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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客車具有高乘載之能力的公路交通工具，倘若發生重大事故，其乘員損傷將極為嚴重

性。大客車於事故發生翻覆時，損壞常發生於結構焊接處，為了乘員之安全，在進行大客車上

層結構設計時應考量焊接對翻覆強度之影響，已往數值分析時，焊接處多以理想化之共點接合

方式處理，並無考慮實際焊接效應而與實際狀況不符。 

  本文以大客車之翻覆強度為研究對象，採用非線性軟體 LS-DYNA 為分析工具。採用填角

焊與對接之焊接失效準則，並比較理想化共點方式與考量焊接效應之數值模擬結果之差異，此

外，依據歐規 ECE R66 建立大客車整車翻覆等效認證方法之數值模擬環境，並以歐洲某型大客

車為研究對象進行共點與考慮焊接失效之影響，並驗核是否滿足歐規 ECE R66 之要求，結果顯

示理想化之共點接合有限單元模型，其結構能量之傳遞持續性較佳，而考慮焊接效應之有限單

元模型由於考量失效準則，其力學行為與實際狀況較接近。本文所建立之大客車翻覆等效數值

認證方法，由於考量焊接失效，較符合實際之狀況，應能提供大客車車廠製造設計之使用。 

關鍵詞：大客車，翻覆，ECE R66，填角焊，對接，LS-DYN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 Rollover Test on an Intact Bus as 

an Equivalent Approval Method 
 

CHO-CHUNG LIANG1 and HUNG-WEI HO2 

1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Da-Yeh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Da-Yeh University 

No. 168, University Rd., Dacun, Changhua, Taiwan 51591, R.O.C. 

 

ABSTRACT 
     Buses have a high transportation loading capacity on the road.  When a major accident occurs, 

the passengers can be seriously injured.  In a bus rollover accident, the damage usually occurs in a 

weld zone.  For passenger safety, the design of the superstructure of a bus should particularly 

consider weld zones due to the strength of a bus rollover accident.  In previous numerical analyses, 

the weld zones were often idealistically assembled in a concurrent way; however, those analyses did 

not account for the effects of welding.  Approval for rollover crashworthines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number 66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E R66), is a requirement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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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registered coaches and buses sold in Taiwan.  This regulation requires that a minimum 

passenger survival space be met during a rollover.  Since rollover tests with real vehicle structures 

are costly, computer-aided crash simulation, which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efficient and affordable, 

will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pproval for crashworthiness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research adopted an equivalent approval method for computer simulation of an ECE R66 

rollover test on a complete vehicle and coupled it with the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LS-DYNA to study the rollover strength of a double-deck bus, for which both ductility and brittleness 

failures of Spot and Butt welds were considered.  In LS-DYNA the capacity of a weld is based on 

rigid body dynamics, wherein each weld is defined by a set of nodal points which move rigidly with 

six degrees of freedom until the failure criteria are satisfi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of an extrusion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a bus frame showed a model which considered that the welding 

effects are better than an idealistic assembly in a joint manner.  The welds at the bottom of the 

vehicle did not fail; moreover,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matched.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ith ideal joints continuously absorbed energy during the 

rollover because the joints, being stiffer, did not fail.  When considering the welding effec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ailure criteria, the behavior of the bus in the simulation was much closer to the 

behavior of an actual vehicle.  This report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bus manufacturers in both the 

design process and simulation. 

Key Words: bus, rollover, ECE R66, spot weld, butt weld, LS-DYNA 

 

一、緒論 

  世界各國為了改善交通堵塞的情形、減少空氣污染、節

約能源等問題，大力提倡人民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大客車

具有高乘載的能力以及符合郊區交通便利性的需求，根據台

灣交通部統計，民國九十五年臺灣地區大眾運輸客運量達十

五億五千九百九十三萬人，其中大客車客運人數高達十億七

百萬人次，並不亞於臺灣鐵路局與台北捷運公司之總運載

量，各項資訊顯示著大客車為目前最主要之大眾交通運輸工

具之一。且大客車搭載人數遠超過一般小客車，倘若發生事

故時，其乘員之損傷情形將十分嚴重，因此更應對於大客車

結構進行安全性等相關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目前國內大客車

車體製造廠大部分向國外原裝製造商購買底盤，於國內組

裝，在無結構設計、製造標準與品質管制之上，且無嚴格結

構安全檢測項目把關，以及大客車業者利用裝設高級座椅與

視聽設備吸引乘客，造成過於濫用上層空間使得車輛重心提

高之現象，導致所生產組裝之車輛安全性為一大隱憂。 

  目前政府也積極擬訂符合國內民俗風情之法規。大客車

車身結構安全法規，最具指標性者為歐洲經濟委員會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E [25]）之 ECE R66

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Strength of Superstructure）及美

國聯邦機動車輛安全標準（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 FMVSS [19]）之 FMVSS 220 校車翻覆防護法規

（School Bus Rollover Protection），針對大客車結構強度檢

測標準最為詳盡，國內將依據參考歐洲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

法規 ECE R66，制定符合本國民俗風情之強度法規，原因在

於該法規針對本國國情造成傷亡之車禍肇事類型－翻覆，納

入車體上層結構強度之檢測考量，即將於近期內實施，對於

民眾乘車安全，將會有更完善的保障。本文藉由了解歐洲

ECE R66 法規之精神，建立等效認證方法之大客車翻覆數值

模擬環境，探討大客車上層結構是否有效吸收翻覆時，結構

接觸地面之撞擊力，因此建立結構焊接處破壞分析之能量亦

為大客車未來研究之重點。 

  本文探討大客車結構之翻覆強度研究，相關研究文獻概

述如下： 

（一）依據法規進行大客車翻覆模擬 

  1997 年，Roca 等人 [21] 模擬大客車翻覆時，車身邊

柱遭受撞擊變形彎曲情況，利用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ABAQUS，依據歐洲 ECE R66 規定進行試驗，並探討大客

車結構之強度。1998 年，Matolcsy 等人 [18] 針對大客車不

同高度車型影響翻覆動能和位能之關係，計算大客車翻覆時

結構接觸地面之撞擊能量。1998 年，Vincze [26] 研究對象

為大客車，依據歐洲 ECE R66 之四個試驗方式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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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數值計算為最節省成本和時間，比對數值模擬和實車

試驗之數據相近但仍有些微之差距。2000 年，Anderson 等 

[11] 針對大客車骨架結構，利用擬靜態測試，對窗戶旁與

車頂結構強度進行測試；並依據 ECE R66 之規定，以實車

翻覆測試和 LS-DYNA 數值模擬試驗互做比對，比較兩者間

窗戶旁柱子之變形量，評估 LS-DYNA 軟體之適用性。2004

年，Castejon 等 [12] 利用複合材質打造大客車之上層結

構，使上層結構重量大幅減輕，車身重心因而下降，有利於

降低歐規 ECE R66 翻覆測試結構接觸地面時所產生撞擊之

能量，並改善減少車體結構受到翻覆時慣性重心位能之能

量。2004 年，Schwartz 等 [23] 利用 LS-DYNA 有限元素分

析方法，依據歐洲法規 ECE R66 模擬大客車鐘擺測試，探

討彈性與剛性底盤設置差異對車體位移之差異，並比較底盤

固定式與懸吊式總能、內能、接觸能、動能之應力值。2004

年，吳昌明 [2] 依據歐洲 ECE R66 之規定，應用有限元素

分析軟體 LS-DYNA 裡，利用 Beam 元素建立中型大客車之

車身段與整車有限元素模型，探討其變形量、能量吸收、力

量傳遞及動態反應行為。2004 年，梁卓中等人 [7] 針對大

客車以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LS-DYNA 進行車身段翻覆碰撞

試驗之數值模擬，進行某簡易車身段動態翻覆分析與驗証比

較，研究簡易車身段受翻覆碰撞試驗後之側向位移是否符合

法規 ECE R66 規定，並探討車身段結構之各部位之等效塑

性應變與碰撞過程中能量反應情況。2004 年，梁卓中等人 

[8] 將大客車為研究對象，以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LS-DYNA

進行車身段擺錘碰撞試驗之數值模擬，研究某簡易車身段受

擺錘碰撞試驗後之側向位移是否符合法規 ECE R66 規定，

並探討車身段結構之各部位之等效塑性應變與碰撞過程中

能量反應情況。2004 年，梁卓中等人 [9] 依據美國聯邦機

動車輛安全法規 FMVSS 220 之規定，利用有限元素分析軟

體 LS-DYNA 進行某大客車車頂受擠壓之分析，研究某大客

車車體經過車頂擠壓試驗後之變形、位移等動態反應。2005

年，梁卓中等人 [10] 針對大客車門窗開口對車體骨架強度

之影響性作探討，先依歐規 ECE R66 建立大客車車身段與

整車翻覆碰撞之數值模擬程序，再以整車翻覆碰撞之數值模

擬方法，探討門窗開口對車體骨架強度之影響。2006 年，

張瑞宏 [6] 針對國內外大客車結構強度法規進行研究，探

討歐規 ECE R66 與美規 FMVSS 220 兩者之差異性，藉由兩

國依據不同之民俗風情所訂定法規之精神，做為國內推動大

客車結構強度法規之參考；另一方面參考航空器、船舶、車

輛等交通工具之補強結構，建立大客車骨架補強型式之資料

庫架構，將車體骨架之弱點加上補強結構夠進行局部分析，

以期望建立較佳之補強結構形式。2006 年，Park 等人 [20] 

利用 LS-DYNA 3D 有限元素分析方法，符合歐洲 ECE R66

大客車車身段翻覆規範建立大客車翻覆環境，並針對大客車

模型樑元素、殼元素、利用樑元素改變窗戶邊柱連結之部位

實施非線性諧振，比較這三者模型所吸收能量與應變之差異

性。 

（二）大客車車體結構分析與設計 

  1999 年，范志銘 [5] 針對國內車身大造業的現況，可

以顯示出，目前國內的打造業者的打造技術水準，雖已達到

一定之水準，但是在牽涉到結構設計變更的問題之時，國內

的打造業者便顯得手足無措，常以經驗法則來解決變更的問

題，更遑論作更進一步的結構設計。車輛傾斜穩定度的檢測

降低車輛翻覆的機率，但並不保證車輛翻覆之後，是否會因

為車輛結構的問題導致成員的傷亡。因為要通過傾斜穩定度

的法規，車輛有可能作到輕量化的設計，上層材料重量減輕

已達到車輛重心下移的趨勢，但是卻無法得知上層輕量化設

計在車輛翻覆時，能否確實的保護車輛乘員的安全。2006

年，Lin 等人 [15] 依據 ECE R66 大客車翻覆法規，探討大

客車車身段翻覆之測試與研究，使用簡化樑元素模型進行翻

覆之響應模態與優化分析，並考慮測試與分析之結果差異，

以局部結構厚度改變優化設計車體，藉此提高車體剛性，降

低大客車翻覆時結構之變形量。2007 年，邱筱婷 [3] 針對

大客車骨架結構補強型式之設計與研究，依照車身結構部位

分類，依據大車骨架擠壓試驗方法，進行結構補強型式之強

度分析與驗證，歸納出最大效益的補強型式，再將置於車身

模型，利用歐規 ECE R66 法規之翻覆測試條件，探討大客

車骨架結構補強型式對於整車結構變形的影響。  

（三）大客車結構焊接構件分析 

  2000 年，Savaidis 等 [22] 使用有限元素法計算大客車

骨架結構焊接之熱應力分析與彎曲及拉伸之疲勞測試，針對

不同之骨架搭接型式進行多種補強方法，將大客車之結構依

車體不同區域進行分類。2001 年，Zhang 等 [28] 利用

ANSYS 有限元素分析軟體，探討焊接結構之疲勞壽命最佳

化研究，在焊點上使用傘型的網格劃分，進行 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之模擬，使用點焊與環形焊

接兩案例進行分析。2001 年，Dong 等 [14] 定義等效平衡

之結構應力（equilibrium-equivalent structure stress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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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計算焊接端的結構應力值。焊接端即為應力集中的地

方，無法用有限元素軟體計算出確切的應力值，利用應力-

壽命曲線，觀察結構承受之循環負荷歷程，可有效求得焊接

端的真實結構應力，並不因為有限元素分析時，所取網格之

大小，而影響焊接趾端（toe）外所求之應力值。2003 年，

Xu 等 [26] 將焊接之有限元素模型簡易化計算，實際車輛

結構上有著數量龐大之焊點，通常在模型分析實例中並不會

針對焊點詳細情形進行分析，而是建立一個簡化的接合模

型，焊點以三維的有限元素網格模型建構，此模型必須要能

適當的模擬出接點的負載、應力或是位移量，當簡化的接點

模型與網格建構精確度足夠之後，則可以得知張力、扭力、

非平面彎曲之分析數據。2006 年，周荻翔等人 [4] 使用美

國焊接學會 AWS D8.8 結構規範，針對大客車建立結構製造

作業及安全性檢驗之規範，提供完善焊接作業標準程序，擬

定最低焊道品質要求。2007 年，Topkay 等 [24] 依據美國

鋼結構協會抗拉強度設計與容許應力設計規範，利用

ANSYS 有限元素分析方法，針對角板剪力塊焊道長寬度不

同與焊接形式，詳述抵抗拉力剪力應力應變的關係，且分析

實驗比對模擬差異，發現極限抗拉強度設計與容許應力設計

二種規範提供比較保守的設計，其中 AISC-ASD 極限抗拉

強度方式在此研究結構設計上被為推薦。2007 年，Deng 等 

[13] 利用 ABAQUS 有限元素分析方法，探討實驗與模擬之

間填角焊厚度對焊接變形之影響，並在此實驗中量測受焊構

件表面與底面溫度與橈度變化關係，觀察厚度的改變影響斷

面收縮的狀況，在此項研究中，發現當厚度增加的時候橫向

收縮的情形會減少，而沿著焊接邊緣下平面幾乎不會影響收

縮。 

  由前述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外對於大客車結構之相關性

研究相當廣泛，雖有文獻致力於結構焊接強度之研究，但目

前並未發現針對考慮焊接問題之大客車結構強度之研究，此

外，為因應歐洲 ECE R66 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所擬

定之國內大客車車身結構強度法規即將實施，考量整車翻覆

試驗相當費時與成本昂貴，故建立大客車翻覆等效認證方法

之數值模擬環境來進行研究，應為十分重要之課題。本文以

大客車結構為研究對象，利用 LS-DYNA 數值模擬軟體進行

結構分析，考量焊接失效準則應用於整車模型中，利用歐洲

ECE R66 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之翻覆測試條件，來建立

有限元素模擬環境，探討大客車各部位焊接失效對於整車結

構強度之影響。研究結果期能提供大客車車體製造廠未來設

計之參考。 

 

二、歐洲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ECE R66 

  歐洲 ECE R66 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發展起始於

西元 1975 年，由於初期歐洲國家對大客車並無車身結構安

全之概念，故當時法規僅對車身結構及穩定性來訂定，直至

1976 年英國發生傷亡慘重之大客車翻覆意外，引起英國政

府意識到大客車結構安全之重要性。因此，英國著手參與匈

牙利籌備 ECE R66 法規制定，經過十餘年蒐集車禍之研究

及實驗測試，於 1986 年由歐洲經濟委員會（ECE）頒布第

一版之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 ECE R66.00 版，發展至

今，2006 年 2 月再次頒布 ECE R66.01 版之大客車上層結構

強度法規，對於大客車強度相關檢測作了明確的訂定及修

正，並根據法規目的，制定認證方式與定義專有名詞以及結

構各部位之示意。 

（一）歐洲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ECE R66 

  歐規 ECE R66 主要分為基本（實驗）認證法（The basic 

approval method）、等效認證法（An equivalent approval 

method）二項。認證方法分為五種，其中僅有整車（實驗）

翻覆測試（rollover test as the basic approval method）屬於基

本（實驗）認證，而等效認證包括車身段（實驗）翻覆測試

（rollover test using body sections）、擬靜態車身段負載測試

（quasi-static loading test of body sections）、結構元件測試之

擬靜態計算（quasi-static calculation based on testing of 

components）、電腦模擬整車翻覆測試（computer simulation 

of rollover test on complete vehicle），如圖 1 所示。ECR R66

法規之目的為檢測大客車上層結構之強度，其適用範圍為除

駕駛者和車掌外，搭載座位及站立乘客 22 人以上之大客

車，以確保骨架未侵入乘員安全空間（residual space），每

一型式之車輛應依據製造廠意願選擇前述之任一種方法，或

根據主管機關認可之替代方法進行確認。其中翻覆試驗方

法，於測試開始至結束之過程中，其車體結構均需符合 ECE 

R66－不得侵入安全空間之規定。 

（二）大客車乘員安全空間 

  歐規 ECE R66 設置翻覆測試之主要精神在於防止大客

車於翻覆事故中，車身骨架結構侵入乘客乘坐空間而造成乘

員傷亡。因此法規規範乘員安全空間，以檢測大客車於翻覆

測試中，侵入乘員空間之情形，用以判斷骨架結構是否足夠

之強度抵抗外力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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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客車整車翻覆測試示意圖，如圖 2 所示，大客車橫向

安全空間規範如圖 3(a) 所示 [1]，座椅參考點（SR 點）位

於椅背之前緣處，距離地板高度為 500 mm，距離內側牆面

150 mm，若車輛兩側之地板非水平面，則座椅參考點（SR

點）高度將不相同，將隨著台階之高度而提高座椅參考點 

（SR 點）之位置如圖 3(b) 所示 [19]。 

  大客車縱向安全空間如圖 4 所示 [25]，車輛前排駕駛

座位之安全空間為其座椅參考點（SR 點）前方 600 mm 之垂

直平面，最後排座椅之安全空間為其座椅參考點（SR 點）

後方 200 mm 之垂直平面，若後方牆面小於 200 mm，則以

牆面為垂直平面。 

 

 
 

圖 2. 大客車整車翻覆測試示意圖 

 

 
 

圖 3. 大客車乘員安全之橫向示意圖 

 

（三）整車翻覆測試之數值模擬 

  由於有限元素等數值模擬軟體之快速發展，業者在車體

設計之初，可有效減少實驗次數，與降低大量資本，因此在

ECE R66 法規中已納入電腦模擬整車翻覆測試，作為等效認

證方法之一，本文採用此等效法之程序應用非線性軟體

LS-DYNA 進行大客車翻覆結構強度方析，ECE R66 法規對

數值模擬之要求如下： 

1. 利用電腦所建構之有限元素模型不需為完成車，但其空

車重量、重心高度、與重量分佈應可代表製造商之生產

車輛；模擬程式應表現車輛之翻覆臨界位置與初次觸地

位置，並執行到達到最大變形量為止。 

2. 車輛置於離地面高 800 mm ± 20 mm 之單側翻覆平台

上，翻轉軸與翻覆溝槽之牆面最大距離為 100 mm，與翻

 
 

圖 1. 歐規 ECE R66 法規之驗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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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平台之高度最大距離為 100 mm，如圖 2 所示 [25]。 

3. 輪胎檔塊高度應不大於車輛翻覆側之輪胎胎壁表面三分

之二，如圖 5 所示 [25]，其尺寸應為：寬 20 mm、邊緣 

半徑 10 mm、長度至少 500 mm，旋轉軸上之輪胎檔塊需

與車輛縱向中心面（vertical longitudinal centre plane, 

VLCP）平行。 

4. 翻覆側可由製造商指定，以每秒不超過 0.087 rad/sec 之

角速度進行翻覆，並能計算出各階段演進時間下能量平

衡之能量組成元素，在演算過程中非實質能量元素導入

（如沙漏能、內部滑動能）應不超過總能量之 5%。 

5. 模擬程式應能表現上層結構之內部幾何構型，並能標示

安全空間之範圍，若在模擬翻覆之過程中，骨架侵入安

全空間則判定未通過檢測。 

  大客車整車模擬翻覆之數值模擬流程圖，如圖 6 所示。 

 

三、LS-DYNA 理論基礎 

  大客車在碰撞過程中會產生幾何非線性、材料非線性、

以及複雜的接觸問題，而大客車翻覆為瞬時動態碰撞，在求

解過程中，以時間的物理量為基礎，必須將整個時間域分許

多割時段，藉此獲得時間變數的解，故使用顯性積分法進行

求解，而 LS-DYNA 擁有龐大的材料和元素資料庫，且由於

能夠提供多種的接觸模式，可以準確模擬複雜車輛碰撞問

題。LS-DYNA 有限元素結構分析軟體不僅可提供顯性演算 

 

 
 

圖 4. 大客車乘員安全空間之縱向示意圖 

 

 
 

圖 5. 翻覆平台輪胎之止滑塊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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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整車翻覆之等效認證數值模擬流程圖 

 

法（explicit method）演算核心計算短時間之暫態行為，亦

可提供隱性演算法（implicit method）演算核心計算穩態力

學行為。此外 LS-DYNA 可針對不同的作業系統（Unix, 

Linux, Windows 2000）進行平行處理運算，包含 MPP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SMP（share memory parallel）

能大幅縮短分析時程。故本文採用 LS-DYNA 有限元素分析

軟體進行分析研究之工具。 

  LS-DYNA 最早由 J. O. Hallquist 博士於 1976 年在美國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tory 開發此套軟體，早期

研究主要在於計算結構物受衝擊負荷時之應力分析。而後

Hallquist 博 士 成 立 了 Livermore Software Technology 

Corporation（LSTC），經歷年之發展，LS-DYNA 強大功能

廣為世界各地使用者所認同，也是世界公認卓越之求解核

心。LS-DYNA 目前廣泛應用於汽車工業、航太工業、製造

業、建築業、國防工業等，可用於落下及衝擊模擬、爆破問

題、震動問題、土木結構分析、包裝材料結構設計、鈑金成

型分析、流場分析及其他電子機構元件結構分析。故本文乃

採用 LS-DYNA 有限元素分析軟體為模擬大客車翻覆碰撞

之工具進行本文之研究工作。 

（一）大客車翻覆之數值分析理論 

1. 運動方程式 

  LS-DYNA 軟體將實際的物理系統數學模型化，得到偏

微分方程式、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予以求解。在標準的有限

元素法中，空間與時間的離散是分開的，首先，偏微分方程

式藉由積分轉換得到二階常微分方程式加上起始條件的離

散化系統，再由逐步的時間積分而求得近似解。 

  連體之運動以質量、動量及能量等三大守恆方程式加以

描述，其表示法有 Lagrangian、Eulerian、ALE 三種描述方

式，但尚不足求解車輛碰撞之動態問題，因其變數比方程式

多如材料應力應變關係、應變率效應、工作硬化、邊界條件

等，故尚須針對材料組構關係以及運動方程式，如此才能求

解。而 Lagrangian、Eulerian、ALE 三種描述法之差異性，

以下將採一個 2D 的長方形變形為範例解說如圖 7 所示。 

（1） Lagrange 描述法：拉格朗日描述法，空間網格的節點

與假想之材料點一致，即網格變形，材料也隨著網格

變形，如圖 7 中 A 所示 [16]。此描述法優點為物體之

邊界和元素邊界一致，且邊界較易被描述，可以定義

出較複雜之邊界，具有追蹤一個質點隨時間歷程變化

之能力。一般分析固體力學問題多採用此種方法 

（2） Euler 描述法：歐拉描述法，如圖 7 中 B 所示 [16]，

有兩層網格重疊在一起，一為空間網格固定於空間不

動，另一則附著於材料上（如 A 之描述方式）隨材料

在固定的空間網格中流動，之後 Lagrange 元素的變形

量被映射或輸送回到固定的空間網格中，固定於空間

之網格不會移動和變形，相當於材料於網格中流動，

從而可以處理流體流動等問題。 

（3） ALE 描述法：任意拉格朗日歐拉描述法，與 Euler 描

述法類似，如圖 7 中 C 所示 [16]，有兩層網格重疊在

一起，但空間網格可以在空間任意運動，其餘與 Euler

描述法相同，有物質的輸送在兩層網格中發生。該法

可處理整個物體有空間之大位移，並且本身有大變形

之問題。本文的觀察重點在於車體結構於正常情況下

翻覆之變形、位移及受力過程，因此將不另設定 Euler

或 ALE，如此 LS-DYNA 即自動以 Lagrangian 描述法

去描述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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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積分（time integration） 

  一般時間積分可歸納為隱性（implicit）積分法和顯性

（explicit）積分法。隱性積分法是一種無條件式穩定，即使 

時間步幅很大亦會穩定，但在時間增量很小時，會忽略一些

暫態反應，因此隱性積分法通常用在處理靜力問題、低頻動

力問題及特徵值分析，而撞擊行為屬於瞬時、短暫、動態之

力學問題，故較不適用於碰撞問題。顯性積分法是一種有條

件式穩定，須採用很小之時間步幅才會穩定，且在處理非線

性疊代解法（iterative method）過程中，可避免非線性數值

解之收斂問題，因此對於暫態有限元素問題，宜採用顯性積

分法較妥。此法雖然須採用較小之時間步幅，需花費較多之

數值計算時間，但通常處理此類問題本身，其時間較短暫，

故可採用更小之時間步幅來進行求解，如撞擊、貫穿和爆炸

等問題。本文之研究問題為瞬時、短暫、動態之翻覆碰撞問

題，因此採用 LS-DYNA 程式之顯性積分法進行求解。 

（二）LS-DYNA 程式之數值分析技巧 

  LS-DYNA 包含前處理、主程式處理、後處理三大部分，

其中以 FEMB（finite element builder）為前處理器，LS-post

為後處理器，另以 LS-DYNA 主程式為計算單元（solver），

圖 8 [16, 17] 為 LS-DYNA 數值分析之流程。以下為程式系

統之前、後處理器及計算單元之說明。 

1. 前處理器 

  本文採用 FEMB 為前處理器，利用此軟體進行大客車

骨架、翻覆平台、骨架結構補強型式、骨架擠壓試驗情境及

外在環境等幾何之建立與修改、網格劃分與修改、材料性質

及元素屬性之設定、邊界條件之定義及設定大客車翻覆碰撞

後之動態反應分析資料之輸出（如能量吸收、變形量、速度、

加速度、作用力等），將此輸出檔由 LS-DYNA 計算單元進

行分析。在幾何部份，FEMB 也提供與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或其他繪圖軟體（如 Pro/E、SolidWorks、IDEAS

等）資料進行連結和轉換之工作。以下為前處理之應用： 

（1） 網格切割：本文所使用之有限元素模型之網格切割採

用面切割，面切割是依幾何面之構型進行網格切割，

可一次進行多面切割，選擇欲進行網格切割之物件，

給予網格大小及相關之網格品質設定，系統即自動快

速的產生網格。於完成網格切割後，必須檢查節點是

否有重復，應使用最小誤差值將重複之節點共點，避

免產生後續設定問題。LS-DYNA 運算時間長短和網

格品質有相當程度之關係，因網格大小是限制時間增

量之主因，程式會以各元素網格的大小計算時間增量

並取最小值，若網格過小，運算時間將大幅增加，反

之，若網格過大，在元素網格變形量太大或嚴重扭曲

時，常造成數值誤差或負體積（negative volumn）及

不穩定，最後使得程式產生計算錯誤而中止運算，為

避免以上問題，可依撞擊區和非撞擊區進行於網格之

切割，以小客車為例，發生撞擊區之網格大小 10 至

15 mm，非撞擊區之網格大小可擴大至 25 mm 左右，

此外，三角形之格網數目不能超過總網格數之 10%。

而本文所建之大客車全車與車身段骨架有限元素模

型，使用之網格大小約在 20 mm 之間；大客車骨架構

件則採用 10 mm 之網格尺寸建立其有限元素模型。 

（2） 材料模式選擇：目前 FEMB 程式提供超過 150 種材料

模式，包含勁度體、彈性體、彈塑性體、黏彈性體、

橡膠、複合材料、玻璃、土壤等，除了程式所提供之 

材料，也可自行定義材料，並可考慮材料失效、破壞、

與溫度相關、與應變率相關等性質，可由使用者依問

 
 

圖 7. Lagrange、Euler、ALE 描述法之構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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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分析之需求來選用適合之材料。本文所採用之材料

如下： 

 彈塑性材料：用於模擬大客車之骨架、蒙皮及大客

車擠壓結構，本文所使用之大客車骨架皆使用

SGC400 之鋼材；蒙皮與其他板件結構使用低碳鋼

之材料參數進行設定。 

 勁度材料：用於骨架擠壓試驗之固定座、油壓缸、

油壓桿、旋轉接頭、模擬 ECE R66 翻覆測試之旋轉

平台、防止側滑之止滑塊，主要用於模擬於分析過

程中假設無變形之區域。 

 彈性材料：用於模擬車軸、輪胎等不考慮其變形之

結構。 

（3） 元素選擇：FEMB 程式中，元素包含樑元素（beam）、

殼元素（shell）、厚殼元素（thick shell）、固體元素

（Solid）、彈簧阻尼元素（dampers and springs）、SPH

元素（smooth particle hydrodynamic）、安全帶元素

（seatbelts）等，以上每種元素亦含數種不同功能性質

可供選擇。本文採用之元素型式說明如下： 

 樑元素：本文採用之樑元素為 Hughes-Liu 樑元素

（如圖 9(a) 所示），由兩個節點所組成，第三點決

定樑元素之截面方向，每個節點有 3 個平移自由度

與 3 個旋轉自由度，適用於等向（isoproic）、彈性

（elastic）、彈塑性（elastic plastic）、線性黏彈性

（linear viscoelastic）、塑性動態（plastic kinematic）

材料，可進行靜態、瞬間動態、熱傳、挫曲等分析。

於本文中主要用於骨架擠壓試驗之油壓缸油壓桿

與大客車輪軸； 

 殼元素：本文採用之殼元素為 Belytschko-Tsay 殼元

素（如圖 9(b) 所示），每個元素由四個節點所構成，

每個節點有 3 個平移自由度與 3 個旋轉自由度，適

用於等向、正交異質性（orthotropic）、非等向性

（anisotropic）、彈性、彈塑性、線性黏彈性、塑性

動態材料，可進行靜態、瞬間動態、非線性靜態、

熱傳、挫曲等分析。於本文中主要用於模擬骨架擠

壓試驗之骨架構件、固定座、擠壓座與大客車整車

與車身段之骨架等； 

 
 

圖 8. LS-DYNA 數值模擬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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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樑元素 

 

 

(b) 薄殼元素 

 

 

(c) 固體元素 

 

圖 9. 有限單元之元素示意圖 
 

 固體元素：本文模擬 ECE R66 之測試平台、止滑塊

及骨架擠壓試驗之固定座與擠壓座等結構均採用

固體元素（如圖 9(c) 所示）。此固體元素由 8 個節

點組成一個元素，每個節點有 3 個平移自由度，適

用於等向、正交異質性、彈性、彈塑性材料，可進

行靜態、瞬間動態、非線性靜態、熱傳、挫曲等分

析。 

（4） 邊界條件設定：本文所使用之邊界條件有重力場之設

定、拘束翻覆平台其中一端僅有一個旋轉自由度，並

以指定位移（prescribed motion）控制 ECE R66 翻覆平

台之旋轉速度及骨架擠壓油壓缸 施加作用力於骨架

之行程。本文所運用之邊界條件之設定包含有施加集

中力、均佈力、重力等各種負載，及給定節點運動（速

度、加速度、位移）、節點約束，也可輸入速度、加速

度、單點力、壓力等初始條件。在邊界之自由度設定，

可限制節點平移（x, y, z 方向）及旋轉（xy, yz, zx）之

自由度。應用焊接束制失效推測點焊（spot）、填角焊

（Constrained_Generalized _Weld_Option）定義常用之

（fillet）、對接（butt）等一般焊接連接，定義塑性失

效、斷裂失效。依焊接的需要性選定焊接種類，設置

結構欲焊接位置各別二個對應之節點，組成一個 Node 

Set，對於物理上這種焊接關係需要一系列參數來加以

定義。大客車之引擎與其他如電瓶、油桶、冷卻水、

壓縮機等主零件皆以配重方式代表，將主要零件之重

量依據裝置部位將重量均佈負荷於車體大樑結構，加

入主要零件重量配置後，可使車輛重心更加準確。 

（5） 接觸面處理：LS-DYNA 主程式處理撞擊問題時，必

須設定接觸型式，此外，還須注意主從面問題，圖 10

為主從面示意圖。如不設定接觸型式，雖然 LS-DYNA

主程式仍可運算，但物件間將發生穿透行為，與實際

現象不符。選擇主從面時，主面之元素網格大小須較

從面大，以避免主面和從面間發生穿透現象，另外，

撞擊為複雜之大變形行為，物體本身也會因扭曲而接

觸，如圖 11 所示，因此必須考慮自身面接觸問題，其

次考慮主面與從面間之摩擦力，主從面間若無摩擦

力，撞擊時會產生滑動的現象，所以須定義主從面之

材料摩擦力係數，以符合實際撞擊行為。FEMB 支援

42 種以上的接觸演算法，包含有 Auto、Eroding、

Forming、Tiebreak、Sliding、Single、Constraint 等方

式，每種也有面對面、點對面、自身面接觸之設定，

可完整模擬真實碰撞及接觸情形。早期以有限元素分

析軟體進行模擬分析時，須對有接觸行為之構件逐一

設定接觸模式，而 Automatic-single-surface 模式，僅

須將有接觸行為之構件組成一個群族，配合此模式，

LS-DYNA 即會自動產生接觸行為，大幅節省設定時

間也可避免對某構件設定方式錯誤，而造成數值模擬 

 

 
 

圖 10. 主從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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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碰撞後自身面接觸示意圖 

 

之誤差。本文進行各部位骨架擠壓數值模擬分析時，

為獲得骨架受油壓缸擠壓所承受之施力，因此將擠壓

座設置為主面，骨架設置為從面。但處理大客車車身

段與整車翻覆測試等較複雜之碰撞行為時，則以

Automatic-single-surface 模式為主。 

（6） 時間步幅（time step）與收斂處理：LS-DYNA 採用的

顯性演算法是有條件穩定的，只有當時間步幅小於臨

界時間步幅才會穩定，一般若不設定時間步幅，程式

會自動依所有元素之最小值來決定臨界時間步幅。在

處理非線性疊代法（iterative method）過程中，採用顯

性演算法，目的是為了避免非線性數值解之收斂問

題。雖然顯性演算法採用較小之時間步幅，運算求解

時間較長，但因碰撞過程是屬於瞬時、短暫之問題，

故可採用較小之時間步幅來處理收斂。本文之所有數

值模擬皆採用軟體自行設定以求得最佳時間步幅。 

2. LS-DYNA 主程式處理器 

  LS-DYNA 主程式同時包含顯性演算法（ explicit 

method）及隱性演算法（implicit method）之求解核心技術，

若物理現象為瞬時、大變形、非線性之行為，如碰撞、落摔

等，此時須以顯性演算法進行求解。若所遭遇之問題屬於長

時間的外力荷重，如靜態施壓問題，此時須採用隱性演算法

求解之。 

  本文研究翻覆碰撞行為時，以顯性演算法進行計算求

解，使用之方程式含質量守恆、動量守恆、能量守恆、材料

組構關係式、運動方程式等。這些繁雜的計算透過有限元素

法來對時間域積分，再將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代入求解，而

得到大量的數據資料，包含有變形、速度、加速度、能量吸

收、撞擊力、應力、應變、壓力等在某一時間或整個歷程之

資料。 

3. 後處理器 

  LS-Post 為 LSTC 原廠所設計之後處理程式，可直接讀

取 LS-DYNA 計算後之各項結果，進行數值資料的彚整及二

次運算。使用者可直接於曲線圖中進行四則運算、微積分、

快速富利葉轉換、濾波…等；同時可顯示殼厚度、輸出各項

力學資料：應力、應變、塑性應變、位移、速度、加速度、

能量分佈及動態視覺呈現。對於碰撞過程之動態反應，可藉

以觀察碰撞過程中車體結構之變形及其應力之傳遞情形，適

合作為動態變化歷程的觀察與分析，並具有隱藏部分結構功

能，以突顯重要構件之動態反應，方便進行觀察研究。於後

處理部份，本文應用 LS-Post 之動態輸出觀察大客車翻覆碰

撞及骨架擠壓試驗過程之模擬，並探討結構焊接對於大客車

整車結構強度之影響。 

 

四、考慮焊接之大客車翻覆試驗之數值模擬分析 

  為觀察大客車骨架各部位焊接處變形及應力區域，對於

大客車整體結構強度影響之情形，本文將參考歐洲大客車上

層結構強度法規 ECE R66 之電腦模擬整車翻覆測試等效認

證方法，進行整車之翻覆測試數值模擬分析，透過數值模擬

分析，觀察大客車於翻覆過程中結構接頭處高應力區域，所

產生等效塑性應變區域，設置各部位焊接之接頭型式之整車

翻覆試驗之有限元素模型，完成翻覆模擬過程比較有無設置

焊接之接頭型式之侵入情形，其次以不同環肋結構焊接之大

客車整車翻覆試驗，是否獲得較佳改善，並符合 ECE R66

法規所規定骨架不得侵入安全空間之要求，並有效的抵抗翻

覆時接觸地面之撞擊能量。 

（一）大客車焊接失效準則 

  焊接能力在 LS-DYNA 根據剛體運動學以六個自由度

的節點束制定義失效標準。透過三種方式判別：延展失效透

有效塑性應變；斷裂失效按照受力之應力；以及透過指定失

效時間，焊接失效標準依據指定之數目、力量、輸入值等作

為判別。結構焊接處設置之有效塑性應變，代表結構焊接處

之最大變形量，當應變值超過應變參數，則判定焊接之制束

節點失效，本文首先將實際大客車骨架結構，利用

SOLIDWORKS 建立骨架結構之幾何模型，幾何模型建構完

成後，利用數值模擬軟體 LS-DYNA 將幾何模型元素劃分，

根據實際結構焊接處之接頭型式，各別設置填角焊（fillet）

及對接（butt），擇定二個結構欲制束之節點（如圖 12 所示）

組成一組 Node Set，焊接之制束力分佈則對應實際建構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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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結構焊接型式之設置節點約束 

 

之接頭形式，構成一個焊接 1D rigid bar（剛桿，如圖 13 所

示），並利用 LS-DYNA 塑性失效、斷裂失效定義焊接之元

素參數（如表 1 所示）設置如下： 

1. FILLET 填角焊 

EPSF：有效塑性應變失效； fail
p

ε 定義延性破壞 

SIGY： σf, 為應力斷裂失效 

BETA： β, 為斷裂失效參數 

L： L, 為填角焊之焊道長度（如圖 14 所示）

W： w, 為填角焊之有效角缘寬度（如圖 14

所示） 

A： a, 為填角焊腳長尺寸（如圖 14 所示）

ALPHA： α, 填角焊之角度（如圖 14 所示） 

2. BUTT 對接 

EPSF：有效塑性應變失效； fail
p

ε 定義延性破壞 

SIGY： σf, 為應力斷裂失效 

BETA： β, 為斷裂失效參數 

L： L, 為對接之焊道長度（如圖 15 所示） 

D： d, 對接之母材厚度（如圖 15 所示） 

LT： Lt, 對接之橫向長度（如圖 15 所示） 

其中 β，斷裂失效參數 

 

( ) ftnn σττσβ ≥++ 222 3  （1） 
 

 
 

圖 13. 1D rigid bar（剛桿） 

表 1. 填角焊、對接焊接參數設置表 

Variable Description FILLET BUTT 

EPSF Effective plastic strain at failure, 

ε
p
fail defines ductile failure. 

0.045 0.045

SIGY σf , stress at failure for brittle 
failure. 

367 MPa 367 MPa

BETA β, failure parameter for brittle 
failure. 

0.9 0.9

L L, length of fillet weld. 10 mm －

W w, width of flange. 2 mm －

A a, width of fillet weld. 3 mm

ALPHA α, width angle in degrees. 45° －

L L, length of butt weld. － 10 mm

D d, thickness of butt weld. － 2 mm

LT Lt，transverse length of butt weld. － 2 mm
 

 
L：焊道長度，W：角緣寬度 
a：焊角長度，α：填角焊之角 

 

圖 14. FILLET 填角焊設置焊接之相對位置 

 

 
L：焊道長度，d：母材度，Lt：對接橫向長度 

 

圖 15. BUTT 對接設置焊接之相對位置相對位置 

 

σn = 正向應力 

τn = 焊接之剪應力方向（local y） 

τt  = 剪應力正向於焊接（local z） 

σf = 破壞應力 

β = 失效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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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規 ECE R66 大客車翻覆試驗等效認證方法之數值 
模擬環境建構 

  依據歐洲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 ECE R66 之規範，

大客車翻覆平台之幾何位置如圖 5 所示，建立其大客車翻覆

試驗之數值模擬環境，建構流程如下： 

 1. 建立整車翻覆試驗之翻覆平台及防止大客車於翻覆過程

中產生側滑之止滑塊：翻覆平台與止滑塊分別由二十個

及十五個固體元素所組成，如圖 16 所示。 

 2. 應用邊界條件拘束翻覆平台一側之五個自由度，使平台

僅允許 X 方向的旋轉自由度； 

 3. 利用 prescribed motion使翻覆平台以 0.087 rad/sec 之角速

度繞著 X 方向軸旋轉運動； 

 4. 運用 constrained rigid bodies 使止滑塊能隨著翻覆平台一

起旋轉運動； 

 5. 使用 rigidwall planar建構離翻覆平台垂向距離 800 mm之

撞擊面，如圖 17 所示。 

整車翻覆試驗之數值模擬環境建構完成。歐規 ECE R66 大

客車翻覆等效認證方法之數值模擬測試流程如圖 6 所示。 

（三）大客車整車翻覆試驗之動態反應分析 

  以國外某型大客車整車骨架有限元素模型為數值分析

對象，建立共點方式以及考慮焊接效應之設置結構焊接接頭

型式之整車有限元素模型，依據歐規 ECE R66 之規定，建

立大客車翻覆等效認證之數值模擬分析環境，經翻覆試驗數

值模擬分析，比較有無設置焊接結構接頭型式之大客車骨架

侵入乘員安全空間之情形，並檢驗是否通過歐規 ECE R66

之規範。 

1. 大客車整車骨架有限元素模型建構 

  為觀察大客車實際翻覆之情形，首先以 LS-DYNA 之前

處理軟體 FEMB 建構大客車整車結構（含蒙皮與玻璃）之

有限元素模型，如圖 18 至圖 23 所示，大客車整車骨架模型

共由 14 個零件所構成，均以殼元素進行網格劃分，因殼元

素可模擬出屈曲（buckling）之現象。整車包含車身骨架、

底盤、蒙皮、玻璃、輪胎及車軸，網格劃分後計有 83,053 

 

 
 

圖 16. 翻覆平台及止滑塊有限元素模型 

 
 

圖 17. 大客車整車翻覆之數值模擬環境 

 

 
 

圖 18. 大客車整車骨架幾何圖 

 

 
 

圖 19. 大客車整車骨架之有限元素模型 

 

 
 

圖 20. 大客車車身骨架之有限元素模型 

 

 
 

圖 21. 大客車底盤之有限元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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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大客車整車之有限元素模型（含蒙皮、玻璃） 

 

 
 

圖 23. 整車翻覆試驗之數值模擬場景 

 

個節點及 116,576 個元素；元素的劃分影響分析精細度，但

大客車為大型組合構建在模擬後，觀察系統數值分析之沙漏

（hourglass energy）變化，如果沒超過內能（internal energy）

之 5%，計算結果有相當準確性。其各部位詳細之有限元素

模型資料如表 2 所示，其間採用之元素種類、厚度、材料性

質等均包含於如表 3 其中。建構有限元素模型中，影響不大 

之構件於本文中即予以簡化，如前述之輪軸及輪胎即以簡化

之方式建構。 

  完成大客車整車骨架有限元素模型之建構後，置入所建

構之大客車翻覆試驗之數值模擬環境，並於 LS-DYAN 主程

式進行運算前，將翻覆平台之傾斜角調整為 30 度以節省運

算時間，如圖 23 所示，再採用 automatic-single-surface 處理

車身結構與翻覆平台、止滑塊間之接觸；時間步幅大小由

LS-DYNA 主程式自動決定。 

2. 大客車整車翻覆數值模擬分析結果 

（1） 大客車整車翻覆採用理想化之共點數值模擬分析結果

－整車骨架變形分析：圖 24 為大客車整車骨架翻覆變

形歷程圖，當 t=0 秒，翻覆平台之傾斜角為 30 度。當

t=4.0 秒，整車骨架一端開始與翻覆平台分離。當 t=5.7

秒，整車骨架開始接觸地面。當 t=5.9 秒，整車骨架 

表 2. 大客車整車各部位之有限元素資料 

部位 元素型式 厚度 截面 

骨架 1 Shell 2mm 50x40 
骨架 2 Shell 2mm 60x40 
骨架 3 Shell 2mm 40x20 
骨架 4 Shell 2mm 30x30 
骨架 5 Shell 2mm 40x40 
骨架 6 Shell 2mm 40x40L 
底盤 1 Shell 4mm 110x90 ㄇ 

底盤 2 Shell 6mm 240x120 ㄇ 

底盤 3 Shell 6mm 300x120 ㄇ 

底盤 4 Shell 2mm 80x40 
底盤 5 Shell 2mm 40x40 
蒙皮 Shell 3mm - 
玻璃 Shell 15mm - 
輪軸 Shell 2mm - 
輪胎 Shell 20mm - 

翻覆平台 Solid - - 
止滑塊 Solid - - 

 

表 3. 大客車各部位材料性質 

材料參數 骨架 翻覆平台 止滑塊 蒙皮 玻璃 
質量密度 
(ton/mm3) 

7.83*10-9 7.83*10-9 7.83*10-9 2.8*10-9 2.5*10-9

楊氏係數 
(MPa) 

2.1*105 2.07*105 2.07*105 6.9*104 6.4*104

浦松比 0.28 0.28 0.28 0.33 0.24 
降伏強度 

(MPa) 
282 - - 103 138 

抗拉強度 
(MPa) 

376 - - 110 210 

 

車頂之結構發生嚴重變形，於節點 802058（如圖 25 (a) 

所示）處，骨架向內侵入之最大位移量為 433.69 mm，

且車架開始回彈；此時元素 773290（如圖 25(a) 所示） 

發生最大等效塑性應變為 6.74×10-2，等效應力為 402 

MPa。當 t=8.2 秒，回彈結束，骨架向內侵入之位移量

最後為 319.65 mm，整車骨架碰撞反應完成。當 t=10

秒，翻覆過程結束，等效塑性應變維持在 6.74×10-2，

等效應力為 245 MPa。圖 26 為大客車整車骨架翻覆變

形後，產生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分為 62 區域，其各部位

之最大等效塑性應變值如表 4 所示，其中發生最大等

效塑性應變者在區域 30（元素 1526674），其值為

7.28×10-2，其他產生變形部位之等效塑性應變如表 4，

由此表可得知於圖 26 中與地面接觸之車頂結構有較

大之等效塑性應變值，且這些區域為整車骨架結構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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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a) t = 0 sec，翻覆平台傾斜角 30 度 

地面

(b) t = 4.0 sec，大客車整車一端開始離開翻覆平台 

 
地面

(c) t = 5.7 sec，開始接觸地面 

地面

(d) t = 5.9 sec，碰撞結束，準備回彈 

地面

(e) t = 8.2 sec，碰撞反應完成 

地面

(f) t = 10 sec，大客車整車骨架翻覆結束 

 

圖 24. 大客車整車翻覆之動態反應圖 

 
 

 
(a) 共點型式 

 

 
(b) 考慮焊接之接頭型式 

 

圖 25. 翻覆過程中發生最大變形量之區段 

 

 

車頭 

左側 右側 

 
 

圖 26. 大客車整翻覆等效應變分佈圖－右側為翻覆撞擊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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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整車骨架變形嚴重部位之等效塑性應變值 

等效塑性應變值（應力值） 元素編號 
區域 共點數值模擬 考慮焊接效應數值模擬 

1 882429 3.16 x10-2（402MPa） 1.04 x10-2（330MPa）* 

2 900681 1.15 x10-2（382MPa） 7.95 x10-3（324MPa）* 

3 4714195 4.16 x10-2（364MPa） 5.26 x10-3（411MPa）* 

4 4714191 4.10 x10-2（365MPa） 2.71 x10-3（190MPa）* 

5 4714199 4.65 x10-2（378MPa） 3.51 x10-3（114MPa）* 

6 4714210 4.70 x10-2（395MPa） 1.37 x10-3（119MPa）* 

7 4714205 5.70 x10-2（401MPa） 2.06 x10-3（136MPa）* 

8 4750602 6.23 x10-2（403MPa） 4.50 x10-3（350MPa）* 

9 951053 1.12 x10-2（397MPa） 5.65 x10-3（360MPa）* 

10 883527 9.14 x10-3（338MPa） 3.15 x10-4（289MPa）* 

11 896121 4.03 x10-3（300MPa） 2.71 x10-4（220MPa） 

12 4714250 2.89 x10-2（391MPa） 2.51 x10-2（385MPa） 

13 4714262 2.65 x10-2（374MPa） 1.96 x10-2（342MPa） 

14 4714268 2.64 x10-2（379MPa） 2.16 x10-2（350MPa） 

15 4714272 2.75 x10-2（366MPa） 2.25 x10-2（347MPa） 

16 4714276 3.14 x10-2（373MPa） 2.73 x10-2（353MPa） 

17 971316 6.04 x10-3（279MPa） 2.91 x10-3（359MPa） 

車
頂
結
構 

18 942469 1.29 x10-3（392MPa） 4.30 x10-2（350MPa） 

19 769809 3.33 x10-3（229MPa） 2.91 x10-3（303MPa） 

20 1526581 4.58 x10-2（351MPa） 1.77 x10-2（298MPa）* 

21 858055 1.31 x10-2（336MPa） 9.09 x10-3（300MPa） 

22 1526594 2.49 x10-2（336MPa） 1.63 x10-2（360MPa） 

23 858103 1.17 x10-2（335MPa） 3.37x10-3（342MPa）* 

24 1526618 3.26 x10-2（378MPa） 1.55 x10-2（365MPa） 

25 858107 3.81 x10-3（319MPa） 2.21 x10-3（282MPa） 

26 1526332 1.64 x10-2（383MPa） 1.32 x10-2（361MPa） 

27 1526643 5.43 x10-2（391MPa） 8.26 x10-3（381MPa）* 

28 772821 8.28 x10-3（359MPa） 6.93 x10-3（371MPa） 

29 772881 6.26 x10-3（361MPa） 8.07 x10-3（365MPa） 

30 4749297 7.28 x10-2（402MPa） 1.39 x10-2（399MPa）* 

31 774039 5.96 x10-3（390MPa） 1.48 x10-2（392MPa）* 

32 770215 1.30 x10-3（406MPa） 1.30 x10-3（176MPa） 

33 1526564 4.38 x10-2（403MPa） 3.08 x10-2（317MPa） 

34 858062 5.18 x10-3（418MPa） 6.28 x10-3（306MPa） 

35 1526599 2.59 x10-2（391MPa） 2.76 x10-2（358MPa） 

36 858069 5.52 x10-3（418MPa） 5.56 x10-3（319MPa） 

37 1526624 2.34 x10-2（388MPa） 2.35 x10-2（341MPa） 

38 858088 1.92 x10-3（365MPa） 2.32 x10-3（271MPa） 

39 916218 3.87 x10-3（418MPa） 3.98 x10-3（280MPa） 

40 1526650 2.80 x10-2（400MPa） 2.64 x10-2（334MPa） 

41 773431 3.52 x10-3（404MPa） 3.29 x10-3（354MPa） 

42 773491 2.12 x10-2（372MPa） 1.97 x10-3（299MPa） 

43 1526684 3.50 x10-2（399MPa） 4.14 x10-2（361MPa） 

44 837510 8.11 x10-4（348MPa） 8.98 x10-4（263MPa） 

邊
柱
結
構 

45 774492 3.34 x10-3（359MPa） 5.72 x10-3（365MPa） 

46 770014 1.10 x10-2（376MPa） 1.81 x10-2（354MPa） 

47 4714155 2.61 x10-2（359MPa） 8.75 x10-3（361MPa）* 

48 4714134 1.83 x10-2（377MPa） 1.09 x10-3（357MPa）* 

底 
層 
結 
構 49 858108 2.16 x10-5（309MPa） 0（168MPa）* 
註：*焊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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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處，將來可針對這些區域進行設置焊接之接頭型

式，以更準確之結構焊接有效塑性應變值，使所得之

動態模擬結果越接近真實行為。 

（2） 大客車整車翻覆採用理想化之共點數值模擬分析結果

－法規驗核：根據歐規 ECE R66 之規定，大客車整車

骨架於翻覆過程中及結束後，其骨架變形均不得侵入

安全空間。由圖 24 之翻覆動態反應圖，可發現大客車

整車骨架變形已侵入安全空間，且於大客車後段部份

發生最大塑性變形，如圖 25(a) 所示，結構邊柱結構

則水平侵入 433.69 mm，使得骨架侵入安全空間故此

大客車整車骨架強度未達到歐規 ECE R66 之要求。 

（3） 考慮實際焊接情況之大客車整車翻覆之動態反應分析

－整車骨架變形分析：由前述若考慮結構焊接於大客

車各部位焊接之接頭型式於骨架，所得之動態反應行

為越接近真實行為，因此本文將應用於車頂結構、邊

柱結構、底層結構之焊接之接頭型式，設置於大客車 

整車骨架各部位，觀察其等效塑性應變之情形，並進

行整車翻覆等效認證方法之數值模擬分析，以骨架侵

入情形比較共點焊接對大客車結構勁度之影響。 

  本節將骨架擠壓所設置之焊接應用於整車有限元素模

型上：大客車整車骨架考慮焊接效應以殼元素建構之有限元

素模型於翻覆過程中產生等效塑性應變處如圖 26 圈選處，

其中發生最大等效塑性應變者為區域 18（元素 942469），其

值為 4.30×10-2，其他產生變形部位之等效塑性應變如表 4

所示。  

  圖 27 為大客車整車骨架翻覆變形歷程圖，當 t=0 秒，

翻覆平台之傾斜角為 30 度。當 t=4.0 秒，整車骨架一端開

始與翻覆平台分離。當 t=5.7 秒，整車骨架開始接觸地面。

當 t=5.9 秒，整車骨架之上層結構發生嚴重變形，於節點

802058（如圖 25 所示）處，骨架向內侵入之最大位移量為

498.17mm，且車架開始回彈；此時元素 1526674（如圖 25(b)

所示）處，發生最大等效塑性應變為 1.39×10-2，等效應力

為 399 MPa。當 t=8.2 秒，回彈結束，骨架向內侵入之位移

量最後為 178.12 mm，整車骨架碰撞反應完成。當 t=10 秒，

翻覆過程結束，等效塑性應變維持在 1.39×10-2，等效應力

為 238 MPa。 

（4） 考慮實際焊接情況之大客車整車翻覆之動態反應分析

－法規驗核：根據歐規 ECE R66 之規定，整車於翻覆

過程中及結束後，其骨架變形均不得侵入安全空間，

由圖 25(b) 所示可得知整車骨架變形侵入安全空間，

部分焊接之束制節點失效，骨架侵入情形更加顯著，

故此設置焊接之接頭型式之整車有限元素模型未達到

歐規 ECE R66 之要求。 

（四）結果與討論 

  從分析結果觀察來，結構接合採用共點方式與考慮焊接

方式對結構勁度影響，於翻覆過程中，侵入情形最嚴重區段

之車頂結構元素為 4750602，其等效應力與時間關係如圖 28

所示，邊柱結構元素 1526674 其等效應力與時間關係如   

圖 29 所示，底層結構元素 773290 其等效應力與時間關係如

圖 30 所示。觀察表 4 所示，雖然不是每一個焊接處都有發 

表 4. 整車骨架變形嚴重部位之等效塑性應變值（續） 

等效塑性應變值（應力值） 元素編號 
區域 共點數值模擬 考慮焊接效應數值模擬 

50 4714096 5.02 x10-2（376MPa） 2.70 x10-2（411MPa）* 

51 4726015 3.90 x10-2（407MPa） 2.34 x10-3（188MPa）* 

52 773290 6.74 x10-2（402MPa） 6.25 x10-3（400MPa）* 

53 774165 1.33 x10-2（398MPa） 1.27 x10-2（375MPa） 

54 770417 7.91 x10-3（363MPa） 1.10 x10-2（362MPa） 

55 4714150 3.76 x10-2（399MPa） 3.72 x10-2（352MPa） 

56 4714140 1.12 x10-2（369MPa） 1.06 x10-2（360MPa） 

57 4714111 3.88 x10-2（379MPa） 2.93 x10-2（359MPa） 

58 4714099 9.57 x10-3（343MPa） 1.00 x10-2（360MPa） 

59 4726020 1.23 x10-2（391MPa） 1.44 x10-2（365MPa） 

60 4726028 9.08 x10-3（343MPa） 1.33 x10-2（358MPa） 

61 773431 3.52 x10-3（399MPa） 3.29 x10-3（362MPa） 

底
層
結
構 

62 773491 2.12 x10-2（374MPa） 1.97 x10-3（355MPa） 
註：*焊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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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a) t = 0sec，翻覆平台傾斜角 30 度 

地面

(b) t = 4.0sec，大客車整車一端開始離開翻覆平台 

地面

(c) t = 5.7sec，開始接觸地面 

地面

(d) t = 5.9sec，碰撞結束，準備回彈 

地面

(e) t = 8.2sec，碰撞反應完成 

地面

(f) t = 10sec，大客車整車骨架翻覆結束 

 

圖 27. 大客車焊接之整車骨架翻覆之動態反應圖 

 
 

圖 28. 車頂結構相對應位置之等效應力與時間關係圖 

 

等
效

應
力

 (M
Pa

)

 
 

圖 29. 邊柱結構相對應位置之等效應力與時間關係圖 

 

 
 

圖 30. 底層結構相對應位置之等效應力與時間關係圖 

 

生失效情形，但其對於整車翻覆結構勁度造成全面性之影

響，採用共點接合方式時，其車頂結構元素應變值偏高，代

表結構能量傳遞是持續性的，且能有效吸收大客車翻覆時地

面對結構所產生之撞擊能量；反之考慮焊接效應之接合方

式，其相對車頂結構元素位置之應變量卻降低了許多，這代

表此結構區域焊接已經失效，導致結構無法有效吸收撞擊之

能量，相對的結構侵入安全空間之情形嚴重許多，如圖 25

所示，因此對於結構焊接處之高應力區域建立焊接模擬分析

是極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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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文採用不同接合型式對於大客車結構強度之影響為

研究重點，利用 LS-DYNA 數值模擬軟體進行結構分析，根

據大客車實際結構焊接之接頭型式進行建構有限元素模

型，並採用歐洲 ECE R66 大客車上層結構強度法規之翻覆

測試條件，建立整車翻覆等效認證方法之數值模擬環境，探

討大客車焊接失效對於整車結構強度之影響。希望藉由本文 

所建構焊接效應對整車翻覆數值模擬等效認證方法之結構

強度影響的研究結果提供大客車車體製造廠未來設計之參

考。本文之研究所得結論如下： 

（1） 本文依據歐規ECE R66所建立之大客車整車翻覆等效

認證方法數值模擬環境，可準確模擬法規之翻覆條

件，以及安全空間侵入之情形，未來國內大客車製造

廠可利用本文建立之數值模擬環境進行驗證，在結構

設計之初進行結構強度之分析與改善。 

（2） 根據本文採用理想化之共點方式與考慮實際焊接效應

進行國外某型大客車整車翻覆等效認證之數值模擬結

果，由於採用共點方式所建構之大客車模型在構件連

接處由於理想化而造成勁度較高之現象，而考量焊接

方式所建構之大客車模型其構件之連接較符合實際情

況，以致發現設置大客車結構考慮焊接效應明顯比結

構採用共點方式結構侵入情形更加嚴重，此乃結構焊

接處高應變區域發生分離現象，所得之動態模擬結果

應較接近真實行為。 

  未來可持續進行之研究方向如下： 

（1） 本文大客車焊接與母材匹配材料失效應變取得不易，

故未能完全代表真實大客車之材料特性，未來可建立

相關之實驗能量，進行加強焊接效應對材料強度影響

之研究。 

（2） 藉由本文所建立結構焊接之接頭型式進行ECE R66整

車翻覆等效認證方法模擬後，結構勁度較弱之部位，

可進行結構搭接方式的改變，降低結構焊接區域應力

以及應變集中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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