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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悬架螺旋弹簧疲劳断裂仿真分析与寿命估算

摘要

本文对小轿车悬架螺旋弹簧全寿命里程实际二维疲劳载荷谱进行了编

制，为对螺旋弹簧进行疲劳寿命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对螺旋弹簧进行

疲劳断裂仿真，是为了再现螺旋弹簧断裂部位和弹簧断面形状。在I、II、

Ⅲ工况下分别对螺旋弹簧进行剩余寿命估算，旨在得到各工况下螺旋弹簧

的虚拟寿命，可为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路一车"一体二自由度小轿车独立悬架振动模型来代替汽车在试

验场上和行驶在道路上的振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悬架螺旋弹簧载荷一

时间历程仿真模型来代替贴应变片获取载荷的方法。对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

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将短距离的载荷谱向长距离外推，得到了螺旋弹簧全寿

命里程8×8标准二维疲劳载荷谱。

利用APDL语言与宏技术组织管理Ansys的有限元命令对悬架螺旋弹簧

实现参数化建模。对螺旋弹簧在有限元软件Ansys中进行了静力分析，验

证了弹簧实体模型的合理性，在ANSYS／LS．DYNA程序系统中对螺旋弹簧

进行动力分析，模拟弹簧全寿命里程的受力情况，在ETA／VPG中进行疲劳

分析找到了疲劳损伤最严重的部分，这是螺旋弹簧疲劳源易产生的地方，

是螺旋弹簧容易损伤的部位。

在疲劳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中，采用最大周向应力理论、增量步裂



纹扩展分析方法和Paris模型模拟螺旋弹簧表面裂纹的扩展情况和对弹簧剩

余寿命进行了估算，得到了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以及裂纹尺寸和循

环周次的关系。

关键词：螺旋弹簧全寿命参数化建模Fra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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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BILE SUSPENSION HELICAL SPIUNG

FATIGUEFRACTURE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LIFE ESTIMATION

ABSTRACT

The two—dimensional fatigue loading spectrum of automobile suspension

helical springs for the whole life was fulfilled in this paper,for on analyzing

fatigue life of the helical springs provides necessary foundation．To reproduce

the breaking location and cross-section shape，helical springs fatigue fracture

process was simulated．helical springs residual life were estimated under I、II、

III conditions，for getting the spiral spring under various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virtual life，also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related topics lay the foundation．

Through built the¨road·car¨two freedom degrees independent suspension

vibration model to replace the vibration of CarS driving in test field and in the

road，and on this basis，suspension helical springs load-time history simulation

model was built to replace the load which the strain gauge obtain．The load-

time history were processed by the method of statistical analysis，the 8 X 8

standard two-dimensional fatigue loading spectrum of helical springs for the

whole life was fulfilled by short distance loading spectrum extrapo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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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ameter modeling of suspension helical springs was built by APDL

language and macro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SYS finite

element command．The rationality of helical spring entity model was validated

by static analysis in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SYS．The stress of helical

springs for the whole life was simulated by dynamic analysis in

ANSYS／LS_DYNA program system，the worst part of fatigue damage found by

fatigue analysis In VPG／ETA，t is helical spring fatigue source engender place

and easy the site of injury．

In Franc3D fatigue fracture analysis software，helical spring expansion of

surface crack was simulated by t11e maximum circumferential stress theory and

incremental steps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method，and helical spring residual

life are estimated by Paris model，got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t the crack front，

and got relationship the crack dimensions with cyclic．

KEY WORDS：Helical Springs；The whole life；Parametric modeling；Fra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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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符号 意义 单位或量纲

C 减振阻尼系数 Ns／m

d 弹簧丝直径 历

D 弹簧中径 聊

Dl 弹簧内径 trl

D2 弹簧外径 m

G 剪切弹性模量 MPn

140 弹簧自由高度 朋

七 刚度 N／m

／I‰ 裂纹扩展门槛值 M PcI．耐o·5

K 断裂韧性 M P口m-O．J

m 质量 姆

g 路面不平度 r：t

’， 速度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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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第一章绪论

根据文献【l】我国弹簧行业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弹簧生产企业大约700多家，整个弹

簧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高508万多人，弹簧行业生产的产品共有21个大类，1600多个品

种，年产量大约有40亿件。随着汽车工业在国内的蓬勃发展，螺旋弹簧作为弹性元件，

由于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单位质量储能量较高和材料利用率好等优点，在现代小轿车

的悬架系统中应用相当普遍。在小轿车悬架系统中，螺旋弹簧主要起两大作用：①承受

由于路面不平对车身的冲击载荷；②对车身起支撑作用。

在小轿车行驶过程中，悬架螺旋弹簧质量的好坏，对车辆平稳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汽车悬架螺旋弹簧由于受到不平路面所产生的随机载荷作用，

极易发生疲劳破坏。因此，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寿命分析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要得知悬架螺旋弹簧的实际使用寿命，根据JB／T 10416．2004悬架螺旋弹簧技术

要求，需要在专用的疲劳试验机上进行疲劳试验，并且以一定的振幅、最大及最小变形

量(或平均载荷、最大或最小载荷)，在一定的频率下(1～6Hz)连续循环作用。

目前对汽车零部件进行疲劳寿命分析时所需的载荷，大都采用两种方法获取，一种

是在汽车试验场上通过贴应变片的方式获取；另一种是汽车在道路上行驶过程中通过贴

应变片的方式获取。两种方法都是贴应变片。鉴于此，本课题拟通过“路一车”一体二

自由度小轿车独立悬架振动模型来代替汽车在试验场上和行驶在道路上的振动情况，在

此基础上建立悬架螺旋弹簧载荷一时间历程仿真模型来代替贴应变片获取载荷的方法。

对载荷一时间历程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螺旋弹簧全寿命里程8×8标准二维疲劳载荷谱，

从而为螺旋弹簧进行疲劳试验、疲劳寿命估算和疲劳设计提供了的重要依据。

在疲劳试验机上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疲劳试验，可以得到螺旋弹簧的实际使用寿

命。本文借助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断裂进行仿真分析，并估算螺旋弹

簧的使用寿命，得到了螺旋弹簧的虚拟寿命，为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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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螺旋弹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螺旋弹簧的优化设计上，对预测和估算

螺旋弹簧的疲劳寿命研究方面较少，特别是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断裂仿真方面的研究，

我尚未见到。

对螺旋弹簧的优化设计，大都以弹簧的重量最轻为优化设计目标函。文献[2“】采用

簧丝直径、弹簧中径和有效工作圈数作为优化参数，又根据剪切强度要求、最大变形条

件和旋绕比等作为约束函数，建立了螺旋弹簧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并结合MATLAB编

写的程序对实例进行了计算，文献【5】优化计算结果比常规设计方法得到弹簧的弹簧丝直

径减少了8．86％，弹簧中径减少了24．36％，有效工作圈数减少了41．81％，达到了优化的

目的，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文献【7，8】以圆柱螺旋弹簧的质量作为优化目标函数，利

用机械可靠性设计和机械最优化设计方法建立了可靠性优化设计计算模型，并对具体实

例进行了应用计算，文献[8】优化计算结果比常规设计方法得到的弹簧质量大约减少了

24．8％。文献【9，10】以圆柱螺旋弹簧的质量作为优化目标函数，采用模糊设计法对螺旋

弹簧进行优化设计。文献【11，12】结合现有的弹簧设计理论及方法和ANSYS软件的优化

功能，选取以质量最轻为设计目标对两段不等节距变刚度螺旋弹簧进行优化设计，并对

具体实例进行了应用计算，文献[121优化计算结果比常规设计方法得到弹簧的弹簧丝直

径减少了2．5％，弹簧中径减少了3．9％，有效工作圈数减少了12．5％。文献[13，14]建立多

目标优化设计数学模型，得到了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最优解。文献[151应用遗传算法对

螺旋弹簧进行了优化仿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在螺旋弹簧疲劳寿命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在根据螺旋弹簧的受力状态确定其疲

劳寿命和根据螺旋弹簧的疲劳寿命的要求设计螺旋弹簧参数这两方面的研究。文献【16】

从力学原理的角度分析了螺旋弹簧失效的主要原因及其破坏机理，建立了一种疲劳寿命

估算和预测方法。文献【17】基于三维有限元法建模，对转向架圆柱螺旋弹簧的刚度和支

撑圈接触条件下的应力进行计算分析，再根据材料的S．N曲线和修正后Goodman曲线得

出了在一定R下的当量对称应力o．1 Ne，最后估算出了螺旋弹簧的疲劳寿命。文献【18】

对螺旋弹簧进行了动静态有限元分析和模态分析，得到了工作载荷下弹簧的危险部位。

文献[191根据螺旋弹簧的工作条件和材料确定其疲劳强度极限，再选取满足弹簧疲劳寿

命的最小弹簧丝直径，最后根据螺旋弹簧刚度公式确定最小刚度和有效圈数。文献【20】

利用有限元软件ANSYS对圆柱螺旋弹簧进行了应力分析，又在Ncode疲劳软件中进行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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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轴疲劳试验，得出了弹簧最容易出现疲劳破坏的区域，即弹簧内侧。

另外，文献【21~23】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实现了螺旋弹簧的参数化建模。文献[24~32】

对螺旋弹簧失效进行了研究。
，

1．3损失容限设计

根据文献【33】得知，损伤容限设计方法是根据断裂力学中裂纹扩展的相关理论和方

法确定零部件(存在缺陷或者是出现裂纹以后)的剩余寿命的一种设计方法。

1．3．1应力强度因子及断裂韧性

零部件三种基本断裂方式如图1．1所示【341。(a)为拉伸张开型也被称I型，裂纹面沿

垂直于裂纹面的方向分开；if)为平面滑移型也被称II型，裂纹面沿着垂直于裂纹前沿的

方向互相剪切；(c)为撕开型也被称Ⅲ型，裂纹面沿平行于裂纹前沿的方向剪切。

应力强度因子K反映的是裂纹尖附近区域内弹性应力场的强弱程度，它可以用来作

为判断裂纹是否发生失稳扩展的指标。K又可以分为Kt、Kn和KⅢ三种类型分别代表拉

伸张开型、平面滑移型和撕开型应力强度因子，其中K一用的最为普遍。

应力强度因子K表达式的普遍形式为：

K：砌√磊 (1．1)

(a) (b) (c)

图卜1三种基本断裂方式

Fig．1-1 nl佗e b勰ic frae船e mOde

根据上式可得以下结论：在确定的外加应力。作用下，应力强度因子K值与裂纹尺寸

a的开方成正比，a越大则K值越大，裂纹前沿区域的应力也越大；在确定的裂纹尺寸下，

随着外加应力的不断增加，应力强度因子K也不断变大，但是K值增加是有限度的，当

应力强度因子增长到一定程度，裂纹扩展的速度突然加快(即失稳扩展)，发生脆性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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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此时应力强度因子K就达到了一个临界值Kc(即断裂韧性)。

断裂韧性是在有裂纹的情况下衡量材料强度的新指标。＆值表示材料抵抗脆性断裂

的能力，Kc越大则越不易发生脆性断裂，类似于材料的韧性较好。在线弹性条件下，底

应力脆性断裂的判据为式1．2。

K≤＆ (1-2)

将式1-1带入式l-2，可得断裂时的外加应力值(即临界应力oc)。

K．吼2走 (1—3)‘

F0霄(I
＼l。’

因此，在裂纹尺寸a一定时，当工作应力满足式1．4时，就不会发生底应力脆性断裂。

仃≤吒=志
1．3．2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及剩余寿命估算

(1—4)

含裂纹构件在疲劳载荷作用下，应力循环△N次以后，设裂纹扩展量为△a(mm)，则

应力每循环一次，裂纹的扩展量就为△a／△N，其微分表示为制dN(00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d机IN越大，带有裂纹构件的寿命就越短。图1．2为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与△l(在对数坐

标系下关系曲线，其中△K_K懈．KmilI(应力强度因子范围)，l(1II缸和Kmill分别对应最大载

荷和最小载荷的最大和最小应力强度因子。

E

a 令瓿 弛奈孓

图1-2(da／dN)．△K曲线

Fig．1．2(da帅△K咖
当裂纹前沿的AK值小于某一个界限值AKth(裂纹扩展门槛值)时，裂纹扩展速率为

洲≤10刁～10’8mm]周，称为不扩展区，如图中I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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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范围屈服条件下(除裂纹顶端前沿存在非线性区外，材料全是弹性的)，

Pads，Gomez和Anderson(1961年)等认为循环载荷作用下的裂纹扩展速率公式为：

考2 CAK肼
‘

(1-5)

式中的c和m是与材料有关的参数，如图中II区。

图中IⅡ区是疲劳裂纹快速扩展阶段，当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达到了材料的断裂

韧性值时，就会发生失稳扩展。

在疲劳载荷作用下从初始裂纹尺寸扩展到临界裂纹尺寸的应力循环次数就为剩余

寿命。

根据P撕s等的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可导出剩余寿命公式为：

Ⅳc-e布赫 m6，

式中ao为初始裂纹尺寸，ac为临界裂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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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1．4．1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螺旋弹簧全寿命里程实际二维疲劳载荷谱的编制；

(2)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有限元分析；

(3)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分析；
’

(4)对悬架螺旋弹簧的工作寿命进行估算。

1．4．2本文的研究思路

对汽车悬架螺旋弹簧疲劳断裂仿真分析与寿命估算，其过程如图1．3所示。文献[35】

在MATLAB／Simulink平台下建立了“路一车"一体二自由度的汽车独立悬架振动仿真模

型，得到了路面q、车轮xl和车身)【2的位移曲线，据此，本文根据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刚度的定义以及弹簧的最大切应力公式，建立悬架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仿真模

型，得到I、II、Ⅲ三种工况下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从而利用小轿车独立悬

架振动模型代替了汽车在试验场上以及汽车行驶在道路上的振动情况，获取了悬架螺旋

弹簧疲劳寿命分析时所需的载荷。

采用雨流计数方法对载荷历程进行分析并将小载荷进行舍弃；运用matlab工具，对

I、II、Ⅲ三种工况下的幅值和均值的分布规律进行了参数估计，并应用K-S方法进行

了检验；确定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到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的二维联

合概率密度函数。

对I、II、m三种工况下的二维联合概率密度函数进行合成，得到疲劳载荷的复合

概率密度函数：根据最大载荷幅值是累积频数为106次中只发生一次的载荷，分别得到

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的最大值，将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进行分级，得到螺旋弹簧全寿命

里程实际二维疲劳载荷谱。

利用APDL语言与宏技术组织管理Ansys的有限元命令对悬架螺旋弹簧实现参数化

建模，并对螺旋弹簧在有限元软件Ansys中进行静力分析，验证模型的合理性；在

ANSYS／LS．DYNA程序系统中对螺旋弹簧进行动力分析，模拟弹簧全寿命里程的受力情

况，在ETA／VPG中进行疲劳分析找到了疲劳损伤最严重的部分，这是弹簧疲劳失效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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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源易产生的地方，是悬架螺旋弹簧容易损伤的部位。

图1-3汽车悬架螺旋弹簧疲劳断裂仿真分析与寿命估算过程框图

Fig．1-3 Automobile suspension helical springs fatigue fracture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life estimation process diagram

在Franc3D中采用最大周向应力理论、增量步裂纹扩展分析方法和Paris模型来模拟

悬架螺旋弹簧表面裂纹的扩展情况和剩余寿命估算，获得裂纹前沿应力强度因子，裂纹

尺寸和循环周次的关系，为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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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螺旋弹簧疲劳载荷数据的获取

2．1圆柱螺旋弹簧的基本理论

2．1．1螺旋弹簧的几何参数及刚度

圆柱螺旋弹簧几何形状如图2·1所示，弹簧外径为D2，弹簧中径为D，弹簧内径为

Dl，弹簧丝直径为d，弹簧的自由高度为Ho，弹簧的螺旋角为a，弹簧的节距为

f=万Dt蛆货，弹簧的有效工作圈数为n。

一
王，2

一

D

L 乙_-__一

(
；—_一 一。

／
≤多户

-，，

孕1 二： f历1．～幺
一

％ ii【一
—!蔓■

f
(

·，，一 )
|I一匹；

I∞‘pP 产状乡弓 )、
f

_‘—-

——__■■一 、

图2-1圆柱螺旋弹簧

Fig．2-1 Cylindficfl helical spring

载荷F与变形万之间的关系曲线称为弹簧的特性线。弹簧的特性线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直线型、渐增型和渐减型，有些弹簧的特性线是由两种或者三种特性线的组合，称

之为组合型特性线。圆柱螺旋压缩弹簧或板弹簧特性线如图2．2所示。

从图2．2中可以看出，弹簧在加载和卸载过程中，吸收了一些能量，因此具有这类

特性线的弹簧，其缓冲和减振作用非常好，常被用作汽车悬架弹性元件。

载荷增量砟与变形以之比称为弹簧的刚度(即产生单位变形所需的载荷)。对于特

性线为直线型的压缩和拉伸弹簧的刚度为常数，不随载荷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其刚度表

达式为：

P‘=办／以=F／8=Gd4／8nD3=co瑚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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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切变模量。

F

O

图2-2圆柱螺旋压缩弹簧或板弹簧特性线

Fig．2-2 Annular compression spring or plate spring characteristic line

2．1．2弹簧的变形能

6

当弹簧在加载和卸载过程中，弹簧吸收和积蓄的能量称为弹簧的变形能。对于圆柱

螺旋压缩弹簧或板弹簧能量消耗变化如图2-3所示，图中Uo为弹簧工作过程中由于内

耗和摩擦所消耗的能量，U为变形能，其表达式见式2-2，表示的是就是图中特性线以

下的面积。

F

O 6

图2-3圆柱螺旋压缩弹簧或板弹簧能量消耗变化图

Fig·2-3 Annular compression spring or plate spring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s graphic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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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F(6)d蹦等(2-2)
式中：k为比例系数，表示的是弹簧材料的利用程度；V为弹簧材料体积；t为最

大工作应力；G为剪切弹性模量。

从式中可以看出，变形能与剪切弹性模量成反比，与最大工作应力的平方成正比，

因此较小的弹性模量的弹簧，具有储存较大变形能的能力。增大工作应力就要求材料具

有较高的弹性极限，在选择弹簧材料时，需要充分考虑材料的切变弹性模量和强度极限。

2．1．3螺旋弹簧的应力分析

若螺旋弹簧受到中心压力为F，则在弹簧钢丝截面会引起两种切厦力，如图2-4所

示。由F产生的扭矩引起的最大切应力为：

‘；了8FDKcos口(2-3)‘。丐万cos口
式中K为曲度系数，其表达式为：

K：筹+了0．615(2-4)K=一+——4C一4 C

式中C为旋绕比，其表达式为： ．

c：尝(2-5)
一般弹簧螺旋角ct=50～90，故cos口≈1，则2-3式可改写为：

气≈—8F—DrK(2-6)瓦≈——7
l

死d1

图2-4弹簧钢丝截面应力分布

Fig．2-4 Spring steel wire sec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由F引起的最大弯曲切应力为：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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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堡(2-7)3吃2—，r—d2

由中心压力F产生的两种切应力只能在螺旋弹簧内径表面才能叠加成最大切应力，

螺旋弹簧最大切应力的表达式为：

：筹洋+弓(2-8)f'euet 2磊吁+尹

2．1．4弹簧的失效形式及其影响因素

悬架螺旋弹簧由于受到不平路面所产生的随机载荷作用，极易发生断裂失效，而在

断裂失效中(可分为脆性断裂、疲劳断裂、应力腐蚀断裂、及腐蚀疲劳断裂)又主要是

发生疲劳断裂(据统计：疲劳断裂占弹簧断裂失效的80％．90％)。

弹簧原材料缺陷和弹簧表面状态与弹簧的疲劳失效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弹簧原材

料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夹杂物，在弹簧受力过程中，夹杂物将会阻碍位错的运动，造成位

错的塞积和应力集中，很有可能成为疲劳源，最后导致弹簧疲劳断裂。弹簧表面质量对

弹簧的疲劳性能的影响非常显著，弹簧表面的裂纹、划伤、飞边、麻点、分层、折迭、

斑疤、刻痕以及弹簧表面的粗糙度将会大大的降低弹簧的使用寿命，另外表面脱碳也将

降低弹簧的疲劳性能，脱碳层越深，弹簧疲劳寿命越短，因此为了提高弹簧的表面质量，

提高弹簧的疲劳性能，对弹簧进行抛光、磨削加工是必要的。

表2-1 60Si2MnA主要化学成分

Table 2-1 60Si2MnA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表2-2 60Si2MnA力学性能

Table 2-2 60Si2MnA mechanical properties

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1 568MPa 伸长率6lo ≥5％ 硬度 ≤321I-1B

屈服强度 1372MPa 断面收缩率v I>20％ 切变模量G 79GPa

根据文献[36】，60Si2MnA这种材料生产的弹簧占整个弹簧产量的60％左右，为弹

簧生产时常用材料，这种材料中因加入了硅，故可以显著地提高弹性极限，并提高了回

火稳定性，因而可以在更高的温度回火，从而得到良好的力学性能。但含硅量高时，表

面易于脱碳，由于锰的脱碳性小，所以在材料中加入锰，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点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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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彼此的缺点，所以本文选择弹簧材料为60Si2MnA。60Si2MnA主要化学成分和力学

性能分别见表2．1和表2．2所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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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4汽车二自由度独立悬架振动仿真模型

文献[351选取l／4汽车二自由度振动模型作为汽车悬架振动分析模型，1／4汽车悬架

振动模型示意副371如图2．5所示。

X2

X1

q

ml一非簧载质量； x2一车身位移；

m2—簧载质量；x,--车轮位移；

毛—轮胎刚度；cr一路面不平度；

屯一弹簧刚度； q—-轮胎阻尼

c一减振器阻尼系数；

图2-5 1／4汽车悬架振动模型示意图

Fig．2-5 Quarter-car vehicle suspension vibration model diagram

根据文献[38]-自由度汽车悬架振动模型在时域中的运动微分方程为：

{鬟：麓二裁是二描铲抽(2-90 )
【％jf2+c(岛一毫)+如(恐一而)=

7

文献[351根据式2-9建立了路一车一体汽车悬架Simulink仿真模型，如图2-6所示。

图中A部分是路面不平度输入模块，作为汽车悬架振动分析的激振源；B部分为汽车悬

架振动微分方程求解模块，q，x1，)【2用于保存振动仿真输出结果。

在路面不平度输入模块中文献[35】利用滤波白噪声生成法重构了时域路面不平度模

型，模拟输出了路面不平度曲线，采集模拟生成的路面不平度幅值信号，用周期法生成

了路面不平度仿真模型功率谱密度，并将国际标准的位移功率谱密度曲线和仿真得出的

车速v=20m／s下的时域B级路面不平度功率谱曲线绘制在同一图中进行比较，如图2．7

所示，得出滤波白噪声生成法在Simulink平台下模拟产生的时域路面不平度能够很好的

逼进目标谱，即利用滤波白噪声法生成路面不平度曲线是可行的。

文献【35】利用仿真输出结果q，x1，】【2分析了车轮、车身对路面激励的幅频特Ix,／qI、

k／gI，仿真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符合，说明了路面不平度激励模型和汽车悬架振动模

型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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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路一车一体汽车悬架Simulink仿真模型

Fig．2-6 Ibad-vehicles one vehicle suspension Simulink simulation model

空间绠率1刖缸

图2-7路面不平度功率谱曲线对比

Fig．2-7 lbad rougl【lIless power spectrum culNe comparis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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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路面对悬架螺旋弹簧激励的仿真

本文结合文献[351建立的路一车一体汽车悬架Simulink仿真模型输出的路面q、车轮

x1和车身)【2的位移曲线和式2．1螺旋弹簧刚度公式、式2．8螺旋弹簧最大切应力公式，

建立了悬架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仿真模型，如图2．8中双点划线框内T部分所

示。其中某车悬架的物理参数为：ml--36kg，m2=270kg，kl=184000N／m，k2=28500N／m，

e=1400Ns／m：弹簧的变形为：X2-Xl。

根据上面悬架的物理参数建立的悬架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仿真模型，改变

车速和路面等级，就可以输出螺旋弹簧在各种工况下的工作载荷一时问历程。图2．9、图

2一10、图2-11分别为在I、Ⅱ、Ⅲ三种工况下该模型输出的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

程。

图2．8悬架螺旋弹簧工作载荷时阃一历程仿真模型

Fig．2-8 helical spring working load time-histow simulation mode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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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在A级路面，车速30m／s的条件下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

Fig．2-9 InA level road，helical spring working load time—history under the condition ofspeed 3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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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lo在B级路面，车速20m／s的条件下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

Fig．2-10 In B level road·helical spring working load time-history under the condition ofspeed 20 m／s

图2-11在C级路面，车速20m／s的条件下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

Fig．2—1 1 In C level road，helical spring working load time-histor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peed 20 m／s

2．4本章小结

(1)根据文献[35]ff'／路一车一体汽车悬架Simulink仿真模型和圆柱螺旋弹簧的基本理

论，建立了悬架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仿真模型；

(2)仿真获得了在I、II、Ⅲ三种工况下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一时间历程，为疲劳载荷

谱的编制提供了最原始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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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螺旋弹簧疲劳载荷的统计处理及载荷谱编制

汽车悬架圆柱螺旋弹簧由于受到各种路面所产生的随机载荷作用，失效形式主要为

疲劳破坏，而全寿命里程疲劳载荷谱是进行疲劳试验、疲劳寿命估算和疲劳设计的重要

依据之一。本文通过对疲劳载荷的统计处理和载荷谱的编制，得到了在多工况下悬架圆

柱螺旋弹簧的全寿命里程实际二维疲劳载荷谱，从而为螺旋弹簧进行计算机疲劳寿命分

析奠定了基础。

3．1仿真载荷的统计处理

由于悬架螺旋弹簧所受载荷是一种不规则的、不重复的和随时间变化的载荷，需要

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现在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功率谱法和计数法【39】，由于载荷幅

值和载荷循环次数是使悬架螺旋弹簧产生疲劳损伤的主要原因，因此采用计数方法对其

进行统计分析。

把一个载荷一时间历程简化为一系列全循环和半循环，从而得到载荷幅值和载荷频

次的过程即为计数法。常用的计数方法可分为两个大类：①单参数计数法、②双参数计

数法，单参数计数法由于只考虑到载荷循环中的一个变量(幅值)，不能描绘载荷循环

特性，因此不够严密和精确，双参数计数法考虑了载荷循环中的两个参数(幅值和均值)，

是一种较好的计数方法，双参数计数法又可分为雨流法和程对法等，而雨流计数法近年

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计数方法【柏l。

3．1．1雨流计数法

在二十世纪中期，英国人MatSuisl【i和End0等在考虑了材料应力一应变行为后，认

为塑性的存在是疲劳损伤的的必要条件，并且认为塑性性质表现为应力一应变的迟滞回

线，最后提出了雨流计数方法【4I】。

雨流计数法计数原理如图3．1所示【42】。用这种方法时，把载荷一时间历程曲线旋转

90度放置，想象有一系列宝塔形屋顶，雨流都从内测开始，并允许继续往下流，根据雨

流路径来确定载荷循环。其计数需遵守如下规则：

(a)计数开始时，雨流需从峰值或谷值的内测处往下流；

(b)当雨流流到下一个峰值或谷值处时，就落下直到对面的峰值或谷值比开始时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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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更小才停止流动；

(c)当雨流遇到上面屋顶流下的雨时，就停止往下流，并组成一个循环，如图3．1

中aba／；

(d)根据雨滴流动的路径，逐一取出各个循环，并记录其峰值和谷值。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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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

≮

o《
少少’

● 》．-：·：《
。夕》{l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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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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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雨流计数法简图

Fig．3-1 Rain flow count method diasram

雨流计数法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取出全循环，最后剩下发散一收敛型载荷一时

间历程。第二个阶段是把发散一收敛型载荷一时间历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能被雨流计数

法用的收敛一发散型载荷一时间历程，并取出余下的循环，雨流法计数结果为这两个阶段

计数之和。

本文根据四峰谷值计数方法，利用Matlab软件实现计数程序化。程序统计原理如

下：

(1)非峰谷值点的去除

因为四峰谷计数法只需要峰谷值点，在实现计数程序化时，需要将非峰谷值点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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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去除时可以分两步进行：一是先将载荷一时间历程中连续等值点去除掉，只保留其

中一个点；二是将剩下的非峰谷值点去除掉。判断某个点是否属于峰谷值点，可让该点

与前后点作差，然后通过判断符号来实现，即

(4—4一。)(4—4¨)≥0 (3．1)

若式3-1成立，则认为该点为峰谷值点(保留该点)，反之为非峰谷值点(应该去

除掉)。对于首尾两点，直接认为是峰谷值点，不再进行判断。

(2)载荷一时间历程调整

为了在计数过程中不再对载荷一时间历程进行调整和计数得到的结果都为完整的循

环，需要在计数前对载荷一时间历程进行调整，调整具体过程如下：

a)统计判断峰谷值点的个数，并判断其奇偶性，若为奇数，对载荷一时间历程不做

任何更改，若为偶数，则去掉最后一个点，这样就能保证首尾点同为峰值或者同为谷值；

b)若首尾点同为峰值(或者谷值)，则取首尾点的值为二者中较大者(较小者)；

c)将载荷一时间历程从最高峰值点(最低谷值点)处截断，并将右段的末点和左段

的起点相接，这样就能使新生成的载荷一时间历程首尾都为最高峰值点(最低谷值点)，

成为了能被雨流计数法用的收敛一发散型载荷一时间历程；

(3)载荷循环的提取

四峰谷值雨流计数法的判定条件为：

14—4一．I≥14+。一4I并14+：一4+。I->14卅-4l (3．2)

满足判定条件就为一个循环，并输出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然后i=i+l，再进行判定

过程，如此反复进行，直到计数完毕，得到了载荷幅值、载荷均值和循环次数的关系，

计数法流程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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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计数法程序流程图

Fig．3-2 count method program process diagram

对于不能构成疲劳损伤的的无效幅值需舍弃掉，根据文献【43】的做法，将最大应力

幅减去最小应力幅后的5％～10％的载荷舍弃掉。

经雨流计数统计后，得各工况的载荷循环次数如表3．1所示。

表3-1各Y-2LT栽荷循环次数

Table 3-I—Load re—cycle number under various opera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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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各工况载荷的分布规律与检验

根据文献【44】，对随机载荷的统计分布，可以用二维概率分布描述载荷幅值和均值

的联合分布。其分布函数为：

F(五少)=E E厂(u,v)dudv 。(3-3)

式中：fi[肛，V)为二维随机变量(肛，v)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其中肛为载荷幅值，v为

载荷均值。为了得到p和v的二维概率密度函数，首先需要对p和v两个边缘分布进行

参数估计和检验，然后再对其进行相关性判断。根据文献[45]，载荷幅值的分布可以用

威布尔分布、对数正态分布或正态分布去描述和检验，载荷均值的分布可以用对数正态

分布或正态分布去描述和检验。

对于威布尔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m)2号矿卅印 (3-4)
刁77 刁

、 7

式中：m为形状参数；r／为尺度参数。

对于对数正态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巾)=景时掣2】删) (3-5)

式中：仡，％为对数均值和对数标准差。

对于正态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几)=去eXp卜警2】 (3．6)

式中：∥，矿为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

运用matlab工具，对I、Ⅱ、Ⅲ三种工况下的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的分布规律进行

了参数估计，并应用K．S方法进行了检验，发现载荷幅值很好地服从两参数威布尔分布，

载荷均值很好地服从正态分布，具体参数见表3-2。现仅列出在IIII况下的载荷幅值和

载荷均值的概率分布坐标试纸图，如图3．3和图3．4所示。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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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幅值和均值的分布规律表

Table 3-2 The amplitude and mean distribution table

表中T1为尺度参数；m为形状参数；p正态分布均值；o为正态分布标准差。

由此可见，载荷幅值X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式3-4，载荷均

值Y服从正态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式3-6。式3-4和式3-6中的参数见表3．2所示。

为了确定载荷幅值和均值的二维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必须先要确定载荷幅值和载荷

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计数公式见式3．7。

eov(X，n户2’—音兰
(3-7)4D(X)D(Y)

。

、

式中cov(X，Y)为载荷幅值X和载荷均值Y的协方差，D(为和D(Ⅵ分别为载荷幅值

X和载荷均值Y的方差。I、II、Ⅲ三种工况下的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值见表3-3。

戚布尔分布概率图

载荷幅值

图3-3载荷幅值概率分布坐标试纸

Fig．3—3 amplitud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oordinates dipstick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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篓

正奄分布概率图

图3．4载荷均值概率分布坐标试纸

Fig．3-4 me锄r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oordinates dipstick

表3．3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值

Table 3-3 amplitude and me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根据表3-3中的相关系数值，可以认为I、II、m--种i况下的载荷幅值和载荷均

值基本上不相关或弱相关，于是可以认为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则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的

二维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巾∽=釉叫卅印去唧卜学2】 (3-8)

3．2多工况疲劳载荷的合成

在分别求出I、Ⅱ、Ⅲ三种工况下的二维联合概率密度函数之后，可根据各工况的

加权系数求得复合概率密度函数。根据文献[46】可知汽车行驶在A，B，C级公路的里程

占总寿命里程百分比pi分别为40％，50％和10％。假定各工况下仿真的里程长度为Li，

各工况下雨流计数统计后的频次分别为ni，那么第i工况载荷发生的频率可表示为：

z=手i=l∥2“，m(3-9)
’

假定悬架螺旋弹簧的总寿命里程为L，则第i工况出现的载荷循环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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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旦笋i=l，2，⋯，m 0-10)

则所有工况下出现的载荷循环总数为：

Ⅳ：Pj．niL．0-11)

那么第i工况的权系数为：

q—P～lnj，／兰瑚Pq,nf-i=l,2,---,m (3．12)

吩取表3-1中值，厶为仿真时车20s所跑的距离，在I、II、Ⅲ工况下分别为0．6

公里，0．4公里和0．4公里。通过计算，I、II、m这3种工况的加权系数分别为0．2，

0．64，0．16。

那么多工况下合成的疲劳载荷的复合概率密度函数为：

舳)2轫似力2喜q百mi百x，m一-i t一影x．啊】去eXp卜掣2】 (3-13)

‘

按照某小轿车的保修期(行驶6万公里内)的规定，本文假定当汽车运行8万公里

后螺旋弹簧疲劳失效，那么所有工况下出现的载荷循环总数为：

Ⅳ=艺竽×80000=2．148×107次 ，(3-14)

3．3螺旋弹簧全寿命里程二维疲劳载荷谱的编制

3．3．1疲劳载荷最大值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计算得知，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是二维随机变量，他们之间相互

独立，并分别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和正态分布，因此求载荷的最大值可采用概率密度

法，分别转化为求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的最大值。 l

根据文献[47】，最大载荷值是将疲劳载荷扩展到106循环才出现一次的载荷。在合

成累积频次扩展到106循环时，第i种工况下载荷循环总频次为aiX 106，则第i种工况

下经过aiX 100次循环后，载荷幅值大于Xmax的次数为：

川(‰)=呜×106[z(z堵 (3．15)。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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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i(x)为g i种工况下幅值的概率密度函数。

那么所有的m种工况下发生的载荷幅值大于xm戤的次数为：

Ⅳ(‰)=喜川(‰)=1×10嘻q￡z(蛐(3-16)
根据106循环内才出现一次最大载荷，即N(xm。护1，并由式3．4和式3．16可得：

·×·。6善q￡詈嗜，叫唧卜喑，竹诎=·
运用matlab工具计算可得xm就---560MPa。

对于载荷均值的最大值可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法可得：

㈨。6喜q￡去卅掣2州
运用matlab工具计算可得ymax--190MPa。

3．3．2疲劳载荷分级

(3—17)

(3—18)

标准八级载荷谱是我国应用的较为广泛的疲劳试验载荷谱，因此根据文献f33】，采

用不等间距法将载荷幅值分为g级，各级幅值与最大载荷幅值(xm戤=560MPa)之比依

次为：

0．125，0．257，0．425，0．575，0．725，0．85，0．95，1。

载荷均值采用等间距法，级间距为：

蝇=(‰一‰)／7 (3—19)

‰为最小平均应力，其表达式为：

‰=2y．一Yl (3-20)

瓦为载荷均值的波动中心，其表达式为：

瓦=兰M石／羔M(3-21)
．，tl jffil

式中，以为第j工况的载荷总循环数；％为第j工况的载荷均值的平均值。

则载荷均值的各级依次为：‰，蝇+‰，2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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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全寿命里程二维疲劳载荷谱各块循环数

悬架螺旋弹簧总的载荷循环次数N已由式3-14得到，各块循环次数％可通过多工

况下合成的疲劳载荷的复合概率密度函数式3．13积分并乘以总的载荷循环次数得到，

如式3．22所示。

％珊￡2 f窑印m仇r(仇x)州卅旁一，去唧卜等2蚴 隆22，

式中：al，a2为载荷幅值下、上限；bl，b2为载荷均值下、上限。

al=(％．1+xo,)／2

a2=(‰+l+％)／2

bl=(均一I+％)／2

62=(均+l+均)／2(i，j21，2，3，4，5，6，7，8)

运用matlab工具计算式3—22，就可得到疲劳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与频次的关系，

如表3-4所示。

表3-4全寿命里程二维疲劳载荷谱(单位：MPa)

Table 3-4 the whole life two-dimensional fatigue loading spectrum(unit：MPa)

＼＼嵫
幅值＼＼ 190 135 81 27 -27 -81 ．135 ．189

560 0 0 2 10 10 2 0 0

532 0 1 17 67 64 14 0 0

476 0 7 115 442 420 98 5 0

406 0 58 935 3579 3402 798 44 0

322 5 380 6059 23456 22296 5171 291 3

238 27 2002 31940 168618 166362 27279 153l 18

154 106 7808 125593 2394199 2533024 107829 5971 72

70 171 12602 204575 7450338 79862“ 176136 966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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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本章小结

1)采用四峰谷值计数方法对仿真载荷一时间历程计数，分别获得了悬架螺旋弹簧在

三种工况下的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两组疲劳载荷数据，并对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的分布

形式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这三种工况下的载荷幅值都服从双参数的威布

尔分布，载荷均值都服从正态分布；

2)采用权系数的方法得到了悬架螺旋弹簧在多工况下的二维疲劳载荷的联合概率

密度函数。并得到了螺旋弹簧寿命里程为80000公里时对应的载荷循环次数为2．148x107

次；

3)得到了三种工况下二维载荷扩展后的载荷幅值最大值和载荷均值最大值，并对

这三种工况下合成的疲劳载荷的复合概率密度函数式积分，获得了8x8的螺旋弹簧全寿

命里程实际二维疲劳载荷谱，从而为螺旋弹簧进行计算机疲劳寿命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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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悬架螺旋弹簧易损伤部位的确定

圆柱螺旋弹簧作为小轿车悬架常用弹性元件，在小轿车行驶过程中，承受高频往复

压缩运动，极易发生疲劳失效。为了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疲劳断裂仿真及剩余寿命估算，

需要确定悬架螺旋弹簧的易损伤部位。

4．1圆柱螺旋弹簧模型的建立

在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有限元分析之前，需要建立螺旋弹簧几何模型。Ansys有限

元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三种几何模型的生成方法【4明：

1)在Ansys中创建几何模型；

2)导入在其他CAD系统(比如SolidWorks、Pro／E和UG等)创建的几何模型；

3)利用APDL语言与宏技术组织管理Ansys的有限元命令实现参数化建模。

对于有些复杂的几何实体模型(比如螺旋弹簧、齿轮等)，在Ansys中不能利用已

有的命令对其建模，然而用其他CAD系统中创建的几何模型导入到Ansys有限元软件

中，有时不能实现100％转换，特别是复杂的几何实体模型很容易出现模型信息丢失，

而且当输入的几何模型如果不能适于网格划分时，就需要大量的修补工作，鉴于此，本

文利用第三种方法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几何实体建模。

由于螺旋弹簧的工作圈和支撑圈将弹簧分成了三段，因而对这三段分别进行编程，

首先利用K命令生成螺旋弹簧关键点，其次利用Splin命令对关键点样条拟合生成光滑

的螺旋线，最后通过VDRAO命令生成三维弹簧实体模型。

下面是部分程序设计与说明，通过运行编好的程序，可得到三维弹簧实体模型，如

图4．1所示。

主要参数：N弹簧有效圈数，H弹簧总高度，Da弹簧中径，D弹簧丝直径，Ns弹

簧总支撑圈数。为了不出现单位错误，建模时用国际单位制，即建模时长度单位取m，

加载时力的单位取N。

(1)初始化Ansys环境

finish

／clear,start

／BATC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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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几何尺寸参数

·SET,N，10

+SET,H，0．32

·SET,Da,0．1 1

·SET,D，0．014

·SET,Ns，2

丰SET,Dsl，10

·SET,Ds2，100

／prep7

(3)创建螺旋线

·DIM，X。120

·DIM，y，，120

·DIM，z，，120

·AFUN，DEG

·SET,delta，36

·SET,ang，0

·SET,Zj，0

幸DO，i，1，10，1

·SET,J1，0．00142

·SET,x(i)，0．055木cos(ang)

·SET,y(i)，0．055幸sin(ang)

·SET,z(i)，0．00 1 42·Zj

+SET,ang，ang+delta

·SEr,Zj，Zj+l

·SET,Z1，0．00142幸zj

·ENDDO

·SET,Zj，0

}DO，i，11，109，1

·SET,J2，0．00295

·SET,x(i)，0．055·cos(ang)

％支撑圈关键点数

％有效圈关键点数

％用三个数组来定义关键点

％每个关键点对应的角度增量

％创建弹簧下端支撑圈关键点

、 ％创建弹簧有效圈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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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y(i)，0．055·sin(觚g)

·SET,z(i)，0．00295·zj+Zl

·SET,ang，ang+dclta

·SET，蜀，zj+l

}SET,Z2，0．00295·zj+z1

·ENDDO

·SET,Zj，0

}DO，i，1 10，120，1

·SET’J3，0．00142

·SET,x(i)，0．055·cos(ang)

·SET,y(i)，0．055幸sin(ang)

·SET,z(i)，0．00142幸zj+Z2

·SET,ang，ang+delta

·SET,zj，蜀+1

·SET,z3，0．00 1 42·zj‘卜Z2

·ENDDO

·DO，i，1，120 ．

Ki，)((i)，y(i)，z(i)

·ENDDO

·GET，ZEND，Kz，120，LOC，Z

FLST,3，1 5，3

FITEM，3，l

FITEM，3，2

FITEM，3，3

FITEM，3，4

FITEM，3，5

FITEM，3，6

FITEM，3，7

FITEM，3，8

FIⅡ；M，3，9

％创建弹簧上端支撑圈关键点

％获取关键点的坐标值

f

?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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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EM，3，10

FITEM，3，1l

FITEM，3，12

FITEM，3，14

FITEM，3，1 5

BSPLIN，，P5 1X

wpro，，90．000000，

／PREP7

(4)生成三维弹簧实体模型

CYL4，0．055，0，0．007

FLST,8，7，4

FITEM，8，1

FITEM，8，2

FITEM，8，3

FITEM，8，4

FITEM，8，5

FITEM，8，6

FITEM，8，7

VDRAG 1，，，，，，P51X

％样条拟合生成螺旋线

％工作平面绕Y轴旋转90度

％创建一个圆

％生成三维弹簧实体模型

图4．1螺旋弹簧实体模型

Fig．4-1 The helical spring sol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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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圆柱螺旋弹簧易损伤部位的确定

4．2．1几何模型的验证

在对螺旋弹簧静力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前处理。本文选择单元类型为20节点实体

单元Solid95，材料选择60Si2MnA，其材料参数为：切变模量79GPa，泊松比0．29，密度

7950kgm^3。网格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计算的结果，六面体网格往往能获得较为精

确的数值计算结果。本模型采用六面体网格，单元大小为5mm。为了能够准确模拟螺

旋弹簧在小轿车悬架系统中的实际情况，需要对螺旋弹簧有限元模型进行边界条件设

定：固定螺旋弹簧下端，在螺旋弹簧上端施加法向力。由于螺旋弹簧在受到轴向载荷作

用时，弹簧会逐渐出现并圈现象，这会导致螺旋弹簧刚度增大，故在对其进行有限元分

析时需要考虑螺旋弹簧自接触问题，本文采用接触对单元，考虑到所用电脑的分析计算

能力，螺旋弹簧自接触采用三维梁接触单元Contactl76，目标单元采用Targetl71单元。

在螺旋弹簧上端施加3700N的轴向载荷后，螺旋弹簧变形如图4．2所示。从图上可

得知，位移变化最大的地方位于载荷的作用点，即弹簧的最顶部，从上至下位移依次递

减，最大位移为122．13mm，此时计算得到弹簧刚度为30295N／m，弹簧自身刚度为

28500N／m，两者结果相近(误差仅为6．3％)，表明建立的计算模型合理。

图4-2螺旋弹簧变形图

Fig．4-2 The helical spring de鼬ion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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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弹簧切应力分布如图4．3所示，很明显，弹簧内侧的切应力比外侧的切应力大，

最大切应力为435．4MPa，出现在螺旋弹簧上端2圈内侧附近。

图4-3螺旋弹簧切应力分布图

Fig．4-3 The helical spring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figure

4．2．2螺旋弹簧动力分析

悬架螺旋弹簧在工作过程中并不是承受静载荷，而是承受高频随机载荷。在复杂载

荷作用下，为了能够确定悬架螺旋弹簧的应力分布情况，还需要对其进行动力分析。

ANSYS／LS．DYNA程序系统是由两部分组成：①非线性动力分析程序LS．DYNA显

式积分部分、@ANSYS程序的前处理PREP7和后处理POSTl。ANSYS／LS．DYNA程

序系统能充分运用LS．DYNA强大的非线性动力分析功能，还能很好地运用ANSYS程

序中完善的前后处理功能建立有限元模型和观察计算结果【49~521，LS．DYNA与ANSYS

之间的关系如图4．4。

因为ANSYS前处理程序不能满足LS．DYNA程序系统的全部功能，所以先要编辑

和修改LS．DYNA的输入数据文件Jobname．K，然后再直接调用LS．DYNA程序来求解，

ANSYS的后处理程序POSTl和LS．DYNA的后处理程序LS．TAURUS可以用来观察计

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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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ANSYS与LS-DYNA的关系

Fig．4-4 ANSYS and LS·DYNA relationship

本文利用Matlab软件编制程序将表3-4全寿命里程二维疲劳载荷谱生成一组

LS．DYNA能识别的随机载荷，利用K文件将这随机载荷导入LS．DYNA中作为悬架螺

旋弹簧的载荷输入，然后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果。部分Matlab程序如下：

clc

clear

datestr(now)

s=pwd；

start--0；

num=900；

n芦9；

Tune=¨；

％获取当前matlab的工作目录

％去掉初始的直线上行段

％随机生成点的数目

％一个周期内采样数目

Time—value=0．1； ％时间

TIME=Time_value：Tanevalue：hum·n·Time_value；

Amp_[】； ％幅值

Avg=口； ％均值

Val=【】； ％频次

Total—Cnt=surn(sum(Val))；

[Avg,Amp]_meshgrid(Avg，Amp)；

len=length(Amp)；

CumSu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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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x=l：len

end

for y=l：len

end

CumSum 2 CumSum+Val(x，y)；

Val—Sum(x，Y)2 CumSum；

r=ceil(Total—Cnt．*rand(num，1))；

flag=O；

L00YMmHI伸幔
"nlno- O篇76
C纠tOunHM■x-hum晰一0Ih●●
m0闻■●I●m●翻“●
m■川^糊—O屯■一—h●167嗣1

％次数的累积和，按行累积

％随机生成nui'f1个的数

图4·5弹簧压缩时最大剪切应力分布图

Fm口●L●v●h

2目¨1
2““●
2．10"A-00j1洲墨
'舯e“墨
”13．憎|

；：：=j
‘础m7|
2艟7川7|
o“o··∞J

Fig．4-5 When the spring compression maximum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LS-DYNA user--‘t
T●r■-OD¨
Corlt虬n orMs．mum8h*K●n¨
mln-0．■●I●m●轴●‘●
m柚c-2前幽—∞．■*6err■3●‘∞

图4-6弹篑拉伸时最大剪切应力分布图

Fig．4-6 When the spring draw raaximum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FaaSI*I．evehl

2mj州1
”3““●
1“””景
”’。“秀
’““{
””“●
。““7I
7”7“I
。“川7●
：嬲|

从图4．5、图4-6、图4．7和图4．8来看，不论弹簧是处于拉伸状态还是压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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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弹簧的内侧边缘上的剪切应力和等效应力均大于弹簧外侧的剪切应力和等效应力。

在整个过程中，最大切应力和最大等效应力并不是一直固定在某一个地方，而是随载荷

的变化而变化的。
L8-DYNA user h¨
T■f■· O．咐
c脚呻·Lt-一erecsv．00¨●一州
rHr—t■■●m●344J,4

mu-4JkNiTS*槿．■●‘●m●摹㈣

弋
图4—7弹簧压缩时等效应力分布图

Fig．4·7 When the spring compression effective stress distribution

LS．DYNA user Input
Twne·0∞'
Cor,toum of目r·删¨s口¨●(t州
mm-O．■,ItmlXW
m-川耳‘m●·∞．-¨●n-'蝴

图4-8弹簧拉伸时最大剪切应力分布图

Fig．4-8 When the spring draw effective stres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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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螺旋弹簧疲劳分析

由于在静力分析和动力分析中，只能得到简单的应力一应变分布情况，尚不能准确

的反应在整个寿命里程中弹簧的疲劳损伤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螺旋弹簧进行疲劳寿命分

析，来获取悬架螺旋弹簧容易损伤的部位。

目前，用于做疲劳分析的商业软件主要有FE．SAFE、ncode和msc公司的fatigue。

但是这些主流的疲劳分析软件均不能对lsdyna显式动力学分析的结果进行疲劳分析。

ETA／VPG是美国工程技术合作公司(ETA)针对LSDYNA开发的一款前后处理软件，

能够对lsdyna显式动力学分析的结果进行疲劳分析【53】。

将lsdyna的显式动力学结果导入到ETA／VPG中进行疲劳分析，运用

Smith—Watson．Topper疲劳理论：即同时考虑了最大正应力和最大正应变范围对裂纹的萌

生和扩展的影响，见式4．1。得到弹簧在工作过程中的疲劳损伤情况，如图4-9所示。

整个弹簧中，疲劳损伤最严重的部分为弹簧上端2圈内侧，损伤值为1．32e．5。因此可以

认为弹簧在实际工作中，此处最有可能产生疲劳裂纹。

， 、2

争‰舣：掣2Ⅳ，)拍+彭町(2Ⅳ，)¨。 (4-1)

式中：O"n．。。和△厶。分别为临界平面上的最大正应力和最大正应变范耐54】

图4-9弹簧疲劳损伤分布图

Fig．4-9 the spring fatigue damag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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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本章小结

(1)利用APDL语言与宏技术组织管理ANSYS的有限元命令实现了悬架螺旋弹

簧参数化建模：

(2)采用ANSYS做静力分析，验证了所建立的计算模型合理；

(3)利用ANSYS／LS．DYNA程序系统，模拟了螺旋弹簧在全寿命里程中弹簧的受

力情况，在ETA／VPG中进行疲劳分析找到了疲劳损伤最严重的部分(为弹簧上端第2

圈内侧附近)，这是悬架螺旋弹簧易损伤的部位，为后面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疲劳断裂

仿真及剩余寿命估算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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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疲劳断裂仿真及寿命估算

悬架螺旋弹簧在制造和装配过程中，会不同程度上造成一些缺陷，并且一些缺陷也

不一定能够被发现，因为现有的一些探伤手段都具有一定的灵敏度范围。在损伤容限设

计方法中，把这种缺陷看着是裂纹，并根据零件在使用载荷下的裂纹扩展性质，来估算

剩余寿命。

5．1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及裂纹扩展原理

为了保障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平稳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裂纹扩

展模拟和扩展寿命的预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意义重大。一般，对裂纹扩展模拟要

求能够预测裂纹的扩展方向和裂纹扩展量，并具有裂纹几何形态改变后能够对模型重新

划分网格和再计算的能力。断裂分析软件Frane3D能够进行复杂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计

算、自适应裂纹扩展，并且具有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和强大的前后处理功能t55]。

Franc3d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开发的免费试用的断裂分析软件[56-591，

它由三部分组成：①立体对象建模器OSM(Object Solid Modele0、②断裂分析器Franc3D

(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imensions)、③边界有限元求解器BES(Boundary Element

System)。当实体在OSM中建立完成后，便可以将其导入至franc3d中，并加入所需的

裂纹、划分网格，求解使用边界元BES系统，最后进行裂纹拓展及寿命分析。

在裂纹未扩展前其前沿已被离散成许多点，如图5．1(a)所示。靠近裂纹尖端的应

力和位移与功能因子r和0有关，如图5一l(b)、(c)所示，具体关系如式5-I。

q=去cos弘sm詈詈)删"y，鲁压cosOil-2v+sin2i0]

q=去cos知豳詈詈)州"y，鲁压sin詈12_2v_COS2到0(5-1，
K 0 口 30"-

～2面1 sini∞s芝咖了

裂纹尖端的位移场表达式见式5-2，应力强度因子可以从与位移相关的边界有限元

关系中得出，见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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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的方向遵循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即裂纹是沿最大周向应力方向，并同时按

剪切应力为0的方向进行扩展，当此方向的周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裂纹就发生失稳扩

展)。裂纹扩展方向0的值(极坐标下)按5．4式可得到。

V

(b)

斜叫⋯骓簿甜硼川等压
㈥KI=丽E而

tan旦：!』王+!一=一。士一
2 4 K 4

(d)

(5-2)

(5-3)

(5-4)

裂纹的扩展量由两个因素决定：①离散的各点相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②用

户确定的最大裂纹扩展尺寸。在此以I型裂纹为例，裂纹扩展示意图如图5．1(d)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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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量：

q=‰[之]6L“hmJ

(5-5)

式中，口豫为最大裂纹扩展尺寸：蟛为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k假为I型裂纹

最大应力强度因子；b为自定参数。

图5．1(d)中扩展后的点先通过多项式拟和变为平滑曲线，最后重新成新的裂纹面。

5．2悬架螺旋弹簧疲劳裂纹扩展仿真

5．2．1几何模型的完善

Franc3d的建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franc3d自带的面向对象建模的软件osm中建

模；另一种是通过franc3d所带的接口，导入有限元模型，并在osm中进行模型的修改，

使之满足frane3d模型的要求。

Frane3d提供多种有限元模型结果导入，比如ANSYS、ABAQUS、NSTRAN、

PATRAN、MARC、DIANA等。导入结果后，可能存在结果的误差，因此需对模型进行

修复，抽取模型特征，并将其保存中franc3d模型的．dat格式。在franc3d中，要求所有

的面的方向必须指向它所围成体的外法向，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成的体。在建模的时候

如果围成的面的法向不是朝外，在osm中可以通过reverse path geometry功能将其法向

翻转。

本文研究的弹簧属于变截距压缩弹簧，在osm中很难建立弹簧模型，因此采用在

ansys中建立实体模型并导入到franc3d中。Ansys提供apdl命令，可以实现参数化建模，

在此不再赘述，将ansys里面的模型用edwrite命令写入iges文件，并保存。

由于franc3d只能求解100000个节点和250000个方程，为了减少计算量，对弹簧

模型进行了简化，只截取疲劳分析得到的疲劳损伤最严重的部分(为弹簧上端第2圈内

侧附近)进行分析。将弹簧工作圈模型iges文件导入osm后的弹簧模型如图5．2所示。

导入的模型后，我们将其保存成franc3d可以识别的da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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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螺旋弹簧模型

Fig．5-2 The helical spring model

退出OSM立体对象建模器，启动ffanc3d主程序。导入保存的dm文件，发现弹簧

前后两段的面缺失，需要手动修复。在手动添加面的时候，特别注意要使面的法向朝外，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封闭的实体，否则无法进行后续的工作。

在行aJlc3d提供四种材料模型，分别是弹性各向同性、弹塑性各向同性、弹性各向

异性和弹塑性各向异性模型。在本文中我们选择弹塑性各向同性模型。在指定材料属性

时，采用行anc3d默认的MPa．M制，这个单位制转换为国际单位制为Kg．M．Ms制，与

a11sys中建立的模型的单位制必须一致，否则会出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结果。

定义好材料属性后，需要将材料属性赋给模型指定的区域。由于本文中只有一个实

体，属于在设置完材料属性后，fr￡mc3d会自动将材料属性赋给改实体。如果有多个实

体多种材料属性，需要手动逐个实体区域赋予属性。在赋给材料属性后，还可以查看某

一个区域的材料属性，以便验证材料属性是否正确。

Franc3d采用的边界有限元理论来求解裂纹拓展问题，因此定义正确的边界条件十

分重要。在胁c3d中，可以自己定义边界条件，也可以从有限元模型中导入边界条件。
Franc3d中提供多种边界条件。按几何模型来分，有实体、面、边和顶点边界条件：按

照边界条件类型来分，有位移、力、旋转和扭矩边界条件。

在本文中，约束弹簧一段的平移和旋转自由度，既在边界条件中分别设置X、Y和

Z三个方向的位移和旋转均为0，然后在弹簧的另一端施加力边界条件。

在a11sys和abaqus等通用有限元软件中，定义初始裂纹是非常困难的。在丘aJlc3d

中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在定义3维裂纹时，Frallc3d两种方式，一种是franc3d自带的

裂纹库，只需要用户指定几个简单的参数，胁lc3d便会自动计算裂纹前端点的坐标，

自动将裂纹插入模型中。另外一种是手动添加裂纹，在手动添加裂纹时，有四种裂纹模

型，分别是贯穿裂纹(p抓-thru crock)，硬币状裂纹(pe衄y—shoe crack)、表面轨迹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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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surface-loop crack)和任意形状裂纹(arbitrary 3D crack)。在手动指定裂纹时，需要

指定不少于4条边来确定裂纹形状。

尽管螺旋弹簧表面通常存在许多疲劳微裂纹，但是到宏观裂纹阶段后，它们的扩展

形式是以某一条主裂纹为主要特征的扩展形式，为了简化起见，可以用一条主裂纹来表

征其裂纹扩展寿命。在弹簧疲劳分析中，已经得知螺旋弹簧易损伤部位(在节点11067

处作为裂纹的初始位置)。通过对螺旋弹簧应力分析，弹簧内表面应力最大，螺旋弹簧

疲劳裂纹主要属于表面裂纹。在工程应用时，通常将微小裂纹作为疲劳裂纹的起裂长度，

其值一般约在0．5一--2mm范围内，这里取半径为lmm的圆形裂纹作为初始裂纹。

5．2．2悬架螺旋弹簧疲劳裂纹扩展仿真

5．2．2．1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计算应力强度因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动求解所有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另一种

是求解指定裂纹的强度因子。如果在模型中只插入了一条裂纹，那么可以选择自动求解

所有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Franc3d会自动计算裂纹前端的3种类型的应力强度因子，

并用图表画出来。图片可以保存，也可以将数据保存成文本文档，用其他软件如matlab

等处理。本文中只有一条裂纹，故选用自动求解所有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得到第一步

的裂纹前端的3种类型的应力强度因子，保存成．Xy格式的文档后，用matlab处理后如

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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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裂纹前端应力强度因子

Fig．5-3 Crack front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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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3来看，裂纹前端的I型(张开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为正，应力II型(滑

移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在裂纹前端法向距离约为0．7的时候，由正转为负。III型(撕

开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几乎一直均为负。

当裂纹前端法向方向应力强度因子大于裂纹扩展门槛值时，表示在该边界条件作用

下，裂纹将会沿法向扩展，且应力强度因子越大，扩展的速率越快。反之，当裂纹强度

因子小于裂纹扩展门槛值时，裂纹将不会拓展。根据文献[41】，高强度钢的裂纹扩展门

槛值AKth=1．1～2．2膨P口√脚，因此，汽车悬架弹簧的裂纹主要属于I型裂纹，这与文献

[16】一致。

对于I型裂纹，当法向距离小于0．7时，应力强度因子基本保持在2．2．2．75之间。

当法向距离大于0．7时，应力强度因子急剧增加。当法向距离为O．96时，应力强度因子

达到5．82787。说明在疲劳载荷作用下，汽车悬架弹簧一旦产生裂纹，裂纹将会沿法向

迅速拓展。

5．2．2．2求解新的裂纹前端

得到应力强度因子后，可以在此基础上计算新的裂纹前端，做裂纹拓展的分析。值

得注意的一点是，若应力强度因子小于裂纹扩展门槛值时，则代表在该条件下，裂纹不

会再发展，franc3d就不会自动计算裂纹前端。

根据前面计算的应力强度因子，在求解新的裂纹前端。由图5．4所示，最外面一圈

为新形成的裂纹前端，裂纹不仅仅是朝一个平面内拓展，而是一个3维的裂纹拓展，裂

纹有向两端扩张的趋势。

图5．4扩展一步和两步的裂纹形状

Fig．5-4 Expanded step and two·step crack shape

经过44步裂纹拓展后，应力强度因子已经超过断裂韧性值，此时裂纹区已经超过

弹簧截面面积的一半，认为弹簧裂纹扩展失稳。最终的裂纹形状如图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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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a)Z轴方向最终的裂纹形状

Fig．5-5(a)Z axis finally crack shape

图5-5(b)X轴方向最终的裂纹形状

Fig．5-5(b)X axis finally crack shape

图5-5(c)局邵放大最终的裂纹形状

Fig．5-5(c)The final shape of partial enlargement crack

从图5-5来看，该裂纹并不是在一个平面内扩展，属于一种典型的三维裂纹扩展，

扩展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但总的方向，是沿弹簧轴线45。方向由内向外扩展，大量圆

柱螺旋弹簧疲劳失效分析表明【删，弹簧断裂时其断口与弹簧钢丝轴线成45。方向，所以疲

劳裂纹断裂仿真结果是可信的。

5．2．2．3应力强度因子分析

Franc3d中裂纹每扩展一步，都要计算其裂纹前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以便计算下一

次裂纹扩展的裂纹前端。在本文中，由于弹簧裂纹以I型裂纹为主，在此主要研究I型

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情况。因此每隔3步便将其I型应力强度因子保存成．xy格式，并

导入matlab中进行处理，如图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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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比较

Fig．5-6 Type I crack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comparison

从图5．6可以看到，随着扩展步数的增加，也就是裂纹深度的增加，I型应力强度

因子总体不断的增大，裂纹扩展的速率越快，弹簧承受载荷的能力越低。且裂纹区两端

的应力强度因子明显大于中间的应力强度因子，说明裂纹先从表面产生，并逐渐向内部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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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最后三步裂纹前端I型应力强度因子

Fig．5-7 Finally three-stage crack front Type I crack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从图5-7可以看到，当裂纹扩展到44步时，裂纹强度因子在裂纹前端0．4—0．5倍(半

椭圆裂纹的中部)已经突然猛增到58．3112MP口√磊，超过了60Si2MnA弹簧钢的断裂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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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1．95MPa石m 1611，此时认为弹簧已经不能再承受载荷，裂纹扩展失稳。

图5-8 I型裂纹强度因子随裂纹区面积变化图

Fig．5-8 Type I crack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th crack area variations

从图5．8来看，随着裂纹扩展步数的增加，裂纹区的面积不断增大，裂纹前端I型

应力强度因子也在不断增大，说明裂纹区越大，裂纹扩展速率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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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螺旋弹簧剩余寿命估算

由于螺旋弹簧的疲劳问题属于高周疲劳，根据文献[16】得知，弹簧材料裂纹尖端的

塑性区远比裂纹长度或特征几何尺寸小的多，故可以采用线弹性断裂力学的方法来分析

问题，在线弹性断裂力学中，常采用Pads等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估算剩余寿命。

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疲劳裂纹寿命分析之前，除了需要对其进行裂纹扩展仿真外，

还需要进行一些参数设置，如图5-9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得到裂纹尺寸与循环周

次的变化曲线如图5．10所示。

图5-9裂纹扩展寿命分析参数设置

Fig．5-9 Crack propagation life analysis parameter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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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I工况下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变化曲线

Fig．5·1 0 The crack dimensions and cyclic change curve under I conditions

从图5．10来看，在裂纹出现初期，随着载荷的作用次数小于5e+06时，裂纹长度

随着载荷次数的增加缓慢的增加，从lmm增加到4mm。当载荷的循环次数超过5e+06

时，裂纹长度迅速增加，裂纹长度已经达到了8．8mm，超过了弹簧的直径(7mm)，裂

纹区的面积约为70．56mm^2，约为弹簧横截面面积的45．86％，螺旋弹簧裂纹疲劳扩展寿

命大约6e+06次循环。

上面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裂纹扩展仿真及剩余寿命分析结果是在弹簧受力大小为

3700N，应力比Ib．1．43的情况下得到的，相当于在I工况下弹簧受的最大力。

在初始裂纹大小和位置以及边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弹簧的受力大小，按照

上面的步骤重新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裂纹扩展仿真及剩余寿命分析，分别得到在弹簧受

力大小为4500N，应力比R=．2(相当于在II工况下弹簧受的最大力)和5250N，应力比

R=．3．22(相当于在III工况下弹簧受的最大力)的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变化曲线，如

图5．11、5．12所示。

对悬架螺旋弹簧在I、II、III工况下的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变化曲线进行对比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存在初始裂纹的悬架螺旋弹簧，在III工况下其剩余寿命最少，大约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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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循环次，折算为337公里，它只相当于在I工况下弹簧剩余寿命的2．5％，相当于

在II工况下弹簧剩余寿命的21．5％：

(2)在III工况下弹簧裂纹长度最短，大约5．8mm，在I工况下弹簧裂纹长度最长，

大约8．8mm，这时裂纹扩展失稳。

因此，对于在工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尤其是路面状况比较差时，特别要注意疲劳

裂纹，因为一旦裂纹产生了，裂纹扩展速度都特别快，几乎呈指数增长，将大大地缩短

了弹簧的使用寿命；而对于工况比较好时，比如在I工况下，裂纹产生初期，扩展速度

缓慢，几乎不怎么扩展，但是当损伤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裂纹扩展也会很快。所以，对

于比较好的工况来说，反而更加危险，以为弹簧处于正常状态，其实裂纹已经缓慢扩展，

当裂纹长度到一定值后，弹簧很快就会断裂，所以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定期保养。

图5．1 1 II．r-况-F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变化曲线

Fig．5·1 I The crack dimensions and cyclic change CHIVe under II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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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III-r-况T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变化曲线

Fig．5-1 2 The crack dimensions and cyclic change curve under HI conditions

5．4本章小结

(1)全面分析和研究了疲劳裂纹扩展分析方法，采用了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和Pads

模型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了疲劳裂纹扩展仿真和剩余寿命估算。几何模型的完善，计算

裂纹前沿的扩展长度、扩展方向和应力强度因子等参量，并对裂纹面进行网格重新划分，

再在BES中进行新的边界元计算，以便确定下一增量步的裂纹扩展参量，反复计算，直

到裂纹失稳；

(2)仿真发现汽车悬架弹簧的裂纹属于I型裂纹为主，II型裂纹为辅的复合型裂

纹；疲劳裂纹扩展方向与弹簧轴线呈450，并由内向外断裂；

(3)仿真获得了在I、II、III工况下悬架螺旋弹簧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变化曲

线，可以用来估算弹簧的剩余寿命。初始裂纹缺陷将大大地缩短弹簧的使用寿命，因此，

悬架螺旋弹簧在制造、安装和维修时必须避免产生划痕、裂纹和其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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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全文总结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

本文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对小轿车悬架螺旋弹簧的工作载荷的获取方式进行了探索，

并对工作载荷进行了统计处理，获得了8x8的螺旋弹簧全寿命里程实际二维疲劳载荷

谱：对螺旋弹簧进行了参数化建模，并对其进行了静力分析和动力分析，获得了悬架螺

旋弹簧容易损伤部位；借助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对悬架螺旋弹簧疲劳断裂进行仿真分析和

使用寿命估算，得到了螺旋弹簧的虚拟寿命。对这些工作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可得出如

下结论：

l、在MATLAB／Simulink平台下建立的悬架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仿真模型，获得了在

I、II、Ⅲ三种工况下螺旋弹簧工作载荷时间历程，这样通过仿真模拟代替贴应变片获

取工作载荷的方法成为了可能；

2、采用雨流计数方法对仿真载荷时间历程进行计数，获取悬架螺旋弹簧在I、II、

ⅡI三种工况下的载荷幅值和载荷均值，并对其分布形式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

这三种工况下的载荷幅值很好地服从双参数威布尔分布，载荷均值很好地服从正态分

布；

3、采用权系数方法得到了在I、II、Ⅲ三种工况下的二维疲劳载荷的联合概率密

度函数，根据出现一次最大值载荷的概率为106次的原则进行疲劳载荷扩展，最终获得

了全寿命里程80000公里，相当于2．148x107次载荷循环的8x8标准二维疲劳载荷谱；

4、利用APDL语言与宏技术组织管理Ansys的有限元命令实现了悬架螺旋弹簧参

数化建模，并对螺旋弹簧进行了静力、动力分析和疲劳分析，确定了螺旋弹簧易损伤的

部位(位于螺旋弹簧上端2圈内侧附近)；

5、在Franc3D中采用最大周向应力理论、增量步裂纹扩展分析方法和Paris模型来

模拟悬架螺旋弹簧表面裂纹的扩展情况和剩余寿命估算。疲劳裂纹扩展仿真发现小轿车

悬架螺旋弹簧的裂纹属于I型裂纹为主，II型裂纹为辅的复合型裂纹；疲劳裂纹扩展方

向与弹簧轴线呈450，并由内向外断裂；仿真获得了在I、II、Ⅲ工况下悬架螺旋弹簧

裂纹尺寸与循环周次的关系，可以用来估算弹簧的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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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工作展望

本文通过对螺旋弹簧工作载荷仿真模型采集载荷数据，并对载荷数据进行统计处

理，得到标准二维疲劳载荷谱，然后对悬架螺旋弹簧进行有限元分析、疲劳断裂仿真分

析和剩余寿命估算。思路可行，结果也还合理，如果要让得到的结果(虚拟寿命)更加

接近悬架螺旋弹簧的实际寿命，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1、本文对螺旋弹簧受力分析时，只考虑到螺旋弹簧中心压力，其实螺旋弹簧的疲

劳是一个多轴疲劳问题；

2、本文只仿真得出三种工况下的螺旋弹簧工作载荷时间历程，实际上并不只这三

种工况，可以在不同等级公路上和不同车速下得到更多螺旋弹簧工作载荷时间历程，这

样经统计处理后得到的疲劳载荷谱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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