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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立式水泵机组推力瓦性能分析及改进设计
孙明权１，仇宝云２，阚永庚１
（１．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江都２２５２００；２．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分析了大型立式水泵机组中主电动机推力瓦的性能，以此来阐明江都水利枢纽第四泵站
主电动机巴氏合金推力瓦的烧损故障原因．结合机组本身的实际情况，采用弹性金属塑料瓦替代巴
氏合金瓦，对电机推力瓦进行改进设计．根据弹性金属塑料瓦的实际应用情况，通过与巴氏合金瓦
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弹性金属塑料瓦的优点及其使用注意事项．实践证明：改进设计后，在瓦面质
量合格的情况下，机组运行稳定，瓦温保持在３０℃左右（此时冷却水温度为２０℃左右）；该站首台
使用塑料瓦的７号机组已安全运行２０

０００

ｈ以上，瓦面平均磨损量小于Ｏ．０５ ｍｍ，基本上消除了出

现烧瓦故障的可能性．
关键词：立式泵机组；电机推力瓦；油膜；巴氏合金；弹性金属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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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立式水泵的推力轴承，是应用液体润滑承

并且承受整个机组转动部分的重量和轴向水推力．

载原理的机械结构部件，主要由推力瓦、镜板、推力

轴承运转时，要求各轴瓦均匀地承受推力负荷，如果

头、冷却器等部件组成．推力瓦是推力轴承中的重要

各轴瓦受力不均，将产生较大温差，造成个别轴瓦温

部件，它是整个机组转动部分和固定部分的摩擦面，

度增高，瓦面变形磨损增大，影响机组安全运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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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工况下，推力瓦温度不得超过７０℃，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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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瓦运行时的油膜厚度
推力瓦运行时，确定油膜厚度的经验公式为

能使各推力瓦受力均匀，则可提高推力轴承的承载
能力，减缓推力瓦磨损及热变形，同时也防止镜板的

ｈ＝ＬＫｈ￣／，７咖。

（５）

磨损，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所以，推力瓦的设计、

式中ｈ为最小油膜厚度，ｍｍ，ｈ≥０．０２５—０．０５

制造和材质，以及其安装、检修、维护调试等，都对机

Ｌ为轴瓦平均周长，ｍｍ，Ｌ＝ａＤ。／（２×５７．３），其中

组综合性能起着重要的作用¨。ｊ．

口为推力瓦包角，Ｄ。见图１；Ｋ。为油膜厚度系数，由

江苏省江都水利枢纽第四抽水站（以下简称
“四站”），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首级提水泵站

ｍｍ；

图２选取；，７为在机组运行温度下油的粘度，Ｐａ·８；
ｔ，为平均圆周速度，ｍ／ｓ；ｐ。为平均压强，Ｐａ．

的主力站，在近３０年的抗旱排涝运行中发挥了巨大

Ｄ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四站现安装了ＺＬ３０—７型直径
３．１

ｍ的大型立式全调节轴流泵，配用ＴＤＬ一３２５／

５８—４０型３ ０００ ｋＷ立式同步电机７台套，设计总抽

水流量２１０

ｍ３／ｓＨｌ．

从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０年，四站共发生电机推力瓦
烧损（以下简称“烧瓦”）事故达１４次（同一台机一
段时间内多次以一次计）之多，并且大部分发生在

图１

排涝季节．１９９４年汛期，该站４。主机组在一段时间

Ｆｉｇ．１

推力瓦尺寸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ｕｓｈ ｓｉｚｅ

内发生多次烧瓦事故，有时甚至在故障处理结束重
新试机时又重复发生事故，严重影响了泵站运行的
安全性和连续性ｐ１．
为了充分发挥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泵站的重要作
用，提高并稳定其运行性能，有必要深入分析泵站机
组电机推力瓦的性能及故障原因，并对其作出改进
设计．
图２油膜厚度系数与Ｒ关系
Ｆｉｇ．２

１推力瓦性能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Ｒ

图２中，尺为内外径之比，Ｒ＝Ｄ：／Ｄ，．
１．１摩擦损耗功率

电机正常运行时，应有

推力轴承摩擦热量主要通过润滑油经冷却器内

ｈ＞ｙ。＋５

冷却水带走．摩擦损耗功率计算公式有以下４式：

Ｐｆ－警

（１）

Ｐｆ＝Ａ：Ｋ（ｚ：一ｔｙ）

（２）

Ｐｆ＝Ａ。Ｋ（ｔ，一ｔ。）

（３）

Ｐｆ＝ｐｃＱ。Ａｔ．

（４）

（６）

式中ｙ一为镜板最大挠度；艿为镜板最大不平度．
根据公式，如果镜板变形过大或推力瓦表面不
平，两者变形量之和大于油膜厚度，运行时，镜板凸
出部分油膜层就会被破坏．
２

巴氏合金推力瓦故障分析

以上式中，，为轴承轴向力；ｆ为摩擦系数；ｎ为电

烧瓦的根本原因是推力瓦与镜板之间的油膜层

机转速；Ｒ为推力瓦平均摩擦半径；Ａ：，Ｋ：分别为推

被破坏，出现干摩擦或半干摩擦，摩擦系数增大，摩

力轴承传热面积和传热系数；Ａ。，Ｋ。分别为冷却器

擦热迅速增加；同时，因推力瓦与镜板之间油量减少

传热面积和传热系数；ｔ：，ｔ，，ｔ。分别为轴承、润滑油

甚至消失，热量无法及时散出，导致推力瓦瓦面温度

及冷却水平均温度；Ｐ，ｃ，Ｑ。，Ａｔ。分别为冷却水密

急剧上升，超过瓦面巴氏合金熔点导致推力瓦烧损．

度、比热容、流量和进出水温差．

从烧瓦的现象上看，瓦面烧损的范围一般都是由瓦

当上述平衡被破坏，温度就会上升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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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部位向两侧扩散，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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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所不．

正常瓦面

因瓦面膨胀和镜板的波浪变形，推力瓦受力点
在中间位置．调整水平时，８块推力瓦的受力不容易
烧瓦区域

做到在任意方位上都是一致的．在运行过程中，当膨
胀量和变形量大于油膜厚度时，瓦的中部就会出现
干摩擦或半干摩擦，此时瓦温会因摩擦热无法及时
被带走而急骤上升，烧瓦故障极容易从承载力最大
的瓦面开始，进而波及其他推力瓦面．

图３推力瓦烧瓦现象
Ｆｉｇ．３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ｏｆ

ａ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ｔｉｎｇ ｂｕｓｈ

瓦面

经综合分析，导致烧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２．１

瓦基

推力瓦不均匀受力

圈中的虚线音ｆ：分为摧力瓦
受热变形后的形状

１）机组安装质量差导致烧瓦．如果机组安装质
量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容易导致转动部分不平衡，使
得推力瓦因受力不均匀或者镜板的不规则运动而烧
损．

图４推力瓦受热变形情况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面ｎｇ

ｂｕｓｈ

２．３推力瓦过载
机组安装质量差易造成运行时电机磁拉力不平

衡、水力不平衡以及每块推力瓦受力不均匀等现象．
磁拉力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由空气间隙不均匀
造成的．磁拉力计算式为

Ｆ８＝９．８霄（志）２ａ’Ｄ￡歹ｅｏ

根据油膜厚度的计算公式，单位面积承载力与
油膜厚度存在一定的反比关系，承载力越大，油膜越
薄．如果推力瓦安全系数低，当推力瓦的负载在非正
常情况下明显增加的时候，容易发生烧瓦事故．推力

（７）

瓦过载的成因很多Ｍ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电机使用年限长，电机绝缘老化，矽钢片变

式中以为电机磁拉力；Ｂ为气隙磁密；ａ’为极弧系

形松动等因素，导致电机磁拉力不平衡，电机振动

数；Ｄ，Ｌ分别为定子铁芯内径和长度，ｃｍ；６’为平均

大，对瓦的冲击加大．

气隙；ｅｏ为相对面最大气隙差值．
由式（７）可见，相对面最大气隙差值越大，不平
衡力越大．转动部分的不平衡力会使电机转动部分

２）水泵汽蚀现象随着运行时间增长日趋严重，
因水泵汽蚀破坏会引起水泵叶片变形，水泵汽蚀震
动加剧等都会导致推力瓦过载．

产生径向位移．当电机运行时，镜板不仅作圆周运

３）上下游水位差大，进水流态差．烧瓦故障大

动，同时还有径向运动．如果此时推力瓦受力不均

都出现在排涝季节，而排涝季节下游水草杂物较多，

匀，极易造成受力大的推力瓦油膜被破坏，从而导致

进水流态变差，同时因拦污栅内外水位差增大导致

烧瓦．

机组扬程加大，轴向力增大，导致推力瓦过载运行．

２）电机和主水泵长期运行后，机组各项性能指

四站的推力瓦设计承载力为３．２ ＭＰａ，正常运

标大幅度下降，例如推力头与大轴轴颈配合变松；镜

行时已达２．６ ＭＰａ，在非正常高扬程运行情况下，推

板绝缘垫经多次人工研刮后不平度增大，导致镜板

力瓦承载力已超过设计要求．

变形、扰度增大．

２．４不合适的支承孔尺寸

２．２瓦面热膨胀变形
由于轴瓦的摩擦面是巴氏合金，它的热膨胀系

推力瓦烧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和推力瓦本身支
承孔有关．

数比钢（瓦基）大一倍，虽然在室温下瓦面很平，但

推力瓦属摆动瓦．在运行过程中，瓦的摆动有利

是，由于运行时温度升高而使得瓦面产生热膨胀

于油膜的形成．由于镜板的高速旋转，使得推力瓦发

变形．

生圆周方向的移动．当支承孔过大时，会出现推力瓦

热变形的另一因素是瓦的温度梯度，当瓦面发

的一侧顶住推力瓦间定位用的腰形螺栓，如图５所

热后，向瓦身其他部位散热，这样瓦面的温度势必高

示，限制了推力瓦的自由摆动，可能破坏进油油楔的

于瓦背的温度，结果使中部的膨胀更加明显，如图４

形成，从而降低进油量，影响油膜厚度，导致推力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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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合理．

动，影响油膜的形成．

髓４
藤形螺栓

４．１塑料瓦的技术性能
塑料瓦是一种三层结构复合材料，表层为减摩

瓦基
抗重螺栓

弹性金属塑料瓦技术性能及运行

性极好的氟塑料，中间层为一种具有自动补偿型面
变形的金属弹性垫，底层为刚性支承板（合金钢瓦

图５推力瓦支承情况
Ｆｉｇ．５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ｏｆ

ａ

基），如图６所示．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ｕｓｈ
焊锡层

３解决推力瓦烧损故障的对策

青铜合金弹性垫

根据推力瓦烧损原因的分析，以及目前的实际

聚四氟乙烯层

情况和技术条件，解决推力瓦烧损的方案主要有：①
增大现有巴氏合金推力瓦（以下简称“金属瓦”）面
图６弹性金属塑料瓦结构图

积，提高推力瓦过载能力；②采用液压减载装置，即
在推力瓦中心开孔，注入高压油，以促进油膜形成；
③采用承载能力更强、润滑性能更好的弹性金属塑
料瓦（以下简称“塑料瓦”）．
但是，对于方案①，如果需要增大金属瓦面积，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Ｆｉｇ．６

ａ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ｕｓｈ

塑料推力瓦由低合金钢瓦坯、青铜合金弹性垫、
聚四氟乙烯经１６０℃高温，８—１０ ＭＰａ高压焊接而
成．聚四氟乙烯耐热性较好，最高工作温度为２５０

现有主机的上机架及推力头必须一起更换，其他结

℃，加热至４１５℃才缓缓分解，摩擦系数（肛）小，斗＝

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造，费用较大，不太符合实际

０．０２５—０．０５，以其制作的塑料瓦，自润滑性能好，可

情况．对于方案②，液压减载装置是针对转速慢，承

以在不完全润滑条件下长期工作．为了使塑料瓦具

载力大，因电机本身的限制，推力瓦不可能做得太大

有一定柔度、较高的弯屈极限和较小的残余塑性变

而采取的人为增加油膜厚度，来确保机组安全运行

形，通常在聚四氟乙烯中添加一定填充剂后与金属

的措施．根据油膜厚度与转速及承载负荷的关系，有

铜丝弹性垫组成复合体，以改善其可塑变形性能．添

些情况下，油膜厚度可能远小于镜板最大挠度与镜

加剂及铜丝的数量、质量和制作工艺要求直接影响

板最大不平度之和．只有采取特殊的措施，促使油膜

轴瓦的性能。“．

形成，并达到要求．虽然在使用金属瓦的大型水轮机

与金属瓦相比，塑料瓦优点明显，如表１所

上，液压减载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装置．但对于结构已

示［８】．

定型的机组，采用此方法，一是结构变更，需要增加

４．２塑料瓦的运行情况

一套压力油装置，花费太大；二是操作难度很大，维

四站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期间，结合机组大修，相

护工作量大，而且对转速达１５０ ｒ／ｒａｉｎ，容量相对较

继将７台主机的推力瓦全部由金属瓦更换为塑料

小的机组尚未有效地使用过．

瓦．具体改造方案是，将原推力瓦去除巴氏合金瓦

近年来，国内外多有采用金属弹性塑料瓦替代

面，在原瓦基上重新浇铸弹性金属塑料瓦面．与浇巴

金属瓦的实例．国外从１９７０年开始使用；国内从２０

氏合金瓦面相比，费用基本相同，此项改造项目由哈

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先后在岩滩水电站、白山水电站、

尔滨电机厂承接．在瓦面质量合格的情况下，机组运

五强溪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等都有成功的运用．

行稳定，瓦温维持在３０℃左右（冷却水温度２０℃情

在大中型立式水泵机组中采用承载能力更强、

况下），而塑料推力瓦最高允许运行温度为６５℃，

润滑性能更好的弹性金属塑料瓦（以下简称“塑料

所以基本上消除了烧瓦的可能性．

瓦”），可在解决烧瓦问题上取得满意的效果．采用
塑料瓦不仅不需要改变瓦的面积，而且不需要增加

２００４年ｌＯ月，四站对首台使用塑料瓦的７。机
组进行了大修，该机组已安全运行２０ ０００ ｈ以上，机

任何辅助设备，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价格上考虑，

组运行状况一直很好．解体机组时发现，瓦面表面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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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度良好，几乎没有明显的、粗深的磨痕，瓦面平均

推力瓦与镜板摩擦系数，以保证机组安全起动，正常

磨损量小于０．０５

运行．使用塑料推力瓦后，液压减载装置都已不再使

ｍｍ．

大多数使用金属瓦的大型水电站及部分大型泵
站，机组起动运行时不得不采用液压减载方式减小

用，机组不仅起动方便，运行也有可靠保障，而且维
护也很方便．

表１两种推力瓦主要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ｕｓｈｅｓ

江都水利枢纽第三抽水站的机组为立式可逆电

及摆度、水平、间隙等仍应按规范要求严格控制．

动发电机组，即正转抽水，反转发电．该机组无液压
减载装置，因上下游水位差较小，每次发电运行时，

５

结论

不得不顶车后立即起动机组，起动失败现象时有发
生．２００７年３月，该泵站部分机组改造后，将金属瓦

烧瓦故障的产生不仅严重影响了机组连续稳定

更新为塑料瓦，２００７年８月机组发电运行时，改造

的运行，还带来许多安全性问题，同时增加了维护和

后的机组无需顶车，均能顺利起动．

检修环节的支出，由此所带来不同层次的经济损失

４．３塑料瓦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以及社会影响，在严重的旱涝灾害中尤为凸显．

１）塑料瓦瓦面本身导热性能差，瓦面烧损的过

引发烧瓦故障的原因很多，电机本身结构和质

程没有巴氏合金瓦明显，而且在瓦面烧损的过程中

量最为重要．对于结构形式已确定的电机来说，外界

也可以稳定运行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塑料瓦运行情

环境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新建泵站应在泵站的设计

况的检查应更加仔细．

及设备的选型等方面为机组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２）由于塑料瓦表面刚度相对较低，使用时，镜
板表面粗糙度要求高，同时塑料瓦表面也要保持光

老泵站的改造则不仅要从设备本身，而且还应从泵
站水工部分进行优化，综合考量现有的改造方案．

洁，不能有裂纹等缺陷．

弹性金属塑料瓦因其优越的自润滑性能，较好

３）塑料瓦对润滑油洁净程度的要求比金属瓦

的耐温性能和较强的承载能力，能有效地解决水轮

高，油缸清理干净后，应使用滤油机将润滑油打入油

机和大中型水泵的烧瓦故障．根据塑料瓦在四站主

缸里．

水泵及水电站中运用的实践经验，对在运行过程中

４）塑料瓦瓦面材质很重要．机组盘车时，如果

易发生金属瓦烧损故障的机组，可改用塑料瓦．此方

力矩明显过大，说明瓦面材质松软，自润滑效果差，

案具有改造费用不高和操作性强等优点．对于中小

应及时处理．２０００年１月，四站２’机塑料瓦发生烧

型水泵，因机组富余承载力大，推力瓦受到冲击小，

瓦故障，检修过程中盘车时，就存在以上现象．当时，

复合金属瓦仍具有相当的安全性．

由于对塑料瓦使用情况了解不多，未能重视此现象．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塑料瓦烧损后，经测试，发现是瓦面材质存在问题．
因此，在目前塑料瓦技术尚有待成熟的情况下，应选

［１］ｓＬ ３１７—２００４泵站安装及验收规范［Ｓ］．北京：水利

用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条件，并有成功先例的生产厂
家的产品．

［２］

５）使用弹性金属塑料瓦仍应提高机泵的安装
质量，对镜板不平度、挠度、推力头与轴颈的配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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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丹麦合作生产了１０台１２０ ｋＷ发电机组，安装在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内蒙古朱１３和风电场，国产化率为３０％，以后自行

马凯．我国当前的能源形势与“十一五”能源发展

设计研制的２００ ｋＷ风力发电机组生产了３台；研

［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７—１５（６）．

制的２５０ ｋＷ风力发电机组，与德国合作，国产化率
为３０％．南京汽轮电机公司与新疆金凤公司合作生

［２］

产的风力发电机已于２００８年完成了５０台，２００９年
产量将成倍增长；购买德国ＶＥＭ公司技术的２

０００

［３］

展规划》［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４—２１（４）．
［４］

佚名．德国风力发电世界领先［Ｎ］．参考消息，

［５］

佚名．世界风力发电概况［Ｊ］．世界装备制造业动

必须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自主开发道路，必须
有国家各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必须有风电企业、科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研究部署当前能源工作审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

ｋＷ级双馈异步风力发电机，将生产３００台，力争
５００台¨¨．今后我国大型并网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纲要［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３—１７（１）．

１９９９—０２—２４．

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精诚合作，才能实现大型机组的

态，２００６（１０—１２）．

国产化，风力发电才能走上产业化道路．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Ｂｒｉｅ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５我国风力发电发展方向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Ｊ］．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６（１０一１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建设大容量海上风力
发电场．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北海沿岸

［６］

名．丹麦风力发电称雄世界［Ｎ］．参考消息，

２００ｌ一０２—２６．

［７］

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海上风能资源．我国东南沿海

王仲颖，华廉仕．２００５世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综
述［Ｍ］∥张晓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２００６）．

及其岛屿也有这方面的优势，应积极开发．３００—５００
ｋＷ级的风力发电设备开始成功地在欧洲推广，我

佚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６４—３７０．
［８］

佚名．我国风能利用现状［ＥＢ／ＯＬ］．（２００６一０８一

们亦应急起直追，开展大型风力发电机的研制生产．

０９）［２００６—１０—１８］．ｈｔｔｐ：／／２０２．１２７．４２．１５５／ｚｈｘｗ／

我们要不断改进风力发电设备的制造技术，采取先

ｔ２００６０８０９ ６６４７０２．ｈｔｍ．

进的设计方法，提高兆瓦级风车零部件利用效率和

［９］

子晚报，２００６一ｌｌ—１９．

风车在低风速地区的运转效率．风力发电设备运转
时，应尽可能保证电网的稳定性．对于较为理想的可

邓华宁．江苏：三大新能源产业链初具规模［Ｎ］．扬

［１０］

佚名．盐城打造“巨无霸”风车［Ｎ］．扬子晚报，
２００６—０３—１２．

变速风轮的风力发电设备以及采用永磁多极发电机

王馨，张跃．市场转冷，南汽轮应对有方［Ｎ］．

的无齿传动系，也应积极开展研究，以期早日推广

南京Ｅｔ报，２００８—１２—０４（１）．

应用．

（责任编辑张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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