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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式叶轮结构旋涡泵不稳定运行的问题解决 

张 刚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浙江 衢州 324004) 

摘 要：介绍一般旋涡泵的原理、结构特点，旋涡泵浮动式叶轮与流道环端面存在相摩擦现象，叶轮损坏影响了泵 

的性能。分析了叶轮受力情况，在平衡轴向力和保证叶轮与流道环轴向间隙前提下，对叶轮进行定位，延长叶轮的 

使用周期，降低维修成本，提高一般旋涡泵运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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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for Instable Performance of Vortex Pump 

with Floating Impeller Structure 

ZHANG Gang 

(Zhejiang Juhua Fluorine Chemical Co．，Ltd，Quzhou 324004，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vortex pump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In vortex pump，there is the 

phenomenon of friction，which is possible to damage the impeller SO as to affect the feature of the pump between floating impeller and 

the end floating ring．After the analysis of loading condition for the impeller，it was pointed out that with the premise of balancing axial 

force and fixing the axial gap between impeller and the end of floating ring，the positioning of the impeller can prolong the usage period 

of the impeller，decrease the repair cost and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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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泵是从 1920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泵，近年来 

各国在旋涡泵的理论研究、计算方法以及产品品种 

上都有较大的发展，旋涡泵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 

化工生产中用来抽送小流量、高扬程的酸类、碱类和 

其他带有腐蚀性及易挥发的化学液体；加油车、油罐 

车和固定分配装置用来抽送汽油、煤油、酒精等挥发 

性液体；用作移动式和固定式的消防泵、船舶的供水 

泵，用于增压和抽送补给水等 J̈。旋涡泵又称涡流 

泵，属于叶片式泵 ，同其他叶片泵相比，旋涡泵的 

结构简单，尺寸小，适用于输送低黏度无固体颗粒的 

清洁液体。本文就一般旋涡泵的原理、结构、特点和 

类型进行了介绍，结合 XWB系列轴向入口旋涡泵 

在实际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分析问题根源， 

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提高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1 旋涡泵工作原理及特点 

1．1 工作原理 

旋涡泵的叶轮由一金属圆盘与四周铣出凹槽而 

成，余下未铣去的部分形成辐射状的叶片。叶轮安 

装在由左右两片流道环相互配合而形成的腔室里 

面，利用工作部件运动使液体受离心力作用产生旋 

涡运动而吸排液体，依靠叶轮带动液体高速旋转使 

液体的动能和压力能增加。 

1．2 特点 

旋涡泵的原理以及特性曲线的形状与离心泵和 

其他类型泵不同，它是一种小流量、高扬程的泵，其 

比转速数 n一般低于4O。旋涡泵主要依靠纵向旋 

涡传递能量，小流量时，纵向旋涡的作用增强，泵的 

扬程提高；流量大时，则情况相反。因此 ，旋涡泵的 

特性曲线呈陡降形，液体混合时产生较大撞击，使得 

旋涡泵的效率较低。旋涡泵的扬程和功率都随流量 

的增大而减小．泵不易采用改变出口阀开度来调节 

流量，而用旁路阀门将部分液体放回吸人管路比较 

经济。当物料中含有固体颗粒时，会引起轴向和径 

向的间隙增大而降低泵的性能或使泵不能正常工 

作。旋涡泵叶轮和泵体之间的径向间隙和轴向间隙 

要求较严，一般径向间隙为 0．15～0．3 nlnl，单侧轴 

向间隙为0．07～0．15 mill，给加工和装配工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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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的困难 。 

1．3 泵结构形式 

旋涡泵的种类很多，按其结构主要分为一般旋 

涡泵、离心旋涡泵和自吸旋涡泵等。 
一 般旋涡泵是单吸单级悬臂式旋涡泵 J。它 

主要由泵盖、叶轮、泵轴、泵体、托架和轴封装置组 

成。叶轮与流道环内壁之间有一引水道。泵的吸入 

El和排出口开在泵壳的上部，用隔舌分开 ，隔舌 

与叶轮问的缝隙很小以阻止压出口(压强高)的液 

体漏回吸人 口(压强低)的部位。这种类型的泵结 

构与形状简单，零件数目少，加工容易，制造成本低。 

其轴封除填料外，还可用机械密封，整个泵均采用轴 

对称结构，既可正转也可反转 。 

离心旋涡泵为两级悬臂式离心旋涡泵。第一级 

为离心叶轮，第二级为旋涡叶轮，抗汽蚀性能好，吸 

程高。这种结构比两端支撑的简单，便于维修，体积 

小，质量轻 。 

多级自吸旋涡泵系两端支承的多级旋涡泵，流 

量小，扬程高，适于抽送易挥发、易汽化的气体。既 

可以自吸，又可以液气混合输送，使用范围较广，并 

可自动调整轴向位置，便于装卸、调整轴向间隙和维 

修 。 

为了简化装配工艺，大多数的旋涡泵和离心旋 

涡泵采用沿轴向浮动安装并在叶轮上开平衡孔，以 

保证叶轮和泵体之问的间隙能 自动调整平衡轴向 

力⋯ 

2 存在 问题和原因分析 

某装置氯仿输送泵选用的是国产 XWB系列一 

般旋涡泵，采取的是浮动式叶轮结构，叶轮结构示意 

图见图 1。该泵投用初期满足了生产所需，运行较 

平稳，但细听存在金属摩擦声。运行一周后，流量出 

现持续波动，流量和压力不足。经过拆解，发现叶轮 

两端面有摩擦痕，叶轮内孑L与轴套配合很松，键一侧 

受挤压存在变形，轴套与叶轮配合面有磨损。因投 

用前没有进行拆检，加上叶轮需在轴套上能较 自如 

滑移，初步判断是叶轮内孔与轴套配合过松所致或 

是系统刚投用有颗粒存在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随 

后更换了叶轮和轴套，调整好间隙后重新启运泵。 

但运行不久，泵流量同样出现了下降，影响到安全 

生产。 

2．1 原因分析 
一 般旋涡泵出现流量不足、压力不够的原因有 

多方面，可能的因素有 泵和吸入管路内未灌满液 

体，留有空气；灌注高度不够，人口管路漏气；进口压 

力小于液体的汽体压力；转速不够；转向不对；叶轮 

和导流体与泵盖两个间隙过大；泵内或管路中有杂 

物堵塞。理论分析及实际运行证明：影响出口压力 

和流量的主要因素是径向间隙Ap(隔舌处)和叶轮 

两侧轴向间隙△1、A2，见图 1。旋涡泵叶轮和流道 

环之间的轴向间隙直接影响着泵的性能，间隙过大， 

泄漏量增大，泵的出口压力下降，流量减少。选择的 

间隙过小，由于泵的制造精度限制，在泵的安装上就 

较难达到要求，增加泵运行的不稳定性。 

我们结合泵的运行情况及拆解实际，从浮动式 

叶轮运转及叶轮受力方面作进一步分析，查找导致 

叶轮容易与导流体发生摩擦的原因。液体由吸人管 

进人流道，经过转动的叶轮获得能量，被输送到出口 

管。叶轮由一半圆键来传递扭矩，在叶轮平衡孑L作用 

下平衡轴向力；半圆键的另一作用是使叶轮能在轴向 

上可自由浮动，泵运行时产生一定厚度、一定承载能 

力、一定刚度的动力液膜。动力液膜对叶轮轴系的轴 

向移动或叶轮的偏摆都起到了限制作用，使叶轮在泵 

腔中的居中位置和运转的平稳性得到提高。 

图 1 浮动式叶轮结构 

实际运行表明：即使采用浮动叶轮，叶轮与泵体 

之间的端面仍避免不了产生磨损和撞击，致使泵的 

寿命降低。旋涡泵在启动、停止时或一些偶然因素 

会导致叶轮一侧与流道环发生滑动摩擦，造成叶轮 

的磨损，而另一轴向侧面与流道环间隙增大，导致大 

量泄漏，造成流量的波动；在旋涡泵内液体经过叶轮 

不断获得能量，随着能量的增加，从泵吸人口至排出 

压力也逐渐增加，可近似地认为压力沿流道长度按 

直线规律变化，由于旋涡泵的流道多呈等断面的环 

形流道，流道内液体速度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它 

不像离心泵的螺旋形压水室只在非设计工况下才产 

生径向力，随着压力的增高，径向力可以很大，将会 

使泵轴产生过大的挠度及叶轮偏摆 J̈。 

由于旋涡泵零件的配合尺寸要求较严，叶轮和 

泵体间的端面问隙很小，当上述情况超过叶轮和泵 

体之问的间隙范围，就影响泵的稳定运行和发生叶 

轮卡死或磨损现象，降低泵的性能或发生生产上的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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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叶轮受力及轴向平衡 

对于径向力的问题，在进行叶轮结构设计时，必 

须根据使用情况，计算旋涡泵的径向力，以保证泵的 

正常运行。旋涡泵的径向力 可根据泵的出口与 

人15压力差P、泵叶轮宽度 6、叶轮流道的变动半径 r 

以及径向力系数 K予以计算，R= br 。通过设 

计使得径向力尽可能小，不足以使轴产生过大的挠 

度及叶轮发生偏摆。 

如果轴向力处理不当，转子发生轴向窜动，使叶 

轮端面与泵体产生严重磨损或使电机过载，将造成 

生产上的事故。对于轴向受力，旋涡泵的轴向力不 

像离心泵那样，是由叶轮前后盖板所承受压力不同 

而产生轴向力。旋涡泵中的轴向力主要是由于装配 

中叶轮与泵体两端间隙大小或两端面间隙处结构形 

式不同而引起的，在采取了平衡轴向力的措施后，轴 

向力一般较小，或基本上可以消除。平衡轴向力可 

采用自动平衡的水力自动平衡装置，其原理与多级 

离心泵的平衡盘装置相似 。 

经过全面检查发现叶轮两端面间隙处结构形式 

稍有不同，叶轮轴向力可能存在不均匀。实际情况 

看叶轮需浮动与轴间隙配合，在运转过程中，叶轮与 

泵体两端间隙大小发生变化，叶轮或多或少地与轴 

存在一定的相对偏移(偏摆)，经过运行后叶轮与轴 

颈配合处损伤加大直至影响泵性能。从几次拆检情 

况看，叶轮与轴配合处确实磨损较大，间隙最大达 

0．15 1"II111-。 

对于一般旋涡泵，在设计时保证叶轮两端面问 

隙处结构形式基本一致和叶轮径向受力小的情况 

下，假设通过装配使得叶轮两边轴向问隙相等，使叶 

轮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在泵腔的居中位置，避免 

叶轮的磨损，从而使泵的运转平稳性得到提高。 

3 改进实施和效果 

结合上述分析，经过计算，决定对该泵进行改 

进，改浮动式为固定式叶轮，两端面(流道环)进行 

加工后使得结构形式基本一致。轴端进行车削，轴 

套选用阶梯型，使叶轮右侧面与轴套阶梯端面相贴， 

通过轴端螺栓与叶轮左侧面紧定，使叶轮固定在轴 

套上，结构见图2。主要是通过加工精度和安装，确 

保叶轮处于流道环中间，保证叶轮与流道环两端面 

问隙大小一致 ，间隙大小可用塞尺或压铅法进行，泵 

组装完毕后盘车要轻松。 

泵改造后投用，满足了生产所需，对泵各部位及 

参数进行了跟踪检测，一切正常，原先细小的金属摩 

擦声也消失了，泵由原先一周检修一次到实现计划 

一 年维修一次。结合国产一般旋涡泵浮动式叶轮结 

构改造的成功经验，还对同样存在浮动叶轮易故障 

问题的单级旋涡泵(型号为 CT912一】52进口泵)进 

行了处理，使该泵基本满足了生产所需。涉及不同 

类型的旋涡泵，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如对于离心 

旋涡泵，泵的扬程高低，结构不同而使轴向力的大小 

不一；轴承游隙存在使叶轮产生的轴向窜量大小不 

同，过流各部分几何形状对泵的性能影响。这些问 

题在分析处理时要区别对待。 

左 

出口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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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旋涡泵结构 

4 结束语 

如今，旋涡泵凭其 自身的优点逐步在各领域使 

用，目前国内生产旋涡泵的厂家已较多，化工类企业 

中，像旋涡泵之类的流体机械是维持正常生产的关 

键，但就检修经验来说停留在控制相关间隙的调整 

上较多。20世纪 90年代引进的一些氟利昂生产装 

置部分进LI旋涡泵一般采用浮动式的，从检修实际 

情况看主要问题：有叶轮端面磨损的，也有是叶轮内 

孔偏磨造成损坏的，从其设计理念来看，进口的旋涡 

泵的前后流道环端面有一承磨层也就可以理解其初 

衷了。近年来 ，各国在旋涡泵的理论研究、计算方法 

以及产品的品种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在 日常工作 

中，作为设备管理与维修人员要从技术经济角度出 

发，善于思考，加深对进口和国内旋涡泵技术的消化 

吸收，按依靠技术进步和满足生产要求原则对设备 

进行改进，在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的同时达到节能 

降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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