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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排污泵，尤其是涉及一种潜

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

自清洁结构，包括泵体和电机，电机的主轴上连

接有叶轮，泵体上对应主轴和叶轮设置有油室

盖，油室盖和叶轮之间形成密封腔，主轴上对应

油室盖处设置有机封静环，主轴上靠近叶轮的一

侧设置有机封动环，密封腔的侧壁上对应机封静

环和机封动环设置有双螺旋型槽，机封静环和油

室盖之间设置有多功能密封圈，多功能密封圈的

位于密封腔的一侧设置有除杂机构。本发明的机

封处不会有大量颗粒聚集，能够达到机封自清洁

效果，从而延长机封使用寿命，不会出现泵漏水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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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包括泵体和电机，所述的电机的主轴上连接有叶

轮，所述的泵体上对应主轴和叶轮设置有油室盖，所述的油室盖和叶轮之间形成密封腔，所

述的主轴上对应油室盖处设置有机封静环，所述的主轴上靠近叶轮的一侧设置有机封动

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腔的侧壁上对应机封静环和机封动环设置有双螺旋型槽，所述

的机封静环和油室盖之间设置有多功能密封圈，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的位于密封腔的一侧

设置有除杂机构，所述的除杂机构包括设置在多功能密封圈的靠近机封动环的一侧上的凸

起，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和凸起内设置有储气腔，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内设置有与与储气

腔连通的导气通道，所述的导气通道上设置有滑腔，所述的滑腔内滑动连接有滑块，所述的

多功能密封圈上设置有连通滑腔与密封腔的导流通道，所述的导流通道的一端连接在滑腔

的远离导气通道的一侧，所述的机封动环上设置有与凸起相对应的凸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功能

密封圈的截面呈Z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功能

密封圈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多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多功能密封圈由橡胶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功能

密封圈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4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密封腔的横截面直径往靠近叶轮方向逐渐增大。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油室盖通过螺栓固定在泵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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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排污泵，尤其是涉及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潜水排污泵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港口装船和卸船系统、农业灌溉的排污。通常是

由驱动设备通过联轴器和长轴来驱动排污泵来进行介质输送。潜水排污泵的安全和运行直

接关系到整个应用系统能否正常运营，所以对于潜水排污泵设备的可靠性、可用性、安装、

运行、维护都有较高的要求。

[0003] 如图4所示，现有的潜水排污泵上的油室盖4机封处通常采用平面型结构17设计，

当泵在较恶劣的污水环境中运行时，大量杂质及小细沙颗粒长期聚集在机封处，时间一久，

会导致机封动静环接触面磨损严重，缩短机封使用寿命，致使泵漏水。

[0004] 如中国专利公告号为：CN205013323U，于2016年2月3日公告的一种小型潜水排污

泵，包括轴承、轴、定子、电机壳、线束总成、机械密封、机封压盖、泵体、叶轮、电机盖和提手，

所述电机壳的底部连接泵体的一端，泵体内设置叶轮，所述叶轮连接轴的一端，轴的另一端

通过轴承连接电机盖，叶轮一侧的轴上安装机械密封，机封压盖将机械密封压紧在轴与泵

体的连接处。该实用通过电机壳与电机盖和提手一体铸造，从而降低了生产加工成本，而在

电机壳的底部侧面设置进线孔，用于线束总成的进入，从而将密封面也从原来的4个减少为

1个，大大降低了潜在的漏水风险，提高整体的安全性能；同时使电泵整体结构更加紧凑，重

心降低，运行更加平稳、可靠，但是油室盖机封处通常采用平面型结构设计，当泵在较恶劣

的污水环境中运行时，大量杂质及小细沙颗粒长期聚集在机封处，时间一久，会导致机封动

静环接触面磨损严重，缩短机封使用寿命，致使泵漏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主要是针对现有的潜水排污泵上的油室盖机封处通常采用平面型结构设

计，当泵在较恶劣的污水环境中运行时，大量杂质及小细沙颗粒长期聚集在机封处，时间一

久，会导致机封动静环接触面磨损严重，缩短机封使用寿命，致使泵漏水的问题，提供一种

机封处不会有大量颗粒聚集，能够达到机封自清洁效果，从而延长机封使用寿命，不会出现

泵漏水的情况的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下述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

构，包括泵体和电机，所述的电机的主轴上连接有叶轮，所述的泵体上对应主轴和叶轮设置

有油室盖，所述的油室盖和叶轮之间形成密封腔，所述的主轴上对应油室盖处设置有机封

静环，所述的主轴上靠近叶轮的一侧设置有机封动环，所述的密封腔的侧壁上对应机封静

环和机封动环设置有双螺旋型槽，所述的机封静环和油室盖之间设置有多功能密封圈，所

述的多功能密封圈的位于密封腔的一侧设置有除杂机构，所述的除杂机构包括设置在多功

能密封圈的靠近机封动环的一侧上的凸起，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和凸起内设置有储气腔，

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内设置有与与储气腔连通的导气通道，所述的导气通道上设置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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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所述的滑腔内滑动连接有滑块，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上设置有连通滑腔与密封腔的导

流通道，所述的导流通道的一端连接在滑腔的远离导气通道的一侧，所述的机封动环上设

置有与凸起相对应的凸块。电机的主轴上连接有叶轮，泵体上对应主轴和叶轮设置有油室

盖，油室盖和叶轮之间形成密封腔，主轴上对应油室盖处设置有机封静环，主轴上靠近叶轮

的一侧设置有机封动环，密封腔的侧壁上对应机封静环和机封动环设置有双螺旋型槽，当

泵正常运行时，杂质及小细沙颗粒在油室盖处旋转过程中受离心力作用向叶轮方向甩，致

使机封处不会有大量颗粒聚集，从而能够达到机封自清洁效果，延长机封使用寿命，防止泵

出现漏水的情况，机封静环和油室盖之间设置有多功能密封圈，多功能密封圈的位于密封

腔的一侧设置有除杂机构，除杂机构包括设置在多功能密封圈的靠近机封动环的一侧上的

凸起，多功能密封圈和凸起内设置有储气腔，多功能密封圈内设置有与与储气腔连通的导

气通道，导气通道上设置有滑腔，滑腔内滑动连接有滑块，多功能密封圈上设置有连通滑腔

与密封腔的导流通道，导流通道的一端连接在滑腔的远离导气通道的一侧，机封动环上设

置有与凸起相对应的凸块，泵在运行时，电机上的主轴旋转并带动机封动环同时旋转，机封

动环旋转时，机封动环上的凸块会按照一定的频率抵在凸起上，当凸块抵到凸起上时，会将

凸起往多功能密封圈内部按压，使得储气腔受挤压后储气腔内的气体流入导气通道内，然

后导气通道内的气体会流入滑腔内，进入滑腔内的气体会推动滑块移动，滑块在移动时，会

将进入滑腔内的水流沿着导流通道排出，并形成具有一定冲击力的水流后进入密封腔内，

能够将聚集在机封处的杂质颗粒冲散，从而能够进一步地达到机封自清洁效果，并且自清

洁效果非常稳定。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的截面呈Z型。多功能密封圈的截面呈Z型，使得多

功能密封圈能够稳定地贴合在机封静环和油室盖之间，密封性好。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多个。多功能密封圈

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多个，与之相对应的凸块的数量也可以为多个，通过电机主轴

的旋转来保证一定频率的自清洁效果，稳定性好。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由橡胶材料制成。多功能密封圈由橡胶材料制成，

易加工，耐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多功能密封圈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4个。多功能密封圈上

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4个，4个除杂机构围绕主轴均匀间隔设置在多功能密封圈上，保

证了自清洁效果。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密封腔的横截面直径往靠近叶轮方向逐渐增大。密封腔的横截

面直径往靠近叶轮方向逐渐增大，从而便于颗粒杂质受离心力作用后沿着叶轮方向被排

出。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油室盖通过螺栓固定在泵体上。油室盖通过螺栓固定在泵体上，

连接十分稳固。

[0013] 因此，本发明的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具备下述优点：本发明的机封处

不会有大量颗粒聚集，能够达到机封自清洁效果，从而延长机封使用寿命，不会出现泵漏水

的情况，而且自清洁的效果十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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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2是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16] 附图3是本发明的油室盖的剖视图。

[0017] 附图4是现有技术中的油室盖的剖视图。

[0018] 图示说明：1‑泵体，2‑电机，3‑叶轮，4‑油室盖，5‑机封静环，6‑机封动环，7‑双螺旋

型槽，8‑多功能密封圈，9‑凸块，10‑凸起，11‑储气腔，12‑导气通道，13‑滑腔，14‑滑块，15‑

导流通道，16‑密封腔，17‑平面型结构，18‑主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2所示，一种潜水排污泵机封自清洁结构，包括泵体1和电机2，电机2的主轴

18上连接有叶轮3，泵体1上对应主轴18和叶轮3设置有油室盖4，油室盖4和叶轮3之间形成

密封腔16，主轴18上对应油室盖4处设置有机封静环5，主轴18上靠近叶轮3的一侧设置有机

封动环6，密封腔16的侧壁上对应机封静环5和机封动环6设置有双螺旋型槽7，当泵正常运

行时，杂质及小细沙颗粒在油室盖4处的双螺旋型槽7上旋转过程中受离心力作用向叶轮3

方向甩，致使机封处不会有大量颗粒聚集，从而能够达到机封自清洁效果，延长机封使用寿

命，防止泵出现漏水的情况，机封静环5和油室盖4之间设置有多功能密封圈8，多功能密封

圈8的位于密封腔16的一侧设置有除杂机构，除杂机构包括设置在多功能密封圈8的靠近机

封动环6的一侧上的凸起10，多功能密封圈8和凸起10内设置有储气腔11，多功能密封圈8内

设置有与与储气腔11连通的导气通道12，导气通道12上设置有滑腔13，滑腔13内滑动连接

有滑块14，多功能密封圈8上设置有连通滑腔13与密封腔16的导流通道15，导流通道15的一

端连接在滑腔13的远离导气通道12的一侧，机封动环6上设置有与凸起10相对应的凸块9，

泵在运行时，电机2上的主轴旋转并带动机封动环6同时旋转，机封动环6旋转时，机封动环6

上的凸块9会按照一定的频率抵在凸起10上，当凸块9抵到凸起10上时，会将凸起10往多功

能密封圈8内部按压，使得储气腔11受挤压后储气腔11内的气体流入导气通道12内，然后导

气通道12内的气体会流入滑腔13内，进入滑腔13内的气体会推动滑块14移动，滑块14在移

动时，会将进入滑腔13内的水流沿着导流通道15排出，并形成具有一定冲击力的水流后进

入密封腔16内，能够将聚集在机封处的杂质颗粒冲散，从而能够进一步地达到机封自清洁

效果，并且自清洁效果非常稳定。

[0022] 多功能密封圈8的截面呈Z型，使得多功能密封圈8能够稳定地贴合在机封静环5和

油室盖4之间，密封性好。

[0023] 多功能密封圈8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多个，与之相对应的凸块9的数量也可

以为多个，通过电机2主轴的旋转来保证一定频率的自清洁效果，稳定性好；在本实施例中，

多功能密封圈8上设置的除杂机构的数量为4个，4个除杂机构围绕主轴均匀间隔设置在多

功能密封圈8上，保证了自清洁效果。

[0024] 多功能密封圈8由橡胶材料制成，易加工，耐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

[0025] 如图3所示，密封腔16的横截面直径往靠近叶轮3方向逐渐增大，从而便于颗粒杂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794977 B

5



质受离心力作用后沿着叶轮3方向被排出。

[0026] 油室盖4通过螺栓固定在泵体1上，连接十分稳固。

[0027] 应理解，该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

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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