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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式油气混输泵叶片的三维建模
马希金，曲

鑫，肖兴均

（兰州理工大学流体动力与控制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介绍了油气混输泵在油田中的应用及其在国内外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阐述了混输泵输送
高含气量气液混合物的关键是要对混输泵的过流部件，尤其是叶轮及导叶进行优化，以保持气液两相
的均质性，防止输送介质在流道内的分离．结合轴流泵与轴流式压缩机的设计理论，运用轴流泵设计
的方法，充分考虑轴流泵和轴流压缩机动静叶组合方式，设计了四组动叶转轮．通过坐标转化，将二维
叶片转化到三维空间坐标中，采用三维建模软件Ｐｒｏ／Ｅ建立了三维实体模型．结果表明，应用Ｐｒｏ／Ｅ
对压缩级进行完整的三维几何建模，能够较正确地表达出叶片形状，生成理想的三维实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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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输送介质多数情况下是油、气和水的混合

备泵和压缩机的性能．

物，甚至还含有固体颗粒．随着多相混输这项新技术

轴流式油气混输泵的设计不像单相泵和压缩机

的出现，油田产出物能够全部被输送，从而提高油田

有着一套成熟的设计方法，如何对混输泵的过流部

的产量．但油田产出物中的液相与气相的质量浓度

件，尤其是叶轮及导叶进行优化以保持气液两相的

变化范围比较宽，往往超出常规的泵和压缩机的工

均质性，防止输送介质在流道内的分离，是混输泵能

作范围，因此要求混输设备——混输泵必须同时具

否输送高含气量气液混合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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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此建模中，将吸人室分为５个特征．由于在

１设计及计算方法

Ｐｒｏ／Ｅ中建立曲面的功能比建立实体的功能更强
大，因此，在建模过程中建立的均是曲面体．绘制半

１．１设计参数
１００

螺旋形吸入室的参考ＣＡＤ图形如图１，图２所示．

本研究模拟计算的样机主要参数为：流量Ｑ＝
ｍ３／ｈ，扬程日＝８５ ｍ，轴功率Ｐ＝５４ ｋＷ，效率

叼＝３３％…．

’—＼：
专

１．２设计方法
油气混输泵兼有泵和压缩机的性能，所以其设
计方法不能单纯的按照泵或是压缩机转轮的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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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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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一方面要抽送液体为主的介质，另一方面在含气

图１叶片翼型平面图

率较高的条件下又要抽送气体为主的介质，所以须

Ｆｉｇ．１

Ａｅｒｏｆｏｉｌ ｉｃ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ｍｉｎａ

将泵和压缩机转轮的设计方法有机的结合，让泵能
在高含气率工况下工作［２’３］．混输泵的基本结构尺

低
弦。
，ｒ髟

寸已经给定，因此主要进行叶片的设计．
１．３动叶轮设计方法及数据
本次设计结合轴流泵和轴流式压缩机的设计理
论，运用轴流泵设计的方法，充分考虑轴流泵和轴流
压缩机动静叶组合方式，设计出４组转轮．

图２柱坐标与叫平面坐标转化图

设计步骤如下：①计算比转速，估算效率和确定
转速．②确定轮毂比、叶轮直径及叶片数．③确定计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ｅｅ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ｘｙ ｐｌａｎｅ

算截面，取３个等距截面．④叶片进口来流方向设为

１）将动叶平面叶片转化到三维空间坐标中．如

法向，计算出轴面速度和叶轮出口速度环量ｎ的

图ｌ将叶片翼型在水平方向按Ｚ。，Ｚ：，…，ｔ，…，Ｚ。划

分布规律，计算各截面出口速度三角形，确定∞。和

分．ｚ。＝５，１２＝１０，ｔ＝２０（ｉ一２），Ｚ。＝Ｌ，其中ｉ＝

ｐ。”３．⑤选择几何参数∥￡，∥ｚ等．⑥计算各截面翼

３，４，…，（ｎ—１）．对应的将叶片包角妒分成，ｌ份：

型厚度坐标．⑦画出叶片各截面翼型图，运用坐标换

妒ｌ，妒２，…，妒＾，…，妒。．妒Ｉ＝ｐ“／Ｌ，妒。＝妒，其中ｋ＝

算将其转换成三维坐标．⑧将得到的三维坐标由

１，２，…，（ｎ一１）．再由ｚ々＝Ｒｃｏｓ妒ｔ，ＹＩ＝Ｒｓｉｎ妒ｔ，

ＩＢＬ文件导人Ｐｒｏ／Ｅ中，生成三维实体叶片．

求得叶片截面上分段点对应的坐标值，需注意在计

ＹＱＨ一１００型多级油气混输泵动叶轮的设计几

算中已默认叶片头部前沿点坐标为（Ｒ，０，０），而且

何参数为轮毂比风。＝０．６０，叶片数ｚ＝４，叶栅稠密度

每个坐标对应于叶片背面和工作面两个ｚ值，即２。

ｏｒ＝１．２，叶片平均安放角卢＝８．２０，叶片平均包角妒＝

和铴，如图１所示．

１８１。，扬程系数九＝Ｏ．６，流量系数咖。＝０．０１２

４．

２）将得到的各点坐标写人到ＩＢＬ文件中．
３）把ＩＢＬ文

２建模

件导入Ｐｒｏ／Ｅ中得
到截面翼型的三维

２．１建模步骤

空间曲线图（见图

Ｐｒｏ／Ｅ是基于特征和参数的实体建模．零件上

３），依次连接叶片

有一定拓扑关系的一组几何元素所构成的一个特定

各截面的背面线生

形状称为形状特征．它具有特定的功能及其特定的

成叶片的背面，依

加工方法集．形状特征可以分为主形状特征和辅形

次连接叶片工作面

状特征．其中主形状特征用于构造零件的主体形状

线生成叶片工作

（如圆柱体、圆锥体等），辅形状特征用于对主形状

面，如图４所示．

特征的局部修饰（如倒角、键槽、退刀槽、中心孔

４）阵列以上叶片，完成动叶叶片的制作，如图５
所示．

等）．因此在建模之前，要先划分吸入室的特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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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静叶轮叶片的三维实体化过程重复以上４个
步骤，只是阵列的个数不同，如图６，图７所示．
６）制作叶轮过流区域．首先，按叶轮外直径和
叶轮高度做一实体圆柱，再以叶轮轮毂形状制作实

图４型线混合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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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便得到叶轮过流区域，如图８所示．得到的叶
轮结构如图９所示．需再制作动叶轮和静叶轮间的
过渡面，将动叶轮和静叶轮分开［２１．

图５动叶片完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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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叶片成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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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圆柱减去叶轮轮毂形状实体，再以剩余实体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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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静叶型线混合成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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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叶片轮毂成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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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叶轮成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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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建模中应注意的问题

ｔｏ

Ｆｉｇ．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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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设计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是可行的，但还存在着

本次建模中的难点是叶轮、叶片的建模，叶片工

与两相流理论未能完全结合的问题．由于进口处来流

作面和背面都是由曲面构成，而在Ｐｒｏ／Ｅ中要得到

与叶片头部发生冲击损失，所以入口安放角需要增

叶片曲面，运用混合命令将由ＩＢＬ文件导入的曲线

大．动叶轮与静叶轮间距小，静叶轮进口处流动复杂，

顺次扫描生成曲面，而后将叶片工作面与背面合并

还需增大间距．静叶轮流道气液分离严重，静叶叶片

便得到完整的叶片面．由于ＩＢＬ文件的各个坐标在

特别是中静叶和短静叶相对位置还要调整等．

计算或者测量的时候，出现偏差，导入后并不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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