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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分析了汽车链的服役条件及其失效形式，探讨了汽车链磨损后的爬高现象，研究了爬高现 !o 

：象对正时系统中张紧器和阻尼器导板设计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设计和安装紧边阻尼板时应考虑不能过 ： 

i长；而链条松边张紧器的曲率半径应根据汽车链的磨损伸长率设计，张紧器工作行程也相应有所变化，这 j 

i样既有利于在链条使用全过程中张紧作用的有效发挥，又有利于提高容纳磨损伸长的能力以及确保磨损 i 

伸长后的链条与张紧板摩擦运动的通畅性。 

； 关键词：汽车链；爬高；张紧器；阻尼器 

： 【Abstract】Service conditions and failure mode of automotive chain have been analyzed．The climb i 

：phenomenon after chain weal"wqs studied．A nd the impacts of climb phenomenon On the timing tensioning 

i system and baffler guide plate design have been studied too．The research shows that：in the design and in一； 

i stal1．ion oftight side bafflerpz e can not be too long；and the curvature radius oftensioningdevice on￡船 

j loose e@e should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 wear elongation of automotive chain，and the work travel of ； 

：tensioningdevice must be changed corresponding．It will be helpfulfo， tensioning effective role toplay； 
● ● 

j in￡胁 ll process，∞well∞convenient to the aMlity of accommodating the wear elongation and ensuring i 

；that the chain ofwear elongation cart move smoothly with tension platefriction． ； 

； Key words：Automobile chain；Climb；Tensioning system；Baff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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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己I言  究与设计，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近年来，汽车发动机的正时传动、机油泵传动、平衡轴传动等 2汽车链磨损后的爬高现象及其影响 
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了链传动系统，其尺寸紧凑，高可靠性、高耐磨 2．1汽车发动机正时链系统的工作特性 

性的显著特征是齿轮传动和带传动所不具备的，显示了其广阔的应 链传动是具有多个等距离以转动副连接的传动组件与链轮的 

用前景。汽车链的服役条件不同于普通的工业链条，其传递的功率 啮合传动。一般结构的链条与链轮的啮合均属非共轭啮合，其中链 

和工作转速远大于普通工业链条，如06BT一1汽车链在 n~=5000ff 条中心线的位置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而且每个链节与链轮的接触 

min时所传递的功率可达 P=10kW，其工作点已远超出由 GB／ 及脱离是在瞬问完成的日。链条在动力传递过程中，绕在链轮上呈一 

T18150-2000、ISO10823—2004{滚子链传动选择指导》的额定功率 个多边形，工作中是近似挠性传递而组成的动力传递机构，链条在 

曲线所限定的普通工业链条06B—l的工作区域之外。汽车链主动 与链轮啮合过程中因多边形效应呈现交替相切和相割的位置，也就 

链轮的工作转速一般 nl=(4500～8000)r／min，有的甚至已超过 出现了传递过程中相应的转动半径的变化，因此导致了传递过程中 

lO000dmin"]o汽车发动机正时系统不仅在高速工况下服役，而且承 的角速度的变化，这个角速度的变化如果迭加起来就会导致传动链 

受着怠速、加速、减速等交变速度的冲击，同时发动机正时系统工作 的波动目，如果产生强烈的振动不仅会引起噪音，而且会影响到其它 

的环境温度要高与一般常规工作条件。因而汽车链系统失效机理及 工作部件，甚至可能会影响工作部件的使用寿命，如果设计合理，且 

其设计理论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工作点及其洼能指标已跨越了常规 啮合位置适宜则会尽可能的降低从动轮角速度的波动目。 

意义下的链传动技术领域，从而构成了行业内的亟待解决的关键技 由于汽车链系统对振动噪声的严格要求，链传动的紧边和松 

术，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前沿领域，形成了行业 边分别设置阻尼器和张紧器。阻尼器的作用主要是在工作中更有 

内新的技术创薪点和经济增长点，因此，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的研 效的防止链条在激励的作用下而产生的链条振动和噪音。链条在 

★来稿日期：2009—04—2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项目(01C26213300872) 



第2期 王淑坤等：汽车链磨损后的爬高对正时系统设计的影响 259 

受到较大的拉力、并且在啮合过程中由于啮合产生的位置变化而 

导致振动，阻尼器将振动的一个 自由度去掉后，可消除紧边的振 

动发生。张紧器的作用主要是防止链传动过程中链条在大链轮上 

的跳齿现象以及松边的振动，也就是不必再考虑因垂度值大而不 

能保证链传动的不平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阻尼器的 

作用。同时，为了便于发动机总成的合理布局，通常紧边和松边应 

为向内凹的曲率半径大小不一的两段圆弧。而张紧器工作行程应 

根据汽车链的磨损伸长率进行设计曲率半径，同时在考虑张紧器 

工作行程时，不可忽略活塞的可靠工作行程。 

2_2链条磨损后的爬高现象 

汽车链的主要失效形式有：链条的磨损、链条的断裂、滚子或 

套筒的冲击疲劳破裂、链条的死节失效等。而跳齿是普通链传动 

的主要失效现象，它与链条在链轮齿槽中能否正确就位有关。在 

汽车正时链系统中有张紧器和阻尼器导板的作用不会出现跳齿 

现象，但链条磨损伸长后由于节距发生变化，会出现爬高，同时会 

导致从动链轮转角的滞后[51。如图 l(a)所示，在啮人点位置为正 

常的啮合，到达 1、2点时逐渐爬高，依次升高后，当啮合点到达半 

径为r+Ar时，后面的啮合高度稳定在该圆周上，啮出点的啮合位 

置在的r+Ar高度上，如图 1(b)所示。 

如果紧边阻尼器导板的压力比较大，就会将啮出点的滚子强 

行压入，如图 2所示。这时就会导致啮出时产生瞬时较大的力和 

速度的短时波动，同时啮出点后面的滚子脱离啮合，后续滚子将 

不会受力而处于松弛状态。因此，在设计和安装阻尼板时应考虑 

不能过长。当链条磨损伸长至p+ 时，啮合半径变化至r+Ar，对 

从动轮的转角产生滞后影响也不是很大 ，如图3所示。当链长磨 

损率增加至 l％时，r的变化为： 

r+ 

旌  1(．O lp__ ‘ ’ 
也就是相应的变化了 1％。 

(a)薪链条 (b)因磨损而节距伸长的链条 

图 1正常齿槽上滚子链铰链与链轮轮齿啮合状态 

图2紧边啮出点被压入时的分析图 

3爬高量对张紧器行程设计的影响 
通常为了更好的保证正时链条很好的啮人啮出，采取张紧器 

板为分段圆弧设计。啮人位置或啮出位置1／4～l，3处曲率半径比 

较小，更好的保证了链条的顺利通过。在链条工作中，随着磨损伸 

长率 s的增大，松边内凹距离逐渐增大，而松边曲率半径逐渐减 

小，如图 4所示。 

图 3滚子爬高后中心位置变化 

图4链条在不同磨损率下的张紧器位置示意图 

当在从动轮啮入部分 1／3处采用变圆弧，圆弧曲率半径为大 

圆弧的 0．2R。。由于汽车正时链系统的张紧器常为摆动式铰链副 

结构，因而可将张紧器摆动铰链副一侧(约占张紧板圆弧全长的 

2／3)的张紧板曲率半径取为 R。 而将张紧器施力点一侧(约占 

张紧板圆弧全长的 1／3)的张紧板曲率半径取为尺。 = 或者 R 

的值更小一些，为尺，的 0．2～0．5倍。整个张紧板由两段圆弧 ， 

R 光滑连接而成。这样，既有利于在链条使用全过程中张紧作用 

的有效发挥，又有利于提高容纳磨损伸长的能力以及确保磨损伸 

长后的链条与张紧板摩擦运动的通畅性。在这种情况下，链条松 

边的张紧器工作行程也相应有所变化。 

4结论 
(1)汽车链磨损后伸长引起的爬高现象对张紧板和导向板曲 

率半径的设计有一定影响。 

(2)由于汽车链系统对振动噪声的严格要求 ，链传动的紧边 

和松边分别设置阻尼器和张紧器，为了便于发动机总成的合理布 

局 ，通常紧边和松边应为向内凹的曲率半径大小不一的两段圆弧。 

而张紧器工作行程应根据汽车链的磨损伸长率进行设计曲率半径。 

(3)在确定阻尼器和张紧器导板安装位置时，在啮出点位置 

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一是保证链条的通过性，另一原因是安装的 

过紧，导致在啮出时被强行压人啮合位置而出现单链节受力而产 

生速度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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