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导 读

研究综述
土体的本构模型和超重力物理模拟 (901–915, doi: 10.6052/0459-1879-20-059)
陈云敏，马鹏程，唐耀
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是分析土体沉降和稳定性的主要手段. 本构模型是数值模拟
的基础，本文基于土体的基本特性，综述了土体本构模型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其未来的
发展趋势. 超重力物理模拟具有缩尺效应和缩时效应，本文结合土体的本构模型，讨论
了超重力物理模拟相比于常重力物理模拟的优势. 最后，介绍了采用数值模拟和物理模
拟联合分析的工程案例.

多体系统动力学与分析动力学专题
自行车动力学建模及稳定性分析研究综述 (917–927, doi: 10.6052/0459-1879-20-077)
王囡囡，熊佳铭，刘才山
以 Carvallo-Whipple 自行车为对象，分析其独特的静态不稳定而动态稳定的运动学
和动力学特性. 本文详细地回顾了自行车的接触约束的数学描述及建立方法、动力学
建模及约化方法、自行车内在的对称性及守恒量，在水平面上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自稳定
性、在水平面和旋转曲面上作匀速圆周运动的自稳定性以及自行车动力学实验和主动
控制等方面的研究问题.

---------------------------------------------------------------------Birkhoff 系统稳定性的动力学控制 (928–931, doi: 10.6052/0459-1879-19-367)
陈菊，郭永新，刘世兴， 梅凤翔
由于 Birkhoff 函数通常具有能量意义，因此我们研究 Birkhoff 函数中包含控制参
数，通过适当控制参数的选取，使得 Birkhoff 函数成为定号函数，而其时间导数为与反
号的常号函数，从而实现控制系统的平衡稳定性系统的平衡方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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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守非线性刚--弹--液--控耦合分析动力学及其应用研究 (932–944, doi: 10.6052/0459-1879-20-107)
李海波，刘世兴，宋海燕，梁立孚
本 文 建 立 了 非 保 守 非 线 性 刚--弹--液--控 耦 合 系 统 的 Hamilton 型 拟 变 分 原 理 和
Lagrange 方程，应用 Lagrange 方程建立了非保守非线性刚--弹--液--控耦合分析动力学
的控制方程. 从 Hamilton 型拟变分原理的泛函和应用 Lagrange 方程得到的控制方程都
说明：刚--弹耦合和刚--液耦合是惯性耦合，弹--液耦合和控--刚耦合是接触耦合. 并从两
个方面概要地研究了 Lagrange 方程的应用：一是应用 Lagrange 方程建立了位移协调元
和位移杂交元计算模型；二是说明了应用解析的分析讨论来研究问题与应用数值的、
定量的分析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互补特性.

文 章 导 读
基于高斯原理的非理想系统动力学建模 (945–953, doi: 10.6052/0459-1879-20-073)
姚文莉，刘彦平，杨流松
定义恰当的高斯拘束是基于高斯原理的动力学优化方法得以实现的前提，而干摩
擦等非理想因素破坏了经典的高斯拘束函数的极值特性. 本文推导了非理想系统的极
值原理；同时得到了考虑库仑摩擦时的多体系统动力学问题的优化模型，分析发现：在
满足刚体滑动问题的唯一性条件下，优化模型及相应的线性互补性模型互为充分必要
条件.

---------------------------------------------------------------------挠性航天器动力学模型的非约束模态分析 (954–964, doi: 10.6052/0459-1879-20-072)
宋新宇，戈新生
基于 Hughes 的研究成果，对挠性航天器的非约束模态恒等式及其用于动力学模型
降阶的惯性完备性准则进行了证明和应用研究. 探讨了两种动力学模型惯量间的关系，
推导了非约束模态惯性完备性准则. 分析和计算了非约束模态频率和平动耦合系数随质
量比的影响，并尝试用非约束模态惯性完备性准则的质量特征恒等式对挠性航天器模
型进行检验.

---------------------------------------------------------------------柔性铰柔性杆机器人动力学建模、仿真和控制 (965–974, doi: 10.6052/0459-1879-20-067)
方五益，郭晛，黎亮，章定国
本文采用了递推拉格朗日方法，推导了考虑阻尼的柔性杆柔性铰机器人刚柔耦合
动力学方程，研究了柔性铰对机器人动力学响应的影响，以期为柔性机器人的减震提供
参考. 此外，研究了铰柔性对机器人控制的影响. 采用本文提出的逆动力学方法分别求
解刚性铰机械臂和柔性铰机械臂做同一规定运动时所需添加的驱动力矩，研究发现柔
性铰的存在对机器人控制影响显著.

---------------------------------------------------------------------基于柔性机构捕捉卫星的空间机器人动态缓冲从顺控制 (975–984, doi: 10.6052/0459-1879-20-068)
艾海平，陈力
针对空间机器人捕获卫星过程避免关节受冲击力矩破坏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柔性机构的缓冲从顺控制策略. 结合系统动量定理，运动几何关系及力的传递规律，建
立了混合体系统方程，并提出了基于动态面的柔顺控制方法. 所提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吸
收捕获操作产生的冲击能量，而且能在镇定阶段确保冲击力矩限制在安全范围内，保护
了关节免受冲击力矩破坏.

---------------------------------------------------------------------机械臂臂杆刚度主动控制下的末端振动特性研究 (985–995, doi: 10.6052/0459-1879-20-075)
张玉玲，谷勇霞，赵杰亮，阎绍泽
基于变刚度主动控制的设计思想，提出了臂杆刚度主动控制方法. 通过改变机械
臂杆的轴向预紧力主动调节其刚度.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机械臂臂杆的变刚度动力学模
型，并设计了基于臂杆刚度主动控制方法的单自由度机械臂实验台. 数值仿真和实验结
果表明，论文提出的臂杆刚度主动控制方法能够用于机械臂末端的振动抑制.

文 章 导 读
基于交叉型双气室空气互联悬架的全地形车侧倾特性研究 (996–1006, doi: 10.6052/0459-1879-20-071)
王震，祝恒佳，陈晓宇，张云清
设计了一种采用囊式空气弹簧的交叉型双气室空气互联悬架 (PIS 悬架)，应用于侧
翻事故发生率极高的全地形车上，并基于 AMEsim 气体耦合模型与 ADAMS/Car 整车
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 研究表明，PIS 悬架较普通螺旋弹簧悬架能够提供更多的侧倾角
刚度，PIS 悬架的管长、管径与附加气室容积的参数选取对全地形车侧倾特性有显著影
响.

---------------------------------------------------------------------重复使用火箭着陆结构稳定性分析 (1007–1023, doi: 10.6052/0459-1879-20-069)
袁晗，王小军，张宏剑，石玉红，张希，章凌
对重复使用火箭着陆稳定性的准确评估是火箭设计初期的重要问题. 本文采用广义
碰撞定律，对二维运动模式下运载火箭与着陆平台的多点碰撞过程进行了分析. 随后考
虑缓冲器的作用，将运载火箭与平台的碰撞近似为完全非弹性碰撞，并结合运动学分析
和能量法提出了一种着陆稳定性的判别方法，该方可以考虑触地速度、角速度、摩擦系
数等参数间的耦合关系.

---------------------------------------------------------------------一种改进 RRT* 结合四次样条的协调路径规划方法 (1024–1034, doi: 10.6052/0459-1879-20-074)
余敏，罗建军，王明明，高登巍
应用分层规划思想规划双臂空间机器人在任务空间下的平滑路径. 先基于 RRT* 算
法，考虑机器人自身碰撞规避，在非结构化环境中生成末端执行器运动学可行的若干
路径点；再由四次样条曲线拟合上述路径点，同时考虑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的速度约束、
加速度约束、加加速度约束等，以及末端执行器的速度极限值，设计特定的四次样条曲
线，即可得到平滑可行的空间机器人的协调路径.

流体力学
二维衰减湍流的速度加速度结构函数 (1035–1044, doi: 10.6052/0459-1879-20-056)
周泽友
湍流场中二阶速度加速度结构函数 (VASF) 被认为与二维湍流中尺度间拟涡能的
传递相关，其正负表明传递的方向. 本文通过公式推导，指出 VASF 会受到非均匀项的
影响. 进一步在基于皂膜的二维衰减湍流场测量中，发现非均匀项会使 VASF 的值变为
负，使之失去了表征传递方向的意义. 因此，在类似风洞、水洞等衰减流场中对 VASF 的
讨论不应忽略非均匀项.

---------------------------------------------------------------------基于动力学模态分解法的绕水翼非定常空化流场演化分析 (1045–1054, doi: 10.6052/0459-1879-20-062)
谢庆墨，陈亮，张桂勇，孙铁志
空化是船舶和水下航行体推进器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特殊流动现象，它具有强烈的
非定常性，空化的发生往往会影响推进器的水动力性能和效率. 为探究绕水翼非定常空
化流场结构，本文基于 Schnerr-Sauer 空化模型和 SST k-ω 湍流模型，开展绕二维水翼非
定常空化流动数值预报与流场结构分析. 通过将数值预报的空泡形态演变和压力数据与
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了建立的数值方法的有效性. 并基于动力学模态分解方法对空化流
场的速度场进行模态分解，分析了各个模态的流场特征.

文 章 导 读
钝头体中的广义雷诺比拟关系 (1055–1062, doi: 10.6052/0459-1879-19-365)
陈星星，陈皓，范晶晶，温玉芬，张正，马友林
通过建立钝头体绕流边界层的理论分析模型，得到了钝头体壁面雷诺比拟系数的
线性分布预示公式，发现了雷诺比拟系数在钝头体上的线性分布规律. 采用数值求解
N-S 方程的方法，计算了圆柱和幂次体壁面的摩阻和热流以及二者之间的比拟系数. 相
比于圆柱外形，幂次体壁面的雷诺比拟系数分布的线性规律相对较好，其分布斜率略低
于圆柱壁面的结果.

---------------------------------------------------------------------欧拉坐标系下具有锐利相界面的可压缩多介质流动数值方法研究 (1063–1079, doi: 10.6052/0459-1879-20-054)
姚成宝，付梅艳，韩峰，闫凯
提出了一种基于欧拉坐标系的非结构网格、具有锐利相界面的二、三维守恒型多介
质流动数值方法，采用水平集函数清晰重构出单元内具有两种和三种介质的相界面几
何结构，能有效处理全局任意种介质、局部三种介质的多介质流动问题. 提出了一种非
结构网格上的单元聚合算法，消除了由于网格被相界面分割成较小碎片带来的数值不
稳定问题.

固体力学
中间层厚度对三明治结构中 I 型断裂能量释放率的影响研究 (1080–1094, doi: 10.6052/0459-1879-20-092)
张凡凡，宋晶如，马寒松，刘小明，魏悦广
本文基于弹性地基理论模型，考虑中间层对 I 型能量释放率的影响，提出了计算能
量释放率的新理论模型. 模型里中间层厚度对三明治结构 I 型断裂的影响存在两个部
分：中间层剪切力的影响及中间层引起结构刚度增大的影响. 和传统弹性地基理论模型
相比，新理论模型在厚中间层的结构中能保持较高的精度. 理论结果与有限元模拟结果
比较，计算精度更高，适用范围更广.

---------------------------------------------------------------------缝合式 C/SiC 复合材料非线性本构关系及断裂行为研究 (1095–1105, doi: 10.6052/0459-1879-20-058)
曹明月，张启，吴建国，葛敬冉，梁军
采用简单函数描述缝合式 C/SiC 复合材料在复杂应力状态下的非线性应力--应变曲
线，考虑反向加载过程中造成的裂纹闭合效应，建立了宏观非线性损伤本构方程，可以
描述材料在循环加载状态下的非线性力学行为. 将非线性本构编写成 UMAT. 在此基础
上，采用线弹性损伤本构和非线性损伤本构分别模拟了单边切口梁和双悬臂梁的断裂
行为，采用非线性损伤本构方程模拟的结果与试验结果更为吻合.

文 章 导 读
轻敲模式下 AFM 动力学模型及能量耗散机理研究 (1106–1119, doi: 10.6052/0459-1879-20-099)
魏征，郑骁挺，刘晶，魏瑞华
本文得到了AFM系统在轻敲模式下的一维振子模型等效阻尼的计算方法，并通过
该方法求解了系统的空气黏性阻尼和压膜阻尼，分析了微悬臂梁从远离样品到间歇性
接触样品表面这一过程中的环境耗散机理变化；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探针扫频实验，得到
了系统实验品质因数与探针工作位置的关系曲线，进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准确性.

---------------------------------------------------------------------孔隙率各向异性下饱和多孔弹性地基动力响应 (1120–1130, doi: 10.6052/0459-1879-20-091)
熊春宝，胡倩倩，郭颖
基于Lord-Shulman广义热弹性理论和孔隙率各向异性基本假设，研究了地基上表面
受不同载荷作用的半无限大孔隙率各向异性饱和多孔弹性地基热--水--力耦合问题. 建立
了该多场耦合问题的基本控制方程，利用正则模态法推导出无量纲竖向位移、超孔隙水
压力、竖直应力和温度解析表达式，着重分析了孔隙率各向异性参数变化对各物理量的
影响.

动力学与控制
2:1 内共振条件下变转速预变形叶片的非线性动力学响应 (1131–1142, doi: 10.6052/0459-1879-20-060)
顾伟，张博，丁虎，陈立群
本文同时考虑变转速和预变形条件，叶片在 2:1 内共振下受参数激励的响应，并考
虑 2:1 内共振下立方非线性项对于系统的影响. 将转速用一常转速和简谐转速叠加而
成，考虑不同参数变化 (温度梯度、阻尼、扰动转速幅值) 对系统模态频率响应的影响，
并通过扫频观察系统跳跃现象，用数值积分与解析解进行验证.

---------------------------------------------------------------------论轮式移动结构的非完整约束及其运动控制 (1143–1156, doi: 10.6052/0459-1879-19-257)
周宇生，文相容，王在华
本文理清了轮式移动结构的完整和非完整约束，给出了基于 Euler-Lagrange 方程建
立动力学方程的一般方法. 引入目标曲线的相对曲率设计动态跟踪目标，可以将原运动
任务简化为一般的跟踪控制问题，通过跟踪曲率来实现对曲线的精确跟踪. 仿真结果显
示采用动态目标跟踪方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对目标轨迹曲线的精确跟踪问题.

文 章 导 读
四连杆膝关节假肢的动力学建模与分析 (1157–1173, doi: 10.6052/0459-1879-20-048)
吕阳，方虹斌，徐鉴，马建敏，王启宁，张晓旭
本文以一款四连杆膝关节假肢为研究对象，考虑足--地交互作用力和膝关节单边
接触力等强非线性因素建立了动力学模型. 通过数值分析发现假肢的动力学响应出现
了 1/2 和 1/3 亚谐波频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髋关节运动中加入提胯动作后，响应中的
亚谐波频率成分消失，转变为单周期稳态响应，这为残疾人行走时提胯等代偿行为的提
供了一种新的力学解释.

---------------------------------------------------------------------一类忆阻神经元的电活动多模振荡及 Hamilton 能量反馈控制 (1174–1188, doi: 10.6052/0459-1879-20-035)
安新磊，张莉
研究了电磁感应影响下 Hindmarsh-Rose (HR) 神经元在不同参数平面上的倍周期
分岔、伴有混沌的加周期分岔、无混沌的加周期分岔以及共存的混合模式振荡. 利用亥
姆霍兹理论计算出磁通 HR 神经元系统的 Hamilton 能量函数并设计 Hamilton 能量反馈
控制器，有效地控制膜电压到不同的周期簇放电模式.

生物、工程及交叉力学
饱和多孔地基与矩形板动力相互作用的非轴对称混合边值问题 (1189–1198, doi: 10.6052/0459-1879-19-345)
王立安，赵建昌，杨华中
本文利用 Hilbert 定理和 Schmidt 法求解二维对偶积分方程，给出了一种三维非轴
对称混合边值问题的解析方法. 利用这一方法，对具有混合透水边界的饱和多孔地基上
矩形板的振动弯曲问题展开求解，并给出数值结果. 结果表明，饱和多孔地基中由于固-流耦合效应的作用，地基刚性将随荷载激励频率的增大而提高，而地基板的振动变形随
荷载激励频率的增大而减小.

---------------------------------------------------------------------B 炸药爆炸过程中电磁辐射研究 (1199–1210, doi: 10.6052/0459-1879-20-010)
任会兰，储著鑫，栗建桥，马天宝
对 B 炸药爆炸过程中不同时刻的电磁辐射信号进行测量，并对实验工况进行数值
模拟. 对比实验测得信号时域结果和数值模拟不同时刻爆炸流场结果，得出不同时刻
的 3 个脉冲信号产生的原因，总结了前两个脉冲信号的幅值和到达时间与炸药药量的
关系，分析第 2 个脉冲信号的原因得出了冲击波反射形成电磁脉冲信号时的爆炸波流
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