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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道泵叶轮内贴体网格生成与ＣＦ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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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贴体网格的微分方程生成法为基础，采用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Ｓｏｒｅｎｓｏｎ的思想，以指数函数作
内插传递，根据网格正交性和间距的要求构造源函数，然后通过求解带源项的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实现
了双流道泵叶轮内三维贴体网格的自动生成，并对该叶轮在设计工况下的内部流动进行了数值模
拟．结果表明：用该法生成的网格品质良好，能有效提高叶轮内部流动数值计算的前处理环节的效
率和精度；网格疏密度可人为控制，且网格线与边界正交，便于湍流壁面条件的引入；编写的网格生
成程序通用性强，经改进也可用于其他非规则几何形状流道网格的自动生成．
关键词：双流道泵；叶轮；贴体；网格生成；ＣＦ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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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遇到的流动问题大多发生在复杂的区域

行双流道泵内部流场数值计算的关键一步就是贴体

内，双流道泵的内部更是如此．而以有限差分法为基

坐标网格的生成，且所生成网格的质量将直接影响

础的数值解法要求将控制方程从物理空间转换到计

问题求解的精度，甚至影响数值计算的收敛性…．

算空间求解，即在一个规则的网格内求解．因此，进

目前，贴体坐标网格的生成方法主要有两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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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分方程法和代数插值法．微分方程法的主要优点是．

作内插传递，由离心泵叶轮内部流动计算对网格正

曲线坐标系的连续性和可微性与微分方程组的阶次

交性和网格间距的要求构造源函数拍１，设

相关，且曲线坐标系的正交性和间距主要由所求解

Ｐ…（ｇ，川ｎ㈦嚣：然ｅ”－ａｈ（ｎ＝㈩

的微分方程来决定．而用代数插值法生成贴体网格
时，物理求解域上的网格点由边界点插值得到，虽然

、、，，．７）＝ｇ（ｆ）ｅ一蛔＋ｓ（ｆ）

～一１’

‘

式中口，ｂ，ｃ，ｄ为正常数，表示由边界向内网格源项

方法比较简单，但边界处的不连续性易导致内部点

的衰减速率，较小的常数值表示较慢的衰减，但一般

的误差，网格线的光滑性及正交性也不易控制．近年

易引起收敛困难．经过计算实践，本研究取口，ｂ，ｃ，ｄ

来，尽管有人尝试在代数插值法的基础上，通过手工

的值均为０．６．

调节网格线的正交性及间距，但生成的网格光滑性

根据（３）式，在边界叩＝０和叼－Ｉ’７～处分别有

差，且计算工作量大，精度也难以保证．因此，离心泵

『Ｐ（手，０）＝ＪＰ（ｆ）＋ｒ（ｆ）ｅ－ｅＶ／一

叶轮内贴体网格的生成通常采用微分方程法，文献
［２］一［４］分别用该法计算了普通离心泵、无堵塞

ＬＱ（ｇ，０）＝ｇ（ｆ）＋ｓ（ｆ）ｅ－幽’一
及

泵、带分流叶片的离心泵叶轮内的三维贴体网格．本

『尸（ｆ，叼一）＝ｐ（孝）ｅ－４”一＋ｒ（孝）

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套基于微分方程法生成双
流道泵叶轮内的三维贴体网格的程序，并对该叶轮
在设计工况下的内部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从而验
证微分方程法生成的双流道叶轮贴体网格的适用性
和可靠性．

【Ｑ（ｆ，叩。，）＝ｇ（孝）ｅ一啊一＋ｓ（ｆ）
略去高阶小项，可得
ｒＰ（ｓ占，Ｏ）＝ｐ（ｆ）

ｆＰ（亭，田。。）＝ｒ（ｆ）

ＩＱ（ｆ，ｏ）：ｇ（手）５

ＩＱ（孝，，７。。）：。（孝）

所以在叼＝０边界上，方程组（２）变换为
ｆａ茗符一Ｚｐｚ翱＋ｙｘ聊＝一，［ｐ（孝）并ｆ＋ｑ（ｆ）戈＿］

１二维网格生成

【ａ，，菇一Ｚｐ，，白＋ＹＹ聊＝一，［ｐ（亭）儿＋９（孝），，＿］
最简单的生成二维贴体网格的微分方程是Ｌａ－
ｐｌａｃｅ方程，但是工程实践中，希望物理空间的网格
划分能适应求解域内物理量的变化，即变化剧烈处
网格稠密，变化平缓处网格稀疏．所以，本研究采用
带源项的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来生成网格，通过构造合适
的源项来控制物理求解域内的网格疏密情况”Ｊ．物
理空间中的偏微分方程为

ｆ￡＋岛＝尸（ｆ，叼）

，１、

Ｌ叩。＋叩。＝Ｑ（ｆ，７＂１）
式中（髫，，，）为物理空间下的坐标；（ｆ，’７）为计算空

间下的坐标；Ｐ，Ｑ为源函数（或控制函数），用于调
节区域内部网格分布及正交性．
利用坐标变换可得计算空间中的偏微分方程

ｆ似括一２肛翱＋ｙｘ聊＝一，（＾ｆ＋Ｑｘ＿），¨

ｏ‰一２ＢＹｅ。＋ＹＹ聊＝一，（‰＋盼。）
式中

Ｏｔ＝石；＋《；卢＝髫∥＿＋托，，＿；

ｙ＝菇；＋《；Ｊ＝髫ｆ，，，一髫，儿
源函数Ｐ，Ｑ的构造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根据
正交性和网格间距的要求直接导出源函数的表达

在７７＝叼～边界上，方程组（２）变换为

『似诺一２／３ｘ翱＋ｙｘ＇，’，＝一，［ｒ（亭）％＋ｓ（ｆ）菇＿］

【‰一２／３ｙｅｏ＋ＹＹ聊＝一，［ｒ（ｆ）儿＋ｓ（亭），，＿］
由此可得

舭）＝【盟芦】删

船）＝【半】删
心）＿【华】

孵）＝【盐竺学】

式中耻（一监挚）删
”（一啦挚）删
耻（一啦挚）
心＝（一盟号Ｐ如）

式；另一类是在迭代过程中根据源项变化的情况，采

上式中％，儿，％及坛可以由边界上给出的节

用人工控制实现所期望的网格．这里采用第一类方

点分布直接计算得到；茗。和ｙ。则需要根据边界处网
格的分布特性确定．

法，根据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Ｓｏｒｅｎｓｏｎ的思想，以指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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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性是，进行离心泵叶轮内部流动计算
时多采用发展较成熟的壁面函数法，而壁面函数法
中要求第一内点必须布置在湍流区，所以第一内点

其中

占

＝

０

Ｘ

ａｂＳ

Ｘ

ａ ｂＳ

／Ｌ，Ｌ

《矿

一 茗

＜

占

一

＜

‘ｏ

ｙ

、，、，

ｍ巧．

与固体壁面之间的距离山必须直接给出，则有

ｄｓ＝√（ｄ戈）２＋（ｄｙ）２
当出一０和ｄ，，＿０时，有

ｄｓ＝￣／（ｘｆｄ孝＋戈∞ｄ田）２＋（，，ｆ鸳＋ｙｗｄ田）２
由于采用了贴体坐标，所以在固体壁面上的点
与第一内节点同处于孝＝Ｃ的地方，也就是喈＝０，
代入上式可得

（ｄｓ）。；。＝￣／（戈。ｄ，７）；：。＋（％ｄ＇７）：：。
即

（ｓ。）删＝￣／（戈。）；：。＋（ｙ。）；：。

（４）
图１

第二个特性是，为了便于湍流壁面条件的引入，

Ｆｉｇ．１

规定网格线与固体壁面的夹角０＝９０。，则

‘ＶｆＶ叼？删＿ｆ：ｔ竹ｖ＋ｆｆｌ
ｉ们Ｘ叩！Ｃ：ＯＳｏ们删２
（ｆ。叼，＋ｆｙ叼，）。：ｏ＝０

（¨删：ｆ丛型等掣１

ｏ（５）
（
）

联立式（４）和（５）得

（，，，），。。：ｆ！丑ｊ—：：ｊ！兰！ ；；；！！掣１
、

ｑ

叶轮轴面流道二维网格
２Ｄ ｂｏｄｙ－ｆｉｔｔｅｄ ｇｒｉｄ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２
＿——；正ｒ’，’１日工，弓～
三维网格生成
二维网格的生成理论可直接推广到三维网格的
生成中．由图２可见，双流道叶轮的单个流道可视为

Ｊ

ｘｔ＋ｙ｝

、ｘ；＋瑶

ｑ＝ｏ

Ｉ”。０

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并。）。：。一和（ｙ。）斗：斗一．二
阶导数项并聊和Ｙ叶叶可利用差商代替导数来确定．结
合离心泵叶轮轴面流道二维贴体网格（见图１）的生

由形如弯管的内部流道和类似于圆柱叶轮流道的外
部流道两部分拼接而成，每个流道可单独生成结构
化网格，内外流道之间的耦合通过交界面上信息传
递来实现，生成的网格见图３一图６．网格点在沿前
盖板面到后盖板面方向定义为，，沿背面到工作面方
向定义为．，，沿过流断面方向定义为尼

成，具体步骤如下：
１）给定叶轮前后盖板（竹＝０和叩＝叼。。）及叶
轮进出口边（ｆ＝０和孝＝亭。，）的型线，根据需要确
定边界上网格的分布规律或具体值；运用插值法得
到初始网格．
２）定义第一内点与壁面（，７＝０和叼＝叩一）的

距离ｄｓ和角度秽；计算壁面上≮，以，话，强，菇。，Ｙ。，
茗幡，Ｙ嗜的值；给Ｐ，ｑ，ｒ，ｓ赋初值．

３）更新壁面上石硼，‰值；更新Ｐ，ｇ，ｒ，ｓ值，由于
Ｐ，ｑ，ｒ，ｓ的变化很大，有可能导致发散，因此采用了
亚松弛技术，经过实际计算，取松弛因子妒。＝０．３；
根据式（３）计算每个内点上源函数Ｐ，Ｑ值．
４）离散求解式（２），为了能更快的求解该方程
组，采用超松驰迭代技术，经过计算实践，取松弛因
子９＝１．３；更新ｘ，Ｙ值．

Ａ

５）比较两次计算的结果，判断是否收敛，若不
收敛，则重复步骤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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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双流道叶轮水力模型图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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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３叶轮内流的ＣＦＤ分析
生成贴体网格之后即可对双流道叶轮的内部流
动进行数值模拟．控制方程为雷诺方程，湍流模型为
考虑旋转与曲率修正的ｋ一占模型¨。１１｜，压力修正
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所用边界条件如下：
１）进口条件：在计算域的进口给定速度值和方
向，湍动能按来流平均动能的０．５％给出．
图３外流道二维网格（．，×Ｋ＝３５×３５）
Ｆｉｇ．３

２Ｄ ｂｏｄｙ－ｆｉｔｔｅｄ ｇｒｉｄ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２）出口条件：在计算域的出口采用局部单向化

ｃｈａｎｎｅｌ

处理，即在出口截面上，速度、湍动能和耗散率的法
向导数为０．
３）固壁条件：在计算域的固体壁面上使用无滑
移固壁条件，即／２，ｔ，，ｔｔ，＝０．在近壁区，由于当地雷诺
数较小，在充分发展湍流区推得的ｋ一占湍流模型使
用受到限制，采用壁面函数法¨２’．
图７和图８分别给出了叶轮外流道中间网格面
（，＝１８）上的相对速度和静压分布，

图４流道三维网格（，×Ｊ×Ｋ＝３５×３５×７５）
Ｆｉｇ．４

３Ｄ

ｂｏｄｙ－ｆｉｔｔｅｄ咖ｄ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７外流道中间网格面（，＝１８）相对速度矢量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ｖＰＡ！ｔｏｒ８

ｏｎ

ｍｉｄ ｇｒｉｄ

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图５外部流道内第１，１１，２１，３５过流断面
Ｆｉｇ．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１，１ １，２１，３５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８外流道中间网格面（，＝１８）静压云图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ｎ ｍｉｄ—ｄ
Ｆｉｇ．８
ｐｌａｎｅ ｏｆ

图６内部流道内第１，７，１３，１９，２５，３１。４０
过流断面
Ｆｉｇ．６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１，７，１３，１９，２５，３１，４０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万方数据

ｏｕｔ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由图７和图８可知，计算所得双流道泵叶轮内
部速度及压力分布规律符合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的一
般规律；流道工作面上的相对速度很小，在工作面附

排

１４

灌

机

械

第２６卷

近出现了速度很低的回流一旋涡区，有着明显的

轮三维贴体网格生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４，３５

“射流一尾迹”特征；随着半径增大流道工作面附近

（６）：６９—７１．

的流体相对速度逐渐增加，而流道吸力面附近的流

ＹＵＡＮ Ｓｈｏｕ·ｑｉ，ＨＥ
ａ１．３－Ｄ

体相对速度却逐渐减小，在流道出口处压力面和吸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ｖａｎ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力面的速度趋于相等；同一半径处，压力面侧静压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ｓｅ

显大于吸力面侧，随着半径增大静压逐渐增大．

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４，３５（６）：６９

—７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Ｔｈｏｍｐｓｅｎ Ｊ Ｆ，Ｗａｍｉ

４

Ｙｏｕ—ｓｈｉ，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ｅｔ

ｂｏｄｙ－ｆｉｔｔｅｄ酣ｄ

结论

［６］Ｔｏｕｒｌｉｄａｋｉｓ

通过上述双流道叶轮内的贴体网格的生成研究

Ｚ Ｕ Ａ，Ｍａｓｔｉｎ 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

Ｇｒｉｄ

ｏｆ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ｔｕｒｂｏ·ｔａｃｔ—

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ｒｙ ｆｌｏｗｓ ｗｉｔｈ口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和ＣＦＤ分析验证表明：

Ｗ．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８５．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

１）采用微分方程法生成的双流道叶轮内的贴

［７］

测试［Ｄ］．江苏大学，２００７．

体网格品质良好，完全能够满足双流道叶轮内部流
动计算精度的要求，计算所得速度及压力分布规律

赵斌娟．双流道泵内非定常三维湍流数值模拟及ＰＩＶ

［８］

杨敏官，刘栋，顾海飞，等．盐析固液两相流场的
ＰＩＶ测量方法［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揭示了双流道叶轮内部流动的主要规律．

２００７，２８（４）：３２４—３２７．

２）所编写的三维贴体网格生成程序通用性强，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ｕａｎ，ＬＩＵ Ｄｏｎｇ，ＧＵ Ｈａｉ－ｆｅｉ，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经改进也可用于其他非规则几何形状流道网格的自

ｔｈｅ ＰＩＶ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动生成．

ｓａｌｔ

本研究仅针对双流道叶轮的单个流道，在今后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ｌｉｄ 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８（４）：３２４—３２７．（ｉｎ

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发展网格分块粘接技术，实现
双流道叶轮全流道内块结构化贴体网格的生成．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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