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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囤是位于轮胎和车轿之间承受负荷的旋转部件，其作用是安装轮胎，承受轮胎与车轿 

之间各种作用力和力矩，对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稳定性、平顺性和牵引性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名义 

应力法的分析过程及有限元分析软件，探讨了钢图弯曲工况下结构强度及疲劳寿命预估的方法。通过 

理论计算、实际使用情况及弯曲疲劳试验的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正确性，所提方法可在产品设计阶 

段就预测设计产品的使用寿命及结构特点，为钢圈的设计及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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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eel rim is one ofthe most important opponents ofautomobile，which is located at revolv- 

ing components between tire and sedan for mounting tires and bearing various forces and moments．There— 

fore i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safety，stability，and ride comfort as well as traction propertyfor a run- 

ning automobile．Based on the analyzingprocess ofthe nominal stress approach and FEM software，the meth- 

ods{0T estimatingfatigue life and structural strength ofsteel rim under bending condition is discussed in it． 

Comparing with theoretical computation resu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the method has been proved cor- 

rectly which may estimate the service life and structure feattires during design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r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steel 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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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钢圈是位于轮胎和车轿之间的旋转部件，其作用是安装轮 

胎，承受轮胎与车轿之间各种作用力和力矩，是汽车行驶系统的 

的重要部件，对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稳定性、平顺性和牵引性均起 

着重要的作用。钢圈主要工作在随机载荷作用下，所以疲劳破坏 

是钢圈最主要的失效形式，具统计资料表明，90％以上的钢圈破 

坏为疲劳裂纹。因而钢圈疲劳寿命是影响钢圈质量的最重要的指 

标 ，受到钢圈研制、设计人员的极大关注_l1。 

从疲劳寿命分析的理论出发，探讨了基于有限元的钢圈结 

构强度及疲劳寿命预估的方法，力图实现在产品设计初期就能对 

钢圈疲劳寿命进行预估 ，提供指导钢圈设计的新方法和理论。 

2疲劳寿命分析理论 
2．1疲劳寿命分析的理论基础 

疲劳是指金属材料在应力或应变的反复作用下所发生的j生质 

变化．这个术语特指那些导致开裂或破坏的性能变化目。当材料或结 

构受到多次重复变化的载荷作用后，材料或结构的破坏现象，就叫 

做疲劳破坏，此时材料或结构的应力值虽然始终没有超过材料的强 

度极限，甚至比弹性极限还低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破坏。结构或机 

械直至破坏所作用的循环载荷的次数或时间称为疲劳寿命目。疲劳 

寿命分析是指确定疲劳寿命的的方法。工程中常常采用的疲劳寿命 

分析的方法有：名义应力法、局部应力应变法和损伤容限法目。其中， 

名义应力法适用于高周疲劳，所谓高周疲劳是指受应力幅的控制， 

循环应力较低，主导变形为弹性变形。局部应力应变法适用于低周 

疲劳。受应变幅控制，循环应力较高，通常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而使 

材料发生屈服，主导变形为弹性变形的疲劳称为低周疲劳。损伤容 

限法则是将断裂力学中的临界裂纹长度和裂纹扩展速度综合考虑 

进行疲劳分析的分析方法。钢圈产品属于高周疲劳产品 ，因而选用 

名义应力法进行疲劳寿命分析，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从材料的sI 

N曲线出发，再考虑各种影响系数的影响，得出零构件的s_N曲线， 

并根据零构件的s_N曲线、载荷应力谱及累积损伤理论进行抗疲 

劳设计，其方法及步骤，如图 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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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名义应力法疲劳寿命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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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于有限元法的疲劳寿命分析 

从疲劳分析的一般过程可知，疲劳分析的前提是对零件进 

行力学分析，找到载荷作用下构件的结构危险部位的应力及应 

变。很多设计指导书提供了计算的近似公式，而工程实际中的零 

件较复杂，这使得利用近似计算公式计算的过程相当繁杂而且计 

算的结果往往与真实的情况有一定的差距。借助有限元法可方便 

且较真实的反映出结构的受力及变形情况[51。在不同的疲劳寿命 

分析方法中，有限元法起着不同的作用，应用也不同。在以弹性变 

形为主导的高周疲劳中采用名义应力法，有限元的应用主要是对 

结构进行弹性分析，分析结果即可得到构件危险部位的应力谱。 

如果构件同时承受多个载荷时，名义应力法中可以应用弹性力学 

中的叠加原理对结果进行等效，而此时在有限元里只需对每个载 

荷进行单位力作用下的分析。 

有限元法的结构分析一般要经过前处理、求解和后处理3 

个阶段。如果在前处理中，根据结构实际形状和实际工况条件建 

立的计算模型正确，有限元的分析结果将与构件在载荷作用下真 

实受力及变形情况相接近甚至一致161。基于有限元的疲劳寿命分 

析中，设计人员将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应力结果导入疲劳寿命分析 

系统中，在该分析系统中建立材料的疲劳曲线，经修正后建立构 

件的疲劳曲线，选择或输入载荷谱及疲劳损伤累积规则后，即可 

预估出构件危险部位的寿命。设计人员预估寿命后可根据结果进 

行构件的再设计及优化171。设计人员基于有限元法进行疲劳寿命 

分析的过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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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基于有限元法的疲劳寿命分析过程 

3钢圈模型的建立及强度分析 
3．1钢圈模型的建立 

根据企业提供的工程图纸，建立了钢圈三维实体模型，参照 

有限元简化模型的一般原则，在保证钢圈结构力学性能不变的前 

提下，将所建立的模型加以简化 。 

将建立好的钢圈实体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同时，对易疲劳破 

坏的部位进行了网格加密。 

3．2边界条件及载荷方案的确定 

根据国家标准，如图3所示，疲劳试验台有一选装装置，钢 

圈可在一个固定不动的弯矩作用下旋转，或是钢圈静止不动，而 

承受一个旋转弯曲力矩作用。 

根据运动是相对的观点，在强度分析中避除了实际试验中 

法兰轴与螺栓等因素的不确定影响，将弯曲疲劳试验中钢圈的受 

力情况作了相应转化：约束轮辐的螺母作用面，即弯曲疲劳试验 

中通过螺栓螺母与载荷臂相连接的位置，而在轮辋的底部位施加 

弯矩载荷，如图4所示。 

图4边界条件及载荷方案 

试验弯矩载荷可由下式确定：M=(／．zR州 )·F·S 

其中，各个参数： 

0．7；R-O．485m；d一0．159m； 

F-22099N；s-1．1 

则：M=(tzR+d)·FS=121 18N／m 

为了取得最为接近的加载效果，模拟试验状态下钢圈受到 

的周期性载荷。进行强度分析时将轮辋底部的圆周 16等分，而由 

于钢圈关于缺口水平方向对称，所以在 8个方向分别加载 ，其中 

第一方向为轮辐有缺口的方向。通过上述方式的加载，找出 8个 

方向中应力最大的加载方向，并最终将该方向的应力极点近似作 

为疲劳计算的危险点。 

3．3仿真分析结果 

仿真分析的得到的钢圈应力分布云图，如图5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钢圈所受最大等效应力在第6360号节点上，大小为 

50．713MPa，发生于钢圈轮辐通风口处，小于材料的屈服极限，考 

虑的设计安全系数适中，该钢圈强度指标合格。 

图5仿真分析的结果 

3．4理论及试验验证 

3．4．1与实际使用情况的对比验证 

钢圈强度仿真分析的结果表明，钢圈所受最大应力主要发 

生于钢圈轮辐通风孔沿圆周方向，这与企业提供的钢圈实物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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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位置及钢圈用户反馈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对比验证表明，钢圈强度仿真分析的变形趋势基本可信。 

3．4-2试 验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钢圈强度仿真分析的危险点应力值的准确 

性，同时，检验有限元分析的变形趋势和测试钢圈变形趋势的一致 

性，基于企业提供的动态弯曲疲劳试验机进行了试验，如图6所示。 

图6试验过程 

在试验中获取了轮辐 5个通风孔和轮辋中间多个测点的应 

变值，通过计算得到了测点的等效应力值。同时，提取有限元模型 

上的Yon Mises应力值与试验获得的等效应力值相比较，结果如 

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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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测试结果和有限元仿真分析结果对比 

由图7的对比分析可看出，仿真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较为接 

近，80％的数据误差值在 1O％左右或以下，考虑到贴片位置和旋转 

角度等方面的误差，可以认为所进行的仿真分析结果是可信的。 

4钢圈疲劳寿命分析 
4．1分析准备 

4．1．1创建材料 

根据某一存活率P的安全寿命所绘制的材料或零件的P— 

s—N曲线是名义应力法疲劳寿命估算的基础，s为应力水平，N为 

疲劳寿命。根据参考文献口，材料的P—S—N曲线通用方程为： 

lgNp=a~+bplgS 

考虑到疲劳缺口系数 、尺寸系数 s、表面质量系数卢、加载 

方式 CL等因素，将材料S-N曲线进行修正，获得修正后的 

Q235S—N曲线(图略)。 

4．1．2创建载荷 

钢圈弯曲疲劳试验时，钢圈受一等幅正弦变化的弯矩载荷19]， 

因此，在疲劳时引入对称循环载荷的载荷谱。 

4．2疲劳寿命的预估 

疲劳寿命预估是基于ANSYS FE-safe软件进行的，该软件拥 

有强大的疲劳分析功能，通过读 的̂钢圈有限元强度分析结果，修 

正后的s-N曲线和疲劳分析载荷谱，该软件即可进行疲劳寿命估 

算，估算的结果表明钢圈疲劳寿命可达(1．27x10s)次循环次数。 

4．3疲劳寿命的理论计算及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钢圈疲劳寿命预估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了 

疲劳寿命理论计算的过程及步骤，采用理论计算的方法进行有限 

元疲劳预估的对比验证。 

4．3．1采用名义应力法的理论计算及对比 

考虑到疲劳缺口系数 尺寸系数8等因素，根据修正公式 

Js qBc 尸嗾得修正后的零构件的s—N曲线，根据强度分析的 

危险点的应力为50．713MPa，在该曲线上进行插值运算，求出该 

应力对应的寿命值(2．512x10s)。 

为方便计算，将该计算过程程序化，作成了可视化的窗口。 

4-3．2基于局部应力应变法的理论计算及对比 

基于局部应力应变法，采用了改进的史密斯公式进行疲劳 

寿命的理论计算，亦为此自主开发了可视化的计算程序I’Ol，计算 

结果为估算的寿命值为 1453647320。 

从理论计算结果可看出，有限元疲劳寿命预估的结果与理 

论计算的结果较相近，计算结果有力的证明了钢圈疲劳寿命预估 

方法的正确性及可行性。 

5结论 
(1)分析研究的钢圈其设计能够满足疲劳寿命要求。(2)通过 

提出的方法，可以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预测设计产品的使用寿命及 

结构特点，及时发现设计中的薄弱环节。(3)研究为钢圈的设计及 

优化提供依据，此外也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实现产品设计的快速 

相应。同时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类似的机械零部件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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