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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和提高可靠性放在第一位，使水力设计适应
结构设计的需要，则对于深井离心泵而言，就需要采
用图３所示的结构形式．这是一种采用叶轮极大直

径设计法与反导叶导流壳配套的结构形式旧Ｊ．这种
结构形式可以实现叶轮直径最大，导流壳长度最短
的结构要求．在这种结构形式下研究水力设计的方
法，就有希望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图１

Ｓ形流道深井离心泵

图２径向导叶深井离心泵

由于井泵受机井井壁管内径限制，导流壳的直

径已经很小了，叶轮直径再受原设计方法限制，其单
级扬程自然就很低了．而单级扬程低，一台井泵就需
要更多的叶轮和导流壳，就会增加井泵的长度和生
产成本．文献［５，６］中规定的井泵单级扬程都比较
低，就是因为现有的深井离心泵设计方法有缺陷的
结果．文献［７］中取消了对单级扬程的规定，在国内

企业掀起了提高井泵单级扬程的研究高潮．我们在
这个研究高潮中提出了创新的深井离心泵叶轮极大
直径设计法，可以把井泵的单级扬程提高许多，大多
数都能提高５０％左右，个别的可以提高一倍多，同
时水泵效率也能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指标．现把这

种创新的深井离心泵设计方法介绍给大家，与大家
共同探讨．

图３新型井用潜水泵结构图

从理论上说，水泵效率的高低由水力损失、容积
损失和机械损失的高低决定．而容积损失和机械损
失的高低本身就是由结构设计决定的，只有水力损

１水泵设计观念的改变

失的高低由水力设计决定，而减少水力损失的主要
措施是尽量减小液流在流动过程中的速度矢量变化

１．１水力设计方法的确定

率，因此，只要新结构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实

传统的水泵设计观念是水力设计高于结构设

现高效率的水力设计．即使新结构在控制速度矢量

计，为了水泵效率提高１％，不顾产品成本将增加

变化率方面不如原结构容易，导致水泵效率降低

１０％．在传统设计观念的指导下，斜流式叶轮配空间

１％，但生产成本若能够降低１／３，则不仅对企业是

导叶的水力设计和结构形式成为深井离心泵的主要

有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利的，因为生产成本的降低也

设计方法（如图１所示），因为这种形式的水泵效率

是能源消耗的降低．

较高，流量和扬程也与国家标准规定值相符．但是，

１．２井泵的扬程设计值

这种形式的深井离心泵，其轴向尺寸最大，叶片的制

不要把井泵的扬程设计值规定死。传统的水泵

造难度最大，生产成本最高，因此，其综合经济效益

设计在进行水力设计时，都要规定扬程的设计值．在

很低．

样机检测时，发现扬程测量值高于规定值时，会判为

如果改变设计观念，把结构设计放在水力设计

不合格，从而需要调整设计．这个设计观念在深井离

的前面，根据结构条件确定水力设计方法，把降低生

心泵设计中也需要改变，因为深井离心泵是一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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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型的高扬程多级泵，单级扬程越高，整台泵的级数

Ｄ２ｈ）／２＝８０．５

３

ｍｍ．

就越少，长度也就越短，这对产品来说是好事．因此

在以上初步设计中，Ｄ。＝８４ ｍｍ和Ｏ：。＝８３

在深井离心泵设计中不应该把扬程设计值规定死，

ｍｍ，可以作为设计确定值，而Ｄ：。＝７８ ｍｍ和Ｄ：＝

产品的额定扬程可以由企业根据样机检测情况自行

８０．５

决定．但这里要指出的是，深井离心泵的单级扬程也

２．２泵轴轴径的确定

不是单纯的越高越好，因为片面追求高扬程会导致
水泵效率降低和大流量工况超功率的结果．

ｍｍ只是初选值，还需在以后的精算中来确定．
根据最大配套电动机功率确定泵轴轴径ｄ．先

根据功率和转速计算泵轴要承受的扭矩：
Ｍ。＝９ ５５０ Ｐ。／ｎ

２叶轮极大直径设计法的设计步骤

（１）

式中Ｍ。为扭矩，Ｎ·ｍ；Ｐ。为计算功率，取最大配套
电动机功率，ｋｗ；ｎ为额定转速，ｒ／ｒａｉｎ．

叶轮极大直径设计法是在上述两个设计观念改

然后计算泵轴轴径

变后研究出来的深井离心泵叶轮设计方法．下面详

ｄ＝（５Ｍ。／［７－］）Ⅳ３

（２）

细介绍这个方法的设计步骤．

式中ｄ为泵轴轴径，ｍ；［丁］为材料的许用切应力，

２．１泵体内径和叶轮外径的初选

Ｐａ，一般采用３Ｃｒｌ３冷拉钢，［丁］＝（５３９～６８７）×

可根据设计要求的结构来初选泵体内径和叶轮

１０５．

外径．

以１００ＱＪ８为例，ｄ＝［（５×９ ５５０Ｐ。／ｎ）／［丁］］¨３

首先根据用户要求或者国家相关标准，列出适

＝１０．０２

ｍｍ，圆整为１２ ｍｍ．根据经验，按照这个算

用井径、额定流量、额定转速、效率指标、最大配套电

法计算的轴径有较大的保险系数．

动机功率、额定最高扬程、电泵井下最大径向尺寸等

２．３轮毂直径的确定

设计要求．

根据泵轴轴径和叶轮固定方法确定轮毂直径

以１００ＱＪ８井用潜水泵设计为例，根据文献［７］
可以列出设计要求：①适用井径：＞１００ ｍｍ；②额定
流量：８ ｍ３／ｈ；③额定转速：２

８５０

ｒ／ｒａｉｎ；④效率指

标：５３％；⑤最大配套电动机功率：３ ｋｗ；⑥额定最
高扬程：６３ ｍ；⑦电泵井下最大径向尺寸：９６ ｍｍ．
根据以上设计要求先进行结构设计．因为３ ｋＷ
电动机的扁电缆厚度为６ ｍｍ，它需要固定在泵体外
壁上，为了电泵井下最大径向尺寸不超过９６ ｍｍ，泵

体外径取８８ ｍｍ为宜．根据额定最高扬程６３ ｍ对
泵体壁厚进行设计和校核，若采用精铸不锈钢，则壁
厚以２ ｍｍ为宜，若采用不锈钢管配塑料导流壳，则
壁厚以３．５ ｍｍ为宜，若采用铸铁，则壁厚以４

ｍｍ

为宜．以精铸不锈钢为例，泵体内径Ｄ。＝８８—２

ｘ２

＝８４

ｍｍ，则叶轮直径Ｄ：。可以取８３ ｍｍ，叶轮外径

与泵体内径有０．５ ｍｍ的间隙是为了防止运转摩
擦，这个叶轮外径实际上是叶轮前盖板外径，而叶轮

ｄ。．深井离心泵的叶轮固定方法主要有锥套联结和
键联结两种方法．如果采用键联结，则根据键槽深度
确定轮毂直径；如果采用锥套联结，则根据锥套厚度
确定轮毂直径，在保证轮毂的强度条件下，轮毂越小
越好．

由于叶轮键传递的扭矩比泵轴传递的扭矩小得
多，所以不要按泵轴轴径选键，可以选择小一些的
键，使轮毂直径也可以小一些．
以精铸不锈钢的１００ＱＪ８为例，采用键联结，如
果按泵轴轴径１２ ｍｍ选键，需要４×４的键，但叶轮
键传递的扭矩很小，可以采用２ ｘ２的小键，所以轮
毂直径ｄ。取１７ ｍｍ即可．
２．４叶轮进口直径的确定
根据额定流量确定叶轮的进口直径Ｄｉ．
设ｄ。为０的叶轮进口当量直径

后盖板外径要根据流量大小和流速矢量的变化来进

Ｄｏ＝ｋｏ（Ｑ／ｎ）”３

行设计，为了便于以后的精算，可先假设叶轮后盖板

式中ｋ。为进口流速系数，取３～４；Ｑ为额定流量，

外径与泵体内径之间的液体轴面流速秽。，：３

ｉｎ３／ｓ；ｄｈ为轮毂直径，ｒ１１．

ｍ／ｓ，

则叶轮后盖板外径

Ｄ２ｈ＝［Ｄ；一（４Ｑ／霄）／秽ｌＩｌ３］“２＝
｛ｏ．０８４２一［４×（８／３ ６００）／，ｔｒ］／３｝Ⅳ２＝
０．０７８２ ｍ

圆整后，Ｄ：。取７８ ｍｍ，于是叶轮外径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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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轮进口直径

Ｄ；＝（Ｄ：＋ｄｈ２）１庀

（４）

以ｌＯＯＱｊ８为例：
Ｄｏ＝３．８×ｆ（８／３ ６００）／２ ８５０］Ⅳ３＝０．０３５
Ｄ；＝（３５２＋１７２）１以＝３９ ｍ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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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顾兼须必但，组，该湍流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将湍流看成是受随机力
３／）。ｄ—ｉＤ（一：ｂ度宽口出轮叶

要不好最度宽口出轮叶的造铸型砂如比，性艺工造
６于小

驱动的输运过程，通过频谱分析方法消去其中小尺度
的涡，并把其影响归并到涡粘性中．在高雷诺数情况

制据根：ｓ．度厚口出片叶，７一Ｚ数片叶；ｍ

下，ＲＮＧ Ｋ一占湍流模型与标准，ｃ一艿模型的形式相

届：根据全扬程特性的要求来选取．

同，但模型中的系数完全由理论分析得出¨¨”１．
以１０ ＱＪ８为例，先取ｂ，一（３９—１７）／３—７

Ｚ＝７，Ｓ２＝２
，
ｍｍ

以上选择都是初步的，作为下一步精算的基础．

（２）计算域的出口设置在离６０。弯头出口足够
远的直管道上，按出流条件给定．

２．６单级扬程和叶轮翟薹烈麴堑勋辇

霪朝阱神蠢羹耋雾霪蘸墓！姥鲤烈霎裂薹≯
箬囊誊毒壑摆墙ｊ藉ｇ薷鐾霎塞隙希豢鬻攀澎都：

（３）水泵的叶片、导叶、轮毂、外壳和直管道等
所有部件的壁面均为固壁．由于近壁区的雷诺数较
小，适用于充分发展的紊流区的湍流模型的使用受

黼霪丽藿萋霪萋嚏雾叁

ｅ蠢ｌ／．ｔ！！Ｏ＇ｌｔｉ一冀ｉＤ÷ｂ｝冀！ｔａｎ蓁；ｉ

（１）计算域的进口设置在喇叭口，按速度进口
条件给定．

ｍｍ，／３２＝２５。．

Ｈｉ

１．２边界条件

ｉ墓薹ｉ雾ｉ

到限制，故采用标准固壁定律处理所有固壁，满足无

Ｊ．作
辇菘菥箱萋戳蛩羹萋喜垒堕强薹基篓
用在叶片表面的水压力所产生的水力矩，对叶柄轴
霪一ｔ娄？２５ｐ＇／ＴＯ＂ｉＵ２３Ｄ；ｂｉ薹ｌｔａ和实验确定¨＇２
线位置的确定、叶片安放角调节力的确定和操作油

滑移条件．

压的选择、叶柄的强度设计等都非常重要，但影响因

状复杂，故采用四面体非结构化网格，由商业软件

素较多，理论计算中也作了一些假定和近似∞Ｊ．

Ｇ踟ｂｉｔ完成建模和网格剖分．叶轮、导叶和弯头部

数值计算方法为研究和确定叶片水力矩提供了

１．３控制方程的离散与求解

由于轴流泵的叶片和导叶呈三维空间扭曲，形

方便，相比实验研究方法，可缩短研究周期和节省试

件的网格较密，其他区域网格稍疏，计算域网格如图
１所示．整个计算域的网格总数约１．０１ ｘ １０６个，计

验经费，并可在短期内进行多方案比较．基于无粘性

算节点数近２．７６×１０５个．采用控制体积法和ＳＩＭ—

假设的势流理论求解水力机械内部流场的方法，如

ＰＬＥｃ算法，实现控制方程组的离散及压力与速度

势流积分方法、势流有限元计算方法等，由于忽略了

的耦合求解．

水流的粘性，会引起较大的误差ＨＪ．文献［５］将轴流
泵在设计工况附近运行时的水流简化为沿一系列同
心圆柱层的流动，用二维方法进行叶片水力矩的计
算也显得不够完善，尚不能正确揭示水泵在全扬程
范围内叶片水力矩的变化规律．

笔者将采用广泛使用的商业ｃＦＤ软件Ｆｌｕｅｎｔ，
对包括喇叭口、叶轮、导叶、泵轴和出水弯头在内的

完整的模型轴流泵进行三维紊流数值计算，首先根
据模型试验获得的水泵性能参数，与模型试验结果
相对比，验证数值计算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然后再进

图１计算域网格图

行叶片水力矩的计算和变化规律的分析，从而使计
算结果真实可信，为水泵和泵站工程设计提供可靠

２计算对象和研究方法

的参考依据．
２．１轴流泵基本设计参数
１

数学模型

计算对象是一个完整的轴流泵模型，叶轮直径
为３００ ｍｍ，轮毂直径为１２０ ｍｍ，转轮叶片数为４，导

１．１控制方程和湍流模型

在水泵稳定运行工况下，其内部流动为三维定常
不可压粘性流动，可采用连续性方程和雷诺时均Ⅳ一
ｓ方程来描述‘６。９１，用ＲＮＧ，ｃ一占湍流模型闭合方程

万方数据

叶片数为７，转速为１

４５０

ｒ／ｍｉｎ，叶片安放角度为

Ｏ。．共设计了１２个计算工况．
２．２研究方法

水泵及水泵装置内特性及外特性方面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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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点的液体轴面速度，ｍ／ｓ；ｕ，为计算点的叶轮圆周

线速度，—ｎ／ｓ；移。，为计算点的液体圆周分速度，∥ｓ．
由于各计算点的秽。。，“。和秽。。各不相同，所以各

２．９叶片绘型

在完成以上几何参数的设计后，就可以进行叶
片绘型了．叶片绘型的方法与普通离心泵叶片的方

格网保角变换法完全相同，详见文献［１］．

计算点的卢’，也不相同．
（１１）

秽。１＝Ｑ／（叩，Ｆ。沙。）
Ｆｌ＝２叮ｒＲ。１６ｌ

（１２）

妒ｌ＝１一邪１／（订Ｄｌ ｓｉｎ卢１）

（１３）

以１００ＱＪ８为例，图６是方格网保角变换法叶片
绘型图，图７是叶片剪裁图，图８是叶轮的零件图．

式中Ｆ。为计算点的过水断面积（过水断面形成线
应过该点），ｍ２；６，为过该点的过水断面形成线长
度，ｍ；尺。。为过水断面形成线的中点半径，ｍ；砂。为计
算点的叶片排挤系数；ｓ，为叶片进口厚度，ｍ；卢。为
计算点的叶片进口安放角，（ｏ）．
式（１０）中的口训由反导叶出口角确定，一般都很
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叶片进口安放角卢，必须大于

图６方格网保角变换法叶片绘型

叶片进口液流角ＪＢ’，，并且大５。左右为宜．

以１００ＱＪ８为例，叶片进口边的设计如图５所
示．采用圆柱形叶片，只需要计算Ａ点的叶片进口
液流角ＪＢ’Ⅲ

图７叶片剪裁图

叶片进口边厚及２衄
图８叶轮零件图

图５叶片进口边设计

从图５得，Ｄｌ＾＝０．０２７
０．Ｏｌ

ｍ，Ｒ。，＝０．０１６ ９

５

ｍ，Ｓ１＝０．００２ ｍ，６１＝

纵观整个叶轮极大直径设计法，可以发现一些

砂１为０．７５，移。Ｉ＝０，则
Ｆ１＝２１ｒ×０．０１６ ９×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６ ｍ２

‰＝两斋篙‰而乏９４∥ｓ
０６×０．７５……“”
‰１

０．９５×Ｏ．００１

２百２———百广一
丌Ｄ¨ｎ

ｕｔ

３创新的特点及其性能分析

ｍ，并设Ａ点的叶片排挤系数

订×Ｏ．０２７ ５×２ ８５０

＝４．１０４ Ｉｌ∥ｓ

很有特点的创新，这些创新会对水泵性能产生什么
影响呢？下面进行理论分析和试验证明．
３．１叶轮的前后盖板直径
用叶轮极大直径设计法设计的叶轮，其前盖板
直径约等于泵体内壁直径而大于后盖板直径很多．

雕。…ｔａｎ揣＝３５．６。

板直径大于后盖板直径很多时，最担心的是叶轮出

所以，可取Ａ点的叶片进口安放角卢。。为４０。，验算

口处发生二次回流，即液流从叶轮的前盖板附近流

砂１＝１—７×０．００２／（盯×０．０２７

５

ｓｉｎ４０。）＝０．７４８，这

与设定的沙。为Ｏ．７５相近，不需要再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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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离心泵叶轮的前、后盖板直径相同．当前盖

出，又从叶轮的后盖板附近流回叶轮．但通过图９和
图１０的数值模拟证明，１００ＱＪ８叶轮的出口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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