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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机械密封是一种新型机械设备的密封方式，始用于

19 世纪末，由于第一代产品结构简单，未达到预想密

封效果，并未广泛应用，随着工业进步，机械仪器设

计更加精密，机械密封也逐渐进行改进设计，现代机

械密封已被广泛应用。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机械

密封亦是如此，其优点是安全性高、密封可靠、对轴

保护性好、功耗低、使用年限长等，缺点是相对于普

通填料结构复杂、动静环端面平整度要求极高、相比

普通填料密封价格较贵、更换工程量较大且对安装工

人技术要求较高。综合其优缺点，利大于弊，这也是

机械密封被广泛应用的原因。

1    离心泵用机械密封简介

离心泵主轴密封装于离心泵前护板与泵壳处，其主

要功能是为了阻止排出的液体从此处泄漏或防止空气

从此处进入泵壳内部，机械密封是离心泵轴封的常见

类型。机械密封又称为端面机械密封，是旋转轴用动 
密封。

如图所示，机械密封主要由静环、动环、压紧弹簧、

弹簧座、紧定螺钉、防转销、静环密封圈、动环密封圈

等部分组成。动环是由防转销固定在轴上的部件，相

对轴静止，且在压紧弹簧的作用下与静环保持密切贴

合；被防转销固定不转的那片称之为静环。动环、静环

的工作原理是动环 1 和静环 2 在压紧弹簧的作用下相

互贴合，贴合后的密封端面形成摩擦副，动环、静环

高速地相对旋转时会在摩擦副端面间形成极薄的油膜，

从而达到密封的目的，并通过相对旋转运动构成密封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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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械密封是一种代替传统填料密封方式的新型密封方式，相比于传统填料密封具有性能稳定、密封
性好、对离心泵轴无磨损等优点，这也使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中。本文详细阐述了机械密封的正
确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并结合洗选煤生产中泵用机械密封的运行状况，总结并深入分析了机械密封常见
的故障原因，并针对各运行故障提出了相应的有效解决方法，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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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密封的主要密封部件是动环、静环，动环、静

环结合形成摩擦副，通过动环 O 型圈和静环 O 型圈密

封作为辅助填充密封，从而将离心泵内外完全隔离，实

现无介质渗漏，同时也能够阻止冲洗液、其他介质和

杂质进入到离心泵的腔体中。

如图所示，辅助密封 O 型圈填充在静环和泵壳、

动环和泵轴的间隙中，其主要作用是辅助密封，同时能

消除和缓解泵运转时振动对机械密封的不良影响。压

紧弹簧 3 的主要作用是离心泵停滞状态和正常运转时

保证动、静环始终处于贴合状态；紧定螺钉 5 的作用是

固定弹簧座。

2    安装注意事项

2.1    安装不当引起的故障

在使用机械密封的过程中，安装不当引起的密封

泄漏故障较为常见，对设备正常运转造成的影响较大。

结合机械密封标准安装流程和现场实际情况，因安装

过程不规范或使用不当引起的机械密封失效的情况有

以下几种：

（1）安装过程中，机械密封的弹簧压缩过紧或过松，

将会造成动环、静环磨损或贴合不密切从而导致密封

失效；

（2）动环、静环 O 型圈安装拧位，致使动环、静

环安装位置偏差，摩擦副端面不贴合，造成密封不严；

（3）机械密封冲洗液流量过小或缺失，将导致动环

与压紧弹簧间充满杂质，进而降低弹簧元件的弹性甚

至造成弹簧失效；

（4）机械密封冲洗液冲洗力度过大，将会对机械

密封发生冲蚀，静环因长时间冲蚀而产生裂纹或缺口，

从而造成密封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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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泵输送的介质含有固体颗粒，会因密封不严进

入密封端面，较易对机械密封造成破坏；

（6）因工艺条件改变或操作原因造成的离心泵出现

抽空、气蚀等现象。

2.2    正确安装流程

安装不当将会造成机械密封失效泄漏，针对以上安

装不当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1）根据实际生产需要，正式安装机械密封前需仔

细检查核对机械密封组件的铭牌型号、规格，保证与

离心泵适配。

（2）安装机械密封时应注意细节的落实：保证机械

密封的动环端面和静环密封端面的清洁（安装前棉纱

轻轻地对动环和静环端面进行擦拭）。

（3）机械密封安装前涂抹适量机油在各零部件上，

可减少或避免因零部件之间相互摩擦致使零部件损坏

的问题，可有效延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

（4）O 型圈安装前，可用适量黄油辅助密封圈的安装。

（5）动环安装定位完成后对其进行拨动测试，通

过听、视等手段判断其是否安装正确，与轴有无摩擦，

若拨动测试发现动环移动时与轴有摩擦则要分析原因

并重新安装。

（6）按照机械密封零部件安装标准顺序，做好相应

部件的安装工作。

（7）机械密封零部件安装时应尽可能避免因操作不当

造成的损伤、O 型圈安装不合理以及机械密封弹簧压缩量

（约为弹簧压缩总量的 1/2）调整不当等情况。

3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机械密封作为高精密的密封元件，密封性良好，但

也易出现故障，随着离心泵运行时间增加，加上运转

环境中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离心泵机械密封会出现

运行故障，其中常见的故障有机械密封的渗漏现象和

异常响声。

3.1    机械密封渗漏

机械密封一旦损坏泄漏不仅造成污染周边区域卫生

还直接造成物料的浪费，同时也严重的影响设备的正

常运行。

3.1.1    动环、静环模块端面平面度异常造成的机械密

封渗漏

因机械密封动环、静环的端面平面度引起的渗漏现

象，原因主要是产品质量问题，无法避免和修复，可

通过更换产品解决此问题。

3.1.2    静环模块或动环模块安装不当引起渗漏

静环模块和动环模块安装不平都会引起动、静环

摩擦副两模块平面不贴合现象，从而造成动、静环模

块受力不均匀，在静压状态下和设备正常运转时都极

易发生介质渗漏现象，且极易造成动环和静环的损坏。

可按机械密封标准安装流程重新进行机械密封的安装，

从而消除次渗漏现象。

3.1.3    离心泵轴粗糙或损伤引起动环密封渗漏

因泵轴生产加工过程中或日常检修时造成的泵轴机

械性划伤，使得泵轴与机械密封动环抱轴处密封不严，

1- 动环；2- 静环；3- 弹簧；4- 弹簧座；5- 紧定螺钉；6- 防转销；7- 静环密封圈；8- 动环密封圈

图    机械密封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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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动环密封圈与泵轴密封性能不佳而发生的渗漏现

象。检修和更换泵轴邻近部件时，注意对泵轴的保护，

防止其划伤。若已出现泵轴损伤，可通过泵轴重新加

工或更换密封方式解决此问题。

3.1.4    机械密封端面比压过低引起的渗漏

根据渗流原理，机械密封安装定位后，当弹簧压力偏

小时，动环和静环的相互压力较小，从而造成密封端面的

横截面积增加，出现介质渗漏现象。安装前检查机械密封

的弹簧性能，若性能较差可更换产品；无产品问题时，适

当调整动环、静环的相对位置，适当增加端面比压。

3.2    离心泵正常运转时机封处发出异响或嗡鸣

机械密封的动环、静环是金属材料所制，制作动环

和静环的金属材料不耐腐蚀。长期接触后离心泵中的

腐蚀性介质会造成机械密封动静环表面的腐蚀，从而

导致机械密封渗漏失效，腐蚀的表面导致离心泵正常

运转时机械密封会发出异响或嗡鸣声。

延长机械密封使用寿命和降低介质腐蚀的一种有效

方案是在机械密封处安装旁路冲洗管路，也可极大解决

这种因介质腐蚀而造成的故障。但要确保冲洗水的纯净

度和冲水压力，才能有效地保证对机械密封地冲洗和冷

却作用。设备运行的良好与否还需工作人员的主观检测，

需按操作标准定期检查机械密封运行状况、温度冲洗液

是否夹带颗粒杂质等，定期清理机械密封周边杂物，使

机械密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运行。

4    结语

离心泵在洗煤行业中的使用范围较广，机械密封作

为一种新型密封形式被广泛应用，本文较为详细和深

入地对离心泵用机械密封的安装注意事项和常见故障

及处理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同行工作者可通过本

文介绍的相关方法及时发现并解决离心泵机械密封失

效和泄漏问题，并做好离心泵机械密封日常维护和周

期性更换工作，可更好地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对保

障企业生产效益具有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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