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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高速列车谐波磨耗车轮滚动接触疲劳特性， 建立谐波磨耗车轮高速轮轨滚动接触数值分析模型。 该

模型考虑了车辆系统的一、 二系非线性悬挂力、 轮轨非线性接触几何关系并考虑了钢轨振动及轮轨间的激励响应对接

触蠕滑的影响。 以 ＣＲＨ２ 型高速列车为研究对象， 运用多体动力学软件 ＵＭ 参数化建立其动力学数值模型； 对实测统

计数据中最常见的 １ 阶、 ６ 阶和 １１ 阶谐波磨耗以及波深 ０ １ ｍｍ 和 ０ ３ ｍｍ 下车轮的蠕滑率 ／力进行分析； 以不同阶数、
波深车轮的蠕滑特性参数为疲劳模型的输入参数， 研究谐波磨耗车轮的疲劳特性。 结果表明： 无谐波磨耗车轮处于弹

性安定状态， 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和 ０ ３ ｍｍ 车轮和 ６、 １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车轮都处于棘轮效应状态， ６、 １１ 阶波深 ０ ３
ｍｍ 处于塑性安定状态； 低阶小波深车轮以疲劳为主， 高阶大波深车轮以磨耗为主； 与阶数相比， 滚动接触疲劳、 磨

耗对波深的变化更为敏感， 波深的增加会促进车轮蠕滑力 ／率的进一步快速增大， 从而车轮的切向力迅速增大。
关键词： 滚动接触疲劳； 谐波磨耗； 瞬态接触特性； 蠕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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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铁道车辆轴重和速度的增加， 车轮非圆化现

象成为铁路运营过程中车轮损伤的一种普遍现象， 车

轮的非圆化由于改变了轮轨接触几何参数， 将引起轮

轨之间强烈冲击作用和车辆轨道系统动态响应的急剧



变化， 从而引起轮轨接触表面材料严重的塑形变形，
对滚动接触疲劳有重要影响。 王少锋等［１］采用多体动

力学与三维弹性体非赫兹滚动接触理论， 得到不同轨

道条件下的轮轨蠕滑状态， 将接触力分别施加于钢轨

有限元模型的接触斑位置， 采用剪切型或拉伸型的预

测公式， 分别预测导向轮与非导向轮作用下的曲线外

轨疲劳裂纹萌生寿命。 ＣＨＯ 等［２］ 通过建立三维有限

元模型阐述了滚动接触疲劳车轮上斜裂纹产生机制，
通过比较二维和三维有限元仿真分析结果得到应力强

度因子作用机制。 ＴＡＲＡＦ 等［３］ 采用移动赫兹接触压

力， 在二维的轮轨滚动接触弹塑性有限元模型基础上

分析了车轮踏面的表面裂纹萌生规律， 发现材料缺

陷、 轴重和摩擦因数直接影响轮轨滚动接触疲劳损

伤。 ＬＥＥ 等［４］通过建立三维静态有限元模型， 研究了

在考虑切向牵引力的作用下， 蠕滑率对滚动接触疲劳

裂纹萌生寿命的影响。 李霞等人［５］ 基于车辆动力学、
非赫兹轮轨滚动接触理论和 Ａｒｃｈａｒｄ 磨损模型建立车

轮磨耗预测模型， 利用该模型和安定图对重载铁路车

轮磨耗和滚动接触疲劳性能进行定性分析。 不难看

出， 目前大多数学者是通过建立二维或三维静态弹塑

性新轮新轨滚动接触有限元模型或是新轮新轨动力学

模型， 没有考虑到车轮磨损如车轮不圆对车轮高速滚

动接触疲劳的影响， 为此， 本文作者建立谐波磨耗车

轮的高速列车车辆动力学模型， 着重研究车轮的谐波

磨耗对滚动接触疲劳的影响。
１非圆车轮车辆动力学模型的建立

建立 ＣＲＨ２ 型高速列车的高速瞬态滚动接触车辆

动力学模型可以计算非圆车轮滚动接触疲劳问题， 首

先以 ＣＲＨ２ 型高速列车为研究对象， 运用多体动力学

软件 ＵＭ 参数化建立头车模型， 使列车在直线轨道上

在 ２００ ｋｍ ／ ｈ 速度下高速行驶， 将得到的轮对蛇形运

动状态下不同阶数、 波深车轮轮轨接触斑内的轮轨垂

向力、 纵向和横向蠕滑合力等接触斑参数作为安定

图、 损伤函数的输入参数， 分析车轮的工作状态和疲

劳损伤分布的规律。
１ １　 谐波磨耗车轮模型建立

本文作者改变传统的将车轮的不圆顺转换为轨道

的几何不平顺， 然后将其作为某种形式的激励输入车

辆轨道耦合系统的方法， 建立了一个新的车轮多边形

化的数学模型［６］， 给出了一个车轮滚动圆内周期性非

圆化的计算方法， 方程为

Ｘ＝（ ｒ′＋Ｒ）ｃｏｓα
Ｙ＝（ ｒ′＋Ｒ）ｓｉｎα

ｒ＝ Ｘ２＋Ｙ２

ｒ′＝ ｄＲ·ｓｉｎ（Ｎ·α）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式中： α 为 ０° ～ ３６０°任意角度； Ｒ 为车轮名义滚动圆

半径， ｍｍ； ｄＲ 为不圆度的幅值即波深， ｍｍ； ｒ 为实

际车轮半径， ｍｍ； ｒ′为不圆车轮的轮径差， ｍｍ； Ｎ
为车轮多边形的阶数， 是指车轮周向 ３６０°内车轮实

际半径 ｒ 与车轮名义半径 Ｒ 之差所形成的谐波周期

数， 用来表示车轮不圆顺沿圆周的分布情况。
１ ２　 车辆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

以 ＣＲＨ２ 型高速列车为研究对象， 运用多体动力

学软件 ＵＭ 参数化建立头车模型， 主要简化为车体、
构架、 轮对三类质量体以及相互连接的两系悬挂部

件， 模型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高速列车头车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ｔｒａｉｎ
一系悬挂 参数 二系悬挂 参数

一系钢簧纵向刚度（每轴箱） ９８０ ｋＮ ／ ｍ 空气簧纵向刚度（每簧） １５８．７６ ｋＮ ／ ｍ
一系钢簧横向刚度（每轴箱） ９８０ ｋＮ ／ ｍ 空气簧横向刚度（每簧） １５８．７６ ｋＮ ／ ｍ
一系钢簧垂向刚度（每轴箱） １ １７６ ｋＮ ／ ｍ 空气簧垂向刚度（每簧） １８９．１４ ｋＮ ／ ｍ

一系垂向阻尼（每轴箱） １９．６ ｋＮ·ｓ ／ ｍ 二系横向阻尼 ５８．８ ｋＮ·ｓ ／ ｍ
一系垂向减振器接头刚度（每轴箱） ４．９ ＭＮ ／ ｍ 二系横向减振器节点刚度 １７．１５ ＭＮ ／ ｍ

二系垂向阻尼 ４０．０ ｋＮ·ｓ ／ ｍ

　 　 考虑各质量体的刚性特征， 共计 ５０ 个自由度。
考虑轮轨接触几何关系的非线性、 横向止档的非线

性、 抗蛇行减震器的非线性、 一系悬挂的非线性等

等。 施加 ＵＩＣ 轨道不平顺， 采用 Ｋａｌｋｅｒ 非线性蠕滑

理论对不圆顺轮对下的轮轨接触蠕滑力进行计算， 由

文献 ［７］ 中统计的实际测量数据， 取最为常见的 ３

种谐波磨耗阶数和 ２ 种磨耗波深， 即 １ 阶、 ６ 阶、 １１
阶谐波磨耗， 和 ０ １、 ０ ３ ｍｍ 波深， 车速取 ｖ ＝ ２００
ｋｍ ／ ｈ。 所研究的高速列车头车动力学仿真模型皆为

刚体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并取其中第 ２ 轮对设置成谐

波磨耗车轮进行滚动接触疲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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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高速列车头车动力学数值模型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ｈｅａｄ⁃ｃ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ｔｒａｉｎ

２　 刚柔耦合下非圆车轮滚动接触疲劳预测体系建立

２ １　 安定图、 损伤函数

安定图［８－１２］综合利用轮轨接触应力和牵引系数来

评价车轮的承载能力， 如图 ２ 所示， 纵坐标轴表示量

纲一化的接触应力 Ｖ， 横坐标轴表示牵引系数 μ。 根

据 Ｖ 和 μ 的取值， 安定图的整个区域划分为 ４ 个子区

域， 它们分别是弹性状态区、 弹性安定区、 塑形安定

区和棘轮效应区。 塑性安定和棘轮效应是导致轮轨接

触表面疲劳裂纹萌生的主要原因， 而这 ２ 种特性往往

出现在接触区域内， 是疲劳裂纹萌生的主要组成部

分。 ＷＰ 为轮轨接触工作点 （ＷＯＲＫ ＰＯＩＮＴ）， 因为

安定图没有考虑磨耗和滚动接触疲劳的相互影响， 所

以只是对轮轨滚动接触疲劳进行定性分析。

图 ２　 安定图

Ｆｉｇ ２　 Ｓｈａｋｅｄｏｗｎ ｍａｐ

英国铁路安全和标准委员会基于全寿命模型进一

步发展了车轮磨耗和滚动接触疲劳模型， 得到了如图

３ 所示的整体辗钢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１２］。 表
２ 为整体辗钢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参数［１３］。 比

较现场观测得到的车轮磨耗、 滚动接触疲劳结果和利

用安定图、 损伤函数仿真得到的结果， 表明这 ２ 种疲

劳模型预测结果和大部分现场观测到的车轮滚动接触

疲劳结果相吻合。 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是基于

接触斑能量耗散磨耗数的， 这个模型综合考虑了纵

向、 横向蠕滑力 ／ 蠕滑率对车轮滚动接触疲劳的影响，

同时还考虑磨耗和疲劳的相互作用关系， 这个预测模

型依赖于磨耗数 Ｔγ， 它的值为

Ｔγ ＝Ｔξγξ＋Ｔηγη （２）
式中： 下标 ξ 和 η 分别表示横向和纵向； Ｔ 为作用在

车轮上的切向力， Ｎ； γ 为蠕滑率。

图 ３　 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

Ｆｉｇ ３　 Ｗｈｅｅｌ ＲＣ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表 ２　 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ｈｅｅｌ ＲＣ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裂纹起始值 ２０ Ｎ
裂纹速率 ３．６×１０－６ ｒ ／ Ｎ

磨耗起始值 １００ Ｎ
磨耗速率 －５．４×１０－６ ｒ ／ Ｎ

２ ２　 动力学计算结果分析

２． ２． １　 轮轨纵、 横向蠕滑力分析

高速轮轨滚动接触纵、 横向蠕滑力对滚动接触疲

劳有着重要影响， 不同阶数、 波深的车轮谐波磨耗会

改变轮轨滚动接触蠕滑特性， 倘若蠕滑力超过车轮材

料的屈服极限而使材料产生塑形变形甚至棘轮效应，
从而可以产生疲劳损伤， 所以高阶和大波深的车轮将

会加剧高速列车车轮滚动接触疲劳， 随着载荷循环加

载， 萌生的裂纹会扩展， 所以严重时会造成剥离现

象， 不同阶数、 不同波深谐波磨耗纵、 横向蠕滑力比

较如图 ４、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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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阶数和波深谐波磨耗车轮纵向蠕滑力

Ｆｉｇ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ｒｅｅｐ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图 ５　 不同阶数和波深谐波磨耗车轮横向蠕滑力

Ｆｉｇ ５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ｒｅｅｐ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轮轨纵向蠕滑力随着谐波磨耗

的阶数和波深的增大而增大， 相同波深下， 随着阶数

由 １ 阶到 １１ 阶轮轨纵向力振幅迅速增加， 频率增大，
与垂向响应对应也呈现一种高频振动； 相同阶数下，
随着波深由 ０ １ｍｍ 到 ０ ３ ｍｍ， 轮轨垂向力振幅迅速

增大并且频率减小。 １１ 阶 ０ ３ ｍｍ 时轮轨最大纵向蠕

滑力达到最大， 达无谐波磨耗时的 ９ ０９ 倍， 谐波磨

耗波深对车轮纵向蠕滑力的影响大于阶数。 从图 ５ 可

以看出， 横向蠕滑力随着谐波磨耗发展急剧增大， 在

高于 ６ 阶时， 横向蠕滑力振幅和频率急剧增大， 最大

值发生在 １１ 阶 ０ ３ ｍｍ， 是无谐波磨耗时的 ６ ７ 倍和

８ ５７ 倍， 波深由 ０ １ ｍｍ 到 ０ ３ ｍｍ 时， 振动频率

减小。
２ ２ ２　 轮轨纵、 横向蠕滑率分析

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是基于磨耗数， 采用

图 ３ 所示的车轮滚动接触疲劳损伤函数， 其横坐标表

示的是磨耗数， 纵坐标表示车轮每滚动一圈所产生的

损伤。 这个模型综合考虑了纵向、 横向蠕滑力和蠕滑

率对车轮滚动接触疲劳的影响， 同时还能考虑磨耗

（蠕滑率） 和疲劳 （蠕滑力） 的相互作用关系， 不同

阶数、 波深的车轮谐波磨耗会改变轮轨滚动接触蠕滑

特性， 对比分析各阶数及波深谐波磨耗轮对的纵、 横

向蠕滑率十分必要， 不同阶数、 不同波深谐波磨耗

纵、 横向蠕滑率比较如图 ６、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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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阶数和波深谐波磨耗车轮纵向蠕滑率

Ｆｉｇ ６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ｒｅｅｐ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图 ７　 不同阶数和波深谐波磨耗横向蠕滑率

Ｆｉｇ ７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ｒｅｅｐ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可以看出， 纵、 横向蠕滑率都随着谐波阶数的增加

而增加， 且同阶数下波深越大， 其蠕滑率也越大， 增长

幅值上谐波波深要大于谐波阶数。 平均纵向蠕滑率在发

生谐波磨耗后急剧增大， 增长趋势与最大纵、 横向蠕滑

率保持一致。 平均横向蠕滑率随谐波阶数和波深增加而

缓慢增长 ， 增长趋势弱于平均纵向蠕滑率。
３　 刚柔耦合下车轮滚动接触疲劳分析

运用多体动力学软件 ＵＭ 参数化建立头车模型，
使列车在直线轨道上在 ２００ ｋｍ ／ ｈ 速度下高速行驶，
依据实测统计数据中最常见的 １ 阶、 ６ 阶和 １１ 阶谐

波磨耗以及波深 ０ １、 ０ ３ ｍｍ 的 ６ 种不同形式下车轮

的蠕滑率 ／ 力进行分析， 然后以不同阶数、 波深车轮

的蠕滑特性参数为安定图、 损伤函数的输入参数研究

谐波磨耗车轮的工作状态和疲劳特性。
图 ８ 是不同阶数、 波深高速滚动接触车轮的安定

图， 图 ８ （ａ） 表明无谐波磨耗车轮处于弹性安定， 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和 １ 阶波深 ０ ３ ｍｍ 车轮处于棘轮效

应状态， 由于阶数和波深增加， 车轮纵、 横向蠕滑力

增大， 剪切力也会继续增大， 如果超过车轮材料的屈

服极限而使材料产生塑性变形甚至棘轮效应， 从而产

生疲劳损伤， １ 阶车轮相比无谐波车轮相对容易疲

劳； 如图 ８ （ｂ） 所示， ６、 １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车轮处

于棘轮效应状态， ６、 １１ 阶波深 ０ ３ ｍｍ 处于塑性安

定状态， 车轮都易产生滚动接触疲劳， 但是波深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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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增大车轮纵、 横向蠕滑力 ／ 率， 加剧轮轨之间的 磨耗， 所以会相对减轻车轮疲劳。

图 ８　 不同阶数、 波深高速滚动接触车轮的安定图

Ｆｉｇ ８　 Ｓｈａｋｅｄｏｗ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ｗｈｅｅｌ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ａ） ｓｈａｋｅｄｏｗ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ｎ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ａｎｄ １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ｂ） ｓｈａｋｅｄｏｗ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６ｔｈ ａｎｄ １１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图 ９ 示出了不同阶数、 波深高速滚动接触车轮的

损伤分布， 并且对整个仿真过程中损伤值进行了累

加， 图中纵坐标的正值表示裂纹损伤， 负值表示磨耗

损伤。 横坐标的原点位于车轮的名义滚动圆处。

图 ９　 不同阶数、 波深高速滚动接触车轮的损伤分布

Ｆｉｇ ９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ｗｈｅｅ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ａ） ｎ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ｂ） １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ｃ） ６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ｄ） １１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ｄｅｐ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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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９ （ａ）、 （ｂ） 所示为无谐波和 １ 阶磨耗车轮

损伤分布， 随着阶数和波深增加， 车轮纵、 横向蠕滑

力增大， 剪切力也会继续增大， 如果超过车轮材料的

屈服极限而使材料产生塑性变形甚至棘轮效应， 从而

产生疲劳损伤， 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车轮相比无谐波车

轮相对更易疲劳， １ 阶波深 ０ ３ ｍｍ 车轮因为波深增

大， 车轮纵、 横向蠕滑力 ／ 率增大， 车轮磨耗大于疲

劳， 所以总损伤是负值； 图 ９ （ｃ）、 （ｄ） 所示为 ６ 阶

和 １１ 阶磨耗车轮损伤分布， 随着阶数和波深增加，
车轮纵、 横向蠕滑力 ／ 率进一步增大， 磨耗呈现加剧

的趋势， 所以低阶小波深车轮以疲劳为主， 高阶大波

深车轮以磨耗为主， 尤其是由于波深的增加会促进车

轮蠕滑力 ／ 率的快速增加， 所以滚动接触疲劳和磨耗

对波深的变化更敏感。
４　 结论

（１） 轮轨垂向力随着谐波磨耗的阶数和波深的

增大而增大， 相同波深下， 随着阶数由 １ 阶到 １１ 阶

轮轨垂向力振幅和均值迅速增加， 频率增大， 呈现一

种高频振动； 相同阶数下， 随着波深由 ０ １ ｍｍ 到

０ ３ ｍｍ， 轮轨垂向力振幅迅速增大， 并且进一步观察

发现频率减小。 １１ 阶 ０ ３ ｍｍ 时轮轨垂向力达到最

大， 达无谐波磨耗时的 ７ ２７ 倍， 谐波磨耗波深对轮

轨力的影响大于阶数。
（２） 轮轨纵向蠕滑力随着谐波磨耗的阶数和波

深的增大而增大， 相同波深下， 随着阶数由 １ 阶到

１１ 阶轮轨纵向力振幅迅速增加， 频率增大， 与垂向

响应对应也呈现一种高频振动； １１ 阶 ０ ３ ｍｍ 时轮轨

最大纵向蠕滑力达到最大， 达无谐波磨耗时的 ９ ０９
倍， 谐波磨耗波深对车轮纵向蠕滑力的影响大于阶

数。 横向蠕滑力随着谐波磨耗发展急剧增大， 在高于

６ 阶时， 横向蠕滑力振幅和频率急剧增大， 最大值发

生在 １１ 阶 ０ ３ ｍｍ， 是无谐波磨耗时的 ６ ７ 倍和 ８ ５７
倍， 波深由 ０ １ ｍｍ 到 ０ ３ ｍｍ 时， 频率减小。 纵、
横向蠕滑率都随着谐波阶数的增加而增加， 且同阶数

下波深越大， 其蠕滑率也越大， 增长幅值上谐波波深

要大于谐波阶数。
（３） 无谐波磨耗车轮处于弹性安定状态， １ 阶波

深 ０ １ ｍｍ 和 １ 阶波深 ０ ３ ｍｍ 车轮处于棘轮效应状

态， 由于阶数和波深增加， 车轮纵、 横向蠕滑力增

大， 剪切力也会继续增大， 如果超过车轮材料的屈服

极限而使材料产生塑性变形或棘轮效应， 从而产生疲

劳损伤， １ 阶车轮相比无谐波车轮相对容易疲劳； ６、
１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车轮处于棘轮效应状态， ６、 １１ 阶

波深 ０ ３ ｍｍ 处于塑性安定状态， 车轮都易产生滚动

接触疲劳， 但是波深的增加会增大车轮纵、 横向蠕滑

力 ／ 率， 加剧轮轨之间的磨耗， 所以会相对减轻车轮

疲劳。
（４） 随着阶数和波深进一步增加， 车轮纵、 横向

蠕滑力 ／ 率急剧增大， 剪切力也会继续增大， 从而可能

产生疲劳损伤， 由损伤分布图可知， １ 阶波深 ０ １ ｍｍ
车轮相比无谐波车轮相对更易疲劳， １ 阶波深 ０ ３ ｍｍ
车轮因为波深增大， 车轮纵、 横向蠕滑力 ／ 率增大， 车

轮磨耗大于疲劳， 所以总损伤是负值； 比较 １ 阶、 ６ 阶

和 １１ 阶车轮损伤分布， 表明低阶小波深车轮以疲劳为

主， 高阶大波深车轮以磨耗为主， 尤其是由于波深的

增加会促进车轮蠕滑力 ／ 率的快速增加， 所以滚动接触

疲劳和磨耗对波深的变化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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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 通过有限差分法 （ＦＤＭ） 耦合比例分割法获得压力分布； 采用偏导数法 （ＰＤＭ） 推

导出扰动状态的润滑方程求得静压气体轴承的动力学特性参数； 分析静压气体轴承的结构参数 （供气孔数量、 气膜间

隙、 节流方式） 以及工质 （空气和 Ｈｅ） 对其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以及动刚度和动阻尼系数随着各参数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气膜间隙、 单排供气孔数以及工质的种类对直接刚度均有影响， 但对阻尼一级交叉刚度系数影响较小； 节

流方式对直接刚度系数以及直接阻尼系数影响较大， 对多交叉刚度系数以及交叉阻尼系数影响较小； 固有孔节流的主

刚度以及主阻尼系数大于间隙节流。
关键词： 静压气体轴承； 动刚度系数； 动阻尼系数； 低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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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平膨胀机作为大型低温系统的关键设备， 其性

能决定着整个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行。 在大型低温系统

中， 透平膨胀机将高压气体的压能转化为转子的动能

来实现降温的目的， 系统所需要的冷量几乎全部由透

平膨胀机来实现。 故而， 支撑透平转子的轴承需要具

有足够的稳定的动力学性能来满足转轴的高速旋

转［１］。 此外， 在低温系统中有较高的清洁度要求， 因

工作介质所夹带的水蒸气、 油滴、 其他高沸点气体杂

质在低温环境下将变成固体颗粒， 会对系统的安全造

成破坏。 气体轴承由于具有高清洁、 低摩擦热等优点

能够满足透平膨胀机高速、 清洁的要求［２］。
由于气体的黏度比较低， 在运转过程中带来摩擦

热极小， 能够满足高速转子的需要， 但是低黏度介质

也会造成支撑系统的刚度和阻尼较小， 稳定性较

差［３］。 求解轴承－转子系统在扰动状态下的刚度以及

阻尼系数是分析转子动力学性能的基础。 通过对模型



的一系列简化采用解析法可求解动态刚度系数以及阻
尼系数， 但是计算精度并不高［４］。 此外， 一些学者提
出了动载荷法［３］、 多扰动量叠加［５］ 的方法来获得轴
承－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系数。 在国内， 虞烈及其团队
采用偏导数法求解了弹性箔片轴承以及动压气体轴承
的动力学特性系数［６－９］。 贾晨辉等［１０］ 用 ＣＦＤ 的方法
估算了动压球轴承的动刚度以及阻尼系数， 并简要分
析了系统的稳定性。 对于静压气体轴承， 边新孝和李
谋渭［１１］采用修正后的扰动雷诺方程求解， 分析了小
孔节流以及环面节流对刚度以及阻尼的影响。

但是上述研究没有考虑静压气体轴承的结构参数
以及工质对轴承动力学特性参数的影响。 本文作者基
于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采用偏导数法求解静压气体轴承的
动力特性参数， 重点分析了静压气体轴承的结构参数
（主要包括供气孔数量、 气膜间隙、 节流方式） 以及
工质 （空气和 Ｈｅ） 对静压气体轴承 ８ 个动力学特性
参数的影响。
１　 静压气体轴承的结构参数

计算所用轴承为双排供气， 以单排 ８ 孔均布的轴

承为例， 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静压气体轴承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ｇ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由于气膜厚度方向的尺寸相对于轴承的直径很

小， 估忽略气流在厚度方向的流动， 仅仅考虑在周向

以及轴向方向的流动， 其产生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针对双排供气的静压气体轴承， 计算所用运行参

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气体轴承基本尺寸以及运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轴承宽度

Ｂ ／ ｍｍ
轴承半径

Ｒ ／ ｍｍ
环境压力

ｐａ ／ Ｐａ
供气压

ｐ ／ ＭＰａ
偏心率

转速 ｎ ／
（１０４ ｒ·ｍｉｎ－１）

单排供

气孔数目

气膜间隙

ｃ ／ μｍ
３６ １２．５ １０１ ３２５ ０ ４ ０ ３ ５ ８～１４ １６～２４

２　 基本方程及求解方法

静压气体轴承的内部流动可以通过简化的雷诺方

程 （１） 获得， 气体轴承内部静态压力分布通过 ＦＤＭ
耦合比例分割法求得， 具体求解方法参见文献

［１２］。 获得准确的静态压力分布是求解各个动力学

参数的前提。

φ

（ＰＨ３ Ｐ
φ

）＋

η

（ＰＨ３ Ｐ
η

）＝ Λ
（ＰＨ）
φ

＋

２Λ
（ＰＨ）

τ
（１）

式中： Ｐ 为量纲一压力分布， ｐ ＝
ｐ
ｐａ

； Ｈ 为量纲一气

膜厚度， Ｈ＝ ｈ
Ｃｒ

＝ １＋εｃｏｓφ； Ｃｒ 为气膜半径间隙， ｅ 为

偏心率； ｐａ 为大气环境压力； ε 为量纲一偏心率，

ε＝
ｅ
Ｃｒ

； Ｒ 为转子半径； φ， η 为量纲一周向、 轴向坐

标， φ＝ ｘ ／ Ｒ， η ＝ ｚ ／ Ｒ； ｘ， ｚ 为轴承的周向、 轴向坐

标； ｗ 为转子转动角速度； τ 为量纲一时间， τ ＝ ωｔ；

μ 为气体动力黏度； Λ＝ ６μｗ
ｐａ

（
Ｒ
Ｃｒ

）
２

２ １　 静压气体轴承扰动状态下的方程

当转子受到扰动时， 转子的位置可以根据偏心角

以及偏位角来确定， 将参量的大小看作静态量以及扰

动量的叠加， 并带入到润滑方程， 可以得到扰动状态

下的润滑方程［９－１０］。
转子中心在扰动下的任一位置可以根据偏心率 ε

以及偏位角 θ 来确定。 当转子绕平衡点以频率 ｖ 进行

周期性扰动的时候， 在任意时刻的扰动偏心率以及偏

位角记作 Ｅ 和 Θ， 因此， 在任一扰动时刻转子的位

置［６－７］为

ε＝ε０＋Ｅ＝ε０＋Ｅ１ｅｘｐ（ｉｆｔ）
θ＝ θ０＋Θ＝ θ０＋Θ１ｅｘｐ（ｉｆｔ） （２）

式中： Ｅ１ 为扰动偏心率幅值， 复数； Θ１ 为扰动偏位角

幅值， 复数； ｆ 为量纲一扰动频率， ｆ＝
ｖ
ω
； ｉ ＝ －１。

根据线性法则进行简化， 将扰动状态下气膜的厚

度以及压力当作静态量与动态量的叠加， 即：
Ｈ＝Ｈ０＋Ｈｄ ＝ １＋εｃｏｓφ＋Ｈｄ１ｅｘｐ （ｉｆｔ） （３）
Ｐ＝Ｐ０＋Ｐｄ ＝Ｐ０＋Ｐｄ１ｅｘｐ （ｉｆｔ） （４）

其中 Ｈｄ０ ＝Ｅ１ｃｏｓφ＋Θ１ε０ｓｉｎφ （５）
将式 （３）、 （４） 代入式 （１）， 利用稳态方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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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并略去扰动的高阶项， 得到扰动状态下的润滑 方程［６－７］：

　 　

φ

（Ｐ０Ｈ０
３
Ｐｄ１

φ
）＋


η

（Ｐ０Ｈ０
３
Ｐｄ１

η
）＋


φ

（Ｐｄ１Ｈ０
３
Ｐｄ１

φ
）＋


η

（Ｐｄ１Ｈ０
３
Ｐｄ１

η
）＋


φ

（３Ｐ０Ｈ０
２Ｈｄ１

Ｐ０

φ
）＋


η

·

（３Ｐ０Ｈ０
２Ｈｄ１

Ｐ０

η
）＝ Λ


φ

（Ｈ０Ｐｄ１＋Ｈｄ１Ｐ０）＋２ｉΛｆ（Ｈ０Ｐｄ１＋Ｈｄ１Ｐ０） （６）

　 　 式 （５）、 （６） 描述了扰动量幅值 Ｅ１、 Θ１ 与动态

气膜间隙厚度 Ｈｄ１、 动态压力分布 Ｐｄ１之间的联系， 是

求解气体轴承动态特性参数的基本方程。
２ ２　 动态刚度系数以及阻尼系数的求解

扰动状态下的润滑方程隐含扰动幅值 Ｅ１、 Θ１，
采用偏导数方法， 求解静压气体轴承的动态特性参

数。 令：

ＰＥ ＝
Ｐｄ１

Ｅ１
， ＰΘ ＝ １

ε０

Ｐｄ１

Θ１
， ＨＥ ＝

Ｈｄ１

Ｅ１
， ＨΘ ＝ １

ε０

Ｈｄ１

Θ１

（７）
将扰动状态的润滑方程 （７） 分别对 Ｅ１、 Θ１ 求

导， 得到关于 ＰＥ、 ＰΘ的偏微分方程， 即：
关于 ＰＥ 的偏微分方程［６－７］：

　 　

φ

（Ｐ０Ｈ０
３
ＰＥ

φ
）＋


η

（Ｐ０Ｈ０
３
ＰＥ

η
）＋


φ

（ＰＥＨ０
３
Ｐ０

φ
）＋


η

（ＰＥＨ０
３
Ｐ０

η
）＋３Λ

ＨＥ

Ｈ０

（Ｐ０Ｈ０）
φ

＋３Ｈ０
３Ｐ０（

Ｐ０

φ

φ

（
ＨＥ

Ｈ０
）＋

Ｐ０

η

η

（
ＨＥ

Ｈ０
））＝ Λ


φ

（ＰＥＨ０＋Ｐ０ＨＥ）＋２ｉΛｆ（ＰＥＨ０＋Ｐ０ＨＥ） （８）

　 　 关于 ＰΘ 的偏微分方程：

　 　

φ

（Ｐ０Ｈ０
３
ＰΘ

φ
）＋


η

（Ｐ０Ｈ０
３
ＰΘ

η
）＋


φ

（ＰΘＨ０
３
Ｐ０

φ
）＋


η

（ＰΘＨ０
３
Ｐ０

η
）＋３Λ

ＨΘ

Ｈ０

（Ｐ０Ｈ０）
φ

＋３Ｈ０
３Ｐ０（

Ｐ０

φ

φ

（
ＨΘ

Ｈ０
）＋

Ｐ０

η

η

（
ＨΘ

Ｈ０
））＝ Λ


φ

（ＰΘＨ０＋Ｐ０ＨΘ）＋２ｉΛｆ（ＰΘＨ０＋Ｐ０ＨΘ） （９）

　 　 将式 （８）、 （９） 两边分别对 Ｅ１、 Θ１求导， 得：

ＨＥ ＝
Ｈｄ１

Ｅ１

＝ ｃｏｓφ （１０）

ＨΘ ＝ １
ε０

Ｈｄ１

Θ１

＝ ｓｉｎφ （１１）

由于静态气膜厚度分布以及静态气膜压力分布都

为已知量， 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扰动状态下的偏微分

方程， 在轴承的两端， 其边界条件为

ＰＥ（φ， ±
Ｌ
２
）＝ ＰΘ（φ， ±

Ｌ
２
） ＝ ０ （１２）

在供气孔区域， 由于转子的扰动会直接影响供气孔

出口的压力分布， 其影响程度与此位置的压力以及气膜

厚度有关， 因此， 对于静压气体轴承的动态特性参数的

计算， 供气孔区域不作为边界条件， 而是作为内部计算

的未知参数， 这是与静态计算压力分布的区别所在。
求得 ＰＥ 和 ＰΘ 的分布后， 静压气体轴承的量纲

一化动态特性参数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６－７］：

－ ∫Ｌ ／ ２
－Ｌ ／ ２
∫２π

０
ＰＥｃｏｓϕｄϕｄη ＝ Ｋｙε ＋ ｉｆｃｙε （１３ａ）

－ ∫Ｌ ／ ２
－Ｌ ／ ２
∫２π

０
ＰＥｓｉｎϕｄϕｄη ＝ Ｋｘε ＋ ｉｆｃｘε （１３ｂ）

－ ∫Ｌ ／ ２
－Ｌ ／ ２
∫２π

０
ＰΘｃｏｓϕｄϕｄη ＝ Ｋｙθ ＋ ｉｆｃｙθ （１３ｃ）

－ ∫Ｌ ／ ２
－Ｌ ／ ２
∫２π

０
ＰΘｓｉｎϕｄϕｄη ＝ Ｋｘθ ＋ ｉｆｃｘθ （１３ｄ）

将式 （１３） 得到的动力学特性参数转化到直角

坐标系中［６－７］， 则有

Ｋｘｘ

Ｋｘｙ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ｓｉｎθ０ ｃｏｓθ０

ｃｏｓθ０ － ｓｉｎθ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Ｋｘε

Ｋｘθ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Ｂ

Ｋｘε

Ｋｘθ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ａ）

Ｋｙｘ

Ｋｙｙ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Ｂ

Ｋｙε

Ｋｙθ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ｂ）

Ｄｘｘ

Ｄｘｙ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Ｂ

Ｄｘε

Ｄｘθ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ｃ）

Ｄｙｘ

Ｄｙｙ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Ｂ

Ｄｙε

Ｄｙθ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ｄ）

式 （１４） 求得的结果就是静压气体轴承在直角

坐标系下的动力学系数。
在求解扰动状态的方程中， 稳态时的压力分布以

及气膜厚度分布均为已知量。 供气孔出口处的压力大

小与该处的气膜厚度息息相关， 假设扰动频率对整个

计算域有效， 因此， 扰动状态下的供气口出口参数不

作为求解方程的边界条件来设置， 这是与求解静态压

力分布的方法的区别所在。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 １　 气膜间隙的影响

图 ２ 示出了静压气体轴承的动态特性系数随着气

膜间隙的变化， 可以看出：
（１） 静压气体轴承的主刚度系数随着气膜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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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的增加而减少； 当轴颈的扰动频率小于 １ ５ 时，
主阻尼系数随半径间隙的增加而减少， 当扰动频率大

于 １ ５ 时， 主阻尼系数与半径间隙的关系不大。
（２）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０ ７５ 时， 交叉刚度系数 Ｋｘｙ

随半径间隙的增加而减少， Ｋｙｘ 随半径间隙的增加而

增加； 当扰动频率在 ０ ７５～３ 之间时， Ｋｘｙ 随半径间隙

的增加而增加， Ｋｙｘ 随半径间隙的增加而减少； 当扰

动频率大于 ３ 时， 交叉刚度的大小不随半径间隙的变

化而变化。
（３）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１ ５ 时， 交叉阻尼项 Ｄｘｙ 随

半径间隙的增加而减少， Ｄｙｘ 随着半径间隙的增加而

增加； 当扰动频率大于 １ ５ 时， 交叉阻尼项不随半径

间隙的变化而变化。

图 ２　 动态特性系数随气膜间隙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３ ２　 单排供气孔数目的影响

图 ３ 示出了静压气体轴承的动刚度系数以及动阻

尼系数随单排供气孔数目的变化关系， 计算所用参

数： 供气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 气膜间隙为 ２０ μｍ， 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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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０ ３， 转速为 ５×１０４ ｒ ／ ｍｉｎ。 可以看出：
（１） 单排供气孔的数目对承载方向上的主刚度

系数的影响要大于非承载方向， 当扰动频率大于 １
时， 在承载方向的主刚度系数 Ｋｙｙ随孔数的增加而减

少， 扰动频率小于 １ 时， Ｋｙｙ随孔数的增加而稍微增

加， 但幅度不大； 单排孔数对垂直于承载方向的主刚

度影响较小。
（２） 交叉刚度系数 Ｋｘｙ 随单排孔数的增加而减

少， 当扰动频率大于 ３ 时， 孔数对 Ｋｘｙ几乎没有影响；

当扰动频率大于 １ 时， Ｋｙｘ随孔数的增加而减少， 当

扰动频率小于 １ 时， 孔数对 Ｋｙｘ几乎没有影响。
（３） 单排孔数对承载方向的主刚度系数的影响

大于非承载方向，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２ ５ 时， Ｄｙｙ随孔

数的增加而减少， 当扰动频率大于 ２ ５ 时， 孔数对其

几乎没有影响； Ｄｘｘ随孔数的增加变化不大， 但略微

成正比态势。
（４） 单排供气孔数目对交叉阻尼系数的影响

不大。

图 ３　 动态特性系数随单排供气孔数目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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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工质种类的影响

图 ４ 示出了静压气体轴承的动态特性参数与工质

的关系， 计算所用参数： 单排供气孔数目为 ８， 供气

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 气膜间隙为 ２０μｍ， 偏心率为 ０ ３，
转速为 ５×１０４ ｒ ／ ｍｉｎ。

图 ４　 工质对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由图 ４ 可知：
（１） 同等条件下， 以 Ｈｅ 为工质的静压气体轴承

的主刚度系数大于以空气为工质的轴承； 工质的不同

对交叉刚度系数的影响不大。
（２） 总体来看， 以空气和氦气工质静压气体轴

承的刚度系数的差别不大，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２ 时， 空

气的阻尼系数略大于以 Ｈｅ 为工质的轴承。
（３） 工质的不同对刚度的影响要大于对阻尼的

影响。
３ ４　 节流特性对轴承动态特性参数的影响

图 ５ 示出了不同的节流特性对静压气体轴承动态

特性参数的影响。 文中主要讨论小孔节流与间隙节流

２ 种形式， 计算采用参数： 供气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 单

排节流孔数目为 ８， 偏心率为 ０ ３， 转速为 ５ × １０４

ｒ ／ ｍｉｎ， 节流孔直径为 ０ ３ ｍｍ。 可以看出：
（１） 固有孔节流形式下轴承的主刚度系数以及

主阻尼系数都要大于间隙节流形式下的轴承主刚度以

及主阻尼系数。
（２）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２ 时， 小孔节流下的交叉

刚度以及交叉阻尼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间隙节流下的

轴承， 当扰动频率继续增加， 不同的节流形式对交叉

刚度以及阻尼系数的影响不大。
（３） 节流形式对主刚度系数以及主阻尼系数的

影响大于交叉刚度以及阻尼系数。

图 ５　 节流方式对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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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 轴承的主刚度系数随着半径间隙的增加而

减少； 在小扰动频率下， 阻尼系数随着半径间隙的增

减而减少， 当扰动频率继续增加， 半径间隙对主阻尼

系数影响不大。
（２） 轴承的交叉特性系数的随半径间隙的变化

较为复杂，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３ 时， 交叉刚度的绝对值

随半径间隙的增而减少； 当扰动频率小于 １ ５， 交叉

阻尼系数的绝对值随半径间隙的增加而减少， 当扰动

频率大于 １ ５ 时， 半径间隙对交叉阻尼项影响不大。
（３） 单排供气孔数目对承载方向上的主刚度系

数以及主阻尼系数的影响大于非承载方向； 并且对交

叉刚度的影响大于交叉阻尼。
（４） 工质的不同主要影响轴承的主刚度系数，

以 Ｈｅ 为工质的轴承的主刚度系数大于以空气为工质

的轴承； 工质对交叉刚度系数基本没有影响， 对阻尼

系数的影响仅在小扰动频率下。
（５） 小孔节流下的轴承的主刚度系数以及主阻

尼系数都要大于间隙节流下的轴承， 而且节流形式对

主刚度以及阻尼系数的影响大于交叉刚度以及阻尼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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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建立湿式离合器单摩擦副有限元模型， 采用直接耦合方法模拟单次接合过程， 分析钢

片接合面温度场在接合过程中的变化过程及热点与接触应力变化规律， 探讨工作油压和相对转速的大小对温度场变化

过程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 钢片接触面温度场为非均匀分布且不对称， 其分布状态与接触应力一致； 相对转速达到

极值时接触面开始出现高温点， 并在之后的接合过程中表面温度极值位置不变， 温度最高值出现在工作油压首次达到

最大值； 接触面热点数随工作油压的增加而增多， 靠近外径边缘处最多； 随着相对转速最大值的增加， 钢片接合面终

态压力场和应力场分布趋于均匀， 但高温点总体数目增多， 温度场整体分布较为不均匀； 最大温度值的增加对最大相

对速度较为敏感， 高相对转速条件下易出现急剧温升， 高工作油压下温升上升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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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式离合器作为车辆传动系统核心部件之一， 在

车辆起步和换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被广泛应用

于高级轿车、 重型车辆及履带车辆［１］。 湿式离合器在
工作过程中， 钢片和摩擦片相对滑动， 在摩擦力作用

下产生大量热量， 引起摩擦副接合界面温度急剧升

高； 同时， 由于不均匀热变形现象的存在， 摩擦面上

接触比压会呈差异性分布， 摩擦副不均匀热分布状态

不断加剧， 导致接合界面出现局部区域温度显著高于



其他区域的现象， 即出现热点［２－５］， 最终造成湿式离

合器摩擦副出现热损伤。 据统计， 车辆传动系统中的

故障约 ３０％是由于离合器故障引起的， 而摩擦副的

热损伤是湿式离合器最主要的损坏现象。
张金乐等［６］ 运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分析了转速差、

钢片厚度及工作油压对钢片终态温度场和应力场径向

分布状态的影响。 杨为等人［７］ 利用 ＭＳＣ 软件采用顺

序法分析离合器热机耦合问题， 研究了接合时钢片厚

向温度场及径向应力场分布状态。 杨亚联等［８］ 利用

ＡＮＳＹＳ 建立湿式离合器摩擦副三维模型， 采用热机

耦合的仿真方法， 分析了内外半径差、 接合时间和接

合次数对接合终态钢片径向温度场和应力场的影响。
胡宏伟等［９］ 依据结合过程比例控制压力模型建立了

热流密度变化规律， 采用间接耦合方式， 利用 ＡＮ⁃
ＳＹＳ 软件分析了相对转速、 接合压力和摩擦副厚度对

钢片径向温度场分布规律的影响。
本文作者应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建立湿式离合器单

摩擦副有限元模型， 采用直接耦合方法模拟单次接合

过程， 分析钢片接合面温度场在接合过程中的变化过

程及热点出现的规律； 对比不同油压和不同相对转速

条件下， 钢片接合面温度场变化历程及其径向和周向

分布规律， 探讨工作油压和相对转速的大小对温度场

变化过程的影响。
１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湿式离合器是由多对摩擦副构成， 每对摩擦副由

一对钢片和摩擦片组成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湿式离合器摩擦副三维示意图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ｅｔ ｃｌｕｔｃ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

其滑磨发热问题是典型的非线性热－结构耦合过

程， 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为分析该类问题提供了高效

可靠的途径。 由于湿式离合器接合过程中， 边界条件

复杂、 接触状态实时变化， 故选用直接耦合的方法分

析其温度场变化过程。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以擅长模拟各类

高度非线性问题著称， 因此以其为平台建立单摩擦副

有限元模型， 根据文献 ［６］， 考虑油槽内流体的对

流换热作用， 而忽略油槽几何结构建立有限元模型，
不影响对钢片温度场模拟的精度， 故而为降低网格划

分复杂程度从而节省计算成本， 对摩擦片表面进行简

化， 钢片和摩擦片有限元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２　 湿式离合器摩擦副钢片和摩擦片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ｗｅｔ ｃｌｕｔｃｈ ｓｔｅｅｌ （ａ）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ｋ （ｂ）

１ １　 摩擦生热

摩擦副接合界面间摩擦生成的热量可用热流密度

描述：
ｑ（ ｒ， ｔ）＝ μｐω（ ｔ） ｒ （１）
即热流总量与摩擦因数 μ、 接触压力 ｐ、 相对角

速度 ω（ ｔ）、 半径 ｒ、 摩擦时间 ｔ 有关。
摩擦生成的热量在钢片和摩擦片间根据比例系数

Ｋ 进行分配， 其公式为

Ｋ＝
ｑＦ

ｑｓ

＝
λ ｆρｆｃｆ
λｓρｓｃｓ

（２）

式中： Ｋ 是热分配比例系数， 其与材料导热系数 λ、
比热容 ｃ、 密度 ρ 相关， 由材料自身性质所决定； 下

标 ｆ 和 ｓ 分别表示摩擦片和钢片。
１ ２　 对流换热

湿式离合器工作时， 冷却油经离合器轴向孔道和

径向孔道高速喷出， 在旋转运动和离心力作用下沿油

槽由内径向外径处流动， 最后在外环面处流出。 根据

冷却油的运动状态将整个冷却过程等效为 ３ 种不同的

对流换热模型。
冷却油在摩擦片油槽中的流动既有切向流速同时

又受离心力作用， 将其等效为非圆形内部强制对流换

热模型， 层流和湍流 ２ 种情况下， 对流换热系数为

ｈ ｆ ＝
１．８６

λＬ

ｄｅ

ＲｅＬ ＰｒＬ
ｌｒ ／ ｄｅ

æ

è
ç

ö

ø
÷

１ ／ ３

０．０６４
λＬ

ｄｅ
ＲｅＬ

０．８ＰｒＬ
０．４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３）

钢片与摩擦片间存在相对滑动， 冷却油在油槽中

流动的时候扫略过钢片接触面， 其可以等效为横掠平

板对流换热， 其对流换热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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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 ＝ ０．０３２
λＬ

ｒｅ
Ｒｅｒ ０．５ＰｒＬ

１ ／ ３ （４）

摩擦副的外端面处于旋转状态， 与外界环境中的

空气存在对流换热作用， 可以等效为横掠圆柱体强制

对流换热模型， 其对流换热系数为

ｈＣ ＝ ｃ
λＡ

ｄＣ
ＲｅＣ

ｎＰｒａ
１ ／ ３ （５）

式中： ｈ ｆ、 ｈｓ、 ｈＣ 依次为摩擦片接触面、 钢片接合

面、 摩擦副外端面的对流换热系数； ＲｅＬ、 Ｒｅｒ、 ＲｅＣ
依次为冷却 ３ 种不同流动模型下的临界雷诺数； λＬ、
λａ 分别为冷却油液和空气的导热系数； ＰｒＬ、 ＰｒＡ 分

别为冷却油液和空气的普朗特数； ｄｅ、 ｄＣ 分别为当

量直径和摩擦副外径； ｌｒ 为油槽特征长度。
１ ３　 机械载荷

依据湿式离合器接合过程中摩擦副的载荷和运动

状态， 在有限元模拟过程中， 以摩擦片中心对称面上

施加均匀分布压力来等效实际中工作油压的压力作用；
通过设置钢片绕其中心的旋转角速度来拟合钢片和摩

擦片之间的相对转速差； 约束钢片在轴向方向上的位

移， 保证接合面间的相互作用使其通过摩擦产生热量。
１ ４　 材料及环境设置

研究中选用铜基粉末冶金材料作为摩擦材料，
６５Ｍｎ为钢片材料， 有限元模型中的各项物理和几何

参数设置详见表 １。

表 １　 钢片和摩擦片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ｋ
参数 钢片 摩擦片

导热系数 ｋ ／ （Ｗ·ｍ－１·℃ －１） ４５．９ ９．３

密度 ρ ／ （ｋｇ·ｍ－３） ７ ８００ ５ ６００

比热容 ｃ ／ （Ｊ·ｋｇ·℃ －１） ４８７ ５３６
弹性模量 Ｅ ／ ＧＰａ １６０ ２．３

泊松比 ０．２９ ０．２５

热膨胀系数 β ／ （１０－５Ｋ－１） １．２７ １．２１
摩擦因数 ０．１３ ０．２

环片内径 ／ 外径 ｒｉ， ｒｏ ／ ｍｍ １８， ２６ １８， ２６
环片厚度 Ｂ ／ ｍｍ ４ ４
初始温度 θ ／ ℃ ２０ ２０

２　 有限元模拟结果分析

模拟接合过程时， 设置最大工作油压为 ２ ０
ＭＰａ， 加载曲线如图 ３ 所示； 最大相对转速为 ２６
ｒａｄ ／ ｓ （２５０ ｒ ／ ｍｉｎ）， 相对转速变化曲线如图 ４ 所示，

模拟时间为 ０ １ ｓ。

图 ３　 有限元模拟工作油压加载曲线

Ｆｉｇ ３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

图 ４　 有限元模拟相对转速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接合终止时， 钢片接合面的温度场、 应力场、 接

触应力分布、 压力分布情况分别如图５ （ａ）、 （ ｂ）、
（ｃ）、 （ｄ） 所示。 可知， 接合终止时， 钢片接触面在

靠近内、 外径边缘处形成了 ２ 个环形高温带； 接合面

的接触压力分布不均匀。 虽然模拟时设置工作油压是

均匀作用在摩擦面非接合面上的， 但是在钢片接合面

上压力非均匀分布， 并出现了 ２ 个高压力环形带， １
个低压环形带； 其中 ２ 个高压带位置对应高温带。

在钢片有限元模型的接合面一侧沿径向方向选取

１０ 个单元节点， 如图 ６ 所示， 从内边缘近圆心到外

边缘端面处依次标定节点序号为 ＩＤ１⁃１０， 将该组节点

标记为组 Ｐａｔｈ１。 分别取该组节点接合终态时温度值

和接触应力值， 沿径向分布曲线如图 ７ 所示。 可知，
接合终态时， 钢片接合面沿径向的温度分布状态与其

接触应力分布状态相对应， 温度值高的节点其对应的

接触应力值高， 温度曲线变化规律与接触应力变化规

律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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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湿式离合器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物理量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ｂ）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ｃ）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图 ６　 节点组 Ｐａｔｈ１ 示意图

Ｆｉｇ ６　 Ｎｏｄ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ｈ１

图 ７　 Ｐａｔｈ１ 节点组在接合终态温度及接触应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 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ｈ１ ｏｎ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图 ８ 中各条曲线为 Ｐａｔｈ１ 中各节点温度随接合时

间变化曲线， 图 ９ 中各条曲线为 Ｐａｔｈ１ 中各节点接触

应力随接合时间变化曲线。 分析两图可知， 接合面上

各点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不相同， 点 ＩＤ３ 和 ＩＤ９ 的温

度在接合过程中变化较大， 温度值增加的幅度最大，
相应的其所对应的接触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在接合过

程中振荡最为剧烈。 图 ９ 中， 接触应力曲线的振荡现

象表明， 接合面上接触应力是动态变化的， 接合面并

非处处均匀接触， 而大幅度的接触应力变化激励了表

面温度值的不断升高， 最终形成了接触表面的热点。

图 ８　 节点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８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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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节点接触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９　 Ｎｏｄ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工作油压和相对转速是影响接合面接触状态的 ２
个关键因素， 因此分别设计了两组对比模型， 用以模

拟湿式离合器在不同工作油压和不同相对转速条件下

的接合过程， 以对比分析工作油压和相对转速对温升

的影响。 第一组 ３ 个模型中设置最大相对转速为 ５２
ｒａｄ ／ ｓ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工作油压最大值分别为 ２ ０、
２ ８、 ３ ６ ＭＰａ， 其加载曲线如图 １０ 所示。 第二组 ３
个模型中设置最大工作油压为 ２ ８ ＭＰａ， 最大相对转

速分别为 ２６、 ３９、 ５２ ｒａｄ ／ ｓ， 其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１１ 所示。 两组对比模型的接合时间均为 ０ ３ ｓ。

图 １０　 第一组有限元模型不同工作油压加载曲线

Ｆｉｇ １０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ＳＥ １

图 １１　 第二组有限元模型不同相对转速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ＳＥ ２

图 １２—１５ 为第一组工作油压最大值分别为 ２ ０、
２ ８、 ３ ６ ＭＰａ 的 ３ 个不同有限元模型在接合终态时

钢片接合面的温度场、 接触应力、 压力、 应力场分布

云图。 由图 １２ 可知， 在接合终态时， 工作油压较大

的钢片接合面的温度最大值较高， 温度值较高的区域

分布较多， 即热点数目较多， 出现热损伤的概率较

大， 与之对应的是出现较高接触应力值的区域较多，
如图 １３ 所示。 对比图 １４、 图 １５ 可知， 随着工作油压

的增大， 压力在接触面内外径处出现集中现象情况，
外径处应力值最大， 加剧钢片整体应力分布不均， 应

力的集中会导致钢片易于产生屈曲。

图 １２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温度

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１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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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接触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１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图 １４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１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图 １５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 ＭＩｓｅｓ 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１５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为了分析接合过程中温度在接合面上的分布变化

过程， 在每个有限元对比模型中， 均沿半径方向取四

组节点， 并令这四组节点沿周向均布， 分别标记为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４， 如图 １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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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４ 沿半径方向 ４ 组节

点分布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６　 Ｆｏｕｒ ｎｏｄ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ｌ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每组节点从内边缘近圆心到外边缘端面处依次标

定节点序号为 ＩＤ１⁃１０。 选定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１０５、 ０ １５、
０ １９５、 ０ ２４、 ０ ２８５、 ０ ３ ｓ 共 ７ 个典型接合时刻，
取四组路径共 ４０ 个节点在这 ７ 个时刻的温度值分别

对比， 以分析温度场在不同时刻的整体分布状态及随

时间的变化规律， 其中 ０ １５ ｓ 时相对转速最大，
０ ２４ ｓ时工作油压达到最大值， ０ ３ ｓ 相对转速为 ０ 接

合完成。

图 １７—２０ 分别示出了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节点

组 Ｐａｔｈ１—４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图中 Ｘ 轴为

ＩＤ１⁃１０ 节点沿径向分布， Ｙ 轴为选取的 ７ 个典型接合

时刻， Ｚ 轴为温度值； ＣＡＳＥ１⁃１、 ＣＡＳＥ１⁃２、 ＣＡＳＥ１⁃３
为工作油压不同的 ３ 个有限元模型。 综合图 １７—２０
分析可知， 虽然工作油压在模拟过程中始终是均布加

载的， 但无论是接合过程还是接合终态， 钢片接合面

的温度场都不是均布的， 也不是对称分布。 整个钢片

接触面温度场在 ０ １５ ｓ 后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表面

各点间的温度值产生较大的差异， 在某些点温度值奇

高， 即出现热点； 相对速度在 ０ １５ ｓ 时达到最大值，
在此之后开始降低， 但最大温度值没有随相对转速减

小而降低。 四节点组的温度最高值都出现在 ０ ２４ ｓ，
此时工作油压首次达到最大值， 并在此之后保持该最

大值没有改变， 而此后各点温度值均发生小幅下降。
对比 ＣＡＳＥ１⁃１、 ＣＡＳＥ１⁃２、 ＣＡＳＥ１⁃３ 在 Ｐａｔｈ１⁃Ｐａｔｈ４ 四

个方向的温度值分布发现， 在较大压力值对应的接合

面上高温点总体数目增多， 温度值整体较高， 出现热

损伤的可能性较高。 由于内外径端面表面处模拟中都

设置了对流换热， 故而温度极值均分布于端面的内

侧， 且靠近外径边缘处居多。

图 １７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１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７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１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１８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２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８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２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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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３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９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３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２０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４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２０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４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２１—２４ 分别为最大工作油压为 ２ ８ ＭＰａ， 最

大相对转速分别为 ２６、 ３９、 ５２ ｒａｄ ／ ｓ ３ 个不同有限元

模型在接合终态时钢片接合面的温度场、 接触应力、
压力、 应力场分布云图。 可知， 温度场分布状态与接

触应力分布状态相对应； 在工作油压相同的条件下，
随着相对转速最大值的增加， 钢片接合面的终态压力

场和应力场分布趋于均匀。

图 ２１　 不同相对转速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２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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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　 不同相对转速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接触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２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图 ２３　 不同相对转速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２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图 ２４　 不同相对转速下接合终态钢片接合面 Ｍｉｓｅｓ 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２４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图 ２５—２８ 分别为不同相对转速条件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４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

布。 综合分析可知， 相对转速最大值数值越大， 钢片

接合面温度场各处温度值相差越大， ＣＡＳＥ２⁃３ 相对转

速最大， 温度场无论是在接合过程中还是在终态均出

现多处热点， 其发生热损伤的概率较大。 ３ 个模型中

相对转速均在 ０ １５ ｓ 时达到最大值， 温度场方向上

在 ０ １５ ｓ 后温度场的分布态势开始出现强烈的分布

不均匀， 且在 ０ ２４ ｓ 时达到最大值， 在此之后开始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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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５　 不同相对转速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１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２５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１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 ２６　 不同相对转速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２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２６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２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 ２７　 不同相对转速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３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２７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３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 ２８　 不同相对转速下节点组 Ｐａｔｈ４ 在不同接合时刻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２８　 Ｎｏ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ｔｈ４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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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９、 ３０ 分别示出了不同工作油压和不同相对
转速作用下钢片接合面最大温度值随时间变化曲线。
表 ２、 表 ３ 为两组对比模拟模型中物理量标记。

图 ２９　 不同工作油压作用下接合过程中钢片接合

面最大温度值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３０　 不同相对转速下接合过程中钢片接合

面最大温度值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０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表 ２　 不同工作油压对比模型物理量标记表 ＣＡＳＥ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ＣＡＳＥ１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ｉ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模型编号 ＣＡＳＥ１⁃１ ＣＡＳＥ１⁃２ ＣＡＳＥ１⁃３

最大工作油压 Ｐ１ Ｐ２ Ｐ３

钢片表面最大温度值 Ｔ１ Ｔ２ Ｔ３

表 ３　 不同相对转速对比模型物理量标记表 ＣＡＳＥ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ＣＡＳＥ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模型编号 ＣＡＳＥ２⁃１ ＣＡＳＥ２⁃２ ＣＡＳＥ２⁃３
最大相对转速 ＶＲ １ ＶＲ ２ ＶＲ ３

钢片表面最大温度值 Ｔ′１ Ｔ′２ Ｔ′３

假设有如表 ４ 的关系式， 则最大工作油压对温度

最大值的影响可由表 ５ 所示数据量化表示， 最大相对

转速对温度最大值的影响可由表 ６ 所示数据量化表

示。 Ｎ 为模型序数， Ｎ 和 Ｎ＋１ 均取值属于 （１， ３）。
其中， 单位油压增长温升率表明了油压每增长一个单

位值引起最大温度值增加量； 油压基值对温升率影响

比指的是在低压、 中压、 高压不同的压力值阶段， 每

增长一个单位值的油压对应增加的最大温度值的变化

量， 对应该数据在表 ５ 中的数值可以看出， 在高压阶

段随压力增大而增大的最大温升值幅值小于其在中压

对应的值， 即 Ｄ２ ＜Ｄ１， 当 Ａ２ ＝ ０ ２８６ 比 Ａ１ ＝ ０ ４ 小了

２８ ５％， 对应的 Ｄ２ ＝ １ ４２６ ９ 比 Ｄ１ ＝ ２ ６７２ ５ 小了

４６ ６％； Ｅ 数值代表的是压力增长趋势与温升增长趋

势， 该值为负说明随着压力不断的上升， 最大温度值

上升的趋势渐缓， 单位油压增长值对应的单位最大温

升幅值逐渐减小。 单位相对速度温升增长率表明了最

大相对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值对应最大温升的幅值；
相对转速基值对温升率影响比， 对应的 Ｄ′２远大于 Ｄ′１，
当 Ａ′２ ＝ ０ ３３ 比 Ａ′１ ＝ ０ ５ 小了 ３４％， 但是 Ｄ′２ ＝ ５ ４８６ ２ 比

Ｄ′１ ＝ ０ ７８１４ 增加了 ６０２ １％， 这表明， 最大温升幅值

对最大相对速度的增长非常敏感， 表现在温升过程曲

线图 ３０ 中， ＣＡＳＥ２⁃３ 相对于 ＣＡＳＥ２⁃２ 之间的间距远

大于 ＣＡＳＥ２⁃２ 对 ＣＡＳＥ２⁃１ 之间的曲线间距； Ｅ′数值

为正， 表明随着最大相对转速的上升， 温度最大值上

升的速度不断加快， 对于相对转速极值较高的接合过

程来说， 需要严格控制其最大相对转速差， 以减少最

大温度值的急速增加， 防止热损伤情况的发生。

表 ４　 物理量间关系式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不同工作油压对比模型组　 　 　 　 　 　 　
物理量 关系式

　 　 　 　 　 　 　 　 不同相对转速对比模型组　 　 　 　 　 　 　 　
物理量 关系式

最大工作油压增加率 ＡＮ ＝ΔｐＮ ＝ ｐＮ＋１－ｐＮ( ) ／ ｐＮ 最大相对转速增加率 Ａ′Ｎ ＝Δ ＲＶＮ ＝ＶＲＮ＋１－ＶＲＮ

表面最大温度增加率 ＢＮ ＝ΔＴＮ ＝ ＴＮ＋１－ＴＮ( ) ／ ＴＮ 最大表面温度增加率 Ｂ′Ｎ ＝ΔＴ′Ｎ ＝Ｔ′Ｎ＋１－Ｔ′Ｎ
单位油压温升增长率 ＣＮ ＝ＢＮ ／ ＡＮ 单位相对转速温升增长率 Ｃ′Ｎ ＝Ｂ′Ｎ ／ Ａ′Ｎ

油压基值对温升率影响比 ＤＮ ＝ＣＮ ／ ｐＮ 相对转速基值对温升率影响比 Ｄ′Ｎ ＝Ｃ′Ｎ ／ ＶＲＮ

增压对温升趋势的影响率 ＥＮ ＝ ＤＮ－ＤＮ＋１( ) ／ ＡＮ 增大相对转速对温升趋势的影响率 Ｅ′Ｎ ＝ Ｄ′Ｎ－Ｄ′Ｎ＋１( ) ／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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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工作油压对温升影响量化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ｉ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Ｎ Ａ Ｂ Ｃ Ｄ Ｅ
１ ０．４ ０．２１３ ７ ０．５３４ ５ ２．６７２ ５
２ ０．２８６ ０．１０６６ ０．３７２８ １．４２６９

－０．１５５７

表 ６　 不同相对转速对温升影响量化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Ｎ Ａ′ Ｂ′ Ｃ′ Ｄ′ Ｅ′
１ ０．５ ０．３９０ ７ ０．７８１ ４ ３．００５ ４
２ ０．３３ １．８２９ １ ５．４８６ ２ １４．０６７ ２

０．８５０ ９

同时， 对比 Ｅ 和 Ｅ′， 可以说明最大工作油压对

单位最大温升幅值和趋势的影响都大大地小于最大相

对速度对其的影响， 两者幅值之间的比值为 ５ ５， 因

此以减小最大温升为目的的离合器设计和优化研究

中， 应首先解决最大相对转速的安全值问题， 即控制

最大相对转速在安全值以下， 使得相对转速的上升引

起的最大温升速度可以被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３　 结论

（１） 钢片接触面的温度场是非均布的， 接合终态

时， 温度场中热点分布状态与其接触应力分布状态相

一致； 接合过程中， 接触应力集中和幅值变化较大的

位置上其温度值发生快速上升且对应上升幅值较大。
（２） 热点数目随工作油压的增加而增多， 由于

环形端面处模拟中都设置了对流换热， 故而靠近内外

径端面的内侧高温点较多， 且靠近外径边缘处最多。
温度最高值出现在工作油压首次达到最大值， 在之后

虽然油压没有变化， 但是由于冷却油对流换热的作

用， 温度值有小幅下降， 由此可见， 湿式离合器的热

损伤是在接合过程中就产生了。
（３） 钢片接触面温度场在相对转速达到极值的

时候开始出现剧烈变化， 各点间的温度值产生较大的

差异， 在某些点出现了温度值奇高， 并在之后的接合

过程中温度值不断上升最终形成表面热点； 在工作油

压相同的条件下， 随着相对转速最大值的增加， 钢片

接合面上高温点总体数目增多， 温度场整体分布较为

不均匀。
（４） 工作油压增加使得钢片表面温升增加， 但

是较高的工作油压的增加反而使得最大温升的幅值变

小， 即单位油压增长值对应的单位最大温升幅值逐渐

减小； 随着最大相对转速的上升， 温度最大值上升的

速度不断加快， 最大温升幅值对最大相对速度的增长

非常敏感， 尤其在相对转速极值较高的接合过程， 容

易产生温度值急剧上升的情况。
（５） 最大工作油压对单位最大温升幅值和趋势

的影响都大大地小于最大相对速度对其的影响， 因此
以减小最大温升为目的的离合器设计和优化研究中，
应首先解决最大相对转速的安全值问题， 即控制最大
相对转速在安全值以下， 使得相对转速的上升引起的
最大温升速度可以被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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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槽底表面粗糙度对干气密封性能的影响∗

毛文元　 宋鹏云　 邓强国　 许恒杰
（昆明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云南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 螺旋槽底表面粗糙度受加工水平的制约， 目前的控制水平一般为 ０ ８ μｍ。 为了研究螺旋槽底表面粗糙度

对干气密封性能的影响， 将表面粗糙度近似等价于槽深的变化， 采用近似解析法， 分析不同槽深、 不同膜厚下， 表面

粗糙度对干气密封端面开启力和泄漏率的影响。 同时针对所研究的工况， 对粗糙度为 ０ ４ μｍ 和 ０ ８ μｍ 时的端面开启

力和泄漏率相对误差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随着表面粗糙度的增大， 其对端面开启力、 泄漏率的影响增大， 同时表面

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大于对端面开启力； 槽底面表面粗糙度小于 ０ ４ μｍ 时， 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影响的相对误差

在 ７％以内， 端面开启力的相对误差在 ３％以内。
关键词： 干气密封； 螺旋槽； 表面粗糙度； 开启力； 泄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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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槽干气密封因具有良好的动压效应、 较强的

抗干扰能力， 应用较为广泛［１］。 螺旋槽的槽深一般为

５～１０ μｍ， 正常运转时密封坝、 台等非开槽区的气膜

厚度一般为 ３～５ μｍ。 密封端面表面粗糙度数量级与

气膜厚度相同或只相差一个数量级， 因此， 端面表面

粗糙度对干气密封性能的影响较大， 不可忽视［２－４］。

已有学者注意到该问题， 如冯向忠和彭旭东［２］采用有

限元法， 通过求解可压缩流体平均雷诺方程，  研究

了不同速度条件下密封端面不同区域的各向同性表面

粗糙度对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量的影响。 彭旭东等［３］

建立粗糙表面螺旋槽干气密封 （Ｓ⁃ＤＧＳ） 性能的有限

元分析模型， 采用该模型研究了软环端面、 硬环端面

开槽底面与非开槽表面 ３ 个区域表面粗糙度对 Ｓ⁃ＤＧＳ
性能参数和端面几何结构参数优化的影响。 以上的研

究仅考虑特定膜厚或特定槽深下表面粗糙度对干气密

封性能的影响， 但不同膜厚及槽深下表面粗糙度对螺

旋槽干气密封性能的影响规律尚不清楚。
现有加工技术已能使非槽区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很

小， 对硬质合金、 碳化硅等硬质材料， 表面粗糙度可



达到 Ｒａ＝ ０ １ μｍ； 对石墨等软质材料， 表面粗糙度

可达到 Ｒａ ＝ ０ ２ μｍ。 但由于现有加工技术的限制，
槽底表面的表面粗糙度还比较大， 目前的控制水平一

般为 Ｒａ＝ ０ ８ μｍ［５］。 鉴于此， 本文作者假设非槽区

（坝区、 台区） 表面理论光滑， 即不存在表面粗糙

度， 仅考虑螺旋槽底面存在表面粗糙度， 并将槽底面

的表面粗糙度近似等价于槽深的变化， 采用近似解析

法， 分析了不同槽深、 不同膜厚下， 表面粗糙度对干

气密封端面开启力和泄漏率的影响。
１　 物理模型与数学模型

典型的螺旋槽干气密封环的端面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螺旋槽干气密封环端面模型

Ｆｉｇ １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ｒｙ ｇａｓ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假定干气密封在运行过程中端面始终保持平行，
除螺旋槽底面之外的其余表面理论光滑。 螺旋槽底面

的表面粗糙度用轮廓均方根偏差 σ 来表征， 并各向

同性。 对于常见的加工表面， 轮廓均方根偏差 σ 与

更常用的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Ｒａ 有明确的关系， 即

σ＝ １ ２５Ｒａ［６］， 因此， 开槽区实际气膜厚度 ｈ１ 为

ｈ１ ＝ ｈ０＋ｈｇ ＝ ｈ０＋ｈｇ１±σ （１）
式中： ｈ０ 为非开槽区气膜厚度； ｈｇ 为开槽深度， ｈｇ ＝
ｈｇ１±σ； ｈｇ １ 为开槽区底面光滑时槽深； σ 为槽底轮廓

均方根偏差， σ ＝ １ ２５Ｒａ， Ｒａ 为槽底轮廓算术平均

偏差。
根据 Ｍｕｉｊｄｅｒｍａｎ 的螺旋槽窄槽理论， 文献 ［７］

给出了泵入式螺旋槽干气密封端面平行时的气膜压力

分布表达式。 假设气体符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即

ｐ＝ ρＲＴ， 在圆环半径 ｒ 处， 径向宽度为 ｄｒ 的微元环上

建立了可压缩流体膜的压力分布微分方程

开槽区 （ ｒｇ≤ ｒ≤ｒｏ） 的气膜压力控制方程为

ｄｐ
ｄｒ

＝ －６ηωｒ
ｈｏ

２ ｇ１（α， Ｈ， γ）＋
６ηｍＲｃＴ（１＋γ）

πｈｏ
２ｈ１ｒｐ

ｇ２（α， Ｈ， γ）

（２）
坝区 （ ｒ ｉ≤ ｒ ≤ ｒｇ） 的气膜压力控制方程为

ｄｐ
ｄｒ

＝
６ηｍＲｃＴ
πｈ０

３ ·
１
ｐｒ

（３）

式中： ｒ ｉ 为密封端面内径； ｒｇ 为密封环螺旋槽槽根半

径； ｒｏ 为密封端面外径； η 为气体的动力黏度； ｍ 为

质量泄漏率， 即气体通过密封面的质量流量； Ｒｃ 为

气体常数； Ｔ 为气体的开氏温度； ω 为密封环旋转角

速度； ｇ１（α， Ｈ， γ）， ｇ２（α， Ｈ， γ） 为螺旋槽系数，
分别为

ｇ１（α， Ｈ， γ）＝
γＨ２（ｃｏｔα）（１－Ｈ）（１－Ｈ３）

（１＋γＨ３）（γ＋Ｈ３）＋Ｈ３（ｃｏｔ２α）（１＋γ） ２

ｇ２（α， Ｈ， γ）＝
Ｈ２（１＋ｃｏｔ２α）（γ＋Ｈ３）

（１＋γＨ３）（γ＋Ｈ３）＋Ｈ３（ｃｏｔ２α）（１＋γ） ２

其中： Ｈ 为非槽区气膜厚度与槽区气膜厚度的比值，

Ｈ＝
ｈ０

ｈ０＋ｈｇ
； α 为螺旋线螺旋角度； γ 为螺旋槽台宽与

槽宽的比值。
边界条件：
（１） 当 ｒ＝ ｒ ｉ 时， ｐ＝ ｐ ｉ； 当 ｒ＝ ｒｏ 时， ｐ＝ ｐｏ。
（２） 通过密封端面螺旋槽部分的气体质量流量与

通过坝区的气体质量流量相等， 即方程 （２） 和 （３）
中的质量流量 ｍ 应相等。

当螺旋槽干气密封两个密封环平行， 气膜厚度 ｈ
为常数时， 直接对式 （３） 积分便可得到密封端面坝

区的压力分布 ｐ （ ｒ） 的表达式：

ｐ（ ｒ）＝ ｐ ｉ
２＋

１２ηｍＲｃＴ
πｈ０

３ ｌｎ（
ｒ
ｒ 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２

（ ｒ ｉ≤ｒ≤ｒｇ） （４）

由式 （３） 可得到气体通过螺旋槽干气密封端面

的质量流量：

ｍ＝
πｈ０

３（ｐｇ
２－ｐ ｉ

２）

１２ηＲｃＴｌｎ（
ｒｇ
ｒ ｉ
）

（５）

式中： ｐ ｉ 为密封环内径处的气膜压力； ｐｇ 为密封环螺

旋槽槽底半径处的压力。
２　 案例与结果讨论

以 ＧＡＢＲＩＥＬ［８］ 给出的螺旋槽干气密封结构作为

研究对象， 其几何参数和运行参数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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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案例中的几何参数和运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ｃａｓｅ
几何参数 数值 运行参数 数值

密封环外径 ｒｏ ／ ｍｍ ７７．７８ 介质 空气

密封环螺旋槽槽根半径 ｒｇ ／ ｍｍ ６９ 密封气体压力 ｐｏ ／ ＭＰａ ４．５８５ ２
密封环内径 ｒｉ ／ ｍｍ ５８．４２ 外界压力 ｐ ｉ ／ ＭＰａ ０．１０１ ３
螺旋槽槽数 Ｎｇ １２ 密封环旋转速度 ω ／ （ ｒａｄ·ｓ－１） １ ０８７．０８

螺旋槽槽深 ｈｇ ／ mｍ ５ 气体温度 Ｔ ／ Ｋ ３０３．１５
螺旋线螺旋角度 α ／ （°） １５ ３０ ℃时空气黏度 η ／ （Ｐａ·ｓ） １．８６×１０－５

螺旋槽台宽与槽宽的比值 g １ 气体常数 Ｒｃ ／ （Ｊ·ｋｇ－１·Ｋ－１） ２８６．７０６

　 　 目前， 螺旋槽干气密封开槽区表面的加工精度一

般可以达到 Ｒａ ＝ ０ ８ μｍ。 文中开槽区底面的表面粗

糙度 Ｒａ 分别选择为 ０ ２、 ０ ４、 ０ ８、 １ ６ μｍ。
为考察螺旋槽干气密封槽底面粗糙度对开启力和

泄漏率的影响， 在不同膜厚及不同槽深下， 依次计

算、 对比不同表面粗糙度条件下与光滑条件下的开启

力及泄漏率。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螺旋槽干气密封在粗

糙条件与光滑条件下开启力及泄漏率的差异， 将 ２ 种

条件下开启力及泄漏率的相对误差分别定义为

Ｅ１ ＝ Ｅａ ＋ Ｅｂ （６）
Ｅ２ ＝ Ｅｃ ＋ Ｅｄ （７）

式中： Ｅ１ 为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２ 为质量泄漏率相对

误差； Ｅａ 为将粗糙度考虑为增加深度时的开启力相

对误差； Ｅｂ 为将粗糙度考虑为减小深度时的开启力

相对误差； Ｅｃ 为将粗糙度考虑为增加深度时的质量

泄漏率相对误差； Ｅｄ 为将粗糙度考虑为减小深度时

的质量泄漏率相对误差。
设将粗糙度考虑为增加深度时的开启力为 Ｆ１，

质量泄漏率为 ｍ１； 将粗糙度考虑为减少深度时的开

启力为 Ｆ２， 质量泄漏率为 ｍ２； 光滑条件下的开启力

为 Ｆ０， 质量泄漏率为 ｍ０， 则有：
Ｅａ ＝（Ｆ１－Ｆ０） ／ Ｆ０×１００％
Ｅｂ ＝（Ｆ２－Ｆ０） ／ Ｆ０×１００％
Ｅｃ ＝（ｍ１－ｍ０） ／ ｍ０×１００％
Ｅｄ ＝（ｍ２－ｍ０） ／ ｍ０×１００％

２ １　 非槽区膜厚固定时不同槽深情况下槽底面粗糙

度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选定螺旋槽干气密封非槽区气膜厚度 ｈ０ 分别为

１、 １ ５、 ２、 ２ ５、 ３、 ３ ５、 ４、 ４ ５、 ５ μｍ， 光滑螺旋

槽槽深 ｈｇ１分别为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２、 １５、 １７、
２０ μｍ， 分别计算螺旋槽干气密封在粗糙条件与光滑

条件下的开启力和泄漏率， 并计算各种相对误差。

２ １ １　 不同槽深下槽底面粗糙度对开启力的影响

非槽区气膜厚度 ｈ０ 分别为 １、 １ ５、 ２、 ２ ５、 ３、
３ ５、 ４、 ４ ５、 ５ μｍ 时， 槽底粗糙度对密封端面开启

力的影响如图 ２ 所示， 其中横坐标 Ｈ 为非槽区气膜

厚度与槽区气膜厚度的比值 （以下简称膜厚比）。 可

以看出， 同一气膜厚度及槽深下， 随着槽底表面粗糙

度的增大，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随之增大。 这是因为

表面粗糙度 Ｒａ 增大， 其与槽区膜厚的比值增大， 对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的影响越大。 膜厚比 Ｈ 较小处

（对应的槽深较大时）， 表面粗糙度 Ｒａ 与槽区膜厚的

比值较小， 因此， 表面粗糙度 Ｒａ 对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的影响也小。
由图 ２ （ ａ） — （ｃ） 可知， 在气膜厚度为 １ ～ ２

μｍ 范围内， 膜厚比 Ｈ＜０． １５ 时，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随膜厚比 Ｈ 的增大迅速增大； 膜厚比 Ｈ＝ ０ １５ 时， 开

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最大。 注意到图 ２ （ｂ） 中， 槽底表

面粗糙度 Ｒａ＝ １ ６ μｍ 时，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随膜厚

比 Ｈ 的变化规律与其他粗糙度条件下的变化规律不

太一致， 膜厚比 Ｈ 最大处 （即光滑槽深为 ５ μｍ 时）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出现突然增大的现象， 出现该现

象的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 可能与此时的槽深和膜厚

都较小， 气膜间流场较为复杂有关。
由图 ２ （ｄ） — （ｆ） 可知， 在气膜厚度为 ２ ５ ～

３ ５ μｍ 范围内， 膜厚比 Ｈ＜０ ２ 时，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随膜厚比 Ｈ 变化的幅度不大； 膜厚比 Ｈ ＝ ０ ２ 时，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最小； 膜厚比 Ｈ＞０ ２ 时， Ｅ１ 随膜

厚比 Ｈ 的增大而迅速增大。
由图 ２ （ｇ） — （ ｉ） 可知， 在气膜厚度为 ４ ～ ５

μｍ 范围内， 同一表面粗糙度下， 随着膜厚比 Ｈ 的增

大，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近似呈线性增大。
比较图 ２ （ｃ） — （ｉ） 可知， 在常见的气膜厚度

２～５ μｍ 范围，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最大值均出现在

膜厚比 Ｈ 最小处 （即光滑槽深为 ５ μｍ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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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槽深下槽底面粗糙度对开启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ｐｔｈ

　 　 以槽底表面粗糙度 Ｒａ ＝ ０ ８ μｍ 为例， 非槽区膜

厚 ｈ０ 分别 ２、 ２ ５、 ３、 ３ ５、 ４、 ４ ５、 ５ μｍ 时， 在光

滑槽深为 ５ μｍ 时开启力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４ １０％、 ４ ５５％、 ４ ００％、 ３ ３４％、 ２ ８２％、 ２ ３９％、
２ ０８％。
２ １ ２　 不同槽深下槽底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

非槽区气膜厚度 ｈ０ 分别为 １、 １ ５、 ２、 ２ ５、 ３、
３ ５、 ４、 ４ ５、 ５ μｍ 时， 槽底粗糙度对螺旋槽干气密

封质量泄漏率的影响如图 ３ 所示。 可以看出， 同一气

膜厚度及槽深下， 槽底表面粗糙度越大， 泄漏率的相

对误差 Ｅ２ 也越大。 这是因为随着表面粗糙度 Ｒａ 增

大， 其与槽区膜厚的比值增大， 对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作用更加显著一些。 当膜厚比 Ｈ 较小时 （对应的

槽深较大时）， 表面粗糙度 Ｒａ 与槽区膜厚的比值相

对而言较小， 因此， 表面粗糙度 Ｒａ 对泄漏率的相对

误差 Ｅ２ 的影响也小。
由图 ３ （ ａ） — （ｃ） 可知， 在气膜厚度为 １ ～ ２

μｍ 范围内， 膜厚比 Ｈ＜０ １５ 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随膜厚比 Ｈ 的增大迅速增大； 膜厚比 Ｈ＝ ０ １５ 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最大。 注意到图 ２ （ｂ） 中， 槽

底表面粗糙度 Ｒａ＝ １ ６ μｍ 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随膜厚比 Ｈ 的变化规律与其他粗糙度条件下的变化

规律不太一致， 膜厚比 Ｈ 最大处 （即光滑槽深为 ５
μｍ 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也出现突然增大的现

象， 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也不太清楚。
由图 ３ （ｄ） — （ｆ） 可知， 在气膜厚度为 ２ ５ ～

３ ５ μｍ 范围内， 膜厚比 Ｈ＜０ ２ 时， 膜厚比 Ｈ 对泄漏

率的影响较小； 膜厚比 Ｈ ＝ ０ ２ 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

差 Ｅ２ 最小； 膜厚比 Ｈ＞０ ２， 随着膜厚比 Ｈ 的增大将

导致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迅速增大。 这说明槽深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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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的作用增

强， 影响明显。
由图 ３ （ ｇ） — （ ｉ） 可知， 在气膜厚度为 ４ ～ ５

μｍ 范围内， 同一表面粗糙度下， 随着膜厚比 Ｈ 的增

大，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近似呈线性增大。
由图 ３ （ｃ） — （ｉ） 可知， 在端面气膜厚度 ２～ ５

μｍ 范围内， 膜厚比 Ｈ 最小时 （即光滑槽深为 ５ μｍ
时）， 各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最大。

图 ３　 不同槽深下槽底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ｐｔｈ

　 　 以槽底表面粗糙度 Ｒａ ＝ ０ ８ μｍ 为例， 非槽区膜

厚 ｈ０ 分别为 ２、 ２ ５、 ３、 ３ ５、 ４、 ４ ５、 ５ μｍ 时， 在

光滑槽深为 ５ μｍ 时的泄漏率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１０ ９８％、 １２ ６６％、 １１ ４７％、 ９ ７９％、 ８ ３２％、
７ １８％、 ６ ３３％。 槽底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程

度超过对开启力的影响程度。
２ ２　 槽深固定时不同非槽区膜厚下粗糙度对密封性

能的影响

２ ２ １　 不同膜厚下槽底表面粗糙度对开启力的影响

螺旋槽光滑槽底的槽深 ｈｇ１ （名义槽深） 分别为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μｍ 时， 槽底表面粗糙度对端面

开启力的影响如图 ４ 所示。 可以看出， 同一槽深和气

膜厚度下， 开启力的相对误差 Ｅ１ 随槽底表面粗糙度

的增加而增大。 随着膜厚比 Ｈ 增加， 开启力相对误

差 Ｅ１ 均呈现先急剧下降， 后缓慢增大， 最后又逐渐

下降的变化趋势。 同一槽深时， 各表面粗糙度下开启

力相对误差 Ｅ１ 最大值均出现在膜厚比 Ｈ 最小 （也即

非槽区气膜厚度 ｈ０ 最小） 时， 即为 １ μｍ 时。 当膜厚

比 Ｈ＞０ ２５ 以后， 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随膜厚比 Ｈ 增

加， 变化幅度较小。 这说明， 当气膜厚度比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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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对开启力相对误差 Ｅ１ 的作用在减弱。
由图 ４ （ｂ） — （ ｆ） 可知， 在槽深为 ６ ～ １０ μｍ

范围内， 同一粗糙度下， 开启力最大相对误差随着光

滑槽底的槽深 ｈｇ１增大而逐渐减小。

以槽底表面粗糙度 Ｒａ ＝ ０ ４ μｍ 为例， 在非槽区

膜厚 ２～５ μｍ， 槽深 ５～１０ μｍ 范围内， 开启力的最大

相对误差为 ２ ２７％， 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 １１％。

图 ４　 不同膜厚下槽底表面粗糙度对开启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２ ２ ２　 不同膜厚下槽底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

螺旋槽光滑槽底的槽深 ｈｇ１ （名义槽深） 分别为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μｍ 时， 槽底表面粗糙度对质量

泄漏率的影响如图 ５ 所示。 可以看出， 同一槽深和气

膜厚度下， 槽底表面粗糙度越大，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也越大。 膜厚 Ｈ 增加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均

呈现先急剧下降， 后缓慢增大， 最后又逐渐下降的变

化趋势。 同一槽深时， 各表面粗糙度下膜厚 Ｈ 最小

处 （即气膜厚度为 １ μｍ 时）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最大。 当膜厚比 Ｈ＞０ ２５ 以后，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随膜厚比 Ｈ 变化的幅度较小， 这说明， 当气膜厚度

比较大时， 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的作

用在减弱。
由图 ５ （ｂ） — （ｆ） 可知， 同一粗糙度下， 泄漏

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随着光滑槽底的槽深 ｈｇ１增大而逐渐

减小。

表面粗糙度 Ｒａ＝ ０ ４ μｍ 时， 在非槽区膜厚 ２ ～ ５
μｍ， 槽深 ５～１０ μｍ 范围内， 质量泄漏率的最大相对

误差为 ６ ３３％， 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 ２６％。
通过比对图 ４ 和图 ５， 可以发现， 同一槽深下，

随着表面粗糙度的增大， 开启力和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也随之增大， 但泄漏率相对于开启力而言， 受表面粗

糙度影响更加严重。
同一槽深和气膜厚度下， 端面开启力的相对误差

Ｅ１ 和质量泄漏率的相对误差 Ｅ２ 均随着槽底表面粗糙

度 Ｒａ 增大而增大。 分别固定膜厚和槽深下的开启力

及泄漏率相对误差随膜厚比 Ｈ 的变化规律一致。
综合考虑表面粗糙度对开启力及泄漏率的影响，

在常见的非槽区膜厚 ２ ～ ５ μｍ， 槽深 ５ ～ １０ μｍ 范围

内， 将槽底的表面粗糙度 Ｒａ 控制在 ０ ４ μｍ 以下，
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影响的相对误差在 ７％以内； 端

面开启力的相对误差在 ３％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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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膜厚下槽底表面粗糙度对泄漏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３　 结论
（１） 螺旋槽底表面粗糙度对干气密封的开启力

和泄漏率均有影响， 对泄漏率的影响更大。
（２） 同一槽深和气膜厚度下， 随着槽底表面粗

糙度增加， 开启力的相对误差 Ｅ１ 和泄漏率的相对误
差 Ｅ２ 均随之增大。

（３） 针对计算工况， 在常见的非槽区膜厚 ２ ～ ５
μｍ， 槽深 ５～１０ μｍ 范围内， 将槽底的表面粗糙度 Ｒａ
控制在 ０ ４ μｍ 以下， 泄漏率的相对误差在 ７％以内，
开启力的相对误差在 ３％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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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陶瓷材料有望提升航天载具性能
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开发了一种基于激光的检测技术， 以测量碳化钽和碳化铪这 ２ 种陶瓷材料所能耐受的

温度限制。 结果显示， 这 ２ 种材料的耐高温性能都超出了此前的认识， 碳化钽在温度达到 ３ ７６８ ℃才开始熔化， 而碳化铪更是在
３ ９５８ ℃时才熔化。

这 ２ 种材料的优异耐高温性能是航天和核工业所需要的， 但此前由于没有合适的检测技术， 这 ２ 种材料的耐高温性能可以达到
什么程度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衡量值。 研究团队认为， 这 ２ 种陶瓷材料可耐受接近 ４ ０００ ℃的高温， 它们在航天载具以及核反应堆
建造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来源：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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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决面接触润滑油膜光干涉测量系统人工计算油膜厚度效率低下的问题， 提出光强数据的高效处理算

法， 实现油膜厚度的自动计算。 通过理论和实验验证多光束干涉理论应用于滑块－玻璃盘面接触副的可行性。 对整周

期内的光强分布进行区域定义， 应用 Ｆｒｅｅｍａｎ 方向链码和均值滤波对数据曲线进行分段光滑， 设计基于阈值的归一算

法， 通过模板对比算法， 得到光强曲线的始末端形态， 自动计算出光强数据所属区域 Ｉ 和 ＩＩ 的数量， 实现干涉级次的

准确计算； 以该方法编写程序应用于实际测量， 结果与手动计算的油膜厚度有很好的一致性。
关键词： 光干涉； 油膜厚度； Ｆｒｅｅｍａｎ 方向链码； 模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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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ｄ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摩擦副表面之间形成一定厚度的流体润滑油膜可

以减少或避免磨损， 降低摩擦阻力。 油膜润滑实验的

一个重要目的是测量各种工况下油膜的厚度和形态。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钢球和玻璃盘构成的点接触弹流

光学油膜测量系统［１－２］ 问世， 到 ９０ 年代， 清华大学

研制的 ＮＧＹ⁃２ 型润滑膜厚度测量仪使用相对光强法

克服了光源和环境光变化对弹流油膜厚度测量的影

响［３］， 将膜厚测量分辨率提高到了纳米级［４－６］， 再到

２００２ 年以来郭峰等人应用多光束干涉原理［７－８］， 进一

步提高了弹流油膜润滑实验测量精度， 光干涉技术成

为油膜厚度测量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用单色光干

涉法进行弹流油膜厚度测量时， 通常是逐渐提高卷吸

速度， 采集每种速度下的干涉图像， 根据光强变化及

干涉级次来确定油膜的厚度及形状［７－９］， 这个过程需

要繁琐的人工数干涉级次， 实验数据处理工作量较

大。 对于面接触副， 由于其接触副之间微小倾角的调

整及保持的困难， 所报道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理论方

面， 油膜厚度测量实验研究较少。 近年， 本文作者所

在的实验室开发的微型滑块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

统［１０］， 采用光干涉技术， 实现了不同速度、 不同载

荷、 不同倾角下油膜厚度及摩擦力的测量， 该系统记

录玻璃盘启动或停止过程中某个点光强的变化来测量

油膜厚度。 然而， 面接触条件下摩擦副基本处于流体

动压润滑状态， 膜厚可达几十微米［１１］， 实验所记录



的光强变化周期会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所以如干

涉级次计数等测量数据的人工处理效率低， 工作量大

且易出错， 无法在实验过程中随时获得膜厚信息。 因

此， 研究面接触油膜厚度的软件自动计算方法是很有

必要的。
１　 油膜厚度测量原理

微型滑块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结构详见文献

［１０］， 该系统以滑块和玻璃盘组成面接触摩擦副，
其工作原理如图 １ 所示［１０］， 实验时， 滑块和玻璃盘

之间加注润滑油， 玻璃盘做旋转运动， 滑块在流体动

压效应和重力及负载作用下做垂直方向运动。 滑块和

玻璃盘通过光学系统产生干涉条纹。 当玻璃盘相对滑

块线速度为 ｕｄ ＝ ０ 时， 滑块处于位置Ⅰ， 此时出口处

油膜厚度 ｈｍ ＝ ０； 当 ｕｄ ＝ Ｕ （Ｕ＞０） 时， 滑块处于位

置Ⅱ， 出口处油膜厚度 ｈｍ＞０。 滑块从位置Ⅰ到位置

Ⅱ再从位置Ⅱ到位置Ⅰ的过程中， 也就是玻璃盘从启

动到一定速度稳定运行再到停止的过程。 如图 ２ 所示

为滑块下表面某点的光强变化曲线［１０］。 从图 １ 可以

看出， 当滑块不发生弹性变形时， 点 Ａ 和点 Ｂ 在滑

块上升和下落过程中移动的距离是相等的， 均为 ｈｍ；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滑块接触面上升和下落过程中同一

点的光强变化曲线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 只要确定了

滑块上升或下落过程中其下表面上任一点的光强变化

周期即可求出出口处油膜厚度， 可用公式 （１） 粗略

计算。

ｈｍ ＝
λＮ
２ｎ

（１）

式中： λ 为入射光波长； Ｎ 为某点的光强变化周期

数； ｎ 为油膜折射率。

图 １　 实验装置膜厚测量原理图

Ｆｉｇ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图 ２　 滑块升降过程中光强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ｌｉｄｅｒ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

２　 多光束干涉理论的应用

滑块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 其下表面 （如图 １
中标有 ＡＢ 的面） 某点的光强变化极少正好是整数个

周期， 所以公式 （１） 只可以粗略计算油膜厚度， 这

时就需要确定任意光强变化与油膜厚度的对应关系。
在文献 ［７］ 提出的多光束干涉原理应用于弹流润滑

实验之前， 双光束干涉理论是光干涉弹流润滑实验的

主要理论依据［１－６］。 本文作者将文献 ［７］ 的结论应

用于面接触副油膜厚度测量实验。
２ １　 面接触润滑实验系统多光束干涉原理

微型滑块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１０］ 光干涉图

像的产生来自于由玻璃盘、 铬膜、 润滑油、 滑块组成

多层光学系统， 光波 （单色光） 在多层介质分界面

上产生多次透射和反射， 形成多光束干涉［７－８］， 如图

３ 所示， 从最上层玻璃到滑块分别记作第 ０、 １、 ２、 ３
层， 该测量系统主要考虑入射光经多次透射和反射后

在玻璃和 Ｃｒ 膜分界面上产生的反射光形成的光干涉，
该系统单色光光源近似垂直入射， 上下层介质分界面

上的反射系数可用 （２） 式计算［７－８］。

图 ３　 测量系统多光束干涉原理图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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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ｑ－１ ＝
ｒｑ－１＋Ｒｑｅｘｐ（－ｉ２δｑ）

１＋ｒｑ－１Ｒｑｅｘｐ（－ｉ２δｑ）
（２）

式中： Ｒｑ－１为光波在第 （ ｑ－１） 层与第 ｑ 层分界面上

的反射系数； δｑ 为光波在 ｑ 层上的位相差， 用式

（３） 计算，

δｑ ＝ ２πｎｑｄｑ ／ λ （３）
ｄｑ 为第 ｑ 层介质的实际厚度； λ 为入射单色光波

长； ｎｑ 为第 ｑ 层上的复折射率， 用式 （４） 计算［１３］，

ｎｑ ＝ ｎｑ＋ｉｋｑ （４）
ｎｑ 为第 ｑ 层介质的实折射率； ｋｑ 为消光系数； ｉ

为虚数单位［１３］； ｒｑ－１为第 （ ｑ－１） 与第 ｑ 分界面上的

菲尼尔反射比， 用式 （５） 计算，

ｒｑ－１ ＝
ｎｑ－１－ｎｑ

ｎｑ－１＋ｎｑ

（５）

滑块位于第 ３ 层， 对于入射光只产生反射和吸

收， 可知 Ｒ３ ＝ ｒ３， 这样从第 ３ 层开始至第 ０ 层， 反复

利用公式 （５）、 （２）， 依次计算各层界面上的反射系

数， 最终可以得到整个系统反射光强的表达式为

Ｒ ＝ Ｒ０
２ （６）

２ ２　 理论计算与实测光强值对比

为了验证以上理论计算的正确性， 将计算得到的

干涉光强变化曲线与实际测量得到的干涉光强变化曲

线对比。 实验条件如下： 环境温度 （２０±１） ℃； 入

射光波长为 ６５０ ｎｍ 的红色激光； 玻璃盘为冕牌 Ｋ９ 玻

璃， 其上镀 １０ ｎｍ 铬膜和 ２００ ｎｍ 厚的 ＳｉＯ２； 润滑油

为 ＰＡＯ６， 黏度为 ５２ ３ ｍＰａ·ｓ； 滑块材料选用轴承钢

ＧＣｒ４５， 尺寸为 ４ ｍｍ× ６ｍｍ； 滑块与玻璃盘夹角为

５ ６×１０－４ ｒａｄ。 取垂直于干涉条纹方向上某条直线上

的光强值， 为便于比较将实验得到的范围在 ０ ～ ２５５
之间的光强变化值和以上理论计算值分别按比例归一

化到－１～１ 之间。 因为测量油膜厚度变化只需知道滑

块下表面某点光强的相对变化量， 所以可忽略初始相

变， 如图 ４ 所示为多光束理论计算和实际测量光强值

在单个干涉光强变化周期随膜厚的变化曲线。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由公式 （６） 计算得到的反射

光强变化曲线符合实验测量结果， 说明多光束干涉理

论可以用于面接触润滑油膜厚度的测量。 另外， 该系

统所得的光强变化曲线偏离了正余弦曲线［７－８］， 所以

将理论计算曲线从最小光强值点分成区域 Ｉ 和区域

ＩＩ。 通过面接触实验装置可以获得某点的光强值， 确

定出其在区域 Ｉ 还是区域 ＩＩ， 然后将测得的光强值和

计算值对比， 就可以反推出相应的油膜厚度。

图 ４　 单个周期光强随膜厚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文献 ［１０］ 采用的是人工将测量所得光强变化

曲线的起点、 终点值与理论计算光强随膜厚变化曲线

（见图 ４） 进行比较， 来确定起点和终点所对应的相

对膜厚， 但是， 面接触润滑实验油膜往往较厚， 光强

变化周期的人工计数就成为一项很烦琐的工作， 效率

低， 易数错。 因此， 实现膜厚自动测量的关键在于编

制程序来自动获得光强曲线的变化周期数及起点、 终

点的光强值。
３　 膜厚自动计算方法

油膜厚度自动测量过程如下： （１） 对光强变化

曲线进行平滑处理， 减少干扰； （２） 自动计算出光

强变化的完整周期数 Ｎ， 如图 ８ 中虚线矩形框内的部

分 Ｎ＝ ２； （３） 自动计算出起点和终点的光强， 与图

４ 对比， 即可自动起点和终点所对应的膜厚， 分别记

作 ｈｓ 和 ｈｅ； （４） 用式 （７） 即可算出油膜厚度， 式

中符号同式 （１）。

ｈｍ ＝
λＮ
２ｎ

＋ｈｓ＋ｈｅ （７）

３ １　 对光强变化曲线分段平滑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滑块上升和下降过程中， 所取

点的光强不是随时间等周期变化的， 这是因为启动和

停止过程中膜厚的变化是非匀速的。 为了便于分析，
只讨论滑块下降过程中某点的光强变化值。 如图 ５ 所

示为实际测得的一条光强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 滑块

刚开始下降阶段速度较快， 所以光强曲线变化幅度较

大且较光滑、 噪声较少， 反映了膜厚变化较快。 由于

挤压效应， 滑块下降速度越来越慢， 直到最终接触到

玻璃盘表面， 这个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 由于系统本

身固有的波动导致了光强变化曲线最后部分出现了很

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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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光强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为了提高软件的计算精度和后续处理的稳定性，
首先对光强曲线进行平滑处理， 平滑处理要求既要消

除噪声， 又要保持原曲线轮廓不变形。 一般信号平滑

降噪过程中， 平滑窗口宽度的选择非常重要。 对于具

有均匀噪声的信号， 选用固定宽度平滑窗口即可取得

良好效果， 对于非均匀噪声信号只能采用变窗口宽度

滤波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判断某段信号的噪声程度

可以傅里叶变换、 小波分析等方法， 但是计算都比较

复杂， 针对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光强变化曲线噪

声主要出现在后部的特点， 提出一种基于 Ｆｒｅｅｍａｎ 方

向链码［１４－１５］和均值滤波相结合的分段降噪方法［１６］。
Ｆｒｅｅｍａｎ 方向链码常用于图形处理， 用来表示相

邻像素的几种可能连接方向。 常见的 Ｆｒｅｅｍａｎ 链码编

码通常如图 ６ 所示。 针对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的

光强变化曲线的随时间单向右移非连通特点， 将

Ｆｒｅｅｍａｎ 链码编码规则进行简化， 如图 ７ 所示。

图 ６　 方向 Ｆｒｅｅｍａｎ 方向链码

Ｆｉｇ ６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ｄｅ （ａ） 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ｄｅ；
（ｂ） 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ｄｅ

图 ７　 简化的 Ｆｒｅｅｍａｎ 方向链码

Ｆｉｇ ７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ｄｅ

对于图 ５ 所示光强变化曲线上每个数据点的方向

链码记作： ｃｉ ＝ －１， ０， １， 其中 ｉ ＝ ０， １， ２，．．．， ｎ－１
表示曲线上的 ｎ 个数据点， 而－１， ０， １ 分别表示下

一个数据点的方向。
将连续 ｋ 个数据点方向变化数记作 ｄｋ， 如式 （８）

所示。

ｄｋ ＝ Σ
ｋ－１

ｉ＝ ０
ｃｉ＋１－ｃｉ （８）

若相邻数据点的方向链码之差的绝对值等于 ０，
表示曲线变化慢， 平滑窗口宽度取得应较小； 若大于

０， 表示出现了拐点， 所以 ｄｋ 的值越大， 表示曲线变

化越快， 则噪声越大， 平滑窗口取的应该越大。
因为该系统记录的光干涉变化曲线尾部噪音较

大， 所以从尾部开始依次往前取 ｋ （一般 １０～ １５） 个

数据点， 计算其方向变化数， 当 ｄｋ 数值突然大幅度

减小时， 则认为找到了数据平滑分段点。 为了计算简

单， 选用常用的均值滤波算法对记录数据进行分段降

噪， 如式 （９） 所示。

ｙｋ ＝（ Σ
ｋ＋ｗ ／ ２

ｉ＝ ｋ－ｗ ／ ２，ｉ≠ｋ
ｙ ｉ） ／ ｗ （９）

式中： ｙ ｉ 为原始数据； ｙｋ 为滤波后数据； ｗ 为平滑窗

口宽度， 根据多次测量实践经验， 一般分段点之前 ｗ
取值为 ６～１０ 即可， 分段点之后 ｗ 取值为分段点之后

数据总点数的 ０ １ 倍左右效果较好。
如图 ８ 所示为图 ５ 分段光滑后的曲线。

图 ８　 光滑后光强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３ ２　 光强变化周期数的自动获取

为了获得光强变化周期数， 将所记录数据归一

化， 归一化的方法是根据具体实验条件， 将所记录数

据划分成 （０， ａ）， （ａ， ｂ）， （ｂ， ２５５） 三个区间，
分别归一化成－１， ０， １ 三种数值， 得到如图 ９ （ ａ）
所示图形， 其中 ａ ， ｂ 为根据实验条件确定的阈值，
一般将光滑后数据最大值和最小之差平均分成 ３ 份，
ａ 和 ｂ 分别为上下 １ ／ ３ 处的值。 将图 ９ （ａ） 中的重复

点去掉后得到图 ９ （ｂ）， 在图 ９ （ｂ） 中 １ ～ －１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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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Ｉ 区膜厚， －１ ～ １ 对应着 ＩＩ 区膜厚， １ 对应着亮条 纹， －１ 对应着暗条纹。

图 ９　 归一化的相对光强曲线

Ｆｉｇ 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ｂ）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ｄａｔａ

　 　 当归一化后起点或终点的值为 １ 或－１ 时， 还需

要判定实验记录的光强变化曲线起始或结束部分的形

状， 以确定亮条纹和暗条纹的数量。 以起始部分为

例， 若起点的值为 １， 从光滑后数据取起点到最近的

暗纹之间的数据， 其光强变化曲线形状可能会是图

１０ （ａ） 或图 １０ （ｂ） 所示 ２ 种情况， 为了自动分辨

出实验记录数据起始部形状属于图 １０ （ ａ） 还是图

１０ （ｂ）， 从以式 （５） 理论计算所得光强变化数据截

取与实验数据起始部分相同变化范围的部分数据作为

模板， 如图 １０ （ｃ）， ６ （ｄ） 所示， 计算实验记录数

据和模板光强差的平方和 α１ 和 α２， 其计算公式如式

（１０）、 （１１） 所示。

图 １０　 起点处光强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 （ｂ）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ａ ａｎｄ ｂ ａ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ｃ）， （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 ａｎｄ ｂ ａ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α１ ＝ Σ
ｎ

ｉ＝ １
（ Ｉｅｉ－Ｉ ｔ１ｉ）

２ （１０）

α２ ＝ Σ
ｎ

ｉ＝ １
（ Ｉｅｉ－Ｉ ｔ２ｉ）

２ （１１）

式中： ｎ 为数据的个数； Ｉｅｉ为实验记录数据起始部分

第 ｉ 个数据点的相对光强值； Ｉ ｔ１ｉ为图 １０ （ ｃ） 中第 ｉ
个数据点相对光强值； Ｉ ｔ２ｉ为图 １０ （ｄ） 中第 ｉ 个数据

点相对光强值。
比较 α１ 和 α２， 根据其中数值较小的来判断起始

部分的形状， 当 α１ 较小时， 即可判断起始部分符合

图 １０ （ｃ） 的形状， 即起始部分是由暗变亮再由亮变

暗， 此时亮条纹数不变； 当 α２ 较小时， 即可判断起

始部分符合图 １０ （ｄ） 的形状， 即起始部分是由亮变

暗， 此时亮条纹数应减去 １。 用相同的方法可以判断

结束部分的形状。
３ ３　 起点和终点光强值的自动获取

起点和终点的光强值通过求平均值的方法来确

定。 以滑块下降过程为例， 即使是光滑后的光强变化

曲线在开始和结束部分经常仍会存在一些抖动， 为了

进一步提高计算精度， 所以对光滑后曲线起始部分和

终止部分再次求平均值。 对于起始和终止部分参与平

均计算的数据数量通过如下方法确定： 首先找出光滑

后全部数据的最大值 Ｉｍａｘ和最小值 Ｉｍｉｎ， 然后通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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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来确定一个阈值 ｇ， 其中 Δ 根据实验条件取值，
通常取 ０ ０１～ ０ ０２ 即可， 起始部分或终止部分的数

据与所记录的第一个数据或最后一个数据的差的绝对

值小于阈值 ｇ 的即为参与求平均值的数据点， 最后用

式 （１３） 即可确定起始或终止点的光强的平均值 Ｉ，
其中 ｎ 表示参与求平均值的数据个数。

ｇ＝（ Ｉｍａｘ－Ｉｍｉｎ）·Δ （１２）

Ｉ＝
１
ｎ
Σ
ｎ

ｋ＝ １
Ｉｋ （１３）

４　 方法验证与实测

４ １　 膜厚自动计算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作者提出的油膜厚度自动测量方法

的可行性， 依据该方法对微型滑块面接触润滑油膜测

量系统程序进行了改进， 进行膜厚随速度及倾角变化

的实验， 结果分别如图 １１、 １２ 所示。 图 １１ 实验条件

与文中 ２． ２ 节相同， 图 １２ 实验条件为： 环境温度

（２４±１） ℃， 润滑油为 ＰＢ４５０， 动力黏度 ４２０ ｍＰａ·ｓ，
折射率为 １ ５， 滑块尺寸为 ４ ｍｍ×４ ｍｍ， 其余同图

１１。 图 １１ 和图 １２ 中自动曲线是通过文中方法自动测

量所得膜厚， 手动曲线是通过人工对光强曲线分析后

所得膜厚， 经计算可知自动和手动计算膜厚最大差值

在 ８０ ｎｍ 以内， 这主要是由于测量数据有时波动较大

及人工观察习惯不同所致， 从整体结果来看， 自动测

量曲线和手动曲线是非常接近的， 说明该自动测量膜

厚的方法是可行的。 另外， 图 １１ 表明当倾角、 载荷

固定时， 膜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 １２ 表明载

荷、 速度不变时， 膜厚随滑块倾角增大呈现出先由低

变高， 达到某个极值后再变低的趋势， 这两幅图示结

果均符合经典的流体动压理论。

图 １１　 膜厚随速度变化曲线 （载荷 １６ Ｎ， 滑块倾角

θ＝ ５ ６×１０－４ ｒａｄ）
Ｆｉｇ １１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６Ｎ ａｎｄ ｓｌｉｄｅｒ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５ ６×１０－４ ｒａｄ

图 １２　 膜厚随倾角变化曲线 （载荷 ８ Ｎ， 速度 ２０ ｍｍ ／ ｓ）
Ｆｉｇ １２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ｓ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ｓ 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８ Ｎ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２０ ｍｍ ／ ｓ

４ ２　 高膜厚情况下的测量实例

在使用面接触油膜测量仪进行油膜厚度测量实验

时， 如果油膜厚度较大， 人工数光强变化周期就会很

困难。 在与图 １２ 相同的实验条件下， 选用尺寸为

６ ｍｍ×１８ ｍｍ 的滑块， 倾角为 ５ ７７×１０－４ ｒａｄ， 滑块中

心处玻璃盘线速度为 ２０ ｍｍ ／ ｓ， 载荷为 ８ Ｎ， 滑块下

降过程中光强变化曲线如图 １３ 所示 （为了显示清楚，
曲线右端的水平部分没有画出）。 图 １３ 的光强变化约

为 ４０ 个周期， 用文中所述方法， 在原面接触油膜测

量仪程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即可自动计算出膜厚为

８ ６５１ ｎｍ， 提高了实验效率。

图 １３　 滑块下降过程中光强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ｌｉｄｅｒ ｄｏｗ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５　 结论

（１） 实验证实， 所应用的分段光滑方法、 归一化

方法、 模板对比等方法能自动识别出测量数据光强的

变化周期、 始末端形态， 与人工计算结果一致性较

好， 实现了实验过程自动计算油膜厚度， 提高了实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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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理论分析和实验均表明， 多光束干涉原理可

应用于面接触润滑油膜厚度测量系统， 干涉光强－膜
厚关系偏离余弦曲线。

（３） 实验测量表明， 油膜厚度随滑块倾角的增

加， 呈现先变厚再变薄的变化规律， 即存在最优的倾

角， 对应最大承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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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温诗铸．摩擦学原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２】 白清华，郭峰，刘海超，等．面接触润滑油膜测量系统滑块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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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５１７－５２４．

【１３】 ＢＯＲＮ Ｍ，ＷＯＬＦ 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Ｍ］．７ｔｈ 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１４】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ｎ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Ｊ］．
ＡＣ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１９７４，６（１）：５７－９７．

【１５】 ＪＵＳＯＨ Ｎ Ａ，ＺＡＩＮ Ｊ 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ｄｅｓ：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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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２００９，９（１１）：２２２－２２７．

【１６】 周焰，王祖喜，陈振羽，等．一种曲线平滑的自适应方法［Ｊ］．
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４，２６（４）：１３－１５．
ＺＨＯＵ Ｙ，ＷＡＮＧ Ｚ Ｘ，ＣＨＥＮ Ｚ，ｅｔ ａｌ．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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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摩擦学大会暨 ２０１７ 年全国青年摩擦学学术会议通知
根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工作条例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的决定， 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０－２３

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第十三届全国摩擦学大会。 本次会议将通过学术活动和产品展示交流我国摩擦学界在摩擦学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

的最新成果。 本次会议是中国摩擦学界的一次盛会， 将对摩擦学分会第九届理事会两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同时为在北京举行的

ＷＴＣ２０１７ 会议做学术准备。
会议将邀请摩擦学领域的院士、 专家学者和有关部委领导出席。 会议主题包括： 材料的摩擦磨损、 润滑与摩擦化学、 工业摩擦

学、 生物摩擦学、 微纳摩擦学、 涂层、 表面 ／ 界面摩擦学、 制造过程摩擦学、 摩擦学分析测试、 摩擦学设计等。 欢迎广大企事业、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摩擦学研究和应用的摩擦学工作者踊跃参加此次大会， 促进我国摩擦学科学、 工程及技术的发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主办， 由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常州大学、 江南大学、
江苏大学等单位联合承办， 会议将在享有 “六朝胜地”、 “十朝都会”、 “天下文枢” 之美誉的南京盛大召开。

参会者请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提交论文 ２００ 字左右的题目及摘要。 经学术委员会评审后， 论文录用者请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前通过本次会议网站 （ｗｗｗ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 ｃｏｍ） 提交论文详细摘要。 会议组织委员会会前将编制非正式出版的论文摘要集， 供会议

交流使用， 论文不收取版面费。 录用论文以口头报告或板报形式进行发表。
（来源：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 中国摩擦学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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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醇无规聚醚与油酸三乙醇胺水溶液的摩擦学性能∗

顾　 军　 张朝辉　 李宽宽　 黄宝成　 王　 磊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 选取丙二醇无规聚醚 （ ＰＰＥ） 和油酸三乙醇胺 （ ＴＯ） 作为水基润滑改性剂， 研究 ＰＰＥ 和 ＰＰＥ 与 ＴＯ
（ＰＰＥ⁃ＴＯ） 混合水溶液的摩擦学性能。 利用 ＮＧＹ⁃６ 型纳米级膜厚测量仪对 ２ 种水溶液成膜性能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２
种水溶液均具有较好的成膜能力。 利用四球试验机对水溶液进行摩擦磨损性能、 极压性能和稳定性能分析， 使用三维

形貌仪对钢球表面磨斑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２ 种水溶液均具有良好的减摩抗磨性能， ＴＯ 的加入使得

ＰＰＥ 水溶液减摩抗磨性能进一步提高， 最大无卡咬负荷有所增大， 极压性能提高。 总体而言， ＰＰＥ 和 ＴＯ 协同效果较

好， 应用前景良好。
关键词： 丙二醇无规聚醚； 油酸三乙醇胺； 摩擦学性能； 成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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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矿物油基润滑液造成

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水基润滑液

由于其环境友好性、 优良的导热性、 可降解性等优

点， 得到了广泛发展和应用［１－２］。 但水基润滑液也存

在润滑性能不足、 容易造成腐蚀、 抗磨性能较差等缺

点， 因此， 选择合理的改性剂对于改善水溶液的摩擦

学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３－４］。
水溶性聚醚因具有易降解、 低毒性、 低腐蚀和耐

热等性能， 在水基润滑液中的比重越来越大［５－７］。 无

规聚醚作为聚醚的一类， 其性质较为稳定、 无腐蚀、
易溶于水、 绿色环保。 孙跃涛［８］研究了几种无规聚醚

水溶液的摩擦学性能， 结果表明丙二醇无规聚醚

（ＰＰＥ） 具有良好的成膜性能， 是一种优良的润滑剂。
含磷类、 硫类、 氯类等传统元素的添加剂对环境有

害［９］， 含氮型改性剂具有较好的抗磨性能、 极压性

能， 是一种新型环保的极压抗磨剂［１０］。 李芬芳和盛

丽萍［１１］对三嗪杂环衍生物 （含氮元素） 水基润滑添

加剂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其具有较好的极压、 抗磨

减摩性能。 ＴＯＭＡＬＡ 等［１２］ 对二元醇类、 低聚胺类和

含氨的衍生物的摩擦学性能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三

乙醇胺类的减摩抗磨性能最好， 摩擦因数达到 ０ ０６。
油酸三乙醇胺 （ＴＯ） 作为一种新型的润滑剂， 绿色



环保、 润滑效果较好， 是水基切削液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具有较好发展和应用前景。
本文作者选取 ＰＰＥ 和 ＴＯ 作为摩擦学改性剂， 来

分析 ＰＰＥ 和 ＰＰＥ 与 ＴＯ （ＰＰＥ⁃ＴＯ） 混合水溶液的减

摩抗磨机制， 以期能达到更好的减摩抗磨效果， 为新

型水基润滑液的研究提供理论和试验指导。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水基润滑液的制备

试验选取丙二醇无规聚醚 （ＰＰＥ） 和油酸三乙醇

胺 （ＴＯ） 作为摩擦学改性剂。 其中 ＰＰＥ 是由丙二醇

为起始剂而合成的环氧乙烷－环氧丙烷 （ＥＯ⁃ＰＯ） 的

共聚物， 是一种重要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ＰＰＥ 分

子结构中， ＥＯ 和 ＰＯ 是随机嵌段， 其中既含有亲水

的环氧乙烷基、 羟基也含有疏水性的环氧丙烷基、 十

一烷基。 常温下 ＰＰＥ 为无色、 无味、 透明的黏稠液

体， 具有良好的润滑、 消泡等性能， 且基于其良好的

润滑性能及绿色无毒性能， 还广泛运用于日用化妆品

中。 此外， ＰＰＥ 只含有 Ｃ、 Ｈ、 Ｏ ３ 种元素， 不含有

Ｓ、 Ｐ、 Ｃｌ 等对环境有害的元素， 生物降解性好， 溶

解性好， 绿色环保。 ＴＯ 的分子式为 Ｃ２４Ｈ４７ＮＯ４， 常温

下为棕色黏稠状， 能溶于水， 广泛用于润滑、 防锈

领域。
试验中先用去离子水分别配制质量分数为 １％、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和 ２５％的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按
质量比 ４ ∶ １ 配制） 水溶液， 然后用双向离子搅拌机

搅拌 ３０ ｍｉｎ， 静置 ２ ｈ 使其充分溶解， 不出现分层

现象。
１ ２　 试验设备与方案

利用 ＮＧＹ⁃６ 型纳米膜厚测量仪［１３］ 对 ２ 种水溶液

进行成膜性能研究， 试验中使用直径 ２２ ２ ｍｍ、 精度

Ⅱ级的钢球和摩擦副玻璃盘， 润滑方式为全浸泡， 对

不同质量分数的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进行成膜能力

测试。 使用 ＭＲＳ⁃１０Ａ 型四球试验机对不同质量分数

的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进行摩擦磨损试验研究， 试

验所用钢球为直径 １２ ７ ｍｍ、 精度为Ⅱ级的 ＧＣｒ１５ 轴

承钢钢球， 在不同转速下进行长磨试验后， 利用三维

白光干涉表面形貌仪对钢球表面磨斑进行分析。 根据

ＧＢ ／ Ｔ １２５８３⁃１９９８ 《润滑剂极压性能测定法》 ［１４］ 进行

极压性能测试， 由测试结果计算 ｐＢ 值。 稳定性分析

在四球机上进行， 主要研究摩擦因数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 试验中每隔 １０ ｓ 记录一次数据。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成膜性能分析

试验条件： 载荷为 １０ Ｎ， 质量分数为 １％、 ５％
和 １０％ 的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 线速度在 ０ ～

５５０ ｍｍ ／ ｓ之间逐渐递增。
图 １ 示出了载荷为 １０ Ｎ 时线速度对不同质量分

数水溶液膜厚的影响。 可以看出， ２ 种水溶液的膜厚

先随着线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然后逐渐趋于稳定； 加

入 ＴＯ 前后水溶液的膜厚相比变化不大。 水的成膜能

力较低， 一般为 １０ ｎｍ； 当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质量分数

为 １％时， ２ 种水溶液膜厚随着线速度增大最终均稳

定在 １２ ｎｍ 以上， 说明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添加量较低时

水溶液已具备较好的成膜能力， ＰＰＥ 和 ＴＯ 的引入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的成膜性能。

图 １　 线速度对不同质量分数水溶液膜厚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通过对比图 １ （ａ）、 （ｂ） 可以发现， 在一定范围

内，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膜厚均随着线速度的增大

逐渐增大， 随着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质量分数的增大， 膜

厚也有所增大。 加入 ＴＯ 后， 水溶液膜厚变化并不明

显， 这主要是因为在混合表面活性剂的水溶液中， 表

面活性剂间的相互作用对混合胶束在固 ／ 液界面的形

成有时影响不大［１５］， 成膜性能的强弱与减摩抗磨性

能并无绝对关系， 但在一定的范围内， 成膜性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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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摩擦学综合性能［１６］。
２ ２　 减摩抗磨性能试验分析

２ ２ １　 改性剂含量的影响

试验条件： 载荷 ７５０ Ｎ， 转速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间

３０ ｍｉｎ， 水溶液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和 ２５％。

图 ２ 示出了不同质量分数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

的摩擦因数。 可以看出， ＰＰＥ 水溶液的摩擦因数随

着 ＰＰＥ 质量分数的增加先减小后逐渐增大， 位于

０ ０５９～０ ０８７ 之间， 质量分数为 １５％的 ＰＰＥ 水溶液

的摩擦因数最低， 说明 ＰＰＥ 分子在钢球表面形成的

吸附膜已达饱和， 吸附膜已经能够隔开两摩擦副表

面， 润滑效果较好。 当水溶液中 ＰＰＥ 质量分数超过

１５％时， 水溶液的摩擦因数有所上升， 这主要是因为

水溶液中 ＰＰＥ 含量增加导致黏度增大， 水溶液分子

内剪切应力增大， 摩擦因数增大。

图 ２　 不同质量分数水溶液的摩擦因数

Ｆｉｇ 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加入 ＴＯ 后，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的摩擦因数均小于

ＰＰＥ 水溶液， 且摩擦因数随 ＰＰＥ⁃ＴＯ 质量分数的增大

逐渐减小， ２５％的水溶液与 １％的水溶液相比减小了

３７ ４％， 说明加入 ＴＯ 后二者表现出了较好的协同吸

附作用， 使得摩擦表面分子膜排列更为紧密和有序，
因此水溶液的减摩性能提高。

图 ３ 示出了不同质量分数水溶液润滑下钢球磨斑

直径的变化。 可以看出， ＰＰＥ 水溶液润滑下钢球磨

斑直径在 ０ ５５ ～ ０ ７１３ ｍｍ 之间变化， 而 ＰＰＥ⁃ＴＯ 水

溶液润滑下钢球磨斑直径在 ０ ４６１ ～ ０ ６２３ ｍｍ 之间，
磨斑直径相比有所减小， 且 ２５％的水溶液与 １％的水

溶液相比减小了 ２６ ２％。 加入 ＴＯ 后， 二者的协同吸

附作用增强， 使得润滑膜强度增大， 水溶液抗磨性能

提高， 尤其是在水溶液质量分数达 １５％以后变化较

为明显。

图 ３　 不同质量分数水溶液润滑下的钢球磨斑直径

Ｆｉｇ ３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 ２ ２　 转速的影响

试验条件： 质量分数 １０％水溶液， 载荷 ７５０ Ｎ，
时间 ３０ ｍｉｎ， 转 速 变 化 分 别 为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图 ４ 示出了不同转速下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摩

擦因数的变化。 可以看出， ＰＰＥ 水溶液的摩擦因数随

着转速的增大先减小后逐渐增大； 当转速为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时摩擦因数最大为 ０ ０８５， 转速为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摩擦因数最小为 ０ ０５８， 与最大值相比减小了

３１ ８％； 当转速超过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以后， 摩擦因数逐

渐增大， 这主要是因为较高转速使得钢球摩擦副接触

表面的粗糙峰顶动态接触率增大， 宏观表现为摩擦因

数增大。

图 ４　 不同转速下水溶液的摩擦因数

Ｆｉｇ 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ｓ

加入 ＴＯ 后， 随着转速的增大水溶液的摩擦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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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减小后逐渐趋于稳定， 且不同转速下摩擦因数相比

于 ＰＰＥ 水溶液均有所减小， 当转速超过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以后， 摩擦因数的减小幅度逐渐增大， 说明较高转速

下两者的协同效果更好， 减摩效果更好， 这主要是因

为较高的滑动速度有利于流体膜的建立， 从而减小摩

擦副表面的接触磨损［１７］。
图 ５ 示出了不同转速下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润

滑下钢球磨斑直径的变化。 可以看出， ２ 种水溶液润

滑下的钢球磨斑直径均随着转速的增大先增大后减

小。 对于 ＰＰＥ 水溶液， 当转速达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磨斑

直径最大为 ０ ７２３ ｍｍ， 转速达 １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磨斑直

径最小为 ０ ５３１ｍｍ， 最小值较最大值减小了 ２６ ６％。
随着转速增大， 磨斑直径先逐渐增大， 这主要是由于

摩擦副表面粗糙峰切削次数增多， 磨损加剧， 粗糙峰

被磨平后产生新的粗糙峰的时间加快， 所以磨斑直径

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所增大。

图 ５　 不同转速下水溶液润滑下的钢球磨斑直径

Ｆｉｇ ５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ｓ

加入 ＴＯ 后的水溶液润滑下的钢球磨斑直径均有

所减小。 当转速达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磨斑直径最大为

０ ６６５ ｍｍ， 转速达 １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磨斑直径最小为

０ ４４５ ｍｍ， 最小值较最大值减小了 ３３ １％。 与 ＰＰＥ
水溶液相比， 加入 ＴＯ 后， 润滑膜强度增大， 摩擦表

面磨损减小， 钢球磨斑直径减小， 抗磨性能提高。
２ ３　 极压性分析

试验条件： 水溶液质量分数 １０％， 转速 １ ７６０
ｒ ／ ｍｉｎ， 时间 １０ ｓ， 温度 １８～３５ ℃。

表 １ 给出了质量分数 １０％的 ＰＰＥ 水溶液极压性

能测试结果， 通过测量四球试验机下面 ３ 个钢球的磨

斑直径来求取平均值， 其中 Ｄｂ 为补偿直径。 当试验

载荷为 ７８４ Ｎ 时， ７ ｓ 左右出现尖锐响声， 此时测得

钢球磨斑直径已经超过 １ ０５ 倍 Ｄｂ 很多， 说明 ＰＰＥ

水溶液初期卡咬负荷在 ７８４ Ｎ 左右， 该载荷下润滑膜

承载能力逐渐丧失， 润滑膜破裂。 由此得质量分数

１０％的 ＰＰＥ 水溶液的 ｐＢ 值在 ７５５ ～ ７８４ Ｎ 之间， 纯水

的 ｐＢ 小于 ９８ Ｎ， 常规聚醚 ｐＢ 值小于 ６００ Ｎ［８］， 由此

可见 ＰＰＥ 只有优良的极压性能， ＰＰＥ 的加入提高了

纯水的极压性能。

表 １　 ＰＰＥ 水溶液极压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ＰＰＥ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ａｄ ｌｅｖｅｌ Ｌｏａｄ ｐ ／ 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 ／ ｍｍ １．０５Ｄｂ ／ ｍｍ

１ ３１４ ０．３０１ ０．３３
２ ３７３ ０．３２９ ０．３５
３ ４６１ ０．３６１ ０．３７
４ ５５９ ０．３８９ ０．４
５ ６６７ ０．４１ ０．４２
６ ７５５ ０．４３３ ０．４４
７ ７８４ ０．９０５ ０．４５

表 ２ 给出了质量分数 １０％的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极压

性能测试结果， 当试验载荷为 ９３２ Ｎ 时， ５ ｓ 左右即

出现尖锐响声， 此时测得磨斑直径已经超过 １． ０５ 倍

Ｄｂ 很多， 说明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初期卡咬负荷在 ９３２ Ｎ
左右， 该载荷下润滑膜已经达到极限剪切应力， 润滑

膜内部或界面上的膜将出现滑动， 致使膜的承载能力

逐渐丧失， 润滑膜失效。 由此得质量分数 １０％ 的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的 ｐＢ 值在 ９３２ ～ ９８１ Ｎ 之间， 较 ＰＰＥ
水溶液的承载能力增大了约 ３０％， 说明加入 ＴＯ 后水

溶液的 ｐＢ 值增大了， 极压性能进一步提高了。

表 ２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极压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ＰＰＥ⁃ＴＯ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ａｄ ｌｅｖｅｌ Ｌｏａｄ ｐ ／ 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 ／ ｍｍ １．０５Ｄｂ ／ ｍｍ

１ ３１４ ０．３０７ ０．３３
２ ４９０ ０．３５４ ０．３８
３ ６１８ ０．３９ ０．４１
４ ７８４ ０．４２９ ０．４５
５ ８３４ ０．４４９ ０．４６
６ ８８３ ０．４６２ ０．４７
７ ９３２ ０．４６７ ０．４７
８ ９８１ ０．８６８ ０．４８

２ ４　 稳定性分析

试验条件： 转速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 ４００ Ｎ， 水溶

液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 １０％和 ２５％， 试验时间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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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 每隔 １０ ｓ 采集一次数据。
图 ６ 示出了不同质量分数水溶液的摩擦因数随时

间的变化关系。 可以看出， 质量分数较低时， ２ 种水

溶液摩擦因数波动相对较大， 这主要由于水溶液质量

分数较低， 钢球摩擦副表面不能形成良好的吸附， 形

成的润滑膜不稳定。 当质量分数达到 １０％和 ２０％时，
２ 种水溶液摩擦因数波动明显减小， 稳定性均有所提

高， 特别是加入 ＴＯ 后， 稳定性更好， 说明 ＴＯ 的加

入有利于提高 ＰＰＥ 水溶液的稳定性。 在 ０ ～ ５００ ｓ 之

间摩擦因数波动较大， 这主要是因为钢球摩擦副表面

不平整， 使得摩擦时的实际接触点压力大， 磨损较为

剧烈， 因而摩擦因数波动较大。 当摩擦时间达到 ５００
ｓ 以后， 摩擦表面经过磨合后达到稳定状态， 磨损量

基本保持不变， 摩擦因数波动较小。

图 ６　 不同质量分数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的摩擦

因数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ＰＥ ａｎｄ
ＰＰＥ⁃ＴＯ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通过对比图 ６ （ａ）、 （ｂ） 可以发现， ２ 种水溶液

在较高质量分数下摩擦因数较为稳定， 而加入 ＴＯ 后，

摩擦因数有所减小， 稳定性更高， 这进一步说明 ＴＯ
和 ＰＰＥ 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
２ ５　 磨斑三维形貌分析

试验条件： 质量分数 １０％， 转速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 ７５０ Ｎ， 时间 ３０ ｍｉｎ。

图 ７ 示出了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润滑下长磨试

验后钢球表面磨斑的三维形貌。 对比图 ７ （ａ）、 （ｂ）
可以发现， 加入 ＴＯ 后的水溶液润滑下钢球磨痕明显

减少， 磨斑直径有所减小， 磨痕表面更显平滑， 说明

加入 ＴＯ 后 ＰＰＥ 水溶液的抗磨性能有所提高， 这与前

面的试验结果相一致。

图 ７　 钢球表面磨斑三维形貌

Ｆｉｇ 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Ｄ⁃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ｓ

图 ８ 示出了长磨试验后钢球表面磨痕中心纵剖面

的轮廓曲线和拟合曲线。 由所得数据计算得到， ＰＰＥ
水溶液润滑下钢球表面轮廓曲线在拟合后的磨痕宽度

和磨痕深度分别是 ７７４ μｍ 和 １１ ２５ μｍ， ＰＰＥ⁃ＴＯ 水

溶液润滑下钢球表面轮廓曲线在拟合后的磨痕宽度和

磨痕深度均有所减小， 磨痕宽度减少了 ７ ９％， 磨痕

深度减少了 ２０％， 这进一步说明加入 ＴＯ 后抗磨性能

提高了。

５４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顾　 军等： 丙二醇无规聚醚与油酸三乙醇胺水溶液的摩擦学性能



图 ８　 钢球表面中心截面的轮廓曲线及拟合曲线

Ｆｉｇ 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　 讨论

相比于纯水，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均具有较好的成膜

能力， 但膜厚较薄。 在薄膜润滑中， 黏度、 线速度和

载荷是影响流体膜厚的重要因素， 随着 ２ 种水溶液质

量分数的增加， 黏度增大， 膜厚有所增大， ２ 种水溶

液的润滑方式主要是薄膜润滑， 并伴有混合润滑。
ＰＰＥ 水溶液具有较好的减摩抗磨性能， 加入 ＴＯ 后，
其性能有所提高， 尤其是在转速较高、 ＰＰＥ⁃ＴＯ 质量

分数较高下更为明显。 ＰＰＥ 作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在摩擦过程中可以在摩擦副表面形成一层化学吸附

膜， 从而起到良好的减摩抗磨效果。 加入 ＴＯ 后， 二

者表现出较好的协同现象， 形成了强度较大和稳定性

较好的润滑膜， 这也可以解释磨斑中观察到的犁沟有

所减少的原因， 同时润滑膜的存在还可以有效降低摩

擦副间的磨损， 从而起到一定的抗磨作用。 ＴＯ 作为

优良的极压抗磨剂， 具有较好的极压性能， 其含有的

氮元素原子半径较小， 电负性较高， 在摩擦表面接触

过程中， 分子之间容易形成氢键， 使得吸附膜内聚力

增大， 膜的强度增大， 从而提高了水溶液的极压性

能［１８］。
４　 结论

（１） ＰＰＥ 和 ＰＰＥ⁃ＴＯ ２ 种水溶液均具有较好的成

膜能力， 膜厚随着水溶液质量分数的增大逐渐增大，
润滑膜较稳定。 但是加入 ＴＯ 后， 膜厚变化并不

明显。
（２） ＰＰＥ 水溶液减摩性能良好， 加入 ＴＯ 后水溶

液摩擦因数、 钢球磨斑直径均有一定的减小， 减摩抗

磨性能和稳定性能均有所提高， ＰＰＥ 和 ＴＯ 表现出较

好的协同作用。
（３） ＰＰＥ 水溶液具有较好的极压性能， 加入 ＴＯ

后， 水溶液的 ｐＢ 值增大了 ３０％左右。
（４） 加入 ＴＯ 后， ＰＰＥ⁃ＴＯ 水溶液润滑下的钢球

磨斑直径、 磨痕深度和磨痕宽度均有所减小， 尤其是

在转速较高、 ＰＰＥ⁃ＴＯ 质量分数较高下抗磨性能提高

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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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油气润滑系统特性的优化实验中， 供气压力与供油量是影响轴瓦润滑性能的主要因素， 轴瓦的温度变化

值、 腔体温度变化值和摩擦因数是评价轴瓦润滑效果的常用指标。 采用中心复合设计方法， 建立可以预测轴瓦润滑效

果的多元回归模型， 并验证该预测模型的有效性。 利用响应曲面法分别建立供气压力和供油量与轴瓦体温升、 轴瓦腔

体温升以及摩擦因数之间关系的响应曲面与等高线图， 得到供气压力和供油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轴瓦润滑效果影响显

著的结论。 利用数值分析软件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对预测模型求解极值， 得出最优润滑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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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ａ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ｗａｓ ｄｒａｗｎ．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ｉｌ⁃ａｉ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油气润滑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润滑方

式， 与传统润滑方式相比， 其具有的耗油量少、 润滑

效率高、 冷却效果明显、 油膜的承载能力强等特点，
使得这项技术被广泛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油气润滑的

研究多集中在两相流流动特性的理论研究与实验分

析［１］。 例如： 李志宏等［２］研究了水平管路中环状流的

形成条件并提出了新的供油方式。 王跃飞等［３］ 采用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流场分析模块对滚动轴承油气润滑及喷油

润滑温度场进行了对比研究。 杨柳欣和李松生［４］以高

速电主轴的实际应用阐述了油气润滑的优越性， 并探

讨了合理的供油方式。 然而对优化油气润滑系统参数

以找到最优润滑条件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５］， 在实

际的生产过程中， 供气压力、 供油量的合理选择直接

影响到润滑件的寿命与生产成本， 故通过研究供气压

力、 供油量对轴瓦温度的影响规律来找到最优润滑条

件是很有必要的。
响应曲面法是一种通过对感兴趣的响应， 在多种

影响因素与响应之间建立二阶曲面模型， 拟合多项

式［６］， 根据需要改变拟合因子数量的方式改变模型，
找到合适的预测模型， 以优化这个响应的科学的实验

方法。 本文作者借助统计学工具， 采用中心复合设计

法， 在不同供气压力、 供油量条件下， 通过多组实验

考察供气压力和供油量对轴瓦润滑效果的影响规律；
建立因素与响应之间的预测模型， 并对该模型进行方



差分析与合理性检验； 建立轴瓦润滑效果的响应曲面

及等高线图， 找到最优实验条件。
１　 实验设计

１ １　 实验装置

实验设备主要包括 ２ 部分： 油气润滑测试实验设

备和摩擦学实验台。 油气润滑测试实验设备主要由气

路部分、 油路部分和油气混输部分组成。 气路部分主

要是气泵、 空气三联件和压力表等气动件， 实现对气

压的稳定持续可控操作。 油路部分由齿轮泵供油， 然

后经递进式分配器对润滑油进行定量分配， 再经过油

气混合器完成润滑油与气体混合而形成初始阶段的环

状流。 实验采用 Ｌ⁃ＨＭ４６ 液压油。 油气混输部分主要

是长 ５ ｍ、 内径 ６ ｍｍ 的 ＰＶＣ 塑料软管， 通过一段距

离的输送， 使环状流会达到稳定状态。 用于油气润滑

性能测试的摩擦学实验台为新一代微机控制的 ＭＲＨ⁃
３ 型摩擦试验机， 主要包括主轴系统、 试验腔、 温度

测量装置、 摩擦力检测器、 施力杠杆和试验测量装

置， 该试验机可将试验数据通过特定接口导入并保存

在计算机中。
１ ２　 实验方案

中 心 复 合 设 计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ＣＤ）， 是广泛用于拟合二阶模型的一类设计方案。
ＣＣＤ 的实际应用过程中通常由序贯实验产生， 即 ２ｋ

设计已用于拟合一阶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显露出拟合

不足， 然后增加坐标轴上的中心点， 使得二次项可以

加入模型。 图 １ 为 ｋ＝ ２ 的中心复合设计示意图。

图 １　 中心复合设计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

　 　 实验中， 因子有 ２ 个， 即供气压力 ｘ１ 和供油量

ｘ２， 每个因子有 ３ 个水平。 根据实验装置所能提供的

供气条件， 选定供气压力分别为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ＭＰａ； 根据经验和参考文献 ［７］， 选定供油量分别为

１、 ２、 ３ ｍＬ ／ ｍｉｎ。 以－１、 ０、 ＋１ 分别代表自变量的

低、 中、 高水平， 按方程 ｘ ｉ ＝ （Ｘ ｉ －Ｘ０） ／ ΔＸ 对自变量

进行编码。 式中， ｘ ｉ 为自变量的编码值， Ｘ ｉ 为自变

量的真实值， Ｘ０ 为试验中心点处自变量的真实值，
ΔＸ 为自变量的变化步长。

响应有 ３ 个， 即轴瓦体温升 ｙ１、 腔体温升 ｙ２ 和

摩擦因数 ｙ３， 响应与因素之间拟合二阶多项式模型

如式 （１） 所示。
ｙ ｉ ＝ ａ０＋ａ１ｘ１＋ａ２ｘ２＋ａ１１ｘ１

２＋ａ１２ｘ１ｘ２＋ａ２２ｘ２
２ （１）

式中： ｙ ｉ 是响应预测值； ａ０ 是常数项； ａ１、 ａ２ 是一

次项因子的回归系数； ａ１１、 ａ２２是二次项因子的回归

系数； ａ１２是交互项因子的回归系数。
表 １ 为实验设计水平和编码表。

表 １　 系统因素水平和编码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因素 编码
　 　 　 　 　 　 水平　 　 　 　 　 　
低 中 高

供气压力 ｘ１ ０．１ ＭＰａ ０．２ ＭＰａ ０．３ ＭＰａ
供油量 ｘ２ １ ｍＬ ／ ｍｉｎ ２ ｍＬ ／ ｍｉｎ ３ ｍＬ ／ ｍｉｎ

１ ３　 实验过程

按照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提供的实验次序进行实验， 每

次实验后， 将用过的轴瓦拆卸下换成新的轴瓦， 并标

记上实验参数。 启动油泵， 调节油量阀调节到试验所

需油量， 启动气泵， 将水平管中的残余润滑油排除，
选择喷嘴的工作角度为 ９０°， 突缩角度为 ９０°， 出口

管径为 ６ ｍｍ， 然后打开摩擦实验台， 设定轴瓦与轴

环间的工作载荷为 ５００ Ｎ， 轴瓦转速 ８００ ｒａｄ ／ ｍｉｎ， 实

验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 实验过程中每隔 １ ｓ 记录试块温度、
腔体温度和摩擦因数， 将试块温度的最大值与实验试

块初始温度的差值记为试块温升， 用 ｙ１ 表示， 单位

为℃； 将腔体温度的最大值与实验前腔体初始温度的

差值记为腔体温升， 用 ｙ２ 表示， 单位为℃； 将摩擦

力与载荷的比值记为摩擦因数， 用 ｙ３ 表示。 按表 ２
所示的实验方案进行 １３ 次润滑实验并记录实验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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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实验方案及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组
供气压力

ｐ ／ ＭＰａ
供油量

ｑ ／ （ｍＬ·ｍｉｎ－１）
ｙ１ ／
℃

ｙ２ ／
℃

ｙ３

１ ０．２０ ０．５９ ６．０ ３７．０ ０．０３６
２ ０．２０ ２．００ ２．１ １２．７ ０．０１６
３ ０．３０ １．００ ２．６ １７．１ ０．０２１
４ ０．３４ ２．００ １．８ １１．０ ０．０１２
５ ０．３０ ３．００ ２．５ １６．２ ０．０１４
６ ０．２０ ２．００ ２．５ １３ ０．０１８
７ ０．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４０．０ ０．０４４
８ ０．２０ ２．００ ２．４ １２．４ ０．０１５
９ ０．０６ ２．００ １２．０ ４２．０ ０．０４６
１０ ０．２０ ２．００ ２．３ １２．６ ０．０１５
１１ ０．２０ ２．００ ２．２ １２．５ ０．０１５
１２ ０．１０ ３．００ ６．３ ３０．９ ０．０２５
１３ ０．２０ ３．４１ ２．６ １４．０ ０．０２０

２　 实验分析与优化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软件对表 ２ 中的实验数据进行

二次线性回归拟合， 分别得到试块温升、 腔体温升、
轴瓦表面摩擦因数的响应值与编码因素气压和油量的

预测回归方程 （２）、 （３）、 （４）， 各回归模型的适合

性诊断指标失拟度 ｐ 值和模型方差值见表 ３， 各回归

方程系数显著性见表 ４， 图 ２ 为 ３ 组响应数据的正态

分布图。
ｙ１ ＝ ２．３０－３．３３ｘ１－１．２０ｘ２＋１．１５ｘ１ｘ２＋２．３０ｘ１

２＋ｘ２
２

（２）
ｙ２ ＝ １２．６４－１０．９６ｘ１－８．１３ｘ２＋２．０５ｘ１ｘ２＋６．９４ｘ１

２＋
６．４４ｘ２

２＋５．６３ｘ１
２ｘ２＋１．５６ｘ１ｘ２

２ （３）
ｙ３ ＝ ０．０１６－０．０１０ｘ１－６．０７８×１０

－３ｘ２＋３．０×１０
－３ｘ１ｘ２＋

５．９７×１０－３ｘ１
２＋５．４７×１０－３ｘ２

２ （４）

表 ３　 回归模型适合性诊断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回归模型诊断指标 ｙ１ ｙ２ ｙ３

调整 Ｒ２ ０．９９０ ２ ０．９９９ ７ ０．９５１ ９
预测 Ｒ２ ０．９５０ １ ０．９９９ ６ ０．８２３ ９
失拟度 ｐ ０．０１９ ４ ０．７７４ １ ０．０３９ ７

表 ４　 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因素
　 　 　 　 　 　 ｙ１ 　 　 　 　 　 　

回归系数 Ｐ 值（Ｐ＞Ｆ）

　 　 　 　 　 　 ｙ２ 　 　 　 　 　 　

回归系数 Ｐ 值（Ｐ＞Ｆ）

　 　 　 　 　 　 ｙ３ 　 　 　 　 　 　

回归系数 Ｐ 值（Ｐ＞Ｆ）
ｘ１ －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１
ｘ２ －１．２ ＜０．０００ １ －８．１３ ＜０．００１ －６．０７８×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３
ｘ１ｘ２ １．１５ ０．０００ ２ 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１ ３．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５０ ９
ｘ１

２ ２．３ ＜０．０００ １ ６．９４ ＜０．０００ １ ５．９７５×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５
ｘ２

２ １ ＜０．０００ １ ６．４４ ＜０．０００ １ ５．４７５×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８
ｘ１

２ｘ２ ５．６３ ＜０．０００ １
ｘ２

２ｘ１ １．５６ ０．０００ １

图 ２　 响应数据残差的正态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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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Ｒ２ 是根据模型的 “大小” 调整的统计量，
如果模型中增加不显著项， 调整 Ｒ２ 的实际值会随之

降低， 故调整 Ｒ２ 值越大越好。 预测 Ｒ２ 表示全模型对

于新数据变异性的预测概率， 也是越大越好。 由表 ３
可知， 方程 （２）、 （３）、 （４） 拟合模型的预测 Ｒ２ 与

调整后 Ｒ２ 值都大于 ０ ８， 说明模型中选取的因素对

于预测值的变异性影响很大， 并且两者的差值在一个

合理的小范围内， 说明拟合模型预测性是比较高的。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 方程 （２） 中各因素的回归系数

Ｐ 值都小于 ０ ０５， 表明模型中的拟合项是显著的。 失

拟度 ｐ， 表示拟合模型中加入的不显著因素对整个模

型预测性影响的显著性效果。 方程 （２） 的失拟度为

０ ０１９ ４， 失拟性表现为显著影响， 但是在调整模型

因素的过程中， 加入其他因素后， 虽然失拟度减小，
表现为不显著， 但在实验结果的正态分布图中， 数据

点的线性吻合性表现出不良结果， 所以为了使得这 ２
种评估模型预测性的指标都得到满意结果， 在模型拟

合中没有选择 ＡＢ２。 方程 （３） 的失拟度为 ０ ７７４ １，
失拟性表现为不显著， 说明该拟合模型中的因素数量

与类型是合理的。 从表 ４ 中可以得出， 方程 （３） 中

各因素是显著的； 方程 （４） 的失拟度为 ０ ０３９ ７，
失拟性表现为显著， 若模型中加入 Ａ２Ｂ 和 ＡＢ２， 这 ２
个因素的 Ｐ 值太大， 显然对响应的预测值没有影响，
故舍去。 从表 ４ 中依然能够得出方程 （４） 中各因素

是显著的结论。
２ １　 轴瓦体温升 ｙ１ 响应面分析与优化

轴环高速旋转， 在轴瓦座上加载向下的载荷， 轴

瓦与轴环之间就产生了摩擦力， 造成轴瓦表面微小的

刮痕。 在这些机械运动中， 产生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

排出去， 轴瓦局部温升就会剧增， 造成轴瓦接触面的

严重磨损， 降低使用寿命并会影响机械运动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 根据回归方程 （２） 所作的响应曲面图及

其等高线图见图 ３， 通过该图可以分析实验因素对 ｙ１

的交互作用关系， 并在满足轴瓦温升较小时确定合理

的因素值的范围。 从图 ３ （ａ） 可看出， 当供气压力

与供油量都比较小时， 轴瓦温升很高， 润滑油对轴瓦

接触面的润滑能力很低， 究其原因， 这时的水平输运

管道中的环状流在气体的推动下， 速度较小， 含油率

低， 无法及时将足够润滑油输送到摩擦面， 不能在摩

擦面上形成连续稳定的油膜。 随着供气压力与供油量

的增加， 轴瓦温升下降很多， 但是两者都增大到最大

值时， 轴瓦温升反而增加， 究其原因， 一是供气压力

增加， 轴瓦内的气压上升， 使喷油嘴喷出的油滴沿径

向方向运动的阻碍作用加大［８］； 二是供气压力增加，
导致环状流油膜很薄， 因此从喷嘴喷出的油滴直径都

很小， 故气相流场对油滴的阻碍作用变大［９］。 由图

３ （ｂ）可知， 控制供气压力为 ０ ２５ ～ ０ ２８ ＭＰａ、 供油

量为 ２～２ ３ ｍＬ ／ ｍｉｎ 时， 轴瓦温升可以控制在一个较

低的水平。

图 ３　 预测轴瓦体温升的响应曲面图及其等高线图

Ｆｉｇ 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ｂ）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２ ２　 轴瓦腔体温升 ｙ２ 响应面分析与优化

轴瓦腔体中的温度过高， 会减小轴瓦体与腔内空

气之间的对流换热系数， 影响轴瓦体温度下降速度，
降低轴瓦使用寿命， 并且当温度过高时， 从喷嘴中喷

出的润滑油长时间处在高温中， 会造成黏度下降， 不

利于在接触面形成黏附性强的油膜。 图 ４ 为根据回归

方程 （３） 所作的轴瓦腔体温升的响应曲面图及其等

高线图， 由图 ４ （ａ） 可见， 当供气压力和供油量最

大时， 轴瓦腔体温度很高， 这主要是因为供气压力提

高， 会造成腔体内压力增加， 排油管道不能及时地将

高温气体排出， 在腔体内形成热量阻塞。 由图 ４ （ｂ）
可知， 当供气压力为 ０ ２５ ～ ０ ２７ ＭＰａ、 供油量为

２ １８～２ ４ ｍＬ ／ ｍｉｎ 时， 轴瓦腔体温升可以控制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

０５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图 ４　 预测轴瓦腔体温升的响应曲面图及其等高线图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ｂ）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２ ３　 摩擦因数 ｙ３ 响应面分析与优化

轴瓦表面的摩擦因数反映了接触面相互作用的强

烈程度， 摩擦因数越大， 说明接触面间的相互作用越

强烈， 对轴瓦造成的磨损就越严重。 降低摩擦因数的

途径， 就是要在接触面间产生稳定的足够厚的抗压油

膜， 阻隔运动件表面的直接接触， 延长轴瓦的使用寿

命。 根据回归方程 （４） 所作的响应曲面图及其等高

线图见图 ５。 由图 ５ （ａ） 可见， 当供气压力与供油量

都是最大值时， 摩擦因数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供气压

力过大， 从喷嘴喷出的气速很大， 将轴瓦与轴环接触

面间形成的油膜吹散， 同时供油量也很大， 会有油滴

不断沉积在接触面形成抗压油膜， 但是吹散油膜的速

度大于形成抗压油膜的速度， 最终使得接触面还是无

法及时形成抗压油膜， 造成摩擦因数增大。 由图

５ （ｂ）可知， 当供气压力为 ０ ２５ ～ ０ ２８ ＭＰａ、 供油量

为 ２～２ ５ ｍＬ ／ ｍｉｎ 时， 轴瓦表面的摩擦因数较小， 对

轴瓦接触面的磨损降低。

图 ５　 预测摩擦因数的响应曲面图及其等高线图

Ｆｉｇ 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ｂ）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２ ４　 系统参数最佳条件的优化

根据轴瓦各响应曲面的等高线图可知， 轴瓦温升

最小值在 １ ０～ １ ２ ℃之间， 轴瓦腔体温升最小值在

７ ０～９ ０ ℃ 之间， 摩擦因数最小值在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５
之间， 综合以上考虑来确定最优实验条件，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 联立方程 （２）、 （３）、 （４） 求极

值解， 获得轴瓦体最小温升值为 １ ０５ ℃， 轴瓦腔最

小温升值为 ７ ８５ ℃， 摩擦因数最小值为 ０ ０１１， 此

时润滑系统参数为供气压力为 ０ ２７ ＭＰａ， 供油量为

２ ２２ ｍＬ ／ ｍｉｎ。
３　 结论

（１） 采用中心复合设计方法， 建立了可以预测

轴瓦润滑效果的多元回归模型， 将多组实验数据代入

回归模型中求解回归系数， 得到的回归方程均具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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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 拟合程度良好， 预测性强， 失拟度很小。
（２） 利用响应曲面法分别建立了供气压力和供

油量与轴瓦体温升、 轴瓦腔体温升以及摩擦因数之间

的响应曲面与等高线图， 结果表明供气压力和供油量

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轴瓦润滑效果影响显著， 这种现象

符合油气润滑系统在工业上应用情况。
（３） 通过数值分析软件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对回归方

程联立求极值解， 得到轴瓦润滑效果最佳时供气压力

和供油量， 该系统参数与等高线图上所标注的极值范

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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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碳膜的抗疲劳性能， 采用 Ｎ 掺杂对其进行改性。 应用磁控溅射技术， 在滚动轴承零件接触表面制备

出 ＣｒＣ 涂层和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 测试及分析 ２ 种涂层轴承的速度性能、 振动性能、 温升性能及可靠性寿命等， 研究 Ｎ
掺杂对 ＣｒＣ 涂层轴承性能特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轴承的高速性能和振动性能不如 ＣｒＣ 涂层轴承，
但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提高了涂层滚动轴承的抗疲劳性能和可靠性寿命； 与 ＣｒＣ 涂层相比，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不适合用于高

速、 重载工况下的滚动轴承。
关键词： 磁控溅射； ＣｒＣ 涂层；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 滚动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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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动轴承是含有丰富技术内涵的精密机械产品，
有 “工业关节” 之称， 其失效形式主要发生在滚动

轴承零件的接触表面， 因而， 提高滚动轴承零件接触

表面性能是提高轴承性能可靠性的主要技术措施之

一， 而表面工程技术则是提高其接触表面性能可靠性

的有效措施之一， 受到科研技术人员的高度关

注［１－２］。
封闭合场磁场非平衡磁控溅射离子镀技术是一种

物理气相沉积制膜技术， 其镀膜具有沉积温度低、 易

实现多组元共沉积和梯度沉积等工艺优点［３－４］， 适宜

作为轴承零件的最后一道加工制造工艺。 碳膜是具有

低摩擦因数、 高硬度与高耐磨性的硬质涂层， 其作为

固体润滑膜在轴承、 齿轮、 航天微电子机械系统等领

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５－６］。 然而， 单一碳膜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 如膜－基体结合强度差、 膜层内应力大

等， 限制了其应用， 通过对其进行合金化处理， 如掺

入 Ｃｒ、 Ｔｉ 等元素， 能够极大改善其附着性和韧性等，
提高了碳膜的使用性能和应用范围［７－８］。 与 Ｔｉ、 Ｔａ 等

元素相比， Ｃｒ 元素和 Ｆｅ 元素的亲和力更好， 且铬基

涂层还具有耐磨、 耐蚀、 耐高温氧化性及较高硬度和

承载能力等优点［９－１１］； Ｎ 元素的加入， 可使涂层内部

生成氮化物， 形成残余压应力， 提高涂层的抗疲劳性

能［１０－１２］。
鉴于此， 本文作者采用封闭合场磁场非平衡磁控

溅射离子镀技术， 研究掺 Ｎ 对 ＣｒＣ 涂层轴承振动性

能和抗疲劳性能的影响。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样制备

试验所采用的轴承型号为 ６２０４ 滚动轴承， 其内

径为 ２０ ｍｍ， 外径为 ４７ ｍｍ， 宽度为 １４ ｍｍ， 钢球直

径为 ７ ９３８ ｍｍ， 个数为 ８ 个， 轴承均为 ＧＣｒ１５ 材料。
试样前处理方案： 试样在放入真空室前用乙醇溶

液和丙酮进行超声波清洗， 以除去试样基体表面的杂

质， 得到清洁的表面， 提高膜－基附着强度。
试样涂层沉积时的本底真空度约为 ４ ０×１０－３ Ｐａ，

制膜时的工作气体为氩气 （流量为 ２０ ｓｃｃｍ）。 涂层试

样制备方案： （１） 离子清洗： 对基体施加－４００ Ｖ 的偏

压， Ｃｒ 靶电流为 ０ ３ Ａ， 清洗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 其目的是

进一步清洁表面， 并活化基体， 提高膜－基结合强度；
（２） 基－膜结合层： 将基体偏压调至－９０ Ｖ， Ｃｒ 靶电流

调至为 ２ ０ Ａ， 制膜时间为 １０ ｍｉｎ， 其目的是保证膜－
基结合强度良好； （３） 梯度过渡层的制备： 将基体偏

压调至－６５ Ｖ， 用 ５ ｍｉｎ 的时间将 Ｃｒ 靶电流和 Ｃ 靶电流

分别线性调至工作层电流， 其目的是膜层结构平稳过

渡， 减少膜层的内应力； （４） 工作层的制备： 工作层

的工艺参数见表 １ 所示， 制备时间为 ４ ｈ。

表 １　 涂层工作层制备工艺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ａｙｅｒ
Ｎ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 ／ Ａ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 ／ 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ｂｉａｓ Ｕ ／ Ｖ

１＃ ｃｏ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１．６ ０．３ － －６５
２＃ ｃｏ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１．６ ０．３ Ｏ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６５

　 　 按表 １ 所示的工艺参数制备了 ２ 种涂层轴承的工
作层， 其中 １＃涂层轴承未进行掺 Ｎ 处理， ２＃涂层轴
承进行了掺 Ｎ 处理。
１ ２　 试样性能测试方案

轴承试样测试方法如图 １ 所示。 试验机的运转由
电主轴直接驱动， 由变频器控制来实现电主轴的无级
调速； 采用液压控制的径向加载方式； 试验轴承的润

滑采用油润滑方式。 在试验时， 轴承的内圈旋转、 外
圈静止。 测试轴承外圈温度、 夹具壳体径向振动， 并

将其作为判别轴承温升性能和振动性能的基本依据。
试验过程中， 轴承的温度、 转速和振动等性能， 及试
验时间等参数由微机自动检控。

图 １　 轴承性能测试原理
Ｆｉｇ １　 Ｔｅ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转速与载荷下轴承的振动性能

图 ２所示为 ２种试验碳膜涂层轴承在轻载荷、 中等

载荷和重载荷作用下， 在不同转速下的振动变化曲线。

图 ２　 不同载荷下速度与振动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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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２ 可知， 在试验转速小于 ８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在不同载荷作用下， ２ 种涂层轴承的振动值都随转速

的增加而平稳增加， 但 １＃涂层轴承比 ２＃涂层轴承振

动值的增加速率要小， 特别是随转速的提高和载荷的

增大， 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说明 １＃涂层轴承比 ２＃涂

层轴承更适合在高速、 高载工况条件下工作。 在中低

速 （约小于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运转时， ２ 种涂层轴承的振

动值基本一致， 特别是在轻载荷作用下 （如图 ２ （ａ）
所示）。 另外， 图 ２ 还显示， 在不同载荷作用下， ２＃

涂层轴承在转速约为 ８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其振动值都表

现为跳跃式增加， 特别是在中等载荷和重载荷作用下

（如图 ２ （ｂ）、 （ｃ） 所示）， 表明该涂层不适合用于

速度超过 ８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工况的轴承。
通过对以上测试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 １＃涂

层的碳含量大， 则该涂层的硬度高、 抗变形能力强、
自润滑性能好［８］， 这一点， 在高速、 重载的运转轴承

上表现尤为显著。
２ ２　 不同温度下轴承的振动性能

图 ３ 所示为在载荷为 ３ ６ ｋＮ 和不同转速下， ２ 种

涂层轴承在不同温度 （３０ ～ ４０ ℃） 下， 其保持使用

振动性能稳定性的能力， 即抗变温性能。 ３ 知， 在测

试温升范围内， 在不同转速为作用下， １＃涂层轴承的

振动不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基本保持不变； 而 ２＃

涂层轴承的振动在转速为 ９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有随温度的

升高而线性增加的趋势。 另外， 测试曲线也显示， １＃

涂层轴承比 ２＃ 涂层轴承振动值的离散性明显要小，
且转速的提高 ２＃涂层轴承振动值的离散性显著变大。
这主要是由于随转速的提高， 轴承运转时的发热量会

明显增多、 冲击也会明显增大， 而 １＃碳膜涂层一方

面硬度高， 另一方面摩擦因数低， 因而能使其振动保

证稳定。

图 ３　 不同转速下温度与振动关系曲线 （载荷为 ３ ６ ｋＮ）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３ ６ ｋＮ

２ ３　 轴承的温升性能

在载荷为 ３ ６ ｋＮ、 不同转速下， 测试了涂层轴

承的温升性能， 如图 ４ 所示。 可见， １＃涂层轴承和 ２＃

涂层轴承的温升性能在测试范围内基本一样， 说明掺

Ｎ 对 ＣｒＣ 涂层轴承的温升性能没有明显改善作用。

图 ４　 不同转速下温升与时间关系曲线 （载荷为 ３ ６ ｋＮ）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３ ６ 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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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性能可靠性

根据机械行业标准 ＪＢ ／ Ｔ ５００１３ 《滚动轴承 寿命

及性能可靠性实验规程》 的相关要求， 对涂层轴承

性能可靠性试验时， 采用的转速为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

为 ７ ０ ｋＮ。 轴承性能可靠性额定寿命可用如下公式

计算：

Ｌα ＝αＬ１０ｈ ＝α
１０６

６０ｎ
（
Ｃ０ｒ

ｐ
） ε （１）

式中： Ｌａ 为 ９９ ％ 性能可靠度下的轴承寿命 （ｈ）； α
为性能寿命可靠度修正系数， ９９ ％ 性能可靠度其值

取 ０ ２１； Ｌ１０ｈ为 ９０％性能可靠度的额定寿命 （ｈ）； ｎ
为试验转速 （ ｒ ／ ｍｉｎ）； Ｃ０ｒ为试验轴承的额定动载荷

（ｋＮ）； ｐ 为轴承试验载荷 （ｋＮ）； ε 为性能可靠性寿

命指数， 对于球轴承取 ３。
由公式 （１） 可知， 试验轴承 ９０％性能可靠度的

额定寿命约为 １３３ ｈ， ９９ ％ 性能可靠度的额定寿命约

为 ２８ ｈ。
图 ５ 是 １＃涂层轴承性能和 ２＃涂层轴承的性能可

靠性试验结果。

图 ５　 性能可靠性实验

Ｆｉｇ 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ｆ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１＃涂层轴承的可靠性寿命约为

４６７ ０００ ｓ （约为 １３０ ｈ）， ２＃涂层轴承的可靠性寿命约

为 ６６３ ０００ ｓ （约为 １８４ ｈ）。 试验结果表明， 涂层轴

承的可靠性寿命完全满足精密轴承使用要求； 掺 Ｎ
提高了 ＣｒＣ 涂层轴承的可靠性寿命， 约提高了 ４０ ％，
这主要是由于 Ｎ 元素的加入， 使涂层结构形成了残

余压应力［１２］， 提高了涂层的抗疲劳性能。
３　 结论

（１） Ｎ 掺杂可提高 ＣｒＣ 涂层轴承的抗疲劳性能

和可靠性寿命， 大约提高了 ４０％。
（２）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轴承的高速性能、 振动性

能不如 ＣｒＣ 涂层滚动轴承。
（３） 与 ＣｒＣ 涂层相比， Ｎ 掺杂 ＣｒＣ 涂层不太适

合高速、 重载工况下的滚动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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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管的耐磨性， 采用超音速火焰喷涂技术 （ＨＶＯＦ） 在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管表面制备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两种涂层， 在 ＰＬＩＮＴ 微动磨损试验机上考察其微动磨损性能。 试验结果表明： 载荷一定时， 涂

层的摩擦因数随着位移的增加而变大； 相同试验条件下， 在稳定阶段，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摩擦因数小于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两种涂层的耐磨性均显著优于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 而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的耐磨性略优于 ＣｏＣｒＷ 涂层。 磨损

表面形貌分析表明， 两种涂层的磨痕表面存在剥落坑和剥层现象， 磨损机制以剥层和磨粒磨损为主。
关键词：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 ＣｏＣｒＷ 涂层； 超音速火焰喷涂； 微动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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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ａｌｌｏ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ｘｙ⁃Ｆｕｅｌ（ＨＶＯＦ）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ｗｅａ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ＩＮＴ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ｅｒ．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ｌａｒ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ａｎｄ ＣｏＣｒＷ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ａｌｌｏｙ，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ａｌｌｏｙ，ａｎｄ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ＣｒＷ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 ｌｏｔ ｏｆ ｆｌａｋｉｎｇ ｐ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ｅ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ｔ⁃
ｉｎｇｓ ｉｓ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ｗ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ＣｏＣｒＷ ｃｏａｔｉｎｇ；ＨＶＯＦ；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ｗｅａｒ

　 微动是两个接触表面在外界振动或者疲劳应力作

用下发生的极小幅度的相对运动， 通常发生在一个振

动环境下的近似紧配合的接触表面［１］。 微动可能造成

接触表面摩擦磨损， 引起构件咬合、 松动或形成污染

源； 微动也可能加速裂纹的萌生、 扩展， 使构件的疲

劳寿命大大降低。 微动损伤普遍存在于机械行业、 航

空航天器、 核反应堆等领域的紧密配合件中， 已成为

大量关键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２－６］。

在核电系统中，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在工作中， 常

常由于流体的运输和能量的传递引发管道和支撑板之

间的微小振动， 导致微动发生， 并且进一步导致传热

管表层裂纹的萌生和扩展， 从而引起管壁的减薄和爆

裂事故， 严重影响整个核动力系统的安全可靠性［７］。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材料为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 因此改善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的微动磨损性能， 对于核动力系统的

安全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超音速火焰喷涂 （ＨＶＯＦ） 的火焰及喷涂粒子速

度极高、 火焰温度相对较低、 高速焰流连续均匀， 所

制备涂层具有极高的硬度、 结合强度和致密度， 且涂

层中氧化物和杂质含量很低， 因而其应用越来越广

泛［８］。 ＷＣ⁃Ｃｏ⁃Ｃｒ 涂层是硬面涂层， 其中的 ＷＣ 相使

涂层具有高硬度和高耐磨性， 而 Ｃｏ⁃Ｃｒ 相作为黏结



相， 使涂层具有一定的强度和韧性， 两者结合使涂

层具有更加优良的耐磨性和抗腐蚀能力［９－１１］。 ＣｏＣｒＷ
涂层具有突出的耐气蚀、 耐擦伤和抗剥落性能， 良好

的抗冲击和耐震动及抗黏着磨损和磨粒磨损性能， 且

具有耐高温和耐氧化性能好的特点， 主要适用于耐擦

伤、 抗剥落和抗磨损的工作环境［１２－１３］。 这 ２ 种涂层

材料已广泛用作核电、 航空等领域耐磨零件的保护

层。 为改善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的微动磨损性能， 本文作

者采用超音速火焰喷涂方法在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表面制

备 ＷＣ⁃Ｃｏ⁃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 研究 ２ 种涂层在室温下

的微动磨损特性， 揭示其磨损机制， 对实际工程应用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

基体材料选用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管， 制成规格为

ϕ１９ ０５ ｍｍ×１ ０９ ｍｍ×８ ｍｍ （管直径×管壁厚×管长

度） 的试样。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为镍基合金， 显微硬度

为 ＨＶ２７３ ４３， 化学成分见表 １。

表 １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镍基合金管的主要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ｓｔｌ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Ｎｉｃｋｅｌ⁃ｂａｓｅｄ ａｌｌｏｙ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Ｎｉ Ｃｒ Ｆｅ Ｍｎ Ｃ Ｓｉ Ｐ Ｓ

５９ ２９．７５ １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５

为了提高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的耐磨性， 采用 ＪＰ５０００
型超音速火焰喷涂系统在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管表面喷涂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两种涂层， 涂层厚度为０ ２３～
０ ３３ ｍｍ，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两种涂层的显微硬

度分别为 ＨＶ８９６ ２４ 和 ＨＶ９１７ ６９， 两种涂层的粉末

成分见表 ２。

表 ２　 两涂层喷涂粉末的化学组成成分 （质量分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ｏｗｄｅｒ Ｃｒ Ｎｉ Ｗ Ｃ Ｃｏ Ｆｅ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４ — ｅｌｓｅ ０．１ １０ ０．１

ＣｏＣｒＷ ２５．７５ １０．２９ ７．５６ ０．８４ ｅｌｓｅ ０．１

喷涂前对基体材料进行表面喷砂处理， 采用的喷

涂工艺参数见表 ３。

表 ３　 超音速火焰喷涂主要工艺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Ｖ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ＣｒＷ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Ｏｘｙｇｅｎ ｆｌｏｗ Ｖ１ ／ （ｍ
３·ｈ－１） ３８ ３７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１ ／ ｋＰａ ９６５ ９６５
Ｇａｓ ｆｌｏｗ Ｖ２ ／ （Ｌ·ｈ－１） ２８ ２９
Ｇａ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２ ／ ｋＰａ １ ０３４ ９６５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３ ／ ｋＰａ ５．５ ５．５

Ｏｘｙ ／ ｆｕｅｌ ｒａｔｉｏ ７．２０ ７．１０
Ｐｏｗｄｅｒ ｆｅｅｄ ｒａｔｅ ｍ ／ ｇ ８０ ８０
Ｓｐｒａｙ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 ／ ｍｍ ３８０ ３８０

Ｇｕ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ｖ ／ （ｍ·ｍｉｎ－１） ５ ５

１ ２　 微动磨损试验

采用法国制造的 ＰＬＩＮＴ 电液伺服微动试验机上

进行试验， 涂覆有涂层的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管和实心圆

柱采用 “十” 字交叉接触方式进行微动磨损实验。
对摩副材料为刚玉实心圆柱体， 规格为 ϕ１０ ｍｍ×１０
ｍｍ， 表面粗糙度 Ｒａ 为 ０ ０２ μｍ。 试验前将试样在乙

醇溶液中超声清洗， 微动磨损试验在空气氛围中进

行。 主要试验参数： 法向载荷为 １００～２００ Ｎ， 位移幅

值为 １００～２００ μｍ， 频率为 ２ Ｈｚ， 循环次数为 １×１０４

次， 温度为室温 （２５ ℃）。
１ ３　 涂层和磨痕分析

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ＪＳＭ⁃７００１Ｆ 对磨痕区

域进行微观分析， 并用与之配套的电子能谱仪对磨损

区域进行能谱分析； 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ＯＬＳ４１００ 型激光共聚

焦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磨痕区域进行尺寸测量； 用

ＮａｎｏＭａｐ５００ＤＬＳ 双模式轮廓仪对样品截面轮廓进行

扫描； 用 ＭＶＫ⁃Ｈ２１ 型显微硬度计测量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

体和两种涂层的显微硬度， 所加载荷为 ３００ Ｎ， 加载

１０ ｓ， 测试 １０ 个点取平均值。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摩擦性能

图 １ （ａ） 示出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在 Ｆｎ ＝ ２００ Ｎ
时， 不同位移条件下摩擦因数随着循环次数的变化情

况； 图 １ （ ｂ） 示出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ＣｏＣｒＷ 涂层和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在相同条件下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Ｄ ＝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摩擦因数随着循环次数的变化情况。
从图 １ （ａ） 可以看出： 摩擦因数随循环次数的变化

曲线经历了初始跑合期、 上升期、 下降期和稳定期 ４
个阶段。 摩擦因数变化规律可以用第三体理论解释：
初始跑合期， 两表面有表面膜的保护作用， 摩擦因数

８５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较低； 上升期， 由于表面膜的破裂， 材料与对摩副材

料发生直接接触， 摩擦因数急剧上升； 下降期， 随着

循环次数的增加， 材料表面大量颗粒的剥落并积累在

表面形成第三体， 在两摩擦副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
摩擦因数有所下降； 稳定期， 一定循环次数之后， 磨

屑的产生和溢出保持动态平衡， 此时摩擦因数变化较

小。 从图 １ （ａ） 还可以看到， 载荷一定时， 摩擦因

数随着位移的增加而变大。 主要原因是由于位移的增

加， 摩擦表面的磨屑更容易溢出和转移， 使得两摩擦

副材料有更多直接接触的机会， 摩擦因数增加。

图 １　 不同位移下各涂层摩擦因数和循环次数的关系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ｆ＝ ２ Ｈｚ）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ｔｔ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ｔ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ａｎｄ ｆ＝ ２ Ｈｚ

由图 １ （ｂ） 可以看到，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的摩擦因

数曲线经过短暂下降期之后又继续升高， 原因是两摩

擦副二体作用增加，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表面发生咬合和黏着

作用， 使得摩擦因数继续上升到更高点。 在稳定阶

段，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ＣｏＣｒＷ 涂层和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的摩擦

因数分别为 ０ ５６、 ０ ５９ 和 ０ ９３。
２ ２　 磨损性能

２ ２ １　 磨损体积

图 ２ 示出了 ＣｏＣｒＷ 和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两种涂层的

磨损体积随着法向载荷和位移幅值的变化。 由图

２ （ａ）可以看出， 在位移幅值一定时， 随着法向载荷

的逐渐增大， 磨损体积逐渐变大， 且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

磨损量总是大于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的磨损量； 由图 ２
（ｂ） 可以得知， 在法向载荷一定时， 随着位移幅值

的增大， 磨损体积也逐渐增大。 结合 ２ （ａ）、 （ｂ） 可

以得出， 在不同的法向载荷和位移幅值下， ＷＣ⁃
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的磨损量总是小于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磨损

量， 说明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的耐磨性能优于 ＣｏＣｒＷ
涂层， 主要原因可能是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是硬质相

ＷＣ 和黏结相 Ｃｏ⁃Ｃｒ 组成的复合涂层， １０％Ｃｏ⁃４％Ｃｒ
在涂层中作为黏结相， 相对于硬质相 ＷＣ， 黏结相硬

度低， 在磨损过程中黏结相先剥落， 在接触面上充当

“第三体”， 对涂层表面有很好的减磨保护作用。

图 ２　 法向载荷和位移幅值对两种涂层磨损体积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ｗｅａｒ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２ ２　 磨痕截面形貌

图 ３ （ａ） 所示的是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在位移幅值

Ｄ＝１５０ μｍ 时， 不同法向载荷下的二维截面轮廓图，
图 ３ （ｂ） 所示的是在 Ｄ＝ １５０ μｍ、 Ｆｎ ＝ ２００ Ｎ 时， Ｃｏ⁃
ＣｒＷ 和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及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二维截面

轮廓图。 从图 ３ （ａ） 可以看出， 幅值一定时， 磨痕截

面深度随着载荷的增大而变大， 主要是因为法向载荷

的增大， 导致局部接触应力变大， 进而使得磨损更严

重； 从图 ３ （ｂ） 中可以明显看出， 两种涂层的磨痕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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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尺寸与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的截面尺寸差距明显， 主要

原因是涂覆涂层后样品的硬度和耐磨性都要远优于没

涂覆涂层的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 使得涂覆有涂层的样品

磨痕深度较浅， 磨损较小， 损伤轻微。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

的硬度相比于对摩副刚玉和两种涂层较小， 故 Ｉｎ⁃
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磨损严重， 磨痕深度较大。 所以ＣｏＣｒＷ和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两种涂层对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管的耐磨性有

很好的提升， 从而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图 ３　 涂层和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基体磨痕截面轮廓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Ｆｉｇ 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Ａｌｌｏｙ ａｔ Ｄ＝ １５０ μｍ ａｎｄ ｆ＝ ２ Ｈｚ

２ ３　 磨痕分析

２ ３ １　 磨痕表面形貌分析

图 ４ 示出了两种涂层在磨损条件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及不同载荷下磨损后的 ＳＥＭ 形貌图。 其中图

４ （ａ）、 （ｃ）、 （ｅ） 为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涂层的 ＳＥＭ 形貌

图， 图 ４ （ｂ）、 （ｄ）、 （ ｆ） 为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 ＳＥＭ 形

貌图。

图 ４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磨痕表面 ＳＥＭ 形貌照片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Ｆｉｇ ４　 ＳＥ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ｓ ｏ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ａｎｄ ＣｏＣｒＷ ｃｏａｔｔｉｎｇｓ ａｔ Ｄ＝ １５０ μｍ ａｎｄ ｆ＝ ２ 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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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图 ４ （ａ）、 （ｂ） 中有轻微的划痕， 表
面有 “裂纹” 出现， 在磨损表面 “龟裂” 现象明显；
随着法向载荷的加大。 图 ４ （ ｃ）、 （ ｄ） 中出现剥落
现象， 同时表面有 “裂纹” 出现； 随着载荷的进一
步加大， 图 ４ （ｅ）、 （ｆ） 中涂层表面材料多以剥层的
方式剥落， 涂层颗粒脱落后也在表面留下了剥离坑。
涂层颗粒呈扁平状且周围出现细小的微裂纹， 随着微
动磨损的进行， 微裂纹不断扩展至相互连接贯通， 最
后颗粒呈片状剥落。

根据两种涂层的 ＳＥＭ 磨痕形貌图， 磨痕表面有

剥层， 而且还有细微的滑移痕迹， 因此涂层主要以剥
层和磨粒磨损机制为主。 表面的磨痕主要是由于脱落
的黏结相和硬质颗粒在两接触表面间充当 “第三
体”， 并往复挤压， 发生磨粒磨损而造成的。
２ ３ ２　 ＥＤＸ 能谱分析

图 ５ （ ａ）、 （ ｃ） 分别给出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涂层在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Ｄ ＝ １５０ μｍ 时磨痕表面的
能谱图， 图 ５ （ｂ）、 （ｄ） 分别给出了两种涂层在试
验前的能谱图。

图 ５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磨痕表面的 ＥＤＸ 能谱图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Ｆｉｇ ５　 ＥＤＸ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ｓ ｏ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ａｎｄ ＣｏＣｒＷ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ｔ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将试验后和试验前的 ＥＤＸ 图进行比较， 可以看
出， 试验前图中氧含量远小于试验后图中的氧含量，
而且试验前 ＥＤＸ 图中不含有铝元素。 主要原因是在
两涂层和刚玉实心圆柱体相对挤压磨损过程中， 随着
涂层表面膜的破坏， 微凸体之间相互接触并发生剪切
断裂， 对摩副实心圆柱体刚玉的材料氧化铝部分迁移
到涂层磨损区域而造成铝元素含量的增加， 进而也导
致氧的含量增加， 这是黏着磨损导致的结果， 故磨损
区域的氧含量高于磨损之前的氧含量。
２ ３ ３　 涂层物相分析

图 ６ （ａ）、 （ ｂ） 分别给出了超音速火焰喷涂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 ＸＲＤ 图谱［１４－１５］。

从图 ６ （ａ） 可以看出， 除去主相 ＷＣ 以外， 还
产生了少许 Ｗ２Ｃ 相， 在衍射谱中并没有出现 Ｃｏ 相和
Ｃｒ３Ｃ２ 相的衍射峰。 主要原因是 ＷＣ 峰对 Ｃｏ 峰有强烈

的掩盖作用［１６］， Ｃｏ 相的衍射峰一般出现在 ４４°左右，
Ｗ２Ｃ 是由于 ＷＣ 颗粒在喷涂的过程中氧化脱碳生成
的， 脱碳机制是由于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粉末在喷涂的过
程中受到高温焰流的加热作用， 其温度大于 Ｃｏ 的熔
点， 而小于 ＷＣ 的熔点， 导致喷涂粉末以固液两相共
存， 部分固相 ＷＣ 可以溶解到液相 Ｃｏ 当中， 并且与
液相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 ＣＯ［１７］， 而且在液
相中未溢出的 ＣＯ 在涂层中形成气孔， 反应式为

４ＷＣ＋Ｏ２↑→２ＣＯ↑＋２Ｗ２Ｃ
另外， 并没有发现 Ｗ 的氧化物相， 说明 Ｗ 没有

发生明显的氧化现象。
图 ６ （ｂ） 中的相结构主要由 Ｃｏ 和 Ｃｒ２３Ｃ６ 组成。

Ｃｏ 和 Ｃｒ２３Ｃ６ 均为涂层喷涂后快速凝固而形成的， 且

溶有 Ｃｒ、 Ｎｉ、 Ｆｅ、 Ｗ 等合金元素的复杂立方结构［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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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 ＸＲＤ 图谱

Ｆｉｇ ６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Ｃ⁃１０Ｃｏ⁃４Ｃｒ ａｎｄ ＣｏＣｒＷ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２ ４　 剖面分析

图 ７ 是 ＣｏＣｒＷ 涂层在 Ｄ ＝ １５０ μｍ、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ｆ＝ ２ Ｈｚ 工况下的剖面图。 先将磨损的试样用线切割

机从磨痕边缘切开， 再对试样进行镶样， 抛光至磨痕

中心位置， 再进行腐蚀。 从图 ７ （ａ）、 （ｂ） 中可以看

出， 在试样与刚玉反复挤压磨损后， 未剥落的磨屑的

下方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微 “裂纹”， “裂纹” 经过

扩展至相互连通， 呈现出片状结构， 这些 “裂纹”
最终形成裂缝， 使得表面材料呈片状方式剥落。 从图

７ （ｂ） 中还可以看出， 磨痕表面的材料在反复挤压

磨损后， 发生了轻微的塑性变形， 而且变形层之间有

微小的 “裂纹” 出现， 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 这些

塑变层最终也会将以图 ７ （ ａ） 中的磨屑层的方式

剥落。

图 ７　 ＣｏＣｒＷ 涂层磨痕剖面的 ＳＥＭ 形貌照片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Ｆｉｇ ７　 ＳＥ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ＣｒＷ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ｔ Ｆｎ ＝ ２００ Ｎ， Ｄ＝ １５０ μｍ， ｆ＝ ２ 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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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载荷一定时， 涂层的摩擦因数随着位移的

增加而变大； 在相同试验条件下， 稳定阶段， ＷＣ⁃
１０Ｃｏ⁃４Ｃｒ 和 ＣｏＣｒＷ 涂层的摩擦因数小于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２） 相同试验条件下， 两种涂层的磨损体积、
磨痕及截面面积和损伤程度均远小于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

金， 涂层的耐磨性显著优于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合金， 且 ＷＣ⁃
１０Ｃｏ⁃４Ｃｒ 的耐磨性优于 ＣｏＣｒＷ 涂层。

（３） 超音速火焰喷涂的两种涂层在室温下的磨

损机制主要是以剥层和磨粒磨损为主， 并伴随有轻微

的黏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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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条件下角接触球轴承的弹流润滑分析∗

马明明　 刘晓玲　 赵慧敏
（青岛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５２０）


















摘要： 为研究自旋状态下角接触球轴承参数对弹流润滑性能的影响， 建立角接触球轴承中考虑自旋运动的弹流润

滑模型， 分析角接触球轴承的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 内圈接触角、 外圈接触角、 滚动体数目及转速等参数对弹流润滑

性能的影响， 并分析固定参数下影响自旋速度和旋滚比的主要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的增

加， 接触半径逐渐减小， 油膜厚度略微减小， 而油膜压力明显增加； 随着内圈接触角的增加， 油膜的不对称性明显增

强， 而随着外圈接触角的增加， 自旋速度在 ０° ～ ７０°之间逐渐减小， 在 ７０° ～ ９０°之间逐渐增大； 轴承滚动体的数目越

多， 单个滚动体所受的载荷越小， 油膜厚度越大， 中心油膜压力越小； 角接触球轴承中， 影响自旋速度的主要因素为

轴承内圈速度及内、 外圈接触角的大小， 影响旋滚比的主要因素为内、 外圈接触角的大小。
关键词： 角接触球轴承； 自旋； 弹流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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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ｒｏｌｌ ｒａｔｉ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ｇｌｅ⁃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ａｌ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随着航空发动机、 高精密机床设备和高速铁路的

发展， 机械传动系统及其零部件因发热产生的问题愈

来愈严重。 轴承滚道或滚动体会因 “热” 而产生表

面损伤， 由此导致轴承的早期报废。 角接触球轴承中

自旋运动是产热主要因素之一［１］。 因此对自旋条件下

的弹流润滑的研究不论在工程上还是理论上都有较大

的意义。
１９７０ 年， ＳＮＩＤＬＥ 和 ＡＲＣＨＡＲＤ［２］ 在润滑理论研

究上第一次引入了自旋， 给出了解析解， 并得出了自

旋润滑区域内的 ２ 个压力区和 ２ 个气穴区的典型特

征， 但未考虑弹性变形这一重要因素。 １９８７ 年，
ＤＯＷＳＯＮ 等［３］对该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通过

数值计算预测了等黏度下的最小膜厚和考虑黏压效应

的最小极限膜厚。 １９９１ 年， ＤＯＷＳＯＮ 等［４］ 在理论上



研究了旋滚条件下椭圆接触的弹流润滑问题， 揭示出

最小膜厚随旋滚比的增加而减小。 ＺＯＵ 等［５－６］ 用多重

网格算法分析了旋滚条件下自旋的影响及膜厚的特

点。 李智慧等［７］为了提高主轴轴承的高速性能， 提出

弹流润滑高速角接触球轴承的数学计算与分析模型，
通过动力学分析讨论了轴承旋滚比的变化规律， 但未

对弹流油膜进行分析。 郭凯等人［８］建立了考虑自旋运

动的 ＥＨＬ 模型， 研究了自旋运动对载荷分布和油膜

形状的影响， 但未考虑轴承参数对自旋速度的影响。
吴明星等［９］ 考虑内外圈滚道同时存在自旋时滚动体

与滚道接触处最小油膜厚度变化， 推导出了考虑自旋

的角接触球轴承油膜刚度计算公式。 马明明等［１０］ 对

考虑自旋运动的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热效应进行分析，
但也未涉及轴承参数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以上研究大多以球盘接触为研究对象或通过力学

分析来研究角接触球轴承的特性。 为此， 本文作者建

立角接触球轴承中考虑自旋运动的弹流润滑模型， 从

弹流润滑的角度分析自旋条件下角接触球轴承参数对

弹流润滑性能的影响， 以便合理设计与正确使用轴

承， 为轴承系统故障和失效分析提供依据。
１　 轴承的参数及动力学方程

如图 １ （ａ） 所示为角接触球轴承内圈和滚动体

接触模型。

图 １　 角接触球轴承的几何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ｎｇｌｅ⁃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ａｌ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图中， ｄｍ 为角接触球轴承的节圆直径， Ｒ ｉ 为轴

承内圈半径， αｉ 为内圈接触角。 定义 Ｒ ｉｊ为某平面上

球体和套圈滚道接触点的主曲率半径。 对于球体， 可

求得其在 ＸＯＺ 和 ＹＯＺ 平面上的半径均为

Ｒ１１ ＝Ｒ１２ ＝Ｄ ／ ２
式中： Ｄ 为滚动体的直径。

同理， 可求得内滚道在 ＸＯＺ 和 ＹＯＺ 平面上的半

径分别为

Ｒ２１ ＝ ｆ ｉＤ， Ｒ２２ ＝（ｄｍ ／ ｃｏｓαｉ－Ｄ） ／ ２
式中： ｆ ｉ 为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

因此， 可求得图 １ （ｂ） 中椭球体在 ＸＯＺ 和 ＹＯＺ
平面内的等效曲率半径 Ｒｘ， Ｒｙ 分别为

Ｒｘ ＝Ｒ１２Ｒ２２ ／ （Ｒ１２＋Ｒ２２）， Ｒｙ ＝Ｒ１１Ｒ２１ ／ （Ｒ２１－Ｒ１１）
则综合曲率半径

Ｒ＝ＲｘＲｙ ／ （Ｒｘ＋Ｒｙ）
然而， 滚动轴承在高速运转时可认为自旋运动只

发生在滚动体与内圈沟道接触区域。 这种条件下， 滚

动体自转轴的两维空间姿态角转变为平面姿态角， 通

过运动学分析可得到滚动体的角速度公式［１１－１５］。
滚动体自转轴线姿态角 β 为

β＝ ａｒｃｔａｎ（ｓｉｎαｏ ／ （ｃｏｓαｏ＋γ）） （１）
式中： γ＝Ｄ ／ ｄｍ； αｏ 为外圈接触角。

滚动体公转角速度 ωｍ 为

ωｍ ＝
ωｉ（１－γ ｉ）ｃｏｓ（αｏ－β）

（１＋γｏ）ｃｏｓ（αｉ－β）＋（１－γ ｉ）ｃｏｓ（αｏ－β）
（２）

式中： γ ｉ ＝γｃｏｓαｉ； γｏ ＝γｃｏｓαｏ； ωｉ 为内圈角速度。
滚动体自转角速度 ωｂ 为

ωｂ ＝
１
γ

ωｉ（１－γ ｉ）（１＋γｏ）
（１＋γｏ）ｃｏｓ（αｉ－β）＋（１－γ ｉ）ｃｏｓ（αｏ－β）

（３）

滚动体相对于内圈的自旋角速度 ωｓｉ为

ωｓｉ ＝ γｓｉｎβ＋ｓｉｎ（αｉ－β）[ ] ωｂ ／ （１－γ ｉ） （４）
滚动体相对于内圈的旋滚比 ωｓｉ ／ ωｒｉ为

ωｓｉ ／ ωｒｉ ＝γｓｉｎαｉ＋（１－γ ｉ）ｔａｎ（αｉ－β） （５）
式中： ωｒｉ为滚动体相对于滚道的滚动角速度。

轴承内圈滚道沿滚动方向速度 ｕａ 为

ｕａ ＝（ωｉ－ωｍ）（ｄｍ－Ｄｃｏｓαｉ） ／ ２ （６）
滚动体沿滚动方向的速度 ｕｂ 为

ｕｂ ＝Ｄωｂ（ｃｏｓαｉｃｏｓβ＋ｓｉｎαｉｓｉｎβ） ／ ２ （７）
２　 速度分析

假设内圈表面和滚动体分别为 ａ、 ｂ。 表面 ａ 沿

ｘ、 ｙ 的速度分别为 ｕａ、 ｖａ， 表面 ｂ 沿 ｘ、 ｙ 的速度分

别为 ｕｂ、 ｖｂ， 钢球的自旋角速度为 ωｓｉ。 在图 ２ 中［６］

假设

ｕ０ ＝（ｕａ＋ｕｂ） ／ ２ （８）
ｖ０ ＝（ｖａ＋ｖｂ） ／ ２ （９）
由图 ２ 可知， 沿 ｘ、 ｙ 方向表面卷吸速度 ｕ、 ｖ 分

别为

ｕ＝ ｕ０＋ｙωｓｉ ／ ２ （１０）
ｖ＝ ｖ０－ｘωｓｉ ／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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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速度分析

Ｆｉｇ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３　 基本方程及数值求解

３ １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设润滑油为 Ｎｅｗｔｏｎ 流体， 等温、 稳态条件下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为

∂
∂ｘ

ρｈ３

η
∂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ｙ
ρｈ３

η
∂ｐ
∂ｙ

æ

è
ç

ö

ø
÷ ＝ １２

∂
∂ｘ

（ρｕｈ）＋

１２
∂
∂ｙ

（ρｖｈ） （１２）

式中： ｐ 为流体压力 （Ｐａ）； ｈ 为油膜厚度 （ｍ）； η
为润滑油黏度 （Ｐａ·ｓ）； ρ 为润滑油密度 （ ｋｇ ／ ｍ３）；
ｘ、 ｙ 为卷吸方向和垂直于卷吸方向的坐标变量 （ｍ）。

方程 （１２） 的边界条件为

ｐ（ｘ ｉｎ， ｙ）＝ ｐ（ｘｏｕｔ， ｙ）＝ ｐ（ｘ， ｙ ｉｎ）＝ ｐ（ｘ， ｙｏｕｔ）＝ ０
ｐ（ｘ， ｙ）≥０（ｘ ｉｎ＜ｘ＜ｘｏｕｔ， ｙ ｉｎ＜ｙ＜ｙｏｕｔ）

{
（１３）

式中： 下标 “ｉｎ” 和 “ｏｕｔ” 表示计算域的边界。
３ ２　 膜厚方程

ｈ（ｘ， ｙ） ＝ ｈ００ ＋ ｘ２

２Ｒｘ

＋ ｙ２

２Ｒｙ

＋ ２
πＥ′

·

∬
Ω

ｐ（ｘ′，ｙ′）

（ｘ － ｘ′） ２ ＋ （ｙ － ｙ′） ２
ｄｘ′ｄｙ′ （１４）

式中： Ｅ′为两固体接触表面的综合弹性模量 （Ｐａ）；

ｈ００为未知刚体中心膜厚 （ｍ）； Ω 为计算全域。
３ ３　 载荷平衡方程

∬
Ω

ｐ（ｘ， ｙ）ｄｘｄｙ ＝ ｗ （１５）

式中： ｗ 表示外载荷。
３ ４　 黏压关系

采用 Ｒｏｅｌａｎｄｓ 公式的国际单位制形式：
η＝η０ｅｘｐ Ａ１ （１＋Ａ２ｐ）

ｚ０－１[ ]{ } （１６）
式中： Ａ１ ＝ ｌｎη０ ＋ ９ ６７； Ａ２ ＝ ５ １ × １０－９ Ｐａ－１； ｚ０ ＝
α ／ （Ａ１Ａ２）； η０ 为环境黏度 （Ｐａ·ｓ）； α 为 Ｂａｒｕｓ 黏压

系数 （Ｐａ－１）。
３ ５　 密压关系

采用 Ｄｏｗｓｏｎ 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提出的密度方程：
ρ＝ ρ０ １＋Ｃ１ｐ ／ （１＋Ｃ２ｐ）[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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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油的环境密度 （ｋｇ ／ ｍ３）。
求解过程中， 压力求解采用多重网格法， 弹性变

形计算采用多重网格积分法。 计算区域选取为

（ｘ， ｙ） －３≤ｘ≤３， －１５≤ｙ≤１５{ } ， 具体运算时采

用了数值稳定性较好的 Ｗ 循环［１６］。 量纲一化 Ｒｅｙｎ⁃
ｏｌｄｓ 方程离散化后， 使用 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 低松弛迭代法

求解压力， 当压力与载荷的收敛误差均小于 １０－４时，
迭代结束。
４　 结果及分析

以工程中最常用的钢－钢接触工况选取参数， 公共

参数为： Ｅ′ ＝ ２ ２６×１０１１ Ｐａ， ｄｏ ＝ ４７ ｍｍ， ｄｉ ＝ ２５ ｍｍ，
Ｄ＝１０ ８ ｍｍ， η０ ＝ ０ ０８ Ｐａ·ｓ， α ＝ ２ ２×１０８ｍ２ ／ Ｎ， ｋｅ ＝
ｂ ／ ａ＝９ ５， 其中 ｄｏ、 ｄｉ 分别为内外圈直径。 通过调整

参数变化研究对轴承弹流润滑性能的影响。
４ １　 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固定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 ９， ｗ ＝ ３００ Ｎ， ｎ 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取轴承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 ｆ ｉ 分别为

０ ５３、 ０ ５４、 ０ ５５， 分析其对轴承弹流润滑性能的影

响，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ＨＬ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ｇｒｏｏｖｅ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ｒａｄｉｕｓ （αｉ ＝４０°， αｏ ＝３０°， ｎ＝９， ｗ＝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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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３ （ａ）、 （ｂ） 可以看出， 随着曲率半径系

数的增加， 沿 ｙ 方向接触半宽明显减小， 从而中层油

膜压力明显增加， 导致油膜厚度略微减小。 由图

３ （ｃ）可以看出， 固定其他参数不变， 只改变曲率半

径系数对自旋速度及旋滚比并无影响。 因此在轴承设

计中曲率半径系数不是越大越好， 应根据实际情况来

合理选择轴承的曲率半径系数， 使角接触球轴承处于

良好的润滑状态， 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４． ２　 内圈接触角弹流油膜的影响

图 ４ 为当 ｆ ｉ ＝ ０ ５３， αｏ ＝ ３０°， ｎ ＝ ９， ｗ ＝ ３００ Ｎ，
ｎ 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不同内圈接触角 αｉ 下的油膜厚度、
压力及旋滚比曲线图。 由图 ４ （ａ） 可明显看出， 随

着内圈接触角的增加， 油膜压力逐渐减小， 油膜厚度

逐渐增加， 第二压力峰减小且向左移动。 由图 ４ （ｂ）
可见， 随着内圈接触角的增加， 自旋速度和旋滚比逐

渐增加， 且自旋速度的变化率越来越大。

图 ４　 内圈接触角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ＨＬ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图 ５ 为 αｉ 分别取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时的膜厚

等值线图， 可知， 随着内圈接触角的增加， 膜厚的不

对称性明显增强， 故在考虑轴承热和寿命时， 轴承的

内圈接触角并非越大越好， 而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

１０° ～４０°之间。

图 ５　 不同内圈接触角下的膜厚等高线图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ｎｅｒ 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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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外圈接触角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图 ６ 示出了固定 ｆ 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ｎ ＝ ９， ｗ ＝
３００ Ｎ， ｎ 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外圈接触角 αｏ 不同时的油

膜厚度和自旋速度曲线， 由图 ６ （ｂ） 可以看出， 随

着外圈接触角的增加， 自旋速度及旋滚比先减小后增

大， 在 αｏ 为 ７０°时， 自旋速度和旋滚比取到最小值。
图 ６ （ａ） 所示为 ｘ ＝ ０ 截面的膜厚和压力曲线， 可

见， 在 ０° ～７０°之间随着自旋速度的减小， 两侧膜厚

差值减小， 在 ７０° ～９０°之间随着自旋速度增大， 两侧

差值反向增加。

图 ６　 外圈接触角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ＨＬ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ｂｙ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图 ７ 给出了外圈接触角分别为 ２０°和 ８０°时的膜

厚等值线图， 表明后者比前者对称性更好， 且与图 ６ （ｂ）

油膜曲线相符， 这是由于外圈接触角为 ２０°时比 ８０°
时自旋速度更大， 自旋效应更明显。 综上所述， 若考

虑轴承寿命及热影响， 应把外圈接触角控制在 ６０° ～
８０°之间。

图 ７　 不同外圈接触角下的膜厚等值线图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４ ４　 滚动体数目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图 ８ 示出了了固定 ｆ 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ｗ＝ ３００ Ｎ， ｎ 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滚动体个数对膜厚、 压

力、 自旋速度及旋滚比的影响。 如图 ８ （ ａ） 所示，
只考虑轴向力时， 轴承滚动体的数目越多， 单个滚动

体所受的载荷越小， 油膜厚度增加， 中心油膜压力减

小。 由图 ８ （ｂ） 可见， 固定其他参数不变， 只改变

滚动体数目对自旋速度和旋滚比并无影响。 因此， 在

相同转速和载荷下选择合适的滚动体个数无疑能达到

较好的润滑效果， 从而延长轴承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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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滚动体个数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ＨＬ ｆｉｌｍ ｂ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ｗ＝ ３００ Ｎ， ｎ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４ ５　 轴承转速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当 ｆ 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时， 轴承转速对膜厚、 压力、 自旋速度及旋滚比的影

响如图 ９ 所示。 可见， 随着速度的增加， 膜厚逐渐增

加， 中心压力略有减小。 不考虑速度对接触角的影响

时， 随着速度的增加， 自旋速度不断增加， 但是对旋

滚比并无影响。 比较图 １０ 轴承转速为 ｎ ｉ ＝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和 ｎ ｉ ＝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的膜厚等值线图可知， 后者膜

厚不对称性更强。

图 ９　 速度对弹流油膜的影响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ＨＬ ｆｉｌｍ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图 １０　 不同速度下的膜厚等值线图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 ｆｉ ＝ ０ ５３， αｉ ＝ ４０°， αｏ ＝ ３０°， ｎ＝ ９， ｗ＝ ３００ Ｎ）

９６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马明明等： 自旋条件下角接触球轴承的弹流润滑分析



５　 结论
（１） 随着内沟槽曲率半径系数的增加， 接触半

径逐渐减小， 油膜厚度略微减小， 从而中层压力明显
增加。

（２） 随着内圈接触角的增加， 油膜的不对称性
明显增强。 考虑轴承热和寿命时，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内圈接触角在 １０° ～４０°之间； 随着外圈接触角的增
加， 在 ０° ～ ７０°之间自旋速度逐渐减小， 在 ７０° ～ ９０°
之间自旋速度逐渐增大。

（３） 轴承滚动体的数目越多， 单个滚动体所受的
载荷越小， 油膜厚度增加， 中心油膜压力减小。

（４） 在角接触球轴承中， 影响自旋速度的主要参
数为轴承内圈速度及内、 外圈接触角的大小； 影响旋
滚比的主要参数为内、 外圈接触角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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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罗继伟，马伟．滚动轴承分析［Ｍ］．北京：机械工程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６】 ＹＡＮＧ Ｐ，ＣＵＩ Ｊ．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 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ＨＬ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Ｃ］ ／ ／ ＩＵＴＡＭ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Ｅｌａｓｔｏ⁃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８１－９２．

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２０１６ 年度学术

委员会暨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召开
河南科技大学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暨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 雒建斌院士、 刘维民院士、 周宇教授、 葛世荣教授、 马纯民教授等 ２０ 位学术委员会和咨
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河南省发改委高新处魏明旭处长、 河南科技大学孔留安校长、 周志立副校长、 朱文学处长等也
出席了本次会议。

河南省发改委高新处魏明旭处长宣布成立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
河南科技大学孔留安校长致欢迎词，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雒建斌院士致辞。 实验室理事单位孔留安校长及洛阳轴研科技有限公司
梁波研究员分别为委员和实验室管理人员颁发聘书。

实验室主任张永振教授代表实验室向学术委员会和咨询专家委员会汇报了工程实验室 ２０１６ 年的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 河南科
技大学科技处朱文学处长汇报本年度实验室开放基金评审情况。

专家委员会围绕工程实验室的发展展开热烈讨论， 原则上同意实验室提出的设备建设方案和 ２０１７ 年度开放基金的支持建议。
针对研究方向、 学科发展等核心问题提出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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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不同类型氧化锌丁腈橡胶的干摩擦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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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制备普通氧化锌与纳米氧化锌填充的丁腈橡胶 （ＮＢＲ）， 分析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材料特性及物理机械性能

的影响。 在 ＭＰＶ⁃６００ 型磨粒磨损试验机上研究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采用扫描电镜对磨损表面形

貌进行观察， 分析其磨损机制。 结果表明： 与普通氧化锌硫化胶相比， 纳米氧化锌可使 ＮＢＲ 的拉伸强度、 定伸应力进

一步提高； 加入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最大转矩提高， 焦烧时间与正硫化时间都较普通氧化锌的缩短； 添加纳米氧化锌

的 ＮＢＲ 的耐摩擦磨损性能优异， 这主要归因于其具有更大的交联密度与较高的体系硬度。 添加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

磨损机制为磨料磨损和少量的黏着磨损， 而添加普通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磨损机制为磨料磨损和严重的黏着磨损。
关键词： 氧化锌； 丁腈橡胶； 干摩擦； 摩擦磨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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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用橡胶中， 丁腈橡胶 （ＮＢＲ） 具有优异的

耐油性，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油封、 油箱、 耐油胶辊、
耐油胶板和螺杆泵橡胶衬里等［１－２］。 与其他非自补强

性合成橡胶相同， 需要在 ＮＢＲ 中加入各种配合剂以

提高、 改善其使用性能［３］。 氧化锌 （ＺｎＯ） 在硫磺硫

化体系中用作硫化活性剂， 是橡胶工业中的重要配合

剂之一， 不但可以活化整个硫化体系， 提高硫化胶的

交联密度， 还可改善硫化胶耐热老化性能［４－５］。 纳米

ＺｎＯ （ｎ⁃ＺｎＯ） 与普通 ＺｎＯ （ｃ⁃ＺｎＯ） 具有相同的化学

组分， 但前者属于纳米材料范畴， 纳米材料具有许多

奇异的特性， 如： 特殊的表面效应、 小尺寸效应、 量

子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国内外已有研究成

果显示， 橡胶纳米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综合性

能［６－７］。 本文作者研究了不同类型 ＺｎＯ 对 ＮＢＲ 材料

特性与物理机械性能以及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为进



一步的理论研究与橡胶改性研究提供实验支持。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原材料

普通 ＮＢＲ， 丙烯腈 （ＡＣＮ） 含量 ４１％ （质量分

数）， 兰州石化分公司生产； 纳米 ＺｎＯ， 粒径为 ３５
ｎｍ， 山东兴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普通 ＺｎＯ，
纯度 ｗ≥９９ ７％， 沈阳市试剂五厂生产。
１ ２　 基本配方

ＮＢＲ１００ （质量份数， 以下同）， 硫磺 １ ５， 硬脂

酸 １， 氧化锌 ５ （普通或纳米）， 高耐磨炭黑 （Ｎ３３０）
６０。 促进剂二硫化苯并噻唑 （ＤＭ）， 二硫化四甲基

秋兰姆 （ＴＭＴＤ）， 氧化镁 （ＭｇＯ） 三个并用， 分别

２ ５， ０ ２５， ０ １５， 防老剂 Ｎ－环己基－Ｎ＇－苯基对苯二

胺 （４０１０） １， 软化剂邻苯二甲酸二辛脂 （ＤＯＰ） ２。
１ ３　 主要设备和仪器

ＸＫ⁃１５０ 型开放式炼胶机， 青岛亚东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生产； ＸＬＢ 平板硫化机， 青岛亚东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 Ｍ２０００⁃Ａ 型无转子硫化仪， 高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ＴＨ５０００ 系列 ５ ０００ Ｎ 电子万能

试验机， 江都市天璨试验机械厂生产； ＭＰＶ⁃６００ 型

微机控制磨粒磨损试验机， 济南普业机电技术有限公

司研制； ＪＳＭ⁃６３６０ＬＶ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１ ４　 试样制备

采用 ＸＫ⁃１５０ 型开放式炼胶机混炼， 加料顺序如

下： 母胶→硫磺→硬脂酸→氧化锌→防老剂→高耐磨

炭黑与软化剂分批交替加入→促进剂 ＤＭ、 ＴＭＴＤ、
ＭｇＯ。 混炼时间不超过 ３０ ｍｉｎ， 在小料与大料混炼均

匀的基础上， 打三角包薄通 １０ 遍， 下片停放待用。
硫化试样的制备条件： 硫化温度 １５０ ℃， 硫化时

间 ｔｃ９０＋５ ｍｉｎ， 硫化压力 １０ ＭＰａ。
１ ５　 测试分析

１ ５ １　 胶料硫化特性及物理性能测试

依据 ＧＢ ／ Ｔ １６５８４⁃１９９６ 制 取 硫 化 试 样， 采 用

Ｍ２０００⁃Ａ 型无转子硫化仪进行测试。 硫化胶物理性能

测试依据相应国家标准进行。
１ ５ ２　 交联密度测试

交联密度采用平衡溶胀法进行测试。 当硫化胶在

适宜溶剂中溶胀达到平衡时， 溶剂分子进入交联网的

速度与被排出的速度相等。 依据橡胶弹性统计论基础

可得到交联密度公式， 即 Ｆｌｏｒｙ⁃Ｒｅｈｎｅｒ 公式：

ｖｅ ＝ －
ｌｎ（１－ｖ２）＋ｖ２＋χｖ２

２

Ｖｓ（ｖ２
１ ／ ３－０．５ｖ２）

式中： ｖｅ 为硫化胶交联密度， ｍｏｌ ／ ｃｍ３； ｖ２ 为橡胶相

在溶胀硫化胶中的体积分数； χ 为橡胶与溶剂的相互

作用系数； Ｖｓ 为溶剂的摩尔体积。
１ ５ ３　 硫化胶摩擦磨损性能测试

试验采用济南普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

ＭＰＶ⁃６００ 型微机控制磨粒磨损试验机， 该试验机的

结构符合 ＡＳＴＭ Ｂ ６１１⁃８５ （２００５） 标准， 采用滑动摩

擦形式。 试验在室温下进行， 材质为 ４０Ｃｒ 的钢环在

固定橡胶试块表面旋转摩擦， 外加载荷为 １００ Ｎ， 旋

转速度为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试验持续时间为 ６００ ｓ。 磨损前

后橡胶试块质量由电子天平进行称量， 精度 ０ １ ｍ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氧化锌颗粒形貌

不同类型氧化锌颗粒形貌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

出， 普通 ＺｎＯ 的粒径分布较广， 大尺寸颗粒较多，
而纳米级 ＺｎＯ 的粒径较小， 粒径分布比较均匀。

图 １　 不同类型氧化锌颗粒形貌 （放大 ２０ ０００×）
Ｆｉｇ 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ＺｎＯ （２０ ０００×）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ＺｎＯ （ｃ⁃ＺｎＯ） ； （ｂ） ｎａｎｏ⁃ＺｎＯ （ｎ⁃ＺｎＯ）

２ ２　 含不同类型氧化锌 ＮＢＲ 交联密度

含不同类型 ＺｎＯ 胶料的交联密度如图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添加纳米 ＺｎＯ 的胶料具有更大的交联密

度。 由于纳米 ＺｎＯ 粒径小， 比表面积大， 因此反应

活性增强， 可使硫化剂更加活泼， 有利于交联网络的

形成， 提高胶料的交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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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含不同类型氧化锌 ＮＢＲ 的交联密度

Ｆｉｇ ２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２ ３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硫化特性的影响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硫化特性的影响如表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与加入普通 ＺｎＯ 的胶料的硫化特性参数

相比， 加入纳米 ＺｎＯ 的胶料的最大转矩 ＭＨ 提高了

１９％， 焦烧时间与正硫化时间分别较普通 ＺｎＯ 的缩短

了 １３％和 ２３％。 理论上， 胶料达到最大交联密度时

的硫化状态称为正硫化， 它与硫化仪测定的最大转矩

ＭＨ 相对应。 正硫化时间是胶料达到最大交联密度时

所需要时间［１］。 由于纳米 ＺｎＯ 粒径小， 比表面积大，
处于表面上的原子数多， 表面能较大， 因而具有更高

的活性， 因此缩短了正硫化时间， 但同时也导致了焦

烧时间缩短， 增加了生产加工的不安全性， 这在生产

加工过程中是需要注意的。

表 １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硫化特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ｕｌｃ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硫化特性参数 含纳米氧化锌 ＮＢＲ 含普通氧化锌 ＮＢＲ
ＭＨ ／ （ｄＮ·ｍ－１） ２３．７６ １９．９９
ＭＬ ／ （ｄＮ·ｍ－１） １．４１ ２．４７

ｔｃ１０ ／ ｍｉｎ ２ ∶ １２ ２ ∶ ２９
ｔｃ９０ ／ ｍｉｎ ５ ∶ ０５ ６ ∶ １６

２ ４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物理性能的影响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胶料物理性能的影响如表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与加入普通 ＺｎＯ 的胶料相比， 加

入纳米 ＺｎＯ 的胶料的拉伸强度提高了 ９ ６％， 由于纳

米效应的存在， 引起胶料单位体积内交联点数目的增

多， 即交联密度的增大， 因此提高了拉伸强度；
１００％和 ３００％定伸应力分别提高了 ４７％和 ３０％， 定伸

应力的显著提高得益于纳米 ＺｎＯ 具有更大的比表面

积， 胶料达到一定变形所消耗的能量随之提高。

表 ２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胶料物理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物理性能
含纳米氧

化锌 ＮＢＲ
含普通氧

化锌 ＮＢＲ
拉伸强度 σｂ ／ ＭＰａ ２０．９ １９．１

１００％定伸应力 σ ／ ＭＰａ ３．７ ２．５
３００％定伸应力 σ ／ ＭＰａ １５．３ １１．８

断裂伸长率 δ ／ ％ ４００ ４６１
邵尔 Ａ 型硬度 ７２ ６６

２ ５　 氧化锌类型对 ＮＢＲ 干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图 ３ 示出了干摩擦条件下含不同类型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磨损量。 可见， 在干摩擦条件下， 添加纳米

氧化锌的 ＮＢＲ 有着更小的磨损量。 从物理化学的角

度来看， 交联密度越小， 磨损率越高， 这是由于较低

程度的交联易被机械应力破坏［８］。 由于添加纳米氧化

锌的 ＮＢＲ 有着较高的交联密度， 单位体积交联点数

目较多， 承载机械应力的有效分子链数目相比于含普

通氧化锌的 ＮＢＲ 增多， 因此抵御磨损的能力更强。

图 ３　 干摩擦条件下含不同类型氧化锌 ＮＢＲ 的磨损量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ｙ ｓｌｉｄｉｎｇ

图 ４ 示出了试验得到的含不同类型氧化锌的

ＮＢＲ 在干摩擦条件下摩擦因数在时域上的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 在试验载荷下， 含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

摩擦因数曲线随时间的延长基本保持稳定， 磨损机制

主要为单一磨损机制， 即磨料磨损； 含普通氧化锌的

ＮＢＲ 摩擦因数－时间曲线存在摩擦因数增大的时间

点， 说明在磨损过程中发生了磨损机制的转变， 即从

单一磨料磨损转移为更为严重的黏着磨损。 由于摩擦

生热会导致橡胶表面热降解而出现熔融层， 该熔融层

具有一定的润滑作用［９－１０］， 使得摩擦因数随时间变化

呈现略向下倾斜的趋势， 直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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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干摩擦条件下含不同类型氧化锌的 ＮＢＲ 摩擦因数随

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ｙ ｓｌｉｄｉｎｇ

表 ３ 给出了干摩擦条件下含不同类型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摩擦因数稳定值。 可以看出， 含纳米氧化锌

的 ＮＢＲ 有着较低的摩擦因数稳定值。 由于添加纳米

氧化锌的 ＮＢＲ 具有较高的硬度， 抵抗外界载荷压入

其表面的能力较强， 其与钢配副之间实际接触面积较

小， 导致摩擦表面分子相互接触产生的黏着摩擦力和

由于压入微凸体而使橡胶产生的滞后摩擦力均较

小［１１－１３］， 因此含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与对偶面之间摩

擦力降低， 摩擦因数也随之减小。

表 ３　 干摩擦条件下含不同类型氧化锌 ＮＢＲ 的

摩擦因数稳定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ｙ ｓｌｉｄｉｎｇ
胶料品种 摩擦因数稳定值

含普通氧化锌 ＮＢＲ ０．６６
含纳米氧化锌 ＮＢＲ ０．５７

２ ６　 ＳＥＭ 分析

含不同类型氧化锌的 ＮＢＲ 磨损表面形貌如图 ５
所示。 可以看出， 除了磨料磨损造成的犁沟效应外，
磨损表面均出现了由于黏着效应形成的黏着磨损的痕

迹， 并且添加普通氧化锌的 ＮＢＲ 发生了更加严重的

黏着磨损， 显示出添加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有着更强

的抵御黏着磨损的能力。

图 ５　 含不同类型氧化锌 ＮＢＲ 磨损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５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ＺｎＯ （ａ）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ＺｎＯ； （ｂ） ＮＢ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ＺｎＯ

３　 结论

（１） 与添加普通氧化锌的 ＮＢＲ 相比， 添加纳米

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拉伸强度提高了 ９ ６％； １００％、
３００％定伸应力分别提高了 ４７％和 ３０％。 加入纳米氧

化锌提高了 ＮＢＲ 的交联密度， 这有利于改善 ＮＢＲ 的

使用性能， 提高 ＮＢＲ 产品稳定性。
（２） 由于纳米氧化锌的活性， 缩短了正硫化时

间， 这对于生产的节能降耗而言有重要意义。 但添加

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的焦烧时间有所缩短， 这一现象

将增加生产加工过程中产品的不安全性， 在生产过程

中需要注意。
（３） 含纳米氧化锌的 ＮＢＲ 耐摩擦磨损性能优于

含普通氧化锌的 ＮＢＲ， 这主要归因于其具有更大的

交联密度与较高的体系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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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磁场对含丁辛基二硫代磷酸锌 （Ｔ２０２） 润滑油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用改进后的四球摩擦磨损试验

机考察有无磁场条件下 Ｔ２０２ 在 １５０ＳＮ 基础油中的摩擦磨损性能，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和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ＸＰＳ） 对比分析试件磨斑表面形貌及其典型元素的化学状态， 并初步探讨摩擦机制。 摩擦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 磁

场条件下测得的摩擦因数和磨斑直径均比无磁场时小； ＸＰＳ 分析表明， 含 Ｔ２０２ 润滑油润滑时磨痕表面发生了复杂的

摩擦化学反应， 磁场有利于 Ｔ２０２ 中 Ｓ、 Ｏ、 Ｐ、 Ｚｎ 元素与金属表面的结合， 促进了金属表面化学反应膜的生成和对金

属表面的改性而起到润滑增效的作用。
关键词： 磁场； 丁辛基二硫代磷酸锌； 摩擦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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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ｚｉｎｃ ｂｕｔｙｌｏｃ⁃

ｔｙｌｄｉｔｈｉ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Ｔ２０２），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ｏｕｒ⁃ｂａｌｌ ｔｅｓｔｅｒ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２０２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ｏｆ １５０ＳＮ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 ａｎｄ Ｘ⁃ｒａｙ 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Ｘ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
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ａｌｌ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Ｘ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 ｃｏ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２０２，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Ｐ ａｎｄ Ｚ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ｉｂ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ｕ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Ｚｉｎｃ ｂｕｔｙｌｏｃｔｙｌｄｉｔｈｉ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随着工业电气化程度的急剧提高， 许多机器设备的

关键滑动部位在电磁环境下工作， 磁化切削、 电动机电

刷、 高速铁路的接触导线与滑板、 大功率电力输送中的

开关接触器等都涉及到电磁环境下的摩擦磨损问题［１－４］。
另一方面， 摩擦副在发生相对滑动的过程中， 表面微凸

峰互相接触使摩擦过程中温度、 压力不断变化， 从而导

致接触电势差、 温差电动势发生变化， 电场的大小或方

向不断发生改变将激发磁场的产生［５－７］。 日益多样和复

杂的工况对润滑剂性能的实现和保持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而传统润滑添加剂仅仅考虑了摩擦化学的反应特

性， 却忽略了电磁效应对其作用行为的影响， 反应了人

类在添加剂分子设计方面的缺陷。
二硫代磷酸锌盐 （ＺＤＤＰ） 自发明以来， 因其优

良的抗氧抗磨性能而广泛地用于传动液、 液压机液

体、 齿轮油等工业润滑领域［８］。 目前关于 ＺＤＤＰ 摩擦

化学润滑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 却未见从电磁效

应的角度来解释其在摩擦副表面作用行为的相关报

道。 因此， 通过比较有无磁场环境下含 ＺＤＤＰ 润滑油

的摩擦学特性， 对不同工况下添加剂的选用、 添加剂



分子的结构设计等方面将会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在四球摩擦磨损试验机的摩擦接触区域

外置通电线圈以放大和模拟电磁效应， 考察了丁辛基
二硫代磷酸锌 （Ｔ２０２） 在 １５０ＳＮ 基础油中的摩擦学
性能， 并通过扫描电镜 （ＳＥＭ） 和 Ｘ 射线光电子能
谱 （ＸＰＳ） 分析了其在电磁环境下的作用机制。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油样的配制

采用无极性石蜡基 １５０ＳＮ 作为基础油， 采用北
京苯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丁辛基二硫代磷酸锌
（Ｔ２０２） 作为添加剂， 将 Ｔ２０２ 分别按照 ０、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０％的质量分数加入基础油中， 配制
５ 种润滑油样。 ＺＤＤＰ 的分子结构通式如下 （Ｒ 为
烷基）：

　 　 Ｔ２０２ 的分子中 Ｒ１ 为—Ｃ４Ｈ９， Ｒ２ 为—Ｃ８Ｈ１１， 其
理化性质参见表 １。

表 １　 Ｔ２０２ 的理化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２０２
外观 透明的琥珀色液体

密度 ≤１ １３０ ｋｇ ／ ｍ３

闪点 １８０ ℃
磷质量分数 ≥７．２％
硫质量分数 ≥１４％
锌质量分数 ≥８．５％

１ ２　 摩擦学性能测试

在 ＭＭＷ⁃１ 型立式万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济南舜

茂试验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上， 采用四球接触的方

式， 来评价摩擦副在不同工况下的摩擦磨损性能， 在

摩擦接触区外置一个通电线圈产生磁场， 线圈匝数为

８００ 匝， 通电时磁感线的方向垂直于摩擦接触面， 四

球长磨试验的装配图和工作原理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改进后的试验机装配图和原理图

Ｆｉｇ 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ｂａｌｌ ｔｅｓ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试验依据 ＳＨ ／ Ｔ ０１８９⁃９２ 进行， 使用 ϕ１２ ７ ｍｍ 的

ＧＣｒ１５ 标准钢球， 硬度为 ＨＲＣ５８ ～ ６２。 分别考察有无

磁场条件下， 载荷 ３９２ Ｎ、 转速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上述 ５
种润滑油样润滑下钢球磨斑直径和摩擦因数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 试验时间均为 ３０ ｍｉｎ。 当设置线圈的电流

强度为 １ Ａ 时， 四球机工作时用 ＨＴ２０１ 型手持式数

字特斯拉计 （上海亨通磁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测

得钢球摩擦区域磁感应强度约为 ０ １ Ｔ。
１ ３　 摩擦表面分析

将有无磁场条件下， 在含 ２％Ｔ２０２ 油样润滑下摩
擦磨损试验后的钢球用石油醚清洗后用电吹风机吹

干， 用 ＺＥＩＳＳ ＥＶＯ１８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钢球磨

痕的表面形貌， 用 ＥＳＣＡＬＡＢ２５０ 型 Ｘ－射线光电子能

谱仪 （ＸＰＳ） 分析磨痕表面典型元素的化学状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抗磨性能

图 ２ 示出了有无磁场条件下， 载荷 ３９２ Ｎ 时钢球

表面磨斑直径随 Ｔ２０２ 在润滑油中质量分数的变化关

系曲线。

图 ２　 有无磁场条件下磨斑直径随添加剂质量分数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２０２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有磁场条件下， 添加 Ｔ２０２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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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润滑时钢球的磨斑直径均比无磁场时小， 且在

Ｔ２０２ 质量分数为 １ ５％时钢球的磨斑直径达到最小

值， 说明磁场增强了含 Ｔ２０２ 油样的抗磨性能。
２ ２　 减摩性能

图 ３ 给出了有无磁场条件下， 载荷 ３９２ Ｎ 时油样

的摩擦因数随 Ｔ２０２ 在润滑油中质量分数的变化关系

曲线。 可以看出， 有无磁场条件下油样的摩擦因数随

着添加剂质量分数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且磁场条件

下的摩擦因数均比无磁场条件下小， 说明磁场有利于

改善含 Ｔ２０２ 油样的减摩性能。

图 ３　 有无磁场条件下摩擦因数随添加剂质量分数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２０２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图 ４ 示出了有无磁场条件下， 载荷 ３９２ Ｎ 时含

２％Ｔ２０２ 油样的摩擦因数随试验时间变化的关系曲

线。 可以看出， 磁场条件下摩擦因数的波动幅度明显

比无磁场时大， 说明磁场在不断影响着表面膜的性质

和状态。 分析认为， 磁场可能影响着含 Ｔ２０２ 油样的

一些物理反应 （如吸附） 和化学反应 （如氧化膜等

化学反应膜的再生）。 从动力学的角度考虑， 可能是

因为磁场促进了添加剂分子中的活性结构不断调整自

身趋向运动， 使润滑膜更加牢固和致密， 降低了摩擦

因数。

图 ４　 有无磁场条件下摩擦因数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ｏｒ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２ ３　 ＳＥＭ 分析结果

图 ５ 分别为有无磁场条件下， 在含 ２％Ｔ２０２ 油样

润滑下摩擦磨损试验后钢球磨斑表面形貌放大 ２００ 倍

和 １ ０００ 倍的 ＳＥＭ 照片。 从图 ５ （ ａ） 中可以看出，
无磁场时， 磨斑表面有较明显的犁沟； 图 ５ （ｂ） 中

磨斑表面的擦伤程度较轻微， 其粘着磨损程度明显减

小， 说明磁场增强了含 Ｔ２０２ 油样抗磨减摩的效果。

图 ５　 有无磁场条件下 ２％Ｔ２０２ 油样润滑下磨斑表面形貌的

ＳＥＭ 照片

Ｆｉｇ ５　 ＳＥ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Ｔ２０２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２ ４　 ＸＰＳ 分析

图 ６ 是在有无磁场条件下， 含 ２％Ｔ２０２ 润滑油润

滑下钢球磨斑表面的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图 （ＸＰＳ）。
可以看出， 试球磨痕表面 Ｃ１ｓ电子结合能 ２８４ ７ ｅＶ 附

近对应的是 Ｃ－Ｃ 单键， 表明润滑油分子在磨斑表面

发生了吸附， 但在有无磁场条件下的吸附程度不同；
位于 ５３２ ０ ｅＶ 附近的 Ｏ１ｓ 谱峰明显宽化， 对应于

Ｆｅ２Ｏ３ 或 Ｆｅ３Ｏ４， 表明磨斑表面生成了良好的氧化膜；
Ｓ２ｐ在电子结合能 １６７ ０ ｅＶ 附近的吸收峰应该对应于

ＦｅＳＯ４、 ＦｅＳ 等含 Ｓ 的化合物； 位于 １３４ ０ ｅＶ 电子结

合能附近 Ｐ ２ｐ 的谱峰归属于 ＦｅＰＯ４ 等磷酸盐， 这与

Ｆｅ２ｐ在 ７１１ ０ ｅＶ 处的电子结合能对应于铁的氧化物相

适应； Ｚｎ２ｐ在 １ ０２２ ０ ｅＶ 附近的电子结合能对应于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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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锌和锌原子［９－１０］， 且磁场条件下的谱峰更明显， 表

明磁场促进了 Ｔ２０２ 中的 Ｚｎ２＋与金属表面形成化学反

应膜和 Ｚｎ２＋向单质态锌转变的过程。 上述 ＸＰＳ 分析

表明含 Ｔ２０２ 的润滑油润滑下在磨痕表面发生了复杂

的摩擦化学反应生成了含 Ｓ、 Ｏ、 Ｚｎ、 Ｐ 等元素的化

学反应膜。

图 ６　 有无磁场条件下含 ２％Ｔ２０２ 油样润滑下磨斑表面典型元素的 ＸＰＳ 图谱

Ｆｉｇ ６　 ＸＰ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Ｔ２０２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为了进一步分析磁场对含 Ｔ２０２ 润滑油的润滑增

效作用， 用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测定了磨斑表面的典

型元素的原子百分含量， 并在表 ２ 中列出。 可以看

出， 润滑膜所含的主要元素 （Ｏ、 Ｓ、 Ｆｅ、 Ｚｎ、 Ｐ） 在

磁场环境下的原子百分含量均大于无磁场时的原子百

分含量， 说明磁场促进了摩擦化学反应， 使润滑膜更

致密， 起到了更好的润滑作用。 Ｏ 在磁场中原子百分

含量 （ １４ ７％） 大 于 无 磁 场 时 的 原 子 百 分 含 量

（１３ ５％） 这一检测结果与 Ｏ 元素由于具有顺磁性而

更趋向于聚集在磁场附近这一发现相符［１１］。 另外，
电磁环境下， 摩擦副表面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涡流效

应， 在摩擦表面激发了更多能够自由移动的电子［１２］，
促进了 Ｚｎ２＋＋２ｅ－→Ｚｎ （ｔｒｉｂｏ） 的这一转变的进行。 同

时从图 ５ （ｂ） 可看出， 摩擦副表面形成了不同于图

５ （ａ） 的固溶体， 推测这可能是因为 Ｚｎ 原子在位错

应力场和磁场的共同作用下聚集程度更大而阻止了位

错的移动， 从而促进 Ｚｎ 原子与金属表面结合发生改

性， 即形成 Ｚｎ⁃Ｆｅ 固溶体合金， 使材料表面的强度提

高， 增强了其抗磨性能， 这与 Ｚｎ 在磁场条件下的原

子百分含量 （０ １５％） 高于无磁场时 （０ ０２％） 这一

检测结果相符。

表 ２　 磨斑表面典型元素的原子百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ＸＰ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ｔｏｍｉｃ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 Ｃ Ｏ Ｓ Ｆｅ Ｚｎ Ｐ

Ｂ＝ ０ ８５．７５ １３．５ ０．３６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２

Ｂ＝ ０．１ Ｔ ８２．６６ １４．７ ０．５ ０．１９ ０．１５ １．８

３　 结论

（１） 磁场条件下， 含 Ｔ２０２ 润滑油润滑时钢球的

磨斑直径和摩擦因数均小于无磁场时， 说明磁场有利

于提高含 Ｔ２０２ 润滑油的抗磨减摩性能。
（２） ＸＰＳ 分析表明， 含 Ｔ２０２ 润滑油润滑时在磨

痕表面发生了复杂的摩擦化学反应， 生成了 Ｆｅ２Ｏ３、
Ｆｅ３Ｏ４ 、 ＺｎＳ 等化合物的化学反应膜。

（３） 磁场有利于 Ｔ２０２ 中 Ｓ、 Ｏ、 Ｐ、 Ｚｎ 元素与金

属表面的结合， 促进了摩擦化学反应膜的生成和摩擦

副表面的改性， 增强了含 Ｔ２０２ 润滑油的润滑效果。

８７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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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自行设计的往复式磨损试验机研究丁腈橡胶在含砂 ＫＣｌ 溶液和蒸馏水 ２ 种介质中的摩擦磨损行为， 并

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对橡胶磨痕的表面形貌及元素含量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在 ２ 种介质中， 随着载荷的增加， 丁腈

橡胶的摩擦因数降低而磨损量增加， 但在含砂的 ＫＣｌ 溶液介质中摩擦因数和磨损量的变化程度均高于在含砂蒸馏水介

质中。 丁腈橡胶在含砂 ＫＣｌ 溶液的磨损机制为腐蚀磨损以及磨粒滑动侵蚀， 在含砂蒸馏水中的磨损机制为湿磨粒磨

损。 Ｋ＋使得丁腈橡胶表层及亚表层分子链更容易断裂， 进而生成了分子量和分散性都低的产物和小分子单体， 以及新

的支联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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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螺杆泵采油技术在各大油田广泛应用。 由

橡胶定子和金属转子构成的螺杆泵是螺杆泵采油系统

的关键部件， 承担着输送原油介质的作用［１－３］。 由于

实际工况中输送的料浆常为含有多种固相粒子的腐蚀

性液体， 并掺杂着无机盐、 矿物质溶液等， 其中无机

盐溶液中含量较高的主要是 Ｋ＋、 Ｎａ＋、 Ｃａ＋这 ３ 种阳

离子［４－６］。 近年来， 研究人员已经对定子橡胶在三体

磨损过程中的失效机制进行了研究。 张嗣伟［１］利用销

盘式磨损试验机对丁腈橡胶在不同含砂量钻井液中的

三体磨损开展研究， 发现磨损率按指数规律随摩擦力

的增大而增大。 陈骥驰等［７－８］ 利用往复式试验机对丁

腈橡胶在含不同尺寸砂粒原油介质中的三体磨损开展

研究， 发现摩擦因数随载荷的增加而降低。 但关于原

油介质中 Ｋ＋ 离子对橡胶磨损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
因此研究含砂溶液中 Ｋ＋离子对橡胶磨损形式和摩擦

机制的影响［８－９］， 对推动橡胶磨损理论的发展， 提高

实际工况下橡胶的使用性能和有效寿命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作者选用自行制备的丁腈橡胶为橡胶定子，

以表面镀铬的 ４５＃ 钢为金属转子， 以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和蒸馏水为料浆介质， 采用自行设

计的往复式湿磨粒磨损试验机， 研究与金属转子配副

时丁腈橡胶的摩擦磨损行为。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

采用济南亚东橡胶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开放式混

炼机和平板式硫化机自行制备丁腈橡胶 （ＮＢＲ） 试

样， 试样基本配方 （以质量份数计） 为： Ｎ４１， １００；
氧化锌， ５； ＤＭ， ２； 硫化剂， １ ５； 高耐磨炭黑，
８０； ＬＮＢＲ， １０； 促进剂 ＴＭＴＤ， ４； 硬脂酸， ２。 由台

湾高铁生产的硫化仪确定硫化的温度、 时间和压力。
丁腈橡胶采用一次硫化方法制备， 硫化参数为： 压力

１０ ＭＰａ， 温度 １３５ ℃， 时间 ９ ２ ｍｉｎ。 为了在自行设

计的试验机上研究其摩擦磨损性能， 硫化后试样加工

成尺寸为 ４０ ｍｍ×２５ ｍｍ×６ ｍｍ 试块， 硬度为 Ｓｈｏｒｅ
Ａ７０ 左右。

浆料介质采用实验室配制的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和蒸馏水， 为模拟实际工况， 介质中加入圆

钝形砂粒 （白刚玉 Ａｌ２Ｏ３）， 其莫氏硬度为 ９ ０， 平均

直径为 ０ ８５ ｍｍ， 圆度在 ０ ４０～０ ６０ 之间， 表面形貌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砂粒形貌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ａｎｄ

１ ２　 试验方法

在自行设计的往复式磨损试验机上开展橡胶摩擦

磨损试验， 以含砂、 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和

蒸馏水为试验介质， 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金

属环试样的尺寸为 ϕ３０ｍｍ×２５ｍｍ， 材质为表面镀铬

的 ４５＃钢， 表面硬度和表面粗糙度分别为 ＨＲＣ５６ 和

Ｒａ ０ ２５ μｍ。 为了模拟实际含砂工况， 并且保证在往

复运动过程中使砂粒能多次与金属环接触， 在试验槽

中设计了凹槽结构， 其深度略高于橡胶块的厚度。
试验参数为： 温度 ２５ ℃， 往复行程 ２５ ｍｍ， 频

率 １ Ｈｚ， 砂粒质量分数 １０％， 磨损时间 １０ ８００ ｓ， 载

荷分别为 ５０、 ８０、 １１０、 １４０ Ｎ。 当橡胶在稳态磨损时

采集摩擦因数。 试验结束后， 将试样置于超声波振荡

器中先后用乙醇溶液和蒸馏水进行清洗， 然后在

ＪＣ２０２ 型电热恒温干燥箱中进行干燥， 温度设定为

１００ ℃， 烘干时间设定为 ２０ ｍｉｎ。 采用精度为 ０ １ ｍｇ
的电子天平测量测量橡胶的磨损质量， 为排除误差影

响将 ３ 次试验的平均值作为磨损试验最终结果。

图 ２　 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橡胶磨痕表面的形貌和元素含量采用 ＨＩＴＡ⁃
ＣＨＩＳＵ８０１０Ｎ 场发射扫描电镜进行观测和分析。
２　 试验结果

２ １　 摩擦因数

在 ２ 种不同含砂介质中， 丁腈橡胶试样稳态磨损

时摩擦因数随载荷变化曲线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丁腈橡胶在 ２ 种含砂介质中摩擦因数随载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ＮＢ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ｎｄ

可见， 丁腈橡胶在 ２ 种含砂介质中的摩擦因数均

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减少， 这是因为橡胶是黏弹性体，
并且由于液体介质的存在， 使得摩擦副对偶表面之间

形成了一层一定厚度的黏性流体润滑膜， 由这层润滑

膜的压力平衡外载荷， 使两对偶表面不直接接触， 当

两对偶表面作相对运动时， 只在流体分子间产生摩

擦， 橡胶与金属之间的摩擦属于流体润滑。 由 Ｓｔｒｉ⁃
ｂｅｃｋ 曲线可知， 摩擦因数逐渐降低。 另外， 载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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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使摩擦生热的程度有所增加， 原油介质黏度降低，
也使得摩擦因数降低。 在相同载荷作用下， 橡胶在含

砂、 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中的摩擦因数比在

蒸馏水中略大， 表明 ＫＣｌ 溶液对橡胶表面有一定的腐

蚀作用， 使其表面变得粗糙， 摩擦因数略增大。
２ ２　 磨损量

在 ２ 种不同含砂介质中， 丁腈橡胶试样磨损量随

载荷变化曲线如图 ４ 所示。。 可见， 丁腈橡胶在 ２ 种介

质中的磨损量均随载荷的增加而逐渐增加， 并且在相

同载荷作用下， 丁腈橡胶在含砂、 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中的磨损量大于其在蒸馏水中的磨损量， 前

者曲线斜率也较大， 这说明丁腈橡胶的耐磨损性能随

着介质的变化发生了改变， 含砂、 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使其耐磨损性能降低。 随载荷的增加， ＫＣｌ 溶
液对材料表面的腐蚀破坏作用增强， 加重材料表面的

损伤， 导致更多材料的流失， 磨损量加大。

图 ４　 丁腈橡胶在 ２ 种含砂介质中磨损量随载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ＮＢ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ｎｄ

２ ３　 磨痕分析

丁腈橡胶磨损后磨痕表面的体式形貌如图 ５ 所

示。 体式形貌可反映和解释在 ２ 种不同含砂介质中磨

损机制。

图 ５　 丁腈橡胶磨损后磨痕表面的体式形貌

Ｆｉｇ ５　 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ＮＢＲ （ａ） ８０ Ｎ，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ｂ） ８０ Ｎ， ３ ５％ ＫＣｌ；
（ｃ） １２０ Ｎ，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 １２０ Ｎ， ３ ５％ ＫＣｌ

　 　 可以看出， 含砂、 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

对橡胶表面产生腐蚀破坏， 磨粒侵蚀后丁腈橡胶的磨

损表面出现机械作用产生的凹坑和不规则犁沟， 并且

细致观察图 ５ （ｂ） 与图 ５ （ｃ） 发现， 随着载荷增加，
磨损表面上出现裂纹和表层脱落的剥离层。 载荷增加

将会引起温度升高， 丁腈橡胶导热性变差， 因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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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表层的最大剪应力和最高温度处也将产生分子链的

断裂和热降解， 并且 ＫＣｌ 溶液的腐蚀作用会加剧上述

磨损的物理过程。 丁腈橡胶在含砂、 质量分数 ３ ５％
的 ＫＣｌ 溶液中主要发生腐蚀磨损以及磨粒滑动侵蚀。
对比分析图 ５ （ａ） 与图 ５ （ｃ） 可看出， 在相同载荷

情况下， 磨痕表面犁沟数量少且轻微， 且未出现凹坑

和表层脱落现象， 丁腈橡胶在含砂蒸馏水介质中主要

发生湿磨粒磨损。
２ ４　 能谱分析

碳元素的相对百分含量减少， 说明分子链可能发

生断裂［１，１１］。 由于具有一定动能的固相颗粒对橡胶材

料表面的撞击、 刮削， 以及颗粒在材料表面滚动和滑

动时， 对材料表面的机械作用， 丁腈橡胶也会在材料

的表层或亚表层出现分子链断裂［１，１２－１３］。 磨痕表面 Ｃ
元素相对含量的减少， 即磨损表面 ＣＨ２ 基团的减少，
能够直观地反映分子链的断裂。 表 １ 所示为 ４０、 ８０、
１２０ Ｎ 下磨痕表面 Ｃ 元素相对含量的变化。 可以清晰

地看出， 在含砂、 质量分数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中， 在

４０、 ８０、 １２０ Ｎ 载荷下， ＮＢＲ 磨损后表面的 Ｃ 元素相

对含量分别减少了 ６ ５５％、 ８ １％和 ９ １１％， 载荷的

增大使得表面 Ｃ 元素的相对含量降低。 在相同载荷

条件下， 含砂、 质量分数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液使得丁腈

橡胶表面的 Ｃ 元素相对含量下降更为迅速， 这是因

为在 Ｋ＋作用下丁腈橡胶表层及亚表层分子链更容易

断裂， 进而生成了分子量和分散性都低的产物和小分

子单体， 以及新的支联网状结构。

表 １　 磨损前后 ＮＢＲ 表面的 Ｃ 元素相对的百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ＮＢ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ａｒ ％

介质
磨损前 Ｃ
元素含量

　 　 　 磨损后 Ｃ 元素含量　 　 　
４０ Ｎ ８０ Ｎ １２０ Ｎ

含砂 ＫＣｌ 溶液 ８３．９８ ７７．４３ ７５．８８ ７４．８７

含砂蒸馏水 ８３．９８ ７８．１２ ７６．８０ ７６．０２

３　 结论

（１） 在 ２ 种介质中， 随着载荷的增加， 丁腈橡

胶的摩擦因数降低而磨损量增加， 但在含砂的 ＫＣｌ 溶
液介质中摩擦因数和磨损量的变化程度均高于在含砂

蒸馏水介质中。
（２） 丁腈橡胶在含砂、 质量分数 ３ ５％的 ＫＣｌ 溶

液中的磨损机制为腐蚀磨损以及磨粒滑动侵蚀； 在含

砂蒸馏水介质中的磨损机制为湿磨粒磨损。

（３） Ｋ＋使得丁腈橡胶其表层及亚表层分子链更

容易断裂， 进而生成了分子量和分散性都低的产物和

小分子单体， 以及新的支联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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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泡润滑动压水润滑轴承的静动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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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化、 两相流现象是滑动轴承润滑中的典型现象之一， 影响着水润滑轴承的静态和动态特性。 基于统计物

理学及多相流理论， 建立大量纳米气泡对流体的阻力模型， 以及含纳米气泡的两相流体动力润滑理论模型， 并采用有

限差分法求解得到压力场、 空化气泡数分布及动压水润滑轴承静、 动态特性系数， 分析并讨论空化两相流对水润滑轴

承静、 动态特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相比， 空化条件下轴承的承载力和偏位角均呈增大趋势， 动态刚

度和阻尼系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
关键词： 动压水润滑轴承； 两相流； 空化； 静动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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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水润滑轴承具有高效节能、 环保、 黏－温特性

好、 温升低等显著特点， 广泛应用于船舶、 水轮机、
水泵及液压元件等。 然而水润滑轴承在工作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气体混入润滑剂的现象， 形成两相流

润滑， 且由于水的饱和蒸气压高于油， 因此水润滑轴

承更容易发生空化现象， 这些将直接影响水润滑轴承

的承载力和动态特性。 因此， 考虑两相流和空化的润

滑理论对于水润滑轴承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上很早就开展了考虑空化两相流的滑动轴承

的流体动力润滑的理论研究， 比较常用的模型包括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１］ 边界条件和质量守恒边界条件。 其中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无法解释空

化区域油膜再形成时的情况。 而质量守恒边界条件又

包括 ＪＦＯ 模型、 Ｅｌｒｏｄ⁃Ａｄａｍｓ 及 Ｅｌｒｏｄ 模型。 ＪＡＫＯＢＳ⁃
ＳＯＮ 和 ＦＬＯＢＥＲＧ［２］、 ＯＬＳＳＯＮ［３］首先提出基于流量守

恒的 ＪＦＯ 模型， 对轴承全油膜区域的雷诺方程， 定义

了油膜破裂条件及油膜再形成条件， 但由于空化区域

的起始位置和轮廓以及空化程度是不确定的， 因此不

容易被实施。 目前基于质量守恒定律的 Ｅｌｒｏｄ⁃Ａｄａｍｓ
空化模型［４］ 及 Ｅｌｒｏｄ 空化模型［５－６］ 被普遍接受， 它包

含 ２ 个未知量： 完整油膜区域的压力 ｐ 和空化区域的

油膜体积比 α （０≤α≤１）。 Ｅｌｒｏｄ 认为油膜是可压缩

流体， 并引入了油膜体积弹性模量 κ、 变换因子 ｇ 及

空化区域的油膜密度 ρｃ 等参量， 避免了 ＪＦＯ 空化模

型边界的繁琐计算， 对考虑空化工况的滑动轴承的油

膜厚度、 空化发生区域等问题给出了较好的答案。 近



年来， 围绕 Ｅｌｒｏｄ 模型的数值求解， 学者提出了各种

修正方案。 ＶＩＪＡＹＡＲＡＧＨＡＶＡＮ 和 ＫＥＩＴＨ［７－８］ 认为，
人为降低润滑油的体积弹性模量 κ， 可以减小 Ｅｌｒｏｄ
模型的求解误差。 ＩＫＥＵＣＨＩ 和 ＭＯＲＩ［９］、 ＨＩＲＡＹＡＭＡ
等［１０］假设， 在完整油膜区域体积比 α ＝ １， 而在空化

区域体积比 α＜１， 并定义气－液两相流的混合密度和

混合 黏 度， 简 化 了 计 算 模 型。 ＦＥＳＡＮＧＨＡＲＹ 和

ＫＨＯＮＳＡＲＩＬ［１１］对变换因子 ｇ 进行修改， 解决 Ｅｌｒｏｄ
模型数值求解中的振荡问题， 并加速收敛。

近年来， 气泡－油两相流润滑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

点。 基于 等 效 黏 度 模 型［１２］ 和 等 效 密 度 模 型［１３］，
ＣＨＵＮ［１４］、 ＬＩＮ 等［１５］和 ＡＮＤＲＥＳ［１６］分析讨论了气泡－油
润滑对轴承静态和动态性能的影响。 然而， 对于动压

水润滑轴承， 由于水膜间隙极薄， 因此空化两相流问

题可以假设为一种微 ／ 纳米气泡流问题， 且随着原子力

显微 （ ＡＦＭ） 技 术 的 发 展，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７］、 ＹＡＮＧ
等［１８］发现大量的纳米或亚微米球体气泡能稳定地存在

于固、 液界面处， 而关于纳米气泡流对水润滑轴承性

能影响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作者基于统计物

理学及多相流理论， 建立大量纳米气泡对流体的阻力

模型， 提出一种含纳米气泡的两相流体动力润滑模型；
对滑动轴承的广义雷诺方程进行量纲一化， 并采用有

限差分法进行数值求解， 得到水膜压力场、 空化气泡

体积分数的分布及滑动轴承动力特性系数等。
１　 气液两相流体动力润滑模型

１ １　 纳米气泡对流体的阻力模型

典型水润滑圆柱滑动轴承由轴瓦与轴颈组成， 它

们之间被一层厚度极薄的水膜隔开。 图 １ （ａ） 示出了

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油楔几何模型， 随着轴颈绕轴心 Ｏ２

以角速度 Ω 的自转以及绕轴承中心 Ｏ１ 的涡动在轴承间

隙中形成流体动压润滑。 图 １ （ｂ） 为动压水润滑轴承

摩擦面的运动简图， 以轴颈运动方向为 ｘ 轴， 水膜厚

度方向为 ｚ 轴， 建立坐标系， Ｕ 为轴颈表面沿 ｘ 方向运

动的速度， Ｗ 为轴颈表面沿 ｚ 方向运动的速度。

图 １　 两相流润滑的动压水润滑轴承模型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ｙ ｔｗｏ
ｆｐｈａｓｅ ｌｏｗ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ｏｉｌ ｗｅｄｇ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ｂ）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由于水膜极薄， 处于固、 液界面状态， 且大量的

实验文献中观测到纳米气泡的直径一般分布在几个纳

米到几百个纳米之间［１７－１８］， 非常接近分子直径。 这

里假设气泡在速度空间各向同性， 则由统计物理学理

论［１９］， 在 ｄｘｄｙｄｚ 的微单元流体内， 气泡速度 ｖ 附近，
ｄｖ 速率区间内气泡出现的数量为

ｄＮ＝（ｎ·ｄｘｄｙｄｚ）·ｆ（ｖ）ｄｖ
式中： ｆ （ ｖ） 为气泡热平衡态时速率分布函数； ｘ，
ｙ， ｚ 分别为周向、 轴向及膜厚方向坐标； ｎ 为气泡数

密度， 即单位体积的水膜中包含的纳米气泡数， 是

ｘ、 ｙ 的函数， 也记为 ｎ （ｘ， ｙ）。
由两相流 Ｓｔｏｋｅｓ 定律［２０］， 单个纳米气泡对微单

元体的阻力为 ６πμＲ·（ｖ－ｕ）， 则微单元体 ｄｘｄｙｄｚ 内，
纳米气泡对周围微单元流体的总阻力为

Ｆｂｆ ＝ ２４π２μＲｎ∫¥

０
ｖ － ｕ( ) ｆ（ｖ）ｄｖｄｘｄｙｄｚ （１）

式中： Ｒ 为纳米气泡半径； μ 为流体黏度； ｖ 为气泡

速度； ｕ 为微单元流体速度。
１ ２　 动量及流量方程

图 ２ 所示为水膜质点沿 ｘ 方向的力的平衡关系，
建立微单元质点的力学平衡方程：

ｐｄｙｄｚ＋（τ＋
∂τ
∂ｚ

ｄｚ）ｄｘｄｙ－τｄｘｄｙ－（ｐ＋
∂ｐ
∂ｘ

ｄｘ）ｄｙｄｚ－

Ｆｂｆ ＝ ０ （２）
式中： ｐ 为水膜压力； τ 为剪应力。

图 ２　 水膜质点沿 ｘ 方向的力的平衡关系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ｉｌｍ
ｕｎｉｔ ａｌｏｎｇ 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式 （２） 简化为

∂ｐ
∂ｘ

＝ μ
∂２ｕｘ

∂ｚ２
－ ２４π２μＲｎ∫¥

０
（ｖ － ｕｘ） ｆｘ（ｖ）ｄｖ （３）

同理， 微单元体沿 ｙ 方向的力学平衡方程为

∂ｐ
∂ｙ

＝ μ
∂２ｕｙ

∂ｚ２
－ ２４π２μＲｎ∫¥

０
（ｖ － ｕｙ） ｆｙ（ｖ）ｄｖ （４）

式中： ｕｗ（ｗ＝ ｘ， ｙ， ｚ） 微单元流体沿 ｗ（ｗ＝ ｘ， ｙ， ｚ）
方向的速度； ｆｗ（ｖ） （ｗ＝ ｘ， ｙ， ｚ） 为纳米气泡在沿 ｗ
（ｗ＝ ｘ， ｙ， ｚ） 方向的运动流体中的速率分布函数。

对式 （３）、 （４） 分别沿 ｚ 积分 ２ 次， 代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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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ｚ ＝ ０ 时， ｕｘ ＝Ｕ， ｕｙ ＝ ０， ｕｚ ＝Ｗ； ｚ ＝ ｈ 时， ｕｘ ＝
ｕｙ ＝ ｕｚ ＝ ０， 得

ｕｘ ＝
ｚ ｚ－ｈ( )

２μ
∂ｐ
∂ｘ

＋ ｈ－ｚ
ｈ

Ｕ－ ｚ
μｈ

Ｆ１ｘ－Ｆ２ｘ[ ] ＋

　
１
μ

Ｆ１ｘ－Ｆ２ｘ[ ]

ｕｙ ＝
ｚ ｚ－ｈ( )

２μ
∂ｐ
∂ｙ

－ ｚ
μｈ

Ｆ１ｙ－Ｆ２ｙ[ ] ＋ １
μ
·

　 Ｆ１ｙ－Ｆ２ｙ[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５）

式中： ｈ 为水膜厚度；

Ｆ１ｗ ＝ ２４π２μＲｎ∫ｚ
０
∫ｚ′

０
∫¥

０
ｖｆｗ（ｖ）ｄｖｄｚ″ｄｚ′；

Ｆ２ｗ ＝ ２４π２μＲｎ∫ｚ
０
∫ｚ′

０
∫¥

０
ｕｗ（ｘ， ｙ， ｚ″） ｆｗ（ｖ）ｄｖｄｚ″ｄｚ′ 。

将润滑剂水的流量公式 ｑｗ ＝ α∫ｈ
０
ｕｗｄｚ 代入式 （５） 得

ｑｘ ＝
Ｕαｈ
２

－ αｈ３

１２μ
·

∂ｐ
∂ｘ

＋ α
μ ∫ｈ

０
Ｆ１ｘ（ｘ， ｙ， ｚ′）·[

　 ｄｚ′ － ∫ｈ
０
Ｆ２ｘ（ｘ， ｙ， ｚ′）ｄｚ′] － αｈ

２μ
·

　 Ｆ１ｘ（ｘ， ｙ， ｈ） － Ｆ２ｘ（ｘ， ｙ， ｈ）[ ]

ｑｙ ＝ － αｈ３

１２μ
·

∂ｐ
∂ｙ

＋ α
μ ∫ｈ

０
Ｆ１ｙ（ｘ， ｙ， ｚ′）ｄｚ′ －[

　 ∫ｈ
０
Ｆ２ｙ（ｘ， ｙ， ｚ′）ｄｚ′] － αｈ

２μ
·

　 Ｆ１ｙ（ｘ， ｙ， ｈ） － Ｆ２ｙ（ｘ，ｙ，ｈ）[ ]

ｑｚ ＝ α·∫ｈ
０
ｕｚｄｚ ＝ － αｈ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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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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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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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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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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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式中： α 为气水两相流润滑介质中水的体积分数， 这

里 α 是 ｘ 和 ｙ 的函数。
１ ３　 广义雷诺方程

对于径向轴承， 图 ３ 所示为轴颈中心作微小扰动

时的几何关系简图， φ、 ε 分别为转轴偏位角和偏心

率， Ｆ 为外载， ｒ 为转轴半径。 以 ｘ ＝ ｒφ 表示周向坐

标， 又设轴心除绕其中心以角速度 Ω 转动外， 还有

沿偏心 ｅ 方向的速度 ｅ· 和绕轴承中心转动的速度 ｅ θ
·
，

图中 Ｆｅ 与 Ｆθ 分别为 ｅ 向与 θ 向的水膜合力， 由于

ｅ·， ｅ θ
·
≪ Ωｒ ［２１］， 有：
Ｕ ≈ Ωｒ

Ｗ ＝－ ｅ·ｃｏｓφ － ｅθ
·
ｓｉｎφ{ （７）

图 ３　 轴颈中心作微小扰动时的几何关系简图

Ｆｉｇ ３　 Ｆｏｒｃ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ａ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由于润滑介质中纳米气泡的密度远小于水， 因此

忽略两相流中纳米气泡的质量， 并联合方程 （６）、

（７） 及流量连续方程
∂ｑｘ

∂ｘ
＋
∂ｑｙ

∂ｙ
＋
∂ｑｚ

∂ｚ
＝ ０， 得到考虑纳

米气泡润滑的动压水润滑轴承广义雷诺方程：

∂
∂ｘ

αｈ３·
∂ｐ
∂ｘ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ｙ
αｈ３ ∂ｐ

∂ｙ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６ μＵ － Ｆ１ｘ（ｘ， ｙ， ｈ） － Ｆ２ｘ（ｘ， ｙ， ｈ）[ ]{ }

∂（αｈ）
∂ｘ

－ ６ Ｆ１ｙ（ｘ， ｙ， ｈ） －[

Ｆ２ｙ（ｘ， ｙ， ｈ） ]
∂（αｈ）

∂ｙ
＋ １２

∂
∂ｘ

α（∫ｈ
０
Ｆ１ｘ（ｘ， ｙ， ｚ′）ｄｚ′ － ∫ｈ

０
Ｆ２ｘ（ｘ， ｙ， ｚ′）ｄｚ′）[ ] － ６αｈ

∂
∂ｘ

Ｆ１ｘ（ｘ， ｙ， ｈ） －[

Ｆ２ｘ（ｘ， ｙ， ｈ） ] ＋ １２
∂
∂ｙ

α（∫ｈ
０
Ｆ１ｙ（ｘ， ｙ， ｚ′）ｄｚ′ － ∫ｈ

０
Ｆ２ｙ（ｘ， ｙ， ｚ′）ｄｚ′）[ ] － ６αｈ

∂
∂ｙ

Ｆ１ｙ（ｘ， ｙ， ｈ） －[

Ｆ２ｙ（ｘ， ｙ， ｈ） ] ＋ １２μα（ｅ
·
ｃｏｓφ ＋ ｅθ·ｓｉｎφ） （８）

１ ４　 边界条件

对于 ３６０°圆柱轴承， 边界条件为

轴承两端， ｙ＝ ± Ｌ ／ ２， ｐ＝ ０
起始边上， ｘ＝ ０， ｐ＝ ０
终止边上， 如果忽略空化条件， 则完整水膜的终

止边取决于雷诺条件［１］， 即 ｐ ＝ ０， 且∂ｐ ／ ∂ｘ ＝ ０； 如果

考虑公认的 Ｅｌｒｏｄ⁃Ａｄａｍｓ 空化条件［４］， 则完整水膜区

域满足 ｐ＞０， α ＝ １， 空化区域满足 ｐ ＝ ０， α＜１， 空化

轮廓处满足 ｐ＝ ０。 本研究作者在考虑空化条件时， 假

设完整水膜区域仍满足 ｐ＞０， α ＝ １， 而空化区域产生

的气泡体积分数由流体的可压缩性［２２］公式得到：

ｐ＝ ｐｃ＋κｌｎα⇒α＝ ｅｘｐ（
ｐ－ｐｃ

κ
） （９）

式中： ｐｃ 为水的饱和蒸气压； κ 为水的体积弹性模

量。
另外， 关于气体与表面相互作用的问题， 无论从

理论上还是实验上， 目前得到的结论都不很充分。 假

设纳米气泡与周围流体、 轴瓦及轴的边界上均达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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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状态， 且纳米气泡的速率分布函数服从麦克斯韦

推导的理想气体的速率分布规律［２３］， 则有：

ｆｗ（ｖ）＝ ４π （
ｍｇ

２πｋＴ
） ３ ／ ２（ｖ－ｕｗ）

２ｅｘｐ
ｍｇ （ｖ－ｕｗ）

２

－２ｋＴ
æ

è
ç

ö

ø
÷ （１０）

式中： ｍｇ 为单个纳米气泡的质量； ｋ 为玻尔兹曼常

数； Ｔ 为恒温热平衡态的水膜温度。

２　 结果及讨论

以有限宽动压圆柱轴承为例， 采用有限元差分法

编制求解广义雷诺方程 （８） 的通用计算程序， 将建

立的含纳米气泡的气液两相流体动力润滑模型应用于

动压水润滑轴承的静、 动态特性分析。 表 １ 列出了水

动压滑动轴承及气－水润滑介质等的基本参数。

表 １　 基本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轴承
半径 ｒ ／ ｍｍ 宽度 Ｌ ／ ｍｍ 径向间隙 ｈ０ ／ μｍ 轴颈线速度 Ｕ ／ （ｍ·ｓ－１）

３０ ６０ ２０ ３０

水介质
黏度 μ ／ （Ｐａ·ｓ） 密度 ρ ／ （ｋｇ·ｍ－３） 饱和蒸汽压 ｐｃ ／ Ｐａ 体积弹性模量 κ ／ Ｐａ

０．００１ ９９８ ２ ５００ ２．１８×１０９

纳米气泡
工作温度 Ｔ ／ Ｋ 气泡半径 Ｒ ／ ｎｍ 玻尔兹曼常数 ｋ ／ （Ｊ·Ｋ－１）

２９３ ５ １．３８０ ６５×１０－２３

２ １　 纳米气泡数对动压水润滑轴承压力场的影响

为揭示含纳米气泡的两相流对滑动轴承静态特性

的影响规律， 采用前文所述的计算方法， 假设水膜中

含有大量均匀分布的等直径纳米气泡， 针对偏心率

ε＝ ０ ３的无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 采用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

条件 （忽略空化条件） 分析了纳米气泡数密度与水

膜压力的变化规律。 图 ４ 示出了不同纳米气泡数密度

ｎ 时， 偏心率 ε ＝ ０ ３ 的无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水膜

压力 ｐ 的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 随着气泡数量增加，
轴承的承载能力呈下降趋势， 当单位体积水膜中的纳

米气泡数 ｎ 在 ０～１×１０１３ｍ－３区间时， 压力分布曲线基

本与纯水润滑工况一致； 当 ｎ＞１×１０１３ｍ－３时， 压力明

显下跌， 出现显著的掉压现象。

图 ４　 ε＝ ０ ３ 时无限宽水润滑轴承水膜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以上分析揭示了纳米气泡数对无限宽动压水润滑

轴承的静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当偏心率 ε ＝ ０ ３ 时，
在纳米气泡数分布允许的变化范围 （ ｎ ＝ ０ ～ １×１０１３

ｍ－３） 内， 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承载能力基本保持恒定。
２ ２　 空化条件对动压水润滑轴承压力场的影响

上节讨论是假设水膜压力区间存在大量纳米空泡

分布的两相流问题， 并不能解释空化两相流现象。 而

轴承空化起因于油膜压力的快速波动， 往往发生在非

承载区， 当水膜局部压力低于水的蒸汽压力时， 空泡

产生， 夹带空泡的水膜流经高压区发生溃灭。 因此这

里结合 １ ４ 节提到的边界条件， 与传统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
界及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 边界下的水膜压力进行了对比分析。
图 ５ 所示为不同偏心率下无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水

膜压力曲线。 可以看出： 不同偏心率时， 在水膜正压

区间内， 考虑空化边界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的压力分布基

本一致， 但与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 边界的压力分布差距明显；
在发生空化的负压区间内， 考虑空化边界的压力曲线

介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与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 边界的压力曲线之

间， 出现一定的负压区， 并随着偏心率 ε 的增大， 负

压极值点由 ε＝ ０ １ 时的 ５ ９６ ｒａｄ 漂移至 ε ＝ ０ ７ 时的

３ ９６ ｒａｄ。
以上分析揭示了考虑空化条件下偏心率对无限宽

动压水润滑轴承的静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随着偏心率

的增大， 负压极值点沿着周向坐标 φ 的负方向 （即
轴颈运动的反方向） 发生快速漂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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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偏心率 ε 时无限宽水润滑轴承水膜压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２ ３　 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的静、 动态特性分析

上节结果表明， 空化现象将使水润滑轴承的压力

场发生一定的变化， 这必然直接影响到静态承载能力、
偏位角及动态特性系数等， 因此针对表 １ 中长径比 １ ∶
１ 的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 分别在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及

空化边界 ２ 种条件下， 求解静、 动态特性参数。
２ ３ １ 静态特性

对于动压水润滑轴承 （见图 ３）， 沿偏心 ｅ 方向的

合力 Ｆｅ 和以绕轴承中心转动方向的合力 Ｆθ， 分别为

Ｆｅ ＝ － ｒ∫Ｌ ／ ２
－Ｌ ／ ２
∫２π

０
ｐｃｏｓφｄφｄｙ

Ｆθ ＝ － ｒ∫Ｌ ／ ２
－Ｌ ／ ２
∫２π

０
ｐｓｉｎφｄφｄｙ

ì

î

í

ï
ï

ïï

则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承载能力 Ｆ 及偏位角 ϕ 为

Ｆ ＝ Ｆｅ
２ ＋ Ｆθ

２

ϕ ＝ ａｒｃｔａｎ Ｆθ ／ Ｆｅ

图 ６ 示出了偏心率 ε ＝ ０ １ ～ ０ ８ 时有限宽动压水

润滑轴承的承载力和偏位角曲线。

图 ６　 不同偏心率时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承载力及偏位角
Ｆｉｇ ６　 Ｌｏａ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 ａｎｄ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ｂ）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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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由于空化区间负压的存在， 空化条件

下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承载力计算结果明显高于传统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的计算结果， 其中偏心率较小时，
二者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 但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二

者的差异逐渐增大， 当 ε ＝ ０ ８ 时， 差值达到 ５ ０００
Ｎ。 从图 ６ （ ｂ） 也可看出： 小偏心率时 （ ε ＝ ０ １ ～
０ ３）， 空化条件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下的偏位角及

静态轴心轨迹点基本一致， 但在大偏心率下， 空化条

件下的静态轴心轨迹点逐渐上扬， 偏位角也出现了明

显偏差， 当 ε ＝ ０ ８ 时，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的偏位角

仅为 ３２ ４°， 而空化条件下的偏位角为 ４２ ５°。

图 ７ 示出了偏心率 ε 分别为 ０ １、 ０ ３、 ０ ５、 ０ ７
时， 空化条件下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单位体积内的

气泡数密度分布。 可以看出， 当 ε 在 ０ １ ～ ０ ７ 范围

变化时， 该有限宽水润滑轴承在大部分空化区域的纳

米气泡数密度分布在 １ ７５×１０１９ ～１ ６×１０２１ｍ－３之间； ε
由 ０ １ 变化到 ０ ３ 时， 高密度的纳米气泡流先向周围

扩散， 而 ε 由 ０ ３ 变化到 ０ ７ 时， 高密度的纳米气泡

流逐渐向中间集中， 并且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高密度

的纳米气泡流渐渐沿着周向坐标 φ 的负方向发生漂

移现象， 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图 ５ 所示的负压极值点

的漂移造成。

图 ７　 不同偏心率时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的气泡数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７　 Ｂｕｂｂ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２ ３ ２　 动态特性

采用扰动法， 结合差分概念［２４］ 计算动压水润滑

轴承的动态特性系数， 图 ８ 给出了偏心率 ε ＝ ０ １ ～
０ ６ 时， 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的动态特性系数曲

线。 从图 ８ （ａ）、 （ｂ） 可以看出： 不同偏心率下， 空

化对直接刚度系数 Ｋｙｙ的影响甚微， 但对直接刚度系

数 Ｋｘｘ及交叉刚度系数 Ｋｘｙ、 Ｋｙｘ的影响较为明显； 空

化条件下的 Ｋｘｘ、 Ｋｘｙ、 Ｋｙｘ均高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下

的对应刚度系数， 且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二者的差值

呈逐渐增加趋势。 从图 ８ （ ｃ） 可看出，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

界条件下， 不同偏心率时的直接阻尼系数 Ｃｙｙ均整体

高于 Ｃｘｘ， 空化条件下， 在小偏心率时 （ ε ＝ ０ １ ～
０ ３）， Ｃｙｙ也高于 Ｃｘｘ， 然而在偏心率 ε＞０ ３ 时， 发生

逆转， 即 Ｃｘｘ高于 Ｃｙｙ。 从图 ８ （ｄ） 可看出，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下， 交叉阻尼系数 Ｃｘｙ近似等于 Ｃｙｘ， 但由于

空化的影响， 二者出现明显差异， 在小偏心率时

（ε＝ ０ １～０ ５）， Ｃｘｙ呈上涨趋势， Ｃｙｘ呈下跌趋势， 当

偏心率 ε＞０ ５ 时， Ｃｘｙ与 Ｃｙｘ均呈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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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偏心率时有限宽动压水润滑轴承的动态特性系数曲线

Ｆｉｇ 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结论

（１） 对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的无限宽水润滑轴承，
当单位体积水膜中的纳米气泡数分布在 ｎ＝ ０ ～１×１０１３

ｍ－３区间时， 轴承承载能力基本稳定； 当 ｎ＞ １× １０１３

ｍ－３时， 出现显著的压力下降。
（２） 对于考虑空化边界的无限宽水润滑轴承，

空化区域出现一定的负压区， 并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负压极值点沿着周向坐标 φ 的负方向发生漂移， 即

由 ε＝ ０ １ 时的 ５ ９６ ｒａｄ 漂移至 ε＝ ０ ７ 时的 ３ ９６ ｒａｄ。
（３） 相比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 考虑空化边界的

有限宽水润滑轴承的承载力及偏位角均呈增大趋势；
当 ε 由 ０ １ 变化为 ０ ３ 时， 空化区域高密度的纳米气

泡流向周围扩散， 而当 ε 由 ０ ３ 变化到 ０ ７ 时， 空化

区域高密度的纳米气泡流逐渐向中间集中。
（４） 相比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边界条件， 空化对动态刚度系

数 Ｋｙｙ的影响甚微， 但对动态刚度系数 Ｋｘｘ、 Ｋｘｙ、 Ｋｙｘ和

动态阻尼系数 Ｃｘｘ、 Ｃｙｙ、 Ｃｘｙ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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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鼓泡型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的结构特点， 应用 ＡＮＳＹＳ 软件建立弹性支承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并对

其进行数值求解。 在不考虑顶层平箔片变形的情况下， 分析单个鼓泡尺寸变化对其支承刚度的影响， 建立轴承模型并

在对顶层平箔片施加通过有限差分法求解得到的气膜压力后， 求解获得平箔片和鼓泡箔片的变形情况。 结果表明： 通

过减小鼓泡半径、 跨距以及增大箔片的厚度能够提高鼓泡弹性支承结构的刚度； 顶层平箔片在鼓泡型弹性箔片元件的

变形中起主要作用， 而且弹性箔片元件的变形量能够满足润滑层最小气膜间隙的要求。
关键词： 结构刚度； 止推气体轴承； 鼓泡型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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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为无油高速旋转机

械系统的核心部件， 气体轴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研究。 而箔片动压止推轴承作为气体轴承的一种重

要形式， 与刚性止推气体轴承相比， 具有弹性的支承

表面， 能够在转速和止推载荷发生变化时自发地调整

箔片变形、 气膜间隙和压力分布之间的平衡关系以适

应这种变化， 也可以通过弹性箔片元件的变形和相互

间的库伦摩擦作用吸收多余的能量， 有效地抑制轴承

在较高转速下受到的振动冲击和不稳定涡动， 使轴承

—转子系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 这些优点使得箔片动

压止推气体轴承在高速透平旋转机械中具有良好的发

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由于箔片轴承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弹性支

承结构的特性， 所以在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的发展

中， 国内外先后提出了多种形式的支承结构， 目前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悬臂型和波箔型［１－３］。 西安交通大学
低温与制冷实验室在最近 ２０ 年里相继提出了平箔型、
黏弹性支撑型和鼓泡型结构的新型箔片动压止推气体

轴承， 并做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 而鼓泡型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自 ２０１０
年提出至今， 只对其承载能力和稳定性能进行了试验



研究［４－５］， 在理论数值计算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因此

本文作者针对鼓泡型弹性箔片元件的这种支承结构，
建立了有限元的数值模型， 通过求解获得了鼓泡高

度、 半径、 跨距以及箔片厚度对其支承刚度的影响。
并且对文献 ［４］ 中的单个扇形弹性箔片元件施加有

限差分法求解得到的气膜压力分布， 得到了平箔片和

鼓泡箔片的实际变形情况， 并对结构变形的结果作了

相应分析。
１　 鼓泡型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的结构

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具有弹性的支承表面， 在

不同的转速和止推载荷下， 能够通过弹性箔片元件的

变形来改变气膜的厚度和刚度来适应工况的变化。 其

中气膜厚度和压力分布的变化是耦合在一起的， 而弹

性支承结构在气膜厚度和压力分布的变化中起主要作

用， 能够直接影响整个轴承的性能， 可见弹性支撑结

构是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设计的关键。 鼓泡型箔片

动压止推气体轴承是由若干个周向均布的扇形轴承座

瓦块和扇形弹性箔片元件组成， 其中每个扇形瓦块的

一端均加工有预楔角， 而弹性箔片元件由大小相同的

鼓泡箔片和顶层平箔片构成， 且鼓泡箔片置于扇形瓦

块之上、 平箔片之下， 如图 １ 所示。 Ｒ１、 Ｒ２ 分别为

扇形瓦块的内、 外半径； β 为瓦块张角； ｂ 为节距比；
Ｕ 为转子的线速度； Ｈ１、 Ｈ２ 分别表示进、 出口气膜

间隙。 鼓泡型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相比于平箔型和

黏弹性支撑型止推轴承， 具有结构简单、 制作方便以

及适应工作温度的范围广等优点， 所以有很大的发展

应用空间。

图 １　 鼓泡型箔片动压止推轴承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ｏｉ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ｓ

２　 鼓泡结构支承刚度的数值分析

在以往对波箔型动压气体轴承做理论分析时， 大

多把单个波箔假设为具有线性结构刚度和阻尼的弹

簧［６］， 以便于求解箔片的变形。 这里为了能够更加充

分的认识鼓泡结构的变形特性， 首先通过 ＡＮＳＹＳ 有

限元软件建立了单个鼓泡的数值模型， 如图 ２ 所示。
其中 ｒ１、 ｒ２ 分别表示鼓泡半径和鼓泡箔片的半径，
ｈ１、 ｈ２ 和 ｈ３ 分别为平箔片厚度、 鼓泡高度以及鼓泡

箔片的厚度。 然后对顶层平箔片施加轴向压力， 在施

加压力之前， 平箔片和鼓泡之间的接触为一点接触，
加载之后由于鼓泡的变形则变成了微小的面接触。 在

对模型的求解中， 通过改变鼓泡的结构尺寸就可以得

到不同参数对其支承刚度的影响， 从而指导设计结构

更加合理的鼓泡箔片， 以适应气膜压力的分布来获得

较大的止推力和较高的稳定性。

图 ２　 单个鼓泡结构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

在单独分析鼓泡结构的变形时， 假设顶层平箔片

为刚性元件， 只在轴向发生位移， 并且不考虑鼓泡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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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与平箔片以及轴承座瓦块之间的摩擦效应， 通过对

平箔片顶端施加均布的压力荷载， 就可以得到鼓泡的

变形 情 况。 鼓 泡 箔 片 的 材 料 采 用 冷 轧 不 锈 钢

（ＳＵＳ３０４）， 弹性模量为 １９３ ＧＰａ， 泊松比为 ０ ２９， 密

度为 ７ ９３ ｇ ／ ｃｍ３。 应用控制变量法， 在保证其他参数

不变的情况下， 对顶层箔片施加 １ ＭＰａ 的轴向均布压

力， 分别改变鼓泡的高度、 半径以及箔片厚度来得到

它们对单个鼓泡支承刚度的影响， 如图 ３—５ 所示。 在

对单个鼓泡刚度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 ４×４ 横纵均匀排

列的鼓泡分布箔片， 通过改变鼓泡之间的距离来得到

鼓泡跨距对于鼓泡箔片刚度的影响， 如图 ６ 所示。

图 ３　 鼓泡高度与支承刚度的关系 （ ｒ１ ＝ １ ｍｍ，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 ｒ１ ＝ １ ｍｍ，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图 ４　 鼓泡半径与支承刚度的关系 （ｈ２ ＝ ０ ４ ｍｍ，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ｈ２ ＝ ０ ４ ｍｍ，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图 ５　 鼓泡箔片厚度与支承刚度的关系 （ ｒ１ ＝ １ ｍｍ，
ｈ２ ＝ ０ ４ ｍｍ）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ｉ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 ｒ１ ＝ １ ｍｍ， ｈ２ ＝ ０ ４ ｍｍ）

图 ６　 鼓泡跨距与鼓泡箔片支承刚度的关系 （ ｒ１ ＝ １ ｍｍ，
ｈ２ ＝ ０ ４ ｍｍ，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 ｒ１ ＝ １ ｍｍ，
ｈ２ ＝ ０ ４ ｍｍ，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当鼓泡半径和箔片厚度一定

时， 随着鼓泡高度的增大其支承刚度先迅速减小， 并

在某一高度值时达到最小值， 随后接近线性增大； 图

４ 显示， 当鼓泡高度和箔片厚度不变时， 鼓泡的支承

刚度随其半径的增大而减小； 图 ５ 显示， 在鼓泡半径

和高度一定时， 鼓泡支承刚度随箔片厚度的增大而增

大； 图 ６ 表示在单个鼓泡尺寸以及箔片厚度为定值

时， 鼓泡箔片的支承刚度随着鼓泡跨距的增加而减小

随后接近稳定值。 通过这些结构参数与鼓泡支承刚度

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设计鼓泡箔片上的鼓泡分布， 从

而得到与额定转速下的转子－轴承系统相适应的最佳

鼓泡箔片支承结构刚度。
３　 弹性箔片元件变形的数值分析

对于箔片动压轴承的理论数值分析， 很多计算都

忽略了顶层平箔片的变形， 把它直接假设为刚性的光

滑表面， 这与实际箔片的变形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增

大了弹性箔片元件的变形量［７］。 为了获得扇形鼓泡型

弹性箔片元件的实际变形情况， 研究的轴承模型采用

了与试验轴承相同的材料和结构参数，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鼓泡型箔片动压止推气体轴承主要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ｉ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ｓ

鼓泡半径 ｒ１ ＝ １ ｍｍ

鼓泡高度 ｈ２ ＝ ０ ２５ ｍｍ

鼓泡箔片厚度 ｈ３ ＝ ０ ０５ ｍｍ

平箔片厚度 ｈ１ ＝ ０ ０８ ｍｍ

扇形止推瓦块数量 Ψ＝ ４
瓦块内半径 Ｒ１ ＝ ６ ｍｍ

瓦块外半径 Ｒ２ ＝ １９ ｍｍ

节距比 ｂ＝ ０ ５
出口气膜间隙 Ｈ２ ＝ ０ ０１５ ｍｍ

楔形区高度 δ＝ ０ ０３ ｍｍ
箔片的柔度 α＝ ０ ００３ μｍ ／ Ｎ

气体的动力黏度（ ｔ＝ ２００ ℃） μ＝ ２５．９×１０－６ Ｐ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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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泡箔片上的鼓泡分布如图 ７ 所示。 通过有限差

分法离散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并根据逐点 ＳＯＲ 迭代方法

和压力分布与间隙分布的耦合求解方法编程求解轴承

模型， 在转速为 ω＝ １４×１０４ ｒ ／ ｍｉｎ 时， 计算求得 ２４ ２
Ｎ 的轴向承载力以及相应的气膜压力分布。

图 ７　 鼓泡箔片的结构

Ｆｉｇ 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ｓ

利用 ＡＮＳＹＳ 软件建立轴承单个扇形止推瓦块的

有限元模型， 如图 ８ 所示， 其中左端边缘为楔形区的

进口处， 右端边缘为平台区的出口处。 鼓泡箔片和顶

层平箔片在楔形区的进口添加固定约束， 不发生位

移， 而其余三边为自由端， 在施加轴向压力时可自由

移动。 在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时， 由于箔片的厚度只

有 ０ ０５ ｍｍ， 因此要求划分的网格非常小， 本文作者

使用有限元软件自带的网格划分工具 ＭｅｓｈＴｏｏｌ 对模

型进行自适应的网格划分， 划分结果完全能够满足精

度的要求， 如图 ９ 所示。 随后对平箔片的表面施加有

限差分法求解得到的气膜压力分布， 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８　 单个扇形瓦块的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ａｄ

图 ９　 网格划分结果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ｍｅｓｈｉｎｇ

图 １０　 模型施加压力

Ｆｉｇ １０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在考虑顶层平箔片变形的情况下， 求解上述有限

元模型就可以得到弹性箔片元件的变形情况， 图 １１、
１２ 示出了顶层平箔片的变形和轴向的位移， 图 １３、
１４ 示出了鼓泡箔片的变形和轴向位移。 从顶层平箔

片和鼓泡箔片的变形和轴向位移可以看出： 箔片变形

的轮廓和施加压力的大小分布基本一致， 即在周向，
从楔形区入口处到楔形区与平台区交界处， 箔片的变

形量越来越大， 而平台区箔片的变形量较大且分布也

较为集中。 其中顶层平箔片的最大的变形量发生在箔

片的出口末端， 因此试验中用到的鼓泡箔片在出口处

鼓泡距末端的距离有些大， 应适当做出调整。 在平台

区平箔片的变形中， 可以看到一个个被底下鼓泡顶着

的凸点， 而鼓泡之间的顶层平箔片被压得陷下， 这些

鼓泡就如同桥墩一样支撑着顶层的平箔来承载轴向压

力。 当转子转速或止推载荷发生变化时， 轴承就会自

发地调整弹性箔片元件的变形来适应这些变化， 而弹

性箔片元件的磨损则主要发生在鼓泡顶端与平箔片接

触的微小面上。 当轴向载荷过大时可能出现鼓泡顶破

顶层平箔片的现象， 这与试验中出现的顶层平箔片被

顶破而底层鼓泡完好的失效情况相吻合［４］， 因此可以

通过加大顶层平箔片的厚度或使用弹性模量较大的材

料来提高轴承的承载力。

图 １１　 平箔片的变形

Ｆｉｇ １１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 ｆ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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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平箔片的轴向位移

Ｆｉｇ １２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ｐ ｆｏｉｌ

图 １３　 鼓泡箔片的变形

Ｆｉｇ １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ｓ

图 １４　 鼓泡箔片的轴向位移

Ｆｉｇ １４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ｓ

在文中给定参数的计算结果中， 弹性箔片元件的
最大变形量为 ５ ２５ μｍ， 远远小于 １０ μｍ， 因此箔片
元件的变形不会使得润滑层的气膜间隙过大， 能够满

足 ＤＹＫＡＳ 等［８］提出的润滑层最小气膜间隙的要求。
而鼓泡箔片的最大变形量只有 ０ ２８ μｍ， 远远小于顶
层平箔片的变形量， 因此顶层平箔片在整个弹性箔片
元件的变形中起主要作用， 所以在分析鼓泡型弹性箔
片元件的变形时一定不能忽略顶层平箔片的变形量。

同时， 通过计算也可以得到顶层平箔片与鼓泡箔
片的应力分布情况， 如图 １５、 １６ 所示。 可以看出：
在平台区的鼓泡之间， 顶层平箔片的应力分布较大，
这与箔片的变形情况相适应。

图 １５　 平箔片的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１５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 ｆｏｉｌ

图 １６　 鼓泡箔片的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１６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ｘ ｄｏｔｓ

４　 结论
（１） 减小鼓泡的半径或加大鼓泡箔片的厚度可

以增大其支承刚度， 而在一定范围内加大鼓泡的跨距
会减小鼓泡箔片的刚度； 当鼓泡半径和箔片厚度一定
时， 鼓泡高度存在某一数值可以使其得到最大的支承
刚度。

（２） 试验中使用的鼓泡箔片在平台区的鼓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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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应当加密， 以减小顶层平箔片在鼓泡之间的下陷程
度， 从而提高该区域弹性支承元件的刚度来适应较大
的压力分布； 而且在鼓泡箔片的鼓泡分布中， 末端鼓
泡距边界的距离应适当地缩小。

（３） 顶层平箔片在整个鼓泡型弹性箔片元件的

变形中起主要作用， 而不是底层的鼓泡箔片， 所以在

数值分析中一定不能忽略顶层平箔片的变形； 鼓泡型

弹性支承元件的最大变形量远远小于 １０ μｍ， 能够满

足轴承运行时润滑层最小气膜间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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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酯填充聚四氟乙烯机械性能和摩擦学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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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冷压－热烧结法制备聚苯酯 （ＰＯＢ） 改性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考察聚苯酯含量以及在 １１０
℃的航空液压油中浸泡后对改性 ＰＴＦＥ 材料机械性能和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试验结果显示： 改性 ＰＴＦＥ 材料的硬度

与聚苯酯含量成正比， 而拉伸强度和拉断裂伸长率与聚苯酯含量成反比； 改性 ＰＴＦＥ 材料的摩擦因数随聚苯酯含量增

加先增大后减小， 体积磨损率则呈减小趋势； 改性 ＰＴＦＥ 材料的摩擦因数随着载荷增大而减小， 而磨痕宽度随载荷的

增大而增大； 质量分数 ２０％ 聚苯酯改性 ＰＴＦＥ 的综合性能最优， 并且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在航空液压油浸泡后其性能

变化不明显。
关键词： 聚四氟乙烯； 机械性能； 摩擦磨损；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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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Ｇａｎｓｕ 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ｙｂｅｎｚｏａｔｅ（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ｒ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ｏｌｄ⁃

ｉ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１１０ ℃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Ｂ，ｔｈｅ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ｏａｄ，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ｉｓ ｄｅｃ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２０％（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ＴＦ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聚四氟乙烯 （ ＰＴＦＥ） 性能优良， 有 “塑料王”
的美誉， 是目前应用于动密封的关键材料， 但其在使

役过程中， 易冷流， 抗蠕变和回弹性能差， 导致聚四

氟乙烯密封材料的密封可靠性和寿命难以满足实际应

用的需求［１－３］。 因此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可将聚四氟

乙烯与其他材料进行复合， 在保持聚四氟乙烯优良特

性基础上， 利用复合材料的综合特性， 弥补其本身的

缺点， 提高材料的强度、 刚性、 尺寸稳定性、 回弹性

和耐磨性， 从而满足应用需求。 国外聚四氟乙烯密封

材料的改性技术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最早采用

填充改性的手段， 通过在 ＰＴＦＥ 中加入填充剂， 改善

及克服纯 ＰＴＦＥ 的缺陷， 提高其综合性能。 常用的改

性剂有玻璃纤维、 石墨、 二硫化钼等无机材料， 铁、
铜、 银等金属材料， 聚苯酯、 聚酰亚胺等有机高分子

材料等［４－７］。 聚苯酯作为一种有机填料， 具有优良的

热稳定性、 耐蠕变性和较高的硬度， 在性能上能与聚

四氟乙烯形成很好的互补［８］。 在聚四氟乙烯中加入不

同的填料， 其性能存在着显著差异， 往往根据实际工

况需求， 如温度、 压力、 介质等进行选择。
本文作者采用冷压 －热烧结法制备了聚苯酯

（ＰＯＢ） 改性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考察了



聚苯酯含量、 载荷以及 １１０ ℃的 １５ 号航空液压油浸

泡对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机械性能和摩擦学性能的影

响， 相关研究工作对聚合物密封材料的选材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原料及材料制备

ＰＴＦＥ 采用日本大金公司生产的悬浮聚四氟乙烯

树脂， 牌号为 Ｍ⁃１８Ｆ， 平均粒径为 ２５ μｍ。 聚苯酯

（ＰＯＢ） 为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塑料公司生产， 粒度

约为 ４００ 目。 航空液压油采用昆仑 １５ 号航空液压油。
将聚四氟乙烯和聚苯酯按比例称量， 利用机械式

高速混合机混合后， 置入相应的模具后压制成型， 采

用 ３５～４０ ＭＰａ 的压制力， 保压时间为 ５ ｍｉｎ， 然后脱

模， 放入聚四氟乙烯烧结炉， 烧结温度为 ３７０ ～ ３７５
℃， 升温速率为 ５ ℃ ／ ｍｉｎ， 保温时间为 １５０ ｍｉｎ， 然

后自然冷却。 １５ 号航空液压油的浸泡温度为 １１０ ℃，
浸泡时间为 ２ 个月。
１ ２　 试验方法

依据 ＧＢ ／ Ｔ ２４１１⁃２００８ 《塑料和硬橡胶 　 使用硬

度计测定压痕硬度 （邵氏硬度》， 采用邵氏 Ｄ 硬度计

测量改性 ＰＴＦＥ 的邵氏硬度， 取 ５ 个测量值平均值。
依据 ＧＢ ／ Ｔ １０４０⁃２００６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

２ 部分， 模塑和挤塑塑料的实验条件》 测量改性 ＰＴ⁃
ＦＥ 的拉伸性能， 测试设备为万能试验机， 试样类型

为Ⅰ型 （哑铃型）， 试验加载速度 ５０ ｍｍ ／ ｍｉｎ， 试验

结果取 ３ 个测量值的平均值。
依据 ＡＳＴＭ Ｄ６２１ 《塑料负荷变形的试验方法》

测量改性 ＰＴＦＥ 的压缩变形率， 测试设备为万能试验

机， 测试试样为浸泡前和浸泡后压缩试样 （１１０ ℃的

１５ 号航空液压油中浸泡 ２ 个月）， 实验条件为 ２３ ℃ －
２４ ｈ－３ ＭＰａ， 试验结果取 ３ 个测量值的平均值。

依据 ＡＳＴＭ Ｅ８３１ 《通过热机械分析对固体材料

线性膨胀的试验方法》， 通过 ＴＭＡ 测量浸油前后

（－５０～１５０ ℃） 改性 ＰＴＦＥ 的线膨胀系数。 加载静态

力为 ０ １ Ｎ。
依据 ＧＢ ／ Ｔ ３９６０⁃１９８３ 《塑料滑动摩擦磨损试验

方法》， 在 ＭＭ⁃２００ 摩擦试验机测量改性 ＰＴＦＥ 的摩

擦因数和体积磨损率。 图 １ 所示为摩擦副的接触示意

图， 对偶件为 ＧＣｒｌ５ 轴承钢环。 表 １ 给出了 ＧＣｒｌ５ 轴

承钢环的化学成分， 其尺寸为 Φ４０ ｍｍ×１６ ｍｍ×１０
ｍｍ。 改性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试样和对偶件表面在试验

前均用 １ ０００＃ 金相砂纸打磨 （表面粗糙度 Ｒａ ＝ ０ ３
μｍ）， 并用丙酮棉球擦拭。 试验条件为： 速度 ０ ４３１
ｍ ／ ｓ， 载荷 ２００～５００ Ｎ， 试验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摩擦因数

取后试验 ６０ ｍｉｎ 的平均值， 试样磨痕宽度用精度为

０ ０１ ｍｍ 的读数显微镜测量， 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均

采用 ３ 次试验数据的平均值。

图 １　 摩擦副的接触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 ｏｎ 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表 １　 ＧＣｒｌ５ 轴承钢的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Ｃｒ１５ ｓｔｅｅｌ ｒｉｎｇ ％
Ｃ Ｍｎ Ｓｉ Ｐ Ｓ Ｃｒ

０．９５～１．０５ ０．２５～０．４５ ０．１５～０．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１．４０～１．６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聚苯酯含量对复合材料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的影响

图 ２ 示出了聚苯酯含量对聚四氟乙烯拉伸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的影响。

图 ２　 聚苯酯含量对聚四氟乙烯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Ｂ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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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２ 可以看出， 聚苯酯加入后， ＰＴＦＥ 复合材

料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下降。 当聚苯酯填充量小

于 ３０％质量分数时， 拉伸强度下降严重， 而当聚苯

酯质量分数超过 ３０％时， 材料拉伸性能下降趋势变

缓。 这与聚四氟乙烯与聚苯酯基体本身的化学结构有

关， 由于二者之间不存在强化学作用以及其他的相互

作用使界面间的填料和基体结合在一起， 在拉伸力作

用下， 在填料的两极处容易产生空穴等缺陷， 进而导

致应力集中， 材料拉伸性能下降。 此外， 聚四氟乙烯

与聚苯酯两者的线膨胀系数不同， 在冷压、 热烧结及

冷却时， 在材料内部会产生应力， 引起界面之间存在

分离或孔隙， 这些内部缺陷会引起材料拉伸性能的下

降。 当聚苯酯质量分数增大到 ３０％以上时， 聚苯酯

填料完全可以起到增加刚性的作用， 材料拉伸强度的

下降趋于缓慢［９］。
２ ２　 聚苯酯含量对复合材料硬度的影响

图 ３ 示出了聚苯酯含量对聚四氟乙烯硬度的影

响。 可以看出， 随着聚苯酯添加量的增加， 复合材料

硬度随之增大。 这是因为聚苯酯属于刚性填料， 其本

身硬度远远大于聚四氟乙烯。 因此， 聚苯酯填充聚四

氟乙烯后， 复合材料刚性增加， 韧性减小， 抗形变能

力增加， 复合材料的塑性变形减小， 硬度变大， 这也

进一步引起材料拉伸性能下降。

图 ３　 聚苯酯含量对聚四氟乙烯硬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Ｂ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 ３　 聚苯酯含量对复合材料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图 ４ 示出了聚苯酯含量对聚四氟乙烯摩擦磨损性

能的影响。 可以看出， 纯 ＰＴＦＥ 磨痕宽度大， 体积磨

损率很大， 无法单独使用。 填充聚苯酯后， ＰＴＦＥ 复

合材料摩擦学性能得到明显改善， 并且随着聚苯酯含

量的增加， 材料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也随之下降。 这

主要是因为聚苯酯填充后， ＰＴＦＥ 基体的组织结构得

以改变， 聚苯酯有效阻止 ＰＴＦＥ 的带状剥离， 进而保

护 ＰＴＦＥ 不易被磨损， 同时发现质量分数 １０％聚苯酯

加入后，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摩擦因数增大， 磨损率显著

下降。 随着聚苯酯的含量的进一步增加， 有利于 ＰＴ⁃
ＦＥ 磨屑对偶表面转移形成转移膜， 进而摩擦因数降

低。 但同时， 过量聚苯酯的加入， 材料变脆， 材料拉

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严重下降。 因此， 考虑到材料的

综合性能， 聚苯酯的最佳填充量为 ２０％ （质量

分数）。

图 ４　 聚苯酯含量对聚四氟乙烯摩擦因数和磨痕宽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Ｂ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ｏｆ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 ４　 载荷对复合材料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选用质量分数 ２０％聚苯酯填充改性的 ＰＴＦＥ 材

料， 研究载荷对其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可以看出， 聚苯酯改性 ＰＴＦＥ 材料摩擦因数随

着载荷增大而减小， 而磨痕宽度随载荷增大而增大。
解释摩擦因数随载荷增大而减小的一个普遍方程式是

μ＝ ｋＮｎ－１ （其中 μ 代表摩擦因数， Ｎ 代表载荷， ｎ 是

常数， 数值在 ２ ／ ３ ～ １ 之间， 其数值取决于聚合物弹

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相互变化）。 在干摩擦下， 由于

塑料变形所引起的摩擦热将会导致局部接触区域温度

的上升， 并且随着载荷的增大， 摩擦热也随之变大，
因而摩擦表面温度大大升高。 这将导致两个方面的结

果： 一是在摩擦热的影响下塑料接触表面将发生变

形， 接触面积随之增大； 二是在摩擦热的作用下， 塑

料表面的抗剪切能力降低。 而在摩擦过程中，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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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与真实接触面积和抗剪切力成正比， 所以最终的

摩擦因数取决于二者相互竞争的结果。 另外， 随着载

荷的增加， 位于材料表层的聚四氟乙烯容易向对偶钢

环表面转移、 依附。 在对偶钢环表面可形成一层富含

聚四氟乙烯的摩擦转移膜， 材料与对偶钢环之间的摩

擦可部分转变为聚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之间的摩

擦， 因此聚苯酯改性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

逐渐下降。 随载荷增大， 摩擦生热进一步增加， 进而

抗剪切能力下降， 磨痕宽度增大。 与纯 ＰＴＦＥ 材料相

比， 在任一载荷下， 聚苯酯改性 ＰＴＦＥ 材料耐磨性显

著提高。

图 ５　 载荷对聚苯酯改性聚四氟乙烯摩擦因数和磨痕

宽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ｏｆ 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 ５　 航空液压油浸泡对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选用质量分数 ２０％聚苯酯填充改性的 ＰＴＦＥ 材

料， 研究 １１０ ℃ １５ 号航空液压油浸泡对其性能的影

响。 结果见表 ２。 可以看出， 改性聚四氟乙烯材料在

１１０ ℃的 １５ 号航空液压油浸泡 ２ 个月后， 拉伸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较浸泡前有轻微的下降， 拉伸强度和断

裂伸长率较浸泡前分别下降了 ２ ３５％和 ８％。 但测试

过程中发现， 浸油后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测试结果

更为集中。 这主要是因为在热和油介质的作用下， 填

料组分与 ＰＴＦＥ 间界面结合力略有下降， 但同时在冷

压和烧结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应力逐渐消退， 进而测试

数据更为集中。 材料压缩变形率在油浸泡后明显降

低， 下降了约 １５ ３％。 这主要是因为， 高温油浸泡相

当于对材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高低温循环， 聚四氟

乙烯分子链得以重排， 结构更加有序， 并且材料内应

力进一步释放。 因此， 在聚四氟乙烯密封材料机械加

工前， 对其进行多次的高低温循环， 可有效保证机械

加工密封圈的尺寸稳定性。 此外， 聚苯酯改性聚四氟

乙烯材料油浸泡后， 材料磨痕宽度较油浸泡前浸油前

明显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有液压油附着在材料表面，
磨损由干摩擦转变为边界润滑， 磨损初期发热量增

大， 磨损加剧。

表 ２　 航空液压油浸泡对聚苯酯填充改性 ＰＴＦ 材料性能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测试项目 浸泡前 浸泡后

拉伸强度 σｂ ／ ＭＰａ １７ １６．６
断裂伸长率 δ ／ ％ ２５０ ２３０

摩擦因数 ０．２０ ０．２２
磨痕宽度 Ｂ ／ ｍｍ ３．５３ ４．０８
压缩变形率 Ψ ／ ％ １．３ １．１

图 ６ 示出了聚苯酯改性聚四氟乙烯材料浸油前后

０ １ Ｎ 下尺寸变化率。

图 ６　 聚苯酯改性聚四氟乙烯材料浸油前后 ０ １ Ｎ 下尺寸变化率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Ｂ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Ｔ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０ １ 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由图 ６ 可以看出， 浸油后， 改性聚四氟乙烯尺寸

变化率略微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材料内部热应力减小

引起， 材料的尺寸稳定性显著提高。 复合材料在－５０
～１５ ℃之间线膨胀系数约为 ０ ９×１０－４Ｋ－１， 在 ５０～１５０
℃之间线膨胀系数约为 １ １×１０－４Ｋ－１， 在 １５～５０ ℃ 材

料尺寸变化率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 ＰＴＦＥ 特殊的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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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所引起的。 ＰＴＦＥ 材料具有特殊的螺旋型链结构。
聚四氟乙烯晶体约在 １９ ℃ 和 ３０ ℃ 有 ２ 个明显的可
逆转变。 １９ ℃时 ＰＴＦＥ 晶体由三斜晶系转变为六方晶
系， ３０ ℃ 时 ＰＴＦＥ 晶体发生结晶松弛， 链的螺旋变
成无规则缠绕。 由于聚四氟乙烯发生晶型转变和结晶
松弛的温度处于常用温度范围内， 而基本上所有的应
用工况会包含此温度区间。 并且 ＰＴＦＥ 在晶型转变和
结晶松弛过程中， 体积发生较明显变化， 必然会对
ＰＴＦＥ 及其复合材料的应用性能产生一定影响， 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 必须引起重视［１０］。
３　 结论

（１） 采用聚苯酯改性聚四氟乙烯后， 复合材料
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下降， 而硬度增加。

（２） 聚苯酯可以有效改善聚四氟乙烯的摩擦学
性能， 随着聚苯酯含量的增加， 材料摩擦因数和磨痕
宽度下降。 当填充 ２０％ （质量分数） 的聚苯酯时，
性能最佳。

（３） 随着载荷增大， 聚苯酯改性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的摩擦因数减小， 磨痕宽度增大。

（４） 聚苯酯改性聚四氟乙烯材料具有很好的性
能稳定性， 航空液压油浸泡后， 内应力得到释放， 抗
蠕变能力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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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高温氧化加速模拟装置， 研究聚 α－烯烃基础油的高温氧化变化规律； 利用 ＦＴＩＲ 和 ＧＣ ／ ＭＳ 等检测手

段， 分析聚 α－烯烃基础油及其高温产物结构组成的变化， 探讨结构变化对油品性能变化的影响， 推测润滑基础油高

温氧化的过程及其反应类型。 结果表明： 高温作用下，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发生了严重的热氧化和热裂解反应， 导

致基础油颜色加深、 黏度变小、 酸值增大； 由于聚 α－烯烃含有较多的叔碳分子的特殊结构， 在高温下易发生断裂，
生成活泼的自由基， 自由基在氧气作用下， 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小分子的醛、 酮、 酸、 酯等物质， 使得润滑油的酸值

变化显著； 同时聚 α－烯烃分子发生断裂时， 生成的小分子烷烃、 烯烃等， 造成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黏度衰变。
关键词： 聚 α－烯烃润滑油； 高温氧化； 热裂解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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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α－烯烃基础油是合成润滑油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因其优异的润滑、 清洗、 冷却、 防腐防锈等性

能， 常作为高性能基础油， 如极地超负荷曲轴箱油、

长效节能齿轮油、 军用液压油和润滑油等的基础油，
广泛应用于仪器设备中易发生磨损的部位， 可确保用

油设备的正常工作， 减少磨损。 然而， 在超高温度、
超长时间、 氧气气氛、 超快转速和金属磨粒催化等苛

刻的工况下， 聚 α－烯烃基础油也会发生油品的颜色

加深及黏度骤减等性能上的变化。 结构决定性能， 聚

α－烯烃是一类由 α－烯烃 （Ｃ８－Ｃ１２） 聚合而成的一种

具有梳状结构的长链异构烷烃［１］， 存在较多仲碳和叔

碳原子。 由于叔碳的离解能较低， 在高温下易发生断

裂， 生成叔碳自由基。 在有氧的环境下， 这些活泼的

自由基又发生氧化、 聚合反应， 生成含氧物质， 包括

酸、 酮、 酚、 醛、 醇、 酯、 沥青质、 胶质等， 这些物



质进一步加剧了基础油性能的衰变， 导致油品颜色加

深、 酸值增大及黏度变小等， 从而使得润滑油的使用

性能逐渐减弱， 直接影响到仪器设备的正常工作， 并

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损失及安全隐患［２－４］。
基于此， 本文作者采用高温氧化加速模拟装置，

研究了聚 α－烯烃基础油的高温氧化变化规律； 利用

ＦＴＩＲ 和 ＧＣ ／ ＭＳ 等检测手段， 分析了聚 α－烯烃基础

油及其高温产物结构组成的变化， 探讨了结构变化对

油品性能变化的影响， 推测了润滑基础油高温氧化的

过程及其反应类型， 从而为优化润滑油及其基础油的

科学合理使用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实验油样、 试剂和仪器设备

油样聚 α－烯烃由油料研究所提供。 实验中所使用

试剂和仪器设备主要包括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生产的 ６８９０／
５９７３型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 ＤＭＹ⁃３０１Ａ 石油产品运动

黏度测定仪， 自动电位滴定仪， 高温高压反应釜装置。
试剂包含甲醇、 丙酮、 石油醚等市售分析纯。
１ ２　 油样高温反应实验

将 １５０ ｍＬ ＰＡＯ 基础油置于反应釜中， 在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转速下快速升温至特定温度， 每个温度下保持

反应 ２ ｈ， 分别制备 １７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２３０、 ２７０、 ３００
℃下的实验油样。 试验方法详见参考文献 ［５］。
１ ３　 油样的黏度和酸值的测定

按 ＧＢ ／ Ｔ ２６５⁃１９８８ 《石油产品运动黏度测定法和

动力黏度计算法》 ［６］和 ＧＢ ／ Ｔ ２６４⁃１９８３ （１９９１） 《石油

产品酸值测定法》 ［７］， 分别测定 ＰＡＯ 及其不同工作温

度下的反应油样进行的黏度和酸值。
１ ４　 ＦＴＩＲ 和 ＧＣ ／ ＭＳ 分析

气相色谱法： 采取手动进样的方法， 实验油样量

１ ０ μＬ， 进样口温度 ２８０ ℃， 流动相载气 Ｈｅ， 载气

流速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分流比 １００ ∶ １。 设定初始温度 １００
℃， 保持 １ ｍｉｎ 后， 以 １０ ℃ ／ ｍｉｎ 的速率升温至 ２５０
℃， 并在该温度下保持 １ ｍｉｎ， 然后以 ５ ℃ ／ ｍｉｎ 的速

率升温至 ２８０ ℃， 在该温度下保持 ７ ｍｉｎ 后结束， 整

个升温程序在 ３０ ｍｉｎ 完成［８］。
质谱法： 质谱电离方式 ＥＩ 源， 离子源温度 ２８０

℃， 总测量时间 ３０ ｍｉｎ， 从 ２ ｍｉｎ 后开始检测， 扫描

时间 ０ ２ ｓ， 扫描范围 ４５～５５０ ｍ ／ 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油品物理性能分析

图 １ 给出了不同温度下 ＰＡＯ 的 １００ ℃和 ４０ ℃的

黏度变化趋势。 可知： 随着作用温度的升高， 黏度呈

现下降趋势。 作用温度在 ２００ ℃以下时， 黏度变化不

大， 这是因为 ＡＯ 不但具有石油基基础油同样的烃类

结构， 而且还具有独特的梳状结构， 这种结构赋予了

ＰＡＯ 更加优异的黏温特性、 热氧化安定性， 所以常

常被用于高端基础油； 当作用温度高于 ２００ ℃， 特别

是当温度超过 ２３０ ℃， 黏度急剧降低， 且温度越高，
衰减幅度愈剧烈， 曲线成陡坡状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

聚 α－烯烃是一种具有主长链骨架并伴有排列整齐的

梳状多侧链结构， 含有较多的叔碳原子， 而叔碳位置

处的离解能最低， 在高温作用下， 极易发生断裂， 生

成大量诸如正构烷烃、 异构烷烃和烯烃的小分子物

质。 而油品黏度的大小取决于其分子量的多少， 高温

作用下大分子化合物断裂成小分子的化合物， 从而导

致其黏度下降， 小分子量的物质含量越多， 黏度的衰

减趋势越大。

图 １　 不同作用温度下实验油样 １００ ℃和 ４０ ℃的黏度变化

Ｆｉｇ １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ｔ １００ ℃ ａｎｄ
４０ ℃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酸值是用来衡量润滑油腐蚀性的关键指标， ＰＡＯ
的烃类成分在温度和氧气的作用下， 会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含 Ｃ＝Ｏ 官能团的酸性物质， 导致润滑油的酸值

增大。 表 １ 给出了不同作用温度下实验油样酸值的测

定值。

表 １　 不同作用温度下实验油样酸值的测定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ｃｉ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ｇ ＫＯＨ·ｇ－１

油样 酸值 油样 酸值

１７０ ℃ ０．０１７ ２３０ ℃ ０．２２４
１８０ ℃ ０．０８６ ２７０ ℃ ０．４１３
２００ ℃ ０．１４０ ３００ ℃ ０．４９３

由表 １ 可知， 酸值也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

大， 由 １７０ ℃油样的 ０ ０１７ ｍｇ ＫＯＨ ／ ｇ 增大到 ３００ ℃
油样的 ０ ４９３ ｍｇ ＫＯＨ ／ ｇ， 说明实验油样中氧化程度

越来越多， 酸性物质含量也逐渐增加。 这是由于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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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 ＰＡＯ 断裂成自由基， 活泼的自由基继而与

氧气反应， 得到醛、 酮、 酸和酯等物质， 导致润滑油

酸值的增大， 这些物质再进一步深度氧化、 缩合生成

胶质和沥青质， 堵塞油路。
２ ２　 ＦＴＩＲ 测试结果分析

如图 ２ 所示， 不同作用温度下实验油样的红外光

谱图是不一样的， 主要表现在峰强和峰形上的差异，
而峰位大致相同， 即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官能团。 其

中， 在 ２ ９５６、 ２ ９２５、 ２ ８５４ ｃｍ－１位置处具有尖而强的

吸收峰， 且随着作用温度的不断升高， 吸收峰的峰强

不断增大， 说明聚 α－烯烃在高温作用下会有较多的

－ＣＨ３和－ＣＨ２ 官能团生成。 同时， 在 ２ ７３０、 ２ ６７７、
１ ７４１、 １ ７１６ ｃｍ－１位置处分别含有醛、 饱和酯和羧酸

中的 Ｃ＝Ｏ 官能团， 尤其在 １ ７１６ ｃｍ－１位置处羧酸的

峰强差异大， 说明聚 α－烯烃在高温下发生了不同程

度的热氧化反应， 导致生成的 Ｃ ＝Ｏ 官能团的强度也

不尽相同。 此外， １ ４６５ ｃｍ－１位置处是－ＣＨ２ 的弯曲振

动吸收峰， １ ３７８、 １ ３４１ ｃｍ－１ 处为酯官能团的吸收

峰， ７２１ ｃｍ－１处为烯烃聚合物的聚合度 ｎ＞４ 的吸收峰

等。 综上， 可得出 ＰＡＯ 在高温环境中既发生热裂解

反应， 同时也存在着氧化反应。

图 ２　 不同作用温度下实验油样的 ＦＴＩＲ 分析

Ｆｉｇ ２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３　 ＧＣ ／ ＭＳ 测试结果分析

经 ＧＣ ／ ＭＳ 分析， 高温作用下油样中共鉴定出

１０７ 种小分子量化合物， 表 ２ 给出了反应油样中各类

化合物种类、 数量及其相对含量。 可以看出， 实验油

样中含有的正构烷烃、 异构烷烃和烯烃的种类及其相

对含量随着作用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尤其是当温度升

至 ２３０ ℃后， 油样中烷烃、 烯烃的种类有所增加， 而

相对含量则急剧变大， 与实验油样的黏度变化趋势相

一致， 说明聚 α－烯烃大分子链的裂解反应以 ２３０ ℃
为转折点， 在此温度之前以热氧化反应为主； ２３０ ℃
以后， 以裂解反应为主， 所以黏度的衰减幅度随着裂

解反应程度的加剧而变化明显。

表 ２　 不同作用温度下实验油样反应后产物分布及其相对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实验油样
　 　 　 　 正构烷烃　 　 　 　
种类 相对含量 ｗ ／ ％

　 　 　 　 异构烷烃　 　 　 　
种类 相对含量 ｗ ／ ％

　 　 　 　 　 烯烃　 　 　 　 　
种类 相对含量 ｗ ／ ％

１７０ ℃ １２ ０．０５２ ２３ ０．２８３ ３９ ０．１９６
１８０ ℃ １４ ０．０５６ ２２ ０．２８６ ５０ ０．２１２
２００ ℃ １７ ０．２９３ ２２ ０．３６７ ５０ ０．４６９
２３０ ℃ １８ ０．５２９ ２８ ０．４６９ ５９ ０．６７６
２７０ ℃ １８ ２．６１３ ２６ １．００２ ５６ ３．０８７
３００ ℃ ２０ ８．４７７ ２９ ３．５１８ ５８ ９．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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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高温黏度衰变机制分析

３ １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热氧化反应机制分析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的热氧化反应是造成润滑

油酸值性能变化的主要原因， 氧化过程中生成的一些

酸性物质， 易腐蚀仪器设备而降低发动机的使用寿

命。 聚 α－烯烃的热氧化过程主要包括氧化、 加成和

取代等多种竞争反应， 反应过程复杂， 但氧化衰变机

制基本符合自由基连锁反应机制， 可分为链引发， 链

增长， 链转移及链终止 ４ 个过程［９－１０］：
（１） 链引发阶段： 当聚 α－烯烃处于高温、 热辐

射或是有金属催化的工作环境时， 易促进自由基的形

成， 初级自由基引发润滑油成分中烷烃单体的反应，
形成单体自由基。 对于聚 α－烯烃的链引发过程可用

如下方程式表示：

　 　 （２） 链增长阶段： 链的增长是形成新的自由基

过程， 由于自由基化学活性很高， 当自由基一旦形

成， 便与空气中的氧或润滑油中其他烃类分子发生反

应， 因此， 链的传递是一个快速过程， 可用如下方程

式表示：

　 　 （３） 链转移阶段： 在链增长过程中， 链自由基

还有可能从其他物质上夺取原子而终止， 将电子转移

给失去原子的分子而成为新的自由基， 因此链的转移

是自由基数量增加的过程。 当聚 α－烯烃中生成一定

量的过氧化物时， 会使自由基数量成倍的增加， 最终

将加速油品的氧化衰变， 致使油品性能失效。 其具体

增长过程可用如下方程式表示：

　 　 （４） 链终止阶段： 由于自由基活性高， 难孤立

存在， 易相互作用而终止。 其中终止方式又分为歧化

和耦合终止。

　 　 随着链终止反应的结束， 聚 α－烯烃最终氧化裂

解成稳定的小分子含氧化合物， 其中以醛、 酮、 醇、
酸和酯等物质为主要产物。 而氧化产物中双酯所占比

重较多， 酸和醇的含量较少， 说明在氧化反应过程

中， 大量生成的酸和醇在适当的反应条件下发生酯化

反应。 综上分析， 对聚 α－烯烃的热氧化衰变机制作

出大概的推测：

３ ２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热裂解反应机制分析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的热裂解反应是造成润滑

油黏度性能变化的主要过程， 生成的烷烃、 烯烃等小

分子化合物使得润滑油黏度变小， 导致其润滑性能不

再满足航空发动机的需求， 从而造成机械部件的磨

损［１１－１４］。 润滑油的热裂解反应主要受温度和氧气含

量的影响， 裂解过程主要有解聚、 无规断链、 支链脱

除 ３ 种类型［１５－１７］：
（１） 解聚是聚合 （链增长） 的逆过程， 往往先

形成端基自由基， 按连锁机制 “拉链” 式地逐一脱

除单体。 聚 α－烯烃是烯烃的聚合体， 分子链较大，
所以解聚过程通常从链的中间无规断链成 ２ 个链自由

基， 然后再从端自由基连锁解聚成小分子的烷烃、 烯

烃等单体。 对于聚 α－烯烃， 由于其分子间主要是
－Ｃ－Ｃ－键结构， 所以解聚热能并不太高， 但此种断裂

方式所占比重不高。
（２） 无规断链过程是聚 α－烯烃热裂解反应中的

主要方式， 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 聚 α－烯烃大分子

链可能在任意处直接无规断链， 聚合度迅速下降。 聚

α－烯烃大分子断链后形成的自由基活性高， 经分子

内 “回咬” 转移而断裂， 形成低分子， 但很少形成

单体， 这也是在 ＧＣ ／ ＭＳ 检测分析中， 小分子化合物

尤其是烷烃和烯烃种类较多的原因， 最终呈现高温裂

解产物分子结构的多样性。 聚 α－烯烃高温的无规断

链过程可用如下方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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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在聚 α－烯烃裂解反应过程中， 同时也会伴
有微弱程度的支链脱除的反应方式。 由于在聚 α－烯烃
大分子中有相当成分的支链存在， 当温度不太高的条
件下， 主链可能暂时不会断链， 而脱除支链， 这主要
和分子链结构中碳原子的稳定程度有关， 通常稳定性
由大到小的顺序为伯碳、 仲碳、 叔碳， 所以在热能不
是很高的情况下， 可以发生叔碳上支链的断链反应，
脱除的支链往往成为小分子的正构烷烃， 比如部分正
构烷烃就是聚 α－烯烃大分子发生支链脱除形成的。

以上具体分析了聚 α－烯烃的 ３ 种裂解过程及反
应机制， 从而推测出聚 α－烯烃分子链断裂的可能反
应机制为： 聚 α－烯烃基础油在高温下发生热氧化和
热裂解反应， 当氧气量充足、 温度不高时以热氧化反
应为主， 基本符合自由基连锁反应机理， 生成的含氧
化合物对润滑油的颜色和酸值影响较大； 当温度不断
升高， 主要发生热裂解反应， 生成大量的小分子物质
是造成黏度衰变的根本原因［８］。
４　 结论

（１） 高温作用下， 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的颜色
加深、 黏度变小、 酸值增大。 在 １７０ ～ ３００ ℃范围内，
聚 α －烯烃的 ４０℃ 黏度值由 １７ ９７３ ｍｍ２ ／ ｓ 衰减为
８ ２７９ ｍｍ２ ／ ｓ， 减幅达到 ５３ ９４％； 酸值由 ０ ０１７ ｍｇ
ＫＯＨ ／ ｇ 增大到 ０ ４９３ ｍｇ ＫＯＨ ／ ｇ， 增幅为 ９６ ５５ ％。
研究表明， 高温是 ＰＡＯ 衰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
高温及空气气氛作用下， 聚 α－烯烃润滑油基础油的
性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这是由于 ＰＡＯ 发生了严重
的热氧化和热裂解反应。

（２） 由于聚 α－烯烃特殊的结构， 含有较多的叔
碳分子， 在高温下易发生断裂， 生成活泼的自由基，
自由基在氧气作用下， 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小分子的
醛、 酮、 酸、 酯等物质， 使得润滑油的酸值变化显
著； 同时聚 α－烯烃分子发生断裂时， 生成的小分子
烷烃、 烯烃等是造成聚 α－烯烃润滑基础油黏度衰变
的主要原因。 这对于有效保证润滑油在飞机发动机的
持续可靠工作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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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姚婷，郝敬团，郭力，等．聚 α－烯烃航空润滑油基础油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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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压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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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油润滑下的摩擦磨损性能， 测试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大比压油润滑条件下的摩擦因数，
并与干摩擦工况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在载荷 ５００～７２０ ＭＰａ、 速度 ３００～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工况下， 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

材料的摩擦因数在 ０ １～０ １７ 之间， 而在干摩擦条件下摩擦因数在 ０ １３～０ ２７ 之间， 表明在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

料表现出更优的摩擦特性； 与油润滑相比， 干摩擦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表面的碳纤维显现出明显的磨损痕迹， 表明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油润滑条件下具有更好的耐磨性。
关键词： 大比压； 油润滑； 摩擦； Ｃ ／ Ｃ 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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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ｈｏｗｎ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ｅ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ｏｉ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ｉ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碳纤维增强碳基体复合材料 （Ｃ ／ Ｃ 复合材料）
是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型工程材料， 其研究始于 １９５８
年， ６０ 年代初已成为一种新的材料门类。 Ｃ ／ Ｃ 复合

材料具有质量轻、 模量高、 比强度大、 热膨胀系数

低、 耐高温、 耐热冲击、 耐腐蚀、 吸振性好等一系列

优良性能［１－４］， 已广泛应用于航天、 航空、 化工、 医

疗等各个领域［５］。
研究人员对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进行

了深入研究， 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摩擦水润滑条

件下摩擦磨损机制的探索［６－７］。 张会杰等［８］ 在 ＨＳＴ⁃
１００ 销盘式高速载流摩擦磨损试验机上， 分别研究空

气、 氮气对 Ｃ ／ Ｃ 复合材料磨损率和摩擦因数的影响。

葛毅成等［９］ 在水润滑条件下， 在 Ｍ２０００ 型摩擦试验

机上研究了具有不同基体炭结构的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

摩擦行为。 而对于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摩擦

磨损的研究仍很少。 旋转摩擦副主要在油润滑条件下

使用， 这方面研究的缺乏直接阻碍了具有优异耐磨减

摩性能的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旋转摩擦副中的广泛应用。
本文作者在大比压油润滑条件下研究了 Ｃ ／ Ｃ 复合材

料的摩擦性能， 测试了不同载荷转速下 Ｃ ／ Ｃ 复合材

料的摩擦因数， 并与干摩擦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

摩擦性能进行对比。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实验装置

采用 ＭＭＷ⁃１ 型立式万能摩擦磨损实验机进行

Ｃ ／ Ｃ复合材料摩擦实验。 实验机由主轴驱动系统、 摩

擦副装夹系统、 实验力传感器、 摩擦力矩测定系统、
摩擦副下副盘升降系统、 弹簧式微机拖动系统、 操纵



面板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 主轴是由 Ｓ⁃ＣＺＫＹ 无级直

流电机和 ＰＷＭＣ 脉宽调速控制系统组成， 该系统电

机的额定力矩为 ７ ３１ Ｎ·ｍ， 脉宽调速范围为 １０ ～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高速精度为 １％。 主轴为空心轴， 其最

下端有 １ ∶ ７ 的锥孔， 可安装各种各样的摩擦副夹头。
实验机加载是通过弹簧式施力结构与微机控制步进电

机系统自动进行。 实验力传感器及摩擦力传感器均安

装在下导向主轴上。 实验机加载范围为 １０～ １ ０００ Ｎ，
实验力示值准确度为±１％。 摩擦力示值范围为 ０ ～ ５０
Ｎ， 能测定的最大摩擦力矩为 ２ ５００ Ｎ·ｍｍ。

实验采用的摩擦副由 ３ 个钢球与 １ 个试环端面相

接触组成， 钢球固定于夹具中， 夹具随主轴旋转， 球

与试环端面形成一滑动副， 相对滑动半径为 ２１ ｍｍ。
在该工况条件下可实现对 Ｃ ／ Ｃ 复合材料试件的大比

压接触。
１ ２　 试件

实验所用的 Ｃ ／ Ｃ 复合材料是以碳 （或石墨） 纤

维及其织物为增强材料， 以碳 （或石墨） 为基体，
通过加工处理和碳化处理制成的。 将 Ｃ ／ Ｃ 复合材料

加工成如图 １ 所示的圆环形试样， 其厚度为 １０ ｍｍ，
内径为 ３８ ｍｍ， 外径为 ５４ ｍｍ。

图 １　 Ｃ ／ Ｃ 复合材料试样环照片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ｒｉｎｇ

１ ３　 实验方法

实验用润滑油为 ３２＃ 抗磨油， 实验在常温下进

行。 考虑到新的 Ｃ ／ Ｃ 复合材料试样的表面粗糙度值

较大， 在运行初期摩擦副间接触点数少， 接触点黏着

严重， 磨损率较大。 所以， 实验阶段由跑合和测试 ２
部分组成。

Ｃ ／ Ｃ 复合材料试件的跑合阶段分为 ３ 个阶段， 第

一阶段跑合速度为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为 １５ Ｎ， 耗时 １０
ｍｉｎ； 第二阶段跑合速度为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为 ３５ Ｎ，
耗时 ２０ ｍｉｎ； 第三阶段跑合速度为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

为 １５ Ｎ， 耗时 １０ ｍｉｎ。 测试阶段的载荷分别为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和 ６０ Ｎ （平均压力为 ５００～７２０ ＭＰａ）， 速

度为 ３００、 ５００、 ８００、 １ ０００ 和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表面相

对滑动线速度为 １ ４ ～ ５ ６ ｍ ／ ｓ）。 以上条件的每一个

组合代表一种工况， 测试时对每一种工况反复采集数

据十余次， 以检验系统稳定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载荷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性能

图 ２ 示出了油润滑和干摩擦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

不同转速下摩擦因数随载荷变化的曲线。

图 ２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不同转速下摩擦因数随载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ａ） ｏｉ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从图 ２ （ａ） 可以看出， 在油润滑条件下， 在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 低转速时， 摩擦因数随载荷的增加有所上升；
在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转速下， 除了在中等载荷 （４０ Ｎ） 下摩

擦因数较小之外，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基本不受

载荷的影响； 当转速大于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摩擦因数随

载荷的增加有下降的趋势， 该下降趋势在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尤为明显， 在该工况下摩擦因数基本在 ０ １ 以上，
最大值为 ０ １７。

从图 ２ （ｂ） 可以看出， 在干摩擦下， 转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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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均随载荷的增加而增大，
只有在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高转速工况下， 在载荷为 ５０ Ｎ 时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回落趋势， 但当载荷增大到 ６０
Ｎ 时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又有所增大。

比较油润滑和干摩擦工况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

数， 可知干摩擦工况下的摩擦因数要比油润滑下的摩擦

因数大得多， 干摩擦条件下最大摩擦因数达到 ０ ２７。
２ ２　 不同转速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性能

图 ３ 示出了油润滑和干摩擦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

不同载荷下摩擦因数随转速变化的曲线。

图 ３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不同载荷下摩擦因数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ａ） ｏｉ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从图 ３ （ａ） 可以看出， 在小载荷的工况下 （载
荷为 ２０、 ３０ Ｎ）， 在低中速时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

数变化不大， 但当转速加大到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以上时摩

擦因数明显增大。 在 ４０ Ｎ 中等载荷下随转速的上升，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先是有所下降， 当转速达到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时摩擦因数呈上升趋势。 在 ５０、 ６０ Ｎ 的

大载荷下， 在低速和高速时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几乎

在同一水平， 但在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中速下摩擦因数则有所

下降， 在 ６０ Ｎ 重载时摩擦因数下降幅度尤为明显。
从图 ３ （ｂ） 可以看出， 干摩擦下， 相同载荷下

随着转速的增加，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先呈现上

升趋势， 在转速达到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摩擦因数有所回

落， 唯有在 ４０ Ｎ 中等载荷下， 摩擦因数在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时又有上升趋势。

比较油润滑和干摩擦工况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

擦因数， 可知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 ２ 种条件下的摩擦因

数变化趋势不同， 在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表

现出更优的摩擦特性。
２ ３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表面磨损形貌

图 ４ 示出了 Ｃ ／ Ｃ 复合材料实验前的显微照片。
图 ５、 ６ 分别示出了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润滑和干摩擦条

件下实验后的显微照片。

图 ４　 Ｃ ／ Ｃ 复合材料实验前显微照片

Ｆｉｇ ４　 Ｍｉｃｒｏ ｐｈｏｔｏｅｓ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 ５　 油润滑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实验后显微照片

Ｆｉｇ ５　 Ｍｉｃｒｏ ｐｈｏｔｏｅｓ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ｏｉ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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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干摩擦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实验后显微照片

Ｆｉｇ ６　 Ｍｉｃｒｏ ｐｈｏｔｏｅｓ ｏｆ Ｃ ／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从图 ４ 可看出， 在 ２００×放大倍数下， 碳纤维的
随机排列清晰可见， 图中的黑色部分是碳纤维之间的
空隙。 从图 ４ （ｄ） 则可看到大小不一的空隙无规则
地分散在试环的表面。

从图 ５ 可看出， 油润滑条件下实验后的 Ｃ ／ Ｃ 复
合材料表面与实验前相比变化不大， 在 ５００×放大倍
数下能清楚地看到碳纤维没有磨损痕迹。

比较图 ５ 和图 ６ 可知， 与油润滑下的 Ｃ ／ Ｃ 复合
材料表面不同， 干摩擦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表面显现出
明显的碳纤维磨损痕迹， 这表明 Ｃ ／ Ｃ 复合材料在油
润滑条件下具有较好的耐磨性。
３　 结论

（１） 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摩擦因数在
０ １～０ １７ 之间， 而在干摩擦条件下摩擦因数在 ０ １３
～０ ２７ 之间， 表明在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表
现出更优的摩擦特性。

（２） 油润滑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表面的碳纤维
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干摩擦条件下 Ｃ ／ Ｃ 复合材料
表面的碳纤维显现出明显的磨损痕迹， 表明 Ｃ ／ Ｃ 复
合材料在油润滑条件下具有更好的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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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葛毅成，易茂中，李丽娅 ．水润滑下与表面镀 ＣＲ４０ＣＲ 钢配

副的 Ｃ ／ Ｃ 复合材料的滑动摩擦磨损行为［ Ｊ］．润滑与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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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导电性高比表面积石墨烯粉体研制成功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采用二氧化碳为原料， 金属镁粉为还原剂， 纳米氧化镁为模板剂， 通过镁粉在二氧化碳气氛中自蔓延燃烧方

式， 成功制备出富含介孔结构的石墨烯。
石墨烯是近年来备受各国重视的新型材料， 但是高品质石墨烯的工业化大规模制备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目前， 石墨烯粉体规模

化制备的技术路线主要基于膨胀石墨剥离法和氧化石墨还原法， 但是前者通常得到的是低比表面积的多层石墨片， 而后者制备的石
墨烯由于残留的氧官能基团和结构缺陷导致低导电性， 严重制约了石墨烯的潜在应用。

采用自蔓延高温合成技术制备的石墨烯电导率高达 １３ ０００ Ｓ ／ ｍ， 综合性能优异， 并在离子液体电解液中表现出优越的电化学性
能。 基于电极材料的比电容高达 ２４４ Ｆ ／ ｇ， 能量密度高达 １３６ Ｗｈ ／ ｋｇ， 功率密度高达 １ ０００ ｋＷ ／ ｋｇ， 循环 １００ 万周后， 容量保持率仍
大于 ９０％。 该石墨烯制备方法反应过程耗时短、 环境友好、 成本低、 易于工业化推广， 将有力促进石墨烯在超级电容器等储能领域
中的应用。

（来源： 科学网）

０１１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第 ４２ 卷 第 １ 期

润滑与密封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ａｎ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０１５０ ２０１７ ０１ ０１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 赵伟刚 （１９７７—），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流

体密封技术．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ｗｇ１６９＠ １２６ ｃｏｍ．

液氧泵用动静压混合式密封关键技术研究

赵伟刚１，２ 　 张树强２ 　 陈　 杰２ 　 王　 良２

（１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２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００）












摘要： 为解决液氧 ／煤油火箭发动机液氧泵用端面密封存在的磨损问题， 提出采用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的设计思路，
并对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给出混合式密封液膜密封和气膜密封的一般选用原则， 基于数值计算的方法研究静压结构参

数对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 随着节流孔直径的增加， 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均增加， 通常建

议节流孔直径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２～０ ３ ｍｍ； 当均压槽深度从 ０ １～０ ５ ｍｍ 变化时， 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均保持不变；
随着均压槽宽度的增加， 密封气膜刚度降低， 泄漏率则呈线性增加， 通常建议压槽宽度取值范围为 ０ ３～０ ６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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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氧 ／ 煤油火箭发动机用液氧泵通常工作在高转

速、 高压以及高振动的条件下， 加之液氧介质的特殊

性， 因而对密封的设计带来一些挑战。 目前液氧泵以

接触式机械密封为主， 并根据密封工况辅以其他密封

形式 （例如液封轮密封、 浮动环密封等）， 形成组合

式密封结构， 来实现密封功能。 该类组合式密封虽然

能够实现低温液氧的密封， 且能够多次启停， 但在长

时间试车考核中也暴露一些薄弱环节， 其中接触式机

械密封摩擦副温度高、 石墨磨损严重最为突出。 通过

优化密封设计参数和选用高性能的摩擦副材料等途

径， 虽然可以降低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温升和石墨磨

损率， 但是对于操作在高工况下的密封来讲， 改进效

果并不显著。
随着液氧泵参数的提高 （尤其是转速的提高），

且伴随着可重复使用、 高可靠性的要求， 目前现有的

接触式密封技术已很难满足要求， 因此新的密封形式

的引入以解决液氧泵的密封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 动

静压混合式密封 （以下简称混合式密封） 是近年来

出现的一种新型非接触式机械密封， 其是利用流体静

压和动压效应， 在密封端面间充满一层完整的流体膜

迫使密封端面彼此分离， 而不存在硬性固相接触的机

械密封［１－４］。 混合式密封同时具备动压式和静压式密

封的优点， 动态性能好， 高低转速下均可运转， 启动

扭矩小并可实现在线监测和控制密封运行等优点， 且



从根本上可以解决端面温升和石墨磨损问题。
目前， 研究者对混合式密封在航空领域的应用进

行了大量的理论和试验研究， 研究成果已被成功应用

于工程实践当中［５－６］。 对于航天领域而言， 国外学者

的研究较为深入， 并且进行了一些应用尝试， 表明混

合式密封可以胜任液体火箭发动机液氧泵的密封任

务， 且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 极其适合应用于可重

复使用发动机［７］。 在国内， 一些研究者只是尝试将动

压式密封应用于液氧泵， 并未涉及混合式密封的研究

工作［８］。 鉴于混合式密封的诸多优势， 本文作者将其

引入液体火箭发动机用液氧泵， 并对诸多关键性问题

进行研究， 以期指导该类密封的设计。
１　 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的工作原理

图 １ （ａ） 所示为混合式密封的结构简图， 静环

挠性安装， 动环刚性地固连于转轴， 低温用密封圈提

供辅助密封， 弹簧提供闭合力。 如图 １ （ ｂ） 所示，
在动环的端面上加工有动压槽， 在静环的端面上加工

有节流孔与均压槽， 二者相连通， 通常节流孔和动压

槽周向布置的个数相同。 被密封介质或外加阻封流体

（压力为 ｐｓ） 可以通过节流孔导入密封间隙中 （压力

降为 ｐｄ）， 通过均压槽实现流体的周向均布； 流体导

入密封端面可以产生一定的静压开启力， 密封坝的存

在可以实现静态密封； 密封端面旋转时动压槽产生动

压效应， 使密封获得稳定的流体膜， 实现密封端面非

接触运转； 流体膜具有适当的正刚度， 以便把泄漏量

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 通过改变节流孔的结构和尺

寸， 或采用不同几何参数的动压槽， 可获得不同的密

封效果。 对于外加阻封流体而言， 通过改变压力 ｐｓ

的大小， 可以人为地调整和改变密封间隙 ｈ， 实现泄

漏量的控制。
研究的混合式密封端面结构如图 １ （ ｂ） 所示，

从密封端面中间向内外侧设置 “鱼骨” 形螺旋槽，
密封流体从均压槽内的节流孔引入密封端面， 密封运

转时动压槽起到从端面中间向内、 外侧泵出流体的作

用。 混合式密封可以实现液膜密封 （即密封端面为

液体润滑）， 也可以实现气膜密封 （即密封端面为气

体润滑）， 对于液膜密封而言混合式密封直接面对低

温液氧， 对于气膜密封而言混合式密封直接面对低温

气氧， 可以外加阻封气体 （例如氮气）， 后面将讨论

液膜密封和气膜密封的选用原则。 研究的密封相关参

数如表 １ 所示， 包括密封结构参数和操作参数。

图 １　 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结构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ａｌｓ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表 １　 密封结构参数和操作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结构参数 参数值 结构参数 参数值 操作参数 参数值

密封环内径 ｒｉ ／ ｍｍ ５５ 槽坝比 δ＝ｇｒ ／ ｆ ０．７ 密封环内径处压力（绝压） ｐ ｉ ／ ＭＰａ ０．１
密封环外径 ｒｏ ／ ｍｍ ７３ 螺旋角 α ／ （°） １５ 密封环外径处压力（绝压） ｐｏ ／ ＭＰａ ０．５
均压槽宽度 Ｗｄ ／ ｍｍ ０．４ 螺旋槽个数 Ｎｇ １２ 阻封气压力（绝压） ｐｓ ／ ＭＰａ ０．６
均压槽深度 ｈｄ ／ ｍｍ ０．２ 节流孔个数 Ｎｏ １２ 气体黏度 η ／ （Ｐａ·ｓ） １．７９×１０－５

螺旋槽深度 ｈｇ ／ μｍ ５ 节流孔直径 ｄ ／ ｍｍ ０．２ 稳态气膜厚度 ｈ ／ μｍ ５
槽宽比 γ＝ｇθ ／ （ｇθ＋ｌ） ０．５ 转轴速度 ｎ ／ （ ｒ·ｍｉｎ－１） １２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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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的关键技术研究

２ １　 液膜密封或气膜密封的选择

液氧泵用密封通常需要两级或者两级以上密封形

成组合式密封来实现低温液氧的密封， 以两级密封为

例来分析液膜密封或者气膜密封的选用原则。 若将混

合式密封用于组合式密封的一级密封， 如图 ２ （ ａ）
所示， 密封设计应该为液膜密封， 即直接密封液氧。
液膜密封的重点与难点是防止液膜汽化进而引发密封

失效， 混合式密封能够将密封腔液氧通过节流孔引入

密封端面， 在动压效应的作用下液膜压力可以进一步

提高， 因而可以有效防止液膜汽化。

图 ２　 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的布局形式

Ｆｉｇ ２　 Ｌａｙｏｕ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ａｌｓ
（ａ） ｌｉｑｕｉｄ ｆｉｌｍ ｓｅａｌ； （ｂ）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ｓｅａｌ

如图 ２ （ｂ） 所示， 混合式密封设置为组合式密

封的二级密封， 此时密封设计应该为气膜密封， 即液

氧通过一级密封后需要转化为气氧。 对于气膜密封而

言， 通过节流孔引入密封端面的介质可以为低温气

氧， 也可以为外加的阻封气体 （一般为氮气）， 后者

相对于前者， 密封系统较为复杂， 但是能够完全阻止

低温气氧的泄漏， 且能够通过阻封气源的改变来调节

密封性能。
２ ２　 密封结构参数的最优化设计

混合式密封如果具有较高的流体膜刚度以及较低

的泄漏量， 表明其具有优异的密封性能， 密封结构参

数对密封性能有重要影响， 工程应用时应该实现结构

参数的最优化设计。 混合式密封产生动压效应的结构

为动压槽 （以螺旋为研究对象）， 其结构参数主要包

括槽数 Ｎｇ、 槽深 ｈｇ、 螺旋角 α、 槽宽比 γ、 槽坝比 δ；

产生静压效应的结构为节流孔和均压槽， 其结构参数

主要包括节流孔直径 ｄ、 均压槽深度 ｈｄ、 均压槽宽

度 Ｗｄ。
对于螺旋槽而言，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其结构参数

进行了深入研究［９－１０］， 表 ２ 给出了最优的结构参数选

用范围。 本文作者以气膜润滑密封为例研究混合式密

封的静压结构参数对密封稳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的影

响规律。

表 ２　 螺旋槽参数推荐选用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推荐选用范围

槽数 Ｎｇ １０～１８
槽深 ｈｇ ／ μｍ ５～９

螺旋角 α ／ （°） １２～１８
槽宽比 γ＝ ｌ ／ ｇθ ０．５～０．６
槽坝比 δ＝ｇｒ ／ ｆ ０．５５～０．７

２ ２ １　 气体润滑方程及边界条件

控制密封端面间流体流动， 且能计及小孔节流动

静压混合作用， 等温常黏度的可压缩二维柱坐标稳态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１１］为

∂
ｒ２∂θ

ρｈ３

η
∂ｐ
∂θ

æ

è
ç

ö

ø
÷ ＋ ∂

ｒ∂ｒ
ｒρｈ３

η
∂ｐ
∂ｒ

æ

è
ç

ö

ø
÷ ＋１２ρ ν～ δ ｊ ＝ ６ω

∂ ρｈ( )

∂θ
（１）

式中： ｒ， θ 为密封端面的极坐标； ｈ 为稳态膜厚； ｐ
为端面间气膜压力； η 为气体黏度； ρ 为气体密度；
ρ ν～代表通过节流孔单位截面的质量流量； ω 为动环

旋转角速度； δｊ为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 数， 在无节流孔处为 ０，
在有节流孔处为 １。

对于上述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有如下边界条件：
（１） 压力入口和出口边界条件

ｐ＝ ｐ ｉ（ ｒ＝ ｒ ｉ）； ｐ＝ ｐｏ（ ｒ＝ ｒｏ） （２）
式中： ｒ ｉ、 ｒｏ 为密封端面内外半径； ｐ ｉ 和 ｐｏ 为内、 外

径处压力。
（２） 沿密封端面周向， 周期性边界条件

ｐ（ ｒ， θ） ＝ ｐ ｒ， θ＋
２π
Ｎｇ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 Ｎｇ 为周期性动压槽数。
（３） 节流孔处 （δｊ ＝ １） 的质量流量边界条件［１１］

ｍ· ＝Ａρ ν～ ＝Ａｐｓϕ
２
ＲＴ

ψ （４）

式中： Ａ 为节流孔面积， Ａ＝πｄ２ ／ ４， ｄ 为节流孔直径；
ｐｓ 为外部气源压力； Ｒ 为气体常数； Ｔ 为供气绝对温

度； ϕ 为修正系数， 一般取 ０ ８； ψ 为流量函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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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１２］为

ψ ＝
ｋ
２

２
ｋ ＋ １

æ

è
ç

ö

ø
÷

（ｋ＋１） ／ （ｋ－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２

，
ｐｄ

ｐｓ

≤
２

ｋ ＋ １
æ

è
ç

ö

ø
÷

ｋ ／ （ｋ－１）

ｋ
ｋ － １

ｐｄ

ｐｓ

æ

è
ç

ö

ø
÷

２／ ｋ

－
ｐｄ

ｐｓ

æ

è
ç

ö

ø
÷

（ｋ＋１） ／ ｋ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 ２

，
ｐｄ

ｐｓ

＞
２

ｋ ＋ １
æ

è
ç

ö

ø
÷

ｋ ／ （ｋ－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５）
式中： ｐｄ 为节流孔出口稳态压力； ｋ 为气体比热容

比， ｋ＝ ｃｐ ／ ｃｖ， ｃｐ、 ｃｖ 为定压、 定容比热容。
２ ２ ２　 润滑方程求解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求解方程 （１） 及同时考虑边

界条件式 （２） — （５）， 就可以得到含有节流孔结构

的密封端面间的压力分布 ｐ［１］。 基于表 １ 中参数的求

解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可知节流孔处的压力与外加阻封

气压力 ｐｓ 相当， 约为 ０ ６ ＭＰａ， 表现出流体静压效

应， “鱼骨” 形螺旋槽的外侧动压槽槽根迎风侧的压

力值约为 ０ ５９ ＭＰａ， 高于密封环外径处压力， 显示

出流体动压效应。 通过求解混合式密封气膜压力分布

可知， 其同时具备流体动压式和静压式密封的特点。

图 ３　 动静压混合式密封气膜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３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ａｌｓ

２ ２ ３　 密封稳态性能参数

利用求得的含有节流孔结构的密封端面间的压力

分布， 可以求解密封端面气膜轴向刚度 （Ｋｚ）、 泄漏

率 （Ｑ） 等密封性能参数［１］：
（１） 气膜轴向刚度

Ｋｚ ＝ －
ｄｆｏ
ｄｈ

（６）

式中： ｆｏ 为稳态气膜开启力。
（２） 泄漏率

Ｑ ＝－ Ｎｇ∫２π ／ Ｎｇ

０

ρｈ３

１２η
ｄｐ
ｄｒ
ｒｄθ （７）

３　 静压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３ １　 节流孔直径 ｄ 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节流孔直径对混合式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的影

响规律如图 ４ 所示， 可知， 随着节流孔直径的增加，
密封气膜刚度呈线性增加， 密封泄漏率先缓慢增加，
之后增加较快。 气膜刚度越大， 密封越稳定性越强，
综合考虑气膜刚度和密封泄漏率的情况下， 建议节流

孔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２～０ ３ ｍｍ。

图 ４　 节流孔直径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ｆｅｅｄ ｈｏｌｅ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ｂ）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３ ２　 均压槽深度 ｈｄ 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均压槽深度对混合式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的影

响规律如图 ５ 所示， 可知， 当均压槽深度在 ０ １ ～ ０ ５
ｍｍ 间变化时， 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均基本保持不

变， 这是由于均压槽的作用是对外加阻封气在周向进

行均布， 产生静压效应， 量级相同的均压槽深度对静

压效应的产生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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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均压槽深度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ｂ）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３ ３　 均压槽宽度 Ｗｄ 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均压槽宽度对混合式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的影

响规律如图 ６ 所示， 可知， 随着均压槽宽度的增加，

密封气膜刚度降低， 泄漏率则呈线性增加， 但均没有

出现量级上的变化。 均压槽宽度不能小于节流孔直

径， 建议取值范围为 ０ ３～０ ６ ｍｍ。

图 ６　 均压槽宽度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ｏｖ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ｂ）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４　 结论

（１） 若将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用于组合式密封的

一级密封， 密封设计应该为液膜密封， 即直接密封液

氧； 若将动静压混合式密封用于组合式密封的二级密

封， 密封设计应该为气膜密封， 即直接密封气氧。
（２） 研究了静压结构参数对动静压混合式密封

气膜刚度和泄漏率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 随着节流

孔直径的增加， 密封气膜刚和泄漏率均增加， 通常建

议节流孔直径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２ ～ ０ ３ ｍｍ； 当均压槽

深度从 ０ １～０ ５ ｍｍ 变化时， 密封气膜刚度和泄漏率

均基本保持不变； 随着均压槽宽度的增加， 密封气膜

刚度降低， 泄漏率则呈线性增加， 均压槽宽度不能小

于节流孔直径， 通常建议取值范围为 ０ ３～０ ６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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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发一种汽轮机润滑油在线监测系统， 并介绍其系统组成。 该系统可对汽轮机油的黏度、 密度、 温度、 含

水量、 颗粒污染度等实施实时在线监测， 并将采集到的检测指标的时间序列通过网络接口上传到上位机计算机进行存

储和分析。 采用该系统对汽轮机油进行性能测试， 并对该系统输出的温度和黏度数据与实验室检测数据进行比较。 结

果表明： 该系统能够实现对汽轮机油的实时在线监测， 检测数据精度较高， 达到了现场应用的要求。
关键词： 汽轮机油； 在线监测； 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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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发电和水利发电厂都是利用汽轮机或者水轮

机等大型旋转设备将蒸汽能或水能转化为叶片的旋转

动能实现发电的。 这些大型旋转发电设备需要大量润

滑油对旋转轴与轴承进行润滑［１－３］， 其运转状态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润滑油的摩擦学性能［４－６］。 从汽轮机工

作的实际情况来看， 汽轮机约 ６０％的故障与摩擦磨

损有关， 且几乎 ４０％的滚动轴承失效是因为润滑不

良产生的［７］。 在实际生产中， 如果设备润滑不良［８］，
将很可能导致设备停机， 而停机将给企业带来巨大损

失。 润滑油中水分含量、 颗粒污染度、 润滑油黏度等

指标对于汽轮机等的运转状态影响最大［９－１３］， 如果能

够实现对润滑油这些指标的及时监测［１４－１５］， 将对保

障设备安全正常运转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对汽轮机油

工作状况的在线监测能够有效地发现或预测汽轮机油

状态的变化， 有效防止潜在润滑故障的出现。
本文作者开发一种汽轮机油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对

油品的各项性能进行实时监测， 通过将采集的汽轮机

组油样经过多个传感器进行理化性能分析， 可获取油

品品质状态的实时信息， 从中评判汽轮机的工况状

态， 进而预测汽轮机组的潜在故障可能性。
１　 在线监测系统硬件结构

在线监测系统的硬件系统结构图如图 １ 所示， 主

要由 ５ 部分组成： 油液循环模块、 传感器模块、 数据

采集模块、 数据传输模块、 上位机等。 监测系统利用

齿轮泵将汽轮机油从汽轮机组的总油管中抽入油液循
环回路， 监测系统中的传感器布置在油液循环回路



中， 当油液流经各管道时， 传感器对油液各种参数
进行采集， 然后通过 ＲＳ２３２ 和 ＣＡＮ 总线传给单板机，
经单板机转换处理后将信息传给上位机， 供用户分析
和处理。

图 １　 汽轮机油在线监测系统硬件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ｏｉ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１ 中虚线框中为传感器部分， 主要包括水分传
感器、 在线颗粒计数传感器及黏度、 密度、 介电常数、
温度四合一传感器。 可以对油液中水分、 颗粒物及油
液黏度、 密度、 介电常数、 温度进行实时在线监测。

传感器、 下位机和上位机的位置相对较近， 所以
采用 ＲＳ２３２ 总线进行数据传输。 在满足传输距离的
要求下采用 Ｒ２３２ 进行数据传输具有以下优点： 结构
简单， 成本很低， 编程容易， 而且它可以直接和上位
机之间进行通信。 ＲＳ２３２ 采用异步串行通信， 数据传
送和接收由不同时钟控制， 使得数据传输比较灵活。
为了方便 ＲＳ２３２ 和上位机的通信， 该系统采用了美

信公司的 ＭＡＸ２３２ 芯片， 该芯片专门为 ＰＣ 机和 ＲＳ⁃
２３２ 标准串口设计的芯片， 是一种双组驱动器 ／ 接收
器， 具有功耗低、 集成度高、 简单可靠的特点。

由于 ＲＳ２３２ 只能进行点对点通信， 因此四合一
传感器采用 ＣＡＮ 总线与下位机单板机相连。 ＣＡＮ 总
线同样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工业控制中应用广泛。
ＣＡＮ 总线是一种多主串行通讯总线， 采用双线串行
通讯方式， 检错能力强， 可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借助验收滤波器多地址帧传递， 接受远程数据请求，
使得全系统数据具有相容性， 一旦发现四合一传感器
出现问题会发出错误监测和出错命令， 而且多个传感
器中有某个模块发生问题脱离总线节点不会对总线正
常工作产生影响。 同时实时性强、 传输距离远也是其
应用广泛的原因之一， ＣＡＮ 总线的高传输速率正好
可以为实时在线检测提供保障。

单板机读取所有传感器的数据后先进行保存和数
据转换， 然后再通过网络接口将数据发送到网络上。
单板机与上位机的 ＰＣ 机之间通过网络交换机连接，
这样上位机能够同时和多个下位机单板机通信， 通过
下位机的固定 ＩＰ 访问并读取每个单板机的数据。
２　 在线监测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作为在线监测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驱动
硬件高效工作的必要部分， 软硬件相互协调密不可
分， 从而保证监测每个过程有序进行， 使得在线数据
获取高速有效。 采用 ＤＳＰ ＣＣＳ２０００ 开发环境开发的
系统主控软件界面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系统主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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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监测系统程序的编写和调试在 ＤＳＰ ＣＣＳ２０００ 开发环境中完成， 程序以 Ｃ 语言为主， 利用 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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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数据库技术开发上位机控制软件， 利用 ＵＩ 美化后，
用于在线监测的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有效衔接， 实时监
控及数据采集。 上位机中运行的在线监测软件负责存
储数据和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当监测润滑油的数据
出现异常的时候， 及时通过上位机控制下位机驱动声
光报警装置启动， 提示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从而
实现对汽轮机组润滑油工况的在线监测。 图 ２ 中主界
面上显示的信息包括当前连接的下位机数量、 油液出
现异常和报警的次数、 数据传输的状态等。 另外， 主
界面中能够实时显示每个下位机上传到主机的数据的
时间序列， 能够实时反映各个传感器监测信号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 不同下位机上传的参数信号在不同的标
签页中显示。 对于系统的异常错误信息也将在主界面
实时显示， 提示集控室中的用户当前出现的异常类型
及处理建议。
３　 油液在线监测实验

在线油液监测系统的控制柜如图 ３ 所示。 控制柜

为钢板材料， 柜体符合 ＩＰ４６ 的防护标准。 润滑油的

接入管口与接出管口位于柜体左侧， 柜内布置有电动

抽油泵和铜质油液管道。 柜体下部是散热孔， 散热孔

具有防水特性。 柜体上有一个液晶显示器用于实时显

示数据采集板获取的各个传感器的数据， 方便现场工

作人员实时查看汽轮机润滑油液状态的变化情况。 同

时液晶显示屏上有一个报警指示灯， 当油液的工况处

于正常范围时， 报警灯显示为绿色， 当实时监测的任

何一项数据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时， 报警指示灯显示

为红色， 以提示用户此时汽轮机油状态异常， 需要现

场及时处理。

图 ３　 油液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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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图 １ 所示的在线油液监测系统进行了在线监

测实验。 实验中采用新油作为实验用油注入循环管道

系统。 由于搭建的实验系统是封闭的油液循环系统，

颗粒物含量基本稳定， 通过对在线颗粒度传感器采集

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在线颗粒度传感器的输出随时

间变化比较稳定。 整个稳定性测试时间为 １６８ ｈ （７
天）， 在测试时间段内系统未出现工作异常现象。 后

续实验中主要对在线监测系统检测的黏度、 密度及温

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进行考察， 并且将在线传感器测

量的温度分别与温度计和水浴锅的指示温度进行比

较， 实验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在线监测系统传感器采集温度与其他设备测量温度

的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

实验还对油液监测传感器输出的黏度数据随温度

的变化的规律进行了研究， 将循环系统中的汽轮机油

从 ３０ ℃加热到 ５８ ℃， 传感器测量得到的动力黏度数

值从 ６９ ６ ｍｍ２ ／ ｓ 变为 ２３ ｍｍ２ ／ ｓ。 在油液加热过程中，
黏度随温度变化的规律的对比曲线如图 ５ 所示， 实验

数据如表 １ 所示。 实验测量得到的黏度数据与拟合曲

线之间的残差的绝对值最大值为 ３ ２４２ ７８， ＲＭＳ 标

准差为 １ ２０６ ６９， 残差相对误差的绝对值最大值为

５ ８５３ ３９。

图 ５　 在线监测系统输出的黏温曲线与实验室测试结果比较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ｂ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ｉｎ ｌ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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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油液在线监测系统输出的温度和黏度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序号
温度

ｔ ／ ℃
黏度 ν ／

（ｍｍ２·ｓ－１）
黏度拟

合残差

相对误差

ｅ ／ ％
１ ２９．８ ６９．６ １．３８８ ０３ １．９９４ ３
２ ３０ ６３．２ ０．４０７ ２５ ０．６４４ ３９
３ ３３．８ ５５．４ －３．２４２ ７８ －５．８５３ ３９
４ ３６．２ ５２．６ －２．１１９ ７７ －４．０２９ ９８
５ ３６．８ ５３．３ ２．５５１ ２ ４．７８６ ４８
６ ３５．７ ５１．４ ０．９２４ ７６ １．７９９ １５
７ ３９．５ ４５．１ ０．３０３ ５ ０．６７２ ９５
８ ４１ ４５ １．１６６ １６ ２．５９１ ４７
９ ４３ ４１ －０．２９７ ３ －０．７２５ １３
１０ ４５ ３６ －０．７１１ ７３ －１．９７７ ０２
１１ ４６．７ ３４．７ －０．６８８ ９９ －１．９８５ ５６
１２ ４７．７ ３３．９ －０．２３２ ０６ －０．６８４ ５３
１３ ４９ ３２ －０．１３０ ４１ －０．４０７ ５３
１４ ４９．４ ３１．５ ０．１４６ ５４ ０．４６５ １９
１５ ５２ ２７．９ ０．５０３ １５ １．８０３ ４２
１６ ５６．２ ２５．３ ０．３５４ ５６ １．４０１ ４２
１７ ５６．６ ２４．８ ０．２２１ ９１ ０．８９４ ７８
１８ ５８．２ ２４．２ ０．０１８ ４ ０．０７６ ０４
１９ ５９．６ ２３．３ －０．２８０ ２５ －１．２０２ ７９
２０ ６０ ２３ －０．２８２ １８ －１．２２６ ８８

　 　 现场采集的油液在线监测数据如图 ６ 所示。 随着

汽轮机组输出功率的起伏变化， 监测的汽轮机油的磨

损颗粒含量也随之增加和减小， 该在线监测系统能够

很好地反映汽轮机工作状态的变化， 并且能够从监测

参数的时间序列中获取反映汽轮机设备健康状况的信

息， 从而起到对汽轮机组实时监测和诊断的作用。

图 ６　 在线监测的 ６ μｍ 颗粒数与汽轮机输出功率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６ μ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ｏｕｔｐｕｔ （ｂ） ｏｆ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４　 结束语
介绍了一种用于发电厂汽轮机组润滑油状况在线

监测和诊断报警的监测系统。 该系统集成了多种油液
在线监测传感器， 能够用于汽轮机油的黏度、 密度、
温度、 介电常数、 含水量和污染度等的实时监测。 该
系统适用于发电厂现场的安装应用， 符合现场要求。
通过构建的油液循环系统， 以新汽轮机油作为实验油
液， 采用该系统对油液的指标进行测试， 所得黏度和
温度曲线符合二次函数的规律， 曲线拟合后得到的测
量相对误差低于 ６％。 该系统监测参数能够较好地匹
配实验室的检测数据， 能够对汽轮机油实施准确的在
线监测， 并获取相关重要参数指标的时间序列， 为汽
轮机系统的诊断提供有力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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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电涡流技术和声发射技术对静压型机械密封的端面膜厚分别进行直接和间接测量， 研究机械密封在不

同转速和压力下的膜厚变化规律， 并通过先进信号分析和人工智能， 研究密封在不同膜厚区间的声发射特征， 建立基

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械密封端面的状态识别模型， 以实现对密封流体膜厚的区间估计。 研究结果表明： 机械密封工作

时压力主要影响膜厚的变化区间， 而转速主要影响膜厚的瞬时波动； 构造的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的联级决策模型， 对于

密封膜厚的平均识别率达到了 ８５％， 从而实现了机械密封端面膜厚从有损检测到无损检测的转变。
关键词： 机械密封； 膜厚检测； 声发射； 人工智能； 状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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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
ｅ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ｈｉ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ｂｙ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ｉ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８５％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ａ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ｆｉｌ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机械密封作为旋转机械设备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

置， 因为其可靠性好、 泄漏量小、 功率消耗少、 使用

寿命较长等一系列优点， 在反应釜、 压缩机、 泵、 搅

拌器、 离心机、 过滤机和转盘塔等机械工艺设备上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１］。 机械密封通过密封动静端面之间

的流体膜来实现对工作介质的密封， 为保障机械密封

的正常工作， 须对其流体膜的厚度进行严格控制： 倘

若液膜过厚， 则会引起被密封介质的泄漏； 倘若液膜

过薄， 则会造成动静端面的摩擦， 缩短密封寿命。 由

此可见， 有效监测机械密封的端面膜厚， 将有助于评

估机械密封的健康状态。 然而机械密封运行过程中端

面膜厚这一能够反映密封端面接触状态的工作参数的

测量十分困难［２］。 现有的膜厚测量方法主要包括电容

法、 电涡流法和超声波法。 其中电容法和电涡流法是

直接对端面间隙进行测量， 而超声波法则是通过超声

波信号的幅值衰减来对密封膜厚进行估计。 然而， 电

容法和电涡流法须对密封结构进行改造， 以便于传感

器的安装， 而基于超声波技术的监测成本又比较昂

贵， 这些方法都难以在工业现场推广应用。
作为一种成本较低的无损检测技术， 声发射检测

技术用于机械密封状态的监测有着良好的工业前景，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机械密封装置在运行过

程中所产生的声发射 （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Ｅ） 信号蕴

含了丰富的工况信息， 尤其声发射信号幅值大小与动

静环之间的间隙开合状态关系很大， 这主要是因为声



发射信号幅值与动静环摩擦时释放的能量直接相关。
而动静环在发生摩擦前机械系统的不平衡、 不对中或

其他状态信息不会在声发射信号中反映出来， 因此可

利用声发射技术对机械密封运行过程中动静环的摩擦

状态及膜厚进行监测。
本文作者首先利用电涡流传感器对机械密封在不

同转速和压力下的膜厚变化进行精确检测， 然后以直

接测量结果指导间接测量， 研究密封在不同膜厚区间

的声发射特征， 并通过先进信号分析和人工智能， 建

立机械密封端面膜厚的声发射检定模型。
１　 测量方案

以流体静压型机械密封为研究对象， 以水为密封

介质， 传感器安装方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传感器安装

Ｆｉｇ １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图中利用电涡流传感器直接测量膜厚， 同时利用

声发射传感器检测密封端面的摩擦强度。 首先在密封

的动静环内各镶嵌一个金属环， 并将金属环与密封端

面一齐磨平抛光； 然后在静环内嵌的金属环上打通

孔， 并将电涡流传感器从小孔处伸入； 最后将声发射

传感器安装在密封腔的外壳。
测量所用传感器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传感器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
项目 电涡流传感器 声发射传感器

型号 ＫＤ２３０６ ８１５２Ｂ２１１
量程 ０．５ ｍｍ ５０～９００ ｋＨｚ

分辨率 ０．１ mｍ —
线性度 ＜１％ —
灵敏度 — ４８ Ｖ ／ （ｍ ／ ｓ）

输出范围 — ±２ Ｖ

针对机械密封端面膜厚检测的数据采集系统如图

２ 所示， 右侧为低频直接测量， 左侧为高频间接检

测。 图中电涡流信号经过与其配套的同型号前置放大

器放大， 再由 ＰＣＩｅ⁃６３４１ 型低频采集卡进行数据采

集， 其采样频率设为 ５００ Ｈｚ； 声发射信号经奇石乐

５１２５ 型前置放大器放大， 再由 ＰＣＩ⁃１７１４ 型高频采集

卡进行数据采集， 其采样频率设为 ２ ＭＨｚ。 最后在工

控机上通过 ＬａｂＶｉｅｗ 编程调用采集卡驱动， 以实现上

述信号的同步采集。

图 ２　 信号采集系统

Ｆｉｇ ２　 Ｓｉｇｎａ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为了研究密封转速和压力对流体膜厚的影响， 分

别在恒压变转速和变压恒转速条件下对密封膜厚进行

检测。 恒压变转速时， 保持密封腔压力分别为 ０ ２、
２、 ５ 和 １０ ＭＰａ， 启动透平机， 使设备转速匀速提升

到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再停止透平机， 并记录该过程中的电

涡流和声发射数据； 变压恒转速时， 使设备转速分别

为 ３００、 ７００、 １ １００ 和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再将密封腔压力

从 ０ ２ ＭＰａ 线性升高到 １０ ＭＰａ， 并记录该过程中的

电涡流和声发射数据。
２　 电涡流信号观测及处理

由于难以保证镶嵌环与密封端面绝对平齐， 因此

所测得的数据往往存在正弦波特性。 对于这种情况，
则按照以下步骤对电涡流信号进行处理：

（１） 对所测信号进行多重平滑滤波；
（２） 根据滤波信号的局部极值求解信号的上下包

络线， 如图 ３ 所示；
（３） 将两条包络曲线的平均值作为密封膜厚的真

实估计。

图 ３　 电涡流信号处理

Ｆｉｇ ３　 Ｅｄｄ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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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机械密封在恒压变转速和变压恒转速下

的膜厚变化规律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图 ４　 恒压变转速下膜厚 （转速变化范围 ０～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０）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ｐｅｅｄ （ｓｐ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０ ｔｏ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ｔｈｅｎ ｔｏ ０）

图 ５　 变压恒转速下膜厚 （压力变化范围 ０ ５～１０ ＭＰａ）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０ ５ ＭＰａ ｔｏ １０ ＭＰａ）

图 ４ 所示为压力为 ０ ５、 ２、 ５ 和 １０ ＭＰａ 下的膜

厚变化， 其对应主轴转速为 ０ ～ １ ５００ ～ ０ ｒ ／ ｍｉｎ。 可

知， 在恒压变转速工况下， 密封的膜厚变化区间较

小， 而其瞬时波动却较为剧烈； 同时在设备启停瞬

间， 膜厚值往往出现较大的变化。 图 ５ 所示为密封转

速在 ３００、 ７００、 １ １００ 和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的膜厚变化，
其对应压力为 ０ ５ ～ １０ ＭＰａ。 在变压恒转速工况下，
膜厚值随压力升高而增大， 其动态曲线相对比较平

缓， 几乎不存在明显的瞬时波动。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

因是： 密封转速改变时， 由于透平机的功率变化， 密

封主轴更容易受到的冲击， 由此引发密封动环的振

动， 从而导致流体膜厚的瞬时波动； 而压力直接作用

于密封腔， 且对密封端面的影响较为均衡， 因此膜厚

随压力变化明显， 但一般不存在明显的瞬时波动。
根据以上实验， 流体静压型机械密封的液膜膜厚

主要分布在 １５～ ２５ mｍ， 因此将之划分为表 ２ 所示的

３ 个状态。

表 ２　 膜厚的状态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状态 薄 中 厚

膜厚范围 ＜１８ μｍ １８～２１ μｍ ＞２１ μｍ

３　 声发射信号观测及处理

３ １　 声发射信号观测

声发射是指材料受外力作用而发生形变或断裂时

快速释放能量并产生瞬态应力波的现象。 密封工作

时， 密封端面与润滑流体之间的摩擦以及密封各部件

之间的相互碰撞均会产生丰富的声发射信号， 可通过

端面与流体之间的摩擦信号来估计膜厚， 根据表 ２，
不同膜厚区间所对应的声发射信号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分别为液膜膜厚在 １７、 ２０ 和 ２３ μｍ 时的声

发射信号的时域和频域波形图。 对于流体静压型机械

密封， 由于其液膜较厚， 端面之间通常只存在流体摩

擦， 同时观测信号受到环境噪声的干扰， 因此不同膜

厚区间的声发射差异并不明显。 从时域上看， 声发射

信号的能量及幅值随着流体膜的增厚而略微减少； 而

从频域上看， 不同膜厚区间的信号差异主要集中在

０ ５ ＭＨｚ 和 ０ ８ ＭＨｚ 左右。
为了能进一步区分不同膜厚区间的声发射信号差

异， 提取有效特征， 并建立机械密封端面膜厚的检定

模型， 须按照以下步骤对声发射信号进行处理：
（１） 将连续采集的 ３０ 万个信号点看作一个数据

包， 再将每个数据包平均分成 ３ 个数据段， 这样将每

个数据段视作一个数据样本， 而该数据包则构成一个

最小样本组。
（２） 利用小波包技术对信号进行 频谱细化处理，

观测并分析不同频段的信号分量在不同膜厚区间内的

差异， 并根据信号的 ＫＬ 散度 （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 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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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ＫＬＤ） 筛选合适的信号分量， 从而实现信

号滤波。

图 ６　 声发射信号波形

Ｆｉｇ ６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ａ） ｔｉｍ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ｂ）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３） 对筛选的信号分量提取特征， 再基于核主分

量分析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ＰＣＡ）
技术对特征进行自适应优化降维；

（４） 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构建机械密封膜厚检定的

联级决策模型： 首先将步骤 ２ 所得的特征作为第一级

神经网络的输入， 再将第一级神经网络的输出作为第

二级神经网络的输入， 最终第二级神经网络的输出即

是该模型基于声发射信号对机械密封膜厚区间的检定

结果；
（５） 最后将神经网络识别的结果与电涡流传感

器检测到的密封端面膜厚直接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 从而验证识别模型输出的正确性和可靠度。
３ ２　 信号的小波包分析

小波包是一种经典的时频分析方法， 它通过对信

号高、 低频部分不断地分解与重构， 自适应地确定信

号在不同频段的分辨率， 从而实现对信号时频域的局

部化分析。 若记小波包的尺度函数 φ（ｘ）＝ ｕ０（ｘ）， 小

波函数 ψ（ｘ ＝ ｕ１（ ｘ）， 那么两者满足如下关系 （双尺

度方程）：
ｕ０（ｘ）＝ ２∑

ｋ∈Ｚ
ｈ（ｋ）ｕ０（２ｘ－ｋ）

ｕ１（ｘ）＝ ２∑
ｋ∈Ｚ

ｇ（ｋ）ｕ０（２ｘ－ｋ）
{ （１）

式中： ｈ （ｋ） 和 ｇ （ｋ） 都是由小波函数 ψ （ｘ） 确定

的滤波器， 且 ｇ（ｋ）＝ （－１） ｋｈ（１－ｋ）， 由此推知：

ｕ２ｎ（ｘ）＝ ２∑
ｋ∈Ｚ

ｈ（ｋ）ｕｎ（２ｘ－ｋ）

ｕ２ｎ＋１（ｘ）＝ ２∑
ｋ∈Ｚ

ｇ（ｋ）ｕｎ（２ｘ－ｋ）
{ （２）

由式 （１） 和 （２） 构造的序列 ｛ｕｎ（ ｘ）， ｎ ＝ ０，
１， ２， …｝ 则是由尺度函数 φ（ｘ）＝ ｕ０（ｘ）生成的小波

包。 由多分辨率分析知道， 尺度函数张成的子空间为

｛Ｖ ｊ｝， 小波函数张成的子空间为 ｛Ｗ ｊ｝。 若定义新的

子空间 Ｕ ｊ
ｎ 将两者统一起来， 即：

Ｕ０
ｊ ＝Ｖ ｊ， Ｕ１

ｊ ＝Ｗ ｊ 　 　 （ ｊ∈Ｚ） （３）
则根据 Ｈｉｌｂｅｒｔ 空间正交分解， Ｕ ｊ

ｎ 可表示为

Ｕｎ
ｊ ＝Ｕ

２ｎ
ｊ Ｕ２ｎ＋１

ｊ （４）
记原信号在 Ｕ２ｎ

ｊ 和 Ｕ２ｎ＋１
ｊ 上的投影 （小波包） 系

数分别为 ｄ２ｎ
ｊ 和 ｄ２ｎ＋１

ｊ ， 则可得到以下分解和重构算

法。 小波包系数分解算法为

ｄ２ｎ
ｊ＋１，ｋ ＝∑

ｌ
ｈ∗

ｌ－２ｋｄ
ｎ
ｊ，ｌ

ｄ２ｎ＋１
ｊ＋１，ｋ ＝∑

ｌ
ｇ∗

ｌ－２ｋｄ
ｎ
ｊ，ｌ

{ （５）

小波包系数重构算法为

ｄｎ
ｊ，ｋ ＝∑

ｋ
［ｈ ｌ－２ｋｄ

２ｎ
ｊ＋１，ｋ＋ｇ ｌ－２ｋｄ

２ｎ＋１
ｊ＋１，ｋ］ （６）

式中： ｎ 为分解尺度为 ｊ 时的第 ｎ 个小波包序列； ｌ 和
ｋ 是与尺度函数紧支集相关的参数。

最终由小波包系数重构的时域信号可表示为

ｆ （ｘ） ＝ ∑
ｊ，ｎ
∑
ｌ
ｄｎ

ｊ，ｌ２
－ｊ ／ ２ｕｎ （２－ｊｘ－ｌ） （７）

利用 “ｄｂ４” 小波对以上样本进行 ３ 层小波包分

解， 得到 ８ 个不同的频段分量， 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所示为不同膜厚区间内， 声发射信号分量的

时域和频域波形。 可知， 小波包将原信号等分成了 ８
个频段的分量， 按低频到高频排列， 分别记为 ｄ１ ～
ｄ８。 利用 ＫＬＤ 来度量不同膜厚区间同一频段的信号

差异， 其表达式为

ＫＬ（ｐｘ， ｐｙ）＝ ∑ｐｘ（ ｉ）ｌｏｇ２（ｐｘ（ ｉ） ／ ｐｙ（ ｉ）） （８）
式中： ｐｘ （·） 和 ｐｙ （·） 分别为随机变量 ｘ 和 ｙ 的

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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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膜厚区间的信号分量

Ｆｉｇ ７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ａｎｇｅ （ａ）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ｃｋ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对于多个随机变量， 记 ＫＬＤｍ 为任意两个变量之

间的平均 ＫＬＤ， 则可得表 ３ 所示的结果。

表 ３　 ＫＬ 散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Ｋ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频段分量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ＫＬＤｍ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９８
频段分量 ｄ５ ｄ６ ｄ７ ｄ８

ＫＬＤｍ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４

由表可知， 在不同膜厚区间 ｄ３、 ｄ４、 ｄ６ 和 ｄ７ 分
量具有较大的 ＫＬ 散度 （大于 ０ １）， 其对应的频段区
间为 ２５１～ ５００ ｋＨｚ， ６２６ ～ ８７５ ｋＨｚ， 说明这几个信号

分量在统计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 选择以上分量
抽取特征， 将有助于膜厚的状态识别。
３ ３　 ＫＰＣＡ 特征抽取

在对信号进行特征初选时， 由于缺乏先验知识，
因此往往只能提取尽量多的特征数目。 然而这些特征
存在较多的冗余信息， 且部分特征可能还会对状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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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须对特征进行筛选及优化。
ＫＰＣＡ 是基于主分量分析的一种自适应非线性降维方

法。 它通过一个未知映射 ϕ 将信号样本 ｘ 从 ｎ 维空间

映射到 Ｎ（Ｎ＞ｎ）维空间， 使得新的信号 ϕ（ ｘ）在 Ｎ 维

空间线性可分； 接着通过有限次旋转投影， 去掉对状

态分类贡献度小的特征， 同时融合信息结构相似的特

征， 从而达到特征降维的目的。
设 ｘ 为个数为 ｍ 的 ｎ 维样本矩阵， ｘ ｉ 为其中第 ｉ

个样本。 对于映射数据 ϕ（ ｘ１）， ϕ（ ｘ２）， …， ϕ（ ｘｍ），
其协方差矩阵和对应的特征值可以通过式 （９） 和

（１０） 得到：

Ｃ＝ １
ｍ

∑
ｍ

ｊ＝ １
ϕ（ｘ ｊ）ϕ （ｘ ｊ）

Ｔ （９）

由 λｖ＝Ｃｖ 可推知：

ｖ＝∑
ｍ

ｊ＝ １

ϕ （ｘ ｊ）
Ｔｖ

λｍ
ϕ（ｘ ｊ） （１０）

式中： λ 为 Ｃ 的特征值； ｖ 对应特征向量。
由此可知， ｖ 为 ϕ （ｘ ｊ） 的线性组成， 即：

ｖ＝∑
ｍ

ｊ＝ １
α ｊϕ（ｘ ｊ） （１１）

定义核函数 Ｋ＜ｘ ｉ， ｘ ｊ≥ϕ（ ｘ ｉ）
Ｔϕ（ ｘ ｊ）为矩阵 Ｋ 的

第 （ ｉ， ｊ） 项， 则有：
ｍλα＝Ｋα （１２）

式中： α＝ （α１， …， αｍ ）
Ｔ， 为了让 ｖ 归一化， 需使

αＴα＝ １ ／ （ｍλ）。 对于一个测试样本 ｘ ｌ， 它在 ｖ 方向
上的投影为

ϕ （ｘ ｌ）
Ｔｖ＝∑

ｍ

ｉ＝ １
αｉＫ＜ｘ ｌ， ｘ ｉ＞ （１３）

首先对以上筛选的每个频段分量分别提取表 ４ 所
示的 １０ 个特征。

表 ４　 特征提取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代码 特征 公式 代码 特征 公式

ｘ^ＲＭＳ
均方根 （ＲＭＳ）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ｘ^ＲＭＳ ＝

１
ｎ

∑
ｎ

ｉ＝１
ｘ^ ｉ

２ ｘ^ＰＡＲ
峰值因子 （ＰＡＲ）

Ｐｅａｋ ｔ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ｘ^ＰＡＲ ＝

ｘ^ ｐｅａｋ

ｘ^ＲＭＳ

ｘ^ＫＣ
峭度系数 （ＫＣ）
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ｘ^ＫＣ ＝

１
ｎ

∑
ｎ

ｉ＝１
ｘ^ ｉ－ｘ^ｍｅａｎ

（
１
ｎ

∑
ｎ

ｉ＝１
ｘ２
ｉ ）

２

ｘ^ＭＣ
裕度系数 （ＭＣ）
Ｍａｒｇｉ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ｘ^ＭＣ ＝
ｘ^ｍａｘ

（
１
ｎ

∑
ｎ

ｉ＝１
｜ ｘ^ ｉ ｜ ）

２

ｘ^ＳＩ
歪度指标 （ＳＩ）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ｘ^ＳＩ ＝

１
ｎ

∑
ｎ

ｉ＝１
（ ｘ^ ｉ －ｘ^ｍｅａｎ）

３

ｘ^３
ＲＭＳ

ｘ^ＣＦ
中心频率 （Ｃ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ｘ^ＣＦ ＝
∑
ｎ

ｉ＝１
ｆ＾ ｉｐ ｉ

∑
ｎ

ｉ＝１
ｐ ｉ

ｘ^ＦＭＳ
均方频率 （ＦＭ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ｘ^ＦＭＳ ＝

∑
ｎ

ｉ＝１
ｆ＾ ２ｉ ｐ ｉ

∑
ｎ

ｉ＝１
ｐ ｉ

ｘ^ＦＶ
频率方差 （Ｆ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ｘ^ＦＶ ＝

∑
ｎ

ｉ＝１
（ ｆ＾ ｉ－ｘ^ＣＦ）

２ｐ ｉ

∑
ｎ

ｉ＝１
ｐ ｉ

ｘ^ＷＥＰ
小波能量比 （ＷＥＰ）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ｘ^ＷＥＰ ＝

∑
ｎ

ｉ＝１
ｘ^ ｉ

２

∑
ｎ

ｉ＝１
ｘ ｉ

２
ｘ^ＷＥ

小波熵 （ＷＥ）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Ｅｎｔｒｏｐ

ｘ^ＷＥ ＝∑
ｎ

ｉ＝１
ｐ ｘ^（ ｉ）ｌｇｐ ｘ^（ ｉ）

　 　 对于以上 ４０ 个特征， 以径向基函数为核函数，
选择特征累计值占总量 ９０％的前 ｐ 个特征作为主元，

再根据式 （１３） 求所有样本在这 ｐ 个方向上的投影，
得到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归一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样本 特征 １ 特征 ２ 特征 ３ 特征 ４ 特征 ５ 特征 ６ 特征 ７ 特征 ８ 特征 ９ 特征 １０ 特征 １１
Ｎｏ．１ ０．７２４ ０ ０．７７６ ５ ０．５４４ １ ０．２６１ ６ ０．３１０ ６ ０．５２９ ７ ０．８８６ ０ ０．６８０ ４ ０．５８１ ２ ０．４９１ ３ ０．２９１ ４
Ｎｏ．２ ０．９９４ ８ ０．８５８ ６ ０．３９８ ９ ０．７４５ ２ ０．７０５ ５ ０．６６４ ５ ０．６６９ ９ ０．４０５ ２ ０．４６６ ２ ０．４３４ ５ ０．２０９ ４
︙ ︙

Ｎｏ．２４０ ０．９９８ １ ０．１４３ ５ ０．５８９ ７ ０．５０９ １ ０．５７５ ９ ０．５３５ ５ ０．５６３ ５ ０．３４２ ６ ０．２１８ ０ ０．５８４ １ ０．５３１ ７
Ｎｏ．２４１ ０．０２６ ５ ０．６２５ ２ ０．４８７ ８ ０．１７６ ２ ０．６１４ ９ ０．６８８ ７ ０．７５５ ３ ０．５８８ ８ ０．４５０ ３ ０．６３０ ４ ０．３２７ ０

︙ ︙
Ｎｏ．４８０ ０．０３３ ６ ０．４１３ ３ ０．３７９ ４ ０．２２７ ０ ０．７６０ ８ ０．３２５ ５ ０．７３８ ２ ０．４７４ ９ ０．３６７ ９ ０．４８０ ２ ０．４５７ ４
Ｎｏ．４８１ ０．０２５ ４ ０．３５２ ８ ０．３３８ ９ ０．３４８ ７ ０．６５２ ８ ０．５０４ ０ ０．７１２ ９ ０．４８２ ８ ０．４１１ ２ ０．６３９ ４ ０．４６４ １

︙ ︙
Ｎｏ．７１９ ０．９９８ ０ ０．３５４ １ ０．３８５ ４ ０．２３６ １ ０．６４１ ４ ０．５６１ ５ ０．７５３ ０ ０．４７４ ３ ０．７２２ ７ ０．４５４ ５ ０．５７４ ３
Ｎｏ．７２０ ０．８９５ ２ ０．７５２ ３ ０．５６６ １ ０．５７５ ８ ０．４５２ ４ ０．３７３ ６ ０．５３５ ９ ０．６５４ ７ ０．４５４ ４ ０．４８７ ２ ０．６９１ ４

５２１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肖　 丁等： 机械密封端面液膜厚度状态检测技术研究



　 　 表 ５ 所示为部分优化的特征样本， 其中 Ｎｏ １ ～
Ｎｏ ２４０ 为薄液膜下的信号特征， Ｎｏ ２４１ ～ Ｎｏ ４８０ 为

中等液膜下的信号特征， Ｎｏ ４８１ ～ Ｎｏ ７２０ 为厚液膜

下的信号特征。 可知， 优化后特征数目减为 １１ 个，
说明降维效果十分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 ＫＰＣＡ 在高

维空间对原特征分量进行正交变换， 并筛选其主成

分， 新特征由原特征融合而成， 因此不再具备原有的

物理意义。
３ ４　 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的联级决策

利用表 ５ 特征估计机械密封的膜厚区间， 须借助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学分类器。 目前最成熟的分类

器模型主要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大量人工神经元互联而成的非

线性、 自适应的信息处理系统。 由于其出色的分类性

能和自学习能力，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状态监测领域。
ＢＰ 神经网络是其中的重要模型之一， 其学习过程由

信号的正向传递与误差的反向传播 ２ 个过程组成。 正

向传播时， 信号经隐层传向输出层， 若未得到期望输

出， 则将误差按某种形式反向传输， 从而获得各层单

元的误差信号， 并修改它的权值。 标准的 ３ 层 ＢＰ 网

络拓扑结构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中 （ｘ１， ｘ２，．．．， ｘｎ）
Ｔ 为

神经网络输入， 即信号的状态特征； （ ｙ１， ｙ２，．．．，
ｙｍ）

Ｔ 为神经网络输出， 即信号的状态模式； ωｉｊ、 ω ｊｋ

为连接权值。

图 ８　 ３ 层 ＢＰ 神经网络

Ｆｉｇ ８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对于静压型机械密封， 由于 ３ 种膜厚状态仅存在

摩擦强度的区别， 而并无摩擦形式的不同， 因此可能

导致所提特征的特异性不足。 为了提高模型的准确

率， 将在第一次模式识别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裁决，
即神经网络的联级裁决。 后一级神经网络的输入是前

一级神经网络的输出， 而最终结果为上一级每个神经

网络的融合输出。
对于表 ５ 的特征， 设 ＢＰ １ 输入层神经元数目为

１１， 隐藏层神经元数目为 ２３， 输出层神经元数目为

３； ＢＰ ２ 输入层神经元数目为 ９， 隐藏层神经元数目为

１９， 输出层神经元数目为 ３； 再令隐层的传递函数为

ｔａｎｓｉｇ （·）， 输出层传递函数为 ｐｕｒｅｌｉｎ （·）， 学习

函数为 ｌｅａｒｎｇｄｍ （·）， 训练函数为 ｔｒａｉｎｇｄｘ （·）。
由此得到联级神经网络的模型结构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联级决策神经网络结构

Ｆｉｇ ９　 Ｓ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９ 中， ＢＰ １ 是第一层神经网络， ＢＰ ２ 是第二层

神经网络； Ｄ１ ～ Ｄ３ 为 ３ 段连续的数据样本； 分别得

到 １１ 个数据特征。 ３ 组特征分别经 ＢＰ １ 进行第一次

膜厚识别， 输出为 ３ 种模式的概率分配， 将以上输出

用 ＢＰ ２ 进行融合， 从而得到更加可靠的结果。
将足量样本代入最终的膜厚检定模型进行测试，

分别得到 ２ 层神经网络的识别率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模型的识别率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从总体上看， 联级神经网络的识别率明显高于单

层神经网络， 其平均识别率达到了 ８５％； 对于每种

模式而言， 各级神经网络的识别率都随着膜厚增加而

减少。 这是由于密封端面间隙越大， 其端面之间的声

发射能量衰减也更为剧烈， 由此信号的信噪比减弱，
从而模型也更加难以判定出不同膜厚下的信号特征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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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 密封工作时， 其流体膜厚受到设备主轴转

速和密封腔压力变化的影响， 其中压力主要影响膜厚
的变化区间， 而设备转速主要影响膜厚的瞬时波动。

（２） 利用小波包技术对声发射信号进行多尺度分
析， 再根据不同信号分量的 ＫＬＤ 筛选与膜厚变化相
关的频段区间， 由此可以实现声发射信号的降噪滤
波， 最终所筛选的频段区间为 ２５１ ～ ５００ ｋＨｚ 和 ６２６ ～
８７５ ｋＨｚ。

（３） 为保证信息的完备性， 从以上分量的时频
空间分别提取出 １０ 个特征， 再利用 ＫＰＣＡ 对其进行
优化降维， 该方法去除了对状态分类贡献度小的特
征， 融合了信息结构相似的特征， 从而实现了特征空
间的精简优化。

（４） 构造了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的联级决策模型，
该模型对于密封膜厚的平均识别率达到了 ８５％， 从
而实现了机械密封端面膜厚有损到无损检测的转变，
为机械密封端面膜厚监测的工业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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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锡兰研发一种新的水润滑密封 Ｅｎｖｉｒｏｇｕａｒｄ⁃ＳＬＲ
瓦锡兰公司研发出了一种新的水润滑密封 Ｅｎｖｉｒｏｇｕａｒｄ ＳＬＲ， 将为小型工作船提供具有成本效率的可靠性。 这种新的水润滑

密封分为 ９ 种标准尺寸， 能匹配 ７５～３０６ ｍｍ 的密封轴尺寸， 能为小型工作船、 渔船、 机动驳船和超级游艇提供更多的可靠性。
据悉， 瓦锡兰的 Ｅｎｖｉｒｏｇｕａｒｄ ＳＬＲ 水润滑密封还设计能用于大型轴运动， 能适应淤泥和沙子侵蚀的水域环境， 并能确保

海事环境的零污染风险。 产品使用了船舶等级的部件材料， 具有重量轻、 无腐蚀性和经济实惠、 易于安装的优点， 具有 ５ 年
保质期。

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份， 瓦锡兰推出了一种新的模块化负载电阻 Ｊｏｖｙｌｏａｄ 概念， 主要用于船舶和能源领域， 合适进行发电
机组、 不间断电力供应和其他电源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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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ＮＥＤＣ 工况下， 通过试验比较目标车在相同实验条件下使用不同润滑油的市区、 郊区和综合油耗， 分析

润滑油性能对整车油耗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整个 ＮＥＤＣ 工况下， 发动机油温在 ２５～ １００ ℃之间， 其中市区工况下

在 ２５～８０ ℃之间， 郊区工况下在 ８０～１００ ℃之间； 使用低黏度润滑油可以有效降低油耗， 但是黏度过低会增加郊区工

况的燃油消耗； 添加黏指改进剂和摩擦改进剂均能有效地降低油耗。
关键词： 润滑油； ＮＥＤＣ； 低黏化； 油耗； 燃油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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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在启动时处于边界润滑状态， 金属与金属

接触， 摩擦阻力很大， 油膜形成困难， 发动机中凸轮

与挺杆多处于边界润滑状态。 随着发动机润滑系统的

启动， 润滑油开始进入摩擦表面， 润滑油膜开始承载

大部分载荷， 此时金属接触减少， 摩擦阻力降低， 进

入混合润滑阶段。 其中缸套－活塞组多处于复杂的混

合润滑状态。 这种液体润滑和干摩擦混合的状态持续

到两接触表面刚好被润滑油膜分开， 这种状态就叫做

弹性流体动力润滑。 随着润滑油膜逐步形成， 进入混

合摩擦阶段， 此时发动机的摩擦阻力下降， 但是仍然

存在摩擦。 当润滑油膜完全形成， 发动机大部分进入

流体动压润滑阶段。
润滑油的黏度等级对发动机的低温性能、 润滑性

能有显著影响， 高黏度等级润滑油有利于摩擦表面形

成润滑膜， 可改善润滑， 可是黏度过高会影响发动机
的低温启动， 增加功耗［１］。 降低润滑油黏度可以提高
后桥传动效率， 进而降低整车油耗［２］。 文献 ［３－４］
通过台架反拖测试以及整车 ＮＥＤＣ 试验评价， 证明采

用低黏度润滑油能有效改善燃油效率， 且具备 １％ ～
２％的节油空间。 文献 ［５］ 通过台架试验程序ⅥＤ 分

析了有机减摩剂在发动机油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有机

减摩剂高温减摩能力显著， 但在苛刻工况下燃油经济

性保持能力不佳。 文献 ［６］ 通过 ＮＥＤＣ 试验比较了

添加有机减摩剂和没有添加有机减摩剂的润滑油润滑

时的燃油效率。 结果表明： 添加有机减摩剂的润滑油

可提高燃油效率 ０ ５％ ～ ０ ９５％， 且新型黏指改进剂

比传统黏指改进剂可以提高燃油效率 ０ ８５％。 文献

［７－８］ 指出无机摩擦改进剂可以减少高温低速时凸

轮机构的摩擦阻力； 对于凸轮机构的摩擦， 所有的摩

擦改进剂在 ８０ ℃及以上起作用， 使用无机减摩剂可

有效减小摩擦。



对乘用车而言， 通过提升润滑油的品质来改善整

车燃油经济性是最具性价比的方式。 低黏度润滑油的

发展思路是通过降低流体动力摩擦来提高燃油经济性。
一方面， 低黏化润滑油是乘用车发动机油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 发动机的设计也在不断满足低黏度润滑油

的需要。 低黏度高黏指的润滑油在低温时降低启动力

矩， 高温时减缓黏度随温度变化的趋势， 避免油温升

高黏度下降导致的油膜厚度变小和摩擦阻力增大。
在 ＮＥＤＣ 工况下， 本文作者通过分析试验过程中

发动机油的温度与黏度变化， 研究润滑油黏度、 添加

剂和质量等级对整车油耗的影响。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设备

ＮＥＤＣ 工况下油耗试验的试验设备主要由ＡＶＬ １ ２１９
ｍｍ 紧凑型底盘测功机、 ＡＶＬ 四五组分排放分析仪、
ＷＥＩＳＳ 环境仓和 ＨＯＲＩＢ 排放分析仪 ４个部分组成。 试验

前， 先对试验设备进行标定， 确保设备的可靠性。
１ ２１９ ｍｍ 紧凑型底盘测功机系统由 １ ２１９ ｍｍ 紧凑

型底盘测功机、 车辆轮胎固定装置、 车辆对中装置、
冷却风机、 转鼓盖板等组成。 该系统适用于测试前、
后轮驱动的两轴车辆， 系统的控制模式包括道路负载

模式、 速度控制模式、 速度控制和牵引力控制模拟。
底盘测功机的直径为 １ ２１９ ｍｍ； 测试车辆的最大轴荷

为 ４４ １ ｋＮ； 模拟车辆的质量范围为 ４５０～５ ４００ ｋｇ。
在 ＮＥＤＣ 试验中采用 Ｔ 型热电偶和数采仪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３４９７０Ａ 记录温度数据。 数采仪测量精度为量程的

０ ４％。 Ｔ 型热电偶适用温度范围为－２００ ～ ３５０ ℃， 测

量精度为±０ ０１ ℃。
１ ２　 试验样本

试验车为国内某畅销微型车； 行驶里程为 １２ ３７５
ｋｍ； 当量惯量为 １ ３６０ ｋｇ； 最高车速为 １６０ ｋｍ ／ ｈ； 试

验胎压为 ２１０ ｋＰａ。
试验油见表 １， 其黏温曲线见图 １。 其中参比油

ＳＭ ５Ｗ⁃３０ 的 ２５ ℃和 ４０ ℃运动黏度值最大； 试验油 １
和 ４ 的黏度指数最小； 试验油 ５ 中含有 １％的摩擦改

进剂； 试验油 ６ 的 １００ ℃运动黏度值最小。

图 １　 各发动机油黏度与温度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表 １　 发动机油基本配方和理化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ｓ
油品编号 参比油 试验油 １ 试验油 ２ 试验油 ３ 试验油 ４ 试验油 ５ 试验油 ６
质量规格 ＡＰＩ ＳＭ ＡＰＩ ＳＮ ＡＰＩ ＳＮ ＡＰＩ ＳＮ ＡＰＩ ＳＮ Ｄｅｘｏｓ１ ＡＣＥＡ
黏度等级 ５Ｗ⁃３０ ０Ｗ⁃２０ ０Ｗ⁃２０（１） ０Ｗ⁃２０（２） ５Ｗ⁃２０ ５Ｗ⁃２０（１） ５Ｗ⁃２０
摩擦改进剂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黏指改进剂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运动黏度 ν ／
（ｍｍ２ ﹒ ｓ⁃１）
　 　 ２５ ℃ １２７．７６ ９２．１４ ８２．７７ ５７．８６ ９７．６２ ８７．２４ ７８．０３
　 　 ４０ ℃ ６４．７ ４６．７７ ４３．５６ ３４．０１ ４９．４１ ４５．８９ ４１．１
　 　 ６０ ℃ ３１．１９ ２２．８２ ２１．９３ １９．０５ ２３．９５ ２３．０７ ２０．７３
　 　 ８０ ℃ １７．４８ １２．９５ １２．７４ １１．９３ １３．５４ １３．３８ １２．０８
　 　 ９０ ℃ １３．６７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１ ９．７５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１ ９．６
　 　 １００ ℃ １０．９５ ８．２ ８．２２ ８．１２ ８．５７ ８．６１ ７．８１
黏度指数 １６２ １５０ １６６ ２２６ １５１ １６８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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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试验方案

为了研究 ＮＥＤＣ 工况下不同发动机油对整车油耗
的影响， 共进行 ３ 组 ＮＥＤＣ 油耗试验， 一组以黏度等
级为 ０Ｗ⁃２０ 的 ３ 种润滑油为样本， 另一组以黏度等
级为 ５Ｗ⁃２０ 的 ３ 种润滑油为样本， 分别与参比油的
市区、 郊区和整车油耗进行比较。

试验步骤如下：
（１） 将更换好润滑油的试验车送入排放试验室，

按照 ＧＢ １８３５２ ３⁃２００５ 进行预处理， 之后进行 ６ ｈ 以
上的浸车处理；

（２） 试验开始前将试验车后轮置于底盘测功机转
鼓上， 用固定架固定试验车前轮；

（３） 试验车按照 ＮＥＤＣ 循环工况完成 ＮＥＤＣ 行
程， 得出油耗数据， 同时使用 ＤＥＷＥＳｏｆｔＶ７ ０ 记录整
个 ＮＥＤＣ 循环中发动机油的温度随时间变化情况。

以上测试过程为一次测试循环。 试验结束后， 将
另一组待测油等量加入发动机， 发动机空挡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运行 ２０ ｍｉｎ 后排出， 连续冲洗 ３ 次， 最后加入
待测油， 重复上述试验。
１ ４　 整车燃油经济性试验

试验按照 ＧＢ ／ Ｔ １２５４５ ５⁃２００８ 《汽车燃料消耗量
试验方法第 １ 部分：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进行， 如图 ２ 所示， 试验由 ４ 个市区运转循环和 １ 个
市郊运转循环组成。

图 ２　 试验运转循环

Ｆｉｇ 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整车油耗的计算按照 ＧＢ ／ Ｔ 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８ 《轻型汽
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中碳平衡法进行， 即

Ｑ＝ ０．１１５ ４
Ｄ

［０．８６６ＱＨＣ＋０．４２９ＱＣＯ＋０．２７３ＱＣＯ２
］ （１）

式中： Ｑ 为燃油消耗量 （Ｌ ／ （１００ ｋｍ） ）； ＱＨＣ为测
得的碳氢排放量 （ ｇ ／ ｋｍ）； ＱＣＯ为测得的 ＣＯ 排放量
（ｇ ／ ｋｍ）； ＱＣＯ２

为测得的 ＣＯ２ 排放量 （ｇ ／ ｋｍ）； ｄ 为 １５
℃时试验燃油的密度 （ｋｇ ／ Ｌ）。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试验结果显示， 试验中机油的温度变化区间在
２５～１００ ℃之间。 机油黏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随温
度降低而增大， 而机油的黏度变化对整车油耗的影响
较大， 因此对机油温度变化与 ＮＥＤＣ 循环工况进行拟
合，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ＮＥＤＣ 工况与发动机试验油温升曲线

Ｆｉｇ ３　 ＮＥＤ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ＮＥＤＣ 工况分为 ２ 部分， 其中第 １ 部分通常称市
区运转循环， 总行程 ４ ０５２ ｋｍ， 总时间 ７８０ ｓ （１９５ ｓ
×４）， 平均车速 １９ ｋｍ ／ ｈ， 最大车速 ５０ ｋｍ ／ ｈ； 第 ２ 部
分常称为郊区运转循环， 总行程 ６ ９５５ ｋｍ， 总时间
４００ ｓ， 平均车速 ６２ ６ ｋｍ ／ ｈ， 最大车速 １２０ ｋｍ ／ ｈ。

从式 （１） 可知， 油耗的数据是以 ＮＥＤＣ 工况下
产生的碳氢化合物质量来计算的。 其中， 市区和郊区
油耗的数据分开计算， 最后用市区和郊区所产生的碳
氢化合物总量来计算综合油耗。 将市区和郊区的油耗

数据独立开来， 然后分析 ２ 种不同工况下润滑油黏度
对油耗的影响， 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油品性能的影响。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市区运转循环机油温度主要在
２５～８０ ℃之间， 郊区运转循环油温度主要在 ８０ ～ １００
℃之间。
２ １　 市区油耗值比较

为了考察润滑油黏度对油耗的影响， 按前文试验
方案， 对 ３ 组油的市区油耗、 郊区油耗和综合油耗与
黏度的关联性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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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示出了市区油耗与机油黏度变化曲线。 可以
看出， 随着润滑油黏度的降低， 市区油耗值呈下降趋
势， 可以初步断定， 润滑油的黏度是影响本组实验结
果的重要因素。

图 ４　 市区油耗与机油黏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ｏｉ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

所有试样中， 除了参比油和试验油 ３， 其余 ４ 组
试验油的黏度处于同一水平， 相比试验油 ２ 和 ６， 试
验油 １、 ４、 ５ 的油耗相差不大。 试验油 ６ 的油耗略低
于试验油 １、 ４、 ５， 试验油 ２ 的油耗最低。 分析其原
因在于， 试验油 ２ 采用了新的技术路线和制造工艺；
试验油 ６ 采用欧洲 ＡＣＥＡ 标准， ＡＣＥＡ 标准对于油品
的要求比 ＡＰＩ ＳＮ 标准更严格。 试验油 ４ 和 ５ 在 ４０、
６０、 ８０ ℃的黏度相当， 试验油 ５ 的油耗比试验油 ４
低 ０ ０１４ Ｌ ／ （１００ ｋｍ）， 分析其原因在于试验油 ５ 添
加了新型摩擦改进剂。 所有试验油的黏度等级均低于
参比油， 在市区工况下的油耗值也均低于参比油。
２ ２　 郊区油耗值比较分析

图 ５ 示出了郊区油耗与机油黏度变化曲线。 可以
看出， 在郊区工况下同样符合降低润滑油黏度可以降
低油耗的规律。 所有试验油的运动黏度均低于参比
油， 但试验油 ６ 的油耗略却高于参比油， 分析其原因
在于， 高温时试验油 ６ 的运动黏度过低， 导致油膜厚
度降低甚至难以形成。 这表明， 低黏化确实可以改善
燃油经济性， 但是黏度过低也会导致油耗的增加。

图 ５　 郊区油耗与机油黏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 ａｎｄ ｏｉ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

２ ３　 整车油耗对比

所有试验油的综合油耗试验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可
见， 所有试验油的综合油耗均低于参比油， 其中 ０Ｗ⁃
２０ 系列的试验油 １、 ２、 ３ 的油耗数据要整体低于 ５Ｗ⁃
２０ 系列的试验油 ４、 ５、 ６， 而试验油 ３ 的综合油耗最
低， 黏度最低， 黏度指数最大。

图 ６　 各油样综合油耗比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　 结论
（１） 整个 ＮＥＤＣ 工况下， 试验车 ７ 组发动机油

的温度在 ２５～ １００ ℃之间； 其中市区工况下发动机油
温度主要在 ２５～ ８０ ℃之间； 郊区工况下发动机油温
度在 ８０～１００ ℃之间。

（２） 相同试验条件下， 使用黏度等级 ０Ｗ⁃２０ 的
试验油比使用 ５Ｗ⁃２０ 的试验油省油。

（３） 使用低黏度润滑油可以有效降低油耗， 但
是黏度过低会增加郊区工况的燃油消耗。

（４） 减摩剂和黏指改进剂均能有效降低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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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温度自紧原理， 以氟橡胶作为密封材料、 低膨胀合金作为结构支撑， 设计一种宽温域、 耐多种介质复

合密封件。 在给定的橡胶压缩率下， 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 ２０ Ｋ 超低温下该复合密封件的密封比压， 结果表明该密

封件能够满足新型火箭运载系统的密封要求。 通过密封模拟试验， 验证该复合密封件在 ２０～５００ Ｋ 范围内， 在氢、 氧、
煤油介质中的泄漏率均小于 １×１０－５ Ｐａ·ｍ３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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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载火箭系统中存在超低温工况， 其法兰结构通

常采用石墨、 特种塑料、 金属垫片进行密封［１－５］。 但

在新型运载火箭系统中， 对密封则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首先是介质多样化， 如存在氢、 氧、 煤油等多种

介质； 其次是温度范围宽， 为 ２０ ～ ５００ Ｋ； 第三是要

求密封材料与所有介质相容。 对于这种复杂工况， 以

上述材料进行密封均存在一定问题， 如采用石墨密封

时与氧不相容、 安装容易掉沫； 采用铝垫则安装力矩

大， 拆卸、 安装不方便。 相对而言， 采用空心金属 Ｏ
形环进行密封， 既可保证介质的相容性又可在较宽温

度范围内使用［６］， 但是空心金属 Ｏ 形环的安装力矩

比较大、 成本高、 生产周期长， 当法兰结构尺寸较小

时， 相应的空心 Ｏ 形环很难加工， 焊接接头处应力

明显较大， 不利于密封。 本文作者介绍了一种较为可

靠的橡胶与金属复合密封件， 该复合密封件生产周期

短、 成本低、 安装使用方便， 可多次重复使用， 力矩

要求不高， 适用温度范围宽， 能够与火箭所用的多种

介质相容。
１　 复合密封件设计
１ １　 复合密封件技术要求

对密封件具体要求如下：
（１） 法兰材料 ５Ａ０６， 上有矩形密封槽；
（２） 耐温范围 ２０～５００ Ｋ；
（３） 使用介质： 液氢、 液氧、 气氧、 煤油、 氮

气， 要求满足介质相容性；
（４） 工作温度及压力： ２０ ～ ３２３ Ｋ 温度范围内工

作压力为 １ ２ ＭＰａ； ４１０～５００ Ｋ 温度范围内工作压力

为 ０ ７ ＭＰａ；
（５） 密封漏率要求： 在工作温度及压力范围内，

密封件漏率 Ｌ≤１×１０－５ Ｐａ·ｍ３ ／ ｓ。
１ ２　 复合密封件结构设计

由于密封件的低温要求低至 ２０ Ｋ， 因此无法直
接使用橡胶材料密封， 必须在密封件的结构上进行设

计， 从而突破橡胶材料的使用局限。 因此， 设计的复



合密封的结构采用低膨胀合金 ４Ｊ３６ 作为橡胶的载体，
即以低膨胀合金为骨架， 通过硫化黏接上橡胶， 制备

一种橡胶 ／ 金属复合结构。 该橡胶 ／ 金属复合结构在设

计时， 作为密封的橡胶部分较少， 橡胶的压缩率较

高， 达到 ５０％以上， 远超通常橡胶密封件的压缩率。
在超低温下， 橡胶刚性急剧上升， 由于高压缩率， 密

封应力也相应增大； 另一方面， 因低膨胀合金的线膨

胀系数与普通金属 （铝、 钢） 的差异性， 产生温度自

紧效应， 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使得低温下橡胶的密

封应力能够满足密封要求［７］。
该复合密封件常温以橡胶本身弹性实现密封， 高

温 ５００ Ｋ 则依靠橡胶耐高温性能即材料残留的力学强

度及弹性来满足密封要求。 因此， 橡胶必须具有耐高

温性能。 另外， 通用的合成橡胶均存在与氧或煤油等

介质的相容性问题。 因此根据介质情况， 结合橡胶的

耐高温性能， 只有一些特种橡胶可以选择， 如全氟醚

橡胶、 氟橡胶。 其中氟橡胶成本较低， 无特殊要求，
且耐高温性能优异， 可以在 ５７３ Ｋ 下短期使用， 因此

采用氟橡胶作为设计的主密封材料。 设计时， 使用的

为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研制的 ７１０８ 氟橡胶。
根据上述密封原理及密封要求， 设计的密封件的

安装沟槽及结构尺寸如图 １ 所示， 橡胶分为两部分，
压缩率分别按侧边 ３０％、 上下端面 ６７％进行计算。

图 １　 复合密封件结构设计图

Ｆｉｇ １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根据易拆易装的原则， 安装沟槽在上下法兰对称

分布， 按以下公式计算出密封槽的结构尺寸。
Ｄ＝Ｄｓ＋２×７０％Ｈｒ （１）
Ｌ＝ Ｌｓ ／ ２＋Ｒｒ ／ ３ （２）

式中： Ｄ 为密封沟槽外径 （ｍｍ）； Ｄｓ 为低膨胀合金

骨架的外径 （ｍｍ）； Ｈｒ 为侧面橡胶厚度 （ｍｍ）； Ｌ
为安装沟槽深度 （ｍｍ）； Ｌｓ 为金属骨架高度 （ｍｍ）；
Ｒｒ 为上下端面橡胶圆弧半径 （ｍｍ）。

为了保证密封件安装不发生歪斜， 安装沟槽内径

与密封件内径为间隙配合， 由此确定的密封沟槽结构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密封槽结构示意图 （上下法兰对称）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根据设计要求， 法兰口径为 ５０ ｍｍ， 设计金属骨

架 Ｄｎ ＝ ６０ ｍｍ， Ｄｓ ＝ ６６ ８ ｍｍ， Ｌｓ ＝ ５ ４ ｍｍ， 橡胶半

圆弧 Ｒｒ ＝ ０ ６ ｍｍ， 侧面厚度 Ｈｒ ＝ ０ ９ ｍｍ， 计算出法

兰沟槽外径 Ｄ＝ ６８ ｍｍ， 沟槽深度 Ｌ＝ ２ ９ ｍｍ。
１ ３　 复合密封件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通过建立有限元模型计算分析了密封件上下端面

及侧边橡胶的密封性。 由于该密封结构在轴向结构上

是轴对称的， 因此可以把整个密封机构的研究由三维

问题变成二维问题， 即简化为 Ｘ、 Ｙ 坐标系内的平面

问题。 考虑到复合密封结构的对称性， 这里选择整体

结构的 １ ／ ４ 作为研究对象。 选 用 二 维 实 体 单 元

ＰＬＡＮＥ４２； 复合密封件金属支架选用二维实体单元

ＰＬＡＮＥ４２； 橡胶材料选用二维实体单元 ＰＬＡＮＥ１８２。
橡胶压缩率分别按侧边 ３０％、 上下端面 ６７％进行

计算。
图 ３ 是密封结构在非安装状态下的实体模型图。

有限元模型的网格划分如图 ４ 所示， 模型中共有 １
７７９ 个单元， １ ７８３ 个节点。 边界 Ｌ１１、 Ｌ１２ 作为第一

对接触。 Ｌ６、 Ｌ７、 Ｌ８ 和 Ｌ９、 Ｌ２ 为第二对接触。 由于

橡胶常温下补偿性较好， 因此只针对低温 ２０ Ｋ 进行

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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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密封结构实体模型　 　 　 　 　 图 ４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３　 Ｓｏｌ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Ｆｉｇ ４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图 ５ 示出了是低温 ２０ Ｋ、 工作压力 １ ２ ＭＰａ 时密

封件橡胶半圆弧数值模拟结果， 橡胶件的最大综合等

效应力高达 １７９ ４６２ ＭＰａ。

图 ５　 ２０ Ｋ 下密封件橡胶半圆弧的有限元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５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ｔ ２０ Ｋ （ａ）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ｂ）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图 ６ 示出了低温时密封件外周橡胶有限元模拟结

果。 可知， 低温 ２０ Ｋ 时， 外周橡胶的最大综合等效

应力高达 ２８３ ５７ ＭＰａ。

图 ６　 ２０ Ｋ 下密封件外周橡胶的有限元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６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ｔ ２０ Ｋ （ａ）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ｂ）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根据有限元分析结果， 可知理论密封比压远远大

于实际压力， 能够保证密封性能。
２　 氟橡胶材料性能研究

２ １　 低温性能

表 １ 示出了氟橡胶 ７１０８ 的低温抗压性能。 可以

看出， 氟橡胶在超低温下呈现出刚性、 脆性特征。 但

因装配在常温下进行， 密封件安装不存在问题。 装配

后虽然超低温下橡胶链段冻结， 失去弹性， 但因橡胶

与金属黏合在一起， 且结构形式为静态密封， 橡胶低

温下不存在动态形变， 因此不会导致橡胶脆性破坏。

表 １　 氟橡胶 ７１０８ 低温抗压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ＫＭ （７１０８）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 Ｔ ／ Ｋ
抗压强度

σｂ ／ ＭＰａ
弹性模量

Ｅ ／ ＧＰａ
拉断伸长

率 ϕ ／ ％
２９８ ２０．８ ０．０１ １６３
７７ ２８９．６８ ４．１ ２．７
２０ ３０８．２２ ４．６ １．９

２ ２　 液氧冲击敏感性

氟橡胶 ７１０８ 与液氧相容性按 ＱＪ ３１７７⁃２００３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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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和加压氧环境中材料对机械冲击敏感性的试验方

法》 进行测试。 结果表明， 液氧环境下 ７１０８ 橡胶试

样在冲击能量 ９８ Ｊ 下冲击 ２０ 次， 无火花、 无爆鸣、
无爆炸、 无燃烧等现象发生。 可据此判断氟橡胶

７１０８ 在液氧环境下对冲击不敏感。
２ ３　 与煤油相容性

对 ７１０８ 氟橡胶进行了材料的煤油相容性试验，
材料在煤油中的体积、 质量变化率如图 ７ 所示。 可

见， 橡胶与煤油相容性很好， ６０ 天浸泡如果质量及

体积变化率很小。

图 ７　 ７１０８ 氟橡胶煤油浸泡后质量和体积变化率

Ｆｉｇ ７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ＫＭ （７１０８）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ａｌ ｏｉｌ

３　 复合密封件性能研究

复合密封件介质试验时， 首先将试验夹具中充满

试验介质， 达到试验温度及浸泡时间后， 再进行氦质

谱检漏。 采用的氦质谱仪型号为 ＺＱＪ５４２。
密封件模拟试验结果见表 ２—５。

表 ２　 复合密封件高低温条件下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试件编号
试验温度

Ｔ ／ Ｋ
试验压力

ｐ ／ ＭＰａ
漏率 Ｌ ／

（Ｐａ·ｍ３·ｓ－１）

１
２９８ １．２ ２．１×１０－１０

７７ １．２ １．８×１０－９

５００ ０．７ ９．６×１０－６

２
２９８ １．２ ２．６×１０－１０

７７ １．２ ２．８×１０－１０

５００ ０．７ ９．８×１０－６

３
２９８ １．２ ２．１×１０－１０

７７ １．２ ５．４×１０－９

５００ ０．７ ５．１×１０－６

表 ３　 复合密封件氧介质条件下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ｉｎ ｏｘｙｇｅｎ

试件

编号

浸泡

时间

试验温度

Ｔ ／ Ｋ
试验压力

ｐ ／ ＭＰａ
漏率 Ｌ ／

（Ｐａ·ｍ３·ｓ－１）

１
９００ ｓ ２９８ １．２ ２．０×１０－８

４８ ｈ ９０ １．２ １．３×１０－１０

９００ ｓ ４１０ ０．７ ３．０×１０－７

２
９００ ｓ ２９８ １．２ ３．０×１０－９

４８ ｈ ９０ １．２ １．５×１０－１０

９００ ｓ ４１０ ０．７ １．６×１０－７

３
９００ ｓ ２９８ １．２ １．０×１０－９

４８ ｈ ９０ １．２ １．０×１０－１０

９００ ｓ ４１０ ０．７ ４．９×１０－７

表 ４　 复合密封件 １ ２ ＭＰａ 条件下 ６０ ｄ 煤油浸

泡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ａｌ ｏｉｌ ｆｏｒ ６０ ｄａｙｓ ａｔ １ ２ ＭＰａ

试件编号
试验温度

Ｔ ／ Ｋ
　 　 漏率 Ｌ ／ （Ｐａ·ｍ３·ｓ－１）　 　

ｔ＝ ０ ｔ＝ ３０ ｄ ｔ＝ ６０ ｄ

１
２９８ ３．７×１０－１０ ４．３×１０－７ １．０×１０－８

２３３ １．６×１０－１０ ２．０×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３２３ ３．７×１０－１０ ９．０×１０－７ ３．８×１０－８

２
２９８ ７．０×１０－９ ２．１×１０－８ ５．０×１０－９

２３３ ２．４×１０－１０ １．３×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３２３ ２．８×１０－９ ２．７×１０－８ ５．６×１０－８

３
２９８ ３．３×１０－９ ９．６×１０－１０ ５．８×１０－９

２３３ ４．２×１０－８ １．０×１０－８ ９．２×１０－１０

３２３ ６．３×１０－９ １．２×１０－８ ５．４×１０－９

表 ５　 复合密封件 １ ２ ＭＰａ、 ２０ Ｋ 液氢浸泡 ２ ｈ 后试

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 ２０ Ｋ ｌｉｑｕｉ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ｆｏｒ ２ ｈ
ａｔ １ ２ ＭＰａ
试件编号 漏率 Ｌ ／ （Ｐａ·ｍ３·ｓ－１）

１ １．０×１０－９

２ ８．５×１０－７

３ ４．０×１０－１０

从试验结果来看， 该复合密封件在超低温性能优

异， 与铝垫、 空心 Ｏ 形环等其他密封形式的性能一

致， 这表明其温度自紧机制是有效的。 而在常温下，
该复合密封件依靠橡胶的较高力学性能及弹性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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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密封性能。 相对而言， 其高温密封性能略差一些，
其原因前面已经述及， 在高温下橡胶材料性能下降较

大， 主要依靠本身残留的力学性能及弹性， 因此其泄

漏率相对常温、 超低温下大一 些， 为 １０－６ ～ １０－７

Ｐａ·ｍ３ ／ ｓ的量级。 总的说来， 该复合密封件在高低温

下对各种介质适应性良好， 能满足新型运载火箭系统

的密封要求。
４　 结论

以低膨胀合金为骨架、 氟橡胶为密封材料， 设计

制备了一种复合密封件， 该复合密封件具有宽温域、
耐多种介质的特性。 实际密封性能试验结果表明， 在

给定压力条件下， 在 ２０～ ５００ Ｋ 温度范围内， 其密封

漏率均小于 １×１０－５ Ｐａ·ｍ３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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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亚磷酸二正丁酯和十二醇为原料， 通过酯交换法合成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采用 ＦＴＩＲ 对其结构进行表

征； 以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为极压抗磨剂， 制备一种以多元醇酯为主油性剂的水基钢丝拉拔润滑剂， 采用四球机和扫

描电镜考察其摩擦性能。 结果表明， 合成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具有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 质量分数 ３ ０％左右的亚

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可使水基复合润滑液的最大无卡咬负荷提高 ７５％， 磨斑直径减小 ３３ ４％， 摩擦因数降低 ３１ ６％，
且磨痕表面相对光滑、 磨痕分布均匀。

关键词：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润滑添加剂； 摩擦性能； 水基润滑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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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添加剂是指能够改善或提高润滑剂性能

（如黏度、 抗氧化性、 抗清洗和悬浮能力、 抗腐蚀和

抗磨性能等） 的一些化合物［１－４］， 实际应用中多采用

几种添加剂复配以达到最好的润滑效果［５－７］。 润滑添

加剂的种类包括分散剂、 清净剂、 抗氧抗腐剂、 摩擦

改进剂、 极压抗磨剂等［８］。 其中， 极压抗磨剂通过与

金属表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保护膜， 降低了金属面间

的摩擦， 提高了润滑剂的耐负荷能力， 能够防止金属

表面在高负荷条件下发生卡咬或烧结［９－１０］。 含氯、
磷、 硫等活性元素的极压抗磨剂应用广泛［１１－１２］， 但

含氯、 硫等活性元素的化合物在实际应用中易对金属

表面造成化学腐蚀， 而采用含磷化合物作为极压抗磨

添加剂， 可以在提高润滑剂的极压抗磨性能的同时，
显著降低对金属表面的腐蚀。

常用的含磷极压抗磨剂包括磷酸酯或亚磷酸酯类

化合物。 亚磷酸二正丁酯 （Ｔ３０４） 是一种常见的抗

磨添加剂［１３－１５］， 但是其化学活性较活泼， 易水解，
且极压抗磨性能有限。 长链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

稳定性较好， 在水中易乳化分散， 能显著提高润滑剂

的极压抗磨性能， 且不腐蚀金属， 安全无毒， 是一种

比较理想的含磷极压抗磨剂。 本文作者以亚磷酸二正

丁酯和十二醇为原料， 采用酯交换法合成了工业级亚

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采用 ＦＴＩＲ 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
以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为极压抗磨剂， 制备一种以多

元醇酯为主油性剂的水基钢丝拉拔润滑剂， 并评价其

在水基润滑剂中的摩擦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材料、 试剂与仪器

实验试剂： 亚磷酸二正丁酯， 淄博惠华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 十二醇、 无水 Ｋ２ＣＯ３， 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提供。
实验仪器： ＦＴＩＲ６７００ 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美国热电公司生产； ＷＡＹ⁃２Ｓ 型阿贝折光仪， 上海精

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ＪＪ⁃１ 型机械搅拌器， 常州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 ＦＭ２００ 型高剪切混合乳化

机， 德国 ＦＬＵＫＯ 公司生产； ＪＳＭ⁃７５００Ｆ 型扫描电子

显微镜， 日本电子株式会社生产； ＭＲ⁃Ｓ１０Ｇ 型杠杆

四球机， 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ＰＢ⁃１０ 型 ＰＨ
计，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实验材料： Ｈ 级轴承钢球 （符合 ＧＢ ／ Ｔ３０８⁃２０００
标准， 材料为 ＧＣｒ１５， 直径为 １２ ７ ｍｍ， 表面硬度为

ＨＲＣ５９～６１， 表面粗造度为 ０ ０３ ～ ０ ０５）， 上海钢球

厂生产。
１ ２　 实验方法

１ ２ １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合成

将正十二醇 ９３ ２ ｇ （０ ５ ｍｏｌ）、 亚磷酸二正丁酯
４８ ６ ｇ （０ ２５ ｍｏｌ）、 无水碳酸钾 １ ４ ｇ 加入 ５００ ｍＬ
装有机械搅拌器、 温度计和回流冷凝管的四口烧瓶

中。 搅拌下将温度缓慢升温至 １７０ ℃反应， 反应过程

中有丁醇馏出， 至接收瓶中收集的丁醇接近理论量时

停止反应。 冷却到 ５０ ～ ６０ ℃后过滤除去碳酸钾。 再

减压蒸馏， 除去未反应的亚磷酸二正丁酯及十二醇，
得到无色透明油状液体， 即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收

率 ８６ ８％。
１ ２ ２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表征

采用阿贝折光仪测定自制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的折光率， 并与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折光率的文献值

进行比对； 采用 ＫＢｒ 压片，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测定自制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红外光谱。
１ ２ ３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极压抗磨性能测试

１ ２ ３ １　 水基基础润滑液的配制

按以下组成配制水基基础润滑液： １０＃白油 ５％、
季戊四醇油酸酯 １５％、 油酸胺皂 ５％、 硬脂酸单甘油

酯 ２ ５％、 乙醇胺 ０ ５％、 防霉剂 ＢＫ １ ５％、 Ｅｌ⁃４０ 等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５％、 水 ６６％。
１ ２ ３ ２　 待测润滑液的配制

取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１５ ｇ， 与 ０ ６ ｇ 乙醇胺放
入 ２００ ｍＬ 烧杯中， 搅拌下在 ７０～８０ ℃下反应皂化 ３０
ｍｉｎ， 再加入蒸馏水至 １００ ｇ， 即制得亚磷酸双十二烷

基酯质量分数为 １５％的水基分散液， 其 ｐＨ 值为 ８ ５
左右。

取 １０ ｇ 水基基础润滑液以及一定量的亚磷酸双

十二烷基酯水基分散液， 加水至 １００ ｇ， 配制成亚磷

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 ０ ６％、 １ ２％、
１ ８％、 ２ ４％、 ３ ０％、 ３ ６％的待测润滑液样品， 进

行极压抗磨性能测试。
１ ２ ３ ３　 待测润滑液的极压抗磨性能测试

根据 ＧＢ ３１４２⁃１９９０ 《润滑剂承载能力的测定方

法 （四球机法） 》 测试待测润滑液的极压性能， 极

压性能用最大的无卡咬负荷 （ ｐＢ 值） 来表示； 根据

标准 ＳＨ ／ Ｔ ０１８９⁃９２ 《润滑油抗磨损性能测定法 （四
球机法） 》 测试待测润滑液的抗磨性能， 通过测定

磨斑直径和摩擦因数以及检查钢球表面的磨痕情况进

行判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折光率

采用阿贝折光仪测得自制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的折光率为 １ ４５２ ６， 与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折光率

的文献值［１６］ （１ ４５０～１ ４５３） 相符。
２ ２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红外光谱

自制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红外光谱如图 １ 所

示。 可知， 自制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红外光谱中

２ ９２２ ９７、 ７２１ ６０、 １ ２３２ ５０、 ２ ４１７ ６３、 ９９８ ４５ ｃｍ－１

处的特征峰分别归属于－ＣＨ２ －、 （ＣＨ２） ｎ （ ｎ＞ ４）、
Ｐ ＝Ｏ、 Ｐ－Ｈ、 Ｐ－Ｏ－Ｃ 的特征吸收峰。 经过与亚磷酸

双十二烷基酯的红外标准图谱［１７］ 比对发现， 自制的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主要特征吸收峰与标准图谱基

本一致， 表明所合成的产物为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图 １　 自制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红外光谱

Ｆｉｇ １　 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ｅｌｆ⁃ｍａｄｅ ｄｉｌａｕｒｙ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２ ３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极压抗磨性能

图 ２ 示出了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对 ｐＢ

值的影响。 可以看出， 水基基础润滑液中添加亚磷酸

双十二烷基酯后 ｐＢ 值明显增加； 随着亚磷酸双十二

烷基酯质量分数的增加， 润滑剂的 ｐＢ 值增大； 当亚

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为 １ ０％时， ｐＢ 值达到最

大， 为 １ ０４８ ６ Ｎ， 比多元醇酯为主油性剂的水基基

础润滑液的 ｐＢ 值提高了 ７５％； 之后继续增加亚磷酸

双十二烷基酯添加量， ｐＢ 值略有下降。 因此， 当亚

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为 １ ０％时， 润滑液的极

压性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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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对润滑液 ｐＢ 值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ｌａｕｒｙ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ｎ ｐＢ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图 ３ 示出了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对磨斑

直径的影响。 可以看出， 水基基础润滑液中添加亚磷

酸双十二烷基酯后磨斑直径明显减小； 随着亚磷酸双

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的增加， 磨斑直径减小； 当亚磷

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为 ０ ８％时， 磨斑直径达到

最小， 为 ０ ３８ ｍｍ， 比水基基础润滑液润滑时的磨斑

直径减小了 ３３ ４％； 之后继续增加亚磷酸双十二烷

基酯质量分数， 磨斑直径反而增大。 因此， 当亚磷酸

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为 ０ ８％时， 润滑液的抗磨性

能最好。

图 ３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对磨斑直径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ｌａｕｒｙ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ｎ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ｍａｔｅｒ

图 ４ 示出了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对摩擦

因数的影响。 可以看出， 水基基础润滑液中添加亚磷

酸双十二烷基酯后摩擦因数明显降低； 随着亚磷酸双

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的增加， 润滑剂的摩擦因数随之

降低； 当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为 １ ０％时，
摩擦因数达到最低， 为 ０ ０３９ １， 比水基基础润滑液

的摩擦因数降低了 ３１ ６％； 之后继续增加亚磷酸双

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 摩擦因数略有上升。 因此， 当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为 １ ０％时， 润滑液的

润滑性能最好。

图 ４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质量分数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ｌａｕｒｙ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 ５ 为水基润滑液和添加 １ ０％亚磷酸双十二烷

基酯的水基润滑液润滑下的钢球磨斑的扫描电镜照

片。 可以看出： 没有添加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的水基

润滑液润滑下的钢球磨痕明显且分布不均匀， 磨痕边

缘不清晰且有明显缺口； 而添加了 １ ０％亚磷酸双十

二烷基酯的水基润滑液润滑下的钢球磨痕表面相对较

光滑， 磨痕分布均匀， 边缘轮廓清晰， 表明添加亚磷

酸双十二烷基酯后水基润滑液的润滑效果明显提高。

图 ５　 磨斑的扫描电镜照片

Ｆｉｇ ５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ｓ （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ｂ）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０％ ｄｉｌａｕｒｙ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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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采用酯交换法合成了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采用阿贝折光仪和红外光谱证明了所合成的产物为亚
磷酸双十二烷基酯。

（２） 以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为极压抗磨剂， 添加
到以多元醇酯为主油性剂的水基基础润滑液中， 制备
了一种水基钢丝拉拔润滑剂。 摩擦磨损实验结果表明，
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使水基基础润滑液的最大无卡咬
负荷明显提高， 磨斑直径和摩擦因数明显下降， 且实
验后钢球磨痕表面相对光滑且磨痕分布均匀， 表明所
合成的亚磷酸双十二烷基酯具有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
作为水基润滑极压添加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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