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６卷第１期

Ｖ０１．２６

排灌机械

２００８年１月Ｄｒｍ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０８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ＭＷ火电机组用循环水泵改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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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春花１，管荣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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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６００ ＭＷ火电机组用大型立式循环水泵的一种改型设计方法，即针对同一模型，叶
轮与导叶体采用不同的换算系数进行设计．以天津盘山电厂一期２×６００ ＭＷ及成都金堂电厂一期
２×６００

ＭＷ循环水泵设计为例，分别采用常规设计和改型设计方法进行了设计．详细说明了设计

方法、设计要点及理论和实测性能曲线等．结果表明，当叶轮与导叶的换算系数相差在３％的范围，
且叶轮与导叶体结合部位能够光滑过渡的情况下，用大叶轮配小导叶进行相似换算与叶轮及导叶
体采用同一换算系数所测得的性能可以与模型泵性能相一致．
关键词：循环泵；叶轮；导叶；换算系数；改型设计；性能对比；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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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水泵在工业流程中是一种很重要的泵型．

泵嵋１．而立式轴流泵，由于其运转范围窄（Ｈ≤１５

在电力工业中，循环水泵与锅炉给水泵、凝结水泵等

ｍ），效率不高，所以在火电厂循环水泵的生产制作

３种类型的泵合称为透平辅机三大泵．就火电厂而

中较少被采用．常规设计时，根据循环水泵投标书的

言，由于立式斜流泵适用运转范围广，泵的高效区

性能参数要求，选用合适的模型进行相似换算设计，

宽，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便于安装维护…，因此

此时水力部分需新做模具．虽然此方法能很好地满

现在国内外火电厂循环水泵一般选用其作为循环水

足标书的性能要求，但对厂家而言周期较长，制作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７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攻关重大项目（ＢＥ２００６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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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春花等：６００ ＭＷ火电机组用循环水泵改型设计

本也较高．因此，作者提出一种改型设计方法作为新

９．３ ｍ３／ｓ，日＝２７．５ ｍ，ｎ＝３７０ ｒ／ｒａｉｎ，’７。８８％．

的尝试：在厂家已生产的循环水泵其性能与所要求

４０

的循环水泵的性能存在差异时，例如在相同的流量

３０
目

下，现有水泵扬程低于所要求的循环水泵扬程的情

裔

２０

况下。对于同一模型只对叶轮重新进行设计，导叶体
１０

借用原模具．即叶轮与导叶体采用不同的换算系数

蕾３０００

进行设计．

■

奄２８００

１设计参数对比

２６００

Ｑｆ心油

这里以天津盘山电厂一期２×６００ Ｍｗ以及成
都金堂电厂一期２

Ｘ

６００

图１

Ｍｗ循环水泵设计参数作

Ｆｉｇ．１

比较．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实测性能与理论性能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 ｐｕｍｐ

天津盘山电厂循环水泵是笔者于１９９９年设计、
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０年生产的，其泵型号为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设计参数为：夏季工况点：Ｑ＝９．３
ｍ３／ｓ，日＝２７．５ ｍ，凡＝３７０

点：Ｑ＝１１．２

ｒ／ｒａｉｎ，刀＝８８％；冬季工况

ｍ’／ｓ，日＝２０．６ ｉｎ，ｎ＝３７０ ｒ／ｒａｉｎ，ｒ／。

８０％；电机配套功率Ｐ＝３

２）比转数的计算

’＝驾磐坐警一－３４ｔｉ，ｓ ２—矿２—■万≯ｒ一
夏季工况比转速：

冬季工况比转速：

１５０ ｋＷ．

成都金堂电厂循环水泵是笔者于２００５年设计、

一１７，ｓ＝坐／＿／磐３＝坐等２０ ６警盟娟７．９
一

一’ｕ，‘７

一

／４

．３／４

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生产的，其泵型号为

３）模型泵的选择及相似工况点的确定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设计参数为：夏季工况点：Ｑ＝９．７４
ｍｊ／ｓ，Ｈ＝２９．７ ｍ，／ｉ；＝３７０ ｒ／ｒａｉｎ，田＝８７．４％；春季工

况点：Ｑ＝１１．０４

ｍ’／ｓ，Ｈ＝２６．５ ｍ，ｎ＝３７０ ｒ／ｒａｉｎ，叩２

８６．７％；冬季工况点：Ｑ＝１１．９
３７０

ｍ３／ｓ，日＝２３．．１７

ｒ／ｒａｉｎ，卵＝８１．５％；电机配套功率Ｐ＝３

ｉｎ，ｎ＝

７００ ｋＷ．

由上述设计参数及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的实测结果
（见图１）可看出，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的性能不能
满足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的设计参数要求．８８ＬＫＸＡ
一２７．５型泵在Ｑ＝９．７４ ｍ３／ｓ时的扬程日＝２６．６

ｍ，

由上述所得比转速知，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可
选用长沙水泵厂从国外授权引进的模型１０６ＡＰＨ作
为模型泵．由该模型泵的性能曲线找出相似换算点

（Ｑ。，巩）＝（１４．６７，２７．１６），ｎ。＝２９２ ｒ／ｒａｉｎ（这
里，口。，玩，托。均指所选模型泵的参数，下同），得出

ｎ．ｍ＝鼍产＝堕铲一－３４３２７

模型泵该点的比转速为
“”一

比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的要求低了３．１ ｍ；在Ｑ＝
１１．０４

ｍ３／ｓ时的扬程日＝２０．７ ｍ，比８８ＬＫＸＡ一

２６．５型泵的要求低了５．８ ｍ；在Ｑ＝１１．９ １１１３／ｓ时的
扬程日＝１５．１ ｍ，比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的要求低

群

一

计算
按所设计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和模型泵参数
Ｑ，日，ｎ计算尺寸系数Ａ．根据公式
刀

、

２设计方法对比
２．１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的设计
１）设计点的确定‘３’４１

１６３／４

４）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和模型泵的尺寸系数的

了８．０７ ｍ．由此可看出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需重新
进行设计．

．

≯。Ｑ
Ｑ。

＾Ｑ—Ｄ。一√ｎ
代人数据计算得Ａｐ＝０．７９４．
根据公式

。一Ｄ．一坠厘
＾Ｈ—Ｄｍ—ｎ

ｑ

Ｈｍ

代人数据计算得Ａ抒＝０。７９４．故取Ａ＝０．７９４．

因为夏季为一机二泵运行，冬季为一机一泵运

Ａ＜１，意即实型泵比模型泵小．而在相似设计

行，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考虑，必须把夏季工况点作为

中认为，模型泵和实型泵的效率相等．实际上，由于

设计工况点，因此泵的设计工况点参数定为：口＝

大泵和小泵流道相对粗糙度不同，大泵的水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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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叶轮最大外径与

及容积效率比小泵高等因数，需对尺寸系数Ａ进行
修正：

械

导叶进口最大外径的比值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最好与模型一致．１０６ＡＰＨ叶轮最大外径与导叶进
Ａ’＝Ａ

口最大外径的比值为０．６５６．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以及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此比值同取为０．６５６．

０．７９４／１＋０．０８３
～１＋０．０８３

５１９
５１９

ｏ／，１—４．６７—／２９２．：
７９。３／３７０

４

实测性能与理论性能的｝匕较

０．７９８

因此设计时取尺寸系数Ａ为０．７９８【５ Ｊ．
５）换算所设计泵的特性曲线

Ｑ＝Ａ３｝Ｑ。＝ｏ．７９８３×３丽７０ｖ＾。＝０。６４４Ｑ。

图ｌ为８８１＿ＫＸＡ－２７．５型泵的实测性能与理论
性能的曲线图，图４为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实测性
能与理论性能．
４０

Ｈ＝．…ｎＤ：）２玩＝（爰ｘ ０．７９８）２巩乩０２２Ｈｍ

３０
昌

高

由上述公式可得出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的理论

２０

性能曲线，见图１．
２．２

１０

８８ＬＫＸＡ－２６．５型泵的设计

３６００

耋ｓｔｏｏ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若按常规进行设计，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的叶轮与导叶体都需要重新进

３ ２００

行设计及新做模具．
在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的设计过程中，叶轮重

Ｑｆ心碴

新设计时Ａ取０．８１２，导叶体借用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
图４‘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实测性能与理论性能

型泵（即Ａ取０．７９８）的模具．这样，不仅可以节约一

Ｆｉｇ．４

个导叶体的模具费用，而且还大大缩短了设计及加

ｏｆ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 ｐｕｍｐ

工周期且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３轴面投影图对比及设计要点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以及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的轴
面投影图见图２，图３．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从以上分析可知，８８ＬＫＹ队一２７．５型泵的设计
点要求参数为：Ｑ＝９．３
３７０

ｍ３／ｓ，日＝２７．５

ｒ／ｍｉｎ，田＝８８％，实测性能为：Ｑ＝９．３

ｍ，ｒｔ＝

ｍ３／ｓ，Ｈ＝

２８．１．ｍ，ｎ＝３７０ ｒ／ｍｉｎ，，，＝８７．９％；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

型泵设计点要求参数为：Ｑ＝１１．０４
ｍ，砧＝３７０

ｍ３／ｓ，Ｈ＝２６．５

ｒ／ｍｉｎ，刀＝８６．７％，实测性能为：Ｑ＝

１１．０４ ｍ３／ｓ，Ｈ＝２７．２ ｍ，ｎ＝３７０ ｒ／ｍｉｎ，叼＝８７．４％．

５结论
通过对６００ ＭＷ火电机组用循环水泵叶轮、导
图２
Ｆｉｇ．２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型泵轴面投影图

ＰｉｎａｃｏｉｄＭ ｐｍｊｅｅ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６．５ ｐｕｍｐ

叶采用相同的换算系数及不同的换算系数时所进行
的性能试验对比研究，指出当叶轮与导叶的换算系
数相差在３％的范围内时，按照大叶轮配小导叶进
行相似换算，与叶轮及导叶体采用同一换算系数所
测得的性能可以与模型泵性能取得一致．目前、，对于
现有循环水泵规格较多的情况，在满足用户要求的
前提下不妨采用此方法进行设计，以缩短设计、制造

图３
Ｆｉｇ．３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型泵轴面投影图

Ｐｉｎａｃｏｉｄ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８ＬＫＸＡ一２７．５ ｐ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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