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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贯流泵机组支撑形式比较
仇宝云１，裴蓓１，申

剑１，冯旭松２，冯晓莉１

（１．扬州大学能源与动力￡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１２７；２．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为了优化贯流泵机组支撑结构，提高其综合性能，将贯流泵机组支撑划分为主轴系轴承
座支撑、灯泡体支撑和泵体支撑３个层次．研究了３种典型贯流泵机组的支撑形式；通过受力分
析，计算了主轴变形和疲劳强度安全系数；从泵机组可靠性、安装维修性、总体结构和泵装置水力
性能等方面，比较了几种支撑形式．从主轴轴承数量、布置及安装、灯泡体支撑和泵体支撑等方
面，提出了灯泡贯流泵机组支撑的设计原则和方法．结果表明：灯泡贯流泵机组支撑形式不但影
响可靠稳定性能和安装维修性能，还严重影响系统水力性能．电机转子和水泵叶轮挠度分别为
０．１９～０．３９ ｍｍ和０．２２～０．６２
０．１２—０．１７

ｍｍ，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油膜厚度分别为Ｏ．４１一Ｏ．５３ ｍｍ和

ｍｍ；为了保证运行时电机空气间隙和水泵叶片间隙均匀，导轴承座安装高程应考虑

转子和叶轮的挠度以及导轴承的油膜厚度．合理布置导轴承，灯泡体采用辐射板支撑，进人孔与
灯泡体底部主支撑合用，采用金属管泵段式结构，可以提高灯泡贯流泵机组的可靠性能和水力性
能．结果对灯泡贯流泵机组的优化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灯泡贯流泵机组；支撑形式；受力分析；装配质量；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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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中，有７座泵站扬

撑【２ Ｊ．灯泡贯流泵机组的灯泡体主要有两种固定支

程低于４ ｍ，采用灯泡贯流式泵装置…．灯泡贯流泵

撑形式：混凝土支墩支撑和辐射支撑板支撑．前者灯

机组卧式安装，进、出水流平顺贯通，水流条件好，理

泡体通过地脚螺栓固定在混凝土支墩上，灯泡体两

论上水力损失小，泵站造价低，是低扬程泵站中较为

侧叮增设侧加固；后者灯泡体采用金属流道内呈辐

合理的泵型，其支撑结构不但影响泵机组的可靠维

射状的支撑板支撑．这两种结构机组的导叶体均将

修性能，还影响其水力性能．

灯泡体的部分重力分散传递给流道．

目前，大型灯泡贯流泵机组实际应用不多，技术

１．３泵体支撑

还不够成熟，个别泵站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

早期灯泡贯流泵泵段流道采用现场浇筑的混凝

影响了其推广应用．本研究对大型灯泡贯流泵机组

土流道，泵段流道与泵站站身底板浇筑成整体．新型

的支撑形式进行层次分析和比较，提出灯泡贯流泵

灯泡贯流泵机组泵段流道采用金属外壳，泵段及流

机组支撑形式的设计原则和方法．

道金属壳体需设支撑．通常，在泵体外壳底部与站房
底板之间设主支撑，在两侧设支撑板固定于站房机

１支撑层次分析
灯泡贯流泵机组支撑形式主要取决于机组总体

组之间的隔墙上．

２支撑形式分析

结构．贯流泵机组的转动部件受力复杂，主要有转动
部件自重和浮力、轴承支撑反力、水流作用于叶轮的

２．１典型贯流泵机组支撑形式

轴向水推力和径向不平衡力、主轴扭矩力、电机定子

已建灯泡贯流泵泵站的机组结构、传动方式、支

作用于转子的不平衡磁拉力、部件偏心质量引起的

撑形式各不相同．对其进行计算比较分析，可以了解

转动惯性离心力等．主轴同时受到弯曲、拉伸（或压

和掌握支撑形式的特点，从而指导灯泡贯流泵机组

缩）和扭转作用．除主动力外，来自于轴承支座的反

支撑形式的设计选用．

力对轴系受力影响较大．自内而外，灯泡贯流泵机组

２．１．１泵站Ａ贯流泵机组支撑

支撑可分为主轴系轴承支座支撑、灯泡体支撑和泵

泵站Ａ机组结构如图ｌ，混凝土泵段流道与站

体支撑等３个层次．

房基础浇成整体．泵机组主泵轴采用两点支撑的两

１．１主轴系轴承支座支撑

端外伸悬臂梁结构，设有２只滑动导轴承和１只巴

大型灯泡贯流水轮机组轴系支撑有２导轴承和
３导轴承两种方式Ｂ Ｊ．贯流泵机组的主轴由导轴承和

氏合金滑动推力轴承．机组转动部件的电机转子和
叶轮位于２只导轴承外侧并紧靠导轴承．

推力轴承支撑，直联机组一般设置２只导轴承和１只

进人孔

进人孔

导叶

叶轮

推力轴承；齿轮箱传动机组需设置３只导轴承和１只
推力轴承．通常，主轴轴承支座位于灯泡体内，与灯泡
体内壁焊接固定，轴承支座将主轴荷载可靠、安全地
传递给灯泡体．要求轴承座及其支撑具有足够的强度
与刚度，能够承受主轴传递的荷载及振动．
１．２灯泡体支撑

混凝土支蠢电机电机侧导轴承推力轴承主轴水泵舅导轴承

灯泡贯流式水轮机灯泡体的基础通常足以水轮
机管形座为主支撑，灯泡头（或中间环）为辅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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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泵站Ａ灯泡贯流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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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侧导轴承将电机转子自重及主轴部分

将整个灯泡体和流道内水体的重力及水流作用力传

自重传递给灯泡体．双向推力轴承承受机组抽水和

递给与基础浇筑成一体的４个支座．

发电两种工况时的轴向水推力，将其传递给灯泡体．

２．１．３泵站Ｃ贯流泵机组支撑

混凝土支墩浇筑在站房基础上，承受灯泡体及其内

泵站Ｃ机组结构如图３所示，采用金属管泵段

部部件的重力和机组运行时轴承所受荷载．水泵侧

流道，高速同步电机轴与水泵轴通过行星减速齿轮

导轴承通过四周均匀分布的导叶体叶片将转动部件

箱联结，机组工况通过设置在叶轮前端的机械调节

的部分自重及不平衡径向力传递给混凝土流道基

系统进行叶片全调节，泵段及灯泡体为分段上下分

础．

半结构．水泵轴设有２只导轴承和１只油润滑圆锥

２．１．２泵站Ｂ贯流泵机组支撑

滚动推力轴承，小体积电机自带２只导轴承．

泵站Ｂ机组结构如图２所示，采用金属管泵段

叶片调节机构叶轮导叶推力轴承进人孔通风孔电机

流道，泵体利用法兰与进、出口混凝土流道连接，水
泵进口段设伸缩节，出水管刚性连接，超静定结构要
求基座高度精准，采用调整垫铁调整基座高程，要求
满足Ｏ．５ ｍｍ的平整精度．机组设有２只圆柱滚子
水泵侧导轴承支墩电机侧导轴承联轴器齿轮箱电机支掉

导轴承（分别位于驱动端和非驱动端）和１只推力

图３泵站Ｃ灯泡贯流泵机组

轴承．
进人孔

支撑板

电机

Ｆｉｇ．３

电缆管道导叶水泵侧导轴承叶轮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 ｏｆ Ｎｏ．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

水泵轴、齿轮箱、电机轴间用弹性联轴器联结，
分段传递作用力，齿轮箱设支墩支撑．推力轴承经过
轴承支座将叶轮的轴向水推力传递给灯泡壳及导叶
体，使轴向力与齿轮箱隔离，导叶体再将推力轴承荷
载和部分灯泡体的受力传至站房基础．进水侧流线
工字饲支撑电机饲导轴承与推力轴承支墩

导叶

主轴

型支撑和平板导叶体将机械调节机构的重力传递给

图２泵站Ｂ灯泡贯流泵机组

混凝土基础，水泵机组进水条件良好．高速同步电动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 ｏｆ Ｎｏ．Ｂ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机和灯泡体自重通过电机侧组合轴承传至基座，再

水泵侧导轴承由导叶体支撑，导叶体将荷载传

由基座右侧的上、下支撑传递到混凝土基础．

递给与混凝土浇筑固定的铸铁流道．电机侧轴承由

２．２机组主轴变形分析

锥形盘支撑，将径向、轴向荷载传递给灯泡体，荷载

２．２．１轴承设置的比较

经灯泡体外侧四周呈辐射分布的支撑板分散传递给
铸铁流道，再由铸铁流道（泵段）外侧的工字钢支撑

３座典型泵站（泵站Ａ，Ｂ，Ｃ）机组的主轴弯曲
受力如表１．

表１灯泡贯流泵机组主轴弯曲受力图
Ｔａｂ．１

项目

Ｓｈａｆｔ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ｓ

泵站Ａ

泵站Ｂ

泵站Ｃ

轴系简图

受力图
－Ｉ

ｉ血㈤碰血血词皿抽面硇
ｊＦ——————————鬲Ｆ—Ｉ’丙●——————————■焉．一翱ｒ———————；鬲·————一

表ｌ中形．，畈分别为电机转子、水泵叶轮的重

力）．贯流泵机组导轴承数量取决于机组传动方式

力；ｑ为主轴自重分布倚载（如在水下，则需减去浮

与轴Ｉ’日Ｊ联结方式。间接传动的主轴导轴承数量比直

万方数据

联传动主轴多，机组结构复杂，造价增加，安装检修

处，则会影响叶片间隙和空气间隙，从而影响机组运

难度大，且间接传动机组必须合理设置推力轴承，以

行质量，甚至引起碰壳事故．相反，如果轴承支座设

免齿轮箱承受轴向推力．

置过多、距离过小，则会增加安装的难度，并叮能造

２．２．２主轴受力与变形

成运行时主轴别劲，加快导轴承的磨损１３ Ｊ．泵站Ｂ

贯流泵机组推力轴承荷载即为水泵叶轮的轴向

机组主轴所受最大弯矩较小，且弯矩分布合理．这说

水推力，可根据水泵扬程和叶轮尺寸计算得到．主轴

明，这种将电机布置在两导轴承之间，水泵叶轮紧靠

采用４５。调质钢，许用应力为１８０～２０７ ＭＰａ，在各自

导轴承的结构较为合理．

最大扬程下，推力轴承承受的轴向水推力及由此引

泵机组采用齿轮箱问接传动方式时，电机轴和

起的主轴伸长（后置灯泡式）或缩短（前置灯泡式）

水泵轴分段设置，如果推力轴承布置不合理，则齿轮

值列于表２，表中Ｈ为泵站设计扬程，日。，为水泵最

工作面可能发生撞击，传动可靠性降低，影响齿轮箱

大扬程，Ｆ。为推力轴承荷载，△Ｌ为主轴长度变化．

使用寿命．泵站Ｃ机组推力轴承设置在水泵轴段

主轴挠度与轴径、轴长、轴材料、支撑点分布和
荷载等因素有关．经轴系受力分析，在水泵最大扬程

上，齿轮箱与水泵轴用弹性联轴器分开，保证了齿轮
箱基本不受轴向力，运行可靠．

时，主轴疲劳强度安全系数（考虑弯曲一扭转一拉

泵站Ａ混凝士流道采段结构，流道内底部设置

压交变应力状态）和关键部位的挠度列于表３，表中

体积较大的纵向混凝土支墩，导水锥段座环与基础

己为主轴长度，Ｄ。，为主轴最大直径，ｍ为强度安全

混凝土浇同．灯泡体及其内部的电机等设备部件和

系数，ｙｒ为转子挠度，Ｙｉ为叶轮挠度．

转动部件的莺力、浮力及运行时的轴向水推力，由底

表２灯泡贯流泵机组推力轴承荷载及主轴长度变化
Ｔａｂ．２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ｆ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ｓ

部支墩和导叶体的座环承受．灯泡体上部的自由度
较大，需设置侧支撑，否则容易引起大幅振动，设备
稳定可靠性降低．
泵站Ｂ，ｃ采用独立的金属管泵段，灯泡体主要
由辐射支撑板支撑固定，泵壳采用专门设置、布置合
理的钢架同定在混凝土底板基础上和侧墙上，同定
管段与混凝土流道之间用伸缩节连接．金属管流道

表３贯流泵机组主轴强度安全系数与挠度
Ｔａｂ．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ｓ ｓｈａｆｔｓ
７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参数Ｌ／ｍ

Ｄ。／ｍｍ

ｔｎ

＇，ｒ／ｍｍ

Ｙ，／ｍｍ

泵站Ａ

５ ３００

４２８

２．８５～４．２６

０．３９

０．２２

泵站Ｂ

４４５０

４２０

２．２８—３．０２

０．１９

０．４５

泵站Ｃ

５ ５６０

２９０

Ｉ．５４—２．０４

０．６２

四周均有固定点，使整个泵段与底板和侧墙间有足
够空间便于安装检修和维护，泵机组町靠固定，运行
稳定，可靠性提高．
２．３．２

支撑形式对泵装置水力性能的影响

灯泡体采用混凝土支墩支撑时，由于混凝土支
墩的横向尺寸较大，占去ｒ相当一部分的过流面积．

由表２知，主轴因运行时的轴向水推力荷载产

为了维修检杏灯泡体内设备，需设置进人孔．泵机组

生的伸长或缩短仅为０．０３ｌ～０．０６５ ｍｍ，叶轮轴向

运行时，在支墩头部、进人孔迎水面造成水流掩击，

位置变化，由此引起进、出水侧的叶片间隙变化旧１

在支墩尾部和进人孔背水面形成涡流，增加了过流

为０．００７～０．０１２ ｍｍ，变化很小．由表３知，按疲劳

水力损失，泵装置效率下降．

强度校核，３座泵站泵机组主轴强度均符合要求．电

灯泡体采用四周分布的辐射支撑板支撑时，支

机转子和叶轮处挠度分别为０．１９～０．３９ ｍｍ和

撑板断面尺寸较混凝土支墩小得多，减小ｒ水力损

０．２２－０．６２

ｍｍ，主轴因径向荷载造成的横向变形

对电机气隙和水泵叶片间隙影响较大．泵站Ａ转子

失，同时还起到导流的作用，泵装置水力性能较好．
合理设计灯泡体支撑的过流断面形状，水力损失

挠度较大，泵站Ｃ叶轮挠度较大．

可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进水流道、灯泡体和出水

２．３支撑形式分析比较

流道三者的水力损失中，灯泡体损失占较大比例

２．３．１

支撑形式对机组可靠稳定性的影响

贯流泵机组主轴的支撑形式与泵机组的传动方
式密切关联，轴承支座设置太少、距离太大，会导致
轴线挠度过大．如果过大的挠度发生在叶轮或转子

万方数据

（３８．５％一４５．４％），其次是出水流道损失（３３．３％一
４２．３％）．对灯泡体尾部形状进行优化设计，可减小水
力损失Ｈ Ｊ．
后置灯泡贯流泵装置，灯泡体处流道内水流扩

散流动，在灯泡体的尾部过流断面突然扩大，易形成

合成．电机转子轴心和水泵叶轮轴心由主轴导轴承

脱流和漩涡等复杂流态．为了减小由此导致的水力

高程确定，因此，为了保证运行时电机气隙均匀、水

损失，可在灯泡体后设混凝土圆锥过渡段，结合灯泡

泵叶片间隙均匀，在确定导轴承安装高程时，应考虑

体支撑，将其延长至流道出口．

上述两因素的影响．

叶片全调节灯泡贯流泵机组，如果将叶片调节

灯泡贯流泵机组不运行时，导承轴无润滑油膜，

机构设置在叶轮的进水侧，调节机构及其支撑会增

开机运行稳定后形成厚度为艿的油膜，则机组主轴

加流道水力损失，影响叶轮来流流态．

中心在该导轴承处抬高了６．设主轴在转子和叶轮
处的挠度分别为ｙｒ和ｙｉ，对应导轴承运行油膜厚度

３支撑形式设计

分别为６．和６：，主轴半径分别为ｒ。和ｒ２，则电ｔＪＬ侦，Ｊ导
轴承座的安装高程应使导轴承工作面最低点较电机

灯泡贯流泵机组支撑形式的设计原则：①主轴

定子中心低Ｙｌ，

系轴承数量及分布合理，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结构

Ｙｌ＝ｎ—ｙｒ＋６；

简单，安装、检修、维护方便；②灯泡体支撑可靠、稳

水泵侧导轴承支座的安装高程应使导轴承工作面最

定，水力损失小；③泵段支撑安全可靠、稳定性好，易

低点较叶轮外壳中心低扎，

于施工，总体结构便于安装检修．
３．１轴承数量与布置

Ｙ２＝，２一ｙＩ＋６２．

（１）

（２）

根据导轴承的结构形式、润滑方式、承受荷载和轴颈

灯泡贯流泵机组导轴承的数量及布置需根据传

轴速，计算导轴承运行时产生的油膜厚度．滑动轴承

动方式、调节形式和总体结构等确定．通常，主轴系

油膜厚度用有限长径向滑动轴承非线性油膜厚度公

的强度要求容易满足，在进行轴承支撑设计时，要重

式计算∞。７１；滚子轴承油膜厚度用Ｄｏｗｓｅｎ公式计

点考虑保证满足轴系刚度和稳定性要求．

算旧’１ ０１．３种典型灯泡贯流泵机组导轴承油膜厚度

（１）直联传动机组，采用两点支撑，即设置２只

列于表４，表中，。为轴承荷载，６为油膜厚度．

导轴承，１只推力轴承，支撑点少，简单可靠，安装容

如果导轴承距水泵或电机较远，两导轴承油膜

易，装置长度短，水力损失小．叶轮端采用悬臂梁结

厚度相差较大，则计算导轴承支座的安装高程需考

构，保证有较好的来流．

虑主轴各段长度对轴线径向位移的线性放大．

（２）间接传动机组，轴系分为水泵轴、齿轮箱和
电机轴等３段，分段设置支撑．推力轴承应设置在水

表４主轴导轴承油膜厚度
Ｔａｂ．４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ｆｔ ｇｕｉｄｅ ｂｅａｔｉｎｇｓ

泵轴段，以保证齿轮箱和电机轴不受轴向力．
（３）轴承布置还应考虑安装、检修的方便．导轴
承应尽可能靠近重力大的转动部件（转子、叶轮），
以减小挠度．
３．２导轴承座安装高程的确定
大型电动机要求转子和定子之间的任一处空气
间隙与平均间隙之差不超过平均间隙值的±１０％，
间隙不均会引起磁拉力不平衡而导致导轴承荷载增
大、机组振动．通常，叶轮叶片与叶轮外壳间的设计
间隙为０．００１Ｄ（Ｄ为叶轮直径）左右，叶片最小间隙
不得小于平均间隙的８０％．
灯泡贯流泵机组主轴卧式安装，一方面，由于重
力作用．安装后电机转子和水泵叶轮会产生一定的

３．３灯泡体支撑形式
灯泡体采用混凝土支墩支撑的灯泡贯流泵，座
环浇筑应可靠，支墩地脚螺栓的强度必须满足机组
运行的要求．并能承受机组的振动．在满足强度的前
提下。尽可能减小支墩宽度．头、尾流线设计．

挠度，转子轴心和水泵轴心产生向下的位移；另一方

灯泡体采用支撑板支撑时，除了底部支撑外，设

面，静止时，主轴颌落在轴承上。但运行后，由于油楔

置两侧及上部支撑板可以提高其稳定性，但流道湿

作用，主轴颈与轴承孔下部承磨面之间会产生一定

周增加，水流损失增大，因此，在满足强度和抗振稳

厚度的润滑油膜，轴心将产生向上的位移．对于转子

定性Ｉｊｉ『提下．应减少支撑板数鹾并分布合理．

和叶轮，其中心在垂直方向的位移是这两项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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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泡体与泵壳之间尽量少设进人孔和设备管

线孔，必须设置时，可考虑与支撑合用，并采用流线

Ｘｉｅ

型断面；位于同一方位相距较近的上下游两孔，在流

ｉｎ ｌｏｗ－ｌｉｆｔ－ｈｅａｄ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１ｉａｎｇｓｕ’ｓ 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道内宜用隔板连成一体，以减小绕流物的头部撞击

Ｎｏａｈ Ｗａｔｅｒ

损失和尾部的涡流损失，减小过流水力损失．
后置灯泡体尾部的过流断面突然收缩，水力损
失较大．在灯泡体尾部，与支撑部件连成一体，设置
一底面直径与灯泡体尾部直径相等的锥体过渡段隔

ｓｅ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Ｓｏｕｔｈ．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３（１）：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灯泡贯流式水电
站［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仇宝云．大中型水泵机组装置理论与关键技术［Ｍ］．

墙，延伸至出水流道内，可减小水力损失．
３．４泵体结构及其支撑的选择与设计

Ｗｅｉｄｏｎｇ，Ｂｕ Ｇｅ，Ｖ４ｅｉ Ｊｕ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

吕建新，许跃华．大型灯泡式贯流泵ＣＦＤ计算［Ｊ］．排
灌机械，２００７，２５（５）：１７—１９．

金属管泵段式灯泡贯流泵机组，如果采用直接
传动，轴系较短，可对泵体进行整体吊装；内部灯泡

ＬＵ Ｊｉａｎｘｉｎ，Ｘｕ Ｙｕｅｈｕａ．ＣＦ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体可以采用支撑板支撑，水力损失小；设有叶片调节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机构的机组轴系较长，可以分段吊装．混凝土流道泵

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２５（５）：１７—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段式灯泡贯流泵机组，机组部件拆装时需在流道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讹·

［５］刘大全，肖忠会，张文，等．滑动轴承非线性油膜力
的一维直接解法［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４１（２）．５１

平移，安装检修困难；灯泡体采用体积较大的混凝土

—５６．

支墩支撑，水力损失大．因此，应该优先选用金属管

Ｌｉｕ Ｄａｑｕａｎ，Ｘ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流道泵段式灯泡贯流泵机组．

结论

ｈａｌ

ｗｅｎ，ｅｔ

ａ１．Ｄｉｒ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ｉｌ－ｆｉｌｍ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ｎｅａｒ

４

ｐｕｍｐ［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４１（２）：５１—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灯泡贯流泵机组总体结构形式、主轴传动

［６］Ｙａｎｇ

Ｊｉｎｆｕ，Ｃｈｅｎ ｃｅ，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ｂｏ，ｅｔ ａ１．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ｉｌ－ｆｉｌｍ ｆｏｒｃｅ

方式和叶片调节方式决定机组部件的支撑形式，支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撑形式影响机组的可靠稳定性、安装维修性和装置

ｂｏ ｇｘｐｏ：Ｐｏｗｅｒ

水力性能．
（２）灯泡贯流泵支撑分主轴系轴承座支撑、灯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ｒ￡口以。Ｓｅａ，ａｎｄ

ｊｏｕｍ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ｙ如ＡＳＭ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Ｔｕｒ－

Ａｉｒ．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

ｍａｎｙ：ＡＳＭＥ，２００８，５（Ｂ）：９４７—９５２．
［７］Ｚｈａｏ

泡体支撑和泵体支撑等３个层次．设计时，在保证安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ａｉ Ｘ Ｄ，ｌＶｌｅｎｇ Ｇ，ｅｔ ａ１．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ｏｉｌ－ｆｉｌｍ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全可靠的前提下，不同层次支撑的侧重点也不同．主

ａ

ｊｏｕｍａｌ ｂｅ撕ｎｇ

［Ｊ］．Ｊｏｕｍａ／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８７（４／５）：

轴支撑导轴承设置应重点保证转子和叶轮的挠度不
应过大，导轴承安装高程应考虑到主轴挠度和导轴

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Ｃ］＃２００８

８２７—８４３．

［８］

刘秀英．圆柱滚子轴承最小油膜厚度计算公式的推
导及应用［Ｊ］．机械工程师．２００６（２）：６６—６７．

承润滑油膜厚度的影响，以保证机组运行时电机气
隙均匀、水泵叶片间隙均匀．灯泡体支撑设计的重点

Ｌｉｕ Ｘｉｕｙ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ｌｉｎ—

是减小水力损失，直联传动机组的叶片调节机构可

ｄｒｉｅａｌ ｒｏｌｌｅｒ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ｏｉｌ·ｆｉｌｍ

以设置在灯泡体内水泵与电机之间或电机外侧．泵
体支撑应侧重于保证机组的整体可靠稳定性和安装
维修性．
比，灯泡贯流泵机组的金属管泵段、支撑板支撑结构
具有安装检修方便、水力损失小的优点，应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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