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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连杆是发动机结构中重要的传动部件，承担着将活塞的往复直线运动转化为

曲轴的旋转运动从而对外输出功的任务：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连杆的运动形式

和受力十分复杂，连杆大头、连杆小头和杆身分别作不同形式的运动，整体承受

着压缩、拉伸和弯曲等周期交变载荷：此外，柴油机强化指标不断的提升，某机

型的缸内压力己经接近 18MPa，对连杆的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指标要求。一旦

连杆的可靠性不满足要求，在工作时容易发生疲劳断裂破坏而使整机受到不可修

复的损坏，因此在发动机开发设计中，对连杆进行分析研究已成为重要的环节。

选取某囚缸增压中冷柴油发动机上的连杆为研究对象，使用 NX8.0 软件建立

连杆、简易活塞、曲轴等组件的三维实体模型：进行相应的前处理后运用

EXCITE-Power Unit 软件对连杆进行多体动力学的仿真计算，分析得到各转速工

况下作用在连杆大小头上的载荷谱和连杆瞬态应力分布特性；在载荷谱基础上运

用疲劳寿命分析软件 FE-SAFE 对连杆不同转速工况及全工况的疲劳寿命进行模

拟分析：并利用基于断裂力学的断裂仿真软件 FRANC3D 对连杆产生疲劳裂纹后

的断裂扩展寿命进行预测分析：最后对连杆疲劳断裂试验方案进行了设计。

研究结果表明：

( 1 ）当发动机缸内压力升高后，连轩大小头和杆身过渡的一些部位出现了

多处应力集中的地方，最大应力值为 600MPa 左右，在材料的许用应力范围之内，

满足设计要求：

(2）在发动机的正常运转中，最大扭矩工况下连杆疲劳寿命达到最低，循

环周次为 l .86E7，设计要求达到 l.OOE7 即为合格，所以连杆在最大扭矩工况工作

时满足设计要求：

(3）连杆在各组合转速工况下循环工作时，能循环工作 5.97E7 次左右，达

到了设计值 l .OOE7，即全工况下连轩的疲劳强度同样满足设计要求：

( 4）当连杆在正常工作时，裂纹从产生扩展至断裂能工作循环 3 .00日次，

循环次数较短：连杆在超设计寿命工作的时候，注意定期检查连杆裂纹情况， 一

旦发现连抨产生裂纹最好能更换零部件，从而避免灾难性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连杆：多体动力学：应力恢复：疲劳断裂：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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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necting rod is a impo民ant part of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he connecting rod plays 

a role that translates 由e linear motion of piston into the rotation motion of crankshaft, and 

realizes the function of power export. During the working process of engine, motion and stress 

s臼阳s is very complex. ηle big end, the small end and the body of connecting rod have different 

motion form, and they bear periodically stress like compression, stretching and bending. In 

addition, with the strengthen of engine performance, and the cylinder pressure of a engine model 

is closed to 18 MPa.η1is requires much higher standard for the reliabili守. If the reliability does 

not meet the demand, the connecting rod will be damaged irreparably because of fatigue crack. 

Therefore, analysis of connecting rod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procedure during engine design. 

The cormecting rod of a turbocharged and inter-cooled four-cylinder diesel engine w出

studied. The geometric models of connecting rod, piston, and crankshaft were established by 

Siemens NX8.0 so仕ware. After appropriate pretreatment, 由e simulation of multi-body dynamics 

for connecting rod was carried out by EXCITE-Power Unit so企ware. The load spec伎um that 

loaded on the small-end and big-end under different speeds were go阳风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ent stress were gotten. Based on the load spectrum，由e fatigue life of 

connecting rod during different speeds and conditions was simulated by FE-SAFE so丘ware. The 

frac阳re propagation life of connecting rod fatigue w臼 predicted and analyzed by FRANC3D 

SQ食ware.At last, the experiment progr缸n of fatigue crack testing was desig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With the cylinder pressure increase, the big end, the small end and the body 往回sition

area of connecting rod have several stress concentrations. The maximum s悦ss is about 600MPa. 

It is under the allowable stress of ma旬rial and it meets the design demand. 

(2) Dur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engine and maximum torque condition, the fatigue life 

of connecting rod is the lowest. The cycle number of times is I .86E7. The design demand is 

I .OOE7, and it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 Therefore, the connecting rod meets the design 

demand during the maximum torque condition 

(3) During the combined speed conditions, the cycle number of times is 5.97E7. The design 

demand is l .OOE7, and it meets the design r叫uirement. So the 也tigue stren纠lthe of connecting 

rod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during all conditions; 
田



(4) Dur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connecting rod, it can work for 3.00E5 times 齿。m 由e

crack appearing to crack expanding and 企acture.η1e cycle number is relatively short. When 

connecting rod exceeds its designed working life, it should be inspected regularly. Once the 

crack of connecting rod is discovered, it is better to replace the part to avo·id catastrophic 

accident. 

Key words: Connecting rod; Multi-b。dy dynamics; Stress restoration; Fatigue crack; Design 

experiment 

IV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目录

摘要....................…－···－······………·…··…··…··……... ....…川.... ....…........... ....….........叫.......………······－－…··……...... .1 

ABSTRAC.…··……………·……………··……··…H …..........……………………··……………··“··………··…....…........... 111 

第一章结论

1. 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 ....…··….............. ..... ...... .........…… ..... ... ......... .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 . ..........…........…....................... ...… 1

1. 2. 1 国外研究现状．·…. ..………·…“…........……....…“…...... ...……......…................2 

1. 2. 2 国内研究现状···· ···········…················· ………........ .........…......…. ... .. ..... .....………... ..... ......4 

1. 3 研究内容.....................…...........…….... ............ . .. . ………··…... ....….. .... ..…….. ... ....…·…... .....6 

第二章连杆多体动力学分析

2. 1 多体动力学理论……··…“….....…·……………·……….........…….......……........... ...... .9 

2. 1. 1 角位移、角速度、角加速度 u……··……….........…………........ ..................…·…. .......9 

2. 1. 2 连杆受力．．．………............ .....…........…… ”…................….... ...………··…........ ...…. 11 

2. 2 连杆三维几何模型的建立．．．．．．………·”…..... ...........…………··………··………… 13

2. 2. 1 发动机性能主要参数.. .. .........………….......………”…··· · ·· · · ··· …….................... ..…….. 13 

2. 2.2 建立有限元模型.. ....……·············“…… ... .... ……· …. .................................................. 14 

2.3 模态缩减分析…………··…………”…............. ......…··”… ……”…........…….......…. 15 

2. 3. 1 有限元前处理.............. .....…”……................”…. .......... . .. ..... …………… …·…..... . .. 15 

2. 3.2 模态缩减计算………….................. ....“..............……··……………·…………....... 17 

2.4 多体动力学计算...... ...... ......…·……... ....….... －~ ....…………··”..............................……................ 17 

2.4. 1 建立多体动力学模型．．．．．．….....…….............….........…············· · ···· · ········· ·········…·….. 18 

2.4.2 多体动力学计算结果分析········· ·············……........…...............….............. ...................21 

2. 5 小结……....－~－ .… .........…… H…···…”…· “……………… H…~－ ... 04 .........……………··…... 23 

第三章连杆动态应力恢复及疲劳分析

3. 1 动态应力恢复................ . ........... ...... .... .. . ….......……....................……….........….........…............. .. 25 

3. 2 疲劳寿命．··………......…...........……....................”…....... .…·……...........…........... 31 

3. 2. 1 疲劳概述 H …......……....... ... …........ …·…........…………·………........ ……….. . 31 

v 



3. 2. 2 疲劳理论…··…··………....................................…….........……….........….......…”...........32 

3.2.3 疲劳寿命计算..............…...... ................…….......………········ ·…........……·“.............33 

3. 2. 4 疲劳寿命结果分析.......................................………………..............................................35 

3. 3 小结.....................................…………...........……………………..........…..........…·…….......………… .37

第四章断裂仿真分析

4. 1 断裂理论基础．．．．·…......………..... .... ……·……·…….................………………·……39

4. 1. 1 结构中的裂纹.................…...……·……··……··············…......... ...……·….... 39 

4. 1. 2 表面裂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40 

4. 1. 3 表面裂纹．．．……………·……………·…… ·……·….......…··….....………......... .. 41 

4. 1. 4 疲劳裂纹扩展.......…·….........…........…········ ..………········…. ···········……….......…. .42 

4.2 连杆断裂仿真............…................…·……........…........…..........................………………·… 43

4.3 结果分析h…·…··…………… H …………·…….........….........……··…..........…...............45 

4.4 小结．．．．．． ．．．． ……··……… …· ·．．．．．．．…··……………….......………........… .48

第五章连轩疲劳试验设计

5. 1 试验目的和方法·············……….......……………··……..........................………….........…........ ....49 

5.2 试验准备 ...…·….. ·.……………………………………........…...............……............. 49 

5. 3 载荷计算方法..... ..................……........ ..........………….. ..……·········…………...........52 

5.4 试验过程操作．．．．．……….....……·…….......……........…·…………·….......……........…..54 

5.5 数据分析………………··……“ …·…………….........……··……................. 56 

5.6 小结. ·······……………………··…………..............................…··……“.................... 61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 1 全文总结．．．．．． ．．．．．．．．．．．．．．．． …………........…………........... ..... 63 

6.2 展望•••••4••·. ……….......………………….......…...…·……………..........………........... 64 

致谢.........….... .....….....................…........…........ ····· ......... ·········•····················· ..............................….............. 65 

参考文献….....................................….........……·…………··………····－·…….....................….................... ~ ..….......... 66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项目......…·…··…................... ...........…….........…·… 71

VI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艾

第一章绪论

1. 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发动机作为一种常规动力源，广泛用于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领域。自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车辆的保有量迅速增加，人们出

于对安全、环境、舒适性等的考虑，对发动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促使发动机

向着高效率、高可靠性、轻质量、低燃油消耗率以及低排放等方向发展 ［ I］。发动

机的设计指标不断提高，这使得相关零部件也需要不断地强化，连杆就是必须考

虑的重要零部件之一。

连杆多是在润滑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承受着活塞销传递来的燃气压力和曲

轴、活塞及自身因运动产生的惯性力和力矩［2）：周期重复做着直线、旋转和摆动

等运动形式。这要求连忏在质量尽可能小的情况下，必须有足够的结构刚度和疲

劳强度。当连杆静强度不足时，会使大头孔失圆，导致连杆大头轴瓦因泊膜破坏

而烧损，还会使杆身弯曲，导致活塞偏磨，漏气窜油等现象发生：当连杆的疲劳

强度不足时 ， 在交变载荷长时间作用下，容易萌生疲劳裂纹并扩展，最终导致连

杆断裂失效并打坏机体，发生灾难性事故 （3）。考虑到连杆在发动机中重要的作用

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在设计阶段一定要保证其固有的可靠度（4］。

如今，对连杆的静强度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在设计连杆的时候，运用它

来避免连杆在运转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静强度失效问题己经相当成熟。但是在避免

了连杆的传统静态强度可靠性问题后又遇到了动态疲劳的新问题。并且在汽车的

行驶和发动机的运转过程中，因为疲劳而引起的连抨失效问题却越来越常见，并

且变得越来越突出，急需对这类问题进仔分析研究。

1.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各友动机厂商在发动机出厂前都必须保证发动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必

须完成既定的工作，通过可靠的产品来提高厂商的信誉，从而保证产品在这个行

业内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鉴于连杆在内燃机中的重要性和其工作环境的恶劣

程度，连杆在整个系统中所分配的可靠度比较高，并且在柴油机零部件故障中，

连杆故障是非常常见的，在中速机中己经达到 16%，因此远杆是重点设计的部件

之一（5-6）。而随着国内外对发动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连杆研发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必须对经验加设计的传统设计方法进行改进， 借助强大计算机的辅助对连杆进行

分析计算就是非常高效的技术手段[7］。

1. 2. 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常用于解决工程中实际问题的有限元法也迅速发展

起来。其首次被提出是在 1943 年，后经过发展阶段，在 196 1 年已步入了完善阶

段。有限元法是一种数值离散化方法 ， 根据变分原理求其数值解。因此适合于求

解结构形状及边界条件比较复杂等力学问题，能够解决几乎所有工程领域中各种

边值问题［8-10］ 。

有限元方法用于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在国外较早。早期因为数学模型理论

不完善以及计算机软硬件的滞后等原因，八九十年代只能解决一些单一的简单物

理场的计算问题。英国 Rackwitz R 等 [I I］早在 1978 年对连杆进行多载荷下的结构

可靠性的仿真研究，假设载荷都是互不干涉有序地加载，最后得出一组计算在多

载荷下结构可靠性的方程：美国 Roy Coffe ll 等（1 2］在 1 983 年就对高速柴油机连杆

通过近似加载对最大拉伸载荷、最大压缩载荷下及螺栓预紧力下进行计算，求取

了应力比较集中部位并得到了变形图，为新一代发动机的研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同年Brian L.Carlson 等［13）发运用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对以前连杆设计时没有考虑到

的其他方面进行考虑分析，主要是对连杆的润滑等情况进行分析。而 Fantino B 

等［2 1）则开始运用法代方法对弹性连杆进行动态特性研究，给出了随载荷变化的瞬

时弹性应变及瞬时压力分布规律，井和在相同动态条件下的刚性轴承的油膜厚度、

扭矩等进行对比，评价其动态特性的好坏： K.Toyama 等［I 4］于 1 988 年对连杆的

结构对应力和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研究。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发动机的转

速也越来越高，在研究发动机连杆的时候，惯性力越来越重要，几乎不能忽略。

Yoshikazu Mizuno 等［15）对连杆在爆发压力、惯性等力的作用下对连杆应力进行分

析并对针对连杆进行了拉压试验来校核仿真结果： Gunter Knoll 等［22］于 1995 年运

用动力学和静力学模型对连杆的流体弹性力学润滑进行研究，仿真结果表明边界

条件和质量的分布严重影响连抨的局部和整体形变，结果也表明动力学仿真模型

更适用于连杆的真实工况。

有限元法对连杆设计及优化等可靠性分析也越来越重要。凭借有限元方法可

以缩短连忏设计及生产的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一些国外制造企

业甚至把有限元分析作为连杆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必须步骤，规定不经过有限元分

析和优化的设计，不能用于生产。对连杆的研究则从单一的物理场向多物理场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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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场问题的求解发展，在求解简单的物理场问题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在多物

理场基础上计算连杆强度、连杆轴承润滑、连杆疲劳寿命预测、连杆断裂等。如

在 1986 年， Lee Swanger 等（16］对连杆的失效就行了分析研究，分析结果定性地解

释了连杆发生失效的可能，及失效引起断裂是断裂的速率大小，提高了连杆的可

靠性来提高连杆的经济性。 Edmond Ilia 等（17］在 2002 年的时候研究了不同强度材

料对连杆疲劳性能的影响。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国外研究学者用有限元方法解决

大量关于连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一些物理问题，并且技术日趋成熟1(18-20］。

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工程问题多是复杂多变的，二十世纪运用清限元方法所解

决工程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经过大量的简化，这就导致了计算结果跟实际不是太符

合，或结果精度较差。而国外大量科研学者在用有限元解决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

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伴随着计算机电子产业的发展，人们开始用更复杂的数学

理论和数学模型来模拟并解决实际的问题。在静态的成熟的基础上，运用动态方

向来解决静态所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对大量归类为线性的问题，考虑用非线性

的手段方法来进行求解：对连杆的设计则从设计到可靠性设计到后来的可靠性优

化设计。 BJ Kim 等（23］在 2001 年对内燃机连杆轴承进行了热弹性动力学分析。

Tsuyoshi Kubota 等（24］在 2004 华对胀断方法严生的连杆进行分析，关于多断口的

原因及其措施，研究发现可以通过一个非线性仿真来研究，及这小部分的发生分

裂后通过处理是可以避免的。 Omar Mian 和 Pravardhan S. Shenoy 等［2.5-26］于 2005

年分别对连杆的大头和连杆的形状和质量进行了一定的优化，优化后的连杆在适

应性上强于优化前。 Shishir Tiwar:i 和 Haroldo Chacon 等［27-28］也在 2006 年对连杆

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并优化，大大提高了连杆工作可靠度： Heewook Moon 等（29]

于 2007 年开始运用基于有限元分析屈曲分析方法对连杆进仔分析，结果和实际吻

合度十分好： Ducai Wang 等（30］在 2008 年开始对连杆小头衬套与活塞销的接口进

行弹性流体动力润滑分析和磨损预测： Kentaro Takada 等［31］对新型粉末锻造的连

杆进行有结构强度和疲劳强度的分析研究： Michael T. Lapp 等（32］在 2010 年在可

靠性的基础上对连杆进行可靠性优化设计，其中比较创新的是将大小孔事先制造

成椭圆形状，这样能降低连杆的应力： Georgios Livanos 等［33］在 201 1 年基于润滑

理论的瞬态摩擦模型对内燃机活塞一连抨一曲柄结构进行瞬态摩擦分析，证明了

该模型能够预测发动机零部件旋转和摆动过程中的摩擦特性： Arden Anderson 等

(34］又在 2012 年采用特征值显式的方法对连杆进行屈曲分析： Flores 等 (35］在 2013

年对力学模型中的接触闯隙进行动态响应分析，揭示了接触间隙对模型的影响机

理井求得其模型的动态响应规律： Yang F P 等［36］在 2013 年对带有圆形面的弹性



杆进行断裂分析， 评估疲劳寿命及查看裂纹的扩展速率和扩展路径， 得出弹性杆

断裂的一般规律： Bosko Rasuo 等［37］也运用新发展起来的扩展有限元方法对断裂

的铝合金试件进行了裂纹扩展的分析研究。

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和有限元分析软件的集成，以及几何模型离散后的

网格质量越来越高， 加上软件向用户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并且有限元软件之间的

紧密结合，使得国外对连杆研究越来越深入，对连杆研究的问题分支越来越细，

精度越来越高 ， 许多实际问题被更加精确地解决并加以运用，大大提高了连杆的

可靠性。

1. 2. 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数学家冯康口盯在 1965 年首次提出了有限元法，意味着有限元在国内诞

生，并伴随着计算机产业在国内迅速成长和实用性，此方法迅速地被运用到了汽

车行业内 ， 成为零部件结构分析所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运用有限元方法对连杆

分析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 如今有限元法在国内己经是开发新产品，提

高产品质量不可缺少的工具。

从七十年代开始 ， 计算机就已经用于发动机连杆辅助分析设计，但由于当时

科研条件的制约 ， 一般把连杆实际的三维模型简化为平面的二维模型来进行应力

问题求解。例如华中工程学院陈国华等（19）选取作用于垂直连杆摆动平面方向上外

力作用为零来简化模型 ， 用平面变厚度应力分析的有限元程序对杆身具有工字形

截面的连杆进行计算，其研究结果表明有限元法是连杆强度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 ，

其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研究模型虽然较现在的仿真模型来说较为粗简，但相当

于当时经验设计己是很大的进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实践，人们发现用有限元法对连杆静态应力分析研究的

方法基本可靠。在八十年代，用平面二维连杆模型对连杆进行应力和变形分析越

来越普遍。例如西安石油学院王路等（40）对连杆的研究，研究结果得到连杆的变形

和应力的变化趋势及大小，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受计算机条件的限制，

简化后的连杆模型节点数目较少，结果精确度还有待提高。在八十年代后期，更

多的科研学者开始着手用三维模型模拟连杆的工作过程。如赵春暖等［41］利用粗糙

的三维模型对连杆的工况进行模拟并对比了平面二维模型的结果，结果表面平面

二维简化模型模拟连杆工况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取的，另带着开启了三维连杆模

型模拟工况的新篇章：

九十年代大量研究人员利用三维有限元模型对连杆进行了大量的仿真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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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模型对连杆进行有限元仿真越来越普遍。如重庆大学的黄世琦［42）在建立

三维有限元模型之后计算了连轩最大拉压力，将力按一定余弦公式分布加载在大

小头上面连杆的强度进行简单的分析；吉林工业大学王天灵等［43）则经过对连杆气

体爆发压力和惯性力的计算，将所计算得到的力在大小头轴线方向上按均匀分布

和二次函数分布加载，而圆周方向上均按余弦分布方式加载对连杆强度进行分析。

但模型的加载方式还受二维模型的影响，对于连杆大、小头内孔外载荷的分析规

律，特别是小端在受拉工况时外载荷的分布规律还需进一步研究 ， 以获得更为准

确的计算边界条件。

当人类的步伐步入二十一世纪后，连杆分析模型完成了从二维模型到三维模

型的完美转变，理论上己日趋成熟。加上国外 CAE 软件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对国

内有限元方法在连杆上的运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的并不局限于已有的边

界条件的简化，开始对连杆三维仿真模型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研究，以谋求边界

条件更能接近真实的工作状况。如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的施兴之等（44］建立的分析模

型。而在研究问题上不局限于简单仿真的结果，开始拓展并呈现多元化。重庆大

学的等兆祥等（45）在 2001 年运用有限元方法解决了增压后连杆强度的问题：同一

年戚刚等［46）在总结大量连杆计算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精度的各种因素，提

出了－个精细的有限元组合计算模型，摒弃掉了很多的近似处理方法＝ 华北工学

院吕彩琴等1471 2002 年对柴油机在以往强度的基础上运用 Good-man 法进行疲劳

强度的计算，其还研究了接触问题对于连杆有限元分析的影响和小头泊孔对连杆

疲劳寿命影响研究： 屠丹红等1481 2004 年运用 Miss 屈服条件来修正 Good-man 法

来研究连杆组件疲劳寿命；宋晋宇等1491 2005 年运用接触分析算法对连杆进行了

仿真分析研究。

在建立连杆模型的过程中考虑的因素日趋完善 ， 如考虑了接触、预紧力、过

盈力等一些因素，使得仿真结果越来越精确。研究对象也从整体逐步过渡到了局

部，并使得研究的内容大为拓展，从简单的静态强度到瞬态应力，再到疲劳断裂

强度和可靠性的优化设计等方面。2006 年高东宇等［50）针对飞机疲劳断裂过程的有

限元进行了分析：张继春等［51）针对连杆进行了优化设计：周芝庭等［52］在 2008 年

对螺栓接头进行了有限元接触分析：王金元等（53）在 2009 年对连杆实现的原因进

行了仿真分析：同年钱学毅等（54）针对连杆进行了动态应力仿真分析：日益成熟的

连杆精细分析有限元组合模型完全正确，可以由其得到定量分析水平的计算结果，

直接为设计服务。用多重多支的子结构方法建模， 并结合有限元参数二次规划法

s 



求解大规模 3 维接触问题，稳定、高效、耗费极小，计算精度完全可以满足工程

需要。但从简单的静态强度领域到多体动力学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研究分析， 因

为静态强度研究和瞬态应为都有自己可取的地方，不可互相代替，只是相互补充。

在 20 13 年，刘亚强、余雁等（55-56］对连杆螺栓断裂失效的原因进行了不同的分析：

周昭求［57］对某机连杆进行了高周疲劳分析，得到了疲劳安全系数的分布： 朱小平

[58］对连杆的动静态强度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对比，表明进行动力学研究对连杆具

有重大的意义。另外还有杜静等［59）分别对连杆的疲劳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e 在

2014 年，陈起航等［6（）］对连杆动应力及疲劳寿命进行了分析，对连杆进行了校核：

喻菲菲等（61］同年也对连杆不同载荷边界处理方法进行了对比。

总之，针对连杆的分析研究， 研究经历了模型从最初的平面二维到后来的三

维模型：载荷边界条件从最初的平面变厚度应力分析到后来的考虑预紧力、过盈

力、摩擦力等比较完善的载荷：位移边界条件的施加则从最初的忽略接触到后来

考虑润滑弹性接触的边界条件：研究对象则从单一连杆准静态力学分析到各组件

相互组合的多体动力学分析：研究影响连杆工作可靠性因素从单一物理场的单一

因素到多物理场的多因素：从简单的静态强度到瞬态应力，再到疲劳断裂强度和

可靠性的优化设计等方面。针对连杆的研究工作一步一步地发展，己为连杆的设

计研发奠定了殷实的基础。

1- 3 研究内容

随着排放标准日益严格和经济上及动力性上的需要，需要对某型号的发动机

进行一定的升级设计，其一就是增加一套高压共轨系统。本着节约成本目的出发

考虑 ， 尽量对原机型上的零部件作小的改动，连杆即在原结构上扩大尺寸比例。

但随着高压共轨系统在该型号发动机上的成功匹配，缸内爆发压力随之升高，使

传动件连忏面临着更严酷的工作环境。为了确保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需对

连杆的强度、疲劳寿命及裂纹断裂扩展进行一定的可靠度分析，并对其可靠度进

行一定的评价。

本文以某柴油机连抨组件动力学为研究对象，建立连杆组件的三维实体模型

模及有限元模型：利用多体动力学分析软件建立连杆的多体动力学子模型，研究

了连杆载荷谱及一些瞬态特性 ： 在多体动力学的结果上建立关于疲劳寿命和裂纹

扩展寿命的分析模型，研究连杆在特定工况下的疲劳断裂等一些特性：井针对连

杆进行了疲劳断裂试验方案设计，为连轩的安全性、经济型提高提供了一种可能

的试验方案。课题拟采取总体研究方案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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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计算流程图

Fig. 1-1 Calcu.Jation flow chart 

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 1 ）连杆瞬态特性的分析研究

系统研究连杆、曲轴销和活塞销所组成的多体动力学子系统中连轩各工况 ，

仿真得到连杆多个工况下的瞬态应力分布云图情况 ， 根据较为直观的应力分布云

图迅速地找出应力集中部位和对应曲轴转角，准确地把握连杆瞬态应力的大小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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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杆疲劳寿命的分析研究

系统研究动态应力分布，选取两个周期内的应力谱为疲劳寿命仿真的载荷谱，

利用己有的材料疲劳数据作为材料参数进行疲劳寿命仿真估算，得到额定工况、

最大扭矩工况及全工况几个重要工况下的疲劳寿命云图，迅速地找出循环寿命低

的截面：

(3）裂纹扩展寿命的分析研究

以已有的载荷和疲劳寿命分布云图为基础，通过 ABAQUS 和 FRANC3D 为分

析工具，进一步求取应力强度因子得到裂纹扩展循环寿命曲线，为连杆的正确使

用和维护提供一定的帮助指导：

(4）连杆疲劳试验设计

设计连杆疲劳断裂的试验方案，拟选取十二支连杆试件，根据最大扭矩工况

和额定工况将并分为人个载荷水平对试验组，通过试验和数值计算的方法求取了

连杆截断载荷，并讨论了如何绘制 S-N 曲线和求取连杆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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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连杆多体动力学分析

多体系统是指以一定方式相联接的多个物体构成的系统，而多体系统动力学

则是研究多体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在内燃机的结构中 ， 连杆是曲柄连杆机构的

重要组成部分，连杆、活塞和曲轴几个部件构成重要的系统。考虑到了边界条件

的复杂性及连杆和其他部件的相互作用，利用多体动力学方法对连杆进行分析研

究获取一些静态强度分析无法研究的特性。

2. 1 多体动力学理论

2 . 1. 1 角位移、角速度、角加速度

目前使用在汽车上面的发动机主要往复活塞式的 ， 其动力通过连杆将活塞的

往复直线运动转换为曲轴的旋转运用，从而对外输出功。往复活塞式发动机基本

上都采用的是较为常见的中心曲柄连杆机构，所研究的原模型正是中心曲柄连杆

机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中心曲柄连杆机构简

Fig.2-1 Crank rod system 

图中 AB 为连杆， B 为曲柄销中心， A 为连杆小头中心或活塞销中心。设曲

轴 以等角速度 ω旋转，曲柄销上任取一点，其都是作等速圆周运动， 并且以 0 为

圆心，即大头也是绕着 0点做等速旋转运动。连杆的小头的运动形式与活塞一样，

以气缸中心线为运动轨迹作往复运动。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为了便于简化模型而

便于计算，连杆简化为两个质量点 ， 即集中于大头和小头的集中质量点，并默认

这两个集中质量点分别作旋转与往复运动。

从上图可以看出 ， 气缸中心线通过曲轴旋转的中心，垂直于曲轴回转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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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柄转动的角速度为：

ω＝生~= !!!!. (rad I吵
60 30 

(2- 1) 

式中 n 为曲柄的转动角速度，其单位常为rlmin。则可以求得曲柄销中心点

的切向速度和向心加速度分别为z

v, = Rm ( m Is) 

。”＝ R(Jl (ml s2) 

(2-2) 

(2-3) 

选取某一时刻，此时曲轴按着顺时针转过的角度为 α，在连杆运动平面内，

此时 AB 和 AO 的角度为β。当曲柄转角为 0 度时，曲柄销和活塞销都在各自运

动轨迹的最上点，这个点称之为上止点。同样，当曲柄销转角为 180 度时，曲柄

销和活塞销都在各自运动轨迹的最下点，这个点又称之为下止点。设曲柄半径为

R，连杆的长度为 L，设曲柄半径和连杆长度的比值为λ，它是发动机比较重要的

参数，可以表示为：

R-L = AdA 

(2-4) 

(1）连杆角位移

曲柄连杆比顾名思义即为曲柄旋转半径和连杆长度之比，通过图 2-1 可得：

λ＝主＝ sinβ
L sina 

(2-5) 

可以推导出连杆的角位移：

β＝arcsin（λsin a) (2-6) 

从上面式子可以看出，当 sina=l 时，连杆的角位移达到最大，其值为：

β＝±arcsin (2-7) 

(2）连杆角速度

连杆在运动过程中，连杆大头以曲柄中心点为旋转中心做圆周运动。通过 2-1

结构简图可以求出连杆的摆动角速度：

dβcos a cos a 
β＝一－＝λω一一一＝λω ，

dt cos /3 .J1-A.2 sin2 a 
(2-8) 

从上面式子中同样可以看出，当 α＝O 度或 180 度的时候，连杆的角速度达到

最大，其最大值为：

/3,皿＝土arcsinλ (2-9) 

(3）连杆角加速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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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求出了连杆绕曲柄旋转中心点做圆周运用的角速度。由连杆角速度

公式可进一步求得连梓角加速度，即角速度对时间求导，角加速度表示为：

d2βdβ 
β＝τγ＝－一＝－λ（l-A.2)al＝言τ (2-10) 

"" dt 』V"' p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 a=90 度或 270 度的时候， β具有最大值：当 a=O 度或

180° 的时候， 角加速度有最小值。最大最小值分别值为：

βmax ＝丰主L
、/I －λ4

(2-11) 

βmax =0 (2-12) 

从上式子中可以看出，当加速度在最大或者最小的时刻，连杆轴线和中心线

重合。

2. 1. 2 连杆受力

连杆在工作过程中，交替承受着惯性力和燃气压力的作用力。对于惯性力而

言 ， 则可分为往复惯性力和旋转惯性力两大部分。

(1）往复惯性力

通过 2-1 所示的结构简图，可以推导出往复惯性力为：：

马 ＝－m1a=-m/Rol cosα ＋ Rolλcos2α） 

=-m1Rol cosα一λm1Ro.l cos2α）＝ Pp ＋马'11 (2-13) 

式中： P;1 = -m1Ral co仰，~Ii ：－λm1R矿cos2a

从上式可以看出，中心曲柄连杆机构的往复惯性力可以近似地认为是一阶往

复惯性力和二阶往复惯性力之和，其变化曲线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往复惯性力曲线图

Fig.2-2 Reciprocating inertia force graph 

( I ）旋转惯性力
11 



根据示意图和运动关系同样可以推导出旋转惯性力为：

p_ =-m Rt»2 

m，为旋转运动质量，旋转惯性力的方向总是沿着曲柄半径方向向外。

(2）燃气作用力

燃气压力通过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成曲轴的转矩，从而对外输出动力。

燃气作用力值为：

(2-14) 

p p r
d飞

d-4 ，
。

DA 
(2-15) 

p气缸内的气体压力， p’为曲轴箱内气体压， D 为活塞直径。

(3）总作用力

根据上面的惯性力和燃气力的公式可以得到作用在活塞上的总的作用力，气

体作用力和往复惯性力代数相加和，即为：

p ：：：：；；乓＋马（2-16)

通过分析，气体压力和往复惯性力方向相反。选取气体压力问正，则往复惯

性力所以在（2-16）中变现为负值，所以作用在单位活塞顶面上的合力为：

m,r.oicosα 
巳 ＝＝ P_ + P.=P_ - 1 (cosα＋λcos2α） (2-17) 

r I! J I! ~ 

作用在活塞顶面的力沿着垂直汽缸壁的方向和连杆中心线方向分解为两个作

用力，即垂直汽缸壁的活塞侧击力凡和沿着连杆中心线的连杆力月，如图 2-3 所

刁言：

图 2-3 受力分析示意图

Fig.2-3 The load analysis diagram 

分解后的两个力可以分别表示：

垂直汽缸壁的活塞侧击力鸟

凡＝ ptg/J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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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连杆中心线的受力月

P, = p＿＿！＿τ 
cos /:J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19) 

内燃机连抨在工作中，一是受到拉伸载荷：二是受到压缩载荷。而压缩载荷

或者拉伸载荷可以通过R xSh来确定。将作用点平移，把沿着连杆中心线的连杆力

转到 B 点，继续分解为两部分力，即曲柄销切向力和曲柄销径向力，可分别可表

刁τ 。

曲柄销切向力：

．〈α＋β7
t ＝ 岛 sin（α＋β）＝ p ro 

cos /:J 

曲柄销径向力：

s（α＋β〉
k = p1 cos(α ＋β）＝ p ,. 

cos /:J 

2. 2 连杆三维几何模型的建立

2. 2. 1 发动机性能主要参数

(2-20) 

(2-21) 

发动机机型以量产的某机型为母机型，通过扩大缸径并增加涡轮增压系统和

相应改变而得到新的机型，其部分参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发动机主要参数表

Table 2-1 Main engine parameter table 

参事＃ 敬倍

发动机缸数 4 

额定功率转速（r/min) 3200 

最大扭矩转速（r/min) 2400 

点火顺序 1-3-4-2 

缸内最高爆发压力（bar) 175 

连杆长度（mm) 155.5 

缸心距（mm) 109 

活塞直径（mm) 95 

活塞销质量（Kg) 0.39 

质心距大头的距离（mm) 45.26 

连忏质量 CKg)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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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建立有限元模型

i运用工具 UGNX8.0 作为建模软件，考虑到前面的多体动力学仿真及后面的

断裂仿真分析，需要建立的三维几何模型有活塞、连杆、衬套、轴瓦、螺钉、曲

轴几部分三维实体。分析的重点是连杆体，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适当的

对出连杆组件其他部件进行简化。这样一来建模阶段可以节省时间，其次是为后

面画网格和计算过程作考虑，这样可以降低对计算机的要求，缩短计算时间 ， 提

高工作效率。

对实体模型进行复杂的建模并保证模型的数据的准确性后导出 parasolid 文

件，导出后活塞组件的三维几何图形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活塞组件

Fig. 2-4 Piston component 

连杆组件在多体动力学及后面断裂模型中都要用到，是重要的分析对象，对

其组件的建模也是要全面的考虑。在进行多体动力学分析的时候需要忽略连杆小

头油孔，而在进行后面的断裂分析的时候需要恢复油孔特征，在这里先按照原模

型建立，后根据需要对其进行小的改正，连杆组件的三维几何图形如图 2-5 所示。

(Qi 

图 2-5 连抨组件

fig. 2-5 Connecting rod component 

曲轴作为后面断裂模型需要用到的模型，在分析过程中不是重点分析的对象，

对其可选取其中一个曲拐建模，井和连杆组件装配成体分析，对其的特征要求不

高，这里简化了其很多的特征。至此，所有结构组件的三维模型都建模完成，在

UG 里面对零部件进行装配，装配好后其整体三维结构如图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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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装配图

Fig. 2-6 Assembly model 

2. 3 模态缩减分析

模态是结构部件的一种内在属性，其描述了结构部件固有的振动特性。通常

用三个参数来表征结构部件的模态特征：固有频率、阻尼系数和模态矢量。

随着弹性结构和刚性结构的发展，连杆各个组件都可以参与到同一个有限元

计算模型中来。而对连杆进行动力学有限元分析时需要较高的网格精度，再加上

连杆实体模型较为复杂的，以及连杆越来越复杂的边界条件，使得连杆多体动力

学计算模型的自由度达到几百上干。这样增加了对计算机的要求，所以需要进行

模态缩减。

固定的实体具有 N 个模态，每一个模态具有特定的振动特性，对多体动力学

系统力学特性计算所需参数进行评估和近代的研究方法称为模态分析。一般，可

以通过模态实验以及有限元仿真计算的方法获取结构部件的模态参数，称这两种

方法分别为实验模态分析和计算模态分析 ， 这里采用计算模态分析方法对连杆进

行模态缩减。

2. 3. 1 有限元前处理

在进行多体动力学计算时需要忽略油孔特性，又为了有效防止模型计算时出

错， 连杆小头宽度特征也忽略。上下轴瓦布尔求和成一个整体，连杆体和连杆盖

及两螺栓布尔求和成一个整体。由于连杆体和连抨盖是分开建模，布尔求和后在

接触面会有许多狭小的面，这些细面在划分网格的时候对网格质量影响相当的大，

在布尔求和后需要以这些狭小细面的面曲线为拉伸对象，拉伸成体后与合并后的

整体布尔求差，其整个步骤在 UG 中完成，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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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布尔求差

Fig. 2-7 B.oolean Operation 

导入几何模型到前处理软件 HYPERM ESH 中进行网格划分。采用连轩子模型来

模拟的工况，曲柄销及活塞销模型采用 7 个质量与刚度等效的圆柱轴颈代替。连

杆小头需要创建 7 个刚性辑合单元 RBE2 和其进行祸合。大、小头轴瓦表面应保证

周向节点布置均匀，同时周向单元层数为偶数。这里大头轴瓦周向节点个数定为

80 个，轴向的节点个数最少为 3 层，这里边取 7 层。大小头孔表面单元的节点

必须和衬套轴瓦外表面的单元节点一一对应，并且衬套和轴瓦要化成四面体网格，

这里先划分衬套和轴瓦的四面体阿格。最后在衬套里面绑定 7个 RBE2，编号为 1 -7 。

接下来划分连杆体的网格。划分的步骤是先划分面网格，然后生成四面体网格。

划分面网格的时候先划分大小头内表面的，然后再划分其他面，最后以画好的面

网格生成体网格，如图 2-8 所示

。

图 2-8 绑定 RBE2

Fig. 2-8 Make RBE2 

对划分好的网格赋予材料属性，并调整生成的体网格坐标轴使得有限元模型

和动力学模型的坐标保持一致，有限元建模时坐标系原点放置在大头孔的中心处。

在动力学模型中默认以 X轴为旋转轴， Z 为垂直轴，旋转体网格，使其保持与默

认一致，最后导出 bdf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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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模态缩减计算

跟 EXCITE-Power Unit 接口的l主要有限元软件有 MSC.NASTRAN 、ABAQUS,

AN SYS，而三个接口当中，这里选取 NASTRAN 来模态缩减计算。对导出的 bdf

格式的文件进行适当的语句修改以达到 MSC .NASTRAN 计算文件格式的需要，

然后添加节点和自由度等问题。保留的主节点和自由度是与加载方向和连接副糯

合方向相关的。轴瓦表面的节点最好全部设定为 ASET 点。这些点垂直与销轴线

方向的自由度， DOF2 和 DOF3 被保留下来。瓦两侧边线选择 4 个点，将 DOFI

被保留下来。为了区分弹性体变形和整体运动，将连杆质心点的 6 个自由度保留

下来。连忏结构有限元模型中，大小头孔均使用名义尺寸建模，任何配合尺寸及

结构细节尺寸均在 EXCITE PU 中定义。并添加相应的缩减版本和 DAMP 语句，

最后提交给 MSC.NASTRAN 进行计算。计算得到 out.2、out4、 mff. out4 、 x2oa.out4

文件，其表征连杆原始结构质量、惯量、刚度、模态等信息。缩减的过程已完成，

但产生的文件还不能够直接为 EXCITE-PU 所运用，所以得转换文件，这里需要

通过 PU 进行转换。模态缩减和数据转换完成后，生成的 exb 文件将作为多体动

力学计算模型中连杆重要的提交文件，转换的提交截面如图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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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体动力学计算

图 2-9 转换文件

Fig. 2-9 Conversion file 

~」

一旦旦」
一旦L」
主旦旦旦旦j

对连杆组件进行多体动力学计算软件选取 EXCITE-PU，它是基于有限元模型，

计算发动机非线性多体动力学而求取零部件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及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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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力矩等一些动力学响应。 EXCITE-PU 实现方法有多种＝计算缸体运动及相互

作用的多体动力学：计算弹性体结构变形的有限元法：利用弹性体间的非线性接

触来计算液力轴承等。

EXCITE-PU 分析的流程为：根据分析目的和分析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确定

EXCITE 的仿真方案及模型类型：确定方案和模型之后开始进行模型的预处理，

即建立 FEM，划分有限元网格，节点编号，定义一些节点在分析过程中的自由度，

缩减有限元模型得到特定子结构的质量矩阵、刚度矩阵、几何和自由度文件：预

处理完成后启动 EXCITE，根据模型需要，插入需要的体单元和连接单元并为其

定义特定的精合关系＝最后完善计算参数，如轴系参数、缸压曲线和机油压力等：

最后定义一系列仿真控制参数，如起止时间、计算时的时间步长和结果文件格式

等：计算完成后进行一系列的后处理，如获取二维曲线、三维动画和应力值计算

等。

2. 4. 1 建立多体动力学模型

根据 EXVITE-PU 严格要求，各类目录和文件不得出现汉字和空格，并且文

件下面需要建立 excite 、 fem 和 load 三个文件。其中 exci te 是用来存取模型， fem

是用来存取有限元模型， load 是用来存取加载曲线。新建后缀名为 ex 的文件，命

名并保存。确定计算分析模型所需要单元及在 option 当中完成有限元单位的设定

和调用。

根据发动机和连轩的参数设置全局数据，如连杆的长度参数、缸径、行程、

冲程、旋转轴、垂直轴以及活塞和活塞销的质量。因为计算连杆的多个工况，所

以把转速设置为变量。设置完成后从左边的模型库中选取活塞销、曲柄销、连杆

体、止推轴承、大小头轴承、简化气缸等体单元和连接单元到工作区 ， 并通过连

接线把各个单元通过作用点相互连接，最终二维模型如图 2-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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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uU. c” .ulLJ.nel 

图 2-10 二维模型

Fig. 2-10 two-dimensional model 

Ii 
I.Iner 

二维模型建立完成，为各个体单元添加体信息，和设置连接单元。通过单击

每个体单元和连接单元到单元属性里面去添加属性，连杆体和小头轴承的参数如

下表 2-2 和 2-3 所示。

表 2-2 连杆属性

Table 2-2 Conrod parameter table 

连杆体属性 参数

Name Conrod 

Type Flexible 

Active degrees of freedom Tl/T2/T3 of reference coordinate system 

R2 of body coordinate system 

E:\Conrod -rbe\fem 3D file 

Dondensed model E :\Conrod -rbe飞fem

表 2-3 连杆小头 EHD2 属性

Table 2-3 The small end of conrod parameter table 

小头 EHD2

Name 

Type 

参数

Smallendl 

EH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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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condition 

Bearing date 

Axial direction 

Circumferential 

Journal geometry 

Hydrodynamics with or without asperity contact 

Width: 28mm Diameter: 34mm 

11 

145 

e I /e2/e3:0/0/1 

在加载模块下添加发动机的转速，从 lOOOrpm 到 3200rpm，每隔 200r 添加一

个转速。设置力口载点为活塞销点 4 并添加刚压曲线，加载缸内压力曲线后的曲线

如图 2-11 所示。所添加的缸压曲线是通过 Boost 软件模拟求得，其模拟缸压曲线

的模型通过了实验验证，模拟从 lOOOrpm 到 3200rpm，每间隔 200r 输出一份数据，

每个转速下的缸内压力值设置每隔 3 度输出一次，这样得到的缸内压力曲线过渡

比较圆滑。

t。。

so 

‘ e 

ro 

l ~1 llU 1.Sl 1。l ,51 Y.>l .，，篷。1 A.!J SOJ !i.51 601 6H 7!H 

图 2-11 缸压曲线

Fig. 2-11 Cylinder pressure curve 

把转速和供油压力设置为变量，转速变量赋值从 lOOOrpm 到 3200rpm。设置

了仿真控制参数后进行模型检查，检查无误后提交计算。计算是一个时间比较长

的过程，需要耐心的等候 ， 这里以工作站为例，工作站 cpu 为 12 核，内存 64G

的电脑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工况的计算，检查模型如图 2-12 所示。

20 

图 2-12 模型检查

Fig. 2-12 Chec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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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多体动力学计算结果分析

通过 AVL I MPRESS CHART 对计算结果进行读取和处理。 AVL IMPRESS C日ART

是 AVL EXCITE 系列软件专门的后处理软件，后处理功能很强，能输出各种类型的

图形。

曲柄连杆机构的子模型计算分析的时候不考虑备缸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此前

提下对连杆进行一些分析。此机型发动机转速是 lOOOrpm一－3200rpm, 2400rpm 

为最大扭矩工况转速， 3200rpm 为最大功率即额定工况转速。 lOOOrpm、 2400rpm

和 3200rpm 三种转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里选取这三个转速工况为主要的分析

工况。在多体动力学计算的时候模拟了两个工作循环，即从曲轴转角 oo到1440°,

分析时候选取 720 到 1440 一个循环周期内的数据进行分析。

200帽

叫
叫
叫
阳

都抱曲

。

鸭。 ，。曲

曲轴黔舱（deg)
’2国 ，，“。

图 2-13 连杆小头轴承载荷

Fig. 2-13 The load of small end 

从图 2←13 可以看出连杆在低转速下的小头端的载荷曲线和缸内压力曲线相

似，连杆主要承受的力有活塞销传递过来的缸内爆发压力和惯性力，低转速下惯

性力很小，在载荷曲线上很难体现出来，则低转速下的载荷曲线变化趋势和缸内

压力曲线一致，符合实际情况：连杆小头轴向上最大载荷产生在压缩上止点之后

附近，这是由于缸内正处于最大爆发压力点，活塞在燃气压力的推力下产生向下

的推力，推力通过活塞销传递到连杆小头轴承，载荷表现为压缩的形式，最大载

荷为 130000N 左右：连杆在工作过程中也受到自身及活塞组件因为高速往返运动

而产生的惯性力，而活塞销传递来的燃气爆发压力远大于惯性力，在压缩上止点

附近作用在连杆小头上的力表现为压力：连杆最大拉伸载荷出现在 1080 附近，气

缸处于排气上止点，此时连杆小头承受的载荷由连杆、活塞组的往复惯性力，方

向向上，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拉伸载荷会增加，这是由于转速越高，组件的速

度加速度等越大，组件的惯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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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连杆大头轴承载荷

Fig. 2-14 Tbe load of big end 

图 2-14 是连杆大头一个周期内的载荷图，其规律和连杆小头走势趋势一样，

数值上和连杆小头端相反：从上圈可以看出，连杆在低转速下和缸内压力曲线一

致，由于连杆组要承受活塞传递来的缸内爆发压力及惯性力，而在低转速下惯性

力表现不明显：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压缩载荷先升高后降低，由于缸内爆发压

力在最大扭矩工况达到最大值：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拉伸载荷越来越大，出现

在进气行程上止点，这是由于进气行程上止点时刻主要承受惯性力，而转速愉快

连杆及活塞组件运动越快，故惯性力也就越大，负荷实际情况。

在多体动力学仿真得时候止推轴承是加载在连杆大头的轴承上，图 2-1 5 是提

取止推连杆大头在止推轴承方向上的载荷图，同样选取 lOOOrpm 、 2400rpm 、

3200rprn 几个转速工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连杆大头段端在止推轴承方向上的受

力较小，只有几 N 的受力：几个转速工况中，都是在燃气爆发的时候波动性较大：

当处在最大扭矩工况下，由于缸内爆发压力达到最大，故波动性最大：在处于额

定工况下，相对于最大扭矩工况较为稳定，但其波动幅值稳定性较平稳。

12 

.02 

000 ，。eo

曲轴转兔（deg)
’260 ’‘．。

z 
、， 08

Ir.!'. 
言。e

~ 04 

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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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止推轴承载荷

Fig. 2-15 The load of thrust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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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小结

本节内容主要是建立和简化需要参与分析各组件的三维模型，然后进行模态

分析、有限元前处理和多体动力学建模分析，主要内容有：

Cl ）对研究模型的研究，在忽略连杆的部分特征后建立连杆组件的三维模型：

(2）对连杆有限元模型部分节点的进行模态缩减，得到 AVL-EXCITE-Power

Unit 计算所需要的结构文件：

( 3）仿真得到发动机外部载荷即缸内压力曲线，并通过试验验证仿真计算得

到的缸内压力曲线的正确性；

( 4）根据分析仿真的需要，建立多体动力学模型、设置一系列参数进行仿真

模拟计算；

( 5）提取计算所得到的载荷谱，并针对几个特殊工况的载荷谱结果进行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

(1）连忏最大的压缩载荷出现在最大扭矩工况，由于最大压缩载荷主要由活

塞销传递来的缸内压力提供，而最大扭矩工况的缸内爆发压力达到最大值：

(2）而最大拉伸载荷出现在额定工况，由于最大拉伸载荷主要在进气行程上

止点附近，主要由组件的告诉运动产生的惯性力提供，而额定工况时刻发动机转

速达到最高：

C 3) I随着转速的升高，连杆承受的拉伸载荷逐渐增大：承受的压缩载荷先增

大后减小，在 2400rpm 达到最大值：

c 4）在止推轴承方向上，载荷整体较小；各个工况下连杆在燃气爆发时刻波
动性较大，并且最大扭矩工况时刻达到最大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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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连杆动态应力恢复及疲劳分析

连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承受的载荷无论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大小上都随时在

变化着，并且载荷的变化都是在前一刻变形基础上，这对传统的静态强度分析提

出了巨大的挑战。传统静态强度理论认为连杆承受的最大载荷在不超出材料的许

用应力情况下 ， 能安全工作。在长期的时间过程中发现当静应力小于或远小于强

度极限的时候，仍然会发生连杆断裂失效的问题，称之为疲劳破坏，并且类似问

题在生活中越来越常见。而经过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对疲劳破坏的研究，人

们在研究疲劳现象机理规律以及疲劳寿命的预测和根据寿命进行的有限寿命设计

方法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对连杆动态疲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性。

3. 1 动态应力恢复

针对连杆的动态应力恢复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就是获取提交文件：其次

提交给求解器 NASTRAN 计算过程，最后查看结果文件。

(1 ）获取提交文件

连杆的多体动力学仿真计算得到了两个循环周期内的载荷谱， 其是关于缩减

时设置的主自由度节点 ， 需要将计算结果通过一定的计算分析恢复到有限元模型

上来。这样既通过可视窗口很直观地观察到连杆应力分布的情况，又得到的两个

周期内的应力分布文件，即后面在进行连杆疲劳寿命计算时需要应力谱文件。 首

先选择需要应力恢复的连杆体、有限元模型存储路径和文件名。然后选择恢复的

方法和求解器。 并以每五度的间隔恢复一次来对连杆进行动态应力恢复。

(2）提交计算

应力恢复也是一个需要大量计算机资源的过程。经过长时间的动态应力恢复 ，

在 fem 文件夹下得到了 nas 文件。这是 NASTRAN 的提交文件，应力恢复是将应力

结果恢复到模态缩减前的模型上去，所以还需要结合有限元模型 dat 文件进行应

力恢复。连杆多提动力学计算包含连杆两个循环应力计算，即 720 曲柄转角的应

力。应力恢复时每隔 5 度曲轴转角恢复一次数据， 得到 720 转角内的连杆应力结

果 OP2 文件 ， 这样 720 度转角恢复得到 144 个 caseo

(3）结果读取

通过 HYPERVIEW 打开 op2 文件进行结果查看。通过可视化界面下三维连杆实

体的应力云图，可以清楚看见连杆在整个周期工作过程中，有缸内爆发压力和惯
25 



性力引起的各个部位的应力 、 应变情况，很快地找到应力集中或者应变较大的部

位 ， 根据给定的材料参数，并能直观地判断是否具有危险。

计算了连杆的 12 个转速工况，而每个转遮工况下有很多个瞬态工况，将全部

的瞬态工况一一的列举出来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也相当的繁琐。 这里首先

选取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转速工况， 利用每个转速工况下具有代表性的应力云

图进行展示 。 工况选择 lOOOrpm 、 1800rpm、 2400rpm、 2800rprn 和 3200rpm 共 5

个速度工况进行展示。每工况下， 选择特定的曲轴转角时刻，这里选取压缩上止

点时刻、燃气爆发时刻 、 做功行程下止点时刻 、 排气行程上止点时刻和进气行程

下止点时刻五个时刻 ， 表 3-1 即表示几个工况下不同时刻连杆的应力分布云图。

表 3- l 各工况应力云图

Tab.3-1 Pressure contoms of the program 

I OOOrpm 

时刻 应力云图 说明

低转速工况下， 当连杆处于压缩行程上JI:

点的时候受力形式表现为压缩， 应力相对

较集巾的部位主要为大小托舍杆身过渡

地方．最大应力节点为 1 4374 ， 最大应力

为 200MPa 左右。

压缩行程

t止点附近

燃气爆发

时刻附近

做功行程

下止点附近

排气行程

上止点附近

低转速工况下，爆发时刻的受力整体表现

同燃气压缩上止点时刻一样，应力集中部

位也大致相同 ， 即为大小头和杆身过渡地

方 ： 在最低转速的时候应力最大出现在燃

气爆发时刻 ， 最大达到 427.9MPa 。

低转速工况下的做功行程的载荷整体表

现也为压缩，应力集中部位从大小头过度

的地方扩展为其个杆身，即整个杆身应力

分布比较均匀：最大应力不足 l OOMPa, 

最大应力节点为 1 359 1 0 

低转速工况下的排气行程跟前面几个行

程载荷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连杆呈现

受拉的载荷形式： 当连杆在拉伸载荷作用

下，应力集中部位为大头和杆身过渡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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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另外衬套和轴瓦内表面的上学回部分

也是受力较为集中地地方。

｛段转速下的进气行程和排气行程表现出

来的载荷形式相同，连杆整体表现为承受

拉伸载荷 ： 应力集中部位也大致相同，只

是在应力幅值上的变化， 应力集中部位为

大头和杆身过渡的地方，最大应力为

27.91 MPa 。

l 800r pm 

说明

l800rpm 转速工况下，连杆在压缩上止点

的时刻，同样可以从圈中判断出连杆承受

的整体作用力表现为压力 ： 应力集中部位

也有两处： 大头和杆身过渡部位、小头孔

下端面和杆身过渡部位，但同低转速工况

相比，最大的应力大上有变化。

I 800rpm 转速工况下的燃气爆发时刻的

受力整体表现同燃气压缩上止点时刻一

样，应力集中部位也相同，即为大小头和

杆身过渡地方。只是在此工况下的燃气爆

发时刻的应力达到 567.2MPa，应力较低

转速的时候上升较快 ， 但依然在材料的许

用应力范围之内 ， 满足静态强度要求。

I 800rpm 转速工况下做功行程下止点时

刻的载荷整怀表现也为压缩 ： 应力集中部

位为大小头端与工字型杆身截面过渡处

腹板位置： 最大应力仅为 99.78MPao 

同低转速工况一样， l 800rpm 转速工况下

排气行程上止点时刻附近所表现出来的

受力形式为受拉，此时应力集中部位为为

大小头端与工字型杆身截面过渡处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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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另外衬套和轴瓦内表面的上半圆部

分也是受力较为集中地地方 ： 根据经验，

拉伸时刻油孔是应力集中部位，所以在设

计中应预留一定的强度 ．

1800rpm 转速下进气行程下止点时刻附

近连忏整体表现为承受拉伸载荷 ： 应力集

中部位为螺栓孔连接面处、大头和杆身过

渡处 ， 大头困孔下半困和小头圆孔的上半

圆 。

2400rpm一一最大扭矩工况

2400rpm 转速为发动机的最大扭矩工况，

最大扭矩工况下燃气爆发压力最大 ， 故而

连杆承受活塞销传递过来的载荷最大 ， 此

工况要作为连杆重要分析研究工况： 在压

缩上止点附近的时候，连杆整体表现为受

压的形式。

在燃气爆发时刻，应力集中部位主要为为

小头端与杆身工字型截面过渡处腹板位

置 ： 此时是连杆整个工况的最大应力时

刻 ， 最大值为 600.0MPa 左右 ， 最大的应

力节点出现在 1 410 I l 处， 材料的强度为

735MPa， 在材料的许用应力之内。

连梓在做功行程下止点的时候， 此时连杆

表现为受压的形式 ， 最大应力为 84 . 18

MPa . 

最大扭矩工况下排气行程上止点时刻所

表现出来的受力形式为受拉 ： 应力集中部

位为大小头和杆身过渡的地方及上下螺

栓孔接触面附近 ； 根据经验，拉｛申时刻油

孔是应力集中部位， 所以在设计中同样应

预留一定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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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rpm一一额定工况

时刻 应力云图 说明

3200rpm 工况为发动机的额定工况，额定

｜工况下转速最高，而缸内燃气爆发压力有

压缩 ff程 I t可：言r··』 一 ｜所降低1 在压缩行程上止点时刻，应力集
上止点附近｜ ＝＝＝？且可.. I 中部位主要为小头和杆身连接的地方，最

s….·‘m ·回呻嗣4., ｜ 大应力达到了为 418.00MPa，介于低转速

工况和最大扭矩工况之间。

额定工况下燃气爆发时刻，连杆的最大应

力为 582.3 MPa ， 应力点为 门 029，应为

燃气爆发 集中部位为杆身和大小头过度的地方。最

时刻附近 大应力较最大姐矩工况同一时刻相 比， j主

｜力略有下降， 但下降的幅度很小。所以在

静态设计的时候也是较为重要的工况 。

_.., 
｜额定工况下做功行程下止点的载荷整体”一町

毛＝臣2主E王啕做功行程下 表现也为压缩，应力集中部位从大小头与

止点附近 忏身过渡的地方转移到杆身等部位，最大
圃，．，．．”睡啊

仅为 96 .94MPa，最大应JJ 点位于 14011 .

位于排气行程下止点的时候 ， 应力集中部

中同样应预留一定的强度 。

额、定工况下的进气行程下止点时刻 ， 连杆

｜整体表现为承受拉伸载荷 。应力集中部位
::::«111 I 为螺栓连接的地方、大小头与杆身过渡

~I 处、大头圆孔下半阳小头圆孔的上半

圆 ， 但是应力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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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疲劳寿命

3. 2. 1 疲劳概述

根据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在“疲劳试验及数据统计分析之有关术语的标准定

义”，疲劳是指在某点或某些点承受扰动应力，且在足够多的循环扰动作用之后形

成裂纹或完全断裂的材料中所发生的局部永久结构变化的发展过程。

从疲劳的定义可以看出，疲劳在某些特定的作用力下才会发生，即承受扰动

应力。当然，这里所说的扰动应力并不是实际上的应力，大多是称之为扰动载荷。

扰动载荷包含很多的种类，例如力、位移、加速度、应变等。应力随时间变化的

图表称为应力谱，同理载荷随时间变化的图表称之为载荷谱。无论是应力谱载荷

谱还是其他的，例如应变普、位移谱等，它们有很多种类型。在众多类型当中横

幅应力载荷时最简单的载荷形式，图 3-1 是正弦型横幅循环应力。

s 

t 

图 3-1 循环应力参数

Fig. 3-1 Cyclic stress parameters 

为了便于描述和建模，疲劳分析中通常用四个参数来描述，即应力全幅 8S 、

应力半幅 Sa、平均应力仁和应力比 R，分别定义如下：

应力全幅：

~ = S._ - Smin (3-1) 

应力半幅：

S0 ＝~／2=(Smax.-So:0n)/2 (3-2) 

平均应力：

Sm = (Smax + S.,lin) /2 (3-3) 

应力比z

R = S,.,;,,/ Smax ( 3-4) 

四个参数当中只需要知道其中任意两个就可以确定其他两个，通常选择平均

应力和应力全幅作为控制变量，这样一来非常方便添加载荷和分类研究。

从疲劳的概念还可以看出应力一般起源于应力较高的地方，并且其引起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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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是在足够循环次数之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个动态的过程所经历的时

间或者循环次数称之为零部件的寿命，其取决于很多的其他因素。通过大量的研

究发现，零部件发生疲劳破坏一般眼睛里三个阶段 ： 裂纹萌生、裂纹稳定扩展和

裂纹快速扩展。但最后一部分在寿命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经常不予以考虑，还

剩下裂纹萌生和裂纹稳定扩展 ， 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

N=N;+NP (3-5) 

比较全面的疲劳研究，既要研究裂纹的萌生阶段， 又要研究裂纹产生后的扩

展阶段，并且两部分的衔接要十分注意。但生活中有时候只需要考虑第一部分寿

命 ， 例如高强度脆性材料：有的又只需要考虑第二部分，如焊接件焊接点的寿命。

3. 2. 2 疲劳理论

通常按照应力循环的大小 ， 将疲劳分为应力疲劳和应变疲劳两类。应力疲劳

是指最大应力小于屈服应力类型的疲劳。当是这类应力作用在零部件上时往往因

为应力水平比较低， 而使得零部件循环寿命次数比较高，通常大于十的四次方，

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高周疲劳：跟应力疲劳相反，应变疲劳的作用应力通常大于屈

服应力，由于承受的应力大于屈服应力 ， 材料发生应变较大，反复作用下 ， 零部

件循环次数和寿命一般不会超过十的四次方，所以也称之为低周疲劳。在内燃机

零部件的设计的时候，一般控制其最大应力在需用强度之内 ， 所以涉及的都是应

力疲劳，这里只讨论应力疲劳。

用作用在零部件上的用应力 S 与零部件在承受此应力被破坏时的寿命 N 之间

的关系来描述材料的疲劳性能。材料疲劳性能曲线通常通过试验得出 ， 试验一般

是用光滑材料，在横幅对称循环应力作用下得到，然后通过实验值描绘得到 S-N 曲

线，如图 3-2 所示。

s 

s N 

sf 

FA 
MH Ft nu - 

nb 
nu - 

-a nu - 
an1 

nu l 句JAU l 

图 3-2 S-N 曲线

Fig. 3-2 S - N curve 

从上图可知 ， 对于给定应力作用下，应力值 S 越小，则零部件的循环次数或

寿命越长：相反，应力值 S 越大 ， 则零部件的循环次数或寿命越小。井且当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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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即上图中 s1 ，零部件将不发生疲劳破坏，能永远工作下

去。因中应力和寿命是一一对应的，在对应寿命下的应力称为疲劳寿命为 N循环

的疲劳强度 ， 通常用 SN表示 ： 从上图还可知而当寿命趋于无尽的时候， 其没有对

应值，只是无限接近sf值，这个值称之为疲劳极限。 s1通常是通过试验得出，实

际动手操作的试验不可能无休止地操作下去，一般取 S 为 107作为无限寿命设计。
I 

德国工程师最先发现了疲劳特性规律， 并运用疲劳特性曲线对零部件进行设

计。例如对于没有裂纹的零部件， 控制其应力水平小于疲劳极限，则零部件会永

远可靠地工作下去。设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达为：

S<S1 (3""6) 

发动机上一些零部件就是利用此类原理进行设计，例如气门、顶杆、弹簧此

类长期频繁运行的轮轴等。无限寿命虽然可以满足安全性能的要求，但是却大大

达不到经济型等的要求，零部件有时候并不需要无限的循环下去， 只是在某个给

定的寿命值下稳定的工作即可 ， 这就是后来基于 S-N和 Miner 累积损伤理论基础

的安全寿命设计。即保证零部件在规定的寿命内不发生破坏的设计称为安全寿命

设计。

S-N 曲线通常有很多种类的数学表达，一般有幕函数形式、指数形式、 三参

数形式。幕函数形式是最长用于描述 S-N 的形式，其表达式为：

sm.N=C 

m 和 C 相关参数，对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

LgS=A+BLgl叫

。，η

。，创

式中 ， 参数 A=Lg/m , V=- 1/m 。 上式表示应力 S 和寿命具有对数线性关系。

通常还用指数形式表示 S-N 曲线，如下所示：

俨N=C σ，9)

有时候人们希望在表达式中考虑疲劳极限，这就有了三参数形式的产生，其

如下所示：

(S-S1)m .N=C (3-10) 

3 . 2 . 3 疲劳寿命计算

连杆受力很复杂，受活塞销传递过来的燃气压力和往复旋转惯性力的共同作

用，应力每时每刻都在发证变化，无论是方向上还是大小上。通过前面章节的应

力恢复，已经得到了连杆在一个周期内的应力载荷谱。这里可以针对每个工况下

单独进行疲劳寿命仿真分析计算 ， 但是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对离散化的应力载荷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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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块组合，然后来对连杆的疲劳性能进行疲劳寿命仿真分析，这样更能陆

近连杆实际工况。所以这里运用疲劳寿命理论，借助疲劳寿命仿真分析软件

FE-SAFE，对连杆进行疲劳寿命的仿真计算。

C I ）软件简介

FE-SAFE 是针对疲劳耐久性和信号进行计算分析的软件。因其算法先进，功

能全面细致，而且时多轴疲劳分析解决方案的领导者，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精度很

高的疲劳分析软件。其不但有着完整的材料库，还有较为灵活多变的载荷谱定义

方法，另外还拥有疲劳信号采集与处理功能及先进的算法。可以利用应力·寿命曲

线、应变·寿命曲线来计算循环寿命：另外当面对多个不同发动机曲轴转角下的有

限分析结果时，对其进行疲劳寿命分析的时候，可以通过一系列离散事件来生成：

可对复杂的数据块载荷进行分析，对于每个载荷条件，生成载荷的有限元结果数

据集循环块，并可对载荷历程和序列载荷进行组合使用等等强大的功能。

(2）疲劳寿命计算

FE-SAFE 的界面分为有限元区、载荷加载区、材料数据区、有限元与疲劳寿

命交互区和信息交互区等五个区。在有眼元区导入模型数据之前，需要对软件先

前设置进行清理，这样才能保证计算过程中成功率高。导入过程中选择提示的预

览，在预览界面选取计算所需要的模型应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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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l“‘附

月回帘’精理事’曙帽’嚣’回哩’E圄…

川l ~；＞ 1' F句坷......叫臼l('~.，..·o<!i.d•mp.，，.~’

， 合国内时
o ...啥的L1Lll$ tq().o:.‘rc11»n1J> . 
o,,. .... 101 11.11 s. 国。....,,.,1 .. 也lWJ S

, c;.。”’‘
阳，V咀如白咽口S7SS ＜；＜＂崎晴、，

。 ”。dos...句咽口。回，J.-sl

。陆咱，， s.,，也由得引1S＂＇＂＂＂咽
。陆时，’岛，，w<(Je/O却嗣><i<IJ

• ~ •• .. 喃峙
．．归墨，响饨响o.1..1>.•£弘＇£.GLOP.•

• -i』 霉’rtl

O唱”，』回晦
•w10...o.. 

， 。如』H

QIW~h~ .... 内
• ICC路J....S.•

图 3-3 添加有限元结果文件

Fig. 3.3, Take finite element results file 

预览界面下面会显示模型数据信息，这里显示一个分析步，分析步下也值包

含一个增量步，增量步下面含有两个数据包，两个数据包一共包含应力恢复得到

的 144 个 case；选择应力、应变、温度、力学和长度等单位，加载完成后有限元

区如图 3-3 所示，有限元区可显示所加：载模型的详细信息，如选择的单位、分析

步、增量步、应力应变数据、包含的节点单元等。

在进行载荷的加载之前需要先清除之前所有的载荷数据，之后才能进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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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载荷的加载。载荷施加完成后，进行一系列的设置，如选择计算表面、所用

材料、算法、残余应力和 S-N 比例系数等。最后对输出文件进行设置，完成后提

交模型，开始进行有限元疲劳寿命计算。

3.2 . 4 疲劳寿命结果分析

计算得到的连杆疲劳寿命结果在 FESAFE 软件中不能直接查看，这里借助

Hyper Work 软件的后处理模块 Hperview 来查看连杆的疲劳寿命云图 。 根据连杆

工作状况及仿真的需要 ， 在前面多体动力学计算的时候，计算了从 IOOOrpm 到

3200rpm 区间下每隔 2-00r 的 13 个转速工况。这里首先计算每个转速工况下的疲

劳寿命，即连杆在工作中只以此转速工况工作时能循环的寿命：然后计算连杆在

组合工况下的疲劳寿命，即连杆从最低转速开始经过最大扭矩工况到额定工况所

经过的 13 个转速工况组合下的疲劳寿命。 这样计算，既可以看出哪些工况对连杆

的疲劳寿命影响较大，又可以整体评定连杆的疲劳强度，这里选取部分转速工况

进行说明。

疲劳寿命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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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寿命分布云图

表 3-2 疲劳寿命云图

Tab.3-2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the program 

低转速工况

说明

在低转速工况下，连杆能工作 1.QE7 以上而不被损坏；

由于在低转速下 ， 无论是缸内爆发压力还是连杆的惯性

力，较其他工况都小很多 。

I 800rpm 

在 1800rpro 转速工况下 ， 连杆循环寿命最小的部位出现

在小头端与工字型轩身截面过渡处腹板位置 ： 根据计算

的结果 ， 连杆能往返循环的有效次数为 I .93E7 次，满

足设计要求。

2400rpm一一最大扭扭工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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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大扭矩工况下，根据计算的结果， 连杆能有效的循

环工作 I . 86E7 次 ，满足设计要求 ； 最大扭矩工况为发

动机最恶劣的工况之一 ， 此工况下承受的燃气压力最

高，转速也相对偏高 ： 而实际上汽车不可能都以最大扭

矩工况持续工作，但是此工况下疲劳寿命和其他工况相

比较为低，在设计时候应着重关注．

3200 rpm一一额定工况

说明

在额定工况下， 连杆能以此工况连续有效地工作 J.93E7

次循环而不被损坏，满足设计要求 ： 额定工况是发动机

转速最大的时刻 ， 此时刻缸内爆发压力较最大扭矩工况

而言有所降低，但降低的幅度不是太大。而此时刻因为

高转速引起的惯性力却达到了最大值， 也是最恶劣的工

况之一 ： 连杆实际上也不可能以额定工况即最大转速工

况下连续工作，这样来疲劳强度远远满足要求，然而额

定工况的疲劳强度也是设计时应十分注意的工况．

假设发动机以某一工况连续工作，从上表可以看出，连杆在低转速下循环寿

命远远大于设计值，不需要过多考虑疲劳强度 ： 当发动机以最大扭矩工况工作的

时候，其疲劳寿命达到最低值，为 1.85£7 次，疲劳寿命最短的节点为 14374,

靠近连杆大头和杆身圆角处 ； 以此对连杆疲劳强度进行评价，连杆的设计满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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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可能以某一工况持续工作下去，可对载荷历程和序

列载荷进行组合使用来分析连杆的疲劳强度问题，即将相对独立的工况全部参与

到连杆的计算中来，添加全部工况后的有限元区可以显示所有工况参与计算，如

上图 3-4 所示。

全工况并不是实际上的发动机每个转速工况，这里指在发动转速范围内，从

最低转速开始计算，每隔 200 转选取一个转速工况， 一直选取到额定工况的所有

工况，共 12 个工况。计算时从最低转速开始到最高转速，然后又回到最低转速工

况进行循环。每个工况下有 144 个应力恢复 case ，有 12 个工况，共 1752 个应力

结果参与计算，计算的结果如表 3-3 所示 ：

疲劳寿命分布云图

嗣叫制d

..”” _ ..... . ，啤_,, 

3.3 小结

表 3-3 疲劳寿命云图

Tab.3-3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the program 

全工况分析

说明

最低寿命节点为 140 1 1 ， 循环寿命为 5.97E7 次，即连忏

从 l OOOrp 转速开始工作，转速以 200 转递增，经过最大

扭矩工况到额定工况，然后回到最低工况共 12 个转速工

况往复循环工作能工作 5.97E7 次， 远远大于设计要求值 ，

此工况下连杆满足疲劳强度要求。

本节内容主要是利用第二章的计算结果将载荷恢复到有限元模型上面来并得

到两个循环周期的应力谱，从而进行疲劳寿命仿真分析。本章节主要内容为：

(1）利用前一章多体动力学计算的结果进行各工况下的应力恢复，将应力恢

复到模态缩减前的模型上面来：

(2）根据连杆模型各工况下的应力谱，对连杆对应的各工况进行疲劳寿命仿

真分析研究：

(3）通过对各工况离散的应力谱进行重新的编写，组成合工况应为谱对连杆

全工况进行疲劳的分析研究。

计算结果表明 ：

(1）通过对连杆五个工况进行分析，连杆的最大应力出现在大小头和杆身过

渡地方。综合几个工况，最大应力值为最扭矩时刻，最大应力值达到了 602MPa,

在材料的许用应力范围值之内，静态强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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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几个工况下，连杆最低疲劳寿命同应力集中的部位分布一致，出现在

大小头和杆身过渡的地方，最小值为 1.86E7 次，连杆疲劳强度满足要求。并且实

际工作的连杆不可能以某一特定工况不间歇地永久工作下去，所以连杆远远疲劳

寿命远远大于给定的设计值：

(3）全工况计算的结果表明，连杆在全工况下能正常循环工作的次数高达

5.97E7 次，远远大于设计要求值 l .OOE7，能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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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断裂仿真分析

连杆结构中缺陷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连杆的制造中，还是在连杆

工作过程中，都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构缺陷，近些年来因为疲劳引起结构缺

陷而导致的连杆断裂时有发生。当人们不能深刻认识到连杆由疲劳裂纹引起破坏

的机理、规律的时候，在连杆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是通过更换来处理，

出现裂纹的连杆直接报废。这样来不但浪费了能源和材料，而且使得制造成本提

高了，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后，人们展开了对于断裂广泛

的研究工作，对断裂的规律深化了认识，渐渐形成了“断裂力学”等理论基础。

人们在进行连杆的设计时候，往往通过此理论来控制断裂，控制裂纹的扩展速度，

可以为连杆的动态监测、疲劳裂纹的预防、零部件的再制造等提供技术支持。

4. 1 断裂理论基础

4. 1 . 1 结构中的裂纹

按照静强度设计，只要工作应力小于材料许用应力，零部件不会发生破坏 ，

当然，人们早期的时候也完成了许多成功的设计。但是在满足静态强度情况下，

零部件发生破坏的事故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断裂称之为地应力断裂。

低应力断裂很大程度上是由裂纹引起的，因为零部件在工作期间，裂纹剪短

的应力集中十分严重，在循环作用下，这些部位往往会发生断裂破坏。这些裂纹

有的是直接在制造中产生的 ， 直接以裂纹的形式存在，很多则是在循环作用下产

生的裂纹。裂纹有中心裂纹、边裂纹、表面裂纹三种类型，如图 4-1 所示：

气:=t~于

需口电
图 4一1 裂纹类型

Fig. 4-1 Type of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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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中存在裂纹，将使应力集中在高裂纹的地方，使得零部件的强度降低。

在载荷继续作用下，裂纹将会延伸扩展，裂纹的尺寸进一步伸长，应力进一步集

中，强度继续降低。直到零部件的剩余强度不足以承受此载荷的作用而发生断裂。

4. 1 . 2 表面裂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由于零部件承受不同类型的载荷，这里方便理论的说明，将零部件上的裂纹

简化问三种类型 ： 张开型、滑开型、撕开型。张开型在内燃机零部件的破坏中是

最常见的，这里对张开型进行说明。裂纹能够扩展，必须满足σ＞ 0。即只有拉应

力作用下，张开型才会扩展。假设零部件无裂纹存在，以此时裂纹处的应力 σ来

描述裂纹处的应力，称次应力为名义应力。

假设以无限大平面，含有长为 2a 的穿透裂纹，在两端无穷远处承受垂直于

裂纹面的拉应力 σ，作用示意图如图 4-2 所示：

t t t t •• f f σ 

)( 

·~······σ 
图 4-2 裂纹类型

Fig. 4-2 Type of crack 

在距裂纹尖端为 r，与裂纹面 （x 轴）夹角为θ处，取一个尺寸为 dx、今的微

面元，如上图所示。 利用弹性力学方可以得到裂纹尖端附近任一点 （ r，θ）处的正应

力 σx、 σy和剪应力 rxy为＝

ax ＝ σJ{;cos~［t －吟in子1

ay ＝ σ奋斗［1什sin子］
σ，＝ σg;吨附：cos号

(4-1 ) 

因为假设的是无限大平面，所以有 ryz＝ τz.x=O：对平面内的应力有 0z=O。对

于平面应变状态则有σz=v（σx＋σ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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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注意，（ 4-1 ）式只是裂尖应力场的主项，其后还有 ro阶项等。（4-1 ）式

给出的主项，当 r→0时，应力以 r-u2的阶次趋于无穷大：对比主项式，后面的 ro

阶项等影响比较小，这里省略不急。这里可以用（ 4-1 ）式对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

场进行描述。相反如果 r→∞事后，由（5-1）式给出的应力趋于零：很清楚的明白，

在8=0的时候，在 x 轴上远离裂纹处，这里有 σy ＝σ ，且不受 r 的影响，故此时

应以其后的 ro阶项为主项。断裂力学关心的是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

因此，（ 4一1 ）式给出了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可改写为：

何＝在钝（θ）
、／ ,i,7[γ 

(4-2) 

旦有：

K1=u& (4-3) 

式中 σij 是应力张量：游标么 j可从 1 到 3 变化， 1、 2 、 3 分别代表 x、 y 、 z

坐标轴。饨（的是θ的函数。 3 分别代表 x. y , z 坐标轴。 K 反映了裂纹尖端弹性

应力场的强弱， K 越大 σJ越大；故 K 称为应力强度因子：足标 1 表示是 l 型，即

张开型裂纹情况。应力强度因了的量纲为［应力］［长度］＂2 ，常用坤矿石。

由（4-3）式可知，裂纹尖应力强度因了随远场作用应力 σ增大而增大， K 与

σ成正比：且随裂纹长度 a 的增大而增大， K 与／；成正比。

4. 1 .3 表面裂纹

工程裂纹通常在循环疲劳载荷作用下发生的或发展的，并且很多时候裂纹都

是起源于应力集中部位。所以表面裂纹引起的断裂是生活中常见的断裂破坏。表

面裂纹在研究的时候一般用椭圆来代替，在实际工程构件的断裂分析、疲劳裂纹

扩展寿命的估计的时候，对各种半椭圆表面裂纹之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显得十分

的重要。由于断裂的问题相当复杂，三维裂纹表面裂纹问题的解析目前很难得到。

许多研究者为了满足生活工程中研究的需要，利用各种方法来求解应力强度因子，

如近似分析方法、数值法等。

下面以拉伸载荷作用下有限体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求解。所谓的有限体

是指零部件的尺寸和裂纹尺寸相差不是很大的时候称之为在限体。Newman 和 Raju

用三维有限元计算，求得了经验表达式z

当在拉伸载荷作用下，有限体中埋藏着椭圆裂纹时，如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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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椭圆裂纹

Fig. 4-3 Ellipti-cal crack 

则应力强度因子可以表达为：

x 

K＝乓（主立丘，＜／＞）旦旦
c c t w E(k) 

适用于＝。三a/c~ ， a/w<O. ~ ~；至:n,

f O. 2~a/c<oo时， a/t<l
且满足： ｛ 的条件。

IO~a/c<O. 2时， a/t(l. 25 (0. 6+a/c) 

4. 1.4 疲劳裂纹扩展

(4- 4) 

利用尖缺口并带有预制疲劳裂纹的标准试样，在给定载荷条件下进行横幅疲

劳试验，记录裂纹扩展过程中的裂纹尺寸 a 和循环次数 N，即可得到如下图所示

的 a-N 曲线。 a-N 曲线给出了裂纹长度随载荷循环次数的变化，图 4-4 给出了三种

不同横幅载荷下的曲线。

a fmm) 

图 4-4 a-N 曲线

Fig. 4-4 a-N curve 

N 

曲线的斜率即是裂纹扩展速率da/ d.λ，也可以计算出相应的 61（ 。通过任一

条曲线得到一组数据，在坐标轴上画出图形就得到了 da/dN- ~ K 曲线，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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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da/dN- 6 K 曲线

Fig. 4-5 da/dN- 6. K curve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艾

从上图可以看出，裂纹扩展分为三个区域z 低速率去、中速率区、高速率区。

在低速率区，主要是控制应力强度因子幅度的门槛值 llK，，，’进行裂纹不扩展设计。

M，，，是由试验确定的描述材料疲劳裂纹扩展性能的重要基本参数，对于中速率区

的稳定裂纹扩展， lgda I dN - lg llK可以表示为 z

da I dN = C(ll.K)'" (4-5) 

上式就是著名的 Paris 公式， 设 a。为出初始裂纹长度， ac临界裂纹长度， Ne

裂纹从初始长度扩展到临界扩所经历的循环次数，通常称之为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以 Paris 公式为理论基础，根据己知的条件，即可以推导出裂纹扩展寿命，其可

以被表示为：

Ne ＝φ｛／，Aσ，R，吨，αJ (4-6) 

4.2 连杆断裂仿真

利用 FRANC3D 仿真软件对连杆的裂纹扩展进行仿真分析。 FRANC3D 是美

国 FAC 公司开发的新一代裂纹分析软件，用来计算微动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包括

裂纹萌生位置和裂纹方向〉及工程结构在任意复杂的几何形状、载荷条件和裂纹

形态下的三维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

FRANC3D前期很多的工作在ABAQUS 中完成，具体步骤顺序如图 4-6 所示。

导入川 j
文件

图 4-6 建模顺序

Fig. 4-6 The sequence of creating model 

完成分析后的应力云图如图 4-7 a 所示， 同时对多体动力学仿真结果提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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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刻的应力云图，如图 4-7 b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静态应力计算还

是多体动力学计算，应力集中部位相同，都是集中在连杆大头和忏身过渡截面最

小的地方以及小头孔下侧部位，证明了在 ABAQUS 中所建立模型的准确性。

B 

a b 

图 4-7 静态应力云图

Fig. 4-7 Static stress 

通常裂纹扩展仿真只需要 ABAQUS 导出的 inp 文件，不需要对模型文件提交

计算处理，但对 ABAQUS 计算可以检验有限元模型的建立正确与否。由于原模型

过于复杂，在植入裂纹的时候往往会增加计算量和发生了错误难以很快地找到错

误的地方，这里需要产生裂纹的部位从原模型上切分出来进行处理。即将连杆大

小头和杆身过渡部分从连杆上面分出来，并分别创建重合面的节点集，因为局部

模型将通过这部分节点和整体模型相互糯合作用。将切分下来的局部导入

FRANC3D 的可视截面，导入的时候选择保留材料属性、切割面上的网格，其他

面上的网格不予保存，如图 4-8 所示。

t、

图 4-8 整体和局部辑合模型

Fig. 4-8 Overall and local coupling model 

在容易发生断裂的地方植入断裂裂纹，实际的三维裂纹简化为二维模型，且

扩展方向为杆身垂直平面。裂纹尖端的直径设为 0.2，植入裂纹后重新划分网格，

划分后的网格图形为上图右图所示。选择全局模型，并选择和全局模型相关联的

集合节点后提交计算。这是杆身和大头空过渡处的计算过程，对于小头和杆身过

渡处圆角的地方建模和前面相同，但是断裂裂纹植入大小上有变化。断裂仿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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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材料参数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材料参数

Table 4-1 Material parameters 

属性

弹性模量 E/ GPa 

泊松比μ

强度极限值 I MPa 

参数

210 

0.3 

735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airs 公式系数 c

Pairs 公式系数 m

4.56x10-12 

3.3 

4.3 结果分析

连杆三维模型中的裂纹假设成二维椭圆形，开始最短半径为 0.2，裂纹尖端半

径为 0.02，裂纹以半径为 1 递增，如图 4-9 所示。

图 4-9 植入裂纹

Fig. 4-9 Embedded crack 

上图是植入不同深度裂纹后的有限元图形，其植入的部位都是位于连杆大头和

杆身过渡处，但其裂纹深度和长度越来越大，下面表示不同裂纹深度前缘及第二

条裂纹在有限元图形的位置。

法绞可i句

图 4-10 裂纹 A 扩展

Fig. 4- 10 Crack A propagation 

最终得到裂纹深度和循环寿命的关系曲线如图 4-11 所示，裂纹扩展寿命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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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低速率去、中速率区和高速率区，这里假设初始裂纹长度为 0.2，已经

裂纹存在，故这里不包含低速率区。然而低速率区并没有别忽略掉，其已经含在

疲劳循环寿命里。通过断裂裂纹的理论研究可知，裂纹扩展中速率区和高速率区

的区别在于两段区域的斜率不同，并且高速率区所占的寿命很小。通过低速率区

和高速率区分别做切线，交点的地方可以认为是裂纹急剧扩展的点，连杆的裂纹

扩展寿命近似等于这个点所对应的循环寿命：所以连杆预测裂纹扩展寿命数量级

为 7.0E5 次，当连杆在疲劳寿命过后还能正常使用的时候，建议在连杆达到设计

寿命的时候对连轩裂纹作定期检查，一旦发现连杆出现裂纹建议更换零部件。如

还需继续使用，检测裂纹深度的周期应相应的缩短，以免灾难性事故发生。

Crack length vs. l。a,d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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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1 裂纹 A 扩展寿命曲线

Fig. 4-11 Crack A propagation Ii fe curve 

对于连杆小头，存在两个容易产生疲劳的部位，其一是忏身工字型截面和小

头端过渡处腹板，如图 4-7 b 图中 B 位置；另一部位是杆身工字型截面和小头端

过渡处肋板，如图 4-7 b 图中 C 位置，这里需要分别仿真分析两个地方的裂纹扩

展情况。依照大头处的建模步骤及注意事项，同样建立小头端易产生裂纹部位的

断裂力学模型并提交给计算机计算，图 4-12 是小头第一处裂纹的延伸方向及扩展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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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垃叹- 
一叫可，

表中12 裂纹 B扩展路径

Fig. 4- I 2 Crack B propagation direction 

图 4-13 则是工字型杆身和连杆小头过度地方腹板的裂纹扩展曲线，在对连杆

小头端肋板处的疲劳扩展分析的时候，同样设置初始裂纹长度为 0.2，这里也不

包含低速率区，但中速区和高速区则明显可以看出。裂纹扩展中速率区和高速率

区的区别在于两段区域的斜率不同，并且高速率区所占的寿命很小，可以忽略不

计，这里的裂纹扩展寿命同样可以近似认为等于第一阶段的扩展时间。通过低速

率区和高速率区分别做切线，交点的地方可以认为是裂纹急剧扩展的点，连杆的

裂纹扩展寿命近似等于这个点所对应的循环寿命，连杆预测裂纹扩展寿命数量级

为 3.5日次。较大头端对比，这里裂纹扩展寿命更端，但数量级上没有变化。当

连杆达到设计寿命的之后，更需要对连杆裂纹作定期检查， 一旦发现连杆出现裂

纹建议更换零部件。

Crack l ength TS. load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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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裂纹 B 扩展寿命曲线

Fig. 4-13 Crack B propagation curve 

图 4-14 则是工字型杆身和连杆小头过度地方肋饭的裂纹扩展曲线，从上图看

出，小头内侧和杆身过渡的地方一旦产生裂纹，将以较快的速度断裂开来。裂纹

的扩展寿命为 1.8E6 次。较其他两个部位相比，这里裂纹扩展寿命更长。但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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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达到设计寿命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样需要对连杆裂纹作定期检查，

一旦发现连杆出现裂纹建议更换零部件。

Crack length vs. load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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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裂纹 C 扩展寿命

Fig. 4-14 Crack C propagation curve 

4 . 4 小结

本章节主要是在前面多体动力学和疲劳分析的基础上对连杆在产生裂纹后的

循环寿命进行预测，主要内容有：

( I ）在三维模型的基础上组装模型，利用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静

态有限元分析模型并计算，最终得到静态应力分布云图：

(2）在静态有限元模型上，通过切割局部并将局部和整体藕合，建立断裂力

学模型：并在大小头和杆身过渡的地方植入初始裂纹并设置裂纹的扩展方向，然

后进行裂纹扩展寿命的预测。

计算结果表明：

( I ）连忏静态应力分布云图和多体动力学计算得到的动态应力分布云图的同

一时刻分布一致，应力集中部位都为大小头和杆身过渡的地方，并且在数值上接

近，断裂有限元模型建立正确：

(2）通过计算的到裂纹扩展寿命最低值大约在 3.00E5 次，这是一个较为低

的循环寿命。所以连杆在使用过程中，一且超出设计寿命使用阶段要定期检测运

杆的裂纹，一旦检测出裂纹，需要更换连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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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连杆疲劳试验设计

5. 1 试验目的和方法

连杆疲劳强度试验是指对连杆在交变载荷作用下进行试验，从而来了解连杆

承受不同交变载荷的能力。通过连忏疲劳试验，通常能了解连杆的疲劳强度和可

靠度。

连杆疲劳强度是指连抨在无限多次交变载荷作用下，发生破坏的最小载荷力。

而通常疲劳试验并不能让连杆无限次地循环下去，通常根据设计要求，连杆在承

受 l .OOE7 次循环而不产生疲劳破坏的时候，就认为此时连杆所承受的载荷力为连

杆的疲劳强度。连杆的疲劳可靠度是指连杆在设计的使用时间内，不会产生疲劳

破坏的概率。用可靠度来衡量连杆工作过程中的可靠性的方法，摒弃了传统安全

系数来衡量连杆可靠度的方法，更能准确的衡量连杆在工作过程中的可靠性。

对连梓进行疲劳试验具有很多的方法，通常在专用疲劳试验机或者通用疲劳

试验机上进行试验。连杆专用疲劳试验是指连杆在发动机试验台架上进行试验。

这种试验方法得到的结果可靠性高，在发动机研发后期及整机可靠性能通过试验

主要的方法。可是此方法需要大量的试验经费、充足的试验时间和试验台架的完

善，不利于连杆前期的开发。而专用疲劳试验机虽然在试验可靠性稍有欠缺，但

其需要的时间较短，试验经费较低，试验更易于实行。此方法在对连杆前期设计

和结构的优化有着很大的作用。考虑到本实验室已经拥有通用疲劳试验机，而对

连杆的试验并不是为最后定型所用，所以这里对连杆的疲劳试验在通用疲劳试验

机上进行。

5. 2 试验准备

C I）连杆试件

在进行连杆疲劳试验的时候，选取连杆实物作为研究对象，试验样品要求尺

寸及材料鉴定合格，并且组装有其他组件，如活塞、轴瓦、衬套及试验中取代活

塞销的连抨轴颈销轴。再就是对连杆样品数的选取必须合理，在保证试验可靠度

的前提下，试验周期时间不应过长。考虑到试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求取 S-N 曲线，

需要在 8 个左右的应力水平下进行试验，每个应力水平试验需要 2-3 只试件， 这

样算来需要 16-25 左右的连杆试件。这里通过升降法确定连杆的疲劳极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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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只连杆试件，可以将试验载荷分为 8 个载荷水平 。 而在试验之前还需要对连杆

试件进行常规的检验，以确定试件负荷技术条件的要求，同时必须明白连杆在设

计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具体环节 ， 图 5-1 是准备试验的连杆部分试件。

图 5-1 连杆试件

Figure 5- I Connecting rod specimens 

( 2）夹具

对连杆试件的几何尺寸的研究，必须通过销轴来代替原来，曲柄销和活塞销。

并且原疲劳试验机上自带的夹具有普遍性实用性，但针对连杆这种专业性较强的

试件来说并不适用，所以得重新制作夹具 ， 原装夹具和新制作和销轴如图 5-2 所

刁艾。

图 5-2 夹具

Figure 5-2 F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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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下面两图即为上下夹具的实物图，下夹具通过轴孔与疲劳试验机相连

接， 上夹具则通过法兰盘上四个 M6 的螺栓与疲劳试验机相连接。而上下夹具都

是由两部分连接 ， 上下两部分都是通过 M6 的螺栓与之连接在一起 ， 上下两部分

会组成一个销轴孔 ， 正是通过此销轴孔来装夹连杆试件。在加工夹具的时候 ， 应

进行j旭光处理，以提高夹具的表面粗超度，从而保证夹具和连杆试件的 良好接触。

( 3 ）疲劳试验机

实验室跟企业合作 ， 本实验室拥有美国 MTS 连杆疲劳通用试验机， 型号为

MTS370，试验的时候用预制的夹具将成总成状态的连杆装夹在疲劳试验机上。此

疲劳试验机是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其系统为电液伺服变换控制，静、动态多用

途万能试验系统。该系统由冷却水机、液压站、试验主机、 控制台四部分组成。

如 5-3 所示。

图 5-3 实验设备

Fig . 5-3 Laboratory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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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 疲劳试验机采用的加载方式为液压方式，这样加载的优势在于在加载过

程中对试样无很大的冲击，提高了试验的精度和可靠度。此外这样的加载方式在

试件装夹的时候允许存在一定的问隙，这样降低了对实验夹具的精度要求。主要

用途有工程材料及结构件的静态力学性能测试：工程材料及结构件的动态力学性

能测试：内燃机主要零部件的寿命试验。主要的性能指标有：试验动态响应频率

为 0.01 Hz-50Hz；最大试验动态载荷为正负 250KN：试验原材料和结构件最长为

1500mm。而针对本连杆的试验，经过大致计算，能完成本实验的需要。

5.3 载荷计算方法

连杆在实际工作中，活塞传递来的最大燃气爆发压力和因运动产生的最大惯

性力均产生在上止点，并且两者可以叠加。所以计算时认为连杆工作载荷有两大

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由活塞销传递来的缸内的燃气爆发压力，其二是连杆自身

组件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惯性力。

最大燃气爆发压力：

Q1 =(101.26Px-10.13)JZ".D2/4 

式中： PK一一最高气缸压力 MPa。 D一一气缸直径 cm。

连杆所受惯性力：

(5-1) 

Q2 =G1(l ＋λ）ral+G1ral (5-2) 

式中： GI一一往复质量，即活塞连杆组做往复运动部件的质量（包括活塞、

活塞环、活塞销、活塞卡环及连杆小头质量）， kg; G2一一活塞连杆回转质量，

即连杆大头质量， kg： λ一一曲柄连杆比： r一一曲柄回转半径， cm; aJ一一曲

柄回转角速度， 1/s, w=2:rn I 60 : n一一发动机转速， r/mino

对于转速工况的选择，一般选择发动机的最大扭矩工况和额定工况来确定连

杆的工作应力，本型号试验连杆最大扭矩工况和额定工况的部分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5-1 发动机部分参数

Table 5-1 Part of engine parameters 

性能

转速 r/min

况
一

工
一

矩
－
o

扭
一
拍

大
－
2

最 况
－

工
－
o

定
－
m

额
－
3

缸内最高燃气压力 MPa 17.5 16.5 

通过计算，最终计算得出连杆工作载荷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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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工作载荷

Table 5-2 work load 

部位 载荷 最大扭矩工况±阳司 额定工况土脸J

燃气作用力 -123.06 -118.45 

连杆小头端 惯性力 4.02 10.30 

总载荷 -57.5 1土61.53 -48.93土59.23

燃气作用力 -123.06 -118.45 

连杆大头端 惯性力 6.11 15.64 

总载荷 -55.42土6 l .53 -43.59土59.23

在数据的处理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些数据的算法，总载荷后面部分为燃气作用

力的一半，而总载荷前面部分则为其后面部分和惯性力的代数和＠

试验时采用不对称循环的拉压载荷，并采用载荷控制法，平均载荷表现为压

的载荷形式，载荷波形为正弦波，如下图所示。图中 z Pm ax 为最大载荷值，在工

作循环过程中最大代数值的载荷，通常以拉伸为正的载荷值，压缩为负的载荷值：

Pm in 为最小载荷值， 与最大载荷相反，最小载荷表示在循环过程中具有的最小代

数值的载荷，同样以拉伸为正的载荷值，压缩为负的载荷值； Pm 为平均载荷值，

为 Pmin 和 Pmax 的代数平均值。即 Pm= ( Pmin+Pmax) /2; Pa 为载荷幅值，为

Pm in 和 Pmax 的代数差的二分之一。即 Pm= ( Pmin-Pmax) /2 。

F困E

。

Pm 

Pein 

图 5-4 载荷波形

Fig. 5-4 Load waveform 

T 

首先得确定连杆的平均载荷及幅值。由上表计算结果可知道，连杆在工作过

程中，承受负荷最大的部位为连杆的小头，所以可以选取连杆小头端总载荷的平

局值来确定平均载荷，即平均载荷按［ ( -61.53) +(-59.23月／2 计算得到，即

Pm=[ ( -61.53) +(-59.23月12。试验的时候，所施加的各级载荷按一定顺序排列，

这里按低到高的载荷顺序排列，这样施加载荷更能接近连杆在工作过程中所承受

载荷的随机情况。在试验过程中，必须确定 Pmin 和 Pm似的大小，即最大载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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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载荷值。这里引入如载系数，加载系数即各级载荷值中的最大载荷和连杆的

破坏载荷 Pb 之比， ep K=Pmax/Pb。人们在试验过程中，通常用加载系数 K来代

替最大载荷值，根据试验经验，在试验中可以将 18 支杆件最多分为 8 个载荷级。

加载系数由经验得到，K=0. 1 68,0. 1 79,0. J 9 J ,0.202,0.208,0.225,0.246,0.257 o 各级载

荷 Pmax=K*Pb, Pb 通过对连杆进行测样得到，再由 Pmin=2Pm-Pmax，则由 Pmax 

和 Pmin，即可按 Pa= ( Pmax-Pmin ) /2 求出施加在和的载荷幅值。

5.4 试验过程操作

试验之前需要将事先装在 MTS 疲劳试验机上的夹具卸下来，拆卸夹具的时候

用到专门的工具，通过位移来控制上下头的位置来装上中间专用夹具，并在特定部

位装上专用的卡子，利用 MTS 自身的拉力来卸掉之前的夹具。拆装夹具是最容易

发生事故的阶段，涉及到施加力和移动试件的定位位置，所以在拆装过程中需格

外小心。新制作的夹具安装过程和拆装过程大同小异，这里不再累述，具体操作

如图 5-5 所示。

图 5-5 安装夹具

Fig. 5-5 Take the fixture 

在拆卸夹具完成后开始安装新的连杆夹具，安装新的连杆夹具之前需要安装

大小头的替代销轴，安装销售的时候必须借助虎头钳。在疲劳试验台架上安装连

杆试件的过程中应先安装大头段，后安装小头端，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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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安装连杆试件

Fig. 5-6 Installation connecting rod 

安装试件完成后，打开电源控制开关，接通主机、液压站、冷却水机电源，

再打开电脑界面后，打开主机控制器电源按钮，在被压站显示屏幕中设置并恢复

急停，消除急停红闪，并点击远程遥控方式：双击进入电脑和主机控制器联接安

装程序，待主控机驱动安装程序安装完成之后，点击疲劳试验控制程序，进入疲

劳试验主控制界面：在控制界面中，打开 HPS，这里注意压力加载一定是是先低

压后高压，打开 HSM，设置先低压后高压，启动油源压力；启动液压站动力源，

将油温升至 35 摄氏度，开启冷却水控制开关及两套制冷空压机开关 COMl 和 COM2;

根据实验要求，选定控制方式（位移、载荷、应变〉所需要的量程，并设定好极

限保护条件：

在实验过程中较为重要的就是对于试验频率的选取及循环基数的定义，一般

连杆疲劳试验的循环技术定位 l.OOE7 次循环。而对于频率的选择则根据额定转速

来确定，此发动机的额定转速为 2400r/mi n，通过计算得到加载频率为 18Hz 左右，

并且加载的时候各级载荷对应的频率会有微小的差异，可以再 2Hz 内变动。在载

荷控制方式下，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及试验试件情况，调节夹头位置来安装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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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力和位移初始值和报｛亭警数值，同时开启断裂、监视限位开关程序，然后进

行限制报停试验，达到报停和报警效果后方能进行试件相应试验，如图 5-7 所示。

图 5一7 试验参数设置

Fig. 5-7 Parameters Settings 

实验过程中如遇到机器系统出现故障后 ， 待故障处理完成后方可再次启动设

备。每次试验结束后 ， 记录实验数据和关闭控制程序及试验机，按照先高压后低

压关闭 HSM 和 HPS ， 关闭冷却剂、液压源、电控制箱开关 ， 图 5-8 是设置报停限

制。

5 . 5 数据分析

Uppt!r Al:b自由

图 5-8 报｛亭设置

Fig. 5-8 Stop set 

对实验数掘进行分析的时候首先弄清楚试验所得到的数据在分布上复合什么

样的分布规律 ， 进而采取什么样的数据处理方法才会使得分析得到的结果可靠。

大量的试验数据证明，疲劳试验数据一般符合两种分布规律 ： 威布尔分布规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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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正态分布规律，这里采用常见的正态分布规律对数据进行处理。

因为一些客观的因数影响，导致实验中途中断，无法获取数据，这里对实验

数据的处理进行相关的说明。试验结果统计表格按加载载荷大到小的排序，载荷

幅值设为R，相应的循环周次则为矶，并观察断口的部位，最后得到如表格 5-3
所示。

表 5-3 实验数据

Table 5-3 Experimental data 

试验编号 载荷幅值 断口部位 循环周次

P, 部位 l Xi 

2 P、 部位 2 X2 

3 P3 部位 3 X3 

4 P4 部位 4 X4 

5 飞 部位 5 Xs 

6 飞 部位 6 x6 

7 P, 部位 7 x, 
8 飞 部位 8 Xs 

9 飞 部位 9 X9 

10 PIO 部位 10 XIO 

11 pl l 部位 11 X11 

12 pl2 

( 1) 计算截断载荷

经验表明，在做疲劳试验的过程中，交变载荷和连杆寿命会有如下的关系：

l。gσ＝logσ／f>blog C2N 1) (5-3) 

式中： σ为交变应力， NI为循环寿命， σf为疲劳寿命系数， b为材料决定的常数。

为方便起见，把载荷表示为罚，寿命表示为 N，这样对数方程可简化为＝

logP=logP'+blogN (5- 4) 

由此可见，可认为载荷的对数和疲劳寿命的对数成直线关系。根据两点可以

确定一条直线的原理，只要得到两点即可得到一条直线。而一只杆件只能破坏一

次，只能得到一个破坏点。而另外一个点，这里需要引入一个理论点－－1/4 循

环断裂点 QCI。当栏杆试件在这个负荷下循环工作时，试件在 1/4 循环处就会发

生断裂， 并且理论点对所有试件都相同，即所杳试件的直线都经过理论点。

理论点是 S-N 曲线上的一点，通过以下方法确定：

QC/= （ σ0 +350Mpa）×危险截面处横截面积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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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则，当平均负荷不为霉的情况下， QCI=QCI （理论值）一一平均

负荷，载荷当表现为压载荷的时候取负值，当表现为拉伸载荷的时候去正值。

通过计算得到 QCI 值和试验得到的疲劳极限值，以此两点为断点划出一

条直线。并将直线的延长线和 107 相交，通过计算得到何， 107）各点， F 即为

截断寿命载荷。这样一来，试件寿命的离散化问题就转化成了 R点的离散化。

很明显的看出， R的均值和标准离差就是样本的疲劳强度均值和样本标准差，

如图 5-9 所示。

Log 

P，~…·．．．． 

马；…’飞
乌「一一－ : 一··，寸之；

勺 ; ；于寻习
F; 

1/4 N, N: N3 N, LogN 

图 5-9 截断载荷确定

Fig. S.-9 Determine the cutting load 

通过试验和计算得到两个点，同时带入对数方程（ 5-3 ）即可得到：

_ log（卫 IP.)
logF;－，。.log(l07/N,)+log飞

一 log(N; I 0.25) 1 

(5-6) 

用上式计算即可得到当前载荷下的截断载荷值。

在求出截断载荷值后，按照截断载荷值的大小从新编号，从 1 到 11，此

序号值用儿表示。正态分布函数的累计函数。，U；）通过 ｝；来确定。在选取儿的

值时候，如果遇到中间有达到 107 次数而没被破坏的试验结果，这个试验点

就不给λ值，以后的点继续按顺序排列。 a，称为中秩序，通过如下公式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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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一一试件综述，这里 n 为 12: i一 l～12 。

a，与 z，关系成有：

a；＝袁巳A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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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准正态分布表，由 a；值查表得到 Z；值。最后求得截断载荷和中秩

序以及标准正太偏量，并按截断载荷的大小重新排序，即按照 R值的大小进

行调整，并且通常实验设计的时候 12 试件不会产生断裂破坏，顺序调整后如

表 5-4 所示。

表 5-4 数据处理

Table 5-4 Data processing 

试验编载荷幅值循环周次 截断载荷序号 中秩序 标

pl x, 写 a1 Z1 

7 P, X1 F2 2 ai Z2 

2 P2 X2 Fl 3 。3 Z3 

6 p6 x6 F~ 4 04 Z4 

10 PIO Xio F> 5 05 Zs 

8 飞 Xs 民 6 a6 z6 

4 p4 X4 飞 7 。7 z, 

3 飞 X3 F~ 8 as Zs 

11 P11 X11 飞 9 0 9 l9 

5 Ps XS 罚。 10 。10 Z10 

9 p9 x9 鸟， 11 a11 z " 

12 P12 10000000 

(2）拟合 S-N 曲线

利用试验得到的结果计算截断载荷的应力寿命曲线法可进行连杆的疲劳极限

的估算。根据试验所得的数据，以载荷对数值为纵坐标、寿命对数值为横坐标，

按对数对数据进行拟合出 S-N 曲线，如下图所示。

100 I s (kN) 

90 

80 .. 
70 

nunu 65 

N （万；欠）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图 5-10 S-N 曲线

Fig. 5-10 S-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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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回归分析

通过公式可以看出， R与 Z；有直线的关系。所以此直线方程可以用一般直线

回归方程表示出来：

F＝吨＋α2Z (5-9) 

其中： a1二F-a2.Z
IzJ~； －z~；罚

ai= l=I .;=I 

4z;-z4z1 
确定了回归方程之后，还需要求的条件疲劳强度均值和样本标准离差。当 Z=O

的时候即为疲劳强度均值， 当 IF二 －F,,.ol 时即为样本标准方差，即 S=I乓~ 1一凡＝le。最

后求得：

条件疲劳强度值为： F=I几1-F""'ol

样本标准方差为： S = jF,_, -Fz-ol 

当试件为 11 支的时候，相关的系数起码值为通过查表为 0.602，经计算可得

到方程的回归系数。如回归系数大于起码值则方程显著性良好，用直线拟合的点

具有意义。

最后可以确定出连杆的条件强度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为：

E 半d艺
f(Xr ）＝~仨＝e 口

C正、I L.J '1: 

〈的疲劳强度与连杆可靠性分析

(5 - 10) 

通常认为连杆交变载荷的载荷均值即为连杆工作的均值，载荷的平均偏差值

即为连杆工作载荷的标准离差。同样可以用正太分布来表征连杆工作载荷的概率

分布规律。如果将连杆疲劳强度概率分布密度函数和连杆工作载荷概率分布函数

在同一坐标系中绘出曲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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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l 工作载荷与疲劳强度干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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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10 Working load and fatigue strength interference diagram 

连杆疲劳强度可靠性设计是指在确定工作载荷和疲劳强度概率分布规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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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零部件发生疲劳破坏的概率。在上图中，当毛＜XI 的时候即为连杆失效，

假设 R{x,-x1 > O｝为连杆的可靠性。从上图中很明显地看出 R与 j(x，）和 f(xf） 的关

系。其关系可以表示为：

叫f叫巳／（毛）战如f (5-11 ) 

通过前面了解到， j(x，） 和 f(xf）都是服从正太分布，又由正态分布的性质特

征可以知道z 两正态分布相乘，其积也同样服从E太分布规律，即 R 也服从正态

分布规律，所以有 ：

R＝叮~lb e-%dt (5 -12) 
、/2π .I-co

L. l~－ ~I 
其中 v~w司。 R 称为疲劳强度可靠度， b 为可靠度系数，将参数 t 和 b 带

入连杆的可靠度计算公式 5-12 中去，通过查表得到连杆的可靠度，此数值表示连

杆在实际工况下工作发生失效的概率，连杆的一般设计要求为 0.9995 以上，通过

比对可看连杆的设计是否满足要求。

5.6 主要内容

本章节主要对连杆试件试验过程的一个说明，主要工作有有：

(I) 根据连杆试件的连杆的相关参数加工试验过程中需要的夹具；

(2）求取了连杆最大扭矩工况和额定工况下的工作载荷平均值和载荷幅值，

最后通过两个工况的值确定连杆试件的试验的平均载荷和各载荷幅值：

(3）更换夹具和安装连杆试件 ， 在安装试件完成后设置试验参数，并按试验

流程开启诫验机器进行试验：

(4）试验完成后进行试验数据的处理，求取连杆的截断载荷、 S-N 曲线和连

杆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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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 1 全文总结

文章中首先进行了多体动力学计算，多体动力学是考虑了轴承润滑和摩擦等

边界条件的有限元计算，其计算结果能够确切地说明连杆在各个工况下工作循环

内的所承受的载荷情况；然后进行动态应力恢复， 动态应力恢复得到的应力云图

是多工况下一个工作循环内的动态应力 ， 不只是某一时刻的应力分布云图：动态

应力恢复后还得到了连杆一个循环周期内的应力谱，运用不同工况下应力谱进行

连杆的疲劳寿命的分析。找出寿命相对较为薄弱的地方：在疲劳寿命分析的基础

上建立断裂力学模型，进行疲劳裂纹扩展分析，预测裂纹产生后还能使用的循环

次数。经过系统的计算，得到如下结论：

( 1 ）多体动力学计算不同于静态计算，动态计算得到连杆在两个循环周期

内的载荷谱 ， 即 1440 度曲轴转角内的载荷曲线，能直观的查看施加在连杆上载荷

的大小和走势，并且很便于比较：

(2）动态应力恢复将计算的多体动力学载荷恢复到有限元上来，最终结果

表明，连杆在工作的时候最大应力出现工况为最大扭矩工况，应力集中的地方大

致分布在大小头和杆身过渡的部位，最大应力达到 600MPa 左右 ， 此应力小于材

料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

(3 ）根据动态应力恢复所得到的应力谱对连杆的疲劳寿命进行计算，计算

结果表明在最大扭矩工况下连杆的疲劳寿命略微偏低，但是转换成曲轴的旋转周

期 ， 连杆的工作的寿命大于设计要求 1.0E7 以上：又对 12 个工况组合进行连杆疲

劳寿命的分析，其工作寿命换算成曲轴旋转周期，其工作的循环周期更是达到了

5.9E7 次循环，达到了设计要求：

( 4）疲劳寿命计算得到连杆寿命较为低的部位，疲劳裂纹将在这些地方产

生，以此建立断裂力学模型，模拟裂纹的扩展寿命。当连轩产生裂纹时，裂纹扩

展循环寿命为 3.0日次：当连杆超寿命工作时， 需要定期检测裂纹，一旦发现裂

纹建议更换部件，以免灾难事故的发生：

( 5）利用实验室已有的疲劳试验机，设计一套连杆的试验方案。试验包括

试验准备、载荷计算、试验过程和数据处理几个大的部分，最后可以求得连杆的

S-N 曲线和连忏的可靠度，从试验角度来考察连杆设计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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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展望

本文由模态缩减、缸内压力模拟、多体动力学计算、动态应力恢复、疲劳寿

命求解、静力学建模计算、裂纹寿命扩展计算等一些的工作，但或多或少都会存

在－些问题，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通过一些相应的措施来改善和提高计算的准确

度。

(1 ）多体动力学计算所涉及到的参数相当多，很多参数都是通过经验设置，

这样就无法同自己所建立模型真实参数所一致，所以求得结果虽然能定性并在一

定的范围内能定量的反映出连杆受应力情况，但其精确度却还能提高。如通过试

验获取计算过程中所涉及的参数z

(2）疲劳寿命的计算的时候每个工况下的应为谱也只是 144 个 case 组成，

当电脑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力恢复间隔可以设置的小一点并且工况适当地增

加：如果条件可以，还可以根据材料疲劳试验做连杆材料的疲劳性能试验，得到

S-N 曲线和相应的参数来进行疲劳寿命的计算：

(3）在试验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夹具的强度，原本打算在汽油

机连轩的夹具上通过改变而得到柴油机连杆夹具，但在试验的过程中夹具的螺栓

强度明显不足，不足三分钟会损坏一颗螺栓：并且由于载荷相比汽油机过大，小

头替代销轴有点细长，导致试验过程中振动过大：由于这些问题导致试验中途停

止，连杆实体试验变成了试验方案设计，以后在试验准备阶段，一定要考虑到夹

具及螺栓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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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时时光似箭催人老，昨天仿佛才朝气蓬勃地踏进昆明理工大学，今天就得面

临着提交硕士研究生论文，在昆明理工大学所呆的七年光阴在脑海里就好像那么

几天的时间。特别是读研究生三年以来，是这七年时间所学知识最多，过得最充

实的时光。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三年，但成功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很多老师、同学、

朋友和企业一起努力的结果。

首先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尊敬的导师一一贾德文副教授。贾老师对我课题完

成的帮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当我学习上遇到困难而驻足不前时候，这个时

候找到贾老师。他总能将我凌乱的思维理顺，让我看到走下去的路面：每当我迷

茫之际，您的一席话总能让我如梦中惊醒般清醒。可以说没有贾老师我就不可能

完成自己的论文课题。贾老师不但对我学习上帮组有加，就连平时生说中也是为

人亲和，对我的帮助无微不至，学习、生活、思想等等都会过问。不但叫我学习

科研的方法，也教我做事情的态度，还有就是做人的心得。在这里我真心地对贾

老师说声谢谢，谢谢你三年的耐心指导。并由衷滴祝愿恩师身体健康 1

这里还要谢谢云南省内燃机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一一申立中教授。申老师好比

我们精神上的灯塔，远远地指挥着我们前进。哪怕我们身处迷雾中，也能远远地

看清自己所前进的方向。首先申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是辉煌的，由他主导而主持

的 2014 届内燃机年会是前所未有的辉煌壮观，内燃机届很多泰斗都做了专题报告，

让我们又一次对申老师在内燃机内的成就所震撼。其次申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

博学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睿智幽默的人格魅力带领我们扎根于内燃机

行业，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教给我们对待问题的方法和思想。同时申老师的身

体状态也是我比较佩服的一点，这得益于申老师严格自律的生活态度，身体是工

作的根本，这种态度和自制了正是我所欠缺的。在此我也向申教授表示诚挚的谢

意！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有毕老师、雷老师、王老师、姚老师、刘老师、

徐老师和张师兄，以及各个博士、同学和企业的一些朋友。感谢大家在一起学习

了三年，感谢大家一起营造的良好学习环境。感谢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过，让我们

拥有一段珍贵的回忆，这段回忆注定是色彩斑斓的，回味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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