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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轴向力试验
．陆伟刚，李启锋，施卫东，王洪亮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平衡离心泵叶轮的轴向力，进行了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轴向力试验研究．在假设叶轮
周围液体具有不同的液体圆周角速度的基础上，推导出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叶轮轴向力计算公
式．通过三组不同后盖板直径的叶轮轴向力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对比，确定了叶轮周围各处液体圆周
角速度的修正值分别为口＝０．６５，ｂ＝０．９５，Ｃ＝０．４５，即＂－３叶轮以角速度ｇＯ旋转时，叶片外径斜面处
的液体圆周角速度为０．６５ｗ，在切除叶轮后盖板的区域内，液体圆周角速度为０．９５ｗ，在叶轮盖板
外侧的液体圆周角速度为０．４５９０．并验证了推导的叶轮轴向力计算公式基本正确，从而为采用减小
叶轮后盖板直径以平衡叶轮轴向力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用的计算公式．
关键词：离心泵；轴向力；叶轮；叶轮后盖板；多级泵；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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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衡离心泵叶轮的轴向力，单级离心泵通

方法还或多或少地增加了生产成本．

常采用后盖板附设密封环及平衡孔，或增设背叶片

在荣获２００６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

的方法；多级离心泵一般采用平衡鼓、平衡盘装

奖的新型深井离心泵的研究开发项目中，采用了减

置¨。』．其中，在叶轮后盖板增设背叶片的方法会降

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方法来平衡叶轮轴向力．该方

低水泵机械效率５％左右，而其他三种方法都会降

法几乎不增加生产成本，而且也不降低水泵效率，能

低水泵容积效率３％左右．显然，常用的离心泵叶轮

够达到有效平衡叶轮轴向力的效果，但对其轴向力

轴向力平衡方法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且这些

的准确计算还存在问题，为此对这种轴向力平衡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２００６ＡＡｌ００２１１）
作者简介：陆伟刚（１９４８一），男，上海人。副研究员（１ｕｗｅｉｇａｎｇ＠ｕｊｓ．ｅｄｕ．ｃａ），主要从事水泵理论与技术的研究

李启锋（１９８４一），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４＝（１ｑｕｎ＠ｓｉｎａ．咖），主要从事水泵理论与技术的研究

万方数据

排

２

灌

机

第２６卷

械

轮进口端面的间隙更大了一些，所以在轴向力测定

法做了进一步试验研究．

装置上测不出这个变化．由于叶轮上浮时，叶轮进口

１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试验

端面的泄漏量会增加，叶轮前盖板上的反向轴向力
会减小，所以叶轮不会上浮太多．

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试验是在图ｌ所示的样

表１扬程和轴向力实测数据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ｈｅａｄ

机中进行的，这是一台井用潜水泵，也是一台多级离

Ｔａｂ．１

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心泵，整台泵有３级叶轮，叶轮进Ｅｌ采用端面密封，
端面间隙０．０５ ｍｍ左右，叶轮后盖板车小一些，露
出的叶片与导流壳下端面的间隙ｌ ｍｍ左右；其泵
轴直径Ｄｏ＝３８ ｍｍ，叶轮进口直径Ｄ，＝７４ ｍｍ，端面
密封的外径Ｄ２＝１００ ｍｍ，叶轮前盖板外径Ｄ５＝１９３
ｍｍ，其叶片出口斜面的小径与导流壳进口内径相
同，都是Ｄ４＝１５９ ｍｍ．在以上５个直径数值不变的
情况下，改变叶轮后盖板直径Ｄ，为１５９，１３４和１３０
ｍｍ，分别进行性能试验．其叶轮上的轴向力与泵轴
上的轴向力都通过泵轴传递到装在潜水电机底部的
轴向力测定装置上被测量出来．当叶轮上的轴向力

２叶轮轴向力的理论推导

反向时，由于样机的叶轮与泵轴滑动联结，叶轮会往
上浮动，此时测出的轴向力只是泵轴上的轴向力．这

离心泵叶轮上的轴向力，主要由叶轮前、后盖板

３种情况的扬程日和轴向力Ｆ实测数值如表ｌ

外侧的液体压力分布不对称引起的，国内外同行在

所示．

研究中提出下列假设∞，７ Ｊ：
１）叶轮密封环以外的高压腔内的液体以盖板
角速度的一半旋转，其压力沿径向按抛物线规律分
布；
２）叶轮密封环以内的液体不旋转，其压力等于
轴
叶轮
导流壳

叶轮进口压力；
３）叶轮盖板外侧的液体及盖板两侧液体无泄
漏流动．
在以上假设基础上，结合试验实测轴向力，总结
出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轴向力计算公式哺。１１１，但没有

Ｄｏ却３８
Ｄｌ－－矿７４

一个公式能够计算图１所示这种减小后盖板直径的

Ｄ２－－４１００

叶轮轴向力．由于这种叶轮的后盖板处，叶轮与液体

Ｄａ＝妒１３４

的接触已经不是单一的后盖板与液体的接触，而有

Ｄ４＝≯１５９
Ｄｓ－－≯１９３

三种不同情况，所以需要对假设１）进行如下修正．
４）在叶轮叶片外径斜面处，由于叶片的作用，

图１井用潜水泵试验样机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ｄｅｅｐ ｗｅｌｌ ｐｕｍ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从表ｌ数据可以看出，当后盖板直径Ｄ，从１５９

液体的圆周角速度高于假设１）的ｇｏ／２，但低于叶轮
的旋转角速度∞，估计在（０．６５一ｏ．７５）∞范围内，先

假设为蚴；

ｍｍ减小到１３４ ｍｍ时，水泵扬程变化很小，功率也

５）在切除叶轮后盖板的区域内，当叶片与导流

变化很小，效率几乎不变，而轴向力急速减小．当后

壳盖板间隙很小时，这一区域的液体圆周角速度高

盖板直径Ｄ，从１３４ ｍｍ减小到１３０ ｍｍ时，水泵扬

于假设４）的ｎｎ，，但低于叶轮的旋转角速度∞，估计

程和轴向力几乎不变，这说明叶轮上的轴向力在

在（Ｏ．９０—０．９９）ｇｏ范围内，先假设为ｂｇｏ；

ｍｍ时就已经完全平衡了，叶轮处于上浮

６）叶轮盖板外侧的液体是否在０．５０９０左右，也

的位置；当Ｄ，＝１３０ ｍｍ时，叶轮进一步上浮，即叶

需要验证，估计在（０．４５～０．５０）∞范围内，先假设

Ｄ３＝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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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ｃ∞．

３

虽然用势扬程推导Ｐ，比较符合轴向力由静压

根据以上假设可以画出这种叶轮上的作用力分
布如图２所示．

力产生的理论，但式（４）存在一个明显问题是Ｐ’，的
大小与流量扬程无关，这与实测轴向力的情况不符，

乳Ｐ４如

ｐｏ

ｐｏ

ｐ３ｐ＾ｐｓ

ｒ５■，３

ｒｏ

，ｏ

，３ ｒ４

所以有很多同行专家认为Ｐ，＝ｐ，，５，即

，５

（５）

ｐ名＝Ｐｇ皿
式中Ｅ为单级叶轮的扬程，ｉ＝１，２，…，５．

但仅仅用式（５）计算，也与实测轴向力的数值
不符，而且从理论上也可以肯定水泵出口的压力不
等于叶轮出口的压力．在小流量时，由动能转化的压
力高于叶轮出口到水泵出口的能量损失，因此水泵
出口的压力高于叶轮出口的压力；而在大流量时，由
动能转化的压力低于叶轮出口到水泵出口的能量损
失，因此水泵出口的压力低于叶轮出口的压力．
根据以上分析及试验数据的计算结果验证，设
定

ｐ５．ｐｚｐｌ

ｐｌｐ２

舻坐警丑

Ｐｓ

了，式（６）比式（４）和式（５）更准确．

Ａｘ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在叶轮叶片外径斜面ｒ４一ｒ５环形区域内，根据

２．１液体压力对叶轮的轴向作用

假设４），液体的圆周角速度为ａＯ）．所以这一环形区

２．１．１，４一，５区域轴向力的计算
符合假设３），所以在叶轮的外径ｒ５处，叶轮前盖板
两侧的压力都是Ｐ，，一般认为Ｐ５＝Ｐ ７５，即

＝一———————一

（７）
Ｌ，Ｊ

式中ｒ４一，为这一环形区域内的任意半径．
（１）

Ｐ’。＝ＰｇＨｐ

Ｐ＊－５：Ｐ５一巫掣

域内任意半径处的压力可以表示为．

在正常情况下，叶轮进口的端面密封间隙极小，

式中Ｐ为泵输送液体的密度；ｇ为重力加速度；缉为
叶轮的势扬程．

珥：掣＋堕丢盟（）
珥：缝善＋掣（２）

势扬程可表示为

‘ｇ

（６）

式（６）其实质是式（４）和式（５）的折中，实践也证明

图２叶轮作用力分布图
Ｆｉｇ．２

＋０．４ｐｇＨ，

‘ｇ

ｐ４一，的变化趋势如图２中的曲线４—５所示．所
以此环形区域产生的轴向力以一，可表示为

Ｆ４－５＝ｆｌＳ２叮ｒｒ，＿，卜坐竿盟】ｄｒ４＿５
（８）
对式（８）进行积分计算可得

式中Ｕ，和１１，。为液体在叶片半径分别为ｒ５和ｒ。处的
圆周速度；埘，和加。为液体在叶片半径分别为ｒ５和

只一，＝竹（蠢一ｒ４２）［Ｐ，一ｊ１—２ａ２（ｒ；一‘）］

ｎ处的相对速度．

（９）

假设叶轮流道的面积在叶片出口和叶片进ｒ３处

基本相同，则垒攀：ｏ，于是

诉：掣：掣（３）
二ｇ

二ｇ

二ｇ

式中叶片半径分别为ｒ５和ｒ。（如图２所示）；ｔｏ为叶
轮的旋转角速度．

，５：ｐ掣ｒｏ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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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２所示的ｒ３一ｒ４环形区域内，根据假设
５），液体的圆周角速度为６似所以这一环形区域内

阳：一坐掣（１０Ｐ４

任意半径处的压力可以表示为
ｐ３－４

２

一—————ｉ———一

ｔ），

式中／＇３一为这一环形区域内的任意半径．

将式（３）代入式（１），可得
Ｐ
５ ５＂１

２．１．２，３一，４区域轴向力的计算

ｐ，－４的压力随半径的变化如图２中的曲线３—４
ｔ（４）
斗，

７一、

所示，此环形区域产生的轴向力几一可以表示为

４

Ｂ一＝ｆ２毗ｆｐ４一坐掣】ｄ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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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机

械

式中ｒ。．：为这一环形区域内的任意半径．
Ｐ。一：的压力随半径的变化如图２中的直线ｌ一２

（１１）

Ｆ１－２＝厂２１２＂ｔｒ ｌ－２［ｐ。＋！旦王－＝ｉ暑掣】ｄｒ－一：

所示．此环形区域产生的轴向力Ｆ。一：可以表示为

对（１１）式进行积分计算可得

乃－４－仃（ｒ２一蠢）【ｐ４一学（￡一蠢）】（１２）

’（２０）

式（１２）中的Ｐ。可由式（７）求得．
２．１．３

在叶轮进口ｒｏ—ｒ。这个环形区域内，根据假设

ｒｅ—ｒ３区域轴向力的计算

在叶轮后盖板外侧的ｒｏ—ｒ３这一环形区域内，
根据假设６），液体的圆周角速度平均为ｃ∞，叶轮后

２），可以把压力认定为Ｐ。，即其压力不随半径变化，
如图２中的直线Ｏ一１所示，此环形区域产生的轴向
力凡一，可以表示为

盖板上任意半径处的压力可以表示为
Ｄ０－３Ｐｏ

Ｆｏ一１＝卸ｌ（ｒ２一焉）

３：Ｐ３一丝丛要卫生
一————■■——一

（１３）
Ｌｌｊ，

２

可以设定叶轮上的压力都是相对于Ｐ。，可令

Ｆ心＝ｑ厂２２＂ａ＇ｒｌ－２【掣卜：（２１）

Ｐ。＝０，则ｒｏ一１＝０，同时式（２０）可以简化为

式中ｒｏ一，为这一环形区域内的任意半径．
Ｐ。一，的压力随半径的变化如图２中的曲线０—３
所示，此环形区域产生的轴向力凡一，可以表示为

ｒｏ一，＝ｅ２订ｒｏ一，【ｐ，一旦生≥！：生秀粤１

ｄｒｉ一，（·４）

对式（２１）积分可得

Ｆｌ一２＝孚（２ｒ；１

对式（１４）进行积分计算可得

Ｆｏ．３＝百（蠢一焉）【Ｐ，一仑半（蠢一矗）】（１５）
ｒ２一‘区域轴向力的计算

液流动反力及叶轮的重力

力，还有液体流过叶轮对叶轮的动反力％也对叶轮
轴向有作用，方向指向叶轮后盖板，其大小为

ｒ５这一环形区域内，任意半径处的压力为
５

（２２）

除了上述分析的由液体压力对叶轮产生的轴向

按相同的分析方法，在叶轮前盖板外侧的ｒ２一

／）２－５：一坐掣（１６Ｐ２

ｒ２一‘）

式（２２）中的Ｐ：可由式（１６）求得．
２．２

式（１５）中的Ｐ，可由式（１０）求得．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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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口＝ｐＱ。（Ｖｍ０一ｔ，商Ｃ０８口）

Ｐ５
２一————■■——一

ＩＵ）Ｊ

（２３）

式中Ｑ。为泵理论流量，ｍ３／ｓ；秽神，秽心为叶轮进口
稍前、出口稍后的液体轴面流速，ｍ／ｓ；０为叶轮出

式中ｒ２一，为这一环形区域内的任意半径．
Ｐ：一，随半径的变化如图２中的曲线２—５所示．

ｊ１２一，＝＝ｆ２，ｒ ：一，［ｐ，．．ｆ！ ：！学】ｄｒ：一，

此环形区域产生的轴向力Ｂ一，可以表示为

（１７）

口液体轴面速度矢量与轴线方向的夹角．
当泵轴垂直放置如图ｌ所示时，叶轮的重力也
是一个轴向力，其大小表示为：
ＦＹｃ＝ｇｍ，

（２４）

式中ｍ，为一个叶轮的质量，ｋ昏
所以，叶轮上总的轴向力Ｆ，可用下式求得

对式（１７）进行积分计算可得

Ｆ２一ｓ＝霄（蠢一１）【Ｐ，一等（蠢一ｒ２２）】（１８）

Ｆｙ＝ｒｏ一３＋Ｆ３＿４＋只一ｓ＋ＦｙＧ—Ｆｌ一２一Ｆ２—５一Ｆ口
（２５）

２．１．５，ｌ一，２和，ｏ一，ｌ区域轴向力的计算
叶轮前盖板ｒ。一ｒ２环形区域是端面密封作用的

３

轴向力计算公式的验证与修正

区域．当叶轮进口的密封端面间隙极小时，／＇２处的压
力Ｐ２由式（１６）确定，ｒ。处的压力Ｐ，由叶轮进１２１压力

表１中实测的轴向力还包含泵轴上液体压力产

确定，这一环形区域的压力分布近似线性ｎ ２１，所以

生的轴向力凡，及除去叶轮之外的泵轴与电机转子

此环形区域任意半径处的液体压力为

的重力轴向力Ｆ。，其大小分别为

ｐｌ－：＝ｐｌ＋照氇掣（１９）

万方数据

ｒｏ＝叩ｇ矾

（２６）

Ｆ；＝ｇｍ：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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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日为泵扬程，ｍ；ｍ：为除去叶轮的转子质量，
ｋ昏

用以上推导的相关公式，可以计算出与表１实

从以上验证可知，计算轴向力‘。与实测轴向力
Ｒ的值基本相等，这说明推导的公式（９），（１２），
（１５），（１８），（２２），（２３）一（２８）是基本正确的．

测椭加』瓮器专豁（２８，４结
ＦｊＩ＝ｎＦ，＋凡＋ｔ
式中ｎ为叶轮级数．

论

’“

）

如果各处液体的圆周角速度平均值伽，ｂａＪ和ＣＯＪ

５

１）采用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的方法可以有效
的平衡叶轮轴向力，且基本不降低扬程和效率．
２）采用公式（９），（１２），（１５），（１８），（２２）一

中的口，ｂ，ｃ取值正确的话，则‘。与Ｌ应该基本相等，
所以可修正为ａ＝０．６５，ｂ＝０．９５，ｃ＝ｏ．４５．对三种后

（２４）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出减小叶轮后盖板直径

盖板直径轴向力分别计算结果见表２一表４．

的叶轮轴向力．

表２
Ｔａｂ．２

３）减小后盖板直径的叶轮周围，在叶片外径斜

Ｄ３＝１５９ ｍｍ的轴向力验证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ａｃｋ ｓｈｒｏｕｄ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ａｘｉ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ｗｈｅ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１５９ ｉｎｌｎ

∞＝３０１哪ｄ／ｓ，ｍｖ＝３

ｋｇ，ｍ：＝４０

ｋｓ，ｎ＝３

面处，液体的圆周角速度约０．６５ｔｏ；在切除叶轮后盖
板的区域内，当叶片与导流壳盖板间隙很小时，这一
区域的液体圆周角速度约０．９５ｔｏ；在叶轮盖板外侧
的液体圆周角速度约０．４５∞．
４）按式（６）计算的叶轮出口最大外径处的压
力其实质是式（４）按势扬程计算的静压力和式（５）
按实测扬程计算的压力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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