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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式渣浆泵的汽蚀状态分析与计算
李平双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８１）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泵内产生汽蚀的原因，在对离心式渣浆泵与普通离心泵汽蚀特性比较
的基础上，分析了渣浆泵汽蚀余量与叶轮入口几何参数关系；依据有关试验数据，找出了渣浆泵汽
蚀余量经验计算公式，并给出了计算实例。给泵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渣浆泵汽蚀余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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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汽蚀余量，ＮＰＳＨ。。对应这些参数急剧变化的

引言

始点，ＮＰＳＨⅢ对应汽蚀充分发展的汽蚀稳定状态

泵内发生汽蚀，不但使泵性能下降，同时

（超汽蚀状态）。

产生噪声和振动，而且使泵的寿命缩短，严重时
泵因叶轮汽蚀破坏而无法工作。研究汽蚀过程的
客观规律，在设计阶段估算泵汽蚀余量，历来是
每个工程技术人员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常用
于估算泵汽蚀余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Ｔｈｏｍａｓ汽蚀系数法，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汽蚀比转
速ｃ来计算。这些方法在计算汽蚀余量时，皆
与叶轮人口几何参数无关，在计算渣浆泵汽蚀余
量时不十分合理。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泵内汽蚀发生状态，并
根据试验曲线，推导出了渣浆泵汽蚀余量的计算
方法，并通过实例进行了验证。
图１泵汽蚀特性曲线
１

汽蚀余量方程式

从该图上可知，抽送磨蚀性固液混合物的

１．１离心式渣浆泵与普通离心泵汽蚀特性比较
通常离心泵汽蚀余量方程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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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上，汽蚀区（ＮＰＳＨＩ—ＮＰＳＨＩＩ）占据ＮＰＳＨ相当
大的变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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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是叶轮人口水头超过液体饱和蒸汽压
力水头的余量。离心式渣浆泵汽蚀特性与清水泵
比较有一定的差别，从图１可看出。

泵汽蚀余量与叶轮叶片人１：３边绕流的液体运
动学有关，公式（１）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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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１上示出泵汽蚀特性曲线，曲线ａ对于

（２）

抽送均质液体的普通泵具有代表性，曲线ｂ对抽
叶片数少，流道较宽。曲线上标出一些极限状态

式中，％＝熙ＷＩ）２＿１ ｌ，懈汽蚀数，代表汽蚀

的汽蚀余量，即ＮＰＳＨ。对应泵扬程或功率开始变

状态。

送磨蚀性固液混合物的泵具有代表性｜２’，这种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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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２）中可以看出，泵的汽蚀余量与流

詈卅÷ｔｇ譬，

量有关。研究相似泵就很容易确认，对于相似
状态，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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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蚀余量为

赢２常数时，——２常数。
盖＝常数时，婴（ｎＤ２）２＝常数。

ⅢＨ

行简单的理论分析，用甜·／２９同时除公式（２）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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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ＩＩＩ表示完全发展的脱流绕流，对其进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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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汽蚀余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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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汽蚀余量与叶轮入口参数关系推导
为了讨论包括三个值口、Ｖ，和“。在内的参数
选择，我们研究个别情况：以速度“。运动的直叶
片组成的平面叶栅幢Ｉ，绕叶栅的液流以轴向速度
１，。运动，如图２所示。
选择两个控制平面，１—１’为叶栅前，２—

从公式可看出，离心式渣浆泵汽蚀余量与
叶轮人口参数有关，因此在估算汽蚀余量时应考
虑叶轮人口几何参数。
２

渣浆泵汽蚀余量经验公式
在渣浆泵上，作为允许汽蚀余量，可用临

界汽蚀余量ＮＰＳＨＩＩ。

２’为叶栅出口和一个控制表面ａｂｃｄｆｅ。流线ａｂ和

将固液混合物泵的汽蚀试验资料整理结果列

ｅｆ对称，因此可以采用沿着流线的压力为对称

举如下：试验时叶轮人口叶片安放角届。＝１５。～

分布，方向指向控制表面内。将作用在控制表面

３５。，／＇／ｓ＝７０～２００，叶片数Ｚ＝２～４，同时采用

上的力投影到叶片叶型上，由选定封闭线限定的

既有轴向吸人又有侧向吸人液体的泵（砂泵），试

液体表面上力的冲量为

验资料结果｜２ｌ如图３所示。

（Ｐ１一Ｐ。）ｆ·ｓｉｎ屈＝Ｐ 兰二坠二竺
２
式中，ｔ为叶片间距，ｗ：为叶栅出口相对速度。

图３相对汽蚀余量关系曲线

从图上查得相应数据见表１。
图２汽蚀状态下平面叶栅绕流示意图

表１

液体动量在断面１—１’和２—２’之间叶片叶
型方向上投影变化等于
ＰＶｌｔ（ｗ２一Ｖｌ·ｓｉｎｆｌ，一“Ｉ·ＣＯＳ］９１）．
令力的冲量和动量变化表达式相等，得到

通过分析，Ｙ和ｘ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指
数方程的形式Ｙ＝ａｘ ６，将ｙ＝１

ｎｙ，ｘ＝ｌ

旷”¨ｔｇ譬，

Ａ＝ｌｎａ，将指数方程转换为线性方程Ｙ＝Ａ＋６ｘ，

液流相对速度与液流脱流后圆周速度之比为

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方程进行计算旧１，最后得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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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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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计算允许汽蚀余量

Ｚ

式中，ｒ为相关系数‘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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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上查得，当昔ｔ９５届－－０．。８时，

０＜１ ｒＩ＜１，ｒ＝０．９９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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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上可看出，当÷ｔｇＴ屈减小时，汽蚀

黑：ｏ．６，ＮＰＳＨ。４．８３

余量下降，改善了泵的吸人性能。

举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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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砂泵，Ｑ＝３

６００ ｍ３／ｈ，ｎ＝４８０ ｒ／ｒｎｉｎ，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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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计算值与试验
”一。一一…

数据图上值基本一致。

人口宽度ｂ；＝０．３ ｉｎ，叶片入口直径，前盖板处
Ｄ０。＝ｏ．５ｍ，后盖板处Ｄ０３＝０．３７５ｍ，叶片数Ｚ＝４，

结论

４

叶片厚度占＝０．０５ ｉｎ，叶片人ＶＩ安放角卢。＝３５。确
本文给出的汽蚀余量估算公式充分考虑了

定该泵的允许汽蚀余量。

渣浆泵相对汽蚀余量与叶轮人口参数间的关系，

计算步骤：

通过回归计算方法，建立了基于叶轮人口几何参

１）计算圆周速度

数６。、Ｄ，、６、ｐ。、Ｚ等的汽蚀计算关系式（式

Ｕｌ：—ＺｒＤ—ｏｌｎ：１２．５７

ｍ／ｓ

５），为泵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估算渣浆泵汽蚀余
量提供了一种参考方法。

２）计算叶轮人口排挤系数
首先计算叶片间距

ｔｌ：—ａ＇（Ｄｏｌ—＋Ｄ０３）：０．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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