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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南水北调工程中低扬程泵站采用变频调速进行工况调节的运行要求，应用相似准
则分别分析了泵和泵装置在不同转速下能量特性的关系，指出不同转速下泵的流量扬程关系特
性符合相似律，但由于进、出水流道中的流动受到水泵流动的影响，泵装置的流量扬程关系在不
同转速下不完全符合相似律。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分析了典型灯泡贯流泵装置在３种不同
转速下出水流道的流场分布，发现随着转速差距的加大，同一截面上的速度分布甚至出现相反的
分布规律，进一步证明了不同转速下的泵装置特性不完全符合相似律，因此变速工况下的低扬程
泵装置特性不能采用传统的相似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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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０７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有多座低扬程泵站的设计

有较大影响，作为有压管流，从相似准则考虑，如果流

扬程小于５．０ ｍ，其中一批泵站采用变频调速的工

动是处于阻力平方区的紊流。而且盈数大于一定的数

况调节方法．因此，低扬程水泵装置的变速特性研究

值，则仅需要满足压力相似，即Ｅｕｌｅｒ相似准则．如果流

在优化运行中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已有的研究表

速场相似，水流阻力就能够相似，压力场也能相似一１．

明¨。２－，在一定的转速范围内扬程流量关系仍遵从
水泵的相似律，但由于功率中水功率和机械损失与

在进水流道和出水流道，如果不考虑水泵的影
响，不同截面的流速是流鼍与面积之比

转速的关系不一致，因此轴功率按相似律换算偏差

由叶轮进ｎ速度ｊ角形可知，如果不考虑叶轮

较大，从而也影响效率，因而许多研究都集中在不同

预旋对进水流道的影响，进水流道中的速度与叶轮

尺寸之间的效率预测，很少研究相同尺寸但在不同

进口速度成比例，即满足运动棚似的条件．出水流道

转速下扬程流量之间的相似关系．国外的研究主要

的进几即为水泵后导叶体的出口，当出ｆ１流场无环

集中在高扬程泵变速运行的节能效果方面＂。Ｊ，很

鼍时，也满足运动相似，而Ｈ．根据轴流采的嘲｝｝层无

少涉及装置性能的相似关系研究，更未见不同转速

关性假设，水泵叶轮进门和出［１的轴面速度相等，则

下低扬程轴（混）流泵装置特性相似性研究成果的

进水、出水流道中的速度仅与轴面速度相关．实际

报道．近期的南水北调工程泵站变速特性试验结果

上，除ｒ最优工况点外，在导叶体的出几都有剩余环

显示。无论是用低转速预测高转速性能，还是用高转

量存在，而且变化规律极为复杂一。９１．

根据水泵的相似律堕：ｆ＿Ｄｍｎｍｌ，如果进、出水
一

速预测低转速性能，均出现偏差，而且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因此，笔者拟对低扬程泵装置的变速特性及相
似问题进行研究，为泵站优化运行提供理论指导．

、Ｕｐ／＇１，Ｍ，

Ｖｐ

ｎ

．．

’

ｎ

流道中流速满足盟＝孚／警条件，由于ＦｏｃＤ２，则在
口Ｐ

ｒ

Ｍ

Ｊｒ

Ｐ

同一装置下式（３）成立，即泵装置中不同转速下的

相似准则与相似定律

性能参数与泵性能参数表达式相同．
１．１

由导叶体出Ｕ速度三角形町知（见图１），如果

泵的相似准则与相似定律
在研究泵的水力性能时，应用相似准则的前提

出口环萤ＡＦ＃０，则出Ｕ速度即出水流道进Ｕ速度

是相似泵必须满足几何相似、运动相似和动力相似．

是轴面速度ｚ，。＝号与切向速度秽订＝羔的矢量和，

文献［６—７］指出，通常在泵中不考虑动力相似，只
根据几何相似、运动相似来得到相似定律．

介

Ａ，１

‘

１１—４

由于”。和口。，分别与几何尺寸的二次方和一次方成
反比，冈此不再满足前述条件，导致不同转速下的运

根据Ｑ＝｝（Ｄ２一ｄ：）口：。叼。，因为几何相似，有

动参数不相似．

纠湖驯黔

泵的扬程可以表示为Ｈ：竺些［些吼，因为

∑ａ［ｂ里ｃ叶唪Ｕ２

运动相似，原型和模型的速度比值相同，有

孝＝㈨㈢２ｍ７／ｈＭ∥）

㈩

ｖｏｌ

同一台泵在不同转速时，如果忽略效率的影响，
图ｌ

则流量和扬程分别与转速的一次方和二次方成比
仍Ｉ，即

Ｆｉｇ．１

轴流泵导叶体结构及速度三角形
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

●一
２

仇一倪峨一也

＝

ｎ一凡，●Ｉ

ｎ—ｎ

（３）

不同转速下的流道损失分析

、ｌＩ＿ｌ，

２．１数值计算方法

１．２流道的相似准则与相似定律
在低扬程泵装置中，进水和出水流道对装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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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０８

采用水泵装置全流道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转

速变化时水泵装置的进出水流道水力损失．采用

出水流道

灯泡体

导叶体

叶轮

进水流道

Ｇａｍｂｉｔ软件进行三维建模和网格剖分、有限容积法对
控制方程进行离散．借助商用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软
件Ｆ＇ｌｕｅｎｔ，运用ＲＮＧ ｋ一占紊流模型闭合时均Ｎａｖｉｅｒ—
图２数值模拟的低扬程灯泡贯流泵装置

Ｓｔｏｋｅｓ动量方程组，通过多重参考坐标系方法和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实现动一静流场耦合和压强与速度的

Ｌｏｗ·ｈｅａｄ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ｕｍｅｆｉｅａＪ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２．２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联合求解．采用亚松弛技术，以加快计算收敛速度．

以转速ｌ

计算对象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的不问泵装

２５０

ｒ／ｒａｉｎ的速度值为基准，假定流量

置，以流道损失较小的典型的低扬程灯泡贯流式模

与转速符合一次方的比例关系，分别计算１ ４５０和

型水泵装置为例（见图２），通过数值分析，研究装置

１ ６００

在ｌ

２５０，１

４５０和１

６００

ｒ／ｍｉｎ下的泵装置内部流速分布．３种转速下

该出水流道某横截面的一条线上Ｘ，ｙ和ｚ方向的

ｒ／ｍｉｎ等３种转速下的内部

速度分布如图３所示．

流动和流场分布．

图３
Ｆｉｇ．３

出水流道某横截面一条线上的流速分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ｌｉｎ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以看出，随着水泵转速变化范同的增加，

程度，附加损失再次减小，因此可以将附加损失划

２５０ ｒ／ｍｉｎ

分为３个区域，在Ａ区域随着流肇的增大而增大，

ｒ／ｍｉｎ，即转速增加１６％时，３个方向

在曰区域随着流量增大而减小，在Ｃ区域随着流

出水流道内部流动存在差异，当转速从１
增加到ｌ

４５０

的速度变化还有一定的趋势性，但当转速增加到
１ ６００

量的增大再次增大．

ｒ／ｍｉｎ，即增加２８％时，３个方向的速度出现

了相反的趋势，尤其在出水流道的右侧，切向速度
显著增大．因此，出水流道中速度分布与机组转速
密切相关，转速变化超出一定范嗣后，运动小再相
似，则说明小能采用式（３）预测泵装置不同转速下
的扬程和流量．
２．３出水流道中的附加损失
试验和数值分析结果均表明一一０｜，在后导叶
图４出水流道中的水力损失

体出口直至出水流道中，不同截面Ｉ二的切向速度
（即剩余环量）随不同工况变化，虽然目前尚无法

Ｆｉｇ．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用数学表达式精确表示，但不同比转速的水泵基

针对图２所示的｝ｎ水流道，分别对转速为１

本上在最优工况点附近剩余环量趋向于零，随着

和ｌ ４５０ ｒ／ｍｉｎ两种情况下不同流量的流道损失进

偏离最优工况点，切向速度均有增大的趋势．根据

行计算，结果如图５所示．在同一流量下不同转速有

对典型出水流道有采和无泵时水力损失计算和实

不同的损失值，说明出水流道中的水力损失不符合

测，两者的差值即为后导叶体出口剩余环量引起

Ａｈ。＝加２的变化规律．如果假定不同转速下流量

的损失，称为附加损失，如图４所示．很显然，在最

与转速成一次方比例关系，按照相似定律，对应流量

优工况点附近接近为０，随着流瞳的增大和减小，

工况点的水力损失应该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比例关

附加损失均有增大的趋势，但流量减小到一定的

系．图６为根据低转速数据按照相似律换算到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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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水力损失与实测结果对比，除了最佳工况点附
近比较接近外，其他工况点存在较大的误差，显然二

上述相反．只有当ｂ为０时，即在最优工况点附近，
预测才是准确的．

次方的比例关系并不成立．
３

结

论

（１）在低扬程水泵装置性能中，除了最优工况
点外，由于不同转速下出水流道中的流场不再符合
运动相似，因此传统的泵性能相似定律不能直接运
用到不同转速下的低扬程泵装置性能预测．
（２）水泵出口流场，即出水流道进口流场随转
速变化而变化．随着转速变化幅度的增大，不同转速
图５不同转速下的出水流道水力损失
Ｆｉｇ．５

下出水流道中速度的大小不仅不成比例，甚至连方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向都发生了改变，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３）通过有泵和无泵两种工况下的出水流道水
力损失分析，非最优工况下水泵出口环量是导致出
水流道损失变化规律复杂的主要原因．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中采用变频调速的泵站是在
一定转速范围内连续变化的，而模型装置试验仅对
有限多个转速进行性能测试．为指导泵站优化运行，
需要根据有限的数据准确预测不同转速下的装置特
性，因此建议对不同转速下泵出口流场进行测试，从
内特性寻求不同转速下性能之间的关系，在大量的

图６换算的出水流道水力损失与实测值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ｉｇ．６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ＶＳ

测试数据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获得不同转速下性能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的预测方法，指导泵站的优化运行．

２．４产生误差的数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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