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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泵滑动轴承磨损检测
曾

培１，叶子兆２，李永亮２，孔繁余１

（Ｉ．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浙江腾字泵阀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温州３２５００６）

摘要：当磁力泵滑动轴承磨损超过极限，泵旋转部件将与隔离套摩擦，最终磨损隔离套，从而
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滑动轴承磨损检测方法的研究很有必要．由于复杂的结构和密闭空间，磁
力泵滑动轴承磨损监测非常具有挑战性．论述了一种简易、低成本的磁力泵滑动轴承磨损检测传
感器，由于磁力泵自身的内、外磁钢环和轭铗部件也作为该传感器的一部分，所以传感器只需用
一根导线就可以构成．根据磁力泵样机和传感器物理参数，通过理论分析和试验修正得到传感器
输出特性曲线和输出函数．最后分别用不偏心和偏心两套滑动轴承在磁力泵上进行了传感器检
测可行性试验．结果表明测量值与实际值误差满足监控要求，由该传感器构造的检测系统能够实
现磁力泵滑动轴承磨损监测，对提高磁力泵产品的可靠性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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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泵的密封属于静密封，不同于传统的动密

磁力泵轴承磨损及内磁钢与隔离套摩擦的实时监控

封泵，其结构如图１所示，电动机轴与泵轴并不直接

问题，利用磁力泵本身的内外磁钢环，用一根很细的

相连，电动机轴驱动外磁钢环旋转，外磁钢环通过磁

固定于隔离套外表面的检测导线作为磁力泵滑动轴

场耦合驱动内磁钢环旋转，内磁钢环驱动泵叶轮旋

承磨损监测传感器，在线检测磁力泵内转子轴承的

转，在内外磁钢环之间有一个容纳过程流体的隔离

磨损，是一个简易、低成本的有应用价值的方案【９ Ｊ．

套，将过程流体密封在泵内，因而无需对泵轴采取传

通过在磁力泵上进行试验，结果表明测量值与实际

统的动态密封就可以获得非常优异的无泄漏特性，

值误差满足监控要求，用该方法建立的检测系统能

因而被广泛用于输送各种剧毒、易燃、易爆等危险性

够同屏蔽泵轴承磨损电子监控装置一样，在安全、警

介质，在石油、化工、医药、核动力、国防等领域发挥

告、危险３个档次上，对磁力泵轴承磨损进行在线监

了重要作用¨。２】．由于磁力泵内支撑泵转子的滑动

控，当轴承磨损超过设计极限之前，发出报警信号并

轴承是利用所输送过程流体进行润滑的，该过程流

自动强制关机．这对扩大磁力泵应用范围、提高产品

体往往润滑性较差；其次在生产环境中，也可能会遇

的可靠性、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到泵内液体被抽空或液体减少等状况，此时磁力泵
滑动轴承快速发热、轴承磨损加速；此外，散布在流

磁钢环结构与传感器原理

动液体中的同体会产生潜在的轴承或轴颈表面的研
磨．这些事件的累积效应会导致轴承过早磨损．

磁力泵内、外磁钢环由径向磁化永磁体以不同
极性沿圆周方向交替排列，并固定在轭铁上．隔离套
采用低磁导率材料制造．在转动过程中，隔离套将
内、外磁钢环隔离开，磁力线穿过隔离套将外磁钢环
的动力与运动传递给内磁钢环转子，从而实现ｒ无
接触的密封传动．在静止状态时，外磁钢环的Ｎ极
（Ｓ极）与内磁钢环的ｓ极（Ｎ极）相互吸引，此时内
磁钢环的转矩为零，如图２ａ所示．当外磁钢环随电
机轴转动时，外磁钢环相对内磁钢环有一定的转角

图１磁力泵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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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 ｐ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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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如图２ｂ所示，这个角度的大小与泵轴的载荷有
关．当外磁钢环的Ｓ极（Ｎ极）刚好位于内磁钢环的

由轴承磨损失效过程分析可知，在稳定磨损阶

Ｓ极与Ｎ极之间时，内磁钢环的磁转矩最大．在磁

段，磨损缓慢且稳定，磨损率保持基本不变，属正常

力泵正常工作条件下，转角差小于磁钢张角的一半．

工作阶段，该段时间的长短决定轴承的寿命．而剧烈
磨损阶段，其磨损率急剧增大，温度迅速升高，磨损
速度非常快，也许短时间内轴承已严重损坏．结果导
致泵转子轴严重偏离中心，转子和隔离套发生摩擦，
并迅速将隔离套磨穿，造成介质泄漏，有毒物质扩
散，甚至引发严重事故．磁力泵虽然可以无泄漏的输
送危险性介质，然而没有像汽车防撞气囊之类的紧
急状况时的安全监控装置，不能不说是该产品的一
个隐患．用户希望知道何时磁力泵开始失效，以提前
进行更换或修复旧。Ｊ．目前屏蔽泵（另一种无密封
泵）已经率先使用了电子式轴承磨损在线监测器．
监控级别为安全、警告、危险３个档次，当屏蔽泵轴
承磨损严重时可发出警告并自动关机旧Ｊ．然而磁力
泵轴承磨损监控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初级阶
段，问题在于磁力泵结构复杂、内外磁钢环和隔离套
之问的间隙狭小，没有安装传感器的空间＂。８ Ｊ．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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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内、外磁钢环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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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泵外磁钢环、轭铁、气隙和内磁钢环、轭铁

方向．

构成闭合磁路．将一根普通绝缘细导线弯曲成矩形
固定在隔离套外圈表面，如图２所示，与泵轴平行且
位于内、外磁钢环气隙磁场之间的绝缘导线为检测
导线，矩形导线形成两根检测导线，分别为检测导线
ｌ和检测导线２，两根检测导线对轴的张角ａ等于磁
钢对轴的张角．磁力泵内、外磁钢环之间气隙的磁感

图３环形磁钢环托直后的检测导线安装位置
及市线示意图

应强度叮以分解为径向、周向和轴向分量．磁力泵工
作时，检测导线静止不动，内、外磁钢环旋转，相当于

Ｆｉｇ．３

相切，也不与周向和轴向分量相切．设磁力泵电机转
速为ｎ，隔离套外表面半径为Ｒ，半径Ｒ处的磁感应
强度为曰，检测导线长度为Ｌ则每根检测导线上感
应电动势Ｅ的大小为

根据样机磁力泵和监测导线的结构尺寸、材料
特性及其各项参数，对磁力泵内、外磁钢环之间的磁
场进行分析，建立其数学模型，代入式（２），可得如
图４所示特性曲线，该曲线反映传感器差动输出电
压与磁力泵轴心径向偏移关系，该传感器与轴心偏
移均在相同的径向方向．式（３）是其解析表达式，

２耵生
。，一６０尺曰．Ｌ’
Ｆ一

，１、
、１
７

式中Ｅ，为Ｅ。或Ｅ：，表示检测导线１或２的感应电动
势；Ｂ，为Ｂ，或曰：，表示检测导线１或２位置的磁感

Ｅ＝八鳓＝１．３２６３＋６３．０７６６，

（３）

式中Ｅ为传感器的差动电压，艿为泵轴偏移．对于００
径向方向，传感器差动电压玩如式（４）所示，

Ｅｏ＝以。＋％一比一比，

应强度．

（４）

式中■。，ｋ，比，ｋ为该传感器相应检测导线上的

总的感应电动势为
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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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导线作切割径向磁场磁力线运动，整个绝缘导
线除检测导线外，其余部分既不与磁场的径向分量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ｒｅｓ ａｎｄ

感应电压，电压的假设方向如图３所示．图４轴心偏
２互翌

。一６０尺（Ｂ．＋曰，）ｒ

／，’、
、‘７

轴承磨损小时，内转子偏离轴心小，内、外磁钢环间
隙大，径向磁场小，检测导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移的０点对应无磨损状态．０。径向方向的轴心偏移６
如图５所示．限于篇幅其具体磁场分析方法请参见
文献［１０］．

小．轴承磨损增加时，内转子偏离轴心变大，内、外磁
钢环间隙变小，径向磁场变大，检测导线的感应电动
势变大．

２轴承磨损检测可行性试验
试验样机磁力泵内、外磁钢环径向充磁磁钢各
为１４个，内磁钢环外半径５３ ｍｍ，外磁钢环内半径
５８．５

ｍｍ，隔离套内径５５．７５ ｍｍ，外径５６．７５

ｍｍ．

图４泵轴径向位移与传感器差动输出电压的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ｄｉ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ｈａｆｔ ａｎｄ

靶Ｉｌｔｓ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ｏｌｔａｇｅ

无磨损时内、外磁钢环之间气隙为５．５ ｍｍ，内磁钢
环与隔离套之间气隙为２．７５ ｍｍ．采用３根绝缘导

鉴于磁力泵特殊的迷宫式结构，难以用涡流传

线，每根绝缘导线有两个弯曲为矩形的部分，构成两

感器或其他传感器测量内磁钢环或内转子轴心实际

对检测导线，组成一个径向差动轴承磨损传感器，３

径向偏移位置，因此不易对测量数据误差大小进行

根绝缘导线在互成１２００的３个径向方向上，组成３

比较．所以在传感器磨损检测试验中，采用两套试验

个径向差动轴承磨损传感器对轴承磨损进行监测．

用磁力泵滑动轴承，一套为不偏心的正常轴承，另一

如图３所示为将环形磁钢环拉直后的磁力泵轴承磨

套滑动轴承的内圆与外圆不同轴，两圆轴心距离

损检测导线安装位置及连线示意图，检测导线ａｌ，

１．５

ａ２和ａ３，ａ４监测００方向，检测导线ｂｌ，ｂ２和ｂ３，ｂ４

泵无磨损状况进行试验，在３个径向方向差动传感

监测１２００方向，检测导线ｃｌ，ｃ２和ｃ３，０４监测２４０。

器上测量电压数据．然后再换偏心轴承重新安装磁

万方数据

ｍｍ，如图６所示．先安装不偏心轴承模拟磁力

表１磁力泵轴承磨损试验数据

力泵，安装时注意此时两个偏心轴承的偏心方向应
该一致，并指向０。径向方向，此时磁力泵转子轴心

Ｔａｂ．１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 ｐｕｍｐ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ｗｅ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偏离１．５ ｍｍ．在３个径向方向差动传感器上测量电
压数据．

简易磁力泵轴承磨损监控主要目的是防止内转
子与隔离套摩擦，即隔离套摩擦保护．根据轴承磨损
规律，磨损量分为３个阶段，即预磨损、正常磨损和
过磨损，其中预磨损期和过磨损期，磨损速度很快，
正常磨损期是一个长期的磨损过程．因此磁力泵轴
图５在０。径向方向，泵轴心径向偏移为６
Ｆｉｇ．５

Ｒａｄｉ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ｈａｆｔ ｉｓ ８

ａｔ

０。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承磨损检测主要目的是当磁力泵滑动轴承磨损进入
过磨损期时报警、关泵，以防止内转子与隔离套摩
擦，发生重大事故．
当轴承单边磨损量在正常值范围，设为安全绿
灯亮，磨损量在过磨损期范围内时红灯亮．磨损量在
正常值与过磨损量之间时，设为黄灯报警．考虑磁力
泵电机轴心与泵转子轴心的机械安装不同轴、滑动
轴承起始间隙、传感器检测导线噪声干扰、检测受磁
力泵内外磁钢磁性的不均匀、温度、速度、负载特性
和外磁钢的摆动的影响，当磨损量在过磨损期范围
内选择有一定误差裕度的关机点强制关机．

图６试验用偏心轴承
Ｆｉｇ．６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ｆｏｒ

图７所示为磁力泵安全、警告、危险的磨损量划

ｔｅｓｔ

分示意图，根据样机磁力泵结构尺寸，内磁钢环的轴
心偏移量为２．７５ ｍｍ时，可与隔离套发生摩擦，取

３试验数据

其７０％作为允许磨损量，距隔离套发生摩擦还有
偏心０ ｍｉｌｌ时，在样机磁力泵上安装不偏心轴
承，此时内磁钢与隔离套之间的间隙均为５．５

ｒａｉｎ，

０．８２５

ｍｍ的裕度．以允许磨损量作为基准，当轴承

磨损大于７０％、小于１００％基准值时，磁力泵处于危

用示波器分别观察０。，１２００，２４００方向差动检测导线

险区，要强制关机；大于５０％、小于７０％基准值时，

传感器感应电势信号波形，并测量传感器电压．

引发出报警信号；小于５０％基准值时，磁力泵处于

偏心１．５ ｍｍ时，安装１．５ ｍｍ偏心轴承，偏心

安全工作区．

方向指向０。，用示波器分别观察０。，１２０。，２４００方向
差动检测导线传感器感应电势信号波形，并测试传
感器电压．
表ｌ为试验数据，磨损测量量程２．５ ｍｍ，磨损

测量值的负号表示实际磨损方向与传感器径向方向
相差１８０。．６为轴承００方向偏心量，０为传感器径向
方向角度，ｄ宴为轴承磨损实际值，ｄ铡为轴承磨损测
量值，／／为传感器感应电压测量值，肛为磨损测量绝
对误差．

万方数据

图７轴承径向磨损量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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