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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形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的解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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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切片法与势能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考虑轴向力和修形的人字齿轮副啮合刚度解析算法，
并将计算结果与有限元和 ＩＳＯ 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验证该算法的准确性。 利用该算法分析修形对人

字齿轮副啮合刚度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齿廓修形量、修形长度和齿向修形量的增加，均使单对轮齿

啮合刚度及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减小；时变啮合刚度均值随着齿廓修形量增加而减小，随着齿廓

修形长度和齿向修形量的增加先下降后平稳；时变啮合刚度方差随着小齿轮齿廓修形量增加先增大

后减小，随着大齿轮齿廓修形量增加而减小，随着齿廓修形长度增加先增大后减小，随着小齿轮齿向

修形量增加而减小，随着大齿轮齿向修形量增加先减小后增大。

关　 键　 词：人字齿轮；啮合刚度；切片法；势能法；修形

中图分类号：ＴＨ１３２．４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７５８（２０２２）０３⁃０５３８⁃１１

　 　 齿轮传动是机械系统中应用最广泛的运动和动

力传递形式，对系统的动态特性有很大影响［１］。 如

今，大功率、高转速是齿轮传动的主流发展趋势，在
这种严苛的工况环境下，振动和噪声必定会对系统

造成很大影响。 时变啮合刚度作为齿轮传动系统的

一种主要内激励，其是振动和噪声的主要源头，能够

准确和快速地计算时变啮合刚度，这是齿轮系统动

力学分析的重要基础。
对于齿轮时变啮合刚度的计算，国内外已经进

行了很多研究，主要的计算方法包括材料力学法、弹
性力学法、石川公式法和有限元法。 文献［２］将有

限元法与弹性接触理论相结合进行齿轮啮合刚度计

算。 文献［３］基于势能法提出了一种考虑齿根圆与

基圆不重合时的斜齿轮时变啮合刚度修正计算方

法。 文献［４］基于切片法建立了一种考虑修形的变

齿厚齿轮时变啮合刚度求解模型，并对传统 Ｗｅｂｅｒ
法进行了改进。 文献［５］对比分析了直齿轮不同接

触模型的啮合刚度。 文献［６］提出了一种考虑非线

性接触刚度和齿廓修形的一种啮合刚度计算改进模

型。 文献［７］针对裂纹直齿圆柱齿轮时变啮合刚度

的计算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分析模型。 文献［８］根据

力、变形分解原理和刚度、误差耦合关系，提出了一

种考虑轴向变形以及齿廓修缘的斜齿轮啮合刚度解

析计算模型。 文献［９］提出基于轮齿承载接触分

析、考虑齿轮轴扭转变形的轮齿啮合刚度计算方法。
文献［１０］基于 Ｗｅｂｅｒ 能量法推导了直齿轮时变啮

合刚度的数值积分公式，并采用变增量、无限逼近的

方法对齿轮啮合点进行确定。 文献［１１］将轮齿简

化为悬臂梁，采用势能法计算了考虑齿轮基体变形

的齿轮时变啮合刚度。 文献［１２］综合考虑基圆与

齿根圆不重合因素及裂纹区的变形能，提出了一种

含裂纹故障斜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的改进算法。 文

献［１３⁃１５］中建立了有限元模型，使用有限元法计算

了齿轮的时变啮合刚度。 文献［１６］建立了基于加

载轮齿接触分析的稳健模型来计算直齿轮和斜齿轮

的啮合刚度。 文献［１７］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含有齿

廓修形的直齿轮时变啮合刚度解析算法。 文献

［１８］提出了一种含有齿根裂纹的直齿轮时变啮合

刚度计算模型，可以计算含有不同尺寸裂纹轮齿的

时变啮合刚度。 文献［１９］建立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齿尖剥落模型，推导了轮齿含有齿尖剥落时的时变

啮合刚度的解析方程。 文献［２０］基于齿面 ＬＴＣＡ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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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人字齿轮时变啮合刚度，并以啮合刚度波动

幅值为目标，对人字齿轮进行了齿面修形优化。 文

献［２１］基于势能法和数值积分公式，提出了涉及齿

廓修形参数和退刀槽宽度的人字齿轮啮合刚度精确

计算方法。 文献［２３］重点研究了考虑轴向啮合力

的斜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计算方法。 文献［２４］建

立了轴向轮齿刚度和轴向基体刚度的斜齿轮副时变

啮合刚度模型，并研究了摩擦力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尽管许多学者已经对齿轮的啮合刚度进行了大

量研究，但是目前在对人字齿轮啮合刚度进行计算

时大多忽略了轴向力的影响，导致计算结果不够准

确，另外对于含修形，尤其是齿向修形的人字齿轮啮

合刚度的计算研究也较少，因此，本文结合切片法与

势能法，提出了一种考虑轴向力和修形的人字齿轮

副时变啮合刚度的解析算法，并将计算结果与有限

元和 ＩＳＯ 标准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验证该算法的准

确性， 最后分析了齿廓修形量、齿廓修形长度及齿

向修形量对人字齿轮副啮合刚度的影响。

１　 含修形的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
算法

１．１　 考虑轴向力的轮齿刚度计算

直齿轮的单个轮齿可以直接简化为变截面悬臂

梁，载荷作用于齿面发生弹性变形。 图 １ 为直齿轮

单个轮齿的悬臂梁模型。

图 １　 直齿轮单个轮齿悬臂梁模型

根据材料力学与弹性力学相关知识可知，轮齿

变形导致轮齿内产生剪切势能 Ｕｓ、弯曲势能 Ｕｂ、轴
向压缩势能 Ｕａ 以及齿轮赫兹势能 Ｕｈ ，根据势能与

刚度关系可以求解刚度。 轮齿变形后的势能可表

示为［３］

Ｕｓ ＝
Ｆ２

２ｋｓ

＝ ∫ｄ
０

１．２Ｆ２
ｂ

２ＧＡｘ
ｄｘ （１）

Ｕｂ ＝ Ｆ２

２ｋｂ

＝ ∫ｄ
０

［Ｆｂ（ｄ － ｘ） － Ｆａｈ］ ２

２ＥＩｘ
ｄｘ （２）

Ｕａ ＝
Ｆ２

２ｋａ

＝ ∫ｄ
０

Ｆ２
ａ

２ＥＡｘ
ｄｘ （３）

Ｕｈ ＝ Ｆ２

２ｋｈ
（４）

式中： Ｆ 为啮合力；Ｆａ 为径向力；Ｆｂ 为圆周力；ｋｓ 为

剪切刚度；ｋｂ 为弯曲刚度；ｋａ 为径向压缩刚度；ｋｈ 为

赫兹接触刚度；Ｇ 为剪切模量；Ｅ 为弹性模量；ｄ 为齿

根到接触点的距离；ｈ 为接触点与轮齿中心线的距

离；ｘ 为基圆到啮合点之间任意一点到基圆的距离。
对于人字齿轮而言，其由左右两侧斜齿轮和退

刀槽构成［２１］。 不考虑退刀槽的刚度，人字齿轮两侧

的斜齿轮由于螺旋角大小相同，旋向相反，使得两侧

的斜齿轮处于相同的啮合状态，因此，人字齿轮的时

变啮合刚度可以简化为 ２ 个斜齿轮的时变啮合刚度

的并联。
从人字齿轮的结构特点分析，假设两侧斜齿轮

之间的退刀槽为刚性，且两侧完全对称，要求解人字

齿轮副的时变啮合刚度，首先需求解一侧斜齿轮副

的时变啮合刚度。 斜齿轮由于螺旋角的存在，并不

能像直齿轮一样将单个轮齿直接简化为悬臂梁，而
应该由二维平面问题变成三维空间问题。

利用切片的思想［４］，将人齿轮中每一侧斜齿轮

的轮齿沿着齿宽方向分割成很多薄片，斜齿轮被离

散成依次旋转一个角度的 Ｎ 片直齿轮的组合。 对

于具有较大重合度的斜齿轮，其沿着接触线的载荷

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假设相邻的齿轮薄片上

的载荷相等，且薄片与薄片之间不考虑耦合的影响。
经过切片离散之后，每一片均可以看作一个直齿轮，
对其建立悬臂梁模型求其刚度，再将薄片的刚度叠

加起来就可以得到单个轮齿的啮合刚度。
尽管人字齿轮的轴向力相互抵消，但是两侧轴

向力抵消后，只是避免人字齿轮发生轴向窜动，而轴

向力依然作用于两侧斜齿轮的轮齿上，如图 ２ 所示，
左侧斜齿轮的轴向力 ＦａＬ 和右侧斜齿轮的轴向力

ＦａＲ分别作用在两侧的轮齿上。 如果不考虑轴向力

的影响，就会导致计算后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

与实际存在偏差。

·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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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人字齿轮传动的作用力

计算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时，对一侧斜齿

轮时变啮合刚度的求解是基础，下文中以人字齿轮

一侧的斜齿轮作为对象进行求解。 由于斜齿轮螺旋

角的存在，斜齿轮在分度圆上的 ３ 个分力为

Ｆ ｔ ＝ Ｆｎ·ｃｏｓαｎ·ｃｏｓβ
Ｆｒ ＝ Ｆｎ·ｓｉｎαｎ

Ｆａ ＝ Ｆｎ·ｃｏｓαｎ·ｓｉｎβ

ì

î

í

ï
ï

ïï

（５）

式中： Ｆ ｔ 为圆周力；Ｆｒ 为径向力；Ｆａ 为轴向力；Ｆｎ 为

名义法向力；αｎ 为法向压力角；β 为分度圆螺旋角。
（５） 式为分度圆处啮合时的名义法向力、轴向

力、径向力和圆周力的计算公式，然而各力随着压力

角和螺旋角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要求任意啮合点处

的名义法向力、轴向力、径向力和圆周力，就要对任

意啮合点处的压力角和螺旋角进行计算，任意啮合

点处的端面压力角为 αｔｉ ＝ ａｒｃｃｏｓ（ ｒｂ ／ ｒｉ），任意啮合

点处的螺旋角为 βｉ ＝ ａｒｃｔａｎ（ ｒｉ ｔａｎβ ／ ｒ），代入（５） 式

中可以得到任意啮合点处的圆周力、径向力和轴向

力，表达式为

Ｆ ｔｉ ＝ Ｆｎｉ·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 × ｃｏｓβｉ）］·ｃｏｓβｉ

Ｆｒｉ ＝ Ｆｎｉ·ｓｉｎ［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 × ｃｏｓβｉ）］
Ｆａｉ ＝ Ｆｎｉ·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 × ｃｏｓβｉ）］·ｓｉｎβｉ

ì

î

í

ï
ï

ïï

（６）
　 　 将（６）式代入（１） ～ （３）式中，然后进行简化，可
以消除 Ｆｎｉ，得到与名义啮合力无关的刚度计算公

式，假设一个沿着齿宽方向Ｎ等分的轮齿，某一时刻

有 ｍ 片接触（其中 ｍ ≤ Ｎ），则此时单个轮齿的剪切

刚度 ｋｓ、弯曲刚度 ｋｂ、轴向压缩刚度 ｋａ，可表示为

Ａ ＝ 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ｃｏｓβｉ

ｋｓ ＝ ∑
ｍ

ｉ ＝ １
１ ／ ∫ｄ

０

１．２Ａ２

ＧＡｘ
ｄｘ

ì

î

í

ïï

ïï

（７）

Ａ ＝ （ｄ － ｘ）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ｃｏｓβｉ

Ｂ ＝ ｈｘｓｉｎ［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

ｋｂ ＝ ∑
ｍ

ｉ ＝ １
１ ／ ∫ｄ

０

（Ａ － Ｂ） ２

ＥＩｘ
ｄｘ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８）

ｋａ ＝ ∑
ｍ

ｉ ＝ １

１

∫ｄ
０

｛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ｃｏｓβｉ｝ ２

ＥＡｘ
ｄｘ

（９）
式中：αｔｉ 为端面齿廓上第 ｉ 片轮齿啮合点处的压力

角；βｉ 为第 ｉ 片轮齿啮合点处的螺旋角；ｈｘ 为接触点

ｘ 到轮齿中心线的距离。
由于（７） ～ （９）式中仅考虑到了圆周力和径向

力，而忽略了轴向力的影响，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斜

齿轮的刚度，还应该考虑斜齿轮的轴向力所引起的

轮齿的弯曲势能、剪切势能和轴向压缩势能。 由于

切片法切分后，每一片轮齿的厚度非常小，压缩势能

可以忽略，因此，根据轴向力所引起的轮齿的弯曲势

能、剪切势能计算轴向弯曲刚度和剪切刚度，其表达

式为

Ａ ＝ 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ｓｉｎβｉ

ｋａｓ ＝ ∑
ｍ

ｉ ＝ １
１ ／ ∫ｄ

０

１．２Ａ２

ＧＡｘ
ｄｘ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０）

Ａ ＝ ｃｏｓ［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ｓｉｎβ
Ｂ ＝ ｈｘｓｉｎ［ａｒｃｔａｎ（ｔａｎαｔｉ·ｃｏｓβｉ）］

ｋａｂ ＝ ∑
ｍ

ｉ ＝ １
１ ／ ∫ｄ

０

［（ｄ － ｘ）·Ａ － Ｂ］ ２

ＥＩｘ
ｄｘ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１）

式中， Ｉｘ 和 Ａｘ 分别为距离齿根圆处的轮齿截面惯性

矩和截面面积，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Ｉｘ ＝
１
１２

（２ｈｘ） ３Ｌ （１２）

Ａｘ ＝ ２ｈｘ Ｌ （１３）
式中， Ｌ 为沿齿宽方向切分后每一片轮齿的厚度，若
齿宽被Ｎ等分，则 Ｌ ＝ Ｂ ／ Ｎ，其中 Ｂ为齿宽，ｈｘ 为接触

点 ｘ 到轮齿中心线的距离。
１．２　 修形轮齿截面惯性矩和面积计算

常用的修形方法为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每种

修形方法下包含几种不同的修形方式。 本文采用的

修形方式为：齿廓修形为齿顶修薄，修形曲线为直

线；齿向修形为鼓形修形，修形曲线为抛物线，如图

３ 所示。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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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修形方式及修形曲线

２ 种修形方式因为破坏了齿廓和齿向的曲线，
都会对重合度造成影响，使得原本应该发生接触的

地方不再接触，导致某一时刻接触片数量 ｍ 减小。
本文先根据 ＧＢ ３４８０－１９８３ 渐开线圆柱齿轮承载能

力计算方法，计算人字齿轮的平均刚度，计算公式为

ｋｍ ＝ ２ｂＣγ

Ｃγ ＝ （０．７５εα ＋ ０．２５） ／ ｑ{ （１４）

式中： ｂ 为半齿宽；εα 为端面重合度；ｑ 为单位齿宽

柔度。
根据平均啮合刚度，可以求得轮齿在载荷下的

变形量，使用变形量与每片轮齿理论啮合点处的修

形量比较，若修形量大于变形量，说明该片轮齿不会

发生接触。
修形还会改变接触点到轮齿中心线的距离 ｈｘ，

从而使轮齿截面惯性矩 Ｉｘ 和截面面积 Ａｘ 发生改变，
最终影响剪切刚度 ｋｓ、弯曲刚度 ｋｂ、轴向压缩刚度 ｋａ

以及由轴向力引起的弯曲刚度 ｋａｂ 和剪切刚度 ｋａｓ。
下面对含有修形的接触点 ｘ 到轮齿中心线的距离进

行计算，齿顶修薄将齿顶部分的齿廓修成一条直线，
带有齿廓修形的接触点 ｘ 到轮齿中心线的距离公

式为

ｈ′ｘ ＝

ｒｘ·ｃｏｓ
ｓｘ
２ｒｘ

æ

è
ç

ö

ø
÷ 　 ｒｂ ≤ ｒｘ ≤ ｒａ － Ｈ

ｒｘ·ｃｏｓ
ｓｘ
２ｒｘ

æ

è
ç

ö

ø
÷ －

Δｃ

Ｈ
［ ｒｘ － （ ｒａ － Ｈ）］　 ｒａ － Ｈ ≤ ｒｘ ≤ ｒａ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５）
式中： ｓｘ 为任意圆齿厚；Ｈ 为修形高度；Δｃ 为齿廓修

形量；ｒａ 为齿顶圆半径；ｒｂ 为基圆半径。
（１５） 式中，任意圆齿厚 ｓｘ 可以由任意圆半径 ｒｘ

求出，如果将轮齿沿着齿高的方向等分成 Ｍ 份，可
以用（１５） 式求出 Ｍ 个接触点 ｘ 在对应半径处到轮

齿中心线的距离。
在（１５） 式基础上，计算得到含有齿向修形的接

触点 ｘ 到轮齿中心线的距离，其公式为

　 ｈ″ｘ ＝ ｈ′ｘ －
４Δ ｌ

Ｂ２ ｂ － Ｂ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 Δ ｌ， ０ ≤ ｂ ≤ Ｂ （１６）

式中：Δ ｌ 为齿向修形量；Ｂ 为齿宽。
（１６） 式中的 ｈ′ｘ 是由（１５） 式求出的接触点 ｘ 到

轮齿中心线的距离，在（１５） 式中，沿着齿高方向将

轮齿进行了Ｍ等分，则根据 ｈ′ｘ 求出来的 ｈ″ｘ 也将是沿

着齿高方向进行了 Ｍ 等分。 如果将轮齿再沿着齿

宽方向进行 Ｎ 等分，自变量 ｂ 就变成了一系列离散

的值，即 ｂ ＝ （Ｂ ／ Ｎ）·ｉ，这样求出沿着齿宽方向不同

等分点的 ｈ″ｘ 值。
将公式（１６） 计算得到的半齿厚代入公式（１２）

～ （１３） 就可以计算出修形之后的截面惯性矩 Ｉｘ 和
截面面积 Ａｘ。
１．３　 综合刚度及时变啮合刚度计算

将修形之后的截面惯性矩 Ｉｘ 和截面面积 Ａｘ 代

入公式（７） ～ （１１） 即可得到修形后的剪切刚度 ｋｓ、
弯曲刚度 ｋｂ 和轴向压缩刚度 ｋａ 以及由轴向力引起

的弯曲刚度 ｋａｂ 和剪切刚度 ｋａｓ。 此处所求的各个刚

度是其中一个齿轮上轮齿的各个刚度，如果要求单

个轮齿的综合刚度，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ｋｉ ＝
１

１
ｋａｉ

＋ １
ｋｂｉ

＋ １
ｋｓｉ

＋ １
ｋａｓｉ

＋ １
ｋａｂｉ

（１７）

式中， ｉ ＝ １，２，代表齿轮 １ 或齿轮 ２。
要计算相互啮合的一对轮齿的综合刚度，还要

考虑赫兹接触刚度和齿轮基体刚度的影响，但是由

于人字齿轮的基体刚度比较大，假设齿轮基体为刚

性，仅在综合刚度计算时考虑赫兹接触刚度，计算公

式如下

ｋ ＝ １
１
ｋ１

＋ １
ｋ２

＋ １
ｋｈ

（１８）

式中： ｋ 为相互啮合的一对轮齿的综合刚度；ｋ１ 和 ｋ２

是由公式（１７） 计算出的 ２ 个齿轮上单个轮齿的综

合刚度；ｋｈ 为赫兹接触刚度。
通过（１８） 式算出的是单侧斜齿轮副一对轮齿

的综合刚度，根据啮合周期和重合度的关系，将一对

轮齿的综合刚度进行叠加，得到单侧斜齿轮副的时

变啮合刚度 ｋ（ ｔ）。 假设人字齿轮为理想齿轮，人字

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应该为单侧斜齿轮副时变啮合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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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的 ２倍，即 ｋｒ（ ｔ） ＝ ２ｋ（ ｔ），ｋｒ（ ｔ） 为人字齿轮副时

变啮合刚度。

２　 算法验证

本文提出的考虑轴向力的修形人字齿轮副时变

啮合刚度算法计算流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时变啮合刚度算法计算流程

用于验证该算法的正确性，使用的人字齿轮和

材料的基本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人字齿轮和材料的基本参数

参数及材料属性 数值

小齿轮齿数 ３４
大齿轮齿数 ８０

法向模数 ／ ｍｍ ５
法向压力角 ／ （°） ２０

半齿宽 ／ ｍｍ ５０ ／ ５０
退刀槽宽度 ／ ｍｍ ５８

螺旋角 ／ （°） ３０
弹性模量 ／ ＧＰａ ２１０
切变模量 ／ ＧＰａ ８０

泊松比 ０．３
小齿轮转速 ／ （ ｒ·ｍｉｎ－１） １ ０００

转矩 ／ （Ｎ·ｍ） １ ００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解析法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和准确性，将本文算法结果分别与有限元接触分析

法得到的轮齿啮合刚度值和 ＩＳＯ 标准得到的啮合刚

度值进行对比。
使用 ＡＮＳＹＳ ａｐｄｌ 语言对轮齿进行参数化造型，

得到两侧完全对称的一对轮齿的模型，并进行网格

划分，得到一对轮齿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人字齿轮副一对轮齿有限元模型

建立有限元模型后，对一个轮齿整个啮合过程

中转过的角度进行等分，然后调整啮合位置，将调整

后处于不同啮合位置的有限元模型导入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中进行边界条件设置和加载分析。

本文使用单齿啮合刚度并联方法求解一对轮齿

的综合啮合刚度。 因此在有限元计算时，先将一个

轮齿设置为刚体，一轮齿设置为柔性体，进行刚柔耦

合计算，得到一个轮齿的啮合刚度，然后再将已经计

算的轮齿设为刚体，原先为刚体的轮齿设为柔性体，
再次进行计算，得到另一个轮齿的啮合刚度，２ 个轮

齿的啮合刚度进行并联，得到单对轮齿的综合啮合

刚度。
在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中，首先定义材料属性，然后进入

模型中将其中一个轮齿设为刚体，另一个设为柔性

体，齿面接触为无摩擦接触，将柔性轮齿 ２ 个侧面和

轮毂处圆弧面进行固定约束，刚性轮齿 ２ 个侧面和

轮毂处圆弧面设置远端位置，对这些面 ｘ，ｙ，ｚ 方向

的移动自由度和绕着 ｘ，ｙ 的 ２ 个转动自由度进行约

束，最后对刚性轮齿施加一个 ２００ Ｎ·ｍ 的转矩，施
加边界条件后的模型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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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施加边界条件后的模型

分别对不同啮合位置的有限元模型进行求解

后，查看轮齿的总变形量 δ ，通过公式

ｋ ＝ Ｆｎ ／ δ
Ｆｎ ＝ ２Ｔ ／ （ｄｃｏｓａｎｃｏｓβ）

{ （１９）

计算出不同啮合位置的啮合刚度。 其中， Ｆｎ 为名义

法向力。 将仿真得到的轮齿的变形量带入公式

（１９），计算得到单个轮齿啮合刚度，并与本文计算

的啮合刚度进行比较，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单齿啮合刚度对比

从图 ７ａ）可以看出，小齿轮单齿啮合刚度的有

限元计算结果略小于本文计算结果，但是趋势基本

一致，从图 ７ｂ）可以看出，大齿轮单齿啮合刚度的有

限元计算结果与本文计算结果比较接近。
将本文算法得到的人字齿轮副单对轮齿啮合刚

度与 ＩＳＯ 和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单对轮齿啮合刚度的对比验证

从图 ８ 可以看出，使用表 １ 中的参数，在未修形

及两侧完全对称的情况下，ＩＳＯ 标准计算得到的啮

合刚度的最大值最大，本文未考虑轴向力和考虑轴

向力的计算结果均大于有限元计算结果，这是由于

有限元法中各离散单元之间具有耦合作用，而本文

解析算法并未考虑薄片之间的耦合作用。 同时本文

考虑轴向力的计算结果较未考虑轴向力的计算结果

降低 ５．４２％，说明模型中考虑轴向力对啮合刚度的

影响是有效的，且考虑轴向力之后啮合刚度更加接

近有限元结果。

３　 修形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本文针对表 １ 中的齿轮参数、材料属性及工况

条件，研究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对人字齿轮副时变

啮合刚度的影响。
３．１　 齿廓修形量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齿廓修形如图 ３ａ） 所示，齿廓修形量计算公

式为［２３］

ｃ１ ＝ ［（９ ＋ ０．０４Ｆ ｔ ／ ｂ） ± ４］ × １０ －３

ｃ２ ＝ ［（４ ＋ ０．０４Ｆ ｔ ／ ｂ） ± ４］ × １０ －３{ （２０）

式中： ｃ１ 和 ｃ２ 分别为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齿廓修量；
Ｆ ｔ 为切向力，ｂ 为齿宽；ｍｎ 为法向模数。 代入表 １ 中

的参数得到小齿轮的修形量 ｃ１ ＝ ０．０１７ ｍｍ，大齿轮

的修形量 ｃ２ ＝ ０．０１２ ｍｍ。
齿廓修形的影响因素有 ２个：①齿廓修形量；②

齿廓修形长度。 首先研究齿廓修形量对啮合刚度的

影响，一般齿廓修形长度为 Ｌｃ ＝ ０．４ｍｎ ，文中大齿轮

和小齿轮修形长度均取 ２ ｍｍ。 然后在公式（２０）计
算得到的修形量基础上，减小 ５ μｍ 取一次修形量，
计算得到齿廓修形量对啮合刚度的影响，如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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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齿廓修形量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图 ９ 中，情况 １ 小齿轮齿廓修形量为０．０１７ ｍｍ，
大齿轮齿廓修形量为 ０． ０１２ ｍｍ，修形长度均为

２ ｍｍ；情况 ２ 小齿轮齿廓修形量为 ０．０１２ ｍｍ， 大齿

轮齿廓修形量为 ０．００７ ｍｍ，修形长度均为 ２ ｍｍ；情
况 ３ 小齿轮和大齿轮均未修形。 从图 ９ａ）可以看

出，随着齿廓修形量的增加，单对轮齿啮合刚度出现

降低，而且啮合刚度右侧明显降低较多，这是因为小

齿轮作为主动轮，在退出啮合时，小齿轮的顶部逐渐

啮出，而小齿轮的修形量较大，会导致截面积减小较

多，使刚度降低较多，甚至其修形量已经大于计算得

到的平均变形量，在进行接触判断时，判定其为不接

触，即出现该处轮齿没有接触的情况，则对应轮齿片

的刚度记为 ０。 从图 ９ｂ）可以看出，随着齿廓修形量

的增加，时变啮合刚度减小。
时变啮合刚度的方差可以体现出时变啮合刚度

的波动情况，不同修形量下时变啮合刚度的均值可

以体现出修形对刚度大小的影响，齿廓修形量对时

变啮合刚度均值和方差的影响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齿廓修形量对时变啮合刚度均值和方差的影响

图 １０ 中实线为时变啮合刚度均值曲线，可以看

出，随着小齿轮和大齿轮齿廓修形量的增加，时变啮

合刚度均值逐渐减小；虚线为时变啮合刚度方差曲

线，当大齿轮齿廓修形量不变时，随着小齿轮齿廓修

形量的增加方差先增大后减小，当小齿轮齿廓修形

量不变时，随着大齿轮齿廓修形量的增加，方差逐渐

减小。
３．２　 齿廓修形长度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在小齿轮的修形量 ｃ１ ＝ ０．０１７ ｍｍ，大齿轮的修

形量 ｃ２ ＝ ０．０１２ ｍｍ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修形长度

分别为 １．５，２．０，２．５ ｍｍ，研究修形长度对啮合刚度

的影响，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齿廓修形长度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图 １１ 中，情况 １ 齿廓修形长度为 １．５ ｍｍ；情况

２ 齿廓修形长度为 ２．０ ｍｍ；情况 ３ 齿廓修形长度为

２．５ ｍｍ。 从图 １１ 可以看出，与齿廓修形量对单齿啮

合刚度的影响相似，随着齿廓修形长度的增加单对

轮齿啮合刚度和时变啮合刚度均减小。
齿廓修形长度对时变啮合刚度均值和方差的影

响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２　 齿廓修形长度对时变啮合刚度均值和方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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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中实线为时变啮合刚度均值曲线，可以看

出，随着齿廓修形长度的增加，时变啮合刚度均值先

下降，然后逐渐平稳；虚线为时变啮合刚度方差曲

线，随着齿廓修形长度的增加，时变啮合刚到的方差

先增大，再减小，最后趋于稳定。
３．３　 齿向修形量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齿向鼓形修形如图 ３ｂ）所示，对于一般精度齿

轮，鼓形量计算公式为［２２］

Δ ≈ ｆＨβ ＋ （５ ～ １０）μｍ （２１）
式中， ｆＨβ 为螺旋线倾斜极限偏差。

通过查表可得，小齿轮螺旋线倾斜极限偏差为

８．５ μｍ，大齿轮螺旋线倾斜极限偏差为 ９．０ μｍ，通
过（２１）式计算，得到小齿轮鼓形量的范围是 １３．５ ～
１８．５ μｍ，大齿轮鼓形量的范围是 １４ ～ １９ μｍ，本文

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鼓形量均取 １５ μｍ。 为了研究鼓

形量对啮合刚度的影响，在选取的鼓形量两侧再取

２ 个鼓形量进行对比较。

图 １３　 齿向修形量对啮合刚度的影响

图 １３ 中，情况 １ 小齿轮和大齿轮鼓形量均为

１０ μｍ；情况 ２ 小齿轮和大齿轮鼓形量均为１５ μｍ；
情况 ３ 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鼓形量均为 ２０ μｍ。 从图

１３ａ）可以看出，随着鼓形量增加，单对轮齿啮合刚

度最大值明显降低，而且啮合刚度两侧明显向内移

动，这是说明修形后导致啮合时，存在更多轮齿不接

触部分。 从图 １３ｂ）可以看出，随着齿向修形量增

大，时变啮合刚度不断减小，刚度的幅值出现先减小

后增大的趋势，随着修形量增大，时变啮合刚度由较

大的波动变得平缓，修形量增大到一定值后，时变啮

合刚度的波动又开始逐渐增大，而且时变啮合刚度

的波峰和波谷的位置出现变化。
鼓形量对时变啮合刚度均值和方差的影响如图

１４ 所示。

图 １４　 鼓形量对时变啮合刚度均值和方差的影响

图 １４ 中实线为时变啮合刚度均值曲线，可以看

出，随着小齿轮鼓形量的增加，时变啮合刚度均值逐

渐减小，随着大齿轮鼓形量的增加，先逐渐减小然后

趋于平稳；虚线为时变啮合刚度方差曲线，当小齿轮

鼓形量不变时，随着大齿轮鼓形量的增加方差先减

小后增大，然后趋于平稳，当大齿轮鼓形量不变时，
随着小齿轮鼓形量的增加，方差逐渐减小。
３．４　 与 Ｍａｓｔａ 软件的对比验证

本文假设人字齿轮的退刀槽为刚性，然后将人

字齿轮视为 ２ 个斜齿轮的并联，基于 Ｍａｓｔａ 对斜齿

轮进行修形刚度分析。 在使用 Ｍａｓｔａ 进行计算时，
由于是对一侧斜齿轮进行计算，因此转矩需要减半，
然后将 Ｍａｓｔａ 计算结果的 ２ 倍作为人字齿轮的啮合

刚度，与本文的解析算法计算的含有修形的计算结

果进行比较，齿廓修形结果比较如表 ２ 所示，齿向修

形结果比较如表 ３ 所示。
由表 ２ 和表 ３ 的对比可以看出，本文算法结果

与 Ｍａｓｔａ 软件计算结果的 ２ 倍比较，刚度最大值的

误差不超过 ８％，刚度幅值的误差不超过 ２０％，说明

该解析算法能够快速且较为准确对修形后的人字齿

轮副的时变啮合刚度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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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本文齿廓修形计算结果与 Ｍａｓｔａ 软件计算结果对比

齿廓修形量 ／
μｍ

小齿轮 大齿轮

齿廓修形长度 ／
ｍｍ

小齿轮 大齿轮

刚度最大值 ／
１０９（Ｎ·ｍ－１）

本文计算

结果

Ｍａｓｔａ 计算

结果

误差 ／ ％

刚度幅值 ／
１０９（Ｎ·ｍ－１）

本文计算

结果

Ｍａｓｔａ 计算

结果

误差 ／ ％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０ ２．７８ ０．７２ ０．４６ ０．３８ １７．３９

１２ ７ ２ ２ ２．６３ ２．６２ ０．３８ ０．５５ ０．４４ １１

１７ １２ ２ ２ ２．５８ ２．５２ ２．３３ ０．５２ ０．４２ １９．２３

１７ １２ １．５ １．５ ２．６３ ２．５６ ２．６６ ０．５２ ０．４３ １７．３１

１７ １２ ２．５ ２．５ ２．４５ ２．５１ ２．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０ １３．０４

表 ３　 本文齿向修形计算结果与 Ｍａｓｔａ 软件计算结果对比

齿向修形量 ／ μｍ

小齿轮 大齿轮

刚度最大值 ／ １０９（Ｎ·ｍ－１）

本文计算结果 Ｍａｓｔａ 计算结果
误差 ／ ％

刚度幅值 ／ １０９（Ｎ·ｍ－１）

本文计算结果 Ｍａｓｔａ 计算结果
误差 ／ ％

１０ １０ １．９７ １．９０ ３．５５ ０．２４ ０．２８ １６．６７

１５ １５ １．５８ １．５４ ２．５３ ０．１４ ０．１６ １４．２９

２０ ２０ １．４１ １．５２ ７．８０ ０．３５ ０．３１ １１．４３

４　 结　 论

１） 将切片法与势能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考虑

对称度、轴向力和修形的人字齿轮传动时变啮合刚

度的解析算法，并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和 ＩＳＯ 标准计

算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算法的准确性。
２） 单对轮齿啮合刚度及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

刚度均随着齿廓修形量的增大而减小，时变啮合刚

度均值随着小齿轮和大齿轮齿廓修形量的增加逐渐

减小，时变啮合刚度方差随着小齿轮齿廓修形量的

增加先增大后减小，随着大齿轮齿廓修形量的增加

逐渐减小。

３） 单对轮齿啮合刚度及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

刚度均随着齿廓修形长度的增大而减小，时变啮合

刚度均值随着齿廓修形长度的增加先下降，然后逐

渐平稳，时变啮合刚度方差随着齿廓修形长度的增

加，先增大，再减小，最后趋于稳定。
４） 齿向修形对啮合刚度的降低较齿廓修形更

为明显，单对轮齿啮合刚度及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

刚度均随着齿向修形量的增大而减小，时变啮合刚

度均值随着小齿轮齿向修形量的增加逐渐减小，随
着大齿轮齿向修形量的增加先减小最后趋于平稳，
时变啮合刚度方差随着小齿轮齿向修形量的增加逐

渐减小，随着大齿轮齿向修形量的增加先减小后增

大，然后趋于平稳。

参考文献：

［１］　 李润芳， 王建军． 齿轮系统动力学［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１１⁃４８
ＬＩ Ｒｕｎｆ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ａ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１１⁃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常乐浩， 刘更， 郑雅萍， 等． 一种基于有限元法和弹性接触理论的齿轮啮合刚度改进算法［Ｊ］． 航空动力学报， ２０１４， ２９
（３）： ６８２⁃６８８
ＣＨＡＮＧ Ｌｅｈａｏ， ＬＩＵ Ｇ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４， ２９（３）： ６８２⁃６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刘文， 李锐， 张晋红， 等． 斜齿轮时变啮合刚度算法修正及影响因素研究［Ｊ］． 湖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４５（２）： １⁃１０

·６４５·



第 ３ 期 邹浩然，等：修形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的解析算法

ＬＩＵ Ｗｅｎ， ＬＩ Ｒｕ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４５（２）： １⁃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毛汉成， 傅琳， 于广滨， 等． 考虑轮齿修形的变厚齿轮啮合刚度数值计算［Ｊ］．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２０２２， ２８（２）： １⁃１０
ＭＡＯ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 ＦＵ Ｌｉｎ， ＹＵ Ｇｕａｎｇ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ｖｅｌｏｉｄ ｇ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２２， ２８（２）： １⁃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冯正玖， 靳广虎， 朱如鹏． 基于 ＬＴＣＡ 的直齿轮啮合刚度的计算与分析［Ｊ］． 机械传动， ２０１９， ４３（８）： ７８⁃８３
Ｆ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ｉｕ， ＪＩ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 ＺＨＵ Ｒｕｐｅ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ＴＣＡ［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４３（８）： ７８⁃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ＤＡＩ Ｈｅ， ＬＯＮＧ Ｘｉｎ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ｅａｒ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２１， １５９： １⁃１５

［７］　 ＨＵＩ Ｍａ， ＸＵ Ｐ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Ｒａｎ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ｓ［ 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５， ５５： ２７１⁃２８７

［８］　 魏静， 赖育彬， 秦大同， 等． 齿廓修形斜齿轮副啮合刚度解析计算模型［Ｊ］． 振动与冲击， ２０１８， ３７（１０）： ９４⁃１０１
ＷＥＩ Ｊｉｎｇ， ＬＡＩ Ｙｕｂｉｎ， ＱＩＮ Ｄａｔ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８， ３７（１０）： ９４⁃１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王峰， 方宗德， 李声晋． 斜齿轮动力学建模中啮合刚度处理与对比验证［Ｊ］． 振动与冲击， ２０１４， ３３（６）： １３⁃１７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ＦＡＮＧ Ｚｏｎｇｄｅ，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ｊ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４， ３３（６）： １３⁃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杨长辉， 徐涛金， 许洪斌， 等． 基于 Ｗｅｂｅｒ 能量法的直齿轮时变啮合刚度数值计算［Ｊ］． 机械传动， ２０１５， ３９（２）： ５９⁃６２
Ｙ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ｈｕｉ， ＸＵ Ｔａｏｊｉｎ， ＸＵ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ｂｅｒ′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３９（２）： ５９⁃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孟宗， 石桂霞， 王福林， 等． 基于时变啮合刚度的裂纹故障齿轮振动特征分析［ Ｊ］． 机械工程学报， ２０２０， ５６（１７）：
１０８⁃１１５
ＭＥＮＧ Ｚｏｎｇ， ＳＨＩ Ｇｕｉｘｉａ， ＷＡＮＧ Ｆｕ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ｆａｕｌｔｙ ｇ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０， ５６（１７）： １０８⁃１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林腾蛟， 郭松龄， 赵子瑞， 等． 裂纹故障对斜齿轮时变啮合刚度及振动响应的影响分析［ Ｊ］． 振动与冲击， ２０１９， ３８
（１６）： ２９⁃３６
ＬＩＮ Ｔｅｎｇｊｉａｏ， ＧＵＯ Ｓｏｎｇｌ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Ｚｉｒｕｉ，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ａｃｋ ｆａ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９， ３８（１６）： ２９⁃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ＬＩＮ Ｔ， ＯＵ Ｈ， ＬＩ Ｒ．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３Ｄ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 ／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ａｒ ｄｒｉｖｅｓ［ 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１９６（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１７１６⁃１７２８

［１４］ ＺＯＵＡＲＩ Ｓ， ＭＡＡＴＡＲ Ｍ， ＦＡＫＨＦＡＫＨ Ｔ，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ｂｙ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ｅｔｈ ｆｏ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７（６）： ４７５⁃４８１

［１５］ ＭＡ Ｈ， ＺＥＮＧ Ｊ， ＦＥＮＧ Ｒ，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ｐ ｒｅｌｉｅｆ［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６， ９８： ６４⁃８０

［１６］ ＣＨＡＮＧ Ｌ， ＬＩＵ Ｇ， ＷＵ Ｌ．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ｓ［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５， ８７： ９３⁃１１４

［１７］ ＣＵＩ Ｌ， ＺＨＡＩ Ｈ， ＺＨＡＮＧ 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ｇ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ｑｕ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ａ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５， ９４： ８０⁃９５

［１８］ ＣＨＥＮ Ｚａｉｇａｎｇ， ＳＨＡＯ Ｙｉｍ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ｏｏｔｈ ｒｏｏｔ ｃｒ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ｏｏｔｈ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
ｄｅｐｔｈ［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１， １８（８）： ２１４９⁃２１６４．

［１９］ ＹＩ Ｙａｎｇａ， ＨＵＡ Ｎｉａｏｑ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ａ ｓｐｕｒ ｇｅａｒｅｄ 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ｏｏｔｈ ｔｉｐ ｃｈｉｐｐ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２１，１６５：１⁃２７

［２０］ 王峰， 朱彦霖， 方宗德， 等． 齿面修形对人字齿轮啮合刚度影响分析与试验研究［Ｊ］． 振动与冲击， ２０１８， ３７（１）： ４０⁃４６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ＺＨＵ Ｙａｎｌｉｎ， ＦＡＮＧ Ｚｏｎｇｄｅ，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ｅｔｈ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２０１８， ３７（１）： ４０⁃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林腾蛟， 陈梦寒， 杨金． 齿廓修形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计算方法［Ｊ］． 振动与冲击， ２０２１， ４０（９）：９４⁃１０１

·７４５·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ＬＩＮ Ｔｅｎｇｊｉａｏ， 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ｈａｎ， ＹＡＮＧ Ｊｉ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ｗｉｔｈ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２０２１，４０（９）： ９４⁃１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齿轮手册编委会． 齿轮手册［Ｍ］．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１４３⁃１５０
Ｇｅａ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Ｇｅａ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１４３⁃１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ＷＡＮＧ Ｑｉｂｉｎ， ＺＨＡＯ Ｂｏ， ＦＵ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ｘｉａｌ
ｍｅｓｈ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１６： ４１３⁃４２９

［２４］ ＷＡＮＧ Ｓｉｙｕ， ＺＨＵ Ｒｕｐｅ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ｓｈ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ｘｉａｌ ｍｅｓｈ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Ｈ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１０２： ４５３⁃４７１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ＺＯＵ Ｈａｏｒａｎ， ＷＡＮＧ Ｓａｎｍｉｎ， ＨＥ Ｑｉａｎｊｉｎ， ＬＩ Ｙｉｚｈｉ， 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ｘ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ｘｉ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ｉｒ ｏｆ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ｎｉｏｎ． Ｉ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ｎｉｏｎ． Ｉ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引用格式：邹浩然， 王三民， 何前进， 等． 修形人字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的解析算法［ 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０（３）：
５３８⁃５４８
ＺＯＵ Ｈａｏｒａｎ， ＷＡＮＧ Ｓａｎｍｉｎ， ＨＥ Ｑｉａｎ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ｈｅｒ⁃
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ｇｅａｒ ｐａｉ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 ４０（３）： ５３８⁃５４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８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