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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输送粘油的水力性能计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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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兰州理工大学流体机械工程系，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采用ｃＦＤ程序ＦＬＵＥＮＴ计算了离心泵输送水和粘油时的内部流动和水力性能，重点考察
了液体粘度对泵水力性能的影响，并将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叶片与蜗壳隔
舌之间的相对位置对泵水力性能影响很小；叶轮水力效率和水力损失系数分别随着液体粘度的增
大而降低和增大，但在个别粘度和流量下，水力性能比输送水时要好；叶轮理论扬程在小流量工况
下出现驼峰．计算的泵扬程与实验值接近，存在“扬程突升”现象．该现象是由粗糙的叶轮和蜗壳过
流表面，以及液体粘度增高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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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是管道工程中的一个重要部件，被 广泛应

中．由于阀门的内部结构复杂，当流体 通过阀门时产

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建设、工农业生产 和日常生活

生诸如漩涡、空化等现象，危害了管道 的运行工况，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４一１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５７９０６０）
作者简介 ：冯卫民（１９５８一），男，安徽阜阳人，教授（¨血ｆｌ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及工程、流体输送及过渡过程控制理论及应
用的研究
肖光宇（
应用研究

１９８５一），男，辽宁北票人，硕士研究生（ｉ∞ｄＩｌｅ＠ｙａｌｌｏｏ．咖．ｃｎ）。主要从事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数值模拟方向的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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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移系数值比较大．粘性流体叶轮理论扬程及其相

ｓｔｏｄｏｌａ

一１辱，ｗ硫啷¨’
【

机

………

日ｉ－ｎ＝詈［（－一矿）ｕ：一；ｉ盘】

一元无粘性流体叶轮理论扬程为

应的滑移系数皆随液体粘度而变化。除粘度扩＝
２４×ｌＯ～ｍ２／ｓ外，理论扬程和滑移系数分别随粘度
的增大而降低和增大．在粘度Ｉ，＝２４×１０～ｍ２／ｓ情
况下，变化规律出现“异常”．当流量大于４ Ｌ／ｓ时，
理论扬程比矽＝１×１０。６ｍ２／８（水）的还高，滑移系数
比ｌ，＝１×１０４ｍ２／ｓ（水）的还低．
计算的叶轮水力效率最高点位于Ｑ＝７ Ｌ／ｓ处，

（５）

式中叶轮圆周速度ｕ：：竺箬；叶片出口宽度Ａ：：

最高水力效率大于９０％．相应地，叶轮水力损失系
数在该处为最小值．当流量减小时，叶轮内部流动出

霄Ｄ：６：；叶片出口排挤系数沙：＝１一器；叶片出口

现旋涡，致使水力损失系数迅速增大，Ｑ＝１ Ｌ／ｓ处

圆周厚度Ｓ正＝１０ ｍｍ．滑移系数盯定义为液体在叶
轮出口滑移涑彦△移。与叶轮圆周涑度ｕ，之比．即

当流量大于７ Ｌ／ｓ时，水力损失系数也是随流量的增

的水力损失系数大约是最小水力损失系数的６４倍．
大而增长，但是，由于此时水力损失主要是沿程摩擦
损失，所以增长趋势比小流量工况缓慢．叶轮水力效
率和水力损失系数也随液体粘度而变化．总体上，水

当然，可以通过对ＣＦＤ计算的叶轮出口流体速

力效率和水力损失系数分别随液体粘度的增大而降

度分量进行质量平均得到滑移速度，然后再计算出

低和增大．但是，当粘度ｙ＝２４×１０一ｍ２／ｓ，流量大

滑移系数．但这样单纯从速度三角形计算的滑移系

于７ Ｌ／ｓ时，水力效率比ｐ＝１

数无法同叶轮理论扬程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对粘性

高，水力损失比ｌ，＝１×１０一ｍ２／ｓ（水）的还低．这些

ｘ

１０一ｍ２／ｓ（水）的还

现象表明，在个别粘度和流量下，叶轮水力性能比输

流体来说，＝三竺并不代表液体从叶轮获得的总能
ｇ

量．为此，把ＣＦＤ计算的粘性流体的叶轮理论扬程
Ⅳｉ代入式（５），可以得到一个与粘性流体的叶轮理
论扬程对应的粘性流体滑移系数，即

送水时还好，性能得到改善．
２．２

粘度对泵水力性能的影响
图３表示泵的扬程日、水力效率叼。、蜗壳水力损

失系数孝。和泵的总水力损失系数（孝。＋手ｉ）随流量

矿：１一ｆ哗＋—＿』一１（７）

的变化曲线．液体运动粘度分别为１×１０～，２４×

图２给出的叶轮水力损失系数ｆｉ定义为叶轮水

斗ｍ，蜗壳水力损失系数手。定义为蜗壳水力损失幽。

＼ｕｉ

叼ｖｕ２４２妒２ｔａｎ晟ｂ，

力损失Ｍｉ与叶轮圆周速度对应的速度头之比，即
口＾＾

￡＝写｝．很显然，三维（３Ｄ）粘性流体叶轮理论扬
屹

１０一，４８×１０曲和６０×１０一ｍ２／ｓ，壁面粗糙度为５０
仃＾＾

与叶轮圆周速度对应的速度头之比，即孝。＝竺：≠．
“２

图中的符号表示实验测量的扬程．实验扬程随流量

程与一元（１Ｄ）无粘性叶轮理论扬程出现了很大差

下降的速度比计算的快，两者不完全吻合，最大误差

异．粘性流体叶轮理论扬程不再随流量的减小而一

为１１％．计算的扬程下降斜率比实验扬程的斜率

直升高，而是在流量等于４ Ｌ／ｓ处，出现最大值，即出

小，说明实际的蜗壳几何尺寸与图纸尺寸可能不符，

现“驼峰”，一种类似于离心压缩机中存在的“失

特别是蜗壳喉部面积．泵最高水力效率均低于８０％，

速”（ｓｔａｌｌ）工况．此处失速工况位于流量百分比（该

蜗壳使泵水力效率至少降低１３％，并且流量越大，下

工况流量与最优工况流量之比）为５７％处．在Ｑ＝

降越多．与叶轮水力损失系数不同，蜗壳水力损失系

６

数随流量增加而增大，当流量从１ Ｌ／ｓ增加到１１

Ｌ／ｓ处，粘性流体叶轮理论扬程与基于Ｓｔｏｄｏｌａ滑

Ｌ／ｓ

移系数的１ Ｄ无粘性叶轮理论扬程十分接近，而与基

时，蜗壳水力损失系数增大约３．５倍．泵的总水力损

于Ｗｉｅｓｎｅｒ滑移系数的扬程相差比较远．由于Ｑ＝６

失系数在流量Ｑ＝７ Ｌ／ｓ附近最小．当流量减小时，总

Ｌ／８以外工况的粘性流体叶轮理论扬程与线性ｌＤ

水力损失系数剧烈增大；当流量增加时，总水力损失

无粘性叶轮理论扬程偏离较远，所以，基于粘性流体

系数缓慢增长．比较叶轮和蜗壳水力损失系数，可以

叶轮理论扬程的滑移系数不再是与流量无关的常

发现在小流量工况下，叶轮的水力损失是主要的；而

数，而是随流量而变化．在大流量和小流量工况下，

在大流量工况下，蜗壳的水力损失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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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摩擦阻力系数随流量的变化曲线．叶轮平均摩擦

对沿程摩擦水力损失的影响．图４表明，叶轮和蜗壳

阻力系数Ｚ定义为叶轮内表面作用于液体的平均剪

摩擦阻力系数与流量的关系曲线明显不同，但是两

切应力亍耐除以速度头譬，即ｚ：冬．与此类似，蜗

者数值大小相差不大．叶轮摩擦阻力系数在流量等

二

ｐｕ２

，，；

壳平均摩擦阻力系数元定义为元＝：二事叶轮和蜗
ｐⅡ２

壳平均摩擦阻力系数实际上反映了固体壁面粗糙度

图４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Ｉ’ａｇｅｄ ｓｋｉｎ ｆｒｉｃ“ｏｎ

于４ Ｌ／ｓ处有最小值，然后随流量迅速增大，蜗壳摩
擦阻力系数则随流量缓慢单调增加．小流量工况下
摩擦阻力系数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叶轮内部流动漩涡
使流道表面流体速度增高所致．

不同粘度下，叶轮和蜗壳平均摩擦阻力系数随流量的变化曲线
ｃｏｅｍ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ｔｅ ｉｎ ｔｅ珊ｓ ｏｆ ｎｏｗ

当液体粘度增加时，摩擦阻力系数也增大，但是
当粘度为２４×１０～ｍ２／ｓ时，叶轮和蜗壳摩擦阻力系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ｖｉｓｃｏ出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ｐｕｍｐｅｄ

程突升”现象是存在的，发现了小流量工况下叶轮
理论扬程出现驼峰．具体的结论是：

数分别从流量４．５ Ｌ／ｓ和６．５ Ｌ／ｓ开始小于粘度为
１×１０～ｍ２／ｓ（水）时的摩擦阻力系数．摩擦阻力系

ｒａｔｅ

１）叶片与蜗壳隔舌之间的相对位置确实对泵
水力性能有影响，但是影响比较小；

数的减小意味着摩擦水力损失下降．于是，泵性能表

２）根据ＣＦＤ计算结果，可以得到滑移系数、叶

现出扬程的提高和水力效率的增加．因此，“扬程突

轮和蜗壳水力损失系数等可以用来定量评价其水力

升”现象是由叶轮和蜗壳摩擦阻力损失减小造

特性的重要流动参数；

成的．

３）在小流量工况下叶轮理论扬程出现驼峰；

根据流体力学中粗糙平板紊流边界层理论，在

４）计算的泵扬程不但与实验值比较接近，而且

水力粗糙区，摩擦阻力系数仅与壁面粗糙度有关，而

还出现“扬程突升”现象．该现象是由粗糙的叶轮和

与雷诺数无关．当液体粘度增加时，雷诺数就要减

蜗壳过流表面，以及液体粘度升高引起的边界层流

小，于是边界层流动进入水力粗糙过渡区，这时摩擦

态向水力过渡区迁移导致的．

阻力系数随雷诺数减小不断降低，直到进入水力光
滑区．但是，水力光滑区阻力系数随雷诺数减小而增

这些结论对于其他比转速离心泵是否适用。还
有待进一步验证．

大ⅢＪ．由此可见，“扬程突升”现象应该发生在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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