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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液活塞泵活塞的改进
              刘海明

(中国铝业中州分公司第二氧化铝厂，河南焦作 454100)

    【摘 要]碱液活塞泵是“双流法”溶出的关键设备，为解决其活塞使用寿命短的难题，通过选择更适用的

材质，以及对其结构进行改进，极大地提高了活塞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双流法”溶出;碱液活塞泵;活塞密封;导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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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ovement of Piston for Alkali Liquor Piston Pump
                                      LIU Hai-ming

(No.2 Aluminum Oxide Plant, Zhongzhou Branch, China Aluminum Industry Co., Jiaozuo, Henan 454100, China)

    [Abstract]   Alkali liquor piston pump is a key machine for the double stream digesting
proces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hort service life of its piston,  more suitable material was

selected and the structure was improved, which greatly increased the piston's service life.

    (Key words)  digesting by double stream process;  alkali liquor piston pump;  piston
sealing; guide ring

1 前言

    中国铝业中州分公司第二氧化铝厂采用了先进

的“选矿一拜耳法”生产工艺，技术上处于国内第一、

世界领先水平，是国家铝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双流法”溶出是“选矿一拜耳法”最主要的关

键技术之一，它采用碱液和矿浆“两股流”分别进行
预热的方法，以减少碱液套管的结疤。用来分别输送
碱液和矿浆的设备，是从荷兰进口的碱液活塞泵和

矿浆隔膜泵，一期各有2台，二期又各增加了1台，
形成了“用2备1”的运行模式。碱液活塞泵和矿浆

隔膜泵为生产提供所需的物料和动力，是“双流法”

溶出的心脏部位，它们能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溶
出机组能否连续稳定、安全地生产。但是，碱液活塞

泵的实际运行情况未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主要原
因就是活塞的使用寿命太短，仅为400500 h，与

8000 h的设计寿命差之千里，检修费、备件费、材料
费和生产形势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延长活塞的使
用寿命迫在眉睫。

r;碱液活塞泵的使用状况

    碱液活塞泵是一种往复泵，三缸单作用，用于向
溶出机组输送合格母液，主要由电机、减速机、传动

箱和料浆系统等部分组成，可实现变频调速和远程

控制。

2.1 碱液活塞泵的性能参数

    规格型号:TZP2000;

    流量:200360 m3/h;

    最高工作压力:7.7 MPa;
    冲次:22.4-40.3 spm;
    活塞直径:360 mm;

    活塞行程:508 mmo
2.2 碱液活塞泵的运行环境

    输送液体:苛性溶液(苛碱250265叭);
    溶液温度:8090℃;
    正常工作压力:60006500 kPa;

    运行转速:80%-90%a
3 碱液活塞泵活塞的基本结构

    活塞密封用密封压盖固定在活塞头上，活塞头
与活塞杆相连，活塞杆通过介杆和十字滑块与曲轴
相连。缸衬及活塞密封设计为高耐磨件，缸衬为镀铬

板内衬，活塞密封为耐磨耐碱橡胶。活塞杆是可拆卸
的，它驱动活塞头在静止的缸衬内往复运动，通过动
力端壳体上的三个观察孔可观察到活塞及活塞杆的
运行状况。活塞头上的活塞密封和导环起着密封作

用，将碱液与驱动机构隔离，结构如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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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倍，可有效地从根本上减少磨损，同时延长活塞密
封和缸衬的使用寿命;

    (3)在一200260℃的工作环境中性能稳定，不
易老化。

            表， 各种材质性能参数对比

名称   硬度 摩
(Shore A)系

擦压缩永久拉断伸长
数 变形了% 率/%

撕裂
/(kN
,apt
.U】)

温度
厂七

95   0.18    31     520     158  -200-260

90    0.9    64     550     114   -30--85

70    1.5    45     465     45                            120

                    图1 活塞结构

    另外，缸衬的里面及活塞的后部要用干净的碱
液冲洗，一是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二是冲洗掉通过

活塞密封进人的料浆颗粒物。安装在冲洗水管线上

的流量开关在冲洗水流量不足时，会发出报警信号。

4 碱液泵活塞泄漏原因

    在使用过程中，进口的活塞在短时间内出现了

严重的泄漏，分析泄漏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活塞密封不耐磨，与缸衬接触的表面磨损较

快，密封失效。

    (2)导环不耐碱腐蚀，极易老化脱落，失去导向
和密封作用。

    (3)在经过几次泄漏后，缸衬内表面出现磨损，
配合精度降低。

    活塞漏碱的压力较大，碱液喷溅到介杆上，由介

杆带人传动箱，造成润滑油污染。由于活塞密封使用

寿命太短，造成检修工作量大增，相应地各项费用增

加，溶出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也受到威胁。

5 对活塞密封和导环进行改造

    治理活塞的泄漏，首先解决活塞密封不耐磨和

导环不耐碱的难题，其次通过改进活塞密封结构提
高密封效果。我们与南京艾志机械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AIG)共同研制了活塞密封和导环。
5.， 材质选型

    AIG活塞密封和导环采用A201进口增强四氟

材质，该材质通过独特的添加剂配方，优化了传统聚
四氟乙烯的性能，克服了传统四氟材料作为液压气

动密封材料易冷流、线膨胀系数大、导热性差、寿命

短的缺点，表1为它与传统材质的性能参数对比。

    相比而言，A201增强四氟材质具有以下优点:
    (1)耐强碱腐蚀，适用于双流法溶出工艺生产条

件;

    (2)摩擦系数低，仅为0.18，比原有材质降低了

5.2 活塞密封的结构改进

    AIG活塞密封采用设计更合理的结构形状，在

活塞密封与缸衬、活塞头的密封部位都做了改进，见
图2o

                                            v形弹簧

        (a)改造前 (b)改造后

              图2 改进前后活塞密封对比

    活塞密封的外密封唇加装了指状弹簧，以补偿

材质的弹性。在泵送工作时，随着压力的增加外密封

唇与缸衬结合得更紧密，密封效果得以进一步提高;
回缩行程中，随着压力的降低而活塞对缸衬的摩擦

力也降低，活塞密封和缸衬的磨损随之减少，比原活
塞密封在往复行程中一直保持极大摩擦力更科学。

    在活塞密封的内圈加装乙丙橡胶材质的O形

圈，保证活塞密封与活塞头间的静密封更可靠。
6 改进后的效果

    实施改进后，活塞的密封性能良好，并且活塞密
封和导环的使用寿命达24003000 h，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是原先的6倍。同时，活塞密封和导环的备

件实现了国产化，每年可节约备件费约42万元，减
少润滑油污染损失材料费约18万元，节约检修清理

费约10万元。最重要的是，碱液活塞泵连续运行时
间也相应提高，为溶出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和指标
优化创造了条件。 (下转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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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标准制定周期、标龄的目标是2-4.5年和5-

10.2年，而国外标准周期和标龄更短;(3)企业内部，

企业标准和内控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修订和更新，以
及随着企业产品线的延伸和新产品的问世产生的产

品技术标准，每年的产品标准目录集成更新等;(4)

为了节约企业资源，加快技术进步，可以和国内外相
关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加强技术标准信息交流，实现

资源共享等。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企业，信息化是其必不可少的管理方法。在企业范
围内可以实现产销一体化、物流、财务、设备资产、人

力资源等信息化管理功能。建立完整的企业内部供

应链管理体系，实现各专业管理高度集成，物流驱动
信息流、资金流，逐步形成职责清晰、高效联动的企

业内部运行机制，最终在公司范围内实现全面信息
化管理，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及核心竞争力。
但是技术标准管理渗透在企业内的每一个环节和企

业和它的外部交流。在不断发展的信息化的平台上，
企业技术标准管理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持续改进是现代管理的基本理念，企业只有扎
扎实实地实现现代化管理 (技术标准管理是其重要

内容)，炼好内功，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重视知识经济的企业才能领跑市场。

    企业通过信息化系统加强决策者、管理者、执行

者中间的信息的交流、沟通，实行动态管理，主要指
两方面，一是对于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的技术标准管

理信息，二是技术标准管理的持续改进。

5 结语

    技术标准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长期内容，必
须长抓不懈。像抓生产和质量、安全一样抓技术标准

管理，企业才会大有可为。企业应该充分认识技术标

准管理的重要性、它所具有的知识经济的价值，不断
挖掘和创新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奋斗，才能
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和民族的强盛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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