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ＡＮＳＹＳ的偏心蠕动式转子泵转子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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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偏心蠕动式转子泵液力端的几何结构及运动特性，分析了转子平面蠕动运动过程
中的受力以及约束情况，并结合偏心蠕动式转子泵实际设计参数，计算和分析了泵工作过程中的
６个工况点的载荷和约束．基于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建立了转子三维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六面体
ＳＷＥＥＰ网格划分；采用准动态模拟方法对非金属材料的聚甲醛转子强度、刚度进行数值模拟计
算，得到了６个工况点中转子应力及变形数据．结果表明，采用聚甲醛材料的转子在泵工作过程
中所受最大应力远小于材料许用应力，强度、刚度均满足要求．数值模拟结果为偏心蠕动式转子
泵可靠性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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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蠕动式转子泵采用独特的偏心蠕动机构作

动运动…，转子与泵体、陶瓷隔板以及隔离元件构

为液力端犁式，具有结构紧凑、重量小、便于携带等

成两个密闭容腔．当电机启动后，与进口相通的容腔

特点，其结构如图ｌ所示．该泵借助电机轴驱动偏心

不断增大吸入介质，与出口相通的容腔不断缩小排

轴套旋转，同时带动聚甲醛转子在泵体内作平面蠕

出介质，这样便可实现增压输送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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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蠕动式转子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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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是偏心蠕动式转子泵最莆要的介质输送零
件，承受复杂的交变载荷，并且转子泵依靠间隙密封

图３转子平面受力及约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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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压输送介质，间隙大小的设计计算十分重要．该泵

泵工作时，转子处在排出容腔的圆周表面承受

采用非金属材料转子，其所受应力及变形的大小，将

不变的Ｐ：，而隔离元件对转子的ｎ的大小以及作

直接影响泉的性能以及可靠性．因此对该泵转子强

用点随结构转动发生周期性变化．在计算时，采用准

度、刚度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动态模拟分析方法，选取转子与泵体的接触点Ａ与
＇，轴夹角分别为西＝３００，６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１８０。

１转子模型建立

时的６个工况进行受力分析，将动力学问题转化成
静力学问题来处理｜３ Ｊ，任意时刻有

鉴于转子的几何外形特征不规则以及所受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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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情况旧Ｊ，文中建立了转子整体的三维模型，
采用２０节点的六面体单元ＳＯＬＩＤ９５，以及ＳＷＥＥＰ网

Ｈ：４２一ｅｃｏｓ（ｂ，

格划分法，将转子三维模型划分成１６ ８７５个单元，１０１

耻吾，

６８３个节点，网格模型如图２所示．其中非金属材料聚
甲醛的力学性能分别为弹性模量５

０００

ＭＰａ，抗拉强

度７０ ＭＰａ，抗压强度１３０ ＭＰａ，泊松比０．３６．

５５０一／－－．

Ｌ １，

（２）

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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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Ｆ。作用点到转子中心的距离；ｅ为偏心距．
根据上述公式，代入泵设计数据：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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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时对应载倚参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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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约束及载荷的施加
由图３町以看出，转子的约束主要有３部分，分
别为隔离元件对转子的ｘ轴方向的约束，转子与泵
体接触线上的全约束和偏心轴套对转子内表面的对

图２转子网格划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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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支承约束．载衙由作用在圆周面的面压力载荷Ｐ：
和由隔离元件对转子的反作用力Ｆ。引起的接触线
上节点的节点力组成［４。５ｊ．各角度转子的约束、载荷

２边界条件设定及载荷施加

的施加如图４所示．
２．１转子受力分析
偏心蠕动式吸排结构运动状况以及受力情况复

３计算结果分析

杂，国内外对其运动学、动力学的研究文献较
少¨毛Ｊ．文中以转子泵排液行程工况作为研究对象，
转子受到排出压力Ｐ：以及隔离元件的反作用力凡
的作用，其受力分析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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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有限元软件进行计算，得到转子各个角度
应力云图，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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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转子各角度约束和载荷的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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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转子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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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５可以看出，在已模拟的６个工况中，随着
角度的增大，应力逐步增大．在３００工况时转子应力
最大值为２．２０７ ＭＰａ，是６个工况中最小值，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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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变形云图分析

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计算，得到转子各个角度
变形云图，如图６所示．

转子与泵体的接触线部位∞“Ｊ．在１８００工况下转子

由图６可以看出，在已模拟的６个工况中，随

有最大应力为４．８９８ ＭＰａ，是６个工况中最大值，出

着角度的增大，变形量先是逐渐增大的，在１２０。工

ＭＰａ

况时达到最大，再缓慢变小．在３０。工况时转子有

远小于聚甲醛材料的许用应力值［６。］＝７０ ＭＰａ，说

最大变形量为０．００７ ｌｎｍ，是６个工况中最小变形

明转子材料的强度是足够的．

量，对称分布在转子承受排出压力面的两端．在

现在转子内表面孔径突变处．最大应力４．８９８

除去３０。工况，其余工况的最大应力都出现在

１２００工况下转子有最大变形量为０．０１５ ｍｍ。是６

转子内表面孔径突变处，并且与传统的材料力学分

工况中最大变形量，也是对称分布在转子承受排

析方法将转子简化成悬臂梁的危险截面相符．

出压力面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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