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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涡轮机螺母(118)，该螺母

尤其用于轴向地锁定轴承(110)套圈(114)，该螺

母包括用于旋拧到涡轮机的部件上的螺纹

(146)，以及用于将螺母锁定以防止螺母相对于

所述部件旋转的锁定构件(152)，其特征在于，螺

母还包括至少一个动态密封构件(164，138，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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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涡轮发动机的螺母(118)，所述螺母包括用于旋拧到所述涡轮发动机的部件上

的螺纹(146)，以及用于确保所述螺母不会相对于所述部件旋转的锁定构件，所述螺母进一

步包括至少一个动态密封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包括具有基本为C形或U形的轴向部

段的部分，该基本为C形或U形的轴向部段的开口被轴向地定向，所述部分包括两个基本为

圆柱形的壁，所述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壁分别为内圆柱形壁(130)和外圆柱形壁(132)，所

述螺纹(146)位于所述内圆柱形壁上，并且所述动态密封构件位于所述外圆柱形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包括两个独立的动态密封

构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构件或每个密

封构件包括一系列的环形擦拭件(164)、新月形的孔(142)、密封表面(138)、螺旋件(143)

和/或迷宫式密封接合件的元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包括外径向壁

(13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径向壁(136)位于所述外圆柱

形壁(132)的下游端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另一动态密封构件位于

所述内圆柱形壁(130)的上游的轴向延伸部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包括居中构件

(148)，所述居中构件独立于所述螺纹，并且被设计成与所述部件接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定构件包括内径

向边缘(152)，所述内径向边缘包括轴向凹部，所述轴向凹部被设计成接纳锁定套圈(156)

的轴向凸耳(158)。

9.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被设计成限定

出冷却腔。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用于轴向地锁定轴承

(110)套圈(114)。

11.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径向壁形成导向装置。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螺母(118)，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被设计成在所述开口的至

少一个壁上受到油的影响而限定出冷却腔。

13.涡轮发动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涡轮发动机包括承载轴承(110)套圈(114)的部件，

所述轴承套圈通过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螺母(118)被轴向地锁定。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涡轮发动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涡轮发动机包括至少一个喷

油嘴(180)，所述至少一个喷油嘴被设计成将油喷射到所述螺母(118)的所述开口中。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涡轮发动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部件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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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轴承套圈轴向锁定在涡轮机中的螺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涡轮发动机的螺母，该螺母尤其是用于轴向地锁定轴承套圈。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具体包括US-A-3  915  523，US-A-6  142  729，US-A1-2006/251512，US-

A1-2003/044097以及US-A1-2009/034896。

[0003] 涡轮发动机包括用于对诸如轴的部件进行导向并使其居中的轴承。减摩类型的轴

承包括两个套圈，该两个套圈分别为内套圈和外套圈，诸如滚珠轴承或滚轴的减摩轴承位

于这两个套圈之间，这两个套圈能够通过被插入在套圈之间的环形笼而被保持在距彼此一

定距离处。

[0004] 图1摘录自本申请人之前的申请FR-A1-2  976  623，如在图1中可看到的，每个轴承

10一般通过在轴的圆柱形表面12上轴向地滑动，直到其内套圈14被轴向地支撑抵靠在轴的

环形肩部16而被安装在涡轮发动机轴(或由轴支撑的元件)上。然后内套圈14通过被旋拧到

轴上的螺母18而被轴向地锁定抵靠在肩部16，并且该螺母的一个端部被轴向地支撑在内套

圈14上。每个轴承10的外套圈15一般被附接到轴承支架17、19，所述支架在这种情况下充当

被插入在套圈之间的笼。

[0005] 同样如从图1可看到的，已知的是将锁定构件20与螺母接合以便确保所述螺母不

能相对于其上安装有螺母的轴进行旋转。

[0006]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由图1中的参考符号A所指示的以及图2中的放大图中所示

出的环境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尽管图1和图2中所示出的技术是不同的)。

[0007] 所述图2示出了螺母18的上述锁定构件20位于螺母的位于与轴承10相反的侧部上

的端部处。所述锁定构件20包括轴向圆柱形边缘，该轴向圆柱形边缘包括径向凹部的在其

间限定出轴向齿的环形排。所述锁定构件20与轴的相似的锁定构件22径向对齐。锁定套圈

24被应用到锁定构件20、22，并且包括径向凸耳，该径向凸耳被插入在所述锁定构件的齿之

间以确保螺母不会相对于轴旋转。锁定套圈24通过轴向平移而被应用至锁定构件20、22，并

且通过弹性挡圈26被轴向地保持在锁定位置中，该弹性挡圈被轴向地支撑在套圈24上，并

且被插入在构件20的轴向圆柱形边缘中的径向内环形凹槽中以用于锁定螺母。

[0008] 在由图2所示的本发明的现有技术中，可观察到螺母18通过密封机构28被轴向地

支撑在轴承10的内套圈14上，该密封机构在航空领域中通常被称为“旋转迷宫(rotating 

labyrinth)”。所述密封机构28包括具有U形或C形轴向部段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该U形或

C形轴向部段的开口向下游(参考涡轮发动机中的气体的流动)轴向地打开，并且该U形或C

形轴向部段包括两个基本圆柱形的环形壁，该两个基本圆柱形的环形壁分别为一个延伸到

另一个内部的内壁30和外壁32。内壁30在其下游端部包括环形边缘34，该环形边缘径向地

向内延伸，并且在轴承10的内套圈14和螺母18之间被轴向地夹紧。外壁32通过其下游端部

被连接到径向环形壁36，该径向环形壁向外延伸并形成导向装置或投放-发射装置(drop-

launcher)。外壁32和径向壁36由发动机整流罩(chamber  cowling)89的一部分所围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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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密封系统40被安装在外壁32和发动机整流罩89之间。在本申请中，动态密封被理解为意

思是指在相对于彼此可移动的尤其是可旋转地移动的两个部件之间产生的密封。机构的外

壁32包括由设置有涂层的圆柱形表面形成的密封构件38，该涂层用于使表面硬化并提高摩

擦系数，并与元件41配合，该元件为密封系统40的部分。所述密封系统40由螺旋件43来补

充，该螺旋件与由外壁32所承载的轴向凹槽42接合，以便保护密封系统40免受能够到达密

封系统的油所污染，更具体地，这种油用于对轴承10进行润滑。元件41在密封构件38上的摩

擦产生热量，这需要对外壁32进行冷却。所述冷却由来自喷油嘴80的油82的射流产生，该喷

油嘴被定向在密封机构28的U形或C形的轴向部段内。

[0009] 此外，如从图2能看到的，发动机整流罩89的一部分由涡轮发动机的风扇转子的一

部分所围绕，并且尤其是由风扇盘44所围绕。

[0010] 在风扇叶片发生退化或破裂的情况下(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可观察到在

发动机整流罩89和风扇盘44之间存在与相当大的力发生接触的风险。该问题的一种解决方

案将包括增加这些部件之间的间隙。然而，由于风扇盘44不能被容易地修改(尤其是因为尺

寸问题)，以及轴承10不能被容易地移动(尤其是因为发动机架构缺乏灵活性)，因此必须考

虑另一种解决方案。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解决这种问题的简单、有效且经济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12] 为此，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涡轮发动机的螺母，该螺母尤其是用于轴向地锁定

轴承套圈，该螺母包括用于旋拧到涡轮发动机的部件上的螺纹，以及用于确保螺母不会相

对于所述部件旋转的锁定构件，螺母进一步包括至少一个动态密封构件，其特征在于，该螺

母包括具有基本为C形或U形的轴向部段的部分，该基本为C形或U形的轴向部段的开口被轴

向地定向，所述部分包括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壁，所述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壁分别为内圆

柱形壁和外圆柱形壁，所述螺纹位于内圆柱形壁上，并且所述动态密封构件位于外圆柱形

壁上。

[0013] 因此，本发明提出了将现有技术的密封机构的功能整合到螺母中。换句话说，本发

明提出将由现有技术的密封机构和螺母形成的组件接合到一个元件中并且是相同的元件

中。这种接合尤其能够通过减小组件的直径而减小所述组件的体积，尤其是径向体积。在以

上描述的具体情况下，这种体积的减小能够设想到增加轴承支架和风扇盘之间的轴向间

隙，并因此能够在风险叶片损坏的情况下限制这些部件之间发生接触的风险。

[0014] 优选地，根据本发明的螺母包括两个独立的动态密封构件。

[0015] 例如，所述密封构件或每个密封构件包括一系列的环形擦拭件、密封表面、螺旋

件、新月形的孔或用于提高螺旋件的有效性的凹槽，和/或迷宫式密封接合件的元件。

[0016] 螺母可包括外径向壁，该外径向壁例如形成导向装置，优选地，该导向装置被设计

成保护动态密封构件。

[0017]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螺母包括具有基本为C形或U形的轴向部段的部分，该

基本为C形或U形的轴向部段的开口被轴向地定向，并且这能够允许密封构件通过油的射流

而被冷却。所述部分可包括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壁，该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壁分别为内壁

和外壁，所述螺纹位于内圆柱形壁上，并且动态密封构件中的至少一个位于外圆柱形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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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的外径向壁可位于所述外圆柱形壁的下游端部。

[0018] 优选地，另一动态密封构件位于所述内圆柱形壁的上游的轴向延伸部上。

[0019] 有利地，螺母包括居中构件，该居中构件独立于所述螺纹，并且被设计成与所述部

件接合。

[0020] 优选地，锁定构件包括内径向边缘，该内径向边缘包括轴向凹部，该轴向凹部被设

计成接纳锁定套圈的轴向凸耳。

[0021] 有利地，所述开口被设计成限定出冷却腔，尤其是在开口的至少一个壁上受到油

的影响而限定出冷却腔。

[0022] 本发明进一步涉及一种涡轮发动机，该涡轮发动机包括承载轴承套圈的诸如轴的

部件，该轴承套圈通过上述类型的螺母被轴向地锁定。

[0023] 优选地，涡轮发动机包括至少一个喷油嘴，该至少一个喷油嘴被设计成将油喷射

到螺母的所述开口中。

附图说明

[0024] 通过阅读下文中以非限制性示例的方式并参照附图给出的说明，本发明将被更好

地理解，并且本发明的其它细节、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更加清楚，在附图中：

[0025] -图1为根据现有技术的涡轮发动机的示意性轴向截面半视图，

[0026] -图2为根据现有技术的用于将轴承套圈和密封机构轴向地锁定的螺母的示意性

轴向截面半视图，

[0027]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将轴承套圈轴向地锁定的螺母的示意性轴向截面半视

图，该螺母包括与轴中的凹部互锁的齿，

[0028] -图4为图3的锁定套圈的示意性透视图，

[0029] -图5为图3的螺母的示意性透视图，以及

[0030] -图6和图7为图3的螺母的其他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和图2已在上文中描述，并示出了本发明的现有技术。

[0032] 图3至图7示出了用于将涡轮发动机轴承110的内套圈114进行锁定的螺母118的实

施例。如在上文中参照图1和图2所描述的，轴承110通过在轴的圆柱形表面112上轴向地滑

动，直到其内套圈114被轴向地支撑抵靠在轴的环形肩部116而被安装在涡轮发动机轴(或

由轴支撑的元件)上。然后内套圈114通过螺母118被轴向地锁定抵靠在肩部116，该螺母被

旋拧到轴上，并且该螺母的一个端部被轴向地支撑在内套圈114上。轴承的外套圈未被示

出，并且被固定到发动机整流罩189。

[0033] 螺母118从上游(附图中的左侧)被旋拧到轴上并且包括内螺纹146，该内螺纹被设

计成与轴的互补的外螺纹接合，轴的互补的外螺纹直接位于表面112的上游。

[0034] 在所示出的示例中，螺母118包括具有基本为U形或C形的轴向部段的部分，在这种

情况下，该U形或C形轴向部段的开口被轴向地定向在下游(图3中的右侧，由AV所指示)。因

此，螺母118包括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环形壁，该两个基本为圆柱形的环形壁分别为一个延

伸到另一个内部的内壁130和外壁132。壁130、132在其上游端部通过基本径向的壁133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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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0035] 内壁130在其下游端部包括螺纹146。内壁130进一步包括在螺纹146的上游(在图3

中朝向左侧，由参考符号AM所指示)向内径向延伸的环形边缘148。所述边缘148被设计成与

轴接合以形成用于使螺母118居中的构件。在这种情况下，边缘148包括径向内圆柱形表面，

该径向内圆柱形表面用于在轴的圆柱形表面150上滑动。所述居中构件可以是重要的以用

于保证稍后将被提及的密封构件的适当的功能。

[0036] 内壁130进一步包括在边缘148的上游向内径向延伸的环形边缘152。所述边缘152

包括轴向凹部的环形排，该轴向凹部的环形排均匀地分布并且在其间限定出径向齿152A。

边缘152具有的内径小于边缘148的内径，以这种方式使得在螺母118的组装位置中，所述凹

部中的一个与轴中的轴向凹部中的一个轴向地对齐。在这种情况下，轴的轴向齿154由轴的

轴向圆柱形边缘形成，该轴向圆柱形边缘在上游延伸并且包括径向凹部的环形排，该环形

排在其间限定出轴的齿154。在图3中所示出的组装位置中，边缘152的径向齿152A位于距轴

中的凹部较近的轴向距离处，齿154位于径向齿152A与凹部之间。所述齿形成锁定构件120，

该锁定构件120与锁定套圈156配合以确保螺母118不会相对于轴旋转。

[0037] 在图4中可更容易地看到锁定套圈156。所述套圈具有360°的连续形状，并且包括

轴向凸耳158以及至少一个更长的轴向凸耳159，这些轴向凸耳向下游延伸。所述凸耳158和

159的数量以适当的方式被选择，所述凸耳158和159围绕套圈156的回转轴线均匀地分布。

套圈156从上游被平移地安装到边缘152的齿上以及轴的齿154上，套圈的凸耳158和159用

于插入在所述齿之间，所述齿在圆周方向中与凸耳158和159的圆周端部接触以确保上述的

禁止旋转。仅凸耳159被插入在轴的事先与螺母118的凹部对齐的凹部中。如从图3中可看到

的，边缘148、152通过壁130的向内径向打开的第一环形凹槽160而互相分离，并且边缘148

和螺纹146通过壁130的向内径向打开的第二环形凹槽160而互相分离。

[0038] 内壁130进一步包括在边缘152的上游向内径向打开的环形凹槽162，在该环形凹

槽中安装有环形弹性挡圈126的外周，该环形弹性挡圈能够被轴向地支撑在套圈156上以将

所述套圈轴向地维持在上述的位置中以用于锁定螺母118。如从图5中可看到的，所述凹槽

162不是360°连续的，并且由边缘152中的上述的轴向凹部所中断，所述凹部轴向地延伸，远

至凹槽162所处的区域中。如将在下文中描述的，所述凹部可被设计成与用于拧紧/旋松螺

母118的工具接合。

[0039] 螺母118的内壁130在上游越过壁133轴向地延伸，并且限定出承载第一密封构件

的上游轴向圆柱形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所述第一密封构件是一系列外环形擦拭件164，该

一系列外环形擦拭件与由发动机整流罩189承载的耐磨材料层166接合。包括擦拭件164和

耐磨层166的组件形成动态密封系统或接合件，在这种情况下，动态密封系统或接合件是迷

宫类型的。

[0040] 外壁132通过其下游端部被连接到径向壁136，该径向壁向外延伸并形成导向装置

或投放-发射装置。外壁132和径向壁136被发动机整流罩189所围绕。动态密封系统140被安

装在外壁132和发动机整流罩189之间。所述系统140包括摩擦元件141，该摩擦元件与外壁

132的密封构件138或表面配合。表面138覆盖有涂层，该涂层用于使所述表面硬化并提高与

摩擦元件141的摩擦系数。摩擦元件141在密封构件138上的摩擦产生热量，从而需要对外壁

132进行冷却。所述冷却由来自喷油嘴180的油182的射流产生，该喷油嘴被定向在密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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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U形或C形的轴向部段内。

[0041] 由壁136形成的导向装置被安装以保护油腔的动态密封接合件，油腔位于壁136的

下游并且是用于润滑轴承110所必需的，并且因此在运行中被喷射。如果没有所述导向装

置，则腔的密封接合件将充满油，并且不能再保证其使腔进行通风的功能。

[0042] 即使这种保护将是不充足的，密封系统140可由螺旋件143来补充，该螺旋件与外

壁132中的新月形的孔142或轴向凹槽接合，以便保护密封系统140免受来自腔的油的污染。

新月形的孔或轴向凹槽用于提高螺旋件143的有效性。

[0043] 此外，如从图3可看到的，发动机整流罩189的一部分由涡轮发动机的风扇转子的

一部分所围绕，并且尤其是由风扇盘144所围绕。

[0044] 因此，本发明提出了将现有技术的密封机构整合到螺母118中，因此螺母包括多个

功能：旋拧到轴上并且轴向地止挡内轴承套圈114、通过边缘148而把中心放在轴上、通过环

156和边缘152的齿来锁定相对于轴的旋转、在这种情况下密封构件138的与擦拭件164的动

态密封、以及最后是通过轴向凹槽或新月形的孔142和由径向壁136形成的导向装置来保护

动态密封接合件。

[0045] 关于图2中所示出的现有技术，螺母118具有更小的直径。具体通过消除现有技术

中的边缘34以及通过将机构的内壁30连接到螺母18的上游端部而使之成为可能。

[0046] 根据本发明的螺母118能够以以下方式安装。轴承110通过从上游使其内套圈在轴

的圆柱形表面112上轴向地滑动而被安装在轴上。螺母118相对于轴被轴向地对齐并且被布

置在轴承110的上游。所述螺母在下游沿轴的轴线平移地移动，直到其螺纹146位于轴的螺

纹的起始/上游处。然后，使用适当的工具来使螺母旋转并将螺母旋拧到轴上。所述工具可

在边缘152的区域中被接合在螺母118上，该工具能够包括轴向齿，轴向齿被插入在所述边

缘152的上述的轴向凹部中。继续旋拧直到螺母118被轴向支撑在内套圈114上，然后该内套

圈被夹紧在螺母118和轴的肩部116之间。过扭矩被应用到螺母118，以便使其中的凹部中的

至少一个与轴中的至少一个凹部对齐。锁定套圈156相对于轴被轴向地对齐并且被布置在

螺母118的上游。锁定套圈在下游沿轴的轴线平移地移动，直到其凸耳158被插入在边缘152

的齿之间，以及较长的凸耳159被插入在先前对齐的边缘152和轴的齿154之间。然后，环形

弹性挡圈126被安装在凹槽中以将套圈154轴向地保持在其位置中以用于锁定螺母118。为

此，弹性挡圈126可被弹性地约束，以便减小其外直径，直到弹性挡圈126能被插入到螺母内

以及凹槽162中为止。然后，被施加到弹性挡圈126的力被取消，使得弹性挡圈126能够通过

弹性复原而在凹槽162中恢复到其原始形状。然后，发动机整流罩189可围绕螺母118被安

装，以这种方式使得擦拭件164与耐磨层166对齐并使得密封元件138与摩擦元件141对齐。

[0047] 有利地，螺母118在面临涡轮发动机中的架构约束时通过允许在紧凑性和易于组

装方面取得进展而结合有诸如固定和密封的诸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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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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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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