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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转鼓强度计算规范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离心机转鼓旋转时鼓壁环向应力的计算、各种系数的选取、开孔转鼓的强度验算方

法、应用有限元法计算离心机转鼓应力分布状态的方法以及循环载荷下疲劳强度的测定与校核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壁厚均匀的离心机转鼓(主轴为水平或垂直布置)。该转鼓壁可开孔或不开孔，转鼓可
带衬里、筛网或不带衬里、筛网;转鼓的材料必须是韧性金属材料，并在选材时已考虑到了操作温度对材

料 的影响 。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条件的离心机转鼓:

    a)转鼓壁厚度与半径之比8/r,>0. 1;

    b)负荷转鼓的动能小于 750);

    c)用电动机驱动的家用脱水机;

    d)转鼓圆周速度大于300 m/s;

    e)专用于核工业领域的高速离心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3075一82 金属轴向疲劳试验方法

    GB 11345一89 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探伤结果分析

3 符号

3.1 本标准采用下列符号:

    A:转鼓加强箍的截面积,mm ;̀

    。:转鼓加强箍的高度，mm;

    b,:转鼓壁上相邻两孔的轴向中心距,mm;

    b,:转鼓壁上相邻两孔的斜向中心距,mm;

    d:开孔直径，mm;

    。:加强箍的厚度(径向),mm;

    G:最大允许装料量(质量)，‘9;

    h:转鼓有效高度，mm;

    H:圆锥形转鼓母线长度，二 ;

    K;焊缝及开孔的系数;

    K, ,焊缝系数;

    K�K�凡 :与开孔位置有关的转鼓壁开孔系数;

    二:筛网总质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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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转鼓母线上的孔数;

N,:加强箍个数;

n，:转鼓材料的疲劳强度限安全系数;

，:鼓壁开孔引起的表观密度减小系数;

r;圆锥形转鼓小端内半径，mm;

r,:转鼓内半径或圆锥形转鼓大端内半径,mm;

r,:转鼓壁平均半径或圆锥形转鼓大端平均半径，mm;

r,:物料环的内半径，mm;
Z:加强箍系数;

a:鼓壁交错孔连线间的夹角(见图2),(0);

R:圆锥形转鼓的半锥角，(。);

a:转鼓壁厚度，mm;

a,筛网当量厚度，mm;

P,:转鼓材料的密度，g/cm';

Px:物料或湿滤饼的密度(最大值),g/cm';

P,:筛网或衬里材料的密度,g/cm';
。，:空转鼓旋转时转鼓壁的环向应力，MPa ;

。::由均匀分布物料离心压力所引起的鼓壁的环向应力，MPa ;

a,:由非均匀分布物料离心压力所引起的鼓壁的环向应力，MPa ;

。;:筛网或衬里的质量对转鼓壁产生的环向应力，MPa ;

。。:转鼓材料的抗拉强度，MPa ;

a,;转鼓材料的屈服点，MPa;

。 :转鼓材料的抗疲劳强度限，MPa;

a, 转鼓壁内总的环向应力，MPa ;

。:允许的角速度,rad/se

4 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

    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可分为空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圆柱形转鼓内由物料等载

荷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圆锥形转鼓内由物料等载荷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三种情况。
4.1 空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

    空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应按式(”计算:

a,二10 '4Pjriwz············，····‘·············，’····⋯⋯ (1)

式中，按5-5选取。对于不开孔转鼓,4=1 e

离心机转鼓结构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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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离心机转鼓结构示意图

0.2 圆柱形转鼓内由物料等载荷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
    目柱形转鼓内由物料等载荷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应按物料载荷质量均布和质量非均布两

种情况分别进行计算。

4.2.1 对质量均布的物料载荷(如液体、能流动的浓浆等)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应按式(2)、式(3)计算。

4.2.1.1 当物料密度Pz已知时:

                                oz=10 'm'[P,(r卜r,)r,/(28)]···························⋯⋯ (2)

‘工1.2 当物料总质量已知时:
                                        0,=10 W (Gr,/2ah8)··········，.·················⋯ ⋯ (3)

s. 2. 2 对质量非均布的物料载荷(如纺织品、毛皮等)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应按式(4)计算。

                              a,=10 -'m0G (r; -r3) / [3ah8 (r, -r; )]一 一·-..一一··-.-·一·(4)

4.2-3 如果转鼓带衬里或装有筛网，必须计算出衬里或筛网的质量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

    圆柱形转鼓内筛网的当量厚度应按式(5)近似计算:

4- 7- 3.1

月.2.3.2

                  “                  _妥   m8.  2xr,hp,.-.············。············⋯⋯(5)
当筛网材料密度已知时:

                          a,二10 -'co' (p,r;民/8)··············‘··⋯⋯.................... (6)

当筛网材料的总质量已知时:

                          a,=10 'm'[mr,/(2ah8)]······················⋯ ⋯ (7)

东 3 圆锥 形转鼓 内由物 料等载荷离心压 力产生的鼓壁 环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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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对质量均布的物料载荷(如液体、能流动的浓浆等)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应按式(8)计算。

                            a:一10- 0mz[Pz(r,-r3 )r,/(28·cosp)] ···························⋯⋯ (8)

4.3.2 如果转鼓带衬里或装有筛网，必须计算出衬里或赌网的质量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

    圆锥形转鼓内筛网的当量厚度应按式(9)近似计算:

                      3.耳获                      mS.=n(r,+r)HP..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3-2.1 当筛网材料密度已知时:

o,=10’砂(八片民/8) (10)

4.3.2.2 当筛网材料的总质量已知时:

                                a,=10 3a1mr;/[二(二，+0118] (11)

5 各种系数的选取

5.1 加强箍系数

5.1.1 转鼓可以装加强箍。当装有加强箍时，其间距应对称。

5.1.2 加强箍对转鼓壁有补增强度的作用。可用加强摧系数Z来加以修正。该系数由应力计算确定，

应力计算所用的方法应与该转鼓的结构形状相适应.

5.1.3 当不用加强箍时，加强箍系数取为:Z=1.

5.1.4 装有加强箍时，加强箍系数按式(12)计算.

                                          Z=1十N,A/(8h) ·······································⋯⋯ (12)

5.2 焊缝系数

5.2.1 焊缝的机械性能应相当于或优于转鼓壁材料的机械性能.引入焊缝系数来考虑焊缝处强度的创

弱 。

5.2.2 对于按GB 11345规定进行100%射线探伤检查或其他等效的探伤方法进行检查的焊缝，其焊

缝系数应取为:K,=0. 95.

5.3 开孔系数

5.3.1 转鼓上开孔一方面使得鼓壁强度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使得鼓壁表观密度减小。应用开孔系戮和

表观密度减小系数来考虑开孔对转鼓强度的影响.

5.3.2 孔在鼓壁上均匀分布时，开孔系数Kz,K:与开孔位置有关，见图2。其值由式((13)、式(14)确定，

使用时应采用下列K,K3,K;值中的较小值。

                                        K,= (b, -d) /b,····································一 (13)

                                            K,=V (b"-d)/bz ··················.-·················一 (14)

式中:V— 夹角a的函数，V=(1+tg'a)/(1+3tgza)v:,V可从表1中查出。
                              表1数值V与夹角。的对照表

10    1   12.5   1    15    1    17

0.986 0.979 { 0.972 0.965 0.958

0. 952

  40

0.966

62.5

1.350

  85

6. 641

0.981

1.456熏
坐
仲一肠111391一坦
仲

竺
~1
仲一525

501099611兰
仲一。

竺
何-扎10947一坐
何一阳

。一100011坐
﹃

介一V工一a(9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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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开孔位置关系图

5.3.3 对单排孔和对一排靠近转鼓底部的孔和(或)一排靠近上环边的孔，其开孔系数由式(15)确定。

                                          K,= (h一Nd )/h ···，···‘ ··················。··⋯⋯ (15)

5.3.4 当转鼓壁不开孔时，Kz,K�K;均为 1,

5.4 焊缝及开孔系数

5.4.1 在转鼓开孔系数中，未考虑孔边缘的应力集中.焊缝区不应开孔。

5.4.2 焊缝区不开孔时，K值应取K�Kz、 K�K;中的较小值。

5.4.3 焊缝区开孔不可避免时 K值则应取Kz,K�K 中的较小值与焊缝系数K』相乘。

5.5 鼓壁开孔引起的表观密度减小系数

    鼓壁开孔引起的表观密度减小系数按式(16)计算。
    八b,·sin.-耐 丫4

q一 -6,b, " sina一“ 1一na-i k40,0,’scna) (16)

‘ 开孔转鼓强度验算

6.1 圆柱形开孔转鼓的环向总应力

    圆柱形开孔转鼓的环向总应力应按物料载荷质量均布和质量非均布两种情况分别计算。

6.1.1 对于质量均布的物料载荷(如液体、能流动的浓浆等):

                                  。=(。，+。:十。,)/K簇Ca7....................................

6.1.1.1 当物料密度已知时，按式(18)计算:

(17)

        、2 ， 。 (r'一r;)r.      8.r.,___
a一王;花不;L4Pori+Pz- s.} 十Pz s}」气LaJ

        1、 /、 I U 心 以 dJ 口 进J

(18)

6.1.1.2 当物料总质量已知时，按式(19)计算:

  w2

K 丫10,

尸 ， Gr, X 106.-r, X 10̀, ，
Lgp,ri十 石二工下甲 十 一万石万石 」气 LcJ

                        乙 ，‘了不V 亡护 乙 代 1不U 止 J

(19)

对于质量非均布的物料载荷(如纺织品、毛皮等):

                          口一(a, +a, +a,) /K <- [o]

  当物料总质量已知时，按式(21)计算:

(20)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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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P

氏一KX10̀
。 ，‘G(r'一月)X10̀ .mr, X 10̀  } , ，
Lgp}ri十 n}iSOi S一j万十 一石二1玉石尸」气 L口」’··一 ’.................

                J“，‘U ‘ 、，1一 ， 3少 石几 ，’ 。凌J

(21)

    对圆柱形无孔转鼓，环向总应力可按式(17)一式(21)计算，式中的q=1, K=K�

62 圆锥形开孔转鼓的环向总应力

6.2.1 圆锥形转鼓的环向总应力按式(22)计算:

                                  a,=(a,+a,+a,)/K([司·············”··········⋯ ⋯ (22)

6.2.2 当物料密度 已知时，按式 (23)计算 :

    wP .. (r'一代)r, .    8.r', ，

一K歹面LgP3‘十PP 2S " cosh十P3了J-LaJ
(23)

    对圆锥形无孔转鼓，环向总应力可按式(22)、式(23)计算，式中的q=1, K=K,

6. 3 材料的许用应力

    由于本标准未 考虑 到的因素 ，故计算出的环 向应 力不得超过下列两个许用应 力值 中较小的一 个。

r二 f0. 50a,
L-J一 、

      L0. 33a,
(24)

    即: a,镇。.50a, , a,蕊0.33a6

    式中氏是有明显屈服现象的钢材的屈服点;对屈服点不明显的钢材'a.用产生0.2%残余伸长时的

应力0o:代替;对于奥氏体钢 o,用产生1.0%残余伸长时的应力代替，由试样实侧确定。

7 应用有限元法对离心机转鼓应力分布状态的计算

    对几何形状复杂的离心机转鼓各部位的应力状态的计算，最适宜的方法是采用有限元法。

7.1 转鼓各部位的应力计算，包括鼓身、鼓身与鼓底、鼓身与拦液板等相联接处的边缘效应区的应力分

布状态的计算，可以采用轴对称有限元程序或三维有限元程序。

7.2 带加强箍的转鼓，鼓身的筒壁与加强箍相配合部位，当有过盈量时，应采用有限元法计算出在不同

过盈量下的套合力和鼓身筒壁的应力，以确定合适的过盈量.

7.3 几何形状复杂的转鼓底、拦液板等零件无需做几何形状上的简化，可直接采用有限元法进行计算.

7.4 采用三维有限元程序，可以对开孔的转鼓筒壁的应力进行计算。

8 循环载荷下疲劳强度的测定与校核

    用于制造承受循环载荷次数较高的离心机(如制糖用的上悬式离心机和间歇操作的三足式离心机)

转鼓的材料，建议测定其承受2X10，次循环应力下的疲劳强度，并且进行强度校核。

8.1 疲劳强度的测定

    疲劳强度的试验及试样的制作应符合GB 3705的规定。

8.2 疲劳强度的校核

    求出焊缝区和开孔区的环向应力后应按8.1得出的转鼓材料试样循环载荷疲劳强度限校核疲劳强

度，其安全系数至少应为1.2。即:

1一卜) 1
      口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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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转鼓强度计算公式汇总表
      (提示的附录)

环向总应力a,

1圆柱形转鼓
1.1 圆柱形无孔转鼓

，

且

，
1

弓1

A

A

A

物料 按密度计 :

      w' 。 (r'一r; )r,      6A ,

I'=元咬丽s LP,rz十Ps 衷泛丁一+P,丽J
物料按质量计:

，一云奋w'n, [P,r̀r+
          苦 1 / J U

Gr,火100
  2shEZ

mr,义 100

2nh62

Al. 1. 2 圆柱形开孔转鼓

物料按密度计:

物料按质量计:

0一影价[4P,r,+Pz (r}26黔十P3翁

。一KXz10s[4P,rz+G2n b罗召, X 10̀+mr 2ah8Z ]
Al. 2 圆锥形转鼓
Al. 2. 1 圆锥形无孔转鼓

物料按密度计:

。欢一w2〔。1·        x+;2      (r, - r,)r,+;3      6,ri0'  KX10'[P,rZ+pz 26"cos/3+P3 S ]
AL 2.2 圆锥形开孔转鼓
物料按密度计

    田2 尸 (r'一r;)r,      8,ri

一KX10'L9P,rztP2 2S. cosp+P'了

A2 鼓壁厚度s

A2. 1 圆柱形转鼓
A2.1.1 圆柱形无孔转鼓

    物料按密度计:

S=
P, (r{一梢)r,十2Zp,8,r;

2Z(仁。〕，Kw ' X 10，一P,rz)

物料按质量计:

(Gr,+mr,Z) X 10̀

2ahZ([o]·Kw 'X10，一p,r圣)

A2. 1. 2 圆柱形开孔转鼓

物料按密度计:

      Ps (r,一烤)r,+2ZPna.ri
“一2Z(〔刃"K.-'X109.二一7P,r,')



JB/T 8051一Ll

物料 按质量计 ;

(G,} +,-,,Z) X 10'

2rhZ([a]·Km 'X10'-yp,r,)

A2.2 圆锥形转鼓

A2. 2. 1 圆锥形无孔转鼓

    物料按 密度计 :

Pz(ri一砖)r,-}-2p,O,r',·COS#
2([a]·Km 'XIO，一p, rz )·cost

A2. 2.2 圆锥形开孔转鼓

物料按密度计:

P, (r;一砖)二，+2P,b.代，Cos夕

2([a]·K- 'X10，一，9P,r,')·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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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

离心机转鼓张度计算实例

      (提示的附录)

.往形转鼓盗度计算

  设计条件《见图BD 
 
 
 
 
 
 
 
 
 
 
 
 
 
 
 
 
 
 
 
 
 
 
 
 
 
 
 
 
 
 
 

-

1

心1

B

B

                                                  图 B1

    转鼓内半径 r,=400 mm

    转鼓平均半径 ri=404m二

    物料环内半径 r,=285~

    转鼓有效高度h=400 mm
    转鼓壁厚古二sm，

    加强握数目N,=2

    加强挂截面积 A=Qe=20X 18=360 mm'

    转鼓开孔数与开孔直径1020-那
    两相邻孔的轴向中心距b,=40 mm

    两相邻孔的斜向中心距k=32二

    转鼓壁上交错孔连线的夹角a=51.320

    转鼓转速，二1500 r/min

    转鼓材料OCrl9Ni9，密度p,=7.85 g/cm'

    筛网材料的质量M=7.9吨，密度p.=7.85 g/cm'

    处理物料的密度Ps一1. 36 g/cm'(最大装料量135掩)
Bl. 2 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

81.2.1空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

                                        Q,=10 'vp,rimz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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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一Rd'/(4b,b,·sina)二1-,r X 8'/(4 X 40 X 32 X sin51. 320)=0. 9497

式中:。— 角速度，w=rn/30=1500,r/30=157 rad/s.

    将有关各值代入式(BD:
                        a,=10'X0.9497X7.85X404'X157'二29. 993 MPa

Bl. 2.2 圆柱形转鼓内由物料载荷离心压力产生的鼓壁环向应力

对物料质量均布，且密度已知时:

                        a,=10 'w0队(弓一片)r,/(28Z)] (B2)

                          Z=1十N,A/(ah)=1十2 X 360/(8 X 400)一1.225

    将有关各值代入式((B2):
            a,=10 'X157'X[1.36X(400'-285')X400/(2X8X1.225)]=53.893 MPa

Bl. 2. 3 转鼓内筛网引起的环向应力

                                    0,=10 'W阮弓氏/(8Z)]----.....······-·················⋯⋯ (B3)

    式(B3)中筛网的当量厚度8.按式(B4)近似计算:

                    m            7900 - 一 ___                          S.=一 “二、=二长寻笼 二二 二 =0.1 cm-1_ 0 mm------------------------ (B4)
                            2ar,hp,   2wX40X4OX7.85 一“一 ’--一一 、一1口

        。。二10 'w'[p,r;S,/(8Z)〕一10 ' X 157' X [7. 85 X 400' X 1/(8 X 1.225)]=3. 159 MPa

B l. 3 转鼓强度验算
    圆柱形转鼓的环向总应力

                                      a,=(a,十az+a,) /K ..........................................一 《璐)

式中:K 焊缝及开孔系数,K为K,.K..凡 中的最小值，或K为K�凡 中的最小值与K,的乘积.

        K, 焊缝系数，经100%射线探伤检验的转鼓焊缝系数K，一。.95;

        K,— 转鼓壁开孔系数，K,=(b,-d)/b,=(4。一8)/40=0. 8:

        K3— 转鼓壁开孔系数,K, =V (b,-d )瓜 。

      V与a的有关系数，由表1查得.a=51. 320时，V =l. 075
                          K, =V (L, -d) /b,=1. 075X (32-8)/32=0. 806

    最后取 K=O. 8,

    将有关各值代入式(B5):

                          a,= (29. 993+53. 893十3.159)/0.8=108.806 MPa

    对奥氏体不锈钢OCrl9Ni9的a,，应取产生1%残余伸长时的应力，此值由试验侧取，然后按6.3求
出〔。]，要求a,满足以下强度条件，即

                                a,= (a,十a,+a,)/K毛 [a]

B2. 1

圆锥形转鼓强度计算

  设计条 件(见 图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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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B2

    转鼓内半径(圆锥大端)r，二600 mm

    转鼓平均半径(圆锥大端)r,=612 mm

    物料环的内半径(圆锥大端)r,=440 mm
    转鼓壁厚度5=12 mm

    圆锥部分的半锥角 9=23-

    转鼓转速 ，=975 r/min

    转鼓材料20g,ae一410 MPa,a,一245 MPa
    转鼓材料密度p,=7.85 g/cm'
    被处理物料的密度p,=1. 5 g/cm'

B2. 2 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

B2. 2. 1 空转鼓旋转时鼓壁内的环向应力

                                      v,=10 99P,r圣w}................................................ (B6)

式中:9-一鼓壁开孔引起的表观密度减小系数，此处圆锥形部分不开滤孔，q=1;
      。— 角速度 ，w-2rn/60 =2a X975/60=102. 1 rad/s,

    将有关各值代入式((B6)即:

                          0，二10 'X1 X7.85X612'X102.1'=30.649 MP,,

82.2.2 圆徘形部分 F17 *plA&r9K心压 力产十 144 #5 环 向1"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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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 'm'p,(r}一r,)r,/(28·COs夕)

                      =10 'Xl02.1'Xl.5X(600'一440')又600/ (2 X 12 Xcos230)

                        = 70.666 M Pa

B2. 3 转鼓强度验算
    圆锥形部分的环向总应力

                                    a,=(a,+a0/K簇[a]

式中:K- 焊缝系数，100%射线检验，取K=O. 95;

      〔。〕— 材料的许用应力，取0. 33a-0. 50a,两值中的小者。

                                          0. 33a.= 0. 33X 410一 135. 30

                                        0. 50a。一0.50洲245=122. 50

    取仁a]=122. 50 MPa,
                        a=(30. 649+70. 666)/0.95=101.315 MPa蕊[。〕

    本例题转鼓内无筛网。若转鼓内有筛网，则筛网的当量厚度应按式((B7)近似计算:

8.一牙而mrr(r,+r)Hp (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