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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模型
倪永燕，袁寿其，袁建平，张金凤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了更精确地选用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法的放大系数，简单介绍了低比转速离
心泵加大流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设计目标，根据加大流量设计法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设计目标的数
学公式；根据各参数间的经验数据，组成了求解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时，求解流量放大系
数和比转速放大系数的封闭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数值求解，得到了比转速在２３～９０，流量在３
—３０

ｍ３／ｈ之间的泵采用加大流量设计时，选取流量放大系数和比转速放大系数的系列曲线图．目

前已有水力模型的取值，都满足计算得到的系列曲线．
关键词：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模型；流量放大系数；比转速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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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流量设计法是提高低比转速离心泵运行效

一个算例进行了验证．文献［３］将低比转速离心泵

率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手段．目前，该方法主要是依

加大流量设计法应用到开式叶轮高转速泵中．在工

靠实验研究和统计分析的手段，来分析外特性和设

程实践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设计采用加大流量设计

计参数之间的关系，从中统计得到流量放大系数和

法来提高低比转速离心泵的实际运行效率Ｈ。６ Ｊ．

比转速放大系数的分布规律．文献［１］基本统计和

笔者根据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的基本

总结了此前的所有研究成果，并成为此后低比转速

原理，明确提出了加大流量设计法的设计目标，建立

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的主要依据．文献［２］提出了

了封闭方程并数值求解得到了流量放大系数和比转

建立在离心泵性能预测基础上的计算低比转速离心

速放大系数．为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提供

泵流量放大系数和比转速放大系数的方法，并通过

了有效的设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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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献［１］所示的泵ＷＢ一１２０为例，该泵要求的

具体设计目标的提出

运行工况为：Ｑ＝８

ｍ３／ｈ，日＝１７ ｍ，ｎ＝２ ９００ ｒ／ｍｉｎ，

ｎ。＝６０．如图３所示，随着流量和比转速的加大，虽
图１为在不同设计流量点下，效率与比转速的

然得到的最高效率点的效率＇７。在不断增大，但是

关系…．从图１中可以看出，离心泵的效率随着比转

要求的运行点的效率叼却在先增大到一定程度以

速和流量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在比转速小于５０的

后又开始下降，也就是说，在流量不断增大的过程

时候，这种增大趋势特别明显．由此就提出了加大流

中，要求的运行点效率有极值．据此可得到加大流量

量设计法的基本原理：对某一要求的运行点，可以将

设计法具体设计目标的数学表示．

流量放大进行设计，然后将设计得到的泵在原来的

对于要求的低比转速离心泵的实际运行点

流量点运行（同时要满足扬程要求）．从而达到提高

（Ｑ。，Ｈ。，凡¨田。），在流量增大过程中得到的最佳工

低比转速离心泵实际运行效率的要求．

况点（Ｑ：，必，ｎ也，，７：），两点之间存在下述关系：

曼丑（Ｑ：婴

”７

，１、

ａｎ。

根据加大流量设计法的原理，采用比转速代替
式（１）中的扬程，式（１）可以改写为

型望！型：０

．

（２）

ｄｎ。

同时，定义流量放大系数Ｋ和比转速放大系数Ｋ．
的计算式分别为
Ｑ：＝ＫＱ。
图１效率与比转速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ｐｅｅｄ

ｎｓ２＝Ｋ．ｎ。ｌ
则式（２）又可改写为

型圣：型：ｏ

另一方面，从图２的无量纲效率曲线可以看出，
离心泵的比转速越大，其效率曲线就越陡峭，也就是
说，当流量加大引起比转速加大以后，虽然效率曲线
的高效区包络了原来没有加大流量设计时的效率曲
线，但是在小流量区域，结果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在
小流量区域，效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会降低．因此，
流量的加大程度是有限制的．

公式（３）就是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法的具
体设计目标．如图３所示，该式的意义就是在低比转
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中，存在唯一的流量放大系

数Ｋ和比转速放大系数Ｋ。。，使设计得到的泵在要
求的运行点的效率取得最大值．

ｗ（Ｑ）＾

图２无量纲效率曲线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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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泵ＷＢ一１２０加大流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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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永燕等：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模型

速放大系数瞳线图，见图５和图６．

求解方程的封闭

２

在设计工况点求解泵的效率可以在图Ｉ中插值
取得，即
（４）

田２＝占（Ｑ２，ｎ正）

根据方程（１）的变化方式，方程（４）也可以改写为
（５）

叼ｚ＝占（Ｋ，Ｋ．）

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法的实质就是离
心泵的偏工况运行，也就是说，要求的运行点的效率
点（叩。，Ｑ。）是在设计得到的离心泵的效率曲线上
的．即对于设计得到的离心泵的效率流量曲线可以
根据图２插值得到：
叩＝八Ｑ）
图５比转速放大系数

满足：
叩。＝以Ｑ。）

Ｆｉｇ．５

（６）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ｐｅｅｄ

同理，设计得到的离心泵的扬程流量曲线可以根据
图４插值预测，要求的运行点的流量扬程也必然在
设计得到的离心泵的扬程流量曲线上，即存在函数：
‘Ｈｉ＝ｇ（Ｑ。）

（７）

由方程（３），（５）～（７）组成的方程组中共有

叼。，叼：，‘和疋。共４个未知量，所以方程是封闭的，
可以进行数值求解．

图６流量放大系数
Ｆｉｇ．６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图５为各种流量下比转速放大系数随比转速变
化的曲线，可以看出，随着比转速和流量的增大，比
转速放大系数逐渐趋向于ｌ，这同实际设计经验是
一致的．图５中折线为文献［１］推荐的Ｋｎ。选用值，
具体数值列于表１，可以看出非常符合得到的计算
图４无量纲扬程曲线
Ｆｉｇ．４

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结果．
ｃｕｒｖｅｓ

表１

３数值求解结果及分析
应用前述的封闭方程组，在流量３ ｍ３／ｈ≤Ｑ≤
３０

ｍ３／ｈ，比转速２３≤ｎ。≤９０范围内，分别对转速为

１ ４５０，２ ９００，３ ５００

比转速放大系数修正值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Ｊｃｉｆ＇ｌｃ ｓｐｅｅｄ

Ｑ／（ｍ３／ｈ）

Ｋ．

Ｑ／（ｍ３／ｈ）

以。

２３—３０

１．４８

５１—６０

１．２ｌ

３１—４０

１．３７

６１—７０

１．１７

４１—５０

１．２８

７１—８０

１．１４

ｒ／ｍｉｎ等３种情况进行了求解，

计算得到了上述条件下的系列流量放大系数和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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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曲线，同比转速放大系数一样，随着流量和比

Ｃａｎａｄａ：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１９９７．

［２］

转速的增大，放大系数Ｋ越来越趋向于１．

杨军虎，张人会．一种计算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系数
的方法［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４１（４）：２０３—２０５．

表２为文献［１］中的低比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

ＹＡＮＧ

设计得到的水力模型的设计参数，同得到的计算结

Ｏｌｒｌ

果的对照表．从表２可以看出，这些水力模型选取的

Ｊｕｎ·ｈｕ，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ｈｕｉ．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ｌｏ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ｐｅｅｄ

ｐｕｍｐ［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ｏ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参数与计算得到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图５，表１和
表２充分说明了得到的结果是有效的，可以为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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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

Ｅ卿．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４１（４）：２０３—２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

１ １

张剑慈，崔宝玲，李呋，等．低比转速开式叶轮高速

转速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法提供支持，避免了传统

离心泵的优化设计系统［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４２

的仅仅根据经验确定流量加大系数和比转速加大系

（７）：１９—２３．

数的不确定性。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ｅｉ，ＣＵＩ Ｂａｏ－ｌｉｎｇ，ＬＩ Ｙｉ，ｅｔ ８１．ＯｐｔｉｌｆｌＯ．１ｌｎｌ

Ｔａｂ．２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泵型号＿ＦＴ １ＦＴ‘４］
计算值

文献［１］的值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ｗ－ｓｐｅｅｉｆｉｅ

ｄｅｓｉｇｎ

表２计算结果数据与文献［１］数据比较
Ｃｏｍｏａ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ｆ．［１］

ｏｐｅｎ－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ｐｕｍｐ［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４２（７）：１９—２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朱祖超，麻明祥．小流量高扬程高速离心泵的加大流
量设计［Ｊ］．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０１，３５（１）：９

ＩＢ５０—３２—２００

１．６３

１．３６

１．６３

ｌ，３６

５０ＢＰｚ４Ｚ一３５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３７

１．２０

ＩＢ６５—４０一２００

１．３７

１．２３

１．３１

１．１９

ＺＨＵ Ｚｕ－ｃｈａｏ，ｂｔＡ 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ｄｅｓｉｇｎ

６５ＢＰＺ一５５

１．３３

１．２１

１．４７

１．３２

Ｏｎ

５０ＢＰｚ一３５

１．４４

１．２７

１．４７

１．２７

ＱＸｌ５—３４－３

１．４４

１．２７

１．４３

１．２９

ＷＢ一１２０

１·３９

ｌ·２５

１·３１

ｌ·２２。

０２５—２４—３

１．１８

１．１３

１．１９

１．１４

—１３．

ｓｍａｌｌ·－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ｈｅａｄ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ｉｍｐ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ｏｙ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３５（１）：９一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
５］

闻建龙，沙毅，王军锋，等。微型自吸旋涡泵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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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大流量设计法的基本原理，建立了求解
流量放大系数和比转速放大系数的封闭约束方程并
进行了数值求解，得到了图５和图６所示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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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义斌，王洋．元过载超低比转速离心泵改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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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是基本一致的．这证明了所建立的封闭方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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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数值求解得到的结果都是正确的，是对低比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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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加大流量设计法有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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