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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设计研究
王洋，蒋其松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扛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基于Ｆｌｕｅｎｔ泵内部全流场数值模拟及性能预测，对ＩＳ６５—４０—２００型泵进行了两段变曲率
叶型改型尝试．分析了加短叶片前后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性能的变化规律，发现加短叶片后泵的
扬程明显提高且效率基本相同．对比了具有不同改型比例的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的性能，分析改
型比例对泵性能的影响，确定了改型比例范围．分析了改型前后泵性能的变化规律，总结了两段变
曲率叶型离心泵改型方法．提出了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的设计方法：先设计一台基础离心泵，且
基础泵最高效率点的流量在小流量区域，再在此基础上改型设计．通过样机试验，验证了此设计方
法的可行性．研究表明：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比同设计参数的普通离心泵尺寸小，轴向力低．
关键词：离心泵；两段变曲率叶型；数值模拟；性能预测；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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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出口安放角口：是叶轮主要几何参数之一，

程．目前，国内对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缺少系统研

对泵的扬程、效率和特性曲线的形状有重要影响．离

究．笔者对普通离心泵叶片进行改型尝试，采用Ｆｌｕ．

心泵出１３安放角伤的－￥－ｍ范围是１８。～４０。‘¨．

ｅｎｔ软件对各模型全流场数值模拟及性能预测．研究

ＸＯＢＩＩｅＨＫｏＢ首先提出了大出１：３角两段变曲率叶型叶

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改型方法及性能变化规律，

轮的改型方法‘２ｌ，但没有给出这种泵的详细设计过

总结其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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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式中ｌ，为液体的运动粘度，２０℃的水运动粘度ｕ＝

１离心泵内部全流场的数值模拟

１．００７×１０～ｍ２／ｓ；Ａ为过流断面面积，ｍ２；ｆ为湿周
周长，ｍ．出口条件：计算前出口压力未知，采用自由

１．１物理模型及网格划分

出流边界条件．
固壁条件：在固壁处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在近

目前，泉内部流场数值计算得到广泛应用ｐ。ｏ，
大多仅分析叶轮流道和蜗壳流道，不考虑前后腔及

壁区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口环间隙处流道．泵的伞流场数值计算包括了泵的
所有流道，更符合实际，能够更准确预测泵的性能．

２

采用Ｐｒｏ／Ｅ软件建立泵全流场计算模型，包括叶轮
进Ｕ前延伸部分、叶轮进口前延伸部分与口环间隙
相连接的环状体积、口环间隙、前腔体与蜗壳相连接
的环状体积、前腔体、叶轮、蜗壳、后腔体和后腔体与
蜗壳相连接的环状体积组成，如图ｌ所示．

设计方案研究
由叶片式水力机械欧拉方程推导得的泵的理论

扬程

日ｔ＝詈（圹羰Ｑ，）

（２）

式中ｕ：为圆周速度，ｍ／ｓ；Ｄ：为叶轮外径，ｍｍ；６：为
叶轮出口宽度，ｍｍ；Ｑ，为采的理论流量，ｍ３／ｓ．从式
（２）和图２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理

论扬程珥随叶片出１：３安放角卢：的加大而增高，这
表明加大皮可减小叶轮外径，减小泵体尺寸，从而
降低泵的成本．另外，由于叶轮出１３周向速度“：比
轴面速度秽。：高一个数量级，叶轮的出１３轴面速度

。◆岛－－９０。

秽砬对绝对速度副：的影响不是很大，不会导致压水室
中水力损失的明显增加心Ｊ．

图１计算模型不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采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进行网格划分，叶轮进门前延
伸部分、环状体积及口环间隙采用六面体网格，前、
后腔体，蜗壳，叶轮采用适应性很强的混合网格，检
查网格质量。经检查，网格的等角斜率和等尺斜率

图２叶轮出口安放角的变化对扬程的影响

都小于０．８５，网格质量良好．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３２

Ｏｎ

ｈｅａｄ

１．２计算求解
采用标准后一８湍流模型，近壁面采用标准擘面
函数，压力和速度的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压力方

２．１泵参数选择
选用ＩＳ６５—４０—２００型离心泵，设计参数为流

程的离散采用标准格式，动量方程、湍动能和耗散率

量Ｑ＝２５ ｍ’／ｈ，扬程Ｈ＝５０ ｍ，转速／／，＝２

输运方程的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在迭代计算的

ｍｉｎ．泵的主要几何参数为叶轮进口直径Ｄ。＝５５

过程中，通过监测残差判断计算是否收敛，收敛精度

ｍｍ，Ｄ２＝１９８ ｍｍ，ｂ２＝７

３０。，基圆直径Ｄ，＝２０８

为１０～．为加快收敛，采用欠松弛冈子迭代．
进口条件：假定叶轮进口前速度口；。在轴向均匀
分布，其大小为流量与进口面积之比．进口湍流强度

ｊ

ｌＤ。＝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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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叶轮出口安放角卢２＝

ｍｍ．

２．２短叶片对泵性能影响
叶片出口端折弯至卢：＝９００的部分占整个叶片
的比例定义为Ｒ．图３为泵的性能曲线，其中１—５

，和水力直径Ｄｈ
ｆ，：０．１６

９００ ｒ／

ｘ

号泵为表１中ｌ一４号泵不加短叶片模型．由图３可

ｆ丛ｒ
、

ｔ，７

（１）

以看出：ｌ一４号泵扬程比ｌ一５号泉扬程高很多，效
率在小流量略低．在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设计时
相邻叶片间加１枚短叶片．

２７

——————■——■■啊喇豳曹圈■一ＩＩＩ

ｉｉｉｉ

ｒＩｍ

Ｉ

Ｉ一

图３有、无短叶片泵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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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ｈｏｒｔ

ｂｌａｄｅｓ

２．３多方案性能分析

立不同的计算模型，如图４所示，表１为泵模型方案

２．３．１方案及模型建立

参数．对各模型进行网格划分，由于模型较多，没有

对改型前后具有不同叶片数和不｜司改型比例建

给出网格模型图．

图４叶轮计算模璎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表１泵的模型方案
Ｔａｂ．１

Ｚ／枚

８

月

象模型号

Ｏ

ｌ一０

Ｏ．１５

ｌ—ｌ

Ｏ．２５

ｌ一２

Ｏ．３５
０．４５

围内，叶片改型后的泵扬程随着尺的增加而增大．Ｒ

Ｐｕｍｐ ｍｏｄｅｌｓ

∥枚

＝０．２５—０．４５时，泵的扬程基本相同，变化不大．

Ｒ

象模剖号

Ｏ

２一Ｏ

Ｏ．１５

２一ｌ

Ｏ．２５

２—２

０．１５～０．４５范围内，改型后的泵效率在小流量区域

ｌ一３

０．３５

２—３

基本相同，大流量区域的泵效率随着Ｒ的增大而增

Ｉ一４

０．４５

２—４

７

２．３．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对表１中的１０个模型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全
流场数值模拟及性能预测，得到泵的性能曲线，如图
５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
１）叶轮改型后的泵扬程大幅度提高，且扬程增
加值随着流量的变大而增大．在Ｒ＝０．１５～０．４５范

万方数据

２）改型后的象效率在小流量区域降低，在大流
量区域增大，并且最高效率点向大流量偏移．在Ｒ＝

大．
３）在尺相同时，８叶片泵的扬程比７叶片泵的
扬程高，而泵的效率摹本相同．
４）改型后的泵最高扬程点的流量比基础泵最
高效率点的流量略大．
５）选取的ＩＳ６５—４０—２００型泵最高效率点的流
量为３４ ｍ３／ｈ，改型后两段变曲率离心泵最高扬程
点的流量为３６

ｍ３／ｈ．

２８
■———■■——■———————●■■——————■———■————————■———————■Ｉ

Ｉｌｌｌ ＨＩ

ｌ［■—一

图５不同模型泵件能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２．４设计方法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的设计参数相同的双曲率离心泵，设计流量为

在全流场数值模拟数据分析基础上，对两段变
曲率叶型离心泵的设计方法总结如下：

Ｑ＝２５ ｍ３／ｈ，扬程Ｈ＝５０ ｍ，转速ｎ＝２

９００ ｒ／ｍｉｎ．

根据总结的设计方法，先设计出基础离心泵，其设计

１）Ｒ＝０．２５—０．４５时，泵的扬程基本相同且效
率较高，建议尺选择为０．２５～０．４５．

参数为Ｑ＝２０

ｍ３／ｈ，日＝４０

ｍ，转速凡＝２

９００ ｒ／

ｍｉｎ，且基础泵最高效率点的流量需小于等于２０

２）在没计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叶轮时推荐
选择叶片数Ｚ＝８．

ｍ３／ｈ，再在此基础上改型．设计过程中２台两段变
曲率叶型离心泵达到设计要求，主要几何参数如表

３）由于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最高扬程点的

２所示．

流量比基础泵的最高效率点的流量略大，为了保证

叶轮流道模型如图６所示．其中４—０号泵为４

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工作范围内无驼峰，应先设

—１号泵的基础泵，５号泵为ＩＳ６５—４０—２００型泵的

计１台基础离心泵，使基础泵的最高效率点的流量

６叶片模型．

在小流鼍区域．此结论为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设

表２泵的主要几何参数

计方法的关键．

Ｔａｂ．２

Ｚ／枚Ｄｏ／ｍｍ

３设计实例
３．１泵参数选择及模型建立

ｂ２／ｒａｍ

Ｒ

Ｄ３／ｍｍ

模型号

５５

１８２

５

１９０

０．３５

３一Ｉ

８

５５

１８０

６

１９０

０．３５

４一ｌ

６

５５

１９８

７

２０８

０

５

网６叶轮流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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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ｍｍ

８

为’ｒ具有可比性，设计与ＩＳ６５—４０—２００型泵

Ｆｉｇ．６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ｕｍｐ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２９

３．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２）４—１号泵设计点效率与５号泵效率基本相

对３一ｌ号、４—０号、４—１号和５号泵进行全流
场模拟和性能预测，性能曲线如图７所示．

同，效率为６３．５％．
３）４—１号泵比４—０号泵扬程大幅度提高．４—

由图７可以看出：

１号泵比４—０号泵小流量区域效率降低，大流量处

１）３一ｌ号泵和４一ｌ号泵均满足设计要求．３一

效率提高，最高效率点向大流量偏移．

ｌ号泵的Ｈ—Ｑ曲线比较陡，流量Ｑ＝２２ ｍ３／ｈ时，

４）４—０号泵的最高效率点流量为Ｑ＝２０

ｍ３／ｈ，

扬程陡降．４—１号泵的Ｈ—Ｑ曲线较３—１号泵平

４—１号泵的最高扬程点的流量为Ｑ＝２１ ｍ３／ｈ，验证

坦，４—１号泵效率较３—１号泵高，高效范围宽．这

了总结的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的设计方法．

主要是叶轮出口宽度的影响，３—１号泵出口宽度小

５）４一ｌ号泵的叶轮和蜗壳尺寸比５号泵的叶

造成叶轮内部流道堵塞，水力损失严重．４一ｌ号泵

轮和蜗壳尺寸明显变小，减小了泵的体积，降低了

模型较好．

成本．

图７离心泵性能曲线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ｔｌｒＶｅ￥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ｓ

图８为４一ｌ号泵和５号泵的轴向力Ｆ对比．４
一ｌ号泵的轴向力明显小于５号泵，在设计流量点
轴向力仅为５５０ Ｎ，而５号泵在设计流量点轴向力
是８５０ Ｎ．４—１号泵町靠性增加．

图８离心泵轴向力曲线
Ｆｉｇ．８

Ａｘ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ｓ

４试验验证
对４—１号泵按《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

图９试验值和计算值的对比
Ｆｉｇ．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５结论

验１级和２级》进行水泵性能试验，试验结果与数值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如图９所示．试验测得的设计点
扬程为５０．４ ｍ，效率为６１．８％。超过ＧＢ／Ｔ １３００７—

１）设计两段变曲率叶型叶轮时应加短叶片，且
改型比例范围为０．２５—０．４５．

９１离心泵效率Ａ线的规定值：５９％，满足设计要求；

２）设计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时，先设计ｌ台

计算值与试验值有所差别，但误差值在允许范围

基础离心泵，且基础泵最高效率点的流量在小流量

之内．

区域，再在其基础上改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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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最高扬程点的流量

［４］

比基础泵最高效率点的流鼋略大．

Ｓｐｅｎｃｅ Ｒ。Ａｍａｒａ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ｓ

４）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比基础泵扬程曲线

ｒｅｃｔ

５）设计了１台给定设计参数的两段变曲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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