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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灯泡式贯流泵装置水力模型
关醒凡１，商明华１，谢卫东２，冯旭松３
（１．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３．南水北调东
线江苏水源公司，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为了能够满足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中低扬程大流量工况的要求，针对南水北调金湖
等泵站研制开发的贯流泵装置水力模型，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了ＣＦＤ流场计算分析，并进行了
反复试验和优化设计．经过江苏大学初试和河海大学复试，结果基本相符．模型在２．８２ ｍ扬程下，
流量为３４２ Ｌ／ｓ，效率达到７９．０５％。汽蚀比转速为１ １０５；装置模型流量大，效率高，综合性能指标达
到南水北调工程经国际招标的同类装置模型的先进水平；在３ ｍ扬程下和相同性能的立式轴流泵
相比，效率约提高５％，流量提高１０％以上，综合性能优势明显．
关键词：贯流泵；装置；水力模型；性能试验；泵站；轴流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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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关醒凡（１９３７一）。男，辽宁阜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函ａｎ８８８＠１６３．ｃｏｒｎ），主要从事泵站工程及水泵装置的研究．
商明华（１９７９一）。男，江苏兴化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水泵设计与模型试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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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新建的２１座泵站中，有９

术，由江苏省南水北调水源公司、江苏大学、江苏省

座泵站采用贯流泵，所占比例为４２％．贯流泵在其他

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共同组成了课题组，开展贯流

水利和城市排水等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Ⅲ．

泵装置水力模型的研究．本课题从２００６年６月开始

我国对普通轴流泵的水力模型和装置进行了广

实施．

泛而深入的研究．２００４年，全国有２７个模型参加了

１装置模型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调试

在天津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水泵模型同台测试…．
这些模型正优先在南水北调等工程中使用．贯流泵
由于灯泡体的存在，和普通的轴流泵有较大的差别，

１．１设计与制造

不能直接套用普通轴流泵的成果．但是国内对贯流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对金湖泵站用的贯

泵研究比较少，研究成果远不能满足工程设计和建

流泵装置进行了初步设计．在此基础上，对试验用贯

设的需要．因此南水北调东线的蔺家坝站采用了日

流泵装置模型进行了优化设计，其中包括利用

本日立公司的技术，淮阴三站采用了荷兰艾荷公司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ＣＦＤ流场设计．模型装置中的支

的技术‘２１．

墩和进人孔按实泵装置设计图的尺寸等比例缩小．

为了在后续的泵站中能够尽量多地采用国内技

最终试验用的泵装置模型如图１所示【３ Ｊ．

过流面积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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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贯流泵装置模型流道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ｍｏｄｅｌ

装置的主要尺寸参数：实泵：叶轮直径Ｄ＝
３ ３００

ｍｍ，灯泡体直径Ｄ．＝３

１００

ｒａｉｎ，灯泡比为

０．９４；模型泵：叶轮直径Ｄ＝３００ ｍｍ，灯泡体直径
Ｄ。＝２８２

ｍｍ，灯泡比＝０．９４；流道部长度Ｌ＝２

ｍｍ，流道进口尺寸为７４５．５
口尺寸为６００

ｍｍ×６８９．８

根据调试情况，对模型装置和系统进行了两次
改进．
１）为了缩短轴系的长度，电机和扭矩传感器置

ｍｍ，流道出

于进水箱外侧．调试时发现安装轴承的前导叶对性

ｍｎｌ；新设计叶轮叶片、导

能有不良影响．另外，为了安装电机等设备，水从进

ｍｍ×５０９．１

叶，叶轮３枚叶片，导叶５枚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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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１．２安装调试

水箱底部流人，急转９００流向泵，流态很不好．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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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情况和实际泵的情况也不相符合．

２７

准和泵进口基准面（过泵进口截面中心线的水平

２）电机等置于出水箱外侧．经过多次改进、安

面）的高差，ＩＩＬ当泵汽蚀基准在泵进口基准面上方

装调试，运转基本稳定．这种布置方案，虽然轴系较

时，ｚ。取（一）号，反之取（＋）号；如果测量仪表管

长，装置的加工、安装调试有一定难度，但和实际泵

线内充满输送的液体，则进口基准面应当理解为过

的情况基本相符合．

仪表（压力传感器）中心的水平面．

轴功率的测量计算

２．１．４

２装置模型试验及结果

按下式计算轴功率，扭矩和转速用带测量转速
的扭矩传感器测量，本试验扣除轴承、机封等损失扭

装置模型编号：ＪＧｚＭ一３（编号意义：江苏贯流

矩（１．７１３ Ｎ·ｍ）．

泵装置水力模型，扬程３ ｍ）．

Ｐ＝死Ｍ夏ｎ

Ｕ气气’，

将本装置模型于２００７年３月在江苏大学进行
了５个叶片角度的初试．为了进一步验证试验结果，

式中肘为扭距，Ｎ·ｍ；ｎ为试验转速，ｒ／ｒａｉｎ；Ｐ为轴

又将本装置模型于２００７年６月在河海大学进行了

功率，ｋＷ．

复试．两次试验的结果基本相符．

２．１．５

效率

按下式计算：

现以在河海大学试验的结果为正式结果进行

刀＝勰

介绍．
２．１试验设备和试验方法
２．２试验结果

试验装置系统见图２．
闸阔

电磁流量计

泵装置模型的综合特性曲线见图３，其各角度

增压泵

最高效率性能参数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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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２试验装置系统
Ｆｉｇ．２

ＪＧＺＭ一３贯流泵装置模型综合特性曲线（河海大学）

Ｆｉｇ．３

Ｐｉｌｏｔ－ｐｌａｎｔ ｕｎｉ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２．１．１流量的测量计算
Ｔａｂ．１

流量用电磁流量计测量．

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

Ｈｏｈａｉ

ＪＧＺＭ－３ ｃｒｏＢＢ－ｎ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表１泵装置模型各角度最高效率性能参数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ｉｌｏｔ－ｐｌａｎｔ ｕｎｉ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ｌａｄ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ｓ

２．１．２扬程的测量计算
扬程（单位：ｍ）用连接在进、出口水箱的压力传
感器测量．

Ｈ：里型！
ｐｇ

２．１．３汽蚀余量测量计算
汽蚀余量（单位：ｍ）计算式：

ＮＰＳＨ＝老＋丛＋老一面ＰｖＰｇ
ｐｇ

上ｇ

ｐｇ

±ｚ。

式中Ｐ。／ｐｇ为试验现场大气压力水头，ｍ；Ｐ，／ｐｇ为进
口表压力水头，ｍ，小于大气压力水头时为负值；
Ｐ／Ｐｇ为试验水温下水的饱和蒸汽压力水头，ｍ；秽。
为泵进口测压点管内的速度，ｍ／ｓ；Ｚ。为泵汽蚀基

万方数据

３试验结果分析．
本贯流泵装置水力模型已通过了专家评审，评
审意见如下：
１）提供评审的技术文件完整、翔实，符合评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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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ＪＧＺＭ一３贯流泵装置模型经江苏大学初试
和河海大学复试，结果基本相符，试验数据可信．

５结论

３）ＪＧｚＭ一３贯流泵装置模型在２．８２ ｍ扬程
下，流量为３４２ Ｌ／ｓ，效率达到７９．０５％，汽蚀比转速

初步试验研究表明，贯流泵和普通立式轴流泵

为ｌ １０５；该装置模型流量大，效率高，综合性能指标

相比，性能指标有一定优势．万年闸站、台儿庄站、刘

达到南水北调工程经国际招标的同类装置模型的先

山站均采用肘形进水和弯管出水流道，模型装置效

进水平．

率分别为７７．４６％，７６．６％，７６．１３％【４】，对于本次试

４）ＪＧｚＭ一３贯流泵装置模型在３ ｍ扬程以下

验的、扬程为３ ｍ的模型，如果采用普通立式轴流

使用时优势明显，可推荐在南水北调及其他工程中

泵，估计模型装置效率为７４％．由此，在低扬程区

选用．

域，贯流泵比普通轴流泵效率提高约５％，相同口径
时流量增加约１０％．
由于是首次进行贯流泵装置的研究，可能存在

４选型方案

一些问题．下一步计划重新设计叶轮、导叶，研制适
本模型可在２—３．５ ｍ净扬程范围内推广使用．

合在３．５—４．５ ｍ和在１．５—２．５ ｍ扬程范围内使用

现利用本装置模型试验成果，对南水北调东线规划

的装置模型．用这３个装置模型满足常用贯流泵选

使用贯流泵的金湖泵站进行方案预选，见表２及图

型的要求，并做前灯泡式贯流泵模型装置试验，与后

４，以供参考．图４中，水力模型型号：ＪＧＺＭ一３（ａ），

灯泡式加以比较．

模型最高效率为７９．０５％，ｎＤ为３８１．９２，单泵流量
为２５ ｍ３／ｓ，水泵扬程为２．３５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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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金湖泵站贯流泵装置综合特性曲线（ＪＧＺＭ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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