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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yperWorks 的汽车转向摇臂结构拓扑优化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pitman arm Based on 

HyperWorks 
孙杰 绳锴 刘超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汽车工程系，湖北 十堰 442002） 

摘要：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汽车的经量化设计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本文是基于 HyperWorks

对汽车的转向摇臂进行轻量化设计。根据模型的实际工作情况，选择极限工况对模型进行静力分

析，在极限工况下分别以最小变形、最小应变能为约束条件为模型拟定了两种优化方案。在拓扑

优化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二次设计。将二次设计的结果分别与原始模型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表明：

以最小应变能为约束条件的优化结果较为合理，且体积可以大大的减小。 

关键字：汽车转向摇臂；拓扑优化；轻量化设计；HyperWorks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y of energy crisis happened，the lightweight design of 

automobil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society. Lightweight design of pitman 

arm is based on HyperWorks. According to model’s working condition, we choose the 

limit condition to make a static analysis, and then make optimization with two scheme. 

Optimization is done based on the constraint of displacement and compliance. On the 

basis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results， the model was redesigned and the new structure 

was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model.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compliance as the 

constraint is more reasonable and the total volume of new model greatly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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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转向摇臂是转向系中非常重要的零件，在正常工作时受力虽然不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

能会受到较大的力，因此在对零件进行优化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极限工作情况，保证转向系统

能够正常的工作。但是在保证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要考虑减少零件的材料，一方面可以节约零件

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汽车整备质量，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本文将基于 HyperWorks 的拓

扑优化，讨论汽车转向摇臂的轻量化设计。 

 

2 转向摇臂的静力分析 

2.1 模型属性 

该模型的材料为 40MnB，其属性见表 1： 

表 1 材料属性 

材料 弹性模量/MPa 泊松比 密度/t/mm3 屈服极限 

40MnB 2.1*105 0.28 7.9*10-9 78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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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网格剖分 

原始 CAD 模型在面与面的交界处有圆角、倒角等特征，这些特征对受力及变形影响不大，

但这些特征的存在对网格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对模型进行网格剖分前进行了不必要几何

特征的清理，清理后剖分网格的信息如表 2： 

表 2  原始 CAE 模型相关数据 

单元数 节点数 单元最小尺寸 

6281 7978 5mm 

有限元模型如图 1： 

 

a）原始结构                            b）有限元分析结构 

图 1 原始模型及有限元分析模型 

2.3 边界条件的确定 

有限元分析时，需要根据汽车转向摇臂的结构特点、载荷性质及分析目的选择适当的计算模

型以达到分析计算经济合理的目的。边界条件的施加必须考虑转向摇臂的使用工况。 

转向摇臂的大端通过一个锥形内花键与转向器的相连，小端与转向直拉杆相连接。当方向盘

到达极限位置时，而驾驶员继续对方向盘施加一个力，相当于对转向摇臂小端施加六个自由度的

约束，对转向摇臂大端施加一个力矩。现在假设施加到转向摇臂大端的扭矩最大值为 334Nm。 

2.4 原始模型静力分析 

定义完材料属性，建立完有限元模型，添加完边界条件之后，对模型进行静力分析。分析得

到的结果如图 2： 

    

a、应力云图                             b、位移云图 

图 2 原始模型静力分析云图 

设计区域 

非设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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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以看出：最大位移为 0.244mm，位于施加扭矩端，最大应力为 31.91Mpa，位于

约束端。 

3 模型优化分析 

3.1 方案一的拓扑优化 

网格剖分、材料属性、加载方式以及约束条件均与静力分析时保持一致。模型优化的三要素

为：1）目标函数：体积最小；2）约束条件：位移上限为 2mm，应力上限为 300MPa；3）设

计变量：设计空间单元密度。 

在对模型求解时，不仅仅需要约束其变形和应力，还需考虑模型的加工和美观。因此对模型

进行优化计算前添加对称、拔模、最小尺寸（最小尺寸设为 15mm）等约束，计算迭代 80 次后

结果收敛，控制密度输出阀值为 0.1，其输出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方案一拓扑优化结果

3.2 方案二的拓扑优化 

方案二模型的网格剖分、材料属性、加载方式以及约束条件均与方案一时保持完全一致。模

型优化的三要素为：1）目标函数：应变能（柔度）最小；2）约束条件：体积分数最大为 0.3；

3）设计变量：设计空间的单元密度。 

考虑模型加工，美观等一系列因素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迭代 34 次后收敛，控制密度输出

阀值为 0.3，输出结果如图 4： 

4 模型二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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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方案一优化后，通过 OSSmooth 导出的 IGES 模型用 CAD 进行简单的几何处理，再导入

到 HyperWorks 中进行四面体网格的剖分，约束、受力及材料属性均与静力分析保持一致，计算

出的应力及变形云图如图 5： 

    

a、位移云图                         b、应力云图 

图 5 方案一二次设计静力分析结果 

将方案二优化后，通过 OSSmooth 输出的 IGES 模型经过简单几何处理后导入到

HyperWorks 中也进行四面体网格剖分，约束、受力及材料属性也保持不变，计算得到的应力及

变形云图如图 6： 

    

a、位移云图                         b、应力云图 

图 6 方案二二次设计静力分析结果 

在工程上，在满足力学条件的前提下为了节省材料，通常都把这些模型做成“工”字梁的形

状，实际工程中的汽车转向摇臂有一部分也是“工”字梁形。建立简单的“工”字梁有限元模型，

对模型进行简单静力分析，结果如图 7： 

       

a、应力云图                              b、位移云图 

图 7 “工”字梁形转向摇臂静力分析结果 

方案的比较如表 3： 

表 3 方案结果对比 

 最大应力 最大变形 模型体积 体积变化量 

优化前的模型 31.9MPa 0.24mm 796478.9mm3 0 

“工”字梁 35.2MPa 0.22mm 735875.7mm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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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232.5MPa 1.01mm 321676.6mm3 59.6% 

方案二 70.5MPa 0.38mm 433853.1mm3 45.5% 

由表 3 可以看出，“工”字粱模型受力和变形结果相对较理想，但体积变化不大，优化不

明显；方案一体积减少量很大，优化十分明显，但受力及变形都比较大，不太合理；方案二体积

减少量明显，且受力也不是很大，有图 6 可以看出结构也十分好加工，所以方案二的优化更为

合理。 

5 结论 

利用 HyperWorks 对汽车转向摇臂进行轻量化设计，将优化目标定为应变能最小时，在满足

极限使用工况的前提下，能将模型的质量减少 45%，轻量化设计效果明显。由该实例，可以看

到 OptiStruct 模块的拓扑优化具有较强的工程实际运用意义，当然这些结果仍需要后续的实验对

结构进行验证。 

在产品设计的初期，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OptiStruct 模块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节约产品研发

周期。并且有效的节省材料，实现轻量化设计的同时也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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