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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流体密封液下泵结构设计与试验
关红艳１，杨逢瑜２，王其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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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输送核原料的液下泵工作过程中存在无色剧毒氟化氢气体溢出的问题。在此

类液下泵的主轴上选取磁流体为密封材料，应用磁流体密封技术，设计了一套采用螺旋齿的磁流
体密封结构，并推导出了密封压差设计公式．通过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讨论了液下泵在液体工
作环境下的转速、温度、磁流体体积、密封间隙和磁场强度对磁流体密封承压能力的影响．结果表
明，设置在液下泵上的磁流体密封结构的承压能力随着转速、温度和密封间隙的增大而下降；随
着磁场强度的升高而增大，且密封承压能力试验值最大可达８×１０５ Ｐａ；随着磁流体体积的增大
而增大，但是当磁流体体积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磁流体密封的承压能力将不再随着磁流体体积
的改变而改变，仅仅保持在某一恒定值．该磁流体密封结构的密封方法将会有效地解决输送核原
料的液下泵中害氟化氢气体泄漏的问题．
关键词：液下泵；磁流体；密封；氟化氢；承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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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液下泵主要应用于化工、制药、造纸、石油等行

密封压力，可延长液下泵密封结构的使用寿命．

业，用于输送流体…．对于输送具有挥发性气体的

液下泵常工作于腐蚀性液体环境中，为了安全

液下泵，普通的密封结构不能阻止气体挥发溢

耐用，轴通常采用不锈钢等非导磁材料，需要在轴的

出旧１，特别是输送核原料的液下泵，在工作过程中

外部安装导磁套筒以保证形成封闭磁路．

常有氟化氢气体沿着主轴泄漏到窄气中．氟化氢是
一种无色有剧毒的气体，且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在空
气中，其体积分数只要超过３

Ｘ

２密封压差

１０“就会产生刺激

性的味道．为了阻止氟化氢气体的泄漏，科研人员对
液下泵的密封保护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到目前

根据磁流体动态分析，对于旋转轴密封，磁流体
的静密封压力为
Ｊ

还没有较好的方法．

Ｐ＝Ｊ

磁流体密封具有零泄漏、无磨损等特点，密封效

（１）

ＭｄＢ＋ｃ，

果很好∞。５ Ｊ．文中采用磁流体密封技术对液下泵主

式中Ｍ为磁流体的磁化强度；曰为磁通密度；Ｃ为由

轴进行密封Ｍ‘８】，针对被密封介质——氟化氢气体

边界条件决定的积分常数．

的物理化学性质采用了相应的磁流体基液，使之有

由磁流体密封压力的变化引起的边界压差为

△ｐ。＝一知孵，

一定的稳定性，并进行试验验证．

１磁流体密封结构的设计
磁流体密封结构如图ｌ所示．磁铁和极靴安装
在套管的凹槽中，在套管、磁铁、极靴、导磁套筒和磁

式中肼。为磁化强度的切向分量．
设磁流体低压边和高压边的分界面分别为ｌ和
２，且考虑分界面上介质跃变引起应力的跃变，根据
式（１），（２）可导出静密封的密封压差为

△ｐ＝Ｊ‘ＭｄＢ一知（峨一峨），（３）
１

＾口’

流体之间形成封闭磁路．环绕套管和极靴的密封边
缘上设有螺旋齿，并在固定于轴上的导磁套筒对应
位置开有相应螺旋齿．螺旋齿的横截面形状为三角
形，或锯齿形、梯形、矩形，其螺旋方向与液下泵转轴
的旋转方向相同．螺旋齿之间存在０．５—０．６ ｎｌｎｌ的
工作间隙，其中充满磁流体，这就形成了液体密封，
保证了结构的紧密性．

（２）

‘

ｏ毋

式中Ｂ。，Ｂ：分别为磁流体和被密封介质分界面上的
磁通密度；肘ｎ，Ｍ口分别为分界面上的磁流体的磁化
强度的切向分量．
根据流体动力学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ｒｓ方程，可得
旋转密封磁流体的密封压力为
（４）

Ｐ＝ＪＭｄＢ＋砂（ｒ）＋ｃ，

式中沙（ｒ）为轴径、旋转速度和磁极形状的函数，如

弹

果不考虑结构形状的影响，则函数沙（ｒ）可表示为

州＝７１

Ｉ乙２。ｒ２一－谚Ｆ＋４Ｃ。Ｃ２１ｎ

ｒ），（５）

式中Ｃ。＝一÷之，ｃ：＝竽鼍，ｒ－ｒＩ＋譬≥，其

非磁
非磁

，２一ｒｉ

下盖

。

／－２一，Ｉ

中∞为转轴的角速度，ｒ。为转轴（含导磁套筒）的半
径，ｒ２为磁极的内圆半径，Ｐ为磁流体的密度．则旋转
图Ｉ磁流体密封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密封的压差为
ｓ，ａ■９

１

轴的径向和轴向振动会引起摩擦，使得密封性

△ｐ＝Ｊ ＭｄＢ＋砂（ｒ２）一砂（ｒＩ）一专７上ｏ（朋毛一朋ｒ２Ｉ）．

能下降，因此在套管和机壳上镶嵌了弹性波纹管，由

（６）

此来补偿其径向和轴向振动．液下泵转轴和导磁套
筒旋转带动磁流体相对于套管和极靴上的螺旋齿旋
转，使得面对面的螺旋齿对磁流体产生附加压力，该
压力与磁场产生的密封压力叠加，提高了磁流体的

万方数据

多极密封的密封压差是极数与单极密封压差之
积，可表示为
ｒ如

ａｐ一＝Ｎａｐｌ＝Ｎ ｌ Ｉ

ＭｄＢ＋砂（ｒｚ）一妒（１）一

扣（小矾）】＇
式中Ⅳ为极数；卸。为每一极的密封压差．

．（７）巍试燃黝的影响

可以看出，要增加密封压差，必须增加极数，同
时增加永磁体的体积．

由式（３）可知，密封的承压能力△ｐ只与外加磁
场强度和磁流体饱和磁化强度的乘积成正比，而与
轴的转速无关；但对于动密封而言，由式（５）和（６）
可知，转速是一个影响承压能力的关键值．

３试验

将式（５）代人式（６）并对转轴角速度求导，得
△ｐ。＝［砂（ｒ２）一妒（ｒ－）］。＝

３．１试验材料

若备（ｒ４一ｒ４－４ｒ；蠢ｌｎ詈）’（８）

为研究液下泵磁流体密封结构中各因素对其
承压能力的影响，试验选用ＮｄＦｅＢ作为永磁铁，亚
铁磁性粒子构成的磁流体作为密封材料，分别制备

其中ｒ４一ｒ４—４ｒ２

ｒ２。１ｎ詈＜ｒ４一ｒ４—４ｒ４ ｌｎ詈＝ｒ４一

了两种不同质量浓度ｐ。的样品，其性能参数如表ｌ

ｒ４（１＋４ｌｎ詈），由题设可知，ｒ２＞ｒ，，即垒／＇１＞ｌ·

所示．
表１磁流体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考虑到函叫詈）＝ｌ＋４ｌｎ＾ｒ２＿百／＇２在詈＞ｌ的
７

范围内为递减函数，即

“詈）＝－＋４－ｎ号一言＜。，詈＞－，ｃ

９，

所以△ｐ：，＜０，即承压能力是转轴角速度∞（ｎ，＞０）
的单调递减函数．这是因为轴转动时，磁流体受到离
心力的作用，部分磁流体会沿径向发生位移，使得磁
流体密封环的截面形状发生变化，密封压差下降；轴
转动产生摩擦越大，摩擦发热引起磁流体温度越高，
温度过高会引起载液的蒸发和界面活性剂的脱落，
造成密封性能劣化．

燃一Ｉ
丐乌誊液体入口
狠俘＾Ｕ

／‘）、

“高速电动机联轴嚣

Ｉ液体出口

节流阀困

ｌ

‘

ｌ

文中在轴转速０—６

０００

ｒ／ｍｉｎ范围内，分别对

３种Ｌ。＝０．１ ｍｍ的密封结构进行密封测试，以验证
转速对密封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

捕

过滤器夺齿轮泵ｃ≥吨口＿（§电动机
冷却鼍中ｌ过一ｔＢＵ一杏联轴嚣
Ｈ

＼７％＿＿

图３
Ｆｉｇ．３

３．３．２

承压能力与转速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温度对承压能力的影响

磁流体温度升高会引起密封性能下降，文中在
２０—１１３０℃范嗣内．分别对Ｌ。＝０．Ｉ ｍｍ的两种密
封结构的承压能力进行了测试，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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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Ｈ，

Ｊ脚’

式中％，％分别为低压边和高压边界面处的磁场强
度．
当磁流体量较少时，它不能使处在高低压两边
的界面同时处在最大磁场和最小磁场区域，因此横
穿密封的磁场梯度不是最大值；而在磁流体量超过
图４
Ｆｉｇ．４

承压能力与温度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由图４可以看出，在温度较低时，磁流体温度对
密封的承压能力影响较小，而当温度高于６０℃以
后，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是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分
子热运动加剧，永久磁铁的磁性能下降和磁流体的
饱和磁化强度降低，使得密封的承压能力下降．设备

一定量以后，它在外压的作用下总能使高低压两边
的界面处在最大磁场和最小磁极区域，从而获得最
大的磁场梯度．故当磁流体量超过一定值以后，其承
压能力不再随着磁流体量的增多而增大．
密封间隙对承压能力的影响

３．３．４

分别对Ｉ类磁流体的单极和三级密封设计了３

种不同大小的间隙，研究间隙对承压能力的影响规
律，结果如图６所示．

中存在冷却系统，在液体循环时带走磁流体内因摩

擦产生的热，故当温度较低时，冷却效果好，而在循
环液体温度较高时，不仅不能带热量，而且还会把液
体的热量传给磁流体和磁铁，从而使得密封的承压
能力降低．
尽管随着温度升高，其承压能力下降，但是在
１００℃时，五极密封仍具有５．２×１０５ Ｐａ的密封能
力，能够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３．３．３

磁流体体积对承压能力的影响

图６
Ｆｉｇ．６

文中通过注液孔把磁流体注到极齿上，这样注
入的磁流体体积就可以从针管的刻度上读出．试验
结果如图５所示．

承压能力与密封间隙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由图６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级密封还是三级密
封，随着密封间隙的增大，密封的承压能力降低．间
隙越大，间隙从磁铁获得的有效磁通越小，从而造成
间隙中磁场强度的降低¨０Ｉ．根据漏磁系数的公式

盯２瓦２————１ｆ——一’
９ｍ

２（Ｇｌ＋…＋Ｇ７）＋Ｇ８＋…＋Ｇ１２

妒ｓ

ｂ８

（１１）

图５
Ｆｉｇ．５

承压能力与体积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舯”荀２焉＾（ｆ＿Ｉ’２’…’
１２）为磁导；妒。为磁源提供的磁通；妒。为气隙中的
工作磁通；￡。为磁极与导磁套筒之间的间隙；ｓ为极

由图５可以看出，当磁流体量较少时，密封的承

齿的宽度；ｎ为磁极的极齿数．

压能力很低，随着磁流体量的增加，其承压能力增

由式（１１）可以看出，￡。越大，对数值越大，Ｇ。越

大．但是当磁流体量超过一定的Ｉ临界值以后，其承压

小，从而使ｏｒ变大，即漏磁增大，故使间隙中的磁通

能力并不再随着磁流体量的增加而继续增加，而是
保持在某一恒定值．这样的结果同样可以从公式计

吼减小，吼减小使得间隙中的磁场强度降低．由式
（６）可知，磁场强度越低。承压能力越低，该结果得

算中推导出来．

到了下面试验的证实．

由式（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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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了４种永久磁铁，分别提供４组磁场

强度，Ｌ。＝０．１ ｎｌｍ，结果如图７所示．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ｊｕ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ｌ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ａｇ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ｏ－

ｓｙｓｔｅｍ［Ｊ］．Ｄｒａｉ－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２３（６）：４２—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Ｚｏｕ

Ｊｉｂｉｎ，Ｚｏｕ Ｊｉｍｉｎｇ。Ｈｕ Ｊｉａｎｈｕｉ．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ｓｅａｌｓ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３９（５）：

２６５１—２６５３．

［４］

Ｇｕｏ Ｃｈｕｗｅｎ，Ｆｅｎｇ Ｓｈｉｃａｉ．Ｓｅａ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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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能力与磁场强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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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压力理论计算值高于试验值，这是由于对
磁系统的漏磁计算不完全，忽略了少部分漏磁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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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阻．从试验结果来看，文中所设计的密封最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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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从给定的永久磁铁中获得最大磁场强度，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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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又不能无限地减小，且间隙太小，由于轴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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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轴与磁极的不同心，造成轴与磁极的机械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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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密封性能和密封寿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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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顺贵，周先华．离心泵的轴封技术［Ｊ］．排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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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磁流体密封技术应用于输送核原料的液下泵
旋转轴上，并设计了密封结构，该密封方法可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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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密封结构的承压能力随转速、温度和密封间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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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当磁流体体积超过一定的临
值．该结果为磁流体密封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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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对剧毒氟化氢气体的密封效果．结论如下：磁流
增大而降低；随磁场强度的升高而增大；随磁流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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