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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的泵装置特性的自动测试
汤跃，骆寅，许燕飞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ｒ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采用经验公式计算泵装置特性易产生偏差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实测泵装置特性的方
法．通过吸入管吸水断面、泵吸入ｇｒ断面以及泵出口断面、阀后断面的能量方程，推导了装置的管路
特性公式．采用变频器调节流量，测量公式中相关参数，＊－１－ｐＸ确定管路损失；再测量装置末端压能和
所提升的高差，并拟合各数据点，可以得到泵装置的实际特性．用ＮＩ虚拟仪器、ＬａｂＶＩＥＷ编程平台
组成了测试系统，将推导的模型公式及相关数据编入图形化程序，便能根据数据点自动生成装置特
性曲线，实现泵装置特性的自动测试．与传统经验计算所得的特性曲线相对比，本研究所得曲线基
本吻合．
关键词：水泵装置；装置特性；虚拟仪器；ＬａｂＶＩＥＷ；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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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的运行是由泵特性及装置特性共同决定

变化，这样就会产生偏差．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水泵

的．长期以来，水泵特性通过试验获得：１·引，而装置

装置的能量方程，推导装置的管路特性公式，并根据

特性基本依靠经验公式计算得到卜引，且随着装置

装置的提升高差和压能数据，得到装置特性，实现泵

的运行，会由于管路堵塞等因素，导致装置特性发生

装置特性的实时测量．采用ＬａｂＶＩＥＷ软件及Ｎ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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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编入图形化程序，使装置特性能根据数据点自

”ｙ ｈ。＋等＋杀２＝Ｐ面Ｏ－０

动生成，实现泵装置特性的自动实时测试．

乃＋∑¨等＝等％

水泵装置特性测试原理
则
１．１泵装置

Ｅ

装置如图１所示，由离心泵、进口管路、出口管

ｈ。＝芋一彳－一丢＝等一彳·一乏

（５）

路、阀门等组成．在该测试系统中，水泵使用的是额定
流量６ ｍ３／ｈ，额定扬程１５ ｍ，额定转速２

∑”鼍≯＋乞一句＝警嗨：

９００ ｒ／ｍｉｎ，

额定功率１．５ ｋＷ的离心泵；进口管路段的管径为
４０

（６）

ｍｍ，出口段的管径为２５ ｍｍ；进口段距水平面的

高度为９５０ ｍｍ，出口段距水平面的高度为ｌ

５００

ｍｍ．

以上两式中Ｐ。为泵吸人口表压；△ｐ：一３为断面２—２
至３—３的相对压差；ｚ３—２为断面３—３至２—２的高
差．

涡轮流量计

、、

阀前测压点

阀后测压点

＼３Ｎ３／

泵出口测压点、惟尹———＝伴

将式（５），（６）代入式（４）得

ｙ

离心泵】ｉ｜／囊进口测压点水封闸门

ｈｆ－址坐Ｐｇ坠一２兰ｇ＋缸２一（７）
Ｊ●

‘

根据式（２）～式（４），采用变频器调节流量，并
拟合各数据点．就可得蛩ｌ泵装詈的实际特性．
图１

水泵装置特性测试系统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测试硬件的组成

２

１．２泵装置特性公式推导
见图１，该装置的４个断面中，以０—０断面为
例：ｐ０一。为断面０—０的绝对压力，钿为断面０—０至参
考断面０—０的高差，秽。为断面０—０处的流速．

水泵装置特性测试系统包括３部分：泵一水循
环系统、信号采集数据分析处理系统以及水循环自
动控制运行系统‘５‘８］，如图２所示．

由水力学相关原理，水泵装置的数学模型由下
处理系统

式表示
ＨＡ＝以。＋也。

１

（１）

式中巩为装置扬程；Ｈ。为净扬程；矾，。为与流速有
关的水头．以。与风。。的计算式如下：
（２）

‰＝∑”警（３）
日。。＝Ｚ３＋日。

式中Ｈｐ＝旦挚，吸入液面压力Ｐｏ－ｏ为大气压
ｐｇ

１ｒ

１ｒ

Ｉ
信号变换

控制系统

－－－Ｉ变频器Ｉ
图２水泵装置特性测试系统原理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ｕｍｐ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在水泵装置特性测试中，需要测量流量和各管
段处的压力．在该测试系统中，流量采用的是精度为

力，因此Ｈｐ就为装置末端相对压力水头坠三．
ｐｇ

４－０．５％的涡轮流量计；压力传感器的型号是

式（３）中，∑ｈ，由吸入管的管阻∑ｈ。和泵排

ＣＹＧｌｌ０３，精度为４－０．２％，输出４～２０ ｍＡ，量程分
别为一１００。１００ ｋＰａ和０一ｌ ＭＰａ．数据采集采用ＮＩ

出管的管阻芝：ｈ。组成，即

∑ｈ，＝∑ｈ。＋∑ｈ。

窜哥翔
测试 信号变换（流量、压力等）

‘｝

公司研制的基于ＰＣＩ Ｅｘｐｒｅｓｓ便携式ＰＸＩ—１０４２Ｑ机
（４）

对吸人管吸水断面０—０至泵吸入口断面ｌ一１，以及

箱．它提供了更高的数据采集带宽，集成了业界最好
的同步和定时技术，并能与现有的软件和１ ｏｏｏ多

泵出口断面２—２至阀后测压断面３—３，分别列伯努

种ＰＸＩ模块兼容．该机箱通过增加吞吐量和改进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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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量精度保证了数据采集更加地实时和准确，采集板

式中ｌｃ，一，ｔｃ，血。分别为传感器测量量程的最大值

卡采用ＰＸＩ一６２５３，其采集速率能达到２ ＭＳ／ｓ（每秒
钟可以保存２ Ｍ个点），具有１６个电压采集通道和

和最小值；秽一，秽ｍｉ。分别为传感器输出最大值和最
小值；舻岫。，埘则为实际输入的电信号值和实际的物

２个电压生成通道‘９·１０１．

理量．在ＬａｂＶｌＥＷ中，通过使用数学计算模块编辑
公式，就可以实现由采集到的电信号到物理量的

３测试软件

计算．

整个测试软件采用ＬａｂＶＩＥＷ平台编程．Ｌａｂ—
ＶＩＥＷ使用Ｇ语言，编程简单，加快了开发周期．其
图形化的开发环境，可以快捷地创建图形化用户界
面，用虚拟仪器形象地显示实时压力、流量等数据．
并且可以通过ＬａｂＶＩＥＷ中相应的数据处理模块实
现数据的实时处理，并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出，如图
３。图４所示．

图５数据采集程序模块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ａｔ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３．２数据处理模块
使用ＬａｂＶＩＥＷ的功能函数Ｗｒｉｔｅ
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ｉｌｅ子ＶＩ来实现测试结果同步记录，并可根据

设置，存放在指定文本文件中，以便进行后续的处理
及分析．水泵能量性能曲线拟合采用一般多项式拟
合数学模型，这种方法拟合精度高，适用范围广，拟

图３水泵装置特性测试界面
Ｆｒｏｎｔ

Ｆｉｇ．３

ｐ锄ｅ１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ｈ眦ｃｌ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ｅｓ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合结果理想，ｘ，ｌ，端子分别输入髫和Ｙ坐标的数组，
Ｂｅｓｔ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端子输出最佳拟合点．模块如图６
所示．

图４水泵装置特性测试程序框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ｅｓ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图６数据处理程序

３．１数据采集程序模块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利用ＬａｂＶＩＥＷ ＤＡＱ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中的设置直接实
现电信号的采集【１１‘，见图５．由于采集到的是传感

４测试结果分析

器的输出电压值，必须根据采集的电压值、传感器的
输出范围、量程，来将其转化为所测物理量：

图７即为试验中所测得的该装置系统特性曲线
与设定为计算值的对比．由图可见，实测的装置特性

（等等）沁ｒ‰，＋７，秽ｍｌｎ＝ｔｔ，

曲线与计算所得的曲线基本吻合，这说明，使用该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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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Ｌｅｑｉｎ，Ｘｕ Ｍｉｎｇｑｕａｎ，Ｗｕ Ｄａｚｈｕａ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

ｐｕｍｐ ｂｙ Ｌａｂ－

ＶＩＥＷ［Ｊ］．Ｆｌｕｉ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３３（２）：３３—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 Ａ．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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