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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零刚度隔振系统跳跃频率区间隔振研究

徐道临 余奇平 周加喜 张 敬
湖南大学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410082

摘要：基于跳跃频率区间内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隔振效果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阻尼扰

动控制方法。当控制系统阻尼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向下跳跃频率将低于激振频率，在原共振支上的大幅

振动响应便会失稳并跌落到低幅振动的非共振支上，在此过程中借助范德波尔平面来判断何时撤除阻

尼控制，从而实现了跳跃频率区间内的有效隔振，拓宽了准零剐度隔振系统的有效隔振频率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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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jbrati伽Attenuatj蚰jn Jumpjng Frequ明cy
InterVal of Quasi——zero Stiffness Vibration Isolator

Xu Daolin Yu Qiping Zhou Jiaxi Zhang J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for

Vehicle Bod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

Abstract：The performance of QZS isolation system was uncertain in the jumping frequency do—

main．To solve this problem，this paper proposed a damping perturbation controI method．When the

system damping was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the j ump—down frequency w订l be lower than the

excitation frequency． The 1arge amplitude vibration response on the resonance branch wm become un—

stable and drop to the non—resonance branch with small oscillation．The von der Pol plan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withdrawnness of the control to ensure that the vibration state ultimately

rested on the non～resonance branch．The method makes attenuation available in the j umping frequen—

cy domain and broadens the frequency range of effective isolation。f QZS vibration isolation system．

Key words：nonIinear vibration is01ation；damping contr01；low—frequency vibration isolation；qua—

si—zero stiffness(QZS)

0 引言

目前线性振动和线性隔振理论已趋于完善，

而且在工程实际中得到了应用，解决了很多工程

问题。但是，工程实际中的振动系统绝大多数是

非线性的[1]，非线性隔振系统的设计理论及应用

仍处于探索阶段，低频隔振仍是工程领域面临的

难题[2]。Ibrahim[31详细地回顾了非线性被动隔

振器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Carrella等H]、Zhou

等∞3通过正负刚度的组合得到了一种具有高静态

刚度和低动态刚度相结合的非线性隔振器——准

零刚度隔振器。准零刚度隔振器在平衡位置的刚

度为零或接近于零，随着位移的增大，系统刚度非

线性地增大，具有较高静态刚度和较低动态刚度

的特性，满足了低固有频率和低静位移的特性，是

一种理想的低频隔振器。但是，准零刚度的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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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项表现出来的特性类似于硬弹簧特性[6]，非线

性振动的幅频曲线在某段频率区间内存在跳跃频

率现象，其共振支越向高频延伸对低频隔振效果

越有不利的影响"‘8]。

一般的非线性隔振的有效隔振频率区间为

n≥n。(n。为向下跳跃频率)[9]。准零刚度隔振系

统在简谐激励频率作用下，阻尼比越小，力。越大，

向上跳跃频率n。几乎不变，因此跳跃区间n。≤

力≤珐也就越大[1 0|。在跳跃区间内，系统响应有

可能处于大振幅的共振支上，或处于低振幅的非

共振支上，取决于初始和激扰条件。当系统状态

保持在幅频曲线的非共振支上时，系统具有良好

的隔振效果。

针对跳跃频率区间可否隔振的问题，我们前

期工作[1妇提出了利用最优时延反馈控制将幅值

从共振支转移到非共振支的方法。在某个初始条

件或激励频率条件下，准零刚度隔振系统响应可

能位于共振支上。鉴于大阻尼比对隔振效果有削

弱作用，一般而言系统设置并不采用大阻尼比设

计。本文拟采用暂时性的阻尼增量控制，使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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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跳跃频率n。低于激振频率n时，将系统响应幅

值从共振支转移到非共振支，从而使得系统振动

幅值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借助范德波尔平面判断

系统状态是否位于趋向于非共振支的流域，以确

定何时撤除受控的阻尼增量。撤除控制后系统恢

复简谐振动状态，但响应幅值已经位于非共振支

上，从而实现了在跳跃区间内的有效隔振。

1 理论模型与方法

准零刚度隔振系统[12]如图1所示，它在平衡

位置时的刚度为零。较高的静态刚度保证了被隔

振设备在自重作用下的静变形很小，而较低的动

态刚度又有利于低频或超低频隔振。

1．固定磁铁2．在线性导轨上自由滑动的磁铁

3．连接滑动磁铁与质量块的连杆

4．垂直线圈弹簧5．线性导轨

图l 准零刚度隔振系统‘”1简图

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量纲一(本文的物理量

均为量纲一物理量)的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123

多+2$+艿3一知os(nr) (1)

式中，；为位移；r为阻尼比；y为非线性参数；，为激励力

幅值；0为激励频率；r为时间。

利用谐波平衡法近似地分析系统响应。假设

系统响应频率由激励频率主导，那么，仅取一阶谐

波，即设多=Acos(nf+口)(A为振幅，口为相位)，

代入式(1)得幅频方程为

(一n2A+÷以3)2+(2∞A)2=于2 (2)

根据文献[8]的方法，得到n的两个正根为

m。一√{m 2一留±√4r一3f2皿2+豢(3)
假设阻尼比很小，即善2《1，式(3)表示的两个根

相等时的频率为珐口]，即
■2

4P一3r2m 2+知一o (4)

1 厅
由式(4)可求得佤对应的幅值Aa一‘刍’w4√专，
然后代入式(3)便可得亿：

一 厅
鼠=(鼍)1“√舌 (5)

0。受阻尼的影响很小，因此在计算向上跳跃

频率时可设善一o。令dn。／dA=o，求得对应于向

上跳跃频率的幅值A。=(蒡)l／3，并将其代入式
(3)得到向上跳跃频率n。[8|：

鼠一(导yⅢ7)l，3 (6)

根据文献[12]，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力传递率可

近似表示为

Ft √(}讲3)2+(2鲫A)2

T一一j 了

式中，F。为准零刚度隔振系统在激振力作用下传给地面

的力的幅值。

频率区间n。≤n≤亿是准零刚度隔振系统

的跳跃频率区间。在跳跃频率区间内，运动方程

式(1)的解可处于振动幅值较大的共振支上或者

处于振动幅值较小的非共振支上，取决于系统给

定的初始条件。若系统的响应刚好落在共振支

上，则整个系统不但没有隔振效果，反而使系统的

工作环境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具有刚度渐硬

特性的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有效隔振频率区间一

般为0>n。[6-8]。但是，当系统响应幅值位于幅

频曲线的非共振支上时，系统具有良好的隔振效

果，因此只要将幅值保持在非共振支上，准零刚度

隔振系统的有效隔振区间就可以由力>na扩大

至n>n。。前期工作[1q提出的方法是利用时延

控制使系统处于瞬时的混沌状态，这使系统状态

有可能进入非共振支的焦点吸引流域内，系统响

应有很大可能性趋于非共振支，但不一定每次都

能使系统趋于非共振支，这与撤除控制的时刻有

很大关系，所以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前期工作[1嵋的不足，鉴于系统向下跳跃

频率对阻尼敏感，本文提出了基于增大阻尼的控

制方法来实现振幅从共振支到非共振支的转移。

它的基本思想如下：在跳跃区间内的某一激励频

率作用下，某个初始条件使系统响应幅值位于共

振支上，系统处于较大振幅的简谐振动；施加阻尼

增量控制，系统的向下跳跃频率可被降低到小于

激励频率，使得原系统大振幅的简谐运动失去稳

定性，并趋向非共振支(稳定态)。在此过程中，借

助范德波尔平面，判断此时系统的所有可能初始

条件是否全部位于趋于非共振支的流域中：如果

范德波尔平面显示只有部分可能的初始条件位于

趋于非共振支的流域，那么继续增大阻尼；如果范

德波尔平面显示全部可能初始条件位于该流域中

则可以撤除控制，经历暂态后，系统又恢复为简谐

振动，但此时系统的响应幅值位于非共振支上，从

而实现了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响应幅值从共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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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共振支的转移，扩大了有效隔振频率区间。

以撤除控制时的系统状态作为初始条件，那

么如何来判断系统的响应趋于并最终位于非共振

支上，则需要借助范德波尔平面m]。将系统的幅

值和相位随时间变化的响应表达式多一

Acos(nr+口)改写为

y(r)=口(r)cos(nr)一6(r)sinnr 1

；，(r)／Q一一n(r)sinnr一6(r)c。sor 7 ‘8’

式中，n、6为各谐波幅值系数。

将式(8)代入式(1)并忽略高阶谐波项，得到

关于系数n(r)和系数6(r)的一阶微分方程组：

n7一加一2洳一寺}y6(n2+62’
， 。 ， } (9)

6，一一锄一2≯+吉÷y口(n2+62)一吉7 1
初始条件为n(o)一多(o)，6(o)=多7(o)／n，求解该

初值问题，即为式(1)在范德波尔平面上的解，根

据解(口，6)的轨迹可判断撤除控制时的初始条件

是否能使系统振动幅值趋于非共振支。如果撤除

控制时所有可能的初始条件都位于流域D。内，则

撤除控制后系统的响应幅值一定位于非共振

支上。

2 数值算例

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参数设置如下：阻尼比

善一o．01，激振频率n—o．25，激励幅值于=o．001，

非线性项系数)，=5．9496。取初始条件为(多，

多)一(o．1，o)，系统响应为简谐振动，见图2左边

部分(r∈[(o，2000])，振动幅值为o．1275，落在

幅频曲线的共振支上，相应的传递率T=

8．568(图3的i点)，无隔振效果，反而使系统处于

大幅振动状况。垂；◆

图3 不I司阻尼比的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传递率

程度的减小，见图2的中间部分(r∈[2000，

4000])，振幅为o．016 06，相应的传递率也明显地

减小为丁一o．0162(图3的ii点)。

从仿真时间4000撤除控制，系统响应经历暂

态后又迅速恢复为简谐振动，见图2的右边部分

(r∈[4000，6000])。相对于第一部分未施加控

制的系统响应来说，幅值减小了很多，此时振动幅

值为o．016 05，落在幅频曲线的非共振支上，相应

的传递率T—o．0835(图3的iii点)。与控制前系

统响应相比，隔振系统的传递率减小了99．03％，

隔振效果非常好。

增大阻尼控制后，系统响应的最大位移和最

大速度分别为I多I。。。一o．016 06，I多l。。。=

o．04。所有可能的初始条件范围为f多l≤

o．016 06，I y I≤o．04，即为图4所示的点划线椭

圆内(含边界)。图4中，实线轨迹表示从初始条

件出发最终趋向于与非共振支对应的稳定焦点

iii；虚线轨迹表示趋向于与共振支对应的稳定焦

点i。不同初始条件的轨迹被分割成两个流域：

D。(实线)和D。(虚线)。当初始条件位于流域D。

时，撤除控制后振幅将落在非共振支上；而位于流

域D。时，撤除控制后振幅将落在共振支上。

分析激振频率n=o．25时增大阻尼控制的切

换效果。从图4所示的范德波尔平面上的解轨迹

可以看出：未施加阻尼控制时(r=o．01，图4a)，

所有可能出现的初始条件中，只有小部分的初始

条件使系统振动幅值落在非共振支上；施加阻尼

控制后(r=0．02，图4b)，所有可能的初始条件均

使系统振幅落在非共振支上。此时撤除控制，经

历暂态后，系统幅值一定落在非共振支上。原因

如下：当控制系统阻尼增大到一定程度，使得向下

跳跃频率低于激振频率时，在原共振支上的大幅

振动响应便会失稳并跌落到低幅振动的非共振支

上。所以，对应一个激振频率，一定可以算出一个

临界阻尼，使得向下跳跃频率低于激振频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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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敛于非共振支上是无条件的。用范德波尔

平面上的解来解释：当激励频率位于跳跃区间内

时，所有可能初始条件位于趋于共振支和非共振

支的两个流域内，当激励频率大于跳跃区间时，所

有可能初始条件只位于趋于非共振支的流域内。

O

籁

幅一O．05

由

鼎
垛

O．15 一O．10—O．05 O O．05 O．10 O．15

系数n

3 讨论

图4 Q=0．25时不同阻尼比下

式(1)在范德波尔平面上的解

3．1 不同阻尼比的切换控制效果

下面讨论增大不同阻尼比的切换控制效果。

在跳跃区间内，当激励频率n—o．18且不施加增

大阻尼控制(r一0．01)时，系统振动状态的最大

位移和最大速度为(o．1006，o．0146)，所有可能的

初始条件如图5a中的点划线椭圆所示。图5a中，

趋向于稳定焦点iii的流域在整个椭圆中的比例

很小，35条从椭圆出发的线中只有1条线是流向

稳定焦点iii的，只占2．86％。这意味着系统的振

动状态在大部分初始条件下是不会流向稳定焦点

iii的，系统响应很大可能会保持在共振支上，会导

致准零刚度隔振系统无隔振效果。当施加增大阻

尼控制(r一0．02)时，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振动

状态的最大位移和最大速度为(0．0979，0．0144)，

图5b中趋向于稳定焦点iii的流域在整个椭圆中

的比例也不大，约占14．29％。继续增大阻尼控

制(r—O．03)，图5c中趋向于稳定焦点iii的流域

占整个椭圆的45．71％。当控制阻尼为善一o．04

时，从所有可能的初始条件出发的轨迹都将趋向

于稳定焦点iii(图5d)。这说明，随着阻尼比f的

增大，流向稳定焦点iii的流域占整个椭圆的比例

越来越大。控制阻尼比为r=o．04时，任意时刻

撤除控制，都可以使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振动状

态保持在非共振支上，从而实现由共振支到非共

由

辅
垛

由

籁
＼谣

由

巅
惜

系数a

((1)善一()．f)l

图5 n=O．18时不同阻尼比下

式(1)在范德波尔平面上的解

· 233 ·

万方数据



中国机械工程第25卷第2期2014年1月下半月

振支的切换。对于跳跃区间内的任一激励频率，

只要阻尼比足够大，就一定能够实现所有可能的

初始条件位于趋于稳定焦点iii的流域内，能够在

撤除控制后实现跳跃频率区间隔振的目的。

3．2 不同激励频率的切换控制效果

0一o．22时不同阻尼比下式(1)在范德波尔

平面上的解如图6所示。

随着激励频率的增大(n—o．18，n—o．22，

n=O．25)，满足切换的理想效果时的阻尼比的值

越来越小，分别为r—o．04(图5d)，r—o．03(图

6a)，f=o．02(图4b)。理想效果就是任何椭圆内

的初始条件都能够在撤除控制后，使系统的状态

保持在非共振支上。

由

巅
惜

O．02

O．01

O

籁一O．Ol
幅

一O．02

一O．03

一O．04

【I))r—f)．(11

图6 n一0．22时不同阻尼比下

式(1)在范德波尔平面上的解

至于增大多少阻尼能够取得理想效果，则可

以借助图7所示的幅频曲线来进行解释。当激励

频率0一o．25(图7)时，进行增大阻尼控制(f—

O．02)，此时系统的幅频曲线2的跳跃频率小于激

励频率力一o．25，系统的响应在幅频曲线2的非共

振支上，不会出现在共振支上。该非共振支与未

施加阻尼控制的系统的非共振支非常相近，撤除

阻尼控制后，系统的响应保持在非共振支上。用

范德波尔平面图来解释就是撤除控制的那一刻所

有可能的初始条件都位于趋于非共振支的流域

内，如图4b所示。这就是增大阻尼控制能使系统

响应从共振支转移到非共振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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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阻尼控制(r=0．02)对激励频率n一

0．22是不够的，因为此时幅频曲线2的跳跃频率

大于激励频率(n=o．22)，激励频率仍然位于跳

跃区间内，系统的响应可以位于共振支也可以位

于非共振支，具有不确定性。范德波尔平面上所

有可能初始条件会位于稳定焦点i和稳定焦点iii

的流域中，如图6b所示。当增大阻尼比(r—

o．03)时，幅频曲线3的跳跃频率小于激励频率。

图6b的范德波尔平面显示所有可能初始条件流

向稳定焦点iii，可以撤除控制。同理，可以解释为

什么激励频率0一o．18要增大阻尼(r—o．04)时

才可撤除控制。

}一o．01 2．}一()．02 3．}一o．03 4．r—O．O

图7 不同阻尼比的准零刚度幅频曲线

4 结论

(1)在跳跃频率区间内，准零刚度隔振系统的

响应位于非共振支上时，系统是有隔振效果的，此

时隔振频率范围可以变为n>力。。

(2)当系统激励频率或初始条件使准零刚度

隔振系统的响应幅值位于共振支上时，通过施加

足够大的阻尼增量进行控制，然后撤除控制，能够

使系统的响应位于非共振支上，从而实现了准零

刚度在跳跃频率区间内的隔振，扩大了隔振区间，

有利于低频隔振。

(3)准零刚度隔振系统在跳跃频率区间内的

某一激励频率作用下，随着阻尼增量的增大，所有

可能的初始条件在范德波尔平面上流向稳定焦点

iii的流域占整个椭圆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在

跳跃频率区间内，随着激励频率的增大，满足切换

要求的阻尼比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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