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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泵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施卫东１，王洪亮１，余学军２，陆伟刚１，李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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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回顾了深井泵的发展历史．针对深井泵的研究情况，分另ｑ从其结构演变、水力设计方
法、轴向力平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通过分析国内外深井泵的研究现状，指出了格
兰富公司生产的冲压不锈钢井泵是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产品，而采用专利技术“一种叶轮自身平
衡轴向力的多级离心泵”生产的新型井泵代表了深井泵一个更新换代的优秀品种．同时指出利用
数值模拟来进行平衡轴向力研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深井泵；水力设计；轴向力；研究现状；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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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泵是抽取地下水的主要设备，主要有长轴

针对深井泵的系统研究却几乎陷于停滞，比较普遍

深井泵和井用潜水泵两种类型．深井泵在农村、工

的现象是生产厂家对产品略加改造，或者通过引进

厂、矿山、自来水公司、地质勘探、铁路、地热开发和

国外高性能产品加以仿制．随着美国１１Ｔｒ和丹麦格

油田等地或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我国深井泵的发

兰富等公司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尤其是其不锈

展历史已经有６０多年了．早在１９４６年就开始生产

钢冲压井泵在市场上所具有的明显优势，给国内企

长轴深井泵，上世纪６０年代又开始研制井用潜

业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和生存挑战．因此，研究开

水泵．

发节能节材并具有自平衡轴向力功能的新型深井泵

在国内许多学者对深井泵进行大量水力设计和

已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的深井泵技术得到了长足

作者在分析和总结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将分别

的发展，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但是，近年来

对深井泵的结构演变、水力设计及轴向力平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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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东等：深井泵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等作出简要概述，并对近年来新型深井泵的研究现
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论述．

６５

ＪＮ型主要针对河湖、沟渠、土井浅水作业，严格
来讲，早期的ＪＮ泵不属井泵系列．但是，早期叶轮与
导流壳的水力设计经验是弥足珍贵的．ＪＮ型经过３

１深井泵的结构演变

次较大的变革，成功发展成ＱＹ型作业面潜水泵．而
北方深井提水也迫切需要相应的产品．１９６５年前后

１．１长轴深井泵
从有关资料看，１９５９年以前我国就已经采用深
井泵了，只是由于其结构复杂、价格高，因此没有得

国内已经开始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于１９７０
年左右才开始着手组织北方地区研究、设计、试验
ＮＱ型农用潜水电泵的工作．

到很好的发展．１９６５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１９７２年１月北方８省（市）对ＮＱ系列潜水电

院联合多家泵厂对Ｊ型机井泵和ＴＪ型土井泵进行

泵的设计、系列化进行了总结．同年３月于石家庄水

了设计和试制，两水泵部分的结构基本相同，水流经

泵厂，对４种口径９个品种的ＮＱ系列潜水电泵制

叶轮后通过导流壳消除环量从而提高水力性能．从

定了统一的定型方案．此后，各地井泵厂相继开发出

实测结果看，泵效率较高，结构紧凑，运行可靠．这对

各种型号的ＮＱ型潜水电泵．ＮＱ型的水泵部分由进

解决北方地区提取地下水、发展农业生产有着重要

水节、叶轮、导流壳和逆止阀等组成．该型产品结构

意义．此后各地厂家纷纷试制出各自特色的产品，总

整齐，布置合理，很好地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但

体上呈现了品种多而不全、型号繁杂、尺寸不一、性

是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叶轮仍然采用普通离心

能落后等状况．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泵的叶轮模型，而普通叶轮并不适合井泵的结构条

代初．而后，随着一机部“三化”工作的开展，逐步有

件，所以这种生搬硬套式的设计方法造成了井泵能

了统一的标准．

量损耗较大，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指标，效率普遍

Ｊ型就是典型的长轴深井泵，后来发展成ＪＤ开
式叶轮型，后又演变为Ｊｃ闭式叶轮型．另一方面，值

较低．
１．２．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得一提的是小流量长轴深井泵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进

这是水力模型研究和大规模生产的时期．由于

展．１９８３年，河北研制出小流量ＪＣ型深井泵…，效

井用潜水泵外径受井径限制，而且要使用导流叶片，

率超过标准６％一７％，达到了国际水平，填补了国

其工况不同于一般离心泵，有必要从内部流动着手，

内空白．此后又开发出一系列产品，在叶轮和导流壳

系统加以研究．中国农机院在大力推广井用潜水泵

的水力设计理论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嵋Ｊ．

的同时，进一步针对叶轮和导叶的水力设计理论进

相比之下，其他大多数型号长轴深井泵的水力

行了探讨日’４ 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全国

性能偏低．这与长期以来缺乏研究有关，也同厂家片

各地的井用潜水泵厂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发出各自

面追求低廉化产品的观念有关．

的系列产品＂Ｊ，达到了井用潜水泵生产的一个高

１．２井用潜水泵

峰期．

我国井用潜水泵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起

这一时期比较成熟的设计之一是模仿普通立式

步，目前已积累起较完备的设计理论和生产技术．作

多级离心泵，叶轮采用优秀水力模型，后面配上正反

者以井用潜水泵的水力设计为主线，对国内井用潜

导叶．另一种采用了空间导叶，导叶设计采用等速度

水泵技术近３０年的发展历程作一扼要回顾．

矩原理，叶轮采用优秀水力模型，考虑了叶轮与空间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后期

导叶的相互作用。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叶轮

１．２．１

这是摸索的阶段．１９６０年，上海江宁电机厂首

出口角与导叶进口角匹配，考虑了冲角的大小等．这

先试制出２．２ ｋＷ的ＪＮ型潜水电泵，填补了国内空

些设计思想在当时的产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体

白．水泵部分采取叶轮配空间导叶形式，水流从叶轮

现．这一时期一些厂家还引进国外产品进行仿制和

出来经过空间导叶消除环量，以减小损失．最初的设

改进，例如沈阳潜水泵厂和石家庄水泵厂引进了西

计不是很理想，效率仅为３５％．１９６５年，上海水泵厂

德Ｒｉｔｚ公司的６６系列潜水泵帕Ｊ，并加以改进，性能

进一步试制出２．２ ｋＷ的系列化产品，效率达到

比国外８０年代初的产品还略有提高．这一时期井泵

５７．５％～７５．５％，已接近国外先进效率指标．从水力

的蓬勃发展，说明我国在井用潜水泵的设计理论和

设计资料看，叶轮和导叶的流道面积变化均匀，说明

认识上较六七十年代已有了较大的提高．８０年代末

当时已较好地掌握了井泵水力设计的方法．

ＮＱ型系列产品逐渐退出，被ＱＪ系列取代．后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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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性能方面都有所提升，ＱＪ这一型号也一直沿

机上面连接ＱＪ型系列井泵，电机下装一套单级水

用至今．

泵．研究结果表明密封效果好，拓宽了井泵的适用范

１．２．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围，并使抽送介质的含沙量由原来的０．０１％提高到

这一时期以来，发展趋缓．在中国农机院８０年

０．１％．文献［１ｌ一１３］分别对叶轮进出口参数的选

代初掀起的研究高潮过后，井用潜水泵的研究长期

择、导流壳几何参数的选取、叶轮出口叶片间面积等

处于停滞状态．这也不难理解，研究取得的设计理论

因素对潜水泵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文献［１４］中

经过十几年的生产实践，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也就是

提出了深井泵设计方法和深井泵最高效率计算公

说，原有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共识之一是，在大比

式，为深井泵水力设计提供了一套计算公式，叶轮直

转速时，叶轮向后倾斜，再配上空间导叶．采用这种

径计算相对误差为２．３９％，完全能满足精度要求．

设计的泵，比采用普通离心叶轮（不向后倾斜）的性

专利“一种高效高扬程通用型井泵”¨乱通过建立新

能要高．共识之二是，在中小比转速时，采用性能优

型水力模型，从而提高了单级扬程和效率．

越的普通离心泵叶轮，配上正反导叶［７］．当时的产

国内传统的ＱＪ型系列井用潜水泵和ＪＣ型系列

品都明显地反映了上述两个共识．在此前提下，对于

长轴深井离心泵的设计观念，都是水力设计高于结

井用潜水泵这种量大面广的产品，生产厂家更加关

构设计，往往为了水泵效率提高ｌ％，而不顾产品成

注如何节约成本，而不再花精力去提高性能．这一时

本增加１０％．在结构形式上，泵体之间多数用螺栓

期以来，针对井用潜水泵水力模型的系统研究则陷

固定联结；为了给联结部位留有螺栓的位置，泵体装

于停滞，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厂家对产品略微改造，

叶轮的入口口径要比泵体外径小很多，这就大大限

或者通过对引进的国外高性能产品加以仿制．

制了叶轮的最大直径，也即限制了叶轮的单级扬程．
而文献［１６］‘‘一种深井离心泵”则提出了深井离心

２深井泵的水力设计

泵叶轮极大直径设计法ⅢＪ，其特点是将叶轮前盖板
直径扩大到泵体内壁边缘，使叶轮直径在相应的井

当前国外深井泵的生产厂家主要有美国的飞力

径条件下达到极大值，它与反导叶导流壳配套，可以

（１Ｚｌｙｇｔ）、ＩｒＩＴＩ’一ＬＯＷＡＲＡ，丹麦的格兰富，德国的里

使泵体轴向长度减短到极小值．它采用了扭曲反导

茨（Ｒｉｔｚ）、ＫＳＢ等．从引进的产品看，无论在水力性

叶设计法而不同于普通圆柱叶片的反导叶，其进口

能以及加工工艺和材料耐用性等方面都非常先进．

一段叶片是三维曲面，这样可以优化人口条件．研究

比如丹麦格兰富的冲压不锈钢井泵技术遥遥领先，

认为，这种设计方法不仅可以提高井泵的单级扬程，

牢牢占据着高端市场．

还可以提高水泵效率，实现深井离心泵全扬程无过

冲压泵是国际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研究的新
产品．最初由丹麦格兰富公司首先采用冲压、焊接方

载运行，同时也指出需要研究新的优秀水力模型来
保证井泵的水力效率不降低¨８｜．

法生产离心泵叶轮．８０年代推出了整体冲压成型多

深井泵传统的结构形式和水力设计，轴向尺寸

级泵．到了９０年代，以格兰富公司的冲压不锈钢井

大，叶片的制造难度大，生产成本高，综合经济效益

泵为代表的产品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种不锈钢冲压

低．为了达到物美价廉的目标，新型井泵尤其是级数

焊接多级泵有效地解决了低比速离心泵在铸造中无

超过３级的高扬程井泵，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是单级

法实现的工艺，具有结构简单、性能良好、可靠性高、

扬程大大提高，泵体的轴向高度大为降低．国家标准

密封性能好、生产工艺先进等优点，并且其水力性能

《井用潜水泵》（ＧＢ／Ｔ ２８１６－－２００２）在制定基本参数

普遍优于铸造离心泵．综上所述，不锈钢冲压焊接井

时，取消了旧标准《井用潜水泵型式和基本参数》

泵凭借其优良的性能，代表了国际上井泵发展的趋

（ＧＢ／Ｔ

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Ｊ．

这个发展趋势的．

２８１６ｑ１）中对单级扬程的规定，也是顺应

在最近的数年时间里，国内很多学者致力于深
井泵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文献［９］采用

３深井泵轴向力的平衡

ＰＣＡＤ２０００水力设计软件，对某种井泵水力部分进
行了重新设计．结果表明，依靠设计经验与水力设计

在生产实践中，泵的轴向力是客观存在的．特别

软件相结合，有利于提高井泵的效率．文献［１０］研

是高扬程深井泵，若设计、运行不当，过大的轴向力

究了新型下吸式井泵，将井泵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电

将导致轴承烧毁、轴封损坏甚至断轴等事故．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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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下，过大的轴向力所产生的问题，其严重性已经

６７

方向．

超过了效率、磨损等因素所产生的问题，成为深井泵

４）针对深井泵轴向力的问题，利用数值模拟进

能否安全、稳定运行的决定性因素［１ ９｜．现就深井泵

行轴向力计算并进行新轴向力平衡试验的方法将成

轴向力平衡装置的研究进展介绍如下．

为研究井泵轴向力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设计手段之

关醒凡等提出了一种新型深井泵轴向力装
置ⅢＪ，该平衡装置将一对动、静摩擦副安装在末级

一．但数值模拟的精度及可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叶轮之后，该新型平衡轴封装置既能平衡轴向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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