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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

(57)摘要

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包含主轴系

统、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与喷嘴支撑系统、滚动体

自旋角度调整系统以及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采

用内圈开环形槽的形式放置微型超声波传感器，

对内圈不同位置处的油膜厚度进行测量。另一方

面，改变内圈与滚球表面粗糙度，或在内圈外表

面增加凹坑、条纹型、网格状等各种形式织构，使

用不同材料组合的内圈与滚球，模拟轴承的滚动

体不同的接触状态与自旋状态下，研究接触区表

面质量、滚动体自旋状态以及滚球与内圈材料对

油膜形成效果的影响，本实验装置为滚球与滚道

在不同材料、不同表面质量、不同接触与自旋状

态下油膜厚度测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验结果

对滚动轴承接触表面的改进与设计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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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主轴系统、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与喷

嘴支撑系统、滚动体自旋角度调整系统以及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

所述的主轴系统包括主轴(15)，主轴(15)与伺服电机(20)通过梅花弹性联轴器(19)相

连，主轴(15)通过左侧轴承座(1)的内轴承和右侧轴承座(16)的内轴承支撑，右侧轴承座

(16)的内轴承通过轴承座端盖(17)定位，主轴(15)上的开槽内圈(5)通过左侧轴套(4)定

位，左侧轴套(4)使用轴用锁紧螺母(2)定位；

所述的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与喷嘴支撑系统包括按需要布置于开槽内圈(5)槽中的微型

超声波传感器(6)，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通过连杆固定，连杆插入传感器支座(3)上的孔

中，传感器支座(3)上固定喷嘴支架(9)，喷嘴支架(9)中插有喷嘴，传感器支座(3)与主轴

(15)是相互分离的；

所述的滚动体自旋角度调整系统包括与开槽内圈(5)接触的连杆滚动体(13)，连杆滚

动体(13)的另一端连接滑块(14)，滑块(14)在圆弧导轨(8)上运动；

所述的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包括设置在圆弧滑轨(8)上的加载装置(10)，加载装置

(10)通过加载滚轮(12)与连杆滚动体(13)的本体接触，加载滚轮(12)上方设置有压力传感

器(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开槽内圈

(5)外表面具有不同粗糙度与织构特征的环形槽结构，内圈外侧表面为标准轴承内圈宏观

尺寸，在内圈的环形槽结构内部放置固定且悬空的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实现内圈旋转过

程中从内部无干涉连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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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滚动轴承润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滚动轴承有多种润滑方式，如喷油润滑、油气润滑等，其共同特点是通过在滚动体

和轴承内外圈等组件之间形成一定厚度的润滑油膜，减小接触区摩擦发热，保证轴承良好

的运行状态。若润滑不良导致难以油膜或者油膜破裂，轴承内部摩擦磨损加剧，生热量急剧

增加，大大影响轴承服役性能及使用寿命。因此，服役条件下轴承接触区油膜特性的监测技

术至关重要。由于轴承内部空间狭小，难以对油膜厚度进行直接测量。滚动轴承内圈材料、

内圈表面形貌与织构、滚球材料和表面粗糙度以及球与内圈的相对运动和接触状态等会对

润滑油流动、快速进入内圈沟道、接触区成膜特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开展轴承

油膜在线监测装置及方法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

装置和方法，为滚球与滚道在不同材料、不同表面形貌与织构、不同接触与自旋状态下油膜

厚度测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验结果对滚动轴承接触表面的改进与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包含主轴系统、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与喷嘴支撑系

统、滚动体自旋角度调整系统以及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

[0006] 所述的主轴系统包括主轴15，主轴15与伺服电机20通过梅花弹性联轴器19相连，

主轴15通过左侧轴承座1的内轴承和右侧轴承座16的内轴承支撑，右侧轴承座16的内轴承

通过轴承座端盖17定位，主轴15上的开槽内圈5通过左侧轴套4定位，左侧轴套4使用轴用锁

紧螺母2定位；

[0007] 所述的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与喷嘴支撑系统包括按需要布置于开槽内圈5槽中的微

型超声波传感器6，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通过连杆固定，连杆插入传感器支座3上的孔中，传

感器支座3上固定喷嘴支架9，喷嘴支架9中插有喷嘴，传感器支座3与主轴15是相互分离的；

[0008] 所述的滚动体自旋角度调整系统包括与开槽内圈5接触的连杆滚动体13，连杆滚

动体13的另一端连接滑块14，滑块14在圆弧导轨8上运动；

[0009] 所述的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包括设置在圆弧滑轨8上的加载装置10，加载装置10

通过加载滚轮12与连杆滚动体13的本体接触，加载滚轮12上方设置有压力传感器11。

[0010] 所述开槽内圈5外表面具有不同粗糙度与织构特征的环形槽结构，内圈外侧表面

为标准轴承内圈宏观尺寸。

[0011] 本发明的轴承开槽内圈5为一组经过机械加工与表面特殊处理的不同材料的、具

有不同表面粗糙度与不同表面织构的轴承内圈，所开的槽用于放置用于测量油膜厚度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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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超声波传感器，经过表面特殊处理的轴承内圈的外表面宏观尺寸依照标准轴承加工，为

深沟球轴承内圈或角接触球轴承内圈等的标准尺寸，内圈上的连杆滚动体13为相应尺寸的

滚球。

[0012] 其次微型超声波传感器置于开槽内圈的槽内，使微型超声波传感器及配线始终处

于静止状态，进而可在模拟轴承实际运转条件下开展油膜厚度的测量，提高了装置稳定性

与可靠性，极大地降低了装置的复杂性，微型超声波传感器测头有三个，实际实验台测头数

目依据实验需要选取。

[0013] 最后梅花弹性联轴器19的选用上，梅花弹性联轴器主要适用于启动频繁、正反转、

中高速、中等扭矩和要求高可靠性的工作场合，高强度聚氨酯弹性元件耐磨耐油，承载能力

大，使用寿命长，无需润滑，维护工作量小，可连续长期运行。适合本实验台使用要求。

[0014] 本发明的优点：

[0015] (1)实现了球轴承内圈表面油膜厚度的准确快捷测量。

[0016] (2)实现了对滚动体不同自旋、接触角度的状态模拟。

[0017] (3)通过改变内圈与滚球表面粗糙度，可研究不同接触表面粗糙度下的润滑油成

膜效果。

[0018] (4)通过改变内圈表面织构，可研究不同内圈表面织构下的润滑油成膜效果。

[0019] (5)通过改变内圈与滚球材料，可研究在内圈与滚球材料分别为钢与陶瓷、陶瓷与

陶瓷、陶瓷与钢、钢与钢时润滑油成膜效果。

[0020] (6)加载装置与压力传感器配合，便于观测和调整滚动体加载力的大小。

[0021] (7)滚轮加载的方式可以减小滚动体与加载装置之间的摩擦阻力，减少能量损失。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结构主视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装置微型超声波传感器布置细节图；

[0024] 图3为图1中开槽内圈5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3a为侧视图，图3b为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0026]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球轴承油膜厚度测量装置，包含主轴系统、微型超声波传感

器与喷嘴支撑系统、滚动体自旋角度调整系统以及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

[0027] 所述的主轴系统包括主轴15，主轴15与伺服电机20通过梅花弹性联轴器19相连，

主轴15通过伺服电机20驱动，伺服电机20通过电机支架22及螺钉20固定，主轴15通过左侧

轴承座1的内轴承和右侧轴承座16的内轴承支撑，右侧轴承座16的内轴承通过轴肩和带轴

承座处螺钉18的轴承座端盖17定位，参照图3，主轴15上的开槽内圈5通过左侧轴套4定位，

左侧轴套4使用轴用锁紧螺母2定位，这样保证了主轴系统稳定可靠，定位准确。

[0028] 所述的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与喷嘴支撑系统包括按需要布置于开槽内圈5槽中的微

型超声波传感器6，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通过连杆固定，连杆插入传感器支座3上的孔中，传

感器支座3上通过喷嘴支架处螺钉7固定喷嘴支架9，喷嘴支架9中插有喷嘴，传感器支座3与

主轴15是相互分离的，这样便于调整喷嘴与开槽内圈5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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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参照图2，所述的滚动体自旋角度调整系统包括与开槽内圈5接触的连杆滚动体

13，连杆滚动体13可绕其自身的杆自由旋转，连杆滚动体13的另一端连接滑块14，滑块14在

圆弧导轨8上运动，滑块14即可调连杆滚动体13的自旋角度，结构简单可靠，角度调整方便。

[0030] 所述的加载与压力检测系统包括设置在圆弧滑轨8上的加载装置10，加载装置的

轴线通过圆弧滑轨8上的滑块调整，一般情况下调整至与滚动体自旋轴垂直，加载装置10通

过加载滚轮12与连杆滚动体13的本体接触，加载滚轮12上方设置有压力传感器11，读取压

力传感器11的数值调整所需加载力的大小。

[0031] 所述开槽内圈5外表面具有不同粗糙度与织构特征的环形槽结构，内圈外侧表面

为标准轴承内圈宏观尺寸。

[0032] 实验所用的开槽内圈5与连杆滚动体13的滚球为钢与钢、钢与陶瓷、陶瓷与钢、陶

瓷与陶瓷不同材料制成。

[0033] 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悬空放置于轴承内圈槽内，微型超声波传感器固定于传感器

支座中，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测头数目与位置布置依据需要设置，不限于3个测头，不限于如

图布置位置。

[0034] 参照图3，轴承开槽内圈5为一组经过机械加工与表面特殊处理的不同材料的、具

有不同表面粗糙度与不同表面织构的轴承内圈，所开的槽A用于悬空放置用于测量油膜厚

度的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经过表面特殊处理的开槽内圈5的外表面宏观尺寸依照标准轴承

加工，为深沟球轴承内圈或角接触球轴承内圈等的标准尺寸，内圈上的连杆滚动体13为相

应尺寸的滚球。

[0035] 其次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悬空置于开槽内圈的槽A内，使微型超声波传感器6及配

线始终处于静止状态，进而可在模拟轴承实际运转条件下开展油膜厚度的测量，提高了装

置稳定性与可靠性，极大地降低了装置的复杂性，微型超声波传感器测头有三个，实际实验

台测头数目依据实验需要选取。

[003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调整滑块14与加载装置至所需角度，即调整滚动体自旋方向与加载力的方向。

[0038] (2)通过加载装置10调整加载力，通过观测压力传感器11调整加载力至所需大小。

[0039] (3)启动润滑系统，可为喷油润滑系统、油气润滑系统等。以喷油润滑系统为例，此

时润滑油从喷嘴喷出至开槽内圈5，起到预润滑的作用。

[0040] (4)启动伺服电机，直至电机运转稳定，润滑油在内圈分布基本稳定，启动微型超

声波传感器检测并记录几个测量位置的油膜厚度。

[0041] (5)检测结束后依次关闭微型超声波传感器、伺服电机、润滑系统。

[0042] (6)更换不同材料、不同表面粗糙度、不同表面织构的内圈，更换不同材料、不同表

面粗糙度的滚球，重复(1)至(5)进行多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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