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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分流Ⅱ十片离心泵无过载特性的理论与试验研究
张金凤，沈艳宁，袁寿其，陆伟刚，袁建平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 ３）

摘要：通过整合分流叶片设计方法和无过载理论，基于无限叶片数理论和泵的欧拉方程，分析
了带分流叶片离心泵无过载特性实现的理论条件，并推导了最大轴功率及其位置的预估公式．按
高效无过载离心泵的设计要求，选择叶片出口安放角岛，叶片出口宽度ｂ：，喉部面积Ｆ。以及分流
叶片进口直径Ｄ；，设计了三水平的ｋ（３４）标准正交试验方案．试验得到了各参数对带分流叶片
离心泵各性能指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ｂ：，芦：，Ｆ。，Ｄｉ，并得出模型泵的最优设计方案，同时验证了
所推导的带分流叶片离心泵轴功率极值点预估公式的有效性．对最优设计方案的测试结果表明，
在实现无过载的同时，保持了较高效率，达到了试验目的．说明分流叶片设计和无过载设计理论
的整合，可以实现离心泵的高效无过载特性．
关键词：离心泵；分流叶片；无过载特性；最大轴功率；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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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叶片的离心泵进行了多工况的数值模拟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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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进口直径．

用，并给出几个参数的推荐取值；陈松山等【６ ｏ正交

由于机械损失町。与流量基本无关，容积损失＿，７，

试验表明分流叶片的添置虽对泵扬程有一定提高，

随流量变化而有很小的改变，故对某一比转数的泵

但效率影响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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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添置分流叶片能改善叶轮内流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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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泵的扬程和效率，但基于加大流量法设计的叶轮

Ｈ：，／３。，‰等均为已知量，轴功率Ｐ仅为流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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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很难实现轴功率特性的控制．
袁寿其∞１详细总结了具有饱和轴功率特性离
心泵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离心泵无过载设计理
论．但该设计方法往往是牺牲效率来实现无过载特

大值．由轴功率的实际问题，此极大值即为最大值，
因此由Ｐｆｌｅｉｄｅｒｅｒ滑移系数公式以及速度三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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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离心泵轴功率无过载理论进行分析，选择对离心
泵性能影响比较关键的４个参数进行正交试验，探
索几何参数对带分流叶片离心泵无过载性能的影响

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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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分流叶片离心泵理论扬程可表示为…
鼠ｈ＝见＋Ｈｂ＝肛。日。。＋肛６日６。，

一【·＋半×南

对应的滑移系数，

２

２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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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无限叶片数理论以及泵的欧拉方程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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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为分流叶片进口至叶轮出口的扬程，ｍ；／ｚ。为与也。

二ｌ

’７。叼，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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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圮为叶轮进口至分流叶片进口的扬程，ｍ；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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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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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试验测试
试验叶轮采用熔丝沉积成形工艺（简称快速成

Ｋ２＝０．８０～０．９０．

式（５）是带分流叶片离心泵轴功率出现极值的

型工艺）进行加工，３个蜗壳分别作木模铸造．试验

理论条件，而式（７）和式（８）为带分流叶片离心泵

在机械工业排灌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镇江）开

轴功率极值点预估公式．

式试验台上进行，试验数据和曲线均由微机自动采

由式（７）和式（８）可知，Ｄ：，ｚ，岛，ｂ２，Ｄ；，砂：（排
挤系数）等是影响离心泵最大轴功率Ｐ一和最大轴

集和处理．试验用叶轮、蜗壳及开式试验台如图１
所示．

功率点流量Ｑ～的重要因素，此外叶轮进口参数、
流道几何形状及蜗壳喉部面积Ｆ。等对泵的性能也
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探索主要几何参数对效率、最大
轴功率值及其位置的影响规律及主次顺序，选择确
定模型泵的最优设计参数组合，正交试验研究是一
种快速而又科学的方法．

正交试验方案

２

模型泵参数：流量Ｑ＝５０ ｍ３／ｈ，扬程Ｈ＝５５
ｍ，转速，ｌ＝２
Ｐ＝１５

９５０

ｒ／ｍｉｎ，比转数ｎ。＝６２，配套功率

ｋＷ．性能要求：效率６５％，最大功率小于等

于１．１倍的额定功率．
２．１

试验因素的确定
Ｄ：虽是影响泵性能的重要参数，但根据已有测
（ｃ）开式试验台

试结果及经验，按经验公式计算得到的Ｄ：基本可以
图１试验叶轮、蜗壳及开式试验台

满足要求．在此选择岛，ｂ：，Ｄｉ，Ｆ。，设计了三水平的

Ｆｉｇ．１

ｋ（３４）标准正交试验方案，对应因素水平表以及设

表１因素水平
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ｅｖｅｌｓ

ｔｅｓｔ

ｒｉｇ

试验中的工作介质为２０ ｏｃ的清水，出口管路

计方案分别如表ｌ，２所示．

Ｔａｂ．１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ｖｏｌｕｔｅｓ ａｎｄ

的阀门用来调节流量，流量由ＬＷＧＹ涡轮流量计测
得，泵进出口压力由ＭＴＨ压力变送器测量，轴功率
通过ＣＷ转矩转速测功仪得出．试验中通过改变出
水管路上的闸阀的开度来调节流量，每改变一次闸
阀的开度，测出水泵的流量及压力传感器、转矩转速
测功仪的读数．

一．表２正交试验方案
Ｔａｂ．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

３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

一。。。’’…

３．１试验结果汇总
表３为正交试验测试结果汇总，分别列出了额
定点、最高效率点以及轴功率最大点的对应数据．由
数据分析可知：９台泵的轴功率均出现了最大值，其
中，第１，２，４，５，７号泵的轴功率最大值小于额定功
率，但第１，４，７号泵在额定点的扬程均较低，未达到
设计要求；第３，８号泵的轴功率与额定功率较为接
近，且第３，６，８，９号泵的轴功率均在较大流量点处
出现轴功率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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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试验结果汇总
Ｔａｂ．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额定点

最大轴功率点

最高效率点

编号
Ｑ／（ｍ３／ｈ）Ｈ／ｍ

７／％

Ｑ／（ｍ３／ｈ）Ｈ／ｍ

３．２计算极差，确定因素的主次顺序
Ｋ表示任一列上水平号为ｉ（ｉ＝１，２，３）时，所

、７１／％

Ｑ舳＾／（ｍ３／ｈ）

Ｐ一／ｋｗ

表５最高效率点和最大轴功率点极差分析
Ｔａｂ．５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 ｔｗｏ ｐｏｉｎｔｓ

对应的试验结果之和．ｋｉ＝Ｋｉ／ｓ，其中ｓ为任一列上
各水平出现的次数，表示任一列上因素取水平ｉ时
所得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尺为极差，Ｒ＝ｍａｘ｛ｋｌ，ｋ２，ｋ３｝一ｒａｉｎ｛ｋｌ，ｋ２，
ｋ，｝．一般而言，极差Ｒ大小反映各因素改变对试验
结果的影响大小．极差越大，表示该因素在试验范围
内的变化会导致试验指标在数值上更大的变化，所
以极差最大的那一列，就是因素的水平对试验结果
影响最大的因素，也就是最主要的因素．
表４列出了额定点试验结果的直观分析，分别

３．３最优方案的选择及试验
根据上述极差分析和因素对性能影响的分析
（图２）可得到初选的各因素水平如表６所示．
表６初选各因素水平

计算了各因素的极差，从极差大小可以很直观的得
Ｔａｂ．６

出各因素对性能指标影响的主次顺序，依次为ｂ：，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岛，，。，Ｄｉ．
表４额定点试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 ｒａｔｅｄ ｐｏｉｎｔ

因素Ａ：对Ｑ，Ｑ尸ｍａｘ，Ｐ一，Ｑ。一均是Ａｌ最好，Ａ２
次之；对日，叼，以。。，叩一，则／４３最好，Ａ２与之接近，但
取Ａ３时，泵轴功率过大．综合考虑，选Ａ２为最优．

因素Ｂ：对Ｐ一，Ｑ‰，Ｑ。一均是日ｌ最优，但其
额定点扬程非常低；对Ｑ，舵为优；对日，叼，矾一，
叼。。，，则的最优，毖时指标值与之接近，但仍时试
表５列出了最高效率点及最大轴功率点各因素
的极差值，从极差大小可以很直观的得出各因素对
流量、扬程、轴功率、效率等性能指标影响的主次顺
序，依次为ｂ：，伤，Ｆ。，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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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泵轴功率均偏大．考虑因素Ａ的选取，选脱为优．
因素Ｃ：对Ｑ和ＱＰｎｌ＿ｌ，Ｃｌ为优；对Ｑ。一和Ｈ，一
均是Ｃ２为最优；对日，叼，Ｐ一，，７一，则ｃ３为优．为提
高效率，降低轴功率，选Ｃ３为优．

因素Ｄ：对Ｑ，Ｑ，一，Ｑ，一，日。一均是Ｄｌ最优；对
Ⅳ，因素Ｄ三个水平均达到要求，且水平Ｄ２扬程最

高；对田，Ｐ。，，，７。。均是砚最优．综合考虑各因素，
取水平砚为优．

图２最高效率点和最大轴功率点各性能与因素关系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ｉｌ

ｐｕｍ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因此，选出的带分流叶片无过载离心泵最优组

由图３可知，选优方案轴功率出现极值，最大轴功率

合参数为Ａ２，跎，ｃ３，砚，即正交试验中的５号叶轮

小于配套电机功率，Ｑ＝５６．８４ ｍ３／ｈ时Ｈ＝５８．５４

与２号蜗壳的组合．

ｍ，，７＝６７．０８％，Ｐ＝１３．５１

图３为选优组合方案的实物试验性能曲线．

ｋＷ，在较大流量区工作

时性能更优且轴功率无过载，有较宽的高效区．

４轴功率极值点预估公式的验证
根据式（７），（８），对已有的实现了无过载的１０
台带分流叶片离心泵进行计算，表７列出了计算得到
的轴功率最大值和最大值点流量值，并与试验值相对
比，计算了相对误差．得出的最大轴功率流量点平均
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为４．２０％，最大轴功率计算值的平
图３

选优组合方案性能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

均相对误差绝财值为６．４５％，基本可以满足工程实
践，可以用来对泵最大轴功率及其流量点进行估算．

表７轴功率极值点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ｔｅｓｔ

载特性的离心泵．通过理论推导和正交试验研究，深
５

结论

入探讨了带分流叶片离心泵的无过载特性．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把分流叶片设计和无过载

论条件，推导了最大轴功率及其位置的预估公式．

（１）分析了带分流叶片离心泵无过载实现的理
理论整合，在无过载设计理论基础上，通过添加分流

（２）通过Ｌ９（３４）标准正交试验得到了各几何参

叶片，提高泵的扬程和效率，设计既高效又具有无过

（下转第４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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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也较小．由此可以确定涌泉根灌停止后２４ ｈ时的湿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６，４０（３）：４３０一

润体较为稳定，其特征值可作为涌泉根灌系统设计４３６·
的依据．根据枣树根系分布和湿润体再分布变化情

［４］

苜蓿生长的影响［Ｊ］·草地学报，２００８，１６（３）：２９８一

况，当灌水器流量Ｑ：４ Ｌ／ｈ、孔径为枷ｃｍ、孔深
彳＝４０

Ｌ为宜·

ｃｍ时，涌泉根灌一次灌娈量以２４

夏玉慧，汪有科，汪治同·地下滴灌埋设深度对紫花

乏：’Ｙｕｈｕｉ。ｗ粕ｇ １ｌ『。ｕｋｅ，ｗａＩｌｇ Ｚｈｉｔｏｎｇ．Ｅ‰ｃｔ
ｂｕｒｙｉｎｇ ｄ。二ｈ ｏｆ：ｎｄｅ，二ｕｎｄ矗ｐ ｉ而二ｌｉｏｎ。ｙ。ｔ。ｍ。ｎ

ｏｆ ｔｈｅ

（５）根据试验结果，初步推荐适宜涌泉根灌技
术孔洞深度为３０～４０ ｃｍ，孔径为妒ｃｍ．

ＭｆＭｆ：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Ｍｒａｃｔｅｒｉ８ｔｉｃ８［Ｊ］．Ａｃｔａ Ａｇｒｅｓｔｉａ Ｓｉｎｉｅａ，
２００８，１６（３）：２９８—３０２·（ｉｎ ｃ“ｉｎ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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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对带分流叶片离心泵主要性能指标影响的主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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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并得出模型泵最优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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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最优设计方案的试验研究表明，选优方

ｔｈｅ哪忙ａｄｙ

ｍ阶

ｏ．ｆ羔篇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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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根据已有的试验结果对所推导的无过载带
‘

＝了。ｊ：：？ｊ。：２００ｉ，ＦＥＤｓＭ２００ｌ—１８１６４．８

分流叶片离心泵轴功率极值点预估公式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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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利用预估公式的相对误差分别为４．２０％和
６．４５％，基本满足工程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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