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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采取车削方法调节水泵的运行工作点，提

哦，：Ｄ：１悸

高泵站的装置效率，将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下面就车削量的计算和实施操作过程作详细
说明。

Ｖ丑。

（５）确定修正系数Ｋ：车削律建立在相似工况
的基础之上．由于水泵车削前后在运行工况上只

２车削量的计算

是近似相似，所以对上式计算的理论值需按照实

车削的目的是使水泵在新的工况下，运行效
率较高或最高。车削量按相似工况条件下的车削
律公式近似计算。即：

验或经验进行修正。图４所示车削量修正系数Ｋ
与比转数ｍ的关系是相关专业书籍提供的试验
资料日．可做参考。
（６）计算理论车削量：

瓮≤

△Ｄ＝Ｋ（Ｄ２一Ｄ２７）
Ｋ

式中，Ｄ，为原泵的叶轮外径，仇’为车削后泵的叶

轮外径，吼、皿为原性能曲线上与车削后水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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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曲线上的一对相似工况点的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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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解法确定符合要求的相似工况点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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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即求出风、皿的值，如图３所示。

乍

围４车削量修正系数与比转数嗥的关系

３车削技术改造的实施操作过程
（１）设备准备。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真空
表；压力表；电功率表；水位高程标尺。
（２）测量泵站水泵效率及装置效率。测泵站运
行时实际扬程、流量、功率及净扬程，计算水泵效
率及泵站装置效率。
（３）拟定泵站综合技术改造方案：从管道、进
出水池等方面考虑技改的可行性。
（４）计算叶轮的车削量。按Ｅ述方法计算理论

圈３相似工况点的确定

车削量。

具体的车削量计算方法和过程如下：

（５）试车削。取一台试验泵。用理论车削量的

（１）在原性能曲线上选最高效率点Ｄ为新工

作点的相似工况点，称原点，坐标为（仉，吼）。

扬程、流量、效率，分析与最高效率点的差距。再确

（２）绘车削抛物线，即图３中的。一Ｍ曲线：
日＝置０２

定第二次的试车削量，直至满足高效率要求，并计
算出试验修正系数。
（６）车削并验收。将试验修正系数用于其它水

式中＆璺

泵计算车削量，进行叶轮车削，再做性能试验．对

优
（３）车削抛物线与管路系统特性曲线的交点
Ｃ为高效点Ｄ的相似工况点，即车削后的水泵运
行工作点，Ｃ点与Ｄ点在理论上效率相等．坐标
为（仉，圮）。

（４）将巩、鼠代人车削律计算车削后叶轮的
直径．即：

８０％进行第一次试车削，然后安装并测量水泵的

水泵效率及泵站装置效率测量验定，并作技术改
造成果报告及经济评价。

４车削调节的注意事项
（１）随着叶轮直径被车小，水泵叶轮与原设计
形状的几何相似逐步遭到破坏，水泵的实际丁作
效率会有变化。

万方数据

，；，㈠∽ｔ；糍麟。班乳游㈣㈣ｌ彝熬瓣苏瓢瓣瘌’。

竺竺皇！！竺！竺丝！竺竺竺竺竺兰竺：竺一

：塑：
表Ｉ为有关资料介绍的离心泵许可的车削范

参考文献

围和效率下降值¨Ｉ，以供参考。

泰安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东半湖引湖电灌总站初步设计

ｌ

表ｌ叶片泵的车削限度与车削后的效率下降值
比转数

曲阜：山东水利职业学院１９９７：０１—０２

６０

１２Ｑ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２０％

１５％

１１％

９％

７％

２

ｌＵ京省水利厅．技术改造测试报告曲阜：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３

丘传忻．泵站节能技术．北京：水利电力出版杜，１９８５：７２

１９８６：附图二、四
许可的最大车削量

…．．．一…．．～４

刘竹溪冰泵与水泵站［第２版］．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５
７０

其他作者简介：

（２）由于水泵的类型众多，水力模型有时相差

１薏要，峰ｍ、（１９７１·６＿·男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讲师；山东省曲阜市

较大，上述的理论分析与运行结果可能存在较大
误差，建议在车削调节中进行跟踪性能测试，以及

２粱秋生（１９５７．９－），男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高级讲师；Ｉｈ东省曲

时调整车削量，减少误差。

阜市（２７３ｌｏｏ）。
３常亚丽（１９６６．８－），男 山东省曲阜市水利局助理工程师；山东

（３）泵站技术改造应综合考虑管道与电动机

省曲阜市（２７３１００）。

的改造．最终以泵站装置效率提高为目标。

Ｓｔｕｄ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ＺＨＡ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币吲，ＺＨＡ０ Ｂｉｎｇ－ｆｅ旧，ＬＩＡＮＧ Ｑｉｕ－ｓｈｅ耐，ＣＨＡＮＧ

（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Ｑｕｆｕ

Ｂｕｒｅａｌｌ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ａｈ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Ⅳａｎｃｙ．Ｑｕｆ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Ｙａ－ｌｉ２

２７３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Ｑｕｆ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７３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ｕｕｎｓｆｊ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ｉｔｓ ｌｉｎｅ ｗｉｌ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ｉ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ｔ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ｍｐ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ｏｒ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ｅｏｎｏｍ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ｒ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ｔ８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ｏ

１０

ｒａｉｓｅ

ｐｕｍｐ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ｐｏｉｎｔ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ａｄｖａｎ—

ｌｅｓ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ａｓ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ｒｉｓ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ｓ ｐｕｔ ｔｏ

Ｕ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Ｌｉｆｔ ｈｅａ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关于征集排灌机械学术交流会议论文的通知
从４月２５日至８月３０日为论文征集时间。凡反映流体机械、排灌机械与工程方面的科研、生产、工

艺、销售、管理、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均可投稿。对优秀论文届时评奖．并将其优先推荐到《排灌机械》
杂志发表，并提供不多于５００字的作者简介。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邮编：２１２０１３

联系电话：０５１１－８７８０２８０、８７８０２８４

联系人：王洋

Ｅ—ｍａｌｌ：ＬＴＺＸ＠ｕｊｓ．ｅｄｕ．ｃｎ
（王洋供稿）

万方数据

。￡瓣。｜，盛避瓣融濑辎麟翻§麟麟滤蕊％翁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