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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块浮体ＡＤＡＭＳ动力学仿真及连接器
对响应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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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上超大型浮体是一个由多模块组合而成的网络系统。基于非线性网络动力学理论及水动力学参数，利用

ＡＤＡＭＳ软件建立了链式结构海上超大型浮体的虚拟样机模型。通过数值仿真，研究了不同连接器连接的大型浮

体的非线性动力学响应和连接器载荷。发现了多模块大型浮体系统存在振幅死亡现象和模块间的网络协同作用。

基于振幅死亡机理的稳定性分析，在连接器刚度和波浪周期所构成的二维参数平面内绘制了振幅死亡稳定性参数

区域，该研究为海上大型浮体非线性动力学响应预报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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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陆地资源和空
间不断减少，各国都把目光投向了丰富的海洋资源。
海上超大型浮体（ＶＬＦＳ）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一种
高端海工装备，它可以用来开采海底资源，同时可以
作为军事基地使用，也可以营造出和陆地环境相似
的人工浮岛，从而扩大人类在海上的生存和活动空
间［１］。加大对海上大型浮体的研发与制造，有助于
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与海洋工程技术的进步，同时
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并且将创造出全新的
人类海上生存与活动模式的形态［２］。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各国加强了对
海上大型浮体的研究与制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
本对浮箱式海上大型浮体 Ｍｅｇａ－Ｆｌｏａｔ进行了研
究［３］。而后美国提出了一种新的海上大型浮体形
式———半潜式可移动海上浮动基地［４］（Ｍｏｂｉｌｅ　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　Ｂａｓｅ，缩写 ＭＯＢ）。除了日本和美国之外，中
国［５］、荷兰［６］、英国［７］、挪威［８］、新加坡［９］、韩国［１０］等
国家也对海上大型浮体进行了相关研究。

海上大型浮体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结构———浮
箱式和半潜式。与尺度以百米计的大型油轮或海洋
石油平台相比，海上大型浮体的尺度要大一个数量

级。由于海上大型浮体扁平的结构特征，一般是运
用水弹性理论研究其动力学响应［１１］。Ｗｕ等运用经
典薄板理论将浮体简化为板模型，采用线性波浪理
论来研究浮体响应［１２］。Ｗａｔａｎａｂｅ等指出不同于扁
平式浮体，对于高度与长度之比大的浮体结构，有必
要采用明德林板理论将浮体看成是厚板来研究［１３］。
以上所提及的浮体结构都是将浮体看成是单一连续
结构来研究，但由于海上大型浮体尺度相当巨大，单
一连续结构会导致浮体产生较大的中拱弯矩，并且
在建造、运输和安装过程中也会产生诸多不便。因
此有必要采用多模块浮体通过连接器相互连接来实
现超大型浮体。考虑到连接器与结构自身刚度间的
巨大差异，连接器的特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Ｍａｅｄａ等运用切片法（ｓｔｒｉｐ　ｍｅｔｈｏｄ）研究了在规则
波中一维刚性模块、刚性连接器浮体的响应［１４］。Ｆｕ
等指出非刚性连接器比刚性连接器能更好地减小水
弹性响应，建议采用铰接或半刚性连接器［１５］。Ｘｉａ
等将浮体看作由理想的连接器连接的二维铰接板模
型来研究，理想的连接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线性的
垂直弹簧和扭转弹簧。他们的研究表明入射波浪周
期和连接器刚度对浮体水弹性响应影响很大［１６］。

Ｍｉｃｈａｉｌｉｄｅｓ等研究了一种在横向和纵向上用柔性
连接器连接的箱式浮体的水弹性响应，研究表明连
接器的刚度与箱式浮体的水弹性响应有复杂的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１；修订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４７２１００，１１７０２０８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Ｍ６２０３４４）；工信部高技术

船舶项目

ChaoXing



系［１７］。为了减小浮体的水弹性响应，半潜式浮体平
台是较好的结构形式。考虑到半潜式平台结构的复
杂性和浮体的大尺度，很难采用精确的有限元模型
进行分析，因此 Ｗａｎｇ和Ｅｒｔｅｋｉｎ等指出在初步设
计时应采用刚性结构模块、柔性连接器的浮体模
型［１８］。在上述模型中，柔性连接器通常被假定为在
几个自由度方向具有线性刚度的“无长度”弹簧［１９］。

Ｔｙａｇｉ和Ｐａｕｌｌｉｎｇ介绍了一种由４个半潜式模块构
成的刚体模块、柔性连接器的浮体模型，其中连接是
采用具有弹性和阻尼特性的铰接形式［２０］。关于超
大型浮体动力学响应及连接器载荷预报的研究还有
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但总结以往研究不难发现，
传统研究大部分是采用经典板梁模型或有限元模
型对海上大型浮体进行建模，连接器通常采用铰
接和理想解耦的线性弹簧模型，由于浮体模块和
连接器尺度的巨大差异，模块的运动在连接处会
产生较大的位移，由此引起连接器的几何非线性
特性。考虑这种非线性的影响，文献［２１］通过对
非线性和线性化预报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传统线
性预报方法低估了系统的响应及连接器载荷。此
外，以上研究均集中在对于某种特定连接器而进
行的动力学响应及载荷预报，对于不同连接器的
对比分析研究鲜有涉及。然而，连接器作为多模
块浮式平台的关键部件，它的结构形式对于大型
浮式平台的动力学响应及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
响。因此通过研究不同拓扑构型的连接器的动力
学特性，规范出连接器设计准则，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工程指导价值。

作者前期的工作应用非线性网络动力学理论对
海上大型浮体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大型浮体动力
学预报的新方法［２２］，发现了同步化、阶跃和振幅死
亡等复杂而丰富的动力学现象［２３］。然而，在应用非
线性网络动力学理论对浮体进行研究时，由于高维
多自由度耦合产生的复杂非线性数学公式的推导相
当复杂，因此有必要探索通过大型商业软件来简化
推导过程并提高该方法的实用性。本文基于水动力
学参数，探索采用ＡＤＡＭＳ软件研究海上大型浮体
的非线性动力学特性。运用该商业软件可以省去连
接器力学模型复杂的公式推导过程，便于修改连接
器模型，并且具有可视化强等优点。首先采用 ＡＤ－
ＡＭＳ软件构建了链状拓扑结构的海上大型浮体系
统的虚拟样机模型，通过动力学仿真研究不同的连
接器拓扑构型对海上大型浮体的响应和连接器载荷
的影响。探讨了振幅死亡与连接器刚度和波浪周期
之间的关系，并在波浪周期与连接器刚度所构成的

二维参数域内绘制了振幅死亡区域图，为浮体平台
的结构稳定性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

１　海上大型浮体ＡＤＡＭＳ网络动力学
建模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各类连接器构型设计对海
上大型浮体的稳定性特性影响，采用ＡＤＡＭＳ商业
软件平台可以非常方便地设计和修改连接器模型，
无需冗长的数学推导过程。为了探索 ＡＤＡＭＳ的
技术可行性，本文考虑二维简化模型，如图１所示。
海上大型浮体是由Ｎ 个模块通过柔性连接器组合
而成的，在浮体两端施加有锚链约束，所有浮体都自
由漂浮于水面，水深为常数ｈ。坐标系定义如下：ｘ
轴处于未扰动的自由液面，ｚ轴垂直水平面竖直向
上。假设浮体所处水域为理想的液体，浮体为刚体，
浮体间采用柔性连接器连接。

图１　多模块海上大型浮体简化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ｕｌｅ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采用线性波浪理论［２４］，可以得到第ｉ个浮体的
动力学方程
（Ｍｉ＋μｉ）̈Ｘｉ＋λｉＸｉ＋ＳｉＸｉ＝Ｆｉｗ，ｉ＝１，２，…，Ｎ

（１）
式中　Ｘｉ ＝［ｘｉ，ｚｉ，βｉ］

Ｔ 是第ｉ个浮体的位移向
量；ｘｉ，ｚｉ，αｉ分别代表第ｉ个浮体的纵荡、垂荡和纵
摇。Ｍｉ，Ｓｉ 是第ｉ个浮体的质量和静水恢复力矩
阵［２５］。

由线性波浪理论可知，波浪激励对第ｉ个浮体
的速度势可以分解为入射势、散射势与辐射势。μｉ
和λｉ 是由于辐射势引起的附加质量矩阵和附加阻
尼矩阵，两者可通过特征值展开匹配法［２６］求得。考
虑到浮体间波浪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而为了方便探
索ＡＤＡＭＳ的技术可行性，简化波浪载荷模型，只
考虑入射波，忽略散射波对浮体的影响，这种处理方
法不会影响 ＡＤＡＭＳ的适用性，则式（１）中的波浪
力可写为

Ｆｉｗ ＝ｆＩｉｗｘｃｏｓ（ωｔ＋φｉ） （２）
式中　φｉ 为入射波作用在第ｉ个浮体时的初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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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入射波作用于不同浮体时的初相位是不同
的，相邻的浮体之间初相位的相位差为 Δφｉ（ｉ＋１）＝

φｉ＋１－φｉ＝ｋＬ ，其中Ｌ为浮体长度，ｋ为波数。ｆ
Ｉ
ｉｗ

＝［ｆＩｉｗｘ，ｆＩｉｗｚ，ｆＩｉｗα］Ｔ 是入射波作用在第ｉ个浮体时
的力幅值矢量，其元素表达式参见文献［２７］。

为了对比研究不同连接器拓扑构型对浮动平台
动力学特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５种不同的连接器
拓扑构型，分别是平行铰接式、中间铰接交叉式、中
间铰接复合式、交叉式和复合式，如图２所示。平行
铰接式连接器由２根水平弹簧组成，水平弹簧两端
分别与相邻的两个浮体铰接；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
器由４根斜弹簧组成，４根弹簧一端与浮体铰接，另
一端均铰接于同一点；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是平
行连接式和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器的组合；交叉式
连接器是由２根斜弹簧组成，斜弹簧两端分别与相
邻的２个浮体铰接；复合式连接器是平行连接式和
交叉式连接器的组合。５种连接器均能限制浮体的
纵荡、垂荡和纵摇运动。不同构型连接器在浮体上
铰接点的垂向间距为δ２，浮体间初始间距均为δ１。

图２　不同连接器构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采用ＡＤＡＭＳ软件能够方便快捷地构建多刚
体动力学模型，避免连接器复杂的几何非线性公式
推导，同时能够反映连接处的强几何非线性特性，也
可以通过这种技术路径来验证网络动力学方法。

在ＡＤＡＭＳ软件中进行建模，每个浮体质心处
所受的力如式（２）所示，其中力的幅值和相位均作参
数化处理。连接器中的弹性元件可由相同刚度特性
的弹簧来替代，弹簧刚度也同样进行了参数化，这样
使得之后修改参数优化模型更加方便快捷。

结合式（１），可以得到海上大型浮体一般的动力
学模型表达式

（Ｍｉ＋μｉ）̈Ｘｉ＋λｉＸｉ＋（Ｓｉ＋Ｋｉ）Ｘｉ＝
　　Ｆｉｗ ＋Ｆｉ，ｉ＝１，２，…，Ｎ （３）

式中　Ｋｉ 为第ｉ个浮体所受到的锚链力的刚度矩
阵，本文所考虑的模型只有第１个浮体和第５个浮
体上施加锚链约束，锚链力的刚度矩阵是依据参考
文献［２５］求得的。Ｆｉ 是连接器施加在第ｉ个浮体上
的力，本文采用 ＡＤＡＭＳ软件建模，避免了连接器
复杂的表达式推导，使得建模过程简单方便。通过
定义浮体的连接点，可以快速实现对任意拓扑结构

连接器的设计和改型，这是使用ＡＤＡＭＳ软件平台
的方便之处。

２　连接器对多模块浮体动力学响应特
性影响

　　对浮体ＡＤＡＭＳ模型进行动力学仿真，分析不
同连接器模型在不同波浪周期和连接器刚度设置情
况下对浮体动力学响应特性的影响。以此为基础，
探讨阶跃、振幅死亡和同步化协同效应这些非线性
动力学响应特性。

２．１　海上大型浮体参数设置

本文选取浮体的总数为Ｎ＝５，单浮体的几何
参数参照文献［２８］中的模型数据，选取浮体长度

Ｌ＝２００ｍ，型高Ｄ＝８ｍ，吃水深度ｄ＝５ｍ，浮体单
位长度质量ｍ０＝５　１２５ｋｇ／ｍ，水深ｈ＝５０ｍ，波浪
周期Ｔ＝１０ｓ，波幅ａ＝３ｍ进行动力学仿真。在

ＡＤＡＭＳ软件中仿真类型为动力学仿真，仿真时长
为１０００ｓ，积分步长为０．０１ｓ。

２．２　多模块浮体非线性响应特性

图３展示了各浮体纵荡、垂荡和纵摇响应幅值
随平行铰接式连接器刚度的变化。图３（ａ）给出了
使用 ＡＤＡＭＳ和 ＭＡＴＬＡＢ对海上大型浮体进行
动力学仿真结果对比，其中，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是
依据网络动力学理论建立的数学模型通过数值仿真
得到的［２１］。可以看出，使用 ＡＤＡＭＳ和 ＭＡＴＬＡＢ
对海上大型浮体进行动力学仿真结果是大体相同
的，不同之处在于浮体振动处于大振幅振动状态时
的响应，而当浮体处于微幅振荡状态时，两者结果完
全吻合，并且两者跳跃点可以互相吻合。因为本文
主要关注浮体微幅振荡的参数域，即振幅发生跳跃
时的波浪参数和连接器刚度参数，所以使用 ＡＤ－
ＡＭＳ对海上大型浮体进行动力学仿真分析是可
行的。

通过图３（ａ），（ｂ），（ｃ）可以看出，在连接器刚度

ｋｃ≈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时，浮体纵荡、垂荡和纵摇响应
幅值有一个大幅增大的阶跃现象；而在ｋｃ≈１．４×
１０５　Ｎ／ｍ时，浮体的振动响应有一个大幅跌落的现
象，在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１．４×１０５　Ｎ／ｍ浮体处
于大振幅振动状态，而在０．１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
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和１．４×１０５　Ｎ／ｍ＜ｋｃ＜２．０×１０５

Ｎ／ｍ，浮体处于微幅振荡状态。由于非线性系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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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浮体响应幅值随平行铰接式连接器刚度变化（Ｔ＝１０ｓ）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ｈｉｎｇ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Ｔ＝１０ｓ）

在多解性，因此浮体响应会出现阶跃现象。随着连
接器刚度逐渐增大到ｋｃ≈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时，浮体
响应由小振幅解支跳跃到大振幅解支上，当刚度继
续增大到ｋｃ≈１．４×１０５　Ｎ／ｍ 时，浮体响应又由大
振幅解支跌落至小振幅解支上。浮体纵荡、垂荡以
及纵摇响应具有网络协同效应，即浮体３个自由度
响应模式相同，响应发生变化对应的参数域也相同，
这是由于浮体间的耦合作用；同时可以看到，各个浮
体响应也具有协同效应。本文展示了ｋｃ＝１．０×
１０５　Ｎ／ｍ和ｋｃ＝１．８×１０５　Ｎ／ｍ时浮体纵荡响应的
时间序列，如图３（ｄ）所示。由图３（ｄ）中位于上方
的图可以看出当ｋｃ＝１．０×１０５　Ｎ／ｍ 时，各个浮体
均处于大振幅振动状态，大振幅振动不是单谐波振
动，且振幅相对较大；而由图３（ｄ）中位于下方的图
可以看出，当ｋｃ＝１．８×１０５　Ｎ／ｍ时，各个浮体振动
均处于微幅振荡状态，振动是单谐波振动，并且振动
周期与入射波的波浪周期相同，具体理论分析可参
考文献［２９］。微幅振荡现象是浮体各个模块都处于
微小振幅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网络动力学

特性。研究浮体微幅振荡现象，有助于确定连接器
结构形式和连接器刚度，为海上大型浮体的稳定性
提供设计依据，具有重要的工程使用价值。

２．３　连接器形式对浮体动力特性的影响

２．３．１　不同连接器设计对浮体动力响应的影响
图４展示的是浮体响应幅值随不同连接器的

刚度变化。图４（ａ），（ｄ），（ｇ），（ｊ），（ｍ）表示５种连
接器的浮体纵荡响应，大幅振动所对应的连接器刚
度区间分别为平行铰接式：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

１．４×１０５　Ｎ／ｍ；中间铰接交叉式：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
ｋｃ＜５．５×１０５　Ｎ／ｍ；中间铰接复合式：０．４２×１０５

Ｎ／ｍ＜ｋｃ＜１．３×１０５　Ｎ／ｍ；交叉式０．８０×１０５　Ｎ／ｍ

＜ｋｃ＜２．９×１０５　Ｎ／ｍ；复合式：０．３２×１０５　Ｎ／ｍ＜ｋｃ

＜０．９３×１０５　Ｎ／ｍ。对比５个刚度区间大小可知：

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器所对应的大振幅响应刚度区
间最大，其次是交叉式连接器、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
器、平行铰接式连接器，最小的是复合式连接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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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比较中间铰接交叉式和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所
对应的大振幅响应刚度区间可知，设置平行形式
的连接器可以减小浮体响应的大幅振动区间。图

４（ｂ），（ｃ）为平行铰接式连接器所对应的浮体垂荡
以及纵摇响应，其中垂荡响应最大幅值０．４３０ｍ、
纵摇响应最大幅值０．０３９ｒａｄ；图４（ｎ），（ｏ）为复合
式连接器所对应的浮体垂荡以及纵摇响应，其中
垂荡响应最大幅值０．１５９ｍ、纵摇响应最大幅值

０．０３２ｒａｄ。对比二者，复合式连接器所对应的浮

体垂荡以及纵摇响应的最大值要小于平行铰接式
连接器。类似的，通过对比图 ４（ｂ），（ｃ）和图 ４
（ｈ），（ｉ）可知，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所对应的浮
体垂荡以及纵摇响应的最大值要小于平行铰接式
连接器，因此对于链状箱式结构的浮体，设置交叉
形式的连接器有助于减小浮体的垂荡以及纵摇响
应。复合式连接器包含平行和交叉形式的连接
器，因此其性能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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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浮体响应幅值随不同连接器的刚度变化（波浪周期Ｔ＝１０ｓ；平行铰接式：（ａ）～（ｃ）；中间铰接交叉式：（ｄ）～（ｆ）；中

间铰接复合式：（ｇ）～（ｉ）；交叉式：（ｊ）～（ｄ））；复合式：（ｍ）～（ｏ）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ｗａ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１０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ｈｉｎｇ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ａ）～（ｃ）；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ｄ）～（ｆ）；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ｇ）～（ｉ）；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ｊ）～（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ｍ）～（ｏ）

　　由于海上大型浮体所处的海洋环境是变化的，
即入射波波浪周期是变化的，因此本文绘制了浮体
响应幅值随不同的波浪周期变化图，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ｂ），（ｅ），（ｈ），（ｋ），（ｎ）可以看出，不同连接器
对浮体垂荡响应基本没有影响，响应曲线基本类似，
这说明５种连接器对于浮体垂荡方向上的约束作用
大体相同。浮体垂荡响应有４个大振幅区间，分布
于４个波浪周期频段内，在Ｔ＝１９．８ｓ达到最大值。
从图５（ａ），（ｃ）可以看出，由平行铰接式连接器连接
的浮体，其纵荡响应有３个大振幅区间，纵摇响应有

４个大振幅区间。从图５（ｄ），（ｆ）可以看出，由中间
铰接交叉式连接器连接的浮体，其纵荡响应有２个
大振幅区间，纵摇响应有４个大振幅区间。从图５

（ｇ），（ｉ）可以看出，由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连接的
浮体，其纵荡响应有４个大振幅区间，纵摇响应有４
个大振幅区间。从图５（ｊ），（ｌ）可以看出，由交叉式
连接器连接的浮体，其纵荡响应有２个大振幅区间，
纵摇响应有４个大振幅区间。从图５（ｍ），（ｏ）可以
看出，由复合式连接器连接的浮体，其纵荡响应有４
个大振幅区间，纵摇响应有４个大振幅区间。从图

５（ｄ）～（ｆ）和（ｊ）～（ｌ）可以看出，中间铰接交叉式连
接器和交叉式连接器连接的浮体的振动响应是类似
的；从（ｇ）～（ｉ）和（ｍ）～（ｏ）可以看出，中间铰接复
合式连接器和复合式连接器连接的浮体的振动响应
是类似的。由此可知，连接器中间是否铰接对于浮
体的振动响应影响是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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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浮体响应幅值随不同的波浪周期变化（连接器刚度ｋｃ＝１．０×１０５　Ｎ／ｍ；平行铰接式：（ａ）～（ｃ）；中间铰接交叉式：

（ｄ）～（ｆ）；中间铰接复合式：（ｇ）～（ｉ）；交叉式：（ｊ）～（ｌ）；复合式：（ｍ）～（ｏ）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ｋｃ＝１．０×

１０５　Ｎ／ｍ；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ｈｉｎｇ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ａ）～（ｃ）；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ｄ）～（ｆ）；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ｇ）～（ｉ）；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ｊ）～（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ｍ）～（ｏ）

２．３．２　不同连接器的非线性载荷特性分析
连接器载荷对于海上大型浮体安全性至关重

要，因此本文做出了不同连接器载荷随连接器刚度
变化，如图６所示。从图６（ａ），（ｂ）可以看出，平行
铰接式连接器的载荷随刚度变化情况与相同条件下
浮体响应（参照图４（ａ），（ｂ），（ｃ））相同，它们的峰值
区间均为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１．４×１０５　Ｎ／ｍ。
从图６（ｃ），（ｄ）可以看出，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器的
载荷随刚度变化情况与相同条件下浮体响应（参照
图４（ｄ），（ｅ），（ｆ））相同，它们的峰值区间均为０．６０
×１０５　Ｎ／ｍ＜ｋｃ＜５．０×１０５　Ｎ／ｍ。从图６（ｅ），（ｆ）
可以看出，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的载荷随刚度变
化情况与相同条件下浮体响应（参照图４（ｇ），（ｈ），
（ｉ））相同，它们的峰值区间均为０．４２×１０５　Ｎ／ｍ＜
ｋｃ＜１．３×１０５　Ｎ／ｍ。从图６（ｇ），（ｈ）可以看出，交
叉式连接器的载荷随刚度变化情况与相同条件下浮

体响应（参照图４（ｊ），（ｋ），（ｌ））相同，它们的峰值区
间均为８．０×１０４　Ｎ／ｍ＜ｋｃ＜２．９×１０５　Ｎ／ｍ。从图
６（ｉ），（ｊ）可以看出，复合式连接器的载荷随刚度变
化情况与相同条件下浮体响应（参照图４（ｍ），（ｎ），
（ｏ））相同，它们的峰值区间均为０．３２×１０５　Ｎ／ｍ＜
ｋｃ＜０．９３×１０５　Ｎ／ｍ。对比５种连接器载荷的峰值
区间的大小可知，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器载荷的峰
值区间最大，其次是交叉式连接器、中间铰接复合式
连接器、平行铰接式连接器，最小的是复合式连接
器；通过比较中间铰接交叉式和中间铰接复合式连
接器载荷的峰值区间可知，设置平行形式的连接器
可以减小载荷的峰值区间的大小。由图６（ａ）和６
（ｉ）可知，平行铰接式和复合式连接器的最大载荷分
别为７．３×１０５　Ｎ／ｍ和４．５×１０５　Ｎ／ｍ，复合式连接
器的最大载荷小于平行铰接式连接器，因此设置交
叉形式的连接器有助于减小连接器的最大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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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连接器载荷随不同连接器的刚度变化（波浪周期Ｔ＝１０ｓ；平行铰接式：（ａ），（ｂ）；中间铰接交叉式：（ｃ），（ｄ）；中间铰

接复合式：（ｅ），（ｆ）；交叉式：（ｇ），（ｈ）；复合式：（ｉ），（ｊ）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ｗａ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１０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ｈｉｎｇｅｄ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ｏｒ：（ａ），（ｂ）；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ｃ），（ｄ）；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ｅ），（ｆ）；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ｇ），（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ｉ），（ｊ）

　　从图７（ａ），（ｂ）可以看出，平行铰接式连接器载
荷响应有３个峰值区间，最大峰值达到８．２×１０５

Ｎ。从图７（ｃ），（ｄ）可以看出，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
器载荷除了在波浪周期为８ｓ和１１ｓ附近比较小，
其他波浪周期参数下载荷均比较大，最大载荷达到

５．２×１０５　Ｎ。从图７（ｅ），（ｆ）可以看出，中间铰接复
合式连接器载荷响应有４个峰值区间，最大峰值达
到７．３×１０５　Ｎ。从图７（ｇ），（ｈ）可以看出，交叉式
连接器载荷除了在波浪周期为８ｓ和１１ｓ附近比较
小，其他波浪周期参数下载荷均比较大，最大载荷达
到１．０９×１０６　Ｎ。从图７（ｉ），（ｊ）可以看出，复合式
连接器载荷响应有４个峰值区间，最大峰值达到

８．２×１０５　Ｎ。对比图７中５种连接器的载荷随波浪
周期的变化特性可以得知，中间铰接交叉式和交叉

式连接器载荷响应峰值区间较大，５种连接器载荷
随波浪周期变化都比较大。同一种连接器，第１、第

２个浮体之间的连接器同第２、第３个浮体之间的连
接器，其载荷响应基本相同，即峰值区间分布相同，
峰值区间载荷大小基本相同。同时，不同连接器之
间载荷响应并不相同。当固定一个连接器的刚度，
从不同波浪周期的变化导致的载荷峰值水平来看，
并不能判断不同连接器性能的优劣。

２．３．３　不同连接器对浮体系统的振幅死亡特性
影响

研究浮体的微幅振动状态对浮体系统的稳定性
设计十分重要。由图３浮体的响应幅值曲线可知，
浮体在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１．４×１０５　Ｎ／ｍ处于
大振幅振动状态，此时浮体处于混沌或高阶谐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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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连接器载荷随不同的波浪周期变化（连接器刚度ｋｃ＝１．０×１０５　Ｎ／ｍ；平行铰接式：（ａ），（ｂ）；中间铰接交叉式：（ｃ），

（ｄ）；中间铰接复合式：（ｅ），（ｆ）；交叉式：（ｇ），（ｈ）；复合式：（ｉ），（ｊ）

Ｆｉｇ．７　Ｌｏａｄ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ｋｃ＝１．０×１０５　Ｎ／ｍ；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ｈｉｎｇ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ａ），（ｂ）；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ｃ），（ｄ）；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ｅ），

（ｆ）；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ｇ），（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ｉ），（ｊ）

动状态；浮体在０．１０×１０５＜ｋｃ Ｎ／ｍ＜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和１．４×１０５　Ｎ／ｍ＜ｋｃ＜５．０×１０５　Ｎ／ｍ处于
微幅振动状态，此时浮体振动较小。这种微幅振动
状态是非线性网络动力学中一种特殊的现象，称为
振幅死亡（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Ｄｅａｔｈ，缩写为ＡＤ）。对于自
治系统，振幅死亡是指耦合振荡器振动停止的现
象［３０］，自治系统发生振幅死亡现象是因为系统发生
了Ｓａｄｄｌｅ－Ｎｏｄｅ分岔［３１］或 Ｈｏｐｆ分岔［３２］所导致的；
对于非自治系统，振幅死亡是指耦合振荡器振动被
抑制的现象［３３］，非自治系统发生振幅死亡现象是因
为系统响应从大振幅解支跌落至小振幅解支，振幅
死亡对应的是小振幅解支上的周期解，此结论是作
者在研究分段非线性网络动力学模型［２９］时得到的，
该结论也适用于本文模型式（３）。研究振幅死亡现

象对于海上大型浮体的非线性动力学稳定性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连接器刚度和入射波波浪周期对大型浮体
的稳定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故本文绘制了５种连
接器在连接器刚度和波浪周期所构成的二维参数域
内的振幅死亡图谱，如图８所示。因为本文所考虑
的浮体系统是相互耦合的，所以浮体响应呈现出网
络协同效应，即浮体的响应模式是一致的，因此只需
要考察浮体系统中某个浮体响应的振幅死亡特性，
本文考察的是第３个浮体纵荡响应。图中横坐标是
波浪周期，参数区间为８ｓ＜Ｔ＜２０ｓ；纵坐标是连接
器的刚度，参数区间为１．０×１０４　Ｎ／ｍ＜ｋｃ＜５．０×
１０５　Ｎ／ｍ。图中带有“ＡＤ”字样的红色区域是浮体
的振幅死亡区域，带有“ｏｔｈｅｒｓ”字样的白色区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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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体的大振幅区域。对于平行铰接式连接器，图８
（ａ）是振幅死亡区域的分布图，例如Ｔ＝１０ｓ时，

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１．４×１０５　Ｎ／ｍ为白色区域，

０．１０×１０５　Ｎ／ｍ＜ｋｃ＜０．６０×１０５　Ｎ／ｍ和１．４×１０５

Ｎ／ｍ＜ｋｃ＜５．０×１０５　Ｎ／ｍ为红色区域；从图８（ａ）
可以看出，大振幅区域主要是分布于右下方和左下
角，其中１２～１４ｓ的白色区域表示无论平行铰接式
连接器刚度取何值，浮体都处于大振幅状态。对于
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器，图８（ｂ）是振幅死亡区域
的分布图，从图８（ｂ）可以看出，大振幅区域主要是
分布在右半部分以及左侧的长条带状区域，其中

８～８．６ｓ以及１０．７～１１．１ｓ的红色区域表示无论
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器刚度取何值，浮体都处于振
幅死亡状态。对于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图８（ｃ）
是振幅死亡区域的分布图，从图８（ｃ）可以看出，大

振幅区域主要是分布于右下方和左下角部分。对于
交叉式连接器，图８（ｄ）是振幅死亡区域的分布图，
从图８（ｄ）可以看出，大振幅区域主要是分布于右下
方和左下角部分，右上侧红白区域分界线较为不规
则。对于复合式连接器，图８（ｅ）是振幅死亡区域的
分布图，从图８（ｅ）可以看出，大振幅区域主要是分
布于右下方，其他地方还分布有一些小的白色区域。
浮体振幅死亡参数域越大，说明由该种连接器连接
的浮体在不同的波浪环境下稳定性越好，安全性能
也越高。因此，５种连接器中最好的是复合式连接
器，其次是中间铰接复合式连接器、平行铰接式连接
器、交叉式连接器，最差的是中间铰接交叉式连接
器。振幅死亡区域图为海上大型浮体的稳定性设计
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参考依据。

图８　不同连接器浮体振幅死亡参数域（ＡＤ表示振幅死亡区域，Ｏｔｈｅｒｓ表示混沌或大幅振荡响应）

Ｆｉｇ．８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ｄｅａｔ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ＡＤ　ｓｔ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ｒｅａ，ｏｔｈｅｒｓ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ｈａｏｓ　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非线性网络动力学理论，运用 ＡＤ－
ＡＭＳ软件建立了链式结构海上大型浮体的参数化
虚拟样机模型。通过修改相关参数和改变连接器拓
扑结构，即可对不同拓扑结构的大型浮体进行动力
学仿真分析。通过动力学仿真，研究了５种连接器
构型在不同连接器刚度和不同入射波波浪周期下，
对大型浮体纵荡、垂荡和纵摇响应以及连接器载荷
的影响。通过分析仿真结果，探讨了海上大型浮体

模块间的网络协同作用和振幅死亡现象。在此基础
上，本文绘制了５种连接器在连接器刚度和波浪周
期所构成的二维参数域内的振幅死亡区域图，探讨
了５种连接器在不同参数下对浮体振动状态的影
响，对于海上大型浮体稳定性设计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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