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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P—MFC的采煤机摇臂系统齿轮性能退化可靠性分析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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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齿轮作为采煤机摇臂系统的关键零件，其性能退化对采煤机的工作可靠性有着重要影响。建立了采煤机摇臂

系统的刚柔耦合虚拟样机(VP)模型，基于仿真结果，计算得到温度载荷，应用ANSYS对摇臂系统的薄弱齿轮副进行

多场耦合(MFC)分析，得到了齿轮的温度场及结构场云图。建立引入裂纹后的齿轮有限元模型，利用FRANC3D对其

进行断裂裂纹扩展数值模拟，得到了齿轮的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扩展轨迹与疲劳寿命。提出以齿轮的裂纹扩展疲

劳寿命和可靠度为退化指标的定量评估方法，结果表明齿轮性能退化成指数分布。将虚拟样机、多场耦合与断裂力学

相结合，为齿轮性能退化可靠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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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liability o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for gear in rocker

system of shearer based on VP—MFC

ZHAO Lijuan，LI Minghao，FAN Jiayi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Fuxin Liaoning 123000，China)

Abstract：As the key part of rocker system in shearer，th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of gear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orking reliability of shearer．An rigid—flexible coupling virtual prototype(VP)model of rocker system in shearer was es—

tablished．and the temperature load was obtained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The multi—field coupling(MFC)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weak gear pair of rocker system by using ANSYS，and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structure field nepho—

gram of gear were obtained．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gear after introducing into crack was established，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fracture crack propag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FRANC3 D，then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n crack front，

the propagation track and the fatigue life of gear were obtained．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taking the crack propagation

fatigue life of gear and the reliability as the degradation indexes was proposed，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formance

degenerate of gear presents an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It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reliability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deg—

radation of gear by combining VP，MFC and fracture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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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齿轮断裂是赋存条件复杂的采煤机摇臂系统齿轮

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之一，占其故障率的60％以

上¨。1，一直是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笔者从断裂力学裂纹扩展导致齿轮性能退化的角度出

发，以“易维护SLl000型采煤机摇臂计算机仿真模拟分

析”项目为研究背景，建立采煤机摇臂系统刚柔耦合虚

拟样机，应用ANSYS对摇臂系统薄弱齿轮进行多场耦

合分析，将虚拟样机(VP)与多场耦合(MFC)技术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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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FRANC3D对齿轮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得到

了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扩展轨迹与疲劳寿命；定

义齿轮性能退化量指标，构建了齿轮的疲劳寿命和可靠

度性能退化轨迹，为齿轮性能退化可靠性研究提供了新

的方法。

1 齿轮温度一结构耦合分析

1．1 齿轮系统温度场载荷数值计算

根据摩擦生热和热传导理论口1，齿轮在啮合过程中

任意啮合位置的摩擦因数计算式为：p=：。．。。2【：i!等]0．2，7：。。5尺。(1)
式中：尺。，R：分别为主、从动齿轮当量曲率半径，

mm；盯。为任意啮合点齿面接触应力，MPa；口．，口：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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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从动轮绝对滑动速度，mm／s；T／。为润滑油在本体

温度下的动力黏度，MPa·s；R。为齿轮齿面的粗糙度，

“m。齿轮在啮合过程中，由于基本参数和运动参数的

不同，导致热流量的分配不同，摩擦热量计算式为：

g=即"， (2)

式中：q为摩擦热流量，W／mm2；P为啮合点接触载

荷，N／mm2；V。为啮合点相对滑动速度，mm／s。

bhyqnl ，．、

gt 2瓦 oj J

92-盟意迎 (4)92 2——_i——一 0斗，

式中：g．，g：分别为主、从动轮啮合处节点的平均

摩擦热流量；疗，，忍：分别为主、从动轮转速，r／rain；’，为

总摩擦热流量分配系数；b．为啮合区接触半宽，mm。

齿轮的对流换热系数代表齿轮与润滑油、油气混合

物交换热流量的能力，对流换热系数的大小与润滑油的

参数、齿轮的啮合条件和基本参数有着密切联系，根据

齿轮啮合摩擦生热和热传导理论，齿面对流换热系数n

计算式为：

a=0．228R：”1P，·K。／L (5)

式中：R。为雷诺数；P，为润滑油的普朗特数；K。。．为

润滑油的导热系数，mm2／s；L为齿轮分度圆直径，mm。

1．2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在ANSYS中，通过为模型设置单元类型，定义实常

数，赋予不同的材料属性，划分网格单元等操作，在其接

触部分进行细化处理，对其他部分进行必要的简化，建

i。fj=I_轮的有限冗模犁“，如同1斫示

图1齿轮有限元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gears

1．3结构场齿轮分析

根据设计图纸，结合大柳塔52305综采工作面的实

际工况，建立了采煤机摇臂系统的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

型，如图2所示。基于项目组开发的“采煤机载荷模拟

程序”，获得了采煤机前摇臂载荷，设置仿真时间为4 S，

步长为0．001 s，进行仿真，得到齿轮副接触力载荷曲

线，如图3所示。

图2 采煤机摇臂系统刚柔耦合虚拟样机模型

Fig．2 Rigid-flexible coupling model of the

shearer§rocker system

"I J、

图3齿轮副啮合力曲线

Fig．3 The curve of the gear’S engaging force

基于虚拟样机仿真结果，对其进行接触仿真，分析

结果如图4所示。

O洲1l∞15s 2∞+2“，∞3，，●OO●¨500‘ ⋯u巩●i2蛳，””l¨Norml●●n‘h黼
(a)主动齿轮应力云图

∞l，竹”．，3‘nI anl‘，，，●z2，-。 ：，，∞5
3，s

s¨，●1●，‘¨1 s¨弧，2，■o■n●●A‘^蝴
(b)从动齿轮应力云图

图4 不考虑温度场条件下的应力分析结果

Fig．4 The stress results regardless of the temperature

由图4可知，齿轮的最大应力切向位置为主动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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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根处，最大等效应力为901．044 MPa，小于其屈服极限

1 480 MPa，满足静强度要求，且安全系数为1．643。

1．4 温度场边界条件和载荷的确定

基于虚拟样机仿真结果，结合公式(1)一(5)，得到

齿轮副主、从动轮的热流量和对流换热系数的数值计算

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齿轮副热流量和对流换热系数数值

Table 1 Heat flow and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仃icient of the Common conditions

在齿轮渐开面施加温度场载荷，得到齿轮副的温度

场云图，如图5所示。

√—-_—_--————————————————j-——__
10'11

l●03‘Ⅲ，5l‘5●3"jl 2¨5'3"‘，，2，'5●¨-H¨㈣-h
(a)卡动齿轮温度场云图

I 5‘8 'O 0'j ，I‘．1 731●● "'"
19 322 ‘Ol‘0 ‘2●1s 03●‘1 105 s¨

Ho“l●●m⋯h

(b)从动齿轮温度场云图

图5齿轮温度场云图

Fig．5 The temperature nephogram of the gears

由图5(a)可知：主动齿轮的最高温度为83．553℃，

位于其分度圆靠近齿根处，由图5(b)可知：从动齿轮的

最高温度为105．508℃，位于其齿顶处，这是由于采煤

机摇臂系统受载复杂，齿轮副在啮合过程中，相对滑动

速度较大，增加了齿轮啮合过程中产生的热流量，导致

主、从动齿轮出现温度集中现象。

1．5温度一结构耦合分析

提取图3的摇臂系统齿轮最值时刻的结构场载荷，

基于温度场分析结果，在主动齿轮施加驱动力矩，方向

为绕轴线方向。得到齿轮副温度一结构耦合分析结果，

最大应力值及位置如图6所示。

¨‘●¨lO，‘，l
21l

3¨儿‘，●●∞‘孙528 2，‘33 9¨1"559l‘，2¨●50。¨

■●●●l—‘h州■，h

(a)丰动齿轮等效应力0图

Ms”5，。，j 11．o“171 O，，2，‘+l“2，5157Ⅲm●13 21，‘12”‰Hl
岫I●●●Ib●¨^，h

(b)从动齿轮等效应力云图

图6 多场耦合的等效应力云图

Fig．6 Multi—field coupling equivalent stress nephogram

由图6可知，最大接触应力为950．848 MPa，小于其

屈服极限1 480 MPa，满足静强度要求，且安全系数为

1．557。比较图4和图6可知，基于温度一结构的分析

结果，最大接触应力增大了5．527％，这是由于温度场使

齿轮材料力学性能降低，在同样的结构场载荷下，导致

最大接触应力上升。

2 齿轮疲劳裂纹扩展数值模拟

2．1 断裂裂纹扩展类型

在断裂力学中，带裂纹构件其受力变形方式可分为

张开型(I型)、滑开型(Ⅱ型)和撕开型(Ⅲ型)3种基

本类型，如图7所示。

2．2 齿轮裂纹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为精确模拟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将裂纹前缘生

成14个16节点的楔形单元，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

将圆弧长表示为裂纹前缘某点距起始点的圆弧长与整

个裂纹前缘圆弧长比值¨。，如图8所示。在ANSYS建

立的模态中性文件基础上，结合采煤机刚柔耦合仿真结

果，齿轮应力最大值处为最容易产生裂纹处，在该位置

引入裂纹[6。91，引入裂纹后的齿轮有限元模型如图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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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弱
图8裂纹前缘网格

Fig．8 Crack front mesh

(b)滑开型裂纹

图7裂纹类型

Fig．7 Types of crack

图9 引入裂纹后的齿轮有限元模型

Fig．9 The gear’S finite element model with crack

2．3齿轮裂纹应力强度因子数值模拟

对引入裂纹后的齿轮有限元模型进行数值模拟，

I、Ⅱ和Ⅲ型的应力强度因子结果如图10所示。

nj‘化裂纹前缘K度

图10齿轮应力强度因子

Fig．10 The Gear’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由图10可知，齿轮I型的应力强度因子大于Ⅱ和

Ⅲ型的应力强度因子，齿轮裂纹主要表现为张开型裂

(c)撕开型裂纹

纹，最大值为637 MPa·mm”2，最小值为470．3 MPa·

mm“2，归一化的裂纹两端应力强度因子最大。

2．4 齿轮裂纹扩展数值模拟及寿命预测

经过FRANC3D扩展后，齿轮裂纹扩展三维空间轨

迹如图1 1所示。

图ll 齿轮裂纹扩展轨迹

Fig．11 The gear’S crack propagation path

由图ll可知，齿轮共进行12步扩展，结合三维坐

标发现齿轮裂纹向齿宽和齿厚方向对称扩展，齿宽方向

的扩展量大于齿厚方向。齿轮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

如图12所示，从下至上依次为第l步至第12步裂纹扩

展应力强度因子。

由图12可知，齿轮在第9步应力强度因子最大值

达到3 872 MPa·mm”2，大于材料断裂韧度KIC=3 577

MPa·mm“2，裂纹达到失稳扩展条件，齿轮发生断裂

失效。

2．5基于断裂力学理论的疲劳寿命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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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断裂力学疲劳

寿命方法为Paris公式¨”⋯，裂纹疲劳扩展速率为：

而da=C(aK)“ (6)
i1』Y

式中：C、m为材料特性常数；口为裂纹长度，ITim；N

为载荷的循环次数；AK为应力强度因子幅度。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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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裂纹前缘长度

图12 齿轮裂纹扩展前缘应力强度因子

Fig．12 The gear’S propagation front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v。为：

Np=；io赢导 ㈩

式中：o。为初始裂纹长度，mm；o。为临界裂纹长度，

mm；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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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的存在，Donahue对Paris公

式进行了修正，提出以下推广公式：

坚dN=c(a K一△Kn)“ (8)

修正后的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N。为：

PN=f面南 c9CK A K
，=I————==二—一 ()

J
d。 (△ 一 ，。)“

、

由式(6)一(9)计算可得到齿轮裂纹扩展疲劳寿

命，如图13所示。

图13 齿轮裂纹扩展疲劳寿命

Fig．13 The gear’S fatigue life of crack propagation

由图13可知，发生失稳扩展时，寿命为1．279 8e5

次，裂纹失稳阶段，裂纹扩展速度急剧增加，发生齿轮

断裂。

3 齿轮性能退化可靠性分析

3．1 定义退化量指标

退化量是定量评估齿轮性能的重要指标[12。⋯，齿

轮的疲劳寿命性能退化指标表达式为：

。=警 ㈣，

式中：D为齿轮的退化量；D，。为齿轮初始寿命；D。

为裂纹扩展第t步的寿命。

基于正态型隶属度函数¨“，得到齿轮的疲劳寿命一

可靠度隶属函数为：

R(戈)=

0

1，DⅡ一1
248

x10，、，

1一e一丁(—石ii五币一)‘

l

D。≤1．248 x 105

1．248×105<D，。≤106

D。>106

(1 1)

基于性能退化的齿轮可靠度退化量表达式为：

D。：氅当 (12)DR=二≯ (
儿SO

式中：D。为齿轮的可靠度退化量；R，。为齿轮初始

疲劳寿命可靠度；R。。为裂纹扩展第t步的疲劳寿命可

靠度。

3．2 齿轮性能退化可靠性分析

基于齿轮裂纹扩展仿真结果，结合式(10)～(12)，

得到齿轮随着可靠度退化的性能退化曲线和齿轮可靠

度性能退化曲线如图14～15所示。

齿轮疲劳寿命／×106次

图14齿轮疲劳寿命性能退化曲线

Fig．14 The gear’S fatigue life curve o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3·O

￡：
囊m1．5
％i

0 O 2 0 4 0 6 0 8 0

疲劳奄命”J靠度

图15齿轮可靠度性能退化曲线

Fig．15 Gear reliability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curve

由图14～15可知，齿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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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4；可靠度退化量由

0增至2．277，在齿轮裂纹出现失稳扩展以后，可靠度退

化量D。增加速率加快，且齿轮可靠度性能退化曲线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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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分布。

4 结论

1)多场耦合使齿轮最大接触应力增大了5．527％，

在齿轮设计阶段，应考虑多物理场对其强度校核的

影响。

2)基于多场耦合仿真结果，利用FRANC3D对齿轮

进行断裂特性数值模拟，得到裂纹扩展前缘应力强度因

子，齿轮裂纹主要表现为张开型裂纹，得到了基于断裂

力学理论的齿轮疲劳寿命为1．279 8e5次。

3)以齿轮的裂纹扩展疲劳寿命和可靠度为退化指

标，实现了齿轮性能退化量的定量表达，发现齿轮的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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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性能退化速率逐渐加快，将虚拟样机多场耦合

技术与断裂力学相结合，为机械设备中零部件性能退化

可靠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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