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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坑织构对机械结合面接触刚度的影响研究
范金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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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面接触刚度是机械整体刚度的薄弱环节，对整机动态性能有显著影响。试验研究了不同面密度的圆
凹坑型表面织构对机械结合面接触刚度的影响规律，设计了三组不同面密度的织构试件和一组无织构试件的
对比试验，得出结论：法向静态接触刚度随结合面间面压的增加而增大，激振力的大小并不会影响法向动态
接触刚度；表面织构会对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产生影响，与无织构试件相比，不同面密度的表面织构均不
同程度地降低了结合面间的法向接触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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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pit texture on contact stiffness of
mechanical joint surface
FAN Jinge, ZHOU D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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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joint surface is the weak link of the overall mechanical stiffnes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machine. The influence of
circular pit surface texture with different surface densities on the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mechanical joint
surface was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 comparative test between three groups of textured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surface densities and one group of non-textured specimens was desig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ormal static contact stiffnes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rface pressur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excitation force did not affect the normal dynamic contact stiffness; the surface texture
had an impact on the normal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mechanical joint surfaces. Compared with the
non-textured specimens, the surface texture with different surface densities reduced the normal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joint surfaces to different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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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类机械，为了满足其功能和性能要求，同时便于加工，一般都由各种零部件装配而成。零部件的

接触表面即为机械结合面[1]。结合面会导致机械结构的局部刚度降低，对系统的动力学性能产生极其重
要的影响。结合面的接触刚度是机械系统整体刚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薄弱的一环。相关资料表明，
机床总刚度的 60%～80%来自结合面的接触刚度[2]。结合面的接触刚度关乎整机的静、动态特性，与机
械结构的振动以及振动控制密切相关。
表面织构是指通过主动设计与制造，在工件表面加工出按一定规则排列的微小结构[3]。有研究表明，
表面织构会对结合面的接触刚度产生影响[4~7]。AIGHIR 等 [4]通过仿真分析了加工有织构的密封环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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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和阻尼，其研究表明织构会影响密封环的接触刚度和阻尼，但未系统地研究其影响效果和影响机理。
FUADI 等 [5]通过在圆盘件上加工金字塔状微凸体织构，研究了微凸体的接触密度对切向接触刚度的影
响，研究表明接触密度越高，切向接触刚度越大。MEDINA 等[6]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控制微凸体之间的
距离来控制微凸体的接触密度，从而实现对接触刚度的控制。张艺等[7]在接触界面上加工不同尺寸的沟
槽型织构，发现沟槽型表面织构会对结合面的接触刚度产生影响，而对结合面的接触阻尼无明显影响。
本文通过在试件表面加工出不同尺寸的圆凹坑型表面织构，对圆凹坑织构的动力学效应进行研究，
探究圆凹坑织构的面密度对机械结合面静态、动态接触刚度的影响。

1

试验方案设计

1.1

试验装置
试验所用的接触刚度识别借用西安理工大学王雯[8]团队的试验装置，如图 1 所示，上下试件的接触

面即为试验结合面。分别用静态力传感器和动态力传感器测量上试件收到的静态载荷和激振器施加的激
振力，涡流位移传感器测量结合面间的相对位移，加速度计测量上试件的加速度。

图1
Fig. 1

1.2

试验装置
Testing device

试验方案
试验设计了三组不同面密度的圆凹坑型织构试件和一组无织构试件，圆凹坑型织构的直径和深度保

持一致，探究织构的面密度变化和面压变化对试件结合面法向静态接触刚度的影响，同时分析激振力大
小对法向动态接触刚度的影响。试件的参数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试验参数

Testing parameters

试件类别编号

试样类型

织构直径/μm

织构深度/μm

织构面密度/%

1

抛光+圆凹坑型织构

100

20

15

2

抛光+圆凹坑型织构

100

20

30

3

抛光+圆凹坑型织构

100

20

60

4

抛光

—

—

—

注：—表示试件未安排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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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构试件表面形貌如图 2 所示，试验中仅在上试件的接触面上加工出了凹坑织构，并对所有的试件
进行了抛光处理，以削弱试件在机械加工时形成的表面纹理的影响。

图2
Fig. 2

2

试验原理

2.1

静态接触刚度获取原理

织构表面检测图

Detection map of the texture surface

使用扳手逐渐拧紧装置上的加力螺栓以施加法向载荷，通过静态力传感器采集所施加的法向静态载
荷 pi （i=1,2, ···）. 同时通过涡流位移传感器采集相应的静态位移量 λi （i=1,2, ···），从中减去试件的压缩
变形量，可得结合面之间的变形量，由结合面名义接触面积 A 能够计算出结合面法向接触面压。用最小
二乘法对一组样本值( pi , λi )进行幂指函数拟合，根据式（1）可以得到结合面单位面积法向静态接触刚
度的表达式：

kns =

dpi
1 1− m
pi = an pi1− m = an pibn ，
=
dλi cm

（ 1）

其中，kns 为单位面积法向静态接触刚度；c、m 、an 、bn 均为常量。
2.2

动态接触刚度获取原理
将结合面等效成单自由度的弹簧-阻尼系统，如图 3 所示。
由达朗贝尔原理可得
m1 
x1 + f n = f ，

（ 2）

f n = Cn xn + K n xn ，

（ 3）

xn = x2 − x1 .

（ 4）

通过激振器对上试件施加简谐激振力时：
f n = Fn cos ωt ，

（ 5）

xn = X n cos(ωt + ϕ n ) ，

（ 6）

注：m1 为等效质量；f 为激振力；x1、x2 为动态位
移量；Kn，Cn 分别为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和阻尼

（ 7）

图 3 结合面等效动力学模型
Fig. 3 Equivalent dynamic model of the
joint surface

则
xn = − X n ω sin(ωt + ϕ n ) .

第13 卷 第2 期
2020 年 6 月

范金阁等：凹坑织构对机械结合面接触刚度的影响研究

142

将式（5）～式（7）代入式（3）：
Kn =

Fn cos ϕn
，
Xn

（ 8）

kn =

Fn cos ϕn
，
SX n

（ 9）

从而结合面单位面积法向动态接触刚度为

以上各式中， x1 为上试件的加速度； xn 为上试件的速度； xn 为结合面的法向动态相对位移； f n 为结合
面上的法向动态力； ϕn 为 xn 与 f n 之间的相位差； S 为结合面面积； Fn 、 X n 为常量。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面压对法向静态接触刚度的影响
将各组试件置于搭建的接触参数检测试验台上进行试验，对试验所得的样本值( pi , λi )进行幂指函数

拟合，如图 4 所示。经处理后得到各个配对试件结合面间的法向静态接触刚度，如图 5 所示。

图4
Fig. 4

试验样本值(pi, λi)的拟合曲线

Fitting curves of the test sample value (pi, λi)

图5
Fig. 5

各配对试件结合面间的法向静态接触刚度
Normal static contact stiffness between the joint
surfaces of the paired specimens

由图 5 可以看出，各组配对试件的法向静态接触刚度均随面压的增大而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不同面密度的圆凹坑型表面织构会对试件结合面的法向静态接触刚度产生影响；且在此组试验下，
与无织构试件对比，各面密度的圆凹坑型表面织构在面压较小的情况下，均会降低试件结合面间的法向
静态接触刚度。当面压小于 0.5 MPa 时，三种面密度的凹坑织构结合面的静态接触刚度相差不大。原因
可能是激光加工导致在凹坑织构周围形成一圈熔融层，由于熔融层较高，使得在低面压下，结合面之间
的实际接触主要是下试件表面与熔融层的接触，这就导致带有织构表面的接触刚度远小于无织构表面的
接触刚度，且三种面密度的凹坑织构结合面的静态接触刚度相差不大；当面压增大时，面密度为 15%的
凹坑织构结合面静态接触刚度的增长速度最快，这是由于面密度较小的凹坑织构的熔融层较少，因而当
面压增大时能较快地被压溃，从而使得面密度较小时的实际接触面积相比于面密度较大时的实际接触面
积增长较快，接触刚度提高得也快，而激光加工会改变试件表面的硬度分布，这可能是试件 1 的法向接
触刚度增长速度比无织构试件快的原因。而面密度为 60%时的接触刚度反而大于面密度为 30%时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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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这是由于此时的熔融层较多，而且熔融层的硬度较高，不容易被压溃，使得织构面密度大时具有
较高的实际接触面积，从而有较大的接触刚度。
3.2

动态位移幅值对法向动态接触刚度的影响
图 6～图 9 为在一定的静态面压和激振频率（其值如各图上方所示）下，加工有表面织构的结合面

和无织构结合面的动态接触刚度随动态位移幅值的变化规律。动态位移幅值由激振器激振力幅值和激振
频率共同决定，当激振频率不变时，动态位移幅值代表了激振器激振力幅值的大小。

图6

试件 1 动态接触刚度与动态位移幅值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contact stiffness
and dynamic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sample 1

图8

试件 3 动态接触刚度与动态位移幅值的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contact stiffness
and dynamic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sample 3

图7

试件 2 动态接触刚度与动态位移幅值的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contact stiffness
and dynamic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sample 2

图9

试件 4 动态接触刚度与动态位移幅值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contact stiffness
and dynamic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sample 4

由图 6 图～9 可以看出，在面压和激振频率不变的情况下，不论是否加工有凹坑型表面织构，也不
论凹坑型表面织构的面密度大小如何，随着动态位移幅值的变化，结合面间的动态接触刚度基本不发生
改变，由此表明激振力的大小对结合面的动态接触刚度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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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试验研究了不同面密度的凹坑织构对结合面法向接触刚度的影响，并揭示了结合面法向静

态、动态接触刚度与面压和激振力大小的关系。试验结果表明：在本文试验的范围内，不同面密度的凹
坑织构结合面的法向静态接触刚度不同，并且均小于无织构表面的法向静态接触刚度；对于不同面密度
的凹坑织构结合面和无织构结合面，法向静态接触刚度均随面压的增加而增大，而法向动态接触刚度与
激振力的大小没有关系。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张学良. 机械结合面动态特性及应用[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ZHANG X 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joint[M]. Beiji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2. (in Chinese)

[2]

傅卫平，娄雷亭，高志强. 机械结合面法向接触刚度和阻尼的理论模型[J]. 机械工程学报，2017，53（9）：73-82.
FU W P, LOU L T, GAO Z Q. Theoretical model of normal contact stiffness and damping of mechanical joint[J].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7, 53(9): 73-82. (in Chinese)

[3]

CARAMIA G, CARBONE G, de PALMA P. Hydrodynamic lubrication of micro-textured surfaces: two dimensional
CFD-analysis[J].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2015, 88: 162-169.

[4]

AIGHIR M, BILLY F, PINEAU G, et 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extured “damper” annular seals[J]. Journal of Tribology,
2007, 129(3): 343-354.

[5]

FUADI Z, TAKAGI T, MIKI H, et al. An experimental method for tangential contact stiffness evaluation of contact interfaces
with controlled contact asperitie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ribology, 2013, 227(10): 1117-1128.

[6]

MEDINA S, NOWELL D, DINI D.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models for tangential stiffness of rough elastic contacts[J].
Tribology Letters, 2013(49): 103-115.

[7]

张艺，史熙. 表面织构对界面接触参数影响的实验研究[J]. 实验力学，2013，28（4）：439-446.
ZHANG Y, SHI X. Laboratory measurement of the surface texture effect on interface contact stiffness and contact damp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chanics, 2013, 28(4): 439-446. (in Chinese)

[8]

王雯，吴洁蓓，傅卫平，等. 机械结合面法向动态接触刚度理论模型与试验研究[J]. 机械工程学报，2016，52（13）：
123-130.
WANG W, WU J B, FU W P, et al. Theoretical mode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normal dynamic contact stiffness of
mechanical joint[J].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6, 52(13): 123-130. (in Chinese)
（责任编辑：段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