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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课题所研究的大模数齿轮齿条为三峡大坝升船机所用的大模数产品， 缺少相关可

参考的标准和资料， 为突破大模数齿轮齿条设计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的局限性， 本文主

要针对三峡升船机模数为 62.7mm 的大模数齿条材料 35CrNiMo 的弯曲疲劳强度和裂纹

扩展等进行了相关研究， 主要包插以下方面。

首先本文进行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试验研究。采用单齿力日载法和成组法试验方案进行

试验，对所得的数据进行拟合处理。最终得到齿轮的弯曲疲劳的极限应力值，以及各个

应力与循环寿命的关系即 P-S-N 曲线。

其次本文在齿轮弯曲疲劳极限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断裂力学的理论， 着重研究当齿轮

出现微小裂纹后其剩余寿命。 利用有限元软件和 Franc3D 进行仿真分析，获得强度应力

因子等相关参数，根据仿真所获得的参数预测下一步裂纹的扩展情况，并生成下一步扩

展的裂纹， 循环法代直至完全断裂。

再次本文对弯曲疲劳强度试验中所产生的弯曲疲劳断齿先做宏观断口分析， 然后再

对样本做扫描电镜分析， 着重研究其裂纹源，以求找到导致该型号齿轮的断裂原因，为

预防该裂纹的产生提供依据。

最后本文基于分形理论对裂纹扩展的路径进行维数计算， 寻找裂纹扩展路径与维数

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相机采集整个裂纹扩展的图像， 然后利用 Matlab 软件对所采集

到的图像进行处理， 把 RGB 格式的图像处理为二值图。 用计盒维数法对二值图进行维

数计算， 最终得到相应的裂纹分形维数。

关键词： 弯曲疲劳强度疲劳裂纹扩展断面分析分形维数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big modulus gear rack that used for the Three Gorges Dam ship 

Ii白，which Jack of relevant standards and data.In order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big modulus 

gear and rack design standards,In this paper mainly study on the Three Gorges ship lift 

modulus 62.7mm big modulus rack material 35CrNiMo bending fatigue strength and crack 

propagation,included the following. 

First of a ll ,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gear bending fatigue 

strength.Single tooth loading method and group test method test program, and the resulting 

data were 白忧ed processing.Finally get the gear bending fatigue stress limit valu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the cycle life that is the P-S-N curve. 

Secondly based on the 仕acture mechanics theory,focuses on the remaining life after 

small cracks appear. With the help of Franc3D and finite element software,get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nd other relevant parameters,forecast next crac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ameters obtained by the simulation.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rack extension, loop 

iterations until it breaks. 

Thirdly make a macroscopic observation of bending fating fracture analysis,Then 

analyzed the samples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Focuses on its crack source, in order 

to find the cause of the 仕acture type gear reasons.Provide the basis prevention for generating 

the crack. 

Finally, this paper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of crack propagation path dimension 

calculation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ack propagation path between 

dimension.Firstly, use camera to capture crack image , and then using Matlab so丘飞Nare to 

process image, the image were processed RGB format for binary image.Use box-counting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dimension,then get the correspond fracta l dimension. 

Key words: bending fatigue strength ,fatigue crack growth,cross sec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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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 课题来源

本课题来源于： 04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三峡升船机铸造齿条大型实验装备开发及质

量评定”。 （课题编号： 2012ZX040l 0-091)

1 .2 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长江是世界上第三长河，其总长度达 6300km，也是亚洲第一大洞。其干流流经我

国 11 个省市自治区，覆盖的流域面积为 180 万平方公里。且长江孕育了重庆、武汉、

南京、上海等一大批的中国大城市，为这些地方提供了巨大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效益。由

于长江沿线省市经济较为发达， 所以长江为各个省份提供了巨大的航运交通运输，节省

了经济成本，目前长江的航运总的同航里程为 7 万公里，占据了全国航运的 70% ， 长江

水系可以连通流域内的特大城市，诸如重庆、 武汉、宜昌等已经成为我国内陆的大港口。

长江流域经济区已经成为了我国的重要经济领域， 所以长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航运

交通保障。

而在整个长江干流段， 湖北宜昌的巫山山脉由于地势险耍， 导致长江的江面变窄，

其最窄处只有 100 米左右，水流端急，险滩丛生。据传说上古时代长江的干流不是流经

三峡的，而是流经古之南江“陈水”，而导致当时的天下到处都是洪水泛滥。而当时的

治水英雄大禹看到百姓民不聊生，从而开巫山，引长江水向东流去， 虽然是传说，但是

也足可见三峡之险。唐朝诗人李臼就曾写诗 “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名诗，从其诗作中我

们可以感受到三峡的快和险。

那么为了治理长江水， 更好的利用长江的水利资源，我国于 1994 年开始正式动工

建设三峡大坝。正是由于三峡大坝建成，长江水可以形成一个长度 600 多公里的库区，

库容量为 393 亿立方米，蓄水高度达到 175 米。所以三峡大坝建成后可以有效的进行防

洪， 调节长江水的流量；而且可以进行水力发电，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电力资源，

且减少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由于三峡大坝的建立，使得长江干流重庆到宜昌段蓄

水高度升高，水流减缓，使得通航能力得到的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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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航能力得到改善，长江航运的量也显著提高。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东西部

流通增加， 使得长江航运更成为了我国沟通东西部的一条黄金水道。由于水运成本与火

车和公路运输相比较为低， 西部的成都重庆发展成为了西部的制造中心和外贸中心，更

加导致长江水运的兴盛。虽然长江的航运需求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长江三峡大坝的建设，

导致了船舶的过闸时间延长，成为制约三峡通航的瓶颈。

目前着三峡的船舶等待已久成为常态，急需提供现有船闸的通航能力。旅游船正常

的过闸时间约为 3-4 个小时，有时候会耽误为 6-7 个小时。但是在过闸之前需要等待编

队排序过闸，这个所需要的时间就较为长了。而一旦进入三峡库区之后， 航行条件就要

好很多。所以目前急需要解决长江三峡过闸的问题，某，已经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发展的瓶

颈。

1.3 三峡大坝升船机概述

针对三峡航运的过闸难的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建设了三峡大坝的升船机作为措施。

升船机建设在大坝上， 把下游轮船提升起来， 使其满足上游库区水位的要求。其主要构

成有船厢、提升机构、驱动装置、配重等构成。用一下比喻来说就是相当于我们常见的

升降式电梯，即给轮船座一次电梯，使其提升过坝。三峡升船机建设好以后可以极大的

减少过坝时间和轮船的等待时间，由于其基本不需要用的，水还可以节省水资源， 对长

江的船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升船机最早起源于欧洲， 较为有名的是德国于 1935 年建的尼德芬诺升船机，其为

平衡重垂直升船机，其驱动方式为齿轮齿条式提升， 提升的高度为 36m，过船的吨位为

1000 吨。 1962 年建的新亨利兴堡升船机，其为双浮筒垂直升船机， 其驱动方式为双浮

筒提升， 提升的高度为 14.Sm，过船的吨位为 1350 吨。 1935 年建的吕内堡升船机， 其

为双线平衡重垂直升船机， 其驱动方式为齿轮齿条式提升， 提升的高度为 38r口， 过船的

吨位为 1350 吨。我国现在已经建成的升船机有 60 多座 ， 但是大多数为小型的提升机，

多为 50 吨以下的。

升船机按照其运行路线方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垂直式升船机和斜面式升船机。垂

直式升船机如其名，是船进入到承船厢内，依靠配重把船垂直的提升到相应的高度。斜

面升船机的运行原理与垂直式的不同 ， 其承船厢沿着一个倾斜的轨道， 把船往斜上方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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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俄罗斯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斜面升船机， 目前运行良好。那么三峡大坝所采用的方

案为垂直升船机。

垂直升船机由于其承载方式的不同， 也可以分为许多类。有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

其提升力靠钢丝绳来进行施加，电机带动卷筒以实现升船机的上升和下降，这种形式在

我国较为常见。还有一种齿轮齿条爬升式升降机，通过安装在承船厢上的齿轮与安装在

两侧墙壁上的齿条啃合来实现轮船的升降。第三种为浮筒式垂直升船机，其充分利用浮

筒在水中的浮力，使浮力作用于承船厢的提升作用，可谓即节能又环保，但是该类型升

船机不适用于提升高度较高的工程。所以最终三峡大坝说采用的升船机为垂直升降齿轮

齿条式升船机。

三峡升船机为三峡工程的最后一个项目，为三峡大坝的永久性建筑，其建成将成为

三峡客运货运过坝的快速通道。三峡大坝升船机最大可以把船提升 113 米高 ， 最重的过

船质量可以达到 3000 吨的级别。根据设计要求， 承船厢提升 1 13 米的高度需要的时间

仅为 10 多分钟，将极大的减小轮船过坝的时间，比目前所使用的五级船闸节省了 3 个

小时。

三峡大坝的驱动机构采用的是齿轮齿条口商合， 由于三峡升船机的工程量大， 工艺精

度到， 更换维修较为困难， 所以三峡的齿轮齿条是升船机的关键构件， 其设计寿命为 35

年，每天循环的次数约为 18 次，按照设计预期一年的工作天数是 335 天， 那么把以上

的数据相乘可得的总的工作循环次数达到 42.2 万次，所以疲劳破坏是其主要破坏形式。

由于三峡大坝的重要性，且其所使用的齿轮齿条模数较大，所采用的材料 35CrNiMo

为新材料，缺少与之相应的设计标准和参考资料，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试验研究，为其设

计校核提供试验依据。

齿轮齿条的具体尺寸如下：

名称

齿条棋数

齿条压力角

齿条齿宽

齿条变位系数

齿条中线弦齿厚

表 1 齿轮齿条参数

3 

性能参数

62.667mm 

20 度

810mm 

0 

98.438 



齿条中线弦齿距

齿条材料

齿条单节长度

齿条齿数

齿条单节重量；

齿轮齿数

齿轮模数

齿轮变位系数

齿轮分度圆直径

齿轮宽度

齿轮齿顶高系数

齿轮齿根高系数

齿轮齿根圆直径

齿轮齿顶圆直径

齿轮芮条运行参数：

名称

提升速度

启动加速度

加速时间

加速距离

电动制动时间

1.4 齿轮疲劳研究概述

第一章绪论

表 2 齿轮齿条运仔参数

1. 4. 1 齿轮弯曲疲劳强度研究现状

196.875 

G35CrNiMo 

4705mm 

24 

10.?T 

16 

62.667mm 

0.5 

1002.72 

600mm 

1.25 

846.045 

l 128.06 

性能指标

0.2m/s 

0.01 m/s2 

20s 

2m 

20s 

齿轮疲劳强度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即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研究试验，和接触疲

劳强度试验。 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如其名所示，是测定齿轮抗弯曲能力的参数， 主要是

指齿轮在承受一定载荷下能应力循环的次数而不产－生疲劳破坏； 其主要破坏特征为齿根

所受应力过大而导致齿根产生疲劳裂纹，而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导致该裂纹不断生长

扩展导致最终齿轮沿齿根断裂，造成重大事故。 齿轮的接触疲劳强度主要是指测定齿轮

抗接触磨损的能力，两个齿轮面在相接触运转的情况下，由于运转速率较高或者承载的

接触应力较大， 会产生很多疲劳破坏； 诸如齿面点蚀、磨损、胶合等。 产生接触疲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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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会导致齿轮的强度降低，齿轮咕合不到位引起冲击等等，可能会造成重大事故。

对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研究己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 国外从 193 1 开始就进行了大量

的弯曲疲劳试验，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弯曲疲劳试验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

国起步较晚，但是从上设计 70 年代至今， 己有 40 多年的研究历史了 。

早在 1988 年郑州｜机械研究所的冷小刚等人对材料为40CrNiMo 和 42CrMo 的离子渗

碳齿轮进行了试验研究。 得到两种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极限值。 并对两种齿轮的弯曲疲

劳断口进行分析，研究其断裂机理［I）。随后该单位的张照智针对于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

试验进行跟进一步的试验研究和优化试验方案（2］ 。 其对试验中受力的轮齿以及与之相邻

的齿分布做了动态齿根应力测试和静态齿根应力测试。 得到试验中所加载和对与之相邻

的齿影响极小。 并且针对试验中齿轮容易发生齿宽方向的偏载问题进行研究，并发明一

种可以自动调整偏载的圆柱面支撑平台，为一种新型的夹具问。

郑州机械研究所的刘更新曾经对渗氮齿轮实施了双齿加载的弯曲疲劳强度试验研

究并获得与之相对应的 P-S-N 曲线。 并对其疲劳断口进行形貌分析， 并且提出相应的应

对策略［4） 。2010 年郑州机械研究所的祁倩等人对材料为 42CrMo 齿轮进行弯曲疲劳试验，

分别对同材料的软齿面和应齿面进行试验研究，并根据试验数据得到了 P-S-N 曲线。 ［5)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钢铁学院即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就对齿轮弯曲疲劳强

度进行了研究，孙业胜、关炜等人便做了 20Cr 渗碳洋火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试验［6］ 。 分别

选取来四个应力水平进行试验，并利用两参数威布尔分布对疲劳极限进行计算。 从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北京科技大学的谈嘉祯、张君彩、陶晋、边新孝、 卢梅等人分分别

针对多个型号齿轮做了弯曲疲劳强度试验。 其试验中通常采用分组法，分别对齿轮施加

四个应力水平， 每个应力水平上边取多个试验点进行采集。 根据试验中所获得的数据，

拟合得到相应的 R-S-N 曲线。分别得到了 35CrMo 调质齿轮［7］、 40Cr 调质齿轮［町、

37SiMn2MoV 调质齿轮［9）、 25Cr2MoV 离子渗氮齿轮［10］等等多型号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

极限值。 但是其采用的方法多为分组发， 随后他们进行弯曲疲劳强度时， R-S-N 曲线的

短寿命区域采用四个应力水平的分组发进行试验， 而对应于长寿命区域则采用的方法改

为升降发进行试验，升降法中的变量不是寿命而是应力，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拟合，最

终由试验数据拟合得到齿轮的 C-R-S-N 曲线。 通过该方法，得到了 20CrMnMoA 渗碳洋

火齿轮［川、 20CrNi2MoA 渗碳碎火齿轮[12）、 40MnB 调质齿轮［1 3］、 37SiMn2MoV 调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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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1 4）。

以上多人的研究由于齿轮型号与本试验所用齿轮不同，所以不具有参考价值，而本

实验所用的齿轮是为三峡升船机设计提供依据， 事关重大，所以有必要单独进行弯曲疲

劳强度试验。

1. 4. 2 齿轮疲劳裂纹扩展研究现状

利用断裂力学的方法进行计算，齿轮在工作运行中会出现一定数量微小的裂纹，但

是在许用寿命期间 ， 裂纹的扩展是缓慢的而不会产生安全隐患的，即裂纹扩展出于可控

制范围内，在断裂力学上来说是出于稳定扩展阶段；而不允许裂纹的快速扩展导致快速

撕裂。那么齿轮便在出现一定裂纹的状态下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强度和刚度，相比于之前

一出现裂纹就判断齿轮失效来说，延长了齿轮的使用寿命，节省了一定的经济成本。

从断裂力学的观点来说， 齿轮的寿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裂纹形成的疲劳寿命即传

统许用应力法计算的许用寿命：裂纹的疲劳扩展寿命， 即是齿轮的剩余寿命。针对不同

材料和不同参数的齿轮来说， 其许用寿命和剩余寿命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种材料的

同型号齿轮在不同的工作情况下其许用寿命和剩余寿命也是不同的。

断裂力学最早产生于上一个世纪， 由于在实际工程中经常会发生钢结构的断裂，特

别是在航海过程中 ， 轮船先产生微小的裂纹，在轮船不断的运行中 ， 裂纹逐渐由小变大，

容易引起重大事故。早期在航空航天中经常发现由小裂纹引起的重大事故。所以人们对

小裂纹的扩展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也使的断裂力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

世界范围内的断裂力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而我国较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一直到七十

年代断裂力学才开始引入我国，并开始推广应用。

1978 年欧阳杰就研究了疲劳裂纹的扩展，分析了两种应力状态下裂纹的扩展。以及

多种受力方式下裂纹的扩展， 分析得到裂纹在多种工况下扩展的基本形式以及常见形

态： 在分析失效工件裂纹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J S) l981 年颜鸣泉、 于崇华研究裂纹扩

展的门槛值，分析了多个裂纹扩展门槛值的计算式， 并根据疲劳尖端的应变分布和塑’性

区域尺寸的分析， 提出一种新的门槛值计算公式。 ［ l 6l 1995 年刘文廷胡仁伟在以裂纹疲

劳扩展的 Paris 公式和 Walker 公式为参考，提出了两种新的裂纹疲劳扩展速率的表达式。

[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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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于慧臣等人分析了不锈钢的低周疲劳裂纹扩展，该试验中对不锈钢圆棒试样

施加扭转和拉伸的两种应力同时施加于试件上， 着重分析了不同应力比的力对疲劳裂纹

扩展的影响［18］ 。 2007 年张有宏等人对在腐蚀溶液环境中的铝合金紧固件进行疲劳裂纹

扩展的试验研究；根据试验分析可以得到： 当频率越低时，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越大

(1 9］。 2009 年熊缕等对 I6MnR 钢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对于预置缺口的试件， 其裂纹扩展

与未预置缺口试件相比， 只是在裂纹扩展初期阶段不同， 后期的稳定扩展其规律都是一

致的（20）。

2011 年赵荣国等对 GH41 33B 合金实施了不同应力比的疲劳裂纹扩展试验研究（2 1］ 。

2012 年魏凌寓王文先等利用红外线热成像技术对裂纹扩展到温度进行研究，其研究表

明 ， 在裂纹的快速扩展阶段试件的温度升高有 10 摄氏度： 而在稳定扩展阶段， 存在温

度的升高极小［22）。刘建涛杜平安于 2012 年改进了试验中拟合疲劳扩展速率的方法，把

以前的二次多项式法变为了三次多项式拟合法r231 0 2013 年袁慎芳等人采用数值仿真方

法中的奇异单元法计算门榄值［24］ 。 Lewicki 对多种型号齿轮进行裂纹扩展研究［25) (26］。南

航的朱如鹏利用有限元软件和 Franc3D 对齿轮进行齿根裂纹扩展研究， 并结合试验研究

(27） 。

1. 4. 3 齿轮疲劳断面分析研究现状

对断裂工件的断口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很多断裂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因为整个断裂

过程中的所有痕迹和证据都存在于断口的形貌特征中，记载了很多内容，包括裂纹源、

裂纹扩展路径等详细信息。 而这一系列变化都详细的记录在断口的形貌特征内 。 对金属

的疲劳断口形貌进行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能够对金属的疲劳断裂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疲劳断口形貌分析是研究疲劳过程和分析疲劳失效原因的一个重要方法。

其实最早在 16 世纪， 西方研究学者便开始对材料的断口进行分析并解决问题。早

期的断口研究者主要断断口宏观形貌特征进行分析，后来利用显微镜来研究金属断口 。

研究成果最显著的是 de Reaumt汀， 在其经典的著作中，他不但用图画描绘了钢铁的低

倍和高倍断口 ， 而且还把钢铁的断口分为 7 个大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 20 世纪以来，许多断口分析的研究者

发现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与断口的形貌特征存在一定的联系。随着光学显微镜应用到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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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形貌分析上，研究者取得了很多断口的照片。由于投射短暂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在断口

形貌学的推广应用，断口形貌学研究的发展也不断的加快。

新时期以来我国许多学者为断口分析做了许多研究， 80 年代，刘尚超对汽车用的板

弹簧进行了喷丸强化处理，利用扫描电镜观察其断口形貌特征： 王莉君对球墨铸铁分别

施加了扭转和弯曲应力使其产生疲劳断裂，观察疲劳断口的裂纹源点的显微特征和疲劳

扩展区域的显微特征进行分析；徐振声对 TC4 合金的疲劳断口进行断面的观察；韩兆隆

对在腐蚀环境下引起的疲劳进行研究，利用扫描电镜观察了 15MnTi 船体结构钢的疲劳

断口形貌特征， 并测量了辉纹的间距， 估算了裂纹疲劳扩展速率：刘正义等人对轩杆的

疲劳断口进行分析，并且分析了金属内部的夹杂，以及夹杂对构件强度的影响。 孙福玉

等人便对高强度钢的疲劳断口进行研究。通过其研究表明在裂纹的低速扩展区域分为裂

纹萌生和微裂纹扩展［28］。 1987 年北京航空学院的钟群鹏院士发表综述， 其文中对疲劳

断口的弧线间距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同一应力水平下，裂纹扩展辉纹的间距是不断

变大的［29］ 。 1999 年，钟群鹏院士对疲劳断口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并建立了金属疲劳

断面上弧线和沟线的物理数学模型。

90 年代， 颜云辉等人对疲劳断口的扫描电镜图像做了适当的图像变换处理，使其更

加便于从中提取断口形貌特征。吴大方等人利用 CCD 图像处理技术，建立了一套可以

用于处理断口形貌特征的系统。肖琳等利用二次电子线扫描法对错4合金的疲劳断口进

行分析，研究了疲劳工过程中的蠕变作用于应变幅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张秀林研究了螺

纹滚压强化对金属作用 ， 研究表明经过滚压处理后，疲劳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有所变化，

钢的强度也在增加。 1990 年邹序枚发表文章着重介绍了扫描电镜的工作原理，对断口宏

观分析中所产生的各种缺陷进行分析和介绍（30） 。

1998 年姜文辉、 姚向东等人对 DZ40M 合金进行研究，其研究表明， 断口附近的合

金基体及碳化物都发生了氧化，碳化物的氧化要早于金属基体。断口形貌还显示： 正是

表面层被氧化的碳化物导致了裂纹的产生，碳化物成为裂纹的裂纹源。 l3112oos 年， 江

苏科技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的董明水、 王冀恒、 谢春生针对 CuCoBeZr 合金做了研究。

(32］他们对该合金断口进行了分析。其材料承载能力不达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热加工过

程中的加工工艺的控制不合格， 直接导致该金属内部存在杂物。为预防该缺陷的再次发

生可通过精确控制铸造工艺。 2009 年江苏大学刘瑜等对奥氏体不锈钢进行研究。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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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当材料所受的载荷较小时裂纹的疲劳扩展区域较大，瞬间断裂区域较小；而随着载

荷的增大， 疲劳扩展区域反而变小，瞬间断裂区域则增大。（33120门 年赵荣国和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的罗希延等对 GH4133B 合舍的疲劳损伤断口进行分

析。其研究表明断口处的瞬间断裂区均出现韧窝的形貌， 且随着其所受应力的增加， 与

之相对应的韧窝尺寸反而变小， 韧窝的深度也逐渐减小，成反比状态。（34)

以上学者的研究并没有针对特定的新材料 35CrNiMo 进行分析，且对于不同的材料

以及不同的生产铸造工艺来说 ， 其存在的疲劳断裂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新材料

35CrNiMo 首次在升船机大模数齿条上应用 ， 为了对该齿轮的疲劳裂纹产生原因以及扩

展路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选取弯曲疲劳试验中试验齿轮已经断裂的五个断齿进行

断面分析。 通过对各个断裂齿轮宏观断口分析和微观断口分析，寻找到齿轮的断裂源，

并分析该产生断裂的原因及断裂机理， 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延长齿轮寿命。为生产制

造提供一定的指导建议并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

1. 4. 4 分形理论概述

分形理论是当今世界新兴的一门科学理论， 它是由传统的几何学衍生出来的，改变

了传统的分维数观念。传统的欧氏几何中一个点为零维， 一条直线为一维， 一个平面图

形为二维， 一个立体的图像为三维， 在三维的基础上爱因斯坦加上一条时间轴则构成了

四维时空。其都是整数维数空间， 传统几何计算中其起到了很大的用处，很好的解决了

大多数的自然问题。

由于齿轮的疲劳裂纹一直在生长，其裂纹的轨迹为一条不规则的曲线， 所以利用传

统的欧氏几何的维数很难对裂纹有一个深入的研究。 这就需要用到分形理论来对其扩展

轨迹的测定，与欧氏几何相比，分形分维对复杂的曲线的描述表达更加真实，符合实际。

我国的谢和平院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致力于分形几何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分形几

何在岩石损伤力学的应用，成绩斐然。 1988 年，谢和平院士利用分形几何来研究岩石的

断口形貌， 得到了分形维数与岩石宏观断裂力学量之间的相对应关系。 [351 1992 年，谢

军日平把分形几何的理论应用到岩土力学中去 ， 用分形几何来解决岩土材料的力学问题

(36］ 。 成为我国研究分形理论的先驱性人物。 1994 年谢和平根据分形几何原理，得到了

材料的裂纹扩展分形运动学公式， 并根据裂纹扩展速率的相关参数与分形维数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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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得到了裂纹扩展速率的公式［37］。 1995 年对岩石节理进行分形研究， 并利用分形

维数来描述节理的粗糙性［38］ 。 1996 年研究了裂纹扩展对疲劳的影响， 并建立了与之相

对应的分形裂纹模型 ， 对裂纹的疲劳裂纹扩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39］ 。 1997

年针对混凝土内部的裂纹进行分形，研究了其内部微观裂纹的扩展特征， 发现其裂纹扩

展具有分形的特征。利用分形理论对其进一步研究， 得到了分形维数与裂纹扩展到相关

关系（40］ 。

1 . 5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围绕着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和产生裂纹后齿轮的剩余寿命进行研究， 还进

行了断口分析以寻找齿轮断裂的内在原因，对断裂的裂纹轨迹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如下：

1 、本文首先研究齿轮的抗弯曲能力， 即主要进行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试验研究。 利

用疲劳试验机和特制夹具对齿轮施加载荷使齿轮产生疲劳断裂， 记录下来说施加的应力

大小和应力循环次数， 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最终得到齿轮弯曲疲劳强度的极限应力

值， 以及各个应力水平与循环寿命的关系式即 P-S-N 曲线。 齿轮的设计正是依据疲劳极

限应力值和 P-S-N 曲线来进行。

2、其次本文在齿轮弯曲疲劳极限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断裂力学的理论，对齿轮的疲

劳断裂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着重研究当齿轮出现微小裂纹后其剩余的强度和剩余寿

命。 利用有限元软件和 Franc3D 进行分析， 首先建立有限元模型并进行应力分析， 后利

用 Franc 引入相应了裂纹模型。 对含有裂纹的三维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其裂纹尖

端的应力情况， 并计算出应力因子等相关参数，根据仿真所获得的参数预测下一步裂纹

的扩展情况，循环法代直至完全断裂。

3 、 再次针对 35CrNiMo 感应浮火齿轮的疲劳断口 ， 本文对弯曲疲劳强度试验中所

产生的弯曲疲劳断齿进行断面分析，以求找到该型号齿轮的断裂原因 ， 寻找其疲劳断裂

机理。为疲劳断裂的防止以及延长使用寿命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首先选择了多个疲劳

断裂的断齿， 保护好样本使其不受污染。 对所获得的样本先做宏观断口分析， 以对该断

口有初步大体上的认识。然后在对样本做扫描电镜照片分析， 着重研究其裂纹源， 裂纹

萌生的原因和位置， 为预防该裂纹的产生提供依据。然后研究其裂纹扩展区、 瞬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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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等等形貌特征，找出避免裂纹产生的措施。

4、 最后为对试验中裂纹扩展实际过程进行研究， 本文基于分形理论对裂纹扩展的

路径进行维数计算， 寻找裂纹扩展路径与维数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相机采集整个裂纹

扩展的图像，然后利用 Matlab 软件对所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 把 RGB 格式的图像处

理为二值图。然后用计盒维数法对二值图进行维数计算， 最终得到相应的分形维数， 符

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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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35CrNiMo 感应淳火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试验

2.1 引言

齿轮是机械传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机构，齿轮的设计需要经过疲劳设计，即根据齿轮

的弯曲疲劳极限来检验所设计对齿轮是否满足许用要求。 那就需要根据该型号的弯曲疲

劳强度 P-S-N 曲线来设计， 而本材料 35CrNiMo 由于是新材料，缺少相关的齿轮设计参

数。 且该材料为国产材料，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情况， 导致材料的实际性

能与理论设计性能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对该型号齿轮做疲劳强度试验研究， 以得到更加

准确和真实的数据，为强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对齿轮的疲劳强度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 即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

研究。 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如其名所示，是测定齿轮抗弯曲能力的参数， 主要是指齿轮

在承受一定载荷下能应力循环的次数而不产生疲劳破坏； 其主要破坏特征为齿根所受应

力过大而导致齿根产生疲劳裂纹， 和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导致齿根裂纹不断生长扩展

导致最终齿轮沿齿根断裂两种。齿轮的接触疲劳强度主要是指测定齿轮抗接触磨损的能

力，两个齿轮丽在相接触运转的情况下，由于运转速率较高或者承载的接触应力较大，

会产生很多疲劳破坏， 诸如齿面的点蚀、 磨损、 胶合等等。产生接触疲劳损伤会导致齿

轮的强度降低，齿轮瞄合不到位引起冲击等等，可能会造成重大事故。

本文主要研究齿轮的抗弯曲能力，即主要进行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试验研究。 利用疲

劳试验机和特制夹具对齿轮施加载荷使齿轮产生疲劳断裂， 记录下来说施加的应力大小

和应力循环次数，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最终得到齿轮弯曲疲劳强度的极限应力值，

以及各个应力水平与循环寿命的关系式即 P-S-N 曲线。齿轮的设计正是依据疲劳极限应

力值和 P-S-N 曲线来进行。

2.2 弯曲疲劳试验设备

2. 2. 1 弯曲疲劳试验用试验机

本试验评齿轮材料的弯曲疲劳强度，本次试验所用的试验设备主要是非运转式的脉

动加载的轮齿弯曲疲劳试验设备， 具体型号为天水红山高频疲劳试验机，如图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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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是基于振动学原理进行工作，主要由两个并联高强度弹簧、齿轮样本、测定拉压的

力学传感器、及主要振动系统的质量构成的机械振动系统所构成。 该疲劳试验机振动所

需要的能量是由激振器来启动和持续提供， 当整个振动系统的固有频率与激振器产生的

振动频率与一至时， 该系统便会形成了一个共振系统， 在振动中物体上下运动时产生的

惯性力通过夹具的压头施加到试验齿轮的轮齿上，从而达到对齿轮的加载的目的。 而由

于疲劳试验机在试验过程中是基于振动状态下，所以试验所需要的功率仅仅是激振功

率， 是极小的，从而节约了电能。

该试验机是一种机械共振材料试验机频， 其率范围为 80-250HZ ， 单向最大拉、 压

脉动载荷为 1 0 吨，计数容量为一个亿的级别。其固有频率：

f = Jej";,; 2π 

式中 C是机械共振系统总刚度， m 是机械共报系统质量。

、
‘
，

J

l 
- 

l 
，
，
．
‘、

图 1 弯曲疲劳试验机

该试验机的其他具体参数如下：

载荷：单向最施加载荷为 l OOkN。

负荷级数： 三档

静负荷示值精度： 满量程的士0.2%或负荷示值的土 1%取其较大者。

动负荷示值波动度： 平均负荷波动度在每档满量程时为 ± 1%的波动； 负荷振幅波

动度当每档j商量程时为士2%。

调频范围约 ： 80～250Hz

夹头间最大距离： 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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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杠间最大间距： 600mm

夹头升降速度： 电机速度无级可调） : 3～301ηm/min 

2. 2 . 2 齿轮夹真的设计

在进行弯曲疲劳强度试验过程中，齿轮所受的弯曲应力主要是由疲劳试验机加载，

所以齿轮需要固定在工作台面上： 由于在试验进行中齿轮受到的冲击有数吨之重，所以

对齿轮紧固在工作台的要求较高。要固定齿轮试件，就要用到固定夹具。由于本试验因

采用的齿轮试件尺寸特殊， 并没有现成的与之相配套的齿轮夹具， 这就需要自行设计一

套夹具。

该套夹具有如下要求： 要使夹具的下平面与疲劳试验机的工作平面相紧密吻合固

定。夹具本身需要对齿轮进行固定， 既要限制齿轮的转动又要现在齿轮的轴向窜动。夹

具与工作台的连接采用螺栓配合，这样下工作平面可以把稳定的力传导到该套夹具上。

齿轮的转动首先采用一个轴来固定齿轮的位置， 该轴与齿轮、 夹具进行配合。然后使用

一个下压头顶住齿轮的一个齿， 从而限制齿轮的转动。齿轮的轴向窜动则采用一对高强

度螺栓进行紧固， 这样结构简单， 方便拆装。试验夹具刚度应该足够的大， 才能为齿轮

施加足够的载荷。

图 2 为本试验用齿轮夹具图，采用单齿力日载的方式。设计时各项尺寸既要参照试验

机试验台的总体尺寸，又要考虑齿轮试件的具体尺寸，最终确定其式样和各项参数。以

达到结构简单， 方便试验中多次拆装的要求。

. 

图 2 齿轮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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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夹具的装配过程中 ， 要保证到下压头的中心与工作台平面的中心相吻合； 上压头

由于其紧固条件的特殊，其中心自动与工作台中心相吻合： 这样就保证了上压头与下压

头的轴线一直使其传导的力达到封闭。与此同时要调整上下压头的工作平面以使上压头

的所施加的力作用与齿顶的齿面上，且要确保上压头的力作用力的方向与试验齿轮的基

因相切。在安装时要使力沿着齿向分布。由于下压头在该套夹具中的主要作用是对齿轮

的固定， 所以应使下压头与齿轮的接触面积尽可能的大，从而使与上压头接触了受力试

验轮齿较早的断裂， 而不是与下压头接触只起到固定作用的轮齿先断裂。

2. 2. 3 齿轮试件的设计

在进行弯曲疲劳强度之前首要的任务便是齿轮试件的设计和制造。由于齿轮试件是

试验的对象， 如果设计不合理将会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好的齿轮试件， 一般的基本要

求如下：

1. 齿轮试件要尽量与实际齿轮相似。

2. 齿轮试件的材料应与相模拟的齿轮为同一种材料。

3. 齿轮试件的加工工艺应严格保证一致。

由于试验目的不同所以导致齿轮试件的设计也有所不同，本试验主要进行轮齿弯曲

疲劳试验，齿轮设计如下。

本试验取齿宽 b=lO 毫米， 分度圆直径 d=l80 毫米 ， 模数取 lOmm o

本文涉及到的试验用齿轮试件严格按照该设计方法制造，制作好的试件如图 3所示 ：

图 3 试验齿轮

2.3 齿轮疲劳强度试验方法

在进行弯曲疲劳试验时， 根据试验点的不同设定， 通常试验的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

16 



河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手中 。

进行少试件 S-N 曲线试验时，通常取 6 个以上的个应力水平， 同时对应于每个应

力水平上，仅仅选取两对齿轮试件。弯曲疲劳强度试验先从高应力水平开始，因为高应

力水平循环次数较少，然后底应力水平开始逐次序进行。由于试件数不多再加上齿轮的

疲劳寿命离散性比较大，因此曲线的精确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 往往需要比少试件发更加精确的 S-N 曲线 ， 针对这个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试件的数目 ， 这就是成组试件的 S-N 曲线试验。采取成组法试验就

能满足要求。成组试件法 S-N 曲线试验就是选取 4-6 个应力水平， 每个应力水平下选用

4-6 个试验齿轮进行设数据点的采集试验，最终得到每个应力水平和与之对应的疲劳寿

命，然后进行数据拟合得到 S-N 曲线。

以上两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都把应力取为定值， 而将疲劳寿命作为随机变

量。 如果我们取定疲劳寿命，把应力做为随机变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齿轮疲劳极限

的概率分布， 从而得到具有统计特性的极限应力。 这种方法就是升降法测定齿轮疲劳试

验。

通过比较以上多种方法，少试件法的误差较大，升降法测定齿轮疲劳试验在进行之

前需先进行一个少试件 S-N 曲线试验以对给定疲劳寿命下的疲劳极限值有一大致了解，

略显繁琐。所以最终采用的试验方法是成组试件法 S-N 试验。

2.4 试验失效判据

35CrNiMo 齿轮弯曲疲劳试验的判据如下：

1 齿轮齿根出现可见疲劳裂纹：

2 载荷或频率下降 5%～10%;

3 沿齿根断齿[3];

4 当所受应力循环次数大于 3000000 时就认为越出 。

2.5 应力转换

在实际试验中齿轮由上下两个压头施加压力， 疲劳试验机所给予的压力为脉动循环

力。其力由小变大再变小的整个过程， 其中力的最小值不能完全等于 0，这是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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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振动不稳定或者产生冲击过大。 也就是说变应力循环特性即应力比r ＝主且~＊ 0' 
σm拙

试验中一般是使应力比小于 0.05

应

。
时间

应

。 σmin= O 
时间

图 4 应力转换图

由于试验所需要的应力比与计算时所需要的应力比不同，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应力转

换

换算公式如下：

nv L
L吃
亏

$
’
’
一

γ
’
’

σ
 

式中： σ。一一脉动循环下轮齿弯曲疲劳极限， N /mrn2; 

σr一一应力比为y时轮齿弯曲疲劳极限， NI rnrn2; 

σf一一断裂真实应力，可近似地用右式估算 ： σ1 ＝ σb+350 N/rnm2; 

σb一一试验齿轮材料的强度极限， NIrnrn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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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试验齿轮齿根应力计算

首先要找到载荷作用点 E 在齿轮的齿顶面上的精确位置：如图 4 所示

\ 

因 5 齿轮的加载位置及相关尺寸

根据国标 GB厅3480-1997 可得试验齿轮齿根应力计算公式如下

F Y〓Y二n
σr. = . . - --

’ bmYsr 归ITYRe!TYX
(2.2) 

YFE 为载荷作用于 E 点时的齿形系数，按照 GB3480 给出公式计算。GB3480-7.2. 1.1

齿形系数公式如下

61 ~ )cosaFEn 
1 斤l I 

Y，，＝~」＇....＿／

（无） cosa,, 

式中 ffin 为齿轮法向模数为 m=lOmm;

α 为法向分度困压力角为α ＝20。 ：

参考图 5 可得

αFEn =28. }Q 。 ； hFe=16.83mm; sF11 = 18.85mm 

6（主生） cos28.l。
带入上式可得YFE = c;m = 2.6678 

（~）2 cos20。
m 

(2.3) 

齿形系数 Yr 与应力修正系数 Ys 一起联合使用 。 对于齿形角 α ＝20 的齿轮按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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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480 给出的公式计算。 GB3480-7 .2.2. l 齿形系数公式如下

Y.r = (1.2 + 0.13L)qs百技工＝1.5367 (2.4) 

式中 ， Lα ＝ SF,,/ hFe = 18.85 /1 6.83 = l.1200; 

s 18.85 
q_, ＝」！....＝ 一一一一 ＝ 1.5426 ；向 由图 5 测量得到为 6. 1 i 。

2ρF 2 * 6.11 r 

根据国标， YST =2 ，凡re/T = 0.98, YRe/T = 1.06, Yx = 0.95 ，并将其代入式（2.2）中得：

. F × 2.6678 × l.5367 
σ’r= • 

’ 10 × 10× 2 × 0.98 × 1.06 × 0.95 

因为试验机的工作能力有限， B 试验法中 ， 应力的循环特性τF = F min / F max -:f. 0应将

实际齿根应力σ｝换算为导＝ 0 时的脉动循环齿根应力σF ,N / mm2 ， 换算公式为：

σ 一（1 － τF ）σ＇ F
F - 1 - r r~一

’ σb + 350 

式中σb 为材料抗拉强度 1120Mpa

根据计算公式最终可以得到应力值转换如表 3 所示：

表 3 应力值转换表

尺，（刚） 52 46 40 

σF ( MPa) 935 824 714 

2.7 试验步骤

35 28 

596 496 

(2.5) 

在进行弯曲疲劳试验之前， 要先确定进行试验的应力水平。 从生产好的试件中选取

两个做静强度试验，根据静强度来确定最高应力水平为 σFt=935.5MPa 。本次试验一共

用选用了五个应力级别 ， 分别为 σFt=935.5MPa ， σF1=824.3MPa ， σF3=714MPa,

即4=596MPa ， σFs=496MPa。其试验步骤具体流程图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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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处理 ｜ 时 ｜预备性试验 ｜ 时 ｜试验监控

1.试验齿轮齿面

2试验齿轮的安装

2. 7. 1 试验前准备

1确定试验的应力级

2测定 S-N曲线

3＿估计疲劳区应力范围

4极限应力

图 6 实验步骤流程

1试验机频率变化

2裂纹的出现、载

荷大小变化的记录

对试验齿轮及齿轮上的齿分别编号。用数字 001 、 002～0010 对试验齿轮进行编号，

然后对齿轮的各个齿分别进行编号； 由于试验采用单齿加载， 需要把力施加到压头压的

齿与下压头支撑的齿，上压头和下压头所压的齿中间相隔两个齿。跟踪观测齿在试验时

必须保证受力与分度困相切，齿轮编号及受力情况如图 7 所示。

图 7 齿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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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2 试验进行

进行 52KN 的试验， 取 5 个试验点。

进行 46KN 的试验， 取 5 个试验点：

进行 40KN 的试验， 取 5 个试验点：

进行 35KN 的试验， 取 5 个试验点：

进行 28KN 的试验， 取 5 个试验点；

2. 7. 3 试验过程的监控

1. 进行载荷施加时， 检查受压齿， 并予以记录。

2. 每 20 分钟记录一次试验过程的平均载荷、 最大载荷、 最小载荷、 最大电流、 振

动频率、 激振功率、 循环次数。

3. 到后期， 每 10 分钟检查一次受压齿， 并予以记录。

4. 当出现裂纹、频率、 载荷下降大于初始的 5%时，认为齿轮出现疲劳。

5. 当达到循环基数3× I 06 时 ， 齿轮承载没有出现破坏， 就判断该试验点为越出点。

2. 7.4 补充试验点

对五个应力水平对应的试验点做分布检测，如果分布函数的相关系数不能满足相应

的要求， 继续对该应力水平进行试验以获取合格的增补点。

2.8 试验结果处理

在进行弯曲疲劳试验之前， 要先确定进行试验的应力水平。 本次试验采用五个应力

水平实施加载分别为 σF1=935.5MPa ， σF2=824.3MPa ， σp3=71化1Pa ， σp4=596MPa,

σFs=496MPa。五个应力级别相对应的疲劳循环次数如表 4 所不：

表 4应力水平与对应的寿命

应力级

MP a 
各试验点的循环次数

935 33500 70900 79200 152800 174800 

824 70000 150600 203400 260000 313700 

714 160000 400000 200000 390000 115600 202900 

596 982700 600000 304000 540000 232100 

496 2340000 1488000 1917100 1600000 13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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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1 分布概率纸检验

大量试验数据表明 ， 齿轮的接触疲劳和弯曲疲劳寿命概率的分布函数是不同的，通

常说法是： 弯曲疲劳寿命服从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

确定分布概型包括分布函数参数求解和分布检验两个步骤。 分布参数求解根据’相应

的公式求出，利用编写的软件对试验数掘进行概率纸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8所示。
山西画 圃

·
·
·
·
·
·
·
··

图 8 概率纸拟合曲线

由图 8可知试验数据符合对数正态分布是正确的。

对每个应力水平下的循环寿命求相关系数，各应力水平的寿命的相关系数如表 5 所

刁飞。

表 5寿命的相关系数

935 824 714 596 496 应力水平 C MPa)

0.9690 0.9589 0.9601 0.9847 0.9784 相关系数y

样本容量为 5 时 ， 相关系数的最小值为 0.878 ； 当样本容量为 6 时，相关系数的最

小值为 0.811 。表 3 中计算的相关系数均大于要求的最小值，所以认为概率纸上线性程

度比较合理， 寿命分布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为了进一步验证概率纸检验的正确性，进行了 K-S 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K-S 检验结果

935 

统计量。

临界值

0.157 

0.337 

824 

0.165 

0.337 

714 

0.236 

0.3 19 

596 

0.174 

0.337 

496 

0.213 

0.337 

应力水平 CMPa)

由表 6 知检验结果均小于临界值，弯曲疲劳寿命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假设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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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 成组试件的 S-N 曲线试验数据分布处理

本试验经过检验可以确定疲劳寿命是对数正态分布，即

• (logN-µ )2 

f(N)= 盹二e 2旷
NσN ,,,/21C 

式中μ一一为对数寿命平均值：

们一一总体的对数寿命标准差；

N一一齿轮疲劳寿命。

失效概率为 50%的对数寿命

logN50 = p, 

(2.6) 

(2.7) 

对每一个应力水平的一组齿轮试件（ n 对齿〉 ， 试验得到的疲劳寿命为

叫，N2, N3,..... .,N，，，其对数疲劳寿命的平均值为

x＝~二log
，ι i= I 

(2.8) 

将样本寿命平均值x作为总体寿命平均值μ 的估计量，则

logN50 =± ~IogN; (2.9) 

取反对数，由上式可求得改应力水平下均值疲劳寿命。将每个应力级别相对应的 Nso

都计算出来，最终拟合可以得到失效概率为 50%的疲劳曲线。

裴 7 向力和寿命取对数

应力级取
各试验点的循环次数取对数

对数

8.9708 10.5250 10.8506 10.8987 11.1841 11.2425 

8.9159 10.8451 11.1778 11 .3084 11.4150 11.4965 

8.8537 11.2041 11.6021 11.3010 11.5911 11.0630 11.3073 

8.7752 11.9924 11.7782 11.4829 11.7324 11.3657 

8.6955 12.3692 12.1726 12.2826 12.2041 12.1232 

2. 8. 3 P-S-N 曲线拟合

由于试验的循环次数是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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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 φ（中） (2.10) 

拟合方程为φ＿， (F(N)) = (tn N 一μ）／σ ，

令y = <I> ·' (F（吟， x=lnN, A=l/σ ，B=-µJσ ，则上式可以写成 y=Ax+B o 因可靠度

R=l-F(N），所以此事实际上反映了可靠度与寿命的关系。对［ JnN； ，φ－t (F(N；）］进行最小二

乘法的线性拟合， 即可求出 A、 B 的值。 选取不同可靠度进行拟合，拟合后的结果如表

8 所刁亏。

表 8 P-S-N 曲线参数

R B A 子样数
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γ min 

0.1 38.5990 -3.898 5 0.9833 0.878 

0.2 39.8323 -4.1173 5 0.9821 0.878 

0.5 42.4154 -4.5769 5 0.9777 0.878 

0.7 44.2244 -4.8987 5 0.9738 0.878 

0.8 45.3900 -5.l 061 5 0.9712 0.878 

0.9 47.0610 -5.4034 5 0.9674 0.878 

0.95 48.4735 -5.6547 5 0.9641 0.878 

0.99 51.1725 -5.1350 5 0.9581 0.878 

0.999 53.0557 -6.4700 5 0.9541 0.878 

由表 8 可知，相关系数均满足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给定的相关系数最小值，所以

S-N 曲线线性都很好。

循环基数为 3× 106 时不同可靠度，材料的 S-N 曲线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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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9 循环基数为 3× 106 的材料 P-S-N 曲线

在 3 × 106循环基数下的应力极限如表 9 所示。

表 9 循环基数为 3× 106 时，不同可靠度下材料的应力极限

试验材料，

99.9% 99% 95% 90% 80% 70% 50% 20% 10% 可靠度

370 376 384 390 397 402 412 429 439 应为极限MPa 

获得了循环基数为 l × 101 的不同可靠度下材料的 S-N 曲线如图对数据进行处理，

圃
·
·
·
·
·
·
·
·
·
·
·
·
·
·
·
·
·

Z
Z
Z
Z口
口
Z
Z
立

1 0 所示。

皿.00016.织”’WI曲lA.似地u.o邸，12.0国W)C”。血S回

图 10 循环基数为 1× 107 的材料， P-S-N 曲线

在 1 × 107循环基数下的应力极限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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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循环基数为 1× 107 时，不同可靠度下材料的应力极限

可靠度 10% 20% 50% 70% 80% 90% 95% 99% 99.9% 

应力极限
324 322 318 3 16 315 313 312 310 309 

MPa 

2.9 本章小结

1. 本试验得到材料为 35CrNiMo 感应洋火的大模数齿轮， 在应力循环基数为三百

万， 可靠度为 99%时 ， 所对应的疲劳极限值为 376MPa。

2. 本试验得到材料为 35CrNiMo 感应悴火的大模数齿轮， 在应力循环基数为一千

万， 可靠度为 99%时，所对应的疲劳极限值为 310MPa。

3. 本试验数据处理采用了对数正态分布的线性相关系数高于 95% ， 因此采用对数正

态分布拟合出来的结果是合理的。

4. 通过数据处理得到了弯曲疲劳强度的 P-S-N 曲线， 并增加了高可靠度下的分析数

据， 为某些高可靠度要求的齿轮设计提供数据。

27 



第二章 35CrN iMo 感应洋火齿·轮弯刷疲劳强度试验

28 



河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 裂纹疲劳扩展

3.1 引言

传统的齿轮强度设计， 一般都是许用应力法，通常是把一种型号的齿轮经过疲劳强

度试验所获得数据拟合疲劳 S-N 曲线，并以此作为同种材料齿轮的设计依据的。但是

以 S-N 曲线为基准所设计的齿轮有时既不能保证在使用期内不出现断裂破坏，也不一

定保证在预定寿命之后就因为强度不够而导致不可以继续运转。在工程的实际应用中也

时常会发现， 有些出现了一定微小尺寸裂纹的齿轮，其强度还很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就会判断该齿轮己经失效，就把它扔到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对于出现小裂纹的齿轮

是否还可以继续安全使用？当裂纹扩展到多大时该齿轮的寿命才完全用尽？依靠传统

的疲劳算法很难计算获得。

利用断裂力学的方法进行计算，齿轮在工作运行中会出现一定数量微小的裂纹，但

是在许用寿命期间，裂纹的扩展是缓慢的而不会产生安全隐患的，即裂纹扩展处于可控

制范围内 ， 以断裂力学的观点来说是处于稳定扩展阶段： 而不允许裂纹的快速扩展导致

迅速撕裂。那么齿轮便在出现一定裂纹的状态下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强度和刚度， 相比于

之前一出现裂纹就判断齿轮失效来说，延长了齿轮的使用寿命， 节省了一定的经济成本。

本质上来说所谓疲劳，其实质上就是材料内部微小裂纹的缓慢产生与生产。齿轮的

弯曲疲劳断裂本质上来说是齿轮材料内部裂纹成核与裂纹缓慢扩展，即所谓亚临界扩

展，直至临界尺寸而引起失稳的结果。

从断裂力学的观点来说，齿轮的寿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叫， 裂纹形成的疲劳寿命即

传统许用应力法计算的许用寿命：裂纹扩展的循环次数，即是齿轮的剩余寿命。针对不

同材料和不同参数的齿轮来说，其许用寿命和剩余寿命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种材料

的同型号齿轮在不同的工作情况下其许用寿命和剩余寿命也是不同的。

本文在齿轮弯曲疲劳极限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断裂力学的理论，对齿轮的疲劳断裂进

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着重研究当齿轮出现微小裂纹后其剩余的强度和剩余寿命。利用有

限元软件和 Franc3D 进行分析， 首先建立有限元模型并进行应力分析，后利用 Franc3

引入相应了裂纹模型。 对含有裂纹的三维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其裂纹尖端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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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计算出应力因子等相关参数，根据仿真所获得的参数预测下一步裂纹的扩展情

况，循环迭代直至完全断裂。

3.2 断裂力学理论基础

3. 2. 1 裂纹的分类

裂纹可以分为张开型、滑’开型、撕开型裂纹，如下图所示

张开型

图 11 张开型

滑开型

图 12 滑开型

撕开型

图 13 撕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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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 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和位移场

y 

裂纹
r 

θ 

。 芷

图 14 裂纹尖端示意图

考察如上图所示的有限裂纹的一端，直角坐标系 Oxy 的原点选在裂纹尖端处， x

轴与裂纹共线， y轴与裂纹垂直。最终可得各个应力分量为。

I 型裂纹：

K. θ （ - .θ . 3θl 
x ＝ 习2二~cos2\1 一SIT

K’ θ （. .θ. 3θ1 
σ ＝一－－－－＇一·川、一… 甲、…－ －··· －一 ｜

y d歹…2l＂… 2… 2)

K, .θθ3θ 
砂 ＝ 72万sm2co气ωτ

、
‘
，
／

···A 
句
‘d

r
s
‘
、

JI 型裂纹：

K .. .θ （ ＿ θ3θ1 
σ ＝ 一一τ＝注＝Slll 一｜三＋ cos-cos- 1 

。πr 2\ 2 2) 

K .. .θθ3θ 
y =72万sm2cos2cosτ

K .. θ （ . .θ. 3θ ｝ 
τ 川 ＝ －－！！.. COS一11 -sm-sm- 1

.<y 21lr 2 ~ 2 2 J 

(3.2) 

式中 ： 当为平面时σs = µ（σx ＋叫， μ为泊松比， 平面应力σs = 0' 

τXS ＝ τys = 0; 

吨，吨，τ。一一应力分量：

K， 一－I 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Kn 一一JI 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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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转化可求得直角坐标系下位移分量

I型裂纹：

U ＝先J二［（2k-l)

ν＝是在［（2k + l)sin%- sin 子］
II 型裂纹

u ＝先H,,{c川）吟sin¥]

V ＝先辰［（2k一问：＋cos子］
式中 ： 平面应变情况下 k=3勺，平面应力情况下k ＝仨丘：

E 
G 一一剪切弹性模量， G ＝一一一一， E为弹性模量

2(1 + µ) 

I + ,ll 

采用类似方法可求得 III 型裂纹尖端附近应力场和位移为

τ － Kru ·－ θ 
－一…－xi: - .J2歹.：＞UJ 2 

τ ＝ Km θ 
一一＿ .， . 一- YZ d歹… 2

2K ... I rθ 
w ＝一」ιa l 一一－ sm一

G V 27r 2 

3.2. 3 应力强度因子与断裂韧性

(3.3) 

(3.4) 

(3.5) 

应力强度因子可以反映裂纹尖端的位移情况和受应力情况，是研究裂纹扩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一般来说可表示为

σ ＝主！＿:LJ cθ）＋主L艺II （θ） 
d五J aP d五J

～＝去去三3）θ）

应力强度因子可由裂纹尖端应力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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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lim ,j2;;σ）＇ （r,O) 

Ku = 1im,j2;;τxy (r,O) 

Km = lim.J2歹τJ

(3.7) 

上式表明，应力强度因子是表征裂纹尖端奇性场的强度参量，与坐标无关， 一般来

说K 的大小， 与加载方式，载荷大小， 裂纹长度以及裂纹几何形状有关。

应力强度因子分析是断裂力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己经发展了很多有效的确定应

力强度因子的方法。 当采用解析法难以求得， 可采用有限元或边界元法进行求解， 通过

有限元或边界元求得节点位移后 ， 可计算强度因子。

3. 2.4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和 Par i s 公式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人们发现裂纹扩展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材料裂纹从产生

微小裂纹到材料完全断裂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次的应力循环， 而有的材料则从裂纹产

生到完全断裂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和很少的应力循环。 那么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参数来描述

裂纹扩展的速度，这就需要裂纹扩展速率。 在一定条件下， 记录裂纹扩展的总长度 a 和

扩展这么长所需要的应力循环次数N： 用总长度 a 除以次数可。 我们就可以得到裂纹在

每一次应力循环后扩展的长度为 da／削，这就是裂纹疲劳扩展速率

有资料显示裂纹的疲劳扩展速率与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存在一定的关系，

其关系可以表示为：

去 ＝ C(!::.K)” 

上式中~K 为应力强度因子的变程， ~K = ~K max - /iK min 

C 和 m 为材料的常数

对于含有中心裂纹的无线大板材来说

~K = ~a.J石

式子i:p6σ ＝ σmax － σm 

带入可得

坐＝ C6σ”＇a" '2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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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关系如图 15 所示：

lgda/dN (1 - R)Kc 1 

10-5~4 

10 9 

2 I 3 

.6Kth lg(.61\.) 

图 15 da/dN- !:,. K 曲线

从图 15 中我们可以看到裂纹的疲劳扩展速率并不是稳定的， 初期当 t:,.K 较小时裂

纹是不扩展的， 随着 t:,.K 的增加到 t:,.Kt1i 时裂纹开始扩展， t:,.K111 就是疲劳裂纹扩展应力

强度因子的门槛值， 只有当应力强度因子大于门槛值日、j裂纹才开始扩展。 l 区也就是裂

纹开始稳定扩展的前期， 2 区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为稳定扩展区域。 二区的扩展速率与

t:,.K 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我们就是根据该关系来预测剩余寿命。 三区为裂纹的快速扩展

区域， 为扩展失稳状态， 会发生瞬间断裂。且只有应力强度因子大于一定值才行， 即

Km似＞Kc 时 。

对于稳定裂纹扩展扩展区域， lg(da/dN)-lg6K 间的线性关系可表达为。

dαldN=C队K）”’ （3.10)

这就是的 Paris 公式。

3.3 疲劳裂纹仿真过程

3. 3. 1 仿真过程

先建立齿轮模型， 本次仿真所建立的模型参数依据我们实际工作中所用到的齿轮，

模数为 10 ， 齿数为 18 的齿轮材料为 35CrNiMo。并对齿轮模型进行简化， 只留一个齿

作为分析对象，以提高运算效率。

首先把模型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中 ， 定义模型的材料参数，以及约束齿轮

使之固定， 并且在齿顶施加与试验相中一致的载荷。对上述模型进行应力分析， 并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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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根部应力最大点的相应位置。与实际工作中齿轮产生裂纹的位置进行比对； 比对后

发现两个位置是一致的，以此位置作为预置裂纹的位置。 建立好的模型如图 16 所示

图 16 齿轮轮齿模型

把 Abaqus 网格模型导入到软件 Franc30 中 ； 利用 Franc3D 在齿轮的齿

根位置预置一个裂纹， 定义裂纹扩展的相关参数， 由于缺少 35CrNiMo 的参数， 我

们选择相似材料 34CrNiMo 的参数作为参考。 ［42］在 Franc30 中重新划分包含裂纹的模型

网格，把划分好网格的模型再次导入到 Abaqus 中进行有限元分析， 计算裂纹尖端的应

力状况。 Abaqus 运算好结果文件由内部导入 Franc3D 中 ， 利用 Franc3D 计算出裂纹尖

端的应力因子。

根据 Franc3D 计算所得到的应力因子来进行三维裂纹扩展到预测， 首先计算裂纹尖

端每一个节点的扩展长度和扩展方向，当计算完所有的节点后， 再对所有的尖端节点进

行）｜顶滑优化， 是前端节点优化为一条JI颐滑的弧线， 并将裂纹的前端插到结构表面外。［咄

最终产生一个新的裂纹， 把带有此裂纹的齿轮重新带入到 Abaqus 中进行有限元分析：

以此进行一个新的循环， 一直循环到齿轮弯曲断裂。 经过多步循环之后 ， 计算裂纹长度

与强度因子之间有何关系，以此来分析裂纹扩展整个寿命历程，进而预测剩余寿命。 （1'1]

定义裂纹几何

应力强度因子计算

号l入裂纹并重新划分同格

扩展裂纹几何

因 17 联合仿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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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 单裂纹仿真

把 Abaqus 运算结果网格模型导入到 Franc3D 中。利用 Franc3D 征齿轮的齿根预定

位置预置一个宽度为 Imm深度为 0.3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并对裂纹进行扩展分析，

初始几步裂纹扩展幅度较小为 0.2mm ， 并慢慢增加直到完全断裂。最终扩展 25 步。 如

下图所示

图 18 为裂纹扩展第 l 步，把细小裂纹植入并进行有限元分析： 图 20 为裂纹扩展第

15 步，是裂纹稳定扩展的阶段；图 21 则是裂纹扩展的 19 步 ， 是裂纹扩展失稳时代状态，

为裂纹扩展的最终阶段。

I 

图 18 仿真第 1 步

圄

图 19 仿真第 9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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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图 20 仿真，第 15 步

图 21 仿真第 19 步

通过仿真， 利用有限元分析的裂纹尖端受应力情况， Franc 可以及时的计算出来每

一次扩展之后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大小。如图 22 所示。由图 22 可以看到初始几步时，

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较小， 非常接近于 0；由应力因子的大小可以说明裂纹的扩展比较

缓慢。随着裂纹不断的扩大， 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也逐步增大，扩展到第 8 步以后， 应

力因子大小增加量都较为恒定： 说明裂纹处在稳定扩展中逐步增大。而当裂纹扩展到 20

步以后裂纹的应力因子急剧增加达到 10000 之大，说明裂纹已经处于扩展失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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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裂纹尖端 SIF 值

裂纹扩展的路径如图 23 所示，由图 23 我们可以看出初始时，裂纹的形状为半椭圆

形，随着裂纹的增火， 裂纹尖端的应力场火下也不一样，尖端的应力因子也随之不同导

致裂纹进行下一步扩展后，扩展的尖端形状也不一样，更加接近真实情况。随着裂纹扩

展到整个齿轮面上，裂纹的形状也慢慢的由半椭圆形变化成为直线型，裂纹尖端的扩展

路径也慢慢由同心圆变成平行的直线。

从齿轮的侧面来看，裂纹的扩展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的，而是有一些弧面：这

与我们在实际试验中所遇到的情况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的仿真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Geom嗣］ Fron1 K's I Pall>白 l E坤on I 

广
kx 咽

业
可
阻＠

」
咽。
可e
E白

马
岛
。
．

电
－
e
m
w

图 23 裂纹扩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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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裂纹扩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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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裂纹长度与 ~K 的关系

由 Franc 软件我们可以得到~K ， 图 25 即为裂纹长度与 6K之间的关系， 由图 25 我

们可以看到裂纹在扩展到 14mm 时急剧增加。

计算裂纹扩展的每一步应力强度因子如图 26 所示， 发现应力强度因子在不断的增

大， 并且大于门槛值， KI 远远大于其他 K 值，说明裂纹的类型以张开型裂纹为主。并

且 KI 在裂纹扩展到 14mm 时突然增大， 裂纹扩展在此时加速，处于失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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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关系

最终经过计算得到寿命曲线图如图 27 所示，裂纹扩展共计进行了 546866 循环， 最

终扩展的长度为 16.7355 (mm）。当裂纹扩展到大约 531200 次时裂纹扩展速度急剧增加，

齿轮在此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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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裂纹寿命曲线

根据运算结果可知出现一个裂纹宽度为 lmm 深度为 0.3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的

齿轮剩余寿命为 531200 次， 与实际工作中的齿轮剩余寿命进行比对， 发现与实际情况

较为一致。

3. 3. 3 双裂纹疲劳扩展分析

把 Abaqus 运算结果导入到 Franc3D 中。 利用 Franc3D 在齿轮的齿根预定位置预置

两个并排的长度为 2mm 深度为 0.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 并对裂纹进行扩展分析。

共计扩展了 23 步， 如图 28 所示。

图 28 为裂纹扩展初始步， 植入两个细小的裂纹： 图 29 为裂纹扩展的第 5 步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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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时期： 图 32 为扩展失稳时的状态。

国

i..:. 
图 28 仿真第 1 步

国

~. 
图 29 仿真第 5步

国

1.., 
图 30 仿真第 6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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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图 31 仿真第 12 步

国

坠，

图 32 仿真第 20 步

由以上各个步的扩展图，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裂纹由小到大的每一步扩展过程，而且

还可以看到两个裂纹一步一步融合为一个大裂纹的过程； 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裂纹扩展的路径图如图 33 所示，由图 33 我们可以看出初始时， 裂纹的形状为两个

半椭圆形， 随着裂纹的增大，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大下也不一样， 尖端的应力因子也随之

不同导致裂纹进行下一步扩展后，扩展的尖端形状也不一样， 更加接近真实情况。两个

小裂纹慢慢扩展接近，直到融合成为一个大裂纹的整个过程：刚开始融合时两个小裂纹

的结合部裂纹扩展较少，但是随着扩展进一步，两个小裂纹的结合部扩展量要比其他部

位的扩展量大很多，直至成为一个完整的半困弧形裂纹尖端。

随着裂纹扩展到整个齿轮面上， 裂纹的形状也慢慢的由半椭圆形变化成为直线型，

裂纹尖端的扩展路径也慢慢由同心困变成平行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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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 

图 33 裂纹扩展路径

从齿轮的侧面来看， 裂纹的扩展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的，而是有一些弧面： 这

与我们在实际试验中所遇到的情况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的仿真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图 34 裂纹扩展路径

通过仿真，利用有限元分析的裂纹尖端受应力情况， Franc 可以即时的计算出来每

一次扩展之后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大小。如图 35 所示。 由图 35 可以看到初始几步时，

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较小，非常接近于 0； 由应力因子的大小可以说明裂纹的扩展比较

缓慢。 随着裂纹不断的扩大， 裂纹尖端的应力因子也逐步增大，扩展到第 8 步以后， 应

力因子大小增加量都较为恒定： 说明裂纹处在稳定扩展中逐步增大。 而当裂纹扩展到 20

步以后裂纹的应力因子急剧增加达到 4000 之大 ， 说明裂纹已经处于扩展失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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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裂纹尖端 SIF 值

计算裂纹扩展的每一步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如图 36 所示，发现应力强度因子

在不断的增大，并且从初始时就大于门槛值~K=21.7～62.0MPaJ; , KJ 远远大于其他

K值，说明裂纹的类型与单裂纹仿真一样以张开型裂纹为主。并且Ki在裂纹扩展到j 14mm 

时突然增大，裂纹扩展在此时加速，处于失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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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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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裂纹寿命曲线

最终经过计算得到寿命曲线图如图 37 所示，裂纹扩展共计进行了 140093 循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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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扩展的长度为 15.7576 (mm）。当裂纹扩展到大约 121200 次时裂纹扩展速度急剧增加，

齿轮在此发生断裂。

根据运算结果可知｜出现两个两个并排的长度为 2mm 深度为 0.75mm 的椭圆形片状

裂纹的齿轮剩余寿命为 121200 次 ， 与实际工作中的齿轮剩余寿命进行比对，发现与实

际情况较为一致。

3.4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研究可以得到一下结论：

1. 通过对含有细小裂纹的齿轮进行有限元仿真， 成功的预测出来齿轮出现相应裂纹

时的剩余寿命， 并与试验相对比验证较为准确。根据运算结果可知出现一个裂纹宽度为

lmm 深度为 0.3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的齿轮剩余寿命为 531200 次，出现两个两个并

排的长度为 2mm 深度为 0.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的齿轮剩余寿命为 121200 次。

2. 当出现一定微小裂纹的时候，齿轮本身还有一定的强度， 裂纹会缓慢扩展， 在扩

展若干步后才会达到快速扩展区产生疲劳断裂。

3. 齿轮的弯曲断裂主要类型为张开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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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齿轮疲劳断面分析

4.1 引言

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经过数据统计疲劳断裂占所有断裂事故的 70%～80%(45］；而在

一些有数据统计的国家， 疲劳断裂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5%。对

己经发生的疲劳失效进行研究， 查找和发现该疲劳失效的原因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解决

措施；可以避免大部分的疲劳失效，从而为国家为企业的生产总值作出巨大贡献。 与此

同时，由于疲劳断裂的突然性， 该断裂可能使工程附近或煤矿内人员无法及时撤离，而

导致人员伤亡， 产生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影响 。 曾经欧洲共同体委托欧洲结构完整性协会

的研究表明 ： 如果一个国家每年可以在断裂的防止研究上投入 2亿美元，其产生的经济

效益每年可达 800 亿美元， 高达 400 倍的经济效益产值。 所以对疲劳断裂的深入研究是

社会安定、生产安全、 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不仅生产的经济价值更产生巨大的社

会效益而且对国家建设、 科技发展、技术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对断裂工件的断口进行分析， 可以得到很多断裂过程中产生的资料。 因为整个断裂

过程中的所有痕迹和证据都存在于断口的形貌特征中，记载了很多内容，包括裂纹源、

裂纹扩展路径等详细信息。 而这一系列变化都详细的记录在断口的形貌特征内 。 对金属

的疲劳断口形貌进行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 能够对金属的疲劳断裂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疲劳断口形貌分析是研究疲劳过程和分析疲劳失效原因的一个重要方法（46） 。

针对 35CrNiMo 感应洋火齿轮的疲劳断口，本文对弯曲疲劳强度试验中所产生的弯

曲疲劳断齿进行断面分析，以求找到该型号齿轮的断裂原因， 寻找其疲劳断裂机理。 为

疲劳断裂的防止以及延长使用寿命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首先选择了多个疲劳断裂的断

齿， 保护好样本使其不受污染。 对所获得的样本先做宏观断口分析，以对该断口有初步

大体上的认识。 然后在对样本做扫描电镜照片分析， 着重研究其裂纹源，裂纹萌生的原

因和位置， 为预防该裂纹的产生提供依据。 然后研究其裂纹扩展区、瞬间断裂区域等等

形貌特征，找出避免裂纹产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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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试验方法

本次试验采用材料为 35CrNiMo 的齿轮来做弯曲疲劳试验，该齿轮模数为 10、齿数

为 1 8、齿宽为 1 01ηm 。本课题所用天水红山疲劳试验机是一种基于共振的设备。 试验

齿轮有专用夹具进行固，并不进行旋转运动，齿轮承受上下方向的压力，作用于两个齿

轮面上，该压力为疲劳试验机所加载的脉动循环应力，从而达到使齿轮疲劳断裂的目的。

图 38 试验齿轮受力方式图

4.3 宏观分析

疲劳断口形貌特征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区域，分别是裂纹源区、裂纹稳定扩展区和

瞬间断裂区域。 三种区域构成了整个疲劳断口的断面特征。这三个区域的形貌特征也是

不一样的， 其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其中裂纹的裂纹源区 ， 是裂纹研究的重中之重，裂纹正是从该区域产生并缓慢扩展

至稳定扩展区的，所以研究该区域裂纹萌生机理对预防裂纹的产生十分重要。裂纹源区

一般是整个齿轮的应力集中区域，或者是受力最大的位置， 一般位于齿轮的齿根齿轮面

出 。 如果齿轮内部存在缺陷或者某位置的材料强度较低，则裂纹很可能从此脆弱处开始

萌生。 裂纹萌生后齿轮不会马上断裂，而是会缓慢的生长直至稳定扩展区域， 中间可以

看到裂纹扩展的条纹路径， 所以裂纹源区与稳定扩展区没有明确的界限。 个别齿轮如果

内部含有杂质或者缺陷过多 ， 可能会产生两个裂纹源，裂纹从两个裂纹源分别开始生长

扩展，在其扩张中，可能一个扩展的较快一个扩展的较为缓眩，最后还可以看到两个裂

纹源合并成为一条大的裂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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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扩展区域，稳定扩展区域是齿轮断面较为明显的区域，从该区域可以看到裂纹

缓慢扩展的步骤，通常呈现出一条一条的线条弧线就叫做辉纹， 有点类似贝壳的纹理，

所以叫贝纹线。辉纹通常呈现出弧线， 弧线凹的一侧指的方向为裂纹源处，凸的一侧指

的方向为裂纹扩展的方向。 所以通过辉纹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裂纹源处，是分辨疲劳断裂

的重要判掘。 一条一条的辉纹呈现出台阶状， 这就是每个应力循环后裂纹扩展的长度和

方向。 其辉纹的问距也代表了每次扩展的距离， 辉纹间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同一应

力水平下辉纹的问距开始时较小的，随着扩展的进一步，辉纹的问距逐渐呈增大状态，

最终到达瞬间断裂区。在不同应力水平下，辉纹的问距与应力水平成正相关， 即应力水

平越高辉纹的问距越大。 由此可知应力水平越大裂纹扩展越快。

第三个区域就是裂纹的瞬间断裂区。随着裂纹的不断生长扩展，当裂纹到达一定程

度时， 裂纹会发生快速的扩展，直至最后的断裂。该段时间较短，其断口形貌与静载荷

断裂的断口有所类似，都呈现出韧窝状，即内部纤维的撕裂。 其韧窝的大小与形状不同，

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是断口分析的重要特征［耐。

分别边出五个断齿如图 39 所示

图 39 断齿A 宏观形貌照片

图 39 为齿编号为 A 的齿轮，通过对齿轮 A 的断口宏观观察，可以看到裂纹的初期

为疲劳扩展， 裂纹源位于齿轮的上齿面并且，在偏右一点， 图中 l 所示位置。 并以 l 位置

为裂纹源向周围缓慢扩展，在图中 2 的位置可以看到裂纹扩展的明显路径；并且在 2 的

区域位置观察还可以看到有少量撕裂的形貌，初步判断为内部气泡撕裂所引起的。 图中

3 的区域位置为凹凸不平的形貌，为裂纹的扩展失稳状态，不是疲劳扩展， 而是瞬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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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导致的齿轮撕裂。 区域 1 在试验中受力为拉伸力，而区域 4在试验初期为挤压力到

后期为快速的撕裂开，所以其形貌特征与区域 3 的位置也略有不同。

图 40 断齿 B宏观形貌照片

图 40 为 B 齿的形貌图片，可以看到轮齿 B 与轮齿 A 的形貌特征基本上一致。 初始

阶段为疲劳裂纹稳定扩展阶段， 中期为裂纹的快速扩展阶段，最后为断口快速撕裂区域。

轮齿 B 的裂纹源与轮齿 A 裂纹源在位置上略有不同， 轮齿 A 的裂纹源偏右一点，而轮

齿B 的裂纹源偏左一点。 对疲劳裂纹稳定扩展区域 2 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区域 2 比较平

整，说明裂纹的扩展较为稳定， 并且可以看到扩展的纹路，初步判断是因为 2 号齿的内

部缺陷、 杂质比 l 号齿少，所以才会与 A 齿轮相比较平整不少。 区域 3 和 4 为裂纹的最

后撕裂阶段，其相貌特征与轮齿 1 基本一致，为瞬间断裂所呈现的撕裂状。 只是 B 齿的

疲劳扩展区域即区域 2 与 A号齿相比要大的多，说明 B 号齿的疲劳稳定扩展时间要比 A

号断齿长， B 齿的材料内部比 A 齿的要均匀，杂质含量不如 A 齿那么多。

图 41 断齿 C 宏观形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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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为 C 号断裂齿， C 号齿在实际工作中是多次受力之后快速的绷断， 与A 号齿

B 号齿相比断裂的时间要少很多，其所受循环载荷的次数仅 12030 次，远远小于 B 齿

的 600000 次。图示 1 的位霄．处为裂纹源，裂纹从 l 处开始产生缓慢的扩展，其相应的位

置存在应力集中或者该位置存在微小缺陷；区域 2 是裂纹的稳定扩展状态，可以清楚的

观察到从裂纹源开始之后裂纹的稳定扩展路径，从裂纹源开始呈现放射状，与 A 号齿 B

号齿相比其裂纹的稳定扩展区域要小很多，说明轮齿 C在经历区域 2 的缓慢扩展之后遇

到了较多的缺陷存在从而导致快速的崩断。 区域 3 为裂纹的快速撕裂区域， 与 A 号齿 B

号齿相比该区域面积要大很多，说明该齿主要为裂纹的快速扩展导致的断裂， 且其断口

呈现出明显的韧窝，为明显的瞬间断裂区域。

图 42 断齿 。 宏观形貌照片

图 42 为 D 号断裂齿，在实际工作中 D 号齿与 C 号齿情况类似， 也是在受力仅 2103

次之后快速的崩断。 观察D 号断齿的断口宏观形貌特征可以看到，区域 I 有明显的肉眼

可见气孔缺陷， 是铸造时存在的遗留缺陷。正是由于该缺陷的存在，而导致该齿在受力

时 l 区域的应力集中，并且快速断裂极大的影响了齿轮的强度和寿命，导致齿 D 的材

料力学性能不能满足使用标准，为不合格的产品。 区域 2 为裂纹的稳定扩展，该区域的

面积较小， 而区域 3 与以上 A 号、 B 号 、 C 号断齿一样是扩展的失稳状态，根据形貌特

征可以判断为撕裂。 观察区域 4 可以看到有许多小四坑，为齿轮瞬间断裂时产生的韧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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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断齿F宏观形貌照片

图 43 为第五个断齿的形貌特征图片， F 号断齿情况与 A 号、 B 号断齿情况一直，

都同为受循环载荷多次后的疲劳断裂。初始阶段为疲劳裂纹稳定扩展阶段， 扩展中期为

裂纹的快速扩展阶段， 最后的阶段为断口快速撕裂区域。 l 的位置为其裂纹源， 其裂纹

源区域的形貌特征与 A号、 B 号齿略有不同。在图中 2 的位置可以看到裂纹扩展的明显

路径， 且呈现的特征也较为平缓说明该处材料较为均匀 ， 内部缺陷、杂质较少： 图中 3

的区域位置为凹凸不平的形貌， 为裂纹的扩展失稳状态，不是疲劳扩展， 而是瞬间扩展

所导致的齿轮撕裂其特征也呈现出瞬间断裂所特有的韧窝状。

4.4 微观形貌分析

为了对断口形貌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在郑州大学扫描电镜实验室对断口进行扫

描电镜观察， 试验所用设备如下图所示：把四个试样放进去之后抽真空进行观察并记录。

图 44 扫描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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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断齿 A号

首先对断齿 A 号进行初步观察，放大 20 倍后如图 的 所示。可以看到 A 号断齿内

部的杂质缺陷还是较多： 且其裂纹源处为一个缺陷， 裂纹正是从该缺陷出衍生扩展的。

A 号断齿内部还存在一个长度约为 0.6mm 的气孔，图上所示的黑色小点为的颗粒状夹渣

冶金缺陷。

图 45 A齿轮放大 20 倍扫描电镜

对该位置放大到 50 倍后观察可以看到裂纹的萌生源头以及裂纹的稳定扩展路径，

在裂纹源周围呈现放射状裂纹扩展较为均匀。其内部存在颗粒状夹渣冶金缺陷以及一些

小气孔。

图 46 A齿轮放大 50 倍扫描电镜

对裂纹源继续放大 200 倍后观察如图 47 所示。可以看到清晰的疲劳裂纹扩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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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断口的微观形貌特征，裂纹正是从该缺陷从开始的，该缺陷实际上相当于在齿轮上

预置了一个小裂纹，且该缺陷内部存在一些金属残渣， 局部存在夹杂物，为铸造时产生

的。

图的 A 齿轮放大 200倍扫描电镜

图 48 所示为放大 1000 倍后观察到的稳定疲劳裂纹扩展路径。 可以看到断面上均匀

的分布着一些条纹，这是疲劳扩展区域所独有的形貌特征。该条纹称为辉纹，是裂纹在

扩展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代表了每扩展一步后裂纹增长的长度和方向。由于材料内部是

不均匀的且其所受的力是不稳定的，所以所产生的辉纹也是不平行的，在其扩张中辉纹

可能会发生两条辉纹融合成一条， 或者一部分扩展较快一部分扩展较为缓慢而使一条辉

纹变成两条辉纹， 这是因为材料内部有些位置的强度较高或者有些位置存在缺陷或杂质

引起的。在裂纹扩张中辉纹之间的距离也是由小变大的。 且当扩展的次数较多时，辉纹

的条数也是较多的。［49]

图 48 A 齿轮放大 1000 倍扫描电镜

54 



河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放大 1000 倍后继续观察快速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如图 49 所示。通过图片我们可

以看到快速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与稳定疲劳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其形貌

特征呈现出明显的疏松孔或者蜂窝状，有一个接一个的小窝坑组成，这就是韧窝，是瞬

间断裂的形貌特征。其韧窝的大小与所受载荷有关，当载荷较小时韧窝的尺寸较大，而

当载荷增加，韧窝的尺寸逐渐减小。与此同时韧窝的深度也与应力存在相应的关系，即

当应力载荷较小时－，韧窝的深度较大， 而增加载荷大小，韧窝的深度逐渐减小。 此外韧

窝的形成尺寸还与材料的属性有关系，当材料的韧性越高则韧窝的微坑尺寸较大且深。

[50] 

图 49 A 齿轮韧窝处扫描电镜

对断面放大 1000 倍后观察断口形貌，发现材料内部有一些小的气泡， 且气泡内含

有一些颗粒状物质，如图 50 所示。

图 50 A 齿轮杂质扫描电镜

由于大量气泡的存在，导致金属的力学性能极大的下降（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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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是什么物质，我们获取该位置处的 X 射线能谱图及 X 射线元素定量分析，

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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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A 齿轮X 射线能谱图

表 11 A 齿轮X 射线元素定量分析

Element Wt% A仿古

CK 03.93 07.99 

OK 22.97 35.07 

MgK 03 .57 03 .59 

AIK 47.25 42.76 

CaK 04.97 03.03 

FeK 17.30 07.57 

Matrix Correction ZAF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该杂质的主要成分为铝的氧化物。

重新选取一个位置的杂质，我们获取该位置处的 X 射线能谱图及 X 射线元素定量

分析， 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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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A齿轮X射线能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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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A 齿轮X 射线元索定量分析

Element 

K
J
队
J
m
k

s

nuMR 

Wt% 

37.01 

02.00 

53.89 

07.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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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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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n
弘

2
2
1
υ

J
E
40402 

岛fatrix Correction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该杂质与前一个杂质的成分是不同的 ， 其主要成分为锚的硫化

物， 是铸造时所产生的。

4.4. 2 断齿 B号

对断齿 B 进行断口形貌分析，其扫描电镜图如图 53 所示

图 53 B 齿轮放大 50 倍归描电镜图

可以看到断口 B 的组织形貌特征比较平整，没有 A 号齿的杂质那么多，只是存在

少量气孔，说明齿 B 的材料比齿 A 的要好很多。观察齿B 发现其裂纹源与齿 A 相同，

都是齿轮面存在缺｜毡， 裂纹正是从缺陷处开始衍生和l扩展。说明齿轮生产过程中的缺陷

对齿轮的断裂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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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B 齿轮裂纹源

对裂纹源继续放大 200 倍后观察如图 54 所示。 可以看到清晰的疲劳裂纹扩展路径，

疲劳断口的微观形貌特征， 裂纹正是从该缺陷从开始的， 该缺陷实际上相当于在齿轮上

预置了一个小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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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S B 齿轮稳定扩展

图 55 所示为放大 1000 倍后观察到的稳定疲劳裂纹扩展路径。可以看到断面上均匀

的分布着一些条纹， 这是疲劳扩展区域所独有的形貌特征。该条纹称为辉纹， 是裂纹在

扩展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代表了每扩展一步后裂纹增长的长度和方向。由于材料内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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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的且其所受的力是不稳定的，所以所产生的辉纹也是不平行的，在其扩张中辉纹

可能会发生两条辉纹融合成一条，或者一部分扩展较快一部分扩展较为缓慢而使一条辉

纹变成两条辉纹，这是因为材料内部有些位置的强度较高或者有些位窗存在缺陷或杂质

引起的。在裂纹扩张中辉纹之间的距离也是由小变大的。且当扩展的次数较多时，辉纹

的条数也是较多的。（52]

图 56 B 齿轮韧窝区

放大 1000 倍后继续观察快速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如图 56 所示。通过图片我们可

以看到快速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与稳定疲劳扩展区域的形貌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其形貌

特征呈现出明显的疏松孔或者蜂窝状，有一个接一个的小窝坑组成，这就是韧窝，是瞬

间断裂的形貌特征。其韧窝的大小与所受载荷有关，当载荷较小时韧窝的尺寸较大，而

当载荷增加， 韧窝的尺寸逐渐减小。与此同时韧窝的深度也与应力存在相应的关系，即

当应力载荷较小时，韧窝的深度较大，而增加载荷大小，韧窝的深度逐渐减小。 此外韧

窝的形成尺寸还与材料的属性有关系， 当材料的韧性越高则韧窝的微坑尺寸较大且深。

对齿B 断口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其内部同样的存在一些残渣如下图框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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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B 齿轮杂质

我们获取该位置处的 X射线能谱图及X 射线元素定量分析， 其结果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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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B 齿轮 X 射线能谱图

表 13 B 齿轮X 射线元素定量分析

Element Wt% At% 

CK 05.38 10.33 

OK 31.17 44.94 

MgK 04.58 04.35 

AIK 29.38 25.11 

SK 09.04 06.50 

CaK 01.52 00.87 

MnK 11.74 04.93 

FeK 07.19 02.97 

Matrix Correction ZAF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该残渣主要成分为铝的氧化物已经硫化物，均为铸造时所产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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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断齿 C号

对 C号断齿的断口采用扫描电镜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其断裂源也是一个小的缺陷，

断裂正是从该缺陷处开始生长发展的，如图 59 所示。

图 59 c 齿轮裂纹源

该缺陷内部还存在一些杂质，但是由于该缺陷是开放性的，所以不能判断该杂质是

在齿轮铸造时留下的还是生产后外界进入的。由于该缺陷直接导致了裂纹的产生，所以

分析出该处缺陷产生机理十分重要， 查找到该处缺陷产生原因并找到防止办法。

首先对图 60 示处的夹杂分析其元素成分。

图 60 C齿轮裂纹源杂质

X射线能谱图如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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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c 齿轮X 射线能谱阁

X 射线元素定量分析结果如表 14 所示 ：

表 14 C齿轮 X 射线元素定量分析

Element Wt% At% 

CK 74. 15 83.71 

OK 12.92 10.95 

NaK 00.39 00.23 

MgK 00.35 00.19 

AlK 0 1.62 00.82 

SiK 04.72 02.28 

SK 00.45 00.19 

CJK 00.40 00.15 

KK 00.49 00.17 

CaK 02.25 00.76 

FeK 02.26 00.55 

Matrix Correction ZAF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该残渣主要成分为碳化物， 为铸造时所产生的。

通过上述测量可知， 该处缺陷内的杂质这样成分为 Si 、 0 和 Ca

由于 D 和 F 轮齿的断口扫描电镜形貌特征与 A、 B 和 C轮齿类似，就不再一一描

4.5 内在缺陷的成因与防止

通过对以上缺陷的分析和鉴定，发现该型号齿轮的内部缺陷主要为伴有气孔的夹

渣，统称之为渣气孔。

4. 5. 1 形成原因

形成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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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属浇铸液温度过低，金属液除渣不良。

2. 浇注时勃度过高，使在浇铸和充型过程中卷入的其他来不及排出铸型或上浮到冒

口或出气口中去。

3. 浇注和充型速度过快，金属型排气不良 ， 使金属液在浇注和充型过程中产生紊流、

涡流或断流而卷入气体，在铸件中形成卷入气孔。

4. 由于含硫量过高且镇硫比不当，使金属液含有大量硫化物，成渣气孔。

4.5.2 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如下：

1. 提高金属浇铸液温度，多增加过滤系统，以排除夹渣、气体等。

2 . 优化浇铸系统，浇注应使金属液平稳的流入型腔内部， 并使型腔内部气体可以顺

利排出 。

3. 铸钢应降低铁原液含硫量，保持适当的硅锚比，限制铝、钦的含量。

4.6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通过对 35CrNiMo 的感应洋火齿轮弯曲疲劳断面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发现该类

型齿轮的断裂原因为铸造时所产生的渣气孔。

2. 对该渣气孔进一步分析，找到该缺陷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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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裂纹分形维数计算

5.1 引言

在沙漠中的沙丘通常会在其表面呈现出连续不断的波浪形的图案； 天空中的云也经

常会呈现出层层叠叠的结构特性； 甚至于飞机飞过天空其发动机也会留下一连串的轮廓

线： 在大海中的海贝壳其形状十分奇异， 结构和花纹近似于一条一条相平行的规律曲线；

二十世纪的一个著名问题 “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由法国数学家伯努瓦 . B . 曼德尔布

罗特（Benoit B.Mandelbrot）于 1967 年提出f53］ 。 以上数个产生的图案为曲线或者曲面构造，

其基本的几何构成是极为不规律和光滑的， 但是虽然其图形构成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还

是可以发现其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性质即自相似性。针对海岸线来说是虽然海岸线比较

曲折， 但是从不同的比例来观察海岸线， 其形状大体上一致的， 其每一个细小的部分都

含有相同的细节构成，及自相似性。

自相似性就是图像的整体与每个局部相似， 而相似的局部中又含有与之相似的更加

细微的局部， 每一个局部包含的图像特征与整体所包含的一样多 ， 整体不断循环嵌套形

成的分形图案。 通常把含有自相似性的图案成为分形。 分形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就存在

与我们的身边， 除了上述的几种分形， 还有一棵大树的树枝树权， 西兰花的生长， 雪花

的奇特形状和图案等等一系列存在于我们身边的自然现象。

分形理论（fractal）一词来自于古拉丁文， 其含义为破碎的意思，最早在 1975 年Benoit

B.Mandelbrot 所提出［54］ ， 并进行推广［55］ ， 其定义为分形就是局部与整体有自相似性［56） 。

目前已经用于经济学、化学， 地质学， 音乐制作、 艺术创作、材料学［57），断口分析等各

种领域展开推广应用［58］刚刚刚刚。

分形理论是当今世界新兴的一门科学理论， 它是由传统的几何学衍生出来的， 改变

了传统的分维数观念。传统的几何中一个点为零维， 一条直线为一维， 一个平面国形为

二维， 一个立体的图像为三维， 在三维的基础上爱因斯坦加上一条时间轴则构成了四维

时空。其都是整数维数空间， 传统几何计算中其起到了很大的用处， 很好的解决了大多

数的自然问题。 然而面对一条复杂的，没有规律的曲线， 传统的欧氏几何很难做出准确

的表述，而分形理论正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有力工具，正是由于分形理论描述复杂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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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使得其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63］。然而在 1919 年拓扑学的开创者豪斯多夫，外

文名 Felix Hausdorff， 就提出了连续的维数的观点。其任务空间维数应该是连续变化的，

其维数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整数，也可以是小数， 有理数其至于无理数， 我们称之为豪

斯多夫维数（64］ ， 目前常用的分形维数计算方法就是基于豪斯多夫的理论。

表 15 欧氏几何学与分形几何学的差异

描述的对象 特征长度 表达方式 维数

欧式几何学
人类创造的简单的标准物

有 数学公式
0及整数维 （ l 、 2、

体 3) 

分形几何学
大自然创造的复杂的真实

无 法代语言
一般是分数（可以

物体 是正整数〉

5.2 分形的理论

我们假设 F 为一个图像的矩阵， 而δ为小矩阵的尺寸， N/F）为用小矩阵去覆盖大

矩阵 F 时可以覆盖 F 的集的最小个数 ， 盒维数分为上盒维数有时被称为；脑维数，

Kolmogorov 尺度 ， Kolmogorov 容量或者上 Minkowski 维数。而下盒维数也称为下闵可

夫斯基维数。上盒维数和下盒维数与 Hausdorff 维数息息相关， 那么 F 的下盒维数和上

盒维数为（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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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算出来的下盒维数和上盒维数相等， 这该值即为 F 的盒维数。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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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常见经典构造的相似维数

构造集

Koch 曲线

Cantor 集

Sierpinski 集

Peano 曲线

示意图

_JA 飞＼、飞二_,..__, 

~~ 
.fh. i:A 

回髓

5.3 Matlab 编程处理

5. 3. 1 图像二值化处理

No(F) 

4 

2 

3 

4 

6 相似维数

3 D=ln4/ln3= 1.2618 

3 D=ln2/ln3=0.6809 

2 D=ln3/ln2= 1.5849 

2 D=ln4/ln2=2 

在色彩中通常可以把一种混合的颜色分解成几个颜色构成的，比如说黄色可以由红

色和绿色混合而成：紫色由蓝色和红色混合构成； 而黄色和红色混合可以得到橙色； 白

色可以分解为红、 橙、 黄、绿、 青、蓝、紫的混合光谱。而研究发现在色彩中，有些颜

色是不可以再分解即为原色， 利用原色可以合成其他的各种颜色，而其他颜色却不可以

合成原色。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原色即为红（Red）、 绿（Green）、 蓝（Blue） 三原色，

英文简写为 RGB，利用三原色可以合成各种各样的光。

现在的图像采集存储技术即基于三原色的原理，通过存储一个像素点的三原色的比

例相互叠加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常见的电脑屏幕一个液晶点即显示 RGB 所构成

的色彩，在记录中通常会记录 RGB 三个通道的每一个原色的强度， 原色强度从 0 到 255

一共有 256 个强度级别。比如黄色的 R 值为 255 、 G 值为 255 、 B 值为 0； 红色的 R值

为 255 、 G 值为 0、 B 值为 0； 臼色的 R值为 255 、 G 值为 255 、 B 值为 255 ； 洋红色的 R

值为 255 、 G 值为 0、 B 值为 255 ； 黑色的 R值为 0、 G 值为 0、 B 值为 0： 计算机记录

下来相应的参数即可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色彩。

在进行图像处理时 ， 由于 JPG 图片的 RGB 三通道数据较多， 为了便于图像的进一

步处理，减小数据处理囊， 需要对图片进行二值化处理。所谓二值化处理就是将图片上

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都处理为 0 或者 255 ， 处理后的像素点或为纯黑色或为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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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2 所示，为处理前相机所采集到的齿轮扩展裂纹图片， 图 的 则为经过二值化处理

后的图像信息， 只有 255 黑色和 O 白，便于后期数据计算。

图 62 二值化处理前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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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二值化处理后的图片

5. 3. 2 计盒维数计算

在分形几何中 ， Minkowski - Bouligand 维数，也被称为闵可夫斯基维或计盒维数

( box dimension, box-counting）又可以称为盒维数。是一种确定一组欧氏空间中的分形维

数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维数计算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且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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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未统一，常见的名称有： ；脑维数、 Kolmogorov 娟、 度量维数（66］等。

为了计算这个分形维度，想象这埋一个巨大的网格， 计算出来一共需要多少小盒子

来覆蘸整个集合。计含维数发通过我们改变食子的大小并计算食子个数的改变量来描述

的一种算法。

根据前文理论可知，假设图像集合用 A 来表示，用尺寸大小为1/2x 的盒子来对图像

A进行覆盖， N 为可以覆盖的个数，则 A 的计盒维数为：

式中 D 即为图片的分形维数。

lnN 
D = lim一一一

,,• oJnY 
(5.4) 

其在 Matlab 中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读取图片， 并把图片处理成二值图。计算处

理得到图片的大小尺寸， 然后利用一定大小尺寸的正方形格子对图片进行覆盖，并计算

得到相应的小盒子的个数：然后尺寸变化，利用该尺寸的正方形小格子对图片进行再次

覆盖，并得到相应的小盒子个数；如此循环， 得到多组格子尺寸和与之相对应的小盒子

数目 。 对这一系列的数据取对数，并拟合得到斜率即为所求的分形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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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图片

一王一

图像二僵化处理

计算图像的像素尺寸为

aX b 且m『nin(a,b)

c 是否符合要求

用 c×e 作为像素盒子的边长对图

片矩阵进行分割，计算分割后含有

裂纹的小盒子的个数，记为卫。

c=2c 

用直线进行拟合，该直线的斜率即

为该图像的计盒维数

输出计算结敖

图 64 计算流程图

为了检验所编辑程序是否正确， 利用已经知道维数的图像带入所编辑的程序内进行

维数计算。 把本程序计算出来的值与其理论值进行相对比，计算其相对误差， 其结果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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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分形图像维数计算结果

构造集 分形图像 图像大小 理论维数 计算维数 相对误差

平面 256 × 256 2 2 。

Koch 雪花 0 51 2 × 512 1.2618 1.2219 0.0316 

Sierpinski 三角 a 512 × 512 1.5850 1.5299 0.0348 

Koch 曲线 ~认 512 × 512 1.2618 1.1576 0.0826 

直线 512 × 512 1.0036 0.0036 

国毯地
LK -H 

叩ρLV 
Pδ
 

512 × 512 1.8928 1.8568 0.0190 

通过对所编辑的程序进行检验， 发现该程序所计算出来的维数误差较小， 通常为

3%。所以利用该程序对前文所给出的图 62 进行维度计算， 首先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相

关系数的检验， 其结果如图 65 所示

0.96 

0 94 

a: 0.93 

0.92 

0.91 

au 
na -nhw 

5 10 15 20 
Pa而fy maxR.呻.95229. min part=l 

25 30 35 

图 65 数据相关系数检验

由图可以看到六组数据其相关系数均大于 0.90 ， 满足要求。

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拟合， 其结果如图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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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数据拟合直线图

根据图 66 所显示结果可以得到，该图像的分形维数为 L.26 维。

5.4 本章小结

首先利用相机对裂纹扩展到整个过程进行记录， 采集相关的裂纹扩展图像，利用

Matlab 软件对所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 把 RGB 格式的图像处理为二值图。然后用计

盒维数法对二值图进行维数计算， 最终得到相应的分形维数，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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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经研究得到材料为 35CrNiMo 感应碎火的大模数齿轮， 在应力循环基数为三百

万，可靠度为 99%时，所对应的疲劳极限值为 376MPa。 同时得到该齿轮在应力循环基

数为一千万， 可靠度为 99%时，所对应的疲劳极限值为 310MPa。 并通过数据处理得到

了弯曲疲劳强度的 P-S-N 曲线。

2. 通过对含有细小裂纹的齿轮进行有限元仿真， 可以得到当出现一定微小裂纹的时

候， 在扩展若干步后才会达到快速扩展区产生疲劳断裂。预测出齿轮出现一定尺寸裂纹

时的剩余寿命， 与实际情况相对比可以发现预测较为准确。根据运算结果可知出现一个

裂纹宽度为 lmm 深度为 0.3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的齿轮剩余寿命为 531200 次， 出

现两个两个并排的长度为 2mJη 深度为 0.75mm 的椭圆形片状裂纹的齿轮剩余寿命为

121 200 次。

3. 通过对 35CrNiMo 的感应海火齿轮弯曲疲劳断面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发现该类

型齿轮的断裂原因为铸造时所产生的渣气孔。对该渣气孔进一步分析，找到该缺陷形成

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4 . 本文利用相机对齿轮疲劳裂纹扩展整个过程进行记录， 采集齿根处裂纹扩展图

像， 利用 Matlab 软件对所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 把 RGB 格式的图像处理为二值图。

然后用计盒维数法对二值图进行维数计算， 最终得到相应的分形维数， 符合实际。

6.2 展望

由于时间问题，本文并未完全计算出每个轨迹所对应的分形维数， 并未找到维数与

裂纹轨迹之间的关系 ， 需要在后期研究中深入研究裂纹维数与裂纹轨迹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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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二值化程序

咆b = imread(’E:/ac.jpg'); 

gray= rgb2gray(rgb ); 

level = graythresh(gray); 

[m,n] = size(gray); 

bw = zeros(m,n); 

for r = l:m 

for c = l:n 

end 

if (gray(r,c )/255)>level 

bw(r,c) = 1; 

end 

end 

imshow(bw) 

附录

78 



河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本论文是在李永祥教授和王明旭博士的悉心指导和关怀下完成的。论文从选题到成

稿，李老师和王老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汗水。导师渊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治学

态度， 勤奋务实的科研作风和谦虚严谨的求学精神将永久留在我的脑海， 使我终生受益。

籍此论文完成之际，衷心感谢导师三年来对我的教导、培养和帮助，祝愿导师学术之树

常青，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感谢机电学院和研究生处的各位领导、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读研究生期间给我

授课的每一位老师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感谢同门宋彬彬在课题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机

电工程学院研究生同学在三年期间提供的帮助和关爱 ！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引用和参

考了大量的文献、著作等， 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亲人多年来对我的辛勤养育和无私关爱，正是在他们的鼓励

和支持下，才使我有了继续学习的勇气和信心。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在读研究生过程中对

我的关心和支持，祝福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秦超

2015 年 3 月于河南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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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大学硕士论文

姓名：秦超

性别： 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 ： 1991.7

籍贯：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

专业：机械工程

研究方向 ： 现代设计理论及方法

导师： 李永祥教授

个人简历

论文题目 ： 齿轮弯曲疲劳强度及疲劳裂纹扩展研究

教育经历

2012.9一－2015.6 河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硕士

2008. 9一－2012.6 河南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

学术成果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三峡升船机铸造齿条大型实验装备开发及质量评定＂ （课

题编号： 2012ZX040 l 0-091 ） 。

参与项目 ： 大产量远距离双气垫式皮带输送机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发表论文

王明旭，秦超等。气力输送过程中粮食颗粒的输送特性研究。农机化研究。 2014/9

秦超，李永祥等。大产量气垫式皮带输送机内部流场分析。粮食加工。 2014/39/6

35CrNiMo 感应洋火齿轮弯曲疲劳强度的试验研究（己投）

35CrNiMo 圆柱齿轮齿根弯曲疲劳裂纹扩展分析及寿命预测（己投）

35CrNiMo 感应碎火齿轮疲劳断口形貌分析（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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