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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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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涡轴发动机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变化的发生机理及规律，根据涡轴发动机端齿连接的结构特征、受力分析
和考虑滑移的切向接触受力原理，确定了端齿连接结构齿面接触状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齿面接触状态的
变化规律。计算结果表明：转速和轴向压紧力对接触状态有重要影响；转速越高，则齿面接触区域变小，接触应力和滑移距离变大；
轴向压紧力越大，则齿面接触区域越大，接触应力和滑移距离也越大；而摩擦系数对接触状态的影响不明显。研究结果对端齿连接
高速转子的结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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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State Analysis of Turboshaft Engine Rotor with Curvic-Coupling Joi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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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and law of contact state change of curvic-coupling of turboshaft engine rot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act state for curvic -coupling joint structure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cs
characteristics, and force principle of tangential contact considering sliding, and the changing rule of contact state for curvic-coupling was
studied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The calculat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volving speed and axial preload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curvic -coupling contact state; the greater the revolving speed is, the smaller the contact area is, and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stress and

sliding distance are; the greater the axis preload is,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area is, and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stress and sliding distance are;

and the influence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contact state is not obvious. 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of structure design for
rotor with curvic-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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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还停留在接触现象的试验描述阶段。因此，转

0 引言

子连接接触状态变化的发生机理和变化规律研究

由于受转子工作温度的差异和制造装配技术水
平的限制，在航空发动机中广泛采用连接结构将多段

非常必要，对发动机强度振动研究 [4-7]和故障排除也
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的转子连接成一体。在传统强度振动分析中，常

本文以涡轴发动机转子端齿连接结构 [8]为例，基

忽略连接结构的配合特征，将其直接简化建模，一方

于带滑移的切向接触力学原理 [9]，结合端齿连接的结

[1]

面无法知道接触面的接触应力 是否安全，另一方

构特征及受力特点，
并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确定了端

面忽略了连接结构对转子几何特征连续 性的影响

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的影响因素，
同时揭示了齿面接

[2]

触状态的变化规律；
为端齿连接结构微动损伤和刚度

，无法知道连接面接触状态是否可靠。目前，国内
[3]

外关于航空发动机连接结构接触状态的研究 非常

削弱[10]的机理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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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触力学原理

接近零，切向应力趋近无穷大，所以在接触边界永远
不能满足式（2），
接触边界总有滑移。因此在中心区域

1.1 接触状态定义
接触状态是反映接触面力学性能的综合参量[11]，
包括接触形式和接触参数。
接触形式是反映连接结构接触面物理状态的表
征；在工作过程中，连接结构接触面一般有 4 种接触
形式，各接触形式的力学性质如下：
（1）张开：接触面之间为未接触，没有热传导也没

存在一圆形的黏滞区，其周边则为环型滑移区，在滑
移区与张开区之间存在准接触区域，
则得到如图 1 所
示的法向和切向应力分布。随着切向力 F子 不断增大，

黏着区的接触圆周向接触中心靠近，即切应力 子(r)大

于摩擦应力 滋滓(r)的区域逐渐扩大，滑移的区域也逐
渐扩大，当 F子=滋FN 时，发生完全滑移。

2 端齿连接结构

有力的相互作用；
（2）准接触：又称近似接触，接触面紧贴在一起，
之间有热传递但无力的相互作用；
（3）黏滞：接触面之间有力的相互作用，当接触面
之间的切向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时，接触面之间保持
黏滞状态，
接触点之间为弹性变形；
（4）滑移：接触面之间有力的相互作用，当接触面
之间的切向力大于最大静摩擦力时，接触面之间发生
相对滑移。
接触参数则体现接触面上的受力特征，包括滑移
距离 S、
接触法向应力 滓 和接触切应力 子。

2.1 结构特征
端齿连接结构广泛运用涡轴发动机转子的轴轴
连接、轴盘连接和盘盘连接中[13]。其主要结构特征是
盘轴、盘盘之间采用圆弧端齿定心传扭，中心长螺栓
轴向拉紧，长螺栓的轴向压紧力保证轴盘、盘盘间端
齿的充分接触、压紧，端齿间由齿面间正压力在周向
上的分量传扭。在发动机工作时，
压气机和涡轮产生
的巨大轴向力被长螺栓上的轴向压紧力抵消。某型采
用端齿连接的组合压气机[14]如图 2 所示，端齿连接结
构几何形状剖面[15]如图 3 所示。

1.2 考虑滑移的切向接触
典型的接触形式分布以球 - 平面接触 [12]为例（如
图 1 所示），球体受正压力和切向力作用。假设 2 个物
体之间存在干摩擦，根据库伦摩擦定律：动摩擦应力
子k 等于法向应力 滓 乘以摩擦系数 滋，最大静摩擦应力
子max 近似等于动摩擦应力 子k
子max=滋滓，
子k=滋滓

图 2 采用端齿连接结构的组合压气机

（1）

黏着发生的条件为
子≤滋滓

（2）

滑移

图 3 端齿剖面

黏滞

2.2 端齿齿面受力分析
端齿连接结构在装配时受到轴向压紧力作用以
切应力 子(r)

保证稳定可靠的连接，端齿齿牙斜角为 60毅，静态下
齿面受力状态如图 4 所示。

摩擦应力 滋滓(r)

球体
平面
FN

F子

图 1 球 - 平面接触模型的滑移圆环

由于接触界面之间的弹性变形，接触法向应力在
接触中心较大，向四周逐渐减小。由于边界法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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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端齿接触面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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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压紧力 F 垂直于齿面的正压力分量和沿齿
面方向的分量分别为
FN=Fcos60°

（3）

F子=Fcos60°

（4）

接触面上能达到的最大静摩擦力约为
f=滋FN=滋Fcos60°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5）

Sliding

（b）赘=35680 r/min

（a）赘=0 r/min

2.3 接触状态的影响因素
一般金属界面摩擦系数 滋≈0.3，当金属面处于磨
损初期时，滋≈1。很明显，
最大静摩擦力 f<Fτ，必然造
成端齿接触面发生（局部）滑移。
由以上分析可初步得到，轴向压紧力 F 和摩擦系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c）赘=40140 r/min

数 滋 是影响接触面接触形式和接触应力的重要参数。

Sliding

（d）赘=44600 r/min

图 6 各转速状态下的接触形式

另外，发动机转子转速 赘（离心力）[16]同样可以引起端
齿在径向上的弹性变形，
对齿面各接触形式和接触应
力分布也具有重要影响。

3 有限元分析

s/mm
0

根据端齿连接结构特征参数，建立其周向周期对

s/mm

0.003471 0.006943 0.010414 0.013886

0

（a）赘=0 r/min

0.009671 0.019342

0.029012 0.038683

（b）赘=35680 r/min

称有限元模型（如图 5 所示），并在接触面定义非线性
接触单元进行接触状态分析。
s/mm
0

0.011239

0.022479 0.033718 0.044957

s/mm
0

0

（c）赘=40140 r/min

0.013113

0.026226

0.039339

0.052452

（d）赘=44600 r/min

图 7 各转速状态下的滑移距离

赘

图 5 有限元模型
滓/MPa

有限元模型左端固支，在右端施加轴向压紧力

0

55.8064

111.613

167.419

223.225

滓/MPa
0

182.584

273.877

365.169

（b）赘=35680 r/min

（a）赘=0 r/min

F，在轴向施加预定的转速赘，并在轮盘上施加和转速

91.2922

相应的径向力模拟叶片离心力。
3.1 转速的影响
在 滋=0.2、F=80 kN 状态下施加不同转速，并在轮
盘径向上施加相应大小的外力模拟叶片离心力，计算
分析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的变化规律。各转速 赘

滓/MPa
0

90.5654

各转速下接触形式仅有张开和滑移 2 种形式，在
滑移状态下接触切应力等于摩擦系数与接触法向应
力的乘积。各转速下端齿接触面滑移面积、滑移距离
和接触应力计算结果见表 1。

PDF pdfFactory Pro

295.696

394.262

（c）赘=40140 r/min

滓/MPa
0

109.129

218.258

327.387

436.516

（d）赘=44600 r/min

图 8 各转速状态下的压应力分布

下的齿面接触形式如图 6 所示，滑移距离如图 7 所
示，接触法向应力如图 8 所示。

197.131

表 1 各转速下的接触状态计算结果
赘/(r/min)

滑移面积比/%

0

100

35680

94.8

44600

77.9

40140

www.fineprint.cn

88.6

Smax /mm

滓max /MPa

0.0435

410.82

0.0155
0.0506
0.0590

251.13
443.54
4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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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对接触状态的影响很大，在低转速时整个端
齿接触面均没有张开，为滑移状态；当转速超过某一
值，靠近外径的齿面出现张开现象，传力面积向靠近
内径处集中。最大滑移距离和最大接触应力几乎出现
在靠近内径的接触面，这是端齿齿牙发生径向变形

滓/MPa
0

96.7519

290.256

（c）F=60 kN

后，因靠近内径的接触面相互挤压严重造成的，该接

387.008

滓/MPa
0

109.129

218.258

327.387

（d）F=80 kN

436.516

图 11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压应力

触面位置的微动磨损相较其它位置严重，易诱发疲劳
裂纹。

193.504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端齿接触面滑移面积、滑移

3.2 轴向压紧力的影响

距离和接触应力的计算结果见表 2。

在 滋=0.2、
赘=44600 r/min 工作状态下，各 F 作用
下的齿面接触形式如图 9 所示，滑移距离如图 10 所
示，
接触法向应力如图 11 所示。

表 2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的接触状态计算结果
F/kN

滑移面积比/%

20

35.9

60

66.7

53.7

40

78.5

80

Smax /mm

滓max /MPa

0.052

368.37

0.047

280.52

0.056

435.38

0.059

491.08

在工作转速 赘=44600 r/min 状态下，相当部分接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a）F=20 kN

Sliding

触面积转变为准接触形式，
仅有靠近内径部分接触面

（b）F=40 kN

仍保持为滑移形式。随着轴向压紧力的增大，滑移区
域逐渐扩大，向外径处延伸，增大轴向压紧力可以有
效扩大传力区域面积。最大滑移距离随轴向压紧力的
变化不大，但滑移面积和接触应力均明显增大，且最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c）F=60 kN

大滑移距离和最大接触应力分布不均，仍集中在靠近

Sliding

（d）F=80 kN

内径区域。
3.3 摩擦系数的影响

图 9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接触形式

在 F=80 kN、
赘=44600 r/min

作用下，改变齿面

摩擦系数 滋，齿面接触形式如图 12 所示，滑移距离如
图 13 所示，接触法向应力如图 14 所示。
s/mm
0

0.010477 0.020954

0.031431 0.041908

（a）F=20 kN

s/mm
0

0.011573

0.023145

0.034718

（b）F=40 kN

0.046291

NearContact
s/mm
0

0.012407

0.024813 0.03722

（c）F=60 kN

0.049627

0.013113 0.026226

0

Sliding

（a）滋=0.2

s/mm

NearContact

Sliding

（b）滋=0.3

0.039339 0.052452

（d）F=80 kN

图 10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滑移距离

NearContact
滓/MPa
0

62.337

124.674

187.011

（a）F=20 kN

PDF pdfFactory Pro

249.348

滓/MPa
0

81.8597

163.719

245.579

（b）F=40 kN

Sliding

（c）滋=0.4

NearContact

32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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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ing

（d）滋=0.5

图 12 接触形式随摩擦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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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速是引起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变化的主
要原因。在转子高速运动过程中，
端齿径向变形不协
调造成部分接触面张开，接触面积减小；而另一部分
s/mm
0

0.13113

0.26226

0.39339

0.52452

s/mm
0

（a）滋=0.2

0.12387

0.024774

0.037161

（b）滋=0.3

0.049548

接触面相互挤压，同时大滑移区域和大应力区域也处
于这一位置。
（2）随着轴向压紧力的增大，端齿齿面接触面积
明显扩大，但是接触应力和滑移距离也随之增大；增
大轴向压紧力会加剧齿面的接触损伤。

s/mm
0

0.011801

0.023601

0.035402

s/mm
0

0.047203

（c）滋=0.4

0.11308

0.022617

0.033925

0.045233

（d）滋=0.5

图 13 滑移距离随摩擦系数变化

（3）摩擦系数对接触形式和接触法向应力几乎无
影响，但直接影响切向接触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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