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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履带拖拉机纵向坡地越障性能仿真分析及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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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地履带拖拉机作为一种农用动力机械，工作在地形复杂、条件恶劣的丘陵山区，因此，要求其不仅
具有一般履带拖拉机的基本特点，而且应具有良好的坡地越障性能。利用 Pro/E 三维软件绘制山地履带拖拉机车体
几何模型，并在多体动力学软件 RecurDyn 中完成履带行走机构的选配及整机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同时利用
RecurDyn 自带的地面 Ground 模块建立地面模型，基于以上 3 种模型对该机进行多体动力学仿真，分析速度、坡度
角及拖拉机质心位置对其纵向坡地越障性能相关参数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在车速与坡度角一定的情况下，质心
位置越靠车体前端且越接近地面，越有利于纵向越障性能。相关的坡地实测试验所测得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保持一
致，验证了仿真模型的正确性，为山地履带拖拉机进一步的改进设计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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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and simulation of the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
for crossing the longitudinal slope obs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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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s are often used in hills and mountains wher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re
always complicated. Therefore, they should have general features of a crawler tractor and the ability to cross obstacles in a sloping field. In this paper, a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al model of a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 was
draw using the Pro/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of the crawling devices and building a multi-body model and a
ground model were achiev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s software RecurDyn. Based on the three models, a
dynamic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peed, slope angles, and centroid position on
the longitudinal obstacle performance of the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 in a sloping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certain speed and angles, the closer the centroid position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tractor and the ground, the better
the longitudinal slope obstacle performance of the tracto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hich further validat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simulation model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s.
Key words: hills and mountains; crawler tractors; obstacle performance; multi-body dynamics simulation
在我国，除了东北、华北和新疆等地存在大片
适合现有农机作业的可耕农田外，在西北、西南和
东南等地区，分布了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 70%的丘

陵及山区[1]。该地区土地资源禀赋较差、斜坡多、
地块小而分散及交通不便，是制约其农业发展的主
要因素[2]。履带拖拉机接地比压小、牵引附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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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且对复杂地面的适应性强，越来越多地被运用
于丘陵山地农业生产中。
国内外针对履带式机械的越障性能进行了较多
研究[3-10]，分析并建立了履带式机械的越障模型，
并对其进行动力学仿真。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只分析
了履带式机械在水平地面上的越障过程，缺少有关
其坡地越障性能的研究。
良好的坡地越障性能是履带拖拉机适应坡地路
面环境的重要保障，反映了其在坡地顺利运行的能
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针对丘陵山地环境，研制了
一款可自动调平的山地履带拖拉机（图 1），并对该
履带拖拉机的横纵向稳定性、牵引附着性和坡地稳
定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成
果在拖拉机坡地越障性能方面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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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及质心参数进行调整。
履带行走系主要零件的几何模型是在
RecurDyn 的低速履带模块（Track-LM）环境下构建
的，包括驱动轮、导向轮、支重轮、托带轮、履带
板及支重轮连接架等。通过将实际测量所得的尺寸
参数输入到相应的参数设置界面，即可完成模型构
建并装配，最终建立好的山地履带拖拉机多体动力
学模型如图 2 所示。

1.机体；2.驱动轮；3.支重轮；4.履带；5.支重轮连接架；
6.导向轮；7.托带轮
1.Main body; 2.Sprocket; 3.Track roller; 4.Track belt;
5.Roller connection frame; 6.Front idler; 7.Carrier roller
图 2 山地履带拖拉机多体动力学模型
Figure 2 Virtual prototype model of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

图 1 山地履带拖拉机
Figure 1 Hillside crawler tractor

本研究以该山地履带拖拉机的几何模型为对
象，运用多体动力学仿真软件 RecurDyn 中的低速
履带模块（Track-LM）对其进行仿真，着重分析车
速、坡度角及拖拉机质心位置对其纵向坡地越障性
能相关参数的影响，并通过实测试验对仿真结果进
行简单的验证，为提高该机纵向坡地越障性能，进
一步改善其设计制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1

仿真模型的建立

1.1 山地履带拖拉机模型的建立
由于山地履带拖拉机结构复杂，而 RecurDyn
软件几何建模功能有限，因此采用 Pro/E 软件首先
对机体部分进行几何建模和装配，包括发动机、变
速箱和车架等，随后将其导入 RecurDyn 软件并建
立履带行走系的几何模型。为了减小拖拉机的模型
规模，以提高仿真效率与成功率，在不影响分析精
度的前提下，对机体进行适当的简化，忽略一些次
要零部件的建立，删除防护罩及各种工艺边角、小
孔等，产生的重量误差可在 RecurDyn 中通过修改

图 3 路面模型
Figure 3 Road model

1.2 路面模型的建立
RecurDyn 软件以履带与地面间的接触压力为
依据，提供了硬质路面参数设置，路面模型可利用
RecurDyn 自带的 Ground 模块建立。以坡道角度为
10°、越障高度为 150 mm 的路面模型为例，生成
的路面及拖拉机模型如图 3 所示。

2

纵向坡地越障通过性仿真分析

在仿真环境下拖拉机的运动是通过在两侧驱动
轮上施加 STEP 阶跃函数实现的，该函数用于定义
驱动轮转速由零到达某特定值的时间及过程，其表
达式为 STEP(time, t0, 0, t1, 1)，式中 t0、t1 分别表
示时间的初始值和最终值，0、1 分别表示驱动轮
角速度的初始值和最终值。例如，拖拉机越障时以
一档状态行驶，在此状态下驱动轮角速度为
3.93 rad·h-1[11]，故在仿真时，设定0 和1 的值分别
为 0 及 3.93；假定驱动轮角速度由0 增加到1 是在
3 s 内完成的，故设定 t0 和 t1 的值分别为 0 和 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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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施加在两侧驱动轮上的阶跃函数表达式为
STEP(time, 0, 0, 3, 3.93)，仿真时间为 30 s。
表 1 各档位的行驶速度及驱动轮角速度
Table 1 Speed and sprocket angular velocity of each 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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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紧力（单侧）变化幅值越大，越容易发生脱带现
象，导致其纵向坡地通过性越差。由于微型履带山
地拖拉机在行驶时受到不均匀的地面压力和行驶阻
力影响，张紧力的变化比较大，波动变化也较明显。

档位 Gear

项目
Item

Ⅰ

Ⅱ

Ⅲ

行驶速度/km·h-1 Speed

1.6

2.2

4.1

驱动轮角速度/rad·s-1
Sprocket angular velocity

3.93

5.41

10.08

2.1 不同速度下的越障仿真
山地履带拖拉机各档位的行驶速度及驱动轮角
速度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对应不同档位按照从
低档到高档的顺序分别设置驱动函数，表达式如表
2 所示。取障碍物高度为 80 mm，坡度为 15°，对
不同档位下山地履带拖拉机的越障过程进行仿真，
观察驱动轮扭矩、履带张紧力的变化规律。
表 2 各档位驱动函数表达式
Table 2 Drives function expression of each gear
档位
驱动函数表达式
Gear
Drives function expression
Ⅰ
STEP（Time,0,0,3,3.93）
Ⅱ

STEP（Time,0,0,3,5.41）

Ⅲ

STEP（Time,0,0,3,10.08）

图 5 坡地越障不同车速与履带张紧力关系曲线
Figure 5 The different speeds and track tension curve on sloping
obstacle field

2.2 不同坡度角下的越障仿真
山地履带拖拉机在纵向坡地越障仿真过程中，
一般采取一档档速行驶，通过改变 RecurDyn 模型
中的坡度角，进行多次重复性仿真，进而寻找坡地
越障极限高度，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障碍物高度取 80 mm，车速取一档，分别设置
3 种不同的坡度角：10°、15°和 20°进行仿真，
观察其在坡地越障过程中坡度对质心垂向速度及俯
仰角的影响。

Table 3
类型
Type
越障
Obstacle
图 4 坡地越障不同车速与履带驱动轮扭矩关系曲线
Figure 4 The different speeds and track sprocket torque curve
on sloping obstacle field

由图 4 可知，履带驱动轮扭矩呈现周期性波动，
在样机启动阶段由于转速比较低，履带驱动轮的转
矩很快达到了 2 000 N·m，这与实际情况相符；然
后随着转速增加，稳定在一定数值。由于履带抖动，
在此过程中履带驱动轮扭矩有一定的波动。越障前
后，履带驱动轮扭矩随速度增加而增大；越障过程
中，3 个档位下的履带驱动轮扭矩几乎相同，说明
越障速度对越障过程中驱动轮扭矩变化影响不大。
由图 5 可知，在越障过程中，车速越高，履带

表 3 纵向坡地极限越障高度
Obstacle height limit on the longitudinal sloping
坡度角/°
极限越障高度/mm
Angle
Obstacle height limit
10
170
15

150

20

100

图 6 所示为不同坡度角与质心垂向速度关系曲
线。可以看出，坡度角越小，山地履带拖拉机到达
障碍物的时间越早，这主要与其在坡地上的受力有
关，越障时，质心垂向速度出现明显峰值，且变化
迅速，并且在坡度角为 15°时变化最为剧烈，最大
质心垂向速度为 764 mm·s-1；坡度角为 20°时的波
动虽然比 15°小，但坡度越大拖拉机越容易发生倾
翻的危险，因此在保证越障安全性的前提下，坡度
角越小，山地履带拖拉机越障性能越好。
图 7 为不同坡度角与拖拉机俯仰角关系曲线，
其中负值表示俯仰角的方向。由图 7 可以看出，越
障时，俯仰角先迅速增加而后迅速减小，并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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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俯仰角达到最大的–42.28°。由此，可以看出在坡
地越障取定的 3 个坡度中，15°最不利于该拖拉机
越障，坡地通过性最差。

图 6 坡地越障不同坡度与质心垂向速度关系曲线
Figure 6 The different gradients and centroid vertical speed
curve on sloping obstacle field

修改质心后拖拉机的俯仰角比原始的俯仰角有所减
小，对其在坡地越障更有利；图 9 显示修改质心后
的质心垂向加速度波动幅度比修改前大。因此可以
得出，在坡地越障过程中，拖拉机的质心位置越靠
前且越接近地面，越有利于其越障。

图 9 不同质心位置与质心垂向加速度关系曲线
Figure 9 The different centroids and centroid vertical acceleration
curve

3

图 7 坡地越障不同坡度与俯仰角关系曲线
Figure 7 The different gradients and angle of pitch curve on
sloping obstacl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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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越障性能试验与结果分析

试验地点有不同坡度角，且不同坡度之间连续
变化，给小幅度调整坡度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因此
在进行坡地越障性能试验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
建立不同的坡地进行试验，测量的数据也相对精确。
试验设备主要有：山地履带拖拉机、垂直障碍物（长、
宽、高分别为 1 200 mm、200 mm 和 300 mm 的实
木）、卷尺和倾角仪等。
在试验场地分别选取 10°、15°和 20°3 个不
同坡度的试验坡地，对其进行小幅度平整。因履带
拖拉机在行走作业时，较少遇到垂直障碍，主要为
仿形越障行走[12]，因此，人为改变坡地处垂直障碍
物的高度 100～180 mm，用于模拟履带拖拉机越障
极限试验。将垂直障碍物每隔 20 mm，由坡底到坡
顶依次埋入不同坡度的土壤中并压实，进行仿形极
限越障试验。

图 8 不同质心位置与俯仰角关系曲线
Figure 8 The different centroids and angle of pitch curve

2.3 不同质心位置下的越障仿真
障碍物高度取 80 mm，坡度角取 10°，质心位
置分别取原始质心 Origin（730，380，–5）以及修
改后的质心 Origin（530，200，–5)，修改后的质心
相对原始质心更靠近拖拉机前端，且更靠近地面。
以一档车速行驶，进行仿真，观察质心位置对该拖
拉机越障性能的影响，不同质心位置与俯仰角及质
心垂向加速度的关系曲线分别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由图 8 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图 10 纵向坡地越障
Figure 10 Climbing obstacle on the longitudinal slope

使拖拉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在现有路面条件
下，以一档、匀速、正面驶向障碍物，由低到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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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施加人工辅助爬上各个高度的障碍物，直至不
能爬上为止，寻找纵向最大越障高度，如图 10 所示。
表 4 纵向坡地越障试验结果
Table 4 Result of the longitudinal slope obstacle test
类型
坡度角范围/°
越障高度范围/mm
Type
Angle range
Obstacle height range
10～12
160～180
越障
14～17
140～160
Obstacle
19～20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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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纵向坡地极限越障高度实测试验与仿真结
果基本保持一致，从而验证了越障模型的正确性，
为山地履带拖拉机的进一步改进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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