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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喷嘴射流泵流场的数值模拟与ＰＩＶ测量
袁丹青，白

滨，王冠军，丛小青，陈向阳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研究多喷嘴射流泵性能和内部流场特征，设计了不同结构的多喷嘴射流泵试验模型．采

用ｋ一８湍流模型和壁面函数法对不同参数下的多喷嘴射流泵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表明，喷
嘴数和喷嘴角度及喉嘴距对射流泵工作性能影响较大；在吸入室及喉管入口处湍动能较大．利用
ＰＩＶ系统对不同结构射流泵内部流场进行了三维测量，获得了射流泵对称面流场的速度矢量和湍
动能等值线图．试验结果表明，其速度梯度衰减得愈快，工作流体和被吸流体混合距离越短．验证
了多喷嘴射流泵可缩短喉管长度．测量结果证明数值模拟的正确性，为多喷嘴射流泵理论研究和合
理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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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泵是一种利用高速流体做工作动力的流体

性好、工作可靠和成本低廉等一系列独特的优点．利

机械和混合反应设备，在工程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射流泵可使整个工艺流程及设备大大简化，尤其

用［１】．

是在高温、高压、放射、易燃、易爆、输送含有固体颗

射流泵本身没有运动部件，具有结构简单、密封

粒的介质和水下等特殊工作条件下，更显示出其独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１一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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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丹青（１９６５～）。男，江苏泰州人．副教授（ｙｄｑ＠ｕｊｓ．ｅｄｕ．ＣＯ）．主要从事流体机械设计制造的研究．

白滨（１９８４一），男，河南开封人，硕上研究生（ｓｅｌｉｎａｆｏｒｅｖｅｒ＠ｓｍａａ．ｃｏ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设计制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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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射流泵各个
方面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射流泵内部流
动结构复杂，整体效率较低，一直制约着射流泵的
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单喷嘴射流泵各结构参数对泵性
能影响以及如何选择这些参数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单喷嘴射流泵的内部流场数值模拟方面，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也比较多【３“］．利用数值计算得到喷

图ｌ
Ｆｉｇ．１

多喷嘴射流泵结构示意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ｏｚｚｌｅ

ｊｅｔ

ｐｕｍｐ

射泵的效率方程和最高效率面积比及对射流泵流场
的数值模拟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２数值计算

目前，对射流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喷嘴方面．
由于原始射流泵结构尺寸较大、效率较低不利于射

２．１基本参数

流泵的安装与应用．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多喷嘴

考虑到影响多喷嘴射流泵性能的参数较多，将

射流泵的研制．它可以缩短喉管长度，从而减小泵体

主要影响参数：喷嘴数、喷嘴角度和喉嘴距作为研究

的整体长度，有效增加了它的应用范围．而且工艺简

对象，分别计算４个流量比下不同喷嘴数，喷嘴角度

单，工作稳定．因此多喷嘴射流泵的研制，可以节省

和喉嘴距的射流泵内部流动情况．找出多喷嘴射流

工作空间，扩大射流泵的应用范围，提高其工程应用

泵性能结构参数．射流泵计算参数见表１．

价值．由于国内对多喷嘴射流泵的研究较少，可供参

表１计算参数

考的资料较缺乏．因此，对多喷嘴射流泵各结构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对其性能的影响进行系统的试验研究具有实际理论
意义．
笔者采用数值模拟和ＰＩＶ测量两种方法分别对
该多喷嘴射流泵在不同喷嘴数，喷嘴角度以及喉嘴
距下的效率、外特性和混合长度进行研究，为合理选
择这些结构参数提供依据．

射流泵性能曲线为压力比』、ｒ和流量比Ｍ的曲
线，其中Ｎ＝（风一皿）／（喝一见），式中日。为工作

多喷嘴射流泵工作原理

流体扬程，ⅣＩ为被吸流体扬程，凰为射流泵出口扬
程；Ｍ＝Ｑ：／Ｑ，，式中Ｑ，为工作流体流量，Ｑ：为被

多喷嘴射流泵的工作流体是通过多个喷嘴射出
的，高压液体通过多喷嘴射出多股流体，在喷嘴口

吸流体流量¨Ｊ．
２．２控制方程与湍流模型

处由于射流边界层的紊流扩散作用，与周围被吸流

流体在射流泵内流动时，认为流体在整个泵内

体发生动量交换，工作流体与引射流体相接触的表

是湍流流动．在建立射流泵实际几何模型的前提下，

面比相应的单喷嘴射流泵大，工作流体与引射流体

考虑射流泵的喉管入口段、喉管段、出口段对射流泵

能比较迅速地进行能量和动量交换，使混合流体速

性能的影响，利用贴体坐标变换技术，结合有限体积

度较早均匀．因此，喉管直径一定的多喷嘴射流泵

法对射流泵三维空间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根据射流

的喉管长度就比相应的中心射流泵的喉管长度短．

泵特点，设流场为不可压、定常、等温流场，湍流采用

即多股流体能够在很短的距离内混合均匀，这样就

湍流模型．国内外学者对射流泵数值模拟研究较多，

减小了喉管的长度．

计算结果得到大量验证，其计算公式和方法是正确

多喷嘴射流泵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其中，Ｌ

性．笔者借鉴了关于射流泵数值计算的控制方

为喉管长度；ｎ为喷嘴个数，且均匀分布；０为喷嘴

程‘８圳】．

安装角；￡．为喉嘴距；Ｄ为喉管直径．将射流泵设计

２．３边界条件与网格划分

成无扩散管结构，以保证工作流体和被吸流体能混

２．３．１边界条件

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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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出口边界定义为自然出流，即出口处的流动是完全

湍动能可以反应内部流场速度情况，由图２可

发展的，出流面上的流动情况由区域内部外推得到，

知，多喷嘴工作流体和被吸流体能在吸人室及喉管

且对上游流动没有影响．对于湍流核心区的流动采

入口处快速混合，混合均匀位置与单喷嘴射流泵相

用湍流模型求解，而在壁面区不进行求解而采用壁

比明显减少大约一半，说明多喷嘴可缩短射流泵喉

面函数法定义固壁边界条件．

管距离．

２．３．２网格划分
在三维造型软件中绘制模型，然后导入ＧＡＭ．
ＢＩＴ中，采用适应性很强的Ｔｇｒｉｄ混合网格进行整体
划分，生成计算网格总约为３０万，其中喷嘴部分约
６万，吸入室及喉管部分约２４万．
２．４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分别计算９种结构的射流泵，流量比为０．３，０。６，
０．９，１．２四个工况下的内部流场．射流泵的喉管是高

图２湍动能对比图

速射流工作流体与被吸流体进行动量、能量交换的区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域，研究交换过程基本结束的位置，此位置工作流体
与引射流体就形成了一股较均匀的混合流．

３试验装置

２．４．１对喷嘴角度的数值研究
每个喷嘴数的射流泵的喷嘴角度设计成为

３．１射流泵试验装置系统

１００、１５０和２００．数值计算结果表明在流量比为０．３

根据模拟结果分别对单喷嘴，４喷嘴和８喷嘴

时，不同喷嘴数的射流泵，喷嘴角度越小其最高点效

的射流泵进行ＰＩＶ测量，试验采用闭式循环系统．离

率越高．分析其原因，是喷嘴角度小使工作液体进入

心泵从水池中抽水，形成工作水流．工作水流经压力

喉管时发生碰撞，能量损失比大喷嘴角度的要小．因

表，涡轮流量计和阀门从射流泵多个喷嘴喷出形成

此，在设计多喷嘴射流泵时应避免用过大的喷嘴角

高速射流，由于多束射流的紊动扩散作用形成负压，

度，在设计角度范围内尽量取小值．

使射流泵从水池吸水形成被吸水流，工作水流和被吸

２．４．２对喷嘴数的数值研究

水流在射流泵中吸人室和喉管发生动量交换形成混

计算结果显示，喷嘴数为４和６的射流泵整体

合水流，混合水流经过涡轮流量计压力表流回水池，

效率要比喷嘴数为８的射流泵效率好，在较大流量

完成整个循环过程．试验中，用离心泵出口调节阀来

比时性能较差，这是因为当喷嘴数太多时，从喷嘴

调节工作水流流量Ｑ０，用射流泵出口球阀来调节混

中射出的各股工作射流在圆周方向的相互间隔就变

合水流流量Ｑ，从而达到改变流量比ｑ＝（Ｑ，一Ｑｏ）／

小，引射流体往射流与接受室壁面之间的空间的补

Ｑ。的目的．射流泵工作水流流量和混合水流流量用

充就受到阻碍，射流容易附壁流动，引起摩擦损失．

涡轮流量传感器及其相应信号转换器测量．

因此，对于一定尺寸的射流泵，喷嘴数太多时是不利

３．２

的，建议喷嘴数≤６．

ＰＩＶ测量系统
试验中采用的ＰＩＶ三维测量系统如图３所示．

２．４．３对喉嘴距的数值研究
喉嘴距也是影响射流泵效率的主要因素，从模
拟结果可知，无论是４喷嘴，６喷嘴还是８喷嘴，喉
嘴距为９０ ｍｍ的效率最差，５０ ｍｍ的喉嘴距效率最
好．分析其原因，是５０ ｍｍ的与传统单喷嘴射流泵
位置一致，喷嘴射出的流体在混合室内混合，产生负
压，被吸流体流入混合室．而增加喉嘴距时，喷嘴射
出的工作流体在喷嘴口处由于射流边界层的紊流扩
散作用形成负压，然而此处负压区在被吸流体入口
之前，被吸流体吸入时与工作流体方向相反，所以造
成射流泵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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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长度约为４００ ｍｍ，混合距离较长．
４．２

４喷嘴射流泵速度场

片．与片光源相垂直方向的ＣＣＤ摄像机摄下流场层

４喷嘴射流泵在流量为３２ ｍ３／ｈ时，射流速度

片中流动粒子的图像；然后把图像数字化送入计算

径向梯度明显比单喷嘴减小．且混合均匀长度约为

机，利用互相关原理进行图像处理．由于片光照射区

２００

域有限，测量区域为１２０

４．３

ｍｍ×１２０

ｍｍ，而所要测量

ｍｍ，从而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的正确性．
８喷嘴射流泵速度场

的射流泵喉管入口段、喉管段对称面流场尺寸为

８喷嘴射流泵在在流量为３２ ｍ３／ｈ时，整体效

ｍｍ，为此，通过移动片光源和ＣＣＤ的

率较差，工作流体只在混合区有射流特征，但并不明

轴向位置（位置１和２）可测得工作流体和被吸流

显，由于射流泵喷嘴结构原因，ＰＩＶ图像并不理想，

体混合段流场，从而可测得整个轴截面流场．由于射

误差较大．８喷嘴射流泵效率较低的原因正如前文

流泵测量段的边界不是平面，而是一个圆柱体，对

所述．所以多喷嘴射流泵设计时应采用合理喷嘴数，

ＰＩＶ来说，圆形边壁会产生凸镜效应，使得同一视场

从数值模拟结果看喷嘴数为４—６喷嘴射流泵都有

内的各点的聚焦程度不一样，为此补加水套，即射流

很好的工作范围．

３００ ｍｍ×５０

泵外加方槽，槽内充纯净水进行光路补偿．测试时，
先根据涡轮流量传感器的工作水流流量Ｑ。，调节喷

５结论

嘴出口不同流速，再保持喷嘴出口流速不变的情况
下对图３的２个轴向位置分别进行测量．试验水池

从数值模拟和ＰＩＶ测量研究了多喷嘴射流泵的

中含有大量自然粒子，粒径在ｌＯ一２０ ｔｘｍ之间，满

效率以及多喷嘴工作流体和被吸流体在喉管中混和

足粒子跟随性的要求．不需要另加示踪粒子．

均匀距离．数值模拟结果与ＰＩＶ测量结果基本吻合，

３．３测量原理

说明了模型和计算方法是正确的．多喷嘴射流泵的

ＰＩＶ是“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ｅｒｙ”的缩写，中

数值计算和ＰＩＶ测量验证了采用多喷嘴可缩短喉嘴

文全称为粒子图像速度场仪．其测量基本原理是测

距的长度．从而使多喷嘴射流泵能够应用到更多的

量示踪粒子在时间缸内所运动的位移缸，△ｙ，进而

工程上，体现了其独特的优越性．合理设计多喷嘴射

可以获得粒子运动的速度和方向：“＝Ａｘ／Ａｔ，秽＝

流泵的各结构参数可显著改善射流泵的工作性能，

Ａｙ／Ａｔ．由于所选用的示踪粒子对流体的跟随性很

喷嘴数并不是越多越好，且喉嘴距应在一定范围内，

好，因此粒子的运动即反映出流体的运动．这样就要

喷嘴角度应采用较小值．

Ｉｍａｇｅ

求粒子的位移必须足够小，使得Ａｘ／Ａｔ是速度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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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ｊｅｃｔｏｒ ｐｕｍ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Ｙｉ．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

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２）：１７５—１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 Ｎ，Ｃｈｅｂａｅｖｓｋｉｉ Ｖ Ｆ．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ｍ—

ｏ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ｊｅｔ ｐｕｍ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６］Ｋａｒａｍｂｉｒｏｖ

Ｈｏｎｇｊｕｎ，Ｚｈ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责任编辑贾国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