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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车型设计阶段的排气系统，以其振动性能为研究指标，采用有限元法对排气系统进行约束模态

分析，结合平均驱动自由度位移法 （ADDOFD），使得悬挂点布置方案更为合理；在频率响应分析中，研究排气
系统振动特性，为其结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从而保障排气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最终达到提高排气
系统整体性能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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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阶段汽车已成为普通大众的日常交通工具，人们对汽车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汽车的

NVH 性能，期望噪声更小、振动更小、舒适性更高 . 汽车排气系统作为乘坐舒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其振动问题在业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1］ .

2013 年魏燚等 ［2］ 发表了较为详细完整的排气系统开发设计研究的文章，涉及到排气系统的布置及计

算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随着计算机及数值分析的发展，围绕排气系统的动态设计分析也越来越广
泛，其中有限元法在研发中的应用使得排气系统的研究更加完善 . 在排气系统振动特性研究领域，简单的
静力学分析和模态分析已经日臻成熟，目前主要集中在动力学建模、分析及优化等 . 在排气系统设计研究

过程中，本文以其振动特性作为重要指标展开分析，以达到 NVH 性能目标的要求 .

1 排气系统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排气系统的组成主要包括了排气管、氧传感器、波纹管、法兰、消声器以及悬挂组件等 . 在三维软件

中导出 IGES 数据格式并导入 CAE 软件 HyperMesh 中，根据分析计算的特点，在考虑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
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前处理 . 在几何清理简化过程中，遵循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原则，比如不考虑氧传感

器，并修复其安装孔，忽略消声器穿孔管上的圆孔特征 （与声场和流场特性相关） 等；网格划分极具复
杂性，包括单元类型的选取、质量参数的控制、连接方式的模拟等等，在有限元建模过程中的难点有以
下几点：

1） 薄壁件，如主副消声器 （含隔板）、三元催化器、排气管管体，使用壳单元 PSHELL 处理，网格尺

寸 5 mm.

2） 排气系统挂钩、法兰采用四面体 PSOLID 单元模拟，网格尺寸 3 mm.

3） 螺栓连接、焊缝、点焊等连接采用 RBE2 刚性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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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纹管两端采用 RBE3 连接排气管、再用六自由度弹簧单元 CBUSH 连接两端进行等效模拟，设置

6 个方向的刚度值；弹簧单元的质量用质量单元 Mass 分两部分分别加在其波纹管两端头部 （排气管的中

心），每部分质量为波纹管总质量的一半 .

5） 在动力总成的建模中，发动机作为刚体进行处理，以附带惯性属性的质量单元 Mass 进行模拟 . 用

弹簧 CBUSH 模拟发动机的悬挂 （隔振器） 并设置相应的刚度值；其中质心位置与法兰连接位置、悬挂位

置通过刚性单元进行连接 .

6） 排气系统悬挂简化为六自由度弹簧单元 CBUSH （含阻尼），给定刚度和阻尼值 .

最终的排气系统有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共计 92 018 个单元，65 114 个节点；其中 tetra4 体单元

37 842 个，tria3 三角形单元 924 个，quad4 四边形单元 51 479 个，连接单元共 1 773 个 . 排气系统的属性参

数主要包括材料和尺寸，其材料参数如表 1 所示，尺寸参数通过 CAD 在原始三维模型中进行测量，根据

有限元建模原则，主要测量薄壁件 （如消声器筒体、管道等） 的厚度尺寸 .

表 1 材料属性参数

Tab.1 Material properties parameters

材料名称

图 1 排气系统有限元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Exhaust system

Q235

SUH409L

密度 / （kg·m-3） 弹性模量 E/GPa
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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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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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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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松比 μ 抗拉强度/MPa
0.3
0.3

屈服强度/MPa

370

235

425

234

模态分析是研发阶段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也是其他动力学分析的基础，包括计算机仿真法和实验室
试验法，然后再采用模态判定准则 （MAC），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验证排气系统的有限元模型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 . 合理而精确的有限元模型反映了力学模型与实际结构的等效情况，是保障计算结果可信度的基础 .

2 排气系统约束模态分析
目前，针对排气系统的模态试验大多数为自由模态试
验，自由模态的前提条件是无载荷、没有约束条件，而实

际的振动情况是包含边界条件 . 所以，考虑到振动相关问
题的实际情况，能够预见性地发现问题，在模态分析中进

行约束模态分析，才能够更为合理、准确地反映结构的振
动特性 ［3］ .

模态是机械结构的固有振动特性，每一个模态具有特定

的固有频率、阻尼比和模态振型 ［4］ . 不考虑前六阶的刚体模

态频率，根据实际情况中发动机激励频率范围，求解提取

10~150 Hz 之间的模态 . 在有限元软件 HyperWorks 中建立有

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采用 LANC-ZOS 法提取模态参数，
为振动特性分析提供依据.
2.1 约束模态分析
从排气系统悬挂位置正向设计的角度考虑，假设排气
系统现在还没有确定悬挂点，只考虑与发动机相连处的法

兰约束 ［5］ . 即不考虑发动机和悬挂组件的影响，从而避免

对系统模态、振型节点的影响，仅在法兰螺栓孔处施加约

束，分析计算得到排气系统的模态振型情况，如表 2 所示，

其中前四阶振型较为典型，如图 3 所示 .

图 2 模态分析下的有限元模型
Fig.2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odal analysis
表 2 法兰部分约束模态频率及振型结果
Tab.2 Results of flange portion constrained mode
frequency and modal vibration mode
模态阶次

模态频率/Hz

振型描述

1

18.10

xy 平面整体横向摆动

2
3
4
5
6
7
8

20.86

24.85

57.60

78.79

83.76

105.12

137.66

xy 平面整体纵向弯曲
xy 平面整体横向摆动
xy 平面整体纵向弯曲
波纹管后端绕 z 轴弯曲
波纹管后端绕 y 轴弯曲
xy 平面整体纵向弯曲
波纹管后端绕 z 轴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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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约束模态分析 （前四阶模态振型）

Fig.3 Constraint modal analysis （the first four modal vibration modes）

通过部分约束模态分析可以得知：

1） 排气系统在第 3 阶的模态频率值为 24.85 Hz，处于发动机怠速时的扭矩激励频率范围 f =23.33~

26.67 Hz，易产生共振；

2） 波纹管刚度不合适，其连接的法兰与排气管振动较为严重；

3） 在多阶振型图中，前消、后消附近振动幅值较小 .
2.2 平均驱动自由度位移

在悬挂点布置设计中采用平均驱动自由度 ADDOFD （Average Driving DOF Displacement） 法，其相关

理论如下：

根据多自由度系统实模态分析中，假设系统振动的微分方程是线性的，即任一点的响应可以通过各
阶模态响应进行线性组合，则响应点 l 与激励点 p 之间的频率响应函数为：
N
φ lr φ pr
H lp ( ω ) = ∑
2
2
r = 1 M r ( ω r - ω + 2jζ r ω r )

上述公式中，φ lr 为第 l 个测试点第 r 个模态振型系数，M r 是模态质量；ζ r 为模态阻尼比；若激励频率 ω
近似于模态频率 ω r，则上述频率响应函数可表达为：
N
φ lr φ pr
H lp ( ω ) = ∑
2
r = 1 M r 2jζ r ω r

在线性系统振动分析中，其位移响应值 X ( ω ) 与 H lp ( ω ) 成正比，如果振型以质量矩阵归一化，各阶
模态阻尼近似相等，则进一步有：
N
φ lr φ pr
X(ω) ∝∑ 2
ωr
r=1

定义第 j 个自由度的平均驱动自由度位移 ADDOFD 为：

N
φ 2jr
ADDOFD ( j ) = ∑ 2
r = 1 ω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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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悬挂点位置布置方案
在模态试验中，模态振型节点位置的振幅较小，所以振型节点位置为排气系统挂钩吊耳的最佳悬挂

点，其振动能量的传递率最小 . 通过选取平均驱动自由度位移值最小处作为吊钩的悬挂位置，从而初步反
向评价设计阶段的排气系统悬挂位置是否合理，并以此进行优化 .

根据 ADDOFD 相关理论 ［6］，结合约束振动模态的结果，将各阶模态振型计权累加，计算 ADDOFD 的相

对较小值，并在 MATLAB 中作出其二维图，以位移向量计权累加值为纵轴，以排气系统等间距选点编号为
横坐标，如图 4 所示，并从这些点中考虑作为布置悬挂的较佳位置 ［7］，这些节点位置大致如图 5 所示 .

图 4 各点 ADDOFD 计算结果
Fig.4 ADDOFD calculation results of each point

图 5 悬挂点位置理论计算位置
Fig.5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 of the suspension point

根据悬挂点 ADDOFD 理论计算位置进行优化，再根据实际情况的具体要求对排气系统的悬挂位置进

行相应的调整，减少振动能量的传递，最终确定悬挂位置分布 .

3 排气系统频率响应分析
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引起排气系统振动的激励形式复杂多样，其中发动机激励首当其冲，是振

动能量传递的主要振动源 . 在排气系统设计阶段，合理设计分析悬挂系统的动刚度与振动传递率，是降低

振动能量传递，到达较好隔振效果，改善车辆舒适性的有效措施之一 .
3.1 动刚度分析
动刚度作为描述减振性能的关键
的响应之间的关系，来描述系统的动

态特性 ［8］ . 当排气系统悬挂点最终布

置调整后，采用模态法频响分析法，

对悬挂挂钩进行动刚度分析 . 排气系统

Mobility/（dB·N-1）

指标，通过不同频率单位激励与系统

无需约束，对挂钩与悬挂橡胶连接位

置处分别沿 X、 Y、 Z 方向施加单位激
励 ［8］，为了保证动刚度分析的精确度，

将载荷激励频率范围设为 0~200 Hz，

自然模态频率范围设为 0~400 Hz.

图 6 挂钩动刚度曲线
Fig.6 Hook Mobility curve

对每个挂钩进行计算分析，比如前消的一个吊钩结果如图 6 所示，在 29 Hz、53 Hz 左右，吊钩 Z 向速度

有明显峰值，考虑全约束模态振型情况，总体上在 0~400 Hz 频率范围内基本满足低于动刚度目标值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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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动刚度计算分析，根据对标车设定的动刚度目标值，对不满足要求的悬挂进行针对性改进，进

而合理地设计悬挂系统 .
3.2 隔振系统优化分析

排气系统通过整个悬挂系统进行隔振，吊耳刚度分析确定之后，还需对悬挂系统的振动传递率进行

分析，判断隔振效果是否满足要求，从而优化吊耳刚度、阻尼 . 在模型中添加动力总成，其质心位置沿 Z
向施加单位加速度激励，求得吊耳两侧端点的振动加速度响应，从而得到各个吊耳的振动传递率 .
其中，振动传递率常见的计算方式是分贝形式，表达式如下：

T db = 20·lg ( A in A out ) = 20·lg ( a in a out )

式中，传递率 T db 单位为分贝 （db）；
A in——主动边振动的振幅；A out——

被动边振动的振幅； a in ——主动
边振动的加速度幅值； a out ——被

动边振动的加速度幅值 . 根据经

验，当传递率 T db 大于 20 dB 时，
隔振器 （吊耳） 被认为是满足要

求.

对每个吊耳进行计算分析，

比如前消的一个吊耳结果如图 7

所示，曲线为吊耳的加速度衰减
量，直线 20 dB 为振动传递率的标

图 7 吊耳振动衰减率
Fig.7 Vibration damping factor of lug

准，在 20~200 Hz 范围内，其隔振性能是满足要求的 .

而对于不能满足要求的吊耳，优化计算时用其刚度作为变量，以振动衰减率作为目标函数，最终设

计出振动性能合理的悬挂系统 .

4 结束语
模态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识别出系统的模态参数，为结构的振动特性分析、振动故障诊断和预报以及
结构动力特性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9］，避免工作频率与固有频率相近而产生共振，提高排气系统的使用

寿命 ［10］ .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排气系统在设计阶段以及在实际运行中的振动特性，采用约束模态分析

法，再根据平均驱动自由度位移法确定、优化悬挂布置方案，使分析更为合理可靠 . 通过频率响应分析，
以确定排气系统悬挂的动刚度是否合格，吊耳的振动传递率是否满足振动性能要求 .

在排气系统设计阶段采用有限元法，对其振动特性进行具体而合理的分析研究，可预见性地解决潜

在的设计问题，提高排气系统乃至整车的振动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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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ummarize and predict flattening forming situation of tube under various feeding speeds of mould，
the flat tube forming processes of plate-brake loose-brake-wrench are simulated based on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verified. And the effects of feeding speeds of mould and of using low-melting-point alloy mandrel on flat

tube forming quality are analyze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gger feeding speeds of mould，the greater the

inward hollow for straight-line part in the middle of tube；cross section distortion of tube flattening forming is de⁃
creased after adding low-melting-point alloy mandrel. Deformation law of flat tube forming is obtained through anal⁃
ysis，beneficial reference is provided for rational design of flat tube form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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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ed at the exhaust system of a car in the design phase，with its vibr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re⁃
search，the constraint mod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exhaust system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combined with Av⁃

erage Driving DOF Displacement method，to make the suspension point arrangement more reasonable. In the fre⁃
quency response analysis，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haust system are analyzed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esign are given，which thereby ensures the reliability and service life of the exhaust system

and ultimately improve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exhau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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