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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机理分析与数值模拟
何秀华，蒋权英，张睿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介绍了一种特殊无活动部件阀，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得到其不同进口流速下的扩张
效率，结果表明：特殊无活动部件阀的效率明显高于扩散阀．采用动网格模型对压电泵内流场进行
网格划分，并根据压电泵膜的运动方式进行了用户自定义函数（ＵＤＦ）编程，将程序调入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进行固一液耦合模拟计算．给出了压电泵膜在不同振动模态下该特殊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内
的流场特征，证明了泵膜在一阶振动模态附近压电泵有较好的流动性．认为这种动网格模型应用于
压电泵的数值模拟计算是正确可行的．
关键词：压电泵；特殊无活动部件阀；数值计算；机理分析；动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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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泵的研发是一个集机械、电子、材料以及流

压电泵的主要部件，它的结构对泵的性能有至关重

体等多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是微流动系

要的作用．常见的无活动部件阀主要有Ｔｅｓｌａ’Ｓ阀和

统中的热门研究之一．压电泵广泛应用于医疗、生物

扩散阀两种．Ｉｚｚｏ Ｉ等人Ｈ１提出了一种新型无活动部

医学、化学分析、计算机ＣＰＵ散热等领域¨。３Ｊ．目

件阀，并提出了描述压电泵流动性能的通用效率公

前，无阀压电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性能、加工工艺

式．但并未对压电泵的内部流场进行分析．由于压电

以及结构的研究．无活动部件阀作为无活动部件阀

泵尺寸微小，试验与加工成本较高．ＣＦＤ仿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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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检验微泵设计的有效方法，尤其在进行流场分

上ｒ岳（ｒ，警）＋Ｇ一胪‘

析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Ｊ．根据Ｉｚｚｏ Ｉ给出的具有

（３）

无活动部件阀的压电泵效率模型，设计了一种特殊

其中

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其中特殊无活动部件阀的几

Ｇ＝ｐ｛２¨Ｏ以ｕ）‘＋（塞）２＋（号）２】＋（詈＋赛）２）；

何模型如图ｌ所示，并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分别对该
特殊无活动部件阀与扩散阀的扩张效率进行模拟计
算．压电泵内流动复杂，目前对压电泵内部流场的数

，Ｉ百

能量耗散占方程

值模拟通常建立在大量的假设的基础上，没有足够
的考虑运动边界对流场的作用，可能导致微泵工作

击（ｐ“ｓ）＋一ｒ。未ｒｐｖ８）＝亳（厂筹）＋

参数预测的不精确∞ｏ．

土ｒ砉（ｒ，箬）＋詈（ｃ，Ｇ—Ｃ２ｐ８）

本研究针对压电泵膜周期驱动流体运动所带来
的流场边界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采用动网格模型进

Ｏｕ’ｉ Ｏｕ’‘

詹２虿Ⅱ，Ⅱ１，＂刨瓦瓦

１．２

行压电泵内部流场数值模拟计算．

（４）

边界条件
进出口的边界条件设为压力进口和压力出口，

相对压力均设为０；固壁满足无滑移条件；由于特殊
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的体积较小，壁面对流场的作
用较强，故近壁区采用壁面函数法．
网格划分

１．３
图１
Ｆｉｇ．１

由于压电泵是在压电泵膜的周期驱动下，完成

特殊无活动部件阀的几何模型

流体的泵送和吸入过程，流体边界的位移是一个随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ｏ·－ｍｏｖｉｎｇ－－ｐａｒｔ ｖａｌｖｅ

时间变化的函数．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泵在一个周期
内的流场特征，采用动网格模型对该特殊无活动部

１特殊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数学模型

件阀压电泵的内部流场进行三维模拟．
１．３．１

１．１控制方程

动网格模型要求将其运动描述定义在网格面或

无活动部件阀压电微泵内部的流场为不可压、
非定常流场，采用ｋ一占湍流模型．相应的控制方程
如下所示：

害＋掣＋訾＋警＝…，
ａ％

ａＹ

ａｚ

、

。

式中Ｐ为流体密度，Ｕ，Ｖ，缈分别为流体在戈，Ｙ，ｚ三
个方向上的速度分量．

域．压电泵膜做为流体的运动边界，故将靠近压电泵

粘性不可压缩流体的纳维一斯托克斯方程为

（２）

式中ｌ，为流体的速度矢量；矽为运动黏度；Ｐ为压力，
３）湍动能ｋ方程和能量耗散ｓ方程
湍动能ｋ方程

击（ｐ“后）＋了１石０（ｒｐ秽后）＝击（厂篓）＋

细密的六面体网格．整个流场总共划分了约３０万个
网格．
１．３．２

动网格守恒方程

方程为

蔷胪痧ｄｙ＋Ｊ：尸中（ｙ一＿·ｄＡ＝

Ｏｕ小＋ｄｉｖ（川＝ｄｉＶ（ｖｇｒａｄｕ）一古塞
詈＋ｄｉＶ（删）＝ｄｉＶ（ｖｇｒａｄ影）一上ｐ塑Ｏｙ
警＋ｄｉＶ（训＝ｄｉｖ（瞪批）一上ｐ鲤Ｏｚ

为静止区域．为保证网格质量，将运动区域划分为较

在任意一个控制体中，广义标量痧的积分守恒

２）Ｎ—Ｓ方程

万方数据

网格区域上．网格包含运动网格与静止网格两个区
膜附近的网格区域定义为运动区域，其他区域定义

１）连续性方程
ａｔ

动网格模型的建立

Ｉ ｆＶ西·ｄＡ＋ｌ｜ｓ圣ｄｙ

（５）

式中Ｐ为流体密度，’，。移动网格的速度矢量，厂为
扩散系数，Ｓ币为源项，ａｙ代表控制体ｙ的边界，ｄＡ
为控制体微元面积矢量．方程（５）中对时间的导数

新删＝地竖产（６）

项可以用一阶向后差分格式写成

式中ｎ，，ｌ＋１代表不同的时间层．

第２期
１．３．３

何秀华等：特殊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机理分析与数值模拟

动网格运动边界的定义

２９

主动和被动流向上的压力损失系数，并根据式（８）

在一定的正弦电压驱动下，一个完整周期内压

计算得到扩张效率（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进口

电泵膜中心点的速度随时间呈余弦规律变化＂１，即

速度越大，扩张效率也越高，但是特殊无活动部件阀

中心点的速度可以表示为

的效率要明显的高于扩散阀的效率．

移＝ＶｏＣＯＳ（２＂够）

（７）

其中％是泵膜中心点初始时刻的速度；ｆ是压电泵
的驱动频率．
使用ＤＥＦＩＮＥ＿ＧＲＩＤＥ—ＭＯＴＩＯＮ宏按方程（７）定
义网格中心点速度的ＵＤＦ，并运用面循环和节点循
环命令使其在整个边界面内进行循环，使边界面在
一个周期内的运动与泵膜的周期运动保持一致．这
样定义的边界较符合泵膜的运动规律．调入ＵＤＦ时
的计算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３特殊无活动部件阀的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ｏ—ｍｏｖｉｎｇ—ｐａｒｔ ｖａｌｖｅ

图２调入ＵＤＦ时的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ＵＤＦ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２模拟计算结果及分析

图４扩张效率对比图
Ｆｉｇ．４

２．１特殊无活动部件阀与扩散阀的扩张效率对比
２．１．１计算结果
压电泵在泵膜的周期驱动下工作，流体在微管
道中存在振荡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扩散阀壁面上
增加一系列的圆弧面，使得流体流过这些圆弧面时，
壁面附近产生漩涡，这样就有效的减小了流体的振
荡，改善了流动状态，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
无活动部件阀通常用扩张效率叼来表征阀的
工作能力．通用扩张效率公式如下：

田＝掣＝争
Ａｎ

＾．

＿△ｐ脚移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１．２机理分析
增加一系列的圆弧面后，法向压力梯度明显增
大，在剪切力形成的力矩作用下产生漩涡．这些漩涡
的产生使得被动方向的压力损失系数增大，从而提
高阀的扩张效率。当速度较大时，在压电泵膜周期作
用下，两种阀的微流道中都会产生漩涡，而特殊无活
动部件阀的漩涡是产生在圆弧面内，漩涡对主流道
中的流动影响较小，部分地调整了微流道中的振荡
现象．此外，圆弧面内还耗散掉振荡时的部分动能，

，

‘ｐｏ．

（８）

从而可有效提高压电泵的稳定性．
２．２特殊无活动部件阀压电泵内的流场特征

式中△ｐ。％和△ｐ咿分别表示被动流向和主动流向

采用动网格模型计算，得到特殊无活动部件阀

（如图１所示）的压力损失；ｆ是取决于流道几何形

压电泵的泵膜处在不同模态附近时的流场特征（如

状和流动方向的压力损失系数；ｔ，是流体的平均速

图５）．

度．由于是变截面，所以在两个流向上的ｆ不同．当

由图５ａ可知，当压电泵膜处在一阶振型时为横

，７＞ｌ时，被动方向与主动方向产生流量差导致流

向轴对称振动，此时压电泵膜中心附近流场的压力

体的单向流动．分别对最小管径为Ｏ．０８ ｍｍ的特殊

明显的低于进出口的压力，形成明显的涡旋；由图

无活动部件阀和扩散阀进行模拟计算，得到它们在

５ｂ和５ｃ可知，由于泵膜的振动将流场分成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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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漩涡区域，不利于压电泵的泵送；由图５ｄ可知，

３）与以往的定常或非定常模拟计算结果对比，

与一阶模态附近流场中产生的漩涡旋向相反，但是

这种模拟方法更符合压电泵实际工作情况，其结果

处在该模态的压电泵膜需要较高的驱动电压．综上

更为接近泵内的流场特征，可对压电泵的设计提供

所述，为了使压电泵高效的工作，应使压电泵膜保持

一定的参考．

一阶振动模态．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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