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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齿轮箱轴承的	
过早失效和白蚀裂纹
风力发电机齿轮箱需要在多种工况下运行,其中一些工况可能会迫使轴承在超极限状态

下工作。于是轴承可能会损坏，出现一种明确的过早失效模式：白蚀裂纹（WEC）。有

时它也被叫做脆化、短寿、早期、异常或白结构剥落（WSF）。本文将讨论让轴承在这

些工况下更稳健运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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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标准兆瓦级(MMW)风力发电机齿轮箱（三点悬挂）有一
个低速行星齿轮段和两个正齿轮段（中高速轴和高速轴），这些

位置的轴承（图中突出处）特别容易受到过早失效的影响。

的实际使用寿命通常低于20年的设

计寿命，在多个轴承位置都有可能

出现故障，比如行星齿轮轴承、中

间轴轴承和高速轴轴承（图1）。

齿轮箱轴承过早损坏所导致的

失效模式，大多不同于经典的滚动

接触疲劳（RCF）机制（图2）。这些经

典的机制都是由表面和表面下疲劳

引发的，可以用标准轴承寿命计算

方法（参见ISO 281和ISO/TR 1281-

2）来预测，但这些方法都无法计算

过早裂纹失效。不过研究人员还是

在能获得这种状态下详细信息的情

况下（如圆周应力的局部效应），尝试

做了轴承寿命计算37。

ISO 15243介绍了传统滚动接

触疲劳机制的可见表现。 

白蚀是指对钢材的显微切片进

行抛光和浸蚀时发现钢材微观结构

已经发生改变。受影响的区域由超

细的纳米重结晶无碳化物铁素体组

成，因材料的浸蚀反应较低，在光

学显微镜下呈白色。

已经知道它只是在一些工业应

用中偶尔出现，比如造纸厂、连续

变速传动、水上推进系统、破碎机

齿轮箱或提升齿轮传动。在风电应

用中，过早失效的频率好像更高（但

也可能与安装的机器数量更多有关）。

通常在运行期的前一至三年或计算

额定寿命的5%至10%时，就会出现

早期裂纹（图3）。

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正推动风能成为一种主流电源。例

如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1预计，

现有的200吉瓦风电装机容量在三

到四年内将会翻番，距离2020年风

电装机容量达到1,000吉瓦的宏伟目

标并不遥远。

虽然风力发电机的利用率可以

很高（>96%，取决于风力发电机），

而且机械部件的故障率相比电气部

件要低，但机械传动系统故障仍会

导致很高的修理费用，而且长时间

停机也会减少收入2。

在多数风力发电机设计中，齿

轮箱通常用于把转子速度提速到发

电机速度。现在风力发电机齿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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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2：经典疲劳失效模式与裂纹和白蚀裂纹
*依据参考资料第5项的显微照片， **依据参考资料第6项的显微照片。

图3：典型工业机器的过早失效，是同样具体
环境中同样机器的轴承在持续和较短的时间段

内失效。这个斜率就是“经典疲劳以外因素”

的预测器。如果对轴承-轴-轴承座系统不采

取进一步措施，那些使用寿命较短的轴承更换

后其使用寿命仍有可能较短。

红色=
过早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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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失效外观：a)直线裂纹，b)直线裂纹和小剥落，c)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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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受影响轴承的典型类型：a)圆锥滚子轴承，b)圆柱滚子轴承和c)球面滚子轴承。

大多数裂纹发生在内圈（图4），

早期裂纹的外观多种多样，从单纯

裂纹（轴向裂纹）到裂纹外加小块剥落

或大块/严重剥落不等。SKF根据不

断积累的现场经验，认为裂纹带来

的早期失效既与轴承的具体类型没

有关系（图5），也与具体的标准热处

理方法没有关系（图6）6, 7, 8, 9, 10。 

但是失效的外观与热处理（如残

余应力区）和失效所处的阶段有关，

更有可能与运行条件和轴承位置（承

载的应力区）有关。在图6中可以看

到，对具体应用中的早期裂纹，马

氏体轴承圈中的裂纹倾向于直接发

展到材料内部（呈现直线“轴向”裂

纹外观，如图6a），而在贝氏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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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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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标准热处理的裂纹成长模式：a)马氏体，b)贝氏体和c)表面淬硬（表面渗碳）6。

6b）和渗碳表面淬硬轴承圈中，裂纹

倾向于在滚道下呈圆周状发展（这解

释了剥落/碎片类外观的起因，见图

6c）。然而在失效的末期，内圈滚道

通常出现严重剥落，并与热处理类

型无关。

风力发电机齿轮箱运行条件	

带来的挑战

风力发电机齿轮箱在多种工况下工

作，可能迫使轴承在超限状态下运

作（例如负荷、速度、润滑等参数中

一个或多个超限）。风电行业面临着

一些最严峻的挑战，即需要延长轴

承寿命并减少过早失效，同时还要

降低总能源成本。

业界已经公开总结了与风力发

电机应用过早失效有关的常见严酷

运行条件的看法。它们包括： 

• 周期性的重及动态负荷/扭矩 —— 

导致振动和快速负荷变化，如瞬

时滚道应力超过3.1GPa、每年

15,000次的重负荷、冲击负荷）6, 7, 

11, 12, 13, 14, 15, 17, 18。 

• 取决于风力发电机类型，转子带来

的额外径向和轴向力以及主轴的轴

向移动 —— 导致动态负荷，轴承箱

部件出现较高应力，特别是在第一

阶段19, 20。

• 发电机与电网时连时断 —— 导致扭

矩翻转和跳动效应（例如产生的扭

矩是名义扭矩的2.5-4倍，同时还

有冲击负荷）12, 15, 21。

• 快速加速/减速和齿轮箱轴的移动

13, 15。

• 不对中、结构变形（短舱毂、轴承

座）11。

• 齿轮和轴承润滑剂的需要冲突、低

速和高速阶段的润滑剂需要冲突、

放油和加油间隔不够22。

• 苛刻的环境条件。在启动、灰尘、

寒冷、离岸、潮湿的环境下，巨大

的温度变化造成轴承内圈和轴承座

之间的温差较大，超过预期23。

• 空载状态 —— 导致低负荷状态和滑

移损坏（粘滞磨损）风险23。

• 一些设计要求可能产生冲突，例如

增大滚动体尺寸能提高承载能力，

但同时会增加保持架和滚子滑移以

及滑移损坏的风险6, 7, 17, 23。

如上所述，轴承可能因最佳实践标准

24, 25和其它行业经验以外的其它原因

而失效。对有限数量的离岸风力发电

机2的统计评估清楚表明，在故障率、

风速、重载和波动负荷之间存在关联

性。现在的趋势是生产更大尺寸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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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根据许多现有的文献理论，a)一定影响因素把微观结构局部改变成白蚀区域（WEA），b)白蚀区域是白蚀裂纹的起点，最终c)裂纹扩展到

轴承滚道而出现白结构片落（WSF）。

影响参数

力发电机（具有更高的发电重量比），

这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更柔性的支撑结

构11，这将影响滚动轴承和其他传动

部件的负荷分担和分配。根据参考资

料第26项，具有高创新产品设计寿

命周期的“年轻”重载应用，在设备

耐久性方面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轴

承上出现裂纹有时还被解读为不受控

的运动学行为19, 27，这与风力发电机

和齿轮箱制造商无关。

“滚动表面裂纹”的可能驱动因素

以及假设回顾

风电行业对过早失效的讨论非常热

烈，风力发电机制造商、齿轮箱制造

商、轴承供应商、大学和独立机构都

为此展开过独立调查，不过迄今为止

始终没有形成连贯一致的理论。而列

出和解释所有白蚀裂纹失效根源的种

种假设，则超出了本文范围。

但本文把文献中的许多现有理

论简要汇总在图7中。许多文章（例

如参考资料第10项）讨论了在哪些特

定影响因素作用下局部轴承材料的

微观结构能变成白蚀裂纹。

下面的驱动因素经常被作为影

响因素提到：

•	 材料	

 微观结构、热处理、天然氢含量、

清洁度（杂质的不同类型）、残余

应力等。

•	 负荷	

 过载、峰值负荷、冲击负荷、扭

矩反转、振动、滑动、结构应力、

电流等。

•	 环境	

 润滑剂、添加剂、腐蚀、摩擦润

滑化学效应、氢生成、温度梯度、

污染（如水）等。

•	 其它	

 安装（如划痕）、运输、质量方面等。

多数影响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这

提高了复杂性。 

因此，在单个或多个因素影响

下，轴承钢基体中局部形成白蚀区。

然后白蚀区成为裂纹的成核位置，

最后裂纹扩展到轴承滚道。结果是

轴承因剥落或白色结构片落而失效。

多数常见的假设可以进一步划

分为氢增强白蚀裂纹过程28, 29, 30、纯

负荷/应力相关白蚀裂纹过程（杂质处

最常见）31, 32或一些复合起因过程33。    

上述损坏机制中的似乎有一些

会影响以下应用：

•	 造纸厂（如润滑油中有水 —— 纠正

措施基于润滑条件）34

•	 水上推进系统（如过高应力 —— 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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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高牵引区域的滚子滚道接触（例如因局部混合摩擦）造成拉伸应力；b)拉伸应

力可导致例如小裂纹等损坏；c)表面裂纹或裂纹连通到滚道导致润滑油进入；有关区

域d)的详情，请参见图12。

正措施基于特殊的淬透处理纯净

钢和降低应力）32, 34 

•	 交流发电机和发电机轴承（如损坏

电流 —— 纠正措施是使用特殊的

润滑脂和/或陶瓷球轴承、特殊钢）

6, 35, 36。

不过总体上，这些常见白蚀裂纹假

设与风力发电机齿轮箱过早失效的

相关性还不是很清楚。

根据SKF经验判断风力发电机齿

轮箱白蚀裂纹的可能根源

根据SKF的经验，多数早期轴承失

效与润滑或其它表面相关问题有关，

可以用SKF的先进轴承寿命模型来

进行部分估计。SKF内部调查已经

发现，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许多裂

纹失效模式很有可能最初发生在表

面或靠近表面的地方（0-150 µm），

然后在腐蚀疲劳过程的影响下扩展

到材料内部6, 7, 16。

有几个特征能支持这个假设：

风力发电机齿轮箱轴承相对较

大，大轴承的裂纹发生和扩展机制不

同于小轴承6, 16。例如有报告称，中

等负荷的大轴承因残余应力和较高的

圆周应力而出现较深的径向裂纹37。

在过早失效的风力发电机齿轮

箱轴承中，故障出现表示裂纹扩展很

快。这种快速分叉和蔓延的裂纹扩

展，可以用化学影响因素（如氧气）和

裂纹面/点润滑剂老化来解释6, 16, 38。

在一个全表面下的裂纹系统中，具备

了真空状态，这显著减慢了因纯机械

疲劳造成的裂纹生成38。换句话说，

已经处于早期阶段的裂纹或裂纹系

统，必须与表面连通，以获得氧气和

润滑剂。

氢辅助疲劳也能导致类似的效

应28, 33或加速经典的滚动接触疲劳6, 

35, 36，不过这需要例如很差的腐蚀环

境或持续通过高频电流。自由流动的

水同样能形成高度腐蚀的环境34，但

是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宣称能控制润

滑剂的水含量。SKF在调查中很少

看到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潮湿腐蚀。

如果可以把这个因素排除，那么就

是再生的钝化摩擦层通常能形成防

止腐蚀和氢进入钢材的屏障，如果

摩擦层持续并完整的话。总之，钢

中出现氢吸收是有害的，不过这种

失效机制在风力发电机齿轮箱中出

现的现有证据还是相对薄弱的。

但是SKF摩擦润滑化学研究确

认，严重的混合摩擦接触能局部产

生氢气。要持续产生氢，就需要新

鲜、互动的金属表面。这可能会导

致表面的局部削弱效应，加速表面

裂纹的生成。不过在风力发电机齿

靠近表面

应力场

润滑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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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箱中，在故障轴承滚道上很难看

到严重磨损（故障滚道能允许氢渗

入）。这样，氢通过轴承滚道渗入（若

无其它因素）好像不大可能。一个可

能的其它因素是相对恶劣的风力发

电机润滑油，最终还混进了污染物

时39, 40, 41。根据SKF的经验，风力发

电机齿轮箱油的表现与表面引发的

失效机制39（如表面应力）明显不同。

为了量化两者的相关性，需要进一

步的调查。目前，氢生成的作用被

视作裂纹系统中产生的局部效应，

是由于润滑剂进入导致出现腐蚀疲

劳裂纹（CFC）机制的结果6, 16。

材料响应分析中发现的风力发

电机齿轮箱轴承通常只有中等负荷、

没有压缩残余应力积累（在最大范米

思当量应力区域）、以及在靠近失效

轴承滚道处X光衍射线展宽的下降

（如因为剪切应力和振动的混合摩

擦），进一步支持了失效是由表面或

近表面引发的6, 7, 16。最近，众所周

知，不但润滑不足，而且在较高频

率的某些振动效应，都能降低油膜

厚度，从而增加局部混合摩擦状态

的风险42, 43。

根据参考资料第44项，白蚀裂

纹网络的生成受到赫兹压力的影响

较小，大部分影响因素都与表面相

关。经常争论的杂质处产生的蝶状

裂纹（它的微观结构改变与白蚀裂纹

类似）作用，被视为经典疲劳机制（在

轴承寿命模型中被大量提及）的一部

分7, 44, 45。试验证据很少有支持蝶状

裂纹扩展到白蚀裂纹网络的说法10。

高蝴蝶密度是应力过高或负荷

过重（>3GPa）的表现，但是风力发

电机制造商宣称并没有超载。这一

点似乎得到标准轴承箱高加速寿命

试验（HALT）的支持。高加速寿命

试验是一种应力试验方法，能在工

程开发阶段提高产品的可靠性。金

相调查往往发现，轴承中蝴蝶数量

的增多是重负荷试验条件所致，但

是现场失效轴承经常没有明显增多

的蝴蝶6, 7。特别是在高速阶段，负荷

通常是中等的，但轴承仍会因裂纹/

白蚀裂纹失效，而没有出现很多蝴

蝶，甚至单个典型蝴蝶6, 7。看来需要

进一步改进标准齿轮箱高加速寿命

试验，以反映现场中看到的早期失

效机制。 

然而只要没有完全了解瞬时工

作状态的确切作用，意外出现杂质

造成的高表面下应力引发轴承损坏32 

就不能完全排除。现场风力发电机

齿轮箱轴承的确切加载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风力发电机现场仿真（后来进

一步降低为准静态负荷假设），而且

假设轴承在标定状态下承受中等负

荷。应当记住：状态是非恒定稳态

的，而风电行业对这点的考虑亦越

来越多。

潜在的损坏传播

普遍同意，并非标定风力发电机齿

轮箱工作状态，而是瞬间、部分未

知的状态导致偶尔干扰轴承运动学、

荷重和润滑。基本上，这种状态通

过振动引发的局部混合摩擦6, 16, 47、

不对中或其它已经提到的因素，造

成高度表面应力集中。在粗糙水平

面的边界润滑区域上，拉伸应力的

应力集中由于反复循环（就在粗糙表

面下的高应力区域），有可能增加并

导致裂纹48, 49。

如图8所示，瞬态状态能触发表

面裂纹（有可能被摩擦润滑化学效应

所加剧）6, 16, 39, 40, 41或表面下裂纹，在

靠近表面（<150 µm）的杂质等薄弱点

开始，最后到达滚道6。

这些杂质可以是任何轴承钢中

天然存在的软硫化锰或硬氧化物。

此外滚道上的小硫化锰线条有时可



滚道 切口

滚
动

方
向

开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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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道

图9：a)滚道上小、浅裂纹以及裂纹的进一步扩展，光滑的加工标记表示有潜在混合摩擦状态，b)一条浅

表面裂纹的开口，c)近表面杂质引发的表面裂纹（参考资料第6项中的扫描电子显微镜金属断面相片）。

9a

10a

9b

10b

9c

图10：汽车应用的滚动滑动部件裂纹：a)小摩擦引发的滚道裂纹 —— 光滑加工标记表示混合摩擦状态，

b)圆周显微切片（施韦因富特SKF材料物理所）显示非装饰性裂纹（左）和白蚀装饰裂纹（右）。

图11：打开的破裂表面（比较图10a)显示两条裂纹

（类似于图9c）,它们被腐蚀疲劳裂纹结构围绕（扫描
电子显微镜金属断面相片，背散射电子模式）。

被润滑剂溶解，发挥与潜在表面裂

纹6, 16和/或环境腐蚀裂纹一样的作

用。图9和图10展示了浅表面裂纹，

在早期阶段发现这些裂纹通常需要

很大的努力和丰富的经验6, 7, 16。

图10和图11中的裂纹是在汽 

车高牵引和接触压力的滚动滑动接

触面产生的，类似于风力发电机在 

3 GPa18左右负荷下的情况。

一旦轴承滚道局部损坏，高度

EP掺杂的润滑剂将渗入裂纹。取决

于裂纹的方向，水力效应将对裂纹

扩展推波助澜46。如图12所示，润

滑剂（往往是老化和/或被水污染）将

在新出现的金属裂纹两侧做出反应。

换句话说，腐蚀疲劳裂纹（CFC）扩

展过程开始了。

摩擦空白金属裂纹面上渗透的油

（添加剂、污染物）分解物释放的氢，

造成氢引发的微观结构改变，从而进

一步加速了裂纹的扩展6, 7, 16。这个结

论也得到损坏轴承圈氢含量空间分

辨测定的支持，它证实在损坏过程的

后期出现了氢吸收7, 16。如图13所示，

断口分析的显微调查发现，在制备打

开、靠近内圈裂纹的强制破裂面呈现

晶间微观结构，表示老化润滑剂产品

释放的氢气造成材料脆化6, 7, 16, 41，虽

然它远离腐蚀疲劳裂纹，但通常能看

到很大的跨晶体破裂面。对开放裂纹

系统中润滑剂和添加剂残留的EDX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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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图8的延续）：a)在渗入后，润滑油和添加剂在裂纹侧面作出反应，局部产生氢，

b)和c)氢把靠近裂纹系统的局部微观结构改变成白蚀裂纹（从黑色浸蚀区DER到白蚀区域

WEA）6, 7, 16。

油进入

DER WEA

H
H

H
H

a b c

H

13a 13b 13c

图13：a)一条连通到表面的裂纹轴向开口，b)靠近裂纹系统的晶间微观结构，c)其它地方的
跨晶粒微观结构。 

图14：不规则的白蚀装饰裂纹网络（参考资料第6项）。

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裂纹扩展机制

的存在6, 7, 16。

在裂纹系统内，腐蚀疲劳裂纹

机制局部把微观结构转变成白蚀区，

形成不规则白蚀裂纹网络（例如图2、

6、14）。因此，白蚀裂纹被认为是

次生的，是腐蚀疲劳裂纹机制的副

产品，因为裂纹侧面释放的氢和分

散的能量导致微观结构的局部改变，

然后又表现成白蚀裂纹装饰。

白蚀裂纹装饰效应的分布和强

度是相对复杂的。它非常依赖于裂

纹网络内部润滑剂残留的分布、裂

纹面的局部摩擦效应和局部等效应

力场。

最后，三维裂纹迅速扩展、分

叉并折返，导致相关轴承滚动表面

的快速失效。

结论和SKF预防策略

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风力发电机

尺寸不断增大，以及风力发电机选

址在风力不稳的环境中等趋势，都

为驱动系统的滚动轴承带来严重挑

战。于是为这个相对年轻的风电行

业带来了齿轮箱轴承过早失效的后

果。多年来，业内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轴承材料和热处理的影响上。最

近，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一定的风

力状态会干扰轴承动力学、负荷和

润滑。换句话说，轴承失效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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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尺寸和发电能力的不断增长，再

加上严苛的工作条件，为风力发电机带来了富有挑战性的

运行环境。理解风力发电机早期失效机制（特别是轴承系

统）对提供能支持行业可靠发电和经济运行需要的设备至

关重要。失效机制是复杂的，减轻这些机制的影响不仅需

要深入的研究，而且需要行业所有部门的合作。

不仅仅在轴承本身，而需要考虑轴

承和齿轮箱/风力发电机之间的完整

应用界面。 

本文描述了因裂纹/白蚀裂纹造

成的风力发电机齿轮箱轴承失效，

并介绍了一种失效假设。SKF的调

查显示，风力发电机齿轮箱轴承关

键位置的裂纹失效模式很有可能起

源于表面或靠近表面的地方，然后

在腐蚀疲劳过程的影响下进一步扩

展进材料内部。

由于风力发电机非常复杂，受

影响的轴承位置也差异巨大，所以

只有一种应用状态根源的可能性不

大。不过可以说，应当避免任何能

导致干扰轴承运动学的状态，比如

高幅振动和高滑动摩擦，以减少微

观磨损和避免高拉伸应力。

为有效支持风电业，作为一家轴

承生产商，SKF正专注于轴承改造，

目标是降低轴承过早失效的风险，提

高轴承在风力发电机应用中特定状态

下的稳健性。该解决方案的战略主要

考虑了以上介绍的假设，但也考虑了

有关白蚀裂纹的常见理论。

内部调查和SKF的现场经验已

经确认了大部分失效预防策略的积

极作用。迄今为止最新的失效预防

措施有： 

•	 SKF特别钝化处理

• 稳定靠近表面的微观结构

• 让轴承对化学品腐蚀和氢更具

抵抗性

• 降低峰值负荷的微摩擦

• 改进磨合

•	 适用于多数应力部件的SKF特殊纯

净钢

• 进一步减少杂质数量，这些杂

质可提升材料或表面的应力 

•	 SKF针对应力最大的部件（原型）

的深表面增强工艺

• 能调节部件（调整 - 风力发电机

的标定负荷相对中等)

• 提高针对表面和表面下裂纹扩

展的抵抗力

总而言之，用上述方法改造的轴承

能降低过早失效，但需要结合根据

实际应用情况所做的其他总体设计

改进。因此，需要在设计过程中与

合作伙伴合作，并应当使用先进计

算工具来分析运行状态，识别关键

运行状态，消除潜在损坏状态。加

强部件试验，并结合实际尺寸的动

态试验（例如在NREL、NAREC、

Fraunhofer等研究机构中），应能

重现损坏性的运行状态，并测试潜

在解决方案。● 

作者：

德国施韦因富特SkF可再生能源应用 

开发中心项目经理Kenred Stadler（通信 

作者）和德国施韦因富特SkF滚动及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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