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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数对离心油泵叶轮切割定律的影响
李文广，叶志明，苏发章
（兰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ｊ

摘要：选择６５Ｙ６０型离心油泵为对象．对叶轮切割定律以及叶片数的影响规律进行了实验研
究。研究表明，流量、扬程、轴功率和效率切割指数具体数值都与普通清水离心泵不同。最优工
况的流量、扬程、轴功率和效率切割指数明显依赖于液体粘度和叶轮切割量，粘度越高，切割量
越少，与现有清水离心泵理论切割指数偏离越大。当切割量增大时，切割指数有向理论切割指数
靠近的趋势。叶片数对扬程切割指数的影响最大，对流量切割指数影响较小，对轴功率和效率切
割指数影响最小。

关键词：离心油泵；叶轮切割；叶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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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泵的结构图。实验叶轮共有５个，其叶片数分

引言
离心油泵叶轮切割定律是目前研究领域中的

别为３、４、５、６、７，叶轮其它几何参数相同。
直径为２ｌ ３ ｍｍ、叶片数为５的叶轮６５Ｙ６０型离心

空白。文献【ｌ】对直径为２２３ ｍｍ的离心油泵叶轮进
行了初步切割实验。将该叶轮切割１次，直径变为

油泵原配叶轮。实验台流量、扬程、轴功率和效

２１３ｍｍ，然后将未切割和切割后的２个叶轮分别

０．８９８％．

率的测量误差分别为Ｏ．７０７％、Ｏ．２０５％、０．５１５％和

放人６５Ｙ６０型离心油泵的泵体中，测量输送水和
粘油时泵的性能。实验表明，叶轮切割后，无论
输送水还是输送粘油，泵效率均比切割前高出
４％。切割指数与液体粘度有关，与换算工况关
系不大。文献【２】选择６５Ｙ６０型离心油泵为研究对
象，对其原配叶轮进行了叶轮切割实验，实验在
清水条件下进行。结果表明，叶轮切割指数随叶
轮直径的切割量而变化。
为了进一步研究离心油泵叶轮切割定律及其
它因素的影响．本文对直径为２１３ ｍｍ、叶片数分
别为３、４、５、６、７的叶轮分别进行了切割实
验，切割直径分别为２０５

ｍｍ、１９５ ｍｍ、１８５ ｍｍ

图１

６５Ｙ６０型离心油泵

和１７５ ｍｍ，所有叶轮都分别被放人６５Ｙ６０型离心

叶轮被切割４次，切割的方式是将叶片、前

油泵泵体内进行不同粘度下的性能实验。粘度范

后盖板一次全部切掉。本文定义直径比＾和叶轮

围是ｌ～２５５

切割百分比６分别如下式表示

１

ｃＳｌ。

实验叶轮

Ａ：生

实验泵为６５Ｙ６０犁悬臂式单级单吸离心油

Ｄ２。
Ｊ：掣ｉ×ｌｏ蝴：ｏ—ｚ）ｘ１００％…

泵，适用于输送不含同体颗粒的液体石油产品，

（１）

ｎ

、

７

被输送液体的温度为一４０口Ｃ～＋３５０ｔ。图ｌ为实
基金项甘：兰州理Ｔ大学学术梯队，醍特色研究方向重点资助计划和校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６２１０２ Ｌ
作者简介：车文广（１ ９６４一）．男，辽宁辨城人，博士，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流体力学、流体机械煦工程的教学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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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为叶轮切割前直径，Ｄ：，是切割后的叶轮直

等于零，即切割前后泵效率相等，所以这类切割

径，下标ｆ表示切割次数，ｆ＝ｌ，２，３，４。

定律为等效切割。

表１给出了切割后的叶轮直径、直径比和切

２１

２切割指数实验值计算

割百分比。晟大切割百分比为】７．８４％。叶轮切

叶轮切割以后，在不同液体粘度条件下．通

割后，其几何尺寸，特别是叶片出口角和宽度将

过实验可以得到泵配带不同叶片数叶轮的性能曲

发生变化。出口角和宽度比切割前最多分别增加

线。对曲线进行拟合，求出最优工况和关死工况

了２６％和１５．６％。

的性能参数。根据这些参数可以计算４个最优工

表１叶轮切割尺寸

况切割指数ｎｌ、ｎ ２、ｎ，、Ｈ ４。对方程（２）的两
端取自然对数，整理后，得到计算最优工况切割
指数方程：

泵性能试验时的Ｔ作液体分别是水和机械

啊＝Ｉｎ＠／Ｑ”ｊｎｚ
＂２＝ｌｎ（Ⅳ，／打）／ｌｎ五
％：ｌｎ把／尸）／ｌｎ旯
”４＝ｌｎ（叩，／叩）／ｊｎ五

ｒ¨
¨’

油，它们都是牛顿流体。工作液体粘度选为ｌ

ｃｓｆ

（水）、２９ ｃｓｔ（油）、４５ ｏｓｔ（油）、７５ ｃｓｔ（油）、９８

ｃｓｔ

这些切割指数分别是泵比转速ｍ，被输送液

（油）、１３４ ｃｓｔ（油）、１８８ ｃｓｔ（油）和２５５ ｃｓｔ（油）。运

体运动粘度ｖ和直径比＾或切割百分比Ｊ的函

动粘度的单位是ｃｓｔ，它等价于ｍｍ２，ｓ。

数。本文中，认为试验离心油泵的比转速是个常
数，于是月，＝月，（ｙ，五）（ｆ＿ｌ，２，３，４）。

结果与讨论

２

２．２最优工况切割指数
２．２ｌ流量切割指数

２．１切割定律与切割指数计算

图２为最优工况不同叶片数和切割百分比情

２．１．１切割定律【２１
用于计算某一转速或叶轮直径所对应的没有

况下流量切割指数ｎ。随液体粘度的变化曲线。当

在当前性能图表中给出的性能参数的方程式称为

粘度小于３０ ｃｓｔ时，叶轮直径比对流量切割指数

离心泵相似律。本文仅考虑叶轮直径改变的相似

影响比较小，其值在理论值ｌ～２之间。当粘度大

律，即叶轮切割定律。在最优工况下，叶轮切割定

于３０ ｃｓｔ时，叶轮直径比对流量切割指数影响很

律南下面４个式子组成的方程表示：

大。随着直径比的减小，即切割百分比的增加，切
割指数由负值逐渐变为正值，并趋近理论切割指

Ｑｉ｛Ｑ＝甜１

日，肛＝舻
Ｐｊ｛Ｐ＝护

…
Ⅵ’

ｑ？ｈ＝舻

数ｌ。叶片数越少，趋近越好。叶片数增加时，
流量切割指数减小。流量切割指数随粘度的增加
而下降，在某一粘度降到最小，然后随粘度增大
而缓慢上升。当ｚ＝３时，该粘度约为１４０ ｃｓｆ；当

式中ｎ，、月，、＂，和Ｈ；定义为流量、扬程、轴功率

ｚ＝５时，该粘度约为ｌｌｏ ｃｓｔ；当ｚ＝７时，该粘

和效率的切割指数。口、Ｈ、Ｐ和”分别表示叶轮

度约为７５ ｃｓｔ。随着切割百分比的增加，粘度对

切割前输送水时最优工况流量、扬程、轴功率和

流量切割指数的影响变小。当流量切割指数为负

效率。Ｑ．、Ｅ、Ｐ，和吼分别表示叶轮切割后输送水
或粘油时最优工况流量、扬程、轴功率和效率。

值，表示叶轮切割后最优工况流量不但没有减

根据离心泵基本方程，在～定假设条件下，
可以推出理论切割指数。目前有两种理论切割指

少，反而增加了，泵性能变好，效率提高，即出
现所谓泵效率升高现象。
２．２．２扬程切割指数

数：①假设叶轮切割后，叶片出口角和宽度不

图３为最优工况不同叶片数和切害４百分比情

变。切割指数与液体粘度和直径无关，分别是常

况下扬程切割指数ｎ：随液体粘度的变化曲线。

数，即Ｈ．＝２、”：＝２、ｎ、＝４和ｎ。＝０。②假设叶
轮切割后，叶轮出口面积和出口角不变。则

ｚ＝３、４叶轮和ｚ＝５、６、７叶轮的扬程切割指数

Ｈ，＝Ｉ、＂，＝２、Ｈ，＝３和”。＝Ｏ。由于效率切割指数

ｚ＝３、４叶轮，当切割百分比一定时，扬程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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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粘度和直径切割百分比的变化规律不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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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随液体粘度的增加而下降，在粘度５０ ｃｓｔ左

图４为最优工况不同叶片数和切割百分比情

右降到最低点，然后随粘度逐渐上升。当粘度一

况下轴功率切割指数”，随液体粘度的变化曲线。

定时，扬程切割指数随切割百分比的增加而增

ｚ＝３、４、５、６、７叶轮的轴功率切割指数随粘度

大，逐渐接近、超过理论值２。对ｚ＝５、６、７

和直径切割百分比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叶片数

叶轮，当切割百分比一定时，扬程切割指数随液

越多，切割指数越大。轴功率切害Ｉ指数随粘度的

体粘度的增加而下降，但下降的幅度相当小，在

增大而下降，当粘度小于５０ ｃｓｔ，下降比较慢，其

粘度４０ ｃＳｆ左右降到最低点，然后随粘度逐渐上

值在理论值４～３附近，当粘度大于该值时，下降

升。当粘度一定时．扬程切割指数随切割百分比

很快，与理论值偏离很大。当粘度一定时，轴功

的增加而减小，逐渐接近理论值２。随着切割百

率切割指数随切割百分比的增加而增大．逐渐接

分比的增加，液体粘度对扬程切割指数影响减

近理论值３，但没有达到３。

弱。总体看，在相同切割百分比条件下，少叶片叶

２．２

４效率切割指数

轮的扬程切割指数要小于多叶片叶轮。对于少叶

图５为最优工况不同叶片数和切割百分比情

片叶轮．其流道表面积比多叶片叶轮小，表面摩

况下效率切割指数Ｈ。随液体粘度的变化曲线。

擦水力损失小，所以其性能受液体粘度的影响就

ｚ＝３、４、５、６、７叶轮的效率切割指数随粘度和

小，扬程切割指数比多叶片叶轮小。反之，对多

直径切割百分比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效率切割

叶片叶轮，其流道表面积比少叶片叶轮大，表面

指数随粘度的增大而上升，逐渐偏离理论值。当

摩擦水力损失大，其性能受液体粘度的影响就大，

粘度一定时，效率切割指数随切割百分比的增加

扬程切割指数比少叶片叶轮大。

而减小，逐渐接近理论值ｏ，但没有达到Ｏ。

２．２．３轴功率切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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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２不同叶片数叶轮最优工况流量切割指数随粘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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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３不同叶片数叶轮最优工况扬程切割指数随粘度的变化
０

５

￡ｏ

５

一１０

图４不同卅片数叶轮最优工况轴功率切割指数随粘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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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５不同叶片数叶轮最优工况效率切割指数随粘度的变化

３）叶片数对扬程切割指数的影响最大．对

结论

３

流量切割指数影响较小，对轴功率和效率切割指

１）流量、扬程、轴功率和效率切割指数具

数影响最小。

体数值都与现有普通清水离心泵不同。
２）最优工况的流量、扬程、轴功率和效率
切割指数明显依赖于液体粘度和叶轮的切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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