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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顺、 精炼， 重点突出。 稿件应包括篇名 （中英文）、 摘要

及关键词 （中英文）、 作者及作者单位 （中英文）、 正文、
参考文献等， 并提供中图分类号和作者简介。 若是科研基

金项目或国家、 部、 省级攻关项目， 请将项目名称和编号

标注在文稿首页的地脚。
２ 文题： 应恰当、 简明地反映文章的内容， 符合编制

题录、 索引和选择关键词等所遵循的原则。 中文题名一般

不宜超过 ２０ 个汉字， 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 一

般不超过 １０ 个实词。
３ 作者： 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 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

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 （２） 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

论或其它主要内容者； （３） 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 每篇论

文作者的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 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作更

改。 作者单位应写明全称， 并注明城市和邮政编码。 作者

简介应包括姓名、 性别、 出生年、 学位、 职称、 研究方向、
邮箱。

４ 摘要： 中英文摘要一律采用结构式摘要， 主要包括

研究目的、 方法、 结果和结论 ４ 部分。 中文摘要 ３００ 字以

内， 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相对照。
５ 关键词： 论著文章一般列出 ３～ ５ 个关键词即可。 标

引的关键词应针对文章所研究的重点内容， 且通用性比较

强。
６ 图表： 按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 每个图

表在文中均应有标注， 并对每幅图表冠以具有自明性的图

（表） 题 （包括中英文）。 本刊采用三线表， 表中取消竖

线。 插图应由专业人员用计算机绘制或拍摄； 照片图上不

要用手写字。 插图做到布局合理、 图形清晰、 比例适中。
７ 参考文献： 按国标 ＧＢ ７７１４⁃８７ 采用顺序编码制著

录， 依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

号标出。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 １～３ 名全部列出， ３ 名以上只

列前 ３ 名， 后加 “等” 或 “ｅｔ ａｌ”， 参考文献必须由作者对

其原文核对无误。 中文参考文献请提供对应的英文译文。
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应不少于 ８ 篇。
二、 投稿注意事项

１ 本 刊 只 接 受 网 上 投 稿， 投 稿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ｈｙｍｆ ｃｏｍ ｃｎ。 作者修改稿请直接发送至信箱 ｒｈｙｍｆ＠
ｇｍｅｒｉ ｃｏｍ。 投稿时请提供联系电话、 邮箱等。 来稿涉及技

术保密的应经作者所在单位审核， 并附正式介绍信。
２ 本刊审稿周期为二个月， 稿件录用情况通过邮件通

知作者， 录用稿件同时邮寄正式录用通知书。 审稿进展及

录用情况也可上网查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ｈｙｍｆ ｃｏｍ ｃｎ）。
３ 来稿请自留底稿， 切勿一稿多投。 来稿文责自负。

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修改、 删节， 凡有涉及原意的修改

则提请作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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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 Ｆｅ、 Ｃｕ、 Ａｌ、 Ｐｂ、 ＳｉＯ２ 固体颗粒作为机油污染物， 在模拟的发动机缸套－活塞环往复运动实验台上，
研究边界润滑条件下固体污染物含量和尺寸对机油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机油中的固体颗粒物导致摩擦

因数和摩擦功损失增加， 同时增加摩擦副接触面的表面粗糙度； 摩擦因数、 摩擦功损失、 磨损量均随污染物含量、 颗

粒物尺寸的增加而增加， 其中铁粒子污染物影响最大， 铜次之， 铅的影响最小； 固体颗粒物会降低发动机性能， 增加

燃油消耗， 为降低固体颗粒物对机油的影响， 必须提高机油过滤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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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油的作用是降低接触面摩擦， 减少磨损， 防止

腐蚀， 带走摩擦接触面产生的热量起到冷却效果， 并

对发动机有清洁作用， 可延长其使用寿命。 发动机中

的机械摩擦损耗占全部生成热量的 １７％ ～ １９％， 而缸

套－活塞环的摩擦损耗约占全部机械损耗的 ４０％ ～
５０％ ［１］。 在发动机工作循环中， 发动机组件间的滑动
接触包含一系列不同的摩擦磨损机制。 由于速度和载

荷的多变性和干涉表面作用， 发动机内的润滑环境不

断发生变化， 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摩擦磨损行为。 根
据 ＡＬＩ 等［２］的研究， 上止点和下止点的摩擦因数最大
值变化范围为 ０ １ ～ ０ １５， 中间行程的最大值变化范

围为 ０ ０５ ～ ０ １， 这些值在特定的机油、 表面质量、



表面材料环境下测定［３］。
机油中的污染物主要来自曲轴箱泄漏、 机油分解

和发动机组件磨损， Ｆｅ、 Ｃｕ、 Ａｌ、 Ｐｂ、 ＳｉＯ２ 等固体

污染物来自发动机组件磨损， 并与机油、 燃油和进气

混合。 图 １ 所示为气态、 液态和固态下不同种类的污

染物对机油的影响， 各成分的有害程度取决于颗粒物

的大小、 含量、 结构和实时工况压力［４］。 固体污染物

主要由颗粒物组成， 加快了机油的氧化分解［５－６］。 活

塞环组件所处的润滑环境取决于接触载荷、 机油的动

力黏度、 测试台运动速度和摩擦副的表面粗糙度［７］。
固体颗粒物的高密度浓度现象将会导致在初始位移阶

段发生比较大的薄层磨损， 机油中的固体污染物也会

造成机械零件的失效［８－９］。

图 １　 机油中污染物种类及其不良影响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发动机更换机油可能是因为机油黏度或氧化恶

化， 也可能是因为固体污染物与机油混合或分离。 由

于固体污染物颗粒是造成磨粒磨损的潜在原因， 通常

不希望机油中存在污染物。 另一方面， 液态污染物会

造成腐蚀、 黏度恶化和摩擦化学性磨损［１０－１１］。 机油

中的污染物使活塞环磨损， 并生成新的污染物。 这个

过程通过内部磨损生成新的磨损碎片， 导致动态封闭

表面破损。 孔的抛光是机油中的小磨损颗粒造成的另

一个不利影响， 而大颗粒会造成孔擦伤［１２］。 发动机

在冷启动后的摩擦力是充分暖机后摩擦力的 ４～ ５ 倍，
污染物颗粒可能来自于燃烧碳烟、 二氧化硅飞尘和类

似矿物飞尘， 磨损颗粒由铁、 铅、 铬、 铜、 铝、 镍合

金、 锡组成［１３－１４］， 柴油机碳烟和机油相互作用并最

终导致发动机零部件磨损［１５－１６］。 机油中的固体颗粒

主要对活塞裙、 轴承和凸轮从动件等较软零部件有明

显不利影响， 曲轴箱机油中固体污染物颗粒主要是碳

烟、 燃烧颗粒物、 金属颗粒或磨损颗粒［１７］。 碳烟颗

粒可以利用傅氏转换红外线光谱分析仪进行鉴定， 这

是一种适用于包括反应产物在内的化学混合物的鉴定

方法［１８］。 在任何润滑机制中， 对于所有润滑系统而

言， 应保证颗粒物大小小于接触表面间的油膜厚度。
实验中所用机油滤清器的名义滞留率为 １５ ～ ２０ μｍ，
活塞环区域的机油比油底壳中的机油含有更多的污染

物。 不带颗粒物滤清器的排气再循环系统会使机油中

的碳烟颗粒增加， 通过在油脂中添加聚合物粉剂可降

低由于磨料污染物增加的磨损［１９－２０］。
为保护发动机， 在发动机内安装空气过滤器， 可

有效降低空气中的污染物。 发动机需要吸入的空气保

持一定的清洁度， 从而降低磨损， 提高发动机效率。
空气中的飞尘污染物具有很强的研磨作用， 少量的空

气污染物 （灰尘、 沙粒等） 会大大提高发动机内的

摩擦磨损［２１］。 过滤器的过滤效率对磨损率有重要影

响， 因而建议使用高过滤效率的过滤器。 高质量空气

过滤器可进一步降低磨损和故障， 从而提高在恶劣空

气环境中内燃机的运行性能［２２］。 润滑机制通常被分

为三类： 边界润滑， 混合润滑， 弹性流体动力润滑 ／
流体动力润滑［２３－２４］。 本文作者研究边界润滑下固体

污染物对机油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并讨论变化的颗粒

物含量和尺寸对摩擦磨损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实验台设计

为模拟发动机中活塞环－缸套的往复直线运动，
根据 ＡＳＴＭ Ｇ１８１ 标准设计如图 ２ 所示实验台［２５］。 实

验台选用 １ ５ ｋＷ 变频交流发电机驱动曲柄轴， 为保

证结果可靠， 使用的活塞环和缸套试样从实际汽车内

燃机组件切割得到。 活塞环安装在往复运动的缸套试

件上方， 通过专用设计活塞环夹具固定。 选用压电式

拉压传感器和电荷放大器测定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力， 测量信号通过数据采集系统接收传递， 并与电脑

联接实现摩擦力的存储。
摩擦因数 （μ） 表达式为

μ＝Ｆ ｆ ／ Ｆｎ （１）
摩擦功损失 （Ｐ） 表达式为

Ｐ＝Ｆ ｆｖｐ ＝μＦｎ［Ｒω（ｓｉｎＬ＋ｓｉｎ２α）］ （２）
式中： Ｆ ｆ 是摩擦力； Ｆｎ 是活塞环接触负载； ｖｐ 是往

复运行速度； Ｒ 是曲柄轴半径； ω 是曲柄的角速度；
Ｌ 是连杆长度； α 是曲柄转角。

图 ２　 活塞环－缸套实验台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ｉ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ｉｎｇ ／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ｌｉ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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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摩擦学测试特性分析

对活塞环－缸套进行摩擦学性能评估， 每次实验

中采用相同数量的污染物润滑油。 为模拟边界润滑环

境， 实验选用的实验台运行速度分别为 ０ ６３、 ０ ８５、
１ １ ｍ ／ ｓ， 测量摩擦力时选用恒定接触负载为 １２０ Ｎ。
实验台行程为 ６０ ｍｍ， 活塞环和缸套试样的硬度值分

别为 ＨＶ３０３ 和 ＨＶ２５７。 实 验 使 用 的 机 油 型 号 为

ＳＡＥ ２０Ｗ５０， 制作机油试样时， 加入不同量和不同种

类的 Ｆｅ、 Ｃｕ、 Ａｌ、 Ｐｂ、 ＳｉＯ２ 等金属添加剂， 质量分

数分别为 ４×１０－５、 ６×１０－５、 ８×１０－５、 １×１０－４， 颗粒物

大小小于等于 ２０、 ４０、 ６０ μｍ。 实验前机油试样经过

强力搅拌， 实验在室温下进行。 每次实验前在磁力搅

拌器中用丙酮清洗试样 ２０ ｍｉｎ。
２　 结果和讨论

图 ３ 所示为在添加 Ｆｅ 污染物机油和无添加条件下

相关摩擦性能参数随曲轴转角的周期性变化曲线， 其

中实验台往复滑行速度为 １ １ ｍ ／ ｓ， 污染物颗粒尺寸为

２１ μｍ， 质量分数为 ４×１０－５， 接触负载为 １２０ Ｎ。 如图

３ （ａ） 所示， 由于往复运动过程中运动方向改变， 摩

擦因数随转角的变化曲线出现正负值。 如图 ３ （ｂ） 所

示， 最大摩擦功损失出现在中间行程位置， 在上止点

和下止点位置时值为 ０， 这可能是因为此时活塞速度较

低造成的。 运行速度在中间行程达到最大值， 增加机

油中的剪切应力， 从而增加摩擦功损失。 通常发动机

速度增加时， 摩擦功损失增加。 结果表明， 在机油中

添加 Ｆｅ 颗粒污染物会使边界摩擦因数和摩擦功损失增

加， 这是由于三体磨损导致产生微动磨损和犁沟效应。
同时， 磨损表面的温度增加会促进粘着磨损和塑性变

形， 并造成层状剥落和擦伤。 摩擦力增加对汽车发动

机的效率和燃油经济性有不利影响。

图 ３　 摩擦学参数随曲轴转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ｒａｎｋ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ｖｐ ＝ １ １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使用商业通用机油 ２０Ｗ５０ 制备不同颗粒污染物

质量分数 （４×１０－５、 ６×１０－５、 ８×１０－５、 １×１０－４） 的固

体污染物悬浊液， 研究不同颗粒污染物质量分数对摩

擦因数和摩擦功损失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摩擦学参数随颗粒污染物质量分数变化曲线 （ｖｐ ＝ ０ ８５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ｖｐ ＝ ０ ８５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其中实验台运行速度为 ０ ８５ ｍ ／ ｓ， 接触负载为 １２０ Ｎ， 颗粒物种类为 Ｆｅ、 Ｃｕ、 Ａｌ、 Ｐｂ、 ＳｉＯ２，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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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直径为 ２０ μｍ。 大体趋势来看， 平均边界摩擦因数

和摩擦功损失随颗粒物质量分数的增大而增大。 其原

因是： 其一， 污染物质量分数的增加会提高颗粒物之

间的碰撞概率， 从而提高摩擦力； 其二， 边界润滑环

境下油膜厚度较薄， 磨损表面无法被油膜分离， 导致

凸峰接触摩擦增加， 其中， 铁粒子影响程度最大， 铜

粒子次之， 铅影响最小， 二氧化硅和铝粒子的影响程

度相互交错， 这是由于颗粒物的嵌入和犁沟效应的共

同作用造成的； 其三， 软表面和颗粒物之间的油膜结

构增强磨损表面之间的黏着作用， 从而增加摩擦

因数［２６］。
图 ５ 所示为不同种类污染物溶液在质量分数为

６×１０－５时颗粒物尺寸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其中实验台

选用接触负载为 １２０ Ｎ， 运行速度为 ０ ６３ ｍ ／ ｓ。 边界

摩擦因数随颗粒大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其中铁粒子

溶液测得的摩擦因数较大。 对于该现象有 ２ 种不同的

解释： 一种解释是， 较小的颗粒具有较小的不规则几

何形状 （即研磨接触的数量和区域尺寸较小）； 另一

种解释是， 小粒径研磨颗粒可能对摩擦表面具有修复

作用， 从而降低摩擦磨损的不利影响。

图 ５　 平均摩擦因数随颗粒大小的变化曲线 （ｖｐ ＝ ０ ６３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ｐ ＝ ０ ６３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图 ６ 所示为不同污染物油液润滑下边界摩擦因数

随实验台运行速度的变化曲线。 结果显示， 边界摩擦

因数随实验台运行速度的增加有所减小。 这是因为剪

切率增加并提高接触表面强度， 实际接触面积减小，
此时摩擦因数处于干滑动状态［２７］。 但实验台运行速

度对剪切率和表面强度影响不大， 因而摩擦因数随运

行速度的变化并不明显。

图 ６　 平均摩擦因数随实验台滑动速度变化曲线 （Ｆｎ ＝ １２０ Ｎ）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活塞环是汽车发动机中的重要零部件， 通常在活
塞和缸套之间使用一组活塞环来保证气体密封性。 活
塞的往复运动使得环表面和缸套之间形成一层薄的油
膜， 对运动组件起到润滑作用。 随着研磨颗粒 （金
属颗粒） 进入环和缸套之间的滑动接触面， 在活塞
环表面可能形成较大的磨痕， 通常在缸套表面也会形
成类似的磨损。 图 ７ 所示为不同污染物颗粒对活塞环
表面的磨损影响情况， 其中颗粒大小为 ２０ μｍ， 质量
分数为 １×１０－４。 选用污染物颗粒种类有 Ｆｅ、 Ｃｕ、 Ａｌ、
Ｐｂ、 ＳｉＯ２， 实验台接触负载为 １２０ Ｎ， 运行速度为
０ ６３ ｍ ／ ｓ。 可见， 随着滑动距离的累加， 活塞环的磨
损量增加； 机油中无污染物添加时磨损量最小， 添加
铁粒子污染物时磨损量最大。

图 ７　 活塞环磨损量变化曲线 （ｖｐ ＝ ０ ６３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ｉｎｇ ｗｅａｒ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ｖｐ ＝ ０ ６３ ｍ ／ ｓ， Ｆｎ ＝ １２０ Ｎ）

３　 结论
（１） 随着污染物含量、 颗粒大小、 颗粒硬度的增

加， 平均边界摩擦因数和摩擦功损失均增加。 污染物
导致摩擦磨损增加是因为在高速运行过程中接触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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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重复产生弹性和塑性变形， 导致表面温度上升并产
生摩擦应力。

（２） 机油中金属污染物的种类对边界摩擦因数的
增加有重要影响。 其中铁粒子污染物影响最大， 铜次

之， 铅的影响最小。
（３） 二氧化硅虽然具有较高的硬度水平， 却表现

出较低水平的摩擦行为。 这可能是因为高硬度的二氧

化硅颗粒更容易发生滚动摩擦， 而不是滑动摩擦。
（４） 污染物颗粒会增加活塞环的磨损， 磨损率随

着粒径大小、 污染物含量、 滑动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５） 为降低摩擦磨损， 应使机油过滤精度小于摩

擦表面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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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高速滚珠轴承电主轴的热特性对其性能的影响， 计算轴承的热源生热并进行热特性仿真。 研究轴向

载荷和转速对接触角的影响规律， 进而采用局部热计算方法计算轴承的热损耗。 结果发现， 轴承的旋转速度对其热损

耗的影响比轴向载荷作用更明显， 并且滚珠的自旋摩擦是轴承生热的主要形式。 结合热源生热计算结果， 运用 ＡＮＳＹＳ
对一定转速的空载电主轴分别进行稳态热分析和瞬态热分析， 发现电主轴的最高温度点出现在内置电机转子的中心区

域。 将稳态热分析结果加载到有限元模型进行热－结构耦合分析， 发现最大轴向位移出现在主轴的最前端， 最大轴向

应力则出现在前轴承球与外滚道的接触区域。 设计空载电主轴温升测定实验， 验证仿真结果的正确性。
关键词： 电主轴； 角接触球轴承； 局部热计算法； 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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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ｔ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ＡＮＳＹＳ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ｐ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 ｌｏａ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ｘ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ｏｉ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ａ ｎｏ ｌｏａ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ａｌ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ｏｃａｌ ｈｅａ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电主轴是高性能机床的核心部件， 将转轴、 驱动

电机和轴承集成为一体， 其性能直接决定了高速切削

的质量［１］。 因为电主轴的驱动电机内置于主轴内部，
则电机生热就成了评价主轴性能不容忽视的因素； 另

外由于轴承 Ｄｍ ｎ （中径与转速的乘积） 值的不断增

大， 加剧了其磨损进而发热量明显增加， 导致其工作

温度显著升高。 温升的产生促使热源周边的零部件产

生热膨胀， 力的作用引起的热变形不仅影响了轴承的

预紧状态， 而且严重降低了主轴刚度及其加工精度；
温度的不断升高更是可能使润滑剂失去润滑功用， 进

而发生热咬合的可能， 导致电主轴损坏， 可见对电主

轴的热特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的蒋兴奇和马家驹［２］通过建立滚珠轴承

的热阻网络， 运用节点热流量平衡原理联立方程并求

解从而确定各节点温度， 并最终获得了球轴承温度分

布情况， 但该方法仍处于理论阶段， 有待实验验证。
国外学者 ＰＡＬＭＧＲＥＮ［３］ 在实验数据基础上推导出滚

动轴承摩擦力矩的一般计算公式， 进而求得整个轴承

的摩擦生热。 通过实验验证得知， 这种方法的适用条



件为轴承转速不高、 润滑剂流量较小的情形。 之后

ＡＳＴＲＩＤＧＥ 和 ＳＭＩＴＨ ［４］进 一 步 研 究 并 改 进 了

ＰＡＬＭＧＲＮ 的理论方法， 同样借助实验研究推导出新

的求解高速圆柱滚子轴承功耗的经验公式， 这一方法

具有一定局限性， 只可应用于圆柱滚子轴承热损耗的

计算。 而 ＲＵＭＢＡＲＧＥＲ 等［５］ 以圆柱滚子轴承为研究

对象在热损耗监测中发现通过经验公式算的发热量与

实际值偏差较大。 哈尔滨工业大学陈观慈等［６］以航空

发动机用高速滚动轴承为分析对象， 通过台架功耗实

验发现经验公式计算轴承发热局限性明显， 相反， 基

于发热基本原理的局部法计算轴承发热具有更高的精

度和更广泛的应用范围。 ＣＨＩＥＮ 和 ＪＡＮＧ［７］ 对高速电

主轴内置电机定子外部螺旋冷却回路中的冷却液进行

三维建模并分析求解其运动形式及温度特性， 借助实

验分析发现， 电主轴中心域的温度偏高且水冷效果更

明显。 美国 ＢＯＳＳＭＡＮＮ 和 ＴＵ［８］共同提出了电主轴的

有限差分热模型， 将其热分布用有限元方法来描述，
而且对电主轴单元的传热和散热情况进行了系统性分

析， 结果比较准确地预测了主轴单元的温度分布场，
表明有限元法可运用于电主轴系统的热分析。 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张明华等［９］ 利用经验公式计算滚珠轴承

发热进而对电主轴进行热特性仿真， 分析确定了其温

度场的变化规律。 本文作者开展了将轴承局部热计算

方法与有限元仿真分析方法相结合从而研究滚珠轴承

电主轴的热态特性。
１　 电主轴的热源分析

１ １　 电机发热功率计算

电机的损耗主要有电损耗、 磁损耗、 机械损耗及

附加损耗， 假设电机的损耗全部转化成热量， 则电机

的总发热功率为

Ｐｍ ＝ （１－ηｍ） ·Ｐｅｌ

式中： ηｍ 为电机的效率； Ｐｅｌ为电机的额定功率。
总发热功率中， ２ ／ ３ 为电机定子产生， １ ／ ３ 为转

子产生。
１ ２　 轴承发热功率计算

采用局部热计算方法对轴承进行发热功率计算。
１ ２ １　 轴承接触角计算

轴承工作前的内、 外接触角相等， 都为其静止状

态接触角 α０， 如图 １ （ａ） 所示； 当滚珠轴承高速旋

转， 滚动体会受到较大的离心力使其与内、 外滚道的

接触角发生改变， 如图 １ （ｂ） 所示， αｉ、 αｏ 分别表

示滚珠与内、 外圈接触角。 根据滚珠轴承经典分析理

论， 选用 ＳＫＦ７２１８ 轴承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接触角

变化规律。 该轴承部分几何参数如表 １ 所示。

图 １　 轴承接触角

Ｆｉｇ １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ａ） ｎｏｔ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ｂ）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表 １　 ＳＫＦ２１８ 轴承的几何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２１８ ｂｅａｒｉｎｇ
参数 初始值

公称内径 ｄｉ ／ ｍｍ ９０．００
公称外径 ｄｏ ／ ｍｍ １６０．００
轴承宽度 Ｋ ／ ｍｍ ３０．００
滚珠直径 Ｄ ／ ｍｍ ２２．２３

初始接触角 α０ ／ （°） ４０．００
滚珠个数 Ｚ １６

假设 ７２１８ 轴承只受轴向力作用， 轴向作用力 Ｆａ

在 ５ ０００ ～ ４０ ０００ Ｎ 变化， 轴承转速 ｎ 保持 １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不变， 则求解所得轴承内、 外滚道接触角 αｉ、
αｏ 绘制曲线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内、 外圈接触角与轴向力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ｓ

可知， 在保持轴承内圈转速为定值的条件下， 随

着轴向力的增大， αｉ 逐渐变小， 而 αｏ 逐渐增大， 且

两者的变化趋势都是朝着轴承的 α０ 角 ４０°逼近， 而且

相对于内圈接触角， 外圈接触角的变动幅度更大， 另

外， 内、 外接触角的均值随着轴向载荷的增大而缓慢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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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固定轴向力 Ｆａ 为 ３０ ０００ Ｎ 不变的条件下， 轴

承转速 ｎ 在 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之间变化， 内、 外圈

接触角的计算数据绘制曲线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内、 外圈接触角与转速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ｓ

保持轴承轴向力不变， 随着轴承转速的提高， αｉ

逐渐变大， 而 αｏ 逐渐变小， 且相对变化幅度都比较

明显， 可见轴承转速的变化对其接触角的影响要比所

受轴向载荷的影响大得多， 另外， 接触角平均值随着

轴承转速的增大而呈现缓慢的减小趋势。 通过比较图

２、 ３ 可以发现， 轴承内、 外接触角的均值在其初始

接触角轴承接触角 ４０°左右， 这样可以在已知内、 外

接触角其中之一的条件下估算出另一接触角的近似

值， 且接触角与轴向载荷和转速的关系曲线变化趋势

近似可逆。
１ ２ ２　 生热功率计算

轴承生热主要是因为轴承零部件间的接触摩擦而

产生， 各接触部分发热功率计算公式［１０］如下：
（１） 沿滚珠与套圈接触面 ｘ 轴方向生热功率为

Ｈｎｘｊ ＝
ａｎｊｂｎｊ

Ｊ ∫１

－１
∫ １－ｑ２

－ １－ｑ２
τｎｘｊｖｎｘｊｄｔｄｑ

沿滚珠与套圈接触面 ｙ 轴方向生热功率为

Ｈｎｙｊ ＝
ａｎｊｂｎｊ

Ｊ ∫１

－１
∫ １－ｑ２

－ １－ｑ２
τｎｙｊｖｎｙｊｄｔｄｑ

定义 ａ、 ｂ 为

ａ ＝ ０ ０２３ ６ａ∗
Ｑ

∑ρ
æ

è
çç

ö

ø
÷÷

１ ／ ３

， ｂ ＝ ０ ０２３ ６ｂ∗
Ｑ

∑ρ
æ

è
çç

ö

ø
÷÷

１ ／ ３

则球与套圈摩擦引起的滑动摩擦热为

ＨＢＲＣ ＝ ∑
ｎ ＝ ｏ

ｎ ＝ ｉ
∑
ｊ ＝ Ｚ

ｊ ＝ １
（Ｈｎｘｊ ＋ Ｈｎｙｊ）

（２） 对于油润滑轴承， 润滑油与滚珠表面的摩

擦热功率为

Ｈｆｄｒｇ ＝
ｄｍωｍＦｖＺ

２Ｊ
这里 Ｆｖ 为

Ｆｖ ＝
ｃｖπξＤ

２ （ｄｍωｍ）
１．９５

３２ｇ
（３） 轴承滚珠自旋产生的摩擦热功耗为

Ｈｓ ＝ ∑
ｚ

ｊ ＝ １
Ｈｓｎｊ

Ｈｓｎｊ计算式为

Ｈｓｎｊ ＝ ＭｓｎｊωＲｊ

（４） 轴承滚珠的保持架和套圈引导面相互接触

引起的摩擦热为

ＨＣＲＬ ＝ １
２
ＤＣＲＦＣＲ（ｃｎωｃｉ）

ＦＣＲ定义为

ＦＣＲ ＝
ηπｗＣＲｃｎＤＣＲωｃｉ

１ －
ｄ１

ｄ２

（５） 轴承滚珠与保持架的兜槽接触产生的摩擦

热为

ＨＣＰＢ ＝ ∑
Ｚ

ｊ ＝ １
μｃｊＱｃｊω ｊ

则轴承整体的总摩擦功耗为

Ｈｔｏｔａｌ ＝ ＨＢＲＣ ＋ Ｈｆｄｒｇ ＋ Ｈｓ ＋ ＨＣＲＬ ＋ ＨＣＰＢ

式中： ｃｖ 为油气混合物的黏性拖动系数； ξ 为油气混

合物的密度， ｋｇ ／ ｍ３； ＤＣＲ为保持架引导面直径， ｍ；
ｗＣＲ为保持架过梁厚度， ｍ； ｃｎ 值为 ｃｏ ＝ １， ｃｉ ＝ － １；
ωｃｉ为保持架与内圈的相对角速度， ｒａｄ ／ ｓ。

这里研究轴承为油气润滑， 则润滑油与滚珠表面

的摩擦功耗不予考虑。 另外， 此轴承采用滚动体引导

式保持架， 避免了保持架和套圈的接触， 则 ＨＣＲＬ可忽

略。 轴承运转过程中， 滚珠与保持架之间的作用力在

大部分时间内都很小， 所以 ＨＣＰＢ值也可忽略。
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上述理论， 利用所求得的内、 外接触角 αｉ、
αｏ， 分别计算轴承在不同工况条件下的生热功率并绘

制曲线， 从而进行相关分析。
在保持轴承转速 ｎ 为 １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不变的情况

下， 改变轴承轴向作用载荷， 分别计算轴承各功耗并

绘制曲线， 如图 ４ 所示。 可以看出， 在轴承转速不变

的情况下， 随着轴向力的加大， 轴承总摩擦功率逐渐

增大， 增长速率也呈提高趋势， 其中滚珠自旋功耗在

轴承总功耗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滑动摩擦功率， 且二者

之间的差值也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可见， 轴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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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轴承生热影响明显， 并且滚珠的自旋发热是轴承

的主要发热形式， 因而需要适当控制轴承的轴向受

力， 而且如何减小滚珠自旋摩擦从而减小轴承生热具

有较大研究意义。

图 ４　 轴承功耗随轴向载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ｘｉａｌ ｌｏａｄ

滑动摩擦热功率是由滚珠与内圈的摩擦功耗和滚

珠与外圈的摩擦功耗两部分组成， 为了研究二者的变

化规律， 绘制数据曲线， 如图 ５ 所示。 可以看出， 在

轴承转速不变的条件下， 开始阶段轴承外圈的摩擦热

功率比轴承内圈大， 随着轴向力的增大， 二者差距逐

渐缩小， 在轴向力增大到 ２７ ０００ Ｎ 左右， 二者几乎

相同； 之后随着轴向力的继续增大， 轴承内圈的摩擦

热功率超过轴承外圈的摩擦热， 并且差距呈现逐渐增

大的趋势。

图 ５　 滑动摩擦功耗与轴向力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ｘ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保持轴承轴向力 Ｆａ 为 ３０ ０００ Ｎ 不变， 计算轴承

在不同转速下的热功耗并绘制曲线， 如图 ６ 所示。 可

知： 在保持轴承轴向力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轴承转速

的提高， 总摩擦功耗逐渐升高， 并且增长幅度明显，
其中自旋热功率仍然要比滑动摩擦热功率在总摩擦热

中所占的比例大， 并且前者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后

者， 可见轴承转速是影响其生热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 ６　 轴承功耗与轴承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为了继续研究轴承外圈的摩擦热与轴承内圈摩擦

热的关系， 绘制了相关曲线， 如图 ７ 所示。 可见， 在

轴向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轴承转速的不断提

高， 滚珠与轴承内、 外圈摩擦发热功率呈现增大趋

势， 开始阶段内圈摩擦发热大于轴承外圈， 当轴承转

速增大到 １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左右， 内、 外圈摩擦发热率几

乎相同； 之后轴承外圈发热率超过内圈， 并且突然大

幅度增加， 而轴承内圈摩擦热趋于平稳， 这是由于转

速的增大使得滚珠受到了更大的离心力， 促使球与外

滚道的接触越来越紧密， 从而二者间的摩擦力增大，
结果就是轴承外圈摩擦生热突然大幅增加， 并且增加

幅度也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图 ７　 滑动摩擦功耗与轴承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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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图 ４ 与图 ６ 可以发现： 轴承热功耗随着
轴承轴向力逐渐增大呈曲线上升， 而轴承功耗随着轴
承转速的增大则近似呈直线上升。 由此可见， 轴承转
速对轴承生热的影响要比其轴向受力的作用更明显。
３　 电主轴热态特性的有限元分析与试验

为了便于实验验证仿真结果， 以 ＤＧＺ６０Ｅ Ｓ 球轴
承高速电主轴为研究对象进行 ＡＮＳＹＳ 仿真。 这款电主
轴的前、 后轴承均为 ＦＡＧ ｈｃｓ７００３ｃ 脂润滑轴承， 内置
电机为 ＧＺ１⁃０６０， 额定功率为 １ ８ ｋＷ， 效率为 １０％。
３ １　 电主轴有限元分析模型

电主轴整体上可以看作轴对称结构， 选取其剖视
图的 １ ／ ２ 作为热分析模型， 将电机等效为圆柱筒， 省
略螺钉孔等细微结构［１１］。 在保证相应结构精度的情
况下， 简化后的模型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选择 ＰＬＡＮＥ５５ 单元， 经过处理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电主轴有限元分析模型

Ｆｉｇ ８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３ ２　 电主轴温度场分析

所研究对象为油脂润滑轴承支承的电主轴单元，
则润滑剂的散热影响可忽略。 在进行电主轴单元的热
仿真分析前， 需要进行以下假设：

（１） 电主轴工作环境温度 Ｔｅ 为 ２５ ℃；
（２） 电主轴选用水冷进行冷却， 冷却水的流量

为 ０ ５ Ｌ ／ ｍｉｎ， 入口水温 Ｔｉ 为 ２０ ℃， 出口水温 Ｔｏ 根
据实验监测确定为 ４０ ℃， 则定性温度 Ｔｆ 为 ３０ ℃。
表 ２ 所示为该条件下电主轴的热边界条件。

表 ２　 电主轴单元的热边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ｕｎｉｔ
参数 计算结果

转子发热率 ２ ３０４ ６００ Ｗ ／ ｍ３

定子发热率 ５ ４８９ ２００ Ｗ ／ ｍ３

轴承发热率 ４９ ６３８ ０００ Ｗ ／ ｍ３

转子端面与周围空气换热系数 ２０３．０９１ ６ Ｗ ／ （ｍ２·℃）
转轴内腔部分与空气的换热系数 １７１．３７９ ５ Ｗ ／ （ｍ２·℃）
轴前端与周围空气的换热系数 １３３．６７７ ７ Ｗ ／ （ｍ２·℃）
前、后密封环气隙的换热系数 ２６４．３２２ ３ Ｗ ／ （ｍ２·℃）
主轴单元与冷却水的换热系数 ３ ０８８．４００ ０ Ｗ ／ （ｍ２·℃）

电机定子和转子气隙的换热系数 ２０２．４８７ ０ Ｗ ／ （ｍ２·℃）
主轴壳体外表面与环

境空气换热系数
９ ７００ ０ Ｗ ／ （ｍ２·℃）

　 　 为了研究稳定的热载荷对高速电主轴温度场的影

响， 需要对电主轴进行稳态热分析。 在进行瞬态热分

析之前一般需要先进行稳态热分析， 以确定电主轴初

始温度分布场或瞬态热分析最后一步的温度场分布情

况。 将表 ２ 热边界条件加载到电主轴的有限元模型，
图 ９ 所示即为求解所得的电主轴的稳态温度分布云

图。 可知， 电主轴稳态温度最高点出现在内置电机转

子靠近定子一侧区域的中间部分， 为 ６３ ８９０ ４ ℃，
同时可以通过比较计算得到电主轴整体最高温升高达

３８ ８９０ ４ ℃， 这是由于电机转子本身生热率比较大，
并且电机整体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 冷却液对其温度

影响也有限， 这样就形成一种生热多、 散热困难的情

况。 前、 后轴承的最高温度都出现在轴承滚珠的中心

位置， 其中， 前轴承组的最高温度在 ６２ ５ ℃ 左右，
后轴承的最高温度则为 ６２ ℃左右， 由此可知， 电主

轴的轴承温升为 ３７ ℃左右。 支承轴承温度较高的原

因主要有 ２ 个： 一是电主轴高速旋转导致轴承磨损加

剧， 从而使得轴承发热量较高； 二是由于电机转子的

发热量通过接触件的热传导作用影响到轴承的发热。
另外， 可以看到， 不论前、 后轴承， 轴承内圈的平均

温度均要远高于轴承外圈， 大约平均高出 ３０ ℃， 这

是因为轴承内圈与温度较高的主轴直接接触， 而轴承

外圈则是距离冷却管路更近， 由于热传导的作用， 产

生了该现象。 电机定子的发热率也是比较高， 但是它

的最高温度大约只有 ３９ ℃， 这里， 流过电主轴壳体

的冷却水起到了关键作用， 带走了定子产生的大部分

热量。

图 ９　 电主轴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高速电主轴瞬态热分析用于分析其温度场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 瞬态热分析与稳态热分析的区别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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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是随时间变化的。 现假设电主轴空载运行了１ ０００
ｓ， 对电主轴进行瞬态热分析。 在电主轴前轴承、 后轴

承、 电机转子上分别选取温度较高的节点， 相应地绘

制各节随时间变化的温度曲线， 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电主轴特定节点温升曲线

Ｆｉｇ 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ｄｅ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由图 １０ 可知， 在 ０～４００ ｓ， 不论电机转子、 前轴

承和后轴承节点， 它们的温度上升速率在整个温升过

程中都为最大， 其中， 前轴承升温速率比后轴承大，
而后轴承的温升速率又比电机转子大； 在 ４００ ～ ８００ ｓ
区间， 三者的温度上升趋势逐渐趋于平缓， 并持续保

持转子温度高于前轴承， 前轴承温度高于后轴承； 从

８００ ｓ 左右开始， 三者都基本达到稳态温度， 温度大

小排序维持不变。 基于以上现象， 有如下分析： 电主

轴的温度上升主要经历了急剧上升、 缓慢上升和稳定

３ 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由于前轴承为 ２ 个轴承组成

的轴承组， 而后轴承为单一的轴承， 则后轴承的发热

量明显低于前轴承， 因此出现了前轴承温升大于后轴

承的现象。 在第二、 第三阶段， 主要由于冷却水的持

续作用， 使得电主轴的温升逐渐趋于平稳， 并最终达

到稳定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在该电主轴以

６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转速开始工作前， 先让其空转 ８００ ｓ 左右

以达到预热目的， 然后再进行加工操作， 从而可以大

大降低由于主轴温升造成的加工误差。
为了分析电主轴的热位移及热应力分布情况， 需

要进行热－结构耦合分析。 本文作者采用间接法进行

热－结构耦合分析。 在前述稳态热分析的基础上， 进

行如下操作：
（１） 在前处理器中转换热分析单元 ＰＬＡＮＥ５５ 为

相对应的结构单元 ＰＬＡＮＥ１８２。
（２） 设置添加电主轴材料的物理参数。 将电主

轴各部件材料的弹性模量、 线膨胀系数和泊松比进行

设置。
（３） 将上述稳态热分析的结果以温度载荷的形

式加载到有限元模型。

（４） 指定电主轴的参考温度为 ２５ ℃。 默认在参

考温度时， 热应力为 ０。
（５） 进行求解及后处理。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完毕后， 电主轴轴向位移场如

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电主轴轴向位移场

Ｆｉｇ １１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由图 １１ 可知： 在稳态温度热载荷作用下， 主轴

的轴向位移量基本上是从轴的前端向后端逐渐减小，
电主轴整体的轴向热位移最大点出现在主轴的最前

端， 为 ０ ７３８ ｍｍ， 热位移最小点出现在主轴的最末

端， 为 ０ ５６３ ｍｍ， 这一情况对电主轴的加工精度的

影响是明显的， 由此可见对电主轴适当冷却散热的重

要性。 另外， 通过采用弹性模量较大或热膨胀系数较

小的材料作为电主轴材料可以达到减小主轴轴向变形

量的目的。 图 １２—１４ 示出了电主轴轴向、 径向和周

向的热应力分布云图。

图 １２　 电主轴轴向应力场

Ｆｉｇ １２　 Ａｘ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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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电主轴径向应力场

Ｆｉｇ １３　 Ｒａｄ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图 １４　 电主轴周向应力场

Ｆｉｇ １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３ ３　 实验

为了验证理论计算及仿真分析的可行性， 设计温

度测定实验， 装置如图 １５ 所示。

图 １５　 实验装置

Ｆｉｇ １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电主轴以 ６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转速空转 １ ｈ 后， 分别选

取电主轴外壁、 前端及主轴内壁靠近转子部分若干

点， 采用万用表和热敏电阻测量各点温度， 并与仿真

结果中对应各点温度进行比较， 如表 ３ 所示。 测量数

据与仿真数值的偏差基本维持在 １０％以内， 说明文

中的理论方法是可行的。

表 ３　 节点温度的理论值与实际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节点

编号

理论温

度 ｔ ／ ℃
传感器阻

值 Ｒ ／ Ω
试验温

度 ｔ ／ ℃
偏差

ｅ ／ ％
２６６ ５５．１３３ ７７２．４ ５９．８８２ ７．９３
３０９ ６２．７３０ ８０１．２ ６５．３２１ ３．９７
３０４ ６４．０９３ ７９０．１ ６３．２２６ １．３７
３３３ ５２．７４１ ７４９．２ ５５．３３３ ４．６８
３５１ ４４．３７９ ７１８．８ ４９．３６０ １０．０９
３ １１１ ２９．９６５ ６１４．７ ２７．５４４ ８．７９
３ ０９９ ３４．７９４ ６３４．１ ３１．７６１ ９．５５

４　 结论

（１） 采用局部热计算方法计算滚珠轴承生热功

率， 分析发现轴承转速及轴向受力都对轴承生热具有

显著影响， 且轴承滚珠自旋是轴承的主要的发热

形式。
（２）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对电主轴模型

的温度场、 轴向位移场及应力场进行仿真， 分析发现

电主轴的最高温度出现在内置电机转子上且转轴前端

的轴向位移最大， 说明电主轴的热源生热对其加工精

度及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３） 通过温升测定实验验证了理论方法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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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二次回归正交试验， 结合数值模拟方法， 研究各结构参数及其共同作用对迷宫密封泄漏量的影响， 并

建立可靠且不失拟的回归方程对迷宫密封的结构参数进行优化。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 汽封腔深、 凸台高度、 汽封齿厚

和齿顶间隙对泄漏量均有较大的影响， 其中齿顶间隙对泄漏量的影响最为显著； 四者之间的交互项对泄漏量也有一定

的影响且存在着使泄漏量最小的最佳结构参数。 通过检验， 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显著性和不失拟性。 通过对优化前、
后迷宫密封内流场特性的分析可知： 优化后的迷宫密封齿顶熵增升高、 能量耗散大、 腔室内平均速度低、 惯性作用

弱， 从而具有更好的阻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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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轮机隔板汽封对阻止蒸汽泄漏和减少汽轮机损

失有着重要的作用。 迷宫密封［１－２］ 结构简单、 安装方

便、 阻漏效率高， 被广泛应用。 迷宫密封种类繁多，
影响迷宫密封效率的因素也很多， 曹丽华等［３］、 张毅

等人［４］对凹槽迷宫密封、 蜂窝迷宫密封泄漏特性的研

究表明， 泄漏量随压比呈正相关变化。 李志刚等［５－６］

研究认为， 迷宫密封的转速对其泄漏量影响不大， 密

封结构对泄漏量影响很大。 李军等人［７］、 ＴＯＮＧ 和

ＣＨＡ［８］的研究结果表明， 迷宫密封的齿数越少泄漏量

越大， 且泄漏量随密封齿顶间隙的增加而增加。 在此

基础上王琰等人［９］研究指出泄漏系数与齿隙呈线性关

系。 丁学俊等［１０－１１］ 认为不同齿型汽封的流场特性与

泄漏量也不相同， 泄漏量随腔深的增加呈现由小变大

的趋势， 随密封齿厚度的增加呈现减小的趋势。 而张

成义等［１２］在对 Ｆ 级燃气轮机高压迷宫密封研究后指

出泄漏系数随密封齿厚度的减小而减小。 虽然目前已

有很多文献研究迷宫密封结构参数对泄漏量的影响并

得出可靠的结论， 但多数是通过控制单变量来研究泄

漏量的变化， 而没有考虑各参数共同作用的影响。 正

交试验已经被广泛应用在生物、 工程等领域用来研究

多个因素对试验指标的影响程度， 而回归正交试验是

在正交试验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方程并进行一系列验证



和分析， 在研究多因素与试验指标的定量关系方面具
有较大的优越性。

为研究迷宫密封的基本几何结构参数对泄漏特性
的影响， 本文作者采用四元二次回归正交试验建立回
归方程， 通过试验分析确定迷宫密封的多个结构参数
对泄漏量的影响， 并利用编程计算求解方程， 得出密
封效率最高时的结构参数。
１　 回归正交试验研究

１ １　 数值计算方法

为保证试验在工程上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基于实
际迷宫密封的结构参数， 以 ３００ ＭＷ 凝汽式汽轮机所
采用迷宫密封的汽封腔深、 凸台高度、 汽封齿厚和齿
顶间隙的参数来初步确定回归正交试验中各项因素的
变化范围， 具体结构参数如图 １ 所示。 采用具有周期
面、 绕中心旋转 ３ ６°的部分弧段隔板汽封模型， 相
比全周汽封， 节省了计算时间。 在相同的网格数下，
该模型具有更高的网格质量。

图 １　 迷宫密封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计算中， 工质采用理想水蒸汽， 计算域出口和入
口均采用压力边界条件。 压力入口为 １０ ７ ＭＰａ， 温
度为 ７４４ ２５ Ｋ； 压力出口为 １０ ２６３ ＭＰａ， 温度为
７３４ ２５ Ｋ。 结合标准的 ｋ⁃ε 方程和 ＳＩＭＰＬＥ 算法三维
求解迷宫密封流场的 Ｎ⁃Ｓ 方程。 利用 Ｇａｍｂｉｔ 软件建
模， 当网格间隔达到 ０ ０５ ～ ０ １， 网格数量超过 ２００
万时， 对蒸汽泄漏量的计算结果影响甚微， 如图 ２ 所
示。 因此， 为了提高计算速度， 各计算模型采用的网
格数量为 ２００～３００ 万。

图 ２　 泄漏量随网格单元数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ｉｄ ｃｅｌｌｓ

１ ２　 回归正交试验设计

回归正交试验在因素的合理变化范围内选取有限

个试验点安排模拟计算统计， 借助有限个试验点建立

起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回归方程， 当各结构参数确定后

可利用回归方程对相应的泄漏量进行估算， 在一定范

围内通过求解回归方程可得到试验因素的理论最佳值

所对应最小的蒸汽泄漏量。 该方法在研究某一结构迷

宫密封的泄漏量上， 避免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并缩减了

试验工作量， 提高了迷宫密封优化设计的效率。
为此， 本文作者采用四因素二次回归正交 １ ／ ２ 实

施方法， 根据迷宫汽封设计的一般原则确定其 ４ 个控

制参数的变化范围： 汽封腔深 ｘ１ 为 ５ ～ １３ ｍｍ； 凸台

高度 ｘ２ 为 １ ５ ～ ４ ５ ｍｍ； 汽封齿厚 ｘ３ 为 ０ ２ ～ １ ６
ｍｍ； 齿顶间隙 ｘ４ 为 ０ ２ ～ １ ｍｍ。 设 ｘ ｊ（ ｊ ＝ １， ２， ３，
４） 为回归正交试验各因素的水平值， ｘ１ｊ、 ｘ２ｊ分别为

因素的上限和下限， 则因素的零水平 ｘ０ｊ ＝ （ ｘ１ｊ ＋ｘ２ｊ） ／
２。 基于各因素的变化范围得到水平编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二水平四因素 （１ ／ ２ 实施） 水平编码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ｃｏｄ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水平因素
汽封腔深

ｘ１ ／ ｍｍ
凸台高度

ｘ２ ／ ｍｍ
汽封齿厚

ｘ３ ／ ｍｍ
间 隙

ｘ４ ／ ｍｍ
上星号臂（＋ｒ） １３ ４．５ １．６ １
上水平 （＋１） １２ ４ １．４ ０．９
零水平 （０） ９ ３ ０．９ ０．６
下水平 （－１） ６ ２ ０．４ ０．３
下星号臂（－ｒ） ５ １．５ ０．２ ０．２
变化间距 △ｊ ３ １ ０．５ ０．３

由式 （１） 确定试验方案的数值计算个数， 与五

水平四因素的全面试验数 ５４ ＝ ６２５ 次相比， 只需 １７ 次

计算， 计算周期缩短到原来的 ２ ７２％。
ｎ＝ｍ０＋ｍｃ＋ｍｒ （１）

式中： ｍ０ 为中心试验次数取 １； ｍｃ 为两水平试验次

数， ｍｃ ＝ ２ｐ－１； ｍｒ 为星号试验， ｍｒ ＝ ２ｐ； ｐ 为因素个

数， ｐ ＝ ４； 星号臂长 ｒ ＝ （ ｎｍｃ －ｍｃ）
１ ／ ２ ／ ２ ， 即 ｒ ＝

１ ３５３。
由因素的上、 下限和星号臂长可确定试验水平的

变化间距。

Δ ｊ ＝
ｘ１ｊ－ｘ２ｊ

２ｒ
（２）

在正交试验中各项因素应保持一致的量纲且各因

素不宜相差过大， 需要对各因素的自然变量进行中心

化处理。 设 ｚ ｊ 为各因素水平值中心化后得到的编码值，
则有 ｚ ｊ ＝（ｘ ｊ－ｘ０ｊ） ／ Δｊ。 试验计算结果及分析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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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四元二次回归正交试验结果分析计算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试验号 ｚ０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１ｚ２ ｚ１ｚ３ ｚ１ｚ４ ｚ２ｚ３ ｚ２ｚ４ ｚ３ｚ４ ｚ１

２（ｚ１′） ｚ２
２（ｚ２′） ｚ３

２（ｚ３′） ｚ４
２（ｚ４′） ｙ×１０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２．５０７ 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８８３ ９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９１０ ２
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２．９０２ ７
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８３７ ２
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２．５４５ ７
７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２．４７１ ７
８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４ ０．９９７ １
９ １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４５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８１５ ２
１０ １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４５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８４５７
１１ １ ０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１．１４５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８１０ ５
１２ １ ０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１．１４５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８４０ ７
１３ １ ０ ０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１４５ －０．６８６ １．６１９ ３
１４ １ ０ ０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１４５ －０．６８６ １．７１６９
１５ １ ０ ０ ０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１４５ ０．６１９ ５
１６ １ ０ ０ ０ 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１４５ ３．１４８ ７
１７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０．６８６ １．８６０ ３
Ｄｊ １７．０００ １１．６６１ １１．６６１ １１．６６１ １１．６６１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７０５ ６．７０５ ６．７０５ ６．７０５
Ｂｊ ３０．３３３ －０．３１１ ２－０．４４８ ７ ０．７３４ ９ １０．２２１ －０．３３５ ７ －０．１３５ １ －０．４３２ ９ ０．４３２ ９ ０．１３５ １ ０．３３５ ７ －０．０４９ ２ －０．０６７ －０．６４４ ０．１４７
ｂｊ １．７８４ ３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６３０ ０．８７６５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１６ ９ －０．０５４ １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１６ ９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７ ３－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２２ ０
Ｓｊ 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１７ ３ ０．０４６ ３ ８．９５９ ０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２３ ４ ０．０２３ ４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６１ ８ ０．００３ ２
Ｆｊ ８．３０６ ９ １７．２６８ ４６．３２２ ８ ９５９．０ １４．０８７ ２．２８１ ５ ２３．４２５ ２３．４２５ ２．２８１ ５ １４．０８７ ０．３６１ ４ ０．６６９ ２ ６１．８０７ ３．２３３ ４

显著性 ∗ ∗ ∗∗ ∗∗∗ ∗ ∗∗ ∗∗ ∗ ∗∗ ∗

　 　 通过对正交表的数据处理可得到如下统一形式的

回归方程：

ｙ＝ ｂ０＋∑
４

ｊ＝ １
ｂ ｊｚ ｊ＋∑ｉ＜ｊ ｂ ｉｊｚ ｉｚ ｊ＋∑

４

ｊ＝ １
ｂ ｊｊｚ ｊｚ ｊ （３）

其中： ｙ 为蒸汽泄漏量， 作为试验对象的考察指标。
由于采用部分弧段的迷宫密封模型使试验所得泄漏量

较小， 现将部分弧段的蒸汽泄漏量转换为整周的泄漏

量， 即放大 １００ 倍； ｂ０ 为常数项； ｂ ｊ 为一次回归系

数； ｂ ｉｊ为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 ｂ ｊｊ为二次回归系数。
对于上述各项系数和表中的数据， 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Ｄ ｊ ＝∑
ｎ

ｊ＝ １
（ ｚ ｉｊ）

２， Ｂ ｊ ＝ ∑
ｎ

ｊ＝ １
ｚ ｉｊ ｙ ｊ， ｂ ｊ ＝

Ｂ ｊ

Ｄ ｊ
， Ｓ ｊ ＝ Ｂ ｊｂ ｊ，Ｆ ｊ ＝

Ｓ ｊ ／ ｆ ｊ
Ｓｅ ／ ｆｅ

式中： ｆ ｊ ＝ １， Ｓｅ ＝∑
ｍ０

ｊ＝ １
（ｙ ｊ０－ｙ

－
ｊ０）

２ 为误差平方和。
为了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和失拟性检验，

文中进行了 ３ 次中心试验， 其 ｙ ｊ０（ ｊ ＝ １， ２， ３） 分别

为 １ ８６０ ３、 １ ８４４ ２、 １ ８０１， 从而得到误差平方和

Ｓｅ ＝ ０ ００２ 及其自由度 ｆｅ ＝ ２。 通过正交试验的回归系

数检验来确定回归方程系数， 当 Ｆ ｊ 满足 Ｆ ｊ＞Ｆ０ ２５ （ ｆ ｊ，
ｆｅ） 时， 可以认为其所对应的因素对 ｙ 有显著影响。
表中 “∗” 表示其显著性满足 Ｆ０ ２５ （ ｆ ｊ， ｆｅ ） 水平，
即置信度达到 α＝ ０ ２５； 同理 “∗∗” 表示显著性达

到 Ｆ０ ０５ （ ｆ ｊ， ｆｅ）； “∗∗∗” 表示显著性达到 Ｆ０ ０１

（ ｆ ｊ， ｆｅ）。 除了 ｂ１３、 ｂ２４、 ｂ１１ 和 ｂ２２ 所对应的 Ｆ ｊ ＜Ｆ０ ２５

（ ｆ ｊ， ｆｅ） 外， 其他各项回归系数均具有较好的显著

性。 将不显著的回归项归入剩余项中， 得到剩余平方

和 ＳＲ ＝ Ｓ－Ｓｈ ＝ ０ ０１０ ９， 同时得到失拟平方和 Ｓ ｌｆ ＝ Ｓｈ －

Ｓｅ ＝ ０ ００８ ９。 其 中 Ｓ 为 总 平 方 和， Ｓ ＝ ∑
ｎ

ｊ＝ １
ｙ２
ｊ －

１
ｎ
（∑

ｎ

ｊ＝ １
ｙ ｊ）

２。

１ ３　 方程的显著性和失拟性检验

通过对方程回归系数的检验， 由 ｂ ｊ、 ｂ ｉｊ、 ｂ ｊｊ的大

小确定其影响考察指标的程度为： 一次项为 ｚ４ ＞ ｚ３ ＞
ｚ２＞ｚ１； 交互项为 ｚ１ｚ４ ＝ ｚ２ｚ３ ＞ ｚ３ｚ４。 由此发现 ｂ４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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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因素 ｚ４ 对蒸汽的泄漏量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即

汽封齿顶间隙是影响汽轮机隔板漏汽量的主要原因。
ｂ４ 为正值也说明当齿顶间隙越小的时候蒸汽的泄漏

量越小， 这与计算汽封蒸汽泄漏量经验公式中的蒸汽

通流面积与泄漏量成正比的关系一致。 此外， 汽封腔

深、 凸台高度、 汽封齿厚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

蒸汽泄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考察

指标与该项呈正相关变化， 回归系数为负则二者呈负

相关变化。 试验各项对考察指标的影响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试验项的回归系数变化图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ｓｔ ｉｔｅｍｓ

根据回归正交试验的显著性检验公式：
Ｓｈ ／ ｆｈ
ＳＲ ／ ｆＲ

＝ ５０４．８２６＞Ｆ０．０１（ ｆｈ，ｆＲ）＝ ７．８７４ （４）

得到该方程符合四元二次归回正交的显著性检

验， 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的置信度为 （１ －α） ×
１００％ ＝ ９９％， 在 α＝ ０． ０１ 的水平下显著。

同理， 根据失拟性检验公式：
Ｓ ｌｆ ／ ｆ ｌｆ
Ｓｅ ／ ｆｅ

＝ ２．２２５＜Ｆ０．２５（ ｆ ｌｆ，ｆｅ）＝ ３．２３２ （５）

可以确定本文作者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具有很好的

不失拟性， 表明泄漏量与各因素的一次项、 交互项及

二次项具有很好的拟合， 与各因素的更高次项无显著

的关系。
１ ４　 回归方程的转换及验证

由前述的计算方法和数据处理可以得到对应编码

的回归方程：
ｙ ＝ １． ７８４ ３ － ０． ０２６ ７ｚ１ － ０． ０３８ ５ｚ２ ＋ ０． ０６３ｚ３ ＋

０．８７６ ５ｚ４ － ０． ０４２ｚ１ｚ２ － ０． ０５４ １ｚ１ｚ４ ＋ ０． ０５４ １ｚ２ｚ３ ＋
０．０４２ｚ３ｚ４－０．０９６ｚ

２
３＋０．０２２ｚ

２
４ （６）

基于试验验证和最优化设计， 需要将回归方程的

编码转换为自然变量， 依据中心化处理公式对试验编

码进行逆中心化处理使方程变为关于 ｘ ｊ 的函数：
ｙ＝－０．３６８ ８１６＋０．６９１ ６６ｘ１－０．００９ ８８ｘ２＋０．３２４ ６４ｘ３＋

２．９１７ ３９ｘ４－０．０１４ｘ１ｘ２－０．０６０ １１ｘ１ｘ４＋０．１０８ ２ｘ２ｘ３＋０．２８ｘ３ｘ４

－０．３８４ｘ２
３＋０．２４４ ４ｘ２

４ （７）

为验证回归方程的准确性， 在各因素的合理范围

内选取一组数值进行公式的理论计算。 取值 ｘ１ ＝ ９ ５
ｍｍ、 ｘ２ ＝ ３ ５ ｍｍ、 ｘ３ ＝ ０ ７ｍｍ、 ｘ４ ＝ ０ ５ ｍｍ， 代入回

归方程的计算结果为 １ ４２４ ６ｋｇ ／ ｓ， 与数值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
计算结果的误差为 ６ １４％。 说明该方程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 一定程度上满足工程应用的需要。
２　 优化设计结果及分析

在给定各因素取值范围的约束下， 采用 Ｃ＃语言

对回归方程式 （７） 进行局部优化求解， 确定使蒸汽

泄漏量达到最小值时所对应各因素的最佳值， 从而达

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取计算步长为 ０ １， 对各因素 ｘ ｊ 每个取值进行交

叉计算以确定 ｙ 的最小值 ｙｍｉｎ。 再将程序改进对 ｙｍｉｎ进

行逆运算， 以确定当泄漏量为最小值时对应的自然因

素 ｘ ｊ。 通过计算得到在各试验因素的取值范围内， 当

ｘ１ ＝１３ ｍｍ、 ｘ２ ＝４ ５ ｍｍ、 ｘ３ ＝０ ２ ｍｍ、 ｘ４ ＝ ０ ２ ｍｍ 时，
最小泄漏量 ｙｍｉｎ ＝ ０ ２６１ ９９ ｋｇ ／ ｓ， 即为最优结构参数，
最佳结构比为 ｘ１ ∶ ｘ２ ∶ ｘ３ ∶ ｘ４ ＝６５ ∶ ２２． ５ ∶ １ ∶ １。

图 ４ 为优化前、 后密封腔齿顶间隙在子午面的压

力变化云图。

图 ４　 密封腔内流场的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ｌｅｄ 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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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压力梯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密封齿

顶， 表明工质在流过齿顶的过程中动能大于在密封腔

室内的动能。 从图 ４ （ｂ） 中可以发现， 优化后的迷

宫密封腔内压力分布更加均匀。 由于腔室深度的提高

和齿厚的减小， 整个密封腔容积增加使流体在腔室的

充满程度增加， 各个腔室内压力平均值要比优化前有

所提高， 说明工质在密封腔内动压转换为静压的能力

较好， 使汽流速度降低，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未被滞

止而直接从下一个齿顶间隙流出的部分工质， 即消弱

了工质的惯性作用， 从而提升汽封对工质的滞止效

果， 使泄漏量减少。 同时， 从进、 出口齿顶间隙的局

部放大图中可以看出： 优化后工质流经密封齿时，
进、 出口间隙压力均匀下降； 而优化前工质流过密封

齿时， 进、 出口间隙压力呈现 “先减小后增加” 的

变化， 这表明工质在加速的过程中部分动能并未被耗

散， 而是重新转换成了压能， 导致密封齿的节流效果

不明显， 从而使泄漏量增大。
图 ５ 为迷宫密封优化前、 后工质流经进口固定监

测点所形成迹线的熵增图。 对比优化前、 后的熵增曲

线图可以清晰看到， 当工质流过迷宫密封齿顶后， 工

质的熵增均呈现骤升趋势， 但优化后模型的各熵增的

峰值点均大于优化前的熵增峰值点， 表明工质流过优

化后模型的密封齿后产生了更大的能量损失。 在经过

熵增峰值点后 ２ 条曲线均有下降趋势， 而优化后模型

的熵增值下降较快， 在抵达下一个密封齿前， 熵增值

变化平稳， 这时工质的能量损失减少。 其主要原因是

工质被滞止， 速度降低且大部分动能变为压能， 导致

能量耗散的降低。 然而能量耗散的降低并没有使泄漏

量增加， 这是由于工质被滞止后惯性作用几乎消失，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泄漏量。

图 ５　 优化前、 后迹线熵增图

Ｆｉｇ ５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 ６ 示出了在不同负荷下优化前、 后迷宫密封的

泄漏量变化。 优化前、 后的迷宫密封泄漏量均随着负

荷的升高而增加， 但优化后的迷宫密封泄漏量随负荷

升高而增加的趋势较小。 相比优化前的迷宫密封泄漏

量， 在负荷 ４０％、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四种负荷下，
优化后的迷宫密封泄漏量分别减少 ０ ４６６、 ０ ５６７、
０ ８１２、 １ ０３７ ｋｇ ／ ｓ， 占优化前泄漏量的 ７８ ８５％、
７８ ７５％、 ７８ ６１％、 ７８ ３２％。 综上表明， 优化后的迷

宫密封在不同的负荷下同样具有更小的泄漏量。

图 ６　 不同负荷时优化前、 后迷宫密封泄漏量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３　 结论

（１） 通过四元二次回归正交试验建立迷宫密封

的结构参数与泄漏量的回归方程， 该方程满足回归正

交试验的显著性和失拟性检验。 在研究的某迷宫密封

的因素范围内， 公式理论计算与试验模拟结果吻合较

好， 可以满足实际工程的需要。
（２） 迷宫密封的腔深、 凸台高度、 齿厚及齿顶

间隙这 ４ 个结构参数对其密封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齿顶间隙是影响泄漏量的主要因素， 与泄漏量呈

正相关变化。 在多个影响因素的作用下， 迷宫密封的

泄漏量存在最小值。
（３） 对迷宫密封的结构参数进行优化后， 当最

佳结构比为 ｘ１ ∶ ｘ２ ∶ ｘ３ ∶ ｘ４ ＝ ６５ ∶ ２２ ５ ∶ １ ∶ １ 时， 优

化后迷宫密封泄漏量较优化前减少 ７８％左右。 且优

化后的迷宫密封结构在不同负荷下同样具有较小的泄

漏量。
（４） 优化后， 工质流过较小的齿顶间隙时， 熵

增变大且各熵增峰值点高于优化前的熵增峰值点， 能

量的耗散效应增强， 提高了节流效果； 而较大的腔室

容积使工质的滞止作用有所提升， 动压转换为静压的

能力提高， 惯性效应被大大减弱从而使优化后的迷宫

密封具有更小的泄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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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进行微量液滴润滑性能的研究。 试验中以静止的微型滑块平面和旋转的光学

透明圆盘构成润滑副， 对不同黏度的润滑油分别进行微液滴以及玻璃盘全部铺满情况下的油膜厚度测量。 试验结果表

明： 微量润滑液滴会沿滑块的运动轨迹铺展在玻璃盘上， 形成持续的润滑， 表明微量的润滑介质液滴可以提供充分润

滑； 油膜厚度开始会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到达一定速度后油膜厚度会保持不变； 干涉图说明微量润滑下， 接触区并

不是完全由润滑膜承载， 会有一些油气混合物承载。
关键词： 面接触； 油膜厚度； 光干涉； 微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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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膜润滑能将固体表面间的干摩擦转化为油膜分

子间的内摩擦， 从而实现减小摩擦和降低磨损。 传统

润滑供油方式， 如油浴润滑、 喷油润滑及干油润滑，
会消耗大量的非再生资源， 并造成环境污染［１］。 基于

现代工业对生产过程中节能和环保的需求， 国内外学

者及工程技术人员长期致力于润滑技术的不断改善，
高效的微量润滑为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微量润滑的研究方法开始于弹流润滑， ＷＥＤＥ⁃
ＶＥＮ 等［２］首先使用光干涉法测量乏油下弹流润滑滚

动接触点的油膜厚度， 试验中， 有限供油润滑发生于

接触区里的润滑油被挤到滚道两边， 压缩空气与微量

润滑油混合汽化后形成的微米量级液滴从入口处移动

到接触边界， 可以通过入口处到 Ｈｅｒｔｚ 接触区的距离

计算中心膜厚。 ＷＥＤＥＶＥＮ 等的试验引起了摩擦学研

究者的关注并开始在理论和试验方面对乏油现象进行

研究。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３］研究了接触区外几乎无润滑油

流动严重缺油情况下的弹流润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没有新添加润滑油的情况下轴承运转非常平稳， 后来

导致润滑失效的原因是氧化而不是粗糙面渗透； 研究

还发现乏油弹流润滑需要的驱动转矩更小， 结果表明

两光滑表面之间使用微量润滑的供油方式能正常工

作。 ＧＵＡＮＧＴＥＮ 等［４］ 在不同供油条件下进行弹流润

滑油膜厚度测量， 给出了乏油润滑下油膜厚度随速度

的变化曲线， 发现当乏油现象出现时膜厚下降。
ＣＡＮＮ 等［５］对不同供油量、 黏度、 载荷、 速度下的充

分供油和乏油状态进行研究， 提出了最优供油量与时

间间隔的关系。 以上研究大多是关于点接触弹流润滑

的试验与理论研究， 而对于面接触微量润滑的研究并

不多见。 近十年来油气润滑技术应用日趋广泛， 在高



速加工、 精密轴承及高速齿轮润滑等方面显示出独特

的优势， 而针对油气润滑条件下润滑油膜特性的实验

研究并不多。 ＲＡＭＥＳＨ 等［６］ 采用电容法测量了超高

速磨削电主轴滚动轴承内的弹流油膜， 依据电压随转

速的变化曲线， 推测了滚子与壁面间存在着润滑油

膜。 此后， 李松生等［７］通过测量油膜电阻值考察了轴

承在超高速运行下的内部润滑状态， 结果表明在某一

特定转速下会存在最佳供油量， 推测出当速度进一步

升高时出现严重 “乏油”， 润滑效果下降。 但上述实

验研究依靠间接手段来分析润滑油膜特性， 因而无法

定量描述运行参数与润滑膜间的直接关系。
微量润滑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其技术应用， 而测试

方法非常有限［８］。 微量润滑测试数据的不足使这种润

滑的机制较难理解。 本文作者在实验室开发的面接触

润滑油膜测量系统上， 对全膜润滑和微量润滑的油膜

厚度和光干涉图像进行了试验测量和采集， 并就试验

结果进行了初步理论探讨。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测量系统

油膜厚度测量在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上进

行。 图 １ 为测量系统的原理图。 静止的微型滑块平面

和旋转的玻璃盘组成润滑副。

图 １　 试验装置原理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ｉｄ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ｒｉｇ

试验中， 微型滑块材料为 ＧＣｒ１５ 钢， 工作面精密

研抛， 尺寸为 ４ ｍｍ×４ ｍｍ×１０ ｍｍ， 表面粗糙度为 ８～
１０ ｎｍ。 玻璃盘为 Ｋ９ 玻璃制成， 其工作面先加镀铬

膜再加镀二氧化硅膜 （Ｋ９＋Ｃｒ＋ＳｉＯ２）， 表面粗糙度

Ｒａ 为 ４ ｎｍ。 试验中用到的光源波长 λ＝ ６６０ ｎｍ。
１ ２　 试验条件

试验中， 滑块和盘的接触区不是充分供油， 在接

触区仅放置有限的润滑油。 采用微量进样器在滑块和

玻璃盘之间分别注入 １、 ２、 ３、 ４ μＬ 的润滑液滴， 图

２ 为微量进样器实物图， 利用它可实现微量润滑油体

积的精确控制。

图 ２　 微量进样器实物图

Ｆｉｇ ２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ｙｒｉｎｇｅ

玻璃盘运行一段时间后， 微液滴沿圆形轨迹均匀

铺展在玻璃盘表面。 图 ３ 显示了 １ μＬ 的液滴以及润

滑轨迹。

图 ３　 润滑液滴以及润滑轨迹

Ｆｉｇ 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试验的环境温度保持在 ２４ ℃， 相对湿度为 １７％。
试验中用到的润滑油分别是 ＰＡＯ４、 ＰＡＯ８、 ＰＡＯ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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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Ｏ４０， 性质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润滑液特性 （２４ ℃ ）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ｓ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ＡＯ４ ＰＡＯ８ ＰＡＯ２０ ＰＡＯ４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η ／ （ｍＰａ·ｓ）

２６．５ ８３．１ ２５０．４ ８２３．６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１ １．５１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油膜干涉图

图 ４ 为润滑油 ＰＡＯ８ 在载荷为 ４ Ｎ、 不同速度下

的微量润滑面接触干涉图。 当玻璃盘速度增大时， 润

滑面间的乏油区域增大， 微量润滑下， 接触区并不是

完全由润滑膜承载， 会有一些油气混合物承载。

图 ４　 微量润滑面接触不同速度的干涉图 （载荷为 ４ Ｎ，
ＰＡＯ８， α＝ ５ ８９×１０－４）

Ｆｉｇ 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ａ ｓｌｉｄｅｒ⁃ｏｎ⁃ｄｉｓ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ｍａｌ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Ｏ８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ａｔ ｌｏａｄ ｐ＝ ４ Ｎ ａｎｄ α＝ ５ ８９×１０－４

２ ２　 油膜厚度的测量

图 ５ 示出了倾角为 ５ ８９×１０－４、 载荷为 ４ Ｎ 情况

下测得的不同润滑介质 （ 分别为 ＰＡＯ４、 ＰＡＯ８、
ＰＡＯ２０、 ＰＡＯ４０） 润滑时， 微液滴面接触膜厚随速度

的变化曲线。 为了对比， 同时给出了充分供油面接触

膜厚随速度的变化曲线。 可以看到， 低速时不同体积

的润滑介质产生的膜厚是非常接近的， 当速度增加，
膜厚会增加， 而且大体积的液滴会产生更高的膜厚。
但是， 当速度达到某一值时， 微液滴润滑下的膜厚几

乎保持不变或者减少。 而在充分供油的情况下， 膜厚

会随着速度的增大而不断增加。

图 ５　 不同润滑介质的膜厚随速度变化曲线

（载荷为 ４ Ｎ， α＝ ５． ８９×１０－４）
Ｆｉｇ ５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ｓ ｓｐｅ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ｔ ｌｏａｄ ｐ＝ ４ Ｎ ａｎｄ α＝ ５ ８９×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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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销－盘滑动摩擦副的受力情况， 建立此二者间的磨损模型。 在给定销径、 载荷、 转速、 工作时间

等条件下， 计算出销和盘的各自的磨损率和磨损量以及组合磨损率和组合磨损量。 计算结果表明： 销、 盘工作过程

中， 二者接触表面各点压力分布在整体上呈现出沿旋转半径增大的方向减小， 然而在接近最大旋转半径处， 压力略有

上翘现象； 销各点的磨损率也与旋转半径相关， 随着半径增大， 其磨损率由大逐渐减少， 然后再逐渐增大， 因此磨损

后的表面形状是一个凸起的拱形； 由于需要满足磨损协调条件， 盘的各点的磨损率与销磨损相反的趋势， 它磨损后的

表面是一个环形凹槽， 即沿盘的半径方向看， 磨损后表面呈反向。
关键词： 销； 盘； 磨损； 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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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摩擦磨损理论研究还是摩擦磨损技术开发

应用， 都离不开摩擦磨损实验方法和手段［１］。 销－盘
实验机作为一种常见的摩擦磨损实验机， 被广泛应用

于摩擦磨损研究［２－４］， 并在磨损测量中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然而， 仅仅通过实验得到的销盘磨损数据

更多是宏观上的总量， 而局部和细微的磨损特征难以

展现或不够清晰， 从而限制了研究这一磨损现象的深

度， 也就很难完善地总结归纳成更加广泛适用的理论

模型。 此外， 大量的实验工作也是重复性的， 耗时、
耗财、 耗力。

摩擦学数值计算的定量分析是与计算机技术迅速

发展紧密联系的［１］， 利用计算机解决摩擦学问题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弹流润滑计算［５］， 并获得了较好的

效果。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计算机性能提升的日新

月异，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利用计算机对复杂的磨损数

值计算问题进行研究， 如： 张家驷［６］对导杆机构进行

了磨损计算； 章易程等［７］根据摩擦功原理， 推导了基

于磨损功的高副滑动磨损计算公式， 并对机车齿轮副

磨损进行仿真分析； 王淑仁等［８］建立了齿面啮合摩擦

疲劳磨损计算的数学模型。 此类定量研究相对于大量

的实验测量等定性研究［９］而言并不多见。
在实际生产研究中， 研究人员往往需要对常见

的零件进行磨损计算， 而此项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重

复的， 因此如果利用计算机进行较准确的模拟分

析， 无疑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并大量节约成本和时

间。 本文作者通过数值分析方法， 依据销－盘磨损

过程的贴合性， 建立了此二者间磨损模型， 进而编

制了相应的计算程序， 在给定销径、 载荷、 转速、
工作时间等条件下， 可以得到销和盘磨损形状及不

同位置的磨损量等， 能够更好地描述它们的微观磨



损现象， 并且可以显著减少大量的重复实验工作，
有着明显的实际意义。
１　 计算模型

１ １　 磨损率和磨损量的计算

销盘的结构图如图 １ 所示。 建立计算模型的目标

是通过以上条件求得销－盘的组合磨损率 Γ、 组合磨

损量 Ｈ、 销磨损厚度 ｈ１、 盘磨损厚度 ｈ２ 以及销盘所

受压力的分布。 磨损的计算有 ＩＢＭ 法和 ПРОНИКОВ
（波罗尼可夫） 法［１２］。 波罗尼可夫把磨损分为表面磨

损和组合磨损。 当 ２ 个联接面发生摩擦时， 这 ２ 个表

面同时磨损， 这就使 ２ 个联接面的相互位置发生了变

化［１２］。 文中的组合磨损率和组合磨损量就是基于波

罗尼可夫法进行计算的。

图 １　 销盘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ｋ

当盘以转速 ω 运动时， 对于销盘接触表面上的

某一点 （ｘ， ｙ） （见图 １ （ｂ） ）， 相对运动速度为

ｖ＝ ρω （１）
式中： ρ 为接触表面某点 （ ｘ， ｙ） 的旋转半径， 即

（ｘ， ｙ） 点距离盘圆心的距离， ｍｍ； ω 为 盘的转速，
ｒ ／ ｍｉｎ。

磨损率的计算公式为

γ＝Ｋｐｖ （２）
式中： Ｋ 为工况条件系数 （或磨损系数）， 与材料、
表面品质和润滑状态等因素有关 （１ ／ Ｐａ）； ｐ 为接触

表面某点 （ｘ， ｙ） 盘的压力， Ｐａ。
销的磨损率为

γ１ ＝Ｋ１ｐｖ＝Ｋ１ｐρω （３）
式中： Ｋ１ 为销的磨损系数， １ ／ Ｐａ。

盘的磨损率为

γ２ ＝Ｋ２ｐｖ＝Ｋ２ｐρω （４）
式中： Ｋ２ 为盘的磨损系数， １ ／ Ｐａ。

由图 １ 可见， 盘的磨损区域为一个圆环带， 对于

任何时刻， 盘的圆环带上只有
α
π

的面积与销接触，

而销则是整个磨损区域时时刻刻都在参与磨损， 因此

销与盘的组合磨损率为

Γ＝γ１＋
γ２α
π

＝ （Ｋ１＋
Ｋ２α
π

） ｐρω （５）

式中： α＝２ａｒｃｓｉｎ ｄ２－４ （ｒｍ－ρ）
２

１６ρｒｍ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详细推导过程见

２ ２ 节； ｄ 为销的横截面直径， ｍｍ； ｒｍ ＝
Ｒ１＋Ｒ２

２
， ｍｍ。

由式 （５） 可得压力分布：

ｐ＝
Γ

ωρ （Ｋ１＋
Ｋ２α
π

）
（６）

将销与盘接触表面的各点压力积分即是作用在销

上的总载荷， 另外根据磨损协调条件： 在任意时刻，
磨损率 Γ 与半径无关， 为一常数， 因此有：

Ｗ ＝ ∫Ｒ２

Ｒ１

ｐｄＡ ＝ ∫Ｒ２

Ｒ１

２π２Γｄρ
ω（Ｋ１π ＋ Ｋ２α）

＝ ２π２Γ
ω

·

∫Ｒ２

Ｒ１

ｄρ
Ｋ１π ＋ Ｋ２α

（７）

式中： Ｒ１ 为盘磨损圆环带的外半径， ｍｍ； Ｒ２ 为盘磨

损圆环带的内半径， ｍｍ； ｄＡ ＝ ２πρｄρ ， 表示磨损区

域微圆环面积。
整理式 （７） 后得到组合磨损率：

Γ ＝ Ｗω

２π２∫Ｒ２

Ｒ１

ｄρ
πＫ１ ＋ Ｋ２α

＝常数 （８）

在摩擦磨损过程中， 销和盘是紧密接触的， 因此

根据密合条件可知组合磨损率是常数。 如果各个点的

组合磨损率不同， 则会出现销的中心线与盘表面不能

在摩擦过程中始终保持垂直的状况。 然而实际上， 随

着磨损的进行销高度是均衡垂直下降的。 也正因为 Γ
为常数， 所以式 （７） 中可将 Γ 移到积分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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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α＝ ２ａｒｃｓｉｎ ｄ２－４ （ ｒｍ－ρ）
２

１６ρｒｍ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代入得：

Γ ＝ Ｗω
２π２·

１

∫Ｒ２

Ｒ１

ｄρ

πＫ１ ＋ ２Ｋ２ａｒｃｓｉｎ
ｄ２ － ４ （ ｒｍ － ρ） ２

１６ρｒｍ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９）

组合磨损率乘以工作时间即得到销盘的组合磨
损量：

Ｈ ＝ Γｔ ＝
Ｗω
２π２·ｔ ／

∫Ｒ２

Ｒ

ｄρ

πＫ１ ＋ ２Ｋ２ａｒｃｓｉｎ
ｄ２ － ４ （ ｒｍ － ρ） ２

１６ρｒｍ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０）

式中： ｔ 为工作时间 （即摩擦磨损时间）， ｓ。
以上是组合磨损的计算， 对于单个零件， 销和盘

的各自的磨损量如下：
销：

ｈ１ ＝ ∫ｔ
０
γ１ｄｔ ＝ γ１ ｔ ＝ Ｋ１ｐρωｔ （１１）

盘：

ｈ２ ＝ ∫ｔ
０

γ２α
π

ｄｔ ＝
Ｋ２ｐρωα

π
·ｔ ＝

２Ｋ２ｐρωａｒｃｓｉｎ
ｄ２ － ４ ｒｍ － ρ( )２

１６ρｒｍ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π
·ｔ （１２）

１ ２　 α 角的计算

图 １ 中放大后的销与盘的尺寸关系 （俯视图）
如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以分析得到不同半径下磨损经
过的弧段长度。

图 ２　 销与盘的尺寸关系 （俯视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 （ｔｏｐ ｖｉｅｗ）

以盘的中心为原点， 设 （ｘ， ｙ） 为 ２α 对应的圆

弧与销横截面的圆所交的点。 在圆上满足方程：

（ｘ－ｒｍ）
２＋ｙ２ ＝ ｄ２

４
（１３）

式中： ｒｍ ＝
Ｒ１＋Ｒ２

２
， 即销横截面圆心至盘圆心 （０， ０）

的距离， ｍｍ； ｄ 为销的横截面直径， ｍｍ。
又因 （ｘ， ｙ） 点距盘的圆心 （０， ０） 为 ρ， 满足

方程：
ｘ２＋ｙ２ ＝ ρ２ （１４）
联立两方程解得：

ｘ＝
ｒ２ｍ＋ρ

２－０．２５ｄ２

２ｒｍ
（１５）

ｙ＝ ± ρ２－ｘ２ （１６）
求 （ρ， ０）、 （ｘ， ｙ） 两点距离：
（２δ） ２ ＝ ｘ－ρ( ) ２＋ｙ２ （１７）
解得：

δ＝
１
２

２ρ （ρ－ｘ） （１８）

求 α：

ｓｉｎ
α
２

＝ δ
ρ

＝ １
２

２ １－
ｘ
ρ

æ

è
ç

ö

ø
÷ （１９）

α＝ ２ａｒｃｓｉｎ １
２

２ １－
ｘ
ρ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０）

将 ｘ 代入得：

α＝ ２ａｒｃｓｉｎ ｄ２－４ （ ｒｍ－ρ）
２

１６ρｒｍ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１）

２α 即是销上旋转半径为 ρ 的圆弧对应盘圆心的

弧度。
２　 计算实现

基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对上面建立的模型和

推导的公式进行程序编写。 程序包括 ２ 个界面： 主程

序界面 （见图 ３ （ ａ） ） 和反求磨损率界面 （见图

３ （ｂ））。 用户仅需将已知数据输入后点击 “开始计

算” 按键， 程序就会自动运行。 计算完毕后， “开始

计算” 按钮改变为灰色的 “完成” 字样并将结果显

示在 “计算结果” 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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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程序界面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ｗｅａ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除了在程序界面显示结果外， 程序还会在运行

过程中自动保存每一个 （ｘ， ｙ） 点计算出来的压力分

布、 销的磨损量分布、 盘的磨损量分布的详细数据于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 （见图 ４）。

图 ４　 详细数据文件
Ｆｉｇ ４　 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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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设置初始参数如下： 销径 ｄ ＝ ２０ ｍｍ， 所受到的

载荷 Ｗ＝ １００ Ｎ， 转速 ω ＝ ２５０ ｒ ／ ｍｉｎ， 销的磨损系数

Ｋ１ ＝ １ ２×１０－９ Ｐａ－１， 盘的磨损系数 Ｋ２ ＝ １ ２×１０－９ Ｐａ－１，
工作时间 ｔ ＝ １ ０００ ｈ， 轨道外径 Ｒ１ ＝ ２００ ｍｍ， 内径

Ｒ２ ＝ １８０ ｍｍ。
由图 ５ 可见， 旋转半径越大 （即参与摩擦的某

点 （ｘ， ｙ） 距离盘的圆心的距离）， 则该点所受到的

压力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 然而在靠近盘磨

损环带的外圆处， 压力略有提升。 随着旋转半径 ρ 从

Ｒ１ 增大到 Ｒ２， α 从 ０ 增大到最大值 （ρ＝Ｒｍ 时） 再减

小回到 ０。 因此在 ρ 非常接近 Ｒ２ 却尚未到达 Ｒ２ 的时

候 （ρ＝ １９９ ５ ｍｍ）， ρ 的增大和 α 的减小达到了抗衡

状态， 因此 ｐ 在此处的斜率为 ０， 并达到最小值。 越

过此点后， 旋转半径 ρ 再增大时， ｐ 的大小主要取决

于 α 的减小而不是旋转半径 ρ 的增大， 所以图 ５ 中曲

线的末端出现了一个弯钩往上翘。 所以， 从整体上观

察 ｐ 的曲线， 它的两端往上翘， 最低点不出现在端点

的原因就在于： ρ 和 α 这 ２ 个因素对摩擦表面各点之

间的 ｐ 的影响各不相同。

图 ５　 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由图 ６ 可见， 销和盘的磨损量都呈现出近以 １９０
ｍｍ 为对称轴的近似对称图像。 对于销， 随着旋转半

径的增大， 该摩擦接触点的磨损量先是从最大值减

小， 在接近 １ ／ ２ 时达到最低点， 然后开始增加， 并在

最远离旋转中心的点处达到第二大值。 盘的图像正好

与销的图像走势相反， 这也和密合条件相符合， 即说

明组合磨损率 （即二者磨损率之和） 为常数。

图 ６　 磨损厚度与旋转半径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ｒａｓ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ｕｓ

　 　 如图 ７ 所示的数值计算结果显示， 当旋转半径为

１８９ ７ ｍｍ 时， 销的磨损量达到最小值， 之所以与 １８０
和 ２００ ｍｍ 的中心点 １９０ ｍｍ 很接近然而又偏移一些，
是因为： 对于接触表面上任意一点有 γ＝Ｋｐρω， Ｋ、 ω
不变， 只有 ｐ 和 ρ 两者共同影响着磨损量。 旋转半径

小时压力大， 旋转半径大时销的摩擦行程大。 在旋转

半径小时压力对磨损量起主导性作用， 在旋转半径大

时摩擦行程对磨损量起主要作用。
因此磨损率由小变大然后又由大变小。 压力和摩

擦行程的影响大致上相同， 仔细观察则发现是摩擦行

程的影响力略大一些， 因此导致销的最小磨损出现在

１８９ ７ ｍｍ 而不是 １９０ ｍｍ。

图 ７　 销的最小磨损厚度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ｐｉｎ

图 ８ 显示了销盘摩擦磨损 ３ 个阶段的三维图， 其

中包括磨损前、 磨损了 １ ／ ２ 时间后、 磨损结束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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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前 （见图 ８ （ａ） ）， 盘的表面没有磨痕， 销与盘

的接触面为一个平面上的圆面； 磨损过程中， 销和盘

的表面各自以不同的磨损率发生磨损。 销、 盘的磨损

表面出现拱形曲面 （如图 ８ （ｂ） 所示）。 磨损结束

后 （见图 ８ （ｃ） ）， 销和盘的磨损表面比之前拱形的

幅度更大。

图 ８　 销盘不同磨损阶段的三维图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ｋ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ｅａｒ； （ｂ） ｈａｌｆ ｗｏｒｎ； （ｃ）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ａｒ

　 　 计算结果也显示， 组合磨损率和组合磨损量是常

数， 这和前文的分析相符。 因此， 通过数值计算方

法， 可以对销盘的磨损现象进行预测， 并可以通过图

表的形式直接观察不同磨损程度时摩擦表面的形貌变

化特点。 这对于摩擦磨损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程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
４　 结论

（１） 销盘工作过程中， 二者接触表面各点压力

分布整体上呈现出沿旋转半径增大的方向减小， 然而

在接近最大旋转半径的地方压力出现往上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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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于销， 其各点的磨损率也与旋转半径相

关， 随着半径增大， 其磨损率先减小后增大， 因此磨

损后的表面形状是一个凸起的拱形。
（３） 对于盘， 其各点的磨损率表现出与销相反

的趋势， 其磨损后的表面是一个由销划过的环形凹

槽， 它的截面形状是一个与销磨损后表面吻合的凹陷

拱形。
（４） 基于计算摩擦学分析零件磨损特性的方法

是可行的， 这将为大量磨损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它可

以替代部分实验， 也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更深入的微观

磨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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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微液滴润滑试验结果表明微量的润滑介质

液滴可以提供充分润滑。
（２） 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可以对微液滴供

油条件下的润滑状态和润滑特性进行直接测量， 由此

对润滑油膜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研究。
（３） 微量润滑时， 润滑区域分为全膜润滑区和

非全膜润滑区， 速度越高非全膜润滑区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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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虑扰动频率的影响， 建立流体动压润滑可倾瓦轴承扰动压力雷诺方程。 针对目前可倾瓦轴承有限差分数

值算法不易联立求解等问题， 提出基于 ＰＤＥ 工具箱有限元数值求解方法。 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均表明， 扰动压力是轴

承参数、 静态工作点参数和扰动频率的函数， 扰动压力与扰动频率密切相关； 扰动频率为 ０ 时， 复数域扰动压力虚部

为 ０； 随着扰动频率的增大， 扰动压力实部变化不大， 虚部随之增大。
关键词： 扰动频率； 可倾瓦轴承； 扰动压力； 雷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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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倾瓦轴承油膜动力特性数值计算方法对转子动

力学计算影响很大， 迄今为止相关计算方法仍有待进

一步完善［１］。 计算可倾瓦轴承的动态系数必须求解不

可压缩流体扰动压力雷诺方程， 国内学者提出了用有

限差分数值方法求解扰动压力雷诺方程以计算可倾瓦

轴承的动特性系数［２］。 如徐华等人［３］ 测量不同激振

频率下四瓦可倾瓦轴承的动特性参数； 王丽萍等［４］在

国内首先提出可倾瓦轴承完全动力学数学解析模型，
采用一维补加有限元权互算法求解油膜压力分布。 国

外广泛采用有限元数值方法求解扰动压力雷诺方程，

如 ＬＵＮＤ［５］采用小扰动法计算了轴颈扰动频率和转子

转速相同时同频扰动下的可倾瓦轴承动态刚度和阻尼

系数， 但未能系统地揭示轴颈和瓦块的扰动频率对可

倾瓦轴承动态系数的影响规律。 ＡＮＤＲＥＳ［６－７］ 给出频

率扰动压力雷诺方程的一般形式， 推荐采用有限元方

法求解扰动压力雷诺方程。 ＷＩＬＫＥＳ 和 ＣＨＩＬＤＳ［８－９］建

立了考虑轴瓦变形与支点位移的完全可倾瓦动力学模

型， 推导了完全动力学模型下的二维扰动压力雷诺方

程。 ＴＡＯ 等［１０－１２］建立了可倾瓦频率－缩减动力学预测

模型， 采用有限元方法求解了二维频率扰动压力雷诺

方程。
国内采用的有限差分算法求解一般形式的扰动压

力雷诺方程尚可， 但可倾瓦轴承频率扰动压力雷诺方

程需联立静态雷诺方程进行求解， 而有限差分算法不

易联立求解。 而国外广泛采用有限元数值方法也存在

编程难度较大的问题。 因此， 本文作者采用文献



［１３－１４］ 提出的 ＰＤＥ 工具箱在复数域内求解动压润

滑扰动压力雷诺方程， 揭示了可倾瓦轴承扰动压力随

轴颈和瓦块扰动频率的变化规律。
１　 可倾瓦轴承动压润滑雷诺方程

可倾瓦轴承油膜特性反映了轴颈与轴瓦偏离平衡

位置， 并在平衡位置附近作变位运动时油膜力相应的

变化情况。 因此需以非定常工况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作

为油膜动力特性分析和计算的基础。 对于不可压缩流

体， 不考虑黏度变化的动压润滑， 非定常工况下的雷

诺方程一般形式为

１
Ｒ２

∂
∂Θ

ｈ３

１２μ
∂ｐ
∂Θ

æ

è
ç

ö

ø
÷ ＋ ∂

∂ｚ
ｈ３

１２μ
∂ｐ
∂ｚ

æ

è
ç

ö

ø
÷ ＝ ∂ｈ

∂ｔ
＋ Ω
２

∂ｈ
∂Θ

（１）

由式 （１） 可知油膜压力 ｐ 是以瞬时油膜厚度 ｈ

与瞬时油膜厚度变化速度∂ｈ ／ ∂ｔ（ｈ
·
）为参数的二维分

布， 即：

ｐ＝ ｐ（Θ，ｚ，ｈ，ｈ
·
） （２）

２　 可倾瓦轴承油膜厚度

可倾瓦动压轴承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假设可倾瓦轴

承轴颈在静平衡位置附近以某频率做微小的简谐运

动， 瞬态过程消失后， 稳态运动时各瓦则亦随之以该

同一频率作微小的简谐摆动。

图 １　 可倾瓦轴承结构

Ｆｉｇ １　 Ｔｉｌｔｉｎｇ ｐ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轴颈中心相对于平衡位置 （ ｅＸ０， ｅＹ０） 作微小振

幅为 （ΔｅＸ， ΔｅＹ）， 频率为 ω 的简谐运动， 轴瓦也相

对于其支点平衡位置 δｐ０作频率为 ω， 微小振幅为 Δδｐ

简谐运动。 因此轴颈中心在 Ｘ、 Ｙ 方向上的瞬时位

移， 以及轴瓦沿支点瞬时偏摆可分别表示为

ｅＸ（ ｔ）＝ ｅＸ０＋ｅＸ ＝ ｅＸ０＋ΔｅＸｅ
ｉωｔ

ｅＹ（ ｔ）＝ ｅＹ０＋ｅＹ ＝ ｅＹ０＋ΔｅＹｅ
ｉωｔ

δｐ（ ｔ）＝ δｐ０＋δｐ ＝ δｐ０＋Δδｐｅ
ｉωｔ

ì

î

í

ïï

ïï

（３）

平衡位置 （ ｅＸ０， ｅＹ０， δｐ０） 的油膜厚度， 此处定

义为 ０ 阶油膜厚度：
ｈｋ

０ ＝Ｃｐ＋ｅＸ０ｃｏｓθ＋ｅＹ０ｓｉｎΘ－ＲΔδｋ
ｐ０ｓｉｎ（Θ－Θｐ） （４）

偏离平衡位置， 在其附近做小振幅简谐运动的油

膜厚度， 此处定义为 １ 阶油膜厚度：
ｈ１ ＝Δｈｋｅ ｉωｔ ＝ ［ΔｅＸｃｏｓθ＋ΔｅＹｓｉｎΘ－ＲΔδｋ

ｓｉｎ （Θ－Θｐ） ］ ｅ ｉωｔ （５）
瞬时油膜厚度则表示为平衡位置 ０ 阶油膜厚度

（ｈ０） 与 １ 阶油膜厚度 （ｈ１） 之和， 即：
ｈｋ ＝ ｈｋ

０＋ｈ
ｋ
１ ＝ ｈ０

ｋ＋Δｈｋｅ ｉωｔ （６）
３　 可倾瓦轴承扰动压力

油膜厚度变化引起油膜压力的改变。 将式 （３）、
（４） 代入式 （１）， 得到油膜压力是轴心与轴瓦瞬时

位置 （ ｅＸ， ｅＹ， δｐ ）， 以及瞬时变位速度 （ ｅ·Ｘ， ｅ·Ｙ，

δ
·

ｐ） 二维分布：

ｐ＝ ｐ （Θ， ｚ， ｅＸ， ｅＹ， δｐ， ｅ·Ｘ， ｅ·Ｙ， δ
·

ｐ）
将油膜压力 ｐ 表达式在静平衡位置附近开展为轴

心与轴瓦偏离平衡位置的瞬时位移 （ ｅＸ， ｅＹ， δｐ） 和

变位速度 （ ｅ·Ｘ， ｅ·Ｙ， δ
·

ｐ） 的 Ｔａｙｌｏｒ 级数， 并略去二阶

以上小项可得：
ｐ＝ ｐ０ ＋［ ｐＸΔｅＸ ＋ ｐＹΔｅＹ ＋ ｐδΔδ

ｋ ＋ ｉω（ ｐＸ
·ΔｅＸ ＋ ｐＹ

·ΔｅＹ ＋
ｐ δ

·Δδｐ）］ｅ
ｉωｔ ＝ ｐ０＋［（ｐＸ＋ｉωｐＸ

·）ΔｅＸ＋（ｐＹ＋ｉωｐＹ
·）ΔｅＹ＋（ｐδ＋

ｉωｐ δ
·）Δδｐ］ｅ

ｉωｔ （７）
由式 （７） 可知瞬时油膜压力 ｐ 为复数域内的油

膜厚度 ｈ 的函数， 因此可将式 （７） 简写为

ｐ＝ ｐ０＋ΔσＰσｅ
ｉωｔ （８）

其中： Ｐσ ＝ ｐσ ＋ｉωｐσ·， 下标 σ 表示方向 Ｘ、 Ｙ、 δｐ， ｉ

为复数表达式 －１ ， 显然是 Ｐσ 复数域内的油膜厚度

ｈ 的函数。 因此可将 Ｐσ 记为复数域表达式：
Ｐσ ＝ＰσＲ＋ｉＰσＥ （９）
此处定义 Ｐσ 为复数域内 σ （Ｘ、 Ｙ、 δｐ） 方向油

膜扰动压力。
４　 可倾瓦轴承扰动压力雷诺方程

将非定常工况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对各项扰动参数求

导， 即可获得各项扰动压力的偏微分方程。 将式

（６） 和式 （８） 代入雷诺方程式 （１） 中， 得

Ｌ（ｐ０）＝
１
Ｒ２

∂
∂Θ

ｈ３

１２μ
∂ｐ０

∂Θ
æ

è
ç

ö

ø
÷ ＋ ∂

∂ｚ
ｈ３

１２μ
∂ｐ０

∂ｚ
æ

è
ç

ö

ø
÷ ＝ Ω

２
∂ｈ０

∂Θ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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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σ）＝
１
Ｒ２

∂
∂Θ

ｈ３

１２μ
∂Ｐσ

∂Θ
æ

è
ç

ö

ø
÷ ＋ ∂

∂ｚ
ｈ３

１２μ
∂Ｐσ

∂ｚ
æ

è
ç

ö

ø
÷ ＝ Ω

２
·

∂ｈσ

∂Θ
＋ｉωｈσ－

１
Ｒ２

∂
∂Θ

３ｈ２ｈσ

１２μ
∂Ｐσ

∂Θ
æ

è
ç

ö

ø
÷ － ∂

∂ｚ
３ｈ２ｈσ

１２μ
∂Ｐσ

∂ｚ
æ

è
ç

ö

ø
÷ （１１）

其中 ｈσ 表示：
ｈχ ＝ ｃｏｓσ， ｈγ ＝ ｓｉｎσ， ｈδ ｐ ＝ ｓｉｎ （σ－σｐ） （１２）

Ｍ＝ ｉω－
ρｈ２

０ω
２

１２μ
－ ∂

∂ｚ
３ｈ２

０

１２μ
∂ｐ０

∂ｚ
æ

è
ç

ö

ø
÷ （１３）

令

Ｎ＝ Ω
２

－ ∂
Ｒ∂Θ

３ｈ２
０

１２μ
∂ｐ０

∂Θ
æ

è
ç

ö

ø
÷

联立式 （１２）、 （１３）， 代入式 （１１） 得：
Ｌ（ＰＸ）
Ｌ（ＰＹ）
Ｌ（Ｐσ）

ì

î

í

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

ïï

＝ Ｍ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Ｒｓｉｎ（Θ－Θｐ）

ì

î

í

ïï

ïï

ü

þ

ý

ïï

ïï

＋Ｎ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Ｒｃｏｓ（Θ－Θｐ）

ì

î

í

ïï

ïï

ü

þ

ý

ïï

ïï

（１４）
由三角函数关系式：
ｓｉｎ（Θ－Θｐ）＝ ｓｉｎΘｃｏｓΘｐ－ｃｏｓΘｓｉｎΘｐ

ｃｏｓ（Θ－Θｐ）＝ ｃｏｓΘｃｏｓΘｐ＋ｓｉｎΘｓｉｎΘｐ
{ （１５）

将式 （１５） 代入式 （１４） 可得：
Ｐδ ＝Ｒ ［ＰＸｓｉｎΘｐ－ＰＹｃｏｓΘｐ］ （１６）
因此只需求出复数域内的扰动压力 ＰＸ， ＰＹ 即可

得到 Ｐδ。
５　 频率扰动压力雷诺方程解法

ＣＯＭＳＯＬ 软件的 ＰＤＥ 工具箱以有限元法为基础，
是求解偏微方程的一个极其简便的工具。 它提供基本

对流－扩散方程如下：

ｅａ
∂２ｕ
∂ｔ２

＋ｄａ
∂ｕ
∂ｔ

＋Ñ·（－ｃ Ñｕ－ａｕ＋γ）＋β Ñｕ＋ａｕ＝ ｆ （１７）

ｘ＝ＲΘ， ｚ＝Ｒλ， Ｕ＝ΩＲ， ｐ＝ ｐａＰ （１８）
令：

ｈ＝Ｃ０Ｈ， ｔ＝
Ｔ
ω
， Λ＝ ２πω ／ Ω

５ １　 静态雷诺方程数学变换

将式 （１８） 代入式 （１）， 化简后可得静态定常

工况下雷诺方程量纲一化形式：
∂
∂Θ

（Ｈ０
３ ∂Ｐ
∂Θ

）＋
∂
∂λ

（Ｈ０
３ ∂Ｐ
∂λ

）＝ ３
∂Ｈ０

∂Θ
（１９）

通过数学变换， 简化为标准椭圆型偏微分方程：

－Ñ（Ｈ０
３

ÑＰ）＝ －３
∂Ｈ０

∂Θ
（２０）

　 　 因此得该标准椭圆型偏微分方程系数为

ｃ１ ＝Ｈ０
３， ａ１ ＝ ０， ｆ１ ＝ －３

∂Ｈ０

∂Θ
（２１）

５ ２　 频率扰动压力雷诺方程数学变换

将式 （１８） 代入式 （１１）， 化简后可得频率扰动

压力雷诺方程量纲一化形式：
∂
∂Θ

（Ｈ０
３
∂Ｐσ

∂Θ
）＋

∂
∂λ

（Ｈ０
３
∂Ｐσ

∂λ
）＝ ［－３（

∂
∂Θ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Θ
）＋

∂
∂λ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λ
））＋３

∂ｈσ

∂Θ
］＋ｉ

３
π
Λｈσ （２２）

将式 （９） 代入式 （２２）， 因此可得关于实部 ＰσＲ

与虚部 ＰσＥ的椭圆型偏微分方程组：
∂
∂Θ

（Ｈ０
３
∂ＰσＲ

∂Θ
）＋

∂
∂λ

（Ｈ０
３
∂ＰσＲ

∂λ
）＝ －３［

∂
∂Θ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Θ
）＋

∂
∂λ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λ
）］＋３

∂ｈσ

∂Θ
∂
∂Θ

（Ｈ０
３
∂ＰσＥ

∂Θ
）＋

∂
∂λ

（Ｈ０
３
∂ＰσＥ

∂λ
）＝

３
π
Λｈσ （２３）

通过数学变换， 将式 （２３） 简化为标准的椭圆

型偏微分方程组：

－Ñ（Ｈ０
３

ÑＰσＲ）＝ ３［
∂
∂Θ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Θ
）＋

∂
∂λ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λ
）］－３

∂ｈσ

∂Θ
－Ñ（Ｈ０

３
ÑＰσＥ）＝ － ３

π
Λｈσ （２４）

因此得该标准椭圆型偏微分方程组系数为

ｃ２ ＝Ｈ０
３， ａ２ ＝ ０

ｆ２ ＝ ３［
∂
∂Θ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Θ
）＋

∂
∂λ

（Ｈ０
２ｈσ

∂Ｐ０

∂λ
）］－３

∂ｈσ

∂Θ

ｃ３ ＝Ｈ０
３， ａ３ ＝ ０， ｆ３ ＝ － ３

π
Λｈσ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２５）
其中 σ＝Ｘ， Ｙ， δｐ， 代表轴心位移方向与瓦心摆

动方向。
６　 有限元数值计算与结果分析

三瓦可倾瓦动压轴承参数与运行工况： 轴颈半径

Ｒ 为 ５０ ｍｍ， 轴承宽度 Ｌ 为 ７５ ｍｍ， 半径间隙 Ｃ 为

０ １ ｍｍ， 瓦 １ 支点角 β１ 为 ６０°， 瓦 ２ 支点角 β２ 为

１８０°， 瓦 ３ 支点角 β３ 为 ３００°， 载荷为 ６ ５００ Ｎ。 采用

Ｃｏｍｓｏｌ ＰＤＥ 工具箱对其扰动压力雷诺方程进行有限

元数值计算。
采用矩形单元对三瓦可倾瓦轴承油膜区域划分网

格， 以瓦 ２ 为例， 其量纲一化有限元模型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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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瓦可倾瓦轴承瓦 ２ 油膜区域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ａｄ ２ ｆｏｒｔｉｌｔｉｎｇ
ｐ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ｄｓ

采用有限元数值方法联立求解每一瓦块静态压力

与扰动频率为 ０ 时的扰动压力雷诺方程组， 采用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ｓｏｎ 算法修正瓦块摆角与轴心位置， 通过

矢量求和计算轴承的油膜合力， 循环迭代直到轴承在

平衡位置的油膜合力与外载荷平衡。 改变扰动频率，
采用 ＰＤＥ 工具箱有限元方法求解不同扰动频率下的

复数域扰动压力， 计算流程图如图 ３ 所示。
选择 ＰＤＥ 工具箱的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边界条件定义计算

域压力场边界。 在利用 ＣＯＭＳＯＬ 求解扰动的油膜压

力分布时， 其线性系统求解器为直接 ＵＭＦＰＡＣＫ 法，
中枢阈值 （ Ｐｉｖｏ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 为 ０ １， 内存配置系数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 为 １ ２， 相对误差设置为

０ ００１， 最大迭代次数为 ２５ 次， 初始的阻尼系数为

１， 最小的阻尼系数为 １×１０－４， 其余参数采用默认的

参数设置［１４］。

图 ３　 扰动压力求解流程图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现以转速为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扰动频率为 １００ Ｈｚ 为

例， 瓦 １、 瓦 ２、 瓦 ３ 的静态承载压力与扰动压力计

算结果分别如图 ４—６ 所示。 由图 ４ 可知， 瓦 １ 在轴

心 Ｘ 方向扰动压力实部 ＰＸＲ的分布与静态承载压力分

布一致。 瓦 １ 在轴心 Ｘ 方向扰动压力虚部 ＰＸＥ， 轴心

Ｙ 方向扰动压力实部 ＰＹＲ与虚部 ＰＹＥ的分布是一致的，
方向与静态承载压力分布相反。

图 ４　 瓦 １ 静态承载压力与扰动压力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ｄ １ （ａ）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ＰＸＲ ｉｎ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ｔ ＰＸＥ ｉｎ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ＰＹＲ ｉｎ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ｔ ＰＹＥ ｉｎ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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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瓦 ２ 静态压力与扰动压力

Ｆｉｇ ５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ｄ ２ （ａ）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ＰＸＲ ｉｎ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ｔ ＰＸＥ ｉｎ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ＰＹＲ ｉｎ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ｔ ＰＹＥ ｉｎ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６　 瓦 ３ 静态压力与频率扰动压力

Ｆｉｇ ６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ｄ ３ （ａ）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ＰＸＲ ｉｎ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ｔ ＰＸＥ ｉｎ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ＰＹＲ ｉｎ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ｔ ＰＹＥ ｉｎ 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由图 ５ 可知， 瓦 ２ 的静态承载压力比瓦 １ 与瓦 ３
都要大， 因此可知瓦 ２ 为主承载瓦。 瓦 ２ 在轴心 Ｘ、
Ｙ 方向扰动压力实部 ＰＸＲ、 ＰＹＲ与虚部 ＰＸＥ、 ＰＹＥ的分布

是一致的， 且与静态承载压力分布一致。 由图 ６ 可

知， 瓦 ３ 静态压力与瓦 １ 的静态压力相差不大。 瓦 １
在轴心 Ｘ 方向扰动压力实部 ＰＸＲ、 轴心 Ｙ 方向扰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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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部 ＰＹＲ与虚部 ＰＹＥ的分布与静态承载压力分布方

向相反。 瓦 １ 在轴心 Ｘ 方向扰动压力虚部 ＰＸＥ成波浪

形分布， 同时出现 ２ 个方向相反的峰值。
在给定转速为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为 ６ ５００ Ｎ 条件

下， 通过对不同扰动频率下、 不同方向上的扰动压力

雷诺方程进行有限元数值求解， 得到轴颈和瓦块同频

扰动下的轴承扰动压力的变化规律， 以瓦 ２ 为例， 相

应的扰动压力计算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瓦 ２ 扰动压力随频率的变化情况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６ ５００ Ｎ）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ｄ ２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ｔ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ａｎｄ ６ ５００ Ｎ

通过对不同扰动频率下、 不同方向上的扰动压力

进行积分与矩阵运算得到频率－缩减刚度与阻尼系

数， 相应的计算结果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瓦 ２ 刚度和阻尼随频率的变化情况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６ ５００ Ｎ）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ｄ ２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ｔ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ａｎｄ ６ ５００ Ｎ

７　 结论

（１） 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均表明， 可倾瓦动压

轴承的扰动压力与扰动频率密切相关。

（２） 对于三瓦可倾瓦轴承瓦 ２ 静态压力最大，
为主承载瓦， 左右非承载瓦扰动压力分布存在与静态

压力分布方向相反的现象； 扰动频率为 ０ 时， 复数域

扰动压力虚部为 ０； 随着扰动频率的增大， 扰动压力

实部变化不大， 虚部随之增大， 刚度系数的直接项数

值减小， 交叉项变化不大， 阻尼系数的直接项增大，
阻尼系数的交叉项变化不大。

（３） 采用 ＰＤＥ 有限元数值求解方法对小扰动工

况下得到的可倾瓦动压轴承的扰动压力进行联立计

算， 得到扰动压力是轴承参数、 静态工作点参数和扰

动频率的函数。 这为在线性范围内对可倾瓦动压轴承

系统动力特性系数分析计算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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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虑系统动态特性建立有限长线接触瞬态弹流润滑模型， 数值求解获得润滑接触压力与膜厚； 采用润滑接

触相对位移为自由振动判定标准， 结合单自由度阻尼系统模型， 提取系统特征参数刚度和阻尼值， 为建立完善的接触

副动力学模型提供参数。 结果表明： 考虑惯性力时， 在入口区形成膜厚波动与局部压力峰， 并向出口区传播； 随着振

动时长增大， 在整个接触区形成压力与膜厚波动并最终趋于稳态解； 随着载荷增大， 系统刚度升高但增幅降低， 阻尼

整体呈现降低趋势。
关键词： 有限长线接触； 刚度； 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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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ａｋ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ｓ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ｉ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ａｄ．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ｎｉｔ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ｄａｍｐｉｎｇ

　 润滑接触广泛存在于接触界面， 如齿轮、 轴承、
凸轮等， 接触副在工作过程中伴随动态激励力， 形成

系统振动与噪声。 接触副的刚度与阻尼等参数对动态

特性影响显著， 以往的研究中接触刚度计算基于

Ｈｅｒｔｚ 干接触模型， 阻尼采用比例阻尼计算［１］。 随着

现代机械向高速重载、 高功率密度发展， 对系统的振

动与噪声要求提高， 构建系统润滑与接触模型， 获取

精确系统动力学参数是开展整机振动特性研究的

前提。
机械系统中运动界面通常属于高副线接触， 如圆

柱 ／ 圆锥滚子轴承、 齿轮、 凸轮等， 而多数研究采用

线接触或点接触模型， 与实际接触并不完全相

符［２－４］， 需建立有限长线接触模型。 早期研究鉴于有

限长线接触模型的高非线性、 收敛性和密网格导致的

存储等问题， 研究较为缓慢且多数为理想等温、 牛顿

流体光滑表面模型［５］。 马家驹等［６］采用顺解法研究滚

子副端部闭合效应； ＬＩＵ 和 ＹＡＮＧ［７］ 首次获得有限长

线接触热弹流润滑完全数值解， 揭示工况变化对润滑

特性影响； Ｙ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８］ 采用圆锥滚子模拟斜齿

轮润滑接触， 获得设计参数对润滑特性影响； ＬＩＵ
等［９］在文献 ［８］ 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斜齿轮热弹流

润滑模型， 揭示整个啮合过程的润滑特性； 刘明勇

等［１０］基于 Ｈｕ⁃Ｚｈｕ 模型建立有限长线接触混合润滑模

型， 并讨论粗糙度纹理对润滑特性影响。
随着润滑理论发展， 开展实际接触副的摩擦学研

究取得突破［１１］。 在系统动力分析和润滑研究中采用

单向传递界面参数， 即研究系统动力学特性时忽略润

滑影响［１２］、 计算润滑特性时忽略惯性力因素［４］。
ＨＡＧＩＵ和 ＧＡＦＩＴＡＮＵ［１３］ 首次考虑润滑影响， 开展滚

子轴承刚度与阻尼研究； ＷＩＪＡＮＴ［１４］ 系统研究点接触

弹流润滑模型， 并讨论设计参数对接触刚度与阻尼影



响； ＰＯＰＯＶＩＣＩ 等［１５］考虑系统惯性力载荷作用， 研究

点接触启动过程的润滑特性； ＷＡＮＧ 等［１６］ 研究了纯

冲击载荷下的线接触润滑问题， 并总结该工况下的润

滑膜厚公式； ＫＡＮＥＴＡ 等［１７］ 研究冲击载荷下规则粗

糙表面椭圆点接触模型， 揭示粗糙度特性与冲击载荷

对润滑影响； ＬＩ 和 ＫＡＨＲＡＭＡＮ［１８］通过界面摩擦力将

润滑因素引入齿轮系统动力学模型， 研究动态载荷与

润滑的耦合特性； ＡＮＫＯＵＮＩ 等［１９］ 研究线接触副阻尼

参数随系统特征参数、 工况等影响规律， 并总结线接

触油膜阻尼公式；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 在较宽工况范围内研

究球 轴 承 刚 度 与 阻 尼 随 工 况 变 化 规 律； ＧＯ⁃
Ｐ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和 ＬＩＭ［２１］研究动态载荷下螺旋锥齿

轮润滑模型， 获取接触阻尼与摩擦因数等动态特征

参数。
上述部分研究开展了考虑润滑影响的系统动态特

性研究， 多数模型采用线接触或点接触模型， 这与实

际接触副并不完全相符。 因此， 为建立更加贴合实际

的机械系统动力学模型， 有必要精确确定系统动力学

参数， 实现对机械系统的振动与噪声行为的控制。
１　 数学模型

齿轮、 轴承和凸轮等线接触高副广泛存在于机械

传动中， 任意啮合时刻均可简化为一对圆柱滚子的线

接触， 动力学建模时接触界面可等效对弹簧－阻尼系

统，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有限长线接触弹簧－阻尼系统

Ｆｉｇ １　 Ｓｐｒｉｎｇ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１ １　 润滑模型

为获得接触副的动态特征参数刚度和阻尼， 建立

系统润滑动力学模型。 考虑时变和流体非牛顿特性，
界面流体压力满足雷诺方程：

∂
∂ｘ

ρ
１２η∗ｈ

３ ∂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ｙ
ρ

１２η∗ｈ
３ ∂ｐ
∂ｙ

æ

è
ç

ö

ø
÷ ＝

∂（ρｕｅｈ）
∂ｘ

＋

∂（ρｈ）
∂ｔ

（１）

式中： ｕｅ 为卷吸速度； ρ 为油膜黏度； ｔ 为时间变量；
ｐ、 ｈ 为计算区域压力和膜厚。

引入流体非牛顿特性， 选择 Ｅｙｒｉｎｇ 流体其等效黏

度 η∗为

１
η∗

＝ １
η

τ０

τｘ

ｓｈ
τｘ

τ０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 τｘ 为接触面沿 ｘ 轴剪切力； τ０ 为流体特征剪

切力； η 为流体黏度。
接触界面充满润滑油， 其间隙方程为

ｈ（ｘ， ｙ， ｔ） ＝ ｈ０（ ｔ） ＋ ｈｇ（ｘ， ｙ） ＋ ｖ（ｘ， ｙ， ｔ）
（３）

式中： ｈ０ 为刚体位移； ｈｇ 和 ν 分别为几何膜厚和表

面接触变形［１０］。
润滑油黏度与密度分别采用 Ｒｏｅｌａｎｄｓ 黏压关系

和 Ｄｏｗｓｏｎ⁃Ｈｉｇｇｉｓｏｎ 密压关系式：
η ＝ η０·ｅｘｐ｛ ｌｎη０ ＋ ９．６７( )·［ － １ ＋ （１ ＋ ５．１ ×

１０ －９ｐ） ｚ）］｝ （４－ａ）

ρ ＝ ρ０ １ ＋ ０．６ × １０ －９ｐ
１ ＋ １．７ × １０ －９ｐ

æ

è
ç

ö

ø
÷ （４－ｂ）

式中： η０、 ρ０ 分别为润滑油环境黏度和密度。
考虑动态效应描述接触体相对运动， 其动力学方

程为

Ｍ·ｈ
··

０ － ∬
Ω

ｐｄｘｄｙ ＝ － Ｆ （５）

式中： Ｍ 为接触系统等效质量， Ω 为计算区域， Ｆ 为

外载荷。
１ ２　 系统自由振动模型

当载荷变化较小时， 润滑接触副可等效为弹簧－
阻尼系统， 其中润滑油膜具有明显耗散效应［１４－２０］。
按线性黏弹性系统假设， 系统围绕平衡位置做自由衰

减振动， 采用弹簧力与阻尼力等效， 选取两接触面分

离为正方向 （ｈ０＞０）、 靠近时为负 （ｈ０ ＜０）。 系统动

力学方程描述为

Ｍ·ｈ
··

０ ＋ ｃ·ｈ
·

０ ＋ ｋ·ｈ０ ＝ － Ｆ （６）
选取稳态载荷平衡位置两接触面靠近距离为 ｈ０ｓ，

自由振动偏移平衡位置为 ｈ０ｔ， 则：
ｈ０ ＝ ｈ０ｓ ＋ ｈ０ｔ

Ｆ ＝ － ｋ·ｈ０ｓ
{ （７）

将式 （７） 代入式 （６） 可得系统自由振动平衡

方程：

Ｍ·ｈ
··

０ ＋ ｃ·ｈ
·

０ ＋ ｋ·ｈ０ｔ ＝ ０ （８）
可得归一化系统自由振动方程：

ｈ
··

０ ＋ ２ξωｎ·ｈ
·

０ ＋ ω２
ｎ·ｈ０ｔ ＝ 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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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ｎ ＝ ｋ ／ Ｍ 为系统固有频率； ξ＝ ｃ·ωｎ ／ （２ｋ）为
系统阻尼比。

按自由振动理论， 线性阻尼系统振幅按对数衰

减， 如图 ２ 所示。 振幅衰减率 δ 与系统参数 ωｎ、 ξ 关

系［２０］为

δ ＝ ｌｎ Ａｉ ／ Ａｉ ＋１( ) ＝ ξωｎ ｔｄ ＝ ２πξ ／ １ － ξ２ （１０）
由系统自由振动理论， 计算式 （１０） 即可获得

系统动力学参数阻尼 ｃ 和刚度值 ｋ。

图 ２　 欠阻尼阻尼系统自由振动响应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ｆｒｅ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ｄａｍｐｉｎｇ

２　 数值求解技术

对润滑控制方程 （１） — （５） 进行量纲一化处

理， 其中量纲一化量按线接触参数计算： Ｈｅｒｔｚ 参数

ｐＨ ＝ Ｆ ／ （πａｌ） ， ａ ＝ ４ＦＲ ／ （πｌＥ′） ， 综合曲率半径

Ｒ ＝ Ｒ１Ｒ２ ／ （Ｒ１ ＋ Ｒ２） 。 量纲一化公式： Ｐ ＝ ｐ ／ ｐ Ｈ， Ｈ ＝
ｈ ／ ａ ， Ｘ ＝ ｘ ／ ａ ， Ｙ ＝ ｙ ／ ｌ， Ｔ ＝ ｔｕｅ ／ ａ 。 计算区域 Ｘ ＝
－２ ５， １ ５[ ] ， Ｙ ＝ －１ ０， １ ０[ ] ， 最密层网格节点

ｎｘ×ｎｙ ＝ ２５６×５１２。 为捕捉润滑的动态效应， 保证时间

步足够小且总时间步数比较少。 控制方程的离散化和

数值求解技术参考文献 ［２２］， 其中载荷方程离散参

考文献 ［１４］。 收敛解满足压力相对误差 １×１０－５， 载

荷相对误差 １×１０－４。
数值求解流程如图 ３ 所示。 恒定载荷 Ｆ， 给定两

接触面初始时刻 ｔ ＝ ０ 振动偏移距离 ｈ０ （０）、 速度

ｈ
·

０ （０）， 计算获得初始压力 ｐ 与膜厚 ｈ， 其中表面弹

性变形 ｖ 采用 ＤＣ⁃ＦＦＴ 算法求解［２３］； 由动力学方程

（５） 计算 ｔ＝ ｔ＋ｄｔ 时刻偏移距离 ｈ０（ ｔ） 与速度 ｈ
·

０ （ ｔ），
并开始下一时刻的润滑求解。

图 ３　 数值求解流程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　 结果与分析

选择有限长线接触滚子副为研究对象， 其几何、
工况及润滑油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计算 Ｈｅｒｔｚ 参数为

ｐＨ ＝ ０ ６４ ＧＰａ， ａ＝ ０ １５ ｍｍ。 对应光滑表面稳态润滑

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可知， 有限长线接触最小膜厚出现

在端部接触区域， 接触压力具有显著的端部效应； 在

接触线中段部分， 润滑压力与膜厚基本不变， 在以往

研究中通常采用线接触模型。 已有文献表明， 润滑接

触刚度与阻尼主要是由于油膜的黏性耗散作用， 接触

区域对动力学特征参数影响显著， 因此需采用更贴近

真实工况模型研究。

表 １　 有限长线接触副材料与润滑油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ｉｔ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Ｒｏｌｌｅｒ ｒａｄｉｕｓ Ｒ１ ／ Ｒ２ ４０ ／ ２０ 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ｏｌｌｅｒ ｌｘ １ ／ ０．２ ｍ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Ｅ′ ２２６ ＧＰ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Ｅｙｒ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τ０ ５ ＭＰａ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η０ ０．０４ Ｐａ·ｓ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ρ０ ８７０ ｋｇ ／ ｍ３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α ２２ ＧＰａ－１

Ｌｏａｄ Ｆ ３００ Ｎ
Ｓｐｅｅｄ ω１ ／ ω２ ３０ ／ ４０ ｒａｄ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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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有限长线接触稳态弹流润滑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图 ５ 为量纲一化时间 Ｔ＝ １２ ０ 时刻， 恒定载荷载

荷下自由振动润滑压力与膜厚分布。 对比图 ４、 ５ 可

知， 考虑惯性力的动态载荷影响， 光滑表面润滑接触

压力与膜厚沿卷吸速度方向呈现周期性波动。 这是由

于考虑惯性力项， 在润滑接触过程中沿膜厚方程挤压

运动， 接触面靠近时部分润滑油被挤出接触区域， 反

之更多润滑油进入接触区域从而形成局部高压， 整个

波动过程由入口区逐步向出口区传播。 接触界面剪切

力分布如图 ６ 所示， 对比图 ５、 ６ 可知， 接触面剪切

力与压力分布类似。

图 ５　 有限长线接触自由振动润滑特性 （Ｔ＝ １２ ０）
Ｆｉｇ ５　 Ｆｒｅ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 １２ ０）

图 ６　 Ｔ＝ １２ ０ 时刻接触面剪切力分布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 １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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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 展示两接触面相对振动位移 Ｈ０、 速度 ｄＨ０

及加速度 ｄｄＨ０ 变化。 图 ７ 所示 Ｈ０ 变化规律说明， 恒

定载荷与转速下接触副相对平衡位置做阻尼衰减振

动， 说明 １ ２ 节的模型简化是可靠的， 可采用单自由

度衰减模型计算系统动力学参数。 对应的振动速度与

加速度如图 ７ 所示， 围绕零点衰减变化。 对应各时刻

的接触压力与膜厚变化如图 ８ 所示。

图 ７　 接触面相对运动 Ｈ０ 变化规律 （ｐＨ ＝ ０ ６４ ＧＰａ， ａ＝ ０ １５ ｍｍ， Ｅｙ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τ０ ＝ ５ ＭＰａ）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Ｈ０ （ｐＨ ＝ ０ ６４ ＧＰａ， ａ＝ ０ １５ ｍｍ， Ｅｙ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τ０ ＝ ５ ＭＰａ）

图 ８　 自由振动各时刻润滑接触压力与膜厚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ｆｒｅ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ｍｏｍｅｎｔ

　 　 图 ８ 示出了考虑惯性力的瞬态润滑接触压力与膜

厚。 初始 Ｔ＝ ０ ０ 时刻接触副偏移平衡位置 Ｈ０（０） ＝
－０ ０１５、 对应振动速度 ｄＨ０（０）＝ ０ ０ 且振动加速度最

大 ｄｄＨ０（０）； 随着振动开始， 逐步在入口区形成首个

膜厚与压力波动， 并向出口区传播， 如 Ｔ ＝ ０ ２、 ０ ４
时刻； 由于振动的往返性， 在入口区形成多个压力与

膜厚波动， 进而在整个 Ｈｅｒｔｚ 区域形成多个局部压力

峰与膜厚变化， 如 Ｔ＝ １ ０、 ２ ０ 时刻； 随着振动时间

增大， 压力与膜厚偏离稳态解降低， 逐步趋于平缓，

对应图 ７ 所示接触面相对振动位移变化， 可判定随时

间增大润滑解最终趋于光滑表面稳态解。
图 ９ 说明在计算工况范围内， 随载荷增大， 接触

刚度增大但增幅降低， 而阻尼随载荷升高整体趋势降

低， 仅在局部区间增大。 这是由于随着载荷增大， 润

滑油膜逐渐降低， 界面趋于干接触状态， 导致刚度上

升并接近干接触弹性接触刚度， 而阻尼由于油膜降低

而减少。 为获得更广参数范围内的动态特征参数变化

规律， 可考虑在后续研究中系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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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载荷变化对动态特征参数影响

Ｆｉｇ 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　 结论

（１） 初步建立润滑工况下有限长线接触的自由

振动分析模型， 并提取系统刚度和阻尼值， 为建立完

善的接触副动力学模型提供精确的参数。
（２） 考虑惯性力时， 在入口区参数膜厚波动与

局部压力峰， 并向出口区传播； 随着振动持续在接触

区形成多个压力峰与膜厚变化， 当振动时长进一步增

大时压力与膜厚逐步趋于平稳并最终趋于稳态解。
（３） 初步研究了载荷变化对润滑特征参数影响，

同时， 研究载荷与工况变化对特征参数的影响， 说明

载荷变化对刚度和阻尼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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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在牙科陶瓷表面的吸附成膜与润滑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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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纳米划痕技术， 研究人全唾液在牙科陶瓷表面的吸附成膜与润滑性能， 分析唾液蛋白在牙科陶瓷表面

的吸附机制。 结果表明， 经过 １ ｍｉｎ 吸附处理后， 陶瓷表面吸附形成一层均匀致密的唾液吸附膜， 表明人全唾液在牙

科陶瓷表面具有较好的吸附成膜性； 黏附强度测试结果表明， 唾液吸附膜和牙科陶瓷及人牙釉质之间的黏附强度相

近。 人全唾液在牙科陶瓷表面具有较好的吸附成膜性和结合强度， 可以在牙科陶瓷材料服役过程中显著减轻其表面的

摩擦磨损， 提供有效的润滑作用。 唾液蛋白与牙科陶瓷之间的静电作用是导致牙科陶瓷表面具有良好的吸附成膜性和

较高黏附强度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人全唾液； 牙科陶瓷； 唾液吸附膜； 吸附； 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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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口腔化学环境最重要的组分， 唾液是由唾液

腺分泌的混合液体， 无色无味， ｐＨ 值为 ６ ６ ～ ７ １，
主要成分是水 （ ９８ ５％ ～ ９９％）、 蛋白质 （ ０ ３％）、
无机物及微量元素 （０ ２％） ［１］。 唾液蛋白在口腔内

表面通过选择性物理吸附自组装形成一层纳米尺度的

吸附膜［２］， 对牙齿和软组织 （口腔黏膜、 舌头等）

提供有效润滑， 降低牙齿磨损， 减小口腔黏膜和舌头

表面的摩擦以避免软组织损伤［３］。 天然牙齿可以在口

腔中服役几十年， 除了其自身优异的抗摩擦磨损性能

外， 唾液吸附膜的润滑作用也至关重要。
车祸、 疾病、 外伤等原因会导致牙齿脱落或缺

损［４］， 长期不良饮食习惯也会造成牙齿过度磨损。 自

恒牙萌出后， 牙齿缺损均无法再生， 需用牙科材料进

行修复。 常用的牙科修复材料主要是高分子材料、 金

属材料和陶瓷材料 ３ 大类。 陶瓷具有良好的耐磨性、
耐腐蚀性和生物相容性［５］， 色泽与天然牙相近， 不易

染色， 与高分子材料和金属材料相比， 牙科陶瓷材料

具有显著美观优势， 广泛应用于牙冠等美学修复［６］。
迄今为止， 已有的牙齿生物摩擦学研究由于未认识到



唾液口腔内润滑是通过唾液蛋白吸附成膜来实现的，
因此， 关于牙科修复材料摩擦磨损性能及改进措施的

体外模拟实验研究多采用离子型唾液替代品 （商用

或自制） 或者水作为润滑介质［７－１１］， 很少关注唾液在

牙科修复材料表面的成膜性和润滑效果， 这在很大程

度上阻碍了牙科修复材料的改性和开发。 人全唾液在

牙科陶瓷表面的吸附成膜性， 以及唾液吸附膜对牙科

陶瓷的润滑效果目前几乎没有相关报道。
本文作者选择临床广泛使用的易美牙科陶瓷作为

研究对象， 采用微纳米分析测试技术， 考察了人全唾

液在易美牙科陶瓷表面的吸附和润滑性能， 分析了唾

液蛋白在牙科陶瓷表面的吸附机制。 研究结果可以为

评价、 改良和开发牙科陶瓷材料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

参考依据。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

试验使用的人全唾液由一名男性志愿者提供。 该

志愿者身体健康、 无口腔疾病。 唾液的采集方法参见

参考文献 ［１２］。 唾液收集在早餐前进行， 以避免饮

食引起的唾液成分的差异。 志愿者在收集之前不进食

任何食物和饮料， 仔细刷牙后， 用去离子水漱口， 等

待 １０ ｍｉｎ 后进行唾液收集。 收集到的唾液在实验前

不做任何处理。
选用易美 ＩＰＳ ｅ ｍａｘ Ｐｒｅｓｓ 铸瓷作为研究对象， 该

陶瓷广泛用于嵌体修复和全冠修复。 在水冷条件下，
将陶瓷块进行切割、 包埋、 打磨、 抛光至光镜下观察

陶瓷表面无明显划痕表面， 表面粗糙度约为 ０ ２ μｍ。
１ ２　 试验方法

人全唾液在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的体外吸附试

验在室温下进行， 吸附时间为 １ ｍｉｎ。 用滴管将预先

收集到的唾液样品滴到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 静置

１ ｍｉｎ 后， 将陶瓷试样表面的残余唾液吸走。
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形貌采

用扫描探针显微镜 （ ＳＰＭ，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
ｐｙ） 观察。 唾液吸附膜与牙科陶瓷试样之间的剪切

黏附能采用纳米划痕仪 （ ＴＩ ９００， Ｈｙｓｉｔｒｏｎ Ｃｏｒｐ．，
ＵＳＡ） 进 行 测 试， 具 体 测 试 方 法 参 见 参 考 文 献

［１３］。 选用曲率半径为 １ μｍ 的 Ｃｏｎｉｃａｌ 金刚石针尖，
法向载荷为 Ｆｎ ＝ ２ ｍＮ， 划痕长度 ｌ ＝ ８ μｍ。 唾液膜与

牙科陶瓷试样之间的法向黏附力采用原子力显微镜

（ＡＦＭ， ＳＰＩ ３ ８００ Ｎ， Ｓｅｉｋｏ， Ｊａｐａｎ） 进行测量， 具体

测试方法参见参考文献 ［１３］。
使用纳米划痕仪 （ Ｇ２００，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ＳＡ） 表征陶瓷表面唾液吸附膜的润滑性能。 划痕实

验采用恒载模式， 划痕针尖为曲率半径 １０ μｍ 的

Ｃｏｎｉｃａｌ 金刚石针尖， 法向载荷 Ｆｎ ＝ ４０ ｍＮ， 划痕长度

ｌ＝ １００ μｍ。 纳米划痕实验结束后， 先去除陶瓷样品

表面的唾液吸附膜， 然后采用 ＡＦＭ 表征牙科陶瓷试

样表面的划痕形貌与轮廓。
牙科陶瓷试样在唾液吸附处理前后的表面接触角

和 Ｚｅｔａ 电位分别采用接触角分析系统 （ ＤＳＡ１００，
Ｋｒüｓｓ Ｃｏｒｐ．， Ｇｅｒｍａｎｙ） 和激光粒度仪 （ Ｎａｎｏ⁃ＺＳ９０，
Ｍａｌｖｅｍ， Ｂｒｉｔａｉｎ） 进行测量。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表面形貌与黏附强度

图 １ 示出了唾液吸附前后易美牙科陶瓷样品表面

形貌 ＳＰＭ 照片。 可见， 陶瓷样品原始表面较为平整，
有部分气孔缺陷存在 （见图 １ （ａ） ）， 经过 １ ｍｉｎ 的

唾液吸附处理后， 牙科陶瓷样品表面形成了一层均匀

致密的唾液吸附膜， 完全覆盖了样品表面 （见图

１ （ｂ））。 显然， 人全唾液在易美牙科陶瓷表面具有

良好的吸附成膜性， 能够快速成膜。

图 １　 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样品表面形貌 ＳＰＭ 照片

Ｆｉｇ １　 ＳＰ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ｅ． ｍａｘ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ｌｉｖａ⁃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通过测量唾液吸附膜与易美牙科陶瓷样品之间的

剪切黏附能和法向黏着力来表征唾液吸附膜的黏附强

度， 并与文献 ［１３］ 报道的唾液吸附膜与人牙釉质

之间的黏附强度进行了对比，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唾液

膜与牙科陶瓷之间的剪切黏附能为 （２９６ ６±２１ １） ×
１０－１２ Ｊ， 法向黏附力为 （１ ０３４ ４±２９ ４） ｎＮ， 与文献

中唾液膜与人牙釉质之间的剪切黏附能与法向黏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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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结果接近。 可见， 易美牙科陶瓷表面的唾液

吸附膜具有较高的黏附强度。

表 １　 唾液吸附膜与易美牙科陶瓷和人牙釉质之间

的剪切黏附能和黏着力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ｈｅａｒ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 ｐｅｌｌｉｃｌｅ ｗｉｔｈ ｅ． ｍａｘ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ｈｅａｒ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Ｅ ／ （１０－１２Ｊ）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ｆ ／ ｎＮ
Ｅ．ｍａｘ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２９６．６±２１．１ １ ０３４．４±２９．４
Ｈｕｍａｎ ｔｏｏｔｈ ｅｎａｍｅｌ ２２３．４±１２．２［１３］ ８９６．８±２３．５［１３］

２ ２　 润滑性能

图 ２ 示出了在 ４０ ｍＮ 法向载荷作用下唾液吸附处

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摩擦因数随位移变化的

关系曲线。 可以发现， 牙科陶瓷试样原始表面的摩擦

因数曲线约为 ０ ０８， 摩擦因数曲线较为平稳， 局部

呈现轻微波动； 经过 １ ｍｉｎ 的唾液吸附处理后， 牙科

陶瓷试样的表面摩擦因数明显降低， 约为 ０ ０６， 而

且波动减弱， 摩擦因数曲线更为平稳。 可见， 易美牙

科陶瓷表面的唾液吸附膜具有降摩作用。

图 ２　 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摩擦因数

随位移变化的关系曲线 （Ｆｎ ＝ ４０ ｍＮ）
Ｆｉｇ 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ｓ ｓｃｒａｔｃｈ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ｅ． ｍａｘ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ｌｉｖａ⁃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ｏｆ ４０ ｍＮ

图 ３ 示出了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试样

表面划痕的 ＡＦＭ 形貌图， 对应的划痕轮廓如图 ４ 所

示。 可以发现， 在 ４０ ｍＮ 法向载荷作用下， 牙科陶

瓷试样原始表面出现明显的划痕， 磨损以塑性变形为

主， 无脆性破坏痕迹。 经过 １ ｍｉｎ 的唾液吸附处理

后， 在相同的法向载荷作用下， 牙科陶瓷试样表面的

划痕宽度和深度均明显减小。 磨损体积计算结果显

示， 牙科陶瓷试样原始表面的磨损体积为 （６ ８ ±

０ ７） μｍ３， 有唾液吸附膜的陶瓷样品表面的磨损体

积为 （３ ３±０ ４） μｍ３， 下降了约 ５１ ５％。 单因素方

差分析得出 ｐ＜０ ００１。 显然， 易美牙科陶瓷表面的唾

液吸附膜能显著降低陶瓷表面的磨损。

图 ３　 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划痕 ＡＦＭ 形貌

Ｆｉｇ ３　 ＡＦ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ｓ ｏｎ ｅ． ｍａｘ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ｌｉｖａ⁃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图 ４　 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的划痕轮廓

Ｆｉｇ ４　 Ｓｃｒａｔｃ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ｎ ｅ． ｍａｘ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ｌｉｖａ⁃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 ３　 表面接触角及 Ｚｅｔａ 电位

表 ２ 给出了唾液吸附处理前后易美牙科陶瓷样品

表面的接触角与 Ｚｅｔａ 电位值。 接触角是表征材料表

面润湿性的常用参数， 如表 ２ 所示， 易美牙科陶瓷试

样原始表面的接触角为 ２６ ３°±２ ４°， 经过 １ ｍｉｎ 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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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处理后牙科陶瓷试样表面接触角降低到 １３ ０° ±
１ ２°， 这说明唾液吸附膜提高了牙科陶瓷表面的亲水

性。 易美牙科陶瓷试样原始表面的 Ｚｅｔａ 电位值为－
２３ ９±１ ５ ｍＶ， 经过 １ ｍｉｎ 唾液吸附处理后， 牙科陶

瓷样品表面的 Ｚｅｔａ 电位升高为 （ －１６ ８ ± ０ ９） ｍＶ，
如表 ２ 所示。 Ｚｅｔａ 电位是描述表面静电作用的一个重

要参数， 通常用来表征蛋白和细菌等的吸附［１４］。 吸

附唾液后易美牙科陶瓷的 Ｚｅｔａ 电位值升高， 说明牙

科陶瓷与唾液蛋白之间存在静电作用。

表 ２　 唾液吸附处理前后牙科陶瓷样品表面的接

触角与 Ｚｅｔａ 电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Ｚｅ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ｌｉｖａ⁃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１ ｍｉｎ ｓａｌｉｖａ⁃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θ ／ （°） ２６．３±２．４ １３．０±１．２
Ｚｅ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 ／ ｍＶ －２３．９±１．５ －１６．８±０．９

２ ４　 讨论

如图 １ 所示， 经过 １ ｍｉｎ 的唾液吸附处理后， 牙

科陶瓷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均匀的唾液吸附膜， 将基

体完全覆盖， 这表明唾液在牙科陶瓷表面具有很好的

成膜性。 黏附强度测试结果表明， 唾液吸附膜与牙科

陶瓷及与人牙釉质之间的黏附强度相近。 唾液吸附膜

与基体间的黏附强度决定了唾液的润滑效果。 在咀嚼

过程中， 牙齿 （天然牙或者牙科修复体） 表面的唾

液吸附膜不仅受法向咬合力的作用， 还要承受切向剪

切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黏附强度， 在咀嚼过程中唾液

吸附膜很容易被破坏进而去除， 无法提供有效的润滑

作用。 唾液吸附膜和牙科陶瓷之间的黏附强度与人牙

釉质相近， 可以保证牙科陶瓷表面形成的唾液吸附膜

能够有效地行使润滑功能。
纳米划痕实验结果表明， 和原始表面相比， 经过

１ ｍｉｎ 唾液吸附处理后， 牙科陶瓷表面的摩擦因数减

小， 磨损体积显著降低， 磨损明显减轻 （如图 ２、 ３
所示）。 这说明在法向咬合力作用下的摩擦磨损过程

中， 牙科陶瓷表面形成的唾液吸附膜能有效地充当边

界润滑膜， 减轻陶瓷表面的摩擦磨损， 具有显著的润

滑作用。
唾液在牙科修复材料表面的润滑性能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唾液吸附膜的成膜性和黏附强度。 生物吸附

膜与基体之间一般存在疏水作用、 静电作用、 范德华

力和氢键作用 ４ 种作用机制， 其中， 范德华力和氢键

的作用非常弱［１５］， 较高的黏附强度通常源于疏水作

用或者静电作用。 易美牙科陶瓷表面接触角为 ２６ ３°
±２ ４°， 属于亲水表面， 吸附唾液膜后表面接触角减
低到 １３ ０°±１ ２°， 说明唾液吸附膜导致牙科陶瓷表
面亲水性增强， 此过程中没有疏水作用。 唾液中约
９８ ５％是水， 唾液蛋白在唾液中聚集在一起形成蛋白
质胶束以保持能量最低， 其中疏水的氨基酸侧链包裹
在胶束内部， 亲水的氨基酸侧链在胶束外面。 当亲水
的陶瓷样品表面接触到唾液时， 亲水的蛋白质胶束就
会吸附在陶瓷表面， 形成一层致密的吸附膜， 使陶瓷
表面的润湿性增加。 易美牙科陶瓷原始表面的 Ｚｅｔａ
电位为 （ － ２３ ９ ± １ ５ ） ｍＶ， 吸 附 唾 液 后 升 高 为
（－１６ ８±０ ９）ｍＶ， 这表明唾液吸附膜与牙科陶瓷之
间存在静电作用。 即， 静电作用是使唾液在易美牙科
陶瓷表面具有良好的吸附成膜性和较高黏附强度的主
要原因。 唾液吸附导致易美牙科陶瓷表面 Ｚｅｔａ 电位
值升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陶瓷表面的阳离子更容易溶
解在唾液中扮演 “桥” 的角色， 使唾液蛋白中带负
电的氨基酸侧链吸附到陶瓷表面， 而带正电的氨基酸
侧链指向唾液溶液， 从而导致表面 Ｚｅｔａ 电位值升高。
３　 结论

（１） 人全唾液在牙科陶瓷表面具有良好的吸附成
膜性， 唾液吸附膜和牙科陶瓷及人牙釉质之间的黏附
强度相近。 唾液蛋白与牙科陶瓷之间的静电作用导致
牙科陶瓷表面的唾液吸附膜具有良好的吸附成膜性和
较高的黏附强度。

（２） 牙科陶瓷表面的唾液吸附膜具有显著的润滑
作用， 可以有效减轻陶瓷表面的摩擦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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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入控制阀是智能井技术的核心， 在油气井高温高压等复杂的环境中， 流入控制阀的密封效果直接影响阀

的正常工作。 依据智能完井工况， 设计流入控制阀的结构及其金属密封结构。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建立金属密

封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分析最大过盈量、 密封圈接触面的锥度、 密封圈内部槽的几何尺寸、 井下压力状态等敏感性参

数对密封结构密封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金属密封圈最大过盈量的增加， 最大接触应力降低而最大等效应力增

加， 而随着接触面锥度的增大接触面长度变长， 接触压力和最大等效应力均呈下降趋势； 内槽锥度对金属接触对影响

较小， 对密封圈的等效应力影响较大， 内槽锥度增大， 等效应力大幅增加。 综合考虑应力的影响， 应选择合适的最大

过盈量， 密封圈接触锥度不宜太大， 且应尽量减小内槽面的锥度。
关键词： 智能井； 流入控制阀； 金属密封； 密封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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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井技术是一项新兴的油藏油田生产管理技

术， 主要由在井下安装永久性的传感器， 实时监控井

下参数， 利用地面平台对井下开采进行合理控制， 提

高油田采收率， 降低生产成本。 智能井在分采分注、
提高采收率和远程控制方面独具优势， 井下生产控制

系统是智能井系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而井下流入控

制阀是井下生产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智能井

系统进行实时控制的关键部分之一［１－４］。
在对井下层间流入控制阀 （ ＩＣＶ） 研究方面，

Ｗｅｌ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和 Ｂａｋｅｒ Ｈｕｇｈｅｓ 处于领先地位， 并推出

了一系列的井下层间控制阀 （ＩＣＶ） 以满足不同的井



下条件［５－６］。 斯伦贝谢石油公司也开发有 ＴＲＦＣ 系列的

可回收式流量控制器等。 如图 １ 为科威特某个安装有

智能井系统的油田系统简图［７］， 该井分为两层， 分别

安装有流量控制阀 （ＩＣＶ）， 分别控制 ２ 个油层的开采。

图 １　 科威特某应用智能井系统的油井系统简图

Ｆｉｇ １　 Ａ ｏｉｌ ｗｅ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ｗｅ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Ｋｕｗａｉｔ

流入控制阀是智能井技术的核心， 是智能井实现智

能开采的执行元件。 流入控制阀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

整个智能井系统的正常运行， 决定油井产值。 在油气井

高温高压和重油热采等复杂的环境中， 流入控制阀的密

封效果直接影响阀的正常工作， 关系到井下执行机构的

正常运作。 国内对智能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井

下流量控制工具研究还存在着不足。 本文作者设计新型

流入控制阀结构及密封结构， 并建模分析其密封性能，
研究各种敏感性因素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１　 流入控制阀及密封结构设计

流入控制阀一般安装在射孔上部、 封隔器下部，
用于选择性地开采被分隔油层， 提高油井采收率［６］。
其主要用途是用来关闭、 开启或节流一个或多个储

层， 或调整储层间的压力、 流体流速等， 流入控制阀

可以对井下生产进行节流控制或当井下生产供油不足

时进行分段压裂。
本文作者所设计的井下流入控制阀结构如图 ２ 所

示， 该阀主要由油道、 上液压腔、 上阀体、 液流口、
下阀体、 节流口、 径向密封圈、 阀座、 滑套圈座、 节

流套筒、 销钉、 液压腔活塞、 下液压腔、 密封元件等

组成。 流入控制阀采用滑套结构， 由液压控制来推动

滑套的移动， 改变控制阀节流面积的大小， 从而影响

控制阀的流入动态。

图 ２　 新型流入控制阀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ｎｅｗ Ｉｎｆ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ｌｖｅ

　 　 根据智能完井的工况和设计标准要求， 考虑到国

内机械加工现状的条件下， 以 ８８ ９ ｍｍ 油管为例来

设计智能井井下流入控制阀， 其主要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流入控制阀主要设计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ｌｖｅ
油管尺寸 ８８ ９ ｍｍ
最大外径 １４０ ｍｍ
最小内经 ７６ ｍｍ

最大额定工作压力 ５０ ＭＰａ
液压腔最大额定压力 ４０ ＭＰａ

最小套管尺寸 １７７ ８ ｍｍ
最大工作温度 １６５ ℃

　 　 由于广泛的环境适应性和对绝大多数化学品的不

敏感性， 金属密封技术比弹性体密封更适合用于井下

复杂的环境［８－９］。 因金属密封技术相比弹性体密封技

术具有众多的优势， 选择金属对金属接触密封结构作

为井下流入控制阀的密封方式， 可以为流量阀的正常

工作提供安全保证。
图 ２ 所示的流入控制阀结构中， 在节流口 ６ 处，

由滑套圈座 ９、 径向密封圈 ７ 及阀体组成了径向金属

密封结构。 金属密封结构如图 ３ 所示。
径向金属密封原理是依靠金属弹性密封件的变

形， 在密封面间产生的较大比压而达到密封要求的。
滑套在液压腔压力的推动下， 将滑套压入密封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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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密封圈变形， 使密封圈与滑套间产生较大的金属

密封压力而达到密封效果。 径面金属密封圈结构如图

３ 中局部放大图所示。

图 ３　 径向密封结构图

Ｆｉｇ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ｓｅａｌ

２　 金属密封机制及影响金属密封的因素

金属接触密封是利用金属接触面紧密贴合， 并在

金属接触面垂直方向施加可控的载荷 （压力） 来挤

压金属密封面并使之充分变形， 利用接触面的接触压

力使金属发生变形与流动来填充接触面间的间隙， 从

而获得良好的密封效果［８］。
金属密封性能主要取决于密封面的表面质量、 密

封面的宽度、 密封面内外压差、 表面材料的屈服强度

及密封面上比压等因素［１０］。 密封接触面的表面质量

越好， 则密封面间的间隙就越小， 从而有利于密封；
密封面宽度增加将使介质由内沿泄漏到外缘所经过的

路径增加； 密封面的内外压差实际上就是所要密封的

压力， 由于密封面内外都是高压介质， 有从外缘进入

密封面的趋势， 从而阻碍被密封介质向外流动， 所以

影响密封性能； 密封面材料除一般的强度、 耐腐蚀等

要求外， 对密封性能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硬度， 金属密

封面主要是要承受较大的密封比压， 防止塑性变形和

被压溃， 而且提高硬度， 密封件的耐冲蚀能力也相应

增加； 作用于单位密封面上的平均正压力称为密封比

压， 密封面比压使密封面接触的凸峰被压平， 从而增

大了实际的接触面积， 减小了间隙和毛细通道的尺

寸， 有利于密封。
由试验结果得出密封比压计算公式， 根据不同的

密封面宽度与材料进行密封试验， 得到经验公式［１１］：

ｑｂ ＝ ｍ（
ａ ＋ ｃｐ

ｂ
）

式中： ｍ 为与流体性质有关的系数； ａ、 ｃ 为与密封

面相关的系数； ｐ 为流体的工作压差； ｂ 为密封面在

垂直于流体方向上的投影宽度。

　 　 金属密封比压的大小直接影响金属密封组件的密

封可靠性。 在外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密封比压过小

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接触应力， 容易引起泄漏， 比压过

大则会引起密封组件的失稳与损坏。 在保证密封所需

最小比压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增大密封比压［１２］。
按照常规井深， 井下流入控制阀工作在井下

３ ０００ ｍ 之下， 油层压力最大能够达到 ４０ ＭＰａ， 考虑

安全需要设定井下控制阀最大压差能达到 ２５ ＭＰａ，
因此设计的井下流入控制阀金属密封方案的密封比压

应不低于 ７０ ＭＰａ。
３　 径向密封性能分析

３ １　 密封结构有限元模型

应用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对金属密

封结构进行接触应力分析， 得到径向金属密封性能与

金属密封圈几何尺寸、 井底压差的关系， 并据此设计

优化出实用的密封圈， 达到最佳的密封效果。
有限元模型网格如图 ４ 所示， 由于径向密封结构

是轴对称模型， 综合考虑计算效率与计算精度的要

求， 在对该方案进行有限元分析时简化为平面轴对称

模型。 金属密封阀座选用 ４０ＣｒＭｎＭｏ， 屈服点 σｓ ＝ ７８５
ＭＰａ； 抗拉强度 σｂ ＝ ９８０ ＭＰａ； 延伸率 １０％； 弹性模

量 Ｅ＝ １９４ ＧＰａ， 泊松比 μ＝ ０ ２９。 与滑套相连的密封

圈选用 ４２ＣｒＭｏ， 弹性模量 Ｅ ＝ ２１０ ＧＰａ， 泊松比 μ ＝
０ ３； 密度 ρ＝ ７ ８００ ｋｇ ／ ｍ３。

图 ４　 模型网格划分结果

Ｆｉｇ ４　 Ｍｏｄｅｌ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在对径向密封模型进行有限元划分网格时， 研究

的重点为金属密封圈与滑套间的接触压力， 并且进行

密封圈的受力分析， 因此在划分网格时， 对金属密封

圈的模型网格划分较细， 单元格大小为 ０ ２５ ｍｍ， 而

阀体与套管的单元格大小为 ０ ５ ｍｍ， 图 ４ 示出了网

格划分结果。
在 ＡＮＳＹＳ 单元库中采用 ２ 维 ８ 节点实体结构单

元 ＰＬＡＮＥ１８３ 模拟结构， 接触对采用 ＣＯＮＴＡ１７２ 单元

和 ＴＡＲＧＥ１６９ 单元模拟。 计算边界条件如下： 在流入

控制阀工作过程中， 滑套在 ｚ 方向向下运动， ｙ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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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位移， 所有节点在 ｙ 方向上的自由度被约束； 金

属密封圈和阀体受 ｘ 反向挤压， 故 ｙ 方向没有位移，
所有节点在 ｙ 方向的自由度被约束。 这种约束方式能

最准确地模拟金属密封结构的受力情况。
３ ２　 有限元仿真分析过程

在对该密封方案的数值模拟中模型比较复杂， 而

且包括 ２ 个不同的接触对， 因此对该密封模拟分析分

为 ３ 个阶段即： 将密封圈压入阀体， 将滑套压入密封

圈和对密封件边界施加压力。 ３ 个载荷步全部施加之

后最接近实际的工况。
取金属密封结构接触最大过盈为 ０ １５ ｍｍ， 金属

密封圈锥度为 １ ∶ ３０， 密封圈内部槽锥度 １ ∶ ３ ５、 宽

度为 ５ ７ ｍｍ 在 ＡＮＳＹＳ 中建模仿真。 流入控制阀内外

压差 Δｐ 为 ２０ ＭＰａ 时， 径向金属密封结构的等效应

力云图和接触应力云图分别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 可以

看出， 金属密封圈所受的应力较大， 为保证其井下工

作的可靠性， 下节将研究金属密封圈各敏感性参数对

密封性能的影响。

图 ５　 密封结构的等效应力云图

Ｆｉｇ 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ｌｏｕｄ ｏｆ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６　 密封结构的接触应力云图

Ｆｉｇ ６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ｌｏｕｄ ｏｆ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　 敏感性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影响井下径向密封效果的因素很多， 其中金属密

封圈参数对密封效果的影响至关重要。 下面将探究滑

套与密封圈间的最大过盈量、 密封圈接触面的锥度、
密封圈内部槽的锥度与宽度和井下压力状态等敏感性

参数对密封效果的影响规律。
４ １　 最大过盈量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其他参数不变， 设定井下密封圈的接触面锥度设

为 １ ∶ ３０， 井下的环空压力为 ５０ ＭＰａ， 油管压力为

３０ ＭＰａ， 内部槽的锥度为 １ ∶ ３ ５， 宽度为 ５ ７ ｍｍ，
研究了过盈量变化对密封效果的影响。 图 ７ 示出了最

大过盈量分别为 ０ ０５、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２ ｍｍ 时通过

ＡＮＳＹＳ 分析得到的结果。

图 ７　 不同过盈量时密封面上的位置与压力关系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由图 ７ 可以看出， 随着最大过盈量的增加， 金属

接触有效面积也随之增大， 最大接触应力随之降低。
当最大过盈量为 ０ ０５ ｍｍ 时， 金属接触有效面积仅

为 ０ ５ ｍｍ， 而且较大的变形力作用在较小的面积之

上， 产生了较大的应力集中， 其最大接触压力达到

３００ ＭＰａ。 而当过盈量为 ０ ２ ｍｍ 时， 其接触宽度增

大到约为 ４ ｍｍ， 最大接触应力下降到仅为 １００ ＭＰａ。
但是最大过盈量的增加使得密封圈的等效应力增加，
如当过盈量为 ０ ２ ｍｍ 时最大等效应力超过了 ７００
ＭＰａ。 因此， 径向密封面的最大过盈量选取为 ０ １５
ｍｍ 左右最为合理。
４ ２　 接触面锥度对密封效果的影响

选取最大过盈为 ０ １５ ｍｍ， 内外压差为 ２０ ＭＰａ，
内部槽的锥度为 １ ∶ ３ ５、 宽度为 ５ ７ ｍｍ， 研究了接

触面的锥度分别为 １ ∶ ２１ ５、 １ ∶ ２５、 １ ∶ ３０、 １ ∶ ３７ ５
时径向密封的性能， 结果如图 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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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锥度密封面上接触压力与位置关系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ｐｅｒｅ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从图 ８ 可以看出， 接触面锥度对接触面的接触压

力影响很大， 随着接触面锥度的增大， 接触面长度变

长， 接触压力也呈下降趋势。 当接触面锥度较小

（１ ∶ ２１ ５）时， 接触面长度仅为 １ ７５ ｍｍ， 密封力集

中在较小的面积上， 产生了应力集中， 导致接触力较

大， 此时的等效应力达到 ７７０ ＭＰａ； 当接触面锥度为

１ ∶ ３７ ５ 时， 接触宽度达到了 ３ ５ ｍｍ， 最大等效应力

下降到仅为 ５５０ ＭＰａ。 因此， 密封圈接触面锥度不能

太大， 以 １ ∶ ３０ 为合适。
４ ３　 内槽几何尺寸对密封效果的影响

内槽的几何尺寸是影响径向密封接触应力的另一

重要因素。 在设定最大过盈为 ０ １５ ｍｍ、 内外压差 ２０
ＭＰａ、 锥度为 １ ∶ ３０ 时， 分析内槽面锥度对金属密封

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不同内槽面锥度时密封面上的位置与压力关系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ｔａｐｅｒ

由图 ９ 可以看出， 内槽锥度对金属接触对密封性

能的影响较小， 对接触面大小的影响程度很小， 但是

对密封圈的等效应力影响较大。 当锥度较小时 （如
１ ∶ ３）， 密封圈最大等效应力仅 ５００ ＭＰａ， 但锥度增

大到 １ ∶ ２ ２８ 时， 其最大等效应力接近 ７００ ＭＰａ。 因

此在设计时， 应尽量减小内槽面的锥度。
４ ４　 压差对密封效果的影响

在设定最大过盈为 ０ １５、 锥度为 １ ∶ ３ 时， 研究

井下压力对金属密封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不同压差下密封面上的位置与压力关系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从图 １０ 可以看出， 压差从 ０ 增大到 １５ ＭＰａ 时，
接触宽度增加了 ０ ２５ ｍｍ， 接触面最大接触应力从 ４０
ＭＰａ 增加到 ８０ ＭＰａ， 可见压差对金属密封接触面积

的影响较小， 但随着压差的增大， 接触面间的接触压

力也随之增大， 而且密封圈的等效应力也随之增大。
也就是说在井下密封条件下， 密封压力是随密封压差

变化的， 内外压差越大， 密封比压就越大， 接触面积

也稍微增大， 但接触比压会有很大程度的增加， 能满

足随压差增加时的密封效果。
上述 ４ 种影响井下密封接触的因素中除压力因素

为环境影响因素外， 其他因素均为密封圈的几何参

数， 因此合理地设计密封圈的尺寸是井下径向密封好

坏的关键。 综上， 径向密封面的最大过盈量选取０ １５
ｍｍ 左右， 金属密封接触面锥度选取 １ ∶ ３０， 斜槽面

的尺寸选择为 １ ∶ ３ ５ 是密封圈最佳设计尺寸， 此时

在压差达到 ２０ ＭＰａ 时， 接触宽度为 ４ ｍｍ， 最高接触

压力为 １００ ＭＰａ， 有效接触宽度平均接触压力能达到

８０ ＭＰａ， 因此可以得到接触面间的力为 ８０ ｋＮ， 接触

面处于良好润滑状态， 因此可以得到在环境压差为

２０ ＭＰａ 时开启力约为 ７ ｋＮ。
５　 结论

（１） 设计新型井下流入控制阀结构及其金属密

封结构， 对径向金属密封的密封机制和性能进行分

析， 通过分析其等效应力和接触应力， 得出金属密封

圈承受了很大的应力。
（２） 在密封过程中， 随着金属密封圈最大过盈

量的增加， 金属接触有效面积也随之增大， 最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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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随之降低。 当最大过盈量较小或较大时， 会产

生高达 ３００ ＭＰａ 的接触应力或 ７００ ＭＰａ 的等效应力，
应综合考虑其影响， 选择合适的最大过盈量值。

（３） 金属密封圈接触锥度对接触面的影响很大，
随着接触面锥度的增大接触面长度变长， 接触压力呈

下降趋势。 当接触面锥度较小为 １ ∶ ２１ ５ 时， 接触面

长度仅为 １ ７５ ｍｍ， 导致接触力较大达到 ７７０ ＭＰａ；
当接触面锥度为 １ ∶ ３７ ５ 时， 接触宽度达到了 ３ ５
ｍｍ， 最大等效应力为 ５５０ ＭＰａ。 这表明密封圈接触

锥度不宜太大， 以满足密封效果为合适。
（４） 内槽锥度对金属接触对影响较小， 对密封

圈的等效应力影响较大。 当锥度较小时， 密封圈最大

等效应力仅 ５００ ＭＰａ， 但锥度增大到 １ ∶ ２ ２８ 时， 其

最大等效应力接近 ７００ ＭＰａ。 因此应尽量减小内槽面

的锥度。
（５） 在井下密封工况中， 密封压力随密封内外压

差的增大而变大， 但接触比压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增

加， 能满足随压差增加时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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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油的提取及摩擦学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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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技术提取沙棘油 （ＳＢＯ）， 利用热失重分析仪 （ＴＧＡ⁃ＤＳＣ） 分析其热稳定性， 并与高

性能的环保专用润滑油荷荷巴油 （ＪＯ） 进行比较； 利用 ＭＦＴ⁃Ｒ４０００ 高速复摩擦磨损试验机对比研究沙棘油与荷荷巴

油及加入二烷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钼 （ＭｏＤＴＣ）、 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 （ＺｎＤＴＰ） 添加剂后的摩擦学性能， 用光学显微

镜 （ＬＶ１５０Ｎ） 和能谱仪 （ＥＤＳ） 观察和分析钢块磨斑表面形貌和磨斑表面主要化学元素。 结果表明： 沙棘油的耐热

性能、 润滑性能及对 ＭｏＤＴＣ 和 ＺｎＤＴＰ 添加剂的感受性优于荷荷巴油； 沙棘油和 ＭｏＤＴＣ 和 ＺｎＤＴＰ 复配油润滑下， 钢块

磨斑表面 Ｐ 和 Ｓ 元素含量相对较高， 表明 Ｓ 和 Ｐ 元素在摩擦过程中与摩擦表面发生了摩擦化学反应， 生成了磷酸铁和

硫化铁等反应膜， 提高了摩擦副的抗磨和减摩性能。
关键词： 沙棘油； 荷荷巴油； 添加剂； 摩擦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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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ＺｎＤＴ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ｏｎ ａ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ＭＦＴ⁃Ｒ４０００．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ｄｉｓｃ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ＬＶ１５０Ｎ）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Ｘ⁃ｒａｙ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Ｂ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ＴＣ ａｎｄ ＺｎＤＴＰ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ＪＯ．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ＢＯ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ＴＣ ａｎｄ
ＺｎＤＴＰ，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ｄｉｓｃ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ｉｃｈ ｉｎ Ｓ ａｎｄ Ｐ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 ａｎｄ Ｐ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ｉｒｏｎ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ｉｃ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ｆｉｌｍ，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ｉ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ａ⁃ｂｕｃｋｔｈｏｒｎ ｏｉｌ；Ｊｏｊｏｂａ ｏｉｌ；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传统润滑剂常用矿物油或合成油作基础油， 但由

于石油基润滑剂生物降解性差， 严重危害水环境和土

壤环境， 虽然部分合成油降解性能好， 但成本高。 在

部分润滑领域， 传统的石油基和部分合成润滑剂逐步

被环境友好型润滑剂所代替［１］。 植物油具有润滑性能

好、 生物降解性高等优点， 是环境友好型润滑剂发展

的主流，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进行改性处理， 并对

其作为润滑剂的摩擦学性能展开了研究。 方建华

等［２－３］通过对菜籽油和蓖麻油等进行改性， 发现改性

后的植物油作为润滑剂均表现出良好的减摩抗磨性

能； 李清华等［４］对豆油进行化学改性， 提高了豆油的

氧化稳定性和润滑性。 荷荷巴油由于分子结构独特，
成为航空航天工业、 特种机械等高科技领域专用的润

滑油，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 它可用于磁记忆媒体的

润滑剂、 柴油机润滑［５－６］。 臧茜茜等［７］ 发现沙棘油主

要成分是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它们具有优异的润

滑性能， 但其作为润滑剂还没有人进行研究。 本文作

者以荷荷巴油为对比油， 研究了沙棘籽油和加入添加

剂后的润滑油的摩擦磨损性能。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原料

试验以沙棘种子 （图 １ （ａ） ） 为原料， 采用超

临界 ＣＯ２ 萃取技术萃取沙棘籽油作为基础油， 图

１ （ｂ）示出了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装置， 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

法是利用 ＣＯ２ 作为超临界流体的有机溶剂提取法，
由于其具有常温、 萃取时间短、 产品质量高等特点，
在工业上被普遍采用。 试验选择荷荷巴油为对比油，
并选择二烷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钼 （ＭｏＤＴＣ）、 二烷基

二硫代磷酸锌 （ＺｎＤＴＰ） 为添加剂。

图 １　 沙棘种子 （ａ） 和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仪 （ｂ）
Ｆｉｇ １　 Ｓｅａ⁃ｂｕｃｋｔｈｏｒｎ ｓｅｅｄｓ （ａ）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

１ ２　 摩擦磨损试验

试验选用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制的 ＭＦＴ⁃Ｒ４０００ 高速复摩擦磨损试验机进行减摩抗

磨性能评价。 该试验机的摩擦副为钢－钢球盘接触。
试验条件如下： 室温， 额定载荷 ５０ ～ １２５ Ｎ， 频率 ５
Ｈｚ， 行程长度 ５ ｍｍ， 试验时间 ３０ ｍｉｎ。 实验钢球为

ＡＩＳＩ５２１００ 钢， 钢球直径 ５ ｍｍ， 硬度为 ７ ０５ ～ ７ ５７
ＧＰａ。 底盘为 ＡＩＳＩ５２１００ 钢， 尺寸是 ２４ ｍｍ×７ ８ ｍｍ，
硬度为 ＨＶ５００， 钢块在实验前被抛光， 表面粗糙度

为 ０ ０５ μｍ。 试验前后所有试件均采用石油醚超声清

洗 １０ ｍｉｎ ， 试验时， 在摩擦副接触表面区域滴加约

０ ０５ ｍＬ 润滑油。 试验所用润滑油均以沙棘籽油、 荷

荷巴油为基础油， 每种添加剂的质量分数均为 ２％。
每种试验重复 ３ 次， 取 ３ 次实验的平均值以及误差棒

作为 最 后 结 果。 试 验 结 束 后， 采 用 光 学 显 微 镜

（ＬＶ１５０Ｎ） 测量磨痕宽度， 观察表面形貌， 采用能谱

仪 （ＥＤＳ） 分析磨斑表面主要化学元素。
１ ３　 分析设备

试验采用 ＳＤＴ Ｑ６００ 型热分析仪评价样品的热稳

定性。 试验条件： 氮气气氛， 升温速率为 ２０ ℃ ／ ｍｉｎ，
温度为室温至 ５００ ℃。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沙棘油与荷荷巴油的理化性能

提取出的沙棘油为浅棕色液体， 对比研究的荷荷

巴油为金黄色液体。 表 １ 给出了沙棘油、 荷荷巴油的

理化性能参数。

表 １　 沙棘油、 荷荷巴油的理化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ａ ｂｕｃｋｔｈｏｒ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Ｊｏｊｏｂａ ｏｉｌ

Ｉｔｅｍｓ ＳＢＯ ＪＯ
Ｉｏｄｉｎｅ ｖａｌｕｅ（每 １００ ｇ 消耗 Ｉ２）ｍ ／ ｇ １４１．６３ ７７

Ａｃｉｄ ｖａｌｕｅ（以 ＫＯＨ 计）ｃ ／ ｍｇ·ｇ－１） ８．７６ ０．１～５．２

Ｓａｐ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以 ＫＯＨ 计）ｃ ／ ｍｇ·ｇ－１） ２０１．１８ ９４

２ ２　 沙棘油与荷荷巴油的热稳定性分析

图 ２ （ａ） 示出了沙棘油与荷荷巴油的热分析曲

线， 可见荷荷巴油的起始分解温度比较高， 为 ３３０
℃， 这是由于荷荷巴油是一种乙醇聚合物与脂肪酸的

结合， 因此其结构异常稳定， 不会被高温破坏； 沙棘

油起始分解温度为 ３７２ ℃， 高于荷荷巴油， 说明其热

稳定性比荷荷巴油更好， 两者均满足润滑油的工况使

用要求。 但沙棘油在 ２８０ ℃时有轻微的失重， 可能是

在制备中存在微量低热成分。 ２ 种样品从起始温度到

５００ ℃区间， 均为连续失重， ５００ ℃时润滑油基本分

解完全。
图 ２ （ｂ） 示出了 ＤＳＣ 曲线， 体现了整个过程中

热量的变化趋势， 荷荷巴油与沙棘油在 ７０ ℃左右和

４５０ ℃左右均出现了吸热峰， 说明有物质产生分解。
荷荷巴油、 沙棘油分别在 ３２０、 ３８０ ℃时， 生成一个

放热峰， 说明二者都具有较强的耐热性， 且沙棘油的

耐热性要好于荷荷巴油， 但荷荷巴油放热峰面积范围

较大， 说明荷荷巴油可能在较高温度范围内润滑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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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沙棘油与荷荷巴油的 ＴＧＡ⁃ＤＳＣ 曲线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ＧＡ⁃ＤＳ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ＢＯ ａｎｄ ＪＯ

２ ３　 沙棘油与荷荷巴油的摩擦学性能

图 ３ 示出了载荷 １００ Ｎ 下含有不同添加剂润滑体
系的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 由图 ３ （ａ） 可见， 纯沙
棘油的摩擦因数在 ０ １６ 附近波动。 在沙棘油中加入
不同添加剂后摩擦因数明显降低， 其中加入 ＺｎＤＴＰ
和 ＭｏＤＴＣ 的 ２ 个样品减摩性相差不大， ２ 个样品在试
验的前 ３ ｍｉｎ 内摩擦因数均较高， 而后摩擦因数逐渐
降低且趋于平稳， 这是由于试验过程中生成了稳定的
低剪切强度的摩擦化学反应膜［８］。 而在荷荷巴油中加
入 ＭｏＤＴＣ 后， 摩擦因数与基础油相当， 没有起到减
摩作用； 加入 ＺｎＤＴＰ 的荷荷巴油减摩性能不稳定，
有较大的波动， 平均减幅仅为 ８％。 图 ３ （ｂ） 示出了
载荷 １００ Ｎ 下含有不同添加剂润滑下的磨痕宽度。 可

以看出， 沙棘油基础油的抗磨性能好于荷荷巴油基础
油， 不同润滑油添加剂的抗磨性能由大到小的顺序
为： ＳＢＯ ＋ ＺｎＤＴＰ、 ＳＢＯ ＋ ＭｏＤＴＣ、 ＳＢＯ、 ＪＯ、 ＪＯ ＋
ＭｏＤＴＣ、 ＪＯ＋ＺｎＤＴＰ； 对比纯沙棘油， 含 ＺｎＤＴＰ 的沙
棘油抗磨性能最优， 其磨痕宽度减小 ２３ ２７％。 沙棘
油的抗磨性能整体优于荷荷巴油。

图 ３　 不同添加剂在沙棘油和荷荷巴油中的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ＢＯ ａｎｄ ＪＯ

图 ４ 示出了载荷 １００ Ｎ 下与 ＭｏＤＴＣ 和 ＺｎＤＴＰ 复
配的 ２ 种植物油的摩擦学性能， 可见 １％ ＭｏＤＴＣ 与
１％ ＺｎＤＴＰ 的复配在沙棘油基础油中表现出了优异的
协同作用， 其中减摩性能提高约 ８％。 抗磨性变化
不大。

图 ４　 复配添加剂对沙棘油和荷荷巴油的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ＳＢＯ ａｎｄ ＪＯ ｂｙ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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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表面分析以及机制探讨

为了进一步研究沙棘油与荷荷巴油及加入不同添

加剂后的摩擦学作用机制，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分析不

同润滑油润滑下的磨斑表面形貌， 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６ 为不同润滑条件下纲块表面的能谱分析图。

图 ５　 不同润滑体系下钢块磨痕表面形貌照片

Ｆｉｇ 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ｌ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６　 不同润滑体系下钢块磨痕表面能谱图

Ｆｉｇ 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ｌｏｃｋ ｗｅａｒ ｔｒ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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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５ 可见， 纯沙棘油润滑下， 磨斑表面粗糙，
犁沟痕迹比较明显， 而 ＺｎＤＴＰ 和 ＭｏＤＴＣ 复配沙棘油
润滑下的磨斑表面出现了剥落和较浅的犁沟； 在纯荷
荷巴油润滑下， 磨斑表面的犁沟浅而细， ＺｎＤＴＰ 和
ＭｏＤＴＣ 复配荷荷巴油润滑下的磨斑表面变得粗糙，
这表明在摩擦过程中， 钢盘表面可能发生摩擦化学反
应， 并产生化学腐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沙棘基础油润滑下的磨
斑表面比荷荷巴基础油润滑时光滑， 这与前面所述的
磨痕宽度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加入复配添加剂后， 沙
棘油的抗磨性能得到了改善， 荷荷巴油的抗磨性能反
而变差， 磨斑表面形成了化学腐蚀。 说明 ＺｎＤＴＰ 和
ＭｏＤＴＣ 复配添加剂对沙棘油的感受性较强， 能起到
较大的改善效果。

对比图 ６ 所示的能谱结果发现， ４ 种油样润滑下
的磨损表面都含有 Ｃｒ、 Ｆｅ ２ 种基本元素。 在沙棘油
润滑条件下， 磨斑表面没有 Ｓ 元素， 含有少量 Ｐ 元
素； 在沙棘油和 ＺｎＤＴＰ＋ＭｏＤＴＣ 的复配油润滑下的磨
斑表面含有 Ｓ 元素， 以及 Ｐ、 Ｍｏ、 Ｚｎ 元素； 在荷荷
巴润滑下的磨损表面只检测到了 Ｆｅ、 Ｃｒ 基本元素；
在荷荷巴和 ＺｎＤＴＰ＋ＭｏＤＴＣ 复配油润滑下， 磨斑中含
有 Ｐ 元素， 但其含量相对较少， 意味着在钢块表面
生成的有极压抗磨作用的保护膜较少。 其中， Ｓ 和 Ｐ
元素在摩擦过程中与摩擦表面生了磷酸铁和硫化铁等
摩擦化学反应膜［９］， 提高了摩擦副的抗磨和减摩
性能。
３　 结论

（１） 利用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技术提取了沙棘油，
研究发现沙棘油的热分解温度优于荷荷巴油。

（２） 沙棘油的润滑性能和添加剂的感受性优于
荷荷巴油， 其优良的润滑性能归结于摩擦表面生成了
润滑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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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ＨＳＲ⁃２Ｍ 高速往复摩擦磨损试验机， 试验研究在永磁体磁场条件下， 法向载荷、 往复速度等参数对钢

轨材料摩擦性能的影响， 通过磨痕形貌分析其磨损机制， 并与无磁场条件下的结果进行对比。 试验结果表明： 磁场的

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钢轨材料的摩擦因数、 磨损率； 增大滑动速度对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均有减小作用， 增大载

荷能够降低摩擦因数， 但磨损率增加； 磁场能够提高钢轨材料在摩擦过程中的磨损性能。 无磁场时， 钢轨材料磨损形

式为典型的磨粒磨损， 摩擦系统的磨损率和摩擦因数较大； 有磁场时， 磨损形式主要为黏着磨损， 摩擦因数和磨损率

较小。
关键词： 磁场； 钢轨； 摩擦磨损； 法向载荷； 往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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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ＳＲ⁃２Ｍ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ｅｒ，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ｉ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ｉ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ｉ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ｉ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ｕｔ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ｉ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ｉ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ｗｅａ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ｆｕｒｒｏｗ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ｈｅｎ 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ｗｅ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ｒａｉ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铁路在交通运输行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铁路运输有成本低、 运量大、 速度快、 污染小， 受气

候和自然条件影响小等优点。 随着铁路科技的发展，
客运高速化和货运重载化是铁路发展的两大趋势。 而

在铁路运输过程中， 钢轨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钢轨

与车轮组成的轮轨是一对重要的摩擦副， 因此， 如何

降低钢轨材料的摩擦磨损， 提高铁路运输过程中的摩

擦副效率和可靠性， 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而

通过一些研究发现， 磁场的适当引入， 可以有效地改

善摩擦过程中的磨损性能。 １９４４ 年， 前苏联科学家

首先进行了磁场减磨的研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
前苏联科学家 ＢＥＭＳＨＴＥＩＮ 等研究了刀具和钻头的磁

化应用， 发现磁场引发了磁致伸缩效应， 刀具的硬度

和强度得到较大的提高， 有效地提高了刀具磨损性

能［１］。 国外学者提出了磁场条件下干摩擦减磨的多种

理论， 例如： 磁场吸引磨屑［２］、 磁致伸缩［３］、 磁场促



进氧化［４］、 位错运动机制［５－８］、 转移膜机制［４－５］、 磁

场降低摩擦振动［７－１１］等。
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外加磁场对摩擦磨损性能影

响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１０－１３］， 但在将磁场应用到

铁路运输方面， 尤其是应用到磁场减磨， 改善钢轨的

磨损性能上仍存不足。 本文作者试验研究了永磁体磁

场条件下， 钢轨材料的摩擦学性能及磨损机制， 研究

结果对于磁场在铁路运输中轮轨摩擦副减磨中的应用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试样及设备

实验基于 ＨＳＲ⁃２Ｍ 型高速式往复摩擦磨损试验机

（见图 １）， 采用球盘式摩擦副。 下试样为钢轨材料，
尺寸为 ３３ ７ ｍｍ×１５ ２ ｍｍ×３ ０ ｍｍ， 经金相硬度显微

计测量， 其硬度为 ＨＶ３０８ ８， 上试样为 ϕ４ １５ ｍｍ 氮

化硅陶瓷球， 其硬度要远大于钢轨材料。 在实验过程

中当需要施加磁场时， 通过把永磁体放置在钢轨材料

底部， 即与下试样一同固定而使试验在磁场环境下进

行。 用特斯拉计测量上试样与下试样接触区的磁感应

强度为 ５５ ｍＴ。

图 １　 ＨＳＲ⁃２Ｍ 型往复摩擦磨损试验机

Ｆｉｇ １　 ＨＳＲ⁃２Ｍ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ｅｒ

摩擦实验前， 上试样与下试样均用无水乙醇在超

声波清洗机中清洗洁净。 试样经电吹风机吹干， 固定

于试验机平台上。 试验机平台采用凸轮连杆机构， 凸

轮机构的回转运动经连杆转化为试验机平台上样品的

往复直线运动。
１ ２　 实验参数及方法

实验中， ＨＳＲ⁃２Ｍ 型高速式往复摩擦磨损试验机

的往复行程分别设定为 １ ０、 ２ ０、 ４ ０ ｍｍ， 则试验机

回转机构带动样品台往复一次的距离为 ２ ０、 ４ ０、 ８ ０
ｍｍ。 通过计算， 试验机的回转速度可转化为对应往复

速度， 分别为 １７、 ３３、 ６７ ｍｍ／ ｓ； 设定法向载荷 Ｆｎ分

别为 ３０、 ５０、 ７０ Ｎ； 实验的磁感应强度为５５ ｍＴ。
每次实验时间设定为 ３０ ｍｉｎ， 同一参数条件下进

行 ３ 次试验， 取平均值， 以减小误差。 实验数据量较

大， 且变化较平稳， 故采取每 ８ ｓ 取一点的方式进行

作图分析。 每次实验结束后， 在 ＭＭ⁃１５８Ｃ 电脑型金

相显微镜下观察试样的磨痕形貌。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摩擦因数随时间变化关系

图 ２ 示出了法向载荷为 ５００ Ｎ、 滑动平均速度为

０ ０３３ ｍ ／ ｓ、 磁感应强度分别为 ０ 和 ５５ ｍＴ 时， 钢轨

材料与氮化硅陶瓷球摩擦副的摩擦因数随着时间变化

的曲线图。 可知， 在摩擦磨损过程中， 无论有无磁

场， 在实验的刚开始阶段， 摩擦因数均在短时间内由

０ 快速增大到某一值； 随着实验的进行， 摩擦因数在

某个稳定值上下稍有波动， 但总体会趋近于一个稳定

值。 在 Ｂ＝ ０ 时摩擦因数稳定在 ０ ６９ 左右； 在 Ｂ ＝ ５５
ｍＴ 时摩擦因数稳定在 ０ ６４ 左右。

图 ２　 摩擦因数随时间变化 （ｖ＝ ３３ ｍｍ ／ ｓ， Ｆｎ ＝ ５０ Ｎ）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ｖ＝ ３３ ｍｍ ／ ｓ， Ｆｎ ＝ ５０ Ｎ）

２ ２　 法向载荷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图 ３ 示出了无磁场即 Ｂ ＝ ０， 往复速度分别为 １７
ｍｍ ／ ｓ、 ３３ ｍｍ ／ ｓ、 ６７ ｍｍ ／ ｓ 条件下法向载荷的变化对

摩擦因数的影响。 在不同的往复速度下， 随着法向载

荷从 ３０ Ｎ 增大到 ７０ Ｎ， 摩擦因数均逐渐减小， 且这

个减小的趋势随着法向载荷的增加而逐步放缓。

图 ３　 无磁场条件下法向载荷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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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示出了磁场下磁感强度 Ｂ ＝ ５５ ｍＴ， 往复速

度分别为 １７、 ３３、 ６７ ｍｍ ／ ｓ 条件下法向载荷的变化对

摩擦因数的影响。 有磁场条件下摩擦因数随法向载荷

的变化规律与无磁场条件下基本一致， 不同点在于，
有磁场条件下的摩擦因数要小于无磁场条件下的摩擦

因数。

图 ４　 磁场条件下法向载荷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２ ３　 法向载荷对磨损率的影响

图 ５ 示出了无磁场即 Ｂ ＝ ０ 条件下， 往复速度分

别为 １７、 ３３、 ６７ ｍｍ ／ ｓ 时法向载荷的变化对磨损率的

影响。 在不同的往复速度下， 磨损率均随着法向载荷

的增大而增大， 且磨损率的增大趋势随着法向载荷的

增大而放缓。

图 ５　 无磁条件下法向载荷对磨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图 ６ 示出了磁场下磁感强度 Ｂ ＝ ５５ ｍＴ， 往复速

度分别为 １７、 ３３、 ６７ ｍｍ ／ ｓ 条件下法向载荷的变化对

磨损率的影响。 有磁场条件下磨损率随法向载荷的变

化规律跟无磁场条件下基本一致， 不同点在于， 磁场

条件下的磨损率要小于无磁场条件下的磨损率。

图 ６　 磁场条件下法向载荷对磨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２ ４　 往复速度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图 ７ 示出了无磁场条件下， 法向载荷分别为 ３０、
５０、 ７０ Ｎ 时往复速度的变化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不同的
法向载荷下， 摩擦因数均随着往复速度的增大而减小，
而且摩擦因数的减小趋势随着往复速度的增大而放缓。

图 ７　 无磁场条件下往复速度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图 ８ 示出了磁场下磁感强度 Ｂ ＝ ５５ ｍＴ， 法向载
荷分别 ３０ 、 ５０、 ７０ Ｎ 时， 往复速度的变化对摩擦因
数的影响。 有磁场条件下摩擦因数随往复速度的变化
规律与无磁场条件下基本一致， 不同点在于， 有磁场
条件下的摩擦因数要小于无磁场条件下的摩擦因数。

图 ８　 磁场条件下往复速度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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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往复速度对磨损率的影响

图 ９ 示出了无磁场条件下， 法向载荷分别为 ３０、
５０、 ７０ Ｎ 时往复速度的变化对磨损率的影响。 在不同

法向载荷下， 磨损率均随着往复速度的增大而减小，
而且磨损率的减小趋势随着往复速度的增大而放缓。

图 ９　 无磁场条件下往复速度对磨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图 １０ 示出了磁场下磁感强度 Ｂ ＝ ５５ ｍＴ， 法向载

荷分别 ３０ 、 ５０、 ７０ Ｎ 时， 往复速度的变化对磨损率

的影响。 有磁场条件下磨损率随往复速度的变化规律

跟无磁场条件下基本一致， 不同点在于， 有磁场条件

下的磨损率要小于无磁场条件下的磨损率。

图 １０　 磁场条件下往复速度对磨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２ ６　 磨损机制分析

图 １１ 是在法向载荷为 ５０ Ｎ、 往复速度为 ３３
ｍｍ ／ ｓ时， 钢轨材料在 ０、 ５５ ｍＴ 条件下磨痕形貌的显

微镜照片。 由图 １１ （ａ） 可看出， 无磁场条件下钢轨

材料 表 面 为 浅 而 细 的 犁 沟， 表 面 较 平 坦； 由 图

１１ （ｂ）可看出， 磁场为 ５５ ｍＴ 时的摩擦表面较无磁

场时更为平整， 表面的犁沟较少， 为轻微的黏着磨

损， 并有少许轻微脱落现象。 无磁场条件下， 因没有

磁场吸引， 大部分磨屑较快地排出摩擦面接触区域，
而部分未被排出的磨屑， 未经充分研磨细化， 所以磨

屑体积较大； 这些磨屑起到的磨粒作用不明显， 所以

切削作用起着主导作用， 此时表面的犁沟明显。 在有

磁场条件下， 由于磁场的吸引、 磁化、 氧化作用， 大

量磨屑覆盖在磨损面， 并在磨损表面反复研磨、 细

化； 细化的磨屑充当润滑剂的作用， 阻碍了磨损面的

直接接触， 有着黏着磨损特征； 同时， 磁场伴随载荷

和速度等因素使得材料的位错运动加剧， 致使位错向

磨损表面移动， 磨损表面得到强化， 磨损得以减轻。
磨损材料在磁场条件下发生磁致伸缩效应， 材料受到

了类似于冷作硬化的强化作用， 磨损减轻。

图 １１　 有无磁场时盘磨痕形貌照片 （ｖ＝ ３３ ｍｍ ／ ｓ， Ｆｎ ＝ ５００ Ｎ）
Ｆｉｇ １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ｃａｒ ｏｆ ｄｉｓｃ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ｖ＝ ３３ ｍｍ ／ ｓ， Ｆｎ ＝ ５００ Ｎ）

３　 结论

（１） 法向载荷、 往复速度等其他条件相同时，
引入磁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减轻摩擦磨损作用。

（２） 磁感应强度、 往复速度等其他条件一定时，
法向载荷的增大能够降低摩擦因数， 但磨损率增加，
因此适当增大法向载荷能够提高摩擦特性但同时也会

加剧磨损。
（３） 磁感应强度、 载荷等其他条件一定时， 往

复速度的增加对于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均起到了减小的

作用。 因此适当增加往复速度能够提高摩擦特性减小

磨损。
（４） 磁场可以提高钢轨材料与陶瓷球摩擦副的

摩擦特性。 无磁场情况下， 钢轨材料摩擦磨损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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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粒磨损， 磨损表面有明显的犁沟， 磨损率和摩

擦因数较大。 有磁场时， 磨损形式主要为黏着磨损，
摩擦因数和磨损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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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润滑脂为润滑介质， 采用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 建立有限长线接触脂润滑的弹流模型， 并验证该模型

的正确性。 分析润滑脂的流变特性对成膜能力的影响， 包括流变指数、 塑性黏度和屈服剪切应力。 结果表明， 随着流

变指数的增加， 油膜厚度增加， 油膜压力基本不变； 随着塑性黏度的增加， 滚子中部油膜厚度显著增加， 无油膜的塞

流层宽度减小； 屈服剪切应力对油膜压力以及油膜厚度影响很小， 但随着屈服剪切应力的增加， 塞流层的区域增加。
关键词： 脂润滑； 流变特性； 成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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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ｅａｓ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脂是最为常用的润滑材料之一。 据估计，
８０％以上的滚动轴承和 ２０％的滑动轴承采用脂润滑，
脂润滑属于非牛顿流体， 具有独特的流变特性［１］。 描

述脂的常见流变模型包括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
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 Ｏｓｔｗａｌｄ 模型和 Ｂａｕｅｒ 模型。 ＳＡＳＡＫＩ
等［２］最早采用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 分析了脂的流变特性对

成膜能力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考虑接触体的弹性变形

以 及 润 滑 剂 黏 度 随 压 力 的 变 化。 １９７２ 年，
ＫＡＵＺＬＡＲＩＣＨ 和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３］ 采用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
ｌｅｙ 模型， 结合 Ｇｒｕｂｉｎ 假设， 得到了近似的弹流数值

解， 并进行了试验验证。 ＢＯＲＤＥＮＥＴ 等［４］ 采用 Ｂａｕｅｒ
模型， 分析了富油工况下点接触的脂润滑弹流特性。
ＫＡＲＴＨＩＫＥＹＡＮ 等［５］对点接触脂润滑的热弹流特性进
行了分析， 并分析了油膜中皂化剂的厚度。 ＹＯＯ 和
ＫＩＭ［５］在脂润滑弹流分析中首次考虑了热效应的影
响。 邓磊等人［６］、 于玫和黄平［７］运用多重网格法求解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采用 Ｏｓｔｗａｌｄ 模型分析了无限长线接

触以及点接触的脂润滑弹流特性。 此外， 文献 ［８－
１３］ 也进行了脂润滑的弹流特性研究， 但这些研究

均以无限长线接触为分析对象， 而目前针对有限长线

接触脂润滑弹流分析的研究报道还较少。 近期， 刘明
勇等［１４］建立了有限长线接触的非牛顿热弹流润滑模
型， 采用 Ｏｓｔｗａｌｄ 模型进行分析， 发现随着流变指数

的增加， 油膜厚度降低。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对润滑

脂流变特性本构方程适应性比较强， 具有普适性， 能

够系统地分析脂的流变性能对成膜性能的影响。 因

此， 本文作者采用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 建立有限

长线接触脂润滑的弹流模型， 并分析润滑脂的流变特

性对成膜能力的影响。



１　 理论模型及计算

１ １　 数学模型及基本方程

对于脂润滑，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需要考虑润滑剂的流

变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塞流层。 假设 ｘ 轴与入口运动

方向一致， ｚ 轴与油膜厚度方向一致， ｙ 轴代表侧泄

方向， ｈ 表示油膜厚度， ｈｐ 代表塞流层的厚度， ｕｂ 是

滚动速度， 具体见图 １。

图 １　 脂润滑油膜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选用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三参数模型作为脂的流动

模型：

τ＝ τ０＋ϕ （
ｕ
ｚ

）
ｎ

（１）

式中： τ０ 为屈服剪切应力； ϕ 为塑性黏度； ｎ 为流变

指数。
基于微元体的力平衡条件， 对 ｚ 求积分， 可得：

τｚｘ ＝
ｈｐ

２
ｐ
ｘ

， τｚｙ ＝
ｈｐ

２
ｐ
ｙ

（２）

式中： ｐ 为压力； ｈ 为油膜厚度； ｈｐ 为塞流层厚度。
整理得：

ｈｐ ＝
２τ０

（ｐ ／ ｘ） ２＋（ｐ ／ ｙ） ２
（３）

重新整理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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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连续方程：

ρ
ｔ

＋ （ρｕ）
ｘ

＋ （ρｖ）
ｙ

＋ （ρｗ）
ｚ

＝ ０ （５）

式中： ρ 为润滑剂密度； ｕ、 ｖ、 ｗ 为润滑剂沿 ｘ、 ｙ、 ｚ
方向的流速。

在 ｚ 方向积分得：
（ρｈ）
ｔ

＋
ｑｘ

ｘ
＋
ｑｙ

ｙ
＝ ０ （６）

式中： ｑｘ、 ｑｙ 分别为润滑剂在 ｘ、 ｙ 方向上的流量。
令 ｍ＝ １ ／ ｎ， 代入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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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 ＝ （ ｕｂ － ｕｐ ）， ｖ ＝ （ ｖｂ － ｖｐ ）， ｈａ ＝ （ ｈ － ｈｐ ）；
ｕｂ、 ｖｂ 为 ｘ 方向及 ｙ 方向的滚动速度分量； ｕｐ、 ｖｐ 为

当 ｚ＝ ｈｐ ／ ２ 时滚子在 ｘ 及 ｙ 方向上的卷吸速度分量。
忽略侧泄， 考虑稳态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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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流的基本方程还包括膜厚方程、 黏度方程、 密

度方程、 载荷平衡方程， 这些均与油润滑一致。
膜厚方程：

ｈ（ｘ， ｙ） ＝ ｈ００ ＋ ｓ（ｘ， ｙ） ＋ ２
πＥ′

·

∬ ｐ（ｘ′， ｙ′）

（ｘ － ｘ′） ２ ＋ （ｙ － ｙ′） ２
ｄｘ′ｄｙ′ （９）

式中： ｈ００为刚体中心处 （ ｘ ＝ ０） 的膜厚； Ｅ′为综合

弹性模量； ｓ 为变形前的原始几何接触间隙， 它由修

形的方式决定。
黏压方程：

η＝η０ｅｘｐ Ａ１ －１＋ １＋Ａ２ｐ( ) Ｚ０[ ]{ } （１０）
式中： Ａ１ ＝ ｌｎη０ ＋ ９ ６７， Ａ２ ＝ ５ １ × １０－９ Ｐａ－１， Ｚ０ ＝
α ／ （Ａ１×Ａ２）； η０ 为润滑剂的环境黏度。

由 ＤＯＷＳＯＮ 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１５］提出的密压方程为

ρ＝ ρ０［１＋
Ｃ１ｐ

１＋Ｃ２ｐ
］ （１１）

式中： Ｃ１ ＝ ０ ６×１０－９ Ｐａ－１， Ｃ２ ＝ １ ７×１０－９ Ｐａ－１； ρ０ 为

润滑剂的环境密度。
对压力在接触区域内积分得到的载荷平衡方程为

∬ｐ（ｘ， ｙ）ｄｘｄｙ ＝ ｗ （１２）

１ ２　 数值解法及验证

式 （８） — （１２） 构成了有限长线接触脂润滑等

温弹流的基本方程组， 油膜压力采用多重网格法求

解， 式 （９） 中的弹性变形项用多重网格积分法求

解， 使用 ５ 层网格， 在最密网格上 ｘ 和 ｙ 向的节点数

分别为 １２９ 和 ５１３。 计算区域取为 ｛ （ｘ， ｙ） ｜ －３ ６ｂ≤
ｘ≤２ｂ， －０ ５０ｌ≤ｙ≤０ ５０ｌ｝。 收敛条件为压力相对误

差小于 １×１０－４， 载荷相对误差小于 １×１０－３。 具体计

算流程见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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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程序流程图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为了验证程序的正确性， 选择与文献 ［１１］ 同

样的基本模型参数， 比较最小油膜厚度与滚子卷吸速

度关系。 取滚子长度为 ０ １ ｍ， 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应力

ｐＨ 为 ０ ４ ＧＰａ， 流变模型为 τ ＝ １３９ ８＋２１ ９８
ｕ
ｚ

æ

è
ç

ö

ø
÷

０ ６３

。

２ 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可以看出两者有一

定的误差， 主要是本文作者研究的是有限长线接触

副， 考虑了端泄效应， 而文献 ［１１］ 研究的对象是

无限长线接触副。

图 ３　 最小油膜厚度与滚子卷吸速度关系的程序验证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ｓ
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２　 结果与讨论

利用 ＭＣＲ⁃１０２ 流变仪测定了 Ｓｈｅｌｌ ＡＬＶＡＮＩＡ ２ 润

滑脂在 ３０ ℃ 时的流变特性， 流变曲线如图 ４ 所示，
其流变曲线和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基本一致， 通过

对试验结果拟合得到 Ｓｈｅｌｌ ＡＬＶＡＮＩＡ ２ 润滑脂的流变

特性本构方程为 τ＝ ３４４ ２＋５９ ５７
ｕ
ｚ

æ

è
ç

ö

ø
÷

０ ５１

。

图 ４　 Ｓｈｅｌｌ ＡＬＶＡＮＩＡ ２ 润滑脂在 ３０ ℃的流变曲线

Ｆｉｇ ４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ｈｅｌｌ ＡＬＶＡＮＩＡ 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ｇｒｅａｓｅ
ａｔ ３０ ℃

为了分析流变参数对成膜能力的影响， 相同工况

下， 在 Ｓｈｅｌｌ ＡＬＶＡＮＩＡ ２ 润滑脂的基础上， 改变流变

指数、 塑性黏度以及屈服剪切应力， 代入程序， 计算

成膜能力。 具体工况条件见表 １。

表 １　 工况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载荷 ２３３ Ｎ

卷吸速度 ２ ｍ ／ ｓ
滚子直径 ２．５ ｍｍ
滚子长度 ５．８ ｍｍ

２ １　 流变指数的影响

图 ５ 示出了流变指数对滚子轴向中心截面上油膜

压力及膜厚的影响。 可知， 流变指数对油膜压力的影

响很小， 随着流变指数的增加， 滚子中部油膜压力略

有降低， 而滚子端部变化规律不明显。 油膜厚度对流

变指数很敏感， 随着流变指数的增加， 油膜厚度显著

增加， 并且在接触区域内部塞流层充当油膜。 在接触

区域内， 压力梯度非常小， 故剪切力较小， 低于润滑

脂的屈服剪切应力； 而在接触区域端部压力梯度比较

大， 塞流层的厚度几乎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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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流变指数对滚子轴向中心截面上油膜压力及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 ｉｎ ａｘ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图 ６ 示出了流变指数对滚子中部横截面上油膜压

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可知， 随着流变指数的增加， 滚

子中部横截面上二次压力峰值增加， 滚子油膜厚度增

加， 并且滚子中部无油膜的塞流层宽度减小。

图 ６　 流变指数对滚子中部横截面上油膜压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２ ２　 塑性黏度的影响

图 ７ 示出了塑性黏度对滚子轴向中心截面上油膜

压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可知， 随着塑性黏度的增加，

滚子轴向中心截面的中部油膜压力略有降低， 但油膜

厚度显著增加。

图 ７　 塑性黏度对滚子轴向中心截面上油膜压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ｘ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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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示出了塑性黏度对滚子中部横截面上油膜压

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可知， 随着塑性黏度的增加， 滚

子中部横截面上的油膜压力值基本不变， 二次压力峰

值略有增加， 无油膜的塞流层宽度减小。

图 ８　 塑性黏度对滚子中部横截面上油膜压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２ ３　 屈服剪切应力的影响

图 ９ 和图 １０ 分别示出了屈服剪切应力对滚子轴

向中心截面上及滚子中部横截面上油膜压力以及膜厚

的影响。 可以看出， 屈服剪切应力对油膜压力以及油

膜厚度影响微乎其微， 但随着屈服剪切应力的增加，
塞流层的区域增加。

图 ９　 屈服剪切应力对滚子轴向中心截面上油膜压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 ｉｎ ａｘ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图 １０　 屈服剪切应力对滚子中部横截面上油膜压力以及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ｏｉｌ ｆｉｌｍ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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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采用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模型， 建立了有限长

线接触脂润滑的弹流模型， 通过与文献中无限长线接

触计算结果相比较， 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
（２） 在滚子的接触区域内， 润滑脂作为油膜的

一部分存在。 随着流变指数和塑性黏度的增加， 油膜

厚度显著增加， 滚子中部无油膜的塞流层宽度减小；
屈服剪切应力对成膜能力影响微乎其微， 但塞流层区

域会随着屈服剪切应力的增加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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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ａ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１９８９，１５（６）：８２１－８２８．

【１４】 刘明勇，朱才朝，刘怀举．有限长线接触非牛顿热弹流润滑

分析［Ｊ］．润滑与密封，２０１４，３９（２）：４８－５５．
ＬＩＵ Ｍ Ｙ，ＺＨＵ Ｃ Ｃ，ＬＩＵ Ｈ Ｊ．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Ｈ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ｉｎｉｔ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 ｆｌｕｉｄｓ［ Ｊ］．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９（２）：４８－５５．

【１５】 ＤＯＷＳＯＮ Ｄ，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Ｇ Ｒ． 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摩擦学分会理事长、 秘书长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６ 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理事长、 秘书长年度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举行。

雒建斌、 葛世荣、 孟永刚、 高诚辉、 张永振、 顾卡丽、 周峰、 贺石中、 钱林茂、 王海斗、 袁成清、 邵天敏、 田煜、 张德坤、
张晨辉、 马丽然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葛世荣教授主持， 分别就摩擦学分会 ２０１６ 年的工作总结， 会费收支情况， ２０１７ 年的工作思路与计划， 世界摩擦

学大会 （ＷＴＣ２０１７） 和第 １３ 届全国摩擦学学术会议筹备工作， ２０１７ 年摩擦学大会表彰推荐工作， 《中国摩擦学发展历程》
口述历史工作， 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推荐优秀学术活动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严新平教授项目组获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润滑与密封》 编委、 武汉理工大学国家水运

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严新平教授主持完成的 “国家内河高等级航道通航运行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荣获 ２０１６ 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历经十余年研发， 取得了国家高等级航道通航运行系统的设计方法、 技术标准和 “一图、 两网和四平台” 公共

服务体系的系列创新成果， 带动了我国水运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为我国水运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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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面凹坑参数对面齿轮等温弹流润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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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微分几何基本理论求出面齿轮曲率半径， 由齿面相对运动求得面齿轮传动过程中卷吸速度， 建立面齿

轮等温弹流润滑模型， 通过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编程计算出齿面油膜厚度， 分析凹坑直径和深度对油膜膜厚的影响， 并通

过实验验证理论计算的准确性。 研究结果表明： 齿轮从啮入到啮出过程中， 油膜厚度沿啮合轨迹逐渐增大； 当齿面凹

坑直径在 ５０～２００ μｍ 时有增加油膜厚度的作用， 其中凹坑直径为 １００ μｍ 时效果最优； 当齿面凹坑深度在 ５～２０ μｍ 时

均有增加油膜厚度的效果， 存在最优深度为 １０ μｍ。
关键词： 面齿轮； 凹坑形貌； 润滑； 油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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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ｇｅａｒ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ｓ ｆｒｏｍ ５０ μｍ ｔｏ ２００ μｍ，ｔｈｅ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
ｍｕｍ ｐｉ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１００ μｍ．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ｔ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ｓ ｆｒｏｍ ５ μｍ ｔｏ ２０ μｍ，ｔｈｅ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１０ μ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ｐｉ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面齿轮传动作为一种新型齿轮传动具有结构简

单、 传动重合度大、 动力分流效果好等优点， 已逐渐

应用于武装直升机传动系统中［１］。 良好的齿面润滑可

以降低噪声、 减少磨损、 提高面齿轮的运行寿命， 国

内外一些学者通过在摩擦副表面加工一些规则的表面

形貌来改善机械系统的润滑。 如 ＣＯＳＴＡ 和 ＨＵＴＣＨ⁃
ＩＮＧＳ［２］研究了不同的表面形貌在流体动压润滑条件

下对润滑油膜厚度的影响； Ｋ Ｒˇ ＵＰＫＡ［３］ 研究了钢球

表面凹坑在弹性流体动压润滑条件下对润滑油膜与压

力分布的影响； ＥＴＳＩＯＮ［４］ 建立了规则微凹坑流体动

压润滑计算模型， 从理论上分析了表面织构的润滑效

果； 汪家道和陈大融［５］通过实验研究了规则凹坑表面

形貌的润滑； 王延忠和魏彬［６］采用多重网格法计算了

规则凹坑表面的流体动力润滑； 韩志武等［７］通过对齿



轮耐磨性试验研究得出非光滑齿轮耐磨性高于光滑齿

轮； 严宏志和张龙赐［８］分析了磨削面齿轮粗糙表面对

最小润滑油膜厚度的影响。 但是目前关于面齿轮轮齿

表面微形貌对其润滑特性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文作者分析面齿轮传动接触特性， 计算了面齿

轮啮合点处的曲率半径和卷吸速度， 建立面齿轮齿面

凹坑等温弹流润滑模型， 通过计算凹坑参数 （直径

和深度） 对面齿轮油膜厚度的影响， 为面齿轮齿面

表面织构的设计提供依据。
１　 面齿轮传动接触特性分析

面齿轮的齿面曲率半径、 卷吸速度是计算面齿轮

等温弹流润滑的重要参数。 本文作者研究的面齿轮副

的基本参数为： 模数 ｍ ＝ ５， 刀具齿数 Ｎｓ ＝ ２５， 小齿

轮齿数 Ｎ１ ＝ ２３， 面齿轮齿数 Ｎ２ ＝ ６０， 压力角 α ＝ ２５°，
小齿轮转速 ｎ＝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１ １　 面齿轮传动齿面接触轨迹

面齿轮传动是一种特殊的圆锥齿轮与圆柱齿轮的

齿轮传动［９］， 其啮合坐标系如图 １ 所示， 坐标系 Ｓ１０

和 Ｓ１ 分别为小齿轮的固定和转动坐标系， 坐标系 Ｓ２０

和 Ｓ２ 分别为面齿轮的固定和转动坐标系， 小齿轮转

动 θ１ 弧度， 面齿轮转动 θ２ 弧度。 根据面齿轮和小齿

轮的啮合关系， 再由坐标转换可得面齿轮在 Ｓ２ 坐标

系中的接触轨迹方程［１０］为

ｒ２ ＝

ｒｂ１ｃｏｓθ２ ｓｉｎαｓ１－（αｓ１－θ１∓θ１０）ｃｏｓαｓ１[ ] －ｒ′１ｑ１２ｓｉｎθ２

－ｒｂ１ｓｉｎθ２ ｓｉｎαｓ１－（αｓ１－θ１∓θ１０）ｃｏｓαｓ１[ ] －ｒ′１ｑ１２ｃｏｓθ２

－ｒｂ１ ｃｏｓαｓ１＋（αｓ１－θ１∓θ１０）ｓｉｎαｓ１[ ]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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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 ｒｂ１为小齿轮基圆半径； αｓ１为齿轮啮合角； θ１０

为小齿轮齿槽对称线与渐开线起始点的角度夹角；
ｒ′１ ＝ ｒｂｓ ／ ｃｏｓαｓ１－ｂ， ｒｂｓ为刀具基圆半径， ｂ 为刀具和小

齿轮中心距； ｑ１２ ＝ θ１ ／ θ２。

图 １　 面齿轮啮合坐标系

Ｆｉｇ １　 Ｆａｃｅ ｇｅａｒ ｍｅｓｈ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根据式 （１） 编程求出面齿轮齿面啮合轨迹， 在

ＭＡＴＬＡＢ 中对啮合轨迹可视化， 如图 ２ 所示啮合轨迹

上所取的 ９ 个啮合点， 从齿根到齿顶方向编号为 １～９。

图 ２　 面齿轮齿面啮合点

Ｆｉｇ ２　 Ｆａｃｅ ｇｅａｒ ｔ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１ ２　 面齿轮主曲率

根据微分几何基本理论， 设参数 ｕ 和 ｖ， 则曲面

方程表示为 ｒ＝ ｒ （ｕ， ｖ）， 曲面的法线矢量 ｎ 为

ｎ＝ ｒｕ×ｒｖ ／ ｒｕ×ｒｖ （２）
曲面上一点 ｐ （ ｕ， ｖ） 沿 λ ＝ ｄｕ ／ ｄｖ 方向的法曲

率 Ｋ 为

Ｋ＝ －ｄｒｄｎ
ｄｖｄｒ

＝ Ｌｄｕ
２＋２Ｍｄｕｄｖ＋Ｎｄｖ２

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３）

式中： Ｅ、 Ｆ、 Ｇ 为曲面的第一基本量， Ｅ ＝ ｒｕｒｕ， Ｆ ＝
ｒｕｒｖ， Ｅ ＝ ｒｖｒｖ； Ｌ、 Ｍ、 Ｎ 为曲面的第二基本量， Ｌ ＝
ｎｕｒｕ ＝ｎｒｕｕ， Ｍ＝ －ｎｕｒｖ ＝ｎｒｕｖ， Ｎ＝ｎｖｒｖ ＝ｎｒｖｖ。

法曲率计算公式 Ｋ 可简化为

（ＫＥ－Ｌ）λ２＋２（ＫＦ－Ｍ）λ＋（ＫＧ－Ｎ）＝ ０ （４）
对于曲面上的一固定点， Ｅ、 Ｆ、 Ｇ 和 Ｌ、 Ｍ、 Ｎ

均为常数， 对 λ 求导可得

（ＫＥ－Ｌ）λ＋ＫＦ－Ｍ＝ ０ （５）
由此可以推导得

（ＥＧ－Ｆ２）Ｋ２－（ＬＧ－２ＭＦ＋ＮＥ）Ｋ＋（ＬＮ－Ｍ２）＝ ０ （６）
结合面齿轮齿面方程［１０］和式 （６） 可以求出 Ｋ 的

２ 个极值， 即为面齿轮齿面的 ２ 个主曲率 Ｋ２１和 Ｋ２２。
小齿轮为渐开线直齿轮， 根据以上基本原理可求

得小齿轮的 ２ 个主曲率

Ｋ１１ ＝ ０， Ｋ１２ ＝ － １
φ１ｒｂ１

（７）

式中： φ１ 为小齿轮齿面参数。
当量曲率半径 Ｒ 的关系式为

１ ／ Ｒ＝ １ ／ Ｒ１＋１ ／ Ｒ２ （８）
根据上述方程编程求得啮合点主曲率和当量曲率

半径， 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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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啮合点的主曲率和曲率半径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ｒａｄｉｕｓ

编号
　 　 　 　 主曲率 Ｋ ／ ｍｍ－１ 　 　 　
Ｋ１１ Ｋ１２ Ｋ２１ Ｋ２２

曲率半径 Ｒ ／ ｍｍ
Ｒｘ Ｒｙ

１ ０ －０．０８４ ８ ０．０１４ ２ －０．０１３ ９ １０．１０ ７１．８８

２ ０ －０．０６７ ４ ０．０１４ ８ －０．０１３ ３ １２．２１ ７５．０１

３ ０ －０．０５５ ４ ０．０１５ ６ －０．０１２ ８ １４．０９ ７８．１４

４ ０ －０．０４７ ２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１２ ３ １５．７２ ８１．２６

５ ０ －０．０４１ ２ ０．０１７ ２ －０．０１１ ８ １７．１２ ８４．３９

６ ０ －０．０３６ ５ ０．０１８ ２ －０．０１１ ４ １８．２８ ８７．５２

７ ０ －０．０３２ ７ ０．０１９ ３ －０．０１１ ０ １９．２０ ９０．６４

８ ０ －０．０２９ ７ ０．０２０ ６ －０．０１０ ７ １９．８９ ９３．７６

９ ０ －０．０２７ ２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０ ３ ２０．３４ ９６．８９

１ ３　 面齿轮传动中的齿面卷吸速度

齿面相对速度是指啮合点沿啮合轨迹切线方向的

运动速度， 小齿轮和面齿轮齿面的相对速度 ｖ１ 和 ｖ２，
可由齿面啮合轨迹方程得出［１１］

ｖ１ ＝ω１ｒｂ１

－φ１ｓｉｎ（θ１０＋φ１）
±φ１ｃｏｓ（θ１０＋φ１）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９）

ｖ２ ＝ω１ｒｂ１

Ｂｃｏｓφ２－Ａｓｉｎφ２

－Ｂｓｉｎφ２－Ａｃｏｓφ２

±ｓｉｎαｓ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１０）

式中： Ａ ＝ ｃｏｓαｓ１ －１／ ｃｏｓαｓ１； Ｂ ＝ ｑ２１ ±ｓｉｎαｓ１∓θ１ ／ ｃｏｓαｓ１( ) ；
φ２ ＝±ｑ２１ αｓ１－θ１０－φ１( ) ； ω１ 为小齿轮角速度； ｑ２１ ＝Ｎ２ ／ Ｎ１；
θ１０ ＝π／ （２Ｎ１） －ｉｎｖαｓ１； ｉｎｖαｓ１ ＝ｔａｎαｓ１－αｓ１。

齿面卷吸速度 ｖ 为两齿面沿啮合点切线方向速度

的 １ ／ ２， 即

ｖ＝（ｖ１＋ｖ２） ／ ２ （１１）
根据式 （９） — （１１） 编程求得齿面卷吸速度如

图 ３ 所示， 随着齿轮啮入到啮出齿面卷吸速度呈线性

增大。

图 ３　 齿面卷吸速度

Ｆｉｇ ３　 Ｔ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２　 面齿轮等温弹流润滑模型

面齿轮是通过圆柱齿轮刀具插齿加工而成的， 刀

具与面齿轮的啮合过程是线接触的， 在实际工作过程

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线接触的面齿轮易引起偏

载［１２］， 所以采用比刀具少 １ ～ ３ 个齿数的圆柱齿轮，
此时面齿轮啮合过程为点接触， 因此建立的模型为等

温点接触弹流润滑模型， 其基本方程为

（１） 变形方程

面齿轮与小齿轮啮合过程中的弹性变形会影响膜

厚方程， 其变形方程为

ｖ（ｘ， ｙ） ＝ ２
πＥ∬Ω

ｐ（ ｓ， ｔ）

ｘ － ｓ( ) ２ ＋ （ｙ － ｔ） ２
ｄｓｄｔ （１２）

式中： Ｅ 为综合弹性模量； ｓ 和 ｔ 为对应 ｘ 和 ｙ 的附加

坐标； ｐ 为压力。
（２） 膜厚方程

ｈ （ｘ， ｙ） ＝

ｈ０＋
ｘ２

２Ｒｘ

＋ ｙ２

２Ｒｙ

＋ ｖ（ｘ， ｙ） 　 　 （ｘ， ｙ）∉Ω

ｈ凹＋ｈ０＋
ｘ２

２Ｒｘ

＋ ｙ２

２Ｒｙ

＋ ｖ（ｘ， ｙ） （ｘ， ｙ）∈Ω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３）

式中： ｈ０ 为中心膜厚； Ｒｘ 和 Ｒｙ 为两表面在 ｘ 和 ｙ 方

向上的当量曲率半径； ｈ凹 为齿面凹坑的深度； Ω 为

凹坑区域。
（３）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１３］

∂
∂ｘ

ρｈ３

η
∂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ｙ
ρｈ３

η
∂ｐ
∂ｙ

æ

è
ç

ö

ø
÷ ＝ －１２ｕｓ

∂ρｈ
∂ｘ

（１４）

式中： ρ 为润滑油密度； η 为润滑油黏度； ｕｓ 为齿面

卷吸速度。
（４） 载荷方程

ｗ ＝ ∫ｙｂｙａ
∫ｘｅｘ０

ｐ（ｘ， ｙ）ｄｘｄｙ （１５）

（５） 黏压方程

η＝η０ｅｘｐ （ｌｎη０＋９．６７） －１＋（１＋ｐ ／ ｐ０）
ｚ( )( ) （１６）

式中： η０ 为初始润滑油的黏度； ｐ０ 为压力黏度系数；
ｚ 为膜厚方向坐标。

（６） 密压方程

ρ＝ ρ０ １＋
０．６ｐ

１＋１．７ｐ
æ

è
ç

ö

ø
÷ （１７）

式中： ρ０ 为初始润滑剂密度。
３　 数值计算与结果分析

３ １　 方程量纲一化

为了求解的方便， 需将求解方程量纲一化， 引入

下列量纲一化参数：
膜厚参数 Ｈ ＝ ｈＲｘ ／ ａ

２； 载荷参数 Ｗ ＝ ｗ ／ （ＥＲ２
ｘ ）；

速度参数 Ｕ＝η０ｕｓ ／ （ＥＲｘ）； 材料参数 Ｇ＝αＥ； 压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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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Ｐ＝ ｐ ／ ｐＨ； 黏度参数 η ＝ η ／ η０； 坐标参数 Ｘ ＝ ｘ ／ ａ，

Ｙ＝ ｙ ／ ａ； 密度参数 ρ＝ ρ ／ ρ０

基于上述量纲一化参数， 基本方程进行量纲一化

得到：
（１） 膜厚方程

Ｈ（Ｘ， Ｙ） ＝ Ｈ０ ＋ Ｘ２

２
＋
ＲｘＹ

２

２Ｒｙ

＋
２ｐＨＲｘ

πａＥ ∫
ｘｅ
ｘ０
∫ｙｅｙ０

·

Ｐ（Ｓ， Ｔ）ｄＳｄＴ

（Ｘ － Ｓ） ２ ＋ （Ｙ － Ｔ） ２
（１８）

（２）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
∂Ｘ

ε
∂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Ｙ
ε
∂Ｐ
∂Ｙ

æ

è
ç

ö

ø
÷ ＝ ∂ ρＨ( )

∂Ｘ
（１９）

式中： ε＝
ρＨ３

ηλ
， λ＝

１２η０ｕｓＲ
２
ｘ

ａ３ｐＨ

。

其边界条件为

Ｐ （Ｘ０， Ｙ） ＝ ０， Ｐ （Ｘｅ， Ｙ） ＝ ０，
∂Ｐ（Ｘｅ， Ｙ）

∂Ｘ
＝ ０

（３） 载荷方程

∫ｘｅｘ０
∫ｙｅｙ０

Ｐ（Ｘ， Ｙ）ｄＸｄＹ ＝ ２
３
π （２０）

（４） 黏压方程

η＝ ｅｘｐ （ｌｎ（η０）＋９．６７） －１＋（１＋ｐＨＰ ／ ｐ０）
ｚ( )( ) （２１）

（５） 密压方程

ρ＝ １＋
０．６ｐＨＰ

１＋１．７ｐＨＰ
（２２）

３ ２　 方程离散化

通过有限差分法离散量纲一化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

程［１４］， 得到离散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ε ｉ－１ ／ ２，ｊＰ ｉ－１，ｊ－ ε ｉ－１ ／ ２，ｊ＋ε ｉ＋１ ／ ２，ｊ( ) Ｐ ｉｊ＋ε ｉ＋１ ／ ２，ｊＰ ｉ＋１，ｊ

ΔＸ２
＋
ε ｉ，ｊ－１ ／ ２Ｐ ｉ，ｊ－１－ ε ｉ，ｊ－１ ／ ２＋ε ｉ，ｊ＋１ ／ ２( ) Ｐ ｉｊ＋ε ｉ，ｊ＋１ ／ ２Ｐ ｉ，ｊ＋１

ΔＹ２
＝
ρｉｊＨｉｊ－ρｉ－１，ｊＨｉ－１，ｊ

ΔＸ
（２３）

式中： ε ｉ±１ ／ ２，ｊ ＝
１
２

ε ｉ，ｊ＋ε ｉ±１，ｊ( ) ， ε ｉ．，ｊ±１ ／ ２ ＝
１
２

ε ｉ，ｊ＋ε ｉ，ｊ±１( ) 。

膜厚方程离散形式为

Ｈｉ，ｊ ＝Ｈ凹＋Ｈ０＋
Ｘ２

ｉ

２
＋
ＲｘＹ

２
ｊ

２Ｒｙ

－
２ｐＨＲｘ

πａＥ
∑
ｎ

ｋ＝ １
∑
ｎ

ｌ＝ １
Ｄｋｌ

ｉｊ Ｐｋｌ （２４）

载荷方程离散形式为

ΔＸΔＹ∑
ｎ

ｉ＝ １
∑
ｎ

ｊ＝ １
Ｐ ｉｊ ＝

２π
３

（２５）

３ ３　 实例计算

计算的面齿轮齿面凹坑参数有 ２ 组： 一组深度均

为 ５ μｍ， 直径分别为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μｍ； 一组

直径均为 ５０ μｍ， 深度分别为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μｍ。 ２
组齿面凹坑面积占有率都为 ３０％， 根据文献 ［１５］
在该面积率下更有利于表面润滑。 齿轮其他参数为：
弹性模量 Ｅ＝ ２１０ ＧＰａ， 泊松比 ｖ＝ ０ ３， 黏压指数 α ＝
２ ０×１０－８， 动力黏度 η０ ＝ １×１０－２ Ｐａ·ｓ， 面齿轮负载

２００ Ｎ·ｍ， 节点数 ６５×６５， 量纲一化 Ｘ 起始坐标 ｘ０ ＝
－２ ０， 终点坐标 Ｘｅ ＝ ２ ０， 量纲一化 Ｙ 起始坐标 Ｙ０ ＝
－２ ５， 终点坐标 Ｙｅ ＝ １ ５， 曲率半径、 卷吸速度大小

见前文。
将面齿轮的一个轮齿从啮入到啮出作为一个周

期， 运用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对上述离散方程编程， 通过

ＦＯＲＴＲＡＮ 编译器计算该周期内前文所述的 ９ 个啮合

点的膜厚， 运行结果由 Ｏｒｉｇｉｎ９ ０ 进行数据分析。

３ ４　 结果及分析

图 ４ 为面齿轮光滑齿面的一啮合点区域的油膜厚

度分布三维图， 可以看出， 在接触区域， 油膜厚度呈

现马蹄形， 与点接触弹流润滑相符合。 图 ５ 示出了面

齿轮齿面沿啮合线最小油膜厚度变化曲线， 可见， 齿

轮从啮入到啮出过程中， 随着小齿轮的转动最小油膜

厚度在逐渐增大， 在齿根处最大， 齿顶处最小， 主要

是因为面齿轮在啮合过程中， 其卷吸速度随着啮入到

啮出是在逐渐增大的。

图 ４　 膜厚分布三维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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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面齿轮啮合过程中最小油膜厚度

Ｆｉｇ 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ｇｅａｒ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 ６ 示出了齿面凹坑深度对最小油膜厚度的影

响， 凹坑深度分别为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μｍ， 凹坑直径

均为 ５０ μｍ。 通过与光滑齿面对比可知， ４ 组凹坑深

度都有增加最小油膜厚度的作用， 其中凹坑深度为

１０ μｍ 时增加油膜厚度效果最好， 凹坑深度为 ２０ μｍ
时与光滑齿面油膜厚度几乎相同， 凹坑深度为 ５ μｍ
和 １５ μｍ 时最小油膜厚度相近。

图 ６　 凹坑深度对最小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ｉｔ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图 ７ 示出了最小油膜厚度随凹坑直径的变化曲

线， 凹坑直径分别取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μｍ， 凹坑

深度均为 ５ μｍ。 可知， ４ 组凹坑直径均有增加最小

油膜厚度的效果， 其中凹坑直径分别为 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０ μｍ 时其对增加油膜厚度的作用相近， 直径为 １００
μｍ 时有效果最好。

齿面凹坑能够增加油膜厚度， 是由于齿面凹坑能

够存储润滑油， 两齿面啮合过程中在载荷的作用下，
齿面发生弹性变形， 凹坑中的润滑油被挤出参与润

滑， 也有可能齿轮在高速旋转和振动下， 凹坑存储的

润滑油溢出。

图 ７　 凹坑直径对最小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ｉ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４　 实验验证

齿轮副润滑油膜厚度属于微米级， 实验采用电涡

流法测其油膜厚度。 电涡流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 结

构简单、 动态响应好等特点。
如图 ８ 所示， 面齿轮油膜测试装置主要有齿轮实

验台、 电涡流传感器、 计算机等。 面齿轮齿面凹坑采

用激光打标机加工， 图 ９ 为齿面凹坑图。

图 ８　 齿轮试验台

Ｆｉｇ ８　 Ｇｅａｒ ｔｅｓｔ ｒｉｇ

图 ９　 面齿轮齿面凹坑图

Ｆｉｇ ９　 Ｐｉ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ｇｅａｒ ｔ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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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所选的 ９ 个啮合点， 取中间的 ５ 号啮合

点为测量对象。 在小齿轮上找到对应的位置， 并在该

处垂直于齿面钻 ϕ４ ｍｍ 的孔安装电涡流传感器探头，
沿钻孔向下至齿根处开设宽度为 ２ ｍｍ 的槽， 用于引

出信号线， 探头和引线都用高强度黏结剂固定， 在啮

合过程中避免出现损伤。
图 １０、 １１ 分别示出了不同凹坑深度下及不同凹

坑直径下最小油膜厚度的理论与实验值对比， 实验所

得数据与理论计算值在合理误差范围内。 从图 １０ 可

知， 实验所测得齿面微凹坑深度对油膜厚度的影响与

理论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凹坑深度有增加油膜厚度的

效果， 在微凹坑深度为 １０ μｍ 时对增加膜厚效果最

好。 由图 １１ 可得， 实验与理论计算所得的结果趋势

是相同的， 齿面凹坑直径有增加膜厚的作用， 在直径

为 １００ μｍ 时效果最好。 所以通过实验验证了理论计

算的准确性。

图 １０　 不同凹坑深度下齿面最小油膜厚度的理论与实验值对比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ｇ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ｉｔ ｄｅｐｔｈ

图 １１　 不同凹坑直径下齿面最小油膜厚度的理论与实验值对比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ｇ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ｉ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５　 结论

（１） 建立面齿轮点接触等温弹流润滑模型， 计

算不同凹坑深度下及不同凹坑直径下齿面油膜厚度，
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理论计算的准确性。

（２） 面齿轮啮合过程中， 随着轮齿的啮入到啮

出， 面齿轮齿面最小油膜厚度逐渐增大， 在齿顶处最

小， 齿根处最大。
（３） 齿面凹坑参数直径和深度在一定范围内都

有增加膜厚的作用。 当凹坑深度均为 ５ μｍ， 直径在

５０～２００ μｍ 时， １００ μｍ 凹坑直径对增加膜厚效果最

优； 当凹坑直径均为 ５０ μｍ， 深度在 ５ ～ ２０ μｍ 时，
１０ μｍ 凹坑深度对增加膜厚作用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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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实验室制脂釜制备出苯甲酸和癸二酸组分钛基脂， 考察钛基脂的摩擦磨损性能及承载能力， 分析皂分

子结构和钛基脂摩擦学性能的关系。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观察钢球的磨斑表面形貌， 并用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

（ＸＰＳ） 分析钢球磨斑表面元素含量， 利用红外光谱分析表征钛基脂皂分子结构。 结果表明： 钛基脂摩擦学性能主要

取决于钛基脂皂分子结构； 含苯环结构苯甲酸组分钛基脂的抗磨特性优于癸二酸组分钛基脂， 而他们的减摩特性和极

压性能相同； ２ 种钛基脂润滑下钢球主要的摩擦特征为黏着磨损。 含苯环结构的苯甲酸组分钛基脂具有较好抗磨性能

主要原因为在摩擦表面上生成了较厚含钛元素的化学沉积膜。
关键词： 皂分子结构； 摩擦学性能； 摩擦磨损机制； 钛基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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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ＰＳ．Ｓｏａ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ｉ⁃
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ｗｅ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
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ａｐ．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ｚ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ｒｉｎｇ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ｅｂａｃ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ａ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ｉｓ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ｗｅａｒ．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ｚ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ａ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近年来， 在环境友好钛基脂的制备和摩擦学性能

研究方面， 已取得较大成效。 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新

型复合磺酸钙－钛基脂［１－２］、 对二苯甲酸钛基脂［３］、

苯甲酸 ／ 硬脂酸钛基脂［４－５］ 等的制备； 不同基础油的

钛基脂摩擦学性能的研究［６－７］； 微纳米颗粒如聚四氟

乙烯颗粒、 纳米碳酸钙、 纳米二氧化钛和纳米二氧化

硅等对钛基脂摩擦学性能的影响研究［８－１０］； 冰乙酸钛

基脂制备［１１］。 但还较少有研究人员关注钛基脂皂分

子结构和摩擦学性能相关性研究。
本文作者采用实验室制脂釜制备苯甲酸组分和癸

二酸组分钛基脂， 评价钛基脂的摩擦学性能， 表征钛

基脂皂分子结构， 旨在研究钛基脂的不同钛皂分子结

构与钛基脂的减摩、 抗磨、 极压性能的相关性， 进一

步揭示钛基脂摩擦磨损机制。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材料及试样的制备

钛基脂由新戊基多元醇酯、 硬脂酸、 钛酸酯、 苯

甲酸和癸二酸等组成， 主要材料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ｕｒｉｔｙ ｗ ／ ％ Ｇｒａｄｅｒ
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８４．４７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ｕｒｅ
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２２．１２ ９９．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ｕｒｅ
Ｓｅｂａｃ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０２．２５ ９９．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ｕｒｅ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ＩＶ）
Ｉｓｏｐｒｏｐｏｘｉｄｅ

２８４．２ １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ｕｒｅ

采用实验室制脂釜， 按照图 １ 所示， 将部分基础

油、 有机酸混合， 全部溶解于钛酸酯， 皂化和水解反

应完成后， 升温至 ２００ ℃， 恒温 １０ ｍｉｎ， 加入剩余基

础油， 降温研磨均化， 得到浅黄色钛基脂。

图 １　 钛基脂的制备工艺流程图

Ｆｉｇ 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１ ２　 摩擦磨损性能评价

钛基脂的摩擦磨损特性采用四球摩擦磨损试验机

进行评价。 摩擦磨损性能的试验条件为： 室温， 时间

６０ ｍｉｎ， 转速 １ ４５０ｒ ／ ｍｉｎ， 载荷 ３９２ Ｎ。 试验钢球为

二级 ＧＣｒ１５ 轴承钢钢球， 直径为 １２ ７ ｍｍ， 硬度为

ＨＲＣ ５９～６１。 试验前钢球使用超声清洗机在丙酮溶液

中清洗 ２５ ｍｉｎ。
试验过程中采集摩擦力矩， 计算出摩擦因数 μ，

作为减摩特性指标； 按照 ＳＨ ／ Ｔ ０２０４⁃９２ 标准， 把钢

球的磨斑直径作为抗磨特性指标， 采用 ０ ００５ ｍｍ 的

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 按照 ＧＢ ３１４２⁃８２ 标准， 测量

的最大无卡咬负荷 ｐＢ值作为极压性能指标。 钢球的

磨斑表面形貌采用 Ｓ⁃５７０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进行观察。

１ ３　 磨斑表面分析

钢球磨斑表面的化学元素相对原子含量采用

ＰＨＩ⁃５７００ 型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ＸＰＳ） 进行鉴定，
所用激发源 Ａｌ 耙 （ １４８６ ６ｅＶ）， 以污染碳 （ Ｃ１ｓ 为

２８４ ６ ｅＶ） 为内标。
１ ４　 钛基脂皂元素分析

钛基脂皂元素采用 Ａｖａｔａｒ ３６０ （Ｎｉｃｏｌｅｔ， 美国）
进行表征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钛基脂红外光谱分析

图 ２ 所示为苯甲酸钛基脂和癸二酸钛基脂的红光

谱。 可见， － （ ＣＨ２ ） ｎ － 链 节 的 Ｃ － Ｈ、 芳 香 骨 架、
－ＣＯＯＴｉ 和 － ＯＨ 的 振 动 峰 分 别 出 现 在 ７２３ ２１１、
１ ５３１ ２７８、 １ ７３９ ５６３、 ３ ５１９ ６２５ ｃｍ－１附近， 其中芳香

骨架属于苯甲酸钛皂分子中 Ｃ ＝Ｃ 键 （苯环）， Ｃ－Ｈ属

于钛皂分子的多元酸分子。 Ｔｉ－Ｏ－Ｔｉ 的伸缩振动峰出

现在 ５９９ ７８３ ｃｍ－１ （对应苯甲酸钛皂） 和 ６０１ ７１１ｃｍ－１

（对应癸二酸钛皂） 附近。 ＣＨ３ －和－ＣＨ２ －的伸缩振动

峰出现在 ２ ９２３ ７、 ２ ８５６ ２ ｃｍ－１ 附近。 多元酸中的

ＣＨ３－的面内弯曲振动出现在１ ３７８ ９２２ ｃｍ－１ （对应苯甲

酸钛皂） 和 １ ３７６ ９３３ ｃｍ－１ （对应癸二酸钛皂） 附近。
基于以上分析， 可得苯甲酸钛基脂可能的钛皂分子结

构 （见图 ３） 和癸二酸钛基脂可能的皂分子结构 （见
图 ４）。

图 ２　 钛基脂红外光谱分析

Ｆｉｇ ２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图 ３　 苯甲酸钛皂分子结构

Ｆｉｇ 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ｅｎｚ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４７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图 ４　 癸二酸钛皂分子结构

Ｆｉｇ 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ｂａｃ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２ ２　 摩擦磨损性能

图 ５ 所示为苯甲酸钛基脂和癸二酸钛基脂的摩擦

因数和磨斑直径对比。 可见， 苯甲酸钛基脂的摩擦因

数为 ０ ０８， 癸二酸钛基脂的摩擦因数为 ０ ０７８， 即癸

二酸钛基脂的减摩效果略好于苯甲酸钛基脂； 苯甲酸

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的磨斑直径为 ０ ８５６ ｍｍ， 而癸二

酸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的磨斑直径为 ０ ８８４ ｍｍ， 即苯

甲酸钛基脂的抗磨效果优于癸二酸钛基脂。

图 ５　 钛基脂的摩擦因数和磨斑直径

Ｆｉｇ ５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

同时， 通过钛基脂极压性能测试获得 ２ 种钛基脂

的最大无卡负荷 ｐＢ均为 ８００ Ｎ。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得

出， 含苯环结构的钛基脂的抗磨性优越于癸二酸组分

的钛基脂， 而 ２ 种组分钛基脂的减摩特性相似， 极压

性能相同。
２ ３　 磨损机制分析

图 ６ 所示为 ２ 种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的磨斑表面形

貌 ＳＥＭ 照片。 由图 ６ （ｃ）、 （ｄ） 可知， 癸二酸钛基

脂润滑下钢球磨斑表面擦伤严重， 磨痕较宽； 由图

６ （ａ）、 （ｂ） 可知， 苯甲酸钛基脂润滑下钢球具有轻

微擦伤， 磨痕较窄， 摩擦表面较为光滑。 这与前文苯

甲酸钛基脂具有较好的抗磨效果的结论相一致。 ２ 种

钛基脂脂润滑下， 钢球的磨损特征均为黏着磨损。

图 ６　 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的磨斑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６　 ＳＥ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ｅａｓｅｓ

表 ２ 所示为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磨斑表面元素相对

原子含量对比。

表 ２　 磨斑表面相对原子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Ｓｐｕｔｔ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ｔ ／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 ／ ％　 　 　 　
Ｃ１ｓ Ｏ１ｓ Ｆｅ２ｐ Ｔｉ２ｐ Ｎ１ｓ

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０ ６１． ６１ ３０． ９７ １． ５９ ４． ３２ １． ５１

１２０ ２８． ３３ ４７． ０５ １０． ４１ １２． ４８ １． ７３

Ｓｅｂａｃｉｃ ａｃｉｄ ／ 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０ ７２． ６６ ２１． ２８ １． ５４ ２． ５６ １． ９６

１２０ ４７． ２３ ３６． ６６ ６． ４１ ８． １４ １． ５５

　 　 可见， 经溅射 ２ ｍｉｎ 后， 对应的特征峰强度， Ｃ
和 Ｎ 元素显著减弱， Ｏ、 Ｆｅ 和 Ｔｉ 元素均明显增强， Ｏ

元素和 Ｔｉ 元素的特征峰强度变化趋势说明了磨斑表

面存在化学反应， 并生成了含 Ｔｉ 的沉积膜， 并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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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基体渗透。 Ｆｅ 元素和 Ｃ 元素的变化趋势说明磨斑

表面被以吸附为主的定向排列的有机物分子包裹。 由

于 Ｎ 元素活性低， 在磨斑表面主要以吸附的污染源

存在。 溅射 ２ ｍｉｎ 后， 苯甲酸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磨斑

表面的 Ｔｉ 元素的特征峰强度增加量明显高于癸二酸

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磨斑表面的 Ｔｉ 元素的特征峰强度

增加量， 说明苯甲酸钛基脂润滑下磨斑表面形成的含

钛沉积膜厚度较厚。 这也证实了苯甲酸钛基脂的抗磨

性能优于癸二酸钛基脂的抗磨性能。 由相对原子含量

对比结果推测， 含 Ｔｉ 的沉积膜起到了较好的抗磨作

用。 同时， 在磨斑表面钛基脂的物理吸附防止了磨斑

微凸体相互贯穿的能力， 有效分开摩擦表面。
３　 结论

（１） 在相同基础油和添加剂前提下， 钛基脂的

摩擦学特性主要取决于钛皂分子结构。 苯甲酸钛基脂

的抗磨性能明显优于癸二酸钛基脂， 其原因之一为苯

甲酸钛基脂中的苯环结构在对摩中不容易发生摩擦化

学反应， 形成了定向排列的有机物分子层， 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 同时， ２ 种组分钛基脂的减摩效果相似，
极压性能相同。

（２） 钛基脂润滑下钢球的磨损形式为黏着磨损。
苯甲酸钛基脂具有较好的抗磨性能， 其主要原因是在

其润滑下， 磨斑表面形成了较厚的含钛的化学沉积

膜， 抑制了金属和金属的接触， 从而具有较好的抗磨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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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气缸套试样表面微造型技术和微纳米颗粒填充技术对缸套－活塞环摩擦副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在富油

和贫油 ２ 种工况下， 探究表面微造型和微纳米颗粒填充技术对摩擦副的摩擦因数和抗黏着磨损时间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明： 在富油工况下， 表面两端微造型和蛇纹石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气缸套试样的摩擦因数最小， 比机械珩

磨气缸套试样的摩擦因数降低了 １３ ９９％； 在贫油工况下， 表面全部微造型和蛇纹石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气

缸套试样的抗黏着磨损时间最长， 比机械珩磨气缸套试样的抗黏着磨损时间延长了 ８５ ７９％； 在试验过程中， 表面微

坑中的微纳米颗粒的溢出率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下降， 最后趋近于 ０。
关键词： 微造型； 微纳米颗粒； 摩擦因数； 摩擦磨损

中图分类号： ＴＢ３１； ＴＨ１１７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４－０１５０ （２０１７） ０２－０７７－０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ＸＵ Ｙｕｅｌｅｉ　 ＺＨＵ Ｘｉｎｈｅ　 ＸＵ Ｊｉｕｊｕｎ　 ＦＵ Ｊｉｎｇｇｕｏ　 ＹＡＮ Ｚｈｉｊｕｎ　 ＣＨＥＮＧ Ｄｏｎｇ　 ＭＡ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ａｌ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１６０２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ｓ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ｗ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ｉｌ⁃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ｉｌ⁃
ｒｉｃ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ｅ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ｍｏｌｙ ｍｉ⁃
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ｔｓ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１３ ９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ｈｏ⁃
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ｓｅｒｐｅｎ⁃
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ｍｏｌｙ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ｔｉｍｅ，ｉｔｓ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ｉｓ ８５ ７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ａｌ ｈｏ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ｓ，ｔｈｅ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ｔｅｒ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气缸套是内燃机工作环境最恶劣的零部件之一，
往往承受高温、 高压燃气的冲击和腐蚀以及活塞环的

往复摩擦作用［１］。 近年来， 科研人员对气缸套表面处

理技术［２－４］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国外， 德国和日本科

研人员都采用珩磨与激光技术复合加工， 利用激光烧

蚀在缸套内表面加工出独立微坑储油结构， 研究表

明， 具有规则分布的独立微坑结构的气缸套表面的摩

擦学性能比经过平顶网纹或松孔镀铬处理的气缸套表

面有很大的提高。 在国内， 科研人员对表面微造型的

研究相对较晚， 主要由高校实验室进行试验方向的探

索研究。 气缸套表面处理技术主要包括： 电镀技

术［５］、 激光淬火、 等离子处理［６］和缸套表面微造型处

理技术。 目前， 大量研究证明表面微造型处理可以大

大地提高摩擦副的摩擦学性能［７－８］。 本文作者在气缸

套试样表面微造型处理的基础上， 向表面微坑中填充

具有减摩耐磨作用的微纳米颗粒， 利用摩擦磨损试验

探究填充微纳米颗粒是否可以进一步起到减摩耐磨

效果。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气缸套和活塞环试样

试验所用缸套是硼磷合金铸铁缸套， 缸套内径为

１１０ ｍｍ。 试验中活塞环采用 ＰＶＤ 活塞环， 活塞环内

径为 ７０ ｍｍ， 外径为 １１０ ｍｍ， 厚度为 ３ ｍｍ， 对称桶

面结构， 以保证活塞环外表面与缸套内表面接触

均匀。
由于受后期制作摩擦磨损试验夹具的影响， 初期



将缸套通过线切割机进行加工， 首先在圆周方向 ９°
等分， 将整个缸套在圆周方向分成 ４０ 份， 然后切割
成长度为 ４３ ｍｍ 的扇形条状试样。 活塞环采用 ＰＶＤ
活塞环， 在圆周方向 １８°等分， 切割成扇形试样。

利用数控铣床在加工好的缸套试样内表面进行微
坑造型， 微坑的直径和深度均为 １ ｍｍ， 微坑间距离
为一倍微坑直径。 微坑造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缸套表面微坑三维形貌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ｏｐｏｆ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ｔｅｒ

１ ２　 微纳米颗粒

选取 ２ 种微纳米颗粒， 分别为蛇纹石和二硫化
钼。 蛇纹石［９］是含水的富镁硅酸盐矿物的总称， 具有
耐热、 抗腐蚀、 耐磨、 隔热等良好性能。 二硫化
钼［１０］被誉为 “高级固体润滑油王”， 是重要的固体润
滑剂， 特别适用于高温高压工况下， 其摩擦因数低、
硬度低， 适用的温度、 载荷和速度范围广， 而且附着
性、 抗压性、 抗腐蚀性和热稳定性优良， 可以长时间
保持润滑。

采用 ＢＴ⁃９０型激光粒度分布仪测量 ２ 种微纳米颗粒
粒度， 得出蛇纹石颗粒粒径小于 ３５５ ｎｍ 的颗粒占全部颗
粒的 １０％， 粒径小于 ４１３ ｎｍ 的颗粒占全部颗粒的 ５０％，
粒径小于 ４８６的颗粒占全部颗粒的 ９０％； 二硫化钼颗粒
粒径小于 ２０９ ｎｍ 的颗粒占全部颗粒的 １０％， 粒径小于

２４９ ｎｍ 的颗粒占全部颗粒的 ５０％， 粒径小于 ３０１ 的颗粒
占全部颗粒的 ９０％。 可见， 蛇纹石颗粒和二硫化钼颗粒
的粒径符合实验所要求的微纳米级别。

根据加工好的气缸套试样的尺寸， 使用特定的夹
具， 利用行星式球磨机将球磨后的微纳米颗粒填充到
气缸套试样表面的微坑中。
１ ３　 试验方案

试验方案见表 １。 其中， 缸套试样表面两端微造
型方案是： 造型区与未造型区的面积比为 １ ∶ ２ ∶ １，
蛇纹石和二硫化钼复合填充的质量比为 １ ∶ １。 根据
表 １ 试验方案进行摩擦磨损实验， 试验时间分别为
１２、 ２４、 ３６、 ４８、 ６０、 ７２ ｈ， 选取其中摩擦因数最小
方案组， 探索随着试验时间的延长缸套试样表面微坑
中微纳米颗向外溢出深度的变化。

表 １　 试验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序号 缸套试样微造型方案 填充微纳米颗粒

１ 表面全部微造型 蛇纹石

２ 表面全部微造型 二硫化钼

３ 表面全部微造型 蛇纹石和二硫化钼

４ 表面两端微造型 蛇纹石

５ 表面两端微造型 二硫化钼

６ 表面两端微造型 蛇纹石和二硫化钼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富油工况

富油状态的具体条件为： 在转速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温
度 １５０ ℃、 载荷 １０ ＭＰａ 下磨合期 ２ ｈ， 然后加载到目
标载荷 ３０ ＭＰａ， 继续运转 １０ ｈ。 期间供油方式一直
为过量供油， 供油量大约为 ０ １ ｍＬ ／ ｍｉｎ。

图 ２ 示出了表面全部微造型和表面两端微造型及
采用不同微纳米颗粒填充方式的气缸套试样对应的摩
擦因数曲线。

图 ２　 不同微纳米颗粒填充方式的微造型缸套试样的摩擦因数曲线

Ｆｉｇ 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ｆ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 ａｌｌ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 ｂｏｔｈ ｅ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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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２ 可知， ２ 种微造型方案对应的摩擦因数最

小的都是蛇纹石和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方

式。 将 ２ 个方案与机械珩磨方案进行对比，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可知， 加载到目标载荷 ３ ｈ 以后， 摩擦因数

趋于稳定， 其中减摩效果最好的方案为气缸套试样两

端微造型蛇纹石、 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 其

摩擦因数较机械珩磨方案降低了 １３ ９９％。

图 ３　 ２ 种优化方案与机械珩磨方案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ｈｏｎ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２ ２　 贫油工况

贫油工况的具体条件为： 在转速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温

度 １５０ ℃、 载荷 １０ ＭＰａ 下磨合期 ２ ｈ， 然后加载到目

标载荷 ３０ ＭＰａ， 继续运转 ３ ｈ。 在此期间供油方式一

直为过量供油， 供油量大约为 ０ １ ｍＬ ／ ｍｉｎ。 在采集

的摩擦力信号稳定后， 对试验断油处理， 并立即计

时， 一直到缸套试样表面发生严重的黏着磨损现象

（此时采集的摩擦力信号出现剧烈波动）， 将此时间

定为试样的抗黏着磨损时间。
图 ４ 比较了机械珩磨方案和微造型微纳米颗粒填

充方案的抗黏着磨损时间。

图 ４　 机械珩磨方案和微造型微纳米颗粒填充方案的抗黏着

磨损时间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ｈｏｎ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可见， 贫油工况下， 抗黏着磨损时间最长的为全

造型蛇纹石、 二硫化钼复合填充方案， 为 ２ ３７６ ｓ，
相比机械珩磨方案的 １ ２７４ ｓ， 抗黏着磨损时间提高

了 ８５ ７９％。
２ ３　 微纳米颗粒溢出率

选取缸套试样表面两端微造型蛇纹石、 二硫化钼

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方案， 在富油工况下， 分别对试

样进行 １２、 ２４、 ３６、 ４８、 ６０、 ７２ ｈ 磨损试验， 利用三

维共聚焦显微镜测量磨损后缸套试样表面微坑深度。
图 ５、 ６ 分别示出了微纳米颗粒外溢深度和溢出

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可见， 试验时间超过 ４８ ｈ 以

后， 微纳米颗粒的外溢深度增长缓慢， 溢出率逐渐趋

近于 ０， 可以认为， 长时间摩擦磨损之后， 微坑中的

微纳米颗粒外溢到一定的程度后， 外溢速度极为缓

慢， 溢出率已接近为 ０， 可以认为微纳米颗粒停止向

外溢出。

图 ５　 微纳米颗粒外溢深度随试验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图 ６　 微纳米颗粒溢出率随试验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ｒａｔｉｏ ｗｉｔｈ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３　 减摩耐磨机制探究

３ １　 微纳米颗粒作用机制

在试验过程中， 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向外溢出，
在摩擦副之间起到 “微轴承” 作用［１１］， 将摩擦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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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 降低摩擦因数， 同时

可以起到 “微抛光” 作用， 使粗糙的摩擦副表面在

往复运动过程中变得光滑平整， 而且蛇纹石微纳米颗

粒可以补偿磨损造成的金属脱落。 由图 ７ 可以看出，
磨损后机械珩磨表面已经产生明显的塑性变形， 具有

较深的沟槽和拉痕， 产生疲劳破坏， 可认为是严重的

黏着磨损和磨粒磨损。 表面两端微造型和蛇纹石二硫

化钼复合填充气缸套试样磨损后的表面形貌只有轻微

划痕存在， 表面金属基本无脱落， 比较光滑平整， 可

认为是轻微磨损。 而且由图 ８ 可以看出， 磨损后试样

表面元素中出现了蛇纹石中的 Ｍｇ 元素， 验证了蛇纹

石微纳米颗粒的补偿作用。

图 ７　 磨损后试样的表面形貌图 （５００×）
Ｆｉｇ ７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５００×）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ｈｏ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ｂ） ｂｏｔｈ ｅ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８　 表面两端微造型和蛇纹石二硫化钼复合填充试样磨损后表面元素谱图

Ｆｉｇ ８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ｈ ｅ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 ｎａｎ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３ ２　 表面微造型作用机制

气缸套试样表面微坑具有储存润滑油的作用， 可以

在往复运动行程两端改善润滑条件， 当气缸套与活塞环

处于边界润滑时， 难以形成油膜， 微坑存储的润滑油向

外溢出， 起到润滑作用， 而且表面微坑可以收纳磨损过

程中会产生磨粒， 减轻摩擦副之间的磨粒磨损。
４　 结论

（１） 在富油工况下， 表面两端微造型蛇纹石、
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气缸套试样性能最优，
其摩擦因数为 ０ ０７９， 较机械珩磨试样的摩擦因数降

低了 １３ ９９％， 而且该试样磨损后的表面无深度划痕

出现， 只有轻微的磨损。
（２） 在贫油工况下， 表面全部微造型蛇纹石、

二硫化钼微纳米颗粒复合填充气缸套试样性能最优，
其抗黏着磨损时间为 ２ ３６７ ｓ， 抗黏着磨损时间较机

械珩磨延长了 ８５ ７９％。
（３） 表面微坑中的微纳米颗粒的溢出率随着时

间的延长而逐渐下降， 当时间超过 ４８ ｈ 后， 溢出率

逐渐趋近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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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固两相流广泛存在于水利、 化工、 航空、 建材

和能源等工业领域， 如钻井液携岩、 河水携砂、 泡沫

排砂和流化床等， 而流体系统中高速运动的颗粒经常

冲击叶片、 泵、 阀门和管道等工业过流部件， 由此发

生壁面材料的失重和损坏， 造成材料和设备的性能下

降、 预期寿命缩短等问题， 这种磨损现象称之为冲蚀

磨损［１－２］。 据不完全统计， 冲蚀磨损占工业生产磨损

破坏总数的 ８％， 是导致材料失效的主要行为之

一［３－４］。
火炮经长期训练使用后， 驻退液中含有大量形状

和大小不等的固体颗粒， 在火炮后坐和复进运动期

间， 这些颗粒会对内部零件壁面进行反复强力冲击，

产生冲蚀磨损现象， 其结果直接会引起后坐距离过

长、 速度过大， 影响驻退机的工作性能。 因此， 正确

认识液固两相流场冲蚀磨损对火炮驻退机合理设计与

故障诊断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由于火炮后坐时间极短， 结合目前的测试技术来

看， 很难对驻退液内部固体颗粒的流动特性进行测

量。 本文作者根据某火炮驻退机结构特征建立简化模

型， 基于 ＦＬＵＥＮＴ 中 ＤＰＭ 液固两相流模型对驻退机

内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得到了内部腔室各流场参量

分布并获取冲蚀颗粒的运动轨迹， 结果表明此方法能

够较为真实地描述驻退机内部两相流场流动情况。
１　 理论分析

１ １　 驻退机冲蚀磨损机制

研究的对象为某型火炮节制杆式驻退机， 其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火炮射击时， 炮身在炮膛合力作用下带

动驻退杆一起后坐， 工作腔中的驻退液受驻退杆活塞



挤压， 沿活塞流液孔分成两股， 其中主流高速通过

节制杆与节制环形成的环形间隙通道进入非工作腔，
同时由于驻退杆的不断被抽离， 非工作腔会出现真

空。 支流通过调速筒曲折通道、 驻退杆内壁沟槽流进

复进节制腔［５］。 由于液固交界面和液体内部存在摩擦

阻力以及复杂流道引起的流速突变会产生惯性阻力，
从而在驻退液高速流动过程中， 产生按一定规律变化

的液压阻力， 并不可逆地消耗大部分后坐动能， 起到

缓冲制动效果［６］。 与此同时， 驻退机工作过程具有高

压、 高速、 高雷诺数、 大行程等特点， 使复杂流道内

各流场参量变化剧烈， 并伴随有撞击、 漩涡、 二次

流、 收缩、 分离、 扩张、 自由液面、 冲蚀以及空化等

复杂现象， 大大增加了驻退机内流场研究难度［７］。

图 １　 节制杆式驻退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ｏｄ ｔｙｐｅ ｒｅｃｏｉ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火炮后坐过程中， 驻退液会高速流过环形流道，
对节制环表面瞬间造成强力冲击， 使节制环表面产生

塑性变形， 且变形区域会随着火炮使用频次增加而扩

大。 当变形体的应变达到临界值后便会剥离出来， 形

成不规则的细小金属碎屑， 混入驻退液中并随之一起

高速运动， 撞击内部零件壁面， 造成切削和犁沟现象，
并会加速碎屑量的积累， 壁面受冲击次数也逐渐增加，
长此以往， 形成恶性循环， 冲蚀磨损越来越严重。 其

结果直接会导致后坐过长， 后坐速度过大， 影响驻退

机的工作性能， 进而影响火炮整体的战斗性能。
１ ２　 ＦＬＵＥＮＴ 离散相模型

由于 ＦＬＵＥＮＴ 中的离散相模型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ＰＭ 模型） 采用的是欧拉－拉格朗日方法，
对颗粒与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 颗粒的体积分数对于

连续相的影响都未加以考虑， 故其只适用于离散相非

常稀薄的流动， 也就是说离散相的体积分数一般要小

于 １０％ ～１２％， 但颗粒的质量承载率可以大于 １０％ ～
１２％ ， 即离散相质量流率不小于连续相［８］。

此外， 对于具有明确定义的入、 出口边界条件流

动问题， 大多使用稳态拉格朗日离散相模型， 而在处

理封闭体系内连续相中无限期悬浮颗粒流问题， 例如

搅拌器、 混合器、 流化床等， 则多用非稳态颗粒离散

相模型。

经过对该型火炮驻退液样本进行测量分析， 发现

其中所含固体颗粒的体积分数 Ｖ≤２％。 故采用 ＦＬＵ⁃
ＥＮＴ 中的非稳态颗粒离散相模型对驻退机冲蚀问题

进行研究。 在该模型中， 驻退液作为连续相求解时均

Ｎ⁃Ｓ 方程， 固体颗粒作为离散相求解运动平衡方程。
数值模拟过程中， 离散相与连续相之间会进行质量、
动量和能量等数据信息的传递。

在 ＦＬＵＥＮＴ 中， 通过对拉氏坐标系下的颗粒运动

微分方程进行积分可以求解离散相颗粒的轨道。
离散相颗粒的作用力平衡方程如下：

ｍｐ

ｄｕｐ

ｄｔｐ
＝Ｆｄ＋Ｆｖｍ＋Ｆｐ＋ＦＢ＋ＦＭ＋ＦＳ （１）

式中： ｕｐ 为颗粒速度； Ｆｄ 为颗粒的阻力； Ｆｐ 为压力

梯度力； Ｆｖｍ为颗粒的附加质量力； ＦＢ 为 Ｂａｓｓｅｔ 力；
ＦＭ 为 Ｍａｇｎｕｓ 旋转升力； ＦＳ 为 Ｓａｆｆｍａｎ 升力。

颗粒的阻力 Ｆｄ 表示为

Ｆｄ ＝ＣＤ

πｒ２ｐ
２

ρ ｕ－ｕｐ （ｕ－ｕｐ） （２）

式中： ＣＤ 为阻力系数； ｒｐ 为球状颗粒半径； ρ 为流体

密度； ｕ 为流体相速度。
压力梯度力 Ｆｐ 表示为

Ｆｐ ＝ －Ｖｐ
∂ｐ
∂ｘ

（３）

颗粒的附加质量力 Ｆｖｍ是指由颗粒周围流体加速

而引起的附加作用力， 其可以表示为：

Ｆｖｍ ＝
１
２
ρＶｐ

ｄ
ｄｔ

（ｕ－ｕｐ） （４）

式中： Ｖｐ 为颗粒的体积。
Ｂａｓｓｅｔ 力 ＦＢ 表示为

ＦＢ ＝ ３
２
ｄ２

Ｐ πρｕ∫ｔ
－¥

ｄｕ
ｄτ

－
ｄｕｐ

ｄτ
ｔ － τ

ｄτ （５）

Ｍａｇｎｕｓ 旋转升力 ＦＭ 的计算存在 ２ 种情况， 一种

是颗粒只在静止连续相中旋转， 计算公式为

ＦＭ ＝ １
３
πｄ３

ｐρｕω （６）

另一种则是颗粒随连续相运动并转动， 旋转升力

计算公式为

ＦＭ ＝ １
８
πｄ３

ｐρω （ｕ－ｕｐ） （７）

Ｓａｆｆｍａｎ 升力 ＦＳ 是由于横向速度梯度 （剪切层流

动） 引起的， 表达式为

ＦＳ ＝ １．６１ μρ ｄ２
ｐ（ｕ－ｕｐ）

ｄｕ
ｄｙ

（８）

ＦＳ 的表达式只适用于低雷诺数流动， 而驻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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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流场属于高雷诺数流动， 故可以忽略 Ｓａｆｆｍａｎ 升力

作用。
２　 驻退机模型建立及验证

２ １　 驻退机模型简化

由于驻退机液固两相流场属于三维非定常高雷诺

数湍流场， 存在运动边界和高速真空射流等情况。 为

降低数值计算难度， 在保留驻退机实际结构和主要特

征的基础上， 对模型进行适当简化［９］， 如图 ２ 所示：
（１） 将三维轴对称流动简化成二维轴对称流动，

既提高了计算效率又保证了精度；
（２） 将调速筒液流孔简化成环形通道， 倾角保持

不变， 并保留节制杆实际尺寸， 将驻退杆活塞套按照

局部压力损失相等原则简化成环形通道， 将非工作腔

底部简化成含有小口的端盖， 并设置出口压力为 ０；
（３） 选取流域中某轴对称平面作为流场计算区

域， 采用分区划分网格和网格动态层变相结合的方

法。 驻退机内边界条件全部设置为 ｗａｌｌ， 通过导入由

实测后坐数据编写的 ｐｒｏｆｉｌｅ 文件驱动边界运动并更新

动区域网格。 其中动区域内采用规则的四边形结构网

格， 通过控制网格疏密程度， 使流场变化剧烈区域和

壁面网格区域更加精细。 对于不规则形状的静区域则

采用三角形非结构网格， 利用逐边取点和局部加密方

法提高网格质量。 动区域和静区域之间设置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交界面进行数据交换。

图 ２　 驻退液网格模型

Ｆｉｇ ２　 Ｇｒ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ｃｏｉｌ ｆｌｕｉｄ

２ ２　 数值模拟方法

由于这些固体颗粒的形状、 大小、 数量和材料属

性并不相同， 所以在综合考虑仿真计算效率和工程应

用实际的基础上， 对固体颗粒类型及参数设置作出如

下假设：
（１） 由于驻退机内大部分零部件材质为钢， 因

此将离散相设为钢质金属球状颗粒， 直径设置为 １００
μｍ， 密度为 ７ ８００ ｋｇ ／ ｍ３；

（２） 设置颗粒类型为惰性颗粒， 金属颗粒初速

度为 ０， 驻退液温度为标准温度 １５ ℃；
（３） 金属颗粒流的运动起始时间稍为滞后， 设

置为 ０ ００４ ｓ， 停止时间为 ０ ２２ ｓ。
为使模拟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 在数值仿真时不

设置入口边界条件， 而是基于该型火炮在气温 １５ ℃、
０°射角、 全装药条件下的实弹射击试验， 利用实测的

后坐速度数据编写 Ｐｒｏｆｉｌｅ 文件， 作为模型运动边界

条件， 驱动边界运动［１０］。 同气温条件下， 将驻退液

设为不可压缩黏性流体， 密度为 １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 动力黏

度为 ０ ０２ Ｐａ·ｓ 。 计算采用一阶隐式非耦合算法，
分别在时空间上进行离散求解。 采用 ＲＮＧ ｋ⁃ε 湍流模

型， 扩散项、 压力项采用二阶中心差分格式进行离

散， 动量项采用一阶迎风格式离散， 湍动能、 湍流耗

散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离散， 压力速度耦合方程则采

用 ＳＩＭＰＬＥＣ 算法求解。 松弛因子取值兼顾收敛状况

和计算速度， 故设置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为 ０ ２，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为

０ ４，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为 ０ ６。 在考虑边界运

动速度和最小网格高度的基础上， 时间步长选择为

５×１０－５ｓ， 整个迭代次数为 ４ ０００， 计算时间为 ０ ２ ｓ。
２ ３　 仿真结果验证

由于该型火炮驻退机流液孔在非工作腔一侧， 因

此不便直接用压力传感器获取工作腔压力数据。 为

此， 使用一种间接获取压力数据的方法对模拟结果的

准确性进行了检验。 该方法首先对火炮后坐位移量的

实测数据进行拟合， 来修正传统反后坐计算模型， 拟

合过程中选取主流液压阻力系数 Ｋ１ 作为变量， 最终

Ｋ１ 取值为 １ ２２， 继而用修正后的模型计算出驻退机

工作腔压力， 并以此作为近似实际压力。 大量实践表

明， 该方法在参数取值合理情况下是可行的。 图 ３ 对

数值模拟得到的工作腔压力曲线和间接计算得到的近

似实际压力曲线进行比较。

图 ３　 工作腔模拟压力与实际压力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由图 ３ 不难看出， ２ 种方法得到的压力曲线较为

接近。 引起偏差的主要原因， 除了仿真过程中模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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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数值计算带来的误差外， 还有经修正的反后坐计

算模型本身所包含的误差。
通过以上对比验证， 证明本文作者建立的驻退机

两相流场模型及采用的数值方法， 其计算精度基本能

够满足工程需要， 可以为驻退机相关设计及诊断提供

一定参考。
３　 模拟结果分析

利用 ＣＦＤ⁃ＰＯＳＴ 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 图 ４ 给出

了工作腔和复进节制腔压力曲线。 可以看出， 工作腔

压力曲线在 ０ ０３５ ｓ 时达到最大值 ２５ ９ ＭＰａ， 驻退机

此时处于后坐加速阶段， 驻退液受到活塞剧烈挤压，
液流速度逐渐增大， 当进入非工作腔和复进节制腔

后， 工作腔压力开始下降。 由于杆后坐式驻退机后坐

过程中， 由壁面驱动液体流动， 继而带动冲蚀颗粒前

进， 故时间上冲蚀颗粒速度峰值稍滞后于液流速度峰

值， 同时液流速度滞后于驻退机后坐速度。

图 ４　 工作腔和复进节制腔压力曲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图 ５ 给出了不同时刻驻退液压力云图。 可以看

出， 由于节制环与节制杆间的环形流液孔属于突缩流

道区域， 此处对后坐能量转化与消耗作用非常明显，
流道突缩使驻退液流速急剧上升， 压力下降， 但该区

域很快被后续高速液流填充， 故区域压力变化不大。

图 ５　 不同时刻驻退液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ｉ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图 ６ 给出了不同时刻驻退液流速矢量图及流线

图。 可以看出， 随着液流高速入射到非工作腔， 且后

坐过程中驻退杆不断抽出， 入射液流不足以填补腔内

急剧增大的空间， 故非工作腔内容易出现真空。

图 ６　 不同时刻驻退液速度流线及矢量图

Ｆｉｇ 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ｌｏｗ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ｉ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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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给出了不同时刻驻退液涡流黏度云图。 可以看

出， 后坐过程中， 高速入射的液流在腔内冲击混合形成

高涡黏度的涡流， 占据较大空间， 并维持腔内低压状

态。 通过这一过程驻退液压力、 速度下降， 温度升高，
将火炮后坐动能转化为液流内能， 最终达到耗能制动目

的。 事实证明， 这与驻退机后坐实际情况相符。

图 ７　 不同时刻驻退液涡流黏度云图

Ｆｉｇ ７　 Ｅｄｄｙ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ｉ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图 ８ 给出了离散相颗粒运动轨迹图。 可以看出，
固体颗粒随着高速液流通过环形流道， 对零件表面造

成瞬时强力冲击， 使表层材料产生塑性变形， 当应变

达到临界值后便会剥离脱落形成不规则的金属碎屑，

混入驻退液中并随之一起运动， 进入非工作腔， 其轨

迹随液流呈涡旋状。 长此以往， 形成恶性循环， 内部

零件壁面出现切削和犁沟现象， 冲蚀磨损越来越严

重， 并最终会引起驻退机性能退化。

图 ８　 离散相颗粒运动轨迹图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４　 结论

在分析火炮反后坐装置原理和冲蚀磨损发生机制

的基础上， 基于 ＦＬＵＥＮＴ 中 ＤＰＭ 液固两相流模型对

驻退机后坐过程中复杂流场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 得

到了内流场各参量的瞬态分布数据， 并描绘出冲蚀颗

粒的运动轨迹， 结果表明本文作者提出的方法能较为

真实地反映驻退机两相流流场运动规律， 为驻退机冲

蚀磨损分析和结构优化设计提供有力依据。
（下转第 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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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适用于活塞环－气缸套的摩擦性能试验机加热系统， 能够使得摩擦实验条件更接近真实的内燃机工作

环境。 基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的瞬态热分析， 与电热片相比， 以加热带作为加热系统加热元件， 能够使得试件得到均

匀的加热， 且加热带的柔性也使得加热带能够易于敷设在具有型面的缸套表面上。 基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的稳态热分

析表明， 加热带的设计选择应当考虑到加热带存在的热损失。 对加热系统的温度控制与加热系统总体方案进行设计，
设计的加热系统可以实现对内燃机摩擦性能试验更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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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磨损试验机是开展摩擦学科学研究不可缺少

的实验装备， 从早期美国润滑工程师协会 （ＡＬＳＥ）
编著的 “摩擦磨损装置” 公布过许多种摩擦磨损试

验装置以来， 国内外的许多科研机构在不断地推进着

摩擦磨损试验机设计和研制的进展， 许多新技术被引

入到摩擦磨损试验机中。
由于内燃机现在仍是不可替代地使用在国民经济

许多行业， 也包括许多国防工业中， 对内燃机技术的

改进仍在不断地走向深入。 活塞环—气缸套作为内燃

机中一对重要摩擦副， 其摩擦学特性对内燃机的动力

性、 可靠性及耐久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摩擦磨损

状况也与内燃机的使用寿命密切相关， 同样， 活塞环
－缸套摩擦学试验机是开展摩擦学研究和验证研究结

果必须具备的实验装备［１－５］。
现有的活塞环－缸套摩擦学试验装备许多都是在

冷态下进行试验， 或者不具备稳态的加热试验条件，
而很多科研都已经考虑了热与摩擦的耦合。 例如杨俊

伟和于旭东［６］在研究活塞裙部润滑计算分析时考虑了

活塞热变形， 文献 ［７－９］ 在研究内燃机部件系统时

都考虑了摩擦与热的耦合影响， 所以在活塞环－缸套

摩擦学试验装备上设置稳定加热的热源系统已经是非

常必要的选择了。
本文作者在结合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的热分析基

础上， 选择和设计能够适用于内燃机摩擦性能试验装

置的加热系统。
１　 试验机总体构成及加热系统设计要求

缸套－活塞环摩擦试验机由加热系统、 往复直线

运动系统、 载荷加载系统、 润滑油供给系统、 摩擦力



采集系统等 ５ 个部分组成。
在活塞环－缸套摩擦副中， 缸套为往复运动的部

件， 摩擦副之间的加载是施加在活塞环上。 选择缸套

作为被加热的部件， 设计的加热系统布置在汽缸套部

分圆弧片的下方。 为了模拟高温环境， 加热系统的技

术指标要求能够达到 ２００ ℃， 要求能够对缸套加热均

匀， 加热的敷设适合缸套试件的圆柱型型面， 在整个

试验过程完成稳定的加热和温度控制。
２　 加热方案的选择

在加热系统加热方案选择上， 一种方案为传统的

加热片加热， 另一种为电加热带加热。 其中， 加热片

加热功率较大， 绝缘性差， 形状一旦确定就很难改

变； 而电加热带加热， 绝缘性好， 有一定的柔软性，
可以敷设在加热物体表面上， 但加热功率不如加热片

大。 下文通过 ＡＮＳＹＳ 热分析做对比， 对 ２ 种方案进

行选择。
２ １　 电加热片加热的瞬态热分析

以空气环境温度为 ２０ ℃计算， 按照电加热片 ２０
Ｗ ／ ｃｍ２ 的热流量作用， 缸套的其他表面与空气接触，
发生热对流作用， 热对流系数为 １０ Ｗ ／ （ｍ２·Ｋ）。 建

立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 进行瞬态热分析， 缸套温度

场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电热片加热的试验缸套片温度场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ｒ ｈ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缸套上的温度绝对值之差已经

超过 １００ ℃， 整个试件上加热结果很不均匀， 这样不

利于模拟试验。 此外， 在不考虑热损失的情况下， 缸

套加热温度变化与时间成正比， 也即随着时间的增

长， 温度不断升高。
２ ２　 电加热带加热的瞬态热分析

按照电加热带 ２ Ｗ ／ ｃｍ２ 的热流量作用， 缸套其

他表面与空气接触， 发生热对流作用， 环境温度为

２０ ℃。 建立有限元模型， 进行 ＡＮＳＹＳ 进行瞬态热分

析， 温度场分布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加热带加热的试验缸套片温度场分布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ｒ ｈ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缸套的温度绝对值之差不超过

３ ℃， 加热比较均匀， 加热的结果有利于模拟试验。
对于缸套上的某一点来说， 仍然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温度不断增长。 因此需要进行温度的控制， 否则， 过

高温度会导致试件失效。
２ ３　 加热方案的确定

电加热片虽然功率高达 ２０ Ｗ ／ ｃｍ２， 但加热时使

得温度场分布不均匀， 甚至可能造成绝对值超过 １００
℃的温度差， 对底座进行加热， 将会导致试验的不准

确。 在热分析中也发现要达到预定温度的加热时间比

较长， 因此消耗的功率增加。
电加热带对气缸套进行加热， 加热均匀， 试件温

度场的温差小于 ３ ℃。 虽然其加热功率小， 最高只能

达到 ２ Ｗ ／ ｃｍ２， 但由于试件面积不大， 且加热均匀，
加热时间反而比电加热片快， 符合经济性、 快速性的

要求。
由于恒功率电加热带形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并

且绝缘性能好， 适应在试验机内的环境工作， 因此选

择加热带作为加热系统元件对试件进行加热。
３　 电加热系统构成设计

３ １　 系统构成与稳态热分析

电加热带加热温度均匀、 安装简单、 使用方便、
安全可靠， 可以直接敷设在缸套下方加热， 最高加热

温度能够满足试验机的加热温度要求。
根据试验机的使用环境， 保温结构为四周环绕

型， 选择岩棉作为保温材料。 其工作温度为 ６５０ ℃，
导热系数为 ０ ０４４ Ｗ ／ （ｍ·Ｋ）， 而且不易变形、 抗水

性以及抗酸性较强， 能够达到试验机的保温要求。
建立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 最终进行稳态热分析，

计算结果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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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缸套试件温度场及横截面的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有限元热分析的温度场如图 ３ （ ａ） 所示。 可见

保温过程中的保温效果理想， 保温层能达到预定的目

标。 横截面的保温效果如图 ３ （ｂ） 所示， 结果显示

岩棉在给定的温度下， 能够达到预期的保温效果。
３ ２　 电加热带热损失的计算

在加热的过程中， 会有热损失的现象存在， 特别

是在保温时， 如果加热功率太小， 就可能造成不能满

足热平衡维持温度的要求， 因此需要进行热损失的

计算。
由传热计算手册可知：

Ｐ失 ＝
２π （ ｔ加热－ｔ环境）
２

ｄｎ×ａ
＋Σ

ｎ

ｉ＝ １

１
λ ｉ

ｌｎ
ｄ ｉ

ｄ ｉ－１

（１）

式中： Ｐ失 为在工作温度和工作电压下电加热带的损

失功率， Ｗ ／ ｍ； ｔ加热为要求维持的温度，℃； ｔ环境为环

境温度，℃； ｄ ｉ 为管线的第 ｉ 层保护层外径， ｄ ｉ－１ ＝ ｄ０

时， 为第一层保温材料的内径， ｍ； λ 在工作温度和

工 作 湿 度 下 第 ｉ 层 保 温 材 料 的 导 热 系 数，
Ｗ ／ （ｍ·Ｋ）； ａ 为表面导热率， Ｗ ／ （ｍ２·Ｋ）。

按加热温度最高到 ２００ ℃， 因此 ｔ加热 ＝ ２００ ℃；
环境温度取 ｔ环境 ＝ ２５ ℃； 管线宽度取 ｄ０ ＝ １５ ｍｍ； 表

面导热率 ａ ＝ １０ Ｗ ／ （ｍ２·Ｋ）； 只有一层保护层， 因
此 λ１ ＝ ０ ０４４ Ｗ ／ （ｍ·Ｋ）； ｄ１ ＝ ５０ ｍｍ； ｄ０ ＝ １５ ｍｍ。
将上述参数值代入到公式 （１） 计算得到：

Ｐ失 ＝ ３４ ６７ Ｗ ／ ｍ
３ ３　 电加热带的选择

根据所计算的热损失 Ｐ失， 相应计算加热功率，
从而选择电加热带， 使

Ｐ发≥ｋ×Ｐ失 （２）
式中： ｋ 根据经验选取 ｋ＝ １ １５～１ ２； Ｐ发 为在工作温

度和工作电压下电加热带的发热功率， Ｗ ／ ｍ； Ｐ失 为

在工作温度和工作电压下电加热带的损失功率，
Ｗ ／ ｍ。

Ｐ＝ １．１５×３４．６７ Ｗ ／ ｍ＝ ３９．９ Ｗ ／ ｍ
由此选择 ＪＦＢ⁃４０ ／ ２Ｊ 型恒功率电加热带。
ＪＦＢ⁃４０ ／ ２Ｊ 型电加热带的单位长度发热量是恒定

的， 即额定功率 ４０ Ｗ ／ ｍ， 当使用的恒功率电加热带

越长， 它的输出功率也就越大， 加热速率也就越快。
其他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 ２２０ Ｖ， 电气强度 ２ ２００
Ｖ ／ ｍｉｎ， 绝缘电阻 Ｒ≥５０ ＭΩ ／ ｈｍ， 绝缘层材料 Ｆ４６，
单电源最大使用长度 ８０ ｍ。
４　 温度控制设计与加热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采用 ５１ 单片机作为温控系统， ＰＴ１００ 铂电阻温

度传感器采集温度信号， 经过放大电路， 由模数变换

模块 ＡＤＣ０８０４， 将温度的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
温度的数字信号到达 ５１ 单片机与预设温度值做比较，
再依据控制算法， 实现对电加热带的加热或停止加热

的控制。
加热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加热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Ｆｉｇ 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５　 结论

（１） 基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的瞬态热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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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加热带的加热方式能够实现在试件上均匀的加

热， 比起电热片更有利于实验； 由于是均匀加热， 加

热带的加热也能够较快分达到所需的温度， 且加热带

的柔性使得加热带能够易于敷设在具有型面的缸套表

面上。
（２） 基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的稳态热分析表

明， 设计选择加热带时应当考虑热损失。 具有升温功

能的摩擦学试验机可以实现对内燃机摩擦性能试验更

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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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油液辅助分析管理软件在仪器数据识别和采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提出基于配置化实现开发

通用的仪器数据信息采集到程序方法， 并设计相应的配置工具， 提高配置信息设定的便捷程度。 该方法通过设定配置

表灵活对应仪器数据， 用相对简单精炼代码实现油液分析仪器的数据自动采集； 该方法在仪器数据的来源格式变动、
数据的精度位数调整、 增加新的仪器设备等情况下， 都不需对程序进行修改， 提高了软件的灵活性； 该成果已经成功

应用到了实际的项目当中， 效果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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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润滑油进行状态分析进而判断机械设备的

运行状态是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领域的重要分支

之一［１］。 该工作的第 １ 步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对应油

样的相关状态值， 这离不开各种分析仪器设备。 随着

该工作的深入开展， 相应的分析仪器设备也越来越

多。 每类设备进行润滑油分析后提供的数据格式、 内

容上都不相同， 如何更方便地实现数据的采集、 传输

和保存就非常有研究价值。 刘杰［２］针对目前船舶动力

设备故障诊断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相互分离

状态的现状， 构建一个分布式的船舶动力设备故障诊

断的资源环境， 在这个资源环境下能共享诊断数据、

案例和知识， 并利用数据挖掘等技术从中提炼出新的

诊断判据。 但文献 ［２］ 提出的辅助分析系统虽然实

现了数据自动采集到识别过程方法， 但仪器数据的格

式识别过程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相关文献中都是采

用每类仪器设备一个固化的接收处理函数的做法， 这

样的做法具有无法适应仪器设备数据格式的变动， 增

加新仪器设备后必须重新修改程序等弊端［３－５］。 本文

作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提出了一套基于配置思想

的通用化处理方案， 可以有效解决这类问题。
１　 仪器数据的特征分析

要进行仪器数据采集， 首先需要分析仪器数据的

格式特征， 本文作者对典型润滑油分析仪器的数据格

式特征进行了分析， 以提炼形成其共性特征。 常用的

油液分析仪器大约有 １０ 多种类型， 每类下面又有具

体的型号。 对这些常见仪器数据进行分析， 选取有代

表性的仪器数据格式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　 油样光谱分析仪数据格式示例

Ｆｉｇ １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ｓ ｄａｔａ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２　 傅里叶分析仪数据格式示例

Ｆｉｇ ２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ｓ ｄａｔａ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３　 运动黏度仪数据格式示例

Ｆｉｇ ３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 ｄａｔａ ｓａｍｐｌｅ

为了显示更直观， 在图 １—３ 中将每个需要获取

的信息子单元用下划线进行了示例标识。 对这些仪器

数据分析后发现具有如下格式特征：
（１） 仪器分析数据基本以文本字符串的形式，

有的仪器是每个油样分析后单独输出一串字符或单独

写到一个文本文件中； 有的仪器是在一个文件中输出

多个油样分析的数据；
（２） 仪器数据字符串中需要的内容都可以用有

限层次的分割符号进行拆解。 如首先用回车换行进行

拆解为多行， 再对每一行用特定字符进行拆解， 再根

据拆解后的位置就可以对应到需要的数据；
（３） 拆解后的最小字符单元中可能还需要丢弃

一部分不需要的字符， 如油样光谱分析仪的数据。
２　 数据采集的常规方法

２ １　 手工输入

最传统的获取仪器数据到辅助分析管理软件的做

法就是手工输入。 工作人员在仪器界面上抄写输出的

数据， 人工辨别各个参数的含义， 再手动输入到软件

界面进行保存。 这种方式的缺点十分明显： 工作量

大、 效率低； 而且对工作人员有相当高专业要求， 必

须具备能够识别数据的能力； 手工输入很容易出现人

为错误， 所以这种方式已经逐步被淘汰。
２ ２　 固化的自动采集

为解决人工输入的麻烦， 文献 ［６］ 中介绍了基

于固化流程的数据格式自动识别和采集方法。 该方法

是目前绝大部分仪器数据采集系统所采用的方法， 其

工作流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固化的数据采集流程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虽然这种方法程序编写简单， 但处理逻辑具有如

下几个主要的缺点：
（１） 无法适应仪器数据格式的变动， 因为只要

涉及到信息提取， 都需要进行数据格式拆解， 在这种

处理逻辑中， 拆解后的数据对应下标都是在程序代码

逻辑中固定的， 因此如果格式变化就必须修改程序；
其示例代码一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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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Ｒｏｗ Ｉｔｅｍ （＂ Ｆｅ＂ ） ） ＝ ＳｐｌｉｔＡｒｒ（４）
ｔｅｍｐＲｏｗ Ｉｔｅｍ （＂ Ｃｒ＂ ） ） ＝ ＳｐｌｉｔＡｒｒ（５）
……
可以明显看出， 其代码中， 类似 ４、 ５ 这样的下

标是固定的， 如果来源格式顺序变了， 程序就一定要

进行对应修改。
（２） 固化的逻辑下， 不支持对增加的新仪器数

据进行采集， 而必须由软件开发方对程序功能进行扩

展修改后， 再分发新的程序版本才能支持新仪器；
（３） 需要为每个仪器编写单独的处理函数， 代

码编写的工作量大；
（４） 需要人工确认数据格式拆解后的单元元素

位置， 放大了出错的概率；
（５） 无法方便地修改需要数据的小数位数。

３　 基于配置方法的仪器数据自动采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作者提出一种基于配置

方法的仪器数据自动采集到方法， 其处理流程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基于配置信息的数据自动采集运行框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１　 配置信息

该处理方法的核心是基于配置信息， 配置信息是

指对仪器数据格式中的每个不能再拆解的数据元

（对应图 １—３ 中的每个下划线） 设定其从整个字符

串中拆解的分割字符顺序， 每次拆解后对应的数据下

标， 最终要保存到的目前数据表及字段等信息。
为了保存配置信息， 需要创建包含如表 １ 所示信

息字段的存储表格， 表格的字段及示例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配置设定信息表示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仪器编码 存储表名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小数位数 分割符设定 下标设定

１０ 光谱分析 油样编号 字符 换行； 空格 １； ３
１０ 光谱分析 Ｆｅ 数值 ３ 换行； 空格 ２； ２
１０ 光谱分析 Ｃｒ 数值 ３ 换行； 空格 ２； ３

　 　 该配置信息是以图 １ 为例进行描述的， 分割符设

定可以是只有 １ 层也可以有多层。 “换行； 空格” 这

个设定信息则表明需要 ２ 层分割： 第 １ 层分割时利用

换行符号 （对应 ＡＳＣＩＩ 码为 １０）， 第 ２ 层分割符为空

格。 当数据需要更多层次的分割时， 只需依次在后添

加分隔符设定即可。 “下标设定” 字段则与 “分割符

设定” 字段配合使用， 示例中表 １ 的第 ２ 行“１； ３”，
表示用第 １ 层分割符进行拆解后取第 １ 个拆解后的子

部分， 再将第 １ 个子部分用第 ２ 层分割符号拆解， 再

取第 ２ 次拆解后的第 ３ 子部分。 “字段类型” 字段则

用于描述拆解后获取的最小信息单元的类型是什么，
如果是数字类型的， 则需要将最小信息单元中非该类

型的字符去除。 如对图 １ 所示例的数据， 按照表 １ 所

设定信息的第 ２ 行进行拆解， 获得的最小信息单元为

字符串 “０ ７５３ ０１５ ４Ｃｒ”， 但该字段为数值类型， 因

此程序会将 “Ｃｒ” 这字符去掉， 只保留 “０ ７５３ ０１５
４”。 对数值类型的字段， 则 “小数位数” 设定信息

决定了读取后的数据如何进行四舍五入的操作， 以示

例数据为例， 则最终获取后保存的数据为 “０ ７５３”。

“存储表名” 和 “字段名” 则设定了获取的信息最后

保存到数据库的什么位置。
３ ２　 配置设定工具

虽然配置信息的设定表示比较简单， 但如果这个

配置信息由人工来输入的话仍然比较繁琐不方便。 本

文作者设计了一个配置设定工具， 其操作界面如下图

６ 所示。 利用该工具， 可以在已经获得的特定仪器一

个数据样本的基础上， 很方便地设定分割符号及对应

的下标设定。 程序先设定第 １ 层分割符， 再点击 “拆
分选定行” 按钮， 就可以根据设定将信息拆分并显

示在一个列表， 再点击选择行， 则自动将其行号添加

到下标设定列表中去， 再依次对选定行根据第 ２ 层设

定进行拆分， 同样会将拆分内容添加到这个列表， 再

点击需要的行， 添加到 “下标设定” 列表。 最后将

“分割符设定” 及 “下标设定” 拼接成字符串的形式

进行保存。 第 ２ 层分割设定的操作界面如图 ７ 所示。
因此， 该工具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数据根据分割符进行

逐层拆解的功能， 这个功能模块在后续的仪器数据提

取识别中就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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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配置设定工具界面示例 １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１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 ７　 配置设定工具界面示例 ２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２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３ ３　 程序流程

系统的主要实现思想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充分论

述， 但做成一个真实的系统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如

果增加新的仪器设备， 如何自动在后台创建数据库表

格； 如何根据设定信息自动创建界面； 如何将自动创

建的界面元素与要执行的函数进行动态绑定。 这些主

题在文献 ［６－８］ 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文中就

不进行展开说明。 只是在实现的配置工具中包含了这

些功能模块。 系统在启动过程中需要根据图 ８ 流程自

动创建界面， 这是为了支持新增加仪器设备的情况。

图 ８　 程序启动时执行流程图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在程序启动后， 将特定仪器数据识别读取到数据

库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函数进行处理， 而不需要根据

仪器类型编写多个函数， 其流程图如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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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基于配置信息对仪器数据自动采集流程图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流程中， 根据表 １ 所示的配置信息， 需要有一

个综合整个表多字段的配置分割字符串， 形成优化读

取策略的过程， 而不能每个字段信息都从最初的字符

串进行拆解。 即可能减少拆解字符串的过程。 以加快

程序效率。 当然， 根据目前计算机的配置， 这个效率

时间基本可以不用考虑。 本文作者利用 Ｖｂ ｎｅｔ２０１０
工具语言进行了程序实现， 该语言针对字符串对象提

供了 Ｓｐｌｉｔ 函数， 可以方便地根据设定字符进行字符

串的分解， 分解好的子字符串会放置到一个字符串数

组， 以供后续使用。 因为篇幅关系， 在此就不列出相

关代码。
３ ４　 程序示例

根据这一思路及算法， 已经在某油液分析中心实

验室信息处理软件中进行成功应用。 图 １０ 是程序的

运行界面示例。

图 １０　 程序界面示例

Ｆｉｇ １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图 １０ 中， 每个分页页签对应一个仪器的数据采

集， 其页签的个数是根据从配置表中读取的信息动态

创建界面加载的， 参数设定页则用于对配置信息进行

配置调整。
４　 结论

针对目前油液分析辅助处理软件在提取分析仪器

数据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提出了一种基于配置思

想的通用分析仪器数据提取保存的方法， 并在实际系

统研发中成功应用。 该方法能由用户自行修改调整配

置信息以适应仪器来源格式的变化， 能通过配置工具

增加新的配置设定以增加对新仪器数据采集提取的支

持， 能设定数据的有效位数等， 而不需要对程序进行

修改， 保证了程序的稳定， 提高了系统的扩展性和方

便性。 该方法还可以在同类型的应用场景下应用， 有

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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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款新型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 将泡沫金属作为磁流变液的存储载体， 使磁流变液封存在阻尼腔

中， 解决传统阻尼器造价高和密封难的问题； 采用在端盖两端设置铜片的设计方法， 对磁路中的磁力线走向进行改

进， 对其磁场进行有限元仿真， 仿真结果表明其磁场分布均匀， 证明结构设计合理。 将设计的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

用于抑制悬臂梁的振动控制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响应迅速， 可控阻尼性良好， 体现了泡沫

金属磁流变阻尼器用于半主动控制方面的优势。
关键词： 泡沫金属； 磁流变阻尼器； 减振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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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ｍａｇｎｅｔｏ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ｍｐｅｒ．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ａｍｐｅｒ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ｍｐｅｒ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 ＰＩＤ 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ｄａｍｐｅｒ，
ａｎｄ ａ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ｂｅａｍ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ａｍ
ＭＲＦ ｄａｍｐ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ａｍ ＭＲＦ ｄａｍｐｅｒ ｈ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ｍｉ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ｔａｌ ｆｏａｍ；ｍａｇｎｅｔ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ａｍｐｅ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机械工程领域里都无法避免振动造成的影响， 阻

尼器的应用可以大大降低工程应用中振动带来的损

害， 因此， 将阻尼器运用在设备减振方面已经成为重

要的研究课题［１］。 磁流变液是一种在磁场作用下可以

转为半固体的智能材料， 并且这一转变是瞬时可逆

的， 利用这一优良的阻尼特性制成阻尼器， 具有结构

简单、 响应迅速、 能耗低、 智能可控等优良特性， 因

此， 磁流变阻尼器用于减振已经成为阻尼器减振控制

的研究热点。 磁流变阻尼器是一种半主动控制器件，
容易实现半主动控制， 在汽车悬挂系统、 桥梁工程、

土木工程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２－３］。
传统的磁流变阻尼器是将磁流变液存储在阻尼腔

里， 这对阻尼腔的密封性要求较高， 且磁流变液造价

昂贵， 阻尼腔空间大， 磁流变液用量大， 造成阻尼器

造价高， 难以推广［４－５］。 针对传统磁流变阻尼器的密

封和造价问题， 本文作者利用泡沫金属为储液载体，
设计加工了一款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６－７］， 这款

阻尼器结构简单、 成本低、 响应迅速， 容易推广应

用。 同时， 利用 ＬａｂＶｉｅｗ 编写了 ＰＩＤ 控制程序， 与设

计的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组成一套半主动控制减振

系统， 并用其对悬臂梁进行了实验， 收到了很好的减

振效果。
１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及其工作原理

１ １　 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结构

设计的阻尼器采用的是双出杆对称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主要由活塞、 缸筒、 泡沫金属、 线圈和磁流变

液构成。 线圈缠绕在活塞杆上， 泡沫金属与缸筒壁紧



密接触， 缸筒壁上开有小孔用于填充磁流变液， 端

盖与缸筒之间有铜垫片隔磁。 根据其工作条件， 设计

的阻尼器的工作间隙为 １ ｍｍ， 泡沫金属厚度为 ２
ｍｍ， 活塞有效作用面积长度为 ２０ ｍｍ， 线圈缠绕的

宽度为 ５０ ｍｍ， 缸筒厚度为 １０ ｍｍ， 工作活塞直径为

３８ ｍｍ， 活塞杆直径为 １６ ｍｍ， 其中线圈直径 ０ ５
ｍｍ， 匝数 １ ６３５ 匝。 设计的阻尼器装配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结构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ａｍ ＭＲＦ ｄａｍｐｅｒ

图 ２　 阻尼器实物图

Ｆｉｇ 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ａｍ ＭＲＦ ｄａｍｐｅｒ

１ ２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的工作原理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与传统阻尼器的工作原

理大致相同， 不同的是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的磁

流变液存储在泡沫金属中。 如图 ３ （ ａ） 所示， 当线

圈不通电流时， 活塞与缸筒之间磁场强度为 ０， 磁流

变液存储在泡沫金属中， 活塞可左右自由移动。

图 ３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ａｍ ＭＲ ｆｌｕｉｄ ｄａｍｐｅｒ

　 　 如图 ３ （ｂ） 所示， 当线圈通以电流时， 活塞与

缸筒之间有磁场产生， 由于磁场的作用， 磁流变液沿

磁场方向从泡沫金属里析出， 阻碍活塞移动， 达到吸

能减振的效果。
１ ３　 有限元仿真分析

仿真的软件为 ＡＮＳＹＳ １３ ０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的 Ｍａｇｎｅ⁃
ｔｏｓｔａｔｉｃ 模块。 由于模型具有对称性， 取其 １ ／ ４ 进行分

析。 三维模型如图 ４ 所示， 网格化分如图 ５ 所示， 采

用四面体单元， 共有 ４９ ６１４ 个， 总计 １６７ ２４８ 个节

点， 且单元平均质量约为 ０ ８。
图 ４　 磁场仿真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４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９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图 ５　 网格划分结果

Ｆｉｇ ５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仿真的泡沫金属为 Ｎｉ， 间隙为 １ ｍｍ， 激励电流为

１ Ａ， 仿真结果如图 ６ 和图 ７ 所示。 可以看出， 磁场强

度在工作间隙中分布均匀， 研制的阻尼器结构合理。

图 ６　 总磁感应强度

Ｆｉｇ ６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 ７　 工作间隙中磁感应强度

Ｆｉｇ ７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ａｐ

２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特性研究

２ １　 ＰＩＤ 半主动控制程序实现

２ １ １　 ＰＩＤ 控制模块

图 ８ 所示是一个自主编制的子 ＶＩ， 由 ７ 个输入

端子和 ３ 个输出端子构成， 其原理是根据 ＰＩＤ 控制基

本原理［８］， 将输入数据进行比例、 积分和微分运算，
然后输出一组控制参数到下一个 ＶＩ。

图 ８　 ＰＩＤ 控制模块

Ｆｉｇ ８　 ＰＩ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１ ２　 控制信号输出模块

图 ９ 所示为自主编制的子 ＶＩ， 由 ３ 个输入端口

和 ２ 个输出端口组成， ＰＩＤ 控制子 ＶＩ 输出的控制参

数作为此 ＶＩ 的输入参数， 根据这些参数与原始数据

对比后输出一个控制电压信号， 从采集卡输出端口

输出。

图 ９　 控制信号输出模块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ｍｏｄｕｌｅ

２ １ ３　 控制系统主程序

图 １０ 程序由数据采集和处理、 ＰＩＤ 控制以及输

出等模块构成， 是测试系统最主要的模块。 程序运行

顺序为： 数据采集和处理模块负责将采集卡采集的信

号进行滤波处理， 然后将数据以图表的方式显示出来

并存档； 接着 ＰＩＤ 控制模块把上一模块处理好的数

据进行 ＰＩＤ 运算， 并输出控制参数； 最后控制信号输

出模块对上一模块的控制参数作出响应并通知采集卡

输出相应的信号， 通过功率放大器将采集卡的控制信

号输出至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的线圈上， 控制磁

场产生阻尼， 从而实现半主动控制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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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振动控制实验系统程序框图

Ｆｉｇ １０　 ＰＩＤ 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ｏａｍ ｍｅｔａｌ ＭＲ ｄａｍｐｅｒ

２ ２　 性能测试系统组成及原理

图 １１ 为测试系统的实物图， 测试系统由计算机、
底座、 信号发生器、 激振器、 力传感器、 支架、 采集

卡、 悬臂梁、 加速度传感器、 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

器和功率放大器组成； 悬臂梁与激振器、 力传感器直

接相连， 力传感器与阻尼器相连接， 采集卡输出的控

制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器后输送至阻尼器的线圈中。 其

工作原理为： 利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激励信号， 激振器

接受到信号后， 迫使悬臂梁随着信号频率振动； 悬臂

梁末端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将悬臂梁的振动情况通过采

集卡传输到电脑里； 利用 ＬａｂＶｉｅｗ 软件， 就可以观察

到悬臂梁的振动情况， 同时程序还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 输出一个 ＰＩＤ 控制信号； 由于控制信号比较小，
利用功率放大器将控制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处理， 将放

大的信号用来控制阻尼器； 阻尼器将对悬臂梁的振动

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可以实现半主动控制。

图 １１　 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半主动控制实验装置

Ｆｉｇ １１　 Ｆｏａｍ ｍｅｔａｌ ＭＲ ｄａｍｐｅｒ ｏｆ ｓｅｍｉ⁃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ｖｉｃｅ

３　 实验与分析

搭建并调试好测试系统， 先打开 ＬａｂＶｉｅｗ 程序，
利用信号发生器输入 一个正弦信号； 利用软件的使

能结构使控制算法模块失效， 做一次实验； 然后使控

制算法模块正常运行， 做一次实验； 将 ２ 次实验的数

据进行存档。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将 ２ 次采集的数据绘制出来， 得

到如图 １２、 图 １３ 所示结果， 其中， 图 １２ 是未加入控

制算法时的振动衰减图； 图 １３ 为加了控制算法时的

振动衰减图。
图 １２　 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未加控制算法模块的振动

Ｆｉｇ １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ａｍ ｍｅｔａｌ ＭＲＦ ｄａｍｐ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８９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图 １３　 泡沫金属磁流变阻尼器在加入控制算法时的振动

Ｆｉｇ １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ａｍ ｍｅｔａｌ ＭＲＦ ｄａｍｐ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从图 １２ 可以看到， 激振器关闭后， 悬臂梁在

２ ５～４ ５ ｓ 自由衰减， 振动位移峰值从 ４ ５ ｍｍ 开始

衰减， 之后趋于稳定值。 图 １３ 中， 在同样时间时关

闭激振器， 控制算法模块作用时， 悬臂梁在 ３ ６ ｓ 左

右就达到了稳定值。 对比图 １２、 １３ 可以看出， 没有

控制算法模块作用时， 悬臂梁最大振幅为 ４ ５ ｍｍ 左

右； 有控制算法加入时， 悬臂梁的最大振幅仅为 ２ ５
ｍｍ 左右。 有控制算法作用比没有作用时， 其响应时

间缩短了 ４５％， 而振幅减少了 ４４ ４％。
４　 结论

（１） 利用泡沫金属能够储存磁流变液的特点，
研制一款新型磁流变阻尼器， 具有造价低密封性好等

优点。
（２） 在泡沫金属磁流变液阻尼器的基础上， 设

计搭建一套半主动控制系统， 用于结构的减震控制。
实验证明了设计的半主动控制系统对悬臂梁的振动有

很好的抑制作用， 并且响应迅速， 减震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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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滤谱法中滤膜上磨粒分布不规则， 不易区分铁磁性颗粒和非铁磁性颗粒的问题， 设计一种磁滤谱仪，
它在原油液检测滤谱仪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自动运动控制机构， 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在下过滤端安装永磁铁， 使油

样中的铁磁性颗粒能在滤膜上沿磁力线方向分布。 通过有限元方法确定该磁滤谱仪的磁场强度和磁场方向。 实验结果

表明， 磁滤谱仪制备的滤膜上的铁磁性颗粒沿磁力线分布， 能很快地区分出铁磁性颗粒和非铁磁性颗粒， 提高了铁磁

性颗粒和非铁磁性颗粒区分的准确度，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可信度。
关键词： 磨粒； 铁磁性颗粒； 磁滤谱仪； 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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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油液监测是现代设备状态监测体系中重要的一部

分， 通过离线检测和在线监测 ２ 种手段对设备中油样

进行定期送样检测和实时在线监测， 根据油样的各种

关键状态参数和磨粒大小、 形状、 种类等， 优化设备

的维护、 维修周期， 减少维修费用， 优化换油周期，
提高设备的安全性、 可靠性， 大大降低设备停机维修

所带来的损失。 统计表明［１］， 全球每年需要花费数十

亿美元更换因润滑失效导致的磨损及失效的零部件。
磨粒分析是离线检测和在线监测中不可或缺的，

在故障诊断和分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铁磁性

颗粒的测量是磨粒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反映设

备磨损程度， 被国内外广泛应用［２］。 目前常用的离线

铁磁性颗粒监测方法主要有铁谱分析法、 光谱分析

法、 铁量检测法［３］、 磁塞检测法、 滤谱分析法等。 铁
谱分析法［４］能观察磨粒形貌， 铁谱技术及各种铁谱仪

的出现弥补了油液监测技术在磨粒分析上的短板， 使

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５－６］， 但

该方法存在制谱过程复杂且不能定量分析的缺点； 发



射光谱法［７］ 检测速度快、 重复性好， 但对 １０ μｍ 以

上的大磨粒不敏感； 磁塞法不能定量测量； 滤谱法磨

粒分布杂乱， 也不能定量测量［８］。
针对滤谱法中滤膜上磨粒分布不规则， 不易区分

铁磁性颗粒和非铁磁性颗粒， 且制备滤膜过程复杂等

问题， 本文作者在滤谱仪中引入磁极和重新设计其机

械结构， 设计出一种磁滤谱仪， 不仅提高了实验时的

工作效率， 并且能够快速准确地区分出铁磁性颗粒和

非铁磁性颗粒。
１　 磁滤谱仪的设计

１ １　 设计要求

（１） 传统的滤谱仪 （如图 １ 所示） 在放滤膜、
取滤膜， 上下端面夹紧以及抽滤、 清洗等都需人工操

作， 耗时长且操作复杂。 为提高工作效率， 设计的磁

滤谱仪包含了运动控制系统， 用 ５１ 单片机控制步进

电机实现了操作的半自动化。
（２） 为了使滤膜上的铁磁性颗粒能沿磁力线方

向分布， 应在过滤装置适当的位置安装磁场强度合适

的永磁铁， 并且结构要合理紧凑。

图 １　 滤谱仪

Ｆｉｇ １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１ ２　 技术关键点

（１） 永磁铁安装和选择： 要求确定最合适的磁

力大小和磁力方向， 达到铁磁性颗粒在滤膜上明显沿

磁力线分布的目的。
（２） 各部件链接： 要求尺寸适中， 链接件之间

紧凑易安装。
（３） 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要求控制运动的电

机使过滤装置上下端面能完美吻合。
２　 机械结构设计

２ １　 整体结构设计

离线实验室用的传统滤谱仪具有结构简单、 直观

易操作等优点， 但体积过大， 上下过滤端面的吻合和

夹紧， 滤膜的取放、 清洗等都需要人工完成， 尤其是

滤膜的取放需要有一定操作经验的人员才能完成， 并

且取放过程中容易导致滤膜破裂。 针对这些问题， 本

文作者设计了全新的机械结构， 包括上下压紧模块、
旋转清洗模块、 过滤孔数目以及各零部件的合理链

接， 并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各部件的机械强度、 刚度、
疲劳度进行了分析和优化， 而且通过 Ｐｒｏ ／ Ｅ 运动仿真

功能对整个机械结构进行了运动仿真， 最终确定的结

构形式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整体机构三维视图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主轴驱动装置由步进电机、 传动齿轮、 滚珠丝杆

轴承和传动轴承座组成； １ 模 ５５ 齿传动齿轮固定于

步进电机上， １ 模 ７０ 齿从动齿轮固定于主轴上， 主

轴由滚珠丝杆轴承和传动轴承座固定。
主轴驱动机构位于过滤箱 １ 内， 清洗池 ２ 和下滤

端 ６ 由 Ｍ３ 螺丝固定于过滤箱上平面， 上滤端连接件

４ 与上滤端 ５ 硬链接， 共同链接与上壳体 ３ 内的上下

驱动机构上。 过滤时， 上滤端连接件 ４ 和上滤端 ５ 在

上下驱动机构的带动下和下滤端 ６ 进行压紧密封； 清

洗时， 上壳体 ３、 上滤端连接件 ４ 和上滤端 ５ 在主轴

驱动结构的带动下旋转至清洗池 ２ 内进行清洗。
２ ２　 上下过滤端面结构设计

上下过滤端设计是滤谱仪结构设计的核心。 如图

３ 所示。 如图 ３ （ ａ） 所示， 上过滤端由上过滤端面

１、 过滤孔 ２ 和观察窗 ３ 组成， 其中 ８ 个过滤孔 ２ 规

格为宽 ３ ｍｍ、 长 ６ ｍｍ、 深 ８０ ｍｍ， 圆角为 １ ｍｍ 的

通孔， 孔与孔之间相隔 ８ ｍｍ， 同时， 过滤孔内表面

要求光滑易清洗。 油样由进样器注入过滤孔 ２ 内，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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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稀释剂稀释， 观察窗 ３ 表面贴有 ８ 块透明有机玻

璃， 可用来观测不同样品是否抽滤完成。 如图 ３ （ｂ）
所示， 下过滤端由抽滤通孔 １、 下过滤端面 ２、 支撑

壁 ３、 磁铁槽 ４ 组成， 其中抽滤孔 １ 是与图 ３ （ａ） 中

的过滤孔 ２ 形状尺寸一样的吻合孔， ３ 个磁铁槽 ４ 分

布在抽滤孔两侧， 并安装磁力强度为 ０ ６８Ｔ 的永磁

铁， 支撑壁 ３ 采用铝合金材料， 下过滤端面 ２ 厚度为

０ ５ ｍｍ。

图 ３　 上下过滤端三维视图

Ｆｉｇ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ａ） ｕｐｐｅｒ； （ｂ） ｂｏｔｔｏｍ

上过滤端与下过滤端组件图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上下滤端装配图

Ｆｉｇ 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２ ３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运动控制系统主要有旋转运动控制系统和上下直

线运 动 控 制 系 统 组 成。 选 用 ＳＴＣ 公 司 生 产 的

ＳＴＣ１２Ｃ５Ａ６０Ｓ２ 型号的单片机； 驱动板选用 ＴＢ６５６０
型号的 ４２ ／ ５７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总体实现

框图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运动控制逻辑图

Ｆｉｇ ５　 Ｌｏｇ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　 磁力计算

机械磨损磨粒的粒度在 １０－１ ～１０２ μｍ 这个数量级

之间， 且悬浮在油样中。 因此要求磁滤谱仪产生足够

强的磁场作用力， 使小至亚微米级的磨粒从液体样品

中沉积下来， 并且使磨粒被拉伸为沿磁力线分布。 由

磁学原理可知， 一个相当于一个分子的微粒在三维磁

场空间中某点所受的磁场作用力 ｆｓ 应为

ｆｓ ＝（ｍ·ε）Ｂ （１）
式中： ｍ 为该微粒在磁场中被磁化后的磁偶极距； Ｂ
为微粒所在点的磁感应强度 （统称磁通密度）； ε 为

符号矢量， ε＝
∂
∂ｘ

，
∂
∂ｙ

，
∂
∂ｚ{ } 。

据此， 若只研究磨粒在磁场中垂直向下 （即 ｚ 方
向） 的沉积问题， 式 （１） 可改写为

ｆｓ ＝ｍ·
∂Ｂ
∂ｚ

（２）

式中： ｍ 为磁偶极矩 ｍ 的大小；
∂Ｂ
∂ｚ

为磁场 Ｂ 在微粒

所在点沿直角坐标系中垂直方向 ｚ 的梯度值。
根据 ｍ＝ χ·Ｈ 和 Ｂ＝μ·Ｈ 有：

ｆｓ ＝
χ
μ
·Ｂ·

∂Ｂ
∂ｚ

（３）

式中： χ 为磁化率； μ 为磁导率； Ｂ 为磁场的磁通密

度。
在磁滤谱技术中， 所需沉积的是具有一定体积的

颗粒， 而不是只具有一个磁偶极矩的分子微粒。 因此

它被磁化后的总磁矩Ｍ 应是各微粒磁矩之和， 即Ｍ＝
∑ｍ， 引 入 单 位 体 积 的 磁 化 系 数———体 磁 化 率

ｋ ∑ｍ ／ Ｖ＝ ｋ·Ｈ( )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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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Ｖ·∑ｍ ／ Ｖ＝Ｖ·ｋ·Ｈ＝ ｋ
μ
·Ｖ·Ｂ （４）

将式 （４） 带入式 （２）， 得到一个不可忽略其体

积大小的颗粒在磁场中所受磁场作用力应为：

ｆｓ ＝
ｋ
μ
·Ｖ·Ｂ·

∂Ｂ
∂ｚ

（５）

式中： ｋ 为颗粒的体磁化率； μ 为磁导率， 它们均由

颗粒的材料所决定。
从式 （５） 不难看出， 当颗粒的材质和大小确定

时， 为了使其受到足够大的磁场作用力而能从油样中

被分离出来， 就必须产生一个 Ｂ 和
∂Ｂ
∂ｚ

值都足够强大

的高梯度磁场。
４　 磁滤谱仪实际效果验证

４ １　 图像效果验证

选用具有代表性的风机齿轮箱内美孚 ３２０＃齿轮

油进行检测， 分别由实验室现有的传统滤谱仪和设计

的磁滤谱仪进行过滤， 并对各自所得滤膜在铁谱显微

镜下进行观察， 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可以看出， 由磁滤

谱仪所制取的滤膜在显微镜下明显地看到铁磁性颗粒

能沿磁力线方向分布 （见图 ６ （ｃ） ）， 而传统的滤谱

仪所制取的滤膜在显微镜下显得杂乱无章， 分布无规

律性 （ 见 图 ６ （ ａ ） ）， 相 比 铁 谱 图 像 （ 见 图 ６
（ｂ） ） 来说， 不能使大颗粒和小颗粒分开沉积。

图 ６　 图像效果对比图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ｂ） 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４ ２　 工作效率对比

传统的滤谱仪在制作样品前需要对圆形滤膜进行

逐一分离， 并分别放置在过滤端连接处， 通过夹具加

紧上下过滤筒的方式来完成密封， 然后由抽气泵抽滤

样品并清洗滤膜， 从而完成滤膜的制备。 制备好的滤

膜用镊子夹起， 放在载玻片上在铁谱显微镜下观察。
滤谱仪在结构上采用五联模式， 一次抽滤能完成 ５ 个

样品滤膜的制备。
新设计的磁滤谱仪只需先将长条状滤纸放入设计

的夹具内， 移至下过滤端的卡槽内， 上下过滤端夹

紧， 此后的抽滤和清洗都在运动机构带动下完成。 滤

膜制备完成后连同夹具一起移至铁谱显微镜下观察。
采用用传统滤谱仪和新设计的磁滤谱仪完成一个样品

滤膜的制备所需的平均时间对比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滤膜制作效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仪器 准备滤膜时间 过滤端面夹紧密封时间 取样加样时间 取下滤膜时间 清洗时间 共计

传统滤谱仪 ３ ｓ １０ ｓ １５ ｓ ２ ｓ ５ ｓ ３５ ｓ
磁滤谱仪 １ ｓ ２ ｓ ５ ｓ ０．５ ｓ １ ｓ ９．５ ｓ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使用新设计的磁滤谱仪制备样 品滤膜所需的平均时间仅为传统滤谱仪的 ２７％。
（下转第 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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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摩擦热流耦合分析模型， 针对货车 ３５２２２６Ｘ２⁃２ＲＺ 型滚动轴承密封罩压装过程建立过盈连接有限元分

析模型， 得出密封罩温度场、 塑性应变、 最大接触应力和最大等效应力等， 与前期的弹塑性分析结果进行比对， 发现

摩擦热流耦合分析模型更加符合生产实际。 分析压装速度对密封罩温度场、 塑性应变、 最大接触应力和最大等效应力

的影响规律， 并获得最佳压装速度。 分析结果表明， 密封罩与轴承外圈压装过程中， 随着压装速度的增加最高温度、
密封罩塑性变形、 最大接触应力和最大等效应力均增大。 通过 ＹＮ⁃２ 型密封罩压装测扭矩机进行密封罩压装实验， 实

验结果验证理论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关键词： 密封罩； 摩擦热流耦合； 压装速度； 压装力； 压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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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ｆｌｏｗ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ｒｅｓ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铁路货车运行安全作为我国铁路向重载、 高速目
标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滚动轴承密封罩的脱落问题已
成为导致铁路货物运输过程中车辆热轴故障增多的重
要原因， 滚动轴承密封罩压装工艺的研究已迫在眉
睫。 洛阳轴承 （集团） 公司的孙金花等［１］ 提出轴承
密封罩脱落的原因是， 密封罩圆形偏差导致密封罩在
压装后受到的圆周压应力增大， 超过密封罩材料的屈
服极限， 导致密封罩局部向内凹陷， 从而引起脱罩；
铁道部驻西安车辆验收室的左红磊［２］认为， 密封罩与
轴承外圈配合的过盈量是影响其压装质量的关键因
素； 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的孙传印［３］通过铁路货
车运输信息监测系统得出密封罩压装工艺存在的不

足。 国外对于轴承密封罩压装工艺的研究还未见相关
报道。 目前对于轴承密封罩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制造
工艺和检测工艺方面， 其理论研究特别是其压装参数
的理论研究未见相关报道。

本文作者以货车 ３５２２２６Ｘ２⁃２ＲＺ 型滚动轴承密封
罩压装过程为例， 以防脱罩为目标， 根据 《铁路货
车车轮轴组装、 检修及管理规定》 ［４］ 对密封罩的压装
速度进行研究。 由于密封罩与轴承外圈是过盈配合，
并且密封罩压装速度较快， 压装力较大， 因此， 首先
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 对其压装过程建立了
摩擦热流耦合计算模型， 把分析结果和文献 ［５］ 的
弹塑性分析结果进行比对， 得出摩擦热流耦合计算模
型更加合理的结论， 并进一步分析压装速度对密封罩
温度场、 塑性应变、 最大接触应力和最大等效应力的
影响规律， 从而获得合理的压装速度。 最后在 ＹＮ⁃２
型密封罩压装测扭矩机上进行密封罩压装实验， 进一



步验证理论分析结果。
１　 理论分析模型

在密封罩与轴承的压装过程中， 密封罩相对轴承
滑动， 这个过程中能量的耗散必然使得轴承与密封罩
的接触面产生摩擦热， 摩擦热将引起密封罩和轴承的
温度升高， 这种温升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它将导致材
料的热力耦合参数发生改变， 同时会造成材料的软
化， 影响材料的应力、 应变及应变率。

Ｔｃ ＝ Ｔｂ ＋ Ｔｆｍａｘ （１）
式中： Ｔｃ、 Ｔｂ、 Ｔｆｍａｘ 分别表示界面温度、 试验温度、
最大瞬时闪温［６］。

接触区摩擦热是引起密封罩和轴承温度升高的主要
因素之一， 对于过盈配合过程中接触区的摩擦热来说，
其计算较多采用全滑动摩擦模型 （库伦摩擦模型）。

ｆ（ｘ） ＝ μｐｘ （２）
式中： μ 为滑动摩擦因数； ｐｘ 为密封罩与轴承外圈接

触区的单位接触力［７］。
因此， 摩擦表面输入的热流密度 ｑ（ｘ， ｙ， ｔ） 表

达式为
ｑ （ｘ， ｙ， ｔ） ＝ μｐ （ｘ， ｙ， ｔ） ｖ （ｘ， ｙ， ｔ） （３）

式中： ｐ （ ｘ， ｙ， ｔ） 为摩擦表面上的 接 触 压 力；
ｖ （ｘ， ｙ， ｔ）为物体的移动速度。

在直角坐标系下， 物体 Ａ 和物体 Ｂ 的热传导方
程表达式［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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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 ｃ、 ｋ 分别为物体的密度、 比热容、 热导率；
Ｔ 为物体温度； ｔ 为物体滑行时间。

密封罩的压装力可以表示为

ｐ＝ ｐｆＳ （５）
式中： Ｓ 为轴承外圈和密封罩的接触面积， 且对于压

装接触面来说， Ｓ＝ ２πａｌ， 其中 ａ 为配合面半径， ｌ 为
密封罩 Ｙ 方向上的位移， 假设轴承密封罩的压装过

程为速度为 ｖ 的匀速压装过程， 则 ｌ ＝ ｖｔ； ｆ 为滑动摩

擦因数。
密封罩压装力表示为

ｐ＝
πδｆｖｔ

ａ２＋ａ′２

Ｅ１ ａ２－ａ′２( )
＋ ａ２＋ｂ２

Ｅ２ ｂ２－ａ２( )
－
μ１

Ｅ１

＋
μ２

Ｅ２

（６）

式中： δ 为过盈量 （ｍｍ）； ａ′为密封罩内半径； ｂ 为

轴承外圈外半径； Ｅ１、 Ｅ２ 分别为密封罩与轴承外圈

材料的弹性模量 （ＭＰａ）； μ１、 μ２ 分别为密封罩与轴

承外圈的泊松比。
２　 有限元分析模型

轴承外圈采用的是轴承钢 ＧＣｒ１５， 其密度为

７ ８１０ ｋｇ ／ ｍ３， 弹性模量为 ２０７ ＧＰａ， 泊松比为 ０ ３，
比热 容 为 ７２９ Ｊ ／ （ ｋｇ ·℃）， 热 导 率 为 ３３ ６ Ｗ ／
（ｍ·℃）， 热膨胀系数为 １２ ５ × １０－６℃ －１； 密封罩采

用的是 ０８Ａｌ 类钢， 密度为 ７ ８００ ｋｇ ／ ｍ３， 弹性模量为

２０７ ＧＰａ， 泊松比为 ０ ３。 材料的本构方程参数见表

１， 密封罩材料的热导率及热膨胀系数见表 ２。

表 １　 材料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 本构方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 Ａ ／ ＧＰａ Ｂ ／ ＧＰａ Ｃ ｎ ｍ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 ｔ ／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 ｔ ／ ℃
ＧＣｒ１５ ２．４８２ １．４９８ ０．０２７ ０．１９ ０．６６ １ ４００ ０

０８Ａｌ 类钢 １．２９６ ９ ４．８７４ ０ ０ ０．１９ ０ １ ４００ ０

表 ２　 密封罩材料的热导率及热彭导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温度 Ｔ ／ ℃ 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热导率 ｋ ／ （Ｗ·ｍ－１·℃ －１） ６５．３１ ６０．２９ ５４．８５ ５４．８５ ４５．２２ ４１．０３ ３６．４２

热膨胀系数 β ／ （１０－６℃ －１） － １１．５８ １２．６１ １３．０１ １３．６３ １４．１８ １４．６４

　 　 本文作者对分析模型进行了适当的简化， 且只对

轴承外圈端部建立模型。 由于密封罩和轴承外圈都是

轴对称结构， 故密封罩和轴承外圈的单元类型定义为

四节点四边形双线性非协调轴对称单元 ＣＡＸ４Ｉ， 其回

转轴为 Ｙ 轴。 密封罩直径为 ϕ１７９ ４＋０ １０
－０ １５的上端面只可

以沿 Ｙ 轴方向平动， 其余 ５ 个自由度全部约束， 轴承

外圈底面的 ６ 个自由度全部约束。 密封罩与轴承的过

盈量为 ０ １５ ｍｍ， 压装的初始温度值为 ２５ ℃， 密封

罩的压装速度为 ０ １３ ｍ ／ ｓ， 具体结构尺寸和有限元

分析模型分别如图 １、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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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轴承外圈和密封罩结构尺寸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
（ａ）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 （ｂ）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 ２　 有限元分析模型

Ｆｉｇ 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３　 有限元分析结果

３ １　 摩擦热流耦合分析结果

３ １ １　 塑性应变

如图 ３ （ａ） 所示， 在整个装配过程中， 塑性应

变是呈上升趋势。 这是因为密封罩在从入口阶段进入

到牙口阶段， 密封罩与轴承外圈接触面积小， 在进入

牙口的过程中， 接触区域逐渐扩大， 密封罩与轴承外

圈相互挤压， 其等效应力、 接触应力及温度的变化幅

度大， 这个过程中密封罩的变形最为激烈， 故其塑性

应变的变化幅度也最大。 而当密封罩由牙口进入牙口

沟槽阶段后， 这时的压装关系已经相对稳定， 因此其

塑性变形的幅度也相对较小。

图 ３　 摩擦热流耦合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３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ｆｌｏｗ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ｂ）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３ １ ２　 接触应力

如图 ３ （ｂ） 所示， 接触应力先急剧增大， 再减

小， 然后再逐渐上升， 再减小。 这是因为密封罩在接

触轴承外圈初期， 密封罩与轴承外圈之间的接触面积

很小， 故产生了很大的接触应力； 之后， 接触区域材

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屈服， 接触压力下降， 接触应力

减小； 然后， 轴承与密封罩的接触关系趋于平稳， 随

着轴承与密封罩之间摩擦热的增加， 轴承与密封罩发

生了一定程度的热膨胀， 故接触压力也逐渐增大； 最

后， 由于牙口沟槽阶段的塑性应变大于牙口阶段， 同

时由于过盈压装不可恢复的特性， 此时密封罩的变形

量大于牙口阶段， 导致密封罩与轴承外圈的实际过盈

量是减小的， 因此， 此时接触应力减小。
３ １ ３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等效应力

如图 ３ （ｃ） 所示， 等效应力先急剧增大， 再持续

增大， 最后减小。 这是因为密封罩与轴承外圈接触初

期有一个强行滑动过程， 接触面之间的摩擦力、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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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表面剪切力由零迅速增加， 等效应力的大小也
呈突变状态； 之后， 由于摩擦热不断生成， 热应力也
不断增加， 因此等效应力也逐渐上升； 最后， 在压装
结束期间， 接触压力逐渐减少， 使得生成的摩擦热也
减少， 导致热应力减小， 所以在此期间等效应力减小。
３ ２　 与弹塑性分析结果比对

把摩擦热流耦合分析结果与文献 ［５］ 获得弹塑

性分析结果进行对比 （见表 ３）。 密封罩的许用应力
计算可根据静强度分析准则， 选用安全系数 Ｓ ＝ １ ５，

则 σ[ ] ＝
σｌｉｍ

Ｓ
＝ ４２０
１ ５

＝ ２８０ ＭＰａ［９］。 根据表 ３ 可知， 弹

塑性分析所得的最大接触应力和最大等效应力已超过
许用应力， 而实际压装实验表明密封罩未发生较大变
形或损毁， 故摩擦热流耦合分析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表 ３　 弹塑性分析与摩擦热流耦合分析的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ｆｌｏｗ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分析方法
塑性应变 ϕ ／ ％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最大接触应力 σｃ ／ ＭＰａ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最大等效应力 σｅ ／ ＭＰａ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弹塑性分析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７ ０．６５５ ５４１ ５１５ ６１１ ３０４ ３５３ ２９２
热力耦合分析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７ １０３．８０ ２０７．７０ ２０４．８０ ９４．７５ １４３．５０ １２６．２０

３ ３　 最佳压装速度

为了获得最佳压装速度， 选取压装速度分别为
０ １３、 ０ ２６、 １ ３， 同时将各速度对应的压装时间分
别设定为 ０ 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ｓ 来进行轴承密封罩压装
过程仿真， 所得的应力、 应变及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如图 ４—６ 所示， 具体分析数值如表 ４ 和 ５ 所示。

图 ４　 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５　 塑性应变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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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最大接触应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表 ４　 应力与应变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速度 ｖ ／
（ｍ·ｓ－１）

塑性应变 ϕ ／ ％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最大接触应力 σｃ ／ ＭＰａ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最大等效应力 σｅ ／ ＭＰａ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０．１３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７ １０３．８０ ２０７．７０ ２０４．８０ ９４．７５ １４３．５０ １２６．２０
０．２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９ １０９．１１ ２２１．５９ ２１８．８２ １００．２１ １５６．０９ １３４．３６
１．３ ０．０８８ ０．４２１ ０．５３０ １４８．００ ２７０．７０ ２６７．７０ １２４．２５ １９８．８０ １７０．７９

表 ５　 温度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速度 ｖ ／ （ｍ·ｓ－１）
最高温度 Ｔ ／ ℃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０．１３ ２８．５１ ３５．４６ ３９．１３
０．２６ ２９．９８ ３８．９６ ４２．９３
１．３ ３４．１５ ４７．８２ ５３．４１

３ ３ １　 温度
结合图 ４ 和表 ５ 可以发现， 密封罩与轴承外圈压

装过程中的最高温度随着压装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温
度增加幅度最高的阶段是牙口阶段， 并且压装速度越
大， 温度增加幅度越大， 且其对应最高温度在牙口阶
段的波动越明显。 根据公式 （３） 可知， 速度越大，
滑动摩擦产生的热量就越多， 温度升高幅度也就越
大， 密封罩与轴承外圈接触波动也越大， 故导致温度
波动。
３ ３ ２　 塑性应变

结合表 ４ 和图 ５ 可以看出， 在同一压装速度下，
塑性应变是随压装位移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 另外，
塑性应变是随压装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且在轴承外圈
的牙口阶段其塑性应变的增幅最大。 这是因为密封罩

压装速度越大， 其在压装过程的变形也就越大， 而塑
性变形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形过程， 且速度越大， 密封
罩塑性变形的速度及塑性应变的增幅也越大， 因此当
速度超过一定范围后极有可能导致密封罩在压装过程
中出现失效。
３ ３ ３　 最大接触应力

结合表 ４ 和图 ６ 可知， 压装速度越大， 最大接触
应力变化曲线震荡越激烈； 在轴承外圈入口阶段， 速
度越大， 最大接触应力越大， 这是由于速度越大， 在
入口阶段时密封罩与轴承外圈接触时产生的冲击也越
大， 导致最大接触应力也越大； 在轴承外圈牙口阶
段， 随着速度的增大， 滑动摩擦产生的热量也越多，
热应力也越大， 故其最大接触应力增大； 而对于牙口
沟槽阶段， 最大接触应力数值是一个减少的趋势， 但
由于速度越大导致产生的滑动摩擦热量越多， 热应力
越大， 进而导致局部过盈量的增大， 故在该阶段， 速
度值越大其最大接触应力值的减幅就越小。
３ ３ ４　 等效应力

结合表 ４ 和图 ７ 可以看出， 在入口阶段到牙口阶
段， 等效应力是呈上升趋势， 在牙口沟槽阶段， 等效
应力呈下降趋势。

图 ７　 等效应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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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发现， 在入口阶段， 密封罩压装速度越大，
其等效应力值也就越大； 而对于牙口阶段， 压装速度

越大， 其最大等效应力的增幅也就越大； 对于牙口沟

槽阶段， 压装速度越大， 其等效应力的减幅也越大。
３ ４　 压装力

　 　 在保证其他参数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密封罩

的压装速度来观察其压装力的变化情况， 分别设定

０ １３、 ０ ２６、 １ ３ ｍ ／ ｓ 这 ３ 组压装速度来进行仿真计

算， 得到 ３ 组压装力－时间曲线图， 如图 ８ 所示， 具

体数值见表 ６。

图 ８　 不同压装速度条件下的压装力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表 ６　 不同压装速度条件下的最大压装力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速度 ｖ ／ （ｍ·ｓ）
最大压装力（Ｎ）

入口阶段 牙口阶段 牙口沟槽阶段

０．１３ １３６ １２ ２５２ ３０ ３２７ ２０
０．２６ ２５３ ９８ ４８９ ４０ ５７７ ７０
１．３ １６５ ０００ ３２０ ９００ ３４８ １００

由图 ８ 和表 ６ 可知： 不同压装速度下的压装力变

化曲线的线型基本上相似， 压装力都是随着压装时间

（或位移） 的增加而波动上升， 当压装结束时， 压装

速度为 ０ １３、 ０ ２６、 １ ３ ｍ ／ ｓ 条件下的压装力分别为

３２ ７２０、 ５７ ７７０、 ３４８ １００ Ｎ； 随着压装速度的增加，
压装曲线上升的斜率也随之变大， 且相同位置处， 压

装力数值也增大。 根据生产实际， 压罩机气缸施加的

压装力范围为 ３５ １６８～６０ ２８８ Ｎ， 而当速度为 １ ３ ｍ ／ ｓ
时， 压罩所需的最大压装力为 ３４８ １００ Ｎ， 已经严重

超过气缸所能提供的压装力； 而当压装速度为 ０ ２６
ｍ ／ ｓ 时其所需的最大压装力为 ５７ ７７０ Ｎ， 接近气缸给

出的压装力最大值 ６０ ２８８ Ｎ， 因此为了保证轴承密封

罩的压装性能， 其压装速度应小于 ０ ２６ ｍ ／ ｓ。
４　 实验验证

采用如图 ９ 所示的 ＹＮ⁃２ 型密封罩压装测扭矩机

对密封罩压装效果进行测试。 该型号测扭矩机采用卧

式测扭矩的检测方式， 首先将密封罩放入两侧弧形夹

具 １ 内， 推入轴承， 当轴承到达检测位置后， 检测设

备中的弧形夹具 １ 分别夹紧两端的密封罩， 夹紧力由

薄型汽缸 ２ 通过杠杆机构 ３ 传递给夹具的夹头， 夹紧

力的大小满足夹紧要求。 当夹具夹紧密封罩后， 在一

端夹具上由液压缸 ４ 施加力进行压罩， 保压 ３ ｓ， 同

时施加定值扭矩， 对密封罩的压装质量进行检测， 扭

矩的施加机构由配重、 齿盘和顶升气缸组成， 施加扭

矩的大小等于配重所受重力和齿盘的有效半径之积。
在施加扭矩的过程中， 如果设备未检测到密封罩和轴

承外圈发生相对转动， 则认为装配合格， 否则认为装

配不合格， 之后又推出拉杆汽缸 ５ 将轴承推出。

图 ９　 ＹＮ⁃２ 型密封罩压装测扭矩机

Ｆｉｇ ９　 ＹＮ⁃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ｏｒｑｕ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

根据 《铁路货车车轮轴组装、 检修及管理规

定》 ［４］， 在实验过程中对密封罩施加了 １２２ ５ Ｎ ／ ｍ 的

扭矩， 压罩深度为 ０ ４ ｍｍ， 压装过盈量为 ０ １５ ｍｍ，
以密封罩和轴承外圈是否发生相对转动为判据， 确定

密封罩的最大压装速度。 实验结果表明： 当密封罩的

压装速度大于 ０ ２６ ｍ ／ ｓ 时， 压装的密封罩端面高于

外圈端面， 如图 １０ 所示， 不符合 《铁路货车车轮轴

组装、 检修及管理规定》 的要求， 即为不合格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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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压罩速度小于 ０ ２６ ｍ ／ ｓ 时， 密封罩和轴承外圈之

间没有相对转动发生， 即为合格压装， 这一分析结果

和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图 １０　 压装不合格的密封罩

Ｆｉｇ １０　 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
５　 结论

采用摩擦热流耦合分析模型对 ３５２２２６Ｘ２⁃２ＲＺ 型

货车滚动轴承密封罩压装过程建立过盈连接热力耦合

分析模型， 分析和实验结果表明， 摩擦热流耦合分析

模型比前期的弹塑性分析结果更加符合生产实际， 较

佳的压装工艺参数为： 压罩深度为 ０ ４ ｍｍ， 压装过

盈量为 ０ １５ ｍｍ， 最大压装速度为 ０ ２６ ｍ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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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在油液检测滤谱仪上引入运动控制机构， 优化了

操作流程， 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在下过滤端安装永

磁铁， 并通过有限元分析确定了磁场强度和磁场方

向， 使油样中的铁磁性颗粒能在滤膜上沿磁力线方向

分布， 提高了铁磁性颗粒和非铁磁性颗粒区分的准确

度， 减轻了工作量。 该磁滤谱仪尤其适用于含铁磁性

颗粒相对较多的润滑脂、 齿轮油、 油膜轴承油、 柴油

机油等的分析， 且制备样品所需的时间远小于常用的

滤谱仪， 大大提高了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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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别以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和化学改性聚四氟乙烯 （ｍ⁃ＰＴＦＥ） 为基体， 以青铜粉为填充剂， 通过冷压烧

结法制备质量分数 ４０％青铜粉填充的 ＰＴＦＥ 材料， 并考察缓慢冷却、 中速冷却和骤冷 ３ 种不同冷却工艺对填充 ＰＴＦＥ 的

结晶度、 机械和摩擦学性能及密封性能的影响。 结果发现： 冷却速率对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结晶度和性能影响较大； 骤

冷可以降低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结晶度和硬度， 提高拉伸强度； 与普通的 ＰＴＦＥ 相比， 冷却速率对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复合

材料的影响更大； 采用骤冷的烧结工艺和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可以得到硬度较低的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从而大大降低泄漏

量， 提高密封效果。
关键词： 冷却； 结晶度； ＰＴＦＥ； 化学改性 ＰＴＦＥ； 青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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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由于具有优异的耐介质腐

蚀性和广泛的使用温度 （ －２００ ～ ２６０ ℃）， 并且具有

非常低的摩擦因数和自润滑性而广泛应用于密封领

域。 然而， ＰＴＦＥ 存在的耐磨损性和抗变形能力差、
易冷流等缺点又限制了其使用。 目前一般通过填充合

适的填料 （比如青铜粉、 玻纤、 炭纤、 聚苯酯等）
来提高 ＰＴＦＥ 的综合性能［１－３］。 其中青铜粉可以提高

ＰＴＦＥ 的耐磨损性、 抗压强度和导热性［１］， 其填充的

ＰＴＦＥ 密封材料常用于液压油缸的密封。
ＰＴＦＥ 是一种高结晶度的热塑性塑料， 其结晶度

大小对其性能影响很大。 ＰＴＦＥ 结晶度的大小可以通

过其烧结时的冷却速度来控制， 也可以通过改变其分

子链结构， 降低其分子链的规整性来控制。 化学改性

聚四氟乙烯 （ｍ⁃ＰＴＦＥ） 是在聚四氟乙烯主链上引入

少量的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共聚单体［４－５］， 从而破坏了

ＰＴＦＥ 主链的规整性， 聚合物的结晶度明显降低， 并

且保持了与 ＰＴＦＥ 基本一致的性能。
张海峰等［６］考察了 ４ 种淬火工艺对聚四氟乙烯结

晶度、 拉伸性能和硬度的影响， 并指出淬火可以降低

ＰＴＦＥ 的结晶度， 从而提高材料的柔韧性。 郭恒和卢



兆元［７］探讨了淬火对填充聚四氟乙烯综合性能的影
响， 指出淬火是取得填充聚四氟乙烯优良综合性能的
重要手段。 胡萍等人［８］考察了 ３ 种冷却工艺条件下的
聚四氟乙烯的摩擦磨损性能， 并分析了聚四氟乙烯的
结晶度、 冷却工艺和摩擦性能的关系。 但他们都没有
考察 ＰＴＦＥ 的分子结构对材料结晶度和性能的影响。

本文作者制备了质量分数 ４０％青铜粉填充的 ２ 种
不同的基体材料 ＰＴＦＥ 和化学改性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并考察了 ３ 种不同冷却工艺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同时
还分析了不同的冷却速率和 ＰＴＦＥ 的分子结构对填充
ＰＴＦＥ 结晶度、 材料性能和模拟台架性能的影响， 为
制备具有良好综合性能的 ＰＴＦＥ 密封材料提供了
参考。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原料

ＰＴＦＥ： 牌号为 Ｍ⁃１８Ｆ， 平均粒径为 ２５ μｍ， 日本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生产； 化学改性 ＰＴＦＥ （ｍ⁃ＰＴＦＥ）：
牌号为 Ｍ⁃１１１， 平均粒径为 ４０ μｍ， 日本大金工业株
式会社生产； 青铜粉： 粒度为 ５００ 目， 石家庄京元粉
末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１ ２　 仪器与设备

ＸＨ⁃１０Ｌ 高速混合机， 江苏常州市宝润欣鸿机械
厂生产； Ｙ３２⁃５０Ｔ 液压机， 广东南海市中联液压机械
厂生产； ＲＦＸ⁃１５０ 烧结炉， 浙江乐清市虹港炉业有限
公司生产； ＣＡ６１４０ 车床， 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
ＢＴＣ⁃ＥＸＯＰＴＩＣ 拉力试验机， 德国 Ｚｗｉｃｋ ／ Ｒｏｅｌｌ 公司生
产； Ｍ－２０００ 磨损试验机，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科华试
验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Ｚｗｉｃｋ⁃３１１７ 硬度计， 德国
Ｚｗｉｃｋ ／ Ｒｏｅｌｌ 公司生产； ＢＳＡ１２４Ｓ 电子天平， 赛多利
斯科学仪器 （北京） 有限公司生产； ２０４Ｆ１ 差示扫描
量热仪， 德国 Ｎｅｔｚｓｃｈ 公司生产； ＬＥＯ１５３０ＶＰ 扫描电
子显微镜， 德国 Ｚｅｉｓｓ 公司生产； 往复试验台架，
自制。
１ ３　 样品的制备

在温度 ｔ≤２１ ℃， 湿度 ｗ≤６５％的环境下， 按质
量分数 ４０％称取青铜粉， 分别与 ＰＴＦＥ 和 ｍ⁃ＰＴＦＥ 预
混合后， 加入到高速混合机中， 在转速 １ ５００ ～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混合 １５ ｓ， 取出放置 １０ ｍｉｎ 后再加入高速混
合机中按同样的转速和时间混合， 重复 ２ 次， 出料后
用 ４０ 目筛网过筛 １ 遍， 得到混合料 （其中青铜粉质
量分数为 ４０％）。 将混合料在 ４５ ＭＰａ 的压力下用 ϕ６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的模具冷压成型， 压制高度为 ４０ ｍｍ，
保压为 ３ ｍｉｎ， 然后按下面 ３ 种工艺进行烧结。

（１） 缓慢冷却工艺： 以 １００ ℃ ／ ｈ 的速度升温到

３３０ ℃， 保温 ３０ ｍｉｎ； 再以 ４０ ℃ ／ ｈ 的速度升温到 ３７０
℃， 保温 ３０ ｍｉｎ； 然后以 ４０ ℃ ／ ｈ 的速度降温到 ３３０
℃， 保温 ３０ ｍｉｎ； 再以 １５ ℃ ／ ｈ 的速度降温到 ３００ ℃，
保温 ３０ ｍｉｎ； 最后以 １００ ℃ ／ ｈ 速度降温到 ２００ ℃， 保

温 ３０ ｍｉｎ； 最后随炉冷却至室温。
（２） 中速冷却工艺： 升温速度和保温时间与缓

冷工艺一样， 降温到 ３３０ ℃ 保温 ３０ｍｉｎ 后再以 １３０
℃ ／ ｈ 降温到 ２００ ℃， 保温 ３０ ｍｉｎ； 最后随炉冷却至

室温。
（３） 骤冷工艺： 升温速度和保温时间与缓冷工

艺一样， 降温到 ３３０ ℃保温 ３０ ｍｉｎ 后直接取出放到

水中冷却至室温。
烧结后的坯料经车削加工制成所需的试样尺寸进

行各项性能测试。
１ ４　 样品的测试及摩擦磨损实验

试样的硬度按 ＧＢ ／ Ｔ ２４１１⁃２００８ 测试； 密度按

ＧＢ ／ Ｔ １０３３ １⁃２００８ 测试；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按

ＧＢ ／ Ｔ １０４０⁃２００６ 测试； 压缩强度按 ＧＢ ／ Ｔ １０４１⁃２００８
测试。

试样的摩擦磨损性能实验在 Ｍ⁃２ ０００ 磨损试验机

上进行， 摩擦因数、 磨痕宽度按 ＧＢ ／ Ｔ ３９６０⁃１９８３ 测

试， 实验条件为： 干摩擦， 旋转环转速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 １９６ Ｎ， 时间 ６０ ｍｉｎ。 对偶件为 ４５＃钢， 表面粗

糙度为 Ｒａ０ ８。 实验后试样的磨痕宽度直接用游标卡

尺测量。
试样的 ＤＳＣ 分析： 在氮气气氛中以 １０ ℃ ／ ｍｉｎ 的

速率从室温升到 ３９０ ℃， 保温 ５ ｍｉｎ， 得到 ＤＳＣ 升温

曲线。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结晶度公式计算为

Ｘｃ ＝ΔＨｆ ／ （ΔＨｆ０ｗ ｆ） ×１００％
式中： Ｘｃ 为材料的结晶度，％； ΔＨｆ 为复合材料的结

晶熔融热焓， Ｊ ／ ｇ； ΔＨｆ０为 １００％结晶的 ＰＴＦＥ 熔融热

焓， Ｊ ／ ｇ， 由文献得知 ＰＴＦＥ 的 ΔＨｆ０ 为 ８０ Ｊ ／ ｇ， ｍ⁃
ＰＴＦＥ的 ΔＨｆ０为 １２０ Ｊ ／ ｇ； ｗ ｆ 为 ＰＴＦＥ 在复合材料中的

质量分数，％。
扫描电镜 （ＳＥＭ） 分析： 将磨损后的试样表面喷

金处理后， 用扫描电镜观察试样磨痕表面微观形貌。
模拟往复台架测试： 将试样车削加工成如图 １ 所

示产品形状进行模拟往复台架测试。 其中 Ｏ 形圈为

丁腈橡胶 （ＮＢＲ）， 邵 Ａ 硬度为 ８０±３。 往复密封模拟

台架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实验在压力 （ ２０ ０ ± ２）
ＭＰａ、 往复速度 ０ １ ｍ ／ ｓ、 往复行程 １５０ ｍｍ 的条件下

往复 ３０ 万次， 测量密封件的泄漏量。 活塞杆直径为

５０ ｍｍ， 表面镀铬， 润滑介质为 ４６＃液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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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密封件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２　 往复密封模拟台架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ｅａｌ ｔｅｓｔ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ＤＳＣ 分析

图 ３ 给出了填充 ＰＴＦＥ 的 ＤＳＣ 分析曲线， 表 １ 为
其分析结果。 从表 １ 可知， 随着冷却速率的增大， 填

充 ＰＴＦＥ 的结晶熔融峰值降低， 熔融热焓值减少， 结
晶度减小。 其中冷却速率对化学改性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影响更大， 从表 １ 可知， 骤冷可以使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
铜粉复合材料的结晶熔融峰从 ３３２ ６ ℃降低到 ３２６ ４
℃， 降低了 ６ ２ ℃。 这是因为冷却速率增大， ＰＴＦＥ
分子来不及结晶， 造成结晶度降低， 结晶熔融所需的
热量和温度降低。 其中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熔融热焓值
比未改性的 ＰＴＦＥ 要大， 这可能是因为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分子量比未改性的 ＰＴＦＥ 要小， 一般高分子材
料的分子量越小， 越容易结晶。 但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受冷却速度的影响更大， 其结晶熔融峰和熔融热焓随
着冷却速度的增加， 降低更明显。

图 ３　 填充 ＰＴＦＥ 的 ＤＳＣ 分析曲线

Ｆｉｇ ３　 ＤＳ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表 １　 ＤＳＣ 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Ｓ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　 样 结晶熔融峰 ｔ ／ ℃ 熔融热焓 ΔＨｆ ／ （Ｊ·ｇ－１） 结晶度 Ｘｃ ／ ％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缓冷） ３３１．７ ３５．１ ７３．１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中冷） ３３１．５ ２９．６ ６１．７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骤冷） ３３１．４ ２５．８ ５３．８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缓冷） ３３２．６ ５１．６ ７１．７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中冷） ３２９．９ ４２．０ ５８．３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骤冷） ３２６．４ ３６．５ ５０．７

２ ２　 物理机械性能

表 ２ 给出了填充 ＰＴＦＥ 的物理部分机械性能。 可
以看出：

（１） 骤冷对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复合材料的硬度
和密度影响明显， 而对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复合材料的
影响不明显。 这是因为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引入了少量
的共聚单体， 分子链的规整性下降， 其在冷却时结晶
容易受阻， 结晶度下降比较明显， 结晶度下降导致材
料硬度降低。 而未改性的 ＰＴＦＥ 由于分子链结构规
整， 非常容易结晶， 冷却对其结晶度影响不明显， 因
此硬度变化不明显。

（２） 骤冷可以提高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
并且降低断裂伸长率。 这与一般的高分子材料得出的
结果相反。 结晶度大小对材料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的影响， 要看非晶区在拉伸时处于玻璃态还是高弹
态［１０］。 当非晶区在拉伸时处于高弹态， 结晶区相当
于物理交联点的作用， 结晶度越大， 交联点越多， 拉
伸强度越大， 断裂伸长率越小； 反之， 当非晶区在拉
伸时处于玻璃态时， 结晶度越大，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反
而变得很脆， 从而造成拉伸强度下降。 ＰＴＦＥ 的非晶
部分玻璃化温度在 １１５ ℃ 左右， 在室温下处于玻璃
态， 所以当结晶度增加时， 拉伸强度有所降低， 断裂
伸长率提高。

（３） 缓冷可以增加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 ２０％变形时
的压缩强度。 这是因为缓慢冷却可以使 ＰＴＦＥ 复合材
料的结晶更充分， 晶型更加完善， 由于晶区分子排列
规整， 抗压强度比非晶区要大， 因此缓慢冷却可以使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压缩强度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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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填充 ＰＴＦＥ 的物理机械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试　 样 邵 Ｄ 硬度 密度 ρ ／ （ｇ·ｃｍ－３） 拉伸强度 σｂ ／ ＭＰａ 断裂伸长率 ϕ ／ ％ ２０％变形时的压缩强度 σｃ ／ ＭＰａ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缓冷） ６６ ３．１０ ２５．７ ３９８ ２０．６８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中冷） ６６ ３．１０ ２６．１ ３５９ １９．６２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骤冷） ６６ ３．１０ ２７．４ ３４２ １８．４８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缓冷） ６６ ３．１２ ２２．７ ４４４ ２２．２９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中冷） ６６ ３．１２ ２３．５ ４２７ ２１．６６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骤冷） ６４ ３．０８ ２４．３ ３５３ １９．１４

２ ３　 摩擦磨损性能

图 ４ 示出了冷却工艺对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摩擦因数
的影响。 可知， 经过骤冷的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摩擦因数
有所增加， 化学改性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比普
通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要高。 这是因为 ＰＴＦＥ
的低摩擦因数是由于结晶层间的片晶滑移造成， 一般
来说结晶度越大， 摩擦因数越低。 经过骤冷后， ＰＴ⁃
ＦＥ 复合材料的结晶度降低， 层状片晶之间的滑移减
少， 因此摩擦因数有所增加， 这与郭恒和卢兆元［７］、
胡廷永等［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 其中经过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摩擦因数比未改性的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要大， 这是因为经过化学改性后， ＰＴＦＥ 的结晶度下
降， 层状片晶之间的滑移减少， 所以摩擦因数有所增
大， 这与 ＦＲＩＣＫ 和 ＳＩＣＨ［５］的研究结果一致。

图 ４　 冷却工艺对填充 ＰＴＦＥ 摩擦因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表 ３ 给出了不同冷却工艺下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动
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 可知， 骤冷使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的磨痕宽度有所增加， 也就是耐磨性有所降低。 结晶
度大小对 ＰＴＦＥ 耐磨损性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 郭恒
和卢兆元［７］认为淬火后材料结晶度降低， 耐磨损性提
高。 而胡廷永等［９］认为同种树脂随冷却速率减慢， 结
晶度增大， 磨损增大。 本文作者认为， 骤冷后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耐磨损性降低， 可能是由于 ＰＴＦＥ 复合材
料的抗变形能力降低所造成的。 从图 ５、 ６ 所示的填
充 ＰＴＦＥ 的磨损表面 ＳＥＭ 图可知， 青铜粉在 ＰＴＦＥ 基
体中起到了承载作用， 从而提高了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的
耐磨损性。 同样， 缓慢冷却可以提高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的结晶度和压缩强度， 也就是提高了 ＰＴＦＥ 的承载能
力， 从而提高了耐磨损性。

表 ３　 填充 ＰＴＦＥ 的摩擦磨损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试　 样 动摩擦因数 磨痕宽度 Ｂ ／ ｍｍ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缓冷） ０．１４５ ６．６５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中冷） ０．１５０ ６．７０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骤冷） ０．１５５ ６．８０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缓冷） ０．１５８ ６．９６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中冷） ０．１６０ ７．００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骤冷） ０．１６２ ７．１２

图 ５　 填充 ＰＴＦＥ 磨损表面的扫描电镜图
Ｆｉｇ ５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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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填充的化学改性 ＰＴＦＥ 磨损表面的扫描电镜图

Ｆｉｇ ６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ｍＰＴＦＥ

２ ４　 往复台架性能

冷却对填充 ＰＴＦＥ 的性能影响很大， 从而影响材

料的密封性能。 将不同烧结工艺制备的填充 ＰＴＦＥ 密

封材料在往复台架下测试， 其泄漏量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可知， 水中骤冷工艺制备的填充 ＰＴＦＥ 泄漏量有

所下降， 特别是化学改性的填充 ＰＴＦＥ， 泄漏量下降

明显， 其往复 ３０ 万次后泄漏仅为 （７０±５） ｍＬ， 比缓

慢冷却的填充 ＰＴＦＥ 泄漏量降低了 ６１ １％。 这是因为

骤冷的填充 ＰＴＦＥ 结晶度明显下降， 硬度和压缩强度

降低， 密封接触面增大， 因此泄漏量减少， 密封效果

得到提高。

表 ４　 填充 ＰＴＦＥ 往复台架试验后的泄漏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ｓｅ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试样
　 　 　 　 　 　 　 　 　 　 　 泄漏量 Ｖ ／ ｍＬ　 　 　 　 　 　 　 　 　 　 　

往复 １０ 万次 往复 ２０ 万次 往复 ３０ 万次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 （缓冷） ６５±５ １３０±５ ２００±５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 （中冷） ５０±５ １２０±５ １８０±５
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 （骤冷） ４０±５ １００±２ １７０±５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 （缓冷） ６０±５ １２０±５ １８０±５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 （中冷） ４０±５ １００±５ １６０±５
ｍＰＴＦＥ＋４０％青铜粉 （骤冷） １５±５ ４０±５ ７０±５

３　 结论

（１） 冷却速率对填充 ＰＴＦＥ 的结晶度和材料性能

影响较大。 缓慢冷却可以提高填充 ＰＴＦＥ 的结晶度，
从而提高材料的压缩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降低摩擦因

数， 并且提高耐磨损性。 骤冷可以降低填充 ＰＴＦＥ 的

结晶度， 从而降低硬度， 提高拉伸强度。
（２） 与普通的 ＰＴＦＥ 相比， 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由

于分子主链上引入少量的共聚单体， 分子排列规整性

下降， 冷却速率对其结晶度和材料性能的影响更大。
采用骤冷的烧结工艺和化学改性的 ＰＴＦＥ 可以得到硬

度较低的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从而大大降低泄漏量， 提

高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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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油雾润滑系统存在的油雾输送距离短、 油雾含量调节困难等问题， 对雾化器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采用 Ｓｐｅｙ 双路离心喷嘴替代目前常用的文丘里管喷嘴， 采用 ＰＬＣ 原油雾润滑控制系统进行改进； 通过试验研究润滑

油黏度、 温度和空气温度、 压力等参数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并确定最佳雾化工艺参数， 从而保证了雾化油气中油滴直

径分布在 １～５ μｍ 之间， 油雾传送距离达到 １２０ ｍ 以上， 较好地解决了目前石油化工装置用油雾润滑系统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油雾润滑； 雾化器； 结构优化； 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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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ｉｌ ｍｉｓ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ｏｍｉｚ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油雾润滑系统是国外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８０ 年代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润滑技术［１］。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洁

净压缩气体将润滑油雾化成悬浮在高速压缩空气喷射

流中的微细油滴， 经管道及分配器输送到需要润滑的

部位， 通过凝缩嘴将湿油雾喷射到润滑点表面， 形成

良好的润滑油膜， 而空气逸出并带走大量的摩擦热。
油雾润滑拥有很多其他润滑方法所无法代替的优点，
国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在石油化工行业推广应

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２－６］。 但油雾输送距离短， 通常

只有 ３０ ｍ 左右， 最远也不能超过 ８０ ｍ， 且油雾浓度

的调节很困难， 这对润滑效果的影响很大［７］。
本文作者在目前油雾润滑系统常用的文丘里喷嘴

的基础上， 对雾化器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 对原油雾

润滑系统控制进行改进， 并通过试验确定了雾化器最

佳操作参数。
１　 雾化器结构优化设计

典型的油雾润滑系统由雾化器、 输送管线、 油雾
分配器、 下落管、 凝缩嘴和集油盒构成。 其中， 雾化

器即油雾发生器， 是整个油雾润滑系统的核心部件。
根据雾化机制不同， 雾化方式可以分为文丘里喷嘴雾
化、 旋动射流雾化和超声波雾化 ３ 种［８～１０］。 目前， 文
丘里喷嘴雾化由于结构相对简单， 技术较为成熟， 因

此在工业应用中较为广泛。 但这种喷嘴雾化的油滴颗

粒直径范围在 １～２００ μｍ， 其中 １ ～ ５ μｍ 的微油滴含

量较少， 雾化效果较差， 因此油雾输送距离也受到限

制。 为了提高雾化效果和控制油雾含量， 本文作者提

出采用 Ｓｐｅｙ 双路离心喷嘴替代目前油雾润滑系统常

用的文丘里喷嘴， 雾化器优化设计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Ｓｐｅｙ 双路离心喷嘴雾化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ｔｏｍｉｚ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ｙ ｄｕａｌ⁃ｏｒｉｆｉｃ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ｎｏｚｚｌｅ

由图 １ 可见， 雾化器主要由 Ｓｐｅｙ 双路离心喷嘴、
雾化蜗壳及带加热系统的油箱组成。 工作时， 润滑油

经精细过滤进入真空室， 被急速流动的气流裹挟、 粉

碎， 经喷嘴雾化成直径范围 １ ～ ８０ μｍ 的细微油滴，
喷射入雾化蜗壳， 悬浮在慢速上升的空气中形成雾化

油气。 雾化蜗壳是一个按喷嘴喷射范围设计的近似于

椭圆形的壳体， 在其空腔内气体压力降至 ３４ ５ ｋＰａ，
流动速度为 ２０ ～ ５０ ｍｍ ／ ｓ， 微油滴在该空腔内扩散、
混合， 颗粒直径为 １～５ μｍ 的小油滴随气流上行， 颗

粒直径超过 ５ μｍ 的大油滴受重力影响回落入油箱。
雾化器工作动力来自两路压缩空气， 一路为经过滤调

压的新鲜洁净的气体， 另一路是经回收增压的循环油

雾气。 两路空气经喷嘴、 雾化蜗壳与润滑油微滴混合

形成雾化油气， 送往机器 ／ 设备的润滑点。
２　 控制系统改进

根据目前在用润滑油雾化控制系统， 选取润滑油

温度、 黏度、 空气温度、 压力、 流速、 雾压、 环境温

度、 润滑油消耗量作为检测控制参数， 最佳阈值根据

试验结果设定。 在此基础上， 为了获得较好的雾化效

果， 对原控制系统程序进行改进：
（１） 将开环控制改为闭环控制， 根据设定最佳

阈值分别对各参数进行控制；
（２） 对润滑油温度控制由仪表位式加热控制改

为通过 ＰＬＣ 采用 ＰＩＤ 控制；
（３） 增加对循环油雾气压力、 温度控制， 控制

方法为通过 ＰＬＣ 采用 ＰＩＤ 控制；
（４） 增加故障自检测功能。
改进后的油雾润滑系统的控制流程如图 ２ 所示。

系统雾化操作由 ＰＬＣ 控制， 自动运行。 其中， 控制

器采用西门子 Ｓ７⁃３００ＰＬＣ， 这种 ＰＬＣ 为西门子中型

机， 处理速度 ０ ８ ～ １ ２ ｍｓ、 存贮器 ２ ｋ、 数字量 １

０２４ 点、 模拟量 １２８ 路， 适用于 ＰＲＯＦＩＢＵＳ 网络及工

业以太网 ＭＰＩ， 具有较强的控制功能和较强的运算能

力。 该控制器不仅能完成一般的逻辑运算， 也能完成

比较复杂的三角函数、 指数和 ＰＩＤ 运算， 且运行速度

非常快。

图 ２　 油雾润滑系统控制流程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ｏｉｌ ｍｉｓ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３　 油雾润滑系统操作参数试验研究

３ １　 雾化效果的影响因素

分析雾化是利用喷嘴将液体破碎为细小颗粒的过

程。 处于稳定气流中的球状液滴如图 ３ 所示， 液滴主

要受气动力、 表面张力和黏性力的作用。 表面张力使

液滴保持最小的表面积， 而黏性力则抑制液滴的变

形。 只有当气动力足以克服表面张力与黏性力时， 液

滴才会变形、 破碎。

图 ３　 油滴破碎分析模型

Ｆｉｇ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ｕｐ

对于低黏度液体， 仅考虑气动力与表面张力，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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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破碎的条件为

Ｃｄ
πｄ２

４
１
２
ρａｖａ

２æ

è
ç

ö

ø
÷ ＝πｄσ （１）

式中： Ｃｄ 为与破碎条件有关的常数； ｖａ 为气流与液

滴的相对速度； ρａ 为气体密度； σ 为液滴的表面张

力； ｄ 为液滴直径。

定义韦伯数 Ｗｅ ＝
ρａｖ

２
ａｄ

σ
＝ ８
Ｃｄ

， 其表示液滴表面的

气动力与表面张力之比。
因此无黏液滴的临界破碎条件为

Ｗｅｃｒｉｔ ＝
８
Ｃｄ

（２）

考虑液体黏性的影响， 在液滴的临界破碎条件中

引入 Ｏｈｎｅｓｏｒｇｅ 数 （欧尼索数）， Ｏｈ ＝
μ ｌ

ρｌσｄ( ) ０ ５， 其

中 μ ｌ 为液体的动力黏度； ρｌ 为液体密度。
Ｏｈ 数表征液体黏性力与表面张力之比， 反映液

体黏性对液滴破碎过程的影响。
实验证明， 考虑黏性修正后的液滴临界破碎条

件［１１］为

Ｗｅｃｒｉｔ ＝Ｗｅｃｒｉｔ＋１４Ｏｈ （３）
研究表明， Ｗｅ 越大， 液滴变形、 破碎的可能性

越大， 破碎的液滴直径也越小。 显然润滑油雾化效果

与空气密度 （即空气温度、 压力）、 气流速度、 润滑

油滴直径和表面张力有关， 而油滴直径与润滑油进入

喷嘴的路径结构相关， 油滴表面张力与润滑油黏度和

温度相关。
由于油雾润滑效果的优劣与其中润滑油含量密切

相关， 因此， 确定采用油雾气中润滑油含量作为系统

雾化效果的评价指标。 根据工厂润滑情况， 选取距离

雾化器 ５０ ｍ 的地方作为测量点， 抽取油雾气注入 １ Ｌ
标准塑料容器， 容器内置吸油纸， 容器内压力达到

（３０ ±２） ｋＰａ 时封闭容器， 静置 １００ ｈ 后将容器放空，
采用梅特勒电子天平称重收集到的润滑油， 检测油雾

气中润滑油含量。
选用国产长城 Ｌ⁃ＤＲＡ ／ Ｂ ３２、 ４６、 ６８、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２０ 和 ３２０ 七个牌号的冷冻机油， 通过试验研究润滑

油黏度、 温度、 空气温度、 压力、 流速、 雾压、 环境

温度等参数对油雾气中润滑油含量的影响。
３ ２　 润滑油黏度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将润滑油加热并保温在 ４０ ℃， 检测不同黏度润

滑油的雾化性能， 检测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可见， 润滑

油黏度越高， 雾化性能越差。

图 ４　 不同黏度润滑油的雾化性能

Ｆｉｇ ４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３ ３　 润滑油温度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分别检测室温 （约 ２４ ℃） 和 ４０、 ６０ ℃ 时 Ｌ⁃
ＤＲＡ ／ Ｂ ４６ 润滑油的雾化性能， 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可
见， 随着油温升高， 润滑油雾化性能改善。 但油温过
高会导致润滑油变质， 因此， 润滑油温度的确定以确
保油雾化效果最佳为原则。

图 ５　 润滑油在不同温度时的雾化性能

Ｆｉｇ ５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 ４　 空气温度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对油箱内 Ｌ⁃ＤＲＡ ／ Ｂ ４６ 润滑油进行加热并保温在
（４０ ±２） ℃， 通入 （０ ３ ±０ ０２） ＭＰａ 的洁净压缩空
气， 分别检测空气温度为常温 （约 ２４ ℃） 和 ４０、
６０、 ８０ ℃ 时润滑油的雾化性能， 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可见， 提高压缩空气温度有助于提高润滑油的雾化性
能， 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文献 ［１２］ 研究结果表
明， 提高空气温度有助于防止雾化油气凝结。

图 ６　 空气温度对雾化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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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空气压力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对油箱内 Ｌ⁃ＤＲＡ ／ Ｂ ４６ 号润滑油进行加热并保温

在 （４０ ±２） ℃， 通入常温压缩空气， 检测润滑油在
不同压力下的雾化性能， 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可见， 提
高压缩空气压力有助于提高润滑油的雾化性能， 但雾
化效果与空气压力呈现非线性关系。 观察 Ｌ⁃ＤＲＡ ／ Ｂ
３２、 ４６ 和 ６８ 润滑油雾化检测结果可见， 当空气压力
较低时， 对润滑油的雾化效果较差， 提高压力可以显
著提高润滑油的雾化效果。 但当达到一定压力后， 再
进一步提高压力， 对提升雾化效果的影响减弱。

图 ７　 空气压力对雾化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通过对润滑油雾化效果分析测试， 建立了系统操

作优化参数： 润滑油温度控制在 （４５ ±３） ℃、 润滑

油黏度控制在 ４０ ～ １００ ｍｍ２ ／ ｓ， 压缩空气温度控制在

（３５ ±５） ℃、 空气压力在 ０ ３０ ～ ０ ５ ＭＰａ， 在此条件

下润滑油的雾化效果较好。 另外， 系统还可以将润滑

油流量及油箱液位作为优化参数加以控制。
４　 改性效果评价

为了评价雾化器改进后的润滑油雾化效果及系统

总体润滑效果， 抽取不同位置处的油雾气， 对其润滑

油含量进行检测， 并与目前常用的文丘里喷嘴油雾润

滑系统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１。 可见， 改进

前的油雾润滑系统在距离雾化器 ５０ ｍ 以后含油量已

很低， 仅为 １ ｍｇ ／ Ｌ， 无法达到润滑的目的。 改进后

的油雾润滑系统在距离雾化器 １２０ ｍ 处含油量为 ４
ｍｇ ／ Ｌ， 油雾气仍具有较好的润滑性能。

表 １　 油雾气含油量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ｏｉｌ ｍｉｓｔ
距离 ｓ ／ ｍ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改进前含油量 ｃ ／ （ｍｇ·Ｌ－１） １１ ６ 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改进后含油量 ｃ ／ （ｍｇ·Ｌ－１） １７ １２ １０ ８ ７ ６ ６ ５ ５ ５ ４

５　 结束语

采用 Ｓｐｅｙ 双路离心喷嘴替代目前常用的文丘里

管喷嘴对雾化器进行了优化设计， 同时采用西门子

Ｓ７⁃３００ＰＬＣ 对原油雾控制系统进行改进， 通过试验确

定了雾化器最佳操作参数。 实际检测表明， 经优化设

计后的系统油雾气中含油量显著增加， 且输送距离超

过 １２０ ｍ， 较好地解决了油雾输送距离短、 油雾量调

节困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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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碳纳米管所特有的表面效应、 管状结构以及极高的力学强度， 将碳纳米管引入到多孔聚合物材料中，
采用冷压烧结方法成功制备出不同碳纳米管含量的多孔聚酰亚胺聚合物材料， 并对聚合物材料的孔隙性能、 微观结构

和含油性能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碳纳米管的加入对多孔聚合物材料的孔隙率有一定的提高， 填充碳纳米管的多孔聚

酰亚胺聚合物材料孔隙率最高达到了 ４２ ２％； 碳纳米管可以粘附在聚酰亚胺微球表面， 有助于提高聚合物孔隙表面的

吸附性能； 与不含碳纳米管的多孔聚合物材料相比， 添加碳纳米管后材料的含油率和含油保持率有较大的提高。
关键词： 碳纳米管； 多孔聚合物； 含油率； 含油保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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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宇航任务的不断发展， 国家重大专项任务对

空间活动部件提出了更高的寿命要求［１，２］。 多孔含油

聚合物材料作为空间活动部件轴承的保持架材料之

一， 其含油性能、 含油保持性能直接影响轴承的长寿

命实现。 多孔聚合物材料， 如多孔酚醛胶木、 多孔聚

酰亚胺， 常用于空间活动部件的轴承保持架， 材料通

过预先浸含一定量的润滑油， 工作时在毛细力、 Ｍａ⁃
ｒａｎｇｏｎｉ 效应、 离心力和热胀冷缩力等综合作用下进

行润滑油释放或吸收［３－５］， 进而在轴承内部形成润滑

油的微循环转移润滑系统。 随着在轨运行时间的增

加， 轴承将由于润滑油的缺失而导致内部润滑油微循

环转移系统的破坏， 进而导致空间活动部件的失

效［６－７］。 因此， 为延长轴承的润滑寿命， 降低活动部

件的失效概率， 提高多孔轴承保持架材料的含油率将

是有效方法之一。 目前， 多孔材料的含油率不高， 增

加孔隙率的常用方法是添加造孔剂， 但是如何保持孔

隙率提高的同时， 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 一直是多孔

含油材料亟待攻克的难题。
碳纳米管是一维中空结构纳米材料， 不仅具有纳

米材料所特有的表面效应， 而且其中空的管状结构有

利于提高材料的抗磨损性能和力学性能［８］。 基于碳纳

米管的以上特点， 本文作者将碳纳米管引入到多孔轴

承保持架材料的制备中， 首先通过冷压烧结方法成功

制备出不同碳纳米管含量的多孔聚酰亚胺聚合物材

料； 然后对制备出的填充有碳纳米管的多孔聚酰亚胺



材料进行了研究， 包括材料孔隙特性的测试、 材料

微观结构观察以及材料含油性能分析。 以上研究可望

为空间活动部件轴承用高含油保持架材料的研制提供

借鉴。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材料制备

碳纳米管填充聚合物多孔材料由碳纳米管、 造孔

剂和树脂基体经冷压烧结而成。 实验中， 碳纳米管为

中科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的 ＧＭＨ８ 型碳纳

米管， 碳纳米管的外径大于 ５０ ｎｍ， 内径 ５ ～ １５ ｎｍ，
长度 １０～２０ μｍ； 造孔剂为自制造孔剂， 树脂基体为

某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热塑性聚酰亚胺模塑粉。
碳纳米管填充聚酰亚胺聚合物材料的制备过程如下：

（１） 碳纳米管的氧化钝化处理： 将一定质量的

碳纳米管放入一定体积的浓硝酸溶液中， 在温度 ７０～
８０ ℃下加热 ２ ｈ （硝酸沸点为 ８３ ℃）， 然后在室温下

浸泡 ２４ ｈ； 之后用滤纸 （０ ２ μｍ） 过滤上述浓硝酸

溶液， 再用去离子水进行冲洗至滤液呈中性， 烘干得

到氧化改性处理的碳纳米管。
（２） 称重： 按质量比例称取聚酰亚胺、 造孔剂

和经氧化改性处理的碳纳米管。
（３） 搅拌： 将称取好的原料放入万能粉碎机内，

搅拌 ４ 次， 每次 ４５ ｓ。
（４） 冷压： 将搅拌均匀的原料装入模具， 在 ＳＤ⁃

１５ 压力机上冷压， 压力为 ４０ ＭＰａ， 保持 １５ ｍｉｎ。
（５） 脱模、 烧结： 取出模具内已成型试样， 将

冷压成型的试样放入烧结炉内烧结， 最高烧结温度为

３６０ ℃， 升降温速率为 ３ ℃ ／ ｍｉｎ。 等烧结炉内的温度

降到室温后， 取出成型的试件。
采用以上方法共制备了 ６ 种碳纳米管填充多孔聚

酰亚胺聚合物材料， 碳纳米管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制 备 的 试 样

中， 造孔剂质量分数为 １５％。
１ ２　 测试与分析方法

１ ２ １　 孔隙率测试方法

将制备的多孔聚酰亚胺聚合物试样先后在石油醚

和乙醇溶液中超声波清洗后， 在真空烘箱中进行充分

的抽真空和干燥处理， 然后采用精密分析天平称量其

质量， 即为多孔聚合物试样的干重。 采用千分尺精确

测量试样的直径和高度， 计算出多孔聚酰亚胺试样的

总体积。
采用以上同样的方法， 可得到无孔隙聚酰亚胺试

样的质量和体积， 进而可计算出无孔隙时聚酰亚胺试

样的密度。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多孔聚酰亚胺聚合物试样的孔

隙率：

ｐ ＝
Ｖ孔

Ｖ总

× １００％ ＝
Ｖ总 － ｍ０ ／ ρ０

Ｖ总

× １００％ （１）

式中： ｐ 为孔隙率，％； Ｖ 总为试样的总体积， ｍ３； Ｖ 孔

为试样内部孔的体积， ｍ３； ｍ０ 为试样的干重， ｋｇ； ρ０

为无孔隙时材料密度， ｋｇ ／ ｍ３。
１ ２ ２　 含油性能测试方法

将清洗干净并进行烘干处理的试样放入盛有空间

精密润滑油的烧杯中， 在一定温度下进行抽真空浸油

处理。 润滑油的密度为 ０ ８５ ｇ ／ ｃｍ３， ４０ ℃ 下的运动

黏度为 ６０ ｍｍ２ ／ ｓ。 试样经过充分浸油处理后， 取出

试样并擦除其表面润滑油， 称量试样浸油后的质量。
将试样在离心甩油机上进行一定时间的离心甩油处理

后， 再称量不同时间离心甩油处理后试样的质量。 离

心机转速为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半径为 １４０ ｍｍ， 离心

加速度为 ６１４ｇ。
在一定甩油时间后， 材料的含油率定义为

ｒ ＝
ｍ２ － ｍ０

ｍ０

× １００％ （２）

式中： ｒ 为材料的含油率，％； ｍ２ 为试样甩油后的质

量， ｋｇ； ｍ０ 为试样的干重， ｋｇ。
在一定甩油时间后， 材料的含油保持率定义为

ϕ ＝
ｍ２ － ｍ０

ｍ１ － ｍ０

× １００％ （３）

式中： ϕ 为材料的含油保持率，％； ｍ１ 为试样浸油后的

质量， ｋ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孔隙率测试结果

不同碳纳米管含量多孔聚合物试样的孔隙率测试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可见， 碳纳米管填充的多孔聚合物

试样具有较高的孔隙率， 孔隙率最高达到了 ４２ ２％；
与不含碳纳米管的多孔聚合物试样相比， 除质量分数

１ ５％碳纳米管填充的聚合物试样外， 其余聚合物试

样随碳纳米管的加入， 孔隙率均有所提高。

表 １　 聚合物多孔材料孔隙率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碳纳米管质量分数 ｗ ／ ％ ０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孔隙率 ｐ ／ ％ ３８．３ ４１．５ ３８．８ ３７．１ ４２．２ ４２．１

２ ２　 微观形貌测试结果

由于聚酰亚胺分子呈球形， 在一定的压力下， 加

热到固化温度以上并保温一定时间后， 分子之间会进

行反应， 成型试件在微观下是球与球之间的接触， 接

触面积由施加的压力和烧结温度决定。 图 １ 为制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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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碳纳米管的多孔聚合物材料试样的 ＳＥＭ 照片。 由

图 １ （ａ） 可见， 聚合物试样在微观下为球与球的堆

积， 孔隙结构比较明显。 由图 １ （ｂ） 可见， 分散性

较好的碳纳米管粘附在树脂基体微球表面。

图 １　 多孔聚合物材料微观形貌

Ｆｉｇ １　 ＳＥ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

多孔聚合物材料主要是依靠内部孔隙存储润滑

油， 通过孔隙内微球体表面对润滑油进行吸附。 当聚

合物材料内部未填充碳纳米管时， 微球体表面相对光

滑， 对润滑油的吸附能力相对较弱； 当聚合物材料内

部填充碳纳米管后， 碳纳米管粘附在微球体表面， 由

于纳米材料所特有的表面效应， 增加了微球体的表面

积， 进而可以增强聚合物材料对润滑油的吸附保持

作用。
２ ３　 含油性能测试结果

采用 １ ２ 节中含油性能测试方法， 测试了碳纳米

管填充聚合物多孔材料的含油性能， 在离心甩油 １
ｍｉｎ 后， 填充不同含量碳纳米管的多孔聚合物试样的

含油率如图 ２ 所示。 可见， 所有填充碳纳米管的多孔

聚合物试样的含油率均远高于未填充碳纳米管的多孔

聚合物试样的含油率； 多孔聚合物试样的含油率并不

随碳纳米管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是存在一个最佳添

加量， 此时多孔聚合物材料的含油率最高。 在制备的

６ 种试样中， 当碳纳米管质量分数为 １ ０％时， 材料

含油率最高， 较未添加碳纳米管多孔聚合物试样的含

油率提高约 １ ３８ 倍； 当碳纳米管质量分数高于 １ ０％
后， 多孔聚合物试样的含油率略有下降。

图 ２　 不同碳纳米管含量试样含油率

Ｆｉｇ ２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由上述结果可以推断， 由于纳米材料的表面效

应， 碳纳米管填充的多孔聚合物材料较未添加碳纳米

管材料具有更高的吸附能力，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材料

孔隙内微球体表面对润滑油的吸附性能， 材料含油率

因而大大提高。 但当材料中的碳纳米管含量增加到一

定程度后， 碳纳米管在材料中已达到了均匀分散， 继

续增加碳纳米管的含量， 可能会造成碳纳米管在材料

内部的局部团簇， 不利于碳纳米管在材料中的均匀分

散， 所以出现材料含油率下降的现象。
图 ３ 示出了 ３ 种不同碳纳米管含量聚合物试样的

含油性能随甩油时间的变化。 可见， 随着甩油时间的

增加， 试样的含油率和含油保持率均出现较快下降；
与填充碳纳米管的多孔聚合物试样相比， 未填充碳纳

米管的试样含油率和含油保持率随甩油时间的增加下

降速率更快， 经过 １ ｍｉｎ 离心甩油后， 填充碳纳米管

的多孔聚合物试样含油保持率大于 ７０％， 而未填充

碳纳米管的试样含油率已下降到 ３４％。
当多孔含油聚合物试样做离心甩油实验时， 材料

内部的润滑油受到离心力和孔隙毛细引力的作用， 而

材料孔隙毛细引力与材料的孔径大小成反比［９］。 当材

料内部孔隙直径较大时， 润滑油受到孔隙的毛细引力

小于所受离心力作用， 润滑油将从孔隙中流出， 造成

含油率降低。 由 ２ １ 节中多孔聚合物材料孔隙率的测

试结果可知， 实验所制备的多孔聚合物试样均具有较

高的孔隙率， 但是含油保持率并不高， 可以推断聚合

物材料的孔径尺寸较大， 出现闭孔现象， 导致聚合物

材料含油保持能力较低。 因此， 为了提高多孔聚合物

材料的含油保持性能， 除了控制材料中的碳纳米管添

加量之外， 应控制多孔聚合物材料的孔隙直径， 使孔

隙之间保持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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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孔聚合物试样含油性能随甩油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Ｏｉ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ｏｕ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ｔｉｍｅ （ａ）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 ｏｉｌ ｈｏｌｄｕｐ

３　 结论
（１） 采用冷压烧结方法成功制备出不同碳纳米

管含量的多孔聚酰亚胺材料， 材料具有较高的孔隙
率， 并且碳纳米管的加入对多孔聚合物材料的孔隙率
有一定的提高。

（２） 碳纳米管可以粘附在聚酰亚胺微球表面，
有助于提高聚合物孔隙表面的吸附性能； 在多孔聚合
物材料中填充碳纳米管后， 聚合物材料含油率和含油
保持率有较大的提高， 这一结果为后续空间高性能多
孔含油材料的研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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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织构作为一种良好的表面改性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改善发动机缸套－活塞环摩擦副的摩擦性能。 以微

织构的研究方向为依据， 分析微织构改善缸套－活塞环表面润滑摩擦性能的作用机制， 总结和阐述织构复合化、 组合

织构以及织构仿生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和进展， 最后， 指出表面织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下一步研究重点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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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缸套－活塞环系统的工作性能对内燃机的使用寿

命、 稳定性、 噪声和振动等方面有较大影响。 缸套－
活塞环系统所做摩擦功导致的能量损耗占内燃机总耗

能的比例较大， 因此对其进行减摩减阻研究对节约能

源、 保护环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缸套－活塞环摩擦

副的摩擦性能研究大致经历了 ３ 个阶段［１］： 第一阶

段， 从传统摩擦学的角度出发， 人们普遍认为缸套与

活塞环相互接触的表面越光滑越有利于减小摩擦， 因

此尽量降低缸套表面的粗糙度， 第二阶段， 摩擦学从

宏观尺度向微观尺度发展， 通过在缸套表面加工出相

互交错的多网纹小平台， 从而提高缸套表面的蓄油能

力， 改善接触界面的摩擦性能， 第三阶段， 在摩擦副

表面加工出不同形貌的独立微坑表面织构以进一步增

加表面对润滑油的储存能力， 这些织构有利于形成并

保持油膜， 同时可以容纳磨粒以减少对表面的磨损。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 缸套－活塞环系统接触界面摩

擦性能的提高与摩擦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因此， 以摩

擦学为基础发展合适减摩减阻方法是目前学术界和工

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表面织构作为一种表面加工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界

面性能。 随着微加工技术的提高， 表面织构制备方法

也逐渐变得丰富［２－６］。 目前， 对于缸套－活塞环系统

的表面织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织构的几何形貌、 几

何参数以及工况条件对摩擦副的摩擦性能影响［７－１３］，
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与实验成果。 但是， 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限制了该方面发展研究： 一方面由于计算的复

杂性和几何图形的无穷性等原因， 使研究工作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 另一方面， 由于影响耐磨减摩性能的

因素较多， 且研究人员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 没有统



一的规范， 使互相借鉴存在一定的困难。 本文作者

总结了在内燃机缸套－活塞环摩擦副上的微织构研究

进展， 分析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可能的解

决方法， 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１　 表面织构的二次处理

表面织构可以储存润滑油， 同样可以容纳固体润

滑剂的微纳米颗粒， 从而使表面的润滑性能得到提

升。 此外， 研究人员发现热处理工艺和涂层技术等与

表面织构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有效地改善界面的摩擦

性能， 这是因为热处理工艺能够改变试样的基体组

织， 提高试样表面硬度， 从而使织构的硬度和耐磨性

增加， 更不易被磨损破坏， 涂层技术同样能够提高试

样表面硬度， 但不改变试样的内部组织。
华希俊等［１４］利用二极管泵浦 Ｎｄ： ＹＡＧ 激光加工

机在经激光淬火处理后的 ４５＃钢表面加工出微凹坑织

构， 通过热压法将 ＭｏＳ２、 聚酰亚胺 （ ＰＩ） 和石墨

（Ｇｒ） 组成的固体润滑剂填入到织构中， 采用摩擦磨

损试验机评价该方法的减摩抗磨性能。 研究发现： 激

光织构与淬火技术、 固体润滑剂填充相结合的方法能

够有效提高减摩抗磨性能， 该方法所加工试样与光滑

试样相比摩擦因数约下降 ５０％， 主要是因为淬火处

理改变了 ４５＃钢表面的组织， 使其硬度提高， 耐磨性

增加， 微凹坑织构在捕获磨粒的同时储存、 释放复合

固体润滑剂， 两者同时作用使减摩效果显著提升。
ＸＩＮＧ 等［１５］研究了在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Ｃ 复合陶瓷表面上激光

微织构与固体润滑剂共同作用下的摩擦学行为， 实验

过程中分别采用了磨光的 ＭｏＳ２ 和 ＷＳ２ 固体润滑剂以

及磁控溅射的 ＷＳ２ ／ Ｚｒ 复合固体润滑剂， 通过球盘实

验考察了试样表面的摩擦磨损性能。 研究结果表明：
表面微织构与复合固体润滑剂共同作用下能够明显提

高表面摩擦性能， 同时对试验中小球的表面起到了一

定保护作用。 并且微织构与复合固体润滑剂结合的方

法能够最有效地降低摩擦力和磨损， 原因主要在于固

体润滑膜在摩擦副表面产生了协同作用和微凹槽对磨

粒的捕捉。 程凭杰［１６］ 利用数控铣床和激光打孔机分

别对气缸套和活塞环试样进行织构化处理， 后将尺寸

至微纳米级的 ２ 种耐磨减摩材料蛇纹石和碳化硅微颗

粒按不同比例混合， 用行星式球磨机将微纳米颗粒填

充到气缸套试样和活塞环试样中， 采用往复式摩擦磨

损试验机评价复合填充对摩擦性能的影响。 研究表

明：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 将最优复合填充与单一填充

对比， 前者具有显著的减摩效果， 其摩擦因数有一定

程度的减小且具有更小的磨损量， 原因是复合填充时

由于 ２ 种材料的减摩作用机制不同， 试验中蛇纹石体

现了自修复作用［１７］， 即在高温闪压情况下发生氧化

反应， 形成保护膜附着在摩擦表面上填充表面磨痕，
碳化硅体现了较好的耐磨性能， 两者从而优势互补，
产生了加和效应和协同效应。

ＯＬＯＦＩＮＪＡＮＡ 等［１８］指出不同种类的润滑油添加

剂具有不同的摩擦学特性， 这其中包括抗磨损、 减小

摩擦阻力以及提高胶合承载能力， 某些添加剂可以通

过分子吸附附着在滑动表面上， 某些添加剂则可以通

过化学反应在表面上形成新的层， 因此， 他们利用润

滑油添加剂的摩擦学特性将其与表面织构化这 ２ 种减

阻技术手段结合在一起， 通过摩擦磨损试验评价这种

方法对表面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在

边界润滑条件下， 通过结合 ２ 种减阻方法可以明显地

降低摩擦， 这表明可以通过结合多种技术改善摩擦性

能。 同时他们还发现激光表面织构化对摩擦表面摩擦

化学反应膜的形成具有不利的影响， 并且在有无润滑

油添加剂的情况下都会在滑动小球的接触面上产生更

严重的磨损。 赵运才等［１９］ 采用等离子喷涂技术在基

材 ＧＣｒ１５ 上制备涂层， 后利用调 Ｑ 的脉冲 Ｎｄ： ＹＡＧ
激光器在涂层上分别制备凹坑、 菱形、 平行和断纹 ４
种微织构， 通过摩擦磨损实验发现： 在温度为 ４５０ ℃
和润滑剂质量分数为 ２０％时， 凹坑织构使涂层获得

了最好的摩擦磨损性能， 且凹坑对摩擦磨损性能的影

响最大。 郭俊文［２０］ 利用电化学处理方法在较高浓度

的 ＮａＣｌ 溶液中对 ３１６ 不锈钢进行织构化， 并对试样

进行离子氮化复合处理， 利用高温销盘磨损试验仪评

价其摩擦磨损性能。 通过实验发现： 在干摩擦的情况

下， 织构化试样与基体相比最终磨损失重量略有降

低， 在滑动前期， 织构起到了很好的减摩减阻作用，
但随着试验时间增加结构逐渐被磨损破坏， 并产生大

量磨屑， 导致了高摩擦磨损， 在脂润滑的情况下， 织

构化试样能够有效减小摩擦因数； 在干摩擦的情况

下， 经织构化和离子氮化复合处理试样的摩擦因数波

动很小， 滑动过程中织构没有被完全破坏， 未失去对

磨粒的储存作用， 比复合处理前的磨损失重量有明显

降低， 在脂润滑的情况下， 复合处理试样的摩擦因数

同样波动很小， 磨损失重量较复合处理前有一定程度

减少。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１］指出： 当把亲水表面改为疏水表

面时， 接触面间的黏附力和摩擦力都会进一步降低，
原因是这种改变减弱了毛细管效应。 因此他们将不溶

于水的十八硫醇 （ＯＤＴ） 自组装分子形成的憎水涂

层与在硅基体上采用旋涂法制备的微球状表面织构相

结合， 利用原子力显微镜胶体探针评价试样表面的黏

附性能和摩擦性能。 研究发现： 经 ２ 种技术结合处理

的表面与未做处理的表面以及其中任何一种技术处理

的表面相比， 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黏附力和摩擦力，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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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表面织构对黏附力的减小起决定性作用， 而对

于摩擦因数的减小， 憎水涂层要比表面织构更有效。
２　 不同表面织构化的润滑减摩性能研究

在对内燃机缸套－活塞环摩擦副的表面织构研究

中， 通常的做法是对缸套的内表面进行织构化处理，
针对特定的情形得出最优的设计， 这个过程往往是通

过实验得到的， 而表面织构组合的可行方案较多， 其

中可变的因素包括织构形貌和几何参数、 界面材料、
对齐距离等， 无法得到最优的通用方案， 关于织构化

表面的选择和多组表面织构组合对摩擦性能的影响缺

乏研究和理论依据。 刘一静等［２２］ 利用微细电解加工

技术在活塞试样的裙部加工出几种不同直径和深度的

凹坑表面织构， 通过模拟实验得出表面织构能够改善

活塞裙部摩擦性能的结论。 马晨波等［２３］ 在对摩擦副

的研究中， 对比了无表面织构、 上试件单表面织构、
下试件单表面织构和双表面织构 ４ 种形式的摩擦性

能， 通过摩擦磨损实验得出： 富油情况下， 上试件单

表面织构与其他织构相比能更有效地降低摩擦因数；
乏油情况下， 下试件单表面织构能够降低摩擦因数，
上试件单表面织构增加摩擦因数； 在对双表面织构的

试验中， 上、 下试件的表面织构形貌和几何参数相

同， 上、 下试件以列凹坑等间距错开的形式布置， 在

富油和乏油 ２ 种润滑条件摩擦因数均没有减小。
此外， ＫＩＧＥＲＭＡＮ 等［２４］ 提出了部分表面织构的

理论， 即只对摩擦副的某一表面的一部分区域进行织

构化处理， 并以缸套－活塞环为对象研究其润滑摩擦

性能， 研究表明： 与整体表面织构相比， 合理的部分

表面织构可以进一步提高摩擦副的润滑摩擦性能。
ＲＹＫ 和 ＥＴＳＩＯＮ［２５］在截取的部分活塞环表面上进行了

局部激光织构化， 将其与截取的部分缸套进行了往复

运动下的摩擦性能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在一定的转

速范围内， 局部激光织构化活塞环的摩擦力比未处理

活塞环下降了 ２５％左右， 与文献 ［２４］ 的结论有较

好的一致性。 同时发现当转速达到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左右

时， 局部激光织构对摩擦性能的影响完全消失， 因此

指出圆柱形表面是否适合局部激光织构化需要进一步

研究。 韩雷［２６］采用 ＣＦＤ 方法研究了部分表面凹槽织

构的润滑摩擦性能。 研究发现： 当部分表面凹槽织构

的宽度 Ｄ 一定时， 油膜承载会随着位置参数 Ｌ 的降

低而升高 （较低的雷诺数 Ｒｅ 会使这种现象尤为明

显）， 此外摩擦因数明显减少， 当雷诺数 Ｒｅ 逐渐增

加时， 位置参数 Ｌ 对油膜承载以及摩擦因数的影响也

会逐渐减少， 在动压润滑的情况下， 当织构的深度一

定时， 部分表面凹槽织构的最优宽度受位置参数 Ｌ 和

雷诺数 Ｒｅ 的影响， 而整体表面织构的最优宽度只受

雷诺数 Ｒｅ 影响。 由于不同表面织构化的方案较多，
在没有理论支撑的情况下很难优化， 因此进一步的研

究应着手于分析不同表面织构化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并期望为几何参数和摩擦性能参数建立一定的关系再

由此进行几何参数优化。
３　 多元化织构

３ １　 织构的形貌和几何参数研究

在织构的形貌设计上， 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创新

的尝试， 先构想出织构的基本几何特征， 再通过理论

模拟和试验来论证所设计织构性能的优劣， 优化相关

的几何参数。 织构形貌和几何参数的优化和研究对减

摩减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织构的形貌通常可分为离散

型和连续型 ２ 种， 其中涉及的重要几何参数一般包括

宽度、 长度、 深度、 边缘轮廓和表面占有率等［３９］。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织构都能达到减摩减阻的效

果， 例如在采用激光表面织构化技术对金属表面进行

织构化处理时会产生一定的机械应力， 使织构附近的

表面有一定程度的隆起， 增大摩擦阻力， 除此之外织

构的边缘也会导致摩擦阻力的增加。 图 １ 示出了几种

常见的织构形状。

图 １　 ４ 种常见的织构形状

Ｆｉｇ １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ｘ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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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等人［２７］ 采用电加工方法在不锈钢表面分别

加工出垂直织构和倾斜织构 （织构深度方向与表面

呈 ９０°和 ４５°夹角） ２ 种条纹织构试样， 利用摩擦磨

损仪研究织构的摩擦性能。 分析得出： 钢球在织构试

样表面滑动的过程中， 摩擦因数表现为先增加后降

低， 织构的存在使摩擦因数产生波动； 与倾斜织构相

比， 垂直织构使摩擦因数发生的变化更加稳定。 王霄

等人［２８］针对圆柱形、 球冠形、 锥形、 六角形截面、
三角形截面、 正方形截面等织构形貌建立了数学模

型， 通过理论模拟和分析得出： 织构形貌对摩擦副摩

擦性能的影响非常大， 其中， 在表面截面为圆形的织

构中球冠形产生的油压区域更大， 润滑效果更好， 当

表面占有率和深度相同时， 正三角形织构产生的油压

区域较大， 摩擦力更小。 朱华等人［２９］ 根据活塞从气

缸下端至中间速度不断增加， 从气缸中间至上端速度

不断减小的对称变速运动特点， 在试样上对称加工出

两组不同密度的组合织构， 其中中间部分密度低、 两

端部分密度高的变密度织构具有润滑减摩的效果， 与

之相反的织构设计会产生增阻作用。 ＮＡＮＢＵ 等［３０］ 分

析了微织构的底部造型对其减摩减阻作用的影响， 利

用基于表面形成和流体弹性动力润滑 ２ 种模型进行虚

拟织构和数值仿真， 分别模拟了纵切面呈半圆形、 矩

形、 三角形及双三角形的矩形织构 （各组微织构呈

三角形分布且密度相同）， 并评价了不同织构在面接

触润滑下的流体弹性动力润滑表现。 结果表明： 纵切

面为矩形、 直角三角形和对称双三角形的织构更有利

于提高油膜厚度， 分析该微流体动力学的强化机制为

微凹坑边缘的弹性变形导致形成了一种吸油入口。 同

时指出更快移动的织构表面会带来附加的流量从而提

高油膜厚度。
高东海等［３１］利用 Ｎｄ： ＹＡＧ 脉冲激光在 Ｃｒ１２ 合金

钢试件表面制备出不同深度和面积比率的凹坑形表面

织构， 采用环块摩擦磨损试验机评价其摩擦磨损性能。
研究表明： 在一定的凹坑深度下， 与光滑表面相比，
面积比率为 ５％的凹坑使摩擦因数明显降低， 而面积比

率为 １７％的凹坑会增大摩擦因数； 在一定的面积比率

下， 深度适当的凹坑使摩擦因数明显降低， 深度较小

的凹坑会增大摩擦因数； 在一定面积比和凹坑深度下，
转速为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使摩擦因数降低， 在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会增大摩擦因数。 ＪＡＣＫＳＯＮ［３２］考察了微织构的尺寸对

其减摩减阻效果的影响， 分别针对微米级织构和纳米

级织构进行了摩擦学行为的仿真模拟， 在边界膜形成、
剪切稀化、 膜破裂和黏度波动 ４ 种数学模型下对雷诺

方程耦合求解。 计算结果表明： 纳米级织构与微米级

织构相比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摩擦力， 但同时具有更低

的承载能力， 原因是产生的压力受到广范围的黏度的

影响， 而不同尺寸凹坑中油膜高度的不同导致了黏度

的变化； 在纳米级织构的影响中， 由于摩擦力的降低

程度要比承载能力的下降更多， 综合考虑认为纳米级

织构可以降低摩擦因数。 尹明虎等［３３］建立了织构化的

径向滑动轴承三维有限元模型， 分别针对方形、 圆柱

形和三角形织构进行了摩擦性能的仿真计算和分析。
结果表明： 布置在滑动轴承主要承载区域的微织构可

以提高轴承的承载能力， 改善其摩擦性能， 其中方形

织构对承载能力的提升效果最好。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４］在对人造关节的摩擦学研究中， 设

计出一种似花瓣的表面织构， 该种织构的特征为： 在

圆形的微凹坑中， 有一组同心、 环形的花瓣， 然后利

用激光束的衍射效应在 Ｃｏ－Ｃｒ－Ｍｏ 合金试样表面制备

出该织构， 并在摩擦磨损试验机上进行实验得出： 在

低速、 低载荷和低的润滑剂黏度下， 似花瓣的表面织

构能够有效地改善试样表面的摩擦性能， 分析原因是

似花瓣的表面织构中的花瓣之间形成的微储存结构提

高了二次润滑效果， 以及微流体动压力的产生。 ＭＹ⁃
ＩＮＴ 等［３５］针对材料为聚合物 ＳＵ⁃８ 胶的试样表面进行

了减摩抗磨研究， 分别在其表面制备了三维负指纹表

面织构和蜂巢状表面织构， 其中指纹状织构是以人的

手指指纹为模板设计， 蜂巢状织构采用带有蜂巢状结

构的掩膜版制备， 然后利用球－盘摩擦磨损试验机评

价 ２ 种不同织构的摩擦磨损性能。 实验得出： 指纹状

织构表面的减摩抗磨效果要比蜂巢状织构表面和未处

理表面都要好， 原因是指纹织构上圆形的脊状结构具

有较低的摩擦力和较好的耐磨损性能； 在一定载荷范

围内， 指纹状织构表面随着载荷的增大摩擦因数减

小， 当载荷增大到使试样发生塑性变形时， 摩擦因数

会急剧增大。
３ ２　 织构的复合化研究

此外， 将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的织构形貌按一定方式

排列组成的复合织构也是改善润滑摩擦性能的一种方

法， 不同的织构形貌具有不同的结构特性， 在减摩减

阻的过程中优势互补， 因此合理的组合方式形成的复

合织构比单一织构具有更好的减摩减阻性能。 郭智威

等［３６］在柴油缸套上分别制备了规则凹坑、 规则凹槽

和坑槽相间 ３ 种织构， 采用摩擦磨损和振动模拟试验

机评价织构的减摩减振性能。 实验结果表明： 与规则

凹槽和坑槽相间 ２ 种织构相比， 规则凹坑织构更有利

于摩擦副的润滑， 因而能更好地减轻活塞对缸套的横

向撞击， 降低了机身的振动。 阮鸿雁等［３７］ 采用 ＣＦＤ
软件对多圆弧形织构和三角形织构组成的复合织构的

动压润滑性能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 与单一织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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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适当的复合织构具有更好的润滑性能， 且使润

滑油膜具有更合理的分布。 尹必峰等［３８］ 设计了槽腔

和交叉沟槽 ２ 种复合织构 （复合织构示意图如图 ２ 所

示）， 通过建立混合润滑理论计算模型， 并以织构的

协同润滑机制为基础进行理论上的模拟分析， 同时采

用摩擦磨损实验机来评价其摩擦性能。 研究表明： 与

单一织构相比， 复合织构更能使油膜厚度增加， 从而

更为有效地降低摩擦因数， 其中交叉沟槽形貌的复合

织构的润滑摩擦性能最好。 ＳＵＨ 等［３９］ 在 ＳＫＤ１１ 合金

工具钢的表面制备了不同角度和宽度的交叉凹槽织

构， 在混合润滑和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的条件下， 通过

销盘摩擦磨损实验仪对其摩擦学性能进行评价， 实验

结果表明： 交叉凹槽织构能够降低接触面间的摩擦

力， 且摩擦力随着织构长宽比的减小而降低， 此外，
随着凹槽滑移长度的增加也能够减小摩擦力。

图 ２　 复合织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ＳＥＧＵ 等［４０］研究了使用脉冲的 Ｎｄ： ＹＡＧ 激光设

备制备的多尺度织构的摩擦学行为， 将圆形和椭圆形

２ 种形貌织构在钢基体表面按一定的阵列排布， 在单

向的销盘摩擦磨损试验机上进行了摩擦性能测试。 研

究结果表明： 在润滑条件下， 复合织构化的表面比未

织构化表面具有更低的摩擦因数， 且摩擦因数的变化

更为稳定， 分析认为是流体动力润滑的影响。 此外，
在一定的滑动速度范围内， 当滑动速度增加时， 复合

织构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复合化织构的协同作用是进一步改善摩擦学性能

的关键， 已有的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地揭示复合织构中

每种织构所扮演的角色和互相之间的联系， 很难进一

步对其优化，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可以预见未来复

合化织构将会包含 ３ 种甚至更多不同形貌和几何参数

的织构， 并且互相之间具有更加复杂的联系。
３ ３　 仿生化织构研究进展

在实际的生产设计过程中， 几何构形的主观优化

和创新很难实现， 几何构形是无穷的， 从理论上很难

对不同的几何构形做出对比， 从实际上进行实验又无

法实现。 生物在亿万年为适应环境而进化、 演化中形

成了许多减摩、 耐磨、 减磨损等机制， 例如［４１］： 穿

山甲、 蝼蛄、 贝壳、 沙鱼和竹子表面上所具有的分层

次的复合结构可以有效提高抗磨损性能， 鲨鱼体表上

定向的槽楔形状结构可以显著地减小水的阻力， 榅桲

种子上覆盖的黏液可以在其表面形成自组装的纳米微

结构从而使摩擦因数降低。 仿生摩擦学通过研究这些

机制， 可在摩擦副的设计过程中从结构、 材料、 纹理

等方面加以借鉴和模仿［４２］。 仿生的优点在于： 一方

面减少了对改善摩擦副性能的研究周期， 另一方面丰

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 图 ３ 示出了 ３ 种动植物的表

面形貌。

图 ３　 ３ 种动植物的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３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邓宝清［４３］ 采用仿生非光滑表面技术， 模仿蚯蚓

体表的微通孔耐磨结构和环状体节结构， 设计并研制

出仿生耐磨活塞缸套， 经模拟实验表明： 在干摩擦情

况下该仿生结构的摩擦性能与光滑表面大致相同， 在

润滑情况下， 仿生结构的减阻耐磨性能都要优于光滑

表面。 任露泉等［４４］模仿土壤生物的非光滑表面在 ４５＃

钢表面上分别加工出凹坑形、 凸包形、 波纹形和鳞片

形 ４ 种非光滑形态， 采用摩擦磨损试验机来评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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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耐磨性。 研究表明： 凹坑形具有更好的耐磨

性能， 凸包形、 波纹形、 鳞片形的耐磨性能依次递

减。 韩志武等［４５］ 根据相同的原理在轧辊模型试件表

面分别加工出相同的 ４ 种非光滑形态， 经摩擦磨损试

验表明： 通过激光织构化得到的仿生非光滑表面的抗

磨损性能要远优于未加工的光滑表面 （二者的磨损

率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ＳＵＮ 等［４６］模仿穿山甲体

表鳞片上具有的沟槽状结构， 利用激光仿生耦合熔覆

技术在石墨铸铁表面制备了仿生的微织构， 每个仿生

的织构单元中存在 ３ 个区域： 熔覆区、 结合区和过渡

区。 通过实验表明： 在相同的条件下， 与未处理试样

表面相比， 仿生织构化表面具有更低的磨损量。 此

外， 未处理试样表面的磨损机制主要是胶合磨损、 磨

粒磨损和氧化磨损， 而仿生织构化表面的磨损机制主

要是胶合磨损和磨粒磨损， 在仿生的织构单元区域具

有轻微的黏附、 磨粒磨损和疲劳磨损。 穆谦［４７］ 从仿

生学角度模仿树蛙足掌上的致密六边形微凸起结构，
设计出一种六边形微凸起织构， 并在材料为聚二甲基

硅氧烷 （ＰＤＭＳ） 的试样表面制备了该结构。 通过实

验得出结论： 在干摩擦的情况下， 六边形微凸起织构

可以使摩擦因数减小， 且随着织构的面积密度增加摩

擦因数减小， 在去离子水润滑的情况下， 当上、 下试

件相对运动的速度较低时， 织构起到减摩作用， 而高

速滑动时会产生增摩作用， 在流体动压润滑的情况

下， 由于产生了连续的、 较厚的油膜， 织构的作用被

降低， 其摩擦性能与无织构情况相近。 可以看出， 这

种微凸起织构形式对凹槽形貌织构的排布方式设计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
仿生化织构在工业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前景，

其中对鲨鱼体表微结构和植物超疏水表面的仿生研究

最多， 已被广泛用于海洋航行体、 高速列车、 农业机

械和飞行器等机械的减摩减阻［４７］， 对活塞环－缸套摩

擦副微织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研究过

程中， 随着 ３Ｄ 打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可以对生物

体表进行更加准确的模仿， 此外， 也应注意到生物在

运动过程中表面微结构发生的变化和化学成分的非均

匀分布在减摩减阻中起到的作用， 期望可以由此进一

步改善减摩减阻的效果。
４　 总结和展望

从大量的围绕织构化表面摩擦性能的理论模拟分

析和实验研究可以看出： （１） 微织构对表面摩擦性

能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微织构作为一种储油

结构起到了利于油膜形成和保持的作用， 同时也作为

磨粒的储屑器减少磨粒对表面的磨损。 此外， 织构还

能有效提高表面的承载力； （２） 在干摩擦条件下，

织构很难起到较好的减摩作用， 而润滑条件有利于织

构发挥其改善摩擦副摩擦性能的作用； （３） 织构的

几何参数、 表面占有率、 位置参数、 结构强度硬度以

及表面的选择都会对摩擦副摩擦性能产生重要的影

响； （４） 合理的变密度织构、 复合织构以及复合填

充织构分别在多种密度、 织构、 填充材料的协同作用

下， 具有比单一密度、 织构、 填充材料更好的改善摩

擦性能的效果； （５） 生物体表的表面形貌是织构设

计中十分重要的素材来源。
微织构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得到了很多

提高表面织构作用的方法， 如何对这些方法进行有效

的整合以及整合后的摩擦性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

外， 织构的拓扑化形貌研究仍旧是织构研究中的薄弱

环节， 对复杂形状织构、 不同尺寸织构组成的复杂织

构的研究也很少［４８］， 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探索。 结合

现代工业需要， 在表面织构的设计过程中也应结合材

料特点、 缸套－活塞环系统的尺寸、 内燃机的转速特

性、 工作环境特性等方面进行摩擦性能考察和研究，
这显然需要大量的工作。

织构化表面摩擦性能的研究结果受很多因素的影

响 （如试件材料、 润滑条件等）， 同时研究结果本身也

包含了很多种类的数据和参数 （如振动性能、 润滑油

中磨粒含量等）， 不同研究人员往往选择一些不同类别

的参数进行研究［４８］， 对相互借鉴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

作者认为， 若能通过对实验条件和研究结果中的数据

和参数种类进行一定的规范化， 并能对已有的数据资

料进行科学的分类， 建立共享的研究数据库， 这将为

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完善、 具体的可参考和借

鉴的资料， 从而可以提高织构的研究进程。
表面织构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实验研究和理论模拟

为主。 为了节省人力、 物力以及时间， 很多研究人员

选择了理论模拟方法， 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在研究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 理论模拟工作的缺点在于： 由于计

算和仿真的复杂， 很多理论模拟工作都是以考虑周期

性边界条件的单个微织构单元为研究对象， 来评价其

摩擦磨损性能， 而忽略了织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合理的算法对理论模拟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同领域学科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缸套－
活塞环摩擦副的下一步研究， 也应广泛借鉴其他领域

学科的思想和方法来开辟新的途径［４９］。 例如在声学领

域中的主动降噪方法， 其思想是自适应降低噪声， 先

由传感器检测噪声量的大小， 同时利用前驱算法产生

与检测到的噪声频率相同、 相位相反的声信号来对其

进行消除［５０］。 在缸套－活塞环系统的减摩减阻问题中

借鉴该思想， 通过对摩擦力大小或油膜的实时检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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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来优化表面织构几何参数或动态改变润滑油供

给， 这或许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此外， 也可

以通过结合其他领域学科的技术手段来改善缸套－活塞

环系统的摩擦学性能。 例如在对沙漠中鲨鱼的研究中

发现， 其体表具有的电荷分布对砂砾产生了排斥作用，
降低了摩擦阻力， 能否将电场元素引入到摩擦副的减

摩减阻方法中， 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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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和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的基础上， 分析国外活塞发动机航空润滑油适航审定技术验证的试验方法和步

骤， 包括润滑油物理化学性能、 稳定性、 材料相容性、 地面单缸台架、 全尺寸台架试验和飞行试验评估方法及步骤，
为我国民航开展活塞发动机润滑油性能检测和研究工作， 以及国产活塞发动机润滑油的适航审定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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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ｂｅｎｃｈ ｔｅｓ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ａｉｒ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航空润滑油是航空油料的一部分， 大量用于飞机

发动机、 起落架和机载设备等关键部件， 为发动机转

子轴承和起落架提供润滑、 冷却， 是飞机、 发动机和

机载设备上各系统不可缺少的功能材料。 润滑油作为

发动机系统使用最频繁的零件， 其在使用过程中会发

生氧化、 降解等反应， 导致洁净度、 黏度、 酸值等指

标变化超过标准。 变质的润滑油达不到理想的润滑效

果， 固体颗粒与发动机元件表面会产生磨损， 造成润

滑系统部件的损坏。
我国大部分通用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依赖进

口， 国外美孚、 壳牌和伊士曼垄断了整个市场。 出

于保护核心技术的考虑， 西方国家对我国航空润滑

油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 拒绝为中国油品进行实

验， 造成国产航空润滑油无法获得 ＳＡＥ （美国机动

车工程师协会） 的认证。 随着我国民航行业规模的

发展， 特别是低空领域的开放和通用航空的发展以

及飞机、 发动机等关键设备国产化进程的推进， 活

塞发动机润滑油的使用量将逐年增加。 因此， 为使

国产航空润滑油能顺利获得 ＳＡＥ 认证， 做好国产润

滑油产品性能和相容性评估， 开展与民航发展相适

应的适航验证技术研究， 为保证我国民航飞行安全

的具有重要意义。
１　 活塞发动机航空润滑油国内外管理体系

目前国外管理当局如美国联邦航空局 （ ＦＡＡ）
和欧洲航空安全局 （ＥＡＳＡ） 等为保障航空润滑油的

适航性， 依托于 ＳＡＥ 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认证体

系和批准程序， 如 ＰＤ２１０４ 等认证程序文件。 ＳＡＥ 成

立了航空润滑油认证小组， 包括 ＦＡＡ、 飞机和发动

机制造厂商 （ＯＥＭ） 以及油料制造厂商均在该小组

内， 并通过 ＳＡＥ 和美国海军 （ＵＳＮＶ） 认证试验室对

产品进行技术验证， 航空润滑油的性能须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和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通过 ＳＡＥ Ｅ３４ 的认证后， 才

能列入合格产品清单， 最终获得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商



（ＯＥＭ） 的批准。 目前， ＯＥＭ 批准了壳牌、 美孚和伊

士曼等几个公司的润滑油， 中国国产航空润滑油尚未

获得批准。
目前， 我国并未建立起航空润滑油产品性能认证

体系和标准体系， 也未获得工业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技

术支持。 随着飞机、 发动机等国产化进程的推进， 为

保障其安全运行， 其附属航空润滑油和液压油的适航

审定也亟待解决。 按照中国现有的管理体系和性能试

验验证能力， 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我国应基于国

外航空润滑油产品技术标准规定， 研究产品性能验证

技术难点， 制定活塞发动机航空润滑油标准体系， 通

过完整的实验数据获取国际协会和飞机和发动机制造

商 （ＯＥＭ） 的批准。
２　 活塞发动机航空润滑油技术规定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技术标

准包括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和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分别针对发动机出

厂磨合阶段 ５０ ｈ 用油和日常用油进行技术指标规定，
详见表 １。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标准是由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制定并颁布， 用于取代原 ＭＩＬ⁃Ｌ⁃６０８２ 标准， 该标准

规定了无分散剂矿物油型四冲程往复式航空活塞发动

机润滑油的技术要求， 从物理化学性能、 Ｌ⁃３８ 单缸

发动机台架 ２ 个方面规定了产品技术要求。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标准用于取代原 ＭＩＬ⁃Ｌ⁃２２８５１ 标准， 该标准规

定了含分散剂矿物油型 （或合成油） 四冲程往复式

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的技术要求， 从 ４ 个方面严格

规定了润滑油的性能参数， 即分别为待测润滑油品的

物理化学性能要求， ４０ ｈ 序列Ⅷ单缸发动机台架的

试验性能要求， １５０ ｈ 莱康明 ＴＩＯ⁃５４０⁃Ｊ２ＢＤ 全尺寸发

动机台架的试验性能要求， 以及 ５００ ｈ 飞行 （至少两

架飞机分别搭载莱康明发动机与大陆发动机） 评估

试验要求。

表 １　 含分散剂和无分散剂活塞发动机润滑油技术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ｈｌｅｓ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ｓｈｌｅｓ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

试验类型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润滑油　 　
项目 方法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润滑油　 　 　 　
项目 方法

物理化学性能 １６ 项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１８ 项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单缸台架试验 Ｌ⁃３８ 发动机 ＡＳＴＭ Ｄ６７０９ 序列Ⅷ发动机 ＡＳＴＭ Ｄ６７０９
全尺寸台架试验 不测试 ／ 莱康明 ＴＩＯ⁃５４０⁃Ｊ２ＢＤ 发动机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附录 Ｂ

飞行试验 不测试 ／ 莱康明和大陆发动机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附录 Ｃ

２ １　 活塞发动机润滑油物理化学性能评估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针对发动机出厂磨合阶段 ５０ ｈ 用油，
该类润滑油基础油是矿物油， 不含添加剂以增加磨合

效果。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为针对日常用油的技术标准， 该类

润滑油基础油是石油馏分或合成组分或两者的混合

物， 并加入功能性添加剂如分散剂、 抗氧剂、 抗泡

剂、 黏度指数改进剂、 降凝剂等以满足特定要求。 由

于以上两类油品在原材料、 添加剂、 使用功能上的差

别， 二者在物理化学性能测试项目的技术指标和试验

项目等方面有一定差异，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类润滑油无需测

试其与橡胶材料的相容性以及痕量金属含量， 产品倾

点和高温剪切黏度值均比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范围大， 详见表

２。 表 ２ 中黏度、 黏度指数、 闪点、 倾点、 硫含量、

高温高剪、 灰分含量、 密度等项目在评估润滑油抗剪

切稳定性、 低温启动性能、 发动机清洁、 烟炱控制和

燃油经济性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润滑油黏度指数高

（黏度随温度变化小）， 低温流动性好且高温黏度保

持力强； 倾点低则具有挥发性低、 热氧安定性好和毒

性低等特点。 此外， 目前大多采用阴离子聚合工艺制

造黏指剂， 严格控制分子量， 具有较窄的分子量分

布， 兼顾增稠效率和剪切稳定性， 可减少润滑油中高

聚物的用量， 从而改善发动机沉积物。 表 ２ 中橡胶材

料相容性测和铜片腐蚀主要用于评估润滑油对金属材

料和橡胶材料的腐蚀， 防止飞机发动机密封圈等橡胶

材料发生膨胀或体积变小导致飞机燃油混入润滑油等

不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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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和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润滑油物理化学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ｉｎ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ａｎｄ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技术指标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技术指标

黏度（１０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４４５

需测试 需测试

９．３～１２．５ ９．３～１２．５
１２．５～１６．３ １２．５～１６．３
１６．３～２１．９ １６．３～２１．９
２１．９～２６．１ ２１．９～２６．１

满足 ＳＡＥ Ｊ３００ 要求 满足 ＳＡＥ Ｊ３００ 要求

黏度指数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２２７０

需测试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
≥９５
≥１００

需测试

所有级别≥８５

闪点 ｔ ／ ℃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９２

需测试 需测试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２０ ≥２２０

闪点 ｔ ／ ℃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９３

需测试 需测试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倾点 ｔ ／ ℃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９７
ＡＳＴＭ Ｄ５９４９
ＡＳＴＭ Ｄ５９５０
ＡＳＴＭ Ｄ５９８５

需测试 需测试

≤－２４ ≤－１８
≤－２２ ≤－１５
≤－１８ ≤－１２
≤－１８ ≤－９
— —

硫含量 ｗ ／ ％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１２９
ＡＳＴＭ Ｄ１５５２
ＡＳＴＭ Ｄ２６２２
ＡＳＴＭ Ｄ４９５１
ＡＳＴＭ Ｄ５１８５

需测试 需测试

≤０．６ ≤０．６
≤０．８ ≤０．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２
≤０．６ ≤０．６

黏度（高温高剪，１５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ＳＡＥ ３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４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５０ｇｒａｄｅ
　 　 ＳＡＥ ６０ｇｒａｄｅ
　 　 多级别

ＡＳＴＭ Ｄ４６８３ ＡＳＴＭ Ｄ４７４１
ＡＳＴＭ Ｄ５４８１

需测试 需测试

≥２．９ ≥３．３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满足 ＳＡＥ Ｊ３００ 要求 满足 ＳＡＥ Ｊ３００ 要求

以下试验项目 ＳＡＥ ３０ ／ ４０ ／ ５０ ／ ６０ 和多级别润滑油均需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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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技术指标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技术指标

黏度（４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ＡＳＴＭ Ｄ４４５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酸指数 ｃ ／ （ｍｇ ＫＯＨ·ｇ－１） ＡＳＴＭ Ｄ６６４ ≤１．０ ≤０．１

密度（１５ ℃）ρ ／ （ｇ·ｍＬ－１）
ＡＳＴＭ Ｄ４０５２
ＡＳＴＭ Ｄ１２８９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灰分含量 ｗ ／ ％
ＡＳＴＭ Ｄ４８２
ＳＡＥ Ｊ１７８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微量沉积物 Ｖ ／ （ｍＬ·（１００ ｍＬ－１）） ＡＳＴＭ Ｄ２２７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铜片腐蚀，等级

　 　 ３ ｈ，１００ ℃
　 　 ３ ｈ，２０４ ℃

ＡＳＴＭ Ｄ１３０
需测试 需测试

≤１ ≤１
≤３ ≤３

泡沫稳定性

　 　 Ｓｅｑ Ⅰ ／ Ⅱ ／ Ⅲ 泡沫体积
ＡＳＴＭ Ｄ８９２

需测试 需测试

≤５０ ｍＬ ≤５０ ｍＬ
油品相容性 ＡＳＴＭＤ６９２２ 无沉淀 无沉淀

弹性体相容性试验

体积膨胀率％，７２ ｈ
　 　 ＡＭＳ３２１７ ／ １ 橡胶（７０ ℃）
　 　 ＡＭＳ３２１７ ／ ４ 橡胶（１５０ ℃）
　 　 ＡＭＳ３２１７ ／ ５ 橡胶（３０２ ℃）
　 　 硅橡胶（１２１ ℃）

ＦＴＭ ７９１ ／ ３６０４

需测试 不需测试

－５～ ＋１０ ／
－５～ ＋５ ／
－５～ ＋５ ／
０～ ＋２０ ／

痕量金属含量 ｗ ／ １０－６

　 　 Ｆｅ、Ａｇ、Ａｌ、Ｃｒ、Ｃｕ、Ｍｇ、Ｍｏ、Ｎｉ、Ｐｂ、
Ｓｉ、Ｓｎ、Ｔｉ、Ｚｎ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４ ５ ２

需测试 不需测试

≤５、≤２、≤７、≤５、
≤３、≤３、≤４、≤３、

≤５、≤２５、≤１０、≤２、≤１０
／

　 　 橡胶相容性试验分为体积测定法和质量测定法，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和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中 均 采 用 ＦＥＤ⁃ＳＴＤ⁃７９１，
Ｍｅｔｈｏｄ ３６０４ 的体积测定法， 具体方法如下：

（１） 先将符合材料规范的三片橡胶片依次用清

水、 蒸馏水以及溶剂 （无水乙醇与乙醚混合液） 清

洗干净， 晾干后备用。
（２） 在 （２４±３） ℃下， 用称量精度为 １ ｍｇ 的底

部带有挂钩的分析天平称量已清洁干净的橡胶片在空

气中的质量 ｍ１。 然后将玻璃烧杯盛满蒸馏水放在分

析天平的正下方， 将已经组装好的橡胶片浸没入烧杯

中， 橡胶片必须完全浸没， 并且蒸馏水液面要高于橡

胶片上顶面约 ５ ｍｍ， 称量此时橡胶片的质量 ｍ２。
（３） 用滤纸擦干橡胶片， 然后用不锈钢丝将其

串在一起并适当隔开， 自由悬挂在盛有润滑油的玻璃

杯中， 润滑油的体积应至少是橡胶片总体积的 １５ 倍

（润滑油的体积约为 ３７０ ｍＬ）， 以保证橡胶片完全侵

没。 用磨口塞把玻璃油杯口塞住， 并放入恒温浴中，
在温度 （７０±３） ℃、 （１０５±３） ℃、 （３０２±３） ℃下试

验 ７２ ｈ， 并注意在试验过程中应使橡胶片避光。
（４） 试验结束后， 将玻璃油杯取出， 迅速将橡

胶片转移到实验室温度下的新鲜油料中冷却， 历时不

少于 ３０ ｍｉｎ， 不多于 ６０ ｍｉｎ。 取出试片， 先在工业乙

醇 （或橡胶工业用溶剂） 中冲洗 ２０ ｓ， 以除去表面

多余的油料， 再用滤纸擦干， 然后在空气中称量试片

的质量 ｍ３， 然后再在实验室温度下的蒸馏水中称量

质量 ｍ４， 精确至 ｍｇ。
（５） 试验结果处理：
体积变化百分数△Ｖ（％）按下式进行计算：
ΔＶ＝［（ｍ３－ｍ４）－（ｍ１－ｍ２）］ ／ （ｍ１－ｍ２）×１００％

式中： ｍ１ 为橡胶片在空气中的初始质量， ｍｇ； ｍ２ 为

橡胶片在水中的初始表观质量， ｍｇ； ｍ３ 为橡胶片侵

油后在空气中的质量， ｍｇ； ｍ４ 为橡胶片侵油后在水

中的表观质量， ｍｇ。
试验结果取 ３ 个橡胶片结果的平均值。

２ ２　 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单缸台架评估

润滑油在完成特殊理化性能评估之后， 一般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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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模拟台架试验， 包括一些发动机试验， 完成实验

验证后方能投入使用。 目前， 润滑油常用梯姆肯环块

试验机、 ＦＺＧ 齿轮试验机、 法莱克斯试验机和滚子疲

劳等试验机进行评定油品的耐极压负荷的能力或抗磨

损性能。 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要求完成物理化学性

能验证后， 首先开始 ４０ ｈ 的发动机单缸台架模拟实

验， 以评估润滑油的润滑性能和抗磨性能。 试验采用

化油器式、 火花点火协同润滑研究 （ＣＬＲ） 油试验发

动机 （该试验方法中也称为序列 ＶＩＩＩ 试验发动机，
台架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加注无铅燃料执行试验程

序， 模拟在单缸发动机苛刻运行情况下评定油品对发

动机的保护， 以及在高温和恶劣工况下油品的润滑性

能和抗磨损性能。 其判断的标准主要包括试验后对单

缸发动机台架进行拆卸， 称量磨损物的质量， 检测关

键部件的磨损情况， 测试油品黏度和酸值的变化， 考

擦油品的性能变化情况， 具体指标限制见表 ３。
图 １　 典型序列 ＶＩＩＩ 发动机试验台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Ｅｎｇｉｎｅ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ＩＩＩ

表 ３　 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单缸台架性能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

单缸台架试验项目 测试方法 ＳＡＥＪ１８９９ 技术要求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６ 技术要求

磨蚀物重量 ｍ ／ ｍｇ ＡＳＴＭ Ｄ６７０９ ≤５００ ≤５００

黏度变化（４０ ℃）Δν ／ （ｍｍ２·ｓ－１） ＡＳＴＭ Ｄ４４５
单级油： －１５～１０
多级油： ≤１０

单级油： －５～１０
多级油： ≤１０

黏度（１０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ＡＳＴＭ Ｄ４４５
单级油： 无要求

多级油： 与原值一致

单级油： 无要求

多级油： 与原值一致

酸值变化 ｃ ／ （ｍｇ ＫＯＨ·ｇ－１） ＡＳＴＭ Ｄ６６４ ≤２ ≤２

　 　 每次序列 ＶＩＩＩ 发动机油试验之前， 应彻底清洁

ＣＬＲ 油品试验发动机的动力部分， 并对动力部分的

部件进行检测。 安装新活塞或清洁旧活塞， 安装一整

套新活塞环、 一套新铜－铅连杆试验轴瓦， 以及其他

规定的部件， 并用标准油品对单缸模拟台架系统进行

校准， 校准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１） 动力部分安装在附件箱 ／ 试验台上， 试验采

用无铅燃料；
（２） 根据表 ４ 中的磨合条件使发动机先运行４ ｈ；
（３） 然后按照表 ５ 规定的条件使发动机运转

４０ ｈ；
（４） 在试验条件下每隔 １０ ｈ 取一份油样。 如果

对多级黏度油品进行试验， 所取的样品用于确定受试

油品的稳定性能力。
（５） 试验结束后， 测定轴承质量损失， 考察动

力部件、 活塞、 活塞环、 连杆等磨损情况。

表 ４　 磨合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ｉｎ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转速 ｎ ／
（ ｒ·ｍｉｎ－１）

功率

Ｐ ／ Ｗ
点火提前角

（ＢＴＤＣ）  ／ （°）
时间

ｔ ／ ｍｉｎ
总时间

ｔ ／ ｈ

１ ５００±２５ １ ５００±１５０ ２５±１ ６０±２ １
２ ０００±２５ ３ ０００±１５０ ２５±１ ６０±２ ２
２ ５００±２５ ３ ７００±１５０ ３５±１ ６０±２ ３
３ １５０±２５ ３ ７００±１５０ ３５±１ ６０±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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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单缸台架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 ｔｅｓｔ

项　 目 设定值

转速 ｎ ／ （ ｒ·ｍｉｎ－１） ３ １５０ ± ２５

功率 Ｐ ／ Ｗ
调节功率，使燃料流量

匹配规定空气－燃料比

燃料流量 ｑ ／ （ｋｇ·ｈ－１） ２．２５ ± ０．１１
空气－燃料比 １３．４３ ± ０．５
水套出口冷却液温度 ｔ ／ ℃ ９３．５ ± １
水套入口和出口冷却液温差 ｔ ／ ℃ ５．６ ± １
油道油温 ｔ ／ ℃
　 　 ＳＡＥ ０Ｗ、５Ｗ、１０Ｗ １３５ ± １
　 　 ＳＡＥ 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和多级黏度油 １４３．５ ± １
点火提前角 ＢＴＤＣ ／ （°） ３５ ± １
油压 ｐ ／ ｋＰａ ２７６ ± １４
曲轴箱真空度 ｐ ／ Ｐａ ５００ ± １２０
排气背压 ｐ ／ Ｐａ ０～３．４

曲轴箱废气 Ｖ ／ （Ｌ·ｈ－１） ８５０ ± ２８

漏气量 Ｖ ／ （Ｌ·ｈ－１） 记录值

２ ３　 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全尺寸台架评估

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单缸台架试验不能很好地

表征润滑油日益苛刻的使用性能， 需进一步使用全尺

寸的台架试验， 将润滑油在选用的全尺寸发动机上，
按标准化条件进行长时间的运行后， 评定其耐久润滑

性能和耐久抗磨损性能。 发动机台架试验的结果是判

定润滑油质量等级的依据， 对于润滑油特别重要。 活

塞发动机润滑油按照 ＳＡＥ Ｊ１８９９ 附录 Ｂ 和美国联邦航

空局规章 ＦＡＲ ３３． ４９ 要求， 采用 Ｌｙｃｏｍ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ＴＩＯ⁃５４０⁃Ｊ２ＢＤ 发动机以及发动机悬挂系统、 螺旋桨

等设备， 并规定试验过程中使用 １００ＬＬ 航空汽油， 经

过试运行、 校准运行、 滑油消耗、 耐久试验等阶段。
完成前期试验后， 更换新的测试用油和油滤， 进行

１５０ ｈ 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完成后采集样品， 检测润

滑油黏度、 总酸值和微量金属含量、 碳沉积、 油样降

解情况。 试运行和校准运行需从 １ ２００ ～ ２ ５７５ ｒ ／ ｍｉｎ
进行定时定压运转， 润滑油消耗量不超过 ０ ９５ Ｌ ／ ｈ。
２ ３ １　 试验设备

（１） 发动机：

①ＴＩＯ⁃５４０⁃Ｊ２ＢＤ 由 Ｔｅｘｔｒｏｎ 公司制造， 为风冷、
涡轮增压、 活塞式内燃机。

②该发动机装备有一连续流动式燃料喷射系统，
使用航空汽油， 最小辛烷值为 １００。

③该发动机为六缸对置式， 排量 ８ ８７３ ６ ｃｍ３。
在临界高度 ４ ６２６ ｍ 最大功率 ２５７ ｋＷ。

④发动机带有一个容量为 １１ ３６ Ｌ 的湿式润滑

油箱。
⑤发动机附件包括： 燃料泵、 起动器、 交流电

机， 还附加 ２ 个额外驱动器 （Ｄｒｉｖｅｓ）， 但在试验时

不必加载。
（２） 试验台： 试验台包括的航空型 Ｄｙｎａｆｏｃａｌ 发

动机装备系统为 Ｐｉｐｅｒ 公司生产， 型号为 ０１２７２⁃２， 与

Ｐｉｐｅｒ ＰＡ３１⁃３５０ 相同或相当。 该系统然后连接到适当

的试验台上。
（３） 动力吸收器： 发动机直接驱动连在曲轴上

的螺旋桨。 对于该试验装置， 用一个飞行螺旋桨来吸

收动力。 该螺旋桨为三叶片可变斜度型， 由 Ｈａｒｔｚｅｌｌ
公司生产， 型号为 ＨＣ３ＹＲ⁃２ＵＦ ／ ＦＣ８４６８。 在连接螺旋

桨时使用 Ｆ６２４Ｚ Ｈａｒｔｚｅｌｌ 螺旋桨调速器或类似设备。
（４） 仪表：
①试验地点应当配备必需的测量装置和相应的硬

件以记录所需的数据。 系统通过热电偶、 压力计、 流

量计、 转速计获取数据。 装置上还应该配备警报和控

制系统， 以利于机器的安全操作。
②在整个试验中， 应定期记录试验数据， 包括试

车阶段、 试验校正前和校正后、 机器寿命试验以及对

应的润滑油消耗试验的数据。
（５） 燃料： 所有的试验都应使用按照 ＡＳＴＭ

Ｄ９１０ 标准生产的 １００ＬＬ （最低辛烷值） 级航空燃料。
２ ３ ２　 实验步骤

（１） 发动机按照表 ６ 中设定的参数进行运行，
按照表 ７ 进行 １５０ ｈ 耐久试验。 试验之前， 应用原发

动机零件组装发动机。 在组装时应测量所有的关键部

件， 测量的尺寸应与试验后尺寸进行比较， 以确定磨

损量。 试验总时间为 １５０ ｈ， 应做记录发动机每天情

况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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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全尺寸台架试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ｔｅｓｔ
参数 识别标记 范围 限值

温度 ｔ ／ ℃
　 　 进入油腔润滑油 ＴＩＳ ０～２０４ 不大于 １１８
　 　 冷凝器出口润滑油 ＴＯＯ ０～２６０ 记录

　 　 压缩器进口空气 ＴＡＩ ０～１０２ ０～４０
　 　 压缩器出口空气 ＴＡＴＥ ０～２６０ 不大于 ２６０
　 　 试验单元空气 ＴＡＴＣ ０～１０２ ０～４０
　 　 废气涡轮增压器进口 ＴＥＴＩ ０～１ ０２０ 不大于 ８９９
　 　 气缸头 （每一气缸） ＴＣＨ （１－６） ０～４０８ 不大于 ２６０
　 　 燃料进口 ＴＦ１ ０～２００ 不大于 ５１
压力 ｐ ／ ＭＰａ
　 　 发动机腔润滑油 ＰＯＥＧ ０～１ ３８ ０ ３８～０ ６６
　 　 发动机泵出口润滑油 ＰＯＰＥ ０～２ ０７ 记录

　 　 过滤器出口润滑油 ＰＯＦＯ ０～１ ３８ 记录

　 　 设定位置处歧管干燥空气） ＰＡＭ ０～０ ６９ 不大于 ０ ３４
　 　 试验单元气压计空气 ＰＢＴＣ ０～０ ２８ 记录

　 　 燃料泵进口燃料 ＰＦＵＰ ０～１ ３８ －０ ０１４～０ ４５
流量

　 　 燃料 ｗ ／ （ｋｇ·ｈ－１） ＦＦ ０～１３５ 不大于 １１２ ５

转速 ｎ ／ （ ｒ·ｍｉｎ－１）
　 　 发动机 ＥＲＰＭ ０～４ ０００ 不大于 ２ ５７５
其他

　 　 试验时间 ｔ ／ ｈ ＴＥＴ ０～２００ １５０
　 　 试验时间 ｔ ／ ｈ ＴＯＴ ０～２００

表 ７　 １５０ ｈ 耐久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５０ 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试验周期 积累时间 ｔ ／ ｈ 循环数 ／ 周期 循环时间 ｔ ／ ｈ 功率 Ｐ ／ ｋＷ 转速 ｎ ／ （ ｒ·ｍｉｎ－１） 油温 θ ／ ℃ 燃料流量 ｗ ／ （ｋｇ·ｈ－１）

１ ０～３０ １０
０．０８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７８～１３６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０．０８ １５４ ２ ２００ ７８～１３６ ８６～９０

２ ３０～５０ ４
２．５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１１９～１２５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２．５ １５４ ２ ２００ １１９～１２５ ３８～４１

３ ５０～７０ １０
１．５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１１９～１２５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０．５ １９３ ２ ３４０ ７８～１３６ ５８～６１

４ ７０～９０ １０
１．５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１３０～１３６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０．５ １８０ ２ ２９０ ７８～１３６ ５４～５６

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１３０～１３６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０．５ １６８ ２ ２４０ ７８～１３６ ４６～４９

６ １１０～１３０ １０
１．５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１３０～１３６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０．５ １５４ ２ １８０ ７８～１３６ ３８～４１

７ １３０～１５０ １０
１．５ ２５７ ２ ５７５ １３０～１３６ １０８～１１２ ５
０．５ １２９ ２ ０５０ ７８～１３６ ３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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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在 １５０ ｈ 耐久性试验前， 应当进行磨合、
润滑油消耗运行和校正运行。 这些运行的时间不包括

在 １５０ ｈ 试验时间内。 在 １５０ ｈ 试验中非试验性时间

加上其前、 后运行时间和其他运行时间累计起来不应

超过 ２０ ｈ， 所有其他运行时间应该记录在册。
（３） １５０ ｈ 试验完成后发动机应进行试验后的校

正运行。 在该时间内机器发生的任何性能变化 （在
试验中出现过的） 都应测定和记录。

（４） 整个试验过程中应定期检查润滑油的性能，
以确定润滑油的变质情况。

（５） 试验后应用肉眼检查发动机硬件， 描述和

记录化油器上的沉积物， 测试关键部件尺寸， 与测试

前对比， 判断是否超过发动机大修可接受的磨损范

围。 关键部件包括曲轴主体和连杆、 轴承主体和杆内

径、 挺杆孔与外套内径、 挺杆主体外径、 挺杆销组合

和主体、 凸轮轴轴颈和孔径、 连杆轴衬内径和活塞销

孔内径等。
２ ４　 飞行试验评估

完成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物理、 化学、 稳定

性、 材料相容性、 地面单缸台架和全尺寸台架试验评

估后， 还需在非军用飞机上 （ Ｌｙｃｏｍ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ｓ 和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 发动机各一个） 进行飞行

评估， 每个发动机在实际运行环境中进行飞行持久性

测试时间不低于 ５００ ｈ， 并对飞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记录。 试验完成后， 需检测润滑油的黏度、 总酸值和

微量金属含量， 报告油料状态、 消耗、 过滤沉积物、
压力， 对发动机进行拆卸， 检测滤嘴的碳沉积和关键

部位的磨损程度等， 并按照发动机手册要求判断磨损

情况是否超过发动机大修可接受的磨损范围。
２ ４ １　 试验设备

（１） 发动机： 飞行评价最少在 ２ 台增压发动机

上进行。 １ 台发动机是 Ｔｅｘｔｒｏｎ⁃Ｌｙｃｏｍｉｎｇ 公司生产的，
另一台由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公司制造。 试验用的发

动机应该是新的或刚大修过的。 但是， 大修后总时间

不超过 ２００ ｈ 的发动机才能接受。
（２） 螺旋桨： 飞行评价中使用的所有发动机应

安装了油压可调斜度螺旋桨。 安排适当的螺旋桨工作

条件， 以便在使用单元内进行润滑油性能评价。
２ ４ ２　 实验步骤

（１） 在整个评价期间记录所有飞行评价时发动

机的润滑油消耗量和润滑油性能数据， 并在试验完成

时汇总。 以 （５０±５） ｈ 间隔取大约 ４７５ ｍＬ 油样。 取

样应在新鲜油被加到发动机之前、 发动机关机 １ ５ ｈ
内取样。 油样分析指标包括 １００ ℃黏度和总酸值。 另

外， 样品还将进行光谱分析， 检查其中磨损金属的

含量。
（２） 换油应按照发动机制造商的推荐进行。 每

次换油时， 检查和更换润滑油滤清器。
（３） 所有标准发动机的维修记录装订成文件，

在评价期间都能查阅。
（４） 在试验过程中， 对每一台发动机从开始，

到结束大约间隔 １００ ｈ， 进行压力差检查并作记录。
２ ４ ３　 检查要求

（１） 在预定操作周期完成后， 发动机分解到需

要的程度， 测量机器零件。 关键尺寸、 容许值和磨损

限度应达到发动机制造商大修要求。
（２） 在进行清洗和测量之前， 分解开的零件应

拍成彩色照片， 并按照评价手册对他们的状况进行评

级， 任何润滑油造成的沉积物都应拍照和记录。
（３） 可变斜度螺旋桨应分解到可以用肉眼评价

活动机构和密封装置润滑油的变化程度。
（４） 用肉眼检查飞行评价中换掉的过滤器单元

和 ／ 或滤网上的磨损碎片、 碳质材料。 如果有非正常

情况， 记录其状况。
（５） 定期抽出的油样应标示飞机型号、 注册号、

发动机型号、 序列号、 发动机总运行时间、 润滑油试

验时间、 润滑油证明、 抽样日期。 定期抽取的润滑油

试样应测定黏度和总酸值。
（６） 应报告项目中每一台发动机完整的磨损金

属光谱分析结果。 对于使用过的油的数据仅仅用作发

动机工作情况监测和润滑油磨损性能信息。
３　 产品认证

按照 ＳＡＥＪ１８９９ 和 ＳＡＥＪ１９６６ 规定完成航空活塞发

动机润滑油物理、 化学、 稳定性、 材料相容性、 地面

单缸台架、 全尺寸台架试验和飞行试验评估后， 提交

完整的试验报告和数据记录至审查机构， 经过逐项核

对和评估后完成润滑油的适航认证工作。 同时标准规

定， 当润滑油基础油和添加剂的纯度、 来源、 组分以

及制造商发生变更时， 需重新进行产品认证； 当润滑

油、 基础油和添加剂生产商的生产地址、 生产工艺发

生变更时， 也需重新进行产品认证。
４　 结束语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国产化政策已成为我国

基本产业政策， 推进航空润滑油和液压油国产化是必

然的趋势， 也是我国民航强国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
近年来在国产润滑油产品认证过程中， 国产润滑油受

到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美国海军实验室拒绝为非

北约国家油品进行试验， 造成了我国航空润滑油无法

获取实验数据， 国产化遇到了重大困难和限制。 目

前， 我国在开展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适航验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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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 应加强认证中所涉及的物理、 化学、 稳定

性、 材料相容性、 地面单缸台架和全尺寸台架等性能

试验研究， 搭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和条件的机构和平

台， 具备完整的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适航验证能

力， 推动我国润滑油产品完成适航验证。
具备完整的航空活塞发动机润滑油适航验证能力

将解决困扰和制约我国航空润滑油适航取证的问题，
打破美孚、 壳牌油品的市场垄断， 促进航空润滑油国

产化， 从根本上摆脱欧美国家的技术壁垒和制约， 保

障国家战略安全， 保障航空业持续安全运行； 同时，
将促进航空制造业配套产业的发展， 在民用航空领域

内开拓一个航空润滑油新兴产业， 从而对国家经济发

展和战略实施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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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韩志武，任露泉，刘祖斌．激光织构仿生非光滑表面抗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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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３．

【４８】 赵文杰，王立平，薛群基．织构化提高表面摩擦学性能的研

究进展［Ｊ］．摩擦学学报， ２０１１，３１（６）：６２２－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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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３）：８４－９５．

【５０】 王晓琳，刘克，何元安，等．自适应有源吸声控制系统设计

［Ｃ］ ／ ／ 全国环境声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波，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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