10 dB（10倍能量）作为截断。由图可知，在整个频

段范围内都不超过 10个奇异值，因此选择 10个等效

源对于反演分析是足够的。等效源位置的选择在没

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通常假定等效源是均匀分布

的，但是要计算所有可能的等效源组合计算量过

大。根据图 8和图 10叶片掠过频率压力脉动分布的

分析结果，不同位置的流体激励不仅全频段量级相

差较大，而且相近位置相同频率压强分布也较为不

同。总体上在叶片掠过频率 691 Hz时压强最大，并

且越接近叶轮、越靠近蜗舌部位激励力越大。叶片

掠过频率的主要激励源基本分布在蜗舌位置，因此

固定选择最靠近蜗舌位置的 7个等效激励点，从其

他远离蜗舌位置选择 3个等效激励点，共 10个等效

激励点，总候选组合数为 C 3
29 = 3 654。根据 1.1节介

绍的方法选出最优的等效源组合，使蜗壳或机脚目

标点的拟合误差最小。

选择蜗壳上全部 112个振动测点为已知响应集

合 X，4个机脚三向振动测点为目标响应集合 Z，确

定等效源组合过程中，选择 4个机脚振动测点的累

计误差最小所对应的等效激励源组合为最优等效激

励源组合。累计误差如图 12所示。第 1 871组合对

应 6，24，27和最靠近蜗舌位置的 7个候选点组成了

最优等效源组合。

3.2 等效激励力反演结果

根据确定的最优等效源组合，分别应用 L曲线

准则和 GCV准则确定的正则化参数反演等效激励

力，并作出根据等效激励计算得到的机脚振动响应

与实测响应的频谱图，如图 13所示。应用两种正则

化参数准则反演辨识结果较为接近。

在 691 Hz叶片掠过频率下，实测的振动为 119.5
dB，L曲线法和 GCV法分别为 116 dB和 119.2 dB，
误差很小，成功获得了叶片掠过频率下风机内部等

图 11 归一化后的压力脉动奇异值分解结果

Fig.11 Normalized singular value autopower spectra

图 12 不同等效源组合累计误差(691 Hz)
Fig.12 Cumulative error of different equivalent source com⁃

binations at 691 Hz

图 10 叶频 691 Hz压力脉动沿蜗壳面展开方向分布图

Fig.10 Distribution of pressure fluctuation on volute at
691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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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激励力。但是，在其他频率下的反演误差很大，有

些频率甚至超过 10 dB，且反演结果均比实测结果偏

小。这是因为针对叶片掠过频率的等效源模型不能

适用于全频段的等效激励力反演，其原因为：①除叶

片掠过频率外其他频率振动源并不主要来源于风机

内部流体激励，这些激励源无法通过垂直蜗壳面的

等效源来代替；②由于流体激励的特点，不同频率激

励的主要作用位置并不相同。由于反演方法是频域

方法，对于不同的分析频率最优的等效源组合是不

同的。用来反演叶片掠过频率下内部激励力的等效

激励源模型不适应其他频率下的激励力反演，而对

于叶片掠过频率下的等效激励力，由于等效激励力

选择符合真实激励情况，反演误差较小。

将验证点选在蜗壳上，为了便于分析，将等效激

励点全部选择在靠近蜗舌的位置（27~36），反演点

也选择蜗舌附近的测点（1~20），选择测点 24和 36
进行拟合验证，结果如图 14和图 15所示。在两个验

证点叶片掠过频率处，L曲线法和 GCV法计算反演

误差均小于 3 dB，反演结果很好。

辨识方法流程如下：

1）根据确定的分析频率结合实际激励分布情

况，通过奇异值分解方法和响应累计误差最小方法

选择等效激励源，建立等效激励源模型；

2）通过 Tikhonov正则化方法并根据 L曲线和

GCV准则确定正则化参数，反求等效激励力；

3）根据求出的等效激励力与测试得到的传递

函数，计算验证点振动响应，并与真实测量的振动响

应对比，验证辨识的准确性。

3.3 误差分析

离心风机内部真实激励是分布激励源，其传递

函数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测量，并且反演过程中难以

获得准确解。为了简化研究，将所有的激励源等效

为一个或几个集中源。源点的位置通过以机脚等选

定的振动输出目标点累计误差最小来确定。但是，

风机内部流体激励不同于其他分布载荷激励，不同

区域载荷强度相差较大。由于电机转速不稳定导致

的叶轮转速波动也会使蜗壳内部流场产生变化，流

体激励难以简化为稳态激励。叶片掠过频率激励信

噪比较高，可以认为是风机内部的稳态激励，并且这

一频率也是风机最显著、最主要的激励频率，因此重

点针对这一频率进行研究。

对于叶片掠过频率，等效激励源位置选择依据压

力脉动测试结果获取的先验知识结合目标响应点累计

误差最小的方法，快速准确地建立了叶片掠过频率下

的等效激励源模型。根据方法要求设计并实施了风机

内源反演实验，依据测量得到的风机振动数据与频响

函数成功反演了风机内部等效激励力，反演误差较小。

对于叶片掠过频率以外的其他频率的等效激励

力，如果按照叶片掠过频率下的等效激励源模型反

演，由图 12~15可知，在很多频率下反演误差很大。

由于真实激励在非叶片掠过频率可能来自电机轴承

激励，仍然按照等效源位于蜗壳上进行反演，反演结

果会与实测结果相差很大。即使真实激励位于蜗壳

上，但是并不集中于蜗舌位置，直接反演得到的结果

图 13 机脚测点振动频谱对比

Fig.13 Comparison of vibration spectrum of mount

图 14 24#测点振动对比频谱图

Fig.14 Vibration spectrum of 24# measuring point

图 15 36#测点振动对比频谱图

Fig.15 Vibration spectrum of 36# measur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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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与实测结果产生较大误差。

风机内部激励源反演方法有很好的适用性，但

是针对离心风机的特殊情况，等效激励源模型在不

同频率下具有差异性，并且会极大影响激励力反演

结果。只有掌握激励分布情况，合理确定等效激励

源位置，才能通过分布源反演方法辨识等效激励力。

4 结束语

离心风机噪声来源主要是叶片掠过频率噪声，

噪声主要激励源来自风机内部的流体，将风机噪声

的分布激励源等效为集中激励力，成功辨识了风机

内部分布激励源。辨识过程中应用了 Tikhonov正
则化方法，L曲线和 GCV准则两种正则化参数确定

方法所得到的辨识结果接近。该方法属于频域分析

方法，整个计算在频域内进行，虽然只针对单一的叶

片掠过频率进行了对比和验证，但是可推广到其他

流体分布激励源反演问题中去，利用奇异值分解和

最小误差优化算法并结合先验知识，合理选择等效

激励力方向和位置，能够准确地辨识分布的激励力，

并预测其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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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凇覆冰和雨凇覆冰导线气动力特性试验研究
∗

楼文娟， 王礼祺， 陈卓夫
（浙江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 杭州，310058）

摘要 设计制作了 3组不同覆冰厚度的表面光滑与表面粗糙的新月形覆冰导线刚性模型，以此来模拟导线雨凇和

雾凇覆冰情况，进行了高频天平测力风洞试验，分析了光滑与粗糙覆冰导线气动力、风偏响应和舞动稳定性的关系

与差异。试验结果表明：表面粗糙覆冰导线的阻力系数比表面光滑覆冰导线略大，且升力系数⁃攻角曲线和扭矩系

数⁃攻角曲线不会出现尖峰；在相同覆冰厚度和覆冰形状下，雨凇形成的光滑覆冰导线气动稳定性较雾凇或混合凇

形成的粗糙覆冰导线更差；在相同风速和线路条件下，粗糙覆冰导线的风偏响应较光滑覆冰导线更大，因此雾凇覆

冰较雨凇对导线风偏更不利。

关键词 输电线路；覆冰导线；雾凇；雨凇；气动力特性

中图分类号 TM726；TU312

引 言

输电线路覆冰严重影响电网安全，很多国家都

曾遭受过严重的导线覆冰灾害［1］。目前，主要采用

人工气候试验室、冰风洞等覆冰试验和现场观冰的

方法研究导线覆冰特性［2⁃4］，已经对导线覆冰形态有

了较多研究。结果表明，雾凇和混合凇覆冰条件下

导线覆冰表面会形成多孔状或毛玻璃状的粗糙结

构，雨凇覆冰条件下导线覆冰纯粹透明且表面光滑

平整。因此，在不同覆冰条件下导线覆冰表面粗糙

度存在差异，对流动和换热的影响很大［6］。

覆冰导线气动力特性是研究导线舞动和风偏的

基础，对输电线路抗风防舞设计至关重要。目前，对

覆冰导线气动力大多采用表面光滑的D形或新月形

等典型覆冰形状的覆冰导线模型进行风洞试验研

究。文献［5⁃6］对表面光滑的新月形覆冰导线刚性

模型进行了风洞试验，研究了覆冰厚度、试验风速及

湍流度等因素对导线气动力的影响，未考虑表面粗

糙度的影响。Achenbach［7］对具有不同表面粗糙度

的圆柱进行了风洞试验，获得了表面粗糙度较大的

圆柱临界雷诺数较低且阻力系数更大的结论。文献

［8⁃9］也得出了表面粗糙度较大的导线阻力系数大

于光滑圆柱的结论。现有研究中，有些采用了铝管

和橡胶等材料模拟裸导线自身的粗糙表面［10⁃11］，但

均未考虑粗糙覆冰表面的影响，其模型覆冰表面均

为光滑，与雾凇和混合凇覆冰条件下形成的粗糙覆

冰表面不符。研究不同覆冰条件下形成的粗糙和光

滑覆冰表面导线气动力的差异，对分析导线舞动机

理和研究防舞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归纳总结了输电线路覆冰类型和覆冰特

性，得到了不同覆冰条件下的覆冰表面特性，设计制

作了 3组不同覆冰厚度的光滑与粗糙新月形覆冰导

线模型来模拟雨凇和雾凇覆冰，进行了高频天平测

力风洞试验，研究了粗糙覆冰表面对导线气动力特

性的影响，并进行了导线驰振稳定性和风偏响应分

析，得出了不同覆冰条件下导线气动力、风偏响应和

驰振稳定性的关系与差异。试验结果可以为线路设

计提供参考。

1 覆冰导线风洞试验

1.1 输电线路覆冰特性

一般来说，过冷却水滴在 0℃以下时撞击并冻结

在导线上会形成输电线路覆冰。根据覆冰的气象条

件和危害程度，输电线路覆冰可分为雨凇、雾凇、混

合凇和湿雪，且与热力学平衡机理（热量传递及交

换）、流体力学机理（过冷却水滴与导线碰撞）和环境

与电场耦合机理（电流的热效应、电场的作用）密切

相关［12］。输电线路不同种类覆冰特性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知，雨凇和混合凇（硬雾凇）是常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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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输电线路危害最大的两种覆冰类型，其覆冰特性

差异较大，故有必要研究这两种覆冰条件下的导线

气动力差异与关系。

1.2 试验模型

本次试验设计了 3组不同覆冰厚度的光滑与粗

糙新月形覆冰导线模型来模拟雨凇和雾凇覆冰情

况，其横截面如图 1所示。图 2为两种覆冰导线刚

性模型，模型长度为 0.8 m，外径为 26.82 mm（相当

于导线型号 LGJ⁃400/35的外径），采用丙烯腈⁃丁二

烯⁃苯 乙 烯（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简 称

ABS）塑料按 1∶1的比例制作，采用涂料来模拟实际

粗糙覆冰表面，覆冰厚度对导线直径无量纲化。

1.3 试验概况

本次试验在浙江大学 ZD⁃1边界层风洞实验室

完成，采用高频测力天平测量覆冰导线的气动力参

数。试验时采用了在模型端部加端板的措施，尽可

能消除风洞的边界层效应，保证流场的二维特性，试

验装置如图 3所示。

导线发生舞动时的风速大多集中在 7~15 m/s
之间，在该范围内风速对覆冰导线气动力系数影响

不大［13］。对于新月形覆冰导线，5%湍流度的风场

对导线驰振稳定性更为不利［14］。由于本次试验主要

分析粗糙覆冰表面的影响，而未考虑风速、湍流度等

因素，因此统一取试验风速为 10 m/s，湍流度为

5%。由于模型截面的对称性，试验风攻角范围取

0°~180°，风攻角间隔为 5°。
本次试验采用准定常假设，可用折减风速Vr来

初步判定准定常假设的适用性，定义为

Vr= U/fv d （1）
其中：U为试验平均风速；fv为结构振动频率；d为结

构特征尺度，可取迎风面宽度。

当折减风速大于临界值时，即可近似认为符合

准定常假设。实际大跨度输电导线低阶模态频率大

致为 0.1~1 Hz，则本次试验折减风速经计算远大于

Blevins［15］提 出 的 20~30 的 临 界 值 ，满 足 准 定 常

假设。

2 气动力特性结果分析

2.1 气动力系数定义

高频天平测力试验中气动力及风攻角定义如

图 4所示。

表 1 输电线路覆冰特性

Tab.1 Ic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mission lines

覆冰
类型

雨凇

混合凇

雾凇

湿雪

形成条件

小雨、毛
毛雨或雾

雾、毛毛
雨或雪

雾

雪或雨
夹雪

密度/
(g•cm-3)

0.8~0.92

0.5~0.8

0.1~0.5

0.2～0.4

物理特性

纯粹透明，坚硬，结
构致密，覆冰表面光
滑平整，带有冰柱

透明与不透明交替
重叠，较坚硬，覆冰
表面呈毛玻璃状粗
糙结构

白色不透明，脆弱，
结构较松散，覆冰表
面粗糙粒状结构，含
气泡和小孔

白色堆积状，软弱，
结构松散

危害
程度

危害
最大

危害
较大

危害
较小

基本
无危害

图 1 不同覆冰厚度新月形覆冰导线的横截面示意图

Fig.1 Cross section diagram of crescent-shaped iced conduc⁃
tors with different ice thickness

图 2 粗糙的导线雾凇覆冰模型与光滑的导线雨凇覆冰模型

Fig.2 Rough model of rime icing conductor and smooth mod⁃
el of glaze icing conductor

图 3 风洞试验装置

Fig.3 Wind tunnel tes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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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计算可获得无量纲的导线平均升力、

平均阻力和平均扭矩系数，定义如下

CL ( α )=
FL ( α )

0.5ρU 2DH
（2）

CD ( α )=
FD ( α )

0.5ρU 2DH
（3）

CM ( α )=
M ( α )

0.5ρU 2D 2H
（4）

其中：FL，FD和M分别为导线试验模型在风荷载作用

下所受的升力、阻力和扭矩；ρ为空气密度；H为导线

模型长度，取 0.8 m；D为导线外径，取 26.82 mm。

2.2 平均气动力特性分析

导线结冰后其覆冰表面会存在一定的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对流动和换热的影响很大。粗糙度的产

生机理非常复杂，常用等效颗粒粗糙高度 ks来衡量

覆冰表面粗糙度［16］。本次试验模型覆冰表面 ks约为

2.5 mm，其气动力系数如图 5所示。

由 3组试验结果可知，对于表面光滑覆冰导线，

在升力系数⁃攻角曲线两侧 15°和 175°附近出现尖

峰，但表面粗糙覆冰导线却未出现尖峰。尖峰的形

成与覆冰导线表面边界层转捩形成的分离泡和尾流

处的再附着有关。随着风攻角的增加，在进入临界

流动状态时，导线表面的平均风压会在分离泡形成

再附着点前突然降低，导线表面两侧形成非对称风

压，从而导致升力系数曲线的尖峰［9⁃10］。覆冰导线断

面越长，越容易在低风速下出现再附，对比图 5（a，
b，c）可知，升力系数尖峰随着覆冰厚度的增加而变

大，符合前述分析结果。

图 4 气动力及风攻角定义

Fig.4 Definition of aerodynamic force and wind attack angle

图 5 不同覆冰厚度的粗糙和光滑的新月形覆冰导线的气动力系数

Fig.5 Aerodynamic coefficients of crescent-shaped iced conductors with rough and smooth ice surface under different ice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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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表面粗糙度一方面会增加表面摩擦而影响

边界层的形成，另一方面粗糙的表面会在边界层中

引起湍流，而湍流会影响边界层的转捩，削弱分离

泡［10］，所以粗糙覆冰表面消除了升力系数尖峰，升力

系数⁃攻角曲线更平稳。值得说明的是，降低风速、

提高表面粗糙度、增强湍流度都可以消除这种尖峰。

表面光滑和粗糙覆冰导线的阻力系数随风攻角

变化趋势相似，总体上表面粗糙覆冰导线阻力系数略

大于表面光滑覆冰导线，这与流体力学中常见的阻力

危机有关。阻力危机是指流场的雷诺数增加到一定

程度时，其阻力系数突然下降的现象。表面粗糙度降

低了阻力危机的影响，使阻力危机出现在较低的雷诺

数下，从而减小了临界雷诺数范围内阻力系数的下

降，所以表面粗糙覆冰导线阻力系数会更大。

扭矩系数情况与升力系数类似，表面光滑覆冰导

线扭矩系数⁃攻角曲线在 15°附近出现尖峰，而表面粗

糙覆冰导线未出现尖峰，两者曲线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面粗糙覆冰导线扭矩系数⁃攻角曲线较平稳。

3 驰振稳定性和风偏响应分析

3.1 驰振稳定性分析

导线舞动是一种气动不稳定的现象，具体表现

为导线系统的负气动阻尼。针对表面粗糙和表面光

滑的覆冰导线，利用最经典的 Den Hartog垂直舞动

机理［17］和 Nigol扭转舞动机理［18］进行导线驰振稳定

性判定。

根据上述两个导线舞动机理，导线发生舞动的

必要条件为 Den Hartog系数或 Nigol系数小于 0，判
断式为

Nig= ∂CM

∂α < 0 （5）

Den= ∂CL

∂α + CD< 0 （6）

其中：Den和 Nig为 Den Hartog系数和 Nigol系数；α

为风攻角。

将试验获得的升力系数、扭转系数用三次样条

曲线来模拟其变化，对所得的样条曲线求导后获得

Den Hartog系数和Nigol系数，如图 6所示。

由图 6可知，对于 Den Hartog舞动机理，表面光

滑覆冰导线的不稳定风攻角在 20°和 170°附近，而表

面粗糙覆冰导线的 Den Hartog在绝大部分风攻角

下大于 0，且覆冰光滑导线的 Den Hartog系数⁃攻角

曲线波动更大。

对于Nigol舞动机理，两者的Nigol系数⁃攻角曲

线差异较大，两者的不稳定攻角范围较 Den Hartog
机理更大，且随覆冰厚度的变化不稳定攻角范围也

图 6 不同覆冰厚度的粗糙和光滑的新月形覆冰导线的Den Hartog和Nigol系数

Fig.6 Den Hartog coefficients and Nigol coefficients of crescent-shaped iced conductors with rough and smooth surface under dif⁃
ferent ice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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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变。总体上看，表面光滑覆冰导线的 Nigol
系数⁃攻角曲线波动更大，不稳定范围也更大，且曲

线在 20°和 170°附近存在负尖峰。

综上所述，表面粗糙和表面光滑新月形覆冰导

线发生 Den Hartog舞动的攻角范围较 Nigol舞动范

围小，而表面光滑新月形覆冰导线 Den Hartog和

Nigol系数⁃攻角曲线波动更大，发生舞动的不稳定

攻角范围更大，驰振稳定性更差，更易发生舞动。故

在相同覆冰厚度和覆冰形状下，雨凇覆冰情况下导

线覆冰表面光滑，气动稳定性较雾凇和混合凇形成

的粗糙覆冰导线更差，更容易发生舞动，对输电线路

的危害最大，在设计时应重视这种情况。

3.2 风偏响应分析

风偏指导线及绝缘子串在风荷载作用下摆动而

偏离竖直位置，导致导线与其他构件的间距变小而

发生风偏闪络的现象。根据我国现行设计规范［19］，

工程中常采用单摆模型来计算悬垂绝缘子串的风偏

角，即把悬垂绝缘子串视为刚性直棒，把导线及覆冰

质量集中到挂点处，假定导线和绝缘子串在风荷载

和自重作用下达到静力平衡时的摆角为风偏角。

图 7为导线风偏计算模型，悬垂绝缘子串的风

偏角 φ可表示为

φ= tan-1 ( Gh/2+Wh

Gv/2+Wv
) （7）

其中：Gh和Wh分别为绝缘子串和导线所受水平风

荷载；Gv和Wv分别为绝缘子串和导线的自重。

分析覆冰导线受力可知，覆冰密度越大则导线

自重越大，而自重的增大会减小风偏角，故在相同风

荷载和线路条件下，覆冰风偏角随覆冰密度增大而

减小。对于风荷载，导线所受方向向下的升力会使

得导线竖向受力增大而减小导线风偏角，水平方向

阻力则会增大导线风偏角。由 2.2节可知，表面粗

糙覆冰导线阻力系数要大于表面光滑覆冰导线，使

得其所受风荷载本身就较大。表面粗糙覆冰导线升

力系数较小，而表面光滑覆冰导线升力系数会出现

尖峰，较大的升力会减小其风偏角。因此，表面粗糙

覆冰导线的风偏角要大于表面光滑覆冰导线。

现以四跨输电线路为例，取中跨的绝缘子串为

研究对象。塔全高为 55.7 m，左右跨档距分别为

300 m和 548 m，杆塔左右悬挂点高差分别为 51.3 m
和 -43.8 m。 导 线 型 号 为 LGJ⁃400/35，外 径 为

26.82 mm，线质量为 1.349 kg/m。悬垂绝缘子质量

为 30 kg，长度为 4.37 m，外径为 0.16 m。10 m高处

基本设计风速为 15 m/s。假设导线覆冰形状与图 1
中 1.0D情况相同，覆冰导线的气动力已由风洞试验

测得，根据现行规范方法，对 0°~45°风攻角计算了

不同条件下覆冰导线的风偏角，如表 2所示。

由表 2计算结果可知：雨凇覆冰条件下覆冰密

度大且导线覆冰表面光滑，其风偏角小于混合凇和

雾凇形成的粗糙覆冰导线；而雾凇覆冰条件下覆冰

密度小且导线覆冰表面粗糙，其风偏角最大，情况更

不利，在设计与校验时应重视该情况。

4 结 论

1）雨凇、雾凇及混合凇是最常见的导线覆冰类

型，雾凇和混合凇覆冰条件下导线覆冰表面会形成

粒状或毛玻璃状的粗糙结构，而雨凇覆冰条件下导

线覆冰纯粹透明且表面光滑平整，其覆冰表面特性

差异较大。

2）对于表面光滑覆冰导线，在升力系数⁃攻角

曲线两侧 15°和 175°附近，以及扭转系数⁃攻角曲线

15°附近出现尖峰，但表面粗糙覆冰导线却未出现尖

图 7 单摆计算模型

Fig.7 Pendulum calculation model

表 2 不同条件下覆冰导线的风偏角

Tab.2 Wind⁃induced swing angle of iced conductor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

风攻角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雨凇
(ρ=0.9 g/cm3)

10.84
9.86
7.69
5.61
10.95
17.01
20.16
24.23
27.29
30.14

混合凇
(ρ=0.6 g/cm3)

15.07
15.52
16.19
17.23
19.22
21.51
24.47
27.43
30.06
32.20

雾凇
(ρ=0.4 g/cm3)

15.67
16.10
16.76
17.81
19.84
22.18
25.21
28.23
30.93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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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且阻力系数略大于前者。

3）新月形覆冰导线发生 Den Hartog舞动的攻

角范围较 Nigol舞动范围小，表面光滑覆冰导线驰

振稳定性较表面粗糙覆冰导线差，且不稳定风攻角

在 20°和 170°附近。因此，在相同覆冰厚度和覆冰形

状下，雨凇形成的光滑覆冰导线的驰振稳定性更差，

更容易发生舞动。

4）雾凇覆冰密度小且导线覆冰表面粗糙，其风偏

响应大于雨凇形成的光滑覆冰导线。雾凇覆冰情况对

导线风偏更不利，在设计和校验时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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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修正吊杆端部效应的振动频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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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振动频率法对两端带连接杆的吊杆力测量精度，提出了基于有限元的频率法索力修正方法。考虑了

连接杆长度、刚度引起的吊杆基频误差，并由此分析其对频率法计算吊杆力的影响。利用ABAQUS建立吊杆振动

有限元模型，变化连接杆与吊杆的长度比、刚度比，通过 PYTHON对有限元结果进行拟合，引入了索力调整系数。

采用所提方法和传统振动频率法及文献［6］方法对潇河大桥的 8根吊杆力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减

小索力误差，提高振动频率法索力计算精度。

关键词 振动频率；吊杆；张力；有限元；端部效应

中图分类号 TU997；TH113

引 言

系杆拱桥属于高次超静定结构，吊杆力对结构

的影响很大，吊杆力的变化会导致主梁和拱肋的内

力及线形发生改变。在吊杆的施工张拉过程中须准

确地对吊杆力进行控制，确保系杆拱桥结构的安全

及施工控制［1］的顺利进行。目前，测量吊杆力的方

法主要分为压力传感器法、频率法［2⁃4］、油压表读数

法和电磁法，频率法是现阶段桥梁工程应用中最为

广泛、便捷、经济的方法。频率法是利用测得的振动

频率来计算吊杆力，对于跨径较大、拉索较长的斜拉

桥，拉索的边界条件［5⁃7］对振动法测索力的精度影响

较小，将测得的频率代入拉索振动方程计算索力时

往往比较准确。对于系杆拱桥，由于其吊杆较短，不

可忽略自身抗弯刚度等［8⁃9］对索力的影响。此外，当

吊杆两端具有较长的连接杆时，连接杆的长度、刚度

的变化都会对其振动频率产生较大的影响［10］。此

时，不能将吊杆简化为等容重、等刚度的计算模

型［11⁃12］，需重新将吊杆构建为三段式的模型［13］。笔

者通过改变连接杆的刚度和长度，即吊杆与连接杆

的刚度比、长度比，利用 ABAQUS建立吊杆振动有

限元模型，分别在不同吊杆预应力的作用下研究了

它们对吊杆振动频率的影响。最后，考虑长度比、刚

度比引起的索力误差，利用 PYTHON对有限元结

果进行非线性拟合，对频率法索力计算公式进行修

正，给出了索力的快速计算方法，并结合实际工程，

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1 有限元模型结果与分析

利用 ABAQUS建立两端铰接的吊杆振动计算

模型，如图 1所示。其中：Li为吊杆中间段长度；Ld
为连接杆长度；EiIi为吊杆中间段抗弯刚度；EdId为
连接杆抗弯刚度。

考虑到吊杆较短及抗弯刚度对其自振频率的影

响，吊杆全长采用 wire梁单元模拟。吊杆中间段和

连接杆之间绑定连接，取吊杆总长为 30 m，吊杆中

间段刚度为定值，基本参数如表 1所示。Fe表示吊

杆预应力，采用降温法来模拟，即保持吊杆在降温时

产生的应变等同于其在预应力下的应变。设定 2个
变量 Il=2Ld/Li，Ie=EdId/EiIi，其中：Il为连接杆与中

间段的长度比，在模拟不同长度比时取吊杆总长

30 m不变；Ie为刚度比，变化连接杆的刚度来实现不

同的刚度比；f为吊杆基频。模拟不同 Fe情况下 f随
Il变化时，取 Ie=10；模拟不同 Fe情况下 f随 Ie变化时，

取 Il=0.15。图 2为吊杆有限元模型。

图 1 吊杆实际计算模型

Fig.1 Actual calculation model of suspender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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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为基频随长度比和索力的变化曲线。图 3
（a）为不同索力下基频随长度比的变化曲线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同一索力下，吊杆基频随长度比递增，

呈线性增长趋势。当索力为 0时，曲线斜率为 0，基频

对长度比的变化不敏感；但随着索力的提高，基频随

长度比递增加快。这表明索力越大，长度比对基频的

影响越显著。当索力增至 3 000 kN时，吊杆基频从

4.72 Hz增至 5.21 Hz，提高了 10.32%。图 3（b）为不

同长度比下基频随索力的变化曲线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同一长度比下，吊杆基频随着索力递增，增速

在减小，表明索力越大，提高索力对基频的影响越小。

图 4为基频随刚度比和索力的变化曲线。图 4
（a）为不同索力下基频随刚度比的变化曲线图。从

图中可以看出，在同一索力下，刚度比从 1增至 5时，

吊杆基频随刚度比递增较快，该段内吊杆基频对刚

度比变化敏感；刚度比增至 5后，曲线趋向平缓。索

力为 0时，曲线平直，随着索力的提高，刚度比在 1至
5变化时，吊杆基频随刚度比递增加快，表明索力越

大 ，刚 度 比 对 基 频 的 影 响 越 显 著 。 索 力 提 高 到

3 000 kN后，吊杆基频从 4.67 Hz增至 5.01 Hz，提高

了 7.28%。图 4（b）为不同刚度比下基频随索力的变

化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刚度比大于 5时，曲

线几乎重合，表明刚度比的变化不影响索力对基频

的效果，这是因为吊杆刚度主要由预应力提供，自身

刚度贡献很小。

从图 5可以看出，长度比会影响刚度比对基频

的效果。长度比越大，刚度比对基频影响越显著，基

频随刚度比变化幅度越大。当刚度比小于 5时，其

变化会显著影响长度比对基频的效果，刚度比大于

图 5 Fe=1 000 kN时 f随 Ie及 Il的变化

Fig.5 f changes with Ie and Il when Fe=1 000 kN

图 2 吊杆有限元模型

Fig.2 Finite element method modle of suspender

表 1 吊杆中间段基本参数

Tab.1 Basic parameters of middle section of sus⁃
pender

弹性模量/（N•m-2）

2×1011
面积/mm2

4 775
每延米重/(kg•m-1)

37.27

图 4 f随 Ie及 Fe变化曲线

Fig.4 f changes with Ie and Fe

图 3 f随 Il及 Fe变化曲线

Fig.3 f changes with Il and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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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影响不大。变化长度比和刚度比，基频从 2.71
增至 3.09，提高了 14.02%，这将对频率法计算索力

产生很大误差，需修正长度比、刚度比带来的影响。

2 频率法索力计算公式的修正

2.1 频率法简介

根据弦振理论可得拉索的振动方程为

EI
∂4 y
∂4 x

+ m
∂2 y
∂2 t
- T

∂2 y
∂2 x

= 0 （1）

其中：EI为拉索的抗弯刚度；y为拉索的振动位移；T
为拉索索力；m为拉索单位长度质量。

可见式（1）只有在假设拉索材质均匀时，其抗弯

刚度和单位长度质量才能保持不变。通过分离变量

及假定两端铰接的边界条件下，易求出索力与第 n
阶自振频率的关系为

Tn=
4mL2 f 2n
n2

- n2 π2EI
L2

（2）

其中：L为拉索计算索长；fn为拉索的第 n阶自振频

率；Tn为第 n阶频率计算得到的索力。

由于系杆拱桥吊杆较短，不能忽略抗弯刚度对

其自振频率的影响。同时由于连接杆的存在，连接

杆长度及刚度的变化会对吊杆自振频率产生影响。

在不考虑刚度比及长度比的情况下，将测得的吊杆

自振频率代入式（2）计算索力时，结果会与吊杆实

际受力偏差。显然，若考虑实际端部性质对式（1）进

行求解是十分困难的，推导方程特解过程极其繁琐，

不适宜在实际工程中直接应用。因此，笔者采取有

限单元法，建立吊杆振动有限元模型，通过 PY⁃
THON对有限元结果进行拟合，提出了考虑长度

比、刚度比的频率法索力计算修正方法，完善了两端

带连接杆的频率法索力计算公式。

2.2 长度比和刚度比对频率法索力计算式的修正

首先，利用式（2）求出Fe=1 000 kN时各长度比、

刚度比下的计算索力值Fi，采用基频计算，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知，当长度比、刚度比很小时，理论索

力和计算索力偏差很小，表明有限元模拟的准确

性。但其偏差随着长度比、刚度比递增，最大偏差可

达 28.76%，表明长度比的递增将带来更大的偏差。

采用式（2）计算索力时将吊杆简化为等容重、等刚

度的模型，当长度比、刚度比较大时，实际模型与简

化模型出入较大，会导致其计算结果与吊杆实际受

力偏差严重，将给桥梁施工控制与安全带来危害。

由于无法直接将长度比、刚度比代入式（2）计算其

对索力的影响，笔者利用 PYTHON对有限元结果

进行非线性拟合，提出了考虑长度比、刚度比的索力

误差方程为

Fw=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3.12+ 36.12 exp (-0.5( Il- 0.360.17 )2 - 0.5( Ie- 10.796.72 )2 ) ( 2≤ Ie≤ 5 )

-3.58+ 81.61Il+ 0.16Ie ( 5< Ie≤ 15 )
-2.35+ 95.24Il+ 0.003 3Ie ( 15< Ie≤ 100 )

（3）

表 2 Fe=1 000 kN时 Fi随 Ie及 Il的变化

Tab.2 Fi changes with Ie and Il when Fe=1 000 kN

长

度

比

0.025

0.030

0.040

0.050

0.065

0.080

0.100

0.150

0.220

0.320

刚度比

2
Fi/
kN
990.91

993.24

997.92

1 002.02

1 009.59

1 016.23

1 024.66

1 047.26

1 074.81

1 113.49

偏差/
%

-0.91

-0.68

-0.21

0.22

0.96

1.62

2.47

4.73

7.48

11.35

5
Fi/
kN
998.29

1 002.11

1 009.74

1 016.89

1 028.89

1 039.92

1 054.62

1 092.64

1 142.44

1 213.35

偏差/
%

-0.17

0.21

0.97

1.69

2.89

3.99

5.46

9.26

14.24

21.34

15
Fi/
kN

1 001.73

1 006.21

1 015.27

1 023.77

1 037.98

1 051.08

1 068.88

1 114.65

1 175.84

1 264.72

偏差/
%
0.17

0.62

1.53

2.38

3.80

5.11

6.89

11.47

17.58

26.47

30
Fi/
kN

1 002.54

1 007.16

1 016.63

1 025.48

1 040.22

1 053.86

1 072.44

1 119.77

1 184.31

1 278.13

偏差/
%
0.25

0.72

1.66

2.55

4.02

5.39

7.24

11.98

18.43

27.81

50
Fi/
kN

1 002.92

1 007.63

1 017.11

1 026.15

1 041.12

1 054.99

1 073.89

1 122.01

1 187.75

1 283.49

偏差/
%
0.29

0.76

1.71

2.61

4.11

5.51

7.39

12.21

18.77

28.35

75
Fi/
kN

1 003.05

1 007.82

1 017.41

1 026.52

1 041.57

1 055.59

1 074.57

1 123.14

1 189.56

1 286.23

偏差/
%
0.31

0.78

1.74

2.65

4.16

5.56

7.46

12.31

18.95

28.62

100
Fi/
kN

1 003.12

1 007.94

1 017.56

1 026.67

1 041.79

1 055.82

1 074.95

1 123.64

1 190.38

1 287.65

偏差/
%
0.31

0.79

1.76

2.67

4.18

5.58

7.49

12.36

19.04

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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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w为索力误差。

索力误差方程以刚度比为变量分为 3部分，2≤
Ie≤ 5 时，曲面非线性拟合为 Guass2D 函数 ；5<
Ie≤ 100时，曲面拟合为两个 plane函数。3段函数

的 R2都大于 0.99，相关性好。

基于式（2）计算出索力后，可将吊杆实际刚度

比、长度比依据式（3）计算出索力误差，并由此引入

索力调整系数，修正后索力为

ì
í
î

ρ= 1/(1+ Fw )
Fn= ρFi

（4）

其中：ρ为索力调整系数；Fn为修正后索力。

3 工程应用

潇河大桥为连续梁拱组合体系桥，吊杆结构形式

如图 6所示，吊杆编号如图 7所示。其中，在 60 m和

90 m跨分别增设异形钢拱肋，主梁为双幅带风嘴的单

箱多室钢箱梁结构，双幅箱梁之间以横梁连接，中心

横梁高为 3.2 m。拱肋采用六边形断面，顶、底板宽度

及六边形内角度为定值，截面宽度、高度随拱高变化。

两跨拱肋共设置 24根吊杆，吊杆两端具有连接杆，吊

杆中间段在连接杆内锚固，连接杆与主梁及拱肋销栓

式连接。分别采用本研究修正方法、文献［6］索力计

算公式及传统振动频率法对 8根吊杆力进行计算。实

测索力采用油压法测量，利用DASP进行频谱分析得

到吊杆基频，吊杆参数及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见，采用传统振动频率法计算索力时，

由于长度比、刚度比的存在，索力误差较大，最高达

37.03%。由于本桥吊杆的两端与梁拱采用销栓式

连接，吊杆纵向振动时，其边界条件更偏向于铰接。

文献［6］假定吊杆为等容重模型，忽略了连接杆对吊

杆振动约束的影响，使计算得到的频率比值 Zn偏
小，导致其固结边界条件下的索力计算公式误差偏

大。采用本研究修正方法计算后，索力误差有所减

小，最高为-2.71%。总长度较大且长度比较小的

吊杆修正精度普遍更高，可能是因为该类型的吊杆

与有限元模型更类似。考虑长度比、刚度比后的索

力计算方法能提高索力测量精度，减小误差。

4 结 论

1）在同一模拟预应力下，吊杆基频、计算索力随

图 6 吊杆结构形式

Fig.6 Structure type of suspender

图 7 潇河大桥立面布置（单位：m）
Fig.7 Elevation of Xiaohe Bridge (unit:m)

表 3 3种索力计算方法结果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hree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cable force

吊杆参数

编号

1dg2
1dg4
1dg6
1dg8
2dg2
2dg5
2dg8
2dg9

刚度比

24.61
24.61
24.61
24.61
35.23
35.23
35.23
35.23

长度比

0.46
0.26
0.28
0.48
0.38
0.24
0.17
0.19

线密度/(kg•m-1)
20.92
20.92
20.92
20.92
29.73
29.73
29.73
29.73

总长/m
8.47
13.17
13.59
9.07
9.81
19.16
20.03
18.81

实测索力/kN
183.31
231.92
261.51
235.81
376.73
814.64
603.91
589.27

基频/Hz
6.46
4.39
4.52
6.72
6.68
4.76
3.81
3.99

振动频率法

索力/kN
251.19
279.57
316.99
310.87
512.05
987.48
690.84
670.75

误差/%
37.03
20.54
21.22
31.83
35.92
21.22
14.39
13.83

文献[6]
误差/%
3.98
4.14
4.21
3.84
3.36
3.86
3.13
3.34

本研究修正方法

调整系数

0.71
0.82
0.81
0.70
0.75
0.83
0.88
0.87

索力/kN
178.35
229.25
254.82
229.99
384.04
819.61
606.23
578.92

误差/%
-2.71
-1.15
-2.56
-2.38
1.94
0.61
0.38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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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比递增，增速随刚度比递增，并趋向定值。提高

预应力能增大长度比对吊杆基频、计算索力的影响。

2）在同一模拟预应力下，吊杆基频、计算索力

随刚度比递增，但趋向平缓。提高预应力时，刚度比

对吊杆基频、计算索力的影响变化不大。

3）根据笔者提出的方法，对同类桥型的振动频

率法计算索力进行修正，具有良好的精度。因为没

有考虑吊杆实际边界条件和实际索力下的修正公

式，所以也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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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落振动作用下建筑结构动力响应研究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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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某工程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塌落振动现场监测，进行了塌落振动对周围建筑结构动力影响研究及评

估。首先，通过对实时监测的周边测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塌落振动的传播规律；其次，将测点的加速度作为动力荷

载加载到有限元模型，讨论框架结构在不同距离振动波作用下的动力响应及其对楼层的影响规律，并将水平和竖向

加速度进行倍频程谱分析，获得 1/3倍频程；最后，以振动加速度级为基准，进行结构的振动分析及评估。结果表

明，塌落振动作用下周边建筑结构动力强度随振动波的距离增大而减小，随着层数的增加，响应呈放大趋势，且竖向

振动均大于水平向振动。

关键词 爆破拆除；塌落振动；振动波；倍频程谱分析；振动分析与评估

中图分类号 O329；TD235；TH113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高层和超高层建筑越来

越多，需要拆除大量的废旧建筑物为高层建筑提供

场地，传统的拆除方法如机械拆除、人工拆除等已经

不能满足安全、经济的要求。爆破拆除以其拆除速

度快、高效和拆除彻底等优点已成为城市重建和改

建的首选方法，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5］。爆破

工程在加速建筑物的拆除工作时，其爆炸作用以及

楼房构件塌落冲击对于周边复杂建筑和区域不容忽

视。工程实践表明，建筑物拆除时楼房构件塌落振

动冲击往往比爆破振动大［6］。季杉等［7］证实塌落触

地振动引起的主频率与一般建筑物前几阶频率相接

近，可与周围结构发生共振而引起较大的动力响应。

在保证爆破顺利的同时，还应考虑爆破塌落触地振

动响应规律，对爆破拆除而引起的地面振动以及周

边建筑做出定性和理论的分析与评估。Zhao等［8］通

过计算分析，研究某高架桥爆破拆除对周边地铁隧

道的影响得知，认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爆破

中的坍塌物所引起的地基振动，以确保临近隧道安

全。文献［9⁃11］以振动速度、频率等作为安全判据，

评估了爆破振动对建筑物的安全效果。文献［12⁃15］
以峰值加速度为基准，通过试验测试和数值仿真分

析对爆区周边环境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即使爆破振

动速度满足爆破安全规程标准，矿区附近居民对振

感仍反映较强烈。因此，有必要研究塌落振动对周

边建筑结构的动力强度。

目前，对于爆炸荷载的模拟多以三角形脉冲波

为主［16⁃18］，而这种简化的爆炸荷载与真实条件的动

力荷载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笔者将直接监测得

到的爆源近点的加速度数据作为输入荷载加载到数

值模型中，仿真分析不同位置的振动波对建筑结构

的影响。以某工程为案例，在周边不同区域布置测

点。首先，通过对地面上不同距离的测点进行分析，

得到地面振动的加速度、主频等参数，研究塌落振动

触地产生的振动传播情况；其次，将监测得到的爆源

近点的加速度数据作为输入荷载加载到所建立的典

型框架模型中，进一步研究框结构在不同距离振动

波作用下的动力响应规律以及对楼层的影响；最后，

对每层的水平和竖向加速度进行分析，获得 1/3倍
频程，以振动加速度级为基准，根据国家相关振动规

范及标准，对塌落振动作用下周边建筑的振动限值

进行评估。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武汉市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爆破

的19栋楼层高为7~12层，总建筑面积约为15×104 m2。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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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四周分布有大量的商铺、小学、居民楼、人行天

桥及地铁车站等。其中，1#楼南侧为拆迁后空地，

西侧距解放大道 9.9 m，北侧距离某卫生服务中心

46.0 m，与周边某加油站和 2#楼距离分别为 57.4 m
和 241.0 m，19栋群楼周边环境以及现场倒塌如图 1
所示［19⁃20］。

2 现场爆破测试

2.1 测点布置

为了更好地研究爆破拆除中塌落振动诱发的地

面传播规律，避免群楼倒塌引起的振动应力波峰值

叠加，选择周围大部分建筑处于待拆除或完全拆除

的 1#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群楼爆破拆除总体

方案充分考虑 1#楼倒塌对周边建筑的影响，在 1#楼
周边共布置 12个测点，如图 2所示。综合测试效果

以及方位，分别选择测点连线垂直于 1#楼、距离为

45 m的 11#测点，以及距离为 78 m和 112 m的 7#和
6#测点，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测点。

2.2 测试仪器

采用 JM3874多功能振动测试系统进行数据采

集及分析，这是一套建筑桥梁动载、模态测试分析系

统，支持在线、离线测试，内置 x向、y向和 z向三向

拾振器。通道序号如下：CH1，x向；CH2，y向；CH3，z
向。采样速率最高为 1 024 Hz/CH，多挡设置，精度

在±3%内，频率范围为 0.1~100 Hz。整个测试系

统由 JM1805 USB无线路由网和 JM3874多功能振

动测试系统主机组成，利用无线传输数据，广泛应用

于桥梁、大型建筑等不易实现人工激励的结构的实

验模态分析。仪器设备及现场部分测点布置如图 3
所示。

2.3 振动测试结果与分析

倒塌过程中，由于垂直 1#楼连线的测点 9#和 10#
传感器上有干扰信号，因此选择距离 1#楼较近且测试

效果较好的 11#测点，水平连线上选择 6#和 7#测点，

研究 1#楼爆破倒塌下周边测点的振动响应。由爆破

方案可知，安装在 1#楼非电导爆管雷管的起爆最大延

时为 3 400 ms。由图 4可知，选取的 3个测点 6#，7#和
11#在 3 s时出现 1次峰值，为爆破的第 1阶段。其次，

测点的方位不同，峰值出现的时间点不同，如 11#测点

连线垂直于 1#楼，在 3 s时 x和 z方向出现最大值，在 7
s左右出现次大峰值。6#和 7#测点连线平行于 1#楼，

此次峰值大于前面的峰值，为大楼触地阶段，可定为

爆破的第 2阶段。相比之下，塌落触地阶段的响应

更大，对地面造成的振动更加强烈。

图 1 19栋群楼周边环境及现场倒塌图
Fig.1 Site drawing and collapse of group buildings of 19

buildings

图 2 1#楼周边测点布置图

Fig.2 Layout of measuring points around 1# building

图 3 仪器设备及现场部分测点布置图

Fig.3 Layout of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and some measur⁃
ing points 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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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爆破拆除产生的地面振动振幅，具有脉冲

型高峰值、次大峰值多次出现的形式，各测点记录到

的地面有效振动持续时间在 15 s左右。振源越近，

出现峰值点的时间越快。如图 4（b）所示，y向拾振

器采集的由于 1#楼倒塌引起的 3个测点的加速度时

程曲线中，7#测点距离振源较近，加速度峰值出现

的时间约为 3 s左右，大小为 0.23 m/s2；6#测点相

比于 7#测点较远，在 6 s左右出现峰值，大小为

0.15 m/s2，小于 7#测点的响应。同理，7#测点 x和 z
方向的加速度峰值为 0.26和 0.37 m/s2，同样大于 6#
测点的 0.22和 0.23 m/s2。

由图 5（a）可知，同一测点的竖向加速度峰值大于

水平向峰值，如 7#测点 z方向加速度峰值为 0.37 m/s2，
大于 x和 y方向的加速度峰值 0.26和 0.23 m/s2。由

图 5（b）可知，不论是水平向还是竖向，塌落振动作用

下，地面振动主频以低频成分为主，在 2~3.5 Hz
附近的能量最大，与建筑物自振频率范围相近。

由表 1可知，其余测点如 11#号测点，z向加速度峰

值为 0.91 m/s2，约为水平向响应的 1~2倍；12#测
点竖向加速度峰值相比于水平加速度峰值增大更明

显，约为水平向加速度的 3倍多。

3 塌落振动传播规律数值仿真分析

本节重点研究不同位置的振动波对固定建筑物

的影响，振动输入波选择第 2节监测的加速度数据。

考虑到 1#楼结构体系的复杂性，对于有限元模型，

选择通过建立一个典型的框架模型作为加载对象，

查阅相关的规范确定模型各个构件的参数，建立一

个 5层的框架模型。该 5层框架的低阶频率与监测

的振动波主频谱较接近，为本次的加载模型。模拟

框架结构的前几阶振型符合常规框架结构的振

型，第 1阶模态和第 2阶模态以水平方向为主，与

文献［21］结果一致，保证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选用有限元软件 ANSYS建立了简易的框架结

构模型，将部分测点的三向振动波的加速度借助地

震波编程文件输入到模型中进行加载，并选择较常

用的瞬态分析求解方法，计算不同位置振动波作用

下结构的响应。

图 5 7#测点三向加速度时程及幅值谱曲线

Fig.5 Time history and amplitude spectrum curve of accelera⁃
tion in three directions of 7# measuring point

图 4 3个测点不同方向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Fig.4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curves of three measuring point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表 1 塌落振动下测点的响应

Tab.1 Response of measuring point under collapse
vibration

方向

x

y

z

加速度峰值/（m·s-2）
2#
0.55
0.64
0.67

4#
0.68
0.35
1.09

5#
0.37
0.66
0.86

7#
0.26
0.23
0.37

8#
0.39
0.38
0.52

11#
0.61
0.54
0.91

12#
0.13
0.1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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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限元模型

3.1.1 单元的选取及材料参数

选用 BEAM188单元模拟主梁、次梁和柱等构

件，SHELL181单元模拟混凝土板。模型材料的参

数如表 2所示。框架结构的主要构件包括主、次梁

和混凝土楼盖。其中：主次梁的截面类型均为矩形

截面，尺寸分别为 300 mm×500 mm和 200 mm×
400 mm；混凝土板的厚度为 150 mm；底层柱高为

4.2 m，其余层高为 3.3 m；长边跨度为 18 m，短边跨

度为 10.8 m。通过合并不同构件同一位置节点实现

整体结构的连接。将柱底的节点全部固接约束，模

拟 结 构 与 基 础 的 刚 性 连 接 ，有 限 元 模 型 如 图 6
所示。

3.1.2 模态分析

在框架结构整体建模完成后，进行结构的模态

分析，采用较常用的分块兰索斯法获取框架结构体

系的振型和频率，选取其竖直方向的前 2阶振型，如

图 7所示。前 3阶频率如表 3所示，其中前 2阶频率

分别为 2.16 和 2.70 Hz。

3.2 振动波作用下结构 1层的响应

为研究不同距离振动波对结构的影响规律，综

合方位和距离，选定连线垂直于 1#楼的 11#测点、连

线平行于 1#楼的 7#和 6#测点，距离分别为 45 ，78
和 112 m，以 50 m为界限。

3.2.1 结构对近距离振动波作用的响应特征

由图 8（a）可知，由于模拟的简易框架与真实条

件的 1#楼不同，与实验测试的结果存在一定的误

差。结构在输入的 3个方向的振动波作用下，x向振

动波对建筑物的动力响应的贡献最大，11#测点 x
向振动波作用下建筑物的位移为 4.89 mm，均大

于 y向和 z向的 0.22 和 3.34 mm。加速度同样满

足此规律，x向振动波作用下建筑物的加速度为

1 276 mm/s2，均大于 y向和 z向的 111和 1 121 m/s2。
x和 z方向加速度响应大于 y向的振动响应 10倍以

上。由图 8（b）可以发现，主频率同样以 2~3.5 Hz为
主，与结构自振频率接近。

图 6 框架结构有限元模型

Fig.6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frame structure

图 7 有限元模型前 2阶振型图

Fig.7 First two mode shape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表 2 模型构件参数

Tab.2 Model component parameters

单元类型

SHELL181
BEAM188

弹性模量(N·mm-1)
3.15×1010

2×1011

密度/(kg·m-3)
2 550
7 850

泊松比

0.2
0.3

表 3 前 3阶结构的模态特性

Tab.3 Mod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three order
structures

阶数

1
2
3

f/Hz
2.16
2.70
2.84

振型特点

沿着短边方向

沿着长边方向

整体扭转

图 8 近距离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加速度时程及其幅值谱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and amplitude
spectrum of structures subjected to close range vibra⁃
tion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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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结构对远距离振动波作用的响应特征

图 9对比了近、远距离加载点 3个测点振动波作

用下结构的水平时域及频域曲线。11#测点距离振

源最近，响应最大，其 x向的加速度为 1 276 mm/s2，
是 6#测点（381 mm/s2）和 7#测点（456 mm/s2）的 3.4
倍和 2.8倍。由图 9（b）可知，3个测点均激起了楼盖

的低阶频率，在 2~3.5 Hz能量最大。

3个测点 z向振动波作用下的加速度峰值分别

为 553，687和 1 121 mm/s2，与振源距离越近，z向

振动波对结构的响应越明显。由图 10（b）可知，3
个测点激起的频率一致。结合表 4可以得出，振动

波加载点 11#测点距离 1#楼最近，x和 y两个方向

的位移峰值同样最大，随着与爆炸振源距离的增

加，振动衰减明显，如 11#测点 x和 y方向的位移峰

值分别为 4.89和 0.22 mm。当距离增大到 6#测点

附 近 时 ，x 和 y 方 向 的 位 移 峰 值 降 低 到 0.98 和

0.052 mm。

3.3 振动波作用下结构多层的响应

选取前 3层进行讨论。第 2层、第 3层提取的节点

编号为 3915（12.9，3.3，10.8）和 6174（12.9，6.6，10.8），

与第 1层提取的节点位置 1661（12.9，0，10.8）对应。

图 11为 11#测点 z向振动波作用下结构不同层

数竖向加速度时程及幅值谱比较。结合表 5可得，

塌落振动时 11#测点在 x方向振动波作用下，结构

前 3层的加速度峰值分别为 1.28 ，2.15和 3.05 m/s2，
振动波对结构的响应随着层数的增加而增加。y和

z方向的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响应同样满足此规

律，随着层数的增加，响应逐渐增大。由图 11（b）可

知，z向振动波作用下，提取的前 3层所激起的频率

一致，主频以 2.2 Hz左右为主。

根据表 5对比可得，3个测点 6#，7#和 11#三方

向振动波诱发的结构前 3层的响应与层数呈正比。

图 9 不同位置加载点的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水平加速度

时程及其幅值谱比较

Fig.9 Comparison of time history and amplitude spectrum
of horizontal acceleration of structures under the ac⁃
tion of vibration waves at different loading points

图 10 不同位置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竖向加速度时程

及其幅值谱比较

Fig.10 Comparison of vertical acceleration time histo⁃
ry and amplitude spectrum of structures under vi⁃
bration waves at different points

表 4 结构在不同距离振动波作用下的响应

Tab.4 Response of structures to vibration wav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测点

6#（112 m）
7#（78 m）
11#（45 m）

x向

位移/mm
0.98
1.18
4.89

a/(mm•s-2)
381
456
1 276

y向

位移/mm
0.052
0.064
0.220

a/(mm•s-2)
93
121
111

z向

位移/mm
1.6
2.0
3.3

a/(mm•s-2)
553
687
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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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测点在 x向振动波作用下，第 3层的加速度为

0.61 m/s2，约为第 1层加速度峰值 0.38 m/s2的 2倍。

11#测点在三向振动波作用下，其 3层的加速度峰值

分别为 3.05，1.26和 1.90 m/s2，大于远距离 6#测点

的 0.61，0.23和 0.85 m/s2。层数增加后，同样满足振

源越近、响应越大这一规律。

4 爆炸振动波对结构的振动限值及

评估

将数值计算的结构在振动波作用下的加速度数

据进行相应的格式转换，导入DASP平台软件中，借

助其倍频程谱分析模块，通过 1/3倍频程分析，进而

获得结构在振动波作用下所对应的振级。根据国家

相关振动规范及标准（建筑振动容许振动标准），进

行塌落振动对周边建筑的振动限值及评估。

4.1 倍频程谱分析

在进行倍频程分析时，常常对频谱结果进行各

种计权处理。Z振级是反映人体竖直方向对环境

振动的感受［22］，DASP中的 Z计权系数根据《城市

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1988）来确定。

4.2 结构的动力响应评估

选取全程分析对全程波形进行平均方式分析，

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简称

FFT）分析点数为 2 048，在每次 FFT计算之前，先

去除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加窗方式选择汉宁窗。通

过倍频程谱分析计算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总级值，

图 12所示为 7#测点对应的 1~3层 z向振级曲线。

图 11 11#测点振动波作用下不同层加速度时程及其幅值谱比较

Fig.11 Comparison of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and amplitude spectrum of different layers under the action of vibration wave at 11#

表 5 不同层数下的三向加速度

Tab.5 Three dimensional acceleration under different layers

测点

6#
7#
11#

x向

1层
0.38
0.46
1.28

2层
0.55
0.72
2.15

3层
0.61
0.87
3.05

y向

1层
0.09
0.12
0.11

2层
0.19
0.22
1.20

3层
0.23
0.27
1.26

z向

1层
0.55
0.69
1.12

2层
0.86
0.92
1.34

3层
0.85
1.14
1.90

图 12 7#测点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振级曲线

Fig.12 Vibration level curve of structure under the action of vibration wave at 7# measur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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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 GB10070－88《城市区域环境振动

标准》和 JGJ170－2009《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

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对不

同爆破距离下的振级进行环境及噪声评估。由图

12和表 6可知，同一层数下，竖向振级要大于水平

振级；随着距振源距离的增加，振动衰减明显。选

取的 3个距离的振动波中，最小振级为较远处 6#测
点位置对应的 y向振级 87.73 dB，均超过了两个规

范的限值 75 dB。
其次，进一步根据上述两个标准评估不同层数

的振级，随着结构楼层的增加，振级呈增加的趋势。

以 6#测点例，1层在 z方向振动波作用的振级为

105.21 dB，随着层数的增加，顶层的振级增大至

110.85 dB，对比标准限值可得，其余测点 1~3层振

级同样超过了上述两个规范的限值。

最后，根据 GB 50868—2013《建筑工程容许振

动标准》进行建筑物内人体舒适性评估，选取规范中

楼板振动国家标准车间办公区竖向振动计权加速度

级 92.0 dB为评估依据。由表 6中不同距离的振动

波作用下目标建筑物 1层的振级峰值可知，除 6#和
7#测点处的 y向满足要求，其余方向和 11#测点位

置 3个方向的振级均大于 92 dB，不符合国家标准车

间工作区舒适度要求。

5 结 论

1）爆破拆除振动响应监测结果表明，各测点记

录到的地面有效振动持续时间在 15 s 左右，爆破拆

除产生的塌落振动的振幅具有脉冲型高峰值、次大

峰值多次出现的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塌落触地振动

对周边建筑的危害更大。在今后的爆破工程中，合

理减少此阶段对地面的冲击值得研究。

2）选取监测的测点加速度作为振动波进行加

载，数值仿真分析结果表明，目标建筑物的响应与振

动波的距离呈反比，竖向振动波贡献较大，且三向振

动波均激起了结构的低阶频率，在 2~3.5 Hz能量最

大，与建筑物自振频率范围相近。随着层数的增加，

响应呈正比增加。

3）振动评估结果表明，随着振源距离的增加，

振动衰减明显。近、远距离振动波作用下结构的振

级均超过了 JGJ170-2009和GB10070-88的规定。

除远距离 y向振动波下结构的振级满足要求，其余方

向均大于《建筑工程容许振动标准》规定的 92 dB，不
符合相关要求。因此，在今后的爆破拆除工程中，应

充分考虑塌落振动对周边建筑物环境及居民舒适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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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波⁃VMD联合降噪的传动系扭振信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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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试验测得转速、角加速度信号降噪问题，提出一种小波阈值去噪和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简称 VMD）相结合的联合降噪方法，用于对角速度、角加速度信号进行处理。首先，对双质量飞轮

减振性能进行整车试验及信号采集，获得双质量飞轮第 1质量和第 2质量角速度、角加速度信号；其次，对小波进行

参数优选，提出以信噪比峰峰值来评价小波参数对其去噪性能的敏感性强弱，在此基础上优选得到小波参数；最后，

利用 VMD分解得到若干模态分量（intrinsic mode function，简称 IMF），通过互相关系数选择主要 IMF并进行信号

重构，获得最终去噪信号，并对去噪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有效去除角速度与角加速度信号中的

噪声成分，去噪信号与原信号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8 5，0.997 5，0.835 4 和 0.683 6，同时计算得到双质量飞轮加速工

况下角速度和角加速度衰减率都在 80%以上，满足设计性能要求。

关键词 小波去噪；变分模态分解；联合降噪；双质量飞轮；传动系扭振

中图分类号 U461.1

引 言

汽车传动系扭振问题是由于传统内燃机汽车和

混合动力汽车中发动机输出转矩或者转速存在波动

引起的整个传动系扭转振动问题。角速度、角加速

度信号是分析、评价传动系扭振问题的重要基础，其

反应了传动系动态响应特性［1⁃2］。为了有效量化评

价课题组开发的双质量飞轮对传动系扭转振动的减

振性能，以双质量飞轮第 1、第 2扭转角速度和角加

速度信号波动值的衰减量作为评价指标，但是测试

信号信噪比较低，无法直接采用。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需要进行信号降噪。

小波变换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时频性和多分辨

性，被广泛应用于信号降噪处理中，尤其以 Donoho
提出的经典阈值去噪应用最广［3⁃4］。许多学者在此

基础上针对小波函数选取［5］、分解层数选取［6⁃7］、阈值

计算方法［8⁃9］以及阈值函数［10⁃12］开展了一系列的改进

与优化方法研究。当信号信噪比较低时，小波阈值

选取较大，此时会将信号部分的小波系数视为噪

声，容易产生误剔除，从而影响去噪性能。针对这

一问题，提出了基于小波阈值去噪和经验模态分解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简称 EMD）联合去

噪的方法［13⁃15］，但是经验模态分解存在着模态混叠、

计算量大的缺点。VMD是一种新型自适应信号处

理方法，对噪声信号有着较好的鲁棒性，通过迭代搜

寻变分模型最优解来确定每个模态的中心频率和带

宽，同时实现信号在频域内剖分及各分量的有效分

离，相比于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其计算效率高，抗噪

性更好，可在复杂噪声环境中提取关键信息［16⁃17］，适

合本研究信号处理。

综上所述，基于降低信号中的噪声对评价指标

干扰的目的，笔者提出一种小波⁃VMD联合降噪的

去噪方法。

1 车辆传动系扭振信号采集

为了对某型双质量飞轮扭转减振器的性能进行

有效评价，需对其角速度、角加速度波动幅度的衰减

率进行计算。角加速度的采集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

法［18⁃20］。直接法采用的传感器是直接测量，抗干扰

能力强，但存在安装困难、成本高、适应性差等缺点，

尤其对车辆传动系测量难度更大。笔者采用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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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霍尔传感器采集转速信号，然后进行微分计

算，从而得到角加速度。由于转速信号存在噪声干

扰，微分计算会将噪声信号放大，导致角加速度信号

与实际工程情况不相符并伴随极大失真现象，需对

其进行降噪处理。

本研究试验车辆为某型前置前驱轿车，安装双

质量飞轮扭转减振器，试验工况为 3挡全油门加速

工况，试验场地为襄樊试验场，试验仪器包括比利时

LMS数据采集前端和霍尔转速传感器。试验传感

器布置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知，第 1质量启动齿圈和第 2质量信号

齿圈处布置霍尔转速传感器，采集第一质量飞轮和

第二质量飞轮的角速度，通过微分计算得到角加速

度信号。图 2为霍尔传感器实际布置图。

试验结果如图 3所示。由图可知，经转速信号

微分计算求得的角加速度存在明显噪声信号干扰，

需对其进行降噪处理。

2 小波⁃VMD联合降噪

小波阈值法对本研究信号去噪效果较差，为提

升去噪性能，提出一种小波阈值去噪与 VMD分解

相结合的联合降噪方法。其降噪原理如下：首先，通

过小波阈值去噪对信号进行噪声压制、信号增强；其

次，利用 VMD对增强信号进行自适应模态分解，得

到若干 IMF，利用互相关系数提取主要模态分量；

最后，重构信号得到联合去噪后的角速度、角加速度

信号。

2.1 小波阈值去噪原理

通过小波分解后，真实信号和噪声信号的小波

系数在不同的分解尺度上有着较大差异。真实信号

主要集中在较大的小波系数上，而噪声则分布在较

小的系数上。根据这一特性，可通过对小波系数进

行阈值处理来实现信号去噪，具体流程见图 4。

由图 4可知，小波去噪需要分别确定小波基函

数、分解层数、阈值 λ的计算方法以及阈值函数 4个
关键参数。

2.2 变分模态分解原理

VMD是基于Wiener滤波的自适应信号处理方

法［16］，其将每个 IMF定义为调幅调频信号，表达式为

uk ( t )= Ak ( t ) cos ( ϕk ( t ) ) （1）
其中：Ak ( t )为 IMF的瞬时幅值；ωk ( t )= ϕk ′( t )为
IMF的瞬时频率。

图 1 传感器布置图

Fig.1 Sensor layout

图 2 试验实际布置图

Fig.2 Test layout

图 3 试验信号

Fig.3 Test signal

图 4 小波去噪原理图

Fig.4 Principle of wavelet de-no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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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假设每个 IMF是具有中心频率的有限带

宽，其中心频率和带宽在分解过程中不断更新，变分

问题就是寻求 k个模态函数 uk ( t )，使得所有 IMF的估

计带宽和最小，和为输入信号。具体实现步骤如图 5
所示。由图可知，VMD分解去噪需要确定分解层数

K，K设置的不同，最终处理结果也将不同［21⁃22］。

3 小波去噪参数优选

小波去噪参数的选取受信号类型的影响，同一

组参数对不同类型的信号进行去噪处理时，可能产

生相反的去噪效果。为实现传动系扭振信号有效去

噪，笔者通过仿真获得一组理想传动系角加速度曲

线，并在此基础上对小波参数进行优选，理想的角加

速度曲线如图 6所示。

笔者使用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简称 SNR）
评价去噪效果，信噪比越大信号去噪效果越好，其计

算公式为

SNR= 10 lg (∑
i= 1

N

x0 2 ( i ) ∑
i= 1

N

( x 0 ( i )- x
⌢
0 ( i ) )2 )（2）

为了研究小波基函数、分解层数、阈值 λ的计算

方法以及阈值函数 4个关键参数的选取对小波去噪

性能影响的重要性，定义信噪比峰峰值 SNRpp来表

征关键参数对小波去噪性能影响的敏感程度，其计

算公式为

SNRpp = max ( SNR )- min ( SNR ) （3）
信噪比峰峰值 SNRpp值越大，表明该变量对小

波去噪性能影响越大，越关键。

3.1 小波基函数分析

小波基函数的选取主要根据信号特征和小波基

函数数学特征进行确定，笔者主要对 db，sym和 coif
3种小波基函数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对 3种小波基

函数各取 5组，分解层数取 6层，阈值函数选硬阈值

函数，阈值计算方法采用通用阈值计算法，输入信号

信噪比为 10 dB。计算得到小波去噪后的信噪比如

图 7所示。

小波函数总体信噪比峰峰值为 1.31；3种小波

函数各自的信噪比峰峰值为 0.59，0.91和 1.29。结

果表明，小波函数对其去噪性能影响不大，同时 db
小波的峰峰值较小，说明其去噪性能较为稳定。综

合考虑，笔者选取 db4作为优选小波基函数。

3.2 分解层数影响分析

分解层数一般根据降噪后的评价指标进行确

定，分解层数太少降噪效果不理想；分解层数过多，

会导致计算量增加，同时可能会导致信号的信息丢

失从而使信噪比下降，因此合理选择分解层数对小

波去噪至关重要。笔者分别进行 1~10层小波分解

去噪，小波基函数采用上面选定的 db4，其他参数保

持初选方案不变。

由图 8可知，随着分解层数的增加，信噪比先增

大后减小并趋于平稳；随着信噪比的增加，最优分解

层数在减少。最终选取分解层数为 4。计算各噪声

水平下 SNRpp 值分别为 10.81，8.27和 5.92，说明小

波去噪性能受分解层数影响要比小波基函数大。

3.3 阈值计算方法影响分析

目前主流阈值计算方法有：最小极大方差阈值、

stein无偏估计阈值、启发式阈值、通用阈值以及各

种新型改进型阈值计算方法［7⁃11］。笔者对多种不同

阈值计算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并将上述方法标以序

号 1~9。
阈值计算方法的改进主要是基于通用阈值计算

法，通过引入与小波分解层数相关的自适应系数，从

而使阈值大小与分解层数相关，实现阈值随分解层

图 5 VMD分解流程图

Fig.5 VMD decomposition flow chart

图 6 角加速度仿真信号

Fig.6 Angular acceleration simulation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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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自适应调整。分别对比通用阈值计算法和其改进 型的阈值变化趋势，结果如图 9所示。

由图 9可知，通用阈值计算法所得阈值为定值，

不随分解层数的增加而增大；而实际小波系数会随

着分解层数的增加而减小，所以通用阈值会产生“过

扼杀”现象［11］。对上述阈值计算方法的去噪性能进

行对比分析，结果如图 10所示。

由图 10可知，含噪信号信噪比大小对小波去噪

性能影响不大。对比不同阈值计算方法的去噪性能

可知，改进型阈值计算方法都能有效提升小波去噪

性能，以改进 1和改进 2的效果最明显，笔者选用改

进 2。各输入信噪比下峰峰值分别为 6.28，6.79和
3.95，其值相对较大，故对去噪性能影响较大。

3.4 阈值函数影响分析

阈值函数体现了对小波系数的处理策略，主要

有硬阈值、软阈值及其相应的改进型阈值函数，笔者

选取 5种最新型的改进阈值函数进行对比分析。各

阈值函数的曲线对比如图 11所示。

分别对阈值计算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

图 12所示。由图可知，使用不同的阈值函数去噪后

信噪比变化不大，SNRpp 分别为 0.88，1.25和 2.70，
说明阈值函数的选取对小波去噪性能影响敏感程度

没有分解层数的选取和阈值计算方法大，为了计算

简单，笔者使用硬阈值函数进行去噪分析。

在传动系扭振仿真信号去噪的基础上，对小波

去噪关键参数进行去噪性能影响的敏感性分析，可

知分解层数和阈值计算方法对小波去噪性能影响较

大，小波函数和阈值函数比较而言较小。综上分析

考虑，笔者最终选取的小波去噪参数组合为 db4小
波基函数，分解层数为 4，采用文献［8］阈值计算法，

阈值函数采用硬阈值函数。

4 小波⁃VMD联合降噪

在小波阈值去噪的基础上，对信号进行 VMD
分解，根据模态分量互相关系数进行筛选，最后重构

得到联合去噪信号。

由于分解层数 K对 VMD模态分解和去噪影响

较大，为了防止过分解和欠分解现象，笔者分析不同

分解层数对 VMD的影响，根据不同的 K值对应的

各个模态中心频率来确定分解次数［22⁃23］。

由表 1可知，当 K=5时中心频率存在欠分解，

当K=7时高频部分对本研究已无实际意义，综合考

虑确定分解层数为 6，其中由于存在趋势项，所以存

在 0 Hz频率。最终分解结果如图 13所示。

图 7 不同小波基函数去噪性能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de-noising perfor⁃
mance of different wavelet basis
functions

图8 分解层数对小波去噪性能的影响分析

Fig.8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decompo⁃
sition layer degree wavelet de-
noising performance

图 9 不同阈值计算方法对比

Fig.9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thresh⁃
old calculationmethods

图10 阈值计算方法对去噪性能影响曲线
Fig.10 Influence curve of threshold cal⁃

culation method on de-noising
performance

图 11 阈值函数对比曲线
Fig.11 Threshold function contrast curve

图 12 阈值函数对去噪性能影响分析

Fig.12 Effect of threshold function on
denois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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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模态分量与原信号互相关系数，结果如

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IMF1和 IMF2相关系数相对较大，

IMF3~IMF6相关系数最大仅为 0.004 4，取前 2阶模

态分量进行信号重构，最终得到去噪后的信号如

图 14、图 15 所 示 。 图 14、图 15 为 分 别 采 用 小

波⁃VMD去噪、小波阈值去噪和 VMD去噪得到的

降噪后转速、角加速度信号。由降噪后的时域曲线

看，转速信号无明显差异，但是角加速度信号差异非

常明显，小波去噪和 VMD去噪后的角加速度曲线

仍 然 存 在 着 大 量 噪 声 ，而 采 用 笔 者 提 出 的 小

波⁃VMD联合降噪方法得到的去噪角速度、角加速

度信号周期性波动明显。以双质量飞轮第 1质量角

加速度曲线为例，其结果与仿真结果相似性较强，去

噪结果可靠性较高，因此本研究方法有效。

5 去噪信号分析

计算小波⁃VMD去噪前后信号相关系数，结果

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知，去噪前后角速度相关系数

都在 0.99以上，表明去噪结果可靠；但是角加速度

相关系数较低，考虑到角加速度是通过间接法计算

图 13 VMD模态分量波形及频谱
Fig.13 Waveform and spectrum of VMD modal component

表 1 不同 K值的 IMF中心频率

Tab.1 Central frequencies of IMF with different K values

K

3
4
5
6
7

u1
0
0
0
0
0

u2
383
383
383
48
48

u3
792
792
718
383
383

u4
—

1 237
1 090
767
718

u5
—

—

1 561
1 090
1 041

u6
—

—

—

1 508
1 308

u7
—

—

—

—

1 683

表 2 相关系数

Tab.1 IM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模态

分量

相关

系数

u1

0.986 3

u2

0.185 6

u3

0.004 4

u4

0.001 1

u5

0.000 6

u6

0.000 4

图 14 降噪后转速信号

Fig.14 Denoising speed signal

图 15 降噪后角加速度信号

Fig.15 Denoising angular acceleration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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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微分计算会放大较多噪声信号，原信号信噪比

较低，导致相关系数较低。

由于双质量飞轮第 2质量角加速度去噪后相关

系数较低，分析其是否对主要频率成分产生影响，利

用频谱对去噪前后信号进行分析，图 16为第 2质量

角加速度频谱图。由图可知，在主要频域范围内，去

噪前后基本一致，说明去噪信号可信。

对双质量飞轮的减振性能进行分析。首先，对

角速度信号进行去趋势项处理；其次，分别计算角速

度和角加速度波动衰减幅度，结果如表 4所示。由

表 4可知，角速度、角加速度波动量的衰减幅度都在

80%以上，说明双质量飞轮减振效果明显。

6 结 论

1）小波⁃VMD联合降噪法去噪效果优于单独

使用小波或者 VMD法，试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

2）提出信噪比峰峰值概念，用以评价小波去噪

对其参数的敏感性。仿真结果表明，小波分解层数

和阈值计算方法对其去噪性能影响较大，小波函数

和阈值函数对小波去噪性能影响较小。

3）去噪后双质量飞轮扭振信号表明，其减振性能

优异，振动（角速度、角加速度）衰减幅度在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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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D⁃ε特性的重力坝主余震损伤累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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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生强震时主震会给重力坝带来损伤破坏，伴随主震发生的多次余震也会给重力坝带来额外的累积损伤破

坏，目前关于重力坝在地震作用下的损伤研究大多都只考虑了主震及一次余震。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评估多

次余震对重力坝结构的累积损伤破坏，基于混凝土塑性损伤模型，结合水工混凝土 P⁃D⁃ε曲线求解重力坝在多次主

余震序列作用下的损伤，并考虑坝体位于水下部位出现裂缝后产生的水力劈裂现象，研究主震受损混凝土重力坝在

强余震作用下的非线性动态响应。加载余震直至结构发生贯穿性裂缝破坏，并再次对破坏后的坝体结构重新建模，

进一步分析后续的滑移、倾覆失稳情况。结果表明：强主震作用下坝体仅受到轻微至中等破坏，基本满足设计可修

复的设计原则；多次余震对重力坝坝体的塑性损伤效益累积作用明显，坝体损伤区主要集中在坝踵、建基面和上游

折坡点附近；随着余震次数的累计增加，塑性应变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最终由于累计损伤产生了贯穿性裂缝；水力

劈裂对于重力坝塑性损伤累积、滑移和倾覆失稳等影响显著。

关键词 主余震序列；余震；混凝土重力坝；塑性损伤模型；水力劈裂；损伤累积

中图分类号 TV312；TV64

引 言

我国西部地区降水量充沛，具有地势西高东低、

河床落差大的优势，故西部地区成为我国大型水利

工程较优的选址地［1⁃3］。根据近代中国地震记录，发

生在中国的地震超过 80%以上都发生在西部地区，

且绝大部分强震都会伴随发生强余震而破坏水利建

筑设施［4⁃5］。很多时候强震对建筑物产生了损伤后，

结构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和工作性能，然而经

受了数次余震后，结构的损伤持续累积导致最终结

构进入不可修复的损毁、失稳破坏状态。重力坝为

全世界修建最多的挡水建筑物之一，目前关于重力

坝的地震响应与破坏分析大多以考虑主震的影响为

主，对后续强余震及多次地震联合作用后的灾害评

估方面的关注度较弱。现实中某一处区域一旦发生

高烈度的地震后，短时间内极有可能伴随数次具有

破坏力的余震［6］，甚至十几年内依然有可能发生成

百上千次地震，如唐山大地震、前郭地震［7］和汶川大

地震［8⁃12］等。因此，正确认识多次主余震对重力坝产

生的累积疲劳损伤影响，对于全面准确地评估重力

坝的抗震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学者对重力坝在主、余震作用下产生的疲

劳损伤进行了研究。郭涛等［13］综合考虑了拉应力区

分布、抗滑、材料强度、塑性区扩展及坝体需求能力

比与超应力累积持时等因素对重力坝抗震安全进行

了评价。王俊等［14］对基于塑性损伤材料的重力坝进

行了流固耦合分析。李云途［15］研究了高水头大坝在

强震作用影响下的损伤破坏。王超等［16］得出了坝体

的初始裂缝倾角与坝体最终破坏形态关联不大的结

论。王高辉等［17］研究发现强余震会使大坝损伤累计

破坏范围增大。翟亚飞等［18］研究发现余震会引发结

构较大的二次残余应变。笔者采用混凝土塑性损伤

模型作为本构模型，由此得到的塑性应变为输入基

础，结合团队提出的混凝土 P⁃D⁃ε曲线模拟重力坝

在多次主余震作用下的疲劳损伤。综合考虑坝体位

于水下部位出现裂缝后产生的水力劈裂影响，从混

凝土最大损伤量、位移响应及坝体裂缝长度等方面

对重力坝的塑性损伤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多次主余

震作用下重力坝的损伤演化规律。

1 水工混凝土 P⁃D⁃ε曲线特性

研究表明，混凝土的损伤具有非自愈性，所以加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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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过程中混凝土出现的最大损伤值即可视为混凝土

的损伤值。对于结构而言，其应变值是较为容易监

测到的力学特征值，因此建立损伤量和应变值之间

的数学关系式，就可以由应变为输入值反映出混凝

土的损伤量大小。

假定损伤只与加载达到的最大应变有关［19］，即

当卸载时和再加载至历史上的最大应变以前没有损

伤产生，文献［20］声发射试验研究结果也支持该假

设。据此，文献［21⁃22］将每周循环的最大应变 εmax
作为该周循环的疲劳应变，简记为 ε，经过大量等幅

疲劳试验，基于可靠性原理定义了保证率 P控制下

的水工混凝土损伤量⁃最大应变曲线，即 P⁃D⁃ε曲
线，如式（1）所示

ε= aD 3 + bD 2 + cD+ d （1）
其中：a，b，c，d为通过试验确定的反应材料疲劳性

能的参数，它们仅与材料本身性质有关，而与外在的

加载应力无关。

在 D ∈[ 0，1 ]内应变区间为 ε∈[ εth，εf ]，即混凝

土的损伤阈值应变和完全破坏时的极限应变为

εth= d （2）
εf= a+ b+ c+ d （3）

通过试验数据分析发现，采用式（1）拟合时，相

关系数均在 0.99以上，效果较好。但是，由于混凝

土是一种多孔基的非匀质、非同向混合材料，其力学

性能离散性非常大，针对不同的试件，其系数 a，b，

c，d值的差异也很大，从而导致在给定损伤量 D下，

不同试件之间的疲劳应变 ε亦非常离散，所以应将 ε

视为随机变量。同理，在给定 ε下，D也应视为随机

变量。仿照 P⁃S⁃N曲线的定义方式，首先对给定损

伤量 D下的疲劳应变 ε进行概率模型分析，以 D为

横坐标，等概率下的 ε为纵坐标，即可得到 P⁃D⁃ε
曲线。

P⁃D⁃ε曲线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其上任意一

点疲劳变形的失效概率与相应损伤量的可靠度相

等”［21］，即

∫
εmin

ε*

f ( ε/D * ) dε=∫
D *

∞

g ( D/ε* ) dD （4）

其 中 ：( D *，ε* ) 为 P⁃D⁃ε 曲 线 上 某 一 点 的 坐 标 ；

f ( ε/D * )为给定 D *下 ε的概率密度函数；g ( D/ε* )为
给定 ε*下 D的概率密度函数；εmin为给定 D *下的最

小应变。

式（4）存在性的证明可参见文献［21］。

同等应变条件下，较高可靠度对应的 D⁃ε拟合

曲线计算的损伤量更大，可以提高实际工程应用的

安全度。采用强度等级为 C15的 95%可靠度下的

混凝土D⁃ε拟合曲线，如图 1所示，其回归方程为

ε= 4 624D 3 - 5 803D 2 + 3 145D+ 588 （5）
相关系数 r= 0.998 8，相应的损伤阈值应变和

极限应变分别为 εth95% = 588 με，εf95% = 2 554 με。
由图 1可见，以可靠度 P为定量，混凝土最大应

变 ε随着损伤量 D的积累而呈现出了 3阶段单调递

增的发展规律。第 1阶段，ε发展较快，但其增长速

率逐渐降低，这一阶段D大约为 0.1左右；第 2阶段，

ε增长速率基本为一定值，随 D的增加而呈线性规

律变化，这一阶段 D大约为 0.80~0.90左右；第 3阶
段，混凝土的 ε迅速发展，直至疲劳破坏。

2 Koyna重力坝算例

结构的塑性应变场即 P⁃D⁃ε曲线的输入基础采

用混凝土塑性损伤（concrete damage plasticity，简称

CDP）模型求解。CDP模型［23⁃24］能较好地用于模拟

混凝土、砂浆等准脆性材料在往复荷载作用下的非

线性特征［25］。Koyna重力坝是为数不多的在强震中

破坏且有较完整记录的重力坝之一，一直是坝工界

研究的典型案例，其拉伸损伤破坏图如图 2所示。

Koyna重力坝坝高为 103 m ，坝底宽为 70 m，坝

顶宽为 14.8 m，1967年该坝遭受 6.5级强震作用，地

震发生时水位为 91.75 m。基岩在上、下游及深度方

图 1 可靠度为 95%的水工混凝土 P⁃D⁃ε曲线

Fig.1 The P⁃D⁃ε curve of hydraulic concrete with 95% reli⁃
ability

图 2 Koyna重力坝拉伸损伤破坏图

Fig.2 The damage of Koyna gravity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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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均取 1倍坝高，取峰值加速度为 0.415g的地震作

用。由图 2可看出，在地震作用下坝体折坡点（坝

颈）和坝踵处由于应力集中均出现了较大的塑性应

变，导致裂缝的诞生。特别是坝颈处，应变大范围超

过极限值 εf95% = 2 554 με，出现几乎贯穿坝体的斜向

裂缝，坝底出现水平裂缝。其破坏形态与实测地震

波作用下的振动台模型试验结果相似［26］，说明 CDP
模型适用于地震作用下的疲劳损伤破坏分析，本研

究求解损伤的应变输入基础均以该模型求得。

3 多次主余震作用下的损伤演化

3.1 工程概况

选取云南境内某水电站混凝土重力坝的非溢流

坝段为研究对象，重力坝坝高为 106 m，正常蓄水位

为 101 m，坝顶宽为 15 m，坝底宽为 83.55 m，坝轴线

方向厚为 35 m。其位于地震烈度Ⅷ区，坝底基岩主

要为Ⅲ和Ⅳa类岩石。在河流方向上、下游及竖向

均选取 1倍坝高为基岩尺寸，不考虑断层分布且假

定岩性较为均匀，地基采用无质量地基模型，四周采

用法向约束边界条件，假定为线弹性，地震动从无质

量地基基底输入。计算模型网格划分采用 6面体 8
节点单元，单元数量总计 1.3万个，节点为 1.6万个。

坝体材料分区如图 3所示，材料力学参数如表 1所
示。采用 Rayleigh阻尼形式，考虑大坝材料的阻尼

能量耗散过程，取线弹性模态分析得到的前 2阶频

率计算其阻尼因素，阻尼比取 10%。考虑的荷载

有：坝体自重、上游动水压力、静水压力、泥沙压力、

扬压力和水力劈裂。其中，动水压力采取Wester⁃
gaard附加质量的方式施加，坝体水下部分产生裂缝

后的水力劈裂影响的加载方式为：均布荷载水力劈

裂 Fh对坝趾取矩得到M，三角形分布荷载库水压力

Fk对坝趾取矩后乘以换算系数 k后也等于M，提取

换算系数 k后对模型加载 k+ 1倍库水压力，如图 4
所示。

地震波的选取对地震响应分析非常重要，需要

根据结构自振特性结合场地选取。考虑到地震的随

机性，规范规定时程分析至少选取 3条波或拟合人

工波进行分析。本研究电站坝址区虽无区域性深大

活动断裂通过，不具备发生强烈地震的地质构造背

景，但枢纽区外围地震地质环境复杂，地震活动较为

频繁。其中，澜沧⁃勐遮断裂、景洪⁃打洛断裂和营盘

山断裂的地震活动影响最大，曾发生多次 6.5~7.5
级地震，所以选用 1988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时坝

址区和竹塘地震站实测到的加速度时程，以及坝工

界最具有代表性的 1967年印度 Koyna重力坝遭受

地震时的强震记录，3条地震波进行动力分析。其

中，当地波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如图 5所示。

综合考虑波形采样频率与结构高阶模态振动周

期的影响，取时间步长 Δt= 0.02 s，为使坝体产生损

伤，加快混凝土的破坏，减少余震加载次数，主震峰

值加速度均调幅为 0.5g的强震。同一系列主余震

峰值加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衰减关系，参考衰减系

数 0.852 6［27］，在前 1次地震波的基础上乘以此衰减

表 1 混凝土材料力学参数

Tab.1 The parameters of material

强度

等级

C25
RRC15
RRC20
Ⅲ类岩体

密度/
(t•m-³)

2.4
2.4
2.4
2.8

弹性模

量/GPa

36.40
28.60
33.15
10.00

泊

松

比

0.20
0.20
0.20
0.25

抗剪强度

C

3.22
2.82
3.65
—

ϕ

43.37
43.37
43.37
—

抗拉强度/
MPa

标准值

2.91
2.55
3.30
—

设计值

2.77
2.43
3.14
—

图 3 坝体材料分区（单位：m）
Fig.3 The material partition of

dam body (unit:m)
图 4 荷载

Fig.4 Loads

图 5 当地波（竹塘）主、余震顺河向

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

Fig.5 Time history curve of Zhutang
earthquake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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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两次地震之间间隔 10 s。

3.2 主震响应

主震作用下坝体最大塑性应变图如图 6所示，

Koyna波工况、竹塘波工况和景洪波工况下重力坝

混凝土塑性应变最大值均发生在坝踵区域附近，竹

塘波工况下坝体出现了较 Koyna波工况和景洪波工

况更加严重的损伤破坏，其中竹塘波工况下坝体的

最大塑性应变值达 1 573 με，混凝土损伤量 D达到

了 0.72，坝体中损伤区域由坝踵位置向下游延伸

20 m左右。

图 7为竹塘波主震塑性应变时程曲线。由图可

以看出，竹塘波工况下重力坝坝踵在地震波加载约

8 s时未发生塑性应变，坝踵混凝土在这个阶段以弹

性变形为主。大约在 8～10 s间，坝踵塑性应变从 0
增加至 1 573 με后不再增加。折坡点处在地震波加

载 2.5 s前未产生塑性应变，大约在 2.5~6 s间，折坡

点塑性应变由 0发展至 1 200 με后保持稳定。

3种波作用下重力坝的塑性应变损伤和地震响

应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以看出，Koyna波、景洪波、

竹塘波作用下的重力坝坝体损伤区域和损伤程度均

较为接近。混凝土损伤最严重的区域基本都出现在

坝踵区域。竹塘波工况下，重力坝坝体的最大塑性

应变值、坝踵区混凝土损伤量及位移等动力响应均

为最大值。坝体经过主震加载后，受到轻微至中等

破坏，基本满足可修复的设计原则。

3.3 多次余震作用下重力坝损伤演化影响分析

主震后的每次余震都在前 1次地震波的基础上

乘以衰减系数 0.852 6后进行加载，将前 1次地震作

用的结果作为本次地震计算的基础，从而实现大坝

损伤破坏的积累。承受多次余震的作用，直至产生

贯穿性裂缝后，再进行坝体失稳、倒塌或滑移的计算

（如表 3中工况 5~8）。判定坝体形成裂缝的依据是

对应区域的混凝土损伤量 D达到 0.4以上，即混凝

土塑性应变达到 1 213 με以上。贯穿性裂缝的判定

标准是裂缝长度在顺河流方向上达到相应坝宽的

75%以上。

表 3为多次强余震作用下坝体的损伤。由表 3
可看出：①随着主余震的作用，坝底塑性应变区逐渐

向下游发展，每经历一次余震，坝体混凝土塑性应变

图 6 主震作用下坝体最大塑性应变图

Fig.6 The maximum plastic strain of dam body under main seismic

图 7 竹塘波主震塑性应变时程曲线图

Fig.7 The time history curve of maximum plastic strain
of dam body under main seismic

表 2 主震作用下坝体的损伤和地震响应

Tab.2 The damage and seismic response of dam
under mainshock seismic

参数

峰值加速度/g
最大塑性应变值/με
坝踵混凝土损伤量D

最大拉应力/MPa
最大压应力/MPa
坝顶最大顺河向位移/mm
坝顶最大竖向位移/mm

Koyna波
0.5
1 417
0.62
4.9

-0.68
75
38

景洪波

0.5
1 375
0.58
4.9

-1.00
30
6

竹塘波

0.5
1 573
0.72
8.9

-0.99
-1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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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②考虑水力劈裂的工况坝体

塑性应变、损伤量更大，坝底裂缝长度较长，说明水

力劈裂对坝体安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当

地波（景洪波）作用下，考虑水力劈裂时，仅在第 2次
余震作用下，坝底就出现了深度长达 62 m的高度损

伤 区 域 ，即 塑 性 应 变 超 过 混 凝 土 裂 缝 判 定 标 准

1 213 με的区域发展至图 8所示的余震作用下坝体

最大塑性应变图中 5号节点处，其塑性应变时程如

图 9所示。此时，保守认为裂缝深度已占坝底宽度

75%以上，贯穿性裂缝形成。不考虑水力劈裂的情

况下，结构要经历 3次余震作用才出现贯穿性裂缝，

此时混凝土最大塑性应变为 3 430 με，如图 8（b）所

示，比只考虑 2次余震时上涨了 34.1%。Koyna波和

竹塘波作用下分别经过 2次和 1次余震加载后，贯

穿性裂缝形成。③在单个主震作用下坝体受到轻微

至中等破坏，基本满足可修复的设计原则，但是在后

续强余震（主余震系列地震）作用下，破坏程度进一

步提高，坝体受到中等至严重损伤破坏，大坝建基面

图 8 余震作用下坝体最大塑性应变图

Fig.8 The maximum plastic strain of dam body under mainshock and strong aftershock seismic

表 3 多次强余震作用下坝体的损伤

Tab.3 The damage and dynamic response of dam under mainshock seismic and strong aftershock

工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地震波

Koyna波主震+1次余震

Koyna波主震+1次余震
+水力劈裂

Koyna波主震+2次余震

Koyna波主震+2次余震
+水力劈裂

Koyna波主震+3次余震

Koyna波主震+3次余震
+水力劈裂

Koyna波主震+3次余震

Koyna波主震+3次余震
+水力劈裂

景洪波主震+1次余震

景洪波主震+1次余震+
水力劈裂

景洪波主震+2次余震

景洪波主震+2次余震+
水力劈裂

景洪波主震+3次余震

竹塘波主震+1次余震

竹塘波主震+1次余震+
水力劈裂

峰值加

速度/g

0.426 3

0.426 3

0.363 4

0.363 4

0.309 8

0.309 8

0.309 8

0.309 8

0.426 3

0.426 3

0.363 4

0.363 4

0.309 8
0.426 3

0.426 3

地震

持时/s

17.14

17.14

17.14

17.14

17.14

17.14

17.14

17.14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2.10

12.10

水力劈

裂换算

系数 k

0.85

1.28

0.73

0.73

0.27

1.11

1.13

塑性应变/με

1#
2 115

2 380

2 575

2 900

—

—

—

—

1 577

1 710

2 500

3 230

3 430
2 285

2 670

2#
2 500

2 750

3 230

3 680

—

—

—

—

1 400

1 540

2 220

2 750

2 900
3 045

3 297

5#
0

760

1 360

1 420

—

—

—

—

0

0

0

1 200

1 375
1 475

1 927

混凝土损伤量D

1#
0.90

1.00

1.00

1.00

—

—

—

—

0.72

0.78

1.00

1.00

1.00
0.94

1.00

2#
1.00

1.00

1.00

1.00

—

—

—

—

0.62

0.70

1.00

1.00

1.00
1.00

1.00

5#
0

0.07

0.58

0.63

—

—

—

—

0

0

0

0.38

0.59
0.66

0.85

坝底裂

缝深

度/m
30

41

62

62

—

—

—

—

24

28

50

62

62
66

66

滑移失稳

最大位移

量/m
—

—

—

—

2.85

3.90

2.81

3.77

—

—

—

—

—

—

—

备注

—

—

贯穿

贯穿

1+2
号裂缝

2号
裂缝

—

—

—

贯穿

贯穿

贯穿

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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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游折坡位置产生了接近贯穿性裂缝，说明强余

震对主震受损坝体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3.4 发展贯穿性裂缝后坝体的稳定性分析

坝体形成贯穿性裂缝后，为进一步研究大坝在

余震作用下的失稳、滑移或倾覆现象，以贯穿性裂缝

为分界，建立新的大坝模型，再次进行强余震分析。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潜在的贯穿性裂缝有 2条，

1号裂缝由上游折坡点倾斜向下延伸至下游坝面，2
号裂缝为坝底水平裂缝，由坝踵连向坝趾。考虑贯

穿性裂缝后的坝体模型如图 10所示。缝隙将结构

分割为上部坝体、下部坝体及基岩 3部分，一般仅有

其中的 1条裂缝最后会发展为贯穿性裂缝，出现 2
条贯穿性裂缝的情况较少。笔者基于最不利情况出

发，分别考虑了 1号、2号裂缝共同贯穿（工况 5，6）
和建基面 2号裂缝单独贯穿（工况 7，8）这两种情况。

裂缝表面考虑面⁃面接触，选取库伦摩擦模型，摩擦

系数为 0.7。同时，考虑库水泄漏导致水位下降，坝

体上游面水压力和裂缝间水力劈裂将相应折减，取

原库水水位的 1/2。

不同地震波主余震作用下产生裂缝后的滑移

失稳工况，破坏规律相似。图 11为 Koyna波主余震

作用下坝体滑移失稳过程，以工况 6为例，如图 11
（a）所示。可以看出，坝体大概在 3.2 s开始滑移，此

时上部坝体相对基岩的位移在 1.9 cm左右。当地

震持时 5.8 s时，坝体宏观可观测滑移量显著增加，

上部坝体相对基岩的位移达到 0.83 m左右。由于

库水从裂缝处泄漏导致上游坝面承受库水推力大

幅下降，坝体在余震过程中出现向上游倾覆的趋

势。地震结束时，上部坝体相对基岩的最终位移达

到 3.9 m，占到坝底宽度的 4.7%。单条裂缝贯穿

时，结构的滑移失稳与双条裂缝同时存在的情况类

似，如图 11（b）所示。水力劈裂的上抬作用减小了

裂缝处的竖向荷载，由此引发的摩擦力骤减是导致

坝体滑移量增大的主要因素。从表 3也可看出，考

虑水力劈裂的失稳工况（工况 6，8）滑移量要比不考

虑水力劈裂的工况（工况 5，7）大得多。

坝体发生滑移失稳工况时，由于接触界面摩擦

原因，高应力区主要集中在裂缝附近，如图 12所示。

实际上，下部坝体混凝土在经历前几次主余震后已

基本破坏，仅起到为上部坝体提供支撑的作用，不会

产生拉应力，已丧失应力分析的必要。

4 结 论

1）峰值加速度 0.5g的 Koyna波、景洪波、竹塘

波的强主震作用下，坝体仅受到轻微至中等破坏，基

本满足可修复的设计原则。

2）坝体损伤区主要集中在坝踵、建基面和上游

折坡点附近，随着余震次数的累计增加，塑性应变均

有不同幅度的提高，最终由于累计损伤产生了贯穿

性裂缝。

3）水力劈裂效应对大坝混凝土的非线性响应影

响较大，在水力劈裂的作用下，坝体塑性损伤区发展更

快，而且水力劈裂效应随坝体裂缝的发展被逐渐放大。

4）对形成贯穿性裂缝的坝体进行后续余震作

用下的滑移失稳分析，结果表明，考虑水力劈裂后坝

体沿裂缝向下游滑动，宏观可观测到滑移量显著增

加，上部坝体较下部坝体的滑移距离更远。

图 9 5号节点处塑性应变时程曲线

Fig.9 The time history curve of maximum plastic strain of keypoint 5#

图 10 考虑贯穿性裂缝后的坝体模型

Fig.10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of dam considering pene⁃
trating c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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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开挖台车中心抗冲击参数优化与性能验证
∗

丁颖楠 1， 许维炳 1， 沈铂坦 1， 陈彦江 1， 李世安 2

（1.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100124）
（2.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北京，100088）

摘要 以某型隧道开挖台车为例，考虑其顶部几何中心受冲击荷载作用，基于数值分析方法对斜撑角度等参数对其

中心抗冲击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该型台车的优化参数。设计制作了具有优化参数

的台车缩尺试验模型，通过试验对优化模型的中心静力承载能力和中心抗冲击性能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中心冲

击荷载作用下，门式结构斜撑角度越大，台车的抗冲击性能越强；材料屈服强度越高，台车在局部屈服后的抗冲击性

能越强；边界条件对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台车的抗冲击性能影响不显著。优化缩尺试验模型能够满足施工静载和

中心冲击荷载作用的需求。

关键词 隧道安全；隧道；隧道施工；数值分析；模型试验

中图分类号 U458.3；TU312；TU317+.1

引 言

隧道开挖台车（简称台车）是工人从事钻爆装

药、安装钢拱架、喷射混凝土等工作的专用设备，是

暗挖隧道施工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设备之一。目

前，台车在施工过程中仅作为工人施工的工作平台，

而在其结构设计阶段通常仅考虑永久荷载与可变荷

载的组合作用，未将设计基准期内可能出现的偶然

荷载（塌方荷载）考虑在内。事实上，由于隧道冒顶、

塌方，会造成施工人员的伤亡和工期的延误。因此，

设计一种能够满足施工界面需求，兼具应急避难功

能的台车具有工程实用价值，因而需要对台车在塌

方荷载作用下的抗冲击性能进行优化。

国内外学者针对各类构件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

动力响应已有系列研究。数值仿真分析方面，田力

等［1］运用 LS⁃DYNA软件，分析了钢筋混凝土柱在

冲击荷载作用下的破坏模式。李安令等［2］运用

ABAQUS软件，模拟了钢管混凝土桁架T形节点的

冲击过程，总结了该类节点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破

坏模式。王多智等［3］通过大量参数计算定义了网壳

结构的 3类失效模式，揭示了网壳结构在冲击荷载

作用下的能量传递特点。针对构件的抗冲击性能成

为现阶段的研究热点，但针对结构抗冲击性能的参

数优化仍十分欠缺。利用数值仿真手段对构件或节

点的抗冲击性能进行分析，可以为受冲击构件或节

点抗冲击性能的优化提供借鉴，但冲击荷载作用下

材料本构参数的选取和接触关系的定义仍是结构数

值仿真分析的关键点和难点。

为此，国内外学者通过试验手段对各类构件的

抗冲击性能进行了验证和优化。文献［4⁃5］对 6组
钢筋混凝土简支梁进行了冲击与静力试验对比研

究，分析了不同冲击能量作用下梁的破坏模式与动

力响应，并与静力试验进行对比。Saatci等［6］对 20
根钢筋混凝土简支梁进行落锤冲击试验，得出了冲

击开始时剪切破坏起主要作用的结论。曲慧等［7］对

4个 T形管节点进行冲击试验，分析得到了冲击能

量与管的长径比、管直径等参数的影响规律，并基于

塑性绞线耗能理论提出了一种冲击力的简化评估方

法。以上研究多以单一构件为试验对象，而忽略多

构件之间的耦合作用，难以获得实际可用的优化参

数；且受限于试验规模大小和试验测试仪器精度，结

构抗冲击性能的全过程试验数据仍欠缺，相关优化

参数的有效性还需要试验加以验证。

笔者以某型台车为例，考虑该型台车受中心冲

击荷载作用工况（冲击荷载作用于台车顶部几何中

心），首先，利用数值手段研究了斜撑角度、材料强度

及基础边界条件等参数对台车抗冲击性能的影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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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获得了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该型台车的优化参

数；其次，设计和制作了具有优化参数的台车缩尺试

验模型，利用静力加载试验和中心冲击性能试验对

其承载能力和中心抗冲击性能进行验证。

1 工程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隧道开挖台车主要由立柱、横梁、

纵梁、门式结构斜撑及立柱斜撑等构件组成，如图 1
所示，其长×宽×高分别为 7.4 m×5.0 m×4.8 m，

总质量约为 7 500 kg。各梁、柱、斜撑等构件间均采

用螺栓连接，可实现标准化生产，以改善现有隧道开

挖台车对隧道断面大小适应能力差、无法实现资源

可持续利用等缺点。台车主体结构截面均采用 20a
工字钢，材料均采用Q235钢。

2 数值模型及数值优化参数

2.1 基本模型建立

采用通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对中心冲击荷

载作用下台车的抗冲击性能及参数影响规律进行分

析。为提升模型计算效率，尽量避免节点附近网格

出现畸变，且尽可能模拟冲击质量块与台车之间的

接触关系。笔者采用多尺度模型对中心冲击荷载作

用下的台车进行模拟，依据台车的设计参数，受冲击

位置的横梁、纵梁采用 S4R四节点壳单元进行模

拟，其余台车承重构件采用 B31两节点空间线性梁

单元进行模拟。有限元分析模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金属材料的强度受加载应变率和温度影响显

著。本研究对象台车在落石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应变

率较高（能够达到 5×104 με/s以上），传统的多线性

随动强化模型已不能满足此类问题的分析需要。因

此，笔者采用文献［8］提出的一种能够描述金属应变

率强化效应和温度软化效应的经验型本构模型，其

关系表达式为

σeq = (A+ Bεneq) (1+ C ln ε̇*eq) ( 1- T *m ) （1）
其中：A，B，n，C和m为模型参数；σeq为等效应力；εeq
为等效应变；ε̇*eq为无量纲化等效塑性应变率；ε̇0为参

考应变率；T *为无量纲化温度。

依据文献［9］进行的光滑圆棒拉伸试验，有限元

模型 Q235钢的 J⁃C本构参数选取如表 1所示，经修

正后的 Q235钢等效应力⁃等效应变关系如图 2（b）
所示。

由于台车的设计原则为“强节点、弱构件”，实际

中不允许螺栓连接节点先于其他构件破坏，因此数

值模型将螺栓连接的两构件端部节点耦合。模拟重

物的长×宽×高分别为 0.76 m×0.76 m×0.50 m
（依据实际工程中可能出现的落石荷载确定），重物

采用 R3D4离散刚性单元进行模拟。重物底部中心

点耦合有质量单元，质量大小为 300 kg。质量单元

的初始位置位于主体结构上表面，通过设定质量单

元的初始速度来模拟质量单元从不同高度下落对台

车的冲击作用。

质量块与台车之间的接触关系是数值计算的重

点。首先，通过在受冲击位置横梁、纵梁壳单元的两

端分别建立参考点，并将参考点与相同位置的壳单

元表面进行耦合；其次，在参考点与相同位置处的梁

单元节点间建立多点约束（multi⁃point constraints，
简称MPC）连接，以保证连接处弯矩传递的有效性。

对于重物下表面节点与台车壳单元节点间的接触关

系，选用法向“硬”接触［10］，忽略二者间的切向摩擦作

用。有限元整体分析模型如图 2（c）所示。

图 1 隧道开挖台车结构示意图(单位：mm)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unnel excavation trolley

structure (unit:mm)

表 1 J⁃C本构参数取值

Tab.1 J⁃C constitutive parameter value

参数

A/MPa
B/MPa
n

C

m

T*

ε̇*eq

数值

244.8
400
0.36
0.039 1
0.757
0.006 67
12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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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荷载工况与优化目标

采用显式动力学分析，为降低运算时间，分析总

时长选定为 0.02 s。以实际工程可能出现的冲击荷

载大小为依据，数值分析模型中设定了 5种工况，分

别考虑重物从 0.35，0.70，2.00，3.50和 5.70 m这 5个
不同高度（重物底部至台车顶部的铅直距离）处自由

落下。计算重物从上述高度下落至台车顶面时的末

速度，作为数值模型中设定重物的初速度。鉴于台

车的应力及塑性发展状态均可由台车冲击点处的变

形直观地体现，数值优化指标为重物⁃台车冲击点回

弹前的挠度值，优化目标是挠度值最小。

2.3 数值优化参数

为满足隧道开挖台车对隧道断面大小的适应能

力，台车的优化原则是保持台车主体结构总长度、总

宽度及总高度不变。为此，分别选定可用范围内的

门式结构斜撑角度、结构材料强度以及可能出现的

边界条件等参数进行数值优化分析。数值模型优化

参数见表 2，材料为Q235钢。

3 数值结果分析

3.1 门式结构斜撑角度

依据第 2节确定的数值分析模型和优化参数，

图 3给出了不同门式结构斜撑角度条件下优化设计

指标（重物⁃台车冲击点回弹前的挠度值）随冲击高

度变化曲线。图 4给出了数值模型 SJ4在重物⁃台车

冲击点回弹前的挠度⁃时间曲线。中心冲击荷载作

用下，考虑材料、边界条件影响的模型 SJ5~SJ7的计

算结果与模型 SJ4的计算结果差别不大。

图 2 有限元分析模型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图 3 优化设计指标随冲击高度变化曲线图

Fig.3 Curves diagram of optimum design indica⁃
tors with height variation

图 4 模型 SJ4冲击点回弹前的挠度⁃时间曲线

Fig.4 Displacement⁃time curves of model SJ4
before impact point rebound

表 2 数值优化参数

Tab.2 Numerical optimization parameter

模型
编号

SJ1
SJ2
SJ3
SJ4
SJ5

SJ6

SJ7

门式结构斜撑
倾斜角度/(°)

—

13
18
23
23

23

23

门式结构
斜撑长度/mm

—

4 672
4 786
4 958
4 958

4 958

4 958

边界条件

固定边柱

固定边柱

固定边柱

固定边柱

固定边柱

固定中柱、

一侧边柱

固定中柱、

两侧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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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可知，同一中心冲击荷载工况下，冲击点

回弹前的挠度幅值随斜撑角度的增大而减小。在实

际可用范围内斜撑角度越大，台车的抗冲击性能越

好。由图 4可知，当斜撑角度相同时，随着冲击高度

的增加，冲击点回弹前的挠度值增大，且中心冲击荷

载作用下冲击点位置处的挠度⁃时间关系曲线的非

线性程度越来越显著。当斜撑角度为 18°时，台车冲

击点附近横梁、纵梁的跨度基本相同，横梁、纵梁所

承受的荷载水平也基本相同；而斜撑角度进一步增

大（大于 23°），虽然可以提升台车的抗冲击性能，但

会压缩台车下方的避难空间，且会增加立柱与斜撑

之间纵梁的跨度，进而增加上述位置纵梁与横梁之

间台车顶板的防护要求（避免落石）。因此，台车的

斜撑角度不宜过大。

3.2 材料强度

依据第 2节确定的数值分析模型和优化门式结

构斜撑角度，以冲击高度 5.70 m为例，图 5给出了不

同材料屈服强度条件下重物⁃台车冲击点回弹前的

挠度⁃时间曲线。

由图 5可知，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台车材料强

度对台车的挠度⁃时间曲线有一定的影响。材料强

度对台车抗冲击性能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依存

性。中心冲击荷载作用初期（0.002 s前），材料强度

对台车冲击点回弹前的挠度影响不显著，此时台车

冲击点附近的构件尚未屈服；中心冲击荷载作用后

期（0.002 s后），台车冲击点附近位置开始出现屈

服，如图 6所示，材料屈服强度越高，冲击点回弹前

产生的挠度值越小。材料屈服强度主要影响台车局

部屈服后的抗冲击性能。综合极限冲击荷载发生的

可能性、台车的经济适用性及材料强度对其抗冲击

性能的影响程度，在实际应用时仍宜采用 Q235钢

作为台车的材料。

3.3 边界条件

依据第 2节确定的数值分析模型和优化门式结

构斜撑角度，以冲击高度 5.70 m为例，图 7给出了不

同边界条件下重物⁃台车冲击点回弹前的挠度⁃时间

曲线。

由图 7可知，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边界条件对

台车的抗冲击性能基本无影响。受约束的自由度数

量越多，结构刚度越大，静力承载能力越大。因此，

台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宜将柱脚与钢轨进行固定。

利用数值分析方法得到的台车优化参数如下：

门式结构斜撑角度为 23°，材料为Q235钢，柱脚边界

条件为固接。

图 5 不同材料强度下冲击点回弹前挠度⁃时间曲线

Fig.5 Displacement⁃time curves of impact point before
rebound under different material strength

图 6 0.002 s时台车模型Von Mises应力云图

Fig.6 Von Mises stress contour plot of trolley at 0.002 s

图 7 不同边界条件下冲击点回弹前挠度⁃时间曲线

Fig.7 Displacement⁃time curves of impact point before
rebound under different bou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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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尺模型及试验方案

4.1 缩尺模型

依据相似原理［11］，结合试验条件及原型结构尺

寸，确定本试验模型的几何缩尺比例为 1∶2。缩尺

模型的长×宽×高分别为 3.7 m×2.5 m×2.4 m，优

化参数依据第 3节选取。模型相似关系如表 3所示。

4.2 试验方案

隧道塌方大致可简化为两个阶段：①塌方过程

中，塌方落石对台车的冲击作用；②塌方结束后，塌

方落石对台车的静力作用。针对上述 2种不同工

况，依据优化参数及模型相似系数分别制作了 2个
完全相同的缩尺试件，分别进行静力试验和冲击试

验，以对其承载能力和抗冲击性能进行验证。

4.2.1 冲击试验

1）测点布置。依据前期有限元数值分析结果，

在试验过程中主要对门式结构斜撑、立柱、冲击点附

近纵、横梁等 10个位置处的动态应变进行采样观

测。试验采用 JM5938A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进

行试验数据自动采集，并在试验过程中对各应变片

所处位置的应变变化进行全过程监测，采样频率为

1 kHz［12］。为避免 ICP传感器、激光位移计等动力响

应设备的损坏，试验后期并未设置上述传感器。笔

者仅以动应变数据进行分析。试件典型应变测点布

置如图 8所示。

2）加载方案。实际塌方过程中落石对台车的

冲击作用大致相当于 300 kg重物从 2 m高处自由落

体至台车顶面时所产生的冲量。依据表 3的相似关

系，试验模型的冲击荷载相当于 100 kg质量块从

0.28 m高处自由落体的冲击作用，试验过程中通过

吊车梁与脱钩器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质量块在指定

位置自由下落，如图 9所示。

基于上述相似计算理论并结合前期有限元数值

仿真计算，确定了一组质量块悬挂高度（质量块底部

至台车顶部的铅直距离）。在试验中逐次逐级增加

质量块的悬挂高度，冲击试验工况如表 4所示。

4.2.2 静力试验

1）测点布置。静力试验的应变片测点布置与

冲击试验完全相同。为了获得台车在静力荷载作用

下的荷载⁃挠度关系，除应变测点外，本次试验在台

车 ZL（纵梁）测点下方设置了一套拉线位移计，用以

测量该点处挠度。试验采用 EASTCOMM静态数

据采集系统进行试验数据自动采集，并在试验过程

中对各应变片、位移计的动态变化进行全过程监测。

表 3 模型相似关系

Tab.3 Similarity relation of the scaled model

参数

几何尺寸

材料特性

动力指标

物理量

线尺寸 L

面积 S

截面模量W

弹性模量 E

集中力 F

动量 p

挠度 x

相似系数

SL
SL2

SL3

SE
SF= SL 2

Sp= SL 3

SL

数值

0.500
0.250
0.125
1.000
0.250
0.125
0.500

图 8 典型应变测点布置图

Fig.8 Layout of typical strain measurment

图 9 冲击试验加载装置图

Fig.9 Loading device for impact test

表 4 冲击试验工况

Tab.4 Impact test cases

荷载

级别

1
2
3
4
5

质量块

悬挂高度/m
0.10
0.20
0.30
0.40
0.50

质量块

末速度/(m•s-1)
1.41
2.00
2.45
2.83
3.16

动量/
((kg·m)•s-1)

141
200
245
28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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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载方案。为模拟均布荷载作用（塌方后土

石方均布堆积作用），通过设置刚性梁将加载装置的

荷载均匀分配到台车模型的纵、横梁上，试验装置如

图 10所示。试验中采用多次分级加载，前 2次以

10 kN/级的增速递增，后提升至 20 kN/级，直至模

型破坏。在载荷增加的过程中，对所有测量点的持

续 测 量 时 间 不 少 于 10 s，以 实 现 较 稳 定 的 试 验

数据。

5 试验结果

5.1 中心冲击试验结果分析

限于篇幅，仅对试验模型台车典型位置处的冲

击应变数据进行了分析。图 11（a）~（c）分别给出了

0.3 m工况下 ZL和 HL（冲击点附近纵梁、横梁）测

点、LG1和 LG3（中、边立柱顶部）测点、XC1和 XC3
（中、边斜撑顶部）测点的冲击应变时程曲线。

由图 11（a）~（c）可知，0.3 m工况下，所有测点

均未发生屈服，说明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优化缩尺

试验模型的抗冲击性能能够满足台车正上方塌方荷

载的要求；中心冲击荷载作用初期（冲击点发生第 1
次回弹前），ZL和 HL测点的应变水平显著高于 XC
和 LG测点，说明此阶段冲击点附近构件所受到的

冲击作用显著大于相邻构件；中心冲击荷载作用后

期（冲击点发生第 1次回弹后），ZL和 HL测点的应

变水平逐步降低，而 XC和 LG测点的应变水平则出

现上升趋势，说明此阶段冲击能量已由冲击点附近

构件传递至与其相邻的其他构件。以上结果表明，

与数值分析结果类似，冲击荷载对台车模型的冲击

作用具有明显的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特性。

对比图 11（a）和（c）可知，XC1测点的峰值应变

与 ZL测点相当，说明优化后的门式结构斜撑传力有

效，能够提升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台车的抗冲击性

能；对比图 11（b）和（c）可知，XC1测点的应变水平明

显高于 LG1测点，说明中斜撑对中心荷载作用下台

车抗冲击性能的影响更显著；而 XC3和 LG3测点的

应力水平基本相同，说明边斜撑、边立柱对中心冲击

荷载作用下台车的抗冲击性能影响较小。台车中心

冲击荷载主要沿中斜撑、中立柱方向传递，XC3测点

的应变变化较为平缓。此外，图 12（a）~（b）分别给

出了 HL和 ZL测点在 0.1，0.3，0.5 m试验工况下的

应变时程曲线。

由图 12可知，HL和 ZL测点的应变峰值均随重

物冲击高度的增加而增加，与有限元仿真分析结果

一致。冲击试验进行过程中螺栓完好，整体结构未

发生明显损坏。

为避免传感器损坏，试验过程中并未在试件上

图 10 静力试验加载装置图

Fig.10 Loading device for static test

图 11 0.3 m工况下各测点的冲击应变时程曲线

Fig.11 Load⁃strain curves corresponding to 0.3 m tes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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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高精度位移传感器，而应变测点的随机性和局

部有效性也制约了通过局部应变响应反映材料应变

率强化的可能性。由图 11和图 12可知，本试验过

程中冲击荷载对台车加载的应变速率能够达到 6×
104 με/s。因此，加载应变速率造成的金属材料强化

效应应予考虑。

5.2 中心静力试验结果分析

限于篇幅，本节仅对试验模型台车典型位置处

的静态应变数据进行了分析。图 13为台车最终的

破坏形式；图 14为台车 ZL，XC1 和 LG1 测点的荷

载⁃应 变 曲 线 ；图 15 为 台 车 ZL 测 点 的 荷 载⁃挠 度

曲线。

当加载至 70 kN时，台车立柱⁃顶纵梁连接处的

螺栓开始出现剪切破坏，在此后的加载过程中，门式

结构斜撑⁃顶纵梁、中纵梁⁃立柱连接处的螺栓开始

陆续出现剪切破坏；当加载至 150 kN时，台车的门

式结构斜撑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平面外弯曲；当加

载至 180 kN时，试验由于台车门式结构斜撑发生平

面外失稳，无法继续承担荷载而中止。由图 14可
知，试验模型加载过程中台车顶部 ZL测点位置附近

钢材已进入硬化阶段，而 XC1和 LG1测点位置附近

钢材尚未屈服，其荷载⁃应变曲线仍呈线性增长状

态，说明优化缩尺后的试验模型满足“强柱弱梁”的

结构设计原则，能够避免结构柱早期破坏发生倾覆。

由图 15可知，中心静载作用下，试验模型的最

大竖向承载力为 180 kN。根据表 3的相似系数，优

化后原型台车的最大竖向承载力为 720 kN，具有较

高的静力承载能力。

6 结 论

1）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门式结构斜撑角度是

影响该型台车抗冲击性能的关键参数。在实际可用

范围内斜撑角度越大，台车的抗冲击性能越优。材

料强度对台车抗冲击性能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依

图 15 ZL测点的荷载⁃挠度曲线

Fig.15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of ZL

图 12 HL和 ZL测点不同冲击高度下的应变时程曲线

Fig.12 Load⁃strain curves of HL and ZL with different
impact heights

图 13 台车最终破坏形式

Fig.13 Ultimate failure mode of the model

图 14 ZL，XC1和 LG1测点的荷载⁃应变曲线

Fig.14 Load⁃strain curves of ZL, XC1 and L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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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性，材料屈服强度越高，台车在局部屈服后的抗冲

击性能越优。边界条件对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台车

的抗冲击性能影响不显著。

2）中心冲击荷载对台车模型的冲击作用具有

明显的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特性，冲击荷载可在短时

间内由冲击点扩散至其他受力构件。优化后的门式

结构斜撑可以显著改善中心冲击荷载作用下台车的

抗冲击性能。

3）经试验验证，优化后的隧道开挖台车结构设

计合理，且承载能力与抗冲击性能可以满足中心冲

击荷载作用的需求，将其兼作应急避难场所具有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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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约束下火箭舱段壳体的结构振动特性研究
∗

韩 飞 1，2， 任全彬 1， 苏明慧 1

（1.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热结构与内流场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西安，710025）
（2.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西安，710049）

摘要 将地面试验中卡环工装对舱段壳的影响转化为弹性边界条件下圆柱壳耦合结构的振动问题，通过卡环工装

与圆柱壳接触建模计算得到工装作用于舱段壳的法向约束刚度，并采用增补函数的方法构建了工装约束边界条件

下圆柱壳耦合结构的振动理论分析模型。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能够反映卡环工装对于舱段壳振动特性的影响，理

论计算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卡环工装的约束下，舱段壳的低频振动受到显著抑制，工装的

约束刚度及其在舱段壳上的夹持位置对于舱段壳振动特性具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 卡环工装；圆柱面接触；法向接触刚度；弹性边界；结构振动

中图分类号 TJ203

引 言

火箭在进行飞行试验前必须经历多项地面试验

考核与验证，如开展箭头振动冲击试验考核箭上设

备的力学环境适应性等。在地面振动试验实施过程

中，通过卡环等工装将参试舱段固定在振动台上，然

而火箭飞行过程中，其外部边界并未受到约束。卡

环工装的约束势必会对舱段壳体结构振动特性造成

影响，从而影响地面试验的有效性与正确性。

针对天地边界条件的差异问题，国内学者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刘青林［1］针对飞行器自由边界地

面模拟试验方法，提出了柔性悬挂⁃多点激励试验方

案，即采用柔性悬挂系统模拟自由边界条件，采用多

个激振器同时对一个试件施加振动载荷，以提供飞

行振动环境模拟试验的真实性。何永昌等［2］基于模

态应变能法，开展了地面试验约束状态和空中自由

飞行状态模态一致性研究，提出了地面试验最佳约

束点的选择方法。如能进一步实现对地面试验工装

边界条件影响的定量化剥离，则能够使型号研制初

期制定科学有效的环境条件成为可能，同时也是进

一步开展天地相关性［3⁃4］等研究的重要环节。这一

问题可进一步抽象为弹性约束边界下耦合圆柱壳结

构的振动问题。Li［5］针对经典理论中梁位移函数表

达式在表征弹性边界时的计算误差较大的问题，提

出余弦级数与增补函数的组合形式的方法。这一方

法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借鉴与推广，并成功应用于梁、

板等多种典型结构的振动问题研究［6⁃7］。张安付［8］使

用三角函数组合型的增补函数，建立了一般边界条

件下圆柱壳的振动分析模型，并将外部约束边界转

化为轴向、切向、径向（法向）及扭转共 4组环形分布

的约束弹簧，仿真结果表明，法向约束刚度对圆柱壳

振动特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赵广等［9］以Hertz接触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圆柱

面的法向接触刚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法向接触刚

度随着接触力的增加而增加。赵韩等［10］优化了两圆

柱壳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分形模型，得到增大圆

柱壳半径、减小材料弹性模量可使法向接触刚度增

加等结论。陈雷等［11］针对地面台架试验卡环与鱼雷

舱段壳体的法向接触刚度问题，使用 ABAQUS软

件进行了数值仿真，发现由于卡环与舱段壳体材料

弹性模量的差异，产生若干接触分离区，引起结构局

部接触应力突变，法向接触刚度在圆周方向上非均

匀分布。

笔者首先建立工装约束边界的有限元模型，获

取壳体与卡环接触区域的应力应变及等效约束刚

度，将工装对舱段壳的约束转化为弹性边界条件下

舱段壳体的振动问题，并采用增补函数方法构建耦

合圆柱壳结构振动分析模型，研究工装约束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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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影响规律。

1 法向接触刚度分析模型

图 1所示的卡环工装分为卡环与底座两部分，

底座与试验台之间可视为固连。上卡环与下底座之

间通过若干螺栓连接紧固，对螺栓施加相应大小的

预紧力矩，实现对火箭舱段的约束固定。

工装及壳体均为铝合金材料，壳体基本壁厚为

3 mm，工装内侧毛毡厚度为 2 mm，4组紧固螺栓处

各施加 120 N·m的预紧力矩，在给定螺栓拧紧力矩

情况下，通过式（1）可计算得到螺栓预紧力

F=M KD （1）
其中：F为螺栓预紧力；M为预紧力矩；K为预紧力

矩系数，计算中取K=0.2；D为螺栓直径。

对舱段壳的局部细节特征进行简化处理，在

ANSYS有限元软件中建立单段圆柱壳与卡环工装

的接触分析模型，计算得到法向接触应力云图及法

向位移云图，分别如图 2、图 3所示。进一步提取接

触区域所有节点的接触应力与位移数据，其圆周方

向分布如图 4、图 5所示。舱段壳体应力及变形在圆

周方向上并非均匀分布，靠近卡环端部区域内节点

的接触应力及变形明显增大，且靠近上卡环端部区

域的受力情况更为恶劣。其中，图 3所示竖直向上

记为 0°，卡环工装与舱段壳在 82°~98°以及-98°
~-82°区域内未直接接触，因此该区域内无数据。

根据舱段壳的应力及位移数据，按照式（2）计

算圆柱壳受到的法向接触刚度

k= S∑
i= 1

N σi
Nxi

（2）

其中：k为法向约束刚度；S为舱段壳与工装接触面

积；σi为节点接触应力；N为圆柱壳在接触区域内节

点总数；xi为各节点的法向位移。

卡环工装与圆柱壳法向接触刚度在圆周方向上

的分布如图 6所示，可以看出，不同圆周角度对应下

的法向约束刚度略有不同，但大小均在 107 N/m以

上，其中仅-77°~-50°及 50°~77°范围内，法向接

触刚度小于 5×107 N/m。

根据文献［12］的研究结论，随着弹性约束刚度

的增加，圆柱壳的固有频率呈现先增大后保持稳定

的趋势，即当法向约束刚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其对

于圆柱壳振动特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便于后续理

论建模计算，本研究将卡环对舱段壳的约束刚度视

为沿圆周方向均匀分布，以图 6所示曲线的平均值

对理论模型中的法向约束刚度进行赋值，并在参数

影响分析中对这一近似处理方法的有效性进行

验证。

图 4 法向平均接触应力

Fig.4 Average normal contact stress

图 1 地面试验卡环工装示意图

Fig.1 Sketch of the clasp frock in ground test

图 2 法向接触应力云图

Fig.2 Normal contact stress contour

图 3 舱段壳体法向变形云图

Fig.3 Normal displacement contour of the cabin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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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性约束边界条件下舱段壳的振动

分析模型

以图 1所示模型为例，在 2组卡环工装的约束

作用下，可进一步拆分为 4段圆柱壳组成的耦合结

构，如图 7所示。4段圆柱壳的长度分别为 l1，l2，l3和

l4，厚度 h、外径 R及材料参数保持一致。耦合结构

受到来自外界基础的沿圆周方向均匀分布的弹性约

束，其中径向约束刚度分别为 k1和 k2。

根据力、弯矩平衡条件以及位移、转角连续条

件，可得 4段圆柱壳的边界方程。

壳 1的边界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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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1u1 ( x，θ )
x= l1
=- |N 1

x= l1
+ |N 2

x= 0

|u1 ( x，θ )
x= l1
= |u2 ( x，θ )

x= 0

|kt1v1 ( x，θ )
x= l1
=- |T 1

x= l1
+ |T 2

x= 0

|v1 ( x，θ )
x= l1
= |v2 ( x，θ )

x= 0

|k1w 1 ( x，θ )
x= l1
= |-S1

x= l1
+ |S2

x= 0

|w 1 ( x，θ )
x= l1
= |w 2 ( x，θ )

x= 0

|K 1φ 1 ( x，θ )
x= l1
= |M 1

x= l1
- |M 2

x= 0

|φ 1 ( x，θ )
x= l1
= |φ 2 ( x，θ )

x= 0

（3）

壳 2的边界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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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1u2 ( x，θ )
x= 0
= |N 2

x= 0
- |N 1

x= l1

|u2 ( x，θ )
x= 0
= |u1 ( x，θ )

x= l1

|kt1v2 ( x，θ )
x= 0
= |T 2

x= 0
- |T 1

x= l1

|v2 ( x，θ )
x= 0
= |v1 ( x，θ )

x= l1

|k1w 2 ( x，θ )
x= 0
= |S2

x= 0
|-S1
x= l1

|w 2 ( x，θ )
x= 0
= |w 1 ( x，θ )

x= l1

|K 1 ( x，θ )
x= 0
= |

|
||||- |M 2

x= 0
+M 1

x= l1

|φ 2 ( x，θ )
x= 0
= |φ 1 ( x，θ )

x= l1

|N 2
x= l2
= |N 3

x= 0

|φ 2 ( x，θ )
x= l2
= |φ 3 ( x，θ )

x= 0

|T 2
x= l2
= |T 3

x= 0

|v2 ( x，θ )
x= l2
= |v3 ( x，θ )

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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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2
= |S3

x= 0

|w 2 ( x，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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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3 ( x，θ )

x= 0

|M 2
x= l2
= |M 3

x= 0

|φ 2 ( x，θ )
x= l2
= |φ 3 ( x，θ )

x= 0

（4）

壳 3的边界方程可以表示为

图 5 舱段壳法向平均位移图

Fig.5 Average normal displacement

图 6 法向接触刚度曲线

Fig.6 Normal contact stiffness curve

图 7 弹性边界条件下圆柱壳耦合结构示意图

Fig.7 Sketch of the coupled shells with elastic boundary
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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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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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φ 3 ( x，θ )

x= 0
= φ 2 ( x，θ )

x= l2

|kl2u3 ( x，θ )
x= l3
= |N 3

x= l3
- |N 4

x= 0

|
|
|||||u3 ( x，θ )

x= l3
= u4 ( x，θ )

x= 0

|kt2v3 ( x，θ )
x= l3
= |T 3

x= l3
- |T 4

x= 0

|
|
|||||v3 ( x，θ )

x= l3
= v4 ( x，θ )

x= 0

|k2w 3 ( x，θ )
x= l3
= |S3

x=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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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
|
|||||w 3 ( x，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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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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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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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4 ( x，θ )

x= 0

（5）

壳 4的边界方程可以表示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kl2u4 ( x，θ )
x= 0
=- |N 4

x= 0
+ |N 3

x= l3

|u4 ( x，θ )
x= 0
= |u3 ( x，θ )

x= l3

|kt2v4 ( x，θ )
x= 0
=- |T 4

x= 0
+ |T 3

x= l3

|v4 ( x，θ )
x= 0
= |v3 ( x，θ )

x= l3

|kr2w 4 ( x，θ )
x= 0
= |-S4

x= 0
+ |S3

x= l3

|w 4 ( x，θ )
x= 0
= |w 3 ( x，θ )

x= l3

|K 2φ 4 ( x，θ )
x= 0
= |M 4

x= 0
- |M 3

x= l3

|φ 4 ( x，θ )
x= 0
= |φ 3 ( x，θ )

x= l3

|N 4
x= l4
= 0

|T 4
x= l4
= 0

|S4
x= l4
= 0

|M 4
x= l4
= 0

（6）

其中：ui，vi，wi（i=1，2，3，4）分别为第 i段圆柱壳

的轴向、环向和径向位移；φi= ∂wi ( x，θ ) /∂x为绕环

向的角位移；Ni，Ti，Si，Mi分别为第 i段圆柱壳的轴

向薄膜力、环向薄膜力、横向剪切力和弯矩。

Nix= B
∂ui
∂x + B

υ
R
∂vi
∂x -

D
R
∂2vi
∂x2

+ B
υ
R
wi （7）

Tix=
B ( 1-υ )
2R

∂ui
∂θ+

B ( 1-υ )
2

∂vi
∂x+

3D ( 1-υi )
2R2

∂vi
∂x-

3D ( 1-υ )
2R2

∂2wi

∂θ∂x （8）

Six=-
D
R
∂2ui
∂x2
+ D ( 1- υ )

2R3

∂2ui
∂θ 2
- D ( 3- υ )

2R2

∂2vi
∂θ∂x+

D ( 2- υ )
R2

∂3wi

∂θ 2 ∂x
+D ∂

3wi

∂x3
（9）

Mix=-
D
R
∂ui
∂x - D

υ
R2

∂vi
∂θ + D

υ
R2

∂2wi

∂θ 2
+ D

∂2wi

∂x2
（10）

其中：D，B，υ分别为圆柱壳的弯曲刚度、拉伸刚度

以及泊松比。

各段圆柱壳轴向、环向、径向的位移可以表示为

余弦级数与增补函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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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 x，θ )=∑
n=0

N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

m=0

M

Uimn cos λim x+∑
l=1

2

clin ζ li ( x ) cos nθ

vi ( x，θ )=∑
n=0

N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

m=0

M

Vimn cos λim x+∑
l=1

2

d l
in ζ li ( x ) sin nθ

wi ( x，θ )=∑
n=0

N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

m=0

M

Wimn cos λim x+∑
l=1

4

g lin ξ li ( x ) cos nθ

（11）
其中：M为轴向模态数m的截断项数；N为环向模态

数 n的截断项数；λim= mπ/ai；i=1，2，3，4。
增补函数采用三角函数的组合形式［9］

[ ]ζ 1i ( x ) ζ 2i ( x )
T
=

A 1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sin ( )πx

2ai
cos ( )πx

2ai
sin ( )3πx

2ai
cos ( )3πx

2ai

T

（12）
[ ]ξ 1i ( x ) ξ 2i ( x ) ξ 3i ( x ) ξ 4i ( x )

T
=

A 2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sin ( )πx

2ai
cos ( )πx

2ai
sin ( )3πx

2ai
cos ( )3πx

2ai

T

（13）
其中：A1为任意 2×4行满秩非零矩阵；A2为任意

4×4满秩非零矩阵。

将式（9）代入式（2）、式（3）中，并沿环向进行积

分运算，得到共计 16×（M+1）×（N+1）个边界方

程，整理为矩阵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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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Qa （14）
p=[ p1 p2 p3 p4 ]T （15）
a=[ a1 a2 a3 a4 ]T （16）

其中：矩阵 a，p为式（11）~（13）中未知系数的集合。

根据 Flügge理论［13］，各段圆柱壳的运动方程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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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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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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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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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R4 ∂4wi

∂x4
+γ ∂

4wi

∂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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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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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γR2 ∂4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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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 R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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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ρ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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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

∂t 2

（17）
其中：γ=2h2/12R2；ρ为圆柱壳的材料密度；fix，fiθ，fir
分别为第 i段圆柱壳在轴向、环向及径向上受到的

点力。

将式（14）代入式（17），通过积分运算消去各段

圆柱壳运动方程等号两端含有 x和 θ的项，得到与

空间坐标无关的控制方程组，整理为矩阵形式

Ka+ Sp- ω2 (Ma+ Tp )= F （18）
其 中 ：K，M， S， T 均 为 已 知 矩 阵 ；F=
[F 1 F 2 F 3 F 4 ] T为激励力矩阵。

各元素的表达式为

F i=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ú

ú- fix cos λm xi0 cos nθi0R2/Bi

fiθ cos λm xi1 sin nθi1R2/Bi

fir cos λm xi2 cos nθi2R2/Bi

T

( i= 1，2，3，4 )

（19）
将式（12）代入式（17）消去矢量 p，得到圆柱壳

耦合结构的振动方程为

[ -K- ω2
-
M ] a= F （20）

其中：
-
K= K+ SH-1Q；

-
M=M+ TH-1Q。

3 试验验证

由于图 1所示实际结构的复杂性及理论建模过

程中的近似处理，理论模型难以完全逼近实际结构

的细节特征。鉴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工装约束

边界相对自由边界条件的影响，即不同边界条件下

结构振动响应的相对值，因此以该项指标进行试验

设计并对理论方法进行评判。

针对图 1所示组合舱段，分别开展自由边界、工

装约束边界下激振器稳态激励测试，其中自由边界

条件采用弹性橡皮绳吊挂的方式进行模拟。由多通

道数据采集/分析仪发出白噪声信号，经功率放大器

输入至激振器，经激振杆及阻抗头对舱段壳体进行

径向激励。在舱段壳体外壁粘贴加速度传感器，用

于拾取结构径向上的振动响应；由阻抗头采集激励

位置的力信号，对振动响应进行力归一化处理，即单

位力激励下结构加速度测点处的稳态振动响应，并

按照能量平均的方式，得到各结构的平均振动响应

ā= ∑
j= 1

N

a2j /N （21）

其中：ā为结构平均振动加速度；aj为结构第 j个测点

的振动加速度；N为结构测点布置数目。

按照式（22）得到不同边界条件下舱段壳振动

响应的差值

T= 20 lg a free
a cons

（22）

其中：afree与 acons分别表示自由边界、工装约束边界条

件下舱段壳的归一化平均振动响应。

试验测试与本研究方法所得计算结果对比如

图 8所示，其中试验测试结果在 200 Hz频段以下的

信噪比较低，未予给出。可以看出，理论计算结果与

试验测试结果随频率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在工装

约束边界作用下，舱段壳体在 2 kHz以下的振动受

到显著抑制。

4 参数影响分析

仿真计算中，舱段壳 a，b的轴向长度分别为

0.4 m和 0.6 m，壁厚均为 3 mm，材料均为铝合金，弹

性模量 E=7.1×1010 Pa，密度 ρ=2 800 kg/m3，泊松

比 υ=0.33。左卡环距离舱段 a左边界 0.3 m，2组卡

环间距 Δd=0.5 m，左卡环与右卡环对壳体的径向

约束刚度分别记为 k1和 k2。

4.1 工装约束刚度的影响

保持卡环与舱段壳的相对位置关系不变，同时

改变前、后卡环的法向接触刚度大小，所得各段壳平

均振动响应对比曲线如图 9所示。随着前、后工装

约束刚度的同时增大，舱段壳的模态频率向高频发

生明显偏移，对于舱段壳的低频振动特性影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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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当约束刚度增大至 108 N/m时，影响效果逐

渐减小，表明本研究方法处理法向接触刚度在圆周

方向分布不均匀时的措施是合理的。

图 10进一步给出了分别单独改变前、后工装约

束刚度的情况下，各段壳的振动响应对比曲线。当

法向约束刚度不足，即 k1=k2=107 N/m时，舱段壳

的振动特性对于直接施加在壳体上的工装约束边界

刚度更为敏感；当法向约束刚度足够大，即 k1=k2=
108 N/m时，任意卡环工装约束刚度的降低都会导

致 2个舱段壳低频振动特性的显著改变。通常情况

下，法向接触刚度大小与接触力大小正相关。因此，

在地面试验卡环工装与舱段壳体加持紧固时，需明

确力矩大小，以确保试验边界条件的有效性。

4.2 工装间距的影响

保持左卡环位置、激励力幅值及作用位置、工装

约束刚度不变，仅改变前、后卡环的间距 Δd，其对舱

段壳 b振动响应的影响如图 11所示。

当 Δd=0.7 m时，表示右卡环恰处于舱段壳 b
的右边界。由图 11可知，卡环间距对舱段壳 b的振

动特性影响较为复杂，当间距在 0.4~0.6 m范围内

图 8 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Fig.8 Vibration response comparison

图 9 法向接触刚度的影响

Fig.9 Influence of the normal contact stiffness

图 10 法向接触刚度一致性的影响

Fig.10 Influence of the stiffness consistency

图 11 卡环间距的影响

Fig.11 Influence of the spacing between two cla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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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时，其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当间距进一步改变，

无论增大还是减小，工装约束边界对于结构低频振

动的抑制作用都将减弱。

在工程实际中，舱段内部的组件布局是固定的，

振动控制曲线等试验条件也是明确的，此时卡环工

装作用在舱段上的约束刚度和夹持位置等因素对于

舱段壳振动特性的影响将会非常显著。在进行地面

试验时，应重点确保上述两项参数保持一致，进而提

高地面试验的有效性。

5 结 论

1）本研究模型能够反映卡环工装对于舱段壳

振动特性的影响，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的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2）在卡环工装的约束下，舱段壳的低频振动受

到显著抑制，工装的约束刚度及其在舱段壳上的夹

持位置对于舱段壳振动特性具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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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TUR的C⁃DCGAN机械故障诊断模型稳定
训练方法

∗

罗 佳， 黄晋英， 马健程
（中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太原，030051）

摘要 针对条件深度卷积生成式对抗网络（conditional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简称 C⁃
DCGAN）在训练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性问题，提出具有随机梯度下降的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two time⁃scale
update rule，简称 TTUR）用于 C⁃DCGAN机械故障诊断模型训练中，在判别器和生成器具有单独学习速率的情况

下提高模型的稳定性。首先，给出了 TTUR在 C⁃DCGAN模型中收敛性证明；其次，在西储大学轴承数据集（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简称 CWUR）和实验室行星齿轮箱数据集上验证其有效性；最后，引入 Jensen⁃Shannon
散度（Jensen⁃Shannon divergence，简称 JSD）指标评估模型捕获到的真实数据和生成数据之间的相似度。实验结果

表明，TTUR提高了 C⁃DCGAN的学习能力，优于传统的 C⁃DCGAN。

关键词 条件深度卷积生成式对抗网络；稳定训练方法；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JSD散度；机械故障诊断

中图分类号 TH17；TP183

引 言

近年来，生成模型，特别是生成式对抗网络（gen⁃
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简称GAN）［1］已经得到了

极大的关注，是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一［2］。

GAN在生成逼真图像［3⁃5］和生成文本方面［6］取得了显

著成效。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还将GAN应用到机

械故障诊断领域［7⁃9］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

的C⁃DCGAN也成功应用到了机械故障诊断领域［10］。

GAN训练及其不稳定，是其主要缺点。C⁃DC⁃
GAN同样也存在训练不稳定的情况。GAN 训练中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训练。由于

判别器损失降低时，生成器损失增加（反之亦然），

训练 GAN是一个博弈，其解是一个纳什均衡，梯度

下降可能无法收敛，由于梯度下降算法是一种局部

最优方法，因此只能得到局部纳什均衡。如果在参

数空间中某一点附近存在一个局部邻域，且该邻域

内的生成器和判别器都不能单方面地减少各自的损

失，则称该点为局部纳什均衡。因此，不能根据损失

函数值来判断收敛性［11］，很难定量地判断生成器何

时产生高质量的样品。为了克服 GAN模型中的训

练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 GAN 的训练方法。Sa⁃
limans等［12］提出特征匹配，使用判别器中间层的特

征来匹配图像的真伪，并将其作为一个监督信号来

训练生成器，通过这种方式，生成器的生成数据会匹

配真实数据的统计特性以及判别器中间层的预期特

征值。小批量判别［13⁃14］也是 GAN常用的训练方法

之一，给判别器加入额外特征，即判别器每次考虑一

小批样本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样本，这样可以提高模

型的鲁棒性，改善判别器的泛化性能。谱归一化［15］

是应用于卷积核的一种特殊归一化，它可以极大地

提高训练的稳定性，在判别器和生成器中使用该方

法能使 GAN的训练更加稳定。另外，使用平滑标

签［12］可以增加网络的抗干扰能力，网络中损失函

数［16］和激活函数［13］的选择也会影响 GAN训练的稳

定性，其他GAN训练方法可参考文献［17］。

总之，生成器和判别器在训练过程中是在寻找

一个纳什均衡，且训练常常是同时在两个目标函数

上使用梯度下降，但梯度下降算法适应于损失函数

是一个凸（凹）函数的情况，而对于神经网络，使用的

交叉熵目标函数不是凸函数。如果应用梯度下降算

法，且生成器和判别器使用同一个目标函数，很有可

能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情况［12］。在损失函数中

加入额外的感知正则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

情况。因此，为了解决 GAN训练不稳定的现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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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证实了 TTUR［18］规则是有效的，即当判别器和生

成器有不同的学习率时，GAN网络收敛于局部纳什

均衡：生成器参数固定时，判别器收敛到一个局部最

小值。生成器参数扰动很小且变化足够慢，判别器仍

然是收敛的。为了确保收敛性能的提高，判别器必须

先学习新的模式，然后才转移到生成器更新。与此相

反，一个快速更新的生成器，可以稳定地驱动判别器

进入新的模式，而不需要捕获它收集到的信息。

综上所述，笔者用 TTUR来解决机械故障诊断

模型中判别器正则化缓慢学习的问题，使得在每个

生成器迭代更新次数中使用较少的判别器迭代次数

成为可能。

1 C⁃DCGAN网络模型

深度卷积生成式对抗网络（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简称 DCGAN）［13］将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简称

CNN）引入 GAN结构，利用卷积层强大的特征提取

能力来提高 GAN的效果。笔者结合条件生成式对

抗网络（condi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

简称CGAN）［19］和DCGAN的特点，使用其相结合的

模型 C⁃DCGAN，其中生成器和辨别器都是 CNN。

将条件加入深度卷积生成对抗网络中的生成器，利

用卷积网络提取特征的能力加上条件辅以训练。

CNN生成器根据输入振动信号样本标签数据产生新

的样本 xfake，把新样本和原始真实标签数据 xreal一起

输入到 CNN判别器进行真实性判别，然后使用真实

性标签误差和类别标签误差作为损失函数，交替迭代

训练生成器和判别器。将训练好的 C⁃DCGAN中的

判别器抽取出来，形成用于故障模式识别的新网络结

构。基于故障诊断的C⁃DCGAN构架如图 1所示。

2 C⁃DCGAN稳定训练技术

2.1 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

一般来说，在 GAN训练中，优化生成器 G时，

默认是假定判别器D的判别能力是比当前G的生成

能力要好，这样 D才能指导 G向更好的方向学习。

通常的做法是先更新 D的参数一次或多次，然后更

新 G的参数。TTUR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更新策

略：对判别器和生成器设置不同的学习率，让D收敛

速度更快，即一般将判别器的学习率设置得比生成

器的学习率大。通常，生成器使用较慢的更新规则，

判别器使用较快的更新规则。使用 TTUR方法，可

以让生成网络 G和判别网络 D以 1∶1的速度更新，

只需要修改更新率，而且在相同的时间下，可以产生

更好的结果［18］，如图 2所示。

2.2 TTUR在C⁃DCGAN模型中的收敛性

近年来，研究人员使用随机近似算法［20］分析强

化学习中的参与者⁃评价者算法［21］。随机近似算法

是一种迭代过程，它在提供函数值或其导数的噪声

观测情况下，求出函数的驻点（最小、最大、鞍点）。

双时间尺度随机近似算法是两种步长不同的耦合迭

代。为了证明相互交织的迭代收敛性，假设其中一

个步长比另一个步长小的多，较慢的迭代足够慢，从

而允许快的迭代收敛，同时又被较慢的迭代所影响，

但慢速的迭代影响足够小，以保证快速的收敛。

设判别器参数为 ω：D (；ω )，生成器参数为 θ：
G (；θ )。C⁃DCGAN模型中使用的损失函数为交叉

熵损失函数，基于判别器损失函数 lossD的随机梯度

g͂ ( θ，ω )，生成器损失函数 lossG 的随机梯度 h͂ ( θ，ω )。
判别器和生成器的梯度是随机的，因此使用 mini⁃
batches随机选取 m个真实样本 x ( i )，1≤ i≤ m；m个

生成样本 z ( i )，1≤ i≤ m。真实样本和生成样本的

梯度分别为 g ( θ，ω )= ∇ωLD 和 h ( θ，ω )= ∇ θLG，随

机 变 量 M (ω ) 和 M ( θ ) 定 义 为 ：g͂ ( θ，ω )= g ( θ，ω )+
M (ω )，h͂ ( θ，ω )= h ( θ，ω )+M ( θ )，其中梯度 g͂ ( θ，ω )和
h͂ ( θ，ω )随机近似于真实梯度。用双时间尺度随机

近似算法分析 C⁃DCGAN的收敛性，设判别器 D的

学习速率为 b ( n )，生成器G的学习速率为 a ( n )
ωn+ 1 = ωn+ b ( n ) ( g ( θn，ωn )+M ( )ω ) （1）
θn+ 1 = θn+ a ( n ) ( h ( θn，ωn )+M ( )θ ) （2）

其中：h ( . )∈ Rm，为慢迭代映射变量；g ( . )∈ R k，为快

图 1 基于故障诊断的 C⁃DCGAN网络结构

Fig.1 C⁃DCGAN architecture based on fault diagnosis

图 2 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和原始更新策略

Fig.2 TTUR and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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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映射变量；a ( n )为慢迭代步长；b ( n )为快迭代

步长；M ( θ )为慢迭代随机变量；M (ω )为快迭代随机

变量。

以上迭代公式结果来自于文献［22］。具体关

于 TTUR收敛性证明详见文献［18］，本小节只引用

其中部分假设内容对 TTUR所学习到的收敛性进

行解释和说明。

1）更 新 函 数 的 假 设 。 函 数 h ( . )：Rm+ k⟼Rm，

g ( . )：Rm+ k⟼Rm是利普希茨连续（Lipschitz）。

2）学习速率的假设

ì
í
î

ïï

ïï

∑n
a ( )n = ∞

∑n
a2 ( n ) < ∞

（3）

ì
í
î

ïï

ïï

∑n
b ( )n = ∞

∑n
b2 ( n ) < ∞

（4）

a ( n )=ο（b ( n )） （5）
3）噪声的假设。增加噪声 σ

F n= σ (θl，ωl，M ( )θ
l ，M ( )ω

l ，l≤ n) ( n≥ 0 ) （6）
随机变量序列 (M ( )θ

n ，F n )和 (M ( )ω
n ，F n )满足

∑n
a ( )n M ( )θ

n <∞ a.s （7）

∑n
b ( )n M ( )ω

n <∞ a.s （8）
4）假设存在快速迭代解决方法。对每一个

θ∈ Rm，常微分方程

ω ( t )
.

= g ( θ，ω ( t )) （9）
有唯一全局渐近稳定平衡解 λ ( θ )，λ：Rm⟼R k 是利

普希茨连续（Lipschitz）。

5）假设存在缓慢迭代解决方法，即常微分方程

θ ( t )
.

= h (θ ( t )，λ ( θ ( t ) )) （10）
有唯一全局渐近稳定平衡解 θ*。

6）边界迭代假设

supn θn <∞ （11）

supn ωn <∞ （12）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那么迭代公式（1）和（2）收

敛于（θ*，λ ( θ* )）。

相关性说明如下。

1）随机梯度误差 {M θ
n }和 {M ω

n }是鞅差序列［23］，

这一假设在 Robbins ⁃Monro（R ⁃M）设置中得以实

现［24］，其中小批量被随机取样，梯度是有界的。

2）用两种方法处理了带有权值衰减的假设（快

速迭代和缓慢迭代）。对固定生成器，判别器必须收

敛到一个最小值；反之，对固定判别器，生成器必须

收敛到最小值。

权值衰减避免带有区域常数的判别器的问题，

因此没有一个局部稳定的生成器。如果生成器是完

美的，那么判别器就是 0.5。对于带模式崩溃的生成

器，在没有生成样本的区域中判别器为 1，在只有生

成样本的区域中判别器为 0，即生成样本与真实样

本局部比率。由于判别器是局部恒定的，所以生成

器的梯度为 0，不能进行改进，进而判别器不能改

进，对于给定的生成器就有最小误差。如果没有权

值衰减，纳什均衡不稳定，二阶导数也为 0。
权值衰减避免了生成器被无界权值驱动到无穷

大，比如一个线性判别器可以为每个有界区域的生

成器提供一个梯度。总之，局部稳定的常微分方程

假设可以通过在损失函数中增加一个权值衰减项来

增加Hessian矩阵的特征值，避免了二阶导数为 0的
常数判别器问题。

3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方法，在 CWUR轴承数据集

和行星齿轮箱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实验软件开发环

境为 Python编程语言，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算法的编

程框架为 PyTorch。

3.1 CWUR实验

凯斯西储大学测试设备包括 2个电机、1个耦合

器（扭矩传感器和编码器）及其他设备［25］。加速度

传感器用于收集不同故障类型的多个加速度信号。

使用 16通道数据记录仪收集振动信号，并在Matlab
环境中进行后处理，CWRU数据采集装置如图 3
所示。

本研究利用数据集中的驱动端数据［26］，采样频

率为 12 kHz，诊断对象为深沟球轴承 SKF6205，轴
承转速为 1 750 r/min。在电机负载为 1.5 kW下，分

别选取轴承状况为正常、内圈故障、滚动体故障、外

圈故障（采用传感器布置在 6点钟方向）的数据，故

障大小分别为 0.177 8，0.355 6和 0.533 4 mm 这 3
种。其中：0为外圈故障；1为内圈故障；2为球体故

图 3 CWRU 数据采集装置

Fig.3 CWRU data set acquisi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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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3为正常状态。图 4所示为 CWUR数据集上的

C⁃DCGAN模型训练损失曲线图。

在 C ⁃DCGAN 生 成 器 中 应 用 不 平 衡 学 习 率

TTUR 进行实验，测试训练稳定方法的有效性。

图 4（a）中，对判别器 D和生成器 G进行 1∶1均衡更

新训练时，训练变得非常不稳定，还出现模式坍塌的

现象（在一个极小的分布内，生成样本不再变化），判

别 器 和 生 成 器 总 是 处 于 博 弈 中 以 相 互 削 弱 。

图 4（a）中出现模式坍塌是因为判别器和生成器之

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关注平衡生成器和判别器之

间的损耗来改进 C⁃DCGAN，调节生成器 G和判别

器 D的训练次数比。一般来说，D要训练的比G多，

比如训练 5次D，再训练 1次G［27⁃28］。实验中，通过对

D和 G使用 2∶1的不平衡更新（不平衡更新容易导

致模型过拟合），可以有效缓解这种不稳定的训练，

如图 4（b）所示。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D和G

图 4 C⁃DCGAN模型训练损失曲线图（CWUR）
Fig.4 Variations of loss functions with C⁃DCGAN (CW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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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1的平衡更新进行稳定训练且改善模型的收

敛速度，因此使用 TTUR意味着在相同的时间下，

模型可以产生更好的生成数据质量。鉴于此，无需

为生成器和判别器搜索适合的更新率，设置 TTUR
为 2×10-4和 1×10-4，C⁃DCGAN模型在第 100次迭

代中随机生成的数据样本可以在图中看出区别：应

用 TTUR生成的数据样本质量（图 4（c））在整个训

练过程中明显提高，同时还看出增加 TTUR可以大

大缓解 GAN训练的不稳定性。生成器和判别器在

整个训练过程都较为平滑，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

生成器损失增大，判别器损失减小，模型逐渐稳固收

敛，两个网络结构在后期相互对抗，呈现出图中微

幅震荡状态。因此，定性结果证明了TTUR对于 C⁃
DCGAN模型训练的有效性。

3.2 行星齿轮箱实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方法的性能，对实验室

HFXZ⁃I行星齿轮箱上的实测数据进行了测试。行

星齿轮箱故障诊断实验平台如图 5所示。通过安装

在齿轮箱体表面顶部的加速度传感器测试振动信

号，采样频率为 10 240 Hz，在 3种电机转速（900 ，

1 200，1 500 r/min）和 3种负载（0，0.33，0.84 A）情况

下连续采样 60 s。实验分 4次进行，分别对应 4种不

同故障模式：0（行星轮外圈裂纹）；1（行星轮磨损）；

2（太阳轮断齿）；3（正常）。

由于实验室实测行星齿轮箱数据复杂且数据量

大，因此训练难度加大，训练时间较长。实验分 3次
进行。图 6为 C⁃DCGAN在行星齿轮箱数据集上判

别器和生成器的损失函数随着训练次数增加而变化

的情况。

从图 6（a）可以观察到，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判

别器 D的对抗损失总是趋于 0，而生成器的损失却

非常高。这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网络没有足够的参数

量来匹配另一个网络，从而导致整个训练过程中出

图 5 HFXZ⁃I行星齿轮箱实验系统平台

Fig.5 Experimental system platform of planetary gearbox
data HFX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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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两次比较明显的模式坍塌现象，出现了生成的 4
个故障振动时域图一模一样。其原因在于刚开始 D
的更新速度小于 G，D会错误地将齿轮箱振动数据

信号空间中的某些点标记为可能是真，而不是假，G
就会选择将所有噪声输入隐射到最可能为真的点。

在进行 D和 G以 2∶1不平衡训练实验中，网络整体

训练相对稳定（前期有突出震荡状态），但从图 6（b）
中还是可以看出判别器网络损失大大减少，几乎每

次都超过生成器。为了进一步提高训练稳定性，找

到合适的学习速率，使得生成器缓慢更新足够小，以

允许判别器快速更新收敛，在第 3次实验中加入

TTUR技术。从图 6（c）可以看出，TTUR能够稳定

学习，故可以使用更高的判别器学习速率。在迭代

100次左右时，两个网络的损失函数有一个随机上

升和下降的过程，出现比较突出的震荡状态。这是

完全正常的训练过程遇到突然的不稳定，在训练过

程中要密切关注生成图像的质量，有时候视觉的理

解通常比一些损失值更有意义。

4 TTUR评估

将 C⁃DCGAN的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TTUR）
与单时间尺度更新规则（Original）训练进行比较，观

察 TTUR是否提高了 C⁃DCGAN的收敛速度和生

成样本质量。在单时间尺度训练中判别器每训练 2

次，生成器更新 1次；在 TTUR训练中，只更新判别

器 1次（即判别器更新 1次，生成器更新 1次）。虽然

通过实验验证了 TTUR在判别器学习过程中是收

敛的，但是以上两个实验都必须找到可行的学习速

率（反复试验后，选取实验效果最好的一个）。因为

学习速率应该足够小（对于生成器），以确保收敛；但

同时又应该足够大，以允许快速学习。

GAN模型评估指标有很多，但这些评价标准只

适用于图像而不适用于故障诊断领域。因为故障诊

断目标对象是振动信号，和图像有很大的不同。因

此，训练和评估要与应用领域相匹配非常重要。

C⁃DCGAN是故障振动信号生成模型，是一个

一维卷积神经网络，它将一个振动信号的潜在向量

映射到一个由全连接层输出的最大值所给出的振

动信号向量序列。判别器也是一个应用于振动信

号向量序列的一维 CNN。笔者选择 JSD散度［29］来

测量模型和真实振动信号数据分布之间的性能。

JSD散度是测量两个样本之间距离并评估其相似

性最直接的方法。JSD越高，说明两者的差异程度

越大；JSD越低，说明两者的差异程度越小。在评

估 时 ，需 要 进 一 步 确 定 最 优 模 型 C ⁃DCGAN+
TTUR的散度不再减小时，停止训练的时间点即为

更新步长。

表 1给出了 TTUR和 Original的学习率及 JSD

图 6 C⁃DCGAN模型训练损失曲线图（行星齿轮箱数据）

Fig.6 Variations of loss functions with C⁃DCGAN (planetary gearbox)

表 1 C⁃DCGAN的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和单时间尺度更新规则在两种数据集上的性能对比

Tab.1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ion of C⁃DCGAN trained with TTUR and Original

C⁃DCGAN
模型输入数据

CWUR数据

齿轮箱数据

方法

TTUR
TTUR

学习率

D
4×10-4

2×10-4

G
1×10-4

1×10-4

JSD值

0.169
0.380

方法

Original
Original

相同的D,G学习率

1×10-4

2×10-4

JSD值

0.175
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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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表中可以看出，TTUR达到比单时间尺度训

练更低的 JSD值，且能够稳定学习，可以使用更高的

判别器学习率。图 7为使用判别器 D和生成器 G进

行 2∶1更新训练的学习方法和TTUR学习方法的损

失函数对比图。

观察图 7，两个数据集在单时间尺度训练过程

中震荡幅度较大，训练出现明显的不稳定现象（蓝色

曲线）。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TTUR迅速收敛，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红色曲线），进一步说明了 TTUR
在两种数据集中的训练都优于单时间尺度训练，收

敛速度明显得到改进。与单时间尺度训练相比，

TTUR能够学习生成更高质量的故障振动信号，

更接近真实振动信号。

TTUR实验的目标是找到适合的学习速率，

使得缓慢更新足够小以允许快速更新收敛。通常

缓慢更新是生成器，快速更新是判别器，要调整这

两个学习速率，使生成器以期望的方式影响判别

器的学习，但对其还产生一定的扰动。这些扰动

不仅取决于生成器的学习速率，也取决于损失函

数、损失函数的当前值、优化方法、误差信号、生成

器消失或爆炸的梯度、生成器学习任务的复杂性、

生成器的架构以及正则化等。因此，即使生成器

的学习率比判别器大，也能保证判别器有较小的

扰动。来自生成器的判别器扰动与来自判别器的

生 成 器 扰 动 是 不 同 的 ，学 习 率 不 能 直 接 转 化 为

干扰［18］。

5 结束语

本研究引入双时间尺度更新规则训练机械故障

诊断模型 C⁃DCGAN，用 TTUR训练的 C⁃DCGAN
模型可以解决判别器正则化中缓慢学习问题，使得

模型训练更加稳定。用 JSD散度指标评估 TTUR
在模型上的性能，并在两个数据集上使用 TTUR训

练的网络模型与单时间尺度更新规则训练的网络模

型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TTUR在所有实验中均

优于常规的 C⁃DCGAN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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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梁桥钢阻尼滑板支座设计参数优化方法
∗

夏樟华 1， 林友勤 1， 孔令俊 2， 刘 洋 1

（1.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福州，350108）
（2.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410007）

摘要 钢阻尼复合滑板支座具有滑动耗能、自复位且经济性好的优点，但对其实际隔震性能还缺乏实桥试验验证，

不同设计参数对其隔震率的影响规律也缺乏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以一座两跨连续梁桥为研究对象，进行 1∶5缩尺

比模型的振动台试验，分析了墩顶位移、墩底剪力和桥面位移的减震率，比较了不同强度地震作用下高阻尼橡胶支

座和钢阻尼滑板支座的隔震效果。结合有限元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地震作用下屈服力、初始刚度、屈服刚度比对

墩顶位移、墩底剪力和桥面位移减震率的影响规律，并分析了参数取值范围。结果表明，钢阻尼滑板支座的隔震效

率在纵桥向略优于高阻尼橡胶支座，横桥向则接近高阻尼橡胶支座。 综合考虑桥面板位移、墩顶位移和墩顶剪力

的减震率，可以确定出钢阻尼滑板支座的有效取值范围，对实桥的支座设计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桥梁工程；振动台试验；滑板支座；位移；剪力；减震率

中图分类号 U442.5；TH122

引 言

桥梁隔震是降低桥梁地震动响应、减少生命和

财产损伤的重要方法［1⁃2］。滑动摩擦隔震支座是桥

梁隔震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普通滑板支座在地震作

用下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结构位移，甚至会落梁，隔震

效果不理想［2⁃3］。目前，滑动摩擦支座中主要采用摩

擦摆支座，但是其构造复杂，使用范围相对较小。由

于普通滑板支座缺乏自复位功能，不能单独使用，而

钢阻尼构件具有很好的耗能和自复位作用［4⁃5］，可以

和滑板支座有效结合，形成钢阻尼滑板支座。其中，

U型钢阻尼器是常用的钢阻尼器类型之一，具有安

装方便、变形和耗能能力好的优点。Suzuki等［6］介

绍了 U型钢阻尼器的特性及水平支撑特性、速度和

温度依赖性的试验结果。Kwon等［7］通过非线性有

限元分析，证明了超韧钢阻尼器具有良好的变形能

力。Ene等［8］试验验证了双向荷载作用下 U型钢阻

尼器的变形能力。王雷等［9］讨论了U型钢阻尼滑板

支座在常规桥梁中的可行性。

振动台试验是分析隔震支座实际隔震效果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贾俊峰等［10］开展了振动台试验研

究，验证了铅芯橡胶支座在桥梁上具有良好的隔震

性能。文献［11⁃12］进行了采用滑板支座的桥梁振

动台试验研究，但对于桥梁结构中钢阻尼滑板支座

的隔震性能还缺乏试验验证。在隔震支座优化设计

方面，Fragiacomo等［13］基于最小化地震动能量理论，

对隔震系统进行了参数优化设计。Jangid［14］以支座

滑移为目标，表明摩擦摆支座的摩擦因数在 0.05~
0.15时隔震效果较好。Jangid［15］基于位移优化理论

进一步在铅芯橡胶支座的屈服力上进行了参数设

计，支座屈服力为 10%~15%的上部结构自重时隔

震性能最佳。Karalar等［16］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对

铅芯橡胶支座相关参数进行了优化设计。梁瑞军

等［17］通过零阶优化算法对铅芯橡胶支座参数进行优

化，使得隔震支座峰值位移得到了有效控制且不显

著增大墩底剪力。Chang等［18］通过主动控制算法，

提出了一种同时确定基础隔震系统刚度和阻尼系数

的设计方法。这些研究可以为钢阻尼滑板支座的优

化分析方法的建立提供参考。

目前，钢阻尼滑板支座的桥梁振动台试验研究

相对缺乏，对不同设计参数对隔震率的影响规律理

解还不充分。因此，笔者针对一种 U型钢阻尼滑板

支座的隔震性能进行了全桥振动台试验研究，综合

考虑桥面板位移、墩顶位移和墩顶剪力的减震率确

定出钢阻尼滑板支座的有效取值范围，研究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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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该类型支座的隔震性能分析和参数优化设计提

供参考。

1 振动台试验概况

1.1 模型设计与制作

试验模型以 2跨 25 m的连续梁桥为背景，模型

几何相似比为 1∶5，长度为 10.2 m，桥墩采用钢筋混

凝土实心双柱墩，墩柱直径为 27 cm。模型材料与

原型结构一致，主梁、桥墩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
模型与原型之间各参数的相似比关系如下：尺寸比

为 0.2；质量密度比为 1.05；弹性模量比和应力比均

为 1.0；位移比为 0.2；速度比为 0.98；加速度比为

4.78；时间比为 0.2。模型如图 1所示。

U型钢阻尼滑板支座如图 2所示，由四氟乙烯

滑板橡胶支座和钢阻尼器组合而成，通过钢阻尼器

的弯曲变形来提供位移和阻尼，消耗能量。通过板

式橡胶支座和高阻尼橡胶支座进行对比，分析钢阻

尼橡胶滑板支座的隔震性能。以常见的支座原型为

依据，按照结构几何相似关系，3种支座的设计参数

如表 1所示，其中钢阻尼橡胶支座滑板初始刚度为

780 kN/m。

1.2 试验工况

在试验过程中，每个地震波输入工况之前都通

过白噪声激励，在正式地震波激励之前还会进行正

弦波扫描来对测试仪器进行校订。其中：x向为模

型桥纵向；y方向为模型桥横向。采用白噪声对全

桥模型进行扫频试验，通过加速度响应信号分析桥

梁模型的频率和振型。

综合考虑现有各地震记录的持时、加速度幅度

和频谱成分，选取了 3条天然地震波和 1条人工地震

波。 3条天然地震波分别为 Northridge波、TAR ⁃
TARZANA波和 El⁃centro波。为满足相似关系，试

验采用的地震波需对原始地震时程进行时间压缩，

根据相似比关系将时长压缩到原地震记录的 20%，

人工波时程曲线如图 3所示。根据《公路桥梁抗震

设计细则》（JTG/T B02⁃01—2008）的规定，按照 B，
C类桥梁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

思想，对应于 E1和 E2水平地震，将试验地面峰值加

速度（peak ground acceleration，简称 PGA）调整至

0.96 m/s2和 3.82 m/s2（即 0.096g和 0.382g），以探讨

不同强度地震动输入下钢阻尼滑板支座的隔震性

能。试验输入地震波的加速度反应谱如图 4，5所
示，其中：El⁃centro波卓越周期为 0.57 s；Northridge
波卓越周期为 0.36 s；人工波卓越周期为 0.52 s；

图 1 全桥模型图

Fig.1 Bridge model

图 2 钢阻尼滑板支座

Fig.2 Steel damping slide bearing

表 1 3种支座参数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hree bearing parameters

支座种类

板式橡胶支座

高阻尼橡胶支座

钢阻尼橡胶支座

竖向承载力/
kN
60
60
60

屈服力/
kN
—

2.36
2.00

初始刚度/
（kN•m-1）

1 607
3 820
625

设计位移量/
mm
10
30
30

屈服位移/
mm
—

—

3.2

剪切模量/
MPa
1.0
0.8
—

摩擦因数

—

—

0.04

图 3 人工波加速度时程曲线

Fig.3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curve of artificial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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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TARZANA波卓越周期为 0.3 s。

1.3 测试内容与测点布置

测量包括桥面板和桥墩的加速度及位移、支座

的位移和受力等。全桥位移测点布置如图 6所示，

拉线式位移计主要测试桥面板和墩顶的纵桥向、横

桥向位移。支座和盖梁位移布置力传感器，测试支

座纵桥向、横桥向及竖向反力，并根据力的平衡关

系，计算得到墩底剪力。

2 基于实测结果的隔震率分析

2.1 墩顶位移

由于中墩地震响应最大，列出峰值加速度为

0.096g和 0.382g情况下不同地震作用下实测的中墩

墩顶位移时程曲线，采用 DX5和 DY4的数据，分别

代表了中墩的纵桥向和横桥向的位移，如图 7，8所
示。比较发现，在 PGA为 0.096g各地震波作用下，

最大位移不超过 7.0 mm，钢阻尼滑板支座和高阻尼

橡胶支座墩顶位移均小于板式橡胶支座。在 PGA
为 0.382g 各 地 震 波 作 用 下 ，最 大 位 移 不 超 过

30.0 mm，钢阻尼滑板支座和高阻尼橡胶支座墩顶

位移均小于板式橡胶支座，隔震效果明显。

为了便于评价减隔震效果，定义隔震率为

I= e0 - e
e0

（1）

其中：I为隔震率；e0为采用橡胶支座结构响应量最

大值；e为采用钢阻尼滑板支座或高阻尼橡胶支座

的减隔震结构响应量最大值。

隔震率为正数时，结构响应减小；负数时，则响

应增加。根据地震波纵桥向墩顶位移响应，计算不

同情况下不同类型支座模型桥墩顶纵桥向位移隔震

率，如图 9所示。在 E1地震（PGA=0.096g）作用

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14.2%~27.4%，高阻

尼 橡 胶 支 座 隔 震 率 为 9.5%~22.0%；在 E2 地 震

（PGA=0.382g）作用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34.1%~41.0%，高阻尼橡胶支座隔震率为 22.1%~
28.8%。可以看出，在小震和大震作用下，两类支座

均具有较好的隔震效果，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效果

总体好于高阻尼橡胶支座，特别是大震作用下隔震

效果提高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钢阻尼滑板支座

在大震下能产生更大的滑动。

图 6 位移计布置图

Fig.6 Displacement meter layout

图 7 加速度峰值为 0.096g时墩顶位移时程曲线

Fig.7 Time history curve of pier top displacement with peak
acceleration of 0.096g

图 8 加速度峰值为 0.382g时墩顶位移时程曲线

Fig.8 Time history curve of pier top displacement with peak
acceleration of 0.382g

图 4 人工波加速度反应谱

Fig.4 Acceleration response spectrum of artificial wave

图 5 3种天然波的加速度反应谱

Fig.5 Acceleration response spectrum of three natural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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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根据地震波横桥向墩顶位移响应，计算

不同工况下不同类型支座模型桥墩顶纵桥向位移隔

震率。在 E1地震（PGA=0.096g）作用下，钢阻尼滑

板支座隔震率为-12.9%~5.9%，高阻尼橡胶支座

隔 震 率 为 -3.2%~10.6%；在 E2 地 震（PGA=
0.382g）作用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16.7%~
25.2%，高阻尼橡胶支座隔震率为 20.4%~33.4%。

可以看出：在小震作用下，两类支座墩顶位移隔震效

果都不明显；在大震作用下，隔震效果提高非常明

显。这是因为钢阻尼滑板支座在大震下能产生更大

的滑动，作用于墩顶的水平惯性力减小，有效地减少

墩顶横向位移。

根据墩顶纵横向位移隔震率的分析，两种支座

对纵向位移的隔震效果要好于横桥向，同时大震作

用下的隔震效果非常明显，达到了隔震目的，说明所

采用的钢阻尼滑板橡胶支座具有很好的墩顶位移减

震效果。

2.2 墩底剪力

根据峰值加速度为 0.096g和 0.382g情况下不

同地震波引起的墩底剪力时程曲线，计算不同工况

下不同类型支座模型桥墩墩底剪力隔震率，如图 10
所示。在 E1地震（PGA=0.096g）作用下，钢阻尼滑

板支座隔震率为 25.0%~40.0%，高阻尼橡胶支座

隔 震 率 为 27.3%~48.0%；在 E2 地 震（PGA=
0.382g）作用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32.6%~
46.3%，高阻尼橡胶支座隔震率为 29.3%~35.5%。

可以看出，在小震和大震作用下，两类支座均具有较

好的隔震效果，总体上钢阻尼滑板支座墩底剪力的

隔震效果优于高阻尼橡胶支座，采用的钢阻尼滑板

支座可以有效地减少横桥向墩底剪力。同样地，根

据地震波横桥向墩底剪力响应，计算不同工况下不

同类型支座模型纵桥向墩底剪力隔震率。在 E1地
震（PGA=0.096g）作用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

为 -6.9%~14.6%，高 阻 尼 橡 胶 支 座 隔 震 率

为-4.9%~24.4%；在 E2地震（PGA=0.382g）作用

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11.5%~26.7%，高阻

尼橡胶支座隔震率为 15.0%~30.2%。可以看出：

在小震作用下，两类支座墩底剪力隔震效果都不明

显；在大震作用下，隔震效果非常明显，这是因为钢

阻尼滑板支座在大震下能产生更大的滑动，作用于

墩顶的水平惯性力减小［19］，可以有效地减少墩底

剪力。

根据纵横向墩底剪力隔震率的分析，两种支座

对纵桥向的隔震效果要好于横桥向，同时大震作用

下的隔震效果非常明显，达到了减震目的，说明所采

用的钢阻尼滑板橡胶支座具有很好墩底剪力隔震

效果。

2.3 桥面板位移

根据 DX4测点的数据得出地震波下纵桥向

桥面位移响应，计算得出不同工况下不同类型支

座模型纵桥向桥面位移隔震率，如图 11所示。在

E1地震（PGA=0.096g）作用下，钢阻尼滑板支座

隔震率为 2.5%~23.2%，高阻尼橡胶支座隔震率

为 4.8%~26.8%；在 E2地震（PGA=0.382g）作用

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44.3%~49.5%，高

阻尼橡胶支座隔震率为 40.1%~45.5%。可以看

出，在小震和大震作用下，两类支座均具有较好

的隔震效果，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效果总体好于

高阻尼橡胶支座，特别是在大震作用下，隔震效

果提高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钢阻尼滑板支座

在大震下能产生更大的滑动，说明所采用的钢阻

尼滑板支座可以有效地减少桥面位移，减小落梁

的风险。

图 9 纵桥向墩顶峰值位移隔震率对比

Fig.9 Isolation rate of longitudinal peak displacement re⁃
sponse

图 10 纵桥向墩底剪力隔震率

Fig.10 Isolation rate of longitudinal shea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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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根据 DY5测点的数据得出地震波横桥

向桥面板位移响应，计算得出不同工况下不同类型

支座模型横桥向桥面板位移隔震率。在 E1地震

（PGA=0.096g）作用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

为 -1.9%~14.6%，高 阻 尼 橡 胶 支 座 隔 震 率

为-2.0%~9.8%；在 E2地震（PGA=0.382g）作用

下，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率为 23.6%~28.8%，高阻

尼橡胶支座隔震率为 17.9%~29.0%。可以看出：

在小震作用下，两类支座对横桥向桥面板隔震效果

都不明显；在大震作用下，隔震效果非常明显。这是

因为钢阻尼滑板支座在大震下能产生更大的滑动，

整体水平惯性力减小，说明所采用的钢阻尼滑板支

座可以降低桥面位移。

根据纵横向墩桥面位移隔震率的分析，两种支

座对纵向桥面位移的隔震效果要好于横桥向，同时

大震作用下的隔震效果非常明显，达到了隔震目的，

说明所采用的钢阻尼滑板橡胶支座具有很好桥面位

移减震效果，纵桥向和横桥向隔震效果总体都优于

高阻尼橡胶支座。

3 钢阻尼滑板支座参数优化

3.1 有限元计算模型

数值模拟采用大型通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整体有限元模型如图 12所示。有限元模型共有

14 290 个 节 点 ，9 724 个 单 元 。 模 型 桥 面 板 采 用

Shell63单元模拟，桥墩采用 Solid45单元模拟，各单

元的材料力学特性与试验完全相同。弹性模量

E=3.25×104 MPa，泊 松 比 为 0.2，密 度 为 2.55×
103 kg/m3。支座采用三弹簧单元进行模拟，其中 I
节点与桥面板进行连接，其余三节点与盖梁顶部进

行连接，转动的自由度不约束。钢阻尼滑板支座的

滞回曲线模型通常采用双线性模型［20］，该模型各参

数和相对关系如图 13所示，其中：F为力；K1 和 K2

分别为屈服前和屈服后的刚度；Qy 和 Uy分别为支

座的屈服强度和屈服位移。钢阻尼滑板支座的竖向

和水平连接分别采用 Combin14单元和 Combin40单
元进行模拟［21⁃22］。

3.2 模型验证

对桥梁在安装钢阻尼滑板支座后进行模态分

析，将数值计算结果和实际测试结果进行对比，

表 2列出了前 4阶的计算周期与实测周期的结果对

比，计算误差在 5% 以下，验证了计算模型的有

效性。

位移时程曲线和频谱曲线的实测与有限元计

算值对比如图 14所示，墩底剪力时程曲线和频谱

曲线的实测与有限元计算值对比如图 15所示。由

图可见，实测和计算的时程响应及反应谱均吻合较

好，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具有较好的精度，可以应

用于钢阻尼滑板支座隔震性能分析和参数优化

分析。

图 12 全桥有限元计算模型

Fig.12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bridge

表 2 前 4阶周期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the first 4 natural vibration
periods

振型

1
2
3
4

振型特点

纵向

横向

竖向

竖向+扭转

计算周期/s
0.335
0.323
0.273
0.075

实测周期/s
0.324
0.310
0.285
0.078

图 13 双线性恢复力模型

Fig.13 Bi-linear restoring force model

图 11 纵桥向桥面板位移隔震率

Fig.11 Isolation rate of longitudinal deck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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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数优化分析

3.3.1 屈服力对隔震效果的影响

屈服力 Fy为弹性阶段的极限值，Fy太小，支座

容易屈服，正常使用下桥梁会产生较大的位移；Fy太

大，地震作用时支座可能无法及时进入塑性阶段而

影响隔震效果。其他参数不变，通过改变 Fy来研究

其对支座隔震效果的影响。计算了 8种工况，初始

刚度为 1 405 kN/m，屈服均为 0.015，屈服力分别为

0.25，0.5，1.0，2.0，4.0，8.0，16.0和 32.0 kN。

在输入地震波加速度峰值 0.382g的 4类地震波

作用下，各工况钢阻尼滑板支座模型桥的桥墩响应

减震率如图 16所示。分析可得：随着 Fy的增大，桥

面板位移先减小到某一水平后基本保持不变；墩顶

位移隔震率随着 Fy的增大而减小；Fy对墩底剪力影

响较小。Fy越小，墩顶位移隔震率越高，但 Fy过小

时，桥面板会有过大的位移产生，因此 Fy即不能太

小也不能太大。综合考虑，Fy取 2.0~8.0 kN时钢阻

尼滑板支座隔震效果较好。

3.3.2 初始刚度对隔震效果的影响

初始刚度 K1是支座弹性刚度，该参数不宜太大

也不宜太小。通过改变 K1来研究其对支座隔震效

果 的 影 响 。 计 算 了 8 种 工 况 ，初 始 刚 度 分 别 为

175.625，351.25，702.5，1 405，2 810，5 620，11 240
和 22 480 kN/m，屈 服 刚 度 比 为 0.015，屈 服 力 为

2.0 kN。

在地震波加速度峰值 0.382g的 4类地震波作用

下，钢阻尼滑板支座模型桥的桥墩响应减震率如

图 17所示。分析可得：初始刚度对桥面板位移的影

响相对明显，随着 K1的增大，桥面板位移先减小到

某一水平后保持不变；K1对墩底剪力和墩顶位移的

隔震效果影响都不太明显。初始刚度太大会导致其

自振周期变小，易产生共振。综合考虑，钢阻尼支座

的 K1取 1 405~4 215 kN/m的隔震效果相对较好，

不仅能有效地减小桥面板的位移，还能使桥墩位移

和剪力有较好的隔震效果。

3.3.3 屈服刚度比对隔震效果的影响

屈服刚度比 λ为屈服后刚度与初始刚度之比，λ
较小时，支座的耗能和变形能力都较强，而内力较

小。通过改变 λ来研究其对支座隔震效果的影响。

计算了 8种工况，初始刚度为 1 405 kN/m，屈服刚度

比分别为 0.005，0.010，0.015，0.020，0.030，0.050，
0.070和 0.100，屈服力为 2.0 kN。

图 14 0.382gTAR-TARZANA波作用钢阻尼支座模型墩

顶纵向计算与实测结果对比

Fig.14 Comparison of longitudinal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displacement during 0.382g under TAR-TARZANA
wave

图 15 0.382g Northridge波时钢阻尼支座模型墩底纵向计

算与实测剪力对比

Fig.15 Comparison of longitudinal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shear force during 0.382g under Northridge wave

图 16 不同屈服力下桥墩响应的隔震率

Fig.16 Isolation rate of pier response under different yield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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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地震波加速度峰值 0.382g的 4类地震

波作用下，各工况钢阻尼滑板支座模型桥的桥墩

响应减震率如图 18所示。分析可得：随着 λ的增

大，桥面板位移先增大后减小，最后趋于稳定；λ对
墩底剪力和墩顶位移的响应的影响都较大，λ增大

时，墩底剪力和墩顶位移的隔震率相应会减小。

综 合 考 虑 ，钢 阻 尼 滑 板 支 座 的 屈 服 刚 度 比 取

0.020~0.050时隔震效果较好，桥面板位移隔震率

较大，而且墩底剪力和墩顶位移隔震效果没有明

显降低。

4 结 论

1）根据桥墩响应分析，E1地震下，高阻尼橡胶支

座与钢阻尼滑板支座的隔震性能比较接近；E2地震下，

钢阻尼滑板支座发生明显滑动，减震效果更加明显。

2）采用ANSYS建立的钢阻尼滑板支座的连续

梁桥有限元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较吻合，验

证了其准确性，可以用于隔震性能分析。

3）随着屈服力 Fy的增大，桥面板位移先减小到

某一水平后基本保持不变；墩顶位移隔震率随着Fy的

增大而减小；而Fy对墩底剪力影响较小。对于所研究

的钢阻尼滑板支座，Fy取 2~8 kN时隔震效果较好。

4）初始刚度K1对桥面板位移的影响相对明显，

随着 K1的增大，桥面板位移先减小到某一水平后保

持不变；K1对墩底剪力和墩顶位移的隔震效果影响

都不太明显。综合考虑，对于所研究的钢阻尼滑板

支座，K1取 1 405~4 215 kN/m的隔震效果相对较

好，不仅能有效地减小桥面板的位移，还能对桥墩的

位移和剪力有较好的隔震效果。

5）随着屈服刚度 λ的增大，桥面板位移先增大

后减小，最后趋于稳定，墩底剪力和墩顶位移隔震率

相应减小。综合考虑，对于所研究的钢阻尼滑板支

座，屈服刚度比取 0.020~0.050时较好。

6）根据分析，综合考虑桥面板位移、墩顶位移

和墩顶剪力的隔震率来确定钢阻尼滑板支座的有效

取值范围，该方法对实桥的支座设计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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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模态试验中双模态现象的分析与仿真验证

商 霖， 张海瑞， 宋志国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北京，100076）

摘要 针对导弹模态试验中出现的主振偏角较大的“双模态”现象，采用三分段法构建了用于模拟导弹模态试验系

统的壳⁃梁⁃质量⁃弹簧单元组合有限元模型。通过试验分析与仿真模拟，提出并论证了导弹模态主振偏转的主要原

因是舱段间对接面连接刚度方向偏离了象限线。依据试验分析结果，提出了影响导弹模态特性的相关结论。根据

仿真模拟结果，得到了主振模态偏转的两个前提性条件。从工程应用的角度，给出了模态参数的使用说明，建议了

舱段对接面的设计和位置。研究结果对导弹双模态现象的规避和消弱具有一定的工程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双模态现象；象限线；主振方向；模态偏转；连接刚度

中图分类号 TJ760.1；TH113.1

引 言

导弹模态分析是载荷环境设计和姿态控制设计

的基础，在工程研制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国内

外导弹、火箭失败案例中多次出现了因设计中未充

分考虑弹性模态而导致的姿态失控，最终自毁。目

前，国内外弹/箭动力学建模、模型修正和确认以及

相关验证的研究已经成熟。潘忠文等［1］从蒙皮加筋

圆柱壳结构动力学建模、液体推进剂动力学模拟及

局部振型斜率预示等方面总结了火箭动力学建模技

术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王

建民等［2］采用三维建模的方法克服了常规梁模型对

运载火箭三维结构简化带来的弊端，提出了硬壳与

半硬壳结构、夹芯结构、发动机架及发动机、燃料液

体、非结构质量和舱段间连接等多种建模方法。邱

吉宝等［3］提出了子结构试验建模综合技术，解决了

大型运载火箭的模型修正问题，实现了仿真模型预

示与产品试验结果的一致性。

航天飞行器模态特性受飞行环境、试验边界和

测试系统等影响比较明显。唐晓峰等［4］研究了非平

面形状的细长体飞行器在自由边界条件下的热模态

特性。汤波等［5］分析了悬挂工装对运载火箭模态的

影响。闫松等［6］利用激光测振系统和机器人平台对

液体火箭发动机进行了三维扫描振动测试，以避免

传感器质量对模态特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弹种

的增多、结构的多样化和快速连接方式的应用等，导

弹模态渐趋复杂多变，出现了很多不常见的现象，如

模态主振方向偏角达 40°的“双模态”现象。

为了探究导弹主振偏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设

计上规避主振偏转或降低偏转角度，降低姿控设计

难度，笔者从试验和仿真的角度出发，对导弹双模态

现象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已有导弹模态试验结

果的分析，提出了影响模态特性的两个猜测性认识；

其次，采用有限元仿真手段研究舱段上截面刚度和

舱段间对接面连接刚度变化对模态特性的影响，进

而验证所提猜测，并得到主振偏转的两个前提性条

件；最后，研究了主振偏转的形成机理，给出了模态

参数的使用说明，并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提出了改进

措施。

1 导弹双模态现象

导弹模态分析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试验或仿真的

手段获取导弹模态参数，主要包括频率、阻尼比、模

态振型及振型斜率等，并用于姿控稳定性分析。导

弹姿控设计时，传统方式是采用俯仰（沿弹体 I⁃III象
限线）、偏航（沿弹体 II⁃IV象限线）和滚转（绕弹体纵

轴向）的三通道设计［7］，因此需要按通道方向提供模

态参数。工程上，因弹体结构在俯仰和偏航两个象

限上的差别设计（如 II⁃IV象限线上的局部开口），同

时受试验边界（如沿 I⁃III象限线上的悬吊）和激励方

向（如沿 I⁃III或 II⁃IV象限线）的影响等，通常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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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为明确的、沿象限线的模态参数。已有模态试

验表明，当沿 I⁃III或 II⁃IV象限线激励导弹时会出现

如图 1所示的双峰现象，导弹振动工程中称之为“双

模态”现象［8］。图 1所示两个较为接近的峰值频率分

别对应了导弹的两个主模态频率，模态试验中可通

过调整两个象限线的激励力大小，实现激励方向的

偏转，进而得到图 1两个峰值频率分别对应的、纯的

主模态振动，即图 2所示单峰现象。调整所得角度

称为主振方向偏离象限线的角度，即主振偏角。

导弹主振方向偏离象限线的现象，从根源上来

说是沿象限线的双模态特性引起的，因此笔者把主

振方向偏离象限线，即主振偏转的现象，称为“双模

态”现象。针对这类现象，以往因主振偏角较小，不

到 10°，常规做法是采用偏离象限线较近的主振方向

模态参数代替相应象限线的模态参数，提供姿控专

业进行设计。当主振偏角达 40°时，姿控设计仍采用

主振方向模态参数代替象限线模态参数的传统做法

是不合理的。此外，由于主振偏角较大导致弹上关

键位置振型斜率在主方向和交联方向上数值较大，

也给姿控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 导弹模态试验

2.1 试验简介

试验前，首先在导弹表面 I⁃III象限线布置三向

加速度传感器，分布间距小于所在舱段长度的 1/5，

同时在舱段对接面左、右位置也布置传感器；其次，

采用橡皮绳在导弹前、后吊点位置进行吊装，通过调

节橡皮绳刚度实现导弹的水平悬吊，模拟自由⁃自由

边界；最后，在弹头和弹尾均加装沿 I⁃III和 II⁃IV象

限线的激振器，如图 3所示。

试验时，首先采用步进正弦法激励导弹头、尾获

取各测点的频响曲线，从频响曲线中提取模态参数，

并通过振型的动画显示确定模态的基本特性；其次，

采用正弦调谐法获取导弹横向前 3阶模态参数，主

要包括共振频率、阻尼比和模态振型等；最后，在共

振频率点上定频激振采集弹上关键截面位置的振型

斜率。

2.2 试验结果

选取导弹横向前 3阶的共振频率、模态振型和

主振方向等，考虑到每阶模态的两向主振动的共振

频率、模态振型和主振方向等均一致，仅研究主振方

向偏离 I⁃III象限线的主模态。表 1给出了导弹零秒

和末秒状态下其横向前 3阶的共振频率和主振方

向。为便于对比，还给出了零秒状态下导弹翻转 90°
时横向 1阶的共振频率和主振方向。通过对比表 1
数据，可以发现：

1）导弹零秒时，I⁃III象限线竖直（正常放置）状

态和 I⁃III象限线水平（翻转 90°）状态获取的共振频

率基本一致，但横向 1阶主振偏角却相差很大，而两

种状态下导弹整体的质量分布和刚度分布均完全

一致；

2）导弹末秒状态由于没有装药质量，其共振频

率相比零秒状态提高了很多，但横向 1阶主振偏角

却变小了很多，去除装药后导弹壳体刚度相对零秒

状态并没有明显改变（发动机装药对导弹刚度的贡

献基本可以忽略），其主振方向不应有明显的改变。

图 4为 3种状态下导弹横向 1阶的模态振型。

图 4表明：①由于导弹分布质量的变化，零秒和末秒

状态的模态振型差异明显；②零秒时 I⁃III象限线水

图 3 模态试验的悬吊状态、激励方向及象限线定义

Fig.3 Suspension state and excitation direction and definition
of quadrant line in modal test

图 1 双峰频响曲线

Fig.1 Bimodal frequency response curve

图 2 单峰频响曲线

Fig.2 Unimodal frequency respons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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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状态和 I⁃III象限线竖直状态获取的模态振型基本

重合，表明导弹整体的质量和刚度分布没有发生

变化。

图 5为导弹零、末秒状态下横向前 3阶的模态振

型。图 5表明：①横向 1阶模态振型的波谷区位于弹

体刚度较弱的仪器舱（有较大操作开口），及其与其

他舱段的对接面位置，这一位置刚度较弱、特性复

杂；②横向 2阶和 3阶模态振型的波峰/谷区分别位

于弹头和发动机舱段，其刚度较强，特性稳定；③末

秒状态各阶模态振型不够光滑，对舱段对接和开口

削弱引起的刚度变化比较敏感。

2.3 结果分析

试验结果中，导弹零秒横向 1阶模态主振偏角

约为 40°，表明全弹惯性力和弹性恢复力的相对分布

发生了变化，刚度与质量不在象限线重合，刚度关于

象限线不对称。导弹翻转 90°后，其零秒横向 1阶模

态主振偏角约为 5°，可以忽略，表明全弹刚度分布和

质量分布在象限线上。导弹末秒横向 1阶模态主振

偏角约为 15°，表明单纯的结构质量和结构刚度偏离

象限线要小。由此可看出，表 1的 3种试验状态对应

了导弹的不同刚度分布。

模态是结构自身的属性，是结构整体刚度分布

和质量分布性态的反映。图 4所示导弹模态振型体

现了这种整体特性：状态 1和状态 3模态振型重合；

状态 1和状态 2模态振型差别明显。模态主振方向

则代表了结构刚度分布最弱的方向，即结构初始缺

陷的方向，由此解释了表 1的 3种试验状态获取了导

弹 3个不同主振方向的原因，即引发模态主振方向

变化的直接原因是舱段上截面刚度/舱段间对接面

刚度在整个截面的变化不均匀或偏向某个方向，使

得局部刚度丧失对称性。图 5所示导弹零、末秒横

向 1阶模态振型波峰/谷区均位于舱段局部刚度复

杂、多变的区域，其主振偏角较大，横向 2阶和 3阶
模态振型波峰/谷区位于舱段上刚度较强、稳定的区

域，而其主振偏角均较小。文献［9］也表明，对接面

连接刚度会影响导弹的固有频率，引起振型的变化，

如振型形状的改变和节点位置的平移等。

因此，提出如下观点：

1）在导弹模态振型波峰/谷区内，沿弹体纵轴

向截面/对接面整体刚度的变化，会影响导弹的频

率，若刚度削弱较为严重还会引起振型的畸变，甚至

节点位移的改变等；

2）在导弹模态振型波峰/谷区内，沿弹体截面/
对接面周向刚度的局部变化、不均匀或偏向某个方

向，会影响该位置整体刚度的对称性，使得垂直面内

的振动能量耦合转移到水平面内，乃至出现双峰现

表 1 导弹共振频率和主振方向的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resonance frequency and main
vibration direction of missile

阶数

1

2

3

状态 1:零秒

I⁃III象限线竖直

f/Hz

16.20

36.26

53.38

主振

方向

III偏 IV
40°

III偏 II
10°

III偏 II
2.5°

状态 2:末秒

I⁃III象限线竖直

f/Hz

21.60

48.44

86.63

主振

方向

III偏 II
15°

III偏 II
5°

III偏 II
2°

状态 3:零秒

I⁃III象限线水平

f/Hz

16.33

—

—

主振

方向

III偏 II
5°

—

—

图 5 导弹横向前 3阶模态振型

Fig.5 The first three transverse modes of missile

图 4 导弹横向 1阶模态振型

Fig.4 The first transverse mode of 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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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由此产生主振偏转的现象。

3 导弹模态分析

3.1 有限元模型

导弹一般由弹头、仪器舱、发动机和尾段等 4个
舱段组成［10］，舱段间通过螺栓铆接成为整体。各舱

段均是由金属壳体外加防热套/涂层组成的复合结

构，其内安装导弹各功能系统，如战斗部、燃烧室和

电气设备等。

有限元建模时，首先采用三分段法［11］对导弹进

行刚度分段和质量分段，同时假设：①金属壳体各刚

度分段材料组成均匀、各向同性，弹性模量、泊松比

和密度等物理参数为常数；②金属壳体与防热套/涂
层及燃烧室理想粘结，连接界面无缺陷；③各舱段连

接可靠，保证导弹整体刚度为分段连续。其次，利用

壳单元模拟金属壳体的刚度和质量，壳体外防热套/
涂层质量以密度的形式计入壳单元材料模型，其刚

度可忽略；利用梁单元模拟舱段内各功能系统的刚

度；利用质量单元模拟舱段内各功能系统的质量，并

将质量附着在梁单元节点上。最后，利用节点融合

技术将各舱段组装，利用约束方程将梁单元和壳单

元组装。图 6为用于模拟导弹模态试验的梁⁃壳⁃质
量单元组合有限元模型，按真实试验状态模拟了悬

挂系统和试验边界。

3.2 影响因素分析

有限元动力学模型的影响参数主要有：①质量，

作为可观测量，偏差较小和可控；②刚度，包括结构

刚度和连接刚度；③阻尼，作为小量，对模态特性的

影响可忽略。结构刚度由材料参数和几何尺寸确

定，材料参数可查阅手册，其偏差小；几何尺寸受生

产、制造工艺的影响，同一舱段、不同截面位置的外

径和厚度差异明显；连接刚度受对接面结构形式、螺

栓数量和预紧力大小及外部载荷等复杂因素的影

响，数据偏差大［12］。因此，本节主要研究舱段截面

刚度和对接面连接刚度的变化对导弹模态特性的

影响。

图 7所示为刚度位置对导弹频率的影响。沿弹

体纵轴向依次将长度为 320 mm舱段的截面刚度削

弱 25%，分别进行模态分析，由此得到截面刚度位

置变化对导弹频率的影响曲线，如图 7（a）所示。沿

弹体纵轴向依次将长度为 10 mm舱段替换为连接

单元［13］，模拟对接面连接刚度，并分别进行模态分

析，由此得到连接刚度位置变化对导弹频率的影响

曲线，如图 7（b）所示。由图 7可见，导弹频率对刚度

分布的敏感程度与刚度变化的位置关系比较密切，

若位于振型波峰/谷处，将显著影响导弹频率。导弹

2阶以上模态遵循同样的规律。研究中，320 mm舱

段削弱 25% 截面刚度引起的导弹频率变化不到

2.5%，实际生产制造工艺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尺寸偏

差，而对接面连接刚度能引起导弹频率 10%的变

化，因此对接面连接刚度对导弹模态的影响最为

直接。

将导弹 1阶模态振型波谷处 10 mm舱段替换为

连接单元，依次增大连接单元刚度，分别进行模态分

析，由此得到连接刚度大小变化对导弹频率的影响

曲线，如图 8所示。由图 8可见，随着连接刚度的增

大，导弹频率变化逐渐趋缓，表明存在连接刚度阈

值，高于阈值的变化对导弹频率的影响不明显，低于

阈值的变化对导弹频率的影响很显著。同理说明，

图 7 刚度位置对导弹频率的影响

Fig.7 The influence of stiffness position on missile frequency

图 6 导弹模态试验模拟系统

Fig.6 Missile modal test simul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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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舱段的截面刚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模态的

贡献也越来越小，而质量的增加还会起到相反的

效果。

沿弹体纵轴向依次将长度为 10 mm的舱段替

换为连接单元，预置偏转角度，并分别进行模态分

析，由此得到带预置偏角的连接刚度在位置变化时

对导弹主振偏角的影响曲线，如图 9所示。由图 9可
见，导弹主振方向对连接刚度非对称分布或连接刚

度方向偏离象限线的敏感程度与刚度变化的位置关

系比较密切，若位于振型波峰/谷处将显著改变导弹

主振方向。导弹 2阶以上模态遵循同样规律。

通过仿真研究得到了主振偏转的两个前提条

件：①对接面连接刚度方向与象限线有一定初始偏

角；②对接面连接刚度的两个主方向的刚度值有偏

差。工程中，舱段间连接部位由于加工误差、装配工

艺和预紧力等影响，其局部刚度相对象限线一般不

对称，且两个主向刚度也有偏差。此外，仿真研究还

表明：初始偏角较大，两向刚度差越大，图 9（a）中主

振偏角平台区域越宽；初始偏角较小，两向刚度差越

大，图 9（b，c）中主振偏角越大。

4 机理分析

试验分析与仿真研究均表明，引发导弹模态主

振偏转的主要原因是对接面连接刚度方向偏离了象

限线。机械振动理论也表明，导弹这类轴对称体，其

存在重根模态（即双模态现象），同一频率会对应两

个振型，这两个振型一样，但是会偏转一个角度，这

主要是由于制造工艺、材料特性和局部刚度等方面

的差异，导致结构不完全对称，因此理论上的重根会

有一定的频率偏差。但是，这些均未明确解释导弹

在 3种状态下主振偏角不同的现象。

本研究导弹有两个对接面，分别位于仪器舱与

弹头和发动机之间，均采用盘式连接方式，如图 10

所示。其中，12个圆形螺孔周向间隔 30°，2个方形

螺孔与其相邻圆形螺孔周向间隔 15°。文献［14］研

究表明，盘式连接结构在弯矩作用下，其对接面接触

区呈现两种特征：受拉侧接触发生在螺栓分布圆内

侧且局限在螺栓附近，接触区不连通；受压侧接触发

图 10 舱段间的盘式连接示意图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disk-connection between cabins

图 9 连接刚度位置对导弹主振偏转的影响

Fig.9 The influence of position of connection stiffness on the
modal deflection of missile

图 8 连接刚度大小对导弹频率的影响

Fig.8 The influence of connection stiffness on missile fre⁃
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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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螺栓分布圆外侧且接触区连成一片。两种区域

交界线不在对接面弯曲中性轴上，而是偏向受压

侧。进一步分析可知：受拉侧的拉力由螺栓承载，其

刚度特性由受拉侧的螺栓拉伸刚度确定；受压侧的

压力由对接面端框承载，其刚度特性由受压侧的端

框承压刚度确定。由此，状态 1和状态 2时 II⁃III⁃IV
侧为承拉侧，其连接刚度主要由#12，#13，#14，#1，
#2，#3和#4等 7个螺栓的拉伸刚度确定。若 II⁃III
侧和 IV⁃III侧的 3个螺栓确定的连接刚度不一样，则

对接面连接刚度方向将位于 II⁃III或 III⁃IV区域内，

从而偏离象限线。状态 3时 III⁃IV⁃I侧为承拉侧，其

连接刚度主要由#2，#3，#4，#5，#6和#7等 6个螺栓

的拉伸刚度确定，也会偏离象限线。

文献［15］研究了 4种拧紧顺序下螺栓的拧紧效

果，在 20 kN拧紧力下同时拧紧时各螺栓预紧力标

准差为 0.302 8 kN（最小），对角拧紧为 0.651 3 kN，

间隔拧紧为 0.820 9 kN，顺次拧紧为 1.048 kN（最

大）。本研究导弹对接面的盘式连接采用了同时拧

紧的螺栓拧紧顺序。状态 1时，当 III⁃IV侧内#2，#3
和#4螺栓确定的连接刚度较弱时，对接面连接刚度

方向出现了 III偏 IV约 40°的现象。状态 3时，对接

面连接刚度方向出现 III偏 II约 5°的现象，同时 I偏
IV约 5°，表明 IV⁃I侧内#5，#6和#7螺栓确定的连接

刚度弱于 III⁃IV侧内#2，#3和#4，而状态 1时 IV⁃I
侧为承压侧，刚度由对接面端框确定。这表明，试验

过程中对不同部位螺栓进行力矩复检并调整，或多

翻转几个状态是非常必要的。状态 2时，由满药发

动机替换为空壳发动机，仪器舱和发动机进行了重

新装配，对接面螺栓预紧力分布发生了改变，其连接

刚度方向也相应有所改变。

5 模态参数的使用说明

姿控网络设计主要考虑导弹 I⁃III 象限线和

II⁃IV象限线的模态参数，如频率、模态振型、阻尼比

和振型斜率等。虽然导弹模态试验中出现了主振偏

角较大的情况，但其对姿控网络设计的影响是可

控的。

首先，两个主振方向的频率差特别小，试验表明

最大偏差不超过 5%，导弹为轴对称体、处处主振，

由此象限线频率可直接采用偏离象限线的主振频

率，或取包含两个主振频率的频带做双峰设计；其

次，不同状态下导弹模态振型在空间上非常接近，由

此模态振型可以是彼此的线性组合，这些组合可以

形成一个线性无关向量组，其与导弹的质量和刚度

矩阵正交，因此象限线振型和主振振型对弹头尖点

归一化后，其模态振型形态完全重合；然后，阻尼比

的试验离散度一般较大，建议直接采用主向阻尼比，

或取一个较大的包络值；最后，振型斜率的使用应结

合不同的姿控设计要求来确定。

若两个主振频率偏差较大，超出试验偏差或设

计偏差，同时主振偏角也大，导弹不再看作对称体，

那么姿控设计需要研究如何使用模态参数。

6 结 论

1）在导弹模态振型波峰/谷区内，沿弹体纵轴

向截面/对接面整体刚度的变化会影响导弹的频率，

若刚度削弱较为严重还会引起振型的畸变、节点位

移的改变等。

2）在导弹模态振型波峰/谷区内，沿弹体截面/
对接面周向刚度的局部变化、不均匀或偏向某个方

向，会影响该位置整体刚度的对称性，使得垂直面内

的振动能量耦合转移到水平面内，乃至出现双峰现

象，由此出现主振偏转的现象。

3）导弹主振偏转的两个前提条件为：舱段间对

接面连接刚度方向与象限线有一定初始偏角；舱段

间对接面连接刚度的两个主方向的刚度值有偏差。

4）舱段间对接面连接刚度受对接面结构形式、

螺栓数量、预紧力大小及外部载荷等复杂因素的影

响，而其连接刚度主方向受对接面上分布的各个螺

栓预紧力的影响，会出现偏离象限线的现象。因此，

从工程上来说，规避或降低主振偏转的有效措施是

舱段间对接面要避开关心模态的峰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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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IC⁃3D技术的自复位梁柱节点抗震性能试验
∗

裴 强， 吴 聪， 胡顺彩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大连，116622）

摘要 为降低强震对传统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梁柱节点的破坏水平，提升梁柱节点在震后的可修复性，设计了一种

内置超弹性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简称 SMA）筋的新型自复位梁柱节点。基于对不同配筋构造形式

和 SMA筋不同配筋率等因素的考虑，设计制作了 4个 1/5缩尺比例梁柱节点并进行了拟静力试验。通过非接触全

场应变测量系统（video image correlate⁃3d，简称 VIC⁃3D）对低周往复加载作用下各节点塑性铰区的整体位移和应

变进行了实时测摄，获得了相应的竖向位移和主应变全过程云图。对起裂阶段、裂缝发展阶段和自复位阶段 3个阶

段进行研究，对比分析了各节点的破坏过程以及耗能能力、位移延性、刚度退化和自复位等性能。试验结果表明：内

置超弹性 SMA筋可有效提升节点的滞回耗能和自复位性能，延缓塑性核心区混凝土的开裂，改善开裂后的损坏程

度，提升节点的经济可修复性；一定范围内，增大 SMA筋配筋率可有效延缓节点的刚度退化速度，但对节点的极限

承载力和自复位性能的提升影响不大。

关键词 自复位；形状记忆合金；梁柱节点；拟静力试验；非接触全场应变测量系统

中图分类号 TU375

引 言

基于现行规范设计下的抗震结构已基本满足

“大震不倒”的设防要求，但大震过后结构的整体变

形一般较大，特别是梁柱节点塑性铰区域，往往因裂

缝等永久损伤变形过大而不具备较经济的可修复

性。在此背景下，随着地震可恢复功能概念［1］的深

入推广，国内外学者对自复位结构开展了广泛的设

计与研究［2⁃5］。毛晨曦等［6］在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中

引入预应力钢绞线并外置了耗能角钢，形成预应力

自复位耗能梁柱节点，试验表明，初始预应力的合理

设置是实现节点自复位的关键。刘哲峰等［7］将节点

转动耗能区从节点核心区外移，提出了一种悬臂摩

擦式自复位混凝土梁柱节点，该节点耗能及自复位

效果良好。Mahmoud等［8］在混凝土梁柱连接塑性

区将钢筋和混凝土分别替换为形状记忆合金筋和高

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ngineered cementitious com⁃
posite，简称 ECC），试验结果表明，该新型节点在强

震下的永久变形及损伤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相关的自复位结构试验对于位移及应变

的测量大多采用的是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和应变片等

传统测量方式［9⁃10］。但是，通过应变片所测得的只是

一个点或一个方向的应变，在空间上的数据呈现是

不连续的，所测数据较为单一，且往往因试件破坏开

裂或变形过大而导致数据缺失或无法测量。同时，

考虑到拟静力试验加卸载过程中试件存在轻微振

动，接触式位移计的准确度难以保证，而采用基于数

字图像相关算法的高精度 VIC⁃3D测量系统进行位

移及应变的测量，不仅克服了传统测量方式的缺陷，

而且获得的试件三维整体的位移与应变云图是基于

真实的材料本构，其结果对后续相关的数值模拟验

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关于超弹性 SMA材料自复位混凝土梁

柱节点的拟静力试验研究相对较少［11⁃12］，鉴于此，笔

者提出了一种新型内置超弹性 SMA筋自复位梁柱

节点，并通过 VIC⁃3D技术对新型自复位节点的拟

静力试验进行全程测摄研究，用以分析不同配筋构

造形式和不同 SMA筋配筋率等因素对节点抗震性

能的影响，进而指导新型自复位节点的设计改良与

应用。

1 VIC⁃3D技术原理简介

非接触式全场测量系统采用的是数字图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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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简称DIC）。首先，在

待测区域随机分布散斑点，为准确识别三维位置点

位，需根据视场区域大小选择相应尺寸的自动标定

板并在测量前进行标定；其次，通过相机分别拍摄记

录下待测区域变形前后的散斑图像，利用散斑灰度

值进行搜索匹配与计算，如图 1所示，求解出散斑图

像间的相对位移［14］；最后，通过相应的几何转换计算

式计算出所测区域的表面轮廓变化及三维变形场。

VIC⁃3D可测量被测物表面全场三维位移、应变及

相应的速率等，且对环境要求较低，原则上无须考虑

室内或室外，只要能够摄得待测区域清晰图像即可

进行测量。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数字图像相

关技术及采用基于该技术的 VIC⁃3D进行各类试验

测摄的准确性和可行性［13⁃18］。

2 试验概况

2.1 试验模型

选取某型核电站常规岛主厂房框架边节点作为

研究对象，设计制作了 4个缩尺比为 1/5的梁柱节

点，包括 2个新型自复位梁柱节点 PSJD1与 PSJD2

（普通纵筋加内置不同直径 SMA筋的混合节点）和

2个对比节点（普通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 PJD，SMA
筋增强梁柱节点 SJD）。各试件的几何尺寸相同且

均按照我国现行混凝土设计规范进行制作。为降低

节点破坏开裂时给锚固连接端带来的不利影响，将

2块钢板分别置于距离梁和柱外侧边缘 50 mm处，

试件尺寸配筋及具体参数如图 2和表 1所示，新型

节点的内置 SMA筋构造示意如图 3所示。

2.2 材料性能

本试验所用的 Ni⁃Ti形状记忆合金筋材料成分

占比为 55%Ni和 45%Ti，材性试验结果如表 2所

示。梁柱纵向钢筋选用的型号为 HRB400级，箍筋

选用 HPB300级，所有钢筋的力学性能参数如表 3
所示。混凝土立方体试块抗压强度实测结果如表 4
所示。

图 1 散斑图像搜索匹配

Fig.1 Search matching of speckle image
图 2 试件尺寸及配筋图 (单位：mm)

Fig.2 Specimen size and reinforcement details (unit:
mm)

表 1 试件基本参数

Tab.1 Basic parameters of specimens

试件编号

PJD
SJD
PSJD1
PSJD2

柱配筋情况

纵筋

4 22
4 22
4 22
4 22

箍筋

8@65/100
8@65/100
8@65/100
8@65/100

梁配筋情况

纵筋

4 10
4根直径为 10 mm SMA筋

4 10+4根直径为 8 mmSMA筋

4 10+4根直径为 10 mmSMA筋

SMA筋配筋率/%
0
0.800
0.513
0.800

轴压比

0.25
0.25
0.25
0.25

试验目的

对比试验

对比试验

模型试验

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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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载装置与加载准则

为贴近节点的实际受力状态，试件制作过程中

在柱的下端套装了钢盒，并在钢盒上焊接了球形钢

铰，柱上端则采用加载千斤顶自带的球铰。考虑了

梁柱自重的影响，采用柱竖向梁水平向的方式进行

试件的安装，通过脚手架与反力墙相连实现对试件

横向的支撑。试验加载装置示意如图 4所示。

节点试件的低周往复加载试验采用全过程位移

控制的方式，如图 5所示。在试件屈服前，位移分级

加载的增量为 1 mm，每级循环 2次；试件屈服后，记

屈服位移为 Δ，后以 Δ的整数倍分级进行加载，每级

循环 2次，当荷载下降至极限荷载的 85%或构件破

坏时结束加载。

2.4 VIC⁃3D系统准备工作

在试验开始前，首先用白色涂料在试件的梁柱

连接塑性铰区喷涂，清理出梁部长为 420 mm、柱部

长为 680 mm的 T型待测区域，后用黑色油漆笔在

喷涂干燥后的待测区域表面随机布置散斑，布置过

程中控制散斑的直径不小于 2 mm，以确保相机更易

清晰地捕捉到散斑。架设相机到位并进行调焦，建

立水平方向为 x轴和竖直方向为 y轴的坐标系；选

图 3 内置 SMA筋⁃钢端板三维构造示意图

Fig.3 3D structural diagram of steel end plate with
built⁃in SMA reinforcement

表 2 Ni⁃Ti合金材料性能

Tab.2 Material properties of Ni⁃Ti alloy

密度/(kg•m-3)
7 800

弹性模量/GPa
65.4

抗拉强度/MPa
600

屈服强度/MPa
390

恢复应变/%
4.5

表 3 钢筋性能指标

Tab.3 The performance of reinforcement

钢筋型号

HPB300

HRB400

钢筋直径/mm
6
8
10
22

屈服强度/MPa
310.67
323.98
448.56
438.64

极限强度/MPa
460.56
462.73
601.09
573.86

弹性模量/105MPa
1.90
1.92
2.03
1.98

伸长率/%
19.12
19.38
19.96
20.60

表 4 混凝土试块实测结果

Tab.4 Concrete test block measurement results

实测项目

破坏荷载/kN
平均值/kN
抗压强度/kN

第 1组
1

543.13(舍)
—

—

2
436.56
445.95
42.37

3
455.34

—

—

第 2组
4

485.01
—

—

5
411.73
455.90
43.31

6
470.97

—

—

最终值

—

450.93
42.84

图 4 试验装置示意图

Fig.4 Test setup

758



第 4 期 裴 强，等：基于VIC⁃3D技术的自复位梁柱节点抗震性能试验

择尺寸为 20 mm的校正板，并对相机进行参数校准

计算以获得相机内外参数，从而获得相机采集试件

的参数；FLEX CAPTURE编辑时间为 2 s；试验中

共采集到 3 000张散斑图像，以初始状态为基准图

像，在参考图像中间位置选择分析区域的水平距离

为 200 mm。VIC⁃3D测摄现场如图 6所示。

3 试验结果与云图分析

新型自复位节点旨在提升普通梁柱节点的耗能

及自复位等抗震性能，节点损坏程度的改善是节点

抗震性能及经济可修复性提升的重要直观表现。节

点的低周往复加载试验全过程按照损坏程度大致可

以分为 3个阶段：起裂阶段；裂缝发展阶段；自复位

阶段。

位移变化云图可以直观地反映试件整体在加载

过程中的位移变化，是节点延性和耗能分析的重要

依据。与常规的节点类似，测量节点的竖向位移可

以直接地反映梁端在加载方向上的位移变化。根据

σ= Eε可知，主应变云图可间接地反映相应位置的

应力大小，从而进一步对比研究各节点的破坏演变

过程。因此，笔者选取 3个阶段各节点的竖向位移

云图和部分主应变云图来对各节点的破坏过程以及

耗能能力、位移延性、刚度退化及自复位等性能进行

对比分析。

3.1 起裂阶段

本次试验 4组试件选择的轴压比均为 0.25，在
开始正式循环加载前，对节点试件进行目标值为

1 kN的预加载以检查试验各设备是否就位。正式

加载开始后，得到 4个试件起裂时的竖向位移云图

如图 7所示，裂缝发生位置在云图上以空出的形式

呈现。

对照图 7各节点竖向位移起裂时的云图图例可

知，在梁根部出现第 1道较明显裂缝时各节点梁顶

端（图 7中虚线框所示位置）位移值大小约如下：

PJD 为 1.2 mm；SJD 为 1.0 mm；PSJD1 为 2.2 mm；

PSJD2为 2.3 mm。根据加载制度，开裂时的位移值

更大，表明开裂前的加载往复次数更多，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新型节点 PSJD1和 PSJD2相对于普通节点滞

回耗能得到了较大提升。另一方面，从位移大小可

以看出两新型节点相较于普通节点，其弹性阶段的

延性有了一定的提高，而对比试验的 SJD节点相对

于普通节点 PJD延性则略有下降。这是由于 SMA
筋的弹性模量（65.4 GPa）远小于钢筋的弹性模量

（203 GPa），在配筋率相同的情况下，整体刚度更小

的 SJD节点的弹性阶段延性相对于普通节点应更

强，但表面光滑的 SMA筋与混凝土间的黏结锚固

力较低，使得 SJD节点梁端根部混凝土所分担的拉

压应力相比于其他节点更大，而混凝土的受拉易裂

性导致了该节点过早出现了裂缝。内置了 SMA筋

图 5 加载制度

Fig.5 Loading protocol

图 6 VIC⁃3D测摄现场照片

Fig.6 VIC⁃3D photographing scene

图 7 各节点起裂时竖向位移云图

Fig.7 Vertical displacement cloud graphs at crack initiation
of each joint

759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 42 卷

的 PSJD1和 PSJD2节点虽然整体初始刚度相对于普

通节点 PJD略大，但 SMA筋优异的滞回耗能性能

消耗了循环往复加载过程中的大量能量，使得新型

节点在更大变形时才出现裂缝。

3.2 裂缝发展阶段

随着加载的控制位移值不断增大，各节点先后

进入塑性阶段，此阶段可测得各节点的荷载峰值。

考虑到荷载峰值时的裂缝发展较为成熟，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故本次试验选取 4个节点达到荷载峰值

时的竖向位移和主应变云图进行研究，见图 8。

3.2.1 刚度退化速度分析

整理图 7与图 8测得的各节点起裂与达到荷载

峰值时的梁端位移值以及相应时刻液压伺服加载系

统实时记录的加载值，如表 5所示。

从表 5可以看出，新型节点开裂时的承载力相

较于普通节点获得了一定的提高，而过早开裂的

SJD节点开裂时的承载力相对于普通节点则有明显

下降。另一方面，新型节点 PSJD1和 PSJD2的极限

承载力相较于普通节点 PJD有了较大提高的同时，

荷载峰值时的梁端位移均有了明显减小。这表明在

塑性屈服阶段，新型节点的刚度要明显大于普通节

点，而考虑到 SMA筋弹性模量要远小于钢筋，故在

相同的钢筋配置下，内置了 SMA筋的两新型节点

与普通节点的初始刚度基本相同。由此可知，内置

SMA筋的新型节点的刚度退化速度总体上要小于

普通节点。

3.2.2 SMA配筋率的影响

依据表 5进一步对比 PSJD1节点与 PSJD2节点。

一方面随着 SMA筋配筋率的增大，刚度退化速度

有了明显的降低；另一方面，虽然极限承载力有了进

一步提高，但提升幅值不大。综上可得：内置 SMA
筋可以有效提升节点的极限承载力并延缓刚度退化

速度；在适筋的情况下，一定范围内增大 SMA筋的

配筋率对刚度退化速度影响较大，对极限承载力提

高影响不大。

3.2.3 破坏演变过程分析

从图 9可以看出，对于 PJD，PSJD1和 PSJD2节

点而言，梁根部首先出现不同程度的应力集中后开

裂；随着加载位移值的进一步增大，梁上下表面薄弱

区开始出现应变集中并形成裂口，随着往复地加载，

从裂口发展出裂缝并不断延伸趋于贯穿，裂缝周围

存在应力释放区域导致应变出现局部增大（如箭头

所示）；各节点处于塑性铰核心区的梁根部均逐渐形

成了不同宽度的贯穿梁根上下端的裂缝。当各节点

达到荷载峰值时，PJD节点在梁上下两端均出现了

贯穿裂缝，且已形成了 X型交叉（图 9（a）虚线所围

图 8 各节点荷载峰值时的竖向位移云图

Fig.8 Vertical displacement cloud graphs at peak load of
each joint

表 5 各节点起裂与达到荷载峰值时的荷载位移值

Tab.5 Load displacement value at crack initiation
and peak load of each joint

节点

PJD
SJD
PSJD1
PSJD2

起裂时

梁端位移/
mm
1.2
1.0
2.2
2.3

荷载/
kN
17.23
4.52
22.17
30.14

达到荷载峰值时

梁端位移/
mm
23.1
13.0
18.2
10.0

荷载/
kN
45.32
28.16
65.34
73.25

图 9 各节点荷载峰值时的主应变云图

Fig.9 Principal strain cloud graphs of each node at peak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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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而在 SMA筋的滞回耗能作用下，PSJD1与

PSJD2节点并未出现交叉裂缝，这也是新型节点刚

度退化慢于普通节点的原因。与此同时，PJD节点

的梁根上下端均出现了有剥落趋势的拉压碎块，而

两新型节点碎块更小甚至没有（实线方框所示）。由

此可见，在一定范围内，增大 SMA筋配筋率可显著

改观节点达到荷载峰值时的开裂损坏程度。

SJD节点因配筋构造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梁部

只配置了 SMA筋的 SJD节点在往复加载作用下，

其梁柱连接根部过早出现的裂缝迅速发展，并沿着

几乎竖直的方向贯穿梁根的上下面（虚线方框所

示），同时梁与柱各自均未出现明显的开裂。这是由

于梁根部裂缝发展贯穿后，梁柱连接塑性铰位置的

混凝土大部分相对较早地退出了工作，此时的梁端

承载力主要由内置的 SMA筋承担，而拉压状态下

的表面光圆 SMA筋与混凝土锚固力很低，主要靠

内置的钢板维持梁柱的连接整体性，此时梁与柱基

本形成相对各自独立的整体，这种工况下两部分混

凝土所受的外力有限。另一方面，进入塑性阶段的

SJD相比于其余节点，其塑性铰区混凝土退出工作

时间更早且面积更大，而 SMA筋的弹性模量远远

低于普通钢筋，故 SJD节点刚度退化速度更快且最

终刚度远低于其余节点，同时主要靠 SMA筋承担

的极限承载力显然会比其余节点更低。总的来说，

SJD的构造形式缺乏实用性。

3.3 自复位阶段

卸载后梁端的残余位移和节点裂缝的闭合程度

是此阶段衡量节点自复位性能的重要指标。选择相

同的幅值加载级别以确保可比性，考虑到 PSJD2节

点在加载过程中的梁端峰值位移为 10 mm，故分别

取 4个节点在梁端加载控制位移为 10 mm级时加卸

载前后的竖向位移云图进行对比分析，见图 10。
根据图 10计算整理出 4个节点的梁端残余位移

和变形可恢复率，如表 6所示。

由表 6可知，内置了 SMA筋的新型节点 PSJD1

和 PSJD2的变形可恢复率相对于普通节点有了大幅

提高，并且裂缝闭合相对更为完全。因此，此内置

SMA筋加固方式能够显著提高节点的自复位能力。

与此同时，PSJD1与 PSJD2的残余位移相差很小，故

在小幅值荷载范围内，增大 SMA筋配筋率对节点

自复位性能提升影响不大。

4 结 论

1）相对于在普通梁柱节点的基础上内置 SMA
筋，采用 SMA筋完全代替普通钢筋的构造形式不

仅不利于梁柱节点抗震性能的提升，而且大幅降低

了节点的承载力。

2）内置超弹性 SMA筋可提升节点的滞回耗能

图 10 各节点加卸载竖向位移云图（10 mm级）

Fig.10 Vertical displacement cloud graphs of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each joint (10 mm level)

表 6 各节点梁端残余位移和变形可恢复率

Tab.6 Recovery rate of residual d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at beam end of each joint

节点

编号

PJD
SJD
PSJD1
PSJD2

梁端控制位移/
mm
10
10
10
10

梁端残余位移/
mm
7.0
3.4
2.7
2.4

变形可恢复率/
%
30
66
7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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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和延性，延缓节点塑性核心区混凝土的开裂。

3）内置超弹性 SMA筋可有效提升节点的极限

承载力并延缓刚度退化速度。在适筋的情况下，增

大 SMA筋的配筋率对刚度退化速度影响较大，对

极限承载力提高影响不大。

4）一定范围内，增大 SMA筋配筋率可显著改

观节点达到荷载峰值时的开裂损坏程度，从而提升

节点损坏后的经济可修复性。

5）在小幅值荷载范围内，内置了 SMA筋的新

型节点卸载后的残余位移变小，自复位性能更强，增

大 SMA筋配筋率对提升自复位性能影响不大。

参 考 文 献

［1］ 周颖，吴浩，顾安琪 . 地震工程：从抗震、减隔震到可

恢复性［J］.工程力学，2019，36（6）：1⁃12.
ZHOU Ying，WU Hao，GU Anqi. Earthquake engi⁃
neering：from earthquake resistance，energy dissipation，
and isolation，to resilience［J］. Engineering Mechanics，
2019，36（6）：1⁃12.（in Chinese）

［2］ 谭平，周林丽，滕晓飞 . 自复位钢框架 -半圆形波纹钢

板剪力墙滞回性能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2021，
42（3）：185-192.
TAN Ping，ZHOU Linli，TENG Xiaofei. Hysteretic
performance of self-centering steel frame with semicircu⁃
lar corrugat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 with edge stiffeners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2021，42（3）：185-

192.（in Chinese）
［3］ 毕仲君，胡志强，王琪，等 . 基于新型自复位摩擦耗能

支撑的 RC框架结构地震残余变形控制［J］. 振动与冲

击，2020，39（15）：95-102.
BI Zhongjun，HU Zhiqiang，WANG Qi，et al. Seismic
residual deformation control for RC frame structures
based on a novel self-centering friction damping brace
［J］.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Shock，2020，39（15）：95-

102.（in Chinese）
［4］ HASSANLI R. In-plane flexural response of self-

centering masonry walls（SMWs）［J］. Archives of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2021，21（2）：87-103.

［5］ SHAMS A S，GHOBADI M S. Development of a
high-performance hybrid self-centering building for
seismic resilience［J］. Engineering Structures，2021，
22（6）：55-68.

［6］ 毛晨曦，于樵，张昊宇，等 . 预应力自复位钢筋混凝土

柱及梁柱节点拟静力试验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

2017，26（6）：1-12.
MAO Chenxi，YU Qiao，ZHANG Haoyu，et al. Pseu⁃
do-static tests of prestressed self-centering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 and beam-column joints［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7，26（6）：1-12.（in Chinese）

［7］ 刘哲锋，郭佳，李鹏，等 . 悬臂摩擦式自复位 RC框架

节点的试验研究［J］.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2016，
36（6）：102-110.
LIU Zhefeng，GUO Jia，LI Peng，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cantilever beam-column connections of self-
centering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 with friction devices
［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Dynam⁃
ics，2016，36（6）：102-110.（in Chinese）

［8］ MAHMOUD M A E，NEHDI M L. Exploring the
synergy of ECCs and SMAs in creating resilient civil
infrastructure［J］. Magazine of Concrete Research，
2018，70（4）：172-188.

［9］ 吕西林，姜淳，卢煦 .自复位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

拟静力试验［J］.工程科学与技术，2018，50（3）：73-81.
LÜ Xilin，JIANG Chun，LU Xu. Tri-axial self-center⁃
ing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 and its quasi-static test
［J］. Advanced Engineering Sciences，2018，50（3）：73-

81.（in Chinese）
［10］ 方有珍，马雪玉，耿苏齐，等 . 摩擦耗能部分自复位连

接组合框架边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 工程科学与

技术，2017，49（3）：76-84.
FANG Youzhen，MA Xueyu，GENG Suqi，et al. Ex⁃
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exte⁃
rior joint with partial self-centering friction damped con⁃
nection in composite frame［J］. Advanced Engineering
Sciences，2017，49（3）：76-84.（in Chinese）

［11］ 钱辉，裴金召，李宗翱，等 . 基于 SMA/ECC的新型自

复位框架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 土木工程学报，

2020，53（11）：64-73，80.
QIAN Hui，PEI Jinzhao，LI Zongao，et al. Experimen⁃
tal st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elf-centering beam-

column joints reinforced with superelastic SMA and
ECC［J］.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0，
53（11）：64-73，80.（in Chinese）

［12］ 肖正锋 . 形状记忆合金混凝土梁柱节点抗震性能研究

［D］.沈阳：沈阳建筑大学，2018.
［13］ 吴庆，倪源，孙林柱，等 . 基于 VIC-3D技术的高强混

凝 土 单 轴 受 压 试 验 研 究［J］. 混 凝 土 ，2014（11）：

19-23.
WU Qing，NI Yuan，SUN Linzhu，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high-strength concrete under uniaxial compres⁃

762



第 4 期 裴 强，等：基于VIC⁃3D技术的自复位梁柱节点抗震性能试验

sion based on VIC-3D technology［J］. Concrete，
2014（11）：19-23.（in Chinese）

［14］ 王岚，胡江三，陈刚，等 . 基于 VIC-3D技术的沥青混

合料界面力学特性实验研究［J］.功能材料，2015，
46（3）：3115-3120，3126.
WANG Lan，HU Jiangsan，CHEN Gang，et al. Exper⁃
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interface mechanics of asphalt
mixture based on technology of VIC-3D［J］. Journal of
Functional Materials，2015，46（3）：3115-3120，3126.
（in Chinese）

［15］ HARIS A，TAY T E，TAN V B C.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mposite bolted joints using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J］.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s（JMES），2017，11（1）：72-85.

［16］ TAN Y Q，HOU M H，ZHANG L，et al. Studying
the strain field distribution of asphalt mixture with the
digital speckle correlation method［J］. Road Materials
and Pavement Design，2014，15（1）：90-101.

［17］ ZHANG K，TAN Y Q，WU S G，et al. Analysis on

the indirect tension displacement and strain field of
asphalt mixture based on ABAQUS and DICM［J］.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1，
18（4）：63-66.

［18］ 魏康，员方，董志强，等 .基于标志点的多相机数字图

像相关方法精度分析及土木工程中的应用［J］.东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1（2）：219-226.
WEI Kang，YUAN Fang，DONG Zhiqiang，et al. Pre⁃
cision analysis and civil application of multi-camera digi⁃
tal image correlation method based on encoded targets
［J］.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1，51（2）：219-226.（in Chinese）

第一作者简介：裴强，男，1974年 6月

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构

抗震。曾发表《滑坡体与抗滑桩间接触

应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 53卷第 8期）

等论文。

E-mail:pqiem@163.com



《振动、测试与诊断》3篇论文荣获首届

江苏省科技期刊百篇优秀论文奖

2022年 7月 5日，由江苏省科协、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联合指导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主办的首届江苏省科技期刊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圆满落幕。此次活动以“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下科技期刊

的使命与责任”为主题，旨在深入弘扬科学家精神，集中宣传江苏省科技期刊优秀论文成果，牢固树立科学正

确的论文评价导向。该活动于 2021年 11月启动，遴选近三年在江苏科技期刊上的首发文章，聚焦基础研究

有重大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有重大突破、能够解决学科与产业的瓶颈问题、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论文，有效引

导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本刊有 3篇论文荣获首届江苏省科技期刊优秀论文奖，分别为：

1）《煤矿机械工作状态监测系统研究》（2018年第 38卷第 5期），第一作者：张文栋

2）《复合材料结构损伤识别与健康监测展望》（2018年第 38卷第 1期），第一作者：陈雪峰

3）《直流电激励下的 IPMC弯曲大变形力⁃电耦合模型》（2020年第 40卷第 6期），第一作者：熊克

在此，向获奖论文的所有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信任本刊的广大作者和读者表示

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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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孔介电层结构柔性多维力传感器研究

朱银龙 1，2， 吴 杰 1， 王 旭 1， 陈 昕 1， 王化明 3

（1.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南京，210037）
（2.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沈阳，110169） （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 南京，210016）

摘要 针对智能机器人人机交互过程中存在的接触柔顺性和环境适应性问题，提出一种带孔结构的多维力柔性传

感器的简单制备方法，采用碳纳米管/聚二甲基硅氧烷（carbon nanotubes/polydimethylsiloxane，简称 CNTs/PDMS）
混合制备柔性电极，以带孔结构的硅胶作为介电层，组装制备电容式柔性多维力传感器。建立柔性多维力传感器的

数学模型，并通过试验获取柔性传感器的性能参数。试验结果表明：传感器理论模型与试验曲线吻合性较好，带孔

结构的介电层能够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法向上的检测范围为 0~50 N，分辨率为 0.05 N；切向上的检测范围为 0~
10 N，分辨率为 0.15 N。将其安装在机器人手爪上进行了水果抓取试验，成功检测出水果抓取过程中的夹紧力，进

一步表明该传感器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关键词 电容式传感器；柔性传感器；多维力觉；传感器建模

中图分类号 TH823；TP212

引 言

与视觉和听觉感知技术一样，触觉传感技术［1］

是机器人感知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智能机

器人可代替人手完成一些物体的抓取作业，但是还

难以完成非结构化环境下的复杂精细作业。因此，

需要在智能机器人上集成触觉传感器，为机器人持

续提供接触力、温湿度及滑觉等信息［2⁃5］，以增强机

器人与外界环境的交互能力。传统的刚性传感器由

于其结构和材料的限制，无法满足机器人抓取过程

中复杂动作对柔顺性和环境适应性的要求，而柔性

传感器具有较好的柔韧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可以像

人类皮肤一样贴合于不同表面形貌的物体上，能够

精准、迅速地实现对外界信息的获取［6⁃8］。近年来，

随着智能材料、加工工艺的发展，触觉传感器的柔顺

性、精度及空间分辨率等性能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

是由于制作成本高、稳定性不佳等原因，限制了触觉

传感器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应用。为此，需要研究

低成本的触觉传感器制造工艺与方法，以提高机器

人智能化水平［9］。

柔性多维力传感器的研究吸引了广大学者的兴

趣［10⁃12］，各种新型结构与材料被竞相使用。就传感

原理而言，多维力觉传感器主要包括压阻式、压电式

及电容式等［13⁃15］。Viry等［16］设计了一种电容式柔性

三维力传感器，传感器通过上下电极间的二维重叠

设计来测量三维力，该传感器的灵敏度较高，稳定性

好，成本较低，但其电极是不可拉伸的，导致传感器

的拉伸性较差。张艳芳等［17］研制了一种基于聚偏氟

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简称 PVDF）压电薄膜

的三维力觉传感器，该传感器的中间层是 3块夹角

均为 120°的 PVDF压敏单元，顶部是采用 PDMS制

作的半球形凸块，用来传递载荷。试验表明，该传感

器能有效分辨载荷的大小与方向，传感器的测量范

围广，但制作成本较高，且会受到电磁干扰。Tang
等［18］通过组合可控石墨烯皱纹（graphene wrinkles，
简称 GNWs）和 PDMS弹性体，制备了一种柔性压

阻式传感器，并将其安置在鞋垫里，以测量不同步态

下足底压力分析情况。Chen等［19］提出了一种 3D打

印方法来制备具有同轴芯⁃鞘结构的可拉伸弹性纤

维传感器，石墨烯和聚四氟乙烯（poly tetra fluoro⁃
ethylene，简称 PTFE）颗粒的添加控制了 PDMS预

聚物的流变行为，经纱和纬纱的交错结构改善了电

子皮肤的透气性和拉伸性，但其制备过程相对复杂。

关于柔性传感器，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24］。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2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305209）；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8KJA4600050，21KJB460010）；江
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GDZB⁃024）；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2018⁃O16）
收稿日期：2021⁃11⁃18；修回日期：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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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提出一种带孔结构的柔性多维力传感器的

简单制备方法，以碳纳米管与 PDMS混合制备柔性

电极，采用带孔结构的硅胶作为柔性介电层。建立

了柔性多维力传感器的数学模型，并试验研究了该

传感器的灵敏度、迟滞特性等性能参数。柔性多维

力传感器切向力、法向力检测试验数据与理论数据

比较吻合。传感器安装在机器人手抓内侧进行了水

果抓取试验，进一步表明该传感器具有较好的实用

性。本研究制作的传感器，工艺简单，成本较低，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柔韧性。

1 柔性多维力传感器的设计与制造

如图 1（a）所示，柔性传感器主要是由介电层、

上下电极层、表面受力层和保护层组成，其中介电层

位 于 上 下 电 极 之 间 ，尺 寸 为 22 mm×22 mm×
2 mm。上电极由 4块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电极组成，

每块电极的尺寸为 10 mm×10 mm，下电极的尺寸

为 18 mm×18 mm，上下电极的电容正对面积为

8 mm×8 mm。上下电极的排布方式如图 1（b）所

示，上下电极之间的重叠关系构成 4个电容，依据 4
个电容值的变化情况，可以实现三维力大小与方向

的检测。

采用美国 Smooth⁃on公司的 Ecoflex 00⁃30硅胶

制备介电层，将硅胶的 A剂和 B剂以质量比 1∶1的
比例混合放入磁力搅拌机搅拌并抽真空 10 min去
除气泡。制作好的硅胶导入模具中固化 1 h得到介

电层。制作好的电极层、介质层与表面受力层上下

对齐放置，使用与介质层相同材料的 Ecoflex 00⁃30
硅胶粘接，并在电极层和介质层之间使用屏蔽电线

将上下电极引出，得到柔性传感器，柔性传感器的实

物如图 1（c）所示。

电极层制备流程如图 2所示，将 PDMS预聚体

和固化剂按质量比 10∶1混合，放入搅拌机中搅拌并

抽真空 10 min去除气泡。采用碳纳米管作为电极

材料，将 0.1 g的 CNTs分散至 10 g甲苯溶剂中，超

声分散 2.5 h，然后将 CNTs分散液均匀滴涂于涂布

机上并使甲苯溶液挥发。配置好的 PDMS溶液均

匀覆盖于 CNTs薄膜的表面，在 70°C下进行 30 min
固化，然后将制作完成的 CNTs/PDMS薄膜从涂布

机上剥离，将其裁剪成所需形状大小作为柔性传感

器电极层使用。

2 传感器理论建模

2.1 法向力建模分析

令传感器受到的法向力大小为 FZ，传感器的初

始电容值为 C 0，上下电极间的初始正对面积为 S0，

初始间距为 d 0，传感器受到法向力后的电容值为 C，

上下电极间的距离为 d，间距变化量为 Δd，则电容

值的变化量 ΔCZ为

ΔCZ= C- C 0 = ε r ε0S0Δd/ ( )dd 0 （1）
传感器的电容相对变化量可以表示为

ΔCZ/C 0 = Δd/ ( )d 0 - Δd （2）
硅胶是一种非线性超弹性材料，制成的柔性传

感器受力变形较大，传统的线性本构关系不足以准

确描述传感器受力与变形之间的关系，为此采用

Yeoh形式的应变能方程表征传感器力学行为。同

时忽略 CNTs/PDMS电极层对硅胶层变形约束，并

假设硅胶介电层为不可压缩材料，则传感器各方向

真实主应力 σi ( i= 1，2，3 )可以表示为

σi= λi∂W/∂λi- p= 2λ2i [ C 10 + 2C 20( )I1 - 3
2 ]- p

( i= 1，2，3 ) （3）
其 中 ：C 10 和 C 20 为 材 料 参 数 ；I1 = λ21 + λ22 + λ23，

λ1 λ2 λ3 = 1；λ1，λ2，λ3分别为 x，y，z轴 3个方向的主伸

图 1 传感器结构及样机

Fig.1 Sensor structure and prototype

图 2 电极层制备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ode layer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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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比；p为静水压力，可通过不可压缩假设确定。

传感器法向受力时，λ1 = λ2，σ1 = σ2 = 0，据此

可得

σ3 = 2( λ23 - λ3 -1 ) {C 10 + 2C 20[2λ3 -1 + ( λ23 - 3) ] 2}
（4）

根 据 λ3 = d d 0，σ3 = F z S0，代 入 式（4），结 合

式（2）可得

Fz= 2S0 ( ΔCZ/C 0 + 1 ) [ ( ΔCZ/C 0 + 1 )-2 -
( ΔCZ/C 0 + 1 ) ] { C 10 + 2C 20 [ 2( ΔCZ/C 0 +
1 )+( ΔCZ/C 0 + 1 )-2 - 3 ]2 } （5）
由式（5）求得传感器受到的法向力 FZ与传感器

电容相对变化量 ΔCZ/C 0 的关系。 z方向的电容变

化量 ΔCZ 表示为 C 11，C 12，C 21和C 22 这 4个电容值变

化量的均值

ΔCZ=( )ΔC 11 + ΔC 12 + ΔC 21 + ΔC 22 /4 （6）

2.2 切向力工作原理

传感器受到切向力时，电容值的变化是由两极

板间的正对面积的变化引起的，如图 3（a）所示。x

方向受力示意如图 3（b）所示，y方向受力同理。设

传感器受到的切向力大小为 Fx，正对面积变化量为

ΔS，则电容变化量 ΔCx为

ΔCx= εε0d 0ΔS/ ( )dd 0 （7）

式（7）可转化为传感器电容变化量与正对面积

变化量的关系为

ΔCx/C 0 = ΔS/S0 （8）
切应力可以表示为

τ= Fx/S0 （9）
由于切应变 γ非常微小，可以表示为

γ≈ tan γ （10）
根据剪切胡克定律可得

ΔS= 2d 0 ( 1+ μ )E-1S0 -1 2Fx-

[ ]2d 0 ( 1+ μ )E-1S0 -1
2
F 2
x （11）

将式（11）代入式（8），经整理可得切向力大小

Fx与电容变化量 ΔCx的关系为

Fx= ES3 20 ( )1- 1- 4ΔCx/C 0 4d 0 ( 1+ μ ) （12）

ΔCx用 ΔC 11，ΔC 12，ΔC 21和ΔC 22表示为

ΔCx=
(ΔC 12 + ΔC 22 )-( ΔC 11 + ΔC 21 )

4 （13）

y方向电容变化量 ΔCy可表示为

ΔCy=
(ΔC 21 + ΔC 22 )-( ΔC 11 + ΔC 12 )

4 （14）

3 试验研究

3.1 传感器法向力测试

将制作好的带孔硅胶介电层传感器和纯硅胶介

电层传感器放在试验平台上，使用推拉力计施加法

向力，记录 4个电容值。法向力的有效量程为 0~
50 N，每间隔 1 N进行法向力的加载，重复加载 5次
取平均，传感器的输出特性曲线如图 4所示。

为了便于直观分析带孔结构对传感器的影响，

图 3 切向力作用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pplied tangential forces

图 4 两种介电层传感器的法向输出特性曲线

Fig.4 Output characteristic curves for two dielectric layer
sensors under norm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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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带孔介电层和纯硅胶介电层的传感器法向上的

输出特性曲线的比较，如图 5（a）所示。由图可见：

带 孔 介 电 层 传 感 器 在 0~10 N 的 法 向 灵 敏 度 为

0.045 N-1，11~50 N的灵敏度为 0.019 N-1；纯硅胶

介 电 层 柔 性 传 感 器 在 0~10 N 的 法 向 灵 敏 度 为

0.03 N-1，11~50 N的灵敏度为 0.008 N-1。带孔结

构可以显著改善传感器的灵敏度。主要原因是传感

器法向受力时，孔结构使介电层厚度易于变化。

通过对硅胶材料进行拉伸试验，对试验数据进

行拟合，得材料参数 C10=0.11，C20=0.02，硅胶介电

常数取 2.66，根据式（6）和式（13）可得理论电容曲

线。图 5（b）所示为试验测得带孔结构的传感器电

容曲线与理论模型相比较，两者的数值变化趋势吻

合，但是有一定偏差。偏差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

①理论模型未考虑空气中对传感器介电常数的影

响；②在施加力的过程中有部分力被表层柔性封装

层吸收，未传递到介电层引起电容变化。

3.2 传感器切向力测试

使用同样的方法对带孔硅胶介电层传感器和纯

硅胶介电层传感器在切向上进行测试。切向力 x，y

方向的定义与图 5定义相同，使用推拉力计分别在

x，y方向对传感器施加切向力，记录不同切向力下

的电容值。切向力的有效量程为 0~10 N，传感器

的输出特性曲线如图 6所示。

带孔介电层和纯硅胶处理介电层制备的传感器

在切向上的输出特性曲线比较如图 7（a）所示。带

孔介电层柔性传感器在切向 0~5 N 的灵敏度为

0.034 N-1，6~10 N的灵敏度为 0.016 N-1；纯硅胶介

电 层 柔 性 传 感 器 在 切 向 0~5 N 的 灵 敏 度 为

0.03 N-1，6~10 N 的灵敏度为 0.011 N-1。可以看

出，带孔结构传感器的切向灵敏度有一定改善，但变

化效果不如法向灵敏度。其原因是由于传感器作用

力量程相对较小，切向变形相对于法向变形也较

小。将试验所得硅胶介电层曲线与理论值相比较，

两者的数值大小如图 7（b）所示。造成切向力方向

上的误差可能是由于模型假设的是电极的间距没有

改变，而实际施加切向力的时候无法保证电极的间

距不改变，试验中切向力的改变可能是由间距和面

积的改变同时造成的。

图 5 带孔/无孔介电层传感器法向力试验

Fig.5 Normal force test of dielectric layer sensors dielectric
layer sensor with/without porous structure

图 6 传感器的切向输出特性

Fig.6 Output characteristic curves for two dielectric layer
sensors under tangentia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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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感器测试试验

4.1 传感器多维力测试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传感器进行标定后，得到法

向上的输出特性曲线方程为

F= 61- 5 000 0.000 151 56- 0.000 4 ( )ΔC/C 0

（15）
切向受力 F与电容相对变化量的关系可以表

示为

F=22.75- 2 500 0.000 077 69- 0.000 8 ( )ΔC/C 0

（16）
为了对传感器在多维力方向上的性能进行测

试，如图 8（a）所示。通过力加载块对传感器施加不

同方向的力，采集到的电容在上位机 LabVIEW中

的实时分布如图 8（b）所示。可以看出，传感器能够

对不同方向的力进行采集，通过传感器的 4个电容

大小改变的不同来对施加力的方向进行判断。图 8
中施加力的方向分别为 90°，45°和 135°（压杆与传感

器接线侧夹角），测量结果与理论推导一致。在 90°
正压力加载情况下，4个电容值基本相同；45°与 135°
加载结果表明，C11与 C12结果相近，C21与 C22结果相

近，并且通过 C11与 C21的数值大小可以反推出施加

力的方向。

4.2 传感器应用试验

对圣女果进行夹持损伤试验，如图 9所示。圣

女果固定在传感器与推拉力计 3D打印触头之间，得

到无损夹持圣女果的力的范围。夹持过程中传感器

的电容相对变化如图 9（b）所示，在夹持力为 0.35 N
时，能够实现夹持圣女果；在夹持力达到 45 N时，圣

女果出现裂纹，此时停止对圣女果的挤压；但圣女果

的裂纹会慢慢变大，夹持力也会逐渐降低。

为了防止在抓取水果时出现滑移，对柔性传感

器进行了滑移力的测试，滑移力测试装置如图 10（a）
所示。传感器固定于机械手爪上，并预加载 10 N的

法向力。细线一端固定于推拉力计上，另一端与夹

持物体固定，控制滑台以 0.3 mm/s的速度匀速移

图 7 传感器切向力试验

Fig.7 Tangential force test of sensors

图 8 传感器不同受力状态下的电容分布图

Fig.8 Capacitanc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or under different
stress states

图 9 圣女果夹持损伤试验

Fig.9 Cherry tomato clamping injur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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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得夹持物体与柔性传感器之间相对运动。由

于滑台的运动是匀速运动，拉力等于摩擦力。柔性

传感器在测试过程中的电容相对变化如图 10（b）
所示。

如图 11所示，将柔性传感器固定在机械手爪的

一侧上，利用机械手爪对橘子、圣女果和芒果 3种水

果进行抓取测试，测得机械手稳定抓取橘子、圣女果

和芒果的夹持力分别为 0.72，0.15和 0.96 N。

5 结束语

设计制造了一种柔性多维力传感器，采用碳纳

米管/聚二甲基硅氧烷（CNTs/PDMS）混合制备柔

性电极，以带孔结构的硅胶作为介电层，确定了传感

器的数学模型，并对传感器相关性能进行了试验研

究。搭建了传感器的信号采集系统，实时采集传感

器的信号。试验表明，带孔结构可以显著改善传感

器的灵敏度，制作的柔性传感器在一定误差范围内，

可以准确及时地反映受力状态。将传感器应用于水

果的抓取时，可以测出夹持力与滑动摩擦力。传感

器通过将多个电极结构硅胶固化成型实现对三维力

的测量，提高了多维力柔性传感器的集成度，降低了

传感器的制造成本，通过改变介电层结构提高传感

器的灵敏度。该传感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与稳定

性，可用于机器人作业时实现对夹持力的有效测量

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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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蝙蝠算法进化相关向量机的假肢步态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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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假肢穿戴者步态识别准确率，提出了一种高阶过零分析技术分析表面肌电信号的假肢步态识别方法。

该方法针对假肢穿戴者步态识别过程中的多分类问题，选择表面肌电信号（surface electromyogram signal，简称

sEMG）作为步态识别信息源，将表征时间序列特性的高阶过零分析（higher order zero crossing analysis，简称HOC）方

法运用于不同步态下的肌电信号的特征提取，结合相关向量机（relevance vector machine，简称RVM）建立了多分类步

态识别模型，然后采用蝙蝠算法（bat algorithm，简称BA）对RVM分类器的核函数参数进行优化。实验结果表明，所提

方法与粒子群算法优化相关向量机（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relevance vector machines，简称 PSO⁃RVM）及 RVM
等方法相比，对于平地行走、上楼、下楼、上坡和下坡 5种步态的识别准确率均高于 PSO⁃RVM和RVM等方法。

关键词 智能假肢；表面肌电信号；相关向量机；蝙蝠算法；步态识别

中图分类号 TP212

引 言

由于脑卒中、脊髓损伤和脑外伤等原因造成的

残障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穿戴智能假肢能够一定程

度地补偿残缺肢体的功能，减轻功能障碍并提高生

活质量。目前，较为成熟的假肢产品有德国 Otto
Bock公司的 C⁃Leg和 Genium系列假肢、冰岛 Ossur
公司的 Rheo Knee假肢等［1⁃2］。由于下肢运动的特殊

性和复杂性，步态识别是智能假肢研究的核心技术

之一，根据信号源的不同，智能假肢步态识别信号源

主要包括 2种：① 采集下肢关节角度、惯导信息、足

底压力等生物力学信号［3⁃6］识别步态；②表面肌电信

号作为一种人体生物信号，包含了大量的神经信号，

结合模式识别算法可以识别出相应的步态［7⁃8］。

生物力学信号传感器是根据人体运动驱动或触

发传感器产生的信息，传感器在实际使用期间会磨

损或者产生异位等现象，使得信息不够准确。以

sEMG作为信号源识别步态的研究中，有些是利用

健康人体的肌电信息识别步态，而利用残肢肌电信

号的步态识别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针对此问

题，笔者采集大腿截肢患者残端肌电信号，研究平地

行走、上楼、下楼、上坡和下坡 5 种常见步态的识别。

目前，国内外以肌电信号作为信号源，研究假

肢步态识别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肌电信号的特征提取

方法和步态模式的分类算法。文献［9⁃13］从时域、

频域、时频域、参数化模型及非线性角度提出不同的

特征提取方法。时域频域特征值函数都可以展成一

个高阶多项式函数，在处理信号时，高阶多项式次幂

越高的通常被略去。HOC是一种时间序列信号分析

方法，在时间域对信号进行分析处理而得到关于信

号频率特性方面的信息。由于 sEMG是一种随机序

列，HOC方法保留了高阶次幂，更能全面地描述

sEMG，故笔者采用HOC方法计算 sEMG的特征值。

分类器的设计是智能假肢步态识别研究中非常

重要的环节，众多学者将各种模式分类器应用到智

能肌电假肢步态识别中，具体分类算法也更加丰

富，如神经网络、线性判别分析和高斯混合模型、隐

马尔科夫模型、朴素贝叶斯分类器、极限学习机分类

器 及 支 持 向 量 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简 称

SVM）等。SVM是一种识别较好的肌电假肢步态

分类器，但它在步态识别过程中，存在惩罚因子难以

确定的问题。RVM［14］是一种基于稀疏贝叶斯统计

理论的模式识别方法，RVM 与 SVM在函数形式上

相似，但在参数设置、核函数选择等方面更具有优

势。因此，笔者选用 RVM分类平地行走、上楼、下

楼、上坡和下坡等 5种步态，利用蝙蝠算法优化

RVM核函数的参数，通过一对一（one⁃against⁃one，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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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科研资助项目（22B4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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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OAO）分类器建立表面肌电信号与步态之间的

关系。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识别准确率明显优于

PSO⁃RVM和 RVM等方法。

1 基于高阶过零分析的表面肌电信号

特征提取

sEMG时域频域特征值函数都可以展成一个高

阶多项式函数，在处理信号时，高阶多项式次幂越高

的通常被略去，但 HOC方法保留了高阶次幂，因此

更能全面地描述 sEMG。

过零计数是对一个时间序列振荡特性的一种检

测。当该序列被一系列频率函数滤波后，再对其进行

过零计数，则称这种过零计数为相对于原始序列的

HOC。因此，HOC 即为对原始序列和预先对每一段

信号序列提取频率所得的滤波序列的过零计数。笔

者用{Lθ( .)，θ∈Θ}表示一系列频率函数滤波器；参数

空间 Θ表示参数 θ的多维可数集；对时间序列求频率

大小的过程由 Zl( θ ) = Lθ(Zl) 来表示；{Dθ，θ ∈ Θ}
表示相应的 θ阶HOC值。HOC值Dθ定义为

Dθ=∑
i= 2

N

[ Xi( θ )- Xi- 1( θ ) ] 2 （1）

其中：N为时间序列的长度。

Xi（θ）定义为

Xi（θ）=
ì
í
î

1 ( Zi ( θ )≥ 0 )
0 ( Zi ( θ )< 0 )

（2）

得到 sEMG信号特征值为

W= [D 1，D 2，⋯，Dθ ] ( 1< θ< K ) （3）
其中：K为所估计的HOC序列的最高阶数；θ为构建

特征值W时选择的最高差分阶数。

θ值的确定是特征提取的关键，通过实验确定 θ
值。下面介绍差分HOC。

定义延迟算子 B：B Zl= Zl- 1，则差分滤波器

可由式（4）构造

Yl
( )θ = Zl( )θ =( )1- B

θ
Zl= b0 ( )θ Zl+

b1 ( )θ Zl- 1 + bθ- 1 ( )θ Zl- θ+ 1 ( θ= 0，1，⋯，K ) （4）
其中：Yl

( )θ 为滤波后的时间序列；K 为所估计的

HOC序列的最高阶数；θ为构建特征值W时选择的

最高差分阶数；Zl为原始信号序列。

系数 bm ( )θ 可由式（5）计算

bm ( )θ =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 )-1 m
C m
θ =( )-1 m θ！

( )θ- m ！
( 0≤ m≤ θ )

0 (其他 )
（5）

其中：Cm
θ 表示从 θ个元素中选取m个元素的组合。

2 RVM⁃BA算法

2.1 RVM算法

RVM 是一种分类算法。设 {ϑ n}
N

n= 1
和 {qn}

N

n= 1

分别表示输入向量和标签值。RVM的分类模型为

qn=∑
n= 1

N

wK ( )ϑ，ϑ n + w 0 （6）

其中：K (ϑ，ϑ n)为核函数；ϑ= [ ϑ1，ϑ2，⋯，ϑN ]为输

入向量；w= [w 0，w 1，...，wn ] T 为权重向量；ωj(0≤
j≤ N ) 服从 wj~N ( 0，σ 2 )分布，其中期望为 0，方

差为 σ 2。

2.2 BA算法

BA是一种新型进化算法［15⁃16］。在蝙蝠算法中，

每个蝙蝠表示一个可行解，蝙蝠的猎物表示优化问

题的最优解。笔者求解核函数参数最优值。蝙蝠 i
在 t时刻的位置为 xti，速度为 vti。在 d维的觅食空间

里，蝙蝠 i在 t+ 1时刻的位置和速度的更新公式为

fi=fmin +( fmax - fmin ) β （7）
vt+ 1i =vti+（xti-x *）fi （8）
xt+ 1i =xti+vt+ 1i （9）

其中：fi为蝙蝠 i发出声波的频率，fi∈ [ fmin，fmax ]，fmin
和 fmax分别为频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β∈[ 0，1]；x *

为 t时刻全局搜索过程中蝙蝠的最优位置。

蝙蝠位置更新计算公式为

xnew = xold + ηAt （10）
其中：xold 为所选取的最优解 ；η 为一个随机数，

η∈[ - 1，1]；At为所有蝙蝠在时刻 t时发出声波的

平均响度；xnew 表示对最优解施加一个随机扰动之

后得到的新解。

觅食过程中，为了平衡全局搜索和局部搜索过

程，蝙蝠发射的声波响度和频率需要自动调节。蝙蝠

i发出声波的响度Ai和发射速率 ri的调节计算公式为

At+ 1
i = αAt

i （11）
r t+ 1i = r 0i (1- exp ( - γ3 t ) ) （12）

其中：α为声波响度增加系数，α∈[ 0，1]；γ3为大于 0
的常量；r 0i 为初始发射速率。

3 实验流程与结果分析

3.1 实验流程

笔者研究了平地行走、上楼、下楼、上坡和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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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步态的识别。选择 sEMG作为步态识别信息

源，提取 sEMG的高阶过零特征值，并且比较了均方

根、偏度［17］、峭度［17］、平均功率及功率谱比值特征下

5种步态识别准确率，最后将高阶过零特征值作为

分类器的输入，通过实验选择核函数，用 BA优化

RVM中的核函数参数，以 BA⁃RVM作为步态分类

器实现基于高阶过零分析特征提取和 BA⁃RVM分

类的智能假肢步态识别。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平台如图 1所示，包括 6阶高度为 15 cm的

楼梯及一个长度为 6 m、坡度为 10°的斜坡。本实验

采用Trigno TM Wireless EMG肌电采集系统，该设

备由 Trigno充电基站和 sEMG智能传感器组成，可

以 同 时 采 集 多 通 道 表 面 肌 电 信 号 ，采 样 频 率 为

500 Hz。受试者为 15名智能假肢穿戴者，表 1记录

了受试者的基本资料。为了保证能够从假肢穿戴者

残肢侧获取高质量的 sEMG，文献［18］研究表明，阔

筋膜张肌、股内侧肌、长收肌和股直肌针对步态识别

效果较好，因此选择 4块肌肉采集 sEMG信号，经

PC数据线传输到计算机。根据文献［19］的研究，在

实时性和特征识别率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进

行数据分割，笔者选择 256 ms的窗长。每种步态每

位受试者以正常速度测量了 200组，每组实验包括

3.5个步态周期（同侧足跟前后两次着地为一个步态

周期）。最终每种步态共有 200×10=2 000组，其

中 1 000组作为训练样本，是从每个实验对象做的

200组中随机抽取 100组，余下 1 000组作为测试样

本。算法运行平台为MATLABR2017a，系统配置

CPU为 Intel Core i7⁃5500U，主频为 2.4 GHz，RAM
为 8 GB。本研究用｛i|i=1，2，…，5｝分别表示平地

行走、上楼、下楼、上坡和下坡。笔者以 10折交叉验

证下 RVM分类准确率作为适应度函数，所有实验

数据都用来交叉验证。

采用差分HOC作为特征值，特征值的最高差分

阶 θ是影响识别结果的重要参数，多次实验后计算

θ=12时的高阶过零计数作为 5种步态特征值。

RVM分类器需要选择核函数，核函数的选取

及核参数的设置会影响分类结果。常用的核函数主

要有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Sigmoid核函数和

径向基核函数。归一化的特征值作为 RVM的输

入，特征值归一化方法的计算公式为

xnew =( x- xmin ) / ( xmax - xmin ) （13）
其中：x和 xnew 分别为归一化前后的特征值；xmax 和
xmin分别为特征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 2给出了不同核函数情况下 RVM分类器训

练时间、测试时间与识别准确率。由表 2可以看出，

对于 RVM分类器，采用径向基核函数时，RVM的

分类结果优于其他几种核函数；釆用径向基核函数

时其训练时间和分类时间较短。从识别准确率和分

类时间来说，径向基核函数的识别效果优于其他几

种 核 函 数 ，因 此 本 研 究 选 用 径 向 基 核 函 数 作 为

RVM模型的核函数。

笔者采用步态识别的平均正确率和分类时间作

为 算 法 评 价 指 标 。 RVM 中 径 向 基 核 函 数 为

K (ςi，ς )= exp ( - ς- ςi
2) /2χ 2，其中 χ为影响识

别结果的重要参数。为了得到最优分类参数，采用

BA算法确定 RVM中径向基核函数参数 χ。BA算

法中参数设置如下：最大进化代数 N=100，d=5，
fmax=3，fmin=0，r 0i=0.000 1，α=0.75，γ3 =0.96，η=

表 1 受试者的基本资料

Tab.1 Subjects basic information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27
29
25
21
44
28
22
14
26
25
40
45
42
28
37

残肢长度

比例

31.3
33.6
27.5
32.0
51.5
40.7
37.9
41.4
33.6
30.5
31.4
25.3
30.0
35.6
40.8

穿戴

时间/月
18
34
4
32
9
12
36
24
15
8
32
3
30
34
26

假肢类型

奥托 3E80
迈迪

德林 JB810
奥托 3E80
奥托 3R78
C⁃Leg
奥索七轴

德林 JB810
迈迪

C⁃Leg
德林 JB810
迈迪

德林 JB810
奥托 3E80
德林 JB810

图 1 实验平台

Fig.1 Experi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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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本研究以 10折交叉验证下 RVM识别准确率

作为适应度函数，BA优化 RVM核函数参数 χ过程

中，以 RVM10折交叉验证准确率作为适应度函数。

图 2给出了基于 BA⁃RVM的适应度变化曲线，可以

看出，BA算法适应度随着进化代数增加而逐渐增

大，在第 10代时收敛。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简称 GA）与粒子

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简称 PSO）是目

前广泛使用的优化算法，笔者选择 GA⁃RVM 和

PSO⁃RVM做对比实验，把高阶过零分析选取的步

态特征分别输入 BA⁃RVM，GA⁃RVM和 PSO⁃RVM
中进行步态分类。表 3为 GA和 PSO算法基本参数

设置和待优化参数范围。

表 4为 3种优化算法的识别结果。由表 4可以

看 出 ，BA⁃RVM 方 法 的 识 别 率 达 到 95.37%，比

GA⁃RVM的识别率高了 4.9%，比 PSO⁃RVM的识

别率高了 3.6%，并且 BA⁃RVM的分类时间明显快

于 GA⁃RVM和 PSO⁃RVM。BA⁃RVM在分类识别

过程中，模型自适应更新，sEMG信号的高度非平稳

性给分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虽然寻找最优参数花费时间较长，但是分类时间最

短，因此 BA⁃RVM方法分类效果最好。

为了验证本研究特征提取方法的有效性，提取

了 5种常用的 sEMG信号特征：均方根、偏度、峭度、

平均功率及功率谱比值，输入 BA⁃RVM分类器，与

高阶过零分析方法提取的特征做比较。表 5为不同

特征值下的 10折交叉验证下平均分类正确率。可

以看出，高阶过零分析提取肌电信号中的特征采用

BA⁃RVM分类识别准确率为 96.28% ，优于其余 5
种特征的识别准确率，说明高阶过零分析提取的特

征值能够较好地区分 5种步态。均方根、偏度、峭

度 、平 均 功 率 及 功 率 谱 比 值 特 征 的 测 试 集 在

BA⁃RVM上分类识别率较低，可能是步态特征表达

性不强，模型训练存在过拟合现象，因此步态识别准

确率不高。

针对表 1的受试者，表 6给出了受试者的步态识

别率。可以看出：残肢长度相对较长的受试者 5，6

图 2 BA⁃RVM对高阶过零分析特征的分类适应度曲线

Fig.2 Classification fitness curve of BA⁃RVM for high-

order zero-crossing analysis characteristics

表 2 不同核函数 RVM分类器平均训练时间、测试时间

与识别准确率

Tab.2 Average training time, test time and recogni⁃
tion accuracy of RVM classifiers with differ⁃
ent kernel functions

核函数

线性核函数

多项式核函数

Sigmoid核函数

样条核函数

径向基核函数

平均训练

时间/ms
75.80
64.31
56.83
83.76
42.38

平均测试

时间/ms
67.305
65.984
36.535
89.397
18.852

平均识别

准确率/%
71.42
83.95
85.06
71.47
91.31

表 3 GA和 PSO基本参数设置和待优化参数范围

Tab.3 Basic parameter settings of GA and PSO
and the range of parameters to be optimized

寻优

算法

GA

PSO

基本

参数

最大迭代次数

种群数量

交叉概率

变异概率

最大迭代次数

种群数量

学习因子 c1
学习因子 c2

数值

100
30
0.5
0.03
100
30
1.6
1.8

寻优

参数

核函数

参数

核函数

参数

寻优

范围

0~100

0~100

表 4 3种优化算法结果对照表

Tab.4 Comparison table of results of three optimi⁃
zation algorithms

分类

算法

BA⁃RVM
GA⁃RVM
PSO⁃RVM

平均识别

准确率/%
96.28
91.53
92.82

寻优

时间/s
536
481
387

分类

时间/s
0.537 8
1.867 7
0.914 5

表 5 不同特征值分类正确率

Tab.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eigenvalues %

分类模型

高阶过零分析+BA⁃RVM
均方根+BA⁃RVM
偏度+BA⁃RVM
峭度+BA⁃RVM
平均功率+BA⁃RVM
功率谱比值+BA⁃RVM

最低识别

准确率

89.27
70.35
69.56
74.61
79.42
78.93

最高识别

准确率

96.98
87.25
86.37
94.24
95.72
95.69

平均识别

准确率

96.28
78.63
81.42
85.56
86.74
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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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识别准确率低于残肢长度相对较短的受试者 1，
3，4，9，10，13。受试者 8识别准确率较低，因为其在

截肢时尚未成年，之后身体生长、肌肉萎缩的情况导

致其肌电信号特征与其他测试者有较大的差异。残

肢长度相近但截肢时间相对较短的受试者 3和 10相
比，受试者 3的步态识别率高于受试者 10。本研究

方法对不同残肢长度和假肢穿戴时间的受试者的识

别率虽然有一定差异，但总体均有理想的识别率。

文献［9，17，19］研究了基于表面肌电信号的步

态识别，与本研究有相同的思路。为了说明笔者提

出的基于高阶过零分析和蝙蝠算法进化相关向量机

的智能假肢步态识别方法的有效性，从特征提取与

分类识别等角度进行了对比，表 7给出了对比结果。

可以看出，本研究提出的方法步态识别准确率优于

文献［9，17，19］提出的方法。

4 结 论

1）实验表明，最高差分阶 θ=12时步态识别准

确率最高，因此笔者将 θ=12时的高阶过零计数作

为 5种步态特征值，步态识别准确率为 96.28%，优

于均方根、偏度、峭度、平均功率和功率谱比值等传

统特征。

2）将 BA算法引入到 RVM方法中，获得了最

优的核函数参数 χ，提高了步态识别准确率，比

GA⁃RVM的识别率提高了 4.9%，比 PSO⁃RVM的

识别率提高了 3.6%，步态识别效果更好。

3）采用 sEMG识别假肢穿戴者步态是目前智

能假肢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研究结果表明，利用

HOC技术提取肌电信号特征，克服了 sEMG时域频

域等特征不能充分展开表面肌电信号的内在特性，

不仅能更好地反映信号本身的特征，也能提高分类

的正确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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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压缩机管系刚度控制减振技术及其应用
∗

袁 伟 1， 孙 亮 1， 赵 杰 2， 杨智荣 1

（1.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北京，100029）
（2.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北京，102617）

摘要 往复压缩机管道系统的振动是现代工业中的常见问题，为了避免装置停车和对现有管路造成破坏，从刚度控

制角度进行了减振研究。首先，从振动理论上阐明了系统刚度对管道振动的影响及刚度控制是管道减振的关键所

在；其次，从数值模拟的刚度处理和实际减振的刚度控制两个方面阐述了通过调节系统刚度来控制管道振动的减振

技术，介绍了一种单向刚度可控和一种双向刚度可控的管道减振装置；最后，以某石化企业的往复压缩机管系减振

为例，介绍了该技术在工业现场的实际应用。结果表明：通过实测数据和软件优化相结合计算得到的结合部刚度能

较好还原真实的振动现场，设计的刚度调节减振装置能有效降低往复压缩机管系振动，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关键词 往复压缩机；管道振动；刚度；减振技术

中图分类号 TH45

引 言

往复压缩机管道系统由于机体设计、基础设

计、管路设计等方面的缺陷和使用操作过程中的不

规范行为等，在系统运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

振动现象。随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振动

控制手段也逐渐多样，其中系统刚度对振动的影响

以及通过调节支撑系统刚度控制振动的方法越来越

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张晓飞等［1］对船舶减振支架

构件的振动疲劳特性及连接弹性体刚度对其影响进

行了研究，得出了支架刚度与振动疲劳寿命之间的

关系。侯锁军等［2］研究了发动机液压悬置在刚度阻

尼可变情况下的动特性和隔振特性，给出了台架激

励频率大小与悬置刚度阻尼大小的相关性。运侠伦

等［3］针对高速电主轴角接触球轴承的动态支承刚度

测试问题，提出了同步激励在线测量的方法。洪杰

等［4］针对高负荷航空发动机转子弯曲刚度下降的问

题提出了定量描述连接界面刚度损失的力学模型，

同时针对非连续转子系统的动力学设计，提出了连

接结构刚度损失抑制方法。王云峰等［5］对两端固支

屈曲梁准零刚度隔振器的动力学特性与隔振特性进

行了分析，推导了屈曲梁正负刚度并联系统的零刚

度条件。张家滨等［6］针对结构局部损伤及刚度退化

不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以频率变化率为评估对象

的刚度非均匀退化识别方法。文献［7⁃8］研究了准

零刚度隔振器对管道振动特性和振动传递的影响以

及动态刚度法在管道振动上的应用。文献［9⁃10］提

出了通过刚度匹配减小小微机械振动灵敏度及通过

刚度修正灵敏度分析降低噪声和振动的方法。杨金

等［11］提出了使用有限单元法计算往复压缩机系主要

部件间的连接刚度，以提高系统固有频率及振动力

响应分析结果准确性的方法。巨维博等［12］研究了支

撑刚度对输流管道前 2阶振动特征值、固有频率、跨

中最大振动位移及动静失稳临界流速的影响。

综上，当前有关刚度对振动特性的影响研究较

多，而利用刚度调节进行减振控制的研究较少，因

此，笔者就往复压缩机管系的刚度控制减振技术进

行了研究并介绍了相关应用。

1 管系振动的控制方程

往复压缩机的管道振动属于强迫振动，考虑激

振力和阻尼的影响，可得到管系强迫振动方程［13］为

Mẍ+ Cẋ+ Kx= f （1）
其中：M，C，K分别为系统的质量矩阵、阻尼矩阵和

刚度矩阵；ẍ，ẋ，x分别为振动的加速度向量、速度向

量和位移向量；f为激振力向量，主要包括机械振动、

流体振动、地震载荷和风载荷等产生的激扰力。

强迫振动方程（1）是包含 N个线性微分方程的

方程组，假设实际系统的 t个位移被约束，则其自由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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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个数可表示为 n=N-t，把这 t个受约束的位移组

成的位移向量表示成 x 0 = 0，其他 N-t个位移向量

表示成 x 1，则管系总位移向量可表示为

x=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x 0
x 1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0

x 1
（2）

激振力列向量 f也可以相应地表示为

f=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
f0
f1

（3）

其中：f0为 t个约束力分量构成的列向量；f1为 N-t
个主动力分量构成的列向量。

同样，M，K，C分块的矩阵形式分别为

M=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M 00 M 01

M 10 M 11
（4）

K=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K 00 K 01

K 10 K 11
（5）

C=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C 00 C 01
C 10 C 11

（6）

其中：M00，K00，C00均为 t阶方阵；M11，K11，C11均为 n
阶方阵。

将上述各分块矩阵代入式（1），可得

M 01 ẍ+ C 01 ẋ+ K 01 x= f0 （7）
M 11 ẍ+ C 11 ẋ+ K 11 x= f1 （8）

当已知激振力列向量 f1时，通过式（8）可以求得

位移向量 x，将其代入式（7）后可得到约束力向量 f0。

同理，如果约束力向量 f0已知，也可以推算出激振力

列向量 f1。在结构分析计算中主要是分析式（8），一

般仍将其简写为式（1）的形式。

2 管系减振的刚度控制

由管系振动的控制方程可知，无论是自由振动

还是强迫振动，对其分析都离不开刚度矩阵的确定。

对于实际存在剧烈振动问题的往复压缩机管路，如

果不希望进行停工和大规模管路改造，其系统质量

矩阵基本可以确定。对于阻尼矩阵，如果可以忽略

阻尼则对振动方程中的阻尼项也进行忽略；若确实

无法忽略，则大多是通过质量矩阵和刚度矩阵的线

性组合来表示阻尼矩阵。由此可以看出，对振动进

行分析与控制的关键就落在系统的刚度上。

2.1 数值模拟的刚度处理

压缩机管系是由许多管道、压力容器和附件按流

体走向结合起来的整体，系统中的各部分，如压缩机机

体、缓冲罐、换热器、冷凝器、分离器、支架及管道等，它

们之间相互接触的部分称为机械结合部。研究表明，

结合部在接触区域的刚度在机械结构总刚度中约占

60%~80%。因此，当研究压缩机管系结构的振动特

性时，应当考虑结合部刚度对系统振动特性的影响［14］。

一般的数值模拟主要是借助有限元软件计算，

把管道与附件接触处视为刚性连接［15⁃17］，这样处理

简化了有限元计算模型，然而实际工作中与管道相

连接的附件也时刻处于振动状态，并非完全固定，因

此需要对有限元模型的边界条件进行处理。

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将容器与管道连接部位等效

为弹性约束来处理，用多方向的弹簧约束模拟约束

形式，设 S为某方向约束的弹簧刚度，若 S为 0，则表

示该方向无约束；若 S足够大（大于 108 N/m），则可

视为刚性约束。弹性约束的刚度值可以用实测数据

的位置、方向和大小作为参考目标计算出来，根据有

限元分析软件 ANSYS的优化程序 Design Opt，参
考实测振动数据，对管道与缓冲罐、换热器、分离器

等容器连接部位，以及管道与支撑、附件等连接部位

进行优化计算，得到复原振动现场的等价刚度值［18］。

2.2 实际减振的刚度控制

对于实际的往复压缩机管系，一般是通过约束

的位置、个数和形式来控制系统刚度，从而达到减振

的目的。在约束位置和约束个数确定的情况下，可

以通过约束形式实现刚度调节，为此设计了 2种用

于管道减振的装置，分别如图 1，2所示。图中装置

分别具备单向、双向刚度调节功能，该套装置突破了

1⁃上管箍；2⁃螺栓；3⁃垫片；4⁃螺母；5⁃锁紧螺母；6⁃下
管箍；7⁃支座；8⁃橡胶垫；9⁃管道；10⁃支架；11⁃碟形弹

簧；12⁃刚性垫圈；13⁃中导柱

图 1 单向刚度调节减振装置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one-way stiffness adjust⁃
ment damp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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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管夹仅仅是增大结构刚度、不能有效控制刚度

值的局限，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加工拆装方便

及使用灵活等优点。

图 1和图 2所示的减振装置均是在上下管箍

间安装橡胶垫后通过管箍连接结构紧固在管道

上，其中：图 1支座底板与中导柱间留有间隙，最

上端碟形弹簧接触底板；图 2下管箍支座与支架

之间留有间隙，并通过竖直方向刚度控制结构连

接，竖直与水平方向刚度控制结构均采用螺纹连

接，并预留有振动位移限位孔，以此控制振动产生

的各方向运动位移量，下管箍支座与夹块之间通

过水平方向刚度控制结构连接。 2种装置均通过

碟形弹簧的片数、安装形式来实现刚度控制，这是

因为碟形弹簧的刚度大，缓冲吸振能力强，能以较

小变形承受较大载荷，适合于轴向空间要求小的

场合。同时，碟形弹簧具有变刚度特性，对同样的

碟形弹簧采取叠合时，弹簧数越多刚度越大；而采

取对合时，弹簧数越多刚度越小，因此该减振装置

的刚度特性可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碟形弹簧示

意图如图 3所示。

碟形弹簧刚度的计算公式为

P= dP
df =

4E
1- μ2

t 3

K 1D 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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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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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中：f为单片碟形弹簧的变形量；E为弹性模量；

μ为泊松比；t为碟形弹簧厚度；D为碟形弹簧外径；

K 1 =
1
π

( )(C- 1 )/C 2

(C+ 1 )/(C- 1 )- 2/ ln C
；C= D/d；K4=

1（无支承面）；d为碟形弹簧内径；h0为碟形弹簧压平

时变形量的计算值。

通过同种碟形弹簧叠合或对合的组合安装方

式，可以接近所需的优化刚度值，安装时通过调整

锁紧螺母扭转角度可使刚度值更加接近［19］。

3 管系刚度控制减振实例

某石化炼油企业的一台四缸三级对置式往复压

缩机在平稳运行 10多年后一直存在管道振动剧烈

问题，主要原因是部分管段固有频率与压缩机激发

频率或其倍频相近导致的共振，以及部分动设备地

脚螺栓松动导致的振动问题。通过现场勘测和查阅

相关图纸，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中的参数

化编程语言 APDL建立系统的一体化模型，如图 4
所示。该机组由Q1~Q10共 10条管线连接，其中以

一级压缩机出口缓冲罐至冷凝器入口的 Q2管线振

动最为强烈。在现场勘测阶段，利用便携式振动测

试仪测量了系统部分位置 3个方向的振动位移、速

度和加速度，为更方便说明刚度控制在该系统管道

减振上的应用，特选取 Q2管段，现场测量时 Q2管

1⁃上管箍；2⁃管箍连接结构；3⁃下管箍；4⁃夹块；5⁃竖直向

刚度控制结构；6⁃水平向刚度控制结构；7⁃支座；8⁃橡胶垫

图 2 双向刚度调节减振装置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way stiffness adjustment
damping device

图 4 压缩机及管系一体化模型

Fig.4 Compressor and piping system integration model

图 3 无支承面碟形弹簧

Fig.3 No supporting surface disc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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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测点分布如图 5所示。测量了各测点 x，y，z方
向的振动数据，各测点在振动位移最大方向的测量

结果如表 1所示。

Q2管段为压缩机一级出口管路部分，约束位置

有缓冲罐 V202/3、缓冲罐 V202/4、换热器 E202 和

支架 S⁃Q2，容器结合部有 3个方向弹性约束，管夹有

一个方向弹性约束。根据 ANSYS优化程序 Design
Opt和实测振动数据对管线与缓冲罐连接部位、管线

与换热器连接部位、管线与支撑连接部位进行优化

计算，得到复原振动现场的等效刚度值，如表 2
所示。

在管道的约束位置处按表２设置初始弹性约

束，而长直管段管架支撑处设置竖直向上的自由度

约束，建立管道有限元模型，并依此进行模态分析和

谐响应分析，可以得出管线的固有频率和振动位移

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管道刚性差且某低阶固有频

率落在激振频率共振区域是导致管线剧烈振动的原

因，这与管道的结构形式和约束方式有关。

针对该压缩机组一级出口管道的剧烈振动，可

以着眼于改变系统的刚度、质量、阻尼或者所受的激

发力，而实际现场的工况及布管方式等已经确定，管

道质量和激发力很难改变，比较切实可行的方式是

通过改变管夹的约束形式、约束位置及约束数量等

来增加管道的刚度［20⁃21］。考虑到现场施工的可行

性，拟在两个缓冲罐出口短管上增设管夹，用来限制

振动位移较大的长直管段轴向位移。基于此，采用

ANSYS中的 Design Opt优化算法进行优化计算，

寻找最佳约束位置和方式。优化管系动力特性的模

型以约束位置和形式为设计变量，如式（10）所示

X=
( x 1，x2，…，xi，…，xn，s11，s12，…，si1，si2，…，sn1，sn2 )T

（10）
其中：n为新添约束个数；xi为管路约束 i在管系中的

相对位置；si1为弹簧约束 i在 1方向的刚度。

如果某方向无约束，刚度可表示为 0。对于刚

性约束，则可以用一个大的刚度值表示，本研究以大

于 108 N/m表示。目标函数可取为管系振动的位移

响应，如式（11）所示

min f ( x )=∑
i= 1

N

ui （11）

其中：ui为管系节点 i对应的振动位移响应；N为管

系节点总数。

对于目标函数，首先应保证 ui位于要求的规范

值之内，即

max ( u i )≤ umax ( i= 1，2，⋯，N ) （12）
其中：umax为振动位移最大允许值。

约束位置的分布优化应符合实际，即

xLi ≤ xi≤ xUi ( i= 1，2，⋯，n ) （13）

其中：
 

L

ix ，
 

U

ix 分别为管线约束位置 i所属变量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为保证现场实施的可行性，需进行合

理设置。

此外，约束刚度的变化范围为

0≤ Si≤ 108 ( i= 1，2，⋯，n ) （14）
式（14）即为采用通过约束调整与控制的方式实

施振动治理而得到的管路系统的动力特性优化模

型 。 计 算 后 所 确 定 的 约 束 施 加 位 置 和 刚 度 值

见图 6。

图 5 Q2管段测点分布图

Fig.5 Q2 section measuring point distribution

表 1 现场实测结果

Tab.1 The measured results

测点

1
2
3
4
5
6
7
8

位移/μm
301
1 569
2 354
1 572
302
1 668
1 700
420

v/(mm•s-1)
8.2
17.3
20.5
16.4
7.2
18.1
21.5
9.2

a/(m•s-2)
3.1
4.6
5.8
3.5
2.0
5.4
5.7
3.2

表 2 Q2管段各约束部位等效刚度值

Tab.2 The constraint parts equivalent stiffness val⁃
ues of Q2 section kn/m

约束位置

V202/3
V202/4
E202
S⁃Q2

x向刚度

95 757
12 501
16 830
91 337

y向刚度

8 134.20
793.29

86 625.00
自由

z向刚度

91 990.00
37 358.00
881.26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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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个约束需要考虑管道热膨胀，所以都只

限制除轴向外的另外两向位移，约束施加的方式为

弹性约束，弹簧刚度值由 ANSYS优化程序计算得

出。2个约束中，一个距离缓冲罐Ｖ202/3出口法兰

0.669 7ｍ，轴向弹簧约束刚度值为 38 351 kN/ｍ，竖

直向弹簧约束刚度值为 5 960.1 kN/ｍ；另外一个距

离缓冲罐 V202/4出口法兰 1.785 4 ｍ，轴向弹簧约

束刚度值为 9 682.1 kN/ｍ，竖直向弹簧约束刚度值

为 58 086 kN/ｍ。在通过优化计算确定的约束位置

处安装减振管夹，管夹采用图 2结构。

现场采用碟形弹簧叠合或对合的组合方式实现

与模拟计算后等刚度的弹性约束，并通过弹簧片数

和调整锁紧螺母扭转角度达到设计刚度。经计算，

管夹 S⁃Q21处 x方向（水平向）需要 2片碟簧对合，安

装扭转角度为 46.7°，z 方向（竖直向）需要 6片叠合，

安装扭转角度为 11°；管夹 S⁃Q22处 x方向需要 3片
碟簧叠合，安装扭转角度为 11.8°，z方向需要 2片对

合，安装扭转角度为 106.2°。扭转角的确定主要是

先通过软件优化出弹簧减振刚度，查手册确定多大

的碟形弹簧变形量能达到预定刚度值，再根据碟形

弹簧的组合变形量和螺距换算决定扭转角。管夹现

场安装图如图 7所示。为了确保改造后的管道安全

和振动能量不向其他位置集中转移，还需对改造后

的管道系统进行应力分析、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

应力分析结果表明，管道综合应力值远小于许用应

力，管道应力处于安全范围内。模态分析和谐响应

分析结果表明，改造后的系统固有频率与原系统相

比有所提高，固有频率的跨度也有所增加，避开了原

来引发剧烈振动的固有频率，管道系统在基频和各

低阶倍频下的最大位移值大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未被激发产生管道机械结构共振，管道结构刚性

较好，能量分布均匀。

改造完成后，对 Q2管段所在的各测点再次进

行了现场测量，结果如表 3所示。

参照美国普渡压缩机技术协会关于管道振动的

要求和该压缩机的激振频率，可以给出该管道系统

具体的振动评价指标，如表 4所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改造前后管路上各测点的振

动数据变化及振动位移与振动评价标准中主要评价

界限的位置关系，相关数据如图 8所示。由图 8可以

看出：改造后各测点的振动主位移降幅明显，最大达

89.9%；改造前有 5个测点振动主位移超过了危险

界限，改造后都降到了修改界限之下；改造后的振动

主位移曲线平稳，说明振动能量分布趋于均匀，改造

效果良好。

图 6 施加约束方案图

Fig.6 Applying constraint solution

图 7 管夹现场安装图

Fig.7 Pipe clamp site installation drawing

表 3 改造后现场实测结果

Tab.3 After transforming the measured results

测点名称

1
2
3
4
5
6
7
8

位移/µm

203
287
238
145
189
240
274
156

v/(mm·s-1)

4.3
8.8
4.2
5.0
3.3
4.5
8.4
7.1

a/（m·s-2)

1.5
2.9
1.1
1.1
1.5
1.3
3.5
2.4

表 4 管线系统振动评价标准

Tab.4 Piping system vibr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振动区域

平均感觉界限

设计界限

介乎设计与修改之间的界限

修改界限

危险界限

振动位移双振幅/µm
~45
~127
~250
~508
~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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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对于实际存在剧烈振动问题的往复压缩

机管路，如果不希望进行停工和大规模管路改造，

通过系统刚度调节进行减振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振

动控制方式。

2）通过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和 ANSYS中的优

化算法，可以模拟计算出管道与附件及压力容器

等 结 合 部 位 的 等 效 刚 度 参 数 ，还 原 真 实 的 振 动

现场。

3）利用变刚度减振原理设计了 2种刚度调节

减振装置，能够在不改变管路原有结构情况下进行

安装，实践证明其能有效降低往复压缩机管系振动，

保障设备的安全运行，可应用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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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建模及发电特性分析
∗

彭乐乐， 钟倩文， 郑树彬， 黄如艳， 柴晓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上海，201620）

摘要 压电梁能将机械振动转换为电能，有效解决了轨道车辆走行部件安全监测传感器的供电问题。为获取其发

电特性，根据小弯曲变形理论建立压电梁的弯矩方程，按照一维压电片应力和电位移方程建立压电梁机电转换数学

模型。采用 Nelder⁃Mead单纯形算法实现结构参数优化并分析了压电梁材料、结构参数和振动频率对发电效能的

影响规律，通过仿真及实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结果表明：双晶片梁的发电效能随弹性模量比增加而减小；

低弹性模量的金属基底构成的压电梁，输出能量较高且共振频率低；压电梁存在最佳厚度比使其发电效能最大，铍

铜的最佳厚度比为 0.213，锰白铜为 0.261。实测值与理论值相比，输出有效电压最大偏差为 0.13 V，相对偏差小于

2.8%；输出功率最大偏差为 0.024 mW，相对偏差小于 2.9%。

关键词 双晶片压电梁；厚度比；弹性模量比；数学建模；发电特性

中图分类号 TN384；U279.3+21

引 言

轨道车辆走行部关键部位的在线监控传感器是

确保列车安全运营的关键设备［1⁃2］。随着物联网技

术的发展，一些微瓦级传感器已经出现并应用。受

安装条件的限制，现有的有源传感器难以应用于已

有车辆的改造升级中。制约有源传感器应用的瓶颈

在于如何从环境中回收能量并转换为电能，实现传

感器长期可靠工作。

目前，从环境中回收能量的形式主要有太阳

能［3］、温差能［4］、风能［5］和振动能［6］。然而，太阳能、温

差能和风能由于应用条件限制，不适合在地铁复杂

运行环境中应用。在轮轨作用力的影响下，振动能

量在地铁运行中无处不在且能量较大［7］，压电回收

方式相比电磁转换方式，其结构简单且转换效率

高［8⁃9］，因此在运动载体的传感器供电领域中应用广

泛［10］。压电能量回收结构［11⁃13］主要是通过压电陶瓷

和金属基底组成的压电振子发生形变，从而实现能

量转换。考虑到传感器安装于轨道车辆走行部件

处，受轨道磨耗及不平顺等因素的影响，压电转换结

构容易受到较大的瞬间冲击。为了提高压电转换结

构的可靠性，将通用的悬臂梁式的压电结构［14⁃16］改

进为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结构。针对压电梁的

发电特性分析，郭抗抗等［17］在考虑压电材料非线性

特性的基础上，建立了悬臂梁机电耦合模型，获得了

压电材料非线性、外激励参数及负载电阻对发电系

统的影响规律。刘祥建等［18］利用数值模拟分析了压

电换能器输出电压与结构参数及材料特性的影响关

系。龚俊杰等［19］通过建立悬臂梁的压电耦合有限元

模型，得到了其输出电压分布和电压响应曲线。孙

舒等［20］通过建立压电悬臂梁发电系统的集中参数模

型，获取了双稳态压电悬臂梁发电系统的特性。然

而，当前鲜有研究两端固定下压电梁发电特性，且发

电效率与基底材料［17］、结构参数［18］和振动频率［17，21］

相关，使得在工程应用中缺乏相关理论指导，给在线

监控传感的供电应用带来了困难。

为了实现对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结构的发

电特性分析，通过建立发电效能的数学模型，采用

Nelder⁃Mead单纯形算法实现参数优化，并在此基

础上仿真分析了材料特性、结构参数和频率对其能

量转换的影响，并通过设计实验验证了模型及分析

的可靠性。为了适应轨道车辆非线性振动环境，还

需对非正弦激励下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结构的

发电模型及特性做进一步研究。

1 模型构建

1.1 发电结构及原理

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系统结构如图 1所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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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结构由金属基底、附着于金属基底的上、下两

层压电陶瓷及上、下两片质量块构成。当压电陶瓷

受外力作用时，会发生机械形变产生正压电效应，从

而将机械振动能转换为电能。

图 1中，以压电梁几何重心为原点建立坐标系

xyz，设压电梁长为 l，宽为 b，厚为 h，金属基底厚度

为 hm，压电陶瓷的厚度为 hp，金属基底厚度与压电

梁厚度比为 α，则有

ì
í
îïï

α= hm h

hp=( )1- α h 2 （1）

当压电梁受到外力时，α是应力、应变的函数，

且理论上存在最佳的厚度比 α，使得发电量最大。

由材料的弹性理论和压电振动方程，可得压电陶瓷

的应力应变关系为

σx= Ep( εx- d 31Ez ) （2）
Dz= d 31σx+ εσ33Ez （3）

其中：σx为 x轴方向上的应力；εx为 x轴方向上的应

变；Ep为压电陶瓷的弹性模量；Ez为由正压电效应产

生的内电场强度；Dz为在外力和电场强度共同作用

下产生的电位移，大小用电荷密度来表征；εσ33为介电

常数；d 31为压电梁在 z轴方向上的压电应变常数。

式（3）表明，Dz 是表征压电梁发电量大小的关

键参数。

1.2 压电梁发电量建模

压电梁发电量的求解关键在于 Dz参数的获取。

为得出两端固支的双晶片压电梁的发电模型，在其

中心处施加载荷 F，梁弯曲变形产生电荷，如图 2所
示。压电梁弯曲应变值 εx 可表示为距离中性面 Zs
的距离 z与中性面的曲率半径 ρ的比值

εx= || z ρ （4）

由材料力学可知，两端固支的等刚度矩形截面

梁的中心处的挠转角为零，可以将其等效为悬臂梁

形式进行参数求解。将原点视为悬臂梁非自由端，

x为 x轴与坐标原点 O的距离，x= l/2处的作用力

为 F/2，对梁进行受力分析和小弯曲变形理论建立

的压电梁力矩方程为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M= F ( l/2- x ) /2 ( )0< x< l 2

M= nb∫
h/2- hp

h/2

σx zdz+ b∫
hp- h/2

h/2- hp

σm zdz
（5）

由于压电陶瓷具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其应变

的大小可以等效为均匀应变，z=±(1+ α ) h/4。联

合式（4）和式（5）并将其代入式（2），即可求得 Ez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ï
ï

Ez= KFx ( )0< x< l 2

K=
2bB 1 + 2bβ ( )1- B 1 - 2 [ ]( )1- α3 + α3 β

bEph2d 31B 2[ ]( )1- α3 + α3 β

（6）
其中：β=Em/Ep；B1=3（1-α）-3（1-α）2+（1-α）3；

B 2 = 2( 1- α )- ( 1- α ) 2。
将求解出的 Ez代入式（3），则得到 Dz值。电荷

密度对梁横截面积积分即可得到压电梁产生的电荷

量 Q，内电场强度与压电陶瓷厚度的乘积对梁长积

分并取平均值，即可得到电压 Ū。

在 振 动 环 境 中 ，设 压 电 梁 的 受 力 为

Fc ( t )= μma，加速度 a= A sin (ωt+ φ )，其中：A为

加速度幅值；ω为角频率；φ为相位角；μ为压电能量

转换模型的校正因子［22⁃23］，得到电荷量与电压关系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Q ( t )= Fc ( t )bl 2
2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ü
ý
þ

ïïïï

ïïïï

3bd 31( )1- α

h2[ ]( )1- α3 + α3 β
+ ( )εσ33 - d 231Ep K

Ū ( t )= ( )1- α hKFc ( t ) l
4

（7）

图 1 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of piezoelectric beam

图 2 压电梁受力分析

Fig.2 Force analysis of piezoelectric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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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7）代入电能公式W= Q | Ū |/2，得到在受 力为 Fc ( t )的振动环境下的压电梁电能方程为

W ( t )=
bhK || Fc ( t )

2
l 3

16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3bd 31( )1- α

h2[ ]( )1- α3 + α3 β
+ ( εσ33 - d 231Ep) K

ü
ý
þ

ïïïï

ïïïï
（8）

由式（8）可知，在外力一定的情况下，压电梁发

电量的大小与 α和 β有关，可以根据这 2个参量求

W (α，β )的极值点，实现压电梁结构的最优设计。

1.3 模型求解

压电梁发电特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压

电梁结构参数 α和 β与发电量之间的优化问题。

根据式（8）定义W (α，β )=- f (α，β )，对W取最小

值，利用 Nelder⁃Mead单纯形算法［24］进行求解。该

算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设定一个基本解，然后求

解能使目标函数优化的所有解。通过不断改进基

本解，找到最优解。计算反射点的值 Xr、扩展点的

值 Xe、外部收缩值 Xc 和内部收缩值 Xcc，判断迭代

终止点，将计算出的 Vn+ 1 个无序单纯性顶点进行

排序并取最小值，即可得到所求函数的最小值。

图 3为 Nelder⁃Mead算法过程图，计算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每一个点和每一种可能的新单纯形如图 3
所示。

2 发电特性分析及验证

为了分析及验证压电梁发电特性，采用常用的

铍铜、锰白铜为金属基底，PZT⁃5H为压电陶瓷构成

的压电梁，得出结构参数 α和 β与压电梁发电量之

间的关系。同时，采用相对偏差百分比 E为评判

方法

E= ||Vr- Vc

Vr
× 100% （9）

其中：Vr为理论值；Vc为实测值。

在上海地铁 1号线路段的 AC06型车辆轴箱端

盖上安装单向 LC0110加速度传感器，利用东华多

通道数据采集仪，设定采样频率为 5 kHz，获取轨道

车辆轴箱处的振动情况，并利用Matlab软件对振动

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车辆走行部振动信号的

时频图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知，车辆振动信号的主频段位于 80~
120 Hz之间。图 5给出验证压电梁发电特性的实验

平台，该平台主要由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激振器、压

电梁、转换电路、储能电容、示波器、信号采集器及电

脑组成。压电梁固定在激振器上，输出的电源参数

主要通过示波器测量。经由 LTC3588⁃1芯片为主

控芯片的转换电路，将产生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并存储在容量为 680 μF的储能电容中。金属材料、

压电陶瓷及振动台关键参数如表 1所示。

利用 Nelder⁃Mead 单纯形算法对式（8）进行求

解，可得压电梁的输出功率与厚度比 α及弹性模量比

β的关系，如图 6所示。图 6表明：随着厚度比 α的增

大，输出功率先增大后减小；随着弹性模量比 β的增

大，输出功率逐渐降低。在常用的金属基底材料中，

铝 的 弹 性 模 量 为 17 GPa，锰 白 铜 的 弹 性 模 量 为

153 GPa，PZT⁃5H压电陶瓷的弹性模量为 71 GPa，
所以两者间的比值 β取值范围约为 0.23~2.15。

图 3 Nelder-Mead算法过程图

Fig.3 Nelder-Mead algorithm process diagram

图 4 振动信号时频图

Fig.4 Time-frequency diagram of vibration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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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为锰白铜和铍铜的输出功率随厚度比 α变

化曲线图，从曲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厚度比在增大

过程中，输出功率逐渐增大，至最佳厚度比时达到最

大值，之后下降至零。由图 7可知，锰白铜压电梁最

佳厚度比 αmt = 0.261，铍铜为 αpt = 0.213。

图 8为压电梁在厚度比 α= 0.26、压电层材料为

PZT⁃5H的压电陶瓷时，输出功率与弹性模量比之

间的关系曲线。由图 8可知，弹性模量较低时，双晶

片压电梁的输出功率较大。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

于弹性模量值较小，双晶梁中的压电陶瓷应力较大，

产生的内电场强度 Ez越大，故产生的电能较多。再

结合公式推断出，当弹性模量比 β取值较小时，K值

变大，则对应的 Ez也会增大。

图 9为厚度比 α= 0.26、压电层材料为 PZT⁃5H
的压电陶瓷时，基底材料的输出功率与频率的关系

图。由图 9可知，铍铜在其自身共振频率处的输出

功率值比锰白铜的输出功率大，相同的结构参数下，

铍铜的输出功率高于锰白铜。由此可以推断出，弹

图 8 输出功率与弹性模量比的关系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power and elastic modulus

图 5 实验原理及平台

Fig.5 Experimental principle and platform

表 1 两端固支式双晶片压电梁实验参数

Tab.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bimorph piezo⁃
electric cantilevered beam fixed at both ends

参数

压电梁长度/mm

压电梁宽度/mm

压电梁厚度/mm

压电陶瓷厚度/mm

金属基底厚度/mm

质量块质量/g

PZT⁃5H弹性模量/(N•m-2)

PZT⁃5H介电常数 εσ33

PZT⁃5H压电应变常数 d31/(C•N-1)

铍铜弹性模量/(N•m-2)

锰白铜弹性模量/(N•m-2)

加速度/g (g=9.8 m/s2)

载荷激励频率/Hz
相位角 φ

数值

84

30

0.75

0.275

0.2

30

71× 109

1 470ε0
-274× 10-12

130× 109

153× 109

0.5g

100

π/2

图 6 输出功率与厚度比及弹性模量比的关系图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power and thickness ratio
and elastic modulus

图 7 输出功率与厚度比的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power and thicknes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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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量低的金属，共振频率低且能量大。由于地铁

1号线车辆走行部振动信号的主频段集中在 80~
120 Hz之间，且固有频率随着附加质量块的增加而

减小。因此，在地铁振动环境中选择弹性模量相对

较低的铍铜作为基底较为合适。

图 10为采用图 5实验平台下，厚度比为 0.26时

所获取的铍铜和锰白铜为基底的压电梁输出电压波

形，其中蓝色为铍铜金属基底的输出电压，绿色为锰

白铜基底输出电压。表 2为采用两端固支式双晶片

压电梁模型的理论值与实验测试值对比表。

由式（8）可以计算出铍铜基底的输出有效电压

为 5.36 V，实际测量值为 5.28 V；锰白铜金属基底输

出有效电压为 4.76 V，实际测量值为 4.63 V。受示

波器探头内阻的影响，造成理论值相比实验测量值

略大。铍铜输出电压高于锰白铜，其对应的输出功

率也较高。图 11为采用 LTC3588⁃1主控芯片对储

能电容进行充电的曲线。用铍铜和锰白铜构成的压

电梁充满储能电容所用时间分别为 6.0 s和 6.7 s，可
以得出其输出功率为 0.816 mW和 0.731 mW，理论

计算得出的输出功率为 0.840 mW 和 0.745 mW。

输出功率偏差分别为 0.027 mW和 0.014 mW，相对

偏差分别为 2.86%和 1.88%。因引入整流滤波电路

会增加功率的损耗，导致实测功率值比理论功率

值低。

3 结束语

本研究根据梁的小弯曲变形理论，建立了两端

固支的矩形压电梁双晶片压电梁能量转换模型，分

析了压电梁的材料特性、结构参数和工作频率对压

电梁发电功率的影响。通过参数仿真可知，最大功

率时梁有最佳厚度比，αmt = 0.261，αpt = 0.213。弹

性模量低的金属谐振频率低且能量高。通过搭建实

验平台，结果表明，输出电压最大偏差为 0.13 V，输

出功率最大偏差为 0.024 mW，验证了模型的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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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循环海水泵振动故障诊断与趋势分析

舒相挺 1， 杨 璋 1，2， 徐逸哲 1， 蒋彦龙 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南京，210016）
（2.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宁德，355200）

摘要 针对某 CPR1000核电机组因循环海水泵的下部滚动轴承振动大、存在紧急降负荷运行或停运的风险，开展

了振动故障诊断与趋势分析。通过分析该 BCV 285型循环海水泵运行中的振动尖峰能量信号和振动速度均方根

信号，发现该轴承外环滚道存在局部剥落且发生共振是海水泵振动大的主要原因。通过采取强化轴承的润滑和加

强基础刚度等措施，减小了海水泵的共振响应。实践表明，实时监测振动速度均方根值的变化趋势可以指导该型循

环海水泵的安全运行。

关键词 循环海水泵；滚动轴承；振动频谱；振动尖峰能量；共振；故障诊断

中图分类号 TH113

引 言

核电厂各旋转设备中广泛应用滚动轴承，而某

些滚动轴承因核安全的原因无法及时更换。对滚动

轴承开展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及时预测轴承的剩

余寿命，对核电厂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多学者对滚动轴承的损伤与振动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大量研究。刘静等［1］建立了滚子与滚道接触

有限元二维模型，研究了故障宽度对滚子与滚道之

间的接触区宽度、接触变形、接触应力分布及接触刚

度的影响，讨论了局部剥落故障对轴承振动特性的

影响。Patil 等［2］建立了含局部剥落故障的球轴承的

动力学模型，研究了故障尺寸对轴承振动特征的影

响。王彬等［3］建立了二维准动态球轴承有限元模

型，研究了故障位置与轴承振动特征分布的关系。

樊莉等［4］建立了含局部剥落故障的滚动轴承有限元

模型，分析了剥落故障与滚动体、滚道之间接触应力

的关系。伍济钢等［5］将滚动轴承滚道上的局部缺陷

等效为作用在轴承内外圈和滚动体上的冲击力函

数，并进行了轴承振动的频谱分析。剡昌锋等［6］考

虑弹流润滑等影响，仿真计算了滚动轴承局部缺陷

导致的动力学响应。刘静等［7］建立了含局部故障的

圆柱滚子轴承⁃轴承座系统的有限元模型，研究了轴

承外圈滚道内不同尺寸的局部故障导致的该系统振

动特征变化。

笔者以某核电机组 BCV 285型立式循环海水

泵为研究对象，从机械振动故障诊断角度分析了滚

子轴承外环滚道的局部剥落对循环海水泵振动的影

响。通过分析振动幅值变化趋势，保障了循环海水

泵组的安全运行。

1 循环海水泵的技术参数及振动激励

某压水堆核电站一期工程共有 4台 CPR1000机
组，设计额定功率为 1 089.075 MW，配套 2 台各

50%容量的 BCV 285型循环海水泵。当一台循环

海水泵因故停运后，凝汽器允许半侧运行，但在该工

况下容易诱发流体产生不稳定振动，长期高负荷运

行将导致钛管碰磨断裂［8］。一旦钛管断裂，海水进

入二回路，将导致机组停运甚至引发反应堆跳堆，将

对核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9］。因此，加强循环海水

泵的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尤为重要。

1.1 循环海水泵的主要技术参数

该型循环海水泵为 Flowserve公司设计的单级

立式混凝土蜗壳闭式叶轮离心混流泵，泵组由电机、

行星齿轮减速器及泵体等组成，中间均由齿式联轴

器连接［10］，如图 1所示。

泵轴上部安装 SKF 23984 CA双列球面圆柱滚

子轴承，油脂润滑；还安装了 SKF 29484 EM球面圆

锥 滚 子 轴 承 ，稀 油 润 滑 。 泵 轴 下 部 安 装 SKF
NU1088 MA圆柱滚子轴承，油脂润滑。其中，上部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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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滚子轴承与下部圆柱滚子轴承相距 1 171 mm，

下部圆柱滚子轴承与叶轮相距 1 968 mm。泵轴截

面如图 2所示。

循环海水泵在最佳效率工况时，流量为 9×
104 m3/h，扬程为 22 m。主要技术参数如下：额定流

量为 97 200 m3/h；额定扬程为 19.0 m；额定转速为

169 r/min；轴功率（额定工况）为 5 868 kW；额定效

率为 88.3%；叶轮叶片数为 4；质量为 2.9×104 kg。
该型循环海水泵具有轴系长、体积大、转速低、

流量高和负荷重等特点，从机械振动故障诊断角度

对其开展状态监测更贴合工程实际。

1.2 循环海水泵的振动激励

循环海水泵运行时叶轮受到水流的作用，产生

径向力 Fr
［11］，计算公式为

Fr= 9.81× 103KrHD 2B 2 （1）
其中：H为扬程；D2为叶轮外径；B2为包括盖板的叶

轮出口宽度；Kr为实验系数，可查表或按 Steponoff
公式进行计算［11］。

Kr= 0.36Q Q bep （2）
其中：Q为实际流量；Qbep为最佳效率点的流量。

制造厂提供的径向力 Fr与流量 Q的关系如图 3
所示。

由图 3可见，当实际流量为最佳效率点的流量

9×104 m3/h时，径向力最小（14 665 N）。循环海水

泵的压水室就是按这一最佳效率工况设计的。

在潮汐作用的影响下，循环海水泵入口水位会

发生变化，导致实际流量与最佳效率点流量发生偏

离。由式（1）和式（2）可见，实际流量 Q的变化导致

径向力 Fr产生了变化。Fr是一种随机力，它将激起

循环海水泵的随机振动。

循环海水泵的另一种激振力是泵轴的离心力

Fi，它在水平面内沿 x轴、y轴方向的分力为

ì
í
îïï

Fix= mεω 2r cos ( )ωr t- α

Fiy= mεω 2r sin ( )ωr t- α
（3）

其中：ε为泵轴不平衡质量的偏心距；ωr为泵轴角速

度；t为时间；α为不平衡离心力的初始相位角。

Fi为周期性激振力，激振频率对应为叶轮的通

过频率。设泵轴的回转频率为 f0，则叶轮的通过频

率为 4f0 。由于循环海水泵的叶轮和泵轴出厂前经

过严格的动平衡，加上 ωr较低，因此 Fi相对于 Fr较

小。循环海水泵的振动问题主要还是一个随机振动

问题。

泵轴在额定转速下的回转频率 f0 = 2.82 Hz，叶
片的通过频率为 11.3 Hz。下部圆柱滚子轴承各部

图 1 循环海水泵结构简图

Fig.1 The diagram of seawater circulating pump

图 2 泵轴截面图

Fig.2 Section of pump shaft

图 3 流量和径向力关系曲线

Fig.3 Relation curve between flow rate and radia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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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特征频率［12］如下：保持架为 1.3 Hz，滚动体为

14.7 Hz，外环为 34.6 Hz，内环为 41.4 Hz。上部圆柱

滚 子 轴 承 各 部 件 的 特 征 频 率［12］如 下 ：保 持 架 为

1.3 Hz，滚动体为 21.3 Hz，外环为 52.7 Hz，内环为

60.0 Hz。

2 循环海水泵的机械故障诊断

根据随机振动理论，笔者选择振动尖峰能量

（gravity spike energy，简称 gSE）来诊断滚动轴承的

故障，这有助于突出轴承的故障基频及各谐波频

率［13］。选择振动速度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

简称 RMS）监测泵组运行时的振动状态，将有助于

根据振动能量的变化开展趋势分析［14］。

结合该型循环海水泵历史运行经验，制造厂提

供 的 泵 轴 轴 承 座 处 振 动 报 警 值（采 用 RMS）为

8 mm/s，停运值为 12 mm/s。

2.1 案例介绍

2019年 12月 16日，巡检发现某核电机组 2号循

环海水泵下部圆柱滚子轴承处存在异音，振动测量

值显示垂直方向（V）幅值为 4.7 mm/s，水平方向

（H）为 2.0 mm/s，轴向（A）为 3.9 mm/s，远高于历史

测量值，如表 1所示。

表 1显示，2019年 12月 16日测得的振动幅值较

11月 19日或 9月 24日的历史数据有大幅增加（V向

的变化量已超过报警值的 25%），应进行诊断以查

明变化的原因，并确定下一步措施［15］。现场还发现

该海水泵轴封回水管处有油脂流出，下部轴承的温

度存在上涨趋势。

2.2 gSE振动信号采集与分析

2.2.1 gSE振动信号采集系统

由于存在异音，使用高分辨率振动测试系统采

集循环海水泵下部轴承和上部轴承处的 gSE振动

信 号 进 行 故 障 诊 断 。 振 动 探 头 选 择 Entek 公 司

9000A型通用加速度传感器，灵敏度为 100 mV/g，
传感器共振频率为 28 kHz，频率采集范围为 0~
10 kHz，谱线数为 3 200，滤波器选择 5 kHz gSE，
4次线性平均，采集振动信号的加速度单峰值。

2.2.2 gSE时域信号分析

2019年 12月 16日，对该循环海水泵上部轴承

和下部轴承处的 gSE时域信号进行测量，发现均存

在明显冲击现象。以下部轴承处 V向信号最明显，

如图 4所示。

相比 2019年 11月 19日相同位置处的 gSE时域

信号（见图 5），图 4中 gSE振幅明显上涨，且冲击现

象更明显。

2.2.3 gSE频域信号分析

对图 4中的振动时域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如图 6
所示。

表 1 2号循环海水泵振动数据列表

Tab.1 List of vibration data for No.2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时间

2019⁃09⁃24
2019⁃11⁃19
2019⁃12⁃16

下部轴承处

振动幅值/(mm•s-1)
H
1.23
0.93
1.20

V
1.02
0.70
3.36

A
0.48
0.66
1.82

上部轴承处

振动幅值/(mm•s-1)
H
0.60
0.65
2.21

V
0.57
0.80
4.00

A
0.65
0.65
3.64

图 4 V向振动时域图（2019-12-16）
Fig.4 Time domain diagram of vibration in V-direction

（2019-12-16）

图 5 V向振动时域图（2019-11-19）
Fig.5 Time domain diagram of vibration in V-direction

（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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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可以看出，在 2 500~5 000 Hz频域区间

出现了明显的随机高频宽带的“噪声地平”，且低频

分量丰富。由于该循环海水泵工作转速仅为 169 r/
min，进一步对 0~1 000 Hz区间的中低频分量进行

细化谱分析，如图 7所示。

分析图 7发现，中低频分量基本由下部轴承外

环特征频率 34.6 Hz及其倍频组成，谐波分量丰富。

对比图 5中振动时域信号对应的频谱图，发现振幅

变化量主要是下部轴承外环特征频率及其谐波分量

产生。

通过分析下部轴承的 gSE振动信号，诊断该轴

承外环已出现磨损或剥落缺陷。由于该轴承外环特

征频率两侧已出现许多边带，判断缺陷已扩展到轴

承其他区域［13］。

同理分析上部轴承的 gSE振动时域和频域信

号。频谱基本为下部轴承外环特征频率 34.6 Hz及
其倍频分量所组成，诊断上部轴承完好，其振动主要

为下部轴承处的振动传递所致。

2.3 RMS振动信号采集与分析

2.3.1 RMS振动信号采集系统

为监测下部轴承处振动能量变化趋势，现场布

置了一套振动实时监测系统。采用 Bently 9200速
度传感器，灵敏度为 4 mV/（mm.s-1）。系统的模数

转换精度为 24位，频率采集范围为 0~1 000 Hz，谱
线数为 800，2次线性平均，采集振动信号的 RMS。
2.3.2 RMS时域信号分析

从 2019年 12月 16日起，连续监测循环海水泵

下部轴承处的 RMS，判断振动能量的变化趋势。

对循环海水泵下部轴承处的 RMS时域信号进

行趋势分析，发现振幅变化趋势与海水泵实际流量

变化趋势呈对应关系。实际流量偏离最佳效率流量

越远时，振动幅值越高，且脉冲冲击的振动现象越

明显。

2.3.3 RMS频域信号分析

对循环海水泵下部轴承处的 RMS时域信号进

行频谱分析，发现振动分量基本以下部轴承外环特

征频率 34.6 Hz及倍频为主，导致振幅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下部轴承外环特征频率及其谐波分量。

综合分析上述振动时域信号、频域信号及相关

特征频率分量，还发现泵轴 3倍的叶片通过频率

（33.8 Hz）和下部轴承外环特征频率（34.6 Hz）仅偏

差 2.3%，一旦下部轴承存在外环剥落等缺陷，海水

泵运行时必然诱发两者的共振响应。此外，当循环

海水泵实际流量偏离最佳效率流量越远时，作用在

叶轮上的径向力会越高，一方面将加剧叶片通过频

率和外环特征频率下的振动幅度，另一方面也会进

一步放大共振响应幅值。

2.4 油脂分析

2019年 11月 16日，同步从下部轴承加油孔处

添加 18 kg新油脂以置换旧油脂，对从溢流口处置换

出的旧油脂进行化验。分析发现旧油脂颜色偏黑，

油脂中存在油泥和少量金属颗粒物。颗粒物中金属

元素 Fe，Cu和 Cr较高，分析为轴承滚道磨损的颗粒

物。同时，还发现润滑脂中的水分含量偏高，存在乳

化现象。

3 治理措施与振动趋势分析

结合第 2节的诊断意见，分析该循环海水泵的

振幅会随运行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升高，且潮汐发生

大幅变化时，随实际流量和径向力的同步变化会加

剧共振响应幅度。为了给泵组抢修和机组堆芯控制

预留准备时间，在确保不超过振动报警值的前提下，

制定了缓解振动的临时措施和实时监测下部轴承

RMS指导海水泵安全运行的策略，重点关注满潮及

天文大潮等潮汐变化明显的时间段，根据振动变化

趋势及时响应和干预。

图 7 V向振动细化图谱（0~1 000 Hz）
Fig.7 Vibration zoom spectrum in V-direction

(0~1 000 Hz)

图 6 V向振动频谱图（0~10 kHz）
Fig.6 Vibration spectrum in V-direction (0~10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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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改善润滑

根据旧油脂分析结果，下部轴承滚道剥落的硬

质颗粒容易加剧摩擦面的损伤，乳化现象会进一步

恶化轴承润滑状态。自 2019年 11月 16日起，结合

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理论在滚动轴承中的应用经

验［6，14］，每天 3次定期对下部轴承补充 4~9 kg新油

脂开展饱和润滑。通过置换旧油脂的方法将硬质颗

粒物排出。在有效提高轴承润滑水平的同时，现场

振动监测发现有效降低了振动信号中的随机噪声

地平。

3.2 增强刚度

由于下部轴承外环存在不可逆的剥落缺陷，加

上共振等不利因素影响，随着连续运行时间的延长，

振动呈逐步上升趋势。2019年 12月 26日，该机组

所在海域出现满潮叠加天文大潮，当海水泵实际流

量大幅偏离最佳效率流量时，下部轴承处振幅明显

上涨且共振冲击明显加剧，振动变化量仍以下部轴

承外环特征频谱及倍频成分对应的分量为主。对于

下部轴承处的共振放大因子 β，有

β= 1

( )1- Ω 2 ω 2d
2
+ ( )2γΩ ωd

2
（4）

其中：Ω为 3倍的叶片通过频率的激振力频率；ωd为

下部轴承外环特征频率；γ为阻尼比。

当 Ω ωd 比值不变时，γ越大，共振时 β越小［16］ 。

因此，采取在下部轴承室外部 V向增加枕木以加强

刚度和阻尼比的临时措施。在激振力和频率比不变

的情况下，振动冲击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3.3 振动趋势分析

通过改善润滑和增强刚度，该循环海水泵得以

在不超过振动报警值的前提下持续监测运行。

2020年 1月 9日，该海域又一次出现满潮叠加

天文大潮工况，海水泵实际流量再次大幅偏离最佳

效率流量，振动幅值出现明显上涨且共振冲击加剧

（最大尖峰值为 9.6 mm/s）。通过振动能量变化诊

断振动有发散趋势，现场检查发现异音同步明显增

大，及时决策停运该海水泵。

通过实时监测 RMS的方式，指导该循环海水泵

持续运行累计约 24 d，为机组安全生产做出了重大

贡献。该循环海水泵下部轴承处 V向的振幅和实

际流量趋势如图 8所示。

再次分析该海水泵监测运行期间下部轴承处振

动的变化趋势，发现存在如下特点：早期阶段，随着

定期添加新油脂，轴承润滑状况得以改善，振幅呈现

先下降然后基本保持动态稳定的趋势，振幅波动幅

度有所降低；中期阶段，随着连续运行时间延长，轴

承外环缺陷进一步扩大，振幅逐步升高，实际流量大

幅偏离最佳效率流量后振幅波动明显加剧，随后在

增强刚度的临时措施作用下，共振响应幅度有所降

低；后期阶段，振动幅值先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动态

平稳，随后在潮汐大幅变化的影响下，振动变化的规

律性降低且呈发散趋势，说明滚动轴承内部运行状

态已急剧恶化，此时应及时停运。进一步分析图 8
中各时间点的频谱成分，均以下部轴承外环特征频

率及其谐波分量为主，RMS实际变化趋势与诊断预

测意见一致，有效提高了循环海水泵的运行灵活性

和机组安全性。

4 解体验证

2020年 1月 11日，对该循环海水泵解体检查发

现：下部轴承外圈内滚道面存在严重剥落，个别滚子

表面存在剥落，轴承内圈外滚道面存在剥落和麻点

等缺陷；上部轴承均完好。进一步验证了诊断意见

的正确性。

5 结 论

1）BCV 285型循环海水泵实际流量偏离最佳

效率流量越远，叶轮所受径向力及对下部轴承的冲

击力越大。

2）BCV 285型循环海水泵下部滚动轴承外环

特征频率与叶片 3 倍的通过频率接近。当外环存在

缺陷时容易诱发共振，会加剧滚动轴承缺陷的发

展。通过增加支撑增强刚度和阻尼，有助于缓解共

振响应。

3）当滚动轴承外环存在剥落缺陷时，通过饱和

图 8 循环海水泵振动和流量趋势图

Fig.8 The trends of vibration and flow for seawater circu⁃
lating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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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和置换旧油脂将剥落颗粒物排出等方法，有助

于延缓缺陷发展速度。

4）BCV 285型循环海水泵运行期间，通过分析

gSE振动信号进行故障诊断和监测 RMS振动信号

进行趋势分析，可正确指导海水泵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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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支吊架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

孙 彬 1，2， 张雪芳 2， 张晋峰 2， 王景涛 2

（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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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装配式门型支吊架在工程中已大量投入使用，却没有相应的抗震性能测试方法。为研究地震作用下门型支

吊架的破坏机理和抗震性能，提出一种适合不同类型支吊架的抗震性能测试方法，开展了 16套门型支吊架的低周

往复荷载试验，分析试件尺寸及抗震斜撑等对其抗震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系统科学地测试评价支吊

架的抗震性能；支吊架的连接节点应力较大，滑移较多，容易成为薄弱部位，通常先于主体杆件发生破坏；支吊架尺

寸影响其抗震性能，在宽度尺寸相同的情况下，高度越大，其弹性刚度、承载力及延性系数越小，刚度退化系数越大；

抗震斜撑能够提高门型支吊架的抗震性能，带斜撑支吊架的弹性刚度、承载力及刚度退化情况均优于无斜撑支吊

架，破坏时极限承载力较大，水平位移较小。研究结果可为支吊架产品的工程应用、质量检验和标准制订提供参考

依据。

关键词 装配式；门型支吊架；抗震斜撑；抗震性能；测试方法

中图分类号 TU352.1

引 言

地震灾害表明，建筑管道支撑体系等非结构构

件损坏会造成建筑使用功能瘫痪或丧失［1⁃4］。装配

式支吊架是连接机电管线与建筑结构的重要非结

构构件，除承受重力作用外，还承受地震作用并将

其传递给建筑结构，其抗震性能直接影响建筑物的

震害损失。研究装配式支吊架抗震性能对于保障

建筑使用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均有着重要

意义。

Goodwin［5］对医院管道系统进行了振动台试

验，结果表明，支吊架体系能够有效限制管道位移。

Tian等［6］对不同支撑形式的管线系统进行了抗震

性能试验，发现布置支架的管线系统损坏甚微，而

未布置支架的管线系统的悬吊螺杆、天花板、喷淋

接头及管线接头均发生了严重破坏。Soroushian
等［7］建立了消防管道的分析模型并对其进行动力

加载，分析了消防管道体系中支吊架在地震作用下

的非弹性行为。Yung等［8］对某医院消防管道体系

模型进行动力试验，发现布置在主要管道处的支吊

架 能 有 效 降 低 螺 纹 接 头 弯 矩 并 减 小 喷 头 位 移 。

Praveen等［9］结合 18次强震记录建立了抗震支吊架

部件及组件的低周疲劳模型，并给出了试验加载方

案。尚庆学等［10］采用 FM 1950［11］建议的试验加载

制度对钢缆式、梁夹式、螺杆式 3类抗震支架进行

了拟静力试验，通过易损性分析确定了各类支架的

极限承载力。罗干等［12］进行了抗震连接件的拉伸

破坏试验与数值分析，得到了抗震连接构件的极限

承载力及破坏形式。

上述研究多数围绕管道体系开展，针对支吊

架自身抗震性能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装配

式门型支吊架在工程中已大量投入使用，却没有

相应的抗震性能测试方法。现有标准《建筑抗震

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2018）［13］提

供的测试方法源于 FM 1950，仅适用于单杆防晃

支吊架，并不适用于门型支吊架。为了研究装配

式门型支吊架的抗震性能及其破坏机理，笔者提

出一种适合不同类型支吊架的抗震性能测试方

法，开展了 16套门型支吊架的抗震性能试验，分

析支吊架的滞回性能、骨架曲线、承载能力、刚度

退化、延性系数及应力应变等抗震性能特征，研究

结果可为支吊架产品的工程应用和标准制订提供

参考依据。

DOI:10.16450/j.cnki.issn.1004⁃6801.2022.0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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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概况

1.1 试件设计

试件考虑带斜撑和不带斜撑 2种情况，每种情况

各设计 2种尺寸。试件材料均为Q235钢，带斜撑支吊

架主体结构由 3根横截面为 41 mm×41 mm×2 mm
的C型槽钢通过直角连接件和槽钢底座组成，两侧抗

震斜撑各由 1根 41 mm×41 mm×2 mm的 C型槽钢

通过抗震连接件与主体结构连接，抗震斜撑与槽钢立

柱的安装角度为 45°，螺栓紧固扭矩为 50 N⋅m。

共制作16个试件，编号分别是KZ⁃A⁃1~KZ⁃A⁃4，
KZ⁃B⁃1~KZ⁃B⁃4，CZ⁃A⁃1~CZ⁃A⁃4，CZ⁃B⁃1~CZ⁃B⁃
4。编号为1的试件用于水平单调推覆加载试验，编号为

2~4的试件用于低周往复加载试验。试件参数见表1。

1.2 传感器布置

带斜撑支吊架的传感器布置如图 1所示，共布

置 22个应变片和 2个位移计。其中：2个数字编号

（如“1/2”）表示前后对称布置的 2个应变片；3个数

字编号（如“17/18/19”）表示正面布置的 45°应变花；

2个位移计分别布置在槽钢立柱下部。除了没有斜

撑上的传感器外，无斜撑支吊架的传感器布置与带

斜撑支吊架相同。

1.3 加载方案

目前的抗震支吊架设计均不考虑其承重功能，

故本次试验不考虑竖向荷载，只施加水平荷载。加

载装置如图 2所示，夹持管道的夹具整体呈U字形，

包括 2个夹具伸长臂，用于连接管道和作动器。带

斜撑支吊架试验安装如图 3所示。

根据文献［14］建议的试验加载制度进行加载，

初始加载量通过待测试件单调水平推覆加载试验结

果确定，具体步骤如下：

1）每组第 1个试件先进行水平单调加载，获得

破坏位移 Δm，随后根据破坏位移 Δm进行该组第 2~
4个试件的低周往复加载；

2）采用变幅位移控制加载，共分 10级，每级循

环 2次，初始加载位移取 0.048Δm，后续加载位移 Δi

按 1.4Δi- 1进行增幅，加载频率为 0.05 Hz，加载曲线

如图 4所示；

3）若试件在 10级位移加载过程中破坏，则停

止加载；若试件完成 10级位移加载后未破坏，则继

续施加 1.3Δm的等幅循环荷载，直至试件破坏。

表 1 试件参数

Tab.1 Specimen parameters

试件

分组

KZ⁃A
KZ⁃B
CZ⁃A
CZ⁃B

有无

斜撑

有

有

无

无

（高×宽）/
mm

400×400
580×400
400×400
580×400

扭矩/
（N⋅m）
50
50
50
50

角度/
（°）
45
45
—

—

试件

套数

4
4
4
4

图 1 传感器布置示意图

Fig.1 Sensor layout diagram

图 2 试验装置

Fig.2 Test equipment

图 3 带斜撑支吊架试验安装图

Fig.3 Test installation of supports and hangers with aseismic
bracing

图 4 加载曲线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ing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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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材性试验

材性试验采用与支吊架部件同厚、长×宽为

250 mm×30 mm的长条形试件，对其进行单向拉伸

试验，试件变形由引伸计测定。拉伸试验如图 5所
示，材性试验结果如表 2所示。

2 试验过程及破坏现象

2.1 带斜撑门型支吊架

带斜撑支吊架的薄弱环节为管箍和直角连接件

处，破坏形式均为旋翼螺母从槽钢开口处拔出，破坏

照片见图 6。2组带斜撑支吊架的破坏形式基本一

致，以试件KZ⁃B⁃2为例，对其试验现象进行描述。

在前 3级位移循环加载过程中，荷载与位移基本呈

线性关系。第4级位移循环加载完成后，试件逐渐进入塑

性发展阶段，管箍处变形明显，正（负）向出现 3.04 mm
（2.84 mm）的残余变形。当加载位移增加到 13.65 mm
时，槽钢立柱水平位移分别为7.03 mm和-7.36 mm，管
箍处变形显著，此时加载点位移由主体结构变形和管箍

变形两部分叠加组成，抗震连接件在与槽钢立柱的接触

面上出现滑动，正（负）向残余变形增到 5.08 mm
（7.35 mm）。随着加载位移的继续增加，试件整体刚度逐

渐降低，荷载随位移增幅放缓。当加载位移增加到

52.40 mm时，到达峰值荷载16.53 kN，抗震连接件在槽

钢立柱接触面的滑移更加明显，管箍处旋翼螺母咬合摩

擦力失效，与槽钢横梁发生较大的水平滑移。当加载位

移进行到第10级（74.00 mm）时，管箍左侧旋翼螺母从槽

钢开口拔出，试验停止，抗震斜撑及其连接件未见明显变

形。以52.40 mm作为终止加载位移，此时槽钢立柱水平

位移为19.81 mm，支吊架左侧锚固端抗震连接件发生了

14.60 mm的水平滑移，右侧槽钢立柱和槽钢横梁之间出

现了2.00 mm的缝隙，管箍发生了15.00 mm的滑移。

2.2 无斜撑门型支吊架

由于缺少两侧抗震斜撑的支撑作用，无斜撑支吊

架破坏时极限承载力较小，发生的水平位移较大，薄弱

环节为槽钢底座和直角连接件处，破坏形式同样为旋

翼螺母从槽钢开口拔出，破坏照片见图 7，管箍全程未

见明显变形和滑移。2组无斜撑支吊架破坏形式基本

一致，以试件CZ⁃B⁃2为例，对其试验现象进行描述。

在前 4级循环加载过程中，试件处于弹性阶段，无

残余变形，荷载与位移线性相关。第 5级加载完成后，

试件逐渐进入塑性发展阶段，变形主要集中在槽钢底

座处，正向无残余变形，负向出现 5.34 mm的残余变

形。在第 6~8级位移加载过程中，槽钢底座处变形更

加明显，槽钢开口处齿牙被旋翼螺母顶出鼓包，直角

连接件处旋翼螺母与槽钢横梁之间出现滑移，导致槽

钢立柱和横梁出现 5 mm的缝隙。由于没有斜撑的约

束作用，无斜撑支吊架管箍处无滑移，主体结构位移

与作动器加载端位移基本保持一致。当加载位移增

加到 53.48 mm时，到达峰值荷载 6.12 kN，缝隙宽度

表 2 材性试验结果

Tab.2 Material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部件

槽钢

连接件

管箍

厚度/
mm
1.96
3.98
4.96

屈服强

度/MPa
348
322
295

极限强

度/MPa
446
388
403

弹性模

量/MPa
2.02×105

2.13×105

2.28×105

伸长率/
%
25.2
42.2
36.4

图 5 管箍试件拉伸试验

Fig.5 Tensile test of coupling specimen 图 6 试件KZ⁃B⁃2的试验破坏现象

Fig.6 Experimental failure phenomenon of specimen KZ⁃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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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13.00 mm，随后力值下降。当加载位移为

93.21 mm时，左侧槽钢底座处旋翼螺母拔出破坏，试

验停止，位移计测得槽钢立柱底部位移为 74.72 mm，

槽钢立柱和横梁之间的缝隙增加到 18.50 mm。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滞回曲线

各个试件滞回曲线如图 8所示，由图可见：

1）在对称的循环荷载作用下，门型支吊架正负向

力学性能不对称，带斜撑支吊架正负向力学性能差异

大于无斜撑支吊架。导致该差异的原因有：①支吊架

主要部件依靠槽钢齿牙和旋翼螺母齿槽的咬合摩擦力

进行连接，随着加载位移的增加，槽钢齿牙和旋翼螺母

齿槽逐渐被磨平，咬合摩擦力失效，部件之间出现相对

滑移，导致试件正负向力学性能呈现出差异；②由于斜

撑的约束作用，带斜撑支吊架主体结构变形相对较小，

但节点连接薄弱，管箍和直角连接件处滑移较多，致使

带斜撑支吊架力学性能差异比无斜撑支吊架明显。

2）带斜撑支吊架的滞回曲线在加载初期呈细

长梭形，曲率较大，几乎无残余变形，耗能很少；随着

位移加载量增加，管箍处旋翼螺母出现滑移，曲线出

现捏拢现象，滞回环呈弓形，曲线斜率无下降，试件

刚度退化不明显，承载力稳步上升；随着位移继续加

大，滑移增多，曲线斜率开始下降，塑性变形不断发

展，残余变形逐渐增大，滞回环趋于饱满，试件刚度

降低，同一加载等级对应的 2次循环滞回曲线差异

明显，第 2次循环加载曲线低于第 1次循环。

3）无斜撑支吊架的滞回曲线在加载初期呈细长

梭形，曲率较大，无残余变形，耗能很少；随着位移加载

量增加，槽钢底座连接处进入塑性变形阶段，斜率开始

下降，试件刚度降低，但承载力依然稳步上升，负向残

余变形逐渐增大，正向残余变形很小，滞回环呈倒S形；

随着位移继续加大，槽钢底座处旋翼螺母将槽钢开口

顶出鼓包，节点连接被削弱，滞回环向位移轴方向偏

移，荷载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曲线斜率下降明显，试

件刚度迅速降低，负向残余变形继续增大，滞回环由最

初耗能能力较好的梭形变为耗能能力最差的Z形。

3.2 骨架曲线

将各个试件的滞回曲线每级第 1次循环峰值点

相连得到骨架曲线，如图 9所示。

试件骨架曲线包括弹性阶段、弹塑性阶段及破

坏阶段。带斜撑支吊架破坏时极限荷载较大，水平

位移较小；无斜撑支吊架破坏时极限荷载较小，水平

位移较大。带斜撑试件 KZ⁃A⁃2~4的极限承载力比

无 斜 撑 试 件 CZ⁃A⁃2~4 提 高 了 69.2%~106.7%，

KZ⁃B⁃2~4 的 极 限 承 载 力 比 CZ⁃B⁃2~4 提 高 了

121.2%~301.5%，说明抗震斜撑能显著提高门型支

吊架的极限承载能力。小尺寸试件 KZ⁃A⁃2~4的极

限承载力比大尺寸试件 KZ ⁃ B⁃2~4 提高 9.3%~
25.3%，CZ⁃A⁃2~4的极限承载力比 CZ⁃B⁃2~4提高

了 42.5%~104.9%，说明试件宽度相同的情况下，高

度越小，极限承载力越高，承受相同荷载时发生的位

移越小，且无斜撑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对尺寸更敏感。

骨架曲线斜率表示试件弹性刚度，带斜撑支吊

架弹性刚度均高于无斜撑支吊架，试件尺寸越小，弹

性刚度越大，试件 KZ⁃A⁃2~4的弹性刚度较 CZ⁃A⁃
2~4提高了 103.9%~184.9%，试件 KZ⁃B⁃2~4的弹

性刚度较 CZ⁃B⁃2~4提高了 246.4%~482.6%。

3.3 骨架曲线的特征点

骨架曲线的特征点包括屈服点、极限点及破坏

点。骨架曲线峰值荷载对应的纵、横坐标值定义为

极限承载力和极限位移，将 0.85倍的峰值荷载对应

的纵、横坐标值定义为破坏承载力和破坏位移，屈服

位移根据图 10所示的通用屈服弯矩法获得。

各个试件骨架曲线特征值见表 3，由表可见，试

件尺寸及是否带斜撑均会影响试件承载力。抗震斜

撑能显著提高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和屈服承载力，且

试件尺寸越小，其极限承载力和屈服承载力越大。

图 7 试件 CZ⁃B⁃2的试验破坏现象

Fig.7 Experimental failure phenomenon of specimen CZ⁃B⁃2

800



第 4 期 孙 彬，等：装配式支吊架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图 8 试件滞回曲线

Fig.8 Hysteretic curve of specimen

图 10 通用屈服弯矩法示意图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general yield moment method
图 9 试件的骨架曲线

Fig.9 Skeleton curves of supports and 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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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加载时，KZ⁃A类试件极限承载力和屈服承载

力的平均值较 KZ⁃B类试件提高 7.2%和 26.1%，较

CZ⁃A类试件提高 95.3%和 66.4%。

若按文献［12］规定的位移限值（50 mm）确定支

吊架的抗震承载力，并取正负向加载中的较小值，

KZ⁃A类试件的平均承载力为 17.41 kN，KZ⁃B类为

13.75 kN，CZ⁃A类为 7.81 kN，CZ⁃B类为 5.28 kN。

3.4 刚度退化

采用环线刚度Kj来评估试件刚度退化情况

Kj=∑
i= 1

n

P i
j ∑

i= 1

n

μij （1）

其中：P i
j 为第 j级加载位移（Δ/Δy= j）时，第 i次加载

循环的峰值点荷载；μij为第 j级加载位移（Δ/Δy= j）

时，第 i次加载循环的峰值点位移；n为循环次数。

刚度退化曲线如图 11所示，PD和ND分别表示刚

度退化曲线的正向和负向。由图可见：带斜撑支吊架

初始环线刚度较高，曲线下降趋势明显；无斜撑支吊架

初始环线刚度较小，曲线下降趋势较缓。带斜撑支吊

架初始点和破坏点的环线刚度均大于无斜撑支吊架。

采用刚度退化系数评价支吊架整体刚度退化情

况，刚度退化系数取初始环线刚度和破坏点环线刚度

的比值，刚度退化系数越小，支吊架刚度退化越少，抗

震性能越好。KZ⁃A类试件的正向（负向）平均刚度退

化系数为 4.90（2.60），KZ⁃B类试件的正向（负向）平均

刚度退化系数为 7.00（5.74），CZ⁃A类试件的正向（负

向）平均刚度退化系数为 9.85（10.03），CZ⁃B类试件的

正向（负向）平均刚度退化系数为 12.92（15.50）。带斜

撑支吊架刚度退化系数均小于无斜撑支吊架，说明抗

震斜撑能有效改善门型支吊架的刚度退化情况，试件

刚度退化系数随试件高度尺寸增加而增大。

3.5 延性系数

采用位移延性系数 μ评估试件的变形能力，μ为

试件破坏位移与屈服位移的比值。通常情况下，试件

延性系数越高，抵抗塑性变形能力越强。各个试件的

延性系数及平均值见表 4，其中 μi为每组第 i个试件的

延性系数。由表可知，带斜撑支吊架延性系数在 2~3
之间，无斜撑支吊架延性系数在 3~5之间。这是因为

带斜撑支吊架节点连接薄弱，构件滑移较多，先于主

体结构失效，破坏时水平位移较小；而无斜撑支吊架

由于没有斜撑的约束作用，主体结构位移较大，构件

滑移相对较少，节点失效时间晚于带斜撑支吊架，破

坏时水平位移较大。因此，无斜撑支吊架延性系数大

于带斜撑支吊架。应加强支吊架节点设计，尽量保证

节点晚于主体杆件失效，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支吊架

塑性变形能力。小尺寸试件的延性系数略大于大尺

寸试件，KZ⁃A类试件的延性系数大于KZ⁃B类试件，

CZ⁃A类试件的延性系数大于CZ⁃B类试件。

3.6 应 变

试件 KZ⁃B⁃2的应变曲线如图 12所示，由图可

见，抗震斜撑和槽钢立柱中部应变相对较小，抗震连

表 3 试件骨架曲线特征值

Tab.3 Eigenvalues of skeleton curves for specimens

试件类型

KZ⁃A⁃2(+)
KZ⁃A⁃2(-)
KZ⁃A⁃3(+)
KZ⁃A⁃3(-)
KZ⁃A⁃4(+)
KZ⁃A⁃4(-)
KZ⁃B⁃2(+)
KZ⁃B⁃2(-)
KZ⁃B⁃3(+)
KZ⁃B⁃3(-)
KZ⁃B⁃4(+)
KZ⁃B⁃4(-)
CZ⁃A⁃2(+)
CZ⁃A⁃2(-)
CZ⁃A⁃3(+)
CZ⁃A⁃3(-)
CZ⁃A⁃4(+)
CZ⁃A⁃4(-)
CZ⁃B⁃2(+)
CZ⁃B⁃2(-)
CZ⁃B⁃3(+)
CZ⁃B⁃3(-)
CZ⁃B⁃4(+)
CZ⁃B⁃4(-)

屈服点

Py/kN
13.78
12.38
13.09
12.24
13.71
12.18
9.74
12.83
10.15
12.58
12.30
10.58
8.45
6.59
8.04
6.40
7.91
7.83
5.21
3.79
4.44
4.76
4.19
4.99

Δy/mm
21.56
19.93
19.96
17.05
21.17
17.33
19.17
22.46
19.63
21.71
19.45
20.45
21.77
21.32
22.57
22.13
21.46
20.58
23.40
24.71
24.75
26.12
26.11
27.00

极限点

Pu/kN
16.53
19.22
18.75
21.17
18.22
18.60
13.65
18.69
16.71
19.00
16.74
18.67
9.48
7.86
9.12
7.20
8.80
9.52
6.07
4.12
6.00
5.90
4.76
6.21

Δu/mm
57.21
35.78
55.09
47.06
28.94
37.88
51.56
44.37
43.45
51.45
36.69
51.33
72.98
72.14
51.20
36.97
49.98
37.78
56.55
72.42
62.71
56.36
49.81
49.81

破坏点

Pb/kN
16.53
16.34
18.75
21.17
15.49
15.81
13.65
15.88
16.20
19.00
14.23
18.67
8.06
6.68
7.75
6.12
7.48
8.09
5.16
3.50
5.37
5.19
4.17
5.28

Δb/mm
57.21
42.05
55.09
47.06
56.73
43.51
51.56
54.36
50.84
51.45
48.43
51.33
88.84
89.95
83.06
74.37
80.92
67.71
94.08
93.65
89.60
90.10
90.35
90.18

图 11 试件刚度退化曲线

Fig.11 Stiffness degradation curve of the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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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处应变较斜撑和槽钢立柱中部应变偏大，但小

于槽钢底座处应变，直角连接件处应变最大。

位移加载初期，槽钢立柱是主要受力构件，其中部

应变大于抗震斜撑；随着位移增大，抗震斜撑中部应变

逐渐增加但仍小于槽钢立柱中部应变。3#应变片测得

的应变在-300~500 με，最大应变为 463.43 με，应力

为 94.03 MPa。斜撑上部抗震连接件内力大于下部抗

震连接件，9#应变片测得的应变在-700~100 με，最
大应变为-635.21 με，应力为-135.46 MPa。直角连

接件处的应力情况比较复杂，加载初期，其应变较小；

随着加载位移的增加，直角连接件出现了明显变形，应

变 迅 速 增 大 。 19#应 变 片 测 得 的 最 大 应 变 为

1 674.20 με，应力为 346.35 MPa，说明直角连接件已经

屈服并进入塑性变形阶段。

试件 KZ⁃B⁃2和 CZ⁃B⁃2的 5#应变片和 22#应
变片测得的应变曲线对比见图 13，可以看出，由于

抗震斜撑能够有效承受地震作用，降低支吊架主体

结构的位移及内力，带斜撑支吊架槽钢立柱中部应

变及槽钢底座处应变均远小于无斜撑支吊架。槽

钢底座处应变在加载初期基本一致，随着位移增

加，无斜撑支吊架槽钢底座处受力增大，应变迅速

增加并超过带斜撑支吊架，无斜撑支吊架槽钢底座

应变为-850~800 με，最大应变为-828.56 με，最
大应力为-188.50 MPa。

4 结 论

1）支吊架的连接节点容易成为薄弱部位，连接

部位滑移较多，通常先于主体杆件发生失效破坏，故

应加强支吊架的节点设计，采用“强节点”的设计理

念，优化杆件尺寸，充分发挥支吊架各个部件的力学

表 4 试件延性系数

Tab.4 Ductility coefficient of specimens

试件分组

KZ⁃A（+）

KZ⁃A（-）

KZ⁃B（+）

KZ⁃B（-）

CZ⁃A（+）

CZ⁃A（-）

CZ⁃B（+）

CZ⁃B（-）

μ2

2.65
2.11
2.69
2.42
4.08
4.22
4.02
3.79

μ3

2.76
2.76
2.59
2.37
3.68
3.36
3.62
3.45

μ4

2.68
2.51
2.49
2.51
3.77
3.29
3.46
3.34

μ̄

2.70
2.46
2.59
2.43
3.79
3.62
3.70
3.53

图 13 不同试件同一部位应变对比

Fig.13 Comparison of strain in the same part of different
specimens

图 12 KZ⁃B⁃2试件各部位应变

Fig.12 Strains in various parts of KZ⁃B⁃2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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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技术经济性。

2）支吊架的尺寸影响其抗震性能，在支吊架宽

度尺寸相同的情况下，高度越大，其弹性刚度、极限

承载力、屈服承载力、延性系数及各级循环的环线刚

度越小，刚度退化系数越大。因此，支吊架的质量检

验应规范产品尺寸的要求。

3）抗震斜撑能显著提高门型支吊架的抗震性能，

带斜撑支吊架破坏时极限承载力较大，水平位移较小，

同尺寸带斜撑支吊架的弹性刚度、极限承载力、屈服承

载力及各级循环的环线刚度均大于无斜撑支吊架，刚

度退化系数和延性系数小于无斜撑支吊架。在对称循

环荷载作用下，门型支吊架正负向力学性能不对称，带

斜撑支吊架正负向力学性能差异大于无斜撑支吊架。

4）支吊架的连接节点应力较大，带斜撑支吊架

直角连接件处应力最大，槽钢底座处应力次之，抗震

连接件处应力再次之，斜撑和槽钢中部应力最小。

无斜撑支吊架则是槽钢底座处应力最大，直角连接

件处次之，槽钢立柱中部应力最小，但也大于同尺寸

带斜撑支吊架的槽钢立柱中部应力。

5）无斜撑门型支吊架具备一定的抗震能力，在

实际工程应用中，若考虑带斜撑支吊架的承重功能

和无斜撑支吊架的抗震功能，将两种类型支吊架进

行统筹设计，可充分发挥支吊架体系的承重和抗震

能力，确保建筑机电工程的安全可靠与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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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堆芯吊篮振动频率下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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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成都，610065）
（2.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成都，610041）

摘要 通过分析堆外中子噪声，识别堆芯吊篮振动频率并跟踪其变化，发现在核电站运行期间，同一个燃料循环周

期内的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呈下降趋势，核燃料更换后的下一个燃料循环初期，频率恢复到前一个燃料循环初始

值附近。对堆芯吊篮进行静力学分析，以确定其潜在的影响因素。建立压水堆内部构件的装配体模型并采取摩擦

接触方法，以综合考虑堆芯吊篮法兰处的力学约束。采用流固耦合法将冷却剂对堆芯吊篮的作用力映射到堆芯吊

篮结构上，并采取有限元法对堆芯吊篮进行了预应力模态分析，得到了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下降的原因和机理。

结果表明：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的下降是由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的退化引起，随着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减

少，轴向预紧力不足以补偿冷却剂作用力，堆芯吊篮法兰出现位移，接触刚度降低，导致模态频率的下降。

关键词 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燃料组件压紧弹簧；预应力模态分析；流固耦合；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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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全球对于节能减排的大力倡导，核电站作

为一种高效清洁发电方式，耗能少、排放量低，具有

极大的发展前景。截止 2019年，全球共有 30余个国

家利用核能发电［1］。堆芯吊篮作为压水堆核电站堆

内构件的关键零部件，其振动特性与堆内构件安全

性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堆芯吊篮振动特性发生

改变，会影响堆芯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异常的振

动还会导致堆内构件出现松脱、疲劳和失效［2］。

由于在核电站运行过程中，堆内会产生大量的

核辐射和高温，导致普通传感器无法正常使用，并且

无法在堆内进行实验。因此，针对堆芯吊篮振动特

性的研究大部分基于堆外中子噪声分析和有限元数

值模拟。Yun等［3］通过堆外中子噪声分析，发现堆芯

吊篮具有 3个不同频率的振动，并利用有限元法对堆

芯吊篮模态进行数值模拟，揭示了堆芯吊篮 3种不同

的振动机制。Park等［4］通过三维有限元方法分析韩

国标准压水堆堆芯吊篮的振动特性，得到该反应堆

堆芯吊篮振动分为梁型振动和壳型振动。Christian
等［5］通过不同位置的堆外中子噪声的组合分析，得到

了堆芯吊篮振动的频率、方向和振型。Song等［6］通

过比例模型实验模态方法，研究发现堆芯吊篮实验

台有无出水孔对其振动特性影响很大，并利用有限

元法对带孔和不带孔两种情况下的堆芯吊篮固有频

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孔对其模态的影响可以忽

略不计，可见实验模态方法在堆芯吊篮模态分析方

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鲁丽等［7］采用有限元法，基于

ANSYS软件分别对堆芯吊篮在空气和静水中的振

动特性进行了比较研究。Kang等［8］通过有限元法研

究了堆芯吊篮法兰约束退化对其振动特性的影响，

堆芯吊篮法兰约束被简化为 44个约束集，通过减少

约束集数量模拟堆芯吊篮法兰约束退化，结果表明，

随着法兰约束集数量的减少，堆芯吊篮固有频率下

降。赖姜等［9］也针对堆芯吊篮法兰约束退化对其振

动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将堆芯吊篮法兰受到的

轴向位移约束简化为 152个节点，分别减少节点数量

模拟约束的退化，结果表明，随着法兰约束的退化，

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单调下降。目前的研究只聚

焦于堆芯吊篮结构自身支撑的劣化对其振动特性的

影响，而没有关注堆内构件如燃料组件压紧弹簧性

能退化对堆芯吊篮振动特性的影响。文献［10］通过

对某核电站堆外中子噪声的分析，发现反应堆燃料

循环过程中，堆芯吊篮的梁型振动频率随着时间有

着明显的漂移，在下一个燃料循环初期又基本恢复。

为了进一步证实此现象存在的必然性，笔者对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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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压水堆核电站机组的堆外中子噪声信号进行分

析，以得到多组堆芯吊篮振动频率的变化趋势。针

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对堆芯吊篮进行静力学分析，

以确定堆芯吊篮模态的潜在影响因素。建立堆内构

件装配体模型，利用有限元法进行堆芯吊篮预应力

模态分析，结合静力学分析结果剖析频率下降机理。

针对堆芯吊篮法兰所受约束的建模，采用摩擦接触

方式而不是约束集简化来直接考虑其所受的轴向位

移约束和径向摩擦约束。通过单向流固耦合方法将

冷却剂对堆芯吊篮的作用力映射到预应力模态分析

模型中，以考虑其对堆芯吊篮模态的影响。

1 基于堆外中子噪声的核电站堆芯吊

篮梁型振动频率变化分析

1.1 堆外中子噪声分析原理

中子探测器检测到的中子噪声Φ ( t )［11］为
Φ ( t )= Φ+ δΦ ( t ) （1）

其中：Φ为中子噪声均值；δΦ ( t )为中子噪声波动

分量。

δΦ ( t )主要组成部分［11］为

δΦ ( t )= δΦD( t )+ δΦF( t )+ δΦC( t ) （2）
其 中 ：δΦD( t ) 为 中 子 探 测 器 的 反 应 速 率 波 动 ；

δΦF( t )为反应性波动引起的中子通量变化；δΦC( t )
为堆芯吊篮振动引起堆芯吊篮和中子探测器之间水

隙厚度 X变化造成的中子通量波动。

δΦC( t )与水隙厚度变化量 δX ( t )之间的关系［5］

在频域表示为

δΦC (ω ) = ∑rΦ δX (ω ) （3）
其中：∑r为有效中子去除截面。

对式（1）进行傅里叶变换，可得

Φ (ω ) = δΦ (ω ) （4）
将式（2）、式（3）代入式（4），可得

ì
í
î

Φ (ω )= δΦD( )ω + δΦF( )ω + aδX (ω )
a=∑rΦ

（5）

由于水隙厚度变化是由堆芯吊篮振动导致，因

此在频域有

δX (ω ) = F (ω ) （6）
其中：F (ω )为堆芯吊篮振动频率。

将式（6）代入式（5），得中子噪声频域Φ (ω )为
Φ (ω )= δΦD(ω )+ δΦF(ω )+ aF (ω ) （7）

因此，通过分析中子噪声频域特性可以得到堆

芯吊篮振动频率。

1.2 核电站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变化趋势

由于核电站检测到的中子噪声为随机信号，因

此需要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中子噪声进行频域特

征分析，主要采用不同位置中子噪声的互功率谱密

度函数、相干函数以及相位差，分析得到堆芯吊篮梁

型振动频率［10］。通过文献［10］的“中子噪声信号分

析计算方法”，对本研究采集到的 3个核电站机组

（福清核电站 3号机组、方家山核电站 2号机组和宁

德核电站 1号机组）的堆外中子噪声进行了分析。

其中，每个核电站机组连续采集两个燃料循环周期

的中子噪声信号，每月采集 1次，每次以 500 Hz的采

样频率连续采集 8 s，共 4 000个数据点，测量误差最

大为±0.062 5 Hz。图 1为福清核电站 3号机组连续

两个燃料循环周期的堆芯吊篮振动频率变化趋势。

表 1为 3个核电站机组在连续两个燃料循环周期内

的梁型振动频率下降统计。

从图 1可看出，福清核电站 3号机组堆芯吊

篮的梁型振动频率在第 1 个燃料循环的初期为

8.4 Hz，末期为 8.1 Hz，期间下降了 0.3 Hz。在经

过停堆更换燃料后的第 2个燃料循环的初期，其

频率恢复到 8.4 Hz，循环期间继续下降，末期为

8.1 Hz。由表 1可见，3个核电站机组在反应堆燃

料循环过程中，其堆芯吊篮的梁型振动频率随着

时间均有明显的下降，最大达到 5.95%，而在下一

个燃料循环初期又基本恢复。不同燃料循环周期

之间振动频率值的差异主要由制造、装配等环节

产 生 的 误 差 以 及 测 量 误 差 造 成 ，但 其 变 化 规 律

一致。

由此可见，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在燃料循环

周期内下降，并在下一个周期初期恢复，这是由于堆

内的某种物理变化所导致。

图 1 福清核电站 3号机组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率变化趋势

Fig.1 Variation trend of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ore sup⁃
port barrel beam mode in the unit 3 of fuqing nuclear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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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堆芯吊篮静力学分析

堆芯吊篮所受力主要为 4个部分：法兰处压紧弹簧

的预紧力、燃料组件压紧弹簧的预紧力、自身重力以及

流体作用力。此外，堆芯吊篮法兰还受到径向的摩擦

力和压力容器的支撑力。堆芯吊篮的静力学简化示意

图如图 2所示，通过对堆芯吊篮所受力和约束的分析，

能够初步得到堆芯吊篮振动频率的影响因素。

假设堆芯吊篮法兰的压紧弹簧环初始刚度为

k1，初始形变量为 x1，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初始刚度为

k2，初始形变量为 x2，堆芯吊篮受到向上的流体作用

力为 F，重力为 G，则燃料循环初期时，堆芯吊篮整

体力学情况满足

k1 x 1 + k2 x2 ≥ F- G （8）
此时，轴向的预紧力足以约束堆芯吊篮法兰处

的轴向位移。在燃料循环过程中，堆芯吊篮内部持

续进行着核裂变，会产生剂量高达 20 dpa的核辐射

和 320~343℃的高温［12］，造成十分恶劣的工作环境。

Xu等［13］在室温下，进行了质子和氙离子对不锈钢反

应堆内部构件的辐照实验，结果表明，辐射会导致样

品产生显著的硬化效应，影响其力学性能。Allen
等［14］研究了辐照剂量对镍合金压紧弹簧应力松弛程

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弹簧的

应力呈指数下降。辐照剂量约为 20 dpa时，弹簧预

紧 力 下 降 至 初 始 值 的 10% 左 右 。Wang 等［15］对

316H型不锈钢在不同温度（475~600℃）和不同初

始应力（125~230 MPa）下的应力松弛现象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温度和初始应力越高，应力松弛程

度 越 大 ，600℃ 时 应 力 由 220 MPa 下 降 到 了

52.7 MPa。压水堆堆芯内部具有多个燃料组件，每

个燃料组件有多个燃料棒，工作时燃料棒包壳内部

的核燃料发生裂变，产生的辐射和高温直接影响位

于燃料组件顶部的压紧弹簧，产生应力松弛，预紧力

和刚度不断下降。当燃料组件顶部弹簧刚度由初始

刚度（k2）下降到临界状态以下（k ′2）时

k1 x 1 + k ′2 x2 < F- G （9）
轴向的预紧力过小，不足以补偿冷却剂流体作

用力，因此堆芯吊篮整体在冷却剂力的作用下，进一

步压缩压紧弹簧环和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形变量增

大 δx2，直到恢复临界状态

k1 ( x 1 + δx2 )+ k ′2 ( x2 + δx2 )= F- G （10）
此时，堆芯吊篮法兰与压力容器支撑之间出现

了大小为 δx2的间隙，堆芯吊篮法兰处的轴向位移

约束和径向摩擦力约束减少，支撑刚度降低，堆芯吊

篮的模态频率会发生下降。

3 基于单向流固耦合和摩擦接触方式

的堆芯吊篮预应力模态分析有限元

模型

采取有限元数值模拟的分析手段，对堆芯吊篮

进行基于单向流固耦合和摩擦接触方式的预应力模

态分析，以研究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的下降对堆

芯吊篮的模态频率以及模态振型变化的影响。

3.1 流固耦合理论

3.1.1 流体控制方程

流体微元体在单位时间内的质量增加，等于此时

间内流入该微元体的净质量，即满足质量守恒方程

表 1 堆芯吊篮在燃料循环过程中梁型振动频率下降的

统计

Tab.1 Statistics on the drop of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ore support barrel beam mode during
the fuel cycle

机组

福清

核电站

3号机组

方家山

核电站

2号机组

宁德

核电站

1号机组

燃料循

环周期

1

2

1

2

1

2

梁型振动频率/Hz
初始值

8.4

8.4

8.3

8.2

8.5

8.4

结束值

8.1

8.4

7.9

8.0

8.0

7.9

下降量/
Hz

0.3

0.3

0.4

0.2

0.5

0.5

下降率/
%

3.57

0.3

4.82

2.44

5.88

5.95

图 2 堆芯吊篮静力学简化示意图

Fig.2 Simplified schematic diagram of statics of core support
b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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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t +

∂ρu
∂x +

∂ρv
∂y +

∂ρw
∂z = 0 （11）

其中：ρ为流体密度；u，v，w分别为流体速度矢量在

x，y，z方向上的分量。

对于不可压缩流体，密度ρ为常数，式（11）可表示为

∂u ∂x+ ∂v ∂y+ ∂w ∂z= 0 （12）
流体微元体在单位时间内的动量变化，等于外

界作用在该微元体上的各种力之和，即满足动量守

恒方程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 ( ρu )
∂t +div ( ρuV )=-∂P∂x+div ( )μgrad u +Sx

∂ ( ρv )
∂t +div ( ρvV )=-∂P∂y+div ( )μgrad v +Sy

∂ ( ρw )
∂t +div ( ρwV )=-∂P∂z+div ( )μgrad w +Sz

（13）

其中：V为速度矢量；P为流体微元上的压力；μ为动

力黏度；Sx，Sy，Sz分别为流体微元体积力在 x，y，z方

向上的分量。

给定流场初始边界条件，对式（12）、式（13）进

行求解，能够得到流场流动的速度和压力分布。

3.1.2 固体控制方程

固体控制方程为

ρg= div ( σ s )+ f s （14）
其中：ρ为固体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σ s为柯西应力

张量；f s为体积力矢量。

3.1.3 流固耦合方程

在流体与固体的耦合面上，两者在相同节点处

的位移 d和应力 τ应相等或守恒，即满足

d f = d s （15）
τ fn f = τ sn s （16）

其中：下标 f和 s分别表示流体和固体。

基于流固耦合方程，可以将流体计算得到的压

力传递给固体结构进行分析。

3.2 固体域有限元模型

通过对堆内构件结构的分析，将堆芯吊篮法兰约

束设置为固定约束集的方法还不够准确。堆芯吊篮法

兰放置在压力容器支撑上，上部为压紧弹簧环，压紧弹

簧环受到上部堆内构件的挤压产生固定变形量的弹性

形变，通过摩擦接触的方式为堆芯吊篮法兰提供足够

的轴向预紧力和径向摩擦力来约束法兰位移。此外，

在存在预载荷的机械装配体中，不同零部件之间的接

触表面存在接触应力，从而形成法向接触刚度，对整个

装配体的模态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把堆芯

吊篮、压紧弹簧环、上部堆内构件及压力容器支撑建为

装配体模型，不同部件之间设置为摩擦接触。

在力学分析领域中，两物体之间的接触分析属于

非线性问题。针对非线性接触问题的分析方法一般

有罚函数法、拉格朗日函数法以及增广拉格朗日函数

法等。针对罚函数法收敛性好但精度不足、拉格朗日

函数法精度好但收敛性不足的优缺点，增广拉格朗日

函数法将罚函数和拉格朗日乘子法相结合，具有更好

的收敛性和更高的精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增广拉格

朗日函数法解决不同零部件间摩擦接触问题。

三维几何模型通过 SolidWorks建立，与真实物

理尺寸一致。考虑到堆芯吊篮及其固连组件的复杂

性，将堆芯吊篮结构分为 3个部分进行简化。

1）堆芯吊篮法兰：此部分为堆芯吊篮的上部结

构，忽略了法兰上的孔洞，其余部分按照真实物理尺

寸进行建模。

2）堆芯吊篮筒体：此部分为堆芯吊篮的中部结

构，利用文献［7］里的附加质量法，将与堆芯吊篮筒

体固连的子组件，包括热屏和围板结构的质量附加

到堆芯吊篮筒体上。此外，堆芯吊篮筒体壁面上的

出水喷嘴被忽略，留下 3个圆孔作为冷却剂出口。

3）堆芯吊篮底部：利用附加质量法［7］，将与堆芯

吊篮底部固连的子组件，包括堆芯（燃料组件）及堆

芯支撑结构、二次支撑及仪表套管组件的质量附加

到堆芯吊篮底部上。此外，堆芯吊篮底部具有多个

供冷却剂通过的小孔，尺寸不一，为了减少流固耦合

计算量，将其简化为具有相同通量的 4个大孔。

压紧弹簧环的结构影响其刚度，进而影响堆芯

吊篮法兰处的预紧力，因此以实际几何尺寸进行建

模。燃料组件压紧弹簧的预紧力通过堆芯支撑结构

传递到堆芯吊篮底部。将多个燃料组件的压紧弹簧

简化为一个具有等效刚度和预紧力的弹簧，其一端

作用在堆芯吊篮底部，一端设置为固定支承。压力

容器为堆芯吊篮法兰提供支撑的部分被建入模型，

其他部分省略。堆内构件简化模型如图 3所示。

将模型导入ANSYS WORKBENCH，进行预应

力模态分析。上部堆内构件和压力容器支撑结构较

规则，采用六面体网格划分，单元网格大小设为

50 mm。压紧弹簧环结构具有诸多不规则曲面，采用

四面体网格划分，单元网格大小设为 20 mm。堆芯

吊篮与冷却剂之间存在流固耦合作用，分割成不同

的区域进行六面体网格划分，单元网格大小设为

30 mm。针对接触面网格，上部堆内构件与压紧弹簧

环接触面网格大小设为 5 mm，压紧弹簧环宇压力容

器支撑接触面网格大小设为 5 mm，堆芯吊篮流固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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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面网格大小设为 50 mm。图 4所示为固体域有限

元模型，共有约 154万个实体单元，370万个节点。

3.3 流体域有限元模型

作为冷却剂的加压水由压力容器壳体上的 3个
进口管嘴通过主泵泵入压力容器，沿着堆芯吊篮筒

体外表面向下流动，从堆芯吊篮底部进水孔流入堆

芯进行冷却，再由堆芯吊篮壁面上的 3个出水口流

出堆芯，带走热量。考虑冷却剂对堆芯吊篮的作用

力，利用 Design Modeler建立流体流场的三维几何

模型。将流体动力学分析软件 ANSYS FLUENT
用于对流体进行网格划分和求解。采用六面体网

格，单元网格大小设为 30 mm，模型共有 353万个单

元，371万个节点，图 5所示为流体域有限元模型。

3.4 边界条件设置

固体域模型中，压力容器支承视为刚体，设为固

定支承。上部堆内构件整体施加-z方向 2.46 mm

的位移约束，使压紧弹簧产生变形以预紧堆芯吊篮

法兰。各组件之间设置为摩擦接触，摩擦因数为

0.15，选取增广拉格朗日函数法求解接触平衡方程。

堆芯共有 157个燃料组件，每个燃料组件顶部具有 4
个 压 紧 弹 簧 ，初 始 形 变 量 为 22 mm，预 紧 力 为

2 124.5 N。通过等效刚度法，将 157个燃料组件的

压紧弹簧等效为一个弹簧进行考虑，初始刚度合量

为 60 645 N/mm，初始预紧力合量为 1 334 186 N。

流体域模型中，3个入口的边界条件设置为均

匀速度，流速为 4.8 m/s，3个出口的边界条件设置为

压力出口，静压为 15.5 MPa，其他面的边界条件设

置为壁面。采用标准 k⁃ε湍流模型求解流体控制方

程。流体材料为加压水，高温下不发生汽化。

3.5 流体域与固体域的耦合

通过单向流固耦合法将流体域计算出的节点压力

映射到堆芯吊篮流固耦合面上的对应节点，作为预应力

模态分析模型的一个输入。图6为堆芯吊篮表面静压分

布图，入口处压力最大，为 15.545 3 MPa，出入口之间

的压差相比于静压来说十分微小，为 0.035 6 MPa，冷
却剂对堆芯吊篮的作用力主要为静压压力。

4 预应力模态分析结果

为了模拟核电站中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随时间

的退化，分别计算了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减少 0%，

5%，10%，15%，20%，25%，30%，35%和 40%时的堆

图 3 堆内构件简化模型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plified model of reactor inter⁃
nals

图 4 固体域有限元模型

Fig.4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solid domain

图 5 流体域有限元模型

Fig.5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fluid domain

图 6 堆芯吊篮表面流体静压分布

Fig.6 Hydro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surface of core
support b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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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吊篮模态，得到了相应的梁型模态频率及振型的变

化。结果表明，随着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的下降，堆

芯吊篮的梁型振动频率有明显的下降，如图 7所示。

将数值仿真结果与中子噪声信号分析得到的结

果进行比较，对于堆芯吊篮正常状态下的振动频率，

数值仿真结果为 8.44 Hz，中子噪声信号分析结果为

8.2~8.5 Hz，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说明基于流固耦合

和摩擦接触的预应力模态分析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

结构的整体特性和模态振动性能。随着燃料组件压

紧弹簧刚度下降 40%，堆芯吊篮梁型模态频率从

8.44 Hz下降到 6.74 Hz，说明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

对堆芯吊篮模态有显著的影响。当燃料组件压紧弹

簧刚度下降 0%，5%，10%，15%，20%和 25%时，

堆芯吊篮梁型模态频率从 8.44 Hz下降到 8.19 Hz，变
化量为 0.25 Hz，降幅很小。随着燃料组件压紧弹簧

刚度进一步减小，频率出现大幅下降，刚度减少 40%
时，频率下降至 6.74 Hz，变化量为 1.45 Hz。

图 8为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下降不同程度时

的堆芯吊篮梁型模态振型变化。当燃料组件压紧弹

簧刚度下降 0%，15%和 25%时，堆芯吊篮法兰处

的变形几乎为 0，约束十分充分，此时振动频率下降

极小。当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下降 30%，35%和

40%时，堆芯吊篮法兰的部分区域有明显的变形，

说明此时轴向预紧力已不足以补偿冷却剂作用力，

压紧弹簧环和燃料组件压紧弹簧被进一步压缩，堆

芯吊篮法兰处出现松动，导致接触刚度下降，造成堆

芯吊篮振动频率的下降。

此外，燃料组件压紧弹簧的预紧力作用于堆芯

吊篮底部，会使堆芯吊篮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应力

刚化现象。当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减少，其预紧

力也会减小，导致堆芯吊篮的应力刚化程度降低，对

模态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5 结 论

1）堆芯吊篮在同一个燃料循环周期内振动频

率下降并在核燃料更换后的下一个燃料循环初期恢

复的现象，在不同压水堆核电站中具有普遍性，单个

图 8 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减小对堆芯吊篮梁型模态振型的影响

Fig.8 The influence of fuel assembly hold-down spring stiffness decrease on beam mode shape of core support barrel

图 7 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减少对堆芯吊篮梁型模态频率

的影响

Fig.7 The influence of fuel assembly hold-down spring stiff⁃
ness decrease on beam mode frequency of core support
b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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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循环期间下降率最高达到 5.95%。

2）通过流固耦合方法将冷却剂对堆芯吊篮的作用

力映射到堆芯吊篮结构，通过摩擦接触方式考虑堆芯

吊篮法兰所受的轴向位移和径向摩擦约束，将包含堆

芯吊篮在内的堆内构件建为装配体模型，运用有限元

法进行预应力模态分析。数值仿真结果为 8.44 Hz，信
号分析结果为 8.2~8.5 Hz，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表明此

建模分析方法在堆芯吊篮模态分析领域的有效性。

3）随着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的减小，堆芯吊

篮梁型振动频率明显下降。仿真结果表明，燃料组

件压紧弹簧刚度下降 40%时，堆芯吊篮梁型振动频

率下降 1.7 Hz。
4）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的减小是堆芯吊篮梁型

振动频率下降又恢复的主要原因。燃料组件压紧弹簧

刚度下降，导致轴向预紧力不足以补偿冷却剂作用力，

使得压紧弹簧环被进一步压缩，造成堆芯吊篮法兰产

生形变或位移，接触刚度下降，以致堆芯吊篮模态频率

下降，振型改变。在经过停堆换料（更换燃料组件）后，

新的燃料组件压紧弹簧刚度为正常值，使得堆芯吊篮

梁型振动频率在新的燃料循环初期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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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波受载荷影响补偿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方法
∗

杨 宇 1， 王彬文 1， 曹雪洋 2， 郑 辉 2， 邱 雷 2

（1.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西安，71006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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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基于导波的结构健康监测（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简称 SHM）中急需解决的环境载荷影响问题，开

展碳纤维复合材料板结构与加筋结构载荷影响实验，研究了载荷对导波的影响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载荷补偿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补偿标准，对网络结构及网络参数进行设计，有效减少了参考

信号存储，实现了大范围载荷补偿。通过实验数据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在补偿范围 0~90 MPa内，补

偿精度达到-20 dB。将补偿方法结合损伤成像方法应用在碳纤维复合材料板结构的损伤监测，结果表明，补偿前

无法实现损伤定位，补偿后损伤定位误差≤0.9 cm，有效提高了载荷影响下的损伤诊断可靠性。

关键词 结构健康监测；载荷影响；载荷补偿；深度学习；导波

中图分类号 TH114；TB55

引 言

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可预测和评估结构的损伤状

态，保障结构安全［1⁃3］。基于导波的结构监测方法，

可监测微小裂纹并实现范围监测，被广泛应用于航

空结构损伤监测方面［4⁃8］。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环境

因素对导波的传播具有很大影响，结构服役环境的

复杂性限制了其应用［9］。针对导波信号受到环境因

素影响的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加权时域弯折

的 Lamb波自适应温度补偿方法及基于理论建模的

补偿方法［10⁃11］。但是以上方法都是针对温度的影

响，而针对导波的载荷补偿方法研究较少。

近年来，神经网络方法在结构健康监测领域有

了一些进展。包龙生等［12］采用 BP神经网络对桥梁

进行损伤识别。崔建国等［13］采用深度自编码网络方

法，对航空发动机故障进行了诊断。神经网络方法

在环境补偿中也有少许应用。张威等［14］采用 BP神

经网络对测功机的测量过程进行了温度补偿。李志

杰等［15］将神经网络方法应用于半球谐振陀螺仪零偏

温度补偿。Qiu等［16］采用自适应神经网络方法对温

度影响下的导波进行补偿。关于环境补偿的神经网

络方法都是用于温度补偿。

载荷对于导波的影响对结构健康监测方法的使

用带来了阻碍。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神经网络的载荷补偿方法。该方法通过信号特

点构建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得到目标载荷

下导波响应信号和基准载荷下导波响应信号的关系

模型参数，在保存少量基准信号和模型参数的情况

下，实现大范围载荷的导波补偿。

1 载荷对导波的影响机理

图 1为主动压电⁃导波有基准监测技术基本原理

图，结构上布置压电传感器网络，在结构健康状态下，

激发导波信号并接收信号，以接收到的健康信号作为

基准。在监测时，采用同样流程得到监测信号，最后

将基准信号与监测信号进行信号处理，比较信号之间

的相位和幅值差别，从而对结构进行损伤评估。

然而，在飞行器结构的真实服役条件下，监测过

图 1 主动压电⁃导波 SHM系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active piezoelectric and guided
wave SH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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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获得的监测信号会受到载荷等环境因素的影

响，使得提取出的监测信号特征无法反应结构的真

实状态。其中：Lamb波在幅值方面受载荷影响主

要来自载荷对压电传感器机⁃电转换特性的改变，即

由于压电常数的改变使幅值随着载荷变化而改变；

Lamb波在相位方面受载荷影响主要由于声弹性效

应的存在使传播速度随着载荷变化而改变［17］。笔者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针对复合材料板和复合材料加

筋板研究载荷对导波信号的影响。

1.1 载荷实验设置

如 图 2 所 示 ，实 验 选 择 了 尺 寸 为 600 mm×
510 mm×2 mm 的 复 合 材 料 板 结 构 试 件 及

600 mm×510 mm×2 mm的复合材料加筋结构试

件。板结构表面粘贴了间距为 140 mm的 9枚压电

片；加筋结构表面粘贴了 6枚压电片，压电片纵向间

距为 80 mm，横向间距为 128 mm。

图 3所示为实验所用设备，包含拉伸机和集成

导波 SHM系统。激励信号采用正弦调制五波峰信

号，振幅为±70 V，中心频率为扫频 50~300 kHz，采
样 率 为 10 MHz。 板 结 构 加 载 区 间 设 置 为 0~
90 MPa，步进为 10 MPa；设置加筋结构加载区间为

3~33 kN，步进为 5 kN。

实验过程如下：用拉伸机提供多级载荷情况，在

结构健康时，采集各级载荷下的导波响应信号。另

外，对于复合材料板结构增加损伤实验，在左上方 4
个压电片围成的区域制造模拟损伤，各级载荷保载

状态下采集信号，然后将采集的信号通过小波变换

的方式抑制实验环境噪声［18］。

1.2 载荷影响下导波的变化规律

在拉伸实验中受载通道在不同载荷影响下的信

号直达波段如图 4所示。

可以看到，在载荷影响下，导波信号随着载荷变

大其变化也越大，但信号的具体变化规律还需对信号

的幅值和相位进行详细分析。对 50，100和 150 kHz
下的信号进行分析，以信号过零点之间的时间差的变

化来实现间接测量相速度的变化，拟合结果如图 5（a）
图 2 带有传感器的复合材料结构

Fig.2 Carbon fiber plate with piezoelectric transducers

图 3 载荷影响导波实验

Fig.3 Guided wave experiment under the load effects

图 4 不同载荷下的典型信号

Fig.4 Typical signals under different loads

图 5 相速度与幅值随载荷变化

Fig.5 Phase velocity changes and Amplitude changes with
load

813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 42 卷

所示，可以看出，相速度变化趋势在相同频率下表现

一致且都随载荷呈较好的线性变化。以信号直达波

段最值的变化来实现测量幅值的变化，拟合结果如图

5（b）所示，可以看出，相同频率、相同载荷方向下幅值

变化趋势一致且都随载荷呈较好的线性变化。

虽然载荷对导波幅值和过零点相位的影响呈线

性，但是导波对于不同频率信号的斜率并不相同，因

此整个波包在载荷影响下是呈非线性的。损伤诊断

使用的是直达波段，因此需要对波段进行补偿［19］。

本研究采用的卷积神经网络中，卷积与池化这两种

特殊的运算方式，可以先提炼出输入信号每一时刻

信号值之间的特征，再得出特征与目标信号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从而建立起参考信号与目标信号之间

的数学模型关系。

1.3 载荷对损伤监测的影响

对比有无载荷的情况来分析载荷对损伤诊断的

影响。设定 0 MPa下的健康信号为基准，当载荷变化

为 60 MPa时，健康状态信号与基准信号的差别如图 6
所示，其中差信号幅值最大变化在 55 mV左右。损伤

状态信号与基准信号的对比如图 7所示，其中差信号

幅值最大变化在 50 mV左右。可以看到，由于载荷的

影响，损伤对导波的影响与载荷对导波的影响发生了

混叠，因此会引起对结构状态的误判，出现健康状态

下由于载荷对导波的影响而被误判为结构有损伤。

2 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载荷补偿方法

2.1 补偿原理

导波激励传感模型如图 8所示，在载荷作用下

正逆压电过程、胶层会受到影响，将这些过程都考虑

为传递函数，载荷带来的影响也可看作为对传递函

数的影响。图中，激励原件 PZTA的激励信号 Va和

传感元件 PZTB的响应信号可表示为

VAB (ω )= Ks (ω )GAB (ω )Ka (ω )Va (ω ) （1）
其中：Ks（ω）为压电片与结构耦合胶层中电压转换

为机械运动对应的函数；Ka（ω）为机械运动转换为

电压对应的函数；GAB（ω）为导波在结构中从输入端

到输出端过程中的传递函数。

Ks（ω），Ka（ω）和GAB（ω）会随载荷变化而变化，响应

信号在L1和L2载荷下会变化为式（2）和式（3）的形式

VAB (ω，L 1 )=
Ks (ω，L 1 )GAB (ω，L 1 )Ka (ω，L 1 )Va (ω ) （2）

VAB (ω，L 2 )=
Ks (ω，L 2 )GAB (ω，L 2 )Ka (ω，L 2 )Va (ω ) （3）
两响应信号在频域内的关系为

VAB (ω，L 2 )= H (ω，L 1，L 2 )VAB (ω，L 1 ) （4）
其中：

H (ω，L 1，L 2 )=
Ks (ω，L 2 )GAB (ω，L 2 )Ka (ω，L 2 )
Ks (ω，L 1 )GAB (ω，L 1 )Ka (ω，L 1 )

。

由式（4）可知，可以通过构建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模拟传递函数H（ω，L1，L2），训练后可得到载荷影响

下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2.2 补偿流程

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载荷补偿方法步骤如下。

1）获取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库，即各个载荷下

的导波相应信号的集合。

2）根据载荷补偿范围以及补偿标准进行网络

图 6 健康信号与基准信号的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health signal with reference signal

图 7 损伤信号与基准信号的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damage signal with reference signal

图 8 导波激励传感模型

Fig.8 Guided wave excitation sens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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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获得相应的网络参数。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训

练示意图如图 9所示，基准信号为 25 MPa载荷下的

信号，参考信号为 15，35，…，65 MPa载荷下的信号，

训练得到相应的网络参数。

3）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损伤诊断示意图如图 10
所示。实际应用中，若测得结构受 35 MPa载荷，则

调用 25 MPa载荷下基准信号和对应网络参数，计算

得 到 补 偿 后 35 MPa 载 荷 对 应 的 基 准 信 号 ，与

35 MPa载荷下监测信号进行对比，实现损伤诊断。

2.3 网络结构设计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通过卷积核池化运算，从输

入数据中提取高层次特征，最终建立模拟数据之间

的函数关系，具有去噪、降干扰的特点。根据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这些特点，可将其用于补偿载荷变化对

导波信号造成的幅值、相位影响。

参考经典卷积神经网络搭建一维卷积神经网

络，网络结构如图 11所示。第 1层包含 1次卷积运

算和 1次池化运算，第 2层和第 3层为全连接结构。

网络参数的初始化是随机的，但为了减少神经元的

保存个数，第 3层与输出层之间的参数由输入信号

直接组成，并且在网络训练时，此层参数不参与更

新。另外，采用平方差损失函数、tanh激活函数和随

机梯度下降法。其中，除了最后一层没有使用激活

函数，其他网络层都有使用。

输入层为补偿前信号，神经元个数由需要补偿

的直达波信号段长度来决定；输出层为补偿后信号，

通过训练各隐含层的网络参数得到最终的神经

网络。

网络的训练方式如下。

1）前向传播。卷积层到卷积层前向传播为

a l+ 1j = tanh (∑
s

a ls∗w l+ 1
s，j + b l+ 1j ) （5）

其中：a ls为第 l层厚度为 s的特征图矩阵；w l+ 1
s，j 为第

l+1层 j个卷积核；s为每个卷积核厚度；b为 j个偏

执值。

卷积层到池化层前向传播如式（6）所示，特征图

由 a lj最大池化为特征图 ap lj

ap lj= pooling (a lj) （6）
池化层到全连接层传播如式（7）所示，先进行的

是合并操作，直接将特征 ap lj合并为一维特征 au lj

aul=merge (ap lj) （7）
全连接层前向传播为

a l+ 1 = tanh (w l+ 1aul+ b l+ 1 ) （8）
其中：w l+1为下一层的权值；bl+1为下一层的偏执项；

al+1为得到的下一层神经元；中间使用 tanh正切函数

激活。

2）反向传播。损失函数为平方差损失函数

C= ( y′- y) 2 （9）
其中：y′为网络输出；y为期望输出。

全连接层误差传递为

δ l= ∂C
∂a l+ 1

tanh'( z l+ 1 ) （10）

其中：zl+1为激活函数之前的参数；δl为上一层的灵

敏度。

将灵敏度 δl从一维向量重复排列，排列成池化

图 10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损伤诊断示意图

Fig.10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based damage diagno⁃
sis architecture

图 11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结构

Fig.11 Structure of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图 9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训练示意图

Fig.9 The training of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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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尺寸，得到 δP

δp= unmerg ( δ l ) （11）
池化层到卷积层误差传递为

δ l= upsample ( δp ) tanh'( z l+ 1 ) （12）
其中：upsample为上采样过程，上采样之后要乘以激

活函数的导数。

卷积层之间误差传递如式（13）所示，将误差排

列，并对原先的卷积核旋转 180°，再进行卷积操作，

最后乘以激活函数 tanh的导数

δ l= resize ( δ ) l+ 1
i
∗rot180∘(w ) l+ 1

i，s
tanh'( z l+ 1 ) （13）

以上过程中 l和 l+1代表网络的相邻两层，其

中 l+1为网络结构正向顺序中的后面一层。

3）优化器。参数更新方式为

θ 1 = θ 0 - αΔJ ( θ ) （14）
其中：θ1为更新后的参数；θ0为更新前的参数；α为学

习率；ΔJ（θ）为误差对每个参数的导数，即灵敏度。

根据上述过程训练网络，并保存基准信号与网

络第 3层神经元参数。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结构当

前所受载荷，调用相应的基准和网络参数，便可计算

出当前载荷下的基准信号。

2.4 补偿精度

根据文献［16］，选择如式（15）所示的归一化最

大误差作为补偿效果的标准

Er= 20lg ( max ( || a ( t )- f ( t ) )
max ( || f ( t ) ) ) （15）

其中：a为补偿后的信号；f为补偿参考信号。

式（15）的含义为参考信号与补偿后差信号最大

幅值的绝对值除以参考信号的最大峰值。此外，将补

偿精度设置为-20 dB，即补偿后精度Er<-20 dB。

2.5 复合材料板载荷补偿

选取复合材料板结构的数据进行方法验证，选取

70 kHz频率下的信号进行说明，如图 12所示。因为损

伤诊断所用的信号段为直达波段，所以对直达波信号

段进行补偿，直达波信号段长度为 0.11~0.18 ms。
根据上节选择的补偿精度计算公式，以 40 MPa

信号为基准信号，以其前后 50 MPa载荷范围内的信

号作为补偿目标，补偿结果如图 13所示，补偿效果

可以减少-15 dB左右，补偿后的最大归一化误差

小于-20 dB，补偿效果良好。展示最近载荷距离补

偿效果和最远载荷距离补偿效果，即 50 MPa下的补

偿结果，如图 14所示。可以看到，补偿后的差信号

接近于零，补偿效果显著。

2.6 复合材料加筋板载荷补偿

选取复合材料加筋板的数据进行实验，选取

70 kHz频率下的信号进行说明，如图 15所示，直达

波信号段长度为 0.08~0.14 ms。
根据上节选择的补偿精度计算公式，以 18 kN信

号为基准信号，以其前后 15 kN载荷范围内的信号作为

补偿目标，使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进行载荷补偿，结果

如图 16所示。可以看到，补偿效果可以减少-15 dB
左右，补偿后的最大归一化误差小于-20 dB，说明补

偿效果良好。展示 23 kN下的补偿结果，如图 17所示，

可以看到，补偿后的差信号接近于零，补偿效果显著。

图 12 复合材料板补偿信号段

Fig.12 Compensated signals on the composite plate

图 13 复合材料板全载荷段补偿结果

Fig.13 Compensation results for the full range of load on the
composite plate

图 14 补偿 50 MPa信号

Fig.14 Signal with the compensated load of 5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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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损伤诊断中载荷补偿方法验证

结合延迟累加损伤成像方法［20⁃21］对深度学习神经

网络载荷补偿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验证，损伤

成像算法需要将 20个通道的基准信号和监测信号作

为输入，根据内部算法得到损伤位置信息。模拟损伤

的位置为左上角区域，从复材板的实验数据中获取

30 MPa和 60 MPa载荷作用下损伤监测信号，并采用

深度学习载荷补偿方法对其基准信号进行补偿。

图 18、图 19所示为左上方区域 4个通道 30 MPa
和 60 MPa下监测信号与补偿前后基准信号之间的

信号差。图 18为监测信号与补偿前基准信号之间

的信号差，可以看到，损伤对信号的影响和载荷对信

号的影响发生了混叠，无法分清两种因素对信号的

影响大小，影响损伤判定的准确性。图 19为监测信

号与补偿后基准信号之间的信号差，可以看到，差信

号中只剩下损伤对信号的影响。

将监测信号和未补偿的基准信号作为延迟累加

成像方法的输入，得到如图 20所示的成像结果，表明

在载荷影响下，成像方法无法完成定位。调用与

30 MPa与 60 MPa对应的网络参数和基准信号，通过

计算获得当前载荷下的基准信号，并将其与监测信

号作为延迟累加成像方法的输入，得到如图 21所示

的损伤成像结果，成像结果相较于未补偿时得到了

明显改善。聚焦位置位于实际损伤位置处，30 MPa

图 17 补偿 23 kN信号

Fig.17 Signal with the compensated load of 23 kN

图 18 补偿前基准信号与监测信号的信号差

Fig.18 Signal difference between reference signal and the
raw monitoring signal

图 19 补偿后基准信号与监测信号的信号差

Fig.19 Signal difference between reference signal and the
compensated monitoring signal

图 15 复合材料加筋板补偿信号段

Fig.15 Compensated signals on composite stiffener plate

图 16 复合材料加筋板全载荷段补偿结果

Fig.16 Compensation results for all load segments on com⁃
posite stiffener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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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作用下的损伤定位误差仅为 0.21 cm，60 MPa载
荷作用下的损伤定位误差仅为 0.9 cm。

4 结 论

1）深度学习载荷补偿方法在 0~90 MPa补偿

范围下，补偿后误差小于-20 dB。
2）深度学习载荷补偿方法结合损伤成像诊断

方法，可实现在载荷影响下对结构损伤的有效定位。

3）考虑到实际结构和实际载荷的复杂性，网络

模型的参数需要随着应用场景的改变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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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Fiber Bragg Grating in Ultrasonic Structure
Health Monitoring

WU Qi1， LAN Wulin1， ZHANG Hanqi1， LU Jiyun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210016，China）

（2. College of Aeronaut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210016，China）

Abstract Utilizing fiber Bragg grating to detect high-frequency，small-energy ultrasonic guided waves contain⁃
ing damage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or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
ing. Firstly，the ultrasonic detection principle of fiber Bragg grating and a special phased-shifted fiber Bragg grat⁃
ing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broad bandwidth is introduced，and the directional sensitivity and the installation
methods of the grating are discussed. Secondly，the broadband light source demodulation method and the tun⁃
able laser demodulation method to convert the high-speed and small-amplitude Bragg wavelength shift into volt⁃
age output are presented and compared. Then，typical and important applications on aerospace composite struc⁃
tures，including impact monitoring，acoustic emission monitoring and acousto-ultrasonic monitoring，are re⁃
ferred to as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amage determination，localization，classification and
other health monitoring. Finally，the application of fiber Bragg grating in ultrasonic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is summarized and prospected.

Keywords fiber Bragg grating；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demodulation system；impact monitoring；acous⁃
tic emission；acousto-ultrasonics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olling Bearing

XU Renyi1，2，3， WANG Hang1，2，3， PENG Minjun1，2，3， DENG Qiang1，2，3， WANG Xiaokun1，2，3

（1. National Defense Key Subject Laboratory of Nuclear Safety and Simulation Technology，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150001，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Nuclear Safety and Advanced 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rbin，150001，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Nuclear Power Plant Performance and Equipment，Heilongjiang Province Harbin，150001，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a single time-frequency domain index cannot fully interpret the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lling bearing life cycl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remaining useful life（RUL），a RUL pre⁃
diction method is proposed combining mean square harmonic noise ratio（MSHNR）and regularized particle filter
（RPF）. Firstly，the feature extraction of the whole bearing degradation process is realized based on MSHNR.
Then，the state space models of rolling bearings at different degradation stage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Paris
model and Foreman model.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particle filter is easy to exhaust particles and weaken di⁃
versity during resamping，the resamping process of regularized particle filter（RPF） is improved by using Eu⁃
clide-based kernel function，so as to track the degradation state. Finally，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
od is verified by the accelerated life test data set of rolling bearings.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
ence for predictive maintenance of rolling bearings in nuclear power rotating equipment，and improve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rotating equipment.

Keywords rolling bearing；local mean decomposition；prediction of remaining useful life；mean square harmon⁃
ic noise ratio；regularized particl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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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echanical Modeling and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WEN Huabing， ZHANG Kun， LIU Wei， ZAN Hao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212003，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blem of inaccurate mathematical models of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s，a nonlinear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force-displacement relationship is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restoring force of
the isolators. Based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y test，the Bouc-Wen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hystere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lator ，and the genetic algorithm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unknown
parameters in the mathematical model. Moreover，the test data of different amplitudes and frequencies are used
to check the results. Finally the Simulink toolbox is used to verif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tic algorithm can correctly identify the unknown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When the excitation
frequency is 0.1 ~ 5 Hz，the maximum deviation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amplitudes of the test value and the
simulated value are 7.9% and 8.3%，respectively. In the 10 Hz frequency band，the average error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rate obtained by the model and the experimental transmission rate is 8%，which is in good agree⁃
ment with the test data，which verifi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Bouc-Wen model of the inerter-rubber vibration iso⁃
lator.

Keywords inerter；vibration isolator；Bouc-Wen model；genetic algorithms；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of Thermal Bow Vibration in Active Magnetic
Bearing Supported Rotor

JIN Chaowu， SU Hao， DONG Yue， XU Yuanping， ZHOU Jin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ntrol system and structure of the rotor on the thermal
bow vibration in magnetic bearings-rotor system，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based on its thermal bending vibra⁃
tion mechanism to constantly update the calculation conditions，iterative calculation，until the vibration conver⁃
gence or divergence. So，the influence of the electric control parameters and the rotor structure parameters on
thermal bending vibration is obtain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among the electronic control parame⁃
ters，changing the bias current and integral coefficient has no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thermal bending vibra⁃
tion，while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al coefficient and differential coefficient can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r⁃
mal bending vibration. In terms of rotor structure parameters，increasing the length of the non-cantilever and can⁃
tilever lateral axis reduces the influence of thermal bending vibration，while increasing the cantilever length and
the radius of the external disk slightly increases the influence of thermal bending vibr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and the rotor itself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rmal bending，and the phas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determine the change trend of ther⁃
mal bending vibration.

Keywords active magnetic bearing；thermal bow vibration；electromagnetic loss；para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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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alysis on Vibration Wear for Main Bearing of a Mine Hoist

LU Hao1，2， ZHU Zhencai1，2， CAO Shuang1， WANG Zhihua1

（1.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221116，China）
（2.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Min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Xuzhou，221116，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vibration system parameters and structural sizes for the rolling element
bearing，the vibration wear reliability of NCF18/600V main bearing for a mine hoist is investigated. Firstly，the
vibration wear model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dynamic equation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with a spall on outer race，combined with Holm-Archard sliding wear equation. Then，the simulation on
surface wear morphology of rolling element is realized by embedding the vibration wear model in the form of sub⁃
routine into ABAQUS software. After that，the Latinized stratified sampling technique and adaptive Kriging sur⁃
rogate model are employed to conduct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for vibration wear simulation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Finally，the high-order L moment method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vibration wear reliability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Compared with the wear reliability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without vibration behavior，the vi⁃
bration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not only aggravates the wear reliability degradation process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but also increases the wear reliability degradation rate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Keywords rolling element bearing；vibration wear；reliability；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L moment

Dynamic Load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and Verification of Wind
Turbine Drive Train

WU Faming1，3， LI Ye1， YANG Congxin2， YANG Liu3， WANG Dian3

（1. Ocean and Civil Engineer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0，China）
（2.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730050，China）

（3. CRRC Zhuzhou Institute Co.，Ltd. Zhuzhou，412000，China）

Abstract A large doubly-fed wind turbine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dynamic loa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ive train are modeled. Moreover，th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of low-speed shaft torsion load of the trans⁃
mission chain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orsional vibration and generator torque characteristics is proposed as
well. Applying the multi-body dynamics rigid-flexible coupling model in the simulation aims to verify the vibra⁃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mission chain and dynamically identify the loa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aligned
with the dynam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load in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The average deviation above the rated
wind speed is about 2%，and the deviation of the 1 Hz equivalent fatigue load is around 6%.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prototype test，the test results are close to the dynamic identified load and the deviation of the equiv⁃
alent fatigue load is below 5%，which meets the engineering requirements. The drive train dynamic load identifi⁃
cation method，using low-pass filtering algorithm，can achieve auto-programming which only needs the wind tur⁃
bine self-detection and operational data，and can also obtain the low-speed axial torsion load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wind turbine，which provides favorable support for the wind turbine security monitoring.

Keywords load identification；vibration；wind turbine；dynamic；drive train

Stator Current Signatures Diagnosis Method of Planetary Gearbox

SHI Xianjiang， LI Sujian， GUO Hua， SI Junshan
（School of Mechanical Power Engineering，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150080，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 cost of conventional vibr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difficulty i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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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planetary gearbox fault diagnosis of wind power doubly fed induction genera⁃
tor（DFIG），an indirect diagnosis method directly using DFIG stator current signal is proposed. A simple and
feasible fault simulation test bench for DFIG transmiss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general equipment such
as motor，planetary gearbox and frequency converter. Through conduct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s in the labora⁃
tory and Hilbert demodulation spectrum diagnosis method，taking planetary gear as an example，the fault induc⁃
tion mechanism of DFIG stator current signatures in transmission system is studied，and the variation law of
fault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composition with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generator is investigated. By compar⁃
ing with the vibration acceleration signal and the torsional vibration signal，it is shown that the DFIG stator cur⁃
rent signatures can reflect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dial vibration and the torsional vibration signal of
the planetary gear. So，i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or supplementary method for conventional vibra⁃
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actual wind turbine.

Keywords planetary gearbox；stator current；fault diagnosis；simulation experiment；wind power doubly fed in⁃
duction generator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Equivalent Excitation Source for Fan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Noise

WANG Chenguang1， FENG Haijun2， ZHANG Yi2， ZHOU Pu2， JIANG Weikang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al System and Vibration，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0，China）
（2. Shanghai Marine Equi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200031，China）

Abstract The fluid excitation source of centrifugal fan is located in the fan，and it is a distributed excitation
sourc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xcitation force is calculated by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analysis，
but it is not able to calculate the excitation force through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surface to verify the correct⁃
ness of the CFD results.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of the equivalent excitation source is established. The vibra⁃
tion of the volute and the transfer function from the candidate equivalent excitation point to the vibration mea⁃
surement point of the volute are obtained by experiments. The pressure fluctuation of the centrifugal fan operat⁃
ing at the ratings is measured. The pressure fluctu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volute surface is obtained by polynomi⁃
al fitting，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equivalent source. The minimum error algorithm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selection of equivalent excitation source candidate points and inversion measurement
points，and the equivalent excitation force is obtained by Tikhonov regularization algorithm inversion. Then the
measured transfer function and the inversion equivalent excitation force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vibration re⁃
sponse of the volute and motor mount，to verify the equivalence and accuracy of inversion results. The error be⁃
tween the inversion result and the measurement result at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is about 2 dB，and the equiva⁃
lent excitation force inside the centrifugal fan is successfully inverted.

Keywords centrifugal fan；distribution source inversion；equivalent source；blade passing frequency

Experimental Study o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Rime Icing and
Glaze Icing Conductors

LOU Wenjuan， WANG Liqi， CHEN Zhuofu
（Institute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imulate rime and glaze icing conditions，three sets of rigid models with different ice thick⁃
nesses of crescent-shaped iced conductors with smooth and rough ice surface are designed and tested in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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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 by high frequenc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 i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wind-induced
swing response and galloping stability are analyze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ag coefficient of the iced con⁃
ductor with rough ice surface i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at with smooth ice surface，and the lift coefficient-attack an⁃
gle curve and torsion coefficient-attack angle curve do not have sharp peaks. Under the same ice thickness and
ice shape，the galloping stability of the iced conductor with smooth ice surface formed by glaze is worse than that
with rough ice surface formed by rime and mixed rime. The wind-induced swing angle of iced conductor with
rough ice surface is larger than that with smooth ice surface under the same wind velocity and line conditions，so
that rime icing is worse than glaze icing for wind-induced swing of iced conductor.

Keywords transmission line；iced conductor；rime；glaze；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Vibration Frequency Method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odification of
Extreme Properties of Suspender

ZHAO Xinming1， SHI Xinwei1， JIANG Bo1， WANG Yong2， WANG Jiayong2， PAN Jianwu1

（1. College of Civilavi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2. Sinohydro Tianjin Engineering Co.，Ltd. Tianjin，30038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cable force of suspenders with connecting rods by vi⁃
bration frequency method，a calculation of cable force measured by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method based on fi⁃
nite element method i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errors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suspenders caused by the
length and stiffness of connecting rods，the influence of cable force calculated by vibration frequency method is
analyzed. ABAQUS is used for establishing vibrating models of suspenders with varied length ratio and stiffness
ratio between suspenders and connecting rods. Result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re fitted through PYTHON to
introduce the adjustment coefficient of cable force. Finally，this method as well as traditional vibration frequency
method and method of references 6 are used for calculating the cable force of eight suspenders of Xiaohe Bridg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measurement errors of cable force and improve the accu⁃
racy of calculation by vibration frequency method.

Keywords vibration frequency；suspender；tension；finite element；end effect

Study and Evaluation of Dynamic Response of Building Structure Under
Collapse Vibration

LIU Kaifang1，2， LIU Yanhui2， XU Li2， JIA Yongsheng3，4， YAO Yingkang3，4， ZHOU Fulin2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710055，China）
（2.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Test Center，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510415，China）

（3.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Explosion Engineering，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430056，China）
（4. Wuhan Blasting Co.，Ltd. Wuhan，430056，China）

Abstract Taking a certain proj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a series of on-site monitoring of collapse vibration
were carried out，and the dynamic impact of collapse vibration on surrounding buildings was studied and evalu⁃
ated. Firstly，the propagation law of collapse vibration was studied by analyzing the surrounding monitoring da⁃
ta of real-time monitoring points. Secondly，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easured point is loaded into the finite ele⁃
ment model as a dynamic loa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frame structure under the action of vibration wav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floor are discussed. The octave spectrum analysis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ccelerations is carried out to obtain 1/3 octave. Based on the vibration acceleration level，the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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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re carried ou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namic strength of the surrounding
building structur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of the vibration wave. Moreover，the response
tends to enlarg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loor number，and the vertical vibration was greater than the horizontal
vibration.

Keywords blasting demolition；collapse vibration；vibration wave；octave spectrum analysis；vibr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alysis of Torsional Vibration Signal of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Wavelet⁃VMD Joint De⁃noising

CHEN Long1，2， SHI Wenku1， CHEN Zhiyong1， ZHANG Guihui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22，China）
（2.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030024，China）

（3. Dahu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Ltd. Changchun，130103，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a wavelet- 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VMD）joint de-noising method is propose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rotational speed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signal de-noising，which is used to process an⁃
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signals. Firstly，vehicle test and signal acquisition are carried out to ob⁃
tain the first mass ，the second mass angular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signals of the dual-mass flywheel. Then
the parameters of wavelet and VMD are optimized respectively. The peak-to-peak value of signal-to-noise ratio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sensitivity of wavelet parameters to the de-noising performance. On this basis，wavelet
parameters are obtained. Finally，several modal components（IMF）are obtained by using VMD decomposition.
The main IMF is selected by cro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signal is reconstructed to obtain the final de-

noising signal，and the de-noising result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
ly remove the noise components in the an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signal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de-noising signal and the original signal are 0.998 5，0.997 5，0.835 4 and 0.683 6，respectively.
Besides，the an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under the dual mass flywheel acceleration condition are
calculated. The attenuation rate is above 80% which meets the design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Keywords wavelet de-noising；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joint de-noising；dual mass flywheel；torsional
vibration

Study on Fatigue Damage of Gravity Dam Under Combined Effect of
Mainshock and Aftershock Seismic Based on P⁃D⁃ε Curve of Hydraulic Concrete

GUO Tao1， GUI Bo1，2， XU Lihui1， ZHANG Lixiang 1

（1. Facu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650500，China）
（2. Power China Kunmi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Kunming，650051，China）

Abstract A strong mainshock seismic usually triggers numerous aftershocks within a short period. The main⁃
shock will cause damage to dam body，and aftershocks have a potential to cause additional damage to mainshock-

damaged concrete gravity dam. However，most studies on effect of mainshock and aftershock seismic to dam on⁃
ly consider the mainshock and one aftershock so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damage of numerous
aftershocks seismic，a method based on concrete damage plasticity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P⁃D⁃ε curve of hy⁃
draulic concrete and hydraulic fracturing effect is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study. Therefore，the accumulated
damage of concrete gravity dam under single mainshock and main-aftershock seismic sequences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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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dam may be slightly cracked with moderate damage under single main⁃
shock，but aftershock seismic and hydraulic fracturing effec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ccumulated dam ⁃
age of dam body. The main damage area of dam body is concentrated the near of dam heel，the surface of foun⁃
dation and the upstream break point，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aftershocks the penetrating crack forma⁃
tion.

Keywords mainshock-aftershock seismic sequences；aftershock；concrete gravity dam；concrete damage plastic⁃
ity model（CDP）；hydraulic fracturing；accumulated damage

Study o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Impact Resistance of Tunnel Excavation
Trolley Under Central Impact Loads and Its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DING Yingnan1， XU Weibing1， SHEN Botan1， CHEN Yanjiang1， LI Shian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100124，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way Ministry of Transport 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some parameters are studied to clarify their influences of impact
resistance capacity of one typical trolley under central impact loads，such as bracing angle，etc. With the optimal
parameters obtained，two scaled test models of the optimized trolley ar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The central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central impact resistance capacity a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static and impact tests. Re⁃
sults show that higher bracing angle can obtain larger impact resistance capacity，and increased yield strength
materials can improve impact resistance capacity，especially after local yield occurrence. The boundary condi⁃
tions have not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act resistance of trolley. The optimized parameters can well meet the safe⁃
ty requirements of trolley under central impact loads. Proposed optimiz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verification pro⁃
ces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of trolley.

Keywords tunnel safety；tunnel；tunnelling；numerical analysis；model test

Research on Solid Rocket Cabin Shell Structur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Frock Boundary Constraints

HAN Fei1，2， REN Quanbin1， SU Minghui1

（1. Solid Rocket Motor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ombustion，Flow and Thermo-Structure Xi'an，710025，China）
（2.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Rocket cabin shells are usually constrained by clasp frocks in ground tests，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
cant influence on structur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A model of coupled cylindrical shells with elastic bound⁃
ary constraints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The normal constraint stiffness was obtained by the contact calcula⁃
tion model between clasp frocks and cabin shells，and the supplementary functions are used for expressing the
bending vibration displacement of the cylindrical shells. Results showed that measured data follow the same
trends as the theory model prediction；the low-frequency vibration response of cabin shells is deeply sup⁃
pressed by frock boundary constraints，indicating great influences from both constraint stiffness and relative
position.

Keywords clasp frock；cylindrical surface contact；normal contact stiffness；elastic boundary；structural vib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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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Training Method of C⁃DCGAN in Mechanical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TTUR

LUO Jia， HUANG Jinying， MA Jiancheng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030051，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instability of conditional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C-DCGAN）
in training process，we propose a two time-scale update rule（TTUR）for C-DCGAN with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in model training for mechanical fault diagnosis. The model stability is improved when the discriminator
and generator have learning rates for their own. Firstly，the convergence of TTUR in C-DCGAN model is
proved. Secondly，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on the bearing data set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
sity（CWUR）and planetary gearbox data set of laboratories. Finally，the Jensen-Shannon divergence（JSD）is
introduced to capture the similarity of generated data to real ones. Experiments suggest that TTUR improves
the learning for C-DCGAN and outperforms conventional C-DCGAN.

Keywords conditional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C-DCGAN）；stability training meth⁃
od；two time-scale update rule（TTUR）；Jensen-Shannon divergence（JSD）；mechanical fault diag⁃
nosis

Desig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Steel Damping Sliding
Bearing in Continuous Girder Bridge

XIA Zhanghua1， LIN Youqin1， KONG Lingjun2， LIU Yang1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Fuzhou University Fuzhou，350108，China）

（2. Zhuzhou Times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Zhuzhou，410007，China）

Abstract The steel damping composite sliding（SDS）bearing has the advantages of sliding energy consump⁃
tion，self-reset and good economy. However，the isol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bearing is still lack of experimen⁃
tal verification of the real bridge，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esign parameters on its isolation rate is also lack
of deep research. To solve these problems，a two span continuous girder bridg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
ject，and the shaking table test of 1∶5 scaled model was carried out. The isolation effect of the high damping rub⁃
ber（HDR）bearing and the SDS bearing under different intensity earthquake is compared by using the isolation
rates of displacement at the top of the pier，shear force in the bottom and bridge deck displacement. The finite el⁃
ement model is also conducted to study effects of yield force，initial stiffness，yield stiffness ratio，damping ratio
on the displacement at the top of the pier，shear force in the bottom and bridge deck displacement. Under differ⁃
ent types of earthquake，the available parameter range is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isolation rate of the
SDS bearing wa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HDR bearing in the longitudinal bridge direction，and close to
that of the HDR bearing in the transverse bridge direction，which indicates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thod is
available for the SDS bearing.

Keywords bridge engineering；shaking table test；sliding bearing；displacement；shear force；isol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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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of Dual⁃modal Phenomenon in
Missile Modal Experiment

SHANG Lin， ZHANG Hairui， SONG Zhiguo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 Beijing，100076，China）

Abstract The dual-modes phenomenon，which means the direction of the missile modal vibration deviates great⁃
ly from the quadrant direction，appears in the missile modal experiment. A combine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shell-beam-mass-spring element is constructed for simulating missile modal test system by using the three-sec⁃
tion method. By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verification，the main reason of the dual-modes is
proved. The connection stiffness direction of the joint surface between cabins deviates from the quadrant direc⁃
tion. Furthermore，two conclusive cognitions affecting the missile modal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and two preconditions for the deviation of the modal direction from the quadrant di⁃
rection are obtained with the help of simulation results. Finally，from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iew point，op⁃
eration instructions of modal parameters are provided，and the design and location of the joint surface between
cabins are presented.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voidance and weakening of missile du⁃
al-modal phenomenon.

Keywords dual-modal phenomenon；quadrant line；direction of modal vibration；modal deflection；connection
stiffness

Experimental St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elf⁃centering
Beam⁃Column Joints Based on VIC⁃3D Technology

PEI Qiang， WU Cong， HU Shuncai
（College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Dalian University Dalian，11662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amage level of tradi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 structure beam -column
joints caused by strong motion，and to improve the repair ability of beam-column joints after earthquakes，a new
type of self-centering beam-column joint with superelastic shape memory alloy（SMA）bars is designed. Four 1/
5-scale beam-column joints ar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t structure rein⁃
forcement forms and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ratio of SMA bars，and quasi-static tests are carried out. The whole
displacement and strain value of each joint plastic hinge area under low-frequency cyclic loading are measured in
real time，and the corresponding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d principal strain cloud graphs in whole process are ob⁃
tained by video image correlate-3d（VIC-3D） technology. The stages of cracks initiation，cracks development
and self-centering are studied，and the failure process，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displacement ductility，stiff⁃
ness degradation and self-centering performance of the joints are also analy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ilt-in superelastic SMA ba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and self-centering
capability of the joint，delay the cracking of concrete in plastic core area，optimize the degree of damage after
cracking，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repair-ability of joints；Within a certain range，Increasing the reinforcement
ratio of SMA bars can delay the stiffness degradation of joints，but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mprove⁃
ment of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and self-center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self-centering；shape memory alloy；beam-column joint；quasi-static test；video image correlate-3d
（VIC-3D）technology

828



No. 4 Abstracts of Vol. 42 No. 4 in English

Flexible Multi⁃directional Force Sensor with Porous

ZHU Yinlong1，2， WU Jie1， WANG Xu1， CHEN Xin1， WANG Huaming3

（1.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210037，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obotics，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169，China）
（3. Colleg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Soft sensor is an important device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for robot. This work proposes a
method to fabricate multi-directional force flexible sensors with porous structure in a simple and economic way.
The flexible electrode is fabricated by mixing carbon nanotubes / polydimethylsiloxane（CNTs / PDMS），and
the capacitive flexible multi-directional force sensor is assembled with porous silica gel as dielectric layer.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flexible multi-directional force sensor is established and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he flexible sensor are obtain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sensor agree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curves. The dielectric layer with pore structure can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ensor. The detection range of the sensor in the normal direction is 0~50 N and the resolution
is 0.05 N. While the detection range in the tangential direction is 0~10 N and the resolution is 0.15 N. The sen⁃
sor is integrated on an end-effector based on flexible pneumatic actuator for robotic fruit harvesting，and the hold⁃
ing and grasping force in the fruit grasping process is successfully detected. It further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sensor has good practicability.

Keywords capacitive sensor；flexible sensor；multi-directional force perception；sensor modeling

Prosthetic Leg Locomotion⁃Mode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Bat Algorithm
and Relevance Vector Machine

LIU Lei1， YANG Peng2， LIU Zuojun2， SONG Yinmao1

（1. School of Buildi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Zhengzhou 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450002，China）
（2.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Science，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30013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ait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prosthetic wearers，a new method of prosthetic
gait recognition based on surface electromyogram signal is proposed. In this method，surface electromyogram
signal（sEMG） is selected to solve the multi-classification problem in gait recognition of prosthetic wearers.
sEMG is a higher order zero crossing analysis（HOC）square re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series.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feature extraction of EMG signals under different gaits，and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steps are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with relevance vector machine（RVM）. Bat algorithm（BA）is used to optimize kernel
function parameters of RVM classifie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better than parti⁃
cle swarm optimization-relevance vector machines（PSO-RVM）and RVM for walking on the ground，upstairs，
downstairs，uphill and downhill of five kinds of gaits.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is higher than PSO-RVM and
RVM and other methods.

Keywords artificial legs；surface electromyogram signals；relevance vector machine；bat algorithm；gait recog⁃
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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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ffness Control Vibrat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of Reciprocating
Compressor Piping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YUAN Wei1， SUN Liang1， ZHAO Jie2， YANG Zhirong1

（1. China Special Equipment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100029，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102617，China）

Abstract The vibration of reciprocating compressor pipeline system is a common problem in modern industry. In
order to avoid the shutdown of the device and the damage to the existing pipeline，the vibration reduction re⁃
search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iffness control. Firstly，the effect of system stiffness on pipeline vi⁃
bration and stiffness control is the key to pipeline vibration reduction from vibration theory. Furthermore，from
the two aspec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tiffness treatment and stiffness control of actual vibration reduction，
the vibration damping technology for controlling pipeline vibration by adjusting system stiffness is described.
Specifically，a damper unidirectional stiffness controllable and a bidirectional stiffness controllable pipe damper
device are introduced. Finally，taking the vibration reduction of the reciprocating compressor piping system of a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 as an example，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is intro⁃
duced.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joint stiffness calculat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measured data and
software optimization can better restore the real vibration site. The designed stiffness adjustment damping devic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vibration of the reciprocating compressor piping system and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equipment.

Keywords reciprocating compressor；pipeline vibration；stiffness；vibrat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Modelling of Bimorph Piezoelectric Cantilevered Beam Fixed at Both
Ends and Analysis of Energy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

PENG Lele， ZHONG Qianwen， ZHENG Shubin， HUANG Ruyan， CHAI Xiaodong
（School of Urban Rail Transit，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 The piezoelectric beam can convert vibration-energy into electrical-energy，which solves the sensor
power challenges for the running parts of rail vehicles. In order to explore energy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ezoelectric beam，the bending moment equation of the piezoelectric beam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small
bending deformation theory，and the electromechanical conversion model is obtained with the one-dimensional
piezoelectric stress. By using the Nelder-Mead simplex algorithm，optimization parameters of bimorph piezoelec⁃
tric beam are given. And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s，structural parameters and frequency on conversion efficiency
is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verified correctly by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ergy gen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beam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lastic modulus ratio；the beams with
low elastic modulus metal have high power-peaks and low resonant-frequencies. the beams get max-power at the
optimal thickness ratio，the beryllium copper is 0.213，and manganese copper is 0.261. Compared with the mea⁃
sured value，the deviation of the output voltage is less than 0.13 V，the relative deviation is less than 2.8%，the
deviation of the output power is less than 0.024 mW and the relative deviation is less than 2.9%.

Keywords bimorph piezoelectric cantilevered beam；thickness ratio；the elastic modulus ratio；mathematical
modeling；energy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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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Fault Diagnosis and Trend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SHU Xiangtin1， YANG Zhang1，2， XU Yizhe1， JIANG Yanlong1

（1. Key Laboratory of Aircraft Environment Control and Life Support，MII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2. Ningde Nuclear Power Company Ningde，355200，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high vibration of the lower rolling bearing of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in a CPR1000
Nuclear power unit，there is a risk of emergency load reduction or shutdow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
ry out vibration fault diagnosis and trend analysis. By analyzing the signal and root mean square signal of vi⁃
bration velocity of the BCV 285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in operation，it is found that the local spalling ex⁃
ists in the outer ring raceway of the bearing，and the resonanc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high vibration de⁃
fect of the seawater pump. The resonace of the seawater pump is reduced by strengthening the lubrication of
the bearing and the rigidity of the foundation.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root
mean square value of vibration velocity can guid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effec⁃
tively.

Keywords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rolling bearing；vibration spectrum；gravity spike energy；resonance；
fault diagnosis

Experimental Study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Assembly Supports and Hangers

SUN Bin1，2， ZHANG Xuefang2， ZHANG Jinfeng2， WANG Jingtao2

（1. China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Beijing，100013，China）

（2. CABR Texting Center Co.，Ltd. Beijing，100013，China）

Abstract Assembly portal supports and hanger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but there is no corre⁃
sponding seismic performance test method，and the research on seismic performance is also basically blank.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ilure mechanism and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upports and hangers under earthquake，a test
method for seismic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ypes supports and hangers is proposed，and low cyclic loading tests
of sixteen specimens a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pecimen size and seismic bracing on their seismic
behavior.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upports and hang⁃
ers. Connecting nodes of specimens are weak due to large stress and slip，and usually fail before the main struc⁃
ture destroyed. Size of the specimens affects seismic performance. The higher the height，the smaller the elastic
stiffness，bearing capacity and ductility coefficient，and the greater the stiffness degradation coefficient. Seismic
bracing can improv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specimens. The elastic stiffness，bearing capacity and stiffness
degradation of the specimens with seismic bracing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pecimens without seismic brac⁃
ing.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is larger and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is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speci⁃
mens without seismic bracing when specimens destroyed.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ngineer⁃
ing application，quality inspection and standard formulation of supports and hangers.

Keywords assembly；portal support and hanger；seismic bracing；seismic performance；tes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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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in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ore Support Barrel in Nuclear
Power Plants

LIU Jiaxin1， YU Deping1， YANG Taibo2

（1.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610065，China）
（2.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x-core neutron noise signal，the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ore support barrel
（CSB）is identified and its change is tracked. It is found that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pressurized water reac⁃
tor（PWR）nuclear power plant，the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SB beam mode during the fuel cycle shows a
downward trend. However，after the replacement of the nuclear fuel，the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SB beam
mo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fuel cycle basically returns to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previous fuel cycle. The
static analysis of the CSB i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modal. The assem⁃
bly model of PWR reactor internal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friction contact method is adopted to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SB flange. The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method is used to map the pressure of
the coolant on the CSB to the CSB structure. Finally，the prestressed mode analysis of the CSB is carried out by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and the causes for the drop of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SB beam mode are ob⁃
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op of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is caused by the stiffness degradation of the fuel
assembly hold-down springs. As the stiffness of the fuel assembly hold-down springs decreases，the axial pre⁃
load is insufficient to offset the coolant force，resulting in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SB flange，which causes the
reduction of the contact stiffness，so that the modal frequency drops.

Keywords core support barrel；beam mode vibration frequency；fuel assembly hold-down spring；prestressed
mode analysis；fluid-structure coupling；finite element method

Guided Wave Load Influence Compensa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YANG Yu1， WANG Binwen1， CAO Xueyang2， ZHENG Hui2， QIU Lei2

（1. Aircraft Streng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Xi'an，710065，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load on the guided wave-based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
ing（SHM），a load compensa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DLNN）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load influence experiments carried out on carbon fiber composite structures. This method utilizes compensa⁃
tion standar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LNN with the optimized network structure and network parameters.
As a result，the storage of reference signals is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a wide range of load can be compensat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al dat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ensation accuracy reaches -20 dB in the load range of 0~90 MPa. Finally，the compensa⁃
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damage imaging method is demonstrated on the damage monitoring of the carbon
fiber composite structur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 localization error is less than 0.9 cm and the reliability
of damage diagnos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ad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Keywords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load influence；load compensation；deep learning；guide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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