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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小型射流式自吸喷灌泵设计方法
红，袁海宇

刘建瑞，滕人博，施卫东，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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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一种自吸时间快、泵外特性高的轻小型射流式自吸喷灌泵，其工作原理是在普通离
心泵的基础上集成一套自循环射流系统，用来加快泵自吸过程中气液混合速度、气水分离速度及自
吸时间．新的设计方法将叶轮出口直径增加４％～６％。出口宽度加大１０％左右，压水室第Ⅷ断面面
积加大４倍．试验结果表明，用该方法设计的喷灌泵具有较好的外特性和自吸性能，泵性能曲线稳
定平坦、高效率区范围宽，泵的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效率比国家标准规定值提高１０．５％
一１１．１％．自吸时间比机械行业标准规定值缩短３７—４８ Ｓ．重量比传统自吸喷灌泵平均减轻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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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的普通自吸喷灌泵因其自吸原理的要

泵¨。Ｊ，这是一种轻便、高效、结构简单的喷灌装置．

求，泵结构型式是单一的方形箱体式，泵主要部件结

它克服传统自吸喷灌泵结构复杂、体积笨重、自吸性

构复杂，铸造困难，体积大、外形不美观，成本高，自

能较差的缺点，从结构原理上有所创新，利用回流喷

吸时间长，泵效低，使从业人员在搬运及工作过程中

嘴射流产生的负压完成泵的自吸过程，回流孔自动

的劳动强度加大，特别是在已经喷灌过的泥泞的田

关闭，因此泵的效率比传统喷灌泵的效率提高３％

间移动机组更加困难．针对普通自吸喷灌泵存在的

以上，在５ ｍ高度时自吸时间缩短４０％以上．在设

上述问题，设计研究出了带有“文氏管”（Ｖｅｎｔｕｒｉ

计方法上，泵的过流部件几何尺寸采用加大系数法

Ｓｙｓｔｅｍ）自循环射流器的轻小型射流式自吸喷灌

的理论与设计方法，改善了泵的外特性和提高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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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泵性能曲线稳定平坦、高效率区范围宽．该

积，所以叶轮出口速度减小，压能增加．当导叶流道

型泵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操作方便，满足了从

的液体进入大于导叶流道面积几十倍的泵腔气水分

业者可以采用背负式与手提式的要求．主要适用于

离室时，高速的液体与泵腔内液体进行混合并气水

元电源地区的农作物喷灌及排涝等操作，是普通自

分离，气体从泵腔排出口排出，部分液体从泵腔高速

吸喷灌泵的换代产品．

流入射流器的喷嘴（泵腔内是高压区，泵吸入口是
低压区），由于喷嘴形成的高压射流造成叶轮入口

１

射流式自吸喷灌泵结构及工作原理

处的真空较大，低压液体被吸人泵进口处，两股液体
在泵进口处混合并交换能量后，进入气水分离运动，

１．１射流式自吸喷灌泵的结构

如此循环往复将管路内的气体抽尽，液体被吸上来，

轻小型射流式自吸喷灌泵的自吸机构设计成射
流式，叶轮出口处增设导叶，压水室为环形结构．该
泵是在普通离心泵的进口处增设了一个带“文氏

泵完成自吸过程．自吸过程完成后该泵可以将自循
环射流器上的阀自动关闭，射流器停止工作，因此，
泵的效率提高了３％以上．

管”的自循环射流器系统，系统主要有阀、管路、喷
嘴等组成，射流器系统与泵体第Ⅵ断面的回流孔贯
通形成自循环，实现了普通离心泵自吸启动的功能，

２射流式自吸喷灌泵设计方法

泵的结构如图１所示，产品样机如图２所示．

叶轮是泵的心脏，叶轮水力设计的优劣是保证
泵性能好坏的关键．叶轮设计成圆柱形闭式叶轮，叶
片设计为扭曲形，有利于提高泵的性能．
２．１加大叶轮出口直径设计法
叶轮出口直径Ｄ：［４ ３比计算值加大４％一６％来
设计，因为泵体设有射流器回流孔，增加了泵的容
积、水力损失，同时泵的扬程会降低，故设计中适当

机

加大叶轮出口直径．
加大叶轮出口直径

Ｄ，：坐（１＋６％）

（１）

。

１Ｔｎ

加大叶轮出口直径Ｄ：，叶轮出口圆周速度Ⅱ：增
大，提高了泵的扬程，增强了泵的自吸性能．
图ｌ轻小型射流式自吸喷灌泵汽油机组结构
Ｓｔｎｌ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ｐｒｉｍｉｎｇ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Ｆｉｇ．１

ｊｅｔ ｐｕｍｐ

２．２

加大叶轮出口宽度的设计法
根据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叶轮出口宽度ｂ：【５０

比计算值加大１０％左右设计，这样使叶片间气水分
离界面增大，由于此界面是波动的，会产生局部涡
流，使液体中的气泡会增多，叶轮高速转动带走的
气体也就增多，有利于改善泵的自吸性能．
加大叶轮出口宽度
ｎ

ｂ２

２而茜五（１＋１０％）

（２）

式中Ｑ为泵的设计流量，ｍ３／ｈ；田，为泵的容积效率，
图２轻小型射流式自吸喷灌泵汽油机组样机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ｐｒｉｍｉｎｇ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ｊｅｔ

ｐｕｍｐ

１．２射流式自吸喷灌泵的工作原理

％；Ｄ２为叶轮出口直径的计算值，ｍｍ；竹为圆周
率；砂：为叶片出口排挤系数；移葩为叶片出口轴面
速度，ｍ／ｓ．

泵工作时，泵体内首先灌满液体，在叶轮高速旋

图３给出了４０ＰＧ２６—１．８Ｑ型泵的叶轮水力模型

转的离心力作用下，叶轮出口处液体以强大的动能

图，泵的主要技术参数为：流量Ｑ＝１２．５ ｍ３／ｈ，扬程

进入导叶流道，因为导叶流道面积大于叶轮出口面

日＝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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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无电源地区的农作物的喷灌及排涝等操作，是
普通自吸喷灌泵的换代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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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泵的压水室设计成导叶涡壳组合式，容易加
工制造，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操作方便，满足
了从业者可以采用背负式与手提式的要求．主要适

万方数据

（责任编辑赵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