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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测试装置，

属于泵技术检测领域。由叶轮、若干个滚珠、2个

挡板、螺栓构成的叶轮转子部件与泵轴同步旋转

的同时，叶轮转子部件通过滚珠能在泵轴及其上

的键上轴向移动；由缸筒及其上的排气螺栓、缸

盖及其上的零件（包括滚动轴承、B组圆螺母和单

端面机械密封的动环）、A组圆螺母、活塞及其上

的2个O型橡胶密封圈、拉力杆及其上的O型橡胶

密封圈和拉紧螺母构成了活塞缸转子部件；在叶

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子部件与泵轴同步旋转

的同时，由于拉力杆的一端固连在叶轮上，另一

端固连在活塞上，实现了叶轮与活塞同步轴向移

动，使液体作用在叶轮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传

递到活塞上，导致活塞的左油腔和右油腔的压力

发生变化，液体作用在活塞两侧的液压力的差值

即为叶轮轴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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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的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叶轮（3）、若干个滚珠

（5）、挡板（6）、E组螺栓（48）构成了叶轮转子部件；缸筒（11）及其上的1#排气螺栓（12）和2#

排气螺栓（14）、缸盖（17）及其上的零件（包括滚动轴承（18）、B组圆螺母（36）和1#单端面机

械密封（19）的动环）、A组圆螺母（33）、活塞（15）及其上的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13）、拉力

杆（46）及其上的零件（包括4#O型橡胶密封圈（41）、6#O型橡胶密封圈（44）、拉紧螺母（40））

构成了活塞缸转子部件，缸筒（11）与缸盖（17）通过C组螺栓（38）固连成一体形成了缸体，缸

体通过泵轴（1）及其上的2#键（10）、泵轴（1）的轴肩和A组圆螺母（33）固定在泵轴（1）上，缸

体内表面与泵轴（1）的部分外径形成了密闭的油缸腔；定位螺栓（8）从泵盖（7）的螺孔穿入

并旋入叶轮（3）上的螺纹孔内，使叶轮（3）和活塞（15）处在设计的轴向位置，即叶轮（3）处在

泵轴A端面（49）和缸筒左端面（47）之间；轴承支架（16）安装在泵盖（7）和滚动轴承（18）上，

轴承支架（16）通过B组螺栓（37）固连在泵盖（7）上，轴承支架（16）上的机械密封的静环与缸

盖（17）上的机械密封的动环构成了1#单端面机械密封（19），闷盖（23）通过A组螺栓（21）固

连在轴承支架（16）上，闷盖（23）上的机械密封的静环与泵轴（1）上的机械密封的动环构成

了2#单端面机械密封（22）；2#单端面机械密封(22)的外径、闷盖(23)、缸盖(17)的右端面、

轴承支架(16)构成了测压油腔A(32)，闷盖(23)、2#单端面机械密封(22)的右端面、泵轴(1)

右端面构成了测压油腔B(31)；手压油泵（30）的输出油管分两路，一路通过1#阀门（26）与测

压油腔B（31）联通，一路通过2#阀门（27）与测压油腔A（32）联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的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叶

轮（3）的键槽宽度等于1#键（4）的宽度加上2倍滚珠（5）的直径，叶轮（3）以间隙配合安装在

泵轴（1）上，若干个滚珠5装在泵轴（1）上的1#键（4）与叶轮（3）的键槽的内侧面形成的腔体

内，即在1#键（4）的两侧安放两排滚珠（5），两个挡板（6）通过E组螺栓（48）分别固连在叶轮

（3）的左端面和右端面上，且挡板（6）的键槽宽度与1#键（4）的宽度的配合为间隙配合，将1#

键（4）两侧的两排滚珠（5）限制在两个挡板（6）之间；泵轴（1）通过1#键（4）带动叶轮转子部

件旋转的同时，叶轮转子部件通过滚珠（5）能在泵轴（1）及1#键（4）上轴向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的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拉

力杆（46）的左端通过螺纹固连在叶轮（3）上，拉力杆（46）的右端装有活塞（15），拉紧螺母

（40）使活塞（15）与拉力杆（46）的轴肩靠实，此时活塞（15）位于泵轴（1）及其上的两个5#O型

橡胶密封圈（42）上，活塞（15）及其外径上的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13）将油缸腔分成左油

腔（43）和右油腔（39）；由于拉力杆（46）的一端固连在叶轮（3）上，另一端固连在活塞（15）

上，在叶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子部件与泵轴（1）同步旋转的同时，叶轮（3）与活塞（15）可

同步轴向移动，使液体作用在叶轮（3）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传（46）递到活塞（15）上，导致

油腔缸的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的压力发生变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的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缸

盖（17）上的小油孔（20）将右油腔（39）与测压油腔A （32）联通，2#压力表（29）通过2#油管

（25）与测压油腔A（32）联通，2#压力表（29）的示值即为右油腔（39）的压力值；泵轴（1）上的

大油孔（35）将左油腔（43）与测压油腔B（31）联通，1#压力表（28）通过1#油管（24）与测压油

腔B（31）联通，1#压力表（28）的示值即为左油腔（43）的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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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泵技术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测试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公知的离心泵的叶轮轴向力测试装置，是基于叶轮轴向力使叶轮和泵轴一

起产生轴向位移；或者基于叶轮轴向力使叶轮在泵轴及其键上产生轴向位移，在泵轴的非

动力输入端设置轴向力的测试装置，使待测的叶轮轴向力与其它力学量(如弹簧拉力、砝码

重力、液体压力，等)相平衡；或使待测的叶轮轴向力作用在电阻应变式拉压力传感器上；或

使待测的叶轮轴向力作用在泵轴上的滚动轴承两侧的测力环上，测力环上装有电阻应变片

或压电元件。上述测试方法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电机端的半联轴器与泵轴端的半联

轴器的接触面上、叶轮与泵轴及泵轴上的键的接触面上都存在很大的接触摩擦力，叶轮轴

向力须克服接触摩擦力才能使泵轴（或者叶轮在泵轴及其键上）产生轴向位移，这会使测试

结果产生较大误差，因此减小摩擦力对轴向力测试的影响是现有的轴向力测试技术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其次，泵在运行时存在振动现象，振动信号对电阻应变式拉压力传感器、测

力环上的电阻应变片或压电元件的输出信号有较强的干扰，严重时会影响传感器电路的正

常工作，并且难以去除。因此，需要对现有的离心泵的叶轮轴向力测试装置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

力测试装置。

[0004] 所述的一种离心泵的活塞式叶轮轴向力测试装置主要包括叶轮转子部件、活塞缸

转子部件、机械密封、测压油腔，其中：叶轮、若干个滚珠、挡板、E组螺栓构成了叶轮转子部

件。叶轮的键槽宽度等于1#键的宽度加上2倍滚珠的直径。叶轮以间隙配合安装在泵轴上，

若干个滚珠装在泵轴上的1#键与叶轮的键槽的内侧面形成的腔体内，即在1#键的两侧安放

两排滚珠。两个挡板通过E组螺栓分别固连在叶轮的左端面和右端面上，且挡板的键槽宽度

与1#键的宽度的配合为间隙配合，将1#键两侧的两排滚珠限制在两个挡板之间。泵轴通过

1#键带动叶轮转子部件旋转的同时，叶轮转子部件通过滚珠能在泵轴及1#键上轴向移动。

[0005] 缸筒及其上的1#排气螺栓和2#排气螺栓、缸盖及其上的零件（包括滚动轴承、B组

圆螺母和1#单端面机械密封的动环）、A组圆螺母、活塞及其上的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拉

力杆及其上的零件（包括4#O型橡胶密封圈、6#O型橡胶密封圈、拉紧螺母）构成了活塞缸转

子部件。缸筒与缸盖通过C组螺栓固连成一体形成了缸体，缸体通过泵轴及其上的2#键、泵

轴的轴肩和A组圆螺母固定在泵轴上，缸体内表面与泵轴的部分外径形成了密闭的油缸腔。

其中，1#O型橡胶密封圈和3#O型橡胶密封圈起着密封作用，防止油缸腔内的压力油向外泄

漏。拉力杆及其上的两个6#O型橡胶密封圈穿过缸筒，拉力杆的左端通过螺纹固连在叶轮

上，拉力杆的右端装有活塞，拉紧螺母使活塞与拉力杆的轴肩靠实，此时活塞位于泵轴及其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2145449 A

3



上的两个5#O型橡胶密封圈上。活塞及其外径上的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将油缸腔分成左油

腔和右油腔，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两个5#O型橡胶密封圈和4#O型橡胶密封圈都起密封作

用，防止左油腔和右油腔的压力油联通。由于拉力杆的一端固连在叶轮上，另一端固连在活

塞上，在叶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子部件与泵轴同步旋转的同时，叶轮与活塞可同步轴向

移动。

[0006] 定位螺栓从泵盖的螺孔穿入并旋入叶轮上的螺纹孔内，使叶轮和活塞处在设计的

轴向位置，即叶轮处在泵轴A端面和缸筒左端面之间。

[0007] 泵盖通过D组螺栓安装在泵体上，轴承支架安装在泵盖和滚动轴承上，轴承支架通

过B组螺栓固连在泵盖上。轴承支架上的机械密封的静环与缸盖上的机械密封的动环构成

了1#单端面机械密封。闷盖通过A组螺栓固连在轴承支架上，闷盖上的机械密封的静环与泵

轴上的机械密封的动环构成了2#单端面机械密封。

[0008] 2#单端面机械密封的外径、闷盖、缸盖的右端面、轴承支架构成了测压油腔A。闷

盖、2#单端面机械密封的右端面、泵轴右端面构成了测压油腔B。缸盖上的小油孔将右油腔

与测压油腔A联通，2#压力表通过2#油管与测压油腔A联通。泵轴上的大油孔将左油腔与测

压油腔B联通，1#压力表通过1#油管与测压油腔B联通。手压油泵的输出油管分两路，一路通

过1#阀门与测压油腔B联通，一路通过2#阀门与测压油腔A联通。叶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

子部件与泵轴同步旋转的同时，液体作用在叶轮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传递到活塞上，活

塞随叶轮一起发生轴向位移，导致油腔缸的左油腔和右油腔的压力发生变化。由于活塞两

侧的有效面积已知，左油腔和右油腔的压力已知，液体作用在活塞两侧的液体压力的差值

即为叶轮轴向力，通过比较活塞两侧的液体压力的大小，即可判断出叶轮轴向力方向。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叶轮转子部件与泵轴同步旋转的同时，叶轮转子部件通过滚珠能在泵轴及1#键上轴

向移动，由于滚珠与键的接触摩擦力小，减少了接触摩擦力对轴向力测试的影响；

2、安装在泵轴上的叶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子部件与泵轴同步旋转的同时，液体作用

在叶轮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传递到活塞上，活塞随叶轮一起发生轴向位移，导致活塞的

左油腔和右油腔的压力发生变化，将叶轮轴向力转换为左油腔和右油腔的液体压力。泵轴

的大油孔将左油腔与测压油腔B联通，缸盖的小油孔将右油腔与测压油腔A联通，通过测量

测压油腔A与测压油腔B的压力可间接得到叶轮轴向力的大小，且叶轮轴向力测试几乎不受

泵振动的干扰；

3、本发明结构简单实用，无液体泄漏，可实时检测叶轮轴向力的大小及方向，能为离心

泵的叶轮轴向力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对促进泵测试技术进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的具体结构和工作原理图。包括的主要零件有：1.泵轴   2.泵体   3. 

叶轮   4 .  1#键   5 .  滚珠   6 .  挡板   7 .  泵盖   8 .  定位螺栓   9 .  1#O型橡胶密封圈  

10.  2#键   11.  缸筒   12.  1#排气螺栓   13.  2#O型橡胶密封圈   14.  2#排气螺栓   15. 

活塞   16.  轴承支架   17.  缸盖   18.  滚动轴承   19.  1#单端面机械密封   20.  小油孔  

21.  A组螺栓   22.  2#单端面机械密封   23. 闷盖   24.  1#油管   25.  2#油管   26.  1#阀

门   27.  2#阀门   28.  1#压力表   29.  2#压力表   30.  手压油泵   31 .  测压油腔B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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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压油腔A 33.  A组圆螺母   34.  3#O型橡胶密封圈   35.  大油孔   36.  B组圆螺母   37. 

B组螺栓   38.  C组螺栓   39.  右油腔   40.  拉紧螺母   41.  4#O型橡胶密封圈   42.  5#O

型橡胶密封圈   43.  左油腔   44.  6#O型橡胶密封圈   45.  D组螺栓   46.  拉力杆   47. 

缸筒左端面   48.  E组螺栓   49.  泵轴A端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附图1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如图1所示，叶轮3、若干个滚珠5、挡板6、E组螺栓48构成了叶轮转子部件。叶轮3的键槽

宽度等于1#键4的宽度加上2倍滚珠5的直径。叶轮3以间隙配合安装在泵轴1上，若干个滚珠

5装在泵轴1上的1#键4与叶轮3的键槽的内侧面形成的腔体内，即在1#键4的两侧安放两排

滚珠5。两个挡板6通过E组螺栓48分别固连在叶轮3的左端面和右端面上，且挡板6的键槽宽

度与1#键4的宽度的配合为间隙配合，将1#键4两侧的两排滚珠5限制在两个挡板6之间。泵

轴1通过1#键4带动叶轮转子部件旋转的同时，叶轮转子部件通过滚珠5能在泵轴1及1#键4

上轴向移动。

[0012] 如图1所示，泵轴1及其上的叶轮转子部件装在泵体2内。

[0013] 如图1所示，泵盖7通过D组螺栓45固连在泵体2上。

[0014] 如图1所示，缸筒11及其上的1#排气螺栓12和2#排气螺栓14、缸盖17及其上的零件

（包括滚动轴承18、B组圆螺母36和1#单端面机械密封19的动环）、A组圆螺母33、活塞15及其

上的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13、拉力杆46及其上的零件（包括4#O型橡胶密封圈41、6#O型橡

胶密封圈44、拉紧螺母40）构成了活塞缸转子部件。缸筒11与缸盖17通过C组螺栓38固连成

一体形成了缸体，缸体通过泵轴1及其上的2#键10、泵轴1的轴肩和A组圆螺母33固定在泵轴

1上，缸体内表面与泵轴1的部分外径形成了密闭的油缸腔。其中，1#O型橡胶密封圈9和3#O

型橡胶密封圈34起着密封作用，防止油缸腔内的压力油向外泄漏。拉力杆46及其上的两个

6#O型橡胶密封圈44穿过缸筒11，两个6#O型橡胶密圈44起密封作用，防止油缸腔内的压力

油向外泄漏。拉力杆46的左端通过螺纹固连在叶轮3上，拉力杆46的右端装有活塞15，拉紧

螺母40使活塞15与拉力杆46的轴肩靠实，此时活塞15位于泵轴1及其上的两个5#O型橡胶密

封圈42上。活塞15及其外径上的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13将油缸腔分成左油腔43和右油腔

39，两个2#O型橡胶密封圈13、两个5#O型橡胶密封圈42和4#O型橡胶密封圈41都起密封作

用，防止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的压力油联通。由于拉力杆46的一端固连在叶轮3上，另一端

固连在活塞15上，在叶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子部件与泵轴1同步旋转的同时，叶轮3与活

塞15可同步轴向移动，即实现了液体作用在叶轮3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传46递到活塞15

上，导致活塞15的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的压力发生变化。

[0015] 如图1所示，定位螺栓8从泵盖7的螺孔穿入并旋入叶轮3上的螺纹孔内，使叶轮3和

活塞15处在设计的轴向位置，即叶轮3处在泵轴A端面49和缸筒左端面47之间；

如图1所示，轴承支架16安装在泵盖7和滚动轴承18上，轴承支架16通过B组螺栓37固连

在泵盖7上。轴承支架16上的机械密封的静环与缸盖17上的机械密封的动环构成了1#单端

面机械密封19，闷盖23通过A组螺栓21固连在轴承支架16上，闷盖23上的机械密封的静环与

泵轴1上的机械密封的动环构成了2#单端面机械密封22。

[0016] 如图1所示，2#单端面机械密封22的外径、闷盖23、缸盖17的右端面、轴承支架16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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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测压油腔A  32。闷盖23、2#单端面机械密封22的右端面、泵轴1右端面构成了测压油腔B 

31。1#单端面机械密封19防止从叶轮3流出的高压液体流入测压油腔A  32，2#单端面机械密

封22防止测压油腔A  32与测压油腔B  31联通。缸盖17上的小油孔20将右油腔39与测压油腔

A  32联通，2#压力表29通过2#油管25与测压油腔A  32联通，2#压力表29的示值即为右油腔

39的压力值。泵轴1上的大油孔35将左油腔43与测压油腔B  31联通，1#压力表28通过1#油管

24与测压油腔B  31联通，1#压力表28的示值即为左油腔43的压力值。手压油泵30的输出油

管分两路，一路通过1#阀门26与测压油腔B  31联通，一路通过2#阀门27与测压油腔A  32联

通。

[0017] 如图1所示，叶轮转子部件和活塞缸转子部件与泵轴1同步旋转的同时，液体作用

在叶轮3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46传递到活塞15上，导致油腔缸的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的

压力发生变化。由于活塞15两侧的有效面积已知，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的压力已知，液体作

用在活塞15两侧的液体压力的差值即为叶轮3轴向力，通过比较活塞15两侧的液体压力的

大小，可判断出叶轮3轴向力方向。

[0018] 本发明工作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在离心泵不工作时，将定位螺栓8从泵盖7的螺

孔穿入并旋入叶轮3上的螺纹孔内，使叶轮3和活塞15处在设计的轴向位置，即叶轮3在泵轴

A端面49和缸筒左端面47之间。

[0019] 如图1所示，打开1#阀门26和2#阀门27，通过手压油泵30向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充

液压油的同时，用1#排气螺栓12排空左油腔43内的空气，用2#排气螺栓14排空右油腔39内

的空气，待左油腔43和右油腔39充满一定压力的液压油后，关闭1#阀门26和2#阀门27，停止

手压油泵30工作。

[0020] 如图1所示，将定位螺栓8从叶轮3的螺孔上拧出，以不妨碍叶轮3转动为止。由于液

体作用在活塞15右端面的有效面积与左端面的有效面积不相等，活塞15静止不动时，左油

腔43内的压力与右油腔39内的压力是不相等的，此时1#压力表28的示值P1为左油腔43内的

压力，2#压力表29的示值P2为右油腔39内的压力。

[0021] 启动离心泵，使泵工作在某一流量工况，液体作用在叶轮3上的轴向力通过拉力杆

46传递到活塞15上，导致左油腔内43的压力由P1变为P3，右油腔内的压力由P2变为P4，如定

义轴向力方向与叶轮3进口流速度方向相反为正，反之为负，则轴向力F计算式为：F=(  P3- 

P1)A1-(  P4-  P2)A2

式中，A1为活塞15的左端面的有效面积，A2为活塞15的右端面的有效面积。

[0022] 如图1所示，测试完毕后，关停水泵，打开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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