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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静力学问题的半实物仿真技术研究 
莫 军  史平安  刘兴福  刘智勇  符春渝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绵阳，621900） 

摘    要 
  结构强度分析的方法主要依赖于数值计算和试验两种方法。由

于实际结构载荷条件、边界条件、初始条件以及本构关系的不确定

性，数值计算有时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同样由于实验技术中载荷模

拟、试件模拟和测试技术的局限性，试验测试的有限信息还难以对

关键部件的强度、刚度进行准确的评价。为模拟复杂环境条件下结

构的真实受力状态，改善人-机界面，充分利用计算机图形化和可

视化的前后处理功能。文章所述的半实物仿真方法把数值计算和试

验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激光全息干涉法所采集的条纹图象

信息的处理，给出了该缺陷表面的位移场及位移梯度场。再以实测

的表面位移作为力学分析的边界条件，应用有限元方法计算结构缺

陷处的应力。通过一种特定实验模型的试验验证，表明工程中存在

的力学反问题可利用半实物仿真分析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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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strength analysis depends mainly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experiments. For complex structural system, a rather large error can be caused by 
some uncertain factors, such as load distributions,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constitutive relations in numerical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measuring and testing techniques, the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key 
components can not be estimated by using the limited test data. To simulate stresses 
accurately under complex static environment, improve man-machine interactive 
system, and make the best use of fore- and post-processing function in graphic data 
processing, the authors combine numerical analysis with experimental technique and 
have developed the semi-object emulation technique to analyze the nonlinear 
problem of structure statics. The modern optical measuring techniques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are firstly used for the method to acquire displacement data of 
the vessel surface, and the data are used for the boundary condition to determine the 
geometrical size of disfigurement in the wall of vessel and the stress level. The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a given test model show that these adverse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using semi-object emul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Semi-object emulation, Technology of optical measurement, Finite element,  
Disfig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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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结构静力学问题分析是工程结构设计和验证的重要环节，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

赖于数值计算和试验两种方法。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有些问题单靠试验或计算分析均

难以解决。如连接部位的螺栓、接触面的应力分布及其力学行为等，试验根本无法直接

测量，用有限元方法又因问题的复杂性而只能作局部计算分析，这又带来局部边界条件

的确定问题。这类力学问题在当前的工程实际中都大量存在。本文所述的半实物仿真方

法把数值计算和试验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非线性静态应力分析的新方法：

即建立试验信息和计算机信息的接收和综合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可视化等方法。 
工程结构中存在的一类采用焊接加工成型的球形压力容器，需要确定其焊接部位缺

陷的几何尺寸，并进行强度分析。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焊接部位外表面测量图像

与内部缺陷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这一关系属于结构力学中的反问题，仅利用光测方

法也难以对其强度进行分析。为此，本研究针对这类问题，建立了一种力学模拟实物和

数值计算模型。它由球冠和密封法兰构成，内充液体施压，其中球冠为内璧含预制缺陷

的薄璧球壳。根据有限元模型所计算出的外表面位移场与光测得到的表面位移场应该相

同的这一关系，提出利用常用的全息干涉 ZF 测量法来确定容器的表面位移场，根据激光

全息干涉法所采集的光学干涉条纹图像信息，采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给出缺陷对应表面

的位移场及位移梯度。采用非线性结构力学有限元方法和数学规划法，建立了一种确定

容器内壁缺陷和应力分析的半实物仿真分析方法。通过对一种特定实验模型的试验验

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工程中存在的这类反问题，可利用半实物仿真分析方法[1～5]确定

这类容器的内壁缺陷几何，再对这一模型按 Von misses 屈服准则进行爆破仿真分析。 

1  实验技术 
1. 1  全息干涉计量技术 

 ZF 法（即零阶条纹法）是全息干涉法测量物体表面三维位移场最常用的方法，在条

纹绝对阶数确定的情况下，具有精度高、方便可靠等优点[6]。图 1 为全息干涉法光路布

局，图 2 为三维位移全息测量分析的几何示图。在应力干扰下，含内壁缺陷的容器表

面，局部将产生离面位移及其梯度的异常。激光全息干涉法记录缺陷对应表面处的离面 

 

图 1   全息干涉法光路布局                                              图 2    三维位移全息测量几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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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异常，获得离面位移条纹场 ( )zyxN ,, ，它与离面位移 ( )zyxW ,, 之间的关系因光路布

置而有所不同。 
当任一被测点 ( )zyxP ,, 因变形而移位至 ( )wzvyuxP +++ ,,' 时，则从光源

( )sss zyxS ,, 到观察点 ( )iiii zyxH ,, 的光波，因形变位移矢量 ( )wvu ,,=d 而引起的光程

差： 

                                                    ( ) ( )ii PHSPHPSP +−+= ''∆     
                                                              PBPA +=  
                                                              dkdk ⋅+⋅−= i0  
                                                              ( ) dkk ⋅+−= i0  
                                                              λin=                                                                          （1） 

式中： d ——试件表面被测点的位移矢量； 
            0k ——入射光波传播方向的单位矢量； 
            ik ——被测点衍射光波传播方向的单位矢量； 

             λ ——光波的波长； 
     in ——从观察点 i 读出的试件被测点上的干涉条纹绝对阶数。                                   

       上式即为全息干涉法测量位移的基本方程。 
 根 据 参 考 光 再 现 原 理 ， 可 得 到 ( )1,0,00 −=k ， ( )111 cos,0,sin θθ−=k ， 

( )222 cos,0,sin θθ=k ， ( )333 cos,sin,0 θθ=k 。 将 其 代 入 方 程 （ 1 ） ， 并 注 意 到

( )wvu ,,=d ，可得到方程组： 

    
( )

( )
( ) λθθ

λθθ
λθθ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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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1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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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1sin

nwv
nwu

nw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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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求解方程组（2），可得位移矢量 d 沿坐标轴的三个分量： 

( ) ( )
( ) ( )1221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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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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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光路布局，取 o45321 === θθθ ，简化上式便得实验位移分离公式： 

 



 46 

λ
2

12 nn
u

−
=  

                         λ
2

2 213 nnn
v

−−
=                                               （4） 

                                                                     λ
22
21

+
+

=
nn

w     

1. 2  图像信息处理 
图 3 为内壁含缺陷的薄壁球壳试件，它是由球冠和密封法兰构成。试件球壳部分内

壁半径 r=100 mm，壁厚 w=2 mm。球壳内壁预制的缺陷宽度 s=0.2 mm，缺陷深度α=0.4 
mm。全息干涉法测量容器表面位移是以球壳球心为坐标原点，与焊接缺陷走向一致的方

向为 x 轴建立坐标系。在薄壁球壳外表面布置测点，用 x =±10 mm，±20 mm，±30 
mm， y =±3 mm，±6 mm，±11 mm，

±18 mm 形成正交网格，网格的 20 个交

点为实验观察的测点。 
对于含缺陷的薄壁容器的检测，传

统的光测技术难以实现对缺陷的产生、

发展及固有缺陷的位置等的实时观测。

本文利用激光全息干涉法所采集的薄壁

容器内壁缺陷的光学干涉条纹图像信

息，并采用 CCD 将试验拍摄的剪切散斑

干涉条纹负片转换成数字图像文件，可

获得压力 1p =0.05 MPa 时试件内壁不同

方向的全息干涉条纹图（见图 4～图 6）。 
                                                                                             图 3   试件结构尺寸图 

 

 

 

 

 

图 4 全息干涉条纹左图     图 5 全息干涉条纹中图      图 6 全息干涉条纹右图 

由于试验所用光学元器件质量以及光源亮度不均匀性等的影响，所得的条纹图像往

往存在各种干扰形成的噪音，直接影响到二值图处理的准确性。因此，在不改变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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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分布的前提下，需对条纹图像进行平滑处理和二值化处理。条纹图像的二值化，是

将有灰度层次变化的图像变换成只有黑和白两种灰度图像的过程。二值化条纹图能够清

晰地反映被测区域内条纹的变化情况，以及应力和应变大小变化的趋势。将容器表面三

维位移信息实验记录的左、中、右三张全息图二值化，得到图 7 至图 9 所示的二值图。 

                   

    图 7   二值化左图                            图 8   二值化中图                             图 9   二值化右图 

根据实际检测对象的受力情况，找出零级条纹的位置和条纹的递增（或递减）方

向，应用计算机自动跟踪条纹技术，确定条纹的全场定级。找出骨架线条纹的整数级

后，再采用立方插值方法进行条纹场的级数插值计算，插值后便可得到全场连续分布的

级数场如图 10～图 12。 

     

 

 

 

 

            图 10  定级条纹左图                            图 11  定级条纹中图                           图 12  定级条纹右图 

利用 matlab 开发的计算机图形处理程序，从连续级数场就可计算出每一个测点在 x，
y，z 三个方向上的坐标值。根据各测点的坐标值，自动计算出每一个测点在 k1，k2，k3三

个方向上记录的条纹级数 n1，n2，n3，根据公式  

                      u= λ
2

12 nn −
                                                    （5） 

                              v= λ
2

2 213 nn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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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λ
22
21

+
+ nn

                                                      (7) 

计算出每一个测点在 x，y，z 方向的位移 u，v，w。数据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测点的条纹级数和位移 

测  点 条 纹 级 数 位 移 分 量 /µm 

编号 坐标(x, y)/mm n1 n2 n3 u v w 

01 (0, 18) 8.6346 8.8232 8.8659 0.0844 0.1225 3.2359 

02 (10, 18) 8.4345 8.8078 8.7359 0.1671 0.1027 3.1960 

03 (20, 18) 7.7112 8.5547 8.2467 0.3775 0.1018 3.0150 

04 (30, 18) 5.8000 6.9065 6.4900 0.4952 0.1224 2.1130 

05 (0, 11) 8.6980 8.9107 8.8469 0.0952 0.0380 3.2639 

06 (10, 11) 8.5052 8.9228 8.8357 0.1869 0.1089 3.2304 

07 (20, 11) 8.1202 8.8296 8.5000 0.3175 0.0225 3.1417 

08 (30, 11) 6.5000 7.5590 7.5000 0.4740 0.4211 2.6059 

09 (0, 6) 8.3659 8.6729 8.6198 0.1374 0.0899 3.1582 

10 (10, 6) 8.3799 8.7428 8.6914 0.1624 0.1164 3.1738 

11 (20, 6 8.0903 8.7647 8.5398 0.3018 0.1005 3.1241 

12 (30, 6 6.6500 7.8244 7.3917 0.5256 0.1383 2.6829 

13 (0, 3) 8.1733 8.5019 8.4526 0.1471 0.1029 3.0909 

14 (10, 3) 8.2032 8.6148 8.5253 0.1842 0.1041 3.1173 

15 (20, 3) 7.9603 8.6398 8.3527 0.3041 0.0471 3.0769 

16 (30, 3) 6.9500 7.8128 7.4839 0.3861 0.0917 2.7363 

17 (0, 0) 8.0000 8.5000 8.3400 0.2238 0.0805 3.0583 

18 (10, 0) 8.0000 8.5000 8.3900 0.2238 0.1253 3.0583 

19 (20, 0) 7.8368 8.5000 8.2832 0.2968 0.1028 3.0281 

20 (30, 0) 6.9500 7.7403 7.3713 0.3537 0.0234 2.7230 

               左图                                                                      中图                                                                     右图 

图 13   条纹级次的等高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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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场连续分布的级数场，可以根据条纹级数与形变位移关系，绘制出全息图的

条纹级数的等高线分布图（如图 13）。在等高线图和三维位移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内

壁缺陷对应外表面的位移分布情况。  

2  半实物仿真分析方法 
2. 1  仿真分析方法 

现代光测技术可以记录和反映内部缺陷情况，然而对于复杂结构，准确确定内部缺

陷特性并进行应力分析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虽然有限元法在模拟复杂结构几何和边界条

件方面有很大优势，但有限元分析结果的精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结构的几何和力学边

界等条件的准确模拟，而这些条件并不是总能准确获得的，这就直接影响着计算结果的

准确性。半实物仿真技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了两种方法各自的局限

性。针对具有内壁缺陷容器的强度分析问题，利用现代的半实物仿真可归纳如下[7, 8]： 
  （a）利用 ZF法获得内壁缺陷容器表面的全息干涉图像； 
  （b）根据光子干涉图像所反映的内壁缺陷的大致位置和可能的缺陷形状，建立初始

有限元计算模型，以光学干涉图像反映出的位移为准；     
  （c）利用数学规划法，确定具有内壁缺陷容器的有限元计算模型； 
  （d）根据上面确定的有限元计算模型，利用非线性有限元进行爆破仿真。 
     其中，关键是第(c)步，这是一种反问题。假设通过光学干涉图像获得了容器外表面

的几个位移测量值，分析问题可归纳为 
     求{ } { }mxxxx ,,, 21

T L= ，使 

   ∑
=







 ++−++=

n

i
iiiiii wvuwvu

n
S

1

2'2'2'2221                                   (8) 

为极小，并满足约束条件 

    jjj xxx ≤≤     ( )mj ,,2,1 L=                                              (9) 

式中： iii wvu ,, ——观测点对应的位移计算结果； 
          iii wvu ''' ,, ——观测点对应的位移测量结果； 
                        n——实验观测点总数； 
                       ix ——确定缺陷几何参数的反演变量； 

            jx ， jx —— jx 的上、下限。 

       有限元分析是根据光测施加载荷的情况及响应过程反映出的线性或非线性特性，确定

选用线性或非线性计算方法。根据有限元法的网格特点，对上述数学规划问题采用直接

求解法中的网格法。其基本求解思路为按单元网格大小确定反演变量，通过“删除”单

元和加密网格的方法，使 S 逐步达到极值。当具有内壁缺陷容器的有限元模型建立之

后，以容器外表面 Von Misses 等效应力达到材料强度极限的值作为爆破条件。按材料弹

塑性真应力应变关系和 Von Misses 屈服准则，采用同时考虑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耦

合分析方法，对这类容器进行爆破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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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半实物仿真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对含内壁缺陷容器，当内压产生一个小扰动时，利用光测技术，获

得其表面相对位移场 ( )iiii wvu ,,d 和焊接缺陷的位置和缺陷的长度与宽度；然后，以实验

所确定的缺陷几何特征建立有限元计算模型。有限元分析采用数学寻优法分层模拟容器

内壁缺陷深度，寻找能在给定的观察区域反映实际结构的变形情况，即有限元计算的表

面相对位移场 ( )'''' ,, iiii wvud = ( )iiii wvu ,,d 的力学模型。将试件构形划分为有限单元网

格，壁厚方向的网格控制按 0.1 mm 间隔量划分单元，单元之间用节点连系起来。根据上

述的半实物仿真方法所确定的初步模型，确定缺陷的深度，进而可以得到相关测点表面

位移和薄壁容器的爆破压力。 
具体实现是利用 MARC 软件提供的 ufconn，forcem，impd 和 nactive 等用户子程序接

口，将上述原理和方法运用 Fortran 语言形成一个 MARC 软件的特定模块，文件名为

vfboe.f。在开发的模块中，ufconn 子程序用于提取有限元网格信息（节点和单元的编号以

及节点坐标）；forcem 子程序用于施加载荷和控制；impd 子程序用于提取节点位移，并

采用形函数法，把与实验测点位置相关节点上的节点位移值转换到测点处的位移；uactive
子程序主要是根据计算的测点位移和实验测试的测点位移值进行比较判断，若不满足要

求，程序自动采用“生死”单元法进行“删除”或“添加”单元后，再按前述方法进行

迭代求解，最终形成满足要求的模型。对确定的模型继续施加内压，并按 Von Misses 屈

服准则，运用 MARC 软件提供的弹塑性非线性分析功能计算出最后的爆破压力。 
图 14 为采用半实物仿真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的含内壁缺陷容器的表面位移场分布。结

果显示，在缺陷深度为 0.4 mm 时，此方法得到的相关测点表面位移与全息干涉测量法实

测数据基本吻合。这样就可以确定焊接缺陷深度为 0.4 mm。 
本方法分析得到容器的爆破压力为 bp =11.0 MPa（见图 15），根据理论公式

t
n

e
n

p
n

ln
3

2
227.0

433.0
bb 
















+
= σ 计算得： bp =10.925 MPa。本方法与理论计算的误差仅为

7. 5%。 

     
 
          图 14   含内壁缺陷容器的表面位移场                                           图 15   爆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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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数数值值计计算算和和试试验验是是目目前前结结构构强强度度分分析析的的两两种种主主要要方方法法。。但但由由于于实实际际结结构构载载荷荷条条件件、、

边边界界条条件件、、初初始始条条件件以以及及本本构构关关系系的的不不确确定定性性，，数数值值计计算算有有时时也也可可能能带带来来很很大大的的误误差差。。

特特别别是是对对于于复复杂杂结结构构系系统统在在复复杂杂环环境境条条件件下下的的静静力力分分析析，，有有限限元元计计算算只只能能作作局局部部简简化化处处

理理，，这这又又带带来来相相应应的的局局部部边边界界条条件件的的确确定定问问题题。。而而这这类类力力学学问问题题的的存存在在，，影影响响着着力力学学分分

析析在在实实际际工工程程中中的的广广泛泛应应用用。。与与数数值值方方法法形形成成互互补补的的结结构构试试验验也也是是结结构构强强度度分分析析的的重重要要

手手段段，，同同样样由由于于实实验验技技术术发发展展水水平平的的限限制制，，载载荷荷模模拟拟、、测测试试技技术术、、试试件件模模拟拟方方面面还还存存在在

很很多多局局限限，，试试验验结结果果提提供供的的信信息息有有限限，，难难以以对对关关键键部部件件和和关关键键部部位位的的强强度度、、刚刚度度进进行行评评

价价。。为准确模拟复杂环境条件下结构的真实受力状态，改善人机界面，充分利用计算机

图形化和可视化的前后处理功能。本文所述的半实物仿真方法把数值计算和试验这两种

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激光全息干涉法所采集的光学干涉条纹图象信息，采用数字

图像处理技术给出该缺陷对应表面的位移场及位移梯度场。再以实测的表面位移作为力

学分析的边界条件，应用有限元方法计算结构缺陷处的应力。通过一种特定实验模型的

试验验证，表明工程中存在的力学反问题可利用半实物仿真分析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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