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
化方法研究
Research on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of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s based on multi-fidelity modeling

作 者 姓 名：
学

田

阔

号：

11403007

指 导 教 师：

王博教授

学科、 专业：

工程力学

答 辩 日 期：

2018 年 9 月 7 日

大连理工大学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作者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
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内容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
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其他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与我一
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学位论文题目：
作 者 签 名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日期：

年

月

日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
识产权属于大连理工大学，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
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
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题目：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作 者 签 名 ：

日期：

年

月

日

导 师 签 名 ：

日期：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日期：

年

月

日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摘

要

筒壳结构由于具有较高的比刚度和比强度，被广泛地应用于运载火箭的燃料贮箱和
级间段等主承力结构中。相比于传统的筒壳结构，基于生物学启发建立的多层级筒壳结
构具有丰富的结构或者材料层级，在高承载和低成本需求方面表现出巨大优势，但结构
或者材料层级的丰富也带来了屈曲分析效率低及全局寻优能力差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两
个难题，本文以混杂纤维筒壳和多级加筋壳两类多层级筒壳结构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多
层级筒壳屈曲分析与优化方法研究。首先，建立了基于本征正交分解（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POD）降阶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提高了刚度
突变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然后，建立了基于渐近均匀化快
速数值实现方法（Numerical Implementation of Asymptotic Homogenization, NIAH）的多
级加筋壳结构线性屈曲分析方法，提高了多级加筋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效率。进而，
提出了基于自适应等效策略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提高了多级加筋壳的后屈曲
优化效率。其后，针对加筋筒壳的等效模型建立了屈曲模态预测精度评估方法和模型修
正方法，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框架。最后，建立了基于多
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提高了多层级筒壳结构代理
模型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1) 针对刚度突变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建立了基于 POD 降阶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
化方法。首先，基于 POD 方法推导了特征值屈曲分析的降阶有限元方程。然后，提出
了有效的 POD 基构建及更新策略，搭建了“离线-在线-更新”的 POD 线性屈曲优化框
架。与全阶有限元方法对比表明，该框架对刚度突变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屈曲载荷和
屈曲模态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有效提高了该类型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
(2) 面向构型复杂、屈曲模态多样化的多级加筋壳结构，基于 NIAH 方法和瑞利-里
兹法建立了高效稳定、适用性广的数值等效刚度法（Numerical-based Smeared Stiffener
Method，NSSM），可以快速预测多级加筋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克服了传统
的等效刚度法（Smeared Stiffener Method，SSM）预测精度较低、适用性较差的缺点。
(3) 针对显式动力学后屈曲分析方法计算耗时较长的技术瓶颈，建立了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高效后屈曲分析方法，为多级加筋壳后屈曲分析模型的合理等
效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基于定点法搭建了多级加筋壳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框架，
相比于传统优化方法表现出更优异的收敛速度、优化计算效率及全局寻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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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效率低的瓶颈问题，建立了基于模型修正的加
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首先，针对加筋筒壳等效模型，定义了面向屈曲问
题的模态置信系数以表征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以此为约束条件建立了加筋筒壳等效模
型的模型修正方法，提高了等效模型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最后，建立了
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相比于传统方法可大幅减少计算成本。
(5) 针对多变量、多峰值、多约束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建立了基于
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综合利用了等效模型或者
降阶模型的高效率及精细模型的高精度。与传统的拉丁超立方抽样及优化方法对比表明，
该方法可合理缩减设计空间，避免盲目抽样，保证每次高保真度抽样具有竞争性，表现
出优异的全局寻优能力。
关键词：薄壳结构；屈曲分析；折减因子；多保真度建模；代理模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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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high specific stiffness and strength, thin-walled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in load-carryling structures of launch vehicles such as fuel tanks and
inter-stages. In comparsion to traditional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developed based on biologic inspirations possess multiple structural or material
hierarchi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ncreasing the load-carrying capacity and reducing the
material cost of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structural or material
hierarchies would result in low buckling analysis efficiency and weak global optimizing ability
for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research on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was performed for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including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and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in this paper. First,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were developed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based on POD model reduction method, 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stiffness mutation. Then,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were developed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the NIAH equivalent method, 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Furthermore, the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the adaptive equivalent strategy, 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Moreover, the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buckling modes and the model updating
method were developed for the equivalent models of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these methods,
th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fast prediction of the knockdown factor of stiffened shells was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surrogate-based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multi-fidelity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which could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 global optimizing ability of the surrogate-based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for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thesis is as follows:
(1) With respect to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stiffness mutation,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POD method. First, the reducedorder eigenvalue buckling formula were derived based on POD method. Next, the effective
assembly method and the update strategy of POD bases were proposed, and then the POD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framework was established with offline-online-update steps.
Illustrative examples of the low-cost and ply angle optimizations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ere carried out. In comparison to the detail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high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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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n buckling load and buckling mode was validated, and the
high prediction efficien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the 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stiffness mutation was demonstrated.
(2) With respect to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with complicated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s and multiple buckling modes, an efficient, stable and widely applicable linear
buckling method was developed based on NIAH method and Rayleigh-Ritz method, which
could fast predict the linear buckling load and buckling mode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SSM that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applicability is relatively weak.
(3)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post-buckling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explicit dynamics method, an efficient post-buckling analysis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the adaptive equivalent method by means
of NSSM, which could provide reasonable eqivalent concepts for the post-buckling analysis
model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Furthermore, a surrogate-based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framework was established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the fixedpoint method. By comparison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optimization method, the proposed
optimization method had outstanding convergence speed, optimization efficiency and global
optimizing ability.
(4) With respect to the high computational cost of the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for the
knockdown factor prediction of stiffened shells, an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fast prediction
of the knockdown factor of stiffened shells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odel updating method.
First, 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 (MAC) coefficients were defined for stiffened shell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buckling modes. On the basis of MAC coefficients, the
model updating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equivalent model of stiffened shell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equivalent model in buckling load and buckling mode
effectively. Finally, an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fast prediction of the knockdown factor of
stiffened shells was established. In comparison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he proposed method
could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time greatly.
(5) With respect to the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problem of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
structures with multiple variables, multimodal and multiple constraints, the surrogate-based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ulti-fidelity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by combining the high efficiency of equivalent models or reduced-order
models and the high accuracy of detailed models. In comparison to the traditional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the proposed method could reduce the design space
reasonably, avoid the blind sampling and guarante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ach sampl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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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high-fidelity model. And the outstanding global optimizing 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also demonstrated.
Key Words： Thin-walled shell structure; Buckling; Knockdown factor; Multi-fidelity
modeling;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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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运载火箭是国家航天实力的象征，是实现国家和平开发利用空间的前提和基础。近
年来，为完成载人登月、载人火星登陆和深空探测等航天任务，世界航天强国都在大力
研制重型运载火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 2011 年立项了新型运载火箭“太
空发射系统”（Space Launch System, SLS），该火箭芯级直径 8.4 米，初始型方案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约为 70 吨，而改进型方案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 130 吨[1]；我国于 2016
年立项进行芯级最大直径 10 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 130 吨的长征九号重型运载
火箭的研制[2]，如图 1. 1 所示。由于具有较高的比刚度和比强度，筒壳结构广泛地应用
于运载火箭的燃料贮箱和级间段等主承力结构中，如图 1. 1 所示。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为例，其以加筋筒壳形式为主的贮箱结构重量，占火箭未加注推进剂前总重量的 10.5%，
据长征九号重型运载火箭的前期论证，该比例将大幅度提高到 15%-20%，由此可以看出
筒壳结构是组成运载火箭尤其是重型运载火箭的重要结构形式。

图 1. 1 筒壳结构在运载火箭中的应用
Fig. 1. 1

Application of shell structures in launch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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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运载火箭在发射和飞行阶段承受着巨大的惯性载荷，筒壳结构的主要载荷工况
为轴向压缩工况。在这种工况作用下，筒壳结构发生的主要屈曲模态包括：整体型屈曲、
蒙皮或筋条局部型屈曲及材料塑性屈曲。通过合理的优化设计可以有效提高筒壳结构的
抗屈曲能力，进而保证运载火箭的承载性能。
随着运载火箭直径跨越式的提升，筒壳结构的结构尺寸大幅度增加、结构细节越发
复杂、受载工况也越发严苛，其结构设计面临着两大需求：
(1) 高承载需求。在筒壳结构的早期设计中普遍采用光筒壳这种结构形式，后在实
际应用中发现其对初始缺陷非常敏感，导致结构承载力发生较大折减，难以满足实际承
载需求。为了提高筒壳结构的承载能力和抗缺陷能力，设计师提出了加筋筒壳结构形式，
其由蒙皮和筋条组成，筋条结构有效提高了筒壳结构的弯曲刚度，进而提高了筒壳结构
的承载能力和抗缺陷能力。在目前主流的运载火箭加筋筒壳结构中，常见的加筋结构形
式包括正置正交加筋、等三角形加筋、斜置正交加筋和 Kagome 加筋等[3]，上述加筋构
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在大量的实验和应用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在传统加筋构型的基础
上，学者们希望获得具有更为优异承载性能的新概念构型设计。通过对蜂窝结构[4]和深
海海棉结构[5]等进行生物力学研究，可以发现这类结构具有丰富的结构或材料层级，也
因此表现出优异的承载性能和更大的优化设计空间。受此启发，王博和郝鹏等[6]通过改
变筋条尺寸的方式增加了加筋筒壳的结构层级，提出了多级加筋壳结构形式，可以显著
提升筒壳抵抗初始几何缺陷的能力，且无需增加结构重量。并基于特征值模态缺陷和单点凹
陷两种缺陷类型，数值验证了多级加筋壳结构的低缺陷敏感性特征。同时，王博和郝鹏
等[6]还揭示了多级加筋壳对缺陷低敏感的失稳局部化机理，即这类结构构型可变化的筋
条刚度分布，明显抑制了局部出平面的失稳波扩展，使加筋筒壳失稳陷入局部化，进而
有利于保持结构面内的失稳载荷。相似的失稳局部化现象，也可以在多级加筋板问题中
发现[7]。王博和田阔等[8][9]建立了一种梯度分布式多级加筋壳结构，给出了描述结构层级
的尺寸和布局函数，在筒壳刚度突变等易损区域，通过合理布置梯度分布式多级加筋，
使得结构整体刚度分布更均匀，有效抑制刚度突变等易损区域局部失稳变形的扩展，并
减少了应力集中破坏现象的发生概率，最终有效提高了筒壳结构的承载能力。从丰富不
同层级间加筋构型多样性的角度，田阔等[10]提出了新颖的混合多级加筋壳，例如：主筋
为正置正交加筋、次筋为三角形加筋的混合多级加筋壳，主筋为三角形加筋、次筋为三
角形加筋的混合多级加筋壳。通过与单一加筋构型的多级加筋壳进行对比，发现提出的
新构型可进一步提高多级加筋壳的承载能力和抗缺陷能力[10]。赵雨浓和方岱宁等[11]针对
实际的贮箱加筋筒壳结构，建立了多级三角形加筋筒壳，获得了高承载力的多级加筋壳
设计方案。Quinn、Murphy 和 Houston 等[12]-[14]基于数值方法和实验方法系统地对比了多

-2-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级加筋板和传统单级加筋板的承载能力和抗缺陷能力，验证了多级加筋板在承载能力和
抗缺陷能力上的优势，同时 Houston 等[15]还给出了航空领域中多级加筋板的设计规范。
Kunoo 等[16]验证了在同样的承载力约束下多级加筋壳相比于单级加筋筒壳具有更大的
轻量化设计空间。范华林和孙方方等[17]-[19]设计并制造了多级正置正交和多级等三角形
复合材料加筋筒壳结构，轴压试验结果表明多级加筋壳结构的承载力相较于传统的单级
加筋筒壳具有跨越式提升。综上所述，多级加筋壳是一种具有高承载优势的多层级筒壳
结构形式，如图 1. 2（a）所示。
(2) 低成本需求。近年来，随着 SpaceX 和零壹空间等民用航天公司的快速发展，运
载火箭逐渐表现为可回收、低成本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CFRP）是运载火箭筒壳结构中最常用的复合材料。其
表现为轻质高强的性能优势，但也具有材料成本较高的缺点[20]。较高的材料成本严重制
约了运载火箭的设计、制造与发展，为此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来设计并制造低成
本的复合材料，如大丝束的碳纤维应用技术[21]、低成本树脂应用技术[22]等。其中，混杂
纤维复合材料应用技术是一种具有潜力的复合材料低成本技术[23]。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
概念最早由 Hayashi[24]提出，其在基体材料中由两种或多种纤维混杂而成，以此来弥补
单一纤维增强基体材料的不足。其中，混杂纤维可以为人造纤维、天然纤维或者两者的
组合。通过多种纤维材料的混合作用，混杂纤维复合材料可以在保持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的前提下有效减少材料成本[25]。Nunna 等[23]，Sathishkumar 等[25]和 Botelho 等[26]对混杂
纤维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作了系统的综述和介绍，指出了影响混杂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
能的主要因素为：混杂纤维的体分比，纤维层的铺层角顺序，纤维的表面处理方法和混
杂纤维复合材料使用环境条件的影响等。Hadden 等[27]，Yim 等[28]和 Banerjee 等[29]分别
基于实验，数值和解析方法预测了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并分析了混杂纤维体
分比对混杂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张博明等[30]指出，通过合理优化混杂纤
维的体分比和铺层角顺序，可以更好地挖掘混杂纤维薄壁结构的低成本设计空间。由于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是由多种力学性能迥异的纤维混杂而成，因而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筒壳
可以看作是一种丰富了材料层级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形式，如图 1. 2（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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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多层级筒壳结构: (a) 多级加筋壳; (b) 混杂纤维筒壳
Fig. 1. 2

Hierarchical cylindrical shells: (a)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 (b)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综上可以看出，区别于传统的筒壳结构形式，多层级筒壳结构形式具有丰富的结构
或者材料层级，具有更大的设计空间，因而在高承载或低成本需求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和前景，开展相应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分析与优化设计，对保证运载火箭的高承载及低成
本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聚焦筒壳结构的屈曲分析方法，筒壳结构的折减因子预
测方法及筒壳结构的优化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内容的综述和介绍。

1.2 筒壳结构屈曲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筒壳结构的屈曲分析方法包括解析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值方法。在筒壳结构屈曲问
题的早期研究中，主要采用解析方法进行屈曲载荷计算。Timoshenko 等[31]为筒壳结构建
立了完善的经典小挠度理论，并给出了相应的微分方程及解的表达式。在经典小挠度理
论中，假设筒壳结构在发生屈曲失稳前的应力状态是无矩状态，这一假设使得筒壳结构
的平衡方程线性化。利津等[32]推导了金属加筋筒壳结构的解析公式，获得了加筋筒壳整
体型屈曲、蒙皮和筋条局部型屈曲的计算公式。徐元铭等[33]-[35]针对多级加筋板结构建
立了近似等效求解方法，可以解析求得多级加筋板结构不同屈曲模态对应的屈曲载荷值。
虽然解析方法应用十分方便，但由于小挠度理论仅适用于理想状态下的完美筒壳结构，
而实际情况中筒壳结构往往是存在初始缺陷的，并且实际的载荷工况、边界条件等也难
以与理想状态完全吻合，导致解析结果与实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也表明了解析方法
的局限性。Meyer-Piening 等[36]，Degenhardt 等[37]，Bisagni 等[38]和 Hühne 等[39]针对复合
材料筒壳结构开展了系列高精度的轴压破坏实验研究，准确地获得了结构的极限承载力。
范瑞祥等[40]和王博等[41]针对火箭结构中足尺寸的等边三角形加筋筒壳结构，开展了大型
轴压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解析方法的屈曲载荷预测结果误差较大。范华林和孙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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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7]-[19]设计并加工了多级正置正交和多级等三角形复合材料加筋筒壳结构，并完成了
轴压破坏实验。虽然实验方法是最为可信的屈曲分析方法，但是其成本较高，且无法用
于结构设计阶段。
随着计算能力的飞速提高，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屈曲分析方法为数值方法，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有限元法。在 ABAQUS 和 ANSYS 等商用有限元软件中集成了丰富的屈
曲分析算法，包括：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Lanczos 法，子空间法等），隐式算法（弧长
法，隐式动力学法等）和显式算法（显式动力学法等）。Wodesenbet 和 Kidane 等[42]在
有限元软件 ANSYS 中建立了复合材料加筋筒壳的有限元模型，并采用 Lanczos 特征值
屈曲分析方法获得了加筋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进而通过参数分析确定
了加筋筒壳的最优结构参数。Rahimi 等[43]分析了复合材料三角形加筋筒壳在轴压工况
下的屈曲行为。Morozov 等[44]和张明利[45]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预测了等三角形加筋
筒壳的整体型屈曲失稳载荷、筋条和蒙皮的局部型屈曲载荷。龙连春等[46]基于 APDL 语
言建立了薄壁加筋筒壳的参数化有限元模型，并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研究了筋条数
目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影响。吴浩和燕瑛等[47]用弧长法对先进格栅加筋筒壳结构的
后屈曲载荷进行求解，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比传统的以线性屈曲载荷为极限载荷的设计方
法可进一步提高结构承载效率。李庆亚和董萼良等[48]对比了加筋筒壳后屈曲数值分析方
法：弧长法、隐式动力学法和显式动力学法，并开展了轴压加筋筒壳结构后屈曲行为研
究，以计算精度和计算效率为评价指标对上述方法进行了评估。赵雨浓和方岱宁等[11]基
于非线性隐式动力学方法进行了多级加筋壳的后屈曲分析。郝鹏等[50]和王博等[41]针对加
筋筒壳结构建立了高精度的显式动力学后屈曲分析方法，可有效捕捉后屈曲载荷与失稳
波形，具有较强的计算稳定性，经与实验结果对比，验证了显式动力学后屈曲分析方法
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41]。其后，显式动力学方法被王博等[6]和郝鹏等[51]应用至多级加筋
壳的后屈曲分析及优化设计。综合来看，不同的有限元屈曲分析方法各有利弊：特征值
屈曲分析方法计算效率较高，但无法考虑加筋筒壳结构的后屈曲承载能力，因而较多用
于筒壳结构初始设计阶段；显式动力学方法计算稳定，但计算成本过大，因而主要用于
筒壳结构精细设计阶段；隐式算法分析效率可观，但在收敛性上仍具有较大挑战，难以
保证筒壳结构大规模优化设计的鲁棒性。
除了有限元法，其他学者也开展了其它具有代表性的屈曲分析数值方法研究。陈铁
云和沈惠申[52]针对筒壳结构屈曲问题建立了边界层理论，综合考虑了前屈曲的非线性效
应、后屈曲跳跃和初始缺陷的影响，将大挠度 Karman-Donnell 屈曲方程转化为边界层型
方程，采用奇异摄动法计算了多种载荷工况下的筒壳结构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孙家斌
和徐新生等[53]-[55]将筒壳结构屈曲问题从拉格朗日体系引入到具有完整理论构架的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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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体系进行求解，建立了一套能量守恒的辛方法。拉格朗日体系下的高阶微分控制方程
的求解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在辛体系下，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算例结果表明，
建立的辛求解方法可以准确预测轴压工况和耦合工况下筒壳结构的屈曲载荷、屈曲模态
和后屈曲路径。
然而，屈曲分析的数值方法普遍面临着分析效率的挑战。随着运载火箭结构尺寸的
跨越式提升，作为主承力结构的筒壳结构的尺寸也大幅度地提高，导致筒壳结构的数值
模型分析耗时激增，限制了其在初始设计及大规模结构优化中的应用。因此，为了保证
弹箭体结构的设计及研发周期，亟需针对筒壳结构开展快速屈曲分析方法的研究。常见
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结构等效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和基于模型降阶的快
速屈曲分析方法。
(1) 基于结构等效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针对加筋筒壳结构，代表性的基于结构等
效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为等效刚度法（Smeared Stiffener Method, SSM）。SSM 方法最早
由 Chen 和 Tsai[56]提出，首先解析地获得筋条和蒙皮的等效刚度系数，进而将两者直接
叠加获得加筋筒壳的等效刚度系数，最后基于瑞利-里兹法计算加筋筒壳的线性屈曲载
荷值。张志峰等[57]，任明法等[58]，石姗姗等[59]，Vasiliev 等[60]和 Buragohain 等[61]-[62]，
分别基于 SSM 方法开展了复合材料加筋筒壳和格栅结构的快速屈曲分析与优化设计，
在分析效率上具有显著优势。郝鹏等[51]针对多级加筋壳结构推导了 SSM 公式。然而，
SSM 方法由于没有考虑筋条偏心导致的拉弯耦合刚度，导致针对某些算例[63]-[64]中屈曲
载荷的预测结果不准确。其后，Zhang 等[65]提出了修正的耦合刚度的表达式，提高了 SSM
方法的预测精度。Kidane 等[66]和 Wodesenbet 等[42]通过对加筋单胞进行内力和内力矩分
析，解析地获得了加筋筒壳的等效刚度系数，然而在这个方法中并没有考虑耦合刚度及
筋条的横向应变和剪切应变的影响[42]。在此基础上，Jaunky 等[67]基于最小总势能原理和
静力条件对该方法进行了修正，可以考虑耦合刚度的影响，但却仅适用于对称铺层的复
合材料加筋筒壳结构。为克服这一局限性，吴德财和徐元铭等[68]-[69]根据加筋单胞的受
力特征提出了新的确定中性面的假设，建立了适用于多种加筋平板构型的等效方法。此
外，范华林等[70]，孙方方等[71]针对格栅结构和加筋筒壳结构建立了高效的连续介质力学
等效方法，形成了非常简便的等效分析模型，并通过面内承压试验和三点弯曲试验对方
法的预测精度进行了验证。
对于传统的 SSM 方法，由于是基于解析法进行筋条等效，难以准确描述筋条与蒙
皮之间的耦合关系，且基于梁假设的解析方法对筋条的弯曲刚度估计过高，导致预测的
线性屈曲载荷普遍偏大。同时，加筋构型适用性也极大地制约着 SSM 方法的发展[72]。
每当加筋构型变化时，SSM 方法都需要重新进行解析推导，且当存在复杂加筋构型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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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过程将变得繁琐复杂，给选型优化设计造成了极大的技术难度[72]。因而可以预见，加
筋筒壳快速屈曲分析方法的研究趋势为借助高精度的等效方法对加筋筒壳进行等效，逐
步提高快速屈曲分析方法的预测精度及对新颖加筋构型的适用性。
相较于解析等效方法，数值等效方法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和适用性。最常用的周期
性单胞结构数值等效方法有代表体元法[73]-[74]和渐近均匀化法[75]等。代表体元法具有非
常清晰的力学概念且便于操作，但由于其不是基于严格的数学理论，导致其仅能提供等
效刚度的近似估计[76]。相较于代表体元法，渐近均匀化法基于摄动理论，具有严格的数
学基础，表现出更高的预测精度[77]。但由于其需要在每个节点上进行积分求解，导致其
分析效率较低，限制了其在大规模优化设计中的应用。近年来，蔡园武和程耿东等[77][78]
建 立 了 渐 近 均 匀 化 快 速 数 值 实 现 方 法 （ Numerical Implementation of Asymptotic
Homogenization），简称为 NIAH 方法，其在保证渐近均匀化法预测精度的前提下极大
地提高了渐近均匀化分析效率。
(2) 基于模型降阶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为满足运载火箭跨越式提升的承载能力需
求，筒壳结构的发展呈现出结构尺寸逐渐增大和结构细节逐渐复杂化的趋势。为了精细
地描述结构屈曲失稳特征，如准确捕捉多层级筒壳结构多样化的屈曲模态或者多层级筒
壳结构的开孔、焊缝等刚度突变区域的局部屈曲模态，需要划分大量的网格单元，导致
建立的有限元模型规模较大，达到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个自由度。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全
阶模型的有限元屈曲分析是十分耗时的，如何提高其有限元屈曲分析效率仍然是一个瓶
颈问题。近年来，模型降阶技术在结构动力学等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合理地构
造减缩基，有效地降低了模型自由度，可以显著地提高结构有限元分析效率。代表性的
动力模型降阶方法包括：Guyan 方法[79][80]，模态综合法[81]，Krylov 子空间法[82]。特别
地，针对筒壳结构，王文胜和程耿东等[83][84]建立了基于梁平截面假设的模型降阶方法并
搭建了优化框架。在此基础上，王文胜和程耿东等[85]-[86]针对加筋筒壳的振动频率分析，
提出了建立梁超单元和超梁降阶模型的方法，相比于传统模型降阶方法获得了更高的预
测精度。针对上述方法难以准确捕捉局部振动模态的缺点，王博和李玉韦等[87]提出了一
种基于多项式及梁单元形函数的模型降阶方法。
近年来，POD 方法成为了一种非常有竞争力的模型降阶方法。POD 方法，也称之
为 Karhunen-Loéve 分解方法，其本质为一种映射方法，可以将原空间的控制方程映射到
某个正交子空间内，且需要保证系统在能量意义上映射误差最小[88][89]。POD 方法已广
泛应用于诸多领域，包括流体力学分析[90]，结构振动分析[91]，热传导分析[92][93]，建筑能
源预测[94]，其在保证预测精度的前提下，有效地降低了分析效率。根据文献调研，目前
较少有针对屈曲分析的 POD 降阶方法的研究工作，亟需开展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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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筒壳结构折减因子预测方法研究进展
对于筒壳结构的轴压屈曲失稳问题，早期的实验值与经典弹性理论预测值存在巨大
的差异，实验得到的承载力甚至在屈曲载荷理论预测值的 1/3 以下，且实验数据表现出
极大的离散性，这引起了许多学者们的重视。由于筒壳结构屈曲载荷对初始缺陷非常敏
感，普遍采用折减因子来定量结构对初始缺陷（其中几何缺陷的影响最大）的敏感程度。
但因缺陷敏感性本质上是非线性动力分叉问题，极难被精准量化，从上世纪 30 年代 Von
Karman 和钱学森[95]等早期工作开始相关研究从未间断，被公认是结构力学领域世界级
难题之一。NASA 在 1965 年提出了航天筒壳结构设计规范 NASA SP-8007[96]，该规范收
集了轴压工况下不同径厚比筒壳结构的实验数据，并根据曲线拟合技术获得了折减因子
下包络线表达式。Hutchinson[97]指出，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筒壳结构设计中至今仍沿用早
期规范 NASA SP-8007 给出的折减因子建议值，而大量实验结果表明早期折减因子建议
值相对于不断改进的加工工艺和逐渐积累的质量控制经验将显得愈发保守，导致结构承
载效率无法有效发挥，也将导致运载火箭贮箱重量的严重增加。因此，提出并建立高精
度的筒壳结构折减因子预测方法将对提高筒壳结构实际承载力的预测精度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数值分析技术和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折减因子定量研究再次成为固体力学领
域的前沿问题。2015 年，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Thompson[98]全面评述了这一学术热点，同
时给出了一些数学家对此问题新的数学理解，这将对筒壳结构折减因子准确定量化预测
提供理论依据。
综合来说，筒壳结构的初始缺陷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99]：(1) 几何缺陷。筒壳结
构上出现的几何缺陷表现为实际几何与理想几何之间的形貌偏差。数值分析中可通过对
模型节点坐标进行修正的方式将几何缺陷引入至模型中[100]。几何缺陷的形状可以为单
点凹陷、正弦波、非直非圆或双曲型等形式；(2) 边界缺陷。相比于理想情况下的边界
均匀加载条件，边界缺陷导致在筒壳结构的实际边界处出现加载不对称、加载局部偏差
等非均匀加载情况。Kriegesmann 等[101]建议使用垫片（shim layer）来模拟筒壳结构的边
界缺陷，即在筒壳边界形成一个边缘凸起（edge extension）。通过逐渐增大边界缺陷幅
值和缺陷宽度，可以得到边界缺陷的缺陷敏感性曲线，Arbelo 等[102]指出这种缺陷类型
会使缺陷敏感性曲线收敛，会得到屈曲载荷的下限值；(3) 刚度缺陷。筒壳结构的刚度
缺陷导致实际筒壳相较于理想筒壳产生刚度偏差，其因素主要包括厚度偏差和材料属性
散差等。针对金属筒壳结构较为常见的厚度偏差型刚度缺陷，Degenhardt 等[103]提出可以
采用超声扫描技术来对加工成型后的筒壳结构进行厚度测量。获得厚度信息后，引入至
筒壳结构有限元模型中，进而计算出筒壳结构的实际承载力。而复合材料筒壳结构的缺
陷类型除了包含金属筒壳结构的刚度缺陷类型外，还因复合材料的特殊性而产生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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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类型，主要包括：铺层间隙、铺层重叠、树脂分布错位、主铺层角偏差及分层等缺
陷类型[99]。
随着计算力学的快速发展，近十年各国学者纷纷关注基于数值分析技术的折减因子
定量预测方法，即通过在数值模型中引入“预设缺陷”，进而计算含缺陷结构的极限承载
力，用以近似含有真实随机缺陷的筒壳结构极限承载力，从而预测筒壳结构的折减因子。
筒壳结构折减因子的预测方法主要包括：
(1) 实测缺陷方法。Arbocz 等[104]开展了筒壳结构实测缺陷测量的早期研究工作，基
于傅里叶级数近似表达实测缺陷的形状和幅值，进而将其引入至有限元模型中进行极限
承载力预测，大直径加筋筒壳轴压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和可信性
[104][105]

。NASA 在 2007 年立项了 Shell Buckling Knockdown Factor（SBKF）项目[106]，

其核心思想是借助非接触式测量手段和全息技术对筒壳实际缺陷进行光学测量，进而将
实测缺陷引入筒壳有限元模型中，基于高保真度的数值分析方法获得筒壳结构极限承载
力的准确预测。Hilburger 等[106]针对六个复合材料光筒壳开展了实测缺陷方法的研究，
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王博等[41][107]基于 3D-DIC 光学测量技术获得了大直径
加筋筒壳结构和光筒壳结构实测缺陷的点云信息，进而针对完美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模
型修调，最后预测了含缺陷筒壳结构的极限承载力，与实验结果对比误差较小。虽然实
测缺陷方法可以准确可信地预测筒壳结构的实际承载力，但只能针对加工好的筒壳结构
进行测量，难以在初始设计阶段进行折减因子的预测。
(2) 模态缺陷方法。根据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108]，在不确定筒壳结构缺陷形状和幅
值的情况下，采用筒壳结构的一阶特征值屈曲模态形状作为几何缺陷形状，引入至完美
有限元模型中预测含缺陷结构的极限承载力，进而指导初始结构设计。很多研究筒壳结
构缺陷敏感性的工作，如滕锦光等[109]，张建等[110]，赵阳等[111]和陈俊岭等[112]均采用了
这种模态缺陷方法。普遍来讲，模态缺陷方法较于保守，容易造成较大的承载性能冗余
[41]

。
(3) Koiter 方法。Koiter 初始后屈曲理论[113]基于摄动法来研究筒壳结构临界载荷附

近后屈曲初始阶段的性质，具有准确预测筒壳结构后屈曲路径和快速分析结构缺陷敏感
性的能力。梁珂和 Abdalla 等[114]通过摄动参数在位移空间和力空间的转换，提出了一种
新的混合非线性分析方法，即 Koiter-Newton 法。该方法基于 Koiter 方法预测迭代步长，
通过弧长法迭代修正。梁珂和 Abdalla 等[115][116]进一步引入了分叉检测技术，并基于同
伦摄动方法求解降阶模型，使该方法的鲁棒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并已经成功应用于含缺
陷筒壳结构的极限承载力预测。Koiter 方法的应用目前仍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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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如何合理选择屈曲模态以确定后屈曲路径，如何将方法应用至中大幅值缺陷敏感性
分析中。
(4) 单点扰动载荷方法。筒壳结构在加工、装配、运输和服役期间，由于外力的撞
击，最可能产生的几何缺陷类型就是凹陷缺陷。Hühne 等 [117]提出了单点扰动载荷法
（Single Perturbation Load Approach，SPLA），其在完美结构有限元模型上施加径向扰
动载荷来产生凹陷，通过不断增大缺陷幅值直至结构极限承载力收敛，从而预测含缺陷
结构的折减因子下限值。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缺陷类型，原因如下：(1) 凹
陷可以在结构缺陷测量中被发现并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2) 凹陷缺陷可代表一种典
型的几何缺陷来确定结构的临界载荷；(3) 凹陷缺陷可激发典型的屈曲变形特征，与实
验观测到的屈曲失稳时局部出平面变形十分类似。虽然 SPLA 方法是一种非常简便的缺
陷模拟数值方法，但近年来大量学者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实际结构表面出现的凹陷数
量可能不唯一，导致 SPLA 方法无法覆盖实际缺陷的影响[118]。
(5) 多点最不利扰动载荷法。作为 SPLA 方法的改进，王博和郝鹏等[119]-[121]提出了
多点最不利扰动载荷方法（Worst Multiple Perturbation Loads Approach，WMPLA）。
WMPLA 方法在筒壳结构表面施加多点径向扰动载荷从而引入多点凹陷组合。基于这种
多点凹陷数值描述方法，研究凹陷间的相互作用及对结构承载力的影响，进而基于优化
方法寻找限定缺陷幅值下的最不利缺陷组合情况及其对应的筒壳结构折减因子下限值。
相较于 SPLA 方法，WMPLA 方法增加了对随机缺陷的覆盖度，从而一定程度上确保了
该方法可以更有效地覆盖到折减因子的下限值，获得更安全可靠的筒壳结构设计方案。
王博等[41]通过开展加筋筒壳轴压实验，验证了 WMPLA 方法的预测准确性和可靠性。同
时，算例结果表明 WMPLA 方法对复杂薄壳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119]-[121]，如网格加筋
筒壳、锥壳、含焊缝的复杂加筋筒壳、复合材料缠绕筒壳等。WMPLA 方法基于径向基
函数代理模型和多岛遗传算法开展全局优化搜索。但由于 WMPLA 优化的设计空间较为
复杂，需要大量的抽样点才能构建精度较高的代理模型，而抽样点往往基于精细有限元
模型进行计算，导致 WMPLA 优化计算成本较大。Wagner 等[118]也指出，较高的计算成
本限制了 WMPLA 方法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亟需提高 WMPLA 方法的优化效率。

1.4 筒壳结构优化方法研究进展
在筒壳结构设计相关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与结构优化相关的研究问题，其优化
目标主要包括：获得最大的结构极限承载力、最低的材料成本、最准确的折减因子预测
等。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是典型的多变量、多约束、多峰值的优化问题。
Venkataraman 和 Haftka[122]指出，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是最复杂的结构优化难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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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面临着建模、分析和优化的三重复杂度。随着筒壳结构的不断大型化、复杂化和
设计需求的不断提高，筒壳结构的复杂度也逐渐增加。基于传统的梯度类搜索算法开展
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而较快收敛，难以寻找到全局优化解，无法
充分挖掘结构优化空间。受到人工智能和生物学等领域的启发，学者们建立了启发式优
化算法[123]，其具有很强的通用性、鲁棒性及全局寻优能力，主要包括蚁群算法、遗传算
法、模拟退火算法等。基于启发式优化算法开展筒壳结构优化设计，需要大规模的迭代
和计算，导致了巨大的计算成本，因而在早期的启发式优化工作中，往往基于计算效率
较高的等效模型或者解析模型来开展启发式优化。为了更准确评估筒壳结构的实际性能，
仍需要基于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进行计算，因而代理模型成为了提高大规模启发式优化
效率的解决方法。代理模型技术利用设计空间中已知的离散设计点的数据信息进行插值
拟合，用来预测待求设计点的响应[124]。在代理模型的分析步骤中，首先需要开展实验设
计，即设计空间的抽样，主要包括拉丁超立方法、正交实验设计方法、全析因实验设计
方法等[125]。在获得抽样点的响应值后，基于近似方法建立代理模型，近似方法主要包括
响应面模型（Response Surface Method, RSM），径向基函数模型（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和 Kriging 模型等[125]。尽管代理模型技术提高了启发式优化算法的优化效率，但
是基于高保真度精细模型的抽样步骤仍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成本，亟需建立高效的抽样
及优化策略。下面分别介绍筒壳结构代表性优化问题的研究进展：
(1) 最大化结构极限承载力优化问题。为了提高筒壳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可以通过
合理优化筋条和蒙皮的尺寸和布局变量、复合材料的铺层变量的方式来实现。基于 SSM
方法或者解析法，Bagheri 等[126]、Venter 等[127]和 Rao 等[128]分别采用遗传算法、粒子群
算法和蛙跳算法等启发式算法开展了筒壳结构的承载力优化设计。由于采用了高效的等
效模型或者解析模型来计算筒壳结构的承载力，保证了全局优化分析的计算效率。为了
准确评估筒壳结构的极限承载能力，需要基于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开展后屈曲分析。代
理模型技术被用于提高基于精细模型的全局优化效率。Wu 等[129]基于自适应 Kriging 代
理模型和遗传算法优化了复合材料加筋筒壳的极限承载力。Rikards 等[130]基于 RSM 代
理模型和遗传算法开展了复合材料加筋筒壳后屈曲载荷的全局优化设计，在保证预测精
度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优化效率。郝鹏等[131]，赵雨浓等[49]和王博等[132]基于 RBF 代
理模型和遗传算法，以最大化结构极限承载力为目标，分别对 T 型多级加筋壳、多级三
角形加筋筒壳和双层蒙皮多级加筋壳开展了优化设计。王博和郝鹏等[50][133][134]针对筒壳
结构后屈曲优化设计空间高维度、非连续等特征，考虑不同类型的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
具有显著不同的敏感程度，提出了基于层级分解策略的分步类代理模型优化算法，特征
在于提出了变量分组[133]、自定义变量关联函数[134]、自定义名义承载力指标[50]等算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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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概念，可以有效确定每一步代理模型的采样数目、变量数目和变量上下限，对每一步
优化问题都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降维处理，有效克服了筒壳结构设计变量激增导致的算法
效率降低的瓶颈问题。同样地，Khani 等[135]、Liu 等[136]和 Dormohammadi 等[137]也开展
了筒壳结构多层级优化框架的相关研究工作，通过合理的变量分组获得了更优异的全局
寻优能力。
(2) 低成本优化问题。通过优化筒壳结构的尺寸和材料变量，在保证承载能力的前
提下，降低筒壳结构的成本，以满足运载火箭日益提高的低成本设计需求。Jarmai 等[138]
针对金属加筋筒壳结构，建立了材料和加工成本的表达函数，并借助于粒子群算法获得
了加筋筒壳最优成本设计。Walker 等[139]提出了复合材料三明治板的材料成本表达式，
并通过合理的材料优选、铺层厚度和铺层角优化实现了三明治板材料成本的最小化。
Abachizadeh 等[140]以混杂纤维层合板的铺层角和纤维混杂比为设计变量，基于蚁群算法
开展了低成本优化设计。叶金蕊和张博明[141]，吕毅和张伟[142]面向飞机复合材料加筋壁
板结构建立了考虑制造工艺的制造成本估计模型，给出了人工成本、材料成本、模具成
本和设备成本的估算方法。经与实验验证，提出的成本模型预测结果误差为 10.8%[142]，
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叶金蕊和张博明[141]编写了复合材料加筋壁板结构的
制造成本估算软件，并建立了结构成本-质量优化框架，实现了对复合材料加筋壁板结构
制造成本的快速估算和优化。上述研究工作中，均基于解析方法来评估筒壳结构的承载
能力，而当需要基于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来计算结构的极限承载力时，上述低成本优化
框架同样面临计算效率方面的挑战。针对混杂纤维复合材料薄壁结构，学者们开展了大
量的低成本设计研究[143]-[147]，发现混杂纤维的混杂效应可以带来更大的低成本优化空间，
且通过合理控制混杂纤维复合材料薄壁结构的最优混杂比，可以在保证结构力学性能的
同时，有效地降低复合材料薄壁结构的材料成本。
(3) 基于 WMPLA 方法的折减因子预测优化问题。WMPLA 方法通过对多点扰动载
荷的坐标变量进行优化，来获得含缺陷结构折减因子下限值。目前，这种方法已被广泛
应用至筒壳结构的折减因子预测[119]-[121]，且通过大型轴压实验验证了方法的可信性和准
确性[41]。对于 WMPLA 方法来说，普遍采用的优化方法为基于代理模型和多岛遗传算法
开展全局优化搜索。但由于 WMPLA 优化的设计空间较为复杂，因而需要大量的抽样点
才能构建精度较高的代理模型。而抽样点往往基于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进行计算，导致
WMPLA 方法的优化计算成本较大。在王博等[41]给出的算例中，WMPLA 方法的分析耗
时甚至达到一个月之久，这样巨大的计算成本对于初始设计阶段的折减因子预测是无法
承受的。王博等[41]同时指出，当抽样点数目较少时，代理模型难以搜索到全局优化解，
无法准确预测折减因子的下限值，因而预测的折减因子偏高，极易导致不安全的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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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由此可见，对于 WMPLA 方法来说，其计算效率和全局寻优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竞争与博弈。Wagner 等[118]也指出，较高的计算成本限制了 WMPLA 方法在工程实际中
的应用，亟需提高 WMPLA 方法的优化效率。
综上，制约筒壳结构优化设计的研究瓶颈为优化分析效率和全局寻优能力，亟需开
展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建立先进的结构优化方法。

1.5 本文主要研究工作
本博士论文以运载火箭中的多级加筋壳和混杂纤维筒壳这两类多层级筒壳结构为
研究对象，针对多层级筒壳的屈曲分析效率低、后屈曲优化效率低和后屈曲优化全局寻
优能力差的现状，基于多保真度建模方法，开展了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相关
研究。本文首先建立了基于 POD 降阶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及相应的优
化方法，提高了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然后，建立了基于 NIAH
等效的多级加筋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方法，提高了多级加筋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效
率。进而，建立了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提高了多级加
筋壳后屈曲优化效率。其后，针对加筋筒壳的等效模型建立了屈曲模态预测精度评估方
法和模型修正方法，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框架。最后，建
立了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提高了多层级筒
壳结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
本博士论文的组织结构如图 1. 3 所示，各章节的具体研究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概述了筒壳结构屈曲分
析方法、折减因子预测方法及优化方法等领域的研究历史与发展现状。
第二章提出了基于 POD 降阶的混杂纤维筒壳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首先，基
于 POD 方法推导了特征值屈曲分析的降阶有限元方程。然后，提出了有效的 POD 基构
建及更新策略，建立了“离线-在线-更新”的 POD 屈曲优化框架。最后，开展了混杂纤维
筒壳低成本优化和铺层角优化算例研究，验证了提出方法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具有较
高的预测精度，而且可以有效提高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屈曲分析及优化的效率。
第三章提出了基于 NIAH 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屈曲分析方法。基于 NIAH 方法和瑞利
-里兹法建立了 NSSM 方法，可以快速预测多级加筋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通
过加筋壳线性屈曲分析算例验证了提出方法对不同的加筋构型、载荷工况及屈曲模态具
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第四章建立了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快速后屈曲分析方法，为多级加
筋壳后屈曲分析模型的合理等效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基于定点法搭建了多级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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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框架，并通过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算例验证了提出的方法具有
优异的收敛速度、优化计算效率及全局寻优能力。
第五章提出了基于模型修正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首先，针对加
筋筒壳等效模型，定义了面向屈曲问题的模态置信系数以表征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然
后，建立了加筋筒壳等效模型的模型修正方法，提高了等效模型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
的预测精度。最后，建立了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并通过加筋筒壳折减
因子预测优化算例验证了提出的方法具有较高的优化计算效率。
第六章提出了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优化方法。针对多变
量、多峰值、多约束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综合利用了等效模型或者降阶
模型的高效率及精细模型的高精度，建立了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代理模型优化方
法。通过优化算例验证了提出的方法可以合理缩减设计空间，避免盲目抽样，具有优异
的全局寻优能力。
第七章对本文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后续工作。
从全文逻辑上来看：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基于 POD 模型降阶方法和 NIAH 结构等
效方法建立了多层级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方法，提高了其线性屈曲分析效率；第四
章和第五章分别基于自适应等效方法和模型修正方法建立了多层级筒壳结构的后屈曲
优化方法，提高了其后屈曲优化效率；第六章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建立了多层级筒
壳结构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提高了其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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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博士论文组织结构框图
Fig. 1. 3

Organization chart of this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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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POD 降阶的混杂纤维筒壳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
2.1 引言
多层级筒壳结构呈现出结构尺寸逐渐增大和结构细节逐渐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为了
准确地描述多层级筒壳结构屈曲失稳特征，尤其是当多层级筒壳结构中存在开孔刚度突
变结构特征时，需要对结构刚度突变区域划分精细的网格单元，导致建立的有限元模型
规模较大，达到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个自由度。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全阶模型的有限元屈
曲分析将变得十分耗时。对于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这一类刚度突变筒壳结构，由于不再
满足周期性假设条件，结构等效方法难以适用。相比之下，模型降阶技术由于不受到结
构周期性假设的限制，对处理这类刚度突变筒壳结构的屈曲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应用潜力。
模型降阶技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合理地构造减缩基，有效地降低有限元模型的自由
度，从而提高结构有限元分析效率。模型降阶技术在结构动力学等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
主要包括 Guyan 方法[79][80]、模态综合法[81]、Krylov 子空间法[82]等方法。针对筒壳结构
的振动频率分析，王文胜和程耿东等[83]-[84]建立了基于梁平截面假设的模型降阶方法。
为了准确捕捉含开孔加筋筒壳结构的局部振动模态，王博和李玉韦等[87]提出了一种基于
多项式及梁单元形函数的模型降阶方法。可以看出，上述模型降阶技术都是针对动力模
型降阶问题建立的，难以直接推广至多层级筒壳结构的屈曲分析问题。近年来，POD 方
法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广泛应用[90]- [94]。POD 方法本质上是一项数据处理技术，因此其
不局限于特定的力学问题，适用性较广。POD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从 n 维空间的数据样本
中提取出 m（m<n）维最优基，构建最优子空间，进而将全阶系统映射到子空间形成降
阶系统，且需满足降阶系统与全阶系统的误差达到最小。目前来看，较少有针对屈曲分
析的 POD 降阶方法的研究工作，亟需开展大量研究。同时，多层级筒壳结构的低成本
优化、铺层角优化等优化问题均需要进行大量的屈曲计算，因而在相应的优化框架中集
成 POD 方法将有助于提高优化计算效率。为了保证 POD 方法在大规模优化问题中的准
确性和可信性，还需要开展相应的 POD 基构建及更新方法研究。而目前的 POD 方法主
要用于实时预测，缺少对 POD 屈曲优化方面的系统研究和应用。
综上，本章将针对混杂纤维筒壳这类多层级筒壳结构，建立基于 POD 降阶的线性
屈曲分析方法，并通过提出有效的 POD 基构建及更新策略，搭建起基于 POD 方法的混
杂纤维筒壳屈曲优化框架。

- 16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2 筒壳结构屈曲分析方法
2.2.1

瑞利-里兹法
根据能量原理可知，在受压情况下筒壳结构从平面状态进入邻近的弯曲状态时，外

部荷载所做的功等于形变势能的增加量。基于 Whitney[148]提出的瑞利-里兹法（RayleighRitz method），在屈曲临界状态时，由屈曲位移所引起的系统总势能 Π 由应变能 Us 和
外力功 We 所组成：

Π  U s  We

(2.1)

应变能 Us 表达式如下：

1 2 R L
 Nx x  N y y  Nxy xy  M x x  M y y  M xy xy  dxdy (2.2)
2 0 0
式中，N 和 M 分别代表外力和外力矩，、 和 分别代表面内应变、剪应变和曲率，
Us 

L 代表筒壳高度，R 代表筒壳半径，筒壳坐标系如图 2. 1 所示。
根据经典层合板理论[149][150]，一个等效的连续体平板结构的平衡方程可以表达为：
 N   A B  ε 
 M    B D  κ 
  
 

(2.3)

x 
x 
 Nx 
Mx 
 
 
 


ε    y  , κ    y  , N   N y , M   M y 
xy 
 xy 
 N xy 
 M xy 
 
 
 



x 

(2.4)

u v
v w
u
, y 
,  xy 


y x
y R
x

(2.5)

2w
2w
2w
 x   2 ,  y   2 ,  xy  2
x
y
xy

A  [ Aij ] , B  [ Bij ] , D  [ Dij ]

(2.6)

式中，u、v 和 w 代表筒壳轴向、环向和径向位移分量。Aij、Bij 和 Dij 分别代表结构的
拉伸刚度、耦合刚度和弯曲刚度系数。将上述公式代入应变能公式中，得到：

Us 

1 2 R L
 A11x2  2A12x y  A22 y2  A66 xy2  D11x2  2D12xy
2 0 0 

D   D   2 B11xx  B12yx  B21x y  B22y y  B66xyxy   dxdy
2
22 y

(2.7)

2
66 xy

外力功 We 表达式为：

We   

2 R

0



L

0

2

1 2 R L Pcra  w 
P Rw y dxdy   

 dxdy
2 0 0 2 R  x 
e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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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cre =0， Pcra 代表了轴压工况下筒壳结构的轴压屈曲载荷；当 Pcra =0， Pcre 代表了外压
（或者内压工况下）筒壳结构的外压（或者内压）屈曲载荷；当这两项都不为零时，代
表结构受到轴内压工况，将给定的内压值 Pcre 代入公式中，求解出的 Pcra 值即代表了轴内
压联合工况下筒壳结构的屈曲载荷。

图 2. 1 筒壳结构坐标示意图
Fig. 2. 1

Coordinate system for cylindrical shells

根据筒壳屈曲模态的变形特征，可用傅里叶级数来表达简支边界条件下筒壳屈曲时
的位移分量：




u   Amn cosmx sin ny 

(2.9)

m 1 n 1




v   Bmn sin mx cosny 

(2.10)

m 1 n 1




w   Cmn sin mx sin ny 

(2.11)

m1 n 1

式中    / L ，   1 / R ， m 为轴向半波数， n 为环向整波数。
将上述公式代入至总势能表达式中，可得到总势能 П 关于 Amn 、Bmn 和 Cmn 的函数。
基于最小总势能原理，令 Π 关于 Amn 、 Bmn 和 Cmn 的一阶偏导数均为零，则可推导得出
结构整体型屈曲载荷 Pg 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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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K12

K13

K 21 K 22 K 23
2 R  L  K31 K 32 K 33
Pg 
K11 K12
  m 
K 21 K 22
2

2

(2.12)

2

 m 
n
 m  n 
K11  A11 
  A66    2 A16 
 
L
R


 
 L  R 
2

(2.13)

2

n
 m 
 m  n 
K22  A22    A66 
  2 A26 
 
 R
 L 
 L  R 
2

2

4

4

(2.14)

3

3

 m   n 
 m 
n
 m   n 
 m  n 
K33  2 D12  2D66       D11    D22    4D16      4D26   
 L   R
 L 
 R
 L   R
 L  R 
2

 m  n 
 m 
n
K12  K21   A12  A66  
   A16 
  A26  
 L  R 
 L 
 R
3

2

2

2

(2.16)
3

 m 
 m  n 
 m   n 
n
K13  K31  B11 
   B12  2B66  
   3B16 
    B26  
 L 
 L  R 
 L   R
 R
3

2

3

(2.15)

n
 m   n 
 m 
 m  n 
K23  K32  B22     B12  2B66  
    B16 
  3B26 
 
 R
 L   R
 L 
 L  R 

(2.17)

2

(2.18)

通过改变上述公式中 m 和 n 的值即可得到一系列屈曲载荷值，其中的最小值即为
结构临界整体型屈曲载荷，相对应的 m 和 n 值即为结构临界整体型屈曲模态的波数。
2.2.2

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
在筒壳结构的初始设计阶段，经常采用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来快速评估结构的承载

能力。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也可称为线性屈曲分析方法。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考虑了
结构的应力刚化效应。随着压应力逐渐增加，结构抵抗横向载荷的能力逐渐减小。当压
应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负的应力刚度将超过结构刚度，导致结构发生屈曲行为。
特征值屈曲问题的有限元方程可以写为：
{K  λG}Φ  0

(2.19)

式中，K 代表刚度阵，G 代表几何刚度阵（也称为应力刚度阵），λ 代表特征值（即线
性屈曲载荷值），Ф 代表特征向量（即屈曲模态）。通过求解这一特征值方程，即可获
得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值和屈曲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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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显式动力学方法
显式动力学方法可以模拟轴压实验的准静态加载过程，进而准确模拟结构后屈曲行

为，预测得到结构极限承载力，该方法稳健、不存在收敛性问题，其控制方程如下：
Mat  Ft ext  Ft int  CVt  KU t

(2.20)

式中， M 代表质量阵，a 代表节点加速度矢量，C 代表阻尼阵， K 代表刚度阵，V 代表
节点速度矢量，U 代表节点位移矢量，t 代表时间， Ft ext 代表外力矢量， Ft int 代表内力矢
量。
基于中心差分法对给出的控制方程进行显式的时间积分，根据一个增量步的动力学
条件去计算下一个增量步的动力学条件：
a t   U t  Δ t  2U t  U t  Δ t  / Δ t 2

(2.21)

V t  U t  Δ t  U t  Δ t  / 2Δ t

(2.22)

式中， Δ t 代表时间增量。将式（2.21）和式（2.22）代入式（2.20），则原方程可表达
为：
C 
C 
 M
 2M

 M
ext
int
 2
 U t  Δt  Ft  Ft   2  K  U t   2 
 U t  Δt
Δ
2Δ
Δ
Δ
2Δ
t
t
t
t
t






(2.23)

从式（2.23）可以看出，待求的 U t  Δt 仅由 U t 和 U t  Δt 决定，因而运动方程是显式计算
的，可直接求解，不需要像隐式算法中求解整体切线刚度矩阵而反复迭代，因此显式动
力学方法不存在收敛性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显式动力学方法要求时间增量 Δ t 非常小时，才能保证计算的精确
性。如果时间增量大于稳定极限 Δt stable ，容易造成计算中数值的不稳定。稳定极限 Δt stable
可基于逐个单元进行估算：
Δtstable 

cd 

Le
cd

E



(2.24)
(2.25)

式中， Le 代表单元长度，cd 代表材料波速，E 代表材料弹性模量，ρ 代表材料密度。
由上式可以总结出，有限元模型中的最小单元尺寸直接影响着显式动力学方法的计
算效率，当有限元模型中有小尺寸加筋或者复杂结构细节时，往往导致最小单元尺寸较
小，容易导致显式动力学计算时长过长。同时，为了保证显式动力学方法的计算稳定性，
应尽量选择接近但不超过稳定极限的时间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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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 POD 降阶的线性屈曲分析方法
特征值屈曲分析的有限元方程如 2.2.2 节中的式（2.19）所示。通过求解特征值方程，
可以获得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值和屈曲模态。假设全阶模型的自由度为 M，则矩阵 K 和
G 的阶数为 M × M。本节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矩阵 K 和 G 的
阶数。如图 2. 2 所示，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从前期实验、数值或者解析结果中收集或求解屈曲模态的特征向量值，进
而建立起快照矩阵 A：
(2.26)

A  { Φ (n1 ) , Φ (n2 ) ,..., Φ (nL ) }

式中， Φ( n j ) 为特征向量值， j  1,2,...,L 。如果收集获得的特征向量数目为 L，则矩阵 A
的阶数为 M × L，其中 L≤M。
第二步：基于快照矩阵 A 求解相关矩阵 R，其中相关矩阵 R 的阶数为 L× L。
R  AT A

(2.27)

进而，求解相关矩阵 R 的特征值 βj 和特征向量值 φj，并且将特征值 βj 从大到小进
行排序：
Rφ j   j φ j ,

j  1, 2 ,...,l

(2.28)

l  L , 1   2  ... j  0

基于下面的公式，求得 POD 基 uj：
uj 

1

j

Aφj

(2.29)

根据截断误差的筛选准则，获得前 r 阶最优 POD 基：
r



i



i

r = argmin  I (r ) : I (r )    , I (r ) = 1- i=1
l

(2.30)

i=1

式中，“argmin”代表寻找最小的阶数 r，使其满足 I(r)≤δ，其中 I(r)是前 r 阶 POD 基的截
断相对误差，δ 为截断值，在本文中其值取为 0.01。也就是说，截断的前 r 阶 POD 基在
全部的 POD 基中是占优的，能以最小截断相对误差的代价来最大化地捕捉系统的总能
量。
以上两步为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离线步骤（offline steps），需要在开展 POD 屈曲
分析的在线步骤（online steps）前完成。下面首先介绍在线步骤。
第三步：为待求的结构组集刚度阵 K 和 G。将待求的结构的特征向量表示成 POD
基的线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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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a 1 u 1 + a 2 u 2 + ...+ a r u r
 uα

(2.31)

式中，α 代表 POD 基的线性加权系数，其阶数为 r × M。u 代表 POD 基，其阶数为 M ×
r。
第四步：将式（2.31）代入式（2.19）中，得到下式：
{ K +  G} Φ = 0
{K +G}ua =0

(2.32)

{Ku+Gu}α =0

然后，在上述公式的左右两端分别乘以 uT，可以得到：
uT {Ku+λGu}α =0
{uT Ku+λuT Gu}α =0
{K +λG }α =0

(2.33)

式中 K  uT Ku ， G  uT Gu ，矩阵 K 和 G 的阶数为 r × r。

图 2. 2
Fig. 2. 2

POD 屈曲分析方法流程图

Flow chart of POD buckling analysis method

通过 POD 方法进行模型降阶后，有限元模型的阶数大幅度减少，由 M × M 降至 r ×
r，r≤M。对降阶模型开展特征值分析，可以获得特征值 λ 和特征向量 α。全阶模型可以
计算出 M 阶特征值，而降阶模型可计算出 r 阶特征值，这表明降阶模型只能预测待求结
构的前 r 阶屈曲载荷值。对于工程中的屈曲问题，往往只关注第一阶屈曲载荷值，因此
本节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具有可适用性。通过式（2.33）计算求得特征向量 α 后，
将特征向量 α 再代入式（2.31）中，可以求得 POD 预测的屈曲模态 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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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方法
2.4.1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等效模量计算方法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由基体和多种纤维混杂而成，如图 2. 3 所示。混杂纤维复合材料
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同时保证了较低的材料成本。本文所采用的混杂纤维由碳纤维、
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组成。根据文献[29]可知，Rule of hybrid mixtures（RoHM）方
法适合用于预测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纵向模量，半解析的修正 Halpin-Tsai 公式适合用
于横向模量和剪切模量的预测。在文献[29]中，上述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被实验和数
值结果所验证。下面给出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等效模量的计算公式。

图 2. 3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示意图
Fig. 2. 3

Schematic diagram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s

根据 RoHM 方法，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纵向模量计算公式如下：
E1  E1cV fc  E1 g V fg  E mVm

(2.34)

式中，E1c、E1g 和 Em 分别代表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的纵向模量，Vfc,、Vfg
和 Vm 分别代表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的体分比。其中，Vfc+Vfg+Vm=100%。
类似地，RoHM 公式也同样可以用于预测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纵向泊松比 v12，密
度 ρ 和单位质量下的材料成本：
 12   12 cV fc   12 g V fg   12 mVm

(2.35)

   cV fc   g V fg   mVm

(2.36)

c  c cV fc  c g V fg  c mVm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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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12c、v12g 和 v12m 分别代表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的纵向泊松比。ρc、
ρg 和 ρm 分别代表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的密度。cc、cg 和 cm 分别代表碳纤
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的单位质量下的材料成本。因此，体积为 V 的混杂纤维复
合材料筒壳结构的总材料成本 C 为：
(2.38)

C  c V

基于修正的 Halpin-Tsai 公式，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横向模量 E2 和剪切模量 G12 的
表达式如下：
 E2c 
 E2 g 

 1

 1
 1   E 2 cV fc   gV fg  
E
E
  Em , c   m 
E2  
, g   m 


 E2c 
 E2 g 
 1  cV fc   gV fg  

  E 2

  E 2
 Em 
 Em 
 G12c 
 G12 g 

 1

 1
 1  G12  cV fc  gV fg  
G12 m 
G12 m 




G12 
, g 
 G , c 
 1   cV fc  gV fg   12 m
 G12c 
 G12 g 





 G12

  G12
G
 12 m 
 G12 m 

(2.39)

(2.40)

式中，E2c 和 E2g 分别代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的横向模量。G12c、G12g 和 G12m 分别代表碳
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体的剪切模量。在上述公式中，ξE2 和 ξG12 是横向模量和剪
切模量的拟合参数，文献[29]通过与实验数据进行数据拟合，确定了 ξE2 和 ξG12 的取值为
1.165 和 1.01。
2.4.2

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框架
面向混杂纤维筒壳结构，建立低成本优化框架如下：
Find:
X
Minimize: C
Subject to: Pcr ≥ P0

(2.41)

Vml  Vm  Vmu
Xil ≤ Xi ≤ Xiu,

i = 1, 2

式中，X 是设计变量，包括混杂纤维复合材料中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的体分比 Vfc 和 Vfg。
C 是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总材料成本。Pcr 是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值，P0 是
目标载荷值。Vm 是混杂纤维复合材料中基体材料的体分比，Vml 和 Vmu 是变量 Vm 的下限
值和上限值，在本算例中分别取值为 35%和 100%。Xil 和 Xiu 分别代表设计变量的下限
和上限。优化目标是最小化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总材料成本，约束条件为混杂纤维筒壳
结构线性屈曲载荷值 Pcr 不小于给定的目标载荷值 P0（155.64 kN），基体材料体分比满
足上下限约束，设计变量满足上下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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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 面向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低成本优化框架
Fig. 2. 4

Low-co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在开展混杂纤维筒壳结构低成本优化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屈曲分析，为了提
高低成本优化的计算效率，将 POD 屈曲分析方法集成至低成本优化框架中，相应的优
化框架如图 2. 4 所示。在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离线步骤中，收集快照矩阵（屈曲模态
特征向量的矩阵）。对于设计变量较少、设计空间不复杂的优化问题，可以简单地选取
初始设计或者设计空间上下限设计点，求解其全阶模型前几阶屈曲模态特征向量作为快
照矩阵。在确定快照矩阵后，可以计算得出 POD 基。在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在线步骤
中，基于离线步骤中建立的 POD 基，可以计算出优化迭代过程中每一个待求的设计点
（具有不同混杂纤维体分比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值。由于 POD 屈曲
分析方法的计算效率较高，整个优化框架的分析时长将大大降低。优化后，可以获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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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解和最优设计变量。为了保证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计算得出的最优解的准确性和
可信性，在优化框架中设置了一个收敛判据及 POD 基更新策略，将基于 POD 屈曲分析
方法预测的最优解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与精细有限元全阶模型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
值进行对比，来校核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预测的最优解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当两者
的相对误差小于 1%时，则认为满足精度要求，优化过程收敛并结束。如果大于 1%，则
表明预测精度不满足，需要提高 POD 降阶模型的预测精度，即返回到 POD 离线过程，
增加快照矩阵的数目。在本框架中，将上一优化循环中预测精度不满足要求的最优解的
全阶模型屈曲模态特征向量加入至初始快照矩阵中，生成更新快照矩阵。基于更新快照
矩阵，重复整个优化分析过程，直至满足收敛条件。
2.4.3

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算例
本节建立了一个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算例，来验证提出的低成本优化框架的有效性。

筒壳结构直径 500 mm，高度 510 mm。蒙皮铺层角度为 [0°/90°/0°/90°/0°]s，单层厚度为
0.125 mm。混杂纤维和基体的材料属性和材料成本如表 2. 1 和表 2. 2 所示。基于式（2.34）
-（2.40），可以计算出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等效模量、等效密度和单位质量成本。对于
初始设计，计算结果为：E1 = 159200 MPa，E2 = 8588.2 MPa，ν12 = 0.26，G12 = 4410.5 MPa，
ρ = 1.51E-6 kg/mm3，c = 7.4 $/kg，C = 11.189 $。建立混杂纤维筒壳的全阶有限元模型，
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确定单元尺寸 5 mm。边界条件为两端简支。基于特征值屈曲分
析方法计算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155.64 kN，相应的一阶屈曲模态波
形图如图 2. 5（a）所示。
表 2. 1
Tab. 2. 1

混杂纤维和基体的材料属性

Mechnical properties of hybrid fibers and matrix

E1c [MPa]

E1g [MPa]

E2c [MPa]

E2g [MPa]

Em [MPa]

G12c [MPa]

G12g [MPa]

263000

72400

19000

72400

3500

27600

30200

G12m [MPa]

ν12c

ν12g

ν12m

ρc [kg/mm ]

ρg [kg/mm ]

ρm [kg/mm3]

1290

0.2

0.2

0.35

1.75E-6

2.55E-6

1.15E-6

表 2. 2

3

3

混杂纤维和基体的材料成本

Tab. 2. 2 Material costs of hybrid fibers and matrix
cc [$/kg]
11.0

cg [$/kg]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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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混杂纤维筒壳一阶屈曲模态波形图: (a) 全阶模型结果; (b) POD 降阶模型结果
Fig. 2. 5

First order buckling modes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a) full order result;
(b) reduced order result by POD-based buckling method

基于初始设计全阶模型的屈曲结果，提取其前 20 阶屈曲模态特征值向量，组装成
初始快照矩阵。由于 POD 方法计算得出的相关矩阵的前 20 阶特征值 βj 非常接近，根据
式（2.30）的筛选准则，无法达到 POD 基的截断条件，因而无须对前 20 阶 POD 基进行
截断，因而 20 阶 POD 基全部保留。按照式（2.33）对模型进行降阶，矩阵 K 和 G 的阶
数由 112326 × 112326 降至 20 × 20。基于降阶模型开展特征值屈曲分析，计算得出的线
性屈曲载荷值为 155.64 kN，与全阶模型的计算结果一致。降阶模型预测的一阶屈曲模
态波形图如图 2. 5（b）所示，其与全阶模型的预测结果一致。全阶模型的计算时间为 118
s，而 POD 降阶模型的计算时间仅为 0.01 s，表明了本节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具有
巨大的分析效率优势。
在验证了 POD 屈曲分析方法对初始设计点的预测精度后，将进一步研究其在整个
设计空间内的预测精度。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抽样 100 次，设计空间如表 2.
3 所示。其后，在这 100 个抽样点上，分别基于全阶模型和降阶模型计算线性屈曲载荷
值，并比较两者在每个点上的相对误差值。相对误差分布图如图 2. 6 所示，其中灰色区
域代表不满足约束条件的不可设计域。在可设计域内，靠近初始快照区域，抽样点的预
测精度较高；远离初始快照区域，抽样点的预测精度相对较低。整体来看，大多数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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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点都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其中最大相对误差为 5.94%。如果设计者可以接受这样的
预测精度，则后续的优化设计可以基于当前的 POD 降阶模型开展；如果预测精度不满
足要求，则可以通过增加 POD 快照矩阵阶数的方式，来提高 POD 降阶模型的预测精度。
在本文中，将设计空间边界处的设计点（即具有最大预测误差的设计点（Vfc = 0%, Vfg =
65%））的前 20 阶全阶模型屈曲模态特征值添加至初始 POD 快照矩阵中，生成混合 POD
快照矩阵，其 POD 基的阶数也由初始的 20 阶增至 40 阶。根据 POD 基截断误差的筛选
准则，可获得 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曲线如图 2. 7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截断的 POD 基
的数目逐渐增加，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逐渐减小。本节建立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要求
截断相对误差不超过 1%，从图 2. 7 可以看出，当截断的 POD 基数目为 26 时，截断相
对误差满足筛选准则。因而，截断的 26 个 POD 基在全部的 POD 基中是占优的，且能
以最小数目 POD 基的代价来最大化地捕捉系统的总能量。进而，基于混合 POD 快照矩
阵建立降阶模型，其在整个设计空间内的预测误差分布图如图 2. 8 所示。通过与基于初
始 POD 快照矩阵的降阶模型的预测误差分布图（图 2. 6）对比，可以看出基于混合 POD
快照矩阵的降阶模型具有更优异的预测精度，最大相对误差仅为 0.43%。
表 2. 3
Tab. 2. 3

混杂纤维低成本优化设计空间和优化解

Design space and optimal results of low-cost optimization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初始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优化解

60%
0%
40%

0%
0%
35%

65%
65%
100%

43.5%
21.5%
35.0%

155.64

155.64

—

155.64

155.64

—

—

155.10

相对误差

0%

—

—

0.3%

C [$]

11.189

—

—

10.14

Vfc
Vfg
Vm
基于POD屈曲分析方法的线
性屈曲载荷值 [kN]
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的线性
屈曲载荷值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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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 基于初始快照矩阵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预测误差分布示意图
Fig. 2. 6

Relative error distribution of the POD-based buckling results based on original
snapshots

图 2. 7
Fig. 2. 7

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示意图

Relative error of truncated POD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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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 基于混合快照矩阵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预测误差分布示意图
Fig. 2. 8

Relative error distribution of the POD-based buckling results based on mixed
snapshots

接下来，基于 POD 降阶模型，开展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低成本优化设计。由于设
计变量较少，设计空间并不复杂，本节采用下山单纯形法（Downhill simplex algorithm）
作为优化算法。历经 154 次迭代，优化过程收敛。图 2. 9 给出了优化迭代历程图，其中
过滤掉了不可行的迭代点。基于 POD 降阶模型的优化过程耗时 2465 s，若基于精细有
限元全阶模型开展相同次数的优化迭代，耗时约 20636 s。相比之下，基于 POD 降阶模
型的优化成本相比于基于精细有限元全阶模型的优化成本减少了 88.1%，表现出更高的
优化计算效率。最优设计列入表 2. 3 中，其中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预测的最优设计
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155.64 kN，按照收敛判据，将最优设计基于全阶模型进行验证，
相对误差仅为 0.3%，满足收敛条件，因此无须更新 POD 基，整个优化过程结束。这一
点同样凸显了本文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高精度，其保证了优化结果的可信性。
优化后，最优设计的材料总成本为 10.14 $，其相比于初始设计降低了 10%，表明了混杂
纤维相比传统的单一纤维更具低成本优势。综上，本节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和低
成本优化框架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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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 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迭代历程图
Fig. 2. 9

Iterations of the low-co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the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2.5 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混杂纤维筒壳铺层角优化方法
2.5.1 混杂纤维筒壳铺层角优化框架
面向混杂纤维筒壳结构，建立的铺层角优化框架如图 2. 10 所示，优化劣势如下：
Find:
X
Maximize: Pcr
Subject to: Xil ≤ Xi ≤ Xiu,

(2.42)
i = 1, 2, …, 5

式中，X 是设计变量，包括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铺层角度 θ1，θ2，θ3，θ4 和 θ5。Pcr 是混
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值。Xil 和 Xiu 分别代表设计变量的下限和上限，在本优
化框架中，铺层角离散变量的取值空间为[-45°, 0°, 45°, 90°]。优化目标是最大化结构的线
性屈曲载荷 Pcr，约束条件为设计变量满足上下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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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0 面向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铺层角优化框架
Fig. 2. 10

Ply angl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在优化框架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离线步骤中，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内
抽取少量样本点，并针对这些样本点开展全阶模型的特征值屈曲分析，收集全阶模型前
几阶有限元屈曲模态特征向量作为快照矩阵。在确定快照矩阵后，可以计算得出最优
POD 基。在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在线步骤中，基于离线步骤中建立的 POD 基，可以计
算出优化迭代过程中每一个待求的设计点（具有不同铺层角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
性屈曲载荷值。为了保证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计算得出的最优解的准确性，与 2.4 节
的低成本优化框架类似，本优化框架中也设置了一个收敛判据和 POD 基更新步骤。
2.5.2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铺层角优化算例
下面基于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算例来验证提出的铺层角优化框架的有效性。本节采
用的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示意图如图 2. 11 所示，筒壳结构的直径 500 mm，高度
510 mm。蒙皮铺层角度为[45°/0°/45°/45°/45°]s，单层厚度为 0.125 mm。混杂纤维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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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 Vfc、Vfg 和 Vm 分别为 40%、20%和 40%。筒壳结构上含有三个矩形开孔，开孔长度
和宽度均为 50 mm。三个开孔的中心点的坐标分别为（0，250，115）mm，（240，250，
395）mm 和（120，250，255）mm。混杂纤维和基体的材料属性和材料成本与 2.4.3 节
的模型保持一致，如表 2. 1 和表 2. 2 所示。基于式（2.34）-（2.40），可以计算出混杂
纤维复合材料的等效模量、等效密度和单位质量成本：E1 = 120080 MPa，E2 = 9630 MPa，
ν12 = 0.26，G12 = 4429.2 MPa。建立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有限元模型，边界条件设
置为两端固支，单元尺寸为 5 mm。基于全阶模型计算出初始设计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78.1 kN，相应的一阶屈曲模态波形图如图 2. 12（a）所示。

图 2. 11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示意图
Fig. 2. 11

Configuration diagram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multiple cutouts

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表 2. 4）内抽取 100 个样本点，针对这 100 个样本
点开展全阶模型的特征值屈曲分析，并收集每个样本点的前 10 阶特征值屈曲模态向量，
组装成 1000 阶的 POD 快照矩阵。根据 POD 基截断误差筛选准则，可获得 POD 基截断
相对误差曲线如图 2. 13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截断的 POD 基的数目逐渐增加，POD 基
截断相对误差不断减小。本节建立的 POD 分析框架要求截断相对误差不超过 1%，从图
2. 13 可以看出，当截断的 POD 基的数目为 50 时，截断相对误差满足筛选准则。确定了
最优数目的 POD 基后，建立起阶数为 50×50 的 POD 降阶模型。

- 33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图 2. 12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一阶屈曲模态波形图: (a) 全阶模型结果; (b) POD 降阶模
型结果
Fig. 2. 12 First order buckling modes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multiple cutouts:
(a) full order result; (b) reduced order result by POD-based buckling method
表 2. 4 含开孔混杂纤维铺层角优化设计空间和优化解
Tab. 2. 4

Design space and optimal results of ply angle optimization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cutouts
初始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优化解

o

45

-45

90

0

o

0

-45

90

-45

o

45

-45

90

45

o

45

-45

90

45

o

45

-45

90

-45

79.0

—

—

105.8

78.1

—

—

105.3

1.1%

—

—

0.5%

θ1 [ ]
θ2 [ ]
θ3 [ ]
θ4 [ ]
θ5 [ ]
基于POD屈曲分析方法的
线性屈曲载荷值 [kN]
基于全阶模型的线性屈曲
载荷值 [kN]
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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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3 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示意图
Fig. 2. 13

Relative error of truncated POD bases

基于降阶模型开展初始设计的特征值屈曲分析，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79.0
kN，与基于全阶模型的计算结果相对误差为 1.1%，相应结果列入图 2. 14 中。降阶模型
预测的一阶屈曲模态波形图如图 2. 12（b）所示，其与基于全阶模型的预测结果基本一
致，尤其是针对开孔周围的局部屈曲模态，获得了很高的预测精度。基于全阶模型的计
算时间为 106 s，而 POD 降阶模型的计算时间仅为 0.01 s，表明了本文提出的基于 POD
的屈曲分析方法巨大的分析效率优势。在验证了 POD 屈曲分析方法对初始设计点的预
测精度后，将进一步研究其在设计空间内的预测精度。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
抽样 10 次，设计空间表 2. 4 所示。其后，在这 10 个抽样点上，分别基于全阶模型和降
阶模型计算线性屈曲载荷值，并比较两种模型在每个抽样点上的相对误差值。10 个抽样
点的相对误差值如表 2. 5 所示，其中最大相对误差为 2.4%，最小相对误差为 1.0%，表
明了 POD 屈曲分析方法在整个设计空间内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也因此保证了基于
POD 降阶模型开展优化设计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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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POD 屈曲分析方法在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设计空间中预测误差结果

Tab. 2. 5 Prediction error of POD-based buckling method in the design space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with cutouts
POD 屈曲分析结果 [kN]

全阶模型屈曲分析结果 [kN]

相对误差

验证点 1

93.6

92.0

1.7%

验证点 2

89.4

87.3

2.4%

验证点 3

81.4

80.6

0.9%

验证点 4

98.4

97.0

1.4%

验证点 5

101.6

100.5

1.1%

验证点 6

59.1

57.7

2.4%

验证点 7

86.6

85.0

1.9%

验证点 8

99.2

97.7

1.5%

验证点 9

80.7

79.7

1.3%

验证点 10

77.3

76.5

1.0%

接下来，基于建立好的 POD 降阶模型，开展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铺层角优化设计。
由于变量数目较多且变量类型包含离散变量和连续变量，为保证搜索到全局优化解，本
节基于多岛遗传算法作为优化算法。多岛遗传优化参数中每个岛的种群数、岛数和进化
代数分别设置为 25、2 和 6，历经 300 次迭代后获得最优解。图 2. 14 给出了多岛遗传优
化迭代历程图。完成整个多岛遗传优化，基于 POD 降阶模型的优化过程需要 4803 s，
若基于精细有限元全阶模型开展相同次数的优化迭代，优化总耗时约 36600 s。对比可
知，基于 POD 降阶模型的优化成本相比于基于精细有限元全阶模型的优化成本减少了
86.9%，具有更高的优化计算效率。最优设计列入表 2. 4 中，其中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
法预测的最优设计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105.8 kN。按照收敛判据，将最优设计基于全阶
模型进行验证，全阶模型结果为 105.3 kN，与 POD 降阶模型的相对误差仅为 0.5%，满
足收敛条件，因此无须更新 POD 基，整个优化过程结束。优化结果凸显了本文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在开展铺层角优化设计中的高精度和高效率。优化后，最优的线性屈
曲载荷值为 105.3 kN，相比于初始设计结果提高了 35.8%，表明了本节提出的含开孔混
杂纤维筒壳结构铺层角优化框架的有效性。同时也可以总结出，通过合理的铺层角优化
设计，可以显著地提高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承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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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4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铺层角优化迭代历程图
Fig. 2. 14

Iterations of the ply angl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the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multiple cutouts

2.6 小结
本章建立了基于 POD 降阶的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首先
基于 POD 方法推导了特征值屈曲分析的降阶有限元方程，并提出了有效的 POD 基构建
及更新策略，建立了“离线-在线-更新”的 POD 屈曲优化框架。完美和含开孔混杂纤维筒
壳屈曲分析算例结果表明，POD 屈曲分析方法相比于精细有限元方法具有更高的分析
效率，且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对于刚度突变的含开孔混杂纤维
筒壳结构，POD 屈曲分析方法也可以准确地预测局部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
基于提出的 POD 屈曲优化框架，开展了完美混杂纤维筒壳结构低成本优化设计，
最优设计的材料总成本相比于初始设计降低了 10%，提出的 POD 屈曲优化方法在保证
屈曲载荷预测精度的前提下节省了 88.1%的计算成本。同时优化结果还表明了，由于设
计空间的增大和混杂效应的影响，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相比传统的单一纤维复合材料更具
低成本优势。进而，开展了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铺层角优化设计，POD 优化方法的
计算成本相比于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的计算成本减少了 86.9%，优化后最优设计的线性
屈曲载荷值相比于初始设计结果提高了 35.8%，表明了通过合理的铺层角优化设计，可
以显著地提高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承载性能，同时，优化结果还凸显了 POD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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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分析方法在开展铺层角优化设计中的高精度和高效率。根据优化算例结果可知，混杂
纤维体分比和铺层角是混杂纤维筒壳结构设计的关键结构参数，影响着混杂纤维筒壳结
构的低成本和高承载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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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NIAH 等效的多级加筋壳线性屈曲分析方法
3.1 引言
随着运载火箭结构尺寸的跨越式提升，作为主承力结构的加筋筒壳结构的尺寸将大
幅度提高，如果仍基于精细有限元模型开展加筋筒壳结构的屈曲分析及优化设计，将带
来巨大的计算成本。为了提高加筋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亟需建立起高
效的等效模型来进行快速屈曲分析。针对加筋筒壳结构，代表性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为
SSM 方法。其最早由 Chen 和 Tsai[56]提出，后经 Kidane 和 Wodesenbet 等[42][66]、Jaunky
等[67]、吴德财和徐元铭等[68]-[69]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最终使得 SSM 方法在实际工
程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对于传统的 SSM 方法，由于基于解析法进行筋条等效，难以
准确描述筋条与蒙皮之间的耦合关系，且基于梁假设的解析方法对筋条的弯曲刚度估计
过高，导致预测的屈曲载荷普遍偏大。同时，加筋构型适用性也极大地制约着 SSM 方
法的发展[72]。每当加筋构型变化时，都需要重新进行解析推导，且当存在多级加筋壳这
种复杂加筋构型时推导过程将变得非常繁琐复杂，给选型优化设计造成了极大的技术难
度[72]。传统的 SSM 方法仅能预测加筋筒壳的整体型屈曲载荷，而多级加筋壳呈现出屈
曲模态多样化的特征，如何准确预测多级加筋壳的多种屈曲模态及相对应的屈曲载荷，
将对 SSM 方法提出极大挑战。
本章将借助高精度的等效方法，面向加筋筒壳及多级加筋壳结构，建立起高效、高
精度的线性屈曲等效模型，突破传统 SSM 方法预测精度较低、适用性较差的瓶颈。

3.2 加筋筒壳结构等效方法
3.2.1

等效刚度法
等效刚度法（Smeared Stiffener Method, SSM）是一种针对加筋筒壳结构的解析等效

方法[56]。对于 SSM 方法，首先基于解析方法分别计算蒙皮和筋条的等效刚度系数，进
而将这两部分进行直接叠加，获得加筋单胞的等效刚度系数：

[ Aij ]  [ Aijsk ]  [ Aijst ]
[ Bij ]  [ Bijsk ]  [ Bijst ]

(3.1)

[ Dij ]  [ Dijsk ]  [ Dijst ]
式中，Aij、Bij 和 Dij 分别代表加筋单胞的拉伸刚度、耦合刚度和弯曲刚度系数。上标 sk
和 st 分别代表蒙皮和筋条。下标 i, j  {1, 2,6} 。
蒙皮的等效刚度系数可以根据经典层合板理论[149][150]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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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ijsk   (Q ij ) k ( zk  zk 1 )
k 1

1 n
Bijsk   (Q ij ) k ( zk2  zk21 )
2 k 1
Dijsk 

(3.2)

1 n
 (Qij )k ( zk3  zk31 )
3 k 1

式中，Qij 代表偏轴模量，z 代表层合板沿厚度方向的坐标，k 代表层合板中的铺层序号。
基于文献[66]中的结构力学分析方法，可得筋条的等效刚度系数为：
 2c 3

 a2
2sc
st
1
[ Aij ]  A E1 
 b

 0


2s 2 c
a
2s 3  2
b

 c 3t

 a2
sc t
st
1
[ Bij ]  A E1 
 b

 0


s 2 ct
a
(2s 3  2)t
2b

 c 3t 2

 22a 2
sc t
st
1
[ Dij ]  A E1 
 2b

 0


0


0 

0 

2sc 2 

b 

0
s 2 ct 2
2a
(2s 3  2)t 2
4b
0


0 

0 

sc 2t 

b 

(3.3)


0 

0 

sc 2 t 2 

2b 

式中，c = cos ，s = sin， 代表筋条与水平轴的夹角，通过改变夹角可以表征正置
正交加筋构型或者三角形加筋构型。a 和 b 分别代表单胞的长度和宽度。t、A1 和 E1 分
别代表筋条的厚度、横截面和纵向模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公式是针对三角形加筋单胞推导的[66]，而对于新颖的多级加筋
构型或者其他复杂加筋构型，需要重新根据单胞结构特征进行重新推导。
3.2.2

NIAH 方法
周期性单胞结构也可以基于渐近均匀化法这类数值等效方法进行等效刚度系数的

求解。根据经典的渐近均匀化理论[75]，周期性单胞结构的等效刚度系数 Aij、Bij 和 Dij 的
求解公式可以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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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 

1


 ε

 εi  c  ε 0j  ε j  d

Bij 

1


 ε

 εi  c  ε j0  ε j  d

Dij 

1


 ε







0
i

0
i

i

0

T

T

(3.4)

 εi  c  ε j0  ε j  d
T

式中，Ω 代表周期性单胞结构的体积，c 代表弹性矩阵，下标 i, j  {1, 2, 6} 。单位应变
场包含 3 个单位面内应变场 εi0 和 3 个单位弯曲应变场 ε i0 ，特征应变场包含 3 个特征面
内应变场 εi 和三个特征弯曲应变场 εi 。
对于渐近均匀化方法的传统数值求解方法，需要在每个单元上进行积分求解支反力
和应变能。当周期性单胞结构中含有微结构时，如含有尺寸较小的加筋或者复杂构型的
加筋，为了准确分析结构性能，需要针对微结构划分大量单元。在这种情况下，渐近均
匀化方法的传统数值求解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的单元积分求解，导致计算成本大幅度增加。
为了提高渐近均匀化方法的求解效率，蔡园武和程耿东等[77][78]建立了渐近均匀化方法的
快速数值求解方法，步骤如图 3. 1 所示。

第一步

0
0
建立单胞有限元模型，施加节点位移场 χ i ，χ i

第二步

进行一次静力分析，输出节点支反力场 f i , f i

第三步

将节点支反力场施加给初始单胞有限元模型，
设置周期性边界条件，进行第二次静力分析，
输出特征位移场 ai , ai

第四步

将特征位移场施加给初始单胞有限元模型，进
行第三次静力分析，输出特征支反力场 Pi , Pi 

将上述输出量进行乘积，获得等效刚度系数

第五步

图 3. 1
Fig. 3. 1

Aij 

T
1
 χi0  ai   f j  Pj 


Bij 

T
1
 χi0  ai   f j  Pj 


Dij 

T
1
 χi0  ai   f j  Pj 


NIAH 方法流程图

Flow chart of NIA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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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商用有限元软件中建立单胞结构的有限元模型，此后的所有计算都是基
于商用有限元软件。注意到单位应变场 εi0 和 ε i0 可以表示成相应的节点位移场 χ i0 和 χ i0 与
应变-位移矩阵 B 之间的乘积关系：
εi0  Bχ i0

(3.5)

εi0  Bχ i0

根据上述公式，在有限元软件中将节点位移场 χ i0 和 χ i0 施加到单胞模型每个节点上。
第二步：单胞结构节点支反力场 f i 和 fi 可表示成节点位移场和刚度矩阵 K 之间的
乘积关系，如下式所示，通过对单胞进行一次静力分析，即可由有限元软件输出 f i 和 fi ：
f i   B T cεi0 d   BT cBχ i0 d   B T cBd χ i0  Kχ i0


fi  K χ





(3.6)

0
i

第三步：将上一步输出的节点支反力场再施加到初始单胞有限元模型的每个节点上，
设置周期性边界条件，经过第二次静力分析，即可输出单胞结构的特征位移场 a i 和 a i ：
~
K ai  f i
~
K ai  f i

(3.7)

~

式中 K 是周期性边界条件下的结构刚度矩阵。
第四步：与第一步类似，特征应变场 εi 和 εi 同样可以由相应的特征位移场 a i 和 a i
与应变-位移矩阵 B 的乘积关系来表达：
εi  Bai

(3.8)

εi  Bai

将特征位移场 a i 和 a i 再施加到初始单胞有限元模型的每个节点上，进行第三次静
力分析，可以得到相应的特征支反力场 Pi 和 Pi  ：
K ai  Pi 

(3.9)

K ai  Pi 

第五步：将式（3.5）-（3.9）代入式（3.4）中, 即可将周期性单胞结构的等效刚度
系数用另一种更简洁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和计算：



 f

j

 Pj



 f

j

 Pj



 f

Aij 

1 0
χ i  ai


Bij 

1 0
χ i  ai


Dij 

1 0
χ i  ai


T

T

T

j




 Pj

(3.10)



可以看出，式（3.10）中的每个系数均可基于商用有限元软件计算得出，无须采用
传统渐近均匀化方法中的复杂积分求导。按照上述五步，加筋单胞的等效刚度系数 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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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j 和 Dij 可以快速获得。上述方法的有效性已被蔡园武和程耿东等[77][78]所验证，本文不
再赘述。

3.3 基于 NIAH 等效的加筋筒壳 NSSM 方法
3.3.1

NSSM 方法

针对于加筋筒壳结构的整体型屈曲载荷预测 Pg，NSSM 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3. 2 所
示：第一步，从加筋筒壳中划分出代表性单胞结构，建立其有限元模型；第二步，基于
NIAH 方法计算单胞结构的等效刚度系数 Aij、Bij 和 Dij；第三步，将上述等效刚度系数
代入至瑞利-里兹公式，计算得出整体型屈曲载荷值和屈曲模态波数。可以看出，NSSM
方法无须对加筋单胞进行解析推导，直接由脚本语言驱动有限元软件进行求解，操作简
便。

图 3. 2

NSSM 方法流程图

Fig. 3. 2 Flow chart of NSSM
针对多级加筋壳这类具有多样化屈曲模态的复杂结构，本节补充了多级加筋壳多种
屈曲模态的计算方法，从而提高了 NSSM 方法对多种屈曲模态的适用性。如图 3.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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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白色虚线围住的区域是整体型屈曲发生的代表体元，由主筋的一半、次筋和蒙皮组
成。针对这个代表体元，基于图 3. 2 中的 NSSM 方法可以快速计算出整体型屈曲载荷值
Pg。如图 3. 3 所示，蓝色虚线围住的区域是半整体型屈曲发生的代表体元，可以看作是
发生在相邻主筋单胞里的局部屈曲。基于 NIAH 方法可以快速计算出半整体型屈曲代表
体元的等效刚度系数 Aijp 、 Bijp 和 Dijp 。进而，将其代入 Chen 等[56]提出的加筋筒壳局部屈
曲载荷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得出发生在多级加筋壳主筋格栅内的局部屈曲载荷，即多级
加筋壳半整体型屈曲载荷值 Pp：
  m 4
 mn
Pp  2 R    D11p    2  D12p  2 D66p  



b

 bj  d j
  j
2

2


 n
p
  D22 

 dj





4

  d 2
  j   Pg
 n
 

(3.11)

式中，bj 和 dj 分别代表相邻轴向和环向主筋的宽度，bn 和 dn 分别代表相邻轴向和环向
次筋的宽度，hrj 和 hrn 分别代表主筋和次筋的筋高，trj 和 trn 分别代表主筋和次筋的筋厚，
ts 代表蒙皮厚度。

bj
发生半整体型屈曲的代表体元
发生整体型屈曲的代表体元

trj
dj

dn

trn

hrj
hrn
ts

bn

(a) 整体结构

图 3. 3
Fig. 3. 3

(b) 单胞结构

多级加筋壳结构示意图: (a) 整体结构; (b) 单胞构型

Schematic diagram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 (a) whole structure; (b) unit cell

如果蒙皮或者筋条是由各向异性材料组成，其等效刚度系数可以基于经典层合板理
论[149][150]求得，如 3.2.1 节的式（3.2）所示。如果蒙皮或者筋条的材料是各向同性材料，
则其等效刚度系数可表达为：
A11  A22 

Et
,
1  2

A12 

 Et
Et
, A16  A26  0, A66 
2
2(1   )
1 

(3.12)

Bij  0
D11  D22 

 Et
Et
Et
, D12 
, D16  D26  0, D66 
2
2
12(1  )
12(1  )
2(1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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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 和 ν 分别代表各向同性材料的杨氏模量和泊松比，t 代表蒙皮或者筋条的厚度。
进而，根据文献[56]给出的局部型屈曲公式，可以推导出多级加筋壳结构中蒙皮局
部型屈曲载荷 Psl，主筋局部型屈曲载荷 Prjl 和次筋局部型屈曲载荷 Prjn 公式如下：
4
2
4

  d 2
m
 mn 
sl  n 
n

Psl  2 R  2  D11sl    2  D12sl  2 D66sl  
D

      Pg
22 

b
b
d
d
n

 n
 n n
 n    


m
Prjl  2 R    D11rjl 


 dj

2

4


 mn
rjl
rjl
  2  D12  2 D66  

 3d j  h j

2


 n
rjl
  D22 

 3h j





4

  d 2
  j   Pg
m


4
2
4

  d 2
m
 mn 
rnl  n 
n
Prnl  2 R  2  D11rnl    2  D12rnl  2 D66rjl  
  D22 
      Pg

 dn 
 3d n  hn 
 3hn    m 

(3.13)

(3.14)

(3.15)

式中，下标 sl、rjl 和 rjn 分别代表蒙皮、主筋和次筋。
最终，分别计算上述屈曲模态所对应的屈曲载荷，并以最小值作为多级加筋壳的临
界屈曲载荷值 Pcr，相应的屈曲模态即为多级加筋壳的临界屈曲模态：
Pcr  min Pg , Pp , Psl , Prjl , Prnl 

(3.16)

由于上述五种屈曲模态的计算是相互独立的，本节采用并行计算的方式来进一步提
高 NSSM 方法的分析效率。通过编写 Batch 脚本来实现 NSSM 方法的并行计算。同时，
NSSM 方法可以显式地输出临界屈曲模态，而传统的有限元方法则需要使用者人工查看
多级加筋壳的变形云图才能判断出临界屈曲模态，造成了在快速分析与优化过程中无法
实时监控多级加筋壳屈曲模态的变化，这凸显了 NSSM 的简捷高效。基于提出的 NSSM
方法，编写了简捷的工程应用软件。采用 MFC 语言编写程序界面，采用 APDL 语言编
写 NIAH 方法来计算等效刚度系数，用 C 语言编写瑞利-里兹法及解析公式来计算临界
屈曲载荷。软件包含自定义模块：每当设计师提出新颖的加筋构型，只要建立其单胞的
有限元模型，放入至工作目录下，即可实现自动计算，无须额外编程。
3.3.2

NSSM 方法的预测精度验证

首先，以文献[151]中一个正置正交复合材料加筋筒壳结构为例，比较传统 SSM 方
法与 NSSM 方法的预测精度。加筋筒壳几何构型如图 3. 4 所示。加筋筒壳直径 D = 900
mm，加筋筒壳结构高度 L = 1168 mm，轴向筋条数目 Na = 90，环向筋条数目 Nc = 20。
蒙皮和筋条的材料属性如表 3. 1 所示。蒙皮为对称铺层[0°/90°]s，蒙皮总厚度 ts = 1.22
mm。筋条为单向铺层，筋条高度 hr = 6.35 mm，筋条厚度 tr = 1.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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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轴压工况加筋筒壳材料属性
Tab. 3. 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iffened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condition
蒙皮

筋条

E1 [MPa]

127500

64860

E2 [MPa]

11300

3740

G12 [MPa]

6000

930

12

0.3

0.3

图 3. 4 正置正交复合材料加筋筒壳: (a) 几何构型; (b) 屈曲模态
Fig. 3. 4

Schematic diagram of orthogrid composite shells: (a)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
(b) buckling mode

建立加筋筒壳有限元模型，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后，蒙皮处的单元尺寸选为 25 mm，
筋条高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设置简支边界条件，并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计算线性
屈曲载荷。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为 614 kN，与文献[151]给出
的有限元结果一致，屈曲模态如图 3. 4 所示。本文以此精细有限元方法结果为准来评估
其他方法的预测精度。在本文中，Pcr 代表屈曲载荷值，Nahw 代表屈曲模态的轴向半波数，
Nchw 代表屈曲模态的环向半波数。针对这一加筋筒壳模型，分别基于 SSM 方法、NSSM
方法及混合模型方法进行预测。其中，混合模型方法[151]是先基于 SSM 方法进行加筋结
构等效获得等效刚度系数，进而针对光筒壳有限元模型开展特征值屈曲分析，计算得出
线性屈曲载荷和波形。将精细有限元方法、混合模型方法、SSM 方法和 NSSM 方法的
预测结果列入表 3. 2 中，对比可知，混合模型方法对屈曲载荷具有最大的预测误差 4.9%，
同时其对屈曲模态屈曲波数的预测也是不准确的。从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来看，SSM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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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NSSM 方法的结果与精细有限元方法结果完全一致，相比于混合模型方法表现出
更高的预测精度。从屈曲载荷预测精度来看，SSM 方法的相对误差为 3.4%，NSSM 方
法的相对误差为-1.1%，可见 NSSM 方法的预测精度更高，相较于传统 SSM 方法表现出
预测精度上的优势。为了进一步探究 SSM 方法的主要误差来源，
给出 SSM 方法和 NSSM
方法等效刚度系数的对比，如表 3. 3 所示，其中略去为零的刚度系数项。需要指出的是，
在等效的过程中，等效基准面选为筋条和蒙皮的接触面。同时，为了给 SSM 方法和 NSSM
方法等效刚度系数结果提供可信的评估，本文选用文献[74]中的代表体元法对单胞结构
进行等效获得等效刚度系数来作为参考解。由文献[74]可知，代表体元法是一种精度较
高的等效方法。根据表 3. 3 的对比可知，NSSM 方法的等效刚度系数结果比 SSM 方法
结果更接近于参考解。具体来说，对于 Aij 的预测，SSM 方法和 NSSM 方法的预测结果
非常接近，然而这两种方法针对耦合刚度系数 Bij 和弯曲刚度系数 Dij 的预测结果却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因而可以推断出 SSM 方法预测精度较低的原因在于针对 Bij 和 Dij 的预
测不准确。可以看出，NSSM 方法预测的 Bij 和 Dij 与参考解非常接近，而 SSM 方法与
参考解却表现出较大误差，如：D11 误差为 4.4%，D12 误差为 4.0%，D22 误差为 9.9%，
D66 误差为-18.2%，SSM 方法预测的 B12 和 B66 值为 0，而参考解给出的值却分别为-8 和
36，这些误差都将影响线性屈曲载荷的预测精度。在 SSM 方法的假设中[66]，假设筋条
的横向刚度远小于纵向刚度，因而筋条表现得像梁结构一样，只可以承受轴向的载荷
[42][66]

，因而导致等效得出的弯曲刚度系数比基准解大。同时，Buragohain 等[62]也指出

SSM 方法的主要误差来源是没有考虑筋条的横向和剪切应变。相比之下，NSSM 方法在
对加筋单胞进行等效时没有引入额外的假设，进行等效求解的加筋单胞有限元模型具有
和加筋筒壳整体结构一致的建模方式和单元假设，这样的处理有效地提高了预测精度。
表 3. 2
Tab. 3. 2

轴压工况加筋筒壳多种屈曲分析方法预测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buckling results predicted by various method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condition
精细有限元方法[151]

混合模型方法[151]

SSM方法[151]

NSSM方法

Pcr [kN]

614

644

635

607

Nahw

5

4

5

5

Nchw

16

14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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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SSM 方法与 NSSM 方法预测的等效刚度系数
Tab. 3. 3

Comparison of effective stiffness coefficients predicted by SSM and NSSM
methods
代表体元法

SSM方法

NSSM方法

A11 [N/mm]

107558

105610

107558

A12 [N/mm]

4166

4169

4167

A22 [N/mm]

97835

96738

97835

A66 [N/mm]

7341

7320

7337

B11 [N]

77286

76687

77287

B12 [N]

-8

0

-8

B22 [N]

43451

43110

43452

B66 [N]

36

0

47

D11 [Nmm]

353298

368928

353469

D12 [Nmm]

497

517

491

D22 [Nmm]

192909

212028

192964

D66 [Nmm]

1110

908

1216

由于很多等效方法仅适用于特定的加筋构型，其对整个设计空间内的设计点未必具
有很高的预测精度。为了保证将等效方法用于大规模优化时具有可信性，须验证等效方
法在设计空间的全局预测精度。本章以文献[152]中一个典型的金属正置正交加筋筒壳为
例，验证 NSSM 方法在整个设计空间内的预测精度。模型几何参数如下：加筋筒壳直径
D = 3000.0 mm，加筋筒壳高度 L = 2000.0 mm，蒙皮厚度 ts = 4.0 mm，筋条高度 hr = 15.0
mm，筋条厚度 tr = 9.0 mm，环向筋条数目 Nc = 25，轴向筋条数目 Na = 90。材料属性如
表 3. 4 所示：弹性模量 E = 70000 MPa，泊松比 υ = 0.33，屈服强度 σs = 563 MPa，强度
极限 σb = 630 MPa，延伸率 δ = 0.07，密度 ρ = 2.7E-6 kg/mm3，结构质量 W = 354 kg。
建立加筋筒壳有限元模型，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蒙皮处的单元尺寸选为 30 mm，筋条
高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设置简支边界条件，并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计算线性屈曲
载荷。文献[152]给出的设计空间如表 3. 5 所示。文献[152]在设计空间内抽取了 100 个
样本点，并分别基于 SSM 方法和精细有限元方法进行线性屈曲载荷的预测，并以精细
有限元方法的结果为基准值，计算出 SSM 方法在这 100 个样本点上的相对误差，并对
其相对误差进行统计，得到了不同误差空间内的样本点数目，如图 3. 5 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SSM 方法的预测结果中，仅有 76%的样本点相对误差在[-10%, 10%]以内，其
余的样本点误差较大，其中最大相对误差甚至接近-60%。这意味着一旦基于 SSM 方法
开展优化获得的设计点落入这个误差较大的区间，SSM 方法预测的结果将变得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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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个在实际使用中非常危险的设计。本章基于 NSSM 方法在相同
的这 100 个样本点上进行线性屈曲载荷的预测，相对误差分布图如图 3. 5 所示。可以看
出，在 NSSM 方法的预测结果中，有 99%的样本点相对误差在[-10%, 10%]以内，这一
预测结果显著优于 SSM 方法。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出，NSSM 方法相比于 SSM
方法在设计空间具有更高的全局预测精度和预测鲁棒性，方法更为可信，更适宜用于开
展大规模的优化设计。
表 3. 4 金属加筋筒壳材料属性
Tab. 3. 4
E [MPa]
70000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tallic stiffened shells
υ
0.33

σs [MPa]
563

σb [MPa]
630

δ
0.07

表 3. 5 金属加筋筒壳设计空间
Tab. 3. 5

Design space of metallic stiffened shells
ts [mm]

tr [mm]

hr [mm]

Nc

Na

初始值

4.0

9.0

15.0

25

90

下限值

2.5

6.0

9.0

13

50

上限值

5.5

12.0

23.0

38

130

图 3. 5 设计空间中的相对误差分布图: (a) SSM 方法; (b) NSSM 方法
Fig. 3.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ve error distributions in the entire design space: (a)
SSM; (b) NSSM

- 49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3.3.3

NSSM 方法的预测效率验证

伴随着加筋筒壳结构尺寸的跨越式提高，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的超大直径加筋筒壳
的有限元屈曲分析效率也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如表 3. 6 所示，分别列出了三种不同尺寸
的正置正交加筋筒壳模型参数，包括 3.3.2 节建立的小直径加筋筒壳[152]（直径 3000 mm，
类比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贮箱筒壳结构）、以及大直径加筋筒壳（直径 5000 mm，类比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贮箱筒壳结构）和超大直径加筋筒壳（直径 9000 mm，类比长征九号运
载火箭贮箱筒壳结构）。
表 3. 6
Tab. 3. 6

加筋筒壳结构尺寸对屈曲分析效率的影响

Influence of structure dimensions of stiffened shells on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buckling analysis

D [mm]
L [mm]
ts [mm]
hr [mm]
tr [mm]
Na
Nc
PNSSM [kN]
PFEM [kN]
ε
TNSSM [s]
TFEM [s]
ENSSM
EFEM

小直径加筋筒壳

大直径加筋筒壳

超大直径加筋筒壳

3000.0
2000.0
4.0
15.0
9.0
90
25
12917
13542
-4.6%
6
600
32
56880

5000.0
3000.0
5.0
15.0
9.0
150
41
15523
16002
-3.0%
6
4080
32
150000

9000.0
6000.0
6.0
15.0
9.0
180
49
16959
17279
-1.9%
6
46080
32
451440

其中，根据 3.3.2 节建立的 3000 mm 直径的小直径加筋筒壳有限元模型，分别建立
大直径和超大直径加筋筒壳的有限元模型，其中材料属性及边界条件设置与小直径加筋
筒壳模型保持一致。经过单元收敛性研究，确定三个模型蒙皮处的单元大小分别为 25
mm、50 mm 和 75 mm，筋条高度方向均划分两层单元。本文所采用的计算机配置为 Intel
Xeon E5-2687w @ 3.10GHz、64G RAM，同时文中其它计算都基于此计算机配置，不再
赘述。由表 3. 6 可见，三个模型的单元总数 EFEM 分别为 56880、150000 和 451440，相
应的有限元分析计算时间 TFEM 由 600 s 增加至 4080 s，最后大幅度增加至 46080 s，如此
巨大的计算成本导致其无法开展大规模的优化设计，制约了精细有限元法在超大直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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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筒壳初步设计中的应用。作为对比，本文还采用 NSSM 方法计算了上述三个不同尺寸
的加筋筒壳模型的线性屈曲载荷。其中，划分出的单胞模型中的单元尺寸与精细有限元
方法保持一致。由表 3. 6 可见，NSSM 方法中三个单胞模型的单元总数 ENSSM 均为 32，
NSSM 方法的计算时间 TNSSM 均为 6 s。精细有限元方法的分析效率随结构尺寸的增大而
大幅度增加，而 NSSM 方法由于仅在划分出的有限元单胞模型上进行等效计算，不受结
构尺寸的影响，其分析效率相较于精细有限元法表现出极大的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结构尺寸的增大，加筋筒壳在轴向和环向的单胞数逐渐增多，
因而其单胞更趋近于周期性分布，更满足 NIAH 等效所需的周期性假设，使其预测误差
也相应地减小。如表 3. 6 所示，预测误差 ε 由-4.6%降至-3.0%，最终降至-1.9%。
3.3.4

NSSM 方法对不同加筋构型适用性验证

针对传统的加筋筒壳构型（正置正交（Orthogrid）、横置三角形（Triangle grid）、
竖置三角形（Rotated triangle grid）、混合三角形（Mixed triangle grid））及复杂的多级
加筋壳构型（多级正置正交（Hierarchical orthogrid）、多级三角形（Hierarchical triangle
grid）），验证 NSSM 方法的构型适用性。为了统一表征不同加筋构型的加筋密度，以
环向和轴向加筋单胞的数目 Cc 和 Ca 代替原有的筋条数目 Nc 和 Na，如图 3. 6 所示。特
别地，对于正置正交加筋筒壳，Cc = 2(Nc-1)，Ca = 2(Na-1)。同时，在多级加筋壳的单胞
中，主筋间嵌套了一个次筋，因而为保证设计空间的一致性，多级加筋壳 Cc 和 Ca 的取
值空间应为传统加筋筒壳的一半。
六种加筋构型的模型参数如表 3. 7 和表 3. 8 所示。其中，正置正交加筋筒壳模型参
数与 3.3.3 节建立的超大直径正置正交加筋筒壳模型参数相同，其它五种加筋筒壳的材
料属性、单元尺寸及边界条件也均与正置正交加筋筒壳保持一致，同时保证六种加筋构
型质量相等 W = 3647 kg。针对六种加筋构型，分别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和 NSSM 方法
开展线性屈曲载荷的计算。由表 3. 7 和表 3. 8 的结果可知，NSSM 方法的预测误差较
小，表明了 NSSM 方法较强的构型适用性，尤其是对多级加筋壳这种复杂的加筋构型。
相应的屈曲波形图如表 3.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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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Tab. 3. 7

传统加筋构型屈曲分析结果

Buckling analysis results of traditional stiffened shells

正置正交加筋筒

横置三角形加筋筒

竖置三角形加筋筒

混合三角形加筋筒

壳

壳

壳

壳



15.0
9.0
6.0
90
24
16959
17279
-1.9%

15.0
8.2
5.7
90
24
12967
13385
-3.1%

15.0
9.0
5.7
90
24
19882
20279
-1.9%

14.3
9.0
5.7
90
24
19699
19668
0.1%

W [kg]

3647

3647

3647

3647

hr [mm]
tr [mm]
ts [mm]
Ca
Cc
PNSSM [kN]
PFEM [kN]

表 3. 8
Tab. 3. 8
hj [mm]
hn [mm]
tj [mm]
tn [mm]
ts [mm]
Ca
Cc
W [kg]
PNSSM [kN]
PFEM [kN]



多级加筋构型屈曲分析结果

Buckling analysis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多级三角形加筋筒壳

多级正置正交加筋筒壳

19.0
8.0
9.0
7.7
6.0
45
12
3647
21214
21530
-1.5%

20.0
10.0
9.0
9.0
6.0
45
12
3647
18456
1895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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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 六种加筋构型单胞示意图
Fig. 3. 6

Schematic diagram of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s of six stiffened shells
表 3. 9 六种加筋构型屈曲模态示意图
Tab. 3. 9

Buckling modes of six stiffened shells

正置正交加 横置三角形
筋筒壳
加筋筒壳

竖置三角形
加筋筒壳

混合三角形
加筋筒壳

多级正置正
交加筋筒壳

多级三角形
加筋筒壳

初始设计
屈曲模态

最优设计
屈曲模态

在验证了 NSSM 方法对于不同加筋构型的适用性后，可以将其用于初始设计阶段，
开展快速选型设计确定最优构型。以 3.3.4 节提出的六种加筋构型尺寸参数作为初始设
计变量，以结构质量不超过初始质量（W = 3647 kg）为约束条件，以最大化结构线性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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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载荷值为优化目标，分别开展六种加筋构型的优化设计。为保证六种加筋构型优化结
果的可比性，给定相同的优化设计空间，如表 3. 10 和表 3. 11 所示。选用多岛遗传算法
来寻求全局优化解，优化参数中每个岛的种群数、岛数和进化代数分别设置为 100、5 和
20，总计 10000 步迭代。提取多岛遗传每一代的最优解绘制优化迭代图，如图 3. 7 所示。
可以看出，经历 10 代的优化后，六种加筋构型的优化结果收敛。同时，图 3. 8 给出了
六种加筋构型优化后线性屈曲载荷的增幅排名表。为保证六种加筋构型优化增幅的可比
性，统一以正置正交加筋筒壳的初始值（16959 kN）作为评价基准值。
表 3. 10
Tab. 3. 10

Design space of optimizations of traditional stiffened shells
正置正交加筋

横置三角形加

纵置三角形加

混合三角形加

筒壳

筋筒壳

筋筒壳

筋筒壳

30.0
11.0
6.5
100
30
—
—
—

25.3
7.4
5.5
85
21
23063
23649
-2.5%

20.9
7.1
5.5
100
20
19683
19844
-0.8%

19.6
7.0
5.6
82
29
27821
28379
-2.0%

15.2
7.1
5.5
91
20
22528
22553
-0.1%

3647

3647

3644

3647

3641

下限值

上限值



8.0
7.0
5.5
80
20
—
—
—

W [kg]

—

hr [mm]
tr [mm]
ts [mm]
Ca
Cc
PNSSM [kN]
PFEM [kN]

表 3. 11
Tab. 3. 11

hj [mm]
hn [mm]
tj [mm]
tn [mm]
ts [mm]
Ca
Cc
W [kg]
PNSSM [kN]
PFEM [kN]



传统加筋构型优化设计空间

多级加筋构型优化设计空间

Design space of optimization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下限值

上限值

8.0
8.0
7.0
7.0
5.5
40
10
—
—
—
—

30.0
30.0
11.0
11.0
6.5
50
15
364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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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三角形加筋

多级正置正交加

筒壳

筋筒壳

24.9
13.8
7.2
7.1
5.5
41
15
3647
30756
30899
-0.5%

29.8
24.8
8.4
7.3
5.5
32
10
3642
24682
2502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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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
Fig. 3. 7

六种加筋构型优化迭代图

Iteration history of optimizations of six stiffened shell

由优化后的结果可以看出：经与精细有限元结果对比，NSSM 方法的预测误差均在
2.5%以内，验证了 NSSM 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在四种传统的单级加筋筒壳中，竖
置三角形加筋构型承载效率最高，横置三角形加筋构型承载效率最低；多级正置正交加
筋构型的最优解相较于传统的正置正交型加筋构型提高了 7.0%，多级三角形加筋构型
的最优解相较于传统的竖置三角形加筋构型提高了 10.5%，表明了结构层级的丰富有助
于增大结构设计空间进而提高结构承载力；在六种加筋构型中，多级三角形加筋构型最
具承载优势，其最优构型如图 3. 9 所示，主筋和次筋均呈等边三角形分布，可作为一种
新颖的超大直径加筋筒壳结构构型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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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8 六种加筋构型优化增幅排名表
Fig. 3. 8

League table of increasing amplitudes of buckling load for six stiffened shells

图 3. 9 最优设计构型示意图
Fig. 3. 9
3.3.5

Configuration diagram of the optimal result

NSSM 方法对不同载荷工况适用性验证

3.3.2 节已经验证了 NSSM 方法对轴压工况的有效性，下面将探讨其对外压工况的
适用性。当加筋筒壳用于潜艇耐压壳时，其主要的载荷工况为外压工况。以文献[153]中
外压加筋筒壳算例为例，几何构型如图 3. 10（a）所示。加筋筒壳直径 D = 230 mm，加
筋筒壳结构高度 L = 300 mm。加筋筒壳为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其加筋单胞为等边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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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边长为 52.13 mm。蒙皮和筋条的材料属性如表 3. 12 所示。蒙皮铺层为[50°/-50°/50°/50°/50°]，蒙皮总厚度 ts = 1.0 mm。筋条为单向铺层，筋条高度 hr = 3.8 mm，筋条厚度 tr
= 1.9 mm。
表 3. 12 外压工况加筋筒壳材料属性
Tab. 3. 1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iffened shells under external pressure condition

E1 [MPa]

E2 [MPa]

G12 [MPa]

G13 [MPa]

G23 [MPa]

12

84560

68600

4900

4900

1960

0.3

图 3. 10 外压工况下等三角形加筋筒壳: (a) 几何构型; (b) 屈曲模态
Fig. 3.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isogrid composite shells under external pressure: (a)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 (b) buckling mode

建立加筋筒壳的精细有限元模型，根据文献[153]，蒙皮处的单元尺寸选为 5 mm，
筋条高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设置简支边界条件，并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计算线性屈曲
载荷。在文献[153]中，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为 0.936 MPa，基
于 SSM 方法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为 1.091 MPa，其相较于精细有限元方法计算结果
的相对误差为 16.6%，表明了 SSM 方法较低的预测精度。针对此模型，采用 NSSM 方
法，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为 0.905 MPa，其相较于精细有限元方法结果的相对误差
为-3.3%，凸显了 NSSM 方法较高的预测精度。由文献[153]可知，实验结果为 0.955 MPa，
NSSM 方法预测的线性屈曲载荷结果与实验结果相对误差仅为-5.2%，表明了 NSSM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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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实际结构设计应用中的可信性。相比之下，SSM 方法与实验结果的误差达到了
14.2%，这进一步凸显了 NSSM 方法在处理外压工况时的预测精度优势。同时，NSSM
方法预测的结果略低于实验载荷值，保证了方法在初始设计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
SSM 方法明显过高估计了实际载荷值，如果以其作为设计载荷，极有可能导致不安全的
设计。上述屈曲载荷结果均列入表 3. 13 中。
表 3. 13
Tab. 3. 13

外压工况加筋筒壳多种预测方法屈曲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buckling results predicted by various methods under external
pressure condition
实验结果[153]

精细有限元方法[153]

SSM方法[153]

NSSM方法

Pcr [MPa]

0.955

0.936

1.091

0.905

Nahw

1

1

1

1

Nchw

8

8

8

8

当加筋筒壳用于运载火箭燃料贮箱时，虽然加筋筒壳结构承受的主要载荷工况为轴
压工况，但由于液体燃料的存在，加筋筒壳同时还受到内压影响，下面将验证 NSSM 方
法对于轴内压联合工况的适用性。
本节包含正置正交加筋筒壳、竖置三角形加筋筒壳和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三个算例。
除了加筋构型不同外，三个模型采用了相同的几何尺寸和材料属性。三个算例模型参数
如下：加筋筒壳直径 D = 5000 mm，加筋筒壳结构高度 L = 7000 mm。轴向加筋单胞数
目 Ca = 60，环向加筋单胞数目 Cc = 16。蒙皮和筋条的材料属性如表 3. 14 所示。蒙皮铺
层为[0°/90°/0°/90°]2s，共计 16 层，蒙皮总厚度 ts = 5.0 mm。筋条为单向铺层，筋条高度
hr = 8.0 mm，筋条厚度 tr = 3.0 mm。
建立加筋筒壳有限元模型，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后，蒙皮处的单元尺寸选为 50 mm，
筋条高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设置简支边界条件，并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计算线性
屈曲载荷。分别基于精细有限元方法和 NSSM 方法计算加筋筒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值，包
括无内压、0.1 MPa 内压和 0.2 MPa 内压三种内压情况，线性屈曲载荷值结果如表 3. 15
所示，屈曲模态如图 3. 11-图 3. 13 所示。以精细有限元方法结果为基准值，可以看出
NSSM 方法的相对误差较小，均在 2.5%以内，表现出较高的预测精度，也表明了 NSSM
方法对三种加筋构型具有很好的构型适用性。通过对比三种内压情况下的线性屈曲载荷
值，可以发现，内压可以显著提高结构的承载能力：对于正置正交加筋筒壳，0.2 MPa 内
压情况下加筋筒壳的线性屈曲载荷相比于无内压情况提高了 97.4%；对于竖置三角形加
筋筒壳，0.2 MPa 内压情况下加筋筒壳的线性屈曲载荷相比于无内压情况提高了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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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0.2 MPa 内压情况下加筋筒壳的线性屈曲载荷相比于无内压
情况提高了 97.4%。由此可以看出，内压对加筋筒壳结构承载性能具有较大影响。为了
准确评估燃料贮箱中加筋筒壳结构承载性能，需要考虑内压的影响。
表 3. 14
Tab. 3. 14

轴内压工况加筋筒壳材料属性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iffened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and external
pressure condition

E1 [MPa]

E2 [MPa]

G12 [MPa]

G13 [MPa]

G23 [MPa]

12

123550

87080

5695

5695

5695

0.32

表 3. 15
Tab. 3. 15

轴内压工况加筋筒壳线性屈曲载荷计算结果

Buckling load results of stiffened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and external
pressure condition
PFEM [kN]

PNSSM [kN]

ε

正置正交加筋筒壳（无内压）

3415

3361

-1.6%

正置正交加筋筒壳（0.1 MPa内压）

5711

5725

0.2%

正置正交加筋筒壳（0.2 MPa内压）

6740

6826

1.3%

竖置三角形加筋筒壳（无内压）

4611

4614

0.1%

竖置三角形加筋筒壳（0.1 MPa内压）

7526

7566

0.5%

竖置三角形加筋筒壳（0.2 MPa内压）

8629

8611

-0.2%

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无内压）

4781

4853

1.5%

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0.1 MPa内压）

6471

6628

2.4%

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0.2 MPa内压）

7177

735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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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1 轴内压工况下正置正交加筋筒壳屈曲模态: (a) 无内压; (b) 0.1 MPa 内压; (c)
0.2 MPa 内压
Fig. 3. 11

Buckling modes of orthogrid shells: (a) without internal pressure; (b) with 0.1
MPa internal pressure; (c) with 0.2 MPa internal pressure

图 3. 12 轴内压工况下竖置三角形加筋筒壳屈曲模态: (a) 无内压; (b) 0.1 MPa 内压; (c)
0.2 MPa 内压
Fig. 3. 12

Buckling modes of rotated triangle stiffened shells: (a) without internal pressure;
(b) with 0.1 MPa internal pressure; (c) with 0.2 MPa intern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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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3 轴内压工况下横置三角形加筋筒壳屈曲模态: (a) 无内压; (b) 0.1 MPa 内压; (c)
0.2 MPa 内压
Fig. 3. 13

Buckling modes of triangle stiffened shells: (a) without internal pressure; (b) with
0.1 MPa internal pressure; (c) with 0.2 MPa internal pressure

3.4 小结
针对加筋筒壳和多级加筋壳结构，本章建立了基于 NIAH 等效的线性屈曲分析方法。
首先，基于 NIAH 方法和瑞利-里兹法建立了 NSSM 方法，可以快速地预测多级加筋壳
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NSSM 方法克服了传统的 SSM 方法无法准确预测筋条与
蒙皮耦合刚度的缺点，算例结果表明了 NSSM 方法对不同的加筋构型、载荷工况及屈曲
模态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相比于传统的 SSM 方法表现出更强的适用性。通过与精
细有限元方法对比，验证了 NSSM 方法具有更高的预测效率，且计算时间仅与加筋单胞
的有限元单元数目相关，不受整体模型尺寸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设计者提出的新颖
加筋构型可以方便地基于 NSSM 方法实现快速准确的预测，NSSM 方法本身具有很好的
可拓展性。针对传统的加筋筒壳（正置正交、横置三角形、竖置三角形、混合三角形）
及多级加筋壳（多级正置正交、多级三角形），基于 NSSM 方法开展了初始设计阶段的
快速选型优化设计，优化结果表明多级三角形加筋构型最具承载优势，其最优构型的主
筋和次筋均呈等边三角形分布，可作为一种新颖的超大直径航天加筋筒壳结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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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
4.1 引言
第二章和第三章建立的快速屈曲分析方法可以预测多层级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
荷值，因而常被用于多层级筒壳结构的初始设计阶段。为了准确评估多层级筒壳结构的
极限承载性能，需要基于高精度的有限元方法对多层级筒壳结构进行后屈曲分析，如显
式动力学方法。经与实验结果对比，显式动力学后屈曲分析方法表现出较高的预测精度
和计算稳定性[41]，但其较高的计算耗时限制了其在大规模优化设计中的应用。对于多层
级筒壳结构，复杂的加筋结构形式将进一步加剧显式动力学后屈曲分析的计算成本。任
明法等[58]基于 SSM 方法建立了加筋筒壳的后屈曲分析等效模型，通过与精细有限元模
型结果进行对比，等效模型关于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误差均较大。虽然等效模型
提高了后屈曲分析效率，但预测结果不可信，导致其仍无法用于大规模优化设计。针对
于传统加筋筒壳结构，可以直接对周期性加筋单胞进行等效来建立等效模型，而多级加
筋壳结构由于具有丰富的结构层级和多样化的屈曲模态，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合理的多
层级等效策略，以免在建立等效模型的过程中无法准确捕捉重要的屈曲模态，导致等效
模型预测误差较大。
本章将基于自适应等效策略建立多级加筋壳的高效后屈曲分析方法，为多级加筋壳
后屈曲分析模型的合理等效提供依据，并基于定点法建立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框架，
提高多级加筋壳的后屈曲优化效率。

4.2 基于代理模型技术的优化方法
4.2.1

拉丁超立方法抽样方法
在建立代理模型前，需要在设计空间内进行实验设计，即抽取样本点，目前常用的

抽样方法为拉丁超立方法（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LHS）。LHS 方法最早由 McKay[154]
提出，其可为变量输出提供无偏估值且方差较小的实验设计结果，较大程度地改善了抽
样效率和设计空间中的样本点分布情况。LHS 方法是第一个对抽样加以限制的实验设计
方法，即规定每个固定的区间中只能随机抽取一个样本点。一旦区间确定了，最终样本
点集合只需从这些区间中抽取即可。因为每个样本点所在的小空间是随机的，所以样本
权值相等会是一个无偏估计。
LHS 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155]：假设要进行抽样的设计空间是 n 维，需要进行的抽
样次数为 m 次。整个抽样过程可以描述为在 n 维向量空间里抽取 m 个样本点，且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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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上进行的都是抽样范围为[0，1]的均匀抽样。用 n×m 阶的矩阵 A 来存储中间过程，用
同样阶数的矩阵 B 来存放最终的样本点。
首先，将空间的每一维都划分为 m 等分区间，因而每个区间的长度为 1/m，如图 4.
1 所示。

图 4. 1 拉丁超立方抽样空间划分示意图
Fig. 4.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ce partition of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method

从第一个子区间[0，1/m]中随机抽取 n 个值 P11, P21,…, Pn1，这 n 个值组成一个集合
（P11, P21,…, Pn1），作为矩阵 A 的第一列。同样地，对第二个子区间进行随机抽样，获
得 n 个值 P12, P22,…, Pn2，这 n 个值组成另一个集合（P12, P22,…, Pn2），即矩阵 A 的第
二列。重复该步骤直到矩阵 A 的所有列都被填满：
 P11
P
A =  21
 

 Pn1

P12



P22




Pn 2



P1m 
P2 m 
 

Pnm 

(4.1)

然后，将矩阵 A 每一行中数据的排列顺序随机打乱，逐行进行，直至所有行的数据
全部被打乱，最终矩阵记为矩阵 B。如 A 的第一行（P11, P12,…, P1m）顺序打乱后变为
（P1x, P1y,…, P11,…, P1z），同理，逐行进行此操作可以得到：
 P1 x
P
B =  2o
 

 Pnr

P1 y



P2 p




Pns



P1 z   Q11
P2 q   Q21

   
 
Pnt   Q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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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y, z, o, p, q, r, s, t=1, 2, …, m。矩阵 B 的每一列向量中的 n 个值，代表了该样本点
在每一维上的坐标信息，因而通过这 m 个列向量就可以得到最终抽样的 m 个样本点。
以上为 LHS 方法的抽样过程，算法的关键在于根据抽样次数将抽样区间人为地划
分为若干等份，再从每一等份中进行随机抽取，可有效避免采样的坍塌性，因此 LHS 方
法实现了无坍塌性要求且抽样点分布相对均匀，同时均值和方差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2.2 径向基函数代理模型技术
筒壳结构的后屈曲分析过程非线性程度较高且分析耗时较长，RBF 代理模型技术被
认为是处理此类问题非常有效、可靠的方法。
径向函数以待测点与样本点间的欧氏距离为自变量的一类函数，并以此径向函数作
为基函数，进而通过线性加权的方式构造出代理模型。RBF 代理模型可将一个多维问题
转化成为以欧氏距离为自变量的一维问题，其基本表达形式如下[156]：
R x  

n

 λ φr 
j

(4.3)

r  x  xj

(4.4)

j 1

式中 R(x)为预测值，λj 是权系数，φ 是基函数，n 是样本点数量，r 是第 j 个样本点与待
测点间的欧氏距离，x 是待测点的设计变量矢量，xj 是第 j 个样本点上的设计变量矢量，
其网络结构图如图 4. 2 所示。基于此模型，可建立起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近似拟合关
系，后续的大规模优化设计可基于此代理模型开展。

图 4. 2
Fig. 4. 2

RBF 代理模型网络结构图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RBF surrogat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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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代理模型的拟合精度，需要额外抽取少量验证样本点，进行代理模型误差
评估。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为，采用%RMSE 和%AveErr 公式来评估代理模型的全局误
差，采用%MaxErr 公式来评估代理模型的局部误差。%RMSE、%AveErr 和%MaxErr 公
式如下：

% RMSE  100

1 n
 yi  ~yi 2

n i 1
1 n
 yi
n i 1

(4.5)

1 n
 yi  ~yi
n i 1
% AvgErr  100
1 n
 yi
n i 1

(4.6)




~
y y 
% MaxErr  Max 100 i n i 


1
yi 


n i 1 


(4.7)

yi 是第 i 个验证样本
式中， n 是验证样本点的数目， yi 是第 i 个验证样本点的真实值， ~
点基于代理模型获得的预测值。上述误差指标越小，代表代理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
为了保证基于代理模型优化设计的结果的可信性，需要在优化过程中对代理模型进
行不断地外层更新。目前常用的更新策略是最小化响应面准则，即每次代理模型优化完
成后，基于真实模型评估最优设计的预测精度，当满足预测精度要求时，优化收敛结束；
当不满足预测精度要求时，将当前的最优设计真实解加入至原样本点集合中，进而重新
构建代理模型，实现代理模型外层更新，继续开展优化设计直至满足收敛条件。
4.2.3

多岛遗传优化算法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是模拟生物在自然界中遗传和进化过程而形成

的一种自适应全局优化概率搜索算法。传统的遗传算法在优化过程中由于基因突变的概
率较低，容易在进化几代后出现早熟现象，导致优化结果容易收敛于局部最优解[157]。
多岛遗传算法（Multi-island Genetic Algorithm, MIGA）是在传统遗传算法基础上建
立的一种基于群体分组的并行性遗传算法[158]。多岛遗传算法将整个种群分解为多个不
同的子群（将这些子群称为“岛”），并将各个子群互相隔绝于不同的“岛”上。对每个子
群中的个体进行传统遗传算法操作（选择、交叉、变异等操作），保持各个子群独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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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而不是全部种群都采用相同的进化机制。同时，各个“岛”之间以一定的时间间隔
进行“迁移”操作，使各个“岛”之间的信息进行充分交换。每隔几代便挑选出子群中的个
体进行交换（迁移操作），保证了优化解的多样性，有效避免传统遗传算法早熟现象的
发生，有利于找到全局优化解。流程如下[159]：
第 1 步：生成初始化群体；
第 2 步：计算群体上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
第 3 步：按由个体适应度值所决定的某个规则选择将进入下一代的个体；
第 4 步：按概率 Pc 进行交叉操作；
第 5 步：按概率 Pm 进行变异操作；
第 6 步：如果没有满足某种停止条件，则返回至第 2 步，否则进入第 7 步；
第 7 步：输出种群中适应度值最优的结果作为优化问题的满意解或最优解。

4.3 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
针对于传统加筋筒壳结构，可以直接对周期性加筋结构进行均匀化等效，从而建立
等效模型，来提高精细模型的后屈曲分析效率。而多级加筋壳结构由于结构层级的丰富，
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屈曲模态，包括整体型屈曲、半整体型屈曲和局部型屈曲模态，这对
建立等效模型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为了避免在建立等效模型的过程中无法捕捉重要的屈
曲模态，亟需针对多级加筋壳结构建立合理而准确的等效模型。为了提高多级加筋壳后
屈曲分析效率及优化方法的寻优能力，本节面向多级加筋壳结构建立了一种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模型的高效多层级代理模型优化方法。
4.3.1

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分析方法
3.3 节建立的 NSSM 方法可以快速计算多级加筋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相

比于基于显式动力学的后屈曲分析具有明显的计算效率优势。综合利用 NSSM 方法的
高效率和显式动力学方法的高精度，本节建立了自适应等效模型来提高多级加筋壳的后
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如图 4. 3 所示。首先，基于 NSSM 方法快速评估多级加筋壳临界
屈曲模态。如果临界屈曲模态为整体型屈曲，则基于 NIAH 方法对蒙皮、主筋和次筋这
一整体结构（即图 3. 3 中白色虚线围住的代表体元）进行等效，进而将等效刚度系数代
入抹平后的光壳结构，作为全等效模型。可以看出，由于主筋和次筋已经被抹平，因而
全等效模型在前处理建模及后屈曲分析均节省了大量计算成本；如果临界屈曲模态为半
整体型屈曲，则基于 NIAH 方法对次筋和蒙皮结构（即图 3. 3 中蓝色虚线围住的代表体
元）进行等效、保留主筋结构，建立起半等效模型。这样的处理既可以抹平次筋提高显
式动力学方法的分析效率，也可以捕捉到半整体型屈曲模态。由于仅等效了次筋和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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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半等效模型的计算时长略高于全等效模型；如果临界屈曲模态为局部型屈曲模态，
则不能对多级加筋壳结构进行等效，否则将无法捕捉局部型屈曲模态，因而仍保留精细
模型。在确定完自适应等效模型后，基于显式动力学方法开展后屈曲计算，获得等效模
型的后屈曲载荷和模态。可以看出，本节建立的自适应等效模型相比于传统的单一等效
模型更为灵活合理，预测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

图 4. 3 多级加筋壳自适应等效模型
Fig. 4. 3

Addaptive equivalent model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

4.3.2 基于定点法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框架
在多级加筋壳的前期优化研究中[1][11][51]，主要基于精细模型开展代理模型优化设计，
导致分析效率较低且难以快速搜索到全局优化解。因此，本节基于自适应等效模型和定
点法（Fixed-Point Iteration）建立了高效的多级加筋壳多层级优化框架，如图 4. 4 所示。
首先，根据多级加筋壳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将整个优化过程分为主层级子优化（包括主
筋和蒙皮设计变量 ts，hrj，trj，Naj 和 Ncj）和次层级子优化（包括次筋设计变量 hrn，trn，
Nan 和 Ncn）两部分。某种意义上，这个多层级优化问题类似于多学科优化问题，每个层
级上的子优化类似于学科内的优化。对于多学科优化问题或者多层级优化问题，收敛问
题都是个极具挑战的课题。定点法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多学科优化问题的方法，其
可行性和可信性已被 Brown 等[160]进行了数学验证。受此启发，本文将定点法纳入至多
级加筋壳的多层级优化框架中，促进两个层级间的交互作用，并保证多层级优化框架的

- 67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收敛速度。在每个层级的子优化过程中，基于自适应等效模型开展多级加筋壳后屈曲分
析，并基于 RBF 代理模型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子优化的计算效率。对于传统的单层级优
化方法，针对全部设计变量建立一个高精度的全局代理模型需要大量的抽样点。相比之
下，对于本文提出的多层级优化方法，由于在每个层级的子优化中设计变量较少，仅需
要很少的抽样点即可建立满足精度要求的局部代理模型。每个层级的子优化采用多岛遗
传算法来搜索全局优化解。多层级优化框架的步骤具体如下：
(1) 主层级子优化。固定次层级设计变量（包括 hrn，trn，Nan 和 Ncn），仅优化主层
级设计变量（包括 ts，hrj，trj，Naj 和 Ncj）。优化目标是最大化多级加筋壳承载力 Pej，
以质量 W 不超过初始质量为约束条件。当子优化结束后，输出最优的主层级设计变量，
并以其作为次层级子优化的输入量。
(2) 次层级子优化。与主层级子优化相反，该步骤固定主层级设计变量，仅优化次
层级设计变量。优化目标是最大化多级加筋壳承载力 Pen，以质量 W 不超过初始质量为
约束条件。当子优化结束后，输出最优的次层级设计变量，并以其作为下一轮主层级子
优化的输入量。
(3) 收敛判据。在优化框架中，主次层级变量交互循环迭代，根据下面的收敛条件
判断优化框架是否结束：
Pej (i )  Pen(i )
Pen(i )

 1

Pen (i )  Pen (i 1)
 2
Pen (i 1)

(4.8)

式中，用上标 i 来表示第 i 轮优化，Pej(i)代表第 i 轮的主层级子优化的最优承载力，Pen(i)
代表第 i 轮的次层级子优化的最优承载力，Pej(i-1)代表第（i-1）轮的主层级子优化的最优
承载力，Pen(i-1)代表第（i-1）轮的次层级子优化的最优承载力。本文中收敛指数 δ1 和 δ2
取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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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多级加筋壳多层级优化框架
Fig. 4. 4

Hierarchic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 based on
fixed-point method

4.3.3 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算例
本节所采用的多级加筋壳模型几何参数如下：加筋筒壳直径 D = 3000.0 mm，加筋
筒壳高度 L = 2000.0 mm，蒙皮厚度 ts = 4.0 mm，主筋高度 hrj = 23.0 mm，主筋厚度 trj =
9.0 mm，轴向主筋数目 Naj = 30，环向主筋数目 Ncj = 6，次筋高度 hrn = 11.5 mm，次筋厚
度 trn = 9.0 mm，主筋格栅中的轴向次筋数目 Nan = 2，主筋格栅中的环向次筋数目 Ncn =
3。蒙皮和筋条的材料属性与 3.3.2 节中的材料属性保持一致，如表 3. 4 所示。结构质量
W = 354 kg。建立多级加筋壳的有限元模型，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确定蒙皮处的单元
尺寸为 30 mm，筋条高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基于显式动力学方法进行结构极限承载力
的计算，为模拟出准静态加载，需对模型加载时间进行依赖性分析，确定显式动力学分
析的加载时间为 200 ms，加载总位移为 20 mm。边界条件设置如下：底端固支，顶端约
束除轴向位移外的其余自由度，并将顶端面所有节点刚性耦合至参考点，在参考点上施
加轴压位移载荷直至结构发生坍塌。
首先，针对多级加筋壳初始设计，验证本节提出的自适应等效模型的有效性。基于
NSSM 方法判断初始设计的临界屈曲模态为半整体型屈曲模态（单次分析时间仅 6 s），
因而自适应地建立起半等效模型，即通过将次筋和蒙皮等效并保留主筋的方式建立多级
加筋壳的等效模型。基于精细模型的极限承载力为 17265 kN，而基于半等效模型的极限
承载力为 17131 kN，误差仅为-0.7%，表现出较高的极限承载力预测精度。图 4. 5 给出
了半等效模型和精细模型的位移载荷曲线和屈曲模态。通过观察屈曲模态，可以看出半
等效模型可以准确捕捉到精细模型中发生的半整体型屈曲。精细模型的计算时长为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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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适应等效模型的计算时长仅为 0.16 h，表现出较高的分析效率。因此，自适应等效
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效率得到了充分验证。

图 4. 5 多级加筋壳初始设计精细模型和等效模型位移载荷曲线示意图
Fig. 4. 5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initial design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
based on detailed model and equivalent model

多级加筋壳优化问题的设计空间如表 4. 1 所示。在开展基于定点法的多层级优化之
前，先基于传统方法开展单层级优化，作为对比算例。郝鹏等[51]针对此模型，基于精细
模型开展了单层级的代理模型优化设计，优化结果如表 4. 1 所示，优化得到的多级加筋
壳极限承载力的最优解为 19893 kN，相较于初始设计的极限承载力提升 15.2%，相应的
位移载荷曲线和屈曲模态如图 4. 6 所示。根据文献[51]，单层级精细模型的优化耗时为
178 h。进而，基于单一等效模型（全部采用半等效模型）开展单层级的代理模型优化设
计，优化结果如表 4. 1 所示，相应的位移载荷曲线和屈曲模态图 4. 7 如所示。可以看出，
基于单一等效模型预测的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为 20706 kN，将此最优解基于精细模型进
行校核得到的极限承载力为 19840 kN，两者相对误差为 4.3%。基于单一等效模型的优
化结果（19840 kN），与基于精细模型的优化结果（19893 kN）非常接近，但是仅需要
17 h，相比于单层级精细模型优化表现出较高的优化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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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Tab. 4. 1

多级加筋壳设计空间与优化结果

Design space and optimal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
初始

下限

上限

单层级精细模

单层级单一等

多层级自适应等

值

值

值

型优化

效模型优化

效模型优化

4.0
9.0
9.0
23.0
11.5
7
3
30
2
354

2.5
3.0
3.0
15.0
6.0
3
1
20
1
—

5.5
12.0
12.0
30.0
15.0
9
4
50
4
355

4.2
9.7
7.7
30.0
6.0
4
4
48
1
354

4.3
3.2
8.2
30.0
13.9
5
2
39
3
354

3.6
7.5
8.0
30.0
15.0
5
1
49
2
354

17131

—

—

—

20706

21928

17265

—

—

19893

19840

21953

相对误差

-0.8%

—

—

—

4.3%

-0.1%

CPU时间 [h]

—

—

—

187

17

10

ts [mm]
trj [mm]
trn [mm]
hj [mm]
hn [mm]
Ncj
Ncn
Naj
Nan
W [kg]
基于等效模型的极
限承载力 [kN]
基于精细模型的极
限承载力 [kN]

进而，基于本节提出的多层级优化框架开展此模型的优化设计，来验证基于定点法
的多层级优化框架的有效性。历经 3 轮迭代，多层级优化收敛，迭代曲线如图 4. 8 所示，
可以看出定点法保证了多层级优化分析的收敛速度。多层级优化结果如表 4. 1 所示，相
应的位移载荷曲线和屈曲模态如图 4. 9 所示。可以看出，基于自适应等效模型预测的极
限承载力最优解为 21928 kN，将此最优解基于精细模型进行校核得到的极限承载力为
21953 kN，两者相对误差为-0.1%，凸显了自适应等效模型的高预测精度。多层级优化获
得的极限承载力最优解（21953 kN）相较于初始设计（17265 kN）提高 27.2%，相较于
单层级精细模型优化的最优解（19893 kN）提高 10.4%，凸显了多层级优化方法优异的
全局寻优能力，其相较于传统的单层级优化方法更易搜索到全局优化解。多层级优化方
法的优化耗时仅为 10 h，相较于单层级精细模型优化耗时（187 h）降幅达到 94.7%，同
时相较于单层级单一等效模型优化耗时（17 h）降幅达到 41.2%，表现出极高的优化效
率。综上，多层级优化方法的高计算效率和强全局寻优能力得到了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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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 单层级精细模型优化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
Fig. 4. 6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the single-leve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detailed model

图 4. 7 单层级单一等效模型优化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
Fig. 4. 7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the single-leve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fixed equival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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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 多层级优化迭代曲线
Fig. 4. 8

Iteration curves of the hierarchical optimization

图 4. 9 多层级自适应等效模型优化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4. 9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the hierarchic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adaptive equival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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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结
为了提高多级加筋壳的后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本章建立了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
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分析方法，为多级加筋壳后屈曲分析模型的合理等效提供了依据。
在此基础上，基于定点法搭建了多级加筋壳代理模型优化框架。多级加筋壳优化算例结
果表明，定点法加快了多层级优化的收敛速度，且由于采用了变量分组策略，可以在子
层级优化中以较少的抽样点数目获得较高精度的代理模型。从全局寻优能力的角度进行
对比，本文提出的多层级优化方法获得的最优承载力相较于初始设计提高了 27.3%，相
较于单层级优化方法的最优解提高了 10.7%，凸显了多层级优化方法优异的全局寻优能
力。从优化计算效率的角度进行对比，多层级优化方法由于采用了自适应等效模型，所
需优化耗时仅为 10 h，相较于单层级精细模型优化耗时降幅达到 94.7%，同时相较于单
层级单一等效模型优化耗时降幅达到 41.2%，表现出极高的优化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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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模型修正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
5.1 引言
筒壳结构折减因子的准确定量预测是结构稳定性领域非常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筒
壳结构折减因子的主要预测方法包括实测缺陷法、模态缺陷法、Koiter 方法、SPLA 方
法和 WMPLA 方法等。王博等[41]开展了加筋筒壳轴压实验并比较了多种折减因子预测
方法，结果表明 WMPLA 方法对复杂加筋筒壳结构的折减因子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
Wagner 等[161]也基于实验结果和数值算例验证了 WMPLA 方法可以为光筒壳及加筋筒
壳提供准确的折减因子预测，方法具有可信性和鲁棒性。WMPLA 方法本质上是代理模
型优化问题，其以多点扰动载荷的角度和高度坐标作为设计变量，优化获得含缺陷结构
实际承载力下限值，进而预测筒壳结构的折减因子。对于 WMPLA 方法来说，目前普遍
采用的优化方法为基于 RBF 代理模型技术的全局优化搜索。由于 WMPLA 优化的设计
空间较为复杂，需要大量的抽样点才能构建起满足精度要求的代理模型。在目前的
WMPLA 方法应用中[119]-[121]，抽样点的极限承载力是基于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进行计算
的，导致 WMPLA 优化计算成本较大。在王博等[41]给出的大直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
优化算例中，WMPLA 方法的优化分析耗时甚至达到一个月之久，这样巨大的计算成本
对于初始设计阶段的折减因子预测是无法承受的。王博等[41]同时指出，当抽样点数目较
少时，代理模型难以搜索到全局优化解，无法准确搜索到折减因子的下限值，因而预测
的折减因子偏高，极易导致不安全的结构设计。因而对于 WMPLA 方法来说，计算效率
和全局寻优能力之间是相互竞争和矛盾的。Wagner 等[118]也指出，较高的计算成本限制
了 WMPLA 方法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亟需提高 WMPLA 方法的优化效率。
相比于精细模型，等效模型在近似计算加筋筒壳结构后屈曲载荷的情况下可有效提
高计算效率，因而其可以作为加速 WMPLA 优化计算效率的一个解决方案。由于加筋筒
壳结构形式的复杂性，建立等效模型所需的假设条件难以完全满足，如加筋单胞无法满
足完全周期性假设，仅表现为准周期性，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建立的等效模型针对后屈曲
载荷[58]和屈曲模态[151][162]的预测精度较低。如果将精度不高的等效模型用于大规模优化
设计，预测误差会在优化过程中逐渐传播和累积，导致最终的优化结果和精细模型的误
差较大，获得不可靠的优化设计结果。因而，面向等效模型建立合理的修正依据，有效
提高等效模型的预测精度，对于提高 WMPLA 方法的优化计算效率和优化结果可信性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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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分析模型的保真度，学者们开展了大量关于模型修正方面的研究[163]-[165]，
但主要聚焦于结构动力模型修正。模型修正的主要目的是尽量减小分析模型（如有限元
模型）与实际结构（如试验件）之间的误差。根据修正对象，模型修正方法可以分为参
数型修正方法和矩阵型修正方法[166]。其中，参数型修正方法主要基于灵敏度分析结果
进行修正，而矩阵型修正方法是针对有限元模型的系统矩阵进行修正。受结构动力模型
修正方法的启发，本章将针对加筋筒壳等效模型开展模型修正方法研究，以减小等效模
型与精细模型之间关于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误差，提高两者的近似程度，从而获
得兼具高计算效率和高预测精度优势的等效模型。然而，目前缺乏有效的面向筒壳结构
屈曲问题的模型修正方法，且在建立等效模型的过程中，仅关注了屈曲载荷的预测精度，
而忽略了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屈曲载荷的预测精度可以简单
地通过等效模型和精细模型的屈曲载荷相对误差值进行定量，但对屈曲模态却缺少准确
的定量表征方法。
综上，本章将开展基于模型修正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研究。首先，
针对加筋筒壳等效模型，提出面向屈曲问题的模态置信系数定义方法，并以此为约束条
件开展等效模型的模型修正，获得近似于精细模型的等效模型，然后以此代替精细模型
开展折减因子预测的代理模型优化设计，快速地获得折减因子下限值。最后，通过算例
来验证提出的方法的预测精度及优化效率优势。

5.2 多点最不利扰动载荷方法
Hühne 等[117]提出了 SPLA 方法，基于扰动载荷产生凹陷缺陷来预测含缺陷结构实
际承载能力。尽管 SPLA 方法在复合材料光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中取得了优异的效果，但
是仅用一个扰动载荷难以覆盖缺陷对加筋筒壳等复杂筒壳结构的影响，这一现象已被许
多实验结果所验证[41]。因此，Arbelo 等[102]提出了多点扰动载荷法（Multiple Perturbation
Load Approach，MPLA），沿筒壳结构环向均匀施加径向扰动载荷。与 SPLA 方法一样，
MPLA 方法的扰动载荷的位置也是固定的，这对于实际中具有复杂加筋、焊缝或者开口
的加筋筒壳结构仍难以适用。为了更准确地覆盖结构最不利的缺陷形式，王博和郝鹏等
[119]-[121]

建立了 WMPLA 方法，借助优化方法来搜索最不利缺陷组合，以得到含缺陷结构

的实际承载力的下限值。WMPLA 方法的数值实现步骤如图 5. 1 所示：
第一步：在筒壳结构表面施加径向多点扰动载荷，并进行静力分析，得到结构多点
凹陷变形分布。
第二步：通过修改有限元模型节点坐标的方式，将凹陷引入至完美筒壳有限元模型
中，得到含缺陷的筒壳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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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基于显式动力学方法对含缺陷的筒壳有限元模型进行后屈曲分析求得实际
承载力，以扰动载荷的坐标值 X（柱坐标下的扰动载荷的高度和角度变量）为优化设计
变量，以最小化含缺陷筒壳结构极限承载力 Pim 为优化目标，基于代理模型技术和多岛
遗传优化算法开展全局优化设计，获得含缺陷筒壳结构极限承载力的下限值，以其与完
美筒壳结构极限承载力的比值作为折减因子。具体优化列式如下：
Find: X
Minimize: Pim
Subject to: Xil ≤ Xi ≤ Xiu,

(5.1)
i = 1, 2, …, n

式中，Xil 和 Xiu 分别代表第 i 个设计变量的下限值和上限值，n 代表设计变量的数目。经
过大量试算，从优化效率和缺陷覆盖度的角度出发，多点扰动载荷的数目通常选为 3 个
[41]

，因而设计变量 n 的数目为 6。
经过大直径加筋筒壳轴压屈曲实验验证，WMPLA 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折减因子预测

方法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是一种非常可靠、鲁棒的方法[41]。但 Wagner 等[118]指出，
WMPLA 方法由于需要调用大量精细有限元模型开展大规模优化设计，因而其分析效率
较低，限制了其在加筋筒壳结构初始设计中的应用。因此，本章主要面向 WMPLA 方法
优化计算效率低这一挑战开展研究，建立加筋筒壳结构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以
缩短 WMPLA 优化的计算时长。

图 5. 1
Fig. 5. 1

WMPLA 方法流程图

Flow chart of WMPLA method

首先，基于等三角形加筋筒壳算例来验证 WMPLA 方法的有效性。等三角形加筋筒
壳模型如图 5. 2 所示。建立加筋筒壳的有限元模型，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后，确定蒙皮
处的单元尺寸选为 40 mm，筋条高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基于显式动力学方法进行结构
极限承载力的计算，为模拟出准静态加载，需对模型加载时间进行收敛性分析，确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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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动力学分析的加载时间为 500 ms，加载总位移为 5 mm。边界条件设置如下：底端固
支，顶端约束除轴向位移外的其余自由度，并将顶端面所有节点刚性耦合至参考点，在
参考点上施加轴压位移载荷直至结构发生坍塌。基于精细模型预测出的完美结构极限承
载力结果为 5115 kN，列入表 5. 1 中，其位移载荷曲线和屈曲模态如图 5. 3 和图 5. 4 所
示。

图 5. 2 等三角形加筋筒壳模型及等效模型示意图
Fig. 5.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 and equivalent model of
isogrid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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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精细模型和初始等效模型位移载荷曲线对比图
Fig. 5. 3

Comparison of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s of detailed model and initial
equivalent model

图 5. 4 精细模型和初始等效模型屈曲模态对比图
Fig. 5. 4

Comparison of buckling modes of detailed model and initial equival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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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Tab. 5. 1

不同方法预测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值

Knockdown factor results predicted by various methods
完美结构的精细
模型结果

实验结果

SPLA

MPLA

WMPLA方法

方法

方法

（精细模型）

极限承载力 [kN]

5115

3151

3857

3551

3135

折减因子

—

0.616

0.754

0.694

0.613

与实验结果的相对误差

—

—

25.0%

12.7%

-0.5%

王博等[41]针对此加筋筒壳实验件开展大型轴压实验，测得其实际承载的极限承载力
为 3151 kN，如表 5. 1 所示，实验值远低于基于精细模型预测出的完美结构极限承载力
5115 kN，表明结构对缺陷非常敏感，实验结果的折减因子为 0.616。分别基于上文提到
的 SPLA 方法[117]、MPLA 方法[102]和 WMPLA 方法进行含缺陷加筋筒壳结构折减因子下
限值的预测，来对比不同方法的预测精度。SPLA 方法的预测结果如图 5. 5 所示，当施
加的扰动载荷由 0 kN 逐渐增加至 4 kN 时，SPLA 方法缺陷敏感性曲线收敛，预测的极
限承载力下限值为 3857 kN，对应的折减因子为 0.754，相比于实验结果过高估计了 25.0%。
MPLA 方法的结果如图 5. 6 所示，当扰动载荷的数目增至 3 个时，MPLA 方法缺陷敏感
性曲线收敛，预测的极限承载力下限值为 3551 kN，对应的折减因子为 0.694，虽然其结
果比 SPLA 方法更接近实验结果，但对实验结果仍过高估计了 12.7%。从 SPLA 方法和
MPLA 方法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这两种方法无法有效涵盖缺陷对结构承载力折减的影
响，预测的折减因子结果偏高，极易导致危险的设计。根据 SPLA 方法和 MPLA 方法的
收敛结果，可以确定用于 WMPLA 方法的扰动载荷数目为 3 个，扰动载荷的幅值为 4
kN。以扰动载荷的坐标值作为设计变量，抽取 350 个样本点建立 RBF 代理模型，进而
基于多岛遗传算法开展代理模型优化设计，获得 WMPLA 方法的优化结果如表 5. 2 所
示，其预测的极限承载力下限值为 3135 kN，对应的折减因子为 0.613，低于实验结果
0.616，获得了非常安全的设计结果，可有效涵盖缺陷对结构承载力折减的影响，表明了
WMPLA 方法相比于 SPLA 方法和 MPLA 方法对于复杂加筋筒壳结构的折减因子具有
更高的预测精度。WMPLA 方法的外层更新结果如图 5. 7 所示。虽然 WMPLA 方法取得
了较好的预测精度，但由于其基于精细模型开展代理模型优化设计，整个优化过程耗时
约 760 h，巨大的计算成本限制了其在加筋筒壳结构折减因子初始设计过程中的应用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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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精细模型和等效模型折减因子预测结果对比
Tab. 5. 2

Comparison of knockdown factor results predicted by detailed model and
equivalent models
下限值

基于精细模型预测的

上限值

WMPLA结果
（精细模型）

WMPLA结果

WMPLA结果

（修正的等效

（无约束修正

模型）

的等效模型）

—

—

3135

3133

3266

—

—

—

3109

3387

折减因子

—

—

0.613

0.613

0.639

相对误差

—

—

—

-0.76%

3.7%

CPU时间 [h]

—

—

758

49

48

凹陷高度1 [mm]

0

2200

1129

1130

1213

凹陷高度2 [mm]

0

2200

1036

1035

1396

凹陷高度3 [mm]

极限承载力 [kN]
基于等效模型预测的
极限承载力 [kN]

0

2200

1055

1055

1107

°

0

360

95

95

224

°

0

360

216

217

280

°

0

360

38

38

188

凹陷角度1 [ ]
凹陷角度2 [ ]
凹陷角度3 [ ]

图 5. 5 SPLA 缺陷敏感性分析结果
Fig. 5. 5

Imperfection sensitivity response by S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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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 MPLA 缺陷敏感性分析结果
Fig. 5. 6

Imperfection sensitivity response by MPLA

图 5. 7 基于精细模型的 WMPLA 优化外层更新结果
Fig. 5. 7

Iterations of outer updates in the WMPLA optimization based on detail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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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面向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精确预测的加筋筒壳模型修正方法
5.3.1

基于 NIAH 的加筋筒壳后屈曲分析方法
为了提高 WMPLA 方法的计算效率，本节将用等效模型来代替精细模型。加筋筒壳

结构的等效模型建立流程如下：首先，从加筋筒壳整体结构（图 5. 2（b））中提取出周
期性加筋单胞结构，如图 5. 2（c）所示；进而，基于 NIAH 方法对加筋单胞结构进行等
效，得到其等效刚度系数 Aij、Bij 和 Dij。按照上述流程，初始的加筋筒壳结构（图 5. 2
（b））被等效为光筒壳结构（图 5. 2（d）），以此模型作为加筋筒壳结构的初始等效
模型。下面基于算例验证加筋筒壳初始等效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效率。
加筋筒壳初始等效模型的极限承载力结果为 4835 kN，其位移载荷曲线和屈曲模态
如图 5. 3 和图 5. 4 所示，相较于精细模型的极限承载力结果 5115 kN，其预测相对误差
为-5.4%。精细模型分析时长为 1.2 h，初始等效模型分析时长为 0.1 h，可以看出等效模
型显著提高了精细模型的分析效率。然而从图 5. 3 和图 5. 4 可以看出，初始等效模型对
极限承载力和屈曲模态的预测均有较大误差，因而下一节将建立加筋筒壳的模型修正方
法来提高等效模型的预测精度。
5.3.2

屈曲模态预测精度评估方法
为了有针对性地提高等效模型的预测精度，需要建立起面向屈曲问题的模型保真度

评估方法。
首先，定义等效模型与精细模型的极限承载力的相对误差为：

l 

Pmid  Phigh
Phigh

 100%

(5.2)

其中，Pmid 代表等效模型预测的极限承载力，Phigh 代表精细模型预测的极限承载力，

l 代表两者相对误差，其值越趋近于 0%时，表明等效模型对极限承载力的预测精度越
高。
现有的等效模型预测精度评估往往只关注了等效模型对屈曲载荷的预测精度，缺少
对屈曲模态预测精度的评估方法。本节受到振动模态分析问题中常用的模态置信度
（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MAC）系数[167]的启发，提出了面向屈曲模态预测精度评
估的 MAC 系数，其中屈曲模态选取的是结构极限失稳点（Collapse point）对应的屈曲
模态。
定义等效模型与精细模型关于屈曲模态的 MAC 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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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ode



l
mode





g
g
equivalent
 detailed
g
g
equivalent
detailed

l
l
equivalent
 detailed
l
l
equivalent
detailed

 100%

(5.3)

 100%

(5.4)

g
分别代表等效模型和精细模型的全域屈曲模态向量， equivalent 和
式中， equivalent 和 detailed

g

l

l
detailed
分别代表等效模型和精细模型的局部域屈曲模态向量。

为获得上述公式中的屈曲模态向量，可以编写 Python 脚本从精细模型和等效模型
后屈曲计算结果中提取出每个节点的屈曲变形位移值，并根据节点编号组装屈曲模态向
量。
由于等效模型等效了加筋筒壳结构的筋条，因而全域屈曲模态向量中仅包含蒙皮的
屈曲变形位移值，全域屈曲模态向量中元素的总个数与蒙皮的有限元节点总数一致。在
实际的加筋筒壳结构中，往往存在着开孔、焊缝等结构，导致结构的屈曲模态在这些局
部区域更为复杂特殊，因而将这些局部区域的屈曲变形位移值加入至局部域屈曲模态向
量中。局部区域可以通过观测变形云图或者设置变形指标等方式进行自定义，非常灵活
且有针对性。局部域屈曲模态向量中元素的总个数与局部区域的有限元节点总数一致。
g
l
εmode
代表等效模型关于全域屈曲模态预测的 MAC 系数，εmode 代表等效模型关于局部域
g

l

屈曲模态预测的 MAC 系数，当 εmode 和 εmode 越接近 100%时，等效模型关于全域和局部
域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后屈曲分析得到的屈曲模态并不是无量纲的，这与面向振动模态分
析问题的无量纲 MAC 系数不同，因而需要面向屈曲问题定义等效模型关于屈曲模态幅
值的 MAC 系数：



ga
mode



la
 mode


g
equivalent
g
detailed
l
equivalent
l
detailed

 100%

(5.5)

 100%

(5.6)

g
g
式中， equivalent
和 detailed
分别代表等效模型和精细模型的全域屈曲模态向量的模，
l
l
equivalent
和 detailed
分别代表等效模型和精细模型的局部域屈曲模态向量的模。 mode 代表

ga

等效模型关于全域屈曲模态幅值预测的 MAC 系数， mode 代表等效模型关于局部域屈曲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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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幅值预测的 MAC 系数。当 mode 和 mode 越接近 100%时，等效模型关于全域和局部
ga

la

域屈曲模态幅值的预测精度越高。
5.3.3

加筋筒壳等效模型的模型修正方法
基于提出的 MAC 系数，可以计算出前文建立的初始等效模型的预测精度如下： l
g

l

ga

la

=5.4%，εmode =87.6%，εmode =83.4%，εmode =75.5%和 εmode =74.7%。根据上述系数，可以看
出初始等效模型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不高，如果将其用于 WMPLA 优化设
计，极易导致不可靠的优化结果。因此，本节将建立面向加筋筒壳等效模型的模型修正
方法，即有针对性地对初始等效模型的等效刚度系数进行修正，通过优化方法获得接近
于精细模型的修正的等效模型。以第一步获得的等效刚度系数作为设计变量，以最小化
等效模型与精细模型关于极限承载力预测的相对误差 l 为优化目标，以等效模型与精细
g

l

ga

la

模型关于屈曲模态预测的 MAC 系数 εmode 、 εmode 、 εmode 和 εmode 为约束条件，开展基于
RBF 代理模型和多岛遗传算法的优化设计，获得修正的等效模型。相应的优化列式如下
所示：
Find: X
Minimize: εl

(5.7)

g
l
ga
la
Subject to: εmode ≥ ε1, εmode ≥ ε2, εmode ≥ ε3, εmode ≥ ε4

Xil ≤ Xi ≤ Xiu, i = 1, 2, …, 12
式中，X 代表设计变量，即等效刚度系数的修正系数，共包含如下 12 个变量（  A11 ，A12 ，

A

22

， A ， B ， B ， B ， B ， D ， D ， D 和 D
66
11
12
22
66
11
12
22
66

）。ε1, ε2, ε3, ε4 为给定的置信度

系数指标，本文均取值为 99%。Xil 和 Xiu 分别是设计变量的下限和上限。
基于上述优化方法对初始等效模型进行修正，优化过程的外层更新曲线如图 5. 8 所
示，优化后的修正系数结果和 MAC 系数结果如表 5. 3 所示。可以看出，优化后与 MAC
系数有关的各约束条件均得到满足，且最优的相对误差值由初始的 5.4%降至 0.275%，
取得了较好的优化效果。基于修正的等效模型预测的极限承载力结果列入表 5. 4 中，相
应的初始和优化后的等效刚度系数值列入表 5. 5 中。整个优化过程耗时 14 h。通过对比
位移载荷曲线（图 5. 9）和屈曲模态（图 5. 10），可以看出修正的等效模型相比于初始
等效模型在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上均表现出更高的预测精度。尤其是针对局部区
域内的局部屈曲变形，修正的等效模型相比于初始等效模型取得了更为准确的预测效果。
上述结果验证了本节提出的模型修正方法的有效性，同时可以预见其可为不同精度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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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模型提供一个基准解或者参考解，即使初始等效模型精度不高，也可以借助于提出的
模型修正方法有效地提高其预测精度。
表 5. 3
Tab. 5. 3

修正系数设计空间及优化解

The design space and optimal result of modifying factors for effective stiffness
coefficients

下限

上限

等效模型初始

修正的等效模型优化

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优化

值

值

值

解

解

A

0.5

1.5

1.0

1.1578

0.8731

A

0.5

1.5

1.0

1.1860

0.8000

A

0.5

1.5

1.0

1.0256

1.1999

A

0.5

1.5

1.0

1.1721

0.8000

B

0.5

1.5

1.0

1.0263

0.8000

B

0.5

1.5

1.0

0.9581

0.8873

B

0.5

1.5

1.0

0.9358

0.8000

B

0.5

1.5

1.0

1.1679

1.1997

D

0.5

1.5

1.0

1.0127

1.1288

D

0.5

1.5

1.0

1.1438

0.9564

D

0.5

1.5

1.0

0.8828

1.1997

D

0.5

1.5

1.0

0.9520

1.995

εl

—

—

5.4%

0.275%

0.26%

g
εmode

99%

—

87.6%

99.1%

98.6%

l
εmode

99%

—

83.4%

99.2%

77.7%

ga
εmode

99%

—

75.5%

99.1%

98.7%

la
εmode

99%

—

74.7%

99.0%

78.4%

11

12

22

66

11

12

22

66

11

12

2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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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Tab. 5. 4

加筋筒壳完美结构极限承载力预测结果对比

Collapse load results of perfect model predicted by various methods
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

精细模型

初始等效模型

修正的等效模型

极限承载力 [kN]

5115

4835

5129

5128

相对误差

—

-5.4%

0.275%

0.26%

表 5. 5
Tab. 5. 5

型

加筋筒壳等效模型的等效刚度系数对比

Comparison of effective stiffness coefficients of equivalent models of stiffened
shells

A11 [N/mm]
A12 [N/mm]
A22 [N/mm]
A66 [N/mm]
B11 [N]
B12 [N]
B22 [N]
B66 [N]
D11 [Nmm]
D12 [Nmm]
D22 [Nmm]
D66 [Nmm]

初始等效模型

修正的等效模型

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

310907
96855
312055
107603
40247
15198
45989
15460
612930
195658
640380
223460

359968
114870
320044
126121
41305
14561
43037
18056
620714
223794
565327
212734

271453
77484
374435
86082
32198
13485
36791
18547
691875
187127
768264
4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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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 修正的等效模型代理模型优化外层更新迭代历程
Fig. 5. 8

Iterations of outer updates in the WMPLA optimization based on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s

图 5. 9 基于精细模型和修正的等效模型的完美结构的位移载荷曲线对比图
Fig. 5. 9

Comparison of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s of perfect model based on
detailed model and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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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0 修正的等效模型屈曲模态对比图
Fig. 5. 10

Comparison of buckling modes of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s

5.4 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
建立了修正的等效模型后，将其引入至 WMPLA 优化框架替代精细模型，即可完成
折减因子的快速预测。下面基于加筋筒壳算例进行验证。基于上一节建立的修正的等效
模型开展的 WMPLA 优化结果如图 5. 11 所示，外层更新曲线如图 5. 11 所示。可以看
出，由于修正的等效模型预测精度较高，其 WMPLA 优化后得到的含缺陷结构的极限承
载力结果（3133 kN）和基于精细模型优化得到的结果（3135 kN）非常接近。该方法预
测的折减因子为 0.613，可以很好地涵盖加筋筒壳实验获得的折减因子（0.616）的下限
值。同时，给出加筋筒壳最不利缺陷情况下精细模型和修正的等效模型的位移载荷曲线
（图 5. 12），可以发现修正的等效模型对 WMPLA 优化的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和屈曲
模态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基于精细模型的 WMPLA 优化过程需要约 760 h，而基于
修正的等效模型的 WMPLA 优化仅需要 49 h（其中已包含建立修正的等效模型的计算
时间），可降低约 94%的计算时长，凸显了本方法的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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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1 基于修正的等效模型的 WMPLA 优化外层更新曲线
Fig. 5. 11

Iterations of outer updates in the WMPLA optimization based on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

图 5. 12 基于精细模型和修正的等效模型的 WMPLA 优化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对比图
Fig. 5. 12

Comparison of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s of WMPLA optimal design
based on detailed model and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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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3 基于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的 WMPLA 优化外层更新曲线
Fig. 5. 13

Iterations of outer updates in the WMPLA optimization based on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 without constraints

图 5. 14 基于精细模型和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的 WMPLA 优化的最优解位移载荷曲
线对比图
Fig. 5. 14 Comparison of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s of WMPLA optimal design
based on detailed model and modified equivalent model without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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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对比算例来验证等效模型的预测精度对 WMPLA 优化结果的影响。在建立
修正的等效模型的优化列式中，不考虑与屈曲模态预测精度相关的 MAC 系数约束条件，
仅考虑极限承载力相对误差这一优化指标，开展模型修正优化。模型修正后获得的无约
束修正的等效模型的位移载荷曲线如图 5. 13 所示，可以看出，虽然无约束修正的等效
模型对极限承载力的预测精度较高（0.26%），但是其位移载荷曲线的初始斜率与精细
模型差异较大，表明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与精细模型的轴向刚度差异较大。同时对比
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与精细模型的屈曲模态（图 5. 4 和图 5. 10），可以看出无约束修
正的等效模型由于在建立过程中未考虑屈曲模态的约束控制，其对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
较低，尤其是局部区域。以此模型开展 WMPLA 优化设计，相应的 WMPLA 优化结果
如表 5. 2 所示，WMPLA 优化外层更新曲线如图 5. 13 所示，可以看出无约束修正的等
效模型对 WMPLA 优化结果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对初始设计的
极限承载力预测精度较高，但经过 WMPLA 优化后，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对 WMPLA
优化结果的极限承载力的预测结果与精细模型相比，相对误差却很大。如表 5. 2 所示，
两者相对误差为 3.7%。同时从两者对 WMPLA 优化结果的屈曲模态的预测结果（图 5.
14）可以看出，无约束修正的等效模型对 WMPLA 优化结果的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较
差。综上，未考虑屈曲模态约束条件进行模型修正的等效模型在经历 WMPLA 优化后，
对优化结果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较差，无法保证优化结果的可信性。因而，
为建立高精度的等效模型，需要协同考虑等效模型对极限承载力与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

5.5 小结
针对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效率低的瓶颈问题，建立了基于模型修正的加筋筒
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首先基于 NIAH 方法建立了加筋筒壳结构的等效模型，
进而提出了面向屈曲问题的模态置信系数定义方法，并以此为约束条件开展了等效模型
的模型修正，然后以修正的等效模型代替了精细模型开展折减因子预测的代理模型优化
设计，快速地获得了折减因子下限值。算例结果表明，提出的等效模型对屈曲载荷和屈
曲模态均具有很高的预测精度，提出的面向屈曲问题的模态置信系数定义方法也可以有
效地描述等效模型对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为开展等效模型的模型修正提供了依据。在
保证寻优能力的前提下，新方法相比于传统方法节省了约 94%的计算时长，凸显了新方
法的效率优势。同时，对比算例结果表明，为保证优化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协同考虑等
效模型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的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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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

方法
6.1 引言
多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是典型的多变量、多约束、多峰值的结构优化难题，
解决这一优化问题极具挑战。充分挖掘多层级筒壳结构优化空间，提高其全局寻优能力
对于多层级筒壳结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提高多层级筒壳结构低成本优化的全局
寻优能力有助于充分节省材料成本，提高多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有
助于充分挖掘结构的极限承载空间，提高多层级筒壳结构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的全局寻优
能力有助于准确地预测折减因子的下限值从而获得安全的设计。
针对多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目前代表性的解决方法为基于代理模型技术
的全局优化算法，如王博和郝鹏等[6]、赵雨浓等[11]的研究工作。由于上述工作均需要基
于精细模型开展代理模型抽样，因而优化效率受到精细模型抽样点数目的影响。同时，
抽样点数目还会影响优化问题的全局寻优能力。因此，多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的优
化效率和寻优能力存在相互竞争和博弈的关系。为了提升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
优能力，王博和郝鹏等[50][133][134]建立了自定义名义承载力指标、自适应抽样、自定义变
量关联函数等高效代理模型优化算法，有效突破了筒壳结构设计变量激增导致的算法效
率降低的瓶颈问题。此外，针对变量数目较多、变量类型复杂的筒壳结构优化问题，Khani
等[135]、Liu 等[136]和 Dormohammadi 等[137]也通过合理的变量分组方法建立了多层级优化
算法，相比于传统单一层级的优化算法提高了全局寻优能力。
目前常用的抽样方法（如 LHS 法）虽然可以较为均匀地在设计空间内进行抽样，但
是由于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设计空间较大，导致较大比例的抽样点都是违反约束或
者目标函数值较低的设计点，基于这样的样本点建立的代理模型难以有效地寻找到全局
优化解。同时，基于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对这些无效设计点进行计算，也会造成计算成
本的浪费。因而，考虑样本点的竞争性，建立一种更为高效的抽样方法，可理性地缩减
设计空间，将有助于提高代理模型优化方法的全局寻优能力。
本章开展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研究。首
先提出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方法，然后建立三个代表性的多层级筒壳结构优化框架，并
开展优化算例研究，通过与传统的基于 LHS 抽样的优化方法进行对比，来验证新方法
的优化计算效率及全局寻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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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方法
在多层级筒壳结构的精细设计阶段，为提高筒壳结构的结构性能，常用的后屈曲优
化方法为：抽取大量样本点，基于精细模型计算抽样点的后屈曲载荷值等目标函数值，
进而建立代理模型，并基于代理模型开展优化设计。即使采用了代理模型技术，基于精
细模型计算大量抽样点的后屈曲载荷值仍需要耗费巨大的计算成本。同时，传统的抽样
方法为了增加抽样点对设计空间的覆盖程度，往往追求抽样的均匀性，但对于筒壳结构
后屈曲优化这类设计空间较大的优化问题，过于均匀的抽样容易造成较大比例的抽样点
是违反约束或者目标函数值较低的抽样点，基于这些缺乏竞争性的抽样点建立的代理模
型难以有效保证全局寻优能力。为了提高抽样点的竞争性，使其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前提
下具备更高的目标函数潜力，本章面向多层级筒壳结构的后屈曲优化问题提出了多保真
度竞争性抽样方法。

图 6. 1 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方法
Fig. 6. 1

Flow chart of multi-fidelity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如图 6. 1 所示，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方法的流程如下：第一步，基于 LHS 等抽样
方法在设计空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第二步，采用等效模型或者降阶模型计算全部抽样
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同时采用解析方法计算出其它的目标函数值，如结构质量或者材
料成本等；第三步，基于筛选准则筛选出满足约束条件且具有高目标函数值的竞争性抽
样点，将竞争性抽样点按照目标函数值大小进行排序，并根据所需的竞争性抽样点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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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截断；第四步，基于精细模型计算竞争性抽样点的后屈曲承载力。可以看出，多保
真度竞争性抽样方法综合利用了等效模型或者降阶模型的高计算效率和精细模型的高
预测精度，因而可以以较小的计算成本快速地筛选确定出竞争性抽样点集合，合理地缩
减设计空间，保证了每一次基于精细模型的抽样点既满足约束条件又具有获得高目标函
数值的潜力，提高了抽样点的竞争性。下面，将基于竞争性抽样方法，分别建立混杂纤
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方法、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和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方法，
并开展优化算例研究。

6.3 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方法
6.3.1

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框架
针对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的低成本优化问题，本节建立了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

优化框架如图 6. 2 所示。本优化框架由低保真度分析步骤和高保真度分析步骤组成。在
低保真度分析步骤的第一步中，首先建立 POD 降阶模型：基于 LHS 抽样方法在设计空
间内抽取少量样本点，并针对这些样本点开展全阶模型的特征值屈曲分析从而获得 POD
快照矩阵和 POD 基，从而建立起 POD 降阶模型。在低保真度分析步骤的第二步中，基
于 LHS 在设计空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在每个抽样点上采用 POD 屈曲分析方法进行线
性屈曲载荷值的快速计算。并根据筛选准则对所有抽样点进行判定和筛选，确定竞争性
抽样点集合。由于采用了 POD 屈曲分析方法，低保真度分析步骤具有较高的分析效率，
可用较少的计算成本获得竞争性抽样点。筛选准则定义如下：
Find:

[Xi],

Subject to:

i = 1, 2, …, n

Wi W0

Vml  Vm  Vmu

(6.1)

Pcr1  Pcr2  ...  Pcri  P0
C 1  C 2  ...  C i

式中，[X]代表竞争性抽样点集合，变量 X 包括混杂纤维筒壳的蒙皮铺层角度 θ1、θ2、
θ3、θ4、θ5、θ6、θ7 和 θ8，蒙皮厚度 ts，碳纤维体分比 Vfc，玻璃纤维体分比 Vfg。n 代表
0

所需的竞争性抽样数目。Pcr 代表 POD 屈曲分析方法预测出的线性屈曲载荷值，P 代表
目标载荷值。W 和 W0 分别代表抽样点的结构质量和目标质量。Vm 代表基体材料的体分
比，Vml 和 Vmu 是 Vm 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在本算例中分别取值为 35%和 100%。C 代表
抽样点的材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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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条件由四个约束条件来控制，并根据这四个约束条件对抽样点进行筛选：第一
个约束条件为抽样点的结构质量不超过给定的目标质量（2.4 kg）；第二个约束条件为
基体材料的体分比满足下限值与上限值的要求（[35%，100%]）；第三个约束条件为将
全部抽样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 Pcr 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并要求抽样点的线性屈曲
0

载荷值不小于目标载荷值 P （220 kN）；第四个约束条件为将全部抽样点的材料成本按
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也就是说，满足质量约束、基体材料体分比约束、线性屈曲载
荷值约束且具有更低材料成本的抽样点在全部抽样点中更具竞争力，更有可能进入竞争
性抽样点集合。为了进一步提升低保真度分析步骤的计算效率，在筛选条件中增加预筛
选步骤。可以看出，前三个筛选条件都是基于解析公式进行计算的，而第四个筛选条件
是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进行计算的。因而在进行筛选条件判断时，先基于解析结果
快速评估前三个筛选条件是否满足：如果前三个筛选条件不满足，则无需评估第四个筛
选条件，直接将这个抽样点作为非竞争性抽样点；如果前三个筛选条件满足，再开展第
四个筛选条件的评估。
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精细模型来计算竞争性抽样点的后屈曲载荷值，即由
显式动力学方法来获得高保真度的混杂纤维筒壳承载力结果。根据上述抽样结果，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基于多岛遗传算法开展全局优化设计。优化列式如下：
Find:
X
Minimize: C
Subject to: W ≤ W0

(6.2)

Vml  Vm  Vmu
Pco≥P0
Xil ≤ Xi ≤ Xiu,

i = 1, 2, …, 11

式中，Pco 代表基于精细模型预测的结构极限承载力。Xil 和 Xiu 分别是设计变量的下限和
上限，在本优化框架中，铺层角离散变量取值空间为[-45°, 0°, 45°, 90°]。对于本优化问题，
优化目标为最小化混杂纤维筒壳的材料成本，约束条件为结构质量 W 不超过给定的目
标质量 W0（2.4 kg），基体材料体分比满足上下限约束（[35%，100%]），结构极限承
载力 Pco 不小于目标载荷值 P0（220 kN），设计变量满足上下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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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基于竞争性抽样的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框架
Fig. 6. 2

Low-co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s based on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6.3.2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算例
下面基于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算例来验证提出的优化框架的有效性。本
节采用的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示意图与 2.5.2 节的图 2. 11 一致，筒壳结构的直径
500 mm，高度 510 mm。蒙皮铺层角度为 [0°/90°/0°/90°]2s。蒙皮厚度 ts 为 2.0 mm。混杂
纤维筒壳结构上含有三个矩形开孔，开孔长度和宽度均为 50 mm。三个开孔的中心点分
别为（0，250，115）mm、（240，250，395）mm 和（120，250，255）mm。混杂纤维
和基体的材料属性和材料成本与 2.4.3 节的材料属性和材料成本保持一致，如表 2. 1 和
表 2. 2 所示。基于式（2.34）-（2.40），可以计算出初始设计混杂纤维复合材料的等效
模量、等效密度和单位质量成本：E1 = 159200 MPa，E2 = 8588.2 MPa，ν12 = 0.26，G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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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5 MPa，ρ = 1.51E-6 kg/mm3，c = 7.4 $/kg，C = 17.7 $。边界条件为两端固支。采用
S4R 壳体单元进行单元划分，经过单元收敛性分析，确定单元尺寸为 5 mm。基于全阶
模型计算出初始设计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307 kN，相应的一阶屈曲模态波形图如图 6. 3
（a）所示。基于精细模型计算出初始设计的极限承载力为 336 kN，位移载荷曲线如图
6. 4 所示。

图 6. 3 一阶屈曲模态波形图: (a) 全阶模型结果;(b) POD 降阶模型结果
Fig. 6. 3

First order buckling modes: (a) full order result; (b) reduced order result by PODbased buckling method

首先，基于 LHS 抽样和 RBF 代理模型技术对此算例开展优化设计，以其结果作为
对比算例。设计空间如表 6. 1 所示，基于 LHS 方法在此设计空间中抽样 100 次，基于
精细模型计算出抽样点的极限承载力 Pco，质量 W，材料成本 C 和基体材料体分比 Vm。
基于上述抽样结果，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基于多岛遗传算法开展全局优化设计，将该
优化命名为优化 I，优化结果如表 6. 1 所示。优化 I 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如图 6. 5 所
示。与初始设计的材料成本（17.7 $）相比，优化 I 最优解的材料成本（12.2 $）降低了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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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初始设计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4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initial design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cutouts

图 6. 5 含开孔混杂纤维优化 I 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5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Optimization I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cut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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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Tab. 6. 1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设计空间及优化结果

Design space and optimal results of low-cost optimization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cutouts
初始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优化 I

优化 II

Vfc

60%

0%

65%

43.0%

21.6%

Vfg

0%

0%

65%

13.0%

6.3%

ts [mm]

2.0

1.0

3.0

1.65

2.20

θ1 [°]

0

-45

90

90

0

θ2 [ ]

90

-45

90

0

90

θ3 [°]

0

-45

90

45

-45

θ4 [ ]

90

-45

90

0

-45

θ5 [°]

90

-45

90

45

45

θ6 [ ]

0

-45

90

0

45

θ7 [°]

90

-45

90

-45

-45

θ8 [ ]

0

-45

90

0

0

Vm

40%

35%

100%

44%

72.1%

Pco [kN]
W [kg]
C [$]

336
2.4
17.7

220
—
—

—
2.4
—

225
2.1
12.2

221
2.4
9.4

°

°

°

°

下面，基于本节提出的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命名为优化 II。
在低保真度分析步骤中，首先基于 LHS 抽样方法在设计空间内抽取 100 个样本点，并
针对这 100 个样本点开展全阶模型的特征值屈曲分析，收集每个样本点的前 10 阶特征
值屈曲模态特征向量，组装成 POD 快照矩阵，进而计算求得 1000 阶 POD 基。根据 POD
基截断误差筛选准则，可获得 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曲线如图 6. 6 所示。可以看出，随
着截断的 POD 基的数目逐渐增加，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逐渐减少。本文建立的 POD 分
析框架要求截断相对误差不超过 1%，从图 6. 6 可以看出，当截断的 POD 基数目为 50
时，满足截断相对误差要求。也就是说，截断的 50 个 POD 基在全部的 POD 基中是占
优的，且能以最小数目 POD 基的代价来最大化地捕捉系统的总能量。根据最优数目的
POD 基，建立起阶数为 50×50 的 POD 降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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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
Fig. 6. 6

POD 基截断相对误差示意图

Relative error of truncated POD bases

基于降阶模型开展初始设计的特征值屈曲分析，计算得出的线性屈曲载荷值为 310
kN，与基于全阶模型的计算结果相对误差仅为 0.9%。降阶模型预测的一阶屈曲模态波
形图如图 6. 3（b）所示，其与基于全阶模型的预测结果非常接近，且对开孔附近的屈曲
波形具有很高的预测精度。基于全阶模型的计算时间为 106 s，而 POD 降阶模型的计算
时间仅为 0.01 s，表明了本文提出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巨大的分析效率优势。在验证了
POD 屈曲分析方法对初始设计点的预测精度后，将进一步研究其在设计空间内的预测
精度。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中重新抽样 10 次，其抽样点区别于建立 POD 降
阶模型的抽样点，设计空间如表 6. 1 所示。其后，在这 10 个抽样点上，分别基于全阶
模型和降阶模型计算线性屈曲载荷值，并比较两者在每个点的相对误差值。10 个抽样点
的相对误差值如表 6. 2 所示，其中最大相对误差为 2.0%，最小相对误差为 0.4%，凸显
了降阶模型在设计空间内较高的预测精度，保证了基于降阶模型开展大规模抽样和优化
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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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POD 屈曲分析方法在设计空间中预测误差结果

Tab. 6. 2 Prediction error of POD-based buckling method in the design space
POD 屈曲分析结果 [kN]

全阶模型屈曲分析结果 [kN]

相对误差

验证点 1

720.1

705.7

2.0%

验证点 2

12.1

12.0

0.8%

验证点 3

422.9

414.6

2.0%

验证点 4

595.0

584.1

1.9%

验证点 5

156.7

154.1

1.7%

验证点 6

582.1

572.6

1.7%

验证点 7

255.8

251.3

1.8%

验证点 8

110.0

107.8

2.0%

验证点 9

672.9

670.2

0.4%

验证点 10

190.8

190.1

0.4%

然后，基于 LHS 方法抽取 10000 个样本点，基于筛选条件中的预筛选方法，判断
出 10000 个样本点中仅有 1056 个抽样点满足预筛选条件，因而仅需要针对此 1056 个抽
样点开展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的线性屈曲载荷值预测。由于经过了预筛选条件的有
效过滤，低保真度分析步骤过程仅耗时 8.0 h，LHS 抽样结果如图 6. 7 所示。基于筛选
准则从 1056 个抽样点中筛选出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并用红色标记，其余的非竞争性抽
样点用蓝色标记。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精细模型计算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的后
屈曲载荷结果。针对优化 I 和优化 II 抽样点的精细模型预测结果，比较各自抽样点中有
效抽样点的占比值。当一个抽样点满足筛选条件时，认为该抽样点为有效抽样点。有效
抽样点占比值结果如图 6. 8 所示。可以看出，基于直接 LHS 抽样的优化 I 的有效抽样点
占比较低，表明大部分的抽样点都是盲目的，且对搜索到全局优化解的贡献较小。相比
之下，本节提出的竞争性抽样方法获得的有效抽样点占比高达 85%，表明了本文提出的
竞争性抽样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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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框架低保真度分析步骤 LHS 抽样结果
Fig. 6. 7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result in the low-fidelity level of the low-co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cutouts

图 6. 8 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低成本优化全部抽样点中有效抽样点占比值
Fig. 6. 8

Proportions of competitive sampling points among all sampling points for low-co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cut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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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针对竞争性抽样结果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开展优化设计。优化结果如表 6. 1
所示。优化 II 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如图 6. 9 所示。优化 II 最优解的材料成本（9.4 $）
相比于初始设计的材料成本（17.7 $）降低了 46.9%。相比于优化 I 最优解的材料成本
（12.2 $）降低了 23.0%，相比于传统的基于 LHS 抽样的优化方法搜索到了更优的结果，
凸显了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在全局寻优方面的优势。本节面向含开孔混杂纤维筒
壳结构低成本优化问题，基于 POD 屈曲分析方法在设计空间中快速筛选和确定竞争性
抽样点，算例结果验证了提出方法相比于传统的基于 LHS 抽样的优化方法具有更好的
全局寻优能力。

图 6. 9 含开孔混杂纤维优化 II 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9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Optimization II of hybrid
fiber composite shell with cutouts

6.4 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
6.4.1 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框架
针对多级加筋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本节建立了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优
化框架如图 6. 10 所示。该优化框架由低保真度分析步骤和高保真度分析步骤组成。在
低保真度分析步骤中，首先基于 LHS 在设计空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在每个抽样点上
采用 NSSM 方法进行多级加筋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值的计算，并根据筛选准则对所有抽
样点进行判定和筛选，确定竞争性抽样点集合。由于采用了 NSSM 方法这种快速屈曲分

- 104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析方法，低保真度分析步骤具有较高的分析效率，可用较少的计算成本快速获得竞争性
抽样集合。筛选准则定义如下：
Find:

[Xi],

i = 1, 2, …, n

i
0
Subject to: W  W

Pcr1  Pcr2  ...  Pcri  Pcr0

(6.3)

Pcr1 Pcr2
Pcri
Pcr0
...




W1 W 2
Wi W0
式中，[X]代表竞争性抽样点集合，变量 X 包括多级加筋壳的蒙皮厚度 ts，主筋高度 hrj，
主筋厚度 trj，轴向主筋数目 Naj，环向主筋数目 Ncj，次筋高度 hrn，次筋厚度 trn，主筋格
栅中的轴向次筋数目 Nan，主筋格栅中的环向次筋数目 Ncn。n 代表所需的竞争性抽样点
0

数目。Pcr 和 Pcr 分别代表 NSSM 方法预测的多级加筋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值和目标载荷值。
W 和 W0 分别代表抽样点的质量和目标质量。
筛选条件由三个约束条件来控制，并根据这三个约束条件对抽样点进行排序和截断：
第一个约束条件为抽样点的结构质量不超过给定的目标质量 W0（355 kg）；第二个约束
条件为将全部抽样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 Pcr 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且不小于目标载
0

荷值 Pcr （17265 kN）；第三个约束条件为将全部抽样点的承载效率值 Pcr/W 按照从大到
0

小的顺序排列，且不小于目标承载效率值 Pcr /W（48.6 kN/kg）。也就是说，满足质量约
束且具有更高线性屈曲载荷值和更高承载效率的抽样点在全部抽样点中更具竞争力，更
有可能进入竞争性抽样点集合。此外，当两个抽样点具有相同的线性屈曲载荷值时，具
有更高承载效率的那个抽样点更具竞争力。对于这三个筛选条件，第一个筛选条件是基
于解析公式进行计算的，而后两个筛选条件是基于 NSSM 方法进行计算。因而在进行筛
选判断时，先评估第一个筛选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不满足，则认为该抽样点不满足约束
条件，无需评估后两个筛选条件；如果满足，再开展后两个筛选条件的评估。这一预筛
选步骤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低保真度分析步骤的计算效率。如果 LHS 抽样的样本点数
目设置为 1000，而所需竞争性抽样点的数目 n=100，则须根据筛选条件对 1000 个抽样
点进行筛选和排序，并截断其中最优的前 100 个抽样点。
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显式动力学方法来计算竞争性抽样点的后屈曲载荷值，
即由精细模型来获得高保真度的承载力结果。在低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 NSSM 方法
预测了抽样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相比于后屈曲承载力，线性屈曲载荷仍是一个预测精
度较低的承载性能评估指标，因而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十分有必要基于精细模型对
竞争性抽样点的实际后屈曲承载能力进行准确评估，以修正由等效模型引起的实际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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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预测误差。根据精细模型的预测结果，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基于多岛遗传算法开展
全局优化设计。优化列式如下：
Find:
X
Maximize: Pco
Subject to: W ≤ W0
σmax ≤ σs
Xil ≤ Xi ≤ Xiu,

(6.4)
i = 1, 2, …, 9

式中，Pco 代表基于精细模型预测的结构极限承载力，σmax 代表结构极限承载时的最大
Mises 应力值，σs 代表材料屈服应力，Xil 和 Xiu 分别代表设计变量的下限和上限。对于本
优化问题，优化目标为最大化结构极限承载力 Pco，约束条件为结构质量 W 不超过给定
的目标质量 W0（355 kg），同时要求最大应力值 σmax 不超过屈服应力 σs（563 MPa），
设计变量满足上下限约束。

图 6. 10 基于竞争性抽样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框架
Fig. 6. 10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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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算例
下面基于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算例来验证提出的优化框架的有效性。本节采用的

多级加筋壳算例的模型参数和材料属性与 3.3.2 节中的模型保持一致。设计变量的设计
空间如表 6. 3 所示。首先，基于 LHS 抽样和 RBF 代理模型技术对此算例开展优化设计，
这一优化方法是当前多级加筋壳优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优化方法[1][11][51]，在本节中以其
作为对比方法和算例。根据文献[51]，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内抽取 100 个样本点，
进而基于精细模型计算 100 个抽样点的极限承载力。基于上述抽样结果，建立 RBF 代
理模型并基于多岛遗传算法开展全局优化设计，将该优化命名为优化 I，优化结果如表
6. 3 所示。与初始设计的极限承载力（17265 kN）相比，优化 I 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19893
kN）提高了 15.2%。优化 I 的总计算时间为 178 h。对于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这种代
表性的多变量、多约束、多极值复杂优化问题，仅仅基于 100 个抽样点建立代理模型开
展优化设计难以保证搜索到全局优化解。为了进一步探讨该优化问题的全局优化潜力，
基于 LHS 方法抽取更多的样本点（200 个、300 个和 400 个）开展优化设计，并将相应
的优化分别命名为优化 II、优化 III 和优化 IV。这三个优化的多岛遗传参数设定与优化
I 保持一致，相应的优化结果如表 6. 3 所示。三个代理模型优化的外层更新曲线如图 6.
11 所示。三个优化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和极限承载时的屈曲模态如图 6. 12、图 6. 13
和图 6. 14 所示。从表 6. 3 可以看出，随着抽样点数目的增加，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逐
渐增加。当抽样点数目增至 400 个时，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收敛至 24010 kN，其相比于
初始设计的极限承载力提高了 39.1%。对于这种传统的代理模型优化方法，伴随着寻优
能力的逐渐提高，优化耗时也从 178 h 大幅度增加至 702 h。
表 6. 3
Tab. 6. 3

多级加筋壳设计空间及优化结果

Design space and optimal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ts
[mm]

trj
[mm]

trn
[mm]

hj
[mm]

hn
[mm]

Ncj

Ncn

Naj

Nan

W
[kg]

σmax
[MPa]

Pco
[kN]

CPU时

初始值

4.0

9.0

9.0

23.0

11.5

6

3

30

2

354.6

568

17265

—

下限值

2.5

3.0

3.0

15.0

6.0

3

1

20

1

—

—

—

—

上限值

5.5

12.0

12.0

30.0

15.0

9

4

50

4

355.0

563

—

—

优化I

4.2

9.7

7.7

30.0

6.0

4

4

48

1

353.6

503

19893

178

优化II

3.3

10.2

4.4

27.3

14.6

7

2

49

2

355.0

517

21942

345

优化III

4.4

7.1

7.3

30.0

11.8

6

1

49

1

354.0

528

23972

510

优化IV

3.3

9.9

3.0

29.9

14.9

8

2

49

2

355.0

562

24010

702

优化V

4.0

7.6

3.0

30.0

14.6

7

3

50

2

355.0

561

24606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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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1 多级加筋壳代理模型优化外层更新曲线
Fig. 6. 11

Iterations of outer updates in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图 6. 12 优化 II 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12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Optimizatio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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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3 优化 III 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13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Optimization III

图 6. 14 优化 IV 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14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Optimization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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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基于本节提出的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命名为优化 V。
在低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 LHS 方法抽取 5000 个样本点，进而基于 NSSM 方法计算
抽样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这一过程耗时 8.3 h，LHS 抽样结果如图 6. 15 所示。基于筛
选准则从 5000 个抽样点中筛选出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并用红色标记，其余的非竞争性
抽样点用蓝色标记。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精细模型获得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的
极限承载力结果。根据优化 II、优化 III、优化 IV 和优化 V 的抽样点的精细模型预测结
果，比较各自抽样点中有效抽样点的占比值。当一个抽样点满足筛选条件时，认为此抽
样点为有效抽样点。上述优化结果有效抽样点占比值结果如图 6. 16 所示。可以看出，
基于直接 LHS 抽样的优化 II、优化 III 和优化 IV 的有效抽样点占比值较低。相比之下，
本节提出的竞争性抽样方法获得的有效抽样点占比高达 60%，抽样更有竞争性也更有针
对性，可以有效避开盲目抽样点，并具有更大可能性搜索到全局优化解。

图 6. 15 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框架低保真度分析步骤 LHS 抽样结果
Fig. 6. 15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result in the low-fidelity level of the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 110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图 6. 16 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全部抽样点中有效抽样点占比值
Fig. 6. 16

Proportions of competitive sampling points among all sampling points for postbuckling optimization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进而，基于竞争性抽样结果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开展优化设计。优化结果如表 6. 3
所示。代理模型优化外层更新曲线如图 6. 11 所示。优化 V 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如图
6. 17 所示。相比于初始设计的极限承载力（17265 kN），优化 V 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
（24606 kN）提升了 42.5%。相比于计算耗时接近的优化 I 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19893
kN），优化 V 最优解的极限承载力（24606 kN）提升了 23.7%，凸显了基于竞争性抽样
的优化方法在全局寻优方面的优势。当取得接近的全局寻优能力时，传统的基于 LHS 抽
样的优化方法需要 400 个抽样点，也就是 702 h 的计算时长，而本节提出的基于竞争性
抽样的优化方法仅需要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也就是 180 h 的计算时长，相比于传统方
法减少了 74.4%的计算成本，具有显著的计算效率优势。根据上述结果可以总结出，本
节提出的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由于采用了计算效率较高的 NSSM 方法进行设
计空间中竞争性抽样点的快速筛选和确定，从而实现每一次高保真度的精细模型的抽样
点都既满足约束条件又具有获得高目标函数值的潜力，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算例结果
验证了提出方法具有优异的计算效率及全局寻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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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7 优化 V 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17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optimal design of Optimization V

为了更好理解多级加筋壳优化解的高承载机理，将初始设计、优化 II、优化 III、优
化 IV 和优化 V 的最优解的位移载荷曲线绘制在同一幅图中，如图 6. 18 所示。进而，基
于 NIAH 方法计算上述五个结构设计的等效刚度系数，列入表 6. 4 中。综合考虑表 6. 4
和图 6. 18，可以发现结构的等效拉伸刚度和弯曲刚度系数对于多级加筋壳的极限承载
力有显著影响。当结构设计具有较高的等效拉伸刚度系数时，其位移载荷曲线具有较大
初始斜率，表明了结构具有较高的轴向刚度；当结构设计具有较高的等效弯曲刚度系数
时，将更有助于其抵抗屈曲失稳的发生，导致位移载荷曲线出现较长的前屈曲状态。对
于初始设计来说，其具有最低的等效拉伸刚度和弯曲刚度系数，因而其位移载荷曲线初
始斜率较小且前屈曲曲线较短，导致结构过早失稳，表现出最低的极限承载力。相比之
下，其余四个优化设计具有更高的等效拉伸刚度和弯曲刚度系数，因而具有更高的极限
承载力。其中，优化 III 的最优解具有最大的等效拉伸刚度系数，因而其位移载荷曲线
初始斜率最大；优化 IV 的最优解具有最大的等效弯曲刚度系数，因而其位移载荷曲线
的前屈曲曲线最长；而优化 V 的最优解具有最合理的等效拉伸刚度系数和等效弯曲刚
度系数配比，因而获得了最高的极限承载力。

- 112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图 6. 18 多级加筋壳初始设计和优化解的位移载荷曲线对比图
Fig. 6. 18

Comparison of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 of the initial design and optimal
design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表 6. 4 多级加筋壳初始设计和优化解的等效刚度系数值

Tab. 6. 4

Effective stiffness coefficients of the initial design and optimal designs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A11
[N/mm]

A22
[N/mm]

A12
[N/mm]

A66
[N/mm]

D11
[Nmm]

D22
[Nmm]

D12
[Nmm]

D66
[Nmm]

初始设计

406994

423422

103162

106208

11667117

11998911

524995

948818

优化II

408557

359884

85037

87354

29037530

19868980

255689

876660

优化III

454883

408835

113685

116299

26684545

16354948

693509

1014496

优化IV

396873

364524

83987

86264

34875173

27056135

223487

890547

优化V

427183

398034

101660

104017

29255376

20317810

470504

825000

6.5 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方法
6.5.1 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框架
针对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问题，本节建立了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优
化框架如图 6. 19 所示。该优化框架同样由低保真度分析步骤和高保真度分析步骤组成。
在低保真度分析步骤中，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在每个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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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点上采用等效模型进行临界屈曲载荷值的计算。等效模型的建立方法如下：首先基于
NIAH 方法将加筋筒壳等效为光筒壳，进而基于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计算光筒壳结构的
线性屈曲载荷值。由于同时采用了结构等效和特征值屈曲分析方法来建立等效模型，因
而等效模型相比于基于精细结构和显式动力学方法的精细模型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进
而，根据筛选准则对所有抽样点进行判定和筛选，进而建立起竞争性抽样点集合。加筋
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问题的优化目标是最小化含缺陷结构的极限承载力，从而获得折
减因子下限值。根据这一优化目标，建立筛选准则如下：
Find:

[Xi],

Subject to:

i = 1, 2, …, n

Pcr1  Pcr2  ...  Pcri

(6.5)

式中，[X]代表竞争性抽样点集合，变量 X 包括三个扰动载荷在柱坐标下的高度和角度，
共计 6 个变量。n 代表所需的竞争性抽样点数目。Pcr 代表等效模型预测的含缺陷结构的
线性屈曲载荷值。
筛选条件由一个约束条件来控制，并根据约束条件对抽样点进行筛选，约束条件为
将全部抽样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 Pcr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这表明了具有更低线性
屈曲载荷值的抽样点在全部抽样点中更具竞争力，更有可能进入竞争性抽样点集合。
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精细模型来计算竞争性抽样点的后屈曲载荷值，即采
用显式动力学方法来获得高保真度的含缺陷结构极限承载力结果。根据上述抽样结果，
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基于多岛遗传算法进行全局寻优。优化列式如下：
Find:
X
Minimize: Pim
Subject to: Xil ≤ Xi ≤ Xiu,

(6.6)
i = 1, 2, …, 6

式中，Pim 代表基于精细模型预测的含缺陷结构极限承载力，Xil 和 Xiu 分别代表设计变量
的下限和上限。对于本优化问题，优化目标为最小化含缺陷结构的极限承载力 Pim，约
束条件为设计变量满足上下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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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 基于竞争性抽样的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框架
Fig. 6. 19

WMPLA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knockdown factors based on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6.5.2 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算例
下面基于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算例来验证提出的优化框架的有效性。本节基
于 5.2 节介绍的 WMPLA 优化方法进行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本节采用的加筋筒壳算
例的模型参数和材料属性与 5.3 节的模型保持一致。优化设计变量的设计空间也与 5.3
节的算例保持一致，如表 5. 2 所示。文献[41]基于 LHS 抽样和 RBF 代理模型技术对此
算例开展 WMPLA 优化设计，本节以此作为对比算例。如表 6. 5 所示，文献[41]给出了
基于 100，250，350 和 450 个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可以看出，随着 LHS
抽样点数目的增加，WMPLA 优化结果获得的极限承载力逐渐降低，当 LHS 抽样点数
目增至 450 个，优化结果收敛。基于 450 个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为 3141
kN，预测的折减因子为 0.614，其与折减因子的实验结果 0.616 的相对误差为-0.32%，可
以很好地搜索到加筋筒壳结构折减因子的下限值，获得了安全可靠的折减因子预测结果。
相比之下，基于 100 个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为 3371 kN，其与实验结果的
相对误差为 6.98%，表明基于 100 个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高估了加筋筒壳
的实际承载力，如果以此结果进行设计，极易导致不安全的结果。由此可见，LHS 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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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数目的增加对于保证 WMPLA 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而全局寻优能力决
定了 WMPLA 优化结果的可信性。随着抽样点数目的增加，相应的计算成本也从 241 h
大幅度提高至 1046 h。WMPLA 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与优化计算效率之间的矛盾，严重
限制了 WMPLA 方法在初始设计阶段的应用。
表 6. 5

基于 LHS 抽样和竞争性抽样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计算效率对比

Tab. 6. 5 Comparison of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optimizations for the prediction of
knockdown factors of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LHS and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实验结果

CPU 时

与实验结果的相

间 [h]

对误差

0.616

—

—

3371

0.659

241

6.98%

3202

0.626

563

1.60%

3146

0.615

743

-0.16%

3141

0.614

1046

-0.32%

3002

0.587

250

-4.73%

极限承载力 [kN]

折减因子

3151
[41]

WMPLA结果

（100个LHS抽样）

WMPLA结果[41]
（250个LHS抽样）

WMPLA结果[41]
（350个LHS抽样）

WMPLA结果[41]
（450个LHS抽样）

WMPLA结果
（100个竞争性抽样）

下面，基于本节提出的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在低保真度分析
步骤中，基于 LHS 方法在设计空间抽取 2000 个样本点，进而基于等效模型计算抽样点
的线性屈曲载荷值，这一过程耗时 10.0 h，LHS 抽样结果如图 6. 20 所示。基于筛选准
则从 2000 个抽样点中筛选出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并用红色标记，其余的非竞争性抽样
点用蓝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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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 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框架低保真度分析步骤 LHS 抽样结果
Fig. 6. 20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result in the low-fidelity level of th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the prediction of knockdown factors of stiffened shells
在高保真度分析步骤中，基于精细模型计算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的极限承载力结果。
进而，针对竞争性抽样结果建立 RBF 代理模型并开展优化设计。代理模型优化外层更
新曲线如图 6. 21 所示，最优设计的位移载荷曲线如图 6. 22 所示。优化结果如表 6. 5 和
表 6. 6 所示，可以看出，基于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3002 kN）相
比于基于 100 个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3371 kN）降低了 10.9%，取得了更
优异的全局寻优结果。同时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化结果预测的折减因子为 0.587，可以
很好地涵盖加筋筒壳实验获得的折减因子（0.616）的下限值，即用少量的精细模型抽样
点就可以获得安全可靠的优化结果。由表 6. 5 可见，对于基于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来说，要想获得收敛的优化结果，需要 450 个抽样点。但对比基于 100 个竞争
性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3002 kN），可以发现基于 450 个 LHS 抽样点的 WMPLA
优化结果（3141 kN）仍未搜索到全局优化解，这表明了本节提出的基于竞争性抽样的优
化方法在全局寻优能力上的巨大优势。同时从表 6. 6 对比两种方法的计算效率，可以看
出，当获得接近的全局寻优能力时，基于 100 个竞争性抽样点的优化方法的优化耗时
（250 h）相比于基于 450 个 LHS 抽样点的优化耗时（1046 h）减少了 76.1%，表现出巨
大的计算效率优势。综上，本节面向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问题提出了基于竞争性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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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方法，通过与基于 LHS 抽样的优化方法对比，验证了新方法优异的计算效率及
全局寻优能力。
表 6. 6 基于 LHS 抽样和竞争性抽样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结果对比
Tab. 6. 6 Comparison of optimal results of optimizations for the prediction of knockdown
factors of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LHS and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WMPLA结果

WMPLA结果

WMPLA结果

（450个LHS抽样）

（100个LHS抽样）

（100个竞争性抽样）

3141

3371

3002

折减因子

0.614

0.659

0.587

CPU时间 [h]

1046

241

255

凹陷高度1 [mm]

1106

1039

1120

凹陷高度2 [mm]

1238

1093

1246

凹陷高度3 [mm]

1297

1000

1096

凹陷角度1 [ ]

359

0

108

凹陷角度2 [°]

260

140

54

207

217

359

基于精细模型预测的
极限承载力 [kN]

°

°

凹陷角度3 [ ]

图 6. 21 基于竞争性抽样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外层更新结果
Fig. 6. 21

Iterations of outer updates in the optimization for the prediction of knockdown
factors of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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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2 基于竞争性抽样的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的最优解位移载荷曲线
Fig. 6. 22 Load versus end-shortening curves of optimal design of the prediction of
knockdown factors of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competitive sampling method

6.6 小结
为了提高多层级筒壳结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本章建立了基于多
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其核心思路为：首先基于 LHS 方法在
设计空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进而基于高效率的等效模型或者降阶模型快速预测全部抽
样点的线性屈曲载荷值，然后基于筛选准则筛选出满足约束条件的竞争性抽样点，最后
基于精细模型计算竞争性抽样点的极限承载力，并开展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设计。
首先，基于提出的竞争性抽样方法，本章开展了混杂纤维筒壳结构低成本优化方法
研究。算例结果表明，新方法的材料成本最优解相比于初始设计降低了 46.9%，相比于
传统方法的材料成本最优解降低了 23.0%，表明了新方法有能力搜索到更优的全局优化
解结果。
进而，开展了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方法研究。新方法的极限承载力最优解相比于
初始设计提升了 42.5%，相比于计算耗时接近的传统方法极限承载力最优解提升了
23.7%，凸显了新方法在全局寻优方面的优势。且当取得接近的全局寻优能力时，新方
法相比于传统方法节省了约 74.4%的计算成本，表现出显著的优化计算效率优势。
最后，开展了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方法研究。由优化结果可见，在相同抽样
点数目前提下，新方法的折减因子最优解相比于传统方法的折减因子最优解降低了
10.9%，从而更准确地搜索到折减因子的下限值，表明新方法可以用少量的抽样点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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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较好的全局优化解结果，而传统方法由于未准确搜索到折减因子下限值从而高估
了结构的实际承载力，极易导致不安全的设计。同时对比两种方法的计算效率可以看出，
在取得近似的全局优化解时，新方法相比于传统方法节省了约 76.1%的计算成本，表现
出巨大的计算效率优势。
综上，本文提出的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由于采用
了计算效率较高的等效模型或者降阶模型进行竞争性抽样点的快速筛选和确定，从而实
现了每一次基于精细模型的抽样点既满足约束条件又具有获得高目标函数值的潜力，三
个算例结果验证了提出方法优异的优化计算效率及全局寻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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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本文基于多保真度建模方法，针对运载火箭主承力部段中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开展了
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1) 建立了基于 POD 降阶的混杂纤维筒壳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提高了混杂纤
维筒壳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基于 POD 方法推导了特征值屈曲分析的降阶有限
元方程，并提出了有效的 POD 基构建及更新策略，从而建立了“离线-在线-更新”的
POD 屈曲优化框架。完美和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线性屈曲优化算例结果表明，提出的方
法具有较高的分析效率，且对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特别地，对于
刚度突变的含开孔混杂纤维筒壳结构，提出的方法可以准确地预测其局部屈曲载荷和屈
曲模态。
(2) 建立了基于 NIAH 等效的多级加筋壳线性屈曲分析方法，提高了多级加筋壳线
性屈曲分析效率。面向屈曲模态多样化的多级加筋壳结构，基于 NIAH 方法和瑞利-里兹
法建立了 NSSM 方法，可以快速地预测多级加筋壳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加筋壳
线性屈曲分析算例结果表明，NSSM 方法对不同的加筋构型、载荷工况及屈曲模态均具
有较高的预测精度，相比于传统的 SSM 方法表现出更强的适用性。
(3) 建立了基于 NSSM 自适应等效的多级加筋壳后屈曲分析方法，突破了显式动力
学后屈曲分析方法计算耗时较长的技术瓶颈，有效提高了等效模型对多级加筋壳屈曲载
荷和模态的预测精度和计算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定点法搭建了多级加筋壳的代理模
型后屈曲优化框架。多级加筋壳后屈曲优化算例结果表明，提出的优化框架相比于传统
优化方法表现出更优异的收敛速度、优化计算效率及全局寻优能力。
(4) 建立了基于模型修正的加筋筒壳折减因子快速预测优化方法，提高了加筋筒壳
折减因子预测的优化计算效率。首先基于 NIAH 方法建立了加筋筒壳结构的等效模型，
进而提出了面向屈曲问题的模态置信系数定义方法，有效地描述了等效模型对于屈曲模
态的预测精度，并以此为约束条件开展了等效模型的模型修正，最后以等效模型代替精
细模型开展折减因子预测的代理模型优化设计，快速地获得了折减因子下限值。加筋筒
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算例结果表明，提出的折减因子预测优化方法在保证优化结果预测
精度的前提下，表现出显著的优化效率优势。
(5) 建立了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方法，提高
了多层级筒壳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对于多变量、多峰值、多约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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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筒壳结构后屈曲优化问题，利用计算效率较高的等效模型或者降阶模型进行竞争性
抽样点的快速筛选和确定，从而实现了每一次精细模型的抽样点既满足约束条件又具有
获得高目标函数值的潜力。通过混杂纤维筒壳结构低成本优化算例、多级加筋壳后屈曲
优化算例和加筋筒壳折减因子预测优化算例，验证了提出的方法可以合理缩减设计空间，
避免盲目抽样，表现出优异的全局寻优能力。

7.2 创新点
(1) 提出了基于 POD 降阶的多层级筒壳结构线性屈曲分析方法，并建立了“离线在线-更新”的线性屈曲优化框架。该框架对多层级筒壳结构的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具有
较高的预测精度，有效提高了多层级筒壳结构线性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
(2) 建立了基于 NIAH 等效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屈曲分析方法，提高了多层级筒壳结
构的线性屈曲与后屈曲分析及优化效率。该方法克服了传统等效模型预测精度较低、适
用性较差的缺点，并突破了显式动力学后屈曲分析方法计算耗时较长的技术瓶颈。
(3) 建立了基于多保真度竞争性抽样的多层级筒壳结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策略，
提高了多层级筒壳结构代理模型后屈曲优化的全局寻优能力。该策略可合理缩减设计空
间，避免盲目抽样，表现出优异的全局寻优能力。

7.3 展望
本文针对运载火箭主承力部段中的多层级筒壳结构，基于多保真度建模方法开展了
大量关于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的研究工作，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开展如下工作：
(1) 本文建立加筋筒壳结构的等效模型时，采用了 NIAH 方法进行结构等效，仅能
获得等效弹性模量，无法考虑材料非线性行为。当复合材料筒壳结构中存在损伤时，刚
度是不断退化的，这加剧了材料的非线性行为。后续，将重点研究可考虑材料非线性行
为的等效方法或者多尺度方法。
(2) 本文建立的 POD 屈曲分析方法是基于特征值屈曲有限元方程进行推导的，仅能
预测筒壳结构的线性屈曲载荷和屈曲模态。为了获得筒壳结构的后屈曲载荷和模态，后
续工作中将基于显式动力学有限元方程和 POD 方法推导后屈曲分析的降阶有限元方程，
以提高后屈曲分析方法的计算效率。
(3) 本文建立了多级加筋壳的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获得了高承载性能的优化设计
结果。为了验证提出的数值分析方法及优化结果的稳定性及可信性，计划开展多级加筋
壳实验研究。目前，已基于本文提出的优化方法设计并加工了一个直径 1.6 m 的铝合金
多级加筋壳试件，将搭建实验平台开展相关轴压实验研究。

- 122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参 考 文 献
[1] 刘欣 , 王国庆 , 李曙光 , 等 . 重型运载火箭关键制造技术发展展望 [J]. 航天制造技术 , 2013,
1(1): 1-6.
[2] 秦旭东, 龙乐豪, 容易. 我国航天运输系统成就与展望[J]. 深空探测学报, 2016, 3(4): 315-322.
[3] Hao P, Wang B, Tian K, et al.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of hybrid-stiffness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sub-panel element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6, 103: 171-182.
[4] Chen Q, Pugno N M. In-plane elastic buckling of hierarchical honeycomb materials[J]. European
Journal of Mechanics-A/Solids, 2012, 34(34):120-129.
[5] Aizenberg J, Sundar V C, Yablon A D, et al. Biological glass fibers: correlation between optical and
structural properti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4, 101(10): 3358-3363.
[6] Wang B, Hao P, Li G, et al. Optimum design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for low imperfection
sensitivity[J]. 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4, 30(3): 391-402.
[7] 王博, 田阔, 郝鹏, 等. 多级加筋板结构承载性能与缺陷敏感度研究[J]. 固体火箭技术, 2014,
37(3): 408-412.
[8] 王博 , 田阔 , 郝鹏 , 等 . 变截面加筋板尺寸 - 布局一体化设计 [J]. 固体火箭技术 , 2017, 40(2):
208-213.
[9] 王博, 田阔, 郝鹏, 等. 一种梯度分布式加筋筒壳结构:中国,106956784 A[P]. 2017,07,18.
[10] Tian K, Wang B, Zhu T Y, et al. On fast design of innovative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against
imperfections[C]. World Congress of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sation. Springer, Cham, 2017:
1865-1879.
[11] Zhao Y N, Chen M, Yang F, et al. Optimal design of hierarchical grid-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linear buckling and nonlinear collapse analyse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7, 119: 315-323.
[12] Quinn D, Murphy A, McEwan W, et al. Stiffened panel stability behaviour and performance gains
with plate prismatic sub-stiffening[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09, 47(12): 1457-1468.
[13] Quinn D, Murphy A, McEwan W, et al. Non-prismatic sub-stiffening for stiffened panel plates—
Stability behaviour and performance gain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0, 48(6): 401-413.
[14] Quinn D, Murphy A, Glazebrook C. Aerospace stiffened panel initial sizing with novel skin substiffening fea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Dynamics, 2012, 12(5): 1-23.
[15] Houston G, Quinn D, Murphy A, et al. Design rules for stiffened panel buckling containment
feature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7, 116: 69-81.
[16] Kunoo K, Yang T Y. Minimum weight design of cylindrical shell with multiple stiffener sizes[J].
AIAA Journal, 1978, 16(1): 35-40.
[17] Jiang S, Sun F F, Fan H L, et al. Fabrication and testing of composite orthogrid sandwich cylinder[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142: 171-179.
[18] Li M, Sun F F, Lai C L, et al. Fabrication and testing of composite hierarchical isogrid stiffened
cylinder[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157: 152-159.
[19] Wu H, Lai C, Sun F, et al.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hierarchical orthogrid stiffened cylinder:
Fabrication and testing[J]. Acta Astronautica, 2018, 145: 268-274.

- 123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20] Soutis C.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in aircraft construction[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2005, 412(1-2): 171-176.
[21] 陈绍杰, 朱珊. 大丝束碳纤维应用研究[J]. 高科技纤维与应用, 2004, 29(4): 22-25.
[22] 陈祥宝. 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发展和应用[J]. 航空材料学报, 2003, 10: 198-204.
[23] Nunna S, Chandra P R, Shrivastava S, et al. A review on mechanical behavior of natural fiber based
hybrid composites[J]. Journal of Reinforced Plastics and Composites, 2012, 31(11): 759-769.
[24] Hayashi T. On the improvemen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ites by hybrid composi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Reinforced Plastics Conference. 1972: 149-152.
[25] Sathishkumar T P, Naveen J, Satheeshkumar S. Hybrid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omposites–a
review[J]. Journal of Reinforced Plastics and Composites, 2014, 33(5): 454-471.
[26] Botelho E C, Silva R A, Pardini L C, et al. 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perties of continuous
fiber/epoxy/aluminum hybrid composites for aircraft structures[J]. Materials Research, 2006, 9(3): 247-256.
[27] Hadden C M, Klimek-McDonald D R, Pineda E J, et 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raphene
nanoplatelet/carbon fiber/epoxy hybrid composites: Multiscale modeling and experiments[J]. Carbon, 2015,
95: 100-112.
[28] Yim S O, Lee W J, Cho D H, et 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compressive behavior of hybrid short
fiber/particle/mg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using RVE model[J]. Metals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2015,
21(2): 408-414.
[29] Banerjee S, Sankar B V.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ybrid composites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based micromechanics[J].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2014, 58: 318-327.
[30] 张博明, 李嘉, 李煦.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最优纤维混杂比例及其应用研究进展[J]. 材料工程,
2014, 7: 107-112.
[31] Timoshenko S P, Gere J M. Theory of elastic stabilit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285286.
[32] 利津, С.Г, 皮亚特金,等. 薄壁结构设计[M].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3: 43-57.
[33] 倪杨, 徐元铭. 金属次加筋结构的单轴压载稳定性优化[J]. 航空学报, 2015, 36(5): 1511-1519.
[34] 徐元铭, 李松泽. 整体次加筋壁板屈曲载荷近似计算方法[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5,
41(3): 369-374.
[35] Wang C, Xu Y M, Du J. Study on the thermal buckling and post-buckling of metallic sub-stiffening
structure and its optimization[J].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16, 49(11): 4867-4879.
[36] Meyer-Piening H R, Farshad M, Geier B, et al. Buckling loads of CFRP composite cylinders under
combined axial and torsion loading–experiments and computation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1, 53(4):
427-435.
[37] Degenhardt R, Kling A, Klein H, et al. Experiments on buckling and postbuckling of thin-walled
CFRP structures using advanced measurement syste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Dynamics, 2007, 7(2): 337-358.
[38] Bisagni C, Cordisco P.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uckling and post-buckling of CFRP
shells under combined axial and torsion loading[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3, 60(4): 391-402.
[39] Hühne C, Rolfes R, Breitbach E, et al. Robust design of composite cylindrical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simulation and validation[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08, 46(7-9): 947-962.

- 124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0] 范瑞祥, 张晓颖, 黄诚, 等. 等边三角形网格加筋筒壳轴压承载研究[J]. 强度与环境 , 2014,
41(4): 33-40.
[41] Wang B, Du K F, Hao P, et al. Numer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predicted knockdown factors for
stiffened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6, 109: 13-24.
[42] Wodesenbet E, Kidane S, Pang S S. Optimization for buckling loads of grid stiffened composite
panel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3, 60(2): 159-169.
[43] Rahimi G H, Zandi M, Rasouli S F.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tiffener profile on buckling strength
in composite isogrid stiffened shell under axial loading[J].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24(1):
198-203.
[44] Morozov E V, Lopatin A V, Nesterov V A. Finite-element modelling and buckling analysis of
anisogrid composite lattice cylindrical shell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1, 93(2): 308-323.
[45] 张明利. ISOGRID 加筋圆柱壳的力学性能分析[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 2009.
[46] 龙连春 , 赵斌 , 陈兴华 . 薄壁加筋圆柱壳稳定性分析及优化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 2012,
38(7): 997-1003.
[47] Wu H, Yang Y, Yan W, et al. Adaptive approximation-based optimization of composite advanced
grid-stiffened cylinder[J].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0, 23(4): 423-429.
[48] 李庆亚, 谭福颖, 乔玲, 等. 薄壁加筋圆柱壳后屈曲分析方法研究[J]. 固体火箭技术, 2015,
38(4): 541-548.
[49] Zhao Y N, Chen M, Yang F, et al. Optimal design of hierarchical grid-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linear buckling and nonlinear collapse analyse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7, 119: 315-323.
[50] Hao P, Wang B, Li G, et al.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of stiffened shells including load-carrying
capacity and imperfection sensitivity[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3, 72: 164-174.
[51] Hao P, Wang B, Li G, et al. Hybrid optimization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smeared
stiffener method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4, 82: 46-54.
[52] 陈铁云, 沈惠申. 结构的屈曲[M].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3: 187-214.
[53] 孙家斌. Donnell 圆柱壳屈曲问题中的辛方法[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13.
[54] Sun J B, Xu X S, Lim C W, et al. An energy conservative symplectic methodology for buckling of
cylindrical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J]. Acta Mechanica, 2013, 224(8): 1579-1592.
[55] Sun J B, Xu X S, Lim C W. Combined load buckling for cylindrical shells based on a symplectic
elasticity approach[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2015, 54(3): 705-716.
[56] Chen H J, Tsai S W. Analysis and optimum design of composite grid Structures[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 1996, 30(4): 503-534.
[57] 张志峰. 先进复合材料格栅加筋结构优化设计与损伤分析[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8.
[58] Ren M F, Li T, Huang Q Z, et al.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uckling behavior of advanced
grid stiffened composite cylindrical shell[J]. Journal of Reinforced Plastics and Composites, 2014, 33(16):
1508-1519.
[59] 石姗姗, 孙直, 任明法, 等. 格栅非均匀分布效应对复合材料格栅加筋圆锥筒壳稳定性的影
响[J]. 工程力学, 2012, 29(4): 43-48.

[60] Vasiliev V V, Barynin V A, Razin A F. Anisogrid composite lattice structures–Development and
aerospace application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2, 94(3): 1117-1127.

- 125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61] Buragohain M, Velmurugan R. Optimal design of filament wound grid-stiffened composite
cylindrical structures[J]. Defence Science Journal, 2011, 61(1): 88-94.
[62] Buragohain M, Velmurugan R. Buckling analysis of composite hexagonal lattice cylindrical shell
using smeared stiffener model[J]. Defence Science Journal, 2009, 59(3): 230-238.
[63] Jones R M. Buckling of circular cylindrical shells with multiple orthotropic layers and eccentric
stiffeners[J]. AIAA Journal, 1968, 6(12): 2301-2305.
[64] Sadeghifar M, Bagheri M, Jafari A A. Buckling analysis of stringer-stiffened laminated cylindrical
shells with nonuniform eccentricity[J]. Archive of Applied Mechanics, 2011, 81(7): 875-886.
[65] Zhang B, Zhang J, Wu Z, et al. A load reconstruction model for advanced grid-stiffened composite
plate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8, 82(4): 600-608.
[66] Kidane S, Li G, Helms J, et al. Buckling load analysis of grid stiffened composite cylinders[J].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2003, 34(1): 1-9.
[67] Jaunky N, Knight Jr N F, Ambur D R. Formulation of an improved smeared stiffener theory for
buckling analysis of grid-stiffened composite panels[J].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1996, 27(5): 519526.
[68] 吴德财, 徐元铭, 贺天鹏. 新的复合材料格栅加筋板的平铺等效刚度法[J]. 力学学报, 2007,
39(4): 495-502.
[69] 吴德财, 徐元铭, 万青. 先进复合材料格栅加筋板的总体稳定性分析[J]. 复合材料学报, 2007,
24(2): 168-173.
[70] 范华林, 金丰年, 方岱宁. 格栅结构力学性能研究进展[J]. 力学进展, 2008, 38(1): 35-52.
[71] Sun F F, Fan H L, Zhou C W, et al. Equivalent analysis and failure prediction of quasi-isotropic
composite sandwich cylinder with lattice core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on[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3,
101: 180-190.
[72] Nampy S N, Smith E C. Stiffness analysis of closed cross-section composite grid-stiffened
cylinders[C]. Proceedings of 51st AIAA/ASME/ASCE/AHS/ASC Structure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terials Conference, Orlando, FL, AIAA. 2010: 1-13.
[73] Quek S C, Waas A M, Shahwan K W, et al. Analysis of 2D triaxial flat braided textile composi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003, 45(6-7): 1077-1096.
[74] Martinez O A, Sankar B V, Haftka R T, et al. Micromechanical analysis of composite corrugatedcore sandwich panels for integral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s[J]. AIAA Journal, 2007, 45(9): 2323-2336.
[75] Lee C Y, Yu W. Homogenization and dimensional reduction of composite plates with in-plane
heterogene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1, 48(10): 1474-1484.
[76] 蔡园武. 周期性板结构的渐近均匀化方法及微结构优化[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14.
[77] Cheng G D, Cai Y W, Xu L. Novel implementation of homogenization method to predict effective
properties of periodic materials[J]. 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3, 29(4): 550-556.
[78] Cai Y W, Xu L, Cheng G D. Novel numerical implementation of asymptotic homogenization method
for periodic plate struc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4, 51(1): 284-292.
[79] Guyan R J. Reduction of stiffness and mass matrices[J]. AIAA Journal, 1965, 3(2): 380.
[80] Irons B. Structural eigenvalue problems-elimination of unwanted variables[J]. AIAA Journal, 1965,
3(5): 961-962.

- 126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1] MacNeal R H. A hybrid method of component mode synthesis[J]. Computers & Structures, 1971,
1(4): 581-601.
[82] Bai Z. Krylov subspace techniques for reduced-order modeling of large-scale dynamical systems[J].
Applied Numerical Mathematics, 2002, 43(1-2): 9-44.
[83] 王文胜, 程耿东, 李取浩. 基于梁平截面假设的复杂细长结构动力模型简化方法[J]. 计算力
学学报, 2012, 29(3): 295-299.

[84] Wang W S, Cheng G D, Li Q H. Fast dynamic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complicated beam-type
structures based on two new reduced physical models[J].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2013, 45(7): 835-850.
[85] 王文胜 , 程耿东 , 郝鹏 . 基于超梁降阶模型的蒙皮加筋圆柱壳频率分析 [J]. 固体火箭技术 ,
2015, 38(3): 401-406.
[86] Cheng G D, Wang W S. Fast dynamic analysis of complicated beam-type structure based on reduced
super beam model[J]. AIAA Journal, 2014, 52(5): 952-963.
[87] Wang B, Li Y W, Hao P, et al. Free vibration analysis of beam-type structures based on novel
reduced-order model[J]. AIAA Journal, 2017, 55(9): 3143-3152.
[88] Breuer K S, Sirovich L. The use of the Karhunen-Loeve procedur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linear
eigenfunctions[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1991, 96(2): 277-296.
[89] Liang Y C, Lee H P, Lim S P, et al.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Part I:
Theory[J].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2002, 252(3): 527-544.
[90] Berkooz G, Holmes P, Lumley J L. The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in the analysis of turbulent
flows[J].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 1993, 25(1): 539-575.
[91] Han S, Feeny B. Application of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to structural vibration analysis[J].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03, 17(5): 989-1001.
[92] 胡金秀, 郑保敬, 高效伟. 基于特征正交分解降阶模型的瞬态热传导分析[J]. 中国科学: 物
理学, 力学, 天文学, 2015, 1: 81-92.

[93] 胡金秀, 高效伟. 变系数瞬态热传导问题边界元格式的特征正交分解降阶方法[J]. 物理学报,
2016, 65(1): 1-17.
[94] 李康吉. 建筑室内环境建模, 控制与优化及能耗预测[D].杭州:浙江大学, 2013.
[95] Karman V, Tsien H S. The buckling of thin cylinder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J]. Journal of
Aeronautics Science, 1941, 8: 303-312.
[96] Anonymous. Buckling of thin-walled circular cylinders[S]. NASA Space Vehicle Design Criteria,
NASA SP-8007, 1965.
[97] Hutchinson J W. Knockdown factors for buckling of cylindrical and spherical shells subject to
reduced biaxial membrane str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0, 47(10): 1443-1448.
[98] Thompson J M T. Advances in shell buckling: theory and experi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2015, 25(1): 1-25.
[99] Wagner H N R, Hühne C, Niemann S. Robust knockdown factors for the design of axially loaded
cylindrical and conical composite shells–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7, 173:
281-303.
[100] 郝鹏. 面向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网格加筋柱壳结构优化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13.

- 127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101] Kriegesmann B, Jansen E L, Rolfes R. Design of cylindrical shells using the single perturbation
load approach–potentials and application limit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6, 108: 369-380.
[102] Arbelo M A, Degenhardt R, Castro S G P, et al. Nume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imperfection sensitive
composite structure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4, 108: 295-303.
[103] Degenhardt R, Kling A, Bethge A, et al. Investigations on imperfection sensitivity and deduction
of improved knock-down factors for unstiffened CFRP cylindrical shell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0,
92(8): 1939-1946.
[104] Arbocz J, Williams J G. Imperfection surveys on a 10-ft-diameter shell structure[J]. AIAA Journal,
1977, 15(7): 949-956.
[105] Hao P, Wang B, Tian K, et al. Influence of imperfection distributions for cylindrical stiffened shells
with weld land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5, 93: 177-187.
[106] Hilburger M W, Starnes Jr J H. Effects of imperfections of the buckling response of composite
shell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04, 42(3): 369-397.
[107] Wang B, Zhu S Y, Hao P, et al. Buckling of quasi-perfect cylindrical shell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A combined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8,
130: 232-247.
[108] Anonymous. Eurocode 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S].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sation,
ENV 1993-1-6, 1999.
[109] Teng J G, Song C Y. Numerical models for nonlinear analysis of elastic shells with eigenmodeaffine imperfec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01, 38(18): 3263-3280.
[110] 张建, 周通, 王纬波, 等. 模态缺陷条件下复合材料柱形壳屈曲特性[J]. 复合材料学报, 2017
34(3): 588-596.
[111] 叶军 , 赵阳 , 俞激 . 初始几何缺陷对仓壁柱承钢筒仓稳定性能的影响 [J]. 工程力学 , 2006,
23(12): 100-105.
[112] 陈俊岭, 舒文雅. 基于改进一致缺陷模态法的轴压圆柱薄壳极限承载力分析[J]. 特种结构,
2013, 6(30): 53-57.
[113] Koiter W T. On the stability of elastic equilibrium[D].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Delft, 1945.
[114] Liang K, Abdalla M, Gürdal Z. A Koiter‐Newton approach for nonlinear structur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2013, 96(12): 763-786.
[115] Liang K, Ruess M, Abdalla M. An eigenanalysis-based bifurcation indicator proposed in the
framework of a reduced-order modeling technique for non-linear structur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Linear Mechanics, 2016, 81: 129-138.
[116] Liang K, Ruess M. Nonlinear buckling analysis of the conical and cylindrical shells using the SGL
strain based reduced order model and the PHC method[J].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55:
103-110.
[117] Hühne C, Rolfes R, Breitbach E, et al. Robust design of composite cylindrical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Simulation and validation[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08, 46(7): 947-962.
[118] Wagner H N R, Hühne C, Rohwer K, et al. Stimulating the realistic worst case buckling scenario
of axially compressed unstiffened cylindrical composite shell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7, 160: 10951104.

- 128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9] Wang B, Hao P, Li G, et al. Determination of realistic worst imperfection for cylindrical shells
using surrogate model[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013, 48(4): 777-794.
[120] Hao P, Wang B, Li G, et al. Worst multiple perturbation load approach of stiffened shells with and
without cutouts for improved knockdown factor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4, 82: 321-330.
[121] Hao P, Wang B, Du K, et al. Imperfection-insensitive design of stiffened conical shells based on
equivalent multiple perturbation load approach[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6, 136: 405-413.
[122] Venkataraman S, Haftka R 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complexity: what has Moore’s law done for
us?[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004, 28(6): 375-387.
[123] 丛明煜, 王丽萍. 现代启发式算法理论研究[J]. 高技术通讯, 2003, 13(5): 105-110.
[124] 穆雪峰 , 姚卫星 , 余雄庆 , 等 . 多学科设计优化中常用代理模型的研究 [J]. 计算力学学报 ,
2005, 22(5): 608-612.
[125] 高月华. 基于 kriging 代理模型的优化设计方法及其在注塑成型中的应用[D].大连:大连理工
大学, 2009.

[126] Bagheri M, Jafari A A, Sadeghifar M. A genetic algorithm optimization of ring-stiffened cylindrical
shells for axial and radial buckling loads[J]. Archive of Applied Mechanics, 2011, 81(11): 1639-1649.
[127] Venter G, Sobieszczanski-Sobieski J.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of a transport aircraft wing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004, 26(1-2): 121-131.
[128] Rao A R M, Lakshmi K. Optimal design of stiffened laminate composite cylinder using a hybrid
SFL algorithm[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 2012, 46(24): 3031-3055.
[129] Wu H, Yan Y, Yan W, et al. Adaptive approximation-based optimization of composite advanced
grid-stiffened cylinder[J].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0, 23(4): 423-429.
[130] Rikards R, Abramovich H, Auzins J, et al. Surrogate models for optimum design of stiffened
composite shell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04, 63(2): 243-251.
[131] 郝鹏, 王博, 李刚, 等. T 型截面多级加筋柱壳的缺陷敏感性及优化研究[J]. 工程力学, 2015,
32(8): 223-228.
[132] 王博 , 杜凯繁 , 郝鹏 , 等 . 考虑几何缺陷的轴压双层蒙皮加筋柱壳结构设计 [J]. 中国科学 :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 2018, 48(1): 1-8.

[133] Hao P, Wang B, Li G, et al. Hybrid framework for reliability-based design optimization of imperfect
stiffened shells[J]. AIAA Journal, 2015, 53(10): 2878-2889.
[134] Hao P, Wang B, Tian K, et al. Efficient optimization of cylindrical stiffened shells with reinforced
cutouts by curvilinear stiffeners[J]. AIAA Journal, 2016, 54(1): 1350-1363.
[135] Khani A, Abdalla M M, Gürdal Z. Optimum tailoring of fibre-steered longitudinally stiffened
cylinder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5, 122: 343-351.
[136] Liu W, Butler R, Mileham A R, et al. Bilevel optimization and postbuckling of highly strained
composite stiffened panels[J]. AIAA Journal, 2006, 44(11): 2562-2570.
[137] DorMohammadi S, Rais-Rohani M, Rouhi M. A multilevel approach for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nano-enhanced composite structure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5, 131: 1050-1059.
[138] Jarmai K, Snyman J A, Farkas J. Minimum cost design of a welded orthogonally stiffened
cylindrical shell[J]. Computers & Structures, 2006, 84(12): 787-797.

- 129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139] Walker M, Smith R. A computational methodology to select the best material combinations and
optimally design composite sandwich panels for minimum cost[J]. Computers & Structures, 2002, 80(1819): 1457-1460.
[140] Abachizadeh M, Tahani M. A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multi-objective optimal design
of symmetric hybrid laminates for maximum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minimum cost[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009, 37(4): 367-376.
[141] 叶金蕊, 张博明. 复合材料蒙皮加筋壁板结构成本-质量优化设计[J]. 复合材料学报, 2009,
26(2): 187-194.
[142] 吕毅, 张伟. 复合材料加筋壁板制造成本的快速估算模型[J]. 航空制造技术, 2017, 60(6): 8487.
[143] 陈汝训.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受拉构件的最优混杂比研究[J]. 固体火箭技术, 2005, 28(3): 219221.
[144] 杨霜 , 孙康 , 吴人洁 .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参数设计与力学性能的关系 [J]. 纤维复合材料 ,
2001, 18(4): 14-18.
[145] 何芳, 王玉林, 万怡灶, 等. 三维编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碳纤维/环氧树脂混杂复合材
料力学行为及混杂效应[J]. 复合材料学报, 2008, 25(6): 52-58.

[146] 严文聪, 曾金芳, 王斌. 纤维混杂复合材料研究进展[J]. 化工新型材料, 2011, 39(6): 30-33.
[147] 李岩, 孙震. 玻璃/苎麻纤维混杂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研究[J]. 材料工程, 2009, S2: 70-74.
[148] Whitney J M.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aminated anisotropic plates[M]. Lancaster: Technomic; 1987.
[149] Jones R M. Mechanics of composite materials[M]. Washington, DC: Scripta Book Company, 1975.
[150] Reddy J N. Mechanics of laminated composite plates and shells: theory and analysis[M]. CRC press,
2004.
[151] Wang D, Abdalla M M. Global and local buckling analysis of grid-stiffened composite panels[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5, 119: 767-776.
[152] Hao P, Wang B, Li G, et al. Hybrid framework for reliability-based design optimization of imperfect
stiffened shells[J]. AIAA Journal, 2015, 53(10): 2878-2889.
[153] Zhang Z Z, Chen H R, Ye L. A stiffened plate element model for advanced grid stiffened composite
plates/shells[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 2011, 45(2): 187-202.
[154] McKay M D, Beckman R J, Conover W J.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for selecting values of
input variables in the analysis of output from a computer code[J]. Technometrics, 1979, 21(2): 239-245.
[155] 方磊. 基于 LHS 抽样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在概率安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D].合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 2015.

[156] 郝鹏, 王博, 邹威任, 等. 基于 RBF 模型的蒙皮桁条结构减轻孔优化[J]. 固体火箭技术, 2015,
38(5): 717-721.
[157] 丁泉惠, 王森, 黄修长, 等. 基于有限元法和多岛遗传算法的飞轮结构参数优化设计[J]. 噪
声与振动控制, 2016, 36(2): 56-60.

[158] Miki M, Hiroyasu T, Kaneko M, et al. A parallel genetic algorithm with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scheme[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1999, 1: 695-700.

- 130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59] 金浩, 刘维宁, 周顺华, 等. 基于多岛遗传算法的橡胶浮置板弹性的优化[J]. 噪声与振动控
制, 2015, 35(4): 16-19.

[160] Brown N F, Olds J R. Evalu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applied to a reusable
launch vehicle[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2006, 43(6): 1289-1300.
[161] Wagner H N R, Hühne C, Niemann S, et al. Robust knockdown factors for the design of cylindrical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Analysis and modeling of stiffened and unstiffened cylinder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8, 127: 629-645.
[162] Liang K, Zhang Y J, Sun Q, et al. A new robust design for imperfection sensitive stiffened cylinders
used in aerospace engineering[J]. Science China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015, 58(5): 796-802.
[163] 朱宏平, 徐斌, 黄玉盈. 结构动力模型修正方法的比较研究及评估[J]. 力学进展, 2002, 32(4):
513-525.
[164] 李辉, 丁桦. 结构动力模型修正方法研究进展[J]. 力学进展, 2005, 35(2): 170-180.
[165] 郭勤涛 , 张令弥 , 费庆国 . 结构动力学有限元模型修正的发展—模型确认 [J]. 力学进展 ,
2006, 36(1): 36-42.
[166] 李剑. 有限元模型参数型修正方法的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07.
[167] Pastor M, Binda M, Harčarik T. 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2, 48: 543548.

- 131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
[1] Tian Kuo, Wang Bo, Zhou Yan, et al. POD-based buck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hybrid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shells [J]. AIAA Journal, 2018, 56(5): 1723-1730. (SCI
检索号：10.2514/1.J056920) （本学位论文第二章）
[2] Tian Kuo, Wang Bo, Hao Peng, et al. A high-fidelity approximate model for
determining lower-bound buckling loads for stiffened shell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8, 148-149:14-23. (SCI 检索号：10.1016/j.ijsolstr.2017.10.034)
（本学位论文第五章）
[3] Tian Kuo, Wang Bo, Zhang Ke, et al. Tailoring the optimal load-carrying efficiency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by competitive sampling [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8.
(Accepted) （本学位论文第六章）
[4] Tian Kuo, Zhang Jiaxin, Ma Xiangtao, et al. Buckling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enhanced by Latinized partially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8. (Under review) （本学位论文第六章）
[5] Wang Bo, Tian Kuo, Hao Peng, et al. Hybrid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hierarchical
stiffened plates based on asymptotic homogenization method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5,
132: 136-147. (SCI 检索号：10.1016/j.compstruct.2015.05.012) （本学位论文第一章）
[6] Wang Bo, Tian Kuo, Hao Peng, et al. Numerical-based smeared stiffener method for
global buckling analysis of grid-stiffened composite cylindrical shells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6, 152: 807-815. (SCI 检索号：10.1016/j.compstruct.2016.05.096) （本学位
论文第三章）
[7] Wang Bo, Tian Kuo, Zhou Caihua, et al. Grid-pattern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novel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allowing for imperfection sensitivity [J].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62: 114-121. (SCI 检索号：10.1016/j.ast.2016.12.002) （本学位论
文第四章）
[8] Wang Bo, Tian Kuo, Zhao Haixin, et al. Multileve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hierarchical stiffened shells accelerated by adaptive equivalent strategy [J]. Applied Composite
Materials, 2017, 24(3): 575-592. (SCI 检索号：10.1007/s10443-016-9527-y) （本学位论文
第四章）
[9] Hao Peng, Wang Bo, Tian Kuo, et al. Efficient optimization of cylindrical stiffened
shells with reinforced cutouts by curvilinear stiffeners [J]. AIAA Journal, 2016, 54(1): 13501363. (SCI 检索号：10.2514/1.J054445) （本学位论文第一章）

- 132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 Hao Peng, Wang Bo, Tian Kuo, et al. Simultaneous buckling design of stiffened
shells with multiple cutouts [J].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2017, 49(7): 1116-1132. (SCI 检
索号：10.1080/0305215X.2016.1235328) （本学位论文第一章）
[11] Hao Peng, Wang Bo, Tian Kuo, et al. Fast procedure for Non-uniform optimum
design of stiffened shells under buckling constraint [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017, 55(4): 1503-1516. (SCI 检索号：10.1007/s00158-016-1590-3) （本学位
论文第一章）
[12] Hao Peng, Wang Bo, Tian Kuo, et al.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of hybrid-stiffness
stiffened shells based on sub-panel elements [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6, 103: 171-182.
(SCI 检索号：10.1016/j.tws.2016.01.027) （本学位论文第一章）
[13] 王博, 田阔, 郝鹏, 等. 多级加筋板结构承载性能与缺陷敏感度研究 [J]. 固体
火箭技术, 2014, 37(3): 408-412. (检索号：10.7673/j.issn.1006-2793.2014.03.023) （本学位
论文第一章）
[14] 王博, 田阔, 郝鹏, 等. 变截面加筋板尺寸-布局一体化设计 [J]. 固体火箭技
术, 2017, 40(2): 208-213. (检索号：10.7673/ j.issn.1006⁃2793.2017.02.014) （本学位论文第
一章）
[15] 王博, 田阔, 郑岩冰, 等. 超大直径网格加筋筒壳快速屈曲分析方法 [J].航空
学报, 2017, 38(2): 178-186. (检索号：10.7527/S1000-6893.2016.0209) （本学位论文第三
章）
参与科研项目
[1] 973 项目青年科学家专题(2014CB049000)：计及缺陷敏感性的网格加筋筒壳结构
轻量化设计理论与方法，2014.1 – 2018.12，负责人：王博。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1372062)：多级网格加筋筒壳的低缺陷敏感性能
研究与优化设计，2014.1 – 2017.12，负责人：王博。
发明专利
[1] 王 博 , 田 阔 ， 郝 鹏 , 等 . 一 种 梯 度 分 布 式 加 筋 补 强 筒 壳 结 构 : 中 国 ,
CN106956784A [P]. 发明类别：发明专利，公开日期：2017.07.18.

- 133 -

基于多保真度建模的多层级筒壳屈曲分析及优化方法研究

致

谢

首先，感谢我敬爱的导师王博教授。从我本科入学开始，一直到博士毕业，王博老
师作为我的班主任和导师，对我的成长和进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感谢王博老师这 10 年
来的悉心指导和谆谆教诲。王博老师给予了我高水平的科研平台与资源：赴中国运载火
箭研究院和北京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进行项目实习，参与具体的航天型号任
务设计，与优秀的航天工程师一同工作，这些经历不但开阔了我的眼界，也促使我将理
论联系实际，用所学知识解决了实际工程问题；同时，我还曾参与了王博老师主持的青
年 973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工作，在纵向课题的历练中，我针对我的博士论
文开展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此外，王博老师还鼓励我扩宽我的学术视野，资助我赴意
大利和韩国参加国际会议，与学者们进行深入的交流，并积极促成了我赴美国华盛顿大
学进行公派留学联合培养。王博老师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在低
谷时，王博老师支持我、鼓励我，即使身在海外求学时，也能感受到王博老师对我的关
怀。受到王博老师精神的感染，我也立志做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将这种“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传递下去。王博老师的指导，是我一生受益的财富，
师恩永留心间。
感谢郝鹏副教授对我研究工作的细致指导和帮助。在我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郝鹏
老师对于我学术观点的推敲、论文语言的润色及论文细节的修改，均给予了细致入微的
指导，有效提高了我博士论文的质量。感谢每一次与郝鹏老师的深入而高效的学术讨论，
这极大地提高了我的科研能力。郝鹏老师与我亦师亦友，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他对于科
研的热忱与激情，体会到他对于工作的进取与自律，这种榜样的力量促使我不断进步。
感谢程耿东院士、刘书田教授、亢战教授、李刚教授、阎军教授、任明法教授、杨
迪雄教授、毕祥军副教授、张永存副教授、李锐副教授、李桐副教授、王平老师在组会
上对我研究工作的积极指导和点拨，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贾亚玲老师，关曼老师，张岩老师，张睿老师和饶军老师在行政工作上给予我
的帮助和指导，锻炼了我的综合素质和办事能力。
感谢课题组的师兄弟姐妹：骆洪志，李琪，杜凯繁，陈友伟，周演，周才华，蒋亮
亮，赵亮，石云峰，杨晓杰，曹舒蒙，李玉韦，朱时洋，赵阳，郑岩冰，孙宇，王光明，
张可，赵海心，朱天宇，王正华，马祥涛，王燕，熊斯俊，夏超翔，明世朝，杨木森，
宋志博，杨翔飞，黄海，郭杰，周子童等，感谢大家在科研工作上的无私帮助和生活中
的排忧解难，身处这样和睦友爱、积极向上的课题组是我的荣幸，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
回忆。

- 134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感谢 2008 级本科、2012 级硕士及 2014 级博士同窗好友，感谢大连理工大学广播台
和团委学生会的同事，感谢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期间的朋友，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专业千差万别，但与你们的沟通交流让我的求学之路色彩斑斓、欢声笑语。特别地，我
要感谢刘冰冰、丛杰、刘志伟、李林子、董占飞、杨韵竹、丁励、刘文权、苗波阳、郭
梦廓、高明禄、江航、林诗尧，“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感谢我的母校——大连理工大学。在这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我的性格和品行都
深深地打上了大工烙印——“求实，创新，进取，团结”。大工是我成长的熔炉，它给
予我正能量，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在此要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单项奖学金对本博士论文的资助。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
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我的成长凝聚了父母的心血，他们是我坚实
的后盾和背后的英雄。他们教会了我正确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培养了我最坚忍不拔的品
质，我曾跌倒过，但从未放弃过；我曾挫折过，但从未迷茫过。在他们爱的鼓励下，求
学十年，我不曾懈怠，始终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一颗赤子之心来面对科研和生活。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希望以我的拼搏和进取来报答父母的爱。
大工十年，青春无悔。投身科研，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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