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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大过流旋流泵准环形

压水室水力设计方法。它给出了无叶腔基圆直

径、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压水室包角、隔舌螺

旋角、扩散管扩散角和扩散管高度的设计公式。

根据本设计方法设计的旋流泵压水室能很好保

证旋流泵的无堵塞性，在水力损失较小的情况下

改善泵内流动状况，提高旋流泵压水室对于含杂

质液体的通过性和旋流泵水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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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大过流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水力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旋流泵压水室结

构的几何参数适合以下关系：

θVIII＝360-θ0；

θ0＝25.248ln  ns-97.102，θ0取整；

b3＝b2+0.08D2；

Fγ＝(0.6+0.05γ)F8；

R＝0.5ev；

式中，

D3-旋流泵无叶腔基圆直径，m；

Q-旋流泵流量，m3/s；

ns-旋流泵比转速；

n-旋流泵转速，r/min；

Cg、Cv-旋流泵输送介质液相、固相体积分数，％；

ε-旋流泵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m；

θVIII-准环形压水室包角，°；

θ0-隔舌安放角，°；

α0-隔舌螺旋角，°；

b2-叶轮出口宽度，m；

D2-叶轮直径，m；

g-重力加速度，m/s2；

Ht-旋流泵理论扬程，m；

F8-压水室第八断面面积，m2；

v3-压水室断面的平均速度，m/s；

k3-速度系数；

e-自然对数；

Fγ-压水室第γ断面面积，γ取值1、2、3、4、5、6、7，m2；

H-旋流泵扬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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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压水室进口宽度，m；

Hγ-压水室第γ断面径向高度，m；

R-压水室铸造圆角，m；

ev-旋流泵输送介质中固体颗粒平均直径，m；

θ-扩散管扩散角，°；

L-扩散管高度，m；

Dd-扩散管出口直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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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大过流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水力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大过流旋流泵压水室水力设计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旋流泵

准环形压水室的水力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旋流泵的主要结构特征是叶轮退缩在压水室后面的泵腔内，叶轮旋转时在叶轮前

面的无叶腔内形成贯通流和循环流。贯通流通过叶轮叶片间流道进入泵室而流出，循环流

则在无叶腔内循环。由于循环流中部是低压区，固体颗粒掉入此区域在旋流的带动下流出，

因此大部分固态物质可不经过叶轮而直接从无叶腔流出。基于旋流泵结构形式及流动特性

的特殊性，旋流泵具有无堵塞性能好、运行平稳及耐磨性好、适用范围广等诸多优点。但由

于其内部同时存在贯通流和循环流，造成很大的水力损失。故其最大缺点是泵效率偏低，一

般η≤60％。虽然旋流泵与普通离心泵有相同的比转速范围，但因其特殊性在矿山、化工等

行业中应用日益广泛。

[0003] 专利CN202646143U(授权公开号)一种无堵塞旋流泵用的叶轮及无堵塞旋流泵公

开了一种旋流泵叶轮的设计方法。其叶轮边缘为流线型，有利于进口吸入液体并减少冲击

损失，在一定工作范围内保证较高的扬程，无堵塞性能优良。专利CN203223418U(授权公开

号)一种旋流泵公开了一种旋流泵的设计方法。其主要特征在于叶轮安装在泵体右后泵腔，

叶轮最左侧端面与泵腔出口通道的最右侧端面平行等，加大了泵的流量，提高了泵的扬程。

满足对输送介质无堵塞性能的要求。专利CN2392932Y(授权公开号)高耐磨旋流泵公开了一

种高耐磨旋流泵的结构特征，其由进料管、空泵体、泵体座、转子、轴承、出料管、转轴、电机

和转子壳体所组成。转子内有六个叶片组成的三对形如山字型的结构，转子一部分位于空

泵体右侧，另一部分位于转子壳体内。该专利的高耐磨旋流泵的优点是转子寿命可长达3至

4个月，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专利CN20168773OU(授权公开号)一种采用不锈钢冲压式叶轮

的旋流泵公开了一种旋流泵的结构形式。其主要由电机，轴，蜗壳，轮毅，叶轮螺母，后盖板，

叶片等组成，叶轮材料为不锈钢，采用冲压成型。旋流泵叶轮分为后盖板，叶片单独成型，再

通过焊接与轮毅连接成型叶轮。该专利的旋流泵优点在于：减少了材料，叶轮美观轻巧；提

高了叶轮加工的工作效率及产品的合格率；同时减少了环境的污染。

[0004] 上述已授权的四种专利其发明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改进叶轮的结构形式、叶轮和无

叶腔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等，均未涉及旋流泵的压水室结构及结构形式的改进。影响旋流

泵内部流动特性和性能不仅仅在于叶轮，压水室也是影响旋流泵性能的核心部件之一。因

此设计旋流泵压水室的时候，应尽量改善泵内流动状况，提高旋流泵压水室对于含杂质液

体的通过性和旋流泵水力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效大过流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水力设计方

法。通过改变旋流泵压水室几个重要设计参数的确定方法，从而改善旋流泵内部流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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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旋流泵压水室对于含杂质液体的通过性和旋流泵水力效率。

[0006] 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设计方法：

[0007] 1.旋流泵无叶腔基圆直径

[0008] 旋流泵无叶腔基圆直径计算公式

[0009]

[0010] 式中，D3-旋流泵无叶腔基圆直径，mm；

[0011] Q-旋流泵流量，m3/s；

[0012] ns-旋流泵比转速；

[0013] n-旋流泵转速，r/min；

[0014] Cg、Cv-旋流泵输送介质液相、固相体积分数，％；

[0015] 2.旋流泵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

[0016] 旋流泵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计算公式

[0017]

[0018] 式中，ε-旋流泵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mm；

[0019] n-旋流泵转速，r/min；

[0020] Q-旋流泵流量，m3/s；

[0021] ns-旋流泵比转速；

[0022] 3.隔舌螺旋角α0

[0023] 隔舌螺旋角计算公式

[0024]

[0025] 式中，α0-隔舌螺旋角，°；

[0026] b2-叶轮出口宽度，mm；

[0027] D2-叶轮直径，mm；

[0028] Ht-旋流泵理论扬程，m；

[0029] Q-旋流泵流量，m3/s；

[0030] n-旋流泵转速，r/min；

[0031] 4.旋流泵扩散管形状及布置方式

[0032] 扩散管采取切向布置，切于第八断面。为保证扩散段有较好的扩压度与较小的流

动损失，扩散角不应大于12°，出口流速应接近经济流速。扩散管高度L确定方法如下：

[0033]

[0034] 式中，θ-扩散管扩散角，°；

[0035] L-扩散管高度，mm；

[0036] Dd-扩散管出口直径，mm；

[0037] F8-压水室第八断面面积，cm2；

[0038] 5.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断面形状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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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断面形状采用矩形断面，两拐角用圆角过渡，方便铸造成型、

利于加工。压水室进口宽度b3：

[0040] b3＝b2+0.08D2

[0041] 各断面面积确定公式如下：

[0042]

[0043] Fγ＝(0.6+0.05γ)F8；

[0044]

[0045]

[0046]

[0047] R＝0.5ev；

[0048] 式中，F8-压水室第八断面面积，cm2；

[0049] v3-压水室断面的平均速度，m/s；

[0050] k3-速度系数；

[0051] Fγ-压水室第γ断面面积，γ取值1、2、3、4、5、6、7，cm2；

[0052] H-旋流泵扬程，m；

[0053] g-重力加速度，m/s2；

[0054] b3-压水室进口宽度，mm；

[0055] Hγ-压水室第γ断面径向高度，mm；

[0056] R-压水室铸造圆角，mm；

[0057] ns-旋流泵比转速；

[0058] ev-旋流泵输送介质中固体颗粒平均直径，mm；

[0059] 6.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包角

[0060] 旋流泵准环形压水室包角计算公式

[0061] θVIII＝360-θ0；

[0062] θ0＝25.248ln  ns-97.102，θ0取整。

[0063] 式中，θVIII-准环形压水室包角，°；

[0064] θ0-隔舌安放角，°；

[006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根据本设计方法所设计的旋流泵压水室能够改善泵内流动

状况，提高旋流泵压水室对于含杂质液体的通过性和旋流泵水力效率。

附图说明

[0066]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压水室轴面投影图及压水室流道断面图

[0067] 图2是同一个实施例的旋流泵结构图

[0068] 图中：1.无叶腔基圆直径，2.隔舌安放角，3.扩散管高度，4.扩散管扩散角，5.扩散

管出口直径，6.隔舌螺旋角，7.压水室进口宽度，8.旋流泵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9.叶轮

出口宽度，10.叶轮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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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9] 图1和图2共同确定了旋流泵的压水室的形状。它能够改善泵内流动状况，提高旋

流泵压水室对于含杂质液体的通过性和旋流泵水力效率。本发明压水室断面为矩形，两拐

角用圆角过渡，方便铸造成型、利于加工。其扩散管布置方式为切向布置，切于第八断面。Dd

为扩散管出口直径，应为标准直径，便于和现有法兰先匹配。满足Dd为标准直径及扩散管内

介质流动速度在经济流速范围内的情况下，L尽量取小值，减小旋流泵整体装置的外形尺

寸。本发明通过以下几个关系式来确定无叶腔基圆直径(1)、环形后缩腔与叶轮间隙(8)、压

水室包角、隔舌螺旋角(6)、扩散管扩散角(4)和扩散管高度(3)。

[0070]

[0071]

[0072] θVIII＝360-θ0；

[0073] θ0＝25.248ln  ns-97.102，θ0取整；

[0074]

[0075] b3＝b2+0.08D2；

[0076]

[0077] Fγ＝(0.6+0.05γ)F8；

[0078]

[0079]

[0080]

[0081] R＝0.5ev；

[0082]

[0083] θ≤12°；

[0084] 以上，为本发明专利参照实施例做出的具体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例，也包含本发明构思范围内的其他实施例或变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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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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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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