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用离心泵机械密封泄漏
原因分析与处理

泸天化股份公司检修 　　侯邦华

摘 　要 　　对一般通用离心泵机械密封的泄漏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对各种泄漏现象以及可能引起泄漏

的部位进行了说明 ,同时 ,对一般通用离心泵机械密封在检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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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原理简介

机械密封是一种旋转轴用的接触式动密封 ,

它是在流体介质和弹性元件的作用下 ,两个垂直

于轴心线的密封端面紧贴着相对旋转 ,从而达到

密封的要求。

通用离心泵机械密封种类繁多 ,型号各异 ,但

它们的泄漏点基本上都表现在 6处 : ①动、静环端

面处 ; ②静环与静环盒的辅助密封处 ; ③动环与轴

套的辅助密封处 ; ④静环盒与密封泵体之间的密

封处 ; ⑤轴套与泵轴之间的密封处 ; ⑥动环镶嵌结

构配合处。

其主要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机械密封结构示意图

11轴套 　 21密封垫 　31弹簧座 　41弹簧 　51推环

　61动环 O形环 　71挡环 　81动环 　91静环 O形环

　101静环 　111密封填料 　121防转销 　131静环座

　 141静环座密封垫 　151锁紧螺钉 　161泵轴

2　机械密封的故障表现

(1) 密封端面的故障 :磨损、热裂、变形、破损

(尤其是非金属密封端面 )。

(2) 弹簧的故障 :松弛、断裂和腐蚀。

(3) 辅助密封圈的故障 :装配性的故障有掉

块、裂口、碰伤、卷边和扭曲 ;非装配性的故障有变

形、硬化、破裂和变质。

机械密封的故障在运行中集中表现为振动、

发热、磨损 ,最终以介质向外泄漏的形式出现。

3　机械密封泄漏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一般泵用机械密封在安装后都要经过静态和

动态的试验 ,以确认机械密封安装正确 ,当发现有

泄漏时 ,便于及时进行维修。另外 ,在正常运转时

也可能突然出现泄漏 ,此时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 ,确认导致机械密封泄漏的真正原因 ,便于

解决。下面就静压试验时泄漏、周期性或阵发性

泄漏和经常性泄漏 3种情况分别进行说明。

311　静压试验时泄漏

a1密封端面安装时碰伤、变形、损坏 ;

b1密封端面间安装时夹入颗粒状杂质 ;

c1密封端面由于定位螺钉松动或没有拧紧 ,

压盖 (静止型的静环组件为压板 )没有压紧 ;

d1机器设备精度不够 ,使密封端面没有贴

合 ;

e1动静环密封面未被压紧或压缩量不够或

损坏 ;

f1动静环“V”形密封圈方向装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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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轴套漏 ,则是轴套密封圈装配时未被压紧

或压缩量不够或损坏。

处理 :加强装配时的检查、清洗 ;严格按技术

要求进行装配。

312　周期性或阵发性泄漏

a1转子组件轴向窜动量太大。

处理 :调整推力轴承 ,使轴的轴向窜动量不大

于 0125mm。

b1转子组件周期性振动。

处理 :找出原因并予以消除。

c1密封腔内压力经常大幅度变化。

处理 :稳定工艺操作条件。

313　经常性泄漏

31311　由于密封端面缺陷引起的经常性泄漏

a1弹簧压缩量 (机械密封压缩量 )太小。

b1弹簧压缩量太大 ,石墨动环龟裂。

c1密封端面宽度太小。

处理 :增大密封端面宽度 ,并相应增大弹簧作

用力。

a1补偿密封环的浮动性太差 (密封圈太硬或

硬化或压缩量太大 ,补偿密封环的间隙太小 )。

处理 :对补偿密封环间隙太小的 ,增大补偿密

封环的间隙。

b1镶钻或粘结动、静环的结合缝泄漏 (镶装

工艺欠佳 ,存在残余变形 ;材料不均匀 ;粘结剂变

形 )。

c1动、静环损伤或裂纹。

d1密封端面磨损 ,补偿能力消失。

e1动、静环密封端面变形 (端面所受弹簧作

用力太大 ,按摩热太大 ,产生热变形 ;密封零件结

构不合理、强度不够 ,受力而变形 ;由于加工等原

因 ,密封零件有残余变形 ;安装时用力不均引起变

形 )。

处理 :更换有缺陷的或损坏的密封环。

f1动、静环密封端面与轴中心线垂直度偏差

过大 ,动、静环密封面相对平行度差过大。

处理 :调整密封端面。

31312　由辅助密封圈引起的经常性泄漏

a1密封圈的材料不对 ,耐磨、耐腐、耐温 ,抗

老化性能太差 ,以致过早发生变形、硬化、破裂、融

解等。

b1“O”形密封圈的压缩量不对 ,太大 ,容易装

坏 ,太小 ,密封效果不好。

c1安装密封圈的轴 (或轴套 )、密封端盖和密

封腔 ,在“O”形密封圈推进的表面有毛刺倒角不

光滑或角倒圆不够大。

处理 :对毛刺和不光滑的倒角 ,应适当修整平

滑 ,适当加大圆弧和倒角 ,修整平滑。

d1“O”形密封圈发生掉块、裂口、碰坏、卷边

和扭曲。

处理 :注意装配事项。

31313　由于弹簧缺陷引起的泄漏

a1弹簧端面偏斜。

b1多弹簧型机械密封 ,各弹簧之间的自由高

度差太大。

31314　由于其它零件引起的经常性泄漏

如传动、紧定和止推零件质量不好或松动引

起的泄漏。

31315　由于转子引起的经常性泄漏

如转子振动引起的泄漏。

31316　由于机械密封辅助机构引起的经常性泄漏

冲洗冷却液流量太大或太小 ,压力太大或太

小 ;注意方向和位置不对 ;注意质量不佳 ,有杂质。

31317　由于介质的问题引起的经常性泄漏

a1介质里有悬浮性微粒或结晶长时间积聚

结果 ,堵塞在动环与轴之间、弹簧之间。弹簧与弹

簧座之间 ,使补偿密封环不能浮动 ,失去补偿缓冲

作用。

b1介质里的悬浮微粒或结晶堵在密封端面

间 ,使密封端面迅速磨损。

处理 :开车前要先开冲洗冷却液阀门过一段

时间再盘车开车 ;如加大冲洗冷却液 ;适当提高介

质入口温度 ;提高介质过滤、分离效果。

4　检修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实际检修工作中 ,常常容易存在一些误区 ,

主要是对机械密封的一些附属零部件的密封作用

原理的理解上出现偏差。下面就这方面的问题作

一些简单的说明。

411　弹簧压缩量越大密封效果越好

其实 ,弹簧压缩量过大 ,会导致密封摩擦副的

急剧磨损 ,瞬间就可能烧损。过度的压缩使弹簧

产生永久塑性变形 ,失去调节动环端面的能力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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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密封失效。

412　动环密封圈越紧越好

其实动环密封圈过紧有害无益。一是加剧密

封圈与轴套间的磨损 ,引起过早泄漏 ;二是增大了

动环轴向调整、移动的阻力 ,在工况变化频繁时无

法适时进行调整 ;三是弹簧过度疲劳易损坏 ;四是

使动环密封圈变形 ,影响密封效果。

413　静环密封圈越紧越好

静环密封圈基本处于静止状态 ,相对较紧密

封效果会好些 ,但过紧也是有害的。一是引起静

环过度变形 ,影响密封效果 ;二是静环材质以石墨

居多 ,一般比较脆 ,过度受力极易引起碎裂 ;三是

安装、拆卸困难 ,极易损坏静环。静环的安装形式

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在相应的工况下的浮动能力 ,

安装后能自动追随动环面与之贴合 ,如果静环密

封圈过紧 ,使静环安装后不能浮动 ,就会产生偏

磨 ,过早的失效。

414　叶轮锁紧螺母越紧越好

机械密封泄漏中 ,轴套与轴之间的泄漏 (轴

间泄漏 )是比较常见的。一般认为 ,轴间泄漏就

是叶轮锁紧螺母没锁紧 ,其实导致轴间泄漏的因

素较多 ,如轴间垫圈失效、偏移 ,轴间内有杂质 ,轴

与轴套配合处有较大的形位误差 ,接触面被破坏 ,

轴上各部件间有间隙 ,轴头螺纹过长等 ,都会导致

轴间泄漏。锁紧螺母锁紧过度只会导致轴间垫圈

过早失效。其实 ,适度拧紧锁紧螺母 ,可以使轴间

垫始终保持一定的压缩弹性 ,在运转中锁紧螺母

会自动适时锁紧 ,使轴间始终处于良好的密封状

态。

415　新的比旧的好

相对而言 ,使用新机械密封的效果好于旧的 ,

但如果新机械密封的质量或材质选择不当时 ,或

配合尺寸误差较大时 ,就会影响密封效果。在聚

合性和渗透性介质中 ,静环如果没有出现过度磨

损 ,还是不更换为好。因为静环在静环座中长时

间处于静止状态 ,使聚合物和杂质沉积为一体 ,起

到了较好的密封作用。其实 ,很多情况下 ,机械密

封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作适当的调整和处理 ,机

械密封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这样 ,既可以节约成

本 ,又可以减少工作量 ,并可以保证密封效果 ,是

一举多得的事情。

416　拆修总比不拆好

一旦机械密封出现泄漏便急于拆修 ,这种做

法是不完全对的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 ,有时候机械密封并没有损坏 ,只需调整工况

或适当调整密封就可消除泄漏。这样既避免零部

件的浪费又可以避免维修人员的无用劳动。在检

修时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而

采取有针对性的检修。根据密封的发展趋势 ,现

在很多的密封在设计时就考虑设计成集装式 ,有

效地杜绝了上述很多的泄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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