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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

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首先利用ANSYS建

立齿轮仿真模型；然后在此模型基础上完成载荷

加载、划分网格、设置边界条件及应力求解及等

工作；再将模型导入FRANC3D中，得到齿轮齿根裂

纹的扩展路径和方向、裂纹扩展过程中的应力强

度因子变化及裂纹寿命预测等数据；最后通过分

析有限元仿真的结果得到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

的规律。本发明基于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直齿

轮齿根裂纹的扩展规律，不仅跟踪了裂纹扩展情

况，还得到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规律

及疲劳寿命预测曲线，不仅具有较高的计算精

度，而且实验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为齿轮齿根裂

纹扩展的深度研究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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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1：根据直齿轮的齿轮参数，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直齿轮的有限元仿真模型；

步骤2：在有限元仿真模型中对齿根裂纹扩展区域进行三角形单元网格的划分；

步骤3：对有限元仿真模型设置仿真条件，并验证仿真条件的有效性，包括：

步骤3.1：在单齿啮合最高点A处施加载荷，载荷的方向垂直于A点的齿廓；

步骤3.2：边界条件设定为内齿圈、边界固定，加载方式设置为静态加载；

步骤3.3：通过应力求解分析验证仿真条件的有效性，当仿真条件有效时，输出设置有

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当仿真条件无效时，重新设置仿真条件，所述仿真条件包括施

加的载荷、设定的边界条件；

步骤4：利用断裂分析软件，对设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进行齿根裂纹的扩展

模拟，得到齿根裂纹扩展的寿命预测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包括：

步骤4.1：将设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导入裂纹分析软件中，并确定齿根裂纹

扩展区域所在的子模型；

步骤4.2：设置初始裂纹，裂纹类型选择为普通角裂纹；

步骤4.3：通过裂纹自动扩展仿真，得到裂纹扩展的路径、方向；

步骤4.4：利用公式(1)计算不同类型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根据得到的应力强度

因子值确定齿根裂纹扩展的裂纹扩展类型；

式中，v*、u*、ω*表示三个坐标方向下的位移分量，KΙ、KΙΙ、KΙΙΙ分别表示I型、II型、III型

扩展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G表示剪切弹性模量，θ、r表示裂纹尖端区域的极坐标；

步骤4.5：根据公式(2)给出的pairs寿命预测公式，对公式(2)求积分得到某一种裂纹

扩展类型下的寿命预测值N，

式中，a表示裂纹长度，a的取值为裂纹面积的平方根，ΔKζ表示ζ型扩展裂纹对应应力强

度因子的变化幅度值，C、m表示直齿轮的材料系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有限元分析软件为ANSYS软件，所述断裂分析软件为FRANC3D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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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齿根疲劳裂纹扩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

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齿轮传动是机械传动中最重要、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传动，任何材料和结构的齿轮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裂纹或类似于裂纹的缺陷，它们的存在和扩展，降低了齿轮的承载能

力，继而影响了工程机构的安全与总体质量。大量实验表明，齿根裂纹是导致齿轮齿断裂最

大的影响因素。

[0003] 目前国内外对齿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齿轮强度的分析，而对齿轮裂纹扩展规律

的研究较少。因此，需要对齿根裂纹扩展展开更深入的研究。目前采用的相关物理实验方法

对实验环境要求较为苛刻，实验成本较高，且耗时长，并不是一种理想可行性方式。在此现

状下，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及断裂分析软件进行疲劳裂纹扩展模拟研究，在仿真条件切近

实际情况下能有效避免实验方式的弊端。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采用有限元模拟的方式，提出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

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1：根据直齿轮的齿轮参数，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直齿轮的有限元仿真模

型；

[0006] 步骤2：在有限元仿真模型中对齿根裂纹扩展区域进行三角形单元网格的划分；

[0007] 步骤3：对有限元仿真模型设置仿真条件，并验证仿真条件的有效性，包括：

[0008] 步骤3.1：在单齿啮合最高点A处施加载荷，载荷的方向垂直于A点的齿廓；

[0009] 步骤3.2：边界条件设定为内齿圈、边界固定，加载方式设置为静态加载；

[0010] 步骤3.3：通过应力求解分析验证仿真条件的有效性，当仿真条件有效时，输出设

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当仿真条件无效时，重新设置仿真条件，所述仿真条件包

括施加的载荷、设定的边界条件；

[0011] 步骤4：利用断裂分析软件，对设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进行齿根裂纹的

扩展模拟，得到齿根裂纹扩展的寿命预测值。

[0012] 所述步骤4包括：

[0013] 步骤4.1：将设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导入裂纹分析软件中，并确定齿根

裂纹扩展区域所在的子模型；

[0014] 步骤4.2：设置初始裂纹，裂纹类型选择为普通角裂纹；

[0015] 步骤4.3：通过裂纹自动扩展仿真，得到裂纹扩展的路径、方向；

[0016] 步骤4.4：利用公式(1)计算不同类型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根据得到的应力

强度因子值确定齿根裂纹扩展的裂纹扩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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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0018] 式中，v*、u*、ω*表示三个坐标方向下的位移分量，KΙ、KΙΙ、KΙΙΙ分别表示I型、II型、

III型扩展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G表示剪切弹性模量，θ、r表示裂纹尖端区域的极坐

标；

[0019] 步骤4.5：根据公式(2)给出的pairs寿命预测公式，对公式(2)求积分得到某一种

裂纹扩展类型下的寿命预测值N，

[0020]

[0021] 式中，a表示裂纹长度，a的取值为裂纹面积的平方根，ΔKζ表示ζ型扩展裂纹对应

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幅度值，C、m表示直齿轮的材料系数。

[0022] 所述有限元分析软件为ANSYS软件，所述断裂分析软件为FRANC3D软件。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首先基

于有限元分析软件实现精确的齿轮建模、划分网格、建立边界条件及应力分析等工作；然后

利用断裂分析对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并计算得到裂纹尖端应力强度

因子以及预测齿轮疲劳寿命；基于有限元模拟的方法对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进行分

析，为之后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更可靠、更快速的分析方法。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中的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中的FRANC3D软件的工作流程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中的基于FRANC3D软件进行疲劳断裂问题分析的原理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中的基于ANSYS软件构建的直齿轮模型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中的添加仿真条件后的齿轮模型图，其中图(a)为施加约束后的齿轮

模型图，图(b)为施加载荷后的齿轮模型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中导入FRANC3D软件的齿轮模型图，其中图(a)安装了齿根初始裂纹

的子模型图，图(b)为初始裂纹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中得到的齿根裂纹扩展结果图，其中图(a)为齿根裂纹扩展路径图，

图(b)为裂纹扩展路径步数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中不同裂纹扩展类型下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图，其中

图(a)为应力强度因子KΙ的分布规律图，图(b)为应力强度因子KΙΙ的分布规律图，图(c)为应

力强度因子KΙΙΙ的分布规律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得到的齿根裂纹扩展寿命预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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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实例对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有限元仿真的直齿轮齿根裂纹扩展规律分析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36] 步骤1：根据直齿轮的齿轮参数，具体的参数数值如1所示，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如ANSYS软件)建立直齿轮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如图4所示；

[0037] 表1直齿轮几何参数表

[0038]

[0039] 步骤2：为提高仿真精度，在有限元仿真模型中对齿根裂纹扩展区域进行三角形单

元网格的划分；

[0040] 步骤3：对有限元仿真模型设置仿真条件，并验证仿真条件的有效性，包括：

[0041] 步骤3.1：瞬态动力学分析表明，直齿轮齿根处在啮合过程中受到脉动循环载荷的

作用，最大拉应力出现在齿轮啮合至分度圆时，且齿根处最大主应力的方向为沿齿根切线

方向，所以在单齿啮合最高点A处施加载荷，载荷的方向垂直与A点的齿廓，如图5中图(a)所

示；

[0042] 步骤3.2：边界条件设定为内齿圈、边界固定，加载方式设置为静态加载，如图5中

图(b)所示，不考虑齿轮啮合过程中的载荷幅值与方向变化；

[0043] 在ANSYS中完成建模等一系列工作后，必须进行应力求解分析，应力求解分析成功

后，即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0044] 步骤3.3：通过应力求解分析验证仿真条件的有效性，当仿真条件有效时，输出设

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当仿真条件无效时，重新设置仿真条件，所述仿真条件包

括施加的载荷、设定的边界条件，其中单齿啮合最高点垂直齿廓方向的载荷施加，分解为x

轴方向-2900N，y方向-800N，因为是静态加载方式，边界条件设定为内齿圈、边界固定；应力

求解分析求得的最大拉应力达到了3274.51MPa。通过手册(GB/T  14230-93[S].中国标准出

版社，1993 ,03 ,04 .)查询齿轮的弯曲疲劳应力为3150MPa，实际结果接近设计值，可知在

ANSYS软件中建立的齿轮模型符合齿轮啮合实际受力情况。

[0045] 由上一步应力求解分析结果可知，在ANSYS软件中建立的齿轮模型可行，如图6所

示，将在FRANC3D软件中进行下一步齿根裂纹扩展模拟，如图2～图3所示；

[0046] 步骤4：利用断裂分析软件，对设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进行齿根裂纹的

扩展模拟，得到齿根裂纹扩展的寿命预测值，包括：

[0047] 步骤4.1：将设置有仿真条件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导入裂纹分析软件(如FRANC3D软

件)中，并确定齿根裂纹扩展区域所在的子模型；

[0048] 步骤4.2：设置初始裂纹，裂纹类型选择为普通角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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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步骤4.3：通过裂纹自动扩展仿真，得到裂纹扩展的路径、方向，如图7所示，裂纹扩

展路径步数图如图7中的图(b)所示，每一条线都代表裂纹扩展的一步，可得到齿根裂纹扩

展路径规律：齿根裂纹扩展方向与齿根切线方向垂直；前期裂纹沿着轮缘的方向扩展，后期

扩展朝向齿根方向，裂纹扩展总体趋势为向轮齿周向扩展直至轮齿断裂。

[0050] 结构断裂问题可以归结为应力强度因子的求解，当前求解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有

数值解法、解析解法以及试验标定方法等等。其中解析法只能求解简单的问题，对于大多数

的问题仍需要采用数值解法对应力强度因子进行求解；

[0051] 步骤4.4：首先用有限元法求解出网格单元节点位移，然后利用公式(1)计算不同

类型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根据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值确定齿根裂纹扩展的裂纹扩展

类型；

[0052]

[0053] 式中，v*、u*、ω*表示三个坐标方向下的位移分量，KΙ、KΙΙ、KΙΙΙ分别表示I型、II型、

III型裂扩展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G表示剪切弹性模量，θ、r表示裂纹尖端区域的极坐

标，其中I型扩展裂纹为张开型裂纹，II型扩展裂纹为滑开型裂纹，III型扩展裂纹为撕开型

裂纹；

[0054] 步骤4.5：pairs寿命预测方法是估算裂纹扩展寿命最为经典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数

学模型，设置变量为初始裂纹长度；根据公式(2)给出的pairs寿命预测公式，对公式(2)求

积分得到某一种裂纹扩展类型下的寿命预测值N，

[0055]

[0056] 式中，a表示裂纹长度，a的取值为裂纹面积的平方根，ΔKζ表示ζ型扩展裂纹对应

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幅度值，C、m表示直齿轮的材料系数，可由实验获得，C＝8*10-12、m＝

4.1987。

[0057] 本实施方式中，根据计算得到的不同裂纹扩展类型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值，如图8所

示，图8中横坐标表示无量纲裂纹长度L，L代表裂纹尖端到起点的弧长与从终点到起点的整

个弧长之比；从图中可以看出，裂纹前缘I型应力强度因子远远大于Ⅱ型和Ⅲ型应力强度因

子，裂纹前缘Ⅱ型应力强度因子略大于Ⅲ型应力强度因子，确定该裂纹扩展类型是以张开

型裂纹为主，以滑开型裂纹和撕开型裂纹为辅的扩展模式。该型扩展裂纹下的直齿轮寿命

预测曲线图如图9所示，将该型扩展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变化幅度值带入公式(2)中计

算得到的寿命预测值N＝2.3×106。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182807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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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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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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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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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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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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