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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片湿式离合器结构的换挡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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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针对一种多片湿式离合器结构，基于摩擦理论对 O 型密封圈与缸壁之间的摩擦特性进行了定性分

析和定量计算，再利用 AMESim 软件针对液压油压力、复位弹簧弹力以及 O 型圈的摩擦阻力三个主要因

素对湿式离合器换挡响应时间的影响进行了建模仿真。仿真结果表明：液压油压力产生的荷载主要影响湿

式离合器的接合时间，且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影响不再明显；复位弹簧的弹力主要影响离合器的分离

时间；摩擦阻力主要影响离合器能否正常接合与分离。所得到的规律对研究多片湿式离合器的换挡响应特

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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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hifting Response of Multi-plate Wet Cl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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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a kind of multi-plate wet clutch structur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were proceed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iction between O-type sealing ring and cylinder wall based on friction theory.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iming at the influence of three major factors on the shifting response of wet clutch was finished based on Amesim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ad generated by hydraulic oil pressure mainly affects combination time of the wet clutch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elastic force generated by the reset spring mainly affects the separation time of the clutch; friction resistance of 

the O-type sealing ring mainly affects the process of normal engagement and separation of the clutch. Rules acquired in the study on 

the shifting response of multi-plate wet clutch have some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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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多片湿式离合器以其结合转矩稳定、使用

寿命长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重型车辆的传动装置

中。O 型密封圈本身作为一个密封件，应用于多

片湿式离合器中，在与其他零部件发生相对运动

的过程中，其之间产生的摩擦力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负载，是一个能影响到湿式离合器换挡响应的

重要动力参数，因此，针对 O 型圈与其接触面之

间的摩擦特性的研究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周志

鸿等 [1] 基于有限元软件 ANSYS 分析了在不同压

缩率和不同外部液压油压力下 O 型圈接触应力的

变化，得出压缩率和外部油压对接触应力影响都

很大的结论。马春红等 [2] 针对氟橡胶 O 型圈在低

压气体密封的条件下进行了黏滞摩擦特性实验，

得到了 O 型圈在运动的整个过程的接触应力的分

布规律，其结果表明，压缩率、密封压力以及 O

型圈与接触面的相对滑动速度对动摩擦力也都有

影响。张婧等 [3] 通过对 O 型密封圈接触压力的

有限元分析，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到回归方程，

并据此计算了理论摩擦力的大小。肖士珩、徐辅

仁等 [4] 通过对液压缸活塞上的 O 型密封圈进行

理论的应力应变分析，并据此给出了精确计算 O

型圈所产生的摩擦力的公式。针对 O 型圈摩擦特

性的研究比较成熟，然而对湿式离合器换挡响应

特性的建模仿真相对还比较少。其中，李建华等 [5]

针对湿式离合器所能传递的力矩大小做了仿真分

析，结果表明，湿式离合器在高速旋转过程中会

出现“动态压力建立”现象。郭晓林等 [6] 针对湿

式离合器的摩擦片结合规律做了仿真分析，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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