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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转速和工作温度范围，航天轴承可选择固体润滑、油或脂润滑。航天轴承在轻

载条件下工作，其失效一般是由于润滑剂损失、退化引起润滑膜破坏，磨损加剧导致轴承精度

丧失。航天轴承服役期考量的是精度寿命，即磨损寿命。对不同润滑工况下航天轴承磨损寿命

的影响因素、失效模式、失效准则、磨损寿命模型、加速寿命试验及基于性能退化的剩余寿命

预测进行了概述，总结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值得关注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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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speed and temperature range，aerospace bearings can be lubricated by solid，

oil or grease lubricant. Aerospace bearings work under light load conditions，and the failure is generally due to the film

breakdown caused by lubricant loss and degradation，and the increased wear lead to the loss of bearing accuracy. The ex-

pectancy during the bearing service period is the accuracy life，also called wear life. The failure factors，failure criteria，

wear life model，accelerated life test and the residual life prediction based on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are summarized in

different lubrication condition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study are summed up and the points need for atten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erospace bearings; accuracy life; wear; accelerated life test;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0 引言

航天器活动机构主要包括低速的太阳帆驱动

机构、空间相机扫描机构及靠高速惯性转子工作

的惯性测量机构和惯性执行机构。惯性测量机构

是为航天器建立一种自主的空间基准保持系统，

用以精确测定航天器相对地球或其他天体的姿态、
速度和加速度，测量部件主要是陀螺仪。惯性执

行机构是以角动量交换方式为航天器提供连续而

精确的控制力矩，以克服航天环境干扰力矩，实

现姿态控制，常用惯性执行部件有动量轮(飞轮) 和

控制力矩陀螺［1-2］。陀螺仪和动量轮中的惯性转子

一般由成对预紧的精密角接触球轴承支承，作为

惯性器件的核心部件，转子轴承的精度和寿命高

低决定了航天器的精度、寿命和可靠性［3］。
由于航天器工作环境涉及高低温、真空、微



重力、高低速、高比负荷、多次启停、辐射、发

射阶段力学冲击等特殊工况，决定了航天轴承润

滑技术的特殊性。根据其转速和工作温度范围，

可选择固体润滑、油润滑和脂润滑［4-5］。航天轴承

通常工作载荷较轻，球与滚道的接触应力较低，

一般不会发生疲劳破坏，而多是由于润滑剂的退

化、损失造成润滑膜破坏，轴承磨损加剧引起的

精度丧失，表现为摩擦力矩或振动增大。因此，

航天轴 承 服 役 期 考 量 的 是 精 度 寿 命，即 磨 损 寿

命［3］。轴承内部零件间的磨损如图 1 所示。

图 1 轴承零件间的磨损

Fig．1 Wear source of bearing parts

有统计表明［6-7］，从 1975 年到 2007 年的 272

次国内外卫星故障中，37%的卫星故障属于姿态和

轨道控制分系统，而其中 50%的故障是由陀螺、
动量轮等空间活动部件造成的。这些失效会造成

整星任务的结束或性能的下降，均给卫星发射国

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对航天轴承寿

命和可靠性有关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由于不同

的润滑方式，磨损失效的机理不同，且主机精度

对轴承的主要性能参数摩擦力矩或振动的要求不

同，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磨损寿命计算模型。作为

估算方法，常采用以下两种: 1) 根据文献［8］ 中不

同运转条件下大量的磨损寿命试验得出的公式，

其计算结果非常宽泛，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数倍

之多; 2) 以轴承疲劳寿命计算为基础，以疲劳寿

命的 1 /3～2 /5 作为磨损寿命［9］，但因疲劳和磨损

的失效机理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准确的。近些年

来，相关学者从不同润滑工况下磨损失效的机理

出发，对固体润滑膜转移及损失率、润滑油退化

及损失率、轴承零件磨损率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试验、数值仿真分析，提出了一些磨损寿命计算

方法。本文分别对固体润滑和油润滑的航天轴承

磨损寿命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

现有磨损寿命模型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1 固体润滑轴承磨损寿命的研究

Todd 详细比较了在空间真空环境中，固体润

滑较液体润滑的明显优势，如表 1 所示［10］。但由

于固体润滑剂的摩擦损失无法补充，磨损产生的

磨屑引起力矩增大和波动，因此常用在低速和精

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比如太阳帆驱动机构、空间

相机扫描机构等。常用的固体润滑方式有 3 种:

1) 聚四氟乙烯保持架转移膜; 2) 在球与滚道接

触表面溅射层状固体材料 MoS2、WS2 ; 3) 在滚道

上离子镀软金属，如银、金、铅。试验研究表明，

MoS2膜摩擦系数较小，轴承具有最小和平稳的摩

擦力矩，是空间机构固体润滑中应用最广泛的一

种材料［11］。通常组合使用固体润滑膜与保持架转

移膜来延长固体润滑轴承的寿命，转移膜润滑原

理如图 2 所示［12］。

表 1 固体和液体空间润滑剂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lid and liquid space lubricants

固体润滑 液体润滑

忽略蒸气污染
有限的蒸气压力

油损失、表面污染

宽 工 作 温 度 范 围，摩 擦 系

数恒定

黏度、爬移、蒸气压

力均与温度有关

忽略表面材料迁移
需要密封减缓润滑剂

泄露，防爬设计

允许加速试验
转速及时变效应决定

不能加速

室内空气中寿命减小 50% 通常对真空环境不敏感

磨屑导致摩擦噪声或引起污染 全膜润滑状态下低噪声

摩擦与速度无关 摩擦(黏度) 与速度有关

寿命取决于润滑剂磨损 取决于润滑剂寿命

导热性差 热传导性好

导电性好 弹流润滑下绝缘

1. 1 固体润滑轴承磨损寿命模型

固体润滑技术在空间机构中的应用已有 60 多

年的历史，但目前还没有通用有效的轴承磨损寿

命和可靠性计算模型。Meeks 等［12］最早建立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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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固体润滑转移膜原理图

Fig．2 Schematic of solid-lubricant transfer film

虑疲劳、滚道磨损、保持架磨损、保持架固体膜

转移率的轴承磨损寿命和可靠性的半经验公式。

根据磨损公式可以推测滚道和保持架的磨损量，

从而估计轴承的有效磨损寿命。磨损寿命计算的

关键是对应每种失效模式的失效准则和退化率的

确定，轴承零件的磨损率可以通过测量短期寿命

试验后表面磨损痕迹的轮廓确定，失效准则要根

据特定的应用工况。对高精度固体润滑轴承，两

个主要失效准则为磨损产生的游隙造成精度丧失

和摩擦力矩过大降低驱动电机灵敏度。Meeks 磨损

寿命模型系统分析了影响轴承性能衰退的所有可

能因素，为精确估算固体润滑轴承磨损寿命奠定

了基础。但不足之处在于保持架以兜孔磨穿为失

效准则，而未考虑磨损引起的兜孔间隙改变对保

持架稳定性和轴承摩擦力矩的影响。Gupta 等［13］

首先将磨损数值仿真与滚动轴承动力学结合，通

过仿真可以得到轴承零件的时间平均磨损率以及

保持架兜孔间隙改变对保持架稳定性的影响，其

分析模型可为保持架磨损失效准则的确定提供依

据。Marquart 等［14］通过标准试验和多体动力学仿

真，详细研究了保持架材料、转移膜润滑和工况

对保持架稳定性和磨损寿命的影响。以保持架稳

定性为目标对保持架材料、结构、尺寸进行优化，

可使轴承磨损寿命相对于优化前无转移膜润滑的

轴承提高 16 倍，相对于优化前有转移膜润滑的轴

承提高 3 倍，表明保持架稳定性和转移膜润滑对

磨损寿命有重要影响。并利用表面分析技术研究

了通过滚道镀膜和保持架转移膜共同作用来延长

轴承磨损寿命的机理，但其模型中只能根据保持

架中心运动轨迹的大小和规律性定性判定保持架

的稳定性，无法将其定量化。

在国内，李建华等［15］、李新立等［16］分别对套

圈沟道溅射 MoS2 膜和自润滑保持架转移膜的固体

润滑轴承寿命进行了理论和试验分析，指出在运

转初期套圈沟道上的 MoS2 膜起主要润滑作用，随

着 MoS2膜的磨损，保持架转移膜起主要润滑作用，

从而实现固体润滑轴承的长寿命运转。随后，李

建华等［17］通过固体润滑保持架的磨损转移试验，

得出自润滑保持架转移膜磨损速率受保持架运转

稳定性的影响，而保持架稳定性与球 /滚道的摩擦

性能、保持架兜孔间隙和引导间隙有关，但未给

出保持架许用磨损量与保持架稳定性的定量关系，

因此也未能估算保持架的磨损寿命。目前，国内

以滚动轴承动力学分析为基础的保持架磨损失效

分析还未见报道。

1. 2 固体润滑轴承加速寿命试验

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对航天器机构的寿命

要求长达十几年，若进行 1 ∶ 1 的实时寿命试验验

证，不仅成本难以接受，时间上也不允许。因此，

长寿命航天器机构加速寿命试验方法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加速寿命试验是为缩短试验时间，在

不改变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的条件下，用加大应

力(广义) 的方法进行寿命试验。根据加速寿命试验

数据，运用加速寿命曲线或加速方程，来外推正

常使用状态下产品的寿命［18］。20 世纪 70 年代 ～
80 年代，欧洲固体润滑研究机构对低速固体润滑

(铅膜润滑) 的航天器机构进行了加速寿命试验研

究，在“固体润滑磨损寿命主要取决于机构行程

而与转速无关 (在一定范围内)”的加速前提下，

通过有限度地提高机构转速或工作频率来实现加

速，试验结果只能对该试验件在试验条件下 “任

务时间”的满足情况做出定性评价，而难以给出

这类机构的寿命预测结果［18］。在国内，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洛阳轴承研究所、浙江大学等相关

科研机构也开展了一些长寿命航天器机构的加速

寿命试验研究［18-19］，但目前加速寿命试验的类型

少、试验件少，试验数据积累还比较有限。

2 空间油润滑轴承磨损寿命的研究

航天器的定位精度和控制精度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陀螺仪和动量轮的支承轴承及润滑性能，惯

性转子轴承工作在轻载高速、温度变化、微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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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下，塑料保持架注入几毫克的润滑油就能维

持较长时间运转［20］。根据油膜厚度定义 4 种润滑

机制，即流体动压润滑、弹流润滑、混合润滑和

边界润滑，弹流润滑又可细分为乏油、干涸、瞬

时弹流润滑［21］。Kingsbury 等［22］认为空间精密轴承

油润滑形式是比乏油润滑条件更苛刻的干涸润滑。
Coy 等［23］在给定工况条件下用电容的方法测得内径

为 20mm 的 球 轴 承 弹 流 膜 厚 范 围 为 0. 025μm ～
0. 51μm。在该润滑条件下，轴系的摩擦力矩特性

表现为小而稳定，相对固体润滑的比较优势是优

良的摩擦力矩特性和润滑剂可补充性。轴承表面

之间被油膜隔开几乎没有磨损，因此具有无限寿

命的潜能［21］。但由于航天器的空间工作环境，蒸

发、爬移、原子氧引起退化反应造成润滑剂损失、

退化，轴承润滑状况恶化，最终摩擦磨损加剧导

致轴承精度失效。以下对空间油润滑轴承磨损寿

命的影响因素及相关的寿命模型分别进行阐述。

2. 1 空间液体润滑剂

由于空间机械部件的摩擦和润滑的特点，空

间润滑剂需要具有的基本特性有: 黏度指数高、
蒸气压力低、黏压系数大［21］。航天器用液体润滑

剂主要包括: 精制矿油、氯 苯 基 硅 油、合 成 酯、
全氟聚醚(PFPE) 以及合成烃(聚 α-烯烃 PAO、烷基

环戊烷 MACs)、硅烃(SiHC) 等［24］。液体润滑具有

低机械噪音、传热、弹流润滑时磨损小、可以带

走磨损物以及正确使用时长寿命等特性。表 2 概

述了不同液体润滑剂的性能以及在航天器机械部

件上的具体应用［24］。

表 2 液体润滑剂的性能和应用概况

Table 2 Performances and applications of liquid lubricant

润滑剂 典型理化性能 实际应用部件

矿油型
润滑性良好、黏温性差、凝点高、蒸发损失

较大

惯性制导陀螺旋转轴轴承、加速器和其他仪器轴

承，适用温度范围 60℃ ～100℃

硅油型
边界 润 滑 性 差，优 良 的 高 低 温 性 能 和 黏 温

性能
高速微型电机轴承，适用温度范围－60℃ ～200℃

合成酯型
良好 的 边 界 润 滑 性 和 高 低 温 性，水 解 稳 定

性差

陀螺马达、精密仪器、仪表轴承，适用温度范围
－50℃ ～150℃

PFPE 型
边界润滑性差，优异的高低温性能和化学惰

性，蒸气压低，但易爬移

弹流润滑或低载荷、短期边界润滑的太空机械部

件，适用温度范围－50℃ ～250℃

PAO 型
良好的边界润滑性和高低温性能，对载荷添

加剂的感受性相对较好

动量轮轴承、振荡扫描机构轴承，适用温度范围
－50℃ ～150℃

MACs 型
优良的边界润滑性和良好的高低温性能，对

载荷添加剂的感受性好，蒸气压很低

谐 波 传 动 机 构 的 轴 承 和 齿 轮，适 用 温 度 范 围
－50℃ ～150℃

SiHC 型 优异的润滑性能和高低温性能，蒸气压很低 正在进行相关的应用研究

注: 对实际应用部件，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液体润滑剂，因分子结构不同，适用温度范围也存在差异。

2. 2 润滑剂退化、损失

润滑剂退化是液体润滑剂发生化学变化生成

固体摩擦聚合物［21］。文献［25］ 考虑了仪表球轴承

中干涸弹流润滑下摩擦聚合物的形成，首先通过

一系列试验单独分析了载荷、转速、膜厚及润滑

剂种 类 对 聚 合 物 生 成 速 率 的 影 响，然 后 通 过

Arhenius 公式建立了载荷、转速和膜厚与聚合物生

成速率的关系。分析指出摩擦聚合物的形成速率

主要由膜厚决定，膜厚越薄，聚合物生成速率越

大。Kingsbury［26］还设计了短期试验方案评价润滑

剂的分解速率，结果表明润滑剂分解速率与接触

区的供油量和表面化学处理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文献［27］报告了航天器机构中精密轴承零件在 3 种

不同清洗方法下，轴承寿命试验的结果和表面特

征分析，试验说明要注意不同清洗方法对机构中

润滑剂化学性能和退化速率的影响。
润滑剂损失主要由于蒸发、表面爬移、离心

力作用。工作温度引起润滑剂蒸发; 爬移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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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梯度和毛细作用力引起的，很小的温度梯度

都会导致油膜迅速地向低温区域迁移，毛细作用

迁移由于接触表面曲率半径的压力梯度使润滑油

沿划痕迁移［21，28］。文献［29］ 建立了轴承润滑油气

物理模型，对该模型中的油蒸气分子通过密封间

隙的迁移进行研究，并通过真空环境下的空间用

润滑油长期挥发实验进行验证。文献［30］通过实验

分析不同量油脂润滑下的功耗、温升变化、挥发

率及寿命。微纳姿控飞轮的轴承功耗和润滑剂的

用量密切相关，减少润滑剂的用量可以使润滑剂

的无用流动减小，功耗明显降低，微量脂润滑(脂
用量占轴承腔的 30%) 下的功耗小于油润滑，易于

实现飞轮轴承的高精度稳速控制。文献［31］在一定

时间内利用乏油条件下的推力球轴承研究磨损引

起的润滑剂化学退化过程。根据试验结果估计姿

控飞轮轴承在磨损和性能恶化的情况下润滑剂退

化量，结果发现润滑剂化学退化是磨损的结果，

不足以引起轴承失效。油润滑的姿控系统轴承的

寿命预测要以润滑油输送和磨损为基础，因为轴

承失效是润滑系统失效而非润滑剂本身。

2. 3 保持架稳定性

保持架不稳定是高速轴承最危险的失效形式，

其特点是摩擦力矩波动较大并伴随明显的噪声。

保持架不均匀磨损、润滑剂退化和润滑不足是引

起保持架不稳定的主要原因［21，32］，保持架的运动

作为研究热点已有大量文献发表［33-40］。Kingsbury［20］

首先分析了配对角接触仪表球轴承摩擦力矩的扰动

和保持架的运动，指出保持架的涡动是球与保持

架摩擦耦合的结果，导致了摩擦力矩的低频扰动。
Kingsbury［41］后来对仪表球轴承稳定运转时和发生

啸叫时保持架的运动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生啸叫

时，发现保持架在随球组旋转运动的基础上有高

频的涡动，涡动频率与球的自旋速率有关。文献

［42］通过试验和数值仿真研究了反作用飞轮保持架

的动力学问题，分析了保持架质心偏移与动力学

特性的关系。当保持架质心偏移时，在一定范围

内偏移量越大，保持架几何中心的轨迹越稳定，

但扰动力越大。

李建华等［43］在真空试验装置中进行了航天微

型电机轴承的地面寿命试验，试验后对电机分解

检测轴承的预紧力、振动、启动和动态力矩以及

轴承内外沟道和钢球的圆度、谐波、斜率等。轴

承的失效是由于轴承本身磨损引起精度降低，造

成轴承的摩擦力矩或振动增加而失效。分析表明，

保持架的稳定性是影响轴承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旦保持架不稳定，其磨损加剧，产生磨损粉末，

造成轴承润滑性能下降或失效，最终导致轴承磨

损失效。

保持架稳定性的问题可以用无保持架轴承消

除，无保持架轴承已能够用在动量轮上，克服了

传统 轴 承 出 现 的 保 持 架 不 稳 定 引 起 的 灾 难 性

问题［21，44］。

2. 4 空间油润滑轴承磨损寿命模型

文献［45］以滚动轴承拟静力学模型和 Archard 磨

损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仪表球轴承磨损寿命模型。

根据球与滚道接触椭圆内纯滚动线的位置计算接

触区内滑动速度分布，从而计算轴承零件的磨损

率，由仪表轴承许用径向游隙确定允许最大磨损

体积，并根据二参数 Weibull 分布计算轴承的磨损

寿命及可靠度。文献［46］在轴承拟静力学和轴承磨

损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定位预紧下预紧力变化与

轴承磨损量之间的关系。模型考虑磨损引起的内

外沟曲率半径的变化对预紧力的影响，根据轴承

允许最小预紧力确定许用磨损量，从而估计动量

轮轴承的磨损寿命。

试验方面，文献［47］通过试验模拟空间飞行器

的工况，以确定飞行器执行机构脂润滑轴承的寿

命和失效机理，失效机理是磨损引起的预紧力的

减小。试验建立了飞行器在轨运行和地面模拟的

寿命和可靠性数据，可用来估算航天器关于飞行

任务数的失效率和可靠性。文献［48］采用专门研制

的试验机对某型号陀螺转子轴承进行了精度寿命

模拟试验，试验过程中检测轴承振动和温度，观

察了失效轴承零件外观，确定了轴承精度寿命的

分布类型，并由极大似然法估计可靠性寿命。

根据我国所发射的卫星在轨运行情况统计，

目前动量轮产品的寿命最长为 8 年。随着我国航

天事业的发展，对动量轮产品提出了 10 年以上的

寿命要求，而影响动量轮产品长寿命最关键的因

素是轴承与润滑。卫星动量轮产品多采用抽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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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产品子样，在实验室模拟在轨工作实际情况

进行 1 ∶ 1 的长期地面试验，对产品在轨运行数据

收集并融合地面试验采集的数据，解决动量轮的

试验数据分析以及较为准确的评估方法问题，通

过地面试验验证满足长寿命的产品［49］。文献［21］

综述了动量轮的摩擦学需求及过去用到的润滑系

统，含油保持架储存的润滑剂可供动量轮稳定运

转 3 年～4 年，而目前航天器的目标寿命为 20 年～
30 年，通常在轴承单元内部或轮腔内安装供油系统

以满足长寿命的要求。Kingsbury［50］指出，0. 2μg /h
的润滑剂流量即可维持仪表球轴承的弹流润滑，但

这样低的流量实际中难以实现，目前正在研发供油

速率低于 10μg /h 的润滑系统。被动供油系统 (离
心力) 可以持续供油，而主动供油系统(外部指令)
因润滑剂突然增加会引起摩擦力矩的突变，因此

被动供油系统是动量轮轴承最合适的选择之一［21］。

2. 5 空间油润滑轴承加速寿命试验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航空公司对油润滑的

航天器轴承的加速寿命试验方法进行了研究。依

据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理论 “润滑油膜厚度与轴承

转速和润滑油黏度的乘积成正比”，在不改变滚道

润滑状态(取决于膜厚) 的前提下，提高轴承转速并

降低润滑油黏度可实现加速寿命试验［18］。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美国有关研究机构对该加速寿

命试验方法进行了一定的应用［51-52］。由于高转速

下轴承滚动体的运动状态和润滑状态均会发生改

变，可能引入新的失效模式，所以试验都是针对

低速油润滑滚动轴承开展的。基于弹性流体动力

润滑理论的滚动轴承加速寿命试验方法的有效性

未得到普遍认可，工程上多数还依据 1 ∶ 1 的任务

时间考核验证试验结果来定性评价航天器机构油

润滑轴承的寿命［18］。美国 MTI 公司基于滚动轴承

润滑油耗损失效模式，开展了天线消旋机构滚动

轴承的加速寿命试验方法研究，选取温度作为加

速因子，对不同温度下滚动轴承的寿命进行了预

测［53］，但油润滑轴承失效模式的复杂性、失效判

据的合理性都影响了预测结果的可信度。国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也开展了一些长寿命

航天器机构的加速寿命试验，但都是针对固体润

滑的工况，对油润滑的加速寿命试验还未见报道。
文献［54］概述了国内外加速寿命试验理论及应

用概况，给出了卫星转动机构加速寿命试验思路:

1) 加速应力(广义) 的选择和加速模型的选择需分析

产品的失效机理与模型的物理背景是否一致。2)

小样本加速寿命试验，用关键部件代替整机试验

和基于性能退化的加速寿命试验。3) 加速寿命试

验仿真，搭建加速寿命试验仿真平台，借助仿真

的手段优化加速寿命试验方案，并能预估试验时

间和试验样品数。4) 加速寿命试验有效性验证，

需要将加速寿命试验的结果与 1 ∶ 1 寿命试验的结

果进行对比，以对加速因子、加速模型等的合理

性进行验证。

2. 6 基于性能退化的磨损寿命模型

航天产品具有小样本、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

特点，通过试验获取的寿命数据较少，传统的可

靠性建模理论与方法就不再适用。而采用性能退

化的方法对产品进行失效物理分析，建立性能退

化和产品失效之间的关系，通过预测其性能退化

到失效阈值的时间来预测其寿命，已成为长寿命

产品可靠性评估的新方法［55］。文献［55］ 和 文 献

［56］从失效物理分析的角度出发建立性能退化模

型，用 Bayes 方法融合性能退化模型和寿命模型得

到产品的可靠性评估模型，模型利用失效物理试

验中的性能数据和少量的无失效在轨寿命数据来

进行可靠性评估。实例分析表明: 动量轮的失效

可只考虑供油系统的供油情况，动量轮退化失效

过程可用线性随机过程、随机斜率和随机截距模

型来描述。文献［57］同样指出动量轮失效机理表现

为轴系润滑系统失效，而润滑系统失效主要有 3

个影响因素: 金属磨损、保持架磨损、润滑剂缺

失。当这 3 项因素导致动量轮轴承中形成弹性流

体动力润滑膜的润滑剂量不足时，就会发生轴承

摩擦力矩迅速增大，进而使动量轮功能丧失。文

献［58］针对动量轮寿命预测无失效数据问题，利用

有漂移的维纳过程对其轴承温度建立性能退化模

型，根据所建模型仿真了轴承温度维纳过程的样

本路径，最后，对动量轮进行随机失效阈值情形

的寿命预测和剩余寿命预测。

为提高有限状态数据下轴承剩余寿命估计的

准确性，文献［59］提出一种基于相对特征和多变量

支持向量机的剩余寿命预测方法，实现了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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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潜在信息的最大挖掘。文献［60］针对卫星动量

轮的剩余寿命预测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Copula 函

数的多退化量下的寿命预测方法。首先分析影响

动量轮寿命的关键因素，选择润滑剂剩余量和电

流作为退化量; 分别对单个退化量进行退化建模，

得到 动 量 轮 剩 余 寿 命 的 边 缘 分 布 函 数; 再 通 过

Copula 函数族来描述多退化量之间的相关性，并

对边缘分布进行融合，得到动量轮剩余寿命的联

合分布函数; 最后提出基于赤池信息准则模型评

价的 Copula 函数选择方法。

3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及以后研究的方向

综合文献调研情况，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和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对固体润滑轴承、保持架固体膜转移速率

及磨损引起的保持架运转不稳定对磨损寿命的影

响还需要结合滚动轴承动力学进行系统研究，比

如保持架稳定性定量判断问题、保持架磨损引起

的轴承失效准则问题。
2) 目前在磨损寿命估计模型中，轴承的许用

磨损量一般根据工程经验由轴承预紧力或径向间

隙的允许变化量确定，只适用于定位预紧的情况。
准确可靠的磨损寿命模型需要确定磨损量与轴承

旋转精度和摩擦力矩的定量关系。
3) 根据经验，轴承磨损失效后摩擦力矩会增

大，但对于定位预紧的工况，随着轴承零件的磨

损，轴承径向间隙增大，实际预紧力减小或消失，

这会导致摩擦力矩的减小，所以单靠摩擦力矩这

一指标不能准确判断轴承的真实磨损状态。定压

预紧下，磨损引起的预紧力和径向间隙的变化得

到补偿，其失效模式和失效准则与定位预紧的情

况会有不同，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4) 空间油润滑轴承的失效机理复杂，但都与

油膜参数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润滑油膜厚度的维

持和稳定是影响轴承磨损寿命的关键。润滑剂损

失率、供油速率与油膜参数的定量关系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
5) 轴承零件的磨损系数、接触副的摩擦系数

随油膜参数变化，零件几何尺寸随磨损量变化，

轴承磨损寿命的数值仿真需要考虑润滑状况和轴

承零件几何的时变性。

6) 许多已开展的加速寿命试验，大都针对低

速运动的航天器机构，而且是任务时间的定性考

核验证试验，还没有比较成熟的航天器机构失效

模型来描述机构寿命与加速应力之间的定量关系。
对油润滑长寿命产品，在不改变机构的失效机理

并不引进新的失效模式的原则下，选择加速应力

水平，开展多组加速应力水平和多个试验件的加

速寿命试验，将试验进行到失效为止。用获得的

足够的试验件失效数据来确定加速寿命试验的加

速方程，从而实现由加速寿命试验结果外推获得

机构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寿命［18］。基于性能退化的

加速寿命试验可以得到加速应力下的性能退化信

息，据此建立基于多退化量的磨损寿命预测模型，

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7) 对空间固体或油、脂润滑轴承的磨损寿命

预测模型，就是根据失效模式确定退化(磨损) 率、
磨损量、失效阈值之间的定量关系，概括起来就

是要确定如图 3 所示的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由

于影响因素较多，部分参数之间的关系难以定量，

至今还没有准确、可靠的轴承磨损寿命估计模型。

图 3 固体 /油润滑轴承磨损寿命预测模型相关参数

Fig．3 Parameters related to wear life prediction model

of solid or oil lubricated bearings

4 总结与展望

目前，空间固体润滑轴承磨损寿命模型已相

对完善，较全面考虑了磨损寿命的影响因素和失

效模式，给出了对应每种失效模式的失效准则和

退化率的确定方法。其不足之处在于失效准则的

7



确定大都基于工程经验，磨损量与轴承精度主要

性能参数如振动或摩擦力矩的定量关系还未能给

出。影响空间油润滑轴承磨损寿命的因素较多，

且失效机理复杂。已有的磨损寿命模型只考虑了

给定润滑条件下球与滚道的磨损，而未考虑磨损

引起的润滑状态和零件几何参数的时变特征对轴

承动态性能和磨损寿命的影响。对长寿命油润滑

轴承，建立了以剩余油量为退化量的磨损寿命预

测模型。以上磨损寿命模型针对不同的润滑工况

分别给出，为不同应用场合的轴承磨损寿命的估

计提供了模型基础。但由于完全的寿命试验数据

有限，磨损寿命模型缺乏充分、有效的验证，其

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为提高磨损寿命模型的估计精度，以后的研

究中可以从试验和磨损数值仿真两方面进行补充

完善。试验包括基础试验和验证试验，基础试验

是为轴承磨损数值仿真提供准确、可靠的输入参

数，比如摩擦系数、磨损系数、润滑剂退化率等

与油膜参数的关系曲线; 验证试验包括 1 ∶ 1 完全

寿命试验和加速寿命试验，为磨损寿命模型提供

状态和退化信息，并验证磨损寿命预测模型。基

于滚动轴承动力学的磨损数值仿真，一方面可以

对轴承组件特别是保持架的动态性能进行模拟，

确定保持架磨损的失效准则; 另一方面，以试验

为基础的计算机数值仿真可以减少或部分取代物

理试验，从而大大降低试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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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SiC 试件微观表面形貌

Fig．6 Microstructure of SiC specimen

5 结论

通过对机器人砂带磨削柔性加工系统的设计，

利用一定工艺参数对试件加工和检测，砂带加工可

以有效避免加工中易出现崩边、开裂等问题，与同

类的砂轮磨削相比，加工效率高，加工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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