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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泵推力滑动轴承失效分析及改进 

何良汉 安 琦 

(1．中石化安庆分公司丙烯腈部 安徽安庆246002；2．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对中石化安庆分公司丙烯腈装置磁力泵推力滑动轴承失效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推力滑动轴承表而几何形状 

不合理导致难以形成流体动压润滑膜是失效的原因。将滑动摩擦表面改造成波浪形斜面，并通过数值模拟计算研究求出 

了最佳的斜面倾角。改造后的推力滑动轴承通过实际使用证明效果良好，延长 了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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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Thrust Bearing 

in a Magnetic Pump 

He Lianghan I1 An Qi 

(1．Acrylonitrile Department of Anqing Petro-Chemical Corp of SINOPEC，Anqing 246002，China； 

2．The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The failure reason of the thrust bearing of magnetic pump in the Anqing Petro-Chemical Corp of SINOPEC 

was analyzed．It is found that the sliding surface is a plane with which a hydrodynamic lubrication film can not been crea- 

ted，which is the reason for causing the bearing failure．Through modification the surface was changed into a wave shape 

with inclined planes，such shape can produce hydrodynamic lubrication film when working．The optimum angle of the in- 

clined planes was determined by numerical study．It is shown throu【gh application that the modified thrust bearing has lon- 

ger life than the ol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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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安庆分公司丙烯腈装置是引进美国BP公 

司技术，采用丙烯一氨氧化硅生产丙烯腈的龙头装 

置。该装置规模为5万 年，于 1995年5月建成投 

产。在生产过程中为确保无泄漏，输送剧毒介质丙烯 

腈的泵采用磁力泵。在装置运行过程中，多次出现磁 

力泵推力滑动轴承失效的故障，不仅影响了安全性， 

也使生产效率降低。同行业其他兄弟单位类似的设备 

也时常发生这类事故一．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推力 

轴承的寿命一般只有 3～6个月，甚至更短，远低于 

厂家承诺的两年使用寿命。由此可见，该型号磁力泵 

滑动轴承已不能满足运行要求，对轴承失效原因进行 

分析并进行改造已势在必行。 

1 失效原因分析 

该磁力泵所使用的推力滑动轴承材料为碳化硅， 

硬度很高。图1所示为磁力泵推力滑动轴承失效的摩 

擦面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表面发生了严重的破损和 

烧蚀，这说明表面在摩擦过程中产生了很高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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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高低主要与表面接 

触压力和相对滑动速度有 

为此首先应进行有关分 

析。 

如图2所示为磁力泵 

结构图，根据流体力学的 

有关理论，磁力泵在高速 

薯 辜 癸 篙 图 滑动轴承失效照片 将产生一个较大的轴向力 一 ⋯⋯⋯⋯⋯⋯’ 
作用在推力滑动轴承上，其计算公式为 ： 

图2 磁力传动离心泵结构示意图 

F轴=F 一F2=1Ty(r 一r )· 

1．泵体 

2．叶轮 

3．隔离套 

4．外磁钢体 

s．内磁钢体 

6．轴 

7．滑动轴承 

s．推力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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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_ yQoCo ㈩ 
式中：F。为涡轮前后压力差导致的轴向力；F 为流 

体介质以高速离开叶轮时所产生的反向动力，与F． 

方向相反。 

中石化安庆分公司丙烯腈装置使用的磁力泵的有 

关参数为：液体介质的重度 =0．742 X 9．8=7．27 

(N·dm )，叶轮进出口处的静压差H =34．3 m，叶 

轮的外半径r =172／2=86(mm)，轮毂半径 r =24／ 

2=12(mm)，r；=124／2=62(mm)，叶轮出口圆周 

速 ⋯  ．r2= ×86=26．1 

(m)，经过叶轮的流量 Q =18．0 m ／h，液体进入叶 

轮时的速度 c。=(0．06～0．08) Q。·n 2．4 m／s。 

将上述各数据代人式 (1)，得： 

Fl=2 176．5 N，F2=8．9 N，F轴=2 167．6 N 

该磁力泵推力滑动轴承的表面为平面形接触，其 

相对滑动摩擦过程难以形成流体动压润滑，只能处于 

边界润滑状态，对于边界润滑目前只能采用条件性的 

计算方法，即：计算其平均压强P和压强与速度乘积 

p 。 

推力滑动轴承平均压强P为： 

F (2) 

式中：F为轴向载荷，N；d。，d为轴颈内、外径， 

mm； 为轴环数 ( 取1)。 

将数据代人式 (2)得： 

p：—  一 ：16．05U (MPa) p=— — = ． 【fvlr J 

孚(44 一42 )×1 

推力滑动轴承 值为： 

= —  (3) m L 

式中： 为推力轴颈平均直径处的圆周速度，m／s； 

n为轴转速．r／min。 

将已知数据代人式 (3) 

2 167．6 X 2 900 

p m= 30 000(44—42)X1 

得 ： 

= 104．77(MPa·m／s) 

通过以上详细的条件性理论计算，可以看出，虽 

然推力滑动轴承的平均压强并不是很高，但由于磁力 

泵转子的转动速度很高 (6 000 r／min)使得轴承摩 

擦面的 值很高，这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而本磁 

力泵在转动过程中，推力滑动轴承摩擦面为平面，难 

以形成流体动压润滑和对流换热，散热困难，这就会 

使轴承温度迅速升高轴承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平衡 

温度下工作，会导致轴承表面破损、烧蚀以至失效。 

因此，推力滑动轴承的失效是磁力泵的主要故障，从 

实际失效元件表面的观察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2 改进措施 

图3所示为装配前磁力泵推力滑动轴承的完好照 

片，可以看出其表面为一平面，因此，在其工作过程 

中难以形成流体动压润滑膜，无法避免摩擦面之间的 

干摩擦，而干摩擦会导致摩擦面温度升高。为此作者 

决定对其进行改进，将表面改为波浪形斜面，图4所 

示为推力滑动轴承表面改进的几何示意图，通过这样 

的改进可以使推力滑动轴承表面之间形成收敛形的楔 

形间隙，这样，在转动过程中就可以形成流体动压润 

滑，使两个摩擦面分开，减少摩擦和发热。此外，由 

于流体动压润滑膜的形成，促进了流体在摩擦面之间 

的流动，使得换热效果提高，产生的热量能够及时输 

送出去，起到降低温度的作用。 

图3 完好的推力滑动轴承 图4 改进方案几何示意图 

在改进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表面上 

所加工的斜面的角度。最佳的斜面是能够使轴承在转 

动过程中能产生最大的承载能力、最厚的润滑膜厚 

度、最小的摩擦力。为此，作者针对推力滑动轴承进 

行了数学建模和具体的数值计算研究 ，研究表明： 

倾斜角ot在0～0．129。的区域内，承载力 曾加显著； 

大于0．129。的区域，其承载力不断下降，但变化趋 

于平缓；推力瓦块的倾角在 =0．129。附近时，有限 

宽瓦块推力滑动轴承的承载力最大，倾斜角过大或过 

小都会减小有限宽瓦块推力滑动轴承的承载力，即 

=0．129。。附近是推力瓦块的最佳倾角。因此，作者 

在对磁力泵推力滑动轴承进行改造时采用了这一参 

数。图5所示为改进后的推力滑动轴承照片。 

3 改进后的使用情况 

将改进后的推力滑动轴承于2004年5月装在磁 

力泵上，在与原来相同的工作条件下工作6个月后取 

出，发现表面仍然完好如初，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磨损 

现象，如图6所示。这说明经过改进后的推力滑动轴 

承能够很好地产生流体动压润滑膜，使滑动摩擦面完 

全分开，减少了摩擦磨损，发热量也大大降低，同时 

由于动压润滑膜的形成，使得散热速度加快，有利于 

温度的降低，从而极大地延长了该推力滑动轴承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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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 

图5 改进后轴承 

表面结构 

图6 工作6个月后 

的轴承表面 

4 结论 

(1)磁力泵中目前广泛使用的推力滑动轴承由 

于滑动面为平面接触，在实际运转过程中难以形成流 

体动压润滑膜，只能处于边界润滑状态，摩擦发热量 

大、散热困难，固体之间的摩擦磨损是其产生失效的 

主要原因。 

(2)对磁力泵中的推力滑动轴承表面进行改进， 

将其加工成波浪形斜面，形成收敛形的楔形间隙，有 

利于运转过程中形成流体动压润滑，使摩擦面有效隔 

开，减少了摩擦和磨损；同时由于动压润滑膜的形 

式，使散热速度加快，有利于温度的降低，从而延长 

了推力滑动轴承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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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6页)(1)实现大型机械设备的预知维修 

是必要的，而润滑油液监测技术在预知维修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2)润滑油监测中理化分析是基础，光谱是辅 

助，铁谱是核心。铁谱技术可对磨粒的形状、尺寸、 

颜色、数量及粒度分布等方面进行检测，能获得大量 

丰富的故障隐患信息，尤其适用较大磨粒的检测。对 

设备实际磨损状况作出最后判定的应是铁谱分析，特 

别当表面疲劳磨损、粘着磨损为设备主要的磨损失效 

形式时，铁谱分析的作用更加明显。 

(3)大型养路机械种类繁多，但设备的主要部 

件大都为同一厂家出产，使用工况、结构及材质相 

近，若利用现代通讯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一种各机 

械段监测信息互访的机制，可使数据和经验得以快速 

交流。同时可与专家、学者进行合作和攻关，提出各 

类大型机械状态监测的办法以及制定出一系列诊断标 

准，实现监测工作的规范化。 

(4)努力提高润滑油液监测手段的准确性和效 

率，与仪器生产厂家或有关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国外 

最新的数据及图象处理技术，完善相关设备的软硬件 

和分析方法，加以现场监测人员的实践经验，建立起 

润滑油液监测、诊断数据库。同时，综合运用其它诊 

断技术和仪器开展工作，将多种监测途径所获的信息 

进行相关分析，实现对设备状态及故障类型的识别。 

最终开发出针对大型养路机械的具有真正智能化的诊 

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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