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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碱泵强腐蚀的工作环境和效率较低的问题，提出了背开式双“Ｓ”形方形前盖板叶轮
碱泵的设计方法．采用加大流量系数法，分析了叶轮各几何参数对泵的通过性能和效率的影响。
得出双“ｓ”形叶轮有利于高粘性、易结晶或含少量颗粒的介质通过的结论；采用ＨＳ一１镍基合金
材料，研究其金相组织为奥氏体，保证了碱泵的耐蚀性能，降低了泵的造价；根据工艺要求，采用
单级悬臂结构，提高系统的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双“ｓ”形叶轮碱泵扬程一流量曲线平稳，无驼
峰，实际扬程５２．３ ｍ，流量为４ ｍ３／ｈ，效率为１６．１８％，满足设计要求，实现了碱泵的国产化，为小
流量超低比转速泵用于输送高温、强腐蚀、粘性介质泵的设计提供了设计参考．
关键词：碱泵；双“Ｓ”形叶轮；超低比转速泵；镍基合金；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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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工业是我国基础原材料工业，在我国经济

工业规模日益扩大，氯碱工业用泵需求迅速增长．但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近年来我国氯碱

系统中的几大关键设备——离子膜电解槽、吸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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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３６

碱泵等目前主要都还依赖进口，制约着我国氯碱工
业的发展．

１．１

叶轮几何参数的确定及叶片绘形
低比转速泵的设计常用方法有加大流量设计

碱泵作为整个装置的动力设备，使整个生产过
程流动化和化学反应顺利进行，主要用于输送氨盐

法、无过载设计法、短叶片偏置设计法和面积比设计
法．文中采用加大流量设计法进行设计计算＾６１．

水、热碱液、熔融碱、滤液等介质，其工作特点是高
温、强腐蚀且效率较低．由于碱泵工作介质都具有强
腐蚀性，一般的金属难以抵抗，因而如何正确选材是
泵设计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对该类泵的研究较少．
魏宗胜在《氯碱和纯碱工业用泵》中综述了氯碱
和纯碱工业用泉的种类和选型原则¨Ｊ，但未能针对泵
材选取及小流量低比转速流程泵设计进行论述；
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Ｏ’Ｂｒｉｅｎ等在｛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丑）轴面图（ｂ）主视图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ｌｏｒ—Ａｌｋａｌ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中论述了２００２年以来全球的氯碱产量和目
前主要的氯碱生产技术以及碱泵的使用情况【２ Ｊ．当前
国内碱泵的主要泵型是ＩＪ利碱泵，但该类泵流量范
围在６．３—４００ ｍ３／ｈ，对于流量为４．０ ｍ３／ｈ的小流量
工况尚空缺．
笔者以氯碱工业用碱泵的国产化研制为例，结
（ｃ）去除前盖板后叶片形状

合合肥氯碱厂二效蒸发装置主循环泵系统，介绍一

图Ｉ双“Ｓ”形叶轮结构示意图

种背开式双“Ｓ”形方形前盖板特殊叶轮结构，对叶
轮的设计方法、泵材料的选择、泵结构的选取及试验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ｄｕａｌ…Ｓ’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双“Ｓ＂形叶轮的设计
研制的高温碱泵是应用于二效蒸发装置的主循
环泵（Ｐ一２），其工况条件为输送４８％ＮａＯＨ熔融碱，
介质温度为１６０ ｏＣ，粘度为４．４０
１ ４４７．１

ｘ

１０～Ｐａ·ｓ，密度为

ｋｇ／ｍ３，要求设计流量为４ ｍ３／ｈ，扬程为

４７．０ ｍ．

图２双…Ｓ’形叶轮三维图
Ｆｉｇ．２

新型高温碱泵采用背开式双“Ｓ”形方形前盖板
叶轮．此种叶轮形式特殊，结构如图ｌ和图２所示．
具有以下特点：①叶轮设计成背开式结构，叶片数为
４片，从总体外观上看叶轮由两个“ｓ”形叶片组成；
②前盖板设计成方形，并在转角处圆弧光滑过渡，能
够减少一定量的圆盘摩擦损失，提高水力性能ｐ Ｊ，
并节省材料；③后盖板设计成背开式、直线型流线，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背面与泵盖盖板之间，是平面间隙形式，较开式叶轮
更易加工，也便于装配过程中间隙的调整与控制；⑤
双“Ｓ”形叶轮由于无部分前、后盖板，在具体工况应
用中较闭式叶轮更适用于有一定粘性介质、易结晶

ｄｕａｌ‘‘Ｓ”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文献［５］列出了流量在３—６ ｍ３／ｈ时的流量放
大系数Ｋ，取１．７，比转速在２３～３０时的比转速放
大系数Ｋ：取１．４８．本设计中泵的比转速为２０，故取
Ｋ。＝１．７，Ｋ２＝１．５．应用公式（１）和式（２）计算放大
后流量和扬程．
Ｑ’＝Ｋ。Ｑ，

（１）

ｎ鼻Ｋ２ｎ。，

（２）

式中Ｑ，ｎ。为设计流量和比转速；Ｑ’，ｎ：为放大后计
算流量和比转速．
１．１．２叶轮进口直径
Ｄｉ

５，／００２＋Ｄｈ２，

式中Ｄ。为轮毂直径，ｍ；Ｄｏ为叶轮进口有效直径，ⅡＬ

或含少量颗粒的工况条件Ｈ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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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１．１．１加大流量设计参数选择

加工工艺简单，并方便与轴向间隙的调整；④在泵运
行过程中，由于双“Ｓ”形叶轮的关键间隙位于叶轮

ｃｏｎｔｏｕｒ

１３７

Ｄｏ＝ｋｏ

件下也相当稳定．同时镍材还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

７Ｑ／ｎ，

式中Ｑ为流量，ｍ３／ｓ；／／，为转速，ｒ／ｍｉｎ；ｋ。为修正系

加工性能，耐高温，稳定的金属性能和良好的焊接性

数，这里取５．５．

能．因此，镍材被广泛用在氯碱工业中用来制造蒸发

１．１．３叶轮外径

器、储罐、管道、泵和阀门等，是氯碱工业的理想材料．

对于低比转速泵，应着重考虑降低叶轮外径Ｄ２

但镍材造价昂贵，如果通过研制新材料来替代

以减少圆盘摩擦损失．文献［７］提供的Ｄ：计算公式

进口泵材料，将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加速推进国
产化．根据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镍及镍合金铸件的

如下：

标准规范¨ｌ，笔者研制出新材料ＨＳ一１．

Ｄ：＝如７Ｑ／ｎ，

在新材料ＨＳ—ｌ中，应严格控制碳（Ｃ）、镍

式中ＫＤ，＝（９．５—１０）（ｎＪｌ００）－１／２；，ｌ。为比转速．
１．１．４

叶轮出口宽度

低比转速泵适当增大叶轮出口宽度ｂ：可以提

（Ｎｉ）、铬（Ｃｒ）、钼（Ｍｏ）的成分．适当降低碳含量，
能提高材料抗晶间腐蚀性能．镍是基本元素之一，
保证材料对苛性碱或中等还原性介质的耐蚀性及

高日，减小Ｄ：，且有利于叶轮的制造，使叶轮获得较

良好的机械性能，并保持高铬高钼合金的稳定性，

好的流道形状和较高的水力效率．文献［５］提供的

使之获得单一的奥氏体组织结构，这一点对合金

ｂ：计算公式如下：

的生产和加工非常重要．铬和钼能够提高对各种

６２＿０．７８（志）×獗．
１．１．５

介质温度的适应能力，分别提供抗氧化和抗还原
环境能力，并共同起到抵抗局部腐蚀（点蚀和缝隙

叶轮叶片的出口安放角

腐蚀）的作用．表ｌ为ＨＳ—ｌ材料合金成分，图３

研究表明适当增大叶轮出口安放角届：可以提
高日，减小Ｄ：，以减少圆盘损失，从而提高效率叼，但

为铸件在６００倍显微镜下的金相组织，图４为固溶
处理后的金相组织．

届：不宜取过大，否则会使流道弯曲严重，动扬程增

表１

加．根据文献［４］提供的凡。与卢：的关系表，查得比
转速在２２～３０范围内，及取３２。一４０。．
１．１．６叶片包角

Ｔａｂ．１

ＨＳ一１合金成分
％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ＨＳ一１ ａｌｌｏｙｉｎｇ

合金

Ｎｉ

ｃ

ＨＳ一１

５８

０．０５

Ｃｒ

Ｍｏ

Ｆｅ

Ｍｎ

１５．５

１６

５．５

０．５

由于叶片数较少，使包角０较一般离心泵大，０
取１ ５０。一２０００，大的包角有利于充分传递功率．
１．１．７叶片绘型
低比转速叶轮一般使用圆柱形叶片，结构简单，
也很紧凑．叶片绘型可采用方格网保角变换法，或采
用变角对数螺旋线作为叶片型线进行绘型．本设计
采用方格网法．
根据计算，取叶轮主要几何参数：Ｄ；＝５２
Ｄ２＝１８４ ｍｍ，ｂ２＝６

ｍｍ，

ａｍ，卢Ｉ＝１２。，住＝４００，０＝１８５０．

图３铸件金相组织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ｅ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ｂａｓｅ ａｌｌｏｙ

２泵材料的选择
碱泵所输送的介质具有强腐蚀性，且温度较高，
其苛刻的腐蚀环境对泵的可靠性要求较高，泵一旦
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只能立即停止运行．因此，要求
碱泵的叶轮、轴、轴承、密封件及壳体的材料除耐腐
蚀外还必须耐离温．

图４固溶热处理后金相组织
Ｆｉｇ．４

镍是化工生产中耐蚀性能非常好的材料，具有优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ｂａｓｅ ａｌｌｏ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异的耐碱性腐蚀性能．在苛性碱溶液中，镍表面能形

由图３和图４的金相组织照片可以观察到材料

成一种坚固的保护膜，阻止镍的腐蚀，即使在高温条

的金相组织为奥氏体，属于镍基合金．在铸态下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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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晶，经过固溶热处理后能够看到典型奥氏体组织．

求．这主要是由于双“Ｓ”形叶轮叶片数少，有利于流

材料经固溶热处理后能提高材料耐晶问腐蚀或耐应

道的通畅，从而提高了介质的通过能力，在输送高粘

力腐蚀能力．固溶热处理包括两个过程：

性、易结晶或含少量颗粒介质时有很好的流动性．

（１）将合金加热到１

０４０—１

１５０

ｏＣ，保持足够

长的时间；
（２）在２ ｒａｉｎ之内快速冷却，可水冷淬火或材
料厚度在１．５ ｍｍ以上时可快速空冷至黑色状态
（４００ ｏＣ左右）．

３泵结构的选取
对于高温泵，一般采用的结构是中间支撑式，以
保证泵与电机的中心高不变，但碱泵输送的介质温
度需保持在１６０℃，否则易形成结晶，降低效率，甚

图６
Ｆｉｇ．６

ＨＳｌＫＩ．５×１—８２镍泵的性能曲线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ＨＳＩ ＫＩ．５×１—８２ ｎｉｃｋｅｌ ｐｕｍｐ

至堵塞流道，烧毁电机．为了工艺需要及满足连续运
转要求，设计上执行ＡＰｌ６１０（１０版）标准《石油、重
化学和天然气工业用离心泵》，选用ＯＨｌ型单级悬

５应用实例分析与总结

臂结构，如图５所示．
如图７所示，碱泵在合肥氯碱厂运行一年以来，
运行稳定，流量和扬程满足工况要求，各过流部件无
明显腐蚀，用户反映良好．

图５碱泵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ｋａｌｉ ｐｕｍｐ

图７
Ｆｉｇ．７

国产化镍泵应用在氯碱厂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ｎｉｃｋｅｌ ｐｕｍｐ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ｌｏｒ—Ａｌｋａｌｉ ｆａｃｔｏｒｙ

碱泵采用ＨＳ一１镍基合金材料，能保证泵在高

４试验结果分析

温强腐蚀性介质中安全运行，延长泵使用寿命，较进
该泵在实验室进行了试验研究，对应设计点的
性能指标优于进Ｌ］样机，试验结果对比如表２所示，

口泵降低设备成本．由于材料本身耐高温，且为满足
工艺需要，泵体采用ＯＨＩ型单级悬臂结构．
背开式双“Ｓ”形方形前盖板叶轮有利于输送粘

ＨＳｌＫｌ．５×１—８２镍泵的性能曲线如图６所示．

性介质，使流道通畅，改善水力性能，提高泵效率．此

表２国产化泵与进口泵性能对比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种叶轮形式能广泛应用于氯碱工业，并为设计小流

ｐｕｍｐ

量、高粘性、腐蚀性强介质泵提供设计参考．

Ｖ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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