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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是保证 

发动机工作的重要系统。当系统 

的滑油中断时，齿轮 、轴承 、密封 

等处的润滑及冷却情况将迅速恶 

化 ，达到一定时间后 ，这些零部件 

将受损伤甚至破坏。在发动机正 

常工作时，是不允许滑油中断的； 

但在飞机进行机动飞行时，在某 

些姿态(如倒飞、横滚等)下，滑油 

的供、回油口位置发生变化会使 

发动机产生短时供油中断现象。 

另外，滑油系统出现故障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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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滑油供给中断。 

国内发动机型号规范中关于 

滑油中断的时间(30 s)规定基本 

都是借鉴国外的，并非建立在深 

入了解摩擦零组件于中断供油期 

间的工作机理的基础上，因此 ，还 

未给出中断供油时间的安全余度 

以及在中断供油期间各件的工作 

状况。为此，有必要对被润滑的发 

动机摩擦零组件进行充分的理论 

分析，以搞清其在断油时的工作 

状态。 

本文对某型发动机主推力球 

轴承进行了瞬态热分析，应用摩 

擦学理论给出了主推力球轴承产 

生损伤的条件，确定了中断供油 

时主推力球轴承的允许极限温 

升，或允许中断供油时主推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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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安全工作的极限时间，从而 

给出了主推力球轴承中断供油 

30s的安全余度。 

2 主推力球轴承热状态分析 

2．1 工作状态 

轴承的工作状态分为稳态和 

断油工作状态。在稳态时，轴承的 

环境条件会逐渐达到稳定 的状 

态，最终轴承内部的温度分布也 

会达到稳定 ；在断油时，由于轴承 

自身散发的热量以及环境传递的 

热量不能被滑油带走，温度场不 

能达到稳定，必须进行瞬态热分 

析。分析之前，需求出稳态温度分 

布，作为瞬态热分析的初始温度 

场。本文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No_．3 

支点轴承进行断油状态的瞬态热 

分析。 

2_2 热分析的基本假设 

对轴承的传热状况做出如下 

假设： 

(1)轴承传热是轴对称的，接 

触区的接触状态按受载最大的滚 

动体的接触状态来处理； 

(2)忽略滚动体和滚道之间 

润滑油膜产生的热阻； 

(3)各零件配合处贴合良好， 

忽略接触热阻。 

对轴承的发热部位做出如下 

假设： 

(1)由载荷引起的摩擦热都 

在接触区产生； 

(2)除载荷外，其它因素产生 

的摩擦热都在滚动体表面(不包括 

接触区)产生。 

3 试验器状态主推力球轴 

承瞬态热分析 

为配合某型发动机台架断油 

试车，在试验器上对其主推力球 

轴承进行了断油试验。在试验测 

得的数据可以对本文的计算方法 

进行验证。以下是该轴承的计算 

实例。 

3．1 模型建立 

应用赫兹理论的简化公式⋯ 

计算该轴承的接触椭圆半长轴尺 

寸 

一  

1／3 

a=0．0236m
~( ) (1) 

式中：口为接触椭圆面半长轴尺 

寸；Q 为受载最大的滚动体负 

荷；∑J9为主曲率；m 为系数，可查 

表求得。 

应用赫兹计算结果对轴承进 

行轴对称建模 ，划分网格，建立有 

限元模型。 

3．2 稳态边界条件 

先进行稳态热分析。模型边 

界条件分布如图 l所示 ，轴承处 

详细边界分布如图2所示。 

图 1 试验器状态稳态热分析边界分布 

图2 试验器状态稳态轴承处 

详细边界分布 

己4 ／己 5 

在图中：h。为气侧边界 ，温度 

为20 cC； 。为油侧边界，温度为 

70 cIC；g=0为绝热边界，q 、qz,q3、 

q4．q 为摩擦生热率。应用传热学理 

论，计算边界条件，其结果见表 1。 

表 1 试验器状态稳态热分析 

边界条件计算结果 w／(m ·k) 

h l6 h l7 h m h。1 h02 

4．87 4．75 4．95 1763．70 3582．15 

h03 ho4 

2558．68 1535．21 

3．3 瞬态边界条件 

皿 轴承在断油时，瞬态的边界 

条件分布如图 3所示，轴承处详 

细边界分布如图4所示。图中的 

边界条件 h ～h舶与稳态边界条件 

相同，而瞬态边界条件 hajg~h 通 

过计算得出 

h 19=134．13 W／(m ·K)， 

a20=356．4 W／(m ·K)， 

ha2l=345．3 W／(m ·K)， 

越=314．5 W／(m ·K)。 

图3 试验器状态瞬态热分析边界分布 

3．4 主推力球轴承的发热 

轴承在稳态下的内热源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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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试验器状态瞬态轴承处 

详细边界分布 

承的摩擦生热，而轴承的摩擦热 

由轴承的摩擦力矩产生。球轴承 

摩擦热按如下公式计算 

轴承总摩擦热 pc= 

总摩擦力矩 ×角速度 

Qc=Mr~o=Mf‘2叮TN／60= 

0．1047NMf~-14166．54 W (2) 

Mf= MI+ + + = 

10．2365 N·m (3) 

式中： 为载荷引起的力矩 ；My 

为黏性摩擦力矩；Ms为轴承自转 

摩擦力矩； 为滚珠与保持架摩 

擦力矩。 

根据文献[2]中的建议，滚动轴 

承接触摩擦所产生的热量的一半 

进入球，另一半进入套圈。由于轴 

承接触区的摩擦生热主要由载荷 

引起 ，根据 2．2节，把由载荷引起 

的 所产生的热量加载，并平均 

分配到滚珠和内外圈的接触 区 

上 ，这样 ，在图 3中的q。、q2,q 、q 

所指出的 4个区域上分别加载了 

1／4的 所产生的热量。把由 、 

、 所产生的热量加到钢球表 

面上，即图 2中的q 所示的区域。 

在断油时，轴承内的滑油被 

迅速排走，除了轴承工作元件表 

面吸附的油膜外，整个轴承被油 

气混合物包围。此时，轴承的滚动 

摩擦力矩由 、 、 组成，没有 

了 。瞬态摩擦热由图4中的q 、 

qz、q3,q 、q 所示的区域产生，其 

体积生热率的结果见表 2。 

表 2 试验器状态稳态和瞬态各发热区 

域的体积生热率 W／ma 

4 试验器状态主推力球轴 

承温度有限元分析 

采用 ANSYS有限元分析软 

件，首先计算球轴承的稳态温度 

分布。把这个温度场作为瞬态热 

分析的初始温度场，计算得到断 

油 30s后的轴承温度分布，如图 5 

所示(单位为℃)。 

图 5 断油 30 S时试验器主推力 

球轴承温度分布 

主推力球轴承在断油 30 S后 

的最高温度出现在滚珠和内圈的 

接触区处，为 199．599℃(图5中 

标注的 “MX”处)，最低温度为 

57．732℃。为了与试验测量的测 

试点温度进行对比，在轴承的模 

型上选取了相同位置的对比点 ， 

如图 6所示；在 2个对比点处，温 

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 7所 

示；在滚珠与内外圈接触区处，节 

点温度变化曲线如图 8所示。 

越  

赠 

p 

赠 

图 6 试验器状态轴承模型 

对比点位置 

图7 2个对比点处温度随时间 

变化的曲线 

图 8 滚珠与内外圈接触区处节点 

温度变化曲线 

在图7、8中，TEMP_2为对比 

点 1，TEMP一3 为 对 比 点 2， 

TEMP
_ 4为 外 圈 接 触 区 点 ， 

TEMP
一 5为内圈接触区点。试验中 

测得的相应测试点的温度变化曲 

线如图9所示。 

／ 
_l

，  —  

／  
／ ，／  
|／  一 一 
l／ —型 

时间／s 

图 9 试验测试点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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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点 1和对 比点 1相对 

应，测试点 2和对比点 2相对应。 

计算得到的温度变化趋势和测试 

点有比较好的吻合，而且对比点 

和测试点最低温度的最大偏差仅 

为 0．88％，对比点和测试点最高 

温度的最大偏差为 3．7％。可见， 

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十分接近， 

验证了计算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 

可将此瞬态热分析方法应用于 

发动机在真实工作状态下的计 

算。 

5 某型发动机主推力球轴 

承瞬态热分析 

5．1 模型建立 

在某型发动机型号规范中， 

断油时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是中间 

状态。应用赫兹接触计算的结果 

对轴承进行轴对称建模 ，划分网 

格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10所示。 

5．2 稳态边界条件 

图 1O №．3支点主推力球轴承 

有限元模型 

某型发动机轴承在地面台架 

中间状态下，稳态热分析边界条 

件的分布如图 11所示，轴承处详 

细边界的分布如图 12所示。稳态 

热分析边界条件结果见表 3。 

5．3 瞬态边界条件 

某型发动机断油时的边界条 

件分布如图 13所示 ，轴承处详细 

边界分布如图 14所示。边界条件 

h l、h~2,h h l。、h ll、h ：与稳态的相 

图 1 1 主轴承稳态热分析边界分布 。 

图 12 主轴承稳态轴承处 

详细边界分布 

表 3 主轴承稳态热分析边界条件 

计算结果 

参数 h ， k 

换 委 、57．2 57．2／(W／ n2．K)) 

参凳度675．2 517．8 675．2 349．8 349．8 

)32 川 s 8．s 

参考 度349-8349_8349．8 349．8 349．8 
／A  

ss8川 s．4 1838．93064．84290．7 

参 度 349
．8 349．8 349．8 349．8 349．8 

同，其它瞬态边界条件见表 4。 

5．4 主推力球轴承的发热 

某型发动机主推力球轴承的 

发热见表 5。 

己 6 ／己 7 

图 1 3 主轴承瞬态热分析边界分布 

图 14 主轴承瞬态轴承处详细 

边界分布 

表 4 主轴承瞬态热分析边界 

条件计算结果 

参数 h 12 h ” h l4 h l5 h 16 

(x6 66 1415 124．95 17 

参 度 34977 34977 293 293 293 
／K  

h l7 h h。19 棚 

14＆98 3l65 3799 356u6 

参 度 293 3022 3022 3o22 

表 5 某型机主轴承稳态和瞬态各发热 

区域的体积生热率 W／m。 

6 轴承温度有限元分析 

6．1 瞬态计算结果 

首先对某型发动机进行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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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算，轴承中的稳态最高温 

度为 454．14 K；然后 ，在发动机地 

面台架中间状态下，进行了轴承 

断油时的瞬态热计算，分别计算 

了断油 30、6O和 90 s的瞬态温度 

分布。 

断油 30 S时轴承的温度分布 

如图 15所示 ，选取点温度随时间 

变化的曲线如图 16所示。图中 

TEMP
_

2为参照试验器对 比点 1 

的选取点，TEMP_3为参照试验 

器对 比点 2的选取点 ，TEMP_4 

为 外 圈 接 触 区 中 的 选 取 点 ， 

TEMP
_ 5为内圈接触区中的选取 

点 

图 15 断油 30 s时轴承温度分布 

540一  鞲
14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O 

时间／s 

断油 30 s时轴承选取点 

温度变化曲线 

断油 60 S时轴承的温度分布 

如图 l7所示 ，选取点温度随时间 

变化的曲线如图 18所示；断油 90 

S时轴承的温度分布如图 19所 

示，选取点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 

线如图20所示。 

6．2 计算结果分析 

轴承中的稳态最高温度在 

世 
赠 

图 17 断油 60 s时轴承温度分布 

0 6 12 l8 24 30 36 42 48 54 6O 

时间 

图 18 断油 60 S时轴承选取点 

温度变化曲线 

图 19 断油 90 S时轴承温度分布 

链 
赠 

0 9 18 27 36 45 54 63 72 81 90 

时间／s 

图 20 断油90 S时轴承选取点 

温度变化曲线 

TEMP
_ 4(滚珠与外环接触区处点) 

处 ，为 454．14 K；轴承在断油过程 

中的最高温度在 TEMP_4处 ，断 

油 30 S时为 536．217 K，断油 60 S 

时为 568．358 K，断油 90 s时为 

587．993 K。所选取的4点的温度 

随断油时间延长而逐渐升高。与 

试验器状态的测试点不同的是 ， 

TEMP
一
3点的温度在初始的一段 

时间内高于 TEMP_2点的；而后 

TEMP 2 点 的 温 度 又 高 于 

TEMP
_ 3点的。其原因是发动机 

在真实状态下 ，№_3支点受到由 

发动机热部件传来的热量 的影 

响。 

6．3 断油极限时间判定 

在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理论 

中，判断相互滚动或滑动表面损 

坏的判据是膜厚比。油膜厚度对 

表面磨损的防护作用，要根据膜 

厚与表面粗糙度的比值 (称膜厚 

比)来判断『3]。膜厚比A可写为 

(4) 

式O0：h⋯为最小油膜厚度；6 、6 为 

2个相互作用物体表面粗糙度的 

均方根值。 
一 般认为，当 A<1时，表面 

上某些凸峰在工作 中将发生接 

触，也可能突然发生胶合 ，在设计 

中应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在设 

计时 ，最好使 A>1．5；如未满足， 

可改变工作参数(如另选润滑油) 

以提高 h⋯ 或改变加工方法以降 

低 。因此，最小膜厚比A>1．5是 

主推力球轴承断油极限时间的判 

断标准。 

采用哈姆罗克和道森提出的 

点接触弹性流体动力润滑数值解 

【4计算 ，无量纲最小油膜厚度为 

Hmin~3．63 (1一em )(5) 

式中： 为无量纲速度参数；G为 

无量纲材料参数；W 为无量纲负 

％鼢伽讹 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