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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多物质ＡＬＥ流固耦合算法并使用上海超算中心“蜂鸟”工业计算机群，对柔性储
液容器的入水问题进行了仿真研究。该方法可以方便的考虑多种流体同时与结构耦合。首先，
通过模拟平板恒速入水试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并确定了空气的影响。进而，仿真分析
了复合材料柔性容器入水时的动态响应行为，结果表明：底部“空气垫”及容器内空气对冲击
载荷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容器底部形状、储液量等因素也具有较大影响。仿真得到的响应规
律可为容器的优化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ＡＬＥ方法，流固耦合，柔性容器，入水过程，动态响应

１． 引言

带入水中的空气夹在结构与水中间，起到了一定的

结构入水过程是极其复杂的瞬态冲击动力学问
题，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准确的预测结构入水时所

缓冲作用，因而结构所受的冲击载荷比理论值［２］要
小。
本文通过ＬＳ－ＤＹＮＡ提供的多物质ＡＬＥ流－固耦

受的冲击载荷，对航空、航天及航海等领域都有重
要意义，因而一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合算法研究了储液容器的入水过程，同时分析了空

早在１９２９年，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１］为了研究水上飞机降

气的影响。首先，通过仿真平板以不同角度恒速入

落时受到的冲击力，采用动量守恒思想和附加质量

水过程与相关成果进行对比，验证了多物质ＡＬＥ方

法，近似求得了浮舟所受的冲击力。而早期的理论

法的有效性，证实了空气垫对压力系数的影响。进

研究多是在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的成果上进行扩展，如文献

而，对内含液、气的复合材料容器空投入水过程进

［２］。美苏冷战时期，入水问题的研究更侧重于航天

行了仿真研究。仿真结果可作为提高容器可靠性设

器的水上回收试验

计的理论依据，对水上空投作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

［３－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

值方法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了入水问题研究的主要手
段 。Ｍ Ｓｏｕｌｉ等
［６］

［７，８］

价值。

发表并改进了求解流固耦合问题的

ＡＬＥ算法，并通过对典型工程问题的计算证明了该方

２． 理论与方法

法的可靠性。Ｍａｒｕｚｅｗｓｋｉ等 采用并行的ＳＰＨ算法程
［９］

序对球体入水进行了仿真模拟，水花效果与实验吻

２．１ 多物质ＡＬＥ连续介质力学

通过ＭＰＳ方法模拟了平板入水砰击

ＡＬ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Ｌａｇａｎｇｉａ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方法综合了

过程，并与Ｃｈｕｎｇ等［１１］的实验结果对比，因其模型不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方法的优点，可用于含有空间大

能够考虑“空气垫”对砰击压力的影响，在平板倾

位移与大应变的问题。

合较好。Ｌｅｅ等

［１０］

角较小（＜３º）时，仿真得到的压力系数偏大，而在

ＡＬＥ参考域依托于空间域和材料域存在。设χ为

文献［１１，１２］的试验中明显“捕捉”到了“空气垫”以

ＡＬＥ参考坐标，ｘ为空间坐标，Ｘ为材料坐标，则

及大量气泡的产生。结构撞水瞬间，一部分被结构

ＡＬＥ参考域与空间域、材料域的映射关系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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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体内容曾发表于《计算力学学报》， ２０１５（５）：６３３－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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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描述中，物质的全导数必须通过链规则求
出，即函数ｆ（χ，ｔ）的全导数为：

形与压力之间的关系。本文中，水的状态方程采用
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方程：

（１）
（１０）
定义网格速度 为：

（２）

定义物质速度ｖ为：

式中Ｅ ０ 为单位体积内能，Ｃ为ｕ ｓ －ｕ ｐ 曲线截距（
（３）

ｕｐ曲线斜率系数，γ０为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系数，ａ为对γ０的一

定义物质速度和网格速度之差为对流速度：
（４）
在任意时刻，有：

ｕ ｓ为冲击波波速，ｕ ｐ为质点速度），Ｓ １，Ｓ ２和Ｓ ３为ｕ ｓ－

，则式（１）化

为：

阶体积修正。
空气采用线性多项式状态方程，压力随单位体
积的内能线性变化，同时为体积变化的多项式，可
表示为：
（１１）

（５）

其中，ｐ为压力，Ｅ ０ 为初始比内能，Ｃ ０ ，Ｃ １ ，
Ｃ２，Ｃ３，Ｃ４，Ｃ５与Ｃ６为自定义的常数，μ为体积变化

由上式可得ＡＬＥ描述的控制方程（质量、动量、
能量守恒方程）为：

率，令Ｃ０＝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Ｃ６＝０，Ｃ４＝Ｃ５＝γ－１，其中
γ为比热比，此时状态方程（１１）缩减为：

（６）
（７）

。
由式（９）与式（１０）（或式（１１）），可确定
流体材料的应力状态：

（８）

（１２）

通过控制方程并不足以组成封闭方程组，必须
联合材料的本构关系方程。

２．３ 多物质ＡＬＥ单元计算
多物质ＡＬＥ方法容许在一个单元网格中包含多种
材料，通过跟踪每种材料的边界，在相应的单元中
进行物质交换和输送，但需要有效地追踪各物质的
界面。
本文采用ＶＯＦ（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ｌｕｉｄ）方法给定物质界
面的位置。其基本原理是根据ＡＬＥ单元中材料体积比
函数Ｆ来确定物质界面，而非追踪物质液面上质点的
运动。Ｆ的值等于一个单元内流体体积与该单元体积
之比，０＜Ｆ＜１。将多物质网格中的物质界面近似为平

图１ ＡＬＥ域与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域之间的映射关系

面，四周网格的体积份额用来确定该直线（或平面）的
法线方向，而混合网格本身的体积份额用来确定直

２．２ 流体材料模型

线（或平面）的具体位置。流－固耦合作用后，首先，

任何材料，都可以用应力偏量和压力来描述其

需要一系列的对流运算，计算单元内流出的物质多

所处的应力状态。本文采用空材料模型来描述应力

少，动量等，再重新定位物质界面，具体的实现步

偏量和应变偏量的关系：

骤见文献［７－１３］。
（９）

其中，

与

分别为应力与应变率的偏量，

γ为动力粘性系数。
状态方程（ＥＯＳ）则可以用来描述了材料体积变

假设在一个网格单元中含有ｎ种不同的介质，则
各体积分数αｉ满足：
可通过体积加权方式求得：

，则单元的平均应力
，其中σｋ为多

物质单元内第ｋ种材料相应的应力张量，进而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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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ＢＴ为单元形

以及液体粘性的影响可以忽略，因而在模型中可不

函数，Ｖｅ为单元体积。

加考虑。

２．４ 结构－多物质ＡＬＥ单元耦合算法

变化情况。同时，图４中还列出了Ｗａｇｎｅｒ的理论估计

图４为仿真得到的最大压力系数 Ｃ ｐ随倾斜角 α 的

流体与结构耦合方式对耦合计算的准确性与可
执行性起着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基于罚函数耦合方
式实现流体与结构间的耦合作用。该方法的优点在

值［２］ 、Ｃｈｕａｎｇ的实验回归结果［１２］ 、Ｃｈｕｎｇ等的实验结
果 ［１１］ 以及Ｌｅｅ等采用改进的ＭＰＳ方法得到的仿真结果
［１０］

来进行对比。这里，最大压力系数定义为：

于保证了耦合接触过程中的能量守恒。

（１４）

如图２所示，当流体物质点穿透结构单元时，则
根据相对位移的大小分别对结构与流体施加相应的
节点力。接触面上接触力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Ｐ ｍａｘ为平板中央的最大砰击压力， ρ 为液
体的密度。

（１３）
式中Ｆｃｏｕｐ为流体与固体之间的接触力，ｄｉ为耦合
点ｉ处的穿透量，ｋｉ为对应罚刚度系数，Ｃｉ为对应阻尼
系数，

为对应位置的法向，结构表面情况可以选

择根据面或节点来定义该耦合点的法向。同时，为
了防止穿过结构单元的流体质点不被搜索到，需要
根据ＡＬＥ和拉格朗日单元的相对尺寸合理的选择耦合
点的个数。
图４ 最大压力系数与倾角α的关系

当 平 板 小 角 度 入 水 时 ， 根 据 ｖ ｏ ｎ Ｋ ａ ｒ ｍ ａ ｎ ［１］及
Ｗａｇｎｅｒ［２］的理论，在极短的时间内，平板将其下方的
一部分水（附加质量）加速，并带动其一起运动。
这一过程的砰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结构砰
击水面时，往往形成空气垫，由于空气垫的可压缩
性，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因而，在攻角 α 较小
时，实验结果与理论估计值相差甚远。从图 ４可见，
Ｌｅｅ等人的仿真模型假设流体不可压缩，因而无法考
图２ 基于罚函数的多物质耦合算法

虑“空气垫”及其附加效应，在 α ＜３º时，仿真得到
的最大压力系数较实验值偏大。而多物质ＡＬＥ方法可

３． 算例分析
３．１ 平板入水冲击载荷计算

以成功模拟“空气垫”效应，并反映其对砰击压力
的影响，因而，仿真得到的最大压力系数变化规律
与实验结果具有较好的吻合。

图３ 平板恒速冲击水面仿真模型

为了验证仿真方法的有效性，平板恒速撞水三
维仿真模型尺寸与文献［１１］一致。如图３所示，平板长
０．５６ｍ，宽０．２８ｍ，厚０．０１ｍ，以恒速Ｖ＝６ｍ•ｓ－１砰击入
水，ＡＬＥ单元边界约束法向，以模拟固壁。表面张力

图５ 不同倾角α时的压力时程

高性能计算应用

图５为当α为０º和３º时，平板中央压力系数变化时

等部分，由直升机空投至一定水域。容器主体采用

程。当α较小时，第一次峰值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峰

１０ｍｍ的尼龙增强橡胶材料制成，由于帘布为平纹织

值却较低，从另一角度证实了“空气垫”的缓冲作

物， 所以经、纬向参数一致，本文采用宏观的平均弹

用，同时也说明了在模拟结构入水过程时，采用多

性常数［１４，１５］来描述该复合材料的特性，参数选取如表

物质ＡＬＥ算法更符合实际的物理情况。

１所示。整体有限元仿真模型如图３所示，储液罐采
用４节点壳单元建模，沿厚度方向设３个积分点，每

３．２ 空投柔性储液容器入水数值模拟

个罐体单元的耦合点数设为４×４个。由于储液罐几

空投柔性储液容器可广泛运用于军事、农业

何上的复杂性，故采用对其包含的多物质ＡＬＥ单元初

以及抗灾救援等领域。由于容器入水时将受到巨大

始化的方式实现罐内液体和空气填充。模型底部施

的冲击载荷，在进行设计时，必须保证足够的可靠

加法向约束，四周及顶部设无反射边界，初始大气

性。而实验测定又相当困难，为了缩短开发周期，

压为１０１３２４．８Ｐａ。忽略储液罐的水平方向速度，储液

减少成本，数值模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罐以垂向速度Ｖ０冲击入水。

某储液容器主要包含罐体、罐口及橡胶密封圈
表１ 正交复合材料参数
拉压弹性模量／ＧＰａ

剪切弹性模量／ＧＰａ

主泊松比

Ｅ １＝ Ｅ ２

Ｅ３

Ｇ１

Ｇ２＝Ｇ３

ν１２

ν２３＝ν１３

１．５２９

１．０７

０．３８９

０．２６９

０．１６３

０．３８４

根据２．１节的分析，空气对于砰击载荷具有一定

表 ３为各工况下罐体的响应情况，其中，罐体吸

的缓冲作用，本文设计了如表 ２所述的仿真工况，并

能比例定义为：一阶主应力应力峰值时刻的罐体应

详细分析储液容器入水时的响应情况。

变能与罐及罐内物质动能减少量之比。仿真结果表
明，凹形底部设计的罐体吸能比例相对于平底结构
相对较小，其一阶主应力峰值也较小；同时，罐内
空气被压缩到接近４倍大气压，对缓冲砰击力起到了
一定作用。各工况中，工况ＩＶ的罐体响应最小，图
７～１１列出了该工况下的响应数据，并在下文中进行
分析。
表３ 各工况响应情况
工况

罐体一阶主应
力峰值／ＭＰａ

罐体吸能
比例

罐内最大气
压／ＭＰａ

图６ 空投水囊入水仿真模型

Ｉ

２３．７７

１４．９％

＼

ＩＩ

２２．６８

１３．８％

＼

表２ 仿真工况设计

ＩＩＩ

２１．２８

１３．２％

０．３２８

工况

底部形状

储液比例

空气比例

Ｖ０／ｍ．ｓ－１

ＩＶ

２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３５１

Ｉ

平底

１００％

０％

２０

Ｖ

２１．３５

１３．４％

０．３８８

ＩＩ

凹形

１００％

０％

２０

ＩＩＩ

凹形

７０％

３０％

２０

ＩＶ

凹形

８０％

２０％

２０

Ｖ

凹形

９０％

１０％

２０

储液容器入水时，将与所处容器下方的水体撞
击，并带动一部分水一起运动，传递了部分动能；
同时，由于水不能承受拉力，水体质点的相互撞击
使其得一部分断开后形成水花溅射开去，消耗了部
分动能；此外，也有动能少量转移为空气的动能和
内能；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动能被容器吸收，转
化为结构的应力和应变，甚至造成屈服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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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最大应力时刻罐体应力等值线

图１１为储液容器入水时所受到的垂向耦合力
时程曲线，砰击入水初期，容器所受到的耦合力较
大，并带有２次明显的峰值，且第二峰值较第一峰值
更大；随后，垂向耦合力迅速减小，波动幅度也逐
图 ７ 罐内流体各时刻速度矢量（ｍ．ｓ－１）和对应时刻罐
体一阶主应力（Ｐａ）云图，∆ｔ＝５ｍｓ

渐减小。图 ８中，容器应变能曲线、水和空气动能变
化曲线也分别出现了一次峰值，流体和结构之间的
能量转移与它们相互耦合作用力密切相关。此外，

图７为工况ＩＶ中容器中流体速度矢量线及容器最

实际工程中应当避免两次耦合力极值叠加（同时出

大主应力云图，图 ８为能量变化趋势线。入水时，容

现）的情况发生，而两次耦合力峰值出现时刻与容

器底部及底部储液迅速减速，而容器和储液上部减

器－储液耦合系统的动态特性相关，作者将对此展开

速较慢，因而在容器下腹部涌开，造成较大应力，

进一步研究。

而此时容器变形能也达到了最大值。而后，容器在
自身弹性作用下回收，隆起部分向上移动，直至
绝大部分液体减速，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一次动能振
荡。再而后，顶部的空气被压缩，被容器顶带动一
起向下运动，储存物体积减小后，容器也向稍微向
内侧变形。最后整个罐体及储存物在水的阻尼作用
下一起运动，能量变化基本呈直线。
图９为最大应力时刻（约０．０１ｓ）罐体一阶主应力
等值线分布图，图 １０为该时刻罐体底部节点所受水
作用力等值线分布图。砰击时，罐体下部四周及侧
面－底部过渡区域应力较大，而受水冲击力最大的位
置位于底部外形存在变化的区域。在容器底部的凹

图１０ 最大应力时刻罐体节点所受耦合力等值线

陷区域，由于所包含空气的可压缩性，该区域所受
的冲击力较小。

图８ 工况ＩＶ能量变化趋势

图１１ 罐体所受的流体Ｚ向耦合力时程

高性能计算应用

４． 结语
本文将多物质ＡＬＥ算法应用到储液柔性容器入水
冲击过程的仿真中，并详细分析了结构入水时受到
的冲击载荷及响应特性，主要结论如下：
（１）多物质ＡＬＥ流－固耦合方法是分析结构入
水冲击过程的有效手段，仿真得到压力系数变化规
律与实验数据基本吻合。
（２）结构以较小的攻角（α＜３º）入射水面时，

夹在结构与水之间的空气被压缩，具有一定的缓冲
作用，减小了砰击压力。
（３）凹底的储液容器相比于平底容器更有利
于“空气垫”的发展，可以减小入水的冲击，同
时，容器内包含的空气也具有一定缓冲作用。
（４）容器冲击入水时，整体所受砰击力会出现
１￣２次峰值，罐体过渡位置所受到的砰击力较大，而
应力峰值出现在罐身的侧面底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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