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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轴承在立式高速泵中的应用
王其磊，杨逢瑜，杨

倩，关红艳，陈君辉

（兰州理【大学磁物理‘ｉ磁技术研究所，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为了改善传统高速泵轴承极易损坏，寿命短，噪音大，转速低等缺点，将目前具有优越，｝生
能的电磁轴承应用于立式高速泵．对电磁轴承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控制系统、电磁力、刚度特
性及其在立式高速泵中的安装结构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安装电磁轴承后高速泵的运行特性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电磁轴承由于无接触、无需润滑、无摩擦，可有效解决高速泵中轴承失效的问
题，能有效延长高速泵的使用寿命，解决了困扰高速泵多年的密封问题．电磁轴承的控制系统与
轴承承载力完全能够满足在高速泵上应用的要求且具有较好的刚度特性．安装电磁轴承后，有效
提高了高速泵的运行稳定性、转速及扬程．但是由于转速的提高，汽蚀现象更加严重，造成了对叶
片的损坏，这就需要对叶片形状做进一步的改进．
关键词：高速泵；电磁轴承；密封；安装结构；汽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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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流量高扬程泵，通过提高转速可以有效
提高泵的比转速，从而提高泵的工作效率．提高泵转

电磁轴承

注水口

速还可以大大缩小泵的体积、减轻泵的莺量、节省能
叶轮

源消耗与原材料．泵转速提高一倍，体积缩小１／３，

联接件

重量减轻５０％～６０％．与传统的往复泵或多级离心
泵相比，高速泵具有结构紧凑、性能优越、体积小、重

泵体

量轻、节省能源和材料、维护方便等优点¨１３ Ｊ．然而
目前高速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安装普通轴承的
图１

高速泵因高温停机后，对其拆检，轴承表面发蓝，严
重时轴承整体散架、滚珠碎裂、轴承内圈与轴粘死，
必须破坏性拆除．而高速泵转子由低速齿轮带动高
速齿轮转动．如果在轴承烧毁时不能及时停车，高、
低速齿轮的轮齿大面积断裂，致使整套转子报废．并
且高速泵的轴承因摩擦速度高、发热量大等原因，机
械密封一旦局部破坏，会很快形成全部破坏．在高速
泵中只要有一点泄漏，就得更换密封以及高速泵转
速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等．为此本研究尝试将电磁轴
承安装于立式高速水泵中，以解决这砦问题Ｈ。７ Ｊ．

Ｆｉｇ．１

电磁轴承在立式泵中的安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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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结构特点
本研究将电磁轴承应用于立式水泵上，首先解
决困扰高速泵的轴承密封问题．其次由于磁轴承无
接触、无摩擦、转速高等优点使得高速泵的转速不再
受轴承的限制，且使用寿命明显延长，避免ｒ因轴承
失效带来的诸多问题．电磁轴承的局部安装结构如
图２所示．
轴向控制线圈轴向定子轴向磁轴承气凉径向控制线圈

电磁轴承（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Ｂｅａｎｎｇ）是利用磁力作用
将转子悬浮于空间，是转子和定子之间没有接触的
一种高性能轴承．与传统的滚珠轴承、滑动轴承以及
油膜轴承相比，具有许多突出的优越性．由于磁轴承
不存在机械接触，转子可达到很高的运转速度，且具
有机械磨损小、能耗低、噪声小、寿命长、无需润滑、
无油污染等优点，特别适用于高速、真空和超净等特

插槽式永久磁铁径向磁轴承气隙转子叠片轴径向磁轴承定子

图２电磁轴承的局部安装结构

殊应用场合．并且近年来其技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控制系统不断简化，造价有所降低，轴承承载力也得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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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提高，现在已具备了应用在高速泵上的可行
性…．

２电磁轴承的设计

因此本研究将普通的滚珠轴承与滑动轴承换成
电磁轴承，由于电磁轴承本身所具有的优点，使高速

２．１工作原理

泵的使用寿命明显延长，稳定性明显提高．笔者对电

转子无扰动时（包括转子自重），在永久磁铁产

磁轴承在立式高速泵上的安装结构、性能变化以及

生的静磁场吸力作用下，转子处于悬浮的平衡位置

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中间位置）．由于结构的对称性，永久磁铁产生的
永磁磁通在转子的左边气隙和转子的右边气隙是相

１安装的结构特性

等的．此时左右气隙处磁极对转子的吸力是相等的．
当转子在平衡位置受到向右的扰动时，转子就会偏

１．１轴承安装结构

离平衡位置向右运动，径向轴承气隙发生变化，造成

将立式高速泵的滚动轴承换成永磁混合电磁轴

永久磁铁产生的左右气隙的磁通变化，这时传感器

承，可以有效提高效率，降低噪声，且无需润滑．立式

检测出转子偏离其平衡位置的位移，控制器将这一

泵中的增速机也为立式安装，结构形式为轴两极传

位移信号转变成控制信号，功率放大器又将此控制

动．增速机采用Ｉ轴滚动轴承６３０８，１１轴支撑形式

信号变换成轴向控制线圈与径向控制线圈产生控制

为电磁轴承．立式高速泵主轴即高速轴采用电磁轴

电流ｉ．与ｉ：，这个电流流经电磁铁线圈控制绕组使

承．安装结构如图１所示．

电磁铁铁芯内产生控制磁通，产生相应的电磁力与

万方数据

９０

永磁磁力进行相加，从而调节转子位置，使得转子实

作一个电流放大环节．轴向的小扰动将导致磁轴承

现稳定的悬浮．当转子受到向左的外扰力时，用同样

基于平衡位置的阻尼振荡．控制器通过调节电流指

的方法加以分析．

令，经功率放大器，使轴承位置在受到扰动后回到

２．２控制系统设计

０，实现了无接触悬浮控制．实际上，总是希望保持设

控制设计的首要目标是使这种无接触平衡得以

定的转子位置与负载变化无关．采用上面的分析方

稳定．系统开环极点为Ａ，：＝４－（Ｋｘ／ｍ）Ⅳ２，有一个

法，可实现对电磁轴承的控制，但磁轴承的动态性能

开环极点位于复平面的右边平面，系统开环不稳定．

往往不能保证．在实际应用的控制器中加入积分环

因此必须通过控制器的控制作用来调节电流，改变

节，可实现位置的无静差，构成Ｐ１Ｄ控制器，写成传

系统极点位置，以保证系统稳定，使转子能在受扰动

递函数

偏离平衡位置后返回平衡位置．在其闭环系统设计

１

，

、

Ｇ。（ｓ）＝ｋ，｛１＋去＋靠ｓ）
、

中，忽略功率放大器环节的延时，其传递函数近似为

（５）

，

ＪｉＳ

Ｋ。，传感器时间常数很小，其传递函数近似为墨．输

当电磁轴承设计完成，功放和传感器选定，控制系统

人为Ｒ（ｓ），输出为Ｘ（ｓ），轴向磁轴承闭环控制系统

的设计问题就成为如何调节控制器的参数来保证系
统的稳定和稳定裕度了．

结构如图３所示．

电磁承载力

２．３

现假设在３个方向上分别受到３个沿着坐标轴
正方向的外扰力，使得在３个方向上的偏移量分别
为戈，Ｙ和ｚ，此时在沿３个坐标轴负方向的合
图３
Ｆｉｇ．３

电磁轴承闭环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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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一蠢。

～一砜Ｓ；，

Ｆ一掣

由图３得闭环系统传递函数

印黼＝ｚ若等赢

１

砜Ｓ。

（６）
。。

Ｆ：熊二篓
～
年ｏＳ；

系统的特征方程
（２）

式中咖扪咖，：为戈向的磁通量；咖，，，咖化为Ｙ向的磁通

显然，若使系统稳定，系统的阻尼比必须大于０，即

量；咖扪咖五为三向的磁通量；５。，为径向磁极面积；Ｓ：

特征方程中的一次项与常数项必须大于０．由此呵

为轴向磁极面积泓。为空气磁导率．

ｍｓ２一疋＋Ｇ。（ｓ）Ｋ。ＫＫｌ＝０

在平衡位置附近要使承载力最大，式（６）中分

知，控制器须具有比例和微分项，控制器环节采用
ＰＤ控制实现．要实现磁轴承无接触平衡这一目标，
磁轴承的控制系统必须能提供类似于弹簧支承的回
复力和阻尼来衰减振荡．这就要求所施加在磁轴承

子要为最大值，使各气隙磁通相叠加的一边磁感应
强度达到最大值８一，减少的一边达到最小值０，此
时混合磁轴承的承载能力最大．Ｂ～通常取软磁材
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日，这样得到

上的力正比于位移和速度．

ｒ４，；。＝咖，。＝咖：。＝０

吸力
Ｆ＝ｋｘ＋以

｛妣＝如＝ＢＳ，，

（３）

【咖五：曰５：

式中ｋ为刚度，Ｎ／ｒａｍ；ｄ为阻尼；戈为偏移，ｍｍ．

根据式（６），（７）得到电磁轴承３个自由度上的

由式（３）可得控制器函数

舻——ｉ一
．

（ｋ—Ｋｘ）ｚ＋口石

”’

最大承载力

，ｄ、

ｒ
ｋ鲁２警…
Ｉ Ｆ：堕：—ｒ；ｇ—ｏＳ，

式（４）描述的控制器为简单的ＰＤ控制器，有比例环
节和微分环节构成．在磁轴承的设计完成后，控制器

ｒ～

参数町通过选择轴承刚度和阻尼来确定．在控制系
统中传感器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噪声和时问滞后的理
想器件，同样功率放大器也被认为是理想线性的，当

万方数据

（７）

２．４

钆ｏ

２９：

电磁轴承的刚度与阻尼特性
对于系统刚度特性，可以参照机械刚度的定义

９１

来研究磁轴承的动态刚度特性．采用ＰＤ超前控制
器即可实现磁轴承的稳定控制，对位移传感器和功

丝—垫＝ＮＰＳＨＡ—ＮＰＳＨＲ≥０

（１２）

Ｐｇ

率放大器进行等效．当以外力作为输入信号时，系统

式中Ｐ。为叶轮入口低压点压力，Ｐａ；ｐ。为输送流体

的传递函数

在相应的温度下的蒸汽压力，Ｐａ．ｐ为输送流体密

器＝ｍｓ２ ｋ，＋等甓导㈩

度，ｋｇ／ｍ３；ＮＰＳＨＡ为可见汽蚀余量，ｍ；ＮＰＳＨＲ为必

令ｓ＝ｊ∞，得到频率特性，参考弹簧一阻尼器特性，

是要提高可用汽蚀余量ＮＰＳＨＡ，二是降低必需汽蚀

磁轴承转子在强迫运动频率作用下系统刚度一般表

余量ＮＰＳＨＲ．其中ＮＰＳＨＡ是与机械的装置和环境

达式

相关的参数，它与转速无关．可以通过提高泵的安装

‰＝糌＝（¨ｍｗ２）＋ｊｄｗ（１０）

一¨燮掣
ｄ＝一后，＋坌』§裂

式中Ｋ，。为电磁轴承的系统刚度．

需汽蚀余量．由式（１２）可知，要使泵不发生汽蚀，一

高度、减少吸人损失等途径来增大ＮＰＳＨＡ。ＮＰＳＨＲ
与泵内部流动特性有关．
泵的必需汽蚀余量¨ｏｊ

由式（９）和式（１０）可得

ＩＩ

。，２

．．，２

ＮＰｓＨＲ＝芸＋入≥
２９

０１３、

ｚｇ

式中％为进入叶片前液流的平均绝对速度，ｍ／ｓ；ｔ１７。
‘１１’

为进入叶片前的平均相对速度，ｍ／ｓ；Ａ为叶片进口
压降系数．为了减ｔ］、ＮＰＳＨＲ，可通过减小Ｖ０，彬。，Ａ来

Ｋ抽ＩＩ＝以Ｆ焉≯Ｆ而

实现．从泵本身来说，动压降引起叶片上压力最低点

系统综合刚度反映了在闭环结构下，力和位移

压力降低，是汽蚀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因而

之间的动态变换关系，是频率的函数，而且与实际

ＮＰＳＨＲ的大小反映泵抗汽蚀性能的好坏．它越大，

的控制器参数有很大关系．

说明必需汽蚀余量越大，泵的抗汽蚀性能就越差．它
的大小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当安装磁轴承之后，高
速采的转速明显提高．因此汽蚀更加明显，因此高速

３应用分析

泵设计中，解决汽蚀问题变得尤为关键．
３．３转速的提高

３．１应用范围
为证明电磁轴承应用可行性，以ＧＬ型高速立

安装电磁轴承后，转速将不受轴承的限制，提高

式泵，流量为３．０ ｍ３／ｈ，扬程为１９１ ｍ，转速为

转速和泵的效率，但是随着转速的提高，也会出现很

６ ０００

ｒ／ｍｉｎ，电机功率１５ ｋＷ，叶轮直径Ｄ２＝０．１４

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当转速达到６

０００ ｒ／ｒａｉｎ以上

ｍ，叶轮出口宽度ｂ：＝０．０１５ ｍ为例对电磁轴承的设

时，增速机就必须解决振动、噪声和耐磨、寿命等问

计参数进行研究．传统的开式叶轮经特别设计，轴向

题．应用电磁轴承后，增速机的振动与噪声明显减

力接近于０，因此主要对径向力进行研究．根据径向

小，使用寿命明显延长．但是当高速泵的转速很高

力经验公式可得Ｆ＝２７５ Ｎ．因此可知ＧＬ型立式高速

时，转速增加了，效率不但不能增加，反而会下降．这

泵设计要求为ｔ。。＝ｔ。＝２７５ Ｎ，气隙ｇ，，＝＆＝

是由于密封环和叶轮的侵蚀和磨损，引起泵性能恶

ｇｏ＝０．４

ｍ，饱和磁感应强度Ｂ＝１ Ｔ，永久磁铁采用

化．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对叶轮结构进行改善．

ｍｍ

高速泵的扬程主要取决于叶轮外圆速度，而流

的漆包线．由式（８）可知，为保证足够的径向电磁

量取决于扩散管喉部面积Ａ。，相对于某一固定Ａ。，

力，在进行电磁轴承设计时应保证ｓ，，Ｉ＞５５０
３．２汽蚀

流茸由流速决定．从而可知，安装电磁轴承后，随着

稀土永磁材料，控制线圈采用标称直径为０．０６３

ｍｉｌｌ２．

在高速泵中，汽蚀是非常有害的．当高速泵产生
汽蚀时，气泡在高压区连续发生突然破裂，以及伴随

高速泵转速的提高，高速泵的扬程得到了提高，且流
量也加大了．
３．４存在的问题

的强烈水击，改变了叶轮内的速度分布，会导致过流

１）电磁轴承的控制系统较为复杂，在对高速泵

部件的腐蚀破坏，泵的工作性能下降，扬程降低，产

的控制系统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有待进

生振动与噪声．汽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使泵完

一步试验研究．

全不能正常工作．泵不发生汽蚀的条件¨叫

万方数据

２）电磁轴承的安装部件较多，需要对各安装部

９２

件进行合理安排，如传感器等，因此安装过程相对较

［３］许朝阳，吕

毅，高翠兰．高速泵没计的主要技术分

析［Ｊ］．流体机械，２００８。３６（８）：１６—１９·

为复杂．

３）日前电磁轴承的承载力相对较低，当应用在Ｘｕ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ＬＵ

ｃ“ｉｌ锄·Ｍａｊ。。眦ｈｎｉ。ａｌ

Ｙｉ，Ｇａｏ

ａｎａｌｙ８ｉｓ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ｈｉｓｈ。８ｐｅ。ｄ

具有较大径向力的泵上时，稳定性明显降低．
４）在电磁轴承高速运转时，瞬态冲击及不平衡
载荷作用下，对电磁轴承造成影响·

ｐｕｍｐ［Ｊ］·用ｕ趔讹＿

…耄飘翟：Ｚ’点：．Ｍ‘誉ｉ寰。。一
。。孟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ｍｔａｔｉｎ：。眦ｋｅｄ。ｈ撕ｕ。ｉ二ｇ。ｎ
ｍ；
ａｃｔｉｖｅ

５）电磁轴承的造价相对较高，这也是目前电磁

舱ｔｉ。ｂｅａｒｉｎｇ舾ａ

ｆｏｒｃｅ ａｃｔｕ。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ｉｍｅｎ．

轴承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ｔｃａｔｉｏｎ『Ｊ］．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ＥＥＥ／ＡＳＭＥ

Ｔｒａ，１．

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２００５，ｌＯ（６）：６４０—６４７．

４结论

［５］Ｎｏｈ

Ｍ Ｄ，Ｃｈ。Ｓ Ｒ，Ｋｙｕｎｇ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通过对磁轴承的安装结构进行探讨，可以得知
安装磁轴承后，传统高速泵的轴承缺陷得以明硅改
善．磁轴承无接触、无须密封、无摩擦、低噪声的优
点，明显改善＿广传统高速泵中轴承的磨损严重和容
易失效、机械密封容易发生故障使得润滑油容易泄
露、摩擦造成振动及较大的噪声等问题·Ｎｋｔｏｇ磁轴
承控制系统、电磁承载力以及电磁轴承刚度特性的

ａ

Ｊ Ｈ，ｅｔ ａ１．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ｏ。ｍ。ｌｅｃｕｌａｒ Ｖａｃｕｕｍ
ＩＥＥＥ／ＡＳＭＥ

［６］Ｄｉ卸ｍｎｇ

ｐｕｍｐ［Ｊ］·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Ｔｒａｒ撼∞ｔｉｏｒｕ。托，２００５，１０（６）：６２６—６３１·

ｃ，ｓｈｉｙｕａｎ Ｄ ｕ·Ｎｕｍ８一。８１。８１。ｕｌｍｉｏｎ ８ｎｄ｝

盏ｉ：『。＝ｉ赢二并三。嚣
ｆ。啪：ｎ。蒯胁ｉ，Ｄｎ泌．２磊８，１～２８：１。２３一１２７．１
［７］许友谊，奚伟永，杨敏官．高速诱导轮‘维非定常湍
流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３）：５９—６３．

分析，可以得知磁轴承的控制系统完令能够满足对Ｘｕ

Ｙｏｕｙｉ，Ｘｉ

Ｗｅｉｙｏｎｇ，Ｙａｎｇ

磁轴承在高速泵上应用的要求，且具有较好的刚度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特性．电磁轴承的承载力可以满足高速泵的需求．对

ｉｎｄｕｃｅｒ［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其应用于高速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后发现，由于摩

２６（３）：５９—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ｇｕ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

擦ｔｊ振动的减小，电磁轴承的稳定性能明显优于普

［８］朱烷秋，邓智泉，袁寿其，等·永磁偏置径向一轴向磁

通轴承．应用电磁轴承呵以明显提高高速泵的转速，

苎浮轴承一ｒ作原理和参数设计［。］·中国电机１：程学

改变高速采的工作状态，并且有利于提高泵的扬程．

篓竺ｎ’鹊２２ｉｕ＇（９）。。：５ｎ４９－ｚｈ５ｉ８ｑ．ｕａｎ，Ｙ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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