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６卷第１期
２００８年１月

排灌机械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Ｖ０１．２６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０８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旋流式模型泵内部三维湍流场的测量
杨敏官，高

波，顾海飞，李辉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获得旋流泵内部三维湍流场的真实情况。设计制造了模型泵并构造了试验装置．运用激
光多普勒测速仪（ＬＤＡ），对旋流泵最优工况下的无叶腔及叶轮内部速度场进行了测量，得到周向
速度、轴向速度、径向速度及其对应的均方根脉动速度分布等．测量结果表明：旋流泵内流场是强制
涡旋和自由涡旋的叠加，同时存在循环流与贯通流，与前人提出的流动模型相吻合；无叶腔与叶轮
内周向速度分布差异较大；在叶轮进口处，液流已有预旋，流动撞击损失较大；该型泵内湍流脉动呈
各向同性．所得结果不仅可用来验证数值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而且为旋流泵内部两相流场的深入研
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旋流泵；测量；湍流；脉动速度；Ｌ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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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泵以其输送固体颗粒或细长介质时所具有

的性能进行了预测Ｈ。７ Ｊ．陈红勋对叶轮内部流速场

的无堵塞性，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固体物质水力输

和叶片表面压力进行测试，结合数值计算的结果，建

送¨Ｊ．但该型泵效率较低（一般＜６０％），究其原因，

立了流动模型哺Ｊ．

Ｇ Ｐ，Ｌｕｂｉ．ｅ－

前人对旋流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ｎｉｅｃｋｉ运用毕托管测量了无叶腔内部流场，并进行

但由于试验手段的局限性，对该型泵内部三维湍流

了理论分析【２１；Ｈｉｄｅｋｉ Ｏ对泵的外特性及内流场同

场的特性研究大都以数值模拟为主．

与其内部流动规律密切相关．Ｓｃｈｉｖｌｅｙ

时进行研究，揭示了泵结构与外特性之间的关系，提

本研究以自行设计制造的模型泵为研究对象，运

出了一种旋流泵设计方法∞１；Ｍａｓａｎｏｒｉ Ａ在内流场

用先进的激光多普勒测速仪（ＬＤＡ）对其无叶腔及叶

和泵特性研究基础上对汽蚀性能进行了研究，对泵

轮内部流场进行测量，获得周向速度、轴向速度、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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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及其对应的均方根脉动速度分布等重要信息．根

在泵的最优工况下进行测量，泵的运行参数，流

据试验结果，对其内部三维湍流场进行分析，为数值

量Ｑ＝９．６ ｍ３／ｈ，扬程日＝１７．２ ｍ，转速凡＝２

计算中湍流模型选择及结果验证提供依据．

ｒ／ｒａｉｎ，比转速ｎ。＝６６．工作介质为清水．

９５６

１．２试验设备

１试验装置及设备

激光多普勒测速基本原理为：利用接收到的运动
粒子的散射光的多普勒频移获得速度信息．本试验采

１．１试验装置

用Ｄａｎｔｅｅ公司生产的ＬＤＡ系统对模型泵内部流场进

试验装置如图ｌ所示．为解决叶轮内部旋转流

行测量．氩气激光功率为５ ｗ，产生的绿光波长５１４．５

场测量时的周向定位问题，安装了轴编码器‘９Ｉ．转

ｎｎｌ，蓝光波长４８８．０ ｎｍ，光束直径均为１．３５ ｍｉｌｌ，光束

速转矩仪测量泵轴转速、扭矩和轴功率，泵扬程由进

间距３８ ｍｉｎ．布拉格单元频移为４０

ＭＨｚ¨ｏ。．

出口压力传感器测量，流量由涡轮流量计测量．

２试验方法
测量点分布在泵体第Ⅵ断面上．试验所使用的三
维ＬＤＡ测量系统采用发射与接收双探头结构，利用
两种光路布置来获得一点的三维速度信息．根据旋流
储液罐

进Ｉ＝ｌ阀门迸Ｉ＝ｌ管

图ｌ

底痤

旋流泵测试实验台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ｔｅｘ ｐｕｍｐ ｔｅｓｔ－ｂｅｄ

模型泵叶轮采用放射型直叶片，叶轮直径１２０
ｍｍ，叶轮出Ｉ＝ｌ宽度２４ ｍｍ，８枚叶片；无叶腔宽度４０

泵内部流场的特点，分为径向速度测量模式和轴向速
度测量模式，对应的接收模式为前侧向接收（有效散
射角７００）和后侧向接收（有效散射角１５００），两种模
式下都能得到周向速度信息．输送介质中自带的微粒
可作为示踪粒子使用，无需再另加粒子¨¨．

ｎ＇ｌｌｎ，采用环形压水室结构．泵前盖与泵体侧开有测
量窗Ｉ＝Ｉ（如图２所示），选择优质光学玻璃取代常用

３试验结果及分析

的有机树脂材料，目的是获得较理想的信噪比．
下面给出图２所示的测量位置处（分别为无叶
腔、叶轮宽度的中心）的测量结果（见图３一图７）．
图中横坐标ｒ／Ｒ：表示相对叶轮外径的无量纲数（其
中ｒ表示以泵轴心线为基线的半径，Ｒ：为叶轮外
径），吒，吃及ｑ分别表示周向、轴向及径向的速度，
一ＲＭＳ表示对应的脉动值．０．２０，０．５０，０．８０分别表
示从叶片工作面起，工作面与背面的夹角０的０．２
倍，Ｏ．５倍和０．８倍处．
３．１无叶腔内速度分布

Ａ－Ａ
Ａ

图３为无叶腔内的周向速度及其对应的脉动速
度分布曲线．在ｒ／Ｒ：＝０．３—０．７范围内，周向速度

光学玻璃

曲线几乎成直线上升，呈现出强制旋涡的流动特征，
周向的脉动速度却相反，呈递减趋势；在ｒ／Ｒ：＝０．７
附近，液流速度达到极大值，脉动速度在此附近达到
极小值，流动在此区域较平稳；当ｒ／尺：＞０．７后，周
向速度由极大值开始下降，呈现出自由旋涡的特征．
这是由于无叶腔内流体受到了叶轮中流出流体的干
Ｌ－－－·－Ａ

图２泵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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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发生能量传递，造成流动损失，并且因为已靠近
叶轮外缘，叶轮提供的动量对液流的作用已逐渐减
弱直至消失，所以周向速度开始下降．同时这也导致

排

灌

了脉动速度的递增．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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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ｒ／Ｒ：＝０．４一Ｏ．８区域为循环流区域，脉动速度
分布变化趋势不明显；在ｒ／尺２＞０．８后，液流轴向速
度几乎为负，说明在此区域内，液流是由叶轮流出，
部分为循环流，部分为贯通流．

台

无叶腔中的径向速度及其对应的脉动速度分布

≥

曲线如图５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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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无叶腔内周向速度及其脉动速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ｏｌｕｔｅ

图４为无叶腔内轴向速度及其对应的脉动速度
分布曲线．
图５无叶腔内径向速度及其脉动速度分布
Ｆｉｇ．５

口

Ｒａｄ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ｏｌｕｔｅ

从图示的径向速度分布曲线可知，在ｒ／Ｒ：＝

１
）

０．７—１范围内，径向速度呈递减趋势，对应的脉动速
度逐渐增加，此区域存在循环流，液流由径向折向轴
向流动，所以径向速度减小；在大于叶轮外径区域，
径向速度又逐渐增大，速度脉动值开始减小，原因是
此区域以贯通流为主，液流由叶轮流出，流向出口．
从三维脉动速度曲线分布可知，叶轮流道中部对应
的无叶腔速度脉动较大．
３．２叶轮内速度分布
图６所示为叶轮内的周向速度及其对应的脉动
速度分布曲线．从曲线可知，在叶片进口附近，即
ｒ／Ｒ：＝０．３—０．４范围内，由于叶片的作用，液流周
ｒ／Ｒ２

图４无叶腔内轴向速度及其脉动速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ｏｌｕｔｅ

向速度上升很快，并且大于相同半径上的圆周速度．
从速度三角形分析可知，在此范围内，液流角大于叶
片进口安放角，液流的相对速度方向偏向于叶片的背

从分布曲线可知，轴向速度在无叶腔中波动较

面，说明叶片进口处液流已有预旋．由此可知，此处流

大，时正时负，速度脉动较大，但从分布趋势看，轴向

动损失较大，速度脉动值呈递减趋势．在ｒ／Ｒ：＝Ｏ．４—

速度分布还是具有一定规律，液流在ｒ／尺：＜０．８区域

０．５范围内，周向速度达到极大值，脉动速度达到极

内流向叶轮，一般地，ｒ／Ｒ：＜０．４区域多为进口区

小值，ｒ／Ｒ：＞０．５后，周向速度开始逐渐减小，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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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值逐渐增加．液流流出叶轮后与蜗壳壁面发生
碰撞，此处速度脉动值较大．，

６３

由于试验装置和光路布置的局限性，叶轮内径
向速度测量范围有限，测点仅分布于叶轮出Ｉ：Ｉ附近，

图７为叶轮内的轴向速度及其对应的脉动速度
分布曲线．叶轮内轴向速度分布与无叶腔中分布基

所以这里未给出径向速度分布曲线．此项工作将在
下一步研究中完善．

本相似，但也有其特点：液流一般在ｒ／Ｒ：＜０．７区域

比较三维均方根脉动速度值可知，无叶腔与叶

流入叶轮，ｒ／Ｒ：＞０．７后开始流向无叶腔。脉动速度

轮内的周向、轴向和径向的速度脉动值在同一量级，

分布同无叶腔中脉动速度对应，仍为流道中部脉动

且相差较小，可以认为旋流泵内三维速度脉动呈各

速度较大．

向同性．这为泵内流场数值计算时湍流模型的选择
提供了依据．
４

结论
运用激光测速技术测量旋流泵内部流场的流动

规律，获得了泵内三维速度分布及相应的脉动速度
值．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旋流泵内流场是强制涡旋和自由涡旋的叠
加，同时存在循环流与贯通流，与前人提出的流动模
型相吻合．
２）无叶腔与叶轮内周向速度分布差异较大．在
叶轮进口处，液流已有预旋，流动撞击损失较大；受
循环流影响，轴向速度波动较大；径向速度呈现先减
小后增大的变化规律．
３）该型泵内三维湍流脉动呈各向同性．可为数
值计算中湍流模型的选择提供依据．
图６叶轮内周向速度及其脉动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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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旋流
泵内部两相流场的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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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泵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月８日上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江苏大学袁寿其研究
员等完成的“潜水泵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完成人为
袁寿其、施卫东、关醒凡等人，第一完成单位是江苏大学，合作单位包括江苏亚太泵阀有限公司、南京蓝深制
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该项目历时２０年，研究开发了小型潜水电泵、潜水排污泵、潜水轴／混流泵、井用潜水泵共４大类４００余
种规格的潜水泵系列产品，综合技术指标居国际先进水平，已先后转让及技术辐射了江苏亚太泵阀有限公司
等近１ ０００家企业，产量约占全国潜水泵总产量的６０％以上，年产量达１ ０００余万台，大量替代同类引进产
品，并出口创汇，加速了我国泵行业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及产品的更新换
代．据５０家企业统计，近３年累计新增产值５４．５ｌ亿元、利润６．８８亿元、税收３．２５亿元，创收外汇４亿美
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转摘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ｊｓ．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ｘｉａｏｎｅｉ／ｘｉｎｗｅｎ／ｊｄｘｗ／ｖｉｅｗ／３０５６）

我刊被评定为江苏省一级期刊
年前，从江苏省第六届期刊质量评估分级及优秀期刊评选结果获悉，《排灌机械》杂志被评定为“江苏省
一级期刊”．这是本刊首次参加此项评比活动，因此被认为实现了自我超越．
本届期刊质量评估分级评审程序严格，评审委员会按照《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和评刊工作方案的要求，
从政治、业务（学术、技术、影响力）、编辑、出版等方面对每种期刊进行审核，评选出一级、二级、三级等３个
等级．
本刊自归口江苏大学杂志社管理后，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编辑出版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将
以本次期刊评级为新的契机，继续发扬孺子牛精神和勤奋进取的作风，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氛围，立足
本职岗位，开拓创新，为实现编辑出版工作的跨越式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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