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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元某前副车架系统性的性能分析
周

均，任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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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分析某前副车架结构性能、预测其疲劳寿命，利用 CATIA 软件建立前副车架三维模型，经过有限元
分析软件 HyperMesh 建立有限元模型，对其进行静态和模态分析，结合疲劳寿命分析软件 FE-SAFE 以准静态
疲劳分析方法对前副车架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通过研究分析，确定了前副车架容易出现疲劳破坏的位置，并
做出相应的评估，为前副车架的结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总结了一套对副车架前期全面有效的仿真分析
方法，同时能够节约成本、缩短整车的研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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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 front sub-frame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ZHOU Jun, REN Guangsheng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performance and predict the fatigue life of a front sub-frame,
CATIA software is used to establish 3D mode of front sub-frame, and its finite element model (FEM)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HyperMesh, to analyze the static and modal of the
front sub-frame.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front sub-frame is analyzed by the fatigue life analysis software
FE-SAFE with quasi-static fatigue analysis method.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position of the
front sub-frame which is prone to fatigue damage is determin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assessment is made,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the front sub-frame. A set of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imulation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ub-frame is
summarized, which can save the cost and shorten the whole vehicle development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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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汽车工业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汽车的操控性与舒适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副车架作为底盘系统的

重要承载部件，起到连接悬架、悬置与车身的作用，使底盘系统构成一个紧凑的整体，同时能减小由路
面、发动机传入的振动和噪声，改善乘坐的舒适性[1]。副车架工作时，它频繁受到来自地面的激励与冲
击作用，其结构性能对整车性能有重要的影响。王宏楠等[2]分析了前副车架静力学下的结构性能，验证
了前副车架的刚强度是否满足要求。李伟锋等[3]分析了前副车架的模态特性，验证了仿真分析与实例模
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但这些仿真分析较单一，没有整体性地对前副车架进行有限元分析，即使前副车
架在单方面（刚强度、模态等）性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结构也存在因为共振或疲劳而产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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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通过建立某前副车架三维模型，利用有限元软件对前副车架进行静态、动态疲劳分析，
以发现结构薄弱环节，并确定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是否满足前副车架的各项性能指标。研究提出
了一套完整的仿真分析流程，旨在为前副车架结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1

前副车架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前副车架三维模型运用 CATIA V5R20 建立，如图 1 所示，并以 IGS 格式导入有限元前处理软件

HyperMesh 中对三维模型进行简单处理，忽略不必要的几何特征并抽取几何模型的中面，提取前副车架
有限元模型。
前副车架有限元模型建立的准确性直接影响模型仿真计算结果的精度。前副车架是采用不同厚度的
热钢板冲压而成的钣金件，为保证模型计算的精度值，根据相关企业网格划分标准，网格单元主要采用
边长大小为 5 mm 的矩形壳单元对前副车架进行网格划分。为获得良好的分析结果，在关键连接点处进
行网格细分，少量三角形单元起过渡作用。采用 RBE2 刚性单元模拟焊接，将前副车架不同壳体构件连
接为一个整体，完成网格划分与焊接之后对单元质量进行检查[4]，检查标准以满足单元最大边长不大于
6 mm，最小边长不小于 4 mm；aspect 之比大于 5；雅可比大于 0.6 等参数要求。最终得到的前副车架有
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1
Fig. 1

图2

前副车架三维模型

3D model of front sub-frame

Fig. 2

前副车架有限元模型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front sub-frame

前副车架有限元模型单元总数量为 31 502，节点数为 31 874. 计算仿真时前副车架材料属性定义为：
弹性模量 2.1 × 105 MPa，泊松比 0.3，密度 7.8 × 103 kg/m3，抗拉强度 560 MPa，屈服强度 350 MPa.

2

前副车架结构强度

2.1

前副车架载荷计算
汽车在多种路况中行驶，前副车架作为底盘系统中

的一部分，起到重要的承载作用，采用有限元法对前副
车架进行结构分析，了解前副车架应力应变分布情况，
找到应力集中结构较弱的部分，为前副车架结构优化提
供理论依据。基本计算参数如下：整车质量 M 为 1 563 kg，
轴距 L 为 2.756 m，前轴荷载 M F 为 826 kg，质心高度 H
为 0.5 m. 本文在制动工况下对汽车前副车架进行静力学
分析，整车受力分析简图如图 3 所示。为便于计算分析，

图3
Fig. 3

整车制动工况受力分析简图

Brief diagram of the force analysis in the whole
vehicle brak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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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汽车质心在两轴间随整车加速度的变化而发生的移动，通过受力方程计算在制动工况下轮心位置处
的载荷， Fx1 为轮胎受 x 轴反向的力， Fz1 为轮胎受 z 轴正向的力， a 为制动加速度，取 a = 0.8 g ，路面附
着系数 μ x 取 1.
根据受力分析，以后轮与地面接触点为参考原点，将参数变量带入式（1）中计算前轮受力情况。
⎧2 Fz1 ⋅ L − Ma ⋅ H − M F g ⋅ L = 0,
⎨
⎩ Fx1 = Fz1 ⋅ μ x .

（1）

利用 ADAMS/Car 动力学分析软件建立动力学模型提取各点载荷[2]。将计算所得的载荷加载到轮心
处，通过运动仿真分析得出前副车架各连接点处的受力载荷，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前副车架制动工况载荷

Braking load of front sub-frame

制动工况

Fx/N

Fy / N

Fz/ N

Tx/(N·mm)

Ty/(N·mm)

A

2 315.7

−6 282.0

425.3

−10 743.0

−357.2

3 351.0

B

2 617.5

6 637.5

441.1

11 264.3

338.0

−3 026.4

C

5 469.0

7 735.3

−153.7

−7 646.3

−185.7

5 109.7

D

5 516.2

−7 892.1

−169.5

7 874.6

204.4

−5 634.4

Tz/(N·mm)

注：Fx、Fy、Fz 分别为 A、B、C、D 点在制动工况下沿 x、y、z 三个方向受到的力，Tx、Ty、Tz 分别为 A、
B、C、D 点绕 x、y、z 三个方向受到的力矩

2.2

前副车架静力分析
根据前副车架实际通过 4 个橡胶垫与车身进行安装连接，通过刚性单元将安装点连接为 1 个集中点，

对安装点施加约束，限制安装点处 x 、 y 、 z 3 个平动方向的自由度以及绕 3 个轴旋转方向的自由度；完
成边界约束条件后将表 1 中计算的载荷施加到前副车架与摆臂连接点处。约束与加载位置如图 2 所示，
然后提交到 ANSYS 中进行静力学计算。前副车架在制动工况下的应力云图如图 4 所示，应变云图如图 5
所示。

图4
Fig. 4

图5

前副车架应力云图

Stress cloud diagram of front sub-frame

Fig. 5

前副车架应变云图

Strain cloud diagram of front sub-frame

由前副车架应力云图分析可知，在制动工况下车轮受到来自地面的冲击并通过摆臂作用到前副车架上，
由于右前端结构强度有些不足，最大应力出现在摆臂与前副车架的右前端连接处，最大应力为 263.053 MPa，
未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 350 MPa，结构大部分受到的应力均小于 87 MPa. 通过安全系数对结构强度进行
评估，材料屈服强度与副车架最大应力的比值为 1.33，安全系数大于 1. 由应变云图可以看出，前副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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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最大位移为 0.53 mm，位于前端铰接处，前副车架结构刚强度在制动工况下均满足要求。

3

前副车架模态分析方法的选取
模态分析是研究结构动态性能的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基于线性叠加原理，即将一个结构复

杂的振动视为无数阶模态叠加的结果，各阶模态的叠加即结构固有振动特性[5]。随着模态分析研究内容
的深入，模态分析已被广义的理解为系统动力学分析以及其他相关应用领域分析的基础，通过模态分析
可以获得系统结构的固有频率和频率相对应的模态振型。为获得结构的模态参数，根据前副车架的实际
安装情况对结构进行约束模态分析，约束点对应位置如图 2 所示，约束安装点 6 个方向的自由度，模态
分析采用兰索斯法（Block Lanczos）提取结构的模态参数，由于高阶模态能量占比低、对结构振动影响
较小，因此提取前副车架前 4 阶模态，模态振型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前 4 阶频率与振型描述如表 2 所示。

图6
Fig. 6

图7

前副车架一阶水平弯曲模态图

First-order horizontal bending modal diagram of
front sub-frame

Fig. 7

前副车架一阶水平扭转模态图

First-order horizontal torsional modal diagram of
front sub-frame

根据模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前副车架 1 阶约束弯曲模态的频

表2

率为 234.545 Hz，在汽车行驶过程中主要受到来自地面和发动机的

Tab. 2

激振频率。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路面状况得到很好的改善，目前由
路面产生的激振频率一般在 25 Hz 以下[6]；汽车在怠速工况下发动
机转速为 600 r/min，正常行驶时发动机的转速为 3 000 r/min，发
动机产生的激振频率为 f = 2 zr /60n（ z 为发动机缸数，r 为发动机
转速， n 为发动机冲程数），汽车发动机为 4 缸 4 冲程，转速 r 在

前副车架前 4 阶模态分析结果
4th-order modal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front sub-frame

阶数

频率/Hz

振型

1

234.545

水平面弯曲

2

326.730

水平面扭转

3

382.502

前后弯曲

4

531.325

复合模态

怠速时为 600 r/min，正常行驶过程中为 3 000 r/min，通过上式计算可知发动机激振频率范围为 20～100 Hz.
由此可知，前副车架低阶固有频率均高于路面和发动机所产生的激振频率且差距较大，前副车架与地面、
发动机不会产生在共振情况下的疲劳破坏。

4

前副车架疲劳寿命分析

4.1

疲劳寿命分析类型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受到来自地面、发动机产生的激励振动以及各种工况下所产生的瞬态冲击，并通

过轮胎、摆臂作用于前副车架，在不断受到外在激励作用下而产生疲劳破坏，前副车架结构的耐久性能
对整车性能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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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包括时域和频域两种方法。时域分析方法是结构在单位载荷作用下将获得的响应
信号线性叠加，结合材料 S-N 曲线和线性损伤理论获得结构的寿命和损伤，对结构进行寿命预测，常用
于分析准静态问题[7]；频域分析方法是通过概率统计方法表示结构在某频率下应力幅值的概率密度函数，
常用于分析结构受到动态载荷频率与结构固有频率之间产生干涉或较为接近时引起的共振，在共振频率
下结构发生的振动疲劳破坏。
选取准静态疲劳分析和振动疲劳分析方法界定结构低阶固有频率与外在激励频率之间的关系。根据
试验及相关经验以低阶固有频率和外在激励频率差距的大小进行选取，频率差较大时可以选取准静态疲
劳分析方法对结构进行疲劳分析，反之则考虑振动疲劳分析方法对结构进行疲劳分析[7]。由于前副车架
与外在激励之间的频率差较大，不会产生共振现象破坏，因此可选择准静态疲劳分析方法对前副车架进
行疲劳寿命分析。
4.2

S-N 曲线估算与 Miner 理论
疲劳寿命可定义为结构零部件在循环载荷作用下结构发生疲劳破坏的应力循环次数。前副车架采用

准静态疲劳分析方法对结构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通过单位载荷下结构应力分布判断结构薄弱部位，并结
合载荷谱与材料 S-N 曲线进行疲劳寿命分析。
S-N 曲线是材料所承受的应力副水平与该应力副下发生疲劳破坏时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的关系曲
线图，通常以冥函数 σ c N = b 的形式表示（ σ 为应力副或最大应力，N 为达到疲劳极限时的循环次数，c 、

b 为材料常数）。S-N 曲线可以通过疲劳试验获得，或基于材料的强度极限和屈服极限通过经验公式计算
获得[8]。
根据前副车架材料为 Q345，抗拉强度为 560 MPa，
屈服强度为 350 MPa，采用名义应力法估算得到 S-N
曲线，考虑曲线受到零部件形状、尺寸、表面状况、
平均应力的影响，采用 Goodman 方程对 S-N 曲线进行
修正，S-N 曲线如图 8 所示。
前副车架属于高周疲劳构件，当材料不断受到循
环载荷的作用时将对材料产生一定量的损伤，并且损
伤是不断累积的。材料疲劳损伤程度与应力循环次数
成正比，当达到某个能量极限时，疲劳破坏就会发生，

图8
Fig. 8

材料 S-N 曲线
Material S-N curve

[9]

载荷历程中产生的损伤是独立的，可按线性累加 。根据 Miner 理论判断材料疲劳累积损伤为

D=∑
i

ni
，
Ni

（2）

其中，ni 为 i 载荷作用下的循环次数； Ni 为 i 载荷下的疲劳寿命。当 D 值大于等于 1 时构件开始出现破坏。
4.3

载荷谱的编制
前副车架在制动工况下的受力情况如表 1 所示，根据表 1 中的数据拟定载荷谱。A、B 为摆臂前端

左、右连接点，C、D 为摆臂后端左、右连接点，连接点所受到的载荷为范围内的波动栽荷，为了能够
很好地模拟前副车架在循环载荷作用下对结构产生的影响，取摆臂前端 A、B 点同方向载荷最大受力为
载荷峰值， 同理摆臂后端选取 C、D 点同方向载荷受力为载荷峰值编制载荷谱，由于试验条件和分析有
限，疲劳分析试验采用循环负荷的形式进行加载，以频率为 1 Hz 的正弦变化规律进行理想疲劳分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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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副车架结构的非对称性，对 4 个连接点分别施加载荷历程，载荷由 x、y、z 3 个方向组成，编制载荷
历程如图 9 所示。

图9
Fig. 9

前副车架载荷历程

Load history of front sub-frame

a—A、B 点 x 方向；b—A、B 点 y 方向；c—A、B 点 z 方向；d—C、D 点 x 方向；e—C、D 点 y 方向；f—C、D 点 z 方向
a-x direction at point A and B; b-y direction at point A and B; c-z direction at point A and B; d-x direction at point C and D;
e-y direction at point C and D; f-z direction at point C and D

4.4

基于 FE-SAFE 的疲劳计算
FE-SAFE 是高级疲劳寿命分析软件，拥有计算精度高、功能全面、算法先进等优点，常用于有限元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与预测。在 FE-SAFE 中输入载荷历程并定义材料属性为 Q345，预设定寿命为 107，提
交至 FE-SAFE 中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通过 ANSYS 读取后处理 RST 文件，得到前副车架的疲劳寿命云图
如图 10 所示。
寿命云图以对数的形式显示，通过寿命云图可知在疲劳作用下失效的循环次数，疲劳寿命 N 与寿命
云图结果 S x 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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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理论计算得到前副车架的循环次数为 104.045 8，与预定寿命 107 有一定的差距，可知前副车架结
构设计存在不足。从理论计算结果来看，结构其余部位实际寿命与预设定寿命相近，满足前副车架工作
要求。局部云图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损伤位置位于前副车架右前端与摆臂连接点处，位置与静力学
分析的最大应力位置基本一致，此处即为结构寿命薄弱区域。

Fig. 10

图 10 前副车架疲劳寿命云图
Cloud diagram of fatigue life of front
sub-frame

Fig. 11

图 11 前副车架疲劳寿命局部云图
Local cloud diagram of fatigue life of front
sub-frame

由于结构受到交变应力作用，该区域最有可能先出现裂纹，在累计疲劳损伤下发生破坏，最终导致
结构失效。

5

前副车架结构优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静力学与疲劳寿命分析的过程中，前副车架结构薄弱部分位于前副车架右前端

与摆臂连接点处。由于结构受到来自 x 和 y 方向较大的载荷，前副车架右前端在挤压作用下结构产生破
坏，因此需要对结构进行优化，在同时考虑成本及空间安装位置的情况下，在前副车架左右前端处增加
两个加强件，增强 x、y 方向抵抗变形的能力，如图 12 所示。通过仿真计算可以发现优化后的结构疲劳
寿命有所提高，循环次数为 104.457 3，相比优化前提高了 17 549.4 次，对结构起到了一定的加强作用，如图
13 所示。

Fig. 12

图 12 前副车架结构优化有限元图
Optimized finite element diagram of front sub-frame
structure

图 13 前副车架结构优化疲劳寿命云图
Fig. 13 Optimized fatigue life cloud diagram of front
sub-fram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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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有限元分析以某车型前副车架为研究对象，得到了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对前副车架进行静力学

分析，验证了结构的刚强度符合使用要求，同时找到了结构中较薄弱的环节。采用准静态疲劳寿命分析
方法，预测了前副车架疲劳寿命，校核了结构中较薄弱的环节与静力学分析结构中薄弱位置相一致，并
对结构进行了优化。
本文通过有限元分析，总结了一套对前副车架全面有效的仿真分析方法，从静态、动态到疲劳寿命及
结构优化的分析过程，为前副车架结构的设计与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对其他整车零部件的分析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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