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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度对离心泵内部尾流的影响
宜，宋怀德，陈建新，惠伟安

刘

（兰州理－１－大学流体动力与控制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利用试验测得输送粘性油时离心泵叶轮内部流动特征，在不同工况下观察到叶片吸力面
附近流动发生分离形成尾流的变化差异，随着流体粘度的升高，叶片压力面附近的流体向叶轮出口
流去而不断加速，直到叶轮出口为止．在叶片的吸力面附近促使尾流的形成，两叶片之间截面相对
速度与中心区存在差异，加速尾流并分离形成了旋涡．由叶轮内部流动属于分离流动模型。叶轮是
对流体粘度反应最灵敏的过流部件，并且其水力损失具有突变性．在试验过程中改变叶轮的一些性
能参数会影响试验性能，为了提高叶轮输送粘性介质时的水力性能，必须采取适当方法削弱或消除
分离的尾流．为进一步研究输送粘油泵时的水力性能和优化设计方法提供借鉴．
关键词：粘度；离心泵；内部流场；尾流；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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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在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工业中的应用十

可流动粘性介质与同温度清水的物性介质有不

分广泛，由于该类型泵的水力模型都是在以水为输

同程度的差异，一般情况下液体的粘度是泵特性曲

送介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输送黏度大于水的

线变化的主要原因．粘性流动最大的特点是有旋性、

流体介质时，普遍采用美国水力学会（苏ＡＨＩ）和前

机械耗散性和旋涡的扩散性，再加上泵叶轮旋转和

苏联国家石油机械设计院（ＲＵＳ）黏度换算图进行计

叶片曲率的影响．研究表明［１．２ Ｊ，油类流体密度对离

算．８０年代以后德国的ＫＳＢ公司对黏性输用泵进行

心泵的性能的影响呈线性的．泵的轴功率正比于密

了广泛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一套黏性油泵换算图

度、扬程，流量和效率与密度无关．油类流体粘度对

表，它与前两种方法有不同¨Ｊ．

离心泵性能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有临界性，有关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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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第２７卷

二维ＬＤＶ流速测量系统，叶轮内部流动测量在蜗壳
Ｉ断面内进行．

优工况和小流量工况性能测试分析，研究介质粘性

［

对泵水力效率的影响．

基本方程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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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粘度换算图

／

及离心泵输送常温清水的性能，采用下列关系式可

Ⅱ

换算出输送粘性介质的性能：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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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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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轮的计算结果分析与讨论
试验表明当输送粘性液体时，适当增大叶轮后

盖板流面上的叶片流体动力负荷有助于提高泵输送
粘性介质时的水力性能．这里负荷系数表示叶片压
力面和吸力面压力差和当地平均相对速度之比．叶
片压力面与吸力面的压差越大，叶片对流体做功越
多，压力面相对流速就越小，这时逆压力梯度增大，
容易引起脱流．图２、图３是在叶轮内测量面上最优

式中Ｑｗ，Ｑ。分别为输送介质是清水、粘油的工况点

工况和小流量工况叶片之间的粘油相对流速矢量

流量，ｎ１３／ｓ；Ｈｗ，Ｈｏ分别为输送介质是清水、粘油的

图，图２为最优工况，图３为小流量工况，ｎ为叶轮

工况点扬程，ｍ；叼ｗ，吼分别为输送介质是清水、粘

转速，叶片流道中部相对流速比叶片压力面比吸力

油的工况点效率，％；ＮＰＳＨｗ，ＮＰＳＨｏ分别为输送介

面高，相对流速剖面类似于层流．

质是清水、粘油的工况点必需汽蚀余量，ｎｌ；Ｐｗ，Ｐｏ
分别为输送介质是清水、粘油的工况点轴功率，ｋＷ；
Ｐｗ，Ｐｏ分别为清水、粘油密度，ｋｓ／ｍ３；ｇ为重力加速

度；Ｋ，％，Ｋ。，Ｋ删各系数参考文献［４］．
２

试验装置和方法
试验模型泵为单级单吸悬臂式离心泵，设计参

数为Ｑ＝２５

ｍ３／ｈ，Ｈ＝８ ｍ，ｎ＝１ ４５０ ｒ／ｍｉｎ，凡。＝

图２最优工况

９３，叶片数Ｚ＝４，，包角９＝９５ ｏ，叶轮出口直
径Ｄ２＝１８０ ｍｍ，叶轮吸入口直径ｄｉ＝６２ ｍｍ，叶
轮出口宽度ｂ＝１８ ｍｍ，叶片出口角口：＝２００，为了

Ｆｉｇ．２

Ｂｅ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在最优工况下，吸力面（背面）附近流体速度方

便于测量内部流动，取３个测量断面分别为Ｉ，Ⅱ，

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流动已经分离，形成旋涡的旋

Ⅲ位置，如图１所示．

转方向与叶轮旋转方向相同．在小流量工况下，吸力

泵性能和叶轮内部流动试验台和ＬＤＶ测速系

面附近、压力面（工作面）附近流体速度方向发生了

统见文献［４］，试验流体为高压绝缘油ｓＰ，其２０℃

明显改变流动发生了分离．吸力面附近分离形成的

的运动粘度为４８．５ ｍｍ２／ｓ，密度为８５１ ｋｇ／ｍ３．叶轮

旋涡的旋转方向与叶轮转向相同，压力面附近分离

内部流动测量仪器为美国ＴＳＩ公司生产的后散射式

形成的旋涡的旋转方向与叶轮转向相反，如图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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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示．无论在最优工况，还是在小流量工况，吸力面附

附近，流体向叶轮出口流去而不断加速，一直到叶轮

近的流动都处于分离状态，由最优工况变Ｎ／Ｊ，流量

出口为止．在叶片的吸力面存在尾流，尾流覆盖整个

工况，吸力面附近的流动分离区扩大了，相比之下在

吸力面．

大流量工况下，叶片进口处吸力面虽然有负压区出

在叶轮出口附近，叶片之间相对流速变化没有

现，出现少量的回流，分离不明显，泵内速度、压力分

突变，即压力面不存在射流．在试验中尾流分离形成

布较均匀，其水力损失比较严重．

了旋涡，因此这里研究的离心泵叶轮内部流动为分
离流动模型．
离心泵叶轮内部流动可分为两个有明显区别的
部分，一部分是叶轮吸力面附近的尾流区（分离
区），另一部分是压力面附近的主流区如图５所示．

主

图３小流量工况
Ｆｉｇ．３

Ｓｍａｌｌ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由于吸力面附近的流动已经分离，吸力面附近
图５叶轮内部流动模型

相对流速比叶片流道中央部分低得多，所以吸力面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５

附近就形成了尾流．流动分离促进了尾流的形成．输
送粘性介质时，随着泵转速的提高，泵的最优工况点

过去一直认为科氏力是叶轮内部尾流形成的主

的效率提高，最佳效率点的流量和扬程也相应提高．

要因素，试验证明，流体粘度对尾流形成也有不可忽

因此，输送粘性介质时泵的设计转速必须有较大幅

视的作用．表１表示在常温下，输送高压绝缘油改进

度的提高．

后出口角为２２０时与改进前出口角为２０。时的对比

为了进一步了解尾流发展过程，给出了相对流

表．由表１可知，在不同流量下，离心泵输送粘性液

速流道内的分布情况，如图４所示，在离叶轮进口较

体在改进出口角后的扬程和效率相对改进前的性能

近Ｒ．的位置，吸力面附近相对流速还略高于压力

有所上升．从泵的水力学性能进行分析可知，大出口

面，但是在离叶轮进口很远，即离叶轮出口很近尺：

角、小包角的短流道叶轮比小出口角、大包角的长流

的位置，吸力面附近相对流速却明显低于压力面．这

道叶轮水力损失要小即尾流和分离区域相对较小．

种离叶轮进口不同距离位置的叶片之间相对流速剖
面的变化，反映了吸力面附近尾流形成过程．

叶轮是对流体粘度反应最灵敏的过流部件，并
且其水力损失具有突变性．粘度增高到一定值时损
失急剧上升，这时可能转变成层流，水力损失随粘度
增高而变快，其大小通过粘度换算公式可以求得．同
时，还会受到使用环境条件的影响，都会引起泵的运
行工况点尾流的改变．
由于叶片吸力面附近的流速逐渐降低，即尾流
是缓慢形成的．因此，流体粘度的升高，加速了尾流
的形成．从物理角度来看，流体粘度的升高会产生两
种效应：其一，降低流动的紊流度；其二，改变了叶轮
进口轴面速度分布，增大了流动冲角，这些都会促进
叶片吸力面附近的流动分离和尾流的形成．为了提

图４两种工况下的性能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ｗｏ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ｓ

无论最优工况还是在小流量工况，在叶片吸力
面附近，流体一直保持比较低的速度，在叶片压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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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或消除分离的尾流，这方面还须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５—７１．

灌

排

机

械

第２７卷

表１试验工况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Ｈｅ

４结论

Ｘｉｊｉｅ，Ｌｉｕ Ｊｉａｂａｉ，Ｙａｎｇ

ａ１．Ｖｉｓｃｏｕｓ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ｅｎ，ｅｔ

ｐｕｍ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ｎｖｏｒｓｉｏｎ
ｄｅａｌ

［４］

ｗｉｔｈ［Ｊ］．Ｐｕｍ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１５—２０．（ｉｎ

李文广，薛敦松．离心泵叶轮内部牯油流动光测速
计测量［Ｊ］．机械工程学报，１９９８，３４（６）：９７—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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