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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ＮＳＹＳ／Ｆａｔｉｇｕｅ的 泵用压电振子疲劳分析
何秀华，毕雨时，王

健，禚洪彩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预测压电泵驱动部件压电振子的疲劳寿命，建立了双晶片压电振子的有限元模型，并
应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模型进行静力学分析，得到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等效应力图和危险区域最大应
力节点．利用ＡＮＳＹＳ／Ｆａｔｉｇｕｅ模块对这些危险点进行疲劳分析，并和其他区域应力集中的点进行
比较，得到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耗用系数．利用Ｍｉｎｅｒ法则判断压电振子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并预测其疲劳寿命．研究了不同基底材料以及结构参数对双晶片压电振子疲劳寿命的影响，并和
单晶片压电振子进行了对应比较．结果表明，基底最优材料为Ｃｕ，半径变化不影响其疲劳寿命，
而厚度变化对疲劳寿命的影响要比电压变化的影响要大，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寿命总要比单
晶片的稍长些。这为选择和优化压电振子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压电泵；压电振子；疲劳分析；耗用系数；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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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泵是利用具有逆压电效应的压电振子作为

作用下发牛破裂的现象．引起疲劳失效的主要因素

驱动源，用于输送流体的微型泵¨屯ｊ．由于压电泵结

有载倚周期数、单周期内应力的变化幅度、单周期内

构简单、质龟小、噪卢低、无电磁干扰、易集成、易控

的平均应力和局部应力集中存在．ＡＮＳＹＳ进行疲劳

制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医疗、生物学分析、燃料供给

分析包括３个步骤，分别为材料疲劳性能参数设定、

以及计算机ＣＰＵ散热等领域．压电振子通常是将压

疲劳分析和疲劳结果查看．

电材料与某些弹性材料黏结在一起形成的振动体结

疲劳分析采用Ｍｉｎｅｒ法则，用公式表示为

构，压电振子在交变电压的作用下，做上下往复运
动，引起泵腔内压力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使流体形成

。＝耋１寿，

单向流动．目前，对压电振子振动性能的研究已较

式中｜Ｄ为疲劳耗用系数；诧ｉ为第ｉ阶应力水平下的实

Ｉ＝

‘’ｌ

多【３。６ Ｊ，而对压电振子疲劳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因

际应力循环数；Ｍ为第ｉ阶应力水平下的疲劳寿命；

此，文中对压电振子疲劳特性进行研究，并对压电泵

ｋ为应力谱中应力范围的级数．
当Ｄ小于１时，认为被评估对象是安全的，不会

结构进行优化，以更好地提高压电泵的输出性能．

发生疲劳破坏；当Ｄ等于１时，意味着被评估对象开
１

单振子双腔体无阀压电泵结构

始破坏；当Ｄ大于ｌ时，意味着被评估对象已经被破
坏．由于Ｍｉｎｅｒ法则没有考虑不同应力幅作用顺序

单振子双腔体无阀压电泵主要由双晶片压电振
子、泵体、Ｖ型管和缓冲腔等部件组成，其结构如图

的影响，所以在某些场合，当Ｄ等于或稍微大于ｌ认
为被评估对象也是安全的．

１ａ所示．当向绝缘压电振子施加正弦交变电压信号

由于压电陶瓷柔韧性很好，粘接牢固，所以失效

时，周边被固定的压电振子会产生弯曲变形，绝缘压

形式主要是由于基底材料的疲劳．因此，文中主要对

电振子与泵体形成的两个腔体的体积发生周期性变

压电振子基底材料的失效进行疲劳分析．

化，使压电泵正常工作．图１ｂ为双晶片压电振子的

２．２材料的疲劳特性

结构图，其中压电材料半径为尺．，厚度为Ｈ。；基底材

材料的疲劳特性通常用Ｓ一Ⅳ曲线表示，即交

料半径为月：，厚度为鸽．与传统采用的单晶片压电
振子相比，双晶片压电振子能有效提高泵膜的振幅，

变应力（应力峰值）强度（Ｓ一一ｓ。ｉ。）／２和允许循环
次数的曲线．由于缺乏试验数据，由文献［７—８］得

从而提高压电泵的泵送能力．

到理论Ｓ—ＪＩｖ曲线，如图２所示，盯为材料的抗拉强
度，盯一．为材料的疲劳极限，铁质材料对应ｌＯ ７次，
非铁质材料对应１０８次．

图２材料的Ｓ—Ｎ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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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双晶片压电振子

图１压电泵及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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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ＡＮＳＹＳ／Ｍｕｈｉｐｈｙｓｉｅｓ模块。建立双晶片压

２材料的疲劳分析

电振子模型，其结构尺寸分别为玩＝０．０２
ＲＩ＝２．００

２．１疲劳理论
疲劳是结构在承受低于其极限载荷的力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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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采用ＦＺＴ一５Ａ，选用ＳｏｌｉｄＳ单元类型，基底材料采
用金属铝，选用Ｓｏｌｉｄ４５单元类型．图３为有限元模

型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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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２６２３最大交变应力矿。为４９．１０８ ＭＰａ，允
图３双晶片压电振子有限兀模制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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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循环次数Ⅳ为９．３９１×１０ ７．一般为保证器件的安
全性，疲劳耗用系数Ｄ预设值应小于或等于０．８００，
故预设循环次数Ⅳ。为７．２００×１０ ７．由计算结果危

在进行静力学分析时，选用ＳＰＡＲＳＥ Ｓｏｌｖｅｒ求

险区疲劳耗用系数为０．７６７＜ｌ，认为结构在此工况

解器进行求解．对压电振子采用固支约束方式，在电

下是安全的，不会发生疲劳破坏．对危险区域其他最

极层上试用１００ Ｖ的电压．在实际情况中，材料通常

大应力点进行疲劳分析，也有类似结果．然后找几个

承受多个方向的应力，为了判别材料是否可能破坏，

应力集中点与之比较，结果如表ｌ所示．

通常将多个方向轴的应力等效到单轴方向的应力．
计算得到压电振子等效应力盯。云图如图４所示．

由于压电振子结构简单、对称，危险区域比较集
中，综上比较，可知只要危险区域最大应力值的疲劳
计算结果是安全的，那么整个压电振子结构也就认
为是安全的．
疲劳分析结果表明，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寿
命与其本身结构参数有关．由于压电振子基底最佳
材料是Ｃｕ和Ａｌ，并且Ｃｕ的谐振频率小，Ａｌ的振幅
大一Ｊ，故文中以Ａｌ为例，对其半径、基底材料、电压
和厚度等参数进行特性分析．
图５ａ为在ＲＩ／Ｒ２＝０．８，Ｕ＝１２０

Ｖ，Ｈ＝２５斗ｍ

的条件下，改变材料Ｒ，值得到的压电振子疲劳寿命
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出曲线比较平稳，双晶片压电振
图４双晶片压电振子等效应力云图
Ｖｏｖ ｍｉｓｓｅｓ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ｂｉｍｏｒｐｈ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

子的疲劳寿命要比单晶片的稍长些，改变半径对压
电振子疲劳寿命的影响很微小．
一般材料的ｓ一Ⅳ曲线当循环寿命到达１０ ７后

由图４可以看出，在危险截面上，节点应力最大

即可认为不会发生疲劳破坏【１ ０｜，故在１０８之后的寿

为９０．４５６ ＭＰａ，而材料的屈服应力值为１０８ ＭＰａ，因

命曲线并不十分清楚，缺乏试验数据．但是由理论曲

此计算出的应力结果小于材料屈服应力值，部件不会

线叮知，非铁质材料在１０８后曲线很平缓，变化很

发生强度破坏．

小，疲劳寿命很大，远远超过１０８（见图２）．在半径分
别为Ｒ，＝２．０

４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分析

ｍｍ，Ｒ２＝２．５

ｍｍ，材料、电压和厚度

均不同的４种工况下，计算得到如表２所示结果．可
以看出。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寿命均要比单晶片

根据静力分析的结果，首先输入材料的疲劳特

的稍长些；对于非铁质材料Ｃｕ和Ａｌ，在各个工况下

性曲线Ｓ一Ⅳ数据，提取和储存上述危险节点的应

Ｃｕ都比Ａｌ好；而对于铁质材料Ｆｅ而言，性能很不

力值，然后设置预设循环次数，最后提交计算，并查

稳定，町能原阑是强度不满足要求或不会发生疲劳

看计算结果，计算结果文件如下：

破坏。因而其只能用于特定情况下．因此，３种基底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ＯＣＡ．

万方数据

材料Ｃｕ最好．

表１节点疲劳寿命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ｏｄｅｓ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表２不同材料单、双晶片压电振子疲劳寿命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图５
Ｆｉｇ．５

图５ｂ为在Ｒｌ＝２．０

不同参数下压电振子的疲劳寿命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ｒｌ，ｌｉｎ，日＝２０岬

ＩｎｌＴｌ，Ｒ２＝２．５

条件下，改变电压得到的压电振子疲劳寿命变化曲线

５

结论

图．可以看出，随着电压的增大，曲线呈下降趋势，但
是当电压超过１２０ Ｖ后，压电振子的强度就不能满

建立了双晶片压电振子的有限元模型，并分别

足要求；同样，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寿命要比单晶

进行静力学分析和疲劳分析，得到双晶片压电振子

片的稍长些．因此，为了获得压电振子最大振幅和较

的疲劳耗用系数，确定了安全性并预测其寿命．研究
了不同结构参数对压电振子疲劳寿命的影响，结果

长寿命就需要合理选择电压值．
ｍｍ，Ｒ２＝２．５

表明基底最优材料为Ｃｕ，半径变化对其疲劳寿命的

ｍｍ条件下，在Ｕ＝１２０，１５０ Ｖ两种工况下，改变材

影响很微小，而厚度变化对其疲劳寿命的影响要比

料厚度得到的压电振子疲劳寿命变化曲线图．可

电压变化的影响要大，双晶片压电振子的疲劳寿命

以看出，随着基底材料厚度的增大，曲线呈增长趋

总要比单晶片的稍长些．

图５ｃ为在何Ｉ／必＝１，Ｒｌ＝２．０

势，但是两种工况分别在Ⅳ＜２１

ｏ．ｍ，Ｈ＜２６肛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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