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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冷发射多刚体动力学快速仿真研究
闫攀运 1，梁国柱 1，吕永志 2，齐志会 2，王玺

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 北京 100191；2.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76)

摘
要：为了满足发射动力学快速分析的需要，采用多刚体动力学的绝对坐标方法以适应发射
车约束复杂和变拓扑结构的特点，针对车载冷发射系统的典型结构和弹射物理过程，建立并应用了 9 自
由度快速仿真模型。与 ADAMS 和 ABAQUS 仿真对比表明，本文计算的车架后支腿载荷偏差不超过 4%，
而仿真时间只有 ADAMS 的 7.1%和 ABAQUS 的 0.04‰，能够快速有效地分析系统的动态特性。通过实
例研究了发射管底座—车架支腿载荷比的动态特性和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对该载荷比均值及发射管口最大
位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射管底座—车架支腿载荷比在发射过程中逐渐增大并达到稳定值，附加载荷分
配因子决定了发射管内弹道压力载荷通过发射管底座和发射车支腿分散传递到地面的载荷分配比例，并
且存在最佳附加载荷分配因子，能使弹体的弹射起动过程对系统的扰动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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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载冷发射过程中，发射管内弹道压力载
荷（简称管内弹道载荷）通过发射管底座（简称
底座）传递到地面的同时会产生附加于发射车的
附加载荷[1]，附加载荷经过车架传递，作用在发
射车支腿（简称支腿）上，发射管底座—发射车
支腿载荷比（简称底座支腿载荷比）表明了管内
弹道载荷通过底座和支腿分散传递到地面上的分
配关系，影响发射稳定性。因此，研究车载冷发
射过程的动态响应具有重要的工程实用价值。
目前，针对复杂武器系统的发射动力学响应
研究，多数基于ADAMS等多体动力学软件建立
发射系统的动力学模型[2]，解决发射装备设计或
试验中遇到的问题。为了提高仿真的精度，综合
应用ANSYS等有限元软件得到柔性体模态信息，
进行联合仿真 [3-5] ，或开 发外接子程序以弥补
ADAMS等软件的不足[6-7]，或完全基于ABAQUS
非线性有限元软件建立发射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研究发射动力学响应。以上方法在方案论证初期
大子样方案的优化中，其效率低下的特点就成为
制约车载冷发射方案优化设计的主要因素，甚至

不可能采用此类方法开展方案设计。因此，用简
化的动力学模型模拟车载冷发射系统的动力学特
性，研究发射动力学快速模拟方法，是工程应用
的迫切需求[8]。
多刚体动力学方法在发射动力学中应用较
多，主要解决火炮武器精度的问题，一般采用第
二类拉格朗日方程[9]、传递矩阵法[8]、Kane法[10]
等快速多体动力学方法进行研究，但针对车载冷
发射系统的动力学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旨在研究
车载冷发射系统的快速动力学分析方法，为发射
系统优化设计提供支撑。对发射过程中弹射载荷
在系统内部的扩散形式、分配关系、衰减过程等
物理现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刚体动力学的绝
对坐标方法[11]，解决发射车约束复杂和变拓扑结
构[12]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车载冷发射多刚
体动力学快速仿真模型（简称快速仿真模型），并
与ADAMS和ABAQUS两种商用软件的仿真结果
进行比较，以验证快速仿真模型的有效性和快速
性，同时深入研究底座支腿载荷比的动态特性和
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对底座支腿载荷比均值和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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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口最大位移的影响，为车载冷发射系统的设计
提供参考。

1 车载冷发射系统物理模型
根据典型车载冷发射系统的结构特点，建立
如图1所示的多刚体物理模型。该模型将车架、发
射管、弹体三个独立部分简化为刚体。车架用四
个支腿支撑在地面上，车架和发射管用旋转铰连
接于O点，各刚体之间用弹簧、阻尼器连接，以
模拟相互间的弹性连接关系，并保持平衡状态。
车架支腿与地面的连接关系用4个弹簧K1-K4和4
个阻尼器C1-C4模拟（K2、C2、K4、C4未在图1
中示出），其中K1和K2模拟后支腿，K3和K4模拟
前支腿。发射管和车架之间的起竖体用弹簧K5和
阻尼器C5来模拟。发射管和弹体之间的导向带用
若干组弹簧阻尼器模拟，将其中一道导向带放大
示于图1中，由一组相互垂直的弹簧阻尼器K6、
C6和K7、C7模拟，其中K6、C6垂直于纸面。
弹体发射前竖立在弹体支撑面上。发射过程
中，燃气发生器产生的管内弹道载荷在弹体底部
产生推力 Ft ，使其加速滑离发射管。在此过程中，
弹体和发射管的约束条件会发生变化。同时，底
座将管内弹道载荷分散传递到地面，使底座受力
Fd ，并产生影响发射系统稳定的附加于发射管底
部的载荷 Fa （即附加载荷）
。

1）所有铰约束均为理想完整约束。
2）忽略地面的柔性影响。
3）导弹在发射管内滑动而不跳动。
4）考虑车架横向偏心的影响，经简化后的快
速仿真模型共有9个自由度，如图1所示。其中车
架3个自由度，为沿Zc轴的平动位移 z1 ，绕Xc轴
的转动角 1 和绕Yc轴的转动角 1 ；发射管1个自
由度，为绕Xl轴的转动角  2 ；弹体5个自由度，
分别为沿Xr、Yr和Zr轴的三个平动位移 x3 、 y3 和
z3 ，以及绕Xr的转动角  3 和绕Yr的转动角  3 。
5）管内弹道载荷简化为作用在弹体底部的推
力 Ft ，作用在底座上的载荷 Fd 和作用在发射管
底部的附加载荷 Fa 。
2.2 多刚体动力学方程
在车架、发射管和弹体上分别建立随体坐标
系OcXcYcZc、OlXlYlZl和OrXrYrZr。全局坐标系为
OXYZ，刚体运动采用笛卡尔坐标方法描述，则
系统的广义坐标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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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   xi , yi , zi  ，i  1, 2,3 分别表示随体
系坐标原点Oc、Ol和Or在全局坐标系中的位置；

θi  i , i ,  i  ，i  1, 2,3 是卡尔丹角表示的随
体坐标系姿态角。根据第一类拉格朗日方程可以
得到多刚体动力学方程为：

Mq  CqT λ  Qe  Qv
3

T

车载冷发射动力学模型示意图

1-Chassis; 2- The launching tube; 3-Missile
Fig.1 Schematic of the vehicular cold launch system
dynamics model

2 多刚体动力学仿真模型
2.1 模型简化及假设
根据车载发射结构和发射物理过程，建立多
刚体动力学模型，主要假设如下：

式中， M 为质量矩阵； C q 为系统约束的雅克比
矩阵的转置，文中广义坐标或时间在下标位置表
示对其求偏导数； λ 为拉格朗日乘子；Qe 为广义
力列阵； Qv 为耦合惯性力列阵，具体表达式可
参考文献[11]。
2.3 约束方程
在图1所示的系统中，铰约束有三个，分别
为车架与地面之间的车架铰、车架和发射管之间
的旋转铰、发射管和弹体之间的接触约束，它们
可以用图2中所示的5个向量表示。
如图所示，定义全局坐标系OXYZ，体Bi、
Bj的随体参考系分别为OiXiYiZi和OjXjYjZj，铰在
体Bi、Bj上的安装点分别为P、Q，不失一般性，
分别在铰点建立铰坐标系，使其与随体坐标系平
行。在以P、Q为原点的铰坐标系中分别定义相互
i
i
j
j
垂直的单位向量 a1 和 a 2 固连在体Bi上， a1 和 a2
i
j
固连在体Bj上，且 a1 和 a1 平行，向量 hij 表示PQ
间的位移。利用上述5个向量可以构造出车载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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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t 为切向摩擦力， f n 为法向弹簧力， 为
动摩擦因数。
发射管和弹体之间的接触约束为变拓扑约
束，根据发射过程可简化为三种铰约束关系，定
i
义 a 2 为沿Zr轴的单位向量，则约束方程分为：
1）在弹体克服最大摩擦力和重力起动之前，
限制沿Zr向的位移和绕Zr轴的转动，约束方程为：

射系统中的三个铰约束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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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铰约束示意图

2.3.1 车架铰
在发射过程中，车架沿Xc、Yc向的位移较小，
i
而且不会绕Zc轴转动，定义 a 2 为沿Zc轴的单位向
量，因此车架和地面之间的车架铰约束方程为：

a1jT hij 
 jT 
a2 hij   0
 a1iT a2j 



(3)

j

(7)

3）弹体出管后，解除弹体和发射管之间的约
束，即

Fig.2 Schematic of the constraint joint

j

前两式表示刚体间相对平动在 a1 和 a 2 方向的投
影为0，限制沿Xc、Yc向的平动，第三式表示限
制刚体间绕Zc轴的转动。
2.3.2 旋转铰
i
2 为沿Xl

采用式（3）中的描述方法，定义 a
轴的单位向量，则车架和发射管之间的旋转铰约
束方程为：

(4)

第一式表明车架和发射管相对平动位移为0，
后两
式限制绕Yl轴和Zl轴的转动。
2.3.3 接触约束
发射管和弹体之间的接触约束有两个方面：
一是导向带接触约束；二是弹体和弹体支撑面之
间的接触约束。前者可以将导向带的接触约束分
解为沿导向带轴线方向的切向摩擦力和垂直轴线
的法向力以及限制弹体转动的周向摩擦力，法向
力简化为相互垂直的几组弹簧阻尼器模型，切向
摩擦力根据库伦摩擦定律计算。

ft   fn

(6)

2）弹体在发射管内滑动到出管之前，限制绕
Zr轴的转动，约束方程为：

Y

 hij 
a iT a j   0
 2 1
a2iT a2j 

3

(5)

C3  0

(8)

2.3.4变拓扑约束识别方程
对于变拓扑系统，还需要建立系统识别方程
[12]
，确定约束关系改变的时刻。识别方程通常可
以是接触约束的运动学或动力学方程。C1和C2的
约束识别方程为

C1  0, Ft  G  f tmax

C2  0, Ft  G  f tmax

(9)

式中，G为弹体重力； f tmax 为最大静摩擦力。C2
和C3的约束识别方程为

C2  0, S  L

C3  0, S  L

(10)

式中，S为弹体偏离静平衡位置的距离；L为发射
管导向段长度。
2.4 多刚体动力学方程的数值求解
把系统的约束方程与式（2）联立可得

 Mq  CqT λ  Qe  Qv



C (q, t )  0

(11)

式（11）为指标3的微分代数方程组 [13]，求解这
类方程的数值方法分为两大类：分离坐标法和增
广法。为了便于求解系统中各铰处的约束反力，
本文采用增广法。在数值积分中，通常对约束方
程求时间的2阶导数为

Cq q  γ

(12)

式中， γ  ((Cq q)q q  2Cqt q + Ctt ) 为加速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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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方程右端项。式（12）在数值积分过程中，由
于截断误差影响，
导致速度约束和位移约束违约，
1972年，Baumgarte提出了约束违约稳定法[14]，利
用反馈控制理论，通过在式（12）右端加入控制
项 U (C,C , t ) 使约束违约稳定地减小，该方法计
算简单、高效，可以获得满意的数值结果。
Baumgarte采用的控制项 U 的形式为

U   C -  C

(13)

将式（11）第一项和式（12）写成矩阵形式

M

Cq

CqT  q   Qe  Qv 
=

0   λ  γ   C -  C 

(14)

式中， 和  为稳定参数。由于式（14）系数矩
阵含有大量非零元素且为对称矩阵，为了提高方
程组的求解效率，本文采用稀疏矩阵LU分解法进
行计算，得到加速度响应后，采用四阶显式龙格
库塔法积分，即可得到系统的动态速度和位移响
应。同时式（14）也求得了拉格朗日乘子 λ ，通
过下面的式（15）可得到对应于系统广义坐标的
约束反力 Qc ，为发射车结构设计提供载荷输入。

Qc  CqT λ

(15)

2.5 静平衡分析
发射系统动力学响应分析一般都是从系统
平衡状态开始计算，因此在进行动态分析之前，
还必须通过静平衡分析得到系统的平衡位置。静
平衡分析通常有三种方法：动力安定法、迭代求
解法以及最小势能法[15]。本文采用动力安定法，
首先移除系统外力，在系统仅受重力的条件下进
行时间积分。为了缩短平衡时间，利用附加阻尼
动力安定法，通过在广义运动自由度上附加人工
阻尼和改变系统弹簧-阻尼器的阻尼为临界阻尼，
以达到快速平衡的目的。构建如下新的动力学方
程[15]

Mq + CqT λ = Qe  Qv  Q*  Dq

Ft  t （
p t）
Fa  a （
p t）

Fd   c  a  （
p t）
式中， p 为管内弹道载荷； t 为弹体底面面积，
a 为附加载荷分配因子； c 为与发射管结构相
关的常数。
由式（17）可知，任意时刻底座受力与附加
载荷的比值是常数，其大小表明了管内弹道载荷
通过底座分散到地面和发射车的分配关系，定义
底座载荷与附加载荷的比值（简称底座附加载荷
比） Rda 描述这种分配关系：

Rda 

Fd c  a

Fa
a

(18)

3 计算流程与程序实现
计算流程如图3所示。在静平衡分析部分，
当系统各刚体广义位移变化量 q 小于10-6m时，
说明发射系统达到平衡位置。在动力学分析部
分，当计算时间t大于设定的结束时间tend时，终
止计算，并且输出需要的参数。
本文程序基于Fortran语言，利用定义派生数
据类型的方法定义了体、铰和外力等数据类型，
并通过链表将数据集成，这样变拓扑系统分析时
可快速添加和删除约束。
开始
开始动力学
分析

读文件，初始
化系统

开始时间积分

开始静平衡
分析

龙格库塔法积
分一步

开始时间积分
识别方程
是否满足？

龙格库塔法积
分一步

Y
N

系统重构

N
N

△q<1.0E-6？

t>tend？

Y

(16)

(17)

系统达到
平衡状态

Y
结束

*

式中， D 为人工阻尼系数矩阵， Q 为改变原系
统阻尼为临界阻尼得到的系统广义外力。这样做
并不会改变系统的平衡位置，但却可以减少静平
衡分析的时间。
2.6 发射动力学分析
发射过程主要载荷为冷发射过程管内弹道载
荷，简化为三个力后，可分别表示为：

图3 冷发射动力学计算流程
Fig.3 Calculational flow chart of the cold launch
system dynamics

4 动力学仿真分析
4.1 仿真模型验证
为了从时间和精度上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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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别在ADAMS和ABAQUS中建立如图1所示
的仿真模型。以某型车载冷发射系统为例进行仿
真对比，发射过程持续时间为2s。本文和ADAMS
的静平衡分析均采用动力安定法，持续时间为3s；
在ABAQUS静平衡分析中，重力采用线性加载，
加载时间为3s。本文和ADAMS仿真的积分时间间
隔设置为0.001秒，仿真耗时分别为3秒和42秒，
ABAQUS有限元仿真耗时约为23小时。本文的程
序 耗 时 分 别 是 ADAMS 的 7.1% 和 ABAQUS 的
0.04‰，显然，本文方法将为系统级方案设计大
大节省仿真时间。
0

5

差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ABAQUS
中采用柔性体模型，而本文和ADAMS仿真模型
均采用刚体假设；（2）本文和ADAMS仿真模型
忽略了导向带的质量，而ABAQUS仿真模型中考
虑了导向带的质量，由此引起后支腿静态载荷不
同；（3）ADAMS中车架铰采用bushing力元模型
实现式（3）中的约束关系。图5说明了本文所建
立的仿真模型是有效的，可用于分析系统的动态
特性。
4.2 底座支腿载荷比动态特性
设任意时刻t的后支腿载荷为F1，前支腿载荷
为F3，定义底座支腿载荷比分别为：

-5000

Rd3 

支腿载荷/N

-10000

左后支腿载荷
左前支腿载荷
右后支腿载荷
右前支腿载荷

-15000
-20000

Fd
F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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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1  d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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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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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

时间t/s

图4支腿载荷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4 Curve of the load of outrigger with time

图4为车架四个支腿载荷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于实际发射过程在0.52s左右已经结束，因此本
文截取0.6s的计算数据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车
架横向偏心引起的左侧两只腿和右侧两支腿的载
荷偏差均不超过3%，本文选取左侧前后支腿载荷
进行分析。除非特殊说明，下文中出现的后支腿
均指左后支腿，而前支腿均指左前支腿。
0

adams仿真结果
abaqus仿真结果
本文计算结果

-5000

后支腿载荷/N

-10000
-15000

式中，Rd3 为底座前支腿载荷比；Rd1 为底座后支
腿载荷比。
本文仿真模型计算所得底座支腿载荷比的动
态特性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初始时刻，底座所
受载荷为零，前后支腿承受静平衡载荷，
Rd1  Rd3  0 。随着管内弹道载荷的增大，Rd1 和
Rd3 逐渐增大并达到稳定。在稳定段，Rd1 波动较
小且为常数， Rd3 基本保持常数但有较大波动。
8

底座后支腿载荷比Rd1
底座前支腿载荷比R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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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底座支腿载荷比动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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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后支腿载荷仿真结果对比
Fig.5 Simul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of the load of the rear
outrigger

图5为三种方法计算的后支腿载荷随时间变
化曲线，由图5可以看出本文计算结果与上述两种
软件仿真结果的最大载荷偏差都小于4%。载荷偏

Fig.6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ad ratio of
transmitting tube base-chassis outrigger

底座前后支腿载荷比首次达到最大值的时刻
分别用t3max和t1max表示，定义底座前后支腿载荷
比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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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3  

tend

Rd1  

tend

t3max

t1max

Rd3dt
(20)

Rd1dt

这样做是为了研究附加载荷通过车架分散传递到
前后支腿上的载荷分配关系。
4.3 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对底座支腿载荷比均值的
影响
对底座支腿载荷比的分析表明，当设计确定
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后，就可以计算确定发射过程
中底座支腿载荷比均值 Rd3 和 Rd1 ，说明附加载荷
分配因子 a 与 Rd3 和 Rd1 有函数关系。
图7为 Rd3 、 Rd1 和 Rda 随 a 的变化规律，其
中 Rda 随 a 增大而减小，说明管内弹道载荷分配
到发射车的载荷逐渐增大而通过底座传递到地面
的载荷减小。当 a  0.02 时， Rd1 与 Rda 的变化
规律基本一致，与附加载荷分配因子成反比。Rd3
与 a 则成线性递减规律。以上两个规律表明了附
加载荷分配因子与底座前后支腿载荷比均值之间
的定量关系。当 Rd3 和 Rd1 随 a 减小而逐渐增大
到相等（ a  0.013 时），底座前后支腿载荷比
均值相等，前后支腿承受大致相等的力。在发射
过程中，当 a  0.013 时，前支腿分配载荷较大；
当 a  0.013 时，后支腿分配载荷较大。
在设计发射管时，当根据发射管结构确定 a
后，由式（18）计算得到 Rda ，即可确定管内弹
道载荷通过底座分散到地面和发射车的分配关
系。
由图7能够得到传递到发射车上的那部分附加
载荷通过前后支腿分散传递到地面的分配关系，
最终可以为优化管内弹道压力载荷的传递路径提
供设计依据。

4.4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对管口位移的影响
管口位移定义为发射管口中心偏离其静平衡
位置的位移在管口平面上的投影。管口位移用u
表示：

u  ux2  u y2

(21)

式中， u x 和 u y 分别为 u 的X和Y向分量。
图8为发射管口最大位移随 a 变化曲线，随
着 a 的增大，管口最大位移先减小后增大，存在
极小值，表明存在最佳附加载荷分配因子，能使
发射系统对弹体初始扰动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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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发射管口最大位移随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变化曲线
Fig.8 Curve of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ransmitting
tube nozzle along with the affixation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5 结论

tube base-chassis outrigger along with the affixation load

通过对车载冷发射系统的动力学研究，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1）9自由度仿真模型得到的支腿载荷与
ADAMS和ABAQUS仿真结果对比，最大载荷偏
差都小于4%，而仿真时间只有ADAMS软件的
7.1%，可快速有效地分析车载冷发射系统的动态
特性。
2）底座支腿载荷比在发射过程中逐渐增大，
并趋于稳定值。
3）当附加载荷分配因子大于0.02时，底座后
支腿载荷比均值与底座附加载荷比的变化规律基
本一致，与附加载荷分配因子成反比。底座前支
腿载荷比均值与附加载荷分配因子成线性递减规
律。
4）存在最佳附加载荷分配因子，能使发射系
统对弹体初始扰动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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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simulation on rigid multibody dynamics for vehicular cold launch systems
YAN Panyun1, LIANG Guozhu1, LU Yongzhi2, QI Zhihui2, WANG Xi2
（1.School of Astronaut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China；
2.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 Launch Technology, Beijing 1007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apid analysis requirements of launch dynamics, the absolute coordinates
method of rigid multibody dynamics was used to f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constraints and changing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vehicular launch systems. A nine-freedom fast sim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for typical vehicular cold launch systems. By comparing with ADAMS and ABAQUS, it shows that the
maximum deviation of the loads of the rear outrigger are less than 4%, the consumed time is 7.1% of ADAMS
and 0.04‰ of ABAQUS, and the current simulation model is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to simulate the system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 actual example wa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ad
ratio of launch tube base-chassis outrigger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 average load ratio an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launch tube mouth from an adjunctive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ad
ratio of launch tube base-chassis outrigger increases gradually and then keeps constant approximately in the
ejecting process, the adjunctive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determines the load distribution proportions between the
launch tube base and chassis outrigger by which the interior ballistic pressure load in the tube is transmitted to
the ground, and the most suitable adjunctive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exists which makes the disturbance on the
system caused by missile ejection motion least.
Key words: launch dynamics; vehicular cold launch; rigid multibody dynamics; changing topological system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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