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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竖井贯流泵站模型泵装置模型试验
陈容新１，关醒凡２，王

伟２，陆伟刚２

（１．佛山市顺德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广东佛山５２８３００；２．江苏大学，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按照流体力学相似原理建立了黄麻涌双向竖井贯流泵站流道的装置模型，试验测定了模
型泵装置在指定叶片角度下运行的装置综合特性曲线，将泵装置综合特性曲线换算成原型泵的特
性曲线，同时试验测定在不同工况运行状态下的汽蚀性能，并观察进出水流道的流态，得到了汽蚀
性能结果，提出了建设泵站的注意事项和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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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勒流黄麻涌泵站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第一联围，属西江下游顺德水道水系，是一座具有抽

泵站模型试验的内容

水排涝、引水灌溉功能的泵站。泵站初拟安装两台口
径１

４００

ｍｉｌｌ竖井双向贯流泵，型号１４００ＺＷＢ一３５５，

叶轮直径１

２００

ｍｍ，转速３５０ ｒ／ｒａｉｎ，配用３５５ ｋＷ卧

式电机，电机转速９８０ ｒ／ｍｉｎ，由变速装置减速到３５０
ｒ／ｍｉｎ，带动水泵轴旋转。泵站设计参数如下：

１．３０

根据泵站规模、设计参数和运行工况的实际要
求，本试验内容如下：
（１）性能特性试验对泵站装置模型进行指定的
叶片角度的性能试验，绘制肌Ｑ，叼．Ｑ，Ｐ．Ｑ的关系曲

灌溉工况，单台设计流量５．０ ｍ３／ｓ，设计净扬程

线。如果该叶片角度不能满足泵站运行性能要求，

ｍ，最低净扬程０．３０ ｍ，最高净扬程１．７０ ｍ。排

再选择其他叶片角度进行试验。

涝工况，单台设计流量４—５ ｍ３／ｓ，设计净扬程３．２１

（２）优化设计两种灯泡结构方案进行比较，优

ｍ，最低净扬程０ ｍ，最高净扬程３．９９ ｍ。泵站装置水

选第一种进行模型装置试验，如果试验不符合实际

力损失在设计流量下设定０．３５ ｍ…。

运行要求，则选第二种方案结合第一种方案试验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陈容新（１９５０一），广东顺德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泵水力模型的试验研究。
关醒凡（１９３７一），辽宁阜新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泵水力模型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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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汽蚀余量
原型泵装置汽蚀余量计算。按模型泵装置反向

汽蚀余量７．６ ｍ，计算原型泵装置的汽蚀余量，其计
算结果如下：
当转速ｎ＝３７０ ｒ／ｌＩｌｉｎ时，原型泵装置叶轮中心淹

没深度：朋）ｓ．‰＝７．０９

ｍ（当转速ｎ＝３５０ ｒ／ｍｉｎ时），

朋嘲％＝７．９２ ｍ（当转速ｎ＝３７０ ｒ／ｍｉｎ时）
４．４原型泵淹没深度

＾。：［ⅣＰ阳］＿丛＋危。＋丛

图３模型泵装置正向试验性能曲线

。ｐｇ

、ｐｇ

取［ⅣＰｓ日］＝１．４ⅣＰｓ日，水力损失取ｏ．２

ｍ。

当转速ｎ＝３５０ ｒ／ｍｉｎ时，原型泵叶轮中心淹没
深度：
＾。１＝１．４×７．０９—１０．３３十０．２＋０．２４＝Ｏ．０３６ ｍ
危ｃ２＝１．４×７．９２一１０．３３十０．２＋０．２４＝１．２ ｍ

即要求吸入液面应该在水泵叶轮中心线之上
０．０３６

ｍ或１．２

ｍ。

４．５原型泵装置对应特征净扬程下的性能参数
限于篇幅，现给出Ｄ＝ｌ
图４换算后的原型泵装置正向性能曲线

２００ ｍｍ，ｎ＝３５０ ｒ／ｍｉｎ

时特征性能参数，见表４。

表４原型泵装置特征净扬程下的性能参数表

４．６流态观测结果

ｍ３／ｓ。

从出水流道的观察窗口观测流态，流态稳定，红
色线波动不太大，尚未发现明显的漩流等现象。

（３）当反向运转，最高扬程日＝４．３７ ｍ时，对应
最大功率（认为实际泵站效率等于模型泵装置效
率）为Ｐ＝３０８．９ ｋＷ，建议电机功率选用３５５ ｋｗ。

５装置试验结果分析

（４）当运行扬程Ｈ＝４．３９ ｍ时，进入稳定区。
５．２模型泵装置最优点性能参数

５．１装置试验结果满足设计要求

正向：日＝２．３５ ｍ，Ｑ＝０．３４

按照模型泵装置试验结果换算的实型泵装置的
性能参数分析，当实型泵叶片直径Ｄ＝１

２００

ｍｍ，转

速ｎ＝３５０ ｒ／ｍｉｎ时：

ｍ３／ｓ，钾＝６３．０２％

反向：日＝３．２３ ｍ，Ｑ＝０．３４０

９

ｍ３／ｓ，田＝

５８．０４％

５．３模型泵装置泵正、反向运转的比较分析

（１）正向运转（灌溉），设计扬程日＝１．３ ｍ时，

试验结果表明，反向运行（前竖井两侧流道进

对应的流量Ｑ＝５．７６ ｍ３／ｓ，超过设计流量Ｑ＝５．０

水）与正向运转（后竖井两侧流道出水）相比较，扬

ｍ３／ｓ。

程稍低点，效率降低约３％。

（２）反向运转（排涝），设计扬程Ⅳ＝３．２１ ｍ时，

这一结果说明在流道设计时，要尽快减小竖井

对应的流量Ｑ＝４．６２ ｍ３／ｓ，满足设计流量Ｑ＝４．２５

的宽度，同时将两流道的中分墩线尽量后移（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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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轴长度），使水流的速度变化梯度减小，流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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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智能高效射流自吸泵＂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成果鉴定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镇江主持召开了由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镇江远大泵业有限公司完成的“移动式智能高效射流自吸泵”项目成果鉴定会。该项目是在“十五”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射流式自吸喷灌泵的研制与产业化开发”所取得成果基础上的延伸开发和推广应用，目的是尽
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采用了射流式自吸喷灌泵设计理论与方法，开发了移动式智能高效射流自吸泵
机组，应用ｃＦＤ技术对自吸泵进口三维湍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和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新颖，通用性、互换性
好；采用了射流式自吸机构和回流孔自动堵塞阀，实用性强，缩短了自吸时间，提高泵效率３％～５％；开发了
泵机组用太阳能智能控制装置，具有自动调节泵机组转速、智能报警和远程控制的功能。该产品经机械工业
排灌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镇江）检测，符合有关标准。该产品已由镇江远大泵业有限公司生产，并经海
南省海口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用户使用，运行稳定，可靠，使用维护方便，受到好评，具有广阔的推广应
用前景。该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施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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