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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Thinking 在自行车车架设计中的应用 

solidThinking Application in bicycle frame 

design 

高超 

（燕山大学、秦皇岛、066000） 

摘要：目前，针对大型工业产品的优化设计已经逐渐被结构工程师接受，然而许多生活类

产品却仅仅凭借经验设计，例如生活中常见的自行车。本文应用 Altair 公司的 solidThinking 

Inspire 软件，在概念设计阶段应用拓扑优化技术，找到新型双人自行车的最佳拓扑路径，

从而指导产品造型设计。同时，应用 solidThinking Evolve 对设计出的结果进行了快速渲染，

得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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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 the optimazition of large industrial products has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structural engineer, but most of living products still designed by 

experience such as the bicycle. In this paper, topology optimization was used to find the 

best material path of the new bicycle frame in conceptual stage by Altair’s solidThinking 

Inspire. And that will guide the product design. Meanwhile, solidThinking Evolve was used 

to render the result, and got a new d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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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大型工业零件的设计中，优化技术已经逐渐被结构工程师所接受，然而在家用生活产

品中却鲜有应用。这是这些产品造价低成本小，对结构可靠性要求不高。设计师身兼造型、

结构甚至工艺等多个职责，概念设计时就凭借经验将结构基本定型，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智能电子产品对结构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对结构设计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高端智能手机都已经进行跌落试验以保证在恶劣工况下内部芯片

不会受到致命的损伤。而优化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门槛变得越来越低，Altair 作为优化

设计的领导者，推出了 solidThinking Inspire 软件，该软件几乎可以使毫无优化基础的造型

设计师方便的使用拓扑优化技术
[1]
，从而在概念设计阶段找到最优拓扑结构，综合实用性及

美学特点得到一个成功的工业设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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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思路 

众所周知，自行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趋于完美，然而结合优化技术后得到的最优结

构又是什么样子呢？本文站在一个造型设计师的角度上，从无到有，利用拓扑优化技术寻找

双人自行车最佳的结构拓扑路径，并结合实用性和工艺性特点，设计出一个美观大方新型自

行车。 

目前，传统的自行车只是个人代步工具，只能乘坐一人，如果后座载人又会增加骑车人

的负担，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于是双人自行车应运而生，然而目前双人自行车虽然原则上可

以单人骑行，但是对于单人由于车长增加，太过笨重，限制了其大范围推广。于是，开发一

种新型自行车就成为大势所趋。 

自行车因其私密性往往不会出现与陌生人共用一辆的情况，如果在保持单人自行车原长

度不变的情况下，将驾驶人座椅和乘客座椅连成一体，同时后轴增加乘客踏板，那么既能减

轻驾驶人的负担又增加了骑行的乐趣。根据这个思路，利用 Inspire 提供的拓扑优化技术在

有限的车长空间内找到最符合力学结构的管梁，在不增加传统自行车的重量的基础上，使其

高效发挥代步作用。 

 

3 应用 Inspire 的优化设计 

3.1 几何模型 

参照目前自行车的尺寸，确定该新型自行车的车轮、车把、车座以及脚踏板的位置，在

CAD 软件中建立这些部分的几何模型。这些部分是自行车的必备零件，可供优化的空间不

大，故将其作为非设计空间参与计算，如图 3-1 所示。 

 

图 3-1 非设计空间几何模型 

由于双链条动力部分结构复杂，且与造型设计无关，故本文不再赘述，也不显示在几何

模型中。根据传统自行车车架可能分布的位置，两轮中间建立设计空间作为拓扑优化求解的

空间位置，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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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设计空间几何模型 

将上面两个几何模型都导入 Inspire 中，定义设计空间与非设计空间，如图 3-3 所示，

紫红色部分为定义好的设计空间。由于自行车车架本身是左右对称的，为了得到更好的优化

结果，给设计空间施加左右对称约束。 

 

图 3-3 Inspire 中划分好的几何模型 

3.2 边界条件 

对自行车行驶工况的边界条件分析需要几个前提： 

1. 在概念设计阶段只考虑自行车所受到的静载荷，不考虑动载荷； 

2. 自行车所受外力只有自身重量和乘员重量，本文以两个成年男性为例，采用汽车中

采用的每名乘员 75kg 的标准； 

3. 手动调整载荷方向使之符合大多数人的身高及骑行姿势； 

4. 不考虑轮胎的压缩，仅将前后两个车轴中心全约束。 

按照驾驶人骑车的姿势可以设置低速滑行和匀速蹬踏两个工况。在低速滑行阶段，驾驶

人重心大部分处于车座上，双脚自由放置在踏板上，轻握车把；而在匀速蹬踏阶段，驾驶人

重心前倾，腿部和手部用力蹬踏。根据骑车人的不同姿势，可以大致将两个乘员的重量分配

到各个受力部分。自行车受到的总乘员载荷 150kg，合计 1470N。 

两个工况的具体载荷参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载荷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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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滑行工况 

车把 左右各 50N 

前车座 535N 

后车座 635N 

中轴 100N 

后轴 100N 

匀速蹬踏工况 

车把 左右各 100N 

前车座 135N 

后车座 335N 

中轴 300N 

后轴 300N 

约束和载荷在 Inspire 中是用红色的小圆锥和小箭头表示的，如图 3-4 所示。值得一提

的是，在 Inspire 中重力的施加是自动完成的，只需在求解时选择重力的方向即可。 

 

图 3-4 载荷施加位置 

3.3 求解过程 

Inspire 中的建立求解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求解页面中提交几个简单的参数即可。

值得注意是软件中的求解器是 HyperMsh 软件包中的 OptiStruct 专业级优化求解器，可以最

大程度上保证求解精度，无需担心结果的可靠性。 

该求解器在 Inspire 中采用变密度法的优化方法，以设计域单元密度作为设计变量，全

局质量分数和结构应变能（柔度）作为结构响应，质量分数作为约束条件，目标函数为最小

结构应变能
 [2]

。然而作为设计师无需了解这些复杂的方法，仅需要选择质量约束就可以完成

整个分析。当然，软件也提供了最小尺寸，振动目标等参数供高级设计师使用
[3]
。 

3.4 计算结果 

提交计算后，可以得到的最终结果。为了得到较好的结果，可以尝试更改不同的质量约

束或最小尺寸等参数，多次计算后选择最好的结果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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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优化结果 

首先，通过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与传统自行车相比，通过优化技术设计出的车架同

样呈倒三角形结构，这说明目前的自行车车架基本符合其工况力学特点。第二，由于座椅承

担载荷两个乘员的大部分重量，所以在其底部呈现了一定的材料堆积，这说明在车架后部时

应该增加梁的截面积或者增加梁的数量。第三，连接前后轮的主梁并没有与传统自行车的转

向柱相连，这将会导致转向困难，在具体设计时应该考虑转向要求。 

将最终的结果通过 stl 文件导出到 CAD 软件中进行重新设计，根据计算出的最优拓扑

路径，考虑自行车车架制造工艺，采用圆截面钢管进行搭建，如图 3-6 所示。 

 

图 3-6 重建的几何模型 

在这个设计中，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将所有梁设计为统一规格型号。在后部车座底部

设置四个粗壮圆梁用来支撑乘员的重量。将常见的转向柱设置到车架主梁上，这样既符合最

优拓扑路径，又带来了新的驾驶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solidThinking 软件包中的另一款 Evolve 可以和 Inspire 无缝集成，直

接将优化结果导入到 Evolve 中进行造型设计。本文的造型设计较为简单，故直接在原 CAD

软件中设计即可。 

 

4 应用 Evolve 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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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产品的设计中，如果为了得到更好的显示效果，需要对模型进行真实材料光照等

渲染效果图。本文将重建后的几何模型导入到 solidThinking Evolve 中进行渲染，如图 4-1

所示。 

 

图 4-1 Evolve 中的渲染设置 

与常见的造型软件类似，Evolve 除了提供了四个窗口、三种角度视图和三维视图以外，

其还有一个简单高效的渲染引擎，能够在默认的效果下生成很多惊艳的效果。例如将上面的

几何模型赋予一部分材质后直接渲染得到的效果如图 4-2 所示。 

 

图 4-2 Evolve 中的默认渲染效果 

由于 

5 结论 

本文采用 solidThinking 软件，利用优化技术从无到有设计出了一辆双人自行车的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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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新设计的渲染工作，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设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应用 solidThinking Inspire 软件，造型设计师可以在几乎

没有 CAE 基础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拓扑优化工作，在概念设计阶段将造型与力学完美的结

合起来。同时，对于 CAE 工程师来说，可以免去繁杂的网格划分工作，应用 solidThinking 

Evolve 可以在没有任何美学基础的情况下，同样生成美观大方的渲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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