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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０００８１）

首先回顾多体系统动力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情况，然后系统概述了多柔体系统动力学方程数值

算法、多柔体系统接触 ／ 碰撞动力学与柔性空间结构展开动力学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值得关注的若干问
题，最后给出了开展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多柔体系统，

数值算法，

接触 ／ 碰撞，

柔性空间结构

ＤＯＩ： １０．６０５２ ／ １６７２⁃６５５３⁃２０１７⁃０３９

１

多体动力学的学科发展回顾

多柔体动力学建模的浮动坐标法（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国际著名动力学家、德国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以及大转动矢量法（ ｌａｒｇｅ

慕尼黑工业大学 Ｋｕｒｔ Ｍａｇｎｕｓ 教授（１９１２ － ２００３） 为
代表的一批学者创立了后来称为“ 多体系统动力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增 量 有 限 元 法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指出了各种方法的特点
与不足．浮动坐标方法已被应用于多体动力学商业

学” （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的 力 学 分 支 学

软件，适用于对具有小变形、小转动或低转速的多

．该学科主要研究由多个具有运动学约束、存

柔体系统进行动力学建模和分析．增量有限元法已

在大范围相对运动物体构成的动力学系统的建模、

被广泛应用于大变形结构动力学分析，但仅能处理

分析和控制，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属性． 该学科的

具有小转动的多柔体系统动力学问题．且如果使用

研究成果广泛用于各种机构、车辆、机器人、航天可

非等参有限元，该方法不能精确描述刚体运动． 大

展开结构的动力学设计，对推动先进制造技术的发

转动矢量法隐含的采用了位移与转角两套独立的

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多体系统动力学学科已被

节点坐标表达柔体截面转动（ 冗余描述） ，这对于

科

［１］

列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十三五” 发展规划》 中
的重点扶持学科
１．１

［２］

．

学科发展概述

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多刚体系统动力学

细长或薄壁柔体动力学问题将产生奇异问题．读者
阅读文献［ ３ － ６］ 可获得该方法的更多特点． Ｗａｓｆｙ

和 Ｎｏｏｒ ［７］ 详细总结了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多柔体系统动
力学研究进展，对柔性构件的建模、约束建模、求解

的研究在建模理论、动力学方程数值求解方法、软

技术、控制策略、耦合问题、设计和实验研究进行了

件开发等方面已逐渐成熟与完善，故本文在学术内

分类讨论，对比分析了柔性多体系统的浮动坐标

容上重点关注多柔体系统动力学．多柔体系统动力

系、共旋坐标系（ ｃｏ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 、惯性系等不同

学重点研究柔性部件的大范围运动与部件变形相
互耦合的动力学，属于多个力学二级学科的交叉地
带，涉及连续介质力学、计算力学、非线性动力学等

动力学建模方法，全文包含多达 ８７７ 篇参考文献．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和 Ｓｃｈｉｅｈｌｅｎ ［８］ 从分析动力学发展、欧美国
家多体动力学学术组织形成、多体系统动力学专著

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对相关的理论基础要求

等方面阐述了多体系统动力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介

较高．

绍了多体动力学在汽车、机床等工业领域的应用研

众多国内外学者曾对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的研
究进展做过全面综述． Ｓｈａｂａｎａ ［３］ 系统总结了早期

究进展．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某个方面综述多柔体系

２０１７⁃０２⁃２７ 收到第 １ 稿，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收到修改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２９０１５１， １１４７２０４２， １１６７２０３４） 与国防基础科研计划（ Ｂ２２２０１３３０１７） 资助
† 通讯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ｔ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ｈｕｓｔ＠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３８６

动

力

学

与

统动力学的研究进展． 例如，基于连续介质力学和
非线性有限元的绝对节点坐标法

［９］

（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ｏｄ⁃

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ＣＦ） 是多柔体系统动

控

制

系统动力学论文数量与美国尚有明显差距，论文的
新颖性、原创性方面也需要加强．
另外，该数据库中以“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为主

题的论 文 来 源 数 量 位 居 前 八 名 的 期 刊 分 别 是：

综述了 Ｓｈａｂａｎａ 提出的绝对节

ｎａｍｉｃｓ》 、《 ＡＳ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

［３，９］

ＣＦ 单元应具备的条件，田强等
以及 Ｎａｃｈｂａｇａｕｅｒ

［１１］

［１０］

、Ｇｅｒｓｔｍａｙｒ 等

［１２］

点坐标方法，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在单元构造、高效
计算格式构建与工程应用方面进展情况． 又如，多
柔体动力学方程的求解是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
的核心，其数学描述通常为微分⁃代数方程组（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Ｅｓ ） ． Ｂａｕｃｈａｕ 和
Ｌａｕｌｕｓａ

［１４］

系统综述了多体系统动力学微分⁃代数

方程组（ ＤＡＥｓ） 的降指标方法、控制违约漂移的约
束稳定性技术与违约根除技术． 此外，洪嘉振与蒋
丽忠

［１５］

介绍了多柔体动力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研

究发展阶段，特别指出了“ 动力刚化” 问题
究带来的挑战． 刘才山与陈滨

［１７］

［１６］

给研

从多柔体系统动

力学方程的描述、碰撞模型的建立、铰接间隙引起
的碰撞问题、数值算法、实验研究等方面总结了多
柔体系统接触 ／ 碰撞动力学研究进展． 芮筱亭与戎
保

［１８］

介绍了他们提出的多体系统传递矩阵法，说

明该方法无需集成系统总体动力学方程、便于快速
计算，已被用于多管火箭等兵器系统动力学分析．
多柔体系统动力学发展至今，对具有小变形、
小转动或低转速假设的多柔体动力学问题已有较
为完善的建模与计算方法
学商业软件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２１］

［３，７，１１，１７－１９］

、ＲｅｃｕｒＤｙｎ

．现有多体动力

［２２］

等已经可以

很好地处理这类动力学问题．有限元分析商业软件
ＡＮＳＹＳ、ＡＢＡＱＵＳ 等也逐步引入了多体动力学分析
模块．目前，多柔体系统动力学发展面临的主要研
究难点有：柔体大范围运动与大变形的耦合描述问
题、多柔体间的接触 ／ 碰撞动力学问题、高维微分⁃
代数方程组的高效求解问题、高维多柔体系统的动
力学模型降阶与控制问题、多领域耦合多柔体系统
动力学问题、多尺度多柔体系统动力学问题等．
１．２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５ 卷

给出了 ＡＮ⁃

范围运动和大变形耦合
［１３］

报

文 ９ 篇，我国学者仅 ２ 篇．以上数据说明，我国多体

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可精确描述柔体的大
．Ｓｈａｂａｎａ

学

主要国际期刊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统计显示（ 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以“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为主题的 ＳＣＩ 检
索论文共 ３８０２ 篇，其中我国学者共发表论文 ５３３

篇，位居美国学者 １０２８ 篇之后，全球排名第 ２．但值
得指出的是，在这 ３８０２ 篇文章中有 ＥＳＩ 高被引论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和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ｓ， Ｐａｒｔ Ｋ： Ｊ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其中《 Ｍｕｌｔｉ⁃

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创刊于 １９９７ 年，是专门刊登
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成果的期刊，其创刊主编是德
国斯图加特大学的 Ｗｅｒｎｅｒ Ｓｃｈｉｅｈｌｅｎ 教授 （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期间担任 ＩＵＴＡＭ 主席） ，目前的共同主编

是国际 著 名 多 体 系 统 动 力 学 专 家、 葡 萄 牙 Ｊｏｒｇｅ

Ａｍｂｒóｓｉｏ 教授．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刘锦阳教授、北
京大学刘才山教授是该刊的现任编委，北京理工大
学胡海岩院士担任《 ＡＳ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杂 志 副 主 编． 从 统 计 数 据
看，在计算力学顶级期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上，
刊出的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成果仍较少．
１．３

主要国际交流
１９７７ 年，Ｋｕｒｔ Ｍａｇｎｕｓ 教授在国际理论与应用

力学联合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ＵＴＡＭ） 框架下发起召开了首
次多刚体系统动力学研讨会 ［２３］ ． 此后 ＩＵＴＡＭ 召开
过许多次多体系统动力学研讨会． 在 ＩＵＴＡＭ 四年
一度的 世 界 力 学 家 大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ＣＴＡＭ ［２４］ ） 上，
曾有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就多体动力学研究进
展作特邀报告 ［２５－２７］ ．２０１６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
开的第 ２４ 届世界力学家大会上，我国北京理工大
学胡海岩院士作了特邀报告“ Ｓｏｆ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８］ ，介绍其学术
团队在多柔体系统动力学框架下的软机器建模与
仿真研究，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在 ＩＣＴＡＭ 上作动力
学与控制研究领域的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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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日本学者磐城明星大学（ Ｉｗａｋｉ Ｍｅｉｓｅｉ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０５ 年 期 间 曾 以

起召开 了 首 届 亚 洲 多 体 系 统 动 力 学 会 议 （ Ａｓｉａｎ

主席为 Ａｈｍｅｄ Ａ． Ｓｈａｂａｎａ 教授．关于美国多体系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Ｎｏｂｕｙｕｋｉ Ｓｈｉｍｉｚｕ 教授在日本磐城发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ＣＭＤ） ，并担任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形式召开） ［３３］ ，大会
动力学的发展史，可参见文献［３４，３５］．

２０１０ 年，在芬兰召开了第 １ 届国际多体系统

首届亚洲多体系统动力学委员会主席．此后，ＡＣＭＤ

每两年召开一次，现任亚洲多体系统动力学委员会
主席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王皓教
授．２０１２ 年，我国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主办第六届亚
洲多体系统动力学会议．这是多体系统动力学领域
的国际学术会议首次在我国召开，来自全球的学者
共 ２４６ 人（ 其中国外学者 １１１ 人） 出席会议；我国北
京理 工 大 学 胡 海 岩 院 士 作 了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ｇｉ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ｉ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 大 会 特 邀 报
告

［２９］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届国际多体系统动力学会议与

第 ７ 届亚洲多体动力学会议在韩国釜山联合召开．

这是多体动力学领域中最具权威的两大国际会议
首次联合召开，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刘锦阳教授

［３０］

作了题为“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ｉ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

ｔｅｍｓ” 的大会特邀报告．２０１８ 年，第九届亚洲多体动

动力学会议（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并成立了国际多体
系统 动 力 学 学 会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ＳＤ ［３６］ ） ，该会议每两
年召开一次．２０１６ 年，第 ４ 届国际多体系统动力学
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 参会代表 超 过 ３００

人． ＩＭＳＤ 的 首 任 主 席 是 芬 兰 拉 普 兰 塔 理 工 大 学
（ Ｌａｐｐｅｅｎｒａｎｔ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的 Ａｋｉ

Ｍｉｋｋｏｌａ 教 授， 现 任 主 席 为 加 拿 大 滑 铁 卢 大 学 的

Ｊｏｈｎ Ｍｃｐｈｅｅ 教授．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刘锦阳教授、
北京大学 刘 才 山 教 授 曾 多 次 担 任 ＩＭＳＤ 的 委 员．

２０１４ 年，ＩＭＳＤ 正式被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接收为其分支学术组织． 国际多体动 力 学 著 名 专
家、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Ｐｅｔｅｒ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教授是唯一
的 ＩＭＳＤ⁃ＩＵＴＡＭ 理事 ［３７］ ．

１．４

力学会议将在我国西安召开．

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在多体系统动力学领域的研究起步于上

２００３ 年，《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期刊现

世纪 ８０ 年代 ［３８］ ，比欧美国家晚了近二十年．上海交

里斯本发起召开了首届欧洲应用科学计算方法学

航天大学黄克累教授 ［４１］ 与谢传锋教授 ［４２］ 、天津大

任主编之一、葡萄牙 Ｊｏｒｇｅ Ａｍｂｒóｓｉｏ 教授在葡萄牙
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ＣＣＯＭＡＳ） 的多体系统动力

通大学刘延柱教授 ［３９］ 与洪嘉振教授 ［４０］ 、北京航空
学刘又午教授 ［４３，４４］ 、吉林大学陆佑方教授 ［４５］ 、北京
大学陈滨教授 ［４６］ 是我国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发起者

学专题学术会议（ ＥＣＣＯＭＡＳ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和开拓者．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届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收到

等资助下从事多体系统建模和计算方法研究，在柔

洲．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第八届会议将在捷克布拉格召开．

析、柔性部件碰撞的高精度建模方法等方面取得进

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Ａｈｍｅｄ Ａ． Ｓｈａｂａｎａ 教授发

域的发展需求，编写程序开展多种装备的动力学仿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 ＡＳＭ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１９８４ 年，中国力学学会下属的一般力学专业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此后该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
论文 １４９ 篇

多柔体系统动力学． 一方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参会人数近 ３００ 人，大部分来自欧

性部件大范围运动和变形相互耦合的截断阶次分

２００３ 年，国际著名多体系动力学专家、美国伊

展．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航天、兵器、机械等工业领

［３１］

起成立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多体与非线性动力

真．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Ｃ⁃

委会会设立首届多刚体系统动力学专业组，组长由

ＭＳＮＤ 主 席 为 美 国 威 斯 康 星⁃麦 迪 逊 大 学 的 Ｄａｎ

系统动力学研究队伍初步形成．１９８６ 年，中国力学

正式召开首届 ＡＳＭＥ 多体系统、动力学与控制会议

统动力学研讨会” ，１８ 位学者作报告，共提交 ２５ 篇

ＭＳＮＤ

） 并 担 任 该 委 员 会 首 任 主 席． 现 任 ＴＣ⁃

北京大学周起钊教授 ［４７］ 担任，这标志着我国多体

Ｎｅｇｒｕｔ 教授．２００５ 年，在美国加州长滩（ 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

学会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 多刚体系

（ ＡＳＭ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论文 ［３８］ ．１９８８ 年，在吉林长春召开了“ 柔性多体系

［３２］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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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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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动力学” 研讨会，邀请 ６ 位学者作报告；这次会议

十届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多体动力学与控制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 多体系统动力学—理

目前，我国从事的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的主要

后被认定为第 １ 届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会议．１９９２

专业组组长是北京大学刘才山教授．

． 该会议收到论

高校 有 （ 按 地 域 排 列 ） ： 清 华 大 学 ［５０－５４］ 、 北 京 大

该会议后被认定为第 ２ 届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会

学 ［１１，５８，５９］ 、北 京 信 息 科 技 大 学 ［６０］ 、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论、计算方法和应用学术会议”

［４８］

文 ４９ 篇，研究重点从多刚体系统转向多柔体系统．

议．１９９６ 年，由中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
与中国空间学会空间机械专业委员会联合在山东
长岛召开了“ 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
议” ，会议收到论文 ４３ 篇 ［４９］ ；此次会议后被认定为
第 ３ 届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会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第 ４、５ 届全国多体系统动

力学会议分别于 ２０００ 年在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０４ 年

学 ［１７，５５］ 、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５６，５７］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６１－６４］ 、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６５－６８］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１５，１６，３９，４０，６９－７５］ 、 南 京 理 工 大 学 ［１８，７６－７９］ 、 青 岛 大
学 ［８０，８１］ 、福州大学 ［８２，８３］ 、华中科技大学 ［８４，８５］ 、西北
工业大学 ［８６－８８］ 等．

２
２．１

在天津大学召开，这两次会议的注册代表人数均不
到 ５０ 人． 自 ２００９ 年起，多体系统动力学与航天动
力学领域的学者每两年联合召开一次的全国性学
术会议．２００９ 年，“ 第六届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暨第
一届全国航天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 在山东青岛
大学召开，参会代表超过 １００ 人．２０１１ 年，“ 第七届
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暨第二届全国航天动力学与
控制学术会议” 在福州大学召开，收到学术论文摘
要 ４０ 余篇，注册代表 ７０ 余人．２０１３ 年，为推动我国
多体系统动力学的发展，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数理科学部、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
员会共同主办、青岛大学承办了为期 ７ 天“ 多体系
统动力学高级讲习班” ．讲习班邀请了 １３ 位知名专
家作专题报告，内容涵盖多体系统动力学建模理论
与方法、多体系统动力学模型数值算法、多体系统
动力学软件及其应用等方面．来自全国的中青年学

多柔体系统动力学方程的高效求解
微分⁃代数方程组求解算法
多柔体系统的动力学方程通常为如下微分⁃代

数 方 程 组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ＤＡＥｓ）

{

［４０，８０，８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ｑ̈＋Ｆ（ｑ） ＋Ｄ（ｑ，ｑ）
̇ ＋Ｐ１ ΦＴｑ λ＋Ｐ２ ΦＴｑ Φ－Ｑ（ｑ，ｑ）
̇ ＝０
Ｐ１ Φ（ｑ，ｔ） ＝ ０

其中 Ｍ 是质量矩阵，如果采用自然坐标方法

（１）

［９０］

或

者绝对节点坐标方法 ［１０－１３］ 描述多柔体系统，则该
矩阵是常数，便于高效计算；ｑ 是广义坐标向量，Ｆ
是柔性构件的内力向量，Ｄ 是阻尼力向量，Φ 是约
束向量． Φ ｑ 是约束向量关于广义坐标向量 ｑ 的偏
导数矩阵，λ 是拉格朗日乘子向量，Ｑ 是广义外力
向量．Ｐ １ 和 Ｐ ２ 分别是为保持数值稳定而引入的约
束方程比例因子和惩罚因子 ［９１，９２］ ．

ＤＡＥｓ 的复杂程度通常用其指标（ ｉｎｄｅｘ） 或称

者与研究生共 １６０ 余人参加讲习班，使多体系统动

微分指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来衡量 ［９３］ ，它表示

系统动力学暨第三届全国航天动力学与控制学术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ＤＥｓ） 需要将式（ １） 中代数

力学研究获得进一步推广．同年，“ 第八届全国多体
会议” 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注册代表 １００ 余人，共

为了把 ＤＡＥｓ 转换为一阶常微分方程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方程组的部分项或者全部项对时间微分的次数．根

收到学术论文摘要近 ９０ 篇．

据此定义，式（１） 为 ｉｎｄｅｘ⁃３ 的 ＤＡＥｓ．许多学者投身

大．目前，该领域研究人员总人数约占动力学与控

地总结了求解 ＤＡＥｓ 方程的传统增广法、缩并法的

近年来，我国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队伍逐渐扩

制领域研究人员总人数的 ２０％． ２０１５ 年，“ 第九届
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暨第四届全国航天动力学与
控制学术会议” 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收到论
文摘要 １３０ 余篇，注册代表超过 １５０ 人．２０１７ 年，第
十届全国多体系统动力学暨第五届全国航天动力
学与控制学术会议将在山东青岛大学召开．现任第

于对 ＤＡＥｓ 求解算法的深入研究．潘振宽等 ［８０］ 系统
特点．Ｓｈａｂａｎａ 等 ［９４］ 系统总结了用于求解多体系统
大变形动力学问题的算法． 对于描述 多 体 系 统 的
ＤＡＥｓ，常 用 求 解 算 法 有：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 算 法 ［９５］ ， Ｎｅｗ⁃
ｍａｒｋ 算法 ［９６］ ，ＨＨＴ 算法 ［９７］ ，广义⁃ａｌｐｈａ 算法 ［９８］ 等．

张雄与王天舒 ［９９］ 比较了以上算法的效率、精度以
及耗散特性． 值得指出的是，带数值耗散 Ｎｅｗｍ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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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会使系统低频响应过分被耗散，导致求解精度
大幅降低

［１００］

．另外，近年来提出的求解描述结构动

力学问题的常微分方程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ＤＥｓ） 算法

［１０１－１０４］

也可以进行发展，用于

多柔体系统动力学问题的 ＤＡＥｓ 求解．

求解算法方法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首先采用降
指标方法

、广义坐标分离方法

力学方程，其具体计算流程如图 ２ 所示．关于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ｉｚｅｄ⁃α 算法的参数及详细迭代过程描述，可参见
文献［ ９８，１１８，１２３］ ． 由图 ２ 可见，对于高维多柔体
系统，牛顿迭代过程中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求解效率

图 １ 给出了方程（１） 的求解总体流程．ＤＡＥｓ 的
［１０５－１０８］

α 算法（ 属于上述第 ２ 类方法） 求解多柔体系统动

［１０９－１１１］

、增广

拉格朗日方法 ［１１２，１１３］ 等，将 ＤＡＥｓ 转换为 ＯＤＥｓ，然

决定着整个 ＤＡＥｓ 的求解效率． 不同单元弹性力及
其 Ｊａｃｏｂｉ 矩阵的计算可采用简单的 ＯｐｅｎＭＰ 指令
并行化 ［１２３，１２４］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含可能发生
屈曲构件的多柔体系统，采用经典的牛顿迭代法并

后采用隐式或显式数值算法（ 如：Ｒｕｎｇ⁃Ｋｕｔｔａ 算法、

不能正确追踪这些构件的动响应历程，而会产生

ＢＤＦ 算法） 求解 ＯＤＥｓ． 如果采用隐式算法，那么在

“ ｓｎａｐ⁃ｔｈｒｏｕｇｈ” 问题． 在求解 ＤＡＥｓ 的过程中，引入

（ 以下简称牛顿迭代） 来求解一高维非线性代数方

降低 ［１２５］ ．

迭代 过 程 中 需 进 一 步 采 用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 迭 代
程组，以获得未知变量的增量． 二是可通过数值差

弧长法可以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但计算效率会大大

分方法直接将 ＤＡＥｓ 离散为非线性代数方程组，进
一步采用牛顿迭代解此高维非线性代数方程组，获
得未知变量的增量．

Ｆｉｇ．２

图２

广义⁃ａｌｐｈａ 算法计算流程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ｌｐｈ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另外，相 对 于 多 刚 体 系 统 动 力 学 方 程， 方 程
（１） 中柔性构件的材料非线性（ 如弹塑性、粘弹性、
Ｆｉｇ．１

图１

ＤＡＥｓ 求解的总体流程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ＡＥｓ

在解非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牛顿迭代过程中，需
要计算残差向量对广义坐标的偏导数矩阵，即系统
的 Ｊａｃｏｂｉ 矩阵．推导便于高效计算的 Ｊａｃｏｂｉ 矩阵解
析公式需要具备扎实的连续介质力学与有限元基
础 ［１１４－１１６］ ，张量代数的运算较为复杂 ［１１７，１１８］ ，有时甚
至需要借助符号运算软件． 当然，也可采用数值方
法（ 如差分或自动微分方法 ［１１９］ ） 计算上述 Ｊａｃｏｂｉ

矩阵，甚至还可采用在迭代过程中不计算 Ｊａｃｏｂｉ 矩
阵的算法 ［１２０，１２１］ ．但是这些方法在数值稳定性、计算
精度与效率等方面均不如直接通过 Ｊａｃｏｂｉ 矩阵的
解析公式进行计算． 刘铖等

［５９，１２２，１２３］

推导了多种绝

对节点坐标有限元的弹性力及其 Ｊａｃｏｂｉ 矩阵的高

效解析计算格式，采用数值耗散可控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超弹性等） ［１１４，１１５］ 会直接导致计算方程中 Ｆ 和 Ｄ 的
困难．另外，随着工程问题的复杂化、大型化，方程
（１） 的维数一般非常高，可达数万甚至数十万阶．从
总体上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 ＤＡＥｓ 的求解效
率：一是基于计算连续介质力学理论 ［１１４，１１５］ 、有限
元理论 ［１１６］ 、张量分析 ［１１７］ 等基础知识推导、建立方
程各项的高效计算格式．二是利用现代并行计算技
术 ［１２３，１２６－１２８］ 、基于稀疏矩阵格式的数据操作（ 如查
找、排序、四则运算等） 技术 ［１２９－１３１］ 等发展高效并行
算法．三是发展高维多柔体系统的降维方法，如基
于模态阶段的降维方法 ［１３２－１３４］ 、基于本征正交分解
（ Ｐｒｏｐｅ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Ｄ） 的降维方
法 ［１３５－１３７］ 、系统撕裂⁃拼装算法 ［１３８，１３９］ 等．

２．２

高维线性代数方程组的降维与并行递归算法

为提高牛顿迭代过程中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的
求解效率，Ｌｉ 等 ［１３９］ 首先基于区域分解方法将高维
多柔体系统拆分（ 可在运动副或者单元节点处实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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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ù é Ｐ２ ΛＴｋ Λｋ
ú ＋ê
０ úû êë Ｐ１ Λｋ

Ｐ１ ΛＴｋ ù ö
ú÷
÷
０ úû ø

ｒ
ｎ é Ｆｋ ù
éê Δｑｋ ùú
＝－Ａ ê ú
êë Δλ úû
ｋ＝１ ê ｃ ú
ë Ｆｋ û
ｋ

法（ 又称 Ｓｃｈｕｒ 补方法） ［１４０，１４１］ 对每个子系统的内

æ é Ｋｋ
Ａ çç ê
ｋ＝１ ê
èë ０

变量（ 边界广义坐标和边界拉格朗日乘子） ，降低

其中 Ａ 表示对系统进行组装，下标 ｋ 表示子系统

施） 为若干互相独立的子系统，然后采用静力缩聚
部广义坐标和拉格朗日乘子进行缩聚，仅保留边界
子系统本身的维数；然后，进一步采用多层区域分
解方法将边界变量做进一步子系统划分、内部自由
度缩聚，直到获得“ 界面问题” ，即最简化的线性代
数方程组， 也称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１４１］ ， 从 而 形 成
了一种高维线性代数方程组的多层递归并行算法．

下面简述该并行递归算法的思想，详细过程可参见
文献［１３９］ ．

（１） 静力缩聚法基本思想

对于任意子结构， 其有限元静力平衡方程如
下：
é Ｋ ｉｉ
ê
ê Ｋ ｂｉ
ë

Ｋ ｉｂ ù
ú
Ｋ ｂｂ úû

ｉ
ｉ
éＵ ù éＲ ù
ê ú＝ê ú
êë Ｕ ｂ úû êë Ｒ ｂ úû

（２）

ｎ

（５）

号，Δｑ ｋ 和 Δλｋ 分别表示第 ｋ 个子系统的广义坐标
增量与拉格朗日乘子增量． 式（５） 中的所有矩阵或
向量都可由图 ２ 中线性代数方程组对应的各项表
达出来，详见文献［ １３９］ ． 对于第 ｋ 个子系统，将变
量增量分为内部变量与边界变量增量变化方程的
表达式，得到：
éê Θｉｉｋ
ê Θｂｉ
ë ｋ

Θｉｂｋ ù
ú
ｂｂ ú
Θｋ û

ｉ
ｉ
éê Δ ｑ ｋ ùú
é Ｆｋ ù
＝－ê ú
êë Δ ｑ ｂ úû
êë Ｆ ｂ úû
ｋ
ｋ

（６）

式中 Δ ｑ 和 Δ ｑ 分别表示第 ｋ 个子系统内部变量
ｉ
ｋ

ｂ
ｋ

（ 包括内部广义坐标与内部拉格朗日乘子） 的增量

其中 Ｕ ｉ 和 Ｕ ｂ 分别是子结构内部节点（ 上标 ｉ） 和

与边界变量（ 包括边界广义坐标与边界拉格朗日乘

分别是结构刚度矩阵 Ｋ 的子矩阵，Ｒ ｉ 和 Ｒ ｂ 分别是

对应的项通过推导表达出来．

边界节点（ 上标 ｂ） 的位移向量． Ｋ ｉｉ 、Ｋ ｉｂ 、Ｋ ｂｉ 和 Ｋ ｂｂ

子） 的增量．式（６） 中所有矩阵及向量均可由式（５）

载荷向量的内部和边界分块向量．由于结构内部节
点和其它结构无关，故这些节点的坐标可以缩聚
掉．由式（２） 可得到 Ｕ ｉ 的缩聚变换：
Ｕ ｉ ＝ （ Ｋ ｉｉ ） －１（ Ｒ ｉ －Ｋ ｉｂ Ｕ ｂ ）

（３）

将式（３） 代入式（ ２） ，得到缩聚后该子结构的

静力平衡方程：
ＫＵ ｂ ＝ Ｆ

其中，

{

（４）

Ｋ ＝ Ｋ ｂｂ －Ｋ ｂｉ（ Ｋ ｉｉ ） －１ Ｋ ｉｂ
Ｆ ＝ Ｒ ｂ －Ｋ ｂｉ（ Ｋ ｉｉ ） －１ Ｒ ｉ

式中 Ｋ 称为边界变量 Ｕｂ 的 Ｓｃｈｕｒ 补，故静力缩聚法
也称“Ｓｃｈｕｒ 补”方法．显然，式（４） 的维数比式（２） 要
低很多，对于高维系统更是如此．因此，可先求解式
（４）得到边界节点的位移 Ｕ ，然后将计算结果回代
ｂ

入式（３），得到内部节点的位移 Ｕｉ ．显然，对于图 ２ 所
示求解 ＤＡＥｓ 过程中的线性代数方程组，也可采用
该方法进行降维处理，从而大幅提高计算效率．
（２） 多体系统内部变量的缩聚

复杂的多柔体系统可在单元节点或运动副处
人为拆分，形成多个子系统． 对于图 ２ 所示牛顿迭
代过程中的系统线性代数方程组，可由拆分后的所
有子系统拼装为如下方程：

图３

Ｆｉｇ．３

高维多体系统的变量缩聚、界面问题生成及求解流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如图 ３ 所示，按照静力缩聚思想对式（ ６） 进行

内部变量缩聚，可以得到第 ｋ 个子系统边界变量的
线性代数方程组． 值得注意的是：各子系统是从最
初的多体系统拆分而成，相互之间存在约束关系，
故单个子系统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无法独立求解．如
图 ３ 所示，通过在拆分处引入各子系统之间的约束
方程及对应的拉格朗日乘子，对所有子系统进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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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便可获得可求解的、仅含系统边界变量增量的
线性代数方程组（ 也称界面问题） ．通过求解界面问
题，可以获得各子系统边界变量的增量，将其进行

３９１

层网格（ ｈ ＝ １） ．经过静力缩聚只留下每个子系统的

边界变量，记为第二层网格（ ｈ ＝ ２） ．对第二层网格，
可进一步进行子系统划分，使每个子系统由第一层

并行回代，可获得各子系统内部变量的增量． 这样

网格的若干子系统组成． 故在第二层网格中，每个

就可获得图 ２ 所示原 ＤＡＥｓ 求解过程中高维线性

子系统的刚度矩阵可由第一层网格中相应子系统

代数方程组的全部解． 对于界面问题，可利用多种

刚度矩阵的边界项组装得到． 以此类推，可以创建

开源求解器程序包来处理，如 ｓｋｙｌｉｎｅ 求解包

第三层、第四层…第 ｍ 层网格，从而使最后一层网

ＨＳＬ 求 解 包
ＭＫＬ ［１４４］ 等．

［１４２］

、 ＰＡＲＤＩＳＯ 求 解 包

［１４３］

［１１６］

、

和 Ｉｎｔｅｌ

（３） 多层递归并行算法

格（ ｈ ＝ ｍ） 的界面问题维数大幅降低．许多线性代数
方程求解器 ［１４２－１４４］ 均可高效获得最后一层的界面
问题的解，再将界面问题的结果进行并行回代，便

为了降低图 ３ 中界面问题的维数，可进一步构

建基于多层区域分解的递归算法． 如图 ４ 所示，首
先将高维多柔体系统划分为 ｎ 个子系统，记为第一

Ｆｉｇ．４

图４

可获得系统所有变量的增量． 另外，不同层变量缩
聚过程并不求解任何方程组，仅是矩阵或向量之间
的运算，这些运算也很容易实现并行化．

基于多层区域分解的递归算法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ｉ 等 ［１３９］ 通过对该算法的复杂度分析研究表

时，其动量会出现瞬时突变；而物体发生连续接触

Ｏ（ Ｎ １．５ ） ，其中 Ｎ 为多柔体系统的单元节点坐标总

统，如空间网架式卫星展开天线、自旋展开太阳帆、

明，该多 层 网 格 并 行 递 归 算 法 的 算 法 复 杂 度 为

时，其动量呈现连续变化 ［１４６］ ． 对于 某 些 多 柔 体 系

数．如图 ５ 所示，针对同一算例，当系统的节点坐标

柔性抓取机械臂、软体机器人等，为了实现特定功

提出的 ＢｉＣＧＳｔａｂ２⁃ＳＰＩＫＥ 算法效率要高很多．

触 ／ 碰撞．多柔体系统碰撞动力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数少于 １０ 时，该算法的计算效率比 Ｓｅｒｂａｎ 等
８

３
３．１

［１４５］

多柔体系统接触 ／ 碰撞动力学
接触 ／ 碰撞动力学模型研究

根据相互接触物体的动量变化情况，可将接触
过程分为碰撞、连续接触两种状态． 物体发生碰撞

能，其部件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环境或自身发生接
及早期研究进展可参见文献［ １７，５６，６３，７０］ ． 对柔
体进行接触碰撞动力学分析，首先要建立能反映碰
撞过程的接触 ／ 碰撞力模型． 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计
算多柔体间的接触 ／ 碰撞法向力 ［１４７］ ，即：罚函数方
法和非光滑动力学方法．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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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速度水平上同时严格满足互补条件．ＤＶＩ 方法
计算效率较基于 ＬＣＰ 的算法高，且易实现并行化．

Ｔａｓｏｒａ 等 ［１５８，１５９］ 采用 ＤＶＩ 方法建立了数十万个粒
子的摩擦接触非光滑动力学模型，利用 ＧＰＵ 并行
计算技术实现了高效计算．关于 ＤＶＩ 方法的更多复
杂工程应用，可参见美国学者 Ｄａｎ Ｎｅｇｒｕｔ 教授实验
室发布的信息（ ｈｔｔｐ： ／ ／ ｓｂｅｌ．ｗｉｓｃ．ｅｄｕ ／ ）

３．２
图５

含间隙运动副的多柔体系统动力学

由于加工误差、装配需要、磨损等原因，多柔体
对于具有不同节点坐标数的多柔体模型采用并行递归算法

和并行 ＢｉＣＧＳｔａｂ２⁃ＳＰＩＫＥ 算法仿真 １ｓ 所需的 ＣＰＵ 时间对比
Ｆｉｇ．５

系统的运动副含有不可避免的间隙．运动副间隙会
引起系统的振动、冲击和噪声，加速磨损，降低效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ＰＵ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和工作精度．基于 ３．１ 中的两类方法，众多学者开展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Ｆ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了含间隙运动副的多柔体系统动力学建模、计算与

ａｎｄ ＢｉＣＧＳｔａｂ２⁃ＳＰＩＫ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罚函数方法通过建立能反映接触过程中接触
界面相互嵌入、局部变形、能量耗散等特性的法向

实验研究 ［５０，５１，５６，１６０－１６４］ ．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统计
显示：以“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 为主题的论文已有 １５００

余篇．含运动副间隙的多柔体系统不仅呈现出柔体

接触力罚函数，将其作为外力引入多柔体系统动力

大范围运动和其变形的耦合特征，还呈现多时空尺

学方程（１） 进行求解．罚函数方法假设，物体界面在

度耦合特征，即系统的大尺度范围运动与间隙内运

接触过程中能相互穿透，需要在数值迭代过程中计

动副元件的微小尺度运动的相互耦合，以及系统的

算穿透量及穿透速度． 但事实上，物体界面在接触

长时间尺度运动与含间隙运动副在极短时间尺度

过程中并不发生相互穿透． 另外，已提出的法向接

内的碰撞过程耦合．这些耦合特性致使对系统动力

触力模型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

［１４８－１５０］

，对同一个问

学方程求解只能用采用微小时间步长进行． 所以，

题选择不同的接触模型可能得到不同的计算结果，

至今仅能对含少量间隙运动副的多柔体系统进行

应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接触模型的选择．

动力学分析．例如，Ｌｉｕ 等 ［１６５］ 基于绝对节点坐标方

在非光滑动力学方法中

［５６，１５１－１５５］

，假定接触界

面不可穿透，接触过程瞬时完成，作用在物体上的
接触力是系统运动状态变量的非光滑函数，即函数
或其导函数是状态变量的非连续函数或分段连续
函数．通过单边约束条件，可计算接触力以确保接
触界面的不可穿透条件． 对于非光滑 多 体 系 统 接

法对具有 ６ 个含间隙转动副（ ４ 个潜在碰撞点） 的

柔性空间机械臂进行时间为 ２０ 秒的动力学仿真，
计算时间超过 １０ 个小时．对于含数十个、甚至上百
个间隙运动副的多柔体系统动力学问题，目前尚无
好的计算方法．
为了减少运动副磨损、提高机构使用寿命，人

触 ／ 碰撞动力学模型，可采用线性或非线性互补问

们通常采用润滑剂来消除或减少间隙运动副内的

ＬＣＰ ／ ＮＣＰ） 和 微 分 变 分 不 等 式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

滑特性的含间隙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对实际工

题 （ Ｌｉｎｅａｒ ／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ＶＩ） 描述．相对于 ＤＶＩ 方法，互补
问题公式推导与程序实现较为简单．Ｃｈｅｎ 等

［１５６］

直接碰撞或称为干碰撞（ Ｄ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因此，考虑润
程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考虑轴瓦 变 形 的 假 设

针

下，学者们已提出多种运动副液动力润滑力解析或

对存在单边约束与双边约束的非光滑多柔体系统，

数值模型 ［１６６－１６９］ ．对含液动力润滑模型的多柔体系

提出了 非 光 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α 求 解 算 法． 其 研 究 表
明，该方法比广泛应用于非光滑动力学补问题求解
的 Ｍｏｒｅａｕ – Ｊｅａｎ 算 法 具 有 更 好 的 精 度． Ｂｒüｌｓ
等

［１５７］

将 Ｇｅａｒ⁃Ｇｕｐｔａ⁃Ｌｅｉｍｋｕｈｌｅｒ （ ＧＧＬ） 条 件 引 入

ＤＡＥｓ，进一步发展了非光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α 算法，并
提出了 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α ＧＧＬ 算法，可使求解结果在位

统动力学求解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求解多柔体系统
的 ＤＡＥｓ，获得润滑运动副元件的相对位置、速度结
果，代入解析或数值润滑模型计算获得润滑力，再
转换为广义外力回代到多柔体系统的 ＤＡＥｓ 求解，
进而获得多柔体系统的动力学响应．与干碰撞问题
的研究不同，考虑润滑条件以后的运动副元件可在

第５期

田强等：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进展与挑战

３９３

完全润滑状态、干碰撞状态、边界润滑状态之间相

功应用于医疗、装配、探测等领域．软机器的主要部

互切换．因此，在求解 ＤＡＥｓ 过程中还需嵌入描述运

件由杨氏模量小于 １ＧＰａ 的各种软材料组成 ［１８０］ ，

发现，润滑剂压力积分边界（ 轴瓦坐标系下润滑剂

同形态的运动、越过障碍物或者穿过比自身常态尺

压力为零的角度） 对于液动力润滑模型计算结果的

寸小的缝隙，进入传统刚性机器无法进入的空间．

影响极大；基于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 或者 Ｇüｍｂｅｌ 边界条件

软机器在工作过程不仅会呈现出系统或部件的大

的液动力润滑力解析模型计算结果，不能与润滑剂

范围运动与大变形的耦合，还会与周围物体甚至自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的数值解吻合．

身发生接触 ／ 碰撞，产生黏滑、缠绕、打结等复杂动

膜压力会导致运动副轴瓦变形，而轴瓦变形又会进

极大地影响其整体性能（ 如攀爬 ／ 穿越速度、抓取稳

动副润滑状态的切换模型 ［１７０，１７１］ ．Ｄａｎｉｅｌ 等 ［１７２］ 研究

对于高速、重载机械设备，运动副润滑剂的油

一步降低润滑剂油膜压力，最终导致轴承的承载能
力降低

［１７３］

．因此，考虑轴瓦变形与润滑剂压力场耦

合条件下的弹流润滑运动副研究是摩擦学领域的
研究热点．例如，人们非常关注人工弹流润滑髋关
节模型的研究 ［１７４，１７５］ ． 由于摩擦学领域的研究主要

可通过主动或被动（ 或者两者结合） 变形，实现不

力学行为．软机器的接触 ／ 碰撞动力学特性不仅会
定性、定位精度等） ，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
（ 如卡死、打结等） ．然而，目前对软机器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研发新材料和软机器原型设计，极少关注软
机器与环境或自身的接触 ／ 碰撞动力学问题 ［１８０，１８２］ ．

现有的多体系统接触 ／ 碰撞动力学研究主要局

针对单个运动副本身，不能得到多柔体系统与弹流

限于 多 刚 体 系 统 或 具 有 小 变 形 的 多 柔 体 系

润滑运动副之间的耦合动力学特性． 因此，对弹流

统 ［１７，５６，６３，７０，１８３］ ．Ｗａｎｇ 等对基于 ＡＮＣＦ 描述的大 变

润滑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的主要求解思路类似于求

形刚性截面绳索系统进行了接触、碰撞、缠绕与打

解液动力润滑多柔体系统动力学问题．由于单个弹

结过程动力学研究，但计算结果尚未反映出绳索接

流润滑运动副的自由度非常高，且要在求解多柔体

触区域 的 截 面 变 形、 绳 索 打 结 后 的 摩 擦 自 锁 现

系统的 ＤＡＥｓ 过程中嵌入复杂的数值方法迭代求

象 ［１８４，１８５］ ．目前，软机器接触 ／ 碰撞动力学研究面临

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的研究难点在于，提出便于高效

会产生持续的大变形与大滑移现象，而已有的柔体

计算的、考虑大范围运动的弹流润滑运动副模型．

法向接触力模型主要适应小变形柔体之间的接触

解润滑剂的压力场． 因此，具有弹流润滑运动副的

的主要挑战如下：一是软部件间的多区域接触界面

提出了基于 ＡＮＣＦ 的弹流润滑

力计算，能否应用于具有大变形柔体间的接触力计

圆副与球铰模型，其中弹流润滑球铰模型可望应用

算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是传统有限元 方 法 对 低 曲

于含弹流润滑人工髋关节的人体骨架动力学问题

率、小变形接触界面可进行较为精确的逼近，但对

田强等

［１７６，１７７］

［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６，１７７］

关于具有

于高曲率、大变形的柔体进行接触分析时，会造成

液动力润滑或弹流润滑运动副的多柔体系统动力

接触界面的非光滑性，导致接触力计算产生伪振

学问题求解过程均是一种步进式、交互式过程，即：

荡，计算结果误差过大、甚至完全错误．三是采用传

在描述多柔体系统的 ＤＡＥｓ 与描述润滑剂的 Ｒｅｙｎ⁃

统有限元方法进行接触分析时，需要追踪接触点在

研究．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

ｏｌｄｓ 方程联立求解过程中， 单 独 求 解 其 中 一 个 方

单元边界上的位置，一旦接触点进入一个新单元，

程，再将结果代入另一个方程后求解，反映润滑剂

就需要更新单元信息，这无疑会降低计算效率． 四

和运 动 副 之 间 的 “ 弱 耦 合 ” 效 应． Ｙａｎｇ 和 Ｌａｕｒｓ⁃

是采用传统有限元方法进行接触分析时，部件的大

间旋转运动副的“ 强耦合” 模型，可使得润滑剂压

间的接触 ［１８６］ ，对保证接触力的计算精度、效率与

ｅｎ

基于 ｍｏｒｔａｒ 方法提出一种新颖的弹流润滑空

范围运动与大相对滑移会造成非协调离散单元之

力场与柔性轴瓦有限元模型能联立求解，为弹流润

稳定性带来很大困难．五是虽然人们已提出很多摩

［１７８］

擦模型来刻画多体接触时的摩擦效应 ［１８７，１８８］ ，但至

滑运动副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３．３

软机器的接触 ／ 碰撞动力学

今对摩擦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深刻，很多摩擦机理尚

近年来，软体手术机器人、软体仿生机器人、软
抓取机构等软机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２８，１７９－１８２］

．这

类软机器对复杂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望成

未发现，乃至国际著名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 上还持续报道
关于摩擦的研究进展 ［１８９－１９１］ ． 因此， 考虑摩擦效应
的软机器接触动力学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９４

３．４

动

力

学

与

多柔体不确定性接触 ／ 碰撞动力学

控

制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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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方法要高，为研究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途

由于制造和测量误差、材料的不均匀性、环境

径．但该方法适用于处理模型统计信息不足以描述

变化等因素均会导致多柔体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参

不确定性参数的概率分布或隶属度函数，仅知道其

数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接触 ／ 碰撞动力学问题而言，

边界值的不确定性问题 ［１９７］ ，是概率方法与模糊方

等） 、材料本构参数、运动副间隙尺寸等均具有不确

是 ［１９８］ ：区间数的相关性（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会导

地作为确定性参数，则对真实物理模型的极大简化

大，及发生区间扩张，甚至还会造成误差爆炸（ Ｅｒ⁃

摩擦系 数、 碰 撞 模 型 参 数 （ 刚 度 系 数、 恢 复 系 数
定性．研究表明 ［１９２］ ：如果将这些不确定性参数人为
与粗化，会得出不合理或矛盾的结果．２００６ 年，美国
能源部 Ｓａｎｄｉａ 国家实验室就将不确定性结构动力
学建模与量化分析作为结构动力学研究领域极具

法的一种很好的补充方法． 区间方法 的 主 要 不 足
致经区间算术运算得到的区间比真实结果范围要
ｒｏｒ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问题，得到没用的结果． 此外，随着不
确定性区间参数的增加，计算所需的不确定性信息
较多，计算效率也会随之大幅降低．

挑战的问题之一，邀请了相关领域著名学者进行了

很多学者已对具有不确定性参数的多体系统

专题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在计算力学研究领域的顶

动力学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Ｓａｎｄｕ 等 ［１９９，２００］ 利用

级期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多项式混沌理论分析了含不确定参数的多刚体系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的专刊上

．在这些不确定性结构动

统动力学问题．Ｗａｓｆｙ 等 ［１９９］ 将系统的材料属性和外

力学研究中，并不需要考虑结构的大范围运动与

载荷定义为具有三角形隶属函数的模糊参数，用

其变形之间的耦合问题，也没有考虑多柔体系统

α⁃截集法对这些模糊参数进行处理，获得了柔性航

［１９３］

接触 ／ 碰撞动力学研究涉及的多尺度问题． 如果多

天器的动响应．Ｗｕ 等 ［２０２］ 提出了不确定性区间函数

柔体系统的接触 ／ 碰撞动力学涉及到不确定性接

的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扩展形式，研究了具有区间参数的简

柔体系统 动 力 学 研 究 新 方 法，２０１４ 年 ＩＵＴＡＭ 在

力学问题．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３］ 研究了具有 ６ 个不确定性区

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专 题 研 讨

这是区间方法首次在多柔体系统动力学问题上的

：概率

题．在多柔体系统动力学框架下考虑不确定性接触

触参数，其研究面临更多挑战． 为发展不确定性多
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会

［１９４］

．

不确定性参数的描述方法主要包括

［１９５］

方法、模糊方法和凸集方法． 概率方法是目前工程
中进行不确定性问题分析的主流方法．该方法基于
概率论将不确定性参数视为随机变量，对问题进行
建模与分析，需要大量的观测数据以确定随机变量

单平面多刚体系统（ 如单摆、曲柄滑块机构） 的动
间长度参数的六连杆柔性空间机械臂动力学问题，
应用．当然，上述研究尚未涉及接触 ／ 碰撞动力学问
参数 的 接 触 ／ 碰 撞 动 力 学 研 究， 至 今 鲜 有 文 献 报
道 ［２０４］ ．

４

柔性空间结构展开动力学研究

的概率密度．模糊方法基于模糊集理论来描述不确

近年来，我国航天科技发展迫切需要掌握柔性

定性参数，需要知道不确定性参数的隶属度函数．

空间结构在轨展开技术，以满足卫星通信、天基对

隶属度函数的确定有时比概率密度函数的确定更

地观测、深空探测等重大需求 ［５８，２０５］ ．这类空间结构

为困难，主观选择性较强．因此，模糊方法获得的模

展开尺度大、柔软部件多、构形复杂，其展开过程会

糊解集可能并不唯一，易导致分析结果不可靠． 另

呈现系统大范围运动与柔软部件大变形之间的非

．凸

线性耦合动力学． 美国、俄罗斯等国在其航天任务

集方法将不确性参数视为在具有已知边界凸集合

中，曾发生多起结构展开失败． 由于这类结构的展

内取值的未知变量，得到的计算结果是包含可行解

开动力学地面实验难度大、无法完全抵消重力影

：凸模型方

响，故其展开过程的动力学数值模拟是确保结构在

时，凸模型方法将失去效用，故其适用范围有限．区

基于 ＡＮＣＦ 的非线性有限元能精确描述柔体

外，概率方法与模糊方法的计算效率均较低

集的一个最小集．这类方法主要包括

［１９５］

［１９６］

法与区间方法．当不确定参数的变化范围不是凸集
间方法采用区间数描述不确定性参数，按照区间算
术来计算系统的响应区间，计算效率比概率方法、

轨展开成功的关键技术．
大范围运动和大变形的相互耦合动力学．采用 ＡＮ⁃

ＣＦ 对具有不同构形的空间结构柔性部件进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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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需要建立相应的 ＡＮＣＦ 有限元．Ｌｉｕ 等基于连续
介质 力 学 理 论 分 别 建 立 了 薄 膜
壳

［１２２］

、复合材料层合板单元

［１２３］

［５９］

、 ＡＮＣＦ 曲 梁 ／

，拓展了基于 ＡＮ⁃

ＣＦ 描述柔性部件的类型，为研究空间结构展开动
力学奠定了基础．目前，ＡＮＣＦ 有限单元已经较为丰
富与完善

［１１－１３］

．

基于 ＡＮＣＦ 描述含柔软部件的大型空间结构

展开过程，其 ＤＡＥｓ 的维数极高，可达数十万个自
由度；而需要模拟的时间历程可长达数十分钟，现
有的多体系统动力学商业软件无法对这类问题进
行动力学模拟． 因此，我国航天研究院所长期缺少
有效的柔性空间结构展开动力学模拟软件． 因此，
高维多柔体系统动力学方程 ＤＡＥｓ 的高效、精确求

图６

Ｆｉｇ．６

图７

３９５

解和工程化软件成为解决柔性空间结构在轨展开
动力学模拟的关键．
如图 ６ 所示，Ｌｉ 等［１３９］ 采用所提出的并行递归算

法研究了一个基于 ＡＮＣＦ 描述的、具有近 ２０ 万个广
义坐标的卫星环形天线反射器的展开动力学问题．

展开过程的时间为 ５００ 秒，计算时间近 ７８ 小时．详细
的建模与计算过程可参见文献［１３９］．如图 ７［２０４］ 所
示，Ｙｕ 等［２０６，２０７］ 对 ＡＮＣＦ 描述的 ８７ 跨空间索杆铰接
式伸展臂的伸展过程动力学进行了模拟．该模型具
有 １ 万多个广义坐标，整个伸展过程为 １２１０ 秒且伴
随复杂的接触动力学问题，计算耗时近 ６０ 小时．Ｔａｎｇ

等［２０８］ 提出了一种变长度 ＡＮＣＦ 绳索单元，利用该单
元研究了绳系多星系统动力学问题．

环形桁架天线反射器展开过程的动力学模拟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ｏｐ ｔｒｕｓｓ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具有 ８７ 跨的空间索杆式伸展臂的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ａｂｌｅ ｄｅｐｌｏｙａｂｌ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ｍａｓｔ （ＡＤＡ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８７⁃ｂａｙ

Ｌｉｕ 等 ［５９］ 对图 ８ 所示的六边形太阳帆自旋展

开过程进行了 ＡＮＣＦ 建模和动力学模拟．与图 ６ 所
示的环形桁架式结构相比，薄膜结构只有微小的抗

Ｆｉｇ．８

图８

太阳帆薄膜结构自旋展开动力学模拟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ｌａｒ ｓａｉｌ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ｄｌｅｒ 等 ［２０９］ 将褶皱分为两类：材料褶皱与结构

弯曲刚度，其运动过程非常容易产生褶皱，而褶皱

褶皱．前者是材料初始缺陷造成的永久性褶皱，后

会极大地影响薄膜结构的静力学与动力学特性．因

者是薄膜结构局部屈曲导致的褶皱． 他们指出，采

此，在 ＡＮＣＦ 单元中必须考虑薄膜结构的褶皱与松

用薄壳单元对薄膜结构进行建模分析时，需要划分

弛特性，才能获得正确的模拟结果．有趣的是，如果

非常精细的网格才能反映出褶皱变形，但这将导致

对褶皱的描述不准确，将直接影响太阳帆展开过程

计算效率低下．因此，采用该方法很难研究大型薄膜

模拟的结果，即微小尺度的褶皱与宏观尺度的展开

结构的展开过程．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分析薄膜褶皱

动力学呈现出跨尺度耦合效应．

时可采用张力场理论（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１０，２１１］ ，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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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修正褶皱单元的本构关系或者变形梯度来模

参

拟褶皱．虽然该方法不能得到褶皱的波长、幅值及

考

文

献

数量等信息，但可高效地预测薄膜结构的褶皱区
域，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薄膜结构的褶皱分析．
事实上，薄膜结构会展现出非常复杂的力学行
为，至今仍是固体力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著
名物理期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 也持续有研究
报道 ［２１２－２１４］ ．若将这方面的研究与多柔体系统动力
学相结合，不仅可发现新的科学规律，还能促进多

１

度达数百米的拼装式柔性空间结构［２１５］ 、尺度达数公
里的空间太阳能发电站
构

［２１７，２１８］

［２１６］

控制设计需求无疑为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带来许

３

Ｓｈａｂａｎａ Ａ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ｓｔ

４

５

６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多柔体系统动

力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理论和方法研究中
已形成了体系，而且成功解决了一批过去无法解决

７

的工程问题，为工程师提供了可以信赖的数值仿真
结果．
在该领域的未来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到多柔体

８

分借鉴固体力学、流体力学、控制理论、应用数学、

９

计算数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该学科所重点

现新机理、新规律，推动学科发展． 对于“ 以问题为

１０

导向” 的学者而言，高端工程装备、生物医学仪器甚
至生活产品

［２１９］

的研制都对多柔体动力学提出许

多新的挑战，不仅要求发展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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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０，１２４（１－２） ：１７１ ～ １９０

１２０ Ｋｎｏｌｌ Ｄ Ａ， Ｋｅｙｅｓ Ｄ Ｅ．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ｆｒｅｅ Ｎｅｗｔｏｎ⁃Ｋｒｙｌｏｖ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４，１９３：３５７ ～ ３９７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ｕｍｍｙ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ＳＩＡＭ Ｊｏｕｒ⁃

１２１ Ｍｅｌａｎｚ Ｄ， Ｋｈｕｄｅ Ｎ， Ｊａｙａｋｕｍａｒ Ｐ， ｅｔ ａｌ． Ａ ｍａｔｒｉｘ⁃ｆｒｅｅ

１０９ Ｗｅｈａｇｅ Ｒ Ａ， Ｈａｕｇ Ｅ， Ｂｅｃｋ Ｒ 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ｅ ｎｏｄ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ｎａｌ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１９９３，１４（３） ：６７７ ～ ６９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Ｓ． Ａｒｍｙ ｔａｎｋ⁃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９８１

１１０ Ｗｅｈａｇｅ Ｋ Ｔ， Ｗｅｈａｇｅ Ｒ Ａ， Ｒａｖａｎｉ Ｂ．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ｉｎｅ⁃

ｍａｔｉｃ 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５，９２：４６４ ～ ４８３

１１１ Ｃａｒｐｉｎｅｌｌｉ Ｍ， Ｇｕｂｉｔｏｓａ Ｍ， Ｍｕｎｄｏ Ｄ， 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ｆｆ

ＤＡ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Ｅｕｌ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３６（１） ：６７ ～ ８５

Ｎｅｗｔｏｎ⁃Ｋｒｙｌｏｖ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ｂ⁃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９（１） ：０１１００６

１２２ Ｌｉｕ Ｃ，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Ｎｅ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ｕｒｖｅｄ ｂｅａｍ ａｎｄ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ｓｈｅｌ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ｏｄ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７０：１９０３ ～ １９１８

１２３ Ｌｉｕ Ｃ，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ｉｇｉ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ｌａｍｉｎａｔ⁃
ｅｄ ｐｌａｔｅ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２６： ２８３ ～

３０５

１２４ Ｈｅｒｍａｎｎｓ Ｍ （２００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 Ｆｏｒｔｒａｎ ９５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ｅｎＭ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ｍｐ． ｏｒｇ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ｇｕｅｌ ／ Ｆ９５＿ＯｐｅｎＭＰｖ１＿ｖ２．ｐｄｆ

１１２ Ｂａｙｏ Ｅ， Ｊａｌｏｎ Ｇ Ｄ Ｊ， Ｓｅｒｎａ Ｍ Ａ．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１２５ Ｌｕｏ Ｋ， Ｌｉｕ Ｃ， Ｔｉａｎ Ｑ，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８８，７１：１８３ ～ １９５

１１３ Ｔｉａｎ Ｑ， Ｚｈａｎｇ Ｙ Ｑ， Ｃｈｅｎ Ｌ Ｐ，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ｂｓｏ⁃
ｌｕｔｅ ｎｏｄ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４（２） ：０２１００９

１１４ Ｓｈａｂａｎａ Ａ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 ｓｈｅｌ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ＧＡ．

２０１６，３０９：２４３ ～ ２６８

１２６ Ｎｅｇｒｕｔ Ｄ， Ｔａｓｏｒａ Ａ， Ｍａｚｈａｒ Ｈ， ｅｔ 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２７： ９５ ～ １１７

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ｖｉｄｉａ．ｃｏｍ ／ ｏｂｊｅｃｔ ／ ｃｕｄａ 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１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ａｃ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ｒｇ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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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Ｄａｖｉｓ Ｔ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ｒｓ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３３（ ３） ：

４２０ ～ ４６０

１３０ 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Ｌｉｕ Ｊ Ｗ Ｈ．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ｐａｒ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８１，３９（１５９） ：１
～ １７７

１３１ Ｃｕｔｈｉｌｌ Ｅ， ＭｃＫｅｅ Ｊ．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６９：１５７ ～ １７２

１３２ Ｍａｒｋｏｖｉｃ Ｄ， Ｐａｒｋ Ｋ Ｃ， Ｉｂｒａｈｉｍｂｅｇｏｖｉｃ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７０ （ ２） ： １６３ ～

１８０．

１３３ Ｎａｅｔｓ Ｆ， Ｄｅｓｍｅｔ Ｗ． Ｓｕｐ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３ ～ ２５

１３４ Ｋｉｍ Ｊ Ｇ， Ｌｅｅ Ｐ Ｓ． 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ｒａｉｇ⁃ｂａｍｐｔ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２０１５，１０３（２） ：７９ ～ ９３

１３５ Ｋｅｒｓｃｈｅｎ Ｇ， Ｇｏｌｉｎｖａｌ Ｊ Ｃ， Ｖａｋａｋｉｓ Ａ 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ｔｈ⁃
ｏｄ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４１ （ １） ： １４７ ～

１６９

１３６ Ｅｂｅｒｔ Ｆ．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ＰＯＤ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ＡＥ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
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０，１６（２） ：１１５ ～ １３１

１３７ Ｍａｓｏｕｄｉ Ｒ， Ｕｃｈｉｄａ Ｔ， ＭｃＰｈｅｅ Ｊ．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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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５ 卷

（６） ：１２０５ ～ １２２７

１４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ｓｌ．ｒｌ．ａｃ．ｕｋ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４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ａｒｄｉｓ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 ／

１４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ｔｅｌ．ｃｏｍ ／ ｅｎ⁃ｕｓ ／ ｉｎｔｅｌ⁃ｍｋｌ

１４５ Ｓｅｒｂａｎ Ｒ， Ｍｅｌａｎｚ Ｄ， Ｌｉ Ａ， ｅｔ ａｌ． Ａ ＧＰＵ⁃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ｅｄ Ｎｅｗｔｏｎ⁃Ｋｒｙｌｏｖ ｓｏｌｖｅｒ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１５８５ ～ １６０４．

１４６ Ｓｈａｒｆ Ｉ， Ｚｈａｎｇ Ｙ． Ａ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ｎ⁃ｃｏｌｌｉ⁃
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１６（３） ：２６３ ～ ２９０

１４７ Ｇｉｌａｒｄｉ Ｇ， Ｓｈａｒｆ 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０２， ３７
（１０） ：１２１３ ～ １２３９

１４８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Ｃ， Ｒａｍａｌｈｏ 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 Ｊ．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６３：６８１ ～ ６９７

１４９ Ｆｌｏｒｅｓ Ｐ，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Ｍ， Ｓｉｌｖａ Ｍ Ｔ， ｅｔ 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２５：３５７ ～ ３７５

１５０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Ｃ， Ｒａｍａｌｈｏ Ａ， Ａｍｂｒóｓｉｏ Ｊ．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４，７８：１４１ ～ １５７

１５１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Ｆ． Ｏｎ 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Ｐａｒｔ Ｋ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２２６（２） ：１４７ ～ １７７

１５２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Ｆ， Ｆｏｅｒｇ Ｍ， Ｕｌｂｒｉｃｈ Ｈ．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１９５（ ５０ － ５１） ：６８９１ ～

６９０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ｏｒ⁃

１５３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Ｆ， Ｇｌｏｃｋｅｒ Ｃ．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１０（３） ：０３１００７

１５４ Ｇａｏ Ｈ Ｐ， Ｗａｎｇ Ｑ， Ｗａｎｇ Ｓ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ｍｐｌｅ⁃

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１３８ Ｌａｆｌｉｎ Ｊ，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Ｋ Ｓ， Ｋｈａｎ Ｉ Ｍ，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ａｎｄ⁃ｃｏｎｑｕ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ｍｕｌｔｉ⁃

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９（４） ：０４１００３

１３９ Ｌｉ Ｐ， Ｌｉｕ Ｃ， Ｔｉａｎ Ｑ，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 ｄｅｐｌｏｙａｂｌｅ

ｍｅｓ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１１（６） ：０６１００５

１４０ Ｋｏｃａｋ Ｓ， Ａｋａｙ Ｈ Ｕ．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ｃｈｕ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５（１０） ：８７３ ～ ８８６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６

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ｃｔ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２７（４） ：５８７ ～ ５９２

１５５ Ｚｈｕａｎｇ Ｆ Ｆ， Ｗａｎｇ Ｑ．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ｇｉｄ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ｓ． Ａｃｔ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３０ （ ３） ：

４３７ ～ ４４６

１５６ Ｃｈｅｎ Ｑ Ｚ， Ａｃａｒｙ Ｖ， Ｖｉｒｌｅｚ Ｇ，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ｉｚｅｄ⁃α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９６：４８７ ～ ５１１．

１４１ Ｆａｒｈａｔ Ｃ．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

１５７ Ｂｒüｌｓ Ｏ， Ａｃａｒｙ Ｖ， Ｃａｒｄｏｎａ 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 ３２

ｍｏ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α ｓｃｈｅｍ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

第５期

田强等：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进展与挑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２８１：１３１ ～ １６１

１５８ Ｔａｓｏｒａ Ａ， Ｎｅｇｒｕｔ Ｄ， Ａｎｉｔｅｓｃｕ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Ｐａｒｔ 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２００８，２２２（４） ：３１５ ～ ３２６

４０３

１７０ Ｆｌｏｒｅｓ Ｐ， Ａｍｂｒóｓｉｏ Ｊ， Ｃｌａｒｏ Ｊ 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ａ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１２：４７ ～ ７４

１７１ Ｌｉ Ｐ， Ｃｈｅｎ Ｗ， Ｌｉ Ｄ Ｓ，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ａ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３６：２７９ ～ ２９４

１５９ Ｔａｓｏｒａ Ａ， Ａｎｉｔｅｓｃｕ Ｍ． Ａ ｍａｔｒｉｘ⁃ｆｒｅｅ ｃｏｎ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

１７２ Ｄａｎｉｅｌ Ｇ Ｂ，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Ｔ Ｈ， Ｃａｖａｌｃａ Ｋ 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 ｒｉｇｉｄ ｂｏｄ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０（５－８） ：４３９ ～ ４５３

１６０ Ｆｌｏｒｅｓ Ｐ， Ａｍｂｒóｓｉｏ Ｊ， Ｃｌａｒｏ Ｊ Ｃ Ｐ， ｅｔ ａｌ．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ｊｏｉｎｔｓ： ｍｏｄ⁃

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
ｄｅｌｂｅｒ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８

１６１ Ｆｌｏｒｅｓ Ｐ， Ｌｅｉｎｅ Ｒ， Ｇｌｏｃｋｅｒ 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ａｒ ｒｉｇｉｄ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ｕｌｔｉ⁃
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２３：１６５ ～ １９０

１６２ Ｂａｕｃｈａｕ Ｏ Ａ， Ｊｕ Ｃ 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１９５（ ５０ － ５１） ：６９０９ ～

６９２４

１６３ Ｌｉｕ Ｃ， Ｚｈａｎｇ Ｋ， Ｙａｎｇ 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１（ ２） ：１６０
～ １６７

１６４ Ｑｉ Ｚ Ｈ， Ｌｕｏ Ｘ Ｍ， Ｈｕａｎｇ Ｚ 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６，９９：１９ ～

３６

１７３ Ｌｕｇｔ Ｐ Ｍ， Ｍｏｒｌｅｓ⁃Ｅｓｐｅｊｅｌ Ｇ 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５４（３） ：４７０ ～ ４９６

１７４ Ｍａｔｔｅｉ Ｌ， Ｐｕｃｃｉｏ Ｄ Ｆ， Ｐｉｃｃｉｇａｌｌｏ Ｂ， ｅｔ ａ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ｒｉ⁃
ｂ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１，４４：５３２ ～ ５４９

１７５ Ｃｏｓｔａ Ｊ， Ｐｅｉｘｏｔｏ Ｊ，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Ｐ，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ｉ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９８（３） ：２１２ａ

１７６ Ｔｉａｎ Ｑ， Ｘｉａｏ Ｑ Ｆ， Ｓｕｎ Ｙ Ｌ， ｅｔ 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 ｇｅａｒｅｄ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３３：２５９ ～ ２８４

１７７ Ｔｉａｎ Ｑ， Ｌｏｕ Ｊ， Ｍｉｋｋｏｌａ Ａ． Ａ ｎｅｗ 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

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ｉｇｉ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７， １０７：

２１０ ～ ２２８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１７８ Ｙａｎｇ Ｂ， Ｌａｕｒｓｅｎ Ｔ Ａ． Ａ ｍｏｒｔａｒ⁃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１６５ Ｌｉｕ Ｃ，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 ｓｐ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１９８（ ４７ － ４８） ：３６５６ ～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２６：４４１ ～ ４６８

ｔｉａｌ ｒｉｇｉ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３６６９

ｃａｌ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７９ Ｍａｊｉｄｉ Ｃ． Ｓｏｆｔ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１６６ Ｔｉａｎ Ｑ，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ｈｅｎ Ｌ，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ａｒ

１８０ Ｒｕｓ Ｄ， Ｔｏｌｌｅｙ Ｍ 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ｏｆｔ

２０１２，５２（５２） ：１０６ ～ １２９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６０：４８９ ～ ５１１

１６７ Ｔｉａｎ Ｑ， Ｌｉｕ Ｃ，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ｒｙ
ａｎ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ｏｆｔ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２０１３，１（１） ：５ ～ １１
ｒｏｂｏ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５２１：４６７ ～ ４７５

１８１ Ｌａｓｃｈｉ Ｃ， Ｍａｚｚｏｌａｉ Ｂ， Ｃｉａｎｃｈｅｔｔｉ Ｍ． Ｓｏｆｔ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１（１） ：３６９０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６４：

１８２ 李铁风，李国瑞，梁艺鸣等． 软体机器人结构机理与驱

１６８ Ｆｌｏｒｅｓ Ｐ， Ａｍｂｒóｓｉｏ Ｊ， Ｃｌａｒｏ Ｊ Ｃ Ｐ， ｅｔ ａ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ｒｅｖ⁃

（ Ｌｉ Ｔ Ｆ， Ｌｉ Ｇ Ｒ， Ｌｉａｎｇ Ｙ Ｍ，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５ ～ ４７

ｏｌｕ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ｒｉｇｉｄ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２００９，５６：２７７ ～ ２９５

１６９ Ｚｈａｏ Ｂ， Ｚｈａｎｇ Ｚ Ｎ， Ｆａｎｇ Ｃ Ｃ，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ａ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ｉｘｅ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ｒｅｖ⁃
ｏｌｕｔｅ ｊｏｉｎｔ．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６，９８：２２９ ～ ２４１

动材料研究综述． 力学学报， ２０１６，４８ （ ４） ：７５６ ～ ７６６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ｏｆｔ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４８（ ４） ： ７５６ ～ ７６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８３ 刘锦阳，马易志． 柔性多体系统多点碰撞的理论和实

验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４３（１０） ：１６６７ ～ １６７１

４０４

动

力

学

与

（ Ｌｉｕ Ｊ Ｙ， Ｍａ Ｙ Ｚ．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ｏｉ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４３（１０） ：１６６７ ～ １６７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８４ Ｗａｎｇ Ｑ Ｔ，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ｎ ｂｅａ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ｏｄ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５ 卷

８８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９７ 苏静波，邵国建． 基于区间分析的工程结构不确定性

研究现状与展望． 力学进展， ２００５，３５ （ ３） ：３３８ ～ ３４４
（ Ｓｕ Ｊ Ｂ， Ｓｈａｏ Ｇ Ｊ．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５，３５（ ３） ：３３８ ～ ３４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７７：１４１１ ～ １４２５

１９８ Ｍｏｏｒｅ Ｒ Ｅ， Ｋｅａｒｆｏｔｔ Ｒ Ｂ， Ｃｌｏｕｄ Ｍ Ｊ．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ｚｏ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ｎ ｂｅａｍ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

１９９ Ｓａｎｄｕ Ａ， Ｓａｎｄｕ Ｃ， Ａｈｍａｄｉａｎ 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１８６ Ｗｒｉｇｇｅｒｓ Ｐ，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Ｋ Ａ． Ｍｏｒｔ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５

１８５ Ｗａｎｇ Ｑ Ｔ，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
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８３：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７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ｖ⁃

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ＩＡＭ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２００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
（４） ：３６９ ～ ３９１

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 Ｓａｎｄｕ Ｃ， Ｓａｎｄｕ Ａ， Ａｈｍａｄｉａｎ 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１８７ 丁千，翟红梅． 机械系统摩擦动力学研究进展． 力学进

ｔｉｏｎｓ．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５ （ ３） ： ２４１ ～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１９５：５０２０ ～ ５０３６

展， ２０１３，４３（１） ：１１２ ～ １３１ （ Ｄｉｎｇ Ｑ， Ｚｈａｉ Ｈ Ｍ． Ｔｈｅ ａｄ⁃

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３，４３（ １） ：１１２ ～ １３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８８ Ｐｅｎｎｅｓｔｒì Ｅ， Ｒｏｓｓｉ Ｖ， Ｓａｌｖｉｎｉ Ｐ，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Ｐａｒｔ Ⅱ：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

２６２

２０１ Ｗａｓｆｙ Ｔ Ｍ， Ｎｏｏｒ Ａ Ｋ．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ｚｚ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８，１６０（３－
４） ：２２３ ～ ２４３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 Ｗｕ Ｊ Ｌ， Ｌｕｏ Ｚ， Ｚｈａｎｇ Ｙ Ｑ，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１８９ Ｕｒｂａｋｈ Ｍ， Ｋｌａｆｔｅｒ Ｊ， Ｇｏｕｒｄｏｎ 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ｎａ⁃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２０１６，８３（４） ：１７８５ ～ １８０１

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４，４３０：５２５ ～ ５２８

１９０ Ｍｏ Ｙ， Ｔｕｒｎｅｒ Ｋ Ｔ， Ｓｚｌｕｆａｒｓｋａ Ｉ．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９，４５７：１１１６ ～ １１１９

１９１ Ｌｉ Ｓ Ｚ， Ｌｉ Ｑ Ｙ， Ｃａｒｐｉｃｋ Ｒ 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９５（７） ：６０８ ～ ６３０

２０３ Ｗａｎｇ Ｚ，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８４：５２７ ～ ５４８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６，５３９：５４１

２０４ Ｗａｎｇ Ｚ， Ｔｉａｎ Ｑ， Ｈｕ Ｈ Ｙ， 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１９２ 王光远． 论 不 确 定 性 结 构 力 学 的 发 展， 力 学 进 展，

ｔａ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８６：１５７１

～ ５４５

２００２，３２（２） ：２０５ ～ ２１１ （ Ｗａｎｇ Ｇ 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ｅｒ⁃
～ １５９７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５ 孟光，周徐斌，苗军． 航天重大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力

１９３ Ｐａｅｚ Ｔ Ｌ， Ｒｅｄ⁃Ｈｏｒｓｅ Ｊ．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ｏｍｅｎｔｏｕｓ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ｅｒｏ⁃

２００２，３２（２） ：２０５ ～ ２１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１９７（２９－３２） ：２６６０ ～ ２６６５

１９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ｔｍ．ｕｎｉ⁃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ｄｅ ／ ｉｕｔａｍ２０１４ ／

１９５ 邱志平，王晓军． 不确定性结构力学问题的集合理论
凸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 Ｑｉｕ Ｚ Ｐ， Ｗａｎｇ Ｘ Ｊ．

学进展， ２０１６，４６：２６７ ～ ３２２ （ Ｍｅｎｇ Ｇ， Ｚｈｏｕ Ｘ Ｂ， Ｍｉａｏ
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６，４６：２６７
～ ３２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６ Ｙｕ Ｌ， Ｚｈａｏ Ｚ Ｈ， Ｔａｎｇ Ｊ Ｌ，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ｏｄ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２０１０，６２：９３１ ～ ９４３

Ｃｏｎｖｅｘ ｓ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ｐｒｏｂ⁃

２０７ 虞磊． 基于绝对节点坐标的柔性多体系统建模与计算

１９６ 王睿星，王晓军，王磊等． 几种结构非概率可靠性模型

（ Ｙｕ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ｅｍ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的比较研究．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３，３４（ ８） ：８７１ ～ ８８０
（ Ｗａｎｇ Ｒ Ｘ， Ｗａｎｇ Ｘ Ｊ， Ｗ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ｎ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３，３４（ ８） ：８７１ ～

方法研 究 ［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 北 京： 清 华 大 学， ２０１０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ｏｄ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８ Ｔａｎｇ Ｊ Ｌ， Ｒｅｎ Ｇ Ｘ， Ｚｈｕ Ｗ Ｄ，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

第５期

４０５

田强等：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进展与挑战

ｂ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ｔｅｔ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ｔｈｅｒｅ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ｅ⁃

ｔｅｒ， ２０１６，１１７（１９） ：１９８００３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

２１５ Ｍｅｇｕｒｏ Ａ， Ｓｈｉｎｔａｔｅ Ｋ， Ｕｓｕｉ Ｍ， ｅｔ ａｌ． Ｉｎ⁃ｏｒｂｉ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２０９ Ａｄｌｅｒ Ａ Ｌ， Ｍｉｋｕｌａｓ Ｍ Ｍ， Ｈｅｄｇｅｐｅｔｈ Ｊ Ｍ．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

ｂｏａｒ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ＶＩＩＩ． Ａｃｔａ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１６：３４１１－３４２４

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ｗｒｉｎｋｌｅ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ｐｌｏｙａｂｌ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ｏｎ⁃

２００９，６５（９－１０） ：１３０６ ～ １３１６．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

２１６ 侯欣宾，王立． 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发展现状及展望．

２１０ Ｒｅｉｓｓｎｅｒ Ｅ． Ｏ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 ２０００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９３８：８８ ～ ９２

２１１ Ｍｉｙａｚａｋｉ Ｙ． Ｗｒｉｎｋｌｅ ／ ｓｌａｃｋ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６６（６６） ：１１７９ ～ １２０９

２１２ Ｃｅｒｄａ Ｅ， Ｍａｈａｄｅｖａｎ 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ｗｒｉｎｋ⁃
ｌ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 ２００３，９０（７） ：０７４３０２

２１３ Ｃｈｏｐｉｎ Ｊ， Ｋｕｄｒｏｌｌｉ Ａ． Ｈｅｌｉｃｏｉｄｓ， ｗｒｉｎｋ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ｐｓ ｉｎ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ｒｉｂｂｏｎ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 ２０１３，１１１ （ １７） ：

１７４３０２

２１４ Ｍｏｒｉｇａｋｉ Ｙ， Ｗａｄａ Ｈ， Ｔａｎａｋａ１ Ｙ．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ｌｏｏｐ： Ｃｒｅａｓｅ， ｈｅｌｉｃｏｉｄ， ａｎｄ ｐｏｐ ｏｕ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

中国航天， ２０１５（２） ：１２ ～ １５ （ Ｈｏｕ Ｘ Ｂ， Ｗａｎｇ Ｌ． Ｄｅｖｅｌ⁃
ｇｙ．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２） ：１２ ～ 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１７ Ｓｈｏｅｒ Ｊ．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ｐａｃ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ｘ ｐｉｎｎｉｎｇ ［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２１８ Ｓｈｏｅｒ Ｊ， Ｐｅｃｋ Ｍ．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ａｓ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ｌｕｘ⁃ｐ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ｅｔｓ， ２００９，４６（２） ：４６６ ～ ４６９

２１９ Ｋｏｏｉｊｍａｎ１ Ｊ Ｄ Ｇ， Ｍｅｉｊａａｒｄ Ｊ Ｐ，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Ｊ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ｌｆ⁃ｓ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ｒ ｃａｓｔ⁃
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３３２（６０２７） ：３３９－３４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Ｔｉａｎ ｑｉａｎｇ †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Ｐｅｉ

Ｈｕ Ｈａｉｙａｎ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ｐｅ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ｔａｃｔ ／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ｒｅｖｉｓｅｄ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１２９０１５１， １１４７２０４２， １１６７２０３４） ａｎ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Ｂ２２２０１３３０１７）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ｍａｉｌ： ｔ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ｈｕｓｔ＠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