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ＲＡｉＮＧＥ

２

ＡＮＤ

ＩＲＲ／ＧＡＴ／ＯＮ

ＭＡＣＨ／ＮＥＦＩＹ

Ｖｏｌ

２Ｉ

Ｎｏ

６

南水北调低扬程水泵装置水力性能考核指标探讨
刘超
扬州大学．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阐述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低扬程水泵装置及其水力特性，分析了国ｒ９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现状，指出在南水北调工程要建成世界一流工程的总体目标下．泵站工程首先要建成世界一流工

程，进而从国内泵站工程领域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南水北调低扬程泵装置水力性能的考核指标。对
南水北调东线泵站工程的设计、建设和验收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南水北调；泵站；水力模型；装置
中图分类号：ＴＨ３１

Ｏ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３）０６—０００２—０４

引言

汽蚀性能指标，供工程设计、研究和验收等有关
人员参考。这对于提高水泵及其装置运行的经济

目前我国宏伟的世纪特大工程——南水北调

性和可靠性、延长水泵使用寿命、减少维修费用

工程已经开始实施，这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节省投资，降低成本，对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

产生巨大影响。泵站是南水北调东线的主要工程，

均具有黄大意义。

水泵是泵站的核心。因此，对大型泵站ｌ：程水泵
装置的设计和建设要求更高，泵站运行必须高效
节能、稳定可靠。

１

低扬程水泵装置形式
泵装置包括进水流道、出水流道和泵段（水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泵站具有扬程低、流量

力模型）三部分。工程应用不仅要求泵段性能好，

大、年运行时问长等特点，有些站还要兼顾排涝。

而且要求包括泵段在内的泵装置整体性能好。主

目前国内已有的技术储备、产品及有关水力设计

要的泵装置形式有立式、斜式、卧式（包括贯流

方法不能完全满足工程的要求。我国在大型泵站

式、机泵一体式）。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和工程技

的建设方面虽然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对

术人员经过长期的努力，近十多年取得了一系列

低扬程水泵水力模型及装置等一些对泵站工程的

好的水力模型成果，并用于工程建设，提升了泵站

建设和运行有重大影响的技术问题还没有完全掌

工程技术水平，可用于南水北调工程。

握。低扬程轴流泵型谱还不够全、水泵水力模型

１．１立式泵装置

性能、泵装置的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

立式装置形式种类最多，如图１所示，使用

距。如国外公布的轴流泵水力模型的叶轮效率为

最普遍。这种装置泵轴线（铅直），水流在进入水泵

８７％以上，直径３ｍ的大型立式混流泵装置的效率

时转弯９０。，容易引起水流脱离、流速分布不均匀

达到８５％，轴流泵装置效率也比较高。因此，要实

甚至产生旋涡。旋涡对水泵运行极其有害，需要

现工程世界一流的目标，首先要求水泵及水泵装

谨慎设计进水流道。进水流道有肘形、钟形、箕形

置的水力性能达到当前世界水平。

和箱涵几种，而出水流道有虹吸、直管和开敞或

正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泵站年运行时间长，可
能在５０００ ｈ以上，因而降低泵站运行成本，提高
泵装置运行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汽蚀性能也

对称平面蜗壳几种。一般立式泵装置的高度较大，
对大泵来说，扬程低于３ １１３已不适合。
１．２斜式泵装置

是泵装置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可靠性指标。笔者通

斜式泵装置（见图２）的进水流道水流转向

过分析对比国内外低扬程水泵及水泵装置研究和

的角度小（＜９０。），阻力损失小，其出水流道转弯

应用的情况，提出泵装置应当达到的效率指标和

角＜６０。，阻力损失也较小，装置效率较高，对斜

作者简介：刘超（Ｉ ９５０一）．扛苏射用人，教授，博上生导师．副校长，主要从事排灌机械的教学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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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装置，可与贯流泵袈置接近。

固１立式泵装置
（ａ）肘形（箕形）进水＋虹吸出水；（１，）肘形（钟形）进水＋直管（对称蜗壳）出水

泵装置往往需要一个传动装置，以齿轮减速装置
ｍ

为例，其传动效率在０．９３一ｏ．９８左右，故这类装置

釜

的水力效率（包括传动效率）为０．７４左右，与立式

“

装置相比略高或相当。
各种流道装置形式具有不同特点，适用于不
同的场合，究竟采用何种装置形式为最妥，要根据
实际情况来决定，因站制宜。机泵一体的电机泵
结构最简单，水泵转轮与电机转子合一，有很多

围２斜式泵装置

１．３卧式泵装置和贯流装置

优点，我国应用也比较早，唯装置效率不够理想，
需进一步研究，现在尚未推开。

卧式泵装置的泵轴线水平。进出水流道呈Ｓ
形布置，见图３。如江苏秦淮新河泵站。

图４贯流泵装置

图３平面Ｓ形卧式泵装置

贯流式装置采用灯泡贯流泵或电机泵（机泵
一体），进出水流道与泵机组轴线一致，图４和图
５为贯流式和卧式泵装置。江苏淮安第三抽水站即
采用贯流泵装置。
圉５电机泵（机泵一体）卧式泵装置

斜式、卧式或贯流式泵装置，一般只能采用
异步电动机，又因大泵转速较低，须通过传动装
置带动水泵运转，常用齿轮减速装置传动。因
此，也增加了功率传动损失。
通常斜式、卧式或贯流式泵装置这３种泵装

２

泵装置水力性能现状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低扬程泵装置方面

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无论是装置能量性能

置的水力效率比立式装置高。因为这三种泵装置

还是装置汽蚀性能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的进出水流道比较顺直，水力损失小。但这三种

２．１贯流泵装置模型试验性能【扬程４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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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是淮河人海水道贯流泵装置模型试验性

中实线表示的装置，采用肘形进水流道和虹吸出水

能曲线。该装置是类似图４的一个后置式灯泡的装

流道。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最为典型的装置形式

置。在试验研究中通过大量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

仍然是比较好的形式。泵装置的最高效率已达到

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性能。泵装置的最高效率已达

７６％以上，最高效率点的扬程为６ ｍ，流量为

到７６％以上，最高效率点的扬程为３ｍ，流量为

３４０ｌ／ｓ，ＮＰＳＨ，为６．０ｍ；在扬程为５ｍ ｎ｛，装置

３３０１／ｓ，ＮＰＳＨ．为６．５ｌｎ；在扬程为２ｍ时，装置

效率为７５％。

效率为近７２％。国内曾有贯流泵装置模型效率更

２．４立式轴流泵装置模型性能ｆ扬程７ ｍ以上）

高的报告，但其考核点的流量较小，偏高。比较之

图９是广东省东江一深圳供水：［程太园泵站

下．网６的中的指标是实用的、有代表性的。

泵装置转速提高１２．８６％后的模型试验性能曲线。

２．２轴流泵装置模型试验性能（扬程３—４．５ ｍ）

泵装置的最高效率已达到７６％以上，最高效率点

图７是江苏泰州引江河高港泵站泵装置的模
型试验性能曲线。该装置是类似图ｌｂ中虚线的装

的扬程为８ｍ，流量为３８０１／ｓ，ＮＰＳ｝Ｉ，为７．８ｍ；
在扬程为６．５ｍ时，装置效率为７４％。

置，采用钟形进水流道和对称蜗壳出水流道，高度
较小，适合３—４ｍ扬程的泵站。经过反复计算分
析，选择了这种形式的流道，并通过优化改进使装
置性能得到较大Ｉ嚏度的提高。泵装置的最高效率
已达到７２％以上，最高效率点的扬程为３．５ｍ，流
量为３３０ｌ／ｓ，ＮＰＳＨ．为６．８ ｍ；在扬程为２ＩＴＩ时，
装置效率为近６５％。

图８立式轴流泵装置模型性能曲线２
蛐

图６贯流泵装置模型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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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９立式轴流泵装置模型性能曲线３
３

低扬程泵装置水力性能建议考核指标
以上泵装置的性能均已超过圈家标准“泵站

设计规范”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用
Ｑ（Ｆｓ）

户来说，泵装置性能更为重要。南水北调工程是

圈７立式轴流泵装置摸型性能曲线１

特大型工程，其泵站工程的泵装置水力性能指标

２．３轴流泵装置模型试验性能（泵站扬程４ｍ以

无疑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此，根据上述各不

上）

同泵装置的水力性能现状和同类泵装置的研究结

网８是广东省东江一深圳供水工程太园泵站

果分析，笔者提出南水北调低扬程泵装置水力性

泵装置的模型试验性能曲线。该装置是类似图ｌａ

能的考核指标如表ｌ，用于指导泵站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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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流泵装置水力性能的考核指标可以参考立式轴４
流泵装置。

结语
南水北调工程泵装置的水力性能应当有一个

表１泵装置模型水力性能建议考核指标

参照的指标，否则是很难保证达到一流Ｔ程的要
求。本文提出的指标是从现有水平出发的，只要
精心设计和研究就完全能够达到或超过，我国泵
站建没的水平就一定会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ｌ】

刘超等．高性能低扬程轴流泵水力模型开发与应用【Ｊ】水
泵技术，２００１（３）：３－６

【２】

刘超低扬程双向｛）ｌｃ道泵装置研究Ｕ１．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１
（１）：４９～５Ｉ

【３】

刘超．汤方平．双速双高效点轴流泵模型试验与应用Ｕ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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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各式泵装置仅包括泉水力模型和进出水流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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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排灌机械（泵）发展研讨会在浙江温岭召开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排灌机械分会，于２００３年１ １月１４日至
１７日在“中国水泵之乡”的浙江省温岭市举办了“２００３年全国排灌机械（泵）发展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
会的有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质量监督与检测部门、企业、新闻媒体等单位
的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记者、用户等。共１２０个单位，１６０多名代表。
会上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排灌机械学会理事长、江苏大学副校长袁寿其教授作了题为
“排灌机械与小康社会”讲话１原机械工业部农业装备司副司长李金生高级工程师介绍了农机工业的
发展情况；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标准工作部处长谭湘宁处长作了机械工业装备及标准的专题报告。
会议交流论文共２９篇，大会宣读９篇，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从不同的层次和深度研
讨了排灌机械（泵）行业的发展，比较了国内外在泵方面的差距；代表们参观了温岭市浙江新界泵业有
限公司等民营企业，进一步了解了温岭市民营泵企业的管理及生产水平，把学术交流与行业及地方经济
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与会代表比较系统地了解了目前排灌机械（泵）在技术、管理、生
产、市场、科研等方面的信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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