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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虑密封端面间液膜的空化现象和流体动、静压效应的相互影响，建立了端面规则凹坑

造型机械密封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多重网格法分析了在不同的密封系数下，球缺面凹坑的几何
结构参数对端面间液膜开启力、摩擦转矩和液膜刚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密封系数和微凹坑的深
径比对密封性能的影响较大，密封系数越大，液膜开启力和刚度越大，存在最优的深径比使液膜
开启力和刚度达到最大，且最优的深径比随着密封系数的增大而减小；面积密度对密封性能的影
响不明显，存在最优的面积密度使液膜开启力和刚度达到最大，且最优的面积密度不受密封系数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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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擦副表面加工出具有规则几何形貌的凹坑

可以显著改善润滑与摩擦效果‘¨．Ｅｔｓｉｏｎ等‘２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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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６９

在机械密封端面加工具有半球状的规则微观形貌以

密封环端面的面积密度为Ｓ。，则有

提高机械密封的密封性能．研究结果表明‘２曲ｊ，规则
凹坑端面机械街封可以产生流体动压开启力和具有
一定硬度的流体膜，使密封面摩擦副形成非接触．在
相同的工况下，与接触式机械密封相比，减小了摩擦
副的摩擦扭矩、端面温升和磨损率，因此，规则凹坑
端面机械密封更耐用、更完善，密封性能更好．目前，
规则凹坑端面机械密封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
热点问题＂一０｜．Ｅｔｓｉｏｎ等旧１对不同密封系数（即密封

夕入

学．

间隙）下，微凹坑的深径比对密封端面间液膜的平均
无量纲压力的影响做了分析．彭旭东等一１应用有限元
法分析了矩形面、球缺面、椭圆面和抛物面等４种不

／＼００００
ｂ—缸ｕ～

同型面微孔的几何参数（面积密度和深径比）在密封
系数不变的情况下，对激光加工多孑Ｌ端面机械密封性
能的影响，得到了在最大液膜刚度条件下微孔的最优
面积密度和最优深径比，矩形型面微孔具有最佳的综

２全Ｑｏ凸Ｊ
（１）

图Ｉ

规则凹坑端面机械密封的几何结构简图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Ｆｉｇ．１

合性能．随后，彭旭东等一引又对端面微璎体对液体润

ｐｏｒｅｓ

（１）

Ｓｐ＝订ｒｐ２／４ｒ１２．

滑机械密封性能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微形体的

基本假设：①机械密封端面间为全液膜润滑，最

面积比对密封性能影响较大，且“凸”微形体端面密封

小液膜厚度为密封端面间的间隙ｃ；②由于液膜的

的性能参数所受影响较“凹”微形体大；在相同的密封

厚度很小，可以认为液膜压沿厚度方向保持不变；③

系数和面积比下，“凹”微形体端面机械密封的综合性

密封介质为牛顿流体，忽略体积力和惯性力的作用；

能优于“凸”微形体端面密封．但是对于在不同的密封

④端面间任意一点的相对滑动速度ｕ恒定不变．由

系数下，规则凹坑的几何参数对机械密封性能影响的

此可以得到不可压缩牛顿流体在稳态层流条件下的

分析的研究未见报道．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

文中考虑液膜的空化现象和流体动、静压效应
的相互影响，利用多莺网格法…１求解球缺面凹坑造

击（ｈ３翌Ｏｘ）＋去（ｈ３兰）＝６％警，ｃ

２，

型机械密封端面间的液膜压力的分布，并据此分析

式中ｈ为液膜厚度；弘为密封介质的动力粘度；Ｕ为

在不同的密封系数下，凹坑的几何参数对机械密封

动环沿圆周方向的切向速度；ｐ为液膜的压力．

性能的影响，以密封端面间液膜的承载力和刚度为

定义下列无量纲参数：

优化目标，优化凹坑的几何参数．

ｘ：羔，ｚ：三，Ｒ。：卫，日：鱼，Ｐ：旦，（３）
７ｐ

１数学模型

７Ｐ

ｃ
７Ｐ

式中Ｐ。为环境压力，Ｐｏ＝０．１０１

Ｐｏ

３ ＭＰａ．

将式（３）代人方程（２）得到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的无
文中研究的规则凹坑端面机械密封是在动环或

量纲形式：

静环的端面加工出具有球缺面形状的凹坑，半径为
ｒｐ、深度为ｈ。的凹坑在密封环端面沿径向呈放射状
均匀分布，任意两相邻的凹坑沿径向和周向的距离
相等，如图ｌａ所示．由于密封环的端面宽度远小于
端面半径，且密封环的内外径之比（ｒｌ／ｒ。）一般大于

Ｏ搠（Ｈ３

ａＯｘＰ）＋砑０＼（ｆｆ ａ８么Ｐ卜筹，（４）

式中Ａ为密封系数，Ａ＝６９Ｖｒ。勿。ｃ２．
球缺面凹坑单元的截面如图２所示．控制单元
内的膜厚的无量纲方程可表示为

０．７，因此可以忽略曲率的影响．因为凹坑的半径一

１，Ｘ２＋Ｚ２＞１，

般为微米数量级，因此町以近似认为一组径向凹坑
由两个径向边界和内外圆周边共同组成的一个矩形
单元，那么每个凹坑可以假设位于一个边长为２ｒ。Ｘ
２ｒ。的正方形控制单元的中央，如图１ｃ所示．凹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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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

Ｈ（Ｘ。Ｚ）＝

（函１一刍），ｒ＋矛≤１，

（，

摩擦转矩

ｒ：，掣，

（９）

Ｋ：一嘤；一雩坦，

（１０）

二

液膜刚度
Ｃ—Ｃ

ＵＣ

式中ｃ ７为密封问隙ｃ发生微小变化后的密封问隙；
形’和形分别为密封间隙为Ｃｔ和ｃ时液膜的开启力．

图２规则凹坑端面机械密封液膜厚度与凹坑尺寸
Ｆｉｇ．２

Ｆｌｕｉｄ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ｅｓ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２计算结果与分析

ｓ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ｏｒｅｓ

式中ｓ为凹坑的深径比，占＝ｈｐ／２ｒ。；６为凹坑的无量
激光造型端面机械密封的几何参数、工况参

纲最小液膜厚度，６＝ｃ／２ｒ。．
假设密封端面问液膜的压力在圆周方向以２ｒ。

数和凹坑的几何参数分别为ｒ；＝２８．４

ｍｍ，ｒ０＝

为周期成周期性分布，可以取一个径向坑栏为研究

３１．１ ｍｍ，Ｐｉ。＝０．１０１ ３

对象，如图１ｂ所示，则有以下无量纲边界条件：

凹坑半径ｒ。＝５０ Ｉｘｍ，环境压力Ｐｏ＝０．１０１

ｐ（ｘ，ｏ）：堕，尸ｆ｜ｊｆ，盟１：堕，
Ｐｏ

、

密封介质粘度雎＝０．０１５ Ｐａ·Ｓ，转速／／，＝４

３

ＭＰａ，
ＭＰａ，

０００ ｒ／ｍｉｎ．

在数值分析过程中，除被研究参数外，其他参数保持

ｒｐ／Ｐｏ

（６）

’Ｐ（一Ｒ。，Ｚ）＝Ｐ（Ｒ，，Ｚ）．

ＭＰａ，ｐ。＝０．６０７ ８

在机械密封中空化现象足使液膜起密封和保护

不变．
２．１

凹坑面积密度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作用所具有的承载能力，因此必须对边界条件补充

图３给出ｒ在不同的密封系数Ｆ，深径比为

合理的窄化边界条件．文中采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空化边界

０．０２时，凹坑的面积密度５。对开肩力彤、摩擦转矩

条件【３ Ｊ，液膜在压力梯度为０处破裂形成空穴区，

丁和液膜刚度Ｋ等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由图３ａ和

虽然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空化边界条件不符合质量守恒定律，

３ｃ可知，存在最佳的面移｛密度（约为０．２）使开启力

存在缺陷，但在液膜破裂的条件和定常工况下的实

和液膜刚度达到最大，且最佳的面积密度的大小与

际情况很接近．

密封系数无关．当面积密度从０．１变化到０．４时，不

利用多霞网格法求解一个径向坑栏上的液膜压

论密封系数为多大，开启力形的变化量总是小于

力，把坑栏剖分成疏密不同的多层网格，在各层网格

１０％，这与Ｅｓｔｉｏｎ等【３１的研究结果一致．当其他条件

上利朋有限差分法离散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４），在最稠

不变时，开启力随着密封系数的增大而增大．面积密

密的网格ｊ二，选用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迭代法求解离散后

度的变化对液膜刚度的影响随着密封系数的增大而

的方程，经过几次松弛迭代后得到近似精确的解，然

减小，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液膜刚度随着密封系数的

后以限制和延拓为手段，轮流在各层网格上进行松

增大而增大．当面积密度小于０．１时，液膜刚度的变

弛迭代，最后在最稠密的一层网格上得到合乎精度

化较大；当面积密度大于０．１时，液膜刚度的变化较

的解．根据求得的坑栏上液膜的压力分布，计算开启

小，密封系数越大，液膜刚度受面积密度的影响越

力、摩擦转矩和液膜刚度等密封性能参数，具体计算

小．由图３ｂ叮知，摩擦转矩随着面积密度的增大而

公式如下：

减小，密封系数越大，面积密度对摩擦力矩的影响越
大．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摩擦转矩随着密封系数的增

开启力

大而增大．

ｒｏ－ｒｉ．Ｒ．１

Ｗ＝Ⅳｐｏｒ：ｆ－，ｐ Ｉ

ＰｄＸｄＺ，

（７）

５０，１００和２００时一个径向坑栏的无量纲液膜膜压

式中Ⅳ为密封端面上的坑栏总数．
忽略压力梯度的影响，则端面间液膜的摩擦力
可以表示为

分布．由图中可以看出，液膜压力随着密封系数的增
大而增大，分别为１５，３０，６０，近似成正比例关系．这

Ｆ＝盯铷＝牮∥ｒｏ－ｒ￡扣皿㈩
式中Ａ为端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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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给出了面积密度为０．１５，密封系数分别为

主要是由于随着密封系数的增大，凹坑所产生的流
体动压效应增强，并且相邻两凹坑之间的相互影响
同时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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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不同密封系数下面积密度对开启力、摩擦力矩、液膜刚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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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不问密封系数Ｆ径向坑栏内液膜的无量纲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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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大于０．０５，且随着密封系数的增大而减小，验证了

凹坑深径比对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
图５给出ｒ在不同的密封系数下，面积密度为

Ｅｔｓｉｏｎ等ｐ１的研究结果．由图５ｂ可知，摩擦转矩随

０．２０时，凹坑的深径比８对开启力形、摩擦转矩ｒ

着深径比的增大而减小，当深径比小于０．１０时，深

和液膜刚度Ｋ等密封性能参数的影响．由图５ａ和

径比对摩擦转矩的影响较大；当深径比大于０．１０

５ｃ可知，当深径比小于０．１０时，深径比对开启力和

时，摩擦转矩几乎不受深径比的影响；当深径比不变

液膜刚度的影响较大，且受密封系数的影响较大；当

时，摩擦转矩随着密封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深径比不变时，开启力和液膜刚度随着密封系数的

图６给出了密封系数为１００，不同深径比下径

增大而增大；当深径比大于０．１０时，深径比对开启

向坑栏的液膜压力分布．由图中叮以看出，液膜压力

力和液膜刚度的影响几乎反映不出来．存在最佳的

随着深径比的增大『ｎｉ减小．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深径

深径比ｇ形和占。分别使开启力和液膜刚度达到最大

比的增大，凹坑所产生的流体动压效应减小，并且相

值，在相同的条件下，占∥略大于Ｆ置，占妒和８。值都不

邻两凹坑之间的影响同时减小．

图５不同密封系数下深径比对开启力、摩擦力矩、液膜刚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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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不同深径比下径向坑栏内液膜的无舒纲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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