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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等：液下泵新型导轴承的研究

导轴承结构设计非常重要，合理的导轴承结
构能够大大延长导轴承的寿命，导轴承结构主要

．１９．

导轴轴承内径Ｄ．＝轴径＋运转间隙

冷却水量

３

从有利于导轴承的散热、充分考虑有利于建立液
体润滑膜、减少磨损等方面加以考虑，经过对比

填充聚四氟乙烯导轴承不能干运转，需要一

试验研究，采用图１的结构是比较好的，它上面

定量的清洁水对它进行良好的润滑和足够的冷

开有‘直通形’冷却水槽。

却，才能保证导轴承正常运转。冷却水量与导轴
承的线速度有关。经试验得到冷却水量、轴径和

曰◎

线速度之间的关系图。导轴承需要的最小冷却水
量按图２选择。

圈１

２．２结构参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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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轴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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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的长度主要根据其需要承受的极限压力
来确定，也可根据下式近似决定：
￡＝（Ｉ．２～２．０）Ｄ

图２

４运转间隙
导轴承与轴径之间的运转间隙很重要。过小

式中Ｄ一轴径（轴径小者取小值，大者取大值）
２．２

２轴承壁厚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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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安装难度，同时也不易形成液体膜，增加了

考虑到轴承散热需要，导轴承壁厚选取越薄

导轴承与轴径之间的磨擦力，过大易引起泵震

越好。但考虑加工以及在轴承壁上开水槽等，

动，加快导轴承磨损，因此其实际取值见图３。

导轴承须有一定壁厚。导轴承壁厚可按下式选取。

当导轴承在现场运转的最高温度高于加工时的温

６．＝（Ｏ．２５～０＿３５）Ｄ

度，必须留一定的热胀间隙。其计算式如下：

式中Ｄ一轴径（轴径小者取小值，大者取大值）

径向热胀值＝２×壁厚×热胀系数×温差

２．２．３水槽过流面积Ａ的计算

长度热胀值＝导轴承长度×热胀系数×温差

水槽过流面积的计算主要考虑其水流具有一
定的速度，以便将导轴承与轴套磨擦产生的热量
带走．有利于建立液体润滑膜。具体按下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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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Ｑ一导轴承冷却水量，ｍ ３／ｓ，
Ｑ的取值见图２；

ｖ一水槽中流速；
ｖ＝（１．ｏ－３．５）ｍ／ｓ；轴径小者取小值，
大者取大值。
水槽一般取６个，因此根据过流面积Ａ可以
计算出结构图中冷却水槽的尺寸。
２．２

４导轴承两端倒角Ｒ×４５。
导轴承两端应倒角，其数值Ｒ＝３～８，小轴

径取小值，大轴径取大值。
２．２．５导轴承内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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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批液下泵进行对比试验，采用橡胶导轴
承，使用６个月左右（约４０００ ｈ），泵都发生不
同程度的震动，经对震动最厉害的泵解体检修，
发现为橡胶导轴承损坏，换上采用本文介绍的方
法设计的填充聚四氟乙烯导轴承，运行７

８５６ ｈ，

解体检查，发现轴套光滑，导轴承无明显磨痕，
运行９

１２３

ｈ，经过解体检查，发现轴套光滑，导

轴承磨损量极少。最终统计表明，这批泵采用填
充聚四氟乙烯导轴承的平均寿命达到１５

３４０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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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橡胶导轴承寿命的３倍多。
６

ｖｏ】２０

Ｎ。２

不能干转，必须要有清洁水对其进行润滑和冷
却。

结束语

（４）对于液下泵，导轴承为易损件，当磨

（１）经过对比使用表明，填充聚四氟乙烯

导轴承的平均使用寿命比橡胶导轴承、石墨导轴

损达到一定程度，需要及时更换，以及与导轴承
配套的轴套，才能保证整机的使用寿命。

承要长。
（２）填充聚四氟乙烯导轴承的结构比较重

要，不同的结构设计其使用寿命也不同。经过设
计对比，采用本文介绍的方法设计出的导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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