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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

系统及方法，包括定子、后轴承座、支撑座、氮气

弹簧、转轴和检测组件；后轴承座放置在定子右

侧；后轴承座通过螺栓固定在定子右侧；转轴通

过轴承转动连接在后轴承座内；检测组件包括滑

环、至少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至少一个位移传感

器和数据收集系统；滑环包括头部以及与头部转

动连接的尾部；滑环的头部设置在后轴承座右

端，尾部穿设过后轴承座与转轴螺纹连接；加速

度传感器与位移传感器分别固定在滑环的头部

右端面上；数据收集系统分别与加速度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电信号连接；氮气弹簧设置在支撑座

与滑环的头部之间且处于压缩状态；通过该系统

检测出的轴向力更加精确，操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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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定子、后轴承座、支撑座、氮气

弹簧、转轴和检测组件；所述后轴承座放置在定子右侧；所述后轴承座通过螺栓固定在定子

右侧；所述转轴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后轴承座内；所述检测组件包括滑环、至少一个加速度

传感器、至少一个位移传感器和数据收集系统；所述滑环包括头部以及与头部转动连接的

尾部；所述滑环的头部设置在后轴承座右端，尾部穿设过后轴承座与转轴螺纹连接；所述加

速度传感器与位移传感器分别固定在滑环的头部右端面上；所述数据收集系统分别与加速

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电信号连接；所述氮气弹簧设置在支撑座与滑环的头部之间且处于

压缩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滑环的

头部为圆盘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速度

传感器设置两个，两个所述加速度传感器固定在滑环头部的不同半径方向。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传

感器设置两个，两个所述位移传感器对称设置且固定在滑环头部的相同半径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轴承

座与滑环的头部之间设置有弹性密封垫。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

上设有与氮气弹簧配合的半圆弧形放置部。

7.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测试大型

屏蔽泵的轴向力的方法，方法步骤如下：

1)启动屏蔽泵前，先对屏蔽泵电机内的转子组件进行质量测量，转子组件质量为A1，对

氮气弹簧进行充压，初始压力为A2，终止压力为A3，最大行程为A4；

2)启动屏蔽泵，屏蔽泵稳定运转，加速度值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得到数据为B1，位移变换

值通过位移传感器得到数据为B2；

3)关闭屏蔽泵，屏蔽泵停止运转，轴向力C1为转子组件质量A1与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得

到的加速度值B1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C1＝A1×B1；轴向力C2为氮气弹簧计算得到的弹压

力，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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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屏蔽泵轴向力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

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是屏蔽泵出厂实验的一项重要实验。轴向力的数值直接影响

了滑动轴承性能，不合适的轴向力大小急剧缩短了轴承的使用寿命，甚至在初始运行阶段

使轴承破损。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数值往往很大，普通的检测装置不能有效测量。未得到平

衡的轴向力会造成泵内动静零部件的相互磨损，轴向的窜量增加，一方面造成定转子铁芯

偏心增加耗损率，另一方面会使泵体温度升高，严重时会影响操作人员安全。因此，屏蔽泵

轴向力的准确测量是提高屏蔽泵水力性能、保证操作安全性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及方法已解决背景技术

中提及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包括定子、后轴承座、支撑座、氮气弹簧、转轴

和检测组件；所述后轴承座放置在定子右侧；所述后轴承座通过螺栓固定在定子右侧；所述

转轴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后轴承座内；所述检测组件包括滑环、至少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至

少一个位移传感器和数据收集系统；所述滑环包括头部以及与头部转动连接的尾部；所述

滑环的头部设置在后轴承座右端，尾部穿设过后轴承座与转轴螺纹连接；所述加速度传感

器与位移传感器分别固定在滑环的头部右端面上；所述数据收集系统分别与加速度传感

器、位移传感器电信号连接；所述氮气弹簧设置在支撑座与滑环的头部之间且处于压缩状

态。

[0006]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滑环的头部为圆盘状。

[0007]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加速度传感器设置两个，两个所述加速度传感器固

定在滑环头部的不同半径方向。

[0008]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位移传感器设置两个，两个所述位移传感器对称设

置且固定在滑环头部的相同半径方向。

[0009]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后轴承座与滑环的头部之间设置有弹性密封垫。

[0010]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支撑座上设有与氮气弹簧配合的半圆弧形放置部。

[0011] 一种采用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测试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的方法，方法步

骤如下：

[0012] 1)启动屏蔽泵前，先对屏蔽泵电机内的转子组件进行质量测量，转子组件质量为

A1，对氮气弹簧进行充压，初始压力为A2，终止压力为A3，最大行程为A4；

[0013] 2)启动屏蔽泵，屏蔽泵稳定运转，加速度值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得到数据为B1，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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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值通过位移传感器得到数据为B2；

[0014] 3)关闭屏蔽泵，屏蔽泵停止运转，轴向力C1为转子组件质量A1与通过加速度传感

器得到的加速度值B1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C1＝A1×B1；轴向力C2为氮气弹簧计算得到的

弹压力，计算公式为：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该测试系统及方法可靠、安全，不破坏屏蔽泵零件结构采用静密封零泄露。

[0017] (2)该测试系统及方法能够便捷、有效的测量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为屏蔽泵平衡

孔与平衡台的设置提供可靠依据。

[0018] (3)该测试系统及方法通过测量、分析比较由加速度与弹压力分别获得的轴向力

数值，减少参数误差，提高测量准确度。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加速度传感器与位移传感器装配在滑环头部的右视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支撑座的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3] 如图1‑3所示，一种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包括定子1、后轴承座2、支撑座

3、氮气弹簧4、转轴5和检测组件；所述后轴承座2放置在定子1右侧；所述后轴承座2通过螺

栓固定在定子1右侧；所述转轴5通过轴承6转动连接在后轴承座2内；所述检测组件包括滑

环7、至少一个加速度传感器8、至少一个位移传感器9和数据收集系统10；所述滑环7包括头

部71以及与头部71转动连接的尾部72；所述滑环7的头部71设置在后轴承座2右端，尾部72

穿设过后轴承座2与转轴5螺纹连接；所述加速度传感器8与位移传感器9分别固定在滑环7

的头部71右端面上；所述数据收集系统10分别与加速度传感器8、位移传感器9电信号连接，

数据收集系统10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数据线11连接加速度传感器8，通过位移传感器数据线

12连接位移传感器9；所述氮气弹簧4设置在支撑座3与滑环7的头部71之间且处于压缩状

态；滑环7的尾部72转动安装在头部71内，且尾部72与转轴5通过螺纹固定连接，可以消除由

于普通滚动轴承引起的轴向、径向误差，支撑装置固定于地面，氮气弹簧4处于压缩状态与

支撑装置以及滑环7头部71相接触，使氮气弹簧4有预紧力能够测量不同方向的轴向力，测

试通过加速度传感器8与位移传感器9两种方式得出的数值分别计算轴向力，测试精度更

高。

[0024] 所述滑环7的头部71为圆盘状。

[0025] 所述加速度传感器8设置两个，两个所述加速度传感器8固定在滑环7头部71的不

同半径方向；由于加工工艺限制，半径数值大的位置误差更大，所以在不同半径处设置加速

度传感器8减小测量误差，两个加速度传感器8得出两个数值，计算出两组轴向力C1数值求

平均值以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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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位移传感器9设置两个，两个所述位移传感器9对称设置且固定在滑环7头部

71的相同半径方向；此种布置方法能够减小由于滑环7加工误差以及氮气弹簧4行程杆偏心

引起的误差，两个位移传感器9得出两个值，计算出两组轴向力C2数值求平均值以减少误

差。

[0027] 所述后轴承座2与滑环7的头部71之间设置有弹性密封垫13，弹性密封垫13为静密

封，优于普通填料密封，能够保证零泄露，符合屏蔽泵无泄漏的特点。

[0028] 所述支撑座3上设有与氮气弹簧4配合的半圆弧形放置部31，氮气弹簧4的右端放

置在放置部31上且右端面顶压在支撑座3一侧面，提高稳定性。

[0029] 一种采用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检测系统测试大型屏蔽泵的轴向力的方法，方法步

骤如下：

[0030] 1)启动屏蔽泵前，先对屏蔽泵电机内的转子组件进行质量测量，转子组件质量为

A1，对氮气弹簧4进行充压，初始压力为A2，终止压力为A3，最大行程为A4；其中转子组件包

括转轴5、屏蔽泵电机内用于支撑转轴5的轴承以及转子。

[0031] 2)启动屏蔽泵，屏蔽泵稳定运转，加速度值通过加速度传感器8得到数据为B1，位

移变换值通过位移传感器9得到数据为B2；

[0032] 3)关闭屏蔽泵，屏蔽泵停止运转，轴向力C1为转子组件质量A1与通过加速度传感

器8得到的加速度值B1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C1＝A1×B1；轴向力C2为氮气弹簧4计算得到

的弹压力，计算公式为：

[0033] 本设计中具有两个位移传感器9与两个加速度传感器8，得出两组轴向力C1与两组

轴向力C2，分别求平均值后再作对比参考，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

[0034] 以上所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发明技术实质对以上的

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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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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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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