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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接流固耦合算法耗时极大，因此传统的失谐叶盘结构系统颤振研究一般将气动力忽略或将

其当成小扰动。 为了快速、准确分析叶轮机失谐叶片的颤振特性，基于气动力降阶模型提出了一种高

效的叶轮机失谐叶片流固耦合分析方法。 该方法利用系统辨识技术和一些基本假设来构建叶栅非定

常气动力降阶模型，并在状态空间内耦合结构运动方程，得到气动弹性模型，通过改变部分叶片的结

构参数来研究失谐对系统流固耦合颤振稳定性的影响。 针对 ＳＴＣＦ ４ 算例，该方法计算得到的响应结

果和直接 ＣＦＤ 的结果吻合良好，但计算效率却提高了近 ２ 个数量级。 运用该方法研究叶排系统的刚

度失谐，通过求解气动弹性矩阵的特征值快速获得了系统的稳定性特征。 结果表明，刚度失谐可以明

显改善系统的颤振稳定性， 也会导致模态局部化。 失谐方式、失谐量和流固耦合作用对失谐后系统

的颤振稳定性都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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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轮机械设计研制过程中，叶盘系统通常被

设计成谐调的，这样各叶盘结构扇区具有完全相同

的物理参数和结构参数，也就是通常说的圆周循环

对称结构。 这样就能通过施加周期性边界条件将整

个叶排简化为单一叶片进行计算和分析。 然而在实

际过程中由于加工制造过程中的误差、实际工作的

磨损等因素的影响，叶盘结构的某些叶片的结构或

几何参数不可避免的存在偏差。 这种现象称之为叶

片的失谐。 研究表明失谐可以提高叶片的颤振稳定

性，但会提高少数叶片的响应幅值引起叶片的高周

期疲劳失效［１⁃３］（ｈｉｇｈ ｃｙｃｌｅ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ＨＣＦ）。 颤

振、ＨＣＦ 问题是叶轮机械在设计阶段关注的主要问

题之一。 如英国的 ＲＢ２１１、美国的 Ｆ１００ 等机种的发

动机在研制过程中都出现过压气机或者风扇叶片的

颤振故障，Ｊ８５⁃２１ 在制造阶段发生了叶片的高周期

疲劳失效，这些都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对失

谐叶盘系统的气动弹性特性进行研究对叶轮机械的

设计有重要意义。

失谐问题的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最早

由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４］ 在 １９６４ 年提出并引起关注，他发现

出现小的频率失谐后，系统的不稳定特征值变少了。
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叶片的失谐振动将会使叶片振

幅成倍增加而给叶轮机带来强迫响应问题，引起叶

片的疲劳而导致叶片结构的损伤和破坏。 １９６９ 年，
Ｄｙｅ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５］通过集中参数模型的研究发现，在
质量或频率失谐时，少数叶片上的振动幅值和集中

应力将显著增加；８０ 年代，陆续有学者在研究中发

现，失谐能显著提高颤振边界。 １９８２ 年，Ｋａｚａ ａｎｄ
Ｋｉｅｌｂ［６］通过对 ｒｏｔｏｒ １２ 翼型的研究发现失谐能够改

善弯扭耦合颤振和非耦合扭转颤振。 近年来，国内

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从各个方面开展了失谐叶盘

结构振动的研究。 Ｐｉｅｒｒｅ 发展了摄动方法来研究模

态局部化问题［７⁃８］，发现失谐可以提高颤振稳定性

但会引起模态局部化现象，并对引起模态局部化现

象的机理做了研究；采用减缩的有限元模型和实验

方式来研究受迫响应［９⁃１０］，发现受迫响应会随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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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程度的增加先增大而后减小；对非线性的失谐叶

片振动和叶盘失谐识别也有研究［１１⁃１２］。 Ｐｅｔｒｏｖ 提出

了一种有效的失谐叶盘建模方法［１３］，通过只求解主

自由度来降阶的获得失谐系统的受迫响应；通过理

论和数值模拟分析了失谐对受迫响应的影响［１４⁃１６］，
并通过优化得到想要的失谐方式；使用精确有限元

模型研究了摩擦对失谐叶盘振动特性的影响［１７］。
一般研究者［１８⁃１９］大多是从结构间的耦合出发，

通过在频域内求解结构运动方程的特征值问题来研

究失谐，一般将气动力忽略或当成一个小扰动；而直

接从时域入手考虑流固耦合作用研究的只见于文献

［２０⁃２１］。 其在时域内直接求解非定常 Ｅｕｌｅｒ ／ Ｎ⁃Ｓ
方程，从耦合气动力的角度通过分析叶片的动力响

应特性来研究刚度失谐对颤振稳定性的影响，需要

的计算量偏大。 本文基于气动力降阶模型，耦合结

构运动方程，实现了对叶片失谐特性的快速耦合

研究。

１　 计算方法

１．１　 结构模型

应用拉格朗日方程，流场中叶排的结构运动方

程为：
Ｍ·ξ̈ ＋ Ｇ·ξ ＋ Ｋ·ξ ＝ Ｆ （１）

式中， Ｍ 为叶排质量矩阵，Ｇ 为结构阻尼矩阵，Ｋ 为

叶排刚度矩阵，Ｆ 为各个叶片上受到的模态气动力

所组成的向量，Ｆ ｉ 为第 ｉ 个叶片所受到的模态气动

力。 ξ 为结构运动的广义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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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为单个叶片的模态质量，ｋｉ 为单个叶片的刚

度，且有 ｋｉ ＝ ｍω ２
ｉ ，ω 为叶片对于模态的固有圆频

率。 文中通过改变部分叶片的振动圆频率 ω ｉ 的值

来模拟叶片的刚度失谐。 引入状态变量：
ｘｓ ＝ ［ξｓ１，ξｓ２，…，ξｓＮ，ξ̇ｓ１，ξ̇ｓ２，…，ξ̇ｓＮ］ Ｔ

　 　 将叶排结构运动方程写成状态空间形式：

ｘ̇ｓ（ ｔ） ＝ Ａｓｘｓ（ ｔ） ＋ ｑ·Ｂｓｆａ（ ｔ）
ξ（ ｔ） ＝ Ｃｓｘｓ（ ｔ） ＋ ｑ·Ｄｓｆａ（ ｔ）} （２）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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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 ＝ ０Ｎ×Ｎ， ｑ ＝ Ｐ ｔ１ － Ｐ１

　 　 对于方程（１）的求解可采用 ２ 种计算方法，一
种是采用 ＣＦＤ ／ ＣＳＤ 直接耦合的时域求解［２２］，计算

量非常大；另一种是建立起降阶的气动力模型，在保

证计算精度的同时降低计算量。
１．２　 气动力模型

本文所涉及的基本假设有：动态线性非定常流

假设，即假设对于同一叶片来说，不同叶片运动所造

成的非定常气动力是可叠加的［２３］。 同时，假设某一

个叶片振动诱导产生的扰动仅能传播至邻近少数的

几个叶片［２４］。 因此，我们只需要计算少数几个叶片

通道的非定常流场便可模拟整个叶栅的非定常气动

力模型。 在进行流场计算时，计算域仅为少数的几

个叶片通道，且非定常效应仅由单个叶片振动引起。
进行系统辨识时，采用经典系统辨识方法中的

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来建立离散非定常气动力的降阶

模型并识别相应参数，模型选用 ＡＲＸ 模型。
利用参考文献［２５⁃２６］的方法，我们使用多级信

号作为输入信号，叶片的气动力作为输出。 假设计

算域外的叶片上的气动力可以忽略不计，按赋零处

理，得到输出量数目与叶排数目一致的单输入 ／多输

出离散系统。 其描述方程为：

ｙ′（ｍ） ＝ ∑
ｎａ

ｉ ＝ １
Ａ′ｉ ｙ′（ｍ － ｉ） ＋

　 ∑
ｎｂ－１

ｉ ＝ ０
ｂ′ｉ ｕ′（ｍ － ｉ） ＋ ｅ′（ｍ） （３）

式中， ｙ′（ｍ） 为系统输出量 ｙ′ 的第 ｍ 次观测值，
ｕ′（ｍ） 为系统输入量的第 ｍ 个值，ｅ′（ｍ） 为零均值

随机噪声向量，Ａ′ｉ 为待辨识系数矩阵，ｂ′ｉ 为待辨识

系数列向量，ｎａ 和 ｎｂ 分别为输出和输入的延迟

阶数。
根据假设，系统的输入信号为某一叶片的模态

位移。 设第 ｉ 个叶片的位移为输入信号，故令模态

位移 ξ ｉ ＝ ｕ′，则模态气动力系数 ｆａ ＝ ｙ′。 为了便于进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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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动弹性的稳定性分析，将（２） 式差分模型转化

为状态空间模型。 定义状态向量：
ｘａ ＝ ［ ｆＴａ（ｍ － １），…，ｆＴａ（ｍ － ｎａ）
ξｉ（ｍ － １），…，ξｉ（ｍ － ｎｂ ＋ １）］ Ｔ

则离散空间内的气动力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可以

写为：
ｘａ（ｍ ＋ １） ＝ Ａａｘａ（ｍ） ＋ Ｂａξｉ（ｍ）

ｆａ（ｍ） ＝ Ｃａｘａ（ｍ） ＋ Ｄａξｉ（ｍ） ＋ ｆａ０
} （４）

通过双线性变换，将上式转化为连续系统的状态空

间形式，并略去静态气动力得

ｘ̇ａ（ ｔ） ＝ Ａａｘａ（ ｔ） ＋ Ｂａξｉ（ ｔ）
ｆａ（ ｔ） ＝ Ｃａｘａ（ ｔ） ＋ Ｄａξｉ（ ｔ） （５）

再根据叶轮机的轮换对称性，假设叶排的叶片总数

为 Ｎ，将 Ｎ 个状态空间形式的方程进行组合得：
ｘ̇ａｃ（ ｔ） ＝ Ａａｃｘａｃ（ ｔ） ＋ Ｂａｃξ（ ｔ）
ｆａｃ（ ｔ） ＝ Ｃａｃｘａｃ（ ｔ） ＋ Ｄａｃξ（ ｔ） （６）

式中：
ｘａｃ（ ｔ） ＝ ｘａ１（ ｔ） ｘａ２（ ｔ） … ｘａＮ（ ｔ）[ ] Ｔ

ξ（ ｔ） ＝ ξ１（ ｔ） ξ２（ ｔ） … ξＮ（ ｔ）[ ] Ｔ

Ａａｃ ＝ ｄｉａｇ Ａａ１ Ａａ２ … ＡａＮ[ ]

Ｂａｃ ＝ ｄｉａｇ Ｂａ１ Ｂａ２ … ＢａＮ[ ]

Ｃａｃ ＝ Ｃａ１ Ｃａ２ … ＣａＮ[ ]

Ｄａｃ ＝ Ｄａ１ Ｄａ２ … ＤａＮ[ ]

　 　 组合后得到了叶排多输入 ／多输出连续系统的

气动力状态空间方程，但是组合后的状态空间矩阵

维数非常大，且矩阵为稀疏矩阵，零元素占绝大部

分，为了便于计算，利用平衡截断方法对矩阵进行降

阶，最终得到了降阶气动力模型。
１．３　 气动弹性模型

考虑到气动弹性过程是气动 ／结构耦合的一个

不断反馈的过程，将 ２ 个子系统进行反馈的联接，得
到如下的开环气动弹性分析模型：

ｘ̇ｓ（ ｔ）
ｘ̇ａｃ（ ｔ）{ } ＝

Ａｓ ＋ ｑ·ＢｓＤａｃＣｓ ｑ·Ｂｓ·Ｃａｃ

ＢａｃＣｓ Ａａ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ｘｓ（ ｔ）
ｘａｃ（ ｔ）{ }

（７）
　 　 这样叶排的颤振稳定性分析就转化为了求解状

态方程中气动弹性矩阵的特征值问题了，矩阵特征

值的实部为叶排系统的结构阻尼系数，虚部为叶片

振动频率。 当阻尼系数大于零时，系统稳定；反之，
系统发散。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状态空间内特征值的

变化来研究刚度失谐对颤振稳定性的影响。

２　 算例与分析

计算 算 例 采 用 标 准 叶 片 颤 振 模 型———
ＳＴＣＦ４［２６］，其叶片弦长为 ｃ ＝ ０．０７４ ４ ｍ，叶片在叶栅

延伸方向间距为 Ｄ ＝ ０． ０５６ ５ ｍ，叶片安装角 γ ＝
５６．６５°， 共有 ２０ 组叶片。 计算状态为 ５５２Ｂ 实验状

态：入口总压为 １．７１４×１０５ Ｐａ，出口静压为 １．０１３×
１０５ Ｐａ，均匀入流角为 β１ ＝ － ４５°，入口静温 Ｔ１ ＝
２８８．１５ Ｋ。 计算中叶片与弦线方向成 δ ＝ ６０．４°夹角

的方向做微幅振动。 结构参数为：质量比为 ８００，固
有频率为 ９３６．２ ｒａｄ ／ ｓ。
２．１　 正确性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 ＲＯＭ 方法的正确性，运
用该方法计算了在给定初始位移条件下的八叶排通

道的自由振动响应并和参考文献［２２］ 采用 ＣＦＤ ／
ＣＳＤ 直接耦合的求解结果进行了比较。 如图 １、图 ２
所示，图 １ 为叶排系统为谐调时 ２ 种方法计算得到

的自由振动响应，图 ２ 为叶排系统按奇数叶片的振

动频率减小 ３％，偶数叶片的振动频率增加 ３％的方

式发生失谐后的自由振动响应。 ２ 种方法的计算结

果吻合的很好，证明本文提出的 ＲＯＭ 方法能够用

于叶排系统的叶片刚度发生失谐的模拟。

图 １　 叶片失谐前的自由响应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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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叶片失谐后的自由响应

　 　 图 ３ 为参考文献［２２］方法获得的自由振动响

应曲线的频谱分析，可以看出此时八叶排通道系统

有 ２ 个不稳定频率。 图 ４ 为用本文提出的 ＲＯＭ 方

法求解出气动弹性方程的特征值，给出的最不稳定

部分特征值的分布，可以看出八叶排通道系统有两

个不稳定特征值，且其虚部对应的叶片振动频率分

别和图 ３ 中的不稳定频率对应。 证实了 ＲＯＭ 方法

可以通过气动弹性矩阵的特征值分布来分析叶排系

统的稳定性。

图 ３　 频谱分析

图 ４　 不稳定特征值分布

表 １ 给出了 ２ 种方法在主频为 ２．５３ ＧＨｚ 的八

核计算机获得图 １ 的结果所用的计算时间，对比可

知本文提出的降阶方法的计算效率比参考文献

［２２］方法的计算效率提高了 ２ 个量级。 且对于颤

振稳定性分析我们只需求解出气动弹性矩阵的特征

值，计算时间将会更少。
表 １　 ２ 种方法的计算时间

方法 计算时间 ／ ｍｉｎ 计算效率

ＲＯＭ ６０ １

ＣＦＤ ７ ２００ １２０

２．２　 主动失谐研究

从图 １、图 ２ 还可以看出，刚度失谐前叶排系统

自由响应曲线发散；而刚度失谐后曲线收敛。 所以

刚度失谐可以改善系统的颤振稳定性。 为了进一步

研究刚度失谐对系统颤振稳定性的影响，且为了和

实际一致我们首先研究了 ２ 种典型的主动失谐形式

对包含 ２０ 个叶片的叶排系统的颤振稳定性的影响。
如图 ５、图 ６ 所示，图中直线表示谐调时叶片的刚

度，柱状图表示失谐后各个叶片的刚度。 其具有 ４
种失谐叶片，假设失谐量为

σ ＝ Δω ／ ωＥｉｇｅｎ

４ 种失谐叶片的振动圆频率分别为：
ω１ ＝ （１ － ２σ）∗ω０， ω２ ＝ （１ － σ）∗ω０

ω３ ＝ （１ ＋ σ）∗ω０， ω４ ＝ （１ ＋ ２σ）∗ω０

　 　 ２ 种失谐方式的失谐叶片数目相同、所有叶片

振动频率的均值等于谐调叶片的振动频率；只是失

谐叶片的分布不同，失谐方式 １ 是一个“五叶片基

本扇区”圆周循环对称结构，而失谐方式 ２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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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叶片基本扇区”圆周循环对称结构；且失谐方式

１ 叶片刚度变化过渡剧烈，而失谐方式 ２ 的过渡

平滑。

图 ５　 主动失谐方式 １ 的叶片刚度分布 图 ６　 主动失谐方式 ２ 的叶片刚度分布

　 　 为了分析叶排系统在刚度失谐前后的颤振稳定

性特性，求解出失谐前后气动弹性矩阵的特征值，并
给出了系统的全部特征值和最不稳定部分特征值的

分布，如图 ７ 所示。 可以看出，谐调时系统有部分特

征值处于右半平面，所以谐调时系统不稳定。 而在

２ 种失谐方式下系统的特征值在刚度发生失谐后都

往左半平面移动，在一定的失谐量下，最不稳定特征

值处于临界位置，此时系统由不稳定变为临界稳定

状态；继续增大失谐量，特征值完全处于左半平面，
此时系统由临界稳定变为稳定。 而在由不稳定状态

达到临界稳定状态，失谐方式 ２ 需要更大的失谐量；
在相同的失谐量下，失谐方式 １ 的最不稳定特征值

比失谐方式 ２ 的处于更加偏左的位置。 由此说明刚

度失谐可以改变系统的颤振稳定性，但受到失谐方

式和失谐量的影响。

图 ７　 失谐前后的特征值分布

刚度失谐在增加系统颤振稳定性的同时，也会带来

模态局部化现象，如图 ８ 所示。 以一节径模态为例，
图 ８ 给出了在刚度失谐前后叶排的位移模态的幅相

图，可以看出协调时系统的位移模态幅值相同，以等

相角差分布；而失谐后系统的位移模态变大或变小、
叶排不再以等相角差形式分布，出现了模态局部化

现象。
叶排结构处于“准周期对称结构”，在每个基本

扇区之间位移模态保持均匀分布；但在每个基本扇

区内个叶片间是失谐的，基本扇区内发生了模态局

部化现象。 相同条件下失谐方式 ２ 下的模态局部化

程度更严重，所以 “准周期对称结构”基本扇区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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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失谐前后的位移模态幅相图

叶片数越多，其模态局部化程度越严重。
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刚度失谐对系统颤振稳定

性的影响，给出了 ２ 种失谐方式下，系统最不稳定特

征值随失谐量的变化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稳定性随失谐量的变化

且为了说明流固耦合作用对刚度失谐效应的影

响，该图还给出了不同质量比下的结果。 可以看出

在 ２ 种质量比下，系统的颤振稳定性都随着失谐量

的增加而改变，且因为失谐方式 １ 的叶片刚度过渡

比失谐方式 ２ 剧烈，所以在失谐方式 １ 下随着失谐

量的增加系统将先由不稳定变为稳定。 对比不同质

量比下的曲线可知，在小质量比下系统由不稳定变

为稳定需要更大的失谐量，而质量比越小流固耦合

作用越强，所以流固耦合作用降低了系统稳定性变

化对刚度失谐的敏感性。
２．３　 随机失谐研究

由于加工误差和使用中的磨损导致的叶片间失

谐一般是随机性的，所以文中还研究了在叶片刚度

随机失谐情况下，系统的颤振稳定性和模态局部化

的变化。 令叶片的频率服从均值为 ０、标准差为 ０ ～
１％的正态随机分布。 图 １０ 给出一典型随机分布的

叶片刚度的柱状图。 和主动失谐相比，其相当于一

个“２０ 叶片基本扇区”圆周循环对称结构。

图 １０　 随机失谐方式的叶片刚度分布

因为失谐的随机性，所以采用基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模拟的统计方法来随机失谐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取
模拟样本数为 ５００。 图 １１ 给出了不同质量比下系

统最不稳定特征值的均值随失谐量的变化。

图 １１　 稳定性随失谐量的变化

可以看出，随着失谐量的增加，系统的稳定性都

得到了改善；在大质量比下系统在失谐量为 ５．５％左

右时就达到了临界稳定，而此时小质量比下系统还

是不稳定的，所以耦合作用越小，系统稳定性变化对

失谐就更敏感。 图中曲线的拐折是由于样本的随机

性导致的，也说明了随机失谐中稳定性的变化同样

受到失谐方式的影响。
图 １２ 给出了叶片刚度随机失谐时叶排的位移

模幅相图。 可以看出在随机失谐方式下叶排间不在

符合等相角差、位移模态或变大或变小，出现了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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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叶排位移模态幅相图

局部化现象；由于其每个基本扇区内的叶片数相对

于主动失谐更多，所以其模态局部化程度更严重。
其模态局部化程度仍然受到失谐方式、失谐量、偶合

作用的影响。

３　 结　 论

本文基于动态线性流假设和扰动传播有限性假

设，通过降阶的气动力模型，发展了一种研究高效的

叶轮机叶片失谐分析方法，并通过和直接 ＣＦＤ 方法

的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运用该方法研究了

包含 ２０ 组叶片的叶排系统在主动失谐和随机失谐

前后系统性能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１） 计算结果验证了主动失谐和随机失谐都能

改善系统的颤振稳定性，同时也会引起模态局部化

现象。
２） 在失谐叶片数目相同的情况下，叶片刚度变

化过渡越剧烈，系统颤振稳定性对刚度失谐越敏感；
基本扇区叶片数越多，其模态局部化程度越严重。

３） 系统的颤振稳定性变化、受到失谐方式、失
谐量和流固耦合作用的影响；失谐量越大系统越稳

定、流固耦合作用越弱系统对失谐效应越敏感。

参考文献：

［１］　 Ｋｉｅｌｂ Ｒ Ｅ， Ｈａｌｌ Ｋ Ｃ， Ｈｏｎｇ 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Ｒ］． ＧＴ２００６⁃９０８４７
［２］　 Ｍａｒｔｅｌ Ｃ，Ｃｏｒｒａｌ Ｒ，Ｌｌｏｒｅｎｓ Ｊ 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Ｒｏｔｏ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１３０（１）： １０４５⁃１０５８
［３］　 Ｃａｍｐｏｂａｓｓｏ Ｍ Ｓ， Ｇｉｌｅｓ Ｍ Ｂ．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Ｘ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２００１
［４］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Ｄ 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ｌａｄ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Ｗａｋ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６６， ８（１）： １５⁃２１
［５］　 Ｄｙｅ Ｒ Ｃ Ｆ， Ｈｅｎｒｙ Ｔ Ａ．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Ｂｌａｄ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Ｂｌａｄ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Ｊ］．

ＡＳ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１９６９， ９１（７）： １８２⁃１８８
［６］　 Ｋａｚａ Ｋ Ｒ Ｖ， Ｋｉｅｌｂ Ｒ 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ｉｎ 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Ｊ］． 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８２， ２０

（８）： １１２０⁃１１２７
［７］　 Ｐｉｅｒｒｅ Ｃ， Ｍｕｒｔｈｙ Ｄ．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Ｍｏｄ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ｉｇｅｎ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Ｊ］． 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２， ３０（１０）： ２４８３⁃２４９６
［８］　 Ｐｉｅｒｒｅ Ｃ， Ｓｍｉｔｈ Ｔ Ｅ， Ｍｕｒｔｈｙ 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１９９４， １０（３）： ３１８⁃３２８
［９］　 Ｂｌａｄｈ Ｒ， Ｐｉｅｒｒｅ Ｃ， Ｃａｓｔａｎｉｅｒ Ｍ Ｐ，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Ｒｏｔ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ｄ⁃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２， １２４（２）： ３１１⁃３２４
［１０］ Ｊｕｄｇｅ Ｊ， Ｐｉｅｒｒｅ Ｃ， Ｍｅｈｍｅｄ 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１， １２３（４）： ９４０⁃９５０
［１１］ Ｓａｉｔｏ Ａ， Ｃａｓｔａｎｉｅｒ Ｍ Ｐ， Ｐｉｅｒｒｅ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Ｂｌａｄｅ ｏｎ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Ｒｏｔｏ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１３１（１２）： １⁃９
［１２］ Ｓｏｎｇ Ｓ Ｈ， Ｃａｓｔａｎｉｅｒ Ｍ Ｐ， Ｐｉｅｒｒｅ 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Ｒｏｔｏｒｓ［Ｃ］∥ＡＳＭＥ Ｔｕｒｂｏ Ｅｘｐｏ ２００７：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ａｎｄ Ａｉｒ， ２００７： ５６９⁃５８２

·２６８·



第 ５ 期 刘战合，等：叶轮机失谐叶片流固耦合颤振高效分析方法

［１３］ Ｐｅｔｒｏｖ Ｅ Ｐ， Ｓａｎｌｉｔｕｒｋ Ｋ Ｙ， Ｅｗｉｎｓ Ｄ Ｊ．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ｕｎ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２， １２４（３）：５８６⁃５９７

［１４］ Ｐｅｔｒｏｖ Ｅ Ｐ， Ｅｗ ｉｎｓ Ｄ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３， １２５（４）： ６２３⁃６３１

［１５］ Ｐｅｔｒｏｖ Ｅ Ｐ．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ｃｓ ｂｙ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 Ｐｏｕｖ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３３（７）： １０３９⁃１０５１

［１６］ Ｐｅｔｒｏｖ Ｅ Ｐ．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０，１３２（６）： １⁃１０

［１７］ Ｐｅｔｒｏｖ Ｅ Ｐ， Ｅｗｉｎｓ Ｄ Ｊ．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ｕｌｔｉ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ｓ ｗｉｔｈ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
ｔ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５， １２７（１）： １２８⁃１３６

［１８］ Ｍｉｙａｋｏｚａｗ ａ Ｔ， Ｋｉｅｌｂ Ｒ Ｅ， Ｈ ａｌｌ Ｋ Ｃ，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Ｂｌａｄ⁃
ｅｄ Ｄｉｓｋ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９， １３１（１０）： １⁃８

［１９］ Ｋａｚａ Ｋ Ｒ Ｖ， Ｋｉｅｌｂ Ｒ 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ｉｎ 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Ｊ］． 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８２， ２０
（２０）： １１２０⁃１１２７

［２０］ Ｓａｄｅｇｈｉ Ｍ， Ｌｉｕ 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Ｊ］． 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１， ３９（１）： ２２⁃２８
［２１］ Ｓａｄｅｇｈｉ Ｍ， Ｌｉｕ 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７， ２３（２）： ２６６⁃２７２
［２２］ 全金楼， 张伟伟， 苏丹，等． 基于 ＣＦＤ ／ ＣＳＤ 时域耦合方法的多通道叶栅颤振分析［Ｊ］．航空学报， ２０１３，３４（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８

Ｑｕａｎ Ｊｉｎｌ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ｉ， Ｓｕ Ｄａｎ，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ＦＤ ／ ＣＳ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３， ３４（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Ｈａｎａｍｕｒａ Ｙ， Ｔａｎａｋａ Ｈ，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Ｋ．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Ｂｌａｄｅｓ ｉｎ Ｃａｓ⁃
ｃａｄｅ［Ｊ］． ＪＳ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 ２３（１８０）：８８０⁃８８７

［２４］ 张陈安，张伟伟，叶正寅，等． 一种高效的叶轮机叶片气动阻尼计算方法［Ｊ］．力学学报，２０１１，４３（５）：８２６⁃８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ｉ， Ｙｅ Ｚｈｅｎｇｙ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１，４３（５）：８２６⁃８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苏丹，张伟伟，张陈安，等．基于系统辨识技术的叶轮机非定常气动力建模方法［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２， ３３（２）： ２４２⁃２４８
Ｓｕ Ｄ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Ａｎ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２， ３３（２）： ２４２⁃２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Ｓｕ Ｄ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ｉ， Ｙｅ Ｚｈｅｎｇｙｉｎ． Ａ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６１：４１０⁃４３０

·３６８·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３６ 卷

Ａ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Ｌｉｕ Ｚｈａｎｈｅ１， Ｑｕａｎ Ｊｉｎｌｏｕ２，３，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３， Ｓｕ Ｄａｎ３，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ｉ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４６， Ｃｈｉｎａ；
２．ＣＥＣＣ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Ｇａ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ç

ö

ø

÷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ｓ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ｓｏ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ｏａ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ｒ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ｏ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ｂｌａｄｅｄ ｄｉｓｋ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ＣＦ 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Ｆ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ｎｅａｒｌｙ ｔｗｏ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ｉｓｔｕｎｅｄ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ｍｉｓｔｕｎ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ｍｉｓ⁃
ｔｕｎｅｄ

·４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