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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海上浮动机场动力学建模及非线性动力响应特性
1)

徐道临 2) 卢 超 张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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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浮动机场由多个浮体模块柔性连接组成, 是一个典型的刚柔流耦合的多振子网络系统.从网络动力

学角度提出一个新的建模方法,构建了具有链式拓扑结构特征的海上浮动机场非线性力学模型. 数值仿真分析

了浮动机场的非线性响应和连接件载荷,表明线性分析方法可能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 探讨了浮体模块响应的

网络协同效应,以及 “振幅死亡”现象.初步探讨了振幅死亡与连接件刚度参数和波浪周期的关系,对海上浮动

机场的稳定性设计具有特殊意义.为研究非线性网络结构动力学问题,包括大型海上浮体结构,提供一个新的分

析工具和应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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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陆地资源和空间日趋短缺, 各国开始将经

济发展的目光投向海洋中蕴藏着的丰富资源, 21 世

纪人类将全面迈入海洋经济时代. 作为深远海资源

开发的必备海洋工程重装备, 超大型海洋浮式结构

物的研究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超大型海洋浮式结构

物尺度以公里计, 远大于现有的船舶和海上钻井平

台等海洋工程结构物尺度. 它以沿海岛屿或远海海

岛泻湖为依托,带有永久或半永久性,具有综合性、

多用途的功能.在和平时期,超大型海洋浮式结构物

可用作远海快速运输交通枢纽、深海空间站的水面

平台、大型深远海开发操作平台、远洋物资存储中继

站以及科考勘探工作站；战时则可用作海上机动快

速反应的综合军事平台等. 它的应用将对某一区域

的经济活动乃至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格局发挥巨大影

响.

早在 1924 年美国人爱德华曾设想在大西洋上

建造一个大型浮体中继站 [1], 以便给来往于美国和

欧洲的飞机补充燃料.然而这种设想直到 20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此后各国学者对

超大型海洋浮式结构物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应用研

究 [2-4]. 最早日本研究了一种浮箱式的海上浮动机

场 [5-7]. 1995年,日本成立了海上浮动机场技术研究

委员会,专门负责海上浮动机场的设计研制工作,并

通过试验验证了海上浮动机场的可行性 [8]. 相比于

日本的海上浮动机场, 美国提出一种半潜式的移动

式海上基地 [9-10], 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11-13]. 移动式

海上基地是一种可快速布置在预定海域的多功能海

上综合后勤补给基地, 其由若干海上浮动模块拼接

而成,可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提供起降跑道. 除了

日美以外,世界其他各国诸如挪威 [14-15]、英国 [16]、

荷兰 [17]、韩国 [18]、新加坡 [19]等也对超大型海洋浮

式结构物开展了研究. 中国具有狭长的海岸线和广

阔的海上疆域, 研制军民两用的超大型海洋浮动基

地对我国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从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吴有生、崔维成等为代表一批具有远见

卓识的国内学者也相继对超大型海洋浮式结构物开

展了深入研究 [20-23].

海上浮动机场是一个超大型扁平结构物, 最初

的研究是将其简化为板梁模型 [24-25], 随着 20 世纪

70年代末水弹性理论 [26]的兴起,分析其水弹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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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27-30]. 由于它的巨大尺度, 模块化结构设计是

必然的选择 [31],模块之间的连接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有学者提出铰接弹性板梁模型 [32-34],经过线性化处

理的振动模态叠加获得结构响应的基本特性. 为了

减小波浪对大型结构物的载荷作用, 半潜式浮体模

块被采用, 为了简化计算通常将这类模块处理为刚

体 [20]. 文献 [35] 采用片条理论方法研究了一维铰

接--刚体动力学模型的动力学特性.在前期的工作基

础上 [36],文献 [37]采用有限元方法和片条理论方法

完成了对大型半潜式浮体模块连接平台三维水弹性

分析. 围绕着海上浮动机场和大型海上浮动结构物

的动力响应预报有大量的研究报告,内容丰富,不详

尽列举.建模方法基本上是采用经典的板梁理论、有

限元方法和考虑水弹性效应的水动力学理论. 在此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动力学方程往往具有非线性特性,

由于所涉及的结构维度庞大以及要确定水动力载荷

的复杂性,往往通过降阶线性化处理的方式来简化分

析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以传统经典的线性理论处理

海上浮动机场的动力学预报问题可能导致过于乐观

的设计结果. 在作者研究以橡胶钢索为连接件的超

大型海上浮动机场的非线性动力学特性时 [38-39] 揭

示了系统响应和载荷阶跃现象, 集体性的振幅抑制

状态,和复杂网络动力学的耦合协同效应.对于海上

浮动机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型海上浮动结构物动

力响应预报而言, 这些新现象和特性都值得深入研

究.

由多模块浮体组成的海上浮动机场, 在波浪作

用下的每个浮体可视为一个独立振子, 振子间通过

连接件的弹性耦合, 构成一个典型的网络动力学系

统.本文立足于非线性网络动力学这一新视角,采用

一种新型连接件设计,研究了超大型海上浮动机场的

动力学特性.基于线性波浪理论、单浮体模块动力学

模型、连接件力学模型以及锚泊约束条件,构建了具

有链式拓扑结构特征的海上浮动机场的非线性网络

动力学模型. 该建模方法能够适应于各类复杂拓扑

网络结构的超大型海洋浮式结构物, 灵活应对各类

形式的系泊约束, 重要的是该方法可以揭示传统分

析方法无法企及的网络系统的协同效应等动力学特

性.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海上浮动机场非线性动力

学响应以及柔性连接件载荷,揭示了经典的线性方法

可能低估了系统结构的实际响应和载荷.本文进一步

研究了超大型海上浮动机场的 “振幅死亡”现象,它

是非线性网络结构系统的各个振子集体性地处于一

种微幅振荡抑制状态的特殊动力学现象, 对于海上

浮动机场的稳定性设计具有特殊意义. 文中讨论了

振幅死亡的产生机理, 描述了振幅死亡存在区域与

连接件刚度设置和波浪周期的关系. 探讨了非线性

网络动力学分析方法在海上浮动机场或大型海上浮

动结构物动力响应预报中的理论意义.

1 浮动机场网络动力学建模

超大型浮动机场由 N个浮体通过弹性连接件链

式组合而成, 浮动机场首尾两端浮体有锚泊缆线约

束, 自由漂浮于水平面, 如图 1 所示. 系统整体坐标

系定义如下: X 轴位于未扰动自由液面,其方向沿水

平面指向浮体编号增大方向; Z 轴垂直水平面向上.

分析中,假定浮动机场周围水域为理想液体,各浮体

为刚体,相邻浮体之间由线性弹性连接件连接,组成

刚柔耦合模型. 仅考虑浮体在二维平面 0XZ 内的三

个自由度运动:纵荡、垂荡和纵摇, 浮动机场所处的

波浪环境假定为顶浪线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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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模块连接的浮动机场简化模型

Fig. 1 Sketch for the multi-module floatin airport

不同于传统建模方法所采用的铰接弹性薄板梁

结构模型 [32-34],本文将浮动机场视为多浮体模块相

互耦合的振子网络系统, 建模过程中将引入反映网

络连接特性的拓扑结构矩阵. 虽然在浮体模块处理

上与刚体动力学模型 [20,35] 有相似之处,但本文考虑

浮动刚体之间柔性连接的几何非线性力学特性. 建

模过程中, 首先建立单浮体动力学模型和连接件力

学模型, 之后依据浮体模块连接的拓扑构型形式和

锚泊约束, 将各子模块动力学模型集约合成浮动机

场的整体网络动力学模型.

1.1 单浮体动力学模型

采用线性波浪理论 [40], 可推导出单个浮体 i 的

动力学方程

(Mi + µi)Ẍi + λiẊi + SiXi = Fi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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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 = [xi, zi, ai]T 是浮体 i的位移向量,分别代表

浮体 i的纵荡 xi、垂荡 zi和纵摇 αi. Mi为浮体 i的质

量矩阵, Si为静水恢复力矩阵 [41],其表达式为

Mi =

■■■■■■■■■■■■■■

mi 0 mi(zci − zgi)

0 mi −mi(xci − xgi)

mi(zci − zgi) −mi(xci − xgi) IΔxxi + IΔzzi

■■■■■■■■■■■■■■

Si =

■■■■■■■■■■■■■■

0 0 0

0 ρgAWi −ρgIWxi

0 −ρgIWxi ρg
�
IWxxi + IWzzi

�
− mig(zci − zgi)

■■■■■■■■■■■■■■

■■■■■■■■■■■■■■■■■■■■■■■■■■■■■■■■■■■

(2)

其中mi为单个浮体 i的质量, ρ是水密度, g是重力加

速度; (xci, zci)为浮体 i的旋转中心坐标, (xgi, zgi)为其

重心坐标; AWi 是浮体 i的静止水面线面积, Δi为其排

水体积且满足 Δi = Lidi,其中 Li, di分别为浮体 i的长

度和吃水深度; IWxi 和 IWxxi, I
W
zzi 为浮体 i水面线的一次

矩和二次矩, IΔxxi, I
Δ
zzi 为浮体 i排水体积的二次矩,具

体定义如下

AWi =
� Li/2

−Li/2
d x, IWxi =

�

ΓW

(x − xci)dΓ

IWxxi =

�

ΓW

(x − xci)
2dΓ, IWzzi =

�

ΓW

(z − zci)
2dΓ

IΔxxi =

"

Δι

(x − xci)
2dV , IΔzzi =

"

Δι

(z − zci)
2dV

■■■■■■■■■■■■■■■■■■■■■■■■■■■

(3)

根据线性波浪理论, 浮体所受波浪激励的速度

势可以分解为入射势,散射势和辐射势. µi和 λi为波

浪辐射势引起的附加质量矩阵和附加阻尼矩阵, 可

由特征值展开匹配法 [42]求得.需要说明的是多浮体

间流体散射特性极为复杂, 鉴于本文重点阐述非线

性网络结构动力学理论在多模块浮动机场的方法应

用,故忽略散射波的影响,仅考虑入射波,则式 (1)中

波浪力可表达为

Fiw =

■■■■■■■■■■■■■■

f Iiwx

f Iiwz

f Iiwα

■■■■■■■■■■■■■■
cos(ωt + ϕi) (4)

其中, ϕi为入射波作用于浮体 i的初相位. f Iiw为波浪

作用于浮体的力幅值,可由波浪理论确定

f Iiwx = ρga[1 − cos(kLi)]
sinh(kh) − sinh(k(h − di))

k cosh(kh)

f Iiwz = ρga sin(kLi)
cosh[k(h − di)]

k cosh(kh)

f Iiwα = ρga

�
cos(kLi)

k2 cosh(kh)
[kdi sinh[k(h − di)]+

cosh[k(h − di)] − cosh(kh)]−
cosh[k(h − di)]

k2 cosh(kh)

�
2 cos

kLi

2
+ 2 cos

3kLi

2
−

kLi sin
3kLi

2

��

■■■■■■■■■■■■■■■■■■■■■■■■■■■■■■■■■■■■■■■■■■■■■■■■■■■■■■■■■

(5)

式中, h 为水深, a 为波高, k 为波数, 满足色散关系

式 ω2 = gk tanh(kh), ω为入射波角频率.需要说明,受

到浮体尺度的影响, 入射波作用于不同浮体的初相

位是不同的, 相邻浮体初相位的相位差为 Δϕi(i+1) =

ϕi+1 − ϕi = k(Li + Li+1)/2.

1.2 柔性连接件力学模型

构成浮动机场的各个浮体模块是通过柔性连接

件相互偶联. 图 2(a)所示,相邻浮体间通过 2个弹性

连接件连接,连接件两端分别与相邻浮体铰接. 2个

连接件平行安置,垂向间距为 δ2,连接件初始长度和

浮体间初始间距均为 δ1. 这种连接件组合配置不仅

能限制浮体间的水平运动, 同时也能约束浮体间的

垂荡和纵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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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相邻浮体间连接件简化模型; (b)相邻浮体运动简图

Fig. 2 (a) Sketch for the connecter; (b) The position relationship for

adjacent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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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刚柔耦合模型,把浮体视为刚体,仅考虑浮

体的纵荡、垂荡和纵摇 3个自由度,则各浮体的局部

坐标系 OXZ 定义如下: 以浮体旋转运动中心为坐标

原点, X轴平行于静水面, Z轴垂直于静水面向上,如

图 2(b)所示.图中相邻浮体 i, j分别被简化为 2个三

角形,虚线三角形代表相邻浮体的初始位置,实线三

角形为相邻浮体分别经过位移 (xi, zi, αi)和
�
x j, z j, α j

�

运动后的位置, O点为浮体旋转运动中心,图中黑色

加粗线段 a0b0 和 c0d0 代表连接件 C1 和 C2 初始位

置,线段 ab, cd分别为连接件 C1, C2经过位移运动后

的位置.

连接件力学模型是描述相邻浮体运动位移与连

接件的载荷关系. 连接件 C1 和 C2 的初始长度为

l0i j = δ1, 浮体位移运动后连接件 C1 和 C2 的形变长

度为

l1i j =

��
sgn( j − i)δ1 +

δ2
2
(α j − αi) + x j − xi

�2
+

�
sgn( j − i)

L
2
(α j + αi) + z j − zi

�2

l2i j =

��
sgn( j − i)δ1 − δ22 (α j − αi) + x j − xi

�2
+

�
sgn( j − i)

L
2
(α j + αi) + z j − zi

�2

■■■■■■■■■■■■■■■■■
(6)

连接件 C1 和 C2 的形变量分别为: Δl1i j = l1i j −
δ1,Δl2i j = l2i j − δ1; 连接件为线性弹性元件, 其刚度为
kc,故连接件 C1和 C2所承受的载荷力为

Fc1i j = kcΔl1i j

Fc2i j = kcΔl2i j

■■■■■■■■■■■
(7)

连接件 C1和 C2共同作用,限制浮体的纵荡、垂

荡以及纵摇运动,故浮体 i所受连接件作用力 Fci j 定

义如下

Fci j = kc[(Δli j)x, (Δli j)z, (Δli j)α]
T (8)

式 (8)即为连接件的力学模型,其中各方向的位

移为

(Δli j)x = Δl1i j(n
1
i j)x + Δl2i j(n

2
i j)x

(Δli j)z = Δl1i j(n
1
i j)z + Δl2i j(n

2
i j)z

(Δli j)α = Δl1i j(n
1
i j)α + Δl2i j(n

2
i j)α

■■■■■■■■■■■■■■■■■
(9)

其中方向矢量基为

�
n1

i j

�
x
=

sgn( j − i)δ1 +
δ2
2
(α j − αi) + x j − xi

l1i j

�
n1

i j

�
z
=

sgn( j − i)
Li

2
(α j + αi) + z j − zi

l1i j

�
n1

i j

�
α
=
�
n1

i j

�
x

�
δ2
2
− sgn( j − i)

Li

2
αi

�
−

�
n1

i j

�
z

�
sgn( j − i)

Li

2
+
δ2
2
αi

�

�
n2

i j

�
x
=

sgn( j − i)δ1 − δ22 (α j − αi) + x j − xi

l2i j

�
n2

i j

�
z
=

sgn( j − i)
Li

2
(α j + αi) + z j − zi

l2i j

�
n2

i j

�
α
=
�
n2

i j

�
x

�
−δ2
2
− sgn( j − i)

Li

2
αi

�
−

�
n2

i j

�
z

�
sgn( j − i)

Li

2
− δ2
2
αi

�
(10)

从式 (6)和式 (10)可以看出这是具有几何非线性本

构关系的连接件力学模型. 由于浮体尺度与连接件

尺度的巨大差异,在波浪作用下,即便当浮体产生较

小的纵摇都会引起连接处的较大位移, 连接件力学

模型将呈现出强几何非线性特性. 在后续的分析中

将会看到几何非线性特性对浮动机场的整体动力学

行为产生重要作用. 传统的连接件建模方法 [20,35]仅

简单假设各个方向的线性刚度连接, 忽略了几何非

线性本构关系的重要影响.

1.3 浮动机场动力学模型

在单浮体动力学模型式 (1)基础上,考虑浮体间

的连接件耦合作用力, 以及浮体可能受到的锚泊约

束力, 综合上述力学模型和各浮体间的拓扑结构连

接特性, 可推出 N 个浮体柔性连接的超大型海上浮

动机场网络动力学模型,如下

(Mi + µi)Ẍi + λiẊi + (Si + ki)Xi =

Fiw + ε

N■

j=1

Φi jG(Xi, X j) , i = 1, 2, · · · ,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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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1)为非自治网络系统动力学模型 [44] 的典型表

达式. 其特点是专设了耦合项 ε
�N

j=1Φi jG(Xi, X j) 来

描述振子之间的耦合作用对网络系统动力学的影响.

在本文,耦合项描述浮体 i受到相邻浮体 j的耦合作

用力. 其中参数 ε为耦合强度,对应的物理意义是连

接件的刚度 kc, 耦合函数 G(Xi, X j) 是表征连接件在

各个自由度方向上的形变函数

G(Xi, X j) = [(Δli j)x, (Δli j)z, (Δli j)α]
T (12)

反映的是连接件几何非线性本构关系, 式 (12) 中的

参数由式 (9)和 (10)确定.

模型 (11) 中符号 Φ 表征浮体之间的连接关系,

称之为拓扑结构矩阵. 其元素值 Φi j = 1表示 i和 j

浮体连接, Φi j = 0表示两浮体不连接.需要指出的是

浮体间连接方式形态不同,拓扑结构矩阵 Φ的元素

赋值不同.引入拓扑结构矩阵 Φ的益处是无需改变

网络动力学模型的典型表达式 (11),便可对任何拓扑

构型的网络系统进行描述, 具有普适性. 例如, 对环

形、矩形或其他类型的海上浮体平台,建模过程仅需

改变拓扑结构矩阵 Φ的元素赋值.对于本文研究的

链式拓扑结构的海上浮动机场来说, 其拓扑矩阵 Φ

为对称矩阵,其元素值 Φi j定义如下

Φi j =

■■■■■■■■■■■
1, j = i + 1

0, 其他
i = 1, 2, · · · ,N; j = i, i + 1, · · · ,N

即 Φ =

■■■■■■■■■■■■■■■■■■■■■■■■■■■■■■■■■■■■■■■■■■■■■■■■■■■

0 1 0 0 0 0 . . .

0 1 0 0 0 · · ·
0 1 0 0 · · ·
0 1 0 · · ·
0 1 · · ·
0 · · ·
. . .

■■■■■■■■■■■■■■■■■■■■■■■■■■■■■■■■■■■■■■■■■■■■■■■■■■■

(13)

本文中锚链系统约束可视为外界的环境约束,

本文采用了简化的线性模型, ki 为锚泊刚度矩阵,其

锚泊刚度矩阵系数可由文献 [41]中的方法求得. 本

模型仅考虑首尾两个浮体 1和 N受到锚链锚泊约束,

因此只有锚泊刚度矩阵 k1 和 kN 的单元系数需要确

定,其余锚泊刚度矩阵单元系数均为零. 值得指出的

是, 通过调整方程 (11) 中锚泊刚度矩阵的值可以调

节锚泊约束的条件, 因此本模型中对锚链锚泊位置

及约束力特性的设置具有较大灵活性.

在整个建模过程中, 运动方程的建立仍然依据

牛顿力学原理,表达方式与传统方法有所不同.尽管

避免了波浪、锚泊系统、连接器本身的非线性因素,

但由于巨大浮体的运动在柔性连接处引起的几何非

线性特性, 使得多模块浮动机场网络动力学模型是

个高维非线性微分方程组, 具有复杂而丰富的非线

性网络动力学特性.

2 浮动机场非线性动力响应特性分析

2.1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选取浮体总数 N = 5,单个浮体模块的

几何参数参考文献 [43] 中的数据, 将其单位长度质

量按二维问题换算后如表 1所示. 为了不失一般性,

仿真算列仅考虑普通海况,选取波高 a = 3 m的规则

波, 水深 h = 50 m, 入射波浪周期 T = 10 s. 图 3 是

5个浮体柔性连接浮动机场模型示意图.每个浮体依

序编号从 M1至 M5,连接件编号从 C1 至 C8. 仅 M1

和M5浮体受到锚泊系统约束.

表 1 单浮体基本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single module

L/m D/m d/m m0/(kg·m−1)
200 8 5 5 125

Note: L is length, D is height, d is subdepth, m0 is mass of unit length.

Z

X0

α C1

C2

C3

C4

C5

C6

C7

M1 M2 M3 M4 M5

C8

图 3 五浮体机场模型示意图: M1～M5是子浮体模块,
C1～C8 是连接件

Fig. 3 Sketch for the 5-module floatin airport: M1–M5 indicate

modules; C1–C8 represent connectors

本文主要分析浮动机场的非线性动力响应特性,

为了说明考虑非线性因素的必要性, 特别列入了线

性分析结果做对比. 线性模型是通过对非线性网络

动力学方程 (11)等式右边的耦合项进行线性化处理

获得的,考虑到线性化方法非常通用,略去具体数学

推导. 线性化后,连接件的刚度矩阵在各个自由度方

向上解耦, 不再反映力学模型中的非线性几何本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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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线性响应及连接件载荷

对于浮动机场的动力学问题, 有两个关键参数

是本文非常关心的. 其一是连接件的刚度设计如何

影响系统动力学行为, 其二是随着波浪参数的变化

导致的系统动力学行为. 非线性响应会涉及各种不

同类型的运动形式, 但本文关注浮体的幅频响应及

连接件所承受的载荷.

图 4是浮体响应幅值随连接件刚度变化规律.其

中图 4(a)描述了 5个浮体的纵荡响应幅值随着连接

件刚度变化的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幅值随着刚

度参数增加, 响应逐渐增大出现一个相对大幅值振

荡参数区间 61 kN/m ＜ kc ＜ 142 kN/m,随后会出现跳

跃现象,这与非线性系统弯曲的共振支有关. (2)从幅

值看,浮体M1和M5由于受到两端锚泊约束其响应

幅值相对较小;而处于链式结构中部位置的 M2, M3

和M4浮体响应幅值较大,且处于同等量级. (3)由于

网络的协同效应, 所有浮体响应的跳跃点具有一致

性,均发生在 kc ≈ 142 kN/m. 为了解释非线性与线性
分析结果的差异,以具体的浮体 M2响应来说明. 图

4(b)描述M2浮体纵荡响应幅值随刚度变化,可以看

出非线性响应 (虚线)峰值区域与线性响应 (实线)的

共振峰区域是基本对应的,两共振峰之间,非线性响

应仍然处于大幅值振荡. 从振荡幅值看,在峰值区域

非线性响应远高于线性结果,非峰值区域两者基本上

一致.图 4(c)描述M2浮体垂荡响应幅值随刚度变化,

非线性响应 (虚线)峰值区域与图 4(b)类似, 但线性

响应 (实线) 却保持不变. 仔细查验了线性化后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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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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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浮体纵荡响应幅值

(a) Amplitude of surge motions for all modules

(b) M2 浮体纵荡响应幅值

(b) Amplitude of surge motion for M2

(d) M2 浮体纵摇响应幅值

(c) Amplitude of pitch motion for M2

(c) M2 浮体垂荡响应幅值

(c) Amplitude of heave motion for M2

图 4 浮体响应幅值随连接件刚度变化

Fig. 4 The amplitude of module responses versus change of connector stiff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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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本构力学模型发现, 水平布放的连接件刚度变

化不会影响 M2, M3和 M4浮体垂向刚度,线性化解

耦处理截断了原本是非线性几何本构的关系. 然而

对于浮体 M1和 M5,由于受到锚链约束且锚链刚度

矩阵为满阵,导致该浮体的 3个自由度重新耦合,故

浮体间连接刚度变化会微弱地影响共振曲线, 限于

篇幅不在此绘图说明. 从幅值看峰值区域,非线性响

应远大于线性分析结果; 垂荡响应相较于纵荡响应

要小一个量级, 他们的峰值区域和跳跃点是一致的.

图 4(d)描述M2浮体纵摇响应幅值随刚度变化,非线

性纵摇响应 (虚线)的峰值区域和跳跃点与纵荡和垂

荡是一致的；线性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原因是线性化

处理截断了纵向与其他自由度的耦合作用, 连接件

刚度变化仅对浮体的纵荡响应幅值影响较大.

连接件是大型海上浮动机场的关键部件,评估其

承受的载荷对系统安全性至关重要.图 5描述了连接

件载荷随连接件刚度和入射波频率的变化. 图 5(a)

是关于连接件 C1～C4 载荷随刚度的变化, 在入射波
周期 T = 10 s时,非线性分析中连接件载荷 (实线 +

空心圆)变化与浮体响应幅值是对应的,存在峰值区

域.线性分析结果 (实线)与线性共振曲线接近；非线

性连接件载荷明显比线性的大,基于最大载荷对比而

言,非线性载荷是线性载荷的 1.6倍. 因为浮动机场

浮体连接方式具有对称性, 连接件 C5～C8 载荷的变
化规律与 C1～C4 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个浮体
振荡幅值明显有差异,但不同位置的连接件载荷基本

相同,说明两端的锚泊约束刚度在起作用. 考虑到波

浪周期对连接件载荷的影响,取 kc = 140 kN/m为例,

图 5(b)描述了连接件 C1～C4载荷随波浪频率的变化,
非线性连接件载荷 (实线 +空心圆)有明显的的 3个

峰值, 分布在 3 个波浪频段上. 在所观察的频域内,

随着波浪频率增加,连接件载荷峰值增加,在波浪频

率 0.6～0.7 rad/s频段, 连接件载荷峰最为明显. 与之
对比的线性连接件载荷 (实线) 明显较小, 基于最大

峰值而言相差 4 倍有余. 非线性峰值与线性峰值不

完全对应, 原因可能是非线性共振支具有弯曲性导

致峰值区域向弯曲方向延伸. 理论上,不同波浪周期

会影响系统的附加质量和附加阻尼, 附加质量会影

响系统的共振峰产生的区间, 附加阻尼会影响共振

峰的幅值,所以波浪频域内的浮动机场模型具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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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连接件 C1～C4 载荷变化 (波浪周期 T=10 s)

(a) Connectors: C1-C4  (wave period T=10 s)

0.4 0.6 0.8

ω/(rad.s-1)

F
/
N

12

6

0

C1

C2

C3

C4

,

,

,

,

×105

(b) 连接件 C1～C4 载荷变化 (刚度 kc=1.4×105　N/m)

(b) Connectors: C1-C4 (stiffness kc=1.4×105　N/m)

图 5 连接件载荷随连接件刚度和入射波频率的变化

Fig. 5 Connector load under changes of connector stiffness

and wave frequency

参数特性, 其幅频响应曲线与一般意义上固定参数

系统的幅频响应曲线不同.

分析结果表明浮动机场的纵荡响应幅值要比垂

荡和纵摇响应幅值更为显著; 其连接件的载荷主要

受纵荡响应的影响.尽管本文没有涉及极端海况,仅

在普通海况下讨论不同连接件刚度和波浪频率对浮

动机场的动力响应的影响, 其分析结果普遍性地反

映这样一个事实: 浮体的非线性响应和连接件载荷

均明显大于线性分析结果. 说明非线性网络结构中

的耦合作用可以成倍地放大系统响应, 因此基于线

性分析方法会低估系统的实际响应和载荷, 可能导

致安全性设计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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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浮体模块响应的同步化效应

为了进一步揭示浮动机场系统非线性响应特性,

揭示耦合浮体间的集体动力学行为, 引入一个相似

函数 Θ. 此函数表征两个时间序列 xi 和 x j 在一个时

滞时间 τ时的时间平均差,定义如下 [45]

Θ(τ) =

�
〈[x j(t + τ) − xi(t)]2〉
[〈xi(t)2〉〈x j(t)2〉]1/2

(14)

其中 〈·〉 表示时间的平均. 寻找它的最小值 Θm =
minτ0 Θ(τ) 即 Θm = Θ(τ0). 从 Θ 的定义上看, 如果响

应 xi 和 x j 是独立的,则无论 τ取何值都有 Θ ＞ 1. 如

果 xi 和 x j 完全同步,则当 τ = 0时有 Θ = 0. 不同于

上面的两种情况,如果对于非零的 τ,有相似函数 Θm

的值小于 1,则表示这两个响应间存在时间上的滞后

且 Θm越接近零,表示两时间序列的相关性越强.

下面取图 4中两次跳跃前后的 3个刚度值 kc =

0.1×105, 1.0×105, 3.0×105 N/m时的 3个响应来研究
系统的同步化效应.由于浮动机场的结构对称性,本

文给出了 M2 和 M4 两个模块的纵荡响应时间历程

和其对应的相似函数,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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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c=0.1×105　N/m

(b) kc=1.0×105　N/m

(c) kc=3.0×105　N/m

图 6 浮体模块响应同步化 (响应图中黑色曲线表示 x2,红色曲线表示 x4)

Fig. 6 Synchronization of module response

对于弱耦合 kc = 0.1 × 105 N/m,图 6(a)是相似函
数随着时滞变化的关系,对应的左图是纵荡谐波响应

时间历程.随着时滞时间 τ的增大,相似函数 Θ迅速

下降并达到最小值 Θm 又很快跃升到一个较大的值,

且最小值 Θm几乎等于零,说明系统此时存在着广义

时滞同步化效应 [46].从相似函数的定义可以知道,此

工况下两时间历程有很强的相关性只是存在一定的

相位差. 从方程 (14)看出,时滞时间 τ0 和相位差 ϕd

之间的关系为 ϕd = 2πτ0/T 并且通过验证图 6(a)中

的时滞时间 τ0,研究发现响应的相位差 φd 和作用在

浮体上的波浪力的相位差 ϕ24是一致的.类似地观察

耦合强度为 kc = 1.0×105 N/m时,系统响应跳跃后处
于大振幅参数区间. 从对应的左图响应时间历程可

以发现此时系统处于混沌运动状态.无论时滞时间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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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变化,相似函数值 Θ值均大于 1,这表明两个浮

体响应时间序列完全无关.从其他的算例观察到,当

系统响应涉及到复杂的混沌运动,浮体之间通常不会

产生步调一致的同步化效应.进一步观察强耦合作用

kc = 3.0 × 105 N/m,图 6(c)显示系统再一次出现类似
广义时滞同步化效应.相似函数最小值 Θm所对应的

时滞时间 τ0 较弱耦合的情况有所减小,说明随着连

接件刚度的增大,浮体响应相位差减小. 此时系统运

动处于谐波响应状态,其振荡频率与波浪频率一致.

浮动机场的运动模式包括基于波浪周期的单频

简谐振荡,倍频振荡,其他多谐波振荡和混沌振荡.通

常当系统的运动处于简谐振荡状态,系统响应同步化

协同效应就会出现. 值得指出,无论系统处于同步化

状态与否,网络系统的协同效应广泛存在. 各个模块

响应在所有自由度上均呈现相同的运动模式, 即如

果某个浮体的某个自由度运动处于混沌态, 其他浮

体所有自由度方向的运动必定也是混沌态. 所以,在

数值仿真中,可以观察到系统的响应分叉、响应阶跃

均是同时发生在所有自由度上.这些特性可以从图 4

中的响应幅值曲线比较中清晰地看到.

2.4 浮动机场的振幅死亡现象

浮动机场的振幅抑制现象十分重要, 关乎系统

的动力响应稳定性设计.为了获得更直观认识,首先

来观察图 4 的响应幅值曲线, 在向上阶跃发生之前

的 kc ＜ 0.61 × 105 N/m 和向下阶跃发生之后 kc ＞

1.42×105 N/m的区段,所有浮体在其三个自由度方向
的振荡响应都处于明显的微幅振荡水平. 这种振幅

抑制状态在非线性网络动力学中被称为振幅死亡 [44]

现象.发生振幅死亡的机理是非线性系统存在多个响

应解的结构,当系统参数达到某个临界值时,系统发

生了霍普夫分岔或鞍结分岔导致的结果. 就海上浮

动机场这个非自治系统而言, 振幅抑制状态对应的

是其非线性网络动力学系统的非共振支上的周期解,

其特征是浮体的微幅振荡周期与波浪周期相吻合;这

个结论在作者前期研究分段非线性耦合网络动力学

模型 [39] 时获得的, 也同样适用于本文模型式 (11).

由于浮体模块间的相互耦合和制约作用, 当连接件

的刚度参数和波浪周期参数达到某临界值时, 海上

浮动机场这个网络结构系统中所有的浮体模块就会

呈现微幅振荡的抑制状态. 这个隶属于非线性网络

结构动力学的特殊动力学性态对于海上浮动机场的

整体动力学稳定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传统线

性分析方法无法涉及的.

关于浮动机场模型振幅死亡现象发生的临界条

件, 涉及到求解高维非线性微分方程的近似解析解,

以及确定多参数变量情况下的解析解曲面拐点的数

学条件等,推导过程十分繁杂. 本文以介绍浮动机场

网络动力学建模方法和非线性动力学特性为主, 对

振幅死亡临界条件的数学推导,不在此详述. 下面将

针对海上浮动机场模型式 (11), 研究其发生振幅死

亡的设计参数区域. 连接件刚度参数的考察区间为

10 kN/m ≤ kc ≤ 500 kN/m; 波浪周期参数的考察参数

区间为 8 s ≤ T ≤ 20 s, 该区间基本覆盖了规则海况

的波浪周期.

鉴于耦合的浮体模块响应具有网络协同效应,即

3 个自由度方向上的响应同步发生阶跃和具有相同

的响应模式, 所以只需观察其中某个自由度响应的

振幅死亡特性即可. 本算例基于第三浮体的纵荡响

应,通过仿真计算来观察振幅死亡区域.在二维参数

区域内逐点扫描,纵坐标为连接件刚度,横坐标为波

浪周期, 以红色标注出呈现振幅死亡现象所对应的

参数值.图 7在红底色上标注的符号 AD代表海上浮

动机场的振幅死亡的参数区域, 在白色区域标注了

“others”意味着大幅值振荡,其振荡模式有可能是混

沌和高阶谐波运动态. 在红色与白色区域的交接边

界上,意味着系统的动力响应幅值发生阶跃.

图 7中可以看到红白界线非常不规则,局部区域

会出现类似手指形的分形结构.从全局构图来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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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振幅死亡参数域

Fig. 7 Amplitude death parameter domains in parameter space (kc,T ):

the sign AD indicates amplitude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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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死亡区域主要分布在左右两边. 中间的空白

部分表明无论如何调整连接件刚度设计都不可

能获得振幅死亡状态, 也意味着波浪周期大约在

12 s ≤ T ≤ 14 s. 区间的波段上对超大型海上浮动机

场的动力响应和连接件载荷构成较严重的影响. 只

有当系统的设计参数落入红色区域才能使得浮动机

场获得微幅振动状态. 系统处于振幅死亡状态意味

着柔性连接件所承受的载荷相对较小.

本文通过上面算例讨论了振幅死亡存在的参数

区域, 算例中采用的参数仅是连接件刚度和波浪周

期, 作为揭示浮动机场这类网络结构的弱振荡性态

现象已足够充分. 事实上,影响振幅死亡的参数还有

波高、连接件结构设计等其它因素.从海上浮动机场

的动力响应稳定性思考, 需要分析所有参数的振幅

死亡图谱, 为浮动机场稳定性设计提供一个直观而

简洁的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3 结 论

本文以超大型海上浮动机场为研究对象, 尝试

将非线性网络动力学理论拓展到超大型海上浮式结

构物的动力响应预报. 详细描述了多模块海上浮动

机场的非线性网络动力学建模方法, 构建了具有几

何非线性本构关系的浮动机场模型. 通过数值仿真

分析了浮动机场的纵荡、垂荡和纵摇的非线性响应

和连接件载荷, 表明线性分析方法严重低估了系统

的实际响应和载荷. 本文也探讨了多模块浮体之间

的网络协同效应和浮动机场的振幅死亡现象这一特

殊的网络动力学现象, 即各浮体模块处于一种同步

性的微幅振荡抑制状态. 文中简单叙述了振幅死亡

产生的机理, 数值仿真展示了振幅死亡区域与连接

件刚度参数和波浪周期的关系, 对于海上浮动机场

的稳定性设计具有特殊意义.

尽管本文采用了 5个浮体链式网络结构的浮动

机场模型做算例,理论上,可以拓展到任何模块数量

的大型浮体结构. 在作者的模拟仿真中,也对由 8个

浮体和 10个浮体组成的链式结构浮动机场模型做了

分析,从各个自由度响应幅值看较 5个浮体机场模型

要大,但不会有量级性的差别；从非线性响应特性看,

也有响应阶跃、网络协同效应和振幅死亡现象,基本

上雷同.在网络动力学模型中特别设置了拓扑结构矩

阵,使得建模方法适用于各类复杂拓扑结构的超大型

海上浮式结构物;通过改变拓扑结构矩阵的赋值,可

以方便地模拟诸如矩形或其他类型的海上浮动结构

平台.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动力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

力学分析方法有很大差异. 网络动力学理论源自多

个振子耦合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 探索振子间

的网络协同效应及机理. 这种研究方法揭示了一系

列新的动力学现象,诸如振幅死亡现象,同步化现象,

局部异化现象等. 本文通过探讨海上浮动机场的非

线性网络动力学特性, 尝试该理论在超大型海洋工

程结构动力学方面的运用, 为力学界所面临的更为

广泛的网络结构动力学问题,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

应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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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ODELING AND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AIRPORT1)

Xu Daolin2) Lu Chao Zhang Haich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for Vehicle Bod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Floating airport consisting of multiple fl xibly connected modules is a typical dynamic network with fl xible-

rigid-flui coupling. 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for modeling and a chain-topological network model for the floatin

airport is developed. In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e nonlinear responses of surge, heave, pitch motions and loads of

connectors are analyzed implying that the classical linearization approach may severely underestimates the actual results.

Further, this paper studies synergetic dynamics of the network and amplitude death phenomena. The onset of amplitude

death associated with coupling stiffness and wave period are illustrated,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stability safety design

of the floatin airport. This work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y and an application example in the study for network

structural dynamics, including very large scale floatin structures.

Key words floatin airport, network dynamics, nonlinear dynamics, amplitude death, rigid-fl xible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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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车辆纵向非光滑多体动力学建模与数值算法研究
1)

范新秀 2) 王 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 在建立车辆纵向多体系统的动力学模型中,将车身与车轮视为刚体,两者通过减振器链接;将传动系统视

为一个圆盘通过扭簧和阻尼器与驱动轮连接;将车轮与路面间的接触力简化为法向约束力、摩擦力和滚阻力偶,

其中摩擦力的模型采用库仑干摩擦模型. 采用笛卡尔坐标作为该系统的广义坐标用于描述该系统的位形,给出

系统单双边的约束方程, 应用第一类拉格朗日方法建立了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由于摩擦与滚阻的非光滑性, 使

得该系统动力学方程不连续.为便于计算,建立了车轮与路面接触点的相对切向加速度与摩擦力余量的互补条

件、车轮角加速度与滚阻力偶余量的互补条件, 以及车轮轮心法向加速度与路面法向约束力的互补条件. 将接

触--分离、黏滞--滑移的判断问题转化成线性互补问题的求解,并给出了具有约束稳定化的基于事件驱动法的数

值计算方法. 最后,应用该方法对车辆纵向多体系统进行了仿真,分析了输出扭矩、摩擦及滚阻系数对其动力学

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 车辆纵向动力学,滚阻力偶,库伦摩擦,线性互补,黏滞--滑移

中图分类号: O313, U461.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6052/0459-1879-14-323

引 言

车辆是具有多自由度的复杂多体系统, 近年来,

车辆动力学建模与仿真成为车辆研究中重要的领域

之一 [1]. 车辆纵向动力学涉及到车辆的动力性、通

过性、行驶平顺性、安全性及噪声等方面的问题 [2].

特别是车辆垂向振动与传动轴扭转振动的相互耦合,

使得驱动轮的动力学特性更为复杂 [3].

文献 [2]为分析车辆的振动特性,建立了带悬架

的车辆纵向动力学的简化模型, 并假设运动过程中

4个车轮与地面始终保持接触,为评价车辆的动力性

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献 [3-7]分别建立了不同类型车

辆的传动系统及其纵向动力学的等效力学模型; 采

用经验模型计算车轮与地面或车轮与轮轨间的摩擦

力与滚阻力偶.文献 [3]未考虑传动系统扭振动与车

身垂向振动的耦合效应.文献 [4-6]在分析传动系统

的扭转自激振动以及车身的跳跃现象时,假设车身匀

速直线平移,未考虑车身与车轮的运动耦合效应.文

献 [7]的力学模型忽略了车身的纵向运动.文献 [8-9]

运用非光滑多体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研究火车的纵向

动力学问题,将车厢视为质点,车厢之间通过弹簧和

阻尼器连接;轮轨间的摩擦采用库伦干摩擦模型,用

试算法求解其动力学方程.

车辆在运动过程中, 由于车轮与路面 (或轮轨)

之间存在摩擦力与滚阻力偶, 导致车辆纵向多体系

统的动力学方程是非光滑的, 在黏滞与滑移转换时,

其动力学方程是不连续的 [10],会给方程的求解带来

诸多困难. 文献 [11] 针对含摩擦与滚阻的平面非光

滑多体系统,应用非光滑多体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

了其动力学方程,给出了相应的数值计算方法,为分

析该类多体系统的动力学特性提供了一种新途径,但

该算法互补维数较大,求解的计算成本较高.

为分析车辆的动力学特性, 提供更为有效的数

值算法, 本文结合前人关于车辆动力学建模的工作

基础,应用非光滑多体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一种含

滑动摩擦与滚动摩阻且考虑传动系统扭转振动的车

辆纵向动力学的建模方法和数值计算方法. 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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