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高速运动刚柔相互作用系统非线性建模与振动分析

推荐专家：方岱宁，于起峰，陈予恕

推荐意见 1：

刚柔相互作用系统呈现出高维、时变、非光滑特性，其建模、分析和控制是机

械动力学学科国际前沿科学问题。该项目研究发现了刚柔相互作用系统的动力学建

模、分析方法与响应规律。提出的双曲滞后模型被称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四种模型之

一，发现了滞后非线性车辆悬架系统中存在混沌运动，分析了非光滑传动系统的不

同类型碰撞运动。针对柔性传动结构提出了平面耦合振动模型，发现了具有能量量

纲的正定守恒量，提出了简单易行的模态截断收敛判断方法。建立了车辆道路相互

作用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框架，形成新的车辆道路相互作用交叉学科。研究成果

为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及车辆、道路动态设计与相关机械装备研制提供了

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该成果获得国内外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加拿大工程院院士J.W. Zu认为该研究

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美国交通研究会车路相互作用委员会主席K.C. Geroge认为

该成果为开创性工作，西班牙蒙特雷大学J. Lozoya-Santos认为该成果是磁流变“最重

要的工作之一”，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会士R. Banerjee认为该项目关于运动柔性体振动

分析工作“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该学科更加清晰”。

该成果获2009 年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应用于大广高速公路动态性能监测及

道路动力学研究与线型优化、冀中能源装备集团皮带输送机研制和汽车改装，获得

工程界的高度认可。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推荐意见 2：

工程结构中经常存在刚柔相互作用，系统的高维、非光滑等特性增加了研究的

难度，其建模、分析和控制是动力学领域国际前沿科学问题。该项目在刚柔相互作

用系统的动力学建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提出的磁流变阻尼器双曲

滞后模型被称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四种模型之一，发现了车辆悬架系统中存在混沌运

动，提出了平面耦合振动模型，发现了具有能量量纲的正定守恒量。建立了车辆道

路相互作用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框架，形成新的车辆道路相互作用交叉学科。研

究成果具有原创性，可为刚柔相互作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提供创新思路。

该成果获得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八篇代表作被SCI他引404次，总他引

721次。加拿大工程院院士J.W. Zu认为该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法国Olivier
Sename将该项目提出的模型与Bouc-Wen、Bingham等并列为四种著名磁流变阻尼器

模型。并指出，“该成果模型令人感兴趣，不但可以很好地拟合实际阻尼器的行为，

而且具有简单和优雅的形式，能推广到控制器设计中。”

该成果获2009 年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17年美国TRB车路相互作用委员会

“杰出贡献奖”。应用于冀中能源装备集团皮带传送机研制、大广高速公路动态性能

监测及道路结构动力学研究与线型优化，取得很好的效益。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推荐意见 3：

车辆-道路系统是典型的动态刚柔相互作用系统，呈现出高维、时变、非光滑特

性，其建模、分析和控制是机械动力学国际前沿科学问题。该项目研究了刚柔相互

作用系统的动力学建模、分析方法与响应规律。提出的磁流变减振器双曲滞后模型

被称为国际上四种主流模型之一，发现了滞后非线性车辆悬架系统中存在混沌运动

以及通向混沌的道路。提出了柔性运动结构平面耦合振动模型，统一了经典的Mote
模型和Wickert模型，发现了具有能量量纲的正定守恒量，解决了工程结构在稳定区

域工作的难题。建立了车辆道路相互作用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框架。研究成果可

为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及车辆、道路动态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该成果获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加拿大工程院院士Jean W. Zu认为该研究非常

具有挑战性，西班牙蒙特雷大学J. Lozoya-Santos认为该成果是磁流变“最重要的工作

之一”。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会士Banerjee认为该成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该学

科更加清晰”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M.P. Païdoussis指出该成果解决了耦合高速运动梁

频率和响应这个“通常不能处理”的难题。

该成果曾获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美国交通研究会车路相互作用委员会“杰

出贡献奖”。并在大广高速公路动态性能监测及道路线型优化、冀中能源装备集团

皮带传送机和汽车改装研制等工程应用上取得很好效果。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于机械动力学与振动领域。高速运动系统存在大量刚柔相互作用，如

车辆与道路、柔性传动系统等。在高速运行时，系统中的接触、摩擦、啮合等因素

使得非线性动力学效应更加突出，影响了系统的性能、加剧了磨损失效，甚至对系

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产生恶劣影响。刚柔相互作用系统呈现出高维、时变、非光滑

特性，其建模、分析和控制非常困难，是机械动力学领域国际前沿科学难题，也是

制约机械系统向高精尖发展的瓶颈。该项目针对高速运动刚柔相互作用系统的建模、

分析和控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主要科学发现及科学

价值包括：

1、控制刚柔相互作用系统的动力学行为常采用磁流变液等新型智能材料，磁流

变液的双粘性和非牛顿流特性导致建模、分析困难。该成果提出了磁流变作动器双

曲滞后模型，揭示了时滞对半主动控制系统周期响应的影响规律，发现了滞后非线

性车辆悬架系统中从周期到拟周期直至环面破裂通向混沌运动的道路，为刚柔相互

作用系统的分析和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2、刚柔相互作用系统在高速运动时，由于边界处质量转移，引起运动柔性体机

械能不守恒，导致传统的稳定性分析方法失效。该成果提出了高速运动柔性体平面

耦合振动模型，统一了运动柔性体动力学两类经典的主流模型；发现了具有能量量

纲的正定守恒量并建立了稳定性条件，克服了由于边界处质量转移导致的稳定性分

析难题，为运动柔性体稳定性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

3、刚柔相互作用系统界面存在接触、摩擦、啮合等非线性，该成果以车辆道路

相互作用为例，提出了考虑路面振动的非线性轮胎新模型，建立了三维车路非线性

刚柔相互作用模型，构建了车辆道路相互作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框架；揭示了由于基

础柔性体频率密集所导致的超高维模态收敛的内在机理，为大系统的精确数值仿真

提供了可行的判据；发现了车路相互作用规律并通过现场试验进行了验证，带动了

车辆、道路动态设计的技术突破。

八篇代表性论著被 SCI 他引 404次，总他引 721次。代表作 4 被美国 TRB车路相

互作用委员会称为开创性（pioneering）工作并获得“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代表作 8 被 ASME 评为会刊 JVA近两年 10 篇最高引论文第

二名。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J.W. Zu 认为该研究是 “挑战性的课题”。西班牙蒙特雷

大学 J. Lozoya-Santos 认为该成果是磁流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英国伦敦城市大

学 Banerjee 认为该成果“解决了柔体振动分析问题从而使得该学科更加清晰”。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 M.P. Païdoussis 指出该成果解决了耦合高速运动梁频率和响应这个

“通常不能处理”的难题。

该成果于2009年获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已应用于大广高速公路动态性能监

测、道路动力学研究与线型优化，减小道路病害30%。成果应用于冀中能源DTL和DSJ
系列60余种皮带传送机研制，减小了皮带的振动和偏移量，延长了维修周期10%，研

发的磁流变悬架装车试验效果良好。



客观评价：

发现点1的评价：

（1）西班牙蒙特雷大学J.Lozoya-Santos在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上发

表论文，把代表作1作为第一篇参考文献，8次引用该论文，认为 “在这个领域做了

重要的贡献(important contributions)”。另外，他还多次发表论文评述该成果提

出的模型，认为该成果模型是磁流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具有精致、简洁等优点(an elegant and simple structure)。（引文1，附件6）

（2）O．Sename等于2012年在Springer出版专著，将该成果提出的磁流变阻尼器模

型与经典的Bouc-Wen、Bingham等四种模型并列为著名模型，并指出“该成果模型令

人感兴趣，不但可以很好地拟合实际阻尼器的行为，而且具有简单和优雅的形式，

能推广到控制器设计中。”（the one proposed by Guo is of interest. ……it has

also a simple and elegant formulation which can be extended for controller

design purposes.）（附件7，第185页）

（3）韩国高丽大学的Seung-Bok Choi 教授连续在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发表了4篇论文，多次引用代表作1，认为“精确地建模(accurately model)了磁流

变阻尼器的动态迟滞行为”。（附件8）

（4）波兰Lublin技术大学的Grzegorz Litak教授，在本领域权威期刊Nonlinear

Dynamics发表论文，多次引用代表作2，他的研究均采用了该论文的模型和参数。（引

文2，附件9）

（5）IFToMM技术科学会委员塞尔维亚L. Cveticanin教授在2015年IFToMM年会上，

论述伟大的科学家Rayleigh对工程、物理、化学和生物研究等领域的巨大影响时，每

个领域引了一篇论文，代表作2是工程领域唯一引用的论文。（附件10）
（6）A Saghafi等在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发表论文评价代表作7：“由

于制造误差和轮齿变形带来的静态传递误差是振动和噪声的重要来源，对齿轮箱有

重要影响。由于齿轮平均角速度是常值，因此按照文献[23]，静态传递误差是一个

周期函数，它的基频为啮合频率,可以展开为….” （引文7）

（7）闻邦椿院士等在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发表论文:

“增量谐波平衡法[18-23]是一种分析带有多谐波的强非线性振动的有效工具。”国

家杰青孟光教授等在Int J Nonlin Sci Num发表论文认为“申等人通过多阶和一阶

谐波方法求解了一个机械系统的频响，发现(found)在低频区存在高阶超谐波。”（附

件11）

发现点2的评价：（1）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航空中心主任JR Banerjee教授等在本领域

权威期刊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发表论文，称代表作3“应用非线性理论

加强对该问题的理解(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并评论“应

用线性和非线性理论解决这个问题使得该学科更加清晰(to solve the problem shed

some more light on the subject)。”（引文3）



（2）加拿大麦吉大学Ghayesh博士等2011年在JSV发表论文，将代表作5列为“有关

梁结构包括运动梁能量耗散机制方面几篇珍贵的论文(precious papers)”。（附件

12）

（3）加拿大数学建模领域研究主席(Canada Research Chair)劳里埃大学的R Melnik

教授2016年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发表论文认为该成果得到的守恒量可

以应用于证明平衡的稳定性。（附件13）

（4）土耳其杰拉勒·拜亚尔大学校长M Pakdemirli教授等在2009年JSV发表论文，

采纳了代表作5提出的用张力平均导出积分模型的观点，所得出的弹性梁控制方程为

该成果黏弹性梁忽略黏性时的特例。（引文5）

（5）加拿大工程院院士MP Païdoussis等 2012年在Nonlinear Dyn指出，“轴向运

动梁耦合运动通常不能处理”，指出该成果获得耦合高速运动梁频率和响应。（引

文6）

（6）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Jean W. Zu院士等(Int J Bifurcation and

Chaos, 2013)评价：轴向黏弹性运动梁横向非线性振动研究具有挑战性

(challenging)，陈和丁对于黏弹性梁耦合平面非线性振动发展了(developed)数值

差分算法（引文8）。ASME2013年评出该会会刊JVA近两年10篇最高引论文(Top 10 Most

Cited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ast 2 Years)，代表作8名列第二（附件16）。

（7）韩国釜山国立大学的Hong教授等2012年在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上评论该成果的研究方法可靠(reliable)，与相关工作吻合好

(good agreements)。（附件14）

发现点 3 的评价：（1）浙江大学求是学者曹志刚教授，2014 年在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利用该成果的轮胎路面接触模型研究了载重车辆在不平

顺道路上运动响应，“根据杨等人的研究，轮胎与路面接触形状为长方形，长宽比

为 6:4” （引文 4）。

（2）美国东北大学的 Qi Wang 教授，2012 年在 Sensors 发表论文，引用了该成果的

观点，“重要的是(It is important)建立动态胎压变化与地面加速度的关系”。 闻

邦椿院士等在(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17)中指出该成果

给出了 Galerkin 截断收敛性的细致分析(detailedly analyzed)。（附件 15）。

（3）代表作 4被美国 TRB 车路相互作用专委会称为开创性（pioneering）工作并获

得“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附件 17）。

代表作1、2、7的研究内容于2009年获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附件18）。车辆

-道路相互作用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结题为优秀（附件19）。

杨绍普教授被邀请在第二届国际交通信息安全会议（ICTIS 2013）上作50分钟大会

报告。杨绍普教授先后当选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

陈立群教授被中国力学学会聘为Acta Mechanica Sinica副主编和《力学学报》副主

编（附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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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1、姓名：杨绍普

排名：1

行政职务：校长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完成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项目总体负责人，对发现点1、3做出主要贡献（代表性

论著1、2、4、7）。提出了磁流变阻尼器的非线性状态模型，提出了刚柔相互作用

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组织实施了车辆道路相互作用实验段的构建和现场

测试。

2、姓名：陈立群

排名：2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完成单位：上海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对发现点2、 3 做出主要贡献（代表性论著3、5、6、8）。

建立了运动柔性体耦合振动模型，统一了运动柔性体两类主流动力学模型，并发现

了内在关联；提出了运动柔性体近似解析分析的多尺度方法；发现了具有能量量纲

的正定守恒量，并由此解决了因运动柔体边界质量转移导致的稳定性分析难题。

3、姓名：李韶华

排名：3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完成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对发现点1、3做出主要贡献（代表性论著2、4）。研究

了非光滑非线性车辆悬架系统的混沌现象，推导了出现混沌运动的解析条件。提出

了车路刚柔相互作用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分析了车路相互用规律，进行了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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