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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用輕便式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之結構分析 

臺南分 局嘉 義辦 事處 

姜秘書進榮、劉技士振南 

ㄧ、前言 

當汽車駕駛者深夜或郊外碰上輪胎洩氣或爆胎時，只要使用車上

配備之汽車用螺旋千斤頂等手工具就可以自行更換備胎，節省等待道

路救援的時間與金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確保商品安全，於民國

83 年公告汽車用輕便式螺旋千斤頂為應施檢驗商品，未符合檢驗規

定者，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汽車用螺旋千斤頂施檢標準係「CNS 

4076 汽車用輕便式螺旋千斤頂」（以下簡稱 CNS 4076），目前國內小

轎車多配備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供車主備用，因其具有構造簡單、價格

便宜、操作簡易、體積小…等多項優點。 

在千斤頂檢驗工作中，經常碰到性能試驗不合格案件，受測之千

斤頂因承受負載而變形損壞。使用電腦輔助工程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分析千斤頂結構，可有效率地達成分析產品性能；因

此，本次研究運用有限元素法軟體進行分析，模擬汽車用伸縮型螺旋

千斤頂(以下簡稱千斤頂)受負載時上臂桿件的應力、應變情形，再與

千斤頂實測結果相互印證，藉以累積檢驗知識、經驗，期能精準掌握

千斤頂破壞之原因，提供各界參考，進而提升檢驗品質與確保消費者

使用安全商品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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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之概述 

茲簡述千斤頂之作用原理並節錄 CNS 4076 第 6.3 節機械性能檢

查內容。 

2-1 汽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之作用原理 

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主要係利用螺旋原理與槓桿原理〔1〕，獲取相乘

的機械利益，所以操作者僅須以小於 20 ㎏的操作力旋轉手柄，卽可

舉升高達 1 公噸以上的重物，千斤頂舉升重物示意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千斤頂舉升重物示意圖 

 
圖 2 千斤頂承受負載 W 時上臂桿件受力分析 

千斤頂桿件受力分析如圖 2 所示。鞍座 A 與上臂 a、上臂 b 係銷

接方式結合，當鞍座承受重物 W 之負載時，可視鞍座 A 為節點 A 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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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 W，且上臂與螺桿之夾角為θ，上臂 a 與上臂 b 所承受的內力分

別為 Ra與 Rb，則此時節點 A 之水平與垂直方向靜力平衡方程式如下式 

)1.....(....................0coscos,0   bax RRF  

)2.........(..........0sinsin,0  WRRF bay   

由(1)、(2)式可得 

)3....(..................................................
sin2 
WRR ba   

由(3)式可知，當負載 W 固定時，Ra與 Rb隨著
sin2

1
而改變。為了

瞭解 Ra、Rb隨θ改變的變化，茲列出θ從 10°~90°，Ra，Rb之變化，

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當θ=30°，Ra=Rb=W；當θ＜30°，會造成

Ra=Rb＞1W；θ＞30°，Ra=Rb＜1W；即千斤頂因構造關係，僅適合於半

升程以上（θ≧30°）操作。 

表 1 上臂桿件內力 Ra，Rb 隨
sin2

w
之變化 

上臂與螺桿夾角θ(°) 

上臂桿件受力

sin2
WRR ba   

上臂桿件內力 Ra，Rb 隨θ改變

之說明 

10 2.88W 

20 1.46W 

θ＜30°，Ra，Rb 隨θ減少而增

加，非屬檢驗操作範圍。 

30 1.00W 
θ=30°，Ra=Rb=W，即為全升程

之中央位置 
40 0.78W 

50 0.65W 

60 0.58W 

70 0.53W 

80 0.51W 

90 0.50W 

θ＞30°，Ra，Rb 隨θ增加而降

低，屬檢驗操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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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NS4076 汽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機械性能檢查 

以下節錄 CNS 4076 第 6.3 節伸縮型螺旋千斤頂機械性能檢查之

內容〔2〕，規定檢驗操作範圍皆於θ≧30°之上，如表 2 所示。 

表 2 伸縮型螺旋千斤頂機械性能檢查內容 

章 節 內 容 敘 述 

6.3.1 

負載運作檢查 

1.在鞍座或掛鉤上加以最大使用負載之 120%之負載，由全升程

之最低位置到最高位置(但如為伸縮型千斤頂則為由全升程

之中央位置到最高位置)反覆頂高三次時必須為如下之情

形。 

2.全行程之運作狀況必須圓滑確實，本體及各部份不得有使用

上有害之異常。 

6.3.2 

耐負載試驗 

以最大使用負載之 150%垂直靜負載加於最大伸展狀態之

千斤頂 3 分鐘，各部位應無永久變形、破壞或其他異常現象，

但伸縮型係在升程之中點試驗。 

6.3.3 

傾斜負載試驗 

將千斤頂伸至最長位置，底座墊以傾斜 6°之傾斜板，以相

當於最大使用負載之垂直靜負載加於鞍座或掛鉤 3 分鐘，各部

位不得有有害之永久變形，破壞及其他異狀。但伸縮型千斤頂

則為在全升程之中央位置，放置於對傾斜面成 45°之位置進行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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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有限元素法軟體，建構千斤頂上臂桿件之模型，模

擬 CNS 4076 第 6.3.2 耐負載試驗，以圖像處理顯示桿件內應力傳遞

及分布情形，並將有限元素法之模擬結果比對實測結果。千斤頂樣品

與實驗設備如下： 

3-1 汽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測試樣品與實驗設備 

千斤頂樣品選用國內某車廠進口報驗之千斤頂，標稱負載為 950

㎏如圖 3 所示，其零件材質清單如表 3 所示。 

 

 

圖 3 汽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樣品之俯視圖與正視圖 

表 3 車用伸縮型螺旋千斤頂樣品之零件材質清單
〔3〕

 
編號 主要零件名稱 材 料 尺 寸 與 機 械 性 質 
1 螺桿 SWRCH35K ￠11.67mm 
2. 上臂 ST44 厚度 t=1.5mm 

彈性模數 E=210Gpa 
浦松比ν=0.3 
降伏強度σy=1034MPa 

3 下臂 B510L t=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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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備為「5/10 噸油壓千斤頂試驗機」〔4〕，搭配電腦、U25 力

量負載顯示器〔5〕與 U58 軟體系統之介面〔6〕；試驗者可擷取、儲存千

斤頂檢驗過程之負載、位移等數據於電腦如圖 4 所示。 

 
圖 4 5/10 噸千斤頂油壓試驗機 

3-2 有限元素法概述 

面對形狀、邊界條件、負載條件複雜的許多工程問題時，大都以

數值分析方法來得到近似解。有限元素法〔7〕係數值分析方法之一，

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有限元素分析法已被廣泛應用。使用有限

元素軟體可以定義結構的幾何形狀，再將結構劃分網格為若干小塊，

這些小塊稱為有限元素（element），它們可以是三角形、四邊形、四

面體、六面體或其他形狀，相鄰元素的共用接合點即是節點（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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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節點結合元素；給定結構不同的負載及邊界條件，分析在這個

負載與邊界條件下，結構所產生的應力、變形量等。 

茲以方程式〔K〕｛D｝=｛F｝簡述之，當給定的負載外力向量為

｛F｝，邊界條件位移向量為｛D｝，經由有限元素分析軟體的處理方式，

利用共用節點上產生交互作用的概念，將各單獨元素的元素剛性矩

陣，組合求得整體系統的系統剛性矩陣〔K〕。解這個系統方程式，可

說是有限元素分析整個程序中，最耗費電腦運算時間和記憶空間的部

分。 

本次研究採用有限元素軟體，它可應用於結構分析、熱分析、流

體動力學分析、電磁分析…等領域，使用的方法步驟簡述如下 

1.前處理(Preprocessor) 

a.設定元素類型、材料特性與幾何尺寸等參數。 

b.建立有限元素分析模型(modeling) 

c.模型網格化(meshing) 

d.定邊界條件及施加負載(Loads)。 

2.求解(Solution) 

3.後處理(Postprocessor)及圖像處理 

3-3 建構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之模型、施加負載與邊界條件 

因千斤頂結構對稱，選取上臂桿件進行分析，桿件三視圖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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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如圖 5 所示。桿件近似二力桿件，即外荷重只作用於接點上，

各接點皆為鉸接，且桿件只承受軸向拉力或軸向壓力。桿件之材料性

質如表3。建構上臂桿件模型並網格化的立體圖及三視圖如圖6所示。 

  

圖 5 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上臂桿件三視圖與尺寸示意圖 

 

 

 
圖 6 伸縮型螺旋千斤頂上臂桿件有限元素模型的立體圖及三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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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說明施加負載與邊界條件；當千斤頂位於全升程之中點位置

(θ=30°)，油壓試驗機施加向下負載 W(㎏)於千斤頂鞍座上，由式(1)

可知，上臂桿件承受軸向壓力 W(㎏)，因此施加負載 W(㎏)於上臂桿

件斷面的節點上；邊界條件則設定桿件上端斷面節點為零位移拘束點

如圖 7 所示。 

 

圖 7 有限元素模型受負載與邊界條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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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千斤頂油壓試驗機之試驗結果 

千斤頂樣品進行耐負載試驗時，形成負載-位移曲線如圖 8 所

示。油壓試驗機施加負載於千斤頂鞍座上，當負載由零逐漸增加，千

斤頂受壓向下位移產生變形；當負載愈大，千斤頂鞍座向下位移愈

大，負載達到約 2100 至 2300kg 時，千斤頂向下位移約 4mm 時，此時

千斤頂上臂桿件的下端處產生挫曲變形破壞如圖 9 所示。當上臂桿件

發生挫曲時，雖然油壓機的負載立刻減少至約 1400 ㎏，但是千斤頂

的上臂桿件因崩潰仍急速向下變形，直到桿件被螺桿與銷接面撐住為

止，位移值達到約-7~-9 ㎜。 

分析上臂挫曲變形主因係該處相對脆弱，因其板材之斷面性質強

度不足，板金未摺壓 L 彎之幾何形狀補強，因而產生挫曲變形。上臂

桿件承受負載 2100 ㎏而挫曲變形，已高於 CNS 4076 要求的 150％標

稱負載。 

此外，實務上欲增加桿件強度，除了使用較厚的板材，或者選用

強度較高的材質，亦或者將板材加工成形，取得較佳斷面性質(截面

模數、慣性矩…等)，以符合桿件需求負載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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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螺旋千斤頂受負載時之負載-位移圖 

 

  
圖 9 千斤頂樣品之上臂挫曲變形前與挫曲變形後之比較 

4-2 有限元素法分析結果 

當延性材料承受三維方向的力作用時，常選用 von Mises 

criterion 判定材料達到降伏狀態否。上臂桿件受力 2.1 噸時，有限

元素模型分析計算的結果如圖 10 所示，由圖 10 可知力量多藉由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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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向下傳遞，桿件（von Mises stress）應力分布的最大等效應力

1593MPa 發生在桿件下端處之位置，此位置與千斤頂實測發生挫曲的

位置一致，這是因為該處板材斷面性質相對薄弱，且有應力及中效

應，所以該處應力最早達到降伏狀態（1034MPa），產生塑性變形進而

挫曲。 

 

圖 10 軸向負載 2.1 噸，上臂 von Mises stress 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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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與運算能力的增強，使電腦輔助工程 CAE 能

更廣泛應用於各領域上，從航太業、汽車、船舶工業、醫療、電子…

等，都有相當大的效益；透過電腦數值大量快速的運算，輔助求解分

析複雜工程和產品的性能，並優化結構等工作，以虛擬測試方式，預

測產品性能，達成產品設計、改善性能的效果。 

電腦數值運算的有限元素法分析工程問題，雖然功能強大，但是

分析者必須對該領域有基本知識，才能建立正確的分析模型、邊界條

件、材料特性，並對分析結果做出合理正確的解釋，達到準確的模擬

分析預測的功效。 

本次研究將有限元素法應用於千斤頂檢驗工作的模擬分析，從實

驗數據(圖 9)與有限元素法分析結果(圖 10)之比較，兩者之結果趨勢

一致；此外，有限元素軟體分析還可以清楚的了解桿件受負載之後的

應力分布情形，分析結果亦可供予千斤頂設計、檢驗工作等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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