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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叶片高比转速混流泵内部流场数值模拟
王春林，郑海霞，张

浩，司艳雷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运用商用软件Ｆｌｕｅｎｔ，采用雷诺时均Ｎ—Ｓ方程、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流体机械模型中的
多重参考坐标系模型（ＭＲＦ），对不同安放角的３个高比转速混流泵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与结果分
析．主要分析了设计工况下Ｏｏ安放角的模型叶轮进口最高点截面的绝对速度和静压分布．详细分
析和比较了３个模型的叶片压力面静压分布云图、叶片压力面相对速度分布云图、导叶压力面静压
分布云图，捕捉到了安放角为＋４０时叶片进口接近轮缘处流体撞击轮缘形成的小回流．简要分析了
安放角为００的模型泵导叶压力面相对速度分布，可知导叶充分发挥了其转能与消除环量的作用．
分析结果揭示了高比转速混流泵内部流动规律．
关键词：混流泵；叶片；模型；数值模拟；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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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转速混流泵一般设计为立式导叶型混流

始研究高比转速混流泵．例如，曹树良等人用ＦＯＲ—

泵，可供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排灌之用，也可使用于

ＴＲＡＮ语言编程对高比转速混流泵叶轮进行水力设

工矿船坞、污水处理、电站冷却系统等处‘１｜，高效区

计，有效地提高了设计效率，具有设计计算精度高、

宽，汽蚀性能良好‘扪．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得到的叶片表面光滑、叶片表面数据齐全等特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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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ｌ

高比转速混流泵系列叶轮的研发提供了一个平
台ｐ ｏ；刘琦等人对比转速为８００的斜流泵在３个典
型工况下的内部三维湍流流动进行数值模拟，揭示
了其内部流动的主要特征，分析了流场中冲击、二次
回流等流动现象，为改进高比转速斜流泵的水力性
能提供了直观的物理信息【４ Ｊ．目前，国内关于高比
转速混流泵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作者应用商

进１：３喇叭臂

图１

用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对比转速为８３０的可调叶片高比转速
混流泵进行模拟，以揭示其内部流动主要特征，为判

Ｆｉｇ．１

高比转速混流泵计算域图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ｐｅｅｄ 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定其水力设计的合理性、改进和优化模型提供依据．
叶轮区域的流动规律较为复杂，流场变化剧烈．
为了便于反映流场的变化，准确地进行数值模拟，叶

物理模型与基本方程
模型泵设计参数：流量Ｑ＝１
Ｈ＝６

ｍ，转速ｎ＝１

轮区域的计算网格较密；其他部分布置较为稀疏，以
３００

ｍ３／ｈ，扬程

４５０ ｒ／ｍｉｎ．

采用基于流道理论的水力设计方法，巩ｒ作为叶
片的控制参数，确定叱ｒ分布规律沿轴面流线成线性

便控制网格总数．网格划分完成后对其质量进行检
测，网格质量控制在０．８５以内．３个模型泵网格总
数均为９００ ０００左右．网格图仅表示安放角为０。的
模型．网格图的划分如图２．

变化，出口边上环量相等．叶片数４片，空间导叶叶
片数为７片．轮毂设计成球面以调节叶片安放角．
假定高比转速混流泵内流体流动为不可压缩、
定常流动．不计重力影响．高比转速混流泵以恒定角
速度∞绕（一戈）轴旋转．在相对直角坐标系下控制
方程可以写为ｐ

ｏ

连续方程：

－Ｏｕｉ：０

（１）

ｄ戈ｆ

动量方程：
图２高比转速混流泵网格划分图

垫篙盟＝一鼍＋毒ｋ斫（嚣Ｏｘ＋差）】一
ａ算ｉ

ａ茗，

ａ戈ｉ Ｌ，’１“＼

，。ａ茗Ｊ ｊ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ｐｅｅｄ 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２）

控制方程采用三维、定常、不可压缩雷诺平均Ｎ

式中一ｕｉ表示平均相对速度分量；Ｐ’＝ｐ＋知｜｜｝一

—Ｓ方程№］，压力速度耦合采用标准ＳＩＭＰＬＥ算法，数

２ｐｓ｛／ｋＯＪｕ‘

押１∞２ｒ２，它包括了湍动能和旋转产生的压力，ｒ为任

学模型采用修正的后一占湍流模型求解高比转速混流
泵内部流动问题一Ｊ，采用ＭＲＦ模型，该模型的思想
为［８．９］：叶轮区域内流场的求解采用相对坐标系下的

意一点相对于转动中心的半径；８珊表示张量；

控制方程，其他３部分的流场求解采用绝对坐标系下

肛砸＝ｐ＋“为等效粘性系数，它包括分子粘性系数

的控制方程组，双参考系下的流动计算一次完成．

肛和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粘性系数“．

２．２边界条件

２数值模拟方法

布，故而进口边界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１０１，并采

入口处可认为来流速度在整个断面上均匀分
用第一类边界条件，其中｜ｊ｝，占的确定通过湍动强度
２．１计算域及算法
计算区域如图１所示，包含了进口喇叭管、叶轮
部分、导叶体部分和出口弯管部分．Ａ截面为叶片进
口边最高点所在的垂直平面，为数值模拟分析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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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和特征长度￡，由下式粗略估计得到：
ｒＪ｜｝ｉ。＝０．００５彬：

≮：Ｑ竖ｌ

（３）

排

３２

灌

式中训；。为进１３轴向速度，ｍ／ｓ；ｆ为进口处湍流特征

机

第２７卷

械

型泵叶片压力面进口相对速度分布图．

长度，ｍ．出口边界条件采用自由出流；壁面条件应
用无滑移条件，近壁区采用壁面函数‘１１ ３．

３模拟结果及分析
对叶片安放角为０。，＋２０，＋４。条件下的模型泵
的内部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和分析．
３．１

Ａ截面分析

图５安放角为０。叶片压力面进口相对速度

图３，图４分别表示Ｏ。安放角模型泵Ａ截面速

Ｆｉｇ．５

度矢量、压力分布图．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０ ｔｉｄ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图６安放角为＋２。叶片压力面进Ｅｌ相对速度
Ｆｉｇ．６

图３
Ｆｉｇ．３

Ａ截面绝对速度分布图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２ ｒｉｄｉｎｇ ａｔｌ出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０ｆ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７安放角为＋４０叶片压力面进口相对速度
Ｆｉｇ．７

图４ Ａ截面静压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殍，ａｐｈ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４ ｒｉｄｉｎｇ ａＩｌｇｌｅ

由图可知：Ｏ。安放角模型泵叶片进口速度分布
较为均匀，流体沿叶片工作面稳定流动且与轮缘无

由图３可知，速度方向与截面成一定角度，主流

撞击现象，沿叶高方向，从轮毂到轮缘相对速度逐渐

方向沿轴向流动．速度由中心沿径向基本分布均匀，

增大，但在叶轮进口边处轮缘至距离轮缘１／３处有

在近轮缘处速度分布紊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股相对速度较小流体．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部分流

流体在流动过程中受边界层的作用，使部分流体与

体撞击轮缘，能量降低，与能量较高的流体混合，造

轮缘撞击，造成了近轮缘处速度分布紊乱．而主流速

成了该区域的相对速度降低．安放角为＋２０和＋４０

度的均匀分布则说明了叶片进１３可认为是无旋
流动．

模型泵在叶轮进口且靠近轮缘至１／４处相对速度分

由图４可知，压力由中心沿径向逐渐减小，且分

尤其安放角为＋４０的模型泵撞击和回流现象尤为明

布较为均匀，在叶片进１３边最高点位置处，压力最
低，在该位置处容易发生气蚀而引起泵体振动．
３．２叶片压力面进口速度分析
图５一图７分别表示安放角为０。，＋２０，＋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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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十分紊乱，流体与轮缘撞击严重，速度降低较大．
显（如图７所示）．
。３．３叶片压力面静压分析
图８一图ｌＯ分别表示叶片安放角为００，＋２０，
＋４。模型泵压力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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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导叶压力面速度分布
图１１表示安放角为００模型泵导叶压力面速度
分布图．由于３个模型导叶压力面相对速度分布接
近，这里只表示安放角为０。模型泵导叶压力面相对
速度分布图，从图中可知沿导叶压力面速度分布均
匀，由进口到出口速度逐渐减小，沿叶高方向速度增
大，导叶充分发挥其转能与消除环量的作用．

图８安放角为００叶片压力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ｓｔ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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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安放角为００导叶压力面相对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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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导叶压力面静压分布
图１２～图１４表示了３个模型泵导叶压力面静
图９安放角为＋２０叶片压力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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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安放角为０。导叶压力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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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Ｏ安放角为＋４。叶片压力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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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看到叶片工作面的进口边处存在着明
显的负压区，可以理解为此处易出现空化现象，这与
该高比转速混流泵实际运行时所发生气蚀的位置相
吻合．叶片工作面上，沿工作面的法线方向上，流体
的静压逐渐增大，在出口附近达到最大，且沿叶高方
向静压亦逐渐增大，在单个叶片的转动轴线与轮缘
的交界处达到最大值．随着安放角的增加，叶片上压
力负荷增加，在轮缘附近尤为明显，这也是相同流量
下，随着安放角的增加扬程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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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安放角为＋２０导叶压力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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