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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变换（ＨＨＴ）中原经验模态分解法在信号存在中断时出现模态混叠问题，研究了

利用噪声辅助的分解方法———总体平均经验模态分解法（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ＥＭＤ）的

分解过程及其噪声控制。将此改进的分解方法结合随机减量技术获取振动信号的自由衰减响应，为进一步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识别模态参数提供有效数据。将该方法结合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ＧＰＳ实测数据进行了模态识

别，结果表明，利用噪声辅助的总体平均经验模态分解法（ＥＥＭＤ）能够有效地克服分解过程中的模态混叠现

象，使桥梁模态清晰地分解开来。

关键词：总体经验模态分解法；动态特性；随机减量技术；希尔伯特黄变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５８

　　桥梁模态参数识别的主要任务是从测试所得

的数据中，确定振动系统的模态参数（固有频率、

阻尼比和振型）。结构实测的模态参数与设计模

态参数相比较可用于修正设计模型和验证设计方

案的可行性，并用于桥梁结构的振动控制、健康监

测和损伤诊断，为确定桥梁运行状态提供可靠的

科学依据［１］。

近年来，工程界发展了基于环境激励（包括地

脉动、风载以及行车荷载等）的模态测试分析方

法，利用结构的动态响应来直接识别模态参数，较

传统测试结构方法，不需要额外的激振设备，不妨

碍交通，更适用于结构在线健康监测。然而，在环

境激励下的结构振动信号多为非线性、非平稳信

号，传统的时域和频域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２］。目前发展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ＨＨＴ）理论能够在时频域内对信号进

行分析处理，其依据信号本身的局部特征信息进

行自适应分解，不需要预先设定参数，因此，克服

了依赖预测人员主观经验的问题，且具有较强的

抵抗噪声能力，能更好地反映信号的本质特征。

ＨＨＴ信号处理方法被认为是对以Ｆｏｕｒｉｅｒ

变换为基础的线性和稳态谱分析的一个重大突

破［３］。它不受Ｆｏｕｒｉｅｒ分析的局限，可依据数据

本身的时间尺度特征进行模态分解，分解过程中

保留了数据本身的特性。ＨＨＴ由经验模态分解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方法和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ＨＴ）两部分组成，其核心是ＥＭＤ。

信号通过ＥＭＤ可得到有限的几个独立的、近乎

周期性本征模态函数（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ＭＦ）及余项，使得瞬时频率具有实际的物理意

义。然后再对各ＩＭＦ分量进行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得

到信号能量在时间尺度上的分布规律。但是，

ＥＭＤ有时会出现由于信号中断而产生的模态混

频现象，影响分解效果，破坏ＩＭＦ的真实物理意

义。Ｗｕ等利用白噪声分解特性，对ＥＭＤ作了改

进，发展了总体平均经验模态分解（ＥＥＭＤ）的方

法，能够很大程度地减弱混频现象。在此，本文结

合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ＧＰＳ动态监测数据，验证

改进 ＨＨＴ识别非平稳振动信号模态参数的有效

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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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体平均经验模态分解

文献［４］对经典ＥＭＤ的算法进行了详细介

绍。为改善上述混频问题，文献［５］在２００５年提

出了ＥＥＭＤ方法
［５］。

１．１　犈犈犕犇过程

１）在目标数据狓（狋）上加入白噪声序列狑（狋）

来获得一个总体犡（狋）：

犡（狋）＝狓（狋）＋狑（狋） （１）

　　２）对犡（狋）进行ＥＭＤ分解，得到各个ＩＭＦ

分量：

犡（狋）＝∑
狀

犼＝１

犮犼＋狉狀 （２）

式中，犮犼为第犼个ＩＭＦ分量；狉狀为趋势项。

３）每次加入不同的白噪声序列，并重复步

骤１）、步骤２）：

犡犽（狋）＝∑
狀

犼＝１

犮犼犽＋狉狀犽 （３）

　　４）把分解得到的各个ＩＭＦ均值作为最终的

结果：

犮犼 ＝
１

犖∑
犖

犽＝１

犮犼犽 （４）

式中，犖 表示总体个数。

ＥＥＭＤ中所加噪声的影响服从以下统计规

律：

ε狀 ＝
ε

槡犖
（５）

式中，ε为噪声的幅度；ε狀为最后标准偏差，是输入

信号与相应的ＩＭＦ之间的误差。当总体数目取

５０，噪声的标准差与原信号的标准差之比为０．１

时，分解后噪声的标准差将小于原误差的１％，能

够取得较好的分解结果。

１．２　利用犈犈犕犇方法分解中断信号

如图１所示为一带有中断的信号。信号的中

间被频率较高的另一个信号占据，构成了一组含

有中断信号的数据。分别使用ＥＭＤ和 ＥＥＭＤ

分解方法得到的结果见图２。从图２（ａ）可以看

出，两种频率的信号互相严重干扰，应有的尺度

没有被分解出来。而图２（ｂ）显示ＥＥＭＤ结果中

ＩＭＦ２已经基本还原了原信号。可见利用若干组

图１　带有中断的信号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总体的平均能够克服模态混叠，使信号中隐含的

各个尺度清晰分解开来。

图２　ＥＭＤ与ＥＥＭ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ＭＤａｎｄＥＥＭＤ

２　基于 犎犻犾犫犲狉狋变换的模态参数识

别

　　有阻尼单自由度系统的自由振动运动位移响

应方程为：

狔（狋）＝犃０ｅ
－ξω狀狋ｃｏｓ（ω犱狋＋０） （６）

式中，犃０ 为幅值；ω狀为无阻尼自振频率；ω犱为有阻

尼自振频率；０为初始相位角；ξ为阻尼比；与狔（狋）

对应的解析信号为狕（狋），可得到基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

换的模态参数识别方法，即

狕犪（狋）＝狔（狋）＋ｊ犎［狔（狋）］ （７）

式中，犎［狔（狋）］表示狔（狋）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于是即

可得到单自由度粘滞阻尼系统脉冲响应信号的幅

值和相位函数［６］：

狕犪（狋）犃０ｅ
－ξω狀狋 （８）

∠ 狕犪（狋［ ］）ω犱＋０ （９）

进行导数运算有：

ｌｎ狕犪（狋）＝－ξω狀狋＋ｌｎ犃
ｄｌｎ狕犪（狋）

ｄ狋
＝－ξω狀（１０）

ｄ∠ 狕犪（狋［ ］）

ｄ狋
＝ω犱 ＝ω狀 １－ξ槡

２ （１１）

从脉冲响应信号幅值的半对数直线斜率以及相位

的直线斜率即可识别阻尼比ξ和自振频率ω狀：

ω狀 ＝
ｄｌｎ狕犪（狋）

ｄ（ ）狋

２

＋
ｄ∠ 狕犪（狋［ ］）

ｄ（ ）狋槡
２

，

ξ＝
－
ｄｌｎ狕犪（狋）

ｄ（ ）狋

ω狀
（１２）

　　对于环境随机激励，ＥＥＭＤ后的结构模态响

应，实际上是由自由振动响应和外荷载引起的强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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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振动响应两部分组成［７］。因此，这里引入随机

减量技术（ＲＤＴ）提取结构模态自由振动响应，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法识别模态参数提供有效数据。

３　随机减量技术（犚犇犜）

随机减量技术是由Ｃｏｌｅ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

是对进一步时域模态参数识别法输入数据的预处

理。

粘性阻尼的单自由度振动系统在零均值的平

稳随机激励犳（狋）作用下运动位移响应为：

狔（狋）＝狔（０）犇（狋）＋狔（０）犞（狋）＋

∫
狋

０
犺（狋－τ）犳（τ）ｄτ （１３）

式中，狔（０）和狔（０）分别为系统振动的初始位移和

初始速度；犇（狋）为初始位移为１且初始速度为０

的系统自由振动响应；犞（狋）为初始位移为０且初

始速度为１的系统自由振动响应；犺（狋）为系统单

位脉冲响应函数。选取一个适当的常数犃 去截

取一个随机振动相应信号狔（狋），可得到一系列不

同的焦点时刻狋犻（犻＝１，２，…，犖）。对于自狋＿犻时

刻起开始的响应狔（狋－狋犻）为：

狔（狋－狋犻）＝狔（狋犻）犇（狋）＋狔（狋犻）犞（狋）＋

∫
狋

狋犻

犺（狋－τ）犳（τ）ｄτ （１４）

由于激励犳（狋）是平稳的，时间的起点并不影响其

随机特性，则将狔（狋－狋犻）的一系列时间起始点狋＿犻

移至坐标原点，可获得响应的一系列随机过程的

子样本函数狓犻（狋）（犻＝１，２，…，犖），取狓犻（狋）的统

计平均得：

狓（狋）＝
１

犖∑
犖

犻＝１

狓犻（狋） （１５）

　　由于激励犳（狋）是平稳的纯随机振动且均值

为０，系统振动响应狔（狋）、狔（狋）同样是均值为０的

平稳随机振动，故：

狓（狋）≈犃犇（狋） （１６）

　　由此获得初始位移初始速度为０的自由振动

响应，以此作为模态参数识别的输入数据。

４　基于改进 犎犻犾犫犲狉狋犎狌犪狀犵的桥梁

自振特性分析

４．１　桥梁工程概况

本文针对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在环境激励条

件（地震脉动、风及交通荷载综合作用）引起的桥

面振动，利用ＧＰＳ动态监测技术采集的振动响应

数据来分析其动态特性［８］。测试中一个 ＧＰＳ监

测点位于桥梁主跨的中间位置，ＧＰＳ差分基准站

设置在长江北岸大堤的强制归心观测墩上，基准

站至监测点的距离在１ｋｍ左右。大跨度桥梁的

主要振动频谱区域一般在０～２Ｈｚ范围。ＧＰＳ

监测点所得数据均值化后的时程曲线如图３。

图３　监测点的时程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ＳｅｒｉｅｒｓｏｆＭｏｒ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４．２　数据分析

首先对实验所获取的三维数据转换为桥轴坐

标系下的三维坐标（狓，狔，犺）。分别利用 ＥＥＭＤ

对其进行分解，噪声幅值ε为０．１，总体个数犖 为

５０。狓、狔、犺各方向时程曲线分解后得到前７个

ＩＭＦ，如图４所示。根据ＥＥＭＤ分解特性及已有

有限元理论计算值得到该桥梁自振频率在０．１～

１之间，图中各方向ＩＭＦ１～ＩＭＦ３的傅立叶频谱

的正态分布形状以及幅值大小，可以看出前三个

模态所包含的信号为采集到的高频噪声，因此可

以剔除该部分ＩＭＦ分量。而ＩＭＦ４则显示了桥

梁振动各方向的第一阶模态，有少部分能量泄露

到ＩＭＦ５中。

利用随机减量技术ＲＤＴ从分解后的各方向

的ＩＭＦ４、５之和提取桥梁自由振动衰减响应，根

据各分量自相关函数确定响应时间间隔，见图５。

基于获得的自由振动衰减响应数据，利用 Ｈｉｌｂｅｒｔ

变换模态识别方法求得相位幅值和相位角。为了

更有效地确定模态参数，对信号的幅值和相位曲

线进行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如图６所示。根据公

式（１４）求得桥梁狓、狔、犺各方向的固有频率ω狀 与

阻尼比ξ如表１所示。

表１　模态识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固有频率／Ｈｚ 阻尼比／％

狓方向 ０．２３０６ ０．２０

狔方向 ０．２３０６ ０．２７

犺方向 ０．２９１３ ０．１５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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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狓、狔、犺各方向ＥＥＭＤ分解结果（前７个分量）和各自傅立叶频谱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ｍｅｒ７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ＥＥＭ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ｏｕｒｉ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ｉｎ狓、狔、犺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５　狓、狔、犺各方向自由振动衰减响应

Ｆｉｇ．５　Ｆｒｅ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

狓、狔、犺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６　各方向自由振动相应对数

幅值和相位角曲线拟合

Ｆｉｇ．６　Ｆ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

Ｆｒｅ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狓、狔、犺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３　结果对比分析

基于环境激励的结构模态参数识别问题是在

输入、系统和输出三者知其一的情况下确定系统

参数的问题，已知条件不充分。因此，在实际应用

中，对参数识别结果可靠性及精度的检验难以确

保，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方法加以校核。

根据大跨度桥梁动力特性的理论与经验计算分析

方法［９］，武汉白沙洲大桥的竖向弯曲（第一对称竖

弯）基振频率的理论计算值为０．２８２７Ｈｚ，横向

弯曲（第一对称横弯）的基频计算值为０．２１２６

Ｈｚ，该数值与ＨＨＴ的识别结果吻合较好。基于

经验公式法建立在若干假设基础上，因此，计算得

到的结果并不是结论性的，需要考虑这些假设的

潜在影响。简化计算公式法是将结构振动响应积

分简化为简便的代数运算，与积分算法相比较来

说其计算结果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对于结构动

态特性的分析，模态分析实验是估测和检验有限

元分析结果的重要方法，基于改进 ＨＨＴ的模态

识别方法能够依据实际结构振动响应观测数据，

且避免了峰值法中峰值拾取的主观性及阻尼估计

可信度低等缺点，其模态识别结构更具客观实用

性。各种方法的识别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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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正桥主跨的自振频率计算值与犎犎犜

识别结果对比／Ｈｚ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Ｈ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ｓＭｉｄｄｌｅＳｐａｎ

有限单

元法

经验公

式法

简化计算

公式法

峰值法

（ＧＰＳ）
ＨＨＴ法

竖弯基频 ０．２８２７ ０．２４２７ ０．２７２５ ０．２９３２ ０．２９１３

横弯基频 ０．２１２６ － － ０．２２９９ ０．２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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