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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齿轮三维模型，借助于边界元分析软件FRANC3D，采用边界元法计算了它的三

维表面裂纹前沿不同位置处的应力强度因子，并对裂纹进行扩展模拟。提供了轮齿表面引发

断裂之缺陷的评价规则，说明了FRANC3D在对带有初始裂纹或缺陷齿轮进行数值分析预测与

仿真方面的可行性，为齿轮使用寿命预测及其优化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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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Gear Fracture Numericad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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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gear is built and we use boundary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 base 011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011 the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surface crack．and then do the

crack extension simulation．It proposes the evaluation rules of defects which can cause cracks，showing the feasibility of FRANC3D

in numerical analysis。forecasting and simulation with initial gear crack or defects．This paper gives a reference to the life prediction

of the gear end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the g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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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齿轮轮齿折断较常见方式有弯曲疲劳折断、过载折

断、随机折断、轮齿剪断和塑变后折断。也就是说在由于

齿根部弯曲应力大、齿根过渡圆角处有应力集中、意外情

况(如材料缺陷、磨削裂纹和齿面点蚀剥落和异物进入)

等诸多原因都有可能产生裂纹，且裂纹的位置不一定只集

中在齿根部位，它可能出现在轮齿的任何部位，从而导致

整齿折断或在齿上有缺陷的部分折断。

随着断裂理论的发展，边界元法、有限元法在处理断

裂问题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批相应的计算机应用软

件相继涌现出来，如ANSYS，ABQUAS和FRANC3D等，随

着它们的应用，断裂问题的分析也逐渐从二维裂纹问题向

三维裂纹问题延伸。

现从边界元理论出发，借助软件FRANC3D，探讨齿轮

轮齿表面缺陷所导致裂纹的数值分析与扩展仿真方面的

问题。

1 理论基础

1．1 工程构件平面缺陷评定理论

实际工程构件中平面缺陷一般都是不规则的，在评定

时应把它们简化成图1(a)所示的三种规则裂纹之一⋯，

以确定尺寸口和C，图1(b)为表面缺陷简化的规则，其中

L表示实际缺陷平面沿自由表面方向的最大长度，日表示

板厚方向的最大深度。简化规则如下。

当日<1_．／2且日<O．7t时，把该缺陷简化c=1．／2为短

半轴为口=日的半椭圆表面裂纹，如图1(a)所示。

当H>，L／2且H<O．7t时。对于脆断评定，把该缺陷简

化为a=H的半椭圆表面裂纹，如图1(e)所示；对于疲劳

评定，则按C=L／2，a=H的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对待，如图

1(b)所示。

当Ⅳ≥O．7t时，则简化为2c=L+H的穿透裂纹，如图

1(d)所示，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裂纹端部处的韧带比裂

纹长度中心处韧带所承受的应力与应变更为严重，同时也

考虑到韧带起裂后“突然穿透”失效的可能性。

1．2三维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理论

结构断裂问题可以归结为应力强度因子的求解，采用

了边界元理论结合线性断裂力学方法心1来求解应力强度

因子。在平面应变下裂纹前沿开裂，裂纹尖端处张开位移

q，切向位移u．z和撕裂位移“3与应力强度因子KI，足I

和K．对应关系式旧。为：

吩=鼍产(鲁)∽毛+O(r) (1)

J=l，2，3

式中：Em材料的弹性模量o
tP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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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裂纹简图与表面缺陷简化规则

lj}。，如和如分别是I，Ⅱ和Ⅲ型断裂的应力强度因

子；KI，KⅡ和K-。

图2裂尖单元及裂纹前缘扩展

1．3三维裂纹扩展模拟理论

对于疲劳裂纹扩展，设裂纹前缘某点：的扩展速度为

水争—■‘

(d)

2c=￡．口=H

r一、 『

7

J。逊
r(～

J

I， r

2c=-L．a=H

2c=2a,a=H

2c=L+H

该点的应力强度因子(SIF)的函数，例如，假设裂纹扩展的

速率符合Paris公式：
J．

而Lt{h=C(AK)“ (2)
ⅧY

式中出为裂纹前缘某点：沿垂直于裂纹前缘方向的

无限小扩展增量，Ⅳ为载荷循环次数C和m为材料常数。

AK=△尺一一△囊0。，△k和丛。。为相应于循环载荷最大
值与最小值的应力强度因子，对给定的载荷循环次数

AN，裂纹扩展有限增量Aa=ZZ。可由式(2)的积分给出，
JV+4N

Aa= I c(△J|()”dⅣ。△Ⅳ不大时，我们有：
JⅣ

Aa*C(△K)“AN (3)

由式(3)求得裂纹前缘上=点扩展后的位置z。。可将

裂纹前缘各点的扩展后的位置相连作为裂纹的新的前缘，

对有限个数据点，由此得到的新的裂纹前缘一般为一折

线。在实际数值模拟中，我们习惯将这些点用三次B样

条函数拟合成一条光滑的曲线，从而得到光滑的新裂纹前

缘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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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FRANC3D断裂分析过程

断裂分析软件FARNC3D由：立体对象建模器(object

solid modeler，OSM)，断裂分析器(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imensions，FRANC3D)以及边界元系统(boundary ele·

ment system，BES)三部分组成。文献[10]已对该软件总

体功能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FRANC3D疲劳断裂问题分

析过程程序图如图3所示。

图3 FRANC3D疲劳断裂问题分析过程程序

FRANC3D基于边界元理论的计算应力强度因子。使

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作为断裂判据确定裂纹扩展方向，即

裂纹将沿最大周向应力的方向，同时即剪应力为0方向进

行开裂。当此方向的周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裂纹失稳

扩展。

3 应用算例

所选的渐开线直齿圆柱轮材料为某合金钢，该齿轮

发生表面硬化(渗碳、碳氮共渗、感应淬火等)，由于轮齿

承受较大的弯曲应力而发生疲劳断裂。常温且零应力

比条件下的断裂韧度K，．为93．3 MPa·m，断裂门限值

△K。=3．8 MPa·m。初始缺陷开口位于齿轮轮齿的边

缘部分，根据裂纹简化规则，初始缺陷可以简化为半径

长为长0．5 mm圆形裂纹的四分之一来处理(裂纹形状

如图8所示)，方向与齿轮过渡圆弧面垂直。齿轮参数

列于表1：

表1 齿轮几何与材料参数

图4轮齿受力示意图

点进行处理，整个过程简便易行，克服了FRANC3D单个

软件建模的缺点，得到了较为理想的三维模型(图5)。

图5 FRANC3D中全齿齿轮模型

根据齿轮受力与约束的特点，将分析模型简化，取一

个轮齿进行分析。

3．2 FRANC3D中轮齿应力分析

图6为应用FRANC3D软件对无缺陷齿轮轮齿和带

将轮齿考虑成悬臂梁，不计摩擦力作用，加载总压力

P于齿顶位置方向为齿顶法线方向，大小为300 N。将P

分为水平分量Pcos‘p与剪应力垂直分量Psimp两部分进

行加载，如图4所示。

3．1 FRANC3D中齿轮建模

针对渐开线齿轮实体特征，采用MALAB软件编程

计算了渐开线齿廓曲线所用的坐标值，然后将数据输入

ANSYS软件生成单个轮齿的轮廓曲线并将其保存为．ig．

es或．cdb格式的文件，再通过FRANC3D与ANSYS专用

接口功能导入FRANC3D，最后根据FRANC3D的建模特 图6轮齿等效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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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初裂纹的轮齿进行应力分析得到的等效应力云图，可以

观察到齿根处应力集中严重。

3．3基于FRANC3D轮齿裂纹前缘应力强

度因子计算

图7为应用FRANC3D软件对轮齿初裂纹的进行计

算得到的I型断裂的应力强度因子蜀沿裂纹前缘不同位

置分布规律曲线：

沿裂纹前缘的标准距离

图7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曲线

图9裂纹扩展十步裂纹COD图与断口形貌

理复杂工程断裂问题得到广泛的应用。

齿轮轮齿裂纹可能出现在轮齿的任一部位，可能导致

整齿折断或在齿上有缺陷的部分折断。本文所应用的边

界元分析软件FRANC3D操作简单，是一款经济实用的工

程结构断裂分析仿真软件。对于齿轮轮齿不同情况引起

的断裂都可以进行较准确的数值分析与扩展模拟，为工程

中齿轮疲劳断裂分析提供了参考，为齿轮寿命预测与优化

设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图7中横坐标表示裂纹前缘各点(图8中1点向左至

8,g)／gJg始A(图8中的1点)的归化距离，纵坐标所示 参考文献：
为这些点对应的局值。

图8裂纹前缘求解强度因子的点位置示意图

3．4 FRANC3D轮齿裂纹扩展模拟

图9为扩展十步时裂纹张开位移(COD)图，其中右

上角为轮齿初裂纹的进行十步扩展模拟得到的裂纹断口

形貌(每步设定最大扩展量为0．1nlm)。

4 结论

当前数值分析方法在断裂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边界

单元法由于其边界方程能精确满足场的要求，从而大大降

低求解问题的维数，同时提高求解问题的精度，因而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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