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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泵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汪永志，施卫东，董颖，成立，潘中永
（江苏大学，江苏镇ｔｒ 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论述了国内外旋流泵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分析了结构参数对泵性能的影响、内部流动形状与流动模
型、旋流泵的设计方法。在总结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研究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文章认为，利用先进
技术对内部流动测试，建立新的流动模型，提出完整而实用的计算方法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旋流泵；研究；现状；展望
文献标识码：Ａ

中图分类号：ＴＨ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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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Ｒｕｔｓｃｈｉ提出的旋流泵实验研究报告是在

引言

１９６８年才发表的，之后，美、Ｅｔ等国的学者对旋流

旋流泵１９５４年问世于美国西部机械公司。

泵作了各种研究。在国内。石家庄水泵厂曾在６０

图１是旋流泵的简图。这种泵的主要结构特征是

年代中期试制过一台用于输送顺丁橡胶的旋流

叶轮退缩在压水室后面的泵腔内。叶轮旋转时在

泵，１９７９年蔡振成对６Ｊ３５型旋流泵进行了试验

叶轮和前面的无叶腔内形成贯通流和循环流，如

研究。此后，国内其他学者开始了对旋流泵的研

图２所示。旋流泵特殊的结构形式和流动与传统

究。由于旋流泵的内部流动十分复杂。其研究一

泵有很大差别，具有以下特点：结构简单，容易制

直是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

造，运行平稳；无堵塞性能良好，叶轮受磨损程度
较轻；无损性差，对通过的物质破坏作用较大；可
以输送含气体的液体；水力损失大，泵的效率较
低，绝大多数泵的效率都在６０％以下，而且当比
转数ｎ，＞１３０和ｎ，＜６０时泵的效率明显下降。

图２旋流泵的流动

１．１结构参数与泵的性能
图１旋流泵简图

ｌ

自第一台旋流泵诞生以来。国内外许多研究
者设计了多种不同结构的叶轮进行旋流泵的对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９５４年．美国Ｗｅｓｔｅｒｎ

比试验。影响旋流泵性能的结构参数有：叶轮直
Ｃｏｍｐａｎｙ试

径Ｄ２、叶片宽度ｂ、叶片数ｚ、叶片迸１：３和出１３角、

制了第一台污水旋流泵。１９５６年，瑞典Ｓｔｅｒｂｅｒｙ—

泵进１３直径ｄ。、泵出口直径如、无叶腔宽度Ｌ以

Ｆｌｙｇｔ公司试制了旋流污水潜水泵。第一篇由西德

及叶轮与泵壳的轴向间隙、吸人口形状和涡室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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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等，主要结构参数如图３所示。最初对泵结

切削工艺等对泵性能的影响做了实验研究。

构性能提出实验报告的是西德学者Ｒｕｔｓｃｈｉ和瑞

１．２内部流动形状与流动模型

士学者Ｅｇｇｅｒ，接着Ｌｕｂｉｅｎｉｅｃｋｉ、北村、大庭、青木

为了探明旋流泵的工作原理和内部流动规

等人也进行了大致相同的工作。国内参与研究的

律，许多学者对旋流泵无叶腔内的流动进行了测

人主要有蔡振成、关醒凡等人。国内外学者对一

试和计算，并假设了流动模型，结合测试结果对

些形状的泵作了不少试验，并得到了很多规律性

其内部流场进行数值解析。
Ｇｒａｂｏｗ在１９７０年发表的论文中介绍了旋流

的结果。

泵无叶腔中的速度和压力分布，指出与回流有关
的水力损失占旋流泵能量损失的大部分。
Ｓｃｈｉｖｌｅｙ等人首先提出了旋流泵的流动模
型，如图４所示。假定流动是稳定且轴对称的，所
有流动参数仅是半径的函数。他把涡室的流动分
为３个区域，即人流与循环流混合区（Ｉ），粘性旋
涡区（Ⅱ），出流区（Ⅳ）。采用一元理论分析，以空
气为介质，用三孑Ｌ眼镜蛇探针测量了内部流场的

速度和压力，并与计算结果作了比较。周向速度
和实验结果相差较大。仅在叶轮外径处较准确。
图３旋流泵的主要结构参数

（Ｖ）
／

Ｒｕｔｓｃｈｉ试验表明：与普通离心泵相同，叶轮

，

是决定水泵扬程的主要参数，而进出口直径和转

／

速则是决定流量的主要参数。但是，对于旋流泵，

／

／
／

无叶腔宽度Ｌ是很重要的结构参数，它与旋流泵

／

的通过性和效率密切相关，减小Ｌ将提高效率。

／／／／

大庭英树提供的试验表明：小流量时，功率随己
的增大而增大，压力显著减小，最高效率点向大
流量－Ｎ移动；流量较大时，功率与Ｌ的增大无
关。因此，Ｌ的确定应兼顾旋流泵的通过性和效
率．在保证通过性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减小￡。

／

：ｃｕ，

：∽彭

弋…一物∥

ａ乡珍
图４

Ｓｃｈｉｖｌｅｙ流动模型

大庭英树根据自己在无叶腔内不同轴侧面

前人的研究都表明，叶片越宽对流体作功越

上利用五孔探针对流场的详细测试结果。提出了

大，压力和效率也越高。但是叶片太宽将引起振

新的流动模型，如图５所示。他将泵内流动分成

动和噪音，同时，性能曲线变得比较平坦。Ｌｕｂｉｅ—

四种流动Ａ、Ｂ、Ｃ、Ｄ，即贯通流Ａ、循环流Ｃ以及

ｎｉｅｃｋｉ也研究了叶轮直径、叶片宽度对泵性能的

Ａ与Ｃ的合流Ｂ，在涡室与叶轮的分界处存在着

影响．得出比转速随叶轮直径呈线性关系变化。

流人或流出叶轮的不规则流动Ｄ。它是对Ｓｃｈｉｖ—

大多数学者认为，叶片数增加泵性能提高，

ｌｅｙ流动模型的一种改进。

但叶片数超过９片后对性能影响不大，一般取叶
片数为６．１２片。对于旋流泵，直叶片是最好的。
北村曾对１８种不同形状的叶轮作了试验，认为
Ｒ３０一Ｆ３０的叶轮形状最为理想，效率可达６５％。
日本的研究者小岛试验表明，蜗室的环形腔
直径文增大，泵效率降低。同时还对泵的轴向推
力进行了测定。并说明了背叶片的影响。吸人口
形式和涡室形式对泵的性能也有影响，前人对此
也作了试验分析。
此外，人们还对叶片厚度、吸人管直径、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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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旋流泵的设计方法

平均流人流出半径人手，提出了一种流动模型，

对旋流泵进行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它

如图６所示。并用实验方法来说明内部流动与泵

的设计计算方法，估算性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

性能的关系，指出了叶轮结构参数变化而引起泵

有一种较为完善的设计方法。Ｒｕｔｓｃｈｉ是借用离心

性能变化的原因。

泵和旋涡泵的设计方法，再按实验进行修正。大
庭和青木的设计方法则并不完整。国内的研究者
提出的设计方法也都是建立在半理论半经验的
基础上的。蔡振成对泵体喉部断面积Ｆ与流量Ｑ
和扬程日的关系以及最优效率点的流量系数均
定量地给出了计算公式。关醒凡等人提出了以涡

室径向尺寸尺，、喉部断面积凡和叶轮直径Ｄ：为
旋流泵设计的三要素，并给出了三要素计算公

循环

式。袁寿其等人总结了以蜗壳无叶腔体积ｙ。与叶
轮体积ｙ，之比磊来设计旋流泵的方法。
对于旋流泵汽蚀性能的研究文献还很少。
Ｒｕｔｓｃｈｉ首先提到了这个问题；青木做了比较详细
的研究。指出了容易产生汽蚀的４个部位。小岛
的实验表明，当液体中空气含量小于１５％时，旋
图６青木模型

１９８８年封俊等人利用五孑Ｌ探针、激光测速技
术测定了旋流泵无叶腔内的速度分布。对旋流泵

流泵还能工作，小于５％时。对泵性能几乎没有影
响。国内对此基本上没有研究报告。

２旋流泵研究方向展望

进行了理论分析，采用流线迭代法计算了叶轮内
的流速和静压，还建立了描述旋流泵无叶腔内部

（１）继续进行不同结构参数对泵性能影响的

流动的二维数学模型，并用有限元方法进行了数

试验研究，同时设法对泵内各种损失进行深入的

值求解。实验结果和理论结果基本吻合。

试验和分析。

１９９１年陈红勋首次对旋流泵叶轮内部流速

（２）采用先进的ＬＤＶ、ＰＵ、ＰＤＶ等测试技术对

场和叶片表面压力进行测试，结合前人的无叶腔

旋流泵内部流动进行揭示。为改进设计方法，提

内部流动测试结果，建立流动模型，如图７所示，

高性能提供实验依据，这是目前研究的趋势，也

并对叶轮内的流场进行全三维势流计算。将泵内

是其关键和难点所在。

流动分为Ａ、Ｂ、Ｃ、Ｄ、Ｅ五个区域，在区域Ａ内，由
吸人口流人的流量Ｑ和循环流流量混合后一起

（３）建立新的内部流动模型，用ＣＦＤ方法进
行流动分析，探讨各种因素对泵性能的影响。

流入叶轮：区域Ｂ为叶轮区；在区域ｃ内，从叶

（４）提高旋流泵的效率，提出完整而实用的设

轮流出的液体一部分成为循环流，另一部分流出

计计算方法更是当前国内外旋流泵研亟需解决

泵外：区域Ｄ内是以切向旋涡流为主的流动；区

的现实问题。

域Ｅ内存在着由工作面流向背面的流动。

（５）探讨固液介质在旋流泵中的流动状态和
性能，考虑液体粘性对泵内流场进行计算，或者
将无叶腔和叶轮作为一个整体计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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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旋喷泵叶轮流道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势
流边界元法对其内部的势流流动进行了数值模
拟，开发了较为实用的计算分析软件，依次计算
出叶轮流道内部的流场和叶轮所产生的理论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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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简捷实用，便于工程技术人员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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