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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启动过程瞬态特性的试验
李志峰１”，吴大转１”，王乐勤∽，戴维平∽，陈丰秋３
（１．浙江大学化工机械研究所．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７；２．高压过程装备与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７；３．浙江大学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要：为进一步研究离心泵启动过程的瞬态特性，建立了离心泵瞬态性能测试系统．在球阀全
开、半开和全闭３种条件下，对离心泵的启动过程进行试验．在采集瞬态性能曲线的同时，应用粒
子成像测速技术对离心泵测试截面的二维瞬态流速进行了拍摄，并分析了瞬时外特性与内部流
动演化关系和产生试验误差的原因．结果表明，离心泵启动过程中内部流动演化呈现强烈的瞬态
特性．开阀启动过程扬程和功率随转速快速上升，瞬时流量表现出三次曲线的增长特性；阀门全
关启动的瞬时功率冲击达到稳态条件下的１．５倍，内部瞬态流动显示该冲击是由流体间相互掺
混和涡能量的传递所引起的．产生气泡和低的拍摄频率是引起ＰＩＶ测试误差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离心泵；启动；瞬态流动；管路阻力；粒子成像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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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对

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

流体机械的研究已经逐渐从稳态过程深入到非设计

为进一步研究离心泵启动过程内部瞬态流动机

工况和瞬态过程等特殊领域中¨。２Ｊ．离心泵启动过

理，分析内部流场与外特性间的相瓦关系，文中通过

程相对短暂，转速从零迅速升至上千转，严重偏离设

建立离心泵瞬态性能试验系统，分别对３种阀门不

计工况点，明显区别于稳态过程．Ｔｓｕｋａｍｏｔｏ Ｈ等口１

同开启程度下离心泵的启动过程进行试验，采用粒

对离心泵启动过程的瞬态流动进行了试验，表明启

子成像测速技术对泵启动过程瞬态流动演化进行

动时无量纲流量和扬程曲线从很大值急剧下降至低

研究．

于稳态曲线一定程度后才恢复至稳态水平．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Ｐ

Ｊ等【４１对离心泵在瞬态操作条件下进行试验，指

１试验装置和方法

出在大加速度下离心泵的瞬态性能不符合准稳态
假设．

试验台由循环管路、泵体和动力装置组成，如图

Ｔｈａｎａｐａｎｄｉ

Ｐ等∞１对离心泵在普通加速度下的

１所示．离心泵的主要设计参数为流量Ｑ＝３６０
４５０

ｍ３／

启动和停机过程进行了试验和理论研究，测试了不

ｈ，转速ｎ＝ｌ

同阀门开度下的瞬态性能，表明在通常加速度下，离

３５２．泵体测试截面的尺寸如图２所示．泵体的进出

ｒ／ｍｉｎ，扬程日＝８ ｍ，比转速ｎ。＝

心泵的瞬态性能基本符合准稳态假设．吴大转

口为有机玻璃管，泵体的前、上和后方均为有机玻璃

等【６。９’针对离心泵启动过程中的瞬态外特性进行了

板，可实现内流场拍摄．
出口电磁流量计
出口透明管
动力蓄能装置

泵体出口压力传感器
泵体
进口透明管

进口压力传感器

进口闸阀小闸阀进口电磁流量计

图１试验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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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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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丝孑＋去（忐）２（刍一麦），（－）
式中Ｐ２，Ｐ。分别为泵体出口和进口压力；ｐ为常温下
普通水的密度；ｇ为重力加速度；Ｑ为瞬时流量；ｄ。和
ｄ：分别为泵体进口和出口直径．
瞬态流场测试系统采用德国Ｌａｖｉｓｉｏｎ公司生产
的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
图２测试截面尺寸
Ｆｉｇ．２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ＩＶ系统．激光器跨帧时

间为２００ ａｓ，相机拍摄的周期约为ｌ／７ ｓ．拍摄时，激
光发射器位于泵体正上方中心截面处，ＣＣＤ相机对
准泵体正前方，以对泵体中截面的侧视图进行二维

动力装置采用变频电机实现叶轮的快速启动；
瞬时流量的测量采用电磁流量计，时间常数设为
０．２

Ｓ；在泵体进出口处安装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叶

轮转轴和动力装置间安装转速扭矩测量仪．
在测得进出口压力和管路瞬时流量后，瞬时扬
程的计算如式（１）所示：

万方数据

非定常ＰＩＶ测量．示踪粒子采用空心玻璃球．
调节变频电机的启动时间为１．０ Ｓ，启动完成后
的转速为１

５００

ｒ／ｍｉｎ，通过改变气动球阀的输入电

压可实现阀门开度的自动控制，对阀门全开、半开和
全关３种管路阻力条件下泵启动性能进行试验，同
时对启动过程的瞬时转速、流量、扬程和功率等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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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内部瞬时速度场演化过程进行ＰＩＶ测试．

Ｑ
ｕｏ
ｄ １ｌ

由图５ａ可以看出，阀门伞开启动时，瞬时外特
性随转速迅速卜升，瞬时流量呈近似三次曲线增长．

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４／７

ｓ时刻该截面内流动呈放射状，随时间推移右下

方流动状态始终较为平稳，而在６／７ ｓ时左上方可
２．１稳态结果分析

见一逆时针的漩涡，到１０／７ ｓ时该漩涡被主流冲击

图３为转速稳定在ｌ

５００

ｒ／ｍｉｎ时的日一Ｑ和

到边壁附近，测试截面内流动较为平缓，为一股主流

叼一Ｑ曲线，实测最高关死点扬程为１３．４ ｍ。最高效

流动．６／７ ｓ时刻测试平面内流体的平均速度约为

率点处的流量为３３１．７ ｍ３／ｈ，对应的扬程和效率分

０．６８ ｍ／ｓ．

别为７．１ ＩＩ！和６９．９％．

由图５ｂ可以看出，阀门半开启动时，瞬时功率
曲线有微小的冲击，随后回落至稳态水平．与图５ａ
相比，随着管路阻力的增大，在４／７ Ｓ时左上方已形
成一尺度较大但强度较小的漩涡，受主流影响，该涡
随后发展为横向的流动，７／７ Ｓ以前右下方稳定的呈
现出流动凸起的状态，至９／７ ｓ时，流道被主流所占
据，流动趋于稳定．在７／７ ｓ时刻测试平面内流体的
平均速度约为１．２０

ｍ／ｓ．

由图５ｃ可以看出，阀门全关启动时，瞬时功率
图３试验稳态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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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有一个明显的瞬时冲击，其峰值约为稳定值的１．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倍．从内流角度看，４／７ ｓ时右下方有一个小涡，到

为消除转速的影响，将流量和扬程进行无量纲
化，无量纲流量Ｃ。和扬程Ｃ。分别为

Ｃ。＝赤，Ｃｈ＝箍，（２）

式中ｄ：，ｂ：分别为叶轮的出口直径和出口宽度；Ⅱ：
为叶轮出口周向速度．

７／７

ｓ时左上方可见一对旋向相反的小涡，而此时下

方的涡变得不明显，到１０／７ ｓ时刻截面内流动极不
稳定，内部瞬时流动呈现横向卷吸和循环的趋势．由
于流茸为零，流速较低，７／７ ｓ时测试平面内流体的
平均速度约为０．５０

ｍ／ｓ．

通过对不同管路阻力条件下瞬时内外特性的分

图４为启动过程与准稳态无量纲特性曲线的对

析可知，在流量很大时，水流大量向出口方向涌出，

比．可以看出，启动中期无量纲扬程明显低于稳态扬

在垂直于测试截面方向的速度较大，而在测试截面

程，这与其他人的试验结果＂‘４’８１和Ｄａｚｉｎ Ａ等’１ ０’理

上的速度分量较低；阀门全关时，由于管路阻力大，

论结果相似．通过无量纲曲线对比可知启动过程明

在加速完成时会产生较大的瞬时负载冲击，其内部

显区别于准稳态假设．

瞬时流动表现为涡在泵体内部剧烈碰撞，流体相瓦
的掺混和涡能量的传递消耗了大量的能龟，使得输
入转矩明显增加，随后加速度下降，输人转矩义趋于
稳定，外部表现出瞬间负载冲击的现象．
离心泵不同管路阻力条件下启动过程的内外特
性试验测试表明，瞬时外特性与内部流场存在一一
对应的关系．泵内部流动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漩涡的
瞬时演化．然而由于叶轮本身的ｊ维造型以及选用

图４启动过程和准稳态无赶纲外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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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ｓｔａｔｅ

２．２启动结果分析

的叶轮为铸铁材料制成，使得内部叶片间的流场拍
摄十分困难，因而文中仅给出了叶片出口上方瞬时
流动的演化过程．如果为获得叶轮内部流动的详细
演化，可考虑采用透明的叶轮结构，或进行叶轮内部

图５为同等启动加速度时３种管路阻力条件

流动的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分析，以分析叶轮内

下，启动过程外特性曲线和对应条件下ＰＩＶ测试泵

部流动对外部性能的影响．而文中的试验测试数据

体中截面流场演化结果．

则可作为相应ＣＦＤ分析的对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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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启动过程外特性曲线与ＰＩＶ测试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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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误差分析
实测外特性误差表现为瞬时扬程与功率曲线的

３结论

波动值很大，可能是周围环境的干扰以及传感器测
试瞬时数据的不稳定所引起．

通过建立离心泵瞬态性能试验台，分别对模型

ＰＩＶ测试图像之间的拍摄间隔约为１／７ Ｓ，在时

泵瞬时和准稳态的内外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到

间点的选择上最多有１／７ ｓ的误差．由于激光跨帧

了３种管路阻力条件下瞬时性能曲线和泵体中截面

时间非常短，因此每幅图像计算速度的准确性是可

的流场ＰＩＶ测试结果．启动过程瞬时无量纲ｃ。一Ｃ。

以保证的．

曲线偏离准稳态曲线，表明启动过程明湿区别于对

启动时在测试截面产生了一定量的气泡，气泡

应的稳态情况；同时瞬时流动测试结果显示启动过

的存在一方面使激光发生散射削弱激光强度，另一

程泵内部流动呈现明显的非定常效应．通过比较显

方面将示踪粒子反射的激光折射，最终导致成像质

示泵内非定常流动与外部瞬态特性的吻合较好．

量不高，这是瞬态内特性后处理误差的主要来源．由

通过对瞬时内外特性的分析可知，对于比转速

于模型泵的进口负压还未达到致使空化的程度，推

较高的离心泵，管路阻力越大，启动过程瞬时负载冲

测气泡是由于循环管路内部和小水箱中有气体的存

击高，瞬态效应越明显．尤其在阀门全关即流量为零

留以及机械密封存在一定的泄漏，导致启动时在测

时的启动功率表现出较大的冲击，因而对比转速较

试截面产生了一定量的气泡．因而提高机械密封性

大的离心泵的关阀启动将可能导致过大的电网负载

能及排除测试装置中存留的气体可提高试验精度．

冲击．

万方数据

批昭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许友谊。奚伟永，杨敏官．高速诱导轮＝：维非定常湍

［７］

Ｙｏｕｙｉ，Ｘｉ

Ｗｅｉｙｏｎｇ，Ｙａｎｇ

Ｈｕ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２６（３）：５９—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裴毅。田莉，杨晓珍，等．转速变化对离心泵性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能的影响［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７，２５（４）：９一１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９（５）：６０５—６０８，６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ｍｐ［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静

［８］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ｕｐ

，毗－Ｉ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ｎａｐａｎｄｉ Ｐ，Ｐｒａｒ，ａｄ
ｎｅ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ｍａ／ｏｆ

Ｒ．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ｕｍｐ

ｕｓｉ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ｏ－

［９］

王乐勤，吴大转．混流泵管路负载快速变化过程瞬态
特性的试验研究［Ｊ］．通用机械，２００３（２）：６５－６８．
Ｗａｎｇ Ｌｅｑｉｎ，Ｗｕ Ｄａｚｈｕ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ｆ

ｐｉｐｉｎｇ

ａ

Ｏｎ

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

Ａ，Ｃａｉｇｎａｅｒｔ

Ｇ，Ｂｏｉｓ

吴大转，王乐勤，胡征宇．离心泵快速启动过程瞬态
水力特性的数值模拟［Ｊ］．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２００５。３９（９）：１４２７—１４３０。１４５４．

（１１）：１４３６—１４４４．

Ｆｌｕｉｄｓ

ｔｏ

ｒａｄ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Ｓ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ｕｒｉｎｇ

万方数据

ｒａｐｉ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ｐｅｒｆｏｒ－

ｐｅｒｉｏｄ［Ｊ］．Ｊｏｕｒｒｍｔ矿Ｚｈｅ－

ｐｕｍ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２９

Ｗｕ Ｄａｚｈｕａｎ，Ｗａｎｇ ｌ上ｑｉｎ，Ｈｕ Ｚｈｅｎｇｙｕ．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ａｕｃｅ

ｐｕｍｐ

ｌｏａｄｓ［Ｊ］．Ｇｅｎｅｒａ／

Ｇ．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ｉ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３（２）：６５—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Ｄａｚ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５，３７（１）：７７—８９．

［６］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７（１）：６８—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 Ｐ．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ｎ

ｒａｐｉ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１１７（２）：１２３—１２８．

［５］

ｓｔｕｄ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２，１０４（１）：６—１３．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Ｐ Ｊ。Ｂａｒｋｅｒ

吴大转，王乐勤，胡征宇．离心泵快速启动过程外部

（１）：６８—７０．

Ｔｓｕｋａｍｏｔｏ Ｈ．Ｏｈａｓｈｉ Ｈ．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ｕ Ｄａｚｈｕａｎ，Ｗａｎｇ Ｌｅｑｉｎ，Ｈｕ Ｚｈｅｎｇｙｕ．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２５（４）：９一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ｄｕｒｉｎｇ

特性的试验研究［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０６，２７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缸ｎｇ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

［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ａｐｉ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ｉ Ｙｉ，Ｔｉａｎ Ｌｉ。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ｅｎ，ｅｌ ａ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３］

Ｚｈｅｎｇｙｕ，Ｗｕ Ｄａｚｈｕａｎ，Ｗａｎｇ Ｌｅｑｉｎ．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ｄｕｃｅｒ［Ｉ］．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２］

学版，２００５，３９（５）：６０５—６０８．６２２．

Ｍｉｎｇｕ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ｉｎ

胡征字，吴大转，王乐勤．离心泵快速启动过程的瞬

态水力特性——外特性研究［Ｊ］．浙江大学学报：工

流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３）：５９—６３．
Ｘ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９（９）：

１４２７—１４３０．１４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陈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