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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ＰＣＡＤ２０００的井用潜水电泵水力设计
薛枫
（乌海市五湖泵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乌海市０１６０００）

摘要：由于新国家标准取消了约束潜水电泵的单级扬程的规定，针对井用潜水电泵的特点，利
用Ｐｃ＾Ｄ２０００水力软件对１７５０Ｊ２５一ｌ ３水力部分进行调整设计，介绍了叶轮、空间导叶等的具体设计方
法；试验结果表明设计达到１７５ｑＪ２５—２１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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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叶轮参数调整

Ｏ引言

为了达到设计值扬程，把扬程设计值加大

井用潜水电泵主要用于从井中提取地下水，

３ｍ．加大后的比转数月．＝７９．９。

供城镇、工矿企业或农田灌溉使用。与长轴深井

（１）口２的选取。原１７５０Ｊ２５一１３的口。为２３。，

泵相比井用潜水电泵有如下优点：①没有长传动

为取得较高扬程．采用加大口：的方法，选取岛为

轴，减少了传动轴引起的故障，从而提高设备的可

３ ７。。

靠性：②安装方便，拆装时较深井泵节省一半以

１７５ＱＪ２５—２ｌ的比转数月，为７９．９，属于低比转

上的工时；③省去传动长轴和中间轴承，减少了

速离心泵范围．此时泵体内的水力摩擦损失是次要

机械摩擦损失和水力损失，提高了机组效率。

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叶轮的圆盘摩擦损失，而

目前，新国家标准对潜水电泵的单级扬程取

圆盘摩擦损失与叶轮外径５次方成正比。Ｄ，减小降

消了规定，这样就取消了对单级扬程的约束。提

低了圆盘摩擦损失，提高了水泵的效率。从这～点

高单级扬程，降低生产成本势在必行。在这种形

来说，加大鼻。是可取的。但口。增加不是无限的，

势下，将会对一部分潜水电泵进行更新设计，就

因为鼻：对水泵性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随

会有一批单级扬程较高的水力模型出现。笔者利

着ｐ ２的增加，叶片之间流道弯曲严重，流道变

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计的水

短，相邻叶片问流道的扩散角度变大，水力损失增

力软件ＰＣＡＤ２０００对１７５０Ｊ２５—１３水力部分进行了

加：其次．随着芦。的增加，叶轮出口绝对速度ｖ。

调整设计的尝试，取得较好效果。

增加，ｖ“增加，则动扬程增大。此时液体在叶轮

１

和泵体中的水力损失增加；另外，当卢。过大时，

水力设计

扬程—流量曲线易出现驼峰曲线，成为不稳定的性

１．１设计参数

能曲线；最后在其他参数不变时，泵的轴功率曲

流量Ｑ＝２５ｍ３／ｈ；扬程日＝２１ｍ；效率目＝６５％
介质为清水。

（２）６：的选取。叶片出口宽度是影响水泵性

原１７５ＱＪ２５—１３潜水电泵单级扬程为１３ｍ，
这一次改进的目标是提高原设计的单级扬程，水
泵的效率、流量保持在国标范围内，降低水泵的
成本。而提高原设计的单级扬程，会使原设计的
比转数降低，增加设计的难度；为此，利用
ＰＣＡＤ２０００软件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调整。
１．２叶轮的设计
作者简舟；薛枫（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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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随增加，：而增加，易出现过载现象。

ｇ

能的主要参数之一。由于”小于９０。可以按以下
方法确定：

驴Ｋ：停－ｏ．ｓｓｏｓｘ岳善嘉－ｓ．ｓ‰
式中，吒２＝０．３５９８＋０．００３７６７ｎ产Ｏ．６６０８。
要综合考虑各种几何参数以及改进性能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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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后，合理选取叶片出口宽度６：为１２ｍｍ。

给出比转数，总效率（允许修改）。选择轴的材料

（３）Ｄ．的选择

许用应力，给出最小轴径ｄ．根据结构要求给定

叶轮进口直径Ｄ；又叫叶轮颈部直径。它与叶

《，选择进口速度系数岛．程序给出进口壹径毋．

轮进口流速ｖ０有关。一般认为．ｖ０不超过３～４ｍ／ｓ，

出口直径见，叶片数厶叶片出口安放角卢。，叶

进一步提高会降低泵的效率和抗气蚀性能。实践

轮出口直径巩，出口宽度ｂ。。如仍不适合，可以

证明，ｖ０增大在较广的范围内，泵的水力效率变

进行调整，程序自动运算直至满意。

化不大。井泵对抗气蚀性能要求不高，可选择

（２）设计轴面图时，前盏板倾角为６５０±３。，

较小的Ｄ．．以减小叶轮的密封环的泄漏量，提高

后盖板倾角为６８。±３。．加大前后盖板倾角来减小

容积效率。

叶轮的外径；检查过水断流面积是否变化均匀。

域＝Ｋ摆＝３．６ｘ热州舶ｍ

式中甄＝３．５～４．０，取以＝３．６。
Ｄ０２＝Ｄｊ２－以２，导流壳轮毅直径ｄｈ＝３２ｍｍ．选
取Ｄ．＝５８ｍｉｌｌ。
（４）Ｄ，的计算：

（３）叶片为扭曲叶片，分三条流线时，一定要
保证中流线直，上下流线之间变化均匀。
１．３空间导叶的设计
空间导叶起到压水室的作用，即把叶轮出口
的液体收集起来输送到下级叶轮出口，或出口管
路，转换速度能为压力能，消除旋转分量，通常导
叶出口角为９０＂。设计时应考虑下列原则：①流

皿嘞摆＝９．９４ｘＪ未‰“·…
式帐ｍ＝９．３《去ｊ＝１０．５
取Ｄ，＝１３３ｍｍ。

道断面的四周应尽量小，最好是圆形或方形｛
③流道形状变化平滑；③各部位的角度应符合流

动规律；④各种速度变化应均匀；⑤控制喉部速
度为一定值；⑥控制流道的扩散角为一定值。
Ｉ．３．Ｉ确定有关数据
（１）Ｄ３＝Ｄ２一（２～５）ｍｉｌｌ；选Ｄ３＝１２６ｍｍ。本次

（５）叶片数；ｚ＝６。

设计的泵为低比转数的泵，为了提高水泵效率．采

（６）包角为１０５。，减小包角主要为使Ｑ一日变

用增大喉部面积，拓宽水泵的高效区，以实现设

得陡降，从而使水泵获得稳定的性能。
（７）在设计单级低比转数高扬程潜水电泵时，
经试验叶片采用前伸时要适当。
（８）在设计单级高扬程潜水电泵时，扬程设计
值要留出３～４ｍ余量。
１．２．２叶轮的叶片剪裁图部分设计
采用ＰＣＡＤ２０００水力软件，经反复调整，确
定采用图１。

计的目标。
（２）Ｄ４＝Ｄ３＋（０．１～Ｏ．２）Ｄ２＝１５６ｍｍ。
（３）￡＝（０．５～０．７）Ｄ２＝６８ｍｍ。

（４）Ｚ＝７，主要是为了Ｑ喇曲线变得陡降．从
而使水泵获得稳定的性能。
（５）庐＝１００。
１．３．２检查轴面液流过水断面的变化情况
导叶最大面积／叶轮出口面积＝０．８～１．２。
１．３．３导叶的其他参数计算反绘型
采用ＰＣＡＤ２０００水力软件，经多次调整，确
定采用图２。
Ｉ．３．４导叶调整设计注意事项
（１）按照ＰＣＡＤ２０００水力软件要求操作，输入
设计参数，即流量、扬程、转速、导流壳轮毂直径
以、叶轮进口直径Ｄ。，叶轮出口直径Ｄ２，叶轮出
口宽度ｂ。，程序给出比转数”，。

囤１

１．２．３叶轮调整设计注意事项

（２）选择基本参数，首先输入叶片数ｚ、水

（１）按照ＰＣＡＤ２０００水力软件要求操作，输入

力效率‰，然后输入空间导叶进口直径Ｄ３、出口
直径Ｄ。、宽度上。

设计参数，即流量、扬程、转速、级数。程序

（３）设计轴面圈，按照ＰＣＡＤ２０００水力软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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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制作水力模型注意事项

。

（１）叶轮进出口尺寸按图纸实际制作，不再
图３试验曲线

加１％的收缩量。
（２）叶片的剪裁一定要准确光滑，严格符合

本设计轴功率曲线较陡，流量、扬程曲线满

样板，样板要准确可靠。

足了要求，达到了预期目的。

（３）叶轮的叶片背面从外向里２０～２５ｍｍ，要

４结束语

锉成直线，尽量在铸造成型的情况下，减少叶片出

通过这次设计，在提高低比转数潜水电泵单

口边厚度，主要减少叶轮背面的厚度。
（４）叶片安装在芯盒上一定要准确．要有靠模

级扬程设计方面取得一些经验。同时，体会到丰

来衡量。

富的设计经验及大量可靠的资料与水力软件

（５）叶片做好后，在天平上称重，各片之间

ＰＣＡＤ２０００相结合，将有利于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
建议软件中增加径向样板线，这样在设计空间导

重量相差不超过１９，以减小叶轮的静不平衡。

叶时会更为方便。

３试验
试验按照国标ＧＢ／Ｔ１２７８５－９１《潜水电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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