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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传动轴齿轮断裂失效分析 

白明远 ，刘高远 ，王大为 
(1．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失效分析 中心，北京 100095； 

2．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092) 

【摘 要] 某发动机累计工作66min后，传动轴齿轮上有两个齿发生 了断裂，与其相配合的片齿轮未发现任何损伤。对传 

动轴齿轮和片齿轮的齿形、齿向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传动轴齿轮和片齿轮的齿形和齿向参数符合技术要求。对传动轴断 

齿的宏微观特征进行了观察与分析，并对传动轴和片齿轮的渗层深度、金相组织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传动轴断齿的断裂 

性质为疲劳断裂，传动轴齿表面硬度偏低和片齿轮表面硬度偏高导致传动轴齿表面接触疲劳剥落，传动轴齿轮表面渗层出 

现的连续网状氮化物是促进其疲劳断裂的又一个影响因素。建议完善传动轴和片齿轮的表面处理工艺参数，加强控制工艺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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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of 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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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teeth on the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of an engine fractured after servicing for 66 minutes，while there is no damage 

on the matched sheet gear．The teeth shape an d direction ofthe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and the sheet gear were inspected，the re· 

suit showed that the teeth shape and direction were accorded with the request．Th e macroscopical and microscopical fractur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were observed．Th e depth of the nitriding layer and the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transmission shaft an d the sheet gear were also measured．Th 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mode is fatigu e．Th e main cause 

of contact fatigue is that the surface hardness of the transmission shaft Was low while the surface hardness of the matching sheet 

gear Was tOO hish，the continuous netty nitride in the exudant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is another factor 

induced the fatigu e．We recommend to pe
．

rfect the nitriding process param eters of both the transmission shaft gear an d the matc· 
， 

hing gear． 

Key words：transmission shaft；contact fatigu e；fatigu e fracture 

1 引言 

齿轮是传递动力的机械零件，影响齿轮强度 

和寿命的因素有载荷因素(载荷大小及作用时间 

的长短)转速、瞬断时载荷和温度、湿度、腐蚀、润 

滑条件等。齿轮失效方式包括断裂、齿面磨损、齿 

面点蚀、剥落和齿面塑性变形等 ̈ 。 

某发动机试车过程中，累计工作 66min，进行 

第三次分解检查，发现传动轴齿轮有两个齿发生 

了断裂，其余各齿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与其相配 

合的片齿轮未发现任何损伤。传动轴的热处理工 

艺为调质处理，机加工后表面离子渗氮，要求的氮 

化层深度为 0．2mm～0．3mm，表面硬度不小于 

750HV̈ 。与其匹配的片齿轮的工艺过程为机加 

工后 表 面 进 行碳 氮 共 渗，要 求 表 面 硬 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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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HV。 ～800HV。 ，齿面及槽宽部分的渗层深 

度为0．25mm～0．4mm，其余部分为0．2 mm～0． 

45mm。 

本文对传动轴和片齿轮的齿形、齿向等参数 

进行了检查，对传动轴齿轮断齿的宏微观特征进 

行了观察与分析，并对传动轴和片齿轮的金相组 

织、渗层深度及其表面、心部的显微硬度进行了检 

测确定了传动轴齿轮的断裂性质，并对其产生原 

因进行了分析。 

2 试验方法 

采用 JSM一5600扫描电镜观察传动轴的断 

口，在传动轴的断口附近切取试样，用奥林巴斯体 

视金相显微镜观察其显微组织，采用 DM一400型 

显微硬度计检测传动轴和片齿轮表面渗层的硬度 

及深度。 

3 试验结果 

3．1 断 口宏观观察 

传动轴的外观形貌如图 1所示。可以看到， 

传动轴全部齿磨痕的损伤面积及位置基本相同， 

均在和片齿轮相接触的啮合面上。传动轴上有两 

个齿发生了断裂，其断裂发生在与片齿轮相接触 

的啮合面根部，断口表面较粗糙，呈灰色。个别未 

发生断裂的齿存在明显的塑性变形特征。 

图 1 传动轴的宏观形貌 

Fig．1 Macro appearance of transmission shaft 

3．2 断口微观观察 

将传动轴发生断裂的两个齿分别编号为 1# 

断口和 2#断口(图1)，在扫描电镜下对其断口的 

微观形貌进行观察。1#断口和 2#断口的微观形 

貌-t一分相似，在此，仅详细介绍 l#断口的微观形貌。 

l#断口形貌如图2所示。断口的低倍形貌如 

图2a所示，可见，断裂从齿的一侧起源向另一侧扩 

展，断口分为源区、扩展区和瞬断区。源区的高倍 

形貌如图2b所示，源区磨损严重，源区附近齿的侧 

表面存在剥落后形成的凹坑特征；在扩展区内可见 

明显的放射棱线及疲劳弧线特征，断口扩展区的疲 

劳条带特征如图2c所示，表明该断口的断裂性质 

为疲劳断裂；瞬断区形貌见图2d，主要为沿晶断裂 

特征。 

在 1#断口和2#断口相邻的齿表面存在裂纹， 

裂纹的走向及出现位置与已经断裂的两个齿基本 

相同。未发生断裂的齿表面的啮合痕迹明显，其与 

加工刀痕相邻位置的形貌如图3所示，表明啮合面 

受到的压应力较大。 

在断裂齿的相邻几个齿的顶部发现多处剥落 

后形成的凹坑特征，凹坑的高倍形貌见图4，凹坑 

内可见典型的疲劳弧线特征，由此判断，这些凹坑 

均是表面发生了接触疲劳导致剥落掉块后形成的。 

3．3 渗层深度及显微硬度检查 

传动轴和片齿轮的渗层深度及显微硬度的检 

测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传动轴的渗层表面硬度 

为750HV。，，处于图纸要求的下限，有效渗层深度 

低于图纸的要求。与之匹配的片齿轮渗层表面硬 

度已超出了图纸要求的上限800HV ，渗层深度为 

0．68mm，超出了图纸的要求。 

3．4 组织检查 

在传动轴的径向方向取样并制取金相试样，用 

4％的硝酸酒精腐蚀后观察金相组织，其基体组织 

正常，为回火索氏体，组织未见过热、过烧等组织缺 

陷，其表面渗氮层的金相组织如图5所示，可清晰 

的看到白色氮化物，根据 GB11354—1989(钢铁零 

件渗氮层深度测定和金相检验》标准中的图片对其 

评级，可知其脉状氮化物的级别为3～5级 ]。 

取片齿轮的齿做金相试样，用4％的硝酸酒精 

腐蚀后观察金相组织，基体组织为马氏体组织，组 

织未见过热、过烧等组织缺陷，表面碳氮共渗层的 

形貌如图6所示，表层可见白色粒状碳氮化合物。 

4 分析与讨论 

从传动轴的微观断裂特征可知，在断1：3扩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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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在明显的放射棱线、疲劳弧线及疲劳条带特 

征，所以传动轴齿的断裂性质为弯曲疲劳断裂。弯 

曲疲劳断裂是齿轮类零件的一种常见的失效模 

式 ，主要与齿轮工作过程中的受力大小和自身的 

疲劳抗力有关 。传动轴发生弯曲疲劳断裂与这 

两个因素有关。 

(a)Low maguification morphology of fracture surface (b)High maguification morphology of initiation of fracture surface 

(C)Characteristics at expanded zone of fracture surface (d)Morphology at instaneons 
， 

图2 1#断口的断裂形貌 

Fig．2 Appearance ofNo．1 fracture surface 

图3 齿表面的加工刀痕磨损形貌 
Fig．3 Machining marks and weal"on tooth surface 

图4 接触疲劳的高倍形貌 

Fig．4 High magnification morphology of contact fatigu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失效分析与预防 第 2卷 

一 方面，从传动轴自身的疲劳抗力角度分析， 

传动轴的齿与片齿轮的齿共同组成一对相互啮合 

的工作副，对于这类工作副来说，两个零件间的硬 

度匹配是十分关键的因素。零件表面的硬度是反 

映其抗接触疲劳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 

两个零件间的表面硬度相差很大，会导致硬度较 

低的一方容易发生接触疲劳剥落，并在表面形成 

许多凹坑。从试验结果看，传动轴齿的表面硬度 

偏小，基本处于图纸要求的下限，有效渗层深度也 

较低；片齿轮的表面硬度超过了图纸要求的上限， 

表面硬度偏高，有效渗层深度超过了图纸要求。 

这就导致传动轴齿与片齿轮的表面硬度差增大， 

二者之间的磨损加重，传动轴齿与片齿轮啮合的 

区域表面发生了接触疲劳剥落 ，传动轴齿发生断 

裂这一现象证明了这一点。接触疲劳剥落产生凹 

坑后，在坑底必然会形成较大的应力集中，使齿所 

受的载荷增大，进而疲劳裂纹发生扩展甚至断裂。 

因此，传动轴齿的表面硬度偏低，而片齿轮的表面 

硬度偏高是导致此次传动轴发生疲劳断齿的主要 

原因 。 

表 l 传动轴和片齿轮的渗层深度及显微硬度 

Table l Nitriding layer depth and microhardness of tran smission shaft and sheet gear 

图5 传动轴表面氮化物形貌 

Fig．5 Nitride appearance of transmission shaft surface 

另一方面，传动轴齿的表层出现了连续白色 

脉状氮化物和 白色网状氮化物，按 GB11354．一 

1989(钢铁零件渗氮层深度测定和金相检验》标 

准对传动轴的渗氮层氮化物进行评级，其级别为 

3～5级，当渗层中出现网状氮化物，它将导致晶 

间脆性剧增，使齿表面易于产生剥落现象，这一点 

也是促进传动轴齿表面提早发生接触疲劳剥落的 

图6 片齿轮表面氮化物形貌 

Fig．6 Nitride appearance of sheet gear surface 

一 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传动轴齿发生弯曲疲劳断裂，其断 

裂原因主要是传动轴齿的表面硬度和片齿轮齿的 

表面硬度不匹配，传动轴齿表面渗层出现的连续 

网状氮化物是促进其发生疲劳断裂的另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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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传动轴齿的断裂性质为疲劳断裂； 

2)传动轴齿表面提早出现接触疲劳剥落是 

导致其疲劳断裂的直接原因； 

3)传动轴齿表面硬度偏低和片齿轮表面硬 

度偏高是导致传动轴齿表面发生接触疲劳剥落的 

主要原因； 

4)传动轴齿表面渗层组织出现的 3～5级白 

色脉状氮化物是促进其发生接触疲劳剥落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 

5)建议完善传动轴和片齿轮的表面处理工 

艺参数，加强控制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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