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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扬程定义的密封端面螺旋槽泵送效应分析
陈汇龙１，李亚南２，赵斌娟１，翟

晓’，黄建乎１，袁寿其２

（Ｉ．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江苏大学漉体机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基于水泵的扬程定义，结合端面机械密封的特点对扬程定义式进行了简化修正。给出了
描述端面螺旋槽液体机械密封泵送效应的表达式，揭示了泵送效应与端面静压分布的关系．应用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密封环端面间的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根据模拟的结果验证了泵送效应表达式的
准确性和适用性；结合数值模拟的结果和上述表达式，对比了在旋转环和静止环两种情况开槽时
数值模拟的结果，分析了密封端面螺旋槽开槽端面的不同对螺旋槽泵送效应的影响，发现在旋转
环端面开槽时螺旋槽产生的泵送效应优于在静止环端面开槽的情况，且在旋转环端面开槽有利
于减小密封环端面问的摩擦．
关键词：螺旋槽；机械密封；泵送效应；数值模拟；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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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封端面开设螺旋槽能够使密封环旋转时产

少、寿命长、能耗低、工作状态稳定及适应性强等优

生泵送效应，把少量密封低压侧的中性缓冲流体增

点．泵送效应是螺旋槽性能的重要评价标准，对于泵

压泵送至高压侧，并在密封端面间由缓冲流体形成

送效应的分析一直是七游泵送机械密封性能分析的

一层完整的流体膜，阻止高压侧介质的泄漏并起到

难点，对于泵送效应的描述尚无标准可依；而螺旋槽

润滑作用，因而，在密封端面开设螺旋槽具有磨损

开槽端面的选择对于槽的泵送效应有着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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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影响，目前对开槽端面的选择亦尚无定论．本研究将

能实现密封‘３圳．

基于水泵扬程的定义分析螺旋槽的泵送效应，并对

２泵送效应分析

开槽端面的选择提供依据．

１开槽形式及密封机理

对于泵而言，扬程是其所抽送的单ｆ赶重蹙液体
从泵进［Ｊ处（泵进ＬＪ法兰）到采出口处（泵出【】法

密封端而开螺旋槽的常见形式有：一是在密封
环内径侧开螺旋槽，如图１所示，常用于液体卜游泵
送机械密封；二是在密封环外径侧开螺旋槽，如图２

兰）能鼍的增值＂Ｊ．
泉的扬程足水泵本身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根
据定义其计算式为

所示，一般槽区侧为被密封的带压流体，密封环旋转

嚣：坠卫＋‰≥＋（白飞）

时，将带压流体带入端面继续增压，使密封端面分开
成为非接触，气体密封一般采用这种结构¨‘２ Ｊ．

Ｐｇ

（１）

‘ｇ

如图３所示，式中Ｐ。，Ｐ。分别为泵出口、进Ｌ］处
的液体静压，Ｐａ；％，秽。分别为泵出门、进门处的液
体速度，ｍ／ｓ；％，乞分别为泉出口、进口到任选的测
量基准面的距离，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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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
Ｆｉｇ．１

上游泵送机械密封端丽结构

图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泵扬程的计算简图

Ｐｕｍｐ ｈｅａ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类比水泵的结构，对于螺旋槽机械密封来说，其

舻泰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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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旋橹
密封堰

图２干气密封端面结构
Ｆｉｇ．２

Ｄｒｙ ｇａｓ ｓｅａｌ ｆａｃ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每个螺旋槽相当于一个叶轮流道，螺旋槽的泵送效
应就是依据泉扬程的原理．机械密封环的内径处相
当于水泵的进口，外径处相当于水泵的出口，由于密
封环的尺寸很小，那么出口与进门的位能差町以忽
略不计．
由于螺旋槽机械密封的泄漏几乎为０，且螺旋
槽的进、出口直径差较小，即Ｄ。一Ｄ：，Ｍ，一“：，则

液体上游泵送枧械密封是在普通机械密封的一
个密封端面上加工流体动压槽，两端面在相对运动

出口、进ｕ处液体的动能莠也町忽略／ｆｉ计．那么根据

而实现密封．在外径高压侧与内径低压侧的压差作

日，：必

用下，高压侧被密封的流体将产生压差流，而螺旋槽

式中Ｐ。，Ｐｉ。分别为螺旋槽机械密封外径、内径侧的

流体的泵送效应所产生的粘性剪切流与压差流流向

静压力，Ｐａ．

式（１）可得螺旋槽机械密封的泵送效应如下：

时产生泵送效应，将低压侧的液体反输回高压侧，从

（２）

Ｐｇ

相反．剪切流小于压差流的流碴时，密封存在泄漏；

根据公式（２），密封环外径侧与内径侧的静压差

剪切流与压差流的流量相等时，密封的总泄漏量为

值越大，越能阻止密封介质进入两密封环端面间的窄

零；剪切流的流鼍大于压差流的流量时，会出现低压

隙，并将低压侧的液体反输【ｕ１高压侧，高雎侧被密封

钡ｆｊ向高压侧的负泄漏．上游泵送机械密封的密封端

介质产牛的压差流，同时能够与螺旋槽泵送效应所产

面分为槽区和坝区，这样在静置状态和旋转状态都

生的粘性剪切流相平衡，密封的泉送效应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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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螺旋槽区的压力高于密封堰区，这样能够将堰区的

３内部流动数值模拟

密封介质吸入螺旋槽区，进而泵送同密封腔．

３．１

１．５

旋转环端面开槽时，槽区外径侧的最高压力值
槽型设计及工况参数

ＭＰａ远远高于在静环开槽时的最高值，也远远

目前已开发的机械密封端面动压槽槽型结构包

高于密封介质的压力５ ＭＰａ．根据公式（２），ｐｇ相同

括多圆叶台阶面型、周向雷列台阶型、直叶型和类螺

的情况下，比较两者外径侧最高静压与内径侧最低

旋槽型，其中类螺旋槽型包括直线槽、圆弧槽、曲线

静压的差值，前者为Ｐ。。。－ｐ；。＝１．５×１０ Ｐａ，而后者

槽和螺旋槽等．根据已有不同槽型密封性能的对比

仅为Ｐ。。一Ｐｉ。＝４×１０６ Ｐａ，可见前者螺旋槽产生的

分析旧。１，螺旋槽型的密封结构能够产生较大的液

泵送效应远高于后者．在旋转环开槽时密封坝区高

膜承载能力和液膜刚度，密封效果较好，且易于加

压区域远比在静止环开槽时宽，压力变化更平稳．说

工．如图ｌ所示，本研究的槽型设计参考了文献

明前者产生的液体膜更稳定，承载能力更好．

７

［８］，［９］，为矩形平底形式槽，取槽深为ｈ。＝５斗ｍ，
螺旋角ｄ＝１７．８０，槽径比届＝（Ｌ—ｒｉ）／（ｒ０一ｒ；）＝
０。７，槽数札＝２０。密封环转速忍＝２

９５０

ｒ／ｍｉｎ，密封

压力Ｐ＝５ ＭＰａ，密封腔内介质为常温水．
３．２计算区域及边界条件设置
选择整个密封环内液体区域的１／２０作为计算
区域（含一个螺旋槽及其两侧各一半的密封堰），计
算区域的三维造型及边界条件设置如图４所示（为
便于观察，此处放大３００倍幔示）．计算区域分为两
部分，ＺＯＮＥｌ为槽内液体，ＺＯＮＥ２为旋转环与静止
环间隙部分的液体．当螺旋槽开在旋转环端面时，端
面Ｉ，Ⅱ分别为旋转环、静止环端面；当螺旋槽开在
静止环端面时，端面Ｉ，Ⅱ分别为静止环、旋转环端
面．应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对计算ｌ；！￡域进行网格划分，采
用Ｃｏｏｐｅｒ格式将整个计算区域划分为结构化网格．

图５端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１１

ｇｒｏｏｖｅｄ ｒ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３．３．２动压分布
图６ａ，ｂ分别是在旋转环和静止环开槽时开槽
端面的动压分布．

图４计算区域及边界条件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３．３计算及结果分析
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层流模型，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
压力和速度进行耦合，采用一阶迎风格式对连续性
方程和能量方程进行迭代计算，其结果如下：

３．３．１静压分布
图５ａ，ｂ分别是在旋转环和静止环端面开槽时
开槽端面的静压分布．对比两图，压力分布的总趋势
保持一致，槽区压力均在泵送槽的外径侧达到最大，
在内径侧最小，由内而外均匀增大，由公式（２）可
知，两者均产生了一定的泵送效应；且同一半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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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端面动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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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ｉｌ

ｇｒｏｏｖｅｄ ｒ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８６

将图６ａ与５ａ对照，可以发现槽底端面的最高动压

式中ｒ０为密封环端面外径，ｍ；ｖ为密封环外径侧径

值仅为１．２

向速度，ｍ／ｓ；ｐ为密封介质的密度，水为１．０

Ｘ

１０６

Ｐａ，约等于槽底端面的最低静压值

（１ ＭＰａ），平均动压约为０．６ ＭＰａ，更是远远小于槽

Ｘ

１０６

ｇ／ｍ３；Ⅳ。为螺旋槽个数．

底端面的最小静压．由此可以证明公式（２）的正确
性及适用性．
对比图６ａ和ｂ，槽底面动压分布的总趋势一
致，在密封环端面的内径区域产生一个小高压区，能
够增大端面内径处的液膜压力（因为内径处静压很
小）．但是，图６ａ的动压远高于后者，说明在旋转环
端面开槽时，螺旋槽能够产生更好的动压效应，增大
液膜的开启力以及液膜的承载能力．
３．３．３甍切力分布
图７ａ，ｂ分别是在旋转环和静止环开槽时端面
的剪切力分布．

图８径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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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研究类比螺旋槽端面结构与水泵叶轮的
相似之处及螺旋槽端面机构的特殊之处，基于水泵
的扬程定义，对其公式进行合理简化，给出了卜游泵
送机械密封泵送效应的衡量依据．结合数值模拟，根
据动压与静压数量级的差别验证了此依据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
图７端面剪切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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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合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证明了端
面螺旋槽的存在使机械密封两端面问形成了具有一

对比两图，剪切力分布的基本情况一致．槽区的

定承载能力的稳定液膜，且螺旋槽确实能产牛一定

平均剪切力低于非槽区，说明螺旋槽的存在降低了

的泵送效应。对比分析在旋转环和在静止环开螺旋

端面剪切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密封环端面的摩

槽时端面问的压力分布，得出在旋转环端面开槽时

擦，从而延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在槽区，内径侧

液膜的承载能力更大，外径与内径的静压差值更大，

的平均剪切力高于外径侧，整体趋势为由内而外减

前者泵送效应优于后者．

小，但在内径侧尖角区剪切力很小．对ｔＬｑＥ－槽区的平
均剪切力，前者为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 Ｐａ，后者为５ ０００～

效地降低ｒ端面间的剪切力．螺旋槽开在旋转环端

６ ５００

Ｐａ，前者略低于后者，说明螺旋槽开槽端面的

３）对比端面间剪切力的分布，螺旋槽的存在有
面时剪切力略小于开在静环端面，可减少断面摩擦，

不同对于非槽区剪切力有一定的影响，开于旋转环

增强机械密封的润滑性能，

端面时略优．
３．３．４泄漏量

乎为０，而在静止环端面开槽时泄漏量大于在旋转

４）在旋转环端面开槽时机械密封的泄漏量几

图８ａ和ｂ分别为在旋转环和静止环开槽时两者
径向速度的分布，前者净流量（即泄漏鞋）几乎为０，
后者净流量约为３．３ ｍＬ／ｈ．净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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