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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边对旋流泵性能影响的数值计算与试验
朱荣生１，苏保稳１，王秀礼１，殷勇钢２
（１．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江苏阔泉象业制造有限公－１，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９）

摘要：为提高旋流泵的扬程和效率，进行了折边对旋流泵性能影响的数值模拟与试验研究．通
过对３种具有不同折边大小的叶片的水力性能进行对比，分析折边对旋流泵性能的影响．采用
Ｐｒｏ／Ｅ造型和非结构化网格，把旋流泵无叶腔和叶轮作为一个整体来模拟旋流泵内部三维不可
压湍流场．数值模拟计算选取工作介质为清水．计算结果表明，旋流泵内部存在较强的纵向旋涡
和轴向旋涡。折边可以改善旋流泵内部流动情况，限制径向转为轴向的循环流动；通过对比试验
讨论了折边对旋流泵性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扬程提高３．６４ ｍ，效率提高近７．Ｏ％，折边能够
减小水力损失，提高旋流泵的扬程和效率．
关键词：旋流泵；折边；旋涡；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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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泵属于无堵塞泵，该泵的主要结构特征是

叶腔内循环．在输送含有固态颗粒的介质时，由于水

叶轮退缩在压水室后面的泵腔内，叶轮旋转时在叶

流在进入旋流泵叶轮之前在环形蜗壳中将大部分颗

轮前面的无叶腔内形成贯通流和循环流．贯通流通

粒从主流分离出去，因而叶轮磨损程度低、使用寿命

过叶轮叶片间流道进入泵室而流出，循环流则在无

长．这是旋流泵虽然与离心泵有相同的比转速范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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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荣／４－＿（１９６４一），男，湖南道县人，研究员（ｚｒｓ＠ｕｊｓ．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及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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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在矿山、化工等行业应用日益广泛的原因¨。２】．
潜水旋流泵的运行工况千差万别，泵的装置扬程出
现较大的变化，导致泵实际工况点在较大流量范围
内移动，水功率和输入功率会随流量上升而无限增
长，电机极易烧毁．为ｒ保证电机不因过载而烧毁就
要增大电机的额定功率，加大功率备用系数（１．４

倍），从而造成投资增加和能源浪费．由于存在循环
流，造成很大的水力损失，泵的效率较低，绝大多数
泵效率低于６０％，造成很大的能源浪费．因此，提高
旋流泵的效率成为设计人员的目标．
由于旋流泵的内部流动十分复杂，其研究一直

图１

是理论与试验相结合．陈红勋等【３１通过试验研究了

旋流泵非结构化网格

Ｖｏｒｔｅｘ ｐｕｍｐ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ｍｅｓｈ

Ｆｉｇ．１

旋流泵的内部流动及吸人性能；郑铭、Ｚｈｏ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

大多数学者在对旋流泵内部流场计算中，都把

等Ｈ。５１在旋流泵流场计算及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提

无叶腔和叶轮各自单独计算旧曲］，文中将旋流泵无

出了以蜗壳无叶腔体积与叶轮体积之比来设计旋流

叶腔和叶轮作为一个整体，利用湍流理论和相关模

泵；夏朋辉等拍１利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旋流泵内部流

型对其内部流动进行三维数值模拟计算．

动情况，得到旋流泵叶轮流道内存在的明显的回流

１．３模拟计算结果及分析

和漩涡是造成水力损失的主要原冈的结论；杨敏官

图２，３为旋流泵轴面流线分布．

等【７１分析了旋流泵结构参数对其性能的影响．上述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直叶片旋流泵的研究，从国内外
现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对具有弯曲叶片的旋流泵进
行研究．
文中以具有弯曲叶片型号为ＷＱＸ４０—５—２．２
的潜水旋流泵为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叶
片折边对旋流泵性能的影响，为深入研究旋流泵内
部流动的运动规律提供测试数据和理论基础．

１数值模拟
１．１旋流泵参数
ＷＱＸ４０一５—２．２型潜水旋流泵的基本参数为
流量Ｑ＝４０ ｍ３／ｈ，扬程日＝５ ｍ，转速，ｌ＝ｌ

４７０ ｒ／

图２轴而流线分布（Ｘ＝０）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Ｘ＝０）

ｒａｉｎ，比转速玑＝１６９．１５，采用弯曲叶片，叶片数Ｚ＝
２，叶片伞部在蜗壳内．
１．２数值模拟设置
数值计算采用三维定常雷诺时均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和ＲＮＧＫ ｋ一８两方程模型，计算方法为
隐式方法；泵进口采用速度进口条件；采用动静双参
考系处理叶轮和蜗壳中的水流运动问题，叶轮流道
区域采取旋转坐标系，转速为１

４７０

ｒ／ｒａｉｎ，蜗壳流

道区域为静止坐标系；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和二阶迎
风格式离散差分方程进行计算；设定各个速度分量
及ｋ，占的收敛精度为１０～；泵内部采用非结构化网
格，网格总数约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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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

０００，如图１所示．

图３轴面流线分布（Ｚ＝０）
ｒｅｇｉｏｎ（Ｚ＝Ｏ）

叶轮流道中存在非常明显的回流和漩涡，这是
由于叶轮在压水室中分布不对称．位于叶轮区域的

复杂；ａｎ折边后，流动情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漩涡
能量明显减小，作用区域也减小¨训．

水流先接触到蜗壳而发生碰撞，产生回流，然后该回

因此，旋流泵的水力损失主要是由于旋流泵内

流又与剩余水体再次发生碰撞，从而使回流区域扩

部存在着大量的回流和漩涡，从而导致了能量的耗

大．由图２可以看出，上下半平面内叶轮出口位置分

散，降低了旋流泵的效率．半开式叶片加折边后，能

布着两个明显的漩涡，随着折边的增大，漩涡作用范

限制径向转为轴向的循环流动，减小循环流损失和

围逐渐减小；随着折边的增大漩涡的中心逐步向远

冲击损失，提高旋流泵的效率．
图４为旋流泵压力总图．可以看出，总压力随半

离叶片的方向移动．
由图３可以看出，叶轮进口边靠近蜗壳区域产

径增大而增大，叶轮进ＶＩ总压最小，在出口处达到最

生了漩涡，随着折边增大，漩涡的作用范围减小；无

大值；随着折边的增大，总压也不断增大．因此，扬程

折边时，上半平面产生两个漩涡，说明流动情况相当

随折边的增大也逐步上升¨１｜．

图４压力总图（Ｙ＝０）
Ｆｉｇ．４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Ｙ＝０１

参数作对比试验．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选择３种

２试验

不同宽度的折边进行试验，分析其变化规律．
２．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试验方案设计

试验得到的泵外特性曲线如图６所示．

潜水旋流泵性能试验是在具有Ｂ级精度的江
苏国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水泵开式试验台上进行
的．测试系统由潜水旋流泵、管路系统、压力传感器、
涡轮流量计、调节阀、二次仪表等组成，根据《潜水
电泵试验方法》（ＧＢ／Ｔ １２７８５－－２００２）进行试验．试
验从关死点开始一直测到额定流量的２倍左右，相
关测试数据由计算机自动采集和处理．图５为试验
所用的叶轮及蜗壳．

图６试验泵外特性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ｔｅｓｔｅｄ

可以看出，随着折边的增大，扬程与效率曲线也
随着上升，轴功率上移；随着折边的加大，高效点向

图５旋流泵叶轮及蜗壳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ｔｅ ｏｆ

ｖｏｒｔｅｘ

ｐｕｍｐ

小流量方向偏移，高效区范围变窄；特别是当折边增

目前从理论上还无法确定叶片折边几何参数与

加不多时，轴功率几乎不变，这就为设计人员在选配

泵性能之间的函数关系，只能采用简单的改变几何

电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旋流泵的扬程和效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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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思路．由图６还可以看出，折边对旋流泵性能影

［４］

郑铭，袁寿其．旋流泵结构参数对泵性能的影响

响很大．加折边后，效率提高达近７．Ｏ％，扬程提高

［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０，３１（２）：４６—４９．

大约４．５ ｎ１．旋流泵无叶腔的旋涡水力损失是泵效

Ｚｈｅｎｇ Ｍｉｎｇ，Ｙｕａｎ
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率偏低的主体，从流场分析可知，随着折边的增大，

［５］

Ｚｈｏｕ

论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３，９（１）：４９－６１．

环流动，从而减小循环流水力损失，提高旋流泵的扬

Ｘｉａ Ｐｅｎｇｈｕｉ，Ｉｊｕ

程和效率．

（３）加折边后，高效点向小流量方向偏移，高效

杨敏官，高波，顾海飞，等．旋流式模型泵内部三维
湍流场的测量［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１）：６０一６３．

区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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