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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一种新型囊式浮桥，分析了其在移动载荷作用下的动力响应问题。基于ＡＬＥ方法描述
浮桥周边流体及囊内气体，采用拉格朗日方法描述浮桥结构，并结合罚函数方法实现结构与流
体之间的耦合。通过与以往试验数据的比较，验证了此方法的可行性。建立了囊式浮桥的三维
有限元模型，确定了浮桥的初始平衡位置。在此基础上，模拟了重载卡车在浮桥上的通行过
程。通过比较浮桥中部承重板的位移，研究了载重、速度及拼装间隙等因素对浮桥位移响应的
影响。针对作为浮桥关键结构的囊体，分析了其不同时刻的最大一阶主应力，以及最大应力出
现的位置。研究结果可为这类新型浮桥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囊式浮桥，ＡＬＥ方法，动力响应，移动载荷

浮桥建造的历史十分悠久，相对于固定桥梁，

核，同时也为保证浮桥工作的安全性，研究者们对

其具有结构简单及经济性良好等优点。传统型的浮

移动载荷作用下浮桥的动力响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桥，多以舟船或浮箱进行搭建。面对现代化的工程

研究。Ｓｅｄａｒａｔ等［１３］进行了浮桥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

需要，如抢险救灾、快速登陆等突发状况，此类浮

有限元模型为精细三维实体模型，同时对浮桥上导

桥存在一定的不足。为实现快速便捷轻量化搭建，

轨及列车进行了建模，并应用多尺度方法分析了列

囊式浮桥在结构和设计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

，其

车通过时浮桥的动力响应；付世晓等［１４］基于超单元方

实例如图１所示。由于采用空气填充作为浮体的方

法建立了浮桥三维动力响应分析控制方程，研究了

式，其重量已大大降低，并可以快速拼装，能够满

移动载荷作用下非线性连接浮桥的动力响应特性；

足大型装备及车辆的顺利通行。

王丙等［１５］利用传递矩阵法，分别建立了桥节、脚舟和

［１，２］

对于浮桥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们较多的是将
浮桥简化为弹性基础梁进行计算

接头的传递矩阵并组装成传递方程，对带式浮桥和

。Ｗｕ等 研究了

分置式浮桥在不同荷载移动速度和不同连接接头刚

静水中移动载荷作用下系泊铰接浮桥的动力响应问

度时的动力响应进行了计算，得到了浮桥中部接头

题，其中浮桥被简化为弹性基础梁，系泊系统则采

处的位移和受力时程曲线。

［３－５］

［６］

用线性弹簧进行模拟，并通过附加质量来考虑浮桥
周围水动力的影响；Ｅｒｔｅｋｉｎ等［７］将浮桥简化为二维梁
单元模型，对均匀水流和静态载荷作用下线性连接
的军用浮桥进行了水弹性响应分析。简化梁单元方
法虽然提高了计算效率，但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
偏差。近年来，随着多体系统动力学和有限元技术
的发展，对浮桥的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且大大提
高了计算的精度［８－１２］。为了对浮桥的承载能力进行校

图１ 囊式浮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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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在对浮桥周边水体作用进行处理时，
多采用一些等效方法进行替代，如弹簧单元、附加

基于ＡＬＥ描述下的流体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和
能量方程分别为：

质量法。对于囊式浮桥这种新型浮桥，在工作过程

（２）

中囊体会发生较大的变形，所以不能直接利用弹簧
单元进行替代，而应当考虑到水体与囊体之间的耦

（３）

合作用。移动载荷通过时，囊体不仅要承受外部水
体的压力，同时也要受到内部增压气体的作用。另
外浮桥整体会发生上下浮动，周围水体也会发生变

（４）

化。在流固耦合、液体大幅晃动研究领域，任意拉
格朗日－欧拉（ＡＬＥ）方法因综合了拉格朗日及欧拉

式中， ｃ ｊ为ＡＬＥ描述下的对流速度； ｖ ｉ为流体质

方法的各自优点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６］［１７］。因此，本

点的物质速度； ｘ ｉ和 ｘ ｊ为空间坐标； ｂ ｉ为流体体力；

文拟基于ＡＬＥ方法，解决流体与浮桥囊体间的流固耦

σｉｊ为应力张量；ρ为流体密度；Ｅ为总能量。

合问题，并利用非线性显式动力学软件ＬＳ－ＤＹＮＡ，

对于ＡＬＥ控制方程，有两种求解途径，一种为

分析囊式浮桥在移动载荷作用下的动力响应问题，

求解全耦合方程，但计算工作量巨大，解耦过程复

研究结果可为这类新型浮桥的设计提供必要的参考。

杂。另一种为算子分解法，将控制方程表述的物理
过程分解为扩散和对流两个过程，从而克服了计算

１． 计算方法与控制方程

上的困难。算子分解法在计算的过程中，将每个时
间步分为两个子步。首先执行拉格朗日过程，此时

１．１ ＡＬＥ算法

网格随物质运动，计算速度及由外力引起的内能变

在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中，网格与材料域是重合的，

化量。在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计算步中，由于没有材料流过单

网格随着材料一起变形。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精

元边界，其质量将自动守恒，其动量与能量平衡方

确地描述结构边界的运动，且多用于固体结构的应

程为

力应变分析。但应用此方法处理大变形问题时，网
格会发生畸变，从而使计算终止或者引起严重的误

（５）

差。对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方法，网格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始终
保持空间位置不变，材料可以在固定的空间网格中

（６）

流动，能够避免网格畸变的问题，但是在处理移动
边界和相互作用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研究
者提出了集合两种方法优点的任意拉格朗日－欧拉（
ＡＬＥ）方法。
在ＡＬＥ描述中包含三个坐标系：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坐标
系、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坐标系以及参考坐标系。对于一个指定
的函数ｆ，三者间的转换关系为：

其次执行Ｅｕｌｅｒｉａｎ计算步，即为对流计算过程。
在该计算步中，网格边界上所传送的质量、内能和
动量被计算，也可将该过程看作是将运动的网格重
新映射到原来的位置或指定的位置。
１．２ 流固耦合
基于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的结构质量方程、动量方程

（１）

为：
（７）

其中，Ｘｔ表示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坐标，ｉ表示参考网格，

（８）

ｘｔ表示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坐标。ｖｔ和ｕｔ分别为材料和网格速度，
ｗ ｔ 为对流速度。各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如图２所
示。

式中， ρ ｓ为固体密度； Ｊ 为空间和材料坐标间的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行列式；ｕ为固体结构位移；Ｘ为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坐
标。
对动量方程在空间进行离散，得到系统在时刻

ｔ的求解方程为
（９）
图２ 在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和 ＡＬＥ域之间的映射

对于结构的动力响应求解，采用显式算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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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域内采取中心差分离散方法，然后在每个时间步
长内计算位移、速度、加速度变化。
在流体和结构的耦合边界处理上，需要满足几
何相容和力的平衡条件，即
，Ｆｓ＝－Ｆｆ

（１０）

式中，ｖｓ、ｖｆ为耦合界面上流体速度和结构材料
速度；Ｆｓ、Ｆｆ为流体和固体结构作用在耦合界面上的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图４ 浮桥模块几何尺寸

对于流固耦合界面上的作用力，采用了罚函数

在建立浮桥模块的有限元模型时，囊体、裙带

方法进行处理，原理如图３所示。首先，对于每个结

单元采用了基于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的Ｂｅｌｙｔｓｃｈｋｏ－Ｔｓａｙ薄

构节点，搜索包含该节点的多物质ＡＬＥ单元；然后，

壳单元，每层单元沿壳厚方向取３个积分点。考虑到

通过计算穿透速度与时间来计算流体节点的穿透深

固体单元网格本身以及与流体单元网格的匹配，网

度Ｚ；最后基于罚函数的耦合力通过正比穿透深度

格过小，极其耗费计算时间，网格过大，无法保证

进行计算。耦合力可以看作是节点总力中的一个外

计算精度，将单元网格大小控制在０．２５ｍ左右。裙带

部力，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每一时间步的总节点

与浮囊和承载面之间采用共节点方法连接在一起。

力，可以得到流体和结构体耦合界面上每一点的速

承载面采用了基于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描述的六面体实体单

度、位移和应力等，从而实现流固耦合界面上的相

元模型和刚体材料模型，承载面与囊体之间以及相

互作用，即耦合计算。

邻囊体之间的接触关系通过动态接触算法进行了定

根据流体边界与结构点的相对位移计算出的数

义。浮桥模块有限元模型如图 ５所示。

值耦合力为：
（１１）
式中，ξ为阻尼系数；ｍｓ和ｍｆ分别为固体和流体
质量； α 为缩放质量； Ａ ｉ、 Ｖ ｉ、 Ｋ ｉ分别为单元面积、
单元体积和单元容积模量。
图５ 浮桥模块有限元模型

相邻的浮桥模块采用铰链结构进行拼装，模块
之间的间隙为２ｃｍ，其几何示意图如图 ６所示。根据
浮桥设计要求，浮桥承载面之间的可以相互转动，
但不允许有相互平动，在此采用ＬＳ－ＤＹＮＡ中提供的
铰链模型来模拟承载面间的相互转动。浮桥整体由
２０个模块组装而成，约６０ｍ长，重约５８吨。为分析浮
图３ 罚函数耦合

桥在移动载荷作用下的动力响应，同时也为更接近
于浮桥的实际工作状态，在此采用了重载卡车进行

２． 囊式浮桥数值计算模型

移动载荷的模拟。卡车有限元模型如图 ７所示，为节
约计算时间，卡车建模采用了刚体模型。

２．１ 浮桥有限元模型
囊式浮桥由连续的浮桥模块快速拼装而成，
浮桥模块主要由承载板、囊体及裙带组成。其中
囊体直径为１．５２５ｍ，主体长度为７．６２５ｍ；承载板长
６．１０ｍ，宽３．０５ｍ，厚０．４５ｍ，两者之间通过裙带进行
连接。浮桥模块几何尺寸如图 ４所示。

图６ 铰链联接示意图

高性能计算应用

式中， Ｐ 为压力， Ｆ ０ 为初始比内能， Ｃ ０ 、 Ｃ １ 、

Ｃ ２ 、 Ｃ ３ 、 Ｃ ４ 、 Ｃ ５ 和 Ｃ ６ 为自定义常数， µ 为体积变化
率。

图７ 重载卡车有限元模型
图９ 整体有限元模型

２．２ 结构及流体材料模型

对于海水的材料模型，则采用了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方程

在浮桥结构中，囊体是整个浮桥系统的核心。

进行描述：

浮桥需要满足重载车辆的通行，所以要求囊体具有
非常高的承载能力。另外为减小囊材料的存放空

（１３）

间，要求囊体材料柔韧性好，易折叠；为保证囊体
材料的使用寿命，还要求材料耐磨、耐老化、耐腐
蚀。因此囊体采用了织物复合材料制成，并具有良

式中，Ｅ０为单位体积内能，Ｃ为ｕｓ－ｕｐ曲线截距（

好的性能。在有限元分析中，需要确定囊体织物复

ｕｓ为冲击波速度，ｕｐ质点速度），Ｓ１、Ｓ２和Ｓ３为ｕｓ－ｕｐ曲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参数，但对于编织复合材料来

线斜率系数，γ０为Ｇｒｕｎｅｉｓｅｎ系数，ａ为对γ０的一阶体积

说，其结构比较复杂，通过理论方式很难预测其力

修正。

学性能，因此可以采用试验的方法进行确定。试验
结果表明囊体材料可视为横观各向同性材料。囊体
厚度约为３．５ｍｍ，材料的密度和泊松比分别为１１５０．２

２．３ 并行计算方法
在流体－浮桥耦合系统的模拟中，采用了三维有
限元建模技术，模型中包含了大量的几何非线性、

ｋｇ／ｍ 、０．３４，应力应变本构关系如图 ８所示。
３

材料非线性问题。在求解时，为保障计算精度及计
算的稳定性，需要采用较小的时间步长。另外，对
于流－固耦合界面、结构间接触界面进行处理时，也
占用了大量的计算机资源。为此基于上海超算中心
蜂鸟计算平台，利用非线性动力学软件ＬＳ－ＤＹＮＡ对
囊式浮桥的动力响应进行了模拟，并对分区方法进
行了优化。
基于递归坐标二分法，采用Ｃ语言和ＭＰＩ信息交
换接口设计了考虑流体－结构耦合计算的负载均衡
分区方法。在分区时，首先输入有限元模型单元及
节点信息文件，搜索包含耦合界面及接触界面的单
元和节点；然后根据空间拓扑关系，将以上搜索到

图８ 囊体材料的本构曲线

如图９所示，浮桥动力响应过程涉及的流体主

的单元和节点平均分配到各子区域中；最后再对其

要分为三部分，囊外海水、囊外空气及囊内增压气

他未包含耦合计算及接触计算的单元和节点进行分

体，其中囊内气体压力为１１５ＫＰａ。流体单元采用了

配。８分区拓扑结构如图１０所示。

多物质ＡＬＥ单元描述，为避免耦合计算过程中求解
偏导数，利用了ＬＳ－ＤＹＮＡ提供的ＮＵＬＬ空材料本构
模型和状态方程来共同描述流体材料特性。对于囊
外空气和内部增压气体，气体状态方程采用ＥＯ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ＯＬＹＮＯＭＡＬ模型。压力随着单位体积的内
能线性变化，可表述为：
（１２）

图１０ 拓扑分区图（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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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囊式浮桥动力响应分析

用下，浮桥在水中上下浮动并达到平衡状态，此时
浮囊底部部分浸于水中。图１４为浮桥在重力方向的
位移，由图可见，浮桥在水中经历较长时间的下沉

３．１ 数值模型验证
２００９年，Ｐｒａｔｔ

［１８］

在波浪水槽中利用１／３比例模型

进行了浮桥加载的静态测试。试验模型由１２个浮桥

与上浮过程后，浮桥最终静止在水中，此时承载板
垂直位移为０．１５ｍ。

模块组成，长度约为１２．２ｍ。根据相似准则，原型和
模型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物理量的比例关系
物理量

原型

１／３比例模型

承载板，
长×宽×厚（ｍ）

３．０５×６．１０×０．４５

１．０１７×２．０３３×０．１５

囊体半径（ｍ）

１．５２５

０．５０８

模块质量（Ｋｇ）

２７２１．６

１００．８

载荷重量（Ｋｇ）

７２０００

２６６．７

图１３ 浮桥的初始及平衡位置

利用上述的数值计算方法，建立了与试验模型
尺寸一致的有限元模型。试验中载荷加载在浮桥的
中部位置，在此利用有限元模型进行了同等条件下
的模拟，载荷加载条件保持一致。浮桥模型在中部
载荷作用下的变形如图 １１所示，如图所示，浮桥中
部模块下沉比较明显，浮桥两端模块略有上浮。浮
桥不同位置的垂向位移如图１２所示，浮桥的最大位

图１４ 浮桥垂向位移

移约为０．２３ｍ，试验值和仿真值的分布规律一致且吻
合较好，证明了该模拟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３．３ 动力响应分析
为保障浮桥的通行安全，以及研究载荷对浮桥
动力响应的影响，分析了四组不同的载重量，总重
分别为２０、３０、４０及５０吨。在初始设计时，浮桥需
满足５０吨卡车单车道安全通过。基于浮桥的初始状
态，模拟了载重车辆在浮桥上的行进过程。图 １５为
总重量为３０吨的车辆在浮桥上的通行过程，当车辆
位于浮桥一端时开始启动，加速到４ｍ／ｓ时以稳定速度

图１１ １／３比例浮桥模型在中部载荷作用下的变形

前进。如图所示，当车辆移动时，位于车辆下部的
浮桥模块下沉非常明显，车辆两侧附近的浮桥模块
略有上浮。

图１２ 浮桥各模块垂向位移

３．２ 浮桥初始状态
在浮桥的初始有限元模型中，浮桥距离水面有
一定距离，如图１３所示。在重力与水浮力的共同作

图１５ 载重卡车（３０吨）通行过程

高性能计算应用

为研究移动载荷作用下浮桥的位移响应变化，

相邻模块之间的间隙对浮桥的位移响应的影

选取了浮桥中部的承重板进行比较。图１６为中部承

响如图１８示，最大位移分别为０．３９０ｍ、０．５０５ｍ、

载板垂向位移时程曲线，不同载荷时的最大位移分

０．５８５ｍ、０．６４７ｍ。在载荷重量相同的状况下，间隙

别为０．４１６ｍ、０．５０５ｍ、０．５７９ｍ及０．６４９ｍ。如图所示，

对浮桥垂向位移的影响非常明显，且随着间隙的增

当载荷接近时，浮桥模块会先发生上浮，然后下

大，浮桥上下波动的幅度明显增大。为了避免较大

沉，当载荷离开时，浮桥又迅速上浮。负载从２０吨

的垂向位移，在浮桥拼装时应尽量缩小相邻模块之

增加到５０吨，浮桥的最大吃水量逐渐上升。当载荷

间的间隙。

为５０吨时，承重板板面距离水面仍有０．９ｍ左右的距
离，车辆可以安全顺利通过。
不同速度下浮桥的垂直位移如图１７所示。在载
荷相同的状况下，随着速度的增加，最大垂向位移
稍有增加。这是由于当载荷移动时，浮桥位移变形
波也在传播，当速度增加时，会产生位移波堆积现
象［１５］［１９］。

图１９ 囊体最大主应力时程

载荷移动时，囊体不仅要承受内外部流体压
力，同时也受到承载板的挤压作用。为防止局部应
力超过材料强度极限，需要对其在载荷移动时的应
力状况进行评估，校核其最大主应力。图１９为３０吨
卡车经过时，囊体的最大主应力时程曲线。当３０吨
图１６ 不同载重下中部垂向位移

的卡车位于浮桥的两端时，囊体的主应力值大于其
他时刻。囊体不同时刻的主应力分布规律如图２０所
示。由图可见，当车辆行驶在浮桥的两端时，浮囊
承受的应力最大，而当车辆距离浮桥端部一定距离
后，浮囊的最大等效应力基本不变。不同时刻下，
囊体的最大应力出现在位于车辆下部，且与承重板
有接触的囊体区域。

图１７ 不同速度下模块垂向位移

图１８ 不同间隙下模块垂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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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一种新型囊式浮桥在移动载荷作用
下的动力响应问题，充分考虑了水体与浮桥之间的
耦合作用。模拟了重载卡车在浮桥上的通行过程，
分析了载重、速度及间隙等因素对浮桥位移响应的
影响，探讨了关键结构囊体的主应力分布，得出的
主要结论如下：
（１）此类新型囊式浮桥具有良好的承载能力，
对于５０吨的载重车辆，可以满足其安全顺利通行。
图２０ 囊体主应力分布（３０吨）

（２）当载荷以一定速度移动时，随着载荷重量

不同载重下的囊体最大主应力值如表２所示。

的增加，浮桥的垂向位移增加明显；载荷重量一定

随着载荷的增加，囊体的最大主应力逐渐增大，拉

时，随着速度的增加，最大垂向位移略有增加，这

应力值由４．１０３ＭＰａ上升至６．４２３ＭＰａ。对于５０吨的载

是由于浮桥位移变形波堆积作用造成的。

重量，囊体的最大拉应力仍低于复合织物的强度极

（３）间隙对浮桥垂向位移的影响非常明显，且

限，但如果在野外环境中长期使用，可对一些应力

随着间隙的增大，浮桥上下波动的幅度明显增大。

值较高的区域如浮桥两端囊体进行加固。

为了避免较大的垂向位移，在浮桥拼装时应尽量采
用较小的间隙。

表２ 不同载重下的最大主应力
载重（吨）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最大主应力
（ＭＰａ）

４．１０３

５．２６６

５．８２７

６．４２３

（４）当载荷位于两端时，囊体的最大一阶应力
值较大；对于不同的时刻，应力最大的区域出现在
位于车辆下部的囊体区域；另外，随着载荷质量的
增加，囊体的最大主应力值也相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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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集锦
Ｄ－Ｗａｖｅ公司将交付全新２０００Ｑ量子计算机
据ｗｗｗ．ｔｏｐ５００．ｏｒｇ网站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４日消息报道，

网络攻击等方面，Ｄ－Ｗａｖｅ量子计算机要比传统计算机

Ｄ－Ｗａｖｅ公司发布了２０００Ｑ（具有２０００个量子位）的量

更高效，也更快速。Ｄ－Ｗａｖｅ的最新一代产品中包括一

子计算机，将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该公司还宣布已经

项特征升级，当不同量子位组经历退火过程时，这一升

迎来了２０００Ｑ量子计算机的第一个客户，一家致力于网

级后的特征能增加过程的可控性。Ｄ－Ｗａｖｅ公司已经表

络空间安全的公司——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

明，至少在一个例子中，其量子计算机将某次计算速度

与２０１５年发布的Ｄ－Ｗａｖｅ ２Ｘ（拥有１０００个量子位）

翻了１０００番。这一功能很关键，有望为利用Ｄ－Ｗａｖｅ量

相比，２０００Ｑ的量子位增加一倍，并且计划今后量子位

子计算机探索不同类型的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更多复杂

每两年增加一倍。长远来看，Ｄ－Ｗａｖｅ这类机器潜力如

的网络攻击模式）打开了一扇门。

何，不少研究人员仍持怀疑态度。不过，也有一些研究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表示将利用量子计算

人员认为用Ｄ－Ｗａｖｅ量子计算机解决机器学习、网络安

机独有的计算能力和最先进的网络空间安全技术，来应

全等难题已指日可待。

对网络空间安全威胁，为用户提供最高级的安全保护。

目前，研究人员试图利用量子计算机找到新的使

该公司并未透露其购买２０００Ｑ机型的具体售价，但据

用方式。他们正在研究机器学习算法（波兹曼机），用

Ｄ－Ｗａｖｅ公司介绍，其２０００Ｑ量子计算机价值约１５００万

它来研究在线浏览量模式，识别出网络攻击。到目前为

美元。

止，已经可以证明，对于小型样本，在识别诸如可能的

（肖 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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