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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海水淡化高压泵水润滑轴承存在的润滑问题，设计了６种不同轴承半径间隙的水润
滑轴承；用三维造型软件Ｐｒｏ／Ｅ建立了滑动轴承内部三维流动水膜数学模型；利用Ｆ＇Ｉｕｅｎｔ ６．２进行
非结构化六面体／楔形网格划分，采用ＲＮＧ ｋ一占湍流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不同轴承半径间隙
内水膜的三维流场和同一轴承半径间隙不同偏心距下的水润滑轴承的动特性进行了模拟，得到
了轴承内部动压力分布以及流量、承载力、刚度与轴承半径间隙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所研究的
水润滑轴承在半径间隙为０．２ ｍｍ时性能最佳．模拟结果可以对水润滑轴承的润滑特性进行预
测，可为高压泵水润滑轴承的优化设计和安全运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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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滑轴承利用被输送的海水代替矿物油作为

学者大多利用求解雷诺方程的方法，来研究滑动轴

润滑介质，使得海水淡化泵的结构简单，并能有效地

承的动特性，这种方法具有计算时间短的突出优

减／Ｊ，秽Ｌ械传动系统中不可避免的磨损、振动和无用

点【４。１．但是雷诺方程是Ｎ—Ｓ方程的简化，忽略了

功能耗等，特别是避免了因密封泄漏而污染海水的

惯性项、油膜曲率等的影响．为此，可通过求解时均

状况，解决了町靠性差和寿命短等问题，因而被广泛

化的Ｎ—ｓ方程（ＲＡＮＳ）加上湍流模型封闭组成的

应用于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中¨－３］．目前，国内外

方程组的方法来研究轴承动特性．本研究利用计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２７
基金项目：目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０６ＢＡｌｔ０３Ａ０２）；江苏省高技术研究项日（ＢＧ２００６０２４）
作者简介：叶晓琰（１９６３～），女，安徽尔至人，岛级ｌ：稚帅。侦上生导师（ｙｅｘｉａｏｙａｎ＠ｕｎ ｅｄｕ．ｔ‘ｎ）。主要从事Ｔ业泵现代设计方法研究
张军辉（１９８５一），男，河南周【ｊ人，硕上研究生（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ｉ２００６０３＠１６３．ｃｏｒｎ），主要从事泵性能预测研究．

万方数据

１１７

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来研究轴承半径间隙对水润滑轴

由图２可见水膜的厚度很小．为了能够得到正

承性能的影响，比较不同轴承半径间隙的动特性，为

网格，要先对水膜两端的２条外圆边进行边界层网

水润滑轴承的设计提供更全面的理论参考．

格划分．
使用Ｆｌｕｅｎｔ ６．２进行流场模拟，湍流模型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计算模型的建立

ＲＮＧ

ｋ一占两方程湍流模型，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

方程、动量方程、ｋ方程和占方程．这些方程可综合
轴承直径Ｄ＝９０ ｍｌＹｌ，轴承宽度Ｂ＝６０ ｍｌｎ，转速

表述为

ｒ／ｍｉｎ，偏心率Ｆ＝ｅ／ｈ＝０．５，其中ｅ指偏心

／／，＝２ ９５０

掣等＋ｄｉｖ（ｐｕ）：ｄｉｖ（Ｆｇｒａｄ中）＋Ｓ，（１）

距，ｈ为轴承半径间隙．根据半径间隙的不同，分别建

Ｕ‘

立６个模型，轴承半径间隙分别为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５，

式中厂为扩散系数；Ｓ为源项；咖为独立变量．痧＝

ｍｉｌｌ．水润滑是由于流体进入收敛的

１，厂＝０时，式（１）为连续性方程；中＝“，秽，埘时，式

间隙或是表面间形成楔形产生了压力而形成的．水润

（１）为雷诺平均的Ｎ—Ｓ方程；多＝ｋ，占时，式（Ｉ）分

滑形成的３个条件为：表面的相对运动；楔形作用；有

别代表ｋ一占方程０７１．

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

数值计算方法为三维非结构化网格上的有限体

一种合适的流体∞Ｊ．图ｌ为水润滑原理的示意图．

积法．对流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扩散项及压力梯度
采用二阶迎风格式离散，压力～速度耦合使用ＳＩＭ—
ＰＬＥ算法，计算结束后使用Ｆｌｕｅｎｔ ６．２的后处理功
能查看流场动压、流量、刚度和承载力的大小和分布
情况．进口边界条件为压力进口，进口压力为
ｌ

ＭＰａ；出口边界条件设定为压力出口，出口压力为

Ｏ．１

ＭＰａ；壁面条件设为无滑移边界条件，水膜的内

壁设为动边界条件，水膜的外壁设为静边界条件．近
壁面采用壁面函数计算速度和ｋ，占值．流动介质为
图ｌ
Ｆｉｇ．１

水润滑轴承模型结构示意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海水‘引．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从图ｌ中可以看出，当轴的旋转产生了运动，轴

３计算结果及分析

的偏心形成了契形，流体是水，轴的中心在点０；，轴承
的中心在０点，轴与轴承的一个偏移量称为偏心距
ｅ，而这个偏心距明显加强了水力润滑中的楔形作用．

通过Ｆｌｕｅｎｔ的后处理功能，可以得到水润滑轴
承不同水膜厚度的动压分布云图，如图３所示．图３
中的ｈ是指轴承半径间隙．

２水润滑轴承网格划分及模拟条件

图３中的压力分布云图只能定性地反映出压力
的大致分布情况，并不能准确地读出承载力和水流

用三维造型软件Ｐｏｒ／Ｅ分别对６个不同厚度的

量．可以通过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后处理功能Ｒｅｐｏｒｔ．Ｆｌｕｅｘ

水膜进行建模．模型建好后，分别以．ｓｔｅｐ格式导入

读出流量，通过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ｃｅ读出承载力；力的方向

Ｇａｍｂｉｔ

２．２．３０；采用非结构化网格进行网格划分．

划分后的网格见图２．

为偏心方向，坐标表示为（０，１，０）；然后根据所读出的
结果计算出刚度和流量．当水膜厚度ｈ＝０．１５ Ｂｉｎ，偏
心率ｅ＝０．５时，承载力为Ｆ＝１８０．１６ Ｎ．刚度计算为
Ｋ＝１８０．１６／０．０７５＝２ ４００ Ｎ／ｒａｍ＝２．４００

计算为Ｑ＝０．４９１

６６３ ７×６０＝２９．５０

Ｎ／ｐｒｏ；流量

Ｌ／ｍｉｎ．按同样

的方法计算出其他轴承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列于
表ｌ中．
为了便于更能直观地看出半径间隙与流量、轴
承刚度之间的关系，把表１中的数据通过图４，５表

图２网格结构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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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不同水膜厚度的压力场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ｇ．３

表ｌ不同厚度水膜下的刚度和流量
Ｔａｂ．１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随着轴承半径间隙的增大，泵的泄漏量将会明显增

Ｓｔｉ】胁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大，同时会降低泵的扬程∽Ｊ．中心刚度则先变大后
变小，在轴承半径间隙为０．２ ｉｎｔｏ时达到最大．建立
ｈ＝０．２

ｍｍ，偏心距ｅ分别为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和

１００斗ｍ的ＣＦＤ计算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得到
轴承在不同偏心距时的承载力和刚度，将所得结果
记录于表２中．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流量、承载力、刚
度和偏心距的关系，将表２中的数据通过图６表示
了出来．图７为压力分布云图．
表２不同偏心距下的轴承的刚度和承载力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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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ｖａＨｏｕｓ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

图４半径间隙对流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ｕｓ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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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半径间隙对刚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ｕｓ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ｉｌ

图６偏心距和流量、承载力和刚度之间的关系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Ｆｉｇ．６

由图４，５可见，流量随轴承半径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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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图７偏心距不同的压力场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ｍ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由图６可见，随着偏心距的增大，刚度、流量的

磨损．轴承半径问隙为０．２ ｍｍ，偏心距为１００

Ｉｘｍ，

变化不大，承载力则随着偏心距的增大而增大．为了

则ｈ。ｉ。＝１００斗ｍ．当轴颈和轴瓦的表面粗糙度分别

能够获得较大的承载力，在同一半径间隙下，制造条

为０．８，１．６时，则有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选择较大的偏心距．

珥ｌ＝１．２５×０．８＝１．０

如＝１．２５

ｘ

Ｉ．Ｌｍ，

１．６＝２．０ Ｉｘｍ．

（４）
（５）

将ｈ。ｉ。＝１００斗ｍ和式（４），（５）代入式（２）中，得

４润滑状态的判定

Ａ＝６６．７＞３．

根据最小膜厚以及轴颈和轴瓦的表面粗糙度，

所以工作表面处于完全动压润滑状态．

可以对轴承的润滑程度进行判定．由于润滑膜在接
触表面相对运动过程中，表面的几何形状误差会对

５

结论

最小油膜厚度产生影响．当滚动体表面不平度小于
最小润滑膜厚度时，会形成完伞流体动压润滑；当表

通过对６种不同半径间隙的水润滑轴承的三维

面不平度接近或大于润滑厚度时，微凸体会刺窄润

湍流流场的数值模拟，很好地揭示了水润滑轴承内

滑膜，而出现部分流体动压润滑或混合润滑．因此，

部流场的主要参数．

通常引用润滑膜厚度与表面粗糙度的均方根偏差之

（１）综合考虑轴承刚度、承载力和泄漏量之间

比作为衡量的标准¨０｜，用Ａ表示，称为膜厚比，用公

的关系，轴承半径问隙控制在０．１５～０．３ ｍｍ问较

式表示为

为合适．

＾２硬币ｉ而，
．ｈ。ｉｎ

（２）该轴承已应用于海水淡化泵中，轴承运行
／＾、

Ｌ

ｚ

Ｊ

稳定，性能良好．

式中ｈ。ｉ。为最小膜厚；珥。，Ｈ陀分别为两表面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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