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80073615.X

(22)申请日 2015.11.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2956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2.01

(30)优先权数据

62/081,470 2014.11.18 US

62/088,333 2014.12.05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7.07.17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5/061136 2015.11.17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6/081487 EN 2016.05.26

(73)专利权人 能量回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72)发明人 D·D·安德森　C·V·德什潘德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

司 31100

代理人 顾峻峰

(51)Int.Cl.

E21B 43/26(2006.01)

F04F 13/00(2009.01)

审查员 马淑勤

 

(54)发明名称

用于液压压力交换系统的静压支承系统

(57)摘要

一种系统，包括：构造成在第一流体与第二

流体之间交换压力的液压传递系统，其中，第一

流体的压力高于第二流体的压力，液压传递系统

包括：套管；以同心的布置设置在套管内且具有

彼此相对设置的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的圆柱形

转子；第一端盖，第一端盖具有第一表面，第一表

面与圆柱形转子的第一端面交界；第二端盖，第

二端盖具有第二表面，第二表面与圆柱形转子的

第二端面交界；以及静压支承系统，静压支承系

统构造成利用压力高于第二流体的支承流体来

抵抗圆柱形转子的轴向位移、径向位移或轴向位

移和径向位移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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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系统，包括：

构造成在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交换压力的液压传递系统，其中，所述第一流体的

压力高于所述第二流体的压力，所述液压传递系统包括：

套管；

以同心的布置设置在所述套管内的圆柱形转子，其中，所述圆柱形转子构造成围绕旋

转轴线周向地旋转，且具有彼此相对设置的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

第一端盖，所述第一端盖具有第一表面，所述第一表面与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一

端面交界；

第二端盖，所述第二端盖具有第二表面，所述第二表面与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二

端面交界；以及

静压支承系统，所述静压支承系统构造成利用所述第一流体来抵抗所述圆柱形转子的

轴向位移和径向位移，其中，所述静压支承系统包括：

轴向静压支承系统，所述轴向静压支承系统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端盖或所述第二端盖

内的至少一个轴向静压轴承，且所述至少一个轴向静压轴承构造成利用所述第一流体的压

力将轴向力施加至所述第一端面或所述第二端面，以避免所述圆柱形转子与所述第一端盖

或所述第二端盖之间的接触；以及

径向静压支承系统，所述径向静压支承系统包括设置在所述套管内的至少一个径向静

压轴承，且所述至少一个径向静压轴承构造成利用所述第一流体的压力将径向力施加至所

述圆柱形转子的外侧方表面，以将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旋转轴线与所述液压传递系统的

中心轴线对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传递系统包括旋转等压压力交换

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传递系统包括液压涡轮增压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压裂系统，所述压裂系统具有所述液

压传递系统，其中，所述第一流体包括不含支撑剂的流体，而所述第二流体包括具有支撑剂

的压裂流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向静压支承系统构造为抵抗所述圆

柱形转子的轴向位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向静压支承系统包括形成于所述第

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所述第二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一端面、

以及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二端面中的至少一个中的凹口，所述凹口至少在轴向上相对

于所述圆柱形转子的纵向轴线延伸。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向静压支承系统包括形成于所述第

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所述第二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一端面、

以及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二端面中的至少两个中的凹口。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所述圆柱形转子、以及所述第一

端盖和所述第二端盖限定了用于供支承流体在其内流动的充压区，且其中，所述支承流体

一流入所述充压区，就从高压区域流至低压区域，以便于轴向和径向载荷的支承，所述高压

区域设置在所述套管与所述圆柱形转子的外侧方表面之间，所述低压区域分别设置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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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与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一端面之间以及所述第二端盖的所

述第二表面与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二端面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或所述第二

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包括沟槽，所述沟槽围绕所述旋转轴线周向延伸，以形成低压溢槽。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或所述第

二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包括至少一个通路，所述至少一个通路相对于所述旋转轴线沿径向

延伸且将所述低压区域流体联接至所述低压溢槽。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围绕所述旋转轴线延伸360度。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围绕所述旋转轴线部分地延伸。

13.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或所述第

二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包括沟槽，所述沟槽围绕所述旋转轴线周向地延伸且构造成接纳支

承流体，以提供所述第一端盖与所述圆柱形转子之间或所述第二端盖与所述圆柱形转子之

间的流体支承。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或所述第

二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包括至少一个附加沟槽，所述至少一个附加沟槽至少部分地围绕所

述旋转轴线周向地延伸，且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附加沟槽包括轴向静压轴承，且所述至少一

个附加沟槽相对于所述旋转轴线从所述沟槽径向偏置。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盖或所述第二端盖包括入口

以接纳所述第一流体，所述入口流体联接至设置在所述第一端盖或所述第二端盖内的第一

流体通道，且所述至少一个附加沟槽包括流体联接至所述第一流体通道部且设置在所述至

少一个附加沟槽内的出口，所述出口构造为将所述第一流体从所述至少一个附加沟槽排

出，以将所述轴向力施加至所述第一端面或所述第二端面。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径向静压支承系统构造为抵抗所述

圆柱形转子的径向位移。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径向静压支承系统包括设置在所述

套管内的至少一个径向轴承,所述至少一个径向轴承包括：设置在所述套管的外表面上且

构造为接纳所述第一流体的入口、流体联接至所述入口的第一流体通道、形成于所述套管

的内表面上的沟槽、以及设置在所述沟槽内且构造成排出所述第一流体以将径向力施加至

所述圆柱形转子的外侧方表面的出口。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静压支承系统包括形成于所述第一

端盖的所述第一表面、所述第二端盖的所述第二表面、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一端面、以

及所述圆柱形转子的所述第二端面中的至少一个中的凹口，所述凹口至少在轴向上相对于

所述圆柱形转子的纵向轴线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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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液压压力交换系统的静压支承系统

[0001] 这部分意在为读者介绍可能与以下所描述和/或限定的本发明的各方面相关的技

术的各方面。相信此讨论有助于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以便于更好理解本发明的各方面。因

此，应理解，这些陈述应以此而非作为对现有技术的认可来阅读。

技术领域

[0002] 本文中公开的主题涉及旋转设备，更具体地涉及用于旋转设备的轴向支承系统

(或称之为“轴承系统”)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诸如泵之类的旋转设备可处理各种流体。在某些应用中，轴向压力的不平衡(即两

个轴向面之间的平均压力的差异)可将显著的净力施加在旋转设备的旋转部件上。轴向力

还可由于旋转部件的重量而产生。可使用各种轴承以便于设备的旋转部件的旋转。然而，在

需要高压和/或困难环境的情况下，旋转设备可能需要附加的或增加的支承能力和功能。例

如，在某些情况下，带有不充分的支承能力的旋转设备可导致旋转部件与静止部件之间的

轴向接触，从而导致失速、磨损、应力，且可能减少设备的寿命并导致效率的损失。由此，可

能有益的是，提供带有以下特征的旋转设备，该设备提供了附加的支承能力，比如，附加的

载荷支承能力或附加的硬度。

附图说明

[0004] 当参考附图阅读以下的详细描述时，会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各种特征、方面和优

点，各附图中相同字符代表相同的部分，其中：

[0005] 图1是具有静压支承系统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

[0006] 图2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

[0007] 图3是带有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压裂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

[0008] 图4是示出为旋转等压压力交换器(IPX)系统的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实施

例的立体分解图；

[0009] 图5是在第一作业位置的旋转IPX的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0010] 图6是在第二作业位置的旋转IPX的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0011] 图7是在第三作业位置的旋转IPX的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0012] 图8是在第四作业位置的旋转IPX的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0013] 图9是旋转IPX的示意性剖视图；

[0014] 图10是不平衡位置中的旋转IPX的示意性剖视图；

[0015] 图11是具有径向和轴向轴承的旋转IPX的示意性剖视图；

[0016] 图12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示出了带有设置在充压区

域内的端盖凹口的静压支承系统；

[0017] 图13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示出了带有设置在充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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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转子凹口的静压支承系统；

[0018] 图14是具有轴向轴承的旋转IPX的端盖的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9] 图15是图14中的旋转IPX的端盖的实施例沿线15－15得到的剖视图；

[0020] 图16是图14中的轴向轴承的实施例在线16－16以内的剖视图；

[0021] 图17是具有径向轴承的图3中的旋转IPX的套管的立体图；

[0022] 图18是图17中的径向轴承的实施例在线18－18内的局部剖视图；

[0023] 图19是图17中的径向轴承的实施例在线19－19内的局部剖视图；

[0024] 图20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端盖的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示出了溢槽通

路和低压溢槽；

[0025] 图21是图20中的端盖的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示出了第一溢槽通路、第二溢槽通

路、以及局部低压溢槽环路；以及

[0026] 图22是图20中的端盖的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示出了溢槽通路、局部低压溢槽、以

及一个或多个低压溢槽端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描述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实施例。所描述的这些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

示例。此外，在提供这些示例性实施例的精确描述的努力中，可能不在说明书中描述实际实

施方式的所有特征。应理解，就像任何工程或设计项目那样，在任何这样的实际实施方式的

开发中，必须制定大量的具体实施决策，以达到开发者的具体目标，诸如符合在不同实施中

可能有变化的、相关系统和相关商业的限制。此外，应理解，这种开发工作可能是复杂且耗

时的，但对于能从本发明中受益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却是设计、制作和加工的常规任务。

[0028] 如以下详细论述的，本文中公开的各实施例总体涉及用于可在各种工业应用中使

用的旋转系统的系统和方法。本文中公开的旋转系统可包括静压支承系统，静压支承系统

构造为提供附加的支承能力，使得旋转系统提供足够的载荷容量，用于支承诸如转子之类

特定的旋转设备。实际上，在涉及高压或其他困难应用的特定的工业情形下，旋转系统的支

撑系统可能具有不充分的载荷容量或功能，以支承诸如转子之类的旋转设备。这种情形可

能导致转子失速，和/或支承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接触/摩擦，从而导致旋转设备的效率损

失、磨损、应力、和/或寿命减少。由此，本文中公开的实施例可提供旋转系统，旋转系统具有

静压支承系统，静压支承系统构造为处理附加的支承或载荷容量，从而可能例如提供附加

的轴向载荷容量和更大的硬度，用以支承诸如转子之类的旋转设备。特别地，静压支承系统

可用于具有更高压力的工业应用和/或更困难的应用中，比如用于等压压力交换器中。

[0029] 在某些实施例中，旋转系统可包括构造为处理各种流体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特

别地，液压能量传递系统可通过静压支承系统在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传递功和/或压

力，静压支承系统可用于便于设备的旋转部件的旋转。一般地，液压能量传递系统内的静压

支承系统可借助被引入转子与端盖(例如，转子的轴承(或称之为“支承部”)之间的流体源

(例如，高压支承流体(或称之为“轴承流体”))运行。流体源的高压可配置成将转子支承在

流体膜上，且可配置成便于旋转部件的旋转。特别地，当转子运动远离端盖时，转子与端盖

之间的轴向间隙区域可能增加。轴向间隙区域的增加允许高压流体溢出，从而减小作用在

转子上的压力。类似地，当在转子与端盖之间的轴向间隙区域较小时，在轴向支承区域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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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高压流体。

[0030] 静压支承系统可包括轴向支承区域内的一个或多个轴向间隙开口(例如，液压能

量传递系统的转子与端盖之间的接口)，这些开口有助于向液压能量传递系统提供附加的

支承能力和/或轴向载荷容量。轴向间隙开口可提供更大的静压支承恢复力，更大的静压支

承恢复力导致了更坚硬的静压支承系统，从而可能增加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总体轴向支承

能力。在某些实施例中，静压支承系统可包括通过一个或多个溢槽通路连接至液压能量传

递系统的低压区域的低压溢槽。

[0031] 液压能量传递系统可包括液压涡轮增压器或液压压力交换系统，诸如旋转等压压

力交换器(IPX)。在某些实施例中，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的容积的压力可能不完全均衡。因

而，在某些实施例中，IPX可能等压地运行，或IPX可能基本等压地运行(例如，其中，各压力

在彼此的约百分之+/-1、2、3、4、5、6、7、8、9或10之内均衡)。在某些实施例中，第一流体(例

如，压力交换流体、原动流体(motive  fluid)等)的第一压力可能大于第二流体(例如，腐蚀

性流体)的第二压力。例如，第一压力可为约5000kPa至25000kPa之间、20000kPa至50000kPa

之间、40000kPa至75000kPa之间、75000kPa至100000kPa之间或大于第二压力。因而，IPX可

用于将压力从较高压力下的第一流体(例如，压力交换流体、原动流体等)传递至较低压力

下的第二流体(例如，腐蚀性流体)。特别地，在运行中，液压能量传递系统可有助于阻碍或

限制工业应用(例如，泵)中的腐蚀性流体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接触。如以下详细描述的，通过

阻碍或限制泵与腐蚀性流体之间的接触，液压能量传递系统在增加了寿命/性能的同时减

少了各种工业应用中的各种高压泵的磨蚀/磨损。

[0032] 图1是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实施例的示意图。特别地，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液压

能量传递系统10(例如，液压涡轮增压器或IPX)可配置成将能量从第一流体传递至第二流

体。此外，在某些实施例中，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包括静压支承系统12，静压支承系统12

构造有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向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提供附加的支承能力和/或附加的轴

向载荷容量。

[0033] 在某些实施例中，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构造有旋转IPX  20，旋转IPX  20构造成

接纳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应注意到，在以下论述中可能参考各种方向(例如，轴向32、径向

146、以及周向148)。在某些实施例中，高压泵可构造成将第一流体以高压泵送至液压能量

传递系统10。例如，如所示的，第一流体可被提供到至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高压第一流体

入口14。此外，在某些实施例中，低压泵可构造成将第二流体以低压泵送至液压能量传递系

统10。例如，如所示的，第二流体可被提供到至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低压第二流体入口

16。在运行期间，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构造成在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传递压力。

[0034] 如本文中使用的，等压压力交换器(IPX)20可被总体限定为这样一种装置，该装置

在高压入口流与低压入口流之间以大于约50％、60％、70％或80％的效率传递流体压力而

不必使用离心技术。在本文中，高压指大于低压的压力。IPX  20的低压入口流可被加压并以

高压(例如，以大于低压入口流压力的压力)离开IPX，且高压入口流可被减压并以低压(例

如，以小于高压入口流压力的压力)离开IPX  20。此外，IPX  20可在各流体之间存在或不存

在流体分离件的情况下，通过高压流体直接施加力来加压低压流体而运行。可用于IPX的流

体分离件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活塞、囊体、隔膜等。在某些实施例中，等压压力交换器20可

为旋转装置。如以下相对于图5－8详细描述的，诸如由加利福尼亚州圣莱安德罗的能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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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那些旋转等压压力交换器(IPX)20，由于在装置内部经由转子相对

于端盖的相对运动实现有效的阀动作而可不具有任何单独的阀。旋转IPX  20可能设计成借

助内部活塞运行，以隔离各流体并传递压力，而相对地几乎不混合各入口流体流。往复运动

的IPX可能包括在气缸中前后运动的活塞，用于在各流体流之间传递压力。任何IPX或多个

IPX  20可用于所公开的实施例中，诸如但不限于，旋转IPX、往复运动IPX或其任何组合。此

外，IPX  20可设置在与流体处理系统的其它部件分离的滑车(skid)上，这在IPX  20被附加

至现有流体处理系统的情况下是所期望的。

[0035] 如上所述，在某些实施例中，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包括静压支承系统12，静压支

承系统12构造成有助于诸如转子44之类的旋转部件在系统内旋转。一般地，高压支承流体

可围绕周界被引入转子44的轴向中间平面18附近，在周界处，高压支承流体可循环至轴向

表面，在轴向表面处，高压支承流体有助于径向和轴向载荷支承。特别地，充压区域(plenum 

region)22包括IPX系统20的套管24的内壁、设置在IPX系统20内的转子44的外壁、以及套管

24与转子44之间的空隙26。在某些实施例中，充压区域22包括轴向支承区域28，轴向支承区

域28可以是转子44与端盖30之间的空隙26。被引入充压区域22中的高压支承流体可配置成

将转子44支承在流体膜上，且可配置成便于转子44的旋转。特别地，当转子44由于被高压支

承流体所引起的力而沿轴向32运动远离端盖30时，转子44与端盖30之间的轴向间隙区域34

可能增加。轴向间隙区域34的增加允许高压流体溢出，从而减小作用在转子44上的净力并

将轴向间隙区域34减小至更小的量。类似地，当在转子44与端盖30之间的轴向间隙区域34

较小时，在轴向支承区域28内积累高压流体，从而导致了会增加轴向间隙区域34的恢复力。

以此方式，静压轴承的各部件可一起工作，以产生硬转子，硬转子抵抗轴向位移且便于转子

44的稳定旋转。如相对于图12和20－22进一步描述的，在某些实施例中，静压支承系统12可

能包括附加的特征，这些特征为IPX系统20提供了附加的载荷支承能力，诸如附加的轴向载

荷容量。

[0036] 图2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沿线2－2的剖视示意图。特别地，所示的实施

例示出了沿轴向间隙区域34相对于端盖30的轴向表面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高压区域

36和低压区域38。例如，沿轴向间隙区域34的高压区域36可接近高压第一流体入口14和高

压第二流体出口40。此外，沿轴向间隙区域34的低压区域38可接近低压第一流体出口42和

低压第二流体入口16。由此，在某些实施例中，静压支承系统12的低压区域38可沿轴向间隙

区域34集中在低压第一流体出口42和低压第二流体入口16附近。如进一步关于图3所论述

的，在某些实施例中，静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用于压裂系统，以捕获和回收流体流中否则被

浪费的压力能量。

[0037] 图3是压裂系统46(例如，流体处理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压裂系统46可用于液

压能量传递系统10。在运行中，压裂系统46使得完井作业能够增加岩层中油气的释放。压裂

系统46可包括联接至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一个或多个第一流体泵48和一个或多个第二

流体泵50。如上所述，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包括液压涡轮增压器、旋转IPX、往复运动IPX

或其任何组合。此外，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设置在与压裂系统46的其它部件分离的滑车

上，这在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被附加至现有压裂系统46的情况下是所期望的。在运行中，液

压能量传递系统10在由第一流体泵48泵送的第一流体(例如，不含支撑剂的流体)与由第二

流体泵50泵送的第二流体(例如，包含支撑剂的流体或压裂流体)之间传递压力而基本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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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两者的混合。以此方式，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阻碍了或限制了对第一流体泵48(例如，高

压泵)的磨损，同时使得压裂系统46能够将高压压裂流体泵送入井52以释放油气。此外，由

于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构造为暴露至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故而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可由

能耐受在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中的腐蚀性和磨蚀性成分的材料制成。例如，液压能量传递

系统10可由金属基体(例如，Co、Cr或Ni或其任何组合)中的陶瓷(例如，氧化铝、诸如碳化

物、氧化物、氮化物或硼化物硬质相之类的金属陶瓷)制成，诸如是CoCr、Ni、NiCr或Co基体

中的碳化钨。

[0038] 现回到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IPX系统20还可在相对于图4－8的论述中被

进一步理解。图4是旋转IPX  20的实施例的分解图。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旋转IPX  20可包括

大致圆柱形本体部54，本体部54包括壳体56和转子44。旋转IPX  20还可包括两个端结构58

和60，端结构58和60分别包括歧管62和64。歧管62包括入口端口66和出口端口68，歧管64包

括入口端口70和出口端口72。例如，入口端口66可接收高压第一流体，出口端口68可用于引

导低压第一流体远离IPX  20。类似地，入口端口70可接收低压第二流体，出口端口72可用于

引导高压第二流体远离IPX  20。端结构58和60分别包括大致平坦的端板31、33(例如，端盖

30)，端板31、33分别设置在歧管62和64内且适于与转子44流体密封接触。转子44可为圆柱

形的且设置在壳体56内，且布置成围绕转子44的纵轴线74旋转。转子44可具有基本纵向地

延伸通过转子44的多个通路76，通路76在各端具有围绕纵轴线74对称布置的开口78和80。

转子44的开口78和80布置成用于与端板62和64以及入口孔82、86和出口孔84、88液压连通，

使得在旋转期间，开口78和80交替地将高压流体和低压流体液压地暴露至相应的歧管62和

64。歧管62和64的入口端口66、70和出口端口68、72在一个端元件58或60中形成至少一对高

压流体端口，并在相对的端元件58或60中形成至少一对低压流体端口。端板62和64、入口孔

82、86和出口孔84、88设计有呈圆弧或圆形部段形式的垂向流动截面。

[0039] 关于IPX  20，工厂操作者具有对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的混合程度的控制，该

控制可用于改善流体处理系统的可操作性。例如，对进入IPX  20的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的

比例加以改变就可允许工厂操作者控制混合在流体处理系统中的流体量。如相对于图12进

一步描述的，在某些实施例中，原动流体的比例可相对于腐蚀性流体改变，以控制流体处理

系统内的混合量。影响混合的IPX  20的三个特征是：(1)转子通路76的纵横比、(2)第一流体

与第二流体之间暴露的短持续时间、以及(3)转子通路76中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的流

体屏障(例如，交界面)的产生或出现。第一，转子通路76是大致长且窄的，这稳定了IPX  20

内的流动。此外，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可能以塞状流态(plug  flow)运动通过通路76而几乎

没有轴向混合。第二，在某些实施例中，在约1200转每分的转子速度下，第一流体与第二流

体之间的接触时间可小于约0.15秒、0.10秒或0.05秒，这又限制了各流的混合。其三，转子

通路76的一小部分用于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压力的交换。因而，一定容积的流体保持

在通路76中作为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的屏障。所有这些机制可限制IPX  20内的混合。

[0040] 图5－8是旋转IPX  20的实施例的分解图，示出了随着通路76旋转过一个完整循

环，转子44中单个通路76的位置顺序，这对于旋转IPX  20的理解是有用的。注意到，图5－8

是旋转IPX  20的简化，示出了一个通路76，且通路76被示出具有圆形截面形状。在其它实施

例中，旋转IPX  20可包括具有不同截面形状的多个通路76(例如，2至100个)。因而，图5－8

是用于示意目的的简化，且旋转IPX  20的其它实施例可具有与图5－8中所示不同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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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下详细描述的，旋转IPX  20通过使两个液体在旋转腔室内瞬时接触而便于两个液体之

间压力的液压交换。在某些实施例中，该交换以高速发生，从而导致非常高的效率，且几乎

不带有液体的混合。

[0041] 在图5中，通路开口78在转子44的第一旋转位置与端板31中的孔84液压连通并因

而与歧管62液压连通，相对的通路开口80与端板33中的孔88液压连通并因而与歧管64液压

连通。如以下所论述的，转子44沿由箭头90所标示的顺时针方向旋转。如图5中所示，低压第

二流体92穿过端板31并进入通路76，在通路76中，低压第二流体92将第一流体94推出通路

76并通过端板31，因而离开旋转IPX  20。在某些实施例中，第一流体92和第二流体94在交界

面96处彼此接触，在交界面96处由于接触持续时间短而发生最小量的液体混合。在某些实

施例中，由于第二流体92直接地接触第一流体94，故而交界面96是直接接触交界面。在其他

实施例中，交界面96可包括动态屏障，动态屏障用于分离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在其他实施

例中，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的不对称流动可能导致第一流体与第二流体之间的一定量的混

合。

[0042] 在图6中，通路76已顺时针旋转过约90度的弧度，出口80被阻塞在端板33的孔86与

88之间，通路76的出口78位于端板31的孔82与84之间并因而被阻塞而不与端结构58的歧管

62液压连通。因而，低压第二流体92被包含在通路76内。

[0043] 在图7中，通路76已从图5中所示的位置旋转过约180度的弧度。开口80与端板33中

的孔86液压连通并与歧管64液压连通，通路76的开口78与端板31的孔82液压连通并与端结

构58的歧管62液压连通。在端结构60的歧管64的压力下的通路76中的液体将该压力通过出

口78和孔82传递至端结构58，并具有端结构58的歧管62的压力。因而，高压第一流体94将第

二流体92加压并排出。

[0044] 在图8中，通路76已从图3中所示的位置旋转过约270度的弧度，通路68的开口70在

端板31的孔82与84之间，通路68的开口72在端板33的孔86与88之间。因而，高压第一流体94

被包含在通路76内。当通路76从图5中所示的位置旋转过约360度的弧度时，第二流体92将

第一流体94排出，从而重新开始循环。

[0045] 还可关于对图9－11的论述进一步理解旋转IPX系统20。图9－11示出了IPX  20的

各种剖视图。图9是旋转IPX  20的实施例的示意性剖视图。将理解到，图9是旋转IPX  20的简

化视图，且为了清楚起见已省略某些细节。如上所述，旋转IPX  20包括含有套管24的壳体

56、转子44、端盖31、33、密封件98和其他部件。如所示的，密封件98可设置在壳体56与端盖

31、33之间，以基本阻塞第一流体94离开壳体56的流动。然而，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密封件98

不围绕端盖31定位。如上所述，高压第一流体94可通过入口66和孔82进入旋转IPX  20，以驱

动低压第二流体92离开通路76。在某些实施例中，进入旋转IPX  20的高压第一流体94可将

第一力100传递至转子44的表面。此外，还可由进入旋转IPX  20的低压第二流体92产生轴向

力。例如，随着转子20在套管24内旋转，高压第一流体94可接触各通路76之间的转子44的实

心部分。由此，第一力100可朝向端盖30驱动转子44。此外，由于第一力100基本上作用在转

子44的上半部上，故而第一力100可朝向套管24移动转子。即，转子44可相对于轴线74倾斜。

由此，转子44在运行期间不平衡(例如，转子44的轴线不基本上与轴线74共轴)的可能性增

加，从而潜在地增加了摩擦和磨损的可能性。

[0046] 图10是由第一力100所导致的转子44位于不平衡位置中的实施例的示意性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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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不平衡位置中，转子轴线116能以角度102相对于轴线74定位；而不是基本上(与轴线

74)对齐(例如，共轴)。由此，相比于转子44的第二端106相对于套管24的距离110，转子44的

第一端104定位在离套管24更近的距离108。此外，第一力100可驱动转子44的第一端104远

离端盖31距离112，从而导致第二端106与端盖33之间的距离114减小。由此，由于第一力

100，转子44接触端盖33和套管24的可能性增加。

[0047] 图11是旋转IPX  20的示意性剖视图，旋转IPX  20具有构造成将旋转IPX  20保持在

平衡位置中的轴向轴承118和径向轴承120(例如，流体轴承、液压压力轴承)。如本文中所使

用的，流体轴承可包括流体动态轴承、液压动力轴承、静压轴承等。轴向轴承118设置在端盖

33的表面122上。在某些实施例中，轴向轴承118构造成将力124(例如，液压力或压力)施加

至转子44，以驱动转子44远离端盖33。即，轴向轴承118构造成驱动转子44朝向端盖31，从而

保持转子44与端盖33之间的间隙126，且构造成阻碍转子44与端盖33之间的接触。如以下将

详细描述的，在某些实施例中，轴向轴承118可定位在端盖33的表面122上的各种位置处，以

将力124集中在转子44上期望的位置处。轴向轴承118还可平衡转子44(例如，使转子轴线

116与旋转IPX  20的轴线74对齐)。

[0048]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轴向轴承118通过端盖31、33的外周面上的流动通道128被馈

送第一流体94。流动通道128接纳设置在套管24外部的高压第一流体94。例如，在某些实施

例中，高压第一流体94可通过端盖31与转子44之间的空隙132(例如，轴向空隙)、或端盖31

与壳体56之间的空隙134(例如，径向空隙)进入外通路130。外通路130(例如，轴向和/或环

形通路)可将高压第一流体94引导至流动通道128，从而使得轴向轴承118能够利用高压第

一流体94的压力通过分布在端盖31、33的轴向表面上的出口将力施加至转子44上。各出口

使得轴向轴承118能够将第一流体94的力和/或压力施加至转子44。应注意，在其他实施例

中，外通路130可通过端盖31中的通道、壳体56中的流动入口等接纳高压第一流体94。

[0049] 在某些实施例中，套管24还可包括径向轴承120(例如，流体轴承)。径向轴承120延

伸通过套管24且构造成使用第一流体94的压力驱动转子44远离套管24。类似于轴向轴承

118，高压第一流体94通过外通路130馈送至径向轴承120，以利用高压第一流体94的压力将

力136施加至转子44上。由此，径向轴承120可将转子轴线116与轴线74对齐，以阻碍转子44

的倾斜。此外，第一流体94可在旋转部分与静止部件之间的交界处清扫或清理轴向轴承118

和径向轴承120。例如，在所示的实施例中，第一流体94是干净的或基本无碎屑的。由此，第

一流体94可驱动位于交界处的颗粒离开，从而有助于减少沿旋转部分与静止部分之间交界

处的任何磨蚀、磨损、摩擦等。

[0050] 图12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实施例的示意图，示出了带有设置在轴向

支承区域28内的轴向间隙开口126的静压支承系统12。特别地，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轴向间

隙开口126可通过沿端盖31、33的一部分、诸如沿转子44与端盖31之间的交界部138形成端

盖凹口136而形成。例如，在某些实施例中，端盖凹口136可设置在端盖31、33的第一表面150

上，第一表面150可面对且平行于转子44的第二表面152。如以下进一步详细描述的，在某些

实施例中，轴向间隙开口126和端盖凹口136可构造成在空间上增加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

轴向支承区域28，从而导致作用于转子44上的恢复力增加。此外，如以下进一步描述的，作

用于转子44上的较大的恢复力可能导致更硬的静压支承系统，该系统可有助于向IPX系统

20提供更大的轴向载荷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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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在某些实施例中，转子44与端盖31之间的交界可基本上为平坦的，且端盖的第一

表面150和端盖的第二表面154可彼此平行。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轴向间隙开口126可通过沿

端盖的第一表面150的一部分形成端盖凹口136而形成。轴向间隙开口126和端盖凹口136可

构造成在空间上增加IPX系统20的轴向间隙区域34。例如，增加的轴向间隙区域34可允许积

累更大量的高压支承流体，从而增加静压支承系统12的恢复力的量。如上所述，恢复力可构

造成增加转子44与端盖31、33之间的轴向间隙区域34或空隙。应注意，增加轴向间隙区域34

还将高压的量增加至接近IPX系统20的高压区域。以此方式，轴向间隙区域34中的压力可在

向转子44提供恢复力方面具有更大的效率，从而导致具有更高载荷容量的更硬的静压支承

系统12。

[0052]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基于期望来自静压支承系统12的载荷容量或硬度的量来优化

端盖凹口136的位置和尺寸。例如，为了使静压支承系统12的硬度最大化，从高压区域36至

轴向间隙区域34的流动阻抗应与从轴向间隙区域34至低压区域38的流动阻抗大致相同。此

外，调整端盖凹口136的空间尺寸可能增加轴向间隙开口126且可平衡这些阻抗。例如，增加

端盖凹口136和轴向间隙开口126的尺寸可减小轴向间隙区域34与低压区域38之间的流动

阻抗的量。此外，增加端盖凹口136和轴向间隙开口126的尺寸可允许轴向间隙区域34中的

压力积累，该压力积累增加了转子与端盖之间的空隙132，从而增加了静压支承系统12的恢

复力。如上所述，增加恢复力可提供更硬的支承，从而可导致带有附加的载荷支承特征的静

压支承系统12。

[0053] 应注意，在某些实施例中，端盖凹口136可设置在沿转子44和端盖31、33的交界部

的任何位置中，且可以多种尺寸和形状构造。例如，在某些实施例中，可沿转子44与端盖31、

33之间的交界部设置多个端盖凹口136(例如，2、3、4、5、6、7、8或更多个)。此外，端盖凹口

136可以多种形状构造(例如，圆形、卵形、不规则形、波浪形等)。实际上，如上所述，端盖凹

口136的物理特性可基于期望来自静压支承系统12的载荷容量或硬度的大小而被确定和优

化。

[0054] 图13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的实施例的示意图，示出了带有设置在轴向支

承区域28内的转子凹口144的静压支承系统12。特别地，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轴向间隙开口

140可通过沿转子44的一部分、诸如沿转子44与端盖31、33之间的交界部形成转子凹口144

而形成。转子凹口136和轴向间隙开口140也可构造成在空间上增加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

轴向支承区域28，从而导致恢复力增加。作用于转子上的恢复力可构造成增加转子44与端

盖31、33之间的轴向间隙区域34或空隙。此外，作用于转子44上的较大的恢复力可能导致更

硬的静压支承系统，该系统可有助于向IPX系统20提供更大的轴向载荷容量。

[0055] 在某些实施例中，类似于关于图11描述的端盖凹口136，转子凹口144的物理特性

可基于期望来自静压支承系统12的载荷容量或硬度的量而被确定和优化。实际上，转子凹

口144可设置在沿转子44的第二表面的任何位置中，且可以多种尺寸和形状构造。例如，在

某些实施例中，可沿转子44与端盖31、33之间的交界部138设置多个转子凹口(例如，2、3、4、

5、6、7、8或更多个)。此外，转子凹口144可以多种形状构造(例如，圆形、卵形、不规则形、波

浪形等)。

[0056] 图14是具有轴向轴承118的端盖31的立体图，轴向轴承118分布在相邻于转子44的

表面122上。端盖31包括表面122上的环形沟槽156。在某些实施例中，环形沟槽156构造成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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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高压第一流体94，以形成端盖31与转子44之间的流体轴承(例如，润滑流体层)。环形沟槽

156绕端盖31的表面234的轴线158周向延伸。此外，在其他实施例中，轴向轴承118可代替环

形沟槽156。

[0057]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第一组多个轴向轴承118围绕表面122的轴线158分布。所示的

实施例包括八个轴向轴承118。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可包括1、2、3、4、5、6、7、9、10、或任何

合适数量的轴向轴承118。如所示的，轴向轴承118从轴线158沿径向轴线146径向偏置。在所

示的实施例中，轴向轴承118从环形沟槽156径向偏置。轴向轴承118包括凹陷部(pocket)

160，凹陷部160具有围绕轴线158的周向弧长。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各轴向轴承118基本上关

于周向轴线148彼此基本上等距地间隔，从而形成分段的轴承。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各轴

向轴承118可能不等距地间隔。例如，各轴向轴承118之间的间隔可能在某些区域中较小，以

增加(作用于)转子上的力。此外，轴向轴承118可结合以形成环形轴承。在所示的实施例中，

凹陷部160包括多种弧长(例如，周向长度)。此外，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接近入口孔162、164

的凹陷部160比从孔162、164径向偏置的凹陷部160更长(例如，具有更大的周向长度)。然

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各凹陷部160可都具有相同的弧长。此外，凹陷部160的弧长、径向尺寸

(例如，宽度)、深度或凹陷部160的任何其他尺寸可被特别地选择，以调整旋转IPX  20的运

行状况。在某些实施例中，表面122可包括从第一组多个轴向轴承118向内偏的第二组多个

轴向轴承118。第二组多个轴向轴承还可在弧长、径向尺寸、深度、或任何其他尺寸方面变

化。如将理解的，表面122上的轴向轴承118的位置可特别地基于旋转IPX  20的运行状况来

选择。

[0058] 在运行中，轴向轴承118构造成使用第一流体94的压力，以将力施加至转子44，从

而消除和/或显著减小转子44接触端盖31、33的可能性。例如，当转子44通过第一力100被朝

向端盖31、33驱动时，轴向轴承118中的局部压力增加，从而产生(作用于)转子44上的力

124，力124大于(作用于)转子44上的力100。由此，由轴向轴承118产生的力将转子44保持在

平衡位置中。

[0059]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轴向轴承118还包括设置在凹陷部160内的出口166(例如，轴

向出口端口或开口)。尽管所示的实施例在凹陷部160内包括1个出口166，但在其他实施例

中在凹陷部160内可能有任何合适数量的出口166。在某些实施例中，出口166位于凹陷部

160的大致中心。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出口166可位于凹陷部160中的任何合适的位置。出

口166构造成引导高压第一流体94从设置在端盖31、33的外周面170上的馈送孔168(例如，

径向端口或开口)进入凹陷部160。如所示的，馈送孔168定位在密封沟槽172的上游(例如，

使得高压第一流体94能够进入馈送孔168并将高压第一流体94供应至凹陷部168)。如上所

述，流动通道128构造成将高压第一流体94从馈送孔168引导至出口166，从而充填凹陷部

160，以提供一定量的润滑流体。

[0060] 图15是沿线15－15剖得的端盖31的剖视图。如所示的，馈送孔168沿径向延伸入端

盖31、33中，且流体联接至流动通道128，以将高压第一流体94引导至出口166。在某些实施

例中，每个出口166通过流动通道128流体联接至单个馈送孔168。换言之，在某些实施例中，

馈送孔168构造成将高压第一流体94供应至仅一个凹陷部160。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馈送

孔168可通过多个流动通道128流体联接至多个凹陷部160。

[0061] 在某些实施例中，馈送孔168可包括插入件或孔口，以改变高压第一流体94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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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例如，馈送孔168可包括孔口，这些孔口导致馈送孔168与出口166之间的压降。该压降

构造成使得高压第一流体94能够连续流动。此外，该压降可增加对凹陷部160的灵敏度，以

检测转子44的小位移。此外，在其他实施例中，馈送孔168的截面面积和/或流动通道128可

变化，以在高压第一流体94被引导至轴向轴承118时改变高压第一流体94的流体特性。

[0062] 图16是图15中的截面16－16的馈送孔168的剖视图。如所示的，馈送孔168流体联

接至流动通道128，以将流体166引导至出口166和凹陷部160中。在所示的实施例中，馈送孔

168的截面面积大于流动通道128的截面面积。即，流动通道128具有收缩的几何形状。在某

些实施例中，流动通道128的几何形状可逐渐收缩。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流动通道128的

几何形状可沿流动通道128连续地收缩。此外，馈送孔168可包括带斜角的入口174，其构造

成将高压第一流体94引导至埋头孔状第一部段176。此外，馈送孔168的第二部段178可具有

比馈送孔168的第一部段176更小的截面面积。此外，馈送孔168的第三部段180可具有比第

二部段178更小的截面面积。由此，可随着第一流体94被引导至出口166而调整高压第一流

体94的特性。例如，如将理解的，调整馈送孔168的流动截面面积可能导致从馈送孔168至出

口166的压降。如上所述，该压降使得高压第一流体94能够连续流动通过馈送孔168。应理解

到，尽管所示的实施例示出了第一部段176、第二部段178以及第三部段180的不同的截面面

积，但在其他实施例中，各截面面积可能在馈送孔168的第一部段176、第二部段178以及第

三部段180上是一致的。此外，馈送孔168的第一部段176、第二部段178以及第三部段180的

截面面积还可基于旋转IPX  20的运行状况而调整。

[0063] 轴向轴承118的尺寸、形状等可取决于所期望的运行状况而调整。例如，在预计距

离114较小的区域中，凹陷部160的深度可较小，从而增加由具有较小深度的凹陷部160产生

的力124。在其他实施例中，端盖31、33具有大量的凹陷部160，以增加作用在转子44上的力

124。由此，轴向轴承118可设计成能显著减小和/或消除转子44接触端盖31、33的可能性。

[0064] 图17是具有径向轴承120的套管24的立体图。如上所述，由于作用于转子44上的第

一力100，转子44可能相对于轴线116倾斜。由此，转子的第一端104可与套管间隔距离108，

从而增加转子44接触或摩擦套管24的可能性。径向轴承120构造成能平衡对转子44的力

136，以将转子44保持在平衡位置中。如上所述，高压第一流体94进入外通路130。径向轴承

120沿套管24的长度182定位，以沿转子44的长度施加静液压力。在某些实施例中，径向轴承

120沿长度182等距地间隔。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径向轴承120可基于转子44的预期的偏

转定位于套管24上。例如，由于转子44的第一端104受第一力100的直接影响，径向轴承120

可接近转子44的第一端104定位。

[0065] 如以上关于轴向轴承120所描述的，径向轴承包括出口184(例如，径向端口或开

口)，出口184由联接至馈送孔168的流动通道128馈送。出口166将第一流体94引导至凹陷部

160，以将力136施加至转子44。例如，随着转子44与套管24之间的距离108的减小，转子44与

凹陷部160之间的区域也将减小。由此，由径向轴承120产生的力136将增加，从而驱动转子

44远离套管24。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径向轴承120设置在套管24的内表面269上。如所示的，

径向轴承120可基本平行于轴线116，基本垂直于轴线116，或相对于轴线116形成角度。此

外，在其他实施例中，径向轴承120可相对于轴线以任何合理的角度定位。

[0066] 图18是图17中接近壳体56和转子44的区域18－18的局部剖视图。如所示的，外通

路130构造成将第一流体94供应至馈送孔168。第一馈送孔168设置在套管24的外表面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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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上所述，馈送孔168可包括孔口或插入件，以限制或改变第一流体94的流量。馈送孔

168流体联接至流动通道128，以将第一流体94通过出口166引导至凹陷部160。如所示的，流

动通道128可在套管24的壁中包括截面面积的变化。例如，截面面积可减小，以增加第一流

体94的速度。换言之，流动通道128可具有收缩的几何形状。即，流动通道128的几何形状可

沿流动通道128逐渐地收缩或沿流动通道128连续地收缩。此外，凹陷部160的宽度、深度、形

状或任何其他尺寸可基于旋转IPX  20的运行状况而被修改。由此，第一流体94被引导至凹

陷部160，以将静液压力施加在转子44上，从而将转子44保持在平衡位置中。

[0067] 图19是图17中接近壳体56和转子44定位的区域19－19的局部剖视图。在所示的实

施例中，馈送孔168定位在套管24的轴向表面186上。此外，第一流体94被引导至馈送孔168，

通过流动通道128并进入凹陷部160中。如上所述，出口166使得第一流体94能够进入凹陷部

160，并将静液压力施加至转子44。此外，如以上详细描述的，馈送孔168、流动通道128、出口

166以及凹陷部160的特性(例如，截面面积、宽度、深度、高度、长度等)可基于旋转IPX  20的

运行状况而调整。例如，流动通道128可包括截面面积的变化。换言之，流动通道128可具有

收缩的几何形状。即，流动通道128的几何形状可沿流动通道128逐渐地收缩或沿流动通道

128连续地收缩。由此，径向轴承120可构造成将静液压力施加至转子44，以将转子44保持在

平衡的位置中(例如，转子轴线116与旋转IPX  20的轴线74对齐)。

[0068] 图20是图1中的液压能量传递系统10的端盖31、33的实施例的平面示意图，示出了

溢槽通路188和低压溢槽190。特别地，端盖31、33的第一表面被示出具有高压区域36和低压

区域38。在某些实施例中，低压溢槽38可围绕转子44的周界设置，以利用静压支承系统12内

的转子44的周界。特别地，一个或多个溢槽通路188可设置在静压支承系统12内，以将低压

溢槽190与低压区域38连接。实际上，低压溢槽190可构造成使转子44的周界运动，以将其接

合在静压支承系统12内，并有助于平衡IPX系统20的压力分布。例如，低压溢槽环路196有助

于平衡IPX系统20内高压区域36和低压区域38的压力，从而有助于减小静压支承系统12和

IPX系统20上的非平衡的压力分布的影响，且有助于向IPX  20提供附加的支承能力和/或轴

向载荷容量。

[0069] 在某些实施例中，低压溢槽190可通过一个或多个溢槽通路188连接至低压区域

38。例如，溢槽通路188可通过沿第一表面(例如，面对转子的表面)设置于端盖31、33中的沟

槽156形成，使得溢槽通路188将低压区域38连接至低压溢槽190。此外，溢槽通路188可构造

成作为泄放装置，以将高压支承流体引导出IPX系统20的低压区域38。由此，在某些实施例

中，高压支承流体可构造为从高压区域36沿径向146行进至低压区域38，且可从低压区域38

通过一个或多个溢槽通路188被引导至低压溢槽190。以此方式，在接近低压区域38处通过

低压溢槽190提供了支承响应，从而改善了低压区域38和IPX系统20内的静压支承性能。

[0070]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低压溢槽190设置为绕转子44的周界的环路196，且溢槽通路

188将低压溢槽190连接至IPX系统20的低压区域38。如关于图21和22进一步描述的，在其他

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溢槽通路188可构造为将低压溢槽190连接至IPX  20的低压区域38，

且低压溢槽190可为绕转子44的周界的部分环路198。

[0071] 图21是图20中的端盖31、33的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平面图，示出了第一溢槽通路

192、第二溢槽通路194、以及局部低压溢槽环路198。在某些实施例中，第一溢槽通路192和

第二溢槽通路194可构造为将低压溢槽190与IPX  20的低压区域38连接。特别地，第一溢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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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192和第二溢槽通路194可构造为在端盖31、33的第一表面150内的第一沟槽200和第二

沟槽202。特别地，第一沟槽200和第二沟槽202可构造为形成围绕转子44的周界的局部低压

溢槽环路198。实际上，应注意，低压溢槽190的周界可基于期望来自IPX  20的支承能力的大

小而被确定和优化。例如，基于期望来自静压支承系统12的支承能力或轴向支承能力的大

小，可确定溢槽通路的周界和数量。具有较大的溢槽容量将倾向于增加不期望的泄漏，故而

可能涉及权衡因素。

[0072] 图22是图20中的端盖31、33的实施例的平面示意图，示出了溢槽通路188、局部低

压溢槽190、以及一个或多个低压溢槽端点206。在某些实施例中，低压溢槽190可形成为环

路，该环路在IPX  20的低压区域38处开始和结束。在其他实施例中，低压溢槽190可包括一

个或多个低压溢槽端点206，一个或多个低压溢槽端点206构造为低压溢槽环路196的终止

点。例如，在所示的实施例中，低压溢槽190在IPX  20的低压区域38处开始，且包括在低压溢

槽190延伸覆盖转子44的周界之前终止环路196的第一和第二低压溢槽端点206。以此方式，

被泄放入低压溢槽190中的高压支承流体可在端点206处终止，之后反转流动方向回到低压

区域38。

[0073] 本文通过附图中的示例示出了具体实施例并对这些具体实施例做了详细描述，而

本发明可有各种修改和替代形式。然而，应理解本发明不意在限制于所公开的具体形式。而

是，本发明覆盖了落入由以下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的所有修改、

等同物和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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