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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验和ＣＦＤ分析的ＱＤＰ一２００电泵
故障诊断与改进
张金凤，袁寿其，陆伟刚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对ＱＤＰ一２００塑料泵进行了性能试验和温升试验分析，并借助ＣＦＤ软件模拟了其内部全
流场的分布情况。从试验和内部流动规律双重角度深入分析，找到了此型号泵性能不能满足用户
要求的原因所在：水力部件设计简化和匹配不合理使得水泵效率低，厂家盲目的“模块化”生产给
实际用户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对此给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首次用ＣＦＤ技术分析了ＱＤＰ一
２００潜水电泵在非设计工况运行时的流动情况，从流动规律角度分析了合理选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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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已开发出一系列主要用于清水

户青睐。此类泵是工程塑料继化工泵后在水泵行业

和无腐蚀性家庭污水等场合的小型单相塑料潜水电

的又一应用和推广，是泵行业的一大发展分支。但

泵。国外主要有ＡＢＳ公司生产的ＡＦＰ系列、Ｉｒｒｒ公

是这种型号水泵目前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水泵效率

司生产的ＲＥＡＤＹ系列、ＰＥＤＲＯＬＬＯ公司生产的

偏低，达不到用户要求性能；某些型号泵其电机易烧

ＴＯＰ系列排水泵等；国内主要为民营企业生产的系

毁；返修率相对较高等。

列产品，ＱＤＰ系列即是其中一种，主要用于家庭清

受某生产厂家委托，对此系列泵进行优化设计，

水或轻度污水的排放、车库地基等积水排水等场合。

并选择ＱＤＰ一２００型号进行重点攻关。ＱＤＰ一２００

因其轻便美观，适用性广且价格低廉而深受广大用

样本上的基本参数：功率Ｐ＝２００ Ｗ，最大流量（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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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３８。Ｃ，该泵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试验数据表明，

８５０

最大流量可达６．５ ｍ３／ｈ，最大扬程超过５．５ ｍ。从

ｒ／ｍｉｎ。泵体和叶轮均采用工程塑料聚丙烯添加

其功率曲线看出，水泵运转功率没有随流量增大而

２０％玻璃纤维（ＰＰ—ＧＦ２０）；封闭电机形式，绝缘等

持续增大，但在大流量区功率变化平稳，水力性能较

级Ｂ；开式叶轮，开式蜗室，具体结构参见图１。

样本所给性能要好。

扬程值）Ｈ。。＝５．５ ｍ，正常工况运转转速ｎ＝２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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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试验结果（ｎ＝２

８５０

ｒ／ｍｉｎ）

经仔细查看，发现该泵铭牌上标记为６０ Ｈｚ，与
图１

ＱＤＰ一２００潜水电泵结构示意图

厂家核对后得知，此类泵主要出口，６０ Ｈｚ为其主要
工作频率，对应同步转速为３

１问题初步分析
由于工程塑料在成型上的特点，其结构设计不
同于一般金属，尤其是扭曲叶片和复杂曲面的蜗室
脱模比较复杂。生产厂家在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盲目简化了水力部件，导致水力性能下降，水泵

６００

ｒ／ｍｉｎ。根据比例

定律¨１可知，转速增加对流量、扬程尤其功率有很
大的影响，此时温升也必然会高出很多。经调频到
６０

Ｈｚ，进行性能试验和温升试验，测得温升４０℃，

且性能仍很好，且未发生电机烧毁的故障。后又调
频至６５ Ｈｚ，经１０ ｈ运转测得温升为５２．４℃，电泵
仍正常运转。
但在试验完毕后拆机发现，在电机壳与泵体联

效率偏低。

开式叶轮与泵体间间隙的控制对水泵效率影响
也很大，所以首先进行性能试验，并借助ＣＦＤ（Ｃｏｍ－

接某处存在微小裂纹，经分析认为是连接处圆周存
在尖角的不合理结构设计造成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工具分析简化结构的内部

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厂家为保证出厂产品的

流动规律，同时，由于在水泵中应用工程塑料，对材

“安全性”以及零部件的通用性，用两种电机型号、

料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例如电机处的温升可能导

一个泵体结构以及多个叶轮进行组合，形成８种产

致塑料热变形；潜水泵长期浸水，塑料的吸水会导致

品型号。ＱＤＰ一２００实际所用电机是３５０ Ｗ，实测功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变形；塑料强度较金属大幅度降低，轻度碰撞也有可
能会导致裂痕的产生。因而用于潜水泵的工程塑料
选用也需要专业技术经验进行指导，从而提高泵的
可靠性。

率在６０ Ｈｚ下最大达到３６０ Ｗ，因而在６５ Ｈｚ下也能

正常运转不过载。说明此系列泵存在水力设计和电
机不相匹配的问题。因此对于用３５０ Ｗ电机带动
的ＱＤＰ一３５０系列就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此泵所用材料ＰＰ—ＧＦ２０，有较好的成型性和机
加工性能，吸水率仅为０．０２％，因而可排除吸水变

３

ＣＦＤ性能分析及优化设计

形引起泄漏的可能；其热变形温度在１４０℃左右，而
且耐冲击性差，故采用温升试验检验其热变形。

文献［２］统计国际水力研究协会的论文得知，
其中应用ＣＦＤ进行泵的设计和性能分析的占３６％，

２试验研究

而且一些应用实例ｂ“３也越来越证明ＣＦＤ是一种
有效的研究手段。

按照样本参数，在供电频率为５０ Ｈｚ的情况下，
进行了该泵的性能试验，得图２中系列曲线；ＲｆＪ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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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常不可压流场进行模拟，考虑Ｂｏｕｓｓｍｅｓｑ涡粘
性假设，采用适应强旋转流和带弯曲壁面流的
ＲＮＧｋ一占湍流模型一］，建立控制方程如下。
连续性方程：

业业：０

（１）

式中Ｐ为流体密度；Ｍｉ为平均相对速度分量Ｍ，口，Ｗ。
动量方程：
图３

地ａ些ｘｊ！：一亚Ｏｘ业！釜ａｘｊ二鼗２锄
ｑ５

Ｊ

５

边界条件

３．３

ｉ

给定进口处相对速度，压力在进口截面上设为

（２）

式中ｑ为角速度；％为张量；勺分别代表各坐标分
量ｚ，ｙ，ｚ；Ｐ＋为包括了紊动能ｋ和离心力的折算压
力；ｐ。为等效粘性系数，等于分子粘性系数肛与
Ｂｏｕｓｓｒｎｅｓｑ涡粘性系数卢。之和。

均匀分布，湍动能ｋ和湍动能耗散率ｓ分别由下列
经验公式确定

（３）

胁＝ＪＤｑ≥

（４）

Ｔ
半＝爿０ｘｊ呲差】“堆
掣

厶

塑嵋

％Ｔ 瓯

Ｌ

６

０．５Ｄ，Ｄ为等效管径。
出口处的速度由上游网格点的速度推得，再根
据质量守恒定律按比例修正，其他物理量取为上游
一层网格点的值。
固壁上满足无滑移条件，即相对速度为零；压力

２一【ａ渺ｅ瓦Ｊ＋ｋ＋ｐｓ

以

１ ２／３

ｏ

ｋ＝－５’－（一ｕ。ｆｔ）２；占＝ｃ∥午；ｚ＝０．０７

式中“。，为进口处的平均速度；Ｌ为特征长度，Ｌ＝

／．ｔ。＝／．ｔ＋芦；

立毫、

计算模型和网格

（５）

取为第二类边界条件，壁面上的湍流参数由上面公
式计算得到。
３．４模拟结果分析

Ｑ

：生七０

ｃ之书。一（等）

（７）

叼＝（２Ｅｄ×剐∽告

（８）

毛＝－｝（Ｏ…ｕ－－ｋ＋塑Ｏｘｉ）

（９）

模拟的目的在于了解水力部件的内部流态，并找
出设计不合理的地方。由试验知，此泵设计转速为
２ ８５０

ｒ／ｍｉｎ，而不是铭牌上标的３

因而模拟工况取转速。２

８５０

６００

ｒ／ｍｉｎ（６０ Ｈｚ），

ｒ／ｍｉｎ，模拟结果如下。

３．４．１压力分布规律
由图４叶轮静压分布图看出（计算工况为最优
效率点），总体分布比较均匀，但进口低压区较大，
在叶片工作面的进口边处存在最低静压值，是可能
发生汽蚀的区域。由其出口压力看出，模拟所得扬

上面式中Ｅｄ为主流的时均应变率，由式（９）得到；
其余模型常数取值为：
ｑ＝０．００８

３．２

４５

程略高于实验数值。由叶片工作面和背面静压等值
线分布趋势看，工作面上压力变化均匀，但背面出现

ｄ々＝ａ。＝１．３９

不规则现象，此处可能是由于叶片进口角过小，叶片

Ｃ１。＝１．４２

Ｃ２。＝１．６８

旋转在此处作用微弱，对应于较大的负压区。此外

叼ｏ＝４．３７７

口＝０．０１２

可以看到，靠近盖板处的压力较同样半径处的大，说

网格划分

明流动受盖板边界摩擦作用显著。

在Ｐｒｏ／Ｅ中建立流场的三维模型，导入Ｇａｍｂｉｔ

由图５全流场静压分布图可以看出，较单个叶轮

进行网格划分。因为叶片弯曲严重，几何形状复杂，

分析静压分布的不同，叶轮进口处的低压值略有增

所以采用适用性强，对具有复杂边界模型特别有效

加，出口处的压力分布也更趋均匀。而且从整体静压

的非结构化混合网格，如图３所示。

分布可以看出，蜗壳挡板后面的死水以及叶轮上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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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蜗壳挡板背面有小范围的旋涡流，在管路出

会给叶轮旋转带来更多的圆盘摩擦损失。此外还可

口处也存在明显的旋转流，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能

看出，叶轮和蜗壳的配合不理想，蜗壳的能量回收作

量损失；同时在开式叶轮与泵体间隙处，流体已被旋

用不明显。可以想象，在更小的叶轮配合下，蜗壳的

转的叶轮带动旋转，且形成轻度旋涡，类似“旋涡

作用会更差，可见盲目“模块化”有害无益。

泵”，这些都是水泵效率偏低的原因，因而需要通过
相应途径进行改善。

（ａ）叶轮轴向中截面静压分布（单位：ｋＰａ）

图６全流场轨迹线图

３．４．３速度矢量分布
由图７全流场速度矢量图可以看出（计算工况
为最高效率点），在叶片进口处和工作面上出现小
范围的流动混乱现象，且与静压分布（图５）的低压
区对应，而这也正是容易产生汽蚀的地方。蜗壳处
速度分布，在每个叶片出口处都有周期性的甩水现
（ｂ）叶片表面静压分布（单位：ｋＰａ）

图４叶轮静压分布

象，势必造成进一步损失，说明蜗壳与此叶轮配合不

合理，蜗壳相对扩散严重；又因出口管路太大（模块
化的结果），ＱＤＰ一２００泵即使在较大流量下也不能
满管，在出水处出现旋涡，水力损失严重。而且蜗壳
出口的压力并没有比叶轮出口处压力大很多，说明
蜗壳收集的叶轮出口速度能只是用于抵消各种损
失，没有有效地增加水泵的扬程。

图５全流场静压分布图（单位：ｋＰａ）

３．４．２流动迹线分布规律
图６是全流场的迹线图（计算工况为最优效率
点），由图可知水流的大致流动规律，在进口低压区
出现了旋涡抽吸，也即进口回流；水流在叶轮作用下
旋转着向上流动，并充满整个腔体，最后沿着管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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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全流场巷度矢量图
３．４．４相对速度分布

对最高效率点和偏离工况点的几个工况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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