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灌机械

第２５卷第６期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Ｖ０１．２５

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变螺距螺旋离心泵叶片型线参数方程的分析
李仁年，陈

冰，韩

伟，李琪飞

（兰州Ｊ里ａ－：ｋ＠流体动力与控制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分析了变螺距螺旋线的一般方程，根据固液两相流在螺旋离心泵叶轮内轴向速度非等速
的运动特征，以及螺旋离心泵的结构特征，推导了螺旋离心泵的变螺距叶片型线方程。该方程避免
了螺旋离心泵一元设计理论对设计经验的依赖性和叶轮轴面流线分点的复杂性，同时对该类型泵
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内部流场的数值模拟以及泵的性能改善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螺旋离心泵；变螺距；叶片型线方程；固液两相流；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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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离心泵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由瑞士工程师

好，无损性能好，效率高且高效区宽，功率曲线平坦，

马丁·斯坦勒（Ｍａｒｔｉｎ Ｓｔａｈｌｅ）在秘鲁研制成功，先后

良好的调节性能，吸人性能好以及优良的抗汽蚀性

获得秘鲁、美国和西德等国的专利，成功解决了鱼类

能…等。

的输送问题。之后，螺旋离心泵的应用领域又得到

由于螺旋离心泵叶轮内水流状态的复杂性，等

了扩展，在输送固液两相流体、高粘度液体以及纤维

螺距螺旋线的规则叶轮曲面方程已经难以满足设计

状介质等方面得到了应用。螺旋离心泵是通过其特

优良水力性能叶轮的需要。从设计实践来看，一方

殊的三维螺旋叶片，将螺旋的容积推进作用和叶片

面螺旋离心泵一元设计理论对设计经验的依赖性较

离心作用有机结合，使介质获得能量，所以它兼有容

强，并且存在着叶轮轴面流线进口端分点过于稠密，

积泵和叶片泵的特性，是二者结合的产物。与普通

以至于方格网上的流线不能充分反映叶片型线的变

的杂质泵和旋流泵相比，具有以下特点：无堵塞性能

化规律的问题；另一方面目前所设计的叶轮，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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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冰（１９８３一）．男．河南三门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水力机械圊液两相流理论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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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螺距叶轮，从固液两相流在叶轮内的运动状态来

又根据Ｏｏ≤‰（其中‰为总包角，其确定方法见文

看，螺旋离心泵叶轮使得流体完成从轴向至径向的

献［４］）可得

过渡，液流的轴向速度由大变小，径向速度则相反，

０≤ｔ≤３—Ｏ（ｑｏ—－Ｏｏ）
ｎ订

这就要求叶片导程从进口至出１２１要做由小到大平滑
变化‘２－引。
３

叶轮轴向速度的确定

变螺距螺旋线的一般方程
对于规则的等螺距螺旋线，叶轮轴向速度＂（ｔ）
图１的圆柱坐标系中，动点（ｒ，０，彳）从点（ｒ０，吼，

应为常数；对于非规则的变螺距的螺旋线秽（ｔ）应为

钿）开始，以角速度ｔｏ（ｔ）绕ｚ轴旋转，同时又以轴向

ｔ的函数，其形式可以是线性的或非线性的，通常要

速度ｔＩ＝秒（ｔ）在曲面ｒ＝八ｚ）上沿ｚ轴正方向的运

求光滑变化，以保证液体的平顺流动。

动所得的轨迹线即为螺旋线。根据其定义就可以得
到螺旋线的最一般的参数方程

口＝卜（ｉ）ｄｔ＋吼
ｚ＝“ｔ）¨钿

（１）

具体实施时，可画出二维直角坐标系，横轴为时

间ｔ（ｏ≤￡≤型旦堕型）；纵轴为Ｖｏ先确定包角为

零处（即ｔ＝。）与包角最大处（即ｆ＝垫掣）

的移值，然后选择连接两点的线型。选择直线线型比

ｒ＝火石）

较简单，便于得到函数关系式；选用曲线线型可通过

在ｔｏ（ｔ），ｖ（ｔ）都等于常数时，其为等螺距螺旋

数据拟合或选择规则曲线方法得到函数关系式。

线，若二者中有一项不为常数，就为变螺距螺旋线。

细小颗粒在螺旋离心泵内各个包角处的轴向速

根据曲面ｒ＝八ｚ）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台面螺旋线、

度可以从相关文献［５］和［６］中得到。若设轮缘进

柱面螺旋线等。

出口处的轴向速度为‰，口小轮毂进出口处的轴向
速度为％，，移Ｅｌ＇并选择两点间为直线连接，可得轮
缘线对应的轴向速度函数
—、、

习

叫归Ｖｙｏ＋舞筹署

）（，，０，ｚ）

咏牡ｖｓｏ＋裂

毡／
／气ｅ

轮毂线对应的轴向速度函数

（４）

一

４
图１

（３）

变螺距螺旋线示意图

叶轮轴面上，＝ｆ｛ｚ）的确定
通常叶轮的轮缘线和轮毂线由若干直线段和若

干圆弧段组成，设计时为了提高设计速度，可以选择
２

叶轮圆周方向角速度的确定

ｎ．相近、性能良好的叶轮作为参考，然后考虑设计泵
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

由于叶轮以固定转速ｎ进行旋转，因此可以认
为叶轮圆周方向的角速度∞（ｔ）为一定值，其大小可
由叶轮的固定转速，ｌ导出

本研究主要讨论了叶轮轮缘母线为直线一圆
弧、轮毂母线为圆弧一直线一圆弧的情况，至于其
他的情况只需要在此基础上，依据圆弧连接原理进
行设计即可。

∞（ｔ）＝嚣

相关几何参数Ｄ２～，巩Ⅲｉ。，Ｄ。，ｄｈ，Ｌ，Ｌ。，厶，厶，Ｌ４，

代人０＝ｆ

ｏＪ（ｔ）ｄｔ＋ｏｏ

得０＝鹏ｎ＇ｏｒｒｄｔ＋氏＝舞＋吼
万方数据

尺。，Ｒｚ，Ｒ，，ｎ１，ｎ：，Ｂ确定方法可参考相关文献Ｈ】。
如图２所示，口，口：口，线为轮缘母线，可分为直线
（２）

ａｔ口２和圆弧ａ２ａ３两段。ｂＩｂ２ｂ３ｂ４线为轮毂母线，可分

第６期

３

李仁年等：变螺距螺旋离心泵叶片型线参数方程的分析

为圆弧段ｂｌｂ：和ｂ３ｂ．以及直线ｂ２ｂ３三段，下面确定

（ｒ６。一ｒｅ２）２＋（石６。一ｚ０２）２＝Ｒ；

（１３）

各自的方程ｒ＝Ｚ（ｚ）。

（ｋ—ｒ０２）２＋（ｚ。：一。吃）２＝Ｒ；

（１４）

由式（１２）～（１４）联立解得

Ｚ０２：幸竺睾－·－７，ｂ２
一万丽

（１５）
ｕ叫

～＝√Ｒ２一（彳０２一ｚ６Ｉ）２＋ｒｂｌ

（１６）

其中由图２知

淞

ｒｂｔ＝华，ｇｂＩ＝０，锄＝厶
６

所以可得圆弧ｂｌｂ：的方程为

．

ｒ＝厶（彳）＝ｋ一扣；一（＝一ｚ屯）２
图２
４．１

叶轮轴面流遭几何关系不意图

（０＜ｚ＜Ｌ４）
４．４

直线口１４２的方程，＝＾（ｚ）的确定
由图２可知口。点的坐标

ｚｈ＝厶

２廿

ｒ６２＝ｒ０２一∥Ｆ瓦习

代人式（１７）可得ｂ：点的纵坐标

且直线ａＩ口２斜率为一ｔａｎ Ｉｔ，ｌ，由此得直线ａｌ口２方程
，：五（ｚ）：－ｚｔａｎ

ａ。＋孥＋曰ｔａｎ

ｒ＝Ａ（ｇ）＝一ｚｔａｎ
（５）

圆弧ａ２ａ３的方程，＝五（ｚ）的确定

Ｚ。Ｉ—Ｚａ２

ｔａｎ

４．５

圆弧ｂ３ｂ．的方程，＝五（ｚ）的确定

；ｒｏ忑３－ｒｂ３＝面１

（６）

％一：６３

由点口：，口，都在圆ｏ。上可得

ｔａｎ

（２０）
ａ２

由点ｂ，，ｂ。都在圆０：上可得
（７）

（ｒ６３一ｒ０３）２＋（ｚ６３一ｇｏ，）２＝Ｒ；
（７ｈ—ｒ０３）２＋（ｚｈ—ｚ０３）２＝Ｒ；

（８）

由式（６）一（８）三式联立可以解得

ＺｏＩ：害粤＋％（９）
２万元磊¨屹
ｒｏ。＝瓶■瓦习＋ｒ口，（１０）

其中由图２可知

（２１）
（２２）

由式（２０）一（２２）联立得
Ｒ．ｔ爿ｎｆＹ．

㈡’

％２万意盖¨幻
ｒｏ，＝．ｖ／Ｒ３一（彳０３一ｚ“）２＋ｒｂ４
其中由图２可知

ｒ４３＝’丁，ｚ４，＝￡，：４２＝Ｌ１
ｒ。３：Ｄ下１，ｚ。，：￡，：４２：￡ｌ

（２３）
（２４）

２勺
ｒ６．２了’ｚ６４ ２厶２，２
ｒ６．＝了‘Ｚｈ，ｚ６４＝厶，＝ｂ３＝厶

所以可得圆弧０，２０，，的方程

．ｒ＝以（ｚ）＝～一江Ｆ两

所以可得圆弧ｂ３ｂ。的方程

ｒ－－Ａ（ｚ）＝ｒｏｌ一∥Ｆ百乏７
（厶＜ｚ＜Ｌ）
４．３

（１９）

由圆ｏ，与直线ｂ２ｂ，相切于点ｂ，可得

ａｌ

（，吃一ｒｏ。）２＋ｚ屹一Ｚｏ。）２＝Ｒ：
（ｆ叼一ｒｅ。）２＋（：口３一瓦．）２＝Ｒ：

ａ２＋Ｌ４ｔａｎ ｄ２＋７６２

（Ｂ＜ｚ＜Ｌ．）

由圆０１与直线ｃｌｌＯ，２相切于点ｏ，２可得

１玉：上

（１８）

又由直线ｂ２ｂ，的斜率为一ｔａｎａ：，可得直线ｂ２ｂ，方程

ａ：

（曰＜ｚ＜￡。）
４．２

直线６２毛的方程，．＝六Ｉｚ）的确定
由图２知ｂ：点的横坐标

‘

２下’４ｌ
ｒ４。：竿一ｇ：丑
ｒ４Ｉ

（１７）

（１１）

（Ｌ，＜＝＜Ｌ２）

（２５）

圆弧ｂｉｂ２的方程，ｉ五（ｚ）的确定
５

‘由圆０２与直线ｂ２ｂ，相切于点ｂ：可得

生玉：上
ｚ吃一ｚｂ

ｌａｎ

ａ２

由点ｂ。，ｂ２都在圆Ｏ：上可得

万方数据

（１２）

型线方程
１）把式（２），（３），（５），（１１）代人式（１），便可

得轮缘线的叶片型线方程组
（下转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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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页）
了理论依据。但对于螺旋离心泵的叶片型线设计来

口＝上‘挚＋ｓ＝署·如

ｚ＝上‘【口阳＋三裂】ｄｔ＋钿
，：Ｉ－ｚｔａｎ（ｘｌ＋争＋胁ｎ

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母线方程的确定，本研究仅仅
讨论了在母线方程确定的情况下螺旋离心泵叶片型
线的参数方程，而具体的母线方程用什么比较合适，

ａ：ｃ曰＜ｚ＜¨

【ｒｏ。一再Ｆ百ｉ７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螺旋离心泵的轴向速度
口（ｔ）的确定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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