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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式机械密封端面微凸体变形特性研究
魏龙’’２，顾伯勤１，冯

秀２

飞２，冯

（Ｉ．南京Ｉ：业大学机城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９；２．南京化：【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市机械密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８）

摘要：依据分形理论，考虑摩擦作用的影响，分析了接触式机械密封摩擦副端面微凸体的变形
特性；得到了端面微凸体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面积和临界塑性变形微接触面积，端面间微凸体弹
性接触面积、弹塑性接触面积、塑性接触面积以及弹性接触面积比的数学表达式．用数值仿真方
法得出了ＧＹ７０型机械密封摩擦副端面间的弹性接触面积比．研究表明，弹性接触面积比随着分
形维数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随着特征尺度系数的增大而减小，随着端面摩擦因数的增大而减
小．对于机械密封摩擦副接触端面，存在一个最优的分形维数值，使得弹性接触面积比最大，摩擦
副端面间的磨损最小．对于ＧＹ７０型机械密封，其软质环端面最优分形维数在１．６左右．
关键词：机械密封；微凸体；变形；弹性接触面积比；最优分形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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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接触式机械密封是旋转轴用动密封，广泛应用

半径为

！

ｆ掣１

于泵、压缩机等流体机械中…．由于接触式机械密
封动、静环端面之间的接触都是不同粗糙程度的粗Ｐ

２

｜、吡

糙表面问的接触，实际接触只发生在摩擦面的较高

，Ｄ

２—７ｒ２Ｇ—Ｄ－Ｉ

２

７”０｜

２”Ａ：

的微凸体上心。３】，因此，微凸体的变形特性直接影响

，１、

１Ｔ亍Ｇ肛１

着机械密封的摩擦、磨损特性．
研究表明，机械密封摩擦副端面轮廓曲线具有

微凸体顶端的变形量为‘５１

６＝Ｇ。－１１２－。∥一（２丹～＝

分形特性‘４‘．
本研究以分形理论为基础，考虑密封端面问摩
擦作用的影响，详细分析密封端面微凸体的变形特

㈩

２２胡ＧＯ－Ｉ（鲁）丁

性，得到端面微凸体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面积、临界
塑性变形微接触面积，端面间微【兀Ｉ体弹性接触面积、
弹塑性接触面积、塑性接触面积以及弹性接触面积
比的数学表达式．依据所得数学表达式，分析摩擦副
端面轮廓分形参数及摩擦因数对ＧＹ７０型机械密封
端面弹性接触面积比的影响，以便得出有利于减轻
磨合磨损的最优表面分形维数．

（ａ）粗糙面与光滑面的接触

１摩擦副端面微凸体的变形方式

７－ｊ

ｐ＼

机械密封摩擦副的动环和静环通常采用一硬一

吣

软两种材料配对使用，工作时变形及磨损主要发生
在软质环上，且硬质环的表面粗糙度比软质环低．为

ｉ厂

＼／平面
／＼

，

（ｂ）微凸面几何形状

了方便分析问题，参照Ｍ—Ｂ分形接触模型”１，将机
械密封硬质环与软质环的接触，简化为刚性理想光
滑平面‘：ｉ粗糙表面的接触．摩擦副端面沿周向展开

、

图１
Ｆｉｇ．１

机械密封端面接触模型

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后的接触模型如图ｌ所示．接触ｌ冉ｉ卜微凸体顶端的

对于一定性质的粗糙表面的一微凸体，其变形

曲率半径Ｐ，其大小依赖于微凸体的接触面积Ａ。，而

方式随其顶部曲率半径和变形量的不同而变化．接

Ａ。在轮廓线上对应于接触长度Ｚ（参见图１）．两者之

触微凸体的变形方式可分为弹性、弹塑性和螺性等

间的关系为

３种‘７。８ Ｊ．根据有关研究【８１可知，当机械密封摩擦副
端面被施加载倚后，软质环端面卜曲率半径小的接

㈦存

（１）

触点处于伪塑性变形；而当载荷增大时，接触面积增
大，曲率半径小的接触点可能合成为曲率半径较大

根据Ｗ—Ｍ分形函数‘引，若忽略更小尺度上的

的接触点，其应力释放而使其转变为弹塑性变形；当

细节，则粗糙表面Ｉ二面积为Ａ。的接触微凸体在一沈

载荷进一步增加时，接触面积进一步增大，曲率半径

～ｆ／２范围内的轮廓线可近似为余弦波（参见图

较大的接触点可能合成为曲率半径更大的接触点，

ｌ

ｂ）．变形前的微凸体可定义为‘５１

其应力进一步释放而使其转变为弹性变形．

ｚ（菇）＝ＧＯ－１严。ｃ。ｓ（孚），一虿ｌ＜ｘ＜÷

１．１

设粗糙表向微【ｒＩｌ体在变形中各向同性，且不考
（２）

式中ｚ（ｘ）为微凸体轮廓的高度；戈为轮廓的位置坐
标；Ｇ为轮廓特征尺度系数；Ｄ为轮廓分形维数，１＜
Ｄ＜２．

由式（２）可推导出分形表面微凸体顶端的曲率

万方数据

微凸体临界弹性变形

虑微，、体在变形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对于一个被刚
性平面挤压的弹性微凸体，其弹性变形量为［７］

，１…２
６＝ｆ．Ｊ＇ｎ－ｐ型ｌ

Ｐ

、４Ｅ，。

（５）

式中Ｐ。为作用于微凸体上的平均压力；Ｅ为综合弹

７９

性模量，Ｅ＝１一－．ｖ２１。＋Ｉ Ｅ：，－Ｉ，Ｅ·和Ｅｚ分别为硬

２

摩擦副端面微凸体接触面积

质环、软质环材料的弹性模量，Ｉ，，和ｐ：分别为硬质

环、软质环材料的泊松比

２．１

考虑摩擦副端面问的相对滑动摩擦，则微凸体
开始屈服的临界平均压力为一１
Ｐ。＝１．ＩＫｆｏｒ２，

密封摩擦副端面的微，１１体接触面积Ａ超过一定值Ａ。
（６）

式中墨为摩擦校正系数，Ｋｆ＝１—０．２２８ｆ＂】，０≤ｆ
≤０．３／为摩擦因数；盯：，为软质环材料的屈服强度．
取Ｊｐ。＝Ｐ。，将式（６）代入式（５）得到微凸体开

的个数Ⅳ与Ａ。之间满足如下幂律关系：
Ｎ（Ａ＞Ａ。）＝姐：肌
比例系数．

则端面微凸体接触面积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砌ａ）．一掣＝缸㈣２ｍ…）

（７）

若最大微凸体接触面积为Ａ。，则摩擦副端面间

将式（３）和式（４）代入式（７）得到微凸体开始

的真实接触面积为

Ａａ）。ｎ＝，，＝ｌ。 ｎ（Ａ

屈服时的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面积为

Ａ

Ｊ

Ａ。＝烈３３４‰０Ｅ，，而

（８）

Ｗａｎｇ和Ｋｏｍｖｏｐｏｕｌｏｓ‘７１通过引入一个分形区
域扩展系数≯，求得Ａ，与Ａ。的关系为

接触面积表示为Ａ。＞Ａ。．
微凸体临界弹塑性变形

Ａ，＝ｉ｛刍矛·砂‘２一叫尼

由以上分析可知，相对较小的微凸体，由于其顶
端曲率半径也较小，因而更容易产生较大的变形．当

坐：兰！尘￡！：：竺１（１５）

积Ａ。时，将发生完全塑性变形；当接触面积大于临

（２一Ｄ）／Ｄ

界塑性变形微接触面积Ａ。而小于临界弹性变形微
接触面积Ａ。时，即Ａ。＜Ａ。＜Ａ。，接触微凸体的变形
处于弹塑性状态．

将式（１４）代入式（１３），可得机械密封摩擦副端
面的微凸体接触面积分布函数为

根据Ｊｏｈｎｓｏｎ理论一Ｊ，当微接触面积满足卢＝

与。３。（ｒ为接触点半径，ｒ＝√鲁）时，相接触的
微凸体产生完全塑性变形．依据该理论和式（３）可

玷（Ａ。）＝尹Ｄ（２－０）／２Ａ严铲㈣以
２．２

（１６）

不同变形状态的微凸体接触面积
根据机械密封摩擦副端面间最大微凸体接触面

积Ａ，与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Ｉｌｉ『积Ａ。及临界翅性变

以得到临界塑性变形微接触面积为

形微接触面积Ａ。。相比较的大小关系，端面间微凸体
（９）

由式（８）和式（９）可知，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
面积Ａ，和临界塑性变形微接触面积Ａ。。都与接触点
顶端的曲率半径Ｐ无关，而只与材料的力学性能参
数、表面分形参数以及表面间的摩擦因数有关，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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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吵可由如下超越方程求得

接触微凸体的接触面积小于临界塑性变形微接触面

于确定的粗糙表面和摩擦状态，它们均为定值．

‘一王，

砌小宁知严Ｆ２＋Ｄ）尼（１３）

凸体发生弹性变形．因此，微凸体弹性变形条件可用

Ａ一＝Ｇ２【－丽，ｒｒＪ＋ＯＥ２广

。＝—≮Ｍ：卜们刀（１２）
ｄＡ。＝南钟训力（１２）

。

０

由式（１１）和式（１２）可得

比较晚与６寸得鲁＝（争）Ｄ－１，当６＜瓯时，微
１．２

（１０）

式中Ⅳ为面积Ａ大于Ａ。的微凸体接触点总数；后为

始屈服时的临界弹性变形为

６。＝（３百３＂／ｔＫｆｏ＇ｚｙ尸、２

微凸体接触面积分布函数
依据Ｍａｊｕｍｄａｒ和Ｂｈｕｓｈａｎ［６１的研究结果，机械

弹性接触面积Ａ。、弹塑性接触面积Ａ。。和塑性接触
面积Ａ。的确定可分为以下３种情况：
１）当Ａ，＜Ａ。。时，微接触点均处于塑性变形状
态，此时
Ａ。＝０；Ａ。＝０
一ｌ

ＡｒＰ＝ｆ

Ａ。ｎ（Ａ。）ｄＡ。

８０
●——————一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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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一【志等（圹。１川１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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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巾＝尚。砂Ｔ２－Ｄ

【４（２一Ｄ）Ａ？＼Ｋ，Ｊ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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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Ａ。。＜Ａ。＜Ａ。时，微接触点部分处于弹塑

２加Ⅳ２旷圳‰
－，，

甲

（２４）

式中Ｇ‘为无量纲特征尺度系数，Ｇ‘＝—≥；ＡＩ：－为
√Ａ。

性变形状态，另一部分处于塑性变形状态，此时

无量纲真实接触面积，Ａ？＝＿１＂１ ｒ，其中Ａ。为摩擦副端

Ａ。＝０
Ａ即２

面名义接触面积．

０ａｎ（Ａａ）以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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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２４）对Ｄ求导并令其等于０，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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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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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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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ｐｔ

ｏ）＝竽≯等（乏）－Ｄ／（Ｄ－Ｉ）２ｅ２加∥’

Ａ

、

３）当Ａ。＞Ａ，时，微接触点部分处于弹性变形

因对于１＜Ｄ＜２有八Ｄ）＞０，且有

状态，部分处于弹塑性变形状态，部分处于塑性变形

岳晋八Ｄ）＝０，八２）＝０

状态，此时
因此存在Ｄｏ∈［１，２］使以Ｄ）取最大值，在［１，Ｄｏ］

Ａ。饥厂ＡＡＩＡａｎ（Ａ。）ｄＬ４。＝

上必定存在一个使式（２５）得到满足的，即Ａ。／Ａ，获

与ｍ踟月严【ＡＰ儿一Ａ：２－Ｄ）／２】（２０）
与∽州Ａ严【Ａ掣以一Ａ∥以】（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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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沙‘２一。）尼Ａ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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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Ｉ

械密封摩擦副接触端面，存在一个最优的分形维数
值，使得真实接触面积中弹性部分所占的比例最大．

～＝“砌Ｍ。＝

甲

得最大值的Ｄ。．因此，对于材料性能参数一定的机

‘‘ＰＩ

特别是在磨合磨损过程中，如何获得这一最优的表
面分形维数，对机械密封摩擦副稳定磨损阶段的性
能具有积极意义．
４

数值仿真与结果分析

、一一／

以在水泵中广泛应用的ＧＹ７０型机械密封为例
３

摩擦副端面真实弹性接触面积比

进行数值仿真．ＧＹ７０型机械密封的动环为镶嵌式结
构，密封面材料为硬质合金ＹＧ８，Ｅ。＝６×１０５

机械密封摩擦副端面在磨合过程中，接触表面
间的磨损机理主要表现为粘着磨损．研究表明¨０｜，

ＭＰａ，

矽，＝０．２４；静环材料为碳石墨Ｍ１０６Ｋ，Ｅ２＝１．６×
１０４ ＭＰａ，ｐ２＝０．２０，盯２，＝２００
２７０

ＭＰａ；摩擦副端面名

ｍｍ２；对５个碳石墨Ｍ１０６Ｋ密封

塑性接触比弹性接触引起粘着磨损的可能性要大得

义面积Ａ。＝１

多．因此，在整个真实接触面中，弹性接触部分所占

环端面进行实测，得出端面分形参数Ｄ在１．５左右，

比例越大，越有利于减轻粘着磨损．

Ｇ在５×１０４ ｍ左右．

当微凸体接触面积Ａ。＞Ａ。时，该接触点处于弹
性变形．如果最大微凸体接触面积Ａ，＞Ａ。，将式
（２０）与式（１４）联立可得真实弹性接触面积比为

冬一【警篙】‘２加ｍ
将式（８）代入上式，并令妒：冀堡，可得
万方数据

∞，

真实弹性接触面积比的影响因素

４．１
４．１．１

分形参数Ｄ和Ｇ对Ａ。／Ａ，的影响

１）分形维数Ｄ对Ａ。／Ａ，的影响
当取Ｇ＝５×１０一ｎｌ，厂＝０．０６时，求得不同Ｄ
值时的真实弹性接触面积比Ａ。／Ａ，与无量纲真实接
触面积Ａ Ｔ：－的关系曲线，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见，随

着分形维数Ｄ的增大，真实弹性接触面积比Ａ。朋，

８１

也增大；但当Ｄ达到１．６左右后，随着Ｄ的增大，

增大，从而使弹性接触点减少，弹性接触面积比

Ａ。以，却减小．

Ａ。／Ａ，减小．
４．１．２

端面摩擦因数．厂对Ａ，／Ａ，的影响

当取Ｄ＝１．５，Ｇ＝５×１０棚ｍ时，求得不同．厂值
时Ａ，／Ａ，与Ａｒ．的关系曲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
见，随着端面摩擦闪数／的增大，弹性接触面积比

Ａ。朋，减小．这是因为接触面间的摩擦力增大，使得
更多的接触微凸体处于弹塑性或塑性变形状态，从
而减小了弹性接触面积比．这一点也可以从临界弹

Ｆｉｇ．２

性变形微接触面积Ａ，的计算式（８）中分析得到．但

不同Ｄ值时Ａ，。／Ａ，与Ａ？的关系曲线

图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４。ａｎｄ

Ａ：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

与分形参数Ｄ和Ｇ相比，摩擦因数厂对弹性接触面积
比Ａ。／Ａ，的影响相对较小．

由式（８）可知，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面积Ａ。随着
分形维数Ｄ（１＜Ｄ＜２）的增大而减小．当１＜Ｄ≤
１．３时，所有的接触点面积Ａ。小于Ａ。，处于翅性或弹
塑性接触状态．因此，在图２中可见弹性接触面积比

Ａ。朋，等于０．当Ｄ增大，Ａ。减小，这将导致大量的接
触点处于弹性接触状态；直到Ｄ达到１．６左右时，

Ａ，朋，达到最大．而后，当Ｄ再进一步增大时，一方
面导致Ａ，减小，另一方面导致摩擦副端面轮廓更加
细化，从而使小于Ａ，的塑性或弹塑性接触点增多．
在这两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最终使得Ｄ达到一定

值后，随着Ｄ的增大，Ａ，／Ａ，却减小。冈此，分形维数
Ｄ对机械密封摩擦副端面接触性质的影响有一最佳
值，在此维数下摩擦副端面弹性接触面积最大．

２）特征尺度系数Ｇ对Ａ，朋，的影响

图４
Ｆｉｇ．４

４．２

不同／值时Ａ。／Ａ，与Ａｊ的关系曲线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Ａ，ａｎｄ Ａ ｒ＂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

最优分形维数
由式（２４）可得出弹性接触面积比Ａ。／Ａ，与分

形维数Ｄ的关系曲线，如图５所示．

当取Ｄ＝１．５，．厂＝０．０６时，求得不同Ｇ值时
Ａ。／Ａ，与Ａｒ．的关系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５
Ｆｉｇ．５

图３
Ｆｉｇ．３

不同Ｇ值时Ａ。／Ａ，与Ａ？的关系曲线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Ａｔ

ａｎｄ《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

Ａ，／Ａ，与Ｄ的关系曲线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４，ａｎｄ Ｄ

从图５可看出，弹性接触面积比Ａ。／Ａ，与分形维
数Ｄ的关系曲线为上凸形曲线，即存在一最优的分
形维数值Ｄ。，使弹性接触面积比Ａ。／Ａ，达到最大．

由图３可见，特征尺度系数Ｇ增大，则弹性接触

图５中所示４种情况下的最优分形维数值分别为：

面积比／４。／Ａ，却减小．这是阒为由式（３）可知，当Ｇ

当ｆ＝０．１，Ｇ＝５×１０一ｍ，Ａ？＝０．００１时，Ｄ。＝

增大则微凸体顶端曲率半径ｐ减小，以至于微凸体

１．６ｌ；当厂＝０．０８，Ｇ＝ｌ×１０一ｍ，Ａ？＝０．００４时，

的微接触面积减小，从而使得微凸体处于塑性或弹

Ｄ。＝１．６；当ｆ＝０．０６，Ｇ＝ｌ×１０～ｍ，Ａ１．＝０．０１

翅性变形医这一点也可以从临界弹性变形微接触

时，Ｄ。＝１．６；当ｆ＝０．０４，Ｇ＝５×１０—９ ｍ，Ａ，＝
０．０２时，Ｄ。＝１．５８．

面积Ａ。的计算式（８）中分析得到．当Ｇ增大时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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