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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式进水流道流场的可视化与模拟
王业明，邹嘉德，吴枫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讨论了斜式进水流道流场可视化与模拟的过程及实现环境，基于ＣＦＤ计算结果的网格图
形显示方式，分析了斜式进水流道多断面流场可视化的表达及色彩处理问题．在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
利用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开发平台较好地实现了斜式进水流道多断面流场的三维显示、基于流线表达方式
的流场整体可视化及基于计算机图形学中经典算法的实时流场的模拟．采用ＯｐｅｎＧＬ色彩处理功
能展示了多断面流场的特性．结果表明，流场可视化可直观形象地展示斜式进水流道内流场的分
布，检验其数值模拟计算的流场特性，便于工程技术人员对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理解，为进一步优
化计算流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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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流道三维水力优化设计已成为流道设计的

尤其对基于ＣＦＤ计算流场的可视化与模拟的实现

主方向，也是ＣＦＤ理论与技术在泵站工程中的成功

提出了较高要求．而泵站流道流场可视化属于矢量

应用．优化设计结果对其后处理的方法及显示技术，

场可视化的研究范畴，也是可视化研究领域中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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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难点问题．国外在ＣＦＤ矢量场可视化的研究方面

３ＤＦＡＣＥ、ＰＦＡＣＥ）命令可产生斜式进水流道三维网格

已较深入【ｌ以Ｊ，应运而生的系统软件较多，如ＮＡＳＡ

图形㈨。在此基础上，掀掉顶部及右部边界网格四节

Ａｍｅｓ提供的ＰＬＯＴ３Ｄ，ＳＵＲＦ，ＧＡＳ系列软件，ＦＡＳＴ

点壳元后（即保留底部和左侧网格），形成清晰的流场

（Ｆｌｏｗ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ｏｏｌｋｉｔ），ＩＶＭ（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Ｖｏｘｅｌ

Ｖｉｅｗ／Ｖｏｘｅｌ

可视化环境，如图１所示．

Ｌａｂ，Ｄａｔ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ｒ等，在水利土木工程ＣＦＤ领域应用的商品
化软件包，除了流行的ＡＮＳＹＳ外，还有ＡＥＡ（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的ＴＡＳＣＦＬＯＷ等，其价格较

为昂贵．国内基于ＣＦＤ的三维矢量场可视化及模拟
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所，成果大多为
基础算法和通用平台的研究，如中科院计算所ＣＡＤ
开放研究实验室研制的ＤＶＳ（Ｄａｔ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ｒｎ）及浙江大学ＣＡＤ＆ＣＧ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的
ＧＩＶ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平台和矢量场基础算法的研究等，在应用研究方面

图１
Ｆｉｇ．１

ｉｎ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的成果较少．泵站流道流场的模拟，是利用计算机技
术来模拟流体力学中的试验方法．笔者以泵站工程
中斜式进水流道为例，针对其ＣＦＤ数值模拟计算结
果，研究其流场可视化与模拟的方法和实现技术．

斜式进水流道流场可视化环境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２．２流场可视化内容
斜式进水流道流场可视化的内容主要有：通过特
征断面流场分布的显示，如斜式进水流道的进口、中
间、出口及三段面之间的断面流速分布的三维显示；

１斜式进水流道的ＣＦＤ方法

利用ＯｐｅｎＧＬ较强的色彩处理功能展现流道各断面
流速分布；流场的整体可视化．考虑到如果流线过多，

斜式轴伸泵装置按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一般分

细部效果会不理想，因而设计了流道局部流场的可视

为４５。，３０。和１５。三种布置型式．它的优化水力设计

化功能．

是在流场数值模拟基础上进行的，流场数值模拟采

２．２．１断面流速可视化

用了直接求解三维雷诺平均Ｎ—ｓ方程和标准ｋ一占

考虑到斜式进水流道没有肘形进水流道具有明

紊流模型方程组的方法．具体实现过程为：在满足控

显喉部断面的特点，在进行断面流场可视化三维显示

制方程（连续方程、紊动能方程及紊动能耗散率方

时采用了多断面的表达方式，如图２所示．在此基础

程）和边界条件（流场进出口、圃壁边界及自由表

上，利用ＯｐｅｎＧＬ较强的色彩处理功能展现流道各断

面）下，通过流场的离散化对划分的计算网格采用

面流速分布图，如图３所示．当然，还可利用等速线图

有限体积法进行数值计算Ｈ Ｊ．

来表达流道出口断面处的流速分布情况（见文献
［６］）．

２斜式进水流道流场可视化
２．１过程与环境
斜式进水流道ＣＦＤ计算结果的可视化与模拟
过程主要由数据预处理、可视化与模拟环境的建立
及功能模块的装入等．
本文流场可视化与模拟系统的实现主要以通用
的ＣＡＤ平台为主，用新一代二次开发工具Ｏｂｊｅｃｔ—
ＡＲＸ及ＶＣ＋＋实现其流场可视化与模拟环境及各
种功能模块等．ＡｕｔｏＣＡＤ二次开发环境，便于有限元、
ＣＦＤ等计算网格的前处理、后处理”Ｊ．通过运行ＡＲＸ
程序读取周边网格数据文件，调用３ＤＭＥＳＨ（或

万方数据

图２斜式进水流道多断面的流场可视化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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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进口断面的流速分布

（ｂ）中间处断面的流速分布（ｃ）中间与出口问隔处断面的流速分布

（ｄ）出口断面的流速分布

图３用ＯｐｅｎＧＬ展示斜式进水流道多断面的流场分布及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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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ｉｎｌｅ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ｎＧＬ ｃｏｌ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２．２．２流场整体与局部可视化
’为清楚地展现流场的整体特性，利用流线这一矢

３斜式进水流道流场的模拟

量场最常用的可视化手段来显示斜式进水流道内的
流速分布．本文采用的流线构造模型是基于流体运动

依据泵站斜式进水流道数值计算的三维流场进

分解模型的流线构造方法，它是一种简化的流线生成

行了基于实时流场悼１的模拟，它能动态实时查询、显

方法，是将流体质点的运动在单元网格内进行分解，

示流场中任意点处的位置和流速大小．亦即流场实测

通过其判别条件判别流体质点流出的面，通过相邻单

试验时将流速仪放人流场中读取其测点处流速大小．

元之间的连接关系跟踪其流线的轨迹ｏ ７｜．由于过多的

基于斜式进水流道流场的模拟要求为：在流道中

流线会造成杂乱无章的感觉，故利用了ＣＡＤ中层的

任意选取一点，实时显示该点处的流速大小及在流场

特性，设置水平方向层及沿水流方向的纵向层来显示

中所处的位置．实现这一模拟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

流线，如图４、图５所示．

要有：如何得到流道体内的空间点位置；对于拾取到

的空间点，如何准确、快速地映射到所属的控制体单
元；选取什么插值模型求出拾取点处的流速大小等．

３．１斜式流道体内空间点的拾取
拾取流道体内空间点的操作，直接的方法是以鼠
标点拾取．采用工程图样表达和阅读的方法，即通过
平面图形和立面图形的二次拾取组合来得到空间点
位置．为清楚起见，用醒目的颜色加辅助线保留第一
次在平面图上拾取的位置，如图６所示，并在拾取过
程中设置缩放功能．
图４斜式进水流道水平层流场的显示
Ｆｉｇ．４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ｓ ｆｏ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ｉｎｌｅ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在ＡＲＸ中，鼠标的跟踪移动是用ａｄｓ—ｇｒｒｅａｄ（）
函数完成的，其函数原型为：
ｉｎｔ

ａｄｓ＿ｇｒｒｅａｄ（ｉｎ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ｔ乖ｔｙｐｅ，ｓｔｒｕｃｔ ｒｅｓｂｕｆ

木ｒｅｓｕｌｔ）；
参数ｔｒａｃｋ为控制位，其值为１则将鼠标的坐标
存人ｒｅｓｕｌｔ中；ｔｙｐｅ表示输入种类，如按鼠标左键，则
ｔｙｐｅ＝３．当ｔｒａｃｋ＝１时，用ａｄｓ—ｇｒｒｅａｄ（ｔｒａｃｋ，＆ｔｙｐｅ，
＆ｒｅｓｕｌｔ）形式调用，在视点参数为（Ｏ，０，１），即在平面
图上，戈，Ｙ坐标值可分别用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ｖａｌ．ｒｐｏｉｎｔ［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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