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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将五个线性弹簧并联组合，设计出一种具有高静态刚度、低动态刚度的非线性低频隔振器。分析了系统
的刚度特性，给出了系统的准零刚度（ＱＺＳ）条件。利用谐波平衡法分析了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得出了系统的力传递率，并
分析了阻尼及激励力对系统传递率的影响。为了验证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
ＱＺＳ隔振器的低频隔振性能明显优于相应的线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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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正负刚度组合提出了具有
ＱＺＳ特性的隔振系统。在小幅振动下，这种系统具有
高静刚度低动刚度的特性，从而保证系统在小变形下

固有频率很小。最典型的代表是，Ｃａｒｒｅｌｌａ等［１－９］将三

个线性或非线性弹簧进行组合通过参数优化设计得到

一种ＱＺＳ系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Ｐｌａｔｕｓ［１０］利用在轴向载荷作用下表现负刚度特性的纵
向弯曲梁和线性弹簧，设计出一种 ＱＺＳ结构。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ｎ等［１１］运用高静刚度低动刚度理念，利用磁铁弹簧

实现了低频隔振。Ｚｈｏｕ等［１２］通过并联一个磁铁弹簧

与一个机械弹簧设计出一个高静刚度低动刚度的半主

动隔振系统。刘兴天等［１３］讨论了滑动梁与线形弹簧组

成的ＱＺＳ系统带来的新特性。

现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ＱＺＳ系统的运动机理
和理论分析的，很少有文献涉及这方面的实验研究。

为了评估其实际隔振性能，本文利用５个线性弹簧设
计了一个简单的 ＱＺＳ模型，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
究。首先，对所建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展示其静动力学

特性。然后通过实验研究，比较 ＱＺＳ模型与其相应的
线性系统在谐波激励作用下的实际隔振性能，评估其

实际隔振效果。实验结果表明，ＱＺＳ系统具有良好的
隔振性能，尤其是在低频带，其隔振效果相当显著。

１　数学模型

本文所设计的ＱＺＳ系统模型包括一个竖直弹簧和
四个倾斜弹簧，其中，倾斜弹簧提供的负刚度抵消竖直

弹簧提供的正刚度，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１（ａ）（不考虑
被隔振设备）所示。倾斜弹簧的一端与刚度为 ｋｖ的竖
直弹簧在 Ｅ点连接，另一端分别铰接在水平面上的 Ａ，
Ｂ，Ｃ和Ｄ点，且四个倾斜弹簧具有相同的原长Ｌ０、刚度
ｋ０以及初始水平倾斜角θ０。假设力ｆ作用在点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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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作用点Ｅ的初始位置在水平面 ＡＢＣＤ的正上方
ｈ处，分别与点 Ａ，Ｂ，Ｃ和 Ｄ水平相距 ａ。当一个大小
合适的质量块置于系统上时，弹簧连接点 Ｅ会被压缩
至平衡点Ｏ，此时，倾斜弹簧处于水平状态，静载完全
由竖直弹簧支撑，系统演变为 ＱＺＳ系统。位置 Ｏ是系
统的静平衡位置，在位置 Ｏ附近系统具有高静态刚度
低动态刚度，所以研究系统在位置 Ｏ附近的运动是非
常有意义的。

根据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建立其在静载作用下处

于平衡位置的实验装置模型图，如图１（ｂ）所示。四个
支柱被固定在支撑板上，倾斜弹簧的一端与支柱铰接，

另一端与导杆铰接。导杆由竖直弹簧支撑，可以在支

撑板上的孔中自由滑动。承载平台固定在导杆的顶

端，用于安装被隔振质量。为了避免弹簧被压缩时弯

曲失稳以及由于各部件间的摩擦而导致系统过阻尼，

每个弹簧都设有导杆和直线轴承。

１．静载　２．承载平台　３．倾斜弹簧　
４．导向装置　５．支柱　６．竖直弹簧　７．
支撑板　８．线性轴承　９．导杆

图１　设计的ＱＺＳ系统模型
Ｆｉｇ．１ＴｈｅｎｏｄｅｌｏｆＱＺ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

１１　组合刚度分析
为了减小设计难度，模型所用弹簧都是线性的。

由于倾斜放置的弹簧使系统具有几何非线性，所以图１
所示的ＱＺＳ模型是个非线性系统，其非线性由几何参
数ａ和ｈ决定。假设坐标ｘ定义为点Ｅ从初始位置开
始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那么如图１（ａ）所示，系统在外
力ｆ作用下产生位移ｘ，二者的关系可表示为

ｆ＝ｋｖｘ＋４ｋｏ（ｈ－ｘ）
Ｌ０

ａ２＋（ｈ－ｘ）槡
２
－( )１ （１）

如果坐标ｙ定义为点 Ｅ从位置 ｘ＝ｈ也就是静平衡位
置开始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那么，式（１）可以表示为

ｆ＝ｋｖｙ－４ｋｏｙ
Ｌ０
ａ２＋ｙ槡

２
－( )１＋ｋｖｈ （２）

将力与位移的关系式（２）无量纲化为

Ｆ^＝ｙ^－４α×ｙ^×
１

ａ^２＋ｙ^槡
２
－( )１ （３）

式中，ｙ^＝ｙ／Ｌ０，ａ^＝ａ／Ｌ０，ｈ^＝ｈ／Ｌ０，ｆ^＝ｆ／ｋｖＬ０，α＝

ｋ０／ｋｖ，Ｆ^＝ｆ^－ｈ^。

根据刚度定义，将（３）式对位移 ｙ^求导得系统的无

量纲刚度 Ｋ^

Ｋ^＝１＋４α１－

)ａ２

（

)ｙ２ )＋ａ２）３／[ ]２ （４）

图２　当 ａ^＝０．８时，对于不同的α，系统的无量纲曲线
Ｆｉｇ．２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ｅｎａ^＝０．８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α

如果系统在静平衡位置 ｙ^＝０处的刚度 Ｋ^＝０，那
么，满足系统零刚度条件的弹簧刚度系数之比αＱＺＳ：

αＱＺＳ ＝
ａ^

４（１－α^）
（５）

　　当 ａ^＝０．８，得满足零刚度条件的弹簧刚度系数之
比αＱＺＳ＝１，对于不同的刚度系数之比α，系统的力－位
移与刚度特性曲线如图２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且仅

当刚度之比α＝αＱＺＳ＝１时，系统在静平衡位置 ｙ^＝０
处刚度才为零。此时，倾斜弹簧提供的负刚度与竖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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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提供的正刚度在 ｙ^＝０处刚好相互抵消，系统演变为
ＱＺＳ系统。当α＝０．５＜αＱＺＳ时，系统仅表现出弱非线
性，且系统刚度均为正值；当α＝２＞αＱＺＳ时，在小振幅
范围内倾斜弹簧的负刚度在组合刚度中起主导作用，

系统刚度在静平衡位置 ｙ^＝０附近表现负刚度特性。

图３　当 ａ^＝０．８，αＱＺＳ ＝１时，ＱＺＳ系统曲线

Ｆｉｇ．３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ｕｒｏｅｓｏｆｔｈｅ

ＱＺＳ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ｅｎａ^＝０．８，αＱＺＳ ＝１

从图（２）还可以看出，系统的力与位移关系近似为
三次立方关系。因此，为了方便后续的动力学分析，应

用泰勒级数展开式，将力 Ｆ^在静平衡位置 ｙ^＝０处进行
三阶展开。

Ｆ^（ｙ^）≈ Ｆ^（０）＋Ｆ^′（０）ｙ^＋Ｆ^″（０）２！

)ｙ２＋

Ｆ^（０）
３！

)ｙ３ ＝２α)ａ３

)ｙ３ （６）

则ＱＺＳ系统刚度的近似表达式为：

Ｋ^≈６α)ａ３

)ｙ２ （７）

将式（６）、（７）确定的力与位移及刚度特性近似表
达式与其精确表达式比较，如图３所示。从中可以看

出，在平衡位置 ｙ^＝０附近的小振幅范围内，用其近似
表达式代替其精确表达式是可行的。

１２　ＱＺＳ系统的运动方程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ＱＺＳ系统在其静平衡位置附

近刚度很小。为了保证质量ｍ的被隔振设备放于 ＱＺＳ
系统上时，倾斜弹簧刚好被压缩到水平位置，静载完全

由被压缩的竖直弹簧支撑，即系统处于静平衡位置，那

么，设备质量ｍ要满足条件：
ｆ＝ｋｖｈ＝ｍｇｍ＝ｋｖｈ／ｇ （８）

式中，ｋｖ满足式（５），以保证系统具有ＱＺＳ。

图４　承载质量ｍ的ＱＺＳ系统等效模型
Ｆｉｇ．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ＱＺＳ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ａｄｅｄ

ｗｉｔｈａｍａｓｓｍ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实验中，如图４所示，考虑阻尼ｃ的影响，被隔振
质量ｍ使ＱＺＳ系统刚好处于静平衡位置。在简谐激励
ｆ＝Ｆｃｏｓωｔ作用下，系统在其平衡位置附近做小幅振
动。若其弹性恢复力用三阶近似表达式代替，系统的

无量纲运动方程可如下所示：

ｙ^
··

＋２ζｙ^
·

＋γ)ｙ３ ＝Ｆ^ｃｏｓΩτ （９）

式中，ω２０ ＝
ｋｖ
ｍ，τ＝ω０ｔ，Ω＝

ω
ω０
，ζ＝

ｃω０
２ｋｖ
，γ＝２α

ａ^３
，

Ｆ^＝ Ｆ
ｋｖＬ０
　

从运动方程（９）式可以看出，ＱＺＳ系统是一个缺少
线性项的达芬系统。

２　传递率

接下来主要分析系统的幅频特性、力传递率以及

阻尼和激励幅值对传递率的影响。

首先研究系统的幅频特性。应用谐波平衡法求解

系统的运动方程式（９），忽略高次谐波项，系统的周期

解可设为：ｙ^（τ）＝Ａｓｉｎ（Ωτ＋θ）。将此解代入运动方程
式（９），求得系统幅频特性方程如下：

３
４γＡ

３－ＡΩ( )２ ２
＋（２ζＡΩ）２ ＝Ｆ^２ （１０）

式中，Ａ是系统的响应幅值，Ω是简谐激励的频率。幅频
特性方程描述了系统响应幅值Ａ与系统参数（阻尼比ξ

与刚度γ）以及激励条件（力幅值 Ｆ^与频率Ω）的关系。
一般用传递率评估系统的振动隔离情况。通过

ＱＺＳ系统传递到基础的力 ｆ^ｔ：

ｆ^ｔ＝２ζｙ^
·

＋γｙ^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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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谐波平衡法，传递到基础的力的幅值 Ｆ^ｔ：

Ｆ^ｔ＝
３
４γＡ( )３ ２

＋（２ζΩＡ）
槡

２ （１２）

　　从（１２）式可以看出，传递到基础上的力同样依赖
于响应幅值Ａ、阻尼比ζ、刚度γ以及激励频率Ω。传递
率定义为传递到基础的力的幅值与激励力幅值之比，

那么传递率Ｔ：

Ｔ＝
Ｆ^ｔ
Ｆ^

３
４γＡ( )３ ２

＋（２ζΩＡ）２

Ｆ^槡 ２
（１３）

　　从（１３）式可以看出，与线性系统不同，ＱＺＳ系统的
传递率除了受阻尼比ζ的影响外还随着激励力的变化
而变化，这是因为由（１０）式所确定的响应幅值 Ａ随激
励力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正是由于ＱＺＳ系统的这一特
性，实验时（后面将会讨论）很难确定一个广泛可用的

激励力。下面将以数值仿真的形式来展示参数（ζ，Ｆ^）
对系统传递率的影响。

阻尼比对力传递率的影响如图５所示。从中可以
看出，阻尼比对系统的振动衰减性能很敏感。当阻尼

比ζ＝０．０１时，系统存在跳跃现象，传递率曲线在很大
程度上向右弯曲，这表明阻尼比过小时衰减结果并不

理想。当阻尼比 ζ＝０．１５时，共振区附近的振动显著
减小，衰减频域被拓宽，但是高频区的衰减效果变差。

当阻尼比ζ＝０．４时，跳跃现象消失，振动衰减情况与
上述类似，低频区隔振效果显著，而代价是高频区的隔

振效果更差。从上述可见，随着阻尼比的增大，跳跃区

间［８］逐渐减小，当跳下频率等于跳上频率即跳跃区间

等于零时，跳跃现象消失，此时的阻尼比即为临界阻尼

比。只要系统阻尼比大于其临界阻尼比，系统中就不

会再出现跳跃现象。

图５　当γ＝５，Ｆ^＝０．１时，阻尼比ζ
对系统力传递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ｃ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γ＝５，Ｆ^＝０．１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ζ：０．０１，０．１５ａｎｄ０．４

图６　当γ＝５，ζ＝０．０１时，ＱＺＳ与线性系统
的力传递率比较

Ｆｉｇ．６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Ｚ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ζ＝０．０１ａｎｄγ＝５

图７　实验模型的刚度特性曲线
Ｆｉｇ．７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激励幅值 Ｆ^对ＱＺＳ系统力传递率的影响如图６所

示，其中虚线表示幅值 Ｆ^＝０．００５，点线表示幅值 Ｆ^＝

０．０１，点划线表示幅值 Ｆ^＝０．１。从这三条曲面的变化

趋势中可以看出，与对应的线性系统不同，随着幅值 Ｆ^
的增加，共振峰值及开始隔振频率（跳下频率）逐渐增

大从而导致有效隔振频域逐渐缩小。从中还可以看

出，只要选取大小合适的激励力幅值使 ＱＺＳ系统的跳
下频率不大于线性系统的共振频率，就能保证在低频

范围内，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明显优于相应的线性系
统，在一定的高频范围内，其隔振性能与线性系统

相当。

３　实验研究

为了评估所设计的 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开展了
一系列的实验工作。首先介绍实验设备及其安装过

程，然后展示实验结果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装置
ＱＺＳ系统的试验装置如图８所示，其相应的参数

如表１所示。表１中的参数可以用来验证实验系统是
否存在ＱＺＳ特性。图７给出了实验模型在其平衡位置
附近的刚度曲线。从中可以看出，在静平衡位置系统

具有零刚度特性。

表１　实验装置的物理参数
Ｔａｂ．１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参数 参数值

ｋｖ／（Ｎ·ｍｍ
－１） １．７９２

ｋｏ／（Ｎ·ｍｍ
－１） ２．６２２

ｍ／ｋｇ ５．０５

ａ／ｍｍ ６０

Ｌ０／ｍｍ ７０．２６

ｈ／ｍｍ ２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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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实验装置照片
Ｆｉｇ．８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ＱＺＳ系统的实验装置照片如图８所示。被隔振质
量块由竖直弹簧支撑。在质量块的正上方装有一个由

功率放大器（型号 ＨＥＡ－２００Ｃ）驱动的激振器（型号
ＨＥＶ－２００），此激振器用于提供竖向的激振力。在质
量块与激振器之间，装有一个用于测量激振力的力传

感器（型号２０８Ｃ０２）。另一个力传感器（型号２０８Ｃ０２）
安装在ＱＺＳ装置支撑板的下面，用于测量振动过程中
被传递到基础上的力。由于阻尼对系统的动力学行为

比较敏感，所以 ＱＺＳ系统的试验装置进行了多次修改
以减小各运动部件间的摩擦。导杆可以通过线性轴承

顺利地滑动。由ＥＣＯＮ公司制造的数据采集与分析仪
（型号ＡＶＡＮＴ－ＭＩ－６００８），用于采集传感器的输入输
出信号。一台电脑用于处理整个测量系统的 Ｉ／Ｏ数据
操作。

３２　隔振性能评估
本节用试验评估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隔振性能

用力传递率来评估，即传递至基础的力与激励力的有

效值之比。将撤去倾斜弹簧后的线性系统作为对比隔

振系统。外部激励力由激振器提供，直接作用在质量

块上，激励频率带宽从０．５Ｈｚ到２０Ｈｚ。
在介绍实验结果之前，有关实验操作中的几个问

题需要加以说明。首先，与线性系统不同，ＱＺＳ系统的
传递率受激励力幅值的影响，为了使线性系统与 ＱＺＳ
系统之间传递率的比较有意义，实验中两者的激励条

件应保持一致。

第二，选择既适合线性系统又适合 ＱＺＳ系统的激
励力是不容易的。为了防止实验装置被损坏，对于线

性系统而言在其共振区附近采用较小的激励力是非常

必要的。然而对于ＱＺＳ系统而言却不能采用同样的激
励力，具体原因会在下面详述。由振动理论可知，在线

性系统中传递到基础的力与激励力是成正比的。所

以，为了使两系统之间被传递到基础的力的比较有意

义，将线性系统传递至基础的力乘以一个放大因子，即

ＱＺＳ系统与线性系统的激励力幅值之比。
第三，为了展示ＱＺＳ系统良好的隔振效果，选择大

小合适的激振力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仿真结果没有揭

示，但实验测试结果却一再表明，ＱＺＳ系统的优良的隔
振性能对小振幅振荡是不敏感的。这是因为在小振幅

振动中，ＱＺＳ系统的负刚度因素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在小幅振动状态下，ＱＺＳ系统与线性系统的隔振
性能差异很小，而在大振幅振动状态下，大位移范围内

ＱＺＳ系统的正负刚度互相抵消，呈现出良好的隔振效
果。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而言，较大激励力对应较大振

幅响应，但在接近共振区和低频区域，小激励力也可以

引起相对大的振幅，所以这里提到的大振幅并不对应

大激励力。可参见表２中，激励力幅值随着频率增加
逐渐变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恒定

的激励力是非常困难的。在激励力的作用下，系统在

不同频率带的响应是不同的。在低频带，为了防止实

验装置被损坏，选择较小的激励力。所以在实验过程

中，系统在低频带的激励力是渐变的，一旦系统的振动

处于安全范围之内，后续频域内的激励力幅值就设定

在一个恒定值。

表２　实验所用正弦激励信号的频率和有效值

Ｔａｂ．２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

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ｕｓｅｄ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激励频率／Ｈｚ 第一组激励力／Ｎ 第二组激励力／Ｎ
０．５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１ ３．９２５ ３．９２５
１．５ ４．９５９ ４．９５９
２ ５．２２８ ５．２２８
２．５ ６．８２３ ６．８２３
３ １０．０３９ １０．０３９
３．５ １５．６６８ １５．６６８
４ ２０ ２１．１３１
４．５ ２０ ２３．０５９
５ ２０ ２８．２４７

５．５～２０ ３０ ３０

在实验中，设计两组不同的激励力进行测试，其目

的是为了测试 ＱＺＳ系统在不同激励力下的隔振性能，
测试所用的激励频率及其相应的激励力如表２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在低频带激励力从小到大逐渐增加，第

一组激励力在频率达到４Ｈｚ以后一直保持在２０Ｎ，第
二组在频率达到５．５Ｈｚ以后一直保持在３０Ｎ。激励信
号是正弦的，表２中给出的激励力都是力的有效值（力
的均方根值）。

图９展示了系统在不同激励力作用下的传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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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ＱＺＳ系统与线性系统的传递率比较图
Ｆｉｇ．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ＱＺ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ｔｅｄ

在每组实验结果中，带点的实线表示的是ＱＺＳ系统，带
圆圈的虚线表示的是线性系统。从图中可以看出：第

一，线性系统在大约３Ｈｚ时达到共振峰值，而 ＱＺＳ系
统没有出现共振；第二，ＱＺＳ系统的有效衰减（传递率
小于１）是从０．５Ｈｚ开始的，而线性系统是从大约４．２
Ｈｚ开始的，这就意味着ＱＺＳ系统非常有效地延长了隔
振区间；第三，在０．５Ｈｚ到１０Ｈｚ的低频带，ＱＺＳ系统
的传递率比线性系统低很多，特别是在线性系统的共

振峰附近，而在高频带，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与线性系
统几乎相当。综上所述，ＱＺＳ系统非常适用于低频
隔振。

前面的理论分析已经指出ＱＺＳ系统对阻尼是敏感
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ＱＺＳ系统有一个弯曲共
振峰，但是只要系统阻尼大于其临界阻尼就能使共振

峰消失，如前面图５所示。所以在实验时，弯曲共振峰
的消失使系统不再共振，这是所提出系统的一个优点。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由５个线性弹簧并联组成的 ＱＺＳ
隔振装置，推导了静平衡位置处的零刚度条件。利用

谐波平衡法得到了力传递率表达式。理论分析表明：

随着阻尼的增加和激励幅值的减小，传递率共振峰值

逐渐减小。

通过试验研究评估了ＱＺＳ系统的隔振特性。结果
表明，在低频范围内，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明显优于相
应的线性系统，但在高频范围内，其隔振性能与线性系

统相当。这表明 ＱＺＳ系统更适用于低频隔振。此外，
在实验中观察到，ＱＺＳ系统的隔振性能依赖于振动幅
值，只有在一定的大振幅振动状态下，ＱＺＳ系统才能表
现出优良的隔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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