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2期 

2012年 12月 

机械设计与制造 

Machinery Design & Manufacture 13l 

文章编号：1001—3997(2012)12—0131—03 

汽车钢板弹簧主片结构 的组合优化设计方法研究术 
何 彬 

(湖北理工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黄石 435003)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0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for the Structure 

of Vehicle Top Spring-Leaf 

HE Bin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3，China) 

【摘 要】多数汽车钢板弹簧结构设计主要依赖于设计人员的经验，针对其设计中结构确定过程 

难于量化等问题，提出运用组合优化方法进行汽车钢板弹簧主片的结构设计，从描述汽车钢板弹簧结 

构设计中的组合优化问题入手，参照遗传算法求解故障诊断问题中的相关量化方法和建模过程，建立 

汽车钢板弹簧主片结构求解的组合优化模型，并以某车型汽车钢板弹簧主片结构的设计过程为例，在 

Matlab7．1中运用遗传算法实现主片结构的求解，验证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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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ucture designfor most vehicle le pring depends chiefly upon design experience 

ofthe designers and is difficult to be quantified，SO the method ofcombination optimization is putforward to 

accomplish the structure design process oftop spring leafiStarting with the problem description ofcombina- 

tion optimization for the structure design，it uses the quantification and modeling method offault diagnose 

reference to build combination optimization model ofsolving the structure of top spring leaf．Finally．the 

structure design process of the top spring leaf in somme automobile is taken example．and Genetic Algo 

rithm is used successfully in Matlab7．1 r solving the structure oftop spring leafto testify the method 

mention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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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钢板弹簧又称叶片弹簧，是汽车悬架系统中最常见的弹性 

元件之一，具有导向、减振、传递力和力矩的作用，是保证汽车的行 

驶平顺性和操纵稳定l生的重要安全部件。钢板弹簧由多片叠加而 

成，各片形状结构取决于主片，因此，确定主片形状结构是钢板弹簧 

结构设计中重要的一环m。钢板弹簧主片结构的确定是从多种组合 

结构方案中进行选优的过程。从掌握的文献看，目前该过程主要是 

设计人员根据设计要求，运用定性的经验知识或设计规则做出相 

应的决策，很少有用量化的模型和规则进行设计和求解 。 

组合优化(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的目标是从组合问题 

的可行解集中求出最优解[51。针对汽车钢板弹簧结构设计中的组 

合优化问题，构建钢板弹簧主片结构的组合优化模型，并运用遗 

传算法实现求解，可将定性抽象的设计经验予以量化，减少设计 

决策的不确定性，提高钢板弹簧的设计效率以及设计过程的合理 

性与准确性。 

2组合优化问题的描述 
钢板弹簧主片结构类型取决于不同形状特征的组合方式， 

组合方式包括形状特征的组合数量和顺序。钢板弹簧主片基本形 

状特征主要有三种，但可形成多种不同类型的主片结构 ；如图 1 

所示。以一半主片结构为例，由三种形状特征可以组合成常见的 

6种结构类型，包含特征数分别为 2．4、5、5、6、7。 

图 1钢板弹簧主片结构的组合类型 

Fig．1 Combination Type of Plate Spring Leaf Structure 

选取何种板簧类型取决于设计要求，即某一类型的板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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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包含多少数量和种类的形状特征，按照何种排列顺序组合，是 

由给定的设计要求决定的。多数情况下，设计要求与形状特征的 

选取，两者之间并非一定就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更多是一种概 

率或模糊型映射关系，即设计要求可能会导致某一形状特征的存 

在，这种可能性体现了设计要求对该形状特征是否选取的决定程 

度，代表了设计决策中的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 

为一种随机或模糊事件，可以用概率或模糊值进行度量。因此，当 

多个设计要求共存时，选取哪些形状特征进行组合来形成主片结 

构就演变成组合优化问题。 

3组合优化模型的建立 
组合优化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处理组合 

爆炸(combinatorial explosion)，随着问题规模的增大，组合优化问 

题的搜索空间也急剧增大，有时在计算机上用其它的传统方法 

(如枚举法)很难甚至不能求出问题的最优解，而解决这种困难问 

题的一种重要思路就是采用遗传算法【句。 

以组合优化问题描述中的概率型映射关系为例，参照遗传 

算法求解故障诊断问题的数学表达[7-8]，类似地，可以用四元式来 

描述此类组合优化问题，即： (胁1．Oft胁 ．R) (1) 

式中： 一以概率值影响形状特征选取的设计要求集； = 

(m，，m2，⋯， )—有限非空集，Mm —具体设计中已 

经存在的设计要求；D犷 所有可以按照概率来进行选取的 

形状特征集，Du=(cu ，c“ ，⋯，cu )；D 次被选择的形 

状特征集，且Du C_Du，Du一=Du-Du’—每次未被选择的形 

状特征集；R=MmxD”—设计要求与形状特征之间的映射关 

系；(ml，c )∈R—设计要求 m 可以导致形状特征 cu 的选 

取；p广 对形状特征c 选取的贡献程度，是已知m 存在 

的情况下，选取形状特征 c 的概率。 

根据上述的定义和描述，基予既率型钢板弹簧主片结构的求 

解就可以看作是非线性的组合优化问题罔，即已知所有条件因果 

概率P =(mFcujImi)，以及已经存在的以概率值影响形状特征选 

取的设计要求集Mm~，在2n 可能的形状特征集求取具有最大 

后验概率的集合Du。，也即：P(D IMm )=maxP(Du~IMm ) (2) 

P(Du~IMm )可以用相对似然函数L(D“ I胁 )来表示，根据 

上述条件，并参照文献 -q中的方法进行推理，可以得到： 

￡(D I )=兀f1一Ⅱ(1-p )}· 
cu EDu ＼ m EMm f 

一  

Mm(， ) cⅡ．E Z ＼mf E ／ (3) 
模型实际上就是求式 (4) (2)的最大值，因此似然函数工 

(D I )可以作为遗传算法求解中的适应度函数，为了便于遗传 

算法求解中的编码和计算，特将式(3)做适当变换，从而建立的适 

应度函数如下 ： 

盹聊 )=1一 (1 I -。I(]-p )) 耳(兀／=1(1一(1 1P )) 

=1一耳【(1 (1叩 )) (1一(1 )p )] (4) 

式中：Fitness—适应度函数； ’具体设计中给定的、以概率值影 

响形状特征选取的设计要求数量； 厂_第． 个形状特征选取 

状态的变量；m一形状特征集所包含的形状特征数量；P厂  

n个设计要求分别对第 个形状特征选取的概率。 

对式(4)的说明，如表 1所示。 

表 1公式(4)的说明 

Tab．1 Instructions of Formula(4) 

Xi的取值 第7个形状特征选取时 l；未选取时， 

j=l( 1( 叩 ))只能博 舅 o时的概 、 ／ 1 J’J 。～ 

( c 一c )P )只能 时的概 
4实例应用 

以某型号轻型货车前悬架钢板弹簧设计为例，验证基于遗传 

算法的主片结构的求解过程。钢板弹簧主片多为对称结构，故仅以 

一 半结构的主片进行考虑 ，最多包含如图 1所示的7个特征Ill】' 

称为全特征主片结构，其它所有的结构形式都是在全特征主片结 

构上进行相关特征的删减和保留而获得的；因此，其它结构形式 

都是如图2中7个特征存在状态的组合，如图1所示。采用二进 

制编码，存在为 1，不存在为0，即可将钢板弹簧主片的结构组合 

形式用二进制编码进行表示，从而为遗传算法的求解奠定基础。 

图 2钢板弹簧主片形状特征存在状态的二进制编码 
Fig，2 Binary Code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e Spring Leaf Shape 

如果编码为 1000001，则结构特征只有 1和7存在，即主片为 

等截面结构；不同的编码同样可以反映出其它常用的结构形式，因 

此，当输入的设计要求以及相关设计要求引起具体特征存在的概率 

已知时，以上述 7种结构特征的存在状态(二进制编码)作为输出变 

量，运用遗传算法可以求解此类的组合优化问题。根据对大量没计 

实例的统计，影响上述主片结构特征选取(存在状态)的常用设计要 

求以及表示影响程度(贡献度)的概率 如表2所示。 

表2相关设计要求影响主片结构特征选取的概率值 
Tab．2 Probable Value of the Leaf Structure Features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Design Requirements 

设计 ，．、 应力分 卷耳强 中心孔应 作用长 主片卷 
要求 多门ml少。厅ml布均匀呐 度高 批 力低 m5度长％ 耳结构 胁 

适应度函数采用公式(4)，根据图2和表 2可知 ，形状特征 

和设计要求数量为 ：n=7，每一代种群大小为2O。遗传操作包括 

选择、交叉和变异，其中选择设置为 Remainder(最佳保留选择)， 

以保证遗传算法终止时最终结果是历代中最高适应度的个体；交 

叉采用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两点交叉；变异则按照高斯近似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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