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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切割机执行机构的仿真与分析
席晓燕
唐山学院 机电工程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应用ADAMS软件对切割机执行机构进行仿真与分析，得到了铰链受力曲线图。考虑运动副的间隙，用销孔
和轴的间隙配合替换理想运动副，并添加碰撞接触力，分析间隙大小对刀头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影响；考虑构件
柔性对机构中典型刚性件柔性化，并分析构件的柔性对机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运动副间隙和构件柔性
对刀头速度、加速度影响明显产生振荡现象，且柔性构件使得加速度曲线在出现振荡的基础上峰值有所下降，缓解
了切削过程中由于阻力产生的冲击。适当改变间隙值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铰接构件的碰撞强度，改善切割机
执行机构目标点刀头的动力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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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nge force curv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ctuator based on ADAMS.
Considering the kinematic clearance, replaced the ideal kinematic pair between the pin hole and the shaft, and added crash
contact force,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clearance gap size on tool head displacement, speed and accel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onent flexibility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chanism was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Kinematic
clearance and component flexibility had the obviously oscillatory occurence on cutter head speed and acceleration .The
flexible component caused the peak value of the acceleration curve to decrease on the basis of the oscill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resistance during the cutting process was relieved. Changing the clearance could reduce articulated member impact
strength to some extent and improve the cutting machine execution mechanism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target point cutter
head.
Keywords: ADAMS; agricultural cutter actuator; clearance; contact force; flexibility

随着现代农业机械加工业的发展，切割机械对切割的质量、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也在提升。在切割机加工过程中，执行机构由于装配、制造误差及正常
磨损，会使运动副间产生间隙，导致运动副元素之间可能会发生碰撞和冲击，加剧磨损以及产生噪
声和振动[1]。文献[2]提出了一种含间隙平面连杆机构运动精度的稳健优化设计方法。文献[3]针对一汽
轮机阀门机构分析了铰链间隙、制造和装配误差等因素对机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文献[4]研究了含
间隙的圆柱销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文献[5]基于仿真软件对含间隙酒瓶装箱机构进行了
优化设计。机构在实际运行时，由于材料的特性对构件的柔性影响也不容忽视，有许多学者针对柔
性连杆机构的动力学特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9]。而对考虑运动副间隙和连杆柔性的共同影响的
研究报告较少，文献[10]基于仿真软件平台，采用冲击函理论模拟间隙接触的碰撞，研究了含间隙运
动副柔性曲柄摇杆机构的动力学行为，文献[11]同时考虑构件的柔性和运动副的间隙，对酒瓶装箱机
构进行了优化设计与动力学分析。
本文应用虚拟样机软件 ADAMS[12-16]建立切割机执行机构的虚拟样机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得
到铰链处受力图。考虑运动副处间隙，用销孔和轴的间隙配合替换理想运动副，并添加碰撞接触力，
分析了运动副间隙及间隙大小对刀头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影响；考虑构件的柔性对机构中受力较
大的的刚性件柔性化，并分析构件的柔性对机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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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机执行机构参数化建模仿真

切割机机构简图如图 1 所示，是由连杆机构组成，电机经过减速装置使曲柄 1 转动，再通过导
杆机构使装有刀具的滑块 5 沿导路作往复运动，以实现刀具切削运动。在 ADAMS 中对机构进行建
模，其中曲柄、导杆、连杆的创建利用 ADAMS/View 中的 link 命令创建，滑块 B 用 Box 命令创建，
滑块 E 用 Extrusion 命令创建。建立的模型如图 2、图 3、图 4 所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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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切割机机构运动简图
Fig.1 Actuator of cutter

图 2 导杆曲柄及连杆模型
Fig.2 Guide rod, crank, connecting rod

图 3 滑块 2 模型
Fig.3 Slider No.2

图 4 滑块 5 模型
Fig.4 Slider No.5

完成切割机执行机构几何实体模型后，通过添加约束副和驱动将它们依照特定的顺序连接起来，
以定义物体之间的相对运动。最终得到机构的虚拟样机模型如图 5 所示。

图 5 虚拟样机模型
Fig.5 Prototype model

2

考虑运动副间隙的机构动力学分析

上述建立的模型各构件之间的转动副为理想转动副，由于转动副存在着间隙，机构的实际运动
和理想的运动之间会产生偏差，降低机构的运动精度。如果间隙量过小会使机构的运转不便捷，引
起转动副元素的剧烈摩擦而发热，加速构件磨损致使间隙量变大，产生较大的噪声从而降低了效率；
如果间隙量较大会直接降低机构的运动精度。
机构是由构件通过一个个运动副连接而成的，由构件所受到的力也是通过运动副传递的。如何
求运动副所受力，在 ADAMS 软件提供了很简便的方法。以测量转动副 C 所受力为例，右击模型
JOINT_3（C）处；弹出快捷菜单后选择 JOINT_3 展开项的 Measure 选项；打开 Joint Measure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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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Forse（牛顿/N）

框；点击 Component 的 mag 钮，此为测量其绝对受力，如图 6 所示，得到的转动副 C 受力变化曲线
如图 7 所示。

时间/time（秒/s）

图 6 测量转动副受力窗口
Fig.6 Window force diagram of the revolute pair

图 7 转动副 C 受力变化曲线
Fig.7 Force variation of the revolute pair C

力/Force（牛顿/N）

按照如上步骤测量每一个转动副在仿真时的受力变化。所有铰链在整个仿真过程中的受力曲线
汇集放大后如图 8 所示。

图 8时间/Time（秒/s）
各个转动副受力曲线
Fig.8 Force diagram of revolute pairs

图 9 建立销轴-孔模型
Fig.9 Model of pin and hole

图 8 中在一个运动周期内，每条曲线在 5 处均有速度突变，这正是滑块 5 受力对整个机构造成
的显著影响。从图中读出每条曲线的最大值，即为相对应转动副在仿真过程中受到的最大力。从图
8 中可以得出，在仿真过程中转动副 C 受力最大，因此在此处重新建立带有间隙的销轴和孔，并添
加接触力 CONTACT 力来反映间隙接触的碰撞力，建立的销轴-孔模型如图 9 所示，得到含间隙模型
切刀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曲线，与不含间隙模型比较得到如图 10~15 所示。

图 10 不含间隙时滑块位移曲线
Fig.10 Displacement curve without clearance

图 11 含间隙时滑块位移曲线
Fig.11 Displacement curve with clearance

速度 Speed（mm/s）

速度 Speed（mm/s）

从图10和图11中两条曲线十分接近，这说明含间隙运动副对滑块的位移影响不大，原理上由于
位移从曲柄处传递到导杆后，在导杆上进行传递轴销与轴孔间存在着间隙，这种间隙在运动时随运
动链传递到了滑块并对其位移造成影响，但同时由于间隙很小，轴销和轴孔每次撞击时间极短，位
移变化得不到累积，所以间隙对目标滑块快位移影响并不明显。

时间/Time（秒/s）

图 12 未含间隙时速度曲线
Fig.12 Speed curve without clearance

时间/Time（秒/s）

图 13 含间隙时速度曲线
Fig.13 Speed curve with 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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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Speed（mm/s2）

加速度/Acceleration (mm/s2)

对于是否存在运动副间隙，速度曲线对比比较鲜明，从图14和图15中可以看出：考虑转动副间
隙后，含间隙的刀头速度在其理想理论值附近震荡，是因为转动副间隙的存在，是伴随着轴销与轴
孔碰撞、分离再碰撞、再分离，每一次碰撞都会造成速度的突变并实时不衰减地传递给滑块。

时间/Time（秒/s）

时间/Time（秒/s）

图 14 不含间隙时加速度曲线
Fig.14 Acceleration curve without clearance

图 15 含间隙时加速度曲线
Fig.15 Acceleration curve with clearance

加速度/Acceleration (mm/s2)

由于加速度是速度与时间的比值，所以加速的曲线相比速度曲线其振荡的还要激烈。如图14和
图15所示，加速度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加速度传递到间隙位置后，在多个方向上产生了分
量，导致了最后传递到刀头时，发生了较大变化。
以上仿真、分析、对比是切割机机构样机模型导杆上间隙为0.05 cm的分析。通过修改销轴或销
孔的半径，将间隙变为0.255 cm时，得到加速度曲线如图16所示。从图15和图16中可以看出转动副
间隙为0.05 cm时的刀头加速度峰值高于转动副间隙为0.025 cm时的峰值，相反的转动副间隙为0.05
cm时的滑块加速度频率低于转动副间隙为0.0025 cm时的频率。
综上所述，可见运动副间隙对于本文中的切割机构样机模型目标点刀头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
间隙虽然对滑块的位移影响甚小，可以忽略，但对其速度和加速度影响明显。随着间隙的增大，滑
块的速度突变峰值增大，但其频率却随着间隙的增大而降低。由于间隙的存在影响着机构目标的运
动精度，而且可能因此造成机构的振动加剧，所以现实中要对转动副的间隙加以限制。

时间/Time（秒/s）

图 16 间隙为 0.05 cm 时滑块加速度曲线
Fig.16 Acceleration curve with clearance of 0.05 cm

3

考虑构件柔性的机构动力学分析

速度 Speed（mm/s）

位移/Displacement（mm）

本文的切割机样机模型，先前创建的模型其构件均为刚性构件，也就是说受力没有考虑变形。
考虑构件材料特性及运动及受力特性，构件的柔性不可忽视，因此在ADAMS中建立典型构件的柔性
体模型并进行动力学分析，需要将其中典型构件转变为柔性体，用以研究构件受力变形对机构目标
点的运动特性影响。根据铰链受力图8将机构中受力较大的铰链C相连的导杆3柔性化，具体操作通过
选择菜单中Build中的Flexible Bodies展开项的Discrete Flexible Link将导杆3柔性化，再添加约束后，
将有柔性体的模型中的滑块速度、加速度、位移曲线与理想状态下的相比较，得到如图17~19所示。

时间/Time（秒/s）

图 17 考虑柔性体时刀头位移曲线
Fig.17 Displacement curve of flexibility bar

时间/Time（秒/s）

图 18 考虑柔性体时刀头速度曲线
Fig.18 Speed curve of flexibility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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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Time（秒/s）

图 19 考虑柔性体时刀头加速度曲线
Fig.19 Acceleration curve of flexibility bar

对比图 10 和图 17，可以看出，含柔性体的运动副对刀头的位移曲线影响不大，只是在局部有
轻微的振荡，但也会影响被加工工件的表面质量。对比图 12 和图 18，可以看出，考虑柔性构件时
刀头速度曲线出现明显振荡，明显影响到被加工工件的表面质量。对比图 14 和图 19，可以看出考
虑构件柔性时刀头加速度曲线振荡现象十分明显，但峰值有所下降，说明柔性构件从某种程度上对
切削过程中产生的冲击有所缓解，为机构结构设计及选材方面提供了可参考价值。

3

结 论

本文基于虚拟样机ADAMS平台对农用切割机执行机构进行了建模仿真，分析了运动副间隙和柔
性构件对机构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影响。
(1) 考虑运动副间隙，并添加非线性碰撞接触力来反映构件接触处的碰撞接触力与位移关系，分
析了运动副间隙及间隙大小对机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通过适当改变间隙值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降低铰接构件的碰撞强度，改善切割机执行机构目标点刀头的动力学响应。
(2) 考虑构件柔性时，位移、速度曲线出现振荡，加速度曲线在出现振荡的基础上峰值有所下降，
缓解了切削过程中由于阻力产生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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