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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超高压屏蔽泵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屏蔽泵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压

超高压屏蔽泵。由泵头、叶轮、电机壳体、电机定

子、电机引线组件、屏蔽套、电机转子、泵头轴承

总成、后盖、后盖轴承总成、压力平衡膜片、支座

A、支座B构成。本发明既克服了现有屏蔽泵随着

输送液体压力升高而电机屏蔽套加厚，导致电机

效率降低，无法用于高压超高压输送液体的缺

点，也克服了现有相关匹配构件“高压超高压介

质环境屏蔽电机”密封不够可靠、定子中充装的

惰性液体热胀冷缩易引发压力平衡膜片和屏蔽

套破坏和电机定子引线安装连接困难等缺点，使

得高压超高压屏蔽泵密封可靠，屏蔽套不受惰性

液体热胀冷缩影响，安装维修方便，具有推广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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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超高压屏蔽泵，其特征为由泵头、叶轮、电机壳体、电机定子、电机引线组

件、屏蔽套、电机转子、泵头轴承总成、后盖、后盖轴承总成、压力平衡膜片、支座A、支座B构

成；

泵头为带凸台的平盖，在平盖的轴心设置通孔为泵入口，在凸台端面轴心部位设置与

叶轮相匹配的泵蜗室，在泵蜗室径向的凸台圆柱面上设置蜗室出口，在凸台的圆柱面底部

设置密封槽，平盖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上的螺栓孔；

电机壳体，是在内腔设置安装电机定子、簧片固定圈、泵头轴承总成、泵头、后盖轴承总

成及后盖相匹配的台阶孔的腔体；在固定泵头轴承总成的台阶上设置与其匹配的螺纹孔，

在台阶近内腔边缘设置安装屏蔽套的减薄环槽；在固定后盖轴承总成的台阶上设置与其定

位销孔匹配的定位销盲孔；在电机壳体的两端分别设置与泵头平盖螺栓孔和后盖平盖螺栓

孔相匹配的螺纹孔；在电机壳体的外圆柱面的中间位置设置环形凹槽，其上密封固定套装

定子冷却套构成定子冷却室，定子冷却套为内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整体圆

筒或者为外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双片半圆弧板；在安装簧片固定圈的对应

位置的电机壳体壁上，设置3个安装电机引线组件的孔，在定子冷却套与电机壳体之间固定

安装电机定子引线开孔护套；在泵头的蜗室出口的对应位置的电机壳体上设置泵出口；

电机定子由定子铁心和绕组线圈构成，缠有绕组的电机定子形状为两端具有凸台的圆

筒体，带绕组筒体内腔与屏蔽套外圆柱面相匹配，配合关系为间隙配合，带绕组筒体外圆与

电机壳体内孔为过盈配合，朝向后盖一端凸台的外圆柱与簧片固定圈的内孔固定连接；

3组电机引线组件分别由簧片固定圈、簧片、固定螺钉、压线螺钉、电机引线、密封绝缘

胶、绝缘套、触点构成；簧片固定圈是用绝缘材料制作的环形体，簧片固定圈厚度及内孔与

电机定子朝向后盖一端凸台的长度及外圆相匹配，其外圆与电机壳体内腔相匹配；在簧片

固定圈外圆设置与3组电机引线组件安装孔相对应的簧片固定槽，簧片固定槽底面上设置

有螺钉孔和定子线圈引线通过孔；簧片为U字形，U字形簧片一端设置匹配固定螺钉的螺纹

孔和定子线圈引线连接孔，用固定螺钉穿过簧片固定圈上设置的螺钉孔，旋进簧片的螺纹

孔，将簧片固定在簧片固定圈上，定子线圈引线插入簧片固定槽底面上的定子线圈引线通

过孔，和簧片上的定子线圈引线连接孔内，并固定在簧片上，定子线圈引线将电机定子线圈

与簧片连通，U字形簧片另一端借助簧片的弹性在安装后紧密贴紧触点；绝缘套为绝缘材料

做成的一端带有挡环的圆套，将圆套无挡环的一端从电机壳体内腔以过盈配合安装入电机

引线组件安装孔内，触点的位置与绝缘套挡环相匹配，电机引线一端穿过电机引线组件安

装孔及绝缘套后与触点固定连接，另一端为三相电源连接端；然后充装密封绝缘胶将3组电

机引线固定在电机引线安装孔中心位置，也将与电机引线固定的触点固定在与绝缘套挡环

相匹配的位置；待密封绝缘胶固化后，安装压线螺钉；

屏蔽套为套装在电机定子与电机转子之间的薄壁圆筒，其内腔直径与电机转子为间隙

配合，其外径与电机定子内腔为间隙配合；其前后两端分别固定安装在泵头轴承总成和后

盖轴承总成上，与后盖轴承总成连接的一端带有温度补偿波纹；

电机转子由转子轴及缠绕在其中部的圆柱状绕组或安装在其中部的圆柱状鼠笼构成，

两端分别设置与泵头轴承总成的轴承内圈或者轴瓦相匹配的轴颈以及安装叶轮的轴头和

后盖轴承的轴承内圈或者轴瓦相匹配的轴颈，电机转子外圆柱面与屏蔽套的腔体相匹配，

配合关系为间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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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头轴承总成由带凸台的法兰盘及在凸台轴心设置轴承孔形成的轴承体，并在轴承孔

内安装轴承构成，轴承为滚动轴承或者滑动轴承，在法兰盘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内腔台

阶孔上的沉头螺栓孔；在轴承体的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贯通的泵头输送液体平衡

孔；

后盖为带凸台的平盖，在凸台端面的轴线位置设置与后盖轴承总成相配合的沉孔，沉

孔心部位置设置凹槽为惰性液体平衡室，凸台的圆柱面设置密封槽；凸台端面惰性液体平

衡室到凸台边缘之间的位置设置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和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以及定位销

盲孔，平盖端面与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之一位置相对应的位置贯通设置惰性液体充装孔；

平盖环面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上的螺栓孔；

后盖轴承总成，是由圆柱体、过渡锥体及法兰盘同轴构成的轴承体，并在组合轴承体的

轴心位置设置轴承孔，在轴承孔内安装轴承，轴承为滚动轴承或者滑动轴承；在法兰盘一端

设置与后盖沉孔相匹配的凸台，凸台心部设置与后盖惰性液体平衡室相对应的输送液体平

衡室；凸台的边缘有安装压力平衡膜片的减薄环槽，将压力平衡膜片固定安装于后盖轴承

总成法兰盘凸台的减薄环槽；后盖轴承总成的圆柱体端部边缘有安装屏蔽套的减薄环槽，

将带温度补偿波纹一端的屏蔽套密封固定安装于后盖轴承总成的圆柱体端的减薄环槽；在

法兰盘上分别设置定位销孔和与后盖惰性液体平衡孔对应的惰性液体平衡孔，同时在法兰

盘前端面惰性液体平衡孔的位置设置与电机定子内腔贯通的惰性液体平衡槽，定位销孔与

相匹配的后盖凸台上的定位销盲孔对应匹配；在圆柱体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后盖输

送液体平衡孔；

压力平衡膜片是密封固定在后盖轴承总成输送液体平衡室上，与输送液体平衡室边缘

环槽相匹配的带圆环波纹的圆形膜片；

支座A和支座B为安装在泵体下部，支撑泵体的基座；

总安装过程：

首先，将输送液体出口管连接于电机壳体上的泵出口；将内径与电机壳体外径相同的

定子冷却套圆筒直接套装在电机壳体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上，或者将外径与电机壳体外径

相同的定子冷却套双片半圆弧板包覆在电机壳体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上后固定连接成圆

筒，再将定子冷却套圆筒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相

交部位，构成定子冷却室；在定子冷却套上固定安装与定子冷却室相通的定子冷却液入口

和定子冷却液出口，在定子冷却套与电机壳体间固定安装电机定子引线开孔护套；再将支

座A和支座B分别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环形凹槽泵头端和后盖端的外圆柱面上，支座A和支

座B支撑面保证在同一平面上；

然后，将3组电机引线组件的绝缘套分别从电机壳体内腔以过盈配合安装入电机引线

组件安装孔内；将电机引线一端导线端部与触点安装固定，另一端穿过绝缘套内孔和电机

壳体筒壁上的电机引线安装孔，移动触点至与绝缘套挡环相匹配的位置，然后充装密封绝

缘胶，将电机引线固定在电机引线安装孔中心位置，并将与电机引线固定的触点固定在与

绝缘套挡环相匹配的位置，待胶固化后，安装压线螺钉；

第三，先将定子线圈引线穿入簧片固定圈及簧片上的引线连接孔，再将簧片通过固定

螺钉安装在簧片固定圈上，并将簧片固定圈上的簧片沿轴向对准安装在电机壳体上的电机

引线组件触点，然后将簧片固定圈固定安装在电机定子朝向后盖端的凸台上，将定子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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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线端部与簧片固定连接；将电机定子以过盈配合关系安装进电机壳体的内腔，簧片固定

圈上的簧片借助簧片的弹性紧密贴紧触点；

第四，将压力平衡膜片固定安装于后盖轴承总成法兰盘凸台的减薄环槽上，将电机转

子朝向后盖一端上设置的，与后盖轴承总成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相匹配的轴

颈，安装进后盖轴承总成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内，将屏蔽套带有温度补偿波

纹的一端朝向后盖轴承总成方向套装进电机转子，将屏蔽套带有温度补偿波纹的一端，固

定安装在后盖轴承总成的圆柱体上的减薄环槽上；将连在一起的电机转子、屏蔽套、后盖轴

承总成和压力平衡膜片自电机壳体后盖端一同装进电机定子内腔，对齐后盖轴承总成法兰

盘上的定位销孔以及电机壳体中安装后盖轴承总成的台阶上的定位销盲孔，贯穿插入定位

销进行定位，后盖轴承总成法兰盘前端面的惰性液体平衡槽，贯通了电机定子内腔与屏蔽

套之间间隙；将屏蔽套无温度补偿波纹一端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中安装泵头轴承总成的台

阶孔的减薄环槽上；

第五，将泵头轴承总成的轴承的滚动轴承外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安装进泵头轴承总成

的轴承体的轴承孔内，然后将泵头轴承总成的轴承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套装

在电机转子另一端的轴颈，与此同时泵头轴承总成安装进电机壳体中安装泵头轴承总成的

台阶孔内，用轴承体固定螺栓固定在电机壳体内的台阶上，再将叶轮安装在电机转子叶轮

安装轴头上，用叶轮固定螺栓固定；

第六，将后盖的凸台上的密封槽内安装密封圈后，安装在电机壳体的后盖端面，后盖的

惰性液体平衡孔对应贯通后盖轴承总成的惰性液体平衡孔，后盖的定位销盲孔对应安装到

后盖轴承总成上相匹配的定位销上，用后盖螺栓套件将后盖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第七，将输送液体进口管连接于泵头上的泵入口，然后将泵头凸台的圆柱面上的密封

槽内安装密封圈，将泵头安装在电机壳体的泵头端面，蜗室出口位置与电机壳体上的泵出

口位置相对应，用泵头螺栓套件将泵头固定在电机壳体上；最后，从后盖上的惰性液体充装

孔充装惰性液体，充满后上紧密封螺钉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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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超高压屏蔽泵

一、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屏蔽泵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压超高压屏蔽泵。

二、技术背景

[0002] 屏蔽泵，是把泵和电机作为一个整体制造，泵的叶轮和电动机的转子联为一体，利

用屏蔽套将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隔开。屏蔽泵突出特点为无轴封结构，输送液体与外界采用

静密封，可以做到完全无泄漏，因而屏蔽泵特别适用于输送易燃、易爆、腐蚀性强、贵重、含

有放射性和具有剧毒的液体。屏蔽泵中的屏蔽套为其核心零件之一，随着液体输送压力升

高，传统方法是增加屏蔽套的厚度来保证其强度，但是对于高压超高压液体，若采用传统方

法会使电机效率严重下降，因此目前屏蔽泵只适用于低中压液体。中国知识产权局2017年8

月22日公布的，申请公布号为CN107084159A，名称为“一种外循环屏蔽泵”的发明专利，针对

利用输送液体通过屏蔽套与电机转子之间间隙冷却电机时，需要将冷却电机的输送液体排

空而浪费输送液体和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发明了一种在电机转子远离泵壳端安装副叶

轮，将冷却电机的输送液体经过连接泵入口与电机转子和屏蔽套之间间隙的外循环管送回

泵入口的技术方案，但依然没解决屏蔽套壁厚随着液体输送压力的升高而加厚的问题。中

国知识产权局2010年6月16日授权的，授权公告号为CN101359849B，名称为“高压超高压介

质环境屏蔽电机”的发明专利，具有屏蔽套不因高压超高压介质压力而引起应力的优点，为

组合创新高压超高压屏蔽泵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该专利技术有着屏蔽套和压力平衡膜

片采用O型圈密封，密封不可靠；屏蔽套和压力平衡膜片结构上无法消除因惰性液体充装温

度与工作温度差产生惰性液体体积胀缩，易使屏蔽套和压力平衡膜片因热应力而破坏；电

机定子引线连接困难，不便于安装和维修等缺陷，因此制约了该技术在组合创新高压超高

压屏蔽泵中的实施。

三、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屏蔽泵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高压超高压屏蔽

泵。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由泵头、叶轮、电机壳体、电机定子、电机引线组件、屏蔽套、

电机转子、泵头轴承总成、后盖、后盖轴承总成、压力平衡膜片、支座A、支座B构成。

[0005] 泵头为带凸台的平盖，在平盖的轴心设置通孔为泵入口，在凸台端面轴心部位设

置与叶轮相匹配的泵蜗室，在泵蜗室径向的凸台圆柱面上设置蜗室出口，在凸台的圆柱面

底部设置密封槽，平盖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上的螺栓孔。

[0006] 电机壳体，是在内腔设置安装电机定子、簧片固定圈、泵头轴承总成、泵头、后盖轴

承总成及后盖相匹配的台阶孔的腔体；在固定泵头轴承总成的台阶上设置与其匹配的螺纹

孔，在台阶近内腔边缘设置安装屏蔽套的减薄环槽；在固定后盖轴承总成的台阶上设置与

其定位销孔匹配的定位销盲孔；在电机壳体的两端分别设置与泵头平盖螺栓孔和后盖平盖

螺栓孔相匹配的螺纹孔；在电机壳体的外圆柱面的中间位置设置环形凹槽，其上密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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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定子冷却套构成定子冷却室，定子冷却套为内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整

体圆筒或者为外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双片半圆弧板；在安装簧片固定圈的

对应位置的电机壳体壁上，设置3个安装电机引线组件的孔，在定子冷却套与电机壳体之间

固定安装电机定子引线开孔护套；在泵头的蜗室出口的对应位置的电机壳体上设置泵出

口。

[0007] 电机定子由定子铁心和绕组线圈构成，缠有绕组的电机定子形状为两端具有凸台

的圆筒体，带绕组筒体内腔与屏蔽套外圆柱面相匹配，配合关系为间隙配合，带绕组筒体外

圆与电机壳体内孔为过盈配合，朝向后盖一端凸台的外圆柱与簧片固定圈的内孔固定连

接。

[0008] 3组电机引线组件分别由簧片固定圈、簧片、固定螺钉、压线螺钉、电机引线、密封

绝缘胶、绝缘套、触点构成；簧片固定圈是用绝缘材料制作的环形体，簧片固定圈厚度及内

孔与电机定子朝向后盖一端凸台的长度及外圆相匹配，其外圆与电机壳体内腔相匹配；在

簧片固定圈外圆设置与3组电机引线组件安装孔相对应的簧片固定槽，簧片固定槽底面上

设置有螺钉孔和定子线圈引线通过孔；簧片为U字形，U字形簧片一端设置匹配固定螺钉的

螺纹孔和定子线圈引线连接孔，用固定螺钉穿过簧片固定圈上设置的螺钉孔，旋进簧片的

螺纹孔，将簧片固定在簧片固定圈上，定子线圈引线插入簧片固定槽底面上的定子线圈引

线通过孔，和簧片上的定子线圈引线连接孔内，并固定在簧片上，定子线圈引线将电机定子

线圈与簧片连通，U字形簧片另一端借助簧片的弹性在安装后紧密贴紧触点；绝缘套为绝缘

材料做成的一端带有挡环的圆套，将圆套无挡环的一端从电机壳体内腔以过盈配合安装入

电机引线组件安装孔内，触点的位置与绝缘套挡环相匹配，电机引线一端穿过电机引线组

件安装孔及绝缘套后与触点固定连接，另一端为三相电源连接端；然后充装密封绝缘胶将3

组电机引线固定在电机引线安装孔中心位置，也将与电机引线固定的触点固定在与绝缘套

挡环相匹配的位置；待密封绝缘胶固化后，安装压线螺钉。

[0009] 屏蔽套为套装在电机定子与电机转子之间的薄壁圆筒，其内腔直径与电机转子为

间隙配合，其外径与电机定子内腔为间隙配合；其前后两端分别固定安装在泵头轴承总成

和后盖轴承总成上，与后盖轴承总成连接的一端带有温度补偿波纹。

[0010] 电机转子由转子轴及缠绕在其中部的圆柱状绕组或安装在其中部的圆柱状鼠笼

构成，两端分别设置与泵头轴承总成的轴承内圈或者轴瓦相匹配的轴颈以及安装叶轮的轴

头和后盖轴承的轴承内圈或者轴瓦相匹配的轴颈，电机转子外圆柱面与屏蔽套的腔体相匹

配，配合关系为间隙配合。

[0011] 泵头轴承总成由带凸台的法兰盘及在凸台轴心设置轴承孔形成的轴承体，并在轴

承孔内安装轴承构成，轴承为滚动轴承或者滑动轴承，在法兰盘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内

腔台阶孔上的沉头螺栓孔；在轴承体的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贯通的泵头输送液体平

衡孔。

[0012] 后盖为带凸台的平盖，在凸台端面的轴线位置设置与后盖轴承总成相配合的沉

孔，沉孔心部位置设置凹槽为惰性液体平衡室，凸台的圆柱面设置密封槽；凸台端面惰性液

体平衡室到凸台边缘之间的位置设置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和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以及定

位销盲孔，平盖端面与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之一位置相对应的位置贯通设置惰性液体充装

孔；平盖环面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上的螺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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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后盖轴承总成，是由圆柱体、过渡锥体及法兰盘同轴构成的轴承体，并在组合轴承

体的轴心位置设置轴承孔，在轴承孔内安装轴承，轴承为滚动轴承或者滑动轴承；在法兰盘

一端设置与后盖沉孔相匹配的凸台，凸台心部设置与后盖惰性液体平衡室相对应的输送液

体平衡室；凸台的边缘有安装压力平衡膜片的减薄环槽，将压力平衡膜片固定安装于后盖

轴承总成法兰盘凸台的减薄环槽；后盖轴承总成的圆柱体端部边缘有安装屏蔽套的减薄环

槽，将带温度补偿波纹一端的屏蔽套密封固定安装于后盖轴承总成的圆柱体端的减薄环

槽；在法兰盘上分别设置定位销孔和与后盖惰性液体平衡孔对应的惰性液体平衡孔，同时

在法兰盘前端面惰性液体平衡孔的位置设置与电机定子内腔贯通的惰性液体平衡槽，定位

销孔与相匹配的后盖凸台上的定位销盲孔对应匹配；在圆柱体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

后盖输送液体平衡孔。

[0014] 压力平衡膜片是密封固定在后盖轴承总成输送液体平衡室上，与输送液体平衡室

边缘环槽相匹配的带圆环波纹的圆形膜片。

[0015] 支座A和支座B为安装在泵体下部，支撑泵体的基座。

[0016] 总安装过程：

[0017] 首先，将输送液体出口管连接于电机壳体上的泵出口；将内径与电机壳体外径相

同的定子冷却套圆筒直接套装在电机壳体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上，或者将外径与电机壳体

外径相同的定子冷却套双片半圆弧板包覆在电机壳体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上后固定连接

成圆筒，再将定子冷却套圆筒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与电机壳体外圆柱

面相交部位，构成定子冷却室；在定子冷却套上固定安装与定子冷却室相通的定子冷却液

入口和定子冷却液出口，在定子冷却套与电机壳体间固定安装电机定子引线开孔护套；再

将支座A和支座B分别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环形凹槽泵头端和后盖端的外圆柱面上，支座A

和支座B支撑面保证在同一平面上。

[0018] 然后，将3组电机引线组件的绝缘套分别从电机壳体内腔以过盈配合安装入电机

引线组件安装孔内；将电机引线一端导线端部与触点安装固定，另一端穿过绝缘套内孔和

电机壳体筒壁上的电机引线安装孔，移动触点至与绝缘套挡环相匹配的位置，然后充装密

封绝缘胶，将电机引线固定在电机引线安装孔中心位置，并将与电机引线固定的触点固定

在与绝缘套挡环相匹配的位置，待胶固化后，安装压线螺钉。

[0019] 第三，先将定子线圈引线穿入簧片固定圈及簧片上的引线连接孔，再将簧片通过

固定螺钉安装在簧片固定圈上，并将簧片固定圈上的簧片沿轴向对准安装在电机壳体上的

电机引线组件触点，然后将簧片固定圈固定安装在电机定子朝向后盖端的凸台上，将定子

线圈引线端部与簧片固定连接；将电机定子以过盈配合关系安装进电机壳体的内腔，簧片

固定圈上的簧片借助簧片的弹性紧密贴紧触点。

[0020] 第四，将压力平衡膜片固定安装于后盖轴承总成法兰盘凸台的减薄环槽上，将电

机转子朝向后盖一端上设置的，与后盖轴承总成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相匹配

的轴颈，安装进后盖轴承总成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内，将屏蔽套带有温度补

偿波纹的一端朝向后盖轴承总成方向套装进电机转子，将屏蔽套带有温度补偿波纹的一

端，固定安装在后盖轴承总成的圆柱体上的减薄环槽上；将连在一起的电机转子、屏蔽套、

后盖轴承总成和压力平衡膜片自电机壳体后盖端一同装进电机定子内腔，对齐后盖轴承总

成法兰盘上的定位销孔以及电机壳体中安装后盖轴承总成的台阶上的定位销盲孔，贯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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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位销进行定位，后盖轴承总成法兰盘前端面的惰性液体平衡槽，贯通了电机定子内腔

与屏蔽套之间间隙；将屏蔽套无温度补偿波纹一端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中安装泵头轴承总

成的台阶孔的减薄环槽上。

[0021] 第五，将泵头轴承总成的轴承的滚动轴承外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安装进泵头轴承

总成的轴承体的轴承孔内，然后将泵头轴承总成的轴承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

套装在电机转子另一端的轴颈，与此同时泵头轴承总成安装进电机壳体中安装泵头轴承总

成的台阶孔内，用轴承体固定螺栓固定在电机壳体内的台阶上，再将叶轮安装在电机转子

叶轮安装轴头上，用叶轮固定螺栓固定。

[0022] 第六，将后盖的凸台上的密封槽内安装密封圈后，安装在电机壳体的后盖端面，后

盖的惰性液体平衡孔对应贯通后盖轴承总成的惰性液体平衡孔，后盖的定位销盲孔对应安

装到后盖轴承总成上相匹配的定位销上，用后盖螺栓套件将后盖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0023] 第七，将输送液体进口管连接于泵头上的泵入口，然后将泵头凸台的圆柱面上的

密封槽内安装密封圈，将泵头安装在电机壳体的泵头端面，蜗室出口位置与电机壳体上的

泵出口位置相对应，用泵头螺栓套件将泵头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0024] 最后，从后盖上的惰性液体充装孔充装惰性液体，充满后上紧密封螺钉完成安装。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既克服了现有屏蔽泵随着输送液体压力升高而电机屏蔽套

加厚，导致电机效率降低，无法用于高压超高压输送液体的缺点，同时又克服了涉及到的已

有相关构件“高压超高压介质环境屏蔽电机”专利的屏蔽套和压力平衡膜片密封不可靠，屏

蔽套和压力平衡膜片易因热应力而破坏，电机定子引线连接困难等缺点，使得高压超高压

屏蔽泵密封可靠，屏蔽套不受惰性液体热胀冷缩影响，安装维修方便，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四、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的剖视图；

[0027] 图2为泵头结构示意图主视图的剖视图；

[0028] 图3为泵头结构示意图的俯视图；

[0029] 图4为泵头轴承总成结构示意图的剖视图；

[0030] 图5为后盖轴承总成结构示意图的剖视图；

[0031] 图6为图1中I的局部放大图；

[0032] 图7为图1中II的局部放大图；

[0033] 图8为图1中III的局部放大图；

[0034] 图9为图1中IV的局部放大图。

[0035] 附图标记：

[0036] 1、屏蔽套1-1、后盖屏蔽套焊缝1-2、泵头屏蔽套焊缝2、电机转子3、电机定子3-1、

电机引线组件3-1-1、压线螺钉3-1-2、电机引线3-1-3、密封绝缘胶3-1-4、绝缘套3-1-5、触

点3-1-6、簧片3-1-7、固定螺钉3-1-8、簧片固定圈3-2、定子线圈3-3、定子线圈引线4、电机

壳体4-1、定子冷却套4-2、定子冷却液出口4-3、定子冷却液入口4-4、泵出口4-5、引线开孔

护套5、泵头轴承总成5-1、轴承体5-2、轴承5-3、泵头输送液体平衡孔5-4、螺栓孔5-5、轴承

体固定螺栓6、泵头6-1、泵入口6-2、蜗室出口6-3、密封圈6-4、泵头螺栓套件6-5、泵蜗室7、

叶轮7-1、叶轮固定螺栓8、后盖8-1、惰性液体充装孔8-2、密封螺钉8-3、密封圈8-4、后盖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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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套件8-5、惰性液体平衡室8-6、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7、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9、压力平

衡膜片9-1、压力平衡膜片焊缝10、后盖轴承总成10-1、后盖轴承体10-2、输送液体平衡室

10-3、惰性液体平衡孔10-4、后盖输送液体平衡孔10-5、轴承10-6、惰性液体平衡槽10-7、定

位销孔10-8、定位销11-1、支座A  11-2、支座B。

五、具体实施方式

[0037] 结合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本发明由泵头6、叶轮7、电机壳体4、电机定子3、电机引线组件3-1、屏蔽套

1、电机转子2、泵头轴承总成5、后盖8、后盖轴承总成10、压力平衡膜片9、支座A  11-1、支座B 

11-2构成。

[0039] 如图2、图3所示，泵头6为带凸台的平盖，选用S30408不锈钢锻件，在平盖的轴心设

置通孔为泵入口6-1，在凸台端面轴心部位设置与叶轮7相匹配的泵蜗室6-5，在泵蜗室6-5

径向的凸台圆柱面上设置蜗室出口6-2，在凸台的圆柱面底部设置2道密封槽，平盖上均布

安装在电机壳体4上的6个螺栓孔。

[0040] 电机壳体4，选用20Mn锻件，是在内腔设置安装电机定子3、簧片固定圈3-1-8、泵头

轴承总成5、泵头6、后盖8及后盖轴承总成10相匹配的台阶孔的腔体；在固定泵头轴承总成5

的台阶上设置4个与泵头轴承总成5螺栓孔5-4匹配的螺纹孔，台阶近内腔边缘设置安装屏

蔽套1的减薄环槽；在固定后盖轴承总成10的台阶上设置与后盖轴承总成10定位销孔10-7

匹配的定位销盲孔；在电机壳体4的两端分别设置与泵头6平盖和后盖8平盖相匹配的内孔

及螺纹孔；在电机壳体4的外圆柱面的中间位置设置环形凹槽，与套装在环形凹槽上的内直

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定子冷却套4-1一起构成定子冷却室，或者与包覆在环

形凹槽上并固定连接成一体的外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定子冷却套4-1双片

半圆弧板一起构成定子冷却室；在安装簧片固定圈3-1-8的对应位置的电机壳体4壁上，设

置3个安装电机引线组件3-1的孔，在定子冷却套4-1与电机壳体4之间固定安装电机定子引

线开孔护套4-5；在泵头6蜗室出口6-2的对应位置的电机壳体4上设置泵出口4-4。

[0041] 电机定子3由定子铁心和绕组线圈构成，定子铁心选用硅钢片叠合而成，绕组为紫

铜漆包线缠绕而成，缠有绕组的电机定子形状为两端具有凸台的圆筒体，带绕组筒体内腔

与屏蔽套1外圆柱面相匹配，配合关系为间隙配合，带绕组筒体外圆与电机壳体内孔为过盈

配合；朝向后盖端一端凸台的外圆柱与簧片固定圈3-1-8的内孔通过粘接剂固定连接。

[0042] 如图6所示，3组电机引线组件3-1分别由簧片固定圈3-1-8、簧片3-1-6、固定螺钉

3-1-7、压线螺钉3-1-1、电机引线3-1-2、密封绝缘胶3-1-3、绝缘套3-1-4、触点3-1-5构成；

簧片固定圈3-1-8是用酚醛树脂制作的环形体，簧片固定圈3-1-8厚度及内孔与电机定子3

朝向后盖一端凸台的长度及外圆相匹配，其外圆与电机壳体4内腔相匹配；在簧片固定圈3-

1-8外圆设置3个与电机壳体4上的3组电机引线组件3-1安装孔相对应的长方体簧片固定

槽，簧片固定槽底面上设置有螺钉孔和定子线圈引线通过孔；簧片3-1-6为U字形，采用磷青

铜片制作，U字形簧片3-1-6的一端设置匹配固定螺钉3-1-7的螺纹孔和定子线圈引线3-3连

接孔，3个定子线圈引线3-3顺序插入簧片固定槽底面上的定子线圈引线通过孔和簧片3-1-

6上的定子线圈引线连接孔内，并将端部锡焊焊接固定在簧片3-1-6上，用固定螺钉3-1-7穿

过簧片固定圈3-1-8底面上设置的螺钉孔，旋进簧片3-1-6的螺纹孔，将簧片3-1-6固定在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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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固定圈3-1-8上，定子线圈引线3-3将定子线圈3-2与簧片3-1-6连通，U字形簧片3-1-6的

另一端借助簧片3-1-6的弹性在安装后紧密贴紧触点3-1-5，能够保证稳定的传导电流；绝

缘套3-1-4为酚醛树脂做成的一端带有挡环的圆套，将圆套无挡环的一端从电机壳体4内腔

以过盈配合安装入电机引线组件3-1安装孔内，移动触点3-1-5的位置与绝缘套3-1-4挡环

相匹配，电机引线3-1-2一端穿过电机引线组件3-1安装孔及绝缘套3-1-4内孔与触点3-1-5

锡焊焊接固定，另一端为三相电源连接端；然后充装密封绝缘胶3-1-3将电机引线3-1-2固

定在电机引线安装孔中心位置，也将与电机引线3-1-2固定的触点3-1-5固定在与绝缘套3-

1-4挡环相匹配的位置；密封绝缘胶3-1-3为环氧树脂胶，待绝缘胶3-1-3固化后，安装压线

螺钉3-1-1；电机引线组件3-1既能保证稳定的传输电流，又能保证与电机壳体绝缘，防止短

路。

[0043] 如图1、图7、图9所示，屏蔽套1为套装在电机定子3与电机转子2之间的薄壁圆筒，

选用厚度0.15或0.2mm的S31603不锈钢薄板制作，其内腔直径与电机转子2为间隙配合，其

外径与电机定子3内腔为间隙配合，在保证安装和运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保证

磁力传动；其前后两端通过氩弧焊焊接分别安装在泵头轴承总成5和后盖轴承总成10的减

薄环槽上，完整的环形焊缝与屏蔽套1和压力平衡膜片9一同将电机转子和电机定子内腔隔

离开，也将惰性液体和输送液体隔离开；与后盖轴承总成10连接的一端带有温度补偿段波

纹，以抵消屏蔽套1因温度变化产生热胀冷缩而引起的温差应力。

[0044] 电机转子2由转子轴及缠绕在其中部的柱状绕组或安装在其中部的柱状鼠笼构

成，转子轴材料为S30408，两端分别设置与泵头轴承总成5的轴承5-2内圈或者轴瓦相匹配

的轴颈及安装叶轮7的轴头和后盖轴承总成10的轴承10-5内圈或者轴瓦相匹配的轴颈，电

机转子2中部外圆柱面与屏蔽套1的腔体相匹配，配合关系为间隙配合；电机转子涂有耐蚀

涂层。

[0045] 泵头轴承总成由带凸台的法兰盘及在凸台轴心设置轴承孔形成的轴承体，并在轴

承孔内安装轴承构成，轴承为滚动轴承或者滑动轴承，在法兰盘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内

腔台阶孔上的沉头螺栓孔；在轴承体的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贯通的泵头输送液体平

衡孔；

[0046] 如图4所示，泵头轴承总成5由带凸台的法兰盘及在凸台轴心设置轴承孔形成的轴

承体，并安装在轴承孔内的轴承5-2构成，轴承5-2为滚动轴承或者滑动轴承，材料为耐腐蚀

合金，轴承体材料选用S30408不锈钢锻件；若轴承5-2选用滚动轴承，则滚动轴承外圈以过

盈配合嵌入轴承孔内安装固定；若轴承5-2选用滑动轴承，则滑动轴承轴瓦以过盈配合嵌入

轴承孔内安装固定；在法兰盘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内腔台阶孔上的4个沉头螺栓孔5-4；

在轴承体5-1的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4个贯通的泵头输送液体平衡孔5-3。

[0047] 后盖8为带凸台的平盖，选用20Mn锻件，在凸台端面的轴线位置设置与后盖轴承总

成10相配合的沉孔，沉孔心部位置设置凹槽为惰性液体平衡室8-5，惰性液体平衡室8-5的

大小应满足因惰性液体温度低于充装温度时而冷缩的收缩量，凸台的圆柱面设置2道密封

槽；凸台端面惰性液体平衡室8-5到凸台边缘之间的位置设置4对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

和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7以及2个定位销盲孔，平盖端面与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之一

位置相对应的位置贯通设置1个惰性液体充装孔8-1；平盖上均布安装在电机壳体4上的6个

螺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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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如图5所示，后盖轴承总成10，是由圆柱体、过渡锥体及法兰盘同轴构成的轴承体，

并在组合轴承体的轴心位置设置轴承孔，在轴承孔内安装轴承10-5构成，轴承10-5为滚动

轴承或者滑动轴承；材料为耐腐蚀合金，轴承体材料选用S30408不锈钢锻件；若轴承10-5选

用滚动轴承，则滚动轴承外圈以过盈配合嵌入轴承孔内安装固定；若轴承10-5选用滑动轴

承，则滑动轴承轴瓦以过盈配合嵌入轴承孔内安装固定；在法兰盘一端设置与后盖沉孔相

匹配的凸台，凸台心部设置输送液体平衡室10-2，输送液体平衡室10-2的大小应满足因惰

性液体温度高于充装温度时而热胀的膨胀量；凸台的边缘有安装压力平衡膜片9的减薄环

槽，以便将压力平衡膜片9边缘焊接在输送液体平衡室10-2的边缘，焊缝同时具有固定和密

封的功能，将压力平衡膜片9两侧的输送液体与惰性液体隔离开；后盖轴承总成10的圆柱体

端部边缘有与屏蔽套1焊接的减薄环槽，以便将屏蔽套1带温度补偿波纹的一端边缘焊接在

后盖轴承总成10的圆柱体侧面上，焊缝同时具有固定和密封的功能，将环绕电机转子2的输

送液体与电机定子3内腔和屏蔽套1之间的惰性液体隔离开；在法兰盘上分别设置2个定位

销孔10-7和4个与后盖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相匹配的惰性液体平衡孔10-3，同时在法兰

盘前端面惰性液体平衡孔10-3的位置设置与电机定子内腔贯通的惰性液体平衡槽10-6，可

使惰性液体根据压力变化在惰性液体平衡室8-5及电机定子3内腔和屏蔽套1之间缝隙快速

流动从而平衡压力；法兰盘上定位销孔10-7与相匹配的后盖8凸台上的定位销盲孔对应匹

配；在圆柱体端面轴承孔外缘沿轴线设置4个后盖输送液体平衡孔10-4。

[0049] 如图1、图8所示，压力平衡膜片9是与输送液体平衡室10-2边缘环槽相匹配的带圆

环波纹的圆形膜片，选用厚度0.15或0.2mm的S31603不锈钢薄片制作；压力平衡膜片9的边

缘通过氩弧焊焊接固定在输送液体平衡室10-2边缘减薄环槽上，压力平衡膜片9及完整的

环形焊缝与屏蔽套1一同将电机转子和电机定子内腔隔离开，也将惰性液体和输送液体隔

离开；压力平衡膜片9上的圆圈波纹以其变形来平衡压力平衡膜片9两侧的输送液体和惰性

液体压力变化，同时压力平衡膜片9上的圆圈波纹的正反最大形变应满足惰性液体温度高

于或低于其充装温度时而产生的热胀冷缩变形量。

[0050] 定子冷却套4-1采用Q345R材料，为内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圆筒，

或者为外直径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直径相同的双片半圆弧板。

[0051] 总安装过程：

[0052] 首先，将输送液体出口管焊接连接固定于泵出口4-4；将内径与电机壳体4外径相

同的定子冷却套4-1圆筒直接套装在电机壳体4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上，或者将外径与电机

壳体4外径相同的定子冷却套4-1双片半圆弧板包覆在电机壳体4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上

后，通过焊接固定连接成圆筒，再将定子冷却套4-1圆筒通过焊接密封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

4外圆柱上的环形凹槽与电机壳体外圆柱面相交部位，构成定子冷却室；在定子冷却套4-1

上焊接安装与定子冷却室相通的定子冷却液入口4-3和定子冷却液出口4-2及电机定子引

线开孔护套4-5；再将前支座A  11-1和后支座B  11-2分别焊接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4环形凹

槽前后两端的外圆柱面上，两支座支撑面保证在同一平面上。

[0053] 然后，将3组电机引线组件3-1的绝缘套3-1-4从电机壳体4内腔侧以过盈配合安装

入电机引线组件安装孔，将电机引线3-1-2一端导线端部锡焊焊接在触点3-1-5上，另一端

穿过绝缘套3-1-4内孔和电机壳体4筒壁上的电机引线安装孔，移动触点3-1-5到与绝缘套

3-1-4挡环位置相匹配的位置，充装密封绝缘胶3-1-3，将电机引线3-1-2固定在电机引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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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孔中心位置，将与电机引线3-1-2固定连接的触点3-1-5固定在与绝缘套3-1-4挡环相匹

配的位置，从而将电机引线3-1-2与电机壳体4绝缘隔离开，待胶固化后，安装压线螺钉3-1-

1。

[0054] 第三，先将定子线圈引线3-3穿入簧片固定圈3-1-8及簧片3-1-6上的引线连接孔，

再将簧片3-1-6通过固定螺钉3-1-7安装在簧片固定圈3-1-8上，并将簧片固定圈3-1-8上的

簧片沿轴向对准安装在电机壳体4上的电机引线组件3-1触点3-1-5，然后将簧片固定圈3-

1-8通过粘接剂固定安装在电机定子3朝向后盖8端的凸台上，将定子线圈引线3-3端部与簧

片3-1-6通过焊锡固定连接；电机定子3以过盈配合关系安装进电机壳体4的内腔，簧片固定

圈3-1-8上的簧片3-1-6借助簧片3-1-6的弹性紧密贴紧触点3-1-5。

[0055] 第四，将压力平衡膜片9边缘通过氩弧焊固定安装于后盖轴承总成10法兰盘凸台

的减薄环槽上，将电机转子2朝向后盖8端上设置的，与后盖轴承总成10的轴承10-5的滚动

轴承内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相匹配的轴颈，安装进后盖轴承总成10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滑

动轴承轴瓦内，将屏蔽套1带有温度补偿波纹的一端朝向后盖轴承总成10方向套装进电机

转子2，将屏蔽套1带有温度补偿波纹的一端，通过氩弧焊固定安装在后盖轴承总成10的圆

柱体上的减薄环槽上；将连成一体的电机转子2、屏蔽套1、后盖轴承总成10和压力平衡膜片

9自电机壳体4后盖端一同装进电机定子3内腔，对齐后盖轴承总成10法兰盘上的定位销孔

10-7以及电机壳体4中安装后盖轴承总成10的台阶上的定位销盲孔，贯穿插入定位销10-8

进行定位，后盖轴承总成10法兰盘前端面的惰性液体平衡槽10-6贯通了电机定子内腔；将

屏蔽套1无温度补偿波纹一端通过氩弧焊固定安装在电机壳体4中安装泵头轴承总成5的台

阶孔的减薄环槽上。

[0056] 第五，将泵头轴承总成5的轴承5-2的滚动轴承外圈或者滑动轴承轴瓦安装进泵头

轴承总成5的轴承体5-1的轴承孔内，然后将泵头轴承总成5的轴承5-2的滚动轴承内圈或者

滑动轴承轴瓦套装在电机转子2另一端的轴颈，与此同时泵头轴承总成5安装进电机壳体4

中安装泵头轴承总成5的台阶孔内，用S30408不锈钢轴承体固定螺栓5-5固定在电机壳体4

内的台阶上，再将S30408不锈钢叶轮7安装在电机转子2叶轮安装轴头上，用S30408不锈钢

叶轮固定螺栓7-1固定。

[0057] 第六，将后盖8的凸台上的密封槽内安装密封圈8-3后，安装在电机壳体4的后盖端

面，后盖8的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对应贯通后盖轴承总成10的惰性液体平衡孔10-3，后

盖8的定位销盲孔对应安装到后盖轴承总成10上相匹配的定位销10-8上，用后盖螺栓套件

8-4将后盖8固定在电机壳体4上，密封圈8-3为O形圈，后盖螺栓套件8-4材质为高强优质合

金钢35CrMoA。

[0058] 第七，将输送液体进口管焊接连接固定于泵头6上的泵入口6-1，泵头6的凸台圆柱

面上的密封槽内安装密封圈6-3后，安装在电机壳体4的泵头端面，蜗室出口6-2位置与电机

壳体4上的泵出口4-4位置相对应，用泵头螺栓套件6-4将泵头6固定在电机壳体4上，密封圈

6-3为O形圈，泵头螺栓套件6-4材质为高强优质合金钢35CrMoA。最后，从后盖8上的惰性液

体充装孔8-1充装惰性液体，充满后上紧密封螺钉8-2完成安装。

[0059] 输送液体与惰性液体间的平衡过程：

[0060] 当输送液体刚进入泵头6时或输送液体压力变化时，为了使压力平衡膜片9迅速动

作，并且使泵头轴承总成5中选用滑动轴承或者滚动轴承的轴承5-2和后盖轴承总成10中选

说　明　书 8/9 页

12

CN 109737072 A

12



用滑动轴承或者滚动轴承的轴承10-5的两端压力迅速平衡而不受冲击，在泵头轴承总成5

和后盖轴承总成10上设计有从泵入口6-1经电机转子2与屏蔽套1之间间隙到输送液体平衡

室10-2的泵头输送液体平衡孔5-3和后盖输送液体平衡孔10-4。

[0061] 从泵入口6-1到输送液体平衡室10-2快速平衡通道，具体为：

[0062] 泵入口6-1→泵蜗室6-5→泵头输送液体平衡孔5-3→电机转子2与屏蔽套1之间间

隙→后盖输送液体平衡孔10-4→输送液体平衡室10-2。

[0063] 为保持屏蔽套1内外两侧压力平衡的迅速灵敏，在后盖8和后盖轴承总成10上设计

有贯通惰性液体平衡室8-5到电机定子3与屏蔽套1之间间隙的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7、轴

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惰性液体平衡孔10-3和惰性液体平衡槽10-6。

[0064] 从惰性输送液体平衡室8-5到电机定子3与屏蔽套1之间间隙的快速平衡通道，具

体为：

[0065] 惰性液体平衡室8-5→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7→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惰性

液体平衡孔10-3→惰性液体平衡槽10-6→电机定子3与屏蔽套1之间间隙。

[0066] 运行步骤：

[0067] 先将定子冷却套4-1的定子冷却液入口4-3和定子冷却液出口4-2与冷却液外循环

管路接通，让冷却液循环流动；再将电机引线3-1-2与控制电路接通，3组电机引线组件3-1

保证电机定子3与外部三相电源具有稳定的电路连接；再缓慢打开输送液体进口管阀门，当

带压或不带压的输送液体由输送液体进口管沿泵入口6-1进入泵蜗室6-5后，快速通过泵头

轴承总成5上设置的泵头输送液体平衡孔5-3进入电机转子2与屏蔽套1之间空隙内，再快速

通过后盖轴承总成10上设置的后盖输送液体平衡孔10-4进入输送液体平衡室10-2，可使泵

头轴承总成5和后盖轴承总成10的轴承两端迅速充满输送液体而不受冲击；随着输送液体

的进入，在电机转子2与屏蔽套1之间空隙内输送液体压力逐渐上升到与空隙外的输送液体

压力相等，不可压缩的惰性液体同时也在惰性液体平衡室8-5与电机定子3、屏蔽套1和电机

壳体4之间通过轴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6和径向惰性液体平衡孔8-7快速自由流动，实时平

衡屏蔽套1和压力平衡膜片9两侧的压力，达到屏蔽套1与压力平衡膜片9本身不受力的效

果，从而不需要增加屏蔽套1的厚度，提高了传动效率和使用寿命；电机转子2与屏蔽套1之

间空隙内充满输送液体后，打开输送液体出口管阀门，打开外部电源开关，电机定子3绕组

通电产生磁场，动力通过磁力场传递给电机转子2，电机转子2带动叶轮7转动进而开始泵出

输送液体；泵头轴承总成5和后盖轴承总成10为电机转子2和屏蔽套1提供稳定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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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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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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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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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8

CN 109737072 A

1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RA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