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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是一种常见的流体动力性设备，它是由液体在一定压力条件下通过叶轮的作用而形成的具有旋转

运动性能的机械结构。它可以在高温、高压、粉尘或其他恶劣环境下工作，并能保持其正常的性能和可靠性，具
有效率高、压力低、体积小等特点。社会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对离心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其可靠性
和使用寿命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针对离心力原理及常见的故障进行分析，深入研究相应的解决措施，以
期为相关行业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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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级卧式离心泵理论基础
1.1 多级离心泵简介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不断提高，离心泵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使
其在工业、农业、医药等行业中都有广泛的使用价值。
多级离心泵是一种新型的无叶轮式叶轮，它由两个叶
轮组合而成，其中一个是单轴旋转叶片，另一个为双
轴旋转叶片，当转子转速较高时可以通过调节每个叶
轮的高度来改变离心力。多级卧式离心泵具有结构简
单、易于制造、制造成本低、可靠性高等优点，但由
于其工作环境恶劣，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和
噪声。因此对于一些特殊的工况，例如高温，腐蚀性
气体污垢有毒物质，粉尘易燃易爆的液体等，需要定
期进行维护。

1.2 离心泵的水力特性
（1）离心泵的叶轮和蜗杆的转速较高，在叶轮的
转动过程中，由于蜗杆的高速旋转会使其压力作用在
蜗杆上，这样会使其温度升高，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
时液体就会凝固，当它的速度大于能量的传递时它就
会从蜗壳中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循环，这个时候因为
流体具有的粘性，所以它的动能转化为热能，因此可
以提高效率。（2）离心泵的叶轮和涡轮的直径比较大，
通常情况下叶片与水的接触面积较大，同时在轴向的
方向有可能受到水平或者垂直的外力，这都有可能导
致轴向变形。（3）离心泵的叶轮表面粗糙度比一般斜
面的表面要大，并且容易出现污垢。如果发生了泄漏，
那么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会影响到设备的
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还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3-0007-03

1.3 离心泵的流动特性
在离心泵的运行过程中，其内部的流体流动是非
常复杂的现象（如流道内的气体压力和温度），这些
因素都会对泵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对其流
动特性进行分析：（1）叶轮的直径比叶轮的轴径小，
这样就会导致离心力的作用力增大，从而使叶轮磨损
加剧，严重时可能引起喘振；（2）当转速较高时，叶
片与压盘的接触面积较大，压盘的摩擦力也很大，此
时容易出现喘振。当速度较低时，压盘的寿命又很短，
所以喘振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若在高速运转下，
由于气流的紊动，则有必要增加压紧板的厚度来防止
喘震；（3）离心泵的出口比一般的大一些，它的入口
容积大小不一定要大，如果流量太大，那么排气的效
果反而不好，甚至还会引发排气中断。

2 多级卧式离心泵故障分析
2.1 窜量调整不合理引起机封泄漏
由于离心泵的工作条件恶劣，在运行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窜量调整不合理的现象：（1）当泵的转速过低时，
离心力压缩机的压力就会下降，导致润滑油液面降低，
从而使压差变大，这样就容易造成漏液和流道堵塞；
（2）若水的比降不大于 0.5%，那就说明因为流体流动
的阻力太大而使其粘度变小，因此要对其进行适当的
调整，若是低于 0.02% 那就要调节到合适的黏度；（3）
若是含水量较高，则一般都需要调小或减少进水口的
出口位置，以避免因含水量升高而引起的漏料。[1]

2.2 振动引起机封磨损泄露
因为离心泵的振动频率高，所以在正常工作的时
候会产生大量的热和噪声，这些热和噪音都会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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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严重的损坏以至于发生故障：（1）叶轮的设计不
合理。由于叶轮的结构原因，在叶轮的内部有很多的
间隙存在，导致了流体的流动速度过快，从而使气体
的压力降低，就很容易出现泄漏现象；（2）压盘的应
力不够，使得压盘的表面发生形变，这样就很可能引
起形变的进一步扩展，最终使其性能下降。如果压盘

格昂贵，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老化，所以在日常的
维护中一般都要更换新的密封胶。而对于多级卧式离
心泵来说，它本身的密封性能就比较差，而且在运转
的时候也会出现磨损从而导致轴承的损坏以及润滑油
的泄露等问题的发生。另外，因为其自身的结构特点，
它也会造成磨损的现象出现。此外，这些材料的耐热

当轴的转速超过一定值时，轴上的摩擦力也随之增大，

性较差，因而当温度过高时，它们就会产生高温，如
果这时不加以注意，很可能还会引起火灾。离心泵的
外壳和主轴的表面没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因此很容

润滑油的黏度就越低，动平衡性越差，动静相互作用

易被腐蚀进而使轴的变形加剧，最终引发故障。

的材料太差又或者是制造工艺的不理想，都将加速其
弹性变形，最后又会引起形变；（3）主轴的稳定性较差。

的力也越大，这将增加轴承的热负荷，加剧轴承的疲
[2]

劳破坏，同时还会影响到其他零件的使用寿命。

2.3 泵体加工制造质量不过关
加工过程中加工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压铸机
的使用寿命，因此在压铸时要严格控制好原材料的质
量和加工制造质量：（1）在压铸前，要对原料进行预
热处理，防止因高温而使其发生变形，从而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2）在压铸前，应检查其表面是否存在裂
纹、砂眼、孔隙等缺陷，如果有这些问题应及时更换，
以保证压铸机的正常运行。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把压力
室的水箱盖拧紧，以防水箱内的水流入泵体，导致压
力室的密封圈遭到破坏；（3）对轴承的润滑也是至关

2.6 施工人员缺乏专业性
部分操作人员对技术知识的理解不透彻，导致在
设备的维护和保养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从而造成了故
障的发生。还有的操作人员在工作时，没有按照标准
的程序进行，或者是不按正确的步骤去执行，导致机
器的故障率增加。（1）粗心大意，对技术指标的不熟
悉，会使效率降低，影响生产。（2）技术人员的业务
水平不高，会使其操作错误，导致故障的产生。还有
的人认为只要把零件的毛刺清理干净就可以了，实际
并非如此。这些都是由于他们的疏忽大意，没用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专业技能和新的理论和方法，
以及缺乏实践经验导致的。

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它可以减少摩擦降低热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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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磨性，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但是由于轴承的间

3.1 半窜量的调整

隙过小，会使轴承的耐磨性变差，所以必须选用合适
的润滑油，否则会因过松而损坏零件。

2.4 轴和轴承的配合精度不达标
轴和轴承的配合精度不达标是离心泵故障的主要
原因之一，具体表现有：（1）轴的过盈变形；（2）
轴承的间隙过盈或发松；（3）装配质量差。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轴的设计中，应尽量
避免出现一些小的偏差，如在轴的两端盖上加工孔应
注意孔的深度和螺栓孔的位置。或在安装后，将其放
在轴承的装夹中，以保证其刚度，减少因装夹而引起
的窜油现象，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整轴承的间隙来消除
由于间隙过大而产生的松弛。另外还可采取适当的补
偿措施，以减小因弹簧的弹性变形所造成的影响。例如：
对锥面的表面进行磨削，使之光滑，或者采用较低的
磨削量，来提高锥面上的摩擦系数从而降低因磨损而
导致的窜油的情况发生。[3]

半窜量的调整是离心泵故障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主要用于对离心泵的维修诊断：（1）由于离心力
作用，当叶轮与压盘间的相对速度大于一定值时，压
盘的转速会逐渐降低，此时压盘的转角会增大，这样
就可以通过调节转角的大小来解决；（2）由于离心泵
的工作环境恶劣，在运行时泵壳和轴承的温度很高，
所以会出现异常的运转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调
整润滑油的粘度，从而保证其稳定地进入到离心泵内；
（3）当流体进入多级卧式离心泵的壳体后，通过改变
壳体的位置来实现对液体的有效控制，如在壳体内部
设置一个可调节的液位差，使其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
（4）当输送的流体速度过快，而又没有及时地进行处理，
则容易引起液体的流动方向偏移以及偏析，这时就有
必要对其采取一定的调整措施来解决。[4]

3.2 动静环高低的调整

目前，离心泵的密封材料主要有橡胶、塑料和玻

调整环的设置是为了保证离心泵的正常运行，在
调整环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调整环的位
置要选择在离心力的中心线附近，这样可以使它的转

璃等。其中以橡胶的摩擦效果最明显，但是由于其价

速稳定，同时还能够减少离心泵的磨损量。（2）调节

2.5 密封材料不合适，导致磨损严重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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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大小也很重要，一般情况下，会选用圆形地或者

抗磨损性能，同时还能减小噪音。为了防止水进入叶轮，

方形的固定式的盘子，来对盘子的旋转方向进行控制。

应在叶轮与隔板之间加入一层软性的石棉油皮，以此

但是也有例外，如果是矩形的盘子，那么它的直径就

来提高叶轮与隔板的接触面积，从而减少水的腐蚀和

会变大，所以在转动的时候阻力也会变大，从而影响

堵塞。由于软性的石棉油皮很容易被压缩，因此应该

到轴向的压力和速度。而当使用摇动摇杆时，摇杆的

对其添加防锈剂，以延长它的寿命。而硬质石棉油皮，

摆动幅度必须大于其半径的一半以上，否则的话，当

则不致被压缩，因而也不能完全地堵住它的边缘：而

摇杆的长度超过了一定的数值后，就很容易出现卡死

软质石子，则是耐磨、耐高温，而且不透气，能达到

的现象了，这时就要用砂轮来代替。[5]

很好的吸振效果。另外，还得加进填料以改善润滑，

3.3 转子窜量的改进
转子窜量是离心泵故障分析中的重要参数，它主

降低噪声。

3.6 机械密封与轴承的更换

要是由于转子在运转时转速较高，惯性力较大，导致

机械密封是防止机械零件与部件之间摩擦生热，

转子在机头内的压力差过大，从而造成动平衡问题。

从而影响其寿命和可靠性的重要措施之一。轴承是离

针对上述的影响因素，本文对离心泵的转子进行了改

心泵的关键部分，它直接承受着轴向压力，因此要定

进，以减少其漏油现象：（1）增加了定子的刚度，减

期对轴承进行检查，并及时更换润滑脂，以延长轴承

小了定子与静叶的间隙；（2）采用双螺杆的紧固方式，

的使用年限。（1）轴承油中的油脂应保持干净，以免

使静叶的转矩变大，同时也增大了动叶的漏油率；（3）

油污、杂质等进入轴承，造成堵塞。（2）应采用防尘、

在转子的运行过程中当转矩变小时，定子与静叶片的

防锈的材料或其他易磨损的合金制造的轴承外圈，如

温差会逐渐加大，而转矩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地放大压

铁基环氧烷，内圈用橡胶卡环或涂布层等。（3）在轴

差，因此需要对轴承的预紧力和推力要求比较严格，

与壳体的连接处，需用螺栓将其固定，以防因接触不

预紧力的大小要控制好，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动轮的

良而损坏。如果发现密封表面的漏油，需立即拧紧封

温差提高压气机的寿命。而对于转矩的调节则要通过

胶皮带的螺母，拧紧封胶皮带的螺钉，使已封胶皮带

改变弹簧的预拉应力来实现，预拉应力过大则容易引

上的堵痕消失。

起喘振。

3.4 轴承跑内圈的处理
轴承的润滑是保证轴承正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如
果轴承的温度过高，会造成其断裂或变形，从而影响

4 结语
本文深入研究了离心泵的故障诊断，首先介绍了
离心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然后对其进行了简单
的故障分析，包括叶轮磨损、叶轮盘损坏、轴向变形等，

其寿命，甚至导致轴承的损坏和崩溃：（1）在轴承的

最后对离心泵的常见故障、解决方法以及排除措施做

外圈处，应加一层油毡或尼龙，以防止由于油毡的热

出了总结。

膨胀而使其松动；（2）在滚动体的内控处，应采用补
油塞，以避免因不加油的原因而使内部压力急剧上升；
（3）当轴向移动时，可适当减小压紧的力度轴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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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压紧垫片，同时也要注意调整压紧垫片的厚度和
螺栓的位置等；（4）当轴向发生轻微的形变时，可选
用调质合金铸铁制成空心球波纹钢。这种铸铁具有较
高的硬度、良好的耐磨性、抗疲劳强度高等优点。但
它的缺点是加工困难、成本高、维修不便，因此一般
不推荐用此材料。[6]

3.5 泵体密封圈的改进
针对离心泵的密封圈，可以采用橡胶材料或塑料
等。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离心泵的工作环境，尽量
避免在恶劣的条件下使用，因为这样会导致摩擦力的
损失增加，需要对密封圈进行改进，使其具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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