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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 (S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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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通道泵产品简介

1. 侧通道泵是介乎容积泵和离心泵之间的产品。

侧通道

容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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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

侧通道

泵的设计

往复式容积

旋转式容积

水龙侧通道

离心泵

2. 水龙侧通道分层结构
叶轮的离心效应将气液体分离，液体集中在叶轮外
围和侧通道，而气体则在内部(5)。

侧通道分层包括一个叶轮 (1)、一个侧通道外壳 (2)
和一个分层外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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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周围的高压推使气体通过独立的排气口(6)进入
下一分层，然后进入输送管道。

因此，越来越多的气体在吸入管路被抽走，直到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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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充满泵腔，泵便开始全力泵送。

如果泵内有足够的液体，即使吸入管中没有液体，
也可以正常工作。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使泵内经
常保持有足够的辅助液体，以便重复自吸过程。

3. 水龙侧通道泵工作原理

气体输送

图3

图4

叶轮(2)

液体或液气混合物经过入口 (3) 进入叶轮 (1) 和
侧通道 (2)。

气体(5)

侧通道被中断凸缘结构 (4) 断开吸入口和排放口，
而不是延伸到整个侧通道外壳上。

排气口(6)

排气口(6)

叶轮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使液体在星形叶片和侧通道

4. 水龙侧通道泵的特点

之间多次往返，从而引起强烈的能量传输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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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2 的箭头)。在相同转速下，侧通道泵的扬程（即
压力增加）是普通泵的 5 到 10 倍。由于侧通道为锥

-

流量最低时，功率消耗最大。

形设计，液体在中断凸缘结构(4)之前的出口进入下

-

Q-H 曲线陡斜，特别适用于与压力相关的控制。

一分层或泵的排放口。

-

由於间隙细小，不容许输送含颗粒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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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气的输送

5. 水龙侧通道泵的工作领域

-

水龙泵可以输送夹杂气体或蒸汽的液体(最高

低比速

可达 50%)及接近沸点的介质，例如液化石油

就投资额、运作成本而言，低流量、高扬程的水龙

气。
在蒸汽压力不断变化时，水龙泵可以避免气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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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与普通离心泵相比，有实质性优点。

现象，(在排气的过程中，流程不会被中断)。
自吸能力
水龙泵可以产生高真空吸力並因此具有自吸能力。

增加压力

如果为了安全因素、难以接近或要求安装在储罐上

-

叶轮转速相同时，额定压力比与普通泵相比高达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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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无需辅助自吸设备，水龙泵是您最好的选择。

即使在出口端超压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自吸过程(排
空过程最多约 2～3 分钟)。

6. 水龙泵的结合设计

侧通道泵的进一步发展为侧通道结合泵 (SRZS 系
列)，为达到更低的气蚀余量，其第一级设计为一个
离心式叶轮。

由于其良好的气蚀余量，当所输送的液体(冷凝液、
冷冻剂及其他)接近沸点，或者当设备的气蚀余量要
求具有良好的自吸能力的泵时，水龙侧通道结合泵
通常为首选。

上图显示侧通道泵在吸入空气时的吸入能力。特性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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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数据取决于泵的大小及泵的级数。在吸入时，泵在
图示范围内工作，直至因泵的真空状态引起液位上
升。泵会短时间内输送气液混合物，直至达到稳定的
流量。

工作状态的转换不受外界干扰。当停泵后，其结构确

当安装一或两个离心式叶轮并串联一个或更多的侧

保泵不会被排空。

通道层，两种传输原理的特定优点可彼此互补。
结合泵安装经济，可用于：

这些剩余液体保证这个自吸泵能重新启动，而无需在

流量高达 Q= 36 m³/hr

进口管道使用底阀。

扬程高达 H= 350 m

由此可见，当面对周期性操作或者吸入管道需跨过障

结合泵提供一个简单的系统构造，應對低气蚀余量

碍物时，自吸能力提高了工作的安全性。

或沸腾液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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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的水龙泵在下列应用领域中的优势

为了保证无故障的运作，系统的吸入管道必需符合

应用

产品优势

泵的汽蚀余量要求。

冷凝液的

-

可胜任于温度高达 220℃

回收

-

极低的吸程降低了系统的成本。

-

在各种蒸汽压力下的抗汽蚀运行保证了

系统的汽蚀余量(NPSHsystem)受温度，蒸汽压力，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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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汽蚀余量 (NPSH)

无故障生产工序。

度，吸升高度和吸入管道中的摩擦损失影响。

-

公式

即使液体内部份含气体，泵送也不会被
中断。

输送

NPSHsystem

=

系统的汽蚀余量 (m)

Pe

=

吸入口的液体压力(Pa), 真空为负
压

-

高科技设计能胜任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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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的

Pb

=

吸入口的大气压力(Pa)

Pv

=

液体的绝对蒸气压

ρ

=

液体密度 (kg/m³)

Hz geo

=

吸升高度(m)

Hvs

=

吸入管路的摩擦损失 (m)

G

=

引力加速 (9.81m/s²)

-

水龙侧通道泵是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

-

温度低至 –60°C (–75°F)。

-

压力达 40 巴 (580 PSI)

储罐泵的

-

适用于各种情况。

安装

-

管道泵设计便于安装。

-

优异的自吸能力可用于地下储罐或灌顶
上的泵出。

9. 着眼于未来的产品：水龙侧通道泵

为確保无故障运行，系统的汽蚀余量(NPSHsystem)

高效的系统科技，为低蒸汽壓液体的泵树立新的标

必須比泵的汽蚀余量(NPSHpump) 大 0.5m 或以上。

准。

在一个工艺当中，如液体可形成大量气体或泡沫，
会影响液体在泵系统中的输送和导致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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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离心泵的输送工艺会不稳定也不可靠
但水龙侧通道泵输送液体不会因此产生故障，可节
约您的成本并可减少麻烦。

带密屏蔽电机的制冷剂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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