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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有限元前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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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ＣＡＥ分析的质量和效率，研究了国外流行的商业有限元前处理软件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
功能，并以轴承座为例重点说明了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软件中进行有限元分析前处理操作的步骤、注意事

项及结果文件的导出等问题，为有限元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研究表明，先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进
行有限元前处理，然后再将其生成的ｃＡＥ文件导入到ＡＮｓＹｓ软件中进行求解计算是可行的．此种
方法对ＣＡＥ工程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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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软件——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相结合的有限元分析计算
Ｏ

引

言

ＣＡＥ是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

方法，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工程分析计算的效率．

１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简介

就是基于现代计算力学的有限单元分析技术．众所周
知，在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时，前处理工作是一个重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是世界领先的针对有限元主流求解

要环节，前处理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精

器的高性能前后处理软件．它提供了交互化建模功

度和计算的规模．目前市面上广泛使用的有限元软

能和广泛的ＣＡＤ和ＣＡＥ软件接口，应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

件一ＡＮｓＹｓ的前处理功能比较烦琐，如果在ＡＮ．

可以进行快速有限元建模¨Ｊ．此外它还具有直观的

ｓＹｓ中完成有限元分析计算的前处理工作将相当耗

图形界面，多种输入输出转换器，可以帮助工程师大

时费力，对于结构复杂的三维实体更是如此．针对这

大提高工作效率．一般来说应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来进行

种情况本文提供了一种使用ＡＮｓＹＳ和专门ｃＡＥ前

有限元前处理的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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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简化处理，删除一些对结构分析只产生局部较
小影响的细节，如倒角、圆角、局部小孑Ｌ、退刀槽等．
删除这些较小的细节可以大大减小有限元分析的计
算量和求解时间，而不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精度．因
此可以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Ｇｅｏｍ页面中，通过ａｕｔｏ－
ｃｌｅａｎｕｐ，ｇｅｏｍ

ｃｌｅａｎｕｐ，ｄｅｆｅａｔｕｒｅ等菜单删除图２中

的位置１及位置２处的倒角特征．图３是删除细节

特征后的轴承座．

图１

２

有限元前处理流程图

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进行ＣＡＥ前处理
的准备工作
为了详细说明基于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有限元前处理

技术，本文以某一轴承座的静力分析为例，在Ｈｙ—
ｐｅｒＭｅｓｈ的ＡＮＳＹＳ模板中对其进行前处理．
２．１前处理模板的设置

图２

导入到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的轴承座几何模型

一般说来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进行ＣＡＥ前处理操
作，第一步就是设置求解器模板和建立分析对象的
几何模型．如果选择ＡＮｓＹｓ作为最终的求解计算软
件，则可通过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的ＴｏｏＬ／ｕｓｅｒ ｐｍｆ…选择

ＡＮｓＹＳ模板，此时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会自动添加ＡＮＳＹＳ
前处理所必须的一切信息．
２．２几何模型的创建及导入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几何造型功能比较弱，但是它却
提供了广泛的ＣＡＤ软件接口，故可以先在其他专门
的ＣＡＤ软件中建立分析对象的几何模型，然后再通
过一些中间格式（如ＩＧＥＳ、ＳｒＩ＇Ｌ、ＤｘＦ等）将在其他

图３删除细节特征后的轴承座

软件中的ＣＡＤ文件导入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来进行ＣＡＥ
建模．由于ＩＧＥＳ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中间格式，它

３设置材料参数及单元属性

主要用于在不同的ＣＡＤ和ＣＡＥ系统之间交换几何
模型，因此文章首先采用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４来建立轴

设置正确合理的材料参数和单元属性是进行

承座的几何模型，模型建好后将其另存为ＩＧＥｓ格

ｃＡＥ仿真分析的前提，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所有数据均

式，然后通过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任意页面下的ｆｉｌｅｓ／ｉｍｐｏｒｔ

可通过任意页面下的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来创建、存储和管

／ＧＥＯＭ／ＩＧＥＳ页面导人ＩＧＥＳ格式的轴承座．图２

理．设计人员可以通过任意页面中的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Ｈ∥ｃｒｅ－

是导入到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的轴承座几何模型．导入后，

ａ∥ｍａｔｓ来设置材料的弹性模量、泊松比和密度等参

模型全部变成由原来实体的外表面组成的闭合面，

数．由于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本身不存在量纲，因此在设置材

其尺寸大小及外表面几何特征信息无任何改变，导

料参数时应该注意单位的协调一致，所有参数尽量

人模型质量良好．

都采用国际标准单位．例如在结构分析中，如果长度

２．３几何模型的清理与简化

单位采用ｍ，时间单位采用ｓ，质量单位采用ｋｇ，力

由于有限元结构分析只是对真实情况的近似，

的单位采用Ｎ，压力、应力、弹性模量等的单位采用

因此在建立有限元建模时就应该对几何模型进行适

Ｐａ，则此时所有的计算单位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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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方便，只改变其中的个别量纲的单位，则计算

３７

．满足客户要求，如果还不能达到要求，则需对其再次

、

的结果就会出现错误．

进行修改，直到完全合格为止，

当设置完材料参数后，就可以通过任意页面下
的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ｃｒｅａｔ／ｃｏｍｐｓ为下一步要生成的网格

５施加边界条件

选择单元类型和材料属性了．
对有限元模型施加边界条件的原则就是：在反
４

网格划分

映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对力和载荷进行合理的简化．

在施加边界条件的过程中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４．１网格划分原则

综合考虑模型结构、分析目的、试验数据等因素∞Ｊ．

有限元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结构离散化，用有

例如在ＡＮＳＹＳ求解器中，对于螺栓连接的情况，如

限个容易分析的单元来表示复杂的对象，单元之间

果需要对它进行强度校核，除了螺栓孔以外，还需要

通过有限个节点相互连接，然后根据变形协调条件

模拟螺栓和它的接触，这时就需要对螺栓施加轴向

列出平衡方程综合求解口Ｊ．划分网格是建立有限元

及径向约束，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施加预紧力．但是，

模型的重要一环，理想的有限元网格应该是等边三

对于大型装配体，如果仅仅关心的是除螺栓外整个

角形、正方形、等边四面体和立方体等．由于分析对

模型的应力情况，这时就可以不用考虑螺栓的接触

象结构大多比较复杂，因此完全采用理想的单元对

及预紧力等情况，只要用刚性单元来代替螺栓就可

结构进行离散化是不可能的，但应该使实际单元形

以了．

态尽可能接近理想单元．此外在划分网格时还要考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Ｂｃｓ页面提供了多种施加边界条

虑到网格数量，网格疏密，单元阶次和网格质量等因

件的菜单，用户可以方便地施加约束、力、力矩、压力

素对计算精度和计算规模的影响旧Ｊ．

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直观地看出施加的载荷大小

４．２模型的网格划分

及方向．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的１Ｄ、２Ｄ及３Ｄ面板提供了多种交
互式建立映射网格和自由网格的方法．通过旋转、拉

６导出ＡＮＳＹＳ格式的有限元模型

伸、扫描、放样等命令来生成映射网格；也可以应用
其自动网格划分模块来生成自由网格，在划分自由

当检查确认ＣＡＥ模型及边界条件施加无误后，

网格的过程当中用户可以交互调整每一个曲面或边

就可以将其导出到指定的求解器进行求解了．如果

界的网格参数，包括单元密度，单元长度变化趋势，

在前处理开始阶段就已经加载好了求解器模板，则

网格划分算法，等等．

就可以直接通过任意页面下的ｆｉｌｅｓ／ｅｘｐｏｎ／，ＩＥＭ－

划分网格时一般要保证网格质量能达到某种指

ＰＩＡ’ｒＥ／ｗｒｉｔｅ

ａｓ来直接导出ＣＡＥ文件，此时的ＣＡＥ

标的要求，具体的网格质量衡量指标有细长比、锥度

文件就是求解器能够识别的文件；如果开始阶段加

比、内角、翘曲量、拉伸值、边节点位置偏差等Ｈ Ｊ．为

载的不是你想要的求解器模板，则可以先通过‰Ｌ／

了保证ｃＡＥ模型的质量，在使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划分网

ｕｓｅｒ

格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由二维网格生成三维网格之

属性及边界条件等依次进行更新Ｍ Ｊ，更新完成后就

ｅ１锄ｓ／２一ｄ菜单来检查

可以通过蠡ｌｅＳ／ｅｘｐＤ∥ＴＥＭＰＩＡＴＥ／删ｔｅ ａｓ将ＣＡＥ

前，要随时使用ＴｏｏＬ／ｃｈｅｃｋ

二维网格质量．对于检测到的形态不是很好的单元，

ｐｒｏｆ…更换求解器模板，然后将单元属性、材料

模型保存为求解器识别的文件格式了．

可以先对其保存，然后通过２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对于本文中使用的ＡＮＳＹＳ模板，其输出转换

来对质量差的单元进行优化处理，如果处理后仍有

器——ａｎｓｙｓ．ｔｐｌ能够将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生成的有限

少部分网格还不能达到质量要求，则可以通过２Ｄ

元数据文件直接转换成ＡＮＳＹＳ能够识别的半．ｉｎｐ

页面中ｅｄｉ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菜单中的工具对其进行手工局

或者木．ｄｂ文件．图４是由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导入到ＡＮ－

部调整．

ＳＹＳ中的轴承座有限元模型．该模型共有１９ ９７４个

４．３

ＣＡＥ模型清理

节点，１５ ６４８个单元．模型导入到ＡＮＳＹＳ前后，节点

当网格划分完成后必须再次对ｃＡＥ模型进行

和单元无任何变化，载荷及约束也无变化．这说明在

清理检查，删除一些在建模过程中绘制的辅助节点、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中建立的有限元模型能够很好地导入到

二维辅助面等几何模型．然后检查各单元质量是否

ＡＮＳＹ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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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够很好地导人到ＡＮＳＹｓ中进行求解计算，这种
将有限元前处理和求解过程分别放在不同的有限元
软件中进行处理的方法可以大大提高ＣＡＥ分析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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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试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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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Ｒｅｆｅ弛ｎｃ鼯）

集中，在下部形成一个回流区，即使加了弯管对疏导
水流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增大了水头损失，所

ｒｌ

１Ｊ

抽水站增容除险改造工程流道优化方案的数模计算

以效率不可能有显著提高．

分析，２００２．１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进出水流道各种改造方案
均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此，针对现状流道选用了

ｒＬ ２

１Ｊ

州，２００２．
ｒＬ ３ １Ｊ

３．８水力模型，水泵型号为２８００ＺＬＱ２７—３．经试验，
在主工况排涝设计扬程３．０ ｍ，流量２７ ｍ３／ｓ时装
置效率达到６０％以上，满足《泵站技术改造规程》的

２００５．
４

１ｊ

（１）对于象谏壁泵站这种进出水流道尺寸本来
就不富裕的双向流道泵站，增容改造且增容量较大
（１／３以上）时，如果不能彻底改造，仅对进出水流道
进行小改小动，对于提高泵站效率的作用是不大的．

万方数据

严登丰．泵站过流设施与截流闭锁装置［Ｍ］．北京：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

结语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镇江分局．湖西引排谏壁抽
水站除险增容改造工程水力参数测试成果报告［Ｒ］．

规定．
４

扬州大学江苏省水利动力工程重点实验室．谏壁抽水
站综合技术改造水泵装置模型试验研究报告［Ｒ］．扬

４种水力模型进行了装置模型试验，综合其性能和
工程实绩等比较并经专家论证，最终采用３５０ｚＭＢ．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西引排谏壁

ｒ｝Ｌ １ｊ
６

７

张进国，刘海清，梁兴，等．湖南苏家吉泵站进水流
道流态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６）：１９—２２．
陆林广，祝婕，冷豫，等．泵站进水流道模型水力
损失测试［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４）：１４一１７．
陆亦林，冷豫，吴开平，等．泵站进水流道内部流态
模型试验方法研究［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３）：１７—
１９．

（责任编辑侯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