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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煤机是综采工作面重要的机械设备，其可靠性至关重要。论文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夹矸煤岩高效截割滚筒落煤动力传递规律及结构进化理论研

究)”、某煤机公司“MG400／951．WD新型采煤机可靠性研究”和“采煤机滚筒

设计软件开发”项目为背景，进行的主要研究工作有：

对兖州煤业鄂尔多斯文玉煤矿的煤样进行了物理力学特性实验，得到了煤样

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基于破煤理论，利用MATLAB得到了复杂煤层赋存条件

下螺旋滚筒截齿的三向力和三向力矩载荷。基于ANSYS的APDL技术，开发了

建立模态中性文件的程序。

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利用Pro／E、ANSYS的APDL技术和ADAMS

建立了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通过基于实际工况的仿真发现了采煤机的薄弱

环节，结合可靠性灵敏度设计理论、可靠性稳健设计理论和性能退化理论，提出

了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与渐变可靠性设计理论的方法，分析了采煤机

截割部行星架和螺旋滚筒设计变量对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的影响，构建了行

星架和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利用改进粒子群算法，得到了设计变

量的最优解，发现优化后的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和螺旋滚筒最大应力和设计变量

灵敏度均有下降，可靠性得到提高，达到设计要求。

通过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得到了扭矩轴的最大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及扭

矩轴设计变量对采煤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的影响。应用微动疲劳与三维裂

纹扩展分析软件FRANC3D建立引入裂纹后的扭矩轴有限元模型，对扭矩轴进行

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和裂纹扩展分析，提出了一种机械零部件新的疲劳寿命预测方

法。

本文提出的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与渐变可靠性设计理论的方法，为工

况恶劣的机械设备的可靠性分析、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

和数据支撑，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采煤机；刚柔耦合；可靠性灵敏度；可靠性稳健设计；断裂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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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耦合采煤机截割部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研究

AbsCract

Shearer is an important mechanical

face，the reli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equipment of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based 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project",a”MG400／95 1一WD new type shearer reliability research”and”shearer drum

aided design and load calcul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the main work is：

Experimentd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n the W．en Yu coal mine of Yan

zhou coal chemical company’S coal sample，based on the cutting coal theory,drum’S

three to the force and torque load was obtained by MATLAB，based on the APDL of

ANSYS，the modal neutral file’S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igid-flexible virtual prototype coupling technology,shearer’S

rigid·flexible virtual prototype coupling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Pro／E．ANSYS and

ADAMS，shearer’S weak link was obtained by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

simulation，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reliability sensitivity design，robust desig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proposed a rigid-flexible prototype

coupling dynamic gradient method of reliability design，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net carder and drum’S design variables to the dynamic reliability sensitivity

gradient，established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evaluation function of the planet

cartier and drum，by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the optimal design

variables was obtained，the optimized planet carrier and drum‘S maximum stress

sensitivity and design variables Was decreased，the reliability was improved，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

Through rigid-flexible virtual prototype coupling simulation，the influence of the

max shear stress and the displacement and moment to the reliability sensitivity was

obtained．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torque shaft after introduction of crack was

established by FRANC3D．The torque shaft’S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crack extension Was proceed，proposed a new mechanical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The collaborative coupled virtual prototype technology and the gradient method

of reliability design theory was proposed，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ort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data for bad working condition of mechanical equipment’S Reliability

analysis，dynamic and gradient reliability design．It has univer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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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耦合采煤机截割部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研究

Key Words：shearer；rigid-flexible coupling；reliability sensitivity；reliability robust

design；fracture mechanics

万方数据



目 录

摘 要⋯⋯⋯⋯⋯⋯⋯⋯⋯⋯⋯⋯⋯⋯⋯⋯⋯⋯⋯⋯⋯⋯⋯⋯⋯⋯⋯⋯⋯⋯⋯⋯⋯⋯⋯⋯⋯⋯⋯⋯I

Abstract⋯⋯⋯⋯⋯⋯⋯⋯⋯⋯⋯⋯⋯⋯⋯⋯⋯⋯⋯⋯⋯⋯⋯⋯⋯⋯⋯⋯⋯⋯⋯⋯⋯⋯⋯⋯⋯⋯⋯⋯．II

1 绪{念⋯⋯⋯⋯⋯⋯⋯⋯⋯⋯⋯⋯⋯⋯⋯⋯⋯⋯⋯⋯⋯⋯⋯⋯⋯⋯⋯⋯⋯⋯⋯⋯⋯⋯⋯⋯⋯⋯⋯⋯．．1

1．1 课题提出的背景⋯⋯⋯⋯⋯⋯⋯⋯⋯⋯⋯⋯⋯⋯⋯⋯⋯⋯⋯⋯⋯⋯⋯1

1．2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的采煤机可靠性研究现状⋯⋯⋯⋯⋯⋯⋯2

1．3可靠性理论研究现状⋯⋯⋯⋯⋯⋯⋯⋯⋯⋯⋯⋯⋯⋯⋯⋯⋯⋯⋯⋯⋯4

1．3．1可靠性设计理论研究现状⋯⋯⋯⋯⋯⋯⋯⋯⋯⋯⋯⋯⋯⋯⋯⋯一4

1．3．2可靠性灵敏度与稳健设计研究现状⋯⋯⋯⋯⋯⋯⋯⋯⋯⋯⋯⋯．．5

1．3．3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研究现状⋯⋯⋯⋯⋯⋯⋯⋯⋯⋯⋯⋯⋯⋯⋯．．6

1．4断裂力学研究现状⋯⋯⋯⋯⋯⋯⋯⋯⋯⋯⋯⋯⋯⋯⋯⋯⋯⋯⋯⋯⋯⋯7

1．5粒子群算法在机械设计中的研究现状⋯⋯⋯⋯⋯⋯⋯⋯⋯⋯⋯⋯⋯⋯9

1．6论文研究的意义及主要内容⋯⋯⋯⋯⋯⋯⋯⋯⋯⋯⋯⋯⋯⋯⋯⋯⋯一1 1

1．6．1论文研究的意义⋯⋯⋯⋯⋯⋯⋯⋯⋯⋯⋯⋯⋯⋯⋯⋯⋯⋯⋯⋯11

1．6．2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1 1

2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实验及采煤机螺旋滚筒载荷模拟⋯⋯⋯⋯⋯⋯⋯⋯⋯⋯13

2．1煤岩物理力学性能⋯⋯⋯⋯⋯⋯⋯⋯⋯⋯⋯⋯⋯⋯⋯⋯⋯⋯⋯⋯⋯．．13

2．2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实验⋯⋯⋯⋯⋯⋯⋯⋯⋯⋯⋯⋯⋯⋯⋯⋯⋯⋯⋯．．13

2．2．1煤岩坚固性系数测定⋯⋯⋯⋯⋯⋯⋯⋯⋯⋯⋯⋯⋯⋯⋯⋯⋯⋯14

2．2．2煤岩强度测定实验⋯⋯⋯⋯⋯⋯⋯⋯⋯⋯⋯⋯⋯⋯⋯⋯⋯⋯⋯16

2．2．3煤岩真密度测定实验⋯⋯⋯⋯⋯⋯⋯⋯⋯⋯⋯⋯⋯⋯⋯⋯⋯⋯21

2．3采煤机截割机理分析及载荷模拟⋯⋯⋯⋯⋯⋯⋯⋯⋯⋯⋯⋯⋯⋯⋯．．22

2．3．1镐型截齿截割机理分析⋯⋯⋯⋯⋯⋯⋯⋯⋯⋯⋯⋯⋯⋯⋯⋯⋯22

2．3．2螺旋滚筒受力分析⋯⋯⋯⋯⋯⋯⋯⋯⋯⋯⋯⋯⋯⋯⋯⋯⋯⋯⋯24

2．3．3螺旋滚筒载荷模拟⋯⋯⋯⋯⋯⋯⋯⋯⋯⋯⋯⋯⋯⋯⋯⋯⋯⋯⋯26

2．4本章小结⋯⋯⋯⋯⋯⋯⋯⋯⋯⋯⋯⋯⋯⋯⋯⋯⋯⋯⋯⋯⋯⋯⋯⋯⋯．．36

3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建模与仿真⋯⋯⋯⋯⋯⋯⋯⋯⋯．⋯⋯⋯⋯⋯⋯⋯37

3．1采煤机刚性虚拟样机模型的建立⋯⋯⋯⋯⋯⋯⋯⋯⋯⋯⋯⋯⋯⋯⋯．．37

万方数据



3．2建立采煤机关键零件模态中性文件⋯⋯⋯⋯⋯⋯⋯⋯⋯⋯⋯⋯⋯⋯．．39

3．2．1划分有限元网格⋯⋯⋯⋯⋯⋯⋯⋯⋯⋯⋯⋯⋯⋯⋯⋯⋯⋯⋯⋯40

3．2．2建立刚柔耦合区域⋯⋯⋯⋯⋯⋯⋯⋯⋯⋯⋯⋯⋯⋯⋯⋯⋯⋯⋯40

3．2．3生成模态中性文件⋯⋯⋯⋯⋯⋯⋯⋯⋯⋯⋯⋯⋯⋯⋯⋯⋯⋯⋯41

3．3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的建立⋯⋯⋯⋯⋯⋯⋯⋯⋯⋯⋯⋯⋯．．43

3．4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的采煤机关键零件仿真结果⋯⋯⋯⋯⋯．．44

3．5采煤机装煤性能仿真⋯⋯⋯⋯⋯⋯⋯⋯⋯⋯⋯⋯⋯⋯⋯⋯⋯⋯⋯⋯．．49

3．5．1采煤机装煤效果仿真参数的设置⋯⋯⋯⋯⋯⋯⋯⋯⋯⋯⋯⋯⋯49

3．5．2采煤机装煤性能离散元模型的建立及仿真⋯⋯⋯⋯⋯⋯⋯⋯⋯49

3．6本章小结⋯⋯⋯⋯⋯⋯⋯⋯⋯⋯⋯⋯⋯⋯⋯⋯⋯⋯⋯⋯⋯⋯⋯⋯⋯．．5l

4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52

4．1 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基本理论⋯⋯⋯⋯⋯⋯⋯⋯⋯⋯⋯⋯⋯⋯⋯．．52

4．1．1可靠性设计基本理论⋯⋯⋯⋯⋯⋯⋯⋯⋯⋯⋯⋯⋯⋯⋯⋯⋯⋯52

4．1．2考虑性能退化的相关多失效形式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理论⋯⋯⋯56

4．1．3机械多目标优化设计理论⋯⋯⋯⋯⋯⋯⋯⋯⋯⋯⋯⋯⋯⋯⋯⋯58

4．2行星架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一59

4．2．1 行星架设计变量的选取⋯⋯⋯⋯⋯⋯⋯⋯⋯⋯⋯⋯⋯⋯⋯⋯⋯59

4．2．2行星架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61

4．3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分析⋯⋯⋯⋯⋯⋯⋯⋯⋯⋯⋯⋯⋯⋯⋯⋯．．66

4．4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及无量纲化⋯⋯⋯⋯⋯⋯⋯⋯．．68

4．5基于灵敏度分析的行星架可靠性稳健设计⋯⋯⋯⋯⋯⋯⋯⋯⋯⋯⋯．．76

4．5．1建立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76

4．5．2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行星架可靠性稳健设计⋯⋯⋯⋯⋯⋯⋯77

4．6本章小结⋯⋯⋯⋯⋯⋯⋯⋯⋯⋯⋯⋯⋯⋯⋯⋯⋯⋯⋯⋯⋯⋯⋯⋯⋯．．84

5复杂煤层赋存条件下螺旋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85

5．1 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85

5．1．1螺旋滚筒设计变量的选取⋯⋯⋯⋯⋯⋯⋯⋯⋯⋯⋯⋯⋯⋯⋯⋯85

5．1．2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86

5．2螺旋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及无量纲化⋯⋯⋯⋯⋯⋯⋯．．90

万方数据



5．3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螺旋滚筒可靠性稳健设计⋯⋯⋯⋯⋯⋯⋯⋯．．93

5．4本章小结⋯⋯⋯⋯⋯⋯⋯⋯⋯⋯⋯⋯⋯⋯⋯⋯⋯⋯⋯⋯⋯⋯⋯⋯⋯．．97

6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适用性设计与断裂可靠性研究⋯⋯⋯⋯⋯⋯⋯⋯⋯⋯98

6．1 扭矩轴扭转特性分析及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98

6．1．1扭矩轴卸荷槽结构参数⋯⋯⋯⋯⋯⋯⋯⋯⋯⋯⋯⋯⋯⋯⋯⋯⋯98

6．1．2扭矩轴卸荷槽结构参数对扭转特性的影响⋯⋯⋯⋯⋯⋯⋯⋯⋯98

6．1．3扭矩轴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102

6．2扭矩轴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及无量纲化⋯⋯⋯⋯⋯⋯⋯⋯1 03

6．3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扭矩轴可靠性稳健设计⋯⋯⋯⋯⋯⋯⋯⋯⋯107

6．4扭矩轴断裂可靠性研究⋯⋯⋯⋯⋯⋯⋯⋯⋯⋯⋯⋯⋯⋯⋯⋯⋯⋯⋯110

6．4．1 断裂力学理论及判据方法⋯⋯⋯⋯⋯⋯⋯⋯⋯⋯⋯⋯⋯⋯⋯．．1 10

6．4．2扭矩轴裂纹有限元模型的建立⋯⋯⋯⋯⋯⋯⋯⋯⋯⋯⋯⋯⋯一1 12

6．4．3扭矩轴裂纹数值模拟⋯⋯⋯⋯⋯⋯⋯⋯⋯⋯⋯⋯⋯⋯⋯⋯⋯．．113

6．4．4扭矩轴裂纹扩展数值模拟及寿命预测⋯⋯⋯⋯⋯⋯⋯⋯⋯⋯．．114

6．4．5扭矩轴性能退化可靠性分析⋯⋯⋯⋯⋯⋯⋯⋯⋯⋯⋯⋯⋯⋯．．116

6．5本章小结⋯⋯⋯⋯⋯⋯⋯⋯⋯⋯⋯⋯⋯⋯⋯⋯⋯⋯⋯⋯⋯⋯⋯⋯⋯117

7结论与展望⋯⋯⋯⋯⋯⋯⋯⋯⋯⋯⋯⋯⋯⋯⋯⋯⋯⋯⋯⋯⋯⋯⋯⋯⋯⋯．．118

7．1 结论⋯⋯⋯⋯⋯⋯⋯⋯⋯⋯⋯⋯⋯⋯⋯⋯⋯⋯⋯⋯⋯⋯⋯⋯⋯⋯⋯⋯⋯⋯⋯⋯⋯⋯⋯⋯11 8

7．2展望⋯⋯⋯⋯⋯⋯⋯⋯⋯⋯⋯⋯⋯⋯⋯⋯⋯⋯⋯⋯⋯⋯⋯⋯⋯⋯⋯120

参考文献⋯⋯⋯⋯⋯⋯⋯⋯⋯⋯⋯⋯⋯⋯⋯⋯⋯⋯⋯⋯⋯⋯⋯⋯⋯⋯⋯．．121

作者简历⋯⋯⋯⋯⋯⋯⋯⋯⋯⋯⋯⋯⋯⋯⋯⋯⋯⋯⋯⋯⋯⋯⋯⋯⋯⋯⋯．．130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132

学位论文数据集⋯⋯⋯⋯⋯⋯⋯⋯⋯⋯⋯⋯⋯⋯⋯⋯⋯⋯⋯⋯⋯⋯⋯⋯⋯⋯1 33

万方数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课题提出的背景

我国煤炭储量丰富，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情况在长时间内不会改变，《煤炭

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推进安全绿色开发、促进

清洁高效利用、强化煤炭科技创新和拓展煤炭国际合作等煤炭工业发展重点，

而在煤炭行业运行困难时期，却是强化煤炭科技创新和拓展煤炭国际合作的关

键时期【11。综采是煤炭开采中的重要环节，1954年，英国设计制造的第一套综

采设备投入生产，煤矿进入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煤矿安全

明显改善。采煤机作为综采工作面的重要工作设备，其关键零件设计的合理性

直接影响可靠性和截割效率，如何提高和保证采煤机的可靠性是采煤机械科技

创新的重要课题。

在传统采煤机械的设计过程中，为保证高可靠性，会基于较大的安全系数进

行设计，通常会造成关键零部件的结构设计不合理、总体重量增加，造成结构性

能的降低和经济的浪费，额外增加了采煤机的成本。综采工作面环境复杂且恶劣，

尤其是薄煤层采煤机的采煤空间有限，采煤机关键零部件的尺寸往往决定着采煤

机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所以以安全系数为唯一校核标准的采煤机设计理论需要

进一步研究【2圳。目前的可靠性分析的载荷加载大多采用理论计算或者刚性虚拟

样机技术进行分析，并未实现采煤机关键零件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可靠性研究，在

某些情况下，采用传统的取极值法不能合理有效的对关键零件进行可靠性研究。

经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分析，截割部行星架是采煤机截割的薄弱环节，其可靠性对

采煤机有着重要的影响，煤层赋存条件复杂，采煤机所受载荷复杂，较大的冲击

载荷易使行星架失效；某矿使用MG200／446--WD型薄煤层采煤机，行星架失效

是采煤机截割部故障的主要失效形式之一，在投入生产的3个月内，截割部行星

架失效5个[5-61，位置均位于行星架输出端。螺旋滚筒是采煤机的工作机构，由

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导致其受载具有非线性、强耦合性和时变性的特点，尤其是

复杂煤层赋存条件工作下的螺旋滚筒，其可靠性对采煤机关键零件和装煤效果有

着重要影响。截割部电机扭矩轴作为作为采煤机过载保护系统，其在截割煤岩过

程中受载复杂，采用传统的解析方法很难得到合理的结构参数，不能及时断裂以

保护采煤机关键零件。目前针对采煤机可靠性设计方法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亟需

提出一种新的可靠性设计方法，设计出复杂煤层赋存条件工作下的高可靠性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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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对于实现煤炭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1．2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的采煤机可靠性研究现状

虚拟样机技术(Virtual Prototype，VP)是将CAD建模技术、计算机支持的协

同工作(CSCW)技术、用户界面设计、基于知识的推理技术、设计过程管理和文

档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集成起来，在物理样机被建立之前，设计人员基于计算

机技术建立复杂机械系统的数字模型，对其进行仿真，在后处理结果中得到复杂

机械系统在各种正式工况条件下的图像特性，提出优化方案，最终得到最优的设

计结果。将物理样机进行数字化设计的技术，缩短了产品周期，降低了成本【71。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样机技术逐渐应用于机械设

计领域进行仿真测试与性能评估，为机械设备的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上世

纪90年代，虚拟样机技术得到快速发展，英国Sikorsky公司和波音公司在

Comanche项目的研发上首先使用虚拟样机，降低了25％的设计费用，生产周期

缩短了20％。在采煤机可靠性的研究中，德国的艾柯夫采用虚拟样机技术对采煤

机整机进行了有限元分析，找到了设计的薄弱环节，基于虚拟样机仿真结果，对

其进行优化设计，提高了整机的性能，久益环球(JOY)采用虚拟样机技术对过桥

式爬底板采煤机进行刚柔耦合可靠性分析[81，其MG350／811-WD和

MG400／951-WD系列投产后受到广泛好评。

2006年Javier Torafio结合模糊集理论，在长壁采煤机的可靠性研究中，利

用虚拟样机技术建立了具有预测和改变采煤机运动参数的虚拟模型[91；2011年

Brinzan D D利用虚拟样机技术对液压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并建立了故障诊断系

统，，降低了采煤机故障率和维护成本【lo】；2013年Hadi Hoseinie基于MATLAB

蒙特卡罗模拟法，利用虚拟样机技术对长壁采煤机进行可靠性分析，为大型复杂

机电系统提供了新的方法【lll；2012．2015年Hoseinie Seyed Hadi利用虚拟样机技

术对电控系统和采煤机喷雾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降低了采煤机维护成本，降低

了停机次数【12～51，波兰的FAMUR GROUP、美国的JOY、德国的DBT GmbH和

EICKHOFF公司的采煤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国外的采煤机一般配有先进

的故障诊断系统，可以有效的避免采煤机故障的发生，提高煤矿生产效率。

虚拟样机研究在本世纪初应用于我国采煤机领域；2004年太原理工大学的

廉自生团队基于UG、ADAMS和ANSYS建立了采煤机截割部的仿真模型，对

其进行了动态特性仿真研究，得到了摇臂壳体的振动特性和等效应力结果[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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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李晓豁教授对螺旋滚筒进行虚拟样机动力学分析，

获得了滚筒的速度和运动轨迹，为滚筒的优化设计奠定了基础【18】；2009年太原

理工大学的贺声阳建立了大功率电牵引采煤机的可靠性仿真模型，对其进行研究

得到了分析结果，为优化设计提供了明确的数据支撑【19】；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赵丽娟教授团队在采煤机的可靠性研究中应用刚柔耦

合虚拟样机技术，为复杂机电系统的可靠性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2008年与兖

矿集团合作以辽源煤机厂开发的薄煤层采煤机为工程对象，采用MATLAB对采

煤机截割富含包裹体薄煤层时的负载特性进行研究，采用ADAMS对该工况下

截割部进行了动力学仿真并对关键零件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找到了薄弱环节并

提出了优化方案，设计单位依据仿真结果对这些薄弱零件进行了改进，经过三轮

修改后各薄弱零件均达到了较高的可靠度，改进后的采煤机在杨村矿经过了2

年的井下工作状态追踪，在追踪期间这些零件并未出现任何故障，确保了物理样

机的一次成功；2009年基于ANSYS对薄煤层采煤机行星传动系统扭矩轴进行了

虚拟样机动态可靠性分析，得到了扭矩轴的最优解，达到了扭矩轴的设计目的

【20】；2010年赵丽娟教授课题组的张农海对采煤机截割部行星传动系统的关键零

件进行了研究，构造协同仿真环境，得到了关键零件的负载，对其进行动态特性

和疲劳寿命研究并对其进行优化，建立优化后的刚柔耦合模型，对其进行了验证，

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21】；2013年课题组的刘旭南基于PROE、ADAMS、

MALTAB和ANSYS建立了采煤机整机的虚拟样机模型，建立了煤坚固性系数、

牵引速度及截深与采煤机可靠性的神经网络数学模型，得到了采煤机经济截割曲

线和最优生产率，为虚拟样机优化设计提供了新的方法【22】；课题组的马联伟基

于多体动力学理论，建立了采煤机整机的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得到了摇臂壳

体和牵引部壳体的应力分布规律和疲劳寿命的薄弱环节，为大型复杂机械设备柔

性零件动态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23】；2015年课题组的陈鹏建立了新型平行轴传

动系统的模型，基于MATLAB生成的滚筒载荷，进行振动特性仿真分析，发现

平行轴传动系统的薄弱环节并对其进行优化【24】；课题组的兰金宝利用RecurDyn

对新型采煤机截割部传动系统进行仿真分析，得到了内齿圈的动态特性负载，利

用Fatigue模块得到了疲劳寿命数值【25】；2016年课题组的王建勇将模糊集理论和

虚拟样机结合，进行可靠性评估分级及预测，模拟结果表明该数学模型具有较高

的精确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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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可靠性理论研究现状

可靠性设计是保证机械及其零部件满足给定的可靠性指标的一种机械设计

方法，可靠性设计是以概率论、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等数学方法为基础的理论，

在机械工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主要设计方法有可靠性优化设计、灵敏度设

计和稳健性设计。在20世纪初，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在安全分析领域得到应用，

被看做是可靠性研究的开端，1911年匈牙利的学者卡钦奇利用统计数学在机械

零件在载荷和材料强度问题进行研究，为可靠性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方法；1924

年美国的W．A．Shewhart基于数理统计理论，提出了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系

统，将可靠性应用于质检技术中；在二战中，可靠性设计技术为军事设备的创新

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1943年德国的学者R．Lusser首次提出了可靠度的概念，

并以此为评价机械系统性能的判据；1950至1980年，可靠性设计技术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在该时期，基于模糊集理论的可靠性设计方法、系统可靠度数学模型

和可靠性稳健设计理论被相继提出，为可靠性设计提供了新的方法；上世纪80

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可靠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越来越多的可

靠性计算方法被提出，B．H．Yakou在系统的可靠性分析中引入了区间的概念，设

定该系统的响应在该区间范围内，则系统是可靠的，反之，则不可靠；Ben．Haim

对可靠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该学者首先对凸集模型进行了研究，进而创

造性的提出了稳健设计理论，为可靠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27】；

进入21世纪，可靠性设计理论在机械工程中的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2002

年吉林大学的张义民讨论了后桥壳的可靠性优化设计课题，首先对设计变量进行

了概率特性统计，应用摄动法对后桥壳进行了可靠性优化设计，得到了最优解

【28】；2003年东北大学的孙志礼建立了一级圆柱齿轮减速器的可靠性模型，在考

虑了随机因素的基础上，利用罚函数对建立的数学模型求得最优解【29】；2005年

淮海工学院的陈连将模糊集合经典可靠性模型相结合，对机械传动系统进行可靠

性研究，建立了剩余可靠度计算模型【30】；2007年李光煜在装载机减速器的设计

中，选取了齿轮参数为设计变量，以体积最小为目标函数进行了优化设计【31】；

2010年长春师范学院的刘仁云将随机数、小波分析和粒子群算法结合，提出了

一种新的可靠性优化设计方法【32】；2012年Jung，Moongon讨论了全芯片热机的

压力和可靠性分析工具，以及优化设计方法，提出了一种热机械应力(TSV)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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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张量的线性叠加模型，利用有限元软件验证了可行性；2013年M Ognjanovic

在汽车变速箱可靠性设计中，提出一个种Multi．methodological集成方法，通过

分析表明该方法的精确性【33】；Jiang C使用凸模型理论，结合二阶近似方法提出

了Convex．model．based系统可靠性模型【34】；Sayah S和HamoudaA提出了一种在

电力系统优化工程中使用改进粒子群算法【35】；JH Wiebenga和AHVD Boogaard

结合灵敏度分析和稳健设计，使用Metamodel．based方法，对试样进行可靠性优

化设计，结果表明，结合有限元理论的可靠性模型具有较强普适性【36】；2014年

吉林大学的郑灿赫在结构系统失效分析中，将PSO．DE应用于结构可靠性设计

中，对其进行优化求解，为可靠性求解方法提供了新的方法[37】；Nikabdullah N

利用马尔可夫链模型建立了可靠性数学模型，该方法能生成类似的数据以最小的

误差百分比和实际应用，该模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确性决定混合模式加载下的

曲轴的可靠性【38】；RaoufN在运载火箭的可靠性研究中，提出了可靠性框图安排

Bi．Objective优化方法，以最小化成本为约束条件，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39】；

2015年谢里阳利用精确的系统可靠性建模方法，用各损伤部位疲劳寿命的次序

统计量和极值统计量表示结构寿命分布，建立了多部位损伤结构的概率寿命预测

模型，试验结果及算例表明建立的模型自然地反映了不同损伤部位之间的失效相

关性[40】；湖南大学的姜潮在考虑了失效准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模糊时变可

靠性研究方法，对齿轮传动系统进分析，得到了模糊时变可靠性分析结果【41】；

2016年东北大学的张义民和贾敬存引入Edgeworth级数法，将故障数据变量展

开成标准正态分布，进而求得可靠度，并用数据拟合方法进行检验，分布曲线相

似度较好【42】。

1．3．2可靠性灵敏度与稳健设计研究现状

可靠性灵敏度分析是在对机械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灵敏

度分析。通过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可以获取可靠度(或失效概率)与基本随机参数向

量波动间的量化关系。稳健设计是保证产品安全可靠的一种有效工程方法。稳健

设计思想由G．Taguchi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70．80年代国内外学者对稳健设计理论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以田口方法、响应面

法和随机模型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1986年Hohenbichler M率先提出了可靠性

对设计变量的灵敏度理念，在此基础上，灵敏度算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Vining

等人在1990年用双响应曲面法对机械优化设计问题进行求解，算例表明该算法

精度高，可基于较少的样本进行优化合计；基于响应曲面法的可靠性稳健设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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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由Shoenaker等人提出的；Parkinson于1993年提出变差传递法[43】；2000

年朱学军对灵敏度设计和稳健设计在质量工程中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删；2002年

Du X P在大型复杂机械系统的可靠性分析中，提出了一种变差计算方法，可实

现快速准确的求解【45】；2004年Melchers R E提出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快速求解灵

敏度的方法[46】；2006年李玉强将6 O稳健设计法应用于质量管理中，提出了一

种基于响应面法的稳健设计法【47】；2008年张义民将四阶矩法应用于可靠性稳健

设计的任意分布设计变量的优化设计中，为多目标强约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求解

方法【48】；2010年Haukaas T在有限元法中，应用灵敏度设计对大型复杂机械系

统进行可靠性设计，算例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可行性【49】；2012年吕春梅在多转子

系统的振动可靠性分析中，基于灵敏度设计对其进行稳健优化设计，实验结果表

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为机械工程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50．51】；2013年Roussouly

N和PetiOean F基于稀疏响应面理论，提出了一种可靠性误差控制方法，改善了

响应面法的近视误差计算方法【52】；Yu H和Gillot F结合顺序原则和可靠性稳健设

计理论，提出了一种非线性求解方法，在质量阻尼器的振动测试实验中，验证了

该方法的优越性【53】；Lotfi M M和Tavakkoli．Moghaddam提出了一种结合遗传算

法和优先级解码算法的可靠性优化设计算法，该算法比ST-GA更好适用于非线

性问题求解【54】；2014年王新刚基于经典的可靠度计算方法，对数控机床的刀具

进行了可靠性设计，利用灵敏度设计方法获得了刀具各个设计参数对可靠性的影

响规律，为数控机床的刀具可靠性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55】；2015年东北

大学的朱丽莎对利用可靠性灵敏度设计对压缩机的转子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引

入隔离裕度，提出了一种共振失效振动可靠性计算方法【56]；伍建军引入6 D稳健

设计方法，建立了稳定性优化模型，并对以柔性悬臂梁为载体的柔顺机构进行了

柔度稳健优化设计结果对比表明，其柔度稳健设计具有良好的效果；张峰对某型

飞机起落架缓冲器参数进行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建立了以缓冲性能为目标函数的

数学模型，利用Kriging法求得了缓冲器参数的灵敏度，该分析方法在航空领域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57】。

1．3．3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研究现状

动态可靠性是指在概率动力学的基础上，研究运动或振动状况下的可靠性指

标，并以机械产品的动态特性指标为依据进行可靠性设计；渐变可靠性强调的是

机械产品发生渐变失效所对应的可靠性问题。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研究是将机械动

力学、劣化机理与可靠性结合起来，充分探索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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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使可靠性设计方法更符合现代机械设计方法的要求。上世纪40．60年代

RICE和HELSTROM等学者给出了超越概率计算方法，为渐变可靠性提供了理

论基础，CRANDALL将数值模拟和超越问题结合，为渐变可靠性的进一步发展

做出了突破性研究，该期间被看做渐变可靠性发展的初始阶段。上世纪70年代

YANG、IYENGAR和GASPARINI等学者在机械系统非线性领域引入超越理论，

在振动特性分析和非平稳响应问题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

着智能算法和计算机的快速发展，渐变可靠性在工程上得到应用，KIUREGHIAN

A D将渐变可靠性与有限元技术应用于框架结构的可靠性评估中【58】，2002年

KARNIADAKIS利用W-A多项式建立了适用于随机设计参数和约束条件的数值

计算方法，在流体和热力学耦合问题中的得到应用。我国的渐变可靠性研究起步

较晚，最初的可靠性多集中在机械系统或零部件的优化设计中，体现为静态数值，

主要为优化设计提供数值参考。近年来，随着多学科交叉和虚拟样机技术的发展，

可视化的四维仿真技术推动了渐变可靠性的发展。2008年施兴华以船舰疲劳和

腐蚀现象为背景，基于断裂力学和随机过程理论，建立了船舰关键零件的时变数

学模型，建立了船舰的时变可靠性评估方案，为服役期的船舰维修与保障决策提

供了重要参考【59】；2012年东北大学的周娜基于强度退化理论，对圆柱齿轮进行

渐变可靠性分析，得到了强度退化下的圆柱齿轮可靠性灵敏度和影响规律【431；

李常有基于Gamma过程对机床刀具进行渐变可靠型分析，得到了机床定期补偿

的刀具渐变状态函数，提出了一种提高刀具运行可靠性的新方法160]；2013年燕

山大学的张雷提出一种基于Bayes的重型数控机床渐变可靠性评估技术，该技术

可预测机床关键部件的概率可靠度和平均故障间隔时间16l】；2015年湖南大学的

姜潮基于模糊集理论，构造了一种考虑机械零部件失效准则的渐变可靠性研究方

法，该方法可得到模糊失效准则下的渐变可靠性和失效概率，通过实验验证了该

方法的可行性【62】；2016年东北大学的张义民和于繁华提出了一种Monte Carlo极

端学习机模型，对多失效模式的机械系统可靠性进行研究，得到了载荷和强度的

渐变可靠性数学模型，基于模拟分析结果，对多失效模式的机械系统进行可靠性

设计，利用粒子群算法，得到了最优设计参数【631。

1．4断裂力学研究现状

断裂力学从宏观的连续介质力学角度出发，研究含缺陷或裂纹的物体在外界

条件作用下宏观裂纹的扩展、失稳开裂、传播和止裂规律。断裂力学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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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弹性或弹塑性力学基本理论，将裂纹定义为边界约束条件，对裂纹的应力、

应变和位移进行研究。断裂力学由上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1955年，G．R．Irwin

用1955年，G．R．Irwin用弹性力学理论分析了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后提出了裂纹

尖端领域的应力场与位移场公式；1965年Wells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以裂

纹尖端的张开位移描述其应力和应变规律；60年代，由Paris和Erdogna首先在

疲劳裂纹问题中，应用断裂力学计算得到了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速率的

映射关系；1968年，Rice建立了J积分的理论，设定J积分为初始参数，对裂

纹扩展进行研究，建立了断裂准则；70年代，Loeber对稳定扩展的裂纹进分析，

在考虑了时变外载荷的情况下，得到了断裂准则；1979年秦子增应用断裂力学

方法，对铝合金贮箱箱底进行了分析，建立了一维和二维裂纹扩展模型；20世

纪90年代初年黄洪钟对机械系统的支撑轴进行断裂力学分析，将模糊集理论和

断裂力学相结合，得到了基于断裂力学的疲劳寿命【删；1994年王生用断裂力学

方法分析了起重机箱型梁的疲劳寿命，应力强度因子幅作为疲劳裂纹扩展的主要

参量，由裂纹扩展方程估算了箱型梁的疲劳寿命[65】；2000年杨生华将有限元法

应用到断裂力学中，对齿轮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到了裂纹扩展轨迹，建立了一种

齿轮断裂评价方法[66】66。

进入21世纪，软件工程的快速发展为断裂力学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方法；2002

年薛河在ANSYS中，对预先定义的裂纹模型进行单向的拉伸加载，通过实验与

模拟发现，计算结果相近，为断裂力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效方法【67】；2007年

杨帆在飞机承载孔的断裂特性分析中，对载荷的施加角度和试件的厚度等参数选

取不同值进行分析，对承载孔的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进行改进【68】；2008年孟

广伟在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研究中，利用有限元法，将不确定因素定义为随机参

数，对含裂纹的二维试件进行分析，结合灵敏度分析方法，得到了随机参数对断

裂特性的影响规律【691；2010年杨兴林利用FRANC3D对轴承基座中的螺栓进行

断裂分析，对腐蚀应力断裂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材料参数的设定体现环境对

整个断裂过程的影响，从而达到探索性地对应力腐蚀断裂仿真进行研究的目的

[701；2012年董飞飞利用FRANC3D对建立的含裂纹的齿轮有限元模型进行数值

模拟，得到了断裂特性和齿轮设计参数的映射关系【71】；M Baydoun和TP Fries

利用XFEM理论，对有限元模型进行不对称弯曲、扭转、弯曲和扭转测试，为

机械零部件的断裂特性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72】；2013年魏升将FE．SAFE和

FRANC3D相结合，对采煤机行走轮进行了疲劳断裂特性研究，得到了初始裂纹

参数对断裂特性的影响规律【73】；2014年Kim WG和Park J Y基于正态分布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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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预测蠕变寿命理论，获得可靠性模型【74l；吴金亮基于线弹性断裂力学理论，

分析了某型变速器5挡齿轮的小齿轮的断裂特性，探讨了裂纹的扩展方式以及进

程，并预测齿根中部裂纹扩展的失效特征及裂纹扩展预期寿命1751；2015年石晓

玲分析了在对制动盘进行热结构耦合分析的基础上，利用F凡州C3D建立了初始

裂纹模型，对其进行仿真，得到了失稳扩展的寿命和裂纹尺寸【761；秦飞利用基

于断裂仿真软件对连杆产生裂纹后的扩展寿命进行分析；最后对连杆断裂试验方

案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表明当连杆在正常工作时，裂纹从产生扩展至断裂能工

作循环3．00E5次，循环次数较短；连杆在超设计寿命工作的时候，注意定期检

查连杆裂纹情况，一旦发现连杆产生裂纹最好能更换零部件，从而避免灾难性事

故的发生【77】。

目前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弹塑性断裂力学作为目前断裂力

学的重要方向，虽然经过学者的长期努力，得到了进展，但是仍需进行进一步的

努力，利用先进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工程技术，结合联合仿真虚拟样机技术，可以

准确有效的对机械设备的零部件进行可靠性研究，可以缩短产品周期，提高工作

效率，是未来断裂力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1．5粒子群算法在机械设计中的研究现状

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FI：I Kennedy和Eberhart于1 995年

提出，其算法由研究鸟类迁徙觅食的行为模拟，在该模型中，每个粒子都有由评

价函数决定的适应值和飞行速度，每个粒子寻求的最优解可相互影响，该特征使

每个粒子都能够感知周围的局部最优解和整个群体的全局最优解。

1998年．2001年间，国外学者对粒子群算法的研究与改进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1998年，Eberhart与Shi通过大量的实验与仿真，提出了改进权值的粒子群算法；

1999年Clerc M对粒子群算法加入收敛因子以提高其求解速度；2000年．2001年

CarlisleA和DozierG基于混合粒子群模型建立了动态适应度的粒子群数学模型；

2001年Eberhart与Shi结合模糊集理论，进一步的对粒子群算法进行改进，使其

对非线性问题的求解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粒子群算法与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的结

合在解决复杂非线性问题的求解上优势明显；2002年Tandon V利用粒子群算法

设计了一套数控机床的端铣关键工艺参数预测模型，优化后，使加工时间减少了

35％t781；2006年AN Haq在最佳加工公差分配离合器总成获得全局最优的解决方

案中，利用粒子群获得最佳公差单个组件的最低制造成本【79】；2014年Lee C 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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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四连杆的分析中应用粒子群算法得到了全局最优解180]；2015年Raouf N

在两级运载火箭的可靠优化设计中，将Monte Carlo和粒子群算法结合，模糊的

分析了两级运载火箭的可靠性【81】；Mohammadian M对在齿轮传动系统的优化中，

应用粒子群对建立了可靠性评价函数进行求解，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优

越性；2016年Jafari M在柴油机发动机的可靠性分析中，利用多目标粒子群算

法对建立的多目标评价函数求解，得到了最优的设计参数【821。

我国在机械领域最早应用粒子群算法解决工程问题的是武汉工业学院(现武

汉轻工大学)的李智，2003年该学者建立了气控液压换向阀的力学模型，利用

改进的粒子群算法对其进行优化设计求得全局最优解【83】；2005年张丽平深入的

对粒子群算法参数进行分析，提出函数模型，为优化粒子群全局和局部搜索能力

的提高提供了解决方案，该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78】；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的

葛锐在复杂机械设备的齿轮传动系统的优化设计中，利用改进粒子群算法寻得最

优解，与基本算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改进后算法在非线性和高维问题上具有更

强大的求解能力；粒子群在机械故障诊断中有较多研究成果【8钔，2008年．2012年

中北大学王玉雷、重庆邮电大学仇国庆和嘉兴学院的陈如清建立一种兼顾全局和

局部寻优能力的粒子群算法，分别对旋转机械和柴油机进行故障诊断分析，实例

结果表明该方法的优越性；太原理工大学的黄超勇应用改进粒子群算法对齿轮箱

的振动机理分析和故障诊断，对测试得到的振动特性信号进行分析，为机械齿轮

传动系统故障诊断提供了一种高精度和高效率的方法【85-871；2013年长安大学的

曹蕾蕾基于模糊理论对蜗杆进行优化设计，建立了蜗杆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利

用粒子群算法对其求得全局最优解；西南科技大学的王静将粒子群算法与支持向

量机结合，对机械结构的断裂疲劳裂纹进行预测与优化设计，得到了最优的设计

参数，为粒子群算法在解决非线性和高复杂的机械问题中提供新的方案[88】；2015

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李维嘉和兰秋华基于流体力学理论，对滑阀节流槽进行仿真分

析，利用粒子群算法得到了节流槽的最优设计参数，试验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准

确性[891；2016年空军工程大学的杨欢对多关节机械臂三维运动轨迹控制分析中，

将精英决策和粒子群算法结合，为机械臂动力学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案；新疆

大学的王雅提出一种基于RBF神经网络和粒子群算法的齿轮磨损预测方法，对

型号为SGl35．2的减速器进行实验分析，结果表明预测精度高于基本BP和

Hermite神经网络模型【901。

粒子群算法较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晚，但是发展飞速，目前在机械工程实际

问题的处理上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多目标可靠性优化设计中，对不同的评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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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选取合适粒子群算法参数，达到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解，避免寻得次优解，选取

全局最优解的目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机械可靠性设计得到更深层面的结

合与应用，多学科交叉，联合协同仿真，是未来粒子群算法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1．6论文研究的意义及主要内容

采煤机作为综采工作面的重要设备，其可靠性至关重要。刚柔耦合虚拟样机

技术可在采煤机的设计阶段，在物理样机生产前，得到采煤机的薄弱环节，为采

煤机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明确的数据支撑，缩短了设计周期，节省了研发经费，

有着重要的工程实际意义。采煤机关键零件设计变量对采煤机的可靠性影响程度

不同，基于可靠性灵敏度设计、可靠性稳健设计和性能退化理论，提出一种协同

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将改进粒子群算法与该方法相结

合，对截割部行星架和螺旋滚筒进行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进一步的缩短了设

计周期。利用本文提出的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结

合断裂力学对截割电机扭矩轴进行可靠性研究，提出了一种断裂可靠性评估方

案，为机械零部件可靠性的设计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和数据支撑，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工程意义。

1．6．2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夹矸煤岩高效截割滚筒落煤动力传递规律及结

构进化理论研究)”、“MG400／951．WD新型采煤机可靠性研究"和“采煤机滚筒

设计软件开发”项目为背景，对以下主要内容进行研究。

(1)对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公司的文玉煤矿的煤样进行了煤岩物理力学

特性实验，基于破煤理论，利用MATLAB计算螺旋滚筒截割全煤和夹矸煤岩的

三向力和三向力矩载荷。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利用Pro／E、ANSYS的

APDL技术和ADAMS建立了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加载MATLAB生

成的螺旋滚筒载荷文件，对其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

(2)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利用MATLAB构建了采煤机螺旋滚

筒和截割部行星架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将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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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灵敏度设计、可靠性稳健设计、性能退化理论和改进粒子群算法相结合，提

出了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对采煤机螺旋滚筒

和截割部行星架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得到了截割部行星架和螺旋滚筒设计变量

的最优解。

(3)对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进行了适用性设计与断裂可靠性研究，对扭矩轴

的扭转特性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扭矩轴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对扭矩轴进行

灵敏度分析与稳健设计，得到了设计变量的最优解。利用FRANC3D对扭矩轴进

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基于修正后的Paris公式，计算基于断裂力学理论的扭矩

轴疲劳寿命。以扭矩轴的裂纹扩展疲劳寿命为退化指标，建立了一种断裂疲劳寿

命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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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实验及采煤机螺旋滚筒载荷模拟

煤岩的物理力学性能主要有：真密度、天然视密度、抗压强度、抗拉强度、

坚固性系数、弹性模量、泊松比【91．92】。真密度是指单位体积煤岩在绝对密实的状

态下的质量，一般褐煤在1．3 g／Cm3以下，烟煤为1．3-1．4 g／cm3，无烟煤为1．4-1．9

g／cm3；天然视密度是指单位体积煤岩体包含内部闭口孔隙体积状态下的质量，

一般褐煤为1．05～1．30 g／cm3，烟煤为1．15～1．50 g／cm3，无烟煤为1．40～1．70 g／Cm3。

煤岩强度是指其在某一方向抵抗载荷直至破坏的能力，包括抗压强度正，和抗拉

强度盯，，关系可由以下公式表达：

or，：q=1：(o．03～0．1) (2．1)

煤岩的坚固性系数，又称Protodyakonov系数，常用厂表示，被分为6级，

系数越大表明煤岩越坚固，一般软煤S1．5，中硬煤为1．5．3．0，硬煤≥3．0，软岩<4．0，

中硬岩为4．0．8．0，硬岩≥8．0．20．0；

截割阻抗是表示煤岩抵抗机械作用的能力的重要指标，其表达式为：

彳=鲁 (2．2)
刀

式中Z为采煤机螺旋滚筒截齿截割阻力的平均值，KN；h为截齿截割深度，

111。一般软煤截割阻抗A5180，中硬煤为180．240，硬煤为240．360，岩石为

1 80．1200，一般常采用B．N．索洛德公式，即：

A=150·f (2．3)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是表示煤岩体弹性特性的重要指标，煤岩的弹性模量是指

其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的比值，其值越大表明煤岩体刚度越大，难

以破碎；煤岩体的泊松比指其在定向加载拉力或者压力时，煤岩体所受的横向正

应力与所受的轴向正应变的比值，并取得绝对值。

2．2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实验

煤岩是采煤机的工作对象，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对采煤机的可靠性、生产效率

和截割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测定煤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能是模拟采煤机螺旋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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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载荷的基础，也是进行螺旋滚筒和采煤机可靠性研究的基础。以兖州煤业鄂尔

多斯文玉煤矿煤样为实验对象，煤样如图2．1所示。

(b)

图2．1煤矿煤样

Fig．2．1 Coal mine coal sample

实验仪器：煤岩坚固性系数计量筒、DQ．1型煤岩切割机、WDW-100E型微

机控制电子式万能试验机、应变片、YJW-16型数字静态电阻应变仪、202．0型

电热恒温干燥箱、比重瓶，软件为与配套的电子万能试验机测控系统。

2．2．1煤岩坚固性系数测定

煤岩坚固性系数测定实验是依据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GBT23561)，该标准采用捣碎法，利用煤岩坚固性系数计量筒进行测定，适用

于褐煤、烟煤和无烟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煤岩坚固性系数用厂表示。煤岩坚固

性系数实验仪器具体有捣碎筒、煤样筛和计量筒，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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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煤岩坚固性系数计量筒

Fig．2．2 Sturdiness coefficient of coal and rock meter measuring cylinder

测量实验步骤：

1．捣碎与筛选：将捣碎筒垂直置于平整水泥地上，放入煤样，将质量为lkg

的金属块提高到500mm高度，捣碎煤样，每份利用金属块捣碎3次，将煤样导

入煤样筛中进行筛选，过程中尽量保持筛水平，匀速进行筛选，至没有煤样下落。

2爿哿筛选的煤样完全导入计量筒，轻轻晃动使计量筒内煤样表面水平，保持

计量筒垂直于地面，插入活塞计量尺，使其自由落体与煤样接触，至活塞计量尺

稳定后读取数据。对煤样测定3组，冲击次数均为3次，得到煤岩坚固性系数测

定实验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 煤岩坚固性系数测定实验结果

Tab．2．1 Coal and rock consistenc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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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煤岩强度测定实验

煤岩强度实验包括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煤岩强度测定实验仪器有DQ．1型

煤岩石切割机、WDW-100E型微机控制电子式万能试验机、YJW-16型数字静态

电阻应变仪，如图2．3．2．5所示。

(a)

(b)

图2．3 DQ-1型煤岩石切割机

Fig．2．3 DQ一1 type coal rock cutting machine

图2．4万能试验机

Fig．2．4 F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16一

万方数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图2．5电阻应变仪

Fig．2．5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测定实验步骤

1．煤岩规则切割：先将煤岩体锤至约30cm*30cm*30cm形状，其中要沿着煤

岩层理，使层理平行或垂直煤岩块表面，再利用DQ．1型煤岩石切割机进行规则

切割，规则切割后的煤如图2．6所示，在进行强度测定实验之前，测量煤岩试件

的长宽高和重量，可得到天然视密度如表2．2所示。

、糯t键糍戮”

(a)煤样1

(a)coal 1

(b)煤样2

(b)coal 2

图2．6规则切割后的煤岩

Fig．2．6 Rules after cutting coal and rock

—1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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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煤岩天然视密度测定表

Tab．2．2 Natural depending on coal and rock density measurement table

2．煤岩单向抗压强度实验：在规则切割后的煤岩上粘贴应变片，应变片应在

煤样试件的中部，采用“上”形或者形“卜”粘贴，应避开裂隙和节理处以获得

准确的数值，如图2．7所示。

图2．7粘贴应变片后的煤岩试件

Fig．2．7 The coal and rock specimens after strain gages

将煤岩试件放置于电子式万能试验机承压板中心，使试验机的上、下承压板

和煤岩试件中心位于一条直线，启动试验机，以1 0．50mm／min的速度进行加载

至煤样试件破坏，破坏后的煤样试件如图2．8所示，利用配套的测控系统得到了

煤岩试件的数据，图2．9为工作中的测控系统界面，得到煤岩单向抗压强度和抗

拉强度测测定实验结果如表2．3．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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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煤样试件加载实验

Fig．2．8 Coal sample specimen loading experiment

图2．9 电子万能试验机测控系统

Fig．2．9 Electronic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1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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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煤岩单向抗压强度测定结果

Tab．2．3 Unidirectional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oal and rock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表2．4煤岩单向抗拉强度测定结果

Tab．2．4 One-way tensile strength of coal and rock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表2．5煤岩弹性模量泊松比测定结果

Tab．2．5 Coal and rock elastic modulus poisson’S ratio determination results

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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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5)

(Continued tab2．5)

2．2．3煤岩真密度测定实验

‘

实验采用量积法测定煤岩的天然视密度，采用比重瓶和烘干法得到煤岩的真

密度。煤岩真密度测定实验测定实验仪器有202．O型电热恒温干燥箱、比重瓶，

如图2．10．2．11所示。

图2．10 202．0型电热恒温干燥箱

Fig．2．1 0 202-0 type electrothermal constant temperature drying oven

图2．11 比重瓶

Fig．2．1 1 Pycnometer

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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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实验步骤

将比重瓶加满约半瓶水，称得重量并记录，取粉末状煤样放入比重瓶中，称

得重量并记录，将比重瓶置入沙浴中煮沸至完全排除粉末状煤样吸附的气体，放

置于室温环境3小时以上，用吸管加满蒸馏水，盖上瓶塞，擦干比重瓶迅速称重

并记录，测定的煤岩真密度如表2．6所示。

表2．6煤岩真密度测定表

Tab．2．6 True density determination of coM and rock table

得到的煤样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汇总数据如表2．7所示。

表2．7煤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Tab．2．7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index of coal

2．3采煤机截割机理分析及载荷模拟

2．3．1镐型截齿截割机理分析

采煤机通过螺旋滚筒上的截齿截割煤岩进行工作，采煤机截齿一般有两类：

镐型和刀型截齿。

镐型截齿与煤岩接触部分为圆锥形，当截割的瞬间，齿尖对煤岩体的压力使

煤岩体破碎，随着采煤机的运动，扩大了被破碎的煤岩体的圆锥面。由于镐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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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结构简单，易于批量生产，截齿可以在截割过程中摩擦，保持锐利状态，在采

煤机中得到广泛采用。刀型截齿是在采煤机械中被应用较早的类型，其截割机理

为密实核理论，相对于镐型截齿的圆锥体楔入式截割，刀型截齿的切割式截割易

使综采工作面产生更多的粉尘，增加了煤矿安全的危险性，降低了截割效率，且

刀型截齿相对于镐型截齿形状复杂，不易于批量生产，更换截齿难度大，所以目

前采煤机螺旋滚筒多采用镐型截齿，其结构示意图如图2．12所示。

图2．12镐型截齿示意图

Fig．2．1 2 Picks type curer tooth diagram

由图2．12可知，镐型截齿由齿身(I)和合金头(II)组成，镐型截齿齿

身材料一般为35CrMo、和35CrMnSi和42CrMo等。合金头材料一般为YG8C、

YGllC和YGl3C等硬质合金，截齿受力示意图如图2．13所示。

图2．13截齿受力分析

Fig．2．1 3 Cutting tooth stress analysis

图2．13中Xj为侧向力；Yj为牵引阻力；Zj为截割阻力，当截割对象为全煤

时，锋利的截齿所受到的截割阻力Zo为：=10百烹等‰ 丽1Zo=10 sinoxKzKyx,XcXo, +10帆渊2．4)4再丽嘉万k“≮ 丽+100厂啦砰4’

式中石为平均截割阻抗，N／mm；‰为截齿工作部分计算宽度，cm；K为煤
的脆性系数；h。。为截齿的最大切削厚度，cm；tc。为截齿的切削宽度cm；K：为

外露自由表面系数；墨为截齿截角影响系数；Kf为截齿的前刀面形状影响系数；

＆为截齿排列方式系数；K为地压对工作面煤壁影响系数；∥为截齿对于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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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牵引方向偏转角，。；f7为截割阻抗系数；瓯。为煤的单向抗压强度，MPa；Sa为

截煤时截齿磨钝后，磨损面在截割平面上的投影面积，cm2；K。为矿体应力状态

体积系数；0为截齿所处位置角度，。

锋利截齿受到的牵引阻力为：

ro=(0．5—0．8)zo (2．5)

所受的侧向力X；为：

x{=0．2Zo (2．6)

当截齿被磨钝时，所受到的截割阻力Z；为：

zi=Zo+lOOf’瓯&K (2．7)

y：=Yo+1008。。最K (2．8)

式中皖。为煤的单向抗压强度，MPa；S。为截齿的磨损面相对于截割平面的

投影面积，m2；K为矿体应力状态体积系数。

当截割对象为岩石时，截齿的截割阻力和截齿的牵引阻力分别为：

Zj=足[砗～K丸碍(o．25+1．8k sin0·tc。)+o．1Sj] (2．9)

誓=2．5Zj(O．15+0．00056PK)／(IOh．。sintg)n4 (2．10)

式中坟为岩石的接触强度，MPa；k为截齿的类型系数；氏为硬质合金头

形状系数；K为刀头部形状系数；幻为硬质合金刀头直径系数；髟为截齿截角
影响系数。

当螺旋滚筒采用顺序式排列时，截齿会受到侧向力，侧向力方向为指向煤壁，

计算公式为：

m口

R；=∑巴=K。．一．A mp·％ (2．11)
i=1

式中K，为截齿的侧向力与截割阻力的比值；A为煤岩体抗截强度，KN／m；

％为参加截煤的截齿数量：％为螺旋滚筒平均切削厚度，m。

2．3．2螺旋滚筒受力分析

将截齿收到的三向力沿着滚筒的三维坐标分解为此、尺6和见，示意图如图

2．14所示，图中a向为重力反方向，b向为采煤机牵引方向，C向为面向煤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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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图(a)为采煤机牵引方向视角，图(b)为面向煤壁视角，图(c)为采煤机俯视视

角【921。

日

、0

纛勰霞黧黼
熊 逡

O ，，兵

l，a4 俨 罐
鬈

C b

(a)采煤机牵引方向视角 (b)面向煤壁视角 (c)采煤机俯视视角

(a)traction direction view (b)for coal wall Angle (c)overlooking view

图2．14滚筒受力分解示意图

Fig．2．1 4 Roller bearing decomposition diagram

图2．14中，三。。，三cb，厶。，三。。，三。。和Lbb为截齿与螺旋滚筒三维a、b和C

向的距离。结合“2．3．1螺旋滚筒镐型截齿截割机理分析”可以得到螺旋滚筒a

向合力为：

N．

R=∑(一Z cos6Pi+Zi sin々oi) (2．12)
i=1

螺旋滚筒b向合力为：

N。

Rb=∑(-Yi sin6pf—Z,cos々o,) (2．13)
i=1

螺旋滚筒C向合力为：

N

R。=∑五 (2．14)
i=l

螺旋滚筒X向力矩为：

螺旋滚筒Y向力矩为：

螺旋滚筒Z向力矩为：

心=Rc×t。一兄×k (2．15)

％=Rc×k—Ra×k

必=一疋×Zac+Rh×厶。

(2．16)

(2．17)

在采煤机工作过程中，滚筒叶片会受到指向煤壁的装煤反力，计算公式为：

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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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至4(砭．一磋)(1-丽6Z )·B·rVz‘沙’7 (2·18)

式中，D。，为螺旋滚筒有效直径，m；见为螺旋滚筒筒毂直径，m；万为叶

片厚度，m；Z为螺旋叶片头数；L为螺旋叶片导程，m；B为螺旋滚筒截割深

度，m；wz为阻力系数；lf，为螺旋滚筒充满系数：Y为煤岩体容重。

在截割过程中，采煤机会产生横向位移，使螺旋滚筒受到附加轴向力，其计

算方法与截齿排列方式有关，当截齿为顺序式排列时，附加轴向力为：

如妒zj(蒜筹≥+0．15)×而b (2．19)

式中h为截齿切削厚度，m；b为轴向位移，m；f为截齿截线距，m；痧为

截齿位置角，o。

本文研究的新型采煤机采用“爬底板"式设计，即前滚筒截割底煤，后滚

筒截割顶煤，该设计使采煤机具有爬坡能力强和过煤高度大的特点，更适合于

薄煤层工作面。其摇臂壳体采用C型结构设计，增大了过煤空间，在保证了总

装机功率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机身高度。采煤机在工作过程中，截齿会受到截割

和牵引阻力，顺序式滚筒截齿还受到侧向力，螺旋叶片受到装煤反力，根据前

苏联破煤理论，基于项目组开发的“采煤机载荷模拟程序”，计算前截割部滚

筒卧底最大角度为3．51。，后截割部滚筒抬起最大角度为22．85。，截深为

800ram，滚筒转速为58r／min，牵引速度v为10m／min的全煤和夹矸煤工况前滚

筒截齿三向力载荷1931，如图2．15．2．18所示。

Z
：
、

逗
×

‘蓉
鉴
g
：=，

州
削
蛔
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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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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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机截齿受到的瞬时x向力曲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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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2．15前滚筒截割全煤时截齿三向力曲线

Fig．2．1 5 Front shearer drum tooth three-way force load chi 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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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t／s

(b)

O 0．5 1 1．5 2 2．5 3

时间t／s

(c)

图2．16前滚筒截割全煤时截齿受三向力矩曲线

Fig．2．1 6 Shearer drum oftooth by three to the moment Front the load CHI Ve

采煤机截齿受到的瞬时X向力曲线

时问t／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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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t／s

(b)

时INt／s

(c)

图2．17前滚筒截割夹矸煤时截齿三向力曲线

Fig．2．1 7 Front shearer drum tooth three-way force load curve

时间t／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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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问t『s

(b)

采煤机截齿受到的瞬时z向力矩曲线

O O．5 1 1．5 Z Z．5 3

时间t『s

(c)

图2．18前滚筒截割夹矸煤时截齿受三向力矩曲线

Fig．2．1 8 Front drum oftooth by three to the moment the load curve

由图2．15．2．18可得到前滚筒截割全煤和夹矸的截齿三向力和三向力矩如表

2．8．2．9所示。

表2．8前滚筒的截齿三向力值

Tab．2．8 Front roller cutter tooth three·way for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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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前滚筒的截齿三向力矩值

Tab．2．9 Front drum pick three to the torque value

后滚筒截割全煤和夹矸煤工况截齿三向力载荷如图2．19．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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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机截齿受到的瞬时y向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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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t，s

(c)

图2．19后滚筒截割全煤时截齿三向力曲线

Fig．2．1 9 Shearer drum tooth three—way force load curve

时间t／s

(a)

时Nt／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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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t『s

(c)

图2．20后滚筒截割全煤时截齿受三向力矩曲线

Fig．2．20 Shearer drum oftooth by three to the moment the load curve

采煤机截齿受到的瞬时x向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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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煤机截齿受到的瞬时y向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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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t／s

(c)

图2．21 后滚筒截割夹矸煤时截齿三向力曲线

Fig．2．21 Shearer drum coal reaction load curve

时间t／$

(a)

时间t／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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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2．22后滚筒截割夹矸煤时截齿三向曲线

3

Fig．2．22 Shearer drum coal reaction load curve

由图2．19．2．22可得到后滚筒螺旋叶片上的截齿三向力和三向力矩入表

2．10．2．1 l所示。

表2．10后滚筒截齿三向力值

Tab．2．1 0 Back roller cutter tooth three-way force value

表2．1 1 后滚筒截齿三向力矩值

Tab．2．1 1 Back drum pick three tO the torque value

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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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章小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3561)，对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公

司的文玉煤矿的煤样进行了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实验，得到了煤样的坚固性系

数、天然视密度、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真密度等物理力

学性质指标，基于破煤理论，利用“采煤机载荷模拟程序”，计算前螺旋滚筒

和后螺旋滚筒的截齿三向力和三向力矩载荷。

万方数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建模与仿真

3．1采煤机刚性虚拟样机模型的建立

应用Pro／E建立采煤机的三维模型，Pro／E在机械产品设计市场占有重要份

额。采煤机按照建立模型和零部件的不同，可分为轴类、齿轮类、壳体类和其他

类零部件，采煤机轴类零件主要包括齿轮传统系统的支撑轴和齿轮轴等零件，采

煤机前截割部如图3．1所示。

图3．1采煤机前截割部

Fig．3．1 Shearer front cutting part

完成采煤机截割部的装配之后，由于采煤机前、后截割部为对称结构，采用

Pro／E对前截割部进行镜像可得到后截割部模型。如图3．2所示。

图3．2采煤机后截割部

Fig．3．2 Shearer back cutting part

采煤机牵引部主要由牵引部壳体、传动齿轮、齿轮轴、支撑轴、轴承、端盖、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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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轮和滑靴等零部件构成，如图3．3所示

图3．3采煤机牵引部

Fig．3．3 Shearer traction

对装配完成的截割部和牵引部进行装配，得到采煤机整机模型如图3．4所示，

运用干涉检查选项对采煤机进行检查，以避免各个零部件之间存在干涉导致虚拟

样机仿真失败【94】。
氢茹虢；磊“《“s蒜n谢；蕊耄#≯ 。。。；。二2。 一⋯。

臣墨基珏垂歪墨压蔓重垂垂甄受圣堕墨至互藿翼匾 一一

’、；毋～o ；r芦拍 ·暑’≯喾、二-、”、要‘}麓；一。 ～、 一；j二；，：j；o妒

图3．4采煤机整机模型

Fig．3．4 Shearer assembly model

利用Pro／E与ADAMS的无缝连接，将建立的Pro／E模型导入ADAMS中，

通过赋予零件材料特性参数、编辑零部件的名称、利用ADAMS／View对各个零

部件进行约束的添加，定义传动系统接触类型和参数，通过编辑Marker点和添

加零件之间的约束，利用Step函数设置电机驱动【95。96】，得到复杂环境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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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虚拟样机模型如图3．5所示。

图3．5采煤机刚性虚拟样机模型

Fig．3．5 The virtual prototyping model of shearer cutting part

为了得到准确的仿真结果，在进行动力学仿真之前，选取GSTIFF／S12积分

器和Fortran求解器，加载2．3．3章节生成的载荷进行刚体模型动力学仿真。

3．2建立采煤机关键零件模态中性文件

柔性多体动力学是在多刚体动力学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而来，柔性多体动力

学进一步考虑了机械零部件的变形，研究零部件变形与其刚性运动的相互耦合作

用。复杂煤层赋存条件下的采煤机在截割煤岩的过程中，截割部传动系统各个零

部件即有刚性运动，又有必须计的变形运动，刚性体和柔性体相互运动具有强耦

合性和非线性的特点【96]，对采煤机截割部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可以得到

关键零件的动态应力与变形，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

计提供了数据支撑。

APDL是ANSYS参数化设计语言的简称，该方法采用命令流的方式可代替

ANSYS的GUI操作，可实现ANSYS的参数化建模、加载、求解和后处理等操

作，极大的提高了ANSYS的工作效率。基于APDL建立采煤机关键零件模态中

性文件共分为划分有限元网格、建立刚柔耦合区域和生成mnf文件3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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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划分有限元网格

由于需要建立模态中性文件，在ANSYS需建立3D MASS21和8 NODE

SOLID45两种单元，并用序号进行区分，对质量单元3D MASS21需赋予实常数，

选择1E．6或者1E．5，APDL命令流如下：

ET，1，MASS21

ET,2，SOLID45

R，1，1E-6，1E一6，1E-6，1E-6，1E-6，1E-6，

对关键零件赋予特性参数，APDL命令流如下为：

MPDATA，EX，1，，弹性模量

MPDATA，PRXY,1，，泊松比

MPDATA，DENS，1，，密度

其中弹性模量的量级为E5MPa，密度的量级为10．6kg／mm3。

利用6级智能网格对采煤机关键零件进行划分，APDL命令流如下为：

MSHAPE，1，3D

MSHKEY,0

VMESH，ALL

3．2．2建立刚柔耦合区域

由动能和运动学理论可将动能表达为：

1 ．r

T=二1孝M(毒)孝 (3．1)
Z

式中，M矩阵可表示为

l M。 M。 M嘶、
M(孝)=l坂1心‰I (3．2)

＼＼M0 M0 M。1

式中t,r,m分别为位移自由度、转动自由度和模态自由度。根据质量矩阵的

定义方式，采用动态耦合方式建立刚柔耦合区域。

在划分零件的网格之后，通过ANSYS的Coupling／Ceqn的rigid region对零

部件进行定义，并将其与建立的外联点进行耦合，通过“Export to ADAMS”将

其生成ADAMS可读取的mnf文件。由于刚柔耦合区域用GUI的操作方式选取

较慢，在ANSYS中只需找到刚柔耦合面的编号和XYZ向的区域，在建立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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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区域之前需定义外连点，APDL命令流如下为：

K，n1，xl，y1，z1

K，112，x2，y2，z2

K，nn，xn，yn，zn

KMESH，P5 1X

程序中n1，n2⋯nn为外连点编号，(x1，yl，z1)，(x2，y2，z2)⋯(xn，yn，zn)为对应的

外连点坐标，建立外连点与刚柔耦合区域的操作APDL命令流如下为：

VSEL，ALL

ASEL，ALL

ASEL，S，ALEM，，A1，A2，A3，

NSEL，S，1

NSEL，r，loc，X，s l，s2

NSEL，A，，，NWAD

CM,_NODECM,NODE

NSEL，S，，，P51X

NSEL，A，，，-Z1

CM，_CERGCM,NODE

CMSEL，SJ、IODECM

CMSEL，S,_CERGCM

CERIG,NWAD，ALL，ALL

CMSEL，S,_NODECM

3．2．3生成模态中性文件

在生成采煤机关键零件的模态中性文件时，要注意参数的设定，其中需与

Pro／E建立的“minks"量级相对应，否者将不能生成mnf文件。APDL命令流如

下为：

／SOLU

乖SET,_EIGENMODESCOUNT,6

枣SET,_ELEMRESULT,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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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SET’FAKTORL．1．0

*SET,FAKTORF,1．0

*SET,R～KTORM．1．0

*SET,FAKTORT,1．0

FLST,5，3，1，OImE，2

FITEM，5，1

FITEM，5，一3

NSEL，R，，，P51X

ADAMS，l O，3．0

基于APDL建立扭矩轴、前摇臂壳体、后摇臂壳体、截割部行星架、螺旋

滚筒mnf文件如图3．6．3．10所示。

图3．6扭矩轴mnf文件

Fig．3．6 The modal neutral file of the torque shaft

EjEHE册3

M。-z，7．j。m1 7：eljb

图3．7前摇臂壳体mnf文件

Fig．3．7 The front arm shell mnf modal

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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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后摇臂壳体mnf文件

Fig．3．8 The back arm shell mnf modal

图3．9截割部行星架mnf文件

Fig．3．9 The modal neutral file of the carrier

图3．10螺旋滚筒mnf文件

Fig．3．1 0 Spiral drum modal neutral file

3．3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的建立

将ANSYS制作的摇臂壳体的mnf文件导入到ADAMS中，替换建立的刚性

模型，由于壳体构件结构复杂且为柔性件，为缩短虚拟样机仿真时间，利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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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Flex模块首先对制作的mnf文件进行优化，生成更优的mnf文件，在

flexible-body替换rigid·body的过程中，需利用外联点对零件进行重新添加约束

[961。建立的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如图3．11所示。

图3．11 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

Fig．3．11 The VP model of the coupled shearer

3．4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采煤机关键零件仿真结果

将载荷文本导入到ADAMS中，在保证滚筒上施加的力及力矩方向与其实

际受力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滚筒截齿处施加载荷。通过刚柔虚耦合虚拟样机

仿真发现，该采煤机在截割夹矸煤岩时，前截割部受载比后截割部较为恶劣，因

此以前截割部为分析对象。前截割部扭矩轴剪切应力云图及最大应力曲线图如图

3．12．3．13所示。

图3．12 扭矩轴剪切应力云图

Fig．3．1 2 Front cutting the torque shah shear stress nephogram

一4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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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Ey《s：Last_Run Time《$ec)

图3．13 扭矩轴体最大剪切应力节点曲线图

Fig．3．1 3 The torque shaft of front cutting part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node graph

由图3．12．3．13可知，前截割部扭矩轴和后截割部扭矩轴最大剪切应力值分

别为277．491MPa，最值时刻分别为1．3487s，最大剪切应力位置在卸荷槽处。前

截割部壳体的应力云图、集中位置图及最大应力曲线图如图3．14．3．16所示。
一-‘。J一{’。P⋯：，i‘4 7r‘】=’1

(a)煤壁侧

(a)Coal wall side

(b)采空区侧

(b)gob side

图3．14 壳体应力云图

Fig．3．1 4 Shell cutting part stress neph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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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 2e 201S

22：52：15

图3．15 壳体应力集中位置图

Fig．3．1 5 Shell stress concentration drawing

MPR01

图3．16 壳体最大应力节点曲线图

Fig．3．1 6 Graph maximum stress node

10：2{37

由图3．14．3．16可知前截割部壳体最大应力值为234．9846 MPa，小于其许用

应力，计算得安全系数为2．936。最大应力值节点19021位于壳体与调高油缸相

连接的下耳位置处，同时在上耳附近处及电机轴的下部开口处应力值也较大。

这是由于前滚筒采用截割底煤设计，其所受轴向力过大，导致在耳部连接处呈

现应力集中现象。前截割部行星架的应力云图、集中位置图及最大应力点曲线

图如图3．17．3．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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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行星架应力云图

Fig．3．1 7 The planet carrier stress nephogram

图3．18 行星架应力集中位置图

Fig．3．1 8 The planet carrier stress concentration loc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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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行星架最大应力节点应力曲线图

Fig．3．1 9 The maximum stress node stress curve of planet c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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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17．3．19可知，行星架最大应力值为796．0443MPa，最大应力值点

23341出现在行星轴孔处。前截割部螺旋滚筒的应力云图、集中位置图及最大

应力节点曲线图如图3．20．3．2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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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螺旋滚筒应力云图

Fig．3．20 The spiral drum stress nephogram

Analysis：Last_Run

图3．21 螺旋滚筒最大应力节点应力曲线图

Fig．3．2 1 The spiral drum maximum stress node stress curve

图3．22 采煤机螺旋滚筒截齿应力云图

Fig．3．22 Shearer spiral drum pick equivalent stress neph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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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20—3．21可知，前截割部螺旋滚筒最大应力值为779．946MPa，计算得

安全系数为1．635，最大应力值节点位于第12条截线上的第24号齿上。由上述

分析可得，前截割部的行星架、螺旋滚筒受载较恶劣。

3．5采煤机装煤性能仿真

3．5．1采煤机装煤效果仿真参数的设置

根据采煤机破煤理论，仿真选择Hertz．M接触模型，在颗粒工厂参数设置模

块中，定义颗粒形状和尺寸，在EDEM中调用滚筒的材料参数，设置滚筒与煤

壁的接触参数和煤壁的材料参数【97-1001。在几何参数模块中设置煤壁的几何参数

与形状，定义重力方向与采煤机刚柔耦合模型保持一致，仿真保存时间间隔为

O．1s。建立的夹矸煤壁颗粒工厂如图3．23所示。

图3．23煤壁颗粒工厂

Fig．3．23 Coal wall pellet plant

3．5．2采煤机装煤性能离散元模型的建立及仿真

在大型复杂机械设备的仿真中，EDEM提供了2种建立三维模型的方式：(1)

在EDEM的前处理模块利用GUI的方式建立几何体。(2)支持通用三维模型格式

IGES模型导入，本文采用第二种方式导入采煤机整机模型。因采煤机截割部和

滚筒的运动方式存在差别，分别建立采煤机滚筒、无滚筒的采煤机截割部IGES

模型，导入EDEM中，得到采煤机离散元模型如图3．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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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簿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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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p燃

图3．24 EDEM采煤机装煤仿真模型

Fig．3．24 EDEM mass ejection of shearer cutting coal coal effect simulation model

该型号采煤机采用整机过桥式布置，即前滚筒截割底部煤层，后滚筒截割

顶部煤层，其截割部采用C形设计，该设计可以增加前摇臂的过煤空间，与其

他类型采煤机截割部相比较，新型采煤机滚筒的装煤性能明显提升。在截深为

800mm，转速为58 r／min，牵引速度为10 m／min的夹矸煤岩工况下，进行仿

真，得到仿真状态图如图3．25所示。

图3．25装煤效果仿真状态图

Fig．3．25 The loading effect oftwo kinds ofcutting simulation

由图3．25可知，在该工况下抛射方式装煤颗粒数为9476，未成功装煤颗粒

数为5964，装煤率61．37％。该型MG400／951-WD型交流电牵引采煤机在文玉煤

矿经过试运行，有效的降低采高0．2．0．3米，每天平均推进进尺3．6米，设备运行

平稳，装煤率达到60％以上。基于离散元的采煤机截割夹矸煤岩的装煤性能仿真

结果为采煤机螺旋滚筒的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提供了明确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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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本章小结

基于Pro／E建立了采煤机三维模型，利用APDL技术建立了采煤机关键零件

的mnf文件，结合ADAMS建立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对其进行仿真，

得到了采煤机截割部的薄弱环节，对采煤机截割夹矸煤岩的离散元模型进行仿

真，得到了装煤性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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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煤机截剖部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

4．1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基本理论

4．1．1可靠性设计基本理论

(1)可靠度和可靠性指标

可靠性是指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时间区间内，完成某种功能的能力。在机

械设计及理论中，可靠度是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31。可靠度是指产品完成某种特

定功能的概率，其表达式为：

鼍

R(t)=P(T>，)=I f(t)dt (4．1)
，

式中R(t)为可靠度；f(t)为概率密度函数。

在可靠性研究中，机械零部件失效标准的评价一般取决于强度和应力状态，

当强度大于应力时，不会发生失效，否则会发生失效，若使机械零部件正常工作，

需满足以下条件：

S．s>O (4．2)

式中S为零件的强度，S为零件所受的最大应力【40】。典型的应力分布而(s)和

强度分布苁固构成的应力．强度干涉关系示意图如图4．1所示。

图4．1 应力．强度干涉关系示意图

Fig．4．1 Stress—strength interference diagram

应力为S的情况下机械零部件不失效的概率为：

R(s)=I f(S)dS (4．3)

根据全概率公式，可以得到强度大于应力的概率的可靠度计算公式为：

． 尺：f” ：f”厅(s)[f” =’“[r h(s)ds]f(S)dSh(s)R(S)ds f(S)dS]ds tL (4．4)． 尺=J---00 =J。厅(s)[上 2．[L (4·4)
J J—∞ JJ ’ ■咖

假设应力和强度服从正态分布规律时，可靠度计算公式可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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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1．似‘意等卜似孝专， @5，
?遗8；七Gjj ?忘G；七6j

式中Ps为强度的均值；段为应力的均值；％为强度的标准差；g为应力的

标准差。

可靠性的功能函数为：

g(X)=Z'--R(x) (4．6)

式中f为结构的评价指标，X=[x，置，置，五，⋯⋯，以】T为可靠性设计中的

随机变量，当g(X)>0时，可靠性满足要求，g(X)≤O时，可靠性不满足要求。

可靠性指标是计算可靠度过程中重要的参数之一，其表达式为：

fl=等2舞器 @7，

式中以为功能函数g(x)的均值；以为功能函数g(x)的标准差。

如果随机变量X满足正态分布，可靠度为：

R=o(f1) (4．8)

(2)可靠性设计数理统计理论基础

可靠性设计数理统计理论基础主要由克罗内克积和矩法。克罗内克积指两任

意大小的矩阵的运算，是张量积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机械可靠性的计算中应用广

泛。设么是m×ll的矩阵，B是P x q的矩阵，矩阵的克罗内克积表示为A圆B，计

算方法为：

彳p B= (4．9)

在可靠性设计中，由于概率密度函数复杂，可靠度计算困难，在设计变量样

本数量足够时，摄动法可以正确的得到状态函数的可靠性，状态函数和随机变量

可以表示为：

x=局+％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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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29a(X)+占昂(五) ㈢11)

式中s为权值参数，髟和劭(x)表示设计变量的样本，一和昂(x)表示设
计变量的随机样本，利用矩法对式4．10．4．11求得一阶矩、二阶矩、三阶矩和四

阶矩，设计变量的一阶矩、二阶矩、三阶矩和四阶矩为：

∥=E[x]：叉鹊 (4．12)

Var(X)=E{tx—E(x)】[2]1=占2[墨][2】 (4．13)

c。(x)=E{[x—E(x)】【3】}=占3[耳]【3】 (4．14)

c。(x)=E{tx—E(x)][4]}=oc'4[Xp]㈨ (4．15)

状态函数g(X)的一阶矩、二阶矩、三阶矩和四阶矩为：

以=E[酗)]-孬‰(x) (4．16)

Var眩(x)】=Ef[g(x)一EQ(x))】Ⅲ}=E2E{[g，(x)])[21 (4．17)

Gig(x)]=E{[g(x)一EQ(x))]【3]}=E3 E{[g，(x)])[31 (4．18)

Cdg(X)]=E{Eg(X)一E国(x))]【41、}=E4 E{[gP(．Y)])【41 (4．19)

式中(·)‘蜘=(·)"11 o(·)，o为克罗内克积，g P(x)在研x]_局处进行泰勒

一阶展开为：

“耻紫砟 (4．20)
C城

将式4．20带入4．16．4．19可得：

o-；=Var[g(x)]=c2 E[(学)[2"]-(紫)[21Var(X)(4．21)
唿=嘣别=嗍3 E紫)【3w3】]_(繁)【3]C3(幻 (4．22)

唿=嘣别=E4 E[(笔铲)【4掣]-(毒铲)【4】C4(幻 (4．23)

式中仃；、哝和％为状态函数gⅨ)的一阶矩、二阶矩、三阶矩和四阶矩‘1叫。

(3)可靠性灵敏度设计及无量纲化

结合摄动法和矩阵微分理论，可靠度R对设计变量的均值和方差的灵敏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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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dR(p)：掣罢墼 (4．24)
d否1 筇舡。d否1

、 7

塑塑：(垡业望+塑边)堡 (4．25)
dVar(B)、右B为G： 右G 9一dVar(B)

÷ 一

望：上 (4．261一=一 I斗．上n-

豢=c蠹，爰，舞⋯+老， m7，

箬：一冬 (4．28)

蒜dVar(B=击隆鲁l ㈣·--------；---一=：一l—W—I ●斗．Z、，-

)2咚【．船 凹J
、 7

w杂嘉--1(4．30，％192鬲F )

‰lg--jaVarR_(X挈 ㈣,)‰——卞 (431)

式中一为设计变量的标准差，Var(xi)‘为设计变量的标准差，R+为可靠度。

(4)可靠性稳健设计

I min s(x)=wISI(X)+w2＆(x)

{s．t Rs≥R (4．32)

【 “。≤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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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x)为基于可靠性灵敏度分析的多目标评价函数，wl和w2为权值，x为设计

变量，B为可靠度，R为目标可靠度，x曲为设计变量区I'MT限，X。。、为设计

变量区间上限。

权值w1和Ⅵ计算方法为：

Ⅵ=丽啊滁蒜舞矗丽 @33，

W 2=1一Wl (4．34)

在可靠性灵敏度分析的基础上，多目标评价函数S(X)可由可靠性灵敏度向

量的F-范数建立：

sdx)=lIvP(x)”

式中ve(x)为可靠度对设计变量的一阶偏导向量。

4．1．2考虑性能退化的相关多失效形式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理论

r4．35)

(1)考虑性能退化的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理论

传统可靠性对于机械零部件的可靠性分析结果为失效或者正常，而随着载荷

的多次反复作用和环境因素的作用，机械零部件的强度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其

性能参数出现退化现象，当退化量达到某一值时，机械零部件不能满足工作的需

要，发生失效。剩余强度是机械零部件性能退化可靠性研究中重要的指标，指机

械零部件在经过载荷n次作用时，其具有承受载荷的能力，其表达式为【43】：

S(n1=So 1。In(1一而n)1+————盟丛
In(N+1、

f4．36)

式中S(n)为剩余强度， &为初始强度，行为载荷作用次数，Ⅳ为疲劳寿命。

机械零部件的剩余强度可以表示为其在初始时刻和f时刻的函数，机械零部

件在f时刻零件不失效可靠性数学模型为：

R=『二∞)I f鲋^t)dd Ids=』二m)(1-G(s,t))ds (4．37)

式中g(d，s，t)为t时刻零件强度的概率密度函数；G(s，t)为f时刻零件强度的

概率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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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分布函数为：

概率密度函数为：

G(万，s，m)=l-[1-GfS(m)，s，m)】 (4．38)

g(8,s，所)=g(以朋)，S，m) (4．39)

由4．36．4．37得到考虑强度退化的可靠度表达式为：

尺=f肌【R(s)】”1厶(s)冉[e+H g一如，m矽万卜 (4．40)

退化量是定量评估机械零部件的重要参数，其表达式为：

D：—Dso-—Ds, H．41)

式中D为退化量；B。为机械零部件初始寿命；皿，为机械零部件刀次载荷作

用下的寿命。

基于性能退化理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的功能函数可转化为：

g(X，f)=r(t)-R(X，t) (4．42)

动态与渐变可靠性指标可转化为：

胁筹=耥 @43，、
咚(工，)、／V龇g(爿，f)】

动态与渐变可靠度为：

R(f)=①(∥(f)) (4．44)

(2)相关多失效形式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理论

设机械零部件具有Ⅳ种失效形式为吕(X，，)(i-l，2，3⋯⋯N)，N种失效

形式的可靠度为：

足斗+AJ=3小卅删①c错，]+(1-R，耳N删糍，}(4．45，
式中届、屐、屈⋯⋯风为失效形式所对应的可靠性指标，R。、R2、R，⋯⋯RN

为失效形式所对应的可靠度，式中P为N种失效形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其

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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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p、1 pt2 ⋯p、N

,012 岛2 ⋯P2N

Pllv P2N ⋯pNm

Cov(g，，g，)
Pi，2————二二—。

’

ogt×a目

f4．46)

(4．47)

驯％)：(掣州掌)Var(X)(4．48)

机械优化设计是机械设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新的设计方法，从上世纪

60年代被提出至今，得到了快速发展，提高了机械设计的效率，缩短了生产周

期。机械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包括设计变量、约束和目标函数。

在机械设计方案中，多目标优化设计广泛应用于评价机械零部件可靠性，假

设有，个目标函数，多目标优化设计的表达式为【102】：

V-毗嚣)27nt石(x)、f 2(x)、六(x)⋯’工(x)r
s．t g，(x)≤0 J=(1，2，3⋯P) (4．49)

晚(x)≤0 k=(1，2，3⋯q)

式中F(x)为向量El标函数，V．minF(x)表示多目标函数极小化，91(X)≤0

和hk(x)≤0为约束条件。对于向量目标函数F(z)=[Z(x)，六(x)⋯⋯Z(x)]T向量

F△=[斤，厶△⋯⋯正△】难以同时达到最优解，将多目标优化问题转化为单目标评

价函数的极值可使各目标函数接近理想值，首先求得每个目标函数的最优解，构

造的函数为：

吣)：窆l掣r (4．50)

结合理想点法，引入权系数彬，构造的评价函数为：

u@)：羔形(∥(x)一∥△)‘ (4．51)

即将式4．49转化为如下等价求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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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in／L
<s．t．x∈D

【彬Iz(x)一刊≤允i=1∥2一，聆旯≥o
其中加权系数可由线性加权和法计算得到，公式为：

形=1／彳’

Z+2卿∥(x)

式4．52的最优解为[矿，五木]1，z木为该评价函数的最优解。

4．2行星架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

4．2．1

(4．52)

(4．53)

(4．54)

由行星架刚柔耦合仿真结果可知，行星架应力集中区域共有2处，分别为行

星架轴间处和渐开线花键卸荷槽处，位置如图4．2所示。

l鬟域 第=：关注区域

(a)第一关注区域 (b)第二关注区域

(a)First area of focus (b)the second focus area

图4．2行星架应力集中区域

Fig．4．2 The planet carrier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area

定义行星架的失效形式有2种，为第一关注区域失效和第二关注区域失

效，由设计图纸的剖面图，可知影响第一区域可靠性的参数分别有倒圆角R1、

长度三l、厚度局和直径Dl，如图4．3所示，定义其为第一关注区域的设计

变量向量蜀，其初始值为蜀=[2，10，7，235]T，一般认为机械工程中的结构

参数服从高斯分布，计算方法得到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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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概率统计特性，如表4．1所示【431。

图4．3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

Fig．4．3 First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s

表4．1 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概率统计特性

Tab．4．1 The planet carrier first focus orl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probability statistical properties

影响第二区域可靠性的参数分别有直径D2、倒圆角R2和宽度三2，如图

4．4所示，定义其为第二关注区域的设计变量向量尥，其初始值为X2=[150，

2，8]T，计算方法得到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概率统计特性，如表

4．2所示。

图4．4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选取

Fig．4．4 Second focus area selection of design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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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概率统计特性

Tab．4．2 The planet carrier second focus on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probability statistical

properties

4．2．2行星架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

根据行星架刚柔耦合可靠性仿真结果，根据应力．强度干涉模型，要求行星

架的第一关注区域和第二关注区域等效应力最小，以其等效应力f(X)为目标函

数，根据采煤机截割部行星传动系统的装配关系，得到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

变量【R。，厶，q，日】T和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皿，R，厶】T的约束条件为：

IRl≥o
1200≤厶≤420

l 0≤q≤8

【200≤q≤420

1147．7≤D2≤200

{R>io
Io≤厶<41

(4．55)

H．56)

在约束条件内建立不同值的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设计变量，建立不同设计变

量的行星架模态中性文件，对其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利用MATLAB的

curve fitting-r：J鞴得到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l[n。，厶，q，q】T与行星架等

效应力的关系如图4．5．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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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
山
=
’、

R
毯
较
淞
球
皿i}l
lh

倒圆角R1／ram

图4．5倒圆角尺l与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4．5 The relationship of fillet R1 and planetary frame first focus regional maximum stress

俺
厶
=
-、

R
趟
较
神
球
划
始

长度L1／ram

图4．6长度￡l与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4．6 The relationship of length L1 and planetary frame first focus regional maximum stress

乃
正
芝
、、

R
词
蓑
神
球
叫

靶

厚度H．／mm

图4．7厚度凰与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4．7 The relationship of thickness两and planetary frame first focus regional maximum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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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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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毯
较
神
球
喇
妊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直径D．／mm

图4．8直径D1与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4．8 The relationship of Diameter D1 and planetary frame first focus regional maximum stress

为：

得到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尺。，厶，蜀，D1]T与其等效应力的关系式

Z(墨)=0．664R13—5．129R12 80．78R1+979．5

五(厶)=-0．01597L13+1．774／_a2—50．79厶+819．4

五(q)=-2．5 15H13+62．65q2 345．7q+916．3

‘(D1)=0．01539D13-1 1．02D12+2613／)1—2．041e5

f4．57)

(4．58)

(4．59)

(4．60)

利用MATLAB的curve fitting工具箱得到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

[皿，恐，厶]T与行星架等效应力的关系如图4．9—4．11所示。

舟
山
苫
-、

R
趟
较
舫
球
吲
1卜’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直径D2Imm

图4．9直径眈与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最大应力值的关系

Fig．4．9 The relationship of diameter D2 and planet carrier second focus regional maximu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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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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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倒圆角飓与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最大应力值的关系

Fig．4．1 0 The relationship of fillet R2 and planet carrier second focus regional maximum value

舟
乱
=
-、

R
翻
狡
辩
球
酬
妲

宽度L
2／ram

图4．1 1宽度三2与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最大应力值的关系

Fig．4．1 1 The relationship of width L2 and planet carrier second focus regional maximum value

得到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D2，足，厶]T与行星架等效应力的关系式

分别为：

六(B)=_0．02617D23+14．43D22-2628D2+1．585e5

五(R)=-1．73R23+51．58足2-436．1R+1493

LOb)=o．06881L23+o．3507L2281．1吗+131 1

f4．61)

f4．62)

(4．63)

一般设计变量较难同时取得最优解，若使设计变量更接近各自的最优解，利

用理想点与线性加权法将式4．61．4．63的关系式转化为多目标优化设计关系式。

由图4．5．4．1 1和式4．57．4．63可得构造第一关注区域和第二关注区域的多目标理

想点评价函数计算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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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舭，／4,，口)=Z渊w,l：，(x)一州 H．64)

=w,If。(x)一斧|+心l厂：(x)一∥I+坞I厂，(x)一∥I+w4I厂。(x)一片I
7

＆(砬，R，厶)2善w协)一刑 (4．65)

=心I厂，(x)一岔I+w61厂。(功一岔l+w7I厂，(x)一片l
结合式4．57．4．63，行星架各个单目标优化评价函数的最优解，计算得到公式

4．57．4．63的权值如表4．3所示．

表4．3评价函数权值

Tab．4．3 Evaluation function weight

得到第一关注区域和第二关注区域的评价函数分别为：

gl(墨，厶，q，q)=O．1489R13-1．15呱2-18．109墨+
．0．00400L,’+O．讹2．1 2．7 18L+

．0．636H,5+15．835H,2 87．379H,+
66)

‘

。．

‘

f4．

0．004 1 96Di3-3．004942+7 1 2．496DI-54996．308

＆(皿，R2，厶)=-0．00799D23+4．405D22802．297D：

一0．568R23+16．937恐2-143．202R+(4．67)

0．0252L23+0．1285Lz2-29．733L2+49358．682

根据应力．强度干涉理论，定义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JOY608屈服强度：650

N／mm2)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的极限状态函数分别为：

G(X)=弗I。m—g(均 (4．68)

式中X为状态函数的设计变量，第一关注区域的设计变量

Xl=(R，厶，q，日)Tx。，第二关注区域的设计变量置=(D2，R，厶)T×。；o-r’胁为采煤

机截割部行星架屈服强度；g(X)为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得到的第一和第

二关注区域的极限状态函数关系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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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尺l，Ll，Hl，D1)=仃删一91(Rl，LI，Hl，D1)=

O"x7c，一0．1489R13+1．150R12+18．109R．+一一v ． 1

O．00400L13-0．44牝12+12．718Ll+

0．636H13 1 5．835H12+87．379Hl

-0．004196D13+3．0049D12-712．496Dl+54996．308

G2(D2，R2，L2)=‰一92(D2，R2，厶)=
9叫+0．00799D23—4．405D22+802．297D2+

0．568R23—16．937R22+143．202R2

．0．0252L23—0．1285L22+29．733L2—49358．682

4．3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分析

(4．69)

f4．70)

由于行星架的初始性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多失效形式相关性对行星架

可靠性有重要影响，当多失效形式相互之间相关性较高时，多关注区域的失效会

引起相互之间的失效当多失效形式之间相关性较低时，各个关注区域趋于独立。

对准确分析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的可靠性，应充分考虑多失效形式相关性，建立

了多失效形式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分析数学模型，得到了行星

架的可靠度。

由式4．36，构造考虑性能退化的行星架剩余强度，关系式为：

o-(n)=啡li。 1，In(1一而n)l+————旦土L
In(N+1、

(4．71)

式中or(n)为剩余强度，聆为载荷作用次数，弗．im为初始强度，Ⅳ为疲劳寿
命，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强度退化曲线如图4．12所示。

日
乱
譬
X
o
b

世
慧
d
口
薹
联
吲
，h

图4．12行星架屈服强度性能退化曲线

Fig．4．1 2 The planet carrier yield strength degradation performanc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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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应力．强度干涉理论，考虑性能退化的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第一和第二

关注区域的状态函数可以转化为：

Gl((R，厶，且，q)，f)=‰(，)一g。(R，厶，q，D1)=
吒耵(f)-0．1489R13+1．150Ri2+18．109Rl+

O．00400厶S-O．444厶2+12．71 8厶+ (4．72)

0．636H13—1 5．835／-／,2+87．379Hl

-0．004196D13+3．0049D12—712．496Dl+54996．308

Gl((D’，R，厶)，t)=‰，(f)一g：(砬，R，L2)=

‰(7’?伽799D2：_4405皿2+802297见+ H．73)
0．568R,’一l 6．937R,2+143．202R,

、

—0．0252L23-0．1285L22+29．733L2-49358．682

基于状态函数G】((蜀，厶，且，q)，f)和G2((32，足，厶)，f)对设计变量置和置求

偏导，为：

一OGI((RI,La,HI,D-),t)：『，掣，掣，蛐，坌g盟!]1(4．74)斛 l勰’a厶’OHl’∞ J
r⋯7

鲣猪必《塑01必9,，塑OR麴,，鼍攀11 ㈣洲 I 7弘 J
、 7

由4．2．1章节可知，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有2种失效形式，分别为第一关注

区域失效和第二关注区域失效，行星架的多失效形式相关的可靠度关系式为：

尸=暑+￡一C(暑，昱) (4．76)

式中异为第一关注区域可靠度；B为第二关注区域可靠度。C(日，最)为第一

和第二关注区域的相关性系数。

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的相关矩阵P定义为：

p=卜n2 (4．77)
LPl2见2J

肛，：—Cov(g—i,gj) (4．78)肛，2—— (4．，／芍)
o

gi xo心

结合性能退化理论，矩阵中系数的关系式可表示为

觥)：竺燮堂型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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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协方差CIDl，(&(f)，毋(f))计算式为：

Cov(gi(t),gj(t))=(挈H掣卜砧， @8。，

式中。为克岁内克积。

由此可进一步定义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的相关性系数矩阵P为：

舯麟；矧 @8·，

定义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失效形式1的渐变可靠性指标和失效形式2的渐变

可靠性指标为：

胁糕2器 (4．82)
％(正f， 、／Var【戡义，f)j

结合式4．45可得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失效形式相关的

渐变可靠性度关系式为：

啾肌胪l[R-(flt(t))-(1-R2(f12(t)))O(瞥)j@83，
式中届(f)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可靠性指标；屈(f)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可靠性

指标；RI(Pl(t))为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可靠度；R2(屈(f))为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

可靠度。

行星架多失效形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为：

厂 1 0．251 7、

岛2【o．2517 1 J (4沼4)

4．4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及无量纲化

行星架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的可靠度对设计变量的均值渐变灵敏度和方差

渐变灵敏度关系式为：

墼：争型型型墼+型墼(4．85)
d(Z，f)1智皿(f)粥(f)呶一，a(Z，f)1奶：(f)a(i，f)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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垡盟；：争垫盟竺盟 里生＆!彳+塑盟—坠 (4．86)

洲ar(i，f1T鲁够(f)a％一)aVar(X}，f11 OPl2(t)OWr(石，f)1
、 。

式中足(f)为行星架渐变可靠度；Ri(t)为第i关注区域的渐变可靠度；层(f)

为第i关注区域的渐变可靠性指标；心小)为第i关注区域的设计变量均值；n：(f)

为关注区域之间的相关性系数；a％m)为第‘i关注区域的设计变量方差m1。

式中

筹』2㈩譬41 p紫122 jj @87，
勰(f) I l 一 (f)J J

黜』2㈩错41 p122 jJ @嘞
砚(f) I I 一 (f)J J

舞=删呦=去唧№∽2) @89，

丽a／'lgdt)-[警，警，鬻，警] n卿
af孓，f11【-勰’弘’粥7∞J

急-l警警，百a,t／92(t)I(4．91，af夏，f11【-峨’醌’皿J

掣：一塑 (4．92)
aa，㈤ a

P it)2

翻=去[衢。希] @哟

巡：0 (4．94)

a(Z，f)1

赫2去【．耢。澍j ，㈤5，aVar(石，f)1 ％一，％：㈣I a(z，，)1 a(x，，)1 j ，．Qc、

I 1 a％I(r) ． 1一 皇垒2尘! I

一【乏五瓦∽war(z，，)．1％一，吒：∽2扒协(z，，)T j
将式4．87．4．95带入式4．26．4．29，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第一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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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和方差渐变灵敏度，如图4．13．4．21所示。

一1

刨
掰．2
嘣

．3

循环比

×10．3 H1的均值渐变灵敏度

0 0．2 0，4 0．6 0．8

循环比

剑
蘑
嘣

循王{：比

循环比

图4．13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均值渐变灵敏度

Fig．4．1 3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average gradient sensitivity of design variables

R-Var《R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L1，R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R-Cov(H1，R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循环比

R-Cov(D1，R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硒环比

图4．14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R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1 4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ofRl gradient sensitivity

R-CoV(R1·L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R-Cov(H1。L，)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型
餐
隙

循环比

R-Cov(D1，L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图4．15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三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1 5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of三l gradient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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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oV(R1，H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RjVarIHl)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R-Cov(L1，H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R-Cov(D1，H1)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图4．16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目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1 6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of／-／]gradient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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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7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Dl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1 7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0fDl gradient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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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比 循环比

图4．18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均值渐变灵敏度

Fig．4．1 8 The second focus regional average gradient sensitivity of design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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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ar(D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循环比

R-Cov(L2·D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瑙
蟛
联

循环比

图4．19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D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1 9 The second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ofD2 gradient sensitivity

R-Cov(D2，R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Var(R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R-Cov(L2，R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循环比 循环比

图4．20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飓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20 The second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ofR2 gradient sensitivity

R-Cov(D2，L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R2，L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循环比

R-Var(L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图4．21 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三2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4．2 1 The second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variance ofL2 gradient sensitivity

由图4．13．4．21可知，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表明了

设计变量对行星架可靠性的影响，灵敏度的绝对值表明了设计变量对行星架可靠

性的影响，其值越大，对行星架的影响越大，其值越小，对行星架的影响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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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51。

为消除设计变量量纲对行星架的影响程度，对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动态与渐

变可靠性灵敏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式4．24．4．25可知，行星架设计变量灵敏

度无量纲化关系式为：

l：粤喜(i--1，2) (4．96)awg i-2赢紊 l，2) 竹’

一=j‰掣(i=1，2) (4．97I[wIg_i
dVar(X ),R

一 =————』—一—————-二-¨=l／I ●4 V 1

)
+ V l’。7 、“。’

式中一为行星架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标准差，Vat(X,)。为行星

架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标准差，R+为行星架可靠度。

将式4．96-4．97带入式4．24．4．25，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无量纲化的

第一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和方差渐变灵敏度，如图4．22．4．25所示。

R1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L1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循环比

H．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图4．22第一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结果

Fig．4．22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averag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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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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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变量

图4．23第一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数值

Fig．4．23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averag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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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第一关注区域的方差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结果

Fig·4·24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Variance gradient dimensi。nleSS sensitivity resuits

越
薅
麒

耥
莰

图4．25第一关注区域的方差渐变灵敏度无量纲数值

Fig·4·25 The first focus regional Varianc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values

由图4·2214·25可知，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墨=(墨，厶，q，D⋯r划的均值渐

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最大数值为[2．1209，0．1065，．1．4030，0．004177]，方差渐变灵

敏度无量纲化最大数值为[8801。1246，106．3696，835．5343，3．8447]，行星架第

一关注区域的倒圆角R1、长度￡l和直径D1的均值增加，将使行星架第一关注区

域的性能趋于可靠，厚度胁的均值降低将使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的性能趋于可
靠[106-108]。

将将式4．96-4．97带入式4．24—4．25，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无量纲化

的第二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和方差渐变灵敏度，如图4．26．4．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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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R2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L2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图4．26第二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结果

Fig．4．26 The second focus regional averag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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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7第二关注区域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数值

Fig．4．27 The second focus regional averag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values

D2的方差灵敏度无量纲化 L2的方差灵敏度无量纲化

图4．28第二关注区域的方差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结果

Fig．4．28 The second focus area of varianc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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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第二关注区域的方差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数值

Fig．4．29 The second focus area ofvariance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values

由图4．26．4．29可知，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置=(n，足，厶)T×，的均值渐变灵

敏度无量纲化最大数值为[O．02725，7．212，0．3375]，方差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最

大数值为[95．6960，103542．0141，271．5059]，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的直径D2、

倒圆角R2和宽度￡2的均值增加，将使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的性能趋于可靠。采

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结果为行星架的稳健设计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准确的数据支撑，具有重要的实际工程意义。

4．5基于灵敏度分析的行星架可靠性稳健设计

稳健设计目的是寻得最优的设计变量值，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

结合建立行星架的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的极限状态函数关系式，行星架可靠度达

到最高的同时，使其对设计变量的依赖程度达到最低，即行星架达到最稳健状态，

因此基于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对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进行可靠性稳健

设计。

4．5．1建立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结合4．53．4．54，基于理想点线性加权和法理论，建立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多

目标优化评价函数为：

2

G(R，厶，q，D1，D2，恐，厶)=Eg，(x)=心·gl(尺。，厶，q，且)+wb·92(砬，R，三：)(4．98)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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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l，厶，日l，q，砬，恐，厶)=‰(f)一0．0605R13+O．468R12+7．367RI+
0．00163Li3-0．181／12+5．173／．a+

0．259H13-6．442H12+35．546Hl

-0．00171 D13+1．223Di2-289．843Dl (4．99)

+0．00474D23-2．613／)_,2+475．923D2

—0．793R23+10．715R22-24．134R2

-0．01 50L23-0．0762L22+1 7．63他-6907．072

即将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多目标优化问题转化为如下等价求解问题：

minG。(墨，厶，q，日，见，R，厶)---w。G(R，，厶，骂，Dl，见，足，厶)

+％‰(墨，厶，q，Dl，砬，足，厶) (4·100)

--w。G(g，厶，q，Dl，见，R，厶)+wd

式中‰(R，厶，q，B，皿，R，厶)为可靠性灵敏度的无量纲化结果。

根据采煤机截割部行星传动系统的装配关系，得到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

变量陋。，厶，q，q】T和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皿，足，厶]T的约束条件为：

R，>t0

200≤厶≤420

0≤H≤8

200s q≤420 (4．101)

147．7≤n≤200

见／>0

0≤L≤41

(1)改进粒子群算法理论

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I：I：1 Kennedy和Eberhart提出，其算

法由研究鸟类迁徙觅食的行为模拟，在该模型中，每个粒子的适应度都有由评价

函数决定，每个粒子寻求的最优解可相互影响，该特征使每个粒子都能够感知周

围的局部最优解和整个群体的全局最优解。为有效的控制粒子群算法以达到快速

准确寻得最优解的目的，诸多学者对粒子群算法进行改进，得到了改进粒子群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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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粒子群算法以一群随机粒子为初始解，每个粒子在解空间中通过迭代追

随当前的最优解【1091，该算法模拟群体的运动演化过程的数学模型为：

V,dO+1)=w宰。o(f)+c19l车(p耐O)．‘d(f))+c：tP2幸(p耐(f)一工。d(f)) (4．102)

砀O+1)=Xid(t)+Z木Vid(t+1) (4．103)

式中％为粒子当前的速度；w为惯性因子；q和C2为学习因子；妒，和仍为

(O，1)的随机数；砌为粒子当前最优位置；Pgd为群体当前最优位置；Xi。为

粒子当前位置；z为收缩因子。

改进粒子群算法求解性能主要取决于种群数量、粒子的最大飞行速度、学习

因子和惯性因子等参数。其选取规则如下：

(1)粒子群数量：由多目标评价函数的复杂程度决定，一般机械优化设计

方案选取20．40可以满足求解要求，相对简单的多目标评价函数选取10得到最

优解，对于特别复杂或者特殊设计方案，可以考虑选取100以上的种群数量。

(2)粒子最大飞行速度：确定粒子在寻求最优解过程中最大的移动范围。

为了保证粒子在指定的搜索区域内飞行，应选取粒子的合适飞行速度，如果飞行

速度过大，粒子将会错过最优解，而寻取次优解；如果飞行速度过小，粒子将陷

入局部最优解而无法得到全局最优解。粒子的飞行速度表达式为：

‰瑚‘墨。 (4．104)

式中‰双为粒子最大飞行速度；k为常数；‰越为设计变量中的最大区间长

度。

张丽平比较了在不同参数k值下，Sphere、De Jong和Rosenbrock等核函数

的平均适应度，提出尼的取值范围在0．001～1000之间，应基于建立的多目标评

价函数选取合适的最大飞行速度，一般为0．01～10之间【78】。

(3)学习因子：表示粒子总结和飞向优秀粒子的能力，以快速准确寻得最

优解。一般cl和C，初始值为2，取值范围为0．4，且q=c：。

(4)惯性因子：指上一代粒子群对当前粒子群速度的影响，其值可调节全

局搜索和局部搜索的相互影响能力。当惯性因子较大时，算法的全局寻最优解能

力强，但是局部寻最优解能力弱，算法易错过最优解，而寻得次优解；反之算法

易陷入局部搜索。

(2)改进粒子群算法的Matlab实现

Matlab粒子群工具箱提供了先进的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可指定粒子群的核

函数参数，应用粒子群求各个设计变量的可行解的流程如图4．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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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求解流程

Fig．4．30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algorithm solving process

在Matlab中实现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核函数为PSO，调用格式为function[xm，

fv]=PSO(fitness，N，el，C2，W，M，D)，函数r扣fitness为多目标评价函数，N为粒子群数

量，M为最大迭代次数，D为自变量数量，xm为目标函数最优解时的自变量，

加为目标函数最小值。

Matlab工具箱提供了先进的粒子群算法，但对于不同的可靠性评价函数，粒

子群核函数选取不同的参数值，使粒子群算法的速度与精度达到最优。

(a)自适应随机惯性权值法

粒子群算法的核函数参数选取是决定粒子群算法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应

用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设计前应选取合适的核函数参数，影响算法性能主要因素

有种群数量和最大飞行速度【78,110]。

粒子群种群数量一般选取20．40，对于非复杂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函数，

粒子群种群数量选取10已经可以满足计算要求。以本文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

函数为测试对象，对不同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如图4．31

所示。

图4．3 1 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Fig 4．3 1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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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31可知，在粒子群种群数量达到20时，粒子群算法在第3步达到收

敛，选取种群数量为20。

(b)粒子最大飞行速度的选择

为了保证粒子在指定的搜索区域内飞行，应选取粒子的合适飞行速度，如果

飞行速度过大，粒子将会错过最优解，而寻取次优解；如果飞行速度过小，粒子

将陷入局部最优解而无法继续飞行选取全局最优解，粒子的飞行速度表达式为

[7s，HO]：

‰卸·x一 (4．105)

式中‰ax为粒子最大飞行速度；k为常数；‰缸为设计变量中的最大区间长

度。

以本文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函数为测试对象，对不同k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进行研究，结果如图4．32所示。

图4．32不同k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Fig．4．32 Different k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由图4．32可知，在最大速度系数达到O．5时，粒子群算法在第3步达到收敛，

选取最大速度系数为O．5，最大速度为110进行优化设计。

选取粒子群中粒子的数量为20，建立初始种群，设置种群模拟开始时间为0，

为平衡学习因子对粒子群算法的影响，选取c，=c：=2，50步迭代，惯性因子极值

为0．9和0．4，其核函数表达式为function[xm，Sv]=PSO[@S，20，2，2，0．9，0．4，

50，3]，式中xm为目标函数去最小值时的自变量值；跏为目标函数最小值；S

为待优化的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11 01。利用粒子群算法对其进行优化计算，

结果如图4．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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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956暑test_func(【7 in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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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粒子群优化结果

卜

暑20
曲

暑10
E
a

0

Particle Dynamics

O 5 10 15
Dimension 1

PSO Model：Common PSo
Dimensions：7
群ofparticles：20
Maximlze tlkr啦onstrained
FunctIon：test func
Ir)srtis Weight：O．88399
GI'een；Personal Bests

Blue-Current Positions
Red=GlobsI Best

Fig．4．33 PSO’s optimization results

由图4．33可知，粒子群算法预测的状态函数最优解为296．956，因此行星架

预测最优解为353．044MPa。进行圆整，结果如表4．4．4．5所示。

表4．4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

Tab．4．4 The planet carder of shearer cutting part first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表4．5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最优解

Tab．4．5 The planet carrier of shearer cutting part second focus regional design variable

基于粒子群的优化分析结果，建立优化后的行星架模态中性文件进行刚柔耦

合虚拟样机仿真，得到优化后的行星架应力云图和最大值曲线如图4．34．4．3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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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优化后行星架等效应力

Fig．4．34 The optimized planet carrier equivalen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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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优化后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最大值曲线图

Fig．4．35 Optimized planet carrier first focus on a maximum area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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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优化后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最大值曲线图

Fig．4．36 Optimized planet carrier second focus on a maximum area chart

由图4．34．4．36可知，行星架的最大应力值为347．17MPa，预测误差仅为

1．692％，与优化前比较，最大应力值降低了56．388％，安全系数为1．872，在采

一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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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机平稳截割过程中，行星架第一和第二关注区域应力平均值分别为200MPa和

170MPa，均小于许用应力。

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优化分析结果，建立优化后的行星架模态中性文件进

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并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到优化后行星架设计变量灵敏

度如图4．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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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变量

图4．37第一关注区域优化前后灵敏度比较

Fig．4．37 The first focus area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design variable sensitivity

由图4．37可知，优化后的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灵敏度为【0．8304，

．0．002963，．0．7596，0．0009557]与优化前进行比较，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

量灵敏度均有下降，表面优化后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更加稳健。

卜

l
L

_一优化前D2优化后D2优化前R2优化后R2优化前L2优化后L2

设计变量

图4．38第二关注区域优化前后灵敏度比较

Fig．4．38 Second focus area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design variable sensitivity

由图4．38可知，优化后的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灵敏度为[0．01562，

1．682，0．2040]与优化前进行比较，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灵敏度均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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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表明优化后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更加稳健。得到优化后的行星架第二关注区

域的可靠度如Ⅺ。=0．9999，行星架第二关注区域的可靠度R删：=0．9999，优化后

的行星架可靠度为R=R脚，×R跚：--0．9999，达到设计要求。

4．6本章小结

本章对可靠度计算方法、可靠性灵敏度、稳健设计和机械多目标优化设计理

论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行星架进行了可靠性优化设计，将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

术与可靠性灵敏度设计、稳健设计、性能退化理论和改进粒子群算法相结合，提

出了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通过该方法得到了

行星架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渐变灵敏度。基于渐变灵敏度分析结果，对行星架进

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利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预测得到了行星架关注区域设计变量

的最优解，发现优化后的行星架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灵敏度均有下降，表明优化后

行星架更加稳健，可靠性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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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复杂煤层赋存条件下螺旋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

螺旋滚筒是采煤机截割煤岩的工作机构，其可靠性对关键零件和装煤效果有

着重要影响，滚筒截煤时，在保证生产率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关键零件的可靠性；

装煤时要保证可将截落下煤及时装到运输机，以避免煤的堆积增大截割阻力，影

响采煤机的工作进程。目前，诸多学者对螺旋滚筒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未基于刚

柔耦合虚拟样机可靠性分析、离散元技术和智能算法对螺旋滚筒进行动态与渐变

可靠性设计，笔者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和“3．5采煤机装煤性能仿真”章

节的离散元仿真结果，对螺旋滚筒可靠性优化设计。

5．1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

螺旋滚筒的设计变量直接影响采煤机的装煤效率及其工作可靠性，截线距是

指滚筒上相邻截线的距离，其合理选取对采煤机关键零件的受力、螺旋滚筒载荷

和的装煤效果有着重要影响；螺旋叶片是螺旋滚筒的重要部分，叶片的螺旋升角

对影响着采煤机截齿的排列，对截齿载荷有着重要的影响，螺旋升角也是重要的

设计变量[1ll。112】；由于本文研究的该型号采煤机主要在鄂尔多斯薄煤层的文玉煤

矿进行工作生产，薄煤层采高小，为保证螺旋滚筒截落及时排除，不堵塞滚筒，

选取2头螺旋叶片进行，当工作面采高确定时，螺旋滚筒直径基本保持不变，但

筒毂作为与截割部壳体接触的关键位置，其对螺旋滚筒的容煤重和受载有着重要

的影响。因此本章选取截线距丁、螺旋升角4和筒毂直径Otg作为设计变量，其

初始值为X1=[67，13，525]T。一般认为机械工程中的结构参数服从高斯分布，

计算得到采煤机螺旋滚筒设计变量的概率统计特性【431，如表5．1所示。

表5．1 螺旋滚筒设计变量概率统计特性

Tab．5．1 Shearer spiral drum design variable probability statist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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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

根据螺旋滚筒刚柔耦合仿真结果，为衡量滚筒综合性能，选取行星架最大应

力值厄u、螺旋滚筒最大应力值fxgt年l装煤性能‰xn作为目标函数建立螺旋滚筒

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截线距丁、螺旋升角彳和筒毂直径Dtg的约束条件为：

f 20<T≤80

{8≤A≤22 (5．1)
1475≤Dtg≤570

在约束条件内建立不同值的采煤机螺旋滚筒设计变量，建立不同设计变量的

螺旋滚筒模态中性文件，对其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利用MATLAB的

curve fitting工具箱得到设计变量[丁，彳，Dt。]T与截割部螺旋滚筒最大应力值的关

系如图5．1．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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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截线距丁与行星架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5．1 Relationships of the cutciflg line spacing Tand maximum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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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螺旋升角么与行星架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5．2 Relationships of the Helix Angle A piral drum ofmaximum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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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筒毂直径DIg与行星架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5．3 Relationships ofthe drum hub diameter Dtg andmaximum stress

得到螺旋滚筒设计变量【r，A，Dt,】T与截割部螺旋滚筒最大应力值的关系式分

别为：

Z(丁)=O．0093T3-1．575T2+91．76T-1530

正(彳)=-0．00357A3+0．43 1 5A2-8．902A+398．100

六(D，g)=-8．394e-5D,93+o．1323D,92-69．27D,g+1．24l鲥

(5．2)

(5．3)

(5．4)

利用MATLAB的curve fitting工具箱得到设计变量【丁，A，Dt,】T与螺旋滚筒最

大应力值的关系如图5．4．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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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线距T，mm

图5．4截线距r与螺旋滚筒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5．4 Relationships ofthe cutting line spacing Tspiral drum ofmaximum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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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螺旋升角么与螺旋滚筒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5．5 Relationships ofthe Helix Angle A spiral drum maximum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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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筒毂直径Dt。与螺旋滚筒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5．6 Relationships ofthe drum hub diameter Dtg and spiral drum maximum stress

得到螺旋滚筒设计变量[丁，A，Dt。]T与最大应力的关系式分别为：

f4(r)=0．013 14T3-2．599T2+164．9T-2567

六(爿)=一0．452A3+16．91A2-198．1A+1487

以(D名)=-6．156e一5哝3+o．09618Di92—49．93D,g+9393

(5．5)

(5．6)

(5．7)

利用MATLAB的curve fitting工具箱得到设计变量[丁，A，Dig]T与装煤性能的

关系如图5．7．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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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截线距丁与装煤性能的关系

Fig．5．7 Relationships ofthe cutting line spacing T and coal properties

螺旋升角A，。

图5．8螺旋升角彳与装煤性能的关系

Fig．5．8 Relationships ofthe helix Angle A and co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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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筒毂直径ng与装煤性能的关系

Fig．5．9 Relationships ofthe drum hub diameter Dtg and co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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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螺旋滚筒设计变量【丁，A，Dt。]T与装煤性能的关系式分别为：

fT(T)=-0．008385T3+1．601T2—101．4T+2193

A(A)=-0．02055A3+o．8022A2—9．329A+94．6

石(D名)=5．318e一6D，93—0．008168D,92+4．085D,g-598．7

得到螺旋滚筒综合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为：

(5．8)

(5．9)

r5．10)

g呻(x)29旧(丁，A，Dtg)5

O．003030T3_0．577T2+35．425T

．O．158彳3+5．98l彳2．70．72似(5．11)

一1．773e·06Dt93+0．00272D,92-1．362Dtg+33．940

式中X为螺旋滚筒的设计变量，x=(丁，A，Dt。)T×。。

5．2螺旋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及无量纲化

由于采煤机螺旋滚筒的初始性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建立了采煤机螺旋

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分析数学模型，得到了螺旋滚筒的可靠度，准确分析采煤

机截割部螺旋滚筒的可靠性。

考虑性能退化的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可以转化为：

gl,,gt((X)，f)59lxgt((丁，A，皿。)，f)2

O．003030T3-0．577T2+35．425T

．O．15跗3+5．981彳2．70．727A(5．12)

一1．773e一06Dt93+0．00272D,92-1．362／9,g+33．940

Gl。gI((x)，f)2GI。舀((丁，彳，Dtg)，f)2

．0．003030T3+O．577T2-35．425T

+0．15跗3—5．981彳2+70．727么(5．13)

+1．773e一060t93-0．00272Dt92+1．362Dtg-33．940

基于综,-'-"2口x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g，、gt((X)，f)对设计变量X求偏导，螺旋滚

筒设计变量的均值和方差渐变灵敏度关系式为：

一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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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一aR(t)筇(f)嗷(f)
d(孓，r)T筇(r)呶㈤a(Z，r)T

(5．14)

式中R(t)为螺旋滚筒的渐变可靠度；fl(t)为螺旋滚筒的渐变可靠性指标；

心(f)为螺旋滚筒的设计变量均值，式中：

鬻刊俐=去e冲(一扣2)
呶∽一l呶∽呶∽l

a(Z，f)T【-019’甜J

Ofl(t)一心(r)

acrg(，) ％(，)2

(5．15)

(5．16)

f5．17)

将式5．15．5．17带入式4．26．4．29，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螺旋滚筒均值渐变

灵敏度，如图5．10．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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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螺旋滚筒设计变量均值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Fig．5．1 0 Spiral drum mean gradient sensitivity of design variables

R-Va。《T)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A，TJ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Dtg，T)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j币比

图5．1 l 螺旋滚筒截线距丁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循环比

Fig．5．1 1 The variances ofthe Spiral drum cutting line spacing T gradient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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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ar(T,A)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A)I拘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D．^，A)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图5．12螺旋滚筒螺旋升角彳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5．1 2 Helix Angle A variance of gradient sensitivity

R·V。‘nD tg)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A，D蛔)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R-CoVIDtg)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2

1．8

掣1，6
苍

联1．4

1．2

1

图5．1 3螺旋滚筒筒毂直径D。。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5．1 3 Spiral drum hub diameter variance of Dtg gradient sensitivity

由图5．10．5．13可知，采煤机截割部螺旋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表明

了设计变量对螺旋滚筒可靠性的影响，灵敏度表明了设计变量对螺旋滚筒可靠性

的影响，其值越大，对螺旋滚筒可靠性的影响越大，其值越小，对螺旋滚筒可靠

性的影响越小。

为消除设计变量量纲对螺旋滚筒的影响程度，对采煤机截割部螺旋滚筒动态

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式4．24．4．25可知，螺旋滚筒设计变

量的均值和方差的灵敏度无量纲化关系式为【101】：

‰lg i：粤要(i：l，2) (5．18)‰I 2赢紊【卜1，矽 ⋯芍’

式中矿为螺设计变量的标准差， 尺+为可靠度。

将式5．18带入式4．24．4．25，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螺旋滚筒无量纲化的均

值渐变灵敏度，如图5．14．5．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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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螺旋滚筒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结果

Fig．5．14 Spiral drum mean gradient of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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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升角A 简毂直径Dtg

设计变量

图5．15螺旋滚筒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数值

Fig．5．1 5 Spiral drum mean gradient of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values

螺旋滚筒的设计变量Sn=(丁，A，Dt。)曼，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最大数值

为[0．3869，．0．9509，．0．00995]，螺旋滚筒的截线距丁的均值增加，将使螺旋滚

筒的性能趋于可靠，螺旋升角彳和筒毂直径Dtg的均值降低将使螺旋滚筒的性

能更加可靠。采煤机截割部螺旋滚筒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结果为螺旋滚

筒的稳健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准确的数据支撑，具有重要的实际工程意义。

5．3基于改进粒子Wilt法的螺旋滚筒可靠性稳健设计

螺旋滚筒稳健设计目的是寻得最优的设计变量值，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

真结果，结合螺旋滚筒的状态函数关系式，使其综合性能最优化。

结合4．53-4．54，基于理想点线性加权和法理论，建立螺旋滚筒多目标优化评

价函数，将螺旋滚筒优化设计转化为如下等价求解问题：

rrfinGl)q；t(L4魄)。K蜀xgt(L彳，‰)+％‰(L彳，仇)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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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x垂(丁，彳，o,g)为可靠性灵敏度的无量纲结果。

根据螺旋滚筒与截割部的装配关系，得到螺旋滚筒X=(丁，AD,g—r。。的约束条

件为：

f 20≤T≤80

{ 8≤A≤22 (5．20)

【475≤Dig≤570

(a)自适应随机惯性权值法

粒子群种群数量一般选取20---40，以本章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函数为测试

对象[7S,110]，对不同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如图5．16所示。

籁
《
：p
‘一
则

图5．16不同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Fig 5．16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iterations

由图5．16可知，螺旋滚筒状态函数的粒子群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关系不大，

在粒子群种群数量为10时，粒子群算法在第3步达到收敛，为最快收敛种群数

量，选取粒子群种群数量为10进行优化设计。

(b)粒子最大飞行速度的选择

以本章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函数为测试对象，对不同k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进行研究【78,llO]，结果如图5．17所示。

图5．17不同k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Fig．5．1 7 Different k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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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17可知，在最大速度系数达到0．5时，粒子群算法在第3步达到收敛，

选取最大速度系数为0．5，最大速度50进行优化设计。

选取粒子群中粒子的数量为10，建立初始种群，设置种群模拟开始时间为0，

为平衡学习因子对粒子群算法的影响，选取C．=c，=2，50步迭代，惯性因子极值

为0．9和0．4，其核函数表达式为function[xm，Svl--PSO[@S，10，2，2，0．9，0．4，

50，3】，式中xm为目标函数去最小值时的自变量值；跏为目标函数最小值；S

为待优化的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ll o】。利用粒子群算法对其进行优化，结果

如图5．18所示。

图5．18粒子群优化结果

Fig．5．1 8 PSO’S optimization results

由图5．18可知，粒子群算法预测的状态函数最优解为432．578。基于粒子群

的优化，进行圆整，得到设计变量最优解如表5．2所示。

表5．2螺旋滚筒设计变量

Tab．5．2 Spiral drum ofcoal winning machine cutting part design variables

表5．3优化前、后螺旋滚筒综合性能

Tab．5．3 Spiral drum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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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优化后的螺旋滚筒模态中性文件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得到优化

后的螺旋滚筒等效应力云图和应力最大值曲线如图5．19所示。
LⅡ0l nJn 1}me=0{7{7 Fr0"1·。0 7j

es秘mso(MPa)

735 8《{

662 2569

588蓐728

§’5 0887

441 5046

367 9205

294 3364

220 7523

1 471682

73 584{

0 0

图5．19优化后的螺旋滚筒等效应力云图

Fig．5．19 Optimized spiral drum equivalent stress nephogram

由图5．19可知，优化后的螺旋滚筒的最大应力为735．841MPa，与优化前比

较，降低了5．65％，前截割部行星架最大应力值为332．117MPa，降低了4．34％，

前截割部扭矩轴最大剪切应力值分别为266．051MPa，降低了4．123％，这是因为

优化后的螺旋滚筒设计变量改变，使截割阻力下降，进而使关键零件受载下降。

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优化分析结果，建立优化后的螺旋滚筒模态中性文件

进行仿真，并进行可靠性分析，优化后螺旋滚筒设计变量灵敏度如图5．20所示。

器H 0

《
暇
二]知

墨．0．5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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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20可知，优化后螺旋滚筒设计变量灵敏度为[O．2441，O．928，．0．01023]，

与优化前进行比较，优化后截线距丁灵敏度由0．3869变为0．2441，螺旋升角彳

灵敏度由．0．9509变为．0．928，行星架和螺旋滚筒最大应力值降低；筒毂直径Dt。

由．0．00995变为．0．01023，螺旋滚筒装煤率得到提升，表明优化后螺旋滚筒综合

性能得到提升，符合设计要求。

5．4本章小结

本章对螺旋滚筒进行可靠性优化设计，结合离散元理论，通过第4章提出的

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和EDEM仿真软件，构

建了螺旋滚筒综合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得到了螺旋滚筒设计变量的渐变灵

敏度，得到了设计变量对螺旋滚筒可靠性的影响规律。基于渐变灵敏度分析结果，

对螺旋滚筒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利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预测得到了螺旋滚筒设

计变量的最优解，发现优化后螺旋滚筒综合性能得到提升，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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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适用性设计与断裂可靠性研究

采煤机截割电机扭矩轴通过渐开线外花键连接电机和截割部传动系统，当采

煤机过载运行时，扭矩轴发生断裂，以保护关键零件。由于采煤机在截割煤岩过

程中受载复杂，采用解析计算方法得到的扭矩轴模型参数精确度较低，不能及时

断裂以保护采煤机关键零件【114‘115l。本文对某公司开发扭矩轴进行动态与渐变可

靠性设计，结合断裂力学，应用FRANC3D对扭矩轴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提

出以扭矩轴的裂纹扩展疲劳寿命和可靠度为退化指标的动态与渐变断裂可靠性

评估方案，结果表明扭矩轴性能退化成指数分布。将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

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与断裂力学相结合，为机械设备中零部件设计与研究提供

了新的技术与数据支持。

6．1扭矩轴扭转特性分析及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

6．1．1扭矩轴卸荷槽结构参数

由扭矩轴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可知，扭矩轴应力集中区域为卸荷槽

处，以设计单位的扭矩轴图纸为依据，扭矩轴结构参数如图6．1所示。

L

图6．1扭矩轴结构

Fig．6．1 The torque shaft’S structure

如图6．1所示，扭矩轴结构参数为长度三，卸荷槽圆弧直径为％，内径为Xd。

6．1．2扭矩轴卸荷槽结构参数对扫转特性的影响

基于优化后的螺旋滚筒进行采煤机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生成采煤机牵引

速度v分别为8、9、11和12时的前后滚筒载荷，对采煤机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

机仿真，得到了前摇臂壳体和前截割部行星轴的最大应力值及其时刻如表6．1所

示，扭矩轴最大剪切应力值、扭转位移及时刻如表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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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扭矩轴最大剪切应力值和扭转位移及时刻

Tab．6．2 Shaft torque’S max shear stress and time

基于对采煤机的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分析结果，以前截割部扭矩轴的最大应力

值作为神经网络输入量X1=(xl，x2)，采煤机牵引速度为输出量Y1=(y1)，建

立不同牵引速度采煤机前截割部扭矩轴的映射关系。选取扭矩轴剪切强度为

465MPa，基于Elman神经网络，设置学习率为0．0l，设置隐含层的神经元数分

别为36和12，设置反馈层为tansig，输出层为purelin。Elman神经网络预测的

误差、梯度和学习率如图6．2．6．3所示。
Best Training Peaonnance is 9．94SGe-07 at epoch 78

图6．2迭代步数与Elman误差的关系

Fig．6．2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rror and iteration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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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迭代步数与Elman梯度和学习率的关系

Fig．6．3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radient&lr and iteration steps

由图6．2．6．3可知，Elman神经网络在第78步达到目标测试精度，为

9．9456e．7，由于Elman神经网络的隐含层具有反馈节点，相对于前向型神经网

络，其可以基于较少的样本，利用较少的迭代步数得到较高的预测精度【116‘11 81，

证明Elman神经网络预测结果准确。通过预测得到当牵引速度大于10．1619m／min

时，前截割部行星架超过许用应力，疲劳寿命和安全系数较低。

卸荷槽圆弧直径h和内径％对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有着重要影响，定义扭

矩轴设计变量向量墨，其初始值为Xn=[10，481T，一般认为机械工程中的结构参

数服从高斯分布【43】43，计算得到设计变量的概率统计特性，如表6．3所示。

表6．3扭矩轴设计变量概率统计特性

Tab．6．3 The torque shaft design variable probability statistical properties

建立了不同圆弧直径b和内径乃的扭矩轴模态中性文件，生成采煤机牵引

速度为10．1619m／min时的前后滚筒载荷，对采煤机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

得到了不同圆弧直径xD和内径勤的扭矩轴与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的关系【11 91，如

图6．4—6．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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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圆弧直径xD与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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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内径％与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的关系

Fig．6．5 The relationship of
xd

and the shear stress and the torsion strain

由图6．4—6．5可知，随着圆弧直径‰的增加，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增大，这

是由于直径过小时，卸荷槽所受剪切应力不集中，导致剪切应力值较小。随着卸

荷槽直径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增大，导致所受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增大，当卸

荷槽直径达到一定值时，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呈下降趋势；随着卸荷槽内径％的

增加，剪切应力和扭转位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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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扭矩轴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的建立

根据扭矩轴刚柔耦合可靠性仿真结果，以其剪切应力厶：(x)为目标函数，

根据扭矩轴与截割电机的装配关系，得到扭矩轴设计变量[％，xAT的约束条件

为：

{。18翟，警527 @，，
l ≤乃≤

、 7

基于图6．4-6．5的仿真结果，利用MATLAB的curve fitting工具箱得到扭矩

轴设计变量[％，％]T与扭矩轴剪切应力的关系如图6．6-6．7所示。

罡370

粪36。
翻350
尽
惑340
-EE

釜330

毫320

卸荷槽圆弧直径X．，mmU

图6．6圆弧直径‰与剪切应力的关系

Fig．6．6 The relationships of unloading groove diameter XD
and shear stress

日
正
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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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豁
{耳
*
掣
曩

卸荷槽内径x d／ram

图6．7内径勤与剪切应力的关系

Fig．6．7 The relationships of unloading inner diameter勤and shear stress

得到扭矩轴设计变量[％，砀】T与剪切应力的关系式：

万方数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厶：l(‰)=o．006721xD3-0．1 144x02+3．04xD+306．8 (6．2)

工i吐(d)=-0．08479xd3+1 3．62砀2—728．8xa+1．330e4 (6．3)

一般设计变量较难同时取得最优解，若使设计变量更接近各自的最优解，利

用理想点与线性加权法转化为多目标优化设计关系。由图6．6．6．7和式6．2．6．3可

得构造扭矩轴的多目标理想点评价函数计算公式为：

‰-(‰，劫)-E闰w,l：舡)一刊 ㈣
=‰。I厂驴，(x)一璧．|+‰：I厂啦：(x)一璧：I

结合式6．2．6．3，扭矩轴各个单目标优化评价函数的最优解，计算得到公式

6．2．6．3的权值如表6．4所示．

表6．4评价函数权值

Tab．6．4 Evaluation function weight

得到扭矩轴的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表达式为：

‰(勤，为)=0伽334x03-0·056％2+l·5l‰ ㈨1
-0．0426xd3+6．8497Xd2-366．5236xd+6841．260

根据应力．强度干涉理论，定义扭矩轴的极限状态函数分别为：

Gnj：(X)=喝州。一g nj：(x) (6．6)

式中X为扭矩轴的设计变量，为x=(％，％)三。，民jzI；。为许用应力；器j：(均

为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状态函数关系式为：

Gnj：(xD，乃)=吒j：一g。iz(xD，Xd)=

吒i：-0．00334x03+0．0569XD2-1．5 1 2xo (6．7)

+0．0426xa3-6．8497xd2+366．5236xa-684 1．260

6．2扭矩轴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及无量纲化

扭矩轴设计变量的均值渐变灵敏度和方差渐变灵敏度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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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dR(t)邀c3fl(t)鬻aJdg(耪 @8，
d(Z，f)1 ，)a(Z，f)1

。 。

式中R(f)为扭矩轴的渐变可靠度；∥(r)为扭矩轴的渐变可靠性指标；以㈩为

扭矩轴的设计变量均值【431。

式中

鬻刊俐=击e冲(一扣2]
呶∽一I呶∽呶∽l

a(Z，f)T l aD’甜J

—aft—(t)：一丝盟
809∽ ogi0

(6．9)

(6．10)

(6．11)

将式6．11-6．12带入式4．26．4．29，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均值渐变灵

敏度，如图6．8．6．10所示。

xD的均值渐变灵敏度 xd的均值渐变灵敏度

图6．8扭矩轴设计变量的均值渐变灵敏度

图6．9扭矩轴设计变量xD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ables

Fig．6．9 The torque shaft design variable XD the variance of gradient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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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ar(xd)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图6．10扭矩轴设计变量Xd的方差渐变灵敏度

Fig．6．1 0 The torque shaft design variable Xd the variance of gradient sensitivity

由图6．8．6．10可知，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动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表明了设

计变量对扭矩轴可靠性的影响，灵敏度的绝对值表明了设计变量对可靠性的影

响，其值越大，表明对可靠性的影响越大，其值越小，表明对可靠性的影响越小。

为消除设计变量量纲对扭矩轴的影响程度，对截割部扭矩轴动态与渐变可靠

性灵敏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式4．24．4．25可知，扭矩轴设计变量的均值和方

差的灵敏度无量纲化关系式为：

‰，警告(i：l，2) 一12)(6．12‰g-i2赢紊(1。1，2J

式中一为扭矩轴设计变量的标准差， 尺+为扭矩轴可靠度。

将式6．12带入式4．24．4．25，可以得到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无量纲化的均值

渐变灵敏度，如图6．11．6．14所示。

xD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xd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图6．1 l 扭矩轴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结果

Fig．6．11 The torque shaft gradient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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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扭矩轴方差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

Fig．6．1 2 The torque shaft variance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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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3扭矩轴均值灵敏度无量纲化

Fig．6．1 3 The torque shaft dimensionless average of the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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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扭矩轴方差灵敏度无量纲化

Fig．6．14 The variances ofthe torque axis dimensionless sensitivity

扭矩轴的设计变量K=(勃，吻)三。的均值渐变灵敏度无量纲化最大数值为

一106一

『 || ||

||||||||||

趟搭吣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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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5，4．983]，扭矩轴的圆弧直径‰的均值增加，将使扭矩轴的性能趋于不可

靠，内径勤的均值降低将使扭矩轴的性能趋于不可靠。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动

态与渐变可靠性灵敏度分析结果为扭矩轴的稳健设计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撑。

6．3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扭矩轴可靠性稳健设计

稳健设计目的是寻得最优的设计变量值，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

结合建立扭矩轴的极限状态函数关系式，扭矩轴可靠度达到最高的同时，使扭矩

轴可靠度对其设计变量的依赖程度达到最低，即扭矩轴达到最稳健状态，基于灵

敏度分析，对采扭矩轴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

结合4．53．4．54，基于理想点线性加权和法理论，建立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多

目标优化评价函数，将采煤机截割部扭矩轴多目标优化问题转化为如下等价求解

问题：

minCnj：(xD，％)飞g舭(勤，勤)+Ⅵ气捌(勤，乃)飞g驴(勤，％)+wd (6．13)

式中F．j：删(而，xa)为无量纲化结果。

根据截割部的装配关系，扭矩轴K=(％，x．)2T，的约束条件为：

f0<x。<22

1 1 8≤。≤ (6·14)xd571 8≤ ≤
、

Matlab工具箱提供了先进的粒子群算法，但对于不同的可靠性评价函数，粒

子群核函数选取不同的参数值，使粒子群算法的速度与精度达到最优。

(a)自适应随机惯性权值法

粒子群算法的核函数参数选取是决定粒子群算法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应

用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设计前应选取合适的核函数参数，影响算法性能主要因素

有种群数量和最大飞行速度。

粒子群种群数量一般选取20～40，对于非复杂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函数，

粒子群种群数量选取10已经可以满足计算要求[78,1 10】。以本文的可靠性稳健设计

评价函数为测试对象，对不同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如图

6．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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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Fig．6．1 5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由图6．15可知，扭矩轴状态函数的粒子群种群数量与迭代次数关系不大，

在粒子群种群数量为10时，粒子群算法在第3步达到收敛，为最快收敛种群数

量，选取粒子群种群数量为10进行优化设计。

(b)粒子最大飞行速度的选择

为了保证粒子在指定的搜索区域内飞行，应选取粒子的合适飞行速度，如果

飞行速度过大，粒子将会错过最优解，而寻取次优解；如果飞行速度过小，粒子

将陷入局部最优解而无法继续飞行选取全局最优解【78,110】，粒子的飞行速度表达

式为：

‰咄·k (6．15)

式中‰戤为粒子最大飞行速度；k为常数；‰舣为设计变量中的最大区间长

度。

以本文的可靠性稳健设计评价函数为测试对象，对不同k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进行研究，结果如图6．16所示。

图6．16不同k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Fig．6．1 6 Different k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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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6．16可知，在最大速度系数达到0．2时，粒子群算法在第3步达到收敛，

选取最大速度系数为0．2，最大速度19进行优化设计。

选取粒子群中粒子的数量为10，建立初始种群，设置种群模拟开始时间为0，

为平衡学习因子对粒子群算法的影响，选取Cl=c2---2，50步迭代，惯性因子极值

为0．9和0．4，其核函数表达式为function[xm，Sv]=PSO[@S，lO，2，2，0．9，0．4，

50，3】，式中xm为目标函数去最小值时的自变量值；跏为目标函数最小值；S

为待优化的多目标优化设计评价函数【llo】。利用改进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如图

6．17所示。

一
日
>
_
∞
o
丘
a’

80
N

暑60
兰40
o

呈20
o

O

Particle Dynamics

Dimension 1

PSOModel：Common PS0
Dimensions：2

掌ofparticleS：20

Maximize t(U帆constrained

Function：test func

Iliertia Weight：O．88399
Green嚣Pefsonal 8ests

Blue·Current Positions

Red；GIobal Best

epoch

图6．17粒子群优化结果

Fig．6．1 7 PS0’S optimization results

由图6．17可知，粒子群算法预测的状态函数最优解为0．303577，因此扭矩

轴预测最优解为465MPa。基于粒子群的优化分析结果，建立优化后的扭矩轴模

态中性文件进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得到优化后的扭矩轴剪切应力云图和曲

线如图6．18所示。

表6．5扭矩轴设计变量最优解

Tab．6．5 The torque shaft design variable optim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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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优化后的扭矩轴剪切应力云图

Fig．6．1 8 Optimized torque shaft shear stress nephogram

由图6．18可知，优化后的扭矩轴在采煤机牵引速度大于10．1619rn／min时，

达到剪切强度，及时断裂，提高了采煤机的可靠性。

基于优化结果，对优化后的扭矩轴进行仿真，并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到优化

前后设计变量的灵敏度如图6．19所示。

3。

20

警，。
咏

蝈0
S

-1。

．20

优化前xD 优化后xD
优化自Ⅱx

d
优化后x

d

设计变量

图6．19优化前后设计变量的灵敏度

Fig．6．1 9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design variable sensitivity

由图6．19可知，优化后的扭矩轴设计变量灵敏度为[-10．28，29．07]，与优化

前进行比较，优化后圆弧直径％灵敏度由一9．845变为一10．28，优化后内径％灵敏

度由4．983变为29．07，符合设计要求。

6．4扭矩轴断裂可靠性研究

6．4．1断裂力学理论及判据方法

在断裂力学中，带裂纹构件，按照裂纹受力状态和特征不同，可分为I型(张

一

筹篓。㈧ⅫqⅫij

m”

～

嚣1|!；I={；；|一～一翟一一再曩斟孽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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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型)、II型(滑开型)和III型(撕开型)三种【641，如图6．20所示：

(a)I型(张开型)

(a)Open crack

Z

(b)II型(滑开型)

(b)Slides crack

图6．20裂纹类型

(c)III型(撕开型)

(c)Tearing mode crack

Fig．6．20 Types of crack

假定裂纹存在于一个无限大板中，裂纹的应力场和位移场的计算公式：

％：告∥’(9) (6．16)％2赢／r』⋯㈣ ⋯o’

Ui=局√≯"(9) (6·17)

式中仃为应力分量；U为位移分量；I(o)，g(o)7"勺，陂坐A枥--；目的函数；其中角

标I表示张开型，II表示滑开型；III表示撕开型。在三维断裂特性分析中，裂纹

主要表现为复合型。

断裂力学K准则判据：对于线弹性材料，当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K大

于临界值K。c时，裂纹发生失稳扩展，1957年Irwin提出裂纹失稳扩展的判定条

件：

K1=KIc (6．18)

式中K为材料特性参数，由实验测得。当裂纹尺寸小于临界尺寸时，即

KI<KIc，裂纹稳定扩展，当裂纹尺寸大于临界尺寸时，即K>K。c，裂纹失稳扩

展，发生失效。

基于断裂力学理论的疲劳寿命计算方法比线性疲劳损失累积理论更加准确，

常用的计算方法为Paris公式：

一da：C(AK)m (6．19)
dN

、 。

式中C、m为材料特性常数；a为裂纹长度，mm；N为载荷的循环次数；

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ⅣD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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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p=e鲁 (6．20)

dN

式中a。为初始裂纹长度，mn'l；口。为临界裂纹长度，nlm；up为裂纹扩展

至断裂的循环次数。

Paris公式是疲劳断裂问题的基本公式，但由于材料断裂过程中门槛值似。。的
存在，Donahue进行了修正，提出以下推广公式：

一da=c(必一战。)m (6．21)dN
、 ⅡI， 、

修正后的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Ⅳn为：Ⅳp=e南 f6．22)

采煤机扭矩轴受载复杂，且断裂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机械工程研究的热点和难

点。目前对机械零部件的断裂特性研究的载荷选取较简化，多采用理论计算与静

态负载分析。建立引入裂纹后的扭矩轴有限元模型，应用FRANC3D对扭矩轴进

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定义扭矩轴的裂纹扩展疲劳寿命可靠度为退化指标，构建

了扭矩轴的疲劳寿命和可靠度性能退化轨迹，将虚拟样机与断裂力学相结合，为

扭矩轴性能退化可靠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6．4．2扭矩轴裂纹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采煤机截割电机在工作过程中，通过扭矩轴传动动力，采煤机螺旋滚筒所受的

交变载荷使扭矩轴的最大应力处产生裂纹，FRANC3D可以计算裂纹前端应力强度

因子，模拟裂纹扩展，计算裂纹扩展寿命为精确模拟裂纹扩展，笔者将裂纹前缘

生成由16节点组成的14个楔形单元，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121‘1221，归一化处理

是FRANC3D进行分裂纹扩展的重要步骤，归一化的裂纹前缘如图6．21所示。

O

O．5

蕊梦澎一
／＼∥∥／j ／ 、NV V＼

图6．21裂纹前缘网格

Fig．6．2 1 Crack front mesh

—112一

万方数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扭矩轴应力最大值处为最容易产生裂纹处【121’1251，在该位置引裂纹，引入裂纹

后的扭矩轴有限元模型如图6．22所示。

图6．22引入裂纹后的扭矩轴有限元模型

Fig．6．22 Shaft torque’S finite element model with crack

对引入裂纹后的扭矩轴有限元模型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I、II矛IIII型的

应力强度因子结果如图6．23所示。

图6．23扭矩轴应力强度因子

Fig．6．23 Torque shaft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由图6．23可知，扭矩轴III型的应力强度因子大于I和II型，扭矩轴裂纹主要

表现为撕开型裂纹，最大值为．2371MPa·mril忱，最小值为．1194MPa·1TUTI№，裂纹

两端的应力强度因子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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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扭矩轴裂纹扩展数值模拟及寿命预测

裂纹扩展寿命是机械零部件的裂纹扩展至临界阶段时的载荷循环次数，记为

da／dN，基于断裂力学理论的疲劳寿命计算方法相对线性疲劳损失累积理论更加准

确可靠，裂纹扩展速率Paris公式为：

一da：C(从)m (6．23)
dN

、 7 、 7

式中C、m为材料特性常数；a为裂纹长度，1Tim；N为载荷的循环次数；似

为应力强度因子幅度。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Ⅳo为：

”⋯da歹 (6·24)

式中口。为初始裂纹长度，mnl；口。为临界裂纹长度，mm；up为裂纹扩展至

断裂的循环次数；

Paris公式是疲劳断裂分析的基本公式，Don基-于f-j槛值皈对公式进行了修
正：

而da=c(必一吣h)“ (6．25)州 、 ““ 、 7

修正后的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ⅣD为：

Ⅳp。e—C(赵L--AKth)m (6．26)

裂纹扩展速率da／dN是权定断裂特性的指标，一般情况下，裂纹扩展速率分

为三个区域【删，如图6．24所示。

霪

羹10．。
童
2

罨104
墨

10“7

lg(△K)

图6．24裂纹扩展速率与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

Fig．6．24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rat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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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中区域1称近门槛区，区域2称为稳定裂纹扩展区，区域3称为不稳

定扩展区。在近门槛区，△k的下限值记为Akth，当△k接近Akth时，直线与纵

轴呈近似平行关系。FRANC3D可模拟三维裂纹扩展过程，对引入裂纹的扭矩轴有

限元模型进行裂纹扩展模拟【126‘1291，得到的裂纹扩展轨迹如图6．25所示，裂纹前

缘应力强度因子如图6．26所示。

图6．25扭矩轴裂纹扩展轨迹

Fig．6．25 Torque shaft crack propagation path

图6．26扭矩轴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

Fig．6．26 Torque shaft crack propagation front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由图6．25．6．26可知，SIFl为扭矩轴裂纹扩展第1步的前缘轨迹，SIF2至SIF8

为裂纹第2步至第8步的扩展轨迹，扭矩轴裂纹在第4步应力强度因子最大值达

到4072MPa·1TUTIm，大于材料断裂韧度KIC=3710 MPa·rnin№，发生失稳扩展时，

、：EE南t暑，|一∞m目越慧R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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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长度．寿命曲线，由公式6．26得到稳定扩展寿命为2．3233e5次，一般将稳定扩

展阶段作为疲劳断裂寿命。

6．4．5扭矩轴性能退化可靠性分析

(1)定义退化量指标

退化量是定量评估扭矩轴性能的重要指标[121m21，扭矩轴的疲劳寿命性能退

化指标表达式为：

D：：—Os0B—／)St
Dso

f6．27)

式中D为扭矩轴的退化量；B。为扭矩轴初始寿命；Ds，为裂纹扩展第f步的

寿命。

基于正态隶属函数，得到扭矩轴的断裂可靠度函数为：

R(x)=

lf地-21858)(10512

1一P 2l l 026x105 J

(2)扭矩轴性能退化可靠性分析

2．1858×10s<见≤10s(6．28)

坟>106

扭矩轴随着可靠度退化的性能退化曲线如图6．27．6．28所示。

鏖{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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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扭矩轴疲劳寿命性能退化曲线

Fig．6．27 The gear’S fatigue life curve o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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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轴断裂可靠度

图6．28扭矩轴可靠度性能退化曲线

Fig．6．28 gear reliability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curve

由图6．27．6．28可知，扭矩轴的疲劳寿命退化量和可靠度退化量随着裂纹扩展

发生性能退化，且退化速率逐渐加快，疲劳寿命退化量由0增至0．9127，在扭矩

轴裂纹出现失稳扩展以后，疲劳寿命退化量么增加速率加快。

6．5本章小结

本章对截割部扭矩轴进行了断裂可靠性稳健设计，通过第4章提出的协同刚

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基于神经网络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

技术发现，当采煤机的牵引速度大于10．1619m／min时，前截割部行星架最大应

力大于许用应力，扭矩轴最大剪切应力小于剪切强度，需对其进行优化。通过协

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得到了扭矩轴关注区域设计变

量的渐变灵敏度。基于渐变灵敏度分析结果，对扭矩轴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利

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预测得到了扭矩轴设计变量的最优解，发现优化后的扭矩轴

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灵敏度均有增加，达到了扭矩轴稳健设计的目的，表明优化后

扭矩轴在采煤机截割部关键零件过载时可以及时断裂，延长其工作寿命，达到设

计目的。利用FRANC3D对扭矩轴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发现扭矩轴裂纹主要

表现为撕开型裂纹，基于修正后的Pads公式，得到了基于断裂力学理论的扭矩

轴疲劳寿命。以扭矩轴的裂纹扩展疲劳寿命为退化指标，实现了扭矩轴性能退化

量的定量表达，发现扭矩轴的疲劳寿命退化量随着裂纹扩展发生性能退化，且性

能退化速率逐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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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展望

7．1结论

本文将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与可靠性设计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协同刚柔耦

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夹矸

煤岩高效截割滚筒落煤动力传递规律及结构进化理论研究)”、“MG400／951．WD

新型采煤机可靠性研究”和“采煤机滚筒设计软件开发”项目为背景，对采煤机

进行了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和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3561)，对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

公司的文玉煤矿的煤样进行了煤岩物理力学特性实验，得到了煤样的物理力学性

质指标，基于项目组开发的“采煤机载荷模拟程序”，得到了螺旋滚筒截齿载荷，

基于Pro／E和ADAMS建立了采煤机虚拟样机模型，利用ANSYS的APDL技术，

建立了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螺旋滚筒和扭矩轴的模态中性文件，加载MATLAB

生成的螺旋滚筒载荷对其进行仿真，得到了采煤机关键零件的最大应力值及时

刻。

(2)将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与可靠性灵敏度设计、稳健设计、性能退化理

论和改进粒子群算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变可靠

性设计方法，得到了行星架第一关注区域设计变量陋1，三1，局，D1]的灵敏度为

『2．1209，0．1065，．1．4030，0．004177]，第二关注区域设计变量[D2，R2，L2]的灵

敏度为[0．02725，7．212，0．3375】，对行星架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利用改进的粒

子群算法预测得到了行星架关注区域设计变量的最优解，结果表明优化后的行星

架最大应力值降低了56．388％，设计变量的灵敏度均降低，优化后的行星架更加

稳健可靠。

(3)结合离散元仿真软件EDEM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仿真结果，构建了螺旋

滚筒综合多目标优化设计状态函数，对螺旋滚筒进行灵敏度分析，得到了螺旋滚

筒设计变量【丁，A，Dtg]的灵敏度为[O．3869，．O．9509，．0．00995]。在此基础上，

对螺旋滚筒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利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预测得到了螺旋滚筒设

计变量[丁，么，D。d的最优解为[71，12，505]，发现优化后螺旋滚筒更加稳健，

综合性能得到提升，符合设计要求。

(4)提出了扭矩轴适用性设计与断裂可靠性研究方法，基于神经网络得到当

采煤机的牵引速度大于10．1619rn／min时，扭矩轴未保护采煤机关键零件，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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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优化。通过动态与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得到了扭矩轴设计变量【h，勤]

的灵敏度为[．9．845，4．983]。在此基础上，对扭矩轴进行可靠性稳健设计，利用

改进的粒子群算法预测得到了扭矩轴设计变量【b，勤]的最优解为[16．5，41．5】，

优化后达到了扭矩轴设计的目的。利用FRANC3D对扭矩轴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

拟，发现扭矩轴扭矩轴III型的应力强度因子大于I和Ⅱ型，主要表现为撕开型裂

纹，最大值为．2371MPa·1Tlrllm，对裂纹进行扩展分析，基于修正后的Paris公式，

得到扭矩轴疲劳裂纹稳定扩展寿命为2．3233e5次。

创新点如下：

(1)将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与可靠性灵敏度设计、可靠性稳健设计、性能

退化理论和改进粒子群算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

变可靠性设计方法。

(2)基于离散元技术建立了采煤机截割夹矸煤岩的离散元模型，结合刚柔耦

合虚拟样机动力学仿真结果，建立了螺旋滚筒综合评价函数，对其进行动态与渐

变可靠性设计，得到螺旋滚筒最优的结构参数。

(3)对采煤机截割部保护装置．截割电机扭矩轴进行可靠性设计，通过可靠性

方法对扭矩轴进行优化设计，得到了扭矩轴设计变量的最优解。利用FRANC3D

对截割电机扭矩轴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基于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

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建立了一种断裂可靠性评估方案。

将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与断裂力学相结合，为机械设备中零部件设计与研

究提供了新的技术与数据支持。论文提出了一种协同刚柔耦合虚拟样机动态与渐

变可靠性设计方法，对截割部行星架、螺旋滚筒和截割部扭矩轴进行了动态与渐

变可靠性设计，为复杂机械设备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了明确的数据支撑和新的方

法，具有普适性和重要的实际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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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展望

由于时间的限制，研究工作存在不足之处，在建立螺旋滚筒的模态中性文件

时，为保证网格划分成功，对其三维模型进行了特征简化，需对网格划分技术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保留全部的模型特征；再对扭矩轴的断裂特性研究采用了极值

加载的方法，载荷谱对扭矩轴的断裂特性有着重要影响，需进一步对扭矩轴的进

行动态载荷加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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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截齿截割煤岩的动态破坏过程，提出采用离散元法建立模型并进行仿真，由截

割头的CAD模型建立了截割头的二维离散元法分析模型；文献8涉及采煤机截割

电机的组成部分，采煤机截割电机扭矩轴，所述扭矩轴的应力集中处开有底部为

圆弧状的V型槽；文献9研究了采煤机截割电机扭矩轴卸荷槽尺寸，利用CAE

技术分析对结果进行验证，并在产品中试用校验。

检索结果与查新点对比如下：

查新点l所述“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提出了一种协同渐变可靠性设

计方法，实现了采煤机截割部行星架可靠性设计”，文献卜4为该委托单位人员

发表的相关论文，均提及了基于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技术，实现了采煤机截割部行

星架可靠性设计，文献5为该委托人员发表的硕士论文，但上述文献均未提及协

同渐变可靠性设计方法。

查新点2所述“基于离散元技术，建立了采煤机截割夹矸煤岩的离散元耦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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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螺旋滚筒进行可靠性优化设计，得到了最优的结构参数”， 文献6、7

均提及了掘进机截割头截割煤岩的离散元模型，而该委托项目为针对采煤机且截

割对象为夹矸煤岩。

查新点3所述“利用FRANC3D对截割电机扭矩轴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建

立了一种断裂可靠性评估方案”，文献8、9提及了截割电机扭矩轴，但均未提及

利用FRANC3D对截割电机扭矩轴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

结论如下：该委托单位完成的以上述查新点为主要技术特征的“薄煤层采煤

机截割部动态特性与渐变可靠性研究”，在国内文献检索中未见相同研究报道。

查新员：连丽艳(签字

审核员：马雪(签字

2017年03月31日

员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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