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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 Ｏ Ｂｏｘ ３９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ｄｅ： ４６－５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ＢＭ ５４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ＺＨＡＯ Ｊｕ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ｉ　 ＺＨＵ Ｔｉａｎｙｉ　

…………………………

…………

ＸＵ Ｙｉｒｅｎ　 ＱＩ Ｚｈｉｈａｏ　 ＬＩ Ｙｏｎｇｊｉａｎ （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ｒｙ Ｇａｓ Ｓｅａｌ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ｚ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ｕｏｌｉ　

……………

………………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ｂｏ　 ＨＯＮＧ Ｈａｉｍ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Ｅ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Ｇｒｅａｓｅ

ＲＥＮ Ｊｉａ　 ＸＵ Ｚｈｕ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ｕｏｑｕｎ　

…………………

………

ＣＡＩ Ｈａｏ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ｏ （１７）

Ｆｌｕｉｄ－ｓｏｌｉ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Ｏ－ｒｉｎｇ Ｓｅａｌ

ＷＵ Ｆａｎ　 ＧＵＯ Ｆｅｉ　

…

………………………………

ＧＡＯ Ｙａｎ　 ＸＩ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Ｌｅ　 ＪＩＡ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２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ｉ－Ｐ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ｕｉ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ＯＵ Ｂｏｌｉｎ　 ＬＩＵ Ｃａｎｓｅｎ　 ＳＵ Ｆｅｎｇｈｕａ （３０）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ｔａｒｙ Ｌｉｐ Ｔｙｐｅ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Ｓｅ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Ｉ Ｓｈｕａｎｇｘｉ　 ＸＵ Ｃａｎ　 ＬＩＵ Ｘｉｎｇｈｕａ　

……

…………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ｇ　 ＧＵ Ｙａｎｆｅｉ （３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Ｄｒｙ Ｇａｓ Ｓｅ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ＳＵＮ Ｘｉｎｈｕｉ　 ＨＡＯ Ｍｕｍｉｎｇ　

…

……

ＭＥＩ Ｂａｏ　 ＬＩ Ｚｈｅｎｔａｏ　 ＲＥＮ Ｂａｏｊｉｅ （４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ｉｌ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ｉ３Ｎ４ ／ ＰＴ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Ｉ Ｓｏｎｇｈｕａ　 ＳＵＩ Ｙａｎｇｈｏｎｇ　 ＳＵＮ Ｊｉａｎ　

……………………………

…………

ＸＩＡ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ｈａｉ （５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ｌ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ｒｉｐ ＸＵ 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　……

ＺＨＯＮＧ Ｃｈｕａｎｚｈｉ　 ＹＡＮＧ Ｐｕｍｉａｏ （６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 ｉｎ
Ｎ－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ｅ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ＹＵ Ｈｕｉ　 ＰＡＮ Ｌｉｎｇ　 ＬＩＮ Ｇｕｏｂｉｎ （６７）
…………………………

…………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ａｌ Ｓｔａｃ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ｌｅｓｓ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ｔｒｏｋｅ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ｔａｏ　 ＳＨＩ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　

……
…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ａｎｊｕｎ （７６）
ＣＦ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ＧＯＮＧ Ｌｉｎ　 ＹＩＮ Ｙｕｆｅｎｇ　

……………………………
…………………………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Ｉ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Ｚ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 （８１）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ｘｉａｌ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ＤＯＮＧ Ｚｈｅｎ　 ＷＥＩ Ｌａｉ　……………………

Ｔ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 （８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ＡＯ Ｙｕｊｉｎ　 ＺＨＡＯ Ｙｕ　 ＹＩ Ｓｈｕａｉ　

……………………………
………………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ＦＥＮＧ Ｄｉｎｇ （９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ＥＭＵ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ｓｓ

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ＯＮＧ Ｑｉｎｇｂｉｎｇ　
………………………………………

……………
ＷＥＩ Ｊｉｎｇ　 ＺＨＵ Ｗａｎｇａｎｇ （１０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ｅ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ｏｆ Ｄｒｉｖｅ Ｓｈａｆｔ Ｕｎｄｅｒ Ｒｏｔａｒｙ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Ｌｏａｄ

ＤＥＮＧ Ｊ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Ｋａｉｌｉｎ　 ＳＨＩ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ａｉ （１１１）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ｏｔｈ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Ｓｅａｌ

ＷＵ Ｃｈａｏｊｕｎ　 ＺＨＵ Ｗｅｉｂｉｎｇ　 ＹＡＮ 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ｇ　
………………

…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ｅｓｈｕｎ （１２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ｉｂｅ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ＺＨＯＮＧ Ｌｉ　 ＹＩ Ｘｕｎｊｉｅ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　
……………………

……
ＨＡＮ Ｘｉ　 ＺＨＯＮＧ Ｋｅ （１２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ａｓ Ｇｒｅａｓ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ｉｌ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ＷＡＮ Ｊｉａｑｉ　 ＪＩＮ Ｌ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　
……………………………………………

…………
ＭＯ Ｙｏｕｔａｎｇ　 ＹＯＵ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ｕｅ　 ＣＨＥＮ Ｘｉｎ （１３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ａｎｋｓｈａｆｔ Ｆｌａｎ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ｏ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ＹＡＮＧ Ｂｕｌｅｉ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Ｑｉｆｅｎｇ　

…

ＳＯＮＧ Ｆａｎｇｔａｏ　 ＹＡＮＧ Ｐｕｍｉａｏ （１４１）
Ａ Ｆａ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Ｕ Ｃｈｕｎｘｉｎｇ　 ＤＡＩ ｌｉ （１４７）

………………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ＧＵＯ Ｌｉｎｇｙａｎ　 ＧＵＯ Ｓ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

…………………
ＳＵ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ｌｏｎｇ　

ＱＩＮ Ｓｈｕｎｓｈｕｎ　 ＬＩ Ｗｅｉｍｉ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ｏ （１５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Ｙａｗ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ｉ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ＨＵＡＮＧ Ｌｏｎｇｙｉ　 ＬＩＵ Ｙｕｑｉ　

………………
………………………

ＷＡＮＧ Ｈｕａ　 ＬＩＵ Ｓａｉ （１５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ｏｒ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ＨＥＮ Ｚｏｎｇｚｈａｏ　 ＣＡＩ Ｙｕｅｈｕａ　 ＬＩ Ｘｉａｎｇ　
……………

………
ＹＡＮＧ Ｂｏｆｅｎｇ　 ＹＡＯ Ｌｉｍｉｎｇ　

ＬＩ Ｗｅｎｊｉａｎ　 ＤＩＮＧ Ｓｉｙｕｎ （１６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ａｓ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ＬＩＵ Ｌｉｊｕｎ　 ＬＩＵ Ｙｕｆ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ｘｕｅ　

…………………
…………

ＬＩＵ Ｔｉａｎｗｅｉ　 ＬＩ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ｅ （１７２）

广告刊户索引
玉门油田公司炼油化工总厂 ＲＦ１９００３ 封底………………

成都中超碳素科技有限公司 ＲＦ１９０１５ 封二………………

苏州润风达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ＲＦ２１００９ 封三………

阿美特克商贸 （上海）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ＲＦ２０００９ 彩插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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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增强浮动迷宫密封的浮起性能和适应转子径向跳动的能力， 在主轴跑道的外表面增加了槽型结构， 通过

试验测量和 ＣＦＤ 数值仿真研究不同压差、 转速下不同开槽方式 （无槽、 直线槽与螺旋槽） 对浮动迷宫密封泄漏特性和浮

起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泄漏量随着压差的增大近似呈线性增长， 直线槽浮动迷宫与螺旋槽浮动迷宫泄漏量数值计算

值最大分别增加了 １６ １％和 １８ ７％， 试验值最大增加分别为 １４ ５％和 １５ １％； 直线槽与螺旋槽对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的

影响相差不大， 但是随着压差的逐渐增加， 螺旋槽对浮起力的影响相较于直线槽而言会越来越大； 随着转速的增加， ３
种密封结构的泄漏量和浮起力变化很小， 而且直线槽与螺旋槽密封结构泄漏量和浮起力都大于无槽密封结构。

关键词： 迷宫密封； 自适应浮动密封； 螺旋槽； 直线槽； 有限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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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各工作系统中最为复杂、 重要的系统之一， 是发动机控制的核心。 燃油泵则是
燃油系统的核心， 起到给燃烧室供应燃料、 驱动多种
执行机构的作用， 其工作能力和可靠性对航空发动机
的工作性能和安全性能具有重要影响。 而密封又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密封形式就
是迷宫 （篦齿） 密封。

迷宫密封是一种工业上较为常见的非接触密封形
式， 它具有结构简单、 方便使用、 易于维修等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中， 起到了防止工作介质泄

漏、 提升设备运转效率的重要作用［１－３］。 其密封原理

是密封齿与转轴之间形成了一系列节流间隙和膨胀空

腔， 当泄漏流体流经节流间隙时， 其部分压力转换为
流体的速度， 但由于膨胀空腔的作用， 流体的速度无

法再转换为流体的压力， 而是转换为热能耗散， 从而

使得流体压力逐级降低， 达到密封效果［４］。
降低航空发动机的油耗比已成为提高民用、 军用

航空发动机效率的关键问题。 与压气机和涡轮的改进

相比， 密封每减少 １％的泄漏， 就能增加 １％推力，
减少 ０ １％油耗比［５］。 此外， ＮＡＳＡ 的先进亚音速计

划表明， 若在几个关键位置使用先进的密封件， 就能

使发动机的油耗降低 ２ ５％以上［６］。 因此， 降低迷宫

密封的泄漏， 并提升其可靠性就成为了提升发动机功

耗的关键［７］。 ＣＨＵＰＰ 等［８］ 对叶轮机械中的密封问题

进行了概述， 提出了其密封可靠性的关键在于泄漏系

数、 流量系数、 换热系数、 转子动力系数。 ＷＡＮＧ
等［９］发现在定常状态下， 密封的下游处总流量会出现

一个突变。 ＭＩＣＩＯ 等［１０］ 的研究表明， 泄漏量随着间

隙的增加而增大， 并且该增大趋势并非是单调的。
ＢＯＺＺＩ 等［１１］设计并确定了一种非接触的密封的几何

形状， 从而确定了低泄漏量对于间隙的依赖性。 杜发

青等［１２］通过正交实验研究了篦齿几何参数对于气体

密封的影响， 李文凯等［１３］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

数值研究， 最终确定密封间隙对气体密封影响最大，
其次是齿数、 齿高等篦齿参数。

综上所述， 密封间隙对迷宫密封的泄漏性能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但由于燃油泵运转速度极高， 转子与

静子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极大， 使用传统的密封方法
实现泵内高压燃油的密封十分困难。 常规迷宫密封泄

漏过大， 石墨圆周密封磨损太快， 这些密封方式都不

能满足高速离心式燃油泵的工作需求， 原因在于高速
下泵转子的径向振动和变形会导致较大幅度的径向位

移， 如果密封件与转子之间间隙过小， 就难免会加剧

磨损甚至碰摩； 如果间距过大， 就会加大泄漏量。 这
一矛盾的根本问题在于， 密封间隙无法自发进行调

整， 进而适应高速转子的运动和变形。
引入浮环密封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密封间隙自

发调整的问题。 浮环密封是一种浮动式非接触密封，
可用于航空发动机轴承腔等部位。 与传统的篦齿密封

相比， 由于浮环密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密封间隙
的改变， 并进行自对心， 相比迷宫密封， 它可以有效

降低密封间隙并减少动静碰摩［１４－１７］。
浮动迷宫密封在传统迷宫密封的基础上， 结合了

浮环密封的特点， 设计并加入了一段能够依靠流体动
压效应浮起的区域， 通过自身的径向运动来适应转子

的径向偏移， 从而能够在较小的预设间隙下避免碰

摩； 同时它还兼顾了迷宫密封的特点， 达成小泄漏和

低磨损的目标。 本文作者在浮动迷宫密封中加入了螺

旋槽和直线槽， 从而进一步提升密封环的浮动性能，
并通过建立浮动迷宫密封的 ＣＦＤ 数值分析模型， 对

其浮动能力、 泄漏量进行仿真计算， 进一步探究不同

开槽方式对于浮动迷宫泄漏特性和浮起性能的影响；
同时还搭建有效的验证试验平台， 对数值模拟仿真结

果进行验证分析。 建立的浮动迷宫密封设计方法以及

ＣＦＤ 数值分析模型， 对航空动力系统中的迷宫密封

性能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１　 数值计算模型

１ １　 浮动迷宫密封结构以及原理

浮动迷宫密封一般由密封环、 垫片、 波形弹簧、
挡圈及壳体等组成［１８］， 浮动迷宫密封和与之配对的

主轴轴套形成主密封面， 是一种非接触式密封， 能适

应很高的线速度， 其基本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工作前受

重力作用密封环内壁与跑道外壁贴合， 两者之间有极

小的间隙， 此时密封环圆心与跑道圆心的存在偏心值

ｅ， 在发动机工作时， 左边气体流路的压力于右边轴

承腔， 防止滑油泄漏。 此时， 通过浮动迷宫密封减少

气体泄漏量， 从而降低发动机的功率损耗。

图 １　 浮动迷宫密封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正常工作时密封环与跑道表面被刚性流体膜隔

开， 阻止高压侧气体向低压侧泄漏， 同时密封环端面

在波形弹簧及两侧气体压差的作用下紧紧贴合在壳体

内侧， 防止气体沿径向泄漏［１９］。 密封环上浮是浮动

迷宫密封安全可靠工作的必要条件［２０］， 浮动迷宫密

封只有在上浮状态下才能保证密封环与旋转跑道不会

产生接触摩擦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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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迷宫密封的浮起性能， 文中提出了 ２ 种
优化设计结构， 通过在密封跑道上开槽的方式来改变
迷宫密封的气流特性， 一种结构是在迷宫节流段前面
增加直线槽， 直线槽的尺寸为 ２ ｍｍ×９ ｍｍ×０ ０５ ｍｍ，
另一种结构是在迷宫节流段前面增加螺旋槽， 螺旋槽
与主轴轴向呈 ３０ｏ夹角。 直线槽与螺旋槽结构示意图
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图 ２　 直线槽浮动迷宫密封跑道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ｒｕｎｗａｙ

图 ３　 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跑道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ｒｕｎｗａｙ

１ ２　 浮动迷宫密封数学模型

泄漏气体为理想可压缩气体， 描述气体流场的控
制方程为三维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

Ｑ
ｔ

＋Ｅ
ｘ

＋Ｆ
ｙ

＋Ｇ
ｚ

＝ １
Ｒｅ

Ｅｖ

ｘ
＋
Ｆｖ

ｙ
＋
Ｇｖ

ｚ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 ｔ 为时间； Ｑ 为守恒型变量； Ｅ、 Ｆ、 Ｇ 为
无黏通量； Ｅｖ、 Ｆｖ、 Ｇｖ 为黏性通量； Ｒｅ 为雷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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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ｕ
ρ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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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 ＝

０
τｚｘ

τｚｙ

τｚｚ

ｕ τｚｘ＋ｖ τｚｙ＋ｗ τｚ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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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中： ρ 为密度； ｕ、 ｖ、 ｗ 分别为笛卡尔坐标系

中沿 ｘ、 ｙ、 ｚ ３ 个不同方向的速度分量。
黏性应力分量为

τｘｘ ＝ －
２
３
μ（ｕｘ ＋ ｖｙ ＋ ｗｚ） ＋ ２μ ｕｘ （４）

τｙｙ ＝ －
２
３
μ（ｕｘ ＋ ｖｙ ＋ ｗｚ） ＋ ２μ ｖｙ （５）

τｚｚ ＝ －
２
３
μ（ｕｘ ＋ ｖｙ ＋ ｗｚ） ＋ ２μ ｗｚ （６）

τｘｙ ＝ τｙｘ ＝ μ（ｕｙ ＋ ｖｘ） （７）
τｘｚ ＝ τｚｘ ＝ μ（ｕｚ ＋ ｗｘ） （８）
τｙｚ ＝ τｚｙ ＝ μ（ｖｚ ＋ ｗｙ） （９）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为

ｐＶ＝ ｎＲＴ （１０）
式中： ｐ 为气体压力； Ｖ 为气体体积； ｎ 为物质

的量； Ｒ 为理想气体常数； Ｔ 为温度。
１ ３　 浮动迷宫密封数值计算模型

利用三维建模软件分别对密封环和轴套进行实体

模型的创建， 然后进行偏心安装， 形成三维实体模型

并抽取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气膜模型， 气膜几何模型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数值计算几何模型

Ｆｉｇ 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

图 ４ 中几何模型具体尺寸如表 １ 所示。
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气膜结构较为复杂， 横纵尺

度跨度较大， 气膜整体结构存在偏心， 最薄的区域只

有几微米。 因为气膜模型为偏心结构， 不满足周期性

模型划分条件， 且螺旋槽为非回转结构， 因此采用六

面体网格方法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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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浮动迷宫密封气膜模型几何尺寸

单位： ｍ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ｍｏｄｅ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ｓｉｚｅ Ｕｎｉｔ： ｍｍ

尺寸参数 数值

气膜外径 Ｒ１ ４０

气膜内径 Ｒ２ ３２．７５

迷宫高度 ｈ ３

迷宫宽度 ｌ ２

节流段宽度 Ｌ１ １８

气膜总宽度 Ｌ２ ５４

气膜厚度 ｋ ０．１２５

工质设置为空气 （理想气体）， 采用标准 ｋ－ε 湍

流模型， 湍流强度 ５％， 迭代过程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ｍｉ－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算法。 转

子和静子壁面设置为绝热光滑无滑移壁面， 静态工况

下偏心率为 ５％。 在密封进口设置总压， 出口设置平

均静压出口， 其余边界设置为壁面， 包括旋转壁面和

静止壁面。 当各方程残差值达到 １０－５， 进出口流量相

差小于 ０ １％时， 认为计算收敛。
工况设置为浮动迷宫密封试验件上下游压差分别

为 ０ ０５、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２、 ０ ２５ 和 ０ ３ ＭＰａ， 主轴转

速设置为 ２００、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和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计算浮动迷宫密封的泄漏量 （即计算稳

定后出口的流量） 和浮起力。
２　 浮动迷宫密封验证试验

设计的动迷宫密封试验台示意图如图 ５ 所示。 试

验台主要由试验台架、 检测系统、 控制系统组成。 试

验台架主要包括电机、 减速器、 联轴器、 轴承箱、 密

封试验腔及其内部主轴、 轴套、 带螺旋槽的浮动迷宫

密封试验件组成。 控制系统主要是电控箱以及控制

台。 检测系统由一套流量计、 压力计、 激光传感器、
扭矩测量仪、 转速测量仪构成。 试验时， 由控制系统

给定电机转速， 电机经由联轴器、 轴承箱带动主轴及

套在主轴上的轴套旋转， 然后控制系统打开外部气体

压缩机， 使压缩气体经由高压气体入口流入密封腔

中， 泄漏气体从出口流出。 试验过程中， 气体流量、
压力等由流量计、 压力表测得， 转子转速、 扭矩由转

矩测量仪测出， 浮动迷宫密封环的位移以及自对心情

况由激光位移传感器测出。 由于在压力恒定后， 高压

气体入口进气量就为通过浮动迷宫密封的泄漏量， 所

以此时进气量与泄漏量相等， 可以通过流量计读数得

到泄漏量。

图 ５　 浮动迷宫密封试验台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分析

当转速为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压差从 ０ ０５ ＭＰａ 变化

到 ０ ３ ＭＰａ 时， ３ 种密封结构浮起力随着压差变化规律

如图 ６ 所示。 由图 ６ 得： 随着压差的不断增加浮起力

也在不断地增加， 浮起力在压差为 ０ ０５ ＭＰａ 到 ０ ３
ＭＰａ 范围内近似为线性增长。 在 ０ ０５ ＭＰａ 到 ０ ３ ＭＰａ
范围内直线槽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最大提升了 ３２ ６％，
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最大提升了 ４０ ８％。 在压

差小于 ０ １７５ ＭＰａ 时， 直线槽对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

的提升作用略大于螺旋槽， 当压差大于 ０ １７５ ＭＰａ 时，
此时轴向流螺旋槽的提升作用较为显著。 由此可见，
直线槽与螺旋槽对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的影响作用相

差不大， 但是随着压差的逐渐增加， 螺旋槽对浮起力

的影响相较于直线槽而言会越来越大。

图 ６　 转速为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不同压差下 ３ 种密封结构的浮起力

Ｆｉｇ ６　 Ｂｕｏｙａ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当浮动迷宫密封入口出口压差为 ０ ３ ＭＰａ， 跑道

转速从 ０ 变化到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浮起力随着转速变

化规律如图 ７ 所示。 可以看出， 直线槽与螺旋槽对浮

动迷宫密封浮起力的影响作用相差不大； ２ 种开槽结

构气膜模型的浮起力均大于无槽密封结构， 直线槽浮

动迷宫密封和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浮起力相对于无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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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最大提升分别为 ３２ ４５％和 ４０ ８％。 这一研究结
果与文献［２１－２２］的研究结果相似， 在密封跑道的周
向设置直线槽和螺旋槽， 既避免了在密封环上开槽的
加工难度性和减小了密封环的变形， 又增加了浮动迷
宫密封的浮起性能。 螺旋槽随着旋转而产生的流体动
压效应与气膜偏心产生的挤压效应共同提高了气膜承
载力， 从而支撑浮环与密封跑道分离， 所以螺旋槽结
构对于浮起性能的提升略优于直线槽结构。

图 ７　 压差为 ０ ３ ＭＰａ 时不同转速下 ３ 种密封结构的浮起力

Ｆｉｇ ７　 Ｂｕｏｙａ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０ ３ ＭＰａ

３ ２　 浮动迷宫密封泄漏特性分析

图 ８ 所示为 ３ 种浮动迷宫密封结构沿气体流动方

向的压力云图， 入口压力设置为 ０ ３ ＭＰａ， 转速设置
为 ０。 可以看到， 在密封环与密封跑道入口处， 压力
变化梯度比较大， 然后再缓慢减小； 改变轴套的结
构， 在轴套槽区部分流场压力会受到影响， 直线槽与
螺旋槽对压力分布的影响基本相同。

图 ９ 所示为 ３ 种浮动迷宫密封结构槽区部分沿周
向方向的压力云图， 入口压力设置为 ０ ３ ＭＰａ， 转速
设置为 ０。 可以看出， 无槽浮动迷宫结构在周向气膜
压力均匀分布， 而在轴套上切了槽以后， 气膜压力在
周向分布受到槽区的影响， 在槽区内部会出现压力较
小的区域， 槽区内外出现较小的内外压差， 直线槽与
螺旋槽对周向压力分布影响规律基本相似。

当转速为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压差从 ０ ０５ ＭＰａ 变化
到 ０ ３ ＭＰａ 时， ３ 种密封结构泄漏量随着压差变化规
律如图 １０ 所示。 可以看出： 泄漏量随着压差的增大
近似呈线性地增长， 在压差从 ０ ０５ ＭＰａ 增长到 ０ ３
ＭＰａ 时， 泄漏量变化的大致范围为 １２ １３８ ～ ４３ ６２１
ｍ３ ／ ｈ。 对于浮动迷宫密封， 流体流动主要由跑道旋
转运动产生的剪切流和进出口产生的压力梯度导致的
轴向流构成。 密封的泄漏主要发生在轴向和径向方向
的流量， 随着压差的不断增大， 流速在不断地增加，
轴向流量同时也在不断地增加， 进而泄漏量在不断地
增大。

图 ８　 ３ 种密封结构轴向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８　 Ａｘ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ｎｏｎ－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ｂ）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ｃ）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图 ９　 ３ 种密封结构周向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９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ｌｏｕ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ｎｏｎ－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ｂ）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ｃ）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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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１０ 还可以看出， 无槽浮动迷宫密封在不同

压差下数值计算得到的泄漏量与试验结果的最大偏差

为 ４ ７７％， 最小偏差为 １ １４％。 直线槽浮动迷宫密

封在不同压差下数值计算得到的泄漏量与试验结果的

最大偏差为 ４ ７８％， 最小偏差为 ０ ５％。 螺旋槽浮动

迷宫密封在不同压差下数值计算得到的泄漏量与试验

结果的最大偏差为 ６ ７４％， 最小偏差为 ２ ８３％。 随

着压差的增加， 直线槽浮动迷宫密封与螺旋槽浮动迷

宫密封泄漏量数值计算值最大增幅分别为 １６ １％和

１８ ７％， 试验值最大增幅分别为 １４ ５％和 １５ １％， 螺

旋槽密封结构的泄漏量增幅都略大于直线槽密封结

构。 主要是因为螺旋槽具有和直线槽相同的轴向长

度， 螺旋槽结构与轴向有 ３０°的夹角， 因此螺旋槽的

结构比直线槽具有更大的平均泄漏间隙。 同时由于螺

旋槽结构有着较好的流体动压效果［２３］， 所以随着压

差的增加， 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动压浮起力增加， 流

体间隙增加， 泄漏量便有着更大幅度的增加。

图 １０　 ３ 种浮动迷宫密封泄漏量随压差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当浮动迷宫密封入口出口压差为 ０ ３ ＭＰａ， 跑道

转速从 ０ 变化到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泄漏量随着转速变

化规律如图 １１ 所示。 如图 １１ 所示： 泄漏量随着转速

的增大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 转速从 ０ 增长到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无槽浮动迷宫密封结构数值计算值

与试验值最大波动范围分别为 ０ ５２６％与 １ ６３１％， 直

线槽浮动迷宫密封结构数值计算值与试验值最大波动

范围分别为 ０ ２７８％与 ２ ２７７％， 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

结构数值计算值与试验值最大波动范围分别为 ０ ８０６％
与 １ ５６８％。 相同转速下， 直线槽与螺旋槽结构浮动迷

宫密封泄漏量基本相同， 但是比无槽浮动迷宫密封结

构最大增加了 １６％， 相比于压差对气膜泄漏量的影响，
转速的增加对泄漏量的影响很小。 随着转速的不断增

加， 泄漏量的增幅不断减小， 逐渐趋于稳定。 主要是

由于浮动迷宫密封在刚启动的时候， 开启力没有达到

一定的值， 密封系统没有稳定下来， 泄漏量会波动；
当转速增加到一定的值时， 开启力和闭合力相等， 密

封系统趋于稳定， 所以泄漏量也逐渐稳定下来。

图 １１　 ３ 种浮动迷宫密封泄漏量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ｅｄｓ

４　 结论

（１） 为了增强浮动迷宫密封的浮起性能， 增强

浮动迷宫密封环对于转子径向跳动的适应性， 在其内

部跑道设计了 ２ 种槽型的密封结构， 包括直线槽浮动

迷宫密封和螺旋槽迷宫密封； 建立了浮动迷宫密封的

流场气膜模型， 计算了不同压差与不同转速工况下 ３
种密封结构浮起力。 结果表明： 直线槽与螺旋槽对浮

动迷宫密封浮起力影响作用相差不大， 但是随着压差

的逐渐增加， 螺旋槽对浮起力的影响相较于直线槽而

言会越来越大。
（２） 为了验证数值模型计算的可靠性， 进行了

不同工况下的密封泄漏特性试验验证。 结果表明： 随

着压差的增加， 泄漏量随着压差的增大近似呈线性增

长， 直线槽浮动迷宫密封与螺旋槽浮动迷宫密封泄漏

量数值计算值最大增加分别为 １６ １％和 １８ ７％， 试

验值最大增加分别为 １４ ５％和 １５ １％； 随着转速的

增加， ３ 种密封结构的泄漏量变化很小， 而且直线槽

与螺旋槽密封结构泄漏量都大于无槽密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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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干气密封系统在高转速工况下密封性能差、 泄漏量大的问题， 提出一种双槽阶梯槽端面密封结构。 采

用 ＣＦＤ 对比分析不同压力、 转速下单螺旋槽、 双槽阶梯槽、 阶梯槽 ３ 种槽型的密封性能， 探讨槽深、 螺旋角对密封性

能的影响， 得出了双槽阶梯槽型优化的结构参数。 结果表明： 双槽阶梯槽在降低泄漏量和提高综合密封性能上要优于

阶梯槽和单螺旋槽； 在槽深为 ６ μｍ、 螺旋角为 １８°时双槽阶梯槽端面密封的刚漏比最大、 泄漏量最低； 与普通螺旋槽

干气密封性能相比， 在高速低压工况下， 双槽阶梯槽干气密封承载力虽稍有下降， 但刚漏比提升了 ２１ ７４％、 泄漏量

降低了 ２７ ４５％。
关键词： 干气密封； 参数化分析； 双槽阶梯槽； 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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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气密封 （Ｄｒｙ Ｇａｓ Ｓｅａｌ） 源于气体润滑轴承， 是

一种非接触密封， 在石油化工、 航空等领域运用广

泛。 其目的是减少摩擦，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防止

密封介质 （危险气体） 泄漏， 因此干气密封的泄漏

成为研究重点。 动环上槽型的变化对密封性能影响显

著， 因此槽型的研究对干气密封有重要意义。
ＺＩＲＫＥＬＢＡＣＫ［１］确定了经典螺旋槽的最优几何参

数， 使得其泄漏率低、 气膜刚度与阻尼系数大。
ＲＵＡＮ［２－３］考虑滑移流对经典螺旋槽密封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气体密封在瞬态工况下的动密封特性。 彭旭东
等［４］、 ＬＩＵ 等［５］针对不同的工况条件， 对普通螺旋槽
的结构参数进行了优化。 针对极端的工况环境造成的

螺旋槽密封泄漏量大及密封端面失稳、 密封性能差等



问题， 近年来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衍生槽。 江锦波

等［６］研究了干气密封螺旋槽衍生结构演变规律与工
况适用性， 指出通过基体螺旋槽与附加密封堰的组合

设计可显著提高螺旋槽的气膜刚度。 左松奇等［７］提出
了一种新型组合槽端面结构， 并运用有限差分法对其

密封性能进行数值分析， 得出了新型组合槽相对于传

统槽整体具有更大的开启力、 刚度、 刚漏比以及更小
的泄漏量。 宗聪等人［８］基于叠加组合思想提出一种似
叠罗汉槽端面密封结构， 对比分析了不同结构型式的

优选叠加组合槽干气密封与普通螺旋槽干气密封的密

封性能参数， 得出了低压高速条件下， 似叠罗汉槽干

气密封密封性能较好。 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 组合槽

在某一特定工况下密封性能具有优势， 说明组合槽在
密封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ＳＨＡＨＩＮ［９］ 对比研究
了等深螺旋槽和不同锥度螺旋槽干气密封的密封性
能； ＷＡＮＧ 等［１０］、 ＤＵ 和 ＺＨＡＮＧ［１１］ 对几种不等深阶
梯槽在不同温度、 压力、 转速下的密封性能进行对比
研究； 商浩等人［１２］ 运用有限差分法求解并获得了 ３
种典型螺旋槽 ＤＧＳ 的稳、 瞬态密封性能参数。 上述

学者基于槽型对比的方法， 研究了各个槽型密封性能

特性， 但未对高转速工况下不同槽型密封性能差异进

行具体研究。
研究表明， 阶梯收敛性槽［１０］ 和双槽［１３］ 均有减少

泄漏量的作用。 收敛性槽为梯状流体膜厚度自外径向

内径越来越薄， 即其开槽方向由外向内开槽且槽深减

小。 本文作者基于槽型的叠加组合思想， 采用收敛性

槽的开槽方向和双槽的开槽方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双

槽阶梯槽， 提出一种双槽阶梯槽端面密封结构。 采用

ＣＦＤ 的方法， 对比分析不同压力、 转速下单螺旋槽、
双槽阶梯槽、 阶梯槽 ３ 种槽型的密封性能， 得出了优

化的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 这对不同工况下不同槽型

的选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　 端面密封的流场仿真
１ １　 几何模型

文中以双槽阶梯槽模型为研究对象， 该模型由单
螺旋槽、 双槽螺旋槽、 阶梯槽 ３ 种槽型叠加组合而

成， 因此双槽螺旋槽槽型拥有单螺旋槽、 阶梯槽槽型

的结构。 单螺旋槽、 阶梯槽的结构几何参数与双槽阶

梯槽均保持一致， 具体的结构几何参数如表 １ 所示。
４ 种槽型的截面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２ 为 ３ 种槽型

叠加组合的双槽螺旋槽的动环端面二维结构示意图。
图 ３ 所示为气膜三维模型。 由于气膜的各流域特性相

同， 为提高计算效率， 选取该模型气膜流体域的１ ／ １２
进行研究。 其模型的控制方程为

ｒ＝ ｒｇｅ
θｔａｎα （１）

表 １　 双槽阶梯槽结构几何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几何参数 数值

外半径 Ｒｏ ／ ｍｍ ９２

内半径 Ｒ ｉ ／ ｍｍ ７１．５

一阶前槽槽根半径 Ｒｇ１ ／ ｍｍ ８４

一阶后槽槽根半径 Ｒｇ ／ ｍｍ ８１．５

一阶后槽槽顶半径 Ｒ０１ ／ ｍｍ ８３．７４

二阶槽根半径 Ｒｇ２ ／ ｍｍ ８６．８

槽数 Ｎｇ ／ 个 １２

螺旋角 α ／ （°） １５～１９

槽深 ｈｇ ／ μｍ ６～１４

气膜厚度 ｈ ／ μｍ ３．５

图 １　 槽型截面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ｇｒｏｏｖ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ｂ）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ｃ）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ｄ）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图 ２　 动环端面二维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２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ｅａｌ 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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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气膜三维模型

Ｆｉｇ ３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１ ２　 计算域网格划分

首先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中通过对数螺旋线方程进行

１ ／ １２气膜的平面几何模型的建立， 经过轴向方向上的

毫米级的拉伸， 完成气膜三维几何模型的建立。 经过

保存为 Ｘ－Ｔ 格式后导入 ＩＣＥＭ 中， 经拓扑检查无误

后， 调整模型识别的最小范围内的公差； 然后进行

Ｃｒｅａｔｅ Ｐａｒｔ 及创建 ｂｌｏｃｋ， 建立映射关系， 点线关联之

后进行周期边界的设定； 最后定义网格节点数。 节点

数［１４］设置为 ６ 时， 开启力、 泄漏量的相对变化率微

小， 均趋于稳定。 因此此处气膜厚度方向的节点数按

照 ６－１２－５ 的方式设置， 生成六面体结构化网格。 选

择 Ｆｌｕｅｎｔ 求解器输出网格， 生成 ｍｓｈ 文件。 网格划

分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４　 Ｍｅｓｈｉｎｇ

１ ３　 网格的无关性验证

针对流场计算域的气膜模型设置不同的网格数，
并对不同网格数的双槽阶梯槽的气膜模型分别进行

ＣＦＤ 模拟仿真， 计算出气膜模型的开启力、 泄漏量

的数值。 通过分析数值的变化程度来进行网格无关性

验证， 验证曲线如图 ５ 所示。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 当网格数量从 １２９ ９５７ 个增

加到 １４７ ６５１ 个时， 开启力增长率为 ０ ０４２％， 泄漏

量的增长率为 ０ ２３％， 增长率都非常微小。 而网格

数量从 １４７ ６５１ 个增加到 １７３ ５５２ 个， 开启力增长率

为 ０ ００３％， 泄漏量的增长率为 ０ ０４％， 增长率几乎

为 ０， 考虑到计算效率， 文中网格均采用 １４７ ６５１ 个。

图 ５　 网格无关性验证

Ｆｉｇ ５　 Ｇｒｉ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４　 流场的基本假设

ＤＧＳ 流场的计算非常复杂， 为了更方便地计算，
根据基本流场计算理论， 结合 ＤＧＳ 工况特性及操作

参数做出如下假定：
（１） 密封端面刚性良好且光滑， 忽略加工粗糙

度的影响。
（２） 流体为牛顿流体， 黏性剪切力占主导。
（３） 流体流动为层流流动， 且流动过程中与固

体壁面无相对滑移。
（４） 运行过程中不考虑轴向振动对气膜的影响。
（５） 忽略温度的影响， 固体材料特性保持不变。

１ ５　 控制方程及性能参数

１ ５ １　 控制方程

由于流场用的密封介质是理想气体， 所以用到的

流体控制方程有连续性方程、 能量方程、 动量方程，
分别如下所示。

∂
∂ｘ ｉ

（ρｖｉ）＝ ０ （２）

Δ· ρ ｅ＋
ｕ２

２
æ

è
ç

ö

ø
÷ ｕé

ë
êê

ù

û
úú ＝ ρｑ

·＋ Δ·（ｋ ΔＴ）－ Δ·（ρｕ）＋

Δ·（τ·ｕ）＋ρｆ·ｕ （３）
∂
∂ｘ ｊ

（ρｖｉｖ ｊ）＝ － ∂ｐ
∂ｘ ｉ

＋ ∂
∂ｘ ｊ

μ
∂ｖｉ
∂ｘ ｊ

æ

è
ç

ö

ø
÷ （４）

式中： ｖｉ、 ｖｊ 为速度， ｍ／ ｓ， ｉ、 ｊ ＝ １、 ２、 ３； ｅ 为内

能； ｑ
·
为单位体积热量； ｆ 为单位体积的体积力； τ 为黏

性剪切应力； ｐ 为压力， Ｐａ； μ 为动力黏度， Ｐａ·ｓ。
１ ５ ２　 性能参数

针对 ３ 种槽型的流体域， 使用 ＣＦＤ 流场仿真的

方法对其进行密封性能参数的计算。 流场中用到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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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性能参数主要有开启力、 泄漏量、 压差、 刚漏比。

Ｆ ＝ ∫２π

０
∫Ｒ ｉ

Ｒｏ

ｐｒｄｒｄθ ＝ Ｎｇ ∫π ／ ６

０
∫Ｒ ｉ

Ｒｏ

ｐｒｄｒｄθ （５）

Ｑ ＝ ∫２π

０
∫ｈ
Ｒｏ

ｖｒｒｄｒｄθ ＝ Ｎｇ ∫π ／ ６

０
∫ｈ

０
ｖｒｒｄｒｄθ （６）

Δｐ＝ ｐｍａｘ－ｐ ｉ （７）

Γ＝ Κ
Ｑ

（８）

式中： Ｆ 为开启力， Ｎ； ｐ 为气膜作用于静环密封

端面某点处压力， Ｐａ； Ｒｉ和 Ｒｏ 分别为端面外径和内

径， ｍｍ； Ｑ 为泄漏量， 表示气膜流体流出密封系统的

量， ｋｇ ／ ｓ； Ｋ 为气膜刚度， 表示为开启力与气膜厚度

的比值， Ｎ ／ μｍ； ｈ 为气膜厚度， μｍ； ｐｍａｘ为整个流域

的最大压力， Ｐａ； Γ 为刚漏比， 表征为综合密封性能，
为气膜刚度与泄漏量的比值， Ｎ·ｓ ／ （ｋｇ·μｍ）。
１ ６　 边界条件以及求解方法设置

把 ＩＣＥＭ 保存的 ｍｓｈ 文件导入 Ｆｌｕｅｎｔ 中， 检查网

格确保网格最小体积为正值， 设置边界条件。 流体域

外径处为压力进口 ｐｉ， 内径处为压力出口 ｐｏ， Ｗａｌｌ１ 为

静止面， Ｗａｌｌ２ 为旋转面。 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 分别为周

期边界， 且满足压力的周期性边界条件为： ｐ （ θ ＋
２π ／ Ｎｇ）＝ ｐ（θ）。 密封介质为理想气体， 进口温度为

３０３ １５ Ｋ， 并设置三大控制方程的计算精度。 连续方

程和动量方程迭代精度设为 １０－５， 能量方程迭代精度

设为 １０－６， 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Ｃ 算法， 空间梯度运用最小二

乘法， 用二阶精度迎风格式计算压力插值。 开启监视

器， 进行计算。 具体的边界条件及周期设置如图 ６所示。

图 ６　 周期边界设置

Ｆｉｇ ６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１ ７　 正确性验证

文中验证模型采用的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与文献

［１５－１６］一致， 采用气膜膜厚为 ２ ０３ μｍ 的一组数据进

行验证。 图 ７ 所示是沿半径方向上各方法计算的压力

分布对比。 可以看出文中模型的计算结果处于 ＷＡＮＧ

等［１５］和 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６］的计算结果之间， 且与文献［１５］
的计算数据高度吻合， 因此文中的算法是正确的。

图 ７　 不同方法计算的气膜压力沿半径分布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ｌｏｎｇ ｒａｄｉｕ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　 结果与讨论

几何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极大地影响双槽阶梯槽

的密封性能， 因此文中重点研究结构参数中槽深、 螺

旋角和工况参数中压力、 转速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２ １　 ３ 种槽型的膜压分布分析

通过对比单螺旋槽膜压 ｐＡ、 双槽阶梯槽膜压 ｐＢ、
阶梯槽膜压 ｐＣ沿径向分布的大小， 分析阶梯槽和双

槽对膜压分布的影响。 如图 ８ 所示， 当 Ｒ＞Ｒｇ１ （Ｒｇ１ ＝
８４ ｍｍ） 时， 为上游槽区， ３ 种槽型的平均膜压 ｐＢ ＞
ｐＣ＞ｐＡ。 究其原因， 对于双槽阶梯槽， 当气体从外径

向内径流动时， 因槽区存在阶梯气体被挤压压力升

高， 产生动压效应， 此时槽区压力高于密封间隙压

力， 高压气轴向流向低压气， 使上游槽区的平均膜压

升高。 其原理同样可解释阶梯槽。 因双槽阶梯槽的双

槽特性， 存在阻流的坝， 使气体二次挤压， 因此其平

均膜压最大。

图 ８　 ３ 种槽型的平均膜压沿径向分布

Ｆｉｇ ８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ｒａｄ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

当 Ｒ＜Ｒ０１ （Ｒ０１ ＝ ８３ ７４ ｍｍ） 时， 为下游槽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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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型的平均膜压 ｐＡ ＞ｐＣ ＞ｐＢ。 下游槽区无凹槽存在，
但仍受二次流的影响。 二次流的轴向流垂直穿过主流

的径向流， 因二次流与主流的混流能量耗散大， 使双

槽阶梯槽、 阶梯槽的平均膜压低于单螺旋槽。 因双槽

阶梯槽存在二次能量耗散， 其平均膜压最低。
当 Ｒ０１＜Ｒ＜Ｒｇ２ （Ｒｇ２ ＝ ８６ ８ ｍｍ） 时， 为中游槽区，

３ 槽型的平均膜压 ｐＢ＞ｐＣ， ｐＡ＞ｐＣ， 而 ｐＡ与 ｐＢ的大小分

阶段。 究其原因， 阶梯槽因二次流能量耗散使膜压相

对低于单螺旋槽， 而双槽阶梯槽有双槽坝带来的动压

效应的影响， 即其膜压高于阶梯槽。 当 Ｒｇ１＜Ｒ＜Ｒｇ２时，
因双槽阶梯槽有双槽特性， 气体挤压产生的动压效应

大于二次流能量耗散降低的膜压， 此时 ｐＢ ＞ｐＡ。 当

Ｒ０１＜Ｒ＜Ｒｇ１时， 双槽阶梯槽气体流过双槽坝， 坝带来

的动压效应饱和， 二次流能量耗散占主导， 使 ｐＢ相

对降低， 即 ｐＢ＜ｐＡ。

图 ９ 给出了 ３ 种槽型的膜压等高线， 可更清楚地

看出压力分布的差异。 在工况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双

槽阶梯槽的中压区在上游槽区分布广泛， 向外径延伸

的范围最大， 而单螺旋槽的高压区集中分布在槽根

处， 高压区域占比最大。 双槽阶梯槽在中游槽根区和

下游槽根区出现双高压区， 而阶梯槽仅在下游槽根区

出现高压区， 说明阶梯槽的增压效果小于双槽阶梯槽

所产生的动压效应。

图 ９　 ｈｇ ＝ ７ μｍ 时三槽的气膜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ｇｒｏｏｖｅｓ ａｔ ｈｇ ＝ ７ μｍ：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ｂ）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ｃ）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２ ２　 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彭旭东等［４］ 的研究表明， 单螺旋槽在槽深 ５ ～
１０ μｍ、 螺旋角 １０° ～ ２５°时有良好的密封性能。 因

此文中选取槽深为 ６ ～ １４ μｍ， 螺旋角 １５° ～ １９°， 分

别研究了槽深和螺旋角对 ３ 种槽型密封性能的影响

规律。
２ ２ １　 槽深的影响

选取槽深为 ６ ～ １４ μｍ， 进口温度为 ３０３ １５ Ｋ，
进口压力 ｐ ｉ ＝ １ ＭＰａ， 转速为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研究了槽

深对开启力、 泄漏量、 压差、 刚漏比的影响。
如图 １０ 所示， 槽深在 ４～１１ μｍ 范围内， 三槽的

开启力、 压差、 泄漏量均随着槽深的增加而增加， 刚

漏比随着槽深的增加而降低； 且随着槽深的增大， 单

螺旋槽与双槽阶梯槽、 阶梯槽的 ４ 种密封性能参数的

差值减小， 双槽阶梯槽与阶梯槽的密封性能参数差值

增大。
单螺旋槽的饱和槽深为 １１ μｍ， 槽深过深会导致

其承载力减弱， 不利于密封稳定性。 槽深在 １１ ～ １４
μｍ 范围内， 阶梯槽的开启力、 泄漏量和压差高于单

螺旋槽。 这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槽深过深， 上游阶梯

深度占比小， 二次流效应微弱， 几乎无能量耗散； 二

是阶梯槽存在减小了槽区面积， 等效槽深降低， 削弱

了阶梯效应饱和度。 因此阶梯槽的泄漏量、 开启力和

压差与单螺旋槽相比反而较大。 但双槽的影响较大，
能量耗散多， 因此双槽阶梯槽的泄漏量、 开启力和压

差一直最小。
由图 １０ （ａ）、 （ｂ） 可以看出， 与单螺旋槽、 阶

梯槽相比， 双槽阶梯槽的刚漏比一直最大， 泄漏量一

直最小。 在槽深为 ６ μｍ 时， 双槽阶梯槽的减漏效果

最好， 综合密封性能最好。 在槽深 ６～１４ μｍ 范围内，
双槽阶梯槽与单螺旋槽、 阶梯槽相比， 泄漏量最多分

别降低了 ２０ ３％、 ９ ２５％， 刚漏比最大分别提升了

１５ ７％、 ６ ７％。
通过进一步比较可知： 因双槽阶梯槽是双槽和

阶梯槽叠加组合槽， 具有双槽和阶梯槽的特性， 因

此由于叠加效应， 双槽阶梯槽在降低泄漏量和提高

综合密封性能上要优于阶梯槽， 而阶梯槽要优于单

螺旋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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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３ 种槽型的槽深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 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ａ）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ｂ）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 ２ ２　 螺旋角的影响

如图 １１ 所示是不同压力、 转速下， 双槽阶梯槽泄

漏量和刚漏比随着螺旋角的变化曲线。 结果表明， 所

研究的螺旋角范围内， 泄漏量、 刚漏比受压力和转速

影响较大， 但泄漏量、 刚漏比曲线的总趋势不变。 压

力、 转速增加， 泄漏量、 刚漏比曲线波动的趋势越明

显。 虽曲线有上下波动， 但总体上随着压力、 转速增

加， 泄漏量曲线呈上升趋势， 刚漏比曲线呈下降趋势。

图 １１　 不同压力、 转速下泄漏量、 刚漏比随螺旋角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ｗｉｔｈ ｈｅｌｉｘ ａｎｇ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ｓ：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ｐｅｅｄ

　 　 双槽阶梯槽螺旋角为 １８°时， 泄漏量最低， 综合密 封性能最好。 究其原因： 槽区与非槽区存在的楔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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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对流体有导向作用［１７］， 使气体向楔形间隙减小的方

向流动。 随着螺旋角的增大， 螺旋槽整体长度缩短，
楔形间隙变宽阻流效应降低， 泄漏量增大。 当 α 为 １８°
时， 双槽特性占主导， 使双槽呈现较优的阻流角度，
减漏效果显著， 综合密封性能提高。 当 α 大于 １８°时，
双槽特性削弱， 槽型的导向作用低， 泄漏量进一步增

大。 因此双槽阶梯槽的 α 为 １８°时密封性能最优。 文献

［４］得到单螺旋槽的最优螺旋角为 １５°， 图 １１ 中螺旋角

为 １５°时双槽阶梯槽的密封性能也较优。
２ ３　 工况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通过膜压分析和不同槽深下 ３ 种槽型的密封性能

研究， 发现由于双槽阶梯槽的叠加效应， 使其刚漏比

大于阶梯槽， 泄漏量低于阶梯槽。 由于阶梯槽的密封

性能不如双槽阶梯槽， 文中研究工况参数时将只对比

单螺旋槽与双槽阶梯槽。
２ ３ １　 压力的影响

设定进口压力分别为 ０ ６、 １ ６、 ２ ６ ＭＰａ， 转速为

１０ ３８６ ｒ ／ ｍｉｎ， 槽深为 ６～１４ μｍ， 运用 Ｆｌｕｅｎｔ 计算单螺

旋槽与双槽阶梯槽的流体域， 分别研究不同槽深下进

口压力对开启力、 泄漏量、 压差、 刚漏比的影响。

图 １２ 所示是不同压力下的单螺旋槽 （槽型 Ａ）
与双槽阶梯槽 （槽型 Ｂ） 的开启力、 泄漏量、 压差、
刚漏比随着槽深的变化曲线。 结果表明， 在研究的槽

深和压力范围内， ＱＢ ＜ＱＡ， ΓＢ ＞ΓＡ， ＦＡ ＞ＦＢ， ΔｐＡ ＞
ΔｐＢ。 随着压力的增加气膜承载力增强， 泄漏量增

多， 但两槽型泄漏量的差值增大。 究其原因， 未饱和

的阶梯效应下， 压力增大向内径处流动的泄漏气体增

多， 双槽及阶梯槽叠加的阻流作用上升， 双槽阶梯槽

的减漏效果越明显。
随着压力的增大， 阶梯效应趋于饱和， 动压效应

减弱， 综合密封性能减小， 因双槽阶梯槽二次流作用

显著， 压差的差值增大， 刚漏比的差值降低。 具体原

因是压力升高， 二次流轴向流动的量增多， 主流与二

次流混杂产生的能量耗散增大， 导致双槽阶梯槽的最

大膜压下降明显， 最大膜压与进口压力的差值变小，
致使单螺旋槽与双槽阶梯槽压差的差值越来越大。

槽深为 ６ μｍ 时， ０ ６ ＭＰａ 压力下双槽阶梯槽的

综合密封性高， ΓＢ 相对于 ΓＡ 提升了 １６ ２３％； ２ ６
ＭＰａ 压力下双槽阶梯槽的减漏效果显著， ＱＢ相对于

ＱＡ下降了 １２％。

图 １２　 不同压力下单螺旋槽 （槽型 Ａ） 与双槽阶梯槽 （槽型 Ｂ） 密封性能随槽深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ｔｙｐｅ Ａ）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ｔｙｐｅ Ｂ）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ｂ）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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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转速的影响

其他结构参数和前文一致， 设置转速分别为

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２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研究单螺旋槽与双槽

阶梯槽在不同槽深下进口压力对开启力、 泄漏量、 压

差、 刚漏比的影响。
图 １３ 所示是不同转速下的单螺旋槽 （槽型 Ａ）

与双槽阶梯槽 （槽型 Ｂ） 的开启力、 泄漏量、 压差、
刚漏比随着槽深的变化曲线。 结果表明， 在所研究的

槽深和转速范围内， ＱＢ＜ＱＡ， ΓＢ＞ΓＡ， ＦＡ＞ＦＢ， ΔｐＡ＞
ΔｐＢ。 随着转速的增加， ４ 种密封性能参数仅有刚漏

比降低， 且转速越大， 对泄漏量和压差的影响越明

显。 具体原因为转速增大， 气体的黏性剪切力增强，
动压效应增大， 压力升高， 压差变大。 压差大， 流向

内径方向的泄漏气体的量增多， 阶梯槽和双槽的减漏

效果显著， 即 ＱＢ ＜ＱＡ的趋势越明显。 转速增大， 气

体进入槽区的量增多， 因双槽阶梯槽阶梯的存在， 槽

区容积内挤压和汇聚现象明显， 二次流效应占主流趋

势， 因此双槽阶梯槽随着转速的增大， ΔｐＢ＜ΔｐＡ的趋

势越明显。 在转速达到 ２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ＱＢ 相对于

ＱＡ下降了 ２３ ５％， ΓＢ相对于 ΓＡ提升了 １８ ７％。

图 １３　 不同转速下单螺旋槽 （槽型 Ａ） 与双槽阶梯槽 （槽型 Ｂ） 密封性能随槽深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ｔｙｐｅ Ａ）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ｔｙｐｅ Ｂ）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ａ）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ｂ）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 ４　 参数优化后 ２ 种槽型密封性能比较

从不同压力和转速下的密封性能曲线可以看出，
转速对单螺旋槽与双槽阶梯槽的密封性能影响更大。
且在槽深 ６ μｍ 时， 泄漏量最小， 刚漏比最大。 高

压、 高转速下双槽阶梯槽的减漏效果明显， 低压、 低

转速下双槽阶梯槽的刚漏比较大， 但低压、 高转速下

双槽阶梯槽相对单螺旋槽综合密封性能提升率高。 因

此为得到一个较好的综合密封性能， 选择高速低压工

况进行研究。
单螺旋槽和双槽阶梯槽的最优槽深为 ６ μｍ， 单

螺旋槽最优螺旋角为 １５°［４］。 因此， 选取槽深为 ６
μｍ， 螺旋角同取 １５°， 在进口低压 ０ ６ ＭＰａ、 高转速

２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条件下， 对单螺旋槽和双槽阶梯槽的密

封性能进行了比较。 如表 ２ 所示， 双槽阶梯槽相对于

单螺旋 槽 承 载 力 下 降 ７ ５４％， 但 刚 漏 比 提 升 了

２１ ７４％， 泄漏量降低了 ２７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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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压力 ０ ６ ＭＰａ、 转速 ２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单螺旋槽

和双槽阶梯槽密封性能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ｒｏｏｖｅ－ｓｔｅｐｐｅｄ ｇｒｏｏｖ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０ ６ ＭＰ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２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密封性能
单螺

旋槽

双槽阶

梯槽
变化率

泄漏量 Ｑ ／ （１０－４ ｋｇ·ｓ－１） １．０２ ０．７４ －２７．４５％

刚漏比 Γ ／ （１０７ Ｎ·ｓ·ｋｇ－１·μｍ－１） ２．５２ ３．２２ ２１．７４％

开启力 Ｆ ／ （１０３ Ｎ） ９．０２ ８．３４ －７．５４％

３　 结论
基于槽型的叠加组合思想， 提出双槽阶梯槽的端

面密封结构， 对该结构的密封性能进行分析， 并与单
螺旋槽、 阶梯槽进行比较。 得出以下结论：

（１） 双槽阶梯槽的中压区在上游槽区分布广泛，
向外径延伸的范围最大， 而单螺旋槽的高压区集中分
布在槽根处， 高压区域占比最大。 双槽阶梯槽在中游

槽根区和下游槽根区出现双高压区， 而阶梯槽仅在下
游槽根区出现高压区， 说明阶梯槽产生的动压效应小
于双槽阶梯槽。

（２） 双槽阶梯槽在降低泄漏量和提高综合密封
性能上要优于阶梯槽和单螺旋槽。 在槽深为 ６ μｍ，
螺旋角 α 为 １８°时， 双槽阶梯槽的泄漏量最小， 刚漏
比最大， 密封性能最优。

（３） 在高速低压工况下， 与普通螺旋槽相比，
双槽阶梯槽干气密封性能在承载力几乎不受影响的同
时， 综 合 密 封 性 能 提 升 ２１ ７４％， 泄 漏 量 降 低
２７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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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均质化对润滑脂稠化剂微观结构和性能影响， 利用精密三辊研磨机以不同辊间距研磨锂基润滑脂，
系统研究研磨前后锂基润滑脂的微观结构、 锥入度、 滴点、 机械安定性、 胶体安定性和流变学性能， 并分析稠化剂微

观结构与润滑脂性能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 与未研磨的润滑脂相比， 研磨可提高锂基润滑脂稠化剂的分散均匀程度；
研磨后润滑脂的锥入度显著降低； 随着研磨辊间距的减小， 胶体安定性和结构强度逐渐升高， 机械安定性降低； 润滑

脂的性能与稠化剂的微观结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锂基润滑脂性能的变化是由于研磨处理使稠化剂和基础油相互作用

的比表面积增大， 从而增强了其相互作用力。
关键词： 研磨处理； 锂基润滑脂； 微观结构； 胶体安定性； 流变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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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脂是滚动轴承润滑用量最大的润滑剂， 约占

滚动轴承所用润滑剂的 ９０％， 其性能是影响轴承运

行可靠性、 稳定性和长寿命的关键因素［１－３］。 锂基润

滑脂是润滑脂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 其年产量约占

全世界润滑脂总量的 ５０％ ［４－５］。
润滑脂是利用稠化剂增稠基础油制备的半固体润

滑剂。 稠 化 剂 的 微 观 结 构 一 般 是 纤 维 状、 棒 状

等［６－８］， 其微观结构和分散状态决定润滑脂的性能，
而润滑脂稠化剂的微观结构和分散状态取决于稠化剂

的类型和制备工艺［９－１１］。 锂基润滑脂最常用的稠化剂

为 １２－羟基硬脂酸锂， 其制备工艺一般包括皂化、 炼

化、 降温和均质化 ４ 个重要阶段［１２］。 目前， 关于锂

基稠化剂微观结构与制备工艺之间的相关性已有较多

报道。 ＫＩＭＵＲＡ 等［１３］考察了 １２－羟基硬脂酸锂在酯类

油中炼化后的降温方式对稠化剂微观结构的影响， 结

果表明， 较快的降温速率可得到较短的稠化剂纤维。
ＤＥＬＧＡＤＯ 等［１４］研究了锂基润滑脂制备工艺中不同阶

段的微观结构和流变性能的变化， 发现稠化剂在降温

阶段形成纤维结构； 流变性能与皂浓度、 稠化剂相转

变温度和冷却速率相关。 ＸＵ 等［１５］ 在制备锂基润滑脂

时采用炼化后添加不同质量冷油的方式， 考察了降温

方式对稠化剂微观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着添加冷

油质量的增加， 得到的稠化剂纤维长度降低。 以往研

究多关注皂化、 炼化和降温过程对锂基稠化剂微观结

构和性能的影响， 而均质化对锂基润滑脂稠化剂微观

结构和性能影响的研究较少， 缺少指导均质化操作的

基础数据， 所以目前均质化阶段多依赖经验操作， 导

致锂基润滑脂质量批次稳定性较差， 使轴承润滑存在

一定失效风险。
三辊研磨机是润滑脂均质化的重要设备， 随着机

电控制和磨辊技术的发展， 三辊研磨机可实现辊间距

在微米级别的精确调控。 为明确三辊研磨机的辊间距

对锂基润滑脂微观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本文作者采用

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了锂基润滑脂， 表征了样品稠化

剂的微观结构， 测试了样品的锥入度、 滴点、 机械安

定性、 胶体安定性和流变性能， 分析了微观结构与性

能的关联性。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及样品制备

１ １ １　 试验试剂及材料

１２－羟基硬脂酸 （ Ｃ１８ Ｈ３６ Ｏ３， １２ －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和单水氢氧化锂 （ＬｉＯＨ·Ｈ２Ｏ） 购买于上海麦

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ＭＶＩ ５００ 购买于荆门石化总

厂， ４０ ℃ 黏度为 ８２ １２ ｍｍ２ ／ ｓ， １００ ℃ 黏度为 ８ ４６
ｍｍ２ ／ ｓ， 黏度指数为 ６２； 正庚烷 （９８％） 购买于上海

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１ ２　 锂基润滑脂的制备

在 ５ Ｌ 的反应釜中加入 ２ ５８０ ｇ 的 ＭＶＩ５００ 基础油

和 ３６０ ｇ 的 １２－羟基硬脂酸， 然后开启搅拌和加热，
升温至 ９０ ℃； 再将 ６０ ｇ 单水氢氧化锂的水溶液缓慢

加入到反应釜中； 保温反应 ２ ｈ， 然后缓慢升温至

２２０ ℃炼化 ２０ ｍｉｎ， 开启冷凝水， 冷却至室温， 得到

锂基润滑脂。
将上述制备的锂基润滑脂样品分为 ５ 份， 其中 ４

份采用辊间距可精确调整的三辊研磨机 （ ＥＸＡＫＴ
８０Ｅ ＰＬＵＳ） 研磨处理。 三辊研磨机示意图见图 １。

图 １　 三辊研磨机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ｒｏｌｌｅｒ ｍｉｌｌ

润滑脂研磨处理辊间距设置和对应样品名称见表

１， 研磨辊间距的设置主要参考文献［１６－１７］， 研磨

辊 Ｒ１、 Ｒ２、 Ｒ３ 的转速比设置为 １ ∶ ３ ∶ ９， 研磨辊 Ｒ３
的转速为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

表 １　 润滑脂研磨处理辊间距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Ｒ１－Ｒ２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ｓ１ ／ μｍ

Ｒ２－Ｒ３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ｓ２ ／ μｍ

Ｌｉ－７０ １００ ７０
Ｌｉ－３０ ８０ ３０
Ｌｉ－１５ ３０ １５
Ｌｉ－５ １５ ５
Ｌｉ Ｎｏｎ－ｍｉｌｌ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润滑脂理化性能测试

润滑脂的工作锥入度和延长工作锥入度 （１０５

次） 测试依据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２６９。 润滑脂滴点测试

根据 ＧＢ ／ Ｔ ３４９８。 润滑脂的钢网分油性能依据 ＳＨ ／ Ｔ
０３２４。 润滑脂的滚筒安定性能测试依据 ＳＨ ／ Ｔ ０１２２，
测试温度为 ８０ ℃， 测试周期为 ２ ｈ。 压力过滤分油性

能测试根据 ＩＳＯ ２２２８５。
１ ２ ２　 润滑脂微观结构和流变学性能测试

润滑脂稠化剂的微观结构表征采用日本电子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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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的扫描显微镜 （ ＪＳＭ⁃７６１０Ｆ）。 首先在碳支持膜

上均匀涂抹一薄层润滑脂， 然后用镊子将其平放在装

有正庚烷溶剂的可密封的玻璃器皿中浸泡， 直至润滑

脂样品中的基础油洗脱干净， 再将碳支持膜取出干

燥， 喷金后观察稠化剂的形貌和分散状态。
润滑脂样品的流变学性能储能模量 （Ｇ′） 和损

耗模量 （Ｇ″） 测试采用 Ａｎｔｏｎ Ｐａｒｒ 的流变仪 （ＭＣＲ
３０２）， 测试模式为平板和振荡模式， 测试间距为 １
ｍｍ， 剪切变形量设置为 ０ ０１％～２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锂基润滑脂红外和微观结构表征

图 ２ 所示为 １２－羟基硬脂酸和制备的锂基润滑脂

的红外谱图。 从锂基润滑脂的红外谱图中可以看出，
位于 ３ ３０５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为来自于 １２－羟基硬脂酸

的－ＯＨ 伸缩振动， 位于 ２ ９００ ｃｍ－１处的强宽吸收峰是

基础油 ＭＶＩ ５００ 中 －ＣＨ３ 和 ＣＨ２ 的伸缩振动， 位于

１ ５７８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是 １２－羟基硬脂酸锂中的－ＣＯＯ
的伸缩振动， 位于 １ ４５７ 和 １ ３７７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分

别是基础油中的－ＣＨ２ 和 ＣＨ３ 的变形振动， 位于 ７２１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是基础油－ＣＨ２－面内摇摆振动［１８］。 对

比 １２－羟基硬脂酸和锂基润滑脂的红外谱图可以看

出， 来源于 １２ －羟基硬脂酸中位于 １ ７３８ ｃｍ－１ 处的

Ｃ＝Ｏ特征吸收峰在锂基润滑脂的红外谱图中消失，
而且位于 １ ５７８ ｃｍ－１处的羧酸锂中的－ＣＯＯ 的伸缩振

动吸收峰出现， 表明 １２－羟基硬脂酸和氢氧化锂反应

完全， 成功制备锂基润滑脂。

图 ２　 １２－羟基硬脂酸和锂基润滑脂红外谱图

Ｆｉｇ 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１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ｇｒｅａｓｅ

图 ３ 所示为采用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润滑脂稠化

剂的微观结构照片。 可以看出， 润滑脂稠化剂为较短

的纤维状。 对比未研磨处理的润滑脂 Ｌｉ 和不同辊间

距研磨处理润滑脂中的稠化剂， 可以看出未研磨处理

的润滑脂中的稠化剂团聚严重， 研磨处理后润滑脂的

稠化剂趋于均匀分散， 团聚体消失， 这是由于研磨处

理使团聚的稠化剂纤维在两研磨辊之间的剪切作用力

下被打开和分散。 而且稠化剂的分散程度随着研磨辊

间距的减小逐渐提高， 由于研磨辊间距减小， 研磨辊

之间的剪切应力逐渐升高， 有助于稠化剂的分散［１ ９ ］。
三辊机的分散效应是由于研磨辊的间距中产生的高剪

切应力而形成， 减小研磨辊之间的间距可以增加剪切

应力的强度， 有助于分散效应的实现［１６，２０］。

图 ３　 不同辊间距研磨润滑脂稠化剂的 ＳＥＭ 照片： （ａ１）， （ａ２） Ｌｉ； （ｂ１）， （ｂ２） Ｌｉ－７０；
（ｃ１）， （ｃ２） Ｌｉ－３０； （ｄ１）， （ｄ２） Ｌｉ－１５； （ｅ１）， （ｅ２） Ｌｉ－５

Ｆｉｇ ３　 ＳＥ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１）， （ａ２） Ｌｉ； （ｂ１），
（ｂ２） Ｌｉ－７０； （ｃ１）， （ｃ２） Ｌｉ－３０； （ｄ１）， （ｄ２） Ｌｉ－１５； （ｅ１）， （ｅ２） Ｌｉ－５

２ ２　 锂基润滑脂基础性能测试

图 ４ 所示为分别采用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后润滑

脂的锥入度和滴点变化曲线。 从图 ４ （ａ） 中可以看

出， 随着研磨处理辊间距的变小， 润滑脂的锥入度逐

渐减小， 即润滑脂逐渐变硬。 研磨处理的辊间距逐渐

减小， 两研磨辊之间的剪切作用力逐渐增强， 润滑脂

中稠化剂的分散程度在较强剪切力的作用下逐渐提

高［ ２１ ］， 稠化剂的比表面积增大， 因此和基础油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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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增强， 润滑脂变硬， 锥入度降低。 从图 ４ （ｂ）
中可以看出， 润滑脂的滴点随着研磨处理辊间距的减

小无显著变化， 约为 ２０８ ℃。 润滑脂的滴点主要取决

于稠化剂的类型， 所以滴点无显著变化［ ２２ ］。

图 ４　 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后润滑脂样品的锥入度和滴点

Ｆｉｇ 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ｂ）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润滑脂在服役过程中的剪切作用下， 其锥入度会

逐渐变大。 锥入度的变化代表润滑脂的机械安定性，
为考察研磨处理对润滑脂机械安定性的影响， 文中分

别采用延长工作锥入度测试仪和滚筒安定性测试仪对

润滑脂样品进行测试。 图 ５ 所示为润滑脂样品的机械

安定性测试后锥入度变化的柱状图， 图 ５ （ａ） 所示

为采用延长工作锥入度测试仪测试后润滑脂样品锥入

度的变化， 图 ５ （ｂ） 所示为采用滚筒安定性测试仪

测试后各润滑脂样品锥入度的变化。 可以看出， 未研

磨处理的锂基润滑脂 Ｌｉ 的锥入度在测试后减小， 而

研磨处理后的润滑脂样品在测试后锥入度显著升高，
且随着研磨辊间距的减小， 锂基润滑脂的锥入度变化

值逐渐增大。 这是由于未研磨润滑脂中的稠化剂分散

不均匀， 团聚严重， 剪切作用的过程起到了分散的作

用， 使得稠化剂趋于均匀分散， 增大了稠化剂和基础

油相互作用的界面， 增强了稠化剂和基础油之间的作

用力， 从而润滑脂锥入度变小［１４］。 研磨处理后的润

滑脂在测试后锥入度变大是在机械安定性测试过程中

的较强剪切作用破坏了稠化剂的纤维结构造成的。

图 ５　 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后润滑脂样品的机械安定性

Ｆｉｇ ５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 ｔｈ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ｂ） ｔｈ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润滑脂的分油性能测试是其胶体安定性表征的重

要方法， 文中采用 ２ 种分油性能的测试方法评价不同

辊间距研磨处理的润滑脂在温度、 载荷等作用下的胶

体安定性， 分别为钢网分油法和压力过滤分油法。 图

６ 所示为润滑脂样品的分油曲线， 图 ６ （ ａ） 所示为

润滑脂样品钢网分油的质量分数， 图 ６ （ｂ） 所示为

润滑脂样品压力过滤分油的质量分数。 可以看出， 未

处理的润滑脂 Ｌｉ 的分油质量分数较高， 研磨处理后

的润滑脂样品的分油质量分数显著降低， 且随着研磨

处理辊间距的变小， 分油质量分数逐渐减低。 这是由

于未研磨润滑脂 Ｌｉ 的稠化剂团聚严重， 对基础油束

缚能力较弱造成的； 随着研磨辊间距的变小， 润滑脂

稠化剂的均匀分散程度提高， 对基础油的束缚能力逐

渐增强， 所以分油质量分数降低［ １７ ， 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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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后润滑脂样品的分油性能

Ｆｉｇ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ｏｉｌ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ｉｃａｌ ｓｉｅ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ｂ）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２ ３　 锂基润滑脂流变性能测试

润滑脂的流变学性能与润滑脂流动特性、 润滑性
能和泵送性能具有重要的关联性。 储能模量 （Ｇ′）
和损耗模量 （Ｇ″） 是表征润滑脂黏弹性的重要流变性
能参数， 润滑脂的储能模量 （Ｇ′） 和损耗模量 （Ｇ″）
随着剪切应力的增强会逐渐降低并相交于一点， 交点
即为润滑脂由半流体态转变为流体态的转变点， 交点
处的剪切应力可表征润滑脂的结构强度。

图 ７ 所示为锂基润滑脂脂样品的流变学性能测试
结果。 图 ７ （ａ）、 （ｂ）、 （ｃ）、 （ｄ）、 （ｅ） 所示为储能
模量 （Ｇ′） 和损耗模量 （Ｇ″） 的曲线， 可以看出，
随着剪切变形量的增加， 储能模量 （Ｇ′） 和损耗模
量 （Ｇ″） 在经历线性黏弹区后逐渐降低， 在非线性黏
弹区相交于一点， 表明润滑脂从半流体态转变为流体
态； 且在交点之前储能模量 （Ｇ′） 始终大于损耗模
量 （Ｇ″）， 表明润滑脂以弹性为主。 图 ７ （ ｆ） 是根据
储能模量和损耗模量曲线得到的相转变点的剪切应力
柱状图， 可以看出， 随着研磨辊间距的减小， 锂基润
滑脂相转变点的剪切应力逐渐增大， 即润滑脂的结构
强度逐渐增强。 这是由于随着研磨辊间距的减小， 团
聚的稠化剂被打开和均匀分散， 增大了稠化剂的比表
面积， 增强了稠化剂与基础油的相互作用力， 提升了
润滑脂的结构强度［２ ４ ］。

图 ７　 不同辊间距研磨处理后润滑脂样品的储能模量 （Ｇ′）、 损耗模量 （Ｇ″） 和相转变点
Ｆｉｇ ７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Ｇ′） ， ｌｏｓｓ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Ｇ″）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 Ｌｉ； （ｂ） Ｌｉ－７０； （ｃ） Ｌｉ－３０； （ｄ） Ｌｉ－１５； （ｅ） Ｌｉ－５； （ｆ） ｐｈ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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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与未研磨处理的润滑脂相比， 研磨后润滑

脂的稠化剂分散均匀， 且随着研磨辊间距的减小， 稠

化剂分散均匀程度逐渐提高。
（２） 与未研磨处理的润滑脂相比， 研磨后润滑

脂的锥入度显著降低， 滴点无显著变化； 随着研磨辊

间距的减小， 胶体安定性和结构强度逐渐升高， 机械

安定性降低。
（３） 润滑脂的性能与稠化剂的微观结构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 研磨处理可提升稠化剂的分散均匀程

度， 增大稠化剂和基础油相互作用的比表面积， 从而

增强其相互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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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流固耦合的橡胶 Ｏ 形圈静密封泄漏计算方法。 对平行平板泄漏模型进行改进， 使其适用于通

道截面高度可变的泄漏率、 介质压力计算； 采用有限元仿真方法进行固体力学分析， 求解宏观接触压力； 采用 Ｇｒｅｅｎ⁃
ｗｏｏｄ－Ｗｉｌｌａｍｓｏｎ 模型进行接触力学分析， 求解泄漏通道平均高度。 基于数值方法研究介质压力、 环境温度、 表面形貌

参数对橡胶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 随着介质压力、 环境温度、 表面高度分布标准差的增大， 体积泄

漏率逐渐增大。 上述数值方法以泄漏率作为表征密封性能的参数， 能综合考虑橡胶材料、 介质、 工况等多种因素对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影响， 对橡胶 Ｏ 形圈的寿命预测和失效分析更具指导意义。

关键词： 橡胶 Ｏ 形圈； 泄漏率； 接触力学；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Ｗｉｌｌａｍｓｏｎ 模型； 流固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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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 Ｏ 形圈具有良好的弹性和回弹性， 且结构 简单、 尺寸紧凑， 适用压力、 温度范围广， 是一种常

用的静密封形式［１］。
从宏观角度看， 只要提供足够的初始预紧力， 保

证密封面最大接触压力大于密封介质压力， 密封面就

不会发生泄漏。 对于橡胶 Ｏ 形圈密封， 介质压力越

大， 密封面的最大接触压力越大， 可实现自紧密封。
但从微观角度看， 由于橡胶表面微观粗糙形貌的存



在， 接触压力大于介质压力时泄漏通道也是不可避免

的， 因此以泄漏率为参数更能有效地表征橡胶 Ｏ 形

圈的密封性能。
目前， 针对橡胶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理论研究多

以有限元仿真为主， 以最大接触压力表征密封性能。
陈志等人［２］、 关文锦等［３］、 ＷＥＩ 等［４］ 对不同介质压

力、 不同预压缩率、 不同硬度的橡胶 Ｏ 形圈密封的

Ｍｉｓｅｓ 应力、 接触应力、 接触宽度等进行了有限元仿

真分析。 陆婷婷等［５］以黏弹－超弹组合模型作为橡胶

材料本构模型， 分析了黏弹性导致的应力松弛对密封

面接触压力的影响。 张镇国等［６］基于有限元仿真研究

了双道 Ｏ 形圈静密封 的 密 封 性 能。 ＡＫＵＬＩＣＨＥＶ
等［７］、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和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８］ 在有限元仿真

中考虑了温度的影响。 周池楼［９］以热传导分析方法分

析等效浓度场作用下的氢传输扩散过程， 在有限元中

考虑了橡胶 Ｏ 形圈在氢环境下的吸氢膨胀效应。
尽管目前已有用于计算静密封泄漏率的模型， 如

平行 平 板 模 型［１０］、 Ｒｏｔｈ 模 型［１ １－１３］、 平 均 流 量 模

型［１４］、 多孔介质模型［１５－１６］、 栅格渗漏模型［１７］、 单枢

纽泄漏模型［１８］ 等， 但将泄漏模型用于橡胶 Ｏ 形圈密

封泄漏率计算的研究较少。 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 上

述模型均假设通道截面高度沿泄漏方向不变。 对于橡

胶 Ｏ 形圈密封， 由于接触压力的非均匀分布， 通道

截面高度沿泄漏方向是变化的。 因此， 有必要对现有

的泄漏模型进行改进， 以适用于橡胶 Ｏ 形圈密封的

泄漏率计算。
本文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流固耦合的橡胶 Ｏ 形

圈静密封泄漏计算方法。 对平行平板泄漏模型进行了

改进， 使其适用于通道截面高度可变的泄漏率、 介质

压力计算； 采用有限元仿真方法进行固体力学分析，
求解 宏 观 接 触 压 力； 采 用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ＧＷ） 模型进行接触力学分析， 求解泄漏通道平均

高度。 基于上述数值方法研究了介质压力、 环境温

度、 表面形貌参数对橡胶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影响

规律。
１　 泄漏求解思路

图 １ 为橡胶 Ｏ 形圈密封的泄漏求解示意图。 对

于橡胶 Ｏ 形圈密封， 根据结构的轴对称特性， 认为

泄漏通道截面高度沿泄漏方向变化， 沿接触长度方向

不变。 沿泄漏方向将泄漏通道平均划分为 ｎ 个微单

元， 当单元数量足够多时， 认为每个单元对应的截面

高度恒定。 截面高度由单元宏观接触压力 ｐｓｃ和粗糙

峰接触压力 ｐｃｏｎ、 流体压力 ｐ ｆ的受力平衡确定［１９］。 泄

漏通道截面高度确定后， 可由平行平板模型求解泄

漏率。

图 １　 泄漏求解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１　 泄漏模型

对平行平板模型进行改进， 使其适用于通道截面

高度可变的泄漏率计算及流体压力分布 ｐ ｆ的求解。
如图 ２所示， 沿泄漏方向将泄漏通道平均划分为 ｎ

个微单元， 第 ｉ 个微单元的截面高度为 ｈｉ， 单元两端介

质压力为 ｐｉ和 ｐｉ＋１。 对于不可压缩黏性流体， 流动遵循

体积守恒， 可由平行平板模型求解微单元体积泄漏率：

ｑ＝ ｑ ｉ ＝
ｂｈ３

ｉ

１２μΔｌ
Δｐ ｉ （１）

ｈ ｉ ＝ ｈ０ ｆ ｉ
Δｐ ｉ ＝ ｐ ｉ－ｐ ｉ＋１

Δｌ＝
Ｌ
ｎ

ｂ＝πｄ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２）

式中： ｈ０为通道初始高度； ｆ ｉ为转化系数， 其值

为第 ｉ 个截面高度 ｈ ｉ与初始高度 ｈ０的比值； ｑ 为体积

泄漏率； Δｌ 为微单元通道长度； Ｌ 为泄漏长度； ｂ 为

通道宽度； ｄ１ 为 Ｏ 形圈内径； μ 为流体动力黏度。
由式 （１） （２） 知， 每个微单元两端介质压差：

Δｐ ｉ ＝
１２μΔｌ
ｂｈ３

ｉ

ｑ＝
１２μΔｌ
ｂｈ３

０ ｆ
３
ｉ

ｑ （３）

整个泄漏通道介质压差：

Δｐ ＝ ∑
ｎ

ｉ ＝ １
Δｐ ｉ ＝

１２μΔｌ
ｂｈ３

０

ｑ∑
ｎ

ｉ ＝ １

１
ｆ ３
ｉ

＝ ｐＨ － ｐＬ （４）

对应泄漏率表达式为

ｑ ＝
ｂｈ３

０

１２μΔｌ∑
ｎ

ｉ ＝ １

１
ｆ ３
ｉ

Δｐ （５）

当 ｎ→∞时， 式 （５） 可表示为

ｑ ＝
ｂｈ３

０

１２μＬ
Δｐ

Ｌ

∫Ｌ
０

１
ｆ ３
ｉ

ｄｌ
＝ ｋ

ｂｈ３
０

１２μＬ
Δｐ （６）

由式 （５） 或式 （６） 可看出， 与原平行平板模
型相比， 改进后的模型泄漏率表达式中含有与通道截

４２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７ 卷



面高度分布相关的无量纲参数 ｋ。 将泄漏率 ｑ 代入式
（３） 可求解介质压力分布。

图 ２　 流体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２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有限元模型

利用商用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 建立 Ｏ 形圈密封有限元
仿真模型， 用于求解宏观接触压力 ｐｓｃ。

建立图 ３ 所示的二维轴对称模型。 装配体由 Ｏ
形圈、 盖板、 沟槽组成。 其中， Ｏ 形圈为橡胶材料，
沟槽和盖板为钢结构。 由于钢材料的弹性模量远大于
橡胶材料， 因此为减少计算量， 将盖板和沟槽设为解
析刚体。 结构尺寸如表 １ 所示。

图 ３　 Ｏ 形圈装配示意

Ｆｉｇ 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ｉｎｇ

表 １　 装配体结构尺寸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ｒｉｎｇ ｓｅａｌ
　 　 　 　 Ｏ 形圈　 　 　 　

参数 数值

　 　 　 　 沟槽　 　 　 　
参数 数值

内径 ｄ１ ／ ｍｍ １５５

内径 ｄｉ ／ ｍｍ １５８
外径 ｄｏ ／ ｍｍ １６８
宽度 Ｂ ／ ｍｍ ５

截面直径 ｄｓ ／ ｍｍ ３．８
深度 ｈ ／ ｍｍ ２．７５

顶端倒角 θ１ ／ （°） ０．２
底端倒角 θ２ ／ （°） ０．６

选择 ３ 阶 Ｏｇｄｅｎ 模型作为橡胶材料本构模型， 对
橡胶材料的拉伸、 压缩应力应变曲线进行拟合， 拟合
参数如表 ２ 所示。 橡胶的拉伸断裂强度约为 １２ ８
ＭＰａ。 此外， 根据橡胶的不可压缩性， 设置泊松比为
０ ４９。 设置橡胶的热膨胀系数为 １ １５×１０－４　 ℃ －１。

表 ２　 ３ 阶 Ｏｇｄｅｎ 模型拟合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ｇｄ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Ｎ＝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ｉ μ ｉ αｉ Ｄｉ

１ １０．３２８ ７３８ １ ２．７５３ ８２５ ４４ ８．１０１ １４６ ５５５×１０－３

２ －５．３９９ ５９７ ５８ ３．１５１ ３８９ ９２ ０
３ ４．１５７ ０２２ １５９×１０－２ －９．１１５ ５２７ ５９ ０

　 　 Ｏ 形圈在压缩变形过程中会与沟槽、 盖板接触，
因此需分别设置接触相互作用， 接触设置中摩擦因数

设置为 ０ ４， 法向设置为 “硬接触”。
整个仿真过程可分为 ４ 个过程。 ①Ｏ 形圈扩张过

程： 根据初始状态， 沟槽沿径向向外移动， 以模拟 Ｏ
形圈装到沟槽上时的扩张过程； ②预压缩过程： 盖板

向下移动模拟预压缩过程， 根据移动距离控制预压缩

率的大小， 文中保持预压缩率为 ２７ ６３％； ③变温过

程： 施加相应的温度场， 在变温过程中材料产生热胀

冷缩； ④施加介质压力过程： 采用压力渗透法施加介

质压力。
综合考虑橡胶的不可压缩性和接触问题， 选取四

节点线性轴对称杂交单元 ＣＡＸ４ＲＨ 和三节点线性轴

对称杂交单元 ＣＡＸ３Ｈ 进行网格划分。 网格划分的质

量对计算结果的收敛性有很大影响。 在仿真过程中，
Ｏ 形圈的外圈接触位置会发生较大变形， 因此对 Ｏ
形圈进行分区， 外圈网格适当加密以保证收敛。 最终

网格划分结果： 外圈种子间距为 ０ ０２ ｍｍ， 内圈种子

间距为 ０ ０５ ｍｍ， 网格数共 ８ ２３２ 个。
１ ３　 粗糙峰接触模型

采用粗糙峰接触模型， 根据粗糙峰接触压力

ｐｃｏｎ， 求解泄漏通道平均高度。
ＧＷ 模型［２０］是一种常用的统计学模型。 在 ＧＷ 模

型中， 假设各个微凸体的曲率半径都为 Ｒ， ｚ 为微凸

体高度， 且服从高斯分布， ｄ 为微凸体平均高度与刚

性平面间的分离距离， 即泄漏通道平均高度。 若忽略

微凸体间的相互作用， 则根据 Ｈｅｒｔｚ 接触理论， 平均

接触压力 ｐｃｏｎ、 量纲一接触面积 Ａ ／ Ａｎ可表示为

ｐｃｏｎ ＝ ４
３
η

Ｅ
１ － ν２Ｒ

１ ／ ２∫¥

ｄ
Φ（ ｚ） （ ｚ － ｄ） ３ ／ ２ｄｚ （７）

Ａ ／ Ａｎ ＝ πηＲσ∫¥

ｄ
Φ（ ｚ）（ ｚ － ｄ）ｄｚ （８）

Φ（ ｚ）＝
１
２πσ

ｅ－ｚ２ ／ （２σ２） （９）

式中： η 为微凸体面密度； Ｅ 为橡胶的弹性模

量； ν 为橡胶的泊松比； Ｒ 为微凸体的曲率半径；
Φ（ ｚ）ｄｚ为微凸体高度分布函数； σ 为标准差即表面

均方根偏差； Ａ 为实际接触面积； Ａｎ 为名义接触

面积。
１ ４　 流固耦合

根据粗糙峰接触模型， 粗糙峰接触压力分布会

影响密封界面泄漏通道平均高度分布； 根据静密封

泄漏模型， 泄漏通道平均高度分布会影响介质压力

分布； 根据受力平衡， 介质压力分布会影响粗糙峰

接触压力分布。 综上， 需进行流固耦合处理，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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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密封界面泄漏通道平均高度及介质压力分布

情况。
采用如图 ４ 所示的数值迭代方法进行流固耦合分

析。 根据有限元仿真模型求解宏观接触压力分布； 初

始情况设置介质压力为线性分布， 令粗糙峰接触压力

分布等于宏观接触压力与介质压力之差， 根据粗糙峰

接触模型求解泄漏通道平均高度分布； 根据泄漏模型

求解介质压力分布； 更新粗糙峰接触压力为宏观接触

压力与介质压力之差， 再次进行接触力学分析和流体

力学分析， 直至介质压力及粗糙峰接触压力分布

收敛。

图 ４　 数值迭代流程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５　 方法验证

根据文献［２１］的实验测试结果对文中的数值方

法进行验证。 光滑密封圈与粗糙的砂纸基底接触形成

密封界面。 其中密封圈为矩形截面， 因此宏观接触压

力 ｐｓｃ沿泄漏方向为均匀分布。 密封圈弹性模量为 ２ ３
ＭＰａ， 内圈直径为 ３ ｃｍ， 外圈直径为 ４ ｃｍ， 截面宽度

为 ０ ５ ｃｍ， 截面高度为 ０ ５ ｃｍ。 砂纸基底的均方根

粗糙度为 ４４ μｍ， 表面微凸体面密度为 １ ２×１０８ ｍ－２，
微凸体曲率半径为 ４５ ７ μｍ。 密封介质为水， 水的常

温动力黏度为 ８ ９×１０－４ Ｐａ·ｓ。
根据文中的数值方法分别求解不同介质压差、 不

同宏观接触压力下的体积泄漏率， 并与实验结果进行

对比， 结果如图 ５、 ６ 所示。 可以看出， 数值方法计

算结果与实验测试结果接近： 随着介质压差的增大，
泄漏率近似线性增大； 随着宏观接触压力的增大， 泄

漏率近似指数下降。 因此， 认为文中的数值方法具有

一定的精确性。

图 ５　 泄漏率随介质压差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 ６　 泄漏率随接触压力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　 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数值方法对橡胶 Ｏ 形圈密封进行分析，
研究介质压力、 温度及表面形貌参数对 Ｏ 形圈密封

性能的影响规律。
２ １　 介质压力的影响

在有限元仿真分析中， 保持环境温度为 ２５ ℃，
设置高压侧介质压力分别为 ０ ２、 ０ ４、 １、 ２、 ５
ＭＰａ， 低压侧介质压力为大气压。 研究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

力和最大接触压力、 接触宽度随介质压力的变化规

律，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不同介质压力下应力及接触宽度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ｄｔｈ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介质压力

ｐ ｆ ／ ＭＰａ
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

σ ／ ＭＰａ
最大接触应力

ｐｃｍａｘ ／ ＭＰａ
接触宽度

Ｂ ／ ｍｍ

０．２ ７．３４３ ８．９１３ ２．７
０．４ ７．３５８ ８．９２０ ２．６８
１ ７．４ ８．９２９ ２．６
２ ７．５１ ８．９７ ２．５１
５ ８．３４９ ９．８７４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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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橡胶 Ｏ 形圈具有自紧密封作用， 即

随着介质压力的增大， 主密封面的最大接触压力增

大， 且始终大于介质压力。 因此宏观上讲， Ｏ 形圈具

有较好的密封性能。 另一方面， 随着介质压力的增

大， 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逐渐增大， 但始终小于拉伸断裂

强度 １２ ８ ＭＰａ， 因此不会出现断裂失效。
提取不同介质压力下的界面宏观接触压力分布，

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不同介质压力下接触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７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橡胶力学参数、 表面形貌参数及密封介质 （油）
参数分别如表 ４、 表 ５ 所示。 根据上述数值方法求解

不同介质压力下的泄漏率， 结果如图 ８ 所示。 可以看

出， 随着介质压力的增大， 体积泄漏率逐渐增大。 以

５ ＭＰａ 下计算结果为例， 如图 ９ 所示， 介质压力由高

压侧至低压侧逐渐减小， 根据宏观接触压力与粗糙峰

接触压力、 介质压力的受力平衡， 粗糙峰接触压力先

增大后减小， 对应泄漏通道平均高度先减小后增大，
通道高度在 ０ ８～２ ７ μｍ 范围内。

表 ４　 橡胶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弹性模量 Ｅ ／ ＭＰａ ４３
泊松比 ν ０．４９

微凸体密度 ρ ／ ｍ－２ ４×１０１１

微凸体曲率半径 Ｒ ／ μｍ ４
标准差 σ ／ μｍ １

表 ５　 不同温度下密封介质黏度

Ｔａｂｌｅ ５　 Ｆｌｕｉｄ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 ｔ ／ ℃ 黏度 η ／ （Ｐａ·ｓ）

０ ０．９４
２５ ０．１８
６０ ０．０３６
１００ ０．０１１ ６
１４０ ０．００５ ４

图 ８　 体积泄漏率随介质压力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９　 介质压力 ５ ＭＰａ 下压力、 高度分布

Ｆｉｇ 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５ ＭＰａ

２ ２　 温度的影响

在有限元仿真分析中， 保持高压侧介质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 设置环境温度分别为 ０、 ２５、 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０ ℃， 研究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和最大接触压力、 接触

宽度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规律，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橡胶和钢材均会发生热胀冷缩。 对于钢材， 热膨

胀会导致钢材的沟槽深度的增大， 等效于预压缩率的

减小， 因此导致最大接触压力减小； 相反， 收缩会导

致钢材的最大接触压力的增大。 对于 Ｏ 形圈， 膨胀

会增大 Ｏ 形圈与盖板间的接触， 等效于预压缩率的

增大， 导致最大接触压力增大； 相反， 收缩会导致 Ｏ
形圈的最大接触压力减小。 由于 Ｏ 形圈的热膨胀系

数 （１ １５ × １０－４　 ℃ －１ ） 远大于钢材的热膨胀系数

（１ １５×１０－５　 ℃ －１）， 因此 Ｏ 形圈的温度作用效果占主

导地位， 即随着温度的提高， 最大接触压力逐渐增

大。 另一方面， 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随温度逐渐增大， 但

始终小于拉伸断裂强度 １２ ８ ＭＰａ， 因此不会出现断

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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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环境温度下应力、 接触宽度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ｄｔｈ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

ｔ ／ ℃
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

σ ／ ＭＰａ
最大接触应力

ｐｃｍａｘ ／ ＭＰａ
接触宽度

Ｂ ／ ｍｍ
０ ７．０９４ ８．６０２ ２．６２
２５ ７．３５８ ８．９２０ ２．６８
６０ ７．７１３ ９．３３７ ２．７３
１００ ８．１２６ ９．８３６ ２．８１
１４０ ８．５５５ １０．３６ ２．８８

提取不同环境温度下的界面宏观接触压力分布，
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不同环境温度下接触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根据表 ４、 表 ５ 参数求解不同环境温度下的泄漏

率， 结果如图 １１ 所示。 尽管最大接触压力随着温度

的提高逐渐增大， 但由于油的黏度大幅度下降， 导致

体积泄漏率随温度逐渐增大。 以 １４０ ℃下计算结果为

例， 如图 １２ 所示， 宏观接触压力、 粗糙峰接触压力、
介质压力、 泄漏通道平均高度分布形式与图 ９ 结果相

似。 由于宏观接触压力远大于介质压力 （高压侧介

质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 因此粗糙峰接触压力分布与宏

观接触压力分布基本重合。

图 １１　 体积泄漏率随环境温度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１２　 １４０ ℃下压力、 高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１４０ ℃

２ ３　 形貌参数的影响

保持高压侧介质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 保持环境温度

为 ２５ ℃， 设置橡胶表面高度分布标准差分别为 １、
１ ５、 ２、 ２ ５、 ３ μｍ， 研究泄漏率与粗糙表面形貌参

数的关系， 结果如图 １３、 １４ 所示。 表面高度分布标

准差越大， 橡胶表面形貌越粗糙， 在相同接触压力作

用下， 泄漏通道平均高度越大， 对应泄漏率越大。

图 １３　 体积泄漏率随表面高度标准差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ｉｇｈｔ

图 １４　 泄漏通道平均高度随表面高度标准差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１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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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流固耦合的橡胶 Ｏ 形圈静密封

泄漏计算方法。 对平行平板泄漏模型进行了改进， 进
行流体力学分析； 采用有限元仿真方法进行固体力学
分析； 采用 ＧＷ 模型进行接触力学分析。 基于上述数
值方法， 以泄漏率为指标， 研究了介质压力、 环境温
度、 表面形貌参数对橡胶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影响规
律。 具体结论如下：

（１） 由于橡胶的自紧密封作用， 随着介质压力
的增大， 主密封面的最大接触压力增大， 但体积泄漏
率逐渐增大；

（２） 由于橡胶的热胀冷缩， 随着温度的提高，
最大接触压力逐渐增大。 但由于油的黏度随温度大幅
度下降， 导致体积泄漏率随温度逐渐增大；

（３） 表面高度分布标准差越大， 橡胶表面形貌
越粗糙， 在相同接触压力作用下， 泄漏通道平均高度
越大， 对应泄漏率越大。

与以最大接触压力表征密封性能相比， 上述数值方
法以泄漏率作为表征密封性能的参数， 能综合考虑橡胶
的物理、 力学性能、 表面形貌参数、 密封介质参数以及
温度、 压力等工况对橡胶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影响， 对橡
胶 Ｏ 形圈的寿命预测和失效分析更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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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 （Ｓ－ＣＯ２） 辅助电沉积及后续热处理 （２００～ ６００ ℃） 制备钴－镍－磷 （Ｃｏ－Ｎｉ－Ｐ） 三

元合金涂层， 热处理时间为 １ ｈ。 研究不同热处理温度对超临界电沉积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三元合金涂层的微观形貌、 相

结构、 硬度、 摩擦学性能和电化学腐蚀性能的影响。 结果显示： 超临界 ＣＯ２电沉积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三元合金呈现非晶

结构， 但经过 ４００ ℃热处理后由非晶结构转变为晶体结构； Ｃｏ－Ｎｉ－Ｐ 涂层的硬度随着热处理温度增加先升高后降低，
当热处理温度为 ４００ ℃时， 表面硬度最高， 约为 ７８０ ＨＶ。 摩擦学和电化学腐蚀性能测试显示： 热处理对 Ｃｏ－Ｎｉ－Ｐ 薄

膜的平均摩擦因数影响较小， 处理前后合金涂层的平均摩擦因数均为 ０ １２ 左右； 但热处理显著影响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

膜的耐磨性能和电化学腐蚀性能， 其磨损率和腐蚀速率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先减少后增加； 当热处理温度在 ３００ 和

４００ ℃时， Ｃｏ－Ｎｉ－Ｐ 合金分别呈现最低的磨损率和最好的耐腐蚀性能。
关键词： Ｃｏ－Ｎｉ－Ｐ 合金涂层； 超临界电沉积； 热处理； 摩擦磨损； 电化学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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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镍 （Ｎｉ） 及其合金薄膜因其优异的机械性能、
耐腐蚀性能， 在抗磨和防腐方面被认为可完全替代对

环境严重污染以及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硬 Ｃｒ 薄膜［１－５］。
遗憾的是， 一些合金比如镍－磷 （Ｎｉ－Ｐ） 在干摩擦时

的摩擦因数和磨损率仍较高。 相关研究报道称， 将

Ｃｏ 掺入到 Ｎｉ 基合金中能显著提高 Ｎｉ 基合金的减摩

抗磨性能［６－８］， 比如富含 Ｃｏ 的 Ｎｉ－Ｃｏ 和 Ｎｉ－Ｃｏ－Ｐ 合

金薄膜就呈现出较低的摩擦因数和较好的抗磨性能。
超临界流体辅助电沉积是近年来发展的新电沉积

技术， 能解决析氢反应引发薄膜出现针孔等缺陷导致

薄膜性能下降的问题［９－１１］。 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

（Ｓ－ＣＯ２）电沉积技术可望进一步提高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性能。 此外， 已有研究表明， 电沉积

Ｎｉ－Ｐ薄膜经过 ４００ ℃热处理后具有比硬 Ｃｒ 薄膜更高的

显微硬度和更低的磨损率［７］。 由此可见， 对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进行热处理， 有望更进一步提高薄膜的摩擦

磨损和耐腐蚀性能。 本文作者采用 Ｓ－ＣＯ２电沉积制备

Ｃｏ－Ｎｉ－Ｐ 三元合金薄膜， 并将所制备的薄膜在不同

温度下进行热处理， 系统研究 Ｓ－ＣＯ２流体以及热处理

温度对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形貌、 组分、 晶体结构、
硬度、 摩擦磨损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Ｃｏ－Ｎｉ －Ｐ 合金薄膜的超临界电沉积制备及热

处理

Ｓ－ＣＯ２辅助电沉积制备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设备

参见文献［１２］。 阳极和阴极分别是 Ｃｏ 片 （质量分数

９９ ９％） 和黄铜片， 电极之间距离为 ２０ ０ ｍｍ。 表 １
给出了电沉积制备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电解液组成和相

关参数， 其中所用的表面活性剂是聚氧乙烯月桂基醚

（ＣＡＳ Ｎｏ ９００２－９２－０）。 文中研究使用了 ２ 种类型的

电解液， 传统的水电解液和乳化的 Ｓ－ＣＯ２流体电解

液。 传统电沉积是在不添加表面活性剂的水电解液

中， 在大气压力和 ５０ ℃条件下制备样品。 超临界二

氧化碳 （Ｓ－ＣＯ２） 辅助电沉积是在乳化的 Ｓ－ＣＯ２流体

电解液进行。 乳化的 Ｓ－ＣＯ２流体电解液是通过向添加

了表面活性剂的传统水电解液中通入加压到 １０ ＭＰａ
的 ＣＯ２来获得。 该电解液由 １００ ｍＬ 传统水电解液和

５０ ｍＬ 的 Ｓ－ＣＯ２流体组成。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热处

理是在纯氮气 （Ｎ２） 气氛中， 于 ２００ ～ ６００ ℃下热处

理 １ ｈ， 升温速率为 １０ ℃ ／ ｍｉｎ。

表 １　 电沉积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电解液组分和沉积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ｔ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

组分 ／ 电沉积参数 含量 ／ 数值

ＣｏＳＯ４·７Ｈ２Ｏ ３０ ｇ ／ Ｌ

ＮｉＳＯ４·６Ｈ２Ｏ ３０ ｇ ／ Ｌ

ＮａＨ２ＰＯ２·６Ｈ２Ｏ １０ ｇ ／ Ｌ

Ｈ３ＢＯ３ ４０ ｇ ／ Ｌ

十二烷基硫酸钠 ０．１ ｇ ／ Ｌ

糖精钠 １．０ ｇ ／ Ｌ

表面活性剂 １．０％（体积分数）

ｐＨ 值 ４．８

温度 ５０ ℃

电流密度 ２．５ Ａ ／ ｄｍ２

电沉积时间 ３０ ｍｉｎ

１ ２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表征与测试

采用荷兰 ＦＥＩ 公司的 Ｑｕａｎｔａ ２００ 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对薄膜表面形貌和横截面进行观察。 采用

ＥＤＳ 能谱对薄膜的成分进行分析。 采用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的 Ｄ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 型 Ｘ 射线衍射仪 （ＸＲＤ） 分析薄

膜的晶体结构， ＣｕＫａ 辐射步进扫描， 扫描速度 ２ ０
步 ／ ｓ， 步宽为 ０ ０２°。 采用日本岛津公司的 ＨＭＶ－２Ｔ
显微硬度计表征薄膜的维氏硬度， 载荷为 ０ ９８ Ｎ，
保压时间为 １５ ｓ。 实验结果是 ８ 次测量的平均值。

用兰州华汇仪器科技有限公司的 ＭＳ－Ｔ３０００ 球盘

摩擦试验机评价不同方法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三元合金

薄膜的摩擦学行为。 测试条件为： 室温， 大气环境，
１０Ｗ－４０ 润滑油润滑， 旋转半径 ６ ０ ｍｍ， 滑动速度

０ １８８ ｍ ／ ｓ， 载荷 １０ ０ Ｎ， 测试时间 ３０ ｍｉｎ。 对偶球

为 ϕ４ ０ ｍｍ 的 ＧＣｒ１５ 钢球。 测试结束后， 采用表面

轮廓仪测量磨痕的深度及宽度， 计算磨损体积。 薄膜

的磨损率通过公式 Ｋ ＝ Ｖ ／ （Ｓ·Ｆ）计算， 式中 Ｋ 为磨

损率， Ｖ 为磨损体积 （ｍｍ３）， Ｓ 为滑动总行程 （ｍ），
Ｆ 为载荷 （Ｎ）。

采用 ＣＳ３１０ 电化学工作站评价薄膜的腐蚀电化

１３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侯柏林等： 热处理对超临界电沉积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摩擦学与电化学腐蚀性能影响研究 　 　 　



学行为。 极化曲线的测量为三电极体系， 薄膜作为

工作电极， 工作面积 １ ｃｍ２， 铂片为辅助电极， 饱和

氯化银为参比电极。 测试在室温下， 质量分数 ３ ５％
ＮａＣｌ 溶液中进行， 扫描速率为 ０ ５ ｍＶ ／ ｓ， 扫描范围

为－２００～２００ ｍＶ。 电化学阻抗谱 （ＥＩＳ） 测试采用正

弦信号幅值为 １０ ｍＶ， 交流频率响应范围为 １０５ ～ １０－２

Ｈｚ， 采用 ＺＶｉｅｗ２ 软件拟合阻抗谱的数据。 所得实验

结果为 ３ 次试验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热处理对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微观结构与形貌的

影响

图 １ 给出了 Ｓ－ＣＯ２辅助电沉积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横截面形貌图 （未经热处理）， 插图为薄膜横截

面的 ＥＤＳ 线扫描结果。 可见， Ｃｏ、 Ｎｉ 和 Ｐ 的含量沿

厚度方向均匀分布， 沉积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厚度约

为 １２ μｍ， 薄膜断面无明显的针孔或缺陷， 与基体之

间结构致密、 无明显的间隙。 ＣＯ２ 为非极性， Ｈ２ 在

ＣＯ２中的溶解度高， 并且 Ｈ２ 泡从阴极表面的解吸在

Ｓ－ＣＯ２中得到显著的增强。 因此， Ｓ－ＣＯ２电沉积技术

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无针孔等缺陷， 显示出致密的

结构以及与基体之间的紧密结合。
图 ２ 给出了经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

的表面形貌图。 如图 ２ （ ａ） 所示， 未经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薄膜表面上呈现出直径为 ３～ ７ μｍ 的球形颗

粒。 如图 ２ （ｂ）、 （ｃ） 所示， 在 ２００ 和 ３００ ℃下热处

理 １ ｈ 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表面变得粗糙， 球形颗粒的

数量增加， 尺寸增大。 然而， 当热处理温度增加到

４００ ℃时， Ｃｏ－Ｎｉ－Ｐ 薄膜呈现出较小尺寸的球形颗粒

和较平滑的表面， 如图 ２ （ｄ） 所示。 但当热处理温

度进一步增加到 ５００ ℃时， 薄膜表面的球形颗粒反而

变得更大 （见图 ２ （ｅ） ）； 当热处理温度进一步增加

到 ６００ ℃时， 球形颗粒似乎开始熔入到表面内部， 尺

寸变小， 数目也相应减少 （见图 ２ （ｆ） ）。

图 １　 Ｓ－ＣＯ２电沉积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横截

面形貌 ＳＥＭ 图 （插图： ＥＤＳ 元素线扫描）
Ｆｉｇ 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ｉｎｓｅｔ： ＥＤＳ ｌｉｎ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图 ２　 经过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表面形貌 ＳＥＭ 图： （ａ） 未处理；
（ｂ） ２００ ℃； （ｃ） ３００ ℃； （ｄ） ４００ ℃； （ｅ） ５００ ℃； （ｆ） ６００ ℃

Ｆｉｇ ２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ａ）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ｂ） ２００ ℃； （ｃ） ３００ ℃； （ｄ） ４００ ℃； （ｅ） ５００ ℃； （ｆ） ６００ ℃

　 　 图 ３ 给出了经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 的 ＸＲＤ 谱图。 未经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 －Ｐ 薄膜在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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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５°处出现宽的衍射峰， 呈典型的非晶态结构。 经

过 ２００ ℃热处理 １ ｈ 后， Ｃｏ－Ｎｉ－Ｐ 薄膜并没有发生相

变。 当热处理温度增加到 ３００ ℃时， 出现少量不明显

的衍射峰。 ４００ ℃热处理后， Ｃｏ－Ｎｉ－Ｐ 薄膜出现明显

的 ｈｃｐ （１００）、 （００２） 和 （１０１） 面新衍射峰。 随热

处理温度的升高， 衍射峰变得强烈和尖锐。 ５００ ℃热

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显示出强的 ｈｃｐ （００２） 面衍射

峰和相对低强度的 ｈｃｐ （１００）、 （１０１） 和 （１１０） 面

衍射峰。 与 ５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相比， ６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表现出类似的 ｈｃｐ （１００）、
（００２）、 （１１０） 面衍射峰和新的 ｆｃｃ （ ２００） 面衍

射峰。

图 ３　 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 ＸＲＤ 谱图

Ｆｉｇ ３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２ ２　 热处理对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硬度、 摩擦学性能

和电化学腐蚀性能的影响

图 ４ 给出了经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

的显微硬度。 未经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硬度约为

５００ ＨＶ。 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 薄膜硬度呈现先增

加后降低趋势， 当热处理温度达到 ４００ ℃， Ｃｏ－Ｎｉ－Ｐ
薄膜呈现最高的显微硬度， 约为 ７８０ ＨＶ， 这与 ＸＲＤ
结果有一定对应关系。 如图 ３ 所示， 在 ４００ ℃热处理

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中观察到衍射峰宽化的现象， 表明

该薄膜晶粒的细化。 根据 Ｈａｌｌ－Ｐｅｔｃｈ 关系， 较小的晶

粒尺寸对应着较高的显微硬度。 此外， 析出的硬金属

间化合物在 Ｎｉ 基体中的分散可阻止位错的移动， 从

而使经过 ４００ ℃热处理的 Ｎｉ－Ｐ 薄膜的显微硬度得到

提高。 类似地， 金属间化合物的析出使 Ｃｏ－Ｎｉ－Ｐ 薄

膜的硬度得到显著提高。 经过 ５００ ℃热处理后， 由于

析出物的粗化和晶粒尺寸的长大导致 Ｃｏ－Ｎｉ－Ｐ 薄膜

硬度下降。
图 ５ （ａ） 给出了经过不同温度热处理的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平均摩擦因数。 未经热处理和经过不同温度热

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之间的平均摩擦因数并无明显差

异， 均约为 ０ １２。 不同温度热处理的Ｃｏ－Ｎｉ－Ｐ薄膜的

磨损率如图 ５ （ｂ） 所示。 未经热处理的Ｃｏ－Ｎｉ－Ｐ薄膜

的磨损率为 ３ ０７×１０－６ ｍｍ３ ／ （Ｎ·ｍ）。 随着热处理温度

的升高， 磨损率开始下降， 在 ３００ ℃热处理后获得最

低的磨损率， 约为 ８ ７×１０－７ｍｍ３ ／ （Ｎ·ｍ）， 该磨损率

约为未经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磨损率的 ３０％， 也就

是耐磨性提高了 ３ 倍。 然而， 随着热处理温度的进一

步升高， 磨损率开始出现增大趋势。

图 ４　 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显微硬度

Ｆｉｇ ４　 Ｍｉｃｒｏ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图 ５　 经过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

平均摩擦因数 （ａ） 和磨损率 （ｂ）
Ｆｉｇ 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ｂ）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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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典型的 Ａｒｃｈａｒｄ 定律， 在相同的摩擦磨损条

件下， 材料的磨损率与其显微硬度成反比。 经过 ３００
和 ４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显微硬度没有太

大的差异， 然而在 ３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却

表现出更低的磨损率， 这主要是由于 ３００ ℃热处理的

薄膜显示出较为粗糙的表面 （见图 ２）。 当在油润滑

条件下， 表面粗糙度在摩擦和磨损性能中显示出重要

的作用。 峰谷作为流体容器， 有助于配合部件之间润

滑油膜的保持， 因而使得该薄膜具有更好的摩擦磨损

性能［１３］。
图 ６ 给出了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摩

擦后磨损表面的 ＳＥＭ 形貌图。 可见， 磨损表面宽度

与图 ５ （ｂ） 所示的结果一致。 未经热处理和 ２００ ℃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磨痕宽度相差不大 （约 ２００
μｍ）， 如图 ６ （ａ） 和 （ｃ） 所示。 然而， 从它们的放

大图 （见图 ６ （ｂ） 和 （ｄ） ） 可以发现， 未经热处

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磨损表面显示出比 ２００ ℃热处

理薄膜更深的凹槽。 随热处理温度增加到 ３００ ℃， 薄

膜的磨痕变窄且不明显 （见图 ６ （ｅ） 和 （ ｆ） ）。 此

外， 图 ６ （ｆ） 显示在 ３００ ℃下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

膜表面仅发生轻微的磨损。 随着热处理温度进一步的

升高， 磨痕变宽并伴随塑性变形， 如图 ６ （ ｇ） —
（ｌ） 所示， 黏着磨损成为主要的磨损机制。

图 ６　 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磨损表面 ＳＥＭ 图： （ａ）， （ｂ） 未经热处理；
（ｃ）， （ｄ） ２００ ℃； （ｅ）， （ｆ） ３００ ℃； （ｇ）， （ｈ） ４００ ℃； （ｉ）， （ｊ） ５００ ℃； （ｋ）， （ｌ） ６００ ℃

Ｆｉｇ ６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ａ）， （ｂ）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ｃ）， （ｄ） ２００ ℃； （ｅ）， （ｆ） ３００ ℃； （ｇ）， （ｈ） ４００ ℃； （ｉ）， （ｊ） ５００ ℃； （ｋ）， （ｌ） ６００ ℃

　 　 图 ７ （ａ） 给出了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

膜在质量分数 ３ ５％ＮａＣｌ 溶液中测量的动电位极化曲

线。 采用 ＣｏｒＳｈｏｗ 软件从动电位极化曲线计算得到的

腐蚀电位 （Ｅｃｏｒｒ）、 腐蚀电流密度 （ ｉｃｏｒｒ） 和腐蚀速率

列于表 ２ 中。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 ｉｃｏｒｒ和腐蚀速率按未经

热处理及 ２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和 ４００ ℃ 热处理的顺

序依次降低。 在 ４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显示

出最低的 ｉｃｏｒｒ和腐蚀速率。 图 ７ （ｂ） 和 （ｃ） 分别给

出了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 －Ｐ 薄膜在质量分数

３ ５％ ＮａＣｌ 溶液中测量的 Ｎｙｑｕｉｓｔ 图和 Ｂｏｄｅ 图。 图

７ （ｄ）所示为等效电路， 在 Ｚｖｉｅｗ 软件中用于拟合实

验阻抗数据。 在该电路中， Ｒｓ 是参比电极和工作电

极之间溶液电阻， Ｒｃｔ是电荷转移电阻， ＣＰＥ是双层电

容。 Ｎｙｑｕｉｓｔ 图中容抗弧直径的大小代表工作电极极

化电阻的大小。 如图 ７ （ｂ） 所示，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

直径按照未经热处理及 ２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和 ４００
℃热处理的顺序依次增大。 此外， Ｃｏ－Ｎｉ－Ｐ 薄膜在低

频处阻抗模量同样按照未经热处理及 ２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和 ４００ ℃ 热处理的顺序依次增大， 如图

７ （ｃ）所示。 也就是说， Ｎｙｑｕｉｓｔ 图和 Ｂｏｄｅ 图的结果

共同证实， ４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在质量分数

３ ５％ ＮａＣｌ 溶液中具有最好的耐腐蚀性。
４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具有最佳的耐腐蚀

性归因于其光滑的表面、 致密的结构和较小的晶粒尺

寸 （见图 １ 和图 ２）。 平滑的表面意味着更小的区域

受到阳极溶解的侵蚀， 并且致密的结构可防止腐蚀性

介质 （Ｃｌ－） 侵蚀薄膜或到达薄膜与基体的交界面。
此外， 平均晶粒尺寸对 Ｃｏ－Ｎｉ－Ｐ 膜的电化学腐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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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 因为具有较小晶粒尺

寸的材料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 受到阳极溶解的攻击

表面更大， 表现出较差的耐腐蚀性。 另一方面， 小的

晶粒尺寸提供一个较小的阴极 ／ 阳极面积比， 有利于

腐蚀电流的均匀分布并抑制局部腐蚀发生， 从而提高

薄膜的耐腐蚀性［１４－１５］。 在这里， 后者起着主要作用，
即具有较小晶粒尺寸的 Ｃｏ－Ｎｉ－Ｐ 膜表现出更高的耐

腐蚀性。

图 ７　 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在质量分数 ３ ５％ ＮａＣｌ 溶液中测量的极化曲线 （ａ），
Ｎｙｑｕｉｓｔ 图 （ｂ）， Ｂｏｄｅ 图 （ｃ） 和 ＥＩＳ 数据拟合的等效电路 （ｄ）

Ｆｉｇ ７　 Ｐｏｔｅｎｔｉ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ａ）， Ｎｙｑｕｉｓｔ ｐｌｏｔｓ （ｂ）， Ｂｏｄｅ ｐｌｏｔｓ （ｃ）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ｔｏ ｆｉｔ ｔｈｅ ＥＩＳ ｄａｔａ
（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 ５％ ＮａＣ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表 ２　 不同温度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薄膜在质量分数

３ ５％ ＮａＣｌ 溶液中测量的腐蚀电位 （Ｅｃｏｒｒ），
腐蚀电流 （ ｉｃｏｒｒ） 和腐蚀速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ｒｒ），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ｉｃｏｒ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ｅｄ Ｃｏ－Ｎｉ－Ｐ ｆｉｌｍ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 ５％ ＮａＣ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ｃｏｒｒ ／ ｍＶ
ｉｃｏｒｒ ／

（Ａ·ｃｍ－２）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ｖ ／ （ｍｍ·ｙ－１）

Ｃｏ－Ｎｉ－Ｐ （ａ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２９８．１ １．７４×１０－６ ８．９５×１０－３

Ｃｏ－Ｎｉ－Ｐ （２００ ℃） －２１３．１ １．５７×１０－６ ８．０７×１０－３

Ｃｏ－Ｎｉ－Ｐ （３００ ℃） －４０４．６ ６．４２×１０－７ ３．３０×１０－３

Ｃｏ－Ｎｉ－Ｐ （４００ ℃） －１９２．２ ３．９５×１０－７ ２．０３×１０－３

Ｃｏ－Ｎｉ－Ｐ （５００ ℃） －２１４．０ ５．５９×１０－７ ２．８８×１０－３

Ｃｏ－Ｎｉ－Ｐ （６００ ℃） －２５４．６ ９．３８×１０－７ ４．８３×１０－３

３　 结论

（１） 采用超临界 ＣＯ２辅助电沉积制备了 Ｃｏ－Ｎｉ－Ｐ
三元合金薄膜， 所制备的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表面较

平滑、 结构致密、 薄膜和基体之间紧密结合、 薄膜无

针孔等缺陷。
（２） 热处理及其温度显著影响超临界 ＣＯ２辅助电

沉积准备的 Ｃｏ－Ｎｉ－Ｐ 三元合金薄膜的微观形貌结构

及力学、 摩擦学与腐蚀电化学性能。 经过 ４００ ℃热处

理的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由非晶结构变为晶体结构，
同时析出硬化相使 Ｃｏ－Ｎｉ－Ｐ 薄膜的硬度显著提高。
３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其较高的硬度和适

当的粗糙度， 使其在油润滑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摩擦

学性能。 ４００ ℃热处理的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由于其光

滑的表面、 致密的结构和较小的晶粒尺寸而表现出最

好的耐腐蚀性能。

５３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侯柏林等： 热处理对超临界电沉积 Ｃｏ－Ｎｉ－Ｐ 合金薄膜的摩擦学与电化学腐蚀性能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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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企业润滑管理高峰论坛暨第三届中国工业

设备智能润滑技术大会成功举办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第九届中国企业润滑管理高峰论坛暨第三届中国工业设备智能润滑技术大会” 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举办。
本次论坛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 工业摩擦润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研检测 （广州） 有限公司承办。 科研院校、 企事业单位代表、 从事设备润滑管理及

工业摩擦学应用研究的专家学者、 企业设备管理人员、 润滑产品及技术供应商等代表观看了本次论坛直播。 摩擦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贺石中教授作 “创建基于油液监测的设备润滑健康体系” 专题报告， 清华大学郭飞副教授作 “橡塑密封关键科学技

术问题和发展趋势研究”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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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式唇型圈停车密封开启全过程密封特性研究

李双喜　 许　 灿　 刘兴华　 赵　 祥　 古彦飞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为探究旋转式密封圈脱开全过程的密封性能参数变化， 借助非线性有限元软件 ＡＮＳＹＳ， 建立三维的 “超
弹性体” 的两参数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橡胶模型、 弹簧和 “刚体” 的静止轴模型， 研究传统唇型密封圈和 ２ 种新型唇形密

封圈 （Ｇ 形与 Ｓ 形） 在脱开过程中接触压力、 接触宽度、 摩擦力的变化规律， 分析入口压力、 过盈量、 弹簧力、 橡胶

密度对脱开转速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３ 种旋转式密封圈的接触压力、 接触宽度均随转速增加而减少且减少的速率相同，
摩擦力随转速的增加先增大再减少； ３ 种旋转式密封圈的最大接触压力均发生在唇口靠近空气侧， 空气侧与介质侧的

接触宽度之比为 ２ ∶ １， 从唇口到空气侧的 ０ ６ ｍｍ 内， 接触压力均趋近于最高值； 入口压力对脱开转速影响最大， 橡

胶密度对脱开转速的影响也较大， 而过盈量和弹簧力的影响较小； Ｇ 形和 Ｓ 形唇形密封结构的脱开转速比传统密封结

构低 ４０％左右， 证明了环形弹簧的离心力能够加速唇口的脱开。 采用压力监控的实验精确地测定开启转速， 实验结果

与数值分析结果相差较小， 证明了数值分析的准确性。
关键词： 旋转式密封圈； 脱开转速； 径向位移； 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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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式唇形密封圈通常应用在火箭发动机涡轮泵

中跟随转轴一起旋转， 在静止或低转速下起到阻止燃

料泄漏的作用。 而在高转速下， 唇口部分橡胶因离心

力作用与轴呈现脱开趋势， 当升至某个转速时， 唇口

的最大接触压力小于流体压力［１］， 开始与装配轴脱

开， 实现无接触运转， 此时需要液封轮来阻止燃料泄

漏。 即高速下液封轮起密封作用， 低速下唇形圈起密

封作用， 两者相互配合使用。 当转速逐渐降低， 唇形

圈能够再次实现密封作用， 该用法也属于停车密封。
可以看出， 密封圈的脱开转速是发动机涡轮泵端面密

封结构设计的重要参数［２］。
唇形圈与液封轮配合使用的难点是难以根据工程

应用精确控制唇口脱开转速， 当设计的脱开转速过

低， 唇口过早打开， 会造成介质提前泄漏； 当设计的

脱开转速过高， 唇口不能及时打开， 会造成唇口与轴

摩擦时间较长， 唇口温度过高、 磨损严重， 不利于长

期使用。 因此准确了解旋转式密封圈脱开转速的变化

规律对于提高密封圈的使用寿命非常重要。 但由于目

前为止未能透彻揭示其密封原理， 唇型密封圈的设计

与选型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也不利于结构创新和改

进［３］，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旋转式唇形密封圈

的工作机制。
有关唇形密封圈仿真研究， 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

研究。 李苗苗等［４］研究了安装过盈量和介质压力对旋

转轴唇形橡胶密封圈密封性能的影响。 桑建兵等［５］研

究了橡胶密封圈的范·米塞斯应力的分布规律以及唇

口处接触应力的分布曲线。 张付英等［６］模拟分析了密

封圈在特定工作条件下的温度分布。 ＨＯＲＶＥ ［７］用正

弦规律模拟唇口表面形貌， 考虑空化效应研究了操作

参数对密封圈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流体动压效应举

升了唇口。 郭飞等人［８］基于流量因子统计学方法建立

了旋转轴唇形密封的混合润滑模型。 沈国强等［９］基于

唇形密封圈有限元分析结果， 采用 ＶＢ 软件开发了参

数化软件。 宋正朴［１０］ 基于往复式骨架油封动态模型

分析了不同工况对唇口温度场的影响。 上述研究大多

是针对旋转轴密封圈， 即轴旋转、 密封圈固定， 关于

旋转式密封圈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作者采用数值分析及试验验证的方法研究 ２

种新型唇形密封圈 （Ｇ 形与 Ｓ 形） 与传统密封圈开

启全过程中脱开前密封参数的变化趋势及脱开转速的

影响因素及大小差别。
１　 三种密封圈结构及受力分析

完整的密封圈结构主要由橡胶部分、 环形弹簧、
骨架 ３ 部分组成［１１］。 骨架在密封圈中可提升刚度、
防止密封圈因压力过高而产生大变形； 橡胶部分的唇

口及其他面在实际工况中与其他刚体接触， 起密封作

用； 环形弹簧保证在静止或低转速下， 密封圈唇口与

静止轴紧密连接。 为研究唇口脱开转速的变化规律，
对传统密封圈 （见图 １） 和 ２ 种新型唇形密封圈 （Ｇ
形与 Ｓ 形， 见图 ２） 进行对比研究。 Ｇ 形与 Ｓ 形结构

与传统结构的差别在于从结构上限制弹簧在高转速下

的位移， 弹簧的变形始终固定在唇形圈中， 利用弹簧

在高速下变形较大的特点加速唇口的脱开。
３ 种唇形圈结构的受力相近， 以传统结构为例，

其结构及受力如图 １ 所示。 下文以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命名传统结构、 Ｇ 形与 Ｓ 形结构。

图 １　 传统结构受力 （模型一）
Ｆｉｇ １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１）

图 ２　 Ｇ 形结构和 Ｓ 形结构

Ｆｉｇ ２　 Ｇ－ｔｙ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ｙ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 ｍｏｄｅｌ ２； （ｂ） ｍｏｄｅｌ ３

图 １ 中， 唇形圈受到的最多的力是垂直于接触面

的流体压力（Ｆｐ １、Ｆｐ ２、Ｆｐ ３）， 其中唇口部分上方的受压

面积较大， 受力方向总体向下； Ｆｗ为橡胶部分的离心

力； 旋转的弹簧也具有离心力， 高转速下弹簧与密封

圈脱开， 因此不考虑模型一中弹簧的离心力， 但模型

二和模型三中会考虑弹簧离心力； Ｆｓ为环形弹簧对橡

胶部分的径向弹簧力； Ｆｔ为橡胶部分的自身回复力。
２　 数值分析

计算参数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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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计算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燃料泵入口压力 ｐ ｉｎ ／ ＭＰａ ０．１

橡胶密度 ρ ／ （ｋｇ·ｍ－３） １ ３００

弹簧密度 ρ ／ （ｋｇ·ｍ－３） ７ ８５０

２ １　 材料模型的选择

分析所选用的橡胶材料为丁腈橡胶， 一种高度材

料非线性、 接触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复合材料， 采用

两参数的 Ｍｏｏｎｅｙ －Ｒｉｖｌｉｎ 模型［１２］ 描述完整的材料行

为， 如公式 （１） 所示。

Ｗ（ Ｉ１，Ｉ２） ＝ ∑
ｎ

ｉ，ｊ ＝ ０
Ｃ ｉｊ （ Ｉ１ － ３） ｉ （ Ｉ２ － ３） ｊ （１）

式中： Ｗ 为应变能密度； Ｃ ｉｊ为 Ｒｉｖｌｉｎ 系数； Ｉ１和
Ｉ２分别为第 １ 和第 ２ Ｇｒｅｅｎ 应变不变量。 两参数的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型参数值 Ｃ１０ ＝ － １５ ３ ＭＰａ， Ｃ０１ ＝
１６ ２７５ ＭＰａ。 弹簧以及装配轴的材料选择为不锈钢。
２ ２　 唇形圈和环形弹簧的建模

前人关于唇形圈数值分析中， 多是省略弹簧或简

化弹簧成圆管状［１３］， 该方法对于旋转轴唇形密封圈是

可行的， 能够保证唇形圈所受弹簧径向力与实际一致，
但不适用于旋转式唇形圈。 因简化后弹簧的质量与实

际质量不相同， 则导致离心力不同， 数值分析不能够

正确计算出弹簧的变形。 文中提出参数化公式如公式

（２） — （４）， 按照实际圈数、 线径和中径等参数建出

６００ 圈环形弹簧。 因弹簧非轴对称结构以及为减少计算

量， 建立如图 ３ 所示 １ ／ ４ 整体模型进行求解分析。

ｘ ｔ ＝（Ｄ０＋ｄｃｏｓｔ）ｃｏｓ
ｔ
Ｎａ

æ

è
ç

ö

ø
÷ （２）

ｙ ｔ ＝（Ｄ０＋ｄｃｏｓｔ）ｓｉｎ
ｔ
Ｎａ

æ

è
ç

ö

ø
÷ （３）

ｚ ｔ ＝ Ｌｓｉｎｔ （４）
式中： Ｄ０为弹簧安装直径； ｄ 为弹簧线径； Ｎａ为

弹簧圈数。

图 ３　 １ ／ ４ 装配体

Ｆｉｇ ３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环形弹簧参数见表 ２。

表 ２　 弹簧部分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模型参数 数值

弹簧安装位置与唇口轴向距离 Ｒｒ ／ ｍｍ ０ ８
弹簧安装位置与腰部轴向距离 Ｌ ／ ｍｍ ７．７５

弹簧线径 ｄ ／ ｍｍ ０．５
弹簧中径 Ｄ ／ ｍｍ ２．５

弹簧安装直径 Ｄ０ ／ ｍｍ ５８．３５
弹簧圈数 Ｎａ ６００
弹簧力 Ｔ ／ Ｎ ４

２ ３　 边界条件及加载

在唇形圈实际工况中， 唇形圈固定在外壳中， 其

轴向和径向均被固定， 外圈没有变形空间， 即在模拟

分析中， 对其外圈进行径向固定约束［１４］。 如图 ４ 所示，
唇形圈正向受压， 在面上加载垂直于面的载荷， 大小

为 ０ １ ＭＰａ； 在 ２ 个截面处加载对称边界。 环形弹簧与

唇形圈的接触设置为摩擦接触， 根据橡胶材料与不锈

钢的动摩擦因数范围， 摩擦因数选择 ０ ５。 给予唇形圈

和弹簧旋转速度。 弹簧径向力 Ｆ 的计算［１５］ 见公式

（５）。 实际安装中， 唇形圈是通过轴向安装， 因此在仿

真中， 给静止轴一个轴向的位移， 实现实际装配过程。
装配轴与唇形圈的接触设置为摩擦接触， 摩擦因数

同上。

图 ４　 紧箍弹簧受力分析

Ｆｉｇ 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ｏｐ ｓｐｒｉｎｇ

弹簧径向力计算公式：

Ｆ＝ ２π １－
Ｒｒ

Ｌ
æ

è
ç

ö

ø
÷ Ｔ （５）

式中： Ｆ 为弹簧径向力； Ｒｒ 为弹簧安装位置与唇
口轴向距离； Ｌ 为弹簧安装位置与腰部轴向距离； Ｔ
为弹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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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分析云图

文中按照当最大接触压力小于介质压力时， 视计
算转速为脱开转速。

３ 个模型的变形云图如图 ５—７ 所示。

图 ５　 模型一脱开后整体变形图
Ｆｉｇ ５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ｌｉｐ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 １ ｉｓ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图 ６　 模型二脱开后整体变形图
Ｆｉｇ ６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ｌｉｐ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 ２ ｉｓ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图 ７　 模型三脱开后整体变形图
Ｆｉｇ ７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ｌｉｐ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 ３ ｉｓ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在高转速下， 根据弹簧比橡胶变形大的特点， 模

型一中的弹簧与唇形圈分离， 模型一不再受弹簧径向
力作用， 脱开转速只凭借橡胶自身的离心力。 模型二
和模型三中的弹簧始终被固定在橡胶部分中， 弹簧的
变形始终被限制在唇形圈中， 在高转速下， 弹簧的变
形会带动唇口部分整体向外移动， 从而达到加速脱开
的目的。
３　 密封开启特性分析
３ １　 接触压力、 宽度、 摩擦力随转速的变化趋势

以入口压力为 ０ １ ＭＰａ 时为例， 随转速的逐渐增
加， 唇口处的最大接触压力变化如图 ８ 所示， 摩擦力
的变化趋势如图 ９ 所示。

图 ８　 接触压力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图 ９　 摩擦力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从图 ８、 ９ 中可以看出， 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脱开
转速明显比模型一低， 在转速超过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接触压力小于介质压力， 摩擦力降低至 ０。 从图 ８ 中
可以看出， 模型二和模型三中， 接触压力的下降速度
相同， 证明结构的改变并未引起其接触压力下降速度
的改变。 从图 ９ 中可以看出， 摩擦力的变化趋势为先
上升后下降。 原因为随转速的逐渐提升， 摩擦力逐渐
增大， 当唇口逐渐开始脱开时， 接触宽度逐渐减少，
摩擦力逐渐减少至 ０。

从图 １０ 可以看出， 接触宽度在脱开转速的前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左右开始减小， 在脱开转速前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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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骤然减少至 ０。 结合图 ８ 可知， 唇形圈在脱开前的
接触压力一直大于介质压力， 证明唇形圈的密封性能
良好且随转速的增加逐渐失去唇形圈作用。 结合图 ９
可知， 从脱开前转速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开始， 摩擦力开始
由增大趋势变为减小， 证明了接触宽度的变化规律。
图 １１ 中， 唇尖处的坐标设置为 ０， 令靠近空气侧为
负坐标， 介质侧为正坐标。 从图中可看出， ３ 个模型
的最大接触压力均位于空气侧， 空气侧的接触宽度与
介质侧的比例大约为 ２ ∶ １。 空气侧在距离唇口 ０ ６
ｍｍ 内压力变化趋势不大， 均趋近于最高值。 介质侧
接触宽度较少且降低速度较快。 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文中模拟实际安装过程中， 需在初始时给轴一个轴向
位移模拟实际安装过程 （实际安装时， 唇形圈是从
一侧轴向安装在轴上）， 因此唇形圈在安装完成后，
在唇口处会有一定的弯曲变形， 接触宽度取决于正向
安装还是背向安装。 文中按照实际工况为背向安装，
因此在空气侧的接触宽度最大。

图 １０　 接触宽度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ｄ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图 １１　 接触面上接触应力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 ２　 脱开转速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 ２ １　 弹簧离心力的影响

在入口压力 ０ １ ＭＰａ 下， 分析不同弹簧力对 ３ 个
模型脱开转速的影响趋势， 结果如图 １２ 所示。 可知，
随着弹簧力的逐渐增大， 脱开转速线性增加， 弹簧力

从 ４ Ｎ 增加到 ８ Ｎ， ３ 个模型的脱开转速增长率分别
为 ７％、 ９％、 １５％。 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脱开转速明显
比模型一的低， 证明了环形弹簧的离心力能够有效降
低脱开转速。 在工程应用中， 可根据具体工况的使用
要求， 确定脱开转速后， 合理选用弹簧力的大小， 对
脱开转速进行调整。 弹簧力过大时， 会增大过盈量，
不利于安装以及唇口脱开， 也会增加唇口磨损， 不利
于长期使用； 弹簧径向力过小时， 在静态或低转速下
会导致密封性能下降， 同时在唇口磨损后， 不能有效
地补偿过盈量。

图 １２　 离心力与脱开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３ ２ ２　 过盈量的影响

由图 １３ 可知， 随着过盈量的逐渐增大， 脱开转
速线性增加， 过盈量从 ０ ４ ｍｍ 增加到 ０ ８ ｍｍ 时， ３
个模型的脱开转速增长率分别为 １０％、 １５％、 ３０％。
同理， 环形弹簧对脱开转速的影响较大， 在相同工况
下， 新型结构的脱开转速比传统结构降低 ４０％左右。
过盈量的大小对脱开转速的影响较小。 在工程应用
中， 过盈量较大会导致安装困难， 唇口处结构变形较
大， 脱开转速增大， 唇口难以脱开； 过盈量较小则会
导致密封性能不好， 会造成唇口虽未完全脱开但有少
量泄漏的情况发生。

图 １３　 过盈量与脱开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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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入口压力的影响

由图 １４ 可知， 随着入口压力的逐渐增大， 脱开
转速线性增加， 入口压力从 ０ 增加到 ０ ４ ＭＰａ， ３ 个
模型的脱开转速增长率分别为 １８１％、 ３１４％、 ３８２％，
表明入口压力对脱开转速的影响非常大， 在高压下表
现更为明显。 同时也证明了新型结构的有效性， 在工
程应用中， 可通过使用这种新型结构来达到降低脱开
转速的目的。

图 １４　 压力与脱开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３ ２ ４　 橡胶密度的影响

橡胶材料的密度因添加物、 材料选择、 原料配比
等因素会有所不同。 实物测量不同橡胶材质的唇形圈
密度在 １ ３００ ～２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之间。 文中分析了在此区
间内密度对开启转速的影响规律。

由图 １５ 可知， 唇形圈密度从 １ ３００ ｋｇ ／ ｍ３增加到
２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 ３ 个模型脱开转速减少率分别为 １６％、
１９％、 １８％。 原因在于由离心力公式易知密度增大，
则质量增大， 会加速唇口脱开。 通过这条规律也可以
判断， 在相同条件下， 唇口部分质量大的更容易脱
开。 在工程应用中， 在只考虑脱开转速不考虑其他属
性的情况下， 增加密度无需考虑磨损量、 使用寿命、
静态密封性能等因素， 可以选择通过改变橡胶密度去
控制脱开转速。

图 １５　 密度与脱开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４　 试验验证
为对数值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设计了一种可以检

测腔内压力和电机电流的实验装置和系统， 唇形圈唇
口打开后， 可观察腔内压力突降， 电机电流突增。 通

过比对腔内压力、 电机电流与转速对应时间下的数据
可得出脱开转速。 实验设计图以及实际图如图 １６ 所
示。 因三种唇形圈的内径、 外径分别相等， 实验过程

中安装在相同的位置， 下图中只展示模型一的装配二
维图。

图 １６　 实验装置及结构

Ｆｉｇ 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ｂ）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实验研究不同入口压力对脱开转速的影响， 并与
数值分析的结果对比， 如图 １７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脱开前， 唇形圈的密封效果稳
定， 未检测到泄漏现象发生， 直至唇口脱开， 泄漏量
突增， 证明接触压力与接触宽度分析的正确性。 实验

得到的结果与软件分析结果相近， 如图 １７ 所示， ３
个模型的平均误差在 ５％左右， 可以证明分析结果的
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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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实验结果与数值分析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１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５　 结论

（１） 在脱开过程中， 唇口的接触压力随转速的

升高逐渐减少， 当接触压力小于介质压力时， 唇形圈

失去密封作用； 脱开前接触宽度在脱开转速前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快速减少至 ０； 唇口处最大接触压力发生在唇

尖靠近空气侧， 空气侧与介质侧的接触宽度之比为

２ ∶ １， 且空气侧靠近唇尖 ０ ６ ｍｍ 内接触压力均趋近

于最高值。
（２） 入口压力对脱开转速影响极大， 过盈量和

弹簧力对其影响较小， 橡胶密度对其影响较大， 且不

会影响磨损量、 使用寿命等。 在工程应用中， 应根据

实际工况合理选用弹簧力、 过盈量、 入口压力和橡胶

密度。
（３） 利用环形弹簧离心力能够加速唇口的脱开，

同时增加唇口部分的质量也能够降低脱开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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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分析惯性效应对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密封动态性特性的影响规律， 建立考虑惯性效应的变黏度变密度

螺旋槽干气密封动态特性数学模型， 采用有限差分法和小扰动法求解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密封动态特性参数， 分析操

作工况远离及靠近临界点时，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密封动态特性变化规律及惯性效应对其影响程度。 结果表明： 无论

操作工况是否靠近临界点， 动态特性系数都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动态刚度系数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动态阻尼在近

临界点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远离临界点则相反；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动态特性系数比不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偏低； 操作

工况近临界点时， 惯性效应不可忽略， 远离临界点时， 惯性效应可忽略不计。
关键词： 超临界二氧化碳； 干气密封； 惯性效应； 动态特性； 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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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气密封具有泄漏量少、 寿命长、 能耗低、 密封

的流体不受油污染、 密封辅助系统简单可靠等技术优

势［１］， 被广泛地应用于火电、 核电、 太阳能光热发电

中的超临界二氧化碳 （Ｓ－ＣＯ２） 动力设备密封。
由于 Ｓ－ＣＯ２导热性能好、 密度高、 黏度低及近临

界点物性突变等特性， 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对 Ｓ－
ＣＯ２干气密封的研究。 ＦＡＩＲＵＺ 和 ＪＡＨＮ［２－３］ 研究了实

际气体效应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性能的影响。 ＴＨＡＴＴＥ
和 ＤＨＥＥＲＡＤＨＡＤＡ［４］基于多尺度耦合物理模型来分

析 Ｓ－ＣＯ２循环下干气密封的性能， 并解决了 Ｓ－ＣＯ２运

行过程中的一些特定风险； 该模型中加入了实际气体

状态方程， 以捕获接近临界点的流体性质中的不连续

性。 ＤＵ 等［５］采用热－流－固耦合方法， 利用实际气体

模型研究了螺旋槽干气密封的密封性能。 沈伟等人［６］

采用有限差分法， 分析了实际效应对高速 Ｓ－ＣＯ２干气

密封稳态性能的影响规律。 李志刚等［７］介绍了 Ｓ－ＣＯ２

循环动力系统旋转机械动密封技术面临的技术挑战和

研究现状， 指出后续需要开展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多尺

度、 多物理场耦合动力学特性研究工作。 马润梅等［８］

研究了 Ｓ－ＣＯ２气体端面密封阻塞效应。
但目前关于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稳

态性能方面， 鲜有涉及动态性能方面的研究。 动态特

性优劣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密封抵抗外界扰动及保持动

态稳定运行的能力， 若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在运行过程中

气膜动态特性不佳， 则极容易出现密封失效事故。 同

时， 惯性效应是干气密封性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

因素［９］。 ＹＵ 和 ＳＡＤＥＧＨＩ［１０］ 在端面开设型槽基础上

研究了离心惯性效应的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离心惯性

力会 削 弱 端 面 承 载 能 力， 改 变 流 体 流 动 趋 势。
ＴＨＯＭＡＳ 等［１１－１２］研究了惯性效应和阻塞流效应对锥

形干气密封的热弹流润滑特性。 ＧＡＲＲＡＴＴ 等［１３］研究

了流体为可压缩状态时， 惯性效应对速度与压力分布

的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影响机制与不可压缩流体一

致， 且流体薄膜处于楔形间隙时， 惯性效应的影响程

度愈发明显。 沈伟等人［１４］ 建立了考虑气体惯性效应

的稳态及微扰雷诺方程， 利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求解得

到端面膜压分布， 研究分析了惯性效应对超高速干气

密封稳态及动态特性影响规律。 可见， 开展 Ｓ－ＣＯ２干

气密封动态性能的研究必须考虑惯性效应的影响。
本文作者建立了考虑惯性效应的变黏度变密度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数学模型， 采用有限差分法和小扰动

法求解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特性参数， 分析了操作工

况远离及靠近临界点时，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特性变

化规律及惯性效应对其影响程度， 并完善 Ｓ－ＣＯ２干气

密封理论分析模型， 为 Ｓ－ＣＯ２ 干气密封优化设计提

供理论依据。
１　 理论模型

１ １　 几何模型

密封端面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ｐａ、 ｐｂ分别为

内、 外径处压力， ω 为动环转速， θ 为转角， α 为螺

旋角， θｄ、 θｇ分别为坝区、 槽区对应的角度， ｒ ｉ、 ｒｏ、
ｒｇｉ和 ｒｇｏ分别为密封环内半径、 外半径、 内槽根半径和

外槽根半径。 当 ｒｏ ＞ ｒｇｏ ＞ ｒｇｉ ＝ ｒ ｉ 时为内径开槽， 当 ｒｏ ＞
ｒｇｏ＞ｒｇｉ＞ｒ ｉ时为中间开槽， 当 ｒｏ ＝ ｒｇｏ ＞ｒｇｉ ＞ｒ ｉ时为外径开

槽。 文中以外径开槽的螺旋槽干气密封为研究对象。

图 １　 密封端面结构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１ ２　 数学模型

１ ２ １　 控制方程

为方便数值计算， 可对柱坐标系下的 Ｎ－Ｓ 方程

进行如下假设：
（１） 忽略润滑气体体积力的影响；
（２） 忽略密封端面流体相对滑动；
（３） 忽略沿膜厚方向的压力梯度；
（４） 润滑流体等温连续流动［６］；
（５） 密封间的流体处于层流状态。
基于上述假设， 可分别得到忽略、 考虑惯性效应

的广义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如式 （１）、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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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 为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端面间隙压力； ρ 为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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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密度； μ 为润滑流体黏度； ｈ 为密封端面间隙膜厚。
１ ２ ２　 动态雷诺方程的推导

假设密封旋转动环在稳态平衡状态下， 受到一个

激励频率为 ω１的轴向微扰扰动 Δｚ， 即轴向激励频率

比 Г＝ω１ ／ ω， 则密封端面瞬时膜厚及动态压力表达式

如式 （３） 所示。
ｈ（ ｒ，θ，ｔ）＝ ｈ０（ ｒ，θ）＋Δｚｅ

ｉω１ｔ

ｐ（ ｒ，θ，ｔ）＝ ｐ０（ ｒ，θ）＋ｐｚ（ ｒ，θ）Δｚｅ
ｉω１ｔ{ （３）

式中： ｈ０为密封端面稳态气膜厚度； ｐ０为密封端

面稳态压力； ｐｚ为轴向微扰压力。
为书写方便将式 （３） 简化为

ｈ＝ ｈ０＋ｈ１，　 ｈ１ ＝Δｚｅ ｉω１ｔ

ｐ＝ ｐ０＋ｐ１，　 ｐ１ ＝ ｐｚΔｚｅ
ｉω１ｔ{ （４）

将式 （４） 代入考虑惯性效应的广义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

程 （２） 展开并忽略高阶小量得：
∂
∂ｒ

ρｒ
μ ｈ３

０

∂ｐ０

∂ｒ
＋３ｈ２

０ｈ１

∂ｐ０

∂ｒ
＋ｈ３

０

∂ｐ１

∂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ｒ∂θ

ρ
μ ｈ３

０

∂ｐ０

∂θ
＋３ｈ２

０ｈ１

∂ｐ０

∂θ
＋ｈ３

０

∂ｐ１

∂θ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６ωｒ
∂（ρｈ０）

∂θ
＋
∂（ρｈ１）

∂θ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２ｒ

∂（ρΔｚｅ ｉω１ｔ）
∂ｔ

＋

３ω２

１０
∂
∂ｒ

ρ２ｒ２ ｈ３
０＋３ｈ

２
０ｈ１( )

μ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５）

分离出稳态压力方程， 如式 （６） 所示。
∂
∂ｒ

ρｒｈ３
０

μ
∂ｐ０

∂ｒ
æ

è
ç

ö

ø
÷ ＋ １

ｒ
∂
∂θ

ρｈ３
０

μ
∂ｐ０

∂θ
æ

è
ç

ö

ø
÷ ＝ ６ωｒ

∂（ρｈ０）
∂θ

＋

３ω２

１０
∂
∂ｒ

ρ２ｒ２ｈ３
０

μ
æ

è
ç

ö

ø
÷ （６）

剩下的动态项如式 （７） 所示。
∂
∂ｒ

ρｒ
μ ３ｈ２

０ｈ１

∂ｐ０

∂ｒ
＋ｈ３

０

∂ｐ１

∂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ｒ∂θ

ρ
μ ３ｈ２

０ｈ１

∂ｐ０

∂θ
＋ｈ３

０

∂ｐ１

∂θ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６ωｒ

∂（ρｈ１）
∂θ

＋

１２ｒ
∂ ρ Δｚｅ ｉω１ｔ( )

∂ｔ
＋９ω

２

１０
∂
∂ｒ

ρ２ｒ２ｈ２
０ｈ１

μ
æ

è
ç

ö

ø
÷ （７）

对式 （７） 求导， 可得到关于 ｐｚ的偏微分方程：
∂
∂ｒ

ρｒ
μ ３ｈ２

０

∂ｐ０

∂ｒ
＋ｈ３

０

∂ｐｚ

∂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ｒ∂θ

ρ
μ ３ｈ２

０

∂ｐ０

∂θ
＋ｈ３

０

∂ｐｚ

∂θ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６ωｒ

∂ρ
∂θ

＋

１２ρｒω１ ｉ＋
９ω２

１０
∂
∂ｒ

ρ２ｒ２ｈ２
０

μ
æ

è
ç

ö

ø
÷ （８）

微扰动态压力为复变量， 令 ｐｚ ＝ ｐｚｒ ＋ｉｐｚｉ， 代入式

（８） 得：

∂
∂ｒ

ρｒ
μ ３ｈ２

０

∂ｐ０

∂ｒ
＋ｈ３

０

∂（ｐｚｒ＋ｉｐｚｉ）
∂ｒ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
ｒ∂θ

ρ
μ ３ｈ２

０

∂ｐ０

∂θ
＋ｈ３

０

∂ ｐｚｒ＋ｉｐｚｉ( )

∂θ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６ωｒ

∂ρ
∂θ

＋

１２ρｒω１ ｉ＋
９ω２

１０
∂
∂ｒ

ρ２ｒ２ｈ２
０

μ
æ

è
ç

ö

ø
÷ （９）

则动态实部、 虚部压力方程如式 （１０）、 （１１）
所示。

∂
∂ｒ

ρｒ
μ ３ｈ２

０

∂ｐ０

∂ｒ
＋ｈ３

０

∂ｐｚｒ

∂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ｒ∂θ
·

ρ
μ ３ｈ２

０

∂ｐ０

∂θ
＋ｈ３

０

∂ｐｚｒ

∂θ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６ωｒ

∂ρ
∂θ

＋９ω
２

１０
∂
∂ｒ

ρ２ｒ２ｈ２
０

μ
æ

è
ç

ö

ø
÷ （１０）

∂
∂ｒ

ρｒｈ３
０

μ
∂ｐｚｉ

∂ｒ
æ

è
ç

ö

ø
÷ ＋ ∂

ｒ∂θ
ρｈ３

０

μ
∂ｐｚｉ

∂θ
æ

è
ç

ö

ø
÷ ＝ １２ρｒω１ （１１）

２　 数值求解

２ １　 控制方程离散求解

采用有限差分法对式 （６）、 （１０）、 （１１） 分别进

行离散， 具体差分格式分别如下。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稳态压力方程 （６） 差分格式：
ｐ０ （ ｉ，ｊ）＝ （Ａｉ，ｊｐ０ （ ｉ＋１，ｊ） ＋Ｂ ｉ，ｊｐ０（ ｉ－１，ｊ） ＋Ｃ ｉ，ｊｐ０（ ｉ，ｊ＋１） ＋

Ｄｉ，ｊｐ０（ ｉ，ｊ－１） ＋Ｆ ｉ，ｊ） ／ Ｅ ｉ，ｊ （１２）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实部压力方程 （１０） 差分格式：
ｐｚｒ （ ｉ，ｊ）＝ （Ａｉ，ｊｐｚｒ（ ｉ＋１，ｊ） ＋Ｂ ｉ，ｊｐｚｒ（ ｉ－１，ｊ） ＋Ｃ ｉ，ｊｐｚｒ （ ｉ，ｊ＋１） ＋

Ｄｉ，ｊｐｚｒ（ ｉ，ｊ－１） ＋Ａ１ ｉ，ｊｐ０（ ｉ＋１，ｊ） ＋Ｂ１ ｉ，ｊｐ０（ ｉ－１，ｊ） ＋Ｃ１ ｉ，ｊｐ０ （ ｉ，ｊ＋１） ＋
Ｄ１ ｉ，ｊｐ０（ ｉ，ｊ－１） －Ｅ１ ｉ，ｊｐ０（ ｉ，ｊ） ＋Ｆ１ ｉ，ｊ） ／ Ｅ ｉ，ｊ （１３）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虚部压力方程 （１１） 差分格式：
ｐｚｉ （ ｉ，ｊ）＝ （Ａｉ，ｊｐｚｉ （ ｉ＋１，ｊ） ＋Ｂ ｉ，ｊｐｚｉ（ ｉ－１，ｊ） ＋Ｃ ｉ，ｊｐｚｉ（ ｉ，ｊ＋１） ＋

Ｄｉ，ｊｐｚｉ（ ｉ，ｊ－１） ＋Ｆ２ ｉ，ｊ） ／ Ｅ ｉ，ｊ （１４）
其中：

Ａｉ， ｊ ＝
ｈ３

０（ ｉ， ｊ）

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３ｈ２
０（ ｉ， ｊ）（ｈ０ （ ｉ ＋１， ｊ） － ｈ０ （ ｉ －１， ｊ））

４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ｈ３
０（ ｉ， ｊ） νｉ ＋１， ｊ － νｉ －１， ｊ( )

４ｒ ｉ， ｊν
２
ｉ， ｊΔθ

２

Ｂ ｉ， ｊ ＝
ｈ３

０（ ｉ， ｊ）

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３ｈ２
０（ ｉ， ｊ）（ｈ０ （ ｉ ＋１， ｊ） － ｈ０ （ ｉ －１， ｊ））

４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ｈ３
０（ ｉ， ｊ）（νｉ ＋１， ｊ － νｉ －１， ｊ）

４ｒ ｉ， ｊν
２
ｉ， ｊΔθ

２

Ｃ ｉ， ｊ ＝
ｒ 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

νｉ， ｊΔｒ
２

＋
ｈ３

０（ ｉ， ｊ）

２νｉ， ｊΔｒ
＋

３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ｈ０ （ ｉ， ｊ ＋１） － ｈ０ （ ｉ， ｊ －１））

４νｉ， ｊΔｒ
２

－

ｒ 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 νｉ， ｊ ＋１ － νｉ， ｊ －１( )

４ν２
ｉ， ｊΔ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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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 ｊ ＝
ｒ 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

νｉ， ｊΔｒ
２

－
ｈ３

０（ ｉ， ｊ）

２νｉ， ｊΔｒ
－

３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ｈ０ （ ｉ， ｊ ＋１） － ｈ０ （ ｉ， ｊ －１））

４νｉ， ｊΔｒ
２

＋

ｒ 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νｉ， ｊ ＋１ － νｉ， ｊ －１）

４ν２
ｉ， ｊΔｒ

２

Ｅ ｉ， ｊ ＝
２ｒ 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

νｉ， ｊΔｒ
２

＋
２ｈ３

０（ ｉ， ｊ）

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Ｆ ｉ， ｊ ＝ ６ωｒ ｉ， ｊ ρｉ， ｊ·
ｈ０（ ｉ －１， ｊ） － ｈ０（ ｉ ＋１， ｊ）

２Δθ
＋ ｈ０（ ｉ， ｊ）·

æ

è
ç

ρｉ －１， ｊ － ρｉ ＋１， ｊ

２Δθ
ö

ø
÷ － ３ω２

１０
·

ｒ２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ρｉ， ｊ ＋１ － ρｉ， ｊ －１）

νｉ， ｊΔｒ
＋é

ë
êê

２ρｉ， ｊｒ 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

νｉ， ｊ

＋
３ρｉ， ｊｒ

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ｈ０（ ｉ， ｊ ＋１） － ｈ０（ ｉ， ｊ －１））

２νｉ， ｊΔｒ
－

ｒ２ｉ， ｊｈ
３
０（ ｉ， ｊ）（μ ｉ， ｊ ＋１ － μ ｉ， ｊ －１）

２ν２
ｉ， ｊΔｒ

ù

û
ú
ú

Ａ１ ｉ， ｊ ＝
３ｈ２

０（ ｉ， ｊ）

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３ｈ０（ ｉ， ｊ）（ｈ０ （ ｉ ＋１， ｊ） － ｈ０ （ ｉ －１， ｊ））
２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３ｈ２
０（ ｉ， ｊ）（νｉ ＋１， ｊ － νｉ －１， ｊ）

４ｒ ｉ， ｊν
２
ｉ， ｊΔθ

２

Ｂ１ ｉ， ｊ ＝
３ｈ２

０（ ｉ， ｊ）

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３ｈ０（ ｉ， ｊ）（ｈ０ （ ｉ ＋１， ｊ） － ｈ０ （ ｉ －１， ｊ））
２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

３ｈ２
０（ ｉ， ｊ）（νｉ ＋１， ｊ － νｉ －１， ｊ）

４ｒ ｉ， ｊν
２
ｉ， ｊΔθ

２

Ｃ１ ｉ， ｊ ＝
３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

νｉ， ｊΔｒ
２

＋
３ｈ２

０（ ｉ， ｊ）

２νｉ， ｊΔｒ
＋

３ｒ ｉ， ｊｈ０（ ｉ， ｊ）（ｈ０ （ ｉ， ｊ ＋１） － ｈ０ （ ｉ， ｊ －１））
２νｉ， ｊΔｒ

２
－

３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νｉ， ｊ ＋１ － νｉ， ｊ －１）

４ν２
ｉ， ｊΔｒ

２

Ｄ１ ｉ， ｊ ＝
３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

νｉ， ｊΔｒ
２

－
３ｈ２

０（ ｉ， ｊ）

２νｉ， ｊΔｒ
－

３ｒ ｉ， ｊｈ０（ ｉ， ｊ）（ｈ０ （ ｉ， ｊ ＋１） － ｈ０ （ ｉ， ｊ －１））
２νｉ， ｊΔｒ

２
＋

３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νｉ， ｊ ＋１ － νｉ， ｊ －１）

４ν２
ｉ， ｊΔｒ

２

Ｅ１ ｉ， ｊ ＝
６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

νｉ， ｊΔｒ
２

＋
６ｈ２

０（ ｉ， ｊ）

ｒ ｉ， ｊνｉ， ｊΔθ
２

Ｆ２ ｉ， ｊ ＝ － １２ρｒω１

Ｆ１ ｉ， ｊ ＝
３ωｒ ｉ， ｊ ρｉ －１， ｊ － ρｉ ＋１， ｊ( )

Δθ
－ ９ω２

１０
·

ρｉ， ｊｒ
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 ρｉ， ｊ ＋１ － ρｉ， ｊ －１( )

μ ｉ， ｊΔｒ
＋

２ρ２
ｉ， ｊ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

μ ｉ， ｊ

＋é

ë
êê

ρ２
ｉ， ｊｒ

２
ｉ， ｊｈ０ （ ｉ， ｊ） ｈ０（ ｉ， ｊ ＋１） － ｈ０（ ｉ， ｊ －１）( )

μ ｉ， ｊΔｒ
－

ρ２
ｉ， ｊｒ

２
ｉ， ｊｈ

２
０（ ｉ， ｊ） μ ｉ， ｊ ＋１ － μ ｉ， ｊ －１( )

２μ２
ｉ， ｊΔｒ

ù

û
ú
ú

２ ２　 边界条件

在迭代求解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稳态、 动态压力时，
需满足以下两类边界条件：

（１） 周期性边界条件

ｐ（θ，ｒ）＝ ｐ（θ＋２π，ｒ） （１５）
（２） 强制性边界条件

ｒ＝ ｒ ｉ ∶ ｐ０ ＝ ｐａ，ｐｚｒ ＝ ｐｚｉ ＝ ０
ｒ＝ ｒｏ ∶ ｐ０ ＝ ｐｂ，ｐｚｒ ＝ ｐｚｉ ＝ ０{ （１６）

２ ３　 动态特性参数

动态轴向气膜刚度系数和动态阻尼系数是反映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特性 ２ 个重要参数， 式 （１７）、
（１８） 分别为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刚度系数和阻尼系

数的表达式：

Ｋｚｚ ＝ － Ｎｇ∬ｐｚｒｒｄｒｄθ （１７）

Ｃｚｚ ＝ －
１
ω１

Ｎｇ∬ｐｚｉｒｄｒｄθ （１８）

忽略惯性效应的动态雷诺方程的推导及动态特性

系数的求解步骤、 方法， 与上述考虑惯性效应的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特性系数的求解完全一致， 此处

不再赘述。
２ ４　 Ｓ－ＣＯ２密度与黏度处理方法

如图 ２ 所示为 Ｓ－ＣＯ２ 物性随温度、 压力变化曲

线。 可知， Ｓ －ＣＯ２ 的物性比较特殊， 在靠近临界点

处， 即在温度 ｔ ＝ ２９ ９８ ℃ （１ ℃ ＝ ２７４ １５ Ｋ）、 压力

ｐ＝ ７ ３７７ ３ ＭＰａ 处， Ｓ－ＣＯ２的密度和黏度变化比较剧

烈。 在恒温条件下， 动力黏度不是常量， 数值会随压

力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说， 密度、 动力黏度与压力之

间都为非线性关系， 因此不可借助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进行压力求解。 文中密封端面各点介质的密度和黏度

均是根据压力和温度调用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 （ ＮＩＳＴ ） 开 发 的 物 性 查 询 数 据 库 软 件

ＮＩ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３ ＲＥＦＰＲＯＰ ｖ９ ０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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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Ｓ－ＣＯ２物性随温度、 压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Ｏ２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２ ５　 程序验证

为验证文中计算程序正确性， 分别以文献［１５］、
［９］中的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为例， 采用文中忽略、
考虑惯性效应数值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将计算所得开

启力分别与文献［１５］、 ［９］中的结果进行对比， 如图

３ （ａ）、 （ｂ） 所示。 由图 ３ （ａ）、 （ｂ） 可知， 采用文

中忽略、 考虑惯性效应中的数值计算方法得到的计算

结果与文献［１５］、 ［９］中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最大

误差分别为 ４ ７％、 ７ ３８％， 可以认为文中的数值计

算方法是可信的， 可很好地继续开展后续计算工作。

图 ３　 计算值与文献［１５］，［９］中的值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ｆ［１５］， ［９］： （ａ） ｉｇｎｏｒ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ｂ）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文中以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为研究对象， 因工作流体

为超临界状态， 外径压力超过临界压力 ７ ３７７ ＭＰａ。
为保证轴承的密封、 润滑和冷却， 轴承一般处于压力

小于 １ ４ ＭＰａ 的低压腔内。 而当密封压差过大时， 密

封负荷大、 密封效果差， 为此采用迷宫密封加干气密

封两道密封方式， 先用干气密封对压缩机轴端进行一

级降压至 ３ ＭＰａ， 再用迷宫密封再次降压， 保证轴承

安全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６］中计算参数， 文中将采

用表 １ 中几何结构及工况参数进行计算， 未做特殊说

明时， 下文的数值计算参数不做改变。

表 １　 密封面几何结构与工况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内径 ｒｉ ／ ｍｍ ５８．４２ 膜厚 ｈ０ ／ μｍ ６

外径 ｒｏ ／ ｍｍ ７７．７８ 转速 ｎ ／ （ ｒ·ｍｉｎ－１） １４ ０００

槽根半径 ｒｇ ／ ｍｍ ６９ 内径压力 ｐａ ／ ＭＰａ ３

槽数 Ｎｇ １２ 外径压力 ｐｂ ／ ＭＰａ ７．５

槽深 ｈｇ ／ μｍ １０ 介质温度 ｔ ／ ℃ ３５

螺旋角 α ／ （°） ３０ 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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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转速的影响

３ １ １　 温度和压力均靠近临界点

为探究温度和压力均靠近临界点时， 转速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将介质温
度 ｔ、 密封外径处压力 ｐｂ分别设置为 ３５ ℃、 ７ ５ ＭＰａ，
其余保持表 １ 中的参数不变。

图 ４ 所示为当温度和压力均靠近临界点时， 转速
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规律。 可
知， 无论是否考虑惯性效应，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
态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均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与忽
略惯性效应相比，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轴向动态特性系
数偏低， 且转速越大， 两者的差值越大， 刚度系数、

阻尼 系 数 的 计 算 差 值 最 大 可 分 别 达 到 １２ ２％、
５ ２７％。 可见， 当压力和温度均靠近临界点时， 惯性
效应不可忽略。 这是因为转速的增加可以增强流体的
动压效应， 所以计算所得动态特性系数随转速的增大
而增大； 当考虑惯性效应后， 由于惯性力的存在使得
介质沿径向被甩向外径侧， 密封端面间的动压效应减
弱， 所以与忽略惯性效应相比， 考虑惯性效应后计算
所得动态特性系数偏低， 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减弱；
且转速越大， 流体的惯性力越大， 惯性效应越明显，
考虑惯性效应与忽略惯性效应时计算所得动态特性系
数差值越大。

图 ４　 转速对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 ｔ＝ ３５ ℃， ｐｂ ＝ ７ ５ ＭＰａ）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 ３５ ℃ ａｎｄ ｐｂ ＝ ７ ５ ＭＰａ：

（ａ）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１ ２　 温度靠近临界点、 压力远离临界点

为探究温度靠近临界点、 压力远离临界点时， 转
速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将介
质温度 ｔ、 密封外径处压力 ｐｂ 分别设置为 ３５ ℃、

２０ ＭＰａ。
图 ５ 所示为当温度靠近临界点、 压力远离临界点

时， 转速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规律。

图 ５　 转速对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 ｔ＝ ３５ ℃， ｐｂ ＝ ２０ ＭＰａ）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 ３５ ℃ ａｎｄ ｐｂ ＝ ２０ ＭＰａ：

（ａ）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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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５ 可知， 当忽略惯性效应时， Ｓ－ＣＯ２干气密

封轴向动态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均随转速的增大而增

大； 当考虑惯性效应时， 轴向动态刚度系数随转速的

增大而增大， 阻尼系数则相反； 转速越大， 两者的差

值越大， 刚度系数、 阻尼系数的计算差值最大分别为

３ ３８％、 １ ６４％， 此时， 惯性效应可忽略不计。 这是

因为当压力远离临界点时， Ｓ－ＣＯ２的密度和动力黏度

变化不再如压力靠近临界点时剧烈， 考虑惯性效应与

忽略惯性效应时计算所得动态特性系数差值要比近临

界点小，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与近临界点相比由于压

力的增大使得密封端面动压效应增强， 致使计算所得

轴向动态特性系数偏大； 同时在高压工况下， 由于惯

性项的存在使得轴向动态阻尼系数随转速的变化规律

与理想气体［１６］ 类似， 而由于温度仍靠近临界点使得

忽略惯性效应时所求轴向动态阻尼系数随转速变化仍

保持自己独有的规律。
３ １ ３　 温度远离临界点、 压力靠近临界点

为探究温度远离临界点、 压力靠近临界点时， 转

速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将介

质温度 ｔ、 密封外径处压力 ｐｂ 分别设置为 ２００ ℃、
７ ５ ＭＰａ。

图 ６ 所示为当温度远离临界点、 压力靠近临界点

时， 转速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规

律。 可知， 无论是否考虑惯性效应，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

轴向动态刚度系数均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阻尼系数

均随转速的增大而减小；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刚度和阻

尼系数均比忽略惯性效应时的刚度和阻尼系数小， 刚

度系数、 阻尼系数的计算差值最大分别为 １ ４５％、
０ ２３％， 此时， 可忽略惯性效应。 这是由于当操作温

度远离临界点、 压力靠近临界点时， Ｓ－ＣＯ２的密度和

动力黏度变化要比操作温度靠近临界点、 压力远离临

界点时更平缓， 所以考虑惯性效应与忽略惯性效应时

计算所得动态特性系数差值要比操作温度靠近临界

点、 压力远离临界点时更小， 惯性效应更可以忽略不

计； 同时亦是由于温度远离临界点， 密度和动力黏度

随压力的变化近乎呈线性变化， 使得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

轴向动态阻尼系数随转速的变化规律与理想气体干气

密封［１６］类似。

图 ６　 转速对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 ｔ＝ ２００ ℃， ｐｂ ＝ ７ ５ ＭＰａ）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 ２００ ℃ ａｎｄ ｐｂ ＝ ７ ５ ＭＰａ：

（ａ）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１ ４　 温度和压力均远离临界点

为探究温度和压力均远离临界点时， 转速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将介

质温度 ｔ、 密封外径处压力 ｐｂ 分别设置为 ２００ ℃ 、
２０ ＭＰａ。

图 ７ 所示为当温度和压力均远离临界点时， 转

速对 Ｓ－ＣＯ２ 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规

律。 可知， 无论是否考虑惯性效应， Ｓ－ＣＯ２干气密

封动态刚度系数均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阻尼系数

均随转速的增大而减小；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刚度和阻

尼系数均比忽略惯性效应时的小， 刚度系数、 阻尼系

数的计算差值最大分别为 １ ９４％、 ０ ４５％， 此时， 惯

性效应可忽略不计。 这是因为当温度和压力均远离临

界点时， Ｓ－ＣＯ２的密度和黏度随压力的变化规律更呈

线性变化， 这与理想气体在恒定温度下物性随压力的

变化规律相同， 所以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特性系数在

温度和压力均远离临界点时随转速的变化规律与理想

气体干气密封［１６］ 类似， 都是在高转速下有较好的刚

度特性但阻尼特性较差， 惯性效应对动态特性的影响

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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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转速对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 ｔ＝ ２００ ℃， ｐｂ ＝ ２０ ＭＰａ）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 ２００ ℃ ａｎｄ ｐｂ ＝ ２０ ＭＰａ：
（ａ）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２　 压力的影响

３ ２ １　 温度靠近临界点

为探究温度靠近临界点时， 压力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

封轴向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将介质温度 ｔ 设置为

３５ ℃。
图 ８ 所示为当温度靠近临界点时， 压力对 Ｓ－ＣＯ２

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规律。 可知， 无论

是否考虑惯性效应，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刚度系数和

阻尼系数均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与忽略惯性效应相

比，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动态特性系数偏低， 刚度系

数、 阻尼系数的计算差值最大可分别达到 １０ ９０％、
６ ２９％。 这是因为增大压力可以增强密封端面流体的

动压效应， 从而使得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抵抗外界干扰的

能力有所提高， 考虑惯性效应后动态特性系数减小的

原因与上节中解释相同， 此处不再赘述。 由于温度在

临界点附近， Ｓ－ＣＯ２ 物性参数随压力的变化较为剧

烈， 且密度较大， 与液体密度接近， 使得流体的惯性

效应较为明显， 不可忽略。

图 ８　 压力对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 ｔ＝ ３５ ℃）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 ３５ ℃： （ａ）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２ ２　 温度远离临界点

为探究温度远离临界点时， 压力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

封轴向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 将介质温度 ｔ 设置为

２００ ℃。
图 ９ 所示为当温度远离临界点时， 压力对 Ｓ－ＣＯ２

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规律。 可知， 无论

是否考虑惯性效应，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动态刚度系数和

阻尼系数均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与忽略惯性效应相

比，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动态特性系数变化不大， 刚度

系数、 阻尼系数的计算差值最大分别为 １ １０％、
０ ２３％， 可忽略不计。

压力增大使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抗干扰能力增强的原

因与温度靠近临界点时解释相同， 主要仍是由于压力

增大可增强密封端面间的动压效应， 惯性效应并不明

显的原因主要是当温度远离临界点时， Ｓ－ＣＯ２密度和

动力黏度随压力的变化较为平缓， 且与近临界点相

比， 密度大幅降低， 流体的惯性效应将不如近临界点

时的明显，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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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压力对轴向动态特性系数的影响 （ ｔ＝ ２００ ℃）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 ２００ ℃： （ａ）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 ａｘ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４　 结论
（１） 无论是否考虑惯性效应、 操作工况是否靠

近临界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系数都随压
力的增大而增大， 轴向动态刚度系数随转速的增大而
增大， 轴向动态阻尼系数在近临界点随转速的增大而
增大， 在远临界点随转速的增大而减小。

（２） 考虑惯性效应时的轴向动态刚度系数和阻
尼系数比不考虑惯性效应时的偏低， 当操作工况靠近
临界点时， 惯性效应对 Ｓ－ＣＯ２干气密封轴向动态特性
系数影响较大， 不可忽略， 当操作工况远离临界点
时， 惯性效应可忽略不计。

（３） 文中主要研究了在不同操作工况下 Ｓ－ＣＯ２

干气密封的动态特性， 分析了惯性效应对 Ｓ－ＣＯ２干气
密封动态特性的影响程度， 但在研究中未考虑热效
应。 而实际应用中热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Ｓ－ＣＯ２

干气密封稳定性， 所以在后续液膜密封的研究中将进
一步考虑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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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使全陶瓷轴承在干摩擦工况下可靠运转， 选用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材质的保持架为全陶瓷轴承提供润滑。
利用 Ｒｔｅｃ 销 ／盘摩擦磨损试验机， 以 ＰＴＦＥ 盘与氮化硅 （Ｓｉ３Ｎ４） 销为摩擦副， 研究 Ｓｉ３Ｎ４ ／ ＰＴＦＥ 在不同载荷和转速条

件下的摩擦磨损性能， 通过 ＳＥＭ 对 Ｓｉ３Ｎ４表面的转移膜形貌进行观察， 分析转移膜形成原因。 结果表明： 在试验参数

范围内， 摩擦因数随着载荷的增加先降后升， 随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磨损率随着载荷的增加先升后降再升， 随着转速
的增加而增加；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摩擦副在摩擦过程中会产生 ＰＴＦＥ 转移膜， 不同载荷和转速下转移膜的表面形貌存在差异，
其中丝状转移膜具有最佳的减磨润滑效果； 摩擦副间摩擦热上升导致磨损形式由磨粒磨损向黏着磨损转变， 其中黏着
磨损对 ＰＴＦＥ 的磨损率的影响较大。 ＰＴＦＥ 在干摩擦过程中产生的转移膜能起到减磨润滑作用， 因此可将 ＰＴＦＥ 作为干
摩擦工况下全陶瓷轴承的润滑材料。

关键词： ＰＴＦＥ； Ｓｉ３Ｎ４； 干摩擦； 摩擦磨损； 转移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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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等静压氮化硅 （ＨＩＰＳＮ） 全陶瓷轴承具有耐磨

损、 耐高低温、 耐腐蚀、 刚度高、 精度保持性好、 寿

命长、 质量轻等传统轴承不具备的优良性能， 在航空

航天、 国防军工、 能源化工、 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尤其是要求在极端温度环境下服役的

应用领域， 全陶瓷轴承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部

件。 例如， 在大型超低温风洞中， 设备服役温度会降

低到 １１０ Ｋ 左右， 传统轴承钢易出现冷脆现象， 且常

规的油脂润滑已经很难适用［１－２］， 这就要求轴承材料

具有较好的自润滑性能和耐磨损能力； 此外， 还要求

轴承在干摩擦工况下的精度保持性和长期运行的可靠

性。 研究表明， 干摩擦工况下 Ｓｉ３ Ｎ４ 的摩擦因数在

０ ４～ ０ ７ 之间， 磨损率在 １ × １０－７ ｍｍ３ ／ （ Ｎ·ｍ） 左

右［３］。 虽然 Ｓｉ３Ｎ４的摩擦学性能远高于金属轴承， 但

是在干摩擦工况下长期运转仍会对陶瓷轴承的精度寿

命造成影响， 因此降低全陶瓷轴承在干摩擦工况下的

摩擦磨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因其具有优良的自润滑性、

化学稳定性和可加工性， 被广泛用作摩擦工程材

料［４］。 尤其是在干摩擦工况下， 许多聚合物材料会形

成转移膜， 研究表明转移膜是由材料传递到对摩副表

面上形成一层黏结涂层， 改变摩擦副间的接触状

态［５－７］。 这种接触状态的改变通常使摩擦副由金属－
聚合物滑动变成聚合物－聚合物滑动， 起到减磨润滑

的作用［８－９］。 例如 ＰＴＦＥ 与钢摩擦时的摩擦因数较低，
主要原因是其扩展的线性分子－ （ＣＦ２－ＣＦ２） ｎ －在钢

表面形成低剪切强度的薄膜， 起到润滑的作用［１０－１１］。
转移膜的形成与滑动参数、 环境温度、 滑动接触时间

等诸多因素相关。 ＦＥＹＺＵＬＬＡＨＯＧＬＵ 和 ＳＡＦＦＡＫ［１２］

研究了干摩擦条件下不同工程塑料与钢的摩擦磨损行

为， 发现摩擦因数与转移膜生成有关， 另外转速对材

料磨损率影响最大， 载荷产生的影响次之。 解玄等

人［１３］通过实验证明了油润滑条件下 ＰＴＦＥ 与 ＧＣｒ１５ 轴

承钢之间的润滑性能明显比 ＧＣｒ１５ 轴承钢自配副优

越， 而且改变 ＧＣｒ１５ 轴承钢微织构表面面积可以形成

持续稳定的润滑膜， 提高 ＰＴＦＥ 与 ＧＣｒ１５ 轴承钢之间

的摩擦磨损性能。 ＸＩＥ 等［１４］ 通过 Ｎｉ ／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

与钢的摩擦磨损实验测量出转移膜在钢表面生成的厚

度， 发现转移膜厚度随着滑动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随

着载荷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 另外伴随转移膜厚度的

增加， 摩擦因数减小， 磨损体积增大。 此外还有很多

学者对 ＰＴＦＥ 复合材料与钢在不同载荷和速度下的磨

损行为展开研究， 以获取对此种复合材料摩擦磨损行

为与机制更加合理的解释［１５－１７］。 转移膜不仅会从聚

合物转移到金属表面， ＢＡＨＡＤＵＲ［１８］研究还发现聚合

物与聚合物之间也会形成转移膜， 而且总是从低内聚

能密度聚合物向高内聚能密度聚合物转移。 除此之

外， 学者还对陶瓷材料与聚合物的摩擦学行为展开研

究。 ＷＡＮＧ 等［１９］研究干摩擦和水润滑条件下， ＰＥＥＫ
与 Ｓｉ３Ｎ４陶瓷的摩擦磨损性能， 实验结果表明水加速

了 ＰＥＥＫ 转移膜生成的速度， 从而导致 ＰＥＥＫ 在水润

滑条件下发生更严重的磨损。 ＴＡＮＧ 等［２０］揭示了水润

滑条件下不同滑动参数对 ＣＦＲＰＥＥＫ ／ Ｓｉ３ Ｎ４ 摩擦副间

的摩擦磨损性能与机制的影响， 结果表明摩擦副间摩

擦因数和磨损率都比较低， 其中 Ｓｉ３ Ｎ４ 表面生成的

ＣＦＲＰＥＥＫ 转移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发现，
聚合物材料与不同材料组成摩擦副时， 可以在对摩表

面生成转移膜， 从而起到减磨润滑的作用［２ １ ］。 因此

选用合适的聚合物材料可以为全陶瓷轴承在干摩擦工

况下可靠运转提供解决方案。
ＰＴＦＥ 是一种聚合物固体自润滑材料， 具有摩擦

因数低、 耐低温和化学性能稳定等优点［２２］。 其耐低

温性可以使其长时间服役在－２６０ ℃的超低温环境下

仍不发脆， 因此可以选用 ＰＴＦＥ 材质的保持架为全陶

瓷轴承提供润滑。 为保证轴承的运转精度和可靠性，
需要 ＰＴＦＥ 能在 Ｓｉ３ Ｎ４ 表面上形成高质量的转移膜，
然而高质量的转移膜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成

的， 需要考虑载荷、 转速等影响［２３］。 本文作者研究

ＰＴＦＥ 与 Ｓｉ３Ｎ４之间的摩擦磨损性能， 总结出载荷、 转

速对 Ｓｉ３Ｎ４ ／ ＰＴＦＥ 摩擦副间摩擦因数和磨损率的影响

规律， 通过 ＳＥＭ 对 Ｓｉ３ Ｎ４ 表面的转移膜形貌进行观

察， 分析转移膜形成原因。 该研究为采用 ＰＴＦＥ 保持

架作为润滑材料的全陶瓷轴承在干摩擦工况下的应用

提供了依据。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

ＰＴＦＥ 圆盘的尺寸为 ϕ５０ ｍｍ×５ ｍｍ， 表面粗糙度

为 ２～ ４ μｍ。 Ｓｉ３ Ｎ４ 圆柱销的尺寸为 ϕ５ ｍｍ×１０ ｍｍ，
表面粗糙度为 ０ ０４～０ ０５ μｍ。 为降低 Ｓｉ３Ｎ４圆柱销边

缘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对圆柱销边缘进行倒角处理。
表 １ 给出了 ＰＴＦＥ 和 Ｓｉ３Ｎ４陶瓷的物理特性。

表 １　 ＰＴＦＥ 和 Ｓｉ３Ｎ４的物理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ＴＦＥ ａｎｄ Ｓｉ３Ｎ４

参数 ＰＴＦＥ Ｓｉ３Ｎ４

密度 ρ ／ （ｇ·ｃｍ－３） ２．１９ ３．２４
弹性模量 Ｅ ／ ＧＰａ ０．８ ３１７

泊松比 ０．４ ０．２４

导热系数 ｋ ／ （Ｗ·ｍ－１·Ｋ－１） ０．２４ ２８．８
熔点 ｔ ／ ℃ ３２７ １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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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摩擦学性能测试

利用 Ｒｔｅｃ 销 ／ 盘摩擦磨损试验机对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进

行摩擦磨损性能测试， 旋转摩擦磨损试验原理如图 １
所示。 试验在干摩擦条件下进行， 载荷分别为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和 ２５ Ｎ， 转速分别为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和 ２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试验环境温度 ２３ ℃左右， 相对

湿度 ５０％左右。 试验前用乙醇溶液对样品进行超声

清洗、 烘干， 保证接触表面清洁。 每组试验进行 ３
次， 取数据的算数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图 １　 摩擦磨损试验原理

Ｆｉｇ 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 ３　 表面转移膜分析

试验结束后， 用日立 Ｓ－４８００ 扫描电镜 （ ＳＥＭ）
对 Ｓｉ３Ｎ４销表面转移膜形貌进行观察， 分析转移膜形

貌与摩擦因数和磨损率之间的关系， 同时探讨 ＰＴＦＥ
转移膜形成方式。
２　 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摩擦因数分析

试验过程中， 摩擦因数由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实时记录。 在定转速为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不同载荷下

摩擦副间摩擦因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在初始接触阶段， 犁耕作用使 ＰＴＦＥ 表面的微凸体

发生变形和断裂， 使摩擦因数迅速上升， 且有较大

的波动， 此阶段为磨合阶段。 随着摩擦时间的增

加， 进入稳定摩擦阶段， 此时 ＰＴＦＥ 表面微凸体被

磨平，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稳定摩擦阶段摩擦因数

平稳下降， 这说明在摩擦的过程中摩擦副间产生能

起到润滑作用的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 载荷为 ５ Ｎ

时摩擦因数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过程， 此时摩擦副间

的润滑作用并不明显。

图 ２　 不同载荷条件下摩擦因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图 ３ 所示为固定载荷 １０ Ｎ， 转速在 ５００ ～ ２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范围内变化的摩擦因数曲线。 可见， 摩擦因数

同样经历磨合阶段和稳定摩擦阶段。 在稳定摩擦阶

段， 转速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和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 摩擦因数呈

现下降趋势； 当转速为 ５００ 和 ２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摩擦

因数呈现上升趋势， 说明转速过大和过小都会导致摩

擦副间润滑性能变差。

图 ３　 不同转速条件下摩擦因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

选取稳定摩擦阶段的摩擦因数计算出平均摩擦因

数， 如图 ４ 所示。 可见， 平均摩擦因数随着载荷的增

加先降低后上升， 这种现象与大多数的聚合物相

似［２４－２５］。 当载荷为 ５ Ｎ 时， ＰＴＦＥ 的平均摩擦因数为

０ ２６６； 当载荷为 ２０ Ｎ 时， 平均摩擦因数仅为 ０ １４９；
随载荷继续增加， 摩擦因数不降反增。 试验范围内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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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副间的摩擦因数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当转速为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ＰＴＦＥ 平均摩擦因数为 ０ １３５； 当转速

为 ２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平均摩擦因数为 ０ ２９２。 主要原因

是滑动速度对摩擦热的影响较大， 引起摩擦副间温度

升高， 改变了 ＰＴＦＥ 的黏着和变形阻力， 进而导致摩

擦因数上升［１２］。

图 ４　 不同转速和载荷下平均摩擦因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

２ ２　 磨损率分析

由于 Ｓｉ３Ｎ４的硬度远大于 ＰＴＦＥ， 因此 Ｓｉ３Ｎ４销的

磨损率很小而不进行讨论， 这里只对 ＰＴＦＥ 圆盘的磨

损率进行分析。 磨损前后 ＰＴＦＥ 盘表面的对比如图 ５
所示。 通过超景深显微镜测量出磨损深度， 利用磨损

体积计算出 ＰＴＦＥ 的磨损率 Ｋ。

Ｋ＝π （Ｒ－ｒ）（Ｒ＋ｒ）[ ] ｈ
ＮＬ

（１）

式中： Ｋ 为磨损率； Ｒ 为磨损圆环外径， Ｒ ＝ １００
ｍｍ； ｒ 为磨损圆环内径， ｒ ＝ ５０ ｍｍ； ｈ 为平均磨损深

度； Ｎ 为施加载荷； Ｌ 为相对滑动摩擦距离。
图 ６ （ａ） 所示为定转速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及不同载

荷下 ＰＴＦＥ 磨损率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 磨损率随

着载荷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再上升， 当载荷为 １５ Ｎ
时磨损率出现拐点为 ７ ９１× １０－７ ｍｍ３ ／ （ Ｎ·ｍ）， 当

载荷超过 １５ Ｎ 时磨损率成倍增加。 结合图 ４， 载荷

为 ２０ 和 ２５ Ｎ 时的摩擦因数较小， 说明低摩擦因数

并不能代表低磨损率［２６］ 。 图 ６ （ ｂ） 所示为定载荷

１０ Ｎ 及不同转速下 ＰＴＦＥ 磨损率变化情况。 可以看

出， ＰＴＦＥ 磨损率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当转速

由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增加到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 磨损率增加 ３
倍左右。

图 ５　 ＰＴＦＥ 磨损前后的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ＴＦ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ｅａｒ （ａ）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ａｒ （ｂ）

图 ６　 不同转速和载荷下 ＰＴＦＥ 的磨损率

Ｆｉｇ ６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Ｔ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ａｄｓ：
（ａ）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ａｔ ｎ＝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ｂ）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 ａｔ Ｆ＝１０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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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转移膜形貌及其形成方式分析

试验完成后， 将 Ｓｉ３ Ｎ４ 销放在扫描电镜下观察，
可以看到 Ｓｉ３ Ｎ４ 销表面存在 ＰＴＦＥ 转移膜。 这是

Ｓｉ３Ｎ４ ／ ＰＴＦＥ摩擦副在摩擦过程中摩擦因数降低的主要

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ＰＴＦＥ 的熔点仅为 ３２７ ℃， 因

此摩擦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热对于转移膜形貌具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 而不同形貌的转移膜使摩擦因数和磨

损率存在差异。 对于不同载荷和转速下 ＰＴＦＥ 转移膜

形貌和形成方式的探讨如下。
２ ３ １　 不同载荷下 ＰＴＦＥ 转移膜形貌与形成方式

不同载荷下转移膜形貌如图 ７ 所示。 在磨损的过

程中， Ｓｉ３Ｎ４表面的微凸体会对 ＰＴＦＥ 表面产生犁耕作

用， 使得 ＰＴＦＥ 产生大量碎片， 这些碎片游离在摩擦

副之间。 在压力的作用下游离的 ＰＴＦＥ 碎片被压入

Ｓｉ３Ｎ４表面的凹坑和沟槽中。 当载荷为 ５ Ｎ 时转移膜

呈现带状， 如图 ７ （ａ） 所示， 此时压力较小， 摩擦

副间温升较低， 导致 ＰＴＦＥ 的附着能力差， 无法形成

完整的转移膜， 摩擦副间摩擦因数相对较大， 此时的

磨损形式主要是磨粒磨损。 随着载荷的增加， 引起摩

擦副间摩擦热上升， ＰＴＦＥ 发生塑性变形并在黏着磨

损作用下发生 “拉丝” 现象， 形成如图 ７ （ｂ）、 （ｃ）
所示的丝状转移膜， 这种丝状转移膜有助于增强摩擦

副间的润滑性能并且降低 ＰＴＦＥ 的磨损。 当载荷增加

到 ２０、 ２５ Ｎ 时， 摩擦热使材料蠕变， 其抗剪性能明

显下降， 摩擦表面塑性形变程度大幅增加， 形成大量

带状转移膜。 但是由于黏着磨损的作用， 也使原本附

着在 Ｓｉ３ Ｎ４ 表面的转移膜发生隆起和脱落， 如图

７ （ｄ）、 （ｅ） 所示。 此时摩擦因数低， 但是磨损率却

大大增加。

图 ７　 不同载荷下 Ｓｉ３Ｎ４表面转移膜形貌电镜图

Ｆｉｇ ７　 ＳＥＭ ｏｆ Ｓｉ３Ｎ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ｉｌ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ｓ： （ａ） ５ Ｎ； （ｂ） １０ Ｎ； （ｃ） １５ Ｎ； （ｄ） ２０ Ｎ； （ｅ） ２５ Ｎ

２ ３ ２　 不同转速下 ＰＴＦＥ 转移膜形貌与形成方式

不同转速下 Ｓｉ３Ｎ４表面转移膜形貌如图 ８ 所示。
在转速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出现较大面积的平行带状转移膜，
如图 ８ （ａ） 所示， 从局部放大图中可以看到带状转

移膜边缘存在明显的裂纹， 这些裂纹的存在使转移膜

的连续性遭到破坏， 导致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摩擦因数不断

上升。 随着转速的增加转移膜形貌逐渐变成细丝状，
如图 ８ （ｂ）、 （ｃ） 所示， 当转速为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摩

擦因数和磨损率相对较低， 形成的转移膜对 ＰＴＦＥ 起

到减磨润滑作用。 转速继续增加使 ＰＴＦＥ 分子链发生

断裂， 而不是取向排列， 导致转移膜分布不均如图

８ （ｄ）所示， 最终在摩擦副间形成较大磨损粒子， 使

７５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李颂华等： 干摩擦工况下 Ｓｉ３Ｎ４ ／ ＰＴＦＥ 配副材料摩擦磨损特性与转移膜形成分析 　 　 　



磨损率大幅度上升。 尽管转速增加使产生的摩擦热增

加， 改善 ＰＴＦＥ 分子的流动性， 有利于形成转移膜，
然而由此结果可以推测， 温度升高对转移膜形成的积

极作用并不能弥补因滑动速度增加而加剧材料磨损的

负面作用。 随着转速增加到 ２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摩擦副间产

生的摩擦热引起转移膜烧灼， 使转移膜失去润滑作

用， 如图 ８ （ｅ） 所示， 此时摩擦因数和磨损率明显

上升。

图 ８　 不同转速下 Ｓｉ３Ｎ４表面转移膜形貌电镜图

Ｆｉｇ ８　 ＳＥＭ ｏｆ Ｓｉ３Ｎ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ｉｌ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 （ａ）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ｂ）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ｃ） １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ｄ） 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ｅ） ２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３　 结论

（１） 试验范围内， ＰＴＦＥ ／ Ｓｉ３ Ｎ４ 摩擦副间的摩擦

因数在 ０ １３５ ～ ０ ２９２ 之间变化。 摩擦因数随着载荷

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 载荷为 ２０ Ｎ 时出现拐点， 摩

擦因数为 ０ １４９； 摩擦因数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２ 个因素中转速对摩擦因数的影响较大。 磨损率随着

载荷的增加先升后降再升， 磨损率在 ３ １５ × １０－７ ～
２ ３７×１０－６ ｍｍ３ ／ （Ｎ·ｍ）之间变化， 载荷为 １５ Ｎ 时磨

损率出现拐点为 ７ ９１×１０－７ｍｍ３ ／ （ Ｎ·ｍ）。 磨损率随

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其中载荷对磨损率的影响

较大。
（２）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摩擦副在摩擦过程中会产生转

移膜， 起到减磨润滑的作用， 因此可将 ＰＴＦＥ 作为干

摩擦工况下全陶瓷轴承的润滑材料。 该转移膜随着载

荷和转速的变化表面形貌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相比

之下， 丝状转移膜覆盖均匀且连续， 具有最佳的润滑

效果。

（３） ＰＴＦＥ ／ Ｓｉ３Ｎ４摩擦副间的磨损以磨粒磨损和

黏着磨损为主， 当载荷和转速低摩擦副间产生的摩擦

热低时， 以磨粒磨损为主； 当载荷和转速高而产生的

摩擦热高时， 以黏着磨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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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ｒ ｏｆ ｐｏｌｙ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Ｊ］．Ｗｅａｒ，１９７３，２３（２）：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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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摩损机理的关联性研究［Ｊ］．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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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学分会 ２０２１ 年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召开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在北京召开了 ２０２１ 年度第四次工作会议， 参会人员包括摩擦学分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总干事和特邀代表。 会议由总干事顾卡丽研究员主持。 首先由分会党的工作小组成员邵天敏教授上

党课， 全体与会人员谈了学党史、 悟思想、 担使命、 做贡献的体会。 会上总干事顾卡丽研究员做分会 ２０２１ 年工作总结和

２０２２ 年工作思路及计划汇报， 与会人员对 ２０２１ 年工作进行了补充， 对 ２０２２ 年工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最后

主任委员周仲荣教授针对 ２０２２ 年工作， 重点强调了摩擦学分会团结一条心， 做好加强科普教育、 走进企业、 服务企业等工

作， 提高学术论文与学术会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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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不同铜含量的浸金属碳滑块的载流摩擦磨损性能， 在环－块试验机上研究 ３ 种不同铜含量 （铜质量

分数分别为 １ １７％、 ２７ ８％、 ５０ ４５％） 浸金属碳滑板与铜银合金接触线在载流条件下的摩擦磨损性能， 并比较不同电

流情况下的材料磨损表面形貌的变化。 结果表明： 铜含量对浸金属碳碳滑板的摩擦磨损性能有不同的影响。 其中铜质

量分数为 １ １７％的材料在 ２００ Ａ 小电流情况下整体磨耗量较小， 但是在 ４００ Ａ 大电流情况下， 电弧热、 焦耳热产生的

５００ ℃左右高温会导致材料气化、 掉块， 严重加剧材料的损耗； 铜质量分数为 ５０ ４５％的材料在小电流情况下磨耗最

大， 但材料的运行温度整体较低， 即材料的散热性能较好； 铜质量分数为 ２７ ８％的材料在小电流与大电流情况下综合

磨损性能最好。 与铜银合金线对磨时， 铜含量较高的材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黏着磨损， 铜含量越高的材料其黏着磨损

现象越明显。
关键词： 载流摩擦磨损； 浸金属碳滑板； 电弧烧蚀； 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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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轨道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出行与铁

路的紧密性不断增加， 列车能否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

乘客的人身安全。 其中， 作为列车安全运行重要部分

之一的弓网系统也逐渐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因此， 对电力机车弓网系统中载流摩擦磨损行为的研

究也日益增多［１－３］。 载流摩擦是指在加载电流情况下

的一种特殊摩擦学问题， 具有温度高、 速度快、 载荷

大等一系列特点［４］。 弓网系统作为电力机车运行导电

部分的核心环节， 一直以来也成为制约电气化铁路发

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供电系统是一种

刚性接触网系统， 其摩擦副为刚性接触网和受电弓碳

滑板， 在列车运行的过程中， 由于轮轨运行的不稳定

性， 受电弓碳滑板与接触网之间分离会产生离线电

弧。 电弧的出现， 会导致弓网间的磨损异常， 这样会

大幅度降低列车的运行性能， 甚至发生安全事故。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研究了载荷、 电压、 电流、 环

境、 振动加速度、 电弧能量等对磨损性能的影响。 胡

道春等［５］利用销－盘式高速载流摩擦磨损试验机研究

了电弧能量对浸金属碳滑板材料载流摩擦磨损特性的

影响； ＣＨＥＮ 等［６］在自制实验台上进行了不锈钢与浸

铜金属碳在电流作用下的摩擦磨损实验， 发现随着电

流的增加， 浸铜金属碳滑板的摩擦因数减小， 磨损量

增大； ＺＨＡＯ 等［７］利用载流摩擦试验机研究了碳石墨

材料 ／ 钢在有无电流时高速滑动下的摩擦磨损性能，
在有电流和无电流高速滑动过程中， 碳石墨材料表现

出不同的摩擦磨损性能。
ＨＵ 等［８］研究了 ２ 种不同的接触线 （铜银合金接

触线和纯铜接触线） 在载流条件下分别与铝基材料、
铜基材料和纯碳材料对磨的磨损情况。 丁涛等人［９］研

究了浸金属碳滑板和纯碳滑板分别与不锈钢和纯铜接

触线对磨时的摩擦特性， 表明浸铜金属碳滑板在与纯

铜接触线匹配时会出现黏着磨损， 从而使得磨损量增

加。 但目前尚未发现铜的含量对浸铜金属滑板载流摩

擦磨损性能影响的相关研究报道。 为研究不同铜元素

含量的浸金属碳滑块的磨损性能， 本文作者在环－块
式高速摩擦磨损试验台上进行了试验， 并且比较了不

同电流情况下材料磨损表面形貌的变化。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设备

试验采用一种环－块试验机， 主要构件为底座、 旋

转盘、 主电机、 滑板升降台、 交 ／ 直流供电装置等， 结

构简图如图 １ （ａ） 所示。 在试验过程中可以对转盘的

运行速度进行调节， 速度范围为 ０～４００ ｋｍ ／ ｈ。 转盘上

安装有 Ｃｕ－Ａｇ 合金接触线。 伺服电机带动滑块做有规

律的往复运动， 往复机构的运行频率为０ ２～３ Ｈｚ， 且

频率连续可调。 试验选择的往复频率为 ０ ２５ Ｈｚ。 在载

荷加载系统中， 通过增减砝码来调节滑块的法向压力，
该法向压力即为滑板与接触线之间的接触力。 利用电

流供电装置提供 ０～６００ Ａ 的有效电流。

图 １　 试验机结构示意及接触线 ／ 碳滑板摩擦副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ｒｉｐ ／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ｒｅ （ｂ）

利用精度为 ０ ００１ ｇ 的电子天平对浸金属碳滑板

质量进行称量， 求得每次试验下的磨耗量。 通过红外

测温仪对碳滑块的温度进行测量， 在接触副运行相对

稳定阶段测得碳滑板温度平均值。
１ ２　 试验材料和参数

试验所涉及到的碳滑板样品均是来自地铁服役中

的弓网系统的碳滑板， 其材料均为浸金属材料。 试验

采用的不同成分的浸金属碳滑板一共有 ３ 种， 文中分

别将其命名为材料 Ａ、 材料 Ｂ、 材料 Ｃ， 并根据试验

要求将滑块加工成 １２０ ｍｍ×３４ ｍｍ×２５ ｍｍ 的长方体

形状。 材料成分具体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滑板和接触线的化学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ｒｅ

接触副材料 主要成分 其他成分

接触线 Ｃｕ９９．７３％，Ａｇ０．０９％ Ｂｉ、Ｐｂ 等

材料 Ａ Ｃ９８．７％，Ｃｕ１．１７％ Ａｌ、Ｓｎ、Ｃｒ、Ｆｅ、Ｔｉ、Ｓｉ 等
材料 Ｂ Ｃ７２％，Ｃｕ２７．８％ Ａｌ、Ｓｎ、Ｃｒ、Ｆｅ、Ｔｉ、Ｓｉ 等
材料 Ｃ Ｃ４２．８％，Ｃｕ５０．４５％ Ａｌ、Ｓｎ、Ｃｒ、Ｆｅ、Ｔｉ、Ｓ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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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前用砂纸对样品接触面进行打磨， 改善材料

表面粗糙度， 使材料表面粗糙度约为 Ｒａ ＝ ６ ４ μｍ。
试验参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试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试验参数 参数值

电流大小 Ｉ ／ Ａ ２００，４００

运行速度 ｖ ／ （ｋｍ·ｈ－１） ８０

法向载荷 Ｆ ／ Ｎ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

拉出值 Ａ ／ ｍｍ １１０

往复频率 ｆ ／ Ｈｚ ０．２５

滑行距离 Ｓ ／ ｋｍ １００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电流工况下滑板的磨耗量

图 ２ （ａ）、 （ｂ）、 （ｃ） 所示分别是 ３ 种不同材料

在不同电流通过工况下的磨耗量随载荷的变化关系。
可知， 在法向载荷小于 ４０ Ｎ 的情况下， ３ 种滑块的

磨耗量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呈现减小趋势； 当加载电流

从 ２００ Ａ 变为 ４００ Ａ 时， 不同材料的整体磨耗量均上

升， 说明电流对滑板的磨损有着较大的影响。 这是因

为在大电流情况下， 产生的焦耳热、 电弧热会增加，
导致整个接触副的温度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上升， 高

温加剧了材料表面的损伤。 在滑动电接触过程中， 弓

网系统的振动会引发受电弓离线， 导致滑板与接触线

接触不良， 进而产生电弧［１０］； 而电弧所带来的电弧

烧蚀是影响磨损率的主要因素， 强烈的电弧放电会导

致摩擦副表面产生高达几千度的瞬间闪温［１１－１２］， 导

致弓网的电弧烧蚀。 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法向载荷，
可以抑制振动， 减少整个过程中的离线频率， 可以有

效地减少电弧放电， 从而减少材料的磨耗。
从图 ２ 中还可以看出， 随着法向接触力的逐渐

增大， 磨损曲线的斜率逐渐减小， 说明在一定范围

内， 法向载荷对磨损率的影响随载荷的增大而趋于

减小。 另外， 随着法向载荷的增大， 同种材料在不

同电流情况下的磨损差值趋于减小。 这是因为增大

载荷以后， 接触副发生离线率的频率降低， 电弧放

电减少， 电弧烧蚀所带来的磨损就会极大地减少；
而弓网磨耗主要是由电弧烧蚀、 磨粒磨损和表面氧

化剥落所引起的， 其中电弧烧蚀对整个磨耗的影响

最大［８］ ， 由于电弧所带来的磨损小， 在较大载荷下

的磨耗差值更多体现在机械磨损和表面氧化磨损

上， 因而磨损相差不大。

图 ２　 不同电流下 ３ 种材料的磨耗量随法向载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通过比较图 ２ 中在电流 Ｉ＝ ２００ Ａ 时 ３ 种材料的磨

损情况， 可以看出， ３ 种材料的磨耗量虽均随着法向

载荷增加呈现减小的趋势， 但磨耗情况却有所不同，
其中材料 Ｃ 的磨耗量整体上比材料 Ａ 和 Ｂ 要大。 从

表 １ 可以看出， 材料 Ｃ 中铜元素含量较大， 含碳量相

对较少。 而试验采用的接触线为铜银合金接触线， 其

主要成分也为铜。 在电滑动磨损过程中， 电弧烧蚀和

氧化磨损是同时存在的， 相同材料在载流磨损过程中

极易发生材料的黏着， 使得 ２ 种接触时的摩擦因数增

加， 导致更多的机械磨损与化学磨损。 另外， 由于电

弧热、 焦耳热、 摩擦热引起的高温氧化也会进一步促

使表面氧化物的形成和脱落［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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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通过对比图 ２ 中在电流 Ｉ＝ ４００ Ａ 时 ３ 种不

同材料的磨损情况， 可以得知 ３ 种材料仍然符合小电

流 （ Ｉ＝ ２００ Ａ） 情况下的规律， 即随着法向载荷的增

加， 磨耗量出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 另外， 可以看到

材料 Ａ 在大电流 （ Ｉ ＝ ４００ Ａ） 情况下出现了异常磨

耗， 磨耗量出现了剧增。 同时试验过程中发现， 在电

流达到 ４００ Ａ 时， 整个过程的运行温度达到了 ４００ ～
６００ ℃， 滑块背部出现了严重的脱落、 掉块， 导致滑

板的损耗很大。 因此可以推测在大电流情况下， 浸金

属材料 Ａ 因铜含量较低 （铜质量分数为 １ １７％）， 散

热性及热稳定性能较差， 当温度超过某一个值时， 会

加剧材料的熔融和气化。 此时， 材料的机械强度会降

低， 抗冲击性能也会变差， 更容易产生掉块的现象。
此外， 在大电流情况下， 浸金属材料 Ｃ （铜质量分数

为 ５０ ４５％） 滑块磨耗量仍然要比浸金属材料 Ｂ （铜
质量分数为 ２７ ８％） 滑块磨耗量大， 含铜量多的浸

金属材料磨耗量依然较大。
２ ２　 不同电流下材料的温度变化

载流试验过程中， 温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包括室内温度、 湿度以及接触线与滑板接触的实时情

况等。 在不考虑特殊条件的情况下， 摩擦接触副之间

主要的热量来源有电弧热、 焦耳热以及摩擦热［１３］。
对 ３ 种材料在不同电流和载荷下进行摩擦磨损试验，
发现每组材料的温度变化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即刚开

始会出现温度的剧烈波动， 随着试验的进行， 浸金属

碳滑板的温度波动趋于平缓。 在材料温度相对稳定阶

段进行温度测量， 每种材料温度平均值变化规律如图

３ 所示。 可以看出， 材料温度随着法向载荷的变化并

无较为明显的规律， 但在电流为 ４００ Ａ 的情况下， 材

料的整体温度明显上升。 这是因为电流越大， 接触副

之间产生的电弧能量越高， 产生的焦耳热和电弧热也

更多， 共同作用使得滑板整体温度升高［１４］。
通过对比图 ３ 中加载电流为 Ｉ＝ ２００ Ａ 和 Ｉ＝ ４００ Ａ

时的温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虽然 ３ 种材料的温度均

随着接触压力变化而变化， 但其温度的整体变化区间

存在明显的不同。 其中材料 Ａ 的整体温度平均值最

高， 材料 Ｂ 的温度次之， 材料 Ｃ 的温度最低。 材料 Ｃ
由 ４２ ８％的碳元素以及 ５０ ４５％的铜元素组成， 含铜

元素较多更容易发生黏着磨损， 这会使得材料表面软

化， 材料表面接触较好， 产生拉弧更少， 因此材料 Ｃ
的温度相对较低。 结合 ３ 种材料在载流情况下温度的

变化情况， 可以初步推测一定程度增大铜元素含量可

以使试验过程中滑板表面温度降低。

图 ３　 不同电流下 ３ 种材料的温升随法向载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３　 材料表面分析

３ １　 材料宏观表面

图 ４ 所示是 ３ 种材料在电流为 ２００ Ａ 情况磨损后

的表面形貌。 可以看出， 材料 Ａ 表面出现了较多的

烧蚀麻点， 材料 Ｂ 表面则是出现了一些大的凹坑和

犁沟， 材料 Ｃ 表面不仅出现了凹坑和犁沟， 还出现

了明显的划痕。 说明材料 Ｃ 发生了明显的黏着磨损，
使得材料软化， 而在加大法向力的情况下， 大的剪切

应力使得材料表面出现了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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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材料在小电流 （ Ｉ＝ ２００ Ａ） 情况下磨损表面

Ｆｉｇ ４　 Ｗｅ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ｉ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ａ
ｌｏｗ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２００ Ａ：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图 ５ 所示是电流为 ４００ Ａ 情况下时， ３ 种不同材

料的磨损表面形貌。 相比电流为 ２００ Ａ 工况下的相对

摩擦滑动， ３ 种材料的表面损伤情况都有一定的加

剧， 其中材料 Ｃ 的烧蚀坑数量增多， 材料划痕变粗、
变深。 材料 Ａ 与材料 Ｂ 出现了类似环状磨粒碳圈，
不同的是， 材料 Ａ 的损伤程度更为剧烈， 磨粒数量

更多。 这可能是因为材料 Ａ 含碳量高， 在高速状态

的磨损下， 材料表面会产生大量的碳粉末； 而在大电

流条件下， 试验过程的平均温度较高， 电弧热、 焦耳

热为主产生的高温会使得材料表面形成凸起和凹坑；
同时在高温下这些碳磨屑会发生高温聚集， 从而形成

大量的磨粒碳圈。 材料 Ｃ 铜元素的成分比较多， 在

与铜银合金对磨时产生的材料亲和性较强， 在大电流

情况下材料表面会发生明显的黏着磨损， 使得材料表

面进一步软化， 因此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划痕。

图 ５　 不同材料在大电流 （ Ｉ＝ ４００ Ａ） 情况下磨损表面

Ｆｉｇ ５　 Ｗｅ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ｉ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ａ
ｈｉｇ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４００ Ａ：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３ ２　 材料微观表面形貌

图 ６ 所示为 ３ 种不同材料磨损前的微观表面 ＳＥＭ
图。 ３ 种材料在原始状态下其表面碳分布都比较均

匀， 并无明显的金属分布， 并且可以看到材料表面都

有高低不同的凹坑和凸起。 其中材料 Ａ 表面有较多

的孔隙， 材料 Ｃ 表面有一些较为明显的裂纹。

图 ６　 材料磨损前微观表面形貌

Ｆｉｇ ６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ｉ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ｅｓｔ：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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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 显示了 ３ 种不同材料在加载小电流磨损之后

的情况， 可以看到 ３ 种材料表面均出现了裂纹和凹

坑。 材料 Ａ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表面光滑区， 这是因

为材料在高温下生成了氧化膜； 但同时在载流高速的

条件下， 氧化物也会逐渐脱落， 形成如图 ７ （ ａ） 所

示的不规则表面， 并且伴有较多的氧化物颗粒。 这说

明在运行过程中， 材料 Ａ 主要发生的是电弧烧蚀和

氧化磨损， 并伴有轻微的磨粒磨损。 在运行过程中材

料 Ａ 表面还生成脆性剥落块， 由于其抗冲击性差，
在高速运行状态下， 摩擦副的振动使得这些有脱落趋

势的块状物体掉落， 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剥落区域。 从

图 ７ （ｂ） 可以看出， 材料 Ｂ 磨损后表面有明显的电

弧烧伤现象， 并且出现了较长的裂纹。 从图 ７ （ ｃ）
可以看出， 材料 Ｃ 磨损后表面并无明显的层状剥落

块， 而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烧蚀麻坑以及大小不同的

剥落坑； 并且表面伴有带状磨屑， 说明该材料发生了

较为严重的电弧烧蚀以及黏着磨损［１５］。 这是因为该

材料含有较多的铜元素， 与含铜量较多的接触线对磨

时出现明显的黏着磨损， 摩擦热、 焦耳热和电弧热引

起的高温氧化也加速了黏着剥落块的形成和排出， 从

而导致了浸金属碳材料磨损加剧。

图 ７　 材料磨损后微观表面形貌 （电流 ２００ Ａ）
Ｆｉｇ ７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ｉｐ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ｓｔ ａｔ ２００ Ａ：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图 ８ 所示是不同材料在大电流 ４００ Ａ 情况下的微

观形貌。 可知， 材料 Ａ、 Ｂ 表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大

裂纹， 且材料表面烧蚀更为严重， 在裂纹根部出现了

大的剥落坑， 以及有掉落趋势的块； 材料 Ｃ 表面出

现了明显的烧蚀划痕， 并且出现了更为剧烈的剥落以

及更大的烧蚀坑。

图 ８　 材料磨损后微观表面形貌 （电流 ４００ Ａ）
Ｆｉｇ ８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ｉｐ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ｓｔ ａｔ ４００ Ａ：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可见， 在高速大电流情况下， ３ 种材料表面均出

现了严重的烧蚀区域， 其中材料 Ａ、 Ｂ 表面出现较大

的裂纹和剥离坑， 材料 Ｃ 表面则是出现更大的更多

的剥落坑以及较为明显的划痕。 这是因为， 在加载大

电流的情况下， 摩擦副的温度更高， 材料的服役环境

变得更加恶劣， 导致材料各种损伤加剧； 同时，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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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线率高的情况下， 表面形成的氧化膜在法向载荷

冲击和剪切力的作用下被破坏， 随着磨损的持续进

行， 使得裂纹不断加剧最终形成大小不一的凹坑［１６］。
４　 结论

（１） 加载电流增大， 磨耗量明显增加。 法向载荷

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 能有效地减少滑板材料的磨耗

量， 即磨耗量随着接触力的增大而出现减小的趋势。
（２） 加载相对较小电流时， 含铜量越多的浸金

属滑块磨耗量也越多。 但是在大电流情况下， 含铜量

最低的材料 Ａ 滑块不耐高温， 容易造成材料的熔融、
气化而使磨耗量急剧增大。

（３） 在载流情况下 ３ 种滑板材料的表面温度有

很大的差别， 含铜元素最少材料的表面温度最高， 含

铜元素最多的材料表面温度最低， 其散热性较好。
（４） 与铜银合金线对磨时， 铜含量较高的材料 Ｂ

和材料 Ｃ 滑块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黏着磨损， 并且含

铜元素多的材料黏着磨损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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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加入减摩剂单油酸甘油酯 （ＧＭＯ） 和分散剂聚异丁烯琥珀酰亚胺－多胺 （ ＰＩＢＳＡ－
ＰＡＭ） 的正十六烷基础油在不同压力条件下剪切时的摩擦学特性。 构建光滑铁壁面的纳米间隙润滑剂模型， 对 ＧＭＯ
分子、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和壁面之间的吸附和团聚行为进行阐释， 得出润滑油膜中每种分子的密度分布及剪切过程中

的速度分布， 输出固体壁面的横向力和正压力后计算得到摩擦因数。 结果表明： 在不同压力下加压至稳定时， ＧＭＯ 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近壁面密度峰值与正十六烷的近壁面密度峰值所处位置均相同， 表明 ＧＭＯ、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和正十六烷的

壁面吸附存在竞争关系； 在不同压力下剪切时， ＧＭＯ 倾向于吸附在壁面， 而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倾向于分散于基础油中；
ＧＭＯ 质量分数为 ５ ０％左右时， 正十六烷基础油摩擦因数最小， 为 ０ ０６７。

关键词： 边界润滑； 单油酸甘油酯； 聚异丁烯琥珀酰亚胺－多胺； 分子动力学； 摩擦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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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少机械设备接触面的摩擦磨损、 提高机械

效率， 通常在接触表面添加润滑油， 避免两表面直接

接触［ １ －３］。 润滑油一般由基础油和添加剂两部分组

成， 添加剂能够很大程度地改善润滑油的性能。 添加

剂的种类包括抗磨剂、 摩擦改性剂、 分散剂、 清净

剂、 抗氧化剂、 缓蚀剂和极压抗磨剂等［４］。
尽管每种类型的添加剂在单独作用下的效果已被

广泛研究与了解［５－７ ］， 但对于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添加剂

之间的协同作用或抵抗作用却知之甚少［ ８ ］。 考虑到

润滑油的添加剂类型有几十种， 不同添加剂之间的相

互作用更为复杂。 虽然通过试验可研究不同润滑油的

基本性能， 却无法观察到润滑油中不同添加剂分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 如分子吸附于壁面和分子间团聚等过

程［ ９ －１ ２ ］。 采用分子动力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Ｄ）
方法， 可通过求解牛顿运动方程获得原子或分子的运

动演变过程， 从而揭示任意时刻下不同添加剂分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 目前 ＭＤ 方法已经成功地用来研究一

些有机物的难以用试验测定的力学性质、 热物理性质

和在某些极端条件下的团聚或分解现象等［１ ３ － １８ ］。
单油酸甘油酯 （ＧＭＯ） 属于不饱和甘油酯， 是

一种常见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常作为减摩剂［ １９ ］。
聚异丁烯琥珀酰亚胺－多胺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是一种

用途广泛和使用量最多的无灰分散剂， 具有良好的低

温分散和增溶作用以及一定的高温分散作用［ ２０ － ２２ ］。
本文作者以正十六烷 Ｃ１６Ｈ３４为基础油， ＧＭＯ 为摩擦

改性剂，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为分散剂， 研究在不同压力条

件下剪切时， 不同质量分数的 ＧＭＯ 分子与 ＰＩＢＳＡ－
ＰＡＭ 分子之间的密度及吸附变化， 探究摩擦改性剂

与分散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系统摩擦学性能的

影响。
１　 分子动力学模拟

１ １　 模型的建立

图 １ 所示是纳米间隙润滑剂模型， 图中球形表示

原子。 上、 下壁面均为体心立方 ｂｃｃ 晶体铁Ｆｅ （１００）
晶面， 晶格常数 ａ ＝ ０ ２８７ ｎｍ， 壁面厚度为 １ ８６３
ｎｍ， 模型中共含 １１ ２００ 个 Ｆｅ 原子。 上、 下固体壁面

都分为 ３ 层： 刚性层、 恒温层和自由变形层。 ＭＤ 模

型在 ｘ、 ｙ 方向的尺寸均为 ５ ７３２ ｎｍ； ｘ、 ｙ 方向为周

期性边界； ｚ 方向为非周期性边界； 上、 下壁面间充

满润滑剂。 图 ２ 所示为基础油十六烷、 减摩剂 ＧＭＯ
和分散剂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分子结构。 ＧＭＯ 和 ＰＩＢＳＡ－
ＰＡＭ ２ 种添加剂的质量之和占润滑油总质量的 １ ／ ５。
文中研究了 ＧＭＯ 质量分数为 ０、 ５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和 ２０ ０％情况下润滑剂的性能。 ＧＭＯ 和 ＰＩＢＳＡ－
ＰＡＭ 的质量分数、 各类分子的个数和体系总原子数

如表 １ 所示。

图 １　 纳米间隙润滑剂模型

Ｆｉｇ １　 Ｎａｎｏｇａｐ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ｍｏｄｅｌ

图 ２　 基础油和添加剂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 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 Ｎ－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ｅ ｂａｓｅ ｏｉｌ； （ｂ）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ＧＭＯ； （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 ｏｆ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表 １　 润滑体系的组成与结构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ＰＰ ／ ％ ｗＧＭＯ ／ ％ ＮＰＰ ＮＧ ＮＮ－ｈｅｘ Ｎａｔｏｍ

２０ ０ ３１ ０ ３００ ２９ ３６２
１５ ５ ２３ １２ ３００ ２９ ３２６
１０ １０ １６ ２４ ３００ ２９ ３９２
５ １５ ８ ３６ ３００ ２９ ３５６
０ ２０ ０ ４８ ３００ ２９ ３２０

　 　 注： ｗＰＰ为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质量分数； ｗＧＭＯ 为 ＧＭＯ 的质量

分数； ＮＰＰ 为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分子总数； ＮＧ 为 ＧＭＯ 的原子总

数； ＮＮ－ｈｅｘ为正十六烷分子总数； Ｎａｔｏｍ为体系总原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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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模拟方法

ＭＤ 模拟过程采用大规模原子分子并行模拟器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ｔｏｍｉｃ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ｏｒ， ＬＡＭＭＰＳ） 编程实现［２３ ］。 选用 ＰＣＦＦ 力场， 这

是一种涵盖原子种类较多的全原子力场， 适用于计算

聚合物、 有机体和生物大分子等高分子体系。 ＰＣＦＦ
力场包含非键作用项、 键伸缩项、 键角弯曲项、 二面

角扭曲项、 离平面振动项和多种交叉作用项［２４ － ２６ ］。
模拟过程分为 ３ 个阶段： 弛豫 ０ ７ ｎｓ、 加压 ０ ４

ｎｓ 和剪切 １ ０ ｎｓ。 模拟中经典原子运动方程的数值积

分采用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ｒｌｅｔ 算法， 时间步长为 １ ｆｓ。 控温

方法运用 Ｎｏｓｅ－Ｈｏｏｖｅｒ 恒温方法， 设置温度为 ２９８ Ｋ，
温度阻尼系数为 １００ ｆｓ。 在弛豫初始阶段， 使用 ＮＶＴ
系综和 ＮＶＥ 系综充分弛豫润滑剂分子和 Ｆｅ 原子， 使

整个体系达到平衡状态。 能量偏差取 １０－６ ｋＪ ／ ｍｏｌ， 力

偏差取 １０－８ ｋＪ ／ （ｍｏｌ·ｎｍ）。 在加压阶段， 下壁面刚

性层被固定， 在上壁面施加 ５００ ＭＰａ 或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的

压力。 在剪切阶段， 沿 ｘ 方向给上、 下壁面的刚性层

施加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速度±１０ ｍ ／ 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弛豫过程

为了保证在加压和剪切过程前系统达到能量最小

化的状态， 需要进行弛豫。 图 ３ 所示是 ＧＭＯ 质量分

数为 ０～２０ ０％时润滑体系在弛豫稳定时的状态。 为

了便于观察 ＧＭＯ 分子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 隐藏正

十六烷分子。
在各个润滑体系中， 由于添加剂分子与 Ｆｅ 原子

之间的范德华力作用， 致使部分添加剂分子吸附在壁

面上； 由于添加剂分子之间存在静电力和范德华力作

用， 导致添加剂分子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团聚。 在图

３ （ａ） 所示的润滑体系中， 大部分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

游离于近壁面处， 只有少量分子吸附在壁面上， 这与

分散剂的性质吻合； 在图 ３ （ｅ） 所示的润滑体系中，
许多 ＧＭＯ 分子吸附在壁面， 剩余分子发生团聚， 只

有少数分子仍处于游离的状态， 这符合摩擦改性剂的

一般性质。

图 ３　 弛豫稳定后的润滑体系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 ｗＧＭＯ ＝ ０ （ｗＰＰ ＝ ２０ ０％）； （ｂ） ｗＧＭＯ ＝ ５ ０％ （ｗＰＰ ＝ １５ ０％）；
（ｃ） ｗＧＭＯ ＝ １０ ０％ （ｗＰＰ ＝ １０ ０％）； （ｄ） ｗＧＭＯ ＝ １５ ０％ （ｗＰＰ ＝ ５ ０％）； （ｅ） ｗＧＭＯ ＝ ２０ ０％ （ｗＰＰ ＝ ０）

　 　 在润滑体系的 ｚ 向上分别施加压力 ５００ ＭＰａ 或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观察正十六烷分子、 ＧＭＯ 分子和 ＰＩＢＳＡ－
ＰＡＭ分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润滑油膜沿 ｚ 向的密

度分布情况。 随着 ＧＭＯ 质量分数的增加， ＧＭＯ 分子

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之间形成团聚体， 如图 ４ 所示。
由于 ＧＭＯ 分子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之间是通过

极性官能团相互吸引形成团聚体， 团聚体周围主要是

非极性官能团， 而非极性官能团与铁壁面之间的相互

作用小， 故团聚体很难吸附在壁面， 而是自由地散布

在正十六烷中。 当 ＧＭＯ 的质量分数为 １０ ０％时， 润

滑体系中的团聚现象最为明显。
将模拟体系沿 ｚ 方向的总尺寸 Ｌｚ分为 １ ０００ 等分，

以各原子中心所在位置为各原子的质心， 计算出各等

分中润滑剂的平均密度， 画出密度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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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ＧＭＯ 质量分数为 １０ ０％时形成的团聚体

Ｆｉｇ ４　 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ＭＯ ｉｓ １０ ０％：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ｂ） ｂａｌｌ－ａｎｄ－ｓｔｉｃｋ ｍｏｄｅｌ

图 ５ 所示是在 ５００ ＭＰａ 下， 质量分数 ０ ～ ２０ ０％
ＧＭＯ 的润滑体系及密度分布。 密度分布曲线 ρ（ ｚ）分别

描述了正十六烷、 ＧＭＯ 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在 ｚ 方向上的
密度分布。 正十六烷的密度分布在近壁面处发生剧烈
波动， 且靠近壁面的第一层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层， 表
明它在这个位置发生了明显分层。 从 ＧＭＯ 的密度分布
可以看出， 随着 ＧＭＯ 质量分数的增加， 不仅分子团聚
程度不断加剧， 而且其密度峰值出现的位置与正十六
烷峰值出现的位置一致 （如图 ５ （ｄ）、 （ｅ） 所示）。 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密度分布同样可以看出， 它在近壁面处
密度峰值出现的位置与正十六烷峰值出现的位置一致
（如图 ５ （ａ）、 （ｂ） 所示）。 在 ＧＭＯ 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具
有相同质量分数时 （如图 ５ （ａ）、 （ｅ） 和图 ５ （ｂ）、
（ｄ） 所示），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近壁面处的密度峰值显然小
于 ＧＭＯ 近壁面密度峰值， 表明其更倾向于分散于基础
油中。 ＧＭＯ 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密度分布说明了壁面吸
附与分子团聚是同时存在的。

图 ５　 加压 ５００ ＭＰａ 时润滑体系及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５００ ＭＰａ：

（ａ） ｗＧＭＯ ＝ ０ （ｗＰＰ ＝ ２０ ０％）； （ｂ） ｗＧＭＯ ＝ ５ ０％ （ｗＰＰ ＝ １５ ０％）； （ｃ） ｗＧＭＯ ＝ １０ ０％
（ｗＰＰ ＝ １０ ０％）； （ｄ） ｗＧＭＯ ＝ １５ ０％ （ｗＰＰ ＝ ５ ０％）； （ｅ） ｗＧＭＯ ＝ ２０ ０％ （ｗＰＰ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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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所示是加压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时质量分数 ０～２０ ０％
ＧＭＯ 的润滑体系及密度分布。 此时壁面吸附与分子

团聚的程度相比于 ５００ ＭＰａ 条件下略微增加， 说明模

拟结果在该阶段压力变化范围内是稳定可靠的。 从图

６ 中的密度分布也可以看出， ＧＭＯ、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和

正十六烷的近壁面密度峰值均在增大。

图 ６　 加压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时的润滑体系及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ａ） ｗＧＭＯ ＝ ０ （ｗＰＰ ＝ ２０ ０％）；
（ｂ） ｗＧＭＯ ＝ １０ ０％ （ｗＰＰ ＝ １０ ０％）； （ｃ） ｗＧＭＯ ＝ ２０ ０％ （ｗＰＰ ＝ ０）

２ ２　 剪切过程

在剪切过程中， 当壁面以一定的速度运动时， 润

滑油层由于吸引力的作用会跟随壁面一起运动， 润滑

油层沿 ｚ 向会产生一定的速度梯度。 图 ７ 所示是在

２９８ Ｋ、 ５００ ＭＰａ 和剪切速度为±１０ ｍ ／ ｓ 条件下， 质量

分数 ０～２０ ０％ＧＭＯ 润滑体系剪切的结果。 任一润滑

体系下的变化都比较小， 但密度分布函数可以量化这

些微小变化。 相比于 ５００ ＭＰａ 加压过程 （ 见 图

５ （ｅ））， 在该剪切条件下的质量分数 ２０ ０％ＧＭＯ 润

滑体系中 （见图 ７ （ｅ） ）， 十六烷中心的 ＧＭＯ 密度

峰值略微减小， 下壁面的第一个密度峰值基本保持不

变， 而上壁面第一个密度峰值 （０ ５１ ｇ ／ ｃｍ３） 相比于

加压时 （０ ４８ ｇ ／ ｃｍ３） 增加了 ６ ２５％， 这表明 ＧＭＯ
分子的团聚体分解后吸附到了壁面上。 在该剪切条件

下的无 ＧＭＯ 润滑体系中 （见图 ７ （ａ） ）， 相比于加

压时 （见图 ５ （ａ） ），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密度峰值基本无

变化。 从图 ７ 中的速度分布可以看出， 添加剂分子团

聚和正十六烷分子在近壁面处的分层固化， 均对速度

分布函数 ｖｘ产生影响。
图 ８ 所示是在 ２９８ Ｋ、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和剪切速度为

±１０ ｍ ／ ｓ条件下， 质量分数 ０ ～ ２０ ０％ＧＭＯ 润滑体系

的剪切结果， 可知各润滑体系都较为稳定。 在该剪切

条件下的质量分数 ２０ ０％ ＧＭＯ 润滑体系中 （见图

８ （ｃ））， 润滑油层中心的 ＧＭＯ 密度峰值略微减小，
上壁面第一个密度峰值 （０ ５９ ｇ ／ ｃｍ３） 相比于加压

（见图 ６ （ｃ） ） 时 （０ ５１ ｇ ／ ｃｍ３） 增加了 １５ ６％， 而

下壁面的第一个密度峰值 （０ ４３ ｇ ／ ｃｍ３） 相比于加压

时 （０ ３３ ｇ ／ ｃｍ３） 增幅达 ３０ ３％， 这表明载荷越大，
ＧＭＯ 分子的团聚程度降低， 而壁面吸附量增加。 相

同条件下的无 ＧＭＯ 润滑体系中 （见图 ８ （ａ） ）， 润

滑油层中心的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密度峰值保持稳定， 上壁

面第一个密度峰值 （０ ４６ ｇ ／ ｃｍ３） 相比于加压 （见图

６ （ａ） ） 时 （０ ４９ ｇ ／ ｃｍ３） 降低了 ６ １％， 而下壁面

的第一个密度峰值 （０ ２５ ｇ ／ ｃｍ３） 相比于加压稳定时

（０ ２２ ｇ ／ ｃｍ３ ） 增 加 了 １３ ６％。 随 着 载 荷 增 大，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的吸附状态发生变化， 对于整体而言，
这种变化较小，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仍倾向于较均匀地

分散在整个润滑油层。 从图 ８ 中的速度分布 ｖｘ可以看

出， 各个润滑体系的速度分布变得更加不规则， 这表

明其中一个壁面的黏性作用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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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５００ ＭＰａ 下剪切时的润滑体系、 密度分布和速度分布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５００ ＭＰａ：
（ａ） ｗＧＭＯ ＝ ０ （ｗＰＰ ＝ ２０ ０％）； （ｂ） ｗＧＭＯ ＝ ５ ０％ （ｗＰＰ ＝ １５ ０％）； （ｃ） ｗＧＭＯ ＝ １０ ０％ （ｗＰＰ ＝ １０ ０％）；
（ｄ） ｗＧＭＯ ＝ １５ ０％ （ｗＰＰ ＝ ５ ０％）； （ｅ） ｗＧＭＯ ＝ ２０ ０％ （ｗＰＰ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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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下剪切时的润滑体系、 密度分布和速度分布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ａ） ｗＧＭＯ ＝ ０
（ｗＰＰ ＝ ２０ ０％）； （ｂ） ｗＧＭＯ ＝ １０ ０％ （ｗＰＰ ＝ １０ ０％）； （ｃ） ｗＧＭＯ ＝ ２０ ０％ （ｗＰＰ ＝ ０）

２ ３　 摩擦因数 μ
在剪切过程中， 输出变形层在 ｘ 向的摩擦力 ＦＬ

和 ｚ 向的正压力 ＦＮ后取平均值。 不同条件下 ＦＬ和 ＦＮ

的平均值列于表 ２。
ＨＵＲＬＥＹ 和 ＬＥＧＧＥＴＴ［ ２７］用摩擦力显微镜 （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ＦＦＭ） 测量了探针在附着有乙

醇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薄膜表面上滑动

时的摩擦力与正压力， 发现宏观摩擦力计算公式ＦＬ ＝
μＦＮ不再适用于微纳米尺度下的计算。 这是由于纳米

尺度下表面黏附力的存在， 即使正压力为 ０， 甚至为

负值时， 仍然会出现摩擦力。 为了减小该影响， 故在

宏观计算公式中引入一个恒定内载荷 Ｆ０：
ＦＬ ＝Ｆ０＋μ·ＦＮ （１）
式中： Ｆ０是摩擦力偏量 （Ｄｅｒｊａｇｕｉｎ ｏｆｆｓｅｔ）。

表 ２　 不同润滑体系及压力下的平均摩擦力和正压力及摩擦因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参数
ｗＧＭＯ ＝ ０

５００ ＭＰａ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ｗＧＭＯ ＝ ５ ０％

５００ ＭＰａ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ｗＧＭＯ ＝ １０ ０％

５００ ＭＰａ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ｗＧＭＯ ＝ １５ ０％〛

５００ ＭＰａ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ｗＧＭＯ ＝ ２０ ０％

５００ ＭＰａ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平均摩擦力 ＦＬ ／
（ｋＪ·ｍｏｌ－１·ｎｍ－１） ２６．７４ ４３．７３ ２２．７４ ３８．６７ ２６．３３ ４５．１０ ２３．４３ ４１．６９ ２４．７４ ４０．７１

平均压力 ＦＮ ／
（ｋＪ·ｍｏｌ－１·ｎｍ－１） ２３６．３４ ４７２．８１ ２３９．４９ ４７２．７７ ２３６．３７ ４７２．８ ２３６．３９ ４７２．８６ ２３６．３９ ４７２．８２

摩擦因数 μ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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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式 （１） 计算摩擦因数 μ， 计算结果见表 ２。
可知， 当 ＧＭＯ 质量分数为 ５ ０％时， 可以起到显著

的减摩效果， ５００ ＭＰａ 压力下的摩擦力大幅降低至

２２ ７４ ｋＪ ／ （ｍｏｌ·ｎｍ），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压力下的摩擦力大

幅降低至 ３８ ６７ ｋＪ ／ （ｍｏｌ·ｎｍ）； 随着 ＧＭＯ 质量分

数的增加， μ 先减小再增大， 且 μ 的最小值出现在

ＧＭＯ 质量分数为 ５ ０％附近， 为 ０ ０６７。 该结论与文

献［２８］试验得到的 ＧＭＯ 的最佳添加量为 ５ ０％ （质
量分数） 的结论相符合。 当 ＧＭＯ 质量分数小于

５ ０％时，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削弱了 ＧＭＯ 分子与壁面

之间的吸附， 使润滑油膜区域处于无序的流体膜状

态， 因而剪切运动需要克服较大的摩擦力。 当 ＧＭＯ
的质量分数为 ５ ０％ ～ １５ ０％时， 虽然润滑体系中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的质量分数降低时， ＧＭＯ 分子在壁

面上的吸附量增加， 但此时正十六烷仍能在近壁面形

成稳定的分层结构， 且该分层具有类固体的性质， 在

近壁面正十六烷受限液体的性质研究中也观察到该现

象［ ２９］。 类固体结构的剪切运动与无序的流体膜的剪

切运动相比， 显然需要克服更大的摩擦力。 当 ＧＭＯ
质量分数大于 １５ ０％时， 从图 ６ （ｃ） 中的密度分布

可以看出， 更多的 ＧＭＯ 分子吸附于壁面， 这阻碍了

正十六烷对壁面的吸附。 更多的正十六烷分子以游离

的形式存在于润滑油膜， 这使润滑油膜处于无序状

态， 摩擦因数降低。
３　 结论

采用 ＭＤ 方法模拟不同压力条件下的剪切过程，
不同质量分数的 ＧＭＯ 分子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分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变化； 分析了添加剂分子与基础油分子的

密度和速度分布， 计算出摩擦因数。 得出以下结论：
（１） 在 ＧＭＯ 和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组成的润滑体系中，

ＧＭＯ 与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在近壁面密度峰值出现的位置

与正十六烷密度峰值出现的位置相同， 表明 ＧＭＯ、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和正十六烷的壁面吸附存在竞争关系。

（２） 在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组成的润滑体系中， 在 ５００
ＭＰａ 下剪切时，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密度峰值基本无变化；
在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下剪切时， 润滑油层中心的 ＰＩＢＳＡ －
ＰＡＭ 密度峰值保持稳定， 上壁面第一个密度峰值降

低了 ６ １％， 而下壁面的第一个密度峰值增大了

１３ ６％。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密度分布变化不大， 表明 ＰＩＢ⁃
ＳＡ－ＰＡＭ 分子倾向于均匀地分散在润滑油层。

（３） 在 ＧＭＯ 组成的润滑体系中， 在 ５００ ＭＰａ 下

剪切时， 润滑油层中心的 ＧＭＯ 密度峰值减小， 下壁

面第一个密度峰值基本不变， 而上壁面的第一个密度

峰值增大 ６ ２５％； 在 １ ０００ ＭＰａ 下剪切时， 润滑油层

中心的 ＧＭＯ 密度峰值减小， 下壁面第一个密度峰值

增幅达 ３０ ３％， 而上壁面的第一个密度峰值增大

１５ ６％， 这表明 ＧＭＯ 分子的团聚体分解后吸附到了

壁面上。
（４） 在 ＧＭＯ 和 ＰＩＢＳＡ－ＰＡＭ 组成的润滑体系中

ＧＭＯ 的最佳质量分数为 ５ ０％左右， 此时摩擦因数 μ
最小， 为 ０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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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一种无泄漏柱塞缸密封件层叠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利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 采用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型对

其在加载过程中的变形过程进行仿真模拟， 分析密封件在轻载大行程下的变形规律和应力分布。 设计实验， 研究密封

件在实际加载过程中的变形， 并将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在整个变形过程中， 密封件层叠结构由

于内外层叠的压缩， 起到了吸收大行程变形， 防止密封件产生不规律变形的目的； 密封件在变形的过程中， 密封件底

部转角处将会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 而密封件层叠结构的最大应力值远小于普通的直筒型结构， 因此可以有效降低应

力集中对密封件造成的破坏。 所建立模型在研究密封件变形时结果可靠、 准确， 为后续密封件结构深入研究和设计优

化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柱塞缸； 层叠； 变形； 吸收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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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漏是液压缸的一种典型故障， 不仅会造成油液 外溢而污染设备环境， 而且会造成系统压力不稳定而

损坏设备。 因此， 通过设计减少液压缸泄漏具有重要

的工程价值［１］。 针对液压缸泄漏问题， 本文作者所在

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无泄漏柱塞缸［２］， 基本结构简化

如图 １ 所示。 其密封件摆脱传统密封形式， 采用套筒

型密封件， 将密封件套在柱塞一端， 然后装入缸内，
通过法兰连接压板和缸体进行固定， 柱塞在运动过程

中不存在液压油泄漏问题。



图 １　 无泄漏柱塞缸结构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ｒｅ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新型缸密封方式中， 橡胶密封件是最重要的结

构。 橡胶密封件的变形对柱塞缸应用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密封件加载过程中的变形设计了一种层叠结

构［３］， 为了证明该结构的合理性， 需要对其进行研究

分析。 传统橡胶产品设计研究都是基于经验， 设计方

案的性能也只能通过昂贵的实验评估， 耗时长且花费

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有限元方法已经得到广

泛应用。
ＬＥＥ 等［４］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元分析和经验模拟

相结合的近似分析橡胶衬套动态特性的混合方法， 所

提出的混合方法可以预测橡胶衬套的动刚度， 且不需

要迭代试验和较高的计算代价。 马洋洋等［５］利用有限

元软件研究了不同温度下发动机油气分离器密封胶条

的性能。 张付英等［６］利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了不同高径

比下不同材料的封隔器胶筒变形稳定性。 江华生等［７］

利用有限元软件建立油封模型， 研究其应力和变形，
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接触特性参数的影响。 除此之外，
有限元方法在研究密封圈的性能等方面也有着广泛的

应用， 许多学者利用有限元方法对密封圈进行了各种

研究［ ８－１１］。
在分析橡胶类产品中时， 利用有限元软件对橡胶

件进行模拟分析可以缩短实验周期， 降低成本等， 且

结果具有可靠性。 因此， 本文作者采用有限结合实验

的方法， 对无泄漏柱塞缸层叠型密封件进行分析， 研

究其在加载过程中的变形， 进而验证层叠结构的合

理性。
１　 有限元模拟分析

１ １　 密封件结构

柱塞在运动过程中， 密封件会随着运动发生变

形， 行程越大， 变形也越大， 同时与柱塞的接触区域

也会产生摩擦力。 橡胶密封件在工作工程中的变形，
对柱塞缸的机械效率和密封件的寿命都存在影响。 在

密封件设计初期， 提出了 ３ 种结构， 分别为直筒型、

波浪型和层叠型密封件， 在对 ３ 种结构密封件进行仿

真模拟后， 综合应力、 摩擦力等模拟数据， 选择层叠

型密封件为最佳结构。
根据柱塞行程， 结合密封件层叠结构， 设计了密

封件样件。 密封件中层叠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吸收位移

行程， 减少应力集中， 防止密封件畸变， 从而提高密

封件的承受能力。
１ ２　 橡胶材料本构模型

密封件使用的材料是丁腈橡胶， 在进行模拟分析
时， 要注意橡胶材料的非线性特征， 即几何非线性、
材料非线性和接触非线性［１２］。

橡胶材料的非线性特点大大增加了模拟分析的困

难， 因此， 橡胶本构模型的选取对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有重要的影响。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型是一个比较常用
的模型， 几乎可以模拟所有橡胶材料的力学行为［１３］。
对于不可压缩材料， 典型的二项三阶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型展开式为

Ｗ＝Ｃ１（ Ｉ１－３）＋Ｃ２（ Ｉ２－３）
式中： Ｗ 为应变能密度； Ｉ１和Ｉ２为第一、 第二应

变张量不变量； Ｃ１、 Ｃ２为模型的材料系数， 此处分别

取 １ ８７ 和 ０ ４７ ＭＰａ［１４］。
１ ３　 有限元模型

在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中， 为了方便计算， 将三维模
型简化为二维轴对称模型， 同时将缸体和压板部分

进行简化， 如图 ２ 所示。 模型中密封件为丁腈橡
胶， 密度 ρ ＝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定义密封件之外的实体
部分为钢， 泊松比为 ０ ３， 弹性模量 Ｅ ＝ ２１０ ＧＰａ，
密度 ρ＝ ７ ８６０ ｋｇ ／ ｍ３。

定义层叠外凸部分为外层叠， 内凹部分为内

层叠。

图 ２　 有限元仿真模型

Ｆｉｇ 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１ ４　 边界条件及载荷加载

将压板和缸体定义为刚体， 并限制其所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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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 通过定义柱塞位移模拟运动过程， 柱塞总

行程为 ８０ ｍｍ， 速度为 １１ ５ ｍｍ ／ ｓ。 设置橡胶与其

他部件的摩擦因数为 ０ ２。 运动过程中设置密封件

承受的加载压力为 ０ ６ ＭＰａ， 最终保压状态压力

为 １ ２ ＭＰａ。
２　 模拟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密封件变形分析

模拟密封件在加载过程中的变形， 分析层叠的变

化规律。 规定安装位置为模型初始状态， 此时柱塞端

部与压板底部共线， 密封件处于轻度拉伸状态。
整个加载过程中， 密封件变形如图 ３ 所示， 图中

给出了柱塞不同行程下密封件的变形过程。 在工作初

期， 当油压开始作用到密封件的时候， 层叠在行程 １
发生初步变形， 密封件内层叠处开始与柱塞接触， 同

时外层叠发生初步压缩， 此时柱塞行程较小， 约为

２ ５ ｍｍ； 随着工作过程进行， 内层叠开始与柱塞贴

紧同时外层叠的压缩更加明显， 如图 ３ 中行程 ２
所示。

图 ３　 加载过程密封件变形过程

Ｆｉｇ 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ｏａｄｉｎｇ

随着加载过程继续， 柱塞行程变大， 密封件进入

中期变形状态。 在压力和柱塞位移的作用下， 层叠开

始发生明显变化， 如图 ３ 中行程 ３ 至行程 ８ 所示。 行

程 ３ 中柱塞位移为 ２２ ５ ｍｍ， 行程 ８ 中柱塞位移为 ８０
ｍｍ， 选取此阶段行程间隔为 １１ ５ ｍｍ 分析密封件

变形。
在整个中期变形过程中， 内层叠在压力作用下，

随着柱塞运动发生压缩变形， 外层叠在压力作用下，
随着柱塞的运动和内层叠压缩发生伸长变形， 外层叠

接触面积增大， 高度下降。 当最下端的层叠在当前压

力下变形到极限后， 下一个层叠开始发生变形， 变形

过程与下端层叠一样， 在变形过程中， ２ 个层叠逐渐

开始接触。 在整个变形期间， 层叠变形顺序为由下至

上， 且变形过程相似， 都是内层叠压缩变形， 外层叠

伸出变形， 且相互靠拢。
密封件最终变形如图 ３ 中行程 ８ 所示， 可以看

出， 外层叠的伸出长度相近， 且最终紧贴在一起。 在

整个变形过程中， 由于内外层叠的压缩， 密封件起到

了吸收行程的作用， 同时因为密封件设计了层叠部

分， 其压缩变形也有了规律， 达到了最初设计的

目的。
２ ２　 密封件应力分析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反映了密封件截面上主应力差值

的大小， 一般来说， 应力值越大的区域， 材料越容易

出现裂纹［１５］， 密封件变形后的应力分布对预测其失

效破坏区域具有重要意义。
密封件的上半部分的 Ｍｉｓｅｓ 应力值相较于密封件

整体较小， 因此在研究时忽略此部分。 密封件变形最

终 Ｍｉｓｅｓ 应力云图如图 ４ 所示。 在分析时， 为了更直

观地展现易破坏区域， 将云图应力大于 １ ＭＰａ 部分突

出表示。
根据云图结果， 密封件变形后， 较大的 Ｍｉｓｅｓ 应

力值主要分布在层叠转角处及密封件底部转角处， 这

些部分在变形过程中发生大变形， 容易造成密封件破

坏， 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

图 ４　 密封件变形后的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４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ｓｅａｌ

密封件在剪切作用下也会发生失效破坏， 密封件

变形最终的剪切应力云图如图 ５ 所示。 将云图应力大

于 １ ＭＰａ 或小于－１ ＭＰａ 的部分突出表示， 可以看出，
剪切应力的分布与 Ｍｉｓｅｓ 应力的分布类似， 较大值都

是在转角处， 结合 ２ 种应力分布可以更加明确密封件

变形后易破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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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密封件变形后的剪切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５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若采用普通的直筒型结构， 密封件在变形的过程

中， 密封件底部转角处将会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 如

图 ６ 所示。 可以看出， 此时应力集中处的应力值远远

大于层叠密封件的最大应力值， 因此密封件设计层叠

结构可以有效降低应力集中对密封件造成的破坏。

图 ６　 直筒型密封件变形后的应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６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ｂ）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３　 密封件受压变形实验

密封件的受力变形在柱塞缸实际加载过程中比较

复杂， 仅通过仿真分析无法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

设计实验观察密封件在实际加载过程中的变形， 同时

验证模拟结果的准确性［１６］。
在进行正式实验前，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首先进行 ２ 次预实验， 目的是保持密封件良好的状

态。 实验过程中， 工作压力为 ０ ６ ＭＰａ， 通过调整定

量泵控制保压压力为 １ ２ ＭＰａ， 柱塞的行程为 ８０
ｍｍ， 固定拍摄位置， 观察记录密封件实际受压变形

的过程， 如图 ７ 所示。
从图 ７ （ａ）、 （ｂ） 可以看出， 在安装位置时， 密

封件处于轻度拉伸状态， 随着油压作用， 层叠开始被

压缩； 随着油压的逐渐升高， 层叠变形越来越明显，

从图 ７ （ｃ）、 （ｄ） 中可以看出， 层叠变形发生畸变，
产生垂直于层叠方向上的变形， 这是由于密封件存放

时间过长， 且存放过程中存放不规范导致层叠产生微

小变形， 当密封件被拉伸时， 变形被放大， 在压力作

用下， 最终产生畸变变形； 随着工作过程继续， 如图

７ （ｄ） — （ｆ） 所示， 层叠开始慢慢靠拢， 靠拢顺序

为由下至上， 并且层叠畸变在靠拢的过程中逐渐消

失， 最终在压力的作用下， 层叠平整地接触在一起。

图 ７　 密封件实际加载变形

Ｆｉｇ ７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ｃｔｕ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

密封件最终变形结果如图 ８ 所示， 可以看出， 有

限元模拟结果和实验结果中， 密封件的外层叠最终都

是贴紧在一起的， 而且近乎水平。 根据实验结果分

析， 密封件在工作过程中的实际变形与模拟过程的变

形， 都是在压力作用下首先发生初步压缩， 随着工作

过程的继续， 层叠发生由下至上的靠拢， 最终层叠靠

拢在一起。 因此， 利用建立的仿真模型分析密封件变

形是可行的， 且结果准确可靠， 所设计的密封件层叠

结构合理， 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图 ８　 密封件最终变形

Ｆｉｇ ８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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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 层叠结构密封件在整个变形过程中， 由于

内外层叠的压缩， 密封件起到了吸收行程的作用， 同

时因为密封件设计了层叠部分， 其压缩变形也有了规

律， 达到了最初设计的目的。
（２） 层叠结构密封件在模拟和实验的过程中，

表现出良好的变形规律， 证明所设计的层叠结构达到

了最初设计的目的， 即吸收大行程变形， 防止密封件

产生不规律变形。
（３） 所建立模型在研究密封件变形时结果可靠、

准确， 为后续密封件深入分析、 设计和优化提供了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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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改进计算精度和提高计算效率， 采用 ＣＦＤ 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 对径向动压气体轴承承载能力进行分析。 使用软

件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建立径向动压气体轴承三维物理建模； 从可压缩流体润滑方程及连续性方程出发， 得到等温条件下动压

润滑雷诺方程的基本形式， 运用有限差分法计算径向动压轴承的压力分布及承载力等特性； 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 进行有限元仿

真模拟， 直接求解气体润滑基本方程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 分析偏心率和长径比等轴承参数对气体轴承承载能力的影

响。 结果表明： 轴承整体气膜的压力分布沿轴承轴向中线几何对称， 由于轴承的偏心作用， 在轴承最下端为气膜最薄

的区域； 气体流入方向存在正压最大区域， 气体流出方向存在负压最大区域， 由于气体的压差使得轴承具有了一定的

承载能力； 随着偏心率和长径比的增大， 轴承的承载能力随着转速的变化呈非线性上升趋势。
关键词： 动压气体轴承； ＣＦＤ； 气体润滑； 承载力； 动压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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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 对于旋转支撑轴承的要求

越来越高， 以润滑油为介质的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已

经不能满足某些现代机械设备对于支撑轴承的需求，
所以气体润滑轴承成为了最佳的选择［１］。 其优点主要

在于： 具有摩擦损耗低， 极高速度下几乎没有摩擦

热、 无磨损， 极低运动速度下不会爬行， 运动精度

高， 振动小， 无污染以及在特殊工作条件下稳定运行



的优点。 与传统的轴承相比较， 气体轴承使得转子

速度提高了 ５ ～ １０ 倍， 支撑精度提高了 ２ 个数量级，
功率耗散情况降低了 ３ 个数量级， 同时轴承的工作寿

命增加了数十倍。 因此， 在精密工程、 超精密工程、
微细工程、 空间技术、 电子精密仪器、 医疗器械及核

子工程等范畴中， 空气轴承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

前景［２］。
气体轴承按照是否需要外部气源分为静压气体轴

承和动压气体轴承。 其中静压气体轴承需要通过外接

气源来使其形成静压气膜， 支撑轴承悬浮于转子之

上， 其承载能力较大， 同时精度也较高。 但是外接气

源使得轴承结构变得复杂， 导致其制造与维护费用增

大［３］。 动压气体轴承也称为 “自作用轴承”， 它是不

需要外部气体源并且仅在流体动力的作用下产生支撑

作用的轴承［４］。 动压气体轴承的特点是结构简单、 精

度较高、 制造工艺复杂， 适用于小型、 轻载、 高速精

密支撑［５］。
目前国内气体动压轴承的设计与研究主要是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求解雷诺方程， 其方法包括有限差分法、 有

限元法等。 肖云峰等［６］研究了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 数对气体动

压轴承动力学特性参数的影响， 包括对偏心率、 最小

气膜厚度、 最大气膜压力、 摩擦功耗、 刚度和阻尼的

影响。 丁博等人［７］建立了一种具有特殊侧面结构混合

式气体动压轴承的数学模型， 分别推导出周向面和侧

向面的雷诺方程， 采用有限差分法对雷诺方程进行离

散，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数值计算得出混合式气体动压轴

承的稳态气膜厚度和气膜压力分布； 采用复化辛普森

积分法计算出量纲一承载力， 分析偏心率、 转速和压

缩数对轴承量纲一承载力的影响规律。 周秀文和孙长

年［８］通过对圆柱轴承动压油膜流场雷诺方程的推导，
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中对雷诺方程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

偏微分方程， 获取动压油膜的相关动力学系数。
气体的压力场求解时， 由于气体在轴承间隙的流

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三维流动， 使用解析法求解承载

能力的大小、 分析压力分布情况极其困难， 同时在计

算的过程中需要作出一些假设， 带来了计算误差［９］。
又由于其计算需要进行编程， 使得求解过程更加杂

化。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是一个用来模拟从不可压缩到高度可

压缩范围内复杂流动的专用 ＣＦＤ 软件， 利用它可以

准确地预测出气体流动实际的细节情况， 如速度场、
压力场、 温度场、 密度场的分布随时间变化的特性，
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９］。 另外由于气体

动压轴承的间隙属于微米级， 对于试验来说动压气体

轴承的加工精度要求和加工成本对其设计与制造有着

极大的制约， 而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 进行流体动力学分析， 不

需要进行编程计算， 大大节约了设计时间， 提高了工

作效率， 对于真实情况下的动压气体轴承的设计与制

造具有指导意义［１０］。
本文作者以径向气体动压轴承为对象， 使用三维

建模软件进行建模， 并通过 ＡＮＳＹＳ 自带网格划分软

件 ＩＣＥＭ 进行网格划分建立有限元模型， 利用 ＣＦＤ 软

件 Ｆｌｕｅｎｔ 对径向气体动压轴承在稳态下的气膜压力进

行分析， 探讨偏心率和长径比对其承载力的影响。
１　 径向动压气体轴承的结构

图 １ 所示为径向动压气体轴承示意图， 其轴承间

隙为微米级。 其中 Ｏｂ 为轴承的坐标中心， Ｏｒ 为轴颈

的坐标中心， 轴颈以角速度 ω 做逆时针运动， Ｌ 为轴

颈所受的外载荷， Ｂ 为轴承的宽度， Ｒ 为轴颈半径，
φ 为偏位角， ｈ 为轴颈外表面与轴承内表面之间的间

隙， θ 为极角［１１］。 若没有外载荷， 轴颈中心 Ｏｒ 与轴

承中心 Ｏｂ 重合， 一般情况下， 轴颈总是承受一定的

外载荷， 因此两中心不会重合， 其偏心距为 ｅ。

图 １　 径向动压气体轴承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２　 雷诺方程的推导及求解

气体动压润滑分析的基本内容是以求解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来揭示气体润滑中压力的分布规律， 轴承间隙内

气体压力分布状况影响轴承的性能。 在考虑润滑层内

流动的边界层特性和流动的连续性， 以及气体所满足

的状态方程出发进行稳态情况下二维可压缩气体润滑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的推导［１２］。
由于气体动压润滑具有特殊性， 通常情况下分析

气体动压润滑需要做以下假设：
（１） 与轴承的长度和宽度相比， 气膜的厚度很微

小， 因此可以假设轴承表面为平面；
（２） 沿气膜厚度方向， 其压力的变化可以忽略

不计；
（３） 与黏性剪应力相比， 流体的惯性力可以忽略

不计；
（４） 气体流动状态为层流；
（５） 润滑表面上气体与壁面间没有相对滑动；

２８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７ 卷



（６） 气体温度为常数［１３］。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Ｎ－Ｓ） 方程作为气体润滑基本方

程之一， 在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坐标系中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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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ｖｖ）

３∂ｙ

ρ
∂ｗ
∂ｔ

＋ρ ｕ
∂ｗ
∂ｘ

＋ｖ
∂ｗ
∂ｙ

＋ｗ
∂ｗ
∂ｚ

æ

è
ç

ö

ø
÷ ＝ ρｆｚ－

∂ｐ
∂ｚ

＋μΔｗ＋μ
∂（ｄｉｖｖ）

３∂ｚ
（１）

式中： ｄｉｖｖ ＝
∂ｕ
∂ｘ

＋ ∂ｖ
∂ｙ

＋∂ｗ
∂ｚ

； Δ ＝ ∂２

∂ｘ２
＋ ∂２

∂ｙ２
＋ ∂２

∂ｚ２
； ｐ 为

气膜压力； ρ 为润滑气体的密度； ｕ、 ｖ、 ｗ 分别为 ｘ、
ｙ、 ｚ 方向上的速度分量； ｔ 为时间； μ 为气体动力黏

度； ｆｘ、 ｆｙ、 ｆｚ 分别为 ｘ、 ｙ、 ｚ 方向上的气膜力。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 （单位时间内由微元体流出

的总质量与微元体内质量的变化率相等） 可得， 气

体连续性方程的表达式为

∂（ρｕ）
∂ｘ

＋∂（ρｖ）
∂ｙ

＋∂（ρｗ）
∂ｚ

＝ －∂ρ
∂ｔ

（２）

气体状态方程为

ｐ
ρ

＝ＲＴ （３）

式中： Ｒ 为气体常数； Ｔ 为气体绝对温度。
由于气体的黏性很小， 气体在轴承间隙中流动的

过程中由摩擦产生的热量可以忽略， 因此在气体动压

轴承工作的过程中， 可以认为气体是等温的。 因此，
由气体状态方程可得：

ｐ
ρ

＝
ｐａ

ρａ

＝Ｃ （４）

式中： ｐａ 为大气压力； ρａ 为大气压力下的气体

密度； Ｃ 为常数。
结合上文给出的假设， 可以将 Ｎ－Ｓ 方程简化为

以下形式：
∂ｐ
∂ｘ

＝μ
∂２ｕ
∂ｙ２

∂ｐ
∂ｙ

＝ ０

∂ｐ
∂ｚ

＝μ
∂２ｗ
∂ｙ２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５）

令边界条件为

ｙ＝ ０，ｕ＝Ｕ
ｙ＝ ｈ，ｕ＝ ０{ ，

ｙ＝ ０，ｗ＝Ｗ
ｙ＝ ｈ，ｗ＝ ０{

通过积分可以将 Ｎ－Ｓ 方程中沿 ｘ 轴方向的速度

和沿 ｚ 轴的速度分别求解出来， 即：

ｕ＝
１
２μ

∂ｐ
∂ｘ

（ｙ２－ｈｚ）－Ｕ（
ｙ
ｈ
－１）

ｖ＝ ０

ｗ＝ １
２μ

∂ｐ
∂ｚ

（ｙ２－ｈｚ）－Ｗ
ｙ
ｈ
－１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６）

将由 Ｎ－Ｓ 方程式推出的运动方程、 连续性方程

和气体状态方程结合起来， 经过一系列的推导过程

得出

∂
∂ｘ

ｐｈ３

μ
∂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ｚ
ｐｈ３

μ
∂ｐ
∂ｚ

æ

è
ç

ö

ø
÷ ＝ ６Ｕ

∂
∂ｘ

（ｐｈ）＋

６Ｗ
∂
∂ｚ

（ｐｈ）＋１２
∂（ｐｈ）

∂ｔ
（７）

式中： μ 为气体的黏度 （Ｐａ·ｓ）； ｈ 为动压气膜

厚度； ｔ 为时间； Ｕ 为轴颈与轴承外圈之间相对速度

沿着 ｘ 轴的速度分量； Ｗ 为轴颈与轴承外圈之间相对

速度沿着 ｚ 轴的速度分量。
方程 （７） 即为二维可压缩流体的动压润滑方

程———雷诺方程。
恒温稳定工况下， 气体动压润滑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的

量纲一化的形式为

∂
∂φ

ＰＨ３ ∂Ｐ
∂φ

æ

è
ç

ö

ø
÷ ＋ ∂

∂λ
ＰＨ３ ∂Ｐ

∂λ
æ

è
ç

ö

ø
÷ ＝Λ

∂（ＰＨ）
∂φ

（８）

其中 Λ＝ ６μω
ｐａ

Ｒ
ｃｒ

æ

è
ç

ö

ø
÷

２

， ｃｒ 为轴承平均间隙； Ｐ ＝ ｐ
ｐａ

；

Ｈ＝ ｈ
ｃｒ

； φ ＝ ｘ
Ｒ

； λ ＝ ｚ
Ｒ
； ε ＝ ｅ

ｃｒ
， ε 为偏心率。 气膜

厚度 Ｈ＝ １＋εｃｏｓθ。
因为

∂
∂φ

ＰＨ３ ∂Ｐ
∂φ

æ

è
ç

ö

ø
÷ ＝ ∂（ＰＨ３）

∂φ
∂Ｐ
∂φ

＋ＰＨ３ ∂２Ｐ
∂φ２

＝ Ｈ３ ∂Ｐ
∂φ

æ

è
ç

ö

ø
÷

２

＋

３Ｈ２Ｐ
∂Ｈ
∂φ

∂Ｐ
∂φ

＋ＰＨ３ ∂２Ｐ
∂φ２ （９）

∂
∂λ

ＰＨ３ ∂Ｐ
∂λ

æ

è
ç

ö

ø
÷ ＝ ∂（ＰＨ３）

∂λ
∂Ｐ
∂λ

＋ＰＨ３ ∂２Ｐ
∂λ２

＝Ｈ３ ∂Ｐ
∂λ

æ

è
ç

ö

ø
÷

２

＋

３Ｈ２Ｐ
∂Ｈ
∂λ

∂Ｐ
∂λ

＋ＰＨ３ ∂２Ｐ
∂λ２ （１０）

Λ
∂（ＰＨ）

∂φ
＝ΛＨ

∂Ｐ
∂φ

＋ΛＰ
∂Ｈ
∂φ

（１１）

因此， 经上述变换， 气体动压润滑量纲一化稳态

雷诺方程 （８） 变为

ＰＨ３ ∂２Ｐ
∂φ２

＋ＰＨ３ ∂２Ｐ
∂λ２

＋Ｈ３ ∂Ｐ
∂φ

æ

è
ç

ö

ø
÷

２

＋Ｈ３ ∂Ｐ
∂λ

æ

è
ç

ö

ø
÷

２

＋

３Ｈ２Ｐ
∂Ｈ
∂φ

∂Ｐ
∂φ

＋３Ｈ２Ｐ
∂Ｈ
∂λ

∂Ｐ
∂λ

＝ΛＨ
∂Ｐ
∂φ

＋ΛＰ
∂Ｈ
∂φ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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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膜求解区域中， 使用有限差分法求解动压气

体润滑轴承的压力分布时， 根据步长 Δφ、 Δλ 进行网

格划分， 从而在给定区域中存在（Ｎ＋１） （Ｍ＋１）个网

格点。 分别使用每个节点上的压力进行组合形成一阶

和二阶的差商， 近似地替代雷诺方程中的偏导数， 将

雷诺方程离散化为一组线性代数方程， 该线性代数方

程的解 Ｐ ｉ，ｊ就是气膜的压力值［１４］。 在气膜区域中对所

求压力值进行相应地数值积分， 以获得诸如承载能

力、 阻力和流量之类的性能值［１５］。 图 ２ 所示为气膜

区域网格划分图。

图 ２　 气膜区域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２　 Ｇｒｉ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ｆｉｌｍ ａｒｅａ

求解气膜区间中压力分布的具体方法如下： 先将

网格点按照所在的列和行顺序进行编号， 沿 φ 方向

的列用 ｉ 编号， 沿 λ 方向的行用 ｊ 编号， 每个节点的

位置用 （ ｉ， ｊ） 二维编号表示； 设在 φ 方向均分为 Ｎ
格， ｉ 的编号从 ０ 到 Ｎ， 每格宽度 （步长） 为 Δφ ＝
（φ２－φ１） ／ Ｎ； 在 λ 方向上均分为 Ｍ 格， ｊ 的编号从 ０
到 Ｍ， 步长 Δλ ＝ （λ２ －λ１） ／ Ｍ， 节点 （ ｉ， ｊ） 上的 Ｐ
值以 Ｐ ｉ，ｊ表示。

对于节点 （ ｉ， ｊ） 上的一阶导数
∂Ｐ
∂φ

和
∂Ｐ
∂λ

， 可用其

相邻节点上的 Ｐ 值构成一阶中差商近似表示为

∂Ｐ
∂φ

æ

è
ç

ö

ø
÷

ｉ，ｊ
≈

Ｐ ｉ＋１，ｊ－Ｐ ｉ－１，ｊ

２Δφ
（１３）

∂Ｐ
∂λ

æ

è
ç

ö

ø
÷

ｉ，ｊ
≈

Ｐ ｉ，ｊ＋１－Ｐ ｉ，ｊ－１

２Δλ
（１４）

对于节点 （ ｉ， ｊ） 上的二阶导数
∂２Ｐ
∂φ２和

∂２Ｐ
∂λ２， 使用

其相邻节点上的 Ｐ 值构成二阶中差商近似表述为

∂２Ｐ
∂φ２

æ

è
ç

ö

ø
÷

ｉ，ｊ

≈
Ｐ ｉ＋１，ｊ－２Ｐ ｉ，ｊ＋Ｐ ｉ－１，ｊ

Δφ２ （１５）

∂２Ｐ
∂λ２

æ

è
ç

ö

ø
÷

ｉ，ｊ

≈
Ｐ ｉ，ｊ＋１－２Ｐ ｉ，ｊ＋Ｐ ｉ，ｊ－１

Δλ２ （１６）

相对应的气膜厚度的一阶中差商可以近似地表

述为

∂Ｈ
∂φ

æ

è
ç

ö

ø
÷

ｉ，ｊ
≈

Ｈｉ＋１，ｊ－Ｈｉ－１，ｊ

２Δφ
（１７）

∂Ｈ
∂λ

æ

è
ç

ö

ø
÷

ｉ，ｊ
≈

Ｈｉ，ｊ＋１－Ｈｉ，ｊ－１

２Δλ
（１８）

按照差分原理， 将差分格式 （１３） — （１８） 代

入式 （１２）， 可以得到动压气体润滑稳态雷诺方程的

量纲一化差分形式， 然后求解关于 Ｐ ｉ， ｊ 的线性方程

（舍去负值）， 进而整理得到关于网格点 （ ｉ， ｊ） 对应

的压力值［１６］为

Ｐ ｉ，ｊ ＝ ｕ± ｕ２－ｖ （１９）
其中，

ｕ＝
１
２Γ

Ｐ ｉ＋１，ｊ＋Ｐ ｉ－１，ｊ

Δφ２
＋
Ｐ ｉ，ｊ＋１＋Ｐ ｉ，ｊ－１

Δλ２
＋ ３
Ｈｉ，ｊ

∂Ｈ
∂φ

æ

è
ç

ö

ø
÷

ｉ．ｊ
·é

ë
ê
ê

Ｐ ｉ＋１，ｊ－Ｐ ｉ－１，ｊ

２Δφ
－ Λ
Ｈ３

ｉ，ｊ

∂Ｈ
∂φ

æ

è
ç

ö

ø
÷

ｉ．ｊ

ù

û
ú
ú

ｖ＝
１
２Γ

Λ
Ｈ２

ｉ，ｊ

Ｐ ｉ＋１，ｊ－Ｐ ｉ－１，ｊ

２Δφ
－

Ｐ ｉ＋１，ｊ－Ｐ ｉ－１，ｊ

２Δφ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ê
ê

Ｐ ｉ，ｊ＋１＋Ｐ ｉ，ｊ－１

２Δλ
æ

è
ç

ö

ø
÷

２
ù

û
úú

Γ＝ ２
Δφ２

＋ ２
Δλ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２０）
根据求得的压力分布值， 采用复化 Ｓｉｍｐｏｓｉｏｎ 积

分法沿轴承面进行积分， 可得轴承径向和切向量纲为

一的气膜力为

Ｆｎ ＝ － ∫Ｂ ／ （２Ｒ）
－Ｂ ／ （２Ｒ）

∫２π

０
（Ｐ － １）ｃｏｓφｄφｄλ

Ｆ ｔ ＝ － ∫Ｂ ／ （２Ｒ）
－Ｂ ／ （２Ｒ）

∫２π

０
（Ｐ － １）ｓｉｎφｄφｄλ

ì

î

í

ï
ï

ïï

（２１）

因此得到量纲为一的气膜承载力为

Ｆ＝ Ｆ２
ｎ＋Ｆ

２
ｔ （２２）

３　 气体动压轴承特性的 ＣＦＤ 分析

３ １　 物理模型的建立

分析轴承的静态性能， 主要是分析轴承间隙中的

压力分布情况、 气膜承载能力的大小， 因此将轴承与

轴颈之间的流体作为研究对象， 建立三维模型。 由于

轴承与轴颈中心不在同一个圆心， 导致所需流体域并

非一个规则的薄壁圆筒， 而是上边厚下边薄的不规则

薄壁圆筒， 因此不能够直接进行建模。 文中采用三维

建模软件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对径向动压气体轴承进行物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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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１７］， 如图 ３ 所示； 然后通过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分析软

件自带的 Ｄ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ｌｅｒ） 提取流体域，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３　 径向动压气体轴承的物理模型

Ｆｉｇ 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 ４　 径向动压气体轴承的计算流体域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３ ２　 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设置

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中自带的网格划分软件

Ｍｅｓｈ 和 ＩＣＥＭ 分布适用于划分非结构网格和结构网

格， 非结构网格其单元为正四面体和三角形， 而结构

网格其单元为正六面体和四边形。 非结构网格划分简

单， 但是其网格质量一般不是很好， 同时其计算时间

长。 结构网格的划分先需要分块， 然后对各个点、
线、 面进行关联， 因此其操作复杂， 但是所生成的网

格质量较高， 网格数量和计算时间都优于非结构

网格［１８］。
由于所提取流体域的厚度与其他参数相比小得

多， 如果使用非结构化网格划分， 其质量较低， 网格

数量庞大， 计算时间过长。 因此文中选用结构网格进

行划分， 运用 ＩＣＥＭ 来完成网格的划分。 网格划分如

图 ５ 所示。
为了验证网格数量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 文中

就不同的网格密度进行了仿真计算，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不同网格数量对于最大压力与承

载力的影响很小， 但是计算时间却是成倍增加， 即

网格数量越大， 所需的计算时间越长。 并且网格数

量过大会导致轴承最小气膜厚度附近的网格出现畸

形， 从而导致网格质量下降， 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

性。 因此文中选择网格的数量为 １７５ ９６１， 既保证

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又缩减了计算时间。
对于边界条件的设置同样可以在 ＩＣＥＭ 中完成，

其中将外圈设置为固定壁面， 内圈设置为移动壁面，
其速度值为轴颈的旋转速度， 而两侧设置为压力出口

条件， 其压力值为一个大气压。 边界条件示意图如图

６ 所示。

图 ５　 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５　 Ｍｅｓ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表 １　 网格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ｉ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网格密度 最大压力 ｐｍａｘ ／ ｋＰａ 承载力 Ｌ ／ Ｎ 计算时间 ｔ ／ ｓ

１１０ ５３４ ８２．３ ２８７ ３ ８５４

１７５ ９６１ ８１．８ ２６４ １５ ４２６

２６８ ７６５ ８２．５ ２７３ ４６ ８７２

图 ６　 边界条件示意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４　 仿真结果及验证

轴承的承载力主要是由于轴承存在偏心， 使得轴

承内部的气膜厚度不同， 又因为润滑介质为可压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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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因此气膜厚度最小处存在最大压力， 而在气膜

厚度最大处存在最小压力， 形成压力差， 从而使得气

体动压轴承具备了承载能力。 偏心率对于轴承内部的

压力差大小具有显著的影响， 偏心率越大， 轴承内部

压力差越大， 轴承的承载力也越大。 长径比主要是表

示轴承承载面积的大小， 长径比越大， 轴承承载面积

越大， 承载能力相应地越大。 对于轴承的承载力而

言， 偏心率和长径比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文中主

要研究偏心率和长径比对轴承承载力的影响。
研究的径向动压气体轴承的模型参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长径比 λ＝ ｌ ／ ｄ 轴长 ｌ ／ ｍｍ 直径 ｄ ／ ｍｍ 轴承间隙 ｃｒ ／ ｍｍ

１ ／ ２ ２０ ４０ ０．０１
１ ４０ ４０ ０．０１
２ ８０ ４０ ０．０１

４ １　 仿真结果及分析

在转速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 按表 ２ 中参数计算不同

长径比和偏心率情况下轴承的压力分布， 分别如图

７、 ８ 所示； 计算不同长径比和偏心率情况下轴承的

承载能力， 分别如图 ９、 １０ 所示。

图 ７　 偏心率为 ０ ２、 转速为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不同长径比下气膜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７　 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０ ２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ａ） λ＝ １ ／ ２； （ｂ） λ＝ １； （ｃ） λ＝ ２

图 ８　 长径比为 １ ／ ２、 转速为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时不同偏心率下气膜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８　 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ａｓ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１ ／ ２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１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ａ） ε＝ ０ ２； （ｂ） ε＝ ０ ４； （ｃ） ε＝ ０ ６； （ｄ） ε＝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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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长径比为 １ ／ ２ 时不同偏心率下轴承承载力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１ ／ ２

图 １０　 偏心率为 ０ ２ 时不同长径比下轴承承载力随转速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０ ２

从图 ７、 ８ 可以看出， 轴承整体气膜的压力分布沿

轴承轴向中线几何对称， 由于轴承的偏心作用， 在轴

承最下端为气膜最薄的区域即收敛的楔形空间， 气体

流入的方向， 正压力达到了最大， 而在气体流出的方

向上， 负压达到了最大值， 在气体动压轴承偏心的区

域两端出现最大的压差， 以平衡轴承外载荷的作用，
从而使得气体动压轴承具备了一定的承载能力。 而在

轴承两端， 其压力与环境压力大致相等。 在不同的长

径比、 转速以及偏心下， 其压力分布规律都大致相同。
由图 ９ 可以看出， 当长径比一定时， 随着偏心

率的增大， 轴承的承载力也随着增大； 当偏心率较小

时， 轴承的承载力随着转速的增大幅度较小， 而当偏

心率较大时， 轴承的承载能力随着转速的提高有了一

个较大的提升， 且增长规律呈非线性。 由于承载力等

于轴承整个润滑膜上的压力差， 且气体为可压缩流

体， 因而当偏心率增大时， 气体间隙最小处的气体密

度增大， 压力增大， 相反气膜间隙最大处的密度减

小， 气体压力也减小， 则二者的压力差增大， 使得轴

承的承载力增大。

由图 １０ 可以看出， 当偏心率一定时， 随着长径

比的增大， 轴承的承载能力随着转速的变化呈现出非

线性上升趋势； 而且长径比越大， 轴承的承载能力随

转速变化趋势越明显。 由于轴承长径比的增大， 使得

轴承的承载面积增大， 因此在相同的压力差下， 其承

载力也明显增大。
４ ２　 验证

为了验证文中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图 １１ 给出了文

献［１］中不同偏心率下长径比对承载力影响的计算结

果， 图 １２ 给出了文献［１９］中不同偏心率下转速对轴承

承载力影响的计算结果。 通过对比文献［１］中的计算结

果图 １１ 与文中的计算结果图 １０， 可以明显看出， 两者

承载力曲线大致相同， 因此验证了文中长径比对轴承

承载力影响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对文献［１９］中的计

算结果图 １２ 与文中的计算结果图 ９， 验证了文中偏心

率对轴承承载力影响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图 １１　 文献［１］中不同长径比下偏心率对承载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

图 １２　 文献［１９］中不同偏心率下转速对轴承承载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９］

５　 结论

基于 Ｆｌｕｅｎｔ 对空气动压轴承进行有限元仿真， 得

出其在运行过程中的气膜压力分布云图， 分析了在不

同偏心率和长径比下轴承的承载能力随着转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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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主要结论如下：
（１） 轴承整体气膜的压力分布沿轴承轴向中线

几何对称， 由于轴承的偏心作用， 在轴承最下端为气

膜最薄的区域； 气体流入方向存在正压最大区域， 气

体流出方向存在负压最大区域， 由于气体的压差使得

轴承具有了一定的承载能力。
（２） 当轴承的长径比一定时， 随着偏心率的增

大， 轴承的承载能力随转速增大的趋势越明显， 其增

长趋势呈非线性规律。
（３） 当轴承的偏心率一定时， 随着长径比的增

大， 轴承的承载能力随转速增长的趋势也越明显， 其

增长趋势也呈非线性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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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轴向迷宫密封设计时多借鉴旋转迷宫密封的研究成果， 而对于轴向迷宫密封， 其内部流体变化形式存

在较大区别。 为探讨轴向迷宫密封流场分布和泄漏特性， 对某型号迷宫压缩机活塞气缸部位采用的齿形轴向迷宫密封

结构进行研究。 建立该轴向迷宫密封结构的三维模型， 对迷宫密封泄漏特性进行流固耦合分析， 分析迷宫密封流体域

内压力分布、 流场分布及结构变形量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该轴向迷宫密封齿形结构的设计， 能够有效地将流体压

力能转换为湍动能， 通过逐级能量损耗而实现密封； 迷宫密封结构在入口处发生最大变形， 流体出口处活塞气缸总变

形量降低。 将该轴向迷宫密封结构应用于压缩机进行实验测试， 表明气缸与活塞之间的密封性能良好， 为轴向迷宫密

封的结构设计与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迷宫密封； 流固耦合分析； 泄漏量； 迷宫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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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宫密封具有结构简单、 无摩擦、 功耗小、 使用

寿命长、 不需润滑和维修方便等众多优点， 在旋转式

机械中得到广泛应用。 迷宫密封不受旋转速度和温度

的限制， 摩擦功耗极小， 增加篦齿数目可密封较高压

力的气体， 多用于透平压缩机和燃气轮机等主轴的密

封， 还被应用于航海航空等领域［１－５］。 迷宫密封用于

轴向密封较少， 其中主要应用之一为用于往复式压缩

机的活塞与气缸间的密封。 往复式压缩机以前通常采

用活塞环进行密封， 而采用活塞环进行密封， 不可避

免地会将润滑油与压缩流体一起被送出， 因而不能保

证气缸内足够的润滑而影响其使用寿命［ ６ － １１ ］。 因此，
国内外开始将迷宫密封技术引入到压缩机中。



迷宫密封结构直接影响着迷宫密封性能， 为了研

究迷宫密封的泄漏量，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计算方

法。 王琛［ １２ ］研究了各种齿形角对迷宫密封泄漏量的
影响并提出了优化方案。 李志刚等［ １３ ］ 运用三维

ＲＡＮＳ 方程研究了密封间隙、 压比及转速对迷宫密封

性能的影响。 贾文聪等［１ ４ ］ 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 ０ 软

件研究了密封间隙及齿数、 齿形角度及空腔深度对迷

宫密封泄漏量的影响。 巴鹏等人［１ ５ ］ 运用 Ｆｌｕｅｎｔ 模拟

与试验对比， 研究了空腔形状、 数量、 间隔及密封间

隙对迷宫密封的影响规律。
现有迷宫密封研究主要针对旋转密封， 而对轴向

迷宫密封的密封机制及结构参数设计的研究甚少， 以

往轴向迷宫密封设计时多借鉴旋转迷宫密封的研究方

法。 对于旋转和轴向往复方向的密封， 其内部流体变

化形式存在较大区别， 因此对轴向迷宫密封性能进行

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作者对某迷宫压缩机的活塞气缸部位的轴向迷

宫密封进行流固耦合分析， 探讨轴向迷宫密封的密封效

果， 并通过试验测试对轴向迷宫密封性能进行验证。
１　 迷宫密封模型的建立

１ １　 迷宫密封结构参数

以某迷宫压缩机活塞气缸部位的轴向迷宫密封为

案例， 如图 １ 所示， 活塞与气缸间的齿形近似螺纹牙

型， 通过活塞杆的支承保证气缸与活塞之间存在一定

间隙。 密封各部分结构参数及具体几何参数值如图 １
和表 １ 所示。

图 １　 迷宫密封结构尺寸参数

Ｆｉｇ 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表 １　 迷宫密封几何参数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气缸齿数 ｎ１ １０ 密封总长度 Ｌ ／ ｍｍ ２０

活塞齿数 ｎ２ ４ 活塞腔宽度 Ｂ１ ／ ｍｍ ０．６

密封间隙 Ｈ ／ ｍｍ ０．３ 气缸腔宽度 Ｂ２ ／ ｍｍ １．５

活塞腔深度 Ｔ１ ／ ｍｍ １．０５ 齿形夹角 α ／ （°） ６０

气缸腔深度 Ｔ２ ／ ｍｍ ０．２５

１ ２　 迷宫密封模型与网格划分

建立活塞与气缸间迷宫密封的三维几何模型， 如

图 ２ 所示。 其中活塞与气缸为固体域， 两者之间的迷

宫密封为流体域， 采用流固双向耦合进行建模。 将活

塞气缸迷宫密封模型导入到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的 Ｆｌｕ⁃
ｉｄ Ｆｌｏｗ 模块中。

图 ２　 迷宫密封模型

Ｆｉｇ ２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ｍｏｄｅｌ

使用 ＡＮＳＹＳ Ｍｅｓｈｉｎｇ 模块对物理模型进行合理网

格划分， 选择合适的网格类型及网格划分方法是模拟

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保证计算精度和减少计算工

作量文中采用六边形为主的网格换分方法， 最大网格

尺寸控制在 ０ ２ ｍｍ 以内。 网格数量控制在 ２０ ０００ ～
１２０ ０００之间，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迷宫密封模型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３　 Ｍｅｓ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１ ３　 边界条件

压缩机迷宫密封内泄漏流体的流动满足质量守恒

方程、 动能守恒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 设置模型 Ｘ 轴

负方向为压力入口， 反方向设置为压力出口， 压差设

定为压缩机实际压差 ５００ ｋＰａ。 当气流状态达到平衡

时， 流体在活塞与气缸空腔中的流动状态可以近似为

二维稳态湍流流动。 模拟仿真采用黏性、 不可压缩流

体动能守恒的运动方程、 Ｎ－Ｓ 方程及标准的 ｋ－ε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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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能量守恒、 质量守恒、 动量守恒方程可得：
ρϕ
ｔ

＋ｄｉｖ（ρｖϕ－Γϕｇｒａｄϕ）＝ ｑϕ （１）

连续方程中取

ϕ＝ １，Γϕ ＝ ０，ｑϕ ＝ ０，ϕ＝ ｕ，Γϕ ＝Ｕｅｆｆ

选取标准 ｋ－ε 湍流模型， 湍流动能方程为

ϕ＝ ｋ，Γϕ ＝
Ｕｅｆｆ

σｋ
，ｑϕ ＝Ｇｋ－ρε （２）

选取标准壁面函数模型， 湍流耗散率方程为

ϕ＝ε，Γϕ ＝
Ｕｅｆｆ

σε
，ｑϕ ＝

ε
ｋ
（Ｃ１Ｃｋ－Ｃ２Ｃρ） （３）

湍流动能生成项为

Ｇｋ ＝Ｕｔ

ｖｉ
ｘ ｊ

＋
ｖ ｊ
ｘ ｉ

æ

è
ç

ö

ø
÷

ｖｉ
ｘ ｊ

（４）

选取有效黏性系数为

Ｕｅｆｆ ＝Ｕ１＋Ｕｔ，Ｕｔ ＝Ｃμρｋ
２ ／ ε

式中： ρ 为密度； ｖ 为速度； μ 为动力黏度； ｔ 为
时间； Ｃ１、 Ｃ２、 Ｃｋ取值分别为 １ ４４、 １ ９２、 １ ０。
２　 仿真结果及分析

２ １　 压力与形变

通过模拟分析， 得到迷宫密封流体域内压力云图

（见图 ４） 及流固耦合下的变形量 （见图 ５）。 从图 ４
可以看到， 流体在进入第一个空腔内部时产生最大压

力值， 且位于活塞齿形底部。 流体由高压端通过间隙

节流点依次进入膨胀腔， 在膨胀腔中流体部分压力能

转变为内部流体湍动能， 压力能逐级迅速降低。 如图

５ 所示， 迷宫密封结构在入口处发生最大变形， 变形

量为 ０ １０９ ７２ μｍ， 流体出口处活塞气缸总变形量降

低。 由于压差较低， 变形量较小， 对迷宫密封结构性

能的影响可以忽略。

图 ４　 流体域内压力云图

Ｆｉｇ 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 ｄｏｍａｉｎ

图 ５　 迷宫密封流固耦合形变量

Ｆｉｇ ５　 Ｆｌｕｉｄ－ｓｏｌｉ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ｅａｌ

２ ２　 流场分布

流体域三维湍动能云图如图 ６ 所示， 图中流场能

量交换激烈， 实现了能量的耗散， 阻碍了流体的

泄漏。

图 ６　 流体域三维湍动能云图

Ｆｉｇ ６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 ｄｏｍａｉｎ

取二维截面湍动能云图， 如图 ７ 所示。 可见，
内部流体湍动能在膨胀腔内通过流动的漩涡和摩擦

等方式耗散， 然后降低了压力能的流体通过下一个

节流点进入到下一个膨胀室， 流体依次进入下一空

腔， 流体的湍动能逐渐减低。 流体由间隙进入空腔

后， 在遇到对面气缸斜壁处时能量转换迅速， 湍动

能得到明显削弱。 活塞齿形较比气缸虽然小很多，
但是由图中可以看到， 在活塞齿形空腔位置， 流体

同样会在遇到活塞斜壁时， 湍动能得到明显损耗。
由此可见该齿形对于轴向迷宫密封同样可以起到很

好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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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流体域二维截面湍动能云图

Ｆｉｇ ７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ｄｏｍａｉｎ

２ ３　 湍流转捩分析

压缩机运转过程中， 迷宫密封流场内流体的转捩

位置会发生移动。 转捩现象实际上是层流边界层内产

生具有湍流特性斑点的过程。 斑点在层流与湍流的界

面上组成粗糙的动态锯齿形状［１６］。
表征转捩发生的雷诺数与流体速度成正比， 由图

８ 的流体速度云图可见， 流体进入第一个空腔时， 转

捩发生最为剧烈。 流体在膨胀腔室内流速变化不大，
而在间隙位置流体速度发生较大变化。 由于转捩发生

的不确定性， 有必要通过转捩模型对其进行进一步

分析。

图 ８　 速度云图

Ｆｉｇ ８　 Ｓｐｅｅｄ ｃｌｏｕｄ

３　 试验分析

将该迷宫密封应用于某压缩机的气缸与活塞之间

的密封， 并进行样机试制， 试车现场如图 ９ 所示。 分

别对压缩机机身振动、 进气总压力、 各级排气压力及

排气温度进行实时监控。

图 ９　 迷宫压缩机试验现场

Ｆｉｇ ９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ｔｅｓｔ ｓｉｔｅ

试车监控结果运行良好， 其中进排气及机身振动

检测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迷宫压缩机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测试

时间

排气温度

ｔ ／ ℃
压差

Δｐ ／ ＭＰａ

Ｘ 向振动值

ｖｘ ／ （ｍｍ·ｓ－１）
Ｙ 向振动值

ｖｙ ／ （ｍｍ·ｓ－１）

９：００ ５９．９２ ０．４９ ０．７８ １．１８

１０：００ ６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７９ １．１７

１１：００ ６０．７６ ０．４９ ０．７５ １．１８

１２：００ ６０．１０ ０．５１ ０．７６ １．１５

由测试结果可知， 所采用的迷宫密封效果良好，
进出口压力正常， 振动无异常， 迷宫密封间隙 ０ ０３
ｍｍ 适中， 无活塞与气缸摩擦、 拉缸等现象。
４　 结论

对迷宫密封压缩机的轴向迷宫密封特性进行了数

值仿真， 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 采用流固耦合分析方法， 能够对轴向迷宫

密封内部流场进行有效预测与分析。
（２） 该轴向迷宫密封中， 流体由高压端通过间

隙节流点依次进入膨胀腔， 在膨胀腔中流体的部分压

力能转变为内部流体湍动能， 压力能逐级迅速降低。
迷宫密封结构在入口处发生最大变形， 流体出口处活

塞气缸总变形量降低。 由于压差较低， 变形量较小，
对迷宫密封结构性能的影响可以忽略。

（３） 该轴向迷宫密封齿形结构的设计， 能够有

效地将流体压力能转换为湍动能， 通过逐级损耗而实

现密封。
（４） 将该迷宫密封结构在实际应用中进行试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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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结果表明， 该轴向迷宫密封结构能够满足迷宫压

缩机中活塞与气缸间的密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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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 ＭＥＣ 密封圈结构对密封性能和结构强度的影响， 以油管悬挂器 ＭＥＣ 非金属密封为研究对象， 在分

析密封圈的结构与原理的基础上， 考虑工作压力、 安装方式和密封圈内、 外过盈量的情况下， 基于刚柔接触模型， 建

立 ＭＥＣ 密封有限元仿真计算模型； 利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方法， 研究密封圈各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和结构强度的影

响。 结果表明： ＭＥＣ 密封工作时， 整体最大应力出现在金属端帽压弯根部， 弹性体的最大应力出现在内侧接触部位；
弹性体的最大接触应力分布呈现中部向两端逐渐减小的规律， 并且变化近似对称； ＭＥＣ 密封的橡胶内侧长度、 圆弧半

径和金属端帽厚度对强度影响较大， 随着内侧长度增大， 最大等效应力减小， 随着圆弧半径、 金属端帽厚度增大， 等

效应力呈增大趋势； ＭＥＣ 密封的接触面倾斜角度、 弹性体圆弧半径对弹性体接触应力有较大影响， 随着金属端帽接触

面倾斜角度和外圆角半径的增大， 接触应力降低， 随着内侧长度的增大， 接触应力增加。 研究结果为 ＭＥＣ 密封的密

封性能和结构强度优化以及密封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ＭＥＣ 密封； 结构特征； 密封性能； 结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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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ＭＥＣ ｓｅａｌ 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ａｒｔ．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ｎ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ｔｈｅ ａｒｃ 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 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 ａｎｄ ａｒｃ 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ａｎｇ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Ｃ ｓｅ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随着高压环境密封技术的发展， 国内外对密封安

全性能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目前高压密封技术在石

油、 化工、 航空航天等领域广泛应用。 ＭＥＣ 密封圈

是一种用于高压下的非金属密封圈， 具有良好的耐腐

蚀性、 耐高压性以及抗挤压变形能力［１－２］。
目前高压非金属密封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 Ｖｅｔ⁃

ｃｏ Ｇｒａｙ 公司研究了 ＨＴ－ＳＧ 密封， 提出两端金属和中

间弹性体的组合密封能承载较强径向力， 常用于修井

油井［３］； Ｃａｍｅｒｏｎ 公司研究了 ＭＥＣ 密封， 与 ＨＴ－ＳＧ
相比减少了金属包裹面积， 提出中间弹性体可修复金

属表面的损伤［４］； Ｄｒｉｌ －Ｑｕｉｐ 公司研究了 ＳＡ 密封结

构， 其结构是组合式密封， 金属占较大面积， 下部金

属半包裹橡胶的密封结构［５］。
近年来， 国内针对高压密封技术也进行了自主设

计和研究。 黄兴等人［６］综述了近年国内橡塑密封行业

的发展情况， 以及橡塑密封结构设计、 橡塑密封材料

等发展现状， 分析了国内与国外发达国家密封技术的

差距， 提出了橡塑密封技术的发展方向。 贺秋云等［７］

介绍了 ２ 种高温高压井下密封结构， 分析了常用 ３ 种

橡胶材料的使用特性和技术问题， 最后对高温高压井

下橡胶密封件使用、 试验标准等提出了建议。 王国

志、 樊智敏等［８－９］ 针对深海高压工况， 研究了压缩

率、 高介质压力等工作参数对 Ｏ 形圈密封性能的影

响， 使其在深海高压下具有更好的密封性能。 李振涛

等［５，１０］提出了一种 ＭＥＣ 密封结构， 进行结构设计并

分析压缩量和工作压力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赵宏林

等［１１］分析了 ＭＥＣ 密封原理， 设计了一种测试 ＭＥＣ
密封性能的试验装置。 目前国内对 ＭＥＣ 高压密封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压缩量和外部载荷对密封性能的影

响， 缺少密封圈本身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影响的研

究。 本文作者以油管悬挂器非金属密封为研究对象，
基于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法， 研究 ＭＥＣ 密封圈结构对

其结构强度和性能的影响规律， 为 ＭＥＣ 密封圈的结

构优化研究奠定基础。
１　 基本结构设计

ＭＥＣ 密封圈是基于 Ｏ 形圈所设计的一种带金属

端帽的非金属密封圈。 常规 Ｏ 形圈的主要失效形式

为橡胶挤压入密封间隙， 或是挤压密封爆炸， 而

ＭＥＣ 密封圈的金属端帽可以有效防止弹性体压入间

隙， 防止介质与弹性体直接接触［１２］。 其结构如图 １
所示， 两端为金属端帽， 中间为弹性体， 金属通过硫

化处理与弹性体粘结在一起。 硫化处理是利用硫化胶

黏剂粘合橡胶与金属， 综合橡胶的高弹性与金属的高

强度， 使密封圈性能大大改善， 获得更好的强度和耐

蚀、 耐磨性［１３］。

图 １　 ＭＥＣ 密封圈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ＭＥＣ 密封圈作为悬挂器金属密封的辅助非金属

密封， 安装时由于存在过盈量， 被密封件对 ＭＥＣ 密

封圈产生预紧力， 弹性体受挤压变形， 产生一定能量

使金属端帽与被密封面压紧贴合； 密封圈正常工作

时， 弹性体形成稳定密封带， 介质压力作用于密封圈

一端的金属端帽， 弹性体膨胀而实现自紧密封［１４］。
图 ２ 所示为安装于油管悬挂器的 ＭＥＣ 密封圈实

物图。 文中根据实际现场应用的研究， 建立 ＭＥＣ 密

封圈模型， 如图 ３ 所示， 模型安装于密封沟槽中， 其

具体结构尺寸参数如表 １ 所示。

图 ２　 油管悬挂器密封

Ｆｉｇ ２　 Ｔｕｂｉｎｇ ｈａｎｇｅｒ ｓ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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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ＭＥＣ 密封圈结构受力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ａｄ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表 １　 ＭＥＣ 密封圈主要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结构参数 数值

橡胶内侧长度 ｌ ／ ｍｍ １３
橡胶外侧半径 Ｒ ／ ｍｍ １４
金属端帽厚度 ｔ ／ ｍｍ ０．８

金属端帽斜面倾角 θ ／ （°） １１３
金属端帽外圆角半径 ｒ ／ ｍｍ １．５

２　 仿真计算模型建立
２ １　 模型与网格划分

由于 ＭＥＣ 密封圈结构和受载形式均可简化为轴
对称形式［１５］， 为得到更高的计算精度和更少的计算
成本， 采用二位轴对称计算模型进行模拟仿真。

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细化所有接触位置， 经过网
格无关性分析， 并结合计算精度与成本， 最终网格划分
如图 ４所示。 被密封件均为刚体， 精度无要求， 金属端
帽节点数为 ２１ ８４３， 单元数为 ６ ８７９； 弹性体采用四面体
网格划分， 其节点数为 ７２ ３１９， 单元数为 ２３ ７７２。

图 ４　 有限元网格划分示意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ｅｓ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２ ２　 材料参数设置

ＭＥＣ 密封圈金属端帽采用 ３１６ 不锈钢， 是一种

奥氏体不锈钢， 因添加了钼， 其耐蚀性、 耐腐蚀性和
高温强度特别好， 通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使用。 其密
度为 ７ ９８０ ｋｇ ／ ｍ３， 弹性模量为 １９３ ＧＰａ， 泊松比为

０ ２７， 屈服强度为 １７２ ＧＰａ。
弹性体采用氢化丁腈橡胶 （ＨＮＢＲ）， 是一种对

丁腈橡胶进行特殊加氢处理的高饱和超弹性体， 其低
温特性最好， 硬度最大。 弹性体选用 Ｍｏｏｎｅｙ－Ｒｅｖｌｉｎ
模型来描述橡胶材料的应变能函数［１６－１７］： 即

Ｗ＝Ｃ１０（Ｊ１－３）＋Ｃ０１（Ｊ２－３）＋Ｃ２０（Ｊ１－３）
２＋Ｃ１１（Ｊ１－３）·

（Ｊ２－３）＋Ｃ０２（Ｊ２－３）
２＋Ｃ３０（Ｊ１－３）

３＋Ｃ２１（Ｊ１－３）
２（Ｊ２－３） ＋

Ｃ１２（Ｊ１－３）（Ｊ２－３）
２＋Ｃ０３（Ｊ２－３）

３＋Ｋ（Ｊ３－１）
２ ／ ２ （１）

式中： Ｗ 为应变能； Ｃ１０ ～ Ｃ０３为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模

型材料力学性能常数； Ｊ１、 Ｊ２、 Ｊ３分别为应力张量第

１、 ２、 ３ 的缩减不变量； Ｋ 为修正系数， Ｋ ＝ ６（Ｃ１０ ＋
Ｃ０１） ／ ［３（１－２μ）］， μ 为泊松比。

文中采用 ９ 参数的 Ｍｏｏｎｅｙ－Ｒｉｖｌｉｎ 非线性模型，
高阶数模型可以描述更复杂的应力应变曲线， 所使用
的参数值分别为

Ｃ１０ ＝ ２０ ６ ＭＰａ， Ｃ０１ ＝ １７ ７ ＭＰａ， Ｃ２０ ＝ １ ９４ ＭＰａ，
Ｃ１１ ＝ ３ ７５ ＭＰａ， Ｃ０２ ＝ １４ １６ ＭＰａ， Ｃ３０ ＝ ３ ２５ × １０－５

ＭＰａ， Ｃ２１ ＝ ５ ６ × １０－７ ＭＰａ， Ｃ１２ ＝ ０ ４５５ ＭＰａ， Ｃ０３ ＝
１ ６６５ ＭＰａ。
２ ３　 接触设置

在实际工程中， 接触问题为非线性问题， 其方法

有常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法、 罚函数法、 增广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法
等［１８］。 文中模型接触面为柔性体－刚性体的面与面接

触， 含有复杂非线性因素， 最终采用罚函数法。 设定
硫化处为绑定接触， 其他接触为摩擦接触。 橡胶接触
的摩擦因数为 ０ ２， 金属端帽接触的摩擦因数为 ０ １。
２ ４　 边界条件和加载方式

约束内被密封件所有自由度， 给外被密封件水平

自由度。 基于实际先安装后工作的顺序， 将加载分为
两步： 第一步， 外被密封件水平方向位移模拟密封圈
初始预紧状态， 压紧密封圈； 第二步， 预紧后， 一端
金属端帽受介质压力作用， 模拟工况下的受力状态。
文中额定设计工作压力为 ６８ ９ ＭＰａ。
２ ５　 仿真结果

等效应力是结构强度的表征， 即等效应力在小于

材料许用应力时， 应力值越小， 表明密封圈强度越
高； 接触应力是密封性能的表征， 即按照最大接触压

力准则： 最大接触压力应大于介质工作压力［１９］， 接

触应力越大， 密封性能越好。
图 ５ 所示为 ＭＥＣ 全局等效应力分布， 最大应力

位于金属端帽压弯根部， 没有发生断裂等失效形式。
但是在实际加工金属端帽时， 弯曲根部会出现变薄情
况， 原因是工作时会发生压变， 使弯处变薄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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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全局等效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５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６ 所示为 ＭＥＣ 密封圈与内、 外被密封件密封
的接触应力分布。 内密封面与外密封面接触应力分布
大致相同， 两端的金属端帽接触部位应力值较大， 中
间弹性体应力值较小， 密封接触比较稳定。 文中结果
与李振涛等［５］得到的结果相比， 接触应力分布趋势相
同， 金属端帽应力值远大于弹性体应力值， 弹性体应
力分布稳定， 规律具有一致性。

图 ６　 ＭＥＣ 密封圈与内、 外被密封件接触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ｓｅ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根据密封原理和现场实际应用， ＭＥＣ 密封圈弹
性体起主要密封作用， 金属端帽的作用是防挤压， 故
文中主要对弹性体密封特性进行研究。

如图 ７ 所示为弹性体等效应力分布， 最大应力位
于内侧密封面。 图 ８ 所示为弹性体的接触应力云图，
最大接触应力位于密封面的中部， 延伸上下两端应力
逐渐递减， 外侧接触应力始终大于内测接触应力， 是
因为外侧受主要的周向压缩， 接触面积始终小于内侧
接触面积。

提取弹性体密封路径的接触应力， 与内、 外被密
封件密封的接触应力分布如图 ９ 所示。 密封面与被密
封面接触应力呈 “山峰” 分布， 应力值先增大后减
小， 最大值出现在接触中部， 接触应力由中间向两端

逐渐减小。 内密封工作状态下的接触应力值为 １００ ～
１８０ ＭＰａ， 外密封的接触应力为 １５０ ～ ２００ ＭＰａ， 接触
应力均大于介质压力， 介质不泄漏， 密封状态良好。
内密封整体曲线平滑， 近似对称分布。 外密封在 ８
ｍｍ 处应力有较小突变， 是由于密封时金属端帽与弹
性体黏结处受到挤压力， 出现应力集中。

图 ７　 弹性体等效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７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８　 弹性体接触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８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９　 弹性体与内、 外被密封件接触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ｓｅ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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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密封圈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利用上述仿真方法， 以安装在油管悬挂器处

ＭＥＣ 密封圈为研究对象， 研究弹性体和金属端帽主

要结构参数对强度和密封性能的影响。
３ １　 中间弹性体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３ １ １　 橡胶内侧长度 ｌ
为分析 ＭＥＣ 密封圈橡胶内侧长度对密封性能的影

响， 文中对 １０ ４～１５ ｍｍ 内侧长度范围进行了研究。
如图 １０ 所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内侧

长度增加， 等效应力下降， 因为内侧橡胶长度增加导

致内侧金属端帽缩短， 挤压弹性体带来的应力变小。
内侧长度从 １０ ｍｍ 增至 １３ ｍｍ 时， 等效应力降低约

５０％； 但当内侧长度值为 １３ ｍｍ 时， 等效应力下降趋

势减缓。 最大接触应力随内侧长度的增加有小幅度增

长， 这是由于内侧长度的变化决定了金属端帽的长

度， 当内侧长度增加时， 金属端帽长度相应减少， 金

属端帽 “分担” 接触力减少， 弹性体受到的接触力

增加。 在考虑实际密封沟槽的长度下， 内侧长度越

长， 密封强度与性能越好。

图 １０　 不同橡胶内侧长度对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ｎｓｉｄｅ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３ １ ２　 外侧圆弧半径 Ｒ
密封圈外侧橡胶材质与采油树主体紧密接触， 为

分析不同圆弧半径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文中对 １１ ２～
１６ ８ ｍｍ 范围变化的外侧半径进行了研究。

如图 １１ 所示， 外侧圆弧半径增加时， 等效应力

呈增长趋势； 外侧圆弧半径达到 １４ ｍｍ 后， 等效应

力增长趋势变快， 如半径从 １４ ｍｍ 增加至 １７ ｍｍ 时，
增加约 ５０％， 这是因为圆弧半径的增加使得在一定

过盈量下， 弹性体受压体积增大， 从而导致等效应力

增大。 随着圆弧半径增加， 外侧密封面的最大接触应

力先缓慢降低然后趋于平稳， 而内侧密封接触应力小

幅度增加。 这是由于虽然弹性体受到挤压力增加， 但

外侧接触面随圆弧半径增加而变大， 因此外侧应力值

略有下降， 而内侧接触应力增大。

图 １１　 不同橡胶外侧圆弧半径对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ａｒｃ ａｔ ｏｕｔ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３ ２　 金属端帽结构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３ ２ １　 端帽厚度 ｔ
为分析金属端帽不同厚度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文

中对 ０ ６４～０ ９６ ｍｍ 范围变化的金属端帽厚度进行了

研究。
如图 １２ 所示， 金属端帽厚度增加时， 弹性体最

大等效应力小幅度增加， 接触应力几乎没有变化。 这

是由于金属端帽厚度增加后， 受挤压后发生变形， 导

致对中间弹性体的挤压量也增大， 因此弹性体等效应

力随之增大， 但由于弹性体内外两侧接触面积和过盈

量一定， 因此接触应力变化不大。

图 １２　 不同金属端帽厚度对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３ ２ ２　 接触面倾斜角度 θ
为分析金属端帽与采油树接触侧的接触面不同倾

斜角度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文中对 １１０° ～ １１７ 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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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倾角进行了研究。
如图 １３ 所示， 随着接触面倾斜角度增加， 密封

的等效应力变化不明显， 而内外接触面最大接触应力

呈线性减小趋势。 这是由于内侧金属端帽倾斜角度变

大后， ＭＥＣ 密封上下两端厚度降低， 受到挤压时，
更 “容易” 发生变形， 所产生的 “抵抗力” 也变小，
所以接触应力有所减小。

图 １３　 金属端帽接触面倾斜角度对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３ ２ ３　 外侧圆角半径 ｒ
为分析 ＭＥＣ 密封圈金属端帽外侧圆角半径对密

封性能的影响， 文中对 １ ２～１ ８ ｍｍ 范围变化的外侧

圆角半径进行了研究。
如图 １４ 所示， 金属端帽外圆角半径增加， 弹性

体最大等效应力基本没变化， 而内外最大接触应力有

小幅度降低。 这是由于外圆角半径变大， 弯曲根部变

平滑， 与密封面接触面积增大， 但金属端帽没有对弹

性体增加挤压量， 因此等效应力基本不变， 接触应力

减小。

图 １４　 不同金属端帽外侧圆角半径对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ｅｎｄ ｃａｐ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综上所述， 各个因素对 ＭＥＣ 密封强度和性能的

影响程度与规律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结构参数对 ＭＥＣ 密封强度和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Ｃ ｓｅａｌ

元件 影响因素

　 影响程度　

等效

应力

接触

应力

　 　 　 影响规律　 　 　

等效

应力

外侧接

触应力

内侧接

触应力

弹性

体

内侧长度 ＋＋＋ ＋ ↓ ↑ ↑
外侧圆弧半径 ＋＋＋ ＋＋ ↑ ↓ ↑

金属

端帽

端帽厚度 ＋＋ ０ ↑ — —
接触面倾角 ＋ ＋＋＋ ↑↓ ↓ ↓

外侧圆角半径 ＋ ＋ ↑↓ ↓ ↓

　 　 注： “＋” 表示影响程度， “ ＋” 越多表示影响越大； “０”
表示无影响； “↑” 表示因素增加， 影响增加； “↓” 表示因

素增加， 影响降低； “—” 表示无影响。

由表 ２ 可以看出， ＭＥＣ 密封圈的橡胶内侧长度、
外侧圆弧半径对结构强度和密封性能影响均显著； 金

属端帽的厚度对结构强度影响较大， 对密封性能几乎

无影响， 而端帽接触倾角对密封性能影响较大； 金属

端帽圆角半径的改变， 对密封圈结构强度与密封性能

影响较小。
４　 结论

（１） 考虑金属端帽塑性， 基于弹性材料本构方

程， 建立有限元仿真模型。 仿真计算表明： ＭＥＣ 密

封圈工作时， 整体最大应力出现在金属端帽压弯根

部， 弹性体的最大应力出现在内侧接触部位； 接触面

接触应力由中间部位向两端递减， 其接触部位的应力

值均大于介质压力。
（２） ＭＥＣ 密封圈的橡胶内侧长度、 外侧圆弧半

径和金属端帽厚度对强度影响较大， 接触面倾斜角度

和外圆角半径对强度有一定影响。 其中随着内侧长度

增大， 弹性体的最大等效应力减小； 随着圆弧半径、
金属端帽厚度增大， 等效应力呈增大趋势； 而随接触

面倾斜角度和外圆角半径的改变， 等效应力几乎不

变。 在实际设计制造中需综合考虑金属端帽的厚度、
弹性体内侧长度和外侧圆弧半径的影响， 避免 ＭＥＣ
密封圈在使用过程中因应力过大而失效。

（３） ＭＥＣ 密封圈的接触面倾斜角度、 弹性体外

侧圆弧半径对弹性体接触应力有较大影响， 内侧长度

和外圆角半径影响较小。 随着倾斜角度和外圆角半径

的增大， 接触应力降低， 在考虑到实际密封沟槽尺

寸， 可考虑采用较小结构尺寸； 随着弹性体内侧长度

的增大， 接触应力增加， 可考虑采用较大结构尺寸；

９９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陶玉瑾等： ＭＥＣ 密封圈结构对密封性能和结构强度的影响 　 　 　



随着弹性体外侧圆弧半径的增大， 内侧接触应力增

加， 外侧接触应力减小。 说明设计 ＭＥＣ 密封结构时，
应充分考虑金属端帽接触面倾斜角度和弹性体外圆弧

半径等因素对接触密封的影响， 选择较小值时可以保

持良好的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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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精确、 快速地获取操作过程中高速列车齿轮箱中复杂内部流场的真实运动和分布状态， 通过合理简化高

速动车组驱动齿轮箱的三维模型， 采用运动粒子仿真 （Ｍｏｖ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ＰＳ） 开展仿真分析。 基于箱体内

部油液不同瞬时分布状态， 研究正、 反转工况、 油液浸没深度和润滑油黏度等参数对齿轮箱内部流场分布的影响； 计

算齿轮副在不同工况下的搅油损失， 并分析不同因素对齿轮副搅油损失的影响。 结果表明： 小齿轮逆时针旋转时油液

到达啮合区更快， 且啮合区油液粒子更多， 有利于啮合区的润滑； 小齿轮顺时针旋转时油液更易在箱体内部扩散； 当

浸油量增加时， 飞溅润滑油量增加， 高速度的油液粒子数明显增多， 搅油损失也随之增大， 其中润滑油的黏度对轴承

孔进油量和搅油损失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 齿轮箱； 流场； 粒子法仿真； 搅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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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列车的飞跃式提速， 齿轮箱作为传动装置的
重要部件， 对其性能要求越来越严格。 列车高速运行
情况下齿轮箱内温度场平衡温度升高， 尤其在高温状
态下轴承若没有得到充分润滑降温将直接影响运行安
全， 因此对齿轮箱内部流场的分析对润滑流道的结构
设计和改进， 以及提高轴承及齿轮润滑效果具有重要
意义［１］。 许多研究者曾利用实验分析方法对变速箱进
行了研究。 ２００６ 年， 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Ｔ 和 ＶＥＬＥＸ［２］ 在运
行速度、 齿轮几何形状和浸没深度的实验分析基础
上， 导出了一系列能够准确预测汽车传动齿轮特性的
搅动损失公式。 ＬＡＲＵＥＬＬＥ 等［３］ 于 ２０１７ 年进行了搅
拌损失的实验测试， 找出速度、 润滑剂、 温度和齿轮
几何形状对飞溅润滑功率损失的影响， 并根据实验结
果建立了一个扩展方程来估计锥齿轮的回转损失。 但
由于实验技术的局限性， 在复杂结构的齿轮箱或高速
阶段去观察润滑油的瞬时速度和飞溅方向是很困难
的。 通过数值模拟方法， 可以克服实验条件下对变速
箱润滑的认识不足和局限性。

目前， 研究变速箱润滑方式的常用数值方法包括
有限体积法、 有限微分法、 有限元法、 粒子法和格子
玻尔兹曼法［４］。 国外学者早期对齿轮传动的流场模拟
主要针对齿轮泵， ＲＩＥＭＳＬＡＧＨ 等［５］ 采用拉格朗
日－欧拉有限体积法计算了凸轮泵和齿轮泵等旋转置
换泵内部流体的流动特性。 ＶＡＮＤＥ 等［６］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计算了旋转容积泵的内部流场。 董春锋等［７］建立
了简化的齿轮箱三维模型， 对齿轮箱内部流场进行研
究。 任崇会等［８］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对齿轮箱内部流场进
行了模拟分析， 应用动网格技术研究了齿轮箱内的瞬
时流场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二维与三维仿真模型的
流场变化具有一致规律。 为了进一步减少 ＣＦＤ 模拟
所需的计算工作量， ＣＯＮＣＬＩ 等［９－１０］ 提出了一种自动
网格划分策略， 并通过有效的 ＣＦＤ 模拟， 将其用于
计算具有复杂结构和运动的行星变速箱的搅动功率损
失。 ＬＩＵ 等［１１］应用有限体积法为浸油润滑行星试验
变速箱开发 ＣＦＤ 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模拟获得变速
箱内油液分布的精确描述。 胡袁等人［１２］ 采用仿真软
件 Ｆｌｕｅｎｔ 对建立的齿轮箱内部流场的理论计算模型进
行数值求解， 仿真计算结果对齿轮箱润滑油流道细节
结构设计和改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周传超等［１３］ 基
于齿轮箱内不可压缩的气液两相流的流场润滑， 利用
追踪自由液面的方法， 应用动网格技术研究分析不同
因素对齿轮箱内部流场的影响。 ＨＵ 等［１４］开发了一种
螺旋锥齿轮传动变速箱的 ＣＦＤ 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
找出齿轮的转速、 油液的动态黏度和密度对搅拌功率
损失的影响， 实验结果验证了所建立的数值模型。

目前， 国内关于齿轮箱流场的仿真研究多数基于
有限元网格划分法， 这不仅要对三维模型进行大量简

化， 忽略许多细节要素， 无法观测到模型内部流场的
真实运动和分布状态， 同时还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时
间。 粒子方法不需要通过网格或标量进行显式表面跟
踪， 能更精确、 更快速地获取流动粒子的物理特性，
较常规的 ＣＦＤ 仿真操作更为便捷， 因此具有更大的
应用空间。 常用的粒子方法包括 ＭＰＳ 法、 光滑粒子
流体力学 （ＳＰＨ） 法和有限体积点 （ＦＶＰ） 法。 在这
些方法中， 连续体被离散的粒子数离散， 没有网格约
束， 每个粒子都相应地以自己的质量、 密度、 速度和
施加在它身上的外部 ／ 内部力来移动。 在典型的粒子
方法中， ＳＰＨ 方法是通过遵循显式预测校正过程， 其
效率更高， 但其精度和稳定性较低［１５－１７］。 针对具有
自由表面的不可压缩流动， ＫＯＳＨＩＺＵＫＡ 等［１８］ 开发了
ＭＰＳ 方法， 并采用该方法对高速铁路列车变速箱内
润滑剂的流动进行了建模和模拟。 李宴等人［１９］ 应用
ＭＰＳ 方法计算了传动系统中单个斜齿轮的搅动损失，
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ＤＥＮＧ 等［２０－２１］ 使用
ＭＰＳ 方法对蜗轮蜗杆传动和高速齿轮箱传动的飞溅
润滑方式的流场分布进行了仿真研究， 并实验验证了
蜗轮蜗杆传动的数值模型， 表明了 ＭＰＳ 方法在仿真
研究传动装置内流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针对高速列车变速箱的复杂内部结构， 本文作者
参考上述的 ＭＰＳ 计算方法观察了齿轮箱内润滑油分
布状况， 分析了影响流场分布和润滑行为的主要结构
参数， 并对齿轮副的搅油损失进行了计算， 相关结果
可为优化齿轮箱润滑密封性、 设计齿轮箱结构、 提升
齿轮箱运行效率等提供理论基础。
１　 ＭＰＳ 理论

ＭＰＳ 方法将流体离散成一组粒子， 并利用控制
方程和计算算法， 通过粒子的速度和压力来模拟它们
的运动。 文中粒子的运动主要由齿轮的搅拌作用和粒
子的相互作用引起。
１ １　 控制方程

ＭＰＳ 法是一种处理不可压缩流动的分析方法，
其中连续介质是用粒子离散的。 ＭＰＳ 方法的基本控
制方程是连续方程 （质量守恒定律） 和 Ｎａｖｉｅｒ －
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 （动量守恒定律）。

连续方程如式 （１） 所示。
ｄρ
ｄｔ

＝ ０ （１）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如式 （２） 所示。
ｄｕ
ｄｔ

＝ －

Δｐ
ρ

＋ν Δ２ｕ＋ｇ （２）

式中： ρ 为密度； ｔ 为时间； ｕ 为速度； ｐ 为压
力； ν 为运动黏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１ ２　 算法

ＭＰＳ 方法是依据粒子所在的空间将微分离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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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将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按照梯度模型和拉普拉斯
算子模型处理， 使用隐式方法计算压力项， 其他项则
用拉普拉斯模型以显式方法计算。

压力项的隐式计算方程：

Δ２ｐｋ＋１ ＝ ρ
Δｔ２

ｎ∗－ｎ０

ｎ０
（３）

除压力项外的其他项的显式计算方程：
ｕ∗－ｕｋ

Δｔ
＝ ν Δ２ｕｋ＋ｇ （４）

在校正步骤中， 通过考虑压力梯度对速度和位置
进行校正：

ｕｋ＋１－ｕ∗

Δｔ
＝ －

Δｐｋ＋１

ρ
（５）

式中： ｎ 为粒子数密度； ｎ０表示其初始值 （ｎ 和
ｎ０是非维数参数）； 上标 “ ｋ ” 表示时间步长的指
定； 上标 “∗” 表示在显式计算中已经完成的阶段
的物理量。
１ ３　 有效半径和权函数

在 ＭＰＳ 方法中， 粒子在核函数覆盖的相互作用

区与相邻粒子相互作用， 有效半径 （ ｒｅ） 表示 ２ 个粒
子间的相互作用的范围。 只有当两粒子间的距离小于
设定的值时， 才会发生相互作用。 一个粒子的有效半
径取为粒子直径的 ２～４ 倍。

图 １　 有效半径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ｕｓ

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根据两粒子间的距离加权函
数计算的， 这里的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权重函数） 根据
粒子间的距离， 选定不同的方程式计算， 权函数计算
式如下：

ｗ（ ｒ ｉｊ）＝
ｒｅ
ｒ ｉｊ

－１　 （ ｒ ｉｊ≤ｒｅ）

０ （ ｒ ｉｊ＞ｒｅ）

ì

î

í

ïï

ïï
（６）

式中： ｗ（ ｒ ｉｊ）为权函数； ｒｅ 为有效半径； ｒ ｉｊ为粒
子 ｉ 和 ｊ 之间的距离。
１ ４　 粒子数密度与粒子碰撞

粒子 ｉ 位置处的粒子数密度定义为核函数的和：

ｎ ｉ ＝ ∑
ｊ≠ｉ

ｗ（ ｒ ｉｊ） （７）

在不可压缩状态下， 初始粒子数密度 ｎ０为常数。
初始状态下， 粒子排列在具有初始粒子间距离的正交
晶格模式中 （如图 ２ 所示）。 如图 ３ 所示， 粒子－粒
子碰撞产生的作用于粒子的力分为法向力 （Ｆｎ）、 剪

切力 （Ｆｓ） 和阻力 （Ｆｄ）， 合力 Ｆ＝Ｆｎ＋Ｆｓ＋Ｆｄ
［２２］。

图 ２　 初始粒子排列

Ｆｉｇ 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图 ３　 ２ 个碰撞粒子之间的力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ｃｏｌｌｉ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基于 ＭＰＳ 理论［２２］、 齿轮箱内部流场和润滑模拟
的具体要求， 建立了粒子法计算流程，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粒子法计算流程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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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建模和仿真
２ １　 高速列车变速箱的模型和简化

最高运行速度为 ２５０ ｋｍ ／ ｈ 的动车组驱动齿轮主
要组成包括输入齿轮轴、 输出长轴、 输出大齿轮、 齿
轮箱上箱体、 齿轮箱下箱体等。 齿轮副的主要参数如
表 １ 所示， 齿轮箱三维模型如图 ５ 所示。

表 １　 齿轮箱主要设计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ｅａｒｂｏｘ
名称 主动齿轮（小） 从动齿轮（大）

法向模数 ７ ｍｍ ７ ｍｍ
齿数 ２２ ７９

变位系数 ０．３６８ ２ ０．０９６ ２
齿宽 ６６ ｍｍ ６５ ｍｍ

传动比 ３．５９１ ３．５９１
齿形角 ２０° ２０°
螺旋角 １５．５° １５．５°

齿顶高系数 １．０ １．０
齿轮副中心距 ３７０ ｍｍ ３７０ ｍｍ

图 ５　 齿轮箱三维模型

Ｆｉｇ ５　 ３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ｅａｒ ｂｏｘ

作为一种无网格粒子方法， ＭＰＳ 方法不需要模
拟域节点之间的连接， 因此齿轮箱内部的所有复杂结
构细节都可以保留在简化模型中， 以达到最佳的整体
精度。 如果使用基于网格的方法， 如有限元， 可能很
难从这些细节几何形状中创建一个有用的网格。 简化
后的齿轮箱模型如图 ６ 所示。 与原始模型相比， 在简
化模型中只移除箱体上的通孔以及延伸到变速箱外的
轴的部件， 去除这些结构和部件不会影响模拟结果。

图 ６　 简化后的齿轮箱模型

Ｆｉｇ ６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ｅａｒ ｂｏｘ

２ ２　 数值模拟

２ ２ １　 润滑油参数设置

该型高速列车传动齿轮箱采用润滑油进行润滑及

冷却， 润滑油型号为 ７５ｗ－９０， 该润滑油的物性参数

如表 ２ 所示［２２］。

表 ２　 高速齿轮箱润滑油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ｇｅａｒｂｏｘ

参数 典型数据 测试方法

密度（１５ ℃）ρ ／ （ｋｇ·ｍ－３） ８６７ ＤＩＮ ５１７５７

黏度（４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１１６ ＡＳＴＭ Ｄ４４５

黏度（１０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１６．６ ＡＳＴＭ Ｄ４４５

常用的黏温公式［２３］为

ｌｇｌｇ（ν＋０ ６）＝ Ａ－Ｂｌｇ（θ＋２７３．１５） （８）
式中： ν 为运动黏度， ｍｍ２ ／ ｓ； Ａ、 Ｂ 为油品常

数， 其中 Ａ≈７ ６４， Ｂ≈２ ９３； θ 为油品温度，℃。
考虑到温度对润滑油密度的影响， 近似拟合密度

关于温度的曲线为

ρ＝ ８７６－０．６θ （９）
式中： ρ 为润滑油密度， ｋｇ ／ ｍ３； θ 为温度，℃。

２ ２ ２　 解析时间步长的选择

初始时间步长太大会导致计算不收敛， 初始时间

步长太小会导致计算时间过长。 该值由 ＣＦＬ （Ｃｏｕ⁃
ｒａｎ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Ｌｅｗｙ） 条件导出， 计算公式如下：

Δｔ≤
Ｃｍａｘ ｌ０
ｕｍａｘ

（１０）

式中： Δｔ 为时间步长； Ｃｍａｘ为 Ｃｏｕｒａｎｔ 数， 系统

默认值为 ０ ２， 其大小影响计算精度； ｌ０为粒子直径，
大小为 ２ ｍｍ； ｕｍａｘ为粒子最大速度。

小齿轮的转速为 ４ １７０ ｒ ／ ｍｉｎ， 根据齿轮箱参数以

及粒子大小， 最终取时间步长为 ６×１０－６ｓ。
２ ２ ４　 仿真工况

对高速列车齿轮箱的 ６ 个 ＭＰＳ 模型进行了生成

和仿真， 研究了不同的旋转方式、 浸没深度和黏度对

齿轮箱润滑性能和搅油损失的影响。 所开发的 ＭＰＳ
模型的参数如表 ３ 所示。 模拟模型 １ 和 ２ 研究了齿轮

正、 反转对齿轮箱润滑的影响， 其中以小齿轮的旋转

方向为准。 模型 １、 ３ 和 ４ 对比了浸没深度对内部流

场的影响， 在 ０ ５ｈ～３ｈ 的标准范围中选择 ３ 个深度，
即 ｈ、 １ ５ｈ 和 ２ｈ， ｈ 为齿高， ｈ ＝ １５ ７５ ｍｍ。 模型 １、
５ 和 ６ 用于比较润滑剂的参数对润滑及搅油损失的影

响， 其中通过温度的改变， 由公式 （８）、 （９） 来计

算润滑油黏度以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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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仿真工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旋转

方向

浸油

深度

温度

θ ／ ℃
粒子

数目

仿真时间

ｔ ／ ｓ

１ 逆时针 ２ ｈ １００ ７５４ ０８７ １

２ 顺时针 ２ ｈ １００ ７５４ ０８７ １

３ 逆时针 ｈ １００ ５６２ ２８８ ０．５

４ 逆时针 １．５ ｈ １００ ６３８ ７００ ０．５

５ 逆时针 ２ ｈ ６０ ７５４ ０８７ ０．５

６ 逆时针 ２ ｈ ８０ ７５４ ０８７ ０．５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正、 反转工况的影响

前处理生成粒子， 齿轮箱内生成油液粒子， 如图

７ 所示， 其中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指以大齿轮旋转轴为中心， 油

液粒子与这个旋转中心的距离。

图 ７　 齿轮箱内生成粒子

Ｆｉｇ ７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ａｒｂｏｘ

图 ８、 ９ 分别为不同时刻 （ ｔ ＝ ０ ０５ ｓ、 ｔ ＝ ０ ２５ ｓ）
小齿轮逆时针、 顺时针转动时油液粒子数密度的瞬时

分布。 比较 ２ 种工况可以看出， 随着齿轮的转动， ２
种工况下油液都可以到达啮合区和轴承进油孔润滑，
小齿轮轴承进油孔流入油量明显比大齿轮多。 当小齿

轮逆时针旋转时， 油液先到达箱体左侧， 之后途经挡

油板流入小齿轮轴承进油孔， 到达箱体右侧的油量较

少。 当小齿轮顺时针旋转时， 油液先到达箱体右侧，
途经挡油板流入大齿轮轴承进油孔， 所以到达箱体啮

合区的油量较少。 正、 反转工况下的流场分布状态差

异与文献［８］采用有限元方法仿真所得到的结果趋势

一致， 总体来说， 小齿轮逆时针旋转时更利于啮合区

的润滑， 小齿轮顺时针旋转时利于油液在箱体内部的

扩散。

图 ８　 小齿轮逆时针转动时流体瞬时分布

Ｆｉｇ ８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ｗｈｅｎ ｐｉｎｉｏｎ ｔｕｒｎ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ａ） ｔ＝ ０ ０５ ｓ； （ｂ） ｔ＝ ０ ２５ ｓ

图 ９　 小齿轮顺时针转动时流体瞬时分布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ｉｏｎ
ｒｏｔａｔｅｓ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ａ） ｔ＝ ０ ０５ ｓ； （ｂ） ｔ＝ ０ ２５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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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小齿轮正、 反转工况下的流场瞬时速度。
齿轮箱逆时针旋转， 某一时刻内部油液粒子速度矢量

分布如图 １０ （ａ） 所示， 将齿轮周围粒子速度映射到

齿轮上， 得到齿轮周围粒子的速度云图如图 １０ （ｂ）
所示。 可看出粒子此刻速度方向， 齿轮啮合区流体速

度最大， 约为 ４０ ｍ ／ ｓ， 远离啮合区域流速变小， 这

是由于流体在啮合区域形成卷吸作用， 速度近似为齿

面卷吸速度。

图 １０　 齿轮箱逆时针旋转时油液粒子瞬时速度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ａｒｂｏｘ
ｒｏ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ａ）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 ｍａｐ ｍａｐｐｉｎｇ

如图 １１ 所示， 采集正、 反转工况下啮合区附近

方框区域 （１００ ｍｍ×８０ ｍｍ×１２０ ｍｍ） 的粒子数量，
并绘制曲线图进行对比， 见图 １２。 比较 ２ 种工况可

以看出， 齿轮箱逆时针转动工况润滑油更早到达齿轮

啮合位置， 啮合区附近的油液粒子更多， 这主要是由

于小齿轮逆时针旋转时粒子由油箱底部到达啮合区经

历过的距离相对较短， 油液可以直接到达啮合区参与

润滑。 当小齿轮顺时针旋转时， 油液先沿着挡油板进

入大齿轮轴承进油孔， 后经挡油板进入小齿轮轴承进

油孔， 最终能够到达齿轮啮合区的油液粒子数目较

少。 此外， 油液不断被大齿轮搅起的同时， 还受到重

力的作用再次流回箱体底部， 因此随着齿轮的转动啮

合区粒子数目循环波动。

图 １１　 粒子数采集区域

Ｆｉｇ １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图 １２　 正、 反转工况下啮合区粒子数

Ｆｉｇ １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齿轮箱正、 反转内部流场速度最大值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如图 １３ 所示。 流场最大速度随时间的波动趋

势与啮合区附近的粒子数波动趋势有一致性， 当啮合

区粒子数目增多， 流场最大速度增大， 同时波动得更

加剧烈。 这主要是因为流体在齿轮啮合点处连续不断

受到齿轮对的挤压又分离， 容积在较短时间间隔下从

大到小不断变化导致， 且流场最大速度随时间呈现循

环波动的趋势。

图 １３　 内部流场最大速度

Ｆｉｇ １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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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浸没深度的影响

前处理生成粒子， 图 １４ 中从左到右分别为浸油

ｈ、 １ ５ ｈ、 ２ ｈ 的齿轮箱内生成油液粒子。

图 １４　 齿轮箱内生成粒子

Ｆｉｇ １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ａｒｂｏｘ： （ａ）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ｈ； （ｂ）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１ ５ ｈ； （ｃ）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２ ｈ

同一时刻 （ ｔ＝ ０ ２２ ｓ）， 即大齿轮大约转过 ４ 圈，
不同浸油深度下齿轮箱逆时针转动时油液粒子数密度

的分布如图 １５ 所示。 当浸油深度为 ｈ 时， 沿箱体壁

面有较大润滑油油团聚集， 箱体内部有少量小油滴存

在。 当浸油深度为 １ ５ｈ 时， 在箱体内部空间的小油

滴数量增多， 且相比浸油深度为 ｈ 时， 挡油板处油液

粒子数密度更大， 这将使更多的油液通过集油槽进入

轴承润滑。 当浸油深度为 ２ｈ 时， 溅油量明显高于浸

油深度为 ｈ、 １ ５ｈ， 此时箱体内部空间有大量油液粒

子， 分布更加均匀， 有利于箱体的冷却， 挡油板处的

油液粒子增多， 有利于轴承区域的润滑。 这些现象与

文献［１３］的结论基本吻合。
同一时刻 （ ｔ＝ ０ ２４ ｓ） 不同浸油深度下齿轮箱逆

时针转动时油液粒子速度分布如图 １６ 所示。 润滑剂

在变速箱内的流动， 附着在齿轮表面的润滑剂颗粒与

齿轮一起旋转， 其速度可以根据齿轮的转速和颗粒到

齿轮轴的距离来计算。 然而， 变速箱内的大多数润滑

剂颗粒移动缓慢， 它们的速度远低于粘附在齿轮上的

粒子的速度。 如果将这些高速度包括在速度场分布图

中， 则大多数润滑剂的速度差异无法区分， 因此无法

观察到整个速度场的分布。 为了更好地观察流场速度

分布， 校准速度场， 将最大尺度极限设置为 １０ ｍ ／ ｓ
时， 发现粒子速度的差异可以最好地绘制出来。 由图

１６ 可知， 不同浸油深度下的速度场分布非常接近，
高速度粒子出现在齿轮啮合处以及大齿轮端面内凹的

边缘处。 这是由于越靠近齿轮边缘， 齿轮线速度越

大， 带动的油液粒子速度也将越大。 当浸没深度为

２ｈ 时， 飞溅润滑油量较高， 使得高速度的油液粒子

数明显增多。

图 １５　 不同浸油深度下齿轮箱内部流体瞬时分布 （ ｔ＝ ０ ２２ ｓ）
Ｆｉｇ １５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ａｒｂｏｘ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ｓ （ ｔ＝ ０ ２２ ｓ）： （ａ）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ｈ； （ｂ）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１ ５ｈ； （ｃ）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２ｈ

图 １６　 不同浸油深度下油液粒子瞬时速度 （ ｔ＝ ０ ２４ ｓ）
Ｆｉｇ １６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ｓ （ ｔ＝ ０ ２４ ｓ）： （ａ）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ｈ； （ｂ）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１ ５ｈ； （ｃ）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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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不同浸油深度时， 图 １１ 所示啮合区附近位

置的粒子数量， 并绘制曲线图进行对比， 如图 １７ 所

示。 仿真时间内， 浸油深度为 ｈ、 １ ５ｈ、 ２ｈ 时， 啮合

区附近粒子数平均值分别约为 ３ ３１３、 ５ ８１９、 ７ ０７４。
可见随着浸油深度的增加， 更多的润滑油被搅起， 并

随着大齿轮的轮齿更快地进入大、 小齿轮的啮合处，
有利于齿轮啮合区域的润滑。

图 １７　 不同浸油深度下啮合区油液粒子数目

Ｆｉｇ １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ｓ

３ ３　 工作温度的影响

同一时刻 （ ｔ＝ ０ １４２ ｓ） 不同温度下齿轮箱逆时

针转动时油液粒子数密度的分布如图 １８ 所示。 当温

度较低时润滑油的黏度较高， 更多的润滑油粘附在

大、 小齿轮周边， 有利于油膜的形成， 随着齿轮旋

转， 有成团的油液被挡油板挡下， 顺着流道进入轴承

润滑。 当温度较高时润滑油黏度较低， 油液将更容易

被甩到齿轮箱壁面上， 最终较均匀地粘附在箱体壁面

上， 而集油装置处收集到的油液较少。
同一时刻 （ ｔ＝ ０ ５ ｓ） 不同温度下齿轮箱逆时针

转动时油液粒子速度的分布如图 １９ 所示。 在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 ３ 种温度下， 油液粒子的最大速度均约为

５０ ｍ ／ ｓ。 为了更好地观察流场速度分布， 将最大尺度

极限设置为 １０ ｍ ／ ｓ 时， 发现粒子速度的差异可以更

好地绘制出来。 从图中可以看出油液粒子速度分布受

黏度影响 （即温度的影响）， 齿轮边缘处油液粒子速

度较高， 最大速度都出现在齿轮啮合处， 黏度越低，
流场中高速粒子越多。 但是油液黏度较高时， 更多的

油液可以粘附在齿轮面上， 或成股飞溅。 当油液途经

挡油装置时， 被挡住的粒子速度突然降低， 顺着流道

流入轴承进油孔， 穿过挡油装置的油液粒子依然保持

高速飞溅状态。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随着黏度的降

低， 大小齿轮轴承进油量减少， ６０ ℃时大齿轮轴承

集油流道的油液量明显高于 １００ ℃时， 所以适当的油

液黏度有利于改善轴承的润滑。

图 １８　 不同温度下润滑油油液粒子数密度分布 （ ｔ＝ ０ １４２ ｓ）
Ｆｉｇ １８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ｔ＝ ０ １４２ ｓ）： （ａ） θ＝ ６０ ℃； （ｂ） θ＝ ８０ ℃； （ｃ） θ＝ １００ ℃

图 １９　 不同温度下润滑油油液粒子速度分布 （ ｔ＝ ０ ５ ｓ）
Ｆｉｇ １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ｔ＝ ０ ５ ｓ）： （ａ） θ＝ ６０ ℃； （ｂ） θ＝ ８０ ℃； （ｃ） θ＝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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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不同温度下图 １１ 中啮合区附近位置的粒子
数量， 并绘制曲线图进行对比， 如图 ２０ 所示。 仿真
时间内， 温度为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时， 啮合区附近粒子
数平均值分别约为 ９ ０４５、 ６ ４９５、 ７ ０４６。 这是由于温
度升高油液黏度降低， 更多的润滑油甩到箱壁上， 进
入啮合区的油液粒子将减少。 可以看出在 ６０℃ 时，
油液更多、 更快地被带入啮合区和集油装置， 且啮合
区的油液粒子一直保持较多数目， 有利于齿轮啮合区
域和轴承区域的润滑。

图 ２０　 不同温度下啮合区油液粒子数目
Ｆｉｇ ２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２１ 所示为不同温度下， 流场压力最大值随时
间的变化。 齿轮刚启动时， 模型没有考虑齿轮啮合的
加速过程， 因此在开始时箱体内油液粒子速度突然增
大产生压力骤增， 油液黏度越高 （即温度越低）， 初
始最大压力波动越剧烈。 随着齿轮的转动， 大齿轮转
过约 ２ ５ 圈， ３ 种温度下的最大压力波动趋于一致。

图 ２１　 内部流场最大压力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２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３ ４　 搅油功率损耗分析

分析 ６ 种工况对齿轮副搅油损失的影响， 每
０ ０１ ｓ 对大、 小齿轮搅油损失扭矩进行一次记录。 取
大、 小齿轮在不同工况下搅油损失扭矩的平均值， 由
公式 （１１） 计算不同工况下齿轮副搅油损失功率：

Ｐ＝
Ｔ１ｎ１＋Ｔ２ｎ２

９ ５５０
（１１）

式中： Ｐ 为搅油损失功率， ｋＷ； Ｔ１、 Ｔ２分别为小、
大齿轮损失扭矩， Ｎ·ｍ； ｎ１、 ｎ２分别为小、 大齿轮转
速， ｒ ／ ｍｉｎ， 其中 ｎ１ ＝４ １７０ ｒ ／ ｍｉｎ， ｎ２ ＝１ １６１ ２４ ｒ ／ ｍｉｎ。

齿轮箱内齿轮副搅油损失功率计算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其中Ｔ１、 Ｔ２表示小齿轮和大齿轮的平均损失扭矩。

表 ４　 齿轮副搅油损失功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工况 Ｔ１ ／ （Ｎ·ｍ） Ｔ２ ／ （Ｎ·ｍ） Ｐ ／ ｋＷ
１ ０．９７８ ８．１４１ １．４１７
２ １．９４７ ８．６１１ １．８９７
３ ０．４９ ２．３２ ０．４９６
４ １．０１ ３．６８ ０．８８９
５ ５．６９ ２３．９９ ５．４０２
６ ５．１８ １８．６４ ４．５２８

由计算结果可知， 各工况下大齿轮的搅油损失扭
矩明显高于小齿轮， 这是因为油液由大齿轮搅起， 搅
油阻力主要由大齿轮承受， 小齿轮搅动的油液较少，
搅油阻力小。 正、 反转 ２ 种工况下齿轮副的搅油损失
差距不大。 随着浸油深度的增加， 箱底的油液和被搅
起的油液粒子增多， 使大、 小齿轮的搅油阻力增加，
搅油损失功率也随之增大。 而润滑油黏性越大， 流体
越容易克服重力和离心力因素， 从而形成旋转运动，
根据流体力学定义， 黏性增大实际是流体内摩擦力的
增大， 因此齿轮副搅油损失功率数值增加。 这些结论
与文献［２１］关于黏度、 浸油深度等参数对搅油损失
的影响基本吻合， 由此证明基于文中建立模型的齿轮
箱流场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４　 结论

（１） 齿轮正、 反转 ２ 种工况下， 油液都可以到
达啮合区和轴承进油孔进行润滑， 小齿轮逆时针旋转
时啮合区油液粒子更多， 利于啮合区的润滑， 而小齿
轮顺时针旋转时利于油液在箱体内部的扩散。 同时发
现最大速度出现在齿轮啮合区域， 并随啮合区油液粒
子数变化而变化。 随着浸油深度的增高， 啮合区粒子
数增多。 不同浸油深度下的速度场分布非常接近， 当
浸没加深时， 飞溅润滑油量增加， 高速度的油液粒子
数明显增多。 对比不同浸油深度下的流场分布发现，
２ 倍齿高时可以充分发挥润滑冷却作用， 也不至于产
生过大的搅油损失。

（２） 通过不同温度计算出对应的润滑油密度和
黏度， 发现当温度较低， 即润滑油的黏度较高时， 更
多的润滑油粘附在大、 小齿轮周边， 有利于油膜的形
成， 集油装置收集到的油液较多， 利于轴承的润滑。
当温度较高， 润滑油黏度较低时， 油液将更容易被甩
到齿轮箱壁面上， 集油装置收集到的油液减少， 不利
于轴承的润滑。 合适的工作温度， 既可以保证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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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流动性、 黏附性， 又能保证油液顺利进入轴
承区域， 可以更好发挥润滑和冷却的作用。

（３） 齿轮副搅油损失大部分来自输出齿轮， 输
出齿轮的搅油损失占齿轮副损失的 ８０％ ～ ９０％， 旋转
方向对该比例影响不大。 随着浸没深度的增加， 大、
小齿轮的搅油阻力增加， 搅油损失功率也随之增大。
随着润滑剂黏度的增加， 流体内摩擦力增大， 搅油损
失功率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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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勘探深度的增加， 地层压力升高和岩石硬度增加， 螺杆钻具经常发生横向涡动、 纵向跳动、 扭向振动

及黏滑现象， 限制了冲击螺杆钻具的推广应用。 为研究高温、 高转速和往复运动耦合作用下传动轴总成密封特性及参

数敏感性具， 对比相同工况下星形圈、 Ｏ 形圈和组合圈密封特性， 得到不同密封圈在静密封、 动密封状态下接触压力

分布， 根据主密封面接触压力判定方法得到最佳密封圈结构。 根据该结构研究沟槽敏感参数， 并讨论沟槽形状、 位

置、 数目和宽度等对组合圈密封特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组合圈密封效果远远优于 Ｏ 形圈及星形圈； 沟槽形状采用等

腰三角形、 沟槽数目为 ３ 时密封性能最优， 沟槽位置于中间最合理； 静、 动密封状态下， 主密封面接触压力随沟槽宽

度增大而增大， 而静密封状态下次接触面接触压力及 Ｏ 形圈应力几乎不变。
关键词： 冲击螺杆钻具； 组合密封； 沟槽参数； 接触压力； 旋冲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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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钻井是石油勘探开发的重要环节， 普通螺杆

钻具大扭矩、 高转速特性使其成为石油钻井普遍使用

的井下工具。 然而随着石油钻井深度增加， 深井和超

深井的数目逐渐增多， 岩石硬度增加， 机械钻速降

低［１］。 为解决上述问题， 冲击螺杆钻具应运而生。 冲

击螺杆钻具在传递扭矩的同时， 可以产生高频低幅轴

向冲击， 能够有效提高机械钻速， 如图 １ 所示［２］。 对

于冲击螺杆钻具， 其冲击部件密封结构的可靠性对保

障钻具工作性能尤其重要， 因此研究高温、 高转速和

往复运动耦合作用下传动轴总成密封特性及参数敏感

性具有重要工程价值［３］。

图 １　 冲击螺杆钻具传动轴总成密封结构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 ｓｈａｆ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ｃｒｅｗ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

国内学者主要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来分析冲击螺

杆钻具传动轴密封结构的密封特性［４］。 钱文强等［５］

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 研究了二维轴对称模型下橡胶矩形密封

圈静密封性能， 得到挡圈、 介质压力、 密封间隙对其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 接触压力的影响规律。 韩传军等［６］

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 研究了二维轴对称模型下橡胶星形密封

圈静密封性能和往复动密封性能， 并对其横截面形状

进行了优化。 李丹［７］使用 Ａｎｓｙｓ 分析了二维轴对称模

型下蕾形密封圈静密封和动密封性能， 得到安装状

态、 静压状态、 内行程及外行程的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
接触应力、 剪切应力分布， 得到相应影响规律。 白桂

彩和申屠留芳［８］ 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 研究了二维轴对称模型

下双层套环式组合密封圈静密封性能， 得到介质压

力、 压缩率对其 ｖｏｎ Ｍｉｓｅ 应力、 接触应力的影响规

律。 郭海丰等［９］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 研究了二维轴对称模型

下 Ｏ 形橡胶密封圈静密封性能， 得到摩擦因数、 流

体压力、 压缩率对其接触应力、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的影

响规律。 莫丽和王军［１０］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 对比分析了二维

轴对称模型下橡胶 Ｄ 形密封圈和 Ｏ 形密封圈静密封

性能， 得到工作压力、 压缩率对 Ｄ 形密封圈和 Ｏ 形

密封圈接触应力、 剪切应力、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的影响

规律。 然而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虑转动或往复运动

等单一工况， 对冲击螺杆这种涉及高温、 高转速和往

复运动耦合作用下的密封性能研究较少。
本文作者对比了相同工况下星形圈、 Ｏ 形圈和组

合圈密封特性， 得到不同密封圈在静密封、 动密封状

态下接触压力分布和大小， 根据主密封面接触压力判

定方法得到最佳密封圈结构； 根据该结构进行了沟槽

参数敏感性分析， 并讨论了沟槽形状、 位置、 数目和

宽度等对组合圈密封特性影响规律。
１　 热老化密封圈的本构模型研究

文中以氢化丁腈橡胶 Ｏ 形密封圈为研究对象。
不考虑橡胶材料蠕变、 应力松弛， 橡胶材料看作是一

种各向同性、 不可压缩的超弹性材料［１１］。 研究表明，
Ｙｅｏｈ 本构模型能准确描述氢化丁橡胶的力学行为，
其公式如 （１） 所示。

σ

２ λ － １
λ２

æ

è
ç

ö

ø
÷

＝ Ｃ１０ ＋ ２ Ｃ２０ λ２ ＋ ２
λ

－ ３æ

è
ç

ö

ø
÷ ＋

３ Ｃ３０ λ２ ＋ ２
λ

－ ３æ

è
ç

ö

ø
÷

２

（１）

式中： λ 为应变； σ 为应力， ＭＰａ； Ｃ１０、 Ｃ２０ 和

Ｃ３０为 Ｙｅｏｈ 模型的参数，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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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纵坐

标， 公式 （１） 可视为二次函数， 该函数的常数项、
１ ／ ２ 的一次项系数和 １ ／ ３ 的二次项系数分别对应 Ｙｅｏｈ
模型的参数 Ｃ１０、 Ｃ２０和 Ｃ３０。

将不同温度橡胶拉伸试验得到的应力－应变结果

处理为 Ｙｅｏｈ 本构模型， 各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氢化丁腈 Ｙｅｏｈ 本构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Ｙｅｏ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ｅｄ ｂｕｔｙｒ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参数 Ｃ１０ ／ ＭＰａ Ｃ２０ ／ ＭＰａ Ｃ３０ ／ ＭＰａ

数值 １．２５３ 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４

２　 有限元模型

组合圈仿真模型由槽、 轴、 滑环和 Ｏ 形圈组成，
Ｏ 形圈截面尺寸 ５ ７ ｍｍ， 摩擦因数为 ０ ０４， 滑环及槽

尺寸参考车氏密封 ＴＢ４⁃ＩＢ１２０Ｘ５ ７［１２－１４］。 轴与滑环作

用形成的接触面为主密封面， 定义为 ＣＳ１； Ｏ 形密封

圈与槽形成的接触面为次密封面， 定义 Ｏ 形圈与槽底

面形成的密封面为 ＣＳ２。 其有限元模型如图 ２ 所示。
为分析网格尺寸大小对有限元模拟运算结果的影

响， 对 Ｏ 形圈划分网格尺寸分别为 ０ ３５、 ０ ４５、
０ ５５、 ０ ６５、 ０ ７５ 进行仿真计算。 网格尺寸越小，
网格数越多， 计算时间越长。 图 ３ （ａ） 所示为不同

网格无关性验证曲线。 可以看出， 网格尺寸为 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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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０ ４５， 即网格数量为 ４１ ３６０ 和 ３７ ６００ 时 Ｍｉｓｅｓ 差

值较小。 文中选择网格尺寸为 ０ ４５ 进行了后续计算，
并与 ＫＩＭ 等［１５ － １６］ 的 Ｏ 形密封圈实验结果进行了比

较， 如图 ３ （ｂ） 所示。 有限元计算误差小于 ８％， 表

明选择网格尺寸为 ０ ４５ 计算精度满足要求。

图 ２　 组合圈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 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ｒｉｎｇ

图 ３　 网格无关性验证

Ｆｉｇ ３　 Ｇｒｉ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ｉｒｃｌｅ ｇｒｉｄ； （ｂ）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不同密封圈密封特性研究

组合密封圈是由于 Ｏ 形圈等单个密封圈不能满

足现代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密封圈， 相同沟槽尺寸

组合圈密封性能和使用生命周期基本都优于单个密封

圈。 下文基于类似方法对比研究相同工况下组合圈、
Ｏ 形圈和星形圈 ３ 种密封圈的密封特性。
３ １　 星形圈、 Ｏ 形圈和组合圈静密封特性分析

静态密封是动态密封的前提， 因此要分析影响密

封性能的接触压力和 Ｍｉｓｅｓ 应力情况。 图 ４ 分别为星形

圈、 Ｏ 形圈和组合圈静密封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分布。 可

知， 星形圈高应力位于密封圈右侧上、 下角， 高应力

区密封圈容易失效， 低应力位于密封圈中部， 低应力

区基本呈上下对称； Ｏ 形圈高应力集中于右侧上下角，
中部出现低应力区， 基本呈上下对称； 组合圈高应力

位于滑环中部和右侧面， 高应力区域容易发生失效。

图 ４　 静密封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４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ａ） ｓｔａｒ
ｒｉｎｇ； （ｂ） Ｏ－ｒｉｎｇ； （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ｎｇ

静密封接触压力分布如图 ５ 所示。 静密封后星形

圈和 Ｏ 形圈接触压力区域发生转移， 密封圈有 ３ 处

高接触压力区， 高接触压力区位于密封圈外圆面、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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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面和右侧面， Ｏ 形圈接触压力高于星形圈； 组合圈

高接触压力集中于滑环内圆中部， 组合圈接触压力高

于其余 ２ 种密封圈是由于密封材料原因， 其普遍使用

的密封材料为聚四氟乙烯。

图 ５　 静密封接触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ａｒ
ｒｉｎｇ； （ｂ） Ｏ－ｒｉｎｇ； （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ｎｇ

图 ６ 所示为不同压力下静密封接触压力变化曲

线。 在静密封状态下 Ｏ 形圈和星形圈接触压力与介

质压力呈正比例函数关系， 呈线性变化规律， 且两者

差值较小； 组合圈接触压力随介质压力的增大呈现增

大变化趋势， ０～４ ＭＰａ 时接触压力增长速度较慢， ４
ＭＰａ 后接触压力增长速度快于其余 ２ 种密封圈。 组合

圈接触压力大于其余 ２ 种密封圈， 压力增大接触压力

差值先减小后增大， ４ ＭＰａ 前呈非线性变化而 ４ ＭＰａ
后呈线性关系增长。 无论多大介质压力组合圈接触压

力均比其余 ２ 种密封圈高， 证明组合圈密封效果远远

优于 Ｏ 形圈及星形圈。

图 ６　 不同压力下静密封接触压力变化

Ｆｉｇ ６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３ ２　 星形圈、 Ｏ 形圈和组合圈动密封特性分析

星形圈、 Ｏ 形圈和组合圈动态密封仿真研究可以

分为左行程和右行程分析。 动密封仿真运算与静态密

封一样， 左行程、 右行程以往复速度为 ０ ３ ｍ ／ ｓ 和转

速为 １５０ ｒ ／ ｍｉｎ 进行仿真运算。
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为星形圈、 Ｏ 形圈和组合圈左行

程与右行程接触压力分布。 可以看出， 左行程和右行

程星形圈与 Ｏ 形圈存在 ３ 处高接触压力区， 高接触

压力区位于密封圈外圆面、 内圆面及右侧面， 右行程

接触压力高于左行程可能是由于流体压力方向与运动

方向相同； 组合圈左行程和右行程接触压力分布相

同， 有 １ 处高接触压力区， 位于滑环内圆中部， 组合

圈接触压力远大于其余 ２ 种密封圈， 说明其密封性能

优于 Ｏ 形圈和星形圈。

图 ７　 左行程接触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７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ｆ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ａ） ｓｔａｒ ｒｉｎｇ； （ｂ） Ｏ－ｒｉｎｇ； （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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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右行程接触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８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ａ） ｓｔａｒ ｒｉｎｇ； （ｂ） Ｏ－ｒｉｎｇ； （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ｎｇ

　 　 图 ９ 所示为不同压力下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变化
曲线。 左行程 Ｏ 形圈及星形圈接触压力极大值、 极
小值及平均值随压力的升高而增大， 呈线性关系， 两
者极大值、 极小值及平均值基本相等； 组合圈极大
值、 极小值和平均值随压力整体呈增大趋势， 呈非线
性关系， 组合圈极大值、 极小值和平均值均大于其余
２ 种密封圈。 由此可说明左、 右行程组合圈密封效果
优于 Ｏ 形圈和星形圈。

图 ９　 不同压力下接触压力变化
Ｆｉｇ ９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 ｌｅｆ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ｂ） ｒｉｇｈｔ ｓｔｒｏｋｅ

综上所述， 无论静密封还是动密封， 组合圈接触
压力远大于 Ｏ 形圈和星形圈， 说明组合圈密封性能
优于 Ｏ 形圈及星形圈。
４　 沟槽对组合圈密封特性的影响

在密封圈上制作沟槽， 可以使钻井液中的杂质存

储于沟槽和形成油膜， 并且在不影响密封使用寿命情
况下沟槽还有助于提高密封性能。 下文将讨论沟槽相
关参数对密封圈密封特性及使用寿命的影响， 为设计
沟槽和使用有沟槽形状密封圈提供帮助与指导。
４ １　 沟槽形状对组合圈密封特性的影响

文中分别对矩形、 等腰梯形、 等腰三角形、 半圆
形等滑环槽形进行有限元模拟。 模拟参数为： 往复速
度 ０ ３ ｍ ／ ｓ、 转速 １５０ ｒ ／ ｍｉｎ、 压缩量 ０ ４５ ｍｍ、 滑环
厚度 ０ ５ ｍｍ、 介质压力 ７ ＭＰａ、 弹性模量 ９６０ ＭＰａ、
泊松比 ０ ４５、 上沟槽宽度 ０ ３ ｍｍ、 下沟槽宽度 ０ ６
ｍｍ、 沟槽深度 ０ ３ ｍｍ。

图 １０ 所示为不同沟槽形状静密封应力分布。 可
以看出， 沟槽形状不相同则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不
同， 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
最大， 半圆形次之；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大于流体压
力 ７ ＭＰａ， 密封有效， 且 ＣＳ１ 高接触压力存在于内圆
沟槽边缘附近。

图 １０　 不同沟槽形状 ＣＳ１ 密封面静密封接触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１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ａ） 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ｌｅ； （ｂ）
ｉｓｏｓｃｅｌｅ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ｃ） ｉｓｏｓｃｅｌｅｓ 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 （ｄ）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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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所示为不同沟槽形状 ＣＳ１ 密封面的接触压
力。 从图 １１ （ａ） 可看出，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出现
波动规律， 沟槽形状不同接触压力规律不同， 左、 右
行程接触压力规律也不同， 左行程接触压力平均值整
体比右行程高； 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左行程接触
压力均值最大， 半圆形次之； 沟槽形状为半圆形时右
行程接触压力均值最大， 等腰三角形次之； 然而无论
哪种形状沟槽其接触压力都大于流体压力 ７ ＭＰａ， 动
密封有效。 从图 １１ （ｂ） 可看出， 左、 右行程同形状
沟槽产生接触压力均值差别不大， 左行程基本上大于
右行程； 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左行程接触压力最
大， 半圆形其次； 而沟槽形状为半圆形时右行程接触
压力最大， 等腰三角形次之。

图 １１　 不同沟槽形状 ＣＳ１ 密封面的接触压力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Ｓ１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ａ）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１２ 所示为不同沟槽形状 ＣＳ２ 密封面的接触压
力。 从图 １２ （ａ） 可以看出， 左、 右行程 ＣＳ２ 密封面
接触压力出现波动变化规律， 不同沟槽形状的接触压
力规律不同， 左、 右行程规律也不同； 半圆形沟槽的
接触压力波动幅度最大， 等腰三角形波动幅度基本最
小， 波动幅度越大， 越容易产生泄漏； 沟槽形状为等
腰三角形时左行程接触压力平均值最大， 半圆形次
之； 沟槽形状为半圆形时右行程接触压力均值最大，

等腰三角形次之， 但两者接触压力差值较小， 左行程
接触压力值低于右行程。 所有沟槽形状的接触压力值
都大于流体压力 ７ ＭＰａ， 密封有效。 从图 １２ （ｂ） 可
以看出， 不同沟槽形状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平均值不
同， 同形状沟槽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差值较大； 沟槽
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左行程接触压力最大， 半圆形次
之， 而右行程则是半圆形接触压力最大， 等腰三角形
次之， 右行程接触压力远高于左行程。 综上所述， 沟
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密封性能最佳。

图 １２　 不同沟槽形状 ＣＳ２ 密封面的接触压力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Ｓ２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ａ）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４ ２　 沟槽数目对组合圈密封特性影响

选择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 沟槽数分别取 １、
３、 ５、 ７， 取流体压力为 ８ ＭＰａ、 沟槽宽度为 ０ １５
ｍｍ、 沟槽深度为 ０ １ ｍｍ、 沟槽间隔宽度为 ０ ４ ｍｍ，
其余参数与前文相同， 对组合圈进行有限元模拟。

图 １３ 所示为不同沟槽数时的静密封应力变化。
可知，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与沟槽数目呈正比例函数
关系增长， ＣＳ２ 密封面变化较小，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
力变化率大于 ＣＳ２。 滑环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随沟槽数目
增加而增大， 滑环槽数为 ０ ～ ３ 时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增长
率快于滑环槽数为 ３～５。 沟槽数目增加接触压力会增
大， 说明选择合适沟槽数目来提高密封性能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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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其中沟槽数为 ３ 较为合理。 ＣＳ１ 接触压力远高于
ＣＳ２， 滑环应力远大于 Ｏ 形圈是密封材料导致的。

图 １３　 不同沟槽数时的静密封应力

Ｆｉｇ １３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４ ３　 沟槽位置对组合圈密封特性的影响

选择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 沟槽数为 １， 沟槽

位置位于右侧位、 中间位及左侧位， 其余参数与前文

相同， 对组合圈进行有限元模拟。 图 １４ 所示为不同

沟槽位置时静密封应力图。 可知， 沟槽位置不同接触

压力也不同， 沟槽位于中间时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

最大， 位于左侧时最小； 沟槽位于右侧时 ＣＳ２ 密封

面接触压力最大， 其余 ２ 个位置接触压力相等，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主要集中于滑环内圆中间， ＣＳ２ 密封

面接触压力集中于外圆面及右侧面。
图 １５ 所示为不同沟槽位置 ＣＳ１ 密封面的接触

压力。 从图 １５ （ａ） 可看出，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

出现波动变化， 波动幅度较大； 左、 右行程接触压

力变化规律不同， 同沟槽位置右行程接触压力平均

值与左行程基本不相等； 左侧位、 右侧位接触压力

变化规律相同； 所有沟槽位置接触压力均比流体压

力 ８ ＭＰａ 大， 密封可靠。 从图 １５ （ ｂ） 可知， 沟槽

位置不同接触压力平均值不同， 沟槽位置相同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不同， 沟槽位于中间时接触压力最

大， 位于右侧时次之， 位于左侧时接触压力最小，
但也大于流体压力。

图 １４　 不同沟槽位置时 ＣＳ１ 密封面静密封接触压力

Ｆｉｇ １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１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 ｒｉｇｈ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 ｌｅｆ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１５　 不同沟槽位置 ＣＳ１ 密封面的接触压力

Ｆｉｇ １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１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 １６ 所示为不同沟槽位置时 ＣＳ２ 密封面的接触
压力。 从图 １６ （ａ） 可知，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呈现

波动变化， 波动幅度较大；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变化
规律不同， 左行程接触压力比右行程小； 沟槽位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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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时接触压力最大， 位于左侧时次之； 沟槽位置相
同右行程与左行程接触压力差距较大； 无论沟槽处于
什么位置， 最大接触压力均大于流体压力 ８ ＭＰａ， 密
封有效。 从图 １６ （ｂ） 可知， 不同沟槽位置接触压力
平均值不相同， 同沟槽位置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差距
较大， 沟槽位于右侧时接触压力最大， 位于左侧时次
之； 左行程接触压力比右行程低， 沟槽位于中间时接
触压力仍大于流体压力。

图 １６　 不同沟槽位置时 ＣＳ２ 密封面的接触压力
Ｆｉｇ １６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Ｓ２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４ ４　 沟槽宽度对组合圈密封特性影响

选择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 沟槽宽度分别取
０ １３、 ０ １５、 ０ １８ 和 ０ ２ ｍｍ， 其余参数与前文相同，
对组合圈进行有限元模拟。 图 １７ 所示为不同沟槽宽
度时的静密封应力。 可知， 沟槽宽度增加 ＣＳ１ 密封
面接触压力略微增大， 而 ＣＳ２ 密封面基本不变，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大于 ＣＳ２； ＣＳ２ 密封面接触压力高于
流体压力 ８ ＭＰａ， 可实现密封。 滑环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
随沟槽宽度增加而增大， 而 Ｏ 形圈应力几乎不变，
滑环应力远大于 Ｏ 形圈。

图 １８ 所示为不同沟槽宽度时 ＣＳ１ 密封面的接触
压力。 从图 １８ （ａ） 可看出，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呈
现波动变化， 波动幅度较大；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变

化规律不同， 沟槽宽度不同， 接触压力变化规律不
同， 沟槽宽度与接触压力平均值呈正比例关系； 最大
接触压力高于流体压力 ８ ＭＰａ， 动密封可靠。 从图
１８ （ｂ）可知， 沟槽宽度增大， 左、 右行程接触压力
平均值增加， 呈非线性变化规律； 接触压力变化率逐
渐增大， 接触压力差值呈现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趋
势， 右行程接触压力高于左行程。 综上所述， ＣＳ１ 密
封面接触压力随沟槽宽度增大而增大， 而静密封状态
ＣＳ２ 密封面接触压力及 Ｏ 形圈应力几乎不变。

图 １７　 不同沟槽宽度时的静密封应力
Ｆｉｇ １７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ｗｉｄｔｈ

图 １８　 不同沟槽宽度 ＣＳ１ 密封面的接触压力
Ｆｉｇ １８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Ｓ１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ｏｖｅ ｗｉｄｔｈ ｇｒｏｏｖｅ ｗｉｄｔｈｓ： （ａ）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ｐｈ； （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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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 高温、 高转速和往复运动耦合作用下， 组

合圈接触压力大于 Ｏ 形圈及星形圈， 其密封效果远

远优于 Ｏ 形圈及星形圈。
（２） 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密封性能最佳。

静密封状态下， 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 ＣＳ１ 和 ＣＳ２
密封面接触压力最大， 半圆形次之； 动密封状态下，
沟槽形状为等腰三角形时 ＣＳ１、 ＣＳ２ 密封面左行程接

触压力最大， 半圆形次之， 半圆形时右行程接触压力

最大， 等腰三角形次之。
（３） 静、 动密封状态下，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随

沟槽数增多而增大， 沟槽数目大于 ３ 时接触压力增长

率较小， 选择沟槽数为 ３ 较为合理。
（４） 静密封状态下， 沟槽位置位于中间时 ＣＳ１ 密

封面接触压力最大， 位于右侧时次之， 位于右侧时

ＣＳ２ 密封面接触压力最大， 其余两位置相等； 动密封

状态下， 沟槽位于中间时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最大， 位

于右侧时次之， 而位于右侧时 ＣＳ２ 密封面接触压力最

大， 位于左侧时次之。 因此， 沟槽位置于中间最合理。
（５） 静、 动密封状态下， ＣＳ１ 密封面接触压力随

沟槽宽度增大而增大， 而静密封状态下 ＣＳ２ 密封面

接触压力及 Ｏ 形圈应力几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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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磁流体密封耐压能力， 在传统磁流体密封结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 基于磁流

体密封耐压理论， 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 软件对新型变齿结构密封间隙内磁感应强度大小分布进行研究， 采用控制变量

法分析变齿宽系数、 变齿高系数 ２ 个因素单独及共同对磁流体密封耐压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变齿宽系数的增

加磁流体密封耐压能力先增加后减小； 随着变齿高系数的增加磁流体密封耐压能力逐渐减小； 变齿宽系数及变齿高系

数两因素共同作用时， 在变齿高系数及变齿宽系数均为 １ １ 的情况下磁感应强度差最大， 密封耐压性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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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磁流体密封技术被用于火箭液

体燃料稳固和宇航服真空密封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１］。 磁流体密封具有 “零泄漏”、 使用寿命长、 可

靠性高、 低维修成本、 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目前广

泛应用于航天、 电子、 化工、 机械、 能源、 环保、 医

疗等领域［２］。 磁流体密封的结构设计是决定密封间隙

内磁感应强度分布及密封性能的关键因素。 因此， 在

设计磁流体密封结构需准确计算出密封结构内磁感应

强度分布。 常规数值方法很难准确计算出密封结构内



磁感应强度分布， 而有限元计算法为解决这一难点提

供了有效的途径。 因此新型磁流体密封结构设计并利

用有限元方法进行磁场分析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２００２ 年李德才等［ ３］设计了应用于干式罗茨真空

泵的磁流体密封， 并对密封磁场进行有限元分析。
２００４ 年李保锋等［４］利用有限元数值计算方法及实验

证实了变齿宽结构能够提升磁流体密封耐压能力，
但未确定具体的齿宽变化系数。 ２００６ 年李国斌等［５］

利用有限元方法分析对比对齿聚磁结构和单侧极齿

聚磁结构的聚磁性能， 发现对齿结构中间极齿磁感

应强度远大于单侧极齿结构， 且密封性能约为单侧

极齿结构的 ２ 倍。 ２０１２ 年 ＲＡＤＩＯＮＯＶ 等［６］ 考虑极

靴和转轴材料的非线性磁性， 通过有限元软件分析

了磁流体密封装置的磁场强度分布以及磁流体的流

动特性， 发现磁场强度和磁流体流动特性在不同位

置处存在明显差异。 ２０１６ 年吴旭东等［７］ 在传统高速

磁流体密封装置的基础上对密封结构关键部件进行

优化设计， 并利用有限元软件模拟计算出优化后磁

流体密封结构中的磁感应强度， 验证了优化结构的

合理性。 杨小龙等［８］以阶梯式迷宫密封为基础提出

了一种阶梯式磁流体密封结构， 并通过有限元数值

计算方法分析阶梯式磁流体密封结构密封间隙内磁

场强度并计算出密封耐压能力， 发现随着径向密封

间隙的增大阶梯式磁流体密封耐压性能降低。 ２０２０
年 ＰＡＲＭＡＲ 等［９］ 通过有限元软件分析了不同极齿

结构、 密封间隙、 磁流体饱和磁化强度对密封性能

的影响。 吕涛涛等［１０］运用有限元软件分析磁流体密

封结构中磁场强度分布， 得到极齿结构参数、 数量

及密封间隙对磁场强度的影响。
磁流体密封装置一般是安装在其他设备上使

用， 所以对尺寸和质量有一定限制， 要求在有限的

空间内密封装置能满足耐压要求。 而目前磁流体密

封装置想要提高密封耐压值需增加密封级数［１１］ ， 这

与尺寸的限制要求相冲突。 针对在密封级数不变情

况下而提高密封耐压值这一问题， 本文作者设计了

一种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 并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Ｍａｘ⁃
ｗｅｌｌ 有限元软件对密封间隙内磁感应强度大小进行

计算， 采用控制变量法分析不同变齿系数对磁流体

密封性能的影响， 确定密封性能最优的变齿系数，
为磁流体密封装置的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拓展

了磁流体密封的使用范围。
１　 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

１ １　 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设计

磁流体是一种新型的功能材料， 它是将纳米级的

固体磁性材料通过表面活性剂均匀分散在液体介质中

而形成的稳定胶体溶液［１２］。 图 １ 是磁流体组成示意

图。 磁流体不但拥有流体特性而且具有磁响应特性，
所以应用领域广泛且发挥作用越来越大， 在密封领域

尤为突出。
基于传统磁流体密封结构， 设计了一种新型变

齿磁流体密封结构， 如图 ２ （ａ） 所示。 其主要由永

磁铁、 变齿极靴、 旋转轴、 磁流体、 密封外壳组

成。 根据转轴轴径为 ３０ ｍｍ 及文献［１３］设计变齿磁

流体密封各元件： 变齿极靴内径 Ｒａ、 外径 Ｒｇ、 轴向

宽度 Ｗ 尺寸分别为 １５ ２、 ３３、 １０ ｍｍ； 永磁铁内径

Ｒａ、 外径 Ｒｇ、 轴向宽度 Ｗ 尺寸分别为 ２３、 ３３、 ９ ５
ｍｍ； 外壳内径 Ｒａ、 外径 Ｒｇ、 轴向宽度 Ｗ 分别为

３３、 ３６、 ３７ ｍｍ。 各元件尺寸参数详情如表 １ 所示。

图 １　 磁流体组成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２　 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ｏｔｈ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ｓ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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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密封元件尺寸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参数 变齿极靴 永磁铁 密封外壳 旋转轴

内径 Ｒａ ／ ｍｍ １５．２ ２３ ３３ －
外径 Ｒｇ ／ ｍｍ ３３ ３３ ３６ １５
宽度 Ｗ ／ ｍｍ １０ ９．５ ３７ －

由于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中极齿尺寸随变齿系数

的改变而变化， 所以设计一套传统极齿结构并以该结

构为基础分析各变齿系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确定最

优变齿系数。 其齿宽 Ｌ ｔ、 齿高 Ｌｈ、 齿槽宽 Ｌｓ、 密封

间隙 Ｌｇ、 单个极靴极齿数量 Ｎ 分别为 １、 １ ８、 ２、
０ ２ ｍｍ、 ４， 尺寸参数详情如表 ２ 所示， 密封结构如

图 ２ （ｂ） 所示， 则变齿宽系数 λ 和变齿高系数 γ 可

用式 （１） 表示。

λ＝
Ｌ ｔ３

Ｌ ｔ２

＝
Ｌ ｔ２

Ｌ ｔ１

＝
Ｌ ｔ１

Ｌ ｔ

γ＝
Ｌｈ２

Ｌｈ１

＝
Ｌｈ１

Ｌｈ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表 ２　 极齿尺寸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ｏｌｅ ｔｅｅｔｈ
齿宽 Ｌｔ ／ ｍｍ 齿高 Ｌｈ ／ ｍｍ 齿槽宽 Ｌｓ ／ ｍｍ 齿数 Ｎ

１ １．８ ２ ４

１ ２　 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工作原理

由于磁回路的存在以及磁流体具有磁场响应特

性， 所以注入密封间隙内的磁流体会汇聚在变齿极靴

与旋转轴的密封间隙内并形成多个 “Ｏ” 形密封圈。
磁流体 “Ｏ” 形密封圈在工作过程中的位置和形状随

着密封介质侧压力的变化而改变， 变化过程如图 ３ 所

示。 图 ３ 中左侧为密封介质侧， 右侧为外界。 当左右

两侧压力相等磁流体 “Ｏ” 形密封圈不发生变化， 如

图 ３ （ａ） 所示； 当左侧压力大于右侧压力时磁流体

“Ｏ” 形密封圈向右移动并发生弯曲变形， 如图

３ （ｂ）所示； 当左侧压力大于右侧压力一定值时磁流

体 “Ｏ” 形密封圈中会形成气孔， 如图 ３ （ｃ） 所示；
当左右两侧压差超过磁流体密封耐压极限时磁流体

“Ｏ” 形密封圈会被击穿导致密封失效， 如图 ３ （ｄ）
所示。 破坏后的磁流体 “Ｏ” 形密封圈左右两侧压力

相等， 由于磁流体密封的自恢复特性则磁流体又会重

新愈合， 恢复耐压能力［ １４］。 为了提高磁流体密封耐

压值， 一般将磁流体密封设计为多极齿的结构， 因为

磁流体密封装置的耐压值为各磁流体 “Ｏ” 形密封圈

的耐压值之和［１５］。

图 ３　 磁流体工作变形示意

Ｆｉｇ 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１ ３　 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耐压理论

在一般情况下， 磁流体的伯努利方程［１６］可表示为

ｐ ＋ １
２
ρｆｖ

２ ＋ ρｆｇｈ － μ０ ∫Ｈ
０
ＭｄＨ ＝ Ｃ （２）

式中： ｐ 为磁流体的复合压力， Ｐａ； ρｆ为磁流体

密度， ｋｇ ／ ｍ３； ｖ 为磁流体速度， ｍ ／ ｓ； ｇ 是重力加速

度， ｍ ／ ｓ２； ｈ 为磁流体参考高度， ｍ； μ０为真空磁导

率； Ｍ 为磁流体磁化强度， Ａ ／ ｍ； Ｈ 为外磁场强度，
Ｔ； Ｃ 是常数。

对于磁流体密封中的静压场合， 速度对磁流体密

封的影响可以忽略。 同样由于密封间隙内的磁场力远

大于重力， 所以密封间隙中的重力效应也可以忽略。
因此， 磁流体密封的总密封压力简化为

Δｐ ＝ μ０ＭＳ∑
Ｎ

ｉ ＝ １
（Ｈｉ

ｍａｘ － Ｈｉ
ｍｉｎ） ＝ Ｍｓ∑

Ｎ

ｉ ＝ １
（Ｂ ｉ

ｍａｘ － Ｂ ｉ
ｍｉｎ） ＝

ＭｓΔＢｓｕｍ （３）
式中： Ｈｉ

ｍａｘ、 Ｈｉ
ｍｉｎ和 Ｂ ｉ

ｍａｘ、 Ｂ ｉ
ｍｉｎ分别是第 ｉ 个极齿

下的最大、 最小磁场强度和最大、 最小磁感应强度；
Ｎ 是密封总极数； Ｍｓ 是磁流体的饱和磁化强度；
ΔＢｓｕｍ是总磁感应强度差。

通过式 （３） 不难发现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耐压

性能主要取决于磁流体的饱和磁化强度以及总的磁感

应强度差。 所以要提高磁流体密封的耐压能力主要从

研发出具有高饱和磁化强度的磁流体和提高密封结构

总磁感应强度差 ΔＢｓｕｍ２ 个方面入手［１７］。
２　 仿真模型建立与计算

２ １　 模型建立及材料选择

由于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为轴对称结构， 所

以在 Ｍａｘｗｅｌｌ 软件中将模型简化为以 Ｚ 轴为对称轴的

二维平面结构。 根据前面所设计的磁流体密封结构参

数进行仿真模型建立， 并在模型周围创建计算区域。
仿真分析模型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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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仿真模型

Ｆｉｇ 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模型建立完成后对各元件进行材料选择及添加，
其中转轴、 变齿极靴材料为 １０ 钢； 永磁铁材料为钕

铁硼 （ＮｄＦｅ３５）， 其相对磁导率 μｒ ＝ １ ０９９ Ｈ ／ ｍ， 矫

顽力 Ｈｃ ＝ ８ ９×１０５ Ａ ／ ｍ； 密封外壳材料为铝； 计算区

域定义为空气。 各元件材料详情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密封元件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元件名称 材料

永磁铁 钕铁硼（ＮｄＦｅ３５）

旋转轴 １０ 钢（ｓｔｅｅｌ－１０）

密封外壳 铝（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变齿极靴 １０ 钢（ｓｔｅｅｌ－１０）

２ ２　 仿真条件设置与计算

在计算条件设置中将永磁铁的充磁方向设置为

＋Ｚ方向且磁力线平行于 Ｚ 轴， 计算区域边界 ＡＢ、
ＢＣ、 ＡＤ 设置 Ｂａｌｌｏｏｎ 边界， 计算最大迭代步数设置

为 ３０， 误差设置为 １％。 网格划分采用软件默认的四

面体网格， 每次迭代网格加密设置为 ３０％， 非线性

残差设置为 ０ １％。 图 ５ 所示为模型密封间隙周围网

格划分。 设置完成后便可进行检验计算。

图 ５　 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５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　 仿真结果与性能分析

３ １　 仿真结果

图 ６ 所示为计算完成后计算区域的磁场强度分

布。 可知， 磁场强度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在极齿与旋

转轴之间的密封间隙处磁场强度最大， 其余区域较小

且均匀。 根据磁流体具有磁场响应特性， 磁流体会聚

集在密封间隙中磁场强度大的区域， 并形成磁液密封

圈起到密封作用。

图 ６　 磁场强度分布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为了查看极齿和旋转轴密封间隙的磁感应强度变

化， 通过软件后处理器在密封间隙中间位置定义一条

平行于 Ｚ 轴的轨线 Ｅ－Ｆ， 如图 ７ 所示。 通过将计算出

的磁感应强度映射到此轨线上进行分析讨论。

图 ７　 磁感应强度测量位置

Ｆｉｇ ７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３ ２　 变齿宽系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当密封间隙为 ０ ２ ｍｍ 时， 沿轨线 Ｅ－Ｆ 方向不同

变齿宽系数下密封间隙内磁感应强度及变化曲线如图

８ 所示， 其中变齿宽系数 λ 分别为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可知， 磁感应强度映射到轨线 Ｅ－Ｆ 上时

呈现出结构性变化规律， 波峰对应极齿位置磁感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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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波谷对应齿槽位置磁感应强度。 传统磁流体密

封结构即变齿宽系数 λ ＝ １ 时， 由于边缘效应的存在

所以中间 ２ 个极齿位置对应的磁感应强度更大， 左右

两极齿位置对应磁感应强度被削弱了。 而新型变齿宽

磁流体密封结构中极齿宽度沿轨线 Ｅ－Ｆ 方向逐渐增

加， 右边极齿边缘效应的影响减小， 所以沿轨线 Ｅ－
Ｆ 方向极齿、 齿槽位置对应磁感应强度逐渐增大。 随

着变齿宽系数的增加， 远离永磁体位置的 ２ 个极齿位

置对应的磁感应强度逐渐减小， 而靠近永磁体位置的

２ 个极齿位置对应的磁感应强度逐渐增大后再减小。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计算各 λ 系数下磁感应强度

差 ΔＢｓｕｍ的大小， 结果如图 ９ 所示。 可知， 随着变齿

宽系数的增加磁感应强度差 ΔＢｓｕｍ先增加后减小， 并

且在 λ ＝ １ ２ 时值最大。 根据公式 （３） 说明新型变

齿宽结构可以提高磁流体密封的耐压能力。 以上分析

结果与文献［４］通过实验得到的变齿宽结构能提高密

封承压值的结论是一致的， 说明文中仿真计算方法及

参数设置是正确的。

图 ８　 不同变齿宽结构磁感应强度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ｏｔｈ ｗｉｄ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９　 磁感应强度差与变齿宽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ｏｔｈ ｗｉｄ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 ３　 变齿高系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在密封间隙为 ０ ２ ｍｍ 时， 沿轨线 Ｅ－Ｆ 方向不同

变齿高系数下密封间隙内磁感应强度及变化曲线如图

１０ 所示， 其中变齿高系数 γ 分别为 １、 １ １、 １ １５、
１ ２、 １ ２５。 可知， 与传统磁流体密封结构即变齿高

系数 γ ＝ １ 时相比较， 新型变齿高磁流体密封结构中

极齿高度沿轨线 Ｅ－Ｆ 方向逐渐增加， 右边两极齿、
齿槽对应的磁感应强度受边缘效应的影响更加明显，
所以沿轨线 Ｅ－Ｆ 方向右边两极齿位置对应磁感应强

度被削弱减小。 随着变齿高系数的增加， 在远离永磁

体位置的两极齿、 齿槽处的磁感应强度大小受变齿高

系数影响很小， 但靠近永磁体位置的两极齿、 齿槽处

的磁感应强度随着变齿高系数的增加逐渐减小。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计算各 γ 系数下磁感应强度差

ΔＢｓｕｍ的大小， 结果如图 １１ 所示。 可知， 随着变齿高

系数的增加磁感应强度差 ΔＢｓｕｍ逐渐减小， 说明变齿

高结构会降低磁流体密封的耐压能力。

图 １０　 不同变齿高结构磁感应强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ｏ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１１　 磁感应强度差与变齿高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ｏ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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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混合变齿系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在密封间隙为 ０ ２ ｍｍ 时， 沿轨线 Ｅ－Ｆ 方向分析

不同变齿宽系数及变齿高系数共同对密封间隙内磁感

应强度大小分布的影响， 进而得到对密封性能的影

响， 其中变齿宽系数 λ、 变齿高系数 γ 取值同前面

一致。
首先， 分析一系列变齿宽结构下不同变齿高系数

对磁感应强度差 ΔＢｓｕｍ大小的影响， 其结果如图 １２ 所

示。 可知， 随着变齿高系数的增加不同变齿宽结构对

应的磁感应强度差值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 其中变齿

宽系数为 １ １、 １ ２ 的变齿宽结构对应的磁感应强度

差值明显大于其余结构， 并在变齿宽系数、 变齿高系

数均为 １ １ 时磁感应强度差值最大。 变齿宽系数为

１ ３ 的变齿宽结构随变齿高系数的增加磁感应强度差

值变化情况和传统结构相反。 变齿宽系数为 １ ４ 的变

齿宽结构随着变齿高系数的增加磁感应强度差值变化

略有波动， 但其磁感应强度差值明显低于其他变齿结

构的磁感应强度差值。

图 １２　 不同变齿宽结构的 ΔＢｓｕｍ与 γ 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Ｂｓｕｍ ａｎｄ γ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ｏｔｈ ｗｉｄ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其次， 分析不同变齿高结构情况下不同变齿宽系

数对磁感应强度差值 ΔＢｓｕｍ大小的影响， 其结果如图

１３ 所示。 可知， 在所有变齿高结构中随着变齿宽系

数的增加其磁感应强度差值变化趋势相同， 都是先增

加后减小。 其中变齿高系数为 １ １、 １ １５ 的变齿高结

构中磁感应强度差最大值出现在变齿宽系数为 １ １ 的

情况下， 变齿高系数为 １ ２、 １ ２５ 的变齿高结构在变

齿宽系数为 １ ２ 时达到最大值。

图 １３　 变齿高结构 ΔＢｓｕｍ与 λ 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１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Ｂｓｕｍ ａｎｄ λ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ｏ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　 结论

（１） 以传统磁流体密封为基础设计了一种新型

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 为磁流体密封装置的设计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
（２） 通过软件后处理器， 得到了磁场强度分布

云图以及极靴和旋转轴密封间隙中间位置磁感应强度

变化曲线图。 研究发现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结构在极

齿位置磁场强度值最大， 决定了新型变齿磁流体密封

的可行性。
（３） 新型变齿宽密封结构中， 随着变齿宽系数

的增加， 磁感应强度差值先增加后减小， 且在变齿宽

系数为 １ ２ 时磁感应强度差值最大。 因此新型变齿宽

结构可以提高磁流体密封耐压能力。
（４） 新型变齿高密封结构中， 随着变齿高系数

的增加， 磁感应强度差值逐渐减小。 因此新型变齿高

结构会降低磁流体密封耐压能力。
（５） 新型混合变齿结构中， 在变齿宽系数、 变

齿高系数均为 １ １ 的情况下磁感应强度差值为最大

值， 密封性能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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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摩擦材料高温下的摩擦磨损性能和摩擦因数的稳定性， 利用正交试验法对多种纤维增强酚醛树脂基

摩擦材料的配方进行优化设计， 并通过极差分析， 探讨多种纤维及含量对摩擦材料性能的影响及摩擦材料的磨损机

制。 研究表明： 混杂纤维增强树脂基摩擦材料有着优异的耐磨性。 陶瓷纤维硬度较高， 开散混料后能够均匀分布在树

脂基体内， 对酚醛树脂基摩擦材料硬度、 内剪切强度以及摩擦因数影响最大； 碳纤维具有耐高温、 耐磨和自润滑的特

性， 其含量变化对酚醛树脂基摩擦材料磨损率影响最大； 在高温下， 碳纤维对磨损率影响更加显著， 其在摩擦过程中

逐渐磨损且分布至整个摩擦面， 可显著地降低材料磨损率。 纤维含量的不同致使磨损机制发生改变， 主要磨损有磨粒

磨损、 热磨损、 疲劳磨损和黏着磨损。
关键词： 混杂纤维； 树脂基摩擦材料； 耐磨性； 酚醛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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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汽车运行速度的提高， 现如今由单一纤维增

强的摩擦材料已不再满足汽车制动的要求， 采用多种

纤维协同来提升摩擦材料的性能已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使用的各种摩擦材料中， 树脂基摩擦材料使

用的范围最广， 这归结于它有着优良的摩擦磨损性

能， 制作简易、 价格低廉且制作流程简易［１－３］。 然

而， 树脂基摩擦材料在工作时常因温度过高而出现热



衰退现象， 这是由于其高温下摩擦因数稳定性不良造

成的［４－５］。 在树脂基摩擦材料中， 树脂起到黏结剂的

作用， 而纤维则作为增强体存在［６－７］。 许多研究人员

从增强纤维入手， 探讨了采用多种纤维协调增强树脂

基摩擦材料或是通过改性纤维来提高摩擦材料的摩擦

磨损性能， 以满足不同的制动工况。 ＬＡＲＳＥＮ 等［８］ 对

玻璃纤维与碳 ／ 芳纶混杂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摩擦材

料的摩擦磨损性能进行比较， 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的

接触压力和滑动速度条件下， 玻璃纤维增强环氧树脂

基摩擦材料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摩擦学行为。 费杰等

人［９］探究了碳纤维和莫来石晶须混合制备的摩擦材

料的性能， 发现碳纤维与莫来石晶须混合能够有效改

善树脂基摩擦材料的均匀性。 钟厉等人［１０］ 研究了铜

纤维、 芳纶纤维以及复合矿物纤维作为混杂纤维对树

脂基摩擦材料性能的影响， 发现由剪切变形产生的位

错使得混杂纤维的复合效应降低， 并且树脂基摩擦材

料的硬度与剪切强度受到其硬度和比例影响。 谢奥林

等［１１］将改性玄武岩纤维作为树脂基摩擦材料增强体

来研究其摩擦磨损性能， 发现改性后的玄武岩纤维在

制动时能在摩擦表面形成相对可靠的摩擦膜， 摩擦因

数更加稳定， 材料磨损率更低。 目前针对如何将多种

纤维协同耦合从而规避单一纤维的缺点， 发挥纤维组

合的优势以提升摩擦材料的各种性能， 尚需进一步

研究［１２］。
研究表明， 碳纤维、 陶瓷纤维、 芳纶浆粕以及黄

铜纤维作为摩擦材料增强体， 可提升材料的各种性

能。 碳纤维具有强度高、 耐疲劳、 耐高温、 耐磨损、
耐腐蚀、 尺寸稳定性好、 机械性能和自和性优良的优

点［１３］。 陶瓷纤维有着质量轻、 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化

学稳定性且耐高温等优点。 芳纶纤维的表面呈羽毛

状， 有着较大的表面积， 因此吸附性强， 它还有着强

度高、 模量高、 密度小和良好热稳定性等优点［１４］。
黄铜纤维作为摩擦材料中最常见的增强纤维， 在工作

过程中易发生转移， 在对偶面形成富铜层， 这样不仅

能够减少制动时发出的噪声， 而且可以提供可靠的摩

擦因数； 并且黄铜纤维还有着优秀的散热性［１５］。 本

文作者借助混杂纤维的协同耦合作用， 发挥出它们的

优点， 制备出更加优良的树脂基摩擦材料； 通过正交

试验探究上述 ４ 种纤维混杂在一起对摩擦材料摩擦磨

损性能的影响， 分析不同含量多种混杂纤维的树脂基

摩擦材料的磨损机制， 为混杂纤维增强摩擦材料的制

备和应用提供参考。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原材料与试验配方

增强纤维为短切碳纤维、 硅酸铝陶瓷纤维、 芳纶

浆粕和黄铜纤维， 摩擦性能调节剂和填料为摩擦粉、
煅烧石油焦炭、 人造石墨、 鳞片石墨、 锆英石、 铬铁

矿、 硫酸钡、 蛭石和硫化锑等。 文中采用正交试验设

计， 以确定其最合适的配方比例。 正交试验采用 ４ 因

素、 ３ 水平， 得到的 ９ 种试样组成及试样编号见表 １。

表 １　 增强纤维正交试验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ｆｉｂｅｒ

试样编号
质量分数 ｗ ／ ％

碳纤维 芳纶浆粕 陶瓷纤维 黄铜纤维

Ｔ２１ ２ ２ ４ ４

Ｔ２２ ２ １．６ ３ ６

Ｔ２３ ２ １．２ ２ ８

Ｔ３１ ３ ２ ３ ８

Ｔ３２ ３ １．６ ２ ４

Ｔ３３ ３ １．２ ４ ６

Ｔ４１ ４ ２ ２ ６

Ｔ４２ ４ １．６ ４ ８

Ｔ４３ ４ １．２ ３ ４

１ ２　 试样的制备

采用一次热压成型技术制备摩擦材料， 具体步

骤为

（１） 采用精确度为 ０ １ 的 Ｙｈｃ１０８ 型电子秤按配

方比例称取原材料。
（２） 将原材料一并放入混料机充分混和。 芳纶

浆粕和陶瓷纤维先使用 ＸＬ６３３ 型犁耙式混料机进行

２５ ｍｉｎ 开散处理。
（３） 加热模具到模芯温度达到 １５０ ℃， 并将配

料倒入模腔。 将 ＸＬ４００Ｔ 型四柱压力机的压力设置为

２０ ＭＰａ， 设置 ３ 次预压， 每 １０ ｓ 排气一次， 在完成

预压后保压 ５ ｍｉｎ。 之后将制动片放入 ＳＭＯ－３ 型精密

电热鼓风干燥箱中， 将温度加热到 １４０ ℃， 并保温 １
ｈ， 然后再加热到 １６０ ℃， 并保温 １ ｈ， 最后加热到

１８０ ℃， 并保温 ４ ｈ， 随后让其冷却直至室温。 取出

热处理之后的制动片用 ＸＬ４２１ 型切样机切割出试样。
１ ３　 摩擦材料性能测试

１ ３ １　 力学性能测试

采用 ＸＬ１０１ 型剪切强度试验机测定摩擦材料内

剪切强度， 且在当剪切力大于 ５ ０００ Ｎ 时， 载荷加载

速率应该在 （４ ５００±２ ２５０） Ｎ ／ Ｓ 的范围内。 摩擦材料

的硬度测定采用 ＨＲ－１５０Ａ 型洛氏硬度计。
１ ３ ２　 摩擦磨损性能测试

根据 ＧＢ ５７６３—２０１８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中的

第四类制动衬片测试规范， 采用 ＸＬ１１２ 型摩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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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试验机测试摩擦材料的摩擦因数和磨损率。 选用

ＨＴ２５０ 的灰铸铁作为摩擦盘材质， 试样加载压力为

０ ９８ ＭＰａ， 摩擦盘的旋转速度是 ４８０ ｒ ／ ｍｉｎ。 首先将

制备的试样在试验机上在 １００ ℃下进行磨合， 直至试

样与摩擦盘的接触面达到 ９５％以上， 然后在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 下依次测定试样的摩擦磨损

性能。 试样的摩擦因数 μ 可以通过试验设备的拉力传

感器得到的数据， 按照公式 （１） 计算得出。

μ＝ ｆ
Ｆ

（１）

式中： μ 为摩擦因数； Ｆ 为加载在每个试样上的

法向压力， Ｎ； ｆ 为摩擦力， Ｎ。
试样的磨损率 Ｖ 可以通过 ＧＢ ５７６３—２０１８ 《汽车

用制动器衬片》 标准中的计算公式求得， 即公

式 （２）。

Ｖ＝ １
２πＲ

× Ａ
ｎ
×
ｄ１ －ｄ２

ｆｍ
（２）

式中： Ｖ 为磨损率， ｃｍ３ ／ （ Ｎ·ｍ）； Ｒ 为试样中

心和圆盘旋转轴之间的距离， 具体为 １５０ ｍｍ； ｎ 为

摩擦圆盘的总转数； Ａ 为试样摩擦面的总面积， ｃｍ２；
ｄ１、 ｄ２分别为试验前后试样的平均厚度， ｃｍ； ｆｍ 为总

平均摩擦力， Ｎ。
１ ３ ３　 试样微观形态观测

使用 Ｅ１０１０ 型真空镀金仪对试样进行处理， 然

后再使用 Ｓ３７００Ｎ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摩擦材料试验

后的表面磨损情况观察分析。
２　 结果与探讨

２ １　 混杂纤维对材料硬度和内剪切强度的影响

各试样材料硬度和内剪切强度的测定结果， 如图

１ 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增强纤维对摩擦材料硬度

和内剪切强度的影响， 对其洛氏硬度和内剪切强度的

极差值进行了分析计算， 见表 ２ 和表 ３。

图 １　 混杂纤维增强树脂基摩擦材料的强度与硬度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ｒｅ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表 ２　 摩擦材料洛氏硬度的极差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极差值 碳纤维 芳纶浆粕 陶瓷纤维 黄铜纤维

均值

ｋＨ１ ６８．５ ６４．９ ７０．８ ６７．４
ｋＨ２ ６７．２ ６８．５ ５９．１ ６９．９
ｋＨ３ ６５．１ ６７．３ ７０．９ ６３．４

极差 ＲＨ ３．４ ３．６ １１．８ ６．５

注： ｋＨ为洛氏硬度均值； 洛氏硬度极差值 ＲＨ ＝ ｋＨｍａｘ－ｋＨｍｉｎ。

表 ３　 摩擦材料内剪切强度的极差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极差值 碳纤维 芳纶浆粕 陶瓷纤维 黄铜纤维

均值

ｋτ１ ５．７３７ ６．０７７ ５．１７０ ５．４２０
ｋτ２ ５．４５７ ５．３５３ ６．０４０ ５．８８３
ｋτ３ ５．７９０ ５．５５３ ５．７７３ ５．６８０

极差 Ｒτ ０．３３３ ０．７２３ ０．８７０ ０．４６３

注： ｋτ为内剪切强度均值； 内剪切强度极差值 Ｒτ ＝ ｋτｍａｘ－ｋτｍｉｎ。

树脂基摩擦材料选用的最佳硬度范围一般为 ５０～
１００ ＨＲＢ。 如果硬度太大， 则容易在制动时产生噪声

并造成对偶损伤［１６］； 如果硬度太小， 则在法向载荷

的作用下实际接触面积变大， 黏附效果增强， 黏附磨

损增加。 由图 １ 与表 ２ 可见， 试样硬度值均维持 ５０～
７５ ＨＲＢ 之间； 试样 Ｔ３３ 硬度最高， 达到 ７４ ４ ＨＲＢ，
而试样 Ｔ３１ 硬度最低， 仅 ５３ ８ ＨＲＢ， 由表 ２ 可知，
陶瓷纤维的硬度极差值最大， 随后依次为铜纤维、 芳

纶浆粕和碳纤维。 显然， 摩擦材料硬度受陶瓷纤维的

影响最显著， 受碳纤维的影响最小。 究其原因是陶瓷

纤维自身有着较高的硬度， 在树脂摩擦材料基体里可

形成致密的网状结构， 因而对改善摩擦材料基体的硬

度具有显著作用； 而碳纤维质地柔软且表面光滑， 会

影响与树脂的黏合强度， 因而对摩擦材料的硬度影响

较小。 对于树脂基摩擦材料， 要求适当的硬度以降低

制动噪声， 提供舒适的制动条件并减少制动盘的磨

损， 添加碳纤维有利于摩擦材料的减摩降噪。
通过图 １ 还可以发现试样的内剪切强度均在 ５～７

ＭＰａ 之间； 试样 Ｔ４１ 的内剪切强度高达 ６ ５４ ＭＰａ，
试样 Ｔ４２ 最低只有 ５ ０１ ＭＰａ。 结合表 ３ 可知， 内剪

切强度极差值最大的是陶瓷纤维， 随后分别是芳纶浆

粕、 黄铜纤维和碳纤维。 硅酸铝陶瓷纤维和芳纶纤维

的形态相对松散， 在开散处理后， 它们交织并分布在

摩擦材料中， 形成致密的网络结构， 并与树脂基体完

全结合［１７］， 因此对改善摩擦材料的剪切强度具有非

常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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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混杂纤维对材料摩擦因数和磨损率的影响

制动过程中温度会导致摩擦材料的摩擦因数和磨

损率发生显著变化， 从而直接影响其摩擦结合性能。
为了深入探讨混杂纤维随制动过程中温度对摩擦材料

摩擦因数和磨损率的影响， 采用极差分析法分析并归

纳了每组增强纤维对树脂基摩擦材料摩擦磨损性能的

影响。
２ ２ １　 对摩擦因数的影响

如图 ２ 所示， 为升温阶段摩擦因数的测定结果。

图 ２　 试样摩擦因数随温度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由图 ２ 可知， 多数试样在 １５０ ℃时其摩擦因数达

到最大值， ２００ ℃时， 试样的摩擦因数出现减少， 热

衰减现象也同时发生。 然而对比 ３００ ～ ３５０ ℃的高温

阶段与 ２００～２５０ ℃的中温阶段， 可以发现试样高温

阶段的摩擦因数变化程度比较小， 且大多数试样没有

明显的热衰减现象发生。 表明在高温阶段， 各试样的

摩擦因数都处于稳定状态， 且热衰退性稳定。 通过观

察各试样的摩擦因数曲线， 发现试样 Ｔ２１ 和 Ｔ２３ 的曲

线较为平滑， 摩擦因数的稳定性更好。 在高温下， 试

样 Ｔ４１ 的摩擦因数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在 ３５０ ℃时，
其他试样的摩擦因数都比试样 Ｔ４１ 的摩擦因数低。

通过分析计算得出的升温摩擦因数的极差值见表

４。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陶瓷纤维的极差值在整个升

温试验过程中最高， 即对试样整体摩擦因数影响最大

的是陶瓷纤维； 而在高温阶段， 黄铜纤维的极差值最

大， 即对试样的高温摩擦因数影响最大的则是黄铜

纤维。

表 ４　 升温摩擦因数的极差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ｉｎｇ

极差值 碳纤维 芳纶浆粕 陶瓷纤维 黄铜纤维

ＲＣ整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ＲＣ高温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２１

结合升温摩擦因数的变化趋势与其极差值计算结

果可以看出， 在整个升温阶段对摩擦材料的摩擦因数

影响最大的是陶瓷纤维。 这是因为充分开散的陶瓷纤

维在摩擦材料中形成致密的网状结构， 该结构与树脂

基紧密结合， 从而提升摩擦材料强度［１８］； 同时， 陶

瓷纤维具有优异的特性， 如耐高温、 硬度较高和良好

的比强度等， 可明显地改善摩擦材料的摩擦因数。 黄

铜纤维和碳纤维对酚醛树脂摩擦材料的高温摩擦因数

影响较大。 黄铜纤维作为一种金属纤维， 比对偶盘的

硬度更低且其延展性出色， 在与对偶盘发生摩擦时，
摩擦材料表面上的黄铜纤维逐渐转变为薄膜形式， 将

增加接触面积并使得高温摩擦因数更加稳定。 碳纤维

的各项力学性能优异， 且耐磨性好、 抗疲劳、 热导率

好， 可减少摩擦材料的磨损。 并使得摩擦材料在高温

摩擦过程中摩擦因数相对稳定。 因此， 黄铜纤维和碳

纤维对稳定摩擦材料的高温摩擦因数具有显著作用。
２ ２ ２　 对磨损率的影响

如图 ３ 所示为各试样的磨损率随温度变化趋势。
制动片的使用寿命受到磨损率大小的影响。 若磨

损率太大， 会导致制动片的使用寿命大大缩短［１９］。
由图 ３ 可知， 各试样的磨损率随着温度的不断提高而

上升； 其中在 ３５０ ℃时磨损率最大的是试样 Ｔ４２， 其

值为 ３ ８５×１０－８ ｃｍ３ ／ （Ｎ·ｍ）。 试样均满足国家标准

对摩擦材料磨损率最大值为 ２ ５×１０７ ｃｍ３ ／ （Ｎ·ｍ）的
要求［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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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试样磨损率随温度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由表 ５ 中试样磨损率的极差分析发现， 碳纤维在

整个试验过程中的极差值最大， 芳纶纤维的极差值最

小， 表明碳纤维对试样磨损率的影响最大， 而芳纶纤

维对试样磨损率的影响程度最小。
结合整个测试过程和高温阶段磨损率的极差分析

发现， 酚醛树脂摩擦材料的磨损率受碳纤维的影响均

最大。 这是因为碳纤维具有耐高温、 耐磨损以及自润

滑性好的特点， 在摩擦过程中碳纤维不断磨损， 通过

磨屑逐渐散布到整个摩擦表面， 起到润滑作用， 致使

摩擦材料的磨损率随之减少。

表 ５　 试样磨损率的极差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ｅａｒ ｒａｔｅ

极差值 碳纤维 芳纶浆粕 陶瓷纤维 黄铜纤维

ＲＷ整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ＲＷ高温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２ ２ ３　 磨损表面形貌分析

试样的磨损形貌各不相同， 高温阶段定速试验的

试样磨损表面形貌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试样磨损表面形貌 ＳＥＭ 图 （５００×）
Ｆｉｇ ４　 ＳＥＭ ｏｆ ｗ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５００×）： （ａ） Ｔ２１； （ｂ） Ｔ２２； （ｃ） Ｔ２３；

（ｄ） Ｔ３１； （ｅ） Ｔ３２； （ｆ） Ｔ３３； （ｇ） Ｔ４１； （ｈ） Ｔ４２； （ｇ） Ｔ４３

　 　 图 ４ （ａ） 所示为试样 Ｔ２１ 磨损表面形貌， 磨损

表面存在一条明显的裂痕， 且裂痕中存有磨屑； 磨损

表面还存在较多明显的犁沟， 这是硬质填料对摩擦表

面的犁削作用产生的。 试样 Ｔ２１ 的磨损类型可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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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面疲劳磨损以及部分磨粒磨损。
图 ４ （ｂ） 所示为试样 Ｔ２２ 磨损表面形貌， 摩擦

层有着良好的连续性， 存在少量磨屑和许多犁沟， 且

几乎没有增强纤维脱落。 试样 Ｔ２２ 中的芳纶浆粕较其

他组试样占比较大， 使得基体的抗剪和冲击强度显著

提高， 改善了其磨损表面的裂痕状况。 其磨损类型主

要为磨粒磨损。 从图 ４ （ ｃ） 与图 ４ （ ｆ） 可以看出，
相较于试样 Ｔ２２， 试样 Ｔ２３ 与试样 Ｔ３３ 出现更多的磨

屑， 且犁沟依旧大量存在， 存在少许剥落和裂纹。 这

是因为摩擦过程中试样中的黄铜纤维转变为薄膜形

态， 增大了其接触面积， 且稳定了摩擦因数， 降低了

磨损率。 其主要磨损类型都是磨粒磨损。 图 ４ （ ｇ）
所示为试样 Ｔ４１ 的磨损表面形貌， 可见磨损表面存在

少量磨屑和许多犁沟， 少许几处存在剥落现象， 摩擦

层的连续性良好。 试样 Ｔ４１ 中芳纶浆粕较其他几组试

样占比最大， 保障了摩擦层的稳定， 这也符合试样

Ｔ４１ 拥有最高的摩擦因数这一结论， 其摩擦类型主要

是黏着磨损并同时存在少量的磨粒磨损。 图 ４ （ ｄ）
所示为试样 Ｔ３１ 磨损表面形貌， 可以发现磨损表面较

多的剥落和一些磨屑， 犁沟深且明显， 摩擦表面出现

断裂和脆性剥落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摩擦力的作用使

得基体材料变形， 一些黏附性不好的材料便脱落下

来， 剥落的颗粒物又在摩擦过程中反复划伤摩擦面，
更加剧了磨粒磨损。 其磨损机制是较严重的磨粒

磨损。
图 ４ （ｅ） 所示为试样 Ｔ３３ 的磨损表面形貌， 可

见摩擦表面致密连续， 有着许多明显的犁沟和些许裂

纹， 仍旧出现断裂和脆性剥落。 原因是杂化纤维之间

的交叉网络结构有利于吸收高分子聚合物分解产生的

气体。 但是， 在压缩应力和剪切应力的共同作用下，
摩擦材料将剥落， 形成片状的磨屑， 磨屑被反复压碎

形成粒状颗粒， 从而不断刮擦摩擦表面并形成犁沟现

象。 其磨损形式表现为磨粒磨损和热磨损。
图 ４ （ｈ） 所示为试样 Ｔ４２ 的磨损表面形貌， 可

见稳定摩擦层的面积不大， 摩擦层上不仅有明显裂

痕， 而且犁沟深又宽， 摩擦表面和裂缝中都存在许多

磨屑。 这是因为摩擦热和外部热源让有机物迅速分

解， 减弱黏接强度， 致使摩擦层易被撕裂， 基体大面

积暴露在外， 这与试样 Ｔ４２ 的磨损率最高现象吻合，
主要磨损形式呈现为热磨损、 黏着磨损和疲劳磨损。

图 ４ （ ｉ） 所示为试样 Ｔ４３ 中磨损表面形貌， 从

图中几乎没有观察到光滑平整的摩擦面， 表面存在大

量犁沟、 剥落、 磨屑和裂缝， 且许多基体直接暴露在

外。 这是增强纤维对基体支撑强度不足的体现， 温度

的升高使得基体中有机物不断分解， 导致基体黏接强

度不断减弱， 在摩擦过程中不断地剥落产生磨屑， 其

磨损形式主要为热磨损和疲劳磨损。
综上， ９ 种试样的主要磨损形式为磨粒磨损、 热

磨损、 疲劳磨损和黏着磨损。
３　 结论

（１） 研究的 ４ 种纤维中， 对酚醛树脂摩擦材料

的硬度、 内剪切强度和升温时的摩擦因数影响最大的

是陶瓷纤维； 黄铜纤维和碳纤维对酚醛树脂摩擦材料

的升温摩擦因数影响较大， 对稳定摩擦材料摩擦因数

作用相对明显； 芳纶纤维对于摩擦材料摩擦因数的影

响较小。
（２） 酚醛树脂摩擦材料的磨损率受碳纤维的影

响最大， 而受芳纶纤维的影响最小； 陶瓷纤维和黄铜

纤维对摩擦材料的磨损率影响程度与碳纤维较为接

近； 碳纤维对磨损率的影响程度随温度升高而显著

增强。
（３） 各种纤维含量的不同会导致摩擦材料的磨

损机制发生改变， 存在磨粒磨损、 热磨损、 疲劳磨损

和黏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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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改善轧钢机轴承用润滑脂的性能， 采用不同质量分数的石墨烯对润滑脂进行了改性， 测定各润滑脂样品

的锥入度和滴点， 使用四球摩擦试验机研究石墨烯对润滑脂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白光干涉仪和

拉曼光谱仪等分析石墨烯在润滑脂中的减摩抗磨机制。 结果表明： 石墨烯作为添加剂能提高润滑脂的滴点和改善润滑

脂的极压性能以及减摩抗磨性能。 当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２％时， 对润滑脂极压性能的提升效果最好， 表现为烧结负

荷和综合磨损值最大， 较基础脂分别提高了 ２９ ０％和 ２４ ０％； 当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 对润滑脂减摩抗磨性能

的提升效果最好， 摩擦因数和磨斑直径较基础脂润滑时分别下降了 ２２ ４％和 １３ ０％， 磨损体积减少了 ４３ ０％， 且最大

无卡咬负荷提高了 ２１ ２％。 石墨烯在摩擦过程中， 吸附在摩擦表面， 形成保护薄膜阻止了摩擦副材料的直接接触， 减

少了磨损， 同时提高了润滑脂的承载能力。
关键词： 石墨烯； 润滑脂； 添加剂； 摩擦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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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的摩擦磨损是机械设备损坏的最主要的原因

之一， 易引发机械系统的灾难性故障， 因此更好地降

低材料的摩擦磨损显得尤为重要， 而润滑则是控制摩

擦磨损的有效途径。 润滑脂作为减少运动副材料之间

摩擦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各类工程机械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１－３］。 目前， 由于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 润滑

脂的使用条件也越来越苛刻， 因此对润滑脂各性能的

要求更高。
近年来研究发现， 在润滑脂中添加各种纳米材

料， 如 Ａｌ２Ｏ３、 Ｃｕ、 ＭｏＳ２等， 能有效地改良润滑脂的

性能［４－７］。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等［８］、 ＭＯＨＡＭＥＤ 等［９］ 使用

碳纳米管作为润滑脂添加剂， 发现碳纳米管可以提高

润滑脂的极压能力、 抗磨性能和承载能力。 ＮＡＮ
等［１０］探究了纳米铜作为凹凸棒土基润滑脂添加剂的

减摩抗磨作用， 并通过 ＳＥＭ、 ＸＰＳ 和三维形貌扫描

仪对摩擦表面进行分析， 发现铜及其氧化物在磨损面

上形成了均匀分布的摩擦膜， 有效提升了润滑的摩擦

学性能。 ＤＵＭＤＵＭ 等［１１］ 研究了 ＣｅＦ３ 作为润滑脂添

加剂的摩擦学性能。 研究发现， ＣｅＦ３ 可以降低润滑

脂的摩擦因数， 同时可以提高锂基脂和铝基脂的承载

能力。
石墨烯材料以其特殊的二维结构和优异的物理化

学性能， 作为一种新的环境友好型润滑剂广受学者的

关注。 ＦＡＮ 等［１２］研究了多层石墨烯作为固体添加剂

对润滑脂摩擦学和抗磨性能的影响， 提出石墨烯有望

改善锂基润滑脂的摩擦性能。 卢小辉等［１３］ 将氧化石

墨烯加入到润滑脂中， 研究不同润滑脂样品的典型指

标和摩擦学性能， 发现氧化石墨烯的加入能有效降低

磨损减少摩擦。 目前， 对于石墨烯在润滑领域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其润滑油中的分散稳定性， 作为润滑脂添

加剂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
轧钢机轴承工作过程中要承受重载荷、 大冲击和

高温等各种恶劣工况， 脂润滑对保障其正常运转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减少轴承磨损， 轧钢机轴承要求

润滑脂耐高温抗水淋， 良好的冷却能力、 抗氧化安定

性、 防锈性和稳定性， 对轧辊和制品表面有良好的清

洁作用， 使用成本低。 为改善轧钢机轴承用润滑脂的

性能， 本文作者将石墨烯加入到轧钢机专用脂中， 使

用四球试验机研究石墨烯对润滑脂承载能力、 减摩抗

磨性能的影响， 并分析石墨烯在润滑脂中的减摩抗磨

机制。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及仪器设备

试验所用的材料主要有： ３０３＃石墨烯 （粒径 Ｄ５０，
０ ５ μｍ； 粒径 Ｄ９０， ２ μｍ， 层数 １ ～ １０ 层 （ ＞９８％），

厚度小于 ３ ５ ｎｍ）， 广西清鹿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 复合磺酸钙基础脂， 长沙众城石油化工公司

生产； 石油醚 （纯度 ９９％）： 上海易恩化学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 无水乙醇 （工业级）， 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生产。
试验设备主要有： ＪＰ－０４０Ｓ 超声分散仪， Ｓ６５ 型

三辊研磨机， ＳＤ－２８０１Ａ 锥入度测定仪， ＫＡ－５０２ 润

滑脂宽温度范围滴点测定仪， ＭＲＳ－１０Ａ 四球摩擦磨

损试验机， Ｂｒｕｋｅｒ ＮＰＦＬＥＸ 白光干涉仪， 配备 ＥＤＳ 分

析的 ＳＩＧＭＡ３００ 扫描电子显微镜， ５３２ ｎｍ 激光激发操

作的 ＸｐｌｏＲＡ ｐｌｕｓ 拉曼光谱仪。
１ ２　 石墨烯材料的表征

使用具有 ＥＤＳ 分析功能的 ＳＩＧＭＡ３００ 扫描电子显

微镜观察石墨烯结构并分析元素含量。 ＥＤＳ 分析结果

表明， 石墨烯只含碳和少量的氧元素， 如图 １ （ ａ）
所示。 扫描电镜观察到 ３０３＃石墨烯典型的层状结构，
同时具有一些重叠和卷曲， 如图 １ （ｂ） 所示。

图 １　 Ｘ 射线能谱图 （ａ） 以及石墨烯粉末的扫描电镜图 （ｂ）
Ｆｉｇ １　 ＥＤＳ ｉｍａｇｅ （ａ） ａｎｄ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ｂ）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ｐｏｗｄｅｒ

图 ２ 示出了石墨烯结构图和拉曼谱图。 可以看

出， 实验所用石墨烯在 １ ３５０、 １ ５８０ 和 ２ ７００ ｃｍ－１处

有明显的 Ｄ 峰、 Ｇ 峰与 ２Ｄ 峰， 为石墨烯特有的特征

峰。 其中 Ｄ 峰用来表征碳材料的缺陷和无序度； Ｇ
峰表征了碳原子的伸缩振动， 用来衡量石墨类材料的
结晶程度； 用强度比 ＩＧ ／ Ｉ２Ｄ可以估计石墨烯的层数，
当 ＩＧ ／ Ｉ２Ｄ＜０ ７ 时， 为单层； ＩＧ ／ Ｉ２Ｄ在 ０ ７ ～ １ ０ 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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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 当 ＩＧ ／ Ｉ２Ｄ＞１ 时， 石墨烯为多层［１４］。 从图 ２ 可

以看出 Ｇ 峰强度比 ２Ｄ 峰高， 说明试验所用 ３０３＃石墨

烯是少层石墨烯。

图 ２　 ３０３＃石墨烯结构图 （ａ） 和拉曼谱图 （ｂ）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 ｏｆ ３０３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１ ３　 石墨烯润滑脂的制备

试验所用基础脂为 ３ 号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其

基本理化指标见表 １。 石墨烯润滑脂制备步骤为： 用

电子天平称取基础脂 １００ ０ ｇ 于烧杯中， 按配方称取

一定量的石墨烯加入烧杯中并初步机械混合均匀， 然

后将 １０ ｍＬ 石油醚倒入烧杯中并同时用玻璃棒缓慢搅

拌； 将润滑脂放进干燥箱中于 ６０ ℃ 下干燥 ３０ ｍｉｎ，
以使石油醚快速挥发完全， 然后采用 ＪＰ －０４０Ｓ 分散

仪在 ７０ ℃下超声分散 １ ｈ； 为使石墨烯与润滑脂混合

均匀， 最后将制得的润滑脂经 Ｓ６５ 型三辊机研磨 ３
遍， 制得膏状润滑脂试样。 采用上述的方法依次制备

了石 墨 烯 质 量 分 数 为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４％的润滑脂。

图 ３ 所示为 ３０３＃石墨烯、 基础脂及石墨烯润滑

脂外观。 可以看到，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为棕褐色

状， 而加入石墨烯后， 润滑脂呈亮黑色， 且石墨烯添

加量越大润滑脂颜色越黑。 石墨烯在润滑脂中不易发

生流动， 能保持良好的分散稳定性， 不易团聚。

表 １　 基础脂基本理化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ｂａｓｅ ｇｒｅａｓｅ

项目 数据指标 试验方法

工作锥入度 λ ／ （０．１ ｍｍ） ２３６ ＧＢ ／ Ｔ ２６９
滴点 ｔ ／ ℃ ＞３３０ ＧＢ ／ Ｔ ３４９８

铜片腐蚀（Ｔ２ 铜片，１００ ℃，２４ ｈ）
铜片无绿色

或黑色变化

ＧＢ ／ Ｔ ７３２６
乙法

钢网分油（１００ ℃，２４ ｈ）ｗ１ ／ ％ １．３ ＳＨ ／ Ｔ ０３２４
水淋流失量（７９ ℃，１ ｈ）ｗ２ ／ ％ ０．１２ ＳＨ ／ Ｔ ０１０９
防腐蚀性（５２ ℃，４８ ｈ） ／ 级 １ ＧＢ ／ Ｔ ５０１８
极压性能（四球机法）ｐＤ ／ Ｎ ６ ０７９ ＳＨ ／ Ｔ ０２０２
十万次剪切变化率 ϕ ／ ％ ３．４ ＧＢ ／ Ｔ ２６９

图 ３　 ３０３＃石墨烯 （ａ）、 基础脂 （ｂ） 及

石墨烯润滑脂 （ｃ） 外观

Ｆｉｇ 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３０３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ａ）， ｂａｓ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ｂ）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ｃ）

１ ４　 性能测试

锥入度和滴点是润滑脂非常重要的指标， 分别表

征润滑脂软硬程度和使用的温度范围。 为此， 采用

ＳＤ－２８０１Ａ 测定仪测定所制备的润滑脂样品的不工作

锥入度， ３ 次测量取平均值。 润滑脂的滴点根据

ＡＳＴＭ Ｄ２１７—２０１７ 标准， 使用 ＫＡ－５０２ 测定仪测量。
使用 ＭＲＳ－１０Ａ 四球试验机对润滑脂的摩擦学性

能进行测试， 试验原理如图 ４ 所示。 试验过程中， 上

钢球不断旋转， 在一定载荷下以点接触的方式与 ３ 个

固定的下钢球接触。 将制备的润滑脂试样加入球盒

中， 并使润滑脂没过钢球， 主轴带动试样旋转。 使用

６３１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７ 卷



ＧＣｒ１５ 小钢球为试验用球 （直径 １２ ７ ｍｍ， 硬度为

６５ＨＲＣ）。 试验载荷为 ３９２ Ｎ， 转速为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试验结束后用光学显微镜测量每个钢球 ２ 个方向的磨

斑直径 （精确到 ０ ０１ ｍｍ）， 取算数平均值作为磨斑

直径。 重复 ３ 次实验， 取平均值为作为最终结果。
标准 ＧＢ ／ Ｔ ３１４２—８２ 测定润滑脂承载能力， 根据

标准 ＳＨ ／ Ｔ ０２０２—９２ 测定润滑脂极压性能。 根据四球

试验中最大无卡咬负荷 ｐＢ值和烧结负荷 ｐＤ值与综合

磨损值（ＺＭＺ）Ｄ 的相关性［１５］， 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下

Ｄ＝ ０ １８４ １ｐＢ＋０．０９１ ７ｐＤ＋４ ９ （１）
根据得到的最大无卡咬负荷 ｐＢ值和烧结负荷 ｐＤ

值可求出综合磨损值 ＺＭ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石墨烯对滴点和锥入度的影响

图 ４ 示出了石墨烯对润滑脂的滴点和锥入度的影

响。 可知， 含石墨烯的润滑脂滴点均高于基础脂， 随

着石墨烯质量分数增加， 滴点总体呈上升的趋势， 可

能原因是石墨烯分布于润滑脂的三维骨架结构中， 本

身耐高温， 起到了阻抗基础油滴落的作用； 锥入度较

基础脂略微变大但不明显 （变化范围在 １ ｍｍ 内），
推测可能是搅拌过程中润滑脂受到剪切作用导致亦或

是测定过程的误差所致。 以上说明石墨烯的加入提高

了润滑脂滴点， 对锥入度的影响不大。

图 ４　 石墨烯对润滑脂滴点 （ａ） 和锥入度 （ｂ） 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ｏｐ ｐｏｉｎｔ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２ ２　 石墨烯对承载能力的影响

由图 ５ （ａ） 可以看出， 随着润滑脂中石墨烯质

量分数增加， 最大无卡咬负荷 ｐＢ 值先增大后减小，
其中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 ｐＢ 值最大， 为 １ ２３６
Ｎ， 比基础脂提高了 ２１ ２％。 从图 ５ （ｂ） 可以看出，
当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２％时 ｐＤ 值最大， 为 ７ ８４５ Ｎ，
比基础脂提高了 ２９ ０％。 从图 ５ （ｃ） 可以看出， 当

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２％时， 润滑脂的 ＺＭＺ 值最大，
随着质量分数继续地增大， ＺＭＺ 值呈递减趋势。

综上， 石墨烯能提高润滑脂的承载能力和极压性

能， 且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２％左右时， 改善效果最

为明显， ＺＭＺ 值最大， 较基础脂增加约 ２４ ０％。

图 ５　 石墨烯对润滑脂的 ｐＢ 值 （ａ）、 ｐＤ 值

（ｂ） 及 ＺＭＺ 值 （ｃ） 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ｎ ｐＢ ｖａｌｕｅ （ａ）， ｐＤ

ｖａｌｕｅ （ｂ） ａｎｄ ＺＭＺ ｖａｌｕｅ （ｃ）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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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石墨烯对减摩抗磨性能的影响

图 ６ 示出了润滑脂的摩擦因数和石墨烯质量分数

的关系。 可以看出， 在摩擦过程中， 含有石墨烯的润

滑脂的摩擦因数较基础脂都有所降低， 且摩擦后期明

显减缓了摩擦因数升高的趋势。 可见， 石墨烯作为轧

钢专用脂添加剂能有效地提升其减摩性能。 其中， 当

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 润滑脂的摩擦因数最

小， 减摩效果最好， 相比基础脂摩擦因数降低了约

２２ ４％。

图 ６　 各润滑脂样品的摩擦因数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ｅａ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图 ７ 示出了不同润滑脂样品润滑下钢球的磨斑直

径和稳定摩擦后的平均摩擦因数。 可以看到， 基础脂

润滑时的平均磨斑直径为 ０ ４６ ｍｍ， 而在含有石墨烯

的润滑脂润滑下， 钢球磨斑直径都明显减小； 当石墨

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 钢球磨斑直径最小， 为 ０ ４０
ｍｍ， 相比基础脂减小了约 １３ ０％， 这和图 ７ 中摩擦

因数曲线一致。

图 ７　 不同石墨烯质量分数下的摩擦因数和平均磨斑直径

Ｆｉｇ ７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计算得到的不同石墨烯质量分数下钢球的磨损体

积如图 ８ 所示。 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磨损体积

最小， 为 ３ ９５ × １０－４ ｍｍ３， 相比基础脂的磨损体积
６ ９２×１０－４ ｍｍ３， 减少了约 ４３％。

综上， 当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润滑脂具有

最小的摩擦因数、 最小的磨斑直径和最小的磨损体

积。 当石墨烯质量分数大于 ０ ３％时， 钢球的摩擦因

数、 磨斑直径有一定的增加， 推测这是由于过量的石

墨烯添加剂在摩擦过程中出现了结块团聚。 以上结果

说明适量的石墨烯作为添加剂能对润滑脂性能起到积

极的作用。

图 ８　 石墨烯质量分数对钢球体积磨损体积和磨斑直径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

２ ４　 磨损表面分析

试验后用白光干涉仪测量小球磨擦面的粗糙度
Ｒａ 和最大高度差 ΔＺ。 图 ９ 示出了不同润滑脂样品润

滑下钢球摩擦表面的形貌。 ５ 种润滑脂润滑下， 钢球

摩擦 表 面 粗 糙 度 分 别 为 ２ ５９５、 １ ７５７、 ２ ４７４、
１ ７３３、 １ ７４７ μｍ。 选取摩擦表面的最高点与最低点

计算最大高度差， 得到 ５ 种润滑脂润滑下摩擦表面最

大 高 度 差 分 别 为 ３ ５２７、 ２ ５６１、 ２ １９８、 １ ３２３、
１ ６７８ μｍ。 可见， 在含石墨烯润滑脂润滑下， Ｒａ 和

ΔＺ 都低于基础脂， 其中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时，
ΔＺ 最小， 磨痕最浅且表面粗糙度也最小。 石墨烯可

以有效地降低磨痕的表面粗糙度和降低磨损， 可以有

效地提高基础脂的摩擦学性能。
图 １０ 示出了基础脂和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的

润滑脂润滑下钢球磨损表面的 Ｒａｍａｎ 谱图和局部谱

图。 可看出， 在波长 ２ ８５０ ｃｍ－１ 附近， 质量分数

０ ３％的石墨烯润滑脂润滑下的摩擦表面出现了亚甲

基 （ＣＨ２） 峰， 可能在摩擦过程中润滑脂中的基础油

在摩擦表面形成了保护油膜。 在 ６４０ ｃｍ－１处都检测出

了衍射峰， 该衍射峰为含 Ｆｅ 的氧化物的峰， 说明在

摩擦过程中在摩擦界面发生氧化反应生成了氧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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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的脂样品润滑下， 在波

长为 １ ３５０ 和 １ ５８０ ｃｍ－１附近出现了衍射峰， 这为石

墨烯典型的 Ｄ 峰和 Ｇ 峰， 说明石墨烯在摩擦过程中

在摩擦表面上生成了保护薄膜。 该薄膜吸附于表面，
阻止了摩擦副材料的直接接触和摩擦， 从而减少了摩

擦表面的磨损。

图 ９　 不同石墨烯质量分数润滑脂润滑下钢球磨损表面三维形貌、 粗糙度 Ｒａ 及最大高度差 ΔＺ
Ｆｉｇ ９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 ｗｅ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ａ） ｗ＝ ０ （Ｒａ ＝

２ ５９５ μｍ， ΔＺ＝ ３ ５２７ μｍ）； （ｂ） ｗ＝ ０ １％ （Ｒａ ＝ １ ７５７ μｍ， ΔＺ＝ ２ ５６１ μｍ）； （ｃ） ｗ＝ ０ ２％ （Ｒａ ＝ ２ ４７４ μｍ， ΔＺ＝
２ １９８ μｍ）； （ｄ） ｗ＝ ０ ３％ （Ｒａ ＝ １ ７３３ μｍ， ΔＺ＝ １ ３２３ μｍ）； （ｅ） ｗ＝ ０ ４％ （Ｒａ ＝ １ ７４７ μｍ， ΔＺ＝ １ ６７８ μｍ）

图 １０　 基础脂和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的润滑脂润滑下钢球磨损表面的 Ｒａｍａｎ 谱图 （ａ） 和局部谱图 （ｂ）
Ｆｉｇ １０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ｂ）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ｓ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０ ３％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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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少层石墨烯作为润滑脂添加剂可以提高润

滑脂的滴点， 能有效地提高其极压性能。 其中， 石墨

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２％时润滑脂的 ｐＤ 值最大， 比基础脂

提高约 ２９ ０％， 润滑脂的 ＺＭＺ 值也最大， 较基础脂

提高了 ２４ ０％， 且润滑脂承载能力优良。
（２） 少层石墨烯作为润滑脂添加剂均可以有效

地提高其润滑性能。 其中， 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０ ３％
时， 润滑脂的摩擦因数、 磨斑直径和磨损体积均最

小， 分别较基础脂降低了 ２２ ４％、 １３％和 ４３％。
（３） 摩擦过程中， 石墨烯在摩擦表面形成保护

薄膜吸附于表面， 阻止摩擦副材料的直接接触， 因而

减少了摩擦表面的磨损， 并且在摩擦表面发生了氧化

反应生成 Ｆｅ 的氧化物来保护摩擦表面， 使润滑脂的

极压承载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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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转子式空调压缩机摩擦噪声主要来源于其内部相互接触的各个运动副。 为识别转子式空调压缩机摩擦噪声

的来源， 通过销盘实验测定曲轴与上下法兰组成的系统中不同摩擦副的摩擦因数， 拟合得到摩擦－速度负斜率曲线；
建立曲轴法兰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以摩擦－速度负斜率曲线加载， 提取其复特征值和等效阻尼比， 初步分析摩擦噪声

可能发生的频率。 对实际采集的压缩机噪声信号进行 ＥＭＤ－ＦａｓｔＩＣＡ 分析， 提取出摩擦噪声的频率来印证初步猜想。 为

预测系统摩擦噪声的发生趋势， 试调整动摩擦因数和静摩擦因数， 以不同的摩擦－速度负斜率曲线对曲轴法兰模型进

行加载， 分析摩擦因数对噪声发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曲轴法兰系统中， 摩擦噪声来源为曲轴下止推部的止推面与

下法兰上端面的摩擦自激振动； 对于止推面－下法兰运动副， 减小摩擦力－速度负斜率中的静摩擦因数和滑动摩擦因数

均有助于抑制摩擦噪声的产生。
关键词： 摩擦噪声； 转子压缩机； 摩擦－速度负斜率； 独立成分分析； 复特征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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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 对空调的性能要求也有了较高的要求， 但空调噪
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其中空调压缩机［１］为噪声的
主要源头。

摩擦噪声来源于阀片与气缸的摩擦［２］， 除此之外
还有曲轴与法兰、 止推面与法兰、 滚子与气缸壁、 滚
子与曲轴、 滑片与滑槽以及滑片与滚子等运动副的摩
擦。 在压缩机工作时， 机体中的阀片、 滑片等运动件
的敲击会产生频率高于 ２ ０００ Ｈｚ 的突发性噪声［３］，
而旋转压缩机的各个运动副的相对滑动会产生频率为
１ ６００～２ ０００ Ｈｚ 的摩擦噪声。

转子式空调压缩机的摩擦噪声研究一直都是一个
难题， 由于摩擦噪声是自激振动产生的噪声， 其能量
反馈条件看不见也测不到， 只能根据振动现象和逻辑
方法来推断， 因此其推断也具有主观成分， 其噪声形
成机制和噪声的识别［４］和控制是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作者通过销盘实验测量摩擦因数［５］， 通过实
验数据拟合磨损状态下不同摩擦副试件的摩擦－速度
负斜率曲线； 在 Ａｂａｑｕｓ 中提取压缩机曲轴法兰系统
的复特征值， 并对压缩机实测噪声信号进行 ＥＭＤ－
ＦａｓｔＩＣＡ 分析； 运用摩擦自激振动［６］ 理论解释摩擦噪
声的发生频率， 然后对摩擦因数进行调整， 探索滑动
摩擦因数和静摩擦因数对系统噪声发生趋势的影响。
１　 摩擦－速度负斜率曲线

为测量压缩机各个滑动摩擦副的摩擦因数， 采用
销盘试验机将采集的电压信号进行中值滤波［ ７ ］ 获取
稳定电压， 再将电压按实验前标定表达式转化为摩擦
因数， 将电机转速换算为相对滑动速度， 得到滑动速
度和摩擦因数的一一对应关系， 按照摩擦－速度负斜
率［ ８ ］表达式形式拟合曲线。

μ＝μｋ＋（μｓ－μｋ）ｅ
－ｄｖ （１）

式中： μ 为摩擦因数； μｋ为动摩擦因数； μｓ为静
摩擦因数； ｄ 为衰减系数； ｖ 为滑动速度。

试件在磨损状态下极易产生摩擦噪声， 用磨损试
件组实验后得到拟合曲线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图 １　 曲轴－法兰滑动速度与摩擦因数拟合曲线
Ｆｉｇ 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ａｎｋｓｈａｆｔ ａｎｄ ｆｌａｎｇｅ

图 ２　 止推面－法兰滑动速度与摩擦因数拟合曲线

Ｆｉｇ 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ｕｓ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ｌａｎｇｅ

分别得到两组试件动摩擦因数μｋ和静摩擦因数μｓ

以及衰减系数 ｄ，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试件组的摩擦－速度负斜率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ｌｏｐ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ｇｒｏｕｐ
试件组 μｋ μｓ ｄ

曲轴法兰 ０ ０５７ ２８ ０ ２８６ ０ ０００ ７７
止推面法兰 ０ １７４ ９ ０ ３３７ ７ ０ ００１ ５

２　 有限元仿真分析
２ １　 复特征值分析法

复特征值法［ ９ ］可以预测系统发生摩擦自激振动，
是 ＹＵＡＮ［１０］提出的一种数值方法。 找到系统稳定状
态的平衡位置并施加动态扰动， 计算复特征值判断系
统的稳定性， 摩擦系统运动方程简化形式为

Ｍｒ ｘ
··＋Ｃｒｘ

·＋Ｋｒｘ＝ ０ （２）
简化后的特征方程为
（Ｍｒλ

２＋Ｃｒλ＋Ｋｒ）＝ ０ （３）
式中： Ｍｒ、 Ｃｒ和 Ｋｒ为质量矩阵、 阻尼矩阵和刚

度矩阵； λ 为特征方程的特征值。
通解以复数的形式表示：
ｘ（ ｔ） ＝ ∑ϕｉｅｘｐ ［（αｉ ＋ ｊ ωｉ） ｔ］ （４）
式中： ϕｉ为特征向量； αｉ和 ωｉ为特征值实部和虚

部； ｊ 为虚部单位。
等效阻尼比判断系统稳定性：
ζ＝ －２α ／ ω （５）
特征值大于 ０ 且负等效阻尼比绝对值越大时， 系

统发生自激振动产生摩擦噪声的趋势就更大。
２ ２　 有限元模型建立

通过三维软件 Ｃａｔｉａ 将曲轴、 上下法兰实体结构
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 并建立曲轴与上下法兰的实体
模型， 导入 Ａｂａｑｕｓ 中进行装配， 曲轴下止推面完全
接触下法兰上端面。 零件的材料属性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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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零件材料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零件
密度 ρ ／

（ｋｇ·ｍ－３）
弹性模量

Ｅ ／ ＧＰａ
泊松比

曲轴 ７ １９０ １６３ ０ ３
上法兰 ７ ３００ １３０ ０ ３
下法兰 ７ ３００ １３０ ０ ３

在 Ａｂａｑｕｓ 中定义零件的材料属性， 定义分析步，
依次设置 ｓｔｅｐ 为 ｓｔａｔｉｃ 静力步、 ｓｔａｔｉｃ 旋转步， 然后再

设置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模态提取固有频率， 最后用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提 取 复 频 率， 设 置 提 取 频 率 的 范 围 为

０～１３ ０００ Ｈｚ。
曲轴与上下法兰、 曲轴止推面与法兰接触公式均

采用有限滑移算法。 曲轴的止推面接触表面定义为从

面， 法兰接触面定义为主面， 切向属性采用罚函数定

义摩擦力， 后续在 ｉｎｐ 文件旋转分析步中采用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命令， 使曲轴相对于法兰有一个微小的初始

滑动速度， 再添加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ｃａｙ 语句使模型按照

摩擦－速度负斜率曲线加载。
将曲轴上端圆柱侧面耦合约束到两端面的中心参

考点， 定义曲轴重力和边界条件： 上下法兰 ４ 个螺纹

孔采用铰接 Ｕ１ ＝Ｕ２ ＝Ｕ３ ＝ ０， 参考点在 ｓｔａｔｉｃ 静力步中

仅释放 Ｕ３方向的自由度， 在 ｓｔａｔｉｃ 旋转步中约束其所

有自由度。
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１１ ］， 将所有接触区进行网

格细化， 网格单元类型均采用六面体 Ｃ３Ｄ８Ｉ 单元，
有限元模型网格划分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曲轴－法兰模型网格划分

Ｆｉｇ ３　 Ｍｅｓ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ａｎｋｓｈａｆｔ ｆｌ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

曲轴法兰系统一共有 ２３ 阶复模态， 仅在第一阶

复模态 ｆ＝ １ ０８５ Ｈｚ 和第五阶复模态 ｆ ＝ ３ ９１８ Ｈｚ 等效

阻尼比为负值。 不稳定模态［１２］ 振型如图 ４ 所示， 等

效阻尼比分别为－０ ３７４ ０２ 和－０ ０００ ２７。 根据噪声发

生的可能性将 ｆ＝ １ ０８５ Ｈｚ 视为系统产生模态耦合［１３］

的主要频率 （主导频率）， ｆ ＝ ３ ９１８ Ｈｚ 视为次要频率

（非主导频率） 进行研究。

图 ４　 曲轴法兰系统的 ２ 个不稳定模态

Ｆｉｇ ４　 Ｔｗｏ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ａｎｋｓｈａｆｔ－ｆｌａｎ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 ｓｈａｐｅ ａｔ ｆ＝ １ ０８５ Ｈｚ；

（ｂ）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 ｓｈａｐｅ ａｔ ｆ＝ ３ ９１８Ｈｚ

３　 噪声信号分析

３ １　 ＥＭＤ－ＦａｓｔＩＣＡ 分析

在压缩机指定测点获取 ３０ Ｈｚ 工况下噪声源声压

信号如图 ５ 所示， 数据采集时间为 １１ ｓ。
传统的经验模态分析 （ＥＭＤ） 可将信号分解为

ＩＭＦ 分量和残差， 但是可能存在较多的虚假的分量。
为解决该问题， 可以采用经验模态分析和独立成分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即 ＥＭＤ－ＦａｓｔＩＣＡ［１ ４ ］， 选取与原信号

相关系数明显较大的 ＩＭＦ， 再和原信号一起进行独立

成分分析， 可以从噪声信号中分析出不同噪声源的盲

源［１５］成分， 盲源结果具有无序性［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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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噪声源声压信号

Ｆｉｇ ５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

从噪声源信号中可以分离出 １９ 个 ＩＭＦ 分量， 得

到所有分量和原信号相关系数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ＩＭＦ 与原信号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Ｆ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ＭＦ 序号 相关系数

１－５ ０ ５０７ ２ ０ １８４ ５ ０ ２７２ ０ ５４５ ９ ０ ４４５ ９
６－１０ ０ ２１３ ７ ０ ０７８ ２ ０ ０４２ 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９ ５
１１－１５ ０ ０７５ ８ ０ １７０ １ ０ １６５ ４ ０ １５９ ９ ０ １１７ ５
１６－１９ ０ １３２ ７ ０ １０３ ２ ０ ００９ ７ ０ ００７ ２

选取 ＩＭＦ１、 ＩＭＦ２、 ＩＭＦ４、 ＩＭＦ５、 ＩＭＦ６ 和 ＩＭＦ１２
和原信号一起作独立成分分析， 得到 ７ 个盲源信号如

图 ６ 所示。

图 ６　 ＩＣＡ 盲源分离信号

Ｆｉｇ ６　 ＩＣＡ ｂｌｉ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对分离出来的盲源信号分别做快速傅里叶变换，
可以得到不同噪声源的频率， 其中从盲源 ５ 提取出频

率为 １ ０８２ Ｈｚ， 这和仿真得出的不稳定模态频率极为

接近， 这也印证了之前仿真结果， 盲源 ５ 的 ＦＦＴ 分析

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盲源 ５ 信号 ＦＦＴ
Ｆｉｇ ７　 Ｂｌｉ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５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ＦＴ

３ ２　 摩擦噪声来源和趋势分析

对于曲轴和上下法兰接触副， 在衰减系数 ｄ 不变

的情况下， 以 ５ 组不同的动摩擦因数 ｕｋ （分别为

０ ２８６、 ０ ２、 ０ １５、 ０ １ 和 ０ ０５７ ２８）， 相同的静摩擦

因数 ｕｓ ＝ ０ ２８６ 进行仿真； 或者 ５ 组不同的静摩擦因

数 ｕｓ （分别为 ０ ３、 ０ ２８６、 ０ ２５、 ０ ２、 ０ １５） 和相

同的动摩擦因数 ｕｋ ＝ ０ ０５７ ２８ 进行仿真， 得到的结果

完全相同， 主次频等效阻尼比均为 － ０ ３７４ ０２ 和
－０ ０００ ２７。 这说明曲轴法兰的摩擦因数大小对系统

无影响， 因此初步推测摩擦噪声来源可能为止推面与

下法兰的摩擦自激振动。
取 ５ 组不同的静摩擦因数， ｕｓ 分别为 ０ ３５、

０ ３３７ ７、 ０ ３、 ０ ２５ 和 ０ ２， 动 摩 擦 因 数 ｕｋ 为

０ １７４ ９， 衰减系数 ｄ 为 ０ ００１ ５ 进行仿真， 得到主要

频率 （主导频率） 和次要频率 （非主导频率） 在不

同静摩擦因数下的频率分布分别如图 ８ 所示。
可以发现摩擦因数对系统模态频率的影响很小，

并可以推定摩擦噪声 ｆ ＝ １ ０８５ Ｈｚ 为止推面与法兰所

产生。 在不同静摩擦因数条件下， 得到的主次频率的

等效阻尼比变化的趋势如图 ９ 所示。
静摩擦因数增大同样会使次频的发生趋势不断上

升， 但噪声信号并没分析出和仿真的次频接近的特征

频率。 由此推测出： 在实际的工况中， 在润滑条件下

的止推面与法兰的最大静摩擦因数应在 ０ ２ 以下。
同样以相同的静摩擦因数 ｕｓ和衰减系数 ｄ， ５ 组

不同的动摩擦因数 ｕｋ （分别为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１７４ ９、
０ ２ 和 ０ ２５） 的摩擦负斜率曲线对止推面－法兰运动

副进行仿真， 其他运动副摩擦因数仍按照原来的摩

擦－速度负斜率变化， 得到主频率等效阻尼比变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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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ａ） 所示。
当 ｕｋ＞０ １５ 时， 随着摩擦因数的不断增大， 等效

阻尼比的绝对值也在不断增大， 系统不稳定的趋势上

升； 而当 ０ １＜ｕｋ ＜０ １５ 时， 等效阻尼比变化并不明

显， 幅值变化也相对较小。
不同的是， 随着止推面法兰间动摩擦因数的增

加， 系统次频的等效阻尼比绝对值越来越小， 产生摩

擦噪声的趋势反而减小， 如图 １０ （ｂ） 所示。 在实际

工况中也未发现与之相近的频率， 因此， 为了避免

ｆ＝ ３ ９１８ Ｈｚ 摩擦噪声产生或减小其发生的趋势， 可适

当提高止推面与法兰的动摩擦因数或减小静摩擦因数

来实现。

图 ８　 不同静摩擦因数下主次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 ９　 不同静摩擦因数主频和次频的等效阻尼比

Ｆｉｇ 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 １０　 不同动摩擦因数下主频和次频的等效阻尼比

Ｆｉｇ １０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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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 转子式压缩机曲轴法兰系统模态耦合易发

频率为 ｆ＝ １ ０８５ Ｈｚ 和 ｆ＝ ３ ９１８ Ｈｚ， 前者为主导频率。
（２） 在曲轴法兰系统中， ｆ ＝ １ ０８５ Ｈｚ 摩擦噪声

来源为曲轴下止推部的止推面与下法兰上端面的摩擦

自激振动， 曲轴与上下法兰的径向接触部分均无摩擦

噪声产生。
（３） 对于止推面－下法兰运动副， 减小摩擦－速

度负斜率中的动摩擦因数和静摩擦因数均有助于对系

统产生 ｆ＝ １ ０８５ Ｈｚ 摩擦噪声趋势的抑制， 工程中应

定期对该接触面织构物进行处理， 并充分润滑以消除

低频噪声。
（４） 研究表明： 为避免次要 （非主导） 频率 ｆ ＝

３ ９１８ Ｈｚ 摩擦噪声产生， 需控制止推面－下法兰副静

摩擦因数在 ０ ２ 以下； 滑动摩擦因数对非主导频率的

发生趋势影响反常， 但变化幅值小， 可忽略其对摩擦

噪声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 盛辉．滚动转子式压缩机止推轴承摩擦磨损性能分析与实

验研究［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１．
ＳＨＥＮＧ 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ｒｏ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Ｄ］．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２］ 王东伟．沟槽型织构化表面调控界面摩擦振动噪声行为的

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１９．
ＷＡＮＧ Ｄ Ｗ．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ｇｒｏｏｖｅ－ ｔｅｘ⁃
ｔｕｒ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

［３］ 陈光雄．金属往复滑动摩擦噪声的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

大学，２００２．
ＣＨＥＮ Ｇ Ｘ．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ｏｉ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

［４］ 靳海水，何继访，毛开智．小波分析在转子式压缩机噪声源

识别中的应用［Ｃ］ ／ ／ 国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２０１０ 年国际制冷技术交流会论文集．珠海：国家节能环

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制冷学会，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２０１０．
［５］ 施浩磊．销盘式滑动摩擦因数测试仪的研制［Ｄ］．杭州：中国

计量学院，２０１２．
ＳＨＩ Ｈ 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ｉｎ－ｏｎ－ｄｉｓｋ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ｉｆｆｃｉｅｎｔ
ｔｅｓｔｅｒ［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

［６］ 张胜．铁路小半径曲线钢轨波磨预测模型及波磨抑制方法

的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Ｓ．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ａｉｌ 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ｉｇｈｔ ｃｕｒｖｅｓ［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
［７］ 刘海峰，王朝盛，胡勇，等．火电机组数据处理中数据滤波方

法研究［Ｊ］．电力科学与工程，２０２０，３６（８）：７２－７８．
ＬＩＵ Ｈ Ｆ，ＷＡＮＧ Ｃ Ｓ，ＨＵ Ｙ，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６（８）：７２－７８．

［８］ 张立军，吴军，孟德建．模态耦合及摩擦因数－速度斜率与黏

滑运动的关系［ 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３
（１２）：１８５０－１８５９．
ＺＨＡＮＧ Ｌ Ｊ，ＷＵ Ｊ，ＭＥＮＧ Ｄ Ｊ．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ｍｏｄｅ 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 ｍｏ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４３（１２）：１８５０－
１８５９．

［９］ 胡艳，黄盼盼．基于复特征值法的轮盘制动尖叫噪声研究

［Ｊ］．铁道机车车辆，２０１５，３５（１）：５４－５６．
ＨＵ Ｙ，ＨＵＡＮＧ Ｐ Ｐ．Ｓｃｒｅａｍｉｎｇ ｎｏｉ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ｈｅｅｌ－ｄｉｓｃ ｂｒａ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Ｊ］．Ｒａｉｌｗａｙ Ｌｏｃｏ⁃
ｍｏｔｉｖｅ ＆ Ｃａｒ，２０１５，３５（１）：５４－５６．

［１０］ ＹＵＡＮ Ｙ． Ａｎ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ｓｑｕｅ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９ｔｈ ＩＳＡＴ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ＩＳＡＴＡ，１９９６：３－６．

［１１］ 王家鋆，敖勇，邓志成．汽轮机内缸有限元分析与网格划分

方案优化［Ｊ］．计算机辅助工程，２０２０，２９（２）：３４－３８．
ＷＡＮＧ Ｊ Ｙ，ＡＯ Ｙ，ＤＥＮＧ Ｚ Ｃ．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ｔｅａｍ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２９（２）：３４－３８．

［１２］ 齐兆悦．不同润滑状态下柔性轴承摩擦噪声研究［Ｄ］．哈尔

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９．
ＱＩ Ｚ Ｙ．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ｂｅａｒ⁃
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

［１３］ 袁强．盘式制动器的热结构耦合分析及振动模态研究［Ｄ］．
太原：太原理工大学，２０１３．
ＹＵＡＮ Ｑ． Ｔｈｅｒｍａｌ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ｐ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 ｂｒａｋｅ［Ｄ］．Ｔａｉｙｕａｎ：Ｔａｉｙ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

［１４］ 郑伟然．基于 ＥＭＤ 和 ＩＣＡ 的混合信号分离算法研究［Ｄ］．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８．
ＺＨＥＮＧ Ｗ 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

［１５］ 王亮．基于独立成分分析的盲信号分离算法研究［Ｄ］．西
安：西北工业大学，２００５．

［１６］ 于宏志，沈颖刚，毕凤荣．ＥＭＤ－Ｒｏｂｕｓｔ ＩＣＡ 在柴油机噪声源

识别中的应用［Ｊ］．噪声与振动控制，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７８－１８２．
ＹＵ Ｈ Ｚ，ＳＨＥＮ Ｙ Ｇ，ＢＩ Ｆ 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Ｄ－Ｒｏｂｕｓｔ ＩＣＡ
ｔｏ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Ｊ］．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７８－１８２．

６４１ 润滑与密封 第 ４７ 卷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第 ４７ 卷 第 １ 期

润滑与密封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ａｎ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０１５０ ２０２２ ０１ ０２１
文献引用： 顾春兴，戴黎．质量守恒润滑模型的快速数值计算方法［Ｊ］ ．润滑与密封，２０２２，４７（１）：１４７－１５２．
Ｃｉｔｅ ａｓ：ＧＵ Ｃｈｕｎｘｉｎｇ ＤＡＩ ｌｉ．Ａ ｆａ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Ｊ］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４７（１）：１４７－１５２．

∗基金项目： 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１９ＹＦ１４３４５００）；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点项目 （１８０６０５０２４０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２－１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１－０２－０８
作者简介： 顾春兴 （１９８９—），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摩

擦学设计。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ｕｎｘｉｎｇｇｕ＠ ｆｏｘｍａｉｌ ｃｏｍ。

质量守恒润滑模型的快速数值计算方法∗

顾春兴　 戴　 黎
（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 为了准确地预测流体动压润滑的油膜压力分布， 流体润滑模型的数值计算需要采用质量守恒的空穴边界条

件， 然而， 采用质量守恒的空穴边界条件将会导致求解流体润滑模型的计算时间显著增加。 为高效精确地求解流体动

压润滑问题， 结合 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ｕｒｍｓｉｓｔｅｒ－Ｎｅｗｔｏｎ－Ｓｃｈｕｒ （ＦＢＮＳ） 方法和网格细化 （Ｇｒｉｄ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策略， 提出一种快速

收敛的计算流体压力分布的数值仿真方法。 该方法采用 ＦＢＮＳ 方法， 将流体润滑模型的离散方程组转化为无约束方程

组， 以便使用牛顿迭代法求解； 然后采用网格细化策略， 将润滑模型在粗网格上的计算结果作为细网格上的初始值，
从而加快油膜压力计算的收敛速度。 采用所提出的快速收敛的数值方法对不同算例进行计算， 结果表明， 相比传统方

法， 该方法能够使含油机械系统润滑问题的数值计算变得更精确和更高效。
关键词： 流体动压润滑； 质量守恒边界； 网格细化； 油膜压力； 表面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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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ｏｉｌ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ｇｒｉｄ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在大多数机械系统中， 流体动压润滑是广泛存在 的。 这些机械系统包括径向滑动轴承系统、 止推轴承

系统、 活塞环 ／ 缸套系统和机械密封系统等。 一般情

况下， 当机械系统的 ２ 个接触面之间存在收敛和发散

间隙时， ２ 个接触面间将会产生流体动压力。 此时，
润滑油能有效地分离接触表面以减少摩擦［１］。

近年来， 表面织构作为一种降低摩擦磨损的有效

手段， 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



究［２－７］。 然而， 在涉及流体动压润滑的数值模拟中，
流体润滑区域可能会出现空穴现象［８－１０］。 同时， 由于

表面织构的存在， 润滑油膜破裂后会发生润滑油膜的

重构。 因此， 在计算流体压力时， 需要对空穴边界进

行质量守恒处理， 以准确地完成摩擦学系统润滑性能

的预测［１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

质量 守 恒 空 化 算 法。 其 中， 由 ＪＡＫＯＢＳＳＯＮ 和

ＦＬＯＢＥＲＧ［１２］、 ＯＬＳＳＯＮ［１３］ 提 出 的 ＪＦＯ （ 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 －
Ｆｌｏｂｅｒｇ－Ｏｌｓｓｏｎ） 空化边界条件具有特殊的地位， 已

经在很多研究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然而， 采用质量守恒的空化边界条件将会使流

体动压润滑模型的求解变得不稳定， 计算时间增

加。 此外， 润滑模型的求解时间还与网格密度有

关。 在表面织构的模拟中， 常需要采用精密的网格

才能精确地表征表面织构。 网格数的增加将导致数

值计算的时间成倍增加。 因此， 在求解含有质量守

恒空化边界条件的雷诺方程时， 高效和稳定的求解

方法是迫切需要的。
为了解决由网格细化和采用质量守恒空化边界条

件引起的润滑模型不易收敛和计算时间过长的问题，
本文作者通过结合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Ｂｕｒｍｉｓｔｅｒ －Ｎｅｗｔｏｎ －Ｓｃｈｕｒ
（ＦＢＮＳ） 方法和网格细化 （ＧＲ） 策略， 提出一种高

效的数值计算方法。 采用这种数值计算方法将显著减

少流体动压润滑模型的求解时间。
１　 数学模型

１ １　 控制方程

为了预测油膜压力， 文中将采用具有 ＪＦＯ 空化

边界条件的二维雷诺方程［１２－１３］。 方程式如下：
∂
∂ｘ

ρ
μ
ｈ３∂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ｙ
ρ
μ
ｈ３∂ｐ

∂ｙ
æ

è
ç

ö

ø
÷ ＝ ６Ｕ

∂（ϑρｈ）
∂ｘ

＋

１２
∂（ϑρｈ）

∂ｔ
（１）

ｐ＞０⇒ϑ＝ １
ϑ＜１⇒ｐ＝ ０
０≤ϑ≤１

ì

î

í
ïï

ïï
（２）

式中： ｐ 为油膜压力； ｈ 为油膜厚度； ϑ 为流体

饱和度； ρ 为润滑油密度； μ 为润滑油黏度； ｔ 为时间

步长。
流体饱和度 ϑ 和油膜压力 ｐ 之间的关系可由公

式 （２） 揭示。 如公式 （２） 所示， 当油膜压力 ｐ 大

于空化压力 （ ｐｃａ ＝ ０） 时， ϑ 设为 １。 当油膜压力 ｐ
等于空化压力时， 流体饱和度 ϑ 将小于 １。
１ ２　 加速收敛的数值计算方法

在含油润滑机械系统的数值模拟中， 求解流体润

滑模型往往需要多次迭代。 因此， 流体润滑模型的求

解速度是非常关键的。 数值模拟的运行时间取决于流

体润滑模型的收敛速度。 因此， 迫切需要加快流体润

滑模型计算速度的方法。
文中所提出的高效的数值计算方法， 采用如下 ２

种方法， 以提高流体润滑模型的计算效率。 一方面，
计算中将采用 ＦＢＮＳ 方法［１４］， 以提高流体润滑模型求

解的稳定性和收敛性。 ＦＢＮＳ 方法的采用， 可以将流

体润滑模型 （一个约束问题） 的求解转化为一个无

约束问题的求解， 而无约束问题的求解则可以直接采

用现有的商用求解器。 文献［１４－１５］中已经给出了

ＦＢＮＳ 方法的详细步骤， 文中不再详述， 下面仅简要

介绍 ＦＢＮＳ 方法的求解步骤。 按照 ＦＢＮＳ 方法， 首先

需要对考虑 ＪＦＯ 空化边界的雷诺方程进行修改［１２－１３］。
质量守恒的空穴边界条件将采用一个互补约束来代

替。 相应的表达式如下：
∂
∂ｘ

ρ
μ
ｈ３∂ｐ

∂ｘ
æ

è
ç

ö

ø
÷ ＋ ∂

∂ｙ
ρ
μ
ｈ３∂ｐ

∂ｙ
æ

è
ç

ö

ø
÷ ＝ ６Ｕ

∂ （１－θ）ρｈ[ ]

∂ｘ
＋

１２
∂ （１－θ）ρｈ[ ]

∂ｔ
（３）

ｐ＋θ－
　
ｐ２＋θ２ ＝ ０ （４）

其中 θ＝ １－ϑ。 当且仅当 ｐ、 θ≥０ 和 ｐθ＝ ０ 时， 公

式 （４） 所涉及的约束条件才能满足。 根据文献［１４］
可知， 采用 ＦＢＮＳ 方法求解流体润滑模型， 其计算速

度将明显快于传统方法 （２ 个数量级）。
如图 １ 所示， 沿 ｘ和 ｙ方向对研究对象进行网格划

分。 网格点沿 ｘ 方向的位置用 ｉ 进行标记， 沿 ｙ 方向的

位置用 ｊ 进行标记。 网格点 （ ｉ， ｊ） 处 的油膜压力可以

用 ｐ（ｉ， ｊ） 表示， 网格点 （ ｉ， ｊ） 处 的油膜厚度可以用

ｈ（ｉ， ｊ） 表示。 流体润滑模型数值方程可采用有限体积

法进行离散。 如图 １ 所示， 分别使用下标 Ｐ、 Ｅ、 Ｗ、
Ｎ、 Ｓ、 ｅ、 ｗ、 ｎ 和 ｓ 来替换下标 （ｉ， ｊ）、 （ｉ ＋ １， ｊ）、
（ｉ － １， ｊ）、 （ｉ， ｊ ＋ １）、 （ｉ， ｊ － １）、 （ｉ ＋ ０ ５， ｊ）、
（ｉ － ０ ５， ｊ）、 （ｉ， ｊ ＋ ０ ５） 和 （ｉ， ｊ － ０ ５） 。

图 １　 流体动压润滑模拟中的网格点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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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体积法， 公式 （３） 可以分解成［１５］：

Δｙ
ρｅ

μｅ

ｈ３
ｅ

ｐＥ － ｐＰ

Δｘ
－
ρｗ

μｗ

ｈ３
ｗ

ｐＰ － ｐＷ

Δｘ
æ

è
ç

ö

ø
÷ ＋

Δｘ
ρｎ

μｎ

ｈ３
ｎ

ｐＮ － ｐＰ

Δｙ
－

ρｓ

μｓ

ｈ３
ｓ

ｐＰ － ｐＳ

Δｙ
æ

è
ç

ö

ø
÷ ＝

６ΔｙＵ （１ － θＷ） ρＷ ｈＷ － （１ － θＰ） ρＰ ｈＰ[ ] ＋

１２ΔｘΔｙ
（１ － θＰ） ρＰ ｈＰ － （１ － θｐｒｅ

Ｐ ） ρｐｒｅ
Ｐ ｈｐｒｅ

Ｐ

Δｔ
（５）

其中 ｈｅ ＝ ０．５（ｈＥ ＋ ｈＰ） ， ｈｗ ＝ ０．５（ｈＷ ＋ ｈＰ） ， ｈｎ ＝
０．５（ｈＮ ＋ ｈＰ） ， ｈｓ ＝ ０．５（ｈＳ ＋ ｈＰ） ， ρｅ ＝ ０．５（ρＥ ＋ ρＰ） ，
ρｗ ＝ ０．５（ρＷ ＋ ρＰ） ， ρｎ ＝ ０．５（ρＮ ＋ ρＰ） ， ρｓ ＝ ０．５（ρＳ ＋
ρＰ） ， μｅ ＝ ０．５（ μＥ ＋ μＰ） ， μｗ ＝ ０．５（ μＷ ＋ μＰ） ， μｎ ＝
０．５（μＮ ＋ μＰ） ， μｓ ＝ ０．５（μＳ ＋ μＰ） 。 另外， 带上标 ｐｒｅ
的项代表前一时间步的项， Δｔ 则表示时间步长。

因此， 对公式 （５） 进行重新排列， 可得如下表

达式：
ＡＮ ＰＮ ＋ ＡＳ ＰＳ ＋ ＡＰ ＰＰ ＋ ＡＷ ＰＷ ＋ ＡＥ ＰＥ ＋ ＢＰ θＰ ＋

ＢＷ θＷ ＋ ＣＰ ＝ ０ （６）
公式 （６） 揭示了油膜压力和流体饱和度之间的

线性关系， 因此离散化结果可以表示为

Ｇ（ｐ，θ）＝ Ａｐ＋Ｂθ＋ｃ＝ ０ （７）
式中： Ａ 是包含 ＡＮ、 Ａｓ、 ＡＰ、 ＡＥ 和 ＡＷ 的信息的

矩阵； 矩阵 Ｂ 包含 ＢＷ 和 ＢＰ 的信息； ｃ 是包含边界条

件和 ＣＰ 信息的向量。
此外， 公式 （４） 可离散为如下的表达式：

ＰＰ ＋ θＰ － 　
Ｐ２

Ｐ ＋ θ２
Ｐ ＝ ０ （８）

公式 （８） 所示的离散化结果可用如下表达式

表示：

Ｆ（ｐ，θ）＝ Ｐ＋θ－
　

Ｐ２＋θ２ ＝ ０ （９）

式中： Ｐ 是包含 ｐＰ信息的矩阵； 矩阵 θ 是包含 θＰ

信息的矩阵。
综上所述， 流体润滑模型可用 ２ 个矩阵系统

Ｇ（ｐ，θ）＝ Ａｐ＋Ｂθ＋ｃ ＝ ０ 和 Ｆ（ ｐ，θ）＝ Ｐ＋θ－
　

Ｐ２＋θ２ ＝ ０
表示。 现有的商用求解器可以用来高效地求解这 ２ 个

矩阵系统。
另一方面， 如图 ２ 所示， 可采用 ＧＲ （网格细

化） 策略以进一步加快流体润滑模型的计算速度。
在 ＧＲ 策略中， 粗网格上的 ｐ 和 θ 的最终解将作为细

网格上 ｐ 和 θ 的初始值。 通过这种方式， 可保证细网

格上 ｐ 和 θ 的初始值接近于最终解。 根据牛顿迭代法

的特点， 当初始值足够接近最终解时， 牛顿迭代法具

有二次收敛。 另外， 由于网格数目较少， 粗网格上数

值计算的收敛速度相对较快。 当合理选择网格层数

时， ＧＲ 策略可以有效地缩短计算时间。

图 ２　 网格细化策略示意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在 ＧＲ 策略中， 较低网格层 （亦称粗网格） 上的

计算结果应该首先进行插值， 然后才能用作较高网络

层 （细网格） 上的计算初始值。 基于流体润滑压力

和流体饱和度的特点， 文中所采用插值算法为非线性

插值运算， 相应的表达式为

ｕｋ（ ｉ，ｊ） ＝ ｕｋ－１（ Ｉ，Ｊ），ｉ ＝ ２Ｉ，ｊ ＝ ２Ｊ （１０）

ｕｋ（ ｉ，ｊ） ＝ １
１６

（ －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９ ｕｋ－１（ Ｉ，Ｊ） ＋

９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ｕｋ－１（ Ｉ ＋ ２，Ｊ）），ｉ ＝ ２Ｉ ＋ １，ｊ ＝ ２Ｊ
（１１）

ｕｋ（ ｉ，ｊ） ＝ １
１６

（ － ｕｋ－１（ Ｉ，Ｊ － １） ＋ ９ ｕｋ－１（ Ｉ，Ｊ） ＋

９ ｕｋ－１（ Ｉ，Ｊ ＋ １） － ｕｋ－１（ Ｉ，Ｊ ＋ ２）），ｉ ＝ ２Ｉ，ｊ ＝ ２Ｊ ＋ １
（１２）

ｕｋ（ ｉ，ｊ） ＝ ８１
２５６

（ｕｋ－１（ Ｉ，Ｊ） ＋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１） ＋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ｕｋ－１（ Ｉ，Ｊ ＋ １）） － ９
２５６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ｕｋ－１（Ｉ ＋ ２，Ｊ） ＋ ｕｋ－１（Ｉ － １，Ｊ ＋ １） ＋ ｕｋ－１（Ｉ ＋ ２，Ｊ ＋ １） ＋
ｕｋ－１（ Ｉ，Ｊ － １） ＋ ｕｋ－１（ Ｉ，Ｊ ＋ ２） ＋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１） ＋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２）） ＋ １
２５６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１） ＋ ｕｋ－１（ Ｉ ＋

２，Ｊ ＋ ２） ＋ ｕｋ－１（ Ｉ － １，Ｊ ＋ ２） ＋ ｕｋ－１（ Ｉ ＋ ２，Ｊ － １）），ｉ ＝
２Ｉ ＋ １，ｊ ＝ ２Ｊ ＋ １ （１３）

其中 ｕｋ（ ｉ，ｊ） 是第 ｋ 网格层中的参数， 而 ｕｋ－１（ Ｉ，
Ｊ） 位于第 ｋ － １ 网格层中。

图 ３ 总结了流体润滑模型的快速数值计算流程，
其中 Ｇ ｒ 为所采用的网格层数。 在每一网格层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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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ｐ 和 θ 值需要不断更新， 直到更新的值 （在当前

迭代步） 和前面的值 （在前面的迭代步） 之间的偏

差小于或者等于一个允许的精度 （１０－６）。

图 ３　 流体润滑模型的快速数值计算流程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　 结果和讨论

２ １　 油膜厚度的表征

油膜厚度的表征是流体润滑数值计算的关键。 摩

擦学系统中油膜厚度是最小油膜厚度和轮廓形状之

和。 其表达式如下：
ｈ（ｘ，ｙ） ＝ ｈ０ ＋ ｈｐｒｏｆ（ｘ，ｙ） （１４）
式中： ｈｐｒｏｆ（ｘ，ｙ）是轮廓形状。
织构化的表面轮廓的表达式［１６］如下：

ｈｐｒｏｆ（ｘ，ｙ）＝
－
ｄｇ

２
ｃｏｓ

２π
ｗｇ

Λæ

è
ç

ö

ø
÷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Λ＜

ｗｇ

２

０，Λ≥
ｗｇ

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５）

式中： Λ ＝ ｘ′ｃｏｓα±ｙ′ｓｉｎα ｃｏｓα［１６］； α 代表凹槽

角度； ｄｇ 是平均凹槽深度； ｗｇ 表示平均凹槽宽度；
ｘ′和 ｙ′都在局部坐标轴上， 而局部坐标位于织构单元

的中心。
图 ４ 给出了织构化轮廓的数值重建云图。 其中，

量纲一 Ｘ 可由 Ｘ ＝ （２ｘ － ｂ） ／ ｂ ， 而量纲一 Ｙ 可由 Ｙ ＝
（２ｙ － ｌ） ／ ｌ计算， ｂ表示接触面的宽度， ｌ表示接触面的

长度。

图 ４　 织构轮廓的数值重建云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２ ２　 数值模拟条件

为了评估所提出的快速数值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进行了一系列稳态仿真试验。 在这些算例中， 假定滑

动速度为 １０ ｍ ／ ｓ， 润滑油黏度为 ０ ００４ Ｐａ·ｓ， 润滑

油密度为 ８６０ ｋｇ ／ ｍ３。 同时， 织构轮廓尺寸如下： 沟

槽深度为 ３ μｍ， 沟槽宽度为 ４０ μｍ， 凹槽角度设为

４５°。 织构单元尺寸为 ２００ μｍ×２００ μｍ， 接触面长度

为 ８００ μｍ， 接触面宽度为 ４００ μｍ。 文中对 ３ 种算例

进行数值计算， 以评估所提出的快速数值计算方法的

求解效率。 ３ 种算例所采用的最小油膜厚度分别为

０ １４１、 ０ ２８３ 和 ０ ５６６ μｍ。 即， ３ 种算例的最小油

膜厚度值分别为综合表面粗糙度的 ０ ５ 倍、 １ 倍和 ２
倍。 数值模拟条件见表 １ 中。

表 １　 数值模拟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参数 数值

滑动速度 Ｕ ／ （ｍ·ｓ－１） １０
接触面长度 ｌ ／ μｍ ８００
接触面宽度 ｂ ／ μｍ ４００

润滑油黏度 μ ／ （Ｐａ·ｓ） ０．００４

润滑油密度 ρ ／ （ｋｇ·ｍ－３） ８６０
沟槽深度 ｄｇ ／ μｍ ３
沟槽宽度 ｗｇ ／ μｍ ４０
凹槽角度 α ／ （°） ４５

２ ３　 网格收敛性研究

在评估所提出的快速数值计算方法的计算效率之

前， 首先应该进行网格收敛性研究， 以评价网格数量

对数值计算结果的影响。 在流体动压润滑模拟中， 网

格必须足够精密， 才能精确地表征表面轮廓。 如图 ５
所示， 当网格大于 １ ２００×６００ 时， 最大流体压力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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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将趋于稳定， 逐渐接近于精确值。 因此， 在下

面的数值计算中， 将采用 １ ２００×６００ 网格。

图 ５　 采用不同网格时的最大流体压力的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ｈ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ｓｈ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２ ４　 标准方法和改进方法结果比较

针对 ３ 种算例， 采用标准方法和文中所提出的快

速数值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在标准方法中， 将采用

ＦＢＮＳ 方法来计算流体压力。 在快速数值计算方法

中， 将结合 ＦＢＮＳ 方法和 ＧＲ 策略来加速流体压力和

流体饱和度的计算。 同时， 还将分析网格层数对计算

速度的影响。 根据前文针对网格收敛问题的分析， 以

下模拟将采用 １ ２００×６００ 网格。 数值计算是在一台配

备英特尔酷睿 ｉ７－７７００ ＣＰＵ 的计算机 （每个核心的

时钟频率为 ３ ６０ ＧＨｚ， 内存为 ２４ ＧＢ） 上进行的。
图 ６ 显示了 ３ 种算例的流体压力分布情况。 需要

指出， 标准方法和快速数值计算方法所预测的流体压

力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因为： 如图 ３ 所示， 标准

方法和快速数值计算方法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采用

ＧＲ 策略。 在快速数值计算方法中增加了 ＧＲ 策略，
按照 ＧＲ 策略， 为了使牛顿迭代法具有二次收敛， 细

网格 （目标网格） 上的 ｐ 和 θ 初始值是由粗网格上 ｐ
和 θ 的最终解通过插值获得的。 然而， 无论是标准方

法还是改进方法， ｐ 和 θ 最终解的计算总是在细网格

上进行的。 因此， 这 ２ 种方法所求的结果是完全一致

的， 其主要差异在于求解效率。

图 ６　 ３ 种算例的流体压力分布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１； （ｂ） ｃａｓｅ ２； （ｃ） ｃａｓｅ ３

　 　 图 ７ 示出了 ３ 种算例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求解所需

的计算时间。 计算时间是通过 ＣＰＵ 时间衡量的， 可

以发现， 与标准方法相比， 考虑多层网格的快速数值

计算方法可以显著减少计算时间。 当采用快速数值计

算方法时， 每个非目标网格层的计算都将有助于目标

网格层上的精确初始值的获取。 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

不同的算例， 与传统方法相比， 快速数值计算方法可

缩短 ７３％～８１％的数值计算时间。 在快速数值计算方

法中， 由于初始值更加接近精确值， 目标网格上的计

算能够迅速收敛。 事实上， 在一个完整的计算流程

中， 流体压力分布的更新需要进行多次， 即需要多次

求解流体润滑模型。 因此， 加快求解流体动压润滑模

型， 就能显著减少整个计算流程的时间。 可见， 采用

快速数值计算方法来求解流体润滑模型可明显提高求

解效率。

图 ７　 ３ 种算例采用不同方法所需的计算时间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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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提出一种高效精确的面向流体润滑模型的快

速数值计算方法， 该方法结合了 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ｕｒｍｓｉｓｔｅｒ －
Ｎｅｗｔｏｎ－Ｓｃｈｕｒ （ ＦＢＮＳ） 方法和网格细化 （ ＧＲ） 策

略， 可以高效地求解流体润滑模型。
（２） 采用传统数值方法和快速数值计算方法求

解不同算例， 结果表明， 采用快速数值计算方法得到

的流体压力与传统方法得到的结果完全一致； 同时，
采用快速数值计算方法能够有效减少计算时间， 计算

时间下降可达 ７３％ ～ ８１％。 在一个完整的计算流程

中， 会执行多次润滑模型的求解。 因此， 采用所提出

的快速数值计算方法， 将能大大减少整个计算流程的

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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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氧化温度、 时间以及金属催化氧化等因素对柴油机油性能的影响， 采用高温烘箱以及氧化测试仪模

拟不用的氧化条件， 研究柴油机油氧化前后部分理化性能、 摩擦学性能的变化， 分析不同氧化条件对柴油机油的氧化

过程及性能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 高温烘箱试验后发动机油的理化性能、 抗氧化性能以及摩擦学性能会有一定程度

的劣化， 但变化幅度不大， 发动机油的氧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催化氧化条件下铜、 铁等催化剂的加入大幅度增大

了机油氧化的速率， 加深了氧化程度， 发动机油的抗磨性能明显下降， 这表明催化氧化不仅会影响发动机油的理化性

能及氧化性能， 也会加快抗磨添加剂的消耗以及摩擦学性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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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机油被称为柴油机的 “血液”， 是柴油机稳

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研究发现， 氧化是造成柴油机油

润滑性能下降和发生失效降解的最主要原因之

一［１－５］。 一般认为， 发动机油在高温下会氧化生成过

氧化物、 羧酸、 酮等化合物， 并进一步缩合形成非油



溶性聚合物， 导致发动机油运动黏度升高， 最终产

生沉积物、 漆膜等， 同时生成的有机酸还可引起发动

机部件的腐蚀磨损， 从而降低发动机的使用寿命［６］。
研究表明， 机油的氧化过程可造成功能添加剂的快速

消耗以及基础油的降解， 是造成机油抗氧剂与清净剂

消耗的主要原因［３，７－９］， 也是机油失效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因此， 近些年， 国内外学者针对柴油机油的氧

化降解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１０－１５］， 例如氧化

沉积物研究 （成焦板试验法、 热管氧化试验法和

ＴＥＯＳＴ 试验法）， 氧化黏度增长研究 （薄层氧化试验

法、 ＥＲＣＯＴ 试验法）， 氧化诱导期研究 （ＣＯＭＴ 动态

氧化试验法、 ＰＤＳＣ 压力差示扫描量热法）。 上述研

究主要侧重于单一的氧化实验条件对柴油机油性能的

影响规律研究， 对于不同的氧化条件如温度、 时间、
催化剂等关键因素对油品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不足。

为研究氧化温度、 时间以及金属催化氧化等因素

对柴油机油氧化的影响， 本文作者采用烘箱及氧化测

试仪对柴油机油样品进行氧化处理， 并对试验前后柴

油机油的理化性能和摩擦学性能进行分析， 对比研究

了不同氧化条件对柴油机油的氧化过程及性能的影响

规律。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油样

试验用柴油机油为天津 ＳＫ 公司生产的 ＣＫ－ ４
１５Ｗ４０ 柴油机油， 实测其基本理化性能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ＣＫ－４ １５Ｗ４０ 柴油机油理化性能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Ｋ－４
１５Ｗ４０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项目 数值 测试标准

黏度（４０ ℃）ν ／ （ｍｍ２·ｓ－１） １１３ ＧＢ ／ Ｔ ２６５
开口闪点 ｔｓ ／ ℃ ２１９ ＧＢ ／ Ｔ ３５３６

倾点 ｔｖ ／ ℃ －３３ ＧＢ ／ Ｔ ３５３５

碱值（以 ＫＯＨ 计）ｃ ／ （ｍｇ·ｇ－１） １１．１３ ＧＢ ／ Ｔ ４９４５

抗泡特性（倾向性 ／ 稳定性）Ｖ ／ （ｍＬ·ｍＬ－１）
　 　 ２４ ℃ ０ ／ ０ ＧＢ ／ Ｔ １２５７９
　 　 ９３．５ ℃ １０ ／ ０
　 　 后 ２４ ℃ ０ ／ ０

１ ２　 氧化试验

高温烘箱氧化试验： 使用 ２５０ ｍＬ 的烧杯量取

２００ ｇ 柴油机油， 恒温烘箱达到设定的温度后， 将油

样放进烘箱进行模拟氧化。 试验分为 ２ 组： 一组固定

氧化温度为 １６０ ℃， 设定氧化时间分别为 ２４、 ４８、

７２、 ９６ ｈ； 一组固定氧化时间为 ７２ ｈ， 设定温度分别

为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８０ ℃。
催化氧化试验： 将套有铜线圈和铁线圈 （规格

为 （２２５±５） ｍｍ， ＧＢ ／ Ｔ １２５８１） 的玻璃套管放入装

有 ３００ ｍＬ 柴油机油的样品管中， 采用极压润滑油氧

化特性试验仪进行氧化试验。 第一次试验设定温度为

１５０ ℃， 通入潮湿的氧气， 设定流量为 ３０ ｍＬ ／ ｍｉｎ，
每 ４８ ｈ 取出一个油样， 共取 ４ 个油样； 第二次试验

的试验条件不变， 而取样间隔延长至 １ 周 （１６８ ｈ），
共取 ４ 个油样； 同时以新油为参比油样， 共获得 ９ 个

样品。
１ ３　 理化性能测试方法

根据 ＧＢ ／ Ｔ ２６５ 标准测定样品的 ４０ ℃运动黏度。
采用 ＧＢ ／ Ｔ ４９４５ 标准 （颜色指示剂法） 测定油样的

酸值和碱值。 利用罗维硼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９５０ Ｉ 型色度

仪测试油样的色度。
１ ４　 抗氧化性能测试仪器及条件

选用德国耐驰公司生产的加压差示扫描量热仪

（ＰＤＳＣ）， 通过程序升温法测试油样的起始氧化温度。
程序升温法是将样品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加热， 通入

一定压力的高纯氧气， 保持在规定的压力下直至氧化

放热反应发生， 最后测定外推拐点温度， 以此作为润

滑油在规定试验条件下的起始氧化温度 （ ｔＯＯＴ）。 ＰＤ⁃
ＳＣ 测试条件： 升温速率 １０ ℃ ／ ｍｉｎ， 氧气压力 ３ ５
ＭＰａ， 氧气流速 １００ ｍＬ ／ ｍｉｎ， 样品皿为 ϕ６ ｍｍ 开口

铝皿， 样品用量 （３ ０±０ ２） ｍｇ。
１ ５　 摩擦学性能评价

依据标准 ＳＨ ／ Ｔ ０１８９， 采用厦门天机自动化有限

公司生产的 ＭＳ－１０Ａ 四球试验机对油品的摩擦学性

能进行评价。 试验的钢球规格为 ＧＣｒ１５ 标准钢球，
硬度为 ５９～６１ＨＲＣ， 直径为 １２ ７ ｍｍ。 试验前先用石

油醚进行超声波清洗两遍以除去钢球表面的防护油

脂， 试验后使用光学显微镜测定钢球的磨斑直径

（ＷＳＤ）。 摩擦测试试验条件： 载荷 ３９２ Ｎ； 温度 ７５
℃； 转速 １ ４５０ ｒ ／ ｍｉｎ； 时间 ６０ ｍｉｎ。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氧化试验对柴油机润滑油运动黏度的影响

运动黏度是柴油机润滑油润滑性能的关键指标之

一， 油品黏度的快速升高或下降都会对内燃机的运转

产生负面影响。 油品氧化变质会引起油品运动黏度的

升高， 油品黏度升高过快会增加机器运转阻力， 导致

能耗增加及设备过热； 燃油稀释及高剪切工况会导致

油品运动黏度的降低， 运动黏度的大幅降低会引起活

塞和缸套之间油膜厚度变薄及油压过低， 导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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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无力和加大磨损［９ ］。
图 １ 给出了烘箱氧化试验下油品运动黏度 （４０

℃） 随氧化时间、 氧化温度的变化趋势。 由图 １ （ａ）
可知， 当试验温度为 １６０ ℃时， 油品运动黏度随着氧

化时间的延长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当氧化时间达到

９６ ｈ 后， 油品的运动黏度为 １１４ ６ ｍｍ２ ／ ｓ， 较新油的

运动黏度 （１０８ ７ ｍｍ２ ／ ｓ） 增加 ５ ４７ ％ （ ＜±２０％）。
由图 １ （ｂ） 可知， 当试验时间为 ７２ ｈ 时， 油品运动

黏度随着试验温度的升高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当试验

温度达 到 １８０ ℃ 时， 油 品 氧 化 后 的 黏 度 为 １１５
ｍｍ２ ／ ｓ， 较新油运动黏度增长率约为 ５ ８ ％。 上述试

验结果表明， 该柴油机油 （ＣＫ－４ １５Ｗ４０） 在高温烘

箱氧化试验过程中表现出较好的黏度保持性， 单纯试

验温度的提升及试验时间的延长都没有引起该油品发

生明显的氧化反应。

图 １　 烘箱氧化试验下氧化时间和氧化

温度对油品运动黏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６０ ℃； （ｂ）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７２ ｈ

由图 ２ 中的运动黏度变化趋势可知， 在氧气氛围

及金属铜和铁存在的条件下， 油品的黏度整体上呈现

出先降低 （０～１６８ ｈ） 后升高 （１６８～６７２ ｈ） 的趋势。

分析原因为在含氧及金属催化条件下， 油品中大分子

物质 （长碳链烷烃、 分散剂等） 发生催化裂解反应，
大量的长碳链分子转化为短链分子， 导致油品体系分

子间的内摩擦力减弱， 宏观表现为油品黏度的降

低［３ ］； 随着裂解反应的进行， 油品中大量短链分子

在氧气及金属催化剂作用下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
生成胶质等一系列的大分子不溶物， 表现出黏度的增

大［６ ］。 与烘箱氧化相比， 催化氧化条件下油品的运

动黏度增幅更大， 说明氧化程度更深。 值得注意的

是， 氧化时间由 ５０４ ｈ 增加到 ６７２ ｈ 的过程中油品的

运动黏度出现下降的趋势， 分析原因为： 随着氧化时

间的不断延长， 油品内的部分氧化产物逐渐沉积到底

部， 使得可流动部分油品的运动黏度表现为一定程度

的下降。

图 ２　 铜丝和铁丝催化条件下油品运动黏度随氧化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 ２　 氧化试验对柴油机润滑油酸值和碱值的影响

柴油机油酸值的变化可用于检测油品中某些功能

添加剂的消耗情况， 也是反映油品抗氧化性能的指标

之一。 油品的氧化衰变过程会产生较多的酸性物质，
使油品的酸值升高。

通过对比表 ２ 和表 ３ 中油品氧化后酸值的变化可

知， 油品的酸值均随着氧化试验时间的延长以及氧化

温度的升高而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在烘箱氧化试验

中， 氧化试验前油品的酸值为 ０ ６１ ｍｇ ／ ｇ （以 ＫＯＨ
计， 下同）， 在 １６０ ｏＣ 氧化 ９６ ｈ 后油品的酸值为

１ １６ ｍｇ ／ ｇ， 酸值增幅为 ９０％； 在通氧气及存在铜和

铁的条件下， 油品在 １５０ ℃氧化 ９６ ｈ 后酸值由 ０ ６１
ｍｇ ／ ｇ 升高至 ５ ４８ ｍｇ ／ ｇ， 增幅达 ７９８％， 说明氧气和

金属的存在起到催化加速油品氧化衰变的作用； 当试

验进行至 ５０４ ｈ 时， 油品的酸值达到 ２１ ３７ ｍｇ ／ ｇ， 且

油品酸值不再随着试验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说明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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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彻底氧化。 氧化试验中油品酸值的增加趋势与黏

度的增加趋势呈现出高度的对应性， 柴油机油的色度

同样随氧化试验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表 ２　 烘箱氧化试验后样品酸值和碱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ｃｉ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ｌｋａｌｉ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ｖｅ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温度

ｔ ／ ℃
时间

τ ／ ｈ

酸值

（以 ＫＯＨ 计）
ｃ１ ／ （ｍｇ·ｇ－１）

碱值

（以 ＫＯＨ 计）
ｃ２ ／ （ｍｇ·ｇ－１）

色度

— — ０．６１ １１．１３ ３．０
１６０ ２４ ０．９２ ７．７４ ４．７
１６０ ４８ １．０１ ６．８３ ５．９
１６０ ７２ １．０１ ６．７８ ６．３
１６０ ９６ １．１６ ５．７９ ６．８
１２０ ７２ ０．６７ １０．５７ ３．５
１４０ ７２ ０．７６ ７．７１ ４．９
１６０ ７２ １．０１ ６．７８ ６．３
１８０ ７２ ５．６７ ７．０ ７．０

表 ３　 铜丝和铁丝催化条件下油样氧化后酸值和碱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ｃｉ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氧化时间

τ ／ ｈ
酸值（以 ＫＯＨ 计）
ｃ１ ／ （ｍｇ·ｇ－１）

碱值（以 ＫＯＨ 计）
ｃ２ ／ （ｍｇ·ｇ－１）

０ ０．６１ １１．１３
４８ ４．１１ ３．９９
９６ ５．４８ ２．０１
１４４ ９．７０ １．４３
１９２ １２．３４ １．０９
１６８ ７．２２ ２．１３
３３６ １３．４５ －

５０４ ２１．３７ －

６７２ ２０．５７ －

柴油机油的碱值一般为油品中的清净剂提供， 是

衡量油品清净性能的重要指标。 油品中的清净剂可以

中和油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酸性氧化衰变产物， 减

少活塞沉积物的生成［７ ］。 柴油机油 （ＣＫ－４ １５Ｗ４０）
的碱值为 １１ １３ ｍｇ ／ ｇ （以 ＫＯＨ 计）， 说明该油品中

和酸性物质的能力较强， 具有良好的清净性能。 由表

２ 和表 ３ 中的数据可知， 氧化试验中油品碱值随着油

品酸值的升高而不断降低， 反映出油品中清净剂随着

油品的氧化衰变而不断被消耗。 总体而言， 恒温箱试

验油样的氧化程度仍处于氧化的初始阶段， 氧化水平

较低； 而含氧气、 水及金属存在的条件会加速油品的

氧化衰变。
２ ３　 氧化性能变化

采用 ＰＤＳＣ 对柴油机油在不同试验阶段的起始氧
化温度 （ ｔＯＯＴ） 进行考察， ｔＯＯＴ越高说明油品抗氧化

能力就越好。 由图 ３ 中的结果可知， 在烘箱氧化试验

中油品的 ｔＯＯＴ随着试验时间的延长以及试验温度的升

高均总体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 新油的 ｔＯＯＴ ＝ ２５３ １
℃， 油品在 １６０ ℃氧化 ４８ ｈ 后 ｔＯＯＴ ＝ ２３７ ７ ℃， 随后

油品的 ｔＯＯＴ不再随着氧化时间的延长而明显降低； 当

氧化试验时间达到 ７２ ｈ， ｔＯＯＴ ＝ ２３６ ９ ℃。 当氧化时间

固定为 ７２ ｈ， 当试验温度为 １２０ ℃ 时， 油品 ｔＯＯＴ ＝
２５０ ９ ℃； 当试验温度升至 １６０ ℃时， 油品的 ｔＯＯＴ进

一步下降至 ２３６ ９ ℃， 随后油品的 ｔＯＯＴ不再随着试验

温度的升高而明显降低。 烘箱氧化试验结果表明， 在

没有金属催化剂存在条件下， 柴油机油的氧化过程较

为缓慢， 在经历了初始的抗氧化添加剂的快速消耗后

会达到一个平衡期， 这也表明烘箱氧化试验后发动机

油的氧化程度较浅［１６ －１７ ］。

图 ３　 高温烘箱氧化油样起始氧化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ＯＯ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ｖｅｎ ｔｅｓｔｓ： （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６０ ℃； （ｂ）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７２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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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给出了催化氧化条件下柴油机油起始氧化温

度的变化。

图 ４　 催化氧化油样起始氧化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ＯＯ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３３６ ｈ 之前柴油机油的 ｔＯＯＴ

随氧化试验时间的延长呈现出快速下降趋势， 从新

油的 ２５３ １ ℃迅速降低至 １６８ ７ ℃ ， 下降幅度较高

温烘箱氧化试验更显著， ３３６ ～ ６７２ ｈ 的氧化下 ｔＯＯＴ

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表明在金属催化氧化条件

下， 前 ３３６ ｈ 的氧化已经将发动机油中的抗氧化添

加剂消耗殆尽， ３３６ ｈ 试验后油泥的大量产生也印

证了这一结论。
２ ４　 摩擦学性能分析

图 ５ 所示为恒温箱氧化油样四球磨斑直径和平均

摩擦因数， 其中新油的磨斑直径为 ０ ４７９ ｍｍ， 摩擦

因数为 ０ ０７９。 在恒温 １６０ ℃氧化试验过程中， 柴油

机油的摩擦因数与磨斑直径均随氧化时间的延长而增

大， 表明在该试验条件下油品的摩擦学性能随时间增

加而逐渐劣化。 在变温试验中， 磨斑直径也是随着温

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 从基础油的 ０ ４７９ ｍｍ 逐渐增

大到 １８０ ℃的 ０ ７８１ ｍｍ； 而与磨斑直径不同， 变温

试验中油品的摩擦因数规律不明显， 但均高于基础油

的摩擦因数。 可见， 不同氧化条件下试验后油品的摩

擦学性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劣化， 表现为磨斑直径

的增大以及摩擦因数的上升。 这可能是由于高温条件

导致油品中的抗磨添加剂 （ＺＤＤＰ 类） 以及摩擦改进

剂被氧化分解生成一些活性有机小分子化合物， 使得

原有的减摩、 抗磨损功能受到破坏进而导致摩擦学性

能下降。 整体来看， 除 １８０ ℃、 ７２ ｈ 的摩擦学性能变

化较大外， 其他样品氧化程度较低， ＣＫ－４ １５Ｗ４０ 型

柴油机油仍然具有良好的减摩抗磨性能。

图 ５　 烘箱氧化油样四球磨斑直径和平均摩擦因数

Ｆｉｇ ５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ＷＳＤ）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Ｆ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ｖｅ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６０ ℃； （ｂ）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７２ ｈ

表 ４ 给出了恒温 １５０ ℃及催化氧化条件下不同试

验时间下的磨斑直径以及平均摩擦因数。 可以看出，
柴油机油的磨斑直径随氧化时间呈现增大的趋势， 表

明催化氧化过程会导致柴油机油的抗磨损性能的劣

化； 而摩擦因数的变化则无明显的规律性， 可能是由

于深度氧化后生成的复杂摩擦降解产物所致［１８ ］。 可

见催化氧化不仅会对发动机油的理化性能及氧化性能

造成影响， 也会加快抗磨添加剂的消耗以及摩擦学性

能的变化。

表 ４　 催化氧化条件下柴油机油四球磨斑

直径和平均摩擦因数 （１５０ ℃ ）
Ｔａｂｌｅ ４　 Ｗｅａｒ ｓｃ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ＷＳＤ）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Ｆ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１５０ ℃ ）
氧化时间 τ ／ ｈ 磨斑直径 ｄ ／ ｍｍ 平均摩擦因数

０ ０．４７９ ０．０８９
４８ ０．５２１ ０．０９１
９６ ０．６２９ ０．０９２
１４４ ０．８０８ ０．０９０
１９２ ０．８３７ ０．０９２
３３６ ０．８５４ ０．０９３
５０４ ０．８７１ ０．０９５
６７２ ０．９１５ ０．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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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 高温烘箱试验后发动机油的理化性能、 抗

氧化性能以及摩擦学性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劣化， 但变

化幅度不大， 发动机油的氧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２） 铜、 铁等金属催化剂的加入大大加快了柴

油机油的氧化速率， 在催化条件下氧化初期， 柴油机

油更容易发生裂解反应， 黏度下降； 随着氧化程度的

加深， 油样开始发生聚合反应， 生成大分子化合物，
黏度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并伴随大量结焦及不溶

物的产生。
（３） 催化氧化后油品的劣化导致其摩擦学性能

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催化氧化过程中抗磨

损添加剂的消耗以及基础油降解进而导致摩擦学性能

的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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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风电偏航轴承的结构和受载特点， 建立轴承的整体有限元模型并求解联合载荷下的接触力分布。 为降

低模型复杂性和减小计算规模， 通过赫兹接触理论获取滚动钢球与滚道的接触力和变形关系； 将这些变形特征赋予非

线性的弹簧单元， 使弹簧单元与钢球的接触变形特征一致， 从而模拟钢球与滚道的接触， 并通过经验公式和实验验证

了模型的正确性。 建立轴承局部等效接触模型， 分析不同接触角和滚道半径系数下的应力分布情况和轴承疲劳寿命。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接触角增大， 滚道表层最大应力值减小， 而轴承疲劳寿命随接触角增大而提高； 滚道半径系数对

应力分布的影响最显著， 随着滚道半径系数增加， 滚道表层最大应力值增大、 疲劳寿命减小； 不同的接触角和滚道半

径系数下， 滚道沿表层深度的应力分布基本一致。
关键词： 偏航轴承； 接触力分布； 疲劳寿命； 非线性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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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航轴承是一种大型、 重载的特殊轴承， 是风力
发电机组中的核心部件， 通常由带齿的内圈、 外圈、
钢球以及安装螺栓构成。 其通常安装在风机机舱支撑
结构上， 根据风向调整风机迎风角度， 起到了承载、
导向和定位的作用。 偏航轴承工作环境恶劣， 承受较
高的载荷， 一旦失效， 将造成整机无法运行， 甚至会



引发意外事故。 因此， 研发承载能力强、 疲劳寿命高
的偏航轴承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目前， 国内外对大型轴承的研究， 除了研究其失
效机制外， 其他研究内容还包括轴承接触力分布、 承
载能力的研究以及疲劳寿命的预测。 贺业成、 王燕霜
等［１－２］建立回转支承的力学模型， 研究了不同间隙下
回转支承的承载能力。 ＨＥ 等［３－４］ 基于有限元方法构
建轴承的等效接触模型， 分析了不同滚道硬化层下的
应力分布， 从而确定最优的滚道淬火深度。 张杰毅
等［５］采用损伤力学和有限元计算相结合的方法， 对球
轴承的疲劳寿命进行预测， 并开展疲劳强化实验验证
了分析的正确性。 ＡＧＵＩＲＲＥＢＥＩＴＩＡ 等［ ６］ 通过假设滚
道为刚性体， 构建了单排四接触点转盘轴承的力学模
型， 获取了极限接触力作用下的载荷接收曲线。 王存
珠等［７］分析了安装螺栓的预紧力对双排球式转盘轴
承接触力的影响， 表明非均布的预紧力会引起轴承接
触力分布的波动。 姬丽丽、 ＷＡＮＧ 等［ ８－９］ 建立了三排
滚柱式转盘轴承的有限元模型， 通过将滚子等效为非
线性的弹簧单元， 减低了计算的规模， 并进行压痕实
验验证了非线性弹簧模型。 王自彬等［１０］ 分析了径向
载荷、 间隙、 转速等对轴承运行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
表明载荷和间隙对运行稳定性的影响不是恒定的。 牛
荣军等［ １１］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了滚轮滚针轴承的承
载能力， 探讨了载荷、 游隙、 偏斜角对承载能力的影
响。 ＧÖＮＣＺ 等［ １２］用向量法求解三排滚柱式转盘轴承
的承载能力， 通过将滚子简化成非线性单元， 考虑了
间隙、 制造误差、 偏斜角等参数的影响。 但该文献分
析中未考虑套圈的变形量， 为了提高计算精度，
ＨＥＲＡＳ 等［ １３］提出了理论分析法和有限元法耦合的半
分析模型， 该模型中考虑了套圈的变形。 ＺＵＰＡＮ 和
ＰＲＥＢＩＬ［ １４］构建了轴承承载能力和承载角、 滚道曲率
半径系数的函数关系， 研究表明滚道变形会改变实际
的承载角。 ＧÖＮＣＺ 等［１５］基于滚子和滚道的等效接触
模型， 在考虑滚道弹塑性和淬火硬化层深度的情况
下， 分析了不同修型滚子的应力场分布情况。

综上所述， 许多学者对偏航轴承的承载能力和疲
劳寿命开展了研究， 但有关的静载实验研究还很少，
同时轴承结构参数对接触区域应力场和疲劳寿命的影
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因此， 本文作者首先提出一种关
于偏航轴承的有限元等效建模方法， 获取轴承的接触
力分布， 并开展静载实验验证计算的正确性； 随后，
将求得的最大接触力施加给钢球与滚道的等效模型，
获取接触区域的应力场； 最后分析轴承接触角和滚道
半径系数等结构参数对接触应力场合疲劳寿命的影响。
１　 轴承有限元模型建立和实验验证
１ １　 等效模型的建立

以 ０１０ ４０ １０００ 单排四点接触偏航轴承为研究对

象， 其滚道截面见图 １。 滚道由 ４ 部分构成， 各部分
的曲率中心为 Ｃ ｉｄ、 Ｃｏｄ、 Ｃ ｉｕ、 Ｃｏｕ （下标字母 ｉ、 ｏ 分
别对应内、 外圈， ｕ、 ｄ 分别表示上、 下滚道）。 具体
的结构和材料参数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其中轴承接触
角 α 为 ４５°， 滚道半径系数 ｆ 为 １ ０５， 轴承的滚道半
径系数 ｆ 可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ｆ＝
２Ｒ
ｄ

（１）

式中： ｄ 为钢球直径； Ｒ 为滚道曲率半径。

图 １　 滚道截面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ｅｗａｙ

表 １　 偏航轴承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ｙａｗ ｂｅａｒｉｎｇ
参数 数值

钢球数量 ｎ ６９
钢球直径 ｄ ／ ｍｍ ４０
接触角 α ／ （°） ４５
滚道半径系数 ｆ １．０５

滚道曲率半径 Ｒ ／ ｍｍ ２１

表 ２　 偏航轴承材料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ｙａｗ ｂｅａｒｉｎｇ
部件 材料 弹性模量 Ｅ ／ ＧＰａ 泊松比

套圈 ４２ＣｒＭｏ ２１２ ０．２８
钢球 ＧＣｒ１５ ２０８ ０．３

在钢球与滚道的赫兹接触中， 钢球的接触力和变
形关系［１６］可表示为

δ＝
８．７９×１０－４（１－ｆ） ０．１９４ ６

ｄ１ ／ ３ Ｑ２ ／ ３ （２）

式中： δ 为钢球的变形量； Ｑ 为钢球的接触力。
偏航轴承通常承受倾覆力矩 Ｍ、 轴向负载 Ｆａ 和

径向负载 Ｆｒ， 根据经验公式， 滚道上最大接触力

Ｑｍａｘ
［１７］为

Ｑｍａｘ ＝
２Ｆｒ

ｎｃｏｓα
＋

Ｆａ

ｎｓｉｎα
＋ ４Ｍ
Ｄｎｓｉｎα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 ｎ 为钢球数量； Ｄ 为滚道节圆直径。
公式 （２） 表明了钢球与滚道的非线性接触关

系， 因此， 在建模中可采用非线性的弹簧单元模拟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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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滚道的接触行为。 钢球与滚道只在受压时产生变
形， 通过将图 ２ 中所示的接触力和变形量赋予弹簧单
元， 使弹簧单元与钢球的接触变形特征一致。 模型中
使用两根弹簧取代一个实体钢球， 通过连接滚道中心
的对角点， 生成弹簧单元， 并将滚道中心处的节点与
滚道上的表面进行耦合约束。 偏航轴承的等效模型如
图 ３ 所示。 根据赫兹接触理论， 与滚道中心节点耦合
的表面的尺寸为

ａ ＝ １．７１ × １０ －２ × １ － １
２ｆ

æ

è
ç

ö

ø
÷

－０．４０９ １

ｄ１ ／ ３Ｑ１ ／ ３
ｍａｘ （４）

ｂ ＝ １．５２ × １０ －２ × １ － １
２ｆ

æ

è
ç

ö

ø
÷

－０．４０９ １

ｄ１ ／ ３Ｑ１ ／ ３
ｍａｘ （５）

式中： ａ 为耦合表面的宽； ｂ 为耦合表面的长。

图 ２　 载荷变形曲线

Ｆｉｇ ２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３　 等效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建模时忽略结构中的小导角、 油孔、 内圈的轮齿
等细节， 以降低计算规模。 轴承的整体模型如图 ４ 所
示。 为了便于观察各个钢球的接触力分布， 对非线性
弹簧对进行编号， 见图 ５。 在内圈和外圈的几何中心
创建参考点 ＲＰ－ｉｎ 和 ＲＰ－ｏｕｔ， 将 ＲＰ－ｉｎ 和 ＲＰ－ｏｕｔ 分
别与 内、 外 圈 安 装 结 合 面 定 义 成 耦 合 关 系。 在
０１０ ４０ １０００ 偏航轴承中， 内圈固定， 外圈可进行回
转。 因此， 约束 ＲＰ－ｉｎ 的所有自由度， 释放 ＲＰ－ｏｕｔ
轴向、 径向的平移自由度和倾覆力矩的旋转自由度。
施加的载荷值为轴向力 Ｆａ ＝ ５２０ ｋＮ， 径向力 Ｆｒ ＝ １７５
ｋＮ， 倾覆力矩 Ｍ＝ ４５０ ｋＮ·ｍ。

图 ４　 整体模型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ｄｅｌ

图 ５　 非线性弹簧模型编号

Ｆｉｇ 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提取弹簧中的载荷值， 生成图 ６ 所示的接触力分

布曲线。 其中在 Ｎｏ ６８ 处的钢球有最大接触力， 为

４７ ７７６， 而由经验公式 （３） 求得的最大接触力为

５４ ８２６ Ｎ， 误差为 １４ ７％。 仿真和理论结果的差异是由

经验公式中的简化和假设引起的。 理论方法认为轴承套

圈是刚性的， 而在有限元模型中， 套圈在外载的作用下

会变形。 因此， 有限元模型仿真得到的钢球的最大接触

力与经验公式计算结果有所不同。 从轴承的实际工作条

件方面考虑， 可将仿真分析的结果用于后续分析。

图 ６　 接触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 ６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静态加载实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有限元模型的有效性， 设计并开

展了偏航轴承的静态承载实验。 实验在小型偏航轴承

实验台上进行， 如图 ７ 所示。 该实验台可同时对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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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倾覆力矩、 轴向力和径向力。 测试轴承以螺栓

固定的形式固定在安装法兰上， 其上端与加载盖连

接， 而加载盖与液压缸 Ｇ１、 Ｇ２、 Ｇ３ 相连， 通过液压

缸的组合作用， 实现不同的载荷输出。

图 ７　 偏航轴承试验台

Ｆｉｇ ７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ｏｆ ｙａｗ ｂｅａｒｉｎｇ

考虑到钢球与滚道的接触力无法直接获取， 因此，
实验中采用一种间接测量的方法， 即通过在轴承内侧

的圆周面均匀布置应变片， 获取接近滚道外侧处的应

力分布。 如图 ８ （ａ） 所示， 在轴承内侧布置 ６９ 个箔式

应变片， 为了便于观察测量结果， 对应变片进行编号，
见图 ８ （ｂ）。 测试中使用 ＤＨ３８１５Ｎ－３ 应变系统， 测量

时进行温度补偿。 为了保证数据可靠性， 分别对轴承

进行 ３ 次加载， 每次加载的载荷如表 ３ 所示。

图 ８　 应变片布置方式及编号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ｅｌ：
（ａ）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
（ｂ）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

表 ３　 施加的载荷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ｏａｄｓ

载荷等级 Ｆａ ／ ｋＮ Ｍ ／ （ｋＮ·ｍ）
１ ６０．９ １５２．３
２ ９１．５ ２１５．９
３ １２９ ３０４

实验开始前， 令轴承以 ４ ｒ ／ ｍｉｎ 的转速低速运

转， 待轴承运行平稳时， 停止运转， 此时轴承内部钢

球与滚道已充分接触； 随后， 开始对轴承进行逐级加

载。 各级加载下测得的结果如图 ９ 所示， 总体上， 实

验结果和仿真计算的变化趋势一致。 但是， 在编号

Ｎｏ １５～２５ 测点处， 数值波动较大。 造成实验结果和

仿真误差的原因主要有： 应变片安装表面处存在锈

渍、 沟壑等； 轴承内圈处留有油孔的位置， 使应变片

无法均匀布置在安装表面上。 综合分析在不同的载荷

作用下结果， 实验和仿真的应变最大值都出现于编号

Ｎｏ ３５ 的测点处， 从一级加载到三级加载中， 在编号

Ｎｏ ３５ 测点处的误差分别为 ８％、 ９ ３％、 ８ ４％。 综

合来看， 实验结果和仿真分析结果的误差在可接受范

围内， 验证了非线性弹簧模型的有效性。

图 ９　 实验与仿真结果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１； （ｂ）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２； （ｃ）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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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接触应力场和疲劳寿命分析

２ １　 应力分析

当钢球和滚道表面承受压力时， 接触点附近因为

挤压而产生变形， 最终形成椭圆形的接触面。 根据赫

兹接触理论［１８］， 接触面处的最大接触压力Ｓ 为

Ｓ＝
１．５Ｑ
２πａｂ

（６）

式中： Ｑ 为接触力； ａ 和 ｂ 分别为接触面的长半

轴和半轴， 可由以下公式表示：

ａ ＝ ０．０２３ ６α
Ｑ

∑ρ
æ

è
çç

ö

ø
÷÷

１ ／ ３

（７）

ｂ ＝ ０．０２３ ６β
Ｑ

∑ρ
æ

è
çç

ö

ø
÷÷

１ ／ ３

（８）

∑ρ ＝ ρ１１ ＋ ρ１２ ＋ ρ２１ ＋ ρ２２ （９）

Ｆ（ρ） ＝
｜ ρ１１ － ρ１２ ｜ ＋ ｜ ρ２１ － ρ２２ ｜

∑ρ
（１０）

式中：∑ρ 为钢球和滚道总的曲率比， 接触体的

曲率如图 １０ 所示； Ｆ（ρ） 是主曲率函数， α 和 β 依据

Ｆ（ρ） 来获得［１８］。

图 １０　 曲率和主从面

Ｆｉｇ １０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进一步地， 为考察钢球与滚道接触的应力分布情

况， 建立起钢球与滚道的等效接触模型。 建模时， 从

减小计算规模和提高效率的方面考虑， 根据偏航轴承

的对称结构， 选取了 １ ／ ８ 的钢球和滚道接触模型进行

计算， 如图 １１ 所示。 将对称面设置为对称约束， 释

放钢球 Ｙ 轴方向下压的自由度。 对于非线性接触计

算， 网格密度对分析结果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 对钢

球和滚道的接触区的网格进行了加密处理， 单元类型

为 Ｃ３Ｄ８Ｒ。 由非线性弹簧模型求得钢球最大接触力

为 ４７ ７７６ Ｎ， 分析中只选用 １ ／ ８ 的接触模型， 所以施

加的接触力 Ｑ 为 ５ ９７２ Ｎ。

图 １１　 等效接触模型

Ｆｉｇ １１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ｏｄｅｌ

由图 １２ 可知， 接触区域近似为椭圆形， 在接触

区域的中心应力值最高， 为 ２ ０７９ ＭＰａ。 根据赫兹接

触理论得到的接触应力为 ２ ３２７ ＭＰａ， 与仿真结果误

差为 １０ ６％， 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正确性。 但是赫

兹接触理论简化了钢球与滚道的接触行为， 而仿真分

析可以考虑实际的工况如摩擦因数、 接触角、 滚道半

径系数等。 因此， 在偏航轴承的应力场分析中， 有限

元方法比理论计算更可靠。

图 １２　 接触应力云图 （ＭＰａ）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ＭＰａ）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屈服准则考虑了第四强度理论的独立

法向应力和剪切应力的组合效应， 认为当某处的等

效应力达到一定值时， 该点开始进入塑性状态。 在

分析中， ０１０ ４０ １０００ 偏航轴承滚道处的 Ｍｉｓｅｓ 应

力场如图 １３ 所示， 可知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为 １ ２６９
ＭＰａ。 轴承滚道承受交变应力的作用， 是最容易出

现疲劳损伤的区域， 图 １４ 表示了沿滚道表层深度

的应力分布， 其中， 在表层深度 ０ ５ ｍｍ 处应力值

最大， 该位置往往出现剥落、 压溃、 塑性变形等失

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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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钢球和滚道应力场 （ＭＰａ）
Ｆｉｇ １３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ａｃｅｗａｙ （ＭＰａ）

图 １４　 滚道表层应力

Ｆｉｇ １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ｃｅｗａ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２ ２　 滚道几何参数对应力分布的影响

轴承的几何参数如基圆内径、 外径、 钢球直径等

已经标准化， 而轴承接触角和滚道半径系数一般都是

根据经验设计。 但是， 接触角和滚道半径系数对轴承

承载能力产生影响。 因此， 有必要考察这些参数与轴

承接触行为和疲劳寿命间的关系。
图 １５ 给出了不同参数下的应力分布， 总体上，

应力分布曲线变化趋势一致。 而通过图 １５ （ａ） 和图

１５ （ｂ） 可以看出， 相比接触角对应力场的影响， 不

同滚道半径系数下的应力分布曲线层次更加明显， 表

明了滚道半径系数对应力场影响更显著。 图 １６ 则给

出了这 ２ 个参数下的最大应力值。 由图 １６ （ ａ） 可

知， 最大应力值随着接触角增大而减小， 这是由于当

接触角增大时， 钢球与滚道接触点处所承受的法向分

量的载荷值减小， 所以在所施加的外载荷不变的情况

下， 最大 应 力 值 与 接 触 角 呈 负 相 关 关 系。 如 图

１６ （ｂ）所示， 最大应力值随着滚道半径系数的增大

而增大。 由于滚道半径系数是滚道半径与钢球直径的

比值， 滚道半径系数增大， 钢球和滚道的接触面减

小， 甚至趋向于点接触形式， 因此造成最大应力随滚

道半径系数的增大而升高的现象。

图 １５　 不同参数下的应力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１５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 （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ｃｅｗａｙ ｒａｄｉｕ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图 １６　 不同参数下的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值

Ｆｉｇ １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ｂ） ｍａｘｉｍａ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ｃｅｗａｙ ｒａｄｉｕ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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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疲劳寿命分析

轴承滚道上几何参数的改变对接触区域的应力场

产生影响， 最终影响轴承的疲劳寿命， 因此， 接下来

考察不同几何参数下轴承的疲劳寿命。 分析中， 采用

Ｆｅ－ｓａｆｅ 疲劳计算软件进行轴承的寿命预测。
滚道材料为 ４２ＣｒＭｏ， 极限拉伸强度为 １ ０８０

ＭＰａ， 弹性模量为 ２０７ ＧＰａ， 屈服强度为 ９３０ ＭＰａ。
Ｆｅ－ｓａｆｅ 的材料库中没有提供偏航轴承的材料参数，
可根据轴承材料属性得到如图 １７ 所示的 Ｓ－Ｎ 曲线。
另外， 偏航轴承工作环境特殊， 通常在小角度范围内

运转。 由于风速、 风向和风力的影响， 轴承滚道上承

受交变应力， 是造成疲劳损伤的主要原因。 因此， 滚

道上的接触应力视为脉动循环应力， 根据文献［１８］
中的载荷谱定义轴承的载荷信息， 设置最大负载为

１， 最小负载为 ０， 如图 １８ 所示。

图 １７　 ４２ＣｒＭｏ 的材料属性

Ｆｉｇ １７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４２ＣｒＭｏ

图 １８　 载荷谱

Ｆｉｇ １８　 Ｌｏａ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疲劳寿命预估以轴承材料和应力为基础， 并基于

应力寿命理论进行疲劳损伤分析。 根据应力寿命理

论， 疲劳寿命或应力循环次数 Ｎ 可通过以下方程［１９］

求得

Ｎ＝
σ

２ｂσ′ｆ
æ

è
ç

ö

ø
÷

１ ／ ｂ

（１１）

式中： σ 为等效疲劳应力； σ′ｆ为疲劳强度系数；

ｂ 为疲劳强度因子。
由于滚道上承受脉动循环的载荷， 因此需要考虑

平均应力的影响。 基于 Ｇｏｏｄｍａｎ 平均应力修正原理，
等效疲劳应力可表示为

σ＝
σａ

１－σｍ ／ Ｒｍ
（１２）

式中： σａ、 σｍ 是等效交变应力和平均应力； Ｒｍ

是极限拉伸强度。
寿命分析结果如图 １９ 所示， 可知接触角和滚道

半径系数对轴承疲劳寿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其中，
疲劳寿命随接触角增大而提高， 而滚道半径系数的增

加会导致疲劳寿命的下降。

图 １９　 不同参数下的轴承疲劳寿命

Ｆｉｇ １９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ｂ）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ｃｅｗａｙ ｒａｄｉｕ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３　 结论

基于有限元法获得了偏航轴承的接触力分布， 通

过静载实验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 构建钢球和滚道的

等效接触模型， 分析了接触角和滚道半径系数对接触

应力场和疲劳寿命的影响。 结论如下：
（１） 采用等效有限元建模方法有效地降低了计

算规模， 提高了建模效率， 适用于偏航轴承的接触力

分布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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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同的接触角和滚道半径系数下， 滚道沿

表层深度的应力分布基本一致， 其中， 滚道半径系数

对应力分布的影响最显著。
（３） 滚道最大 Ｍｉｓｅｓ 应力随接触角增大而减小，

随着滚道半径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过高的滚道半径系

数将降低轴承的承载能力。
（４） 接触角和滚道半径系数对轴承疲劳寿命产

生不同的影响， 轴承疲劳寿命随接触角增大而提高，
但随着滚道半径系数增大而下降， 过大的半径系数对

轴承疲劳寿命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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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石油化工等行业对高温介质机械密封产品的质量评价要求， 研制高温介质机械密封性能测试装置及系

统。 该装置主轴采用悬臂设计， 密封腔独立支撑， 结构简单， 便于安装密封； 系统内高温介质采用强制循环， 最高运

行温度为 ４００ ℃， 并进行精确控制使温度趋于稳定。 通过理论计算分析和运行试验可知， 装置及系统设计安全可靠，
运行稳定， 完全能满足机械密封行业相关标准和评价规范关于高温试验的要求， 为高温介质机械密封产品研发提供测

试手段支撑。
关键词： 机械密封； 高温介质； 测试系统； 设计分析； 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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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 随着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行业装备

都朝着高参数方向发展。 为了提升生产效率， 工艺介

质温度更是不断提高， 致使输送设备的工作条件也越

来越复杂。 机械密封作为一种用来解决输送设备旋转

轴与机体之间密封的装置， 属关键基础部件［１－２］， 往

往对设备的安全运行起决定性作用， 其密封性能和使

用寿命必然会要求更严格［３］。 高温泵作为石油炼化生

产工艺过程的关键设备， 输送油介质最高温度可达

４００ ℃， 其机械密封普遍存在密封环高温变形、 弹性

元件失弹或卡滞等问题［４－７］。 机械密封一旦失效引发

介质泄漏， 将发生火灾导致财产损失， 严重时危及人

员生命安全。 因此， 高温泵用机械密封除在产品设计

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外， 必须通过严格有效的试验来

充分检验其性能是否满足要求。 目前， 为了保证高温

介质机械密封运行的可靠性， ＡＰＩ６８２ 标准 《离心泵

和转子泵用轴封系统》 ［８］ 和易派客机械密封产品质量

评价规范都对试验做出了相关规定， 将随着产品质量

要求提升在国内广泛被采用。 因此， 研制符合试验要



求的高温介质机械密封性能测试系统提供检验手段，
以适应整个行业的技术发展势在必行。

本文作者依据行业标准及用户质量评价规范对高

温介质机械密封产品的测试要求， 研究开发了高温介

质机械密封产品性能测试系统。 采用理论计算方法，
结合试验研究手段， 验证了性能测试系统的转子－支
承单元、 轴承散热单元、 温度控制单元等关键单元的

设计， 得出了试验运行参数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获得

了介质温度等被控参数的变化规律和控制精度。
１　 装置设计

为满足产品相关标准［８－９］ 和质量评价规范的试验

要求， 高温介质机械密封测试系统设计技术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设计技术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名称 设计参数

试验轴径 ３５～１２０ ｍｍ
试验压力 ≤４．２ ＭＰａ
试验温度 ≤（４００±２．５） ℃
试验转速 ≤６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１ １　 结构设计

综合考虑运行过程中减振降噪和结构紧凑等要

求， 整个测试装置结构布局方案为电机直联驱动， 电

机、 扭矩传感器与轴承座之间通过柔性联轴器来传递

动力。 为了适应各种结构型式的高温介质机械密封，
便于安装， 密封试验部位采用主轴悬臂式、 密封腔独

立双支撑并可轴向调整定位距离的结构设计； 为了增

加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 提高装置使用寿命， 在密封

腔和轴承之间安装随主轴一起旋转的散热装置， 以抑

制试验介质高温传递， 降低轴承热传导量； 同时结合

喷油润滑冷却方式［１０－１１］， 来保证轴承正常的工作温

度。 测试装置结构方案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高温介质机械密封测试装置结构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１ ２　 临界转速校核

由于测试装置中试验密封悬臂安装， 且测试轴径

范围宽， 当进行较大轴径密封高速试验时， 装置转子

稳定性较差， 临界转速低， 运行过程中易产生共

振［１２－１３］。 因此， 合理设计装置转子－支承系统， 并进

行临界转速校核是保证安全可靠运行的必要前提。 测

试装置主轴除满足强度设计外， 采用内径为 ７０ ｍｍ
的滚动轴承进行支承来确保足够的支承刚度， 并依据

相关 设 计 要 素， 通 过 计 算 分 析 安 装 极 限 轴 径

（ϕ１２０ ｍｍ）试验密封时转子－支承系统的模态， 计算

得出转子的坎贝尔图，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测试装置转子－支承系统的坎贝尔图

Ｆｉｇ ２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一阶临界转速为 ７ ８９４ ４
ｒ ／ ｍｉｎ， 超出装置最高设计转速， 表明在极限试验条

件下， 装置能保持稳定运行， 测试装置转子－支承系

统的结构设计符合试验运行要求。
１ ３　 轴承温度分布

轴承的工作状态直接决定测试装置的运行稳定

性， 试验过程中介质温度非常高， 若不采取有效措

施， 热量会通过主轴传导至轴承， 影响其正常运行，
严重时会因温度过高而损坏， 从而导致密封失效， 产

生高温介质泄漏， 危及试验安全。 因此， 测试装置在

设计过程中分析轴承正常运行的温度分布， 预测轴承

工作温度， 对验证设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极其重要。
测试装置配备自散热装置， 结合喷油润滑方式对

轴承进行散热和润滑， 依据设计结构和参数， 建立主

轴和轴承的传热计算模型［１４－１６］； 通过理论计算分析，
得出测试装置正常运行情况下的高温侧主轴和轴承整

体温度分布如图 ３ 所示， 轴承部位温度分布如图 ４
所示。

由图 ３ 和图 ４ 可以看出， 轴承部位整体温度较

低， 最高运行温度为 ４２ ９ ℃， 表明测试装置在进行

温度为 ４００ ℃的高温油介质试验时， 通过自散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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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轴承强制润滑和冷却， 能有效地阻止热量传导，
控制轴承的运行温度。

图 ３　 高温侧主轴和轴承整体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ｈａｆｔ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ｄｅ

图 ４　 高温侧轴承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ｄ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２　 系统设计

２ １　 介质循环系统设计

测试装置需配备合适的系统来实现试验介质的加

温、 冷却和循环， 以达到相关试验要求， 其系统流程

如图 ５ 所示。 系统采用电加热器在介质内浸没加热，
并配有冷却装置对介质快速降温， 以实现介质温度的

快速变化； 试验介质通过高温泵强制循环， 使整个系

统运行温度均匀， 并通过调节阀来调节流量和平衡压

差； 试验过程中产生的油气通过气液分离罐分离至高

位补油罐排出， 保证了试验压力的稳定和运行安全。

图 ５　 介质循环系统方案流程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２　 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为满足高温介质机械密封相关试验要求， 保证密

封运行参数稳定和测试安全， 必须对温度、 压力、 转

速等试验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 采用传感器来测

量和远程显示各试验参数， 并通过信号反馈， 实时调

整各执行机构来实现对试验参数的控制。 对于高温试

验过程， 温度精确控制是整个控制的重点和难点。 系

统采用密封腔温度信号作为控制信号进行反馈， 通过

动态调节加热装置的功率大小来控制密封腔温度保持

在允许范围内， 其控制调节方案图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温度控制调节原理

Ｆｉｇ 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２ ３　 保温设计

高温试验过程中， 为阻止热量损耗， 同时避免高

温壁面烫伤试验人员， 采用耐火、 耐高温硅酸钙保温

材料包裹管路进行保温处理， 以隔绝热量。 通过分析

计算， 进行介质 ４００ ℃高温试验时， 保温层厚度对应

外壁温度变化规律如图 ７ 所示。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 管路外壁温度随着保温层厚

度的增加而降低， 且分 ３ 个阶段： 保温层厚度 １５ ｍｍ
以内为快速下降阶段， １５ ～ ３０ ｍｍ 为缓慢下降阶段，
３０ ｍｍ 以后为趋于平稳阶段。 保温层厚度为 ３０ ｍｍ
时， 管路外壁温度为 ３４ ２ ℃， 再增加保温层厚度对

外壁温度的影响较小， 故选取保温层厚度为 ３０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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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外壁温度随保温层厚度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３　 运行测试

背对背安装 ２ 套 ＤＢＭ⁃５０ 型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

产品对性能测试装置进行运行调试。 试验介质选用

３２０ 导热油， 调试设定加热温度为 ２６０ ℃， 装置运行

转速为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试验压力为 １ ６ ＭＰａ， 稳定运行

５ ｈ。 试验得到的加热功率随时间变化、 介质温度随

时间变化和介质侧轴承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８—１０ 所示。

图 ８　 试验系统加热功率随时间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９　 试验系统介质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１０　 试验系统介质侧轴承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从图 ８ 和图 ９ 可以看出， 试验装置运行初期， 加

热功率快速到满负荷功率， 介质温度随之上升； 温度

上升到约 １３０ ℃， 加热功率慢慢减小； 当温度上升到

约 ２６０ ℃时， 加热功率始终保持在小功率范围内， 以

调节介质温度维持在设定温度偏差范围内； 温度最大

偏差为 １ ２ ℃， 满足设计要求精度。 从图 １０ 可以看

出， 介质侧轴承温度随运行时间而缓慢上升， １５０
ｍｉｎ 后基本稳定， 温升为 ２９ １ ℃， 最高运行温度为

４５ ９ ℃， 满足轴承运行要求。
４　 结论

研制出高温介质机械密封性能测试系统， 通过理

论计算和运行测试相结合的手段， 对性能测试系统的

设计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结果表明：
（１） 该装置安装极限轴径为 １２０ ｍｍ 的机械密封

条件下， 测试装置转子一阶临界转速大于设计转速，
设计合理， 满足测试范围要求。

（２） 测试装置通过高温侧自散热和轴承喷油润

滑相结合的方式， 能有效地阻止高温侧轴承温度升

高， 保证轴承的正常稳定运行； 测试装置高温侧轴承

实际测试运行温升为 ２９ １ ℃， 与理论计算预测温升

相差不大。
（３） 测试装置调试运行过程稳定， 安全可靠；

系统介质运行温度均匀， 温度控制精确， 最大偏差为

１ ２ ℃， 满足温度设计精度要求， 充分保证了试验数

据记录和分析的准确性。
（４） 高温介质机械密封性能测试系统不仅能完

全满足 ＡＰＩ６８２ 等标准和易派客产品质量评价规范关

于高温介质机械密封产品的性能试验要求， 而且能为

高温介质机械密封可靠性相关研究提供测试手段支

持， 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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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碱值磺酸盐是生产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的重要原料， 其质量是决定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产品品质的关键

因素之一。 为选择合适的高碱值磺酸盐， 考察不同高碱值磺酸盐从无定型碳酸钙转化为方解石型碳酸钙的转相时间、
稠化能力， 以及不同高碱值磺酸盐制备的润滑脂的滴点、 锥入度、 钢网分油和滚筒安定性能； 筛选出的高碱值磺酸盐

制备的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具有优异的高温特性、 胶体安定性和机械安定性等， 为高端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的研发和

工业生产奠定基础。
关键词： 高碱值磺酸盐；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润滑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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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润滑脂协会最新统计， 国内复合磺酸钙

基润滑脂的销量近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 已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６ ３５２ ｔ 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 ４２４ ｔ， 在所有润滑

脂中的占比从 １ ５６％提高到 ２ ７０％ ［１］， 这主要归因

于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即使在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情况

下， 依然具有优良的高温性能， 还有良好的抗极压、

抗水、 抗磨以及防锈等性能， 从而被广泛应用于钢铁

行业的轧机轴承、 连铸， 以及高温、 高湿、 高负荷轴

承的润滑［ ２－４ ］。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是出现较晚的一类润滑脂产

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才问世， 但

一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 ＭＵＩＲ 才制备出真正意义上的复

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之后出现的关于复合磺酸钙基润

滑脂研究的专利和文章， 大都是基于 ＭＵＩＲ 的研究，
其原料体系是使用高碱值磺酸钙、 十二烷基苯磺酸、
１２－羟基硬脂酸、 水、 乙醇、 乙酸、 硼酸钙或者磷酸

钙等。



高碱值磺酸钙的内在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复合

磺酸钙基润滑脂的性能［ ５－８ ］。 科聚亚公司 ＷＡＹＥＮ
Ｍａｒｋｗｏｏｄ 对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的极压、 高温、 抗

水等性能进行了分析， 认为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之所

以具有极压、 耐高温和抗水性能好的特点， 是因为其

紧密的六角形方解石结构所决定的［９－１１ ］。 因此， 在制

备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时， 应通过控制工艺和原料，
使其形成方解石晶型的碳酸钙， 而不能生成松散的球

霰石结构 （具体结构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图 １　 球霰石结构

Ｆｉｇ １　 Ｖａｔｅｒ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２　 方解石结构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ｃ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本文作者选择市售的 ４ 种高碱值磺酸钙产品， 测

试其性能； 稠化 ４ 种原料制备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测试脂样的转相时间及高温特性、 剪切安定性和滚筒

安定性等， 筛选出综合转相能力较优的高碱值磺酸钙

原料。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试验材料

试验用基础油为克炼 １５０ＢＳ 基础油； 稠化剂为

高碱值磺酸钙， 来自于 ４ 个不同的生产厂家。
高碱值磺酸钙在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中的质量分

数为 ３０％～５０％， 对磺酸钙基润滑脂的性能起决定性

作用。 文中试验选用的 ４ 种高碱值磺酸盐， 分别称为

原料 Ａ、 原料 Ｂ、 原料 Ｃ 和原料 Ｄ， 其性能见表 １。

表 １　 高碱值磺酸钙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ａｓ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分析项目 原料 Ａ 原料 Ｂ 原料 Ｃ 原料 Ｄ 测试方法

运动黏度（１００ ℃）
ν ／ （ｍｍ２·ｓ－１）

１５０ １２３．８ １１２．２ １３４．４ ＧＢ ／ Ｔ ２６５

总碱值（以 ＫＯＨ 计）
ｃ ／ （ｍｇ·ｇ－１）

４２２ ４０５ ３９２ ４３３ ＳＨ ／ Ｔ ０２５１

浊度（２０％） ／
ＪＴＵ

６５ ７２ ＞４００ ６２ ＳＨ ／ Ｔ ００２８

钙含量（质量

分数）ｗＣａ ／ ％
１６．１４ １６．１５ １５．３７ １６．２３ ＳＨ ／ Ｔ ０２９７

硫含量（质量

分数）ｗＳ ／ ％
１．５８ ／ １．８５ １．６８ ＳＨ ／ Ｔ ０３０３

１ ２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的制备及分析

以克炼 １５０ＢＳ 为基础油， 加醇类转化剂， 并添

加氢氧化钙和硼酸、 冰醋酸、 十二烷基苯磺酸等，
然后加入不同厂家的高碱值磺酸盐作为稠化剂， 最

后加入抗水、 抗氧添加剂， 制得 ４ 种复合磺酸钙基

润滑脂［ ５ ， １０－１１ ］ 。 试验过程中， 加入转化剂后， 采样

做红外吸收特征峰分析监测转相过程， 直至体系中

的无定形碳酸钙完全转化为方解石型碳酸钙， 确定

转相完成。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的测试项目和测试方法见

表 ２。

表 ２　 测试项目和测试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ｉ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析项目 测试方法

工作锥入度 ＧＢ ／ Ｔ ２６９

滴点 ＧＢ ／ Ｔ ３４９８

滚筒安定性测试 ＳＨ ／ Ｔ ０１２２

钢网分油 ＮＢ ／ ＳＨ ／ Ｔ ０３２４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转相时间考察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生产周期较长， 工艺条件确

定后， 高碱值磺酸盐的转化时长决定复合磺酸钙基润

滑脂的生产周期。 通过碳酸钙红外吸收特征峰的出峰

位置判断无定型碳酸钙 （无定碳酸钙的红外吸收特

征峰位于 ８６２ ｃｍ－１左右） ［ ６ ］是否转相为方解石型碳酸

钙 （方解石晶型碳酸钙的红外吸收特征峰位于 ８８０
ｃｍ－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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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所示是原料 Ａ 转相过程中不同阶段 （３０、
６０、 １２０ ｍｉｎ） 采样测试的红外谱图。 可看出， 原料

Ａ 反应 ３０ ｍｉｎ 后， 无定型碳酸钙 （峰值在 ８６２ ｃｍ－１

处） 部分转化为方解石型碳酸钙 （峰值在 ８８１ ｃｍ－１

处）， 但该体系在 ８６２ ｃｍ－１处依然存红外吸收特征峰，
说明还有未转相的无定型碳酸钙。 延长转相时间至

６０ ｍｉｎ， ８６２ ｃｍ－１处峰值消失， 说明无定型碳酸钙完

全转化为方解石型碳酸钙。 继续延长反应时间至 １２０
ｍｉｎ， 谱图无变化， 说明无定型碳酸钙已经完全转相

并维持稳定。 按照同样的判断方式， 测定不同原料的

转相时间及所得样品的滴点， 结果见表 ３。

图 ３　 原料 Ａ 不同反应时间的红外特征谱图

Ｆｉｇ ３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表 ３　 ４ 种原料转相时间及脂样品滴点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ｈａｓ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４ ｇｒｅａ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项目 原料 Ａ 原料 Ｂ 原料 Ｃ 原料 Ｄ 试验方法

转相时间

τ ／ ｍｉｎ
６０ ４０ ６ １８０ 实测

转相后红外特

征峰 Ａ ／ ｃｍ－１ ８８０ ８８０ ８８１ ８８１ 实测

润滑脂滴点

ｔ ／ ℃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ＧＢ ／ Ｔ ３４９８

表 ３ 中滴点测试数据表明， ４ 种原料制备的润滑

脂样品的滴点都大于 ３３０ ℃， 样品的高温性能优异；
红外特征峰测试表明几种原料均转相为方解石晶型碳

酸钙； 从转相时间看， 原料 Ｃ 用 ６ ｍｉｎ 完成转相， 转

相用时最少， 转相最快， 然后依次为原料 Ｂ、 原料 Ａ
和原料 Ｄ。 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原料 Ｃ 的浊度较

大， 体系中含有少量游离的未被包覆的碳酸钙及氢氧

化钙等， 在遇到酸性转化剂时， 能迅速反应， 转相为

方解石晶型碳酸钙。

２ ２　 原料稠化能力考察

高碱值磺酸钙的价格比基础油高 １ 倍以上， 高碱

值磺酸钙的稠化能力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复合磺酸钙基

润滑脂的原材料成本， 稠化能力强的高碱值磺酸钙可

降低润滑脂的生产成本。 因此， 对 ４ 种高碱值磺酸钙

的稠化能力进行考察。 试验采用相同皂分、 相同工艺

制备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样品， 所得 ４ 个样品及工作

锥入度测试数据见图 ４。

图 ４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照片及工作锥入度

Ｆｉｇ ４　 Ｐｈｏｔ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２６３ （０ １ ｍｍ） ）； （ｂ）
ｇｒｅａ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 （ｔｈｅ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２８５ （０ １ ｍｍ） ）； （ｃ） ｇｒｅａ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 （ｔｈｅ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３４５ （０ １ ｍｍ） ）；
（ｄ） ｇｒｅａ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２６２ （０ １ ｍｍ） ）

仅凭肉眼观察， 原料 Ａ 制备的脂样品外观更透

亮一些。 进一步对比样品稠度数据得出， 转相最快

的原料 Ｃ 制备的润滑脂锥入度最大 （工作锥入度为

３４５ （０ １ ｍｍ） ）， 脂样较软， 说明原料 Ｃ 的稠化

能力弱； 原料 Ｂ （工作锥入度为 ２８５ （０ １ ｍｍ） ）
稠化能力居中； 原料 Ａ （工作锥入度为 ２６３ （ ０ １
ｍｍ） ） 和原料 Ｄ （工作锥入度为 ２６２ （０ １ ｍｍ） ）
稠化能力较优， 样品锥入度小， 脂样较稠。 分析其

原因， 高碱值磺酸钙为胶体结构， 是以无定型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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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为胶核， 借助几个到十几个烷基苯磺酸钙分子形

成的稳定的胶体分散体系［ ９－１０ ］ 。 原料 Ａ 和原料 Ｄ 稠

化成脂的工作锥入度小， 表明这 ２ 种磺酸钙产品胶

体结构稳定， 碳酸钙胶团分布均匀， 转相过程更稳

定， 所以转相成脂效果更好些。 综合考虑稠化能力

和稠化时间得出， 原料 Ａ 生产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２ ３　 钢网分油和滚筒安定性考察

碳酸钙晶体与磺酸钙相互吸附， 形成粒径更大

的胶体粒子或胶团， 胶体粒子或胶团靠分子力和离

子力形成交错的网络骨架 （即凝胶结构）， 使油被

固定在结构骨架的空隙中［ １１ ］ 。 具体结构见图 ５、 图

６。 钢网分油测试润滑脂在受热条件下基础油析出

的趋势， 考察润滑脂高温条件下的结构稳定性。 但

是分油量也并非越小越好， 如果基础油被紧紧吸

收， 受热时润滑脂不能释放出基础油也会影响到润

滑效果［１０，１２］ 。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本身具有优良的

高温性能， 文中加热到 １００ ℃考察样品的结构是否

发生改变。

图 ５　 磺酸钙基润滑脂 ＳＥＭ 照片 （５０ ０００×）
Ｆｉｇ ５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 （５０ ０００×）

图 ６　 磺酸钙基润滑脂 ＳＥＭ 照片 （２０ ０００×）
Ｆｉｇ ６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ｇｒｅａｓｅ （２０ ０００×）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生成时， 体系中的方解石晶

型的碳酸钙在水的作用下迅速聚集成很大的球形颗

粒， 通过分子间作用力组成了立体的堆积结构。 以这

些球形颗粒为中心， 磺酸钙吸附在其表面， 磺酸钙的

烃基端能很好地溶在基础油中， 使得这些被磺酸钙包

裹的碳酸钙立体结构很好地分散在体系中［ ８，１３－１４］。 转

化过程中生成的少量乙酸钙和碱式磺酸钙形成了氢键

缔合体， 这种氢键缔合体也具有一定的网络结构， 这

种网络结构与碳酸钙的球体堆积结构协同作用， 将大

部分的基础油维系在其中。 当润滑脂受到剪切后， 虽

然碳酸钙的聚集程度有所下降， 但仍然保持着球形堆

积的立体结构， 且分布得更加均匀。 分散后的碳酸钙

颗粒的比表面积增大， 吸附了剪切后析出的游离油，
从而抵消了稠度增大的趋势。 而且， 因体系中主要以

碳酸钙、 乙酸钙、 硼酸钙和磺酸钙颗粒为主， 所以受

剪切后， 除了脂肪酸皂纤维能发生部分断裂外， 其他

很难被破坏， 使得样品具有好的剪切安定性， 复合磺

酸钙基润滑脂在滚筒测试中脂膜不破裂［９，１１，１３］。 样品

测试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样品的钢网分油与剪切安定性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ｍｅｓｈ ｏｉ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项目 原料 Ａ 稠化脂 原料 Ｂ 稠化脂 原料 Ｃ 稠化脂 原料 Ｄ 稠化脂 试验方法

钢网分油（１００ ℃，３０ ｈ）ｗ ／ ％ １．６９ ２．３２ ２．５８ ２．５３ ＮＢ ／ ＳＨ ／ Ｔ ０３２４

滚筒安定性（２ ｈ）λ ／ ｍｍ－１ １ ３ －１ ６ ＳＨ ／ Ｔ ０１２２

　 　 一般情况下， 要求稠度为 ２ 号的各种稠化剂类型

的润滑脂， 其分油指标不超过 ５％ ［１０，１２］。 而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３３５８５—２０１７ 对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提出更高

要， 规定 ２ 号稠度的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分油指标不

大于 ４％ ［１５］。 从表 ４ 可看出， 样品的钢网分油均小于

４％， 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有较好的胶体安定性。 这

可能是由于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特殊的凝胶结构所决

定。 其中原料 Ａ 的分油量最小， 有可能跟原料 Ａ 制

备的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的凝胶结构对基础油的吸附

性能更好有关， 使得油品不易析出。
当润滑脂受到剪切后， 虽然碳酸钙的聚集程度有

所下降， 但仍然保持球形堆积的立体结构。 经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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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体结构分布得更加均匀， 比表面积增大， 稠

度增大， 然而对剪切后析出的游离油的吸附能力也增

强， 从而可以抵消稠度的增大。 并且体系中主要以碳

酸钙、 乙酸钙、 硼酸钙和磺酸钙颗粒为主， 剪切后除

脂肪酸钙能发生部分断裂外， 其他很难被破坏， 使得

复合磺酸钙本身就具有了很好的剪切安定性［ ７ ］。 国

家标准 ＧＢ ／ Ｔ ３３５８５—２０１７ 要求测试复合磺酸钙基润

滑脂 ８０ ℃条件下运行 １００ ｈ 后锥入度的变化值。 因

实验室未建立相关方法， 文中测试样品在运行 ２ ｈ
后， １ ／ ４ 锥入度的变化值。 表 ４ 中的测试数据显示，
原料 Ｄ 制备的样品滚筒安定性数据变化 ６ 个单位，
变化较大； 原料 Ｂ 次之， 变化 ３ 个单位； 原料 Ａ 和

原料 Ｃ 的滚筒安定性数据变化 １ 个单位， 变化很小，
表明样品具有优异的滚筒安定性。 这可能是由于几种

原料中磺酸钙与碳酸钙含量不同导致的。
３　 结论与建议

（１） 研究的 ４ 种高碱值磺酸钙均可用于实验室

转相并复合， 制备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且样品的滴

点都大于 ３３０ ℃， 高温性能优良。
（２） 研究的 ４ 种高碱值磺酸钙转相过程中， 原

料 Ｃ 转相最快， 仅仅用时 ６ ｍｉｎ， 而原料 Ｄ 完成转相

需要 １８０ ｍｉｎ。 究其原因， 可能是原料 Ｃ 中含有的大

量的未被包覆的碳酸钙、 氧化钙以及氢氧化钙快速与

酸性转化剂反应的缘故。
（３） ４ 种高碱值磺酸钙在稠化能力方面也存在较

大差异性， 原料 Ｃ 稠化能力较弱， 原料 Ｂ 稠化能力

居中， 原料 Ａ 和原料 Ｄ 稠化能力较好。 因原料 Ａ 所

得的样品外观更透亮， 建议选用原料 Ａ。
（４） 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本身具有好的胶体安

定性和机械安定性， 这主要源于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特殊的立体结构。 研究的 ４ 种高碱值磺酸钙制备的复

合磺酸钙基润滑脂表现出了优良的胶体安定性和滚筒

安定性， 原料 Ａ 制备的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表现出

更好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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