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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论上分析和表达了水泵机械效率、水力效率、容积效率及总效率；分析和表达了泵效

率、泵装置效率的相似性，评价了已见各种泵效率的换算公式，推导并提出了泵效率常数暨新的泵
效率、泵装置效率换算方法；所提效率公式、效率换算方法对泵性能参数的可信性有鉴别、评价作
用，对开发高效水力模型，提高泵站效率有指明路径作用。针对离心泵（及蜗壳式混流泵）和轴流
泵（及导叶式混流泵）所提统一的表达式，既适用于泵，亦适用于泵装置；既适用于模型泵，亦适用
相似的任意口径、任意参数的原型泵及原型泵装置。泵及泵装置性能统一表达的研究和实现，对于

提高泵的设计水平，对于泵及泵站特性准确预测均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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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用途广泛，仅就水利方面，我国在用各类泵
７

达数百万台，排灌动力８×１０ ｋＷ。
水泵效率是衡量其动力特性优劣的重要指标。
水泵效率包括机械效率（反映轴承、轴封及介质接
触转轮的摩擦损失）、水力效率（反映过流部件水阻
力损失及冲击损失）、容积效率（反映泄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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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总效率叼是机械效率叼。，水力效率叼。和容积
效率田，的乘积：
叼＝叼。叩ｈ叼，

水泵效率准确值无法计算求得，实用、可行的办
法是由实际试验或通过模型试验求得。关于泵效率
换算方法，自上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水轮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一０８一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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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泵提出数十种公式¨．２ Ｊ，具有代表性的有Ｃｏｎ—

失和与雷诺数ｍ有关的损失分开，给出另一种形式

ｎｏｎ式，Ｍｅｄｉｃｉ式，多种Ｍｏｏｄｙ式旧’３ Ｊ，Ｐｆｌｅｉｄｅｒｅｒ

的换算式：

式‘引，Ａｃｋｅｒｅｔ式‘４｜，Ｗｉｓｌｉｃｅｎｕｓ式‘５｜，Ｈｕｔｔｏｎ式‘６｜，
ＩＥｃ９９５—１９９１【刊和ＪＩｓ

Ｂ８３２７—２００２

Ｌ８

ｏ推荐式等。

国内也有武汉大学郑玉春ｐ］、河海大学蒋履祥¨０｜、

６。＝（１—８）＋占Ｒｅ，一“

Ａｃｋｅｒｅｔ式：占＝０．５，ｎ＝０．２；Ｈｕｔｔｏｎ式：占＝０．７，
ｎ＝０．２；Ｃｏｎｎｏｎ式：占＝Ｏ．５，ｎ＝Ｏ．２５

江苏省水利设计研究院张仁田【ｌ¨等提出的建议公
式。但是，分析已见的所有换算公式，虽然各有一定

的适用性，但存在以下共同的缺陷：理论表达不完整
或有矛盾，经验成分重，无通用性。
（１）现有各公式实质上均是水力效率换算式，

（３）现有各种从摩擦损失出发推导的换算式只
区状态为例，相同的雷诺数比值Ｒｅ，，原型水轮机效
率叩。与模型水轮机效率田。的关系为
叼。＝１—６。＝１—６。Ｒｅ。一“

叼。＝（１＋艿。Ｒｅ，一“）。
６，＝Ａ，

（２）

下标ｒ代表比值。泵内水力损失除摩擦损失外尚有
形状阻力损失和（非设计点）冲击损失，仅以摩擦损
失代表全部水力损失存在难以估算的误差。
（２）水流在光滑紊流状态时摩阻系数Ａ仅与雷

诺（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数ｍ有关，由此可得
６，＝ｍ？４

此式说明艿，尚与６。有关。因此，水泵效率换算移用
水轮机公式理论上不严密。
（４）现有各种效率换算式仅针对最优工况点，非
最优工况点只能粗略估算，或约定俗成采用“等差增
减”法等，无理论依据。对于水轮机，刘大恺除推荐
“等差增加”之外，另推荐宫城１９３７年提出与相对（于
泵的公式。日本工业技术标准旧。公式换算范围包括
任意工况点，但该式经验常数太多，无法判断。

根据布里修斯（Ｂｌａｓｉｕｓ）公式

（５）不同口径的相似的泵，最优工况点最高效
（４）

率不同，对应工况点流量Ｑ，扬程日，轴功率Ｐ较常规
（等效率条件）换算结果应有不同（因速度三角形不

如原、模型泵介质相同，则
６，＝Ａ，＝ＲｅｉⅢ＝Ｄ，一“日，。／８

（２１）

式中＿Ｄ为泵叶轮直径，ｍ；日为泵扬程，ｍ。此式即为
Ｍｅｄｉｃｉ公式；日指数取一０．１时即为运用于水轮机
效率换算的早期的Ｍｏｏｄｙ公式（１９２５年）。
水泵特别是高比转数水泵，泵内流动多为过渡

区或粗糙紊流状态，摩阻系数Ａ分别与雷诺数ｍ及
过流壁面粗糙度４有关。计算Ａ值的尼古拉兹

相似）。但是，现有各换算式仅可求得总效率而无法
区分各分部效率，因而也无法对泵特性作全面预测。
笔者提出新的水泵（以及泵装置）效率表达式
和换算式，理论上能纠正以上不足。新的表达式（换
算式）对各种已有的泵性能试验结果尚有鉴别、评
价作用；研究的思路和原理也适用于水轮机，对开
发、研制高效水泵及水轮机有指明路径作用。

（Ｎｉｋｕｒａｄｓｅ）公式及其变换式为

泵内功率损失及损失相似

Ａ．１７２＝２１９（Ｒｅ Ａ１／２）一Ｏ．８

或

Ａ一０．１９７

（９）

最优工况点）流量有关的换算式¨３｜，但未见有适用水
（３）

式中ｎ为试验指数。取ｎ＝Ｏ．１即为Ｐｎｅｌｄｅｒｅｒ式Ｈ Ｊ。

Ａ＝Ｏ．３１６ ４ Ｒｅ－１／４

（８）

而对于水泵，推导可得

失６的差别，即取

或

ｏ

适用于水轮机，不完全适用于泵。以光滑紊流或过渡

公式推导多从圆管（摩擦）损失的尺寸效应出发，近
似以圆管摩阻系数Ａ的差别代表原、模型泵水力损

（７）

ｍ‘０·２０６

Ａ＝［２ｌｇ（Ｄ／２△）＋１．７４］。２
Ａ一０．０９６ ７（△／Ｄ）Ⅳ４’５

（５）

泵内损失主要是：填料函、径向轴承摩擦损失；
推力轴承摩擦损失（轴流泵及导叶式混流泵）及轮

（６）

盘水力摩擦损失（离心泵及涡壳式混流泵）；过流通

粗糙紊流状态原、模型绝对粗糙度相同时，６，＝Ａ，＝

道的摩擦损失、形状阻力损失和叶片及导叶进口冲

Ｄ，。１腿５；Ｄ，指数用一ｏ．３１４即为Ｆｒｏｍｍ式‘１２１（１９６０

击损失；水量泄漏损失。兹简要分析各项损失及其相

年）。对于水轮机，Ｍｏｏｄｙ于１９４２年指出：Ｄ，的指数

似关系。

在０—一Ｏ．２６之间变化，用于泵全效率换算时可取

１．１

一ｏ．２，这就是近年仍常应用的Ｍｏｏｄｙ １／５方乘式。
Ａｃｋｅｒｅｔ，Ｈｕｔｔｏｎ和Ｃｏｎｎｏｎ将泵内形状阻力损

万方数据

填料函损失及其相似

由文献［１４］，常规填料函损失功率Ｐ。（ｗ）可用
下式计算：

第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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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疋＝等。告…２ｗ轭～一ｅ却２肌）
（１０）
式中∞，ｔ分别为泵角转速（ｒａｄ／ｓ）和填料摩擦力矩

（３）推力轴承。参考文献［１５］，荷载为形的普
通推力轴承平均压力ｐ。。ｏｃ ｗ，／ｆ。ｄ。。这里ｚ。，ｄ。分别
为轴承环宽度和推力轴承平均摩擦直径。推力轴承
功率损失Ｐ．（肜）可用下式计算：

（Ｎ·ｍ）；ｐ。为泵内剩余压力，Ｐａ；Ｚ，ｓ（＝沈），彳分别

Ｐ。＝‰ｄ。形
擦损失相似关系式应为
Ｐ

蔬“ｄｅｍ

性能相同，填料长度、厚度比值相同，填料函摩擦损
失相似关系式为

阜：ｉｄｅｍ
一……

（２０）

关于推力荷载形，对于立轴泵应包括转动部件
（１１）

重量及水推力；对卧轴泵，则主要是水推力。几何相

如填料性能相同，填料函尺寸几何相似，根据

似的泵，转动部件重量正比于Ｄ３；水推力正比于

２

＼１１，

ｎｒ印。

泵特性，ｐ０近似正比于泵扬程日，因此，填料摩擦力

矩ｔ正比于肋３，摩擦功率符合以下相似关系：

杀＝ｉｄｅｍ

肋２，由此，如推力轴承几何相似，转动部件重量及
水推力荷载的功率损失相似可分别用下式表达：
～…１
冬：ｉｄｅｍ

ｐ

３ｎ５—１ｕ（１１１

１．２

（１９）

如果滑动面材料及润滑剂相同，则推力轴承摩

为填料函长度、厚度和圈数；肛。，ｐ：分别为动摩擦系
数和轴向力摩擦系数；ｎ为泵转速，ｒ／ｍｉｎ。如果填料

３

（１２）

ｎＤ４

＼１－／

Ｐ．．

南＝ｉｄｅｍ

轴承损失及其相似
（１）径向滚动轴承。参考文献［１４］，径向滚动轴

承摩擦功率为

Ｐ。＝∞Ｉ＝鼍芋

对照式（１８），泵转动部件重量荷载的推力轴承损
的功率损失相似式与填料函功率损失相似式同。
１．３

ｍ；６为轴承内径的间隙，ｍ。由此式，径向轴承摩擦

轮盘损失及其相似

参考文献［１４，１６］等，叶片泵轮盘水力摩擦力

力粘度系数，Ｐａ·ｓ；ｒ，Ｚ分别为轴颈的半径及长度，

矩ｔ（Ｎ·ｍ）及摩擦功率Ｐ，（Ｗ）为

损失相似式应为
ｐ异

＿二｛｛＝ｉｄｅｍ
彬ｒＪ∞‘

（１４）

如润滑油性能相同，轴承尺寸几何相似，摩擦功

（２３）

Ｐ。＝ｔ ｐ连ｃｃ，３

（２４）

式中系数ｃ，与雷诺数‰（＝《∞向）有关，ｃ，ｏｃ
凰加一；ｔ，为运动粘度，ｍ２／ｓ；ｐ为流体密度，ｋｇ／ｍ３；
得轮盘损失相似式为

（１５）

ｐ

可蒜丽＝ｉｄｅｍ

（２）径向滑动轴承。参考文献［１５］，宽度和轴径
分别为Ｚ及ｄ，承受荷载形的普通径向滑动轴承平均

１．４

（２５）

水力损失及其相似
泵内水力损失中过流通道水力摩擦损失和形状

压力ｐ。。＝谚，／纪，由此应可得摩擦功率损失为

Ｐｊ＝Ｋ眈ｄ

ｔ＝ｃｆ ｐ弓∞２

ｒ：为轮盘外圆半径，ｍ。由此，对于相同流体，不难推

率Ｐ。符合以下相似关系式：

嘉：ｉｄｅｍ

（２２）

失相似式与径向滑动轴承损失相似式同；水推力荷载
（１３）

式中兀为径向轴承摩擦力矩，Ｎ·ｍ；叩为润滑油动

（１６）

式中Ｋ为与摩擦系数有关的系数；ｎ为转速。如果滑
动面材料、润滑剂相同，则滑动轴承摩擦损失相似关

阻力损失，非设计工况点的“冲击”损失，分别类同
沿程阻力损失和局部阻力损失。
（１）水力损失的表达。设摩擦损失、形状阻力损
失和冲击损失阻力系数分别为墨，Ｋ和Ｋ（ｓ２ｍ‘５），

系应为

可写出以水柱高表示的相应损失＾，，＾ｉ和＾。（ｍ）表

ｐ

彘２

ｉｄｅｍ

（１７）

泵体转动部件物理相似，轴承尺寸几何相似时，
摩擦功率Ｐｉ符合以下相似关系式：
Ｐ：

茄２
万方数据

（２１）
……

ｉｄｅｍ

（１８）

达式为
＾ｆ＝墨Ｑ２

（２６）

＾ｉ＝ＫＱ２

（２７）

＾，＝Ｋ：（Ｑ—Ｑ。）２

（２８）

式中Ｑ为泵流量，ｍ３／ｓ；Ｑ０为最优工况点流量。水力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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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效率和容积效率表达

式中日为有效（净）作用水头。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由式（２７）一式（２９），水力效率可表达为

参照式（４７），仍以Ｋ。表示机械效率常数，则机械效

吼２丽可ｉｘ囊≮ｉ万了酹（４８）

率可写为
叼。＝１一Ｋ。／Ｑ

由式（３５）及式（３７），容积效率可表达为
叩Ｖ

２万菘酽（４９）

（４９），水轮机工况水力效率和容积效率应可分别用
下式表达，式中效率常数意义同泵工况各效率式：

＂坠盟鲁坠盟（５６）
２———————ｉ————一
叼，２——了广
圹生筹

（１）机械损失为轮盘损失时泵效率。对于离心

（５７／）

Ｌ），

泵（及涡壳式混流泵），如机械损失以轮盘损失代
替，则泵总效率可写为

（３）总效率。机械效率、水力效率和容积效率既

＂１１＝ＱＨ／｛Ｋ。＋［日＋（墨＋Ｋｉ）Ｑ２＋

知，总效率自可写出为
（５０）

表达水力损失的系数Ｋ和Ｋ作用相同，简化起见，

７１＝（１一鲁）×

坠盟鲁坠盟．譬筹（５８）

以墨代表（墨＋Ｋ），则上式可改为

ｐ

Ｈ

叼＝ＱＨ／｛Ｋ。＋［日＋（ＫｆＱ２＋
Ｋｚ（Ｑ—Ｑ。）２］（Ｑ＋Ｋ，风Ⅳ２）｝

Ｌ）ｏ，

叼ｈ

泵总效率表达

Ｋｚ（Ｑ—Ｑ。）２］（Ｑ＋Ｋ日，１尼）｝

（５５）

（２）水力效率和容积效率。参照式（４８）和式

式中日。等于扬程日或以式（３６）结果代人。
２．４

５

（５０。）

、‘。

整理后可写为
叼＝１一ＫｆＫ～一Ｋ，Ｋ１７２一Ｋ：Ｊ—Ｋ。Ｍ＋

取Ｈ，＝Ｈ或Ｈｖ＝日＋ＫｆＱ２＋Ｋｚ（Ｑ—Ｑｏ）２，还可分

Ｋ｝ＫｖＫ一１ｎ＋Ｋ。ＫｚＮ＋ＫｔＫｍＫ一、Ｍ＋

别写出为

Ｋ。ＫｍＫＩｎ Ｍ＋ＫｚＫｍＪＭ—ＫｔＫＹＫｍＫ一以Ｍ—

田＝（１一ＫｒＫ～一Ｋ，Ｋ１／２一墨Ｋ，Ｋ－１／２一
Ｋ＇，一Ｋ。肘一Ｋ，疋Ⅳ）“

（５９）

ＫＫＫｍＮＭ

（５１）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５２）和式（５３），但Ｍ＝１／ｑ。

叼＝｛１一墨Ｋ～一Ｋ，Ｋ１７２一Ｋ，Ｊ—
Ｋ。Ｍ—１．５Ｋ。［量，ｆＫ－１／２＋蜃，ｚ．，Ｋ１／２＋

ＫｆＫ。ｔ，Ｋ＿１／２＋０．２５（霹Ｋ＿３／２＋霹，Ｋ１／２）］｝－１
（５２）

３

３．１

式中Ｋ＝Ｈ／Ｑ２；Ｊ＝（Ｑ—Ｑｏ）２／Ｈ；Ｍ＝（ＱＨ）～；
Ｎ＝（Ｑ—Ｑ。）２／Ｈｏ ５Ｑ。详细推导略。

泵效率公式常数计算和换算
效率常数计算和分析
泵效率常数可根据实际试验结果运用数据处理

方法求取。具体即针对实际试验的一组扬程特性数

（２）机械损失为水推力荷载推力轴承损失时的

据Ｈ＝Ｈ（Ｑ）及效率数据叼＝叼（Ｑ，Ｈ），根据特定泵

泵效率。对于轴流泵（及导叶式混流泵），如机械损

（离心泵或轴流泵）效率公式求“最小二乘解”。如计

失以水推力荷载作用下推力轴承损失代替，则泵总

算求得的常数偏常规数值过大，说明试验数据可信

效率为

度不高。实际计算中，亦可剔除少数偏差较大的数据

７１＝ＱＨ／｛Ｋ。日＋［Ｈ＋（ＫｆＱ２＋
Ｋ：（Ｑ—Ｑ。）２］（Ｑ＋Ｋ日，∽）｝

重求效率常数，若仍偏常规，说明试验数据不可信。
（５３）

或同式（４６）及式（４７），其中Ｋ，＇，，Ⅳ意义亦同，但肘
＝１／Ｑ。
２．５

３．２

效率常数换算
埒，Ｋ，Ｋ及Ｋ。相似换算已如前述。此处分析说

明机械效率常数Ｋ相似换算。

泵水轮机工况效率表达
以下以轴流泵为例讨论泵的水轮机工况各分部

效率及总效率表达式。
（１）机械效率。参照式（４６），水轮机工况机械

（１）轮盘损失机械效率常数Ｋ。换算。由式
（２５），相同流体条件下，轮盘损失机械效率常数Ｋ。
与功率损失Ｐ，成正比，由此可得相似换算公式为

ｊＬ：ｉｄｅｍ
—ｒｔｌ４／５ Ｄ—２３／５
２

效率可表达为

ｐｇＱＨ一脚ｇ－－”ｘ－Ｄ２Ｈｄ。∞

２———面产一（５４）

叼ｍ

万方数据

１ｄｅｍ

Ｏｕ Ｊ
Ｌ（６０）

（２）水推力荷载推力轴承机械效率常数Ｋ。换

算。此处Ｋ。与轮盘损失机械效率常数Ｋ。意义不同。

排

６

灌

机

由式（２０）一式（２２），对于相同流体，轴承摩擦系数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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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１一Ｋ。Ｍ（１＋ＳＫ＿１）一（．ｓ＋Ｋｆ）Ｋ～一

相等时，Ｋ。与Ｄ２ｄ。∞成正比，由此可得Ｋ。相似换算

Ｋ．，＋ＫＫｌ／２一÷Ｋ，［（．ｓ＋Ｋｆ）Ｋ－１／２＋
二

公式为

≤Ｌ：ｉｄｅｍ

Ｋ：ＪＫⅣ２］一知，［（ｓ＋墨）２Ｋ。３以＋

（６１）

Ｏ

、。７

Ｄ２ｄ。∞

‘２（ｓ＋Ｋｆ）疋ＪＫ－１以＋霹，Ｆ以］｝－１

推力轴承几何相似时，

（６６）

每：ｉｄｅｍ
ｎ∥

（６２）
、一７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立式轴流泵，泵结构几何
相似时，填料函损失与水推力荷载推力轴承损失具

式中Ｋ＝日。。／ｑ２，Ｊ＝（Ｑ—Ｑ０）２／Ｈｓ。，Ｍ＝１／Ｑ。详
细推导略。
４．２

装置效率常数计算

有相同的相似关系，因此，泵效率表达式及常数换算

泵装置效率常数包括泵效率常数墨，疋，Ｋ，Ｋ

式，对于同时计及填料函损失与否两种情况均适用。

及管道效率常数（管道阻力系数）ｓ。如果己知若干
工况点泵装置动力特性试验数据，则可按前述“最

４

小二乘解”求泵效率常数一样求泵装置效率常数的

泵装置效率表达及相关常数计算

“最／ｌ、－－乘解”，主要即是求Ｓ。
４．１

说明：对于泵装置水力损失，Ｋ的作用与管道

装置效率表达
泵装置效率是衡量水泵选型，流道设计合理性

阻力系数Ｓ相同，因此，如已知Ｋ可信数值，亦可将

的重要指标。泵装置效率系泵效率与反映管道水力

｜ｓ与巧合并看作一个变量，仍以求泵效率常数方法

损失占扬程权重的管道效率的乘积。由此，对于离心

求得当量（墨＋ｓ）值后再求．ｓ值。
４．３

泵和轴流泵，可分别写出泵装置效率表达式为
＿，７。，＝ｑｎ。，／｛Ｋ。＋［日＋ＫｆＱ２＋
Ｋ（Ｑ—Ｑ。）２］（Ｑ＋Ｋ，日，Ⅳ２）｝

（６３）

Ｋ：（Ｑ—Ｑ。）２］（Ｑ＋Ｋ，日，Ⅳ２）｝

（６４）

以轴流泵为例，如取鼠＝Ｈ及鼠＝皿，＋（Ｓ＋

墨）Ｑ２＋砭（Ｑ—ｑｏ）２，则泵装置效率也可用下式计算：

叩ｓ，＝［１一ＫｍＭ（１＋｛Ｋ。１）一（ｓ＋Ｋｆ）Ｋ～一
Ｋ：．，一Ｋ，Ｋ∽一号－Ｋｖ（ｓ＋Ｋｆ）Ｋ圳２一
㈣，
ＡＮＤＲＩＴＺ Ｄ２。＝４１０

以式（５０．）表达泵效率，运用前述方法可求得
模型泵扬程常数、效率常数：Ａ＝一１３７．５１１
１１２．７８８，Ｃ＝２５．９１５ ３，Ｋｆ＝７．４４２
Ｋｚ＝１１８．２９０ ３，Ｋ。＝０．１３９
＝３．０

８，Ｂ＝

７，Ｋ＝０．００２

０，

ｏ扬程平均误差△皿。

ｃｍ，泵效率平均误差△叩。。＝０．１１％。图１为

试验点数据曲线与分析所得泵性能曲线。
例２：南水北调东线泵站多采用低扬程轴流泵。

万方数据

道水力损失主要为局部损失（约占３／４），因此总阻
力系数ｓ亦可按Ｓｉ看待。

上式中，Ｈ＝Ｈ。，＋（Ｓｆ＋Ｊｓｉ）Ｑ２＝Ｈｓ，＋ｓｑ２。

表１

Ｊｓ中，沿程损失阻力系数ｓ，换算方法同墨，局部损失
阻力系数ｓｉ换算方法同Ｋ，Ｋ：。低扬程轴流泵站管

叼。，＝Ｑ聪，／｛Ｋ。日＋［日＋ＫｆＱ２＋

知…蹦Ｐ一

装置效率常数换算

墨，Ｋ，Ｋ，Ｋ，，Ｋ换算方法如前。管道阻力系数

５

算

例

例１：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惠南庄泵站选用奥地

鬻豢＝船篡萋娑“一

利ＡＮＤＲＩＴｚ公司卧轴双吸离心泵（Ｄ：：１．７５ ｍ，额

ｍｍ双吸离心泵试验数据

表２为水利部组织的天津同台测试水力模型之一
ＴＪ０４一ＺＬ一０２轴流泵模型（Ｄ＝３００

ｍｍ，ｎ＝１ ４５０

ｒ／ｍｉｎ）叶片角００原始试验数据点。模型泵最优工况
点参数：流量Ｑｏ＝０．３７２

ｌ

ｍ３／ｓ，扬程／４０＝７．１５

ｍ，

效率叼ｏ＝０．８５６。
（２）模型泵及泵装置特性。模型泵扬程特性以
二次曲线方程日＝ａｑ２＋曰ｐ＋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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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Ａ＝一１９６．８９７

０，Ｂ＝１０２．８３７ ８，Ｃ＝

ｎ＝１２０

ｒ／ｍｉｎ。原模型泵推力轴承摩擦直径比、叶片

４，扬程平均误差△Ｈｃ。＝１．２ ｅｍ。以式（５３）

与泵壳径向间隙比ｄ。，＝口，＝０．９ Ｄ，；原模型泵及原

及式（６４）表达泵效率和泵装置效率，以式（３７）计

模型流道粗糙度比（△。／△。）分别为２和３；最优工况

算泄漏流量，运用前述方法可求得效率常数：Ｋ，＝

点泵内摩擦损失的比例类同式（７）取占＝０．７；流道

３．６１５ ５，Ｋ。＝０．００５ ６，Ｋ：＝１６１．４４６ １，Ｋ。＝

形状阻力损失占总水力损失３／４；泵内流动为粗糙

０．０１７

紊流状态。通过相似换算可求得原型泵扬程常数Ａ

一４．８４９

４，泵效率平均误差Ａｔｌ。。＝０．２６％。设模型流
ｉ

道阻力系数Ｓ

５．０

Ｓ２／ｍ５，则模型泵及泵装置效率

如表３。

＝一０．０１７ ７，Ｂ＝０．８７１
Ｋｆ＝２．５６
＝１．４０２

Ｘ

７，Ｃ＝一４．２３８；效率常数

１０～，Ｋ。＝０．５３１ ２，Ｋｚ＝０．０１４ ５，Ｋ。

５；流道阻力系数Ｓ＝４．２３１ ３×１０～。据此

可求得对应表２各模型装置扬程下原型装置扬程、
流量、泵扬程、泵效率、装置效率等。结果列于表４。
表２

扬程／

效率／

流量／

扬程／

效率／

（ｍ３／ｓ）

ｉｎ

％

（ｍ３／ｓ）

ｍ

％

０．４５０
０．４５

０．５０

Ｏ．５５

Ｏ．６０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７５

Ｏ．８０

Ｑ／（ｍ３／ｓ）

图１

Ｄ２。＝４１０

ｍｍ双吸离心泵试验数据

曲线及分析曲线

（３）原型泵及泵装置特性预测。设某泵站原型

ＴＪ０４一ＺＬ一０２模型泵试验结果

流量／

２

２．８０００

０．５８１

７

０．３８８ ２

６．４２８

０．４４０ ９

３．４９２

０

０．６６９ ０

０．３７９ ６

６．７６６ ０

０．８４９ ２

０．４３４ ６

４．０００ ０

０．７２１ ３

０．３７３

７．００３ ０

０．８５４

０．４２８ ２

４．４０８

０

０．７５４ ９

０．３６７ ５

７．２６２

０．８５６ ０

０．２０７ ３

４．８３９

０

０．７８３ ３

０．３６３

３

７．３７２ ０

０．８４９

０．４１３

２

５．２１７

０

０．８０６ １

０．３５２ ２

７．７６７ ０

０．８４４ Ｏ

０．４０６

２

５．６０３ ０

０．８２４

４

０．３３７

４

８．２４３

０．８２７ ２

０．３９７

ｌ

６．０２２

０．８３８ ２

Ｏ．３１５

６

８．６７３ ０

０

６

Ｏ

０

０

０．８４５

０．７８８

３

３

３

８

泵与上述模型泵相似，叶轮直径Ｄ＝３．０８ ｍ，转速
表３模型泵及泵装置性能计算结果

由于模型泵试验时已扣除空载损失，因此表中

轴承摩擦直径比及泵叶轮间隙比小于模型比，因此

机械效率及总效率不包括填料函和泵体转动部件自

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泵效率、装置效率最大值提

重摩擦损失。根据换算结果，各工况点水力效率均

高２．５％左右。

有提高。关于机械效率、容积效率，因原、模型推力

万方数据

图２和图３分别为ＴＪ０４一ＺＬ一０２模型泵及Ｄ

排

８

＝３．０８ ｍ，ｎ＝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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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深井离心泵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本刊讯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新型深井离心泵荣获２００６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二等奖。
这种新型深井离心泵应用了深井离心泵极大直径设计法、反导叶导流壳三维曲面设计法及叶轮轴向力

自动平衡等专利技术和新技术，具有如下优点：功率曲线平坦，高效范围宽，单级扬程比国内外同类产品提高
３０％一５０％，泵体总长和重量都减少１／３左右，叶轮轴向力自动平衡等，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
井用潜水泵和长轴式深井离心泵的更新换代产品，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陆伟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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