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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比转速离心泵蜗壳第八断面面积确定新方法
王

洋，张翔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Ｉ－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用传统的速度系数法设计蜗壳，其设计质量受统计资料和人为因素影响很大的问题．
根据叶轮与蜗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学推导给出了低比转速离心泵蜗壳第八断面面积的计算方法．
采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计算４种大小不同的蜗壳匹配相同叶轮时的三维不可压
缩湍流流动，得到泵的外特性．通过计算和试验数据对比，得出低比转速离心泵蜗壳第八断面面积
的确定方法．用该方法设计蜗壳，泵在设计点能达到最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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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壳是泵的重要过流部件，其设计的好坏对泵

这种方法中第八断面的确定很关键．速度系数法成

的性能有重大的影响．泵的特性是由叶轮和蜗壳共

败的关键在于选取的统计资料是否代表了最先进的

同决定的，决定蜗壳水力性能的最主要因素是其喉

泵，这种方法受资料选取的影响很大．作者通过数学

部面积Ａ。．低比转速离心泵第八断面面积和喉部面

推导，得出蜗壳第八断面面积的计算方法．

积相差很小，按线性规律变化，确定第八断面面积可
确定喉部面积．因此，蜗壳第八断面面积Ａ。与叶轮

１面积的计算

出口几何参数的匹配当否是决定泵性能优劣的重要
因素．

叶轮特性曲线是一下降曲线，蜗壳的特性曲线
泵蜗壳传统的设计方法是采用速度系数法确定

第八断面面积，其它断面面积按线性规律变化…，

是一上升曲线，两者的交点决定了泵的最佳效率
点‘２ ３（见图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机械２００５—３３６）
作者简介：王洋（１９５５一），男，河北定州人，副研究员（ｐｇｗｙ＠ｕｊｓ．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测试和自动控制研究．

张翔（１９８３一），男，四川乐山人，硕士研究生（％ｉｍｐｅｌｌｅｒ＠鲫ａｉｌ．ｔｏｍ），主要从事低比转速离心泵的研究

万方数据

排

灌

机

第２６卷

械
２

鼠＝

０Ａ＆／Ｄ２

Ｑ８拄２

Ｉｎ（１＋２压／Ｄ２、）ｇａｓ

（５）

式（Ｉ）表示叶轮特性，式（５）表示蜗壳特性，现
求两者交点即最佳匹配工况点．
若蜗壳隔舌安放角为９，则

Ｑ。＝等Ｑ。

蜴

图１
Ｆｉｇ．１

叶轮与蜗壳特性的匹配

联立式（１），（５）和（６），消去且，得Ａ。和Ｑ。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ｔｅ

关系．

叶轮特性曲线是用几何参数表示泵的扬程，若

设￡＝２泓８／Ｄ２，Ｍ＝３６０／（３６０一咖）

认为叶轮进口周向速度吼＝０，则

只２詈（毗一丽Ｑｔ

（６）

Ｎ＝叮ｒ砂２Ｄ２ｂ２

¨蒜羔紫诗‰ｃ ７）．

ｉｃｏｔ卢：）（１）

式中只为泵的理论扬程；Ｍ：为叶轮出口圆周速度；

’

考虑到容积损失，最佳效率点流量为

Ｑ。为泵理论流量；Ｄ：为叶轮外径；ｂ２为叶轮出口宽
度；砂：为叶轮出口排挤系数；ｐ：为叶片出口安放

Ｑ＝蒯塑Ｍｃｏｔ谶Ａ坐Ｉｎ（１告（８）
ＬⅣ＋

角；ｔｌｒ为Ｓｔｏｄｏｌａ滑移系数．
第８断面的流速口。为

８’。

＋Ｌ）

、。７

式中叩，为容积效率，可按经验公式求得，消去Ｑ。，得

铲瓢～
２石
ｒｄＢｕｖ３＂Ｊ２（

【

移ｓ

２），

Ａ。和日。的关系，再以巩乘以水力效率得泵的实际扬
程，但由于很难对泵的水力效率做出精确的估计，故

式中Ａ。为蜗壳第八断面面积；，ｃ为蜗壳断面最远点

计算出来的泵扬程和实际扬程有较大误差，故可不

半径；ｒ３为蜗壳基圆半径；秽。为蜗壳内液流圆周速

予计算．

度；Ｂ为半径为ｒ处蜗壳断面的轴向距离．

由式（８）可见，第８断面面积和最佳效率点流

按自由漩涡理论，将％＝Ｖ２ｒ２／ｒ代入式（２）得
ｄｒ

％：竿ｒ
％。百Ｊ码，
Ｂ

（３）
‘’

量成正比关系，要直接解出Ａ。不易，可根据式（８）采
用试凑法解出适合设计流量的Ａ。．按计算得到的第
８断面面积设计蜗壳．

任意形状断面无确定的函数关系且低比转速泵
蜗壳一般为矩形，对方形断面可直接积分，故设蜗壳
断面为正方形，Ｂ为正方形边长；在低比转速离心泵
中ｒ２（叶轮外径）和ｒ３相差不大，设ｒ２＝ｒ３，则

积的蜗壳进行了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
试验用泵比转速，ｌ。＝６３，设计流量５０ ｉｎ３／ｈ，扬
程５５ Ｉｎ，转速２ ９５０ ｒ／ｍｉｎ，叶轮外径２１５ ｍｍ，出口

百Ｖ２／＇２·ｎ（半）＝

宽度８ ａｍ，皮为３００．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到第８断面

Ｉ＋詈）

面积为７５０ ｍｍ２．现设计了４个不同的蜗壳，第８断
面面积分别为１号泵体４０３ ｍｍ２，２号泵体６５２

或
２ｖ＆Ｂ／Ｄ２

３号泵体８１３ ｍｍ２，４号泵体１

２ｖ＆佤／Ｄ２

和出口段为六面体结构网格外都是四面体非结构网
（４）

式中口：为叶轮出口绝对速度的圆周分量．
将式（４）代入泵基本方程，设移，＝０，考虑到

万方数据

ｍｍ２，

１１０ ｍｍ２．

４个模型的网格数都在３０—４０万之间，除进口

吃２可可面可２丽ｉ巧髟西

口８＝Ｑ８／，４８，则有

数值计算与试验
为验证前述方法，对同一叶轮套用不同喉部面

铲警ｐ亭＝警ｆ字＝
百Ｕ２ｒ２ｌｎ

２

格．采用商用软件Ｆｌｕｅｎｔ ６．３进行三维不可压缩湍
流流动的计算．压强速度耦合算法为ＳＩＭＰＬＥ，方程
离散方法都使用二阶格式，湍流模型为标准ｋ一占方
程模型．计算结果如图２一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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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泵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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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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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号泵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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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８

：：

３结果分析

喜１：
：
：

离心泵运行的最佳流量范围一般在设计流量的
０．６—１．２倍之间，一般正好在配套电机的轴功率范
Ｑ／＇（ｍ３脚
图４
Ｆｉｇ．４

围内．这个范围一般也是配套电机的高效区，如果泵
在这个区域能有高效率，之后有陡降的扬程曲线，这

Ｐ—Ｑ曲线
Ｐ—Ｑ

ｃｕｒｖｅ

将使泵高效运行，也不致烧毁电机ＭＪ．
从上述的计算试验结果可以得到，用蜗壳第八

由图３可见，泵最高效率点的流量和其第八断

断面面积设计蜗壳能在设计点获得泵的最佳效率，

面面积与式（８）给出的关系吻合，说明计算得到的

要获得设计点的最佳效率则需要将计算值适当加

第八断面面积能使泵在要求流量下达到叶轮和蜗壳

大∞Ｊ．据加大流量设计法，较大泵的效率曲线基本

组合的最佳效率．随着第八断面面积的增大，泵设计

上包络了较小泵的效率曲线（在小流量区相反）Ｍ Ｊ．

点的效率先增大后减小，这与文献［３］提到的结论

按照本文介绍的方法设计的泵的面积比Ｙ＝

一致．图４反映了功率曲线也随第八断面的面积增

Ａ：／．４。＝３．２９，按照张俊达的统计和回归分析＂］，此

大而斜率加大．在０．６一１．２倍设计流量的范围内，３

泵面积比应为Ｙ＝（０．０３６

号泵体获得了最好的性能曲线．在大于１．２倍流量

５．４９，计算值偏离实际统计值很远．按统计结果设计

处，蜗壳越小扬程曲线下降越快，功率曲线斜率也越

出的蜗壳喉部面积为４５０ ｍｍ２，但从试验可看出，这

小．此外蜗壳增大以后，扬程曲线变平坦且有出现驼

么小的面积是不适合此泵的．究其原因是：①统计

峰的趋势，这对泵的稳定运行不利．现对１号和２号

资料是１０多年前的，不能反应现在低比速泵的实际

泵体做了试验，结果见图５，图６．
数值计算结果比试验结果偏高，这可能是计算

８４９＋０．００２

３１０巧。）～＝

情况；②对所有比转速泵的回归分析反映了泵的共
性，但有可能掩盖了低比速泵的个性．

模型的缺陷以及实泵制造的质量引起的．数值计算

泵的扬程曲线一般在最高效率点后开始有较大

结果和实测结果在泵的运行趋势上几乎是一致的。

的下降，分析其原因主要有：①流量增大后流速急

数值计算的结果对蜗壳第八断面的选取有参考

速增大，带来了很大的沿程摩擦损失；②蜗壳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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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２００３，２４

（４）：６２６—６３５．

Ｗｅｉ．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ｏｕｓｉｎｇ［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１，１９（５）：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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