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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解决目前在客车侧翻仿真领域 普 遍 采 用 的 半 程 计 算 方 法 不 能 准 确 的 模 拟 实 际 客 车 侧 翻 全 过 程 的 问 题 ， 本

文提出应用有限元显式计算的刚柔转换技术 ， 进 行 更 加 符 合 实 际 物 理 过 程 的 客 车 侧 翻 仿 真 全 程 计 算 的 研 究 ， 该 方 法
的优点是在保证计算效率的前提下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精准度 . 从能量曲线和车身骨架的变形两个方面 对 这 两 种 计 算 方
法的计算结果进行量化比较分析， 证明客车侧翻仿真全程计算方法更加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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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统计，客车侧翻事故的死亡率是碰撞事故的 6 倍 [1]，提高客车在发生侧翻时的被动安全性能是客车
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在车辆研发初期，通过动态有限元软件对客车结构模型进行侧翻仿真分析能够尽早的
掌握其侧翻的被动安全性能，从而降低研发后期因为车身结构强度问题造成设计反复的风险，节约开发成
本，缩短研发周期.经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外在客车侧翻仿真领域多数采用“半程计算”方法，
即：根据能量守恒计算出客车与地面接触时刻的角速度，并以此作为初始边界条件进行仿真计算 [2-4].该方
法所采用的边界条件与车辆实际翻车试验的物理过程存在一定的误差，造成计算结果失真.基于以上情况，
本文在有限元显式计算的刚柔转换技术驱动下，提出了客车侧翻仿真的“全程计算”方法.该方法模拟了客
车侧翻试验的整个过程，更加符合侧翻的实际物理过程，不仅保证了计算效率还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精准度.

1

半程计算方法

本文以某客车厂全新开发的 19 座中巴为研究对象，根据文
献的论述重现了半程计算的仿真过程， 并从边界条件和显式积
分算法的角度论述了该方法的主要缺陷.
1.1 半程计算方法的一般过程
Step1 测量出车辆在侧倾临界位置与触地位置的重心高度
差△H=820.56 mm;
Step2 根据机械能能量守恒计算触地时刻车辆的动能：

△H

图1

车辆重心高度示意图

Fig.1 The height of vehicle's gravity

1 Jω 2+G△H= 1 Jω 2
0
1
2
2

(1)

式（1）中：J为车辆绕支撑板边缘转动的转动惯量，通过 HyperCrash 软件计算得到：J=1.061×107(T·mm2）；ω0
为车辆临界角位置初始角转速， 按法规要求， ω0≤0.087 rad/s， 本文取 0.087 rad/s； G 为车辆重力：
G=36 303.688 N；ω1 为车辆触地时刻的角速度，通过计算得出 ω1=2.372 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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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以 ω1 为初始边界进行仿真计算.
1.2 半程计算方法的主要缺陷
目前， 很多单位选择采用半程计算方法的主要原因是一般的客车侧翻仿真计算模型网格单元数量通
常在 106 个以上，完成一次如此规模的仿真计算所耗费的时间非常长.而半程计算方法，只对触地以后过程
进行仿真计算，将仿真的物理时间由原来的 1.5 s 缩减为 0.45 s，大大缩短了仿真计算时间.但是，这种仿真
方法并没有真实的反映车辆的实际侧翻物理过程，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导致边界条件和积分的初始条件不准确影响
计算精度.
首先，在边界条件方面：半程计算方法仅仅考虑车辆
的重力势能转化为只包含转动速度分量的动能，忽略了车
辆在翻转过程中的侧向平动速度分量，也没有考虑翻转台

轮胎与挡板

对车辆在翻转过程中的作用力. 根据试验法规所规定的翻
转台挡板的高度，以及该车型的尺寸可以计算出车辆在触
图 2 车辆轮胎与翻转台挡板的接触示意图
地之前的侧翻过程中轮胎一直保持与翻转台的挡板接触，
Fig.2 Sketch of the bus tire contact with the baffle
如图 2 所示，挡板对车辆存在作用力，而半程计算忽略该
作用力的影响. 边界条件上的差异将会对计算精度产生一
定的影响.
再从显式积分算法方面进行分析：DYNA 所采用的显式积分算法为中心差分法，计算方程如下：
(2)
Man+Cvn+Kdn=Fnext
ext
式中：M——
—结构质量矩阵；C——
—结构阻尼矩阵；K——
—结构刚度矩阵；Fn —外界作用力矢量；a
——
——
n—时
步 n 时的加速度；vn——
—时步 n 时的速度；dn—时步
——
n 时的位移[5].
根据上述边界条件的分析，由于半程计算初始时刻的速度 v0 与加速度 a0 都与实际值存在差别，随着
积分计算的进行，这一差异将会被放大；所以，半程计算方法在算法方面存在计算精度上的缺陷.

2

全程计算的刚柔转换技术

虽然半程计算方法存在计算精度不够高的缺陷，但是由于其计算时间短、效率高，很多单位还是沿用
此算法.为了解决客车侧翻仿真中计算效率与计算精度这一相互矛盾的问题，本文在 LS-DYNA 软件显式
计算的刚柔转换技术驱动下，提出了采用全程计算方法进行客车侧翻仿真，该技术的主要原理是利用了有
限元计算中刚体模型的计算效率远远高于柔性体.根据侧翻过程中客车的运动特点，以客车触地时刻为分
界点将侧翻的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车辆静止在翻转台的临界位置开始到触地时刻，该
阶段内客车作刚体运动，所以，本文通过 LS-DYNA 软件的关键字 *DEFORMABLE_TO_RIGID_AUTOMATIC_D2R_flag[6]，在计算开始时刻将客车模型转变为刚性体，从而使该阶段的计算效率提高了 1 000 倍；第二
阶段是从触地时刻到计算结束，该阶段车身与地面碰撞接触，为了真实地计算车辆碰地的响应结果，需要
定义一个类似的关键字 *DEFORMABLE_TO_RIGID_AUTOMATIC_R2D_flag，设定在触地时刻将客车模型重
新变为柔性体.采用刚柔转换技术以后，全程计算方法整个过程的计算时间由原来的 90 h 缩减为 18.5 h，
显著的提高了计算效率.同时，由于边界条件更加符合实际物理过程，所以全程计算方法计算结果的精准度
也更高.

3

两种计算结果对比

3.1

能量分析[7]
两种计算方法所得到的能量曲线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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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半程计算能量曲线图
Fig.3 The energy curve of the half process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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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程计算能量曲线图
Fig.4 The energy curve of the whole process calculation

1）从动能角度分析：半程计算的动能峰值为 2.9×107 mJ，全程计算的动能峰值为 2.8×107 mJ，两者相
差 3.4%，说明半程计算中的旋转角速度 ω1 求解比较准确.
2）从滑移界面能角度分析，半程计算的滑移界面能峰值为 7.1×105 mJ，而全程计算的滑移界面能峰值
为 1.0×106 mJ，从 DYNA 软件中对滑移界面能的定义可知，在有摩擦的条件下，滑移界面能包含了摩擦力
所做的功 ，在车辆有限元模型和摩擦系数相同的情况下，造成这一差别的唯一原因就是边界条件，因为全
程计算考虑了挡板对车轮作用力的影响，由于车轮胎在挡板上的滑动增大了整个系统的滑移界面能.
3）从内能角度分析，半程计算的内能峰值为 3.7×107 mJ，全程计算的内能峰值为 3.4×107 mJ，差别达
到了 8.1%，内能的差值在动能差值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扩大.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 3 个方面：①半
程计算方法忽略了挡板与轮胎摩擦消耗了部分能量，只考虑动能全部转化为内能，造成内能值偏高；②半
程计算考虑将车辆侧翻的重力势能完全转化为碰撞方向的转动动能， 而实际上车辆触地时刻的速度还包
括了车辆的平动分量，这一部分动能在碰撞过程中并不会转化成车身结构的内能；③由于初始积分条件的
差异造成计算结果的变化.
上述是从车辆的能量角度分析了半程计算和全程计算由于边界条件的差别对计算结果所产生的影
响，下面从车身变形的角度反映两种计算结果的差异[8].
3.2 结构变形分析
两种计算方法所得到的变形结果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图5

半程计算的车辆变形图

Fig.5 The bus deformation of the half process calculation

图6

全程计算的车辆变形图

Fig.6 The bus deform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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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5 和图 6 的对比，能够很直观的发现
半程计算的结构变形量大于全程计算.为了进一
步将这一差别进行量化， 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
对仿真计算结果中车辆立柱对生存空间的侵入
情况进行测量 [9]，由于 A 柱并不在法规要求的考
察范围之内，所以测量立柱由 B 柱至 F 柱，各立

D柱
F柱

E柱
B柱
C柱

柱在车身结构的位置如图 7.
通过测量与计算得到两种计算结果中各立
柱对生存空间侵入量的数值如表 1 所示（表中负
值表示侵入， 正值表示尚未侵入还存有一定间
距）.
表1

图7

各立柱在车身结构上的位置图

Fig.7 The drawing of each upright in body structure

两种计算方法各立柱侵入量统计表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intrusion calculation with two kinds of methods
立柱编号

半程计算 /mm

全程计算 /mm

相差百分比 /%

B

-34.8

-24.8

28.7

C

-37.3

-34.0

8.8

D

-22.6

-16.9

25.2

E

-1.6

12.2

113.1

F

-134.7

-124.5

7.6

从表 1 数据对比可知，半程计算的立柱对生存的侵入量均大于全程计算的结果，特别是立柱 E，半程
计算的侵入量为 1.6 mm，而全程计算 E 柱没有侵入生存空间还留有 12.2 mm 的余量.
3.3 分析结论
从上述的能量曲线和车身变形分析得出了客车侧翻全程计算的车身变形量小于半程计算的结论，验
证了关于两种计算方法物理过程差异性的 3 点描述：1） 全程计算的动能包含有一部分不转化为内能的平
动分量；2）轮胎与挡板的摩擦做功消耗一部分动能；3）半程计算初始条件差异；造成了全程计算的内能小
于半程计算.

4

总结

在有限元仿真计算中，边界条件的定义是决定仿真计算正确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动态的
显式计算， 有些看似等效的边界条件但是在积分过程中微小的偏差会被放大造成不能接受的结果误差.本
文通过全程计算与半程计算的对比分析很好的反映了这一问题： 虽然半程计算的等效初始条件与全程计
算只差 3.4%，但是体现在计算结果立柱的侵入量上，相差却在 7.6%以上，最高值甚至达到了 113.1%.所
以，在进行有限元计算分析之前应该对分析对象的运动和约束条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使有限元计算的
边界条件与实际尽量保持一致，以保证计算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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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whole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of bus rollover simulation
LIANG Zhuo, WU L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As the bus rollover half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can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real bus
rollov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whole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of bus rollover simulation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physical process by using rigidity-flexibility conversion technology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explicit calculation. The method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calculation on the precondition of calculation efficiency. The paper has compared quantitatively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se two methods from energy curve and deformation of body frame,
which proves that the bus rollover whole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is more reasonable.
Key words：bus rollover;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half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whole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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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lead to the loss of target information and edge blurring, but also take a long time. In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orphological weight adaptive image denoising.
On the one hand, a weighted adaptive morphological filter which is designed by using the principle of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constructs from small to large multi-structuring elements by serial and parallel mixed mode. On the other
hand, an offset coefficien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method, which can obtain the optimal
segmentation threshold more quickly to segment the image exactl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has better anti noise performance than the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and reduces the number of
attempts in th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which has the ideal segmentation effect.
Key words: adaptive weight; image denoising;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vehicle detection
（学科编辑：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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