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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扬程泵装置起动虹吸驼峰压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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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低扬程泵装置流道内空气的动力学特性、管道内的非恒定流以厦水泵的动力性
能，结合实测的泵机组起动转速变化规律．提出了起动过渡过程中虹吸驼峰压力变化近似计算的数学

模型，动态参数数值计算则通过构建数学模型的有限差分．组成非线性方程组，利用牛顿一莱福森法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对泵流量、扬程、驼峰压力和下降段排出流量迭代求解。

关键词：泵装置；虹吸流道；过渡过程；数学模型
中圈分类号：Ｔｖｌ ３１

６

文献标识码：Ａ

泵装置在确定转速下稳态运行，水泵Ｔ况处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３）０４—００１０—０３

程，得

在管路性能曲线与泵性能曲线交点，相应的特性

寺。

参数（扬程、流量、功率、效率等）理论上为定
值。在起动过渡过程中，装置特性参数瞬变，虹
吸流道泵装置驼峰压力动态变化，定量掌握泵装
置从起动开始到进入稳定运行驼峰压力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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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对机泵、流道和真空断流装置的选型、设
计、起动工作状态分析以及泵站的安全运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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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ｌ所示，设出水管道内气体的压缩过程
是绝热过程，管中气体的控制方程可据绝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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