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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Crash 在冰箱瓶架落球仿真模型转换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HyperCrash in Refrigerator 

Bottle-guard Ball-drop Simulation Mode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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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 215021) 

 

摘 要：本文针对某型号冰箱瓶架落球冲击进行仿真，采用 Altair 公司的 HyperCrash 前处理模块对

LS-DYNA 格式求解模型进行转换，并利用 RADIOSS 求解器进行显式非线性分析。文中重点研讨了

落球高度、落球位置和瓶架底面厚度三个因素对瓶架落球冲击强度的影响，并验证了仿真结果与试验

结果的一致性。根据分析结果得到了满足强度要求的瓶架结构，提高了设计效率，为后续相关非线性

分析和仿真软件的选择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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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frigerator bottle-guard ball-drop simulation approach, using 

HyperCrash pre-processing module to process format conversion from LS_DYNA solver model, 

which enabled the possibility to use RADIOSS solver to conduct explicit nonlinear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height of falling position, the different touching point position, and the 

different thickness of the bottle-guard bottom on the ball-drop structure strength is discussed further 

to verify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est result and simulation resul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a bottle guard structure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 of strength was obtained, thus the 

whole design efficiency was improved. This resul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choice of the 

potential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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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仿真技术在家电产品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从产品前期策划到开发设计，以及到后期的市场不良改

善，仿真技术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仿真手段，可以从缩短开发周期、实现材料费节俭、优化

产品结构、改善加工工艺等方面提高产品性能，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仿真分析成为家电企业必

备的技术手段之一。 

 

本公司在冰箱产品开发中，对新设计的抽屉类部品（如冷冻室抽屉、冷藏室果菜框、冷藏室瓶架、

鲜魔方盒等储藏容器）需要进行冲击信赖性评价试验，考察产品抗冲击强度，试验采用试验弹丸（钢

球）从指定高度以自由落体方式冲击待检测产品。本文采用 Altair 公司 HyperCrash 前处理模块、

RADIOSS 求解器及 HyperView 后处理模块对冷藏室瓶架落球冲击试验进行仿真分析，并将仿真结果

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为瓶架冲击强度信赖性考核提供参考。 

 

http://dict.youdao.com/w/pr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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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yperCrash 简介 

HyperCrash 是 Altair 公司开发的专用于碰撞等非线性 CAE 的前处理模块，它可以完美支持

RADIOSS，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建立碰撞分析模型，其内嵌的模型检查、材料和模型数据库模块可以

大大提高建模效率和减小出错概率。此外，HyperCrash 同时支持 PAM-CRASH2G 和 LS-DYNA 显式

求解模型的前处理，并且内嵌了 3 种显式求解模型的转换器，可以高效实现不同显式求解器模型文件

之间的转换。 

 

本文主要利用 HyperCrash 的格式转换功能和模型检查功能，对瓶架的落球仿真模型进行前处理，

图 1 所示为使用 HyperCrash 进行模型转换和检查。 

 

   图 1 使用 HyperCrash 对瓶架落球冲击模型转换和检查 

 

3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3.1 落球试验条件和方法： 

本公司对不同开发阶段的抽屉类部品进行落球冲击试验时采用不同测试标准，本次落球冲击试验

采用实心钢球作为试验弹丸，试验弹丸从指定高度自由落下冲击瓶架的底面，评价基准为是否有开裂

或破碎。图 2 为落球冲击试验示意图。 

 

图 2 落球冲击试验示意图 

 

抽屉类部品落球冲击位置的选择原则：结构圆角处、结构突变处和浇注口等脆弱区。此瓶架选择

的冲击位置为：底面的角部和浇注口位置（残余应力较大）。图 3 和图 4 分别为瓶架的浇筑系统和冷

却系统以及 MoldFlow 求解得到的注塑残余应力结果。 

h 

试件 

试验弹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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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瓶架浇筑系统和冷却系统        图 4 MoldFlow 注塑残余应力结果 

 

3.2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3.2.1 落球冲击 FE 模型的转换 

本公司已采用 LS-DYNA 软件完成落球冲击仿真分析的求解计算，为产品的开发起到良好的指导

作用。本文采用格式转换的方式，实现使用 RADIOSS 求解器完成碰撞类相关分析。图 5 为模型转换

的流程。 

 

由HyperWorks打开HyperCrash模块，User Profile选择RADIOSS V10，选择合适的Unit system。

导入的文件 HyperCrash 会在 message 窗口提示单位制和边界条件等以及材料转换的信息，导入成

功后，进行 Model Checker，根据检查结果中 Warning 和 Error 信息，进行模型修正以及边界条件等

的检查和设置，然后用指定的 RADIOSS 格式导出得到 Starter 和 Engining 文件，完成格式的转换。 

 

图 5 采用 HyperCrash 进行模型格式转换流程图 

 

3.2.2 有限元模型建立 

落球冲击属于接触非线性问题，计算时采用显式时间积分法，其计算时间步长由最小单元尺寸决

定，因此网格数过大会使计算时间急剧增大。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和网格如图 6 所示。 

用 HyperCrash 导入 LS-DYNA 格式文件模型 

LS-DYNA 模型 

HyperCrash 内部进行格式转换 

使用 Model Checker 功能检查模型 

手工修正模型 

用 HyperCrash 导出 RADIOSS 格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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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瓶架落球冲击模型 

 

3.2.3 材料与属性 

为简化计算，将瓶架材料设为弹性体，瓶架落球冲击分析的两种格式模型中的材料模型对照如表

1 所示。 

单位制：长度(mm)，时间(s)，质量(kg)，力(mN)，应力(KPa) 

表 1 瓶架落球冲击分析中材料类型 

部件 材料 材料模型 LS-DYNA RADIOSS 

瓶架 GPPS 弹性材料 MAT_001 *MAT_ELASTIC LAW1 /MAT/ELAST 

试验弹丸 STEEL 刚体材料 MAT_020 *MAT_RIGID LAW1+ 

RBODY 

/MAT/ELAST+ 

RBODY 

 

3.2.4 接触设置 

RADIOSS 采用基于罚函数法的接触类型，即基于主表面和从节点的处理方法：接触仅在一系列

从节点和一系列主片之间发生。 

该模型中接触类型均选 TYPE 7(通用的部件之间的接触)，共设置了以下两个接触对： 

接触对 1：瓶架的单元作为主片，试验弹丸的节点作为从节点，如图 7 所示。 

接触对 2：试验弹丸的单元作为主片，瓶架的节点作为从节点，如图 8 所示。 

         

图 7 接触对 1(瓶架单元+试验弹丸节点)    图 8 接触对 2（试验弹丸单元+瓶架节点） 

 

3.2.5 边界条件和载荷设置 

边界条件：约束瓶架与工作平面接触面的竖直方向自由度。 

载荷：为节省模拟时间，分析模型设置为从试验弹丸即将接触工作平面时开始计算，给定初始速

度v0 = √2gh。 



Altair 2013 技术大会论文集 

-5- 

3.2.6 工况介绍 

结构具有对称性，本文仅选择两个冲击位置作分析，分别为角部位置和中间位置。以初始模型底

面厚度 T0 和落球高度 H0为基准模型，分别以落球高度、落球位置和底面厚度为变量进行分析，共以

下 10 种工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瓶架落球冲击仿真分析各种工况 

工况序号 落球高度 落球位置 底面厚度 

1 H1 角部 T0 

2 H2 角部 T0 

3 H3 角部 T0 

4 H0 角部 T0 

5 H0 角部 T1 

6 H0 角部 T2 

7 H0 中间 T0 

8 H4 中间 T0 

9 H5 中间 T0 

10 H6 中间 T0 

注：表中高度 H1-H6（H3＜H0＜H4），厚度 T0-T2 均为由小到大变化。 

 

4 仿真与试验结果 

图 9 为钢球竖直方向刚体位移图，约在 0.001s 时钢球发生反弹，因此在模拟的时间长度内钢球

与瓶架已发生接触，可以查看钢球冲击瓶架的仿真结果。 

 

在仿真计算中，主要包含的物理能量有动能、内能和沙漏能等能量信息，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整个模型的物理能量之和保持平稳趋势，动能和内能的变化也在合理范围中，说明整个分

析模型的设置与求解合理。 

 

 

图 9 钢球竖直方向刚体位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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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瓶架落球冲击能量曲线 

 

在 10 种工况中，对底面厚度为 T0 的瓶架做了落球冲击试验，以是否有开裂或破碎为评价基准，

表 3 为落球冲击试验结果和仿真结果。图 11-13 为落球冲击瓶架角部位置处的开裂位置和变形及应力

云图。 

 

表 3 瓶架落球冲击仿真分析各种工况 

 

 

 

 

 

图 11 瓶架落球冲击试验开裂位置示意图 

工况序号 落球高度 落球位置 底面厚度 仿真结果 试验结果 

1 H1 角部 T0 满足 合格 

2 H2 角部 T0 不满足 不合格 

3 H3 角部 T0 不满足 不合格 

4 H0 角部 T0 不满足 不合格 

5 H0 角部 T1 不满足 - 

6 H0 角部 T2 满足 - 

7 H0 中间 T0 满足 合格 

8 H4 中间 T0 满足 合格 

9 H5 中间 T0 满足 合格 

10 H6 中间 T0 不满足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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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瓶架变形云图                 图 13 瓶架应力结果云图 

 

由表 3 中的数据可知： 

1) 通过对比底面厚度为 T0 的瓶架落球冲击结果可知，试验和仿真结果具有一致性； 

2) 对比工况 4 和 7 可知：相同底面厚度和冲击高度时，中间位置处强度明显高于角部位置处；  

3) 由工况 1-4 或工况 7-10 可知，随高度增加，瓶架结构强度减弱。 

4) 由工况 5-6 可知，底面厚度大于 T2 时，落球冲击角部和中间位置时，不易发生开裂和破碎

现象。 

 

综合以上，采用 HyperCrash 进行格式转换和 RADIOSS 求解得到的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具有一

致性，为非线性问题的求解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5 总结 

本文利用 Altair 公司的 HyperCrash 模块实现了落球冲击仿真模型从 LS-DYNA 格式转为

RADIOSS 格式，充分利用了其对模型检查和材料转换的功能。并利用求解稳定性高的 RADIOSS 求

解器得到了与试验结果相符的仿真结果，为冰箱产品中抽屉类产品的落球冲击仿真提供有效手段，为

产品结构设计提供有效设计和改善方向，缩短开发周期。 

 

通过使用 Altair 产品实现了冰箱瓶架落球冲击这里非线性问题的仿真分析，向后可使用 Altair 产

品将非线性分析与线性静强度分析、优化设计等结合运用到家电产品的设计中，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

力。最后，感谢 Altair 公司中国团队工程师们给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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