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导 读

无序固体的力学行为专题
非晶态固体的结构可以决定性能吗? (303–317, doi: 10.6052/0459-1879-19-368)
王云江，魏丹，韩懂，杨杰，蒋敏强，戴兰宏
晶态固体的力学性能与塑性变形主要由结构缺陷，而在非晶态固体中结构如何决
定性能，仍然是多学科关注但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文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海
量抽样玻璃结构的激活能，尝试将结构参数与激活能建立定量关系，发现非晶态固体结
构-性能关系的隐藏主控因素为结构的空间关联，受限比几何结构本身更关键.

---------------------------------------------------------------------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的变形行为及本构关系研究综述 (318–332, doi: 10.6052/0459-1879-20-038)
张娟，康国政，饶威
本文主要针对块体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的变形行为、增韧机理和本构关系研究现
状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 从实验研究和数值模拟两方面对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的变形
行为与失效机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对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的本构关系研究最新进
展进行评述，重点介绍了基于均匀化方法构建的本构模型，最后对未来的研究问题给予
一定的展望.

---------------------------------------------------------------------高熵合金的力学性能及变形行为研究进展 (333–359, doi: 10.6052/0459-1879-20-009)
李建国，黄瑞瑞，张倩，李晓雁
本文首先介绍了高熵合金独特的结构特征，即具有短程有序结构和严重的晶格畸
变；随后对近年来针对不同类型高熵合金（包括具有面心立方相、体心立方相、密排六
方相、多相以及亚稳态高熵合金）力学性能、变形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强韧化
机制以及相关的原子尺度模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最后强调了高熵合金未来研究
中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对其研究进行了展望.

---------------------------------------------------------------------锆基非晶合金的动态弛豫机制和高温流变行为 (360–368, doi: 10.6052/0459-1879-20-004)
郝奇，乔吉超，Jean-Marc Pelletier
通过动态力学分析 (DMA) 和单轴拉伸实验，研究 Zr50 Cu40 Al10 非晶合金的动态弛
豫机制和高温流变行为. 结果表明：准点缺陷理论可以很好地描述非晶合金损耗模量的
弛豫主曲线. 基于非晶合金的内耗行为，与准点缺陷浓度对应的关联因子在玻璃转变温
度以下约为 0.38，而在玻璃转变温度以上则线性增加. 样品在玻璃转变温度附近，随温
度和应变速率的不同而在拉伸实验中显示出均匀的或不均匀的流变行为. 非晶合金的高
温流变行为可以通过基于微剪切畴 (shear micro-domains, SMDs) 的准点缺陷理论来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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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子体积场拉普拉斯算子对金属玻璃剪切转变区的预测 (369–378, doi: 10.6052/0459-1879-19-369)
史荣豪，肖攀，杨荣
本文采用分子模拟方法对 Cu64 Zr36 金属玻璃在受剪切加载时的变形行为展开了研
究，并结合原子体积的拉普拉斯算子提出了一个新的局域结构参数来预测金属玻璃中
剪切转变区 (STZ) 的产生区域，进一步建立了该结构参数与非仿射位移和剪切局部化
三者关系，发现特定的体积场梯度向量分布模式，将导致局部剪切增强的非仿射位移
场，从而更容易诱发 STZ 的形成.

---------------------------------------------------------------------非晶合金剪切带动力学行为研究 (379–391, doi: 10.6052/0459-1879-19-378)
董杰，王雨田，胡晶，孙保安，汪卫华，白海洋
本文系统地综述了非晶合金剪切带复杂动力学行为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剪
切带的锯齿流变行为和自组织临界行为. 详细介绍了剪切带动力学行为的特征，外
在和内在的影响因素，以及可定量解释其起源和物理机制的 stick-slip 模型，machninesystem 模型，以及发生锯齿流变和自组织临界性的临界条件和控制因素.

---------------------------------------------------------------------非晶合金理想裂纹预制方法及其在小试样 KIc 测试中的应用 (392–399, doi: 10.6052/0459-1879-19-377)
谢怡玲，刘泽
介绍了一种简单、低成本且可靠的方法在非晶合金中预制理想裂纹并应用于小试
样平面应变断裂韧性的测试. 通过对预制有缺口裂纹的试样进行热塑性成型，在薄试样
裂纹面附近获得局部平面应变状态，从而使得趋于定值的试样厚度远小于平面应变断
裂韧性测试标准中的厚度要求. 该测试方法对研究金属玻璃断裂性能有重要的意义，
有望成为一种低成本普适性的测量方法.

---------------------------------------------------------------------通过表面机械加工调控 Zr52.5 Cu17.9 Ni14.6 Al10 Ti5 非晶合金的结构和韧性 (400–407, doi: 10.6052/0459-1879-20-030)
陈恳，黄波，王庆，王刚
采用表面机械研磨方法(surface mechanical attrition treatment，SMAT)处理离心浇铸
的 Zr52.5 Cu17.9 Ni14.6 Al10 Ti5 非晶合金 (Vit105) 板. SMAT处理后的 Vit105 表面附近弛豫焓
更低，微观结构更加均匀、稳定，并且其中局域类晶体序结构的体积分数增加. 处理后
的 Vit105 表面附近硬度值增加，剪切带密度增加，缺口韧度值从 70.7±4.7 MPa·m1/2 提
高到 112.8±3.7 MPa·m1/2 . 表面机械加工是调控非晶合金结构、力学性能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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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
波浪作用下直立结构物附近强湍动掺气流体运动的数值模拟 (408–419, doi: 10.6052/0459-1879-20-029)
邓斌，王孟飞，黄宗伟，伍志元，蒋昌波
建立了三维精细数值波浪水槽，模拟了 1:10 光滑斜坡上规则波与直立结构物相互
作用过程，精确捕捉该过程中气体卷入所形成的气腔形态以及多气腔之间的融合、分裂
等现象，揭示了波浪作用下直立结构物附近强湍动掺气流体运动规律，并建立了结构物
附近湍动参数与掺气水流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为精确计算结构物所受波浪荷载奠定
基础.

---------------------------------------------------------------------台阶式并行微通道内气泡群自组装行为及其对气泡生成的反馈效应 (420–430, doi: 10.6052/0459-1879-19-251)
张志伟，殷翔宇，朱春英，马友光，付涛涛
在受限空间内，气泡在水平面内发生挤压堵塞能够自组装成具有特定几何特点的
二维晶格，分别为有序的行三角晶格、有序的竖三角晶格和无序的三角晶格. 晶格结构
与气相压力密切相关；同时，气泡界面能量随着气相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气泡的自组装
路径由气泡尺寸及其分布决定，有序的三角晶格变异系数小于 5%，无序的三角晶格变
异系数大于 5%.

---------------------------------------------------------------------受限亚音速气流中倒置悬臂壁板静气弹稳定性的理论及实验研究 (431–441, doi: 10.6052/0459-1879-19-255)
张德春，李鹏，梁森，杨翊仁
本文研究了刚性壁面效应对倒置悬臂壁板静态失稳特性的影响规律. 理论上基于算
子理论获得了壁板气动力表达式,将壁板失稳问题化为定区间上的函数逼近问题并采用
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 依据压杆稳定理论设计了静态失稳的测试方法并完成了风洞实
验验证. 本文理论为弹性结构静气动弹性失稳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新研究思路.

---------------------------------------------------------------------颗粒毛细效应影响因素的离散元分析 (442–450, doi: 10.6052/0459-1879-19-301)
张华腾，凡凤仙，王志强
为探究竖直振动管中颗粒毛细效应的影响因素，采用离散元方法，展现了典型管径
下颗粒速度演变过程，考察了容器宽度与振动参数的影响. 结果表明，管径对颗粒毛细
效应动力学影响显著；存在一个对应于最终毛细上升高度最大值的临界管径；增加容器
宽度，临界管径有所增大；增大振幅、适当提高频率能够有效促进临界管径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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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
水下多级微结构液气界面的稳定性和可恢复性研究 (451–461, doi: 10.6052/0459-1879-20-025)
杨松默，王刚，曹延林，黄忠意，段慧玲，吕鹏宇
本文从理论和实验方面研究了水下多级微结构液气界面的稳定性和可恢复性. 主
要创新点如下：(1) 实验方面，原位观测了液气界面在多级微结构表面的失稳和恢复过
程；(2) 理论方面，基于系统最小自由能原理推导了多级微结构液气界面的平衡方程；
(3) 给出了不同位置和不同构型的次级结构对液气界面稳定性和可恢复性的影响机制.

---------------------------------------------------------------------基于 Iwan 模型的接合面切向响应建模 (462–471, doi: 10.6052/0459-1879-19-343)
占旺龙，李卫，黄平
基于实际表面形貌和材料性能参数提出新的搭接接头滑移力密度分布函数，在此
基础上建立搭接接头在小幅切向位移激励下的切向位移响应理论本构模型，所获得的
单位加载周期内的迟滞曲线和能量耗散值与实验结果相吻合，该项研究可以为解决各
种工况下的搭接接头防松等非线性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三维位势问题的梯度边界积分方程的新解法 (472–479, doi: 10.6052/0459-1879-19-308)
董荣荣，张超，张耀明
为了表明辅助边值问题法在求解场物理量时的准确性与收敛性. 考虑单位球体
上的具有 Dirichlet 边界条件的热传导问题. 在单位球体内部，半径为 0.5 的球面上选
择 400 个测试点，这些测试点按照球面方程中的参数 θ, ϕ 均匀分布. 图描述了这 400 个
计算点上的场温度 u 和场梯度 ∂u/∂x1 数值解的 L2 误差随边界单元数增加的变化情
况，即收敛曲线. 由此可看出，辅助边值问题法具有良好的收敛特性，甚至使用相对较
少的单元数，就可获得较高精度的解.

---------------------------------------------------------------------黏弹性多层介质中 SH 波动的一种吸收边界条件 (480–490, doi: 10.6052/0459-1879-19-315)
吴利华，赵密，杜修力
提出一种高精度时域吸收边界条件，与有限元法结合用于模拟瞬态标量SH波在达
朗贝尔黏弹性多层介质中传播问题. 采用一种全频域收敛的连分式精确逼近单层介质模
态空间下标量形式的频域动力刚度，将标量连分式扩展为矩阵形式用来表示多层介质
的频域动力刚度，通过引进辅助变量得到稳定的高精度时域吸收边界条件.

---------------------------------------------------------------------短脉冲激光加热分数阶导热及其热应力研究 (491–502, doi: 10.6052/0459-1879-19-331)
许光映，王晋宝，薛大文
基于分数阶微积分理论，建立了分数阶 Cattaneo 热传导方程和相应的热应力方
程，研究了短脉冲激光加热的热行为及热应力. 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方法，给出了非高斯
时间分布激光热源辐射下温度场和热应力场的解析解. 计算结果表明，分数阶阶次越
大，热的波动性越明显，阶次越小，扩散性越强；Cattaneo 传热模型显示出介于热扩散
与热波动行为之间的热特性，激光加热速度越快，热应力拉压转换越快，但热应力幅值
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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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与控制
多刚体系统分离策略及释放动力学研究 (503–513, doi: 10.6052/0459-1879-19-307)
罗操群，孙加亮，文浩，胡海岩，金栋平
紧密连接的多刚体系统，可在脱离运载航天器后利用弹射分离装置在轨自主分离.
本文采用自然坐标方法建立多刚体系统模型，可以避免诸如欧拉角等常规方法描述时
的奇异性，并大大降低施加约束的难度. 基于不同弹射方向及分离顺序提出了两种分离
释放策略，仿真结果表明其可有效实现多刚体系统的无碰撞分离.

---------------------------------------------------------------------Duffing 系统的主--亚谐联合共振 (514–521, doi: 10.6052/0459-1879-19-349)
李航，申永军，李向红，韩彦军，彭孟菲
研究了 Duffing 系统的主-亚谐联合共振. 通过多尺度法得到系统的近似解，发现系
统最多存在 7 个不同的周期解. 基于 Lyapunov 稳定性理论，得到系统定常解的稳定条
件，分析了系统的稳定性，发现联合共振特有的现象：刚度软化时，非线性项不仅影响
系统的响应幅值，同时还影响系统的多值性和稳定性；刚度硬化时，与主共振和 1/3 次
亚谐共振类似，非线性项仅影响系统的响应幅值.

---------------------------------------------------------------------三种典型轴向运动结构的振动特性对比 (522–532, doi: 10.6052/0459-1879-19-304)
刘星光，唐有绮，周远
论文针对 3 种典型运动结构 (Euler 梁、窄板和板) 的振动特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研
究了轴速、长宽比对固有频率的影响，特别采用三维图的形式对比分析了轴速、阻尼、
刚度以及长宽比混合时对频率的影响. 发现长宽比与窄板和梁的前四阶固有频率成反
比，而对于板在选择后两种模态函数时频率出现转折点；当长宽比大于 22.9 且轴速较
小时，窄板模型可以简化为梁的模型.

---------------------------------------------------------------------任意斜裂纹转子的耦合振动研究 (533–543, doi: 10.6052/0459-1879-19-292)
焦卫东，蒋永华，李刚，蔡建程
基于有限元建模与应变能理论推导计算了任意斜裂纹转子的柔度参数和刚度矩
阵，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值仿真方法研究了裂纹转子在单故障或多故障激励下的耦合振
动响应及其频谱特征. 与横裂纹和横--斜裂纹相比，任意斜裂纹使转子刚度矩阵的交叉
耦合效应更显著，导致转子发生更强烈的弯--扭耦合甚至是纵--弯--扭耦合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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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及交叉力学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地层井壁力学稳定性分析 (544–555, doi: 10.6052/0459-1879-19-178)
袁益龙，许天福，辛欣，夏盈莉，李冰
以中国南海神狐海域泥质粉砂型水合物储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垂直井降压开采
传热--流动--力学耦合稳定性分析模型，揭示了地层优势出砂区域和海底面沉降趋势. 结
果表明：地层沉降主要发生在降压开采前期，向储层内部延伸沉降量快速减小；射孔段
井壁应力最为集中，导致其剪切破坏风险最高，因此射孔段是出砂防治的关键区域.

---------------------------------------------------------------------含水合物沉积物的弹塑性本构模型 (556–566, doi: 10.6052/0459-1879-19-184)
刘林，姚仰平，张旭辉，鲁晓兵，王淑云
土中固相、液相和气相对其力学性质的影响作用不同，因此将含水合物沉积物中水
合物归为三相中的哪一相，对合理分析含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至关重要. 虽然水合物
作为一种晶体存在于土颗粒孔隙中，但由于水合物的赋存形式不同，使得水合物的固相
作用明显不同. 然而，水合物的赋存形式受水合物含量的影响. 考虑以上因素，选取有效
孔隙比作为反映水合物作用的物理量，建立了含水合物沉积物的弹塑性本构模型.

---------------------------------------------------------------------水平井降压法和热激法水合物开采对海底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567–577, doi: 10.6052/0459-1879-19-171)
谭琳，刘芳
基于边坡稳定极限平衡分析框架，引入考虑水合物开采过程的热--流--化学耦合数
值分析模型，研究水合物开采对海底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密封细砂储层陡
坡中采用单水平井降压开采，边坡稳定性显著提高；停采后边坡稳定性下降；在坡体中
部布井时开采对边坡稳定性影响最为明显. 双水平井热激法开采存在诱发滑坡的风险.

---------------------------------------------------------------------平面波输入下海水--海床--结构动力相互作用分析 (578–590, doi: 10.6052/0459-1879-19-354)
陈少林，孙杰，柯小飞
为保证近海工程结构的地震安全性，需对其在设计地震作用下的反应进行准确的
预测. 本文实现海水--饱和海床--结构体系非线性地震响应分析，与线性情形对比，分析
了海床非线性对海域场地和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响应的影响机理，讨论了自由场输入对
海域场地非线性响应的影响，指出自由场分析和场地分析应该采用相一致的本构模型.

---------------------------------------------------------------------非饱和土--隧道系统动力响应计算的波函数法 (591–602, doi: 10.6052/0459-1879-19-280)
郭慧吉，狄宏规，周顺华，何超，张小会
基于 Flügge 薄壁圆柱振动控制方程以及非饱和土波动方程，根据隧--土交界面及地
表边界条件，利用平面波与柱面波的转换，提出非饱和土--隧道系统动力响应计算的波
函数法. 算例分析表明，饱和度对土体动位移与超孔隙水压力的幅值响应有较大影响.
通过土体参数退化，该方法也可用于计算饱和或单相弹性地基土与隧道系统的动力响
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