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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Works 在精密铸造产品优化设计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yperWorkS in Optimization Design 

of Investment Casting 
 

乔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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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借助于 Alatir 公司的 HyperWorks 结构优化软件，对精密铸造产品进行结构

优化设计，且以对某汽车驾驶室后悬置支架的结构优化为例，着重介绍了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在精

密铸造产品结构设计上的应用方法及功能。事实表明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的联合应用，对精密铸造

产品的结构设计起到非常关键的帮助作用，最后通过此软件对优化后的产品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

验证优化后产品结构的强度和刚度。  

关键词:  拓扑优化  形状优化  精密铸造  后悬置支架  有限元分析 

Abstract: Altair HyperWorks is a software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casting.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HyperWorks. Through 

taking a rear suspended bracket of a vehicle cab as an example, it emphasizes the introduction 

of methods and functions of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shape in structure design of 

investment castings. The application on rear suspended bracket show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shape is a great help to structure design of investment 

castings. Moreover, HyperWorks is used to make finite analysis on the optimized part structure to 

testify its strength and rigidity。 

Key words:   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shape， investment casting，rear suspended 

bracket、 finite analysis 

 

1、引言 

    在当前的汽车工业中，减轻设计重量和缩短设计周期是两个突出的问题，在传统的设计中，由

于机械产品机构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主要应用经验类比设计，对产品结构作定性分析和经验类比估

算，在决定实际结构时，一般都取较大的安全系数，结果使得产品都是“傻”、“大”、“粗”，使材料的

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产品的性能也得不到充分的把握。所以传统的汽车设计思路已经不能满足当

前设计的需要。汽车轻量化设计开始占据了汽车发展中的主要地位，它既可以提高车辆的动力性，

降低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又能减少污染。但是，简单的汽车轻量化设计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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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重量的同时，也牺牲了车辆的强度和刚度，甚至对产品的结构寿命也产生影响，在此情况下，

有限元分析方法在汽车设计中的合理应用就得到了充分体现，经过近几年的实践证明，Altair 公司

的有限元分析技术以及拓扑优化技术在汽车行业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特别是对于一些结构复杂

的汽车铸造结构件，HyperWorks 的有限元分析技术、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技术的推广使得材料的

潜能及铸造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本文将详细介绍利用 HyperWorks 的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技术对东风商用车驾驶室后悬置支

架进行减重优化设计的应用过程。以及如何应用 HyperWorks 验证改进结构后的应力和应变情况，

使该后悬置支架减重优化后的结构能够满足产品的使用性能和铸造工艺性要求。 

2、有限元法的概念和优化设计流程确立 

  2.1 有限元法和有限单元的概念 
有限元法又称有限单元法，是结构分析的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它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应运而生，

并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已成为工程数值分析的有力工具。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我们首先把 CAD

模型分割成有限个实体或者壳单元。一般作为实体单元所适合的结构，是具有三维形状变化的物体，

不太适合棒状、平板状的物体。实体单元是利用 3D-CAD 所作好的实体模型，能够拿来就能作有限

元模型处理，这一点非常方便。 但是用实体单元制成的模型，因为节点数往往较多在分析时务必

注意计算机磁盘用量和计算时间。 

另外从实体单元能够把三维图形原封不动地适用于结构分析的模型上这一点来说，对于结构复

杂的零件，采用实体单元是很好用的单元。实体单元有六面体、五面体、四面体，在用自动生成的

情况下使用四面体较多。从分析精度而言，使用六面体为好，自动生成的三维形状也有必须限制用

于六面体的等等，五面体单元在评价应力时尽量不使用此方法为好。壳单元有三角形和四边形单元，

对于板单元尽量使用四边形单元，对于实体单元尽量使用六面体单元。使用三角形或四面体单元与

使用四边形或六面体单元时相比有使结构增加刚性的模型化倾向。在本文我们所做的驾驶室后悬置

支架的优化计算中，由于结构和受力状况的复杂性，我们采用实体单元与壳单元相结合的划分方法。 

 2.2 确立优化设计流程 

在利用 HyperWorks 软件做优化分析时，通常的流程是首先读入 CAD 模型，然后划分网格，

添加边界条件，设置优化分析模型参数。优化分析模型一般是由目标函数、约束条件、优化设计变

量三个方面组成，借助于 HyperWorks 软件的 OptiStruct 模块，对于后悬置支架的轻量化设计，在

现有的计算机条件下可以很方便的实现。首先，在轻量化分析过程中，一般选取优化设计变量为支

架的体积的减少量，然后采用传统的拓扑优化方法，将总体的应变能作为目标函数。在本次后悬置

支架的优化分析中，主要采用 OptiStruct 模块的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首先，拓扑优化可以获得一

个最佳的结构布局——即最佳的材料分布；然后在这个最优结构布局的基础上按照实际设计需求形

成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并反馈到 CAD 软件中，形成新的 CAD 模型，最后应用更仔细的形状优化工

具，同时添加适合铸造的约束条件，得到最有效的细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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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集合，划分网

格，施加边界条件，

设置优化参数 

验证分析，输出最终

CAD 模型 

图(1)代表了该后悬置支架的简单优化设计流程，从最初的模型导入，以及之后的约束条件与目标

函数的设定，同时包括制造工艺参数的设定，最后通过形状优化得到的最终设计方案。 

 

 

根据优化需求，将三维模型 

进行非安装部位的材料填充  

  

导入三维模型 

 

 

 

 

 

  

 

 

                  图（1）拓扑与形状优化流程图 

 

3、有限元模型建立和边界条件确定 

 3.1 有限元模型建立 

   3.1.1 后悬置支架原始结构分析 

由于驾驶室后悬置系统布置方式比较复杂，整个驾驶室后悬置系统由安装于浮动横梁上的左右

各一个橡胶缓冲块支撑，两个悬置支架对称的垂直立于车架大梁上，中间用一弧型横梁连接，在悬

置支架的两侧对称的布置两个筒式减震器，而本文所要优化分析的后悬置支架是整个系统中受力最

为复杂的关键零件。该零件在原始设计中，由于整个机构的复杂性，对产品的性能未能充分把握，

在进行设计时只能作定性分析和类比估算，确定实际结构时，选择的安全系数过大，致使设计出来

的产品结构过于笨重，粗大，缺乏美观。另外，由于对实际的受力点未能牢牢把握，导致结构材料

分布不够均匀，铸造工艺性较差。原始结构见图（2） 

 

 

 

 

 

 

 

利用形状优化工具，

进行细节优化 

根据最优结构布

局，返回 CAD 软

件，重新设计方案 

根据拓扑优化结果，获得最佳结构布局 



2007 Altair 大中国区用户技术大会论文集 

- 5 - 

 

 

 

 

 

 

图（2）原始结构模型图 

 

3.1.2 有限元网格划分 

    有限元网格划分是进行有限元优化分析至关重要的一步，有限元分析的精度和效率与网格

单元的密度和几何形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有限元网格划分的好坏，对后续数值计算结果的精确

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不但涉及单元的形状及其拓扑类型、单元类型还有选择什么样的网格生成器、

网格密度的定义、单元的编号以及几何体元素等等。所以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合理的网格单元对整

体模型的分析有重要的影响。根据上述介绍，结合后悬置支架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及优化分析的要求，

对其采用实体单元网格划分，同时，在非干涉和装配部位进行必要的材料填充；另外，对分析过程

中涉及到的弧形横梁因结构简单，属于简化梁结构，故采用壳单元的划分方式。 

具体网格划分见图（3） 

 

 

 

 

 

 

后悬置支架                                        弧型横梁 

                            图（3）有限元网格模型  

 

其节点数和单元数见表（1） 

                            表（1）后悬置支架及横梁的节点与单元数 

零件名称 节点数 单元数 单元类型 

后悬置支架 56534 26246 实体单元 

弧型横梁 16762 16341 壳单元 

 

3.2 确定边界条件及设置优化参数     

   3.2.1 确定边界条件 

由于驾驶室后悬置系统是以垂直方式布置，在车辆高速行使时，路面通过悬挂系统传递到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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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冲击，发动机、传动系传递到驾驶室上的振动，以及侧向减振器所带来的瞬时冲击，是我们分

析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计算时考虑驾驶室受垂知方向 4G（瞬时），侧向 2.5G（稳态）的冲击，同时对支架底端与车

架大梁连接处用螺栓固定，该产品受力工况及约束条件如下图（4）所示 

 

 

 

 

 

 

 

 

 

图（4）后悬置支架受力工况 

3.2.2 材料属性及性能参数 

  该后悬置支架采用 ZGD410-700 制成，其材料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车身后悬置支架材料参数 

材料 
杨氏模量

（MPa） 
泊松比 

密度 

（Kg/m³）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ZGD410-700 2.1E+05 0.3 7800 410 700 

 

4、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 

4.1 车身后悬置支架的拓扑优化 

拓扑优化就是在产品初时设计阶段，利用优化计算得到满足设计要求的结构外形，并且可以返

回到 CAD，进行详细的结构设计，然后再利用形状或尺寸优化调整细节，最终得到满足要求的设

计方案。对于这个后悬置支架的拓扑优化，主要问题是怎样使支架结构合理布置，以及如何最好的

模拟支架所受的垂直载荷和侧向载荷。 

在本次拓扑优化过程中，采用后悬置支架与横梁整体分析，但对后悬置支架单独优化的方式，

这样获得的结果更趋近于真实的情况。由于拓扑优化对加强筋及凸缘刚度的敏感性较高，因此在采

用传统的拓扑优化方法，定义设计变量时，将体积和应变能作为目标响应，设计空间的体积减少量

作为优化的约束条件，总体的应变能作为最终的目标函数，这里的总体应变能不仅包括设计空间的

应变能，同时也包括非设计空间的应变能。 

最后，根据拓扑优化结果云图，返回 CAD 模型，结合精密铸造工艺，尽可能的凸出筋骨，减

少大平面，在遵循实体最小原则下重新进行三维设计造型。优化云图及结构优化方案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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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优化云图（一）                             拓扑优化云图（二）                           

 

 

 

 

 

 

 

结构优化方案 

图（5）拓扑优化云图和结构优化方案 

 

4.2 车身后悬置支架的形状优化 

根据以上拓扑优化结果，确定了一个在给定载荷条件下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佳结构布置方案，在

此方案的基础上，对后悬置支架进行细节优化——形状优化，在形状优化中，同时要考虑结构应力

和屈曲变形。理论上为了突出筋骨，保持整个结构布置的均匀化，同时减少局部应力的集中，我们

只对该有限元模型做局部形状优化，如图（7）所示，这样就避免整体优化时间上的浪费。 

 

 

 

 

 

 

             

                               图（7） 

   为形状优化建立了有限元模型之后，我们要将适合铸造的工艺参数、应力标准和屈曲要求作为

形状优化的设计约束，将质量最小化设为设计目标函数，对于应力约束，设计约束不允许该处的最

大应力超出材料的屈服极限，同时在实际优化过程中，该处结构的厚度只能要求向内侧移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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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向上移动。最终经过形状优化后结构见图（8）所示： 

   

 

 

 

 

图（8）形状优化后最终结构图 

5、结构验证与对比分析 

经过拓扑优化和形状优化，我们最终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设计方案，为了验证该优化方案的可靠

性，特对此机构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同时对用传统的经验类比方法设计的优化方案进行分析对比。

用传统经验类比方法设计的方案如图（9） 

 

 

 

 

 

 图（9）传统优化设计方案 

结合实际受力情况对传统优化设计方案和拓扑优化方案分别做有限元验证分析，应力云图见图（10） 

                                     

 

 

 

 

 

传统优化设计方案应力云图                        拓扑优化方案应力云图 

                   图（10）方案验证应力云图  

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优化设计方案最大应力高达 726MPa，出现在台肩处，而拓扑优化方案

的最大应力虽然达到 576MPa，但是位置出现在弧型横梁上，与传统优化设计方案相比，相同位置

的最大应力由 710MPa 减少到 216MPa。其对比参数见表（3）： 

                    表（3）优化前后结构性能对比 

 最大应力（MPa） 最大变形（mm） 重量（KG） 减重率（%） 

原始结构 327 4.53 21.4  

传统优化结构 726 5.49 13.9 35% 

拓扑优化结构 230 4.36 13.8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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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束语 

经过上述优化方案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利用传统的优化方式和利用 HyperWorks

的拓扑和形状优化方式的差别，虽然重量相差不多，分别下降了 35%和 35.5%，但是在同种工况

作用下，传统方式优化的产品结构多处应力超出材质屈服极限，且最大应力达到了 726MPa，远远

超出了材料的屈服极限，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就发生断裂；而采用 HyperWorks 的拓扑和形状优化

方式优化的产品结构最大应力只有 230MPa，低于所使用材质的屈服极限 410MPa，且同一部位由

传统优化结构的 710MPa 减少到 218MPa，同比强度增加了 2.65 倍，刚度增加了 1.27 倍，并且优

化后的产品结构更适合于铸造工艺。 

由上述可知，车身后悬置支架的优化设计验证了 HyperWorks 软件的 OptiStruct 模块在精密

铸造产品的成功应用，说明了此技术在工业制造中具有非常优秀的特点，打破了生产单位不能独立

改善产品结构的历史。随着工业产业的发展，OptiStruct 的优化概念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有

效运用，届时它将真正成为产品结构设计工程师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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