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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设计模型轴流泵在无导叶和有导叶时的外特性进行测试，在导叶进出口位置开设测孔，
并运用球形五孔探针对导叶进出口流场进行测量，得到绝对速度的周向、轴向及径向速度分量的分
布曲线．测量结果表明：轴功率变化曲线在有导叶和无导叶时趋于一致，可忽略导叶对叶轮内流动
的影响；在设计最优工况下，导叶出口绝对速度的圆周分量较小，导叶可回收的旋转动能约占叶轮
出口总能量的１５．７％；无导叶时泵的运行工况点向小流量工况偏移，在设计无导叶轴流泵时应在
原有设计参数的基础上进行参数补偿．运用球形五孔探针测量三维流场中速度，具有适用性强、方
法简单、测量精度较高的优点．试验结果揭示了导叶对轴流泵性能影响的规律，为进一步研究轴流
泵内部流场提供了理论和实际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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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泵具有流量大、扬程低的特点，广泛应用于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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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垂直方向上的侧孔１，２，３及孔４用来测量流动

农业排灌、火力发电、石油化工等领域．在烧碱、纯

方向及静压．中心孔轴线与侧孔轴线间的夹角为

碱、磷铵等化工行业中，为提高料液在蒸发过程中的

４５。，每个压力感应孑Ｌ分别同探针体内不锈钢管相

传热系数，加快循环蒸发结晶，通常采用无导叶轴流

通，探针末端通过连接接嘴用橡胶管分别与测压计

泵【ｌ Ｊ．随着计算流体动力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发

相连．

展，国内外对轴流泵内部流场的数值模拟已作了一
定的研究旧。６ｊ．粒子图像速度场仪（ＰＩＶ）具有无接
触、全流场、瞬时的特点，可对流体机械内部流动进
行精确测量．由于轴流泵导叶引起激光光源的布置
困难，因此运用ＰＩＶ对轴流泵叶轮内流场的试验研

Ａｆ－

Ｊ

。ｉ １

Ａ－Ａ

］＾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７ Ｊ．目前，轴流泵内部流动的数
值计算结果和方法缺乏有效试验验证和指导．
本研究分别对模型轴流泵在有导叶和无导叶时
的外特性进行测试，并采用五孔球形探针测量最优

蕊Ｈ渤

工况下导叶进出口各空间点的流体流动参数，从而
研究导叶对轴流泵性能及叶轮内流动的影响．

Ｃ

＿＿

（

１试验装置及测量方法

●

７
Ｂ

Ｌ．一
Ｃ

１．１试验装置
模型轴流泵设计参数为：Ｑ＝０．１０
３．２ ｍ，，ｌ＝１ ４５０

ｍ３／ｓ，Ｈ＝

ｒ／ｍｉｎ．分别采用升力法和流线法进

行叶轮和导叶的水力设计，整体结构采用悬臂卧式。
导叶进出口部位开设五孔球形探针测孔．模型泵安装
在流体机械实验室闭式实验台上，试验装置见图１．
电子式单座调节阀

流量计

出口管路

图２五孔探针结构不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ｖｅ—ｈｏｌｅ ｐｒｏｂ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本研究采用半对向测量法【８ ｏ测量空间速度矢
量．根据理想流体绕流圆球的理论可知，圆球表面上
任一感应孔所感受到的压力为
１

Ｐｊ＝Ｐ。＋如∥２，ｆ＝１，２，…，５（１）
式中Ｐｉ为第ｉ号孔处的总压；Ｐ。为测点处的静压；ｋｉ
为第ｉ号孔处的速度系数，与流动偏斜角有关，从校正
曲线获得；勘为测点处的速度；Ｐ为测量流体密度．
水罐

进１：３阀门进１：３臂路进１２１压力表进口稳压段模型泵

当用Ｕ形管压力计测压时，则有
１

图１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测量方法
分别利用转矩转速测量仪（ＪＮ３３８型）、涡轮流量
计（ＬＷ一２００型）和压力表进行模型泵有导叶和无导
叶功率、转速、流量和扬程测量，工况点的变化与调节
通过管路上电子式单座调节阀开度变化来实现．
五孔球形探针具有测量精度较高、对流体特性
及流动适应性较强、操作相对简便的优点，可测量空
间点速度矢量、静压和总压，其具体结构如图２所
示．圆球头部直径为５ ｍｍ，在球面上开有５个压力
感应孔，中间的孔５用来测量流体的总压，其他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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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ｇｈｆ＝Ｐ。＋÷｜｜｝∥２

（２）

在球面上的ｍ，ｎ两孔所感受的压力为
１

．

Ｐ．＋Ｐ’ｇｈ。＝Ｐ。＋ｉ．Ｉｔ后∥２

（３）

１

Ｐ．＋Ｐ’ｇｈ。＝Ｐ。＋÷矗∥２

（４）

式中Ｐ。为大气压力；Ｐ’为差压计中使用介质的密度；
ｇ为重力加速度；ｈ。，ｈ。为差压计液柱垂直高度．
由式（３），（４）可变换为

印１（Ｊ｜｝。一Ｊ｜｝。）矿＝ｐ＇ｇ（ｈ。一ｈ。）

（５）

将结果应用到球形探针的孔ｌ，３和孔２，４，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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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云■ｉ ｉ■ｉ
¨氆＝毯＝ｆｏ（９）（６）
２

２

日）

【６）

响较小，因此导叶对叶轮内流动情况影响较小，在对
叶轮内流场进行ＰＩＶ试验研究时，为布置试验仪器

ｋ：＝五（ｐ）

方便可采用无导叶模型泵．导叶对泵性能的影响取

ｋ３一ｋ，＝六一。（ｐ）

决于导叶自身的能量回收能力和水力损失．导叶最

ｋ２一ｋ。＝厶一。（０）

大可回收能量与比转速有关，比转速越小，导叶可回

其中（ｋ：一也）和（ｋ，一ｋ，）为动压校正系数，ｋ。为总

收的旋转动能越多，导叶的作用越大。在无导叶时，

压校正系数，它们均是流动偏斜角０的函数，对于既

叶轮出口速度环量未得到回收，因此其效率、扬程与

定的探针，可以预先校正确定各系数与０的关系．

有导叶时相比均有较大下降，在最优工况下分别下

当误差不超过３％时，测点速度按下式计算：

降１６．４％和１５．８％．由于导叶的水力损失在最优工

（７）
当误差超过３％时，应进行重复测量和计算．
１．３测点布置

况点最小，偏离最优工况点越远损失越大，因此有导
叶时模型泵高效区相对于无导叶时较窄．无导叶时
扬程下降导致泵的运行工况点向小流量工况偏移，
因此在设计无导叶轴流泵时应在原有设计参数的基

测点位置如图３所示．探针测孔平行布置在导

础上进行参数补偿．

叶进出口边部位，从进口向电机方法看，左侧水平孔

０．８

为１ ７，上方中间孔为２’，右侧水平孔为３’，其中Ｓ／Ｓ。

０．７

表示各测点在测量直线上的相对位置．

０．６
０．５

Ａ

｝

Ａ－Ａ
０．４
０．３
０．２
Ｏ．１

图４模型轴流泵性能曲线
Ｆｉｇ．４

Ｅｘｔｅｍ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ｐｕｎｐ

３导叶进出口流场试验
为分析各测点的速度特性，建立如图５所示的
空间坐标系统：原点取在被测点，即探针圆球头部的
圆心上；ｘ轴为速度矢量的圆周方向，以逆时针方向
图３

五孔探针测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本研究与叶轮旋转方向相同）为正值；Ｙ轴为速度矢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量的径向方向，以叶轮外缘指向轮毂为正；Ｚ轴为速
度矢量轴向方向，以叶轮进口指向叶轮出口为正．

２轴流泵性能试验

基于上述坐标轴系统，／／ｚ＝／／ＣＯＳ
／／ＣＯＳ

性能试验按照轴流泵模型试验标准ＧＢ／Ｔ

３２１６

执行．试验从阀门全开状态开始，从大流量到小流量

０ｓｉｎ ａ，珥＝ｖｓｉｎ

０ｃｏｓ Ｏｔ，吼＝

０，其中ｐ，ａ为结合试验探针校

正曲线和相应测量数据求得的流动偏斜角．
模型泵在最优工况点（Ｑ＝ｏ．０９８

ｍ３／ｓ，Ｈ＝

依次测量１５个工况点，绘制出模型泵有导叶和无导

３．１７ ｍ．ｎ＝１ ４６０

叶两种情况下的性能曲线，如图４所示．

分布曲线如图６所示（以上方中间孔２’为例）．

从图４中可看出无导叶时模型泵的扬程、轴功

ｒ／ｍｉｎ）时导叶进出口各速度分量

由图６可知：在导叶进出１３，轴向分量均为正

率和效率随流量的变化趋势大致和有导叶时一致．

值，从轮毂到轮缘其值分布较均匀．导叶进口处圆周

在有导叶和无导叶两种情况下，模型泵轴功率变化

分量为逆时针方向，径向分量指向轮缘，流场呈螺旋

曲线趋于重合，说明泵内流动属于大雷诺数湍流，惯

形向外运动趋势．导叶出口径向分量的大小相对于

性力起主导作用，下游的边界条件对上游流动的影

其他两个速度分量较小，只占绝对速度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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