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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研究了非均匀张力作用下运动薄膜的动力特性及其稳定性问题。以轴向运动薄膜为模

型，建立非均匀张力作用下运动薄膜的计算模型，推导运动薄膜在面内非均匀张力作用下的运动微

分方程，采用微分求积法，建立运动系统的复特征值方程。通过数值求解，得到了系统复频率的实

部与薄膜长宽比、速度及张力变化系数的关系曲线，并分析了张力变化系数、长宽比和运动速度等

参数对薄膜动力特性及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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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中的印刷纸带、印刷薄膜、纺织纤维布匹等

均可模化为轴向运动的薄膜，其横向振动使系统产

生了不稳定性，限制了它们的应用效果。轴向运动

系统其控制方程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混合偏导数

项，属于经典的陀螺连续体，运动微分方程中包含着

丰富的动力学内容。文献［１］阐述了张力控制的基

本原理，研究了影响张力波动的因素。文献［２］提出

一套保持薄膜所受张力恒定的张力系统补偿策略。

文献［３］建立了张力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搭建了系

统实验平台并开发出相应算法，在系统实验平台上

进行性能实验，对系统算法进行了验证并对系统做

出整体分析与评价。文献［４７］研究了运动薄膜相

关参数变化对系统不稳定区域的影响。文献［８１０］

基于粘弹性本构研究了黏弹性地基梁横向振动和轴

向运动黏弹性梁非线性受迫振动。文献［１１］研究了

轴向运动薄膜的动态特性和不稳定性。文献［１２１３］

对轴向运动薄膜的稳定性及横向振动进行控制研究。

文献［１４］考虑到微小横振动中的张力不相等，将张力

角的增量和角度的比值取为变量，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用以对弦振动和薄膜振动方程进行修正。

目前对于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均匀张力作

用下的轴向运动薄膜，而较少讨论非均匀张力作用

下轴向运动薄膜的工作状态及稳定性。但是，实际

工作条件下，高速印刷运动薄膜在传输制备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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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邻导纸辊等支撑副的平行度安装加工误差及

薄膜运动过程中产生漂移皱褶等因素，易出现张力

不均匀性的问题。而印刷机张力控制直接影响着印

刷套准精度，张力的微小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印刷机

的印刷质量及工作平稳性。因此必须考虑在非均匀

张力作用下，系统会产生的动力学行为。

本文以在非均匀张力作用下轴向运动的承印物

为研究对象。研究非均匀张力作用下运动薄膜的稳

定性，建立非均匀张力作用下的运动薄膜的计算模

型，推导运动薄膜在面内非均匀作用下的运动微分

方程，基于微分求积法，建立非均匀张力下运动系统

的复特征方程，通过数值求解，分析薄膜几何参数、

速度和张力的变化对运动薄膜稳定性的影响。

１　振动微分方程的建立

图１所示的非均匀张力作用下的印刷运动薄

膜，运动速度恒定为狏。设珡狑（狓，狔，狋）为薄膜的横向

振动位移，狋为时间，薄膜在狓和狔方向上的长度分

别为犪和犫，薄膜的面密度为ρ，薄膜在边界上所受

的单位长度的张力分别为犜狓 和犜狔，β为张力变化

系数。其中犜狓 沿狔方向变化规律为

犜狓 ＝犜０ １＋β（ ）狔犫 （１）

图１　非均匀张力作用下的印刷运动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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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考虑横向外力，根据达朗贝尔原理，运动薄

膜的横向自由振动微分方程为：

ρ

２
珡狑

狋
２ ＋２狏


２
珡狑

狓狋
＋狏

２
２
珡狑

狓（ ）２ －犜狓
２
珡狑

狓
２ －

犜狔

２
珡狑

狔
２ ＝０ （２）

　　将式（１）带入式（２），得到非均匀张力作用下运

动薄膜的横向自由振动微分方程（３）：

ρ

２
珡狑

狋
２ ＋２狏


２
珡狑

狓狋
＋狏

２
２
珡狑

狓（ ）２ －
犜０ １＋β（ ）狔犫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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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
２ －犜狔


２
珡狑

狔
２ ＝０ （３）

　　引入无量纲量：

ζ＝
狓
犪
，η＝

狔
犫
，狑＝

珡狑
犪
，τ＝狋

犜０
犪２槡ρ

犮＝狏 ρ
犜槡０

，λ＝
犜狔
犜０
，μ＝

犪
烅

烄

烆 犫

（４）

　　则方程（３）可化为无量纲形式：


２狑

τ
２ ＋２犮


２狑

ζτ
＋犮

２
２狑

ζ
（ ）２ －
１＋（ ）βη


２狑

ζ
２ －λμ

２
２狑

η
２ ＝０ （５）

　　设方程（５）的解为：

狑ζ，η，（ ）τ ＝犠 ζ，（ ）ηｅ
ｊωτ （６）

　　将式（６）代入式（５）中，得到运动薄膜的横向振

动微分方程（７）：

犮２－（ ）１
２犠

ζ
２ －βη


２犠

ζ
２ －λμ

２
２犠

η
２ ＋

２犮ｊω
犠

ζ
－ω

２犠 ＝０ （７）

式中，τ为无量纲时间，ｊ 槡＝ －１，ω为无量纲复频

率。

考虑对边固支对边自由边界条件，其无量纲形

式为：

犠（０，η）＝０

犠（１，η）＝０

犠

η η＝０
＝０

犠

η η＝１
＝

烅

烄

烆
０

（８）

２　复特征值方程的建立

用微分求积法建立非均匀张力作用下运动薄膜

的复特征值方程。节点分布方式选用非均匀分布，

其中狓方向上节点数取犖狓，狔方向上节点数取犖狔，

狓方向和狔方向上取等量的节点数，即犖狓＝犖狔＝

犖。用微分求积法对方程（７）进行离散可得：

犮２－（ ）１∑
犖

犽＝１

犃
（２）
犻犽 犠犽犼－βη∑

犖

犽＝１

犃
（２）
犻犽 犠犽犼－

λμ
２

∑
犖

犽＝１

犅
（２）
犼犽 犠犻犽＋２犮ｊω∑

犖

犽＝１

犃
（１）
犻犽 犠犽犼－ω

２犠犻犼 ＝０

（犻，犼＝２，３，…，犖－１） （９）

　　边界条件的微分求积形式为：

犠１犼 ＝犠犖犼 ＝０ 犼＝１，２，…，（ ）犖

∑
犖

犽＝１

犅
（１）
１犽犠犻犽 ＝０ 犻＝１，２，…，（ ）犖

∑
犖

犽＝１

犅
（１）
犖犽犠犻犽 ＝０ 犻＝１，２，…，（ ）

烅

烄

烆
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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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９）和边界条件（１０）可写成矩阵形式：

ω
２犚＋ω犌＋（ ）犓 犠犽｛ ｝犼 ＝０ （１１）

　　式（１１）构成了系统广义特征值问题，即非均匀

张力作用下运动薄膜的复特征值方程为：

ω
２犚＋ω犌＋犓 ＝０ （１２）

式中，犚为广义质量矩阵，犌为广义阻尼矩阵，犓为

广义刚度矩阵，其中包含有薄膜运动速度犮、薄膜的张

力变化系数β、张力比λ和薄膜的长宽比μ等参数。

取不同的参数，可以得到不同复频率的变化关系。

３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当β＝０，犮＝０和λ＝１时，非均匀作用力的运动薄

膜的振动方程（９）退化为矩形薄膜无阻尼横向自由振

动的振型微分方程。

为了体现微分求积方法是可行有效的，取β＝０，

犮＝０，λ＝１，不同长宽比μ时，对运动薄膜的前３阶无

量纲振动频率计算，并和经典文献［１５］的解进行比

较，比较的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本文计算

方法（微分求积法）得到的频率和经典文献［１５］的解

析解相一致，说明应用微分求积法求解运动薄膜的横

向振动问题是可行有效的。

表１　振动频率本文解与文献［１５］解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ｆ．［１５］

μ＝１．０ μ＝２．０
频率阶次

本文解 文献［１５］解 本文解 文献［１５］解

１ ４．４４２９ ４．４４２９ ７．０２４８ ７．０２４８

２ ７．０２５１ ７．０２４８ ８．８８６０ ８．８８５８

３ ８．８８６２ ８．８８５８ １１．２９４６ １１．３２７１

图２所示为张力变化系数分别为β＝０、β＝０．４

（λ＝１，μ＝２）时，无量纲复频率实部与无量纲速度关

系曲线。

图２　无量纲复频率实部与速度的变化关系 （λ＝１，μ＝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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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以看出，对于薄膜稳定工作区域（０≤犮

≤１）的任一速度，张力变化系数越大，薄膜的前三阶

无量纲复频率实部值也越大；随着张力变化系数的

增大，薄膜失稳的临界速度也逐渐增大，当β＝０．４

时，临界速度增大到１．１７。

图３给出了长宽比μ＝２、张力比λ＝１时，前三

阶无量纲复频率实部同张力变化系数的关系曲线。

由图３可知，随着张力变化系数的增大，前三阶复频

率实部都呈逐渐增大趋势；对任意相同的张力变化

系数，阶数越高，复频率实部则越大。

图３　复频率实部与张力变化系数

变化关系 （λ＝１，μ＝２）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λ＝１，μ＝２）
　

图４给出了张力比λ＝１、张力变化系数β＝０．５

时，无量纲复频率实部与薄膜长宽比的关系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阶复频率实部的值受长宽比

的影响甚小；而第二、三阶复频率实部则明显受到影

响，即长宽比越大，第二、三阶复频率实部也会越大。

图４　复频率实部与长宽比的关系 （λ＝１，β＝０．５）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λ＝１，β＝０．５）
　

图５给出了在长宽比μ＝１、张力比λ＝１时，运

动薄膜临界速度与张力变化系数的关系曲线。从图

中可以看出，随着张力变化系数的增大，临界速度的

值逐渐增大。

０６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６）第３２卷第１期　



图５　临界速度与张力变化系数的关系 （μ＝１，λ＝１）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μ＝１，λ＝１）
　

４　结　论

本文应用微分求积法分析了对边固支对边自由

的边界条件下印刷运动薄膜在非均匀张力作用下的

振动特性，张力变化对运动薄膜的振动频率和临界

速度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１）通过数值求解，得到了系统的复频率的实部

与张力变化系数、长宽比及运动速度的变化关系曲

线。

２）分析了张力变化系数、长宽比对运动薄膜复

频率的影响，研究了张力变化系数对运动薄膜的振

动频率及失稳临界速度的影响。

３）得到了张力变化系数与临界速度的关系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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