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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差速器齿轮的参数化设计及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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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大型三维设计软件 UG 进行二次开发，建立了差速器的参数化造型系统，该系统能够根据输入的参数

精确而快速地生成差速器齿轮的三维模型，大大提高了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 同时，将建立的差速器齿轮三维模型
无缝连接到有限元软件中，对差速器齿轮进行静强度分析以及动态接触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所设计的行星齿轮和
半轴齿轮最大弯曲应力在齿根部位且小于许用应力值，齿面接触应力远远小于材料许用接触应力，因此齿轮不会
出现接触疲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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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software， UG， is used for secondary development to build a parametric modeling
system， which can be used to accurately and quickly generate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for differential gears． The desig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re thus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el is seamlessly connected to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for static strength analysis and dynamic contact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ge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st bending
stress of planet gear and side gear is at the tooth root and lower than allowable stress value． More importantly， tooth
surface contact stress i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the allowable contact stress of the material， thereby preventing contact
fatigue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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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速器是汽车传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差速器齿轮又是差速器的关键零件 ，它的可靠性直接影响
汽车整车的质量水平． 围绕差速器的设计和结构分析，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吉林大学的蒋
［1］

法国等人分析了差速器行星齿轮弯曲强度 ，得出随着齿根圆角半径的增大，齿根应力逐渐减小

； 华中科

技大学的郑威、金俊松等学者基于 UG 开发了一套差速器圆锥齿轮的参数化造型系统 ，通过输入相关参数
［2］

； 江苏大学的高翔、程建平等人基于 LS-DYNA 软件对差速器直齿锥

该系统可自动生成差速器齿轮模型

［3］

齿轮进行了动力学接触仿真分析
［4］

试验进行了验证

． ANDREWS J D 利用有限元法进行了齿轮应力的分析并通过光弹性

． H． Von Eiff 等研究了齿形对齿轮应力的影响［5］．

本文基于参数化设计和有限元分析技术 ，进行差速器齿轮参数化设计和强度校核的一体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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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速器齿轮的参数化设计
［5］

目前常用的齿轮参数化建模方法有两种

： 一种是利用 API 函数直接创建对象，利用这些对象来完

成齿轮实体的建模、编辑和修改； 另一种是手工创建参数化的齿轮模板 ，提取其中的关键参数变量，通过修
改关键参数变量实现齿轮模型的更新 ． 前一种方法涉及的知识面较宽，对编程人员要求较高； 后一种方法
比较简单，对于非编程人员应用难度较小． 因此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即用手工在 UG 中参数化创建齿轮
实体模型，并将变量用表达式来表示，得到齿轮模板． 然后通过修改齿轮模板中的变量 ，所得到的齿轮模型
实现参数驱动下的自动更新．
UG / OPEN 提供的 MenuScript 和 UIStyler 两个模块用于制作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6］． 其中 MenuScript
用于创建和编辑 UG 的下拉菜单和工具栏． 使用记事本创建应用程
序的菜单文件，该菜单文件包括“行星齿轮 ”按钮和“半轴齿轮 ”按
钮． 按钮用于齿轮的参数化设计．
进入 UG / OPEN UIStyler 模式，创建如图 1 所示的“行星齿轮参
数化设计”对话框． 使用 VC + + 6． 0，创建应用程序的工程，工程名
称为 planet． 利用向导 ugopen． awx 创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使用
ufsta 函 数 作 为 入 口 函 数，当 UG 进 程 结 束 时，自 动 卸 载． 将
UG / OPEN UIStyler模块生成的对话框文件 planet_template． c 和 planet． h 分别重新命名为 planet_dialog． c 和 planet_dialog． h，复制到工程
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并加入工程中． 所有齿轮参数的程序编译完以
后，再加上入口函数，检验部件函数，对话框回调函数和取消函数
等，
就完成了主体函数的编译． 在“行星齿轮参数化设计 ”对话框中
更改参数数值，单击“应用 ”按钮，行星齿轮模型就自动完成更新．
利用开发的齿轮参数化造型系统，输入齿轮的模数、齿数、压力角
等基本参数，自动生成某轿车差速器行星齿轮模型 ．

2

图 1 “行星齿轮参数化设计”对话框

差速器齿轮的有限元分析
对于汽车差速器锥齿轮副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汽车左右轮是等速或接近等速的，锥齿轮的相对转

速很小，行星齿轮经常只是起个等臂推力杆的作用 ，弯曲强度应为主要考虑因素． 因此差速器行星齿轮主
［7］

要进行弯曲强度的计算

．

由于直齿锥齿轮疲劳破坏中出现几率最高的是齿面接触疲劳强度问题 ，如何提高车用齿轮的传动性
能与使用寿命，近年来一直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运用 ANSYS / LS-DYNA 软件，对差速器的直齿
锥齿轮副的三对轮齿进行动力学接触仿真分析 ，得到了良好的接触形态．
2． 1

差速器齿轮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基于 CAD / CAE 一体化技术，有限元软件选用 ANSYS 11． 0，该软件和 UG 软件可无缝连接，在 UG 的

［8］
主菜单中添加了 ANSYS 11． 0 菜单项 ．

在 UG 中生成齿轮三维模型后，直接点击 ANSYS 11． 0 菜单项，进入 ANSYS 11． 0 界面，然后选择单元
类型、单元尺寸、材料属性等建立差速器行星齿轮 、半轴齿轮的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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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速器齿轮弯曲强度分析
载荷沿齿面接触线的分布是决定齿轮应力的基础 ，因此精确确定载荷沿齿面接触线的分布状态 ，对于

齿轮强度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所分析的齿轮是对称零件，因此建立行星齿轮和半轴齿轮单齿的有限元模型来进行分析 ． 其中行星齿
2 211 个实体单元，行星齿轮单齿有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
轮单齿有限元模型共有 2 982 个节点，
齿轮加载方法有两种： 1） 在齿轮轮毂加载等效力矩，此时位移的约束需施加在齿顶部位； 2） 将齿轮
所承受的转矩转化为单齿啮合最高点所承受的线性分布力 ．
本文所研究的差速器行星齿轮的加载方式选择后者 ． 约束行星齿轮内圈的所有自由度 ，将圆周力
F1 = 3． 52 × 10 4 N，径向力 F2 = 1． 36 × 10 4 N，轴向力 F3 = 9． 1 × 10 3 N 近似作线性载荷处理，按照比例施加
在单齿啮合的最高点处，通过计算所得有限元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2

行星齿轮单齿有限元模型

图3

行星齿轮单齿弯曲应力云图

由图 3 可知，行星齿轮单齿最大弯曲应力为 1 697 MPa，出现在齿根处． 符合行星锥齿轮的破坏多出现
在齿根的实际情况．
2． 3

差速器齿轮接触应力的有限元分析
利用 8 节点 solid164 实体单元和 4 节点 shell163 壳单元建

948 个壳
立三对齿啮合的齿轮有限元模型 ，共有 16 188 个节点、
单元和 11 610 个实体单元． 其中齿轮实体采用 solid164 单元划
分网格，齿轮的内圈采用 shell163 壳单元，并将齿轮内圈定义为
刚体． 有限元模型如图 4 所示．
在 ANSYS / LS-DYNA 模块中，定义 4 个 part，其中主动齿轮
和从动齿轮为弹性体，将它们的内圈定义为刚体，以方便载荷和
约束的施加． 在主动齿和从动齿之间建立自动面接触 ，面接触的
各定义选项均采用默认设置．

图4

三对齿啮合的齿轮有限元模型

通过对模型施加合适的边界条件 ，可模拟齿轮副的运动和传递的扭矩 ，分别对齿轮在低速和高速两种
情况下进行仿真分析． 对主动轮施加转速，所选用的主动齿轮转速分别取 1． 5 rad / s 和 9 rad / s，从动齿轮
的负载分别为 1 188 N·m 和 199 N·m，计算时间分别设置为 0． 04 s 和 0． 08 s，在两种速度工况下进行仿
真分析，结果如图 5、图 6 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两种转速下瞬时最大接触应力分别为 161 MPa 和 914 MPa，齿轮的材料为 20CrMnTi，其
接触疲劳极限应力为 2 250 MPa，所以此时的接触应力远远小于接触疲劳极限应力 ． 另外通过比较可以得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4

2012 年 9 月

出，主动轮的转速越大，齿轮的接触应力越大．

图5

图6

3

齿轮啮合瞬时应力云图( 1． 5 rad / s)

齿轮啮合瞬时应力云图( 9 rad / s)

结语
本文对 UG 软件进行二次开发，
创建了差速器齿轮的参数化建模系统，实现了汽车差速器齿轮的快速建

模，
得到的三维齿轮模型是进行精锻模具设计、
动态接触有限元分析、机构仿真和数控编程的必要准备． 齿轮
参数化造型系统的开发大大缩短了差速器齿轮的设计周期，
提高了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 另外通过对齿轮的
结果表明所设计的行星齿轮和半轴齿轮所受到的最大弯曲应力都出现在齿根部位，
与实际
静弯曲强度分析，
情况相符，
并且小于许用值，
设计满足要求． 对齿轮的动态啮合分析，得到了齿轮副在啮合过程中齿面接触应
力、
应变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齿面接触应力远远小于材料接触极限应力，
因此齿轮不会出现接触疲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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