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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建立輪胎在滾動過彎時的有限元素分析程序，並利用非線性有限元素軟體 LS-DYNA 對輪
胎進行六分力模擬，以了解輪胎的操縱性能。車輛行進時，行進方向與輪胎之間的夾角即為滑
移角，滑移角的產生是一個連續行為，會影響車輛的操縱性能，因此，本文以六分力試驗機構
為範本，模擬輪胎六分力，以取得滾動中輪胎在不同滑移角時的力學特性。依模擬結果之側向
力 Fy 及回正力矩 Mz 判斷過彎時操縱性能的優劣，將模擬結果與六分力試驗比較，顯示模擬結
果與試驗吻合。並使用田口實驗設計法以了解針對六分力特性，所對應的輪胎參數設計趨勢。
結果顯示預測值與實驗值相對誤差皆在 0.52%以內，說明田口實驗設計法適用在輪胎材料參數
設計。
關鍵字：輪胎、六分力、操控性能、LS-DYNA。

壹、前言
當靜止輪胎受到側向力時，輪胎與地面接觸部分會有側向的變形，但如果是行進間狀態
時，在前進方向會產生滑移角，影響車輛的行進，如圖 1。這種特性稱為輪胎自身的轉
彎特性[1]。文獻[1]指出輪胎為能因應過彎行駛與複雜的路面條件，必須具有良好的抓
地性能與防側滑性能以及回正性能。為找出輪胎參數對上述性能的影響，目前國內已經
展開對此項目的研究。本文將根據前人所提出的模擬方法，完善過去模擬所使用的物理
環境與設定條件，模擬車輛行駛時輪胎過彎時之情形，並以田口實驗法探討材料變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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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力學的影響，為輪胎設計製造領域提供有力的參考依據。

圖 1 輪胎受側向力示意圖[1]
2002 年，Hans Pacejka[2]針對車輛轉彎行為進行操縱性分析，建立簡單的車輛操縱模型。
對於車輛在行駛狀況與煞車狀況下定義魔術公式的力學描述，並發現輪胎在行進時會產
生偏移狀況，提出此狀況的發生是由於牽引現象所造成。
2006 年，丁羽辰[3]在建立輪胎模型方面，提出有效率的建立輪胎花紋方法。使用
LS-DYNA 建立動態分析流程，定義模型的物理環境與運動時間，從觀察輪胎滾動的數
值比較當中，提出花紋的抓地面積會影響抓地力。
2012 年，Mohammad Safwan Burhaumudin 等 [4]提出建立 Tiredatabase 的流程，以 matlab
為工具，將參數導入魔術公式計算出六分力，在以六分力數據以及其他所需數據輸入
CARSIM 全車模擬軟體。
2014 年，許晁榮[5]建立輪胎滑水試驗的模擬模型。許晁榮文中提出複雜花紋胎的建胎
方法以及在 LS-DYNA 卡片部分的設定，成功建立複雜花紋胎，並能順利模擬。
2016 年，鄭學元[6]建立車輛行駛時前輪與後輪的驅動模擬方式。利用空氣粒子演算對
於法實驗數據以輪胎魔術公式做擬合，證明魔術公式理論對於力學描述的正確性與合理
性。並發現魔術公式在越高的負載下，對力學特性的描述會有較大的誤差，此研究提出
摩擦力為影響輪胎操縱性能的主因。

貳、背景理論
2.1 輪胎力學行為
輪胎的座標系統及力學定義是由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所制定[7]，另外，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8]所訂
定 ISO 8855[8]中也有明確定義，分為 X、Y、Z 軸方向之平移與 X、Y、Z 軸方向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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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說明如下：
(1) 驅動力 (Tractive force)：
輪胎加速與減速的主要力量，驅動力的產生來自於傳動軸賦予輪胎的轉矩，力方向平行
於輪胎 X、Z 平面與地面之交線。
(2) 側向力 (Lateral Force)：
行進時由於胎體向 Y 方向偏移所產生之 Y 方向力。
(3) 正向力 (Normal Force)：
路面給予輪胎的 Z 方向反作用力，與路面垂直。
(4) 過彎力矩 (Overturning Moment)：
車輛過彎時，胎體會以 X 軸翻轉所產生之力矩。
(5) 滾動力矩 (Rolling Resistance Moment)：
輪胎滾動時，由於正向力沒有通過中心所產生之偏心矩。
(6) 回正力矩 (Aligning Moment)：
輪胎轉彎後，由胎體本身的 Y 方向剪應力分佈所產生，以 Z 軸將方向回正之力矩。
(7) 滑移角 (Slip Angle)：
輪胎中心與前進方向所夾之角度。
(8) 側傾角 (Camber Angle)：
輪胎之 X、Y 斷面與路面所夾之角度。
2.2 等效半徑定義
靜止不動的輪胎與地面接觸，因負荷使外圍胎體產生垂直偏移，此時將其輪軸到地面的
距離定義為𝑅𝑅𝑙𝑙 稱負荷半徑，如圖 2[9]，行進間的等效半徑𝑅𝑅𝑒𝑒 會介於輪胎的最大半徑 R 與

負荷半徑𝑅𝑅𝑙𝑙 兩者之間[9][10]，即

𝑅𝑅𝑙𝑙 < 𝑅𝑅𝑒𝑒 < 𝑅𝑅

(1)

假設轉速𝜔𝜔為固定，而輪胎在行駛中的速度為𝑉𝑉𝐵𝐵 可以表示為：
𝑉𝑉𝐵𝐵 = 𝑅𝑅𝑒𝑒 ∙ 𝜔𝜔

(2)

同時，車輛的行駛速度𝑉𝑉0 可以表示為：

𝑉𝑉0 = 𝑅𝑅𝑙𝑙 ∙ 𝜔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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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等效半徑、最大半徑與負荷半徑示意圖[9]
2.3 輪胎之摩擦力與縱向滑移
摩擦力為輪胎正向接觸力與輪胎胎面和路面之間摩擦係數相乘之值，輪胎驅動或制動時，
胎面與路面間產生前後向之摩擦力，會因輪胎滑移率而改變。假設車速為 V，輪胎之有
效半徑為 r，輪胎轉動角速度為ω，則輪胎縱向滑移滑移 S(slip ratio)定義如(4)式

V

S = 1 −  × 100%
 ωr 

(4)

當滑移率為 0 時，表式輪胎為純滾動狀態，滑移率為 1 時為純滑動狀態，摩擦係數與滑
移率會因輪胎材料性值與路面狀況而改變。當輪胎從靜止轉動時，滑移率 S 於 0.2 至 0.3
之間摩擦力會達到峰值；因此一般車輛制動裝置會控制在此範圍內，以達最佳之煞車
力。
2.4 輪胎轉彎之力學行為
為了瞭解車輛轉彎時輪胎的力學反應，將模型簡化如圖 3。

圖 3 簡化車輛操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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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是在低速環境並忽略側向加速度，轉彎半徑 R 遠大於車輛前後輪軸距 L，此時轉
彎角度為前輪軸與車身縱軸之夾角，轉彎角度越大，則轉彎半徑相對變小；一般車輛轉
彎時，前車軸是不會旋轉的，後來由 Ackermann 改良後的模型如圖 4。

圖 4 Ackermann 所提出的車輛操縱幾何模型
由此模型 Ackermann 提出以下兩式，

cotδ0 -cotδi =t/L

(5)

(δi +δ0 )/2=δf ≅ L/R

(6)

式(5)是由模型示意圖推得說明左前輪與右前輪的轉彎角度 δi 及 δ0 與軸距 L 與輪胎軸寬
度 t 之關係，式(6)說明由左前輪與右前輪的轉彎角度 δi 與 δ0 的平均值可求得前輪的平
均轉彎角度 δf 及軸距 L 與轉彎半徑 R 之關係。為了簡化模型問題，假設車輛繞著固定
半徑彎道運動，期間運動為穩態忽略暫態效應，當車速大於一定值時會有一離心力作用
於車輛重心，此離心力大小與輪胎與路面接觸之反作用力大小相同，此時輪胎平面與輪
胎前進方向不同而產生一夾角，此夾角稱為滑移角(Slip Angle)α，車輛轉彎力與滑移角
成正比，其之間有線性關係

Fy =Cα α

(7)

其 中 Cα 稱 為 轉 彎 勁 度 (cornering stiffness) ， 轉 彎 勁 度 除 以 輪 胎 負 載 稱 為 轉 彎 係 數
(corneringcoefficient)，轉彎係數可視為正規化側向力。

叁、輪胎之有限元素模型
利用有限元素軟體來進行前處理，建置流程圖如下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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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輪胎操縱模擬分析之流程圖
3.1 轎車輪胎之有限元素模型
本文以規格 205/55 R16 之轎車輪胎建立模型。輪胎結構可分為 9 個物件組成，為胎面膠、
胎邊膠、防擦膠、三角膠、胎唇鋼絲、輪胎鋼圈、鋼絲層、簾布層與尼龍層，其中胎面
膠、鋼絲層、尼龍層、防擦膠、胎唇鋼絲、簾布層、三角膠、胎邊膠皆使用實體元素(Solid
element)網格建立；輪胎鋼圈則使用殼元素(Shell element)網格建立，其截面分布圖如圖
6[6]所示。

圖 6 輪胎截面之分佈圖[6]
四直溝 KR30 花紋胎如圖 7，因胎塊與胎體之複雜程度不同，所以胎塊與胎體有限元素
模型建置將分別進行，胎體剖面必須配合胎塊重新規劃。

圖 7 四直溝 KR30 花紋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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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20 花紋胎如圖 8 所示，尺寸為 255/40/R17，為低扁平比型輪胎。為了符合 KR20 的
設計尺寸，胎體剖面必須配合胎塊重新規劃。胎體、胎紋建置方式與 KR30 花紋胎雷同。

圖 8 四直溝 KR20 花紋胎模型
3.2 輪胎六分力模擬
本文模擬輪胎的六分力力學行為，參照實驗架設進行模擬建置，實驗部分為廠商所提供
之六分力試實驗(Mounting of six compoment tester) [1]，試驗機會驅動輪胎旋轉至指定車
速後與移動帶(皮帶)作接觸，模擬汽車在路面行進時的運動模式，如圖 9[11]。

圖 9 六分力試驗機實驗示意圖[11]
M V Blundell[1]提出的六分力試驗機實驗模擬，並於西元 2000 年由英國機械工程師協會
(IMechE)認證後發表，本文將實驗所需模型簡化，如圖 10，將模擬分為前輪驅動模擬與
後輪轉動模擬[6]，前輪驅動由輪胎轉動強制帶動地面滑動，後輪轉動由地面移動帶動輪
胎轉動，模擬轎車輪胎在路面上的兩種運動行為。

圖 10 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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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設計的模擬模型，優點在於進行轉彎試驗時，僅需調整路面的 Z 軸方向角度，相
較 M V Blundell[1]之模擬模型更便利於操作，操縱模型輪軸使用(Shell element)網格建立，
十字桿件、L 行桿件、路面滑動桿件使用樑元素(Beam element)建立，路面、鋼圈、不同
輪胎等模型之網格及節點數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操縱性分析模型之網格及節點數量
有限元素模型

網格數量

節點數量

路面

1920

4498

鋼圈

8100

8280

輪軸

4260

7014

輪胎有限元素模型

網格數量

節點數量

光頭胎

34560

45180

四直溝胎

42480

54900

KR30 花紋胎

37200

59700

KR20 花紋胎

33768

49896

肆、輪胎六分力模擬分析
根據文獻[12]可知輪胎的防側滑性能及回正性能為影響輪胎過彎時的重要性能，在輪胎
六分力當中，符合上述這兩種性能的力學特性，正好為側向力Fy (Lateral Force)以及回正
力矩Mz (Aligning Moment)[6]。

4.1 KR30 花紋胎六分力模擬結果
將 KR30 花紋胎的過彎力的六分力試驗結果與光頭胎模擬結果互相作比較並進行討論，
如圖 11、圖 12。

圖 11 載重 4854N 時 KR30 與光頭胎之側向力 Fy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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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載重 4854N 時 KR30 與光頭胎之回正力矩 Mz 比較
由圖 9 側向力比較圖中可以看出，過彎角度 0~3 度時，不易區別出光頭胎與 KR30 在防
側滑性能上的差異。但從 4 度開始可以發現，同角度下光頭胎比花紋胎產生的側向力小
較容易發生側滑，兩種輪胎的差異只在胎面膠的設計不同，造成分別在滾同時與路面的
接觸面積不一樣，因此可以說接觸面積是影響光頭胎與花紋胎數據差異的一個因素。
4.2 KR30 花紋胎實驗與模擬結果比對
靜摩擦係數、動摩擦係數設定為 1.2 之模擬按載重繪製，在載重 4854N 下的側向力模擬
值分佈趨勢與實驗數值相近。載重 4854N 下的峰值(滑移角 10 度)相對誤差為 3.12%，如
圖 13。回正力矩 Mz 模擬值之分佈趨勢與實驗值相近，在載重 4854N 下的峰值(滑移角
2 度)相對誤差為 5.18%，如圖 14。

圖 13 側向力實驗與摩擦係數 1.2 模擬數據分佈圖(Fz=485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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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回正力矩實驗與摩擦係數 1.2 模擬數據分佈圖(Fz=4854N)
4.3KR30 花紋胎與 KR20 花紋胎模擬結果比較
KR20 花紋胎在摩擦係數 1.2 情形下，側向力 Fy、回正力矩 Mz，如圖 15、圖 16。

圖 15 載重 4854N 下 KR20 與 KR30 側向力分佈比較

圖 16 載重 4854N 下 KR20 與 KR30 回正力矩分佈比較
將驅動模式下的 KR20 花紋胎與 KR30 花紋胎依不同載重分別繪出做比較，發現 KR20
花紋胎在滑移角 2 度之前，其載重越大越能明顯看出其側向力較 KR30 花紋胎大，滑移
角 4 度之後則是 KR30 花紋胎的側向力都是大於 KR20 花紋胎。可知 KR20 花紋胎的防
側滑性能在滑移角 2 度以前是優於 KR30 花紋胎，滑移角 4 度之後則是 KR30 花紋胎較
為優秀。從回正力矩分佈比較中可以看出，KR20 花紋胎之回正力矩在各個滑移角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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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KR30 花紋胎，代表較容易控制輪胎轉彎。

伍、輪胎材料參數對於六分力之影響分析
本文使用田口實驗設計法[13]，來探討輪胎材料參數對於輪胎力學性能的重要性。由於
本文探討有關過彎性能的力學特性，因此本章節會將第四部份的側向力 Fy、回正力矩
Mz 及正向力 Fz 做為田口實驗設計法的主要設計問題進行討論。
分析情形為四直溝胎在滑移角 2 度，材料之彈性模數作為因數，材料層選擇胎面膠、三
角膠以及正交性材料，如表 2。輸出的六分力對象為 Fy、Mz、Fz，應用田口方法 L18 表
做分析。
表 2 材料層編號對應表
A

B

C

D

Level

胎面膠

簾布層 a

簾布層 b

鋼絲層 a

1

10.68

1984.5

30.6

9.921

2

12.28

2282.175

35.19

11.40915

3

無

2579.85

39.78

13.12052

E

F

G

H

Level

鋼絲層 c

三角膠

防擦膠 a

防擦膠 b

1

50754.4

10.395

1143.84

18.48

2

58367.56

11.95425

1315.416

21.252

3

67122.69

13.74739

1512.728

24.4398

經直交表計算可以得到水準效應(Level Effect)，水準效應越大即影響程度越大。水準效應
分析的結果，可以做為調整輪胎材料參數的參考依據，將水準效應的比較如下：
材料層對 Fy 之水準效應：A>E>D>F>C>B>H>G
材料層對 Mz 之水準效應：A>E>C>F>G>D>B>H
材料層對 Fz 之水準效應：A>E>F>C>B>D>G>H
田口法實驗的最佳組合通常不在實驗組中，必須透過反應圖才能找到，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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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Mz 反應圖
根據田口實驗法的規則，設定案例趨勢適合望小，即選擇能產生最小 Mz 的組合。四直
溝輪胎在 2 度情形下， Mz 的最佳設計參數組合，如表 3。水準效應分析的結果可以做
為調整輪胎材料的參考依據，最佳設計參數組合僅為設計水準範圍內的最佳組合，是一
個參考趨勢指標，並不能稱為絕佳組合。
表 3 最佳設計參數組合(Mz)
最佳組合

A2

B3

C3

D3

彈性模數

12.28

1984.5

30.6

9.92

最佳組合

E3

F3

G3

H1

彈性模數

67122.69

10.39

1315.41

21.25

要確認最佳參數組合的正確性，如公式(4)，若預測品質的結果大於 L18 表當中 18 組的
組合，代表最佳參數組合符合實驗品質所假設的望大方向。此外，將最佳參數組合以
LS-DYNA 模擬計算，若模擬值和預測值夠接近，則可以認定實驗的模式與預估結果是可
靠的，預測值與實驗值比對如表 4。
Y=𝑌𝑌�+(𝑌𝑌�𝐴𝐴2 − 𝑌𝑌�)+(𝑌𝑌�𝐷𝐷3 − 𝑌𝑌�)+(𝑌𝑌�𝐸𝐸3 − 𝑌𝑌�)+(𝑌𝑌�𝐹𝐹3 − 𝑌𝑌�) (4)
註：其中 A2、D3、E3、F3 為相對應的因子。

表 4 預測值與實驗值比對
預測值

實驗值

相對誤差(%)

Fy

3210.27

3213.76

0.11%

Mz

55174.03

54888.5

0.52%

Fz

4446.93

4463.37

0.37%

註：Fy 單位為 N，Mz 單位為 N‧mm，Fz 單位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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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誤差(Relative Error)的計算方式為預測值扣除實驗值再除以實驗值，經實驗模擬比對
預測值與實驗值的品質相對誤差皆在 0.52%以內，不僅說明預測值是可靠的，預測值與
實驗值非常相近說明各材料層作為因子的相依性非常小，也證明田口實驗設計法適合應
用在輪胎材料參數設計。

陸、結論
本文使用前處理軟體與 LS-DYNA，建立三種輪胎滾動過彎時的操縱性能有限元素分析
程序，改善參考文獻[5]使用的輪胎建立方式，且建立出的模擬模型與輪胎六分力試驗機
更為接近。以輪胎滾動帶動路面移動的方式模擬無溝光頭胎、四直溝胎、KR30 四直溝
花紋胎、KR20 四直溝花紋胎的過彎行為，以路面移動帶動輪胎滾動的方式模擬無溝光
頭胎的過彎行為，依分析結果之側向力 Fy 及回正力矩 Mz 探討過彎時的操縱性能。本
文研究成果如下：
(1) 本文參考六分試驗機的建置概念與條件，成功建立出輪胎六分力模擬模型。
(2) 本文不僅成功建立 KR30 及 KR20 花紋，並使用前處理軟體建立胎塊建立方式與花
紋的流程。
(3) 將模擬結果與六分力試驗比較，結果顯示模擬結果與試驗結果非常吻合，說明本文
所發展的六分力有限元素法模擬的可行性。
(4) 本文提出田口實驗法應用於輪胎材料參數設計，找出影響輪胎操縱性的最重要材料
參數為胎面膠，提出胎面膠為影響輪胎側向力 Fy、回正力矩 Mz 及正向力 Fz 的最重要
因子，作為輪胎設計依據。
(5) 經實驗模擬比對預測值與實驗值的品質相對誤差皆在 0.52%以內，不僅說明實驗值
是可靠的，預測值與實驗值非常相近，可以說明各材料層作為因子的相依性非常小，也
證明輪胎材料參數適用於田口法分析。
誌謝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編號 105-2622-E-019-001-CC2 之產學計畫。科技部及建大輪胎的支持，
使本計畫得以順利進行，特此致上感謝之意。
參考文獻
1.

1.M.V. Blundell, The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of vehicle handling,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2000.

2.

Hans Pacejka, Tire and vehicle dynamics, Butterworth-Heinemann publications,2002.

167

德霖學報「第 33 期」

3.

丁羽辰，車用先進輪胎之擬靜態壓縮實驗及動態滾動反應之數值研究，國立成功大
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06。

4.

Mohammad

Safwan

Burhaumudin,

Pakharuddin

Mohd

Samin,

Hishamuddin

Jamaluddin,Roslan Abd Rahman, Syabillah Sulaiman, Modeling and Validation of Magic
Formula Tire Mode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otive, Mechan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ICAMME'2012),May 2012.
5.

許晁榮，輪胎橫溝紋型狀於濕抓地力特性分析，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6.

鄭學元，輪胎操縱性能參數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碩士論文，
2016。

7.

Samuel K Clark ,Mechanics of Pneumatic Tir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48109, 1982.

8.

10.H Damian - Great Britain , Mutibody Systems Approach Vehicle Dynamics,2004.

9.

BillCobb,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o_dkNZIHM 2007.

1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oad

vehicles-Vechicle

dynamics

and

road-holding

ability-Vocabulary, ISO8855,Second edition,2011.
11. 李輝煌，Taguchi Metho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Quality Design,高立圖書，2011。

Abstract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process was developed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rning tire in this research.
Meanwhile, the first moment simulation by using non-linear software LS-DYNA was performed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manipulation performance of tire. When the vehicle travels, the angle between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and the tire is the slip angle. The slip angleis a continuous parameter which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manipulation. Hence, the first moment mechanism was chosen as the
template to simulate the first moment to fi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ire under various slip angle.
The lateral force Fy and aligning moment Mz from results of simulation was taken as the criteria of
judgment of manipulation performance.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the first moment tes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test.The Taguchi method wa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tire material parameters design for the first moment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 and the experimental value is within 0.52%, which ind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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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Taguchi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the tire material parameter design.

Keywords: tire, first moment, manipulation performance, LS-D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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