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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了解结构模型的模态参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提出采用随机子空间(SSI)
法,直接利用结构在振动台试验过程中的加速度响应数据,识别结构的模态参数。用所提方法识别

了一三层高强钢组合K型偏心支撑框架结构的频率、阻尼和振型,与峰值拾取法(PP)识别结果相

比:该方法的固有频率识别结果误差很小,最大不超过4%;阻尼识别结果波动更小,与试验现象更

接近。研究表明SSI法可用于识别振动台试验过程中每一次输入之后的结构模态参数,克服了传

统方法识别阻尼不稳定、有时误差惊人等问题,对了解结构模型的模态参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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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hestructuremodelanditschan-
gesinthewholetest,themethodforthestochasticsubspaceidentification(SSI)usingtheaccel-
erationrecordsintheprocessofshakingtabletestdirectlyispresentedtoidentifythestructural
modalparameters.Thefrequency,dampingandvibrationmodeofthethree-storeyK-shapedec-
centricallybracedframeswithhighstrengthsteelcombinationareobtained.Theresultsshow
thattheerrorofthenaturalfrequencyisverysmall,themaximummarginoferrorisof4percent-
agepoints,andthatthedampingidentificationresultsaremorestableandclosertotheexperi-
mentphenomenoncomparedwiththemethodofpeakpicking(PP)recognitionresults.Itturns
outthattheSSImethodcanidentifythestructuralmodalparametersaftereachinputinthe
processoftheshakingtabletest,overcomingtheissuessuchasthetraditionalapproachtoidenti-
fyingthatthedampingisnotstable,withsometimeserrorunexpected.Itisoftheoreticalsignifi-
canceandpracticalvalueinunderstandingthedynamiccharacteristicsofstructuremodel.
Keywords:stochasticsubspaceidentification;shakingtabletest;modalparameteridentification;peak

pickingrecognition;eccentricallybracedframeswithhighstrengthsteelcombination

  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是研究结构抗震性能和动

力特性的重要方法[1-2],它不仅能够验证结构抗震设

计方法和计算模型的正确性,还能够了解结构的频

率、阻尼等动力特性在试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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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模态分析[3]。目前常用方法有白噪声激振法、敲
击激振法及正弦扫频法等,这些方法都是采用外加

激励的方式确定结构的频率,增加了大量的试验工

作量,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往往也值得商榷。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白噪声法识别结构的模

态参数。该方法采用半功率带宽法用自功率谱或者

传递函数确定频率和阻尼,用互功率谱求得振型。
研究发现半功率带宽法由于受到信号处理中的采样

分析的数据长度N、阻尼比D、频率分辨率Δf、采样

频率Fs、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之比K 等因素影响,
测得的阻尼比值波动较大,除少数状态可信之外,多
数状态不稳定,有时误差惊人,阻尼比的选取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工程经验[4]。见图1,采用半功率带

宽法分析结构的阻尼和频率,从同一组数据中选取

相同的点数,采样起点不同,其余要素均相同时,阻
尼识别结果最大相差120%。

图1 半功率带宽法分析阻尼和频率

Fig.1 Dampingandfrequencyidentificationby
half-powerbandwidthmethod

 

鉴于此,本文提出采用随机子空间方法(Sto-
chasticSubspaceIdentification,SSI)直接根据该级

加速度响应记录来识别高强钢组合K型偏心支撑

框架振动台试验的模态参数[5-6]。随机子空间方法

是环境激励条件下模态参数识别的方法之一,相比

传统的模态分析方法,其优点在于不需要打断结构

的正常使用,直接由结构工作条件下的振动响应数

据来识别结构的模态参数,更符合实际情况。1985
年Juang与Pappa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结构模型参数

的辨识中[7];DeRoeck和Peeters把该方法用于土

木结构,并研究出基于参考点的随机子空间法,提出

了用稳定图确定系统的阶次的思想[8-10]。文献[11]
提出了基于随机子空间法识别的平均正则化稳定图

法。文献[12]采用SSI法对风洞试验桥梁模态参数

识别结果与随机搜索方法识别结果进行了对比分

析。文献[13]用随机子空间识别方法对虎门悬索桥

进行了模态分析,说明该方法是分析大型桥梁脉动

实验特征参数的有力工具。为研究该方法在振动台

试验模态参数识别中的可行性,采用该方法分析了

ELCentro波和Taft波作用下结构的频率、阻尼和

振型,与传统分析方法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方

法在振动台试验模态参数识别中可行,但需要满足

有足够多的加速度记录数据这一条件。

1 结构模型试验

利用所提出的方法,识别了一 HSS-EBF振动

台试验模型的模态参数。模型共3层(见图2),缩
尺比为1∶2。加速度传感器的布置情况见图3,图
中编号A为加速度传感器,第一个数字为传感器所

在楼层,X为传感器的方向(东西向),第二个数字为

各层传感器所在位置。

图2 模型尺寸

Fig.2 Dimensionsofthe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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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层和屋面的加速度传感器布置与二层相同

图3 传感器布置

Fig.3 Layoutofaccelerationanddisplacementsensors
 

  在模型各层柱脚及配重块顶部布置加速度传感

器,共19个,分别测试实际输入的地震动激励、楼面

以及屋顶加速度响应。试验中,输入的地震动分别

为ElCentro波、Taft波和一条人工波兰州波(记为

LZ),按照地震烈度从小到大的顺序加载(共24
次),对模型结构的抗震性能进行考核,在不同设防

烈度地震波输入前后,分别对模型进行白噪声激励

(共9次),观测模型系统动力特性变化。试验过程、
试验现象、地震动输入模型设计参数和材料特性更

详细的资料见文献[1]。

2 参数识别方法

2.1 状态空间方程

线性多自由度系统运动微分方程为:

M̈U(t)+ĊU(t)+KU(t)=f(t) (1)
式中:M、C、K 分别为质量、阻尼和刚度矩阵;U(t),

U̇(t),̈U(t)分别为连续时间t间刻的位移向量,速度

向量和加速度向量;f(t)为激励力。根据控制理论

中的状态空间理论,对方程(1)进行变换,再经离散

采样后,可得如下随机状态空间系统:

xk+1 =Axk+wk

yk =Cxk+v{
k

(2)

式中:yk、xk 分别表示m 维状态矢量和n 维状态矢

量(离散采样时间k时刻);m 是测点数;n是系统模

型阶数;vk 为观测噪声,wk 为过程噪声,符合零均值

白噪声假定;A表示状态矩阵,C表示观测矩阵。

2.2 模态参数分析

确定系统的状态矩阵A 和观测矩阵C 后,对矩

阵A进行特征值分解,可得到离散系统的特征值矩

阵Λ=diag(λi)和特征向量矩阵Ψ:

A=ΨΛΨ-1 (3)
则系统的特征值λc

i 和特征向量Φ 可由下式得到:

λc
i =lnλi

Δt
(4)

Φ =CΨ (5)
式中:Δt为采样时间间隔。

根据系统复特征值共轭关系,令λc
i=ai+jbi,

λc*
i =ai-jbi,则模型特征值λc

i,λc*
i 与系统固有频率

ω、阻尼比ξ的关系可表示为:

λc
i =-ξiωi+jωi 1-ξ2i

λc*
i =-ξiωi-jωi 1-ξ2

{
i

(6)

计算得系统振动频率ω及阻尼比ξ:

ωi = a2i +b2i(rad/s) (7)

ξi = -ai

a2i +b2i
(8)

2.3 状态空间识别过程

设框架模型振动台试验过程中有m 个测点,则
由第k个采样时刻测点加速度响应数据yk 可以构

造以下2mi×j的Hankel矩阵:

H0|2i-1 = 1
j

y0 y1 … yj-1

y1 y2 … yj

︙ ︙ ⋱ ︙

yi-1 yi … yi+j-2

yi yi+1 … yi+j-1

yi+1 yi+2 … yi+j

︙ ︙ ⋱ ︙

y2i-1 y2i … y2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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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0|2i-1下标的两个数字分别表示 Hankel矩阵

左上角元素的时间系数和左下角元素的时间系数;
式中的i是使用者自己定义的,表示块矩阵的行数,
且其 值 必 须 大 于 2n;j 表 示 块 矩 阵 的 列 数,假
设j→∞。

将Hankel矩阵分为两部分:“过去”输出和“将
来”输出,令“过去”和“将来”的块行数都为i,即:

H0|2i-1 =
Y0,i-1

Yi,2i-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Yp

Y
é

ë
êê

ù

û
úú

f

(10)

式中:下标p表示“过去”,下标f表示“将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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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输出向“过去”输出上投影:

Oi =Yf

Yp
=YfYT

p(YpYT
p)+Yp (11)

  投影Oi 可分解为可观矩阵Γi 和卡尔曼滤波序

列X̂i 的乘积:

Oi =

C
CA
︙

CAi-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1

(̂xix̂i+1 … x̂i+j-1)=ΓîXi(12)

  对投影Oi 进行奇异值分解(SVD),确定模态阶

数n后得到:

Oi =USV = U1 U( )2
S1 0æ

è
ç

ö

ø
÷

0 0
VT
1

VT

æ

è
çç

ö

ø
÷÷

2
=U1S1VT

1

(13)
式中:U、V 为正交矩阵;S为由从大到小排列的奇异

值组成的对角矩阵。比较式(11)和式(12),一种可

能的选择是:

Γi =U1S1/21 (14)

X̂i =S1/21 VT
1 (15)

  采用可观矩阵Γi 进行下一步计算得到系统矩

阵A,C,如下式所示:

C=Γi(1:l:)

A=Γ+
i췍Γ{

i

(16)

式中:Γi(1:l:)为Γi 的第一块行;Γ+
i 为Γi 的前(i-

1)块行的伪逆;췍Γi 为Γi 的后(i-1)块行。
本文目的是识别结构模型的频率、阻尼比和振

型三个模态参数,而它们仅与系统矩阵A 和观测矩

阵C 有关,因此计算出A和C 已足够。
任意地震激励作用下,系统的状态矩阵均可利用

上述方法根据采集到的加速度响应数据计算得到。
通过特征值分解求得频率和阻尼比等结构模态参数。

3 模态参数识别

3.1 可行性分析

由式(8)可知,构造的 Hankel矩阵列数j无穷

大,即要求数据点足够多。为验证三条地震波的适

用性,分别研究了三条地震波作用下频率和阻尼随

数据点数的变化情况(见图4),图4中虚线是结果

趋于稳定的临界数据点数。试验中采用的3条地震

波时长、时间相似系数以及采样频率确定每条地震

波采样数据点数见表1。

图4 数据点数对频率和阻尼的影响

Fig.4 Influenceofpointsnumberonfrequencyandd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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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震波数据点数

Tab.1 Numberofpointsforseismicwave

地震波 ELCentro波 Taft波 LZ波

时长/s 40 30 16.6
采样点数 2065 1549 857

由图4可知,白噪声数据达到2000时,频率和

阻尼分析结果均稳定;ELCentro波数据点数达到

1500时,频率和阻尼分析结果均稳定;Taft波数据

点达到1300时,频率和阻尼分析结果均稳定;由于

LZ波数据点相对较少,取最大数据点时,频率和阻

尼分析结果均波动较大。因此选择ELCentro波和

Taft波对结构进行模态参数识别,并与白噪声分析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时,白噪声数据点数取2000,

ELCentro波取2000,Taft波取1500。

3.2 频率识别

本文通过安置在模型结构上的加速度传感器采

集到的加速度响应数据识别结构模态参数。为了更

好地了解结构模态参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的变化情

况,对每种工况都进行了识别。图5(a)给出白噪声

激励下PP法和SSI法结构的频率识别情况。可

见,SSI法比PP法分析结果偏高,最多高4%。图5
(b)为SSI法分析ELCentro波和Taft波加速度响

应数据得到结构的第一阶频率。

图5 频率识别情况

Fig.5 Frequencyidentification
 

由图5(b)可见,加速度峰值为0.084g 时,频
率平均值为7.20Hz,比PP法结果低2%。加速度

峰值达到1.000g时,频率平均值为7.06Hz,比PP
法结果低1.7%。结构的频率随地震速度峰值的增

大而减小,与PP法趋势相同,且变化规律与试验现

象更吻合。模型的刚度退化率如图6所示。由图6
可见:结构刚度最大下降幅度为4%,刚度退化程度

很小,与PP法相同。这表明:大震作用后,结构仍具

有较大的整体刚度,处于弹性阶段,与试验现象相符。

图6 刚度退化

Fig.6 Structuralstiffnessdegradation
 

3.3 阻尼识别

图7(a)给出白噪声激励下PP法和SSI法结构

的阻尼变化情况。可见,SSI法与PP法分析结构阻

尼比均随地震加速度峰值的增大而增大,其中第5、

6、7工况阻尼相差较大,到达21%。图7(b)为SSI
法分析ELCentro波和Taft波加速度响应数据得

到结构的阻尼比。

图7 阻尼识别情况

Fig.7 Dampingidentification
 

可见,结构阻尼比由初始的3.21%逐渐增加到

3.95%。加速度峰值达到0.480g前,阻尼比保持在

3.1%左右,加速度峰值达到0.480g时,阻尼比有明

显的增大,表明结构发生了损伤,与试验现象8度罕

遇工况后,一层南北两榀(耗能梁段上方)楼板出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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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二层南侧楼板出现裂缝,局部被压碎相符。

3.4 振型识别

图8分别给出了白噪声激励下各工况的第一阶

振型以及ElCentro波和Taft波作用下地震峰值加

速度为0.084g和0.120g时的第一阶振型。为了

方便对比,对振型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可见,与初始

状态相比,峰值加速度为0.120g的ElCentro波和

Taft波输入后,振型发生了微小变化,而白噪声作

用下,识别的各工况振型基本一致。说明在识别振

型时,与白噪声相比,利用地震加速度响应记录能识

别振型的微小变化。

图8 振型图

Fig.8 Vibrationmode 

4 结 论

当加速度响应记录数据点足够多时,可用于

SSI法识别结构模型模态参数,且精度较高;频率识

别结果随输入地震波峰值加速度的增大而减小,比

PP法识别结果偏小,但误差最大不超过4%;阻尼

识别结果随输入地震波峰值加速度的增大逐渐增

大,与PP法相比,波动性更小,与试验现象更吻合;
基于加速度响应记录的振型识别比基于白噪声的振

型识别灵敏度高,能捕捉结构动力特性的细微变化。
综上,在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过程中,当加速度

响应记录的数据点足够多时,可以用于随机子空间

法识别结构的模态参数。使用该方法可以识别出试

验过程中每个工况的结构模态参数,且阻尼识别相

对稳定,振型识别更精确。该方法对把握结构的动

力特性及其变化情况,扩大振动台试验数据的应用,
更好地了解结构反应性态,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

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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