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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式污水泵叶轮设计方法的探讨
丛小青，袁寿其，袁丹青
（江苏大学）

摘要：根据对不同叶片数半开式叶轮的试验研究，介绍了半开式叶轮的设计方法，给出了
叶轮设计中的经验公式及经验参教，详细研究了叶片数、叶片边缘间隙对水泵性能的影响，井对设
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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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很大影响，选择叶片数时一方面要考虑叶道有
足够宽度即取较少叶片数使叶道有较强的过流能

半开式叶轮以其简单的结构良好的通过性能

力，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泵的扬程和效率。要满

在污水泵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污水泵内两
相流动十分复杂，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种确切的

足上述要求，叶片数与通过颗粒大小要有一定
比例。图ｌ表示了叶片数与水力性能之间的关

设计方法，很多数据是在闭式叶轮的设计基础上

系，这些关系是从五叶片、四叶片、王叶片叶

根据设计者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在实际设计中

轮的试验结果中总结出来的。用通过固体物直

使很多设计者感到困惑。作者在长期从事污水泵

径与水泵吸入口径的比率来表示无堵塞性能的好

研制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对开式叶轮设计方法进行
了总结，对影响开式叶轮性能的几个主要参数进

坏，其水力性能是用其与五叶片叶轮性能的比

行了讨论，并为设计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

少到四片时效率下降不明显，而三叶片叶轮效

１

叶轮的水力设计

２

率来表示的。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叶轮叶片数减
率下降明显，同样随着叶片数减少水泵的总扬
程会降低而固体物的通过性能会得以改善。从

在设计清水泵离心叶轮时只要考虑高效率和

上述情况看四叶片叶轮在不影响效率的同时最适

高汽蚀性能就足够了，而在设计抽送污水的叶轮

合用于改善杂物的通过性。四叶片叶轮用于输

时必须考虑杂物的影响。这一点与高水力性能是

送原污水泵固体直径不得超过吸入口径２０％。下

矛盾的，所以在设计中必须确定水力设计的各种

表是根据输送固体颗粒大小推荐使用的叶片数。

因素同杂物通过性之间的关系．选择污水泵叶轮
的理想形状。以下我们只考虑半开式叶轮的水力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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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轮进口直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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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数的确定

叶片数对污水泵的扬程效率及过流能力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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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教ｚ

图１叶片数与泵性能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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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岛比一般清水泵设计要大，这样又有使Ｂ减
小的趋势，建议设计中按下式计算：

２．２叶片边缘间隙￡确定
开式叶轮中叶片边缘间隙对泵的性能影响至
关重要，它不但会严重影响泵的效率而且还会影响
泵的扬程。图２是一组试验结果，口。风Ｆ。
为四叶片叶轮间隙小于０．２时的数据，当凋整ｓ时

效率∞扬程郦会下降，下降程度与间隙调整前
的比值如图所示。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同样看到间

隙的调整虽然使颗粒的通过能力增加，也导致效
率扬程的大幅降低，而且使间隙磨损加重。这是
由于间隙增加使一些颗粒进人到间隙中间，从而
加剧了泵的磨损，同时由于容积损失的增大使泵
效率降低，扬程下降，所以在叶片边缘间隙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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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行完性能试验后，用下列公式计算切割
量，最后确定Ｄ，．叶轮切割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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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计算叶片出口宽度包
一般闭式叶轮中，叶轮出口宽度６：应为

６２＝乜：把
式中Ⅳ６２＝（ｎ６４～ｎ７）［盖）

整中应尽量小，以不摩擦泵壳为宜。

（ｑ小取大值）

边缘间隙

半开式叶轮中由于叶轮没有前盖板，容积损
失可。比较大，所以岛一般取比常规设计大。建
议ｈ，按以下原则进行选取。
（１）从考虑污物通过能力上，如不能小于
通过尺寸。
（２）从提高泵效率考虑，希望选取的６：尽
量接近清水泵计算值。
（３）增大占’应充分考虑到流道内尽可能无
脱流漩涡和二次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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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占，的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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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当皿＿＞≯。（介质中固体可能的最大粒
径）时，６：＝（１．２一１．５）占：＊
ｂ．当６：＿＜庐，时，岛＝（１．３一１．６）妒。
ｃ．大多数情况由于庐；不能准确确定，建议
岛按下式计算：

岛巩：把
式中‰＝（０９６￣１０５）（志１
有时为确保不同固体都不在泵内阻塞，取

图２

２．３叶轮外径岛的计算
叶轮出口直径毋与叶轮叶片数的多少有直接
关系。由于半开式叶轮设计中选择的叶片数比常

规设计法中所取的叶片数要少，因此在设计中要
适当加大叶轮外径。但是，半开式叶轮出口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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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风。
２．５叶片出口角卢：选择
考虑到叶片间流道的扩散角及叶片的包角，
为增加相邻叶片之间和盖板的通道面积，建议取
卢：＝ｌＯ。一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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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文斌：＿｝珂阳二站是怎样确保机组安装精度的

内（安装技术规范允许的±５％平均空气间隙范

创新意义的安装方法，可是不见交流文章出现，

围内）两台机组最后测量的空气间隙偏差与水泵

在一定程度会影响大型泵站安装技术的发展和提

导轴瓦间隙偏差均在合格范围内，也证明了这种

高。我们不怕浅薄，首先著文探索，旨在开技术

运用辅助中心安装法是正确无误的。

交流的先河。第二，过去限于安装的要求，主电
机结构及外形尺寸均按主泵安装需要专门配套设

结束语

３

计、生产，因而同一容量同一转速的配套主电机

泗阳二站机组安装中成功应用辅助中心确保

规格品种繁多，生产数量却很少，自然会大幅度

机组垂直同心的安装方法，是一种至今尚未见介

提高造价，而泗阳二站承包商打破了这一常规．

绍的全新的安装方法，实践证明，在配套主电机

仅按原设计转速与容量的要求选用已定型生产的

结构不允许按常规方法进行安装的条件下，是省

产品进行配套，缩小了原设计要求的外形尺寸，

时省工而又确保安装质量的一种新的安装方法。

因而大大降低了电机造价，两台电动机价格仅用

我们总结写成此文的目的在于：第一，我国大型

一台预算经费，差价以百万元计，今后，如果泵

泵站建设事业已有４０年历程，大家共识的安装程

站设计中同样进行选型配套，自然可以降低泵站
建设投资。

序，似乎一成不变，而实践中应该不断出现具有

（上接第１ ６页）
寸尽量接近清水泵以达到高效率。

小结

３

总之，叶片数、叶片边缘间隙、叶轮外
半开式叶轮适于抽送含气体的污水，

径，叶片出口宽度是影响半开式叶轮性能的关键

制造方便，便于维修，这些优点是污水泵叶轮家

数据，设计者只有在充分考虑效率及过流性能的

族中其它叶轮无法比拟的。

前提下科学地选取才能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叶轮。

（１）

（２）半开式叶轮的缺点是污水中存在磨损
性物质，使叶片与前盖板之间的间隙ｅ增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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