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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双腔串联压电泵结构设计与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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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结构形式对双腔串联压电泵输出性能的影响，根据其工作原理，设计了有导流槽

和无导流槽两种结构形式的双腔串联有阀压电泵，并加工制造了试验样机，分别以水和空气为介
质进行输出性能比较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ｌｌＯ Ｖ正弦交流电驱动下，有导流槽结构的双腔串
联压电泵流量输出性能更好，输出的最大液体和气体流量分别为ｌ １００和６５０ ｍＬ／ｍｉｎ，但容易在
导流槽内残留气泡；两者压力输出性能整体上比较接近，最大输出压力可达１００ ｋＰａ；无导流槽的
双腔串联压电泵整体自吸性能更好。最大自吸高度为４５ ｃｍ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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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振子串联压电泵是多振子结构压电泵中被研

串联压电泵通过两个压电振子的异步（工作时振动

究较早的形式¨３１．压电泵串联结构可提高泵的输

相位差１８０。）工作，使输入的流体先后经过进口腔

出压力已为理论和试验所证实，但对影响双腔串联

和出口腔，从而提高其输出性能卜引．对于双腔串联

压电泵输出性能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双腔

有阀压电泵，３个或２个阀均能很好工作，腔体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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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始容积对输出压力和输出流量及自吸性能将产生很

２双腔串联压电泵输出性能计算

大的影响¨“１．
文中在对压电泵结构优化设计基础Ｅ，加工制
造了两种不同结构形式的串联压电泵，在保证腔体

对双腔串联压电泵，出口腔的输入压力是进口

初始容积及孔道等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分别以液体

腔的输ｆｆ｛压力，因此在理论上双腔串联压电泵的输

和气体为输送介质对两种结构的串联压电采进行理

出压力应为两腔体单独工作时的输出压力之和，即

论分析与试验测试，以研究结构形式对双腔串联压

Ｊｐ。＝ｐｌ＋ｐ２，

电泵输出性能的影响．

（１）

式中Ｐ。，Ｐ：分别为第一、第二个腔体单独工作时的输
出压力．

１双腔串联有阀压电泵结构设计

以压电泵的出口为研究对象，由伯努利方程和
质量守恒方程可得两腔串联压电泵的总流量为

流体从泵的进口腔进入，由出口腔流出，形成流

‰堋存＝ＣＡ，（Ｐ

体管路的串联连接，故称为双腔串联泵，其结构如图
ｌ所示，其中箭头表示流体流动方向．在泵送流体
时，两个压电振子工作相位相差１８００，属于异步驱
动．双腔串联压电泵在结构设计上通常是采用三阀
结构，即进口阀、中间阀和出口阀，但有时为简化结

式中Ｃ为流量系数；Ａ为通流面积；ｐ为流体密度．
如果泵每个腔体的输出能力相同，则式（２）可
简化为

构设计，在出口处不设阀，成为两阀结构．
暨周■栓

Ｊ．＋Ｐ２）。’（２）

Ｑ。。＝在Ｑ．，

密封■压电振子截止一

熟｜７－易－南札

（３）

式中Ｑ．为一个腔体单独工作时的输出流量．
分析表明，双腔串联压电泵异步工作时，可以获
得较高的输出压力和输出流量．对于每个腔的输出
流量，Ｑ。计算公式如下：

々｜

，｜

’上蓝

下盖

中间体

＼

导漉糟

Ｑ。＝昝圪幽，，

，一

一

—８２．０—

（４）

式中ｆ为截止阀的工作效率；Ｋ。“。为压电振子单个
冲程的容积变化鼍；ｆ为压电泵的工作频率．
当振子为圆形单晶片时，ｋ山计算公式‘９。叫

‰＝篱｛鼎＋

如下：

！：堡＝丑
ｌ‘
２Ｄ‘２［（１＋ｔ１２）口２＋（１—１１／２）６２］Ｊ。
们２ｔｌ，２（口），

（”

图ｌ
Ｆｉｇ．１

双腔串联压电泵结构简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ｓｅｒｉｅｓ

（５）

式中肘为由压电陶瓷产生的弯矩；口为压电陶瓷片
半径；６为弹性基板半径；Ｄ，和啡分别为弹性基板和
压电陶瓷复合后的等效弯曲刚度和等效泊松比，Ｄ正

图ｌａ，ｂ在工作原理上都足双腔串联结构，当在
两个压电振子上施加相位相反的交变电压时，流体

和口：分别为弹性基板的弯曲刚度和泊松比；埘：（口）
为振子半径ｒ＝ａ处的振幅；后为参数，

都是从泵的进口腔进人，从出口腔流出，形成串联流
．

动．两种结构的区别就是图ｌａ比图ｌｂ多了一个导

Ｄ。（１＋＂，）（ｂ２一ａ２）

“一Ｄ１２［（１＋如）口２＋（１一％）６２］。

流槽．导流槽是流体从进ｕ腔到出口腔的流道，也是

当振子为双晶片，陶瓷材料为ＰＺＴ一５Ａ，弹性

腔体结构的一部分．由于导流槽的存在，使带有导流

基板为铍青铜，陶瓷半径１４．５×ＩＯ～ｍ，基板半径

槽的串联泵比无导流槽的串联泉体积上要大一些，

１５．５×１０－３

即增大了泵的尺寸．

中Ｕ为加载在压电泵上的交流电压．

万方数据

ｍ时求得圪幽＝４３５．Ｉ×１０—２Ｕ ｍ３，其

＝＝＝＝＝＝＝三＝＝＝＝Ｚ＝互三二＝三＝＝门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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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振子往复振动工作，流体在输送过程中由于腔
３

压电泵输出性能试验

内压力的往复变化而产生脉动，而导流槽的存在会
缓解流体由进Ｕ腔流人到出口腔过程中脉动的激烈

将图ｌａ，ｂ两种结构的串联压电泵加工成腔体

程度，使流量输出性能更好．但试验也同时发现，当

初始容积和进出口流道一样尺寸的试验样机，采用

水流量较小时，导流槽内因容易残留气泡而影响

陶瓷材料ＰＺＴ一５Ａ型压电振子进行驱动，在正弦交

输出．

变电压１１０ Ｖ、工作频率小于４００ Ｈｚ情况下，分别以
水和空气为输送介质进行试验．

将试验测试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当
输送水时，有导流槽和无导流槽采的最佳工作频率

试验中，压电泵输出水的流量可通过龟筒测出，

点分别为２００ Ｈｚ和３４０ Ｈｚ，这时理论计算得到泵的

而测定空气流鼍要比水难很多．文中在室温下用排

输出流堵分别为１

６２５ｓｆ ｍＬ／ｍｉｎ和２ ７６３毒：ｍＬ／ｍｉｎ

水法直接测鲢压电泵输出空气流量，测试系统如图

（ｆ为阀的工作效率，０≤亭≤１），而试验测试值分别

２所示．压电泵把空气由出气口Ｂ排出注入气体接

为１ ０８０和８６０ ｍＩ．Ｖｍｉｎ，可见带有导流槽时泵送液

收器中，由于气体接收器采用有机玻璃加工而成，属

体时阀的工作效率更高．而泵送气体时二者的最佳

于刚性容器，所以气体接收器的空腔体积固定．当注

工作频率点都在３００ Ｈｚ，无导流槽泉输出气体流量

入空气不断增加时，气体接收器压力会升高△ｐ，当

更大，此时无导流槽结构阀的工作效率较高．

却增大到大于Ａｈ（接收器与软管Ｃ出口间液面差）

由图３还可以看出，在相同驱动电压下，两种串

水柱所产生的压力时，气体接收器内的液体由软管

联结构中输出气体的流龋要远远小于输出液体的流

Ｃ右端流出．待液体流速稳定时，这时开始测量单位

量，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用排水法测量气体的流量

时间内由软管Ｃ流出的水流量就是所测空气实际输

输出时，使串联压电泵的输出阻力增大，气体和液体

出流量．

比较又容易压缩，因此减少了流绩输出；其次是液体
的黏度大于气体，使串联压电泵在输送液体时阀的
截止性优于输送气体，减少了泄漏回流造．
图４为两种结构双腔串联压电泵输出压力随工
作频率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输送水还
是输送空气，在大部分工作频率段内，两种结构形式
的输出压力比较接近．
图２空气流晟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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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为两种结构双腔串联压电泵输出流量随工
作频率变化曲线．

图４输出压力随频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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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为自吸水柱高度ｈ随工作频率变化曲线．
图中可以看出，无导流槽的结构整体自吸性能较有

图３输出流ｌｉ｝随频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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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槽结构要好．对压电泵而占，泵的ｆ１吸性能是指
在泵腔干燥（仅有空气存在）情况下自我灌泵的能

从图３可以看出，带有导流槽的串联泵无论输

力．由于压电振子的往复振动．使泉腔体和管道内的

送水还是输送宅气。在工作频率内惨体输送效果要

空气不断被排出并产生内３，ｂ Ｊ长差，从而使液体进入

好于尤导流梢的串联泵，这主要是由于压电泉依靠

腔内．自吸能力的好坏常用泵臼吸液体的高度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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