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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HUAT 方程式赛车根据设计需要使用链传动，而链轮是链传动的核心，本文着眼

于使用 HyperWorks 中的 RADIOSS 以及 OptiStruct 对链轮进行模态分析、静力分析以及

最终的拓扑优化，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轻量化设计。同时又确保链轮设计的可靠性。 

关键词：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拓扑优化；链轮设计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signing, the HUAT formula car using 

chain drive and the sprocket wheel is the core of the cha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using 

the RADIOSS and OptiStruct to do modal analysis, the static analysis and the fin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n the premise of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lightweight 

designing. At the same time, to ensure reliability of the sprocket wheel 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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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的宗旨是有各大学车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构想、设计、制造、开

发一辆小型方程式赛车并参加比赛。赛车必须在加速、制动和操控性方面具有优异的表现，

同时必须具有足够的耐久性和经济性以能够完成规则提及的所有比赛。 

这对各大车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为了获得良好的加速性、制动性、操控性、耐久性和

经济性，传动系统的链轮设计尤为重要。作为传动系统的动力传递的重要零件，在轻量化拓

扑设计的考虑过程中必须要进行严格的 CAE 分析和实际测试。首先基于 RADIOSS 对链轮

进行初步模态分析，然后进行应力分析，最后基于应力分析结果对链轮进行最后的拓扑优化

进而完成轻量化的设计目的[1]。 

2 链轮初始化满足规则设计 

2.1 链轮齿数确定 

根据比赛规则以及往届经验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链轮齿数，但是链轮的齿数最终直接导

致传动比的改变，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四缸机的传动比最佳区间为 3.5 至 4.0 之间又根据

传动比和小链轮齿数确定大链轮齿数为： 

3.38*13=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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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整数为 44 齿相比 HUAT1 号少了 5 个齿，链轮直径的减小有助于轻量化和空间的布置。 

2.2 链齿参数确定 

大链轮分度圆直径： 

d=p/sin(180°/z)=222.528mm 

齿顶圆直径： 

da=d+p*(1-1.6/z)-d1=227.666mm 

滚子定位圆弧半径： 

ri=0.505*d1=5.131mm 

齿侧圆弧半径： 

re=0.12d1(z+2)=56.083mm 

滚子定位角： 

α=140°-90°/z=137.955° 

2.3 中心距计算及检验 

2.3.1 中心距 

关于中心距 a 的问题，在按照机械设计介绍的计算中心距时，就会发现中心距算出来

会偏大，达到 476mm 左右，若赛车的中心距这么大显然是不现实的[2]。网上的相关资料介

绍，机械设计书上的数据大多数是是偏向保守的，因此中心距可以由实际部件的安装距离确

定，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链轮包角α＞120°。在中心距确定时，我们采取的是在模型上测

量小链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线的距离，保证半轴偏角接近于 0°。 

2.3.2 中心距检验 

通过参考农业机械学报的《高速滚子链传动动力学分析》，得知链传动中心距是半节距

奇数倍时， 在运动过程具有较小的冲击载荷和不稳定性。因此，通过计算，a/(p/2)=40.99

为奇数倍，满足结论要求。所以该中心距是较好中心距。  

综上所述，中心距最终定为 a=325.4mm。 

2.4 边界条件 

啮合冲击是引发链传动产生振动、噪声以及链条零部件发生疲劳损坏的主要原因。因此，

精确地分析与计算啮合冲击载荷是进行轮齿强度计算以及链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的重要内

容。为此，通过参考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论文《链传动啮合冲击理论分析及有限元模拟》，

建立了链轮轮齿滚子间啮合冲击动力学模型，计算了啮合冲击力幅值；采用赫兹接触理论，

对齿面接触应力进行了静态条件下的理论计算计算链条与链轮接触时的冲击载荷峰值以及

相应的应力[3]。 

链在传动过程中，冲击效应引起的齿面动载荷大小，取决于有效冲击质量、相对冲击速

度、滚子轮齿间的接触刚度及接触阻尼．将冲击作用等效为在啮合瞬间具有等效质量 m 的

滚子以相对冲击速度  在啮合点以一定的冲击角度与链轮轮齿发生冲击，如果取等效质量为

1 个链节的质量，则产生的误差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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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认为等效冲击质量为 1 个链节的质量：m=pq/1000=0.014kg，                               

大链轮的冲击力峰值 Ft=2500.3N  

大链轮材料：7075 铝合金(许用应力 255Mpa)。 

2.5 初始大链轮草图设计 

 

图 1 初始链轮设计 

 

3 基于 HyperWorks 软件对链轮优化分析： 

3.1、模态分析 

通过模态分析，可以得到大链轮的固有频率进一步通过改变链轮结构，使大链轮的固有

频率错开载荷激振频率。载荷激振频率主要是轮

胎传递的激振频率以及发动机激振频率，从而确

定传动系的动力学特性并控制传动系震动和噪

声，尤其是大链轮的低阶模态频率，它是传动系

噪声控制的重要指标，对链轮的模态分析可以对

整个传动系设计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价和改进，发

现结构的上的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也是进一步

动力学分析的基础。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及固有频率最大为 127.1Hz。 

由于赛车是一个整体，其振动的主要激励着是发动机和地面，根据实验数据表明避开由

于赛道不平和车轮不平衡而引起的 0～20Hz 的低频振动频率。车队的赛车的发动机常用的

激励频率范围是 266～367 Hz， 这与大链轮的一阶固有频率 127.1Hz 相差较远，不会发生

共振，满足设计要求[4]。 

3.2、静力学分析 

根据上文中的力学分析，我们知道因为所选的中心距所导致的包角我们可以确定链轮所

受的力为 5 个齿左右，近似选择 5 齿作为分析的对象，然后因为网格划分每个齿上我们根

据所受的力除以节点数得到每个齿的受力，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对大链轮的约束以及边界条件

如图 3： 

图 2 一阶固有频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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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链轮施加的载荷以及约束 

 

进入 RADIOSS 对链轮进行基本受力分析： 

  

图 4 链轮最大位移                         图 5 链轮最大应力 

根据分析我们得到： 

最大位移（ID）:10536              最大位移（mm）：0.138 

最大应力（单元 ID）：10885         最大应力（MPa）：76.885 

最大几何尺寸为 40mm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链轮进行拓扑优化设计。 

3.3、拓扑优化设计 

以质量最小为优化目标，设定轮齿为非设计区，盘面作为设计区，同时以上文中静力分

析的结果作为分析优化的约束条件，对链轮进行拓扑优化： 

在设计之初获得设计目标的基本参数如图 6 所示： 

 

图 6 优化后目标值 

 

分析优化后目标值如图 7： 

 

图 7 优化后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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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对体积优化而是直接以轻量化为设计目标的质量优化，从上图可以看到优化前

质量为：21107 优化后为 17680 质量减少 16.24%达到我们设计目标。拓扑结果图如图 8所

示： 

 

图 8 最终拓扑分析结果            图 9 最终结果图 

 

4 结论 

本文首先运用基于 RADIOSS 的链轮模态分析验证了设计满足振动噪声要求，然后通过

基于 RADIOSS 的静力分析来获得基于 OptiStruct 拓扑分析所需要的数据，最后使用

OptiStruct 的拓扑分析功能来完成设计目标，结束设计。使最终的设计结果质量减少 16.24%

对轻量化有了很大贡献。同时使用 OptiStruct 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以

及可靠性，也减少了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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