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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自吸泵内部流场的数值模拟
王春林，司艳雷，郑海霞，彭

娜，赵佰通，张

浩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采用雷诺时均Ｎ—Ｓ方程和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应用三维非结构四面体网格建模，选用旋
转流体机械模型中的多重参考坐标系模型（ＭＲＦ），对设计工况下旋流自吸泵叶轮和蜗壳耦合的三
维不可压缩湍流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其内部流场的压力分布和速度分布情况．对叶轮内部
的相对速度流场和压力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证实了叶轮和蜗壳由于相对位置不同，相互作用而引
起的叶轮内部流场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对蜗壳速度流场进行了分析，得到了蜗壳内靠近叶轮出口
处的速度值较大的结论，并指出，由于蜗壳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内部流动紊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另
外，还对导壁附近区域和分离室内流场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导壁附近区域和分离室内存在旋涡
这一现象，并对旋涡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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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吸泵具有使用方便、工作可靠，便于远程集中

农业、消防、市政、电力、矿山、化工等部门，并且尤其

控制，可实行自动化操作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适合于流动排灌、移动工作、启动频繁和灌液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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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ｌ Ｊ．对于自吸泵的研究，国内外主要集中于内混
式、外混式或射流自吸式等３种形式．而这３种形式

２模型的建立

都有一定的缺陷：内混式不利于实现自动控制；外混
式效率和扬程偏低，能耗高；射流自吸式结构复杂．

２．１数学模型

旋流自吸泵采用了强制气液分离技术，泵体结

三维湍流数值模拟的方法很多，离心泵湍流模

构简单、紧凑，外形与普通离心泵基本相同，位于泵

拟多见于ｋ一占等双方程数值模拟∞ｊ．笔者采用三

体上部的小流道不影响泵的正常工作，具有接近相

维定常不可压雷诺时均Ｎ—Ｓ方程，并采用已经完

同参数普通离心泵的效率指标；由于小流道位于泵

善的、最普遍有效的湍流模型——标准ｋ一占湍流模

体上部，过流面积较大，即使输送杂质较多的介质也

型使方程组闭合．

不易堵塞，工作可靠性高．

控制方程的通用形式，使用散度符号表示如

由于国内外对于旋流自吸泵的研究较少，因此，

下［引：

为了弄清其内部流场的流动规律，并为以后的优化

絮竽＋ｄｉｖ（ｐｕｔｈ）＝ｄｉｖ（Ｆｇｒａｄ６）＋Ｓ

设计提供参考，对旋流自吸泵的全三维流场进行模

Ｕ‘

（１）

拟分析，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应用ＣＦＤ进行数值模拟试验已很

式中击为求解通量，可以代表速度“，秽，Ｗ，Ｔ等求解

普遍，ＣＦＤ技术已经被应用于各种有关流体流动的

变量；厂表示扩散项；Ｓ表示源项；Ｐ表示流体密度；
Ｈ表示速度矢量．方程的具体形式和含义见参考文

科学研究中心ｊ．笔者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旋流自吸
泵模型内部的流场进行了模拟计算；运用湍流数值
分析方法，模拟了旋流自吸泵蜗壳（突台和分离室）

献［４］．
２．２

网格划分

和叶轮三维不可压缩湍流流场．计算结果得到了旋

数值模拟前要对模型进行前理，主要是网格的

流自吸泵内湍流流动的速度、压力分布规律，揭示了

划分，此过程可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中进行．由于间隙较

内部流动的主要特征．

小和夹角较小都有可能使网格划分不成功，所以本

，

模型使用适用范围更广的四面体网格，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１模型泵的基本结构和参数

ｓｉｚｅ

取２．戈Ｕ分结果：蜗壳流道网格数４２６ ９０９，叶轮流道
网格数２４３ ２６９．计算网格系统的网格见图２．

旋流自吸泵的叶轮采用离心式叶轮，蜗壳结构
较为复杂，腔内有一导壁，出口附近是气一水分离
室，蜗壳流道和分离室流道结构如图１．

图２计算网格系统
Ｆｉｇ．２

２．３

多重坐标参考体系及边界条件
针对含有运动固体边界的流动问题，ＦＬＵＥＮＴ

图１蜗壳流道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ｏｌｕｔｅ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提供了多重参考坐标系模型、混合平面模型和滑移
网格模型等３种模型．这里，旋转叶轮与静止蜗壳之

旋流自吸泵模型的设计点基本参数：流量Ｑ为
２５

ｎ１３／ｈ，扬程日为３０ ｍ，转速，Ｉ为２

转速，ｌ。为６８．６．

万方数据

９００ ｒ／ｍｉｎ，比

间的耦合采用多重参考坐标系模型（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

ｆｒａｍｅ）”Ｊ．它的基本思想是，将泵的流场简化成

旋转叶轮固定在某一位置时的瞬时流场．其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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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果仅代表当前的叶轮与泵体所处相对位置时的流动

图３可见，相对速度的方向较为规则，在叶轮的各流

状况．具体计算时，叶轮计算区域设在运动坐标系

道内既不存在边界层的分离，也没有出现旋涡．这表

（ＭＲＦ），其余计算区域设在固定坐标系．

明叶轮的设计较为合理．

２．３．１进口边界条件
在计算区域进口，使用均匀来流条件，Ｑ为进
口流量，Ａ为进口面积，ｎ为进口断面法向单位矢
量，进口绝对速度即为轴面速度算式如下（周向速
度为０）：

％＝．，。＝和

（２）

，＝詈＝０．１６（ＲｅＤｈ）。１庸

（３）

湍流强度：
“

图３泵中心回转面相对速度

湍流长度尺度：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ｐｕｍｐ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Ｚ＝０．０７Ｌ

（４）

湍动能：

另外可以看到，叶轮各流道速度分布具有非对
称性，靠近泵出口通道的两流道的速度分布与其他

ｋ＝÷（五，）２

（５）

流道的速度分布明显不同，靠近泵出口通道的两叶
轮流道的速度高于其他流道的速度，特别在叶轮出

耗散率：

口端，这种差别更大．

占＝ｃ了４

ｋ３。／２．

（６）

这一现象说明，在叶轮旋转过程中，各流道中的
流动情况随其在蜗壳中的相对位置不同而不同．分

上面几式中：Ｍ为脉动速度；五为平均流速；Ｒｅ巩为

析其原因是：远离泵出口通道的叶轮流道的出流被

湍流雷诺数；Ｌ为水力直径；ｑ为湍流模型的经验

蜗壳壁面阻挡，使得速度较小；而靠近泵出口通道的

常数，一般取０．０９．

出流较顺利，所以速度值较大．

２．３．２出１：２边界条件

图４、图５和图６分别给出了叶轮内静压、动压

旋流自吸泵出口断面通道变化很小，近似假设

和总压的分布情况．静压是与流体自身性质有关的

变量在出口处扩散通量为０．选用自由出流条件【６ｊ，

重力势能以及其他势能所产生的压力，动压指流体

即出口平面从前面的结果计算得到，并且对上游没

经过叶片后所获得的动能，总压为静压与动压之和．

有影响．
２．３．３固壁边界条件
叶轮和蜗壳与流体相接触的所有壁面上均采用
无滑移固壁条件，壁面附近采用标准壁面函数一Ｊ．

３结果与分析
用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方法分析流场已经被广
泛采用，通过数值模拟，可以比较具体地描述流体内
图４叶轮静压分布

部的流态分布旧Ｊ．笔者主要对旋流自吸泵叶轮和蜗
壳内部的速度及压力场进行模拟，并作出简要的分
析和探讨，以期对模型的流场有一定的认识．
３．１叶轮中的流动状态
图３是泵中心回转面相对速度图．叶轮内的旋
涡是造成流动损失而使泵扬程降低的重要原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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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可见，总体上，从叶轮进口到出口，静压是
逐渐增加的，最大静压出现在叶轮出口处，最小静压
出现在叶轮进口处．在默认操作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
的前提下，进口处叶片背面上的静压值为负值。

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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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叶片出口附近流速比较高．

逐渐增大，后半段压力值较为平稳；而叶轮各流道表

由于导壁左侧流道受前方突台的阻隔，流通面

现出较大的非对称性，靠近泵出口通道的两个流道

积减小，所以导壁左侧流道在突台之前的部分，流速

与其他流道差别较大；此两流道后半段有·片动压

增大；后面部分直到出口，由于通道扩大，流速总体

较大区域，出口处动压又降到一个较低值．分析其原

呈递减状态．导壁右侧流道由于蜗壳的扩压作用以

因是，上面的流道出口处靠近隔舌位置，受到隔舌阻

及流道通畅，所以流道前半程流速减小，后半程由于

挡流速减小；下面的流道出口靠近小通道的人口，因

通道减小以及前方分离室的阻隔，速度有所增大．蜗

受小流道流体的冲击，致使速度减弱，动压减小．

壳出口由于有３股流体：左侧通道的出流、右侧通道
的直接出流、右侧通道经分离室的螺旋出流，所以出
流不太均匀，方向比较杂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图５叶轮动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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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蜗壳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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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是中心回转面上突台绝对速度图，可以看
出，突台上方存在旋涡，分析其原因，因突台左侧流
体与绕流到突台上方的流体相遇，产生冲击形成旋
涡．

图６叶轮总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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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６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由图６可见，总体上，从叶轮进口到出口，总压
值是逐渐增大的，叶轮的最大总压值出现在叶片的
出口附近，最小总压值出现在叶轮的进口处叶片的
背面，此位置是经常出现汽蚀的位置ｐ］．叶轮各流
道总压分布也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靠近泵出口通
道的流道出口附近，总压值明显大于其他流道．
３．２蜗壳中的流动状态

图８突台区域附近绝对速度
Ｆｉｇ．８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ｇｒａｐｈ

ｎｅａｒ

ｂ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

图９是分离室横截面绝对速度的局部放大图．

由于旋流自吸泵蜗壳结构复杂，下部有突台，出

可以看出，左侧小通道上方有一个小旋涡，右侧有一

口端有分离室，故有必要对其流场进行模拟，分析其

个较大旋涡．分析其原因：小通道速度较大的流体进

流场的分布规律，以便对以后的优化设计提供有益

入分离室后，一部分流体绕分离室作旋转运动，右侧

的参考．

主通道流体向分离室作扩散运动，在左侧遇到正在

图７表示蜗壳速度分布情况，由图可见，总体

作旋转运动的流体的阻挡，产生旋涡，主流外侧受旋

上，流体从隔舌到导壁前的蜗壳通道内流速基本平

转运动流体的影响作螺旋运动，形成一个较大的旋

稳，只是由于受到从叶轮流出的高速流体的影响，在

涡．由于从小通道流出的速度较高的流体，主要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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