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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齿轮接触强度的有限元分析
袁丹青，康仕彬，丛小青，刘梦仙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

要：针对采用传统经验公式分析计算齿轮泵齿轮接触强度存在计算过程相当复杂、繁琐，误差较

大的问题．在分析齿轮受力情况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法对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齿轮接触强度进行计
算，并与经验公式计算的接触强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基本吻合，证实了采用
有限元法分析计算的可行性与优越性，为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齿轮的设计、选材提供了一种新的方
法，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齿面接触强度；自由网格划分；有限元分析；惩罚函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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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共轭线型内啮合齿轮泵是一种设计新颖的

作同方向转动，吸油区附近封闭容积变大产生吸油，

液压动力元件．它具有结构简单、噪声低、寿命长、污

排油区附近封闭容积变小产生排油．齿轮连续转动，

染敏感性小等特点，其独特的直线共轭线型内啮合

油泵便连续、周期性地排油旧．３ Ｊ．其核心技术是一对

齿形，决定了它在啮合时几乎没有困油区，大大降低

特殊的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副，外齿轮的齿廓是容

了噪声和压力脉动，提高了效率、保证了油质．广泛

易加工的直线，内齿轮的齿廓是与之共轭的曲

应用于粮油、化工、机床等各种机械的液压系

线Ｌ３ Ｊ．齿轮的强度与泵的使用周期有着重要的关

统’１－３ｊ．

系，工作过程中，常因齿轮齿面磨损，塑性变形等因

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由外齿轮、内齿轮、月牙

素导致齿轮泵的破坏、失效．因此，有必要对齿轮齿

形隔板和泵体组成见图１，靠外齿轮与内齿轮作内

面接触应力进行精确计算，对其接触强度进行合理

啮合运动进行工作．月牙形隔板将吸油区和压油区

校核．传统方法对接触强度的分析、计算、校核都采

分开，当内齿轮按图１所示方向转动时，带动外齿轮

用经验公式Ｈ Ｊ，存在较大的缺陷．为此，笔者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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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受力情况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方法，对直线一共

式中ｚＨ为节点区域系数，参考标准直齿轮，Ｚ。，取２．５；

轭线型内啮合齿轮泵齿轮接触强度进行分析、计算，

ｚＥ为弹性系数；互为重合度系数，对于直齿齿轮，乙

并将计算结果与经验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磊为螺旋角系数，对于直齿齿轮，名＝ｌ；
ｂ为齿宽，ｍｍ；ｉ为齿数比；Ｋ为使用系数；Ｋｖ为动载
系数；ＫＨ８为接触强度计算的齿向载荷分布系数；Ｋ№
为接触强度计算的齿间载荷分布系数Ｈ］．
接触疲劳极限应力
矿’Ｈｌ；。＝盯Ｈｌｉ。Ｚ＾，ＺＬＺ。ＺＲＺ舻Ｚｘ

（５）

式中盯｝１１；。为齿面接触强度极限，ＭＰａ；ＺⅣ为接触强
度计算的寿命系数；ｚ。为润滑油系数；ｚ。为速度系
图ｌ

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结构示意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ｋｅｔ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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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数；磊为粗糙度系数；Ｚ妒为工作硬化系数；磊为接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触强度计算的尺寸系数．

ｐｕｍｐ

许用接触应力

内啮合齿轮泵齿轮受力分析

矿胛＝豢

因为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副为平面啮合，齿轮
啮合受力如图２所示，其中Ｆ。。为外齿轮施加给内齿

（６）

式中Ｓ Ｈ．ｉ。为接触强度许用安全系数．
接触强度计算安全系数

轮的啮合力，把氏分解为切向力Ｆ。和径向力Ｆ，，这

Ｓ＝—Ｏ＇Ｈ—ｌｉｍ≥ＳＨ

，

一

Ｈｌｉｍ

（７）

＼’，

些载荷的计算过程如下：
齿轮传动中转矩
Ｄ

５５０二

Ｔ＝９

．

（ １ ）

切向力

３接触强度的有限元分析
式（４）～式（７）即为传统计算方法，其中涉及到

Ｆ。＝２丁０００Ｔ

（２）

ａ

（３）

径向力

许多系数，均按照经验值进行选取，误差较大，计算
过程复杂繁琐，并且不能直观显示齿轮齿面接触应
力的具体分布情况，而有限元法则克服了上述传统

Ｆ，＝Ｆ。ｔａｎ

式中ａ为分度圆压力角，这里取外齿轮齿形角．

计算方法的缺陷口。８ Ｊ，可直观精确地计算出齿轮齿
面接触应力的大小及具体分布．
３．１齿轮三维造型及有限元网格划分
在三维绘图软件Ｐｒｏ／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３．０中，采用参
数化建模方法，建立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齿轮三
维有限元模型见图３，并导入商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ｌ

１．０进行网格的划分和计算．

由于轮齿接触区域很小，为减小求解规模，将齿
图２
Ｆｉｇ．２

２

轮分为接触区域、相邻区域和非接触区域３个区域

内齿轮受力情况

进行网格划分【８ Ｊ．对应力和变形的重点区域，如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ｅａｒ’Ｂ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触齿对相邻的左右各３个齿的区域和接触齿对的齿

齿面接触强度计算

根处的网格应适当加密．在有限元分析中使用通用

由于齿轮的精度较高，重合度占满足１＜占≤２，
所以应计算单对齿啮合区的接触应力‘４＇５１

一琊五Ｚ，压萼揶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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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一面接触单元，在接触齿轮对的接触齿面间指
定接触面和目标面，用以生成通用接触单元．选用三

（４）

维实体单元Ｓｏｌｉｄ

Ｂｒｉｃｋ

２０ｎｏｄｅ９５，采用自由网格划

分法，并进行局部细化的处理，得出齿轮齿条模型有
限元网格模型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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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常数ＦＫＮ，ＦＴＯＬＮ，ＩＣＯＮＴ，ＰＩＮＢ，ＰＭＡＸ和
ＰＭＩＮ，可以定义一个正值也可以定义一个负值，程
序将正值作为比例因子，将负值作为真实值，将下面
覆盖原单元的厚度作为ＩＣＯＮ，ＴＯＬＮ，ＰＩＮＢ，ＰＭＡＸ
和ＰＭＩＮ的参考值，例如对ＩＣＯＮ，０．１表明初始间隙
因子是０．１乘下面覆盖层单元的厚度．然而，一０．１
表明真实缝隙是０．１，如果下面覆盖层单元是超单
元，则将接触单元的最小长度作为厚度．每种接触单
元都涉及好几个关键字，计算时采用缺省值即可．
３．４齿面接触计算结果分析
３．４．１

两对齿啮合计算结果分析

对计算结果进行后处理，图５ａ为单独显示大齿
轮的接触等效应力，较大的值分布在接触面上，并沿
接触面法向向内延伸．最大值位于接触面上靠近齿
根处为４１．４１８ ＭＰａ．单独显示小齿轮接触应力见图
５ｂ，最大值也位于接触面靠近齿根部位．

图４有限元模型网格划分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３．２定义接触对及约束条件

（１）大齿轮接触应力

（ｂ）小齿轮接触应力

本文中齿轮接触模型两对齿啮合有两个接触
对，单齿啮合时有一个接触对，ＡＮＳＹＳｌｌ．０软件系

图５两齿啮合接触应力
Ｆｉｇ．５

Ｔａｎｇｅｎｃ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ｅｅｔｈ’Ｓ ｍｅｓｈ

统自动分配接触单元分别为目标单元ＴＡＲＧＥｌ７０
（Ｃｏｎｔａｃｔ

３Ｄ ８ｎｄ ｓｕｒｆ

１７４）与接触单元ＣＯＮＴＡｌ７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３Ｄ Ｔａｒｇｅｔ １７０）．

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中，主动轮是大齿轮，通
过轴输入转矩，传递给小齿轮，分别对齿轮两对齿啮
合和单齿啮合进行分析．根据实际轴承类型及承载
方式，可以在模型中施加相应约束条件．在有限元模
型中，在大齿轮和小齿轮上内圆面节点施加位移约
束，同时在大齿轮内圆面上施加转矩∞。８ Ｊ．
３．３计算参数及算法的选择

３．４．２单齿啮合计算结果分析
图６ａ为单独显示大齿轮的接触等效应力，较大
的值分布在接触面上，并沿接触面法向向里延伸．最
大值位于接触面上靠近齿根处为５３．７９３ ＭＰａ．单独
显示小齿轮接触应力见图６ｂ，最大值也位于接触面
靠近大齿轮的齿根部位．这是由于大齿轮与轴接合
的部位位于轮齿圆柱的下方，在轴的带动下，大齿轮
产生轴向转矩，会引起齿面接触的不均衡，从而形成
齿根处接触应力较大的现象。

ＡＮＳＹＳ中计算接触非线性问题有罚函数法、拉
格朗Ｅｔ乘子法与扩展拉格朗日乘子法哺Ｊ．罚函数法
求解方便、容易理解，因此采用罚函数法进行计算．
以下是控制面一面接触单元的接触行为的实常数：
Ｒ１和Ｒ２定义目标单元几何形状；ＦＫＮ定义法
向接触刚度因子；ＦＴＯＬＮ定义最大的渗透范围；
ＩＣＯＮＴ定义初始靠近因子；ＰＩＮＢ定义“Ｐｉｎｂａｌｌ”区
域；ＰＭＩＮ和ＰＭＡＸ定义初始渗透的容许范围；ＴＡＵ．
ＭＡＲ指定最大的接触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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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单齿啮合接触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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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

的设计方法［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１）：３３—３６．

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差约为５．７％，其主要原因是由

Ｃｏ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Ｌｉｕ

于经验公式为确保安全，计算中有关经验系数选择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都偏大，其计算结果也就相对较大．这两种分析都适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用于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齿轮强度的校核，但是
有限元分析计算更加精确，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齿

Ｔｒａｎｉ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４。２８

（６）：１２—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按照经验计算式（４），代入相关经验系数计算
得到齿面接触应力盯。＝５６．７８５ ＭＰａ，与有限元方法

Ｍｅｎｇｘｉａｎ，Ｗｕ Ｊｕｎ．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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