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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情况也可上网查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ｈｙｍｆ ｃｏｍ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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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户索引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密封研究所

ＲＦ１７０１２ 封面

……………
…………………………………………

天津天河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ＲＦ１７０１３ 封底………………
上海莱伯斯润滑技术有限公司 ＲＦ１５０１４ 封二……………
拓倍迈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ＲＦ１６０２６ 插页 １…………
维克森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ＲＦ１６０２４ 插页 ２…………
广州诺拜因化工有限公司 ＲＦ１６０３１ 插页 ３………………
温州博德曼密封件有限公司 ＲＦ１６０３０ 插页 ４……………
上海索拓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ＲＦ１７００６ 插页 ５……………

天津市罗根科技有限公司 Ｙ１６０１８ 插页 ６………………
鼎基先进材料 （股） 公司 ＲＦ１３０２６ 插页 ７………………
嘉实多 ＲＦ１７００７ 插页 ８……………………………………
广州市智千重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ＲＦ１７０１１ 插页 ９
…………………

………………………………………
河北利耐尔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ＲＦ１７０１０ 目录对页背面

…………………………
………………………………

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ＲＦ１５０３８ 目录对页………………
四川兵工学报 Ｔ１７００２ 黑白内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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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高密度聚乙烯与不同浓度愈创树脂混合制备系列新型水润滑尾轴承材料， 在 ＣＢＺ⁃１ 摩擦磨损试验机上

考察其在模拟海洋环境下的摩擦性能， 对比分析不同配比材料摩擦因数和磨损量以及磨损表面形貌的变化情况。 结果

表明， 在高密度聚乙烯中加入适量的愈创树脂可很好地改善材料的自润滑性能， 且随着愈创树脂含量的增加， 材料的

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先减小后增加， 这是因为愈创树脂在摩擦过程中会因受热软化分泌出一定量的油脂， 有助于摩擦副

表面水膜的形成， 从而提高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 适量愈创树脂的加入可以有效降低材料的表面粗糙度， 改善摩擦副

的表面性能， 从而提高材料的工作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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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水润滑尾轴承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类型

的船舶， 其具有优秀的工作可靠性、 耐磨性、 耐腐蚀

性以及良好的抗冲击性。 水作为尾轴承的润滑介质，
不仅具有成本低、 环保、 安全、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等

优点， 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船舶航行时的滑油油污轨

迹的问题。 水润滑尾轴承在降低船舶污染指标的同

时， 解决了油污轨迹暴露船舶行踪的问题， 这对于军

舰而言，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１－３］。
根据相关研究， ７０％的船舶尾轴承与尾轴的失效

是由于摩擦磨损造成的。 水润滑尾轴承虽具有良好的

润滑性能， 但这是建立在供水充足并形成压力水膜层

的基础上， 而在船舶尾轴启停瞬间以及低速重载时，
会因供水不足的问题而导致水润滑尾轴承与尾轴之间

产生干摩擦情况， 这将大大加速尾轴及尾轴承的磨损

从而缩短其寿命［４］。 目前对尾轴承的研究多集中在橡

胶尾轴承， 研究方向还没有涉及材料的自润滑性能，
且试验研究多是在纯净水为润滑介质的条件下进行



的， 难以反映船舶在海洋中航行时轴承工作的性

能［５－１０］。 拥有自润滑性能的材料可以有效缓解尾轴承

在供水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干摩擦和磨损， 而在模拟

的海洋环境下研究水润滑尾轴承的性能可为新型水润

滑尾轴承材料的开发提供试验基础。
愈创树脂为一种油性树脂， 其在受热的情况下会

分泌一定量的油脂进入摩擦副之间， 辅助润滑水膜的

形成， 从而改善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 本文作者以高

密度聚乙烯为基体， 在其中加入一定量的愈创树脂，
制成新型水润滑尾轴承材料。 同时模拟尾轴承与尾轴

在海洋中的工作条件， 对其摩擦磨损性能进行了试验

研究， 旨在为自润滑材料的研究以及改善水润滑轴承

的摩擦磨损性能提供试验基础。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制备

试验材料为以高密度聚乙烯为基体， 加入一定量

愈创树脂的新型水润滑尾轴承材料。 制备方法： 将干

燥后的愈创树脂按照一定比例 （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 ５％、 １％和 ３％） 加入到高密度聚乙烯 （ ５０００Ｓ）
中， 经过混合、 熔料、 挤出、 水冷、 风干后切粒制成

颗粒混合物， 然后将制成的颗粒通过注塑和机械加工

得到 ３ 组不同愈创树脂含量的试样。 同时制备 １ 组不

含愈创树脂的聚乙烯试样进行对比试验。
各试样的物理性能如表 １ 所示。 其中， 拉伸强度

的测 试 依 据 ＧＢ ／ Ｔ １０４０， 检 测 时 拉 伸 速 率 为 ５０
ｍｍ ／ ｍｉｎ； 弯曲强度的检测依据 ＧＢ ／ Ｔ ９３４１， 检测时

弯曲速率为 ２ ｍｍ ／ ｍｉｎ， 挠度为 ６ ｍｍ； 简直梁缺口冲

击强度测试依据 ＧＢ ／ Ｔ １０４３ ２， 检测条件为 ５ ５ Ｊ 摆

锤， 该性能主要反映材料抗冲击能力； 密度的检测方

法为 Ａ 法 （浸渍法）。 表 １ 显示， 随着愈创树脂含量

的增加， 试样的弯曲强度以及冲击韧性有所下降， 但

其拉伸强度有所提高。 综合来看， 新型材料的物理性

能符合要求。

表 １　 材料物理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愈创树脂质

量分数 ｗ ／ ％
拉伸强度

σｂ ／ ＭＰａ
弯曲强度

σρｂ ／ ＭＰａ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

σｋ ／ （ｋＪ·ｍ－２）
密度 ρ ／

（ ｇ·ｃｍ－３）
０ ２１．５８ １８．７７ ２５．９７ ０．９４４
０．５ ２１．８ １９．１９ ２２．６ ０．９４６
１ ２２．１９ １６．３６ ２０．９ ０．９４８
３ ２２．２５ １６．５６ １９．２９ ０．９５４

１ ２　 海洋环境模拟

采用一定含量的氯化钠溶液来模拟船舶尾轴承与

尾轴的工作环境， 根据相关资料， 入海口处海水表面

的平均氯化钠质量分数约为 １ ７１４％， 海洋海水的平

均氯化钠质量分数为 ３ ５％ ［１１］。 因此， 试验分别配制

了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 ７１４％、 ３ ５％的氯化钠溶液。 同

时， 为了更好地研究氯化钠含量对材料摩擦磨损性能

的影响， 试验还配制了一组较高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

液， 即质量分数 ５％的氯化钠溶液。 同时， 调节室内

温度为 ２０～２２ ℃以模拟海洋上大气温度； 使用水介

质温控系统保持模拟液温度为 ３ ８ ℃左右以模拟海水

温度； 向空气中喷洒质量分数为 ３ ５％的氯化钠溶液

以模拟海洋大气环境［１２］。
１ ３　 试验设备及方法

试验使用的 ＣＢＺ⁃１ 摩擦磨损试验机如图 １ 所
示［１３］。 该试验机由主机旋转系统、 控制与采集系统

以及水介质温控系统 ３ 部分组成。 试验机的最大加载

为 ５００ Ｎ， 最低转速为 ５０ ｒ ／ ｍｉｎ， 最高转速为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且在转速低于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 会使用辅助小电

机， 以保证试验数据的精度。 试验时， 试件浸泡在氯

化钠溶液中， 铜制摩擦体在变频电机的带动下与试件

进行摩擦试验。 试验过程中， 水介质温控系统控制海

洋模拟液的温度， 控制与采集系统实时采集材料摩擦

因数、 转矩等试验数据。

图 １　 ＣＢＺ⁃１ 摩擦磨损试验机实物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ＢＺ⁃１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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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材料在低速重载时的摩擦磨损性能， 试

验转速设计为试验机最低的 ５０ ｒ ／ ｍｉｎ。 根据美国军

标， 试验最大载荷为 ９３ Ｎ， 考虑到试验过程中， 载

荷会有一定量的波动， 试验载荷设计为 ８８ Ｎ， 每个

试验材料将进行 １３５ ｍｉｎ 的摩擦试验， 控制与采集系

统每隔 １ ｓ 采集一次试验数据。 使用电子天秤对试验

前后的材料进行称量， 计算材料的磨损量。 使用 ＬＩ
型激光干涉式表面轮廓测量仪对试验材料以及铜盘表

面形貌进行分析。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摩擦因数及磨损量分析

在不同盐水介质润滑下材料的摩擦因数随试验时

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可知， 各材料的摩擦因数

随着试验时间增加先缓慢上升最后保持稳定。 愈创树

脂含量不同的材料摩擦因数也有着一定的区别， 其中

愈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０ ５％的材料在不同盐水介质中

的摩擦因数均为最低。

图 ２　 材料在不同质量分数盐水中的摩擦因数

Ｆｉｇ 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 ｗａｔｅｒ

　 　 不同试验条件下各材料在稳定后的摩擦因数如表

２ 所示。 可见， 随着愈创树脂含量的增加， 材料的摩

擦因数先减小后增加。 当愈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０ ５％
时， 材料的摩擦因数最小。 这是由于愈创树脂是一种

油性树脂， 在高密度聚乙烯中添加愈创树脂后， 愈创

树脂在摩擦过程中会因受热软化， 分泌出一定量的油

脂并产生流动倾向。 当油脂流入摩擦副表面时， 有助

于摩擦副表面水膜的形成， 改善了材料的摩擦性能，
降低了摩擦因数， 起到一定的自润滑效果。 但是当愈

创树脂质量分数增加到 ３％时材料的摩擦因数反而增

加， 这主要是由以下 ２ 个原因造成： （１） 愈创树脂

含量过高会导致造粒过程中高分子聚乙烯与愈创树脂

混合不均匀， 影响愈创树脂的自润滑性能的发挥；
（２） 愈创树脂含量过高导致材料的物理性能有所下

降 （见表 １）， 且材料表面粗糙度及颗粒变大， 影响

了材料的摩擦性能。

表 ２　 愈创树脂含量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ｕａｉａｃ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盐水质量

分数 ｗ ／ ％

　 　 　 　 　 　 　 　 摩擦因数　 　 　 　 　 　 　
树脂质量

分数 ０
树脂质量

分数 ０．５％
树脂质量

分数 １％
树脂质量

分数 ３％
１．７１４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３１ ４ ０．０４３ １ ０．０３８ ９
３．５ ０．０４２ ７ ０．０３３ ６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７ ６
５ ０．０４２ １ ０．０３３ ５ ０．０４６ ８ ０．０４８ １

　 　 不同试验条件下各材料的磨损量如表 ３ 所示。 可

见， 各材料的磨损量随愈创树脂含量的变化情况与摩

擦因数的变化情况较为接近， 也是先减少后增加。 愈

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０ ５％的材料磨损量最小， 这主要

是由于磨损量与材料的摩擦因数关系很大， 一般认为

摩擦因数变小， 磨损量也会随之变小。 除外愈创树脂

含量过高会导致材料物理性能降低， 进而致使材料在

试验过程中更容易出现界面脱黏， 也会加剧材料的

磨损。

表 ３　 愈创树脂含量对材料磨损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ｕａｉａｃ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ｗｅａｒ ｍａｓｓ ｌｏｓｓ

愈创树脂质

量分数 ｗ ／ ％

　 　 　 　 　 　 　 磨损量 ｍ ／ ｇ　 　 　 　 　 　 　

盐水质量

分数 １．７１４％
盐水质量

分数 ３．５％
盐水质量

分数 ５％

０ ０．０１０ １ ０．０３５ １ ０．０５９ ４
０．５ ０．００３ ７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０４ ０
１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３２ ４ ０．０３１ ６
３ ０．０２６ １ ０．０４３ １ ０．０４２ ５

由表 ３ 还可看出， 在盐水含量较高时， 含有愈创

树脂材料的磨损量均小于不含愈创树脂的高密度聚乙

烯材料， 这表明在盐水含量较高时， 愈创树脂可以有

效地提高高密度聚乙烯材料的耐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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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表面形貌分析

试验材料选择中心进行表面形貌测量。 因为盐质

量分数为 ５％的溶液更能反应材料在长时间工作后的

表面状况， 所以选择在质量分数为 ５％的氯化钠溶液

中试验后的各材料进行表面形貌分析。 图 ３ 为各材料

在质量分数为 ５％的盐水中试验后的 ３Ｄ 表面形貌图。

图 ３　 在质量分数 ５％的盐水中试验后材料的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ｌｔ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５％

　 　 由图 ３ 可见， 不同愈创树脂含量的材料的表面形

貌有着较大的区别。 其中， 愈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０ ５％时， 试验后材料表面的波谷较高， 波峰较低，
整体起伏较小， 表面比较平整； 愈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３ ０％时， 材料表面的波峰波谷较多， 起伏较大， 材

料表面较为粗糙。
选取 Ｓｑ、 Ｓｋｕ、 Ｓｄｓ３ 个参数对材料表面形貌进行分

析。 这 ３ 个参数可以很好地表征材料的表面形貌， 其

中 Ｓｑ为材料表面均方根偏差， 其反应了材料表面轮廓

偏离程度， 其值越低表示材料表面高低起伏越低； Ｓｋｕ

为陡峭度， 其反应了材料表面高度分布的平缓程度，
其值越低代表材料表面高度分布约平坦； Ｓｄｓ为表面峰

顶密度， 其反应了单位面积内材料波峰的个数， 直接

反应了材料的表面平整程度， 其值越高表面平整度越

好。 各材料的表面形貌参数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愈创树脂含量对试验后材料表面形貌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ｕａｉａｃ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ｓｔ

愈创树脂质

量分数 ｗ ／ ％
　 　 　 　 　 　 表面形貌参数　 　 　 　 　 　
Ｓｑ ／ μｍ Ｓｋｕ Ｓｄｓ（每 ｍｍ２ 峰数）

０ ０．０６１ ４３．５７５ ２７２．３９
０．５ ０．０３４ １０．５２９ １９７．０８
１ ０．０４５ ６．４６１ １７４．６５
３ ０．１６８ ２１．２１８ １８９．０７

　 　 由表 ４ 可见， Ｓｑ 与 Ｓｋｕ随着愈创树脂含量的增加

先减后增， Ｓｑ 在愈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０ ５％时达到最

低， Ｓｋｕ在愈创树脂质量分数为 １ ０％时达到最低， 这

是由于愈创树脂具有一定的自润滑性能， 促进了摩擦

副之间水膜的形成， 改善了水润滑尾轴承在低速重载

情况下难以形成良好的水膜的状况， 改善了摩擦副的

工作环境， 使得试验后材料的波峰和波谷较为平缓。
表 ３ 中含有愈创树脂的材料的 Ｓｄｓ值基本相同， 而高

密度聚乙烯材料的 Ｓｄｓ 值高于含有愈创树脂的材料，
这是由于在愈创树脂不能很好地和高密度聚乙烯混

合， 从而影响了材料的表面形貌， 使得材料平整度降

低， 这对材料的摩擦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３　 结论

（１） 在高密度聚乙烯中加入适量的愈创树脂可使

材料拥有自润滑性能， 随着愈创树脂含量的增加， 材

料的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先减小后增加。 这是因为愈创

树脂在摩擦过程中会因受热软化， 分泌出一定量的油

脂并产生流动倾向， 当油脂流入摩擦副表面时， 有助

于摩擦副表面水膜的形成， 从而提高材料的摩擦磨损

性能。
（２） 试验后材料的表面形貌分析表明， 在高密

度聚乙烯中加入适量的愈创树脂可以有效降低材料的

表面粗糙度， 改善摩擦副的表面性能， 从而提高材料

的工作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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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焦淑菲．海洋环境中的钢铁腐蚀模拟研究［ Ｊ］．化工技术与

开发，２０１３，４２（８）：４８－５０．
ＪＩＡＯ Ｓ 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４２（８）：
４８－５０．

【１２】 杨松林．虚拟海浪海洋环境模拟方法及应用［ Ｊ］．江苏科技

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２６（３）：２１３－２１７．
ＹＡＮＧ Ｓ 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６（３）：２１３－２１７．

【１３】 董从林．水润滑橡胶轴承材料的摩擦磨损机理及磨损寿命

预测研究［Ｄ］．武汉：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１５．

摩擦纳米发电机首次应用于高灵敏度质谱仪
目前， 作为一种关键的分析技术， 质谱分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 食品科学、 国土安全、 系统生物、 药物发现等

领域。 在质谱分析中， 离子化是将中性分子带上电荷的关键的第一步。 现在商用的离子化方法大多依靠直流 （ＤＣ） 高压在

离子源中将样品分子转化为气相离子。 但是， 在电离化过程中， 离子的数量并不受电压控制， 因而对离子数量难以进行精确

控制难。 而且， 如果使用传统高压电源， 绝大部分 （９９％） 的电荷 ／ 电流以及离子是浪费掉的。
固定电荷量的高压输出恰好是摩擦纳米发电机 （ＴＥＮＧ） 的一个本质特性。 在佐治亚理工学院，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

源与系统研究所王中林院士和 Ｆａｃｕｎｄｏ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教授团队， 用 ＴＥＮＧ 驱动离子源， 实现了离子源在电荷数量、 正负极性、
信号长短等诸多方面的精确控制。

首先， 该团队利用 ＴＥＮＧ 成功实现了电喷雾离子化和等离子体放电离子化。 由 ＴＥＮＧ 提供的固定电荷量对离子化过程实

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 该团队实现了纳库精度 （ｎａｎｏＣｏｌｏｕｍｂ） 的可控离子产生， 并提出了相关的物理模型。 通过 ＴＥＮＧ 的

驱动， 离子脉冲的持续时间、 频率、 带电性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并实现了最小化的样品消耗。 ＴＥＮＧ 的微量电荷避免了质

谱分析中 ＤＣ 高电压下常见的电晕放电现象， 从而首次实现了超高电压 （５～ ９ ｋＶ） 纳电喷雾 （ｎａｎｏＥＳＩ）。 该方法提高在低

浓度下的电喷雾离子源的灵敏度， 并最大化样品的利用率。 ＴＥＮＧ 驱动的离子化所实现的质谱分析被成功用于检测各种有机

小分子和生物大分子， 并达到了可以检测到几百个分子的灵敏度。 ＴＥＮＧ 驱动的交流离子喷雾还被用于在绝缘表面进行沉积

离子材料。
该研究对于质谱分析和 ＴＥＮＧ 两个领域的发展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来源：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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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波纹度和凹坑对线接触弹流润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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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加工误差和表面损伤等， 轴承零件表面会出现不同的表面形貌， 表面凹坑和波纹度严重影响线接触表

面的润滑性能。 采用系统法求解高载和低载下波纹表面和凹坑表面的润滑膜压力和膜厚以及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发现表

面波纹度会使油膜压力出现波动， 压力波峰处的压力值会大于光滑接触表面的油膜压力， 表面会出现应力集中， 高载

时波纹度的影响更明显； 表面凹坑会使凹坑两侧出现尖锐的压力峰， 表面凹坑两侧出现肿块； 当凹坑在接触中心时，
油膜压力对凹坑深度非常敏感， 较小的凹坑深度就会导致油膜崩溃； 而出口区的凹坑会使二次压力峰移动到凹坑靠近

接触中心的一侧， 而且峰值压力远大于正常接触压力， 凹坑处有局部高应力和严重的应力集中， 高载时较小的凹坑深

度会引起相对更明显的压力峰和应力集中。
关键词： 弹流润滑； 表面波纹度； 表面凹坑； 二次压力峰； 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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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零件表面不可能是绝对光滑的， 由于加工误

差和表面损伤等， 轴承表面会出现不同的表面形貌，
ＶＥＮＮＥＲ 和 ＬＵＢＲＥＣＨＴ［１］ 将表面形貌分成两类， 其

中凹坑属于局部表面形貌， 波纹度属于全局表面形

貌。 滚动轴承的内、 外圈滚道和滚动体表面波纹度是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加工误差， 而在负载工作时

表面会因为腐蚀、 点蚀和塑性变形等产生凹坑， 同样

加工误差也会使轴承表面有凹坑产生。 表面波纹度和

凹坑必然存在并影响着表面润滑状态， 表层应力、 润

滑膜厚度和压力以及温度、 振动和噪声等都会受波纹

度和凹坑的影响。
关于接触表面形貌对润滑的影响的研究前人已经

做了很多工作［１－７］， ＶＥＮＮＥＲ 和 ＬＵＢＲＥＣＨＴ［１］ 研究了

波纹度和凹坑对纯滑动重载线接触油膜厚度和压力分

布的影响。 ＳＡＤＥＧＨＩ 和 ＫＩＭ［２］ 研究了表面凹坑对重

载线接触压力、 膜厚、 温度、 摩擦因数的影响， 发现



压力峰受凹坑深度的影响很大。 ＸＵ 等［３］ 利用弹塑性

流体动压润滑模型研究了重载线接触表面凹坑的影

响， 发现因为塑性变形和机械硬化的作用， 凹坑对最

大压力峰的影响要明显小于弹流润滑， 且由于塑性变

形， 在凹坑边缘会出现肿块。 ＶＥＮＮＥＲ 等［４］ 的研究

证实有波纹度表面形貌的表面相接触， 在重载情况

下， 波纹度的幅度会衰减， 而且衰减程度与两表面之

间的相互滑动有关。 Ｋ Ｒˇ ＵＰＫＡ 等［５］ 通过光干涉实验

获得了单个凹坑的表面接触的油膜厚度变化， 得到的

结果与数值计算结果相符， 在凹坑上、 下游边缘油膜

厚度会减少， 上、 下游两侧油膜厚度变大。 ＹＵ 等［６］

研究了不同凹坑形状和尺寸对油膜压力和摩擦力的影

响， 发现椭圆形的凹坑具有相对较好的减少摩擦磨损

的效果。 王娜和王静［７］研究了表面波纹度对自由落体

热弹流的影响， 发现表面波纹度的存在会导致油膜压

力、 膜厚和油膜温度的剧烈变化， 且考虑热效应后的

油膜厚度明显小于等温情况下的油膜厚度。
接触表面波纹度和凹坑对弹流润滑的影响一直是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本文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 用 ＨＯＵＰＥＲＴ 和 ＨＡＭＲＯＣＫ［８］ 的系统法求解， 分

析高载荷高速和轻载荷低速工况下， 表面波纹度的幅

度和波长、 凹坑的尺寸和位置对线接触表层应力分

布、 弹流润滑膜厚度和压力的影响。
１　 数学模型

线接触油润滑弹流润滑模型的基本方程是每个节

点的量纲一化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８］。

Ｈｉ
３ ｄＰ

ｄＸ
æ

è
ç

ö

ø
÷

ｉ

＋Ｋη ｉ

ρｅＨｅ

ρｉ

－Ｈｉ
æ

è
çç

ö

ø
÷÷ ＝ ０ （１）

其中：

Ｋ＝ ３
４
π２

Ｕ０

Ｗ２ （２）

式中： Ｈｉ 为 ｉ 节点处量纲一化膜厚， Ｈ ＝ ｈＲ ／ ｂ２， ｂ 为

Ｈｅｒｔｚ 接触半宽； Ｐ 为量纲一化压力， Ｐ ＝ ｐ ／ ｐＨ， ｐＨ 为

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压力； Ｘ 为量纲一化接触线方向的坐

标， Ｘ＝ ｘ ／ ｂ； η ｉ 为 ｉ 节点处量纲一化黏度； ρｉ 为 ｉ 节

点处量纲一化密度； ρｅＨｅ 为油膜出口处的 ρＨ； Ｕ０ 为

量纲一化速度参数； Ｗ 为量纲一化载荷参数。
考虑弹性变形的膜厚方程为

Ｈｉ ＝Ｈ０＋
Ｘ ｉ

２

２
＋δｉ （３）

其中：

δｉ ＝∑
Ｎ

ｊ＝ １
ＤｉｊＰ ｉ－

１
４
ｌｏｇ（

８ＷＲ２

π
） （４）

式中： Ｄ 为线接触弹性变形影响系数矩阵， Ｄ 的计算

见文献 ［８］。
润滑油黏度方程采用 Ｒｏｅｌａｎｄｓ 黏度：

η ｉ ＝ ｅｘｐ ｌｏｇη ０ ＋ ９．６７[ ]·{

１ ＋ ５．１ × １０ －９ｐＨＰ ｉ( ) ｚ － １[ ] } （５）
式中： η０ 为基础油的黏度。

润滑油密度方程为：

ρ ｉ ＝ １ ＋
０．６ × １０ －９ｐＨＰ ｉ

１ ＋ １．７ × １０ －９ｐＨＰ ｉ

（６）

经过多次尝试， 雷诺方程中的压力梯度采用后差

分格式时收敛更容易：
ｄＰ
ｄＸ

æ

è
ç

ö

ø
÷

ｉ

＝
Ｐ ｉ ＋１ － Ｐ ｉ( )

ｄＸ
（７）

分别考虑表面波纹度或者凹坑时， 膜厚方程修正为

Ｈｉ ＝ Ｈ０ ＋
Ｘ ｉ

２

２
＋ δ ｉ ＋ Ｓ１ｉ

（８）

Ｈｉ ＝ Ｈ０ ＋
Ｘ ｉ

２

２
＋ δ ｉ ＋ Ｓ２ｉ

（９）

Ｓ１ｉ
＝ Ａｓｉｎ

２π

λ
Ｘ ｉ

æ

è
ç

ö

ø
÷ （１０）

Ｓ２ｉ
＝ Ｃ １ －

Ｘ ｉ － Ｘｍ

Ｂ
æ

è
ç

ö

ø
÷

２

（１１）

式中： Ａ 为量纲一化表面波纹幅度； λ 为量纲一化波

长； Ｂ 为椭圆凹坑接触线方向半轴参数， Ｂ ＝ ０ １； Ｃ
为椭圆凹坑深度方向半轴参数； Ｘｍ 为凹坑中心点的

Ｘ 坐标。
载荷平衡方程为

∫Ｘｅ

Ｘｍｉｎ

ＰｄＸ ＝ π
２

（１２）

表层点 （ｘ， ｙ） 的应力为

σ ｘ ＝ －
２ｙ
π ∫

ｘｅ

ｘｍｉｎ

ｐ（ξ）（ｘ － ξ） ２

（ｘ － ξ） ２ ＋ ｙ２[ ] ２ｄξ （１３）

σ ｙ ＝ －
２ｙ３

π ∫
ｘｅ

ｘｍｉｎ

ｐ（ξ）
（ｘ － ξ） ２ ＋ ｙ２[ ] ２ｄξ （１４）

τ ｘｙ ＝ －
２ｙ２

π ∫
ｘｅ

ｘｍｉｎ

ｐ（ξ）（ｘ － ξ）
（ｘ － ξ） ２ ＋ ｙ２[ ] ２ｄξ （１５）

式中： ｙ 为深度方向坐标， 坐标起点为接触表面。
在现在的研究中， 表征线接触表层应力分布的主

要是表层最大剪应力 τｍａｘ， 表层正交剪应力 τｘｙ和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文中采用的是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σＭｉｓｅｓ ＝
σＭｉｓｅｓ

Ｅ
＝

（σｘ－σｙ）
２

６
＋τｘｙ

２ ／ Ｅ （１６）

式中： Ｅ 是综合弹性模量，
１
Ｅ

＝ １
２

１－υ１
２

Ｅ１

＋
１－υ２

２

Ｅ２

æ

è
ç

ö

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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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１， υ２ 是材料泊松比。
２　 求解方法

对于弹流模型的求解采用 ＨＯＵＰＥＲＴ 和 ＨＡＭ⁃
ＲＯＣＫ 提出的系统法， 系统控制方程为偏微分 Ｒｅｙｎ⁃
ｏｌｄｓ 方程 （１７） 和载荷平衡方程 （１８）， 数学求解采

用高斯消部分主元法求解。
∂ｆ ｉ
∂Ｈ０

æ

è
ç

ö

ø
÷

ｏ

·（ΔＨ０）
ｎ ＋ ∑

Ｎ

ｊ ＝ ２

∂ｆ ｉ
∂Ｐ ｊ

æ

è
ç

ö

ø
÷

ｏ

·（ΔＰ ｊ）
ｎ ＋

∂ｆ ｉ
∂Ｘｅ

æ

è
ç

ö

ø
÷

ｏ

·（ΔＸｅ）
ｎ ＝ － ｆ ｉ

ｏ （１７）

∑
Ｎ

ｊ ＝ ２
Ｃ ｊ（ΔＰ ｊ）

ｎ ＝ ∫Ｘｅ

Ｘ ｉ

（ ΔＰ） ｎｄＸ ＝ π
２

－ ∫Ｘｅ

Ｘ ｉ

ＰｏｄＸ ＝

（ΔＷ） ｏ （１８）
∂ｆ１
∂Ｈ０

∂ｆ１
∂Ｐ２

…
∂ｆ１
∂ＰＮ

∂ｆ１
∂Ｘｅ

∂ｆ２
∂Ｈ０

∂ｆ２
∂Ｐ２

…
∂ｆ２
∂ＰＮ

∂ｆ２
∂Ｘｅ

︙ ︙ ︙︙︙︙ ︙
∂ｆＮ
∂Ｈ０

∂ｆＮ
∂Ｐ２

…
∂ｆＮ
∂ＰＮ

∂ｆＮ
∂Ｘｅ

０ Ｃ２ … ＣＮ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ｏ

·

ΔＨ０

ΔＰ２

︙

ΔＰＮ

ΔＸｅ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ｎ

＝

－ ｆ１

－ ｆ２

︙

－ ｆＮ

ΔＷ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ｏ

（１９）
Ｐ ｊ

ｎ ＝ Ｐ ｊ
ｏ ＋ （ΔＰ ｊ）

ｎ

Ｈ０
ｎ ＝ Ｈ０

ｏ ＋ （ΔＨ０）
ｎ

Ｘｅ
ｎ ＝ Ｘｅ

ｏ ＋ （ΔＸｅ）
ｎ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０）

式 （１７） — （２０） 中， 角标 ｏ 表示上一次迭代， 角

标 ｎ 表示新一次迭代， 偏导数和载荷系数的求解见参

考文献 ［８］ 的求解方法。 初始中心膜厚采用 Ｈａｍ⁃
ｒｏｃｋ⁃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中心膜厚公式［９］：

Ｈ０ ＝ Ｒ２

ｂ２ ·３．０７Ｗ －０．１１Ｕ０ ０．７１Ｇ
０．５７ （２１）

式中： 载 荷 参 数 Ｗ ＝ ｗ ／ （ ＥＲ）； 速 度 参 数 Ｕ０ ＝
ｕ０η ０ ／ （ＥＲ） ； 材料参数 Ｇ ＝ αＥ ， α ＝ ｚ·５ １ × １０ －９·
（ｌｎη ０ ＋ ９．６７） ， ｚ 取 ０ ６８。

初始压力采用 Ｈｅｒｔｚ 压力分布， 系统法求解的迭

代收敛准则为相对精度判断准则， 相对精度取为 ε ｉ ＝
１×１０－３， ｉ＝ １， ２， ３。

Ｈ０
ｎ － Ｈ０

ｏ

Ｈ０
ｎ ≤ ε １ （２２）

Ｐ ｉ
ｎ － Ｐ ｉ

ｏ

Ｐ ｉ
ｎ ≤ ε ２ （２３）

Ｘｅ
ｎ － Ｘｅ

ｏ

Ｘｅ
ｎ ≤ ε ３ （２４）

３　 结果与讨论

数值计算过程均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６ 平台上进行求

解， 线接触 Ｘ 方向上的求解域为 Ｘ ＝ －５ 到 Ｘ ＝ １ ５，
求解域被划分为 ５２０ 个等距网格。 表 １ 为文中数值计

算的部分工况参数。

表 １　 数值计算工况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Ｒ１ ／ ｍ １９．５×１０－３ Ｒ２ ／ ｍ ５×１０－３

Ｅ１ ／ Ｐａ ２×１０１１ Ｅ２ ／ Ｐａ ２×１０１１

υ１ ０．３ υ２ ０．３
ｚ ０．６８ Ｌ ／ ｍ ０．０１８

分别考虑了轻载荷和高载荷下表面波纹度和凹坑

的影响， 其中轻载条件下的载荷 ｗ 为 １ ０００ Ｎ， 两表

面平均卷吸速度 ｕ０ 为 ０ ２ ｍ ／ ｓ， 润滑油的基础黏度 η０

为 １ ２５ Ｐａ·ｓ， 计算得到的轻载情况下的最大赫兹接

触压力 ｐＨ 为 ０ ６９８ ８ ＧＰａ， 光滑表面下稳态弹流的最

小油膜厚度 ｈ０ 为 １ ０５５ ８ μｍ， 量纲一化最小膜厚 Ｈ０

为 １ ６４０ ３； 高载条件下的载荷 ｗ 为 １０ ０００ Ｎ， 两表

面平均卷吸速度 ｕ０ 为 ２ ５ ｍ ／ ｓ， 润滑油的基础黏度 η０

为 ０ １２５ Ｐａ·ｓ， 计算得到的高载情况下的最大赫兹

接触压力 ｐＨ 为 ２ ２０９ ８ ＧＰａ， 光滑表面下稳态弹流的

最小油膜厚度 ｈ０ 为 ０ ８４８ ７ μｍ， 量纲一化最小膜厚

Ｈ０ 为 ０ １３１９。
３ １　 表面波纹度的影响

图 １ （ａ） 所示是轻载荷下表面波纹度 Ａ＝０ ０１３ ５，

波长分别为 λ＝¥， λ ＝ ０ ２５， λ ＝ ０ ５ 和 λ ＝ １ 时的润滑

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１ （ｂ） 所示是轻载荷下表面

波纹度波长 λ ＝０ ５， 波纹幅度分别为 Ａ ＝ ０， Ａ ＝ ０ ０１，
Ａ＝０ ０１５， Ａ＝０ ０２ 时的润滑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１ （ｃ） 所示是轻载荷下表面波纹幅度 Ａ ＝ ０ ０１３ ５， 波

长 λ＝０ ２５ 时的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１ （ｄ） 所示是轻

载荷下表面波纹幅度 Ａ ＝ ０ ０２， 波长 λ ＝ ０ ５ 时的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可以看出： 在一定限度内， 表面波纹度会

导致油膜压力和膜厚有同样的波纹， 膜厚的波峰处会

有油膜压力的波谷， 膜厚的波谷处会有油膜压力的波

峰； 表面波纹幅度一定时， 表面波纹度的波长越小，
压力波的幅度越大； 波长一定时， 波纹度波幅越大，
压力波的幅度越大； 轻载荷时表面接触压力始终小于

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压力； 油膜的二次压力峰依然存在但压

力峰值大于无波纹表面接触的二次压力峰值； 表面波

纹度产生的压力波峰会使接触区表面产生局部高应力，
波长越小， 局部高应力区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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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轻载下波纹表面油膜压力、 膜厚和 Ｍｉｓｅｓ 应力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ｖ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ｌｏａｄ

图 ２ （ ａ） 所示是高载荷下表面波纹幅度 Ａ ＝

０ ００６ ２， 波长分别为 λ＝¥， λ＝ ０ ２５， λ ＝ ０ ５ 和 λ ＝
１ 时的润滑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２ （ ｂ） 所示是

高载荷下表面波纹度波长 λ ＝ ０ ５， 波纹幅度分别为

Ａ＝ ０， Ａ＝ ０ ００３ １， Ａ＝ ０ ００６ ２， Ａ＝ ０ ００９ ３ 时的润滑

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２ （ｃ） 所示是高载荷下表

面波纹幅度 Ａ ＝ ０ ００６ ２， 波长 λ ＝ ０ ２５ 时的表层 Ｍｉ⁃
ｓｅｓ 应力； 图 ２ （ ｄ） 所示是高载荷下表面波纹幅度

Ａ＝ ０ ００９ ３， 波长 λ＝ ０ ５ 时的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２　 高载下波纹表面油膜压力、 膜厚和 Ｍｉｓｅｓ 应力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ｖ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ｙ ｌｏａｄ

９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薛　 虎等： 表面波纹度和凹坑对线接触弹流润滑的影响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高载荷时油膜压力和表层 Ｍｉ⁃
ｓｅｓ 应力对表面波纹度更敏感， 很小的表面波纹幅度

会导致接触区压力有很大的波动； 且接触中心压力波

峰处的接触压力大于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压力； 对比图

１ （ｃ）和图 ２ （ｃ）， 对比图 １ （ｄ） 和图 ２ （ｄ） 可知，
量纲一化波长相同时， 接触表面附近应力集中区出现

的位置类似， 但高载时， 应力集中更密集更明显， 所

以高载荷时， 表面更易因为波纹度而产生点蚀破坏。
３ ２　 表面凹坑的影响

图 ３ （ａ） 所示是轻载荷下接触表面入口处有凹

坑， Ｘｍ ＝ － ０ ８， 凹坑深度分别为 Ｃ ＝ ０ ２， Ｃ ＝ ０ ５，

Ｃ＝ ０ ８时的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３ （ ｂ） 所示是

轻载荷下接触中心处有凹坑， Ｘｍ ＝ ０， 凹坑深度分别

为 Ｃ＝ ０ １５ 和 Ｃ＝ ０ ２８ 时的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３ （ｃ） 所示是轻载荷下接触表面出口处有凹坑，
Ｘｍ ＝ ０ ８， 凹坑深度分别为 Ｃ ＝ ０ ２， Ｃ ＝ ０ ５， Ｃ ＝ ０ ８
和 Ｃ＝ １ １ 时的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３ （ｄ） 所示

是入口凹坑深度 Ｃ＝ ０ ８ 时的接触区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３ （ｅ） 所示是接触中心凹坑深度 Ｃ ＝ ０ ２８ 时的接

触区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３ （ｆ） 所示是出口凹坑深度

Ｃ＝ ０ ８ 时的接触区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３　 轻载下凹坑表面油膜压力、 膜厚和 Ｍｉｓｅｓ 应力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ｍｐｌ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ｌｏａｄ

　 　 根据图 ３ 可知， 轻载时， 在一定限度内， 当凹坑

在入口处时， 凹坑处油膜压力很小， 凹坑两侧会出现

压力峰； 凹坑两侧边缘膜厚较小， 表面有小的凸起；
入口凹坑使整个接触区凹坑以外的接触压力明显大于

同等工况下无凹坑表面的接触压力， 凹坑越深， 表面

压力变化越大。
当凹坑在接触中心处时， 油膜压力变化对凹坑深

度很敏感； 凹坑处有明显的压力下降， 凹坑两侧有尖

锐的压力峰， 对应凹坑两侧边缘有表面凸起； 接触中

心的凹坑同样使二次压力峰和二次压力峰处的表面凸

起更明显； 凹坑越深， 压力变化越明显。

当凹坑在接触区出口处时， 同样凹坑处压力很

小； 但二次压力峰消失， 只在凹坑靠近接触区边缘处

有更加尖锐的压力峰， 这个压力峰值明显高于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压力； 在凹坑两侧有明显的表面凸起； 当

凹坑深度在 Ｃ＝ ０ ５ 到 Ｃ＝ １ １ 之间时， 凹坑深度对接

触区压力分布的影响一样。
根据图 ３ （ｄ）、 图 ３ （ｅ）、 图 ３ （ ｆ） 可知， 在表

面凹坑处， 由于存在尖锐的压力峰， 在凹坑位置接近

表面处会存在很大的应力集中， 且应力大于没有凹坑

时的应力， 因此在表面凹坑的位置， 表面更容易因为

应力集中产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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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ａ） 所示是高载荷下接触表面入口处有凹

坑， Ｘｍ ＝ －０ ８， 凹坑深度分别为 Ｃ＝ ０， Ｃ＝ ０ ０２， Ｃ＝
０ ０４ 和 Ｃ＝ ０ ０６ 时的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４ （ｂ）
所示是高载荷下接触中心处有凹坑， Ｘｍ ＝ ０， 凹坑深

度分别为 Ｃ＝ ０ ００５ 和 Ｃ ＝ ０ ０１ 时的油膜压力和膜厚

分布； 图 ４ （ｃ） 所示是高载荷下接触表面出口处有

凹坑， Ｘｍ ＝ ０ ８， 凹坑深度分别为 Ｃ ＝ ０ ０２， Ｃ ＝ ０ ０４
和 Ｃ＝ ０ ０６ 时的油膜压力和膜厚分布； 图 ４ （ｄ） 所

示是入口凹坑深度 Ｃ＝ ０． ０６ 时的接触区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

力； 图 ４ （ｅ） 所示是接触中心凹坑深度 Ｃ ＝ ０ ０１ 时

的接触区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４ （ｆ） 所示是出口凹坑

深度 Ｃ＝ ０ ０６ 时的接触区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

图 ４　 高载下凹坑表面油膜压力、 膜厚和 Ｍｉｓｅｓ 应力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ｍｐｌ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ｙ ｌｏａｄ

　 　 根据图 ４ 可知， 高载时， 在一定限度内， 当凹坑

在入口区时， 凹坑处压力很低， 凹坑两侧有明显尖锐

的压力峰， 凹坑对接触区中心和出口区的压力影响不

明显； 凹坑越深， 压力变化越大； 且高载下凹坑两侧

峰值压力特别大， 凹坑深度为 Ｃ＝ ０ ０６ 时， 最大峰值

压力接近 ２ 倍的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压力。 当凹坑在接触

中心时， 油膜压力对凹坑深度很敏感， 凹坑两侧同样

有尖锐的压力峰。 当凹坑在接触区出口区时， 凹坑对

接触区油膜压力和膜厚的影响和凹坑在入口区时

类似。
高载情况下， 因为凹坑边缘的峰值压力非常大，

在凹坑位置的应力非常大， 应力集中也非常明显， 表

面容易产生破坏。
４　 结论

（１） 表面波纹度导致油膜压力出现波纹， 压力

波峰处的压力值会大于光滑接触表面的压力； 表面波

纹幅度一定时， 表面波纹度的波长越小， 压力波动的

幅度越大， 波长一定时， 波纹度波幅越大， 压力波动

的幅度越大； 高载荷时油膜压力和表层 Ｍｉｓｅｓ 应力对

表面波纹度更敏感， 很小的表面波纹幅度会导致接触

区内压力有很大的波动； 且接触中心压力波峰处的流

体压力大于最大 Ｈｅｒｔｚ 接触压力； 当量纲一化波长相

同时， 接触表面附近应力集中区出现的位置类似， 但

高载时， 应力集中更密集更明显， 所以高载荷时， 表

面更易因为表面波纹度而产生点蚀破坏。
（２） 接触区入口的表面凹坑会使凹坑两侧出现

尖锐的压力峰， 对应位置的表面有肿块； 当凹坑在接

触中心时， 油膜压力对凹坑深度非常敏感， 较小的凹

坑深度就会导致油膜崩溃； 而出口区的凹坑会使二次

压力峰移动到凹坑靠近接触中心的一侧， 且峰值压力

远大于正常油膜压力， 凹坑处有局部高应力和严重的

应力集中。 高载下凹坑两侧峰值压力特别大， 在凹坑

位置的应力非常大， 应力集中也非常明显， 表面更容

易产生疲劳失效。
（下转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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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以正庚烷作为润滑剂时薄膜润滑膜的结构特性和摩擦特性。 采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建立薄膜润滑的计

算体系， 探究温度和压力对润滑油膜结构组成、 滑移现象和摩擦特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纳米量级润滑膜显现出 “分
层” 的类固性； 温度越高， 固液分子之间吸附作用越强， 越不易发生界面滑移， 摩擦力越大； 压力越大， 层状结构越

突出， 类固性越强， 越不易发生界面滑移， 摩擦力越大； 薄膜润滑是一种过渡状态， 且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过渡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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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润滑剂是工程中使用最广的润滑材料， 通常

在表面间形成微米量级的润滑保护膜。 但现代机械设

计中润滑膜不断变薄， 纳米级润滑膜性质的研究逐渐

成为摩擦学研究的热点。 润滑薄膜进入纳米量级时，
其物理性质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黏度升高、 分层等

许多类固态的性质等［１］。 此时， 传统的流体动力学的

规律不再适用。 为了深入研究薄膜润滑的微观机制，
引进了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分子动力学模拟 （Ｍｏｌｅｃ⁃

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是进行原子、 分子量级计算

和材料性能研究的一种新型工具。 分子动力学方法可

通过原子运动的演变过程深刻地揭示纳米结构的变形

及内在机制， 在纳米尺度下材料力学行为数值模拟的

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利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之前的研究者获得了很

多有价值的结果。 ＲＨＹＫＥＲＤ 等［２］、 ＨＯＨＥＩＳＥＬ 等［３］

采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用 ＬＪ 势计算薄膜润滑， 结果

表明润滑油膜的黏度随着固体层之间距离的不同而不

同， 黏度随分子离散型的增加而增加。 ＫＯＩＫＥ 和

ＹＯＮＥＹＡ［４］利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研究碳链长度在

６—８０ 之间的烷烃分子， 在不同压力下的界面滑移。
ＳＩＶＥＢＡＥＫ 等［５］利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研究链长为

Ｃ２０—Ｃ１４００ 之间的分子 （油膜厚度在 ３ ｎｍ 左右） 滑



动速度与摩擦剪切力的关系。 ＴＡＲＴＡＧＬＩＮＯ 等［６］ 采

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对正丁烷和异丁烷对粗糙表面

的润滑效果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在薄膜润滑的

情况下正丁烷更能有效地保护金属表面。 ＤＩＮＧ 等［７］

采用分子动力学研究了表面粗糙度对超薄油膜润滑的

纳米流变学的影响。
本文作者以正庚烷为润滑剂， 运用分子动力学的

方法探究温度和压力对润滑油膜结构组成、 滑移现象

和摩擦特性的影响。

１　 分子动力学模型及计算过程

１ １　 薄膜润滑的分子动力学模型

图 １ 示出了以正庚烷为润滑剂的薄膜润滑的分子

动力学模型， 模型主要分为 ２ 大部分， 上下表面为由

铁原子组成金属层， 符合体立方分布， 中间为由正庚

烷分子组成的润滑膜。 为了对摩擦过程进行模拟， 下

表面的金属层固定不动， 上表面的金属层以 １０ ｍ ／ ｓ
的速度向右移动， 同时在上表面施加一个持续作用的

力， 从而形成摩擦过程， 可以对润滑状况进行模拟。

图 １　 薄膜润滑分子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模型的原始尺寸为 ｘ＝ ７ ８８ ｎｍ， ｙ＝ ７ ８８ ｎｍ， ｚ ＝
１２ ０８ ｎｍ。 当压缩过程开始以后， 润滑膜的厚度会减
小。 上下表面的金属厚度相同， 原子个数也相同。 薄
膜润滑的模型中包含 １２ １０６ 个铁原子 （上下 ２ 个金
属层铁原子的总和）， ８００ 个正庚烷分子。 由于模拟
过程采用的是联合原子力场， 所以包含 １ ６００ 个 ＣＨ３

虚拟原子团和 ４ ０００ 个 ＣＨ２ 虚拟原子团。 铁原子的分
布为面心立方晶格分布， 正庚烷分子的分布也是面心
立方晶格分布。
１ ２　 模拟方法及计算过程

模拟计算采用联合原子力场及势函数， 其中原子
质量和势能参数取自文献 ［８］。 分子动力学模拟在
ｘ、 ｙ ２ 个维度上采用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在 ｚ 方向采
用非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模拟的过程主要分为 ３ 个部
分： 弛豫、 压缩和剪切。 在弛豫的过程中， ２ 个刚性
层中的原子固定不动， 从而保证系统的高度不变， 可
以使流体分子充分弛豫， 通过充分的弛豫过程， 系统
的能量可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 之后， 上层刚性层以
固定的速度向下运动， 同时施加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Ｐａ 的固
定压力， 产生压缩的效果。 压缩过程完成以后， 上层
分子以 １０ ｍ ／ ｓ 的速度向右运动， 下层金属固定不动，

进而产生了剪切的效果，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摩擦过

程。 在这一过程中， 上下两层的金属温度控制在需要

的范围内， 使用 ＮＶＥ 系综， 用速度标定法控制温度，
温度分别为 ２９５、 ３１５、 ３３５、 ３５５ Ｋ。 模拟过程中的时

间步长为 １ ｆｓ， 弛豫过程持续 ２０ 万步， 压缩剪切过

程持续 ４００ 万步以上。 通过不同的压力与温度的组

合， 本文作者重点考察压力、 温度对于薄膜润滑的结

构组成、 滑移特性和流变特性的影响。
２　 模拟结果及讨论

２ １　 温度对薄膜润滑油膜组成结构的影响

图 ２ 示出了压力分别为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Ｐａ 时， 温度

对流体分子数密度的影响。 为了模拟薄膜润滑， 把润

滑用的正庚烷分子定为 ８００ 个， 图中横坐标表示的是

系统的高度， 纵坐标表示的是正庚烷分子的数密度。
图 ２ （ａ）、 （ｂ） 的共同特点是近壁面的分子密度大，
这是因为正庚烷在金属表面产生了吸附现象， 出现了

类固现象和界面滑移， 在系统的中间部分， 数密度差

别不大， 这就意味着在润滑油的中间部分， 依然保持

着液体的某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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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温度对流体分子数密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ｆｌｕｉ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ａ） ２５０ ＭＰａ； （ｂ） ５００ ＭＰａ

由图 ２ 可知， 随着温度的升高， 流体层状结构越

明显， 这是因为当温度升高时， 流体的黏度降低， 相

互之间的作用力下降， 产生层状结构， 出现类固性。
图 ３ 是 ｐ＝ ５００ ＭＰａ， Ｔ ＝ ３５５ Ｋ 时薄膜润滑的润

滑膜分层结构示意图。

图 ３　 ｐ＝ ５００ ＭＰａ， Ｔ＝ ３５５ Ｋ 时的分层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ｐ＝ ５００ ＭＰａ ａｎｄ Ｔ＝ ３５５ Ｋ

由图 ２ （ｂ） 可知， 润滑系统的数密度大致分为

６ 个不同的值， 也就是说润滑油膜分为 ６ 层， 由图 ３
的模型示意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层状结构， 其中第

一层和第六层为吸附层， 第二层和第五层为有序层，
第三层和第四层分界不明显， 是流体层。
２ ２　 温度对薄膜润滑速度分布的影响

图 ４ 示出了压力分别为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Ｐａ 时， 正庚

烷流体速度随温度的变化情况， 横坐标表示的是系统

高度， 纵坐标表示的是速度。 可以看出， 正庚烷流体

内部的速度分布形状大体相同， 在近壁面处由于受到

铁原子强烈的吸附作用， 近壁面分子的速度与壁面铁

原子的速度大体一致， 上下表面分别为 ０ 和 １０ ｍ ／ ｓ，
流体内部的速度呈现线性分布， 在同一压力下， 随着

温度的增加， 流体膜的厚度降低， 这是由于温度增加

了分子黏度， 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减弱， 使得油膜厚度

降低， 同时可以看到， 在速度分布中， 上壁面的速度

出现了一段直线分布， 这说明了分子在上壁面受到的

吸附力很强， 形成了很厚的类固吸附膜， 类固膜的厚

度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 ４　 正庚烷流体速度随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ｈｅｐｔａｎｅ ｆｌｕｉ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２５０ ＭＰａ； （ｂ） ５００ ＭＰａ

经典流体力学的理论认为， 流体分子内部黏度的

作用， 使得流体内部速度保持一致。 图 ４ 的结果表

明， 由于润滑膜出现了分层结构， 不同的分子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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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是不同的， 图中速度的不连续性表明， 润滑

膜出现了界面滑移。
２ ３　 温度对薄膜润滑摩擦力的影响

图 ５ 示出了压力分别为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Ｐａ 时， 正庚

烷流体与壁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也就是摩擦力随温

度的变化情况。 横坐标表示的是模拟温度， 纵坐标表

示的是摩擦力。

图 ５　 压力为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Ｐａ 时摩擦力随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２５０ ａｎｄ ５００ ＭＰａ

图 ５ 的结果表明， 温度对于摩擦力的影响很大。
在压力相同的情况下， 摩擦力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也就是说温度越高润滑效果越差。 这是因为温度升

高， 增加了分子黏度， 油膜厚度相对减小， 油膜容易

被压缩所以润滑效果越来越差。
２ ４　 压力对薄膜润滑组成结构的影响

图 ６ 示出了 ２５０ 和 ５００ ＭＰａ 压力下， 温度分别为

２９５、 ３１５、 ３３５、 ３５５ Ｋ 时的数密度分布情况。 结果表

明， 高压下的油膜厚度要略小于低压下的油膜厚度，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高压时正庚烷分子的

分层性高， 类固性更强。 同时还可以注意到， 近壁面

处的分子数密度要大于正庚烷流体内部的分子数密

度， 这完全符合薄膜润滑的润滑膜组成机制， 流体

膜、 有序膜和吸附膜的组成结构。 同时压力越大， 润

滑膜的分层结构越明显， 越接近边界润滑； 当压力减

少时， 层次越模糊， 越接近弹流润滑， 这也证明了薄

膜润滑确实是一种过渡状态， 且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过

渡状态。

图 ６　 载荷对分子数密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ａｄ 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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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压力对薄膜润滑界面滑移的影响

图 ７ 示出了 ２５０ 和 ５００ ＭＰａ 压力下， 温度分别为

２９５、 ３１５、 ３３５、 ３５５ Ｋ 时润滑膜速度分布随压力的

变化， 通过观察速度分布， 可以探讨界面滑移的产生

机制。 结果表明， 润滑膜的速度分布出现了明显的不

连续性， 近壁面处的分子由于吸附在金属表面， 所以

正庚烷分子的速度与壁面速度基本是一致的， 由于润

滑膜出现了分层结构， 速度出现了不连续性的特征，
由此可以断定， 薄膜润滑状态存在着界面滑移， 压力

越大， 滑移现象越明显。

图 ７　 载荷对速度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ａｄ 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结论

采用分子动力学的方法， 对正庚烷作为润滑剂时

的薄膜润滑进行模拟。 结果表明： 对于薄膜润滑， 温

度越大， 分子密度越大， 可压缩性越强， 系统高度降

低， 在近壁面处有吸附膜产生， 并且随着温度的增加

而增厚； 压力越大， 系统高度越低， 越易形成层状结

构， 但是在流体内部仍保持一部分流体特性， 这表明

薄膜润滑是一种过渡状态， 且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

过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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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非接触端面密封中密封端面的波度、 锥度与槽型耦合作用下非端面密封的密封特性。 在层流、 稳态的

密封介质基础上， 基于极坐标下二维雷诺方程， 结合数值求解方法， 考虑波度、 锥度与槽型耦合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得到泄漏率、 开启力、 液膜刚度 ３ 类密封特性参数变化趋势。 研究表明， 当锥度一定时， 随着波度增大， 泄漏率增

加， 液膜刚度微幅增大， 而开启力则受端面槽型耦合影响， 其中直方槽端面和螺旋槽端面开启力呈现逐步变小的趋

势， 内螺旋槽端面开启力呈现先增后减变化， 最后 ３ 种槽型端面的开启力趋于同一值； 当波度一定时， 随着锥度提

升， 泄漏率增加， 开启力增大， 液膜刚度变弱。 在非接触端面密封中， 合理选取波度、 锥度与槽型有利于保证密封的

非接触状态， 提高端面密封的可靠性和工作寿命。
关键词： 端面密封； 密封特性； 波度； 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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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海洋开发的不断深

入， 设计与制造能满足国家对保持资源供给和储备、
拓展发展战略空间要求的重型海洋定位设备已成为急

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有的大功率全回转推进器

具有优良的动力定位精度、 机动性和平稳性， 能够满

足人类对腐蚀、 风、 浪、 流交互作用等极端环境下的

海洋探索的要求。 同时， 随着全回转推进器功率的不

断提高， 工程中对于其关键部位的密封要求也越来越

高， 传统的接触式端面密封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发展趋

势。 而非接触式端面密封， 不但能适应腐蚀等恶劣环

境， 而且能将磨损量和泄漏率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
因此， 非接触式端面密封得到迅速的发展与应用［１］。



在非接触端面密封中， 密封特性直观反映密封效果，
而波度、 锥度与槽型等端面形貌对密封特性有着显著

的影响， 工况变化只是个诱发因素而已［２－３］， 因此，
研究分析端面波度、 锥度与槽型对密封特性影响十分

重要。 国内外围绕该类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如：
楼建铭等［４］、 孙赫等人［５］ 研究了波段端面的密封流

体润滑性能； 王晓雪等［６］对比研究了非接触端面密封

中的动压与静压效应； ＹＯＵＮＧ 和 ＬＥＢＥＣＫ 等从实验

和理论角度对比分析了带有波度端面密封中的动态动

压机制［７］； ＧＲＥＥＮ 等［８］、 ＭＩＮ［９］从端面形貌出发研究

了端面密封中的间隙控制方法， 并通过实验来对理论

模型进行了验证； ＺＨＯＵ 等［１０］ 研究了螺旋槽端面密

封中的液压润滑动压效应。
密封特性影响因素很多， 宏观方面， 有轴的转

速、 端面形态等； 微观方面， 有密封端面的表面粗糙

度、 波度、 锥度等。 研究表明， 在宏观方面端面密封

的槽型能增强动压效应从而提高密封特性［１１］； 微观

层面波度、 锥度等端面形貌对密封特性影响最为显

著［１２－１４］。
目前， 关于槽型和波度、 锥度对非接触端面密封

特性影响的研究有很多， 但都割裂了两者耦合情况下

对非接触端面密封密封特性的影响。 为更深入地了解

与研究非接触端面密封， 本文作者建立了上述因素耦

合作用下的波度、 锥度—槽型端面模型并对其进行求

解， 综合分析了非接触端面密封中密封特性。
１　 数学模型

１ １　 非接触端面密封

以某船舶制造厂家的某型号全回转推进器为研究

对象， 如图 １ 所示。 其尾轴密封中的端面密封结构如

图 １ （ｂ） 所示， 其中， 动环通过传动销与轴链接实

现转动， 静环通过对应的销与腔体链接。 图中弹簧提

供弹力减少两环之间的间隙， 以保持密封的可靠性

（提供轴向上位移和力的补偿）。

图 １　 非接触端面密封结构

Ｆｉｇ １　 Ｎ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 ２　 几何模型建立

端面密封端面材料通常采用硬－软组对的形式，
通常， 硬质环端面比软质环端面光滑， 同时运动时的

变形及磨损少， 一般将硬质环简化为刚性理性光滑平

面［６］。 因此， 将图 １ 所示的机械密封中的动环端面简

化为理性光滑平面， 同时， 假设波度和锥度主要存在

于静环上。 分析考虑内螺旋槽、 螺旋槽、 直方槽 ３ 种

槽型，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端面几何模型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 ｃｌｏｓ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ｂ） ｏｐｅｎ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ａｎｄ； （ｃ） ｓｑｕａｒｅ ｇｒｏｏｖｅ

如图 ２ 所示， 槽型端面可分为槽区、 台区和坝

区， 根据轴向方向上是否开槽， 将其简化为槽区和台

坝区。 图 ３ 为动静环之间波度、 锥度的几何模型， 则

在极坐标中液膜厚度关系式如下：
槽区：
ｈ＝ ｈ０＋ｈｇ＋θｅ（ ｒ－ｒｏ）（１－αｃｏｓｎθ） （１）
台坝区：
ｈ＝ ｈ０＋θｅ（ ｒ－ｒｏ）（１－αｃｏｓｎθ） （２）

式中： ｈ 为任意位置的液膜厚度； ｈ０ 为动静环与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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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接触点液膜厚度； ｈｇ 为槽型端面槽的深度； ｈｅｉ为

端面等效锥面外径高度； θｅ 为锥面等效锥面锥角

（θｅ ＝ ｈｅｉ ／ （ ｒ ｉ－ｒｏ））； ｒ 为任意位置半径； ｒ ｉ为密封面外

径 （压力入口半径）； ｒｏ为密封面内径 （压力出口半

径）； Ａａｍｐ为波度的半幅值； α 为波幅占等效锥面外

径高度的比例， 简称波锥比（α＝Ａａｍｐ ／ ｈｅｉ）； ｎ 为波数；
θ 为任意位置角度坐标； ｍ 为槽型端面槽数。

图 ３　 波度、 锥度密封面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Ｗａｖｉｎｅｓｓ， ｔａｐｅｒ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数值求解

２ １　 雷诺方程建立求解

假设密封间隙内的流体介质处于等温、 等黏层流

状态， 则端面间的液膜控制方程根据哈密尔顿算子简

化的雷诺方程［１５］， 可得稳态的二维极坐标表达式：
∂
∂ϕ

（ｈ３ ∂ｐ
∂ϕ

）＋ｒ
∂
∂ｒ

（ ｒｈ３ ∂ｐ
∂ｒ

）＝ ６μωｒ２
∂ｈ
∂ϕ

（３）

式中： ω 为静环相对转速； μ 为流体黏度； （ ｒ， ϕ）
为计算单元中任意点的极坐标； ｈ 为液膜厚度； ｐ 为

压力。
为避免数值差异， 对公式中相关参数进行量纲一

化， 得到量纲一化参数坐标 Ｒ、 ϕ， 膜厚 Ｈ， 压力 Ｐ
以及系数 Ｋ。

Ｒ＝ ｒ
ｒｏ

， Ｐ＝ ｐ
ｐｏ

， Ｈ＝ ｈ
ｈｏ

， Ｋ＝
６ωｒ２ｏμ
ｈ２

ｏｐｏ

（４）

相应量纲一化雷诺方程为

１
Ｒ２

∂
∂ϕ

（Ｈ３ ∂Ｐ
∂ϕ

）＋
１
Ｒ

∂
∂Ｒ

（ＲＨ３ ∂Ｐ
∂Ｒ

）＝ Ｋ
∂Ｈ
∂ϕ

（５）

如图 ４ 所示， 以螺旋槽端面为例， 在对密封面进

行流体计算的时候， 由于波形沿周向周期性分布， 根

据对等性， 仅取一扇形区域进行分析。 其边界条件

如下：
外径处， 入口压力边界 ｐ ｉ ＝ ｐＨ；
内径处， 出口压力边界 ｐｏ ＝ ｐＬ；
周期边界为 ｐϕ ＝ ｐϕ＋２π ／ｍ。

图 ４　 密封端面边界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２　 密封特性参数求解

为直观描述密封特性效果， 引入泄漏率、 开启力

和液膜刚度 ３ 类密封参数［６］。 定义与计算公式如下：
（１） 泄漏率： 泄漏率为单位时间内流体在密封

端面中转移的体积。 一般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泄漏

率过高时， 可认为机械密封失效； 泄漏率过小， 密封

面得不到充分的润滑和冷却， 易造成温升过高。 计算

公式如下：

Ｑ ＝ ∫２π

０

ｈ３

１２μ
∂ｐ
∂ｒ
ｒｄϕ （７）

（２） 开启力： 密封的开启力为密封端面压力的

合力， 保证了密封面在运转时相互分开。 计算公式如

下：

Ｆｋｑ ＝ ∫２π

０
∫ｒｉ
ｒｏ
ｐｒｄｒｄϕ （８）

（３） 液膜刚度： 密封端面间单位流体的液膜厚

度变换引起的力变化， 液膜刚度是密封抵抗压力及扰

动的直接体现。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Ｋ＝ －ｄＦｋｑ ／ ｄｈ （９）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计算采用的密封环几何参数及工程参数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端面密封主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ｓｅａｌ
密封环几何参数 工况参数

ｒｉ ＝ １００ ｍｍ ｒｏ ＝ ９０ｍｍ ｐ ｉ ＝ １５ ＭＰａ
ｒｚ ＝ ９５ ｍｍ ｎ＝ ２４ ｐｏ ＝ １０ ＭＰａ
ｈ０ ＝ ２．５ μｍ ｈｇ ＝ １．５ μｍ μ＝ ４×１０－４ Ｐａ·ｓ

３ １　 液膜厚度与压力分布

为合理地控制波度的变化范围， 在此引入波锥比

（波度与锥度的比值 ） 的概念。 在锥角为 ２０ μｒａｄ，
波锥比为 １ 的条件下， 得到内螺旋槽、 螺旋槽、 直方

槽 ３ 种槽型液膜厚度和端面压力分布， 分别如图 ５—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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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内螺旋槽量纲一化液膜厚度和端面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ｆｏｒ ｃｌｏｓ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图 ６　 螺旋槽量纲一化液膜厚度和端面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ｆｏｒ ｏｐｅｎ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图 ７　 直方槽量纲一化液膜厚度与端面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ｆｏ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ｇｒｏｏｖｅ

　 　 从图 ５、 图 ６、 图 ７ 的图 （ａ） 中可以观察到， 量纲

一化液膜厚度存在着突变， 同时周向和径向又存在着稳

定的波动。 槽型的存在， 使液膜厚度从台坝区到槽区的

过渡呈现一定的突变， 周向波度和径向锥度则分别使液

膜厚度在周向和径向上呈现一定的变化。 对比 ３个图形，
不同的槽型对液膜厚度的影响效果也不同。

从图 ５、 图 ６、 图 ７ 的图 （ｂ） 可以观察到， 量纲

一化端面压力在周向和径向也存在着显著性变化， 很

好地反应了端面波度、 锥度的存在， 同时可观察到槽

型对端面压力的影响， 最为突出的是使压力分布尤其

是其波峰更趋于平缓， 不同槽型影响效果不同。 图

５—７ 结果是在综合应用雷诺方程和数值求解方法下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仿真得到， 为后续的针对密封特

性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３ ２　 波度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设置锥度为 ２０ μｒａｄ， 波锥比在 ０ ２ ～ １ ２ 的区间

０２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变化。 图 ８ 显示了波锥比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图 ８　 波锥比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ｖｉｎｅｓｓ ｔａｐｅ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从图 ８ （ａ） 可以看出， 随着波锥比的增大， 泄

漏率增加， 且增加的速率变大， 其中螺旋槽端面的泄

漏率大于内螺旋槽端面泄漏率， 内螺旋槽端面泄漏率

大于直方槽端面泄漏率。 这是由于随着波锥比的增

大， 波幅增大， 端面中波度控制的微型槽的幅度变

大， 流体从内径流至外径的通道变大， 从而导致泄漏

率呈现如图 ８ （ａ） 所示变化。
从图 ８ （ｂ） 可以看出， 随着波锥比的增大， 直

方槽端面和螺旋槽端面开启力呈现逐步变小的趋势，
内螺旋槽端面开启力呈现先增后减变化， 最后 ３ 种槽

型端面的开启力趋于同一值。 这是由于随着波锥比的

增大， 产生的动压效应增强， 但波幅也发生着变化。
直方槽端面和螺旋槽端面产生的动压效应较弱， 内螺

旋槽端面动压效应较强。 当波幅控制在较小时， 动压

效应对开启力的增益效果大于波幅增大对开启力的减

益效果， 但当波幅较大时， 会显著地影响端面间隙中

液膜厚度的分布， 虽然动压效应依旧增长， 但波幅增

大造成的减益效果占主导因素， 从而导致开启力呈现

如图 ８ （ｂ） 所示变化。
从图 ８ （ｃ） 可以看出， 随着波锥比的增大， 液

膜刚度呈现增强的趋势， 且增加速率变大， 同时， 不

同槽型对液膜刚度的影响很小。 这是由于波锥比的增

大， 动压效应增强， 导致液膜刚度呈现变化， 而槽型

对液膜刚度则无显著影响。
３ ３　 锥度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取锥度为 ２０～４０ μｒａｄ， 波幅一定， 研究了锥度对

密封特性的影响。 图 ９ 展示了锥度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图 ９　 锥度对密封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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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９ （ａ） 可以看出， 随着锥度的增加， 泄漏

率增加， 其中螺旋槽端面的泄漏率大于内螺旋槽端面

泄漏率， 内螺旋槽端面泄漏率大于直方槽端面泄漏

率。 这是由于随着锥度的增加， 端面间隙增大， 液膜

的平均厚度增大， 理论上泄漏率与液膜厚度呈现 ３ 次

方的正比关系， 从而导致泄漏率呈现如图 ９ （ ａ）
变化。

从图 ９ （ｂ） 可以看出， 随着锥度的增加， 开启

力增大， 螺旋擦端面与直方槽端面开启力趋势线基本

一致， 最后 ３ 种槽型端面随着锥度的继续增大开启力

趋于同一水平。 这是由于端面间隙的增大， 动压效应

增强， 从而导致开启力增大， 且由于端面间隙增大到

一定程度后， 对动压的影响不再显著增强， 从而使开

启力呈现如图 ９ （ｂ） 变化。
从图 ９ （ｃ） 可以看出， 随着锥度的增加， 液膜

刚度变弱， 端面的槽型对液膜刚度变化基本无影响。
这是由于随着端面间隙增大， 液膜的平均厚度增大，
液膜抵抗外界影响能力变弱， 同时理论上刚度对液膜

厚度呈现求导的关系， 而槽型对液膜刚度则无显著影

响， 所以刚度呈现如图 ９ （ｃ） 变化。
４　 结论

（１） 建立了基于槽型端面的波度、 锥度端面密

封特性模型， 结果表明， 模型能清楚地展示波度、 锥

度和槽型耦合作用下其与密封特性的关系。
（２） 运用雷诺方程和合理的边界条件， 结合具

体的参数， 采用数值求解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 结果

表明： 在非接触端面密封， 波度与锥度对密封特性有

着显著性影响。 当锥度一定时， 随着波度增大， 泄漏

率增加， 开启力受端面槽型耦合影响， 直方槽端面和

螺旋槽端面开启力呈现逐步变小的趋势， 内螺旋槽端

面开启力呈现先增后减变化， 最后 ３ 种槽型端面的开

启力趋于同一值， 液膜刚度呈现微幅增大变化。 当波

度一定时， 随着锥度提升， 泄漏率增加、 开启力增

大、 液膜刚度变弱。
（３） 由于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求解难度， 文中仅

考虑了稳态下的密封特性， 未涉及静压效应、 弹性变

形和热变形。 下一步研究方向可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从而更加全面、 准确地预测密封的工作性能， 并进一

步对相关参数进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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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中环状流转变阈值，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将选取的阈值与已有的无量纲准则数进行关联， 拟

合得到油气润滑工况下新的间歇流－环状流转变的无量纲准则式； 借助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仿真验证该准则式的合理性， 并通过仿

真得到油气润滑中分层流－环状流、 间歇流－环状流的流型转变图。 研究结果表明， 两相流流型仿真图中气液相分布规律

与文献中对流型的描述一致， 压降分布规律也基本符合已有的结论； 由于管径小的原因， 新的流型图转变曲线位置较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环状流部分偏下， 但曲线走势基本相同， 故该流型图可以作为研究油气润滑环状流流型转变的依据。
关键词： 油气润滑； 环状流； 间歇流； 无量纲准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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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ｐ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ｈａｎｄ’ｓ，ｓｏ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ｉｌ⁃ｇａ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ｆｌｏｗ；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油气润滑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润滑方

式， 管道中油气两相是以环状流的形式混输， 经过一

些分配元件， 以均匀稳定的环状流油膜达到润滑

点［１］，因此对于管道中环状流的变化特点以及环状流

的控制也就显得很有必要。 对于环状流流型转变判别

式的研究， 学者们多采用量纲准则关联方法， 对试验

数据进行整理， 根据特定流型发生转变时的机制特

点， 通过量纲分析的方法， 将量纲准则式与实验数据

进行关联得到特定流型转换的经验公式［２］。 关于环状

流流型的研究， 国内外也有大量的文献。 ＷＥＩＳＭＡＮ
和 ＫＡＮＧ［３］利用大量的实验数据， 提出水平管内的流

型图， 并得到了典型流型间转换边界经验关系式。
ＳＰ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ＮＹＵＧＥＮ［４］通过从垂直向上流动到向下

流动整个倾斜角度的流型实验， 绘制了流型图， 同时

在已有的量纲式中引入了 ５ 个重要参数。 胡志华等［２］

对水平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形成机制进行了实验研

究， 用新的无量纲准则数关联实验数据， 得到分层流

和间歇流向环状流转变的准则关系式。 孙启国等［５］利

用 ＥＣＴ 电容层析成像检测系统研究了润滑系统参数

对环状流油膜波动速度及含油率的影响。 然而到目前

为止尚未有人对油气润滑背景下环状流阈值进行研

究。 本文作者利用已有的流型图上的阈值并选取合理

的无量纲准则数，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拟合得到新的

环状流转变无量纲准则式， 并通过仿真验证了该准则

式的合理性。



１　 环状流型转变无量纲准则式
利用无量纲准则数关联实验数据， 得到环状流转

变界限是基于深厚的两相流理论和特殊流型转变时产
生的机制， 结合经验关系式得到的。 两相流流型在发
生变化时， 两相界面会重新分配， 使气液两相流动机
制和传热机制发生变化， 引起流动阻力和传热量变
化， 所以流型确定与研究能进一步揭示两相流动一些
基本规律， 能够深入研究流动与传热特性， 进而推动
两相流的发展和研究［６］。 当气相与液相速度都较低
时， 水平管中气相在上液相在下， 气体推动液体向前
流动， 气液相之间无明显的波动或吹散， 呈分层状。
当气速逐渐增大， 在液面形成翻滚波， 气速足够大
时， 波峰就可以接触到管顶， 同时较小的油滴就随着
气体推进， 大油滴因为重力的作用， 沿着两侧管壁流
下， 此时水平管中气液界面扰动强烈， 分层状已经被
破坏， 取而代之的是规律性的翻滚波。 文献 ［２－３］
都提出了分层流－环状流转变准则式， 对比分析 ２ 个
准则式可知， ２ 个实验条件下两相流物性参数基本相
同时 ２ 种转变准则式相差较大， 而在与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
的对比中发现文献 ［２］ 的结论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故采用文献 ［２］ 的结论作为绘制流型图的依据。 式
（１）、 （２） 为分层流－环状流转变无量纲准则式。

Ｆｒ２ｃ ＝ ２ ９４Ｗｅ－０ ５５２
ｌ （１）

ρｇ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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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Ｆｒｃ 是修正的佛罗德数， 表示气相惯性力与液
相重力的比值， 在向环状流过渡时， 气相与液相进行
能量交换与传递， 气体动能与液体势能是影响此过程
的重要因素； Ｗｅｌ 是液相韦伯数， 表示形成环状流时
液相对管壁的附着力与表面张力共同作用所引起的附
壁特性； ρｇ 为气相密度； ρｌ 为液相密度； ｇ 是重力加
速度； ｄ 为水平管直径； ｕｓｇ为气相折算速度； ｕｓｌ为液
相折算速度； σ 是液相的表面张力系数。

当液体速度较大， 气速较小时， 水平管内则主要
是液相， 气体是以微小气泡的形式在管道上方流动，
此时属于气泡流。 当气速逐渐增大， 管道上方的气泡
开始变大增多， 分散的气泡开始发生结合， 变成大气
弹。 当气速继续增大， 可以将气弹冲破， 管底部的液
体沿着两侧管道铺开蔓延至管顶， 管顶的液体则有少
量的因为重力作用沿管壁落下， 但随着气速上升， 落
下的油液会变得更少。 采用周云龙等［７］得出的间歇流－
环状流转变的理论模型作仿真实验对比， 见公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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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ｇ 是气芯与液膜的摩擦因子， 取 Ｃｇ ＝ ０ ０７９；
ｍ＝ ０ ２５， ｎ＝ ０ ２； μ ｌ 是液体的动力黏度； μｇ 是气体

的动力黏度。 其他变量所代表的含义均与式 （２） 中

的变量相同。
基于 ＷＥＩＳＭＡＮ 和 ＫＡＮＧ［３］得出的流型转变经验

公式， 以库德拉泽数与佛罗德数作为无量纲准则数，
将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中环状流过渡曲线的气液折算速度作

为仿真实验依据， 考虑油气润滑工业应用条件下的气

速和油速范围以及分层流与间歇流出现的条件， 选取

６ 组数据用 ＭＡＴＬＡＢ 中自定义公式拟合方法对无量纲

准则数进行数据关联， 得到新的间歇流－环状流无量

纲准则式。 在拟合曲线适应性评价指标中， 均方根误

差为 ０ ００７， 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９８， 表明数据与无量纲

量拟合良好， 新的转变公式见式 （４）、 （５）。
Ｋｕ＝ ０ ０６７Ｆｒ （４）

ｕｓｇρｇ
０．５

ρｌ－ρｇ( ) ｇσ[ ] ０．２５
＝ ０．０６７

ｕｓｇ＋ｕｓｌ( )

ｇｄ( ) ０．５ （５）

式中： Ｋｕ 为库德拉泽数， 反映表面张力在流型过渡

中的作用； Ｆｒ 为佛罗德数， 反映气相惯性力克服液

相重力在流型过渡中的作用。
２　 仿真实验设计

２ １　 仿真前处理

理想环状流的特点是管道中心是高速气芯， 薄油

膜沿管道壁周向均匀铺开， 在气相与液相之间存在显

著分界面［８］。 故选取水平管道的中心截面作为研究对

象建立二维的流体域物理模型， 根据管壁上下液相与

管道中气相的流动分布情况作为判断流型的依据。
根据实验室油气润滑设备参数设定水平圆柱管道

油气混合腔直径为 ８ ｍｍ， 气相的入口直径为 ８ ｍｍ，
在距气相入口 １０ ｍｍ 的地方为液相入口， 直径为 ４
ｍｍ， 管长为 ３００ ｍｍ［９］， 模型的建立和网格划分都是

在 ＩＣＥＭ 中完成的， 简化模型网格划分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计算模型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Ｍｅｓｈ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在流体计算域边界条件的设置中， 流动状态采用

非定常， 多相流模型采用 ＶＯＦ 模型， 湍流模型为

Ｋ⁃ｅｐｓｉｌｏｎ， 介质为空气和 ４６＃ 液压油， 参考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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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 时间步长为 １×１０－６。
２ ２　 选取仿真实验组

每种过渡流型取 ３ 组折算速度进行仿真实验， 考

虑到油气两相流混合存在初始阶段、 发展阶段、 稳定

阶段， 而实验所需观察的是发展与稳定阶段， 在距油

气混合口 １００ ｍｍ 处提取两相流分布图， 结合各种流

型分布特征对每组实验结果做对比性分析， 提取压降

数据做压降随时间波动图， 依据不同流型的压降特征

进一步验证转变曲线的正确性［１０］， 对于偏离点采用

均分法矫正并做仿真实验验证结果， 新的间歇流－环
状流准则式与已有的公式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具体实

验组见表 １。

表 １　 仿真实验组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速度 分层流－环状流 间歇流－环状流（按式（３）计算） 间歇流－环状流（按式（４）计算）

真实速度
ｕｇ ＝ １３．２
ｕｌ ＝ ０．５５

ｕｇ ＝ １５．６
ｕｌ ＝ ０．４

ｕｇ ＝ １７．０
ｕｌ ＝ ０．３５

ｕｇ ＝ ３９
ｕｌ ＝ ０．８９

ｕｇ ＝ ５２．３
ｕｌ ＝ １．１０

ｕｇ ＝ ６５
ｕｌ ＝ １．４０

ｕｇ ＝ ３９
ｕｌ ＝ １．８０

ｕｇ ＝ ５２
ｕｌ ＝ ２．５５

ｕｇ ＝ ６５
ｕｌ ＝ ３．２４

折算速度
ｕｓｇ ＝ １０
ｕｓｌ ＝ ０．１３

ｕｓｇ ＝ １２
ｕｓｌ ＝ ０．０９５

ｕｓｇ ＝ １３
ｕｓｌ ＝ ０．０８２

ｕｓｇ ＝ ３０
ｕｓｌ ＝ ０．２０

ｕｓｇ ＝ ４０
ｕｓｌ ＝ ０．２６

ｕｓｇ ＝ ５０
ｕｓｌ ＝ ０．３３

ｕｓｇ ＝ ３０
ｕｓｌ ＝ ０．４５

ｕｓｇ ＝ ４０
ｕｓｌ ＝ ０．６０

ｕｓｇ ＝ ５０
ｕｓｌ ＝ ０．７６

３　 仿真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分层流向环状流的转变

分层流向环状流转变过程中， 油膜实际分布整个

圆周管道主要通过管底部油液被气体 “卷吸” 带到

管道顶部， 从而出现气相被隔断， 由于液相流量较

小， 所以在形成的包覆液桥中气弹体积较大。 图 ２ 为

不同气液折算速度下， 分层流向环状流转变的两相分

布图。

图 ２　 分层流－环状流转变两相流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当气相折算速度为 １０ ｍ ／ ｓ， 液相折算速度为 ０ １３
ｍ ／ ｓ 时， 由图 ２ （ａ） 可以看到液桥的形成原理［２］， 管

底的油液被气体吹起斜向带到管顶部， 前面的油液也

在气体作用下， 管顶部的斜向下到管中间， 管底的油

液被吹起与管顶油液接触， 这样形成的液桥将管道中

的气相隔断。 但油液在继续运动中无法维持这种隔断，
会被气体冲破， 管壁上的油液在黏性作用下附着在管

壁上随气体向前运动， 管中间的油液被吹散成小液滴。
从图 ２ （ｂ）、 （ｃ） 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过程。

两相流的压降与流型具有密切关系， 体现在两相

界面的变形和运动上。 气液运动快慢会影响水平管道

中静压大小， 气液之间作用变形又会导致局部压力改

变， 所以不同流型的压降变化是不同的。 分层流向环

状流转变过程中， 由于气相速度较低， 所以整体的压

差波动幅值较低， 因为界面扰动波和小波的存在， 会

出现间歇的压差波峰， 然后伴随着的是较小的压差波

动。 图 ３ 示出了不同气液折算速度下， 压降随时间波

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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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分层流－环状流转变压降

Ｆｉｇ 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３ ２　 间歇流向环状流的转变

间歇流向环状流的转变中， 油膜实际分布整个圆

周管道主要靠水平管道中高速气体将间隔出现的气弹

冲破， 使得管道中的油膜连成整体， 由于液相速度较

大的原因， 管道中液相所占体积较大， 气弹所在截面

的空隙率较低。 图 ４ 为不同气液折算速度下， 按式

（３） 得到的间歇流向环状流转变的两相分布图。

图 ４　 基于式 （３） 的间歇流－环状流转变两相流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ａｎｎｕ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３）

　 　 当气相折算速度 ３０ ｍ ／ ｓ， 液相折算速度 ０ ２０
ｍ ／ ｓ时， 从两相分布图图 ４ （ａ） 中观察到液膜沿上下

管壁向前运动， 管道中心基本都是气相， 偶有气芯中

夹杂少量的小液滴， 并没有看到有气弹形成的运动趋

势， 而是 已 经 形 成 了 标 准 的 环 状 流 型。 结 合 图

４ （ｂ）、 （ｃ） 仿真实验结果推断式 （３） 给出的转变

准则式不符合本文作者的研究目的。
在形成标准的环状流型后， 油膜运动较为平稳，

管道内两相界面之间基本不存在大的扰动波， 所以压

差波动幅值很小， 但会有界面小波的存在， 压差脉动

频率随着气相折算速度的增加而增大。 图 ５ 示出了基

于式 （３） 得到的各组实验压降随时间波动曲线。

图 ５　 基于式 （３） 的间歇流－环状流转变压降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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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为不同气液折算速度下， 按式 （４） 得到的 间歇流向环状流转变的两相分布图。

图 ６　 基于式 （４） 的间歇流－环状流转变两相流分布图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ａｎｎｕ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４）

　 　 从图 ６ 中可以看出气弹形成的原理［２］， 管道中气

弹间歇出现造成油膜将气相隔开， 这种间歇出现的气

弹在受到气相冲击作用后， 尾部的油膜被冲破后夹杂

在气流中或黏附在壁面向前运动， 由于液相速度较

大， 后面的油液填补到气弹尾部， 从而又形成一个准

气弹单元。 因为这种气弹前端和尾部的油膜变少， 气

弹单元不易维持。 在管道前面， 两相流发展处于稳定

阶段， 环状流已基本形成。 随着气液两相折算速度的

增大， 气弹间的间隔变小， 管道上下壁面油膜运动更

剧烈。
间歇流向环状流转变过程中， 因为界面大的扰动

波的存在， 压降会出现幅值大的波峰， 气液相折算速

度很大， 两相之间运动复杂， 导致压差波动曲线很不

规则， 大的波峰之间又存在小的波动， 而且随着气相

折算速度的增加， 这种波动幅值也在增加。 图 ７ 示出

了不同气液折算速度下， 按式 （４） 得到的各组实验

压降随时间波动曲线。

图 ７　 基于式 （４） 的间歇流－环状流转变压降

Ｆｉｇ 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４）

３ ３　 绘制环状流型转变曲线图

将以上 ２ 种转变准则式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进行
曲线绘制， 得到 ２ 种流型向环状流的转变曲线图， 并

将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中环状流转变部分与该曲线绘制在同

一张二维图中进行对比。 如图 ８ 所示。
文中仿真实验采用的管径为 ０ ００８ ｍ，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采用的管径基准为 ０ ２５４ ｍ。 由图 ８ 可以看出， 环

状流在小管径与大管径中曲线位置有一些差异。 在分

层流－环状流的转变中， 当油速一定时， 同样是分层
流， 油液在大管径中液位低， 在小管径中液位高； 随

着气速增大， 液面出现扰动波将流型破坏， 出现大的

波动， 气流卷起油液送到管顶部； 另外油液是从管道

侧面沿着管壁被吹到管顶， 随着气流向前运动， 从能
量转换的角度上主要是气相惯性力克服液相重力作用

和液相对管壁的附着力作用的结果。 但是由于管径

小， 油液本身液位高， 气流将油液卷到管顶部需要的
能量少， 所以需要的气速小。 在流型图上表现为， 小

管径中分层流－环状流转变的最小气相折算速度小，
整体转变曲线比大管径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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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环状流转变曲线对比图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ｍａｐ ｏｆ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在间歇流－环状流的转变中， 当气速一定时， 要

想形成间歇流， 使得油液对整体水平管道中心的气相

产生阻塞作用， 就必须增大油速。 由于管径大的原

因， 若要形成间歇流， 就需要更大的油速， 只有当水

平管道都充满了油液， 随着气速的增大， 小气弹不断

聚集融合成为大的气弹， 在连续的液相中随着气流的

推动前进。 当气速继续增大， 间歇出现的气弹会进行

合并成一个整体， 这对于环状流的产生是很有必要

的。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是气液两相之间的能量交换后

气相 “冲穿” 液相引起的。 在流型图上表现为， 小

管径中间歇流－环状流转变的最小液相速度小， 整体

转变曲线比大管径偏下。
４　 结论

（１） 在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流型图环状流转变阈值的基础

上， 采用合理的无量纲准则数，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

中自定义公式拟合方法将气液折算速度与无量纲准则

数进行关联， 拟合得到新的间歇流向环状流转变的无

量纲准则式。
（２） 依据建立的无量纲准则式确立了若干仿真

实验组， 对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观察两相分

布图和提取压降做压降随时间变化图， 结果与文献中

油气两相流流型理论一致， 气液相分布规律与文献中

对流型的描述一致。
（３）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对上述 ２ 种转变准则式

进行曲线绘制， 将所得转变曲线与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进行

对比， 由于管径小与油液属性不同的原因， 新的流型

图转变曲线较 Ｍａｎｄｈａｎｅ 图环状流部分偏下， 但大致

的曲线走势相同， 故该流型图可以作为研究油气润滑

环状流流型转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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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二羟乙基十八胺与钼酸铵作为原材料， 合成一种新型非硫磷有机钼添加剂 Ｎ－十八烷基亚胺二乙醇钼

酸二酯 （ＨＯＡＭ）， 并利用红外光谱仪 （ＩＲ） 及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仪 （ ＩＣＰ） 和元素分析 （ＥＡ） 对其进行结构

表征， 通过热重分析 （ＴＧＡ） 研究其热稳定性。 以锂基脂为基础脂， 应用四球摩擦磨损试验机考察 ＨＯＡＭ 与市售的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添加剂在锂基脂中的抗磨减摩性能及极压承载能力； 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和 Ｘ 射线近边结构吸

收光谱 （ＸＡＮＥＳ） 分析其磨斑形貌及摩擦膜的钼元素的化学组成。 试验结果表明： ＨＯＡＭ 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 减摩

性能和极压性能良好， 其作为添加剂添加在锂基脂中可使钢球磨斑直径减小、 磨斑形状变规则、 犁沟变浅； 非硫磷有

机钼添加剂 ＨＯＡＭ 在摩擦过程中在摩擦副表面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了含 ＭｏＯ－
４２的润滑膜， 相比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具有更好

的抗磨减摩性能。
关键词： 非硫磷， 有机钼添加剂， 摩擦学性能， ＸＡ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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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 能源消耗的迅速增加加

剧了地球环境的恶化。 摩擦与磨损是引起能源损失，
造成材料损耗或者破坏的主要因素之一［１］。 润滑油添

加剂在减少能源消耗， 提高机械效率， 延长使用寿命

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２］。 其中， 极压抗磨添

加剂可以降低摩擦磨损， 防止烧结， 对于节能减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３］。 现阶段较为重要的 ２ 种极压抗

磨添加剂是含硫和含磷化合物［４］。 但他们在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 这与节能环保的理

念不相吻合［５－６］。 有机钼化合物具有优良的摩擦学性

能， 它作为摩擦改进剂和极压抗磨剂可以在润滑油或

者润滑酯中起到抗磨减摩、 提升负载、 降低能耗的作

用［７］， 具有非常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８］。



本文作者利用一种羟烷基胺与钼酸铵反应， 成功
制备出一种新型钼酸酯 （ＨＯＡＭ） 添加剂， 并利用红
外光谱仪 （ ＩＲ） 及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仪
（ＩＣＰ） 和元素分析 （ＥＡ） 对其进行表征， 通过热重
分析 （ＴＧＡ） 研究了其热稳定性。 同时， 将 ＨＯＡＭ
与市售的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进行摩擦学性能比较： 利用四
球摩擦磨损试验机考察不同含量的添加剂在锂基脂中
的摩擦学特性，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 ＳＥＭ） 和 Ｘ
射线近边结构吸收光谱 （ＸＡＮＥＳ） 考察了其磨斑形
貌及摩擦膜中钼元素的化学组成， 初步探究了其摩擦
学机制。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试剂

主要化学试剂有： 四水合钼酸铵、 二羟乙基十八

胺、 催化剂、 二甲苯， 分析纯， 国药集团产品； 通用

锂基酯， 北京科迪力孚化工有限公司产品。
１ ２　 非硫磷有机钼 ＨＯＡＭ 的制备

称量 ５４ ０ ｇ 二羟乙基十八胺至 ５００ ｍＬ 三口烧瓶

中， 加入 ０ ３ ｇ 催化剂后再加入 ２５０ ０ ｍＬ 二甲苯作

为溶剂， 在机械搅拌下回流。 称量 ２６ ０ ｇ 四水合钼

酸铵溶解于 ４０ ０ ｇ 去离子水中， 利用恒压滴液漏斗

逐滴加入三口烧瓶中。 利用分水器分离生成的水， 反

应 ６～７ ｈ 至无水蒸出， 过滤得到墨绿色溶液， 旋蒸除

去溶剂， 真空干燥得到黑色固体， 即 Ｎ－十八烷基亚

胺二乙醇钼酸二酯 （ＨＯＡＭ）。 反应方程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非硫磷有机钼 ＨＯＡＭ 的制备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ｅ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ＨＯＡＭ

１ ３　 非硫磷有机钼 ＨＯＡＭ 的 ＩＲ 表征

利用傅立叶变换红外 （ＦＴ⁃ＩＲ） 对产物 ＨＯＡＭ 进

行表征， 所得图谱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产物 ＨＯＡＭ 的红外 ＩＲ 谱图

Ｆｉｇ ２　 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ＨＯＡＭ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 ２ ９１８ ２、 ２ ８５０ ６ ｃｍ－１处为

Ｃ－Ｈ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３ ４００ ｃｍ－１处主要是配位态

氨和羟基峰； １ ３８４ ５３ ｃｍ－１处为饱和 Ｃ－Ｈ （即ＣＨ３－）
的变形振动吸收峰； １ ０６１ １３ ｃｍ－１处为－Ｃ－Ｏ－的伸缩

振动吸收峰； ７２１ ３９ ｃｍ－１ 处为长碳链 － （ ＣＨ２ ） ｎ －
（ｎ＞４）的平面摇摆吸收峰； 在 １ ４６０ ～ １ ７００ ｃｍ－１的区

域内为 Ｃ－Ｎ 的面内变形振动引起的中等强度吸收带；
在 ６００～９００ ｃｍ－１处为 Ｃ－Ｃ 键的弯曲振动吸收带［９］。

结合钼酸铵的红外图谱可知， ５７４ ０１ ｃｍ－１ 处为

Ｍｏ 元素的特征峰； 而反应前 ９９５ ｃｍ－１处的端基Ｍｏ＝Ｏ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在反应后移动到了低波速 ９３４ ｃｍ－１

处， 这说明反应过程中 Ｍｏ 原子与羟基 （ －ＯＨ） 成

键， Ｍｏ 原子的 ３ｄ 轨道填入了羟基上氧原子上部分电

荷， 从而减弱了 Ｍｏ＝Ｏ 的伸缩振动， 使峰发生右移。
综合以上分析， ＨＯＡＭ 的红外 ＩＲ 分析结果归纳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合成产物 ＨＯＡＭ 的红外 ＩＲ 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ＨＯＡＭ

波速 λ ／ ｃｍ－１ 官能团

３ ４１２ ４， １ ６３９ ５ －ＮＨ
２ ９１８ ２， ２ ８５０ ６ Ｃ－Ｈ

１ ４６７ ４ －ＣＨ２－

１ ４６７ ４， １ ３８４ ５ －ＣＨ３－

１ ０６１ １ －Ｃ－Ｏ－

９０４ ０ －Ｃ－Ｎ－

８７４ ８ Ｃ－Ｃ
７２１ ４ －（ＣＨ２） ｎ－（ｎ＞４）

９３３ ９ Ｍｏ＝Ｏ
５７４ ０ Ｍｏ－Ｏ

１ ４　 非硫磷有机钼 ＨＯＡＭ 的 ＩＣＰ 表征

利用元素分析 （ＥＡ）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

仪 （ＩＣＰ） 对产物 ＨＯＡＭ 进行表征， 产物的元素分析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可知， 产物为非硫磷有机钼添加剂

ＨＯ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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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产物 ＨＯＡＭ 的元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ＨＯＡＭ
元素 理论值 ｗ ／ ％ 测定值 ｗ ／ ％ 绝对误差 ｅ ／ ％
Ｃ ５４．６６ ５５．０３ ０．３７
Ｏ １３．２５ １２．９８ ０．２７
Ｎ ３．００ ３．３４ ０．３４
Ｍｏ １９．８７ １９．３９ ０．４８

１ ５　 热稳定性测试

添加剂 ＨＯＡＭ 的热稳定性通过热重分析 （Ｔｈｅｒ⁃
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ＧＡ）， 使用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７
系热分析仪得到， 在氮气氛围中从室温升温至 ７００
℃， 加热速率为 ２０ ℃ ／ ｍｉｎ。
１ ６　 摩擦磨损性能评价

摩擦磨损实验在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立
式万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ＭＭＷ⁃１） 上进行。 试验条件
为： 室温， 转速 １ ４５０ ｒ ／ ｍｉｎ， 时间 ３０ ｍｉｎ。 试验所用
钢球为二级 ＧＣｒ１５ 标准钢球， 硬度为 ＨＲＣ５９ ～ ６１， 直
径为 １２ ７ ｍｍ， 各元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Ｃｒ， １ ３０％
～ １ ６５％； Ｃ， ０ ９５％ ～ １ ０５％； Ｓｉ， ０ １５％ ～ ０ ３５％；
Ｍｎ， ０ ２％ ～ ０ ４％； Ｎｉ， ＜ ０ ３０％； Ｃｕ， ＜ ０ ２５％； Ｐ，
＜０ ０２７％； Ｓ， ＜０ ０２０％。

将合成的 ＨＯＡＭ 及市售的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分别按质
量分数 ０ ５％、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加入到锂基酯
中， 测试每个样品在 ９８、 １９６、 ２９４、 ３９２ Ｎ 负载下的
摩擦学性能。 采用精度为 ０ ０１ ｍｍ 的显微镜测量 ３ 个
下试球的磨斑直径， 取算术平均值； 在四球机上读取
实时摩擦因数， 并计算其平均值。 重复试验 ３ 次， 再
计算平行实验 ３ 次后的平均值。

最大无卡咬负荷 （ ｐＢ 值） 与最大烧结负荷 （ ｐＤ

值） 的测试在厦门天机自动化有限公司生产的 ＭＳ⁃
１０Ｊ 四球摩擦实验机上进行。 试验所用钢球与摩擦磨
损试验钢球相同。 测定方法为 ＧＢ ／ Ｔ １２５８３⁃１９９８。 测
试条件： 试验时间 １０ ｓ， 转速 １ ７６０ ｒ ／ ｍｉｎ。
１ ７　 磨斑表面分析

摩擦磨损试验结束后， 取出负载 ２９４ Ｎ 下摩擦磨
损实验的下试球， 用石油醚超声清洗 ２ 次， 各 ２ ｍｉｎ。

用型号为 Ｎｏｖａ Ｎａｎｏ ＳＥＭ 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观察磨斑表面形貌。
１ ８　 摩擦膜 ＸＡＮＥＳ 测试

摩擦膜取自摩擦磨损试验中的上试球， 摩擦条件
为： 添加剂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 ０％和 ３ ０％， 载荷为
２９４ Ｎ。 试验结束后将上试球用石油醚超声洗涤， 置
于干燥处， 留存待测。

ＸＡＮＥＳ 测试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同步加速器
中心的中能实验站进行。 通过双晶单色器 （ＤＣＭ）
产生能量范围为 １ ５００ ～ ４ ０００ ｅＶ （分辨率 ０ ８ ｅＶ 左
右） 的 Ｘ 射线来获得钼元素的 Ｌ 边 ＸＡＮＥＳ 光谱。 光
子吸收光谱通过荧光产量 （ＦＹ） 模式来记录磨损表
面的化学信息。 每个样品至少经过 ２ 次扫描并相加，
之后均除去背景。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ＨＯＡＭ 的热稳定性能

图 ３ 为 ＨＯＡＭ 的热重分析图， 可以看出， ＨＯＡＭ
的分解温度在 ２００ ℃以上， 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适
合用作润滑油添加剂。

图 ３　 ＨＯＡＭ 的热重分析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ＡＭ

２ ２　 ＨＯＡＭ 及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润滑添加剂的摩擦学

性能

２ ２ １　 减摩性能分析及比较

对比ＨＯＡＭ 及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在相同载荷
下， 摩擦因数随质量分数的的变化情况，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载荷下 ２ 种添加剂的摩擦因数随质量分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ａ） ２９４Ｎ； （ｂ） ３９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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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 这 ２ 种添加剂都有非常明显的减摩性能。
相比于不使用添加剂， 质量分数 ２ ０％的 ＨＯＡＭ 可以
使锂基脂的摩擦因数下降 ２０％。 并且在高载荷下，
ＨＯＡＭ 的减摩性能明显优于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图 ５给出的是 ＨＯＡＭ 及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在
相同质量分数下， 摩擦因数随载荷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

出， 这 ２种添加剂的摩擦因数均随着载荷的增大而减小，
这是由于负荷增大， 更有利于摩擦副表面发生摩擦化学
反应， 生成有助于降低摩擦副剪切强度的摩擦膜， 从而
使得摩擦因数下降。 经过对比可知， ＨＯＡＭ 的摩擦因数
在所测载荷下均小于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可见， 相比于 Ｍｏｌｙ⁃
ｖａｎ ８５５， ＨＯＡＭ 拥有更好的减摩性能。

图 ５　 ２ 种添加剂在相同质量分数下摩擦因数随载荷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ｄｓ ｆｏｒ ｔｗ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０％；
（ｂ）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０％

　 　 此外， 进一步观察 ２ 种添加剂的摩擦因数随时间
变化曲线， 如图 ６ 所示， 可以发现， 添加了相同质量
分数的 ＨＯＡＭ 添加剂以后， 不仅整体摩擦因数有所
下降， 而且摩擦因数随时间变化趋势更趋于平缓， 波
动较小。 这也可以说明 ＨＯＡＭ 的减摩性能优于 Ｍｏｌｙ⁃
ｖａｎ ８５５。

图 ６　 不同添加剂的摩擦因数与摩擦时间的关系曲线

（质量分数 ３ ０％， 负载 ２９４ Ｎ）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ＡＭ

ａｎｄ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ａｎｄ ｒｕｂｂ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０％， ｌｏａｄ ｏｆ ２９４ Ｎ）

２ ２ ２　 抗磨性能分析及比较

图 ７ 对比了 ＨＯＡＭ 及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在

相同载荷下， 磨斑直径随质量分数的变化情况。 显
然， 这 ２ 种添加剂都有非常明显的抗磨性能， 并且磨
斑直径随着添加剂质量分数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相
比于纯锂基脂， 添加 ３ ０％ （质量分数） 的 ＨＯＡＭ 可

以使锂基酯的磨斑直径下降 ３０％。 并且高载荷下
ＨＯＡＭ 的磨斑直径低于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的磨斑直径， 可
以说明在高载荷下， ＨＯＡＭ 的抗磨性能明显优于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图 ７　 不同载荷下 ２ 种添加剂的磨斑直径随质量分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ａ） ２９４Ｎ； （ｂ） ３９２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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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对比了 ＨＯＡＭ 及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在

相同质量分数下， 磨斑直径随载荷的变化情况。 可

知， 这 ２ 种添加剂的磨斑直径均随着载荷的增大先减

小后增大。 这是由于一开始负荷过小， 不利于摩擦副

表面发生摩擦化学反应生成摩擦膜； 随着负荷的增大

摩擦膜开始形成， 磨斑直径下降； 然后负荷继续增

大， 磨斑直径随着剪切强度的增强而增大。 经过对比

可知， 在不同载荷下 ＨＯＡＭ 的磨斑直径基本小于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可见， ＨＯＡＭ 比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拥有更好

的抗磨性能。

图 ８　 ２ 种添加剂在相同质量分数下磨斑直径随载荷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ｄｓ ｆｏｒ ｔｗ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０％； （ｂ）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０％

２ ２ ３　 极压性能分析及比较

图 ９ 给出了不添加添加剂和分别添加质量分数

３ ０％的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时的锂基酯的 ｐＢ 值 ｐＤ

值。 可以发现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都能

增大锂基脂的最大无卡咬负荷 ｐＢ 值， 但是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增大得稍为显著。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

加剂都能增大锂基脂的最大烧结负荷 ｐＤ 值， 并且

ＨＯＡＭ 增大得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 ＨＯＡＭ 和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都有一定的极压性能。

图 ９　 ２ 种添加剂的极压性能比较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 ｐＢ ｖａｌｕｅ； （ｂ） ｐＤ ｖａｌｕｅ

２ ３　 钢球磨损表面分析

图 １０—１２ 分别给出了锂基酯 （不含添加剂） 和

分别添加质量分数 ２ ０％和 ３ ０％的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及

ＨＯＡＭ 的锂基酯润滑下摩擦磨损实验后钢球的磨斑

形貌。

图 １０　 锂基酯 （不含添加剂） 润滑下的磨斑形貌 ＳＥＭ 图

Ｆｉｇ １０　 ＳＥ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ｅａｓｅ

３３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龚　 民等： 非硫磷有机钼添加剂的制备及其摩擦学性能研究



图 １１　 含 ２ ０％和 ３ ０％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的锂基酯润滑下的磨斑形貌 ＳＥＭ 图

Ｆｉｇ １１　 ＳＥ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２ ０％ ａｎｄ ３ ０％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ａｄｄｅｄ

图 １２　 含 ２ ０％和 ３ ０％ ＨＯＡＭ 的锂基酯润滑下的磨斑形貌 ＳＥＭ 图

Ｆｉｇ １２　 ＳＥ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２ ０％ ａｎｄ ３ ０％ ＨＯＡＭ ａｄｄｅｄ

　 　 经过对比， 可以看出， 未添加添加剂的钢球表面

划痕较多， 沟槽较深且不均匀， 而加入添加剂以后，
磨斑犁沟变浅且磨痕更为均匀， 说明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
ｖａｎ ８５５ 都有非常出色的抗磨损能力， 能快速地形成

有效的保护膜， 并且从图中可以看出， 加入 ＨＯＡＭ
后的摩擦副表面生成的保护膜较加入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以

后的更多， 覆盖面更广， 并且片状物质的量随添加剂

质量分数的增大而增多。 这也是摩擦因数下降的一个

有力依据。
２ ４　 摩擦膜 ＸＡＮＥＳ 数据处理和分析

ＸＡＮＥＳ 数据记录了磨损表面的化学信息。 表 ３
给出了 ＭｏＯ４

２－和 ＭｏＳ４
２－的各类近边光谱峰值［１２］。 图

１３ 给出的是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摩擦膜钼元素的 Ｌ
边 ＸＡＮＥＳ 图谱， 油样中添加剂总质量分数为 １ ０％

和 ３ ０％， 峰位信息如表 ４ 所示。

表 ３　 ＭｏＯ４
２－和 ＭｏＳ４

２－的近边光谱峰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ｒｅ⁃ｅｄｇｅ ｐｅａ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Ｏ４
２－ａｎｄ

ＭｏＳ４
２－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ｔｅｍｓ ＭｏＯ４
２－Ｅ ／ ｅＶ ＭｏＳ４

２－Ｅ ／ ｅＶ

Ｋ ２０ ０１０．５ ２０ ００６．８
Ｌ２ ２ ６２８．０ ２ ６２０．６
Ｌ３ ２ ５２５．５ ２ ５２１．７
Ｍ２ ４１３．７ ４１１．８
Ｍ３ ３９６．５ ３９４．５
Ｍ４ ２３４．２ ２３１．７
Ｍ５ ２３１．０ ２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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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的摩擦膜中 Ｍｏ 元素

的 Ｌ 边 ＸＡＮＥＳ 图谱

Ｆｉｇ １３　 ＴＥＹ Ｍｏ Ｌ⁃ｅｄｇｅ ＸＡＮＥ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ｆｉｌ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ｓ

表 ４　 ２ 种添加剂摩擦膜的 Ｍｏ 元素的 Ｌ 边

ＸＡＮＥＳ 图谱的蜂位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Ｙ Ｍｏ Ｌ⁃ｅｄｇｅ ＸＡＮＥ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ｆｉｌ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ｓ

Ｉｔｅｍｓ
ＴＥＹ Ｍｏ Ｌ⁃ｅｄｇｅ ｐ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ｂ
ＨＯＡＭ⁃１．０％ ２ ５２５．５ ２ ５２６．６
ＨＯＡＭ⁃３．０％ ２ ５２５．５ ２ ５２６．６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１．０％ ２ ５２５．５ ２ ５２６．６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３．０％ ２ ５２５．５ ２ ５２６．６

可以看出， 加入不同质量分数的添加剂以后， 在

摩擦副表面所形成的摩擦膜含有相同的组成， 均在

２ ５２５ ５、 ２ ５２６ ６ ｅＶ 附近有比较强烈的吸收峰。 与

参考文献对比可知， 化合物 Ｎａ２ＭＯＯ４ 的 Ｌ 边 ＸＡＮＥＳ
图谱的峰值为 ２ ５２５ ７、 ２ ５２６ ９ ｅＶ［１３］。 故研究表明，
处于 ２ ５２５ ５、 ２ ５２６ ６ ｅＶ 附近的吸收峰是 ＭｏＯ４

２－，
即钼元素在摩擦副表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 ＭｏＯ４

２－，
ＭｏＯ４

２－由于其柔软的氧化结构， 在摩擦表面形成了较

好的保护膜［１４］。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相比减磨效果更好， 说明

钼元素的存在起到了良好的减摩效果， 而由前文元素

表征可知， ＨＯＡＭ 相比于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含有更高的钼

元素含量， 能在摩擦副表面形成更好的保护膜， 由此

可以解释制备的含钼润滑油添加剂比市售的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具有更高的摩擦学性能。

３　 结论
（１） 利用一种羟烷基胺与钼酸铵作为原材料，

合成出一种新型非硫磷有机钼添加剂 ＨＯＡＭ， 并利
用红外光谱仪 （ ＩＲ） 及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仪
（ＩＣＰ） 对其进行了元素表征。 热重分析表明该产物
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适合用作润滑油添加剂。

（２） 以锂基脂作为润滑材料， 用四球摩擦磨损
试验机考察了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减摩
抗磨性能， 得出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均
有非常好的减摩抗磨性能， 抗磨损能力随着添加剂质
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强。 并且 ＨＯＡＭ 在不同质量分数
和负荷下均表现出比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更为优异的性能，
其中高质量分数和高载荷下更为明显。

（３） 测试与比较质量分数 ３ ０％ 的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两种添加剂的 ｐＢ 值与 ｐＤ 值， 发现它们都
有一定的极压性能， 且效果相当。

（４） 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的分析结果表明，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都有非常出色的抗磨损能力。
并且 ＨＯＡＭ 的犁沟更浅磨痕更为均匀， 保护膜的覆
盖面更广， 所以它的抗磨损能力比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更为
出色。

（５） ＸＡＮＥＳ 分析可得 ＨＯＡＭ 和 Ｍｏｌｙｖａｎ ８５５ 这 ２
类含钼润滑油添加剂在高温高压的特殊摩擦环境中，
分子中的极性基团或原子开始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形
成润滑膜， 这层膜内含有 ＭｏＯ４

２－， 有效起到减摩抗
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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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基于非线性 Ｄａｒｃｉａｎ 多孔介质模型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ＲＡＮＳ） 方程的数值方法研究实

验测量的零间隙和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在不同压比和转速下的泄漏特性， 提出针对刷式密封闭合效应的间隙修正公

式。 考虑闭合效应后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泄漏量的预测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 验证所建立刷式密封闭合效应修正模型

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表明： 刷丝束顶部与转轴间的间隙导致刷丝束内部压力降低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径向压差， 径向压

差的存在导致刷丝束产生闭合效应， 进而减小了刷式密封的有效密封间隙； 闭合效应使得刷式密封有效间隙随着压比

升高而减小， 数值计算刷式密封泄漏特性时考虑闭合效应可以显著提高预测精度； 在相同压比和转速下， 具有间隙的

刷式密封的泄漏量明显大于零间隙刷式密封的泄漏量； 刷式密封的泄漏量随着压比的增大而增大； 在所研究的转速范

围内转速对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的影响有限。
关键词： 刷式密封； 泄漏特性； 闭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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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ｂ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ｅｆｆｅｃｔ

　 刷式密封相比迷宫密封具有更加优良持久的封严

性能和优秀的转子稳定性［１］。 刷式密封的刷丝柔软且

纤细 （直径 ０ ０１ ～ ０ １５ ｍｍ）， 气流从刷丝间微小孔

隙中渗透流过， 由于刷丝束的闭合效应、 迟滞效应等

因素， 泄漏流体在刷丝内部的流动十分复杂［２］。
科研人员采用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开展了

刷 式 密 封 泄 漏 特 性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
ＰＵＧＡＣＨＥＶ［３］采用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分析了 ６ 种不

同转子直径和夹板设计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 文献

［４－６］ 研究了结构参数和运行工况等对轴承箱内刷

式密封泄漏特性的影响。 ＤＯＧＵ 等［２］采用多孔介质方



法分析了几何尺寸和运行工况对刷式密封泄漏特性的

影响。 ＱＩＵ 等［７］ 采用基于 ｎｏｎ⁃Ｄａｒｃｉａｎ 多孔介质模型

开展了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及其影响因素的数值研究，
并开展了实验验证工作。 力宁等人［８］设计搭建了刷式

密封高温高转速试验台并开展了静态试验测试。 张艾

萍等［９］设计了低滞后刷式密封结构并采用数值模拟

的方法验证了所设计刷式密封可降低滞后特性。 柴保

桐和傅行军［１０］数值模拟了刷式密封的流场和温度场，
验证了固定转速下存在临界压差使得刷丝束自由端温

度达到最大值。
由于设计和运行条件限制， 刷式密封的刷丝束与

转轴需要间隙来保证足够的流量来冷却或者清洁部

件； 此外转子径向跳动、 瞬时运行工况改变和过度的

刷丝磨损等均会导致径向间隙的产生［１１］。
ＣＲＵＤＧＩＮＧＴＯＮ 和 ＢＯＷＳＨＥＲ［１２］采用实验测量和

有限元方法分析了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闭合效应， 给

出了根据实验数据计算闭合效应强度的半经验方法。
ＤＯＧＵ 等［１１］采用改进 ｎｏｎ⁃Ｄａｒｃｉａｎ 多孔介质模型研究

了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的流场并考虑了闭合效应， 研

究结果表明， 间隙改变了刷式密封的泄漏流场特性。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Ｉ 等［１３］通过实验和数值方法研究了刷

式密封闭合效应的气动原因。 闭合效应是由于径向压

力梯度导致的。 流体最初沿轴向流动， 由于后夹板下

方流动面积的减小， 流体开始转向转子面。 靠近刷丝

顶部的流体进入刷丝顶部下端的间隙， 导致该部分区

域产生漩涡， 在刷丝顶部附近产生径向顺压力梯度，
从而产生了闭合力。

闭合效应减小了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实际运行时

的间隙， 准确预测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必须考虑刷丝束

的闭合效应。 因此建立刷式密封闭合效应的修正模型

和公式， 对于获得刷式密封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泄漏特

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提出了刷式密封闭合效

应的修正公式， 并通过实验测量的刷式密封泄漏特性

进行验证。 在此基础上， 考虑刷丝束闭合效应计算了

不同压比和转速下的具有间隙和零间隙的刷式密封泄

漏特性， 分析了刷式密封内泄漏流场形态、 刷丝束内

部压力分布规律， 揭示了刷式密封径向间隙对泄漏特

性和闭合效应的影响机制。 研究工作为考虑闭合效应

的刷式密封实际运行工况下泄漏特性研究提供了技术

手段。
１　 数值方法

泄漏流体在刷式密封的刷丝之间随机分布的微小

孔隙中渗透流过， 类似于在多孔介质内的流动。 因

此， 采用多孔介质模型来模拟刷丝束内的流体流动是

目前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分析的可行方法。 将刷丝束处

理为多孔介质， 实际上就是在动量方程中增加黏性损

失项和惯性损失项， 分别代表刷丝对流体的黏性阻力

和惯性阻力：

Ｆ ｉ ＝ －Ａｉμｕｉ－
１
２
Ｂｉρ ｕ ｕｉ （１）

式中： Ａｉ 和 Ｂｉ 分别表示刷丝束多孔介质内部的黏性

损失系数矩阵和惯性损失系数矩阵。
沿着刷丝方向的惯性阻力系数 ｂｓ 为 ０， 沿着刷丝

方向的黏性阻力系数 ａｓ 以及垂直于刷丝方向的黏性

阻力系数 ａｚ、 ａｎ 和惯性阻力系数 ｂｚ、 ｂｎ 与刷丝直径 ｄ
和孔隙率 ε 相关， 计算公式如下：

ａｚ ＝ ａｎ ＝
６６．６７（１－ε） ２

ｄ２ε３ 　 　 ａｓ ＝ ０．４εａｎ

ｂｚ ＝ ｂｎ ＝
２．３３（１－ε）

ｄε３ ｂｓ ＝ ０ （２）

孔隙率 ε 表示刷丝束多孔介质中微小空隙的体积

与刷丝束总体积之比。
ε＝ １－ＶＢｒｉｓｔｌｅ ／ ＶＴｏｔａｌ ＝ １－πｄ２Ｎ ／ （４ｗｓｉｎΦ） （３）

式中： Ｎ 是刷丝密度； ｗ 是刷丝束厚度； Φ 是刷丝倾

斜角。
针对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 在压力较高时， 刷丝

束内部的径向气流使得刷丝束向转子面移动， 使得径

向有效间隙减小。 刷丝束与转子面设计间隙等结构参

数以及进出口压比等运行参数均会影响闭合效应， 当

压比和设计间隙越大时， 闭合效应则越强烈［１２］。
ＰＵＧＡＣＨＥＶ［３］根据实验数据拟合出了具有间隙刷式

密封的实际间隙与压比的经验关系式， 但相应系数随

刷式密封结构参数改变而变化。 本文作者综合考虑设

计间隙与压比的影响， 并考虑到随着压比的增大， 闭

合效应强度的增加幅度减慢的特点 （对压比取自然

对数）， 提出了考虑闭合效应后刷式密封间隙的修正

公式：

Ｈｂｌ ＝ ｃ１ｅｘｐ（ｃ２ｈ０）ｌｎ（ｃ３ｐ） （４）

式中： Ｈｂｌ为闭合效应引起的间隙尺寸减小量占原始

间隙 ｈ０ 的百分比； ｐ 为进出口压比； ｃ１、 ｃ２、 ｃ３ 为经

验系数， 由文献 ［ １１］ 数据拟合确定， 其分别为

１６ ２６４、 ０ ８、 １ ３６１。

图 １ 给出了 Ｈｂｌ以及相对间隙 ｈ （即实际有效间

隙占设计间隙 ｈ０ 的百分比） 随压比的变化曲线。 可

以看出， 提出的考虑闭合效应的间隙修正公式很好地

反映了密封有效间隙数值的改变。 必须指出的是， 虽

然该公式的经验系数是利用文献 ［１１］ 数据拟合确

定， 但在采用式 （４） 计算文中研究的刷式密封的闭

合效应强度时， 计算的泄漏量与实验数据符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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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式 （４） 计算闭合效应强度的有效性。

图 １　 压比对刷式密封闭合效应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ｂ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计算模型与网格

数值计算采用 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 进行。 由于刷式
密封结构具有轴对称的特点， 采用二维轴对称旋流模

型模拟刷式密封内的泄漏流动， 详细几何参数如表 １
所示。 图 ２ 给出了实验测量的刷式密封结构和计算网

格。 网格数为 ９ ５ 万。 采用有限体积法离散控制方

程， 紊流模型选用 ｋ⁃ω ＳＳＴ 两方程紊流模型， 其中对

流项选用二阶迎风格式， 扩散项采用中心差分格式。
计算工质为可压缩理想空气， 进口按要求压差给定总

压及总温， 出口给定静压， 转子面和刷式密封的前后

夹板壁面等所有固体壁面均为无滑移壁面， 转轴壁面

的转速根据工况要求设定。

表 １　 刷式密封结合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ｈａｆ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Ｒ０

Ｆｒｏｎｔ ｐｌ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０１３Ｒ０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０１１Ｒ０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ｕｔ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２６７Ｒ０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０１１Ｒ０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ｄｔｈ １．３３３×１０－３Ｒ０

Ｆ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５．３３３×１０－３Ｒ０

Ｂｒｉｓｔｌｅ ｐａｃｋ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ｄｔｈ １．０６７×１０－２Ｒ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０ ａｎｄ ｈ０

图 ２　 刷式密封结构和计算网格

Ｆｉｇ ２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ａｌ ｇｒｉｄ

２ ２　 泄漏特性

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和运行工况参数以及压力数值

进行了量纲一化处理， 量纲一泄漏系数定义如下：

ｍ＝ｍ Ｔ０ ／ （πｐ０Ｄ
２μ） （５）

式中： ｍ 为实际泄漏量； Ｔ０、 ｐ０ 分别为出口温度和压

力； Ｄ 是转子直径； μ 是定值系数 （其值为 ０ ５３２）。
相对转速由式 （６） 定义：

ｎ＝ ｎ ／ ｎ０ （６）
式中： ｎ 为实际转速； ｎ０ 为实验最低转速。

量纲一静压系数由式 （７） 定义：
Ｐ＝ ｐ ／ ｐ０ （７）

式中： ｐ 为实际静压； ｐ０ 为出口静压。
量纲一压差由式 （８） 定义：
ΔＰ＝Δｐ ／ ｐ０ （８）

式中： Δｐ 为静压差。
为便于叙述， 刷丝束顶部与转轴间具有径向间隙

（间隙为 ｈ０） 的刷式密封称为 ＢＣ， 零间隙刷式密封记

作 Ｂ０。 图 ３ 示出了转速分别为 ０、 ２ ５ｎ０、 ５ ５ｎ０ 时 ２
种间隙下刷式密封的泄漏系数随压比的变化曲线。 可

以看出： 刷式密封的泄漏系数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

加。 有间隙刷式密封 ＢＣ 相比零间隙刷式密封 Ｂ０ 的泄

漏量显著增加； 并且随着压比的增大， 两者的差值更

大。 这主要是因为压比增大， 因刷丝束的阻隔作用，
导致 ＢＣ 径向间隙的泄漏流量增加速率大于 Ｂ０ 相应位

置流量增加速率。 对于零间隙的刷式密封 Ｂ０， 泄漏

系数数值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良好。 数值结果与实验

数据的差异原因在于随着压力升高， 刷丝束会因两侧

压差而产生轴向压缩［３］， 但同样也会导致刷丝束内部

孔隙率减小， 由于刷丝束厚度以及孔隙率减小两者的

作用， 使得实验数据与数值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而对于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 ＢＣ， 在压力较高时， 刷

丝束内部的径向气流使得刷丝向转子面移动， 使得径

向间隙减小， 因此压比较高时， 泄漏系数的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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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实验数据大， 并且压比增大， 不考虑闭合效应的

数值结果和实验误差越大，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压比越

大， 闭合效应强度增强， 密封有效间隙越小， 而密封

有效间隙对泄漏量有着显著影响［１２］， 因此误差随着

压比增大而增大； 当采用考虑闭合效应的刷式密封间

隙修正公式 （４） 时数值结果与实验数据一致， 说明

式 （４） 计算闭合效应强度的合理性。 从图 ３ 还可以

看出： 刷式密封泄漏系数随着转速的升高而降低， 并

且随着压比增大转速对泄漏系数的影响增大。

图 ３　 刷式密封泄漏系数随压比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为更好地研究转速对刷式密封泄漏特性的影响，
图 ４ 给出了零间隙和具有间隙的 ２ 种刷式密封在压比

为 ３ 时转速对泄漏系数的影响曲线 （图中标注数值

为相应转速下， 刷封泄漏系数实验值）。 定义转速升

高泄漏系数减小量 ｍｄｅｃ ＝ｍ－ｍ０， 其占零转速时刷封泄

漏量 ｍ０ 的百分比 ｍ％ ＝ ｍｄｅｃ ／ ｍ０ ×１００％， 其中 ｍ 为该

转速下刷封泄漏系数。 实验结果表明 ２ 种刷式密封泄

漏系数随着转速的升高而略微降低，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转速升高， 转子直径因离心伸长略微增大， 刷式

密封的间隙随之略微减小， 从而使得泄漏量降低； 二

是由于前夹板和遮流板组成的密封腔室， 以及刷丝束

的阻隔作用， 泄漏气流在密封腔室中形成强烈的旋涡

流动， 黏性耗散效应使得泄漏气流的动能转化为内

能， 转速升高， 密封腔室中的旋涡流动强度和壁面剪

切力增大， 黏性耗散作用逐渐增强， 泄漏气流的动能

更有效地耗散［８］， 从而导致泄漏量降低。 转速升高，
零间隙刷式密封 Ｂ０ 的泄漏系数减小量 ｍｄｅｃ比具有间

隙刷封 ＢＣ 更小， 这主要是因为转速对 Ｂ０ 的泄漏系数

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上述原因二， 而转子离心伸长并不

会影响其泄漏量； 同时 Ｂ０ 刷丝束与转子紧密接触，
在周向、 径向和轴向都存在流动阻力， 转速对泄漏系

数的影响受到刷丝束阻力的抑制［２］； 但是其占零转速

时刷封泄漏量 ｍ０ 的百分比 ｍ％ 呈现相反趋势， 即转

速对 Ｂ０ 的影响更大， 这主要是因为通过径向间隙的

泄漏量占了较大比例， 使得转速的影响减弱。 此外，
开可以发现数值研究结果相比于实验测量略微低估了

转速对泄漏量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数值计算结果没有

考虑转速导致的转子离心伸长效应， 也就是没有考虑

上述原因一。

图 ４　 转速对刷式密封泄漏系数的影响 （压比是 ３）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ｐ＝ ３）

２ ３　 径向间隙对泄漏流场特性和闭合效应影响机制

具有间隙刷式密封 ＢＣ 相比零间隙刷式密封 Ｂ０，
由于闭合效应等因素， 其内部流动状态更为复杂。 图

５ 给出了 ＢＣ 在间隙为 ｈ０， 压比为 ７， 转速为 ０ 时的流

动图谱。 泄漏流体流过间隙时缺乏有效的阻力而使得

流速很高， 间隙内部压力因此降低， 刷丝束内部部分

流体会由于 “抽吸效应” ［２］ 进入间隙 （如图 ５ 中④，
大约占比 １５ ４％）， 进而引起进入刷丝束内的流体

（如图 ５ 中②） 增加， 对于图示给定的压比和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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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刷丝束和间隙流出的流体分别占总流量的

５３ ８％和 ４６ ２％。

图 ５　 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泄漏流动模型

Ｆｉｇ ５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ｄ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图 ６ 给出了刷式密封各截面流量随间隙大小变化

曲线。 可以看出： 随着间隙增大， 刷封泄漏量 ｍ１ 增

加； 通过间隙流出的流量 ｍ６ 随间隙增大而增大； 流

入刷丝束的流量 ｍ２ 由于间隙内部的抽吸作用， 随着

间隙增大而增大， 但同样地通过刷丝束流入间隙的流

量 ｍ４ 也随之增加， 而使得流出刷丝束的流量 ｍ５ 变

化很小， 说明随着间隙增大， 刷封泄漏量增加主要是

由于通过间隙的流量 ｍ６ 增加导致。

图 ６　 刷式密封间隙不同截面处的泄漏系数

（压比是 ７， 转速为 ０）
Ｆｉｇ ６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ｐ＝ ７， ｓｐｅｅｄ ｎ＝ ０）

图 ７ 示出了 ２ 种刷式密封的静压系数等值线云图

和流线分布。 具有多孔介质性质的刷丝束对流体有着

显著的阻滞作用， 压力降低主要发生在刷丝束内部。
泄漏射流经前夹板与转子面之间的间隙， 进入前夹板

和遮流板形成的腔室， 受两者作用在腔室内形成了强

烈旋涡流动， 使得泄漏射流的动能有效地转化为热

能， 起到了一定的密封作用。 在刷丝束靠近转子面区

域， 对于零间隙情形， 如图 ７ （ ａ） 所示， 流体几乎

沿轴向流动； 而对于带间隙情形， 如图 ７ （ｂ） 所示，
由于间隙内部流速很高， 压力较低， 间隙的抽吸作用

使得刷丝束内部部分流体进入间隙， 抽吸作用使得径

向运动加强， 使得刷丝束向转子面移动， 产生闭合效

应， 泄漏量减小。

图 ７　 零间隙和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静压等值线云图

和流线分布 （压比是 ７， 转速为 ０）
Ｆｉｇ ７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ｚｅｒｏ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ｐ＝ ７， ｓｐｅｅｄ ｎ＝ ０）

围栏高度对泄漏量有着显著影响［２］， 围栏高度以

下区域压力等参数变化十分剧烈， 且静压下降主要集

中在刷丝束围栏高度附近［８］， 因此有必要分析 ２ 种刷

式密封在围栏高度以下区域的压力分布差异， 以进一

步揭示径向间隙对泄漏特性和流场的影响机制以及闭

合效应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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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为刷式密封各位置示意图。 图 ９ （ ａ） 给出

了 ３ 个位置 （Ｐ１、 Ｐ２、 Ｐ３） 径向静压系数分布曲线。
可以看出： 由于径向间隙的存在， 刷丝束进口位置

（Ｐ１） 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 ＢＣ 间隙区域的静压系数

明显小于零间隙刷式密封 Ｂ０， 刷丝束中间位置 （Ｐ２）
在整个围栏高度区域 ＢＣ 的静压系数小于 Ｂ０， 并且在

Ｐ１ 的下部以及 Ｐ２ 全部具有较为明显的径向压差， 导

致流体从刷丝束进入间隙， 即上述分析的 “抽吸效

应”， 这一径向压差导致流体径向流入间隙的同时也

会产生前述分析论述的 “闭合效应”； 而在出口位置

（Ｐ３） 则刚好相反， ＢＣ 间隙区域的静压系数大于 Ｂ０。 图 ８　 刷丝束不同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ｌｅ ｐａｃｋ

图 ９　 刷丝束不同位置的静压系数分布 （压比是 ７， 转速为 ０）

Ｆｉｇ ９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ｅ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ｌｅ ｐａｃｋ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ｐ＝ ７， ｓｐｅｅｄ ｎ＝ ０）

　 　 图 ９ （ｂ） 示出了 ３ 个位置 （Ｐ４、 Ｐ５、 Ｐ６） 轴向

静压系数分布曲线及位置 ５ 和 ４ 径向量纲一压差沿轴

向分布曲线。 可以看出： 各位置静压系数沿轴向逐渐

降低， 并且在刷丝束出口位置 （相对轴向位置大于

０ ８） 压降更为明显； 同时 ＢＣ 沿轴向静压系数除位

置 Ｐ４ 出口段 （相对轴向位置大于 ０ ８） 大于 Ｂ０， 其

余各位置沿轴向静压系数均小于 Ｂ０， 可以认为相比

Ｂ０、 ＢＣ 的刷丝束内部压力更小， 因此进入刷丝束的

流量 ｍ２ 也就更大 （如图 ６ 所示）。 从位置 ５ 和 ４ 径向

量纲一压差沿轴向分布曲线可以看出， Ｂ０ 在进口段

存在一较小的径向逆压梯度； 而 ＢＣ 进口段存在一较

大的径向顺压梯度， 出口段存在径向逆压梯度， 由于

进口位置流体几乎垂直进入刷丝束， 径向顺压梯度使

得部分流体进入间隙。 出口段刷丝束内流体存在很大

的径向速度 （刷丝束上端流体需流出刷丝束导致），

因此出口段的逆压梯度并不会导致间隙内的流体进入

刷丝束， 如图 ７ （ｂ） 所示。
３　 结论

（１） 提出了考虑闭合效应的刷式密封运行时的

间隙修正公式， 结合实验测量的具有间隙和零间隙的

刷式密封在不同压比和转速的泄漏量的数值计算， 验

证了考虑闭合效应的基于非线性 Ｄａｒｃｉａｎ 多孔介质模

型的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２） 由于闭合效应， 刷式密封有效间隙会随着

压差升高而减小， 考虑闭合效应对刷式密封有效间隙

的影响， 可以更加精确地预测刷式密封泄漏量。
（３） 转速升高， 刷式密封泄漏量略微减小； 转

速对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的泄漏量的影响程度小于零

间隙刷式密封。
（４） 刷丝束内部轴向压降主要发生在靠近后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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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出口段； 刷丝束顶部径向间隙的存在导致刷丝束

内部压力降低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径向压差， 使得进入

刷丝束的流量增大， 但由于间隙的抽吸作用， 会有部

分流体进入间隙， 因此通过刷丝束流出的流体变化很

小， 径向压差导致流体径向流入间隙的同时也会产生

闭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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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织构在脂润滑条件下的摩擦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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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江苏镇江 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 采用声光调 Ｑ 二极管泵浦 Ｎｄ： ＹＡＧ 激光加工系统在 Ｈ１３ 钢表面加工出不同密度的织构， 以润滑脂作为润

滑剂， 利用 ＭＭＷ⁃１Ａ 型微机控制万能摩擦磨损试验机考察表面织构在不同载荷、 不同转速条件下的摩擦磨损特性。 实

验结果表明： 在脂润滑条件下表面织构能有效改善摩擦副表面的摩擦性能； 与光滑无织构试样相比， 表面织构试样的

摩擦因数显著降低； 一定范围内， 随着织构密度的增加， 平均摩擦因数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且织构密度为

１０％时的平均摩擦因数最小， 最小平均摩擦因数为 ０ １８， 较光滑无织构试样减小 ３２ ２３％； 摩擦因数随着试验载荷的

增大而减小， 但随着转速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 表面织构； 脂润滑； 摩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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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ｎ Ｈ１３ ｓｔｅｅ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ｙ ａｃｏｕｓｔｏ⁃ｏｐｔｉｃ Ｑ ｄｉｏｄｅ⁃ｐｕｍｐｅｄ ＹＡＧ
ｌａｓ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ＭＭＷ⁃１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ｔｅｓｔｅｒ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ｓｅ ａｓ ａ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１０％，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０ １８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３２ 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ｌｏａｄ， ｗｈｉ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在机械零部件、 装备和系统中， 其相互接触的表

界面间的摩擦磨损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系统的服役寿

命、 工作效率、 承载能力和安全系数。 据统计， 约

８０％零件损坏和 ４０％能量损失由各种形式的摩擦磨损

引起［１］， 机械零件每年因摩擦磨损直接造成的经济损

失达数千亿元。 现今， 表面织构对于改善接触表面间

摩擦学性能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 ＬＩ
等［２］在乏油条件下进行销盘实验， 结果显示存在最优

的表面织构密度， 使得摩擦因数较小、 磨损性能较

佳。 ＢＲＡＵＮ 等［３］在混合润滑条件下对不同直径的表

面织构参数进行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合理的表面织构

直径的摩擦因数减小高达 ８０％。 胡天昌等［４］ 在 ４５＃钢

表面进行织构化处理， 通过销盘实验考察了织构化对

其摩擦性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织构面的摩擦因

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小且表现更为稳定， 并且磨损率

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 王斌等人［５］ 的研究结果显

示， 表面织构对试样的表面硬度和磨损有显著影响，
织构化试样的硬度增加磨损量明显降低。 ＢＡＳＮＹＡＴ
等［６］应用反应离子刻蚀技术在硬质涂层表面进行表面

织构造型， 通过磁控溅射将 ＭｏＳ２固体润滑剂沉积到

织构中， 结果显示微凹坑作为润滑剂的储存池， 能够

对接触表面提供持续润滑， 促使摩擦磨损显著减小。
ＬＩ 等［７］在镍基复合材料上进行表面织构并填充 ＭｏＳ２



粉末， 结果显示其摩擦因数从 ０ １８ 减小到 ０ １， 织

构密度为 ７ １％的试样在固体润滑下的磨损寿命更

长。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动压润滑条件下， 表面

织构与流体间容易形成空化现象， 提高整个润滑表面

的承载能力［８］； 对于干摩擦条件下， 表面织构可捕获

磨削， 减少 “三体磨损” 现象， 进而减小摩擦因数

提高耐磨性［９］； 对于固体润滑条件下， 表面织构能够

容纳固体润滑剂， 形成 “二次润滑”， 延长摩擦副表

面的润滑时间， 提高耐磨性能［１０］。 目前国内外对于

表面织构改善摩擦磨损的研究基本都围绕流体动压润

滑、 干摩擦和固体润滑开展， 对于表面织构在脂润滑

条件下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本文作者使用激光微加工方法， 在 Ｈ１３ 试样表

面加工出规则排布的不同密度的微凹坑结构， 并研究

其在脂润滑条件下的摩擦性能， 分析研究表面织构技

术在接触表面脂润滑条件下的减磨机制。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及试样制备

试验试样采用小止推圈， 材料均选用 Ｈ１３ 钢并

进行热处理， 硬度为 ＨＲＣ５０～５２， 试样经抛光机抛光

至表面粗糙度 Ｒａ 为 ０ １ μｍ， 试样结构尺寸如图 １ 所

示， 止推圈表面织构 密 度 分 别 为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激光织构设备采用二极管泵浦

Ｎｄ： ＹＡＧ 激光加工系统， 通过声光调 Ｑ 控制产生脉

冲激光， 激光波长为 ５３２ ｎｍ， 电流为 １７～２０ Ａ， 频率

为 １ ６００ Ｈｚ， 脉冲次数为 ５ 次， 采用氮气作为辅助气

体。 试样经打磨， 超声清洗后， 采用 ＷＹＫＯ⁃ＮＴ１１００
型非接触式表面三维形貌分析仪对表面织构形貌进行

测量。 织构表面形貌如图 ２、 ３ 所示， 可以看出微凹

坑直径为 （１００±８） μｍ， 深度为 （１０±２） μｍ。

图 １　 试样结构尺寸

Ｆｉｇ １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２　 微凹坑尺寸图

Ｆｉｇ ２　 ３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ｄｉｍｐｌｅｓ

图 ３　 微织构试样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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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摩擦磨损性能试验

摩擦磨损试验采用 ＭＭＷ⁃１Ａ 型万能摩擦磨损试

验机。 试验机载荷加载范围为 １０ ～ １ ０００ Ｎ， 主轴转

速范围为 ５～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该试验机既可进行销－盘点

面接触滑动摩擦磨损试验， 也可进行环－环面接触摩

擦磨损试验。 试验采用环－环面接触， 试验载荷分别

为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Ｎ， 主轴转速分别为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ｒ ／ ｍｉｎ， 润滑剂采用通用锂

基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织构密度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图 ４ 示出了在载荷为 １００ Ｎ、 转速为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摩擦因数随织构密度的变化曲线。

图 ４　 不同密度织构表面所对应的摩擦因数

变化曲线 （载荷： １００ Ｎ， 转速：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００ Ｎ，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可以看出： 织构密度为 ０ 的光滑试样， 在试验进

行到 ３ ｍｉｎ 左右时， 润滑状态开始变差， 摩擦因数增

大， 这是由于润滑脂在载荷和相对转动的条件下逐渐

被消耗， 摩擦副之间得不到充分的润滑， 而又没有新

润滑脂的补充， 随着实验的继续， 摩擦副之间逐渐趋

于干摩擦状态， 滑动磨损逐渐向黏着磨损转化， 导致

摩擦因数增加， 所以单纯的光滑面在脂润滑的条件下

无法保持持续稳定的润滑状态。 与光滑无织构试样相

比， 织构试样表现出较小的摩擦因数， 且摩擦因数波

动较光滑试样稳定， 这是由于织构面摩擦副之间的润

滑充分， 表现出良好的润滑状态， 故其摩擦因数呈现

出较为稳定的变化趋势。 织构面试样在实验过程中的

摩擦因数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是由于试验刚开始时，
摩擦副表面的润滑脂为固态， 表现出固体润滑， 但随

着摩擦副之间的摩擦生热， 润滑脂逐渐呈现出固液混

合态， 由于微织构在动压润滑条件下容易产生空化现

象， 使得摩擦副之间的摩擦因数减小。 不同织构密度

的试样的摩擦因数也呈现不同的变化情况， 随着织构

密度的增加， ５ 种试样的平均摩擦因数呈现出先减小

后增加的变化趋势， 织构密度为 １０％的试样表现出

较小的摩擦因数， 其平均摩擦因数为 ０ １８ 左右， 较

光滑无织构试样的平均摩擦因数减小 ３２ ２３％， 织构

密度为 ５％、 １５％、 ２０％和 ２５％的试样的平均摩擦因

数较光滑无织构试样的平均摩擦因数也分别减小

２１ ９８％、 ２７ ９７％、 ２５ ８２％ 和 ２４ １８％。 另一方面，
织构密度为 ５％ ～ １５％的试样的摩擦因数较 ２０％和

２５％的试样波动平稳， 这是由于随着织构密度的增

大， 微织构间距逐渐减小， 当织构密度达 ２０％时，
微织构间距小于微织构直径大小， 微织构间距的减

小， 导致摩擦副表面的粗糙度增加， 从而增大摩擦阻

力， 使得摩擦因数波动较大。
２ ２　 载荷对织构表面摩擦因数的影响

图 ５ 示出了不同密度织构表面在转速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的摩擦因数随载荷变化曲线。

图 ５　 不同密度织构表面的摩擦因数随载荷变化曲线

（转速：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Ｆｉｇ ５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ｄ ａ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可以看出： 不同织构密度的试样随着施加载荷的

增加， 其摩擦因数均呈现出减小的趋势， 且织构试样

的摩擦因数均较光滑无织构试样小。 这是由于随着载

荷的增大， 摩擦副之间的润滑脂更好地涂覆于摩擦副

表面， 对相互接触的表面形成良好的隔离作用， 使得

摩擦因数减小。 对于微织构表面， 随着载荷的增大，
更有利于润滑脂填充到微织构中， 对摩擦副形成持续

润滑， 而载荷的增大也更有利于微织构动压润滑的形

成； 另外， 根据摩擦学二项式定律， 在接触面积不变

的条件下， 摩擦因数随着载荷的增大而减小， 试验的

结果也符合此定律。 ５ 种不同织构密度的试样中，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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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载 荷 的 增 加， 摩 擦 因 数 分 别 减 小 ４３ １９％、
３５ ３６％、 ３２ ８２％、 ３３ ５２％和 ４０ ９７％， 织构密度为

５％和 ２５％的试样受载荷变化的影响较其他试样大。
说明试验载荷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其值越大， 摩擦

副表面的润滑效果越佳， 较大或较小的织构密度受载

荷变化的影响较大。
２ ３　 转速对织构表面摩擦因数的影响

图 ６ 示出了不同密度织构表面在载荷为 １００ Ｎ 时

的摩擦因数随转速变化曲线。

图 ６　 不同密度织构表面的摩擦因数随

转速变化曲线 （载荷： １００ Ｎ）
Ｆｉｇ ６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００ Ｎ

可以看出： 不同织构密度的试样随着转速的增

加， 其摩擦因数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 且织

构试样的摩擦因数均较光滑无织构试样小。 这是由于

随着转速的增加， 摩擦副表面的润滑脂转移速度加

快， 使得摩擦副接触表面有良好的润滑条件， 摩擦因

数减小； 此外， 对于微织构表面， 微织构中的润滑脂

能够快速地被带出和补充， 且较高的转速产生的热量

较高， 使得润滑脂呈现出液态， 对于微织构表面容易

产生动压润滑， 起到良好的减摩效果。 但是， 当转速

继续增加时， 摩擦因数反而增加， 这是由于当转速过

大时， 摩擦副在快速滑动过程中， 润滑脂形成的润滑

膜容易被破坏而得不到修复， 使得其润滑效果降低，
导致摩擦因数增加。
２ ４　 磨损形貌分析

不同织构密度试样表面磨损形貌的扫描电镜图如

图 ７ 所示。 可以看出， 光滑无织构试样表面出现了明

显的沟槽痕迹， 且磨痕出现氧化现象， 这反应了光滑

无织构试样的润滑状态差， 导致其摩擦因数波动较

大， 由摩擦产生的高温致使试样表面出现氧化。 微织

构试样表面的磨痕明显较光滑无织构试样小， 且磨痕

宽度分布较光滑无织构面均匀。 织构密度为 ２０％和

２５％的试样表面磨痕较严重， 出现轻微的沟槽磨痕；
织构密度为 ５％、 １０％和 １５％的试样表面出现轻微的

磨损， 尤其是织构密度为 １０％的试样， 表现出最好

的耐磨性。

图 ７　 试样的磨损形貌

Ｆｉｇ ７　 Ｗｅａ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表面织构能改善摩擦副接触表面的摩擦特性， 表

面出较好的耐磨性能，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１） 表面织构有利于润滑脂在接触表面成膜形成

“二次润滑”， 改善摩擦副的润滑状态； （２） 微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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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产生局部强化作用， 使表面硬度提高， 耐磨性
增强； （３） 表面织构有利于液态润滑脂在微凹坑中
形成动压润滑， 提高摩擦副表面的承载能力； （４）
微织构还起到收集磨削的作用， 减少 “三体磨损”
现象的发生。
３　 结论

（１） 在一定条件下， 表面织构化试样较光滑无
织构化试样表面的摩擦因数有明显的减小， 且表面织
构化试样的摩擦因数更稳定， 说明表面织构在脂润滑
条件下具有较好的润滑效果。

（２） 在转速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载荷 １００ Ｎ 条件下， 随
着织构密度的增大， 平均摩擦因数呈现出先减小后增
大的趋势， 且织构密度为 １０％时的平均摩擦因数最
小， 最小平均摩擦因数为 ０ １８， 较光滑无织构试样
减小 ３２ ２３％。

（３） 实验条件下， 试样的摩擦因数随着载荷的
增大而减小， 说明一定范围内， 载荷越大， 摩擦因数
越小。

（４） 随着转速的增大， 试样的摩擦因数先减小
后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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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载荷作用下水润滑轴承弹流润滑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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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考虑热效应与时变效应， 建立水润滑轴承润滑数学模型， 数值模拟阶跃、 矩形脉冲、 正弦脉冲以及高

斯脉冲 ４ 种不同形式的瞬变载荷下， 水润滑陶瓷轴承的压力与膜厚在不同瞬时的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 在瞬变载荷作

用的时间段内， 压力增大， 膜厚减小， 且相比膜厚的波动幅度压力波动较为明显； ４ 种形式的瞬变载荷中， 矩形脉冲

与阶跃载荷产生的最小膜厚最低。
关键词： 瞬变载荷； 陶瓷轴承； 水润滑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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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ｌｏａｄ；ｃｅｒａ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滑动轴承在工作中需要润滑来改善润滑状态， 使

摩擦副之间产生润滑膜， 润滑膜的润滑效果能够影响

转子的稳定性与承载力［１］。 当轴承受到外界瞬变载荷

的作用时， 润滑膜压力与最小润滑膜厚度会发生较大

变化， 尤其当最小润滑膜厚度较小时， 轴承和轴之间

会发生摩擦或碰壁， 从而影响轴系的正常运转［２］。
对于水润滑轴承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轴承的

表面形貌、 轴承变形、 非牛顿特性及振动噪声分析等

方面［３－５］， 而有关不同形式的瞬变载荷作用下水润滑

滑动轴承的时变热弹流润滑数值分析的文献较少。 许

太强等［６］分析了瞬变载荷作用下滑动轴承的动特性，
对瞬变载荷作用下轴心轨迹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马

金奎等［７］研究了瞬变载荷作用下滑动轴承轴心轨迹、
最大油膜压力及最小油膜厚度的变化规律。 关岱山和

郭百森［８］研究了冲击载荷作用下滑动轴承的油膜压力

与应力， 对比分析了阶跃等几种不同冲击载荷作用下

轴承的压力分布情况。 但以上研究对轴承润滑性能的

具体分析较少。 本文作者考虑时变及热效应的影响，
以水作为润滑剂， 选用陶瓷为摩擦副材料， 建立了线

接触弹流润滑模型， 数值模拟了阶跃、 矩形脉冲、 正

弦脉冲以及高斯脉冲 ４ 种不同形式的瞬变载荷下， 水

润滑陶瓷轴承的压力与膜厚在不同瞬时的变化趋势。
１　 基本方程

外界载荷的瞬变使得该润滑问题不再适用于稳态

解法， 而应考虑到压力与膜厚等随着时间的变化， 因

此数值求解时的雷诺方程应考虑时变及热效应。
１ １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考虑时变效应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９］为

∂
∂ｘ

ρ
η

æ

è
ç

ö

ø
÷

ｅ
ｈ３ ∂ｐ

∂ｘ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２Ｕ

∂（ρ∗ｈ）
∂ｘ

＋１２
∂（ρｅｈ）

∂ｔ
（１）

式中定义了如下当量：
（ρ ／ η） ｅ ＝ １２（ηｅρ′ｅ ／ η′ｅ－ρ″ｅ） （２）



ρ∗ ＝ ２ ρｅ － ηｅρ′ｅ( ) （３）

ρｅ ＝ （１ ／ ｈ）∫ｈ
０
ρｄｚ （４）

ρ′ｅ ＝ （１ ／ ｈ２）∫ｈ
０
ρ∫ｚ

０
（１ ／ η）ｄｚ＇ｄｚ （５）

ρ″ｅ ＝ （１ ／ ｈ３）∫ｈ
０
ρ∫ｚ

０
（ ｚ′ ／ η）ｄｚ′ｄｚ （６）

ηｅ ＝ ｈ ／ ∫ｈ
０
（１ ／ η）ｄｚ （７）

η′ｅ ＝ ｈ２ ／ ∫ｈ
０
（ ｚ ／ η）ｄｚ （８）

其中： ρ 为润滑剂 （水） 的密度 （ｋｇ ／ ｍ３）； η 为润滑
剂 （水） 的黏度 （Ｐａ·ｓ）； ｈ 为润滑膜厚度 （mｍ）；
ｐ 为水润滑膜压力 （Ｐａ）； ρ∗、 （ρ ／ η） ｅ 和 （ρ ／ η）∗

ｅ 分
别为与流体黏度 η 和密度 ρ 有关的当量参数， 下标 ｅ
代表当量。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的压力边界条件为
ｐ ｘ ｉｎ( ) ＝ ｐ ｘｏｕｔ( ) ＝ ０
ｐ（ｘ） ≥ ０（ｘ ｉｎ ＜ ｘ ＜ ｘｏｕｔ）{ （９）

１ ２　 黏度方程

采用 Ｒｏｅｌａｎｄｓ 的经验公式［１０］， 用国际单位制可
表示为

η＝η０ｅｘｐ ｌｎη０＋９．６７( ){ × －１＋ １＋([ ５．１×

１０－９ｐ ) ｚ０ Ｔ－１３８
Ｔ０－１３８

æ

è
ç

ö

ø
÷

－Ｓ０

ù

û
úú } （１０）

１ ３　 密度方程

运用 Ｄｏｗｓｏｎ⁃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密压密温关系式［１１］：
ρ＝ ρ０ １＋Ｃ１ｐ ／ （１＋Ｃ２ｐ）－Ｃ３（Ｔ－Ｔ０）[ ] （１１）

式中： Ｃ１ ＝ ０． ６ × １０－９ Ｐａ－１； Ｃ２ ＝ １． ７ × １０－９ Ｐａ－１；
Ｃ３ ＝ ０．０００ ６５ Ｋ－１。
１ ４　 膜厚方程

由于弹流润滑研究仅涉及到接触点附近的区域，
因此近似采用如下膜厚方程：

ｈ（ｘ， ｔ） ＝ ｈ００（ ｔ） ＋ ｘ２

２Ｒ
－ ２

πＥ′
·

∫ｘｏｕｔ（ ｔ）
ｘ ｉｎ

ｐ（ｘ′， ｔ）ｌｎ （ｘ － ｘ′） ２ｄｘ′ （１２）

式中： ｈ００ （ ｔ） 为刚体的中心膜厚 （ｍ）； Ｒ 为等效曲

率半径 （ｍ）； Ｅ′为综合弹性模量 （ＧＰａ）。
１ ５　 载荷方程

对于瞬变载荷作用下的考虑时变效应的载荷方

程为

∫ｘｏｕｔ
ｘ ｉｎ

ｐ（ｘ， ｔ）ｄｘ ＝ ｗ ＋ ｗ ｉ（ ｔ） （１３）

式中： ｗ 为外加静载荷 （Ｎ ／ ｍ）； ｗ ｉ （ ｔ） 为外加变载

荷 （Ｎ ／ ｍ）。
图 １—４ 分别示出了 ４ 种瞬变载荷的作用方式。

　 　 图 １　 阶跃载荷　 　 　 　 　 　 　 　 图 ２　 矩形脉冲载荷　 　 　 　 　 　 　 　 图 ３　 正弦脉冲载荷　 　 　 　 图 ４　 高斯脉冲载荷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ｌｏａｄ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ｐｕｌｓｅ ｌｏａｄ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ｉｎｅ ｐｕｌｓｅ ｌｏａｄ　 　 　 Ｆｉｇ ４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ｕｌｓｅ ｌｏａｄ

　 　 作用阶跃载荷时：

ｗ ｉ（ ｔ）＝
０　 　 　 　 （ ｔ＜０．０４ ｓ）
Ａｗ

Ｂ
（ ｔ≥０ ０４ ｓ）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４）

作用矩形脉冲载荷时：

ｗ ｉ（ ｔ）＝

０　 　 　 　 （ ｔ＜０．０４ ｓ）
Ａｗ

Ｂ
（０．０４ ｓ≤ｔ＜０．０６ ｓ）

０ （ ｔ≥０．０６ ｓ）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５）

作用正弦脉冲载荷时：

ｗ ｉ（ ｔ）＝

０　 　 　 　 　 　 　 （ ｔ＜０．０４ ｓ）
Ａｗ

Ｂ
ｓｉｎ（２π ／ ｔｐ ｔ） （０．０４ ｓ≤ｔ＜０．０６ ｓ）

０ （ ｔ≥０．０６ ｓ）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６）
作用高斯脉冲载荷时：

ｗ ｉ（ ｔ）＝

０　 　 　 　 　 　 　 　 （ ｔ＜０．０４ ｓ）
Ａｗ

Ｂ
ｅｘｐ －（

ｔ－０．０５
０．００５

）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０４ ｓ≤ｔ＜０．０６ ｓ）

０ （ ｔ≥０．０６ ｓ）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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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Ａｗ 代表瞬变载荷幅值； Ｂ 代表轴承的宽度； ｔ
代表计算的时间； ｔｐ 代表瞬变载荷的脉宽。
１ ６　 能量方程

ｃ ρｕ
∂Ｔ
∂ｘ

＋ρ
∂Ｔ
∂ｔ

－ｑ
∂Ｔ
∂ｚ

æ

è
ç

ö

ø
÷ －ｋ

∂２Ｔ
∂ｚ２

＝ － Ｔ
ρ
·

∂ρ
∂Ｔ

∂ρ
∂ｔ

＋ｕ
∂ρ
∂ｘ

æ

è
ç

ö

ø
÷ ＋η

∂ｕ
∂ｚ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８）

式中： ｑ ＝ ∂
∂ｘ∫

ｚ

０
ρｕｄｚ ； Ｔ 表示润滑膜温度； ｃ 表示流体

的比热容； ｋ 表示导热率； ｕ 表示 ｘ 方向的流速。
水膜能量方程具有如下边界条件：
Ｔ（０， ｚ， ｔ） ＝ Ｔ０ （当 Ｕ（０， ｚ， ｔ） ≥ ０） （１９）
轴与轴承之间的热传导方程为

ｃ１ρ１
∂Ｔ
∂ｔ

＋ Ｕ１
∂Ｔ
∂ｘ

æ

è
ç

ö

ø
÷ ＝ ｋ１

∂２Ｔ
∂ｚ１

２

ｃ２ρ２
∂Ｔ
∂ｔ

＋ Ｕ２
∂Ｔ
∂ｘ

æ

è
ç

ö

ø
÷ ＝ ｋ２

∂２Ｔ
∂ｚ２

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２０）

２　 数值计算方法

将以上的方程进行量纲一化， 令时间周期为 １００
ｍｓ， 并将其划分为 １００ 个瞬时， ４ 种瞬时载荷随时间

的变化分别如图 １—４ 所示， 对于时变问题， 每个瞬

时的数值求解在压力和温度的反复迭代中实现。 采用

多重网格法［１２］ 求解压力， 共用 ６ 层网格， 最高层上

共 ９６１ 个节点。 通过多重网格积分法［１３］ 求解弹性变

形， 运用逐列扫描法进行求解能量方程。 具体计算采

用 Ｗ 循环。
３　 结果及分析

３ １　 数值计算参数

润滑计算中所用润滑参数如表 １ 所示， 其中共同

输入的参数有： 量纲一速度参数 Ｕ＝ ２ ０×１０－１２， 量纲

一载荷参数 ｗ＝ １ ０×１０－５， 当量曲率半径 Ｒ ＝ ０ ０２ ｍ，
载荷幅值 Ａｗ ＝ ０ ５ ｋＮ， 轴承宽度 Ｂ ＝ ０ ０２ ｍ， 计算时

间 ｔ＝ ０ １ ｓ， 入口参数 ｘ ｉｎ ＝ －４ ６， 出口参数 ｘ＝ １ ４。

表 １　 润滑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水的环境黏度 η ／ （Ｐａ·ｓ） ０．００１

环境密度 ρ ／ （ｋｇ·ｍ－３） １ ０００

水导热系数 ｋ ／ （Ｗ·ｍ－１·Ｋ－１） ０．５８

水的比热容 ｃ ／ （Ｊ·ｋｇ－１·Ｋ－１） ４ １８６
固体 ａ（陶瓷）的密度 ρａ ／ （ｋｇ·ｍ－３） ３ ９４０
固体 ｂ（钢）的密度 ρｂ ／ （ｋｇ·ｍ－３） ７ ８５０

固体 ａ（陶瓷）的导热系数 ｋａ ／ （Ｗ·ｍ－１·Ｋ－１） ３２
固体 ｂ（钢）的导热系数 ｋｂ ／ （Ｗ·ｍ－１·Ｋ－１） ４６
固体 ａ（陶瓷）的比热容 ｃａ ／ （Ｊ·ｋｇ－１·Ｋ－１） ７８０
固体 ｂ（钢）的比热容 ｃｂ ／ （Ｊ·ｋｇ－１·Ｋ－１） ４７０

固体 ａ（陶瓷）的泊松比 ０．２４
固体 ｂ（钢）的泊松比 ０．３

固体 ａ（陶瓷）的弹性模量 Ｅａ ／ ＧＰａ ３６０
固体 ｂ（钢）的弹性模量 Ｅｂ ／ ＧＰａ ２１０

环境温度 Ｔａ ／ Ｋ ３１３

３ ２　 典型瞬变载荷作用下的润滑性能对比

３ ２ １　 阶跃载荷

图 ５ 所示的是施加 Ｆ ＝ ０ ５ ｋＮ 阶跃载荷时， 在

ｔ＝ ０ ０４ ｓ瞬时接触区内润滑膜中心压力、 中心膜厚及

最小膜厚在瞬变载荷下的时历曲线。 可以看出， 在

ｔ＝ ０ ０４ ｓ 时施加 Ｆ ＝ ０ ５ ｋＮ 阶跃载荷时， 水润滑膜

的中心压力、 中心膜厚及最小膜厚均出现了阶跃现

象。 压力的变化趋势与施加的载荷趋势一致， 而膜厚

的变化趋势与之相反。

图 ５　 阶跃载荷作用下的压力与膜厚分布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ｌ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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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矩形脉冲载荷

图 ６ 所示的是在 ｔ＝ ０ ０４ ｓ 时施加 Ｆ＝ ０ ５ ｋＮ 矩形

冲击载荷， 载荷脉宽 ｔｐ ＝ ０ ０２ ｓ 时， 所得到的水润滑

膜中心压力、 中心膜厚与最小膜厚。 可以看出， 在矩

形载荷作用的时间内， 中心压力明显增大， 膜厚变化

较小， 中心膜厚与最小膜厚均减小。

图 ６　 矩形脉冲载荷下的压力及膜厚分布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ｐａｕｓｅ ｌｏａｄ

３ ２ ３　 正弦脉冲载荷

图 ７ 所示的是 ｔ＝ ０ ０４ ｓ 时施加 Ｆ＝ ０ ５ ｋＮ 正弦冲

击载荷， 载荷脉宽 ｔｐ ＝ ０ ０２ ｓ 时， 所得到的水润滑膜

中心压力、 中心膜厚与最小膜厚。 可以看出， 压力与

膜厚均在施加载荷时出现波动， 且中心压力波动幅度

较大， 压力在载荷处增大， 相应的中心膜厚与最小膜

厚减小。

图 ７　 正弦脉冲载荷下的压力及膜厚分布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ｅ ｐａｕｓｅ ｌｏａｄ
３ ２ ４　 高斯脉冲载荷

图 ８ 所示的是 ｔ＝ ０ ０４ ｓ 时施加 Ｆ＝ ０ ５ ｋＮ 高斯冲

击载荷， 载荷脉宽 ｔｐ ＝ ０ ０２ ｓ 时， 所得到的水润滑膜

中心压力、 中心膜厚与最小膜厚。 可以看出， 压力与

膜厚均出现波动， 压力明显增大， 膜厚减小， 膜厚波

动幅度较小。

图 ８　 高斯脉冲载荷下的压力及膜厚分布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ｕｌｓｅ ｌ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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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５　 不同形式载荷下最小膜厚对比

图 ９ 所示为阶跃、 矩形脉冲、 正弦脉冲与高斯脉

冲 ４ 种冲击载荷下最小膜厚的对比。 可以看出， ４ 种

不同的冲击载荷中， 高斯脉冲产生的最小膜厚较大，
而矩形脉冲载荷与阶跃载荷产生的最小膜厚最低。

图 ９　 不同冲击载荷下最小膜厚对比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ｌｏａｄ

４　 结论

（１） 综合考虑时变效应与热效应， 分析了 ４ 种

不同形式载荷下水润滑膜压力、 膜厚的变化， 得到了

中心压力、 中心膜厚与最小膜厚随时间变化的分布曲

线， 结果表明， 压力的变化较膜厚的变化更为明显。
（２） 在瞬变载荷作用的时间段内， 中心压力增

大， 膜厚整体减小。 压力的变化波幅与施加载荷一

致， 而膜厚与之相反。
（３） 施加的 ４ 种不同形式的载荷中， 矩形载荷

与阶跃载荷产生的最小膜厚最低， 最不利于轴承的

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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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现有润滑油磨粒监测技术的不足， 提出一种将微流控技术与铁谱技术相结合的磨粒在线检测方法。 该

系统用微流控芯片取代传统铁谱片并显微成像； 在图像的模糊恢复上， 采用基于运动模糊图像微分与自相关的方法进

行模糊尺度计算， 应用维纳滤波方法对模糊图像进行模糊恢复， 得到纹理及边界更加清晰的图像； 在磨粒特征的提取

上， 运用颜色特征用来识别磨粒的成分， 包括铁质磨粒、 有色金属磨粒和氧化物磨粒， 运用尺度和形状等特征识别磨

粒产生的磨损机制； 在颗粒的识别上， 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实现磨粒的自动识别。 该磨粒在线监测系统不仅能对磨

粒进行计数， 也可以对磨粒类型进行判断， 其准确率达到 ９０％。
关键词： 磨粒； 在线监测； 微流控技术； 图像处理； 特征提取； 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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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运转时， 由于零件表面的相对运动和接触，
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摩擦、 磨损。 零部件的磨损失效是

机械中最常见、 最主要的失效形式， 占机械失效故障

的 ８０％ ［１］。 对机器的状态进行监测可以在早期发现

故障， 并对其故障原因、 部位等进行分析， 实现视情

维修。 因此， 对设备进行在线磨损状态监测具有重要

的意义。
根据检测原理和收集磨粒方法的不同， 在线磨粒

监测传感器主要分为电磁型、 导电型、 光电型和超声

波型 ４ 种类型［２－６］。 以上 ４ 种方法能够监测油液中磨

粒的大小和数量， 但是不能够反映磨粒的几何特征，
不能够判断磨粒的类型。 铁谱技术克服了上述的缺

点， 既能检测磨粒大小又可以判断磨粒类型， 因此铁

谱技术是油液磨粒检测的一种重要手段。 国内多所高

校、 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在油液磨粒在线铁谱技术研

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１９９０ 年， 西安交通大学自

主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台单通道 ＯＬＦ－１ 在线铁谱仪，
在 １９９４ 年对 ＯＬＦ－１ 进行改进研发了四通道 ＯＬＦ－４
型在线铁谱仪［７］。 ２００４ 年， 清华大学伍昕等人［８］ 设

计了在线图像铁谱仪的硬件系统。 ２００７ 年， 西安交

通大学武通海等［９］研发了图像式的在线铁谱仪。 ２０１２
年， 陶辉等人［１０］ 研究了一种融合在线铁谱图像特征



信息的磨损状态诊断方法。
虽然在线铁谱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

铁谱技术中铁谱片的制备过程繁琐， 无法嵌入到滑油

系统中实现磨粒的在线监测。 当前生化分析领域快速
发展的微流控技术为油液在线检测提供了新的机遇，
微流控技术的高度集成性、 分析快速性以及体积微型

化为提高油液分析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因此， 开
展基于微流体与铁谱技术的在线润滑油磨粒分析系统
理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作者建立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显微图像在线识别系统， 实现更有
效的磨粒在线监测， 既可以识别磨粒的形态学特征，
也可以识别磨粒的种类。
１　 实验系统

采用的实验系统是在线铁谱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

设计的， 其结构如图 １ 所示。 系统中用微流控芯片取

代铁谱片， 不需要铁谱技术中的磁铁吸引来收集铁磁
性颗粒， 使检测更加简单、 方便、 快捷。 芯片结构如
图 ２ 所示， 通道内径 １５０ μｍ， 待检测润滑油在此通

道内缓缓流动。 由于通道内径小， 油液中磨粒一些宏
观条件下观察不到的特征， 在此通道中应用显微成像

技术可以观察到， 例如表面纹理和颜色。

图 １　 在线监测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 １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２　 芯片的结构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ｐ

２　 图像处理

２ １　 图像的运动模糊恢复

由于磨粒与显微镜的相对运动， 会使拍摄的磨粒
图像模糊， 因此需对模糊的磨粒图像进行恢复增强处

理， 以便于磨粒的形态学特征参数的提取及磨粒的分
类处理。 对运动模糊图像进行恢复处理的关键是确定
图像模糊退化模型。 图 ３ 表示图像的退化模型［１１］。

图 ３　 图像退化模型

Ｆｉｇ 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ｍａｇｅ

模型中 ｇ （ｘ， ｙ） 表示运动模糊图形， ｆ （ ｘ， ｙ）
表示输入图像， 图像退化的物理系统被模型化为 Ｈ。
ｎ （ｘ， ｙ） 表示噪声， 模型中运动模糊图像 ｇ （ｘ， ｙ）
与输入图像 ｆ （ｘ， ｙ） 之间有如下关系［１２］

ｇ （ｘ， ｙ） ＝ Ｈ ［ ｆ （ｘ， ｙ） ］ ＋ｎ （ｘ， ｙ） ＝
ｆ （ｘ， ｙ） ∗ｈ （ｘ， ｙ） ＋ｎ （ｘ， ｙ） （１）
式中： ∗为卷积运算； ｈ （ｘ， ｙ） 表达 Ｈ 的过程。 在
曝光的时间内， 设磨粒沿着微通道轴径方向移动了 Ｌ
个像素， ｈ （ｘ， ｙ） 表示［８］为

ｈ （ｘ， ｙ） ＝
１
Ｌ
， ０≤ｘ≤Ｌ－１

０
{ （２）

式中： ｘ 方向为通道轴线方向。
磨粒模糊图像的复原主要是确定退化模型中的运

动模糊尺度 Ｌ。 本文作者借鉴基于运动模糊图像微分
与自相关的方法进行模糊尺度计算［１３－１４］， 该种方法
抗噪能力强， 模糊尺度计算精度高。

图像每一行相关函数的曲线上都有一对共轭相关
峰， 共轭相关峰对称地分布于零频尖峰的两侧， 其横
坐标的差值为模糊尺度 Ｌ 的 ２ 倍。 图像的每一行都会
求出一个模糊尺度， 共得到 ｍａｘ （ ｋ） 个值， 最后求
出这些值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值作为此图像的模糊尺
度。 对图像的每一行都求一个模糊尺度， 然后求得最
高频率值目的是抑制噪声干扰， 提高模糊尺度识别精
度和可靠性。 模糊尺度 Ｌ 确定后可以对图像进行复
原， 本文作者应用维纳滤波方法对模糊图像进行模糊
恢复。 系统所采集的都是 ２４ 位真彩色图像， 在对图
像模糊恢复前将其转化成灰度图像，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运动模糊磨粒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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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是运动模糊的磨粒图像， 求得图像中第一行

的像素相关函数曲线如图 ５ 所示， 模糊尺度为 ３
ｐｉｘｅｌｓ。 求得图像每一行自相关函数得整幅图像的模

糊尺度 Ｌ 为 ６ ｐｉｘｅｌｓ 。 依据模糊尺度 Ｌ 数值， 应用维

纳滤波对图像进行模糊恢复得到图 ６ 所示的运动模糊

恢复图像。

　 　 　 　 　 　 　 　 　 　 　 　 图 ５　 自相关函数　 　 　 　 　 　 　 　 　 　 　 　 　 　 　 　 　 　 图 ６　 运动模糊恢复图像

　 　 　 　 　 　 　 　 　 　 　 　 Ｆｉｇ ５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 ６　 Ｍｏｔｉｏｎ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ｍａｇｅ

　 　 对比图 ６ 和图 ５ 可以看出， 模糊恢复后的图像边

界和表面纹理更加清晰， 便于磨粒几何特征参数的

提取。
３　 图像的特征提取

机器的润滑油中含有各种类型的磨粒， 难以选择

合适的参数描述所有的磨粒， 但可以应用一些特定的

特征参数描述几种典型的磨粒。 特征参数的提取可以

从以下 ３ 个方面进行： 尺度、 形状和颜色， 其中， 颜

色特征用来识别磨粒的成分， 包括铁质磨粒、 有色金

属磨粒和氧化物磨粒； 其他特征用来识别磨粒产生的

磨损机制， 包括切削磨损、 球状磨粒、 疲劳剥离磨粒

和层状磨粒。 以下分别介绍尺度、 形状和颜色特征参

数的特征提取方法。
３ １　 尺度特征的提取

采用面积 Ａ、 周长 Ｐ 和短、 长轴 （ａ， ｂ） ３ 个参

数描述磨粒尺度特征。
二值图像中磨粒图像的面积 Ａ 是磨粒图像所占

像素点的个数， 即区域的边界点内包含的所有像素

点。 面积的计算公式如下：

Ａ＝∑
ｍ－１

ｘ＝ ０
∑
ｎ－１

ｙ＝ ０
ｆ （ｘ， ｙ） （３）

式中： ｘ、 ｙ 表示图像中像素的位置， 二值图像中用

“１” 表示磨粒图像， “０” 表示背景， 则面积就是统

计 “１” 像素点的数量。
将图像的像素看成点， 则周长 Ｐ 就是区域边界 ８

链码的长度。 图 ７ 示出了磨粒的灰度图像， 图 ８ 示出

了提取其边界的图像［１５］， 依据图中白色像素点的数

目可以折算出周长。

图 ７　 磨粒灰度图像　 　 　 　 图 ８　 边界二值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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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磨粒图像拟合椭圆的短、 长轴定义为该磨粒的

短轴 ａ、 长轴 ｂ［１６］。 如图 ９ 所示。 图像中的椭圆即为

该磨粒的拟合椭圆， 通过测量椭圆的短、 长轴值， 可

以获得磨粒的近似短、 长轴。

图 ９　 磨粒拟合椭圆

Ｆｉｇ 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ｅｌｌｉｐｓｅ

３ ２　 形状特征的提取

本文作者研究的形状特征只包括圆形度、 短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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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和紧凑度 ３ 个。 圆形度用来刻画物体边界的复杂

程度， 其定义为等价圆的周长平方与颗粒轮廓的周长

平方之比， 物 像 的 等 价 圆 直 径 为： Ｄｅｑｕａｌ ＝ （ ４Ａ ／
π） １ ／ ２， Ａ 表示物体的面积， 所以磨粒图像的圆形度用

公式 （４） 表示。

Ｃｃｉｒ ＝
（πＤｅｑｕａｌ）

２

Ｐ２ （４）

式中： Ｐ 表示磨粒图像的周长， 形状越接近圆形， 其

值越接近 １。 其他形状的圆形度都小于 １。 且值越小，
说明图像区域越离散， 形状越复杂。 球状颗粒尺寸较

小且呈圆形， 而其他磨粒为条状或片状， 所以用圆形

度和尺度特征就能将疲劳球状颗粒与其他颗粒区分开。
短长轴之比 ｋ 为图像的短轴与长轴相除的积。 公

式如下所示：

ｋ＝
ａ
ｂ

（５）

紧凑度是反映物体形状凹凸程度的指标， 它定义

为物体面积 Ａ 与其轮廓凸包 Ａｈｕｌｌ的面积之比， 即：

Ｃｃｏｍｐａｃｔ ＝
Ａ
Ａｈｕｌｌ

（６）

很显然， 多边形越凹， 其紧凑度就越小。 磨损颗

粒中的切削颗粒呈弯曲的细长条状， 其紧凑度比较

小， 因此， 紧凑度特征是区分切削颗粒的重要指标。

３ ３　 颜色特征的提取

可以用磨粒的颜色特征区分不同类型的颗粒， 例
如红色氧化物磨粒是三氧化二铁的化合物， 黑色氧化
物磨粒是四氧化三铁、 氧化铁、 氧化亚铁的混合物。
因此可以应用图像的颜色区分红色氧化物磨粒和黑色
氧化物磨粒的类型， 进而判断机器润滑油的品质及机
器的润滑状态。 对磨粒颜色的描述可以直接利用
ＨＳＶ 颜色模型中的色度分量和亮度分量， 由于光线
和磨粒表面形貌的影响， 往往会出现十几种颜色， 本
文作者采用磨粒表面像素色度的平均值和亮度均值作
为磨粒表面颜色的描述， 定义如下：

Ｈｍｅａｎ ＝
１
Ｍ

∑
Ｍ－１

ｉ＝ ０
Ｈ（ ｉ） （７）

Ｖｍｅａｎ ＝
１
Ｍ

∑
Ｍ－１

ｉ＝ ０
Ｖ（ ｉ） （８）

式中： Ｈ （ ｉ） 为磨粒像素 ｉ 的色度值； Ｖ（ ｉ）表示像素
的亮度值； Ｍ 为像素的数目。
４　 不同类型磨粒的特征采集

图 １０ 示出了应用图像系统采集到的 ７ 种典型磨
粒。 在 ＲＧＢ 图像中为了排除各分量的干扰和便于计
算， 图 １０ （ａ） — （ｅ） 所示磨粒图像采用灰度图像，
而图 １０ （ｆ） — （ｈ） 所示磨粒图像需要将 ＲＧＢ 格式
转化为 ＨＳＩ 格式， 并且对这 ３ 种磨粒只做磨粒材质的
判断， 不区分其类型， 所以采集的是彩色图像。

图 １０　 典型磨粒图像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ｓｐａｌｌｉｎｇ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 ｂａｌｌ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 ｂｌａｃｋ ｏｘｉｄｅ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 ｒｅｄ ｏｘｉｄｅ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 ｍｅｔａｌ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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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求出上述 ７ 种磨粒的特征参数： 面积、 周

长、 短轴、 长轴、 短长轴之比、 圆形度、 紧凑度、 像

素的色度均值和方差。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中， ａ 表

示正常磨粒， ｂ 表示疲劳剥离磨粒， ｃ 表示疲劳层状

磨粒， ｄ 表示切削磨粒， ｅ 表示球状磨粒， ｆ 表示黑色

氧化物磨粒， ｇ 表示红色氧化物磨粒， ｈ 表示没有被

氧化的金属磨粒。

表 １　 磨粒的特征参数测量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性质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面积 Ａ ／ mｍ２ ２０．９０ ４ ６７２．３９ ５ １６７．２８ ７１８．９７ ３７．６０ － － －

周长 Ｐ ／ mｍ ２２．３０ ４１３．４９ ３３６．５９ ３８１．９２ ２２．６３ － － －

长轴 ｂ mｍ ３．３５ ４９．１０ ９３．２５ ９６．１０ ３．５１ － － －

短轴 ／ 长轴 ０．６７４ ６ ０．７０２ ０ ０．７０６ ８ ０．３５３ ５ ０．９７１ ５ － － －

圆形度 ０．５２７ ８ ０．３４３ ２ ０．５７２ ８ ０．０６１ ０ ０．９２２ １ － － －

紧凑度 ０．７５３ ９ ０．９５９ ４ ０．７２１ ５ ０．３４３ １ ０．９８７ ２ － － －

色度均值 － － － － － ０．２０６ ２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６８ ９
亮度均值 － － － － － ０．２９７ ２ ０．６１４ ０ ０．７１６ ７

　 　 表 １ 中， 面积、 长轴、 短轴可以表征磨粒的大

小， 而周长受边界复杂程度的影响很大， 比较疲劳层

状磨粒与切削磨粒的周长和面积可以发现， 前者的面

积很大， 达到 ５ １６７ ２８ mｍ２， 是后者的 ７ 倍， 周长仅

为后者的 ０ ８８ 倍左右， 因此可知周长不能作为衡量

磨粒大小的标准。
圆形度和紧凑度可以作为来区切削磨粒的 ２ 个特

征参数， 该磨粒的圆形度为 ０ ０６１ ０， 远远小于其他

颗粒， 紧凑度为 ０ ３４３ １， 其他磨粒的紧凑度都大

于 ０ ７。
圆形度可以作为判断球型磨粒的特征参数， 球型

磨粒的圆形度一般大于 ０ ９， 其他磨粒的一般小

于 ０ ９。
黑色氧化物颗粒的亮度均值最小， 一般小于

０ ４， 因此可以通过亮度均值判断黑色磨粒； 没有被

氧化的金属磨粒因其是黄色， 其色调值在 ０ １６６ ７ 左

右， 而红色的氧化物磨粒的色调值一般在 ０ ~０ １１１ １
之间， 其两者的亮度均值在 ０ ４ 以上， 因此可以通过

色调均值与亮度均值相结合判断磨粒类型。
正常磨粒的粒径比较小， 一般小于 ５ mｍ。
疲劳剥离磨粒和疲劳层状磨粒与其他磨粒相比形

态学特征参数没有明显的不同， 即只应用形态学特征

参数不能将其与其他磨粒区分开。 下面应用灰度关联

法对正常磨粒、 切削磨粒、 球状磨粒、 黑色氧化物磨

粒、 红色氧化物磨粒、 没有被氧化的金属磨粒进行

辨别。

５　 应用灰色关联进行磨粒的识别

灰色系统理论［１７－１８］ 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利用己知

信息预测和判断未知信息的数学工具。 通常磨粒种类

的判别， 需要专门知识及丰富的经验。 而引入灰色理

论中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建

模， 实现磨粒的分类与识别， 即通过计算待识别磨粒

模式与标准磨粒模式的灰色关联度［１９］， 关联度一般

在 ０～１ 之间， 比较关联度的大小， 其值越大越贴近

标准磨粒， 从而确定磨粒的类型。
一个待分类的磨粒也是一个部分信息已知， 部分

信息未知的灰色系统。 在以上 ６ 种磨粒特征参数已知

的基础上， 将待分类磨粒与这 ６ 种磨粒分别进行关联

度计算， 得到 ６ 个关联值， 其中关联值最大的就默认

为此种磨粒。 具体方法如下：
（１） 建立参考向量和比较向量。 建立一个 ６ 行 ６

列的矩阵， 一共 ６ 种典型磨粒即正常磨粒、 切削磨

粒、 球状磨粒、 黑色氧化物磨粒、 红色氧化物磨粒、
没有被氧化的金属磨粒共 ６ 个行向量， 以脚表 ｍ 表

示。 每一行向量代表一种典型磨粒的 ６ 个特征参数，
分别代表面积、 周长等， 以符号 ｊ 表示。 将表 １ 的数

据带入便可以得到参考向量。

ｘ０ ＝

ｘ０１（１） ｘ０１（２） … ｘ０１（６）
ｘ０２（１） ｘ０２（２） … ｘ０２（６）
… … … …

ｘ０６（１） ｘ０６（２） … ｘ０６（６）

ü

þ

ý

ï
ïï

ï
ï

ì

î

í

ï
ïï

ï
ï

＝ ｘ０ｍ（ 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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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ｍ＝ １， ２， …， ６； ｊ＝ １， ２， …。
如若有 Ｎ 个待判磨粒， 每个磨粒有 ６ 个特征参

数也组成一个向量， 称其为比较向量 ｘｋ。
ｘｋ ＝ ｘｋ（１） ｘｋ（２） … ｘｋ（６）}{ ＝ ｘｋ（ ｊ）}{

ｋ＝ １， ２， …， Ｎ （１０）
（２） 因得到参数的量纲不一致需进行量纲一化。

采用初值化方法进行量纲一化处理， 将每一行的所有

数据除以第一个数据除， 然后得到一个新的数列， 这

个新的数列即是各个参数的值对于第一个参数的百

分比。
（３） 计算出待判磨粒比较向量与典型磨粒矩阵

中的每一个向量在每一个参数点 （ ｊ） 上的关联系数

ξｋｍ（ ｊ）＝
Δｍｉｎ（ ｊ）＋ρΔｍａｘ（ ｊ）
Δｋｍ（ ｊ）＋ρΔｍａｘ（ ｊ）

（１１）

式中： Δｋｍ（ ｊ）＝ ｘ０ｍ（ ｊ）－ｘｋ（ ｊ） ； Δｍｉｎ（ ｊ）＝ ｍｉｎ
ｋ

ｍｉｎ
ｍ

Δｋｍ（ ｊ）

是两级最小差， Δｍａｘ（ ｊ）＝ ｍａｘ
ｋ

ｍａｘ
ｍ

Δｋｍ（ ｊ）， 是两级最大

差； ρ 为分辨系数， 取 ρ＝０ ５。
（４） 计算待测磨粒与 ６ 个典型磨粒之间的关联

度 Ｒｋｍ。

Ｒｋｍ ＝ Σ
８

ｊ＝ １
ξｋｍ（ ｊ）·Ｗｍｊ （１２）

式中： Ｗｍｊ 为 ６ 种典型磨粒的 ６ 个参数的各自权重值。
磨粒的 ６ 个特征参数在判断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均

等而是加权的， 因此引入权重值。 例如在判断是否是

球形磨粒时， 只要考察它的圆度就可以了， 其他参数

不起参考作用。
６ 种典型磨粒的 ６ 个参数的各自权重值， 其具体

数值见表 ２。

表 ２　 ６ 种典型磨粒参数的权重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６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典型

磨粒

面积

Ａ
周长

Ｐ
圆形度

Ｃｃｉｒ

紧凑度

Ｃｃｏｍｐａｃｔ

色度均值

Ｈｍｅａｎ

亮度均值

Ｖｍｅａｎ

ａ ０．５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ｄ ０ ０ ０．５ ０．５ ０ ０
ｅ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ｆ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ｇ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５
ｈ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５

判定关联值最大的为识别结果， 关联度值本身的

大小反映了识别的置信程度。
应用系统采集到的磨粒图像进行分类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采集磨粒图像

Ｆｉｇ １１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ａｇｅ

对图像中的磨粒从左到右编号为 １ ~１０， 共 １０ 个

磨粒， 包括切削磨粒 １ 个、 红色氧化物正常磨粒 １
个、 金属色正常磨粒 ５ 个、 黑色氧化物球型磨粒 １
个、 黑色氧化物正常磨粒 １ 个和部分被氧化的正常金

属磨粒 １ 个。 磨粒编号及其类型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磨粒编号及其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编号 １ ２
３、 ５、 ７
８、 １０

４ ６ ９

类型
切削

磨粒

红色氧

化物正

常磨粒

金属色

正常磨粒

黑色氧

化物球

型磨粒

黑色氧

化物正

常磨粒

部分被

氧化的

正常磨粒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 １０ 个磨粒进行了识

别试验， 取得了较好的正确率，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磨粒识别的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编号 １ ２
３、 ５、 ７、
８、 １０

４ ６、 ９

类型
切削

磨粒

红色氧

化物正

常磨粒

金属色

正常磨粒

黑色氧

化物球

型磨粒

黑色氧

化物正

常磨粒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对以上 １０ 个磨粒进行分类取

得较好的结果， 分析的准确率达到 ９０％。 其中只有

第 ９ 个磨粒被误判， 其原因是部分被氧化后， 使得亮

度均值减小。
６　 结论

（１） 提出将在线铁谱技术与微流控技术相结合

的思路， 建立基于微流控技术的显微图像在线识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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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该系统在图像的模糊恢复上， 采用基于运动模糊

图像微分与自相关的方法进行模糊尺度计算， 应用维

纳滤波方法对模糊图像进行模糊恢复， 得到纹理及边

界更加清晰的图像； 在磨粒特征的提取上， 运用颜色

特征用来识别磨粒的成分， 包括铁质磨粒、 有色金属

磨粒和氧化物磨粒， 运用尺度和形状等特征用来识别

磨粒产生的磨损机制； 在颗粒的识别上， 应用灰色关

联分析方法实现磨粒的自动识别。
（２） 该磨粒在线监测系统不仅能对磨粒进行计

数， 也可以对磨粒类型进行判断， 其准确率达到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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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油对膨润土润滑脂流变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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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 ５ 种基础油和季铵盐改性的膨润土制备膨润土润滑脂， 通过流变仪对润滑脂进行动态和稳态流变试

验， 考察基础油对润滑脂触变性、 模量等流变性能的影响。 试验表明， 基础油黏度越大， 膨润土润滑脂凝胶体系越稳

定； 黏度相近的基础油中， 环烷基油所制润滑脂的结构强度较石蜡基油的更强。 温度对膨润土润滑脂流变性能影响较

大， 低温时， 润滑脂触变环面积、 屈服点和流动点储存模量均大于高温时的值， 故润滑脂弹性势能低温时较高温时

大， 随着温度的升高， 更容易转变为流动体系。
关键词： 膨润土润滑脂； 基础油； 流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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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ｓ，ａｎｄ ｅｔｃ．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ｉｓ．Ｔｈｅ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ｎａｐｈｔｈｅｎｉｃ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ｂｙ 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ｗｏ ｂａｓｅ ｏｉｌ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ｔｈｅ ｔｈｉｘｏｔｒｏｐｉｃ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ｌｏｏｐ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ｆｌｏ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ｂａｓｅ ｏｉｌ；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膨润土润滑脂是一类重要的非皂基润滑脂， 是由

有机膨润土稠化矿物油或合成油制备而成。 它具有良

好的机械安定性和胶体安定性， 而且对环境友好， 生

物降解性好， 是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温润滑脂之一。 但

膨润土润滑脂高温下长期使用有发干现象， 且稠化能

力较弱、 抗剪切能力较差， 这些缺点制约了它的广泛

应用。
目前 已 有 一 些 研 究 就 基 础 油［１］、 膨 润 土 种

类［２－３］、 助分散剂［４－５］以及工艺条件［６－７］等对膨润土润

滑脂性能的影响进行过探讨， 但针对膨润土润滑脂流

变性能的影响研究还很少，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锂基润

滑脂［８－１０］。 黄伟聪等［１］以季铵盐改性的膨润土为稠化

剂， 考察矿物油、 合成油和酯类油等不同种类基础油

对润滑脂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ＰＡＯ４０ 与所选稠化

剂配伍性最差， 酯类油最好。 王欣等人［１１］ 考察了国

内外生产的 １０ 种不同类型有机膨润土稠化能力及成

脂性能， 认为膨润土润滑脂制备过程中基础油对膨润

土有较强的选择性， 以 １５０ＢＳ 为基础油时， 只有脂肪

酸氨基酰胺改性剂类型的有机膨润土才能形成性能优

异的润滑脂。
本文作者以季铵盐改性的膨润土为稠化剂， 以乙

醇为助分散剂， 不加入其他添加剂， 采用 ５ 种环烷

基、 石蜡基矿物油， 制备稠度相近的膨润土润滑脂。
通过流变仪对润滑脂进行动态和稳态流变试验， 探讨

不同基础油对应的润滑脂呈现出流变性能的异同及其



原因， 为膨润土润滑脂实际应用和研究开发奠定理论

基础。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实验原料

实验主要原料有： 有机膨润土 ＨＦＧＥＬ ３１０； 基础

油 Ｔ１１０、 Ｔ４００、 ２００ＤＮ、 １５０ＳＮ、 ４００ＳＮ； 助分散剂

乙醇。
１ ２　 润滑脂的制备

先将 ４０％～ １００％底油 （占基础油总量的质量分

数） 加入放置一定量有机膨润土的反应容器中， 室

温搅拌分散 ２０ ｍｉｎ 后， 再加入 １０％～５０％ （占膨润土

的质量分数） 分散剂， 继续搅拌 ３０ ｍｉｎ， 加热除去过

量助分散剂， 最后三辊磨研磨 ３ 次， 成脂［１２］。
１ ３　 润滑脂性能的评定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立 Ｓ⁃４８００） 观察所制润

滑脂稠化剂结构， 并对锥入度、 滴点、 钢网分油等基

本理化性能进行评定。
采用 Ａｎｔｏｎ⁃ｐａａｒ ＭＣＲ３０２ 旋转流变仪测定润滑脂

流变性能， 测试夹具选用 ＰＰ ５０， 转子距离平板为 １
ｍｍ。 稳态流变实验方法： 控制剪切速率的条件下，
采用循环法 （剪切速率的变化 ２ ｓ－１ ～ ５０ ｓ－１ ～ ２ ｓ－１），
研究润滑脂的黏度和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过程， 分析

润滑脂触变性。 动态流变实验方法： 在控制应变模式

下， 应变范围为 ０ ０１％ ～ １００％， 角速度为 １０ ｒａｄ ／ ｓ，
考察润滑脂的储存模量等随应变幅度的变化过程。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基础油理化性能

实验选取黏度不同、 种类不同的基础油， 对基础

油基本理化指标进行测定， 所得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基础油部分理化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ｂａｓｅ ｏｉｌｓ

项目
　 　 　 　 　 　 　 　 油品　 　 　 　 　 　 　 　
Ｔ４００ Ｔ１１０ ２００ＤＮ ４００ＳＮ １５０ＳＮ

运动黏度（１００ ℃）
ν ／ （ｍｍ２·ｓ－１）

１８ ８．３ ２．７ ９．２ ５．５８

运动黏度（４０ ℃）
ν ／ （ｍｍ２·ｓ－１）

３６０ １０９ ４０ ８３．４２ ３０．８

倾点 ｔ ／ ℃ －２１ －３０ －３５ －１１ －８
闪点（开口） ｔ ／ ℃ ２４２ ２１２ １７４ ２５２ ２１０
酸值（以 ＫＯＨ 计）

ｃ ／ （ｍｇ·ｇ－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２ ２　 润滑脂基本性能

实验所制膨润土润滑脂稠度相近， 环烷基油所需

稠化剂较石蜡基油的少； 同类型的基础油， 黏度较大

的基础油所需稠化剂较小。 ５ 种润滑脂基本性能指标

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基础油膨润土润滑脂基本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 ｏｉｌｓ

基础油
稠化剂

含量 ｗ ／ ％
１ ／ ４ 工作锥入度

λ ／ （０．１ ｍｍ）
滴点

ｔ ／ ℃
钢网分

油 ｗ ／ ％
Ｔ４００ ７．５ ６５ ＞３００ ０．５
Ｔ１１０ ８．１ ６３ ＞３００ １．９
２００ＤＮ １１．８ ６５ ＞３００ ０．６
４００ＳＮ １２．０ ６４ ＞３００ １３
１５０ＳＮ １４．１ ６７ ＞３００ １．４

２ ３　 润滑脂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分析

实验对 ５ 种膨润土润滑脂进行 ＳＥＭ 分析， 分析

表明 ５ 种润滑脂的电镜图片没有明显差异。 图 ３ 示出

了 ４００ＳＮ 所制润滑脂的电镜图， 可见润滑脂呈层状

结构， 层与层之间结构较为疏松， 片状清晰可见， 同

时存在叠加状态， 分散较为均匀。

图 １　 膨润土润滑脂 ＳＥＭ 照片

Ｆｉｇ １　 ＳＥ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

２ ４　 基础油对膨润土润滑脂触变性的影响

触变性是指润滑脂的一种重要的特性： 剪切增强

引起黏度降低， 润滑脂变稀； 剪切减小或者停止时，
黏度开始回升， 恢复部分凝胶结构。 试验通过触变环

面积来表征润滑脂的触变性， 触变环面积越大， 表明

破坏润滑脂结构所需的能量则越大， 而一定时间内，
结构恢复越慢； 反之亦然［１３］。

图 ２ 示出了不同基础油膨润土润滑脂在不同温度

下的触变环面积。 由图 ２ （ａ） 可知， Ｔ１１０ 对应的润

滑脂触变环面积最大， 表明相同剪切条件下， 破坏

Ｔ１１０ 润滑脂结构所需的能量最大， 结构相对较难破

坏， 但其结构恢复较慢； ４００ＳＮ 制成的润滑脂触变环

面积最小， 说明破坏其结构相对容易， 但一定时间内

１６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何　 燕等： 基础油对膨润土润滑脂流变性能的影响



其结构恢复速度较快。 图 ２ （ｂ） 中， １３０ ℃ 各基础

油对应的润滑脂触变环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 ２００ＤＮ、
Ｔ４００、 １５０ＳＮ、 Ｔ１１０、 ４００ＳＮ。 总的来说， 环烷基油

制成的润滑脂触变环面积普遍较石蜡基油所制润滑脂

的大， 低黏度石蜡基润滑脂的触变环比高黏度的大。

图 ２　 不同基础油膨润土润滑脂触变环面积

Ｆｉｇ ２　 Ｔｈｉｘｏｔｒｏｐｉｃ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ｌｏｏｐ ｏｆ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 ｏｉｌｓ （ａ） ２５ ℃； （ｂ） １３０ ℃

比较图 ２ （ａ）、 （ｂ） 可知， 温度对润滑脂触变

性影响较大。 １３０ ℃ 时各润滑脂触变环面积相对 ２５
℃时的均有不同程度减小。 表明在高温下， 破坏润滑

脂结构所需能量较常温下的小。 这可能因为膨润土润

滑脂是一种结构分散体系， 稠化剂分子与基础油分子

之间存在静电、 氢键等作用力。 温度较低的情况下，
静电和氢键共同作用， 因此破坏结构所需能量较大；
随着温度的升高， 静电作用减弱， 更多的是氢键在起

作用， 尽管氢键数量较少， 但强度较大， 因此结构得

以保持， 此时破坏结构所需能量相对低温时的要小，
但结构恢复较快。
２ ５　 基础油对膨润土润滑脂储能模量和应变的影响

通过动态实验， 考察润滑脂的储存模量 （Ｇ′）、
损耗模量 （Ｇ″） 随应变的变化过程， 并得到屈服点

和流动点的应变。

储存模量 （Ｇ′） 是反映润滑脂保持自身形状的

一种能力， Ｇ′越大润滑脂呈凝胶状态前结构保持越

好， 这与润滑脂胶体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损耗模

量 （Ｇ″）越小， 润滑脂则越接近理想弹性状态。 Ｇ′和
Ｇ″随应变的变化而变化， 在初期很小的应变区域内，
Ｇ′和 Ｇ″近似不变， 此区域的终点称为屈服点， 此点

的应变为屈服应变 （γ ｔ）， γ ｔ 是衡量润滑脂开始流动

难易程度的关键指标， 其值越大表示润滑脂在外力作

用下发生形态转变的时间越长， 它与受力没有关系；
Ｇ′＝Ｇ″时的交点为流动点， 对应的应变为 γ ｆ， 标志着

润滑脂从以弹性为主转变为以黏性为主。 一般来说，
γ ｆ 越小， 润滑脂变形程度越小、 时间更短； γ ｆ 越大，
外力作用时间和行程越长［１４］。

２５ ℃时， Ｔ４００ 所制润滑脂的 γ ｔ 为 ０ ５％， 其他 ４
种基础油所制脂 γ ｔ 均为 ０ ０５％； １３０ ℃时， Ｔ１１０ 的

γ ｔ 最大， 为 ０ ５％， Ｔ４００ 和 ２００ＤＮ 的均为 ０ １％，
１５０ＳＮ 和 ４００ＳＮ 的均为 ０ ０１％。 由此可见， 常温下基

础油黏度达到一定值后， 润滑脂越不易流动； 相同条

件下， 环烷基油润滑脂比石蜡基油润滑脂达到屈服点

的形变更大、 时间更长， 更不易屈服。
图 ３ 示出了不同基础油膨润土润滑脂屈服点和流

动点的流变参数。 由图 ３ （ａ） 可知， ２５ ℃和 １３０ ℃
时， ５ 种润滑脂屈服点 Ｇ′的大小顺序一致， 由大到小

依次为 ２００ＤＮ、 １５０ＳＮ、 ４００ＳＮ、 Ｔ４００、 Ｔ１１０。 高温

下的 Ｇ′均不同程度地较常温下的 Ｇ′低， 即高温下润

滑脂的弹性势能普遍较低温下的弹性势能小。 如图

３ （ｂ）所示， 流动点 Ｇ′数值也存在高温比低温时的

小； ２５ ℃时不同基础油所制膨润土润滑脂的流动点

Ｇ′由大到小依次为 ２００ＤＮ、 ４００ＳＮ、 １５０ＳＮ、 Ｔ１１０、
Ｔ４００。 对环烷基油而言， 基础油黏度越小， 对应脂流

动点 Ｇ′越大， 即弹性势能越大， 黏弹性表现的越明

显。 石蜡基油则是黏度越小， 对应脂流动点 Ｇ′越小，
即弹性势能越小。 与 ２５ ℃时的流动点 Ｇ′数值相比，
１３０ ℃ 时的 Ｇ′没有呈现出明显规律。 ２００ＤＮ 对应的

Ｇ′仍然是最大的， 环烷基油对应的 Ｇ′由大到小依次

为 ２００ＤＮ、 Ｔ４００、 Ｔ１１０； 石 蜡 基 油 中， 黏 度 较 小

１５０ＳＮ 对应的 Ｇ′比 ４００ＳＮ 的大， 与常温下的情况

一致。
如图 ３ （ｃ） 所示， １３０ ℃时， 以 Ｔ４００ 为基础油

的膨润土润滑脂流动点应变最大， 即润滑脂形变程度

最大， 由凝胶体系转化为流动体系所需剪切力最大，
外力作用时间和行程最长。 其他 ４ 种润滑脂流动点应

变由大到小依次为 ４００ＳＮ、 Ｔ１１０、 １５０ＳＮ、 ２００ＤＮ，
这与基础油黏度大小排序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 高温

下膨润土润滑脂是否容易达到流动点很可能与基础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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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黏度有关， 黏度越大， 越不易达到流动点， 反之则

然。 即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基础油黏度越大， 膨

润土润滑脂凝胶体系越稳定。 ２５ ℃时， 膨润土润滑

脂流动点应变由大到小依次为 Ｔ１１０、 １５０ＳＮ、 Ｔ４００、
４００ＳＮ、 ２００ＤＮ。 其中黏度最小的 ２００ＤＮ 对应的应变

仍然最小； 基础油黏度相近的 Ｔ１１０ 和 ４００ＳＮ 相比，
Ｔ１１０ 对应的润滑脂更不易流动， 即黏度相近的基础

油， 环烷基所制润滑脂凝胶体系更稳定。 这可能因为

季铵盐改性的膨润土对极性分子结构的环烷烃和芳香

烃吸附能力较非极性分子结构的正构烷烃和异构烷

烃强。

图 ３　 不同基础油膨润土润滑脂屈服点和流动点的流变参数

Ｆｉｇ ３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 ｏｉｌｓ ａｔ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ｉｎｔ； （ｂ）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ｃ）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ｏｉｎｔ

３　 结论

（１） 不同基础油中， 环烷基油润滑脂的触变环

面积普遍较石蜡基油的大， 低黏度石蜡基油润滑脂的

触变环面积比高黏度的大。
（２） 膨润土润滑脂是否容易达到流动点很可能

与基础油的黏度有关， 黏度越大， 越不易达到流动

点。 高温下基础油黏度越大， 膨润土润滑脂凝胶体系

越稳定； 基础油黏度相近时， 环烷基润滑脂的结构强

度较石蜡基的更强。
（３） 温度对膨润土润滑脂流变性能影响较大。

低温时， 润滑脂触变环面积较高温时的大； 屈服点和

流动点储存模量均大于高温时的值， 故润滑脂弹性势

能低温时较高温时大， 随着温度的升高， 更容易转变

为流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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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双杆－弹簧模型计算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波箔的等效刚度矩阵， 应用有限元法计算顶箔的挠度，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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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波箔等效刚度与相关参数的关系， 研究轴承载荷与转速、 环境压力以及平均气膜厚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 轴承的承

载能力随轴承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且增大的速率逐渐减小； 轴承承载能力随轴承内部环境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平均气

膜厚度越小， 轴承承载能力越大。
关键词：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 双杆－弹簧模型； 等效刚度； 轴承载荷

中图分类号： ＴＨ１２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４－０１５０ （２０１７） ０４－０６４－０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ｕｍ⁃ｔｙｐｅ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ＰＩ Ｊｕｎ１ 　 ＬＩＮ Ｗｅｉｂｉｎ２

（Ｓｉｎ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ｂｕｍｐ⁃ｔｙｐｅ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 ｆｏｉｌ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ｕｍｐ⁃ｔｙｐｅ ｆ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ｏｐ⁃ｆｏｉｌ，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ｉｒ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ｍｐ⁃ｔｙｐｅ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ｏｐ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ｕｍｐ⁃ｔｙｐｅ ｆ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ｅ ｓｐｅｅ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ｉｒ ｆｉｌｍ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ｕｍｐ⁃ｔｙｐｅ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ａｄｓ

　  长期以来， 工业上所应用的轴承都是不可压缩

的液体润滑膜轴承。 液体润滑膜具有诸多优点， 但也

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而空气动力轴承更是具有低噪

声、 寿命长、 适应温度范围广等优点。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空气箔片轴承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随着不断发

展和改进，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已发展到了第三代。
国内外均对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进行了相关研

究。 ２００４ 年， 虞烈［１］ 提出了一种波箔型气体动压轴

承动力学分析的新方法， 该方法通过引入柔性箔片的

动态和静态变形， 将动态雷诺方程和柔性支承结构弹

性变形方程进行联立求解。 ２００５ 年， 虞烈等［２］ 对之

前的分析方法作进一步研究， 考虑了更多的因素。
２００８ 年， 徐国庆［３］ 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雷诺方程，
通过与箔片变形方程的耦合迭代， 解出了波箔型气体

动压轴承气膜厚度分布和气膜压力。 ２０１１ 年， 夏新

沛［４］ 利用商业软件模拟了气体动压轴承气膜内部流

场， 得到轴承内部气膜速度和压力分布， 研究了各相

关参数对轴承性能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 马永利［５］ 建立

了关于润滑气体的简化了的三维传热模型， 通过离散

气膜的能量方程， 计算气膜的温度分布。 ２０１５ 年，
石卓奇［６］对波箔止推轴承进行理论建模， 讨论了相关

参数对其承载能力的影响； 完善了轴承测试实验平

台， 完善了箔片变形工艺， 对止推轴承的静特性做了

实验验证。 国际上， ＨＥＳＨＭＡＴ 等［７］ 第一次对波箔型

气体动压轴承进行了分析， 并且详细给出了轴承的静

载特性。 ＬＥＥ 等［８］研究了箔刚度对静态和动态载荷性



能的影响。 ２００７ 年， ＳＡＮ ＡＮＤＲＥＳ 和 ＫＩＭ［９］ 运用顶

箔的一维和二维模型， 对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的分析

方法提出了改进， 这个改进运用了 Ｉｏｒｄａｎｏｆｆ 方法。
总而言之，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在国外已有大量

成熟的研究， 值得学习借鉴。 本文作者将采用双杆－
弹簧模型［１０］和有限差分方法对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

特性进行研究。
１　 气体动压轴承理论基础

对于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的基础理论研究， 应当

以普通圆柱气体轴承的理论作为基础。 气体动压轴承

从启动到稳定运转经过如下 ５ 个状态： 静止、 轴颈爬

升、 轴颈起抬、 质心偏移、 稳定运转。 滑动轴承的动

力学分析基本方程是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润滑方程， 见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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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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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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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

１２
∂（ｐｈ）

∂ｔ
（１）

绝大部分情况下， 气体轴承都在小偏心率的情况

下运转。 假设偏心率为 ε， 以 ε 为小参量的摄动法就

成为了一个用以求解方程 （１） 的最基本方法。
若轴承位有限宽的， 假设以轴承始端截面圆心为

起点， 其轴向长度为 ｙ； 以轴颈截面圆周上一点为起

点， 轴颈周向长度为 ｘ； Ｒ 为轴承半径， 轴承长度为

２Ｌ。 定义： 量纲一宽度 ξ＝ ｙ ／ ｒ ｊ； 角度 θ ＝ ｘ ／ Ｒ 。 在文

献 ［１１］ 中， 给出了有限宽轴颈轴承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润

滑方程的一阶摄动解的形式：

　 　
ｐ
ｐａ

＝ １ ＋ ε
ｎΛ

１ ＋ Λ２｛ １ ＋ Ａ２ｓｈ（α１ξ）ｓｉｎ（β１ξ） ＋ Ａ４ｃｈ（α１ξ）ｃｏｓ（β１ξ）[ ] ｓｉｎΦ － Λ ＋ Ａ２ｃｈ（α１ξ）ｃｏｓ（β１ξ） ＋ Ａ４[ ·

ｓｈ（α１ξ）ｓｉｎ（β１ξ） ] ｃｏｓΦ｝ （２）
其中：

Ａ２ ＝ －
Λｃｈ（α１Ｂ）ｃｏｓ（β１Ｂ） ＋ ｓｈ（α１Ｂ）ｓｉｎ（β１Ｂ）
ｓｉｎ２（β１Ｂ）ｓｈ

２（α１Ｂ） ＋ ｃｏｓ２（β１Ｂ）ｃｈ
２（α１Ｂ）

Ａ４ ＝
Λｓｈ（α１Ｂ）ｓｉｎ（β１Ｂ） － ｃｈ（α１Ｂ）ｃｏｓ（β１Ｂ）
ｓｉｎ２（β１Ｂ）ｓｈ

２（α１Ｂ） ＋ ｃｏｓ２（β１Ｂ）ｃｈ
２（α１Ｂ）

Ｂ ＝ Ｌ
ｒ ｊ
， Λ ＝

Λｄ

ｎ

α１ ＝
２
２

（１ ＋ Λ２） ＋ １ ， β１ ＝
２
２

（１ ＋ Λ２） － １

式中： ２Ｌ 表示轴承宽度； ｒ ｊ 表示轴颈半径； Λｄ 是动

压轴承数。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应考虑箔片的弹性变形， 假

设该弹性变形量为 Δｈ， 则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的气

膜厚度表达式为

ｈ ＝ ｈａｖ １ ＋ εｃｏｓΦ( ) ＋ Δｈ （３）
２　 双杆－弹簧模型参数计算及分析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的箔片由底层的波箔片与顶

层的平箔片组成。 双杆－弹簧模型由两根刚性连接杆

和一个水平放置的弹簧组成， 模拟的是波箔的物理结

构，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双杆－弹簧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如果用一对双杆－弹簧模型表示一个波箔结构，

可以用一个等效刚度来表征系统［１２］， 将其简化成一

个竖直弹簧，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等效弹簧模型

Ｆｉｇ 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２ １　 模型参数计算

假设双杆－弹簧模型中水平弹簧的进度系数为

ｋ１， ｋ１ 通过卡氏定理计算。

ｋ１ ＝
ＦＨ

δ
＝ ［

Ｒｂ
３

２ＤＬ ２θ０ －
ｓｉｎ２θ０

θ０

＋ ｓｉｎ２θ０
æ

è
ç

ö

ø
÷ ＋

Ｒｂ

ＳＥ
·

（θ０ ＋ １
２
ｓｉｎ２θ０）］

－１ （４）

如图 ２ 所示， 记等效竖直弹簧的刚度矩阵为 Ｋｖ。
如图 ３ 所示， Δｈ为弹性箔片的竖直变形量， ΔＬ为等效

水平弹簧的水平变形量， α 为刚性连接杆与水平弹簧

的夹角， 则：

ΔＬ ＝ （２Ｒｂｓｉｎ
θ ０

２
）

２

－ Ｒｂ １ － ｃｏｓθ ０( ) － Δｈ( ) ２ －

Ｒｂｓｉｎθ ０ （５）

ｔａｎα ＝
Ｒｂ（１ － ｃｏｓθ ０） － Δｈ

Ｒｂｓｉｎθ ０ ＋ Δ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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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模型水平位移与竖直位移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Ｌ ａｎｄ Δｈ

假设 Ｆｐ
ｉ 为作用在第 ｉ 个波箔顶点的作用力， Ｆｓ

ｉ

为等效水平弹簧的拉力， Ｆｂ
ｉ 为刚性连接杆在水平方

向上的分力， μ 表示波箔与轴壳之间的摩擦因数， η
表示平箔与波箔之间的摩擦因数。 在文献 ［１０］ 中，
应用动量平衡， 给出了从第 ｉ 个波箔到第 ｉ＋１ 个波箔

的等效竖直弹簧刚度递推式：

ｋｖ
ｉ ＝

２ ΔＬ ｉ － ΔＬ ｉ ＋１( ) ｋ１ ＋ ｂ ｉΔｋｖ
ｉ ＋１

ａ ｉ （７）

其中， 系数 Ａｉ 和 Ｂ ｉ 分别为

Ａｉ ＝ ０．５Δｈ ｉ（
１

ｔａｎα ｉ
－ μ ｉ ＋１）（１ － η ｉ ｔａｎα ｉ）

Ｂ ｉ ＝ ０．５Δｈ ｉ ＋１（
１

ｔａｎα ｉ ＋１
＋ μ ｉ）（１ ＋ η ｉ ＋１ ｔａｎα ｉ ＋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８）
式 （７） 给出了等效竖直弹簧刚度矩阵的递推

式， 但仍需要确定初始值才能进行迭代计算。
同样地， 在箔片自由端有

ｋｖ
Ｎ ＝

Ｆｐ
Ｎ

ΔｈＮ
＝

２ΔＬＮΔｋ１

ＡＮ （９）

其中，

ＡＮ ＝ ０．５ΔｈＮ（
１

ｔａｎαＮ
－ μ Ｎ＋１）（１ － η ＮΔｔａｎαＮ）

（１０）
假设轴承的波箔个数为 Ｎ， 波箔半径为 Ｒ ｂ， 半

张角为 θ ０， 波箔间节距为 Ｌ ｂ， 则 Ｎ、 Ｒ ｂ和 θ ０应满足

下式：
２ＮＲｂｓｉｎθ ０ ＋ Ｌｂ ＝ ２πＲ ｉ

即

Ｒｂ ＝
πＲ ｉ － ｌｂ
Ｎｓｉｎθ ０

（１１）

其中， Ｒ ｉ 表示轴颈内径。 由于波箔竖直挠度不应大

于波箔拱的高度， θ０ 的取值范围是有限制的。 假设

θ０∈（０， θＭ］， 则 θＭ 满足：
Ｒｂ （１－ｃｏｓθＭ） ≥Δｈ （１２）

２ ２　 双杆－弹簧模型等效刚度矩阵的影响因素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可计算弹簧－双杆模型竖直弹

簧等效刚度矩阵。
假设研究的参数值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计算模型参数值设定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参数 数值

空气多变指数 ｎ＝ １．４
气体动力黏性系数 μａ ＝ ４．６５×１０－５ Ｐａ·ｓ

轴颈半径 ｒｊ ＝ ２６ ｍｍ

轴承半宽度 Ｌ＝ ７．５ ｍｍ
偏心率 ε＝ ０．１

环境压力 ｐａ ＝ ０．５ ＭＰａ

气膜平均厚度 ｈａｖ ＝ ２０ μｍ

轴承转速 ωｉ ＝ ４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轴承内半径 Ｒ ｉ ＝ ２６．２ ｍｍ

箔片弹性模量 Ｅ＝ ２１４ ＧＰａ
箔片泊松比 υ＝ ０．２９
波箔间节距 ｌｂ ＝ ０．３ ｍｍ

２ ２ １　 等效刚度与波箔数的关系

为研究等效刚度与波箔数 Ｎ 的关系， 假设在等

挠度条件下进行计算。 由于 Δｈ１ ＝ Δｈ２… ＝ ΔｈＮ ＝ Δｈ ，
有 ｋｖ

１ ＝ ｋｖ
２ ＝ … ＝ ｋｖ

Ｎ ＝ ｋｖ 。 假设摩擦因数 μ＝η＝ ０ １，
箔片厚度 ｔｂ ＝ １０１ μｍ 给定不同波箔数 Ｎ、 Ｒｂ 和 θ０ 满

足关系式 （１２）， 则等效竖直弹簧刚度与 Ｒｂ、 θ０ 大小

的关系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等效刚度与波箔半张角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θ０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给定轴承内径的条件下， 在一

定范围内（ θ ０ ∈ （０， θＭ］ ）， 给定 μ、 η 的情况下，
等效竖直弹簧的刚度随波箔半张角的增大而增大。 而

随着波箔数的增加， 等效竖直弹簧的刚度会相应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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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这是因为随着波箔数的增加， 波箔片与顶箔及

轴壳间的摩擦效应增大， 从而造成固定端附近的波箔

在相同载荷下变形困难， 最终导致波箔片整体刚度增

大。 但是波箔数不应无限制地增加， 因为过多的波箔

支承会使得波箔片与顶箔及轴壳间的临界摩擦力过

大， 从而导致波箔片被锁死， 无法提供库伦阻尼， 失

去了箔片存在的意义， 对系统稳定性有负面影响。
２ ２ ２　 等效刚度与箔片厚度的关系

为研究等效刚度与箔片厚度 ｔｂ 的关系， 同样在等

挠度条件下， 假设波箔数 Ｎ ＝ ５０， θ ０ ＝ ３π
４

， μ ＝ η ＝

０ １， 等效刚度与箔片厚度 ｔｂ 的关系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等效刚度与箔片厚度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ｂ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随着箔片厚度的增加， 等效刚

度也随之增大。
２ ２ ３　 等效刚度与摩擦因数的关系

为研究等效刚度与摩擦因数的关系， 假设等挠度条

件下， 给定波箔数 Ｎ＝５０， ｔｂ ＝１０１ μｍ， 则等效刚度与摩

擦因数 μ、 η 的关系如图 ６所示。 μ 表示波箔与轴壳至间

的摩擦因数， η 表示波箔与顶箔之间的摩擦因数。

图 ６　 等效刚度与摩擦因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 ６ 中， η＝ ０ １， μ＝ ０ 的刚度曲线和 η ＝ ０， μ ＝
０ １ 的刚度曲线是一致的， 说明 η 和 μ 对于等效刚度

大小的影响是一致的。
比较 η＝ ０、 μ＝ ０ １ 和 η ＝ ０ １、 μ ＝ ０ １ 的刚度曲

线， η＝ ０、 μ＝ ０ 和 η ＝ ０、 μ ＝ ０ １ 的刚度曲线 （或比

较其他合适的一对刚度曲线） 可以看出， 无论 η 或

者 μ 的增大， 都会使得等效刚度增大。
同时， 从图 ６ 还可以发现， 不同摩擦因数组合条

件下， 与等效刚度最大值对应的半张角值是不一样

的， 且无论 η 或者 μ 的增大， 都会使得等效刚度最大

值所对应的半张角值增大。
３　 顶箔挠度的计算

波箔的挠度可以由双杆－弹簧模型的等效刚度矩

阵求出。 下面采用有有限差分法计算顶箔的挠度。
假设 ｑ 为作用在薄板上的分布垂直载荷， τ ｚｘ 和

τ ｚｙ 为薄板顶层的剪应力， 薄板的挠曲变形分布满足

以下方程：
Ｅｔ３

１２（１ － ν ２）
Ñ

４ｗ ＝ － ｑ ＋ ｔ
２

∂ τ ｚｘ

∂ｘ
＋

∂ τ ｚｙ

∂ｙ
æ

è
ç

ö

ø
÷

∂ｗ
∂ｘ

＝ １
２Ｇ

τ ｚｘ － ｔ２

４ １ － ν( )

∂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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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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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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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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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ｗ( )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１３）

为了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考虑顶箔与波箔顶端间

存在摩擦力， 假设 τ ｚｘ ＝ τ ｚｙ ≠０。 假设第 ｉ 个波箔顶端

与顶箔接触面竖直方向的相互作用力为 Ｆｐ
ｉ， 则：

τｚｘ
ｉ ＝ τｚｙ

ｉ ＝η·Ｆｐ
ｉ （１４）

由式 （１３）、 （１４） 可得

∂２ｗ
∂ｘ２

＋ ∂２ｗ
∂ｙ２

＝ （
１
２Ｇ

－ ３ １ ＋ ν( )

２Ｅ
）

∂ τ ｚｘ

∂ｘ
＋

∂ τ ｚｙ

∂ｙ
æ

è
ç

ö

ø
÷ ＋

３ １ ＋ ν( )

Ｅｔ
ｑ （１５）

如图 ７ 所示， 假设 ＯＡ 为固定边约束， ＯＢ 为顶

箔对称边， ＢＣ 和 ＡＣ 边为自由边。 假设对顶箔平板

划分的网格数为 Ｍ × Ｎ ， 其中 Ｍ 为 ＯＢ 方向上的节点

数， Ｎ 为 ＯＡ 方向上的节点数， 假设 ＯＡ 方向的步长

为 ｈｘ ， ＯＢ 方向的步长为 ｈｙ 。

图 ７　 顶箔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７　 Ｔｏｐ ｆｏｉｌ ｍｅ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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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固定边 ＯＡ， 应当满足边界条件 ｗ ＝ ０，
∂ｗ
∂ｙ

＝

０ ； 对于对称边 ＯＢ， 由对称性， 假设 ｗ（ ｉ， － １） ＝
ｗ（ ｉ， １） ； 对于自由边 ＡＣ， 应当满足边界条件 Ｍｙ ＝

０， Ｆｙ ＝ ０。
由边界条件， 可以通过差分法求得顶箔各个节点

的挠度值：

　 　 ｗ（ ｉ， ｊ ＋ １） ＝ －
ｈｘ

２

ｈｙ
２ ｗ（ ｉ ＋ １， ｊ） － ２ｗ（ ｉ， ｊ） ＋ ｗ（ ｉ － １， ｊ）[ ] ＋ ２ｗ（ ｉ， ｊ） － ｗ（ ｉ， ｊ － １） ＋ ｈｘ

２［ －
１ ＋ ν
Ｅ

η·

Ｆｐ ｉ ＋ １， ｊ( ) － Ｆｐ（ ｉ， ｊ）
ｈｙ

＋
Ｆｐ（ ｉ， ｊ ＋ １） － Ｆｐ（ ｉ， ｊ）

ｈｘ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３（１ ＋ ν）

Ｅｔ
ｑ（ ｉ， ｊ）］ （１６）

４　 轴承气膜厚度及其他性能参数计算

轴承内气压是十分重要的一项静态性能参数。 采

用图 ８ 所示的迭代计算流程图， 计算了波箔型气体动

压轴承顶箔挠度、 波箔挠度、 气膜厚度和轴承内

气压。

图 ８　 迭代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 ８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内气压分布如图 ９ 所示。 当

Φ 在 ９０°附近时， 轴承内压力达到最大值； 当 ０°＜Φ＜
１８０°时， 轴承内相对气压值小于 １， 因此 ０°＜Φ＜１８０°
为轴承的工作区域。 顶箔挠度图如图 １０ 所示。 通过

计算， 顶箔的最大挠度出现在自由端、 轴承内部

（即 ｘ＝ ０ 处）。 在这个地方的顶箔没有边界约束， 且

此处的压强相对处于负压较强的地方， 因此使得顶箔

隆起。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的波箔挠度如图 １１ 所示。
波箔的挠度与轴承内相应位置的气压值大小相关。

图 ９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内气压分布

Ｆｉｇ 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 １０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顶箔挠度

Ｆｉｇ １０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 ｆｏｉｌ

图 １１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波箔挠度

Ｆｉｇ １１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ｍｐ ｆｏｉｌ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气膜厚度分布如图 １２ 所示。
算例中平均气膜厚度 ｈａｖ ＝ ２０ μｍ， 由计算结果， 当 Φ
在９０° ～２７０°之间时， 气膜厚度是小于平均气膜厚度

的； 气膜的最小值出现在１８０°附近， 从而说明了波箔

型气体动压轴承的轴承的偏位角是非常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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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波箔型气体动压轴承气膜厚度

Ｆｉｇ １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ｉｒ ｆｉｌｍ ｉ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轴承的载荷是一个重要性能。 图 １３ 示出了不同

偏心率下， 轴承载荷与轴承转速的关系。 可以发现，
在一定的转速范围内， 在给定偏心率的条件下， 轴承

的载荷随轴承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且增大的速率逐渐

减小； 而偏心率的增大则会使得轴承的载荷增大。 图

１４ 示出了环境压力与轴承载荷的关系。 可以发现，
轴承载荷随轴承内部环境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且当环

境压力大于 ０ ２ ＭＰａ 时， 轴承载荷与环境压力呈线性

关系。 图 １５ 则示出了气膜平均厚度与轴承载荷的关

系， 可以发现， 平均气膜厚度越小， 轴承载荷越大。

　 　 　 图 １３　 轴承载荷与轴承转速的关系　 　 　 图 １４　 轴承载荷与环境压力的关系　 　 　 图 １５　 轴承载荷与平均气膜厚度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 　 　 　 Ｆｉｇ １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Ｆｉｇ １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ｅ ｓｐｅ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ｉｒ ｆｉｌｍ

５　 结论
（１） 应用双杆－弹簧模型计算波箔型气体动压轴

承的波箔等效刚度矩阵， 应用有限元法计算顶箔的挠

度； 将两者结合并代入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 迭代计算出轴
承内部的气膜厚度和气压分布。 通过与文献 ［７， １１］
的实验结果比对， 证明该方法计算结果比较准确。

（２） 研究波箔等效刚度与相关参数的关系， 结

果表明， 随波箔半张角、 波箔数、 箔片厚度的增大，
轴承等效刚度均增大， 随摩擦因数的增大， 轴承等效
刚度也增大。

（３） 研究轴承载荷与转速、 环境压力以及平均
气膜厚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 随轴承转速、 偏心率和

轴承内部环境压力的增大， 轴承载荷均增大， 而随平
均气膜厚度的增大， 轴承载荷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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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温度对丁腈橡胶力学及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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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低温硫化 （１００～１５０ ℃） 对丁腈橡胶物理性能及摩擦磨损行为的影响， 运用扫描电镜对丁腈橡胶磨损

表面形貌进行分析， 探讨不同硫化温度丁腈橡胶的磨损机制。 结果表明： 随着硫化温度的升高， 硫化胶的物理性能

（交联密度、 拉伸强度、 硬度） 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 在硫化温度为 １２０ ℃时， 胶料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 随着

硫化温度的升高， 硫化胶的磨损量先减小后增大， 在硫化温度为 １２０ ℃时胶料的磨损量最低， 摩擦因数也最低且最稳

定； １２０ ℃硫化胶的磨损机制主要为磨料磨损， 而其他温度硫化胶为更严重的黏着磨损， 因此， １２０ ℃硫化胶具有优

异的抵御黏着磨损的能力。
关键词： 硫化温度； 丁腈橡胶； 干摩擦；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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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００ ℃ａｎｄ １５０ ℃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ＮＢＲ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Ｂ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ＮＢＲ，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ｎ⁃
ｓｉｔｙ，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ｓ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 ｆｏｒ ＮＢ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１２０ ℃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ＮＢＲ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Ｂ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１２０ ℃ ｈ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ｗｅａｒ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Ｂ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１２０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ｗｅａｒ ｉｎｔｏ ｗｏｒｓｅ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ｗｅ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Ｂ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Ｂ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１２０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ｗｅ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ｉｔｒｉｌｅ⁃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ｒｕｂｂｅｒ；ｄｒｙ 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在通用橡胶中， 丁腈橡胶具有优异的耐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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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螺杆泵定子橡胶的基

体材料主要为丁腈橡胶。 近年来， 关于螺杆泵定子橡

胶即丁腈橡胶物理机械性能的改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

果［３－５］， 相关方面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仍在不断深入。
硫化温度是橡胶硫化反应的最基本条件， 硫化温

度的高低， 可直接影响硫化速度和产品质量。 邓力［６］

研究了高温 （１５０～１９０ ℃） 快速硫化丁腈橡胶的性能，
结果表明， 随着硫化温度的增加， 抗拉强度与扯断伸

长率等力学性能呈现下降趋势， 摩擦学性能普遍下降。
本文作者在保持其他硫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重点考



察了低温硫化对丁腈橡胶硫化胶物理机械性能和摩擦

学性能的影响， 为螺杆泵定子橡胶制造工艺、 物理机

械性能及摩擦学性能的改进提供理论与实验依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原材料

普通丁腈橡胶 （ ＮＢＲ）， 丙烯腈 （ ＣＡＮ， 含量

４１％）， 兰州石化分公司生产； 纳米氧化锌， 粒径为

３５ ｎｍ， 山东兴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１ ２　 基本配方及硫化条件

基本配方： ＮＢＲ １００ （质量份数， 下同）， 硫磺

１ ５， 硬脂酸 １， 氧化锌 （纳米级） ５， 高耐磨炭黑

（Ｎ３３０） ６０， 促进剂二硫化苯并噻唑 （ＤＭ） ２ ５， 促

进剂二硫化四甲基秋兰姆 （ＴＭＴＤ） ０ ２５， 促进剂氧

化镁 （ＭｇＯ） ０ １５， 防老剂 １， 软化剂邻苯二甲酸二

辛脂 （ＤＯＰ） ２。
硫化条件： 硫化温度为 １００ ～ １５０ ℃， 硫化温度

以 １０ ℃增加， 硫化压力为 １０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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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生产； ＪＳＭ⁃６３６０ＬＶ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本电子

生产。
１ ４　 试样制备

混炼胶的制备： 丁腈橡胶采用 ＸＫ⁃１５０ 型开放式

炼胶机混炼， 加料顺序如下： 母胶→硫磺→硬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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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料与大料混炼均匀

的基础上， 混炼时间不超过 ３０ ｍｉｎ， 最后薄通打三角

包 １０ 遍， 下片停放待用。
硫化试样的制备： 将放置 ２４ ｈ 的混炼胶投放开

炼机返炼 ３ ～ ５ ｍｉｎ， 用硫化仪测定硫化时间 ｔｃ９０； 将

混合均匀的混炼胶片裁剪后装于模具中， 并将模具放

置于平板硫化机中进行硫化， 硫化温度为 １００ ～ １５０
℃， 硫化时间 ｔｃ９０＋５ ｍｉｎ， 硫化压力为 １０ ＭＰａ， 制得

硫化胶试样。
１ ５　 硫化胶物理性能测试

硫化胶拉伸性能测试依据 ＧＢ ／ Ｔ ５２８⁃２００９ 标准进

行， 硬度测试依据 ＧＢ ／ Ｔ ２３６５１⁃２００９ 标准进行。
硫化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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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硫化胶摩擦磨损性能测试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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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腈橡胶－钢
摩擦副采用滑动摩擦形式， 材质为 ４０Ｃｒ 的钢环在固

定橡胶试块表面旋转摩擦。 橡胶试块尺寸为 ４０ ｍｍ×
２５ ｍｍ×６ ｍｍ。 实验在干摩擦条件下进行， 温度为室

温 （２０ ℃）， 旋转速度为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外加载荷为 １００
Ｎ， 试验持续时间 ６００ ｓ。 实验过程中记录不同硫化温

度硫化胶的摩擦因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用精度 ０ １
ｍｇ 的电子天平称量磨损前后橡胶试块的质量， 计算

磨损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不同硫化温度硫化胶的物理性能

硫化温度对于胶料交联密度的影响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随着硫化温度的升高， 硫化胶的交联密度

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１２０ ℃ 时的交联密度最

高。 较低的硫化温度不利于硫化反应的开展， 导致硫

化体系的活性降低， 阻碍了交联网络的形成， 硫化程

度小。 由于实验中采用的硫化体系的性质倾向于半有

效硫磺硫化体系， 含有较多的多硫键， 而多硫键的热

稳定性较差， 因此硫化温度升高会造成多硫键的裂

解、 短化以及主链改性， 从而导致了交联密度的下

降［７－８］。

图 １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的交联密度

Ｆｉｇ １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ＮＢ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胶料的抗拉强度如图 ２ 所示。
可知， 随着硫化温度的上升， 胶料抗拉强度先升后

１７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唐黎明等： 硫化温度对丁腈橡胶力学及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降， 抗拉强度存在一个最佳值。 在 １００ ～ １２０ ℃温度

范围内， 硫化胶拉伸强度随温度提升迅速， 说明提高

硫化温度有利于交联反应的进行， 生成了更多的交联

网络， 提高了交联密度， 改善了胶料的力学性能； 随

着硫化温度的继续升高， 在 １２０ ～ １５０ ℃区间时， 胶

料的抗拉强度呈缓慢下降趋势， 交联反应有效性随着

硫化温度的升高而下降， 交联网络由于高温裂解而遭

受破坏， 致使交联密度下降。 理论和实践都说明硫化

胶的拉伸性能与交联密度成正比， 这是因为随着交联

密度的增加， 橡胶分子链的运动受到限制， 产生一定

变形所需要的力变得更大［１］。

图 ２　 ＮＢＲ 抗拉强度随硫化温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胶料的硬度如图 ３ 所示。 可

以看出， 随着硫化温度的升高， 胶料硬度先变大后减

小， 在 １２０ ℃时硬度取得最大值。 胶料硬度和模量是

受交联密度影响最显著的性能， 随着交联密度的增

加， 模量变大， 硬度增加， 对刻痕的抗力也增加［１］。
硬度受硫化温度影响的变化趋势， 与化学交联密度的

变化趋势一致。

图 ３　 硬度随硫化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ｈｏｒｅ Ａ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２　 干摩擦条件下 ＮＢＲ 的摩擦磨损特性

图 ４ 示出了干摩擦条件下硫化胶磨损量随硫化温

度的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 随着硫化温度的升高， 磨

损量先减小后变大， 在硫化温度为 １２０ ℃时， 硫化胶

磨损量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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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力破坏的缘故［９］。 由于 １２０ ℃硫化胶有着较高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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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硫化温度硫化胶的增多，
因此抵御磨损的能力更强。

图 ４　 ＮＢＲ 磨损量随硫化温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摩擦因数随时间变化曲线如

图 ５ 所示。

图 ５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摩擦因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ｏｆ Ｎ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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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在试验载荷下， １２０ ℃硫化胶摩擦因

数曲线随时间的延长基本保持稳定； 其他硫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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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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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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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给出了干摩擦条件下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摩

擦因数稳定值。

表 １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的摩擦因数稳定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Ｂ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 ／ ℃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００ ０．６６
１１０ ０．６２
１２０ ０．４
１３０ ０．５１
１４０ ０．５９
１５０ ０．６１

可以看出， １２０ ℃硫化胶有着较低的摩擦因数稳

定值。 由于该硫化温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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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４］， 因此硫化胶与对偶面之间摩擦

力降低， 摩擦因数也随之减小。
２ ３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磨损表面形貌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硫化胶磨损表面形貌如图 ６
所示。 可以看出， 除了磨料磨损造成的犁沟效应外，
磨损表面大多出现了由于黏着效应形成的黏着磨损。
其中 １００ ℃硫化胶磨损程度最为严重， 除了由于磨料

磨损形成的犁沟， 磨损表面还出现了由于黏着磨损形

成的 “孔洞”； １１０ ℃硫化胶磨损表面也出现了明显

的胶料迁移的痕迹；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０ ℃硫化胶黏着磨

损特征明显， 但磨损程度低于低温硫化胶； １２０ ℃硫

化胶以磨料磨损为主， 未见黏着磨损， 具有较好的抵

御黏着磨损的能力。 可见， １２０ ℃硫化胶的磨损机制

主要为单一磨损机制， 即磨料磨损， 其他硫化温度

Ｎ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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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不同硫化温度 ＮＢＲ 的磨损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６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ｎ ＮＢ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　 结论

（１） ＮＢＲ 硫化胶交联密度随硫化温度升高， 先

增大后减小， １２０ ℃硫化胶交联密度最高。 较低或较

高的硫化温度均不利于胶料交联网络的形成与稳定。

硫化胶其他物性如抗拉强度、 硬度等有着与交联密度

相同的变化趋势。
（２） １２０ ℃硫化胶拥有最低的磨损量与摩擦因数

稳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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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２０ ℃硫化胶的磨损机制主要为单一磨损机

制， 即磨料磨损， 其他硫化温度 Ｎ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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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１２０ ℃硫化胶具有优异的

抵御黏着磨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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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溶胀和温胀引起的定子变形相似特点， 提出采用温度比拟法来研究橡胶定子溶胀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建立定转子刚柔接触有限元模型， 分析定子溶胀引起的变形和接触压力。 研究结果表明： 定转子存在初始过盈， 接触

压力随着溶胀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大； 定转子存在初始间隙， 定子在一定的溶胀率条件下， 定转子也能实现密封效果。
为实现定转子密封性能， 可根据定子的溶胀率， 选取合适的初始过盈值或间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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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杆钻具已经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井下动

力钻具， 特别适用于定向井、 水平井、 深井和超深井

作业［１］。 采油螺杆泵是一种新兴的人工举升设备， 已

广泛应用于世界各油田的机械采油工程中［２］， 不仅适

用于水驱、 聚合物驱和三元复合驱的油井， 而且适用

于稠油、 含砂和含气的油井。
无论是螺杆钻具， 还是螺杆泵， 其核心部件是定

转子， 其中定子衬套主要为丁腈橡胶材料， 橡胶在井

下钻井液或采出液中浸泡后， 极易引起溶胀。 一方

面， 溶胀使橡胶体积增大， 占据了腔室体积， 导致容

积效率降低［３］； 另一方面， 溶胀使定转子过盈量增

加， 加剧定转子接触面的磨损， 导致定子失效。
在定子衬套变形研究方面， 研究人员先后建立了

二维［１，４－５］ 和三维［６］ 定子有限元模型， 采用了线弹

性［６］、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１，４，７］等本构模型， 描述橡胶大变

形的力学性能， 进行了变形、 受力及接触分析， 而对

定子溶胀对密封性能的影响研究较少。 由于定子橡胶

在井下工作过程中溶胀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因此

对橡胶溶胀特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贺向东等［８］研

究发现， 温胀和溶胀的变形规律相似， 但溶胀比温胀

产生的位移大很多。 根据溶胀和温胀变形规律相似的

特点， 本文作者提出采用温度比拟法来研究定子溶胀

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１　 温度比拟法

１ １　 溶胀机制

溶胀是橡胶或聚合物的共性之一， 定子橡胶溶

胀， 是指油气介质中的有机小分子通过定子橡胶表面

进入其内部， 并迅速向橡胶大分子的间隙扩散， 然后

逐渐撑开大分子纠缠网， 充分溶胀后， 达到稳定状

态， 导致定子橡胶体积的增加。
在油气介质环境中， 定子橡胶材料发生溶胀， 产

生的溶胀应变为各向同性应变 （相似应变）， 用 ε 表

示［８］为



ε ＝ ∫ｔ
０
ε′ｄｔ （１）

式中： ε′为应变率； ｔ 为溶胀时问。
应变率 ε′是关于温度、 时间等变量的函数。 目

前， 橡胶溶胀应变率还没有相关理论公式， 一般由实

验测得， 从而得到橡胶溶胀率。
德国 ＮＤＢ 公司生产的 ＨＮＢＲ０１ 和 ＨＣＲ 型橡胶通

过优化橡胶中阻溶剂的含量， 使橡胶在各种介质中的

溶胀率控制在 １％左右， 而一般的丁腈橡胶 （ＮＢＲ）
橡胶在气井工况下溶胀率可达 １０％左右［９］， 丁腈橡

胶在老区原油和印尼原油中的溶胀率分别为 ４％和

７％左右［１０］。 例如 ＧＬＢ１２０⁃２７ 螺杆泵定子， 通过室内

实验得出橡胶溶胀率为 ３％ ～ ５％， 溶胀厚度 １ ６３ ～
２ ７２ ｍｍ［３］。

忽略溶胀过程， 取溶胀达到平衡时的溶胀率进行

分析， 取溶胀率小于等于 １０％的一系列值进行计算。
１ ２　 基本原理

比拟法， 是根据两种物理现象之间的比拟关系，
通过一种物理现象的观测， 研究另一种物理现象的方

法。 在 ２ 种 （或 ２ 种以上） 物理现象中， 如果有可

用形式相同的数学方程描述的物理量， 它们之间便存

在比拟关系， 比拟法因此得名。 该法的优点是， 用一

种较易观测或计算的物理现象， 模拟另一种难以观测

或计算的物理现象， 可使研究工作大为简化。
由于溶胀和温胀所引起定子型线的变化规律相类

似［８］， 根据相似特点， 本文作者采用温度比拟法， 利

用温度升高模拟定子橡胶体积膨胀的方法来等效溶

胀。 温度比拟法， 也就是用定子橡胶温升引起温胀的

物理现象来等效定子橡胶溶胀物理现象。
２　 物理模型

２ １　 几何模型

几何建模选取三头定转子， 根据定转子等距曲线

方程， 曲线的生成主要分为 ２ 部分， 即 Ｉ 部和 ＩＩ 部，
每一部分都有相对应的参数和周期， 针对普通内摆线

等距线型进行分析， 可得到三头定转子横截面曲线方

程。
根据三头定转子横截面曲线方程， 建立定转子内

外轮廓样条曲线， 由样条曲线生成几何面。 几何参数

见表 １。

表 １　 几何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定子内径 ｄｉ ／ ｍｍ 定子外径 ｄｏ ／ ｍｍ 滚圆半径 ｒ ／ ｍｍ 导圆外径 ｒ ／ ｍｍ 等距半径系数 ｒ ／ ｍｍ 偏心距 ｅ ／ ｍｍ 转子半径 ｒ ／ ｍｍ

５８ ６７ １ ３ ２ ９．６６７ ４８．３３３

　 　 转子横截面 Ｉ 部曲线方程 （Ｔ１ ＝ ０， １， ２）：
ｘ ＝ ２ｃｏｓθ － ｃｏｓ（２θ） ＋ ２·ｃｏｓ［（ － １）πＴ１ ／ ２ － θ ／ ２］
ｙ ＝ ２ｓｉｎθ ＋ ｓｉｎ（２θ） ＋ ２·ｓｉｎ［（ － １）πＴ１ ／ ２ － θ ／ ２］{

（２）
转子横截面 ＩＩ 部曲线方程 （Ｔ２ ＝ １， ３， ５）：

ｘ ＝ ３ｃｏｓ（πＴ２ ／ ３） ＋ ２·ｃｏｓ（ϕ ＋ πＴ２ ／ ３）
ｙ ＝ ３ｓｉｎ（πＴ２ ／ ３） ＋ ２·ｓｉｎ（ϕ ＋ πＴ２ ／ ３）

{ （３）

定子横截面 Ｉ 部曲线方程 （Ｔ１ ＝ ０， １， ２， ３）：
ｘ ＝ ３ｃｏｓθ － ｃｏｓ（３θ） ＋ ２·ｃｏｓ［（ － １）πＴ１ ／ ２ － θ］
ｙ ＝ ３ｓｉｎθ ＋ ｓｉｎ（３θ） ＋ ２·ｓｉｎ［（ － １）πＴ１ ／ ２ － θ］{

（４）
定子横截面 ＩＩ 部曲线方程 （Ｔ２ ＝ １， ３， ５， ７）：

ｘ ＝ ４ｃｏｓ（πＴ２ ／ ４） ＋ ２·ｃｏｓ（ϕ ＋ πＴ２ ／ ４）
ｙ ＝ ４ｓｉｎ（πＴ２ ／ ４） ＋ ２·ｓｉｎ（ϕ ＋ πＴ２ ／ ４）

{ （５）

２ ２　 材料特性

定子橡胶广泛采用丁腈橡胶， 属于超弹性材料，
材料模型广泛采用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双参数本构， 橡胶

硬度取 ＨＡ６５， 可利用经验公式［４］ 计算出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
ｌｉｎ 模型的 ２ 个参数 Ｃ１０和 Ｃ０１， 其中 Ｃ１０为 ０ ９０６ ＭＰａ，

Ｃ０１为 ０ ０１８ ＭＰａ。
橡胶是一种体积近似不可压缩材料， 泊松比 μ 接

近 ０ ５， 一般在 ０ ４９０ ０ ～ ０ ４９９ ９ 范围内变化［５］， 本

文泊松比取 ０ ４９９ ６。 橡胶弹性模量 Ｅ、 不可压缩参

数 ｄ 与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型系数的关系［７］可表示为

Ｅ ＝ ６（Ｃ１０ ＋ Ｃ０１） （６）
ｄ ＝ ２（１ － ２μ） ／ （Ｃ１０ ＋ Ｃ０１） （７）
由公式 （６） 和 （７）， 可求得橡胶弹性模量为

５ ５５４ ＭＰａ， 不可压缩参数为 ０ ００１ ４。
２ ３　 有限元模型

由于转子和定子外面的钢套与定子橡胶相比弹性

模量很大， 为简化模型， 将定子钢套去掉， 定子处理

成弹性体， 转子可简化成刚体。
张劲和张士诚［６］分别采用平面应变模型和空间模

型， 对定子衬套进行了有限元计算， 发现 ２ 种模型得

到的内轮廓线位移差别很小。 因此， 在不涉及负载扭

矩计算的情况下， 为提高计算效率， 本文作者也采用

平面应变模型。
为提高计算精度， 将定子橡胶几何面离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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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ＮＥ１８３ 单元， 该单元是高阶二维八节点单元， 具

有二次位移函数， 能很好地适应定子不规则轮廓的网

格划分。 转子简化成刚体， 不需要对转子几何面进行

网格划分， 只需对其轮廓线进行单元离散。
定子内表面轮廓线设置成接触面， 依附 ＣＯＮ⁃

ＴＡ１７２ 接触单元； 转子外轮廓线设置成目标面， 离散

成 ＴＡＲＧＥ１６９ 目标单元。 目标面和接触面之间构建刚

柔接触对， 建立如图 １ 所示的定转子刚柔接触有限元

模型。 模型中， 转子刚体目标面由 ＴＡＲＧＥ１６９ 目标单

元和 ｐｉｌｏｔ 节点组成， ｐｉｌｏｔ 节点位于转子刚体的中心。
省去定子钢套， 在定子橡胶外圆轮廓节点施加固

定约束， 以及在转子刚体的 Ｐｉｌｏｔ 节点施加固定约束。

图 １　 定转子刚柔接触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１　 Ｒｉｇｉ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ｔｏｒ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 １　 自由溶胀定子变形分析

先不考虑定转子的接触， 定子橡胶溶胀不受转子

约束， 分析自由溶胀变形。 其中溶胀率为 ７％的定子

自由溶胀变形云图如图 ２ 所示， 定子齿凸溶胀变形大

于齿凹溶胀变形。

图 ２　 定子自由溶胀变形云图

Ｆｉｇ 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ｆｒｅ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图 ３ 给出了定子自由溶胀沿轮廓线变形曲线， 定

子自由溶胀沿轮廓线的变形呈现周期性变化， 交替出

现 ４ 个波峰和 ４ 个波谷， 与 ４ 头定子吻合。

图 ３　 定子自由溶胀变形曲线

Ｆｉｇ 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ｆｒｅ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 ４ 给出了齿凸和齿凹位置的溶胀变形曲线， 溶

胀率为 １％ ～ １０％时， 齿凹自由溶胀变形为 ０ １１７ ～
１ １８５ ｍｍ， 齿凸自由溶胀变形为 ０ ２２６ ～ ２ ６７５ ｍｍ，
齿凸变形是齿凹变形的 ２ ２６ 倍。

图 ４　 齿凸和齿凹位置的溶胀变形曲线

Ｆｉｇ 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ｆｒｅ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ｘ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ｔｏｏｔｈ

３ ２　 受限溶胀定子变形分析

考虑定转子的接触， 定子溶胀受转子约束， 分析

定子受限溶胀变形。 溶胀率为 ７％、 定转子间隙值为
０ ５ ｍｍ 时， 定子受限溶胀变形云图如图 ５ 所示， 定
子溶胀后， 定子齿凹齿凸与转子接触， 变形受到转子

限制， 定子齿凸变形向转子齿凹处扩展， 定子齿凹的
变形向其两侧扩展。

图 ５　 定子受限溶胀变形云图

Ｆｉｇ ５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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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给出了定子受限溶胀沿轮廓线变形曲线， 在

定子齿凹与转子齿凸位置处， 定子的变形最大。 在定

转子啮合位置处， 当溶胀率大于 ４％时， 定子变形为

０ ５ ｍｍ， 达到初始间隙值。 由此可见， 定转子存在

初始一定的间隙， 定子在一定的溶胀率条件下， 定转

子也能实现密封效果。

图 ６　 定子受限溶胀沿轮廓线变形曲线

Ｆｉｇ 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３ ３　 溶胀对接触压力的影响

定子不同溶胀率、 定转子初始有过盈或间隙条件

下， 定转子接触压力云图如图 ７ 所示， 定子齿凹和齿

凸的接触压力是不一样的。 由图 ７ （ａ） 可见， 初始

过盈值取 ０ ５ ｍｍ 时， 即使定子不发生溶胀， 也存在

接触压力， 达到 １ ５９１ ＭＰａ， 也能起到密封效果。 由

图 ７ （ｂ） 可见， 初始既无过盈也无间隙， 当溶胀率

为 ４％时， 接触压力达 １ ７２９ ＭＰａ， 起到密封效果。
由图 ７ （ ｃ）、 （ ｄ） 可见， 间隙值分别取 ０ ４、 ０ ８
ｍｍ， 溶胀 率 为 ７％ 和 １０％ 时， 接 触 压 力 分 别 为

１ ７４５、 １ ７７２ ＭＰａ， 也能起到密封效果。
间隙值取 ０ ５ ｍｍ， 图 ７ （ｅ） — （ｈ） 给出了不

同溶胀率下的接触压力云图。 由图 ７ （ ｅ） 可见， 溶

胀率为 ２％时， 定子齿凹位置无接触压力， 无密封作

用。 在其两侧的定子齿凸位置， 由于溶胀变形大， 先

发生接触， 随着溶胀率的增大， 接触压力向定子齿凹

方向扩展， 如图 ７ （ ｆ） 所示。 溶胀率为 ４％时， 定子

齿凹位置有较小接触压力； 溶胀率为 ８％时， 定子齿

凹接触压力为 １ ８４８ ＭＰａ， 起到密封效果。

图 ７　 定转子接触压力云图 （ＭＰａ）
Ｆｉｇ ７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ｔｏｒ （ＭＰａ） （ａ）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０，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５ ｍｍ； （ｂ）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ｃ）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７％，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４ ｍｍ； （ｄ）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１０％，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８ ｍｍ； （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５ ｍｍ； （ｆ）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５ ｍｍ；
（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５ ｍｍ； （ｈ）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８％，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５ ｍｍ

　 　 取出定子齿凹和齿凸位置的接触压力， 绘制成随

溶胀率变化曲线， 如图 ８ 所示。 总体来看， 定子接触

压力齿凹位置大于齿凸位置， 随着溶胀率的增加， 齿

凹接触压力线性增加， 齿凸接触压力增加趋势先加快

后放缓。
由图 ８ （ａ）、 （ｂ） 可见， 定转子初始既无过盈也

无间隙， 溶胀率取 ２％以上时， 定子齿凹和齿凸接触

压力为 ０ ５ ＭＰａ 以上， 才能起到密封效果。 当定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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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初始过盈值时， 齿凹和齿凸的接触压力随着溶胀

率的增加而急剧增大。 当过盈值为 ０ ５ ｍｍ， 溶胀率

为 １０％时， 齿凹接触压力达到 ７ ＭＰａ 以上， 齿凸接

触压力达到 ２ ＭＰａ 以上。

图 ８　 定转子接触压力随溶胀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８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ａ）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ｔｏｏｔｈ； （ｂ）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ｘ ｔｏｏｔｈ； （ｃ）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ｔｏｏｔｈ； （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ｘ ｔｏｏｔｈ

　 　 当定转子存在初始间隙值， 由图 ８ （ ｃ）、 （ ｄ）
可见， 溶胀率较小时， 定子齿凹和齿凸位置无接触压

力， 无密封作用。 随着溶胀率的增加， 定子齿凸位置

先有接触压力， 定子齿凹位置后有接触压力。 间隙值

为 ０ １～０ ８ ｍｍ， 溶胀率分别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定子齿凹和齿凸位置才能同时存在

接触压力。 若定转子的接触压力取 ０ ５ ＭＰａ 以上， 间

隙值为 ０ １ ～ ０ ８ ｍｍ， 溶胀率分别取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４　 结论

（１） 根据溶胀和温胀引起的定子变形相似特点，
为了等效溶胀变形， 提出了温度比拟法， 对定转子刚

柔接触进行了有限元分析计算。 结果表明： 定转子存

在初始过盈， 接触压力随着溶胀率的增加而显著增

大； 定转子存在初始间隙， 定子在一定的溶胀率条件

下， 定转子也能实现密封效果。
（２） 在实际应用中， 可根据实验测试的定子橡

胶溶胀率和实现密封效果的接触压力， 指导定转子初

始过盈或间隙的设计值。
（３） 文中只考虑定子溶胀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下

一步可综合考虑橡胶材料、 溶胀和温胀、 腔室压力、
定转子接触及摩擦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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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改善加工零件表面质量， 针对精密车削加工的要求， 结合静压气体轴承， 设计一种新型气悬浮主轴。 建

立该系统结构的设计模型， 整体系统布局采用圆柱径向和平面止推气体轴承相结合的支撑结构。 通过表压比法确定了

该结构的偏心率值，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验证该值的合理性； 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中建立主轴转子的有限元模型， 对设

计转速进行模态分析和验证。 结果表明： 设计的主轴转速能够有效避开共振区， 保证主轴运转稳定， 减小加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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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ｓｐｅｅｄ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ｉｎｄ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ｅ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ｄ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针对精密、 甚至于超精密车床而言， 主轴系统是

其核心部件， 机床的加工质量与之密切相关。 而轴承

的选用决定着主轴性能的优劣。 目前， 在精密、 超精

密车削机床上应用较为普遍的轴承是静压气体轴

承［１－２］， 其具备磨损小、 寿命长、 高精度、 无污染等

突出优点。 在精密加工发展的过程中， 涌现了许多典

型的、 具有代表性的气体静压主轴结构。 主要分为以

下 ３ 种支撑结构形式： 一是圆柱径向轴承和端面止推

式； 二是两端半球支撑式； 三是前部用球形， 后部用
圆柱径向轴承支撑式［３］。

为进一步提高加工工件表面质量的重要指标， 本

文作者结合气体轴承的特点和优势， 设计了 “径向

圆柱与平面止推型” 精密气悬浮主轴结构。 以气悬

浮主轴系统为研究对象， 借助于计算流体力学 ＦＬＵ⁃
ＥＮＴ 软件包对其气膜流场的压力分布进行检验分
析［４］； 同时结合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建立主轴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并进行模态分析， 为主

轴组件的进一步优化设计以及动力学分析提供理论

依据。
１　 主轴系统的总体结构设计及原理

该精密气悬浮主轴系统的支撑结构采用前后 ２ 个
圆柱径向轴承和 １ 个端面止推轴承。 根据机床加工过

程中载荷分布情况， 靠近主轴加工端采用承载能力较

大的圆柱径向气体轴承， 止推轴承位于主轴的后端，
主轴系统的总体布局形成 “工” 字型结构。 结构示

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气悬浮主轴系统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ｉｒ⁃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ｐｉｎｄｌｅ

整个主轴由前端圆柱径向轴承和后端圆柱径向轴

承支撑， 由独立的止推轴承作用于固接于轴的止推

板， 用于承载作用力。 此外， 通过细微调整止推板与

主轴之间的配合， 来确保 ２ 个径向轴承和止推轴承的

垂直度； 通过调整轴衬， 使前后径向轴承具有很高的

同轴度。 径向气膜厚度依靠转子和轴承内孔的配合保

证， 间隙调整垫用于调整止推轴承的气膜间隙， 从而

使该气悬浮主轴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 保证较高的回

转精度。 同时， 该气悬浮主轴结构比较简单， 易于检

修； 在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可以降低装配难度， 提高

装配效率。
２　 理论设计研究

该气体轴承设计采用表压比法［５］， 节流器类型的

选择是使静压气体轴承具备一定承载及刚度的决定性

因素， 节流器的工作原理是在一定压力的气体进入轴

承间隙前， 产生节流稳压的效果。 节流器对流体具有

阻抗， 气悬浮轴承的承载机制类似于电学中的欧姆定

律［６］， 流量 ｑ、 压降与阻抗之间的关系如公式 （１）
所示。

ｑ＝
ｐｓ－ｐａ

Ｒｅｘ＋Ｒ ｆ

＝
ｐｄ－ｐａ

Ｒ ｆ
（１）

式中： ｐｓ 为供气压力； ｐｄ 为出口压力 （即轴承膜入

口压力）； ｐａ 为环境压力； Ｒｅｘ为节流器阻抗； Ｒ ｆ 为气

膜阻抗。
静压气体轴承工作原理如图 ２ 所示， 节流器的流

阻 Ｒｅｘ是恒定值， 而气膜流阻 Ｒ ｆ 随着轴承间隙的变化

而变化。 当主轴上作用如图 ２ 所示的载荷 Ｆ 时， 轴心

沿着负载方向发生了偏移， 偏移量为 ｅ。 造成轴与轴

套靠近的一侧间隙变小， 此处气膜流阻 Ｒ ｆ 增大， 其

他参量均发生变化， 因此这一侧的间隙内的压力升

高。 同样道理， 在另一侧， 间隙内的压力降低， 两侧

产生的压力差， 平衡了负载， 使得气体轴承具备一定

的承载能力。

图 ２　 静压气体轴承工作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根据公式 （１） 得出表压比

Ｋｇ ＝
ｐｄ－ｐａ

ｐｓ－ｐａ

＝
Ｒ ｆ

Ｒｅｘ＋Ｒ ｆ
（２）

确定表压比 Ｋｇ 的值， 实际上就确定了设计状态

下， 节流器与气膜之间的阻抗匹配关系。 依据表 １、
表 ２［７］， 确定最佳 Ｋｇ 值。

表 １　 不同偏心率 ε 下的最佳 Ｋｇ 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
偏心率 ε ０．１ ０．５ ０．９
最佳 Ｋｇ ０．６ ０．４ ０．３５

表 ２　 不同优化条件下的最佳 Ｋｇ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优化条件 最大承载 最大刚度 二者兼顾

最佳 Ｋｇ ０．４ ０．８ ０．５２３

根据该主轴系统的整体方案的规划与设计， 在文

献 ［８］ 的理论基础上， 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 比较

和分析了静压气体轴承几种常见节流器的类型及特

性， 选择应用最为广泛且设计方法最为成熟的小孔节

流器， 作为静压气体轴承的节流方式。
２ １　 圆柱径向轴承设计

从轴承刚度最大以及减少轴承的气体扩散以及环

流等对轴承的影响出发， 取径向轴承宽径比 Ｂ ／ Ｄ＝ １，
供气孔的位置 ｂ ／ Ｂ ＝ １ ／ ４。 结合所设计的气悬浮主轴

系统的结构尺寸， 选定主轴前后小孔节流静压气体轴

承的主要参数分别为： Ｄ１ ＝ １００ ｍｍ， Ｄ２ ＝ ８０ ｍｍ； 前

后轴承宽度分别为： Ｂ１ ＝ １００ ｍｍ， Ｂ２ ＝ ８０ ｍｍ； 供气

孔位置距轴承端面的距离： ｂ１ ＝ ２５ ｍｍ， ｂ２ ＝ ２０ ｍｍ；
均采用双排节流孔， 节流器孔数 ８ 个 ／ 排。 根据表 １、
表 ２ 选择偏心率 ε ＝ ０ ５， 表压比 Ｋｇ ＝ ０ ４。 根据这些

给定参数， 同时通过计算和比较分析， 最终确定前后

静压气体轴承的供气压力 ｐｓ ＝ ０ ５ ＭＰａ， 平均气膜间

隙 ｈ０ ＝ ２０ μｍ， 节流孔直径 ｄ０ ＝ ０ ２ ｍｍ。 其承载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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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径向轴承承载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单个节流孔产生的径向承载力：

Ｆｒ ＝ ｐｄ（Ｌ－２ｌ）Ｄｓｉｎ
π
Ｎ

＋２
２
３
（ｐｄ－ｐａ）ＬＤｓｉｎ

π
Ｎ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３）

对于该结构， 小孔节流气体轴承总的承载力：

Ｗ＝ＣｗＣ ｌ Ｆｒ１－Ｆｒ５＋２（Ｆｒ２－Ｆｒ４）ｃｏｓ
π
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

式中： Ｃｗ 为扩散载荷系数； Ｃ ｌ 为非轴向流修正系数；
ｌ 为节流孔到轴承端面距离； ｐｄ 为节流孔出口压强；
Ｎ 为节流孔个数。
２ ２　 端面止推轴承设计

该气悬浮主轴系统设计了一种止推式复合静压气

体轴承，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两部分通过配合形成一

个圆柱体， 圆柱体外表面沿径向均布加工有多组供气

孔， 进行工作。 其基本参数为： 止推轴承外半径 Ｒ２ ＝
１００ ｍｍ， 内半径 Ｒ１ ＝ ６０ ｍｍ； 采用单排孔供气， 每排

８ 孔。 通过分析比较， 同时方便加工与装配， 其余参

数与圆柱径向轴承相同。
轴向承载力

Ｗ ｊ ＝
Ｋｇ（ｐｓ－ｐａ）π（Ｒ２

２－Ｒ
２
１）

ｌｎ（Ｒ２ ／ Ｒ１）
（５）

轴向刚度

Ｇｚ ＝ＧＷ ｊ ／ ｈ０ （６）

式中： Ｇ 为最佳刚度系数。
３　 主轴轴承的仿真分析

３ １　 轴承气膜流场的模拟仿真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进行气体静压轴承流场的模拟

仿真， 作为目前工程应用较为广泛的计算流体动力学

软件， 其包含了许多丰富而先进的物理模型， 大大地

提高了运算效率。 选用较为经典的 ＧＡＭＢＩＴ 作为流场

分析的前处理软件， 并在其中建立气体流场的实体仿

真模型。 以圆柱径向轴承为例， 针对该气体流场的结

构特点， 为减少工作量， 沿轴向方向建立真实结构

１ ／ ２ 的对称模型。 由于其轴径向尺寸不是同一数量

级， 相差比例悬殊， 为了获得高品质的网格， 并使虚

拟仿真与现实更加贴近， 采用分体划分网格的方法；
同时供气孔利用边界层网格划分， 沿气膜厚度方向细

化网格，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ｉ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将网格化处理后的模型导入 ＦＬＵＥＮＴ 中， 利用其

对气膜进行仿真求解。 算法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Ｃ 迭代算法，
当计算残差满足收敛条件时， 计算停止。 图 ５ 为径向

轴承气膜压力等值线图， 可以看出在＋ｘ 方向由于偏

心量的存在， 即在＋ｘ 方向气膜厚度变小， 气膜上的

压力也随之变化。 图 ６ 为止推轴承气膜流场压力等值

线图， 其网格划分的方式同上述圆柱径向轴承相似，
并采用相同的迭代算法。

图 ５　 径向轴承气膜流场压力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６　 止推轴承气膜流场压力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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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偏心率对轴承静特性的影响

针对文中设计的轴承结构参数， 在主轴高速运转

的状态下， 通过改变外部影响条件偏心率 ε， 分析偏

心率的变化对该轴承承载力和刚度的影响。 为了能更

加准确地反映其变化规律， 选取供气压力 ｐｓ 分别为

０ ３、 ０ ５、 ０ ８ ＭＰａ， 进行仿真分析计算。 结果如图

７、 ８ 所示。

图 ７　 偏心率与承载力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图 ８　 偏心率与刚度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由图 ７、 ８ 可以看出偏心率的变化同时影响着轴

承承载力和刚度， 且影响效果刚好相反。 不同供气压

力下， 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轴承的承载力明显提高；
不同供气压力下， 随着偏心率的增大， 轴承的刚度反

而降低。 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轴承不宜选择过大

或过小的偏心率； 同时也验证了文中设计时选择偏心

率 ε＝ ０ ５ 的合理性。
４　 主轴转子的模态分析

利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三维建模软件建立气悬浮主轴系

统的设计模型， 并结合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软件对其

进行了有限元模态分析， 获取了主轴系统的前 ８ 阶固

有频率和相应振型， 具体如表 ３ 所示。 主轴的 ２ 阶模

态分析图如图 ９ 所示。

表 ３　 主轴系统的前 ８ 阶固有频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８⁃ｏｒ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阶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频率

ｆ ／ Ｈｚ
１５．９９６ １６．６５４ ２２７．９ ２２８．７３ ２５１．７３ ７００．９５ ７０２．５ ７２１．３２

图 ９　 主轴的 ２ 阶模态分析图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ｒｏｔｏｒ

主轴系统的临界转速为

ｎ１ ＝ ６０ｆ＝ １６．６５４×６０＝ ９９９．２４ （ｒ ／ ｍｉｎ） （７）
式中： ｆ 为频率， Ｈｚ。

而设计转速为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能够有效地避免低阶共

振区， 保证其正常稳定地运转， 确保机床的加工精度。
模态分析的固有频率、 振型等为主轴组件的优化设计，
及时有效地避免共振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参考依据。
５　 结论

设计一种新型气悬浮主轴， 对气膜流场的压力分

布及模态仿真分析结果表明： 同一供气压力下， 承载

能力与偏心率正相关， 刚度与偏心率负相关， 为同时

兼顾承载能力及刚度， 偏心率的取值应适中； 根据表

压比法选择偏心率 ε＝ ０ ５， 根据 ＦＬＵＥＮＴ 仿真验证了

该参数值的合理性； 经过模态分析，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主

轴设计转速能够有效避开共振区， 保证主轴运转稳

定， 减小加工误差。 该气悬浮主轴系统结构简单， 装

配容易， 为主轴组件优化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具有很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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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磨损是影响模具使用寿命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此对模具磨损研究十分重要。 传统的模具磨损研究
的参数选择方法多为试验方法， 此方法不仅耗费大量
财力物力， 而且周期较长、 效率较低， 有时还得不到
理想结果［１－３］。

近年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智能算法的不断发
展， 人工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进入人们的视线。 人工
神经网络能够对规模较大的数据实现并行分布存储和
处理， 并且针对复杂数据信息具有自适应和自学习能

力强的特点， 对于分析那些需要同时考虑多种影响条
件， 又无特定数学模型数据之间的信息问题时有很好
的借鉴作用［４］。 而遗传算法有高度并行、 随机、 通
用、 简单等特点［５］， 求解时能节约大量的数据处理时
间， 因此把遗传算法应用到实际生产加工中可以缩短
产品开发周期， 其已成功用于材料成形方面。 陈晓平
和胡树根［６］在注射工艺的不同参数优化组合方面， 利
用神经网络与正交试验法进行了研究， 研究目标是使
制件翘曲变形量最小， 通过模拟分析证明了 ＢＰ 神经
网络在参数预测及优化方面适用的结论。 傅立军等［７］

通过优化各设计参数使铝型材导流腔模孔出口流速最
优的研究， 证明了正交试验、 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 ３
种方法结合可适用于求解实际工程问题。 黄瑶等人［８］

利用在有限元数值模拟中得出的挤压模具型腔不同位
置的磨损量值， 作为 ＢＰ 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 建立



满足一定要求的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 并采用建立好的
神经网络模型对挤压模具其他位置进行磨损预测， 得
出模具型腔磨损的预测值与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基本
相吻合的结论。

综上所述， 智能算法在对目标值预测和对材料成
形工艺参数优化问题上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本文作者
以汽车转向螺杆类杯－杆件的温挤压凹模为例， 建立满
足一定精度的影响温挤压凹模磨损的因素与凹模磨损
量之间的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 通过遗传算法优化影响因
素， 使温挤压凹模磨损量最低， 提高了凹模使用寿命。
１　 汽车转向螺杆成形工艺及温热挤压模具设计

如图 １ 所示为汽车转向螺杆挤压成形的 １ ／ ２ 模
型， 目前杯－杆件经常选择的温冷塑性成形工艺方案
一般分为 ３ 种［５］： 两工序复合挤压、 镦挤压复合挤
压， 多工序复合挤压。 基于对模具成本和汽车转向螺
杆生产效率的考虑， 其成形工艺方案选择两工序温冷
联合复合挤压成形工艺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汽车转向螺杆 １ ／ ２ 模型

Ｆｉｇ １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ｒｅｗ

图 ２　 杯－杆复合挤压成形工艺

Ｆｉｇ ２　 Ｃｕｐ⁃ｓｈａｆ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ｔｈｅ
ｂｉｌｌｅｔ； （ｂ） ｗａｒｍ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ｉｎｎｅｒ ｈｏ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ｃ） ｃｏｌｄ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ｈａｐｅｄ ｈｏｌｅ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由于汽车转向螺杆为对称零件， 因此在有限元数

值模拟温挤压内孔工序中， 即零件成形第一工序数值

模拟开始时， 可把坯料、 模具设计成如图 ３ 所示模

型。 由于凹模磨损比较严重， 因此文中对汽车转向螺

杆成形的温挤压凹模磨损进行了研究和寿命预测。  

图 ３　 温挤内孔 （正反复合挤压） 模具坯料 １ ／ ４ 模型装配体

Ｆｉｇ ３　 Ｗａｒｍ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ｉｎｎｅｒ ｗａｒｍ ｈｏ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ｂｉｌｌｅｔ ｂｌａｎｋ １ ／ ４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　 ＢＰ 神经网络建立

２ １　 输入输出参数的确定

选取影响温挤压凹模磨损的 ４ 个因素： 凹模入口

圆角半径 ｒ （Ａ）、 模具初始温度 ｔ （Ｂ）、 模具初始硬

度 Ｈ （Ｃ）、 摩擦因子 ｍ （Ｄ）。 分别选取以上 ４ 个因

素的 ４ 个不同水平值， 水平值取值见表 １。 为得到四

因素四水平的优化组合， 使温挤压凹模磨损量最小，
把影响温挤压凹模磨损的 ４ 个影响因素作为 ＢＰ 神经

网络的输入参数， 温挤压凹模磨损量作为输出参数。

表 １　 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ｔａｂｌｅ

水平
Ａ 凹模入口圆

角半径 ｒ ／ ｍｍ
Ｂ 模具初始

温度 ｔ ／ ℃
Ｃ 模具初始

硬度 Ｈ
Ｄ 摩擦

因子 ｍ

１ ０．５ ２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１０
２ １．０ ２５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１５
３ １．５ ３０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２０
４ ２．０ ３５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２５

２ ２　 ＢＰ 神经网络训练样本的选取

训练样本的数目对 ＢＰ 神经网络合理建立起到很

重要的作用。 训练样本数目越多， 所建立的 ＢＰ 神经

网络本应该越能接近输入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 但是

由于数目过多会大大增加计算量， 因此， 本文作者建

立 ＢＰ 神经网络所采用的训练样本是四因素四水平组

合的 ３２ 组试验数据， ＢＰ 神经网络总的训练样本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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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ＢＰ 神经网络训练样本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序号

Ａ 凹模入

口圆角半

径 ｒ ／ ｍｍ

Ｂ 模具

初始温

度 ｔ ／ ℃

Ｃ 模具

初始硬

度 Ｈ

Ｄ 摩擦

因子 ｍ

磨损

量 Ｗ ／
（１０－５ｍｍ）

１ ０．５ ２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１ ５．３
２ ０．５ ２５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１５ ４．２４
３ ０．５ ３０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２ ３．１８
４ ０．５ ３５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２５ ２．６０
５ １ ２０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２５ ３．５２
６ １ ２５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２ ４．７３
７ １ ３０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１５ ２．５２
８ １ ３５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１ ３．１７
９ １．５ ２０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１５ ２．８４
１０ １．５ ２５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１ ２．４５
１１ １．５ ３０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２５ ４．８４
１２ １．５ ３５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２ ３．７６
１３ ２ ２０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２ ２．４５
１４ ２ ２５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２５ ３．１１
１５ ２ ３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１ ３．５５
１６ ２ ３５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１５ ４．３３
１７ ０．５ ２０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１ ４．２０
１８ ０．５ ２５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１５ ５．３４
１９ ０．５ ３０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２ ２．６６
２０ ０．５ ３５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２５ ３．２５
２１ １ ２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２ ４．４３
２２ １ ２５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２５ ３．６４
２３ １ ３０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１５ ３．１５
２４ １ ３５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１ ２．６０
２５ １．５ ２０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１５ ２．３５
２６ １．５ ２５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１ ２．９３
２７ １．５ ３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２５ ６．０３
２８ １．５ ３５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２ ２．９２
２９ ２ ２０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２ ２．９１
３０ ２ ２５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２５ ２．５４
３１ ２ ３０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１ ２．７０
３２ ２ ３５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１５ ５．４２

注： 温挤压凹模磨损量是采用 ３２ 组试验作为工艺参数通过有

限元数值模拟所得。

２ ３　 ＢＰ 神经网络结构及训练方法

ＢＰ 神经网络的网络层数选取 ３ 层， 分别为输入

层、 隐含层、 输出层， 输入节点在凹模入口圆角半径

ｒ、 模具初始温度 ｔ、 模具初始硬度 Ｈ、 摩擦因子 ｍ ４
个输入参数中选择。 文中 ４ 个参数全选， 因此输入节

点数为 ４ 个， 隐含层设计成 ９ 个节点。 因只有温挤压

凹模磨损量是目标值， 所以输出层为 １ 个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如图 ４ 所示的 ＢＰ 神经网

络结构模型， 从左到右分别是输入层 （４ 个节点）、
隐含层 （９ 个节点）、 输出层 （１ 个节点）。

图 ４　 ＢＰ 神经网络结构模型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１） 传递函数的选择： 输入层到隐含层， 再有

隐含层到输出层的传递函数都选择 ｌｏｇｓｉｇ （ｘ）；
（２） ＢＰ 神经网络的训练函数选择默认函数 ｔｒａｉｎｌｍ；
（３） 训练误差： 为保证建立的 ＢＰ 神经网络能更

好地反应输入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 在训练 ＢＰ 神经

网络时设置训练误差为 ０；
ＢＰ 神经网络许多函数的生成程序已经嵌入 ＭＡＴ⁃

ＬＡＢ 中， 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建立 ＢＰ 神经网络省时方便。
选择建立 ＢＰ 神经网络的部分程序段， 如下所示：

ｎｅｔ ＝ ｎｅｗｆｆ （ｍｉｎｍａｘ （ ｐ）， ［ ｈｉｄｄｅｎｎｕｍ， ｏｕｔｐｕｔ⁃
ｎｕｍ］， ｛＇ｌｏｇｓｉｇ＇， ＇ｌｏｇｓｉｇ＇｝， ＇ｔｒａｉｎｌｍ＇）；

ｎｅｔ． 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ａｍ． ｅｐｏｃｈｓ＝ ５０００；
ｎｅｔ． ｔｒａｉｎＰａｒａｍ． ｇｏａｌ ＝ ０；
ＬＰ． ｌｒ ＝ ０． １；
ｎｅｔ ＝ ｔｒａｉｎ （ｎｅｔ， ｐ， ｔ）；％％ｐ， ｔ 分别代表输入输

出数据

２ ４　 ＢＰ 神经网络检验

２ ４ １　 检验样本选择

四因素四水平完整的试验组合如图 ５ 所示， 可知

完全试验是有 １－１ 和 ２－２ 组成， ２－２ 代表建立 ＢＰ 神

经网络所需训练样本的 ３２ 组试验数据组合， 为检验

所建立的 ＢＰ 神经网络泛化能力的好坏， 在 １－１ 部分

随机抽取 ４ 组试验参数组合及其相对应有限元数值模

拟下的温挤压凹模磨损量作为检验 ＢＰ 神经网络泛化

能力好坏的样本， 检验样本如表 ３ 所示。

图 ５　 完整试验组合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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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检验样本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序号
Ａ 凹模入口圆

角半径 ｒ ／ ｍｍ
Ｂ 模具初

始温度 ｔ ／ ℃
Ｃ 模具初

始硬度 Ｈ
Ｄ 摩擦

因子 ｍ
数值模拟磨损量

Ｗ ／ （１０－５ｍｍ）
ＢＰ 神经网络磨量

Ｗ ／ （１０－５ｍｍ）
误差

１ ０．５ ３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０．２５ ５．９３ ６．００６ ８ １．２９
２ １．０ ２５０ ＨＲＣ４５ ０．２０ ３．９４ ３．５８１ ６ ９．１
３ １．５ ２００ ＨＲＣ５０ ０．１５ ３．０２ ２．８３３ ７ ６．１７
４ ２．０ ３５０ ＨＲＣ５５ ０．１０ ２．６５ ２．４６６ ３ ６．９３

２ ４ ２　 ＢＰ 神经网络分析

观察表 ３， 对 ４ 组检验样本中使用有限元数值模

拟得到的磨损量值与对应 ＢＰ 神经网络预测所得温挤

压凹模的磨损量值进行误差大小计算， 结果都在

１０％之内， 这表明使用 ２ 种方式求解的磨损量结果相

差不大， 基本吻合， 所以可把通过训练得到的 ＢＰ 神

经网络模型作为下一步使用遗传算法进行参数优化处

理的模型。
３　 遗传算法优化结果分析

根据建立好的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 以其为适应度

函数， 编写在四因素取值范围内进行优化求解的遗传

算法程序， 运行程序观察得到目标解的变化和种群值

变化如图 ６ 所示， 最终得出一组最优参数组合， 其对

应磨损量为 ２ ３６２６×１０－５ｍｍ， 最优四因素组合及优化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图 ６　 目标解的变化和种群值变化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ｂ）

表 ４　 最优四因素组合及优化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凹模入口圆

角半径 ｒ ／ ｍｍ
Ｂ 模具初始

温度 ｔ ／ ℃
Ｃ 模具初始

硬度 Ｈ
Ｄ 摩擦

因子 ｍ
磨损量优化结果

Ｗ ／ （１０－５ｍｍ）
１．９４８ ３ ２４２．３６９ ３ ＨＲＣ５５ ０．１６４ ７ ２．３６２ ６

图 ７　 优化后凹模磨损云图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ｄｉｅ ｗ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为方便模具设计和

成形工艺参数选择， 做

以下处理： 凹模入口圆

角半径为 ２ ０ ｍｍ， 模具

初始温度为 ２４２ ℃， 模具

初始硬度为 ＨＲＣ５５， 摩

擦因子为 ０ １６。 对确定

好的 ４ 个影响因素进行组

合， 通过 Ｄｅｆｏｒｍ 有限元

数值模拟软件对温挤压

内孔工序进行挤压成形，
观察温挤压凹模的磨损

状况。 工序结束后的温

挤压凹模磨损云图如图 ７
所示， 模具型腔最大磨

损量值为 ２ ２０×１０－５ｍｍ （０ ０２２ μｍ）， 与遗传算法优

化得到的最优解进行比较， 误差约为 ７ ３９％。
４　 模具寿命预测

对温挤压凹模寿命的预测选定在模具的稳定磨损

阶段， 当模具出现点蚀时， 即超过稳定磨损阶段时，
模具极易报废， 而此时的磨损量大约为 ６０ μｍ［９］。 模

具寿命计算公式：
Ｎ×Ｗ≈６０ （１）

式中： Ｎ 为模具磨损寿命； Ｗ 为制件成形一次模具磨

损量。
数值模拟阶段一般为模具稳定磨损时的状态， 因

此根据公式 （１） 和图 ７ 可得：
Ｎ×０ ０２２ ０≈６０
可计算出模具的使用次数为 ２ ７２７ 次。 又因为模

具进入稳定阶段， 模具的使用次数若不考虑汽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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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生产时模具修模的情况， 为模具服役期间磨损寿

命的 ９０％， 所以可得在温挤压内孔工序时凹模使用

寿命为 ３ ０３０ 件。
５　 结论

（１） 以影响温挤压凹模磨损的凹模入口处圆角

大小、 模具初始硬度、 模具初始温度、 摩擦因子等 ４
个主要因素作为工艺参数， 确定四因素四水平的温挤

压凹模磨损试验方案。
（２） 用数值模拟所得的试验数据训练 ＢＰ 神经网

络， 建立凹模入口圆角半径、 模具初始温度、 模具初

始硬度、 摩擦因子与凹模磨损深度量之间的映射

关系。
（３） 以凹模磨损量为目标函数， 通过遗传算法

对 ４ 个影响因素进行组合优化， 使凹模磨损量最小，
并利用获得的最小磨损量预测了温挤压凹模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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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提出一种润滑油金属磨粒传感器模型， 并对金属磨粒传感器的基本结构和检测电路进行

设计。 在传感器测试试验台上对传感器检测抗磁性磨粒和铁磁性磨粒的能力进行测试， 研究电压、 温度对传感器的影

响。 测试结果显示： 传感器可以准确判别润滑油内的铁磨粒和铜磨粒， 其中铁磨粒和铜磨粒的最小检测直径分别为

２００ μｍ 和 ５００ μｍ； 在 ３～５ Ｖ 电压下该传感器的输出特性稳定； 在 ２０ ～ ６０ ℃温度范围， 温度对传感器的影响可忽略，
传感器测量精度满足要求。

关键词： 电磁感应； 金属磨粒； 在线检测；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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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机械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 部件相对运动，
会产生干摩擦等现象， 在造成能源浪费的同时， 也降

低了动力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１］。 润滑油的添加可以

减少磨损［２］， 然而随着污染物的增加， 运行环境不断

恶化， 润滑油会逐渐被污染甚至变质［３］。 因此， 监测

设备中污染物的状况， 推测出润滑油液的品质， 进而

获得设备运行的情况， 对保证设备良好运行是十分重

要的［４－５］。

不同污染物对机械设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金属磨粒是机械设备磨损产生的， 可直观反映设备磨

损情况， 是判断磨损程度的重要指标［６－７］。 因此， 只

要能够及时检测动力机械设备油液中的金属磨粒状

态［８－９］， 就可以推断出设备的运行情况［１０－１１］。
为了能够准确稳定地检测油液中的金属磨粒， 本

文作者提出一种润滑油金属磨粒检测传感器模型， 通

过对模型的分析制作出传感器实物， 通过相关试验得

出传感器的检测精度， 验证传感器区分顺磁性金属和

抗磁性金属的能力， 同时验证传感器的稳定性。
１　 传感器的设计

由于相对磁导率不同， 抗磁性金属颗粒物有减弱

磁场的作用， 而铁磁性金属颗粒有增强磁场的作用。
根据电磁感原理设计出的螺线管式传感器， 能够有效

地区分润滑油中金属颗粒物的种类。



１ １　 传感器检测原理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 当磁性颗粒通过电感线圈

时， 会使电感线圈的磁通量会发生变化， 从而使电感

线圈的电感值发生改变， 如式 （１） 所示。 当铁磁性

金属颗粒物通过电感线圈时， 线圈的磁通量增大， 使

线圈的电感值增大； 当抗磁性金属颗粒通过电感线圈

时， 线圈的磁通量减少， 使线圈的电感值减小。 对于

相同的金属颗粒物来说， 电感量的变化量则受到颗粒

大小的影响。 由此可知， 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感变化量

就可以得到被测金属颗粒的种类、 尺寸大小、 数量等

参数［１２］。

Ｌ ＝ ΦＮ
ｉ

（１）

式中： Ｎ 为线圈匝数； Φ 为磁通量； ｉ 为通过电流。
１ ２　 传感器结构设计

该螺线管式传感器是以透明硬塑料惰性管为骨

架， 将铜线绕制在骨架上形成螺线管式的传感器。 螺

线管式电感线圈将流经其中的润滑油中磨粒的变化转

换为线圈电感量的变化， 线圈电感量的变化受磨粒材

质、 浓度和大小的影响。 缠绕在管路上的电感线圈是

整个系统的核心元件， 它担负着拾取颗粒信号并传递

给检测仪器的任务， 线圈的性能也决定了该传感器的

检测灵敏度， 设计时通过采用多股丝包线从而有效提

高了线圈的品质。 传感器的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传感器结构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１ ３　 传感器磁场仿真

为了研究传感器线圈内部及周围磁场的均匀性，
运用 Ａｎｓｏｆ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２ 有限元软件对其进行了定性分

析， 以匝数为 ２８ 匝， 线宽为 ０ ３ ｍｍ， 线距为 ０ ２
ｍｍ， 厚度为 ５０ μｍ 的空心线圈为例， 运用 Ａｎｓｏｆ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２ 有限元软件建立传感器的磁场模型， 网格

类型选四面体网格， 网格最大尺寸设为 ０ １ ｍｍ， 网

格划分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传感器模型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２　 Ｇｒｉ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ｍｏｄｅｌ

仿真结果如图 ３ 所示。 仿真结果表明， 该传感器

的内部磁场分布比较均匀， 只在内径边缘有较大的突

变。 在径向方向上， 传感器磁场强度 Ｂ 是逐渐增大

的， 在靠近内径边缘处磁场强度急剧增大到最大值；
传感器外部磁场强度逐渐减小至 ０。 这表明本文作者

所提出的传感器设计方案是可行的。

图 ３　 传感器磁场仿真

Ｆｉｇ 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１ ４　 传感器检测电路的设计

测量电路的测量原理是利用调频方法将传感器线

圈电感参数的变化， 转换为频率的变化， 频率的变化

作为输出量。 传感器线圈与电容组成并联谐振回路，
并联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为

ｆ ＝
１

２π ＬＣ
（２）

电容 Ｃ 固定不变， 金属磨粒通过线圈时， Ｌ 发生

变化， 会引起 ｆ 发生变化， 通过检测 ｆ 的变化即可获

得流过线圈的金属磨粒的特性［１３－１４］。
根据式 （２） 可知频率变化量与电感变化量之间

的关系如式 （３） 所示：

Δｆ ＝ ｋ
Ｌ ＋ ΔＬ － Ｌ
Ｌ（Ｌ ＋ ΔＬ）

（３）

式中： ｋ ＝ １
２π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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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 （３） 可知传感器输出频率变化率 ε 与电
感变化率 ε１ 的关系如式 （４） 所示：

ε ＝ １ － １
１ ＋ ε１

（４）

根据上述推导结果， 当金属磨粒通过传感器线圈

时， 引起输出频率变化率发生改变， 通过测量传感器

的输出频率变化率来获得金属磨粒的特性。
所设计的检测电路如图 ４ 所示， 传感器线圈作为

电感单元接入电路， 相当于电路中的 Ｌ， 与电路中的

电容单元组成 ＬＣ 并联谐振回路， 该电路可将接收到

的电感值的变化转化为频率值的变化， 达到检测

目的。

图 ４　 检测电路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ｉｔ

２　 传感器试验研究
２ １　 传感器试验台的设计

传感器测试试验台由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电路、
电源和示波器组成。 传感器放在屏蔽罩内， 以避免外

界的干扰影响试验， 电源为恒压电源， 为检测电路提

供 ５ Ｖ 的电压。 整个传感器测试试验台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传感器测试试验台

Ｆｉｇ ５　 Ｓｅｎｓｏｒ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将传感器安装在固定位置后， 连接好电路， 用夹

具把装有一定数量、 一定尺寸金属颗粒物的惰性管移

到传感器的中心， 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检测。 具

体的操作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传感器检测操作示意图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２　 金属磨粒试样的制备

由于单个金属颗粒难以采样， 并且金属颗粒在润

滑油液中不规则地凝聚在一起， 所以在进行传感器试

验时将凝聚在一起的金属颗粒等价成相同体积的球体

金属颗粒。 具体做法是采用研磨的方法制备金属颗

粒， 制成试样， 使用高倍显微镜对惰性管中的金属颗

粒进行标定， 将其折算为一定半径的金属球颗粒。 如

图 ７ 所示。

图 ７　 金属磨粒试样影像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ｆｅｒｒ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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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动力设备内部产生磨损的部位主要由铁和

铜 ２ 种金属材料构成， 因此选择铁为顺磁性金属的代

表， 铜为抗磁性金属颗粒的代表， 对传感器的检测效

果进行检验。 分别选取颗粒直径为 ２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μｍ 的铁、 铜颗粒制成标准试样。 通

过显微镜对惰性管里金属颗粒进行标定。
２ ３　 金属磨粒试验研究

２ ３ １　 铁磨粒试验研究

在传感器测试试验台上对每种尺寸的铁颗粒进行

５ 组平行试验研究， 试验结果如图 ８ 所示。 测试发

现， 传感器能够区分 ２００ ～ ８００ μｍ 尺寸的铁颗粒试

样， 能够检测的最小铁颗粒试样的直径是 ２００ μｍ，
传感器的输出频率变化率为正值， 随着铁颗粒直径增

大， 传感器的输出频率变化率不断增大。

图 ８　 铁磨粒试验研究

Ｆｉｇ 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ｒｒ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 ３ ２　 铜磨粒试验研究

铜是一种抗磁性的金属， 由于其相对磁导率 μｍ

远远小于 １， 因此传感器对铜颗粒物的敏感度不高。
在传感器测试试验台上对每种尺寸的铜颗粒进行 ５ 组

平行试验研究， 试验结果如图 ９ 所示。 可以看出， 传

感器能够区分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μｍ 的铜颗粒试样， 对

２００、 ４００ μｍ 的铜颗粒试样检测效果不好， 能够检测

到最小铜颗粒试样直径是 ５００ μｍ。 与铁颗粒相反，
铜颗粒的磁化率为负， 因此铜颗粒直径增大时， 传感

器的输出频率也在增大， 传感器输出频率变化率却不

断减小， 频率的变化率为负数。 基于同样的原因， 铜

颗粒对磁场的影响也很小， 传感器检测铜颗粒精度相

对较低。

图 ９　 铜磨粒试验研究

Ｆｉｇ 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前文铁、 铜颗粒物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所设计

的传感器能够探测的最小铁颗粒物直径是 ２００ μｍ，
能够探测到的铜颗粒的最小直径为 ５００ μｍ， 传感器

能有效地对金属颗粒物进行测量。 根据传感器检测金

属颗粒时频率变化率的正负， 可有效区分顺磁性颗粒

物与抗磁性颗粒物， 达到了研究的目的。
２ ４　 传感器电压稳定性试验

由于传感器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很难获得稳定的直

流稳压电源， 因此， 有必要对传感器的电压稳定性进

行测试， 以测试电压波动对传感器灵敏度和精度的影

响。 选取铁颗粒为试验对象， 在测试时将电压分别调

为 ３、 ３ ５、 ４、 ４ ５、 ５ Ｖ， 在不同电压下对每种尺寸

的铁颗粒分别测试 ５ 次， 取平均值。 图 １０ 示出了电

压变化时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图 １０　 电压变化对试验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ｅｓｔ

试验中发现， 电压变化时， 背景噪声和基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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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产生一定的波动。 基准频率为无颗粒物进入时，
所测得的平均频率； 背景噪声可看作无颗粒物进入

时， 所测得的平均频率变化率。 电压对基准频率的影

响的实验结果如图 １１ 所示， 电压对背景噪声的影响

的实验结果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１　 电压对基准频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 １２　 电压对背景噪声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ｏｉｓｅ

由图 １１ 和图 １２ 可知， 电压下降时， 背景噪声变

化很小； 而电压下降时， 基准频率大幅度减小， 远远

大于背景噪声的影响。 由图 １０ 和图 １２ 可知， 电压下

降时， 传感器线圈的输出频率降低， 但同一尺寸的颗

粒的频率变化率基本一致。 同一尺寸的颗粒， 在不同

的电压下， 传感器输出特性基本不变。 因此， 在 ３～５
Ｖ 电压范围内传感器的输出特性稳定。
２ ５　 传感器温度影响试验

由于传感器工作环境存在很大的温度变化， 有必

要对传感器进行温度影响试验， 以测试不同温度对检

测系统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实验室的实际情况， 设计了在 ２０ ～ ７０ ℃

的温度范围内， 测试温度对检测系统的影响。 以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μｍ 的铁颗粒试样为试验对象， 工作

电压设为 ５ Ｖ。 采用空气加热的方法， 使传感器和检

测电路的温度由 ２０ ℃上升到 ７０ ℃， 每隔 １０ ℃检测

一次， 记录并计算出每种尺寸下的平均频率变化率，
试验结果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３　 温度对试验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ｅｓｔ

在 ５ Ｖ 的电压下， 测试温度对传感器的背景噪声

和基准频率的影响， 结果分别如图 １４、 １５ 所示。

图 １４　 温度对背景噪声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ｏｉｓｅ

图 １５　 温度对基准频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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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１３、 １４ 可知， 在 ２０ ～ ６０ ℃的温度范围， 温
度对传感器的检测影响不大， 背景噪声几乎保持一
致， 传感器对同一尺寸的颗粒物检测数据值也非常接
近， 说明温度变化对传感器的检测影响不大。 由图
１５ 可知， 在 ２０～６０ ℃的温度范围， 基准频率未发生
变化。 在 ６０ ℃以上的温度时， 温度对系统检测精度
影响很大， 基准频率明显偏移， 主要是在高温时， 温
度对检测电路的电子元器件产生了影响， 使传感器检
测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因此， 该系统在 ２０ ～ ６０ ℃温
度范围能够保持良好的稳定性， 对检测精度没有
影响。
３ 　 结论

（１）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提出了一种润滑油金属磨
粒传感器模型， 对传感器的基本结构和检测电路进行
了设计， 设计并制作出润滑油金属磨粒传感器实物。

（２） 对金属磨粒的测试结果表明， 该传感器能
够检测的最小铁颗粒物直径是 ２００ μｍ， 能够探测到
的铜颗粒的最小直径为 ５００ μｍ， 并且能够有效地区
分顺磁性金属与抗磁性金属颗粒物。

（３） 电压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 在 ３ ～ ５ Ｖ 的电
压下该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没有明显波动， 能够稳定检
测， 输出特性稳定。

（４） 温度对传感器的影响的试验表明， 在 ２０ ～
６０ ℃温度范围内， 背景噪声和基准频率未发生明显
变化， 对润滑油金属颗粒物传感器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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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开发出基于摩擦纳米发电机的综合触觉传感系统
人类的触觉是一种高度复杂并且功能很多样的传感系统。 开发具有相似功能的人工触觉系统的研究受到人们的持续关

注。 考虑到触觉的作用过程与摩擦运动的相似性， 基于摩擦纳米发电机的触觉传感器不断被研究出来。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

单一触觉领域的传感 （例如接触觉、 滑动触觉等）， 而人类的触觉却是多功能的集成系统。 此外， 人工触觉传感器仍然需要

更智能化的设计。
最近， 由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王中林院士、 曹霞教授指导的团队， 通过结合单电极和双电极摩擦纳米

发电机各自的优点， 开发了一种多功能的综合触觉传感系统。 这种新型多功能触觉系统综合了单电极摩擦纳米发电机在接

触、 定位等领域的优势， 同时也利用了双电极模式在力学运动传感领域的优点， 实现了对接触、 相对硬度、 触点位置以及接

触外力的传感。 该触觉传感器在 ４０～ １４０ Ｎ 的范围内， 对外力有良好的线性响应。 对触点具有 ２ ｍｍ 的平面分辨率。 这项工

作不但提出了一种多功能触觉传感系统的构筑方法， 也进一步展示了摩擦纳米发电机在智能触觉传感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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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校石油化工过程装备故障诊断与信息化

控制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开放基金项目 （５１２０１５）； 广东省石化装

备故障诊断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ＧＤＵＰＴＫＬＡＢ２０１６０７）； 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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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宇翔 （１９９０—），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石

化装备关键机组磨损监测平台研发． Ｅ⁃ｍａｉｌ： １４２５９９１５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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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雷达图的齿轮箱磨损评定方法∗

张宇翔１，２ 　 张铱鈖１ 　 宣征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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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齿轮箱润滑油分析中理化指标的实测值与其标准状态之间的偏差值作为评价指标， 结合铁谱定量分析指

标， 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用信息熵思想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针对传统雷达

图评价法的缺陷和不足， 引进一种改进的雷达图评价方法， 进而建立齿轮箱运行状况评价的综合评价模型。 经实例验

证表明， 该方法不仅可以直观地展示齿轮箱润滑油单项指标和总体指标的劣化程度， 而且能够实现齿轮箱运行状况的

综合量化评定， 为检测维修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齿轮箱； 理化指标； 铁谱； 综合评价； 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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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ｅａｒｂｏｘ ｏｉｌ，ａｎｄ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ａｒｂｏｘ．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ａｒ ｂｏｘ；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ａｄａｒ ｃｈａｒｔ

　 齿轮作为广泛应用的机械部件， 常常因为磨损失

效而导致机器故障［１］。 实践表明， 通过油液监测技术

对齿轮箱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能够减少因齿轮

磨损失效而产生的机器故障［２－３］。 油液监测技术所采

用的技术手段主要涉及润滑油常规理化分析和磨损微

粒分析， 而理化分析一般用来界定润滑状态［４］。 但在

实践中发现， 当几个理化指标值同时逼近换油临界值

时， 润滑油性能就已经出现下降， 导致异常磨损。 因

此， 只有对理化指标进行综合评定， 并结合铁谱分

析， 才能真实客观地获得齿轮的实际工作状况。
本文作者通过创建润滑油理化偏差指标 （润滑

油实测值与其标准状态之间的差值）， 结合铁谱定量

分析指标， 组成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将改进的雷达图

思想与铁谱技术结合， 构建起基于雷达图法的齿轮箱

运行状态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该模型计算出齿轮箱的

运行状况等级， 并通过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

有效性。



１　 指标确定方法

改进的雷达图综合评价方法是一种图形化的方

法， 通常的理化分析原始数据并不能在图中表达出原

有的意义， 因此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 定义了适用于

雷达图评价方法的评价指标。
１ １　 黏度偏差指标 Ｉｖ

黏度是润滑油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能指标， 它决定

着在齿面能否形成有效的油膜。 润滑油理化指标分析

主要分析油品的运动黏度， 因此采用 ４０ ℃黏度偏差

值来表征在用油品的黏度的变化。 具体如下：

Ｉｖ ＝
｜ ｖ１－ｖ２ ｜

ｖ２
（１）

式中： ｖ１ 为在用油品的黏度， ｍｍ２ ／ ｓ； ｖ２ 为新油的黏

度， ｍｍ２ ／ ｓ。
１ ２　 酸值偏差指标 Ｉａ

润滑油中的酸性组分主要是有机酸和酸性添加

剂， 这些成分会对机械部件造成腐蚀。 所以理化分析

常常将酸值作为一个重要的检测项目， 用来表征油品

的氧化变质程度［４］。 新油的酸值都很小， 因此将酸值

变化值占在用油酸值的百分比定义为酸值偏差指标。
具体如下：

Ｉａ ＝
Ａ１－Ａ２

Ａ１
（２）

式中： Ａ１ 为在用油的酸值测量值 （以 ＫＯＨ 计），
ｍｇ ／ ｇ； Ａ２ 为新油的酸值测量值 （以 ＫＯＨ 计） ｍｇ ／ ｇ。
１ ３　 水分偏差指标 Ｉｗ

润滑油中乳化水会使润滑油中添加剂的理化性质

遭到破坏， 削弱了润滑油的效力， 从而无法在摩擦副

表面形成有效的油膜， 导致摩擦副发生磨损［５］。 因

此， 润滑油中水分必须控制在尽可能低的程度， 是润

滑油必须要检测的一个重要项目。 水分偏差指标定义

如下：

Ｉｗ ＝
ｗ１－ｗ２

ｗ１
（３）

式中： ｗ１ 为在用油的水分含量， μｇ； ｗ２ 为新油的水

分含量， μｇ。
１ ４　 铁谱定量指标 ＤＬ、 ＰＬＰ

直读式铁谱仪是利用磨粒在铁谱仪中被分离后所

形成的沉积层的遮光率来表征分析油样中的磨粒总

量。 大磨粒直读数 ＤＬ 敏感于油样中的大磨粒浓度，
而大磨粒百分数 ＰＬＰ 主要反映大磨粒量占总量的份

额， 敏感于机器的严重磨损［６］。 由于齿轮箱油样中磨

粒粒度分布差异较大， 且正常新润滑油中没有磨损产

生的大磨粒， 故直接将 ＤＬ、 ＰＬＰ 作为铁谱定量指

标［７］。 大磨粒百分数为

ＰＬＰ ＝（ＤＬ－ＤＳ） ／ （ＤＬ＋ＤＳ）×１００％ （４）
２　 权重确定方法

２ １　 信息熵思想

在多指标决策问题中， 通常根据指标所提供的信

息， 对不同重要程度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 而上述

指标所提供的是不同角度的指标信息， 决策者很难对

其进行主观赋权。 熵可以用来衡量客观信息量的多

少， 并对有用信息完成筛选。 所以， 熵权也就成为多

指标决策问题中客观赋权的一个理想方法。
２ ２　 熵和熵权的定义

熵的定义［８］： 面对一个决策问题， 设有 ｍ 个指

标和 ｎ 个状态， 可以得到一个基于定性和定量的多状

态多指标评估矩阵。

Ｒ′＝
γ′１１ 　 …　 γ′ｉｎ
︙ ⋱ ︙
γ′ｍ１ … γ′ｍｎ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在 Ｒ′＝ （γ′ｉｊ） ｍ×ｎ中，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和数量级

不相同， 所以不能进行直接比较。 必须要对评估矩阵

进行标准化， 经标准化后得：
Ｒ＝ （γ ｉｊ） ｍ×ｎ

式中： γ ｉｊ是指第 ｉ 个评估指标在第 ｊ 个状态上的值，
且有：

γ ｉｊ ＝
γ ｉｊ

ｍａｘ ｉγ ｉｊ
（５）

其中， ｉ＝ １， ２， …， ｍ； ｊ＝ １， ２， …， ｎ。
将第 ｉ 个指标的熵定义为

Ｈｉ ＝ －ｋΣ
ｎ

ｊ＝ １
γ′ｉｊ ｌｎγ′ｉｊ （６）

式中： γ′ｉｊ ＝
γ ｉｊ

Σ
ｎ

ｊ
γ ｉｊ

为第 ｉ 个指标在第 ｊ 个状态的指标比

重， ｋ＝
１
ｌｎｎ

。 如果 γ′ｉｊ ＝ ０， 则定义 ｌｉｍγ ｉｊ➝０γ′ｉｊ ｌｎγ′ｉｊ ＝ ０。

第 ｉ 个指标的熵权定义为

ｗ ｉ ＝
１－Ｈｉ

ｍ－Σ
ｍ

ｉ
Ｈｉ

（７）

由熵权的公式可知， 指标的熵值越大， 熵权就越

小， 指标所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就越少， 重要程度

就越小［８］。
３　 基于雷达图的齿轮箱工作状况评估方法

雷达图法是多指标决策问题中综合分析和评价的

一种方法， 其优势在于不但能够直观地体现出评价结

果， 而且还能够呈现出各指标和总体指标的优劣。 本

文作者将雷达图评价法用于基于铁谱技术的齿轮箱综

合评价中， 并且在原有雷达图法的基础上做了改进，
由各指标的权重来确定雷达图圆心角的大小， 代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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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雷达图圆心角均分的情况， 解决了由于指标顺序不

一致而导致的评估结果不唯一性［９］。
３ １　 雷达图样式确定

（１） 设由 ｍ 个指标所组成的圆心角向量为： θｉ ＝
［θ１， 　 …　 ， θｍ］， 而

θｉ ＝ ２πｗ ｉ （８）
（２） 取定一点为圆心， 以单位长度 １ 为半径画

圆。 以圆心为起点， 画一条射线与圆周相交， 在射线

上标注刻度， 根据各指标圆心角画射线， 得到 ｍ 个

扇形。 作各扇形圆心角的角平分线， 将各角平分线作

为各指标的坐标轴。 以各个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为半径

依次画出 ｍ 个指标所组成的扇形雷达图。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多指标综合评估雷达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ａｒ ｃｈａｒｔ

３ ２　 定性和定量综合评价

３ ２ １　 特征向量提取

将雷达图特征向量定义为

Ｕ ｊ ＝［Ｓ ｊ 　 Ｌ ｊ］； ｊ＝ １， ２，．．．， ｎ
其中：

Ｓ ｊ ＝ Σ
ｍ

ｉ＝ １
Ｓ′ｉ （９）

Ｌ ｊ ＝ Σ
ｍ

ｉ＝ １
Ｌ′ｉ （１０）

式中： Ｓ′ｉ 表示第 ｉ 个指标所构成的扇形面积； Ｌ′ｉ 表

示第 ｉ 个指标所构成扇形的弧长。
Ｓ ｊ 表征各指标的劣化程度， Ｓ ｊ 越大， 说明各指标

偏离标准状态越远， 劣化程度越严重。 Ｌ ｊ 表征各指标

相互影响和协调发展趋势， 面积一定时， Ｌ ｊ 越大， 说

明各指标对应的统计序列越趋于相等， 评估状态的各

指标发展趋于一致。
３ ２ ２　 定量综合评价函数

定性分析可以直观体现待评价对象各指标的状

态， 但当各指标相互差别较大时， 需要对待评价状态

进行综合的定量评价。 采用雷达图常用的几何平均方

法［１０］进行评价：

ｆ（Ｓ ｊ， Ｌ ｊ）＝ Ｓ ｊ·
Ｌ ｊ

Ｌ
（１１）

式中： Ｌ 为与扇形面积 Ｓ ｊ 相等的圆的周长。
雷达图中各指标表征各评价状态偏离标准状态的

程度， 所以综合评价值为待评价状态的负指标，
ｆ（Ｓ ｊ， Ｌ ｊ）值越大， 说明待评价状态各个指标偏离标准

状态越远， 齿轮箱运行状况也就越不理想，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评价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ｆ（Ｓ ｊ， Ｌ ｊ） 状态 等级

＜０．６ 正常 Ⅰ

０．６～１．２ 警告 Ⅱ

１．２～１．５５ 异常 Ⅲ

＞１．５５ 危险 Ⅳ

４　 实例分析

４ １　 计算与分析

以某多级离心风机组的 Ｈ１ＳＨ 型变速箱为研究对

象， 如图 ２ 所示， 该变速箱为传动比为 １ ∶ １ ２５ 的齿

轮转速箱， 变频电机的额定功率为 １１ ｋＷ， 润滑油采

用 Ｌ⁃ＨＭ４６ 号无灰抗磨液压油。

图 ２　 多级离心风机机组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ｆａｎ

对 Ｈ１ＳＨ 型变速箱进行长期监测， 通过使用运动

黏度测定仪、 全自动电位滴定仪、 库伦微量水分测定

仪和直读式铁谱仪， 测得某一时段的油液监测数据如

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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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原始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油样
黏度 ν ／

（ｍｍ２·ｓ－１）
酸值（以 ＫＯＨ 计）

ｃ ／ （ｍｇ·ｇ１）
水分

ｗ ／ １０－６
ＤＬ ＤＳ

１ ４８．３１２ ２ ０．０７５ ４ ４４．１ ４７．３ ２３．０

２ ４７．７７６ ４ ０．０９７ ３ ３５．１ ４５．２ ２７．７

３ ４８．９４１ ２ ０．１０３ ６ ５４．３ ４９．０ ２７．８

４ ４９．６６４ ３ ０．１０２ ２ ５８．９ ４３．０ ２２．１

５ ５１．４５６ １ ０．１１４ ２ ５６．７ ４０．１ ２２．６

６ ５３．３０５ １ ０．１０５ ２ ６０．９ ４３．９ ２０．７

７ ５４．１１３ ０ ０．１２０ ４ ５９．５ ４０．６ １９．２

８ ５３．０７５ ８ ０．１２８ ３ ６７．９ ３９．１ １９．６
９ ５３．１７２ ０ ０．１２５ ３ ６８．３ ４８．９ １９．１

１０ ５２．９２４ ７ ０．１２９ ０ ６５．４ ４７．９ １９．４

１１ ５２．４３０ ８ ０．１７５ ９ ８２．２ ４５．７ １９．３

１２ ５３．３７１ ５ ０．３１７ ５ ７１．７ ４８．６ ２３．９

１３ ５２．４４９ １ ０．３５７ ８ ７９．０ ５０．４ ２２．５

１４ ５２．８３８ ３ ０．３５９ ６ ８１．８ ８７．２ ５０．５

１５ ５２．２００ ９ ０．３４９ ７ ８４．０ ８７．８ ４６．１

通过公式 （１） — （４） 计算得评价指标数据如

表 ３ 所示。

表 ３　 评价指标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油样编号 Ｉｖ Ｉａ Ｉｗ ＰＬＰ ＤＬ

１ ０．０５０ ３ ０．４４４ ３ ０．７００ ７ ０．３４５ ７ ４７．３
２ ０．０３８ ６ ０．５６９ ４ ０．６２３ ９ ０．２４０ １ ４５．２
３ ０．０６３ ９ ０．５９５ ６ ０．７５６ ９ ０．２７６ ０ ４９
４ ０．０７９ ７ ０．５９０ ０ ０．７７５ ９ ０．３２１ ０ ４３
５ ０．１１８ ６ ０．６３３ １ ０．７６７ ２ ０．２７９ １ ４０．１
６ ０．１５８ ８ ０．６０１ ７ ０．７８３ ３ ０．３５９ １ ４３．９
７ ０．１７６ ４ ０．６５２ ０ ０．７７８ ２ ０．３５７ ９ ４０．６
８ ０．１５３ ８ ０．６７３ ４ ０．８０５ ６ ０．３３２ ２ ３９．１
９ ０．１５５ ９ ０．６６５ ６ ０．８０６ ７ ０．４３８ ２ ４８．９
１０ ０．１５０ ５ ０．６７５ ２ ０．７９８ ２ ０．４２３ ５ ４７．９
１１ ０．１３９ ８ ０．７６１ ８ ０．８３９ ４ ０．４０６ ２ ４５．７
１２ ０．１６０ ３ ０．８６８ ０ ０．８１５ ９ ０．３４０ ７ ４８．６
１３ ０．１４０ ２ ０．８８２ ９ ０．８３２ ９ ０．３８２ ７ ５０．４
１４ ０．１４８ ７ ０．８８３ ５ ０．８３８ ６ ０．２６６ ５ ８７．２
１５ ０．１３４ ８ ０．８８０ ２ ０．８４２ ９ ０．３１１ ４ ８７．８

通过公式 （５） — （８） 进行标准化并求得各指

标的熵权和对应雷达图的圆心角， 分别如表 ４、 ５
所示。

表 ４　 标准化的评价指标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
油样编号 Ｉｖ Ｉａ Ｉｗ ＰＬＰ ＤＬ

１ ０．２８５ ０ ０．５０２ ９ ０．８３１ ３ ０．７８８ ８ ０．５３８ ７
２ ０．２１８ ９ ０．６４４ ５ ０．７４０ ２ ０．５４７ ８ ０．５１４ ８
３ ０．３６２ ５ ０．６７４ １ ０．８９８ ０ ０．６２９ ９ ０．５５８ １
４ ０．４５１ ６ ０．６６７ ８ ０．９２０ ５ ０．７３２ ６ ０．４８９ ７
５ ０．６７２ ４ ０．７１６ ６ ０．９１０ ２ ０．６３６ ９ ０．４５６ ７
６ ０．９００ ３ ０．６８１ １ ０．９２９ ２ ０．８１９ ６ ０．５００ ０
７ ０．９９９ ８ ０．７３８ ０ ０．９２３ ２ ０．８１６ ７ ０．４６２ ４
８ ０．８７２ ０ ０．７６２ ２ ０．９５５ ７ ０．７５８ １ ０．４４５ ３
９ ０．８８３ ９ ０．７５３ ４ ０．９５７１ １．０００ ０ ０．５５６ ９
１０ ０．８５３ ４ ０．７６４ ２ ０．９４６ ９ ０．９６６ ４ ０．５４５ ６
１１ ０．７９２ ５ ０．８６２ ２ ０．９９５ ９ ０．９２６ ９ ０．５２０ ５
１２ ０．９０８ ４ ０．９８２ ５ ０．９６８ ０ ０．７７７ ５ ０．５５３ ５
１３ ０．７９４ ８ ０．９９９ ３ ０．９８８ １ ０．８７３ ４ ０．５７４ ０
１４ ０．８４２ ７ １．０００ ０ ０．９９４ ９ ０．６０８ ２ ０．９９３ ２
１５ ０．７６４ ２ ０．９９６ ２ ０．９９９ ９ ０．７１０ ７ １．０００ ０

表 ５　 权重和圆心角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ｇｌｅ
指标 Ｉｖ Ｉａ Ｉｗ ＰＬＰ ＤＬ

Ｗ ０．１９６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２０２ １ ０．２０１ ３ ０．１９９ ６
θ ７０．５５ ７２．３６ ７２．７７ ７２．４６ ７１．８６

任选 ３ 个油样， 如 ２、 ６、 １０， 说明雷达图法在

齿轮箱工作状态综合评估中的应用。 根据现有数据作

出油样 ２、 ６、 １０ 的雷达图，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油样雷达图

Ｆｉｇ ３　 Ｒａｄａｒ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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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８） — （１０） 求得油样 ２、 ６、 １０ 的各 个指标评价值和综合评价值， 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评价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ｖ Ｉａ Ｉｗ ＰＬＰ ＤＬ Ｓ ｊ Ｌ ｊ ｆ（Ｓ ｊ， Ｌｊ） 等级

油样 ２ ０．２１８ ９ ０．６４４ ５ ０．７４０ ２ ０．５４７ ８ ０．５１４ ８ ０．９９５ ２ ３．３６０ ３ ０．９７２ ６ Ⅱ
油样 ６ ０．９００ ３ ０．６８１ １ ０．９２９ ２ ０．８１９ ６ ０．５００ ０ １．９２０ ８ ４．８１０ １ １．３７１ ５ Ⅲ
油样 １０ ０．８５３ ４ ０．７６４ ２ ０．９４６ ９ ０．９６６ ４ ０．５４５ ６ ２．１６２ ７ ５．１２２ ４ １．４５７ ９ Ⅲ

　 　 油样 ６、 １０ 处于异常磨损， 油样 ２ 处于警告状

态； Ｓ２＜Ｓ６＜Ｓ１０说明油样 １０ 的各指标相对劣化程度最

严重， 油样 ６ 次之， 而油样 ２ 的劣化程度最轻； Ｌ２ ＜
Ｌ６＜Ｌ１０说明油样 ２ 各个指标劣化差异比较大， 表中油

样 ２ 的 Ｉｖ 与其他 ４ 个指标相差比较大也得到验证。 同

理， 油样 ６ 指标劣化差异次之， 而油样 １０ 指标劣化

差异最小， 说明油样 １０ 各个指标都有较大的劣化。
４ ２　 结果验证

机械设备在发生异常磨损前， 应有一般磨损逐渐

增加的过程， 也就是在大磨粒大量产生前， 小磨粒浓

度会升高。 由图 ４ 可知， 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 ＤＬ

上升的同时， ＰＬＰ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是因为小磨粒

直读数上升速度比大磨粒直读数上升快。 图 ５ 中润滑

油各理化偏差指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表征齿轮箱的

润滑状态逐渐劣化。 综合来看， 大小磨粒直读数都上

升， 符合典型磨损曲线趋势， 齿轮箱的润滑油理化指

标趋于劣化， 都说明了磨损在加剧。

图 ４　 铁谱定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图 ５　 理化指标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图 ６ 给出了油样 ２ 和油样 １０ 的铁谱图片， 可见

油样 １０ 中的磨粒在粒度和数量上都要比油样 ２ 大，
进一步验证了改进雷达图综合评价的结果与实际工况

一致。 由此可见， 改进的雷达图评价方法能够全面、
客观、 合理地评价齿轮箱的运行状况。

图 ６　 铁谱图片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　 结论

（１） 将雷达图法应用于齿轮箱运行状况综合评

价中， 采用理化分析项目的偏差指标和铁谱定量分析

作为评价指标对齿轮箱运行状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

与设备实际工况相符， 说明此方法能够有效、 客观地

对待评价状态作出判断。
（２） 通过改进雷达图对不同运行阶段的油样进

行监测评价， 实现了将量化指标上升到图形化的展

示， 具有直观性和鲜明性。 通过对雷达图进行特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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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取， 达到对各个指标的综合评价， 有助于实践

中安排检维修计划。
（３） 采用信息熵思想结合雷达图的综合评价方

法， 主要是基于铁谱技术中的理化分析技术和铁谱定

量分析技术。 下一步将结合铁谱定性分析， 来进一步

完善这种综合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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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一套柴油机尾气文丘里管引射净化装置。 为了减少文丘里管的摩擦阻力， 尽可能降低对柴油机功率和

油耗的影响，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对文丘里管压力分布进行模拟分析， 分析其排气阻力， 并优化文丘里管的入口角度和出口角

度。 分析得出入口角和出口角均为 １１°时， 设计的文丘里管排气阻力最小。 在不同转速下测试加装优化的文丘里管对

柴油机油耗、 功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引射装置具有良好的吸入性， 且对柴油机功率和油耗的影响较小， 平均使柴油

机功率下降 ０ ９％， 油耗平均增加了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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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ｕｅ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 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ｏ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ｓ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ｅｓｅｌ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降低 ＰＭ２ ５ 排放，
我国柴油机全面推行第 ＩＶ 阶段标准， 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Ｒ） 技术是实

现标准的最佳选择。 ＳＣＲ 技术将还原剂 （氨或尿素

溶液） 喷入尾气流中， 在催化剂作用下起到还原氮

氧化合物的目的。 试验表明， 与 ＥＧＲ （废气再循环）
＋ＤＦＴ （微粒捕集器） 技术相比， 采用 ＳＣＲ 技术节油

５％以上。

车载柴油机是能源消耗、 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之

一， 因此， 对交通运输车辆用柴油机开展节能减排方

面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１－２］。 本文作者针对目前 ＳＣＲ
系统存在的成本高、 空间布置难， 用到运输车辆上还

存在一定难度的问题， 依据流体力学理论提出了一种

结构简单、 成本较低的柴油机文丘里管引射净化的

ＳＣＲ 系统。
１　 系统原理与结构

以柴油机为实验对象， 设计还原剂吸入装置， 如

图 １ 所示， 文丘里管连接在柴油机排气管中， 随着排

气气流流动变化产生的负压将还原剂吸入。 文丘里管

结构如图 ２ 所示［３］。 理想的文丘里管结构应该建立在

最低尾气流动阻力条件下， 提供还原剂吸出所需的真

空度， 而气体的黏性在壁面产生的切向力造成了明显

阻力［４］。



图 １　 柴油机尾气净化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ｇａｓ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图 ２　 文丘里管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刘玲和卢平文［５］ 的研究表明， 丘里管总阻力中，
文丘里管喉部长度及截面变化所引起的阻力占 ９０％
以上， 通过合理设计文丘里管的渐缩管、 喉部长度和

渐扩管喉管可以显著降低文丘里管的阻力损失。 因

此， 本文作者利用 ＣＦＤ 软件对文丘管的收缩角和扩

张角进行计算机仿真， 分析了不同参数对排气阻力的

影响， 获得了高效低阻的净化系统， 最后通过实验验

证文丘里管净化装置的低阻效果［６］。
２　 文丘里管结构参数计算与确定

作为尾气净化还原剂的尿素， 其在常温下稳定，
且低毒、 易存放， 而在高温下会热解产生还原反应所

需的 ＮＨ３。
实验获得柴油机尾气中 ＮＯｘ 的最大排放值为

１ ０１１ ５× １０－３ （体积分数）， 排气流量为 ３ ３４５ ８３
ｇ ／ ｍｉｎ。 通常情况下 ３２ ５％尿素溶液密度［７］ 为 １ ０８７
ｇ ／ ｍＬ， 则尿素溶液的最大需求量为： Ｖｍａｘ ＝ ９ ９２ ｍＬ。
２ １　 量孔中尿素溶液的流动状态分析

取浮子室液面及量孔处液面为研究对象， 分析量

孔处尿素溶液的流动状态， 如图 １ 所示， 由于浮子室

截面积远大于量孔截面积， 因此忽略浮子室溶液流

速， 应用伯努利方程得：

ｈＣｇ＋
ｐ１

ρｕ

＝ ｈＤｇ＋
ｐＤ

ρｕ

＋
ｖ２Ｄ
２

（１）

又有：
ｐＤ ＝ ｐ２＋ （ｈＣ－ｈＤ） ρｕｇ （２）
同时考虑溶液流出损失和流速收缩系数， 则每分

钟通过量孔的尿素水溶液的流量为

Ｇｕ ＝ ２ ５７φａ Δｐ （３）
式中： ｈＣ、 ｈＤ 为浮子室液面、 量孔处液面高度； ｐ１、
ｐ２、 ｐＤ 分别为文丘里管入口、 喉部和量孔处压力；
Δｐ 为文丘里管产生的压差 （Δｐ ＝ ｐ１ －ｐ２）； ｖＤ 为量孔

处尿素溶液流速； ρｕ 为尿素溶液密度； φ 为溶液流出

损失和流速收缩系数； α 为量孔截面积 （设计量孔直

径 ２ ｍｍ）。
２ ２　 喉管处空气的流动分析

取文丘里管入口和喉管处为研究对象， 不考虑能

力损失， 应用柏努利方程得：
ｐ１

ρｅ

＋
ｖ２１
２

＝
ｐ２

ρｅ

＋
ｖ２２
２

（４）

假设文丘里管等流量流动， 得方程：

ｖ１π
Ｄ２

１

４
＝ ｖ２π

Ｄ２
２

４
（５）

整理得喉管截面直径：

Ｄ２ ＝Ｄ１

ｖ１
２Ｇ２

ｕ

２．５７２ａ２φ２ρｅ

＋ｖ２１

（６）

式中： ｖ１、 ｖ２ 为尾气在文丘里管入口和喉部的流速；
ρｅ 为尾气密度； 对于公式中参数选择参考化油器设

计， 喉口形状合理且真空度估计在 １ ｋＰａ 左右范围

内， 则选取 φ＝ ０ ７５［８］； Ｄ１、 Ｄ２ 分别为文丘里管入口

和喉部的直径。
排气流入喉口， 速度显著增加而压力降低， 在非

增压发动机中， 内燃机工作范围内从发动机到消声器

这一段排气管截面积的平均尾气流速为 ２５ ～ ３５
ｍ ／ ｓ［９－１０］。 试验证明在发动机最大功率时 ＮＯｘ 排放最

大， 选择此时为计算工况， 则尾气流速为 ３５ ｍ ／ ｓ，
此时雷诺数 （Ｒｅ） 会大于临界状态， 排气气流出现

紊流。 台架柴油机排气管直径 Ｄ１ ＝ ４２ ｍｍ。 由于尾气

具有复杂温度、 压强变化过程， 因此以尾气质量流

量、 流速和排气管直径为依据， 估算尾气密度大约为

１ １５ ｋｇ ／ ｍ３， 设定量孔流通直径为 ０ ５ ｍｍ， 则喉口

最小截面直径为： Ｄ２ ＝ ３６ ｍｍ。
３　 文丘里管阻力仿真分析与参数优化

文丘里管截面形状变化会影响排气阻力。 理想的

文丘里管应该建立在最低尾气流动阻力条件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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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吸出所需的真空度。 考虑加工方便， 文丘里

管喉部形状设计如图 ３ 所示， 结构中影响排气阻力的

因素有 ３ 个： 文丘里管长度 ｌ， 入口角 α， 出口角 β。
一般入口角 α＜３０°， 出口角 β＜１５°， 入口角、 出口角

更大会引起严重的气流冲击和强烈的涡流， 增加阻

力， 过小则文丘里管长度必定增加。

图 ３　 喉口简图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ａｔ

本文作者利用流体力学数值仿真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 对文

丘里管结构进行模拟分析， 研究文丘里管流场变化，
以便选择合适的参数。 设定为排气管直径为 ４２ ｍｍ，
文丘里管最小截面直径为 ３６ ｍｍ； 文丘里管入口处设

定流速为 ３５ ｍ ／ ｓ， 方向为垂直于进口面； 出口处压力

为 １ 个大气压 （１０１ ３２５ ｋＰａ）； 模型外壳设置为壁面，
壁面设为绝热情况， 不考虑热交换。 采用 ｋ⁃ε 湍流模

型对文丘里管内部气体流动进行二维数值模拟［１１］。
３ １　 出口角对阻力的影响

选定入口锥角 α 分别为 １１°、 １５°、 １８°、 ２２°， 分

析出口角 （出口角 β 分别为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对阻力的影响， 仿真数据如表 １ 所示。 可以看

出， 在不同入口锥角下， 出口角度从 ５°变到 １５°， 阻

力均先减小后增大， 并均在出口角度 １１°时取得最小

值， 因此选择 β＝ １１°。 β＝ １１°时不同入口锥角下的压

力分布如图 ４—６ 所示。

表 １　 不同出口角的仿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ａｎｇｌｅｓ

出口角度

β ／ （ °）
　 　 　 　 　 出入口压差△ｐ ／ Ｐａ　 　 　 　 　
α＝ １１° α＝ １５° α＝ １８° α＝ ２２°

５ ５８．３５ ５８．４７ ５９．１７ ５７．４５
７ ５３．８０ ５５．４９ ５６．２８ ５７．５８
９ ５３．７９ ５４．１２ ５４．９９ ５６．５４
１１ ５３．０２ ５３．０２ ５４．４９ ５６．１６
１３ ５３．１６ ５３．５１ ５４．７１ ５６．３８
１５ ５３．１９ ５３．７１ ５４．９０ ５７．０４

图 ４　 α＝ １１°、 β＝ １１°时文丘里管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α＝ １１°， β＝ １１°

图 ５　 α＝ １８°、 β＝ １１°时文丘里管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α＝ １８°， β＝ １１°

图 ６　 α＝ ２２°、 β＝ １１°时文丘里管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α＝ ２２°， β＝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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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入口角对阻力的影响

在选定出口角 β＝ １１°后， 设置入口角分别为 ９°、
１１°、 １５°、 １８°、 ２２°、 ２６°， 分析入口角对阻力的影

响，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β ＝ １１°下， 入口角

度从 ９°变到 ２６°， 阻力均先减小后增大， 并在 α ＝ １１°
时取得最小值， 因此选择入口角为 １１°。

表 ２　 β＝ １１°时不同出口角仿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ｗｈｅｎ β＝ １１°

出口角度

α ／ （ °）
９ １１ １５ １８ ２２ ２６

压力差

△ｐ ／ Ｐａ
５３．６３ ５３．０２ ５３．５５ ５４．４８ ５６．１６ ５８．１２

由以上分析确定了入口角和出口角都为 １１°。 此

外， 一般情况下长度 ｌ 越长引起的流动阻力越大， 考

虑到喷管外径， 选择 ｌ＝ ４ ｍｍ。 分析 α＝ １１°、 β＝ １１°、
ｌ ＝ ４ ｍｍ 文丘里管的流动阻力的进出口压力差为

５３ １６ Ｐａ， 比 ｌ＝ ０ 时大 ０ １４ Ｐａ， 可以认为管长对阻

力的影响小。 α ＝ １１°、 β ＝ １１°、 ｌ ＝ ４ ｍｍ 时文丘里管

压力分布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α＝ １１°、 β＝ １１°、 ｌ＝ ４ ｍｍ 文丘里管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α＝ １１°， β＝ １１°， ｌ＝ ４ ｍｍ

４　 文丘里管对柴油机性能影响

文丘里管的尺寸、 加工精度、 表面粗糙度严重影

响排气气流的正常流动， 增加了排气阻力损失， 影响

柴油机性能。 文丘里管总的阻力损失等于摩擦阻力损

失与局部阻力损失之和［１２］。 在 １ ３４０、 １ １００、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３ 个转速下， 测试柴油机加装优化后的文丘里

管对柴油机耗油率、 功率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８—１０
所示。

图 ８　 转速 １ ３４０ ｒ ／ ｍｉｎ 下文丘里管安装前后

柴油机功率、 油耗对比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ａｔ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 ３４０ ｒ ／ ｍｉｎ

图 ９　 转速 １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文丘里管安装前后

柴油机功率、 油耗对比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ａｔ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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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转速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文丘里管安装前后

柴油机功率、 油耗对比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ｔｕｂｅ
ａｔ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在试验台上， 规定转速下以扣除机械损失的输出

指标为净指标。 因此， 发动机做功就由克服外加负载

所做的功、 克服机械损失所做的功两大部分组成。 其

中， 机械损失包括了各种运动件间的摩擦损失以及各

种换气损失。 由图 ８—１０ 可以看出， 在试验开始和结

束时功率和油耗出现最大差值，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为： 在试验开始时， 发动机处于小负荷状态， 换气损

失在整个机械摩擦损失中所占的比重较高， 柴油机性

能更容易受换气损失变化的影响， 而此时由于喉管的

节流作用所引起的排气阻力加大了这一倾向； 在试验

结束时， 发动机处于大负荷状态， 此时柴油机换气损

失所占比重降低， 但由于柴油机的排气流量大、 流速

高， 喉管的节流作用明显， 产生的排气阻力大大提

高， 而且由于发动机不完全燃烧所产生的碳烟量增

加， 对催化器的性能产生影响。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

因对柴油机性能指标产生了较大影响。
通过图 ８—１０ 所示曲线， 可以看出： 在柴油机的

速度特性试验过程中， 由于对喉管结构特别是出入口

角度进行了优化， 因此其对柴油机功率和油耗的影响

较小， 柴油机功率下降的平均值为 ０ ９％， 最大值不

超过 １ ４％； 柴油机平均油耗增加值为 １ ２％， 最大

不超过 １ ９％。

５　 结论
（１） 结合化油器构造、 原理详细设计了文丘里

管喷射装置， 该装置结构简单、 成本较低、 安装
方便。

（２） 利用流体力学软件分析了文式文丘里管的
压力分布， 对排气阻力进行分析， 优化选择出文丘里
管合适的入口角度和出口角度。

（３） 通过实验验证了优化的喉管结构对发动机
性能影响较小， 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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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过盈配合的连杆小头和衬套之间存在的微动疲劳现象， 建立连杆有限元模型， 用 ＡＮＳＹＳ 软件对其进

行微动疲劳仿真， 提取并分析连杆－衬套接触区上的应力、 位移数据， 分别用 ＲＵＩＺ 综合参数法、 ＭＳＲ 临界面法、 基于

损伤力学的热力学耗散势函数法预测衬套微动裂纹萌生位置。 结果表明， ３ 种方法预测的裂纹萌生位置保持一致， 即

衬套接触边缘内侧最易萌生微动裂纹。 用方足桥－试件模拟件进行微动疲劳实验验证。 结果表明， ３ 种方法预测位置与

实验试件断裂位置保持一致， 其中基于热力学势函数法预测结果最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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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紧固连接的机械零件在交变载荷的作用下，
其接触面上会产生微动磨损， 长久下去会导致零件的

疲劳寿命大大降低［１］。 柴油机连杆小头和衬套之间采

用的是过盈装配， 其接触面上会产生过盈压力， 由于

连杆衬套在运动过程中承受呈周期变化的活塞销传递

的交变载荷， 所以过盈配合的接触面会存在周期性微

小位移的相对滑动， 进而形成微动接触区。 微动作用

不但会引起接触区微动磨损， 导致衬套过盈量不足，
使传递效率下降， 造成发动机功率降低， 还会引发微

动疲劳， 进而使衬套萌生裂纹， 引发连杆失效［２］。 在

微动载荷作用下， 连杆小头和衬套的接触表面各处的

磨损程度必然有所差异， 在由微动磨损造成的表面微

裂纹中， 并不是所有微裂纹都会扩展［３］， 因此， 找到

一种合适的方法来预测最易引发微动裂纹萌生并使之

扩展的危险位置， 对于指导连杆－衬套结构改进及结

构可靠性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１　 柴油机连杆－衬套微动特性分析

１ １　 有限元模型

用 Ｐｒｏ ／ Ｅ 软件建立柴油机连杆－衬套的三维实体

模型， 由于重点研究连杆小头和衬套之间的微动疲劳

问题， 所以将连杆大头盖及螺栓作了省略简化。 连杆

小头材料选用 ４０Ｃｒ， 衬套材料选用锡青铜， 其材料

属性如表 １ 所示。 考虑连杆与衬套之间的接触以及活

塞销和衬套之间的接触是柔体－柔体接触， 分别用

ＴＡＲＧＥ１７０ 单元和 ＣＯＮＴＡ１７４ 单元来模拟其接触状

态， 分别建立连杆小头和衬套、 活塞销和衬套两对接



触。 连杆小头和衬套之间是过盈配合， 设置 ＫＥＹＯＰＴ
（９） ＝ ４ 以忽略接触部件的几何位置造成的侵入或间

隙， 过盈量通过 ｒａｍｐ 方式逐步施加； 设置容差 Ｉｃｏｎｔ
实常数值为 ０ ２， 用来消除由于网格划分造成的初始

过盈量， 最后设置 ＣＮＯＦ 参数为 ０ ０５ 来模拟连杆小

头和衬套之间的过盈量。 在接触区划分 １ ｍｍ 的细网

格， 远离接触区划分 ３ ｍｍ 的粗网格， 连杆端面对称

面上施加对称约束， 连杆的大头端面施加全约束， 有

限元模型如图 １ 所示。

表 １　 连杆材料的力学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ｒｏ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材料
弹性模量

Ｅ ／ ＧＰａ
泊松比

密度 ρ ／
（ｇ·ｃｍ－３）

屈服强度

σ ／ ＭＰａ
４０Ｃｒ ２１０ ０．３ ７．８２ ７８０

锡青铜 １１０ ０．３ ８．６９ ５６０

图 １　 连杆三维实体模型及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１　 Ｓｏｌ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ｒｏｄ

１ ２　 连杆小头－衬套接触面上的应力 ／ 位移分析

发动机工作过程中， 不同工况下连杆衬套受到活

塞销传递的载荷是不断变化的， 连杆衬套工作环境最

恶劣的工况为最大爆发压力工况， 位于做功冲程上止

点过后 １０°左右［４］。 采用静态载荷工况中应力与变形

的关系来表征实际工况下某一特定时刻的微动状态，
本文作者考虑过盈工况和最大爆发压力工况这 ２ 个工

况， 最大爆发压力工况下活塞销受到的压力为 ４１
ＭＰａ。 在 ＡＮＳＹＳ 中分 ２ 个载荷步对这 ２ 个工况进行加

载， 由于衬套在爆发压力作用下受力最严重的区域为

衬套下部承压区， 所以选择下部承压区中线作为研究

区域， 取连杆小头中心位置作为坐标原点， 承压区中

线所在直线为 ｘ 轴， 提取连杆小头－衬套接触面承压

区中线上的应力及位移， 其数值随 ｘ 坐标的变化情况

如图 ２—４ 所示。

图 ２　 接触区法向正应力随 ｘ 坐标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２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图 ３　 连杆－衬套相对滑移量随 ｘ 坐标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ｒｏｄ ａｎｄ ｂｕｓｈｉｎｇ

图 ４　 接触区切向应力随 ｘ 坐标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４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承压区中线上的法向正应力均

为负值， 说明所受应力为压应力， 法向正应力呈两端

对称分布， 在接触边缘达到最大值， 最大为 － ９５
ＭＰａ， 远小于衬套材料的屈服强度， 衬套在屈服强度

范围内发生失效说明微动作用能够使材料的抗疲劳破

坏的能力大大降低。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连杆小头和衬套的相对滑移量

呈中心对称分布， 分别在－１９ ｍｍ 和 １９ ｍｍ 处达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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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 说明这 ２ 个地方可能是黏－滑交界处， 容易引

发微动裂纹萌生， 最大滑移量为 ３ ４ μｍ， 小于 ３００
μｍ， 满足微动疲劳对滑移量的要求。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切向应力在－２２ ｍｍ 和 ２４ ｍｍ
出现 ２ 个峰值， 切应力越大越容易造成微裂纹扩展，
所以在这 ２ 个位置处产生的微裂纹容易扩展成宏观裂

纹， 在 ２ 个端点处由于边缘效应造成的切向应力局部

较大的情况可以忽略。
２　 微动疲劳预测方法

２ １　 ＲＵＩＺ 综合参数法

ＲＵＩＺ 等［５］在对燕尾榫联接结构的微动疲劳问题

进行试验研究时发现， 微动表面损伤程度与接触区的

摩擦功和剪切拉力成正比。 通过数值分析， 引入了微

动损伤综合参数 Ｋ 作为衡量微动损伤对疲劳寿命的

作用程度， 并建立了式 （１） 所示的微动疲劳裂纹萌

生位置预测公式， 他们认为综合参数 Ｋ 值越大的地

方越容易引发微动裂纹萌生。
Ｋ＝μ× ｜σｎ ｜ × ｜ δ ｜ × ｜στ ｜ （１）

式中： μ 代表摩擦因数； σｎ 代表法向正应力； δ 代表

相对切向位移； στ 代表切向应力。
２ ２　 ＭＳＲ 临界面法

ＷＡＬＫＥＲ［６］考虑剪应力与剪应力比对微动疲劳裂

纹萌生特性的影响， 认为最大剪应力范围是导致微动

裂纹萌生的主要原因， 提出了 ＭＳＲ 临界平面整合方

程， 其表达式如下：
ＭＳＲ＝ΔＳ１２ｃｒｉｔ ＝ Ｓ１２ｍａｘ（１－Ｒτ）

ｍ （２）
式中： Ｓ１２ｍａｘ为临界面最大剪应力； Ｒτ 为临界面上的

剪应力比； ｍ 为拟合参数， 通常情况下取 ｍ＝ ０ ５。
根据 ＭＳＲ 临界面法预测微动疲劳裂纹萌生位置

时， 首先要用有限元法计算出接触区域上所有点的应

力状态， 并计算每个点 １８０ 个截面上的剪应力， 二维

剪应力的转换表达式如式 （３） 所示。

Ｓ１２ θ ＝
Ｓ１１－Ｓ１２

２
ｓｉｎ２θ＋Ｓ１２ｃｏｓ２θ （３）

式中： θ 为临界平面法线方向与 ｘ 轴正半轴的夹角，
且以 １°的增长幅度增长。 然后根据公式 （２） 计算接

触面上各位置的最大 ＭＳＲ 参数值， ＭＳＲ 参数值最大

的地方就是微动裂纹最易萌生的位置。
２ ３　 热力学耗散势函数法

ＨＯＪＪＡＴＩ⁃ＴＡＬＥＭＩ 等［７－８］ 在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 发展的连续

介质损伤力学 （ＣＭＤ）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用热力学

耗散势函数理论预测微动疲劳寿命， 该方法引入了一

个损伤变量 Ｄ， 考虑弹塑性势能的耦合， 利用热力学

定律和材料的性质来描述损伤的演化过程， 一旦等效

损伤应力 σ∗累积到达临界值， 宏观裂纹就会萌生。

假设材料的损伤是由总的弹性应变能支配的， 而

总弹性应变能可以看成畸变能和体积应变能之和， 即：

Ｗｅ ＝ Ｗｄ
ｅ ＋ ＷＨ

ｅ ＝ ∫ε
ｅ′

０
σ′ｄεｅ′ ＋ ３∫ε

ｅ
Ｈ

０
σＨｄεＨ （４）

式中： σ′和 εｅ′分别是应力 σ 的偏应力张量和弹性应

变 εｅ 的偏量； σＨ和 εＨ 分别为静水应力和应变； 偏弹

性应变和静水弹性应变可以定义为

εｅ′ ＝ １＋ｖ
Ｅ

σ′
（１－Ｄ）′

（５）

εｅ
Ｈ ＝

１－２ｖ
Ｅ

σＨ

（１－Ｄ）′
（６）

引入等效应力的概念， σｅｑ ＝ （
３
２
σ′： σ′） １ ／ ２， 将

式子进行整理可得：

Ｗｅ ＝
１

２Ｅ（１－Ｄ）
（
２
３
（１＋ｖ）σ２

ｅｑ＋３（１－２ｖ）σ
２
Ｈ） （７）

定义等效多轴损伤应力 σ∗：

Ｗｅ ＝
σ∗２

２Ｅ（１－Ｄ）
（８）

结合以上各式可得等效损伤应力为

σ∗ ＝σｅｑ
２
３

（１＋ν） ＋３ （１－２ν）
σＨ

σｅｑ

æ

è
ç

ö

ø
÷

２
æ

è
ç

ö

ø
÷

１ ／ ２

（９）

式中： ν 代表泊松比； Ｅ 代表弹性模量。
计算得到的接触面上 σ∗最大的地方即为微动裂

纹最易萌生的位置。
３　 连杆衬套微动疲劳裂纹萌生位置预测

３ １　 ＲＵＩＺ 综合参数法

根据接触区各节点的应力、 位移情况， 编程计算

１００ 个节点在摩擦因数为 ０ ３ 的情况下的 ＲＵＩＺ 参数

值， ＲＵＩＺ 参数随 ｘ 坐标的分布情况如图 ５ 所示。 可

以看出， ＲＵＩＺ 参数在接触边缘内侧 ｘ ＝ －２１ ｍｍ 处达

到最大值， 说明微动裂纹在此处萌生的概率最大， 越

靠近中间位置， 相对滑移量越小， ＲＵＩＺ 参数值越小，
说明在中间位置处不易萌生微动裂纹。

图 ５　 ＲＵＩＺ 参数沿 ｘ 坐标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５　 ＲＵＩＺ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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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ＭＳＳＲ 参数法

通过计算接触面每个节点在其 １８０ 个截面上的剪

应力和剪应力比， 利用公式 （２） 计算出每个节点的

最大 ＭＳＲ 参数值， 计算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可以看出，
ＭＳＲ 参数值关于原点对称分布， 并且在 ｘ ＝ －１９ ｍｍ
达到最大值， 意味着微动裂纹在此处萌生， 基于临界

面的预测方法可以计算出裂纹的萌生角度， 当截面的

法线方向与 ｘ 轴正半轴的夹角为 ４３°时， ＭＳＲ 参数最

大， 即微动裂纹萌生角度为 ４３°。

图 ６　 ＭＳＲ 参数沿 ｘ 坐标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６　 ＭＳ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３ ３　 热力学势函数法

利用热力学耗散势函数法预测微动疲劳裂纹萌生

位置， 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是静水应力 σＨ， 计算公式

为： σＨ ＝（σ１＋σ２＋σ３） ／ ３， σ１、 σ２、 σ３ 分别为第一、 第

二、 第三主应力。 提取接触区的主应力值， 计算静水

应力， 其分布情况如图 ７ 所示。 根据公式 （７） 编程计

算接触区等效损伤应力值， 其沿 ｘ 坐标的变化情况如

图 ８ 所示。 可以看出， 等效多轴损伤应力关于原点呈

对称分布， 从两端向中间逐渐减小， 在 ｘ ＝ －２３ ｍｍ 处

达到最大值， 说明微动裂纹在此处萌生的概率最大，
在结构设计时要加强此处的结构强度。 在 ｘ ＝ ０ 附近达

到最小值， 说明中间位置处微动裂纹萌生的概率较小，
预测结果与 ＲＵＩＺ 参数法预测结果接近。

图 ７　 接触区各应力沿 ｘ 坐标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图 ８　 等效损伤应力沿 ｘ 坐标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ｘ ａｘｉｓ

４　 实验验证

考虑到实验成本及实验的可行性， 用桥式微动实

验件对柴油机连杆－衬套进行微动疲劳实验模拟研

究。 其中， 试件接触区设计成光滑平面， 用来模拟衬

套， 最小截面尺寸为 １０ ｍｍ； 采用 ２ 个对称的方足桥

模拟连杆小头， 试件和方足桥接触区的尺寸为 ８ ｍｍ。
微动疲劳实验在 ＨＹＳ⁃１００ 型微动疲劳试验机上进行，
如图 ９ 所示。 实验时设置循环载荷为正弦载荷， 频率

为 ２０ Ｈｚ， 循环应力比为－１。 试件左右两端通过方足

桥施加固定的法向压力来模拟连杆小头－衬套之间的

过盈力， 试件的上端被试验机的上夹头固定， 下端通

过液压控制施加正弦载荷， 用来模拟衬套受到的发动

机载荷， 持续加载直至试件断裂。 在多次实验的基础

上发现， 在微动载荷作用下， 试件微动裂纹萌生位置

大多分布在试件桥脚接触内边缘处， 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９　 ＨＹＳ⁃１００ 型微动疲劳试验机

Ｆｉｇ ９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ｔｅ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ＨＹＳ⁃１００ ｔｙｐｅ

图 １０　 试件断裂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０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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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１０ 可以看出， 试件在微动载荷作用下发生

了断裂， 裂纹首先与 ｘ 轴正向成 ４５°的方向扩展， 与

ＭＳＲ 参数法预测的 ４３°一致， 这时是剪应力起主导作

用； 当裂纹扩展到试件内部一定深度时， 裂纹转而垂

直于 ｘ 轴正向扩展直至断裂， 此时是正应力在起主导

作用。 裂纹断裂位置在接触桥脚边缘内侧， 通过测量

可得微动裂纹萌生位置在距离微动接触区右侧边缘

０ ８ ｍｍ 位置处。 观察断裂后的试件发现， 在接触区

出现黑色磨痕， 是由微动磨损造成的， 说明微动作用

是造成构件失效的主要因素。 由于实验试件的尺寸和

衬套的几何尺寸不同， 所以采用归一化处理的方法，
将断裂位置归一化处理成比例位置以便于将 ３ 种方法

预测的衬套微动裂纹萌生位置与实验值进行对比， 对

比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微动裂纹萌生预测位置与实验值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ｃｒａｃｋ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方法 ＲＵＩＺ ＭＳＲ 热力学势函数 实验值

裂纹萌生位置

（距接触边缘距离）
４ ｍｍ ６ ｍｍ ２ ｍｍ ０．８ ｍｍ

比例位置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１０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３ 种预测方法中基于 ＲＵＩＺ 参

数法和热力学耗散势函数法预测微动裂纹萌生位置与

实验值较为接近， 热力学势函数法预测精度最高，
ＭＳＲ 临界面法预测的结果精度较差， 所以用基于损

伤力学的热力学势函数法预测连杆衬套微动裂纹萌生

位置是可靠的。
５　 结论

（１） 根据连杆－衬套有限元法模拟得到的接触区

的应力、 位移分布， 分别用 ＲＵＩＺ 综合参数法、 ＭＳＲ
临界面法、 热力学耗散势函数法预测了衬套微动裂纹

萌生位置， ３ 种方法预测结果接近， 都在衬套接触边

缘内侧容易引发微动裂纹萌生， 在结构设计时需要加

强这部分的结构强度。
（２） 设计了方足桥－试件模拟件对连杆小头－衬

套之间的微动疲劳行为进行实验验证， 经过多次实

验， 发现试件大多在接触桥脚边缘内侧发生断裂， 并

且断裂处有黑色磨痕， 说明微动裂纹在此处萌生。 经

测量对比， 发现基于热力学势函数法预测结果与实验

结果最为接近， 精度较高， ＭＳＲ 临界面法预测结果

精度较差， 但用 ＭＳＲ 参数法预测的裂纹萌生角度与

实验值接近， 为衬套的结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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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柴油润滑性高频往复试验机 （ＨＦＲＲ） 和喷气燃料球柱润滑性评定仪 （ＢＯＣＬＥ） 考察环烷酸抗磨剂对

喷气燃料润滑性能的影响及其与喷气燃料其他添加剂的配伍性能。 结果表明： 喷气燃料对环烷酸具有较好的感受性，
环烷酸添加量为 １０ μｇ ／ ｇ 时， 即可满足军用喷气燃料对润滑性能的要求， 添加量为 ６０ μｇ ／ ｇ 时， 即可满足船用馏分燃

料对润滑性能的使用需求， 添加量为 １００ μｇ ／ ｇ 时， 即可达到车用柴油馏分对润滑性能的要求。 环烷酸抗磨剂与抗静电

剂、 金属钝化剂和防冰剂具有较好的配伍性能， 与防冰剂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 与抗静电剂具有较弱的协同效果， 与

金属钝化剂无协同作用。
关键词： 喷气燃料； 环烷酸； 润滑改进剂； 抗静电剂； 金属钝化剂； 防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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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气燃料的润滑性也称为抗磨性， 抗磨性的好坏

对发动机燃油供应的灵敏调节、 油泵使用寿命乃至飞

行安全均极为重要。 在飞机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和燃

料控制单元中， 以燃料来润滑运动零件， 其中对燃料

润滑性最敏感的是柱塞泵， 柱塞与斜盘运转于高负荷

和高温条件， 燃料系统设计和材料差别将会导致设备

对燃料润滑性灵敏度各有区别。 不同生产工艺的喷气

燃料润滑性能各异， 非加氢精制工艺润滑性能最好，
精制工艺次之， 加氢裂化最差 （磨斑直径 ＷＳＤ 值在

０ ８０ ｍｍ 以上） ［１］。 改善喷气燃料润滑性最有效的方

法就是加入抗磨剂［２］。 ＤＥＩＮＥＫＯ 等［３］ 研究发现添加

２０ mｇ ／ ｇ 的环烷酸就能够满足俄罗斯 ＲＴ 军用喷气燃

料的抗磨要求。 国内曾研究过环烷酸对高闪点喷气燃

料润滑性的影响［４］。 李进等人［５］分别采用高频往复试

验机和球柱润滑评定仪考察了环烷酸用作喷气燃料抗

磨剂的润滑性能及其润滑机制， 结果表明， 环烷酸添

加量为 ８０ μｇ ／ ｇ 时即可同时满足航空发动机和柴油发

动机对燃料润滑性的需求。 刘婕等人［６］考察了喷气燃

料其他添加剂对抗静电剂 Ｔ１５０２ 感受性的影响， 发现

防冰剂使得电导率升高， 抗磨剂和金属钝化剂使得电

导率降低， 防冰剂、 抗磨剂和金属钝化剂协同使用时

电导率呈下降趋势。
参照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采用的航空涡轮燃料润

滑性测量方法 ＡＳＴＭ Ｄ５００１⁃１９９０ａ［７］， 我国石化行业

等效采用 ＳＨ ／ Ｔ ０６８７⁃２０００ 法测量喷气燃料的润滑性

能［８］。 国标 ３ 号喷气燃料 ＧＢ ６５３６⁃２００６［９］规定民用喷

气燃料磨斑直径 ＷＳＤ 值要求小于 ０ ５ ｍｍ， 军用 ３ 号



喷气燃料 ＷＳＤ 值要求小于 ０ ６５ ｍｍ。 参照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２１５６⁃１ 采用高频往复试验机来评定柴油的润滑

性能［１０］， 我国石化行业采用 ＳＨ ／ Ｔ ０７６５⁃２００５ 法测量

柴油的润滑性［１１］。 参照欧盟 ＥＮ ５９０⁃１９９８ 《车用柴
油》 制定的 ＧＢ １９１４７⁃２０１３ 《车用柴油》 ［１２］， 要求磨

痕直径 ＷＳ１ ４ 值不大于 ４６０ μｍ。 参照国际船用馏分

燃料规范 ＩＳＯ ８２１７⁃２０１０ 《船用燃料油规格》 ［１３］， 我

国等效标准规范为 ＧＢ ／ Ｔ １７４１１⁃２０１２ 《 船用燃料

油》 ［１４］， 其中润滑性控制指标定为磨痕直径 ＷＳ１ ４
值不大于 ５２０ μｍ。

为了考察喷气燃料其他添加剂对环烷酸抗磨剂润

滑性能的影响， 本文作者分别采用高频往复试验机

（ＨＦＲＲ） 和球柱润滑性评定仪 （ＢＯＣＬＥ） 考察环烷

酸对喷气燃料润滑性的影响， 并考察了环烷酸与喷气

燃料其他添加剂的配伍性及对水分离性能的影响。
１　 试验仪器与原料

试验采用的英国 ＰＣＳ 公司生产的 ＨＦＲＲ 高频往

复试验机， 其摩擦原理如图 １ 所示。 试验方法： 在 ２
Ｎ 载荷下， 上试件 （钢球） 以 ５０ Ｈｚ 频率、 １ ｍｍ 往

复冲程在下试件 （圆形钢片） 上作往复运动， 点接

触产生摩擦， 接触部位完全浸没于 ６０ ℃的 ２ ｍＬ 试验

油样中， ７５ ｍｉｎ 后测量上试件磨痕直径并经校正后作

为柴油润滑性评定值 ＷＳ１ ４ （单位为 μｍ）。

图 １　 ＨＦＲＲ 仪器结构和摩擦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ＨＦＲ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ｗｅａｒ ｍａｎｎｅｒ

试验采用的 ＡＢＳ⁃ＳＬ 型球柱润滑性评定仪， 为美

国阿维奥尔公司生产。 试验方法： 在 １０ Ｎ 压力载荷

下， 上试件 （钢球） 处于固定， 下试件 （圆环） 以

２４０ ｒ ／ ｍｉｎ 速度转动， 下试件的下部位完全浸没于 ２５
℃的 ５０ ｍＬ 试验油样中。 试验前先对油样预处理 １５
ｍｉｎ （处理条件为 ０ ５ Ｌ ／ ｍｉｎ 和 ３ ３ Ｌ ／ ｍｉｎ 的流速空气

分别从油样的底部和上表面通入， 相对湿度为 １０％
的空气以流速 ３ ８ Ｌ ／ ｍｉｎ 流过油样上表面）， 试验 ３０
ｍｉｎ 后在显微镜下测量上试件的磨斑直径， 即 ＷＳＤ
（单位为 ｍｍ）。

试验 采 用 的 其 他 仪 器： 水 分 离 指 数 测 定 仪

ＭＳＥＰ， 美国 ＭＡＲＫＸ 电子仪器公司生产； ＭＬ７０００ 型

光学 显 微 镜， 日 本 ＭＥＩＪＩ ＴＥＣＨＮＯ 公 司 生 产；
ＫＱ３１８Ｔ 型首饰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生产。
试验采用的主要原料： 环烷酸 Ｔ１６０２ 抗磨剂， 中石

化某添加剂厂生产， 其理化指标如表 １所示； 喷气燃料，
中石化某炼油厂生产， 其部分理化指标如表 ２所示。

表 １　 环烷酸技术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ｐｈ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性　 质 要求 实测 测试方法

粗酸值（以 ＫＯＨ 计）
　 　 ｃ ／ （ｍｇ ·ｇ－１）

报告 ２４１．７１ ＳＨ ／ Ｔ ００９２

纯酸值（以 ＫＯＨ 计）
　 　 ｃ ／ （ｍｇ·×ｇ－１）

≮２２０ ２５０．３４ ＳＨ ／ Ｔ ００９２

酸质量分数 ｗ ／ ％ ≮８５ ９２．１８
馏程 ｔ ／ ℃
　 　 初馏点 ≮１６０ ２４８ ＧＢ ／ Ｔ ６５３６
　 　 ９０％馏出温度 ≯３３５ ３３１

表 ２　 喷气燃料样品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ｅｔ ｆｕｅｌ
项　 目 分析数据 检测方法

颜色 ／ 塞氏 ＋３０ ＧＢ ／ Ｔ ３５５５⁃２００４
总酸值（以 ＫＯＨ 计）ｃ ／
　 　 （ｍｇ·ｇ－１）

０．００２９ ＧＢ ／ Ｔ １２５７４⁃２００４

芳烃体积分数 Ｖ ／ ％ １３．１ ＧＢ ／ Ｔ １１１３２⁃２００８
烯烃体积分数 Ｖ ／ ％ １．９ ＧＢ ／ Ｔ １１１３２⁃２００８
硫醇性硫质量分数 ｗ ／ ％ ０．０００７ ＧＢ ／ Ｔ １７９２⁃２００４
总硫量质量分数 ｗ ／ ％ ０．００１２ ＧＢ ／ Ｔ ３８０⁃２００４
馏程 ｔ ／ ℃ ＧＢ ／ Ｔ ６５３６⁃２００４
　 　 初馏点 １８４．４
　 　 １０％回收温度 １９８．５
　 　 ２０％回收温度 ２０２．９
　 　 ５０％回收温度 ２２４．３
　 　 ９０％回收温度 ２６８．２
　 　 终馏点 ／ ℃ ２８４．７

黏度（－２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６．４５３ ＧＢ ／ Ｔ ２６５⁃２００４
水分离指数 ９８ ＳＨ ／ Ｔ ０６１６⁃２００４
烟点 ｓ ／ ｍｍ ２２ ＧＢ ／ Ｔ ３８２⁃２００４

净热值 Ｑ ／ （ＭＪ·ｋｇ－１） ４３．１２ ＧＢ ／ Ｔ ３８４⁃２００４
银片腐蚀（５０ ℃，４ ｈ） ／ 级 １ａ ＳＨ ／ Ｔ ００２３⁃２００６
铜片腐蚀（１００ ℃，２ ｈ） ／ 级 ０ ＧＢ ／ Ｔ ５０９６⁃２００４
十六烷值指数 ４２ ＧＢ ／ Ｔ ３８６－２０１０
ＷＳ１ ４ ｄ ／ μｍ ７０５ ＳＨ ／ Ｔ ０７６５⁃２００５
ＷＳＤ ｄ ／ ｍｍ ０．８１９ ＳＨ ／ Ｔ ０６８７⁃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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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抗磨剂感受性考察

图 ２ 给出了环烷酸的 ＨＦＲＲ 测试和 ＢＯＣＬＥ 评价

结果。 超低硫燃料基础组分 ＢＯＣＬＥ 测试磨斑直径为

０ ８１９ ｍｍ， ＨＦＲＲ 测试磨痕直径为 ７０５ μｍ， 随着环

烷酸添加量的增加， ＢＯＣＬＥ 曲线和 ＨＦＲＲ 曲线呈下

降趋势。 采用 ＢＯＣＬＥ 评价润滑性时， 环烷酸质量分

数为 ２０ μｇ ／ ｇ 以内时磨斑曲线迅速下降， 质量分数为

２０～１８０ μｇ ／ ｇ 时磨斑曲线缓慢下降。 环烷酸质量分数

为 １０ μｇ ／ ｇ 以上时即可满足军用喷气燃料对磨斑直径

ＷＳＤ 值不大于 ０ ６５ ｍｍ 的要求， 说明在较低添加量

时喷气燃料对环烷酸的感受性较好。 采用 ＨＦＲＲ 测试

润滑性时， 添加量低于 ４０ μｇ ／ ｇ 时环烷酸对喷气燃料

润滑性的提高无效果， 添加量为 ４０ ～ ８０ μｇ ／ ｇ 时磨痕

曲线迅速下降， 添加量为 ８０～１８０ μｇ ／ ｇ 时磨痕曲线缓

慢下降。 环烷酸添加量为 ８０ μｇ ／ ｇ 以上时即可满足车

用柴油润滑性对磨痕直径 ＷＳ１ ４ 值不大于 ４６０ μｍ 的

标准， 添加量为 ６０ μｇ ／ ｇ 以上时即可满足船用馏分柴

油燃料润滑性关于的需求磨痕直径 ＷＳ１ ４ 值不大于

５２０ μｍ 的要求。

图 ２　 ＢＯＣＬＥ 和 ＨＦＲＲ 上 Ｔ１６０２ 添加剂量对喷

气燃料润滑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ｐｈ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ｅｔ ｆｕｅｌ ｏｎ ＢＯＣＬＥ ａｎｄ ＨＦＲＲ

２ ２　 抗磨剂与其他添加剂的配伍性

参 照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 ３ 号 喷 气 燃 料 》 标 准，
Ｔ１６０２ 的加入量不大于 ２０ ０ ｍｇ ／ Ｌ， 考察环烷酸抗磨

剂 Ｔ１６０２ 在喷气燃料中与其他添加剂的复配效果。
２ ２ １　 抗静电剂

喷气燃料在生产、 贮运、 加注、 使用过程中极易

产生静电荷。 由于静电荷弥散速度相当慢， 当其积聚

至一定程度时， 会产生静电火花， 点燃爆炸性混合

气， 往往酿成重大灾害。 抗静电剂的加入有助于增加

油品在流动中的电荷泄漏， 防止电荷高度集聚。

　 　 参照 ３ 号喷气燃料标准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抗静电添

加剂一般采用 Ｓｔａｄｉｓ ４５０ 或 Ｔ１５０２。 初次加入量不大

于 ３ ０ ｍｇ ／ Ｌ， 累计加入量不大于 ５ ０ ｍｇ ／ Ｌ。 抗静电

剂与环烷酸抗磨剂 Ｔ１６０２ 配伍性能的考察结果见图

３。 结果表明， 抗磨剂添加质量分数为 ５ μｇ ／ ｇ 时， 随

着抗静电剂添加量的增加， 喷气燃料的润滑性有改善

的趋势； 抗静电剂对喷气燃料的润滑性影响较小， 与

Ｔ１６０２ 有较弱的协同效应。

图 ３　 ＢＯＣＬＥ 上抗静电剂对喷气燃料润滑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ｔａ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ｅｔ ｆｕｅｌ ｏｎ ＢＯＣＬＥ

２ ２ ２　 金属钝化剂

喷气燃料在贮存、 输送和使用过程中常常接触多

种金属， 如铜、 铁、 锌等， 这些金属会明显加快燃料

的氧化速度， 促进胶质和沉积物的生成。 金属钝化剂

不是必加的添加剂， 炼油厂根据燃料来源和生产工艺

选用。
参照 ３ 号喷气燃料标准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金属钝化

剂 Ｎ， Ｎ’ －二亚水杨－１， ２－丙二胺 （Ｔ１２０１）， 初次

加入量不得超过 ２ ０ ｍｇ ／ Ｌ， 总量不超过 ５ ７ ｍｇ ／ Ｌ。
金属钝化剂对 ＨＮ 燃料基础组分的润滑性及与 Ｔ１６０２
抗磨剂的配伍性考察结果见图 ４。 结果表明， 金属钝

化剂对通用燃料润滑性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与抗磨剂

无明显的协同作用， 但对抗磨剂亦无副作用。

图 ４　 金属钝化剂对喷气燃料润滑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ｅｔ ｆｕ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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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防冰剂

喷气燃料中始终会存在一定量的溶解水， 溶解水

量一般在百万分之十几至几十的范围内变化， 其大小

除与喷气燃料本身的烃类化学组成有关外， 主要还与

外界的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有关。 温度越高， 湿度越

大， 溶解水越多［１５］。 当温度下降至 ０ ℃以下时， 会

在燃料中形成不同形状的结晶冰。 燃料在低温下产生

的冰结晶可能堵塞飞机发动机的输油系统 （如滤网、
阀门和管线）， 引起供油中断， 使发动机出现故障甚

至空中熄火， 造成严重的飞机事故。 美国、 英国和俄

罗斯等国家都明确规定军用喷气燃料中必须加入一定

量的防冰剂。
参照 ３ 号喷气燃料标准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防冰剂加

入体积分数为 ０ １０％ ～ ０ １５％。 防冰剂与抗磨剂

Ｔ１６０２ 配伍性能的考察结果见图 ５。 结果表明， 防冰

剂的加入量越高磨斑直径越小， 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协同效应。

图 ５　 防冰剂对喷气燃料润滑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ｅｔ ｆｕｅｌ

２ ３　 环烷酸对水分离指数的影响

燃料中的表面活性物质易导致油水不分离、 沉降

困难等问题， 直接影响喷气燃料的水分离性能， 一旦

水分离指数不合格， 过滤芯的寿命就会缩短， 甚至影

响喷气燃料的使用。
参照 ３ 号喷气燃料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对水分离性能

的要求， 未加抗静电剂时水分离指数不小于 ８５， 加

入抗静电剂时水分离指数不小于 ７０。 采用 ＳＨ ／ Ｔ ０６１６
（手提式分离仪法） 试验方法来测量 Ｔ１６０３ 抗磨剂在

不同添加剂量下对通用燃料水分离指数的影响， 并与

其他样品进行对比分析。 从图 ６ 中可见， 环烷酸对水

分离指数的影响很小， 在喷气燃料抗磨剂允许添加剂

量之内能够满足我国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３ 号喷气燃料》
对水分离指数 （不加抗静电剂时） 不小于 ８５ 的

要求。

图 ６　 环烷酸对喷气燃料水分离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ｐｈ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ｅｐ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ｊｅｔ ｆｕｅｌ

３　 结论

（１） 喷气燃料对环烷酸具有较好的感受性， 添

加量在 １０ μｇ ／ ｇ 以上时能满足喷气燃料润滑性能要求

磨斑直径不大于 ０ ６５ ｍｍ 的规定， 而添加量在 ６０
μｇ ／ ｇ 时能达到船用馏分燃料润滑性能要求磨痕直径

不大于 ５２０ μｍ 的使用需求， 添加量在 １００ μｇ ／ ｇ 时可

满足车用柴油对润滑性能规定磨痕直径不大于 ４６０
μｍ 的要求。

（２） 环烷酸与喷气燃料其他添加剂具有较好的

感受性， 与防冰剂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 与抗静电剂

具有较弱的协同效果， 与金属钝化剂无协同作用。 环

烷酸对喷气燃料水分离指数的影响不大， 可满足 ３ 号

喷气燃料对水分离指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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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润滑油老化后颜色变深的特性， 研究一种基于光吸收的润滑油劣化传感技术来测定润滑油的颜色， 或

直接检测润滑油的劣化状态。 根据这个思路， 设计开发一款油液颜色传感器， 可实时在线采集润滑油的颜色信息， 并

将数据发送到 ＰＣ 端的数据库中。 设计润滑油高温老化方案， 并采用实验室色度仪和颜色传感器定期监测润滑油老化

样品。 结果表明： 随着老化时间的增加， 润滑油的目视颜色不断加深； 通过对强制老化油液的检测与对比分析发现，
所研发的传感器的颜色输出、 光强输出与实验室测得的润滑油色号之间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表明该油液颜色传感器

可用于检测油液的颜色变化和劣化程度。
关键词： 在线监测； 颜色； 润滑油氧化； 油液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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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ｏｌｏ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润滑油在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各种因素产生

老化， 由此降低润滑油的使用性能， 从而影响机械设

备的运行， 甚至引发机械摩擦副的异常磨损［１］。 当润

滑油发生劣化时， 大分子会分解成较小的极性分子，

这些极性分子集聚成为酸、 酮等物质， 使润滑油的有

机酸含量增高， 颜色变深［２］。
目前用于监测润滑油劣化的实验室手段主要有酸

碱滴定、 红外光谱， 在线实时监测手段主要有介电常

数法［３］。 介电常数法测油品氧化也被称为 “油品品

质”， 其原理是当油液中的老化产物、 金属磨屑和水

污染增加时， 油液的介电常数会增大。 但实验研究和

实际应用表明［４］， 水对介电常数的影响远大于油液老

化和金属磨屑。 因此很难根据油液的介电常数来判断

为老化或是哪怕微量的水分污染。
本文作者研究了一种基于光吸收的润滑油劣化传



感技术， 并结合 ＧＢ ／ Ｔ ６５４０⁃１９８６ 《石油产品颜色测

定法》 ［５］标准， 将润滑油在老化过程中对光的吸收特

性， 转化为直观的颜色等级， 方便实验室分析人员和

运维人员通过油液颜色判断润滑油的剩余寿命。
１　 基于光吸收的润滑油劣化检测原理

色度学理论认为， 任何颜色都可由红 （Ｒ）、 绿

（Ｇ）、 蓝 （Ｂ） ３ 种基本颜色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得到，
因此 ＲＧＢ 被称为三原色［６］。 在图 １ 所示的 ＣＩＥ⁃１９３１
色度标准系统中， 色度 ＸＹＺ 三刺激值与 ＲＧＢ 值转换

关系式如下：
Ｘ
Ｙ
Ｚ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２．７６８ ９ １．７５１ ７ １．１３０ ２
１．０００ ０ ４．５９０ ７ ５．５９４ ３
０．０５６ ３ １．１３０ ２ ０．０００ 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Ｒ
Ｇ
Ｂ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

再转换为 ＣＩＥ⁃１９３１ 色度坐标：

ｘ＝
Ｘ

Ｘ＋Ｙ＋Ｚ

ｙ＝
Ｙ

Ｘ＋Ｙ＋Ｚ
ｚ＝ １－ｘ＝ ｙ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２）

图 １　 ＣＩＥ⁃１９３１ 色度坐标系

Ｆｉｇ １　 ＣＩＥ⁃１９３１ ｃｏｌｏｒ 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 定律认为， 一束波长 λ 的单色光透

过有色溶液时， 由于一部分光被有色溶液中的吸光粒

子吸收， 故光的辐射就减弱。 有色物质的浓度越大，
有色物质的吸光粒子数越多则被吸收到光也越多， 透

过的光越弱。 数学表达式为

　 　 ｌｏｇ
Ｉ０
Ｉ

æ

è
ç

ö

ø
÷ ＝Ｋｌｃ （３）

式中： Ｉ０为入射光强度； Ｉ 为透射光强度； Ｋ 为比例

系数； ｌ 为光程， ｃｍ； ｃ 为吸光物质浓度， ｍｏｌ ／ Ｌ。
润滑油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一种复杂的混合

物。 新油中不仅有包含着多种 Ｃ 原子数量、 多种异

构形式碳链的基础油， 还有为改变油液性能而加入的

各种添加剂。 使用过的旧油中还包含着油液的降解产

物以及可能的外界污染物。 除金属离子污染外， 微量

的外界污染很难引起润滑油颜色的改变。 在外界污染

达到改变油液颜色的程度之前， 就可以通过黏度、 水

分、 颗粒计数等手段发现。 离子污染也可以通过光谱

元素分析检测到。 因此， 油液在使用过程中的颜色变

化， 可以认为是来源于油液的老化产物浓度增加而改

变了其吸光度［７］。 因此同样适用于 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 定

律， 并且可以对式 （３） 进行简化， 得下式：

ｌｏｇ
Ｉ０
Ｉ

æ

è
ç

ö

ø
÷ ＝Ｋｓ ｌ （４）

式中： Ｋｓ 为总的衰减系数； ｌ 为光程， ｃｍ。
在油液老化过程中， 氧化物增多， 颜色变深， Ｋｓ

就会增大， 这也可描述为润滑油中氧化物浓度正比于

其颜色深度。 若已知入射光强度 Ｉ０和光程 ｌ， 通过测

量透射光强度 Ｉ 就能反映出当前油液的色度。
事实上， 油液监测中用到的红外光谱法也是基于

Ｌａｍｂｅｒｔ⁃Ｂｅｅｒ 定律［８］。 但由于红外光谱对实验环境的

要求较高， 很难实现快捷化、 可移动和高可靠性。 因

此， 本文作者研究一种具有较强环境适应性， 能够直

观反映油液老化程度的传感器。
２　 传感器设计

油液颜色检测传感器如图 ２ 所示， 包括壳体、 发

光板和光采集板。 壳体包括油液流通管道、 定位通

槽、 封闭固定孔和外接附件固定孔； 光源发生组件和

光源采集板分别位于油液流通管道的两侧。 在油液直

接流过装有传感器的油液流通管道时完成油液的颜色

检测， 管道上设有 ２ 个透光孔， 透光片放置在油液流

通管道的透光孔上， 确保光路不受影响的同时两侧电

路板不被污染。 光采集板可以即时地检测不同标准的

油液色度号， 光采集板上布有光电二极管阵列， 直接

获得检测油液的 ＲＧＢ 值， 通过数据通信的端口传输

到电脑上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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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油液颜色检测传感器结构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ｉｌ ｃｏｌ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ｉｌ ｃｏｌ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ｉｅｗ；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ｖｉｅｗ； （ｄ）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 （ｅ）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３　 润滑油强制老化试验对比分析

试验选用壳牌多宝 ４６＃工业蒸汽和轻负荷燃汽轮

机油， 在 １００ ℃的烘箱中进行连续高温老化， 每 ２４ ｈ
取样一次。 油样按照 ＧＢ ／ Ｔ ６５４０⁃１９８６ 《石油产品颜

色测定法》 检测色度， 同时用开发的油液颜色传感

器进行测定。 设置传感器的入射光强为 １ ３００ Ｌｕｘ，
光程为 ４ ｃｍ。 传感器实验结果与按 ＧＢ ／ Ｔ ６５４０⁃１９８６
检测结果对比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标准值与装置实际输出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色度 标准 ｘ 标准 ｙ 实测 ｘ 实测 ｙ 平均透射光强 Ｉ ／ Ｌｕｘ
０．５ ０．４６２ ０．４７３ ０．３９ ０．３９ ９７６．５
１ ０．４８９ ０．４７５ ０．４１ ０．４０ ５０１．２５
１．５ ０．５２１ ０．４６４ ０．４２ ０．４１ ３４０．５
２ ０．５５２ ０．４４２ ０．４４ ０．４１ ６７．０４
２．５ ０．５８２ ０．４１６ ０．４７ ０．４３ ２７．６２５
３ ０．６１１ ０．３８８ ０．４８ ０．４３ １８．１２５
３．５ ０．６４ ０．３５９ ０．４９ ０．４３ １１．０７５
４ ０．６７１ ０．３２８ ０．５２ ０．４３ ６．０１２５
４．５ ０．７０３ ０．２９６ ０．５５ ０．４４ １．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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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随着色度的增加， 其对应的

ＣＩＥ⁃１９３１ 色度坐标系上 ｘ 逐渐增加， 而 ｙ 逐渐减小。
从传感器的输出可以看出， 实测的 ｘ 值与标准值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 如图 ３ 所示。 但实测的 ｙ 值与标准值

无明显的相关性， 如图 ４ 所示。 说明通过颜色 ｘ 值可

以反映油液颜色的变化。

图 ３　 颜色坐标系上实测 ｘ 值与标准值对比

Ｆｉｇ 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ｘ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４　 颜色坐标系上实测颜色 ｙ 值与标准值对比

Ｆｉｇ 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ｙ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从图 ５ 和图 ６ 可以看出， 随着润滑油的老化， 颜

色变深， 对光的吸收强度也越来越大。 通过对 ６０ 组

被测数据的散点图分析还可看出， 不同色号对应的光

吸收强度具有较大的分离度。 这说明可以通过光吸收

强度来判断油液的色度， 进而获得油液的老化信息。

图 ５　 从色度 ０ ５～２ ０ 的透射光强散点图

Ｆｉｇ ５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ｒ ｒａｔｅ ０ ５ ｔｏ ２ ０

图 ６　 从色度 ２ ５～４ ５ 的透射光强散点图

Ｆｉｇ ６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ｒ ｒａｔｅ ２ ５ ｔｏ ４ ５

４　 研究遇到的难点与问题
通过对润滑油劣化传感器技术的研究， 以及传感

器的开发与润滑油强制老化试验， 证明通过基于光吸
收的传感技术可以用于判断润滑油老化引起的颜色变
化。 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

（１） 很难获得高色号润滑油液的颜色坐标 ｘ 值；
（２） 当润滑油色号大于 ５ 后， 光强衰弱到接近

于 ０， 不利于高色号油液的检测；
（３） 润滑油在 １００ ℃ 下的老化速率慢， 导致研

究周期拉长；
针对以上问题。 作者将采取换用长波光源等措施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５　 结论

（１） 根据润滑油老化后颜色变深的特性， 提出
了基于光吸收的润滑油劣化传感技术。 该项技术可用
于测定润滑油的颜色， 也可以直接用于检测润滑油的
劣化状态。

（２） 设计开发了一款油液颜色传感器， 可实时
在线地采集润滑油的颜色信息， 并将数据发送到 ＰＣ
端的数据库中。

（３） 对润滑油在高温下强制老化结果表明， 随
着老化时间的增加， 润滑油的目视颜色不断加深。

（４） 通过对强制老化油液的检测与对比分析发
现， 所研发的传感器的颜色输出、 光强输出与润滑油
的色号之间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表明该传感器可用
于检测油液的颜色和分析油液的劣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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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动密封结构的密封性能， 减少密封结构的磨损量， 以某型斯特林发动机为对

象， 将其密封腔压力作为优化变量， 分别以动密封环的磨损量， 密封环与活塞杆的接触应力为响应指标， 构建活塞杆

密封环的磨损性能和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以提高密封结构密封性能， 降低密封结构磨损量为优化目标， 以构建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为目标函数， 建立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多目标优化模型。 使用 ＮＳＧＡ⁃Ⅱ算法对密封腔压力值进行多目

标寻优， 得到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的优化值为 ６ ９５ ＭＰａ。 利用斯特林活塞杆密封性能试验平台进行试验， 结果表

明： 优化的密封腔压力在保证活塞杆密封结构密封性能的同时， 能够有效减少密封环的磨损量。
关键词： 斯特林发动机； 活塞杆密封；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密封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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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ｓｅａｌ；Ｋｒｉｇ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直接影响活塞杆密封结

构的材料磨损量和密封性能， 优化斯特林发动机密封

腔压力， 在确保活塞杆密封结构密封性能的基础上，
合理控制密封材料磨损量， 对保证斯特林发动机的工

作效率， 提高斯特林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和工作可靠性

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斯特林发动机的密封性能，
杨东亚等［１］和 ＣＨＡＮＧ［２］ 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组合式活

塞杆密封结构， 提高了斯特林发动机的密封性能。 杨

东亚、 ＨＯＵ 等［３－６］针对活塞杆动密封结构的特点， 使

用新型填充聚四氟乙烯制作密封结构， 提高了斯特林

发动机的密封性能。 曾俊等人［７］以活塞杆前端环形间

隙为对象， 建立活塞密封结构的流阻模型， 分析了

静、 动态条件下各活塞密封段内压力－流量关系， 为

密封结构的流阻特性计算提供了有效的数值计算模

型。 张嘉等人［８］通过理论计算的方式， 得到了活塞热

端径向间隙、 冷端径向间隙和长度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规律， 为密封结构的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述文献

分别从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 密封材料和密

封性能影响因素 ３ 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 提高了斯

特林发动机密封结构的密封性能， 对保证斯特林发动

机的工作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 目前针对斯特林

发动机密封腔压力对密封结构磨损量和密封性能的影



响的研究还较少。
为了在保证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密封性

能的同时， 尽量降低密封结构的磨损量， 延长密封结

构的使用寿命， 本文作者针对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动

密封结构的工作特点， 考虑密封腔工作压力对磨损量

和密封性能的影响， 通过磨损试验和有限元数值计算

方法， 构建面向活塞杆密封结构磨损性能和密封性能

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以此为基础， 设计优化密封腔压力

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通过多目标优化计算， 获得具有

全局最优性的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值。

１　 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

某型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１］ 如图 １ 所

示， 主要包括静密封结构和动密封结构 ２ 个部分。 其

中， 动密封部分主要包括自紧式帽式密封环 １ 与滑动

密封， 两者安装于活塞杆 ９ 上。 自紧式帽式密封环使

用具有自润滑能力的填充聚四氟乙烯制成， 与活塞杆

行程过盈配合。 为了补偿活塞杆与密封环运动过程中

产生的磨损， 在密封环外嵌置了 Ｏ 形密封圈， 通过

向密封环施加径向压力， 达到自预紧目的。

图 １　 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动密封结构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ｆｏｒ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

　 　 如图 １ 所示的动密封结构放大图Ⅰ， 为了提高帽

式密封环的密封性能， 需要在活塞筒密封腔内充满压

力介质。 利用密封腔压力 ｐ 作用在 Ｏ 形密封圈上， 对

之产生除自身预紧力之外的二次挤压， 增加密封环密

封性能。 图中， Ａ、 Ｃ 位置属于动密封， Ｂ、 Ｄ、 Ｅ 位

置属于静密封。
根据帽式密封结构的密封原理， 增加密封腔压力

ｐ， 能够使 Ｏ 形密封圈作用在密封环上的二次挤压力增

加， 提高动密封结构的密封性能； 与此同时， 也会增

加密封环的磨损量， 导致密封结构使用寿命降低。 因

此， 选择合理的密封腔压力 ｐ， 对于保证活塞杆密封结

构密封性能， 延长密封结构使用寿命具有重要作用。
２　 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磨损性能与密封性

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２ １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是一种估计方差最小的无偏估计模

型， 能以已知数据样本的动态构造为基础， 充分考虑

变量在取值范围内的相关特征， 较好地拟合密封环材

料磨损量和接触应力随密封腔压力变化的非线性关

系。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包括回归部分和非参数部分［９］：
ｙ（Ｘ）＝ Ｆ（β＾ ， Ｘ）＋Ｚ（Ｘ） （１）

其中， Ｘ 为近似模型设计变量； Ｆ （β＾ ， Ｘ） 为关于 Ｘ
的已知函数组确定的回归模型， 可表示为

Ｆ（β＾ ，ｘ）＝ β＾ １ ｆ１（ｘ）＋β
＾
２ ｆ２（ｘ）＋．．．＋β

＾
ｎ ｆｎ（ｘ）＝

β＾ ｆ１（ｘ） ｆ２（ｘ）…ｆｎ（ｘ）[ ] Ｔ ＝ β＾ ｆＴ（ｘ） （２）
式中： β＾ 为回归系数； ｆ （ ｘ） 为事先确定的基函数；
ｎ 为训练样本的样本点数。

Ｚ （Ｘ） 是均值为 ０， 方差为 σ２ 的随机过程， 两

插值点间的协方差为

Ｃｏｖ Ｚ（ｘ ｉ）， Ｚ（ｘ ｊ）[ ] ＝ σ２Ｒ［Ｒ（ｘ ｉ， ｘ ｊ） ］ （３）
其中： σ２ 为随机过程方差； Ｒ 为 ｎ×ｎ 阶的对称正定

对角矩阵； Ｒ （ ｘ ｉ， ｘ ｊ） 是 ｎ 个样本点中任意两个采

样点 ｘ ｉ 与 ｘ ｊ 的空间相关函数， 工程应用中通常采用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相关函数：

０２１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Ｒ（ｘ ｉ， ｘ ｊ） ＝ ｅｘｐ（ － ∑
ｈ

ｋ ＝ １
θ ｋ ｘ ｉ

ｋ － ｘ ｊ
ｋ

２
） （４）

其中， ｈ 为变量数目； ｘ ｉ
ｋ、 ｘ ｊ

ｋ 为样本点 ｘ ｉ、 ｘ ｊ 在第 ｋ
个方向上的坐标； θｋ 为相关性系数； ｘ ｉ

ｋ －ｘ
ｊ
ｋ 为样本点

ｘ ｉ、 ｘ ｊ 第 ｋ 个元素的差值。
则可得到任意试验点 ｘ 的响应值 ｙ^（ ｘ）与方差估

计 σ^ 为

ｙ^（ｘ）＝ β＾ ＋ｒ（ｘ） ＴＲ－１（ｙ－ｆβ＾ ） （５）

σ^２ ＝ １
ｎ
（ｙ－ｆβ＾ ） ＴＲ－１（ｙ－ｆβ＾ ） （６）

其中， ｒＴ 为长度为 ｎ 的相关向量； ｆ 为长度为 ｎ 的单

位列向量； β＾ ＝ （ ｆＴＲ－１ｙ） －１ｆＴＲ－１ｙ。
利用式 （６） 计算得到 Ｋｒｉｇｉｎｇ 全局模型的无偏方

差估计值 σ^２。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Ｅ 求解模型的相关参数

θ ｋ ， 即求解式 （７） 的非线性无约束问题：

ＭＬＥ＝ ｍａｘ
θ ｋ ＞ ０

－ １
２

ｈｌｎ（ σ^ ２） ＋ ｌｎ Ｒ[ ]{ } （７）

得到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相关参数 θ ｋ 后， 计算得到未

知点 ｘ 与已知样本数据之间的相关向量 ｒＴ， 通过式

（５） 得到响应值， 即可得到对应密封腔压力 ｐ 下的

密封环磨损量和接触应力值。
２ ２　 活塞杆密封环磨损性能与密封性能分析

２ ２ １　 密封环磨损性能试验方案

活塞杆帽式密封环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Ｐｏｌｙ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属于一种高分子量、 高结晶度

的热塑性材料。 为了获得密封环在不同压力下的磨损

性能， 使用 ＲＦＴ－Ⅲ型往复式摩擦磨损试验机对材料的

摩擦磨损性能进行评价［４］， 其试验方案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动密封环磨损性能试验装置

Ｆｉｇ 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ｒ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随着压力 ｐ 的增加， 材料变形使得摩擦副接触面

积增加， 在往复滑动剪切力的作用下， 活塞杆密封环

磨损量增加。 通过加载不同的压力 ｐ， 即可以获得密

封环在不同压力下的磨损量 Ｖ， 用来衡量密封环的磨

损性能。
２ ２ ２　 密封结构密封性能分析有限元模型

为了获得活塞杆密封结构在不同密封腔压力 ｐ 下

的密封性能， 以密封环与活塞杆的接触应力 σ 作为

指标， 接触应力越大， 表明其密封性能越好。 基于密

封环的实际工况， 参照图 １ 密封结构放大图， 使用

ＰＬＡＮＥ４２ 对垫板和活塞杆体进行单元划分； 考虑密

封环 与 Ｏ 形 橡 胶 圈 的 大 变 形 特 性， 分 别 使 用

ＰＬＡＮＥ１８２ 单元和 ＰＬＡＮＥ１８３ 单元对两者进行划分，
构建密封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动密封环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３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ｒｉｎｇ

有限元模型中各材料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有限元模型材料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Ｍｏｄｅｌ

材料 构件
屈服应力

σｓ ／ ＭＰａ
弹性模量

Ｅｅ ／ ＭＰａ
剪切模量

Ｅｐ ／ ＧＰａ
泊松

比 ν
１ 垫板、活塞杆体 ６１５ ２．１４×１０５ １７．２５ ０．２９
２ 密封环、挡圈 １８ ９６０ ０．１２ ０．４０
３ Ｏ 形密封圈 — ６．１０ — ０．４９

使用如式 （６） 所示的 ５ 常数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

型［１０］模拟 Ｏ 形橡胶圈的超弹特性。

Ｗ（ Ｉ１， Ｉ２）＝ ∑
ｎ

ｉ，ｊ＝ ０
Ｃ ｉｊ Ｉ１－３( ) ｉ （ Ｉ２－３）

ｊ （６）
其中， Ｗ 为修正的应变能密度； Ｉ１， Ｉ２ 为应力张量的

第 １、 第 ２ 不变量； Ｃ ｉｊ为材料的 Ｒｉｖｉｌｉｎ 系数， 具体参

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Ｏ 形密封圈 Ｒｉｖｉｌｉｎ 系数 （２０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ｉｖｉｌｉ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 ｒｉｎｇ ａｔ ２０ ℃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１．８７ ０．４７ ０．２０４ －０．７５３ ４ １．４３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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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垫板、 活塞杆体和挡圈施加固定约束， 模型

中各个接触部位分别使用 ＴＡＲＧＥＴ１６９ 和 ＣＯＮＴＡ１７５
作为目标单元和接触单元设置 “面面接触” 接触对。
在能与密封腔接触的 Ｏ 形橡胶圈和密封环位置施加

均布压力 ｐ， 即可计算密封环与活塞杆体的接触应力

σ， 用以衡量不同压力 ｐ 下密封环的密封性能。
２ ３　 密封结构磨损性能与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为了构建密封结构磨损量和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

型， 以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 ｐ 为变量， 分别以磨

损量 Ｖ 和密封环与活塞杆体的接触应力 σ 为响应值，

构建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为了保证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拟合精

度， 其训练样本点数量一般为对应二次多项式系数数

量的 ３ 倍， 其中系数数量 ｋ＝（ｎ＋１）（ｎ＋２） ／ ２， ｎ 为设

计变量个数［９］。 由于本次设计仅密封腔压力 ｐ 一个设

计变量， 因此训练样本点数为 ９。
某型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 ｐ 的设计区间为 ０

～９ ＭＰａ， 因此在该区间均匀的选择 ９ 个压力值， 分

别使用 ２ ２ １ 节和 ２ ２ ２ 节确定的方法计算对应压力

下的磨损量 Ｖ 和密封环与活塞杆体的接触应力 σ， 最

终得到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训练样本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训练样本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ｒｉｇ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密封腔压力 ｐ ／ ＭＰ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磨损量 Ｖ ／ （１０－３ｃｍ３）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５
接触应力值 σ ／ ＭＰａ ２．１ ３．２ ４．１ ５．８ ６．２ ７．８ ８．６ １０．５ １２．１

　 　 根据表 ３ 确定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训练样本， 分别计

算相关矩阵 Ｒ、 单位列向量 ｆ， 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接触应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回归系数 β＾ ：
β＾ Ｖ ＝（ ｆＴＲ－１ｙ） －１ｆＴＲ－１ｙ＝ －０．１３９ （７）
β＾ σ ＝（ ｆＴＲ－１ｙ） －１ｆＴＲ－１ｙ＝ ０．２６５ （８）
利用 Ｒ、 ｙ、 ｆ、 β＾ 计算 Ｒ－１（ｙ－ｆβ＾ ）， 得到：
Ｒ－１（ｙＶ－ｆβ

＾ ）＝ ［－７．７６， ２ ８８，．．．， －４ ９１， １０ １４］
（９）

Ｒ－１（ｙσ－ｆβ
＾ ）＝ ［－４．３２， １ ３７，．．．， ５ ７１， ８ ９３］

（１０）
根据式 （６） 计算得到 Ｋｒｉｇｉｎｇ 全局模型的无偏方

差估计值 σ^２。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Ｅ 求解模型的相

关参数 θｋ， 得到接触应力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相关参数

θｋ ＝ ０ ０３５。 在此基础上， 计算得到未知点 ｘ 与已知样

本数据之间的相关向量 ｒＴ， 通过式 （５） 得到响应

值， 即分别构建得到以材料磨损量 Ｖ 为指标的密封

环磨损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和以密封环接触应力 σ 为指

标的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
为了保证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精度， 使用均方根误

差［１１］对其拟合精度进行检验。 由式 （５） 可得 Ｋｒｉｇ⁃
ｉｎｇ 模型预测点的均方根误差为

ＲＭＳＥ＝ Ｅ ［ ｙ^ （ｘ） －ｙ （ｘ） ２( ) ］ ＝

σ^２ （１＋μＴ （ ｆＴＲ－１ｆ） －１μ－ｒＴＲ－１ｒ） （１３）
检验过程中， 在表 ３ 中随机选取了 ５ 组由试验和

有限元分析计算得到的 Ｖ 和 σ 作为误差测试样本，
将之与由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计算得到的值进行对比， 得到 ２
个模型的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４８ 和 ０ ０３７， 表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拟合误差较小， 能够较好地拟合密封

环磨损量 Ｖ 和密封环接触应力 σ 随密封腔压力 ｐ 变化

的趋势。
３　 基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多目

标优化
３ １　 密封腔压力多目标优化模型

以密封环磨损量 Ｖ 最小和密封环接触应力值 σ
最大为优化目标， 以密封腔压力 ｐ 为设计变量， 将磨

损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和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作为目标

函数， 得到密封腔压力 ｐ 的优化模型， 如式 （１４）
所示：

ｆｉｎｄ： ｐ
ｍｉｎ： Ｖ（ｐ）＝ ｆＶ（ｐ）

Ｔβ＾ Ｖ＋ｒ
Ｔ
Ｖ（ｐ）Ｒ

－１
Ｖ （ｙＶ－Ｆβ

＾ ）

ｍａｘ： σ（ｐ）＝ ｆσ（ｐ）
Ｔβ＾ σ＋ｒ

Ｔ
σ（ｐ）Ｒ

－１
σ （ｙσ－Ｆβ

＾ ）
ｓ ｔ
０≤ｐ≤９；
Ｖ≥０；
σ≥０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１４）

式中： Ｖ（ｐ）和 σ（ｐ）分别为密封环的磨损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和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３ ２　 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的密封腔压力多目标寻优

为了获得满足密封结构多目标性能的密封腔压力
最优值， 需要借助多目标优化算法对式 （１４） 进行

寻优计算。 考虑到第二代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

（ＮＳＧＡ⁃Ⅱ） 具有良好的探索性能， 且优化求解效率
高［１２］， 选择 ＮＳＧＡ⁃Ⅱ对式 （１４） 进行多目标优化，
其初始种群规模均为 ２０， 进化代数为 ５０， 交叉概率

为 ０ ９， 进行 １ ０００ 次进化插值， 优化插值过程如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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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根据图 ４ 所示， 通过 １ ０００ 次进化插值， 形成

了明显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 最终， 磨损量 Ｖ 稳定在 ２ ９×
１０－４ｃｍ３， 接触应力 σ 稳定在 ８ ９６ ＭＰａ。

图 ４　 基于 ＮＳＧＡ⁃Ⅱ的密封腔压力 ｐ 多目标优化

Ｆｉｇ ４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ＳＧＡ⁃Ⅱ

３ ３　 优化结果

通过图 ４ 所示的 １ ０００ 次优化插值， 得到的 Ｐａｒｅ⁃
ｔｏ 前沿及最优 Ｐａｒｅｔｏ 解如图 ５ 所示。 此时， 密封腔压

力为 ６ ９５ ＭＰａ， 对应的磨损量为 ２ ９×１０－４ ｃｍ３， 接触

应力值为 ８ ９６ ＭＰａ。

图 ５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及最优 Ｐａｒｅｔｏ 解

Ｆｉｇ ５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ａｒｅｔｏ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ｔｏ ｆｒｏｎｔ

即斯特林发动机在稳定运行的过程中， 为了保证

活塞杆动密封结构的密封性能， 且尽量减少动密封环

的磨损量， 延长密封结构使用寿命， 密封腔压力 ｐ 应

该尽量稳定在 ６ ９５ ＭＰａ。
３ ４　 试验验证

根据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的密封原理，
搭建密封性能试验平台 （如图 ６ 所示）。 以氢气作为

密封腔介质， 使用气体流量计对工作腔压力分别为

５、 ６、 ６ ９５、 ８、 ９ ＭＰａ 下密封结构在 １２０ ｈ 内的气体

瞬时泄漏量进行测量， 实现对优化的密封腔压力值的

验证。

图 ６　 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性能试验平台

Ｆｉｇ ６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ｆｏｒ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

通过 １２０ ｈ 测试， 不同密封腔压力下密封结构气

体泄漏量随时间变化关系， 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不同密封腔压力 １２０ ｈ 内气体泄漏量

Ｆｉｇ ７　 Ｇａｓ ｌｏｓｓ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２０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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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 ７ 可知， 在前 ２０ ｈ 内， 随着密封腔压力
的增加， 气体泄漏量随之减少， 表明密封性能随压力
的增加而提高； 在 ２０ ｈ 以后， 密封腔压力大对应的
泄漏量却迅速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压力增加， 密
封环磨损量随着密封环接触应力的增加而增大， 导致
密封性能下降。 在整个 １２０ ｈ 的测试周期内， 与其他
压力值相比， 当密封腔压力为 ６ ９５ ＭＰａ 时， 其对应
的泄漏量在整个测试时间内长期保持在较稳定的水
平， 表明在 ６ ９５ ＭＰａ 压力下， 密封结构不但密封性
能较好， 而且密封环的磨损量较小， 验证了优化方法
的正确性。
４　 结论

（１） 使用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环磨损量和
接触应力作为密封结构磨损性能和密封性能的衡量指
标， 以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为变量， 分别构建了
活塞杆动密封结构磨损性能和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
获得了高精度的密封结构磨损性能和密封性能计算近
似模型。

（２） 以降低密封结构的磨损性能和提高密封性
能为优化目标， 以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为变量，
将构建的活塞杆动密封环磨损性能和密封性能 Ｋｒｉｇ⁃
ｉｎｇ 模型作为目标函数， 设计得到了密封腔压力的多
目标优化模型。 使用 ＮＳＧＡ⁃Ⅱ算法对密封腔压力进行
寻优计算， 得到斯特林发动机密封腔压力的优化值为
６ ９５ ＭＰａ。

（３） 利用斯特林发动机活塞杆密封结构密封性能
试验平台对优化的密封腔压力值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
在 ６ ９５ ＭＰａ 下， 密封结构不但具有较优的密封性能，
而且磨损量较小， 证明了文中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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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ＹＵ Ｔ Ｆ，ＷＡＮＧ Ｌ，ＰＥＮＧ Ｃ 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ｒ⁃
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３０（１）：１７９－１８２．

国产精密摆线针轮减速器将投产
由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发的国内首款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摆线针轮减速器即将投产， 因此前这一高精密仪器长期为

国外垄断， 该高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成功将使我国工业机器人的整机成本大幅降低。
与国外企业同样机型相比， 国产的精密摆线针轮减速器， 集合了 ＲＶ 和谐波的优势， 攻克了 ＲＶ 减速机不可小型化的难

题， 在保证性能的基础上， 缩小了尺寸， 简化了结构， 降低了成本， 并实现了完全自主封闭， 可防止二次污染。 资料显示，
中国已经连续 ３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自主研发的减速器研制成功， 无疑将大大提高中国机器人企业的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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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工程实验的方法， 研究大承载波箔型空气动压轴承的性能。 通过构建倒置式的动压轴承实验系统， 对

设计的用于 １３２ ｋＷ 风机的动压轴承进行起飞特性、 承载能力、 涂层效果、 轴承间隙、 启停寿命等工程实验研究。 提

出一种采用动力学方法来确定空气动压轴承起飞转速的方法， 使起飞转速的判断更准确。 对实际制造的轴承的工程实

验表明， 该轴承能在 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左右起飞， 承载能力大于 １５４ Ｎ； 涂层的减磨耐磨效果良好， 能满足 １０ ０００ 次的启停

要求； 轴承的实际使用性能在间隙在 ０ ３ ｍｍ 左右时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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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箔型空气动压轴承以空气作为润滑剂， 弹性平

箔作为支承表面， 弹性波箔作为支承部件。 转子高速

旋转时， 由于空气的黏性和楔形的作用， 在平箔与转

子表面之间产生动压效应， 使平箔与波箔发生弹性变

形， 从而将平箔推开， 使转子处于悬浮状态， 周向气

体压力的不均匀使箔片轴承具备了承受负载的能

力［１－３］。 空气动压箔片轴承工作时无需润滑油， 是一

种无油支承技术［４］。 同时运动副之间无接触摩擦， 没

有摩擦热产生， 从根本上避免了滚动支承润滑油的

“高温起雾” 难题， 被认为是支承技术的一场革命。
对于空气动压轴承技术的研究既包括相关的理论

研究， 也包括试验研究，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 空气

动压轴承更是一门试验技术。 我国对空气动压轴承的

相关理论研究早已开展， 上海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航空工业第六 Ｏ 九研究所、 北京液体火箭发动

机研究所等曾对波箔型和悬臂型空气动压轴承进行了

大量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鉴于空气动压轴

承在结构参数的选择、 材料性能、 加工工艺水平和装

配精度等方面的要求， 许多研究只限于理论分析而最

终并没有获得应用。 目前在国内开展空气动压轴承研

究的单位主要有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等［５－８］。 高校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箔片和波箔片的物理建模和数值

分析、 新型轴承结构等方面， 辅之以相对简易的实验

验证。 由于数学建模的假设条件及实际边界条件的变

化， 使计算分析结果与实际工程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

差距。 本文作者直接采用工程实验的方法， 针对特定

结构的动压箔片轴承， 通过大量的工程实验， 得到了

轴承的各种性能参数， 并将之应用于实际的工程产品

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１　 实验平台的构建

实验平台如图 １ 所示， 主要由支撑旋转部分、 加

载及测力部分、 测试系统 ３ 部分组成。 高速永磁电机

（３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高速滚子轴承、 变频器和其他结构

零件构成了支撑旋转部分； 轴承的加载及测力由滑

轮、 支架和砝码实现， 扭矩的测量由力传感器通过测

量由固定在动压轴承上的测杆导出的力来实现； 测试

系统包含硬件及软件， 硬件由工控机、 ＲＳ２３２ ／ ４８５ 转

换器、 变频器、 数采卡、 多路温度测试仪等组成， 可

以实现电机的自动化控制、 箔片轴承扭矩及温度的

测量。

图 １　 实验平台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测试软件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 平台开发， 有参数设置

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 电机的参数设置模块、 启停控

制模块， 在线数据处理模块和离线数据处理模块等。
动压轴承在该平台中作为被研究对象， 安置在转子中

间部位， 两侧分别采用柔性钢索张紧并与固定滚动轴

承座连接。
２　 轴承的设计及制造

针对 １３２ ｋＷ 风机产品要求， 轴承工作额定转速

为 １８ ７５０ ｒ ／ ｍｉｎ， 单个轴承的承载力为 １２５ Ｎ， 同时，
要求该轴承在转速 ４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之前能够形成动压气

膜， 其完全起飞的转速不大于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根据上述

要求， 初步计算确定轴承的结构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动压径向轴承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轴承形式 波箔型

箔片层数 ２ 层平箔、１ 层波箔

平箔厚度 各 ０．２５ ｍｍ 厚

波箔厚度 ０．２５ ｍｍ 厚

波箔、平箔材料 ＱＢｅ２
波拱节距 ５ ｍｍ

径向轴承直径 ８０ ｍｍ
径向轴承宽度 ８０ ｍｍ

在结构参数基本确定的情况下， 轴承的参数优化

主要集中在名义间隙的选择上。 对于径向轴承而言，
其正常工作需要同时满足承载力、 偏位角和最小气膜

间隙条件。
在给定 １２５ Ｎ 载荷下， 计算了轴承的升速过程，

主要表征量为偏位角、 最小气膜间隙， 如图 ２ 所示。
从偏位角和最小气膜间隙变化来看， 在整个工作区间

（由起飞转速到额定转速）， 该设计的轴心姿态角小

于 ４５°， 最小气膜间隙大于 １０ μｍ， 满足最小气膜间

隙与偏位角的要求， 说明初步设计是有效的。

图 ２　 载荷 １３０ Ｎ 下轴承升速过程中的姿态角与

最小气膜间隙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ｇｌｅ （ａ）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ｂ）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２５ Ｎ

对轴承的动态特性进行了分析， 如图 ３ 所示。 可

以看出， 该型号的箔片轴承刚度较大 （相对于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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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柔性箔片轴承）， 总刚度在约 ３×１０６ Ｎ ／ ｍ， 这与其

承载力较高的要求有关。 该型轴承的理想刚度阻尼特

性需要在较高转速下才能表现出， 因此在其起飞

（＞４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后的升速过程中， 仍然可能经历一

段动态不稳定区域， 这给轴承实现高速运转带来一定

难度。 根据仿真获得的轴承刚度系数， 可以估算该系

统的 １ 阶共振频率在 ６３ ７ ～ ７０ Ｈｚ 之间， 对应转速为

３ ８２０～４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共振频率落在其起飞转速附近，
意味着起飞前后会伴有较明显的振荡。

图 ３　 载荷 １３０ Ｎ 下轴承升速过程的动态性能参数

Ｆｉｇ 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２５ Ｎ （ａ）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ｂ） ｄａｍｐｉｎｇ

根据设计参数及初步计算结果， 制造出的实验用

箔片轴承如图 ４ 所示。 为了方便实验装拆， 将轴承座

分为 ３ 部分， 用螺栓连接。 在进行轴承间隙实验时，
主要通过制造不同内径的轴承座来实现。

图 ４　 被测箔片轴承组件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 １　 轴承起飞实验

通常研究箔片轴承起飞的方法是通过测量轴承运

行过程中的摩擦力矩， 其实验方法是给箔片轴承施加

一定的负载， 设定电机转速至目标转速， 启动电机，
待转速稳定后保持稳定转速运行一段时间， 之后停止

电机， 直至电机完全停止， 记录整个过程中力传感器

的响应。
采用以上方式进行实验， 得到如图 ５ 所示的箔片

轴承启停过程特征曲线， 该曲线与国内外研究人员得

到的曲线完全一致。

图 ５　 箔片轴承启停过程特征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ｓｔｏ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经过研究发现， 随着转速进一步提高， 全速段的

力矩水平仍会下降， 说明箔片轴承的接触摩擦并未完

全消除。 从现有实验和文献资料来看， 无论多高的转

速， 接触摩擦都不可能完全消除， 因为系统的微小振

动会造成碰摩现象。 因此许多学者基于摩擦力测量结

果给出起飞转速的工程定义， 认为达到 １０％ ～ ２０％的

最大摩擦力的转速视为起飞转速， 但这个范围太宽，
难以给出起飞转速的准确数值。

分析表明， 由于轴颈或支撑件的振动， 动压气膜

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偶尔会出现瞬间的碰

摩， 碰摩造成的摩擦力突变使得理论上的动压润滑效

果难以完全体现。 因为碰摩现象的存在， 使采用摩擦

力测量方法难以确定起飞转速， 本文作者提出一种动

力学方法来确定空气动压轴承起飞转速， 该方法在上

述启停过程中， 检测轴颈的振动变化， 当检测频谱中

高于 ５ 倍主频的频率成分基本消失， 则视为箔片轴承

起飞。 这样的起飞转速的定义仍是工程意义的， 其理

论依据为， 碰摩的冲击效果决定所产生的频率响应应

该具有覆盖低频到高频的冲击响应特征， 当高频成分

越少则表明碰摩发生越少， 而主频的倍频是转子振动

的特征， 倍频随倍数的增加衰减很快， 高频段基本不

出现倍频峰， 因此以高频消失判断起飞仍是对摩擦效

应的表征， 与前述方法同源， 但频谱分析特征更明

显， 使起飞转速的判断更准确。 图 ６ 给出空气动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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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升速过程频谱， 依据以上方法， 确定空气动压

轴承的起飞转速约为 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图 ６　 空气动压轴承升速频谱

Ｆｉｇ ６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３ ２　 轴承承载能力实验

研究空气动压轴承的承载力时， 承载极限可通过

轴承的启动力矩、 停车力矩与全速力矩来表征， 当全

速力矩不能表现出远低于启停的干摩擦力矩时， 证明

箔片轴承达到承载极限。
在单边间隙 ｃ＝ ０ ２ ｍｍ， 负载 １５４ Ｎ （总载荷 １５４

Ｎ） 情况下， 测得的启动力矩、 停车力矩、 全速力矩

如图 ７ 所示。 可以看出， 研发的箔片轴承在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后表现出明显的动压特征， 并随着转速升高全

速力矩持续降低， 因此判定研制的空气动压轴承在

１５４ Ｎ 的载荷下能够起飞， 这证明所研制的空气动压

轴承具备 １５４ Ｎ 以上载荷力。

图 ７　 间隙 ｃ＝ ０ ２ ｍｍ， 负载 １５４ Ｎ 情况下的轴承力矩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０ ２ ｍ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５４ Ｎ

另外， 采用测量电流方法表征箔片轴承的动压起

飞特征， 如图 ８ 所示。 可见输入电流随转速提高逐渐

下降，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为 ２０ Ａ， 而 １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仅为

１ Ａ。 电流减小说明驱动力减小， 而对于空载的原型

装置而言， 轴承摩擦力是唯一的阻力距来源， 因此说

明箔片轴承在高速下表现出明显的动压润滑效果， 即

轴承工作于起飞后的动压润滑工况。 另外， 电流的明

显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箔片轴承高效节能性。 实

验中注意到， 在 ４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之间出现电流突

然增大现象， 这是因为 ４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之间有一

个典型的临界转速出现， 这一临界转速在动力学测试

中得到印证。

图 ８　 不同转速下的电流

Ｆｉｇ ８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３ ３　 轴承涂层减磨耐磨效果实验

以有 ／ 无涂层的空气动压轴承作为参考对象， 进

行轴承运行实验， 比较有 ／ 无涂层的 ２ 种箔片轴承摩

擦力矩。 结果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有无涂层的空气动压轴承的摩擦力矩比较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ｉｒ ｆｏｉ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ａｒ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ｂ） ｔｏｒｑｕｅ ａｔ ｆｕｌｌ ｓｐｅｅｄ；
（ｃ） ｓｔｏｐ ｔｏｒ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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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 涂层对降低空气动压轴承启停阶

段的摩擦力效果非常明显， 较之无涂层的空气动压轴

承， 使用软膜润滑涂层后空气动压轴承在启停阶段的

摩擦力降低 ８０％以上。 甚至在起飞后， 涂层仍使得

动压效果下的摩擦力进一步降低， 原因是前面提到碰

摩现象， 涂层降低了碰摩下的摩擦力， 从而使起飞运

行阶段的摩擦力有所下降。 另外从刹车时间也可看

出， 涂层的减摩效果明显， 同样的转速下， 无涂层的

箔片轴承在 ３ ｓ 内完成刹车， 而有涂层的箔片轴承完

成刹车需要 ５ ｓ 时间。
通过寿命测试证实， 涂层在经历 １０ ０００ 次启停

后， 仍然能够为空气动压轴承提供很好的润滑减摩，
并且减摩效果有变好的趋势， 说明 １０ ０００ 次启停后

涂层的润滑能力并未消失。 观察发现虽然涂层局部磨

穿 （见图 １０）， 然而离开轴承表面的涂层材料并未离

开轴承间隙， 而是以粉末的形式吸附着于工件表面，
从而进一步提供润滑， 从润滑效果来看这种粉末润滑

的效果不亚于涂层本身。

图 １０　 １０ ０００ 次启停试验后平箔片

Ｆｉｇ １０　 Ｆｌａｔ ｆｏｉｌ ａｆｔ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ｓｔｏｐ ｔｅｓｔ

３ ４　 轴承间隙对性能的影响实验

动压箔片的名义间隙是影响其性能的最重要因
素， 在其他结构参数不变的情况下仅通过改变轴承间
隙便能够大幅度地调控轴承性能， 因此在其他结构参
数改变受到限制时， 改变轴承间隙是常见的性能调控
方式。 这一点与高速滚子轴承的预紧力调控原理相
似， 所不同的是， 空气动压轴承是通过间隙调控来实
现的。 本文作者研究负载 １５４ Ｎ 情况下， 间隙分别为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ｍｍ 时对轴承性能的影响。

负载 １５４ Ｎ 下， 不同名义间隙下力矩曲线如图 １１
所示， 共振现象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１　 负载 １５４ Ｎ 下不同间隙下轴承的力矩曲线
Ｆｉｇ １１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ｏｒ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５４ Ｎ （ａ） ｓｔａｒ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ｂ） ｔｏｒｑｕｅ ａｔ ｆｕｌｌ ｓｐｅｅｄ； （ｃ） ｓｔｏｐ ｔｏｒｑｕｅ

图 １２　 转速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不同间隙下轴承的共振现象
Ｆｉｇ １２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从图 １１ 可以看出， ｃ ＝ ０ ２ ｍｍ 时轴承的启 ／ 停摩

擦力矩一直保持在相对高的水平， 在低速 （ ６０ ～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尤为明显， 这与其间隙较小有关。

ｃ＝ ０ ３ ｍｍ时轴承的启 ／ 停摩擦力矩一直保持在相对低

的水平， 且启 ／ 停摩擦力矩随转速变化变动不大， 最

为平稳。 ｃ＝ ０ ４ ｍｍ 时轴承低速下启 ／ 停摩擦力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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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 这与其间隙较大有关。 然而 ｃ＝ ０ ４ ｍｍ 时轴承

的启 ／ 停摩擦力矩随转速增加而增加， 最终超越另外

２ 种工况而达到最高， 说明该间隙下空气动压轴承不

能成功起飞， 这与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另外， 低负载下， ｃ ＝ ０ ２ ｍｍ 与 ｃ ＝ ０ ３ ｍｍ 时轴

承的全速摩擦力矩基本在同一水平。 在 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以下， ｃ＝ ０ ２ ｍｍ 时的全速摩擦力矩甚至更低一些，
但在转速高于 ７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以后， ｃ＝ ０ ３ ｍｍ 时的全速

摩擦力矩始终最低且平稳下降。 而 ｃ ＝ ０ ２ ｍｍ 与 ｃ ＝
０ ４ ｍｍ 时在高于 ９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转速下出现了一次明显

的波动， 动压效果不好。
综合来看， 间隙要合理选择， 既要满足动压效应

需要， 也要使启动摩擦力不过大。
不同间隙下， 箔片轴承均在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左右表

现出起飞特征， 其中以间隙 ｃ＝ ０ ２ ｍｍ 时曲线特征最

为明显。 随着转速的提高， 动压效果愈加明显。 但从

ｃ＝ ０ ２ ｍｍ、 ｃ ＝ ０ ４ ｍｍ 两组实验来看， 转速超过一

定值时， 曲线中间段出现摩擦力矩阶跃现象。 从实验

结果可知， 阶跃使摩擦力矩明显增大， 阶跃后又出现

下降， 阶跃后的下降段应该仍然是动压作用效果

（见图 １３）。 而对于 ｃ ＝ ０ ３ ｍｍ 的箔片轴承则没有出

现阶跃现象， 但曲线中间部分仍可看到存在明显的上

升段。 摩擦力矩增大的原因推测是高速下的剧烈振动

对动压气膜造成了不利影响。

图 １３　 转速 ９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的力矩曲线

Ｆｉｇ １３　 Ｔｏｒｑｕ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９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在转子以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工作时， ３ 个名义间隙下均

出现了实测数据剧烈振动的现象。 推测属于某种共振

现象， 但振动频率与驱动频率并不同步， 实测力振动

频率非常低 （约 １ ７ Ｈｚ）， 而转子转动频率为 ３０ Ｈｚ。

从频谱图图 １４ 可见， 即使在振动剧烈的情况下， ｃ ＝
０ ３ ｍｍ 时频率成分最少， 可能是 ｃ ＝ ０ ３ ｍｍ 时运行

最为稳定的原因。

图 １４　 转速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不同间隙轴承出现共振现象的力振动频率

Ｆｉｇ １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１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０３１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２ 卷



　 　 以上实验证明， 轴承间隙设计是箔片轴承设计的

关键， 其对箔片轴承稳定性影响不亚于波箔弹性影

响， 并且在波箔加工完成后， 改变间隙是成本较低的

调整箔片轴承特性的唯一方式。
４　 结论

通过构建倒置式的动压轴承实验平台， 对设计制

造的用于 １３２ ｋＷ 风机的动压轴承进行了起飞特性、
承载能力、 涂层效果、 轴承间隙、 启停寿命等工程实

验研究， 结果表明， 实际制造的轴承能在 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左右起飞， 承载能力大于 １５４ Ｎ， 涂层的减磨耐磨效

果良好， 能满足 １０ ０００ 次的启停要求， 工程中的实

际使用间隙在 ０ ２～０ ３ ｍｍ 时为最佳。 这些研究结果

为轴承的下一步工程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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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模拟航空发动机静态和动态工况， 对低滞后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进行试验研究， 研究转速、 进出口压差和

温度等参数对低滞后刷式密封泄漏特性的影响规律； 通过普通和低滞后刷式密封的试验对比， 研究普通刷式密封的滞

后现象， 并进行低滞后刷式密封的持久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低滞后刷式密封具有优异的密封性能， 在动态试验中，
刷丝具有良好的跟随性， 缓解了刷丝滞后效应； 低滞后刷式密封具有持久保持优异密封性能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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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ｈａ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ｙ ｒｕｎｎｅｒ ｅｘｃｕｒ⁃
ｓｉｏｎ 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ｅｓｔ．Ｔｈｅ ｌｏ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ｌｉｆ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ｌ⁃
ｌｅｎｔ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高， 气体流路密封

的泄漏已变成影响航空发动机性能的重要因素［１］。 刷

式密封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接触式高效柔性

阻尼密封， 因其密封性能优越， 在航空发动机等叶轮

机械中应用越来越广泛［２］。
工程应用经验表明， 刷式密封在工作状态下， 后

挡板承受的轴向压差使刷丝与刷丝、 刷丝束与后挡板

紧密贴合， 产生摩擦力， 当转子运转时， 因为离心或

热胀大等原因造成转子的径向偏移， 使刷丝束变形而

径向外移， 而当转子恢复到原始位置时， 刷丝束却因

为摩擦力的作用而不能恢复到原始形状， 刷丝出现悬

挂， 导致泄漏量增大， 这就是 “刷丝滞后” 现象［３］。

因为刷丝束与后挡板之间摩擦力的存在， 当转子发生

偏移而进入刷丝束时， 将导致刷丝束与转子接触面产

生很高的摩擦力， 从而加速刷丝磨损， 降低刷式密封

的使用寿命。
为了提高刷式密封的性能及使用寿命， 从而满足

工程应用的需要， 一些学者采用数值分析方法对刷式
密封的滞后现象及影响规律进行了研究［４－１０］， 并提出
了低滞后刷式密封结构。 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目前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低滞后刷式密封的数值计算分析，
很少开展低滞后刷式密封试验研究。 本文作者以低滞

后刷式密封为研究对象， 模拟航空发动机工况对低滞

后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 研究了转

速、 进出口压差和温度等参数对低滞后刷式密封泄漏

特性的影响规律。
１　 低滞后刷式密封的结构及原理

低滞后刷式密封由前挡板、 柔性遮流板、 刷丝束
和后挡板等组成， 采用焊接工艺将它们连接起来， 如



图 １ 所示。 前挡板处于气流的高压侧， 后挡板处于气

流的低压侧。 刷丝与刷环的中心线成 ４５° ～ ５５°夹角，
并均匀有序、 紧密地排列于前挡板和后挡板之间。 直

径为 ０ ０８～０ １５ ｍｍ 的刷丝经过排列和夹紧组成刷丝

束， 刷丝束与密封跑道过盈配合， 形成密封界面， 限

制气流从高压侧向低压侧泄漏。

图 １　 低滞后刷式密封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ｏ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基本型刷式密封结构示意图，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基本型刷式密封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低滞后刷式密封与基本型刷式密封的不同之处，
在于其后挡板处采取了低滞后结构设计， 在背板处与

刷丝束接触的部位设计有环形平衡腔， 使刷丝束与后

挡板不贴合， 从而减小刷丝与刷丝之间以及刷丝束与

后挡板的摩擦力。 低滞后刷式密封更适应转子的偏移

或升降速变化， 能缓解或消除刷丝滞后效应， 因而具

有更好的密封性能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其在前挡板和

刷丝束之间增设有柔性遮流板， 可以缓解高压侧气流

对刷丝束造成的扰乱。
２　 低滞后刷式密封泄漏特性试验

２ １　 试验设备

针对低滞后刷式密封试验时高温、 高速和高压的

特点， 低滞后刷式密封试验在高温高速密封试验器上

进行。 高温高速密封试验器原理图如图 ３ 所示［１１］。

图 ３　 高温高速密封试验器原理图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ｌ ｔｅｓｔ ｆｉ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２ ２　 试验件

图 ４ 为低滞后刷式密封实物图。 低滞后刷式密封

试验件的直径为 １６８ ｍｍ， 与密封跑道是过盈配合。
刷丝材料为钴基高温合金材料， 前、 后挡板及柔性遮

流板材料为镍基高温合金。 在密封跑道上和刷丝接触

部分喷涂有碳化铬的耐磨涂层， 以减小刷丝和跑道的

磨损。 为了进行刷式密封滞后效应对比试验， 设计加

工了基本型刷式密封试验件， 如图 ５ 所示。

图 ４　 低滞后刷式密封实物图

Ｆｉｇ 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ｏ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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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基本型刷式密封实物图

Ｆｉｇ ５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２ ３　 试验方法

低滞后刷式密封泄漏特性试验包括室、 高温工况

下静态试验、 动态试验和持久试验。 试验时密封最高

转速为 ３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高压侧气体最高温度为 ４００ ℃，
高、 低压侧最大压差为 ０ ４ ＭＰａ。

在工程中， 通常采用泄漏参数 Φ２ 来衡量刷式密

封的密封性能。 密封泄漏参数 Φ２ 是评价刷式密封性

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值越低说明密封性能越好。 泄

漏参数 Φ２ 的关系式［１２］为

Φ２ ＝
ｗ Ｔｕ

Ｄｊｐｕ

（１）

式中： ｗ 为质量泄漏量， ｋｇ ／ ｓ； Ｔｕ 为上游气体总温，
Ｋ； Ｄｊ 为跑道外径， ｍｍ； ｐｕ 为上游气体总压， ＭＰａ。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 １　 静态试验结果

静态试验是为了检验低滞后刷式密封在静态条件

下的泄漏特性［１３］。 图 ６ 示出了低滞后刷式密封在室

温和高温 ４００ ℃工况下的静态泄漏特性曲线。

图 ６　 低滞后刷式密封室温、 高温工况下静态泄漏特性曲线

Ｆｉｇ ６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可以看出， 随着压比 （高压侧压力和低压侧压

力比值） 的增大， 低滞后刷式密封的泄漏参数 Φ２ 先

逐渐增大， 当压比在 ２ ４ ～ ５ 范围内时， 室温工况下

泄漏参数 Φ２ 保持在 ０ ００６ ｋｇ·Ｋ１ ／ ２·ｍｍ／ （Ｎ·ｓ）左

右， 高 温 工 况 下 的 泄 漏 参 数 Φ２ 保 持 在 ０ ００５
ｋｇ·Ｋ１ ／ ２·ｍｍ／ （Ｎ·ｓ）左右； 随着温度的升高， 低滞

后刷式密封泄漏参数 Φ２ 下降， 这是因为随着温度的

升高， 跑道在热增长作用下密封间隙减小， 所以泄漏

量降低。
３ ２　 动态试验结果

动态试验是为了检验低滞后刷式密封在转子旋转

状态下的泄漏特性［１３］。 图 ７ 示出了室温和 ４００ ℃工

况下低滞后刷式密封动态泄漏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
在压比为 １ ２ ～ ２ ４ 范围内， 随着压比的增大， 密封

泄漏参数 Φ２ 逐渐增大； 在压比为 ２ ４ ～ ５ 范围内， 随

着压比的增大， 密封泄漏参数 Φ２ 缓慢增加。 随着转

速的增加， 泄漏参数 Φ２ 减小， 这是因为随着转速的

增加， 转子由于离心力和热增长的作用， 增大了转子

径向位移量， 减小了刷丝束与转子之间的泄漏间隙，
所以泄漏量减小； 随着温度的升高， 低滞后刷式密封

的泄漏参数 Φ２ 下降。

图 ７　 低滞后刷式密封动态泄漏特性曲线

Ｆｉｇ 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ａ）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 ４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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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刷式密封滞后效应对比试验

图 ８ 示出了基本型刷式密封和低滞后刷式密封在

转速为 １５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温度为 ４００ ℃工况下

的动态泄漏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 在同样的压比和温

度下， 转速为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基本型刷式密封滞后

现象不明显； 转速为 ３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随着转速上升

和下降， 基本型刷式密封泄漏参数 Φ２ 在转速下降时

出现明显大于上升时的现象， 这是因为随着转速的上

升， 跑道由于离心增大而进入刷丝束， 刷丝束出现偏

移， 当转速下降时由于摩擦力的存在， 刷丝束未能及

时跟随跑道恢复初始状态， 出现刷丝滞后现象， 导致

泄漏量增大。 低滞后刷式密封在同样的压比和温度

下， 随着转速的上升和下降泄漏参数 Φ２ 在很小的范

围内波动， 没有大的差异， 这说明低滞后刷式密封中

的刷丝束与跑道有比较好的跟随性， 没有出现刷丝束

悬挂现象， 能有效缓解刷丝的滞后效应。 从图中还可

以看出， 在相同工况下低滞后刷式密封的密封性能优

于基本型刷式密封。

图 ８　 刷式密封滞后效应动态泄漏特性曲线 （４００ ℃）
Ｆｉｇ 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ｎ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ａ）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ｂ） ３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３ ４　 持久试验

持久试验是为了检测低滞后刷式密封在一定温度、
转速和压差的工况下， 持久保持性能的能力［１４］。 试验

在高压侧温度为 ４００ ℃， 转速为 ３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试验压

差为 ０ ３ ＭＰａ 的工况下进行， 试验总计运行了 ５０ ｈ，
每间隔 ３０ ｍｉｎ 测量一组高温静态工况下的泄漏量。

图 ９ 示出了低滞后刷式密封泄漏参数随着时间变

化曲线。 可以看出， 在 ０ ～ ５０ ｈ 试验时间内， 刷式密

封试验件的密封泄漏参数 Φ２ 基本稳定在 ０ ００５ ９２ ～
０ ００６ ４４ ｋｇ·Ｋ１ ／ ２·ｍｍ／ （Ｎ·ｓ）。

图 ９　 密封泄漏参数 Φ２ 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ａｃｔｏｒ Φ２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图 １０ 为低滞后刷式密封经过持久试验后局部实

物图。 可以看出， 低滞后刷式密封经过 ５０ ｈ 持久试

验， 刷丝和跑道均没有明显的磨损， 密封性能稳定。

图 １０　 持久试验后试验件实物图

Ｆｉｇ １０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ｒｕｓｈ ｓｅ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ｅｄ

４　 结论

（１） 低滞后刷式密封在所有试验工况条件下，
泄漏参数 Φ２ 保持在 ０ ００７ ｋｇ·Ｋ１ ／ ２·ｍｍ／ （Ｎ·ｓ）以

内， 表现出优异的密封性能。
（２） 在静态试验时， 低滞后刷式密封随着温度

的升高， 泄漏参数 Φ２ 下降； 随着压比的增大， 泄漏

参数 Φ２ 先逐渐增大， 当压比大于 ２ ４ 后， 泄漏参数

Φ２ 缓慢增加。
（３） 在动态试验时， 低滞后刷式密封随着转速

的上升， 泄漏参数 Φ２ 下降； 随着温度的升高， 泄漏

参数 Φ２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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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与基本型刷式密封相比， 低滞后刷式密封

在动态试验中随着转速的上升和下降泄漏参数 Φ２ 变

化不大， 这表明低滞后刷式密封刷丝与跑道有比较好

的跟随性， 有效缓解了 “刷丝滞后” 效应， 提高刷

式密封性能和使用寿命。
（５） 低滞后刷式密封在 ５０ ｈ 持久试验中， 密封

泄漏参数 Φ２ 基本稳定， 刷丝和跑道没有明显的磨

损， 这说明低滞后刷式密封具有持久优异性能的潜

力， 下一步将针对低滞后刷式密封的使用寿命进行更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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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基于湿式离合器结合方式的传动油摩擦特性评价方法， 该方法通过增加结合过程的能量密度来提高工

况的苛刻度， 能更真实地反映传动油在湿式离合器中的使用性能。 采用该方法， 利用 Ａｕｔｏｍａｘ 湿式离合器试验台对不

同传动油的摩擦特性进行考察， 结果表明： 该方法对具有不同摩擦特性的油品具有良好的区分性； 能量密度对传动油

的摩擦特性有显著影响， 提高添加剂中清净剂和极压抗磨剂的含量有利于缩短换挡时间和减小换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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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ｉｌｓ，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 ｓｈｕｄｄｅｒ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ｅｔ ｃｌｕｔｃｈ；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ｉ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ｈｉｆｔ ｓｈｕｄｄｅｒ

　 湿式离合器作为动力传递的控制元件， 在传动系

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湿式离合器内部的摩擦片与

对偶片的摩擦性能直接影响到变速箱的换挡质量， 两

者间良好的摩擦性能将有利于减小换挡冲击、 缩短换

挡时间和延长摩擦片的使用寿命［１］。
湿式离合器摩擦性能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摩擦因

数的大小及稳定性、 结合时间和磨损量。 摩擦因数反

映了摩擦副传递转矩的能力和平顺性， 平顺性指摩擦

副由滑摩过渡到锁止时没有产生由摩擦转矩升高引起

的抖动， 可以通过终点静摩擦因数与中点动摩擦因数

的比值 （即静动比） 来评估［２］， 稳定性是指摩擦因

数的保持能力。 结合时间反映离合器的灵敏性， 磨损

量用来评估润滑油对摩擦片的抗磨损保护能力。
湿式离合器内部的摩擦片与对偶片浸泡在润滑油

中工作， 其摩擦性能受材料、 表面形貌、 工况条件和
传动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３］。 其中， 传动油对摩擦性
能的影响得到了大量研究［４－５］。 目前传动油摩擦特性
实验装置主要采用基于湿式制动器结合方式的 ＳＡＥ
ＮＯ ２ 摩擦试验机［６－７］， 但由于结合方式上的不同，
使用该摩擦试验机不能真实反映油品在湿式离合器中

的摩擦特性。 本文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湿式离合器结

合方式的实验方法， 通过增加结合过程的能量密度来

提高工况的苛刻度， 实验参数贴合变速箱换挡工况，
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油品在湿式离合器中的摩擦特

性， 可为油品开发提供依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实验设备

湿式制动器输出端的转动惯量为无穷大， 而湿式



离合器的输出端转动惯量通常很小， 为了与变速箱实

际换挡工况一致， 采用了 Ａｕｔｏｍａｘ 湿式离合器试验台

考察油品的摩擦特性。 Ａｕｔｏｍａｘ 湿式离合器试验台主

要包括输入轴单元、 实验油槽和输出轴单元 ３ 部分。
输入轴单元包括输入电机和输入端惯量， 实验离合器

安装于实验油槽中， 输出轴单元包括输出电机和输出

端惯量。 输入电机和输出电机分别带动离合器输入端

和输出端旋转至设定转速， 用来模拟换档前离合器输

入端和输出端的转速， 输入端和输出端惯量模拟离合

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负载， 以等效转动惯量表示。
１ ２　 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增加结合过程的能量密度来提高工况的

苛刻度。 对某型号的工程机械动力换挡变速箱进行工

况换算， 各换挡过程的能量密度见表 １， 一档起步能

量密度最高， 达到了 ０ ０８ ｋＪ ／ ｃｍ２。

表 １　 换挡过程中摩擦片的能量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ｈｉｆ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１ 档起步
１、２ 档

间换挡

２、３ 档

间换挡

３、４ 档

间换挡

能量密度

Ｅ ／ （ｋＪ·ｃｍ－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２

依据变速箱实际换挡参数， 制定了能量密度递增

的实验方法 （见表 ２）， 实验包括 １３ 个能量等级， 各

能量等级中每 １０ 个结合循环采集一组数据， 摩擦因

数取平均值。 考察中点动摩擦因数、 终点静摩擦因

数、 静动比和结合时间的变化。 中点动摩擦因数是指

输出轴转速为最高转速的 １ ／ ２ 时输入轴摩擦转矩对应

的摩擦因数， 终点静摩擦因数是指摩擦片锁止时输入

轴峰值转矩对应的摩擦因数， 结合时间为从开始出现

摩擦转矩到峰值转矩对应的时间。

表 ２　 能量递增实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ｓｔ

能量等级
能量密度

Ｅ ／ （ｋＪ·ｃｍ－２）
结合油压

ｐ ／ ｍＰａ
输入轴转速

ｎ ／ （ ｒ·ｍｉｎ－１）
输入端惯量

Ｉ ／ （ｋｇ·ｍ２）
油温 ｔ ／ ℃ 循环次数

１ ０．０１ ０．５ ５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２ ０．０２ ０．６ ７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３ ０．０３ ０．７５ ９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４ ０．０４ ０．８５ １ ０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５ ０．０５ ０．９５ １ １２５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６ ０．０６ １．０５ １ ２２５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７ ０．０７ １．１ １ ３２５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８ ０．０８ １．２ １ ４２５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９ ０．０９ １．２５ １ ５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１０ ０．１０ １．３ １ ６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１１ ０．１１ １．３５ １ ６５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１２ ０．１２ １．４５ １ ７５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１３ ０．１３ １．５ １ ８００ ０．４５ ８５ １００

　 　 选用具有不同摩擦特性的 ２ 种传动油进行实验，
其中一种为研发油， 一种为参考油， 以考察实验方法

的区分能力。 参考油为商品传动油， 研发油为优化了

摩擦特性的传动油， 两者的理化性能数据见表 ３。 由

于含有高含量的极压抗磨剂， 研发油的四球实验数据

明显好于参考油， 具有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

表 ３　 参考油和研发油的性能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Ｒ ＆ Ｄ ｏｉｌ

样品名称
运动黏度 Ｖ１００ ℃ ／

（ｍｍ２·ｓ－１）
磨斑直径

Ｄ ／ ｍｍ
ｐＢ ／ Ｎ ｐＤ ／ Ｎ ＺＭＺ 值

　 元素质量分数 ｗ ／ １０－６ 　
Ｃａ Ｚｎ Ｐ

参考油 ６．３３ ０．４８ ８８０ １ ６００ ３２．９７ ３８ ４０５ ３３０
研发油 ８．６９ ０．４６ １ １４０ ２ ５００ ４４．１６ ８２９ ７１３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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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能量递增试验

图 １ 示出了能量密度对终点静摩擦因数和静动比

的影响。 可以看出， 随着能量密度的提高， 铜基摩擦

片在 ２ 种传动油中的终点静摩擦因数均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 这是因为， 在低能量密度下， 随着接触

压力的上升摩擦表面出现了直接接触， 而低能量密度

下 Ｓ、 Ｐ 类添加剂的活性不足， 未能在摩擦表面生成

边界润滑膜， 因此造成了摩擦因数的升高； 随着能量

密度的提高， Ｓ、 Ｐ 类添加剂活性增强， 逐渐能够与

金属表面反应生成边界润滑膜， 因而终点静摩擦因数

又出现下降趋势， 而下降的幅度与添加剂的种类、 活

性和含量有关， 研发油中含有大量的 Ｓ、 Ｐ 类极压抗

磨剂， 因此终点静摩擦因数下降幅度较大。 在整个能

量密度范围内， 研发油的静动比始终小于参考油， 更

有利于提高结合过程的平顺性。

图 １　 能量密度对终点静摩擦因数和静动比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 ｏｎ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中点动摩擦因数受润滑油黏度、 摩擦表面压力和

润滑油中的添加剂等多因素的影响， 添加剂中的清净

剂会促使中点动摩擦因数升高［８］。 图 ２ 示出了能量密

度对中点动摩擦因数和结合时间的影响。

图 ２　 能量密度对中点动摩擦因数和结合时间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 ｏｎ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ｏｐ ｔｉｍｅ

可以看出， 随着能量密度的提高， 铜基摩擦片在

２ 种传动油中的中点动摩擦因数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 这是因为， 能量密度较低时， 随着表面压力

的升高， 摩擦副间的润滑油被挤出， 摩擦表面出现部

分接触， 因此 ２ 种油的摩擦因数均逐渐增大； 随着能

量密度的升高， 润滑油中的极压抗磨剂活性增强， 能

够与摩擦表面接触点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边界润滑膜，
又导致了摩擦因数的下降。

研发油的黏度大于参考油， 因此其黏性转矩较

大， 研发油中含有高含量的清净剂， 低能量密度下清

净剂倾向于吸附在摩擦表面， 又促进了摩擦转矩的升

高， 故能量密度较低时研发油的中点动摩擦因数大于

参考油。 高能量密度下， 黏度效应减弱， 清净剂在摩

擦表面的发生解吸附以及在摩擦表面接触点产生部分

边界润滑膜又减小了摩擦片在研发油中的中点动摩擦

因数。 由于摩擦片在研发油中具有更高的中点动摩擦

因数， 在摩擦副相对滑摩时能够提供更大的摩擦转

矩， 因此结合时间更短。
２ ２　 表面分析

表 ４ 给出了在 ２ 种传动油中经过能量递增实验后

铜基摩擦片表面的原子百分比。 润滑油中含有的 Ｓ、
Ｐ、 Ｚｎ 等活性添加剂元素与摩擦片表面发生摩擦化学

反应， 并沉积在摩擦片表面。 研发油润滑下的摩擦片

表面的相应元素含量较高， 说明铜基摩擦片在研发油

中生成了更多的边界润滑膜， 因而其摩擦因数下降更

快。 摩擦片表面的 Ｃａ 元素来源于润滑油添加剂中的

清净剂， 由于研发油中含有高含量的清净剂， 因此摩

擦片表面吸附的 Ｃａ 元素含量也较高。

表 ４　 摩擦片表面的原子百分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ｔｏｍｉｃ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元素 新摩擦片
　 　 　 试验后摩擦片　 　 　

参考油 研发油

Ｓ ０ ０．９６％ ３．８％
Ｃａ ０．２３％ ０．３９％ ０．７５％
Ｐ ０ ０．５％ １．２２％
Ｚｎ ０ ０．５４％ ２．６１％

３　 结论

（１） 开发一种基于湿式离合器结合模式的传动油

摩擦特性评价方法， 依据能量密度对变速箱换挡工况

进行转换， 该方法的参数设计依据变速箱的实际换挡

参数， 对不同传动油的摩擦特性具有良好的区分性。
（２） 能量密度对摩擦副结合过程中的中点动摩

擦因数和终点静摩擦因数有显著影响， 变速箱传动油

的选用应与使用工况匹配。
（３） 中点动摩擦因数影响结合时间， 极压抗磨

９３１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董志磊等： 基于湿式离合器结合模式的传动油摩擦特性评价方法



剂是影响终点静摩擦因数的主要因素， 低能量密度下
黏度和添加剂中的清净剂显著影响中点动摩擦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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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ＢＥＲＧＬＵＮＤ Ｋ．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ｇ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ｗｅｔ ｃｌｕｔｃｈ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Ｄ］．Ｌｕｌｅａ Ｓｗｅｄｅｎ：Ｌｕｌｅ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２００８．

【５】 ＭＡＲＫ Ｔ Ｄ，ＳＨＯＵＴＩＡＮ Ｌ，ＳＡＭＵＥＬ Ｈ，ｅｔ ａｌ．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ｈｕｄｄｅｒ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ａｒｔ ＩＩ：ｆｌｕ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ＳＡ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３－０１－３２５４，２００３．

【６】 ＳＡ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Ｅ ＮＯ 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３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ｓｔ：Ｊ ２４８７－２００７［Ｓ］．

【７】 崔海涛，李韶辉，黄东升．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用油的摩擦特
性评价［Ｊ］．润滑与密封，２０１２，３７（７）：７８－８１．
ＣＵＩ Ｈ Ｔ，ＬＩ Ｓ Ｈ，ＨＵＡＮＧ Ｄ 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ｌｕｔｃｈ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ｉｄ［Ｊ］．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７（７）：７８－８１．

【８】 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 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ｗｅ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ｉ⁃
ｂ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３９（１２）：１４７９－１４８６．

中国润滑技术论坛 （２０１７） 征文通知
各相关单位及作者：
２０１７ 年我国润滑油行业在一片 “涨” 声中拉开序幕， 原材料、 添加剂、 包装物价格的大幅上涨提高了润滑油企业的竞争压力， 也

无疑将推动润滑油行业一轮新的洗牌。 不断提升品牌价值和产品品质， 以创新为驱动是本轮竞争中企业突围的关键。
由 《润滑油》 编辑部和 《润滑与密封》 编辑部联合举办的 “中国润滑技术论坛 （２０１７） ” 拟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１４ 日在昆明

召开。 论坛将邀请润滑油、 添加剂及相关行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 研发与生产技术人员、 营销专家等就相关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
流与研讨。

大会将编辑出版 《中国润滑技术论坛 （２０１７） 论文专辑》， 并将从中评选出优秀论文给予大会奖励， 从即日起广泛征集会议论
文， 现将有关亊项通知如下：

一、 征文内容
◆ 润滑油剂市场及相关行业发展趋势： 世界和国内石油及能源供求发展趋势； 国内外基础油、 润滑油市场供需分析； 润滑油

相关行业发展趋势； 国内外基础油、 润滑油及添加剂现状、 发展与展望； 节能、 环保及延长换油期对润滑油的要求
◆ 车用润滑油产品及相关技术： 汽车及其油品的发展与节能减排的相关性； 车用发动机冷却液、 制动液、 尾气后处理液等化

学品的研究与发展； 车用替代燃料技术现状、 发展及对润滑油的要求； 车用燃料及其添加剂的研究和发展； 汽车新技术及对润滑
油、 脂、 液发展的新要求； 内燃机节能减排技术； 当前产业法规及政策对汽车和油品行业发展的影响； 车用润滑油的监测技术及油
品分析、 评定方法； 节能、 环保及延长换油期对车用润滑油的要求

◆ 工业用润滑油产品及相关技术： 工业 ４ ０ 的发展趋势； 钢铁、 工程机械、 电力等行业研究及发展； 新技术、 新标准及台架
对工业润滑油的要求； ＯＥＭ 技术发展及趋势； 减排法规对工业润滑油的要求； 难燃及合成工业润滑油的技术发展； 混兑试验、 换
油方法及补油方式等方法与标准； 工业润滑油使用性能的研究与跟踪

◆ 其他润滑油产品及相关技术： 以上未涵盖的润滑油产品及相关技术研究； 国内外基础油生产工艺技术现状及发展； 基础油
在润滑油中的应用； 润滑油调合工艺研究； 废油再生工艺研究

二、 征文要求
（１） 应征论文内容应符合上述主题范围， 未在国内外正式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 稿件一律不退， 请自留底稿。 （２） 论文应符合

国家和各单位的保密规定， 文责自负。 （３） 论文篇幅尽量不要超过 ８０００ 字， 请用 Ｗｏｒｄ 排版。 其顺序如下： 题目、 作者姓名、 作
者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中文摘要 （２００～３００ 字） 和关键词 （３～ ８ 个）、 正文 （图表要清晰）、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主要
包括姓名、 职称、 受教育经历、 工作经历、 是否已公开发表文章、 邮箱等）。 （４） 投稿方式： 将投稿论文发到 《润滑油》 编辑部信
箱， 并注明＂ 中国润滑技术论坛 （２０１７） 论文＂ 字样。 编辑部 Ｅ⁃ｍａｉｌ： ｒｈｙｅｄｉｔ＠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三、 征文时间
（１） 请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前提交论文题目及摘要。 （２） 请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提交论文全文。
四、 征文使用
我们将根据论文征集情况向论文作者发出参会邀请， 并根据专家审议情况汇编论文专辑， 同时选出一定数量论文做大会公开交流。 大

会期间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评选， 对获奖论文颁发证书和奖励。 符合杂志刊登要求的优秀稿件将择期发表在杂志上。
热忱欢迎国内外从亊润滑油研发、 生产、 管理与营销人员， 汽车产业及相关行业广大从业人员踊跃撰文投稿。
投稿邮箱： ｒｈｙｅｄｉｔ＠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电话： （０４１１） ８４６７８９７５ （韩健， 收稿）， ８４６６８４６０ （王雷）

《润滑油》 编辑部
《润滑与密封》 编辑部

二〇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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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暨限量刊登企业宣传版面的通知

　　《机械设计手册》自 1991 年出版以来，已经连续修订了五版，截至 2014 年，累计销售量超过 300 余万套 (册 )。
作为国家重点科技图书和机械工程领域影响力最强、最具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先后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2013 年）、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1 年）、全国优秀图书奖（1995 年）、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 年），
并多次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
　　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我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体现国家产业竞争力以
及实现“中国制造 2025”目标等方面具有战略性支撑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装备制造业是使我国由制造大国过渡
到制造强国的核心因素和关键。
　　发展装备制造业必须加强产品的开发与设计研究。机械产品的设计正由传统设计模式向现代设计模式转变，现
代设计的特点是广泛采用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着力应用智能化设计、数字化设计、网络化设计、绿色化
设计、系统化设计的综合设计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响应“中国制造 2025”号召，致力于为制造业提供知识服务，
特定于 2017 年 6 月出版《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按照科学、先进、实用、可靠的编写原则，编审人员汇集了领域与行业内 170 多
位专家学者，阵容强大、权威性强。他们中有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 3名，长江学者 2名，教授、研究员和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82 名。他们都是本领域的权威和精英，具有的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际设计经验和执着的敬
业精神，确保了本部手册的高水平和权威性。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的鲜明特色和价值：
　　第一，全书结构体系科学严密。
　　第二，设计内容全覆盖。
　　第三，常规设计准确、可靠、简明、实用。
　　第四，专卷论述机电一体化技术。
　　第五，现代设计全面、丰富。
　　第六，综合设计法高屋建瓴，统领全局。
本版手册共分 6卷。 
　　　　第 1卷《常用设计资料》
　　主要内容有：常用资料、常用数学公式和常用力学公式、机械工程材料、零部件设计常用基础标准、零件结构
设计工艺性等。
　　　　第 2卷《机械零部件设计（连接、紧固与传动）》
　　主要内容有：连接与紧固、带传动和链传动、摩擦轮传动与螺旋传动、齿轮传动、轮系、减速器和变速器、机构等。
　　　　第 3卷《机械零部件设计（轴系、支承与其他）》
　　主要内容有：轴、滑动轴承、滚动轴承、联轴器、离合器与制动器、弹簧、起重运输机械零部件和操作件、机
架与箱体、管道与管道附件、润滑、密封等。
　　　　第 4卷《流体传动与控制》
　　主要内容有：液压传动与控制、气压传动与控制、液力传动等。
　　　　第 5卷《机电一体化及控制技术》
　　主要内容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及设计、机电系统控制、工业机器人技术、数控技术、微机电系统及设计、机械
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激光机器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电动机、电器与常用传感器等。
　　　　第 6卷《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主要内容有：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综述、普适设计与功能设计、创新设计、绿色设计与和谐设计、机械系统概
念设计、机械系统的振动设计及噪声控制、机械结构的有限元设计、疲劳强度设计、机械可靠性设计、造型设计与
人机工程、摩擦学设计、优化设计、虚拟设计、智能设计、并行设计与协同设计、反求设计与快速成形制造技术、
快速响应变型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公理设计与质量功能展开（QFD）设计、产品综合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等。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是一部与时俱进、常规与现代兼备、时代感鲜明的大型设计类科技工具书。以荟
萃常规与现代设计精华，引领现代机械设计新潮流的崭新面貌向机械设计领域的广大读者奉献上了一部恢宏著作，
必将成为我国大型科技工具书出版史的重要一页，相信本部手册在我国装备制造与机械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鉴于本手册对行业的重要性和实用性，首次在《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6卷本）中开辟部分企业宣传专版，
择优宣传介绍部分优秀企业。帮助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主配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为求更高质量的完成采编工作，机械工业出版社联合北京中经企联信息科技中心成立专项办公室，具体负责《手册》
（6卷本）企业专版入刊事宜。　　欢迎广大读者建言献策，积极支持和配合本手册企业专版的编撰工作！

企业宣传版刊登方式及其他事宜，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53059226                传  真：010-53059228
联系人：        刘国乐 13522352218
邮箱：jgsbianjibu@163.com    http://www.cmp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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