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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开

泵，包括泵轴(5)，泵体(1)，泵盖(2)，轴承部件

(3)，密封环(6)，叶轮(7)，内磁转子(32)，外磁转

子(33)，隔离套(4)，防腐过滤部件(14)、(15)、

(16)，叶轮(7)外侧与泵腔内壁之间设有保持间

隙的密封环(6)，有效防止泵内泄漏，内磁转子

(32)安装在泵轴(5)驱动端末端，外磁转子(33)

安装在电机轴端，内磁转子(32)与外磁转子(33)

之间设置隔离套(4)，动密封转为静密封，由防腐

过滤部件(14)、(15)、(16)对杂质进行过滤，保证

泵安全运行，以滚动轴承替代滑动轴承的上述结

构和耐腐蚀材料制成的磁力中开泵，提高泵抗干

磨和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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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开泵，包括泵轴(5)，泵体(1)，泵盖(2)，第一轴承部件，

第二轴承部件，密封环(6)，叶轮(7)，所述叶轮(7)与泵轴(5)通过键与键槽配合安装于泵腔

内，置于泵轴(5)驱动端与非驱动端之间，叶轮(7)外侧与泵腔内壁之间设有密封环(6)，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磁力中开泵还包括内磁转子(32)，外磁转子(33)，隔离套(4)，第一防腐过

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内磁转子(32)安装在泵轴

(5)驱动端末端，外磁转子(33)安装在电机轴端，内磁转子(32)与外磁转子(33)之间设置隔

离套(4)，隔离套(4)与泵体(1)、泵盖(2)外壳密封固定连接，所述泵体(1)，泵盖(2)，隔离套

(4)联接成整体，组成封闭的泵腔，泵轴(5)，叶轮(7)，密封环(6)，第一轴承部件，第二轴承

部件和内磁转子(32)都封闭在这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泵腔内，所述泵体(1)和泵盖(2)选用

的材料为不锈钢或铸铁内衬氟塑料，所述叶轮(7)选用的材料为不锈钢、铜或聚四氟乙烯复

合材料的一种，所述隔离套(4)选用的材料为氮化硅、碳化硅、氧化铝、氧化锆或聚四氟乙烯

复合材料中的一种；

所述泵轴(5)一端为驱动端，驱动端末端装有内磁转子(32)，靠近驱动端末端配合安装

第一轴承部件，第一轴承部件两侧分别放置了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

(15)，泵轴(5)另一端为非驱动端，非驱动端末端配合安装第二轴承部件，第二轴承部件靠

近叶轮(7)侧放置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所述泵轴(5)选用的材料为不锈钢、合金钢、碳化

硅、氮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锆中的一种；

所述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由陶瓷圈(34)，陶瓷挡圈(35)和

防腐滤网圈(36)组合而成，防腐滤网圈(36)与泵轴(5)之间通过陶瓷圈(34)配合安装，防腐

滤网圈(36)靠近叶轮(7)侧放置陶瓷挡圈(35)，所述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由陶瓷挡圈

(35)，防腐滤网圈(36)和永磁圈(37)组合而成，防腐滤网圈(36)与泵轴(5)配合安装，防腐

滤网圈(36)与泵腔内壁之间放置永磁圈(37)，陶瓷圈(34)，陶瓷挡圈(35)选用的材料为碳

化硅、氮化硅、氧化锆和氧化铝中的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力中开泵，其特征在于：在叶轮(7)外侧与泵腔内壁之间设

有密封环(6)，所述密封环(6)包括密封环本体，斜沟槽(8)，滚柱(9)，环形保持架(10)，止推

垫圈(11)，所述密封环本体包括一对第一密封环(12)和第二密封环(13)，第一密封环(12)

放置在第一泵腔槽(19)和第二泵腔槽(20)中，第二密封环(13)放置在第一叶轮槽(21)和第

二叶轮槽(22)中，第一密封环(12)选用的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

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第二密封环(13)选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第二密封环

(13)沿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开有一条第一槽(17)，在第一槽(17)中放入止推垫圈(11)，第一

密封环(12)沿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开有一条第二槽(18)，当第一密封环(12)选用的材料为具

有高耐磨性能的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和氧化铝中的一种时，在第二槽(18)中直接放入环

形保持架(10)，当第一密封环(12)选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时，在第二槽(18)中

先放入止推垫圈(11)，将环形保持架(10)置于止推垫圈(11)上，环形保持架(10)沿圆周均

匀开有多个圆孔(23)，圆孔(23)个数大于3个，圆孔(23)中嵌入滚珠(9)，滚珠(9)的直径大

于第二槽(18)槽深，滚珠(9)突出于第二密封环(13)内圆周端面，使得第一密封环(12)与第

二密封环(13)摩擦副外圆周端面之间保持间隙δ，第二密封环(13)沿摩擦副外圆周端面均

匀开有多个斜沟槽(8)，斜沟槽(8)的槽型为三角型，开槽角度0～90°，开槽方向与叶轮(7)

叶片方向一致，滚珠(9)为气压烧结氮化硅，止推垫圈(11)选用材料为碳化硅和氮化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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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环形保持架(10)选用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

料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力中开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

均由2个径向滚动轴承(24)配合安装，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与泵轴(5)之间以及第

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与泵腔内壁之间分别配合衬圈(25)进行安装，衬圈(25)选用的

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磁力中开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径向滚动轴承(24)包括滚动体

(26)，隔离体(27)，轴承内圈(28)，轴承外圈(29)，内挡圈(30)和外挡圈(31)，轴承内圈(28)

和轴承外圈(29)之间放置滚动体(26)，滚动体(26)之间通过隔离体(27)隔开，滚动体(26)

是滚柱或滚珠，滚动体(26)，轴承内圈(28)，轴承外圈(29)选用的材料为气压烧结氮化硅，

内挡圈(30)和外挡圈(31)选用材料为氮化硅、碳化硅、氧化锆和氧化铝中的一种，隔离体

(27)选用的材料为石墨、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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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开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开泵，特别是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开泵。

背景技术

[0002] 中开泵作为离心泵的一种重要形式，因其具有扬程高，流量大等特点，主要在水等

无腐蚀介质输送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开泵是旋转式的流体机械，它是将原动机用联轴

器连接叶轮轴，由原动机输入的能量通过旋转运动转轴经叶轮传递被输送的液体，因此，在

旋转轴伸出泵体固定件的部位，需要设置密封部件或密封装置来对其密封，这样的密封形

式属于动密封，动密封存在着“跑、冒、滴、漏”问题，因此中开泵目前还只停留在输送水等无

毒无腐蚀性介质的领域中使用，还不能在输送易燃、易爆、易挥发、有毒、有腐蚀性以及贵重

液体等领域中使用。

[0003] 磁力泵能量的传递是利用磁力连轴器内外磁钢的推拉作用，即外磁转子通过隔离

套与内磁转子相互排斥与吸引，带动泵轴与叶轮转动，磁力泵成功地解决了流体输送中的

跑、冒、漏、滴问题，因此特别适用于输送易燃易爆、强腐蚀性、有毒有害和稀有贵重液体，被

广泛应用于石化、制药、印染、食品、国防等领域。由于磁力泵内支撑泵轴的滑动轴承是利用

所输送过程流体进行润滑的，该过程流体往往润滑性较差；其次在生产环境中，经常会遇到

泵内液体被抽空或液体减少等状况，会产生“空运转”，俗称“干磨”，而“干磨”会在短时间内

使滑动轴承快速发热，且与泵轴间的磨损加速；此外，散布在流动液体中的固体会产生潜在

的轴承或轴颈表面的研磨。这些时间的积累效应会导致轴承过早磨损，结果导致泵轴严重

偏离旋转中心，内磁转子与隔离套发生摩擦，并迅速将隔离套磨穿并产生高热，造成介质泄

漏，有毒易燃易爆等物质扩散，甚至引发重大灾难事故。磁力泵由于其特殊的设计，使用永

磁磁块动力源，所以要求泵送的介质不能含有铁磁性颗粒，即使是微小的颗粒也绝不允许，

如果微小颗粒积聚在磁力耦合器的磁块周围，将堵塞内循环通道，致使轴向力和径向力破

坏，也会导致磁涡流热量无法排散，甚至损毁磁块及隔离套。

[0004] 从叶轮流出的高压液体通过旋转的叶轮与固定的泵壳之间的间隙又回到叶轮的

吸入口，称为内泄漏。为了减少内泄漏，保护泵壳，在与叶轮入口处相对应的壳体上装有可

拆卸的密封环。密封环磨损后，使轴向间隙增大，泵的排液量减少，泵工作效率降低，当间隙

超过一定值，离心泵无工作效率。且传统的密封环摩擦副之间发生摩擦，一旦发生断液易生

成热量，在输送易燃易爆等介质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难以克服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

开泵，包括泵轴5，泵体1，泵盖2，第一轴承部件，第二轴承部件，密封环6，叶轮7，所述叶轮7

与泵轴5通过键与键槽配合安装于泵腔内，置于泵轴5驱动端与非驱动端之间，叶轮7外侧与

泵腔内壁之间设有密封环6，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磁力中开泵还包括内磁转子32，外磁转子

33，隔离套4，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内磁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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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安装在泵轴5驱动端末端，外磁转子33安装在电机轴端，内磁转子32与外磁转子33之间设

置隔离套4，隔离套4与泵体1，泵盖2外壳密封固定连接，所述泵体1，泵盖2，隔离套4联接成

整体，组成封闭的泵腔，泵轴5，叶轮7，密封环6，第一轴承部件，第二轴承部件和内磁转子32

都封闭在这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泵腔内，所述泵体1和泵盖2选用的材料为不锈钢或铸铁内

衬氟塑料，所述叶轮7选用的材料为不锈钢、铜或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所述隔离

套4选用的材料为氮化硅、碳化硅、氧化铝、氧化锆或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泵轴5一端为驱动端，驱动端末端装有内磁转子

32，靠近驱动端末端配合安装第一轴承部件，第一轴承部件两侧分别放置了第一防腐过滤

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泵轴5另一端为非驱动端，非驱动端末端配合安装第二轴承

部件，第二轴承部件靠近叶轮7侧放置了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所述泵轴5选用的材料为不

锈钢、合金钢、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锆中的一种。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叶轮7外侧与泵腔内壁之间设有密封环6，所述密封环6

包括密封环本体，斜沟槽8，滚珠9，环形保持架10，止推垫圈11，所述密封环本体包括一对第

一密封环12和第二密封环13，第一密封环12选用的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

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第二密封环13选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所述

第一密封环12放置在第一泵腔槽19和第二泵腔槽20中，第二密封环13放置于第一叶轮槽21

和第二叶轮槽22中，第二密封环13沿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开有一条第一槽17，在第一槽17中

放入止推垫圈11，第一密封环12沿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开有一条第二槽18，当第一密封环12

选用的材料为具有高耐磨性能的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中的一种时，在第二槽18

中直接放入环形保持架10，当第一密封环12选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时，在第二

槽18中先放入止推垫圈11，将环形保持架10置于止推垫圈11上，所述形保持架10沿圆周均

匀开有多个圆孔23，圆孔23个数大于3个，圆孔23中嵌入滚珠9，滚珠9的直径大于第二槽18

槽深，滚珠9突出于第一密封环12内圆周端面，使得第一密封环12与第二密封环13摩擦副外

圆周端面之间保持间隙δ，第二密封环13沿摩擦副外圆周端面均匀开有多个斜沟槽8，斜沟

槽8的槽型为三角型，开槽角度0～90°，开槽方向与叶轮叶片方向一致，滚珠9选用材料为气

压烧结氮化硅，止推垫圈11选用材料为碳化硅和氮化硅材料中的一种，环形保持架10选用

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由2个径向滚动轴

承24配合安装而成，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与泵轴5之间以及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

轴承部件与泵腔内壁之间分别配合衬圈25进行安装，衬圈25选用的是聚四氟乙烯复合材

料。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径向滚动轴承24包括滚动体26，隔离体27，轴承内

圈28，轴承外圈29，内挡圈30和外挡圈31，轴承内圈28和轴承外圈29之间放置滚动体26，滚

动体26之间通过隔离体27隔开，滚动体26是滚柱或滚珠，滚动体26，轴承内圈28，轴承外圈

29选用的材料为气压烧结氮化硅，内挡圈30和外挡圈31选用材料为氮化硅、碳化硅、氧化铝

和氧化锆中的一种，隔离体27选用的材料为石墨、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

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由陶

瓷圈34，陶瓷挡圈35和防腐滤网圈36组合而成，防腐滤网圈36与泵轴5之间通过陶瓷圈3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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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安装，防腐滤网圈36靠近叶轮7侧放置陶瓷挡圈35，所述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由陶瓷挡圈

35，防腐滤网圈36和永磁圈37组合而成，防腐滤网圈36与泵轴5配合安装，防腐滤网圈36与

泵腔内壁之间放置永磁圈37，防腐滤网圈36靠近叶轮7侧放置陶瓷挡圈35，陶瓷圈34，陶瓷

挡圈35选用的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和氧化铝中的一种。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合理，突破了现有中开泵的结构形式，电动机带

动外磁转子33旋转时，磁场能穿透空气隙和非磁性物质，带动与叶轮7相连的内磁转子32做

同步旋转，实现动力的无接触同步传递，将容易泄漏的动密封结构转化为零泄漏的静密封

结构，泵轴5、内磁转子32、叶轮7被泵体1、泵盖2、隔离套4组成的泵腔完全封闭，从而彻底解

决了“跑、冒、滴、漏”问题，同时由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第三防腐过

滤部件16对介质中的杂质进行过滤，其中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的永磁圈37，可以吸附流经

介质中的铁磁性颗粒，保证磁力泵正常运转，以陶瓷滚动轴承替代滑动轴承的上述结构和

相应耐腐蚀材料制成的磁力中开泵，大大减小了摩擦阻力，减小摩擦生成的热量，可以在一

定时间内在泵送液体缺失和断流的情况下空运转，提高了磁力中开泵的抗干磨和耐腐蚀性

能，增加了泵运行的安全性，从叶轮7出口回流的介质沿密封环6所开的斜沟槽8被甩出，少

数未被甩出的回流介质，在经过密封环6摩擦副内圆周端面时被滚珠9再次甩出，增加了密

封环6的密封效果，有效的防止了磁力中开泵的内泄漏，提高了磁力中开泵的工作效率，本

发明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开泵拓展了中开泵使用工作范围及多行业的适用性，使其

同时具有磁力泵输送易燃易爆、强腐蚀性、有毒有害以及稀有贵重等介质的特性，又解决了

普通磁力泵不能空运转以及输送颗粒介质尤其是含有铁磁性颗粒介质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径向滚动轴承的剖视图。

[0014] 图3为径向滚动轴承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密封环12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密封环13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密封环6无止推垫圈的剖视图。

[0018] 图7为密封环6有止推垫圈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一种耐腐蚀抗干磨的磁力中开泵，包括轴承5，泵体1，泵盖2，第一轴承部

件，第二轴承部件，密封环6，叶轮7，内磁转子32，外磁转子33，隔离套4，第一防腐过滤部件

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所述叶轮7与泵轴5通过键与键槽配合安装

于泵腔内，置于泵轴5驱动端与非驱动端之间，叶轮7外侧与泵腔内壁之间设有密封环6，内

磁转子32安装在泵轴5驱动端末端，外磁转子33安装在电机轴端，内磁转子32与外磁转子33

之间设置隔离套4，隔离套4与泵体1、泵盖2外壳密封固定连接，所述泵体1，泵盖2，隔离套4

联接成整体，组成封闭的泵腔，泵轴5，叶轮7，密封环6，第一轴承部件，第二轴承部件和内磁

转子32都封闭在这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泵腔内，电动机机轴驱动外磁转子33旋转，外磁转

子33与内磁转子32配合通过磁力带动内磁转子32转动，由内磁转子32带动泵轴5旋转，使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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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上的叶轮7转动工作，避免了介质由泵轴端向外部渗漏，所述泵体1和泵盖2选用的材料为

不锈钢或铸铁内衬氟塑料，所述叶轮7选用的材料为不锈钢、铜或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

一种，所述隔离套4选用的材料为氮化硅、碳化硅、氧化铝、氧化锆或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

的一种。

[0020] 所述的泵轴5一端为驱动端，驱动端末端装有内磁转子32，靠近驱动端末端配合安

装第一轴承部件，第一轴承部件两侧分别安装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

泵轴5另一端为非驱动端，非驱动端末端配合安装第二轴承部件，第二轴承部件靠近叶轮7

侧安装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所述泵轴5选用的材料为不锈钢、合金钢、碳化硅、氮化硅、氧

化铝、氧化锆中的一种。

[0021] 叶轮7外侧与泵腔内壁之间设有密封环6，所述密封环6包括密封环本体，斜沟槽8，

滚珠9，环形保持架10，止推垫圈11，所述密封环本体包括一对第一密封环12和第二密封环

13，所述第一密封环12置于第一泵腔槽19和第二泵腔槽20中，第二密封环13放置于第一叶

轮槽21和第二叶轮槽22中，第一密封环12选用的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

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选用的材料耐磨、耐腐、耐温，综合机械性能好，第二密封环

13选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第二密封环13沿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开有第一槽17，

在第一槽17中放入止推垫圈11，第一密封环12沿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开有第二槽18，当第一

密封环12选用材料为具有高耐磨性能的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中的一种，第二槽

18中直接放入环形保持架10，当第一密封环12选用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第二槽18

中先放置止推垫圈11，环形保持架10置于止推垫圈11上，止推垫圈11选用材料为碳化硅和

氮化硅材料的一种，选用的材料耐腐蚀、耐磨性能好，使用止推垫圈可以提高密封环的耐磨

性。

[0022] 所述环形保持架10沿圆周均匀开有多个圆孔23，圆孔23的个数至少为3个，圆孔23

中嵌入滚珠9，滚珠9的直径大于第二槽18的深度，环形保持架10选用材料为碳化硅、氮化

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种，选用的材料耐磨、耐腐、耐温，综合机

械性能好，滚珠9为气压烧结氮化硅滚珠，该种材料支撑的滚珠9耐腐、耐磨性好，更重要的

是其耐冷热冲击性、自润滑性及综合机械性能特别好，不易损坏，确保滚珠9能够长期使用，

滚珠9突出于第一密封环12摩擦副内圆周端面，密封环本体实际上是第二密封环13的摩擦

副内圆周端面与滚珠9球面间的紧密接触，始终保持第一密封环12摩擦副外圆周端面与第

二密封环13的摩擦副外圆周端面之间保持一个间隙δ，该间隙δ从根本上避免了第一密封环

12、第二密封环13摩擦副外圆周端面间的摩擦，不产生摩擦损耗，不产生摩擦热量，通过滚

珠9实现第一密封环12、第二密封环13摩擦副内圆周端面间的滚动摩擦，由原来的摩擦面接

触改为点和线接触，大大减小了摩擦阻力，减少摩擦生成热量，极大的延长了密封环6的使

用寿命。

[0023] 所述第二密封环13摩擦副外圆周端面均匀开有多个斜沟槽8，斜沟槽8的槽型为三

角型，该槽型工艺简单，容易实现，斜沟槽8开槽角度范围0～90°，开槽方向与叶轮7叶片方

向一致，当叶轮7随泵轴旋转时，第二密封环13也随叶轮7一起旋转，从叶轮7出口回流的介

质因高速旋转获得离心力，沿着斜沟槽8被甩出，少数未被甩出的回流介质，在经过密封环6

摩擦副内圆周端面时，被高速旋转的滚珠9再次甩出增加了密封环6的密封效果，有效减少

磁力中开泵的“内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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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由2个径向滚动轴承24配合安装而成，第一轴承部

件和第二轴承部件与泵轴5之间以及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与泵腔内壁之间分别配

合衬圈25进行安装，衬圈25选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所述径向滚动轴承24包括

滚动体26，隔离体27，轴承内圈28，轴承外圈29，内挡圈30和外挡圈31，在轴承内圈28和轴承

外圈29之间设置滚动体26，滚动体26之间通过隔离体27隔开，隔离体27避免了滚动体26之

间的摩擦，大大减小了摩擦阻力，减少摩擦生成热量，延长径向滚动轴承24的使用寿命，滚

动体26是滚柱或滚珠中的一种，滚动体26放置的密集程度可以根据负载大小通过隔离体27

进行调节，较现有技术中采用的保持架结构更灵活，更实用，轴承内圈28和轴承外圈29两侧

放置了防止滚动体26和隔离体27轴向窜动的内挡圈30和外挡圈31，所述内挡圈30和外挡圈

31选用的材料为氮化硅、碳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锆中的一种，该种材料耐腐，耐磨性能好，隔

离体27选用的材料为石墨、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锆、氧化铝和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中的一

种，选用的材料耐磨、耐腐、耐温，综合机械性能好，滚动体26，轴承内圈28，轴承外圈29选用

的材料为气压烧结氮化硅材料，该种材料支撑的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耐腐蚀、耐

磨、耐温性能好，更重要的是其耐冷热冲击性，自润滑性及综合机械性能特别好，不易损坏，

确保整个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件能够长期使用，延长了第一轴承部件和第二轴承部

件的使用寿命。

[0025] 所述的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由陶瓷圈34，陶瓷挡圈35，防腐

滤网圈36组合而成，防腐滤网圈36与泵轴5之间通过陶瓷圈34配合安装，防腐过滤圈36靠近

叶轮7侧放置陶瓷挡圈35，所述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由陶瓷挡圈35，防腐滤网圈36和永磁圈

37组合而成，防腐滤网圈36与泵轴配合安装，防腐滤网圈36与泵腔内壁之间放置永磁圈37，

防腐滤网圈36靠近叶轮7侧放置陶瓷挡圈35，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

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的陶瓷挡圈35首先对介质中的颗粒杂质进行过滤，介质在通过防腐滤

网圈36时进行再次过滤，陶瓷圈34，陶瓷挡圈35选用的材料为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铝和氧

化锆中的一种，选用的材料耐腐、耐磨、耐温，综合机械性能好，磁性第二防腐过滤部件15选

用的永磁圈37可吸附介质中剩余的铁磁性颗粒，通过第一防腐过滤部件14、第二防腐过滤

部件15、第三防腐过滤部件16对介质中的颗粒进行过滤，保障磁力中开泵稳定运行。

[0026]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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