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車用傳動箱體結構之最佳化設計方法
1

鄭榮和 、張桓毓
1
2

2

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台灣大學機械系研究生

摘要
車輛產業正逐漸邁向電動車的新時代。電動車最
重要的問題在於其續航力不足，輕量化是提升效率的
最佳途徑。但輕量化的結果，會使得齒輪箱易產生共
振，將導致齒輪箱噪音過大及效率下降。輕量化導致
的共振問題不容忽視。因此本研究針對電動車用的傳
動齒輪箱之結構設計方法進行研究與探討，針對輕量
化與可能發生的共振問題，建構了一套完整之設計流
程。本設計流程整合拓樸(Topology)結構最佳化方法
以及形貌(Topography)結構最佳化方法，可同時達到
其強度、剛性、與振頻的目標需求，以降低因輕量化
引起的振動，進而避免其效率下降的問題。
關鍵字：電動車、傳動系統、齒輪箱、最佳化、
振動

1.前言
近年來世界能源危機問題逐漸為人們所重視，在
環保意識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紛紛尋找替代能源方案，
電動車的發展必要性不容忽視。然而，電動車依然面
臨許多發展上的問題，最大的問題仍在於電池系統的
能量密度太低。且充放電速度皆受限制，無法像傳統
車輛可隨時補充能量，會造成使用者的不安。因此如
何在現有的技術下，盡可能地提升電動車的續航力，
將成為電動車推廣的成敗關鍵。
為了提高電動車的續航力，需要盡可能地提高效
率且減輕重量，傳動系統將會是值得改善的重點項目
之一。然而若將傳動系統進行輕量化，會容易導致傳
動齒輪箱發生共振，使用於電動車的高轉速動力馬達
時影響會更明顯，使得傳動效率降低、運作噪音提高。
為此，台灣大學先進動力研究實驗室為了解決電
動車的問題，以達到市面上的都會車輛之性能為目標，
自行研究、設計並製造了一台鋰電池純電動車─Green
Jumper。本研究將特別針對傳動系統研究減輕重量與
提高效率的方法，建立一套完整快速的設計流程，並
且在自行開發的電動車上進行本研究的驗證，確保傳
動設計流程的完整性。

1.1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結構最佳化設計來降低傳動齒
輪箱的重量，並提高其剛性與基頻，以避免因馬達的
高轉速引起的齒輪箱共振而導致的噪音與效率降低的
問題。若針對齒輪本身的噪音來源主要可分四大類：
設計不佳佔 35%、製造不良佔 30%、使用上佔 20%及
裝配精度佔 15%[1]。
若只考慮齒輪對嚙合產生的振動，其激振源主要

分為外部激振與內部激振；外部激振主要來自於齒輪
軸加工或組裝的誤差，如偏心、彎曲等。而內部激振
主要來自齒輪本身的傳遞誤差，如齒型或節距誤差，
以及嚙合時產生的彈性變形造成的誤差，都會引起齒
輪的振動噪音[2]。
由於齒輪箱畢竟是最終發聲源，因此進一步討論
傳動齒輪箱的振動與噪音來源，除了齒輪的振動源外，
需另外再加上轉軸、軸承與齒輪箱結構本身的振噪特
性等考量。在齒輪箱的設計上，其固有振動頻率須避
開齒輪的迴轉頻率範圍，且須具有足夠的重量(及箱體
壁厚)及足夠的剛性，以避免共振現象的發生[3]。然而，
提高重量的方法與電動車的輕量化目標背道而馳，因
此需依靠結構的幾何設計與補強肋設計，在輕量化的
前提下盡可能的提高剛性與自然振頻[4]，以避免因結
構剛性不足造成齒輪的傳遞誤差，並且避免齒輪箱結
構自然振頻位於運作範圍內[5]，進而減少振動與噪
音。
得知齒輪、轉軸、以及軸承的受力是設計齒輪箱
與挑選軸承的關鍵，可利用 ABAQUS 等有限元素分
析軟體[6]或是 ADAMS 等機構分析軟體[7][8]分析齒
輪嚙合受力，用以挑選適當的軸承以及分析齒輪箱之
受力。透過建立齒輪箱有限元素分析模型，利用齒輪
分析得知的受力條件，可以模擬齒輪箱的受力與響應
[9][10]，並可進一步進行最佳化設計。
本研究中傳動齒輪箱最佳化方法採用 ESO 演化
式結構最佳化方法[11]以及材料分佈法結構最佳化方
法[12]，前者藉由逐步移除結構中受力比例較小的網
格材料，進而收斂至設定之目標條件；後者以等向性
材料對設計區域網格化，設計變數為元素的材料密度
值，藉由減少受力較小的元素密度，進而收斂至目標
條件。此兩種方法收斂後所剩餘的結構即為較有效的
幾何結構，藉此獲得在設定條件內的結構最佳設計。
利用拓樸結構最佳化設計求得輕量化的結構最佳
設計後，接著再利用形貌最佳化方法，藉由產生與改
變薄殼結構的位置與大小，收斂至最高的剛性與最大
的振頻[13]，進而在輕量化的結構下達到降低共振的
效果。
經由文獻回顧得知，在傳動齒輪箱的噪音抑制與
減振上，除了齒輪跟軸本身的設計與加工上，其餘的
組裝、對心、共振等問題幾乎都是跟傳動箱有關。傳
動箱的剛性除了影響共振外，也會影響齒輪的背隙誤
差，造成振動噪音與效率損失。因此如何提升齒輪箱
的剛性與振頻，同時達到輕量化的目標，為本研究中
的重點方向。

1.2 研究方法

自行開發的鋰電池電動車─Green Jumper，設計了一
組電動車專用的傳動齒輪，以驗證本研究中所提出之
電動車傳動齒輪箱最佳化設計方法。
文獻回顧

2.1.1 齒輪參數計算

計算傳動系統減速比需求

齒輪參數計算

齒輪系統運動模擬

齒輪比的選擇與馬達規格的展開息息相關，因此
當決定車輛目標規格後，便可根據現有馬達的規格限
制，或是設計馬達的技術限制，挑選適當之齒輪比。
本研究中利用本實驗室自行設計之規格展開計算程式
作為減速比設計輔助工具。本設計輔助工具基本原理
在於車輛動力系統規格需等於車輛行進間所受到的阻
力，其原理如下圖 2 所示

傳動箱結構設計

強度與振頻分析

達到目標需求

設計結果驗證

圖2

車輛行車阻力示意圖

實車測試

車輛行進間所受的合力可以歸納如下：
圖1

研究流程圖

首先根據全車定位與規格，依滿足車輛性能所需
的馬達數量與配置計算出最適合的減速比需求，並依
據現有的元件限制完成初步的齒輪參數設計。並將齒
輪參數繪製成 CAD 圖檔，進行細部的裝配與組裝設
計。接著利用 MSC.ADAMS 進行齒輪嚙合運動分析，
得知齒輪嚙合時的接觸力以及各部位軸承的受力，依
分析結果挑選合適的軸承以及設計配合齒輪之轉軸。
並建立完整的傳動齒輪模型。
利用 CAD 模型進行齒輪箱結構的初步設計，並
匯入 ABAQUS 中進行應力與變形量之分析。並利用
最佳化工具 Optistruct，進行齒輪箱體結構的拓樸最佳
化，並確認減重後的結構依然符合剛性與強度需求。
之後利用 ABAQUS 求取齒輪箱結構的頻率響應，再
進行形貌最佳化，將結構基頻盡可能地提高至工作頻
率以外，以避免齒輪箱體結構的振動造成的效率損失
與噪音等問題。最後以測試平台檢測本研究中的傳動
齒輪箱的效率，並以本實驗室所開發的電動車進行實
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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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的參數計算，首先須從車輛規格開始。傳動
齒輪箱設計之重點參數為，減速比、傳動階數、各階
減速比，最後才會進入齒輪細部規格參數。本研究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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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 為坡度（單位：%），a 為車輛的加速度
（單位：m/s2）。
車輛行駛所受的阻力為：滾動阻力＋重力沿沿坡
方向的分力(下滑力)＋空氣阻力＋慣性阻力的總和，
當車輛於平面道路行駛時其下滑力為零。加速時主要
需抵抗車輛的慣性阻力，跟車輛重量有關；達到極速
時則主要需抵抗空氣阻力，由於空氣阻力與車速平方
成正比，因此在極速狀態下其效果便相當明顯。車輛
滾動阻力來自於輪胎與路面的變形，為路面正向力乘
上一滾動阻力係數，其係數與材料性質有關。因此車
輛結構輕量化不只可以減小慣性阻力，還可以減少滾
動阻力，是提高效率的最有效途徑。
而動力系統所需要用以克服以上行車阻力之能量
可表示如下：
其中 為車輛的總體效率。

2.傳動齒輪設計
2.1 齒輪參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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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受的阻力乘上當時的車速，即為當下的耗能
功率；車輛動力系統的功率乘上其效率必須大於或等
於其耗能功率，才能提供車輛持續加速或穩定行駛。
由定速爬坡能力之坡度與定速的大小，以及車輛

規格之參數，可直接計算出車輛行駛所受之阻力大小，
並進一步換算出爬坡所需功率與扭力。且由車輛加速
規格以及車輛參數，可以得到加速功率與扭力。此時
可以調整齒輪比的大小與馬達的數量，將馬達的規格
參數調整至現有馬達的規格限制範圍，或是目前技術
可達到的限制範圍內，最後經由車輛規格與馬達規格
所決定之減速比為 5.47，至此便完成減速比的計算。

2.2 齒輪嚙合分析
為了求得齒輪嚙合接觸力，以及軸承及軸承座的
受力，將 CATIA 中齒輪組虛擬組裝與配置匯入
ADAMS. View 中進行嚙合分析。

2.1.2 齒輪階數與各階減速比計算
為了避免傷害齒輪，一般超過 5 以上的減速比時，
會透過多階段齒輪傳遞來減速。由於本研究中是使用
5.47:1 的減速比，因此設定為兩段式傳動，為了減小
單一齒輪的負擔，將各階傳動比盡可能地設定相同。
可計算出單一階減速比即為 2.33：1，整套傳動齒輪箱
內共有四顆齒輪。
本研究利用彩原科技所代理的 MITCalc 軟體輔助
齒輪設計，利用 Green Jumper 的馬達規格(如下表 1)，
加上齒輪材料、精度、壽命等操作與生產參數，忽略
齒型修整與嚙合修正的因素；加上配合馬達轉軸與差
速器的限制，調整齒輪的齒數、模數、厚度等，如此
便可完成齒輪的設計。
表1
極速
6400rpm

Green Jumper 馬達規格

最大功率
31kw

表2

額定功率
18.7kw

最大扭矩
110.5N-m

額定扭矩
89.5N-m

圖 3 CATIA 齒輪配置圖
在 ADAMS. View 中主要需分析兩對齒輪之接觸
力，以及各組軸承的受力：馬達軸承、轉軸軸承以及
差速器軸承。由於馬達在極點時具有最大功率以及最
大扭矩，過了極點後隨著轉速的提高，其力矩也隨之
下降，因此本分析中以馬達的極點轉速與最大扭矩作
為輸入條件。給予馬達端的齒輪一個定轉速 2666 rpm，
並在差速器端施加最大負載 490 N-m。
若初始條件即將轉速與負載設為目標值時，
ADAMS. View 分析結果會產生極大的衝擊，不符合實
際情況，因此在輸入轉速與力矩時以 ADAMS 中的
STEP 函數輸入，讓前面 0.3 秒有一個加速範圍，並擷
取 0.3 秒後的數據作為分析結果。ADAMS 中轉速單
位為 rad/s，因此下圖中極點轉速 2666rpm 換算後即為
279.3 rad/s。

傳動齒輪基本參數表
長度
單位：mm

圖4

馬達轉速曲線

圖5

輪上負載曲線

所有分析結果整理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ADAMS 分析齒輪組運作受力
齒輪 1

齒輪 2

齒輪 3

齒輪 4

齒數

22 齒

52 齒

35 齒

81 齒

模數
螺旋角
壓力角
齒寬
參考直徑
中心距
傳動比

2.5
12 度
20 度
21
56.23
94.86
2.36

20
132.90

21
89.46
148.53
2.31

20
207.02

傳動齒輪基本參數如上表 2 所示，由於配合實際
齒輪的限制，不可能將兩階的傳動比實際設為相同；
在盡可能接近的情況下，第一階減速比為 2.36，第二
階為 2.31。考量螺旋角過大會造成過大的軸向推力，
因此將螺旋角定義為一般設計平均值附近的 12 度，可
兼具低噪音與高附載特性，卻也不會造成軸向力過大。
避免加工成本過高，壓力角受限於標準規格的 14.5 或
20 度，考量強度因素，只能選擇常見的 20 度壓力角。

22T-52T 接觸力
35T-81T 接觸力
35T 端軸承力
52T 端軸承力
差速器軸承力

X 方向
-1636N
-3236N
2213N
1004N
-3187N

Y 方向
-3197N
2294N
-2545N
-2961N
2294N

Z 方向
-710N
505N
-1218N
0
508N

雖然 52 齒軸中其中一端的軸向推力會為零。然而，
考慮到於車輛使用上會有倒退檔，因此軸承選擇仍需
考慮軸向推力的情況。由於差速器是使用 Toyota Altis
的元件，因此軸承是直接沿用原本的圓錐滾子軸承，
在本研究中便不另外計算其規格。而馬達也是使用現
有的馬達，因此也不另外計算馬達軸承的規格，但當
馬達結構與齒輪箱同時進行設計時，本分析的數據對
於馬達軸承的挑選將有很大的幫助。

2.3 齒輪軸承選用
由先前的齒輪受力分析，可以得知各個軸承點的
受力情況，並以此受力情況計算所需的軸承規格。由

於傳動齒輪箱中之中繼軸兩端齒輪數不同，因此兩端
的軸承受力不同，且只有一端有承受軸向力；然而實
際行車時會有倒退檔的需求，倒檔時軸向力將會由另
一端承受，為了方便與保險，軸承力計算上以兩者取
較大值作為軸承選用受力值，用以計算軸承的軸向與
徑向荷載。
又對於輪式車輛，其軸承壽命通常以工作里程來
表示(百萬公里)，其參考資料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輪式車輛軸承壽命參考值
軸承壽命
車輛類型
[106km]
0.1 - 0.3
公路車輛
0.8
軌道車輛 - 貨車
1.5
軌道車輛 - 地鐵，有軌電車
3
軌道車輛 - 客車
3-5
軌道車輛 - 柴油或電力機車
將所參考的輪式車輛壽命指標，以下列公式重新
計算軸承壽命需求：
Lh 

10

9

60  n  D

 Lkm [ h ]

其中 n 為轉速[1/min]、D 為輪直徑[m]
依照公路車輛建議值，取中間值 0.2，計算出轉軸
軸承壽命需求為 3250h，並由軸承的受力計算所挑選
的軸承壽命是否符合需求。考慮組裝與取得的便利性，
加上成本之考量選擇最常見的單列深溝滾珠軸承，依
需求所計算出之軸承規格[14]如下表 5 所示：
表5

軸承規格挑選結果
基本額 基本額
內徑
外徑
厚度
定負荷 定負荷
單列深溝
26700
15000
30mm 72mm 19mm
滾珠軸承
N
N
經過計算，將所挑選出的軸承外部尺寸，繪製成
CATIA 圖檔，與齒輪組進行虛擬組裝，確認空間配置
後，接著便可著手進行傳動箱體結構的設計。

3. 傳動齒輪箱體結構最佳化設計
3.1 傳動齒輪箱體設計考量
電動車的傳動齒輪箱與汽油引擎車的傳動齒輪箱

之最大差異，在於變速與離合系統的存在與否。傳統
車輛所搭載之變速系統體積龐大且重量較重，為了變
速需求，需搭配離合裝置與變速機構，因此整體齒輪
箱重量較高。而電動車的傳動系統沒有變速需求，因
此可以省下相當多的重量，機構也簡單，可以盡可能
地達到輕量化的設計。
由於引擎本身所搭載的變速箱體積與重量都相當
高，因此箱體結構本身較不容易發生共振；而當電動
車用傳動齒輪箱達到如此極度輕量化與體積最小化的
程度後，本身即相當容易被激發。以世界上目前存在
的電動車來說，電動車用馬達的轉速往往大幅超過目
前車用汽油引擎的轉速，因此電動車用傳動齒輪箱的
工作頻率範圍會遠大於傳統汽油引擎車的頻率範圍，
會使得共振情形更容易發生。基於這些原因，電動車
的傳動齒輪箱結構需針對其振頻進行最佳化分析，盡
可能地在輕量化的結構上達到最高的基頻，避免基頻
落在工作範圍內，進而達到避免共振的效果。
藉由基頻的提高，可避免箱體的振動模態被激發，
造成過大的振動噪音。且基頻的提高也意味著結構剛
性的提升，結構剛性提升可以避免齒輪組運作時，轉
軸軸承基座的變形造成的齒輪背隙變化與轉軸不對心
等問題；當那些情況發生時，會使得齒輪組嚙合振動
變大，進而造成更大的運作噪音與效率的損失。

3.2 結構最佳化理論說明
拓樸是一種數學方法，能在給訂的空間中生成最
佳化的形狀和材料分布。利用將結構分割成有限元素
網格，在設定的限制條件下利用 Optistruct 中的近似法
與最佳化方法可以決定最佳的加載路徑，改變材料的
分佈以達到設計目標函數的最佳化。拓樸最佳化可使
用薄殼元素或是實體元素，利用均勻化法
(Homogenization)和密度法(Density)兩種方式來定義
材料的調整規則。由於在本研究中的最佳化方法須考
量到製造加工等相當多的限制(如挖除方向、對稱限制
等)，而只有密度法可以在滿足這些限制的前提下進行
最佳化設計。[15]
在密度法中，每個元素的材料密度被直接當作設
計變量，在 0~1 之間連續變化。0 和 1 分別代表”空”
或”實”；中間的值代表假設的材料密度值。基於此方
法，材料的剛性被假設與密度呈線性關係。密度法可
適用於各種等向性材料，也可用於非等向性材料(包含
複合材料)；此時用於計算的有效材料屬性與原始材料
的屬性成比例。由於其有效性及普遍適用性，密度法
是所有拓樸最佳化問題的預設求解方法。

3.3 齒輪箱結構最佳化設計方法與流程

確認設計空間限制

配合齒輪組進行初步設計

確認受力與邊界條件

Topology 最佳化分析

封閉薄殼，因此過大的設計範圍會使得相當多的必須
存在的薄殼結構被移除，而導致最佳化結果難以使用
與辨識。因此需分別設置多個設計區域與非設計區域，
以及個別增加限制條件，以使得最佳化的結果可便於
加工與使用。
因此，先針對現有元件配置建立薄殼模型(圖 7)，
在薄殼結構間針對預計的補強肋位置建立設計區域
(圖 8)，如此便可保有完整的薄殼結構，並可得到最輕
量且有效的補強肋位置與形狀。

依最佳化結果
建立薄殼模型

Topography 最佳化分析

建立最終版實體模型

圖7

針對現有配置建立薄殼模型

應力分析

自然振頻分析

否

是否達到設計目標
是

圖8

完成齒輪箱最佳化設計

圖6

齒輪箱結構最佳化設計流程圖

首先根據齒輪組配置以及軸承位置，作為齒輪箱
內部限制，必須保留其運作空間；再根據與馬達連接
面以及外部元件等作為設計外部限制，於 CATIA 中
繪製初步設計模型。利用 ADAMS 分析得知各軸承端
的受力，除了可用以計算所需之軸承規格外，若假設
軸承為一剛體，即可用以作為齒輪箱外殼的受力條件，
同時以與馬達組裝面作為邊界條件，即可著手進行齒
輪箱的最佳化設計。
由於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最佳化工具難以達到同時
多重目標的最佳化，因此便先針對結構應力進行拓墣
最佳化以求得最小的重量，再利用該最佳化結果進行
結構基頻之形貌最佳化以提高基頻。根據本研究中之
最佳化流程，可以達到比原始傳動齒輪箱更輕的重量，
以及更小的振動、噪音以及效率損失。
由於最佳化過程中需經過相當多次的迭代計算，
因此模型的網格不適合切太細，且模型中許多細節也
必須省略，以避免分析過程過於耗工費時。因此得到
最佳化結果後，需再建立細部的實體模型，以較精確
的分析步驟確定最終決果合乎設計限制與滿足需求。
最後才能進行細部設計以利製造加工。

3.4 傳動箱結構最佳化分析設計
3.4.1 結構最佳化模型建立
首先根據齒輪組與其軸承之配置，進行齒輪箱外
殼的初步設計模型，針對其運作空間、軸承位置以及
組裝平面建立分析模型。但由於傳動箱體結構主要是

於薄殼間建立最佳化設計區域

在進入結構最佳化之前，先將現有的薄殼結構利
用 ABAQUS 進行其應力與變形的分析。利用前述之
ADAMS 分析結果，如先前表 3 所示。並以與馬達的
組裝面作為邊界條件，進行結構分析。
傳動箱材料為 T6061 航太鋁合金，原始薄殼結構
重量為 2.9kg，經由 ABAQUS 計算得知其最大應力為
96.1MPa，最大位移為 0.23mm，以應力限制來說傳動
齒輪箱的初步設計即可達到需求(分析結果如下圖
4.7)，但以傳動齒輪箱的設計考量來看，不應以其應
力作為判斷標準。例如本初步設計模型的應力分析結
果，最大應力仍遠不及降伏應力，但其最大位移 0.23
對於齒輪組的嚙合精度來說已經過高，因此最佳化設
計的目標主要為滿足剛性需求。

圖9

齒輪箱薄殼結構 ABAQUS 分析應力分布圖

前述靜態分析是為了得知當齒輪嚙合時產生的軸
承力所造成的結構變形與應力大小，因結構變形將造
成齒輪嚙合振動與噪音；但當齒輪組產生了振動之後，
若結構本身設計不良，結構會與齒輪組發生共振將振
動與嚙合噪音放大，因此還需進行動態分析，觀察齒
輪箱結構對於齒輪組工作振動的響應。動態分析的初
步判斷，是以其自然振頻做為判斷標準，若前幾階的
自然振頻均落在馬達運轉的頻率範圍內，則結構便越

容易發生共振。因此先將此齒輪箱薄殼結構進行自然
振頻分析，檢查其自然振頻範圍，以便與最佳化後結
果進行比對。
以 Green Jumper 的馬達規格來看，其最大轉速是
6400rpm，極點轉速是 2666rpm。在極點之前為馬達的
定扭矩區，可以輸出最大的扭矩，過了極點後即進入
定功率區，之後扭矩即開始下降。因此過了極點後，
雖然轉速提高但負載下降，齒輪的振動反而不會大幅
增加。因此便先將頻率標準定在極點轉速時的振動頻
率。以馬達最大轉速 6400rpm 來說，連接輸入的齒輪
為 22 齒，其第一階齒輪組嚙合頻率為 2346.7Hz，第
二階為 1581.9Hz；而若是在馬達極點轉速 2666rpm，
其第一階齒輪組嚙合頻率則為 977.5Hz，第二階為
659.0Hz。
由於極點轉速前的齒輪需傳遞的扭矩最大，且也
是最常操作的區域，因此在這範圍內的共振須盡量避
免。但以初步薄殼結構的自然振頻結果，可以觀察到
前 11 個振頻都在其工作範圍內，而第 12 振頻更是接
近極點時的工作頻率。甚至若以馬達最大轉速下的工
作頻率來看，前 28 個振頻都在其範圍內，因此可以得
知目前結構的剛性是偏差的，且在操作時容易與齒輪
組發生共振。故在結構進行拓樸最佳化改善之後，需
再進行結構的形貌最佳化以提升其基頻至工作範圍之
外，並且盡量減少在此範圍內的共振點數量。

與噪音影響甚鉅，因此需盡可能地減小軸承座的徑向
位移。在設定位移限制時將 X 方向與 Y 方向的位移限
制都設在 0.01mm，而由於軸向的位移對於齒輪運作
影響較小，因此將 Z 方向位移限制設在 0.05mm。在
這些限制下令設計區域體積最小化，可得到滿足剛性
需求的最佳設計。

圖 12

Optistruct 拓樸最佳化計算結果

3.4.3 傳動齒輪箱結構形貌最佳化
由於 Optistruct 中的形貌最佳化只能適用於薄殼
網格，因此需先將原始的初步設計模型改為薄殼模型
後(如下圖 4.13)，匯入 HyperMesh 中，並建立好有限
元素模型，之後才進行最佳化的參數設定。

3.4.2 傳動齒輪箱結構拓樸最佳化
為了保持最佳化分析結果的完整性與可製造性，
於初步設計模型上建立五個設計區域。分別在差速器
兩個軸承座周圍、中繼軸兩個軸承座周圍，以及與馬
達組裝面周圍。如下圖 10 所示。

圖 13 初步設計的
薄殼模型

圖 14 最佳化模型與
加強肋生成方向

由於本研究中需盡可能地提高傳動齒輪箱的基頻，
因此在最佳化參數的設定中，將設計目標函數訂為其
第一振頻的最大化。為了便於分別指定其生成與對稱
方向以及設計限制，將整個模型分為五個設計區域，
並將與馬達的連接面設定為一個非設計區。為了避免
圖 10 齒輪箱薄殼結構與
圖 11 HyperMesh 有限元素形貌變量與齒輪的運作空間干涉，令加強肋的起肋方
設計實體區域
模型與結構挖除方向 向為元素的法向量，並以各齒輪轉軸為生成方向之對
稱軸，以確保其可加工性與對稱性。如上圖 14 所示。
由於在本研究中的模型網格尺寸均為 3mm，因此
將所繪製的設計模型匯入 HyperMesh 中，建立分
根據常用的建議值，將最小肋寬訂在 5mm，起肋高度
析模型與設定最佳化參數。為了減少建立模型所需的
為 10mm，起肋角 60 度，並容許設置邊界的緩衝區。
時間，在最佳化分析中使用的是四面體二階元素
同時有五個設計區域，意即擁有五個設計變數，目標
(C3D10)，可兼顧方便與準確性。
函數為整個模型的第一振頻最大化，經過數次迭代後
由於本研究中的傳動齒輪箱需要以三軸 CNC 加
收斂結果如下圖 15 所示。
工，因此限制結構挖除方向平行刀具切削方向，並令
其所生成的補強肋方向對稱於齒輪與差速器轉軸軸心，
以提升可加工性。如上圖 11 所示。為了避免設計過程
中產生過多的細小元素，導致無法加工或是難以使用
等問題，再加上一個最小零件的限制，令所生成的最
小零件不得小於 3mm，以提高最佳化計算結果的可行
性與可辨識度。
由於剛性需求才是本研究中傳動齒輪箱的重點考
量項目，因此主要需限制各軸承座的最大位移。由前
圖 15 傳動齒輪箱形貌最佳化計算結果
面文獻回顧可得知齒輪組間節距的變化對於齒輪振動

3.4.4 傳動箱結構應力與自然振頻分析
將以上兩種方式得出的最佳化結果匯入 CATIA
中，將面架構的模型轉換為實體模型，並進行分析結
果的整合與聯集，建立較細部的分析模型，以生成同
時兼顧輕量化、強度以及振頻最佳化的齒輪箱結構，
如下圖 4.16 所示。

圖 17 未最佳化之傳動齒輪箱應力分析

4.2 原始傳動箱結構分析

圖 16 傳動齒輪箱最佳化整合 CAD 圖檔
將經過最佳化設計過後之模型，再匯入 ABAQUS
進行振頻與應力分析。由於最佳化後之曲面較複雜，
因此較難以使用六面體元素進行分割，為了節省建模
時間，仍使用二階四面體元素 C3D10 作為網格類型。
依照之前齒輪分析得知的軸承座受力作為負載，同樣
地以與馬達連接面作為邊界條件，分析其受力與變形
狀況。
此時其最大應力變為 86MPa，其軸承座的最大位
移 0.16mm，最佳化結果之重量僅有 2.75kg，其應力
值與原始的初步設計接近，但有些微下降；最大位移
減少了 30%，可得知結構剛性有大幅的提升。並且再
進行結構自然振頻的分析。
藉由最佳化方法將傳動箱體結構的基頻增加了
22%，連帶使整體的振頻皆提升。原始初步設計之結
構的前十一階振頻皆落在馬達極點轉速的工作頻率範
圍之內，經過最佳化過後的馬達結構僅有前七個振頻
在該範圍內；若考慮到整個馬達的最大轉速，原始設
計的前二十八階振頻皆在最大轉速的工作頻率範圍內，
而經過最佳化的齒輪箱結構僅有前二十階振頻落在工
作範圍內。由此可知，在整體重量不變的情況下，經
過最佳化設計的齒輪箱結構之結構剛性明顯地有所提
升，有助於減少齒輪嚙合的節距誤差，並可減少共振
現象，因此可以提高效率與減少噪音的產生。

4. 設計結果驗證
4.1 原始傳動箱結構分析
目前在 Green Jumper 上使用的傳動齒輪箱是未經
過最佳化的成品，由於該傳動齒輪箱未經過最佳化設
計，因此其重量較高，結構總重為 6.06 kg。未經過最
佳化的齒輪箱體結構的質量分布較不均，相同的齒輪
嚙合力負載下，最大應力為 107MPa，軸承座之最大
位移為 0.62mm。由此可得知經過最佳化之後的傳動
齒輪箱之分析結果確實較原始的設計為佳。

為進行傳動齒輪析結構的響應分析，需先得知各
軸承座位置的受力頻率，將 3.4 節中所進行的 ADAMS
齒輪組嚙合分析結果，將中繼軸軸承以及差速器軸承
的受力進行 FFT 轉換。
將以上所有軸承位置的週期受力輸入 ABAQUS
的分析模型中，邊界條件與前述之靜態分析相同，以
求得結構所受之加速度對頻率的響應，並比對最佳化
前與最佳化後的結構響應。雖然經過最佳化後的結構
質量較原始的為輕，但由於其剛性有所提升，且由於
自然振頻的提升，因此各軸承座位置的加速度會較未
最佳化的齒輪箱為低，下圖 18、圖 19 為最佳化前後
的 35 齒端軸承座之 X 方向加速度之比較。

圖 18 未最佳化

圖 19 最佳化後

再將該軸承座之受力進行 FFT 轉換，可得到結果
如圖 20、圖 21 所示。可看出經過最佳化後的結構在
各頻率下的加速度均較低，且在相同的轉速下，可擁
有較低的振動頻率，較不容易對於車上的元件產生傷
害。

圖 20 未最佳化

圖 21 最佳化後

4.3 傳動系統實車振動測試
為了驗證本研究中模擬分析的可信度，以目前所
搭載在 GreenJumper 上的傳動齒輪箱進行實車測試，
量測各軸承座位置的加速度與分析結果進行比對。實
車測試場地是在台灣大學水源校區的停車場，由於校
內的速度限制，因此極速只能測到時速 20 公里，相當
於馬達轉速 1000 轉。
由於車速不快，因此軸向的受力不明顯，故主要
量測的目標為軸承座的徑向加速度。由於傳動齒輪箱
的各軸承位置之加速度在實車測試時會受到路面振動
與前進時的加速度影響，因此須將量測到的加速度減
去車輛行車狀態的加速度，才是實際的加速度值。
先以實車測試時的行車狀態下之馬達轉速與負載
狀態，如同前面所述之流程，建立 ADAMS 分析模型，

並將該狀態下之軸承座受力匯入 ABAQUS 進行傳動
齒輪箱之振動分析，並擷取其加速度對時間的關係，
再進行 FFT 轉換以得到各頻率下之振動加速度，並也
將實車測試所得之加速度進行 FFT 轉換。比較結果如
下圖 22、圖 23 所示。

圖 22 模擬結果

圖 23 實測結果
將實車測試與分析結果進行比對，結果如下表 6
所示，頻率之誤差較小，均在 10%以內，然而加速度
誤差卻高達 35%。由於傳動系統之齒輪運作本身就相
當複雜，須考量的點包含齒輪本身之齒型修整、軸承、
轉軸、組裝等各種條件，均會影響齒輪實際嚙合的受
力，因此從 ADAMS 分析齒輪受力，再匯入 ABAQUS
分析時，本身就可能與實際齒輪的情況有所差異，因
此在加速度量測上的誤差會較大。而齒輪箱結構之振
動頻率與馬達與齒輪之運作頻率相關，馬達運作頻率
由馬達本身所安裝的解角器(Resolver)所測得，齒輪嚙
合頻率是由轉速與齒數所得出，因此在頻率的量測上
誤差會較低。
表 6 實車測試與分析結果誤差比對
分析結果
10.8m/s2，260Hz
6.2m/s2，470Hz

實測結果
8.0m/s2，250Hz
5.2m/s2，440Hz

加速度誤差
35.0%
19.2%

頻率誤差
4.0%
6.8%

雖然實車測試與分析結果仍有些誤差，但仍可觀
察出分析結果與實際結果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在本研
究中所提出的最佳化設計方法之最佳化設計結果與原
始未最佳化結果之比對仍有一定的可信度。

4.結論
本研究係針對電動車與傳統車輛所使用傳動系統
之差異，以及傳動齒輪箱之設計考量不同，建立一套
新的傳動齒輪箱結構的最佳化設計流程，可以同時達
到輕量化以及提升剛性與自然振頻，達到提高效率與
減少噪音的效果。本設計流程能兼顧便利、可靠、低
成本以及可製造性，有助於電動車產業與關鍵零組件
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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