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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

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利用有限元分析和材料力

学计算相结合计算支架的强度，相比于有限元求

解，大大减小了计算时间。当支架的长度方向的

结构更改时，只需输入相应的长度尺寸即可，计

算更为便捷。消除了支架强度校核的主观性与随

意性，通过有限元分析可以正确验证支架强度，

减小了支架维修与更换的风险，降低了安全事故

发生的概率。消除了不同长度支架的重复设计分

析校核，缩短了支架开发周期，减少了支架开发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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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0、建立支架、螺栓和充电盒求解计算域，其中，支架用螺栓连接于车架上；

S200、采用线弹性材料模型描述支架、螺栓和充电盒的材料性能，确定其弹性模量、密

度和泊松比；

S300、对支架安装所在的车架进行截断，约束其截断处的自由度；

S400、在充电盒充电口处施加极限载荷F1；

S500、采用有限元软件，建立支架强度的计算方程，并对方程进行求解；

S600、获取支架的最大应力σmax1和支架悬臂的长度L1，计算支架的抗弯截面系数W；

S700、对等截面不同长度的悬臂支架强度进行计算，得出支架的最大应力，用该支架材

料的许用应力除以支架最大应力，得出安全系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00具体为先划分支架和充电盒网格，螺栓网格采用Rbe2和Beam单元来

等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600所述的支架的抗弯截面系数W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F1为极限

载荷；σmax1为支架提取的最大应力；L1为支架的悬臂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600所述的最大应力的获取为：当支架所用材料为脆性材料，最大应力为

支架的最大主应力；当支架所用材料为塑性材料，最大应力为支架的Von-Mises应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700所述的许用应力分为：当支架所用材料为脆性材料，许用应力为支架

材料的抗拉强度；当支架所用材料为塑性材料，许用应力为支架材料的屈服强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700的对等截面不同长度的悬臂支架强度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F为极限载荷；L为支架的悬臂长度；W为步骤S600计算得出的抗弯截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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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设计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

的强度校核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电动重卡上充电座支架应用广泛，且做成悬臂结构，在驾驶室后方安装于车

架上。鉴于支架为悬臂结构且结构重要，因此确保其强度显得尤为重要，对支架的强度校核

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结构设计时往往会对其进行有限元分析，校核其强度，但是在不同

的重卡车型中其充电座支架悬臂的长度都不相同，但是其横截面都采用相同的。然而，每次

支架结构更改时，都需要重新进行有限元计算，耗时长，效率低，工作繁琐，费用高。

发明内容

[0003] 1.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的支架强度校核步骤繁琐问题。

[0005] 2.技术方案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S100、建立支架、螺栓和充电盒求解计算域，其中，支架用螺栓连接于车架上；

[0009] S200、采用线弹性材料模型描述支架、螺栓和充电盒的材料性能，确定其弹性模

量、密度和泊松比；

[0010] S300、对支架安装所在的车架进行截断，约束其截断处的自由度；

[0011] S400、在充电盒充电口处施加极限载荷F1；

[0012] S500、采用有限元软件，建立支架强度的计算方程，并对方程进行求解；

[0013] S600、获取支架的最大应力σmax1和支架悬臂的长度L1，计算支架的抗弯截面系数W；

[0014] S700、对等截面不同长度的悬臂支架强度进行计算，得出支架的最大应力，用该支

架材料的许用应力除以支架最大应力，得出安全系数。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S100具体为先划分支架和充电盒网格，螺栓网格采用Rbe2和

Beam单元来等效。

[0016] 优选的，所述步骤S600所述的支架的抗弯截面系数W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F1为极限载荷；σmax1为支架提取的最大应力；L1为支架的悬臂长度。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S600所述的最大应力的获取为：当支架所用材料为脆性材料，最

大应力为支架的最大主应力；当支架所用材料为塑性材料，最大应力为支架的Von-Mises应

力。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S700所述的许用应力分为：当支架所用材料为脆性材料，许用应

力为支架材料的抗拉强度；当支架所用材料为塑性材料，许用应力为支架材料的屈服强度。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1814365 A

3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S700的对等截面不同长度的悬臂支架强度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

为 其中F为极限载荷；L为支架的悬臂长度；W为步骤S600计算得出的抗弯截面系

数。

[0020] 3.有益效果

[0021]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利用有限元分析

和材料力学计算相结合计算支架的强度，相比于有限元求解，大大减小了计算时间。当支架

的长度方向的结构更改时，只需输入相应的长度尺寸即可，计算更为便捷。消除了支架强度

校核的主观性与随意性，通过有限元分析可以正确验证支架强度，减小了支架维修与更换

的风险，降低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消除了不同长度支架的重复设计分析校核，缩短了支

架开发周期，减少了支架开发费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的流程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1、2的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

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6]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以90吨电动矿

卡充电座支架为例，根据附图1所示的强度校核方法流程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阐

述。

[0029] S100、运用CATIA建立支架和充电盒的几何模型，如图2所示，再利用ANSA软件生成

支架和充电盒的网格模型，支架用螺栓连接于车架上，支架与车架之间的安装螺栓采用

Rbe2和Beam单元等效；

[0030] S200、采用线弹性材料模型描述支架、螺栓和充电盒的材料性能，确定支架、螺栓

和充电盒所有材料，本实施例的支架和充电盒材料为Q345，弹性模量为210GPa，密度为

7.85t/m3，泊松比为0.3；螺栓材料为45钢，弹性模量为210GPa，密度为7.85t/m3，泊松比为

0.3；

[0031] S300、对支架安装所在的车架进行截断，约束车架截断处的自由度；

[0032] S400、在充电盒充电口处施加极限载荷F1＝1000N；

[0033] S500、运用NASTRAN软件建立支架强度的计算方程，并采用线性迭代法对方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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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

[0034] S600、获取支架的最大应力σmax1＝266MPa，支架悬臂的长度L1＝890mm，计算支架的

抗弯截面系数W：

[0035]

[0036] S700、对充电盒等截面长度为L＝1000mm的悬臂支架强度进行计算，得出支架的最

大应力：

[0037]

[0038] 该支架的材料采用Q345，其屈服强度为345MPa，采用该支架材料的屈服强度除以

支架的最大应力，得出安全系数1.15，完成该支架的强度校核。

[0039] 某项目的两款不同长度的充电座支架分别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和本发明方法计算，

得到的支架强度如下表：

[0040]   有限元计算结果/(MPa) 本发明方法计算结果/(MPa)

L＝800mm 225.3 219

L＝1050mm 318.6 314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施例的一种用于电动重卡等截面充电座支架的强度校核方法，以60吨电动矿

车充电座支架为例，根据附图1所示的强度校核方法流程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阐

述。

[0043] S100、运用CATIA建立支架和充电盒的几何模型，再利用ANSA软件生成支架和充电

盒的网格模型，支架用螺栓连接于车架上，支架与车架之间的安装螺栓采用Rbe2和Beam单

元等效。；

[0044] S200、采用线弹性材料模型描述支架、螺栓和充电盒的材料性能，确定支架、螺栓

和充电盒所有材料，本实施例的支架和充电盒材料为Q235，弹性模量为210GPa，密度为

7.85t/m3，泊松比为0.3；螺栓材料为45钢，弹性模量为210GPa，密度为7.85t/m3，泊松比为

0.3；

[0045] S300、对支架安装所在的车架进行截断，约束车架截断处的自由度；

[0046] S400、在充电盒充电口处施加极限载荷F1＝500N；

[0047] S500、运用NASTRAN软件建立支架强度的计算方程，并采用线性迭代法对方程进行

求解；

[0048] S600、获取支架的最大应力σmax1＝176MPa，支架悬臂的长度L1＝500mm，计算支架的

抗弯截面系数W：

[0049]

[0050] S700、对充电盒等截面长度为L＝600mm的悬臂支架强度进行计算，得出支架的最

大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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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该支架的材料采用Q235，其屈服强度为235MPa，采用该支架材料的屈服强度除以

支架的最大应力，得出安全系数1.12，完成该支架的强度校核。

[0053] 某项目的两款不同长度的充电座支架分别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和本发明方法计算，

得到的支架强度如下表：

[0054]   有限元计算结果/(MPa) 本发明方法计算结果/(MPa)

L＝450mm 160.3 158

L＝550mm 198.7 194

[0055] 本方法利用有限元分析和材料力学计算相结合计算支架的强度，相比于有限元求

解，大大减小了计算时间。当支架的长度方向的结构更改时，只需输入相应的长度尺寸即

可，计算更为便捷。

[005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某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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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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