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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可在线检测泄漏率和摩擦力的往复密

封实验装置，包括实验缸、往复驱动系统、液压泵

站和基座四大件；实验缸包括密封件、活塞组件、

泄漏测试腔及对称分布在泄漏测试腔左右两侧

的两个压力缸，活塞组件包括左、中、右三段串联

活塞杆以及每段活塞杆左端安装的拉压力传感

器及其保护套与连接螺母，通过每段拉压力传感

器测得本段密封圈的摩擦力；泄漏测试腔包括储

液腔、储液腔锁紧螺母、磁致伸缩液位计和泄压

孔，通过磁致伸缩液位计测得储液腔内液位变化

获取泄漏率；压力缸包括端盖、缸筒及连接端盖

与缸筒的螺栓；往复驱动系统包括电动缸、联轴

器和连杆；液压泵站包括油箱、油泵、囊式蓄能

器、液控单向阀、截止阀、溢流阀、换向阀和冷却

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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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在线检测泄漏率和摩擦力的往复密封实验装置，包括实验缸(100)、往复驱动

系统(200)、液压泵站(300)和基座(400)；其特征在于：

所述实验缸(100)包括螺纹连接在连杆(214)上的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螺纹连接

在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上的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2)，螺纹连接在第一传感器连接螺

母(102)上的左边活塞杆(103)，螺纹连接在左边活塞杆(103)上的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

(104)，螺纹连接在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104)上的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第二拉压力传

感器(105)右端螺纹与中间活塞杆(106)左端的螺纹孔连接，中间活塞杆(106)穿入泄漏测

试腔(150)内，中间活塞杆(106)右端通过第三传感器连接螺母(109)螺纹连接，第三传感器

连接螺母(109)右端与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螺纹连接，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右端螺

纹与右边活塞杆(108)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通过第一保护套(110)将左

压力缸(140)的内空腔中高压油液隔离，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通过第二保护套(113)将

右压力缸(141)的内空腔中高压油液隔离；所述第一保护套(110)和第二保护套(113)内侧

分别安装有第一静密封件(111)和第二静密封件(112)；所述泄漏测试腔(150)左端安装有

第二密封件安装座(125)和左压力缸(140)，右端安装有第三密封件安装座(126)和右压力

缸(141)；所述左压力缸(140)外端安装有左端盖(130)，左端盖(130)左端安装有第一密封

件安装座(120)；所述右压力缸(141)外端安装有右端盖(131)，右端盖(131)右端安装有第

四密封件安装座(127)；所述第一密封件安装座(120)、第二密封件安装座(125)、第三密封

件安装座(126)和第四密封件安装座(127)上均安装有由导向环(121)、待测密封件(122)、

第三静密封件(123)和用于连接的内六角螺钉(124)组成的组件；所述左端盖(130)、右端盖

(131)和泄漏测试腔(150)上安装有防止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内空腔中高压油

液泄漏的第四静密封件(132)；所述左端盖(130)、左压力缸(140)和泄漏测试腔(150)之间，

以及右端盖(131)、右压力缸(141)和泄漏测试腔(150)之间均通过螺母(144)和双头螺栓

(145)实现连接；所述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上均设置有进油口(142)和出油口

(143)；所述左压力缸(140)、右压力缸(141)和泄漏测试腔(150)底部安装有堵头(146)，便

于废液的排放；所述左端盖(130)和右端盖(131)上均设置有用于安装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孔

(136)，左端盖(130)和右端盖(131)均通过L形角架(133)、第一螺钉(134)和第二螺钉(135)

固定在基座(400)上；所述泄漏测试腔(150)顶部安装有储液腔(160)、储液腔锁紧螺母

(161)和磁致伸缩液位计(162)；所述磁致伸缩液位计(162)包括挡片(166)、滑杆(165)和浮

子(164)，通过浮子(164)的上下浮动来获得液位变化；所述储液腔(160)上设置有与大气连

通的泄压孔(163)；所述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信号线从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2)侧边

孔引出，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信号线穿过左边活塞杆(103)从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

(102)侧边孔引出，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信号线从右边活塞杆(108)右端引出；

所述往复驱动系统(200)包括基座(400)，固定在基座(400)上的电动缸(211)，连接在

第一联轴器(213)左端接口上的由电动缸(211)伸出的电动缸推杆(212)，固定在第一联轴

器(213)右端的连杆(214)；

所述液压泵站(300)包括油箱(301)，安装在油箱(301)内部的液位计(302)和温度计

(315)，从油箱(301)接出的油泵(305)，与油泵(305)连接的第二联轴器(316)，带动第二联

轴器(316)旋转的电机(304)，与油泵(305)连接的单向阀(307)，单向阀(307)出口处安装的

第一截止阀(309)，与第一截止阀(309)连接的主压力表(308)，与单向阀(307)连接的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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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306)，与溢流阀(306)出口处连接的冷却风扇(303)，与单向阀(307)出口处连接的换向

阀(310)，与换向阀(310)连接的两个液控单向阀(311)，与高压油液流出的液控单向阀

(311)的出口处连接的电接点压力表(314)，与电接点压力表(314)连接的囊式蓄能器

(313)，与囊式蓄能器(313)连接的第二截止阀(312)；所述左边的液控单向阀(311)有两条

高压油液流回通道，分别与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的出油口(143)连接；所述右边

的液控单向阀(311)有两条高压油液流出通道，分别与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的

进油口(142)连接；所述由左边的液控单向阀(311)流回的高压油液经过冷却风扇(303)冷

却后流回油箱(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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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在线检测泄漏率和摩擦力的往复密封实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橡塑往复密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在线检测泄漏率和摩擦

力的往复密封实验装置，用以开展往复密封件的密封性能与摩擦学测试实验。

背景技术

[0002] 橡塑往复密封件被广泛使用在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石油开采等领域的内燃机、液

压或气动缸内，是防止密封介质泄漏和保证液压或气动效率的关键摩擦学元件。随着液压

技术向高压、高速、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等方向发展，液压橡塑往复密封件面临的挑战越来越

大。为研制高性能、高可靠性橡塑往复密封圈，有必要对密封圈实际工作过程中的泄漏量和

摩擦力进行实时检测。

[0003] 现有的往复密封实验台已能满足对单个密封圈内、外行程的摩擦力值进行测量，

也有许多能够测量密封圈泄漏量的有效方法。目前对泄漏量的测量存在两种主要方法：一

种是称重法，即采用容器收集或棉花吸附等手段，再对容器或棉花等的前后质量变化进行

称重来获得泄漏量；另一种是测高法，即利用连通管原理将带刻度的有机玻璃管插入到泄

漏油液收集容器内，通过读取有机玻璃管液位的高度变化来获得泄漏量。然而，以上方法均

需要较长的收集时间，属于间断性测量，也容易由于所测液体的挥发导致测量不准。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提供一种可在线检测泄漏率和摩擦力的

往复密封实验装置，同时也配置了可检测油液温度的测量设施。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可在线实时检测泄漏率和摩擦力的往复密封实验装置，包括实验缸  100、往

复驱动系统200、液压泵站300和基座400；其特征在于：所述实验缸  100包括螺纹连接在连

杆214上的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螺纹连接在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上的第一传感器连接

螺母102，螺纹连接在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  102上的左边活塞杆103，螺纹连接在左边活塞

杆103上的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  104，螺纹连接在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104上的第二拉压力

传感器105，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右端螺纹与中间活塞杆106左端的螺纹孔连接，中间活塞

杆106  穿入泄漏测试腔150内，中间活塞杆106右端通过第三传感器连接螺母109螺纹连接，

第三传感器连接螺母109右端与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螺纹连接，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右

端螺纹与右边活塞杆108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通过第一保护套110将左压

力缸140的内空腔中高压油液隔离，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通过第二保护套113将右压力缸

141的内空腔中高压油液隔离；所述第一保护套110和第二保护套113内侧分别安装有第一

静密封件111  和第二静密封件112；所述泄漏测试腔150左端安装有第二密封件安装座125

和左压力缸140，右端安装有第三密封件安装座126和右压力缸141；所述左压力缸140外端

安装有左端盖130，左端盖130左端安装有第一密封件安装座120；所述右压力缸141外端安

装有右端盖131，右端盖131右端安装有第四密封件安装座127；所述第一密封件安装座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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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密封件安装座125、第三密封件安装座126和第四密封件安装座127上均安装有由导向

环121、待测密封件122、第三静密封件123和用于连接的内六角螺钉124组成的组件；所述左

端盖130、右端盖131和泄漏测试腔150上安装有防止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内空腔中

高压油液泄漏的第四静密封件132；所述左端盖130、左压力缸140和泄漏测试腔150之间，以

及右端盖131、右压力缸141和泄漏测试腔150之间均通过螺母144和双头螺栓145实现连接；

所述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上均设置有进油口142和出油口143；所述左压力缸140、右

压力缸141和泄漏测试腔  150底部安装有堵头146，便于废液的排放；所述左端盖130和右端

盖131上均设置有用于安装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孔136，左端盖130和右端盖131均通过L形角

架133、第一螺钉134和第二螺钉135固定在基座400上；所述泄漏测试腔  150顶部安装有储

液腔160、储液腔锁紧螺母161和磁致伸缩液位计162；所述磁致伸缩液位计162包括挡片

166、滑杆165和浮子164，通过浮子164的上下浮动来获得液位变化；所述储液腔160上设置

有与大气连通的泄压孔163；所述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信号线从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2

侧边孔引出，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信号线穿过左边活塞杆103从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2

侧边孔引出，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信号线从右边活塞杆108右端引出。

[0007] 所述往复驱动系统200包括基座400，固定在基座400上的电动缸211，连接在第一

联轴器213左端接口上的由电动缸211伸出的电动缸推杆212，固定在第一联轴器213右端的

连杆214。

[0008] 所述液压泵站300包括油箱301，安装在油箱301内部的液位计302和温度计315，从

油箱301接出的油泵305，与油泵305连接的第二联轴器316，带动第二联轴器316旋转的电机

304，与油泵305连接的单向阀307，单向阀307出口处安装的第一截止阀309，与第一截止阀

309连接的主压力表308，与单向阀  307连接的溢流阀306，与溢流阀306出口处连接的冷却

风扇303，与单向阀307  出口处连接的换向阀310，与换向阀310连接的两个液控单向阀311，

与高压油液流出的液控单向阀311的出口处连接的电接点压力表314，与电接点压力表314

连接的囊式蓄能器313，与囊式蓄能器313连接的第二截止阀312；所述左边的液控单向阀

311有两条高压油液流回通道，分别与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的出油口143连接；所述

右边的液控单向阀311有两条高压油液流出通道，分别与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的进

油口142连接；所述由左边的液控单向阀311流回的高压油液经过冷却风扇303冷却后流回

油箱301。

[000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1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可在线检测密封件泄漏量和摩擦力的往复密封实验装置，包括

实验缸、往复驱动系统、液压泵站和基座。实验过程中，液压泵站给左、右两个压力缸提供高

压环境，往复驱动系统通过第一拉压力传感器带动实验缸做直线往复运动。首先，第一密封

件安装座、第二密封件安装座、第三密封件安装座和第四密封件安装座中均不装入待测密

封件，运行获得第一拉压力传感器、第二拉压力传感器和第三拉压力传感器第一读数，记录

该读数。然后，装入待测密封件，测量得到的数据再减去已经记录的拉压力传感器第一次读

数，即可获得排除导向环对活塞杆摩擦力影响后的待测密封件的摩擦力值。忽略流体对保

护套的阻力，通过记录回程和进程下三个拉压力传感器值，即可推算出单个密封圈回程和

进程下的摩擦力值。泄漏量测量则通过左、右压力缸的对称设置，形成能够实时收集泄漏油

液的泄漏测试腔，再采用目前较为成熟的磁致伸缩液位计来测量液位的实时变化，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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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浮子在储液腔中的上下浮动产生位移信号输出，其位移精度能达1微米，最后通过储

液腔的容腔截面积换算即可得到实时的密封圈净泄漏量(回程和进程的差值)。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主要表现在：

[0012] 通过构建左、右对称的压力缸，可实现对泄漏量和摩擦力的在线检测，便于密封生

产厂商、研发人员更好评价密封圈性能，及时发现潜在失效故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试验系统整体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往复驱动系统和实验缸结构立体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实验缸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泄漏量实时测试结构剖视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液压泵站油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19] 参照图1、图2、图3、图4和图5，其中：

[0020] 100-实验缸；101-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2-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3-左边活塞

杆；104-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105-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6-中间活塞杆；107-第三拉压力

传感器；108-右边活塞杆；109-第三传感器连接螺母；110-  第一保护套；111-第一静密封

件；112-第二静密封件；113-第二保护套；120-  第一密封件安装座；121-导向环；122-待测

密封件；123-第三静密封件；124- 内六角螺钉；125-第二密封件安装座；126-第三密封件安

装座；127-第四密封件安装座；130-左端盖；131-右端盖；132-第四静密封件；133-L形角架；

134-  第一螺钉；135-第二螺钉；136-测温孔；140-左压力缸；141-右压力缸；142-  进油口；

143-出油口；144-螺母；145-双头螺栓；146-堵头；150-泄漏测试腔；  160-储液腔；161-储液

腔锁紧螺母；162-磁致伸缩液位计；163-泄压孔；164-  浮子；165-滑杆；166-挡片；200-往复

驱动系统；211-电动缸；212-电动缸推杆；213-第一联轴器；214-连杆；300-液压泵站；301-

油箱；302-液位计；303-  冷却风扇；304-电机；305-油泵；306-溢流阀；307-单向阀；308-主

压力表；  309-第一截止阀；310-换向阀；311-液控单向阀；312-第二截止阀；313-囊式蓄能

器；314-电接点压力表；315-温度计；316-第二联轴器；400-基座。

[0021] 一种可在线实时检测泄漏率和摩擦力的往复密封实验装置，包括实验缸  100、往

复驱动系统200、液压泵站300和基座400；其特征在于：所述实验缸  100包括螺纹连接在连

杆214上的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螺纹连接在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上的第一传感器连接

螺母102，螺纹连接在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  102上的左边活塞杆103，螺纹连接在左边活塞

杆103上的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  104，螺纹连接在第二传感器连接螺母104上的第二拉压力

传感器105，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右端螺纹与中间活塞杆106左端的螺纹孔连接，中间活塞

杆106  穿入泄漏测试腔150内，中间活塞杆106右端与第三传感器连接螺母109螺纹连接，第

三传感器连接螺母109右端与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螺纹连接，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右端

螺纹与右边活塞杆108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通过第一保护套110将左压力

缸140的内空腔中高压油液隔离，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通过第二保护套113将右压力缸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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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空腔中高压油液隔离；所述第一保护套110和第二保护套113内侧分别安装有第一静密

封件111和第二静密封件112；所述泄漏测试腔150左端安装有第二密封件安装座125和左压

力缸140，右端安装有第三密封件安装座126和右压力缸141；所述左压力缸140  外端安装有

左端盖130，左端盖130左端安装有第一密封件安装座120；所述右压力缸141外端安装有右

端盖131，右端盖131右端安装有第四密封件安装座  127；所述第一密封件安装座120、第二

密封件安装座125、第三密封件安装座  126和第四密封件安装座127上均安装有由导向环

121、待测密封件122、第三静密封件123和用于连接的内六角螺钉124组成的组件；所述左端

盖130、右端盖131和泄漏测试腔150上均安装有防止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内空腔中

高压油液泄漏的第四静密封件132；所述左端盖130、左压力缸140和泄漏测试腔150之间，以

及右端盖131、右压力缸141和泄漏测试腔150之间均通过螺母144和双头螺栓145实现连接；

所述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上均设置有进油口142和出油口143；所述左压力缸140、右

压力缸141和泄漏测试腔150  底部安装有堵头146，便于废液的排放；所述左端盖130和右端

盖131上均设置有用于安装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孔136，左端盖130和右端盖131均通过L形角

架  133、第一螺钉134和第二螺钉135固定在基座400上；所述泄漏测试腔150顶部安装有储

液腔160、储液腔锁紧螺母161和磁致伸缩液位计162；所述磁致伸缩液位计162包括挡片

166、滑杆165和浮子164，通过浮子164的上下浮动来获得液位变化；所述储液腔160上设置

有与大气连通的泄压孔163；所述第一拉压力传感器101信号线从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2

侧边孔引出，第二拉压力传感器105信号线穿过左边活塞杆103从第一传感器连接螺母102

侧边孔引出，第三拉压力传感器107信号线从右边活塞杆108右端引出。

[0022] 所述往复驱动系统200包括基座400，固定在基座400上的电动缸211，连接在第一

联轴器213左端接口上的由电动缸211伸出的电动缸推杆212，固定在第一联轴器213右端的

连杆214。

[0023] 所述液压泵站300包括油箱301，安装在油箱301内部的液位计302和温度计315，从

油箱301接出的油泵305，与油泵305连接的第二联轴器316，带动第二联轴器316旋转的电机

304，与油泵305连接的单向阀307，单向阀307出口处安装的第一截止阀309，与第一截止阀

309连接的主压力表308，与单向阀  307连接的溢流阀306，与溢流阀306出口处连接的冷却

风扇303，与单向阀307  出口处连接的换向阀310，与换向阀310连接的两个液控单向阀311，

与高压油液流出的液控单向阀311的出口处连接的电接点压力表314，与电接点压力表  314

连接的囊式蓄能器313，与囊式蓄能器313连接的第二截止阀312；所述左边的液控单向阀

311有两条高压油液流回通道，分别与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的出油口143连接；所述

右边的液控单向阀311有两条高压油液流出通道，分别与左压力缸140和右压力缸141的进

油口142连接；所述由左边的液控单向阀311流回的高压油液经过冷却风扇303冷却后流回

油箱301。

[0024] 本说明书实施例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对实用新型构思的实现形式的列举，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不应当被视为仅限于实施例所陈述的具体形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也包

括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构思所能够想到的等同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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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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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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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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