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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法是工程上一种十分有效的数值计算方法, 己被广泛地应用于各工程领域. 随着发

动机设计要求的不断提高, 应用有限元方法在其主要零部件设计上, 能够符合复杂结构的设计要
求. 利用现代 CAD 技术建立有效的有限元分析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有限元模态分析. 应
用有限元的力学模型对发动机主要零件进行静态和实际工况下应力和变形计算, 是当前发动机
设计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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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动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发动机的设计向着提高效率、增加可靠性、
减轻质量、
降低燃油消耗率以
及降低排放等方向发展, 其强化指标不断增加, 导致热负荷和机械负荷不断增加. 发动机主要零部件的结
构形状和工作载荷非常复杂, 使许多问题很难甚至不可能采用材料力学或弹性力学等经典理论进行解决.
有限元法作为现代 CAD/ CAM/ CAE 系统的核心理论, 其分析思想克服了经典理论的不足, 可用于解决复
杂结构的场分布计算问题, 目前结构有限元分析在发动机设计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己有很多通用的商
品化有限元软件和分析程序, 例如, NAST RAN、I- DEAS、
ANSYS 等, 能基本满足设计计算要求. 应用于
[ 1]

发动机主要零部件基本的有限元模型已经趋于成熟

1

.

活塞的有限元模型
活塞是内燃机的重要零部件之一, 其结构和所处的工作环境十分复杂. 在气体压力、
往复惯性力等周

期性载荷作用下, 活塞产生很大的机械变形和机械应力. 在灼热的燃气作用下, 还产生很大的热变形和热
应力. 热应力与机械应力迭加可导致活塞破坏, 而热变形与机械变形迭加可导致拉缸. 因此, 用有限元法模
拟活塞的温度场、
应力场与变形, 对改进活塞设计、
提高内燃机的性能与可靠性, 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 不同
形式的活塞具有不同的有限元模型.
1. 1 组合式活塞实体有限元模型
要模拟机械载荷和热负荷同时引起的活塞综合变形与应力, 则应按活塞的实体模型建立非轴对称的
有限元模型才更符合实际. 对于组合式活塞, 为了深入探索整体 活塞的综合力学性能, 改进产品设计, 可
采用 I 一 DEAS 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一种三维的实体有限元模型. 用热、弹耦合方法处理活塞裙体与活塞
头之间的接触边界条件, 模拟稳态下活塞的温度场, 以及气体燃烧压力、往复惯性力和热负荷共同作用下
整体活塞的综合变形与应力[ 2] .
1. 2

薄壁油冷活塞三维有限元模型
为了减轻活塞的重量, 近几年出现了一种箱体薄壁活塞, 材料采用高强度球墨铸铁. 这种活塞的重量

是以往实体活塞的 50% , 而且在直径 d > 200m 时, 比铝合金活塞还要轻. 由于这种活塞壁很薄, 从而对活
塞的强度和刚度设计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采用三维模型对活塞进行计算通过比较计算发现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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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和厚壁实体活塞一样, 其应力主要是由热负荷引起的. 因此较薄的厚壁并不会导致机械应力的大幅度
增加. 对于这种薄壁油冷活塞, 从活塞顶到环区的温降较大, 使得环区的热膨胀相对于活塞顶较小, 导致第
一道活塞环糟的槽口收缩, 根部产生很大的压应力, 使得该处成为活塞的最危险点[ 3] .

图1

2

组合式活塞实体有限元网格

图 2 薄壁油冷活塞有限元网格

连杆的有限元模型
连杆是发动机的主要运动受力件之一, 它在工作中所受所的各种外载, 如爆压和往复惯性力随工况的

变化而变化. 而且, 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连杆, 每根连杆的物性参数、
几何形状也存在差异. 因此, 在分析连杆
的应力时, 要考虑这些不确定因素, 才能得到更符合实际的结果.
随机有限元法或称概率有限元法就是用于解决上述不确定问题的一种有效的数值方法. 随机有限元
法与传统的有限元方法相比其优点是可以计算复杂结构的随机响应. 给定基本结构参数的随机性描述后,
随机有限元法可以用来计算响应的统计量如均值、
方差, 并可通过解析或数值方法得到对基本随机变量的
响应灵敏度, 用以指出改进设计的方向. 随机有限元法分为两种: 一种是非统计逼近的摄动随机有限元法,
另一种是用于统计逼近的纽曼随机有限元法. 考虑应用摄动随机有限元法比较容易求响应灵敏度, 分析各
基本随机量对响应的影响, 故采用摄动随机有限元法对连杆进行应力分析. 用摄动随机有限元法分析内燃
机连杆应力, 因为考虑了多种因素的不确定性, 比传统的有限元模型更真实, 因此所得结果也更符合实际
情况摄动随机有限元法与其它的随机问题分析方法如蒙特卡罗法相比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而且可以通过
敏度分析, 得到各随机量对应力的影响大小, 从而有助于采取积极的、
有针对性的设计改进措施. 摄动随机
有限元法可以与可靠性分析方法相结合, 避开求应力响应的分布, 直接得到结构的可靠性指标, 是可靠性
研究的一个新的方法

3

[ 4]

.

曲轴的有限元模型

曲轴是发动机重要的零件, 它的尺寸
参数不仅影响着发动机的整机质量, 而且
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发 动机的可 靠性和寿
命. 曲轴在加工过程中的弯曲变形及应力
集中将严重降低曲轴的弯曲疲劳强度, 而
曲轴的 破损有可能引 起发动机 其他零件

图3

连杆有限元网格及部分节点编号

的严重损坏. 随着发动机强化程度的提高, 曲轴工作条件更加苛刻, 曲轴在周期变化的气体压力、
往复和旋
转运动引起的惯性力以及它们的扭、
弯矩共同作用下工作, 使曲轴既扭转, 又弯曲( 弯曲载荷具有决定性意
义) ; 曲轴各轴颈在很高的比压下, 以很大的相对速度在轴承中发生滑动摩擦, 因油不纯, 不能保证总为液
体摩擦, 所以摩擦表面必须有足够的承压面积, 因此曲轴要求有较高的刚度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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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用有限元法对曲轴强度进行计算时, 都用截断法所得力作为边界条件, 不考虑各支撑弯矩的影
响, 而整体式多缸全支撑曲轴, 其模型实际上简化为一连续静不定梁, 因此忽略弯矩将产生很大影响. 当前
采用连续梁计算所得结果作为有限元的边界条件进行强度研究[ 5] [ 6] .

4

气缸盖的有限元模型
气缸盖结构复杂, 火力面温度较高, 而且温度分布

很不均匀, 承受着机械负荷和热负荷双重作用, 是发动
机承受负荷最大的零件之一.
为保证低散热气缸盖计算分析的准确性, 对气缸
盖进行三维有限元网格划分时, 对主要结构不作简化,
复杂的水腔和气道都由零件三视图求出对应节点的准
确坐标, 以保证计 算模型的准确、有效. 气缸盖的有限
元计算模型采用六面体等参元, 采用计算机分别自动
生成了气缸盖的侧壁、顶板、底板和气道等 部分, 最后

图4

曲轴的有限元网格

将各部分网格粘接成一个完整的气缸盖有限元分析网格. 由于发动机工作时气缸盖存在着燃气放热、
液体
冷却、
各接触之间热传导及气缸盖外壁面与空气间热辐射等多种复杂的换热现象, 气缸盖三维温度场计算
的传热边界条件的确定就成为气缸盖温度场分析的重点和难点. 由于气缸盖表面各部分所处的温度及换
热状态较为复杂, 要想完全由理论计算来确定各处的换热系数值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在气缸盖温度场计
算中, 换热系数的选取采用的方法是首先由经验公式初步确定, 再由类似机型测试结果和计算输出数据加
以比较, 反复修改确定. 有限元综合应力分析时, 需要确定计算工况气缸盖边界上的载荷大小及分布状况.
因此热应力载荷的处理由计算出的温度场数据结果自动耦合计算; 燃气爆发压力的分布规律作均匀分布
处理, 即假定燃气爆发压力沿燃烧室壁面均匀分布. 模型中不包括进、
排气门和进、
排气门座镶圈上承受的
压力, 这些压力由进、
排气门上承受的燃气压力计算. 考虑到每个气缸的气缸盖与气缸体接触面积较小, 而
连接螺栓却有 8 个之多, 因此在确定螺栓预紧力边界条件时, 假定气缸盖与气缸体均匀接触, 即螺栓预紧
力均匀分布在螺栓垫片与气缸盖的接触面上, 考虑到气缸盖的对称情况, 将两个对称面上的节点的 Y 向
位移全部取 0. 此外气缸盖的全部节点的旋转自由度也为 0. 考虑到气缸盖进气侧和排气侧的对称性, 将气
缸盖中心的某些节点的 X 向自由度取 0. 当发动机工作时, 气缸盖上部加载, 而下部卸载, 气缸盖中部有某
些点 z 向位移为 0. 为简便起见, z 向边界约束定在气缸盖底板的上表面( 即水腔面) 上, 将气缸盖底板上表
面某一节点的 z 向自由度取为 0[ 7] .

5

机体的有限元模型
随着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 发动机

振动和噪声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机体结构复杂, 且与发动机诸多零部
件相连接, 在发动机工作时承受着极为复
杂的负荷, 使得机体的振动和噪声的预测
工作变得困难. 利用有限元法进行机体的
模态分 析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手 段目前在
国内外 对机体所进行 的模态有 限元计算
中, 大量地采用了板元或板、梁、
实体元的
图5

机体的有限元计算网格模型

组合方式, 这必然会对机体的结构作较大
的简化这种简化的计算模型将带来一定的计算误差, 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局部区域, 其模态分析误差较
大. 另一方面, 这种简化对随之要进行的三维应力分析、
时间历程响应分析带来更大的计算误差. 为此,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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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研究全部采用三维 6 面体实体元来进行三维机体模态分析, 为机体的结构分析和改进设计提供了更准
确的参考依据.
由于在模态计算中无力的边界条件, 在构造计算模型时作了适当的简化: ( 1) 对安装机体附件凸台等
进行了简化, 或者省略. ( 2) 对影响不大的小的螺孔、水孔和油孔等都不考虑. ( 3) 为了使计算结果能与试
验值相比较, 按照试验时的状态, 将主轴承盖作为集中质量分别加载到各自的轴承螺栓上. 由于机体结构
相当复杂, 采用网格自动生成十分困难, 而全部采用人工划分的方法, 工作量又太大. 为此, 采用了半自动
生成的方法. 根据此机体的结构特点, 把机体从前端到后端分为 7 大块, 其中的中间 5 块完全相同首先分
别生成前端网格、
中间的一块网格和后端网格, 再在统一的坐标系下, 把前端网格、
5 块相同的中间网格和
后端网格粘合起来, 便可得到整个机体的网格, 节点总数为 14650, 单、
元点数为 9704, 结论表明: ( 1) 采用
3 维有限元法对大功率柴油机机体进行了模态分析, 其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一致, 表明此方法是进行发动
机机体模态分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 2) 通过计算发现机体的第 1 阶固有频率正好处在发动机发火频
率的范围之内, 在此频率处发动机机体极有可能发生共振. ( 3) 采用三维 6 面体元进行机体模态分析的计
算精度较高, 但工作量随之增大. 采用网格自动生成或半自动生成的方法可以使其工作量得到较大的减
少, 由此生成的网格可直接用于计算发动机机体的应力和结构噪声[ 8] [ 9] .

6

结束语
应用有限元方法对发动机主要零部件设计, 已经成为当前发动机设计的主要途径之一. 有限元方法在

发动机设计上的广泛应用, 使发动机的性能不断的随着性能指标要求的提高而提高.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是
应用有限元方法关键的部分. 本文所述的有限元模型为发动机的设计和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工程依据, 也对
其它领域的有限元建模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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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it e Element M et hod is a very effect ive mathem at ical calculat e met hod in eng ineering. It has

been w 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of eng ineering f ields. Wit h t he constant improvem ent of eng ine design de
mands, t he f init e element method may be used in the design of major parts of eng ine and can meet the design
needs of com plex st ruct ures. T he f init e element modal analysis of an ef fective model has been done aft er build
ing up its analy tic model by apply ing modern CAD techniques. It is major w ay of current design of eng ine t hat
the application of f inite element mechanical model calculat es st ress and def ormat ion in st at ic state and real ac
t ual operation.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eng ine; model;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