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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环路复合行星齿轮系统动态跟随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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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与精密仪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710048)

摘要: 以单环路复合行星齿轮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系统转速与转矩的影响因素以及调节方

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映系统动态跟随性能的转速灵敏度与转矩灵敏度概念,并获得对应的表达

式。此后进一步研究了转速与转矩灵敏度的影响参数以及影响规律,结合系统结构参数对传动效

果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基于动态跟随性能以及传动效果的系统设计准则。最后,通过试验验证了文

中分析方法的正确性。研究结果表明:输出转速相对于输入转速灵敏度以及输出转矩相对于输入

转矩灵敏度由差动轮系特性参数K 以及封闭机构传动比iP 共同决定,而输出转速与输出转矩相对

于iP 的灵敏度可通过选用合适的K 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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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influencingfactorsandtheadjustmentmethodsforspeed
andtorqueamongthebasiccomponentsofthesingle-loopcompoundepicyclicgeartransmission
system,theconceptofdynamictrackingperformanceisproposed,whichisdifferentfromthe
staticanddynamicanalysis.Thespeedsensitivityandtorquesensitivityreflectingdynamictrack-
ingperformanceofthesystemiscalculated.Then,theinfluenceparametersandinfluenceruleof
speedandtorquesensitivity,andtheinfluenceofsystemstructureparametersontransmission
effectareanalyzed.Basedonthecombinationofdynamictrackingperformanceandtransmission
effect,thedesigncriterionofthesingle-loopsystemisproposed.Finally,thecorrectnessofthe
analyticalmethodisverifiedbyexperiments.Theresultsshowthatthesensitivityoftheoutput
speedrelativetotheinputspeedandtheoutputtorquerelativetotheinputtorquearedetermined
bythecharacteristicparameterKofthedifferentialepicyclicsystemandtheclosingmechanism
transmissionratioip,andtheoutputspeedandoutputtorquerelativetothesensitivityoftheip
canbeachievedbyselectingtheappropriateK.
Keywords:single-loopcompoundepicyclicgearsystem;dynamictrackingperformance;sensi-

tivity;designcriteria

  单环路复合行星齿轮系统(简称单环路系统)由
一个差动轮系(X)与一个单自由度的封闭机构(P)
组合而成(见图1),是组合行星传动机构的一种。
因具有结构紧凑、功率密度高以及传动稳定等诸多

优点而被广泛用于航空器、风力发电机、车辆和自动

化工业中[1-4]。
围绕单环路系统的运动、力学与功率特性,学者

们分别以动、静力学方法展开了大量的研究[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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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结论对系统的设计选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风力发电机和车辆等应用中,单环路系统多处

于不稳定状态,速度与载荷的变化迅速且复杂。如

何快速有效地调整速度和转矩,使得轮系能跟随工

作情况的变化而正常运行也是设计选型中需要重点

考虑的。
行星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跟随性是指其主、从

动构件之间物理量变化的相互响应特性,它反映了

系统随负载变化的响应速度以及能否在动态工况下

正常工作。动态跟随性能包括灵敏度与贡献度两方

面,其中灵敏度反映的是轮系不同基本构件在运动

过程中转速、转矩特性的调整速度。由于本文所研

究单环路系统为单动力源系统,因而不涉及贡献度

问题,所以本文只开展灵敏度问题的研究,用以描述

和判定系统的动态跟随性能。

1 单环路系统运动学与力学分析

单环路系统根据输入构件的不同可以对其进行

简化而得到图1所示的XP系统与PX系统的简化

模型。图中a、b、c为差动轮系X的3个基本构件,

α、β为封闭机构P的基本构件。

图1 单环路系统的简化模型

Fig.1 Simplifiedmodelsofsingle-loopcompound
epicyclicgearsystem

 

差动轮系X的基本构件之间的转速关系满足

Willis公式[12]:

ωa=K·ωb+(1-K)·ωc (1)

式中,K=(ωa-ωc)/(ωb-ωc)为X的特性参数,ωi

(i=a,b,c)为X基本构件i的转速。
在单环路系统中,构件b与构件α相连,构件a

与构件β相连,结合式(1)可得系统各基本构件之间

的转速满足如下约束条件:

Lωω =0 (2)
式中:

Lω =

-1 K 1-K 0 0
1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1 -i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P

ω=[ωi]T=[ωaωb ωcωαωβ]T 为单环路系统的转

速向量,ωi(i=a,b,c,α,β)为各基本构件i的转速,

iP=ωα/ωβ 为封闭机构P的传动比。
对于XP系统,其系统输入转速ωI=ωc,输出转

速ωO=ωa,可得XP系统的总传动比iXPIO为:

iXPIO =ωI
ωO

=1-K·iP
1-K

(3)

系统的力学关系满足:

TO

TI
=-iXPIO =-1-K·iP

1-K
(4)

式中,TI、TO 分别为系统的输入转矩和输出转矩。
在PX系统中,系统输入转速ωI=ωa,输出转速

ωO=ωc,可得系统的总传动比iPXIO为:

iPXIO =ωI
ωO

= 1-K
1-K·iP

(5)

系统的力学关系满足:

TO

TI
=-iPXIO =- 1-K

1-K·iP
(6)

2 转速灵敏度

单环路系统虽为单自由度系统,但当其封闭机

构P为可调速机构,如CVT时,系统的输出转速ωO

由输入转速ωI、差动轮系特性参数K 与封闭机构的

传动比iP 共同决定。在系统的运动过程中,可以通

过调整ωI和iP 以达到调整ωO 的目的。在此,将ωO

相对于ωI 变化和iP 变化的灵敏性称为转速灵敏

度,它反映了输出构件相对于输入构件速度跟随性

的优劣以及对封闭机构的调速响应的速度,是机械

传动的重要动态指标之一。

2.1 XP系统转速灵敏度

分别标记XP系统中ωO 对ωI 的转速灵敏度为

SnXPOI ,ωO 对iP 的转速灵敏度为SnXPOiP,由式(3)可知

XP系统的输出转速可表达为:

ωO = 1-K
1-K·iP

ωI (7)

计算可得SnXPOI 、SnXPOiP表达式为:

SnXPOI =∂ωO

∂ωI = 1-K
1-K·iP

SnXPOiP =∂ωO

∂iP =ωI K(1-K)
(1-K·iP)

ì

î

í

ï
ï

ï
ï 2

(8)

  图2所示为XP系统输出转速对输入转速的灵

敏度。由式(8)可知,SnXPOI 同时受 K 值与iP 状态影

响,与ωI数值无关。
从图2可知,对不同的差动轮系特性参数K 以

及iP,灵 敏 度 有 着 不 同 的 大 小。在iP 的(-∞,

1/K),(1/K,+∞)区间内,SnXPOI 在 K<0、0<K<1
和K>1三种参数情况下分别呈现为单调减、单调

增和单调减趋势。期间,SnXPOI 数值可能为正,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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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需要注意的是当iP=1时,ωa=ωb=ωc=ωα=
ωβ=ωγ,即 ωI=ωO,此时系统处于联轴 器 状 态,

SnXPOI =1。

图2 XP系统输出转速对输入转速的灵敏度

Fig.2 XPsystemspeedsensitivityofoutput
speedrelativetoinputspeed

 

由式(8)可知,SnXPOiP同时受K 值、ωI与iP 状态影

响。通常定义ωI>0,ωI 对于SnXPOiP 的影响是对数值

的成倍放大或缩小,而不影响曲线趋势,因而文中不

讨论ωI 的变化。令ωI=1r/min,得到图3所示的

XP系统输出转速对iP 的灵敏度曲线。

图3 XP系统输出转速对封闭机构传动比iP 的灵敏度

Fig.3 XPsystemspeedsensitivityofoutputspeed
relativetoiP

 

图3表明,SnXPOiP的符号由 K 与ωI 决定,而与iP
无关。换言之,对于确定结构的XP型单环路系统,

SnXPOiP的符号确定。
对比图2与图3可知,在iP<1/K 时图2与图

3中曲线1、2与3分别相似,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说
明当iP<1/K 时,系统的SnXPOI 与SnXPOiP相似。同理可

知,当iP>1/K 时,系统的SnXPOI 与-SnXPOiP相似。

2.2 PX系统转速灵敏度

对于PX系统,同样可以通过调整ωI和iP 以达

到调整ωO 的目的。分别标记PX系统中ωO 对ωI
的灵敏度为SnPXOI ,ωO 对iP 的灵敏度为SnPXOiP,同上文

推导,由式(5)计算可得:

SnPXOI =∂ωO

∂ωI =1-K·iP
1-K

SnPXOiP =∂ωO

∂iP =ωI -K
1-

ì

î

í

ï
ï

ï
ï K

(9)

  由式(9)可知,SnPXOI 同时受K 值与iP 状态影响,
与ωI数值无关。对于确定结构,SnPXOI 与iP 状态之间

呈现为线性关系,可绘得如图4所示的PX系统输

出转速对输入转速的灵敏度。从图4可知,K<0
与K>1参数情况下SnPXOI 与iP 状态之间为增函数关

系,0<K<1参数情况下SnPXOI 与iP 状态之间为减函

数关系。当iP=1时,ωI=ωO,SnPXOI =1。当iP=1/K
时,ωO=0且SnPXOI =0。

图4 PX系统输出转速对输入转速的灵敏度

Fig.4 PXsystemspeedsensitivityofoutput
speedrelativetoinputspeed

 

根据式(9)计算结果,ωO 对iP 的灵敏度SnPXOiP 的

数值由K 与ωI 决定,与iP 数值无关。即对于确定

结构的PX单环路系统,其SnPXOiP的符号已经确定(仍
认定ωI>0)。当K<0以及K>1时,SnPXOiP>0,说明

在该情况下,ωO 随着iP 的增大而增大;当0<K<1
时,SnPXOiP<0,说明在该情况下,ωO 随着iP 的增大而

减小。

3 系统转矩灵敏度

当单环路系统的封闭机构P为CVT等传动比

可调机构时,系统的带载能力TO 由输入转矩TI、差
动轮系特性参数K 与封闭机构的传动比iP 共同决

定。将TO 相对于可变参数TI 变化与iP 变化的灵

敏性称为转矩灵敏度,其反映了输出构件相对于输

入构件转矩跟随性的优劣以及对封闭机构调矩响应

的速度,是机械传动的重要动态指标之一。

3.1 XP系统转矩灵敏度

分别记XP系统中TO 对TI 的转矩灵敏度为

STXP
OI ,TO 对iP 的转矩灵敏度为STXP

OiP
。由式(4)计算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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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XP
OI =∂TO

∂TI
=-1-K·iP

1-K

STXP
OiP =∂TO

∂iP =TI
K

1-

ì

î

í

ï
ï

ï
ï K

(10)

3.2 PX系统转矩灵敏度

记PX系统中TO 对TI 的转矩灵敏度为STPX
OI ,

TO 对iP 的转矩灵敏度为STPX
OiP
。由式(6)计算可得:

STPX
OI =∂TO

∂TI
=- 1-K
1-K·iP

STPX
OiP =∂TO

∂iP =-TI
K(1-K)
(1-K·iP)

ì

î

í

ï
ï

ï
ï 2

(11)

  分别对比式(9)与式(10)、式(8)与式(11)可知,
转速灵敏度与转矩灵敏度的表达式交叉相似:STXPOI =
-SnPXOI ,STPX

OI =-SnXPOI ,STXP
OiP =-S

nPX
OiP
·TI/ωI,STPX

OiP=
-SnXPOiP·TI/ωI。

根据分析,STXP
OI 相对于iP 状态之间的关系曲线

与图4关于X 轴的镜像曲线相同,可知在K<0与

K>1参数情况下STXP
OI 与iP 状态之间为减函数关

系,0<K<1参数情况下STXP
OI 与iP 状态之间为增函

数关系。当STXP
OI 数值为正,说明XP系统的带载能

力随着TI的增大而增大;若STXP
OI 数值为负则反之。

由于图片相似,此处不再重复插图,下同。

STPX
OI 与iP 状态的关系曲线与图2关于 X 轴的

镜像曲线相同。STPX
OI 在K<0、0<K<1和K>1三

种参数情况下,在各自封闭机构传动比iP 的(-∞,

1/K),(1/K,+∞)区间内分别呈现为单调增、单调

减和单调增趋势。期间,STPX
OI 数值各有正负。

STXP
OiP

的表达式表明,对于结构确定的XP系统,
其STXP

OiP
的符号确定(此处认为TI>0)。当K<0以

及K>1时,STXP
OiP <0,系统带载能力随着iP 的增大

而减小;当0<K<1时,STXP
OiP >0,系统带载能力随

着iP 的增大而增大。
若令TI与ωI数值相等,则STPX

OiP
与iP 状态的关

系曲线与图3关于X 轴的镜像曲线相同。在确定

结构的PX系统中,STPX
OiP

的数值变化遵循图3关于

X 轴镜像图的曲线规律,其符号确定且不随iP 状态

改变。在 K<0与 K>1情况下,STPX
OiP

为正值,

0<K<1情况下,STPX
OiP

为负值。

4 设计准则

图5所示为单环路系统在不同参数K 与iP 匹

配条件下的传动效果图。图中Ⅰ、Ⅱ、Ⅲ与Ⅳ代表传

动比关系,对于XP系统,分别对应输出轴相对于输

入轴的同向增速、同向降速、反向增速与反向降速区

域;对于PX系统,分别对应输出轴相对于输入轴的

同向降速、同向增速、反向降速与反向增速区域。图

5曲线表明,在 K<0、0<K<1和 K>1这三种参

数下,分别都存在Ⅰ、Ⅱ、Ⅲ与Ⅳ区域,且都在iP=1、

iP=1/K 以及iP=2/K-1附近,系统传动效果发生

变化。

图5 不同参数匹配下的传动效果

Fig.5 Transmissioneffectofdifferentparameters
matching

 

文中研究表明,对于XP系统而言,当封闭机构

传动比状态iP 越靠近1/K,系统的转速灵敏度越

高,反之则转速灵敏度降低,其中转速灵敏度SnXPOiP的

大小还可通过调整输入转速大小调节。而转矩灵敏

度STXP
OI 则与iP 表现为线性关系且当iP=1时,

STXP
OI =1,当iP=1/K 时,STXP

OI =0,此时TO=0。STXP
OiP

则与iP 无关,由输入转矩与差动轮系结构参数

K 决定。
结合图5可知,在XP系统的设计中,若设计具

有较高转速灵敏度SnXPOI 的系统,则该系统必然具有

同向或反向增速效果,对应图5中Ⅰ、Ⅲ区域;若设

计具有较高转矩灵敏度STXP
OI 的系统,则该系统的传

动效果为同向或反向降速效果,对应图中Ⅱ、Ⅳ区

域;若设计具有较高的转速灵敏度SnXPOiP的系统,除了

选择接近1/K 的iP,还可在选择差动轮系时选用使

K(1-K)数值较大的特性参数;若设计具有较高转

矩灵敏度STXP
OiP

的系统,应选用使K/(1-K)数值较

大的差动轮系特性参数。
在PX系统的设计中,具有较高转速灵敏度

SnPXOI 的系统位于图5中Ⅱ、Ⅳ区域,传动效果为同向

或反向增速;具有较高转矩灵敏度STPX
OI 的系统位于

图中Ⅰ、Ⅲ区域,传动效果为同向或反向降速;若设

计具有较高的转速灵敏度SnPXOiP 的系统,应选用使

K/(1-K)数值较大的差动轮系特性参数 K;若使

系统具有较高转矩灵敏度STPX
OiP
,除选用接近1/K 的

iP,还可选用使K(1-K)数值较大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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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验证

本文利用图6所示单环路系统试验台对转速灵

敏度进行了验证。该实验台由差动轮系、定轴轮系、
减速器以及带传动机构复合而成,由电机驱动,磁粉

加载器作为负载输出。对其中的中间环节进行简化

后得到图7所示试验台的结构示意图。图中,Z7、

Z10、Z11、Z12、Z13组成差动轮系部分,其中,Z7 为行

星架,Z10为行星轮,Z11为太阳轮,Z12与Z13分别代

表内、外齿圈。其余部分为定轴轮系部分。各齿轮

的齿数分别为Z1=Z2=50,Z10=24,Z11=33,Z12=
81,Z3=Z4=Z5=Z6=Z7=Z8=Z9=Z13=100。

图6 单环路系统试验台

Fig.6 Testrigofsingle-loopcompound
epicyclicgearsystem

 

图7 试验台结构示意图

Fig.7 Structureschematicoftestrig
 

根据电机、负载与各构件的连接关系可知该结

构为PX型单环路系统。根据齿数关系,计算可得

差动轮系特性参数K=-81/33,封闭机构传动比iP
等于减速器传动比。试验中选用两款减速器,其传

动比分别为1/1.4与1/2.54。根据式(5)可算得配

备两款减速器时,系统的传动比分别为iPXIO=1.255
(iP=1/1.4)与iPXIO=1.757(iP=1/2.54)。据此可算

得电机与负载的理论转速关系,绘得图8所示理论

转速与试验测得转速对比图。
由图8可知,试验测得数据与理论值十分接近。
根据式(9)可算得PX系统ωO 对ωI 灵敏度的

理论值分别为SnPXOI =0.800(iP=1/1.4)与SnPXOI =

0.569(iP=1/2.54)。结合试验数据可绘得图9所

示SnPXOI 的理论值与试验值对比图。

图8 试验测量转速与理论转速图

Fig.8 Experimentallymeasuredandtheoreticalspeed
 

图9 SnPXOI 理论值与试验值对比图

Fig.9 Graphcomparisonoftheoreticalsensitivity
valuewithexperimentalvalues

 

经数据归一化处理后得到试验所得灵敏度分别

为SnPXOI =0.797(iP=1/1.4)与SnPXOI =0.569(iP=
1/2.54),均方根误差分别为σ=6.76×10-4(iP=
1/1.4)、σ=1.21×10-3(iP=1/2.54)。试验结果表

明本文分析方法正确。

6 结 论

1)深入研究了XP型与PX型单环路系统理想

模型的转速灵敏度与转矩灵敏度的影响参数以及影

响规律,并通过试验验证了文中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结合系统结构参数对传动效果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基

于动态跟随性能以及传动效果的单环路系统设计

准则。

2)输出转速相对于输入转速灵敏度较高的系

统位于增速区域,输出转矩相对于输入转矩灵敏度

较高的系统位于降速区域,它们由系统结构参数K
与iP 共同决定。而输出转速与输出转矩相对于iP
的灵敏度可通过选用合适的K 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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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初次提出单环路系统动态跟随性的研

究,是对轮系运动学分析及静、动力学分析的补充,
完善了轮系传动理论,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封闭机构滑动

率、齿轮材料以及安装误差等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也

是本课题在进一步研究中所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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