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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Ⅳ个单元，可获得Ⅳ个线性代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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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类边值问题。一部分边界单元上已

式中，Ｓ为计算区域的边界，；。’为考察点矢径，；’

知函数值妒，另一部分边界单元上已知函数的法

为源点矢径，考察点与源点均在边界ｓ上，ｃ。旧’）

向导数值罢生，若通过边界条件的配置使边界上

为考察点对边界ｓ所张的立体角，当该点处于光

未知量的数目恰好等于方程数目，则对于Ⅳ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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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程组获得，合并起来可用下式表示：

按给定的边界条件，由该式可以求出边界上
所有未知的函数值和法向导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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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日和Ｇ是ｎ×厅阶的系数矩阵，妒和ｑ分别

２．３方程的离散化和解法

是边界单元中点的函数值和函数的法向导数值

大多数情况下，积分方程的求解必须采用近

的列向量。

似的数值解法。边界元法将区域的边界分割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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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边界单元，整个边界上的积分以ｎ个边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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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式近似。本文在离散积分方程和边界积分方程

上式可用高斯主元素消去法求解。

时采用了常单元法，也就是把各个边界单元上的

２．４区域内函数值的计算

函数值和函数的法向导数值设为常量，并等于该
单元中点的值。

解联立方程式（１４），可以求出边界上未知的
函数值和函数的法向导数值。把整个边界上的函

将区域．ｓ用一系列四边形单元划分，单元总
数目为Ⅳ，每个小单元为Ｓ，因而有

数值和函数的法向导数值代入积分方程（７）。就
可以计算区域内任意点的函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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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单元取其中点，共有Ⅳ个中点。因此式（９）可
写成关于中点ｉ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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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日ｄ和Ｇ＃可以根据系数矩阵的计算方法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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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定的内点，可用式（１５）逐点求出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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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的边界单元Ｓ上的积分与考察点和源点有

点上的函数值ｐ。

３计算实例及分析
以ｘＰ５０—３２型旋喷泵为例。利用自主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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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其叶轮流道进行全三维势流的边界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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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成５８４个四边形单元，５８６个节点。叶轮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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