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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三层介质中油膜厚度与声反射系数的关系ꎬ建立共振测量理论模型ꎬ分析了共

振模型的适用油膜厚度范围ꎮ 利用有限元仿真软件建立了其相应的有限元模型ꎬ仿真得到不

同频率、厚度下的声压图ꎬ在后处理中通过声功率对界面反射系数进行计算ꎬ并与理论曲线进

行对比ꎬ两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ꎬ证明了有限元法计算油膜反射系数的准确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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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工业机械中ꎬ为了减少磨损ꎬ增加机械的使用寿命ꎬ

通常使用液体油液润滑ꎬ轴承油膜厚度一般为 ０. １ ~
１００ μｍ[１－２] ꎮ 早期ꎬ许多学者使用电学法来测量润滑油膜

的厚度ꎬ但此种方法必须要先测量电容与电阻抗ꎬ还需安

装传感器等ꎬ且测量的精度达不到要求ꎮ 而超声波测量具

穿透能力强ꎬ精度高等优点ꎬ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ꎮ 目

前ꎬ更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超声波的理论和声反射系数理

论的研究中来ꎬ并随着有限元软件的不断更新ꎬ使得声学

的仿真也变得更加方便ꎮ 本文通过建立轴承结构的简化

模型ꎬ分别进行理论计算和仿真模拟ꎬ得到声反射系数随

频率的变化规律ꎬ并对比二者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ꎮ

１　 理论计算
高速运转机械中ꎬ为保证机械正常运转并延长使用寿

命ꎬ液体润滑油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建
立了 Ｉ不锈钢、ＩＩ油域、ＩＩＩ不锈钢三层结构ꎬ其中两层不锈

钢模拟无限大区域ꎮ
由超声波相关的反射与透射理论可知ꎬ超声波在第一

层交界面的反射系数与材料的密度、声速、油域厚度、不锈

钢声阻抗有关ꎮ 在轴承润滑系统中ꎬ油膜厚度变化范围在

０.１~１００ μｍ之间ꎬ本文讨论 ３０~１００ μｍ厚度油膜的情况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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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层介质模型

当中间层油膜厚度较厚ꎬ即 ３０~ １００ μｍ 厚度时ꎬ油膜

的质量不能被忽视ꎬ多使用共振模型去测量润滑油膜厚

度ꎮ 国 内 外 许 多 研 究 人 员 ( ＨＯＳＴＥＮ[３] 、 ＫＩＮＲＡ[４] 、
ＰＩＡＬＵＣＨＡ ＆ ＣＡＷＬＥＹ [５] )在利用超声波反射系数法测

量油膜厚度方面作了许多研究ꎮ 研究认为不锈钢、油膜、
不锈钢三层结构中边界的应力应变是连续的ꎬ可以利用共

振模型来进行声反射系数的理论计算ꎮ 图 ２ 为声波在三

层结构中的传播示意图ꎬＴｉ和 Ｒｉ分别表示入射波和反射波

振幅ꎮ
给定入射声波幅值 Ｔ１为 １ Ｐａꎬ超声波垂直入射ꎬ根据

位移－应力关系ꎬ结合界面处位移和应力连续的声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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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层介质中声波传播模型

条件ꎬ可推导出反射系数 Ｒ 的表达式[６] :

Ｒ＝Ｒ１ ＝
ｇ２( ｚ２－ｚ３)( ｚ１＋ｚ２)＋( ｚ１－ｚ２)( ｚ２＋ｚ３)
( ｚ２＋ｚ３)( ｚ１＋ｚ２)＋ｇ２( ｚ２－ｚ３)( ｚ１－ｚ２)

(１)

式中:ｚｉ为结构的声阻抗ꎬｇ ＝ ｅｉωｒｈ / ｃ１ꎬｃ１为油域中的超声波

声速ꎮ
由声学相关理论得知ꎬ当油膜厚度为半波长的整数倍

时ꎬ油膜发生共振ꎬ共振角频率 ωｒ为
[７] :

ωｒ ＝πｃ１ｍ / ｈ (２)
经过变形得油域厚度为:

ｈ＝
ｃ１ｍ
２ｆｍ

(３)

式中:ｍ 为整数ꎬ表示谐振阶数ꎻ ｆｍ为 ｍ 阶共振频率ꎮ
当入射波频率等于油膜共振频率时ꎬｇ２ ＝ １ꎬ联合式

(１)ꎬ可得:

Ｒ＝
ｚ１－ｚ３
ｚ１＋ｚ３

(４)

由式(４)可知ꎬ当油膜两侧介质相同时ꎬ反射系数为

０ꎬ因此在实际测量中ꎬ可通过提取反射系数极小值处对应

的共振频率并结合式(３)求出油膜厚度ꎮ

２　 有限元法分析反射系数
目前许多研究人员对反射系数作了研究ꎬ而且由于有

限元仿真软件和工作站硬件的不断更新ꎬ基于声反射系数

的声学仿真也变得更加方便ꎮ 本节对共振模型厚度的润滑

油膜进行仿真研究ꎬ在后处理中利用声功率求出反射系数ꎮ

２.１　 声学控制方程

描述流体中声音传播的控制方程包括:用连续性方程

描述的质量守恒方程、运动方程以及描述热力学变量的物

态方程ꎻ在经典压力声学中ꎬ控制方程对于绝大部分声学

现象都能精确描述[８] ꎮ
假设流体无损耗且绝热ꎬ忽略黏性效应ꎬ并使用线性

等熵状态方程ꎮ 声场以一个变量声压 ｐ 描述ꎬ可以得到流

体波动方程为:
１
ｃ２０
∂２ｐ
∂ｔ２
＋ｄｉｖ(ｇｒａｄｐ)＝ ０ (５)

式中:ｔ 表示时间ꎻｃ０为声速(绝热的)ꎮ
平面波入射时ꎬ入射压力 ｐｉ为:

ｐｉ ＝ ｐ０ｅ
－ｉ(ｋｘ) (６)

式中:ｐ０为入射压力幅值ꎬ波沿着矢量 ｋ 方向以角频率和

波数 ｋ＝ ｜ ｋ ｜行进ꎮ
声－固耦合表现为两相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ꎬ固体在

声压作用下会产生变形或运动ꎬ变形或运动又反过来影响

声压场ꎮ 在声－固耦合边界处ꎬ通过声压和弹性体质点加

速度的相互转换进行描述ꎬ其边界控制方程为:

－ １
ρ１

Ñｐｔ ＝ａｎ (７)

ＦＡ ＝ ｐｔ (８)
式中:ａｎ为垂直加速度ꎻｐｔ为总声压ꎻρ１为固体密度ꎻＦＡ为固

体域边界载荷ꎮ

２.２　 反射系数的计算

反射系数可用声功率来计算ꎬ入射声功率 Ｗｉｎ和透射声

功率Ｗｏｕｔ可通过对界面压力进行积分求得ꎬ其表达式如下:

Ｗｉｎ ＝ ∫
∂Ω

ｐ０ ２

２ρｃ２
ｄＡ (９)

Ｗｏｕｔ ＝ ∫
∂Ω

ｐｃ ２

２ρｃ２
ｄＡ (１０)

式中:ｐ０为平面波入射压力值ꎻ ｜ ｐｃ ｜为绝对压力值ꎻρ、ｃ 为

介质密度和声速ꎮ
因此ꎬ声反射系数可通过下式求得:

Ｒ＝ Ｗｉｎ－Ｗｏｕｔ( ) / Ｗｉｎ (１１)

２.３　 建立有限元模型

根据图 ３(ａ)所示的轴承结构简化图ꎬ为了避免仿真

过程中声波多次反射影响结果ꎬ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ｃｏｍｓｏｌ
中建立相应的最终简化分析模型如图 ３(ｂ)所示ꎮ 三层结

构分别为不锈钢、油液、不锈钢ꎮ 第一层不锈钢上边界设

置为平面波辐射－入射压力场ꎬ大小为 １ Ｐａꎮ 用模拟超声

换能器产生超声波ꎬ超声波在不锈钢与油液域交界面发生

反射和透射ꎬ轴颈下半部分设置为平面波辐射ꎬ以模拟无

限大的声场区域ꎮ
对于此次模拟的共振模型ꎬ油膜厚度应为 １０ ~

２００ μｍꎮ 采用压力声学物理场ꎬ并设置油膜厚度为

３０ μｍ、５０ μｍ、７０ μｍ、９０ μｍ和 １１０ μｍꎬ网格最大尺寸为声

波长的 １ / １０ꎮ 采用频域分析ꎬ频域范围为 ０ ~ ３０ＭＨｚꎬ扫
频间隔为 ０.０１ＭＨｚꎮ

(a)                                             (b)
        

E+ 

"7 

EN 

图 ３　 模型

２.４　 结果分析

１) 声压分析

不同油膜厚度在共振频率下的声压分布如图 ４所示ꎮ
由图 ４可以看出曲面油膜处于共振频率时ꎬ声压幅值在

０.８~１.２ Ｐａ之间ꎬ说明共振时的反射字数在 ０.２以内ꎬ即此

时声压几乎全部透射ꎮ
当频率不在相应油膜共振频率附近时ꎬ声波大部分发

生反射ꎬ此时反射系数接近于 １ꎮ 当油膜厚度为 ３０ μｍꎬ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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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油膜厚度在共振频率下的声压分布

率分别为 ２０ＭＨｚ和 ２４.３３ＭＨｚ(共振频率)的声压场分布

图如图 ５ 所示ꎬꎮ 当 ｆ ＝ ２０ＭＨｚ 时ꎬ声压大部分发生反射ꎬ
下不锈钢域中的声压值很小ꎬ即只有少部分发生了透射ꎬ
上不锈钢域中声压幅值最大为 ０.２ Ｐａꎬ这是声波发生了反

射并且和原来声波发生了叠加导致ꎬ说明反射系数在 ０.８
以上ꎻ而当 ｆ＝ ２４.３３ＭＨｚꎬ即达到共振频率时ꎬ声压大部分

发生透射ꎬ反射系数在 ０.２以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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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３０ μｍ 油膜厚度的声压场分布

２) 反射系数分析

在后处理中利用声功率理论计算出共振模型下不同油

膜厚度的反射系数ꎬ如图 ６(ａ)所示ꎮ 油膜的第一阶共振频率

随着油膜厚度的增加而减小ꎬ在油膜的相应共振频率处ꎬ反
射系数接近 ０ꎬ即此时声波全部发生透射ꎬ而远离共振频率

时ꎬ反射系数接近１ꎬ即此时声波全部发生反射ꎮ 图６(ｂ)是理

论计算的反射系数随频率变化的曲线ꎮ 对比图 ６(ａ)ꎬ有限元

计算的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ꎮ 但二者还

是有略微的不同ꎬ有限元分析的反射系数在共振频率点与 ０
还有一定的差距ꎬ而理论分析的结果则更接近于 ０ꎮ 两图都

能明显地识别出共振点ꎬ并且共振频率高度一致ꎬ后期可以

由共振频率直接求得油膜厚度ꎮ 有限元仿真时ꎬ各个反射界

面并不是理想的反射界面ꎬ所以有一定的误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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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反射系数曲线

３　 结语
利用有限元法对声反射系数进行了计算ꎬ直观地查看

了平面波反射和透射的声压场分布ꎬ并利用声学理论结合

软件后处理计算了反射系数曲线ꎬ与理论结果进行对比ꎬ
两者有着较好的一致性ꎬ说明了应用有限元法进行油膜反

射系数计算的准确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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