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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往复滑动摩擦温度场分析
尤

涛，郜庚虎，俞建卫*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合肥

230009）

摘要：为分析平面往复滑动摩擦热及其温度场变化规律，使用实验及数值计算的方法开展研究。依托多功能摩
擦磨损试验机，利用红外热像仪和热电偶测量平面往复滑动摩擦副的温度场；同时利用实验获得载荷、转速
及实时摩擦系数，计算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热流密度，并作为移动热边界条件实现温度场的计算。通过实验
和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得出，平面往复滑动摩擦温度场分布主要受载荷、转速、摩擦系数的影响；建立的
三维有限元模型能够较好地重现平面往复滑动摩擦温度场；转速（载荷）一定时，温度场稳态阶段的平均相
对误差与载荷（转速）成负相关；同一工况的温度场绝对误差先逐渐变大，而后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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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lane reciprocating sliding friction temperature field
YOU Tao, GAO Genghu, YU Jianwei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ange law of plane reciprocating sliding friction heat and temperature
field, the methods of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were used.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friction
wear tester, plane reciprocating sliding friction temperature field was measured by infrared thermal
imager and thermocouple. Meanwhile, load, rotational speed and real-time friction coefficient were
obtained by the experiment, and heat flux density with time and space was also calculate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was realized by using the heat flux density as moving heat boundary conditi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s that distribution of the plane
reciprocating sliding friction temperature field is mainly affected by load, rotational speed, friction
coefficient. The established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can better reappear plane
reciprocating sliding friction temperature field.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temperature field at steady stage with load (rotational speed) at the same rotational speed (load).
Absolute error of temperature field gradually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tends to be stable under the same
working condition.
Key words: mechanical friction, wear and lubrication; temperature field; infrared thermal imager; finite
element mode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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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摩擦热产生的温度场对摩擦副的材料特性和摩擦学行为有显著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摩擦副工作

的稳定性和耐久性[1~2]。目前，国内外对单向滑动摩擦温度场的研究较多，温度场的研究手段也随着有限
元分析软件的不断完善由单一的实验测温方法发展到实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例如，张方宇等[3]利
用有限元法模拟了销-盘实验的瞬态温度场，分析了温度场对摩擦磨损的影响；魏巍等[4]建立了二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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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模型模拟端面旋转摩擦副瞬态热传递过程，并通过实验结果验证其准确性。然而，实际工程中许多摩
擦部件经受的却都是往复摩擦。例如，在机械制造领域，精密加工机床导轨的往复摩擦热极易导致零部
件产生热变形，影响加工精度[5]，活塞环气缸套往复摩擦温度场极易破坏其润滑条件 [6]；在现代医学领
域，骨头磨削手术伴随的往复磨削热会对骨头等组织带来热损伤，通过建立磨削热实时估算模型有望对
手术温度进行实时监控[7]。因此，平面往复滑动摩擦温度场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摩擦副进行接
近真实的有限元模型数值模拟可以为摩擦副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8]；重构三维摩擦温度场可以为摩
擦学实验提供更加准确的温度数据获取方法，进而丰富往复滑动摩擦磨损实验的分析内容，对开展往复
滑动摩擦副摩擦学特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如获取平面往复滑动摩擦实验温升数据是预测
材料磨损状况的关键条件[9]。
本文利用 ANSYS 软件建立平面往复滑动摩擦副有限元模型，完成模型的边界条件加载，求解温度
场分布；通过红外成像仪和热电偶获取的温度与模拟温度对比验证重构温度场的可靠性；具体分析实验
和模拟的误差；重点研究载荷、转速、摩擦系数对温度场的影响，探索摩擦的生热机理和温度场的分布
规律。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与设备
实验选材为常用轴承材料，上试样采用 GCr15，尺寸为 φ10 mm×24 mm，下试样采用高力黄铜

（CuZn25Al6Fe3Mn3），尺寸为 70 mm×16 mm×13 mm，其中夹具材料为 45 钢。各材料部分参数如表 1 所
示。利用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偏心轴的作用实现上下试样周期性往复滑动摩擦，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
表1
Tab. 1

Material properties
密度/(g/cm3)

名称

材料

导热率/ [W/(m⋅K)]

比热容/ [J/(kg⋅K)]

上试样

GCr15

40.11

453

7.81

下试样

CuZn25Al6Fe3Mn3

48.56

457

7.70

夹具

45 钢

64.80

444

7.81

图1
Fig. 1

1.2

材料参数

实验装置结构示意图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apparatus

实验与测温方案
如图 2 所示，为测量下试样内部点的温度，在侧面加工 3 个 φ 2 mm 的 K 型热电偶测温孔，孔深为

8 mm，位于热像仪拍摄面的对立面，热电偶测温点分别命名为 A、B、C；利用黑体标定法在热像仪拍
摄面（P3）喷涂发射率稳定的哑光黑漆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目标面温度数据。实验工况组合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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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实验时间为 15 min.

a

b
注：图 a 中，下试样左半模型：P1（P2） 为上（下）表面，P3（P4）为热像仪拍摄面（分割面），
P5（P6）为前（后）面；下试样右半模型：L 为热电偶，K 为测温孔末端

图2
Fig. 2

实验方案分析图（mm）

Analysis diagrams of the experiment scheme (mm)

a—试样模型分割图；b—热电偶测温孔分布图
a-Partition diagram of the sample model; b-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thermocouple thermometer holes
表2
Tab. 2
转速/(r/min)

实验工况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载荷/N

150

120
240

450

√
√

360

2

300

√

√

√

有限元建模求解
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建立并求解平面往复滑动摩擦生热模型，根据结构及边界条件的对称性，

本文只选取下试样的一半建立模型。同时作如下假设：
1）实验中施加的载荷即为摩擦接触面的法向载荷，且载荷均布；
2）摩擦做功完全转化成热能，且全部以热流输入的方式流入上下试样；
3）试样材料都是各向同性的，且材料属性不随温度变化而改变；
4）忽略润滑脂和磨屑损失的热量，且上下试样接触良好；
5）忽略热电偶测温孔对下试样温度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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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与网格划分
依据前文所述，可取下试样的一半建立有限元模型；由于

下试样几何模型非常规则，所以在 ANSYS 中对其进行映射网
格划分，且选择三维实体热单元 solid70（三维 8 节点单元，可
以在 3 个方向上进行热传导，且每个节点只有 1 个温度自由度，
常用来分析三维稳态或瞬态热传导问题）用于后续热分析；为
保证运算精度和运算效率，网格单元尺寸设定为 1 mm，网格
图3

划分如图 3 所示。
2.2

Fig. 3

热传导模型与定解条件加载

网格划分
Grid division

定义平面往复滑动摩擦副瞬态温度场为 T=f (x,y,z,t)，结合傅里叶导热定律可知热传导微分方程为[10]

ρc

∂T ∂ ⎛ ∂T
= ⎜λ
∂t ∂x ⎝ ∂x

⎞ ∂ ⎛ ∂T
⎟ + ⎜λ
⎠ ∂y ⎝ ∂y

⎞ ∂ ⎛ ∂T ⎞
⎟ + ⎜λ
⎟ + Φ，
⎠ ∂z ⎝ ∂z ⎠

（1）

其中，ρ 为密度；c 为比热容；λ 为导热系数；Φ 为微元体内热源。
求解微分方程的定解条件分为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摩擦副的初始温度为环境温度，如图 2 所示，
模型表面边界条件加载方案如下所示。
1）P1 面交替加载动态边界条件（下试样与上试样实时接触区域加载第二类边界条件动态热流密度，
互补区域加载第三类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上试样在实验中相当于一个摩擦速度瞬态变化的移动热
源，摩擦接触区域承受周期交变温度场。为探明平面往复滑动的摩擦生热机理，本文对下试样输入热流
密度的方式等效替代摩擦过程中摩擦副对下试样的加热效果，且热流密度表达式为

q (t ) = η ⋅ μ (t ) ⋅ p ⋅ v (t ) = η ⋅ μ (t ) ⋅

F
⋅ eω sin (ωt ) ，
A

（2）

其中，μ(t)为实时摩擦系数；F 为摩擦副间施加的载荷（N）；A 为试样与夹具的接触面积（m2）；e 为试
验机偏心轴的偏心距，取 15 mm；ω 为主轴的转速（rad/s）；η 为热流分配系数[11]，计算公式为
−1

⎡ ⎛ κ ⎞1/2 λ A ⎤
t
t ⎥
，
η = ⎢1 + ⎜ b ⎟
A
κ
λ
⎢ ⎝ t⎠
⎥
b
b
⎣
⎦

（3）

其中，κt、κb 分别为上、下试样的热扩散系数（m2/s）；λt、λb 分别为上、下试样的导热率[W/(m·K)]；At、
Ab 分别为上试样底面、下试样上表面的摩擦接触区域面积（m2）。
2）由于只采用下试样的一半建模，故 P4 面为对称边界面，此处作绝热处理[12]。
3）P3 面为热像仪拍摄面，由于该面直接与空气进行热交换，故加载对流换热边界条件。
4）P2、P5、P6 面均与下夹具接触，加载边界条件面临两大困难：一是接触热阻难以确定，且接触
面温度难以获取，故无法强行加载温度边界条件；二是如果对复杂的夹具和滑板也进行建模分析，势必
大幅增加运算量，且易导致计算不收敛。这里结合下夹具（45 钢）温升近似换算出等效对流换热系数替
代固体接触传热的影响，45 钢部分参数如表 1 所示。
结合牛顿冷却公式[13]可得下夹具对流换热所释放热量为

Q1 = γ AΔT1t，
其中，γ 为等效对流换热系数；∆T1 为试样与夹具接触区域初始与结束时刻的温差（K）。
根据比热容的定义，夹具由于温升获取热量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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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中，c 为比热容[J/(kg·K)]；m 为夹具的质量（kg）；∆T2 为夹具初始和结束时的平均温度之差（K）。
假定下夹具获得的热量等于等效对流换热释放的热量，即 Q1=Q2. 据此，可推导出等效对流换热系
数 γ 的计算公式为

γ=

cmΔT2
.
AΔT1t

（ 6）

5）由于热辐射非线性运算较难收敛，本文将对流换热系数提高 10%等效处理热辐射的影响[14]。

3

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1

热电偶测温

为探索载荷和转速与摩擦温度的定性关系，以热电偶所测 A 点的实时温度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了
3 组工况条件下的温度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A 点在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温度变化曲线

Temperature variation curves of A point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定载荷变转速；b—定转速变载荷

a-Variable rotational speed under fixed load; b-Variable load under fixed rotational speed

定载荷条件下，转速越高， A 点的稳态温升越高（300N360R>300N240R>300N120R）；定转速条件
下，载荷越大，A 点的稳态温升越高（450N240R >300N240R >150N240R）。这主要是由于载荷和速度的
增大均会导致摩擦热流密度增大，产热越多，温升越高。
另外，由图 5 可知，在 150N240R、300N120R 这 2 种工况的转速与载荷乘积相等的情况下，前者的
最高温度较后者的最高温度高出 4.2℃，这主要是由于 150N240R 表面平均摩擦系数为 0.183 2，较后者
平均摩擦系数 0.102 4 大，致使前者平均热流密度大于后者的平均热流密度。此外，同一工况的温升速率
和摩擦系数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即在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当摩擦系数陡然上升时，温升速率变大，温度
迅速上升；当摩擦系数稳定波动或下降时，温升速率明显降低，温度缓慢上升。由图 5 不难发现，平面
往复滑动摩擦的磨合阶段摩擦系数急剧增大，温度快速上升；而随后的稳定磨损阶段，摩擦系数下降并
趋于稳定，此时产生的热量与系统向周围环境交换的热量趋于平衡，因此，温升变缓，呈现稳态的趋势。

第10 卷 第2 期
2017 年 1 月

尤

图5
Fig. 5

3.1.2

涛等：平面往复滑动摩擦温度场分析

118

转速与载荷乘积相同的工况分析图

Working conditions analysis diagrams of the same product of rotational speed and load

热像仪测温

为更直观地表述试样表面的温度分布规律，在 P3 面上取一条长为 70 mm 的线段，距上边缘为 3 mm，
同时在线段上均匀布置 8 个温度采样点绘制不同时刻的温度分布图样，研究工况选择为 300N240R，如
图 6 所示。图 6a 为 900 s 时刻 P3 面的热像仪拍摄图像，图 6b 为不同时刻横向分布的温度曲线，这里将
单组实验时间等分成 5 份，共 6 条时间节点温度曲线。首先，高温区位于中间位置区域，这是高温区移
动摩擦速度大、产热多、热量不断积累的结果；其次，两侧距离高温区越远，温度越低，这是由于距离
中间位置越远，摩擦速度越小，产热量也随之减少，又因为高温区的热量逐渐向周围传递，且热量总是
沿着温度梯度负方向传递的，所以呈现出两端温度低、中间温度高的态势；再次，比较同一时刻轴对称
位置处的实际测量温度点温度发现，右侧基本上均比左侧高，即高温区向右偏移，这是由于上试样摩擦
速度最大位置不在下试样的几何正中央，而是向右偏移了 3 mm 造成的；最后，在时间历程上，初始时
刻直线上的温度基本恒定在 23.5℃，随着时间的推进，温度逐渐上升，且上升速率慢慢减小，这是由于
实验开始时，摩擦生热量大于试样散热量，随着实验的进行，产热速率逐渐趋近散热速率，使温度场趋
于稳态。此外，540～720 s 温升速率较大，这种异常主要是因为该时间段摩擦系数由 0.17 陡然升高至 0.22，
且居高不下，如图 6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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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测温结果分析图（300N240R）

Analysis diagrams of the thermometric results of infrared thermal imager (300N240R)

a—热像仪拍摄图（t=900 s）；b—不同时刻横向分布的温度曲线；c—摩擦系数曲线
a-Shooting image of infrared thermal imager (t=900 s); b-Temperature curves of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
c-Friction coefficient curve

3.2

实验与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针对 300N240R 工况，借助有限元后处理方法，

给出了 t=900 s 时的 P3 面二维温度云图和半模型的
三维温度分布云图，如图 7 所示。观察云图可知，
摩擦速度大的接触区域的温度远高于其他低速区域
的温度，这主要是因为温度场的热量来源于上试样
与下试样的移动摩擦，又根据前文的摩擦过程热流
密度公式表述的生热机理可知，平面往复滑动摩擦

图 7 300N240R 工况下目标面和半模型温度云图
（t=900 s）
Fig. 7 Temperature clouds of target surface and half
model under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300N240R (t=900 s)

温度场主要受实验工况参数和摩擦系数的影响，其中可控工况摩擦速度与热流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
的推移会持续积累热量。因此，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摩擦速度数值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温度的差异；
另外，摩擦接触区域除了不断产热、积累热量，同时也向四周传递热量，形成一个热量以高温区域为
中心向周围传递的宏观温度场，且最低温总是出现在左端，即高温区稍向右偏移，这与实验结果也是
高度一致的。
对比红外热像仪获取的 P3 面温度图像与模拟温度云图也不难发现，二者温度分布规律基本吻合；此
外，通过实验获得的 P3 面最高温度低于 P3 面模拟最高温度，主要因为在前期工作中，为便于模拟环节
的分析计算，对有限元模型作了必要的简化（假定摩擦功完全转化成摩擦热并全部用于上下试样热分配；
忽略润滑脂和磨屑带走的热量）。
由图 8 可知，A、B、C 三点模拟温度与热电偶所测温度变化规律基本是一致的；模拟的温度曲线较
实验的温度曲线平滑，这是由于在前处理过程中对大量的实时摩擦系数采用了隔点选取的方法导入有限
元模型；在任一测温点，实验温度与模拟温度的绝对误差基本呈现出由小变大，再逐渐趋于一固定值，
并在这一固定值上下小幅度波动；A、B、C 三点模拟温度关系为 TA>TB>TC，且三点实验温度也基本满
足依次变小的态势，主要是由于 A、B、C 三点与高温区的距离依次变大；此外，定转速（载荷），载荷

第10 卷 第2 期
2017 年 1 月

尤

涛等：平面往复滑动摩擦温度场分析

120

（转速）越大，绝对误差步入稳定阶段越快。

图8
Fig. 8

实验和模拟的温度曲线对比图

Temperature curve comparison diagrams of the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为对误差进行定量分析，现取 A 点为研究对象，当工况为 150N240R、300N240R、450N240R 时，
稳态阶段实验平均温度分别在 38.5℃、48.8℃、53.5℃稳定波动，平均绝对误差分别在 5.28℃、6.08℃、
4.92℃稳定波动，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13.7%、12.5%、9.2%，由此可知，定转速条件下，载荷越大，平

Vol.10

No.2

January 2017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121

均相对误差越小；当工况为 300N120R、300N240R、300N360R 时，平均相对误差为 13.2%、12.5%、9.3%，
同理可知，定载荷条件下，转速越大，平均相对误差越小。
基于上述实验和模拟的对比分析，验证了本文所建有限元模型的有效性。

4

结论
1）通过对有限元模型导入实时摩擦系数和加载动态热流密度实现平面往复滑动摩擦热分析的方法可

行，且重构三维瞬态摩擦温度场与实际基本吻合。
2）摩擦产生的热量不断向摩擦副构件传递，温度场呈现沿远离摩擦接触区域方向逐渐递减的态势。
3）同材料同转速，载荷越大，则产热量越多、温升越快、最高温度越高；同材料同载荷，转速越高，

则产热量越多、温升越快、最高温度越高；同材料同转速同载荷条件下，平均摩擦系数越大，温度越高，
此外，实时摩擦系数上升越快，温升速率也越大。
4）转速（载荷）一定，载荷（转速）越大，稳态阶段实验与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也越小；同一工况

条件下，实验与模拟的绝对误差由小变大，并逐渐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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