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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ＩＣ型浆料泵的改造，提出了双“Ｓ”形叶轮浆料泵的设计方法．分析了双“Ｓ”形叶轮
浆料泵中悬浮杂物的通过机理，认为长纤维进入叶轮后将沿着“Ｓ”形叶片背面流出叶轮，得出由长
短叶片通过过渡圆弧连接而成的“ｓ”形叶片有利于长纤维物料通过的结论．分析了叶轮和蜗壳各
几何参数对该泵的通过性能和效率的影响，并提出水力设计方法．试验结果表明，双“Ｓ”形叶轮浆
料泵有效减少了悬浮杂物在叶片入口处的缠结，解决了流道易堵塞等问题，且性能及效率较同类产
品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中实际扬程提高０．６—１．１ ｍ，汽蚀余量降低０．２—０．５ ｍ，而使用电机功
率更是降低了Ｏ．４２—１．０３ ｋｗ，在效率上则提高了３％一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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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氯碱、聚氯乙烯、冶金等行业在第一道

纪９０年代国内氯碱行业、聚氯乙烯行业随国外进口

原料输送工艺上主要应用的泵有：ＩＣ型泵，适用于产

装置引进的ＩＣ型泵基础上研制开发的系列新产品，

品产量１５×１０４ ｔ以上的场合；ＩＨＫ型泵，适用于产品

其叶轮为半开式双“Ｓ”形．由于特殊的叶轮结构，其抗

产量１０×１０４ ｔ以下的场合．ⅥＤ型浆料泵是在上世

缠结、无堵塞性能较前两种泵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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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型泵的主要特点是适合输送高温、粘性大及
含悬浮物、易结晶介质，其蜗室、叶轮采用宽流道设
计结构…．但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①该泵不适合
抽送如造纸、污水处理等行业的悬浮杂物，在叶片入

口处易缠结，会造成泵的堵塞；②进口泵选用材质
主要针对耐腐蚀性能，而耐磨性能无法保证，磨损较

快；③在输送粘性大、流动性较差的介质如糖稀、淀
粉等时，易附着在壳体及叶轮上，需在一定时期内进

Ｃｂ）右视图（叶轮背叶片）

行拆卸处理．
ＩＨＫ型泵是国内８０年代在原ＩＨ型泵基础上改
进、研制的一种新产品，与ＩＨ型泵相比，性能及效率
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旧Ｊ．但由于其叶轮结构的缺陷，
会造成堵塞，需拆卸管路对泵进行杂物清除，更换叶
轮、密封．其使用寿命短，维修费用较高．
综上所述，ＩＣ型泵在结构、性能及运转的稳定
性等方面优于国内的普通耐腐蚀离心泵，因此近年

来得到了广泛应甩．为了满足上述行业的需求，设计
（ｃ）左视图（叶轮主叶片）

开发ＩＣ型泵的升级替代产品势在必行．笔者以研制

图ｌ双“Ｓ”形叶轮结构示意图

的ＩＣ型泵的升级替代产品ＹＩＤ泵为例，结合

ＹＩＤｌ５０一１２５—３１５型泵的设计，对ＹＩＤ型泵的设计
方法、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Ｆｉｇ．１

１．１

ＳｔｎＪ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ｇｍｍ ｏｆ ｄｕａｌ“Ｓ”ｉｍｐｅＵｅｒ

叶轮几何参数的确定及叶片绘型
１）叶轮进口直径

Ｄｉ＝侗＋玩

Ｙｍ型浆料泵的设计

式中Ｄ。为轮毂直径，ｍ；仇为叶轮进口有效直径，札
新型ＹＩＤ型浆料泵采用半开式双“Ｓ”形叶轮，

结构如图ｌ所示．具有以下特点：①叶轮设计成半开
式双流道结构，叶片数为２片，叶片形状为“Ｓ”形；

②“ｓ”形叶片由长短叶片通过过渡圆弧连接而成，

Ｄｏ＝ｌｃｑ：／Ｑ／ｎ
式中Ｑ为流量，ｍ３／ｓ；ｎ为转速，ｒ／ｍｉｎ；后。为修正系
数，一般取４—５．
２）叶轮外径Ｄ：

为圆柱形；③叶片宽度为大流道、回旋式；④叶轮
背叶片与主叶片同向旋转．
为了满足过流部件耐磨性、耐腐蚀性较高的要
求，材料选用耐磨耐蚀性能优良的双相特种不锈钢

由于叶轮仅为２片，对液体的控制能力较之多
叶片叶轮大为减弱，滑移系数大大增加，因而其出
口直径应比一般离心泵的稍大，推荐公式为【４

ｏ

Ｄ２＝Ｋ眈：／Ｑ／ｎ

ＨＤＲ海水钢¨Ｊ．

式中如＝（９．５—１０．Ｏ）（ｎＩ／１００）。１尼；ｎ。为比转
速．
３）叶轮出口宽度６：
叶轮的出口宽度要保证液体中的纤维状物质及
固体颗粒能顺利通过．因此，当叶轮流道出口断面大
致为圆形时，６２＝（０．６０—０．７５）Ｄｉ；而当叶轮流道
出口断面不是圆形时，６：可取较小值，但应保证单
个流道出口断面面积大致等于叶轮进口断面面积的
一半．同时，为了获得较陡的Ｈ—Ｑ曲线，应该取较
小的６：值．
∞主视圈

４）叶轮叶片的出口安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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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叶片形状和叶片数，ＹＩＤ型泵叶轮叶片数是２片，叶

究［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３，２ｌ（４）：ｌ一４．

片为“Ｓ”形；进口样机叶轮叶片数是４片，为普通离

ＧＵＡＮ

心泵的长短叶片形式．叶片数少有利于流道的通畅，
ｒＬ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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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堵塞．

８ｉ印舳ｄ

２）ＹＩＤ型浆料泵与其他国内双叶片离心泵有

］

］

同时还可起到平衡轴向力的作用哺］，也在一定程度

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
ｒＬ ６

］

ｒＬ ７

］

关醒凡编著．现代泵技术手册［Ｍ］．北京：宇航出版
社，１９９５：２８８—３０５．

４）在ＹＩＤ型浆料泵的设计中，过流部件采用耐

Ｎｅｍｄｉｌｉ

ｔｉ仰ｏｆ

轮的使用寿命由改造前的半年提高到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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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Ｉ心ｉ，朔７，２００３，２ｌ（４）：ｌ一４．（ｉｎ

从而提高通过能力．从试验结果来看，ＹＩＤ型浆料泵
在效率、汽蚀余量等方面的性能均优于进口样机，原

Ｘ．ｍ一胁，ＺＨＡＮＧ

ｖ彻ｃｅ８ ｉｎ ｎｏｎ－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ｌｌｍｐｓ［Ｊ］．Ｄｒ口打Ｉｑ舻ｎ，谢，卜ｒｉ鲈－

ｒＬ ８

］

１ｅｃｔｉ叩ｏｆ ｐｕｍｐｓ

ｅ，铆，ｌｅｅ矗，ｌｇ

Ｍ．Ｄ幅睁‰ｔ啪ａ如ｃｔｉＩＩｇ

ｆＤｒ；ｃｈｅｎＩｉｃａｌ∞ｒｖｉｃｅ［Ｊ］．捌珊ｔｒ矧口蒯

ｃＪｂｍ括ｔ，ｙ，１９６０，５２：５６１—５６５．

［Ｊ］．用删肌妇饥吖，１９９７，２５（８）：２６—２９，３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
［２］关醒凡，张涛，魏东，等．无堵塞泵设计及结构研

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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