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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试验台液压夹紧装置设计
王

洋，吴登昊，张翔，杨炎财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３－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从系统机构设计、夹紧力分析、液压系统设计和电气控制原理等方面，阐述了水泵试验台
液压夹紧装置的设计构造过程．为了保证试验时不发生泄漏现象，在管道联接端面采用抠槽密封处
理技术，并对液压夹紧力进行计算与分析，得出在６．４ ＭＰａ的压力下，液压夹紧力约为８８．２３８

ｋＮ，

液压缸提供的最小工作压力为１７．５６３ ＭＰａ．现场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法兰联接方式相比，在规定
试验压力下，该夹紧装置无泄漏现象，联接端面水力损失减小约０．１５６％，自动化程度高，水泵出厂
检测台数增加约１．５倍，大幅度改善了水泵出厂检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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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水泵试验台进行试验时，水泵与管道的联

置．为了使得液压夹紧可靠，而且又不因选择过高的

接一般采用螺纹螺栓法兰联接．这种联接方式费时，

工作压力和过大的夹紧液压缸而浪费能源，夹紧装

效率低，而且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机械磨损．对于批

置的合理设计非常关键…．

量检测而言，这种联接方式无法满足现场检测要求．
因此，开发一套快速水泵试验联接装置成为一个重

１液压夹紧装置结构设计

要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开式试验台下，以进出口在同一轴线

１．１水泵出水端面压力计算

的陆用立式泵为试验对象，其进口口径为担５—

夹紧装置如图１所示，在水泵试验时承受的最

６１００，出口压力小于６．４ ＭＰａ，设计新型液压夹紧装

大压力一般在水泵流量全关的情况下，此时通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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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出口压力可大致确定水泵出口端面的压力．试验

设计成６．４ ＭＰａ，出口端面的强度及整体结构的强

泵的扬程可达４５０ ｍ，关死点对应的出口压力大致

度以最大夹紧压力作为设计标准，计算方式可查阅

为５ ＭＰａ．为此在夹紧装置设计时将最大夹紧压力

相关机械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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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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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台液压夹紧装置二维模型结构图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ｌａｍｐ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

１．２活动加压机构设计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和传动机构组成．采用双杆液压缸直接驱动活动部

活动端加压结构由底座、油缸、移动部件、动力

件做压紧运动，结构运动简图如图２所示．

囫卧式泵固定螭

活

图２油缸驱动活动部件简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ｌｏｃｏｍｏｔｏ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油缸采用双向、铰链联接型式．缸体后端用铰固

杆，在溜板前端和固定座前端，对称与测压管轴线，

定在活动端底座上，出杆用铰固定在溜板吊耳上，缸

同高度水平设置Ｖ形槽．安装时调整活动端底座和

身和溜板做平行运动．溜板与活动端底座采用燕尾

固定端底座，使活动端Ｖ形槽和固定端Ｖ形槽平

槽联接．溜板上部加工成弧形凹槽，放置进水口测

行．保证压紧力合力与测压管轴线重合．测压管远端

压管．

两侧焊接定位块，当溜板后退时带动测压管离开试

为保证密封面受力均匀，必须做到压紧力合力
的作用线和测压管轴线平行且重合，同时要保证测
压管端面与泵进出１２１密封面平行．为此，在测压管两
侧设两个与测压管轴线垂直的、用圆钢做成的传力

万方数据

验对象一叫…．
１．３油缸压紧力计算
油缸压紧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水泵出口端出
口水压和密封压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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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Ｆ＝Ｆ。＋ＦＭ

式中Ｆ为油缸压紧力，ｋＮ；Ｆｃ为出水压力，ｋＮ；ＦＭ
为密封压力，ｋＮ．
出水压力为压强与受力面积的乘积，即
（２）

Ｆｃ＝ｐＡ

式中Ｐ为泵出口额定压强，取最大压强作为计算值，
取６．４ ＭＰａ；Ａ为受力面积，按最大管径的受力面积
计算，为密封圈内径面积，Ａ＝０．０１０

４６

ｍ２，故

Ｆｃ＝ｐＡ＝６ ４００×０．０１０ ４６＝６６．９４４ ｋＮ

油，其压力由溢流阀调整．
油虹

充孽阀

：一

蛾舳阀酶…．墼 牺
勰骶檄舳阀帮．。蒜

ｌＳ。２ｓ行程开关

（３）

…１Ｓｔ＿…ｔ ２Ｓ‘

釉勒阀瑶蔫豫阀

密封压力为密封圈产生一定形变时所需的压力，即
ＦＭ＝盯ｘＡ

２１

Ｉ电液换向阀

兰流阀：溢流阀
；辅画泵

主泵

１Ｋ可调压力继电器
１Ｙ。２Ｙ，３Ｙ电磁铁

式中盯，为密封圈所受的应力，通过压力传感器测
量．当出水压力达到６．４ ＭＰａ时，密封圈所受应力约
为３．４７６ ＭＰａ；受力面积，按最大管径的密封面积计

ｊ盘
二－油箱

图３夹紧装置液压系统图
Ｆｉｇ．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ｌａｍｐ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算，结果为Ａ＝０．００６１２６ ｍ２，故
液压系统工作原理：
ＦＭ＝盯ｘＡ＝３ ４７６×０．００６ １２６＝２１．２９４ ｋＮ

油缸压紧力为

态，主泵输出的油经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中位流回

Ｆ＝Ｆｃ＋ＦＭ＝６６．９４４＋２１．２９４＝８８．２３８ ｋＮ

通过上面的压紧力计算，油缸的有效直径可选８０
Ｆ

Ｐ“。＝上Ａ＝１７．５６３
几Ｓ

油箱，空载启动．
２）油缸快速推进，电磁铁１Ｙ，３Ｙ得电，电液换
向阀换至右位，控制油经电磁换向阀右位使液控单

ｍｍ．液压站的最小压力应大于
ＭＰａ

式中Ｐ咖为液压系统的最小压力，ＭＰａ；Ａ。为活塞受
力面积，０．００５

１）启动，按启动按钮，电磁铁全部处于失电状

０２６ ｍ２．

向阀打开．进油路：主泵一电液换向阀右位＿单向阀
＿油缸左腔．
回油路：油缸右腔＿液控单向阀一电液换向阀
右位＿电液换向阀中位一油箱．

设计的液压系统在２０ ＭＰａ下能稳定工作、最大

油缸快速推进过程中，主泵虽处于最大流量状

压力可达２５ ＭＰａ．该液压系统输出压力可调．根据

态，仍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油缸左腔形成负压，油箱

试验要求，计算出各种管径、各种扬程下的输出压

的油液经充液阀进入油缸左腔．

力，并制成表格，试验时用户可自行调整．

３）油缸慢速夹紧试验泵，当油缸推杆达到一定
位置接触行程开关２Ｓ后，电磁铁３Ｙ失电，电磁换

２夹紧装置液压系统设计

向阀处于原位，液控单向阀关闭．油缸左腔油液经背
压阀、电液换向阀右位、中位回油箱．这时，油缸左腔

夹紧装置液压系统设计的最大工作压力可达

压力升高，充液阀关闭．油缸在主泵提供的压力油作

ＭＰａ，其动力源为液压泵提供的液压油经电液换

用下慢速夹紧试验泵．当油缸活塞推杆推动活动部

向阀流向油缸腔体，驱动活塞推杆，活塞推杆带动活

件夹紧试验泵时，阻力急剧增加，油缸左腔压力进一

动部件对试验泵进行加压，当压力达到预定值时，压

步提高，主泵的输出流量自动减少．

２５

力继电器发出信号，使油缸处于保压状态．试验结
束，操作员发出命令，油缸泄压，主缸快速回程．

４）保压，当油缸左腔压力达到预定值时，可调
压力继电器ｌＫ发出信号，使电磁铁１Ｙ失电，电液

图３为夹紧装置液压系统图．系统有两个泵，主

换向阀回中位，油缸的左、右腔封闭，单向阀和充液

泵是一个高压、大流量恒功率（压力补偿）变量泵，

阀的锥面保证油缸左腔具备良好的密封性，油缸进

最高工作压力由溢流阀的远程调压阀调定．辅助泵

入保压状态，保压时间由操作员控制．保压期间主泵

是一个低压小流量定量泵，用于供应液动阀的控制

经电液换向阀的中位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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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泄压，操作员按下结束按钮，保压过程结束，
电磁铁２Ｙ得电，电液换向阀换至左位．由于左腔压

３

夹紧装置电气控制原理分析

力很高，液控滑阀处于上位，压力油经电液换向阀左
位及液控滑阀上位使外控顺序阀开启．此时主泵在

夹紧装置电气控制的对象主要是：液压系统、升

低压下工作，此时压力不足以打开充液阀的主阀芯，

降台．其中液压系统所需控制的元件为：主泵、辅助

而是先打开充液阀的卸载阀芯，使油缸左腔油液经

泵的拖动电机Ｍ１，Ｍ２，两个电磁阀ＹＶｌ（１Ｙ，２Ｙ），

此阀卸阀芯开口泄回油箱，压力逐渐降低．

ＹＶ２（３Ｙ）．升降台需控制拖动电机Ｍ３．

当油缸左腔压力泄至一定值时，液控滑阀回到

３．１控制要求

下位，外控顺序阀关闭，主泵供油压力升高，充液阀
完全打开，此时液油流动情况为

１）３台电机容量较小，采用直接启动方式，液压
泵拖动电机单向旋转，升降电机要求正反转．
２）液压系统严格按照工作时图进行．

进油路：主泵＿÷电液换向阀左位＿液控单向阀
＿油缸右腔．

３）具有联锁与保护环节．

回油路：油缸左腔一充液阀＿油箱．实现油缸快
速回程．

４）具有信号指示．
３．２

电气控制电路设计与分析

６）油缸原位停止，当油缸活塞推杆回退至触动

液压控制系统如图４所示，有６个按钮，ＳＢ２，

行程开关ｌＳ时，电磁阀２Ｙ失电，电液换向阀处于

ＳＢｌ代表液压系统的启动、停止按钮；ＳＢ３，ＳＢ４，ＳＢ５

中位，液控单向阀将右腔封闭，油缸原位停止不动．

分别代表升降台的停止，上升，下降按钮；ＳＢ６代表

主泵输出油经电液换向阀中位回油，泵卸载．

泄压按钮．

ｕｐ巾砖一

：ｊ曼 ｎ星

Ｕ

—

图４试验台夹紧装置电气控制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ｌａｍｐ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

３．２．１主电路分析
三相电源由低压断路器ＱＳ控制．液压泵驱动

ａ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升和下降动作，Ｍ３由交流接触器ＫＭ３和ＫＭ４控制
实现正反转．Ｍ１，Ｍ２，Ｍ３由热继电器ＦＲｌ，ＦＲ２，ＦＲ３

电机Ｍｌ，Ｍ２为单向旋转．分别由交流接触器ＫＭｌ，

做过载保护．

ＫＭ２控制．液压泵在电机的拖动下输出液压油至油

３．２．２控制电路分析

缸驱使活塞进行夹紧操作．升降台由Ｍ３驱动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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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液压系统启停控制，由按钮ＳＢ２，ＳＢ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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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王洋等：水泵试验台液压夹紧装置设计

ＫＭｌ，ＫＭ２构成液压系统启动一停止控制电路，液

出口压力；Ｐ：为法兰联接条件下出口压力．

压系统启动后，指示灯ＨＬｌ亮，表示系统处于工作
状态．

由式（４）算出不同联接条件下，每个测量点的
水力损失下降率见表１．

２）活动部件夹紧和回程控制①当活塞推杆推

从计算的水力损失下降率可知：在液压夹紧装

进时触动行程开关２Ｓ时，活动部件对试验对象进行

置联接条件下联接端面的水力损失比法兰联接条件

夹紧加压操作，指示灯ＨＬ２亮，电磁阀ＹＶｌ对应的

下联接端面的水力损失下降约０．１５６％．

线圈２Ｙ和ＹＶ２的线圈３Ｙ失电，活动部件进行夹紧

４．２出厂检测试验效率分析

操作．②当油缸压力达到预定值时，可调压力继电器

根据统计结果表明：企业原试验台下水泵出厂

ＫＹ动作，使电磁阀ＹＶｌ对应的线圈ｌＹ失电，液压

检测能力是每天大约３０台，而在采用液压夹紧装置

系统进入保压状态，ＨＬ３变亮．③试验结束后，操作

的全自动试验台下水泵出厂检测能力是每天大约

员按下泄压按钮ＳＢ６，电磁阀ＹＶｌ的线圈２Ｙ得电，

７５台，可见水泵出厂检测台数增加约１．５倍．

液压系统进行泄压，活动部件快速回程．④当活塞推
杆回退至触动行程开关１Ｓ时，电磁阀Ｙｖｌ的线圈

５结论

２Ｙ失电，活动部件回至原位停止不动，ＨＬ２、ＨＬ３熄
灭．⑤按下ＳＢｌ，切断电源关闭夹紧装置液压系统，
ＨＬｌ熄灭．

１）采用液压夹紧装置对立式、卧式水泵进行出
厂检验，提高了检测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

３）升降台控制，按下上升按钮ＳＢ４，电机Ｍ３正转

２）由液压动力提供压紧力，装置性能稳定，试

带动齿轮，升降台逐步上升，上升高度由行程开关

验时密封效果良好，水力损失有所改善．

ＳＱｌ控制；按下下降按钮ＳＢ５，电机Ｍ３反转带动齿

３）自动化电气控制，操作方便．

轮，升降台逐步下降，下降高度由行程开关ＳＱ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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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开发［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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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本坤．基于单片机的模糊ＰＩ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１）：４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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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交流会即将召开
第二届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交流会拟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会议
拟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中国水利学会泵与泵站专业委员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
体工程分会泵专业委员会、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流体机械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中
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力机械专业委员会、中国动力工程学会水轮机专业委员会等７家单位共同主办，江苏
大学承办，西安理工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协助承办．
会议将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作学术报告和进行专题讨论．会议旨在促进国内水力机械及其系统领域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展示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基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探讨水力机械及其系统的发展战略，
进一步明确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科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优先资助方向，不断推动国内水力机械及系统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会议旨在促进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基础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包括介绍本单位或个人的研究进展以及尚
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等．征文范围可包括：
１）内流计算与特性分析．包括定常和非定常、单相和多相、单维和多维内流分析；ＣＦＤ应用和系统性能
预测；系统的数值和实验模拟及测试技术；系统的分析、可靠性和寿命预测等．
２）新实验技术的应用．包括ＬＤＶ和ＰＩＶ等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例如空化、密封、润滑、磁力驱动、变速
工况等．
３）流体动力学和机械特性的关系．包括转子动力学和稳定性的关系；各种条件下的非定常流等，例如失
速、湍振、压力脉动等．
４）系统的规划、分析和运行管理技术．包括各种专家系统的设计，例如系统检测和控制、能耗分析、生产
和测试的统计学分析、系统数据的采集、管理及维护等．
５）水力机械及其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包括各种水力机械和相关零部件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技
术和工艺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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