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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油田注水泵的设计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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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压油田注水泵缸体存在高低压交变疲劳破坏和氯离子强腐蚀问题，介绍了油田用高
压往复式注水泵结构及参数的优化设计；结合高压往复泵液力端和动力端采用倒润滑方式、组合

阀、双导向组合密封、新耐蚀材料等新设计与结构进行了分析；解决了高压注水泵的可靠性关键技
术问题．试验结果表明，高压柱塞式注水泵在同等功率下泵速可降低约３０％～５０％，即使在苛刻的
使用条件下，高压油田注水泵可靠运转时间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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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注水泵是往复泵产品中使用工况很苛刻的

等问题．

油田设备．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随着油田注水压
力的增大，我们针对液缸产生高低压交变应力加剧

１注水泵简介

疲劳破坏和含氯离子介质对液缸强腐蚀等情况，研

制开发了新型高压柱塞式注水泵产品，并结合该类

该系列产品按不同行程分为２３０

ｍｍ、１８０ ｍｍ、

泵产品的结构设计改进，重点解决油田高压注水泵

１４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７０

液缸体的疲劳腐蚀开裂、易损件低寿命以及低效率

最大输出功率为６００ ｋＷ，完全可覆盖大面积集中注

ｈｉｍ等机座，最大柱塞推力为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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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若是在更高工作压力下，其寿命可想而知．

压注水的需求．油田用高压往复注水泵（及增压式

通常缸体裂开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的交变引

注水泵）的基本参数为：最大流量３—１００ ｍ３／ｈ，排

起缸体相贯孔处应力集中区的应力交变，由疲劳而

出压力２０～６０ ＭＰａ．经设计改良的系列产品具有以

产生裂缝，最终导致缸体开裂．由于独立的进、出口

下特点：

（１）动力端结构设计紧凑承载能力强，同等尺
寸基础上，相比老机座柱塞推力提高１．３～１．５倍；
（２）在液力端采用组合阀结构使缸体结构合
理，寿命大大提高；
（３）采用硬齿面减速机（等效采用德国标准制
造），体积小，噪音低；
（４）率先采用变频传动技术解决泵调量及节能

阀因布置结构无法避免缸体交叉孔结构，为此设计
采用进出口组合阀，将压力交变腔从缸体转移到阀
腔孔的圆柱腔内，而阀腔孔是个无相贯孔、无应力集
中区的光滑圆孔，即使工作压力交变也不会开裂．运
用多种型式的组合阀，完全可以解决注水泵缸体腐
蚀开裂的问题．典型组合阀如图１示．进液阀、排液

阀采取共用阀座，可同时在液缸体阀腔内孔装入或
拆出组合阀．

运行问题；
（５）产品为三或五柱塞单作用往复泵，机座多

进口阀板

为高强度全对称箱式刚性铸件；
（６）泵结构合理，运行平稳，可靠性好，机组效

组合阀座

率高；
（７）所有承压零件按泵最大允许出口压力（应
出口阀板

至少等于泵额定排压的１ １０％）设计．
多年来已有近１ ０００台产品用于胜利、辽河、华

北等油田的高压注水工程；拓展产品已在尿素工程
甲氨泵、液氨泵等现场投入运行使用．此外，该产品
也已用于中石化替代进口泵，例如甲乙酮装置用于

输送丁烯，碳酸二甲脂装置用于输送甲醇以及化工
介质．
图１

２高压注水泵液力端设计

高压泵及增压泵组合阀

由于液力端采用新型组合阀，并且进、出口阀板
密封接触面的宽度、阀座孔径的设计合理，不仅密封

油田用高压往复式注水泵（或增压注水泵）与

性好而且过流损失小，使泵余隙容积极小，这样不仅

多级离心泵、高速泵相比，在机组运行经济性、变频

增加了泵的可靠性，也提高了泵的效率．液缸零部件

调速性、反馈控制等方面有着显著优势；由于往复泵

的静密封面采取独特结合面嵌入式结构，使用时间

的压力脉动特性和污水回注现象，它是油田现场运

越长结合面密封越可靠、密封性能越好．此外，整体

行条件较为苛刻的设备，既存在缸体高低压交变压

组合阀不仅结构紧凑且易于拆装，易于加工液缸体，

力疲劳破坏和氯离子强腐蚀，又有动力端结构强度

也使液力端整体尺寸有所减小．液缸体所使用的材

与润滑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高压注水泵的关键

料均为适用工作条件的、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的

技术难题，重视它的可靠性和连续运转性能．

材料，例如２Ｃｒｌ３、１Ｃｒｌ７Ｎｉ２、００Ｃｒｌ８Ｎｉｌ２Ｍ０２Ｔｉ．

２。１

高压往复注水泵（及增压注水泵）液力端结构
设计

２．２采用双导向组合式自封型柱塞密封

为减小密封面摩擦系数，通常泵柱塞采取表面

在液力端的结构设计上，必须考虑缸体工作腔

渗镀或冷作滚压硬化处理（ＨＲＣ５６～６２），辅以高精

（交变压力腔）的高压压力脉动破坏，由于工作压力

度磨削加工．填料可采用预压增强式自润滑复合材

反复由０到高压的交变，易引起缸体开裂．实践证

料（聚四氟乙烯＋碳纤维＋石墨）或采用高效润滑

明，以通常液缸体的“Ｔ”和“＋”型交叉孑Ｌ、单向进出

耐磨耗聚甲醛材料．因加入高效润滑剂，其摩擦系数

口阀的液力端结构，工作压力在２０—３０ ＭＰａ以上的

比纯聚甲醛低一倍，耐磨性提高３倍…．综合性能优

高压注水泵，其缸体经常裂开，寿命一般为１年左

良，基本可满足使用要求．双导向填料柱塞密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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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等：高压油田注水泵的设计

过程中，介质的加速运动会使液缸内的压力进一步

图２．

下降．如果压力下降到小于液体的汽化压力时，液体
就会汽蚀，严重时还会造成脱流、水击，损坏机组并
在管路系统中产生噪音和振动．而降低泵速运行就
会尽可能地避免汽蚀，提高泵的吸人性能，降低泵的
噪音和管路的振动．
考虑到油田注水泵的苛刻工况，在泵速额定许
可值之内来调控注水泵设计性能参数；采用降低泵
速的低线速度设计方法来设计高压注水泵，基本可
按化工泵柱塞线速度的限制要求，从而保证了长期
平稳运转，延长密封寿命．柱塞平均速度可根据下列
公式计算：
图２双导向增压注水泵填料密封

秽：示Ｓｎ
秽２丽

高压注水泵柱塞密封可靠性是泵运行的基本保
证．不论使用何种填料，高压密封都很难均分压力使

Ｌ（２）
ｚ，

式中口为柱塞平均速度，ｍ／ｓ．

填料获得等效磨损旧Ｊ．通过运行试验，采用自封型

作者设计的３Ｄ及３ＴＣ高压注水泵泵速与国内

密封结构，增加导向支承点，使柱塞受力均匀，在运

同类产品相比都不算高，柱塞的平均速度严格控制

行过程中避免了悬臂运动，使偏磨程度减轻；其可靠

在１．２５ ｍ／ｓ之内（１２ ｍ３／ｈ泵实际柱塞平均速度

的导向及有效的对中均起到了对密封圈的保护作

１．２４ ｍ／ｓ，４

用．这种密封结构可大大提高密封圈的使用寿命，减

证明，合理匹配泵速与行程，控制柱塞平均速度是保

少更换次数；它安装方便、耗能低、寿命长而优于常

证泵运行处于尽可能合理的工作状态和可靠运转的

规填料密封．在径向采取增加多重０型圈的静密封

基本要求．

ｍ３／ｈ泵柱塞平均速度１．０ ｍ／ｓ）．实践

结构∞Ｊ．自封式密封圈的材料配比和工艺增强的技

３高压泵动力端设计改进

术要求较高，其密封结构见图３。
导向套

压环

支撑环

密封圈

柱塞

油田用高压往复式注水泵多采用带外置式减速

匕篮彭磊涌斛 肜∥黝湖

器、卧式三柱塞或五柱塞的电动往复泵．减速器独立

彭力形∥∥故彤ｒ

隔邋动∥绻心淤＆蕊划

）

于泵与电机之外，齿轮传动产生的径向力由独立的
外置式减速器承担．通过减速器传递给曲轴的只有

‘

７）

单纯的转矩，不会有额外的附加径向力，这样就消除
了由于内减速或侧挂式减速装置而增加曲轴中部或

图３组合式自封型柱塞密封

单端的附加径向力，改善了曲轴的受力情况．
２．３增大泵柱塞直径以降低泵速

３。１

单作用泵的流量计算方法Ｈ Ｊ：

Ｑ。＝０．７８５Ｄ２Ｊｓ以×６０

采用倒强制润滑及大推力柱塞

通过对泵结构、工艺、材料的改进，可使同样行
（１）

程的往复泵的额定柱塞推力提高５０％以上，从而使

式中ｑ．为泵的理论流量，１１１３／ｈ；Ｄ为柱塞直径，ｍ；Ｓ

泵速降低３０％以上．降低泵速有利于提高泵易损件

为行程长度，ｍ；Ｚ为缸数；ｎ为泵速，次／ｍｉｎ．

寿命、降低噪声振动及大幅度提高泵连续可靠运转

由式（１）可以得出，当增大柱塞直径Ｄ时，可以

时间［５］．

通过减小行程长度５和降低泵速ｎ来保持流量ｑ

对柱塞推力超过７ ｔ及进口压力较高的泵，其

不变．降低泵速可减小柱塞与填料的摩擦，使填料摩

动力端采用倒强制润滑系统（压力油沿机座的两侧

擦副寿命加长，同时也减小了由于填料磨损而导致

进人十字头至十字头销至连杆大头轴瓦润滑），正

物料泄漏的可能性，增加了泵的运行可靠性．

好与通常的润滑油走向相反，见图４．多缸泵倒润滑

另外，由于往复泵在工作过程中介质会产生加

使润滑油到达每个润滑点的线路最短，曲轴上不必

速和减速运动，就加大了液缸内压力的变动．在吸排

打油孔，提高了曲轴承载能力，且十字头处在压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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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４

灌

机

械

第２４卷

滑状态，而通常曲轴仅一端输入润滑油（也称正润

安装时将公共底架就位于基础上接管即可．３Ｄ及

滑），润滑路程长，十字头基本不在压力润滑状态且

３ＴＣ高压泵设计增加动力端润滑油供油压力，油压

输油口密封易漏．

力的控制可通过系统控制柜进行检测显示、报警连

连杆小头衬套润滑油路

十字头销

十字头

锁．按用户要求配套可在ＤＣＳ（分布式控制系统）上
进行控制的流量调节器．
３．５油田注水泵产品制造规范

严格遵守现行国际和国家标准规定、技术要求
及企业内部质量内控标准，对高压往复式注水泵其
产品设计与制造性能的保证以及安全可靠运行是非
常必要的．

结语

４
图４倒强制润滑结构图

曲轴采用优质合金钢调质处理，无油孔，其承载

油田用高压往复注水及增压泵的设计必须掌握

能力比４５号钢正火处理的有油孔曲轴提高２０％～

苛刻工况和现场操作维护管理条件，以便设计产品

５０％以上．另外，曲轴两端主轴颈可增加有拆卸滚动

时在性能参数、结构及选材上采取相应的可靠性、创

轴承作用的油孔，从油孑Ｌ注入高压油产生扩张作用

新性、有效成熟性、维修保养方便性等诸多对策，结

使滚动轴承自动卸下．

合改良润滑系统进行提高高压注水泵曲轴传动承载

３．２十字头采用锌铝合金

可靠性设计程序的研究∞Ｊ．通过产品设计的实践表

由于锌铝合金与油有十分良好的粘附力，加上

明，采用大推力、低泵速的设计思想，对油田注水泵

整体重量小，因而其磨损量极低，运动惯性力减小．

的动力端结构进行改进是有益的；对柱塞力超过７

通过长期运行试验得知，其磨损比球墨铸铁材质十

及进口压力较高的泵采用倒润滑系统润滑是保证动

字头的小，设计寿命在１０年以上，而球铁十字头尽

力部件可靠运行的保障；倒强制润滑可提升曲轴强

ｔ

管其价格便宜但容易磨损机座上的十字头导轨，导

度并可使泵速降低约３０％～５０％；液力端采用新型

致机座损坏．十字头油密封则采用双向密封以防油

组合阀、组合式双导向自封型密封有利于泵易损件

进入柱塞端，参见图５．

寿命的提高，同时泵速的降低可减少泵运行噪声振
动，大幅度提高泵连续可靠运转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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