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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粮食颗粒内部之间的应力分布及颗粒与仓壁之间相对静摩擦力的分布规律，在考虑粮

食颗粒压缩性对粮堆剪胀参数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理想弹塑性本构关系和 Drucker-prager 屈服准则，
并采用非关联流动法则来模拟储料，建立了粮仓仓壁与粮食之间正压力、相对静摩擦力的有限元模型，
分别模拟不同装粮高度下仓壁与粮食之间的相对静摩擦力、正压力等，找到不同装粮深度处仓壁的相
对静摩擦系数分布规律。结果表明，不同装粮高度处的相对静摩擦系数是不同的，伴随深度的增加，
系数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可见，粮食颗粒相互间的作用力及颗粒与仓壁之间的静摩擦力对粮食重量
测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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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between grain particl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static friction between grain particles and silo walls, the ideal elastic-plastic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and
Drucker-prager yield criterion were used to simulate grain storage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grain
compressibility on the shear dilatancy parameters.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positive pressure and
relative static friction between the barn wall and the grain was established. The relative static friction and
positive pressure between the barn wall and the grain at different grain loading heights were simulated
respectively, and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relative static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the barn wall at different
grain loading depths was fou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static friction coefficients ar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grain filling height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depth, the coefficient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teraction force between grain particles and the
static friction force between grain particles and silo wall have very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grain weight.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particle; internal stress; static friction

收稿日期：2018-12-16
作者简介：刘世界，1990 年出生，男，硕士，工程师.
通讯作者：王格格，1992 年出生，女，博士研究生.

91

仓储物流

粮油食品科技 第 27 卷 2019 年 第 5 期

粮食数量的测量准确与否直接关乎着储粮单

堆看做一个整体，采用更符合实际的本构模型，

位的经济效益，一直以来，专家学者对平房仓粮

通过有 限元 模拟粮 仓仓 壁与储 粮之 间的应 力 分

食数量的测量问题的研究很深入，研究方法也多

布，研究表明有限元方法对于模拟仓壁与散粒体

种多样

[1-7]

，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人们对于粮食

与仓壁之间的静摩擦力计算问题都是通过间接方

之间的相互作用有较好的精度。

平方仓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2

法得来的，没有一个直观的准确数据，原因在于
粮食作为一种散体，既有流体属性，也有沙土的
属性，在力学研究上属于散体力学。人们在对静
摩擦系数的选取出现了偏差，并对粮食颗粒内部
的力学特性没有精确的数据分析。粮食颗粒堆积
之后会产生固有的力学特性 [8-14] ，主要有内摩擦
角、弹性模量、杨氏模量、外摩擦角、泊松比等，
而这些特性使得人们对于粮食重量的测量产生了
极大的障碍。本文通过有限元模拟的方法，建立
粮仓仓壁与粮食之间正压力、相对静摩擦力的有
限元模型，分别模拟不同装粮高度下仓壁与粮食
之间的相对静摩擦力、正压力等，寻找不同装粮
深度处仓壁的相对静摩擦系数分布规律，为验证
实验数据提供一种理论支撑。

在本实验中，研究对象主要是粮食颗粒与粮
仓之间的压力与相对静摩擦力，并不是粮仓的结
构体自身内部的受力分析，就需要对粮仓和粮食
堆进行分别定义。相比一个独立的刚体结构，粮
仓与粮食之间的形变量差别很大，粮仓仓壁的形
变量比较小，可以视为刚体；粮食颗粒的形变量
比较大，在模拟时就需要对其进行设置合理的接
触单元，否则二者之间就不能得到理想的受力云
图。为了让模拟分析结果更加准确，更加贴合实
际理论实验，二者之间的接触关系设置为刚—柔
接触，把整个粮仓看作是不可形变的刚体，把整
个粮堆看作是可变形的柔体，这也和实际情况一
致，为了更好地减少接触引起的误差，柔性的粮
食堆用接触单元 CONTA173 进行模拟，刚性的粮

粮食颗粒间的摩擦力分析方法

仓用目标单元 TARGE170 进行模拟，通过选取一

目前模拟粮仓与储料之间相互作用力的数值

定的接触定义参数来具体约束储料与仓壁之间的

计算方法主要有离散元和有限元两种，离散元方

接触关系。由于粮仓被视为不变刚体，所以只需

法是基于单颗粒力学行为进行研究，把散粒体当

要对粮堆的物理参数进行设定，主要弹塑性参数

成刚性元素的集合，进而研究散粒体（不连续体

有泊松比、弹性模量、粮堆密度、内摩擦角等。

的集合）的整体运动形态，离散元法对于模拟仓

将粮堆的弹塑性参数分别带入有限元分析之后，

壁与散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很大的离散性，虽

便可以模拟出不同装粮高度处粮堆与粮仓二者之

然在形 状上 离散元 软件 更能模 拟粮 食颗粒 的 属

间的相对静摩擦力分布情况。图 1 为平房仓模型。

1

性，但粮仓内粮食颗粒数量达数千万或上亿个颗
粒，采用离散元法研究时，为了减小计算的工作
量，目前的办法是适当增大模拟颗粒的尺寸，此
外离散元方法假定颗粒之间是刚性接触，这些都
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对于大尺度（巨数量颗粒）
的粮堆来说，更适合的方法是将粮仓看做一个整
体，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数值模拟，有限元方法
是将散粒体离散为一组连续的单元，通过插值函

图 1 平房仓模型

数求出未知场函数，通过划分合理的网格和合理
的定义二者接触面，使得模拟结果接近真实值。

2.1

本构模型选取

也比

粮食颗粒堆积在一起会表现出特有的散体力学

较多，效果比较明显，在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出粮

性质，即同时包含了固体力学与流体力学的双重

仓或者粮食内部的受力应变情况。由于本文的研

特性，因此其本构模型在选取时也是十分困难的，

究目标是粮仓数量检测，研究的关注点是仓壁和

本构模型要能同时反映出其双重特性。通过前期

粮堆之间的压力和摩擦力，更恰当的方法是将粮

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土的力学特性和粮食堆的

目前有限元在粮仓受力分析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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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特性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如此在选择本构模

始重新迭代，它表示与接触单元下面的实体单元

型时，就完全可以借鉴土的本构模型进行模拟运

深度（h）相乘的比例系数，缺省为 0.1。初始接

算。目前，有限元模拟中常用的屈服准则主要有

触调整带为 ICONT，它能围绕给定目标面给出一

以下五种，即 Zienkiewicz Pande 准则、莫尔–库

个可适应的“调整带”，调整带内任何接触点都被

仑准则、Tresca 准则、Drucker Prager 准则与米塞

移到目标面上；作为初始值，切向接触刚为 KT，

斯准则。其中 Drucker Prager 准则在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采用 FKT＝0.01×FKN 计算得来。粘滞力

修改了米塞斯屈服准则，它可以认为是莫尔–库仑

为 COHE，即没有法向压力时开始滑动的摩擦应

准则的一个近似，它在米塞斯屈服准则的表达式里

力值，在以上参数的设置中，本文模拟过程中均

增添了一个约束附加项，即屈服面是极其稳定的，

取默认值。

材料在变化的过程中并不能使其表现出屈服性。在
主应力空间中，D-P 屈服面为一曲面，其表达式为：
f   I1 ( ij )  I 2 ( Sij )  k  0

（1）

3

颗粒内部应力的模拟分析
实验中制作的粮仓最大装粮深度为 10 m，宽

度为 8 m，长度为 10 m；其它参数为泊松比 0.26，

式（1）中：材料常数为  ，应力张量的第一

粮堆密度 790 kg/m3，经过测量，由粮食颗粒堆积

不 变 量 为 I1 ( ij ) ， 应 力 张 量 的 第 二 不 变 量 为

产生的内摩擦角是 26.7°，弹性模量根据实际确定

I 2 ( Sij ) ，塑性势函数为 f ，k 是材料 c 和  的函数，
c 和  分别为材料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对于服从
Drucker Prager 准则的稳定材料来说，应取屈服函
数 f 作为塑性势函数 g，即取 g=f，如此一来是可
以将二者合为一体来考虑。通常我们认为 g=f 的塑
性本构关系是与屈服函数相关联的流动法则，g≠f
时是非关联的流动法则。在实际中遇到的大多是
如岩土材料之类的非稳定材料，它们的塑性本构
关系就只能认为其服从非关联的流动法则。粮食
堆和岩土性质相似，可以认为是一种非稳定材料，

为 18 Mpa。模拟的装粮深度分别是 2、3、4、5、
6、7、8、9 m，在实验时，分别选择 0.4 和 0.5
的仓壁最大滑动摩擦系数，也即粮仓内部的粮食
颗粒与 仓壁 即将发 生相 对移动 时的 最大摩 擦 系
数，并不是文中所说的相对静摩擦系数，二者在
定义上并不存在矛盾关系，通过增加粮食的装粮
数量，进一步测量出粮食颗粒与粮仓壁之间在不
同深度处所产生的相对静摩擦力的大小，从而得
出其分布规律。
3.1

不同深度处竖向压力的变化分析

故需要采用非关联流动法则，以及选取理想弹塑

图 2 中分别代表仓壁最大滑动摩擦系数为 0.4

性本构关系及 Drucker-prager 屈服准则来共同模

和 0.5 时，粮仓内部粮食受到的竖直压力分析云

拟粮食堆在粮仓内的力学特性。

图。由于周围仓壁的摩擦力作用，粮仓内部的正

2.2

定义接触参数
准确定义粮堆（储料）与仓壁之间的摩擦接

触关系直接决定着本次模拟分析的成败，储料颗

压力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并且随着深
度的增加，粮食内部的正压力也是逐渐增加，在
粮仓的角落处，粮食的正压力减小最明显；当最

粒尽管堆积在一起，但是在挤压过程中仍然避免

大滑动摩擦系数增大时，仓壁处的压力下降更多。

不了形变，并且粮食颗粒与仓壁之间的形变差异

3.2

不同深度处水平压力的变化分析

度很大，硬度也不相同，二者作用在一起时容易

图 3 中分别代表仓壁最大滑动摩擦系数为 0.4

是粮食颗粒产生巨大形变，边界摩擦力确实很难

和 0.5 时，粮仓内部粮食受到的水平压力分析云

产生，这就需要前期定义粮仓与粮堆二者之间的

图。水平方向压力受到的仓壁摩擦力影响最为明

接触。此外，单元选项及接触单元的实常数在接

显，在粮仓的最上方，仓壁的静摩擦力最小，所

下来模拟数值的设置中，FKN 的值要足够的大，

以粮食在水平方向上的压力受仓壁的影响也就比

它代表了法向接触刚度，目的是使接触穿透量变

较小，模拟中出现中间小，两头大的曲线也是在

小，FKN 取值范围通常在 0.1~10 之间，这里对于

合理的范围之内，总体趋势和竖直方向的压力一

形变量较大的粮堆来说，可以取默认值 1.0。最大

样，都是随着仓壁的摩擦力作用，装粮位置越深，

穿透容差是 FTOLN，这个值一旦被穿透将开

仓壁处的压力就越小；粮食颗粒内部，越靠近仓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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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深度处粮仓内部竖直方向的压力

图3

不同深度处粮仓内部水平方向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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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越小，中间位置粮食产

析云图。和前两项数据分析一样，以仓底部中线

生的水平压力就越小。

为原点，分别在不同高度处，分别提取该高度下

3.3

对应的相对静摩擦力，为了更加清楚地观察，通

不同深度处相对静摩擦力的变化分析
图 4 中分别代表仓壁最大滑动摩擦系数为 0.4

和 0.5 时，粮仓内部粮食受到的相对静摩擦力分

图4

过 origin 提取了距离粮仓中心点不同位置下每隔
1 m 粮高所对应的相对静摩擦力。

仓壁相对静摩擦力变化规律

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分别提取粮仓内部不

摩擦力的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深度

同装粮深度处仓壁与粮食颗粒所产生的相对静摩

的增加而逐渐变大，但在整体上并不会呈现出线

擦力，通过水平方向压力的测量，由 f=uN 求取出

性关系。图中可以看到，在 7 m 深处，相对静摩

不同高度处仓壁的相对静摩擦系数，并根据粮食

擦力增加的速率突然减小，甚至可以看到当深度

颗粒与粮仓的属性找出该条件下相对静摩擦系数

达到 8.5 m 时，相对静摩擦力的值会出现减小的

的分布规律。如图 5 所示，不同深度处的相对静

情况，并将一直持续到底部。这些现场在实际实
验中都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了，表明此次模拟的结
果是真实有效的，但也存在着不足，比如在 7 m
到 8.5 m 所出现的增长速率减小现象并不明显，
这是由于有限元分析在网格划分时精度不高及粮
食颗粒的本身产生了形所造成，除此之外，DP 本
构模型在求解中的不收敛性，以及接触单元与目
标单元的在模拟时参数设置合理与否，这些情况
都会导致分析结果与实验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

4
图5

相对摩擦力随深度的变化规律

结语
通过有限元软件进行模拟分析粮仓与粮食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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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之间的相对静摩擦力及粮食内部之间的水平压
力与竖向压力，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eccentricity[J]. Granular Matter, 2014, 16(3): 327-337.
[2]

during cyclic direct shear test[J]. Granular Matter, 2015, 17(4):

前期通过物理参数的选取、接触单元的定义、本
构模型的选取等几个重要关键点对建立的有限元

439-446.
[3]

模型进行仿真求解，最后经粮食内部水平压力及

摩擦力值，最终通过 origin 软件的辅助进行相关

hydrodynamics[J]. Aiche Journal, 2015, 62(5): 1417-1429.
[4]

[5]

[6]

diffrac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J]. Granular Matter, 2013,
15(3): 275-286.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 Structures, 2014, 51(25–26):

的水平面上，模拟仓内的竖向压力和横向水平压

4414-4418.
[8]

数值变化的主要原因。
（2）在模拟分析中，当粮堆深度较小时，不
同位置的横向水平压力均随着深度增加而呈线性
增加；在接近粮仓底面的上方，横向水平压力慢
慢地偏离原来线性增长趋势，最后表现出压力值
小于中间的压力值现象。而仓壁处相对静摩擦力
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快要达到底层时增加
速率减小，并且相对摩擦力越来越小，摩擦力的
大小逐渐接近粮堆上表面的相对静摩擦力。
（3）在一定的粮仓与粮食种类下，仓壁与粮
食之间的相对静摩擦系数是不同的，这一点和最
大滑动摩擦系数不一样，它伴随深度的增加呈先
增加后减小趋势，并且在很深一段距离上表现出
良好的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上部和仓底两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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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内摩擦系数，内摩擦的影响是导致二者

SMITH A L, WENSRICH C M. The effects of particle dynamics
on the calculation of bulk stress in granular media[J].

（1）通过有限元模拟分析，在装粮深度相同

压力，这是因为粮食颗粒是散体，在粮食内部具

WENSRICH C M, Kisi E H, Luzin V. Non-contact stress
measurement in granular materials via neutron and X-ray

测量提供的一种新思路与新方法，会使得实验的

力从仓壁到仓中心位置是逐渐变大的，在仓壁处

李顺群, 冯望, 王英红. 一种微结构颗粒体分布特征的分析
方法[J]. 岩土力学, 2013, (3): 731-736.

寻找仓壁相对静摩擦力的方法为粮食数量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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