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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泄漏立式自吸泵结构特点与设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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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立式自吸泵现存问题，在新型无泄漏（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结构上进行改进设计，采用
叶轮、导叶组合结构以及在气水分离室内设置筋板，加快气液分离以缩短自吸时间，进口采用特殊
结构而不必安装止回阀或真空破坏阀以防止虹吸作用；采用旋转动密封和骨架油封相结合的密封
形式，解决了填料密封泄漏和机械密封需要维修等难题．对改进前后的结构进行对比试验，给出详
细的分析计算和改进措施，发现导叶与叶轮间隙和旋转动密封结构对自吸性能都有影响，同时需对
轴向力进行合理平衡．此研究为合理设计高效立式自吸泵提供参考．
关键词：自吸离心泵；自吸性能；导叶；副叶轮；背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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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自吸泵属于特殊离心泵，它是利用气液混

卧式自吸泵已大量应用于排灌、石油、化工、食品、环

合原理和泵的特殊结构来实现抽吸气体，并在泵吸

保处理等工程，近几年逐渐对立式自吸泵进行研究

人管路内形成一定程度真空状态的特殊离心泵‘１｜．

开发．目前立式自吸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２１：不能

自吸泵的研究与应用在我国有数十年的历史，

彻底解决泵虹吸问题；气水分离效果不好导致自吸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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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太长．

３７

极高的速度流动，可以形象地认为每一隔舌处像一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对新型无泄漏（ＴＬＺ型）立
式自吸泵在结构上进行改进，在泵进口采用特殊结
构防止虹吸；采用叶轮、导叶组合式结构实现泵的良
好自吸．

台抽气机把气体高速抽走，从而与高速流动的液体
形成气水混合物ｐ扣Ｊ．
采用副叶轮动力密封与骨架油封相结合的密封
装置．副叶轮是半开式离心叶轮，它旋转所产生的扬
程起封堵输送介质的逆压作用；采用隔板、中间隔套

１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

分别将副叶轮、轴与高压腔隔开，这样副叶轮直径可
相对主叶轮小得多，减小了轴功率，同时保证悬垂轴

１．１结构特点

在相对低压稳定的空间工作，又能平衡轴向力．副叶

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见图１）采用管道式结构，

轮只在泵运行时起密封作用，为防止泵停车后输送

进出口可以在平面３６０。任何方位吸入排出．它属于

介质泄漏，配置骨架油封，泵转速降低或停车时，骨

立式外混型，气水分离室设在叶轮上方，叶轮外部设

架油封能及时投人工作，阻止泄漏．

有导叶．

１．２工作原理
使用前储液室加满水，起动后一方面由于叶轮
旋转，把叶轮流道内的水排往气液分离室，在叶轮的
进口前端造成真空，把进水管路内的空气吸人泵内，
经叶轮流道到达叶轮边缘；另一方面排出到气水分
离室的水经回流孔回到叶轮边缘，在压力差和重力
的作用下，射向叶轮流道内，当碰上叶轮叶片时被叶
片击散，与吸入管路来的空气相混合后，向叶轮旋转
的方向流动，混合液在叶轮与导叶之间形成强烈的
紊乱现象完成气液混合ｏ

７｜．

气水混合物被导叶片剥离，流到气液分离室，撞
图１
Ｆｉｇ．１

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ＬＺ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ｐｒｉｍｉｎｇ ｐｕｍｐ

击到筋板，加快实现气水分离，气泡在压力的作用下
流向泵的出水管路，剩余的水经过回流孔流向叶轮

泵进口采用特殊结构．其作用有：①在不抬高吸

外缘，并与吸入管路来的空气混合．这样反复进行，

人口位置的情形下增加储水量，以满足自吸需求；②

直到把吸人管路中的空气全部吸完，水沿吸入管路

防止虹吸，停机时虹吸作用不能抽空泵内储液．与常

流人叶轮，使泵由自吸过程转变为输水过程，开始正

规立式自吸泵相比，进口不必安装止回阀或电磁真

常输水．

空破坏阀，解决了止回阀易损坏、慢性渗透及电磁真
空破坏阀发热导致寿命短等难题。但明显不足是进

２设计改进

口为９００急转弯，水力损失相对较大＂ｏ．
气液分离室中设有筋板．筋板能阻止因叶轮旋

自吸泵设计工况为：自吸高度ｈ＝６ ｍ，流量

转造成的气水混合物按抛物线形状旋转，气水混合

Ｑ＝６０ ｍ５／ｈ，扬程Ｈ＝７６ ｍ，转速ｎ＝２

物撞击筋板加快气液分离．文献［４］对ＷＦＺ型立式

电机配套功率Ｐ＝３７ ｋＷ．

自吸泵进行试验，在选定回流孔位置、储液高度、储

９００ ｒ／ｍｉｎ，

自吸泵水力设计与普通离心泵设计一样，由于

水量等条件下，没有筋板时自吸高度达７．５ ｍ水柱，

自吸泵的结构特点存在附加的水力损失和回流损

自吸时间要２１０ ｓ，增加筋板后，自吸时间变为１７０

失，所以在计算叶轮外径时应加大５％一１０％，才能

ｓ，证明安置筋板提高了气水分离效果．

达到同样的流量、扬程．首次设计其性能曲线如图２

采用叶轮与导叶组合结构，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

所示，分析曲线及相关数据知存在问题有：①轴功率

气水混合过程是由叶轮高速旋转在叶轮与导叶之间

略有超额（Ｑ＝８５．８６

形成强烈紊乱现象时完成的，叶轮与导叶之间的间

ｋＷ），高效点在８３ ｍ３／ｈ处，较设计工况偏大流量

ｍ’／ｈ，Ｈ＝７５．７４ ｍ，Ｐ＝３８．９０２

隙极小，每片导叶片相当于一个蜗壳泵的隔舌，导叶

区；②泵运行时振动级别为Ｄ级；③自吸高度为５．５

轮相当于叶轮在周围按入了几个蜗壳，水在该处以

ｍ时自吸时间需要１２５ ｓ，自吸时间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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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解决措施及分析计算
１）在不改变日的情况下，欲降低Ｐ，就需要减
小Ｑ，而减小Ｑ就要使ｂ：减小．同时Ｑ减小，效率最
高点田一将会向小流量区偏移．在首次设计时为了
减小边界效应的影响和便于气液的混合，ｂ：加大幅
度太大，现将ｂ：由原先的１２ ｍｍ改为７．５ ｍｍ，ｂ２减
小，导叶流道宽度也相应减小到１２

图２改进设计前后外特性试验比较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ｍ．

２）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轴向力主要由如下组成：
①由于叶轮前、后盖板不对称盖板力工，方向：指向

２．１原因分析

叶轮进口；②动反力石（液流流经叶轮时由于液流

２．１．１功率超额

方向改变而产生的液流对叶轮的作用力），方向：指
向后盖板；③主叶轮重量Ｇ，；④副叶轮重量，Ｇ４．分

轴功率公式¨１：

别计算如下哺１：

Ｐ＝麓
式中Ｐ的单位为ｋＷ；Ⅳ为泵的扬程，ｍ；Ｑ为泵的流

ｚ＝唰（赃确【缉一蓦（弘华）】

量，ｍ３／ｓ；ｐ为介质密度，ｋｇ／ｍ３；ｇ为重力加速度，

五２ ｐＱｔ（秽棚一秽Ｉｌｌ３Ｃ０８ ａ）

ｉｎ／ｓ２；叼为泵效率．据试验结果：日＝７５．７４

ｍ一７６ ｍ，

Ｇ３＝ｍ：ｇ

ｐ＝８５．８６ ｍ３／ｈ＞６０ ｍ３／ｈ，Ｐ＝３８．９０２ ｋＷ，轴功率

Ｇｄ＝ｍｆｇ

偏大主要是由于流量过大所致，应该设法减小流量

式中尺。为密封环半径，ｍ；风为轮毂半径，ｍ；以为

以解决轴功率偏大问题．

势扬程，Ｈ，＝１１。（１一学），ｍ；Ｒ：为叶筘半径，ｍ；Ｑ。

影响流量Ｑ的几何参数很多，文献［９］中给出

７

、

二１１，２

几何参数对Ｑ综合影响的排序．从中可知出口宽度

为理论流量，ｍ３／ｓ；ｖ．劬，秽Ｉｎ３为叶轮进口稍前、出口稍

ｂ：对流量影响最大，故采用改变ｂ：来改变流量Ｑ，

后的轴面速度，其中秽曲＝≥，ｍ／ｓ；ａ为叶轮出口

从而解决轴功率Ｐ偏大的问题．

２．１．２振动
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采用背叶片、副叶轮旋转动
密封结构，排除诸如轴承体刚性、装配同轴度等因素

轴面速度与轴线方向的夹角；ｍ。，ｍ，为主叶轮、副叶
轮质量，ｋｇ．总轴向力ｆ＝五一五＋Ｇ，＋Ｇ４．
泵参数：Ｒ。＝０．０５７

的影响之后，认为运行振动主要是未合理平衡轴向
力所致．因为背叶片、副叶轮旋转动密封结构除了具

ｍ／ｓ，，，ｌ：＝１０ ｋｇ，／７／，ｆ－２．８

有密封作用还有平衡轴向力作用．

Ｎ以＝５０．６２ Ｎ，Ｇ３＝９８ Ｎ，Ｇ４＝２７．４４

２．１．３

自吸性能不够

ｍ，风＝

Ｉｎ，Ｒｈ＝０．０２９

６０．２ ｍ，Ｒ２＝０．１２６

ｍ，ＱＩ＝６４．５９

ｍ３／ｈ，∥柚＝２．８２

ｋｇ，计算得圻＝３

２１７．０７

Ｎ．

背叶片平衡轴向力口１

导叶与叶轮之间的间隙对自吸性能影响较大，理论

耻簪［（半）２一－】（Ａｅ—Ａｈ）牮

上讲该自吸泵导叶和叶轮的关系与蜗壳泵隔舌与叶

式中ｓ为后盖板与壳体壁间隙，ｍ；８为背叶片厚度，

轮关系相似、原理也相同，经分析认为自吸性能不够

ｍ；Ｒ。为背叶片外半径，ｍ；Ｒｈ为轮毂半径，ｍ；Ａ。＝

主要是导叶与叶轮间隙过大所致．

１ＴＲ：，Ａｈ＝叮ｒＲ：．

ＴＬＺ型立式自吸泵采用叶轮与导叶组合结构，

另外副叶轮也对自吸性能有影响．副叶轮旋转
动密封要实现零泄漏应满足无泄漏密封条件，即

Ｈｏ＝巩＋Ｈｆ，即泵产生的正压水头风与背叶片产生

泵参数：ｓ＝０．００６
０．１２６ ｍ，Ｒｈ＝０．０２９

ＡＦ＝，一只＝一ｌ

ｍ，６＝０．００４ ５

ｍ，算得Ｆｌ＝４
０７６．２６

ｍ，Ｒ。＝

３６８．１５ Ｎ．

Ｎ，知残余轴向力太大，

的逆压水头值风和副叶轮产生的逆压水头值珥之

分析背叶片平衡轴向力公式知，欲减小Ｅ，需减小

和达到相对平衡．若正压水头值过高，动密封将使空

Ｒ。、６或增大风，将Ｒ。减小到０．１１３ ｍ，６减小到

气吸人泵内，导致自吸性能下降；若正压水头值过低，

０．００３

ｍ，Ｒ。增加到０．０３０ ｍ，同时将Ｒ。减小到

动密封将不能阻止介质泄漏．一般取１ｔｏ＝１．０５鸥，其

０．４６４

ｎｌ，风减小到０．０８０ １１１．重新计算得圻＝

中皿为泵扬程．

１ ６４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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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轴向力基本平衡．

消了抽真空装置、止回阀装置等辅助装置；气水分离

３）叶轮外圆与导叶间隙由原来的４ ｍｍ改为
１．５

０Ｉ

ｍｍ．背叶片产生的逆压水头值［１

吼２

３９

室内设置筋板加快气水分离；采用动密封与停车密
封相结合的密封形式．不仅具有良好的水力性能和
自吸性能，同时还具有结构紧凑、运行稳定、维修使

ｐ（一一ｎ丽）【（Ｄ；一Ｄ：）＋

用方便等优点，因此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１＋南）（瑗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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