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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昌13－1/2油田LPG系统原热介质循

环泵是国产单级卧式离心泵，该泵轴密封选用的是盘根

密封，自2006年投用以来该泵盘根泄漏频率较高，给油

田现场造成较大维护工作量和泄漏风险。通过对不同密

封结构的离心泵进行多维度对比分析，最终选用无动密

封的国产磁力泵，经过1年多的投用运行评估，运行实

践取得较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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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上生产装置根据生产工艺要求配备热介质循

环加热系统，热介质系统主要有膨胀罐、循环泵、锅

炉或加热器和换热器等设备，热介质为长寿命美国

SOLUTIA（首诺）合成导热油THERMINOL 55。针对

不同的工艺要求，热介质被加热到120～250℃不等，相

应的循环泵的入口温度为50～150℃不等。

一直以来各油田都是选用电动机和泵用联轴器连

接的单级卧式离心泵，泵轴密封形式多为机械密封或盘

根密封或两种混合使用，机械密封作为轴向密封故障泄

漏率约为每年1～2次不等，盘根作为泵轴向动密封的泄

漏故障率约为每年2～3次不等，给油田现场带来了较大

维护工作量和安全环保压力。

文昌13－1/2油田LPG系统原热介质循环泵的轴向

密封为盘根密封形式，且不具备在原泵进行密封改造的

尺寸空间，在合理的经济投入情况下，需采用更加可靠

的密封类型的泵进行替换，以提升泵密封的可靠性和减

少维修工作量。

二、不同轴向动密封形式的热介质循环

泵运维情况

文昌13－1/2油田原油系统的热介质泵，根据用户

情况，泵的入口温度在70℃左右，该泵为国外进口单

级卧式离心泵，泵轴向密封采用盘根密封+油封密封形

式；油田LPG系统热介质循环泵的入口温度为100℃左

右，泵轴向密封采用盘根密封+机械密封形式；W114油

田热介质泵的入口温度为100℃左右，泵轴向密封采用

机械密封形式，下面分别就3种泵轴密封形式的使用情

况进行分析评估。

1. 轴向动密封为盘根密封+油封形式

油田原有LPG系统热介质循环泵是单级卧式离心泵

（国产），轴向密封采用油浸石棉盘根，泵内部结构如

图1所示。2号轴承为油润滑，3号轴承为脂润滑，脂润

滑轴承需每运行3 000h进行拆检重新补充新脂，维护频

率为每年2～3次。轴向靠近叶轮端的轴封为盘根密封，

靠近联轴器端的轴封为油封，盘根泄漏故障维护周期为



每年2～3次不等，通常合适的轴封泄漏维护周期为3年1

次，一旦盘根出现泄漏，受温度及压力的影响，油封会

出现泄漏。

图1 单级卧式离心泵（国产）结构

1.盘根密封　2.油润滑轴承　3.脂润滑轴承  

2. 轴向动密封为盘根密封+机械密封形式

油田原油工艺系统热介质循环泵是单级卧式离心

泵（国外进口），轴向密封采用大弹簧机械密封形式，

泵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靠近叶轮端的4号轴承为油润

滑，靠近联轴器端的2号轴承为脂润滑，脂润滑轴承需

每运行3 000h进行拆检重新补新脂，维护频率为每年2

～3次；叶轮端的密封为盘根密封，靠近联轴器端的轴

封为大弹簧机械密封，这台国外进口泵的盘根泄漏故障

维护周期为每年1～2次不等，该泵机械密封维护周期为

每年1次，一旦盘根出现泄漏，虽然机械密封的耐温性

要比油密封好，且设计有机械密封检漏或引排口管，但

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出现泄漏。

以上两种热介质泵轴向第一道密封都是盘根密

封，其具有耐热性、柔软性好、强度高且价格便宜等优

点，但盘根因编结后盘根表面粗糙、摩擦因数大等问

题，在实际生产中为了使盘根与轴或轴套间产生的摩擦

热及时散掉，盘根密封必须保持一定泄漏量而且不易控

制，选用高品质的盘根填料会有一定的改善。常出现的

状况是新修好的设备，开始运行时轴封状况良好，但用

不了多久，更换和调整填料的工作也逐渐频繁，一段时

间后，轴也会有明显磨痕，进一步影响密封效果，无法

起到可靠密封的作用。

3. 轴向动密封为机械密封形式

W114A平台的热介质系统是利用透平尾气温度进

行加热的，该系统的热介质循环泵为国外知名品牌的单

级卧式离心泵，如图3所示。该泵的结构类似原油系统

的增压泵，出口温度为100℃，轴向采用波纹弹簧机械

密封形式，该泵机械密封维护周期为每2年1次。

 图3 国外知名品牌的单级卧式离心泵结构

总之，热介质泵轴向密封选盘根+油封或盘根+机

械密封的泵故障维护工作量都比较高，轴向密封为单一

机械密封形式的热介质泵的维护工作量相对少一点，但

对机械密封设计和选材要求都比较高，对维护技能要求

比较高、运维成本也比较高。

三、选用轴向无动密封离心泵

鉴于以上轴向动密封形式的离心泵都存在不同程

度密封不可靠的问题，可以考虑选用轴向无动密封的离

心泵。目前普遍运行的有磁力泵和屏蔽泵，由于屏蔽泵

在高温介质工况下要增加冷却器冷却介质，不适合用做

热介质循环泵，因此只对磁力泵的适用性分析和评估。

单级卧式磁力驱动离心泵结构如图4所示，运用磁

图2  单级卧式离心泵（国外进口）结构

1.盘根密封　2.脂润滑轴承　3.机械密封检漏或引排口管　4.油润滑轴承



性联轴器来传递转矩，外磁转子的永磁场穿过密封隔离

套感应内磁转子，将驱动机的轴功率传递给泵的叶轮。

叶轮的驱动轴之间在无刚性连接的情况下，通过磁性联

轴器被驱动，泵轴和内磁转子浸没于工艺液体之中，被

密封在隔离套内，隔离套将内磁转子和输送介质与外磁

转子隔离，外磁转子与电动机直联或通过联轴器连接。

图4  单级卧式磁力驱动离心泵结构

1.泵体　2.叶轮　3.叶轮螺母　4.密封环　5.卡盘　6.支架　

7.次传动部件　8.标牌　9.轴承体部件　10.后座盘　

11.滑动轴承部件　12.前座盘

磁力驱动泵采用无轴封设计，低噪声、无泄漏且

无污染，完全避免了传统机械轴封泵存在的因介质跑、

冒、滴、漏引起的污染及安全隐患。采用独特的润滑及

冷却回路，一部分工艺液体自润滑和冷却传动部件，

省去了机械密封泵所需的冷却、冲洗等繁杂的管路系

统，根据选用的磁性材料的不同，使用温度最高可达

500℃。

选用磁力驱动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泵禁止空载运

行，严禁缺液和断流（轴承的散热和润滑以及转子的冷

却是靠工作介质来完成，所以该泵不能抽空），且运转

前需做好排气确认，为此除了泵进口介质罐设有液位低

报警之外，磁力泵的电动机也设有空载停机保护功能，

油田的热介质系统不存在泵入口缺液问题。

重新对轴向盘根密封、机械密封和无轴向密封的

磁力驱动泵进行综合比，见表1，磁力驱动无轴向动密

封离心泵的综合优势明显，最终确定了选用磁力驱动泵

替换现有国产轴向盘根密封泵。

四、磁力驱动泵应用

油田2016年8月选定了兰州海兰德泵业有限公司型

号为125DR80的磁力泵，除了选用的电动机比之前的

电动机功率大20%外，其他工艺参数设计和原泵保持一

致，主要部件配置及材质见表2。

表2 主要部件配置及材质

名称 配置描述

泵体外壳 304
叶轮 304

滑动轴承组件 无压烧结碳化硅陶瓷（耐磨耐蚀性优异） 
轴 304

密封垫 金属缠绕垫

磁性材料 钐钴（磁能积高、最高耐温350℃）

合同签订后到货期4个月，2017年2月完成安装

（见图5）调试后投用，调试参数记录见表3。 

图5 125DR80的磁力泵安装完成

表1 轴向盘根密封、机械密封和无轴向密封的磁力驱动泵综合对比

对比项
无轴向动密封离心泵 轴向动密封离心泵

磁力驱动泵（国产） 机械密封形式（进口） 盘根填料密封形式（进口）

位置空间 由于增加了磁极，磁力泵成撬后轴向同比轴向动密封离心泵会长一些

泄漏频次 全密封，无泄漏 2年1次 1年2~3次

HSE 无安全和环保问题 有安全和环保问题 有安全和环保问题

轴承维护 3年1次 3年1次 1年3次

功率消耗 高 中 低

新购费用 中 高 低

维护费用 低 中 高

维护技能 低 高 中



表3 调试参数记录

运行参数 旧泵 磁力泵

进口压力/KPa 25 30

出口压力/KPa 500 590

介质进口温度/℃ 103 103

介质出口温度/℃ 125 120

电流/A 77 87

电动机功率/kW 45 55

轴承温度/℃ 49~53 57~63

更换安装国产磁力泵后，泵运转情况稳定，参数

良好。经过近一年多的使用观察，未出现泵体渗漏等相

关故障。磁力泵增加的功率损耗相对于原轴向盘根密封

的泵泄漏故障率高和维修工作量大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预计每年节约维修费用约10万元左右。

五、结语

实践证明，本次海上油田首次尝试用国产磁力泵

作为热介质泵是成功的，性能是可靠的，为后续油气田

开发同工况高温、强酸、强碱或部分不允许泄漏的介质

输送泵的设计选型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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