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tair2014技术大会论文集 

1 

基于 HyperMesh11.0 的海拔舱舱体强度分析 

The Strength Analysis of Altitude Chamber Body 

Based on HyperMesh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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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汽车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用于为的高温、常温、低温及与海拔相关的试验提供

所需的试验环境，是功能最全面的环境模拟试验舱。本文以南京久鼎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研发的汽车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为研究对象，采用 HyperMesh 等有限元分析软件对高海

拔环境模拟试验舱舱体的强度进行了分析校核。分析结果表明：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舱体

的应力、应变及位移分布均匀，且数值不大，舱体的强度及刚度满足要求。Altair HyperMesh 

作为杰出的有限元分析前后处理平台，拥有全面的 CAD 和 CAE 求解接口、强大的几何清

理和网格划分功能，能够高效地建立复杂模型的有限元模型，从而大大提高了高海拔环境模

拟试验舱舱体强度分析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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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is provided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for the entire car’s high temperature, room temperature, low 

temperature and altitude-related testing, which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The article studies on auto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of Nanjing JIUDING Refrigerating & Air-conditioning Equipment Co.,Ltd,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s like HyperMesh are used to check the strength of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body. Analyse results showed that stress, 

strain and displacement of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body is 

uniform distribution, and value is not.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the body meet the 

requirements. Altair HyperMesh is outstanding platform fo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preprocessing and postprocessing, which has a full range solution interface of CAD and 

CAE, the powerful geometry cleaning and mesh function. It is able to effectively build 

complex model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then it can improve strength analysis efficiency of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body. 

Keywords：auto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 strength analysis , 

HyperMesh , pr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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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发展迅猛，现已经成为全世界汽车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但生产汽

车的质量还远远落后与欧美国家。现国内各大汽车公司都在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质量，

各类汽车环境模拟试验舱也随之新建。汽车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简称海拔舱，用于为整

车的高温、常温、低温及与海拔相关的试验提供所需的试验环境，是功能最全面的环境模拟

试验舱。该环境模拟试验舱可进行以下试验：1）不同温度条件下进行车辆试验；2）不同

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车辆试验；3）不同温度、湿度和海拔高度条件下进行车辆试验。 

本文以南京久鼎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汽车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为研究对象，

该舱钢舱内尺寸为 10238×4500×5000mm，保温舱内尺寸为 9800×4100×3600mm，温

度范围：-55℃～+60℃；相对湿度范围：20%RH～60%RH；可模拟海拔高度范围：0～

5500m。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需模拟高温、低温和高海拔低气压等环境条件，舱体所承

受的载荷较大，尤其是在模拟高海拔环境时，整个舱体承受将负压作用，对舱体的强度要求

很高。故本文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舱体的强度进行了分析校核。 

由于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舱体的结构较复杂且 ANSYS 软件的建模功能不强，故本文

采用三维软件 UG NX7.5 建立舱体的三维模型，再将舱体的三维模型导入 HyperMesh 软件

进行前处理，前处理完成后再将有限元模型导入 ANSYS 进行求解计算及后处理。 

 

2 HyperMesh 软件简介 

HyperMesh 软件是美国 Altair 公司的产品，是世界领先的、功能强大的 CAE 应用软件

包，也是一个创新、开放的企业级 CAE 平台，它集成了设计与分析所需的各种工具，具有

无与伦比的性能以及高度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友好的用户界面。[1]
 

HyperMesh 是一个高性能的有限元前后处理器，它能让 CAE 分析工程师在高度交互及

可视化的环境下进行仿真分析工作。与其他的有限元前后处理器比较，HyperMesh 的图形

用户界面易于学习，特别是它支持直接输入已有的三维 CAD 几何模型(UG、Pro/E、CATIA

等)已有的有限元模型，并且导入的效率和模型质量都很高，可以大大减少很多重复性的工

作，使得 CAE 分析工程师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到分析计算工作上去。同样，

HyperMesh 也具有先进的后处理功能，可以保证形象地表现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仿真结果，

如云图，曲线标和动画等。[2-3] 

 

3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海拔舱舱体长 10838mm，宽 5100mm，高 5600mm，主要由 H 型钢及钢板拼焊而成，

工件材质主要为 Q345，两根 H 型钢焊接截面如图 1 所示。由于舱体体积较大且主要由板壳

结构组成，为节省计算时间，本文采用壳单元对海拔舱舱体进行有限元计算。 

http://baike.baidu.com/view/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0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0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8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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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根 H 型钢焊接截面图 

 

由于海拔舱舱体的结构较复杂，故先采用 UG NX7.5 软件建立海拔舱舱体的片体模型，

如图 2 所示。为简化模型，建立片体模型时将零件的倒角和破口等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的

特征删除。 

 

图 2 海拔舱舱体片体模型 

 

HyperMesh 软件是一款强大的前处理软件，具有强大的模型处理及网格划分功能，操

作方便快捷。为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前处理时间，UG 片体模型建立完成后将模型导入

HyperMesh 软件对其进行前处理。前处理过程中，为海拔舱舱体的每一块钢板赋予各自的

板厚属性，舱体采用 Shell 181 单元，网格单元形状为四节点四边形，网格单元大小为 50mm，

舱体材料为 Q345，材料参数如表 2.1 所示，表中 为密度，E 为弹性模量， 为泊松比。

海拔舱工作过程中，内侧温度为-55℃，外侧温度为 20℃，内侧气压为 50KPa，外侧为一

个大气压。由于海拔舱舱体内侧有保温层，舱体本身的内外温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

计算过程中只考虑舱体内外的压差，不考虑内外温差的影响。故前处理过程中，在海拔舱舱

体外侧施加由外向内的压力，大小为 0.051MPa。同时，为整个海拔舱舱体添加重力加速度，

并在海拔舱舱体底部垫块上施加固定约束。有限元建模过程中采用 ton-mm-s-MPa 单位制，

海拔舱舱体有限元模型如图 3 所示。 

 

表 1 海拔舱舱体材料参数 

材料 /(ton/mm3
) E/MPa  

Q345 7.83×10
-9
 2.1×10

5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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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拔舱舱体有限元模型                 图 4 导入 ANSYS 后的有限元模型 

在 HyperMesh 中将海拔舱舱体的有限元模型建立完毕后，导出成 cdb 格式的文件，再

将 cdb 文件导入 ANSYS 中，如图 4 所示。cdb 格式的文件导入 ANSYS 软件后，将其保存

成 ANSYS 的模型文件，设置求解参数，对模型进行求解计算。 

 

4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4.1 海拔舱舱体应力云图 

图 5～6为海拔舱舱体的应力分布云图，图 7～11 为海拔舱舱体各部件的应力分布云图，

云图中已标出最大应力的位置。从应力分布云图可以看出，海拔舱舱体应力分布较均匀，海

拔舱舱体各部件没有出现应力集中；舱体的最大应力为 136.94MPa，出现在海拔舱钢壳顶

板与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的焊缝连接处；海拔舱舱体各部件之间的焊缝连接处应力值较大，

最大应力值超过 100MPa；海拔舱钢壳顶板、底板和侧板上的应力值较小，且应力分布均匀；

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的应力值比其它部件的大，最大应力值超过 100MPa；海拔舱门框处的

应力相对于其它部位较大。 

图 5 海拔舱舱体应力云图（前部）          图 6 海拔舱舱体应力云图（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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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海拔舱钢壳墙板前部应力云图          图 8 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应力云图 

图 9 海拔舱钢壳侧板应力云图              图 10 海拔舱钢壳顶板应力云图 

 

4.2 海拔舱舱体应变云图 

图 11～12 为海拔舱舱体的应变云图，图 13～16 为海拔舱舱体各部件的应变云图，云

图中已标出最大应力的位置。从应变云图中可以看出，海拔舱舱体整体应变较小，舱体应变

分布均匀；海拔舱舱体的最大应变值为 0.00067，出现在海拔舱钢壳顶板与海拔舱钢壳墙板

后部的焊缝连接处；海拔舱舱体各部件之间的焊缝连接处应变值较大；海拔舱钢壳顶板、底

板和侧板上的应变值较小，且应变分布均匀；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的应变值比其他部件的大；

海拔舱门框处的应变相对于其它部位较大。 

  图 11 海拔舱舱体应变云图（前部）        图 12 海拔舱舱体应变云图（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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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海拔舱钢壳墙板前部应变云图        图 14 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应变云图 

图 15 海拔舱钢壳侧板应变云图            图 16 海拔舱钢壳顶板应变云图 

 

4.3 海拔舱舱体位移云图 

图 17～19 为海拔舱舱体的位移云图，图 20～22 为海拔舱舱体各部件的位移云图，云

图中已标出最大位移的位置。从位移云图中可以看出，海拔舱舱体的整体位移不大，舱体的

最大位移为 12.94mm，出现在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的中部；海拔舱钢壳侧板的位移主要集

中在侧板的中部区域；海拔舱钢壳顶板的位移值较小，主要集中在顶板的中部区域；海拔舱

钢壳底板的位移值很小，只在局部区域发生了微小的位移；海拔舱钢壳墙板前部的位移主要

分布在门框附近。 

 图 17 海拔舱舱体位移云图（前部）       图 18 海拔舱舱体位移云图（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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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海拔舱钢壳墙板前部位移云图        图 20 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位移云图 

图 21 海拔舱钢壳侧板位移云图            图 22 海拔舱钢壳顶板位移云图 

 

5 结论 

由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舱体强度计算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海拔舱舱体应力分布比较均匀，舱体最大应力仅为 136.94MPa，远远小于舱体材料

的屈服极限，舱体强度满足要求。 

2）海拔舱舱体的应变较小，舱体应变分布均匀，在舱体内外压差载荷的作用下，舱体

的位移不大，最大位移为 12.94mm，出现在海拔舱钢壳墙板后部的中部，海拔舱舱体其它

部位的位移值较小，舱体刚度满足要求。 

3）Altair HyperMesh 作为杰出的有限元分析前后处理平台，拥有全面的 CAD 和 CAE

求解接口、强大的几何清理和网格划分功能，能够高效地建立各种复杂模型的有限元模型，

从而大大提高了高海拔环境模拟试验舱舱体强度分析的工作效率。此外，HyperMesh 突破

有限元分析和多体动力学分析的界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通用的前处理平台。 

4）在处理几何模型和有限元网格的效率和质量方面，HyperMesh 具有很好的速度，适

应性和可定制性，并且模型规模没有软件限制。其他很多有限元前处理软件对于一些复杂的，

大规模的模型在读取数据时候，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够成功导入模型，这

样后续的 CAE 分析工作就无法进行；而如果采用 HyperMesh，其强大的几何处理能力使得

HyperMesh 可以很快的读取那些结构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的模型数据，从而大大提高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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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分析工程师的工作效率，也使得很多应用其他前后处理软件很难或者不能解决的问题

变得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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