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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Ｂ型行走轮受力图

３行走轮临界倾角数学模型的建立

由式（２）、（３）可知：，。≥Ｆ．。

３．１

Ａ型行走轮的临界倾角
因农田起伏不平和行走轮下陷深度不一致，

致使轮轴倾角增大。当竖管重心越过右轮触地点Ｂ
时，Ｇ：使行走轮具有倾倒趋势。当行走轮运动过
程中即将出现倾倒时的状态视为临界状态。临界
状态时，轮轴与水平面的夹角称为ｌ临界倾角，用ａ
表示。图４为Ａ型轮Ｉ临界状态。由∑＾矗＝Ｏ得：
（７）

一ＧＪ三Ｉ＋Ｇ２上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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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型行走轮受力图

Ｈｓｉｎａ一；ｃｏｓａ＋胄ｓｊｎ口

Ｂ型行走轮受力分析
Ｂ型行走轮轮轴与车架采用铰链连接。行走

过程中力Ｇ，、Ｇ：作用方向始终保持垂直于水平
面。受力图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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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一一Ｂ轮中心与触地点间水平距离，ｍｍ；

三。——轮轴中心与触地点间水平距离，ｍｍ；
Ｒ一一行走轮半径，ｍｍ。
山（７）式可推导出ｌ临界倾角口的计算式：

由∑Ｍ＝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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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管机作业过程巾，所允许的地面与水
平面的倾角ｄ．越大，即移管机作业时允许的地
面不、Ｆ度越大，也即移管机行走轮在不平的地面

上运行越稳定。因此提高行走轮工作过程的稳定
性应采取以下措施：

３．３．１合理设计行走轮，使行走轮工作时所允
许的临界倾角口尽可能增大
根据式（８）、（９）则有：
（１）增大行走轮轮距￡，可以使倾角口增
大。但轮距的增大受到农作物种植间距的限制。
（２）减小行走轮半径Ｒ，倾角口可增大。
但轮径过小会影响移管机通过高低不平农田的能
力。

，Ｎ

图４
３

２

Ａ型行走轮临界状态受力图

（３）降低竖管及喷头的重心高度甘．倾角

Ｂ型轮的临界倾角

口可增大。

Ｂ型轮临界状态受力简图如图５所示。此时

（４）改变行走轮结构，采用Ｂ型轮，其临

重力（６．＋Ｇ，）作用线通过右轮触地点Ｂ，行走轮

界倾角口要大于Ａ型轮。

临界倾角为ｃｃ为：

３．３．２作业过程中，尽量减小因车轮下陷引起

，

口＝ａｒｃ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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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轮轴倾斜角口，

（９）

山式（】Ｏ）可知，在临界倾角口一定时，口，

将Ｇｌ＝Ｇ车＋Ｇ土管＝９

４．１ Ｎ，Ｇ？＝ｌ ９．６Ｎ，

越小，对行走轮稳定性越有利。

Ｈ＝９００ｍｍ，￡＝１３５ｍｍ，Ｒ＝３３０ｍｍ，分别代入（８）、

吼与两轮的下陷量有关。当农田喷水灌溉

（９）式可得到Ａ型、Ｂ型行走轮轮轴的ｌ临界倾角

后，地面承载力降低，导致了两轮下陷。其下陷量

口＾＝ｌ ５。３ ３’，口Ｂ＝２２ ０１ ５’。

用下式计算”］。

式中

９一一平均载荷，Ｎ／ｍｍ，ｇ＝１０Ｒ／６；

ｎ一一对地面的正压力，Ｎ：
６一一轮宽，ｍｍ；
ｃ一一下陷系数，取ｃ＝２；

∥——材料状况系数，灌水后的地面取ｕ
＝Ｏ．５：

ｎ

Ｒ——行走轮轮径
将ｃ、Ⅳ代入（１ １）式得轮的下陷量为：

图５

３．３行走轮稳定性分析
行走轮运动过程中临界倾角口为：行走轮所
处地面与水平面的倾角口．与行走轮在各个重力
联合作用下车轮下陷所引起的轮轴倾斜口：之和。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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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行走轮临界状态受力图

（１２）

由受力分析可知，丑＞，ｊ，所以Ｂ轮的下沉量
大于Ａ轮，两轮下陷量之差△Ａ为：
△

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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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行走轮轮轴与车架的联接方式的改变，

山此引起行走轮轮轴倾斜角口。为：

∞：ａｒｃｔ。。坐：。ｒｃｔａｎ堕墨；型
‘

Ｌ

可使行走轮轮轴与地面的临界倾角口改变，用此

（１３）

方法可使其工作稳定性得到提高。

三６√２尺

根据式（１ ３），ｏ，随轮宽６增大而减小。所

５．２竖管、喷头高度降低．降低了其重心，

以，利用增加轮宽６，减小因两轮下陷引起的倾角

增大了临界倾角ｏ，从而使所允许的地面与水平

口，，使所允许的地面与水平面的倾角口。增大，

面的倾角口，增大，增加了行走轮行走过程中的

从而行走轮稳定性增加。

稳定性。
５．３行走轮轮宽增加，减小了移管过程中年

４试验验证

轮的下沉，从而减小因车轮下陷引起的轮轴倾斜

根据以上分析，对行走轮进行了以下改进。

角∞，有利于行走轮运行稳定。

４．１在４ｉ改变行走轮轮距与轮径的前提下，

５．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地面状况和不同的农

将竖管长度由原高度１０００ｍｍ降低为５００ｍｍ．其

作物，可对行走轮的轮距和轮径诸参数进行优化

重心高度由Ⅳ＝９００Ｍｌ降为日＝４５０ｍⅢ；

设计，以进一步提高移管机性能。

４．２采用Ｂ型行走轮；

５．５由于半固定管道式喷灌系统连接方式和

４．３将轮宽由６＝２０ｍｍ加宽到６＝６５ ｍⅡｌ。

输水管的受力等因素影响，移管机行走过程中仍

改进后的移管机经农田试验，一套全长１３２ｍ

有偏差现象，对此有待于继续研究。

（输水管２２根、竖管和喷头１０套、行走轮２３套）的
喷灌系统从喷水后田间顺利移出。移管过程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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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顺利通过ＩＳ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０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家注册审核员、北京

要素，通过ＩＳ０９００ｌ：２０００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华信技术检验有限公司审核组组长林暾研究员在浙

公司总经理许敏田表示将对全体员工进一步加强

江新界泵业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会议上宣

Ｉｓ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０版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宣贯。决心

布：审核组在对浙江新界泵业有限公司进行为期

不断改进品质．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三天的文件审核与现场检察后认为，该公司运行

实现２００５年达到国内泵行业领先水平的目标。

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ＧＢ／Ｔｌ９００卜一２０００版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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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刊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