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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试验和数值计算。研究了立式多级筒袋泵的空化性能及泵内空化流场．为改善立式
多级筒袋泵的吸入性能，分析了几种叶轮几何参数对泵空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叶片进
口断面面积较大的双吸式首级叶轮，且在首级叶轮的两侧进口加设诱导轮，大幅提高了立式多级
筒袋泵的空化性能。使泵的空化比转速达ｌ ４７９；基于均衡混合流假设的空化模型，可合理预测泵
的平均空化性能，模拟的空化流场有助于了解水力设计诸因素对泵内空化发展的影响；在设计诱
导轮及首级叶轮时，选取较大的叶片进口安放角有利于改善泵装置的吸入性能，同时有利于发挥
诱导轮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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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多级筒袋泵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２１

送以及高真空度密闭容器等场合的液体抽送．此外，

余热利用系统中的凝结水和工业汽轮机冷凝水的抽

立式多级筒袋泵还可应用于线管加压及海上石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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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工艺流程．立式多级筒袋泵的技术水平主要取

当立式多级筒袋泵所处系统对空化性能有更高

决于泵的空化性能、水力效率及整体町靠性，其中以

要求时，可以在首级叶轮前加设两级诱导轮．由于立

泵的窄化性能最为关键．由于空化发生时泵扬程、流

式多级筒袋泵一般具有较大的轴向尺寸，加设多级

量和效率降低，噪声与振动增强［３］，严重影响泉及

诱导轮将使得泵装置的高度进一步增加，不利于泵

其系统的安伞性和稳定性．因此，研究改善立式多级

装置的初始安装和运行维护，也影响系统的安全性

筒袋泵的窄化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和稳定性．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立式多级筒袋泵吸

通常多级泵的空化性能取决于首级叶轮的人流

人结构：泵的首级叶轮采用双吸叶轮，在该双吸叶轮

设计．要提高泵的空化性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可

进口的两端各加设一个诱导轮，如图１ｂ所示．即使

通过调整叶轮进口的儿何设计参数或叶轮进口的流

采用相同的诱导轮，采用新的吸人结构以便将立式

道儿何形状，形成均匀的来流条件Ｈ］来缓解叶轮叶

多级筒袋采的装置空化余量降低１ ｍ以上．

片进口处的静压降低而导致的空化；二是在叶轮前

１．２首级叶轮的水力设计

加设诱导轮”Ｊ，以提高首级叶轮入口前的静压．由

要真正得到优秀的空化性能，首级叶轮的流道

于在已采取加设诱导轮的的提下，很难进一步提高

设计非常重要．通常离心式叶轮采用逐渐扩散的流

立式多级筒袋泉装置的空化性能，本研究从新的设

道，以便得到较高的水力效率．对本研究中的首级叶

计思路人手，既考虑首级叶轮的设计，同时在立式多

轮，为较大幅度地改善泵装置的吸人性能，在叶轮进

级筒袋泵的伞流道设计ｊ二开展研究，在数值模拟的

口处须采用较大的流道面积．叶轮进口、出口过水断

基础上对流道进行反复改进，确定泵装置的水力设

面的宽度为ｂ．，ｂ：；叶轮进口、出口过水断面的面积

计．研究中，对所设计的立式多级筒袋泵进行性能试

为Ａ。，Ａ：．则首级叶轮上述设计参数的关系如下：

验，并结合定常宅化流计算的结果分析该立式多级
筒袋泉的吸入性能．

堕：３．１４
一

１立式多级筒袋泵的吸入结构设计

…‘
争：１．５１

、‘，

ｂ）１（
２

１．１立式多级简袋泵的吸入结构
立式多级筒袋泵通常采用比较成熟的结构形

（２）
”７

Ａ２

根据以上关系形成的首级叶轮轴面流道如图２
所示．

式‘６｜，即在首级叶轮前加设诱导轮，如图ｌａ所示．
首级叶轮

首级冉水道

（ａ）原有结构

图２
Ｆｉｇ．２

首级叶轮的轴面流道示意图（一半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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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进口安放角的选择
为兼顾较大流量工况下泵装置的空化性能，在

设计中对诱导轮和首级叶轮的叶片进口角均应取一
（”新设计结构

图１
Ｆｉｇ．１

立式多级筒袋粲的吸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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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定的正冲角．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叶轮进ＶＩ选
取较大的冲角有利于得到稳定的运行性能，对泵装
置的吸人性能也将有所改善．
图３为诱导轮沿径向的叶片进口安放角卢ｉ（蓝

３

色）和按均匀流动假设计算的水流角（红色）的分

２．１

布．图中ｒ；，ｒｉ分别为诱导轮叶片进口的径向坐标和
，

ｒ

叶轮的进口半径，Ｉ＝０．３２处为叶轮的轮毂，／＿Ｌ＝
７

ｒｊ

基本方程
假设空化流动为均衡混合相流动，则气液两相

的质量方程和动量方程如下：
ａ０

Ｊ

（３）

二＋Ｖ·（ｐｕ）＝０

０．９９处为叶轮的轮缘．由图３可知，在轮毂处叶片进
口的冲角较大，达到７０，而在轮缘处叶片进口的冲

盖∽）＋Ｖ’（ｐｕｕ）＝一Ｖｐ＋Ｖ。［（弘＋胁）Ｖ口］＋

角较小，约３０．

÷Ｖ［（弘＋肛ｔ／、Ｖ·口］（４）
’Ｌ、厂’尸
’

ｏ

一Ｊ

、

。，

式中ｐ为混合相密度，Ｐ＝咖护－＋咖扩。；Ｐ．，Ｐ。为液相
与气相的密度，即下标ｌ和ｇ分别代表液相和气相；

以为质量平均速度，即Ｈ＝垒塑堕÷虫啦；咖。，咖。分
别为液相与气相的体积分数；搿。，口。分别为液相与
气相的速度；肛，“分别为混合相的动力粘度和湍
图３

诱导轮沿径向的叶片进口角分布

Ｂｌａｄｅ ａｎｇ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ａ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ｄｇ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４为沿首级叶轮叶片进口边的叶片角届，的分
布．图中ｚ为以后盖板为起点的叶片进口边曲线长
，

，

度，÷＝０表示后盖板的位置，－ｈ‘－＝０．１６表示前盖
／Ｊ２

流粘度；＿ｐ为压力．
２．２

空化模型

本研究基于均衡混合流假设，采用了Ｓｉｎｇｈａｌ等
人¨¨的空化模型求解窄化流场．
假定水蒸气是由许多极小的气泡组成，这些气
泡的生成和溃灭只受压力的影响，因此蒸汽的体积

１．１２

板的位置．图４虚线为基于一元理论旧１求得的液流

分数咖。可由下式得到：

咖。＝÷订ｎ。尺；

进口角．由图４可知，在前盖板附近的冲角较大，最
大冲角为ｏ；在后盖板处的冲角较小，为４。．因此，
相对诱导轮而言，首级叶轮在叶片进口的冲角较大．

（５）

式中尺。为空泡半径；ｒｔ。为单位体积内宅泡的数量．
流动中的液相和气相的质量传输方程如下：

警小（哪川＝Ｖ·（华）麻音
（６）
式中厂为扩散系数；Ｆｎ＋和而一分别表示蒸发与凝结
过程的质量传输量，其表达式分别为
Ｉ／Ｄ２

图４
Ｆｉｇ．４

沿首级叶轮叶片进口边的叶片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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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ｔ坠等必、／２
一只等／２

Ｐｓ－ｐ

ｐ￡－ｐ ｌ一

ｌ－（７）７

㈩

式中Ｆ。，Ｆ。，咖。。。皆为经验常数．
２．３计算条件

２

空化流场的计算方法

图５为立式多级筒袋泵的计算模型．为了计算
方便，将该泵的全流道分为两部分：首级叶轮及其两

为了进行初步的流动设计，或与试验结果对比，

端的诱导轮、首级叶轮的压水室及下游连接通道组

应用ＣＦＤ方法模拟流体机械内部的空化流场已经

成第一部分流道；自第一部分流道的连接通道开始

成为一种常用的研究手段．参考已有的空化流动模

至泵装置的下游流道，包括次级叶轮和第三级叶轮

拟的研究‘卜１０ ３，本研究采用常规的计算模型求解空

共同构成第二部分流道．两部分流道之间采用一个

化流场．

共同的交接面（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过渡．在该交接面上，保证

万方数据

４

数值和物理的连续性．

的扬程比试验测试的结果稍低，说明平均水力性能
预估的精度较好．

图６

立式多级筒袋泵的性能曲线（／７，＝１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４８０

ｒ／ｍｉｎ）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ｅｌ ｐｕｍｐ（，ｌ＝１ ４８０ ｒ／ｍｉｎ）
ｃｕｒｖｅ

表ｌ为泵装置临界空化ＮＰＳＨｃ的计算值与试
验结果的对比．其中泵装置Ｉ临界空化余量ＮＰＳＨｃ按
泵装置扬程下降３％时的ＮＰＳＨ计算．根据结果可
知，在设计流量附近，随流量增大ＮＰＳＨｃ增大，这种
图５
Ｆｉｇ．５

趋势与通常的离心泵的空化性能类似；在小流量和

多级立式筒袋泵的计算模型

设计流量下，数值计算得到的ＮＰＳＨｃ小于试验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ｅｌ ｐｕｍｐ

果．因为立式多级筒袋泵首级流动单元的比转速不

边界条件：在诱导轮的进口根据ＮＰＳＨ给定总

高（ｒｇ。＝１３５），在设计流量或较小流量时容易在叶轮

压条件；在泵的出口给定质量流量；设置叶片表面、

叶片的进口形成回流，而日前的空化模型往往忽略

静止部件的过流表面分别为相对各自坐标系静止的

了这些复杂现象的影响１１引，使得模拟结果出现一定

壁面．

的偏差．而当流量较大时，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很接

计算的运行条件：流量分别为０．７４Ｑ。，１．ＯＯＱ。，
１．２０Ｑｄ，转速为１

近．以上结果说明本研究采用的空化流计算方法可
合理预测泵装置的平均空化性能．

４８０ ｒ／ｍｉｎ．

表１

３

Ｔａｂ．１

结果及分析

３．１

ＮＰＳＨｃ的数值计算与试验值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ＮＰＳＨｃ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ｃｌＩｌａｆ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ＰｓＨｃ

试验结果
试验数据整理中，如下定义无量纲的流量比妒

试验值

计算值

与扬程比沙：
９

Ｑ

２瓦

．Ｈ

妒２瓦

（９）
通常可采用空化比转速Ｃ表示泵的吸人性
（１０）

能．在设计流量下以试验得到的ＮＰＳＨｃ计算，则本
研究中的立式多级筒袋泉的空化比转速Ｃ＝１ ４７９．从

式中Ｑ，日分别为试验泵的流量和扬程；Ｑｄ。，Ⅳｄ，分别

空化比转速的数值町看出，该泵吸入装置的空化性能

为首级流动单元（包括首级叶轮及其压水室）的流

远优于一般离心泵，说明采用上述的水力设计方法，

量和扬程．
按照ＧＢ／Ｔ １８１４９－－２０００离心泵、混流泵和轴流
泵水力性能试验规范，对立式多级筒袋泵进行了试
验测试．图６为试验得到的流量与扬程的关系．为了
与试验值进行比较，在设计流量Ｑ。附近的计算结果
也表示在图６中．由此可见，在设计流量附近，计算

万方数据

该立式多级筒袋泵的吸人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３．２泵内空化流场的分析
图７表示立式多级筒袋泵在设计流量下吸入装
置内的静压系数分布，静压系数为

ｃ，＝莆

（１１）

５

式中ｐ由为计算域进口的静压平均值．图中宅白部分

泵的扬程急剧下降．然而，在诱导轮内并未出现较大

为叶片或其他流动部件的固体壁面所截得的形状．

尺寸的空泡．由于在较大流量下．在诱导轮叶片进口

总体上，所有截面上的流态都比较均匀，在首级叶轮

的流动冲角很小．而在首级叶轮的叶片进口仍存在

及其匹配的静止流道内，沿径向的压力上升明显，说

较大的冲角．附着型片状空化主要发生在首级叶轮

明流动设计合理．

的叶片进口．

（ａ）诱导轮的巾截面

（ｂ）首级叶轮的叶高中间面

“）诱导轮叶片进１３的截面

图７设计流绩下吸入装置内的静压系数分布
ｆｎ＝ｌ

４８０

图９较大流量］：况下吸人装置内的咖。分布
（ｎ＝１ ４８０ ｒ／ｒａｉｎ，ＮＰＳＨ＝ｌ，３ ｍ）

ｒ／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ｕｃｌｕＹｅ ａ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ｏｉｎｔ（ｎ＝１ ４８０ ｒ／ｒａｉｎ）

Ｆｉｇ．７

（ｂ）首缀叶轮的叶商中间面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ｏｆ咖。ｉｎ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ｎ＝Ｉ ４８０ ｒ／ｍｉｎ，ＮＰＳＨ＝１．３ ｍ）

图８为设计流量条件下，ＮＰＳＩｔ＝０．７ ｍ时，在

从对泵性能的影响程度看，当诱导轮内出现较

诱导轮的叶片进口截面及首级叶轮叶高中间面上空

大尺寸宅泡时，泵装置的扬程、效率等指标并不会立

泡体积分数咖。的分布．根据图８所示的空泡表面形

即有明显的变化．因此，当泵运行流量小于或等于设

状可知，空化将首先在诱导轮内形成，且在叶片的轮

计流量时，即便诱导轮内产生较严重的空化，泵的性

缘处较为明显；首级叶轮内的空泡仅局限在叶片吸

能仍能维持一定的水平；而当泵运行在较大流量工

力面进口，且体积很小，此时吸入装置内的空化将以

况时，在首级叶轮的叶片进口一旦形成较大尺寸的

附着型片状空化为主；当ＮＰＳＨ进一步降低，空化流

空泡，导致叶轮流道的堵塞，泵的扬程即发生骤降．

充分发展后，在诱导轮内形成较大尺寸的宅泡，首级

此外，上述不同流量下的空化特征与立式多级筒袋

叶轮进口前的流道，由于空泡的堵塞作用将使得首

泵诱导轮和首级叶轮的叶片进口安放角的选取有

级叶轮进口处的流动受到扰动，在首级叶轮的叶片

关．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水流角而言，选取较

进口将难以形成附着型片状空化．因而，泵吸入装置

大的叶片进口安放角有益于改善离心式叶轮的吸入

的空化性能主要取决于诱导轮的空化状况．

性能【１”．通过选取较大的叶片进口安放角使得泵装
置的吸入性能得到一定改善，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
诱导轮的功效．

４结论
１）采用双吸式首级叶轮，且在首级叶轮的两侧
（ｂ）首级叶轮的叶嵩中间面

（｜）诱导轮叶片进口的截面

进口加设诱导轮，大幅提高ｒ立式多级筒袋泵的吸
人性能．泵的空化比转速可达ｌ ４７９．此外，在首级叶

图８设计流鼍Ｔ况下吸入装置内的击；分布
（Ⅱ＝１ ４８０ ｒ／ｍｉｎ，ＮＰＳＨ＝０．７ ｍ）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ｏｆ咖Ｅ
ｐｏｉｎｔ（／７，＝ｌ ４８０ ｒ／ｒａｉｎ，ＮＰＳＨ＝０．７ ｎ１）

ｄｅｓｉ印

轮的叶片进口选取较大的断面面积也是该泵获得优
秀空化性能的另一重要原因．
２）基于均衡混合流假设的空化模型，可较好地

图９为该泵在较大流最（妒＝１．２），ＮＰＳＨ＝１．３

预测采吸入装置的平均空化性能，模拟的空化流场

１１１时，吸入装置内的西。分布．由图可见，空化主要产

有助于了解水力设计各因素对泵内空化发展的

生在首级叶轮的叶片进口，在叶片进口背面形成的

影响．

空泡与叶片工作面连成一片，对流道造成堵塞，使得

万方数据

３）在设计诱导轮及首级叶轮时，选取较大的叶

６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２６（５）：４２—４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片进口安放角有利于改善泵装置的吸入性能，同时
［８］

有利于发挥诱导轮的功效．

Ｌｕｏ Ｘｉａｎｗｕ．Ａ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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