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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ＦＬＵＥＮＴ的无过载离心泵改型
及性能预测
王洋，何文俊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探讨了降低离心泵轴功率，避免配套电机过载的方法和措施；提出了采用堵塞部分流道的
方法，来降低离心泵的轴功率．在利用商业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对离心泵进行性能预测的基础上，对ＩＳ５０
—３２—１６０型离心泵的叶轮流道进行了两次堵塞尝试．第２次流道堵塞尝试，在堵塞了１／４左右的
平面流道，两叶片间流道有效部分的出口和进口面积比改为１．１６后，最大轴功率较堵塞流道前降
低了１０．４％，并呈现出无过载特性．两次堵塞对比的结果表明，采用正确的堵塞流道方法可以降低
离心泵的轴功率，提高离心泵的效率；正确的堵塞流道方法应该考虑流道堵塞率以及两叶片间流道
有效部分的出口和进口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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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比速离心泵因为其具有小流量高扬程的特

的缺点，特别是轴功率曲线随着流量的增大而急剧

点，所以广泛应用于农业灌溉、城市供水、锅炉给水、

上升，最大轴功率与设计点轴功率之比远大于一般

矿山、石油和化工等领域．但低比速离心泵也有自己

离心泵的相应值‘１｜．由于泵的实际运行工况点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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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变动的，所以低比速离心泵很容易在大流量区域
引起配套电机的过载．为此，生产厂家往往选择更大

１堵塞流道尝试

功率的配套电机，来避免电机的过载．但这样就出现
了“大马拉小车”的现象，对电力资源造成了浪费．

第１次流道堵塞尝试：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堵塞

所以降低离心泵的轴功率，实现无过载特性可以保

ＩＳ５０—３２—１６０型离心泵叶轮１／４左右的平面流道

证机组的低成本和可靠运行．

（轴面流道不变）．

为了降低轴功率以实现无过载的特性，主要的

第２次流道堵塞尝试：在第１次流道堵塞的基

途径是选择合理的水力设计参数．出口安放角殷对

础上，保持叶片问流道有效部分进口面积Ｆ．不变，

轴功率影响很大，取较小的卢：，可以有效地防止过

预设两叶片间流道有效部分出口和进口面积比

载．文献［２］提出无过载离心泵的口：应取８。一１５。．

ＦⅢ／Ｆｌ＝１．２（ＦⅡ为两叶片间流道有效部分出口面

有研究表明，叶轮出口宽度ｂ：对无过载特性的影响

积），堵塞该泵１／４左右的平面流道（轴面流道不

最大＂Ｊ，所以，为了防止电机的过载，在设计时应取

变）．堵塞前后的叶轮流道尺寸见表１．

较小的ｂ：．除此以外，因为在无过载设计中选取了较
小的卢：，应适当加大叶轮外径Ｄ：，并选取较少的叶

表１
Ｔａｂ．１

堵塞流道前后的流道尺寸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片数一Ｊ．但是，由于加工制造的原因，要求ｂ：和口：不
应该过小．因为圆盘摩擦损失与叶轮外径的５次方
成正比Ｌ５ Ｊ，所以过大的Ｄ，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因此，
可以采用堵塞叶轮平面流道的方法来大大降低叶片
出口排挤系数吵：，这样可以起到“节流”的作用，以
此来降低离心泵轴功率．当然，堵塞流道的程度有个

表中Ｅ为叶轮出口面积．

最佳值的问题，若堵塞量过小，则起不到降低轴功率
的作用；若堵塞量过大，则会降低泵的效率和扬程．
本研究将对ＩＳ５０—３２—１６０型离心泵的叶轮流

２性能预测

道进行两次堵塞尝试，并利用商业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对
１）采用Ｐｒｏ／Ｅ软件对流道堵塞前后的叶轮、蜗

离心泵进行性能预测，希望能从中找出正确的流道

壳作三维实体造型．流道堵塞前后的叶片见图１．

堵塞方法．

（ａ）堵塞流道前

（ｂ）第一次堵塞流道后

（ｃ）第二次堵塞流道后

图ｌ堵塞流道前后的叶片
Ｆｉｇ．１

Ｂｌａｄｅｓ ｏｆ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２）采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对堵塞流道前后的模型

型，近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压力和速度的耦合采

各过流部件进行混合网格划分，并检查网格质量．经

用ＳＭＩＰＬＥＣ算法．压力方程的离散采用标准格式，

检查，网格的等角斜率和等尺斜率都小于０．８５，网

动量方程、湍动能与耗散率输运方程的离散均采用

格质量良好．

二阶迎风格式．在迭代计算的过程中，通过监测管路

３）求解器及方程离散格式的选取．选用分离式

出口单位面积平均总压力的变化情况来判断计算是

求解器，假定流动定常．湍流模式选取标准后一ｓ模

否收敛，松弛系数需要根据收敛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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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４）边界条件的设置．进口条件：假定进口速度
Ｈ；。在轴向均匀分布，具体数值由流量与进口面积比

３结果分析

值给定．进口湍动能ｋ和湍流耗散率占由下式给定：

ｋｉｎ＝０．００Ｓｕ：．，占ｉ。＝《４Ｉ｜｝３；。／２／ｌ，ｚ＝０．０７Ｄｉｌｌｌｅｔ

由图４可见，第１次堵塞流道后的离心泵轴功

式中ｑ＝０．０９；Ｄ帆为叶轮进口直径．
出口条件：计算前出口压力未知，采用自由出口

率没有下降很多，并且轴功率一流量曲线和原设计

边界条件．

其原因为：虽然通过堵塞部分平面流道，降低了排挤

固壁条件：在固壁处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在近
壁区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一样都没有出现极值．这与预想的结果不一致．分析
系数，但由于在设计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堵塞１／４流
道后，两叶片间流道有效部分进口面积也发生了变

５）预测性能曲线的绘制．按照离心泵试验的方

化，所以堵塞流道后的ＦⅡ／Ｆ１反而增大到了１．４４．

法，在（Ｏ．３８—１．２）Ｑ。（Ｑ。为设计点流量）的范围内

文献［６］提出：具体的堵塞量可以由式ＦⅡ／Ｆｌ＝

将流量设定为１１个不同的值，分别为：０．３８Ｑ。，

１．０５—１．２确定．因此，第１次堵塞流道所采用的流

０．６Ｑｄ，ｏ．７４Ｑｄ，０。８Ｑｄ，ｏ．８５Ｑｄ，０．９Ｑｄ，０．９５Ｑｄ，Ｑｄ，

道堵塞方法不能达到降低离心泵轴功率的目的．

１．０５Ｑ。，１．１Ｑｄ，１．２Ｑ。．对这１ １个工况点利用商业软

第２次堵塞流道尝试，堵塞了１／４左右的平面

件ＦＬＵＥＮＴ进行数值模拟，并对模拟结果进行计算，

流道，并将两叶片间流道有效部分出口和进口面积

最后绘制曲线．堵塞流道前后的离心泵预测性能曲

比改为１．１６之后，轴功率较第１次有了明显的下

线见图２一图４．

降．最大轴功率由堵塞流道前的２
１ ８３０

０４４

Ｗ降低为

Ｗ，降低了１０．４％．在全流量范围内，堵塞后

的轴功率都比堵塞前和第１次堵塞流道后要低．而
且，轴功率曲线出现极值，在大流量区域有所下降，
呈现无过载特性．由此可见，在堵塞平面流道时应该
考虑两个因素，即流道堵塞率以及两叶片间流道有
效部分出口和进Ｉ：１面积比ＦⅡ／ＦＩ．
ｐ．／（ｍ３／Ｉ）

图２堵塞流道前后的扬程一流量曲线
Ｆｌｏｗ—ｈｅａｄ

Ｆｉｇ．２

ｃｌｌｒｖｅ

ｏｆ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另外，从图３可见，第１次堵塞流道前后的效率
一流量曲线基本重合．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堵塞流
道后的离心泵流道扩散仍然很严重．从图５、图６可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以看出：在小流量区域，叶轮出口以及隔舌处仍然有
很明显的二次流一。，在大流量区域，叶片工作面仍
然存在明显的脱流．

Ｑ／（ｍ３／ｓ）

图３堵塞流道前后的效率一流星眙线
Ｆｉｇ．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ｌｏ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图５
Ｆｉｇ．５

０。３８Ｑ。时的相对速度图（第１次）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ａｔ ０．３８Ｑｄ

第２次堵塞流道后的离心泵效率，在小流量区
域内，较第１次有了明显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第２

Ｑ／（ｍ３／ｓ）

图４堵塞流道前后的轴功率一流量曲线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ｐｏｗｅｒ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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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堵塞流道后，叶轮流道中的二次流和脱流较第１
次有所减少．从图７和图８中可以明显看到：二次流
的区域较第１次减小了，即发生脱流的流道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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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尤其明显．

由图２可见，第１次堵塞流道前后的扬程一流

２）通过两次堵塞流道尝试，得出了流道堵塞设

量曲线基本重合．然而，第２次堵塞流道后的扬程一

计中应考虑的两个因素：流道堵塞率以及两叶片间

流量曲线变陡了．

流道有效部分出口与进口面积比．为无过载离心泵
的堵塞流道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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