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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流中不同约束条件柔性板稳定性分析
刘梅清，赵文胜，蒋

劲，林琦

（武汉大学动力－ｑ／目Ｌ械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基于板的轴向不可延伸假设，推导了轴向流中柔性板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运动偏微分
方程及边界务件，柔性板采用两端固支、两端简支和悬臂３种支撑形式．采用伽辽金法离散该运
动偏微分方程，采用复模态分析法，通过对物理量作量纲为一的处理，分析了３种约束条件下柔
性板的失稳特性，计算了失稳临界速度，分析了振动频率、阻尼随流体速度的变化关系．研究结果
表明，柔性板在较低流速作用下，保持稳定状态，在足够大流速作用下，发生屈曲失稳和颤振．两
端固支柔性板发生一阶屈曲失稳和二阶、三阶振型颤振；两端简支柔性板发生一阶、二阶屈曲失
稳和二阶、三阶振型颤振；悬臂柔性板由于受到流体阻尼作用，不会发生一阶屈曲失稳，发生二
阶、三阶振型颤振．
关键词：柔性板；流固耦合；颤振；复模态分析；伽辽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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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状柔性体在较高流速作用下将发生气动不稳

板状结构在核动力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核反应

定性而失稳…，其为一典型流固耦合动力学问题．

堆中板状堆芯元件一般采用两端固支、简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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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构１２‘４ Ｊ．Ｍｉｌｌｅｒ旧１采用梁理论研究了两端固支、两端

析了悬臂柔性板的颤振边界条件、振动频率及振动

简支平板以及弯曲多层板，计算了燃料板发生屈曲

模态．Ｔａｎｇ等ｆ９。进一步根据轴向流中悬臂柔性板流

失稳的临界流速．Ｐａｖｏｎｅ等【３１基于定常流体边界层

固耦合振动机理，设计了一种能量获取装置．

理论计算了定常流体力，研究了流速及板间隙大小

笔者基于牛顿导数法…推导了轴向流中柔性

对腔内叠层薄板屈曲失稳的影响．Ｌｅｍａｉｔｒｅ等”１采

板的运动偏微分方程，方程中考虑了重力项和阻尼

用线性梁模型、细长机翼理论和非定常势流理论研

项，采用伽辽金法和复模态分析法来研究柔性板受

究了材料阻尼、伽辽金模数对颤振临界速度的影响，

到３种不同约束时的失稳特性和稳定性问题，从而

并通过试验研究了悬挂式布条颤振临界流速与长度

为有效控制流固耦合作用下柔性板失稳提供理论依

的关系．Ｓｈｅｌｌｅｙ等Ｍ ３采用线性梁模型局部激励理论

据和方法．

计算了悬臂柔性板的量纲为一的颤振边界条件，并
通过试验验证了其边界条件．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和Ｍａｈａｄｅ－

板运动微分方程及边界条件

ｖａｎ¨ｏ采用线性梁模型和Ｔｈｅｏｄｏ璐ｅｎ理论，考虑了流
动的不稳定性、附加质量、尾缘脱涡、有限长度和有

不同约束条件柔性板结构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ｌａ

限抗弯刚度等参数，研究了旗帜发生颤振的临界速

为两端固支结构，图１ｂ为两端简支结构，图ｌｃ为悬臂

度和振动频率．Ｔａｎｇ和ＰａＹｄｏｕｓｓｉｓ¨１通过采用板的

式结构．￡为板长度，ｈ为板厚度，形为板纵向位移，ｙ

非线性运动方程和尾涡模型计算板上流体载荷，分

为板横向位移，Ｕ为流体流速，Ｓ表示板中心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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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

不同约束条件柔性板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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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牛顿导数法，基于轴向不司延伸假
设‘ｉｏ Ｊ，柔性板在Ｘ—Ｙ平面内的运动微分方程可表

引入下列量纲为一的参数：
Ａ
菇２

示为

（Ｅ＋Ｅ’击），矛０４Ｗ＋∥（击＋ｕ轰）２形一
¨７＋（１嘞）（础）】＋【扣．｝ｌ扩ｃ，＋（ｍ—ｐＡ）ｇ］×

【（·一扣）￡一ｘ】＋１－－－ｐｈ２Ｕ２（１删ｃ。｝警＋
－｝ｐｈＵＣ。（警＋Ｕ ｏ似Ｗ）＋－｝ｐｈＣ。詈＋

（ｍ—ｐＡ）ｇ罢＋ｍ挚－０，

（１）

式中Ｅ和ｔ，分别为各向同性材料弹性模量和泊松
比，Ｅ１为柔性板抗弯刚度；Ｅ’为板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型
黏弹性阻尼系数；ｐ为流体密度；６为柔性板的状态
参数，对于两端固支、两端简支柔性板，６＝０；对于

悬臂式柔性板，６＝１；７为轴向拉力的平均值；五为压
强的平均值；ｇ为重力加速度；Ａ为柔性板的截面积；
ｍ为单位长度板的质量；Ｃ，为切向黏性系数；Ｃ。
为法向黏性系数；ＣＤ为二次黏性系数；Ｃ。为阻力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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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ｉ，

下＝（南）∽了ｔ，
ａ＝【丽与ｒ等，

ｙ＝学一（笛）忱％

Ⅱ＝警一鲁肛兰，㈩
厂＝焉，
ｃ＝！ｆ丛Ｅ１）ⅥＬＣ。，

ｃ。＝鲁ｃ。，
ｃ，＝寺ｃ，，

ｃ－＝缸

将式（２）代人式（１），得到量纲为一的运动微分方程

定义常数％，ｃ：ｆ；ｆ，叱如下：

为

－●１

％＝Ｊ。竹妒ｔｉ帆

（１＋ｄ妾）０缸４＿．＿ｗｗ。＋｛Ⅱ２一ａＥ ｒ＋（１嘞）ｎ３一

ｃ＿『ｆ＝ｆ竹科出，

丢ｃ嘶“２训［（·一扣）一茗】．

办＝ｆ卿批

虿１（１一鳓ｃ。Ⅱ２）ａ缸２ｗ：＋印１／２“缸０２＿＿ａ＿Ｅｗｒ＋

Ａ；为结构第ｉ阶量纲为一的特征值，其与相应
特仕凼致满足以卜天糸：

（告占ｃⅣｕ２＋ｙ）警＋（吉占ｃ胡∽ｕ＋÷刊９∽）×
ａ。ｇｏ．＋粤：ｏ，
ａｒ

ａｒ２

’

（３）
、

（９）

９”：＝Ａ？妒。．
将式（７）一（９）代人式（６），得方程（１０）为

’

；｛啪＋［ａＡ：甄＋帮∽Ⅱ６＿ｊ：ｆ＋

边界条件：
（１）两端固支
ｇｏ（０）＝ｇｏ’（０）＝０，ｇｏ（１）＝ｇｏ’（１）＝０

（÷占ｃ。卢∽ｕ＋虿１占叩∽）甄】口。＋

５

（２）两端简支
ｗ（Ｏ）＝ｇｏ”（０）＝０，ｇｏ（１）＝ｇｏ”（１）＝０；

∽岛＋／／，２一ａｉ ｒ＋（卜２ｖ）／／］一

（丢嘶Ｍ２＋ｙ）（·一扣）一

（３）悬臂
埘（０）＝埘’（０）＝０，加”（１）＝ｌ‘Ｉ”（１）＝０．
（４）

虿１（１一ａ）ＣｂＵ＂）勺＋（虿１占ｃ，ｕ２＋７）哝＋

（÷确ｕ２＋７）以）ｇ）＝ｏ．

运动微分方程Ｇａｌｅｒｋｉｎ离散

２

（８）

（１０）

分别用Ｂ，Ｃ和Ｄ表示元素为％，％和咏的矩
米用Ｎ阶振型Ｇａｌｅｒｋｉｎ展升式：

．埘（”）。；９ｉ（ｆ）妒ｔ（茗），

阵，分别用Ａ和Ｋ表示元素为Ａ：和（ａＡ：＋
（５）

式中Ｎ为区间［１，＋∞）内的任意整数．经过收敛性

÷占ｃ。卢∽Ⅱ＋１２占弗∽）的对角矩阵，代人式（１０），得

验证，Ｎ＝６具有较好的计算精度和速度，文中采用

方程（１ １）为

Ｎ＝６对微分方程进行离散．将式（５）代人式（３），

口＋Ｉ

在区间［０，１］内积分，得方程（６）为

耋｛（ｆ竹妒；以）口。＋【ａＡ巩竹妒。出＋印Ⅵｕ×

Ｘ＋２ｉｆ％ｓ］４＋｛／Ｉ＋｛ｕ２一ａｉ

ｒ＋

（１—２移）ｈｉ一（虿１卿Ｍ２＋ｙ）（１一扣）一

ｆ竹妒：出＋（虿１占ｃ。卢ｍ“＋虿１占ｑＢ∽）ｆ竹妒ｉ出】ｑ；＋

ｉ１（１—６）Ｃｂｕ２）ｃ＋（虿ｌ嘶Ⅱ２＋ｙ）Ｄ＋

∽ｆ帅如＋｛“２一ａｉ ｒ＋（１嘞）ｈｉ一
（÷卿ｕ２＋ｙ）（·一争）一号ｃ·删ｃ。“２）×

（÷确“２＋ｙ）曰｝口＝ｏ．

ｆ竹妒？出＋（÷占ｃ，ｕ２＋ｙ）ｆ竹ｚ妒：出＋
（÷占ｃ。Ｍ２＋７）ｆ仍妒：以）ｑ）＝ｏ．
由于特征频率函数的正交性，定义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

万方数据

至此，板的最纲为一的运动微分方程（３）已被
离散成常微分方程（１ １），通过求解特征值和特征频
率来分析悬臂板的失稳临界速度及振动模态．

ｘＣＫ（８）中％，％和以的积分进行求解，将式（９）
（６）
ｄｅｌｔａ

如下：

ｆ竹妒ｔ出＝甄，甄＝｛三：；二Ｉ

（１１）

ｃ ７，

代人６．『ｉ＝ｆＩ竹妒ｊ出，得Ａ４。％＝ｆ竹妒＿出＝【妒ｌｉｆｒｔ竹一

∥妒ｊ＋妒科一９。妒弛】：，移项得Ａ：％一ｆ妒：９”灿＝
［妒％一妒ｔｔ。ｔ竹ｔ＋妒Ｉ。ｔ竹Ｉｔ一妒ｉｔ妒ｔ』ｔｔｊ＂１ ｏ｜．再次利用特征频率与
特征值关系妒”？＝Ａ？妒，，得

（３）悬臂椒

（Ａ：一Ａ；）ｋ＝ｋ妒。咖一妒ｗ＋妒獬一咖ｔ ｍ］。Ｉ．

靠＝等黼，

Ｌ（一）‘～＋（
ｉ）２’
铲ｉ可１—‰Ａ／耵Ａ，当㈣；
一

将式（４）中悬臂板边界条件代人式（１２），得

％２五■可河两’
Ｆ订研２ Ｆ讦巧丽‘

㈣，
¨列

，

４Ａ；

。。’

铲ｉ普１龋Ａｊ／Ａ，当㈣；
卜以（２一地），

分别考虑ｉ＋Ｊ为奇数和偶数，得
％２

当ｉ＝．『，

ｆ２，

（１２）

４

ｏ（一）‘吖一（

（２０）

当ｉ＝＿『，

ｉ）２’

一

。。’

特征函数表达式如下：．
妒ｆ（ｚ）＝ｃｏｓｈ
其中，

Ａｉ戈－－Ｃ０５

Ａ—Ｆ一盯ｉ（ｓｉｎｈ

Ａｉ茗－ｓｉｎ

Ａｉ戈），

吒２磊订ｉ面

喀＝

ｓｉｎｈ Ａｉ—ｓｉｎ Ａｆ

同理推得两端固支、两端简支、悬臂柔性板６。，

ｃＦ，喀的表达式，分别如式（１４）一（２２）所示：
（１）两端固支板
当ｉ＝．『，

ｒ０，

铲ｉ糕［（＿∥町＿１］，驸－『；
（１４）
Ａｉ盯ｉ（２一Ａｉ盯ｉ），
勺２

糌２

当ｉ＝．『，

２㈧＂慨）［㈡～１］＇
当ｉ≠＿『；
（１５）

㈠∥坐铲一糕靠，
１

Ｔｃｉ，
喀＝

当ｉ＝＿『，

当ｉ≠工
（１６）

３

３．１

失稳特性数值分析
两端固支柔性板失稳特性
图２为当参数芦＝０．１６，８ＣＮ＝占ｃＴ＝１，ｃｂ＝

ｙ＝０时，两端固支柔性板动力特性图．
图２ａ为量纲为一的流速ｕ从０增大到１５．８时，
两端固支柔性板的量纲为一的复频率∞＝Ｒｅ∞＋
ｉｌｍ∞前三阶Ａｒｇａｎｄ图，纵坐标表示阻尼，横坐标
表示频率，系统动力特性随速度的变化过程如图中
箭头方向所示．从一阶模态曲线可以看出，流体流速
从０增大，系统阻尼为正数，系统保持稳定状态，当
流速增大到ｌ‘．＝６．００时，系统阻尼衰减为０，系统
频率减小为０，继续增大流速，系统阻尼衰减为负
数，而系统频率仍保持为０，此时两端固支柔性板发
生一阶屈曲（ｂｕｃｋｌｉｎｇ）失稳，继续增大流速，系统阻
尼增大为正数，此时柔性板保持稳定状态；从二阶模
态曲线可以看出，当流速增大到ｕ：＝１２．１２时，系统

％＿｛鹣¨∥吖川，瑟

阻尼衰减为０，系统频率为正数，继续增大流速，系
统阻尼快速衰减为负数，而系统频率仍为正数，此时
（１７）

勺２

已，

两端固支柔性板发生二阶振型颤振（ｆｌｕｔｔｅｒ）；从三

当ｉ＝Ｊ，

阶模态曲线可以看出，继续增大流速至Ｕ，＝１５．２１

当ｉ≠．『；

时，系统阻尼快速衰减为０，系统频率为正数，继续
增大流速，系统阻尼快速衰减为负数，此时两端固支

ｆ争ｉ，

当ｉ＝．『，

扣｛鹣卜㈠广艄㈣

柔性板发生三阶振型颤振．如图２ｂ，Ｃ所示分别为两
端固支柔性板的频率、阻尼随速度的变化关系，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端固支柔性板的一阶屈曲失稳临界流
速Ｕ。＝６．００，二阶颤振临界流速ｕｚ＝１２．１２，三阶
颤振临界流速Ｕ，＝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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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固支柔性板动力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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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简支柔性板失稳特性

态；从二阶模态曲线可以看出，当流速增大到／／，：＝
６．３１时，阻尼衰减为０，进而衰减为负数，而频率为

图３为当参数卢＝０．１６，８ＣＮ＝８ＣＴ＝１，Ｃｂ＝

０，此时柔性板发生二阶屈曲失稳，当流速增大到

ｙ＝０时，两端简支柔性板动力特性图．

ｕ，＝９．４３时，阻尼衰减为０，进而快速衰减为负数，

图３ａ为量纲为一的流速／２，从０增大到１３时，两
ｇｏ＋ｉｌｍ∞

而频率仍为正数，此时柔性板发生二阶振型颤振；从

前三阶Ａｒｇａｎｄ图，系统动力特性随速度的变化过程

三阶模态曲线可知，继续增大流速至／／，。＝１２．５２时，

如图中箭头方向所示．从一阶模态曲线可以看出，流

阻尼快速衰减为０，进而快速衰减为负数，此时柔性

体流速从０增大，阻尼为正数，系统保持稳定状态，

板发生三阶振型颤振．从图３ｂ，Ｃ中可知两端简支柔

当流速增大到Ｍ。＝３．１４时，阻尼衰减为０，进而衰

性板的一阶屈曲失稳临界流速／／，，＝３．１４，二阶屈曲

减为负数，而频率为０，此时板发生一阶屈曲失稳，

失稳临界流速“２＝６．３１，二阶颤振临界流速“３＝

继续增大流速。阻尼增大为正数，此时板保持稳定状

９．４３，三阶颤振临界流速／／＇４＝１２．５２．

端简支柔性板量纲为一的复频率ｇ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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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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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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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系统频率与速度关系

（ｃ）系统阻尼与速度关系

１２

两端简支柔性板动力特性图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ｉｎｎｅｄ—ｐｉｎｎｅ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ｌａｔｅ

悬臂式柔性板失稳特性
图４为参数卢＝０．１６，ＦｃＮ＝８ＣＴ＝ｌ，ｃｂ＝ｙ＝

０时，悬臂柔性板动力特性图．

小。当流速增大到ｕ：＝７．１５时，系统阻尼衰减为０，
系统频率为正数，继续增大流速，系统阻尼衰减为负
数，此时板发生二阶振利颤振；从三阶模态曲线可以

图４ａ为墩纲为一的流速ｕ从０增大到１２时，悬

看出，随着流体流速的增大，系统阻尼先增大，然后

臂柔性板最纲为一的复频率∞＝Ｒｅ∞＋ｉｌｍ ｃＥ，前三

快速减小，当流速增大至ｌ‘，＝９．４６时，系统阻尼快

阶Ａｒｇａｎｄ图，纵坐标表示阻尼，横坐标表示频率。系

速衰减为０，系统频率为正数，继续增大流速，系统

统动力特性随速度的变化过程如图中箭头方向所

阻尼快速衰减为负数，此时柔性板发生三阶振型

示．从一阶模态曲线可以看出，流体流速从Ｏ增大，

颤振．

系统频率衰减为０，系统阻尼从Ｏ迅速增大为一正

图４ｂ。ｃ分别为悬臂柔性板系统频率、阻尼随速

值，流体给板一扰动，板具有运动趋势，但由于受到

度的变化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悬臂柔性板的二阶

流体阻尼而迅速衰减，板保持稳定状态；从二阶模态

颤振临界流速ｌ‘：＝７．１５，三阶颤振临界流速／／，，＝

曲线可以看出，流体流速增大，阻尼先增大，然后减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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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ｌａｔｅ ｆｕｅ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

ｒｉｎｇ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１９６０，８２（４）：８３—９５．

对轴向流中两端固支、两端简支和悬臂３种约

［３］Ｐａｖａｎｅ

Ｓ

Ｊ，Ｓｃａｒｔｏｎ Ｈ Ａ．Ｌａｍｉｎａｒ－ｆｌｏｗ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ｃｋｅｄ

束条件柔性板失稳特性做了研究，基于板的轴向不
可延伸假设，推导了柔性板的运动偏微分方程，采用

［４］

伽辽金法和复模态分析法求解了该偏微分方程，预

杨翊仁，谭晓惠．板状结构上的非定常流体动压分析
［ｃ］∥第十一届全国反应堆结构力学会议论文专辑．

测了３种约束条件柔性板的失稳临界速度，分析了
频率、阻尼随流体速度的变化关系以及系统失稳特

成都：中国力学学会，２０００：９３—９７．
［５］Ｌｅｍａｉｔｒｅ

性，得出以下结论：

ｃ，Ｈｅｍｏｎ Ｐ，ｄｅ Ｌａｎｇｒｅ 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ｂｂｏｎ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ｘｉａｌ ａｉｒ

（１）两端固支柔性板，ｕ＜６．００时，系统保持稳
定状态；６．００≤“＜１２．１２时，系统发生一阶屈曲失

ａｎｄ

“≥１５。２１时，系统以三阶振型颤振．

Ｐｈｙｓ／ｃａ／Ｒｅｖｉｅｗ

定状态；３．１４≤“＜６．３１时，系统发生一阶屈曲失
稳；６．３ｌ≤ｌＩ＜９．４３时，系统发生二阶屈曲失稳；
９．４３≤“＜１２．５２时，系统以二阶振型颤振；Ⅱ≥
１２．５２时，系统以三阶振型颤振．
尼作用，系统不会发生一阶屈曲失稳；７．１５≤Ｕ＜

９．４６时，系统以二阶振型颤振；Ｕ≥９．４６时，系统以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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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５，２０（７）：９１３—９２５．

［６］Ｓｈｅｌｌｅｙ

ｄｅｒｇｏ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２）两端简支柔性板，Ｕ＜３．１４时，系统保持稳

Ｅｎｇｉ，Ｍ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

ｐｌａｔｅｓ［Ｊ］．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ｇｎ，１９８３。７４（１）：７９—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