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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潜水电泵性能正交试验
施卫东，孙新庆，陆伟刚，曹卫东，张

华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

要：以煤矿排水用的ＢＱＳ２０—４０—５．５型固液两相流潜水电泵为例，选择对泵性能影响较大

的３个因素叶片进口冲角、叶片出口安放角和叶片数，对３个因素分别取３个水平，采用ｌＪ９（３４）
正交表，得到９种试验方案．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Ｆｌｕｅｎｔ中采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
算法，对正交试验中９种方案分别进行单相清水模拟和固液两相流模拟，并对模拟结果进行极差
值计算，得到因素与效率指标的直方图．结果表明，叶片出口安放角和叶片数在清水模拟和两相
流模拟的最优方案中取值不同，小固体颗粒在叶轮内集中分布于叶片工作面，并沿工作面向外运
动，在叶轮出口处以很小的出口角流出，部分颗粒会在叶片出口处与叶片工作面相撞，加剧叶片
磨损．因此在设计固液两相流泵叶轮时，叶片出１：２安放角不易过大．采用两相流理论对ＢＱＳ２０—
４０—５．５型泵进行优化设计，在设计工况下，泵效率高于国家标准的规定值，叶轮磨损有较大改
善，提高了泵运行寿命．
关键词：矿用潜水电泵；正交试验；固液两相流；数值模拟；颗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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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２试验方案

矿用潜水电泵是将泵和电机连成一体，共同潜
Ｔａｂ．２

入水中工作的机组，因其安装方便、造价低、运行平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稳等特点，在煤矿排水中被广泛应用，其输送的介质
为含有固体颗粒的两相流体．
目前，矿用潜水泵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效率低、寿
命短、过流部件磨损严重等问题，据调查，国内矿用潜
水泵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一般不超过ｌ

０００ ｈ…，

其主要失效形式为磨粒磨损．矿用潜水电泵属固液两
相流泵，由于固液两相流动中，固体颗粒和液体的密
度不同，其运动轨迹也不一致，如果矿用潜水电泵按
清水离心泵的设计方法进行设计，固体颗粒将对过流
部件表面造成磨损，使泵的效率低、寿命短【２。４】．要解

２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决这一问题，过流部件不仅要采用高性能的抗磨材
料，更重要的是对泵内的两相流动规律进行研究，根
据两相流理论进行过流部件的水力设计．
文中选择对固液两相流泵性能有较大影响的３

２．１建立模型
采用Ｐｒｏ／Ｅ软件对叶轮和蜗壳水体进行三维造
型，然后导人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对其进行网格划分，叶轮

个因素，即叶片进口冲角郑。、叶片出口安放角卢：

水体网格数为３６３ ５６６，蜗壳水体网格数为２８４

和叶片数Ｚ，采用正交试验方案，应用计算流体动力

计算区域网格划分如图ｌ所示．

２０４，

学技术，研究这３个因素对矿用潜水电泵性能的影
响，以提高泵的效率和寿命．

正交试验方案的设计
ＢＱＳ２０—４０—５．５型矿用潜水电泵的基本性能
参数为流量Ｑ＝２０ ｍ３／ｈ，扬程日＝４０ ｍ，转速，ｌ＝
２ ９５０

ｒ／ｍｉｎ．正交试验中，对所选的３因素分别取３

个水平，如表ｌ所示．
裹１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图１计算区域网格划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ｈｃｔｏｒｓ ｌｅｖｅｌ
Ｆｉｇ．１

Ｇｒｉｄ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２控制方程和边界条件
在单相清水计算时，可认为介质水为不可压缩
流体，其运动黏度为常数．流动的摹本方程包括连续
性方程、动量守恒方程和能茸守恒方程．两相流模拟
采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计算时求解混合相的连续
渣浆泵不同于清水泵，渣浆泵叶轮出口宽度ｂ：
要求大于清水泵［５。７１．在泵原水力模型设计中，ｂ：
为１１．４ ｍｍ，泵在实际运行中叶轮有堵塞现象，因此
将在正交试验方案中，６：加大为１６．０

ｍｍ．

选用Ｌ９（３４）正交表，试验方案如表２所示．

万方数据

性方程、混合的动量方程、混合的能量方程、第二相
的体积分数方程和相对速度的代数表达¨叫０｜．
进口采用速度进口，可根据设计流最计算．蜗壳
出水口采用自由出流形式，固体壁面采用无滑移条
件。在近壁区采用标准壁画函数处理，通过ＳＩＭＰＬＥ

算法实现速度和压力之间的耦合Ｈ卜１２】．两相流计算

平时所得的试验效率结果的算术平均值，Ｒ为极差．

中固体颗粒选用粒径为０．１５ ｎＬｒｎ的沙粒，体积分数

表４清水模拟结果分析

为１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４

２．３计算结果分析
对正交试验中９种方案分别进行单相清水和固
液两相流的数值计算，得到在设计工况点的计算结
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数值模拟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ｆｉｏｎ

表５两相流模拟结果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Ｔａｂ．５

对表３进行极差计算，得到清水模拟结果和两相

根据表４，５的计算结果，以因素水平为横坐标，

流模拟结果，分别如表４，５所示，其中Ｋ为因素取ｉ

试验指标的平均值Ｉ｜｝，为纵坐标，得到各因素水平与

水平时所对应的试验效率结果之和，ｋ。为因素取ｉ水

试验指标的关系，即直方图，如图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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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种介质的计算结果和极差分析中可以看

案下Ｚ＝５，在两相流最优方案下Ｚ＝４．从直方图

出，岛＝１５。时，清水试验下为最优，而在两相流试

２，３也可以看出，在清水试验中，叶片数由３增加到

验中岛＝１０。为最优．对于ｚ，在清水试验中最优方

５的过程中，效率一直在增大，在５片时达到最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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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相流试验中，叶片数在从３增加到５的过程中

放角，易于在出口附近和叶片工作面相撞，加剧了叶

出现极值，在计算时表现为４叶片数时叶轮的效率

片出口端工作面的磨损．因此，在抽送小粒径颗粒

要高于５叶片数叶轮的效率．

时，叶片出口边的磨损性能比较差，泵的运行实践也

图４为固体颗粒在叶轮回转面上的分布云图，

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看出，对模拟所用的粒径为０．１５ ｍｍ的沙粒而

叶片数的减少，减小了颗粒与叶片的摩擦面积，

言，颗粒分布在叶片工作面附近较多，并沿着叶片工

进而减小了颗粒和叶片的摩擦碰撞损失．此外，叶片

作面运动．小颗粒运动轨迹的曲率与叶片曲率差别

数的减少还能够优化叶轮的过流能力，对消除泵在

很小，在叶片出口，小颗粒的出口角小于叶片出口安

输送固液两相流介质时的堵塞也起到有利作用．

图４固体颗粒在叶轮内的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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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叶片出口安放角和叶片数的选择方面，体现出
３

结

论

清水泵与两相流泵设计方法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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