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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泵运行调节能耗分析
袁建平１，张改成２，陈翔２
（１．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Ｔ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五零四厂，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６５）

摘要：详细介绍了离心泵的节流调节、分流调节、串并联调节和变速调节等主要运行调节方式的调
节原理、调节方法、调节范围．分析了其水力损耗、运行效率、总的优缺点以及适用场合．节流调节、

分流调节的流量可连续调节，但后者能量损失相对较大，常用于安全可靠性有要求的场合；串并联
运行调节不能实现流量的连续变化，但调节范围宽，理论上没有额外水力损耗；变速调节是，只要转
速可连续变化，流量就可以连续变化，除泵内损失外，系统无额外的水力损失，节能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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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利用率不高．１９８１—

能约占２０％，在石油和化工工业中高达５９％和

２００２年期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在３４％左右，比发达

２６％．据估计，提高风机和水泵系统运行效率的节能

国家低约１０％；ＧＤＰ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２倍

潜力可达３００～５００亿ｋＷ·ｈ／年，相当于６一１０个

多；主要工业产品的单耗比国外高出３０％以上。１ Ｊ．

装机容量为１

据统计，全国风机、水泵装机总容量约３５

０００

ＭＷ级的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年发

０００

电总量心Ｊ．离心泵是应用最广泛的泵，节能潜力巨

ＭＷ，耗电量约占总耗能的４０％左右；其中，水泵耗

大．由于离心泵装置系统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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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的性能曲线，ｎ。是两台泵的并联合成特性曲
线．曲线Ｒ。与ｒｔ。，，ｚ。和ｎ：的交点分别为Ａ（Ｑ。，矾）、
Ｂ（Ｑ。，Ｈｓ）、Ｃ（Ｑ。，Ｈ。）；过Ａ点作水平线，与ｎ，和ｒｔ：

分别交于Ｐ。（ＱｍＨＡ）和Ｐ２（Ｑ跎，乩）点．Ｂ点是ｎ，
泵单独运行时的工况点，ｃ点是ｒｔ：泵单独运行时的
工况点，Ｐ，和Ｐ２是并联运行时ｎ。和ｒｔ：泵的运行工
况点．当ｎ，泵单独运行时，ｎ。泵运行在Ｂ点，若流量
不够，再并联上ｎ：泵时，ｒｔ。泵运行点由曰点变化到
Ｐ１，ｒｔ２泵运行在Ｐ２点．

图４

２

离心泵的调速调节

不同运行调节方式的能耗分析
各种调节方式的原理不同，能量损耗也不一样．

２．１

节流调节的水力损耗

如图１所示，当流量从Ｑ。减小到Ｑ口时，除出口

调节阀外的管道系统要求的压力为ｃ点的压力凰，
Ｑｃ岛吼

Ｑ

（ａ）串联

而此时泵运行在曰点，泵出口的压力为巩．因此，多
余的压力损耗在出口调节阀上，也即
ＡＨ＝ｔｔ．一Ｈｃ

因此，额外损耗在出口调节阀上的无用功率为

ＡＰ＝ＴＱ。ＡＨ＝ＴＱＢ（也一凰）

局

离心泵出口管路上的调节阀节流调节具有简

％

单、可靠、方便、调节装置的初投资低等特点，但其能

Ｈｃ

量损失大，且随调节阀的关小而增大．过去离心泵普
如如９－Ｐ１如

线

Ｑ

（ｂ）并联

图３

离心泵的串并联调节

遍采用这种调节方式，现在出于节能目的，已逐渐由
其他调节方式取代．
２．２

分流调节的水力损耗

如图２所示，通过关闭支路上的调节阀，流量从

离心泵串并联运行调节时，运行参数调节是不
连续的；若要实现连续变化，必须辅以其他调节方

Ｑ。减小到Ｑ。时，离心泵工况点从Ａ点上升到曰点．

式；可调节范围大．

此时，整个泵装置系统的有用功率为输出管路的水

１．４

离心泵的调速调节

力功率，即

Ｐ＝ＴＱｔＧｌ巩

从离心泵的相似定律可推出的比例定律，即在

而通过支路回流所做的全为无用功，即分流调

转速改变时，性能参数满足：
Ｑ１／Ｑ２＝ｎｌ／ｎ２

节方式的水力功率损失为
ＡＰ＝ｙＱｔＧ２ＨＢ

日１／Ｈ２＝（ｎＩ／ｎ２）２

一般轴流泵采用这种调节方式，而离心泵不采

Ｐｌ／Ｐ２＝（凡１／凡２）３
７７ｌ／叩２＝１

用．这是因为，这种调节方式比节流调节方式能耗更

如图４所示，民为管路系统特性曲线，ｎ。和ｎ。

大，能耗随分流程度而变化．但在出于安全可靠性考

分别是不同转速下离心泵的性能曲线．曲线Ｒ与

虑的场合也采用这种调节方式，例如锅炉给水泵为

ｒｔ。、ｎ，的交点分别为Ａ（Ｑ。，矾）、Ｂ（Ｑ。，Ｈ８），分别是

防止小流量发生汽蚀设置再循环管就是一种分流调

泵在不同转速下的运行工况点．当降低泵转速时，泵

节方式．

特性曲线由１１，。变为ｎ。，工况点由Ａ点沿尺。下滑到Ｂ

２．３

点，流量由Ｑ。减少到Ｑ。．若转速可连续变化，离心
泵的调速调节可实现系统流量的连续变化．

万方数据

泵串并联调节的水力损耗

理论上离心泵串并联运行时，各泵对流体所做
的功均为有用功率，系统内没有额外水力损耗，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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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用功率为（见图３）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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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培仁，张兴仁，等．小流量化工用离心泵的开发研
究［Ｊ］．流体工程，１９９３，２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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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仪，张

挺，等．问隔式切割叶片对离心泵性能

的影响［Ｊ］．流体工程，１９９３，２１（１０）：１ｌ一１３．

调种这，下况工定稳不在行运置装联并串泵当是但

［１４］

ＨＪ耗．离心泵的串并
能外额的内统系现出会式方节

袁寿其，张玉臻．离心泵分流叶片偏置设计的试验研
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１９９５，２６（４）：７９—８３．

［１５］

王福星，孙彦君，白广明，等．采用复合叶片式叶轮提

必，节调须对其中一台或多台辅助于其他的调节方式，这也
续连现实要，节调续连是不式方节调行运联
就带来其他调节方式的能量损耗．串并联调节方式

高风力离心泵水力性能［Ｊ］．排灌机械，１９９６，１４（２）：

调节范围宽．

１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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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调节的水力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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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勤，朱祖超，汪希萱，等．低比转速两级复合叶轮
高速离心泵的研制［Ｊ］．浙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下蓍｜萋塞蚕蓿；篓羹塞型蓑鹈番鍪羹鋈；闹两萎璧驯
型冀性萋塾雾篓蓁蔷；妫

张成冠．采用长短叶片改善水泵转轮汽蚀和磨损性
能的试验研究［Ｊ］．水泵技术，１９９７（６）：１１—１３．

如图４所示，通过调节泵输入转速，系统流量从

Ｐ

王乐勤，朱祖超．低比转速低温高速离心泵复合叶轮
的设计与工业应用［Ｊ］．低温工程，１９９８（３）：３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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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设计［Ｊ］．流体机械，１９９６，２４（２）：１８—２１．

［２０］

聪剿到配鞣墓雾ｐ塾誊存立剥试验研究的同时，要 利用现代测
试技术和计算手段深入揭示复合叶轮内 部流动机

及工程实现［Ｊ］．低温工程，１９９８（１）：３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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