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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制包装以其轻质高强的特性广泛应用于大中型机电产品的外包装，且其材料符合绿色可持续包装的

特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快装箱的使用愈加广泛。为了避免性能测试过程中材料的浪费，采用有限元分析

对其受力状态进行模拟。通过 Solidworks 软件中对 1500*800*733mm3 卡扣包装箱进行建模，在 Simulation 插件中

进行静态力测试、跌落测试，获得应力云图、应变云图及位移云图及相关数据。在对卡扣快装箱进行有限元分析后，

得到箱体应力、应变、位移云图及最大应力、应变发生点的坐标。卡扣箱的底板、托盘一体化可以降低卡扣箱底板

产生的应力，在静态力作用下的最大应力发生点与跌落过程中的最大应力发生点位置不同。 

英文摘要: Wooden box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exterior package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in that they are light in weight and strong in strength. Furthermore, these boxes are best characterized 

by the sustainable packages resulting from green packaging material applications, and their importance is more attached in 

packaging, one of which is quickly assembled wooden box with buckles. To reduce the specimen materials in performance 

test, the authors us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o simulate the force analysis of the box. Methods This paper uses Solidworks 

to model a container with size of 1500*800*733mm3, and carries out the following simulation tests: static force and drop 

tests to obtain stress/displacement/strain contour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data. Results Having done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author gets such contours as stress, strain and displacement, and coordinates of maximum stress and strain. 

Conclu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box’s baseboard and pallet will be able to decrease the stress on bottom 

board, and for the box subjected on the static force, the occurring point of maximum str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at of 

dropped box through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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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包装是机电设备与工业产品的主要运输包装容器，特别是很多笨重、易碎及需要特殊保护等

产品不可或缺的储运器具 [1]。包装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产品、固定产品、促进销售 [2]。但是实木包装

箱本身又有很多缺点，最大的问题是不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 [3]。 

长期以来,用于重载物品的通用木箱包装,对大型机电设备的出口包装、存储和运输起到了巨大作

用[4]
.近年来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可循环使用的木质包装箱，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卡扣包装

箱，采用卡扣作为连接件，可实现循环使用。丁毅 [5]等人对木质包装箱结构的优化进行过不同程度的

研究，但是探索方向为减少使用材料。  

不同种类的木材性质差别很大, 包装用木材应根据商品包装要求及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合理取

材[6]。其中定向结构刨花板(Oriented Strand Board，0SB)是世界公认的免检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也

比较简便，目前是国外包装箱和托盘工业最主要的包装材料 [7]。 

计算机辅助创新是新产品开发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它是以欧美国家迅速发展的发明问题解决理

论为基础，结合本体论、现代设计方法学及计算机软件技术多领域科学知识综合而成的创新技术 [8]。 

 

一  木箱基本参数及模型的建立 

 

  （一）  木箱的基本参数 

所选用木箱的规格为 1500*800*733mm
3
,以卡扣作为箱板之间的连接件，卡扣数量 32 个。 

  （二）  OSB 板的基本参数 

材料参数的选取是有限元分析成功与否的关键 [12]。OSB 为各向同性材料，通过文献查阅得到

OSB 板参数如表 1 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02.htm


  

表 1 OSB 板材料特性[10,11]
 

Tab.1 Properties of OSB board 

弹性模量（MPa） 密度（Kg/m
3） 屈服强度

（MPa） 

泊松比 

4336.22
 

602 9.83
 

0.40
 

  （三）  卡扣基本参数 

卡扣选用合金钢，其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合金钢材料特性 

Tab.2 Properties of alloy steel 

弹性模量（MPa） 密度（g/mm
3） 屈服强度（MPa） 泊松比 

210000 0.0077 620.422 0.28 

 

二  Solidworks 有限元分析 

 

  （一）  软件简介  

有限元分析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问题后求解。Solidworks是应用广泛的三维CAD建模和分

析软件,可在完成零件、部件和总装的造型设计后,自动生成有限元网格并进行计算 [9]。基于Solidworks

三维设计软件及其插件Simulation对装配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可以得到在不同工况下的应力、应变

及位移云图。 

  （二）  工况分析 

卡扣箱适用于内装物小于1500kg的产品运输包装[2]，因此对1500*800*733mm
3箱型进行仿真分析

时对其底板所承受质量设定为1t（包括内装物及箱体质量）。为了数值模拟，本文研究的包装箱为常

见的两种放置状态:一是静态分析,包括静载、堆码、叉取。木箱受静载作用时,其顶面载荷为5000Pa,

底板受到内装物及箱板产生载荷（即8167Pa）的作用,与地面保持接触；木箱堆码时, 其顶面载荷为

18456.7Pa,底板作用有内装物及箱板产生的载荷即8167Pa, 与地面保持接触；叉取木箱时,木箱顶面载

荷为5000Pa,底板同样作用有内装物及箱板产生的载荷8167Pa,与叉车的货叉接触约束。静载与堆码状

态下约束面为托盘底面，主要受力面为顶板与底板；叉取状态下约束面为底板与货叉的接触面，主

要受力面为顶板与底板。另一是动力分析,以面跌落测试为主，木箱中装有内装物质量超过450kg，跌

落测试参照B类ISTA包装跌落测试标准，跌落高度设置为150mm。 

  （三）  有限元实体建模 

由 Solidworks 软件绘制箱体模型,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在有限元分析过程中，划分网格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以将几何模型转化为有限元模型[13]。卡扣的尺寸较小所以在网格设置时

将节点数及单元数都设置偏大，以保证 Simulation 的正常进行。箱体和卡扣的单元类型均为实体四

面体单元，最终生成的节点数为 173459,单元数为 93329,自由度数为 512667。 

 

图 1 网格划分 

Fig.1 Mesh generation 



  

 

三  模拟结果分析 

 

  （一）  应力云图 

在静态力与动力作用下卡扣箱产生的应力云图如图 2 所示。 

三种静态力作用下应力云图分布相似，应力在各侧板、端板与顶板的卡扣联接部位变化明显；

顶板有顶面载荷的作用，顶板中心部位应力值偏大；侧板与端板不直接受力，在顶面载荷的影响下

与顶板、底板所产生应力小且均匀，说明托盘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应力；叉取状态有货叉的作用，

货叉与底板中间接触部位（卡扣所在处）应力变化大，如图 3 所示。 

在跌落状态下，与静态力相比箱体产生的应力分布不均匀。在跌落的过程中, 最大应力在与地面

接触的一瞬间最大,然后最大应力在底板、侧板和端板、顶板上逐渐铺开式分布，托盘产生了明显的

应力变化；顶板与侧板的卡扣联接处产生最大应力。  

 

图 2 应力云图 

Fig.2 Stress contour 

 

图 3 货叉与底板接触部位 

Fig.3 Contact of fork with baseboard 

  （二）  位移与应变云图 

 

图 4 位移云图 

Fig.4 Displacement contour 



  

静态力作用的三种工况下，位移与应变变化相似，顶板及侧板的变化较为明显，顶板位移与应

变均由四周向中心以椭圆等值线递增，侧板位移在箱板中间部位发生明显变化，接近于中间卡扣联

接位置，可以对卡扣位置调整使位移变化更为均匀；在跌落状态下，顶板位移与应变由四周向中心

以矩形等值线先增后减，侧板位移在与顶板的交界处变化较为明显，侧板与端板应变分布较均匀，

蔡丽娜[6]在对框架木箱的有限元分析是出现大量局部应力分布不规则的情况；在不同工况下底板与

顶板相比位移及应变分布均匀。位移云图、应变云图如图 4、5 所示。 

 

图 5 应变云图 

Fig.5 Strain contour 

  （三）  最大应力与最大应变 

将正视图-左视图-仰视图交点定义为原点，长、宽、高分别设为 X-Y-Z 正方向。如图 6 所示。

将堆码、静载、叉车、跌落四种算例下的最大应力、最大应变通过坐标形式表现，如表 3 与表 4 所

示。 

 

图 6 木箱坐标图 

Fig.6 Wooden box in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1  最大应力点 

应力是指内力分布在某一点的集度。在不同工况下最大应力发生点相近或相同，最大应力点是

箱体最易产生破坏的位置，最大应力点如表 4 所示。在堆码、静载和叉取状态下，最大应力点均位

于侧板与顶板的卡扣联接部位；跌落产生较大应力的部位较多（点 E、F、G、H），说明相对于静

态力，动力作用对木箱影响更大；跌落过程中的最大应力在底板的孔槽处，侧板与顶板的卡扣联接

部位也产生较大应力。表 4 中 VON 表示在不同工况下箱体产生的应力最大值。产生的最大应力点

在卡扣箱中的示意图如图 7 所示。 

 



  

表 4 最大应力表  

Tab.4 List of maximum stresses 

 点 X 

 (mm) 

Y  

(mm) 

Z 

 (mm) 

VON 

(N/m^2) 

静载 A 520.00 -1.58 742.79 6.97E+07 

 B 980.00 801.58 742.79 6.94E+07 

堆码 C 525.00 801.58 742.79 2.04E+08 

叉取 D 525.00 801.58 742.79 5.61E+07 

跌落 E 935.70 732.74 110.00 2.59E+07 

 F 564.30 67.26 110.00 1.24E+07 

 G 515.60 800.00 666.98 1.21E+07 

 H 984.40 0 666.98 1.21E+07 

 

图 7 最大应力位置 

Fig.7 Location of maximum stresses 

2  最大应变点 

不同工况最大应变发生点如表 5 所示。静态力与跌落产生的最大应变均产生在侧板上；侧板上

产生的最大应变在 X 向（卡扣箱长度方向）1/3L 与 2/3L 处，Z 向（卡扣箱高度方向）距离顶端 60mm

左右处；叉取时由于货叉的作用，最大应变发生在 Z 向距离底板 60mm 左右处。表 5 中 VON 表示

在不同工况下箱体产生的应变最大值。最大应变点在卡扣箱中的示意图如图 8 所示。 

 

表 5 最大应变表 

Tab.5 List of maximum strains 

 点 X 

 (mm) 

Y 

 (mm) 

Z 

 (mm) 

VON 

(N/m^2) 

静载 a 973.79 6.97 675.03 1.44E-03 

 b 542.63 793.01 675.01 1.39E-03 

 c 990.06 797.26 670.61 1.38E-03 

堆码 d 524.28 6.73 675.03 5.35E-03 

叉取 e 943.96 6.54 177.95 1.70E-03 

跌落 f 514.77 797.51 667.36 1.62E-03 



  

 

图 8 最大应变位置 

Fig.8 Location of maximum strains 

 

四  结论 

 

（1）本文采用 Solidworks 对卡扣快装木箱进行了建模及有限元分析，分别在静态力和动力对

装配体进行仿真模拟，得到应力、应变云图及位移云图，可显示箱体应力、应变及位移分布情况。  

（2）卡扣箱的底板、托盘一体化大大降低了卡扣箱底板所产生的应力，提高箱体的抗压性能，

在物流运输中具有重要意义。 

（3）在堆码、静载和叉取状态下，最大应力点均位于侧板与顶板的卡扣联接部位 , 跌落过程中

的最大应力在底板的孔槽处,可以通过调整卡扣结构和槽孔尺寸、槽孔位置使最大应力值减小，减小

应力突变。 

（4）静态力与跌落产生的最大应变均产生在侧板上；侧板上产生的最大应变在卡扣箱长度方向

1/3L与2/3L处，卡扣箱高度方向距离顶端60mm或底端60mm左右处。 

 

参考文献  

[1]张书彬,杨明伦.我国木包装材料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包装工业,2002,100(10):32—33． 

[2]彭国勋.物流运输包装设计[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6. 

[3]方熊飞.采用新技术改革运输包装-几种不同材质运输包装箱的比较[J].包装与食品机械,2000,(5):26-28. 

[4]刘洪南,杨传民.配货堆码技术在仓储运输企业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03 ,24(3):63-65. 

[5]丁毅.木质包装箱结构优化设计[J].包装工程, 2005(5):131-133. 

[6]蔡丽娜,王玉龙,徐洁.框架木箱有限元受力分析[J].包装工程，2010,31(17):13-15. 

[7]张方文,于文吉.木质包装材料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展望[J].包装工程,2007,(2):27-33. 

[8]李田,成思源,赵荣丽.基于计算机辅助创新技术的瓷碟包装结构设计[J]. 包装工程,2013(19):1-5. 

[9]惠烨,李翔,王长浩.基于 SolidWorks 的包装容器结构参数化设计[J].包装工程,2007,28(12):119-120. 

[10]王正.两种木质复合材料弹性模量与阻尼比的动态测量[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5(3):147-149. 

[11]周晓燕, 华毓坤.定向结构板热物理特性的研究[J].木材工业,1998(3):14-18. 

[12]王长智,陈文革.基于 ANSYS 软件的产品跌落分析与耐跌结构设计[J]. 包装工程,2013, 34(1):44-45. 

[13]王歇成.有限单元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4]田野,赵雪微,智慧.新型转轮式红酒包装结构设计及其跌落有限元分析[J].包装工程,2013,34(19):51-54. 

[15]惠远鹏,马占山.包装木箱堆码设计计算[J].中国包装,2012(5):5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