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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轴流泵装置模型试验的压力脉动
郑

君，周大庆，茅媛婷，刘美琴

源，刘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为了研究轴流泵内部压力脉动在不同叶片安放角度和扬程下的变化规律及特性，结合
南水北调某新建泵站，采用物理模型试验方法，在叶轮进口、叶轮出口和出水流道壁面上布置了
３个压力脉动测点，通过改变模型泵的扬程进行试验，采集了转轮模型叶片安放角为±４。及００的
压力脉动信号，并进行了幅值和频谱分析．结果表明，叶轮进口处比叶轮出口处压力脉动大；随着
叶片安放角度的增大，３个测点的压力脉动均有所增加，但在叶轮进口和叶轮出口，增加幅度不
大．在小扬程工况下，压力脉动的频率值仍以叶片通过频率为主；在高扬程工况下，低于ｌ倍叶片
通过频率的低频脉动会随着流量的减小，幅值越来越大，并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轴流泵；装置；压力脉动；模型试验；频谱分析；幅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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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轴流泵机组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大量应

方面‘２ｌ，对轴流泵压力脉动特性的研究不多．

用，其安全稳定性受到普遍关注．压力脉动是影响泵

对于泵内非稳定流场的压力脉动特性研究，通

站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１‘，因而对轴流泵压力

常有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两种方法．王福军等

脉动特性的研究至关重要，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

人采用大涡模拟方法，对轴流泵三维非定常湍流进

者对压力脉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水轮机及离心泵等

行了数值模拟和研究‘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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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南水北调某新建泵站的装置模型叶轮为３片叶
片，叶轮直径为３００ ｈｉｍ，转速为１

２５０

ｒ／ｍｉｎ，导叶为

６片．本研究结合此泵站，采用物理模型试验方

法ｍ ７｜，对轴流泵叶轮进出口及出水流道的压力脉
动进行测量，并对其幅值和频谱进行分析．

统计方法分析脉动波形的混频双峰值，国内外也偏
向于按置信度来计算混频的压力脉动峰峰值渖曲１．
因此，本试验结果按９７％置信度混频给出．
压力脉动相对幅值Ａ，定义为压力脉动波形的
双振幅峰峰值与试验水头的比值：

小筹×１００％

模型试验测点布置

式中Ｈ为试验水头，ｍ；△月为压力脉动双振幅峰峰
分别调整转轮模型叶片安放角为４－ｏ及０。进

值，ｍ．

行试验．测量系统由压力传感器、计算机数据采集系

２．１．１

统组成．本次试验布置了３个压力脉动试验测点，分

别布置在叶轮进１３、叶轮出口和出水流道壁面上．模

扬程与压力脉动相对幅值的关系

图２是叶片安放角度为一４。时，３个测点的扬程、
流量和压力脉动相对幅值之间的关系．

型测点布置见图１．

‘一
一？
图１模型测点布置尔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图２扬程、流节和相对幅值之闸的关系
（ｎｔ‘片安放角一４。时）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ｗｈｅｎ ｂｌａｄｅ ａｎｇｌｅ ｉｓ一４。）

传感器采用昆山双桥传感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由图２可见，随着扬程的增加，压力脉动相对幅

提供的ＢＭＥ一１１００压力传感器，量程为０—２００

值减小，在设计工况扬程３．７ ｍ时，压力脉动的相对

ｋＰａ，满幅输出５ Ｖ，零压输出２００±１００ ｍＶ，测试电

幅值降到最小．参考水泉装置模型特性曲线（图３）可

压２４

Ｖ．

知，设计工况扬程３．７ ｍ处于高效率区．可见，轴流泵

信号采集采用北京英华达ＥＮ９００便携式旋转
机械振动采集仪及配套分析系统．信号采集方式为

一旦在偏离高效率区（或者最优工况区）运行时，压力
脉动增大．

非细化方式，即每组采集数据为１ ０２４个点（４周
期ｘ２５６点）．机组转速为１

２５０

ｒ／ｍｉｎ．采集通道设

置为１４，１５和１６通道，分别为叶轮进口、叶轮出口、
出水流道压力脉动信号，对应测点１，２和３．
数据采集前，ｉＩｊ｝｜整模型泵的扬程，待流量和扬程
稳定后，进行数据采样．

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图３水泵装置模型特性『｝｝ｌ线

试验采集了水泵叶片安放角为一４０，００，４０时，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ｔｌｌ＇ｖｅ

ｏｆ ｐｕｍｐ ｄｅｖｉｃｅ

扬程分别为１．８，２．４，３．４，３．７和４ ｍ下的叶轮进、

叶轮导叶等过流部件一般是基于最优工况而进

出水口和出水流道压力脉动信号．对采集到的压力

行设计的．在最优上况下，水流离开叶轮时的切向速

脉动数据进行统计，并进行幅值和频谱分析．

度较小，压力脉动较小；当水采运行偏离最优工况时，

２．１压力脉动幅值

叶轮出口的流速分布就含有一定的切向速度分最，这

压力脉动的幅值分析通常采用时域内混频幅值

些切向速度分量可能会产乍旋转涡带或者脱流现象，

的相对值来进行描述．ＩＥＣ有关规程推荐采用概率

而机组在该状况下运行就会产生压力脉动，并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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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发噪音、空化宅蚀和振动．这也说明，对高效率区有着

动；叶轮出口处的压力脉动比进口处减小，出水流道

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叶轮、导叶等过流部件的几何形

处的压力脉动比叶轮出口处又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

状，均与压力脉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在泵站运行

为叶轮进口处受到叶片旋转的影响，水流运动剧烈，

时，尽量保证机组在最优工况区下工作，不仅能提高

振动明显；叶轮出口处水流由于受到导叶的整流和引

运行效率，也能减小压力脉动．

导，压力脉动得到控制；出水流道处已经远离叶片处，

２．１．２叶片安放角度对压力脉动的影响

受到叶片旋转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由于此处测点处于

如图４，观察各测点处分别在３个叶片安放角度

流道拐弯处，水流流速方向突然改变，泵内湍流发生

下（一４。，０。，４。），压力脉动相对幅值与扬程之间的关

不规则运动，压力脉动增强．这也反映了流道的几何

系，可以看出，叶轮进口处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压力脉

形状对压力脉动有影响．

图４不同测点在不同角度下相对幅值与扬程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ａｈ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ｌａｄｅ ａｎｓｌｅｓ

在同一测点下，随着叶片安放角度的增大，压力

放角度对叶轮进出口脉动幅值的变化值影响不大，

脉动均有所增加，但在叶轮进口和叶轮出口测点处，

而测点３可能是由于处于流道拐角处，受流量变化

不同角度的相射幅值变化值在０．０１５—０．０２之间；

的影响大的原因，故脉动幅值变化受角度影响较大．

在出水流道测点，不同角度的相对幅值变化值在

２．２压力脉动频谱

０．０５—０．１之间．
２．１．３不同测点扬程改变下压力脉动相对幅值
３个测点在试验最小扬程１．８ ｍ和设计扬程
３．７

ｍ处的压力脉动相对幅值变化值（差值）的比较

对采集到的压力脉动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分
析其频率分布．为了便于分析，主次频均以转频

（，＝蒜，ｎ为转速｝的倍数来表示．对各不同工况下
进出水口、出水流道处的压力脉动信号进行分析，列

见．图５．

出其主频（Ｆ１）及次频（Ｆ２，Ｆ３）的频率和幅值（Ａ；）．
由于篇幅限制，仅附上一４。时的压力脉动频谱分析
结果（表１），以及一４。下３个测点在设计扬程的时
域频域图（图６，图中Ａ为振幅）．为了便于分析转频
对脉动频率的影响，将频域图横坐标改为转频倍数
（Ⅳ）．
１）由表ｌ和图６可见，在３个测点位置，压力脉
图５
Ｆｉｇ．５

３个测点在试验扬程改变下Ａ，值变化值的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ｍｐｈｔｕｄ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ｈ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动的频率均以泵的叶片通过频率（３倍频）为主，但
可发现在后两个测点处，３倍主频的位置，振幅均比
叶轮进口小，这是因为测点２受到导叶的整流平顺

由图５可以发现，在不同叶片安放角口下，测点

作用，振幅减小，而测点３处除ｒ受到导叶作用，主

２即叶轮出Ｉ：１处压力脉动变化值分别为０．１４５，

要是离叶片渐远，所以受到叶频的影响也较小．导叶

０．１４４和０．１４１，变化微小；测点１即叶轮人口处相

叶片数对脉动频率的影响（６倍频）可以在图６的频

对幅值变化值分别为０．１５９，０．１５６和０．１５１，同样

域图中观察到；但是表现得并不明显．

变化不大；而测点３即出水流道相对幅值变化较大，

此外，由于压力脉动频率变化范围较宽，脉动信

分别为０．１９１，０．２１２和０．２８３．因此，不同的叶片安

号在传输过程中较易受到干扰，其中就包括２．４倍

万方数据

５４

—■———————一Ｉ
频（即转频２０．８３３

ＩＩＩ

ＴＩ Ｎ１１Ｆ＇Ｉ

ＩＩ——Ｉ

ＩＩＩ

Ｈｚ）也就是５０ Ｈ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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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干扰比较明硅，这意味着观测到的２．４倍频压

可以发现，除ｒ泵的叶片通过频率（３倍频）以外，还

力脉动主要是虚假脉动．在小扬程工况下，压力脉动

出现了０．２５倍频占据主频地位的现象．因此在出水

的频率值仍以叶片通过频率为主；在高扬程工况下，

流道处，叶片旋转频率对压力脉动的影响仍然存在，

由于泉内湍流强烈的不规则运动，低于１倍叶片通

但已不如叶轮进出口处强；在流体流出导叶后，由于

过频率的低频脉动会随着流量的减小，幅值越来越

远离叶片，叶片对其影响已经很不明显，低频脉动开

大，并占据主导地位．

始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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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Ｉ

一４。时的压力脉动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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