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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摘 要

无人水下航行器(uuv)有热动力和电动两类推进系统。电动推进系统由于其噪

声小、航行中无污染、无重量变化以及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在现代水中兵器中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在电动推进系统中，采用单转永磁同步电机驱

动，结合减速传动机构的推进系统是目前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最新选择。本文是以

某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对转行星轮减速器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减速器的功率流向特

性和有限寿命条件下的齿根弯曲寿命，具体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出一种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电力推进系统的新型复合行星减速机构。

该减速机构由一个行星轮系与一个差动轮系组成，可以将一个单输入转化为两个

转速相等的同轴对转输出。基于差动轮系功率流的分析方法，确定了符合行星传

动装置的功率流向特征。通过比较输入功率分配情况，分析了系统中不存在循环

功率的情况并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②在提出的复合行星轮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行星内外啮合行星轮系和差动

行星轮系需满足的几何条件及齿轮强度条件，建立了两级行星轮传动系统的优化

设计模型，并对两单级分别进行优化。通过编写MATLAB程序进行求解，得到满

足要求的所有解。以减速器的体积最小为优化计算的目标，从所有满足条件的参

数组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组参数。

⑨应用边界元分析软件FRANC3D研究了加载力大小、初始缺陷形状及位置、

轮辐厚度、压力角、齿根圆角等因素对裂纹扩展速度的影响，对包含初始缺陷的

齿轮进行裂纹扩展仿真，得到扩展至整个齿宽后的裂纹形状，以及载荷循环次数

与裂纹长度关系曲线。通过计算不同载荷条件下齿根应力和裂纹扩展到全齿宽时

的循环次数，得到有限寿命条件下的S-N曲线。

关键词：无人水下航行器，对转行星轮减速器，弯曲疲劳寿命，断裂力学，

FRA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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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There ar e two types of propulsion system used by Underwater Unmanned Vehicles

(uuv)：thermo．motive and electric-motive propulsion system．The electric-motive

propulsion system has been receiving considerable attention，the reason is that it offer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s inherently silent，less pollution，no change in weight and easy

to use and maintain OVer conventional systems．Nowadays，a new choice of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for I兀ⅣPropulsion System．was high speed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combined with reducer propulsion system．In this work，the power

flow and bending fatigue under limited life—time of reducer were studied by choosing

counter-rotating epicyclic gearing of an Underwater Unmanned Vehic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using theoretic analysis method．All the work shown as follows：

①A novel compound epicyclic gearing that combines a planetary gear train丽m

a differential gear train is designed for an electrical propulsion system of I兀ⅣThis

epicyclic gearing call transform a single input into two counter-rotating outputs with

equal torque amplitudes and speeds．Based on the analysis method ofpower-flow in the

differential gear train，the character of the power flow of the compound epicyclic

gearing Was determined．After comparing with the power distribution of input flow,the

condition of this mechanism without power recirculation Was investigated．And Some

useful results are obtained．

②Based on the compound epicyclic gearing，the geometric conditions and gear

strength conditions of double planets epicyclic gearing and a differential planetary gear

train must ale analyzed．Two single-stage planetary gear drive system optimization

design modds are established，and are applied to get the minimum volume．

③The Boundary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FRANC3D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force，rim thickness，pressure angle and tooth fillet to the speed of

propagation，getting the crack shape after it reach half of the tooth width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load cycles VerSUS crack length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and

1ife．stress curve．

Keywords：Underwater Unmanned Vehicles，Counter-Rotating Epicyclic Gearbox，

Bending fatigue life，Fracture mechanics，FRA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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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 论

1绪 论

1．1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约71％，拥有非常丰富的宝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地。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能源危机，世界各

国都把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海洋上，世界各国都把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和能源，保护海洋环境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国策。因此海洋也逐

渐成为世界大国势力角逐的主战场。各国科学家经过研究使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认

识有了极大地增长，目前全球已掀起一个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攻克海洋开发高

新技术的热潮，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而我国拥有32000

公里的海岸线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海洋国土陆地面积的1／3，蕴藏着极

为丰富的海洋资源，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240亿吨，因此合理的开发、保护好我

国的海洋资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无人水下航行器mnm锄ed Undersea Vehicle，UJⅥ主要分为遥控水下航行器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ROV)和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AUV)两类，是海洋开发和海军不可缺少的工具，其发展前景极为广阔【l J。

在民用领域，无人水下航行器可用于海底石油勘探，海上矿产资源考察，海上救

助，海上失物打捞和水下考古，铺设海底电缆，水下观光等。同时无人水下航行

器在军事领域也有着广泛的用途，它可以用于收集情报，执行布雷、扫雷任务，

通过装载通讯、导航设备，I兀Ⅳ可为各种水面及水下舰艇、空中平台提供通信和

导航支援【2】。大力发展空中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水下航行器是适应当今世界各军事

强国提出的现代战争“零伤亡”的发展方向。目前无人空中作战平台的研究己取

得重大进展，并在现代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相比之下，UUV的发展要缓慢得

多。基于UUV广阔的应用前景，许多国家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来发展，目前正

处于飞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可以预测在本世纪，I『IⅣ将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

无人水下航行器(1HⅣ)有热动力和电动两类推进系统。电动推进系统由于其功

率不受背压影响、噪声小、航行中无污染、无重量变化以及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

在现代水中兵器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在电动推进系统中，以双转

电机作为动力源的直驱系统应用最多，双转电机的电枢和磁系统作反向旋转运动，

它们分别与两个前后螺旋桨直接相连，由此产生向前的推进力。双转电机直驱推

进系统的优点在于两个螺旋桨的输出力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就可保证无人水

下航行器在航行中处于稳定状态而不发生自转，从而有利于航迹的精确控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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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磁系统也要转动，需要两套电刷和轴承等零部件，电机的结构非常复杂，

给电机的散热冷却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直驱系统，电机的转速较低，

导致推进系统较大的体积和重量，影响了自航行器的有效荷载。采用单转永磁交

流同步电机驱动，通过矢量控制方式来实现高精度的速度伺服运行，并利用减速

传动机构实现同轴对转输出，可以大幅提升电机的工作转速，从而有效地提高推

进系统的效率和功率密度。因此，采用单转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结合减速传动机

构的推进系统是目前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最新选择。

由单转电机驱动的推进系统，对减速传动机构的功能和性能提出了严格要求，

而现有的传动方式及技术难以满足这些特殊需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将

5000r／min以上的单输入通过减速、增扭和分流成同轴、对转(转向相反，转速近

似相等)和等转矩的双输出；(2)与双转电机不同的是单转电机的定子存在反力

矩，需要由减速传动机构来实现自平衡，以避免推进装置在航行中发生自旋；(3)

白航行器的服役寿命周期较短，行星齿轮传动机构中的转速最高的太阳轮在工作

时间内的总的循环次数为1．5×105，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为了将减速传动机构的功率

密度提高到10kW／kg以上，在保证高可靠性的前提下尽量减小体积，实现传动零

件强度的最大化利用。

一上述功能和性能方面的要求对机械传动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新需求，亟待解

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及技术难点。首先从齿轮传动原理上构建新型传动方式来满

足推进系统的功能要求，其次在有限服役寿命周期下齿轮传动的强度设计准则来

有效地提高传动机构的功率密度。

在研究同轴对转传动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推进系统减速机构的传动方案和结

构；利用断裂力学理论及其研究得到的S-N曲线，建立有限服役寿命条件下齿轮

强度的评价准则。 ．

1．2国内外I兀Ⅳ发展现状

I兀Ⅳ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中期，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先后经历了

特殊应用时期、潜在用途探究时期、原型艇实验、初步商业化和军事领域试用等

发展阶段。早在1963年，美国研制的ROV“艾尔文”号、“阿鲁明诺特”号和“科

沃”号就参与了氢弹沉入地中海870m海底事件的打捞工作。美国于上世纪90年

代就制定了法杖I『IⅣ的全面科技计划，提出近期水雷侦察系统(Near-term Mine

Reconnaissance System，NMRS)和远期水雷侦察系统(Long．termMine

Reconnaissance System，LMRS)等研究计划，其中NMRS于1998年就作为攻击

性核潜艇的制式装备正式服役。1994年，美国海军研究局制定了1995～2010年十

五年I兀Ⅳ科学技术规划，明确了I兀Ⅳ的优先使命和主要研究方向【3j。美海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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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REMUS无人水下航行器投入到实际的反水雷应用中，在2003年”自由伊拉克”

行动用于执行对通往乌姆盖斯尔港口的航道的调查任务，这标志着UUV军事应用

正式进入实战阶段。2004年11月，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经过大规模修订后的升

级版的“海军无人潜航器主计划”，明确要发展便携式、轻型、重型和巨型4类

UUV，并计划2030年前组建一支大约2000艘不同级别的I兀Ⅳ部队，图1．1为美

国海军全自主唧构想图。目前，世界上共有10多个国家开发了几十种不同类
型的叫V，已有近千艘UUV先后应用于商业和军事领域。美国海军正在从事多
项L兀JV研制工作，未来所有舰艇和潜艇都将有唧装备计划或接口。

2005年，德国阿特拉斯电子公司研制成功了DeepC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并在

比斯开湾深海水域进行了演示活动。DeepC重2．5 t，作业水深4 km，续航时间约

50 h，最大装载能力为250 kg。可执行水下管线检测、海底电缆铺设、海床勘探

和海底资源调查等任务，其潜在军事应用价值已引起德海军的关注。

同时澳大利亚、法国、挪威、日本等国也花费巨资对UUV进行了研究，并取

得了相应的进展。如法国2008年研制成功新一代真正的无人扫雷用的唧，挪威
C&C技术公司最近已经交付了三艘潜航深度达4．5 km的HUGIN3000型UUV，

日本东京大学研制成功了Twin—Burger2号水下机器人和PTEOROA25号水下机器

人【2剖。表1。1是当前国外典型的UUV及其动力系统主要参数。从表1．1可知，I兀Ⅳ

的动力系统多为铅酸电池、银锌电池以及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

图1．1美国海军全自主UUv构想图

Fig 1．1 All independentUUV Structure ofAmerican navy

国内I『IⅣ技术的研究开始于20世界80年代，主要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其中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蒋新松院士领导

设计了潜深1000m的“探索者”号水下航行器，并与俄罗斯合作研制了CR．01型

和CR一02型(潜深6000m)的无人水下航行器，能适应海底平坦地形的多金属结

核矿区工作环境【7]。哈尔滨工程大学与中船重工702所、709所、华中科技大学研

制出“智水”系列军用叫V，这标志着我国研制的I兀Ⅳ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瞪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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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国外典型I兀Ⅳ及其动力系统主要参数

———．—．．．．．．．．T——a——b——l—e．．．1——．—1———T——h——e———m———a——i—n———p——a——r—a——m———e——t—e——r—s———o——f——s——o——m———e—typical
UUVs and their propulsion systems———．．．．．．．——

名称 国家 主要参数 动力系统

1．3电动两类推进系统研究现状与分析

根据文献检索，对于对转传动方案有一些研究，但未能完全解决无人水下航

行器电动推进系统的功能需求，在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①构建对转行星齿轮传动方案。目前已有传动方式能够实现将单输入分流成

双输出的功能，但不能满足两个输出的扭矩相等和平衡电机定子反力矩功能。因

此，需要研究新的传动方式来满足电动推进系统的功能要求，同时在传动方案的

结构选择上应具有实现高功率密度的可能性。

②研究有限服役寿命周期下齿轮强度设计理论。目前齿轮强度寿命设计方面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齿面强化技术来提高齿轮疲劳寿命，对于有限服役周期下

齿轮强度的设计准则涉及甚少。对于该工况下齿轮的接触、弯曲强度以及静强度

的取舍，可保证在有限寿命条件下齿轮强度的合理应用，同时提高该传动的功率

密度。

采用同轴对转减速传动机构，可以实现动力源的单输入、等速而转向相反的

对转双输出。在一些直升机及舰船传动系统中，采用平行轴齿轮分流传动【9】或锥齿

轮差动机构【10】将单输入分流成对转双输出，但该类机构不具有输入与输出之间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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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功能，同时它们与热动力发动机相连接。与电机相比，热动力发动机有一重

要特点：它们在动力输出时机座上只产生反力而不产生反向力矩，这对推进装置

的航迹控制非常有利。国外飞行器的对转螺旋桨驱动系统中采用一个2自由度差

动行星轮系作为动力传动方案【11‘12】，从行星齿轮传动原理上决定了两个输出转矩

(内齿圈和行星架上的转矩)在数值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螺旋桨上配有一套

变桨机构来调节这两个输出转速。在文献【l 3】中，由定轴轮系和差动轮系构成的复

合轮系能够满足同轴对转输出的功能要求，但未考虑电机定子反向力矩平衡这一

关键问题。而与普通齿轮传动相比，行星齿轮传动具有结构紧凑、尺寸小和功率

密度高以及轴承载荷低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船舶、汽车、军事等领域。

推进系统的运行工况决定了减速传动机构的有限服役寿命周期，本文研究对

象在额定功率下连续运行时间仅在30分钟左右。这一工况特点给齿轮强度理论的

选择带来了困难，但同时也给减速传动机构的高功率密度设计创造了条件。在保

证有限寿命的前提下，通过减小齿轮传动的中心距、模数等几何参数，可以降低

减速机构的体积重量。在通用机械传动设计中都追求长寿命设计，甚至无限寿命

设计。目前齿轮寿命强度研究主要集中在齿面强化改质方面，以提高接触弯曲疲

劳强度，延长疲劳寿命【14]。在一些有限寿命(循环次数一般大于106)评价中，一

般采用Miner累积疲劳损伤理论来分析齿轮在变幅载荷条件下的损伤状况【l5。。基

于ISO／DIN 6336．6齿轮强度计算规范，当寿命系数低于1时，接触强度和弯曲强

度的许用循环次数的计算指数相差太大。因此，在齿轮可靠性设计中，不能确定

采用接触安全系数或弯曲安全系数作为计算准则。低循环次数的齿轮材料S．N曲

线数据十分缺乏，而有关有限服役寿命条件下齿轮许用过载系数的研究还是一片

空白。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关于齿轮断裂方面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2001年，美国

军方实验室，David G Lewieki提出了一种超安全设计思想【l引，目的在于研究齿轮

根部的裂纹发生规律，从而在设计上加以改进。他们采用边界元的方法对二维齿

根断裂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理论结果和实验进行了比较，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 999年，南安普顿大学的MicheleCiavarella，Giuseppe Demelio等从齿根应力应

变场等角度研究了二维齿根断裂失效问题【l 7|。1996年，S．Glodez，Z．Ren，J．Flashker

结合实验方法，研究了齿轮表面的断裂和裂纹扩展特性【l81。此外，还有很多专家

学者从金属物理和微观断裂的角度分析了裂纹的产生和扩展规律。国外的专家学

者们研究齿根断裂参数主要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即采用边界元或有限元法，将裂

纹尖端划分为多个区域，结合边界条件，通过编写计算程序，近似计算裂纹尖端

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值，得到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从而研究断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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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拟研究的内容：

本文以电动推进系统减速传动机构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同轴对转行星齿轮传

动原理的基础上，同时建立有限寿命条件下齿轮强度的可靠设计与评价准则。

具体内容如下：

①对转行星齿轮传动原理研究

基于行星传动的分流差动汇流技术，采用l自由度行星轮系和2自由度差动

轮系所构成的复合传动方案，实现同轴对转传动的功能需求；采用功率流向特征

分析方法，研究功率流在行星轮系和差动轮系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研

究行星轮系固定齿圈的反力矩与电机定子反力矩之间的自平衡关系；由此提出反

力矩平衡、对转输出且两个输出力矩相等的传动方案及结构。

②有限服役寿命周期下齿轮传动强度设计理论研究

基于材料断裂力学特征，结合齿轮寿命评价方法，建立齿轮材料的S-N曲线；

根据累积疲劳损伤理论，研究有限循环次数下的齿轮强度的许用极限，获得有限

寿命下齿轮传动的强度设计理论；由此进行有限服役寿命条件下对转行星减速机

构的高功率密度设计。

本研究拟达到的目标：
一

①研究由单转电机驱动的推进系统减速传动的功能和性能；

②获得有限寿命条件下齿轮强度设计的基本准则；

③在保证可靠性和效率的基础上，将减速传动机构的功率密度提高到

10kW／kg以上。

本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反力矩平衡的同轴对转行星传动方案，是单转电机驱动的推进系统的功能

需求；首先需要实现对转双输出，其次解决两输出力矩大小相等，最后由固定齿

圈上的反力矩来平衡电机定子力矩，以保证推进装置的航迹稳定。

②有限服役寿命周期下齿轮传动的强度设计方法，通过选择合适的传动几何

参数、结构参数优化减速器设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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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轴对转轮系功率流分析

2．1引言

近年来，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I兀Ⅳ)的电动推进系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

重视。其原因是它比传统的柴油机和燃气轮机驱动推进系统有显著优势。电动推

进系统噪声小，航行中无污染，无重量变化，电机可以很方便的安装于无人水下

航行器(1兀Ⅳ)的任意位置。此外，使用同轴对转的两个螺旋桨推进系统，可以

使其效率较单螺旋桨推进系统提高10．15％。同轴对转传动机构能够减少由切向速

度和螺旋桨尾流产生的涡流造成的功率损失【19艺01。

同轴对转推进系统可以由一个双转电机、两个电机、或是一个减速电机驱动。

使用低速、大扭矩的双转子电机的系统不使用齿轮机构来实现反转。其优点在于

两个螺旋桨的输出力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可以保证无人水下航行器在航行中

处于稳定状态而不发生自转，从而有利于航迹的精确控制。但是双转电机驱动系

统较大的体积和重量，影响了自航行器的有效载荷。此外，双转电机效率低，而

且结构非常复杂，给电机的散热冷却带来了困难。

通常情况下，一对转的螺旋桨由两个背对背安装的电机驱动[201。通过合理控制

电机，我们可以消除航行器在巡航条件下的滚动。然而，双电机驱动系统的主要

缺点是其结构复杂，重量和体积大。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一些其他设计方案被提

出，本章将对其进行讨论。

为了解决传统对转螺旋推进器的问题，一些海洋机器人采用伞齿轮变速器来

实现反剿19】。这种方案能够实现将单输入分成同轴对转输出，但不能实现减速增

扭。文献【9,11-12]介绍了应用于桨扇推进系统的单输入双输出的差动轮系。对比其他

的传动系统，这种差动轮系有较少的部件和更小的重量。然而，理论上该差动轮

系的两个输出轴的扭矩不一致，因此需要变浆机构来调节前、后螺旋桨的速度。

采用平行级齿轮传动和差动传动的方案可以实现两个输出轴的反转【211。但这种齿

轮传动方案中，电机定子的反力矩不能被抵消，这使得该方案在无人水下航行器

的电力推进系统难以应用。

使用双转电机或双电机驱动的推进系统存在很多缺点，因此有必要为其设计

一种合适的方案。一个方法是使用单转子电机与齿轮机构，从而实现与双转子系

统类似的功能，但是这种系统比双转子系统尺寸小、重量轻、可靠性高。如前文

所述，单转子电机输出力矩会在电机定子上产生反力矩。这种反力矩会导致水下

航行器在巡航工况下沿自己中心滚动。本章即重点讨论一种能克服以上缺点的传

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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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研究了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电动推进系统的新型复合行星传动的对转

机构。该机构优于过去使用的机构，通过使用差动轮系，可由单输入动力源得到

对转的双输出，而作用于航行器的反力矩能够被行星齿轮机构平衡。为了确定本

章提出机构的特性，对复合行星传动功率流进行了分析，并对没有封闭功率流的

工况进行了研究。功率流分布的分析结果显示，由于齿圈的存在，电机定子上的

反力矩被抵消了。

2．2同轴对转传动方案

本文研究了一种新型的对转机构，该机构是由一个差动轮系和一个行星轮系组

成的复合轮系。其差动轮系把单个输入转化为对转的两个输出，行星轮系用于调

整两个输出的转速。

2．2．1差动轮系

如图2．1所示，差动轮系把单输入转化为双输出。太阳轮(1)、行星架(H)和齿

圈(3)的角速度和扭矩可以表示为

式中：q，哆，0)3为太阳轮、行星架、齿圈的角速度

fst=z3／zl

z。，z，为太阳轮，齿圈的齿数

rl，正，正为作用于太阳轮、行星架、齿圈上的扭矩

2一

H
一

1——

■(col／T1

———1／，
㈠ f

—— 一 ＼／ L

3
一厂

图2．1差动轮系示意图

c02／疋

Fig．2．1 Schematic of the differential gear train

太阳轮输入内齿圈输出转化机构的效率为r／。。∥为功率流向特征值，功率由

土Ⅳ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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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架流向齿圈时∥=1；功率由齿圈流向行星架时∥=一1。式(2．1)表明行星架

与齿圈上的力矩满足比例关系，但角速度不能完全确定。作用在行星架和齿圈上

的负载阻力矩封闭该差动轮系时，行星架和齿圈的运动才能确定。

螺旋桨的负载力矩Q受多个参数影响‘2¨。通常情况下，Q可以表示为：

Q=Kop05，z2 (2．2)

式中：Kn为扭矩系数，与桨叶几何参数有关

n为螺旋桨的转速

P为介质密度

D为桨叶直径

如果电机可以连续调速，则作用于前后螺旋桨上的力矩可以用螺旋桨的转速

来给出。由等式(2．2)可知，作用于前后螺旋桨的力矩可表示为

j Q3=六(∞32)
(2．3)

【Q2=^(∞：2)

当太阳轮输入，行星架和齿圈输出时，行星架和齿圈的角速度关系为：

业：堕：螋 (2．4)

istrlo Q3 六p32)

032≈一0)3的工况可以由等式(2．4)推出。因此，给定螺旋桨参数，差动轮系

的运动即确定。

我们注意到，直接把差动轮系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的电力推进系统仍然存

在一些缺点。一个主要问题是行星架与齿圈输出转矩的差异，以及我们在前文提

到的作用于电机定子上的反力矩。

2．2．2复合行星轮系

为了满足电力推进系统的要求，本文对一种新的机构(图2．2)进行了研究。

该机构由一个行星轮系和一个前文讨论过的差动轮系耦合。其中行星传动机构由

太阳轮(1)、双行星轮(2，3)、行星架(H1)和固定于箱体的内齿圈(4)组成。

双行星轮用于改变作用于齿圈上力矩的方向，由此来抵消电机定子上的反力矩。

前文提到的差动轮系由太阳轮(5)、行星轮(6)、齿圈(7)和行星架(H2)组成。

行星轮系上的行星架H1与差动轮系的齿圈(7)直接连接。差动轮系的行星架(H2)

与后螺旋桨相连，齿圈(7)与前螺旋桨相连。在此机构中若输入转速确定，则两

个输出转速同时确定。电机转矩为』m，作用于前后螺旋桨上的力矩为Q3、Q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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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图2．2复合行星传动机构

Fig．2．2 Configuration of the compound epieyclie gearing

通过运动学分析，可得到复合行星轮系中齿轮与行星架转速的关系：
r —

I．co,=(1一竺)∞H1

{‰，=皑1 一 (2．5)

卜焘+意鸭
式中：q，仞H1，09：，q为太阳轮(1、5)，行星架(H1)，行星架(H2)，齿圈

(7，)的角速度；

z，，z。，z，，z，为太阳轮(1)，齿圈(4)，太阳轮(5)，齿圈(7)的齿数。

此外，还可以得到以下关系：

卜2而q
卜志1尚／z差％／z∞·l

2

(+z7 5)(1一z4 1)
1

若皑、哆方向相反，由式(2．6)可知：

z4／zl一1>z7／z5

若前、后螺旋桨转速与电机输出转速比为‘、i：有

f‘=z4／zt一1
{厶：i!!±三2竺!
【2 ‘一z7／z5

即

10

6

7

陋

拍

"

‰

C

C

2



2同轴对转轮系功率流分析

垒：‘+1
Zl

Z7—22h—Z1
一=-=-；—-—一
z5 ol+b

由式(2．7)、(2．8b)可知i1>一1，

旋转的输出。

(2．8b)

因此该复合行星传动机构能够实现两个反向

同样，在仞：=一鸭(‘=i：)的情况下

i1(鱼一2)：互 (2．9)
Z

Zl Z5

注意到作用在齿圈(4)，行星架(H2)和齿圈(7)上的力矩大小与输入功率

的分配及循环功率密切相关。下一节对此做详细分析。

2．3对转复合行星齿轮传动功率流分析

差动轮系应用于传动系统中时，功率的流向变得更加复杂。复合轮系中可能

出现循环功率，从而导致传动效率降低，齿轮箱温度升高。为了避免出现循环功

率，有必要对前面提出的行星传动装置进行功率流分析。下文用文献窿2伽中的方法

对前文提出的复合行星轮系的功率流进行了分析。

2．3．1差动轮系功率流向特征

差动轮系的功率流向由各齿轮齿数决定。图(2．1)中差动轮系的传动比可以

表示为：

k堕
l 033

．，． 、
(2．10)

卜0)l Z’13(1+ist)
⋯⋯

l‘12一 一
． ．

【 国2 z13+zst

太阳轮、行星架以及齿圈的功率流向系数可以表示为：

K：塾：一13
istr／o声

，；q 屯
．

K：堕：一!丛鲎 (2．11)12
7iq i12

矿一互国2一l‘13(f。t77∥+1)～2一丽一一■鬲
若K。，>O，则太阳轮与齿圈同为主动或者从动；若K，，<0，则太阳轮与齿圈

中其中一个主动，另一个从动。同样，K。：、K，：具有相同的意义。

2．3．2复合行星轮系的功率流分析

对于图2．2所示的复合行星轮系，类似式(2．1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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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2—。2 Z2
‘

∞2

． 劬 ．

Z57 2‘2～"lI
093

7H：一垡二竺一l二12
‘57一(03一国2一l’2／～11+1一国2 +l

K，，叫品2qop／岛：蟛
Z1+Z2

(2．12)

由于f：>1，K，，<0，可能出现两种情况：①太阳轮主动，齿圈从动，②齿圈

主动，太阳轮从动。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①太阳轮主动，齿圈从动

此时，功率由太阳轮流向齿圈，∥=1。假定太阳轮(5)的输入力矩为正：，

则行星架(H2)、齿圈(7)的输出力矩可表示为

乃：互‰互：：警≥吼互：
z5 ‘l+k

．． ． (2．13)

巧，=(一生叩。一1)互：=(一警≥叩。一1)正：
‘

Zc Z1+Z，

式中，正：、乙．、‘为作用于太阳轮(5)、行星架(H2)、齿圈(7)上的力矩。

t齿圈的功率流流向有3种可能：1、全部流向前螺旋桨；2、部分流向前螺旋

桨，另一部分通过行星架(H1)流向太阳轮(1)形成循环功率；3、全部通过行

星架(H1)流向太阳轮(1)，形成循环功率。在实际工况下，齿圈(7)的功率流

流向取决于螺旋桨的外载荷。吼≈1时，

弓=皂譬正：刚=警娑互：
Zl十Z2 Zl十Z2

典型的传动系统中，输出力矩的大小取决于外部载荷。如图2．3所示，作用于

前、后螺旋桨上的外部载荷Q，、Q：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TJ0．91

Q0啦

忑

图2．3复合行星传动机构功率流向

Fig．2．3 Powerflow of the compound epicyclic geari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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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3=0

齿圈(7)上的输出力矩全部成为循环功率，此时复合行星传动机构退化成为

单输出的封闭行星轮系。循环功率P。为

p。=2Lq
11十Z2

2)O<Q，<娑斗Q：
Z122十Z2

齿圈(7)的输出力矩部分用于驱动前螺旋桨，

功率为

p。：(2咒一三Q3)q
Zl十Z2 Z1

3)Q3：警斗Q：
Z122十Z2

齿圈(7)的输出力矩全部用于驱动前螺旋桨，

行星轮系不传递功率。

4)警≥Q：<Q3≤Q：

另一部分成为循环功率，循环

系统中不存在循环功率。因此

在此情况下，输入功率流通过太阳轮(1)和(5)分流，一部分功率只通过

差动轮系传递到齿圈(7)，另一部分功率只由电机直接传递到行星轮系共同驱动

前螺旋桨。此时，作用于前螺旋桨上的驱动力矩为

I正1+r12=rm

h+掣互：：03 @_4)

L ‘l十‘2

其中乙，五。， 互：为作用于电机、太阳轮(1)、太阳轮(5)上的力矩，分

流功率分别为

卜等c咒一铷 泣㈣
【置=咒0)1一最

5)Q3>Q2

作用于齿圈(7)上的力矩不能完全驱动前螺旋桨。因此也需要行星轮系传递

的额外功率来共同驱动前螺旋桨，分流功率同样可以用式(2．15)求取。

当处于极限状况Q2=0时，电机的输出功率全部通过行星轮系传递。

②齿圈主动，太阳轮从动

此时，功率由齿圈流向太阳轮，∥=一1。假定作用于太阳轮(1)上的输入力

矩为互，，则作用于行星架(H1)上的力矩可以表示为％。=z。互。。因此，作用于行星

架(H1)上的一部分力矩用于驱动前螺旋桨，另一部分用于驱动差动轮系。作用于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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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7)的力矩为

正=f。正。一Q，

由式(2．1)可得，

一垒一一1
％：=

作用于行星架(H2)上力矩为

正：一盟量垫_生堕正
Z122一Zl

(2．16)

(2．17)

差动轮系中齿圈(7)上的输入功率，行星架(H2)、太阳轮(5)传递的功率

可以表示为

B=乃o-,3 2 l乃?tl／f1

{名，：咒，国：：l型[善{鱼：立监弓q／f： (2．18)
‘ ‘

lll2一11

I忍：正q：I皇些乃ql
L 1‘1L2一‘1

f。>1，f：>1，叩。≈1的情况下，只=孚等B>B。由于差动轮系中输出功率

不可能大于输入功率，因此能量不可能从太阳轮(5)输出。因此，在此复合行星

齿轮传动机构中，太阳轮(5)只能作主动件，齿圈(7)只能作从动件。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复合轮系中不存在循环功率的条件为：

Q，≥警≥Q：
Zl Z2+Z2

(2．19)

2．4作用于箱体上的反力矩

电机对外输出力矩时，定子上会存在一个反力矩。该反力矩与转子上力矩方

向相反，大小相等。反力矩正=一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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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轴对转轮系功率流分析

Rotor

工

(a)作用于定子上的反力矩

(a)reaction torque on the stator

Q2／纰

(b)行星轮系中齿轮啮合的切向力

(b)tangential forces on gear-mesh in planetary gear train

图2．3箱体上反力矩分析

Fig 2．3 Reaction torque analysis on the hull

图2．3(b)中，只为行星轮系中齿轮啮合的切向力。当齿圈(4)固定于箱体时，

箱体作用于齿圈(4)的反力E等于只，并产生力矩rr，Z与作用于电机定子上反

力矩方向相同。因此，齿圈(4)受到的反力矩可能抵消电机定子产生的反力矩。

通过分析行星轮系传递的功率可以得到r的值。

①092=--0)3，Q2=Q3工况

此时，复合轮系中不存在循环功率。输入力矩L被分为正。和正：，行星轮系中，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作用于行星架(H1)上的力矩％。=i。互。。差动轮系中，作用于行星架(H2)和齿

圈(7)上的力矩可以表示为

j％：=·il 2+I
T。,：

h—i1 2-1
T。,：

由于Q2=Q3，可以得到

J％。+乃=％：
【正。+互：=互

(2．20)

(2．21a)

(2．21b)

作用于齿圈(4)的力矩疋=(i。+1)正，=乙，作用于箱体上的力矩

Tr,=l+r4=0。

在此情况下，水下航行器不受力矩的作用。

②0)2≈--(93，Q3≈Q2工况

假定i，=ai：(0<a≤1)，则作用于太阳轮、行星架以及齿圈上的力矩可表示为

』q
2 ai2111

％=鬲ai2+1互：
乃2箐正z
％+乃=Q3

％=Q2
Z，=(Q—Q+疋)／(口‘+1)

【五2 2(aizT,．一Q3+Q2)／(ai2+1) (2．22)

作用于齿圈(4)上的力矩

正=(f1+1)互。=Q3一Q2+rm

作用于航行器上的总力矩为

矗=C+疋=Q3一Q2 (2．23)

由式(2．23)可知，由复合轮系产生，作用于航行器上总力矩大小取决于前后

螺旋桨所受外载荷。若复合轮系的参数已知，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螺旋桨负载曲

线来消除由电机定子产生的反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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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轴对转轮系功率流分析

复合轮系功率流分析结果如表2．1所示，若Q3≥兰L÷Q：，传动系统中不存
Z，Z，十Z，

在循环功率。否则，系统中将出现循环功率，这种情况必须在设计阶段予以消除。

若Q3=Q：，水下航行器在航行中不受到反力矩的作用。因此，水下航行器能够处

于稳定状态而不发生自转。

表2．1复合轮系的功率流

!垒垒!曼兰：!!旦里!笪!!旦!竺!!!坚!里旦旦里鱼皇旦i!!≥竺!i里曼曼璺至里星

螺旋桨所受外载荷 循环功率 分流功率 总力矩

Q3=9．2

9_3>Q2

Pc=o

Pc=0

(ili2-il)洲l㈣<Q3<只：0
Q2

Q3=(ili2-il)02／(ili2+i2)Pc=0

P1=TmCO／(il+1)
矗=0

P2=f1％COl／(il+1)

Pl=(Q3一Q2+％)C01](il+1)

P2 =矗=Q3-Q2

(Q3一Q2+ilTm)COl／(il+1)

P1=(Q3-Q2+Tm)COI](il+I、

P2 =矗=Q3-Q2

(Q3-Q2+ilTm)C01／(il+1)

Pl=0

矗=-Tin
P2=TmCOl

0<03<(ili2一mQ2／(ili2+i2)Pc。[(f2-1)列(㈣ N／A N／A<Q3< 一f1)
：Q2堕]竺l

2．5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了一种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电力推进系统的新型复合行星减速机

构。该减速机构由一个行星轮系与一个差动轮系组成，可以将一个单输入转化为

两个转速相等的同轴对转输出。作用于行星轮系齿圈的力矩可以平衡电机定子上

的反力矩。

基于差动轮系功率流向特征，通过分析可知本文研究的复合轮系功率流向特

征与航行器前、后螺旋桨受的外部载荷紧密相关。一些有用的结论如下：

①两个输出转向相反，与机构各参数无关。

②若Q3≥粤Q：，传动系统中不存在循环功率。否则，系统中将会存在
Z122十Z2

循环功率，必须在设计阶段予以避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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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若Q。=Q：，水下航行器不受到附加力矩的作用，不会产生附加滚动运动。

对比锥齿轮与差动轮系组成的传动机构，本章研究的新型机构能更容易地实

现将单输入转化为低速同轴对转双输出，并通过选择合理传动比及其螺旋桨负载

曲线来平衡箱体上受的力矩。其缺点是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

与双电机或者双转子电机的结构相比，本章研究的机构有体积小、质量轻、

容易润滑的优点。



3同轴对转减速传动优化设计

3同轴对转减速传动优化设计

3．1引言

优化设计是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发展和延伸出来的新的现代设计方法。它建立

在数学规划理论和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上，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值计算，并在所有

可能的方案中寻求最优解。优化技术在工业、商业和国防部门得到广泛应用，可

以解决诸如生产规划、产品设计、经济管理、控制系统等方面的优化问题。机械

优化设计是在优化技术在机械设计领域的应用。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机械设计的

理论、方法和标准规范等建立能够反映工程设计问题和符合数学规划要求的数学

模型，然后采用数学规划方法和计算机工具找出设计问题的最优方案。

优化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设计问题转化为准确反映问题实质并适合

优化计算的数学模型；二是求得该数学模型的最优解，其一般过程是：

①确定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②选择适用的优化算法，编写程序；

③确定必要数据，应用计算机求解并输出计算结果；

④对计算结果做出必要的分析整理【2引。

m盟盟m
a b e d

图3．1双行星内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示意图

Fig 3．1 Schematic of the planetary gear train

行星机构有很多类型，由于它们能实现传动比的特性参数K值的范围以及结

构特点上的不同，在不同应用场合需选用不同类型的行星机构。第一级双行星内

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如图3．1所示)从60年代起已广泛应用于航空、混合动力

汽车及某些固定设备中作为减速器及变速箱。用这种机构组成的行星变速箱易于

实现各种联接方案，得到较宽的传动比范围，以及制造工艺简单，故近十多年来，

该传动机构受到人们特别重视【2引。这里“双星”是指内行星轮(与太阳轮和外行星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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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合)和外行星轮(与内行星轮和内齿圈啮合)。图3．1中4种结构形式的内外行星

轮均可在径向上直列分布或圆周上呈角度分布。图3．1(a)中一对行星轮在轴向上为

等齿宽；(b)中采用宽内星轮；(c)中布置同(b)，但外星轮较宽；(d)中内外行星轮均

较宽。考虑到减速器要求轴向尺寸尽量小，因此选用(a)所示的结构。由于有内

外两个行星轮，相比单排单星内外啮合行星机构，这种行星机构的设计从性能和

几何结构上需要满足更多约束。

减速器第二级所采用的差动轮系

本章即分析了双行星内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和第二级差动行星轮系需满足的

约束条件，并用MATLAB编写程序求解最优设计方案，为后面的齿轮箱后续分析

与计算做好准备。

3．2行星减速器的总体性能要求及其优化目标函数

输入功率／转速：300kW／5000rpm

速比：5：1

重量：<30Kg

体积：4)250x200mm

输出速度要求：两螺旋桨的速度差<2．5％

寿命：30分钟

4

j
—

H1
7

H

2
一 一6

i 』、(列触＼7 11 j⋯¨、 j

m”，，甲I
下w

U 乙

ator ，l
11。2 5

上
一

一

忑
图3．2复合行星减速器机构示意图

Fi93．2 Schematic of the compound planetary gear train

本文中涉及的行星齿轮减速器传动系统的优化目标为质量最小，即体积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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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个齿轮体积之和的目标函数，以各齿轮齿数、模数、齿宽为设计变量，得

到最优的齿轮参数。

互(X)=Vl+3木1，2+3术V3+1，4

丘(x)=V5+3木V6+V7

其中：

E为行星轮系的体积

E为差动轮系的体积

万 2． 2

Vl
2

iml 6lzl

万 ，． ’

V2 2百m1勿122

V3 2百m1 blz3

V。=三m，2bl[("10m。)2_Z42】
万 ’， ’

V5 2百m2 D225

V6
2

im2 6226

V，=三，，z：2M(Z7“咖：)2__Z72】
当行星轮系和差动轮系体积分别为最小时，机构体积达到最小。

3．3双行星内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的约束条件

3．3．1运动学方程

图3．2为这种机构的示意图。不难导出运动学方程为：

n1一Kn4一(1一K)n丑1=0

内行星轮相对转速：nyl=一zl／z2(nl—nHl)

外行星轮相对转速：咒f1=zl／z3(nl—n日1)

式中：，z为转速，nHl为行星架转速；K=z4／Z1。

3．3．2力矩平衡方程

不考虑效率时，各基本构件所承受力矩有如下关系：

Ml+M4+Mp=0

M1：M4：Mp=1：-K：-(1。K) (3．1)

式中M为扭矩，式(3．1)中已考虑了扭矩方向。

3．3．3配齿条件

①传动比条件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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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传递动力或运动，均要满足设计要求的传动比，而传动比总可转换为K

来标志。要精确实现给定传动比往往是困难的，根据牵引计算所允许的传动比误

差，总可转化为相应的△K，控制了误差厶K的大小，即控制了传动比的误差范围，

故传动比条件可写为

似：!堑二垒! (3．2)
尺咒

式中Kg、Kn分别为实际内传动比和名义内传动比

②相邻条件

1)行星轮均匀分布时

相邻两个内星轮之间齿顶圆直径应满足的条件

0305≥d。2+tml (3．3)

式中t为间隙系数，本文中t取2。ml为行星轮系模数，da2为内星轮齿项圆直径。

当不变位时有

d。2=(z1+2^：)m1 (3．4)

q05=(z1+Z2)rosin(z／3)

故式(3．4)变为

0305=(Zl+z2)rosin(z／3)

当角变位或高变位时

(z1+z2)!塑sin(x／3)≥z1+2x1+2办：一2仃，+2 (3．5)

COSal

以上式中口。为刀具角(或齿形角)，a，为太阳轮与内星轮的啮合角，x。为内星

轮的变位系数，h：为齿顶高系数，仃，为太阳轮和内星轮的齿高变动系数，高变位

时有仃，=0。

2)内、外行星轮齿顶圆直径之间应满足的条件

由图2，应有

D405≥÷(d。2+d。3)+2m1 (3．6)

式中d。。为外星轮齿顶圆直径。

当不变位时，应有

040，_[(竽)2+(半)2_2(学)(竿)cos(等q小1
d42+dn3

2
mlz2+mlz3+4haml

。一(m,z2 2+m,z,)z+(．mlz4 2-mlz3_)_(m,z2+2
m,z3)2

口，=arccos—————二L—————————————竺—————————————竺————一。 2(华)(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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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整理后，式(3．6)变为

(z4一Z3)2+(z1+z2)2-2(z4一z3)(zl+z2)cos({；一口1)≥(z2+z3+4h：+4)2

当角变位或高变位时，

噼[呼％盖COSa)2+华2铂蔷)2-2孕2 42砰鬻盖COSa cos争)]{Z ，，cOs口， ‘cosfz，， ， 、3
⋯

以2=％02+城+如一弛)
d03=ml(z3+2劈+2x2—2q)

咩ml堕)2+学确堕)2一学％堕)：
．

Z cosaI 2 cosall 2 cosa',

2芦≥％堕)(华％堕)
／-．t,．XJSaI 二 COSall

带入(3．6)式后经整理后得：

(筹)2+(警)2一％导‰掣cos(孥叫)冲：+乞+4h：仡。一2矿40-j+4)
COS口，， COSa， COS口，，COS口， 3

‘ 一 。 ’ ‘ 。

(3．7)

其中，口盯为齿圈与外星轮之间的啮合角，a，为内星轮与太阳轮之间的啮合角，

口，内星轮和外星轮之间的啮合角，口；为变位后的a，角。仃；为内行星轮的齿高变

动系数，高变位时盯≥0

3)外星轮和太阳轮之间齿顶圆直径应满足条件：

不变位时应有

004≥d41+d43+2m1

D04=-．'ml(z4一z3)

d。l=m1(zl+2h：)

d。3=ml(z3+2虻)

以式(3．9)～(3．11)代入式(3．8)，

角变位或高变位时应有

Z4一z3≥223+4Jil：+4

DD。：去，，zl(z4一Z3)COSa0一
Z CoSa／／

d。l=m1(z1+2h：+2x1—20"，)

d。3=m1(z3+2h：+2x3—2011)

以式(3．13)～(3．15)带入式(3．8)，整理后得

(z4一z1)兰兰}兰生≥z1+z3+4矗：+2xl+223—2仃，一2盯口+4
coS口，，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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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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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高变位时盯，=盯口=0

④内星轮和齿圈之间齿顶圆直径应满足条件

不变位时应有

(d。4一d。3)／3≥003+2m1

d。4=m1(z4—2ha')

d。2=m1(z2+2ha)

003=／'n101+z2)／2

即：z4一z1≥222+4ha'+4

角变位或高度变位时，有

d。4=m1(z4—2办：+2工4+2仃口)

d。2=m1(z2+2h：+2x2-20"口)

00，：竺!!三!±三：2竺堕

以式(3．21)、(3．23)代入式(3．16)得

z。--Z2≥三盥!堕+4ha一2x4+2x2—4仃口’

2 COS口，
’ ‘ “

(3．16)

(3．17)

(3．18)

(3．19)

f3．20)

(3．21)

(3．22)

f3．23)

(3．20、)

式中仃口为齿圈和外星轮的齿高变动系数，当高变位时，仃口=0。d。：、d。。分别为

内星轮和齿圈的齿顶圆直径．

3．3．4同心条件

在双星内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中，可通过内、外行星轮的相对布置位置来调

整同心条件。当不变位或高变位时，为保证内星轮与太阳轮啮合又不与内齿圈干

涉相碰，以及外星轮与内齿圈啮合又不与太阳轮干涉相碰，应满足条件：

2乃：+z，<竺—l (3．24)
” “

2

式中z，为内、外星轮中的大轮的齿数．式(3．24)实际是由式(3．12)和式(3．20)导出的。

若h：<1(例如用标准短齿，h：=o．8)，式(3．24)必满足。

当角变位时，尽管节圆直径与分度圆直径不同，不难证明，若满足式(3．24)，

则必满足角变位时的同心条件。

3．3．5装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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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

图3．3双星内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装配条件分析图

Fi93．3 Analysis graph ofthe assembling requiremems ofthe double planet epicyclic gearing

并非任何一组配齿方案在满足相邻条件，同心条件和传动比条件后即能正常

装配。双星内外啮合行星传动机构的装配条件可由图3来说明推导关系．由图3(a)，

当一对内、外星轮已经装入，太阳轮齿上A点与内星轮齿上B点相啮合，外星轮

齿上C点与内齿圈轮齿上D点相啮合。在行星轮等距分布时，要想在圆周方向相

隔角度为口，=2rc／n，处装入另一对内、外星轮，必须合理地选择z，，z。，使其满

足一定的装配条件。

设齿圈固定不动，装上～对内、外行星轮后，使行星架转过角口，，变成图3(b)

的位置，此时太阳轮齿上么点转过0，角，么’点占据了4点位置。要想在彳’点处装

入另一对内星轮，必须使么’与彳位置完全相同，即臼i角范围内么么’所包括的太阳

轮齿数应为正整数，或

B：Ⅳ丝 (3．25)
Z1

式中N为正整数。同理，外星轮齿上C点(图3(a))在转过0j后应占据Ct位置(图

3Co))，C与C’点应在外星轮齿上占同样位置。由运动学方程式(3．1)，根据角位移

原理，不难导出装配条件为

z4-铲孕：Mp (3．26)
U

j

在推导式(3．26)过程中，与齿轮是否变位无关，故不论变位与否，装配条件均

为式(3．26)。

3．3．6齿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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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和齿轮传动的设计经验，选取齿数在1 7~40

之间变化，取约束函数：

17=Z1=40

3．3．7重合度约束

为了使得太阳轮、行星轮、齿圈之间能够连续正常啮合，提高啮合平稳性，

降低运行过程中的噪声，本优化计算过程中设定太阳轮与内行星轮之间，内外行

星轮之间，外行星轮与齿圈之间的重合度占。：、占：，、占。。大于1．5。

3．3．8模数、宽径比约束

根据本文中复合行星减速器齿轮传动的特性并参照其它设计经验，取模数为

几个离散的值1．1，1．2，1．3，1．4，1．5，1．6，1．7，1．8，1．9，2．0。齿宽过小，齿轮

直径和中心距将会过大；齿宽过大，将使载荷沿齿向分布更趋不均，选取齿宽范

围为：10≤b≤40并满足宽径比：0．2≤B／d≤1

3．3．9强度约束

由机构的运动学方程和传动比条件，不难得到太阳轮、行星轮、齿圈转速分

别为：

，21=5000

n2=一1000—600021／z2

n3=100024／z3—1000

①接触强度：仃H=ZH．ZE．Zc．Zp·√等·厅丽
O'Hp=aH虹·Z岍‘Z L‘Zl，。Z R·ZW·Z x}s H血

仃日≤O'Hp

式中：％幽～接触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②齿根弯曲强度：
o F=KA·Ky·K Fz·K F8·o Fo

盯Fo=}】，，·K·巧

6 FD=6 F慨-Y汀·Y啊-Y簖e口·Yhe曙·Yx|S F血

O"F≤盯印

式中：砩幽一齿根弯曲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考虑到行星传动机构设计中齿圈的强度一般都有富余，所以在优化过程中，

可以不添加齿圈强度的约束条件，而只考虑太阳轮和行星轮的强度约束。

3．4差动行星传动机构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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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力矩平衡方程

图3．1为这种机构的示意图。不难得到运动学方程为：

／了 下＼

／声太、
吣拶

O

-

5

图3．4差动行星传动机构示意图

Fi93．4 Schematic ofthe differential planetary gear train

n5+Kn7一(1+K)n日2=0
一

内行星轮相对转速：，z≯2=一z5／z6(，z5一，z日2)

式中：n为转速，nH2为行星架转速，K=z7／z5。

3．4．2配齿条件

为使太阳轮、行星轮在啮合中径向力平衡，常采用行星轮均匀分布，对于标

准齿和高变位齿，齿数应满足一下几个条件：

装配条件：竺÷竺=正整数
j

同心条件：Z7一zs=226

相邻条件：2asin'．‘’-≥d。6
j

式中：a为太阳轮与行星轮的中心距；

d。。为行星轮的齿顶圆直径。

3．4．3齿数约束

根据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和齿轮传动的设计经验，选取齿数在17~40

之间变化，取约束函数：

17 225=40

3．4．4重合度约束

为了使得太阳轮、行星轮、齿圈之间能够连续正常啮合，提高啮合平稳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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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行过程中的噪声，本优化计算过程中设定太阳轮与行星轮之间，行星轮与

齿圈之间的重合度占，6、s6，大于1．5。

3．4．5模数、宽径比约束

根据本文中复合行星减速器齿轮传动的特性并参照其它设计经验，取模数为

几个离散的值1．1，1．2，1．3，1．4，1．5，1．6，1．7，1．8，1．9，2．0。齿宽过小，齿轮

直径和中心距将会过大；齿宽过大，将使载荷沿齿向分布更趋不均，选取齿宽范

围为：10≤b≤40并满足宽径比：0．2≤B／d≤1

3．4．6强度约束

由机构的运动学方程和传动比条件，不难得到太阳轮、行星轮、齿圈转速分

别为：

n5=5000

n6=一7000

n7=1000

①接触强度：咿孙zE·z。‘z声‘√等，厅蕊
O'Hp=aH妞·Z岍·Z L·Zy·Z R·Z阿·Z X}s H池

oH S o
HP

式中：昂血一接触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②齿根弯曲强度：
G F=KA·Ky·K Fx-K F8-o Fa

盯Fo=兰YF．Ys·易

O'Fp=o Fl吼·YsT·Y叼·Y龠efT·Y卧e}T·YX}S F池

0"F≤O'Fp

式中：砩曲一齿根弯曲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考虑到行星传动机构设计中齿圈的强度一般都有富余，所以在优化过程中，

可以不添加齿圈强度的约束条件，而只考虑太阳轮和行星轮的强度约束。

3．5计算结果

对于行星轮系，太阳轮齿数分别为17～30时，满足各几何条件及其齿轮强度

条件时，齿轮齿宽及其传动件的体积如表3．1所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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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行星轮系轴向尺寸、传动件体积

Tablc3．3 Axial length and也e quality ofthe planetary gear train

太阳轮齿数 齿宽(mm) 传动件体积 太阳轮齿数 齿宽(nun) 传动件体积

g
遗
址
督

婆
分
嘭
厘
暴

图3．5行星轮系轴向尺寸、传动件质量与太阳轮齿数关系

Fi93．5 Axial length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lanetary gear train versus the tooth number of the

SUngear

对于差动轮系，太阳轮齿数分别为17～30时，满足各几何条件及其齿轮强度

条件时，齿轮齿宽及其传动件的体积如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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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差动轮系轴向尺寸、传动件体积

太阳轮齿数齿宽(mm) 传动件体积 太阳轮齿数 齿宽(ram) 传动件体积

一

鬟
臀

婆
}

鉴
暴

图3．6差动轮系轴向尺寸、传动件质量与太阳轮齿数关系

Fi93．6 Axial length and the quality ofthe differential gear train versus the tooth number ofthe

综合考虑行星传动轴向尺寸、总体质量等因素，选择合适所示参数，计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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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表3．3所示：

表3．3设计结果

行星轮系 差动轮系

输入功率／转速：50KW／5000RPM 输入功率／转速：250KW／5000RPM

使用系数：1．25 使用系数：1．25

输入齿轮 内行星轮 外行星轮 内齿圈 太阳轮 行星轮 内齿圈

Zl
Z． Z3 ‘4 Z5 Z6

Z．

齿数 23 29 28 137 49 24 98

模数 1．1 1．1 1．1 1．1 1．6 1．6 1．6

压力角 17．50 17．5。 17．50 17．50 17．5。 17．50 17．50

中心距 27．5 29．15 56．65 58．4 58．4

齿宽 10．4 10．4 10．4 10．4 13．I 13．1 13．1

齿顶圆直
27．5 34．10 33．0 148．50 81．60 41．60 152．60

径

齿根圆直
22．66 30．36 28．16 153．34 74．40 34．40 159．3l

径

重合度 1．6l 1．64 1．87 1．80 1．98

齿根弯曲
563．41 539．01 457．58 425．07 462．3l

应力

齿面接触
1685．1 1441．8 886．34 1422．7 1474．

应力

弯曲安全
2．04 2．00 2．35 2．77 2．00

系数

接触安全
1．40 1．97 2．89 1．65 1．68

系数

3．6本章小结

本章在第二章提出的复合行星轮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行星内外啮合行星轮

系和差动行星轮系需满足的几何条件及齿轮强度条件，建立了两级行星轮传动系

统的优化设计模型，并对两单级分别进行优化。通过编写matlab程序进行求解，

得到满足要求的所有解。以减速器的体积最小为优化计算的目标，从所有满足条

件的参数组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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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齿根裂纹的断裂力学特性分析

4．1引言

目前，国内外对齿轮弯曲疲劳寿命的评价主要建立在试验的基础上，得出材

料的寿命与应力幅值曲线，将齿根所受的名义应力和材料的强度对比来确定齿轮

的安全系数。这种传统的齿轮弯曲强度理论在生产中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然而某些按传统设计方法设计、制造、严格检验的齿轮仍然发生了

断裂，这些齿轮折断处的应力并不高，有的甚至远远低于材料的屈服极限。现实

中许多零件也在实际应力远低于许用应力的情况下发生断裂，如1969年12月，

美国俄亥俄河上的大桥突然断为24块，当时载荷仅为设计载荷的40％，1965年，

美国260SL．1固体火箭发动机压力壳在水压实验时发生脆性断裂，断裂时应力仅

为657MPa，所用材料的屈服极限为1716MPa[30】。大量灾难性事故，特别是国防尖

端产品的脆性断裂，传统的“安全设计方法”无法解释这些事故的原因，这引起研究

人员的警觉。通过对大量的断裂事故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断裂都与结构中存在的

缺陷或裂纹有关。工程实际中的材料不可避免的存在夹渣、缩孔等各种缺陷，材

料中的这些缺陷往往会成为疲劳裂纹的萌生点，因而构件的实际强度大大低于理

性模型的强度。按照传统的强度、韧度指标设计，并不能保证结构的安全，因此

断裂力学的研究就顺应而生了。

断裂力学是以变形体力学为基础，研究含缺陷(或裂纹)材料和结构的抗断

裂性能，以及在各种工作环境下裂纹的平衡、扩展、失稳及止裂规律的一门学科【3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断裂力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相当成熟。断裂力学有

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材料中裂纹的产生、扩展和最终破坏的过程，并且为结构损

伤容限设计提供理论基础[32]。

齿根疲劳破坏可以分为裂纹的萌生、裂纹缓慢扩展、最后失稳断裂3个阶段。

齿轮的弯曲疲劳寿命可以视为裂纹萌生和裂纹扩展的时间之和【331，Lewicki对直

齿、斜齿裂纹扩展进行了研裂34。61。国内一些学者也应用断裂力学的理论对齿轮

裂纹扩展的过程进行了研究[374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朱如鹏分别应用ANSYS、

FRANC3D和ABAQUS对直齿齿根裂纹扩展进行了研究，并将数值模拟结果与实

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剁蹦屯J。

本章介绍了断裂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应力强度因子、断裂韧性等基本概念

和影响因素；简述了断裂力学的数值计算方法及应力强度因子的边界元计算方法；

应用边界元软件FRANC3D计算了单齿模型初始的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值；根

据渐开线齿轮简化模型的特点，用FRANC3D计算了渐开线齿轮在不同载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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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初始裂纹的裂纹前缘的I型应力强度因子值，为后续的齿根弯曲裂纹扩展仿真

及其弯曲疲劳寿命预测奠定基础。

4．2断裂力学理论

4．2．1断裂力学理论简介

应力强度因子的观点建立在线弹性理论基础上，由于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研究断裂问题时，得到了广泛的采用。齿轮通常是由中高强度钢组成。研究齿

根断裂问题时，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近似认为是线弹性的，可以从线弹性断裂力

学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断裂力学是研究包含裂纹构件强度的一门新兴科学。传统的强度设计理论是

使承载构件的工作应力不超过许用应力，但这种方法不能解释广泛存在的低应力

脆断事故。其原因在于传统强度理论把材料作为均匀连续介质来处理，假定材料

内部无任何缺陷。而断裂力学则扬弃这种理论，从实际构件材料中必然存在缺陷

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把构件看作是连续与间断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

力学量和新的强度设计理论。断裂力学的理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低应力脆断事故，

而且对含裂纹构件的安全使用寿命可做出定量分析，对研制新材料提供了理论依

据。断裂力学设计的技术范畴分为十个方面，如图4．1所示。
一

图4．1断裂力学设计范围

Fig 4．1 Scope of fracture mechanics

断裂力学中有三个最基本的参数：应力强度因子(SIF，K)、路径无关积分(J

积分，J)和应变能释放率(SERR，G)。应力强度因子描述了弹性裂纹尖端应力场

的强弱，此参数的引入消除了由裂纹引起的应力奇异性所带来的数学上的困扰，

一品析一一始分一§嗣

Q

N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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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计算依赖于裂纹前段的局部应力场。J积分和应变能释放率则是基于能量的参

数。J积分榜描述的是由于裂纹的存在所吸收的能量，而应变能释放率描述的则是

产生裂纹面所需要的能量。对于线弹性材料而言，这三个参数完全可以通过材料

常数联系起来，并且J积分和应变能释放率是等价的。

根据裂纹的特征，基本的基本模式有张开型(open mode)、滑开型(slide mode)

和撕开型(twist mode)=．种，如图4．2所示【矧。

①张开型(I型)：裂纹受垂直于裂纹面的拉应力作用，使裂纹面产生张开位

移。

②滑移型(II型)：裂纹受平行于裂纹表面并垂直于裂纹前缘的剪应力，使

裂纹在平面内相对滑开而扩展。

③撕裂型(Ⅲ型)：裂纹受既平行裂纹表面又平行裂纹前端的剪应力作用，

使裂纹相对错开。

学p
I型(张开型) 1I型(滑移型) IT[型(撕裂型)

图4．2裂纹的三种基本形式

Fi酣．2 Three basic forms of crack

其中张开型是一种最危险同时也是目前研究最深入的模式。II型和Ⅲ型都和

剪应力相关，因此都属于剪切裂纹。I型和II型属于面内裂纹，Ⅲ型属于面外裂

纹。在实际工程中，如果裂纹同时受正应力和剪应力作用，称为复合型裂纹。对

于渐开线齿轮，实际情况下齿根疲劳裂纹可能是I、II、Ⅲ型的复合裂纹。根据

几何特征，裂纹也可以分为以下3种基本状态：

①穿透裂纹：贯穿构件厚度的裂纹，通常把延伸到构件厚度一半以上的裂纹

都视为穿透裂纹，并常当作理想裂纹处理，即假定裂尖的曲率半径趋近于O；

②表面裂纹：裂纹位于构件表面或裂纹深度相对于构件的厚度较小；

③深埋裂纹：裂纹位于构件内部mJ。

对于渐开线齿轮齿根疲劳裂纹多属于由表面裂纹扩展为穿透裂纹的情况。

4．2．2应力强度因子、断裂韧度的概念

众所周知，对于线弹性材料而言，裂纹尖端的应力是无穷大(及应力奇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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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裂尖前端单元内积分点上的应力值将依赖于有限元的网格尺寸，即网

格尺寸越小，所得的应力值就越高。换句话说，应力值不收敛于网格尺寸。因此，

裂纹尖端前的应力值不能作为研究裂纹问题的参数。应力强度因子(stress intensity

factor，SIF)的概念由欧文引入，它克服了数学上的固有困难，用于描述裂纹尖端

附件应力奇异的严重程度，它是判断裂纹是否将进入失稳状态的一个指标，因此

裂纹题的应力强度因子是断裂力学中很重要的工作。

叩上T掣

裂纹＼
图4．3裂纹尖端坐标系与应力分布

Fig 4．3 The coordinate syStem the crack邱and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图4．3表示了沿X轴方向裂纹前段的应力分量。弹性理论的分析表明，裂纹

尖端处的应力具有，．。1他的奇异性。在工程构件内部，I型(张开型)裂纹是最危

险的，实际裂纹即使是复合型裂纹，也往往把它作为I型处理，因此本文仅研究

I型裂纹。对于I型问题而言，应力强度因子的定义为：

K，=lim[o-，p，0=0)42刀r]

式中：口，，为裂纹前端垂直于裂纹方向的应力分量；，|为距离裂纹尖端的极半径；0

为相对于X轴(裂纹方向)的极角。或者等效地，K，也可由裂纹面上垂直于裂纹

方向的张开位移分量(y)表达如下：

K，：兰1蝉[y(r，9：万)√丝】
K十l’’” V厂

式中：∥为剪切模量；K为膨胀模量，对于平面应力问题，K=(3一v)／(1+y)；对

于平面应变问题，r=(3—4v)。

它与坐标(x，y)无关，一般说来K的大小，与加载方式、载荷大小、裂纹长度

及裂纹体几何形状有关。对于三维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可以通过定义几何点将裂

纹前缘划分为若干等分，在每一个几何点上，建立一个与该点切线方向正交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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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分别在每个正交面内使用二维裂纹理论计算‘451，如图4．4所示。对于I型裂

纹，使用裂纹张开位移(COD--Crack Opening Displacement)计算I型应力强度

因子。

图4．4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方法

Fig 4．4 Calculation of SIF in crack front

应力强度因子与应力及其裂纹长度有关，随着应力的增大(或裂纹慢慢增大)，

裂纹前端的K，将增大。当K，增大到足以使裂纹前段材料分离从而导致裂纹失稳扩

展时，就成为到达临界状态。当K，值达到其临界值K旷时，构件就会失稳断裂，K，

的临界值K矿，就表征了材料阻止裂纹扩展的能力，是材料抵抗断裂的一个韧性指

标，称为断裂韧性。K旷是材料常数，可以通过相应的标准测试方法测试得到。影

响材料断裂韧度的因素有：

·环境因素(高温、低温和介质等)；

·尺寸效应(厚度、宽度等)；

·加工方法(锻件、逐渐、挤压件、预拉伸等)；

●热处理状态；

●金属合金纯度。

4．2．3断裂力学中的数值方法

针对三个基本断裂参数(应力强度因子、路径无关积分和应变能释放率)，解

析法和能够手算的近似法只能求解较简单的裂纹体问题的，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

则借助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数学的理论成果，运用数值方法来计算求解，于是便产

生了计算断裂力学。众多学者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来探索求解它们的方法。对于

一些含裂纹的特殊结构，学者们求得了闭合形式的解(以公式、曲线或图标的形

式表达出来)。这些应力强度因子的解已经汇编成了几本应力强度因子手册供工程

师参考使用。这些闭合解对帮助人们认识和应用断裂力学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现实问题中裂纹体构型及作用载荷的复杂性，能够得到闭合形式的解

远不能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随着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迅猛发展，用数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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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断裂参数就变得切实可行。

物理问题的数值分析方法，可分为区域型和边界型两大类。目前，最常用的

区域型解法是有限元法，另一种常用是有限差分法。区域型解法，特别是有限元

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己在工程界奠定了它的地位。然而区域型的解法在输入数

据的准备以及在整个区域内网格的划分都很麻烦。在实际工程中，会经常遇到大

坝这样的无限域或半无限域的情况，有限元方法处理此类无限域的方法是截取一

个较大的计算范围，在外边界给出近似的边界条件。为了保证精度，往往需要增

加计算范围，相应的单元增多，存储容量和计算时间都会相应增加。对于此类问

题，边界型解法在这方面有区域型解法所不具有的优势[47]。相对于区域型解法，

边界型解法具有如下优点：

①边界型解法具有“降维”的特点，需要处理的空间维数少了一维，自由度相

应减少，使得输入数据的准备大为简化。

②边界型解法的基本解特别适合求解工程中的无限域或半无限域问题，对此

类问题不再需要有外边界，使问题大大简化。

③在优化迭代过程中更新网格容易，计算时间少，因此能够大减少工程技术

人员的工作时间。

④边界型解法中作为权函数的基本解能严格满足问题的微分方程，基本解的

奇异性使最后形成的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中的对角线和近对角线元素的值远大

于其他元素的值。而且由于基本解奇异性使得其适用于处理场量变化梯度很大的

问题。

⑤由于离散仅在边界上进行，误差只产生在边界上，区域内的物理量仍由解

析公式求出，属于半解析半数值解法，因此有较高的计算精度。

⑥在计算域内物理量时，不需要一次全部求得，只用计算给定的值，从而避

免了不必要的计算，提高了计算效率。

以上这些特点使得边界型解法在工程领域受到的广泛重视，并得到了迅速发

展。边界型解法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本文所用的边界元方法，边界元方法的突出

优点是只对边界进行剖分。

4．3基于FRANC3D计算齿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本节按照FRANC3D疲劳断裂问题分析流程对齿根疲劳裂纹进行分析计算，

得到了齿根初始疲劳裂纹前缘各离散点应力强度因子值，为下一步的裂纹扩展仿

真等工作打下基础。

4．3．1 FRANC3D中齿轮应力分析

齿轮弯曲强度计算载荷力作用点的取法主要有两种：对于中低转速、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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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齿轮传动，加载后轮齿变形不足以补偿两齿轮基节的差值，计算齿根弯曲应

力应视为一对齿承受全部载荷且载荷力作用点为齿项；对于传动精度较高的齿轮，

加载后轮齿变形能够补偿两齿轮基节的差值，应考虑重合度的影响；计算齿根弯

曲应力时载荷力作用点取单齿啮合最高点。本文选取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为研究

对象，材料为1 7NiCrM06．4，齿轮基本几何参数及材料性能如表1所示。运用ANSYS

系统的参数化设计语言(APDL)建立齿轮实体，切取单个齿并将模型导入边界元

分析软件FRANC3D。在齿轮单齿啮合最高点施力H2000N垂直齿廓方向的力，齿的

两侧施加固定约束，得到静态条件下等效应力如图4．2所示。

表4．1齿轮几何参数及材料性能

Table 4．1 Geometry Parameters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gear

齿数z 24

模数in 4．5mm

压力角a 200

齿宽b 20mm

弹性模量E 206Gpa

泊松比u 0．3
一

抗拉强度sb 1200Mpa

屈服强度sS 850Mpa

本章的计算中将载荷力作用点取单齿啮合最高点，将轮齿视为悬臂梁，不计

摩擦力作用，载荷作用力P垂直齿廓方向，大小为14000N，本文将P分为水平分

m—pcos≯与垂直分量psin≯进行加载，模型加载的约束条件为内周、两侧端面轴

向固定如图4．5示。

中必厂
●，

{

f ’
图4．5齿轮受力示意图

Fig 4．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rce Oil the 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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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缺陷齿轮划分网格并进行应力分析可得到等效应力云图，如图4．6所示，

可以观察到在载荷作用力加载位置、齿根过渡圆角部分应力较大，根据弯曲疲劳

原理，发生齿根弯曲疲劳破坏的起始部位应该为齿根拉伸侧过渡圆角部分。

l滥
熏!!i鸶l蠹霪

=；㈣§冀

o*≤

一一=蓦葺3Z寸“i

毯一慧§
爨攀鬻
尊黧矧2昭越i

!黧慧黧
ji瓣鲥一i，，

_

(a)无缺陷齿轮网格

(a)The鲥d of zero—defect gear

(b)无缺陷齿轮等效应力

(b)Mises equivalent stress contour of zero—defect gear

图4．6无缺陷齿轮网格及等效应力

Fi94．6 The鲥d and mises equivalent stress contourof zero-defect gear



4齿根裂纹的断裂力学特性分析

4．3．2齿根初始裂纹设置

齿轮是机械设备的重要零件，因此需要进行无损检测，各生产厂家都有自己

的探伤验收标准，MAAG公司对重要齿轮传递动力部分的无损探伤验收标准为缺

陷的当量直径小于由O．7mm，国内风机行业制定的离心压缩机高速鼓风机齿轮和洛

阳矿山机械厂允许齿轮缺陷当量直径为巾2mm[481。直齿圆柱齿轮的弯曲应力在齿

根过渡圆角处最大，另外硬齿面齿轮的加工过程中，并不要求磨削过渡圆角部分，

表面粗糙度相对较大，裂纹常常在齿根过渡圆角处萌生，同时无损探伤理论中将

长宽比大于3的缺陷视为裂纹，在无损探伤验过程中允许存在一定量的材料缺陷，

但不允许存在裂纹，因此在齿根应力最大处设置如图4．7所示缺陷，其中口=6=

c=O．4mm，缺陷平面垂直于过渡圆弧曲面，当量直径小于由O．7mm。

y

a b &X

图4．7齿根的初始缺陷

Fig 4．7 Initial defect in tooth root

4．3．3不同条件对齿根初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晌

为了研究作用力大小、初始裂纹形状对齿根初始裂纹扩展的影响，对上述不

同条件下初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计算。

①为研究不同大小加载力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按图4．5所示

方式对单齿模型进行加载，其中齿轮压力角200，齿轮轮辐厚度为3．5m，使用

IS053．2 PROFILEA(矗≥=1．25，p≥=0．38，h2=1．0)齿形，当施加力盼别为
14000N、17500N、21000N、28000N时，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如图4．8所示，由

图可知，当施加力施大，初始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越大越大，而且随着加载
力的增大，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增大速度显著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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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裂纹前缘长度

图4．8不同载荷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Fig 4．8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the initial crack front in tooth root under different loads

②使用齿轮模型压力角200，齿轮轮辐厚度为3．5m，使用IS053．2 PROFILEA

(庇≥=1．25，p≥=o．38，Jlz二=1．0)齿形，分别把初始缺陷中点设置在距离齿轮端面

10mm、7．5mm、5mm处时，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如图4．9所示，由图可知，缺陷

位置距离齿轮端面越近，裂纹前缘最大应力强度因子越大。当裂纹位置偏离齿宽

方向中心位置时，裂纹靠近齿宽中点一侧应力强度因子有增大趋势。改变初始缺

陷的形状为在轮齿端面面积与图4．7相同的1／4圆。此时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如图4．9最下面一条曲线所示，在初始裂纹面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图4．7所示缺陷裂

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显著大于端面1／4圆的缺陷。材料内部长条形缺陷前缘应力强

度因子远大于圆形缺陷。

归—化裂纹前缘长度

图4．9不同位置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Fig 4．9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tion and shape of the initial crack in tooth root to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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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不同齿形系数对齿根初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为了研究初始裂纹位置、压力角、轮辐厚度等因素对齿根初始裂纹扩展的影

响，对上述不同条件下初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计算。

①使用齿轮模型齿轮轮辐厚度为3．5m，齿轮压力角分别为17．50、200、22．50，
IS053．2 PROFILE A (五≥=1．25，p≥=o．38，五二=1．o)齿形以及压力角

250IS053．2 PROFILE B (办2=1．25，p2=0．30，屹=1．0)齿形、压力角为

300(五≥=1．25，p2=o．11，hid=1．0)时，按图4．5所示方式施加载荷，裂纹前缘应力强

度因子如图4．10所示，由图可知，齿轮压力角越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越小。

怍
困
憾
睽
R
毯

归—化裂纹前缘长度

图4．10不同齿轮压力角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Fig 4．1 0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e initial crack front in tooth root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angle

②使用齿轮模型压力角200，齿形为IS053．2 PROFILE A

(五：=1．25，p二=o．38，hid=1．0)，改变齿轮轮辐厚度，使得轮辐厚度t分别为2m、3m、

3．5m、4m时，按图4．5所示方式施加载荷，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如图4．11所

示，图示结果显示轮辐厚度有限时，其轮辐厚度越大，应力强度因子越小，裂纹

扩展方向也会相应发生改变，随着轮辐厚度增大，应力强度因子趋于稳定，这一

结论对于航空航天等对小体积、轻量化要求较高的齿轮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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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裂纹前缘长度

图4．11不同轮辐厚度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Fig 4．1 1 The influence of rim thickness to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e initial crack in tooth root

③不同齿根过渡圆角时齿根弯曲应力不同，对齿根的裂纹的扩展影响也不一

样。使用齿轮模型压力角200，齿轮轮辐厚度为3．5m，分别对IS053．2中

A(户二=0．38)，B(p二=0．30)，c(p二=0．25)三种不同齿廓的单齿模型设置图4．7

所示缺陷，计算初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图4．12结果显示齿根圆角较大时齿根裂

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较小，但其影响相对与轮辐厚度及压力角的变化等其他因素

较小。

归—化裂纹莳缘长度

图4．12不同齿根过渡圆角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Fig 4．1 2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e initial crack front in tooth root under different tooth fillet

④齿轮选择不同的齿项高系数，不同的顶隙系数会改变齿轮啮合的重合度、

单齿啮合最高点位置、齿轮啮合力的力臂，对齿根裂纹扩展速度有一定影响，同

时削薄齿顶厚度。使用齿轮模型压力角200，齿轮轮辐厚度为3．5m，分别对齿项高

巾四戗聚R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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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别为0．8，0．9，1．0(齿顶高系数都为1．25)，1．2(齿顶高系数1．4)四种不

同齿廓的单齿模型设置图4．7所示缺陷，计算初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图4．13结

果显示齿项高系数较大时，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较大。

图4．13不同齿顶高系数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Fi94．1 3 The influence of addendum coefficient to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e initial crock in toom root

4．4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断裂力学基本理论，应力强度因子的基本概念及其计算方法，应

用FKANC3D对包含近似于矩形初始裂纹的单齿模型进行了边界元分析，通过计

算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压力角、轮辐厚度、齿根圆角

及其初始裂纹位置、形状等因素对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为后文齿

根裂纹的扩展仿真及其寿命预测做好准备。综合本章研究结果，结合本文研究的

行星传动机构寿命短，要求工作噪声小等特点，选择齿轮压力角为250，轮辐最小

厚度为3．5m，IS053．2 B型齿廓(五≥=1．25，p≥=0．38，Jlz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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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齿根裂纹扩展的有限寿命评价

5．1引言

由第三章的设计结果可知，在满足齿根弯曲强度条件时候，除了行星轮系的

太阳轮接触寿命富余量不多，其他齿轮的接触强度都有很大富裕，因此在该变速

器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弯曲寿命计算。基于第四章的研究结果在优化设计过程中

选择250压力角，轮辐厚度为3．5m及IS053．2 B型齿廓，并估算裂纹扩展寿命。在此

之前须对裂纹的扩展进行仿真，以得到裂纹在扩展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规

律。裂纹扩展仿真是一个随着时间或载荷的变化建立裂纹模型的过程，对于一个

复杂结构，其网格的大小、单元的类型、载荷及边界条件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很

大的影响。虽然许多商用有限元软件可以对裂纹进行精确的应力分析，却不适合

做裂纹特别是三维裂纹的扩展仿真。三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提供了基于边

界元的裂纹自动扩展功能，可以有效地模拟复杂的三维裂纹的扩展过程。

工程中经常遇到的裂纹通常处于复合状态，载荷分布不对称、裂纹方位不对

称、材料各向异性以及裂纹高速传播都会出现裂纹分支。渐开线直齿轮只承受垂

直于齿廓的法向载荷，没有平行于裂纹前缘的剪应力作用，因此可以认为齿根裂

纹的扩展可以看成是I型和II型裂纹组合而成的复合型裂纹的扩展。为此，在

FRANC3D中，基于最大周向正应力复合型裂纹脆断准则，对渐开线直齿轮齿根疲

劳裂纹的扩展轨迹进行模拟，研究扩展过程中的裂纹张开位移和应力强度因子的

变化，并对齿根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进行估算。

5．2裂纹扩展

5．2．1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

Erqogau和Sih用树脂玻璃板进行了2《=kK蝮合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纯脆
性材料在纯II型裂纹的变形状态下，裂纹沿着与原裂纹面成700的方向扩展，而

这个方向非常接近裂纹顶端周向正应力达到最大的方向。于是他们提出了最大周

向正应力理论。这个理论以下面两个假设为基础：

①裂纹初始扩展沿着周向正应力J口达到最大的方向。对I，II型复合裂纹，在

裂纹尖端附近的极应力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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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1—3一唧cos罢％c3训埘n匀
旷忑1 cos詈区八1+cos0)-3K,／sin0] (5．1)

％=面1 cos罢盼n0+Kz，(3eosO-1)]
由式(5．1)看出，由于在r=O处各极应力分量都趋于无穷大，无法确定％极值。

所以只能比较距裂纹顶端某一微小距离r=ro的圆周上各点处的盯。，并求其极值及

其所在位置，从而定出开裂角00。裂纹的扩展方向可以由下式确定：

『，堕]：o
L d0，／～o (5．2)

—02_0-0<0
002

把式(5．1)带入式(5-2)，得

cos!≥[K，sin臼。+KH(3cos目一1)]：o
其中根晦p没有实际意义，故开裂角岛决定于方程：
[K，sinoo+K口(3cos0—1)]-0

②当吼方向上周向正应力的最大值(％)眦x达到临界值％、时，

展，即

(仃口)嗽=仃p、

将从(5．3)中得出的00带入式(5-1)

(㈦矿去cos罢隙1+cos吼)-3KzI sin0]

(5．3)

裂纹就开始扩

(5．4)

(5．5)

对于临界值％、，可通过I型裂纹的断裂韧性戤来确定，由于I型裂纹在裂纹扩

展时总是沿着原路裂纹方向，即％、发生在00=0，KⅡ=0，K，=K女带入式(5．5)，

则有：

O"、：竺 (5．6)o2—=== L)·O，

√2矾

将式(5．6)，式(5—5)则有

!fK，(1+cos。)一3K，，3 0 鱼： (oo3K sin 0]cos Kk 5-7)÷【K朋+cos o)一 口3
一 半= ‘

式(5．3)，式(5．7)就是最大周向应力理论的基本方程。

对于纯I型裂纹：此时KⅡ=0，K，≠0，根据式(5．3)可得到00=0或万。显

然当00=0时，对应于裂纹扩展，00=万时，对应于裂纹闭合。根据式(5．7)得

到K，=Kk。对于II型裂纹，此时K，=0，KⅣ=f√翮，代入式(5．3)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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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口(3 COSOo一1)=0，即Oo=+70．50。

5．2．2裂纹扩展速率

裂纹扩展分析的步骤为：

①计算裂纹前缘上所有节点的应力强度因子；

②确定每个节点的扩展方向和大小；

③拟合新位置的裂纹前缘曲线；

④根据新裂纹前缘添加新曲面形成裂纹面；

⑤扩展后的裂纹引入到完好的网格模型中。

裂纹扩展的3个阶段如图5．1所示，区域I内，当必<赵随时，裂纹不扩展；

区域Ⅲ内扩展速度很快；在区域II内，Paris[49‘501给出了裂纹扩展速度da／dN-与应力

强度因子的关系：

一da：C(必)n删 (5．1)

式中：C、，z为定值，材料属性，由实验测得；以为裂纹长度；Ⅳ为载荷的循环次数。

式(5．1)没有考虑区域I和区域Ⅲ的寿命，Forman-Newman．de Koning公式考虑

了区域I、Ⅲ的寿命及载荷循环特征R(R=Fmin／Fmax)的影响，在式(5．1)的基础

上加入了修正系数进行了修正：

da c砸一f)nAKⅥ一等)p
叫”科(1一盖)9 (5．2)

式中：C”、刀、P、q为与材料有关的常量，由实验测得；厂为载荷循环特征R的函

数。

瞬

耄
基
藿

图5．1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Fi95．1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5．2．3裂纹扩展及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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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齿模型划分网格后对设置的初始裂纹进行扩展仿真，步长为0．5mm。图

5．2中三条曲线是经过5步、10步、15步扩展之后裂纹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曲线，曲线靠近两端处魍较大，因此裂纹向齿宽方向扩展速度较快，随着裂纹的

扩展，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显著变大，裂纹扩展速度也显著增加。经过16步扩

展后裂纹前缘及形状如图5．3所示。

若所加外载荷为脉动循环变载荷，载荷循环特征R=0(R=Fmin／Fmax)时，基

于Forman．Newman—de Koning公式计算得到的齿轮寿命与载荷循环次数的关系如

图5．4所示，结果显示循环次数小于6x104次时，裂纹扩展较慢，循环次数在

6×104～1×105次之间时为裂纹扩展的中速区，之后进入高速区，裂纹迅速扩展直至

失稳断裂。

归一化裂纹菌簿长度

图5．2第5、10、15次循环应力后I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Fig 5．2 Mode I SIF distribution for load step5／lO／15

图5．3 1 6步扩展后裂纹前缘及形状

Fig 5．3 Crack front and crack shape after load 1 6 steps

lE￡．eA=巾区越眼R谢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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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齿根裂纹长度与载荷循环次数的关系曲线

Fig 5．4 Crack depth VerSUS number of load cycles predicted by FRANC3D analyses

5．2．4不同载荷条件下裂纹扩展结果对比

为研究不同载荷对齿轮寿命的影响，分别在节圆处施加峰值为14000N、

17500N、21000N、28000N的脉动循环变载荷(尺=0)，设置图4．7所示初始缺陷，

对其进行裂纹扩展仿真并计算得到相应的寿命，如图5．6所示。表5．1为齿根裂纹

扩展到全齿宽时载荷循环次数，并由此得到该寿命区域的S-N曲线，如图5．7所示。

该曲线可表示为O'Fp 2-334·151n(nt)+4440”5。

图5．6不同载荷条件下裂纹长度与循环次数的关系

Fi95．6 Crack length verSus number of load cycles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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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不同载荷条件裂纹扩展到全齿宽时载荷循环次数

Table 5．1 number of cycles when the crack length growth to the tooth width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载荷N／蚴
无缺陷时齿根

循环次数 载荷N／衄 无缺竺!尊警 循环次数载荷N／蚴
最大等效应力

循环次数 载荷N／衄
最大等效应力

循环次数
最大等效应力 最大等效应力

633 705Mpa 177486 1000 11 10 Mpa 28629

667 743 Mpa 143313 1167 1290 Mpa 12853

700 776 Mpa 120643 1333 1455 Mpa 8583

750 837 Mpa 76632 1500 1660 Mpa 5704

833 932 Mpa 50143

图5．7不同载荷条件下S-N曲线

Fig 5．7 S-N curve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5．3有限寿命条件下行星齿轮传动寿命评价

第四章研究结果，结合本文研究的行星传动机构的特点，选用齿轮压力角为

250，轮辐最小厚度为3．5，IS053．2 B型齿廓(矗：；'=1．25，p：=o．38，矗二=1．0)。行星

传动中，行星轮系的太阳轮总的循环次数为1．5x105，行星轮系中内、外行星轮的

循环次数约为1．65x105、1．1x105，差动轮系的行星轮工作时间的循环次数约为

2．1×105根据前两章研究得到的结果对减速器参数进行重新设计，保证重合度大于

1．5，并使得弯曲强度安全系数大于1．35，重新设计结果如表5．2所示。新的设计

方案采用不同的参数，重合度比原设计方案低，不包含箱体的部分质量略重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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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行星齿轮传动参数

行星轮系 差动轮系

输入齿轮 内行星轮 外行星轮 内齿圈 太阳轮 行星轮 内齿圈

Zl
』-^ Z， Zd Z5 Z6

‘；1

齿数 21 28 27 126 55 27 110

模数 1．1 1．1 1．1 1．1 1．5 1．5 1．5

压力角 25。 250 25。 250 250 25。 25。

中心距 26．5 29．5 54 61．5 61。5

齿宽 10．2 10．2 10．2 10．2 13．8 13．8 13．8

重合度 1．50 1．55 1．62 1．50 1．62

计算寿命 1．5×105 1．65×105 1．1×105 1．5×105 2．1x105

5．4本章小结

应用边界元分析软件FRANC3D对包含初始缺陷的齿轮进行裂纹扩展仿真，得

到扩展至整个齿宽后的裂纹形状，以及载荷循环次数与裂纹长度关系曲线。通过

一计算不同载荷条件下齿根应力和裂纹扩展到全齿宽时的循环次数，得到有限寿命

条件下的S-N曲线，并将应用所得结论对减速器进行了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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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与展望

6．1全文总结

无人水下航行器(uuv)有热动力和电动两类推进系统。其中电动推进系统由

于其功率不受背压影响、噪声小、航行中无污人水下航行器的最新选择。本文以

某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对转行星轮减速器为研究对象，采用染、无重量变化以及使

用维护方便等优点，在现代水中兵器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在电动

推进系统中，采用单转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结合减速传动机构的推进系统是目前

无理论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减速器的功率流向特性和有限寿命条件下的齿根弯曲

寿命，具体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出一种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电力推进系统的新型复合行星减速机构。

该减速机构由一个行星轮系与一个差动轮系组成，可以将一个单输入转化为两个

转速相等的同轴对转输出。作用于行星轮系齿圈的扭矩可以平衡电机定子上的反

力矩。基于差动轮系功率流向特征，通过分析可知本文研究的复合轮系功率流向

特征与航行器前、后螺旋桨受的外部载荷紧密相关。并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一对比锥齿轮与差动轮系组成的传动机构，新型机构能更容易地实现将单输入

转化为低速同轴对转双输出，并通过选择合理传动比及其螺旋桨负载曲线来平衡

箱体上受的力矩。其缺点是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与双电机或者双转子电机的

结构相比，本文研究的机构有体积小、质量轻、容易润滑的优点。

②在提出的复合行星轮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行星内外啮合行星轮系和差动

行星轮系需满足的各种几何条件及齿轮强度条件，建立了两级行星轮传动系统的

优化设计模型，并对两单级分别进行优化。通过编写matlab程序进行求解，得到

满足要求的所有解。以减速器的体积最小为优化计算的目标，从所有满足条件的

参数组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组参数。

③应用边界元分析软件FRANC3D研究了加载力大小、初始缺陷形状及位置、

轮辐厚度、压力角、齿根圆角等因素对裂纹扩展速度的影响，对包含初始缺陷的

齿轮进行裂纹扩展仿真，得到扩展至整个齿宽后的裂纹形状，以及载荷循环次数

与裂纹长度关系曲线。通过计算不同载荷条件下齿根应力和裂纹扩展到全齿宽时

的循环次数，得到有限寿命条件下的S-N曲线。

6．2进一步研究工作

作者在本文的研究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仍有许多

工作可以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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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整个系统功能结构限制，不设置专门的润滑油路系统，就需要给齿轮

传动提供可靠的润滑方式；同时为了适应自航行器的特殊工况，要求整个减速传

动机构具有低噪声、低温升和高传动效率等性能。有必要研究合适的固体润滑方

式来满足减速机构的可靠性和温升等性能指标。可以采用表面工程技术和齿面改

质理论，在齿轮齿面上生成具有良好减摩性和抗胶合性的固体润滑复合涂层从而

有效地提高零件减摩、耐磨、抗咬合等性能

②利用已经购买的齿轮试验机对裂纹扩展及其寿命进行一定的实验验证。

③应用断裂力学的理论对齿根裂纹的扩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载荷加

载方式是将载荷加载在齿轮啮合过程中单齿啮合的最高点。实际情况下在一对齿

轮啮合过程过程中，啮合点及其两主从动轮之间的力都是在变化，因此可以考虑

将其过程离散成若干个时间段，同时考虑啮合过程中主从动轮相对滑动的摩擦力

对齿根裂纹的扩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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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读研期间一起学习的各位师兄弟们。他们在我做课题过程中为我

提供了r不少的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参加我论文评审、答辩的各位专家、教授!向所有帮助过我的

老师、同学、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汤庆儒

二0一二年五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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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 录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1] 石万凯， 汤庆儒．基于裂纹扩展的齿轮弯曲疲劳寿命仿真分析．兰州理工大学学报．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轴对转行星齿轮传动机理研究”(项目号：51075408)．

C．参数优化设计程序

％行星轮系优化程序

clear all

clc

format short g

zl=0；z2=O；z3=0；z4=0；m0=0；m=0；bO=O；b=0；ntl=0；nt2=O；nt2=O；yntl=O；ynt2=O；ynt2=O；SIGFps20；S

IGFpxl=0；SIGFpx2=0；SIGFs=0；SIGFxl=0；SIGFx2=0；SIGHps=0；SIGHpxl=0-；SIGHpx2==0；SIGHs

=0；SIGHxI=0；SIGHx2=0；SFs=0；SFxl=0；SFx2=0；SHs--0；SHxl=0；SHx2=0；i=0；F=1 00000000；F0=1

00000000；

alfan=de92rad(17．5)；

for zl=17：30，

z4=6木zl；

iffix((z4··z1)／3)=(z4--z1)／3

for z2=fix((z4一z1)／4)：fix((z4-z1)／2)，

ifz2>(z4一z1)／4

for z3=17：z2，

if2木(z2+z3)+zl>z4

alfal=aeos(((zl+z2)^2+(z4-z3)“2一(z2+z3)^2)／(2／(z1+z2)宰(z4-z3)))；

for m0=10：20，

m=m0／10；

ifm木z4>100&in掌z4<280&0．866木(zl+z2)>z2+4&(z4-z3)^2+(zl+z2)^2-2木(z4-z3)

木(zl+z2)}cos(2宰pi／3-alfal)>(z2+z3+4+4)^2&z4-zl>2奉z3+8&z4-zl>=2奉z2+4+2

for b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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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10；

alfaal=acos(m*zl*cos(alfan)／(m木zl+2奉m))；

alfaa2=acos(m*z2*eos(alfan)／(m木z2+2车m))；

alfaa3=aeos(m*z3章cos(alfan)／(m宰z3+2半m))；

epsalfal2=(zl*(tan(alfaal)-tan(alfan))+z2霉(tan(alfaa2)-tan(alfan)))／2／pi；

epsalfa23=(z2幸(tan(alfaa2)．tan(alfan))+z3枣(tan(alfaa3)-tan(alfan)))／2／pi；

if epsalfal2>=1．5&epsalfa23>=1．5

x=0：

luofp=0．38；

h胪1．25；

E=pi*m／4-hfp霉m木tan(alfan)·(1-sin(allan))枣luofp半m／cos(allan)；

G=luofp·hfp+x；

betab=0；

zn=zl；

H=2木Qi／2-E／m)／zn-pi／3；

theta=-H／(1·2木G／zn)；

eps=0．001；

while abs(theta—r2木G／zn)木tan(theta)+H)>eps

f=-theta-(2宰G／zn)宰tan(theta)+H；

df=-I-(2木G／m)*(1+(tan(theta))^2)；

theta=(theta木df-f)／df；

end

sFnvm=za宰sin(pin-theta)+1．732木(G／cos(theta)-luo审)；

luoFvm=luofp+2木G木G／(cos(theta)宰(zn丰cos(theta)木cos(them)-2水G))；

epsalfan=epsalfal2；

dn--m木zn；

dbn=dn掌cos(alfan)；

dan=dn+2卑m：

den=2*sqrt((sqrt((dan／2)A2-(dbn／2)A2)-pi水Ill}cos(allan)木(epsalfan-1))^2+(d

bn／2)^2)；



alfaen=acos(dbn／den)；

gamae=(pi／2+21‘x幸tan(al缸))／趵+tan(a1缸吣-alfan-tan(alfaen)+alfaen；

alfaFen=alfaen-gamae；

hFevm=((cos(gamae)．sin(gamae)宰tan(alfaFen))幸den／m-zn4‘cos(pi／3·,them)。

G／cos(theta)+luofp)／2；

YFl=6*(hFevm)*cos(alfaFen)／((sFnvm)^2：‘cos(alfan))；

L=sFnvm／hFevm；

qs=sFnvm／2／luoFvm；

YSl=(1．2+0．13事L)宰qs'^(1／(1．21+2．3／L))；

zn=z2；

H=2宰(p以·．E／m)／zn-pi／3；

theta=-H／(1-2掌G／zn)；

eps=0．001；

while abs(theta-(2木G／zn)搴tan(theta)+H)>eps

f=theta．(21'G／zn)幸tan(theta)+H；

df=1．．(2*C／zn)宰(1+(tan(theta))'^2)；

theta=(theta’。af-f)／df；

end

sFnvm=zn*sin(pi／3．theta)+1．732牛(G／cos(theta)-luofp)；

luoFvm=luofp+2*G*G／(cos(theta)幸(zn4。cos(theta)幸cos(theta)·2幸G))；

epsalfan=epsalfa23；

dn--m枣zn；

dbn=dn4：cos(alfan)；

dan=tha+2*m；

den_2宰sqrt((sqrt((dan／2)^2-．(dbn／2)^2)-pi宰m搴cos(allan)宰(epsalfan-1))^2斗-(d

bn／2)^2)；

alfaen=acos(dbn／den)；

gamae=(pi／2+2幸x毒tan(alfan))／zn+tan(alfan)·alfan-tan(alfaen)+alfaen；

alfaFen=alfaen-gamae；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hFevm=((cos(gamae)-sin(gamae)木tan(alfaFen))木den／m-zn木cos(pi／3-theta)-

G／cos(theta)+luofp)／2；

YF2=6木(hFevm)宰cos(alfaFen)／((sFnvm)^2木cos(alfan))；

L=sFnvm／hFevm；

qs=sFnvm／2／luoFvm；

YS2=(1．2+0．13球L)半qs^(1／(1．21+2．3／L))；

zn=z3；

H=2木0i／2一E／m)／zn-pi／3；

theta=-H／(1-2宰G／zn)；

eps=O．001；

while abs(theta-(2木G／zaa)木tan(theta)+H)>eps

f=-theta·f2木G／zn)木tan(theta)+H；

df=-i-(2宰G／zn)木(1+(tan(theta))^2)；

theta=(theta木df-f)／df；

sFnvm=zn宰sin(pi／3-theta)+1．732枣(G／cos(them)一luofp)；

luoFvm=luofp+2毒G木G／(cos(theta)木(zn半cos(theta)木cos(theta)-2术G))；

epsalfan=epsalfa34；

dn--m半zn；

dbn=dn木cos(allan)；

dan=血+2木m：

den=2木sqrt((sqrt((dan／2)^2一(dbn／2)^2)-pi霉m宰cos(alfan)木(epsalfan·1))^2+(d

bn／2)^2)；

alfaen=acos(dbn／den)；

gamae=(p化+2牟x宰tan(alfan))／zn+tan(alfan)一alfan-tan(alfaen)+alfaen；

alfaFen=alfaen-gamae；

hFevm=((cos(gamae)-sin(gamae)木tan(alfaFen))宰den／m-zn枣cos(pY3一theta)-

G／cos(theta)+luof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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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3=6车(hFevm)木cos(alfaFen)／((sFnvm)^2宰cos(alfan))；

L=sFnvmhaFevm；

qs=sFnvm／2／luoFvm；

YS3=(1．2+0．13术L)宰qs^(1／(1．21+2．3／L))；

ntl=30幸3幸6000；

nt2=(1000+6000}zl／z2)木30；

nt3=(1000宰z4／z3-1000)木30；

Kbetal2=0．95木f0．2075木(b／rn／z1)^2+0．2471木(b／m／z1)+1．08280)；

Kbeta23=0．95幸f0．2075掌(b／m／z2)^2+0．2471宰(b／m／z2)+1．08280)；

Kbeta34=0．95半r0．2075拳(b／m／z3)^2+0．2471枣(b／m／z3)+1．08280)；

K12=1．25奉1．2}1木Kbetal2；

l<23=1．25幸1．2幸1木Kbeta23；

K34=1．25"1．2謇l宰Kbeta34；

yntl=3．6183—0．1802车log(ntl)；

SIGFpl=430木2}1．02宰0．997木yntl；

SIGFI=2水K12幸47750／3／(b}mA2木z1)幸YFl木YSl：

SFI=SIGFpl／SIGFl；

ynt2=3．61 83-0．1 802牛log(nt2)；

SIGFp2=0．7车430宰2掌1．02謇0．997木ynt2；

SIGF21=2木K12宰47750／3／(b木mA2宰z1)*YF2木YS2；

SF2 1=SIGFr}2／SIGF2 1；

SIGF23=2木K23謇47750／3／(b幸m^2宰z2)*YF2木YS2；

SF23=SIGFp2／SIGF23；

if SF21<SF23 SF2=SF21；

else SF2=SF23；

end

SIGF2=SIGFp2／SF2；

ynt3=3．6183-0．1802宰log(nt3)；

SIGFp3=0．7}430}2木1．02半0．997宰y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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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F32=2*K23木47750／3／(b幸m^2术z2)幸YF3*YS3；

SF32=SIGFp3／SIGF32；

SIGF34=2*K34*47750／3／(b木m^2术z3)幸YF3木YS3；

SF34=SIGFp3／SIGF34；

if SF32<SF34 SF3=SF32；

else SF3=SF34；

end

SIGF3=SIGFp3／SF3；

zntl=2．663—0．0942术log(ntl)；

SIGHpl=1500术zntl术(1．076-0．0109木m)；

SIGHI=I．285*2．36木189．8木1母sqrt(2木47750／3宰(z2／zl+1)／(b丰m^2幸zl^2宰z2／

z1))；

SHI=SIGHpl／SIGHl；

znt2=2．663—0．0942掌log(nt2)；

SIGHp2=1500木znt2术(1-076-0．0109木m)；

SIGH2=1．285木2．36木189．8宰1幸sqrt(2木47750／3木(z3／z2+1)／(b半mA2木z2^2枣z3／

z2))；

SH2=SIGHp2／SIGH2；

znt3=2．663-0．0942术log(nt3)；

SIGHp3=1500半znt3半(1．076-0．0109幸m)；

SIGH3=I．285木2．36木189．8木1木sqrt(2母47750／3木(z4／z3-1)／(b术m^2拳z3^2宰z4／z

3))；

SH3=SIGHp3／SIGH3；

ifSFI>=2&SF2>=2&SF3>=2&SHl>1．35＆SH2>1．35&SH3>1．35

i=i+l：

F=pi水rll^2}b幸z1"2／4+3*pi木Irl^2*b母z2^2／4+3枣pi木m^2掌b术z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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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半m^2木b木((z4+8宰m)^2一z4^2)／4；

ifF<=FO

F0=F；

【m，z1，z2，z3，z4，b，SIGFl，SIGF2，SIGF3，SIGHl，SIGH2，

SIGH3，SFl，SF2，SF3，SHl，SH2，SH3】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1

％差动轮系优化程序

clear a11

format short g

z5=0；z6=0；z7=O；mO=0；m=0；b0=O；b=O；nt5=O；nt6=O；ynt5=0；ynt6=0；SIGFp5=O；SlOFp6=O；

SIGF5=0；SIGF6=0；SIGHp5=0；SIGHp6=0；SIGH5=0；SIGH6=0；SF5=0；SF6=0；SH5=0；SH6=0；

i_O；F=O；F0=l 500000；

alfan=de92rad(17．5)；

for z5=34：70，

z7=2宰z5；z6=fix(z5／2)；

if flx((z5+z7)／3)一(z5+z7)／3

for mO=l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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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10；

ifm謇z7>130&m木z7<280

for bO=100：400，

b=bO／l O；

alfaa5=acos(m半z5枣cos(alfan)／(m宰z5+2冰m))；

alfaa6=acos(rn木z6宰cos(alfan)／(m木z6+2宰m))；

epsalfa56=(z5乖(tan(aIfaa5)-tan(alfan))+z6木(tan(alfaa6)-tan(alfan)))／2／pi；

if epsalfa56>1．5

x=0：

luofp=O．38；

hfp=1．25；

E=pi掌m／4-hfp宰m宰tan(alfan)-(1-sin(allan))木luofp木m／cos(alfan)；

G2luofp-hfp+x；

betab=0；

zn=z5；

H=2拳Qi／2-EIm)lzn-pi／3；

them=-H／(1-2宰G／zn)；

eps20．001；

while abs(theta-r2拳G／zn)*tan(theta)+H)>eps

f=theta-r2誊G／zn)木tan(theta)+H；

df=l一(2宰G／zn)幸(1+(tan(theta))^2)；

theta=(theta*dr-f)／dr；

end

sFnvm=zn宰sin(pi／3-theta)+1．732球(G／cos(theta)一luofp)；％s(181)Fnvm=sFn／m

luoFvm=luofp+2拳G木G／(cos(theta)木(zn半cos(theta)木cos(them)-2木G))；％(1 82)

epsalfan=epsalfa56；

dn--m木zn；

dbn=dn木cos(alfan)；

dan=dn+2木m：

den=2宰sqrt((sqrt((dan／2)^2一(dbrd2)^2)-pi串m木cos(alfan)}(epsalfan-1))^2+(dbn／2)^2)；

alfaen=acos(db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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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ae=(p化+2}X木tan(alfan))／zn+tan(alfan)一alfan-tan(alfaen)+alfaen；

alfaFen=alfaen—gamae；

hFevm=((cos(gamae)-sin(gamae)}tan(alfaFen))幸den／m-zn木cos(pi／3一them)-G／cos(thet

a)+luofp)／2；

YF5=6幸(hFevm)枣cos(alfaFen)／((sFnvm)^2木eos(alfan))；

L=sFnvm／hFevm；

qs=sFnvm／2／luoFvm；

YS5=(1．2+0．13}L)}qs^(1／(1．21+2．3／】L))；

zn=z6；

H=2宰Qi／2-E／m)／zn-pi／3；

theta=-H／(1-2木G／zn)；

eps=0．001；

while abs(theta-f2幸G／zn)宰tan(theta)+H)>eps

f=theta-(2木G／zn)宰tan(theta)+H；

df=l-(2幸G／zn)奉(1+(tan(theta))^2)；

theta=(theta木df-f)／df；

end

sFnvm=zn木sin(pi／3-theta)+1．732幸(G／cos(them)-luofp)；％s(1 8 1)Fnvm=sFn／m

luoFvm=luofp+2宰G宰G／(cos(theta)宰(zn}cos(them)宰cos(them)-2牛G))；％(1 82)

epsalfan=epsalfa56；

dn--m幸zn；

dbn=dn宰cos(alfan)；

dan=dn+2半m：

den=2}sqrt((sqrt((dan／2)^2一(dbn／2)A2)-pi幸m}cos(allan)宰(epsalfan-1))^2+(dbn／2)^2)；

alfaen=acos(dbn／den)；

gamae=(pi／2+2木X半tan(alfan))／zn+tan(alfan)-alfan-tan(alfaen)+alfaen；

alfaFen=alfaen-gamae；

hFevm=((cos(gamae)·sin(gamae)宰tan(alfaFen))木derdm一趾宰cos(pi／3-them)-G／cos(thet

a)+luof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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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6=6毒(hFevm)木cos(alfaFen)／((sFnvm)^2宰cos(alfan))；

L=sFnvm／hFevm；

qs=sFnvm／2／luoFvm；

YS5=(1．2+0．13木L)*qs^(I／(I．21+2．3／】L))；

nt5=5000*30；

nt65=60000；

nt67=60000；

ynt5=3．6183—0．1802木log(nt5)；

SIGFp5=430书2木1．02拳0．997木ynt5；

Kbeta56=0．95番fO．2075}Co／m／z5)“2+0．2471木Co／m／z5)+1．08280)；

飚6=1-25木1．2宰1木Kbeta56；

SIGF5=2宰K56丰238750／3／(b宰mA2母z5)木YF5幸YS5；

SF5=SIGFp5／SIGF5；
一

ynt65=3．6 1 83-0．1 802木log(nt65)；

SIGFp65=0．7丰430木2木1．02木0．997宰ynt65；

Kbeta65=0．95謇fO．2075}Co／m／z6)^2+0．2471拳(b／m／z6)+1．08280)；

K65=1．25术1．2宰1幸Kbeta65；

SIGF65=2*K65案238750／3／Co宰rn^2半z5)宰YF6宰YS6；

SF6=SIGFp65／SIGF65；

da5--m枣z5+2木m：

da6=m木z6+2幸m：

db5=m奉z5木cos(alfan)；

db6=m宰z6年cos(alfan)；

M1=tan(alfan)／sqrt((sqrt(da5^2／db5人2-1)-2木pi／z5)幸(sqrt(da6A2／db6^2一1)一(epsalfa56—1

1木2丰pi／z6))；

M2=tan(alfan)／sqrt((sqrt(da6^2／db6^2·1)-2掌pi／z6)木(sqrt(da5^2／db5^2·1)-(epsalfa56-1

、木2宰pi／zS))；

ifMl>l ZB5=M1；

else ZB5=I；

72



附 录

end

ifM2>1 ZD6=M2；

else ZD6=I；

end

zeps=sqrt((4一epsalfa56)／3)；

znt5=2．663-0．0942木log(nt5)；

SIGHp5=1500串znt5}(1．076-0．0109半m)；

SIGH5=ZB5*2．5"189．8*zeps*sqrt(2枣238750／3木(z5／z6+1)／(b木irl^2木z6^2奉z5／z6))；

SH5=SIGHp5／SIGH5；

znt65=2．663-0．0942木log(nt65)；

SIGHp65=1500}znt65宰(1．076-0．0109木m)；

SIGH65=ZD6*2．5"189．8*zeps*sqrt(2宰238750／3木(z5／z6+1)／(b宰mA2}z6^2}z5／z6))；

SH6=SIGHp65／SIGH65；

ifSF5>=2&SF6>=2＆SH5>1．35＆SH6>I．35

仁i+1：

F=pi*m^2*b木z5^2／4+3"pi奉m^2*b宰z6^2／4+pi宰m^2木b謇“z7+8木n的^2·z7^2)／4；

ifF<=F0

FO=F：

[m，z5，z6，z7，b，SIGF5，SIGF65，SIGH5，SIGH65，SF5，SF6，SH5，

SH6]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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