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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式消防泵性能影响因素及内流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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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及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把消防泵叶轮和泵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全扬程
范围内对１０种不同设计方案下的扬程、功率和效率进行了数值计算．结合外特性预测结果、内部静
压、流线和湍动能分布，讨论了低比转速消防泵性能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叶片出口角和叶片数
对扬程和驼峰的影响较明显，增加分流叶片后，扬程提高明显；增加合理布置的分流叶片可以提高
泵的扬程和效率，改善叶轮内部流动和湍动能分布；泵体的喉部面积对性能影响非常敏感，其可以
有效控制高效区范围和最高效率．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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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的应用场合特殊，在使用消防泵时，由于

防泵扬程曲线平坦，在大流量工况区运行时扬程不

情况紧急，多处需要用水，且用水量剧增，不可能要

会有较大的下降，小流量区扬程又不会太高，且要求

求操作人员严格按照泵额定状态操作，消防人员很
可能会大开阀门，此时，泵必须保证水压不能下降太

应用范围宽．美国ＡＮＳＩ／ＮＦＰＡ２０—２００７标准…和
ＧＢ６２４５—２００６【２１对消防泵的性能要求中最重要的

多，以免影响灭火效果．另外，在用水量减少时，压力

一点就是消防泵可以在额定流量的１５０％工况下运

又不能太高，否则必须使用耐压更高的软管和管道

行，此时的扬程不能低于额定扬程的６５％，且泵的

附件，从而使成本增加很多．因此，消防系统要求消

关死点扬程不能高于额定扬程的１４０％．为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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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Ｄ优化技术，分析影响消防泵性能的因素和内部
流动，对研究开发品质优良的消防泵水力模型具有
指导意义．

１设计参数及要求
ＸＡ３２２０—２１ｌ型消防泵设计参数及要求见表
１．比转速为３２，属于低比转速离心泵．按照常规方
法设计的叶轮，在小流量工况下工作不稳定，效率较
低，扬程曲线易产生驼峰；大流量区轴功率易过
载【３】．本研究基于加大流量设计法，采用增加分流
叶片、控制泵体喉部面积等措施Ｍ＇５ Ｊ，进行了不同方
案的水力设计．
根据不同方案的性能预测结果，分析水力性能
的主要影响因素，提高消防泵的效率和扬程曲线的
平坦性，为消防泵水力模型的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
依据．
表１

ＸＡ３２２０－２１１型消防泵的设计参数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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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方案Ｃ叶轮水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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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和图２分别为方案Ａ和Ｃ带分流叶片叶
轮的水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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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２数值计算方法
数值计算应用Ｆｌｕｅｎｔ商用软件，采用三维定常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和标准ｋ一占两方程模型，计
算方法为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隐式方法．泵进口采用速度进
口条件，出口采用压力出口条件．叶轮转速为
３ ５００ ｒ／ｍｉｎ．

。泵内部采用非结构化网格，网格总数约６０万．
当各个速度分量硬后，Ｆ的计算误差都小于１０～，并
且泵出口压力趋于稳定时［６．９］，笔者认为计算已经
收敛．表２给出了１０种不同几何参数配置的消防泵
设计方案．
表２

懋硷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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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方案Ａ叶轮水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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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种不同几何参数消防泵优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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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点的功率，出口安放角不能太大，否则可能出现

３计算结果和讨论
３．１

在大流量下超功率的现象．另外，由于叶片数和泵体
的喉部面积也对扬程特性曲线有一定影响，所以在设

不同方案对驼峰和扬程的影响
图３为１０种不同方案的扬程曲线变化趋势．

计中，通过调整叶片数和喉部面积来避免驼峰出现．
从图３可以看出方案Ｂ，Ｅ，ｂ和ｅ在小流量下的
扬程曲线过于平坦，出现驼峰的可能性最大，若以驼
峰作为方案比较的依据，认为方案Ａ，Ｃ，ａ和ｃ较佳．
方案Ａ和方案Ｃ的扬程值均大于方案Ｂ和Ｄ
的扬程值，可见随着叶片数的增多，滑移系数增大，
理论扬程增大．方案Ａ和Ｃ相比，方案Ｃ的关死点
扬程为９８ ｍ，而方案Ａ次之；同时，方案Ａ的短叶片
比方案Ｃ的短叶片长，表明方案Ａ的水力损失可能
大于方案Ｃ．若以水力效率为比较依据，认为方案Ｃ
中分流叶片的布置更为合理．
３．２分流叶片对性能的影响
图４～图６为方案Ａ，Ｃ和Ｅ设计工况下的内流
场静压、流线和湍动能的分布，其中图５除第１图为
Ａ方案回流区外，其余皆为Ｅ方案回流区．从微观流
动看，方案Ａ，Ｅ叶轮流道内存在明显的回流和局部
旋涡，方案Ｃ叶轮内的流线和静压分布均匀．从图６
方案Ａ，Ｃ和Ｅ的湍动能分布来看，方案ｃ的湍动能

图３
Ｆｉｇ．３

１０种不同方案下扬程曲线
Ｈ

ｃ１．１ｌ＂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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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均匀，在分流叶片进口两侧仅存在较小的湍流脉
动．方案Ａ和Ｅ的分流叶片较长，在分流叶片的压力

根据消防泵性能要求，一方面扬程曲线要平坦，

面流道内存在明显的湍流脉动，且湍动能值大．为此，

则出口安放角相应要增大；另一方面，为避免扬程曲

说明分流叶片的布置位置极其重要，合理分布的分流

线出现驼峰，叶片出口安放角应尽量小．所以，在避

叶片可以改善流道内射流一尾迹结构，控制叶轮流道

免扬程曲线出现驼峰的前提下，消防泵设计时尽量

内回流和旋涡，否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以及降低泵的

选择较大的叶片出口安放角，但是，为了控制１．５倍

效率等．以分流叶片的布置为依据，方案ｃ和ｃ最佳．

图４方案Ａ，Ｃ和Ｅ的泵内静压和流线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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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设计工况下方案Ａ和Ｅ回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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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设计工况下方案Ａ，Ｃ和Ｅ揣动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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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图８分别为１０种方案的轴功率和效率曲
线对比．

ｃａ∞Ａ．Ｃ ａｎｄ Ｅ ｕｎｄｅｒ 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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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对比不同喉部面积下的各方案扬程曲线：在全
扬程范围内，方案Ａ，Ｂ，Ｃ，Ｄ，Ｅ扬程范围为６０—１００
ｍ，方案ａ，ｂ，ｃ，ｄ，ｅ扬程范围为３０—１００ ｍ，即大流
量工况时扬程曲线陡降，表明喉部面积的大小对大
流量工况区性能非常敏感．图７为轴功率曲线变化，
说明喉部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大流量工况下
的轴功率，但对轴功率曲线无过载特性影响不明显．
图８为方案Ａ，Ｂ，ｃ，Ｄ，Ｅ和方案ａ，ｂ，ｃ，ｄ，ｅ的效率
曲线对比图，前者的高效区范围明显大于后者，且前
者的最高效率明显高于后者，所以方案Ａ，Ｂ，Ｃ，Ｄ，Ｅ
的喉部面积较佳．

图７
Ｆｉｇ．７

１０种不同方案下轴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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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３、图７、图８所示，加分流叶片后的方案
Ａ，Ｃ，Ｅ和方案ａ，ｃ，ｅ的扬程、轴功率和效率明显提
高，其原因为增加分流叶片后，滑移系数增大．两组
方案的扬程大小依次为方案Ｃ—Ａ－＋Ｅ＿＋Ｄ＿Ｂ以及

方案ｃ＿ａ＿＋ｅ＿＋ｄ—ｂ．图７为１０种不同方案下轴功
率曲线对比，轴功率的大小依次为方案Ａ叶Ｃ—Ｅ－＋
Ｄ＿Ｂ以及方案ｃ＿ａ＿＋ｅ＿＋ｄ—ｂ，增加分流叶片后，
图８

扬程增大的同时，功率也随之增大．对比１０种不同
Ｆｉｇ．８

ｌＯ种不同方案下效率曲线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ｎ

ｅａｇｅｆｌ

方案下效率曲线：效率大小依次为方案Ｃ叶Ｅ＿＋Ａ－＋

Ｂ＿Ｄ和方案ｃ＿ａ—ｂ＿＋ｅ＿ｄ，说明效率是一个综合

４结

论

因素，不同参数的变化互相影响，为此，水力设计时
需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３．３喉部面积对性能的影响

通过加大流量设计，采取加分流叶片和控制喉
部面积等措施提高泵的性能．本研究对比分析了１０

方案Ａ，Ｂ，Ｃ，Ｄ，Ｅ和方案ａ，ｂ，ｃ，ｄ，ｅ的泵体喉

种不同几何参数配置的消防泵设计方案，通过分析

部面积分别为３１９ ｍｍ２和２３６ ｍｉｌｌ２．如图３，图７和

和对比各种影响因素，优选了最佳配置方案Ｃ，并得

万方数据

１４

排

灌

机

第２６卷

械

（上接第５页）
［６］关醒凡．现代泵技术手册［Ｍ］．北京：宇航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７］

［１０］陆伟刚，施卫东，张金凤．一种叶轮自身平衡轴向力

郑建华，孙玉琢，刘志军．多级离心泵的轴向力研究
［Ｊ］．水泵技术，１９９９（４）：７—１４．

［８］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１０—２６．

［１１］陆伟刚，张金凤，袁寿其．离心泵叶轮轴向力自动平

ｐｕｍｐ［Ｊ］．Ｐｕｍｐ

衡新方法［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７，１８（１７）：２０３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４）：７一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４０．

高红俐，杨继隆，叶力．分段式多级离心泵的轴向

ＬＵ

力计算［Ｊ］．水泵技术，２０００（２）：８—１２．

ｍｅｔｈｏｄ

ＧＡＯ Ｈｏｎｇ－ｌｉ，ＹＡＮＧ Ｊｉ·ｌｏｎｇ，ＹＥ Ｌｉ．Ａｘｉ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ｃａｌ·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Ｊ］．Ｃｈｉｎ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ｕｈｉｓｔａｇｅ

ｐｕｍｐ［Ｊ］．Ｐｕｍ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８—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的多级离心泵：中国，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８５９６．Ｘ［Ｐ］．２００７一．

Ｚｈｉ－ｊｕｎ．Ａｘｉａｌ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ＳＵＮ Ｙｕ·ｚｈｕｏ，ＬＩＵ
ｔｈｒｕｓｔ

１２４（２）：３３６—３４１．

Ｇａｎｔａｒ

Ｍ，ＦＩｏｒｊａｎｃｉｃ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Ｓｉｒｏｋ Ｂ．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ｘｉ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ｔｏ

ａｘｉ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ｓｅｌｆ－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８

（１７）：２０３７—２０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顾永泉．机械密封实用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１．

ｐｕｍｐｓ一谢百啦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ｄ

Ｆｌｕｉｄ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万方数据

Ｗｅｉ—ｇａｎｇ，ＺＡＨＮＧ Ｊｉｎ－ｆｅｎｇ，ＹＵＡＮ Ｓｈｏｕ·ｑｉ．Ｎ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ＭＥ，２００２，

（责任编辑赵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