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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８０Ｘ一１３．５型旋流泵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泵内部流动区域选用Ｐｍ／Ｅ造型，用Ｇａｍｂｉｔ
软件采用分块非结构六面体网格划分方法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及部分边界条件的设定。运用雷诺
平均Ｎ—Ｓ方程和标准Ｊ｜｝一占双方程湍流模型结合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来数值模拟旋流泵内部三维不可
压湍流场。数值模拟计算选取工作介质为清水，并认为是牛顿流体且局部各向同性；认为旋流泵的
内部流场是以定常角速度绕固定轴的旋转流场，属于复杂的三维不可压湍流流动。数值模拟得出
了旋流泵内的速度和全压分布图，并试分析出了旋流泵的内部流动区域分布。分析认为，周向流动
是旋流泵内部的主体流动趋势，旋流泵内部流动状态可归结为贯通流和循环流。数值模拟的结果
验证了已有流动模型的正确性，并且在数值模拟基础上重新划分的流动区域可以反映清水条件下
８０Ｘ一１３．５型旋流泵的内部流动情况。可为此种泵型旋流泵的设计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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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泵的叶轮退缩在压水室后面的泵腔之中，

流动过程中，旋转叶轮作用于流体，在无叶腔内形成

以至于蜗壳内形成了较大的空间，即无叶腔…。在

贯通流和循环流。贯通流经过叶轮和叶片组成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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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流动具有较好的轴对称性，等值线分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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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即贯通流流动。

似于强制涡的形态；在无叶腔内，较小半径区域内的
流动轴对称性较好且呈现自由涡流动状态，较大半
径区域内流动的轴对称性不明显。在叶轮半径较小
的区域，速度梯度变化小；反之，则变化大。

工轴截面速度等值线图（见图９）和ｙ轴截面速
度等值线图（见图１０）很好地显示了速度分布情况。
结合图４和图６，从隔舌向出口沿顺时针方向流体
的绝对速度显示为逐渐增加，能量来源于贯通流。
图９和图１０均表明，在叶片顶部和无叶腔的较大间
隙区域内流动情况复杂并有涡出现，是旋流泵效率
低的影响因素之一。

轴向速度等值线图（见图７、图８）显示，轴向速
度的正值区域和负值区域比较明显。在叶轮旋转区
域内，负值区域出现在叶片吸力面边缘，正值区域出
现在较大半径叶轮边缘区域；在无叶腔内，较小半径
的轴心区域显示轴向速度为负值，在半径约等于叶
轮半径的区域轴向速度显示为较大正值，在两个区
域之间还存在着过渡区域。对比图７和图８的轴向
速度，结合流线图分析发现：轴向速度较大并为正值
表示流体流出旋转叶轮区域；轴向速度较小且为负
值表示流体流入旋转叶轮区域。从数值模拟的角度
可以证明旋流泵内部存在着流入和流出Ｚ轴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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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勇等：旋流泵的流动规律

５５

２．２流动规律分析
对速度矢量图（见图３、图４）和流线图（见图
１１）分析后，将旋流泵内部流动归结为贯通流和循
环流。在旋转叶轮作用下，在叶轮较大半径圆周上
产生的高能流体流出叶轮旋转区域，在距叶轮旋转
轴心较小半径处产生低压使流体由进口沿轴线进入
叶轮旋转区域，这两个流动方向不同的流体在旋转
叶轮轮毂表面连接在一起，构成贯通流。

图１２流动区域分布图

此模型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模拟得到的旋
流泵内部的流动情况和文献报道［４川及相关测试结
果基本一致：例如，在流动模型中，贯通流流动存在
回流和漩涡，有较大的能量损失；循环流动也损失了
部分能量，这两项损失是使旋流泵的效率降低的主
图ｌｌ流体流动流线图

要原因。认为此次数值模拟的结果验证了已有流动

叶轮旋转产生的高能量流体主要体现在高动能

模型的正确性，在数值模拟基础上重新划分的流动

和高压力上，这部分流体在脱离旋转叶轮后，在无叶

区域可以反映清水条件下８０Ｘ一１３．５旋流泵的内

腔内保持原有的流动状态并挤压无叶腔内原有的流

部流动情况，可为此种泵型的设计提供参考。

体，使两者保持旋转流动的状态即循环流流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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