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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影响高速铁路轴承疲劳寿命主要因素的理论分析，对如何提高疲劳寿命及以疲劳寿命不足为

主要失效形式的轴承提供一种分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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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高速铁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运输方
式，在安全、快捷、经济、环保等方面都具有极
为明显的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配合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铁路决定把发展客运高速作
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向。依靠自主创新，
中国高速铁路从无到有，经过10多年的高速铁路
建设和对既有铁路的高速化改造，我国高速铁路
运营总里程将突破1.3×104km，同时我国的轨道
交通技术装备逐步提高并实现了国产化，但作为
基础精密配件的轴承，我国目前主要依靠进口。
高速铁路客车轴承（图１）的高可靠性，长寿命
要求，制约着我国高铁轴承的研发，现从结构、
材料、加工工艺方面对如何提高轴承的疲劳寿命
做一下理论分析。

2　疲劳寿命

2.1　疲劳寿命基本概念

图 1　高铁轴承外观图

　　轴承在使用过程中要求具有精度高、载荷
大、摩擦力矩小等性能，同时要求在使用期内能
保持所需要的性能指标。当由于安装不正确、润
滑不良、配合不当、尘埃和异物进入等原因造成
性能指标低于使用要求不能正常工作，或者轴承
中任一滚动体或滚道出现疲劳剥落，在这之前的
使用期限就是一般所说的疲劳寿命。
　　轴承是高速运转最基本且必须之关键性零
件，在负荷和温度及可靠性上，都有严格的规定
与限制。提高轴承的寿命，防止轴承的疲劳破坏
是高铁轴承设计的基本要求之一。
2.2　疲劳寿命计算
　　修正额定寿命

　　 Lns=a1a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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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轴负荷
　　 Pr= P×f1

　　f1－动载荷系数
　　 Cr－额定动载荷
　　a1－可靠性系数（n=10）a1＝1
　　                           （n=5）a1=0.62
　　                           （n=1）a1=0.21
　　a2－材料与设计系数1.4～1.8
　　 a3－应用与润滑系数，按一般情况考虑a3=1。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轴承的疲劳寿命主要
受到工况的使用载荷、轴承的设计载荷、轴承的
结构、材料因素、润滑情况等因素影响，对这些
方面有个清楚的认识，对于提高铁路轴承的疲劳
寿命有重要意义。

3　轴承疲劳寿命的影响因素

3.1　结构设计

图 2　高速铁路轴承结构示意图

　　因为受载情况的限制，高速铁路轴承有双列
圆锥滚子轴承（图2）、四列圆锥滚子和双列圆
柱滚子轴承等几种结构，无论是哪种结构都要求
承受径向、轴向联合载荷，在设计中增加滚动体
（件04）的数量、增大直径、长度，提高其承载
能力，同时改善润滑条件，增加孔、槽等设计，
解决散热问题，并加密封装置（件18、件48）防
止水、灰尘等异物的进入。以上结构的设计有助
于改善轴承的使用环境，提高轴承的抗冲击能
力，延长轴承的寿命。
3.2　材料的影响
　　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冶炼方法对轴承的寿命影
响很大。一直以来铁路轴承一般使用韧性好、抗
冲击能力强的渗碳钢GCr18Mo作为生产套圈的材
料，随着铁路轴承高可靠性、长寿命的要求越来
越严格，对轴承材料性能指标的要求也逐步提
高，目前我公司试制的高铁轴承使用了国内新研
发的材料,其化学成分接近欧洲铁路轴承的先进
材料。

　　钢铁的冶炼方式经过了普通冶炼、真空脱气
冶炼、真空重熔冶炼三个阶段，试验表明真空冶
炼的轴承材料纯净度高，非金属夹杂氧化物、硅
酸盐等含量减少，疲劳寿命比大气冶炼的轴承钢
提高2倍左右。我国轴承钢材氧含量已经接近国
外先进水平，但夹杂物和碳化物按轴承尺寸的大
小的分布均匀性、成分均匀性与国外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如大尺寸的夹杂物和碳化物较多、基本
成分不均匀形成黑白区等，造成轴承质量先天不
足，严重影响了轴承的疲劳寿命和可靠性。为了
满足高速铁路轴承长寿命的趋势，轴承企业应与
冶金企业展开合作，促使冶金企业在进一步降低
氧含量的基础上，开展浇注凝固技术、轧制技
术、夹杂物控制及检测技术的研究，以提高夹杂
物和碳化物的尺寸及分布均匀性。
3.3　制造工艺的影响
　　锻造、车削是我们常用的加工金属的重要手
段，试验表明在毛坯成型的过程中纤维流线如果
与表面平行，有利于延长疲劳寿命，如果在冷
轧、车削过程中切断了流线或者流线分布与表面
垂直，容易在纤维露头的地方发生疲劳破坏，可
见在锻造、车削加工过程中应尽力沿平行纤维流
线的方向进行加工，尽量减少对流线的破坏，提
高轴承的疲劳寿命。
　　热处理作为改善金属或合金组织结构和性能
的重要手段一直备受关注。针对不同的材料制定
合理的热处理工艺，使碳化物的颗粒细化、分布
均匀，有利于疲劳寿命的提高。我厂研制的高速
铁路轴承套圈采用了表面渗碳处理，在不降低表
面硬度的情况下提高表面残余奥氏体的含量，改
善表面应力状态，提高轴承在污染润滑条件下的
疲劳寿命和可靠性。
　　工件的磨削和超精加工去除表面的加工变质
层，减小表面粗糙度，使工件表面形成压应力，
压应力可抑制疲劳裂纹的产生和扩展速度，延长
疲劳寿命。磨削加工实际上是多刀同时切削的加
工工艺，磨削加工的进给量较小，切削力通常也
不大，但磨削速度较高(30-80m/s)，磨削区域的
温度通常都较高，可高达800-1000℃，容易引起
工件表面局部烧伤，磨削加工热应力会使工件变
形，甚至使工件表面产生裂纹; 同时因为磨削加
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金属磨屑和砂轮碎末，会
影响加工工件的表面粗糙度等，所以在磨削工艺
制定中要注意砂轮材料的选择、进给量、切削力
大小的控制等。
3.4　润滑的影响
　　通常所说的轴承五大件分别指轴承内圈、

王多亮，等：高速铁路轴承疲劳寿命浅析第 2 期 ·  9  · 



外圈、滚动体、保持架、润滑剂，可见在现代轴
承理论中轴承的润滑及润滑方式、润滑剂的选择
对轴承正常运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
的工况条件应选择合适的润滑方式，高速铁路轴
承由于使用环境的限制，选择了一种火车特种润
滑脂，该脂也是国外高速铁路轴承专用脂。该油
脂除了润滑、防锈的作用外，还起到了密封的作
用。油脂对于轴承寿命的影响主要是考虑运转速
度和工作温度下润滑的适当程度。润滑的效果首
先由轴承滚动接触表面被油膜隔离的程度来决
定，在油膜厚度、油的粘度合适、清洁程度良好
的情况下，足以在轴承滚动接触表面形成弹性流
体动压时，将形成良好的润滑条件，对提高轴承
寿命有益。滚动体在装有润滑脂的轴承内公转运
动时要受到流体的绕流阻力，滚动体自转运动要
受到流体的搅拌摩擦力矩。润滑脂的摩擦在轴承
总的摩擦力矩占很大比例，为了减小摩擦，高铁
轴承注入的脂的体积约占轴承内部自由空间的三

分之一左右。 

4　结束语

　　本文从结构、材料、加工工艺、润滑等方面
对影响高速铁路轴承疲劳寿命的主要因素做了分
析，该分析是轴承理论研究结合我公司高速铁路
轴承实际生产加工情况的一个初步分析，可作为
分析因疲劳寿命不足而损坏的轴承的一种参考，
同时对于如何提高高速铁路轴承疲劳寿命也可作
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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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径 Dm与牙口槽小外径 D3的直径差减小，使
手工安装密封圈方便而顺利。

4　防尘盖结构的设计

　　通常装有金属卷边防尘盖的轴承装配是利用
模具通过压力机压合，依靠压盖模的挤压，迫使
防尘盖在外圈牙口槽内发生变形而使其镶嵌在外
圈牙口槽内实现挤压成一体的。因此，防尘盖尺
寸大小影响装配的牢固性，牙口槽的深浅直接影
响套圈外涨变形，设计时必须慎重。防尘盖结构
示意图见图５。
　　（1）改进前：防尘盖外径 Df = D3 ，防尘盖
高度 Hf = 而外圈牙口槽小外径 D3±0.07。
防尘盖外径与牙口槽小外径名义尺寸相同，但是
D3与 D f的公差值在0～-0.07mm范围时，会出现
部分过盈尺寸，装配时易出现防尘盖变形现象；
而且，防尘盖高度与牙口槽宽度相同，会影响防
尘盖安装的牢固性。
　　（2）改进后：防尘盖外径 Df = D3 ，防尘盖
高度 Hf = H+0.05。
　　改进后的防尘盖外径为减公差，有利于防尘
盖顺利压入。防尘盖外径 Df与牙口槽小外径 D3±
0.07之间大部分尺寸配合略有间隙，虽然一小部
分的配合尺寸略有过盈，但是，根据长期实践经
验证明，套圈经热处理后，由于金相组织发生变
化，在直径方向势必涨大，所以在安装金属防尘

盖时微小的过盈仍然能自然压入。防尘盖高度 Hf

略高于牙口槽宽度 H，装配时防尘盖受模具挤压
成形能牢固镶嵌在牙口槽中，无活盖、瘪盖、碰
盖现象，合格率高,几乎没有返修和拆卸产品。
由于牙口变浅，密封槽底与轴承外径 D的距离在
半径方向加大了0.35mm，从而减小了防尘盖压入
后套圈产生外涨变形量，保证了成品轴承外径的
圆度、径向跳动、径向游隙不超差。

5　结束语

　　深沟球轴承密封结构的改进，关键在于牙口
槽的结构及其与密封圈、防尘盖的配合。牙口槽
的结构在达到密封要求的前提下应简单易加工。
经实践验证表明，改进后的密封轴承装配顺利，
工艺性好，生产效率高；改进后的防尘盖轴承，
装配压合牢固，无活盖、瘪盖、碰盖现象，合格
率高,几乎没有返修、拆卸产品。同时，由于牙
口槽底与外径之间的壁厚增加了0.35mm,从而减
小了防尘盖压入后套圈产生外涨变形量，保证了
成品轴承外径的圆度、径向跳动和径向游隙在合
格范围内；由于牙口刀刃宽度随牙口槽底宽度 h
增加而增加，并且牙口刀刃长度随牙口槽总深度
B的减小而缩短，故可增加牙口刀的强度、延长
牙口刀的使用寿命，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编辑：林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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