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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冲击试验机的结构性能对冲击响应有很大的影响，为弥补传统振动台式、摆锤式等冲击响应谱机冲击能量不足的问

题，设计了气炮式垂直冲击响应谱试验机，针对冲击试验机设计变量较多，影响关系复杂，冲击响应谱曲线求解及调试困难

的问题，基于改进的递归数字滤波法编制了响应谱数据处理软件，运用 ABAQUS 软件对冲击试验机结构进行动力学建模仿

真，通过编写的数据处理软件将仿真得到的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得到冲击响应谱，解决了传统采用试验方法调试耗时

且成本大等问题。综合考虑冲击台面及锤头的速度、质量等因素，得到了设计变量对响应谱的影响规律，归纳总结了可供工

程使用的冲击试验机数值仿真分析方法和调试策略，试验证明仿真方法优化后的垂直冲击试验机能有效进行冲击响应谱试

验，并且满足要求的设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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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 performance of the impact testing machin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hock response．
To make up for impact energy shortage of the traditional desktop，vibration pendulum impact response spectrum，the
gas gun type vertical shock response spectrum test machine is designed． Because of the many design variables of the
impact testing machine，the effects of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the shock response spectrum curve which is difficulty
in debugging，the recursive digital filtering method is used for the data processing software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spectrum． Based on the ABAQUS software，the dynamic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for impact test ma-
chine structure，the conversion time domain signal is converted to the frequency domain signal through the data pro-
cessing software，and the shock response spectrum is obtained． The velocity and quality variables of the mesa and the
shell are considered，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response spectrum of design variables is obtained，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mpact test machine is summarized． The test proves that the vertical impact machine can do the shock
response spectrum test effectively，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esign．
KEYWORDS: Shock response spectrum; Vertical impact; Gas gun－type testing machine; Non－linear dynamics simu-
lation

1 引言
冲击试验机是对试验设备提供机械冲击的一种机构，其

冲击性质可控，并且在合适的精度要求内可以重复冲击，对

于模拟冲击环境具有重要的应用［1］。冲击试验机从 20 世纪

初期开始研制，一般根据质量大小选择相应的冲击台，如轻

型冲击台和浮动冲击台。进入 60 年代，冲击机可以通过规

定指定的冲击波形进行试验，根据实际情况下的冲击波形，

选择半正弦、矩形波、正矢波或后峰锯齿波作为冲击台模拟

冲击的波形［2－3］。近年来随着冲击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计算机

的发展，逐渐依据冲击响应谱进行试验［4］。冲击响应谱可以

更真实的模拟出实际冲击情况，它既考虑了冲击波性的作

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了结构在冲击环境下的响应。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冲击试验机进行了诸多理论，数值及

试验研究。王艳［5］等设计了一种新型小载荷垂直冲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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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通过电动式激振器带动激振顶杆及安装在顶杆末端的冲

头按照所给的频率上下运动，但其控制系统较为复杂，并且

只能进行小载荷冲击条件下的研究。汪学方［6］等针对微机

械电子的可靠性试验设计了一种新型垂直冲击试验机，将电

子产品从设定的高度落下，冲击系统可对其进行冲击响应谱

分析，该冲击台试验机的试验重复性较好，台体可拆卸，但需

对试验件进行多次冲击来达到调试的目的。杨艳峰［7］等设

计了可以实现开闩的冲击试验台，结合受力信息与动力学理

论，确定不同时刻开闩力，并通过试验进行了验证。但是该

冲击机的设计只考虑了开闩力一个影响因素。实际上，冲击

台设计影响变量众多且相互关系复杂，这给冲击台的规范化

设计与调试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因此，目前还主要依靠设计

人员的经验和试凑试验进行冲击台设计，对于垂直冲击试验

机的规范化设计与调试方法尚需进行深入研究、实践。
针对垂直冲击台影响变量多、设计困难的问题，本文采

用有限元仿真方法对气炮式垂直冲击试验机结构性能进行

优化设计。针对响应谱波形调试困难的问题，本文采用有限

元软件仿真模拟该试验机的冲击过程，并编制有限元软件和

冲击响应谱数据处理软件之间的接口，直接利用仿真得到特

定工况下的冲击响应谱波形，并得到了设计变量的影响规

律。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2 垂直冲击响应谱试验机的动力系统模型
气炮式垂直冲击试验机主要用于产品的冲击力学环境

试验，通过模拟产品实际环境的冲击脉冲和冲击环境来分析

产品对冲击环境的适应能力。当前通用的垂直冲击试验主

要采用自由跌落的方式和利用振动台进行冲击响应谱实验，

但都存在冲击能量不足、调试困难、脉冲持续时间小等问

题［8］。
采用气炮式垂直冲击台可以实现高加速度和长脉冲持

续时间，通过气体炮加速后的弹丸碰撞到一个靶标上，产生

近似半正弦的波形，冲击加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50000 g，脉冲

持续时间可达 1 ～ 5 ms。如图 1 所示，气炮式垂直冲击台主

要由发射筒、冲击台面、气泵、控制柜等组成。试验件安装在

工作台面上，台面通过螺母与支架连接。冲击开始前，气缸

充气，控制系统设定开锁气压，当气缸气压达到设定气压时，

阀门打开，发射筒释放炮弹，并撞击工作台底面，完成一次冲

击过程，安装在台面上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实时采集加速度

信号。该试验机结构简单，调试方法便利，并且可以实现多

次连续冲击( 每分钟可达 30 次) ，这极大地提高了试验效率。
其冲击过程可简化为一阶力学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中 m、K为冲击台面的质量和刚度，M、v为冲击锤头的

质量和速度。台面固定在支架上，其刚度与台面尺寸和连接

方式有关。锤头质量 M 相对于台面质量很小，作为工程近似

计算，可以先不考虑锤头质量的影响( 在后面仿真分析中考

虑了该变量影响规律) 。
该系统的动力学方程为

图 1 气炮式垂直冲击响应谱试验机实物图

图 2 力学模型

mx
··

+ kx = 0 x0 = 0，x
·
0 = v0 ( 1)

解上式

τn = π 槡m/K ( 2)

A = v0 /ωn = v0τn /π ( 3)

( am ) n = Aω2
n = v0π /τn ( 4)

式中，τn 为脉冲持续时间 ( 脉宽) ，A 为冲击台面最大变形，

( am ) n 为峰值加速度，最大过载为

nm =
( am ) n

g =
v0π
gτn

( 5)

由以上公式知道冲击脉宽和台面的质量及刚度有关，在

冲击台面确定下，最大过载和冲击锤头的特性相关。因此台

面的模态和锤头的物理特性是影响冲击响应的主要设计变

量。

3 垂直冲击试验机的仿真方法
冲击试验机仿真优化指的是利用有限元方法模拟冲击

过程，得到谐振板的加速度时域信号，利用编写的冲击响应

谱分析软件得到冲击谱。通过分析谐振板固有频率、炮弹的

质量和冲击速度等因素对响应谱的影响，得到各因素对响应

谱波形的影响规律，可对实际调试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其仿

真调试流程如图 3 所示。
3． 1 基于台面模态分析的仿真优化方法

模态是机械机构的固有振动特性，经大量的试验及仿真

分析，在垂直冲击的台面设计过程中，结构固有频率特别是

低阶模态将直接影响响应谱的拐点频率，因此研究台面的模

态对于以后的优化设计具有指导作用。
冲击台面设计长宽800 × 800 mm，厚度50 mm，利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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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冲击试验机仿真调试流程框图

元软件，如图 4，求得冲击台面在自由情况下前四阶垂向固有

频率分别为 179． 29 Hz、262． 12 Hz、316． 87 Hz、456． 22 Hz。可

以看出垂向方向固有频率较低，并且前几阶固有频率都集中

在低频区域，这会导致冲击响应谱的拐点过低，低频区域波

动较大。

图 4 自由台面一阶垂向模态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改进方法。

将冲击 台 面 四 周 固 结，固 有 频 率 分 别 为: 646． 80 Hz、
1291． 7 Hz、1862． 0 Hz、2250． 3 Hz。可以看出，改变连接方式

后其固有频率有明显的提高并且不再集中分布。

在台面四周固结的基础上将台面厚度变为 60 mm，求出

前四阶固有频率分别为: 973． 78 Hz、1898． 7 Hz、2688． 7 Hz、
3208． 1 Hz，如图 5 所示。即在适当增加台面厚度的情况下，

其纵向固有频率有明显的提高。

通过仿真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可以通过改变台面的四周

连接方式和台面厚度来改变台面垂直方向的固有频率，以便

达到需要的响应谱拐点设计。
3． 2 基于非线性动力学计算的仿真方法

为节约设备调试时间和费用，利用有限元软件模拟实际

试验过程，通过仿真发现不足，并直接指导实际调试过程。

图 5 固支、加厚台面一阶垂向模态

定义捶头( 炮弹) 和冲击台面为钢制材料，弹性模量为

207 GPa，泊松比为 0． 23，密度为 7800 kg /m3 ; 在场输出模块

定义时间步长为 0． 03 s，每时间步内输出分析点数为 5000，

这样可以保证分析具有足够的准确度; 在接触模块定义接触

方式为表面与表面显示动力学接触，该算法在求解非线性问

题时不需要进行迭代，而是显式地从上一个增量步的静力学

状态来推出动力学平衡方程的解; 在载荷模块的预定场中定

义锤头的冲击速度，并在台面四周边缘施加边界条件。网格

采用四边形杂交轴对称单元 C3D8R。由于冲击过程是高度

非线性行为，需要非常大的计算资源，为了进行有效的计算，

需要在场输出模块中将不需要的输出变量 ( 力、能量、厚度

等) 剔除，只保留加速度、位移和速度的输出。建模仿真如图

6 所示。

图 6 冲击过程建模仿真

仿真分析得到大量时域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台面在整

个冲击过程中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情况。通过接口将时域信

号导入到开发的冲击响应谱计算软件中就可以得到冲击响

应谱。
3． 3 冲击响应谱的原理、数值算法及数据处理软件的编译

研究冲击响应谱在冲击台的设计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图 7，冲击响应谱是一系列单自由度振荡器在同一冲击激

励下的最大响应与振荡器固有频率的关系曲线。对于不同

的冲击激励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响应谱，它将外载荷加入到一

系列固有频率为 ωn 的单自由度系统，取得一系列最大响应

后，以 ωn 为自变量绘出的最大响应—固有频率的曲线。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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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谱的本质仍代表外激励，但是却以响应结果来刻画，在实

际应用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结构特性，利用冲击响应谱可

以直接对响应作出判断或估计。

图 7 实际系统拆分为多个单自由度系统物理模型图

响应谱的数学方法: 得到的激励函数通常是激励( 力、位
移、加速度) 与时间的关系，如果将此时间域的函数变换到响

应域，得到最大响应与频率 ωn 的关系，这就是响应谱，具体

过程如下:

设函数 s( t) 在 － " ＜ t ＜ + "

s( t) =

0，t ＜ a

x
··

s( t) ，a≤ t≤ b

0，
{

t ＞ b

( 6)

式中: s( t) 称为时域冲击函数，函数 x
··

s( t) 是基础加速度激励

函数，在区间［a，b］可积。任何冲击激励均可满足上述条

件。
将 s( t) 置入单自由度系统得质量点相对运动方程

x
··

r( t) + 2ξωnx
·

r( t) + ω2
nxr( t) = － s( t) ( 7)

通常根据冲击台面材料特性选定阻尼比 ξ 参数。因此，

在 s( t) 已知的条件下，对于给定的一系列固有频率 ωn，分别

求解式( 7) 就可以得到单自由度系统质量点的相对加速度

响应。而单自由度系统质量点的绝对加速度响应为

x
··

( t) = x
··

r( t) + s( t) ( 8)

式冲击响应谱的数值解法主要有三种: 直接积分法、递

归数字滤波法和改进的数字滤波法。
改进的递归数字滤波法又称为 Smallwood 递归法，其基

于斜台不变数字滤波模型。对于低频计算不稳定的问题采

用了如下递归公式

xi = P0Ui + P1Ui－1 + P2Ui－1 + xi－1 + ( xi－1 － xi－2 ) +

( qi － 2) xi－1 + ( q2 + 1) xi－2

( 9)

改进的递归数字滤波法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并且算法

简洁、计算速度快、计算精度高［9］。本文的冲击响应谱分析

软件便根据此种方法得到。
冲击响应谱有一条标准的规范曲线，规定有上下限容

差，试验优劣的判定依据是产生的冲击响应谱是否在规范的

容差范围内，容差分析包括分析频率的上下限、拐点频率、斜
率以及上下限容差，冲击响应谱中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是拐点

频率。
基于以上响应谱计算基本理论和数值方法，利用 LAB-

WINDOW 平台编写冲击响应谱计算软件，该软件具有数据处

理与容差分析功能。软件界面如图 8 所示。

图 8 冲击响应谱 CVI 软件

4 仿真与试验结果分析
将台面四周进行固结，台面厚度 50 mm，在给定 6 m /s 的

冲击速度下，仿真得到的冲击响应谱如图 9 所示，响应谱拐

点频率为 657． 1 Hz，与前面模态分析所得到的一阶固有频率

648． 8 Hz 相近。试验中给定气压值 3 个大气压，采集冲击过

程数据绘制冲击响应谱如图 10 所示，其拐点频率 674． 7 Hz。
通过与试验比较，两者低频波形及拐点频率相近，高频部分

有一定的差距，在实际试验中可以通过在靶标上添加硬缓冲

材料调节高频波形。

图 9 冲击响应谱仿真结果

仿真模型中改变锤头质量与冲击初速度，台面厚度 60
mm，长宽 800×800 mm，分析频率的范围为 100 Hz 到 4000
Hz。结果如表 1 所示: 增大锤头质量与冲击初速度对拐点频

率影响较小; 拐点加速度量值随锤头质量或冲击初速度增加

而有明显的增长，其中冲击初速度对其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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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冲击响应谱试验结果

表 1 仿真结果

锤头质量 /kg 冲击速度 /m·s－1 拐点频率 /Hz 拐点加速度值 / g

20 6 917 723

30 6 931 902

40 6 981 1123

50 6 1024 1577

40 5 934 871

40 6 972 1223

40 7 1002 1890

40 8 1012 2622

5 结构优化的实测结果
该试验机工况下响应谱曲线的基本技术要求如表 2。

表 2 气炮式垂直冲击响应谱试验机指标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额定负载 40 kg

响应频率 100 Hz ～ 4000 Hz

冲击响应加速度 1600 g

响应谱容差的拐点要求 700 Hz

冲击响应控制容差 ±6 dB

冲击响应谱上升斜率 6

冲击波形 半正统

冲击方式 压缩空气驱动

冲击方向 垂直

对于 700 Hz 的容差拐点要求，基于台面的模态分析，依

据前面的仿真结果采用台面与支撑架四周固支的方式，台面

厚度选为 50 mm; 对于容差要求的响应谱加速度 1600 g，依据

表 1，炮弹质量选择 50 kg，冲击初速度 6m /s; 对于高频部分，

通过在弹头与台面之间加入硬橡胶，抑制高频部分的响应谱

曲线的凸起，使高频部分更加平滑，以便更容易满足容差要

求。试验得到的时域谱、响应谱如图 11 所示，该冲击响应谱

曲线的斜率、拐点满足技术指标中的容差要求，并且试验重

复性可以达到 90%。

图 11 垂直冲击台试验结果

6 结语
1) 为解决垂直冲击台设计及调试困难的问题，设计了气

炮式垂直冲击响应谱试验机，该设备具有响应快、控制方便、
加速度量级大等特点;

2) 针对该设备设计变量较多，优化设计困难的问题，提

出了基于模态分析和 ABAQUS 非线性显示动力学的仿真优

化方法。该方法分析冲击台面的固有特性，并对撞击过程进

行有限元仿真分析得到冲击过程的时域信号，利用编写的响

应谱分析软件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试验证明，该仿

真方法可行;

3) 本文提出的仿真方法也可以应用关于其它类似冲击

设备的调试过程中，对于提高冲击响应谱试验的试验效率、
降低测试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4) 仿真所得冲击响应谱曲线和实际试验所得冲击响应

谱曲线趋势类似，但整体相似度还有待提高，可以进一步改

进仿真方法，提高仿真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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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算法以及 B－BBO 算法，根据图 3 ( b) 中的运行结果所

示，SDBBO 在运行到约第 80 代时达到最终收敛值，而 DEB-
BO 在约第 140 代时才达到收敛结果，这表明了 SDBBO 的收

敛速度和精度优势。对于最优解附近陡峭而极难收敛的单

峰函数 f3( x) ，从最优值的结果对比来看，SDBBO 算法跳出局

部最优解的能力具有优于其它算法的表现。对于单峰函数

f4( x) ，SDBBO 算法的精度非常高，在 10－21 的数量级，对比其

它算法中最优的 DEBBO 算法平均值提高了 4 个数量级。
根据上述函数对应的运行结果图可以看出，在运行的初

期，基本 BBO 算法收敛速度优于其它算法，但随着更新代数

的增加，SDBBO 算法的收敛速度明显加剧，同时在收敛精度

上超越了其它对比算法。这证明了基本 BBO 算法有一定的

利用能力，但在搜索能力方面存在欠缺，SDBBO 算法很好的

平衡了利用能力与搜索能力。

5 结语
基本 BBO 算法在迁移和变异的过程中仅针对于栖息地

向量中的某一特征，这极大的限制了算法在每次迭代过程中

的进化概率和收敛效率，同时也影响了算法的搜索能力与性

能。本文提出了一种与更新代数相关的自适应迁移算子与

差分变异算子结合的生物地理学优化算法( SDBBO) ，该算法

将基本 BBO 的搜索和利用能力与自适应迁移算子、差分变

异算子的开采和探索能力相结合，保持了栖息地的特征并加

强了信息交流和分享能力，极大程度提升了 BBO 算法的全

局优化水平。通过对基准函数的测试，结果证明 SDBBO 算

法具有较好的收敛精度、收敛速度以及较好的搜索能力。
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内容为: 继续完善提高算法的全局寻

优能力，并验证改进的算法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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