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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化流动数值模拟的变螺距诱导轮设计
孔繁余，张洪利，张旭锋，王志强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Ｂａｓｉｃ

摘要：为了研究变距系数与变螺距诱导轮性能的关系，基于水力计算方法，通过Ｖｉｓｕａｌ

６．０对变螺距诱导轮公式编程，得出３组不同变距系数的诱导轮参数．并采用Ｆ１ｕｅｎｔ软件中的空
化流动模型和混合两相流模型，实现了３个变螺距诱导轮模型内流场数值模拟，给出了其内部压
力分布以及叶片吸力面空泡体积分布图．通过３组数据的比较，得到其内部流场的主要特征、螺
距变化规律与诱导轮性能的关系，发现抗汽蚀性能随着变距系数的增大而变差，同时随着轴向长
度的增加，产生的静压值下降．模拟结果表明，模型１抗汽蚀性能和静压值较优，并通过试验验证
了配置模型ｌ变螺距诱导轮的泵机组具有较好的抗汽蚀性能．
关键词：诱导轮；变螺距；空化；流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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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数值模拟技

转速的提高及工作介质的易挥发等因素，要求离心

术，可以准确预测到水力机械的汽蚀、压力、速度等

泵机组必须具有良好的抗汽蚀性能．为了解决泵的

一系列的性能参数¨。３｜，为水力机械的研究提供了

汽蚀问题通常在泵的入口处增加诱导轮卜引，以提

方便．为了节能降耗，离心泵机组向高速化发展，泵

高泵主叶轮的抗汽蚀性能，从赢降低泵的必需汽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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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３

余量．针对诱导轮本身的汽蚀性能及主叶轮入口压

１．３

模型结构及参数

力性能的要求，诱导轮应设计为变螺距结构，以较

模型ｌ变螺距诱导轮如图２所示．３组变距系数

小的叶片人口角获得较小的人口流量系数，以较大

下的模型设计参数如表１所示，｜ｒ为叶栅稠度，其他

的叶片出口角产生足够的扬程旧１．

参数值与图ｌ中数值相同．

本研究以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６．０软件为平台对变螺

距诱导轮公式编程，得出３组变距系数下的诱导轮
参数，并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中空化流动模型和混合两
相流模型相结合，对其内部流场分布及汽蚀性能进
行数值模拟分析．

１变螺距诱导轮的设计
图２

根据变螺距诱导轮的水力计算公式【６。Ｊ，可以

模型１变螺距诱导轮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ｉｔｃｈ ｉｎｄｕｃｅｒ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１

Ｆｉｇ．２

求出人口流量系数、最佳轮缘直径等参数．
表１

１．１螺距变化及轴向长度

Ｔａｂ．１

变螺距诱导轮的螺距

Ｐ＝等∥＋Ｐｌ

不同变距系数的设计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ｉｔ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

／＇２

式中Ｋ为变距系数；Ｐ，为入口螺距；Ｐｚ为出口螺
距；Ｚ为螺旋叶片旋转某一角度后的弧长；１２为出口
螺距按旋转方向展开后的弧长．
变螺距诱导轮的轴向长度

￡＝轰（南Ｐ。＋点Ｐ：）

２
（２）

式中西为叶片总包角．
１．２

软件设计编程
以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６．０软件为平台，对变螺距诱导

轮公式编程，实现参数设计的可视化．
计算实例：设计流量Ｑ＝２００ ｍ３／ｈ，扬程Ｈ＝８０
ｍ，转速ｒｇ。＝２
５．５

９５０

数值模拟

ｒ／ｍｉｎ，必需汽蚀余量ＮＰＳＨＲ＝

ｍ，装置汽蚀余量ＮＰＳＨＡ＝２．５ ｍ．当变距系数

Ｋ＝１时，变螺距诱导轮为模型ｌ，变螺距诱导轮设

２．１

控制方程
在所计算的三维流道内，采用空化模型和混合

模型结合，模拟空化流动…．
连续性方程

啬（ｐ。）＋Ｖ·（Ⅳ。）＝赢

（３）

其中Ｐ。＝∑ａ护。
ｋ＝ｌ

、’

计参数见图１．

２
ｙｍ

ＯｔｚＯｋＶｋ

２—；＿

式中ｔ为时间；ｒｇ为相数；Ｐ。为混合密度；％为体积
分数；Ｐ。为密度；’，。为混合质量平均速度；＇，‘为速

度；ｒｎ为空化效应引起的相间传递质量
动量方程

景（ｐ＾）＋９’（ｐ，．Ｉｔ

Ｉｔ）＝一

Ｖｐ＋Ｖ·［ｐ。（Ｖ’，。＋７ ｌ，：）］＋
图１
Ｆｉｇ．１

变螺距诱导轮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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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ｐ。ｇ＋Ｆ＋７‘（∑理积，，¨％．‘）

（４）

１４

化为离散方程，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求解压力与速度耦

Ｉｔ。＝∑ｏｔｄ．ｔ。

其中

合，在基本方程的离散差分格式中。速度项采用一阶

ｌ，ｄｒ．Ｉ＝ｙ女一’，ｍ

迎风差分格式，湍动能项和紊粘系数项采用二阶迎

式中弘。为混合动力粘度；Ｉｔ。为动力粘度；Ｐ为平均

风差分格式，压强项采用标准差分格式，通过调整欠

压力；Ｆ为体积力；ｌ，机女为飘移速度．

松弛因子控制收敛速度．为提高空化模拟计算的收

空泡相体积分数方程

敛速度和稳定性，可先进行非李化模拟计算，然后

盖（ｄ矿，）＋Ｖ。（ｄ妒ｐｙｒｅ）＝一Ｖ·（理ｐｐｐＶｄｒ，ｐ）
（５）
式中ａ，为李泡相体积分数；ｐ，为空泡相密度；Ｖ ｄｆ．，
为空泡卡廿飘移速度．
湍流模型

２．２

把所得结果作为空化模拟计算的初始值．
２．４边界条件
进口条件：选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根据进几断
面和流量确定进口速度，进Ｌ］压力设定为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并给定进口边界处的湍动能Ｊ｜｝和湍流耗散率占，
进Ｌｊ空泡体积组分为０．

根据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湍流涡粘性假没，在湍流充分
发展的湍流核心区，采用ＲＮＧ ｋ一占双方程湍流模

出Ｉ－１条件：采用压力出口边界，出口空泡体积组
分为０．
同綮边界：在固壁处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定义

型，其形式如下：

未（州＋未（蒯＝ 蠹【（肛＋瓮）势

固体边界的粗糙度为０。０１２ ５，近壁处采用标准壤面
函数来处理．

Ｇ＾一ｐｅ

啬（纠＋未（删扣 砉№＋怠）盼

３．１计算结果分析

Ｃｔ，Ｇ。詈一Ｃｚ，ｐ鲁２

计算收敛精度为ｌＯ～，通过设置进出口压力参
（６）

ｉｔ，：擘

其中

３计算结果分析与试验验证

数监视，压力变化基本稳定后，数值模拟已收敛．
模型流量一静压曲线如图３所示．

２地（警＋垫Ｏｘｉ／１垫Ｏｘｉ

耻气一掣
Ｇｔ

竹５一

…√２ｓｕｓｕｋ
图３模犁流量一静压曲线

式中弘。为湍动粘性系数；Ｇ。为时均速度梯度而产生

Ｆｉｇ．３

的湍流动能项；盯。，ｏｒ。为ｋ方程和占方程的湍流

Ｆｌｕｘ－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ｌｌｒｖｅ

Ｐｒａｎｄｔｌ数（取ｏｒｔ＝矿。＝０．７１８）；常数取Ｑ＝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①３组变距系数下，诱导轮

０．０８５；Ｃｌ。＝１．４２；Ｃ２。＝１．６８；叩ｏ＝４．３８；卢＝

出口处产生的静压，都町以满足设计工况下的要求；

０．０１５．

②随着变距系数的增大，诱导轮轴向长度增大，介质

２．３网格生成与求解方法

沿程摩擦损失随之加大，出口处产生的静压逐渐减

利用Ｐｍ／Ｅ软件对进出口管和诱导轮水力部分

小；③变距系数不，变时，诱导轮出口处产生的静压

进行三维造型并装配，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对诱导轮水力

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减小；④当变距系数Ｋ＝ｌ时，静

部分划分适应性较强的非结构化四面体网格，对进

压随流量的变化幅度小于Ｋ＝２和Ｋ＝３时的变化

出ｕ管划分结构化六面体网格，并检查了网格质量，

幅度．

然后保存为ｍｅｓｈ格式的文件．
采用有限体积法将空间域上连续的控制方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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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吸力面、压力面静压分布云图分别如图４，
５所示．从图４，５可以看出，叶片吸力面、压力面静

１５

压的分布有共同点：①叶片吸力面、压力面静压的

导致低压区的存在，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不同点：①

趋势沿螺距的变化比较均匀合理，只是在叶片吸力

叶片吸力面入口处相同静压下，图４ａ中区域面积明

面入口修圆叶尖处压力较低，这是容易发生汽蚀的

显比图４ｂ和图４ｃ中的区域面积小，从而减小了，可

地方，这一点与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②叶片吸力

能发生汽蚀的区域；②叶片压力面入口附近靠近轮

面、压力面静压沿着轴向长度增加而增大，在出口处

毂处，图５ａ中边缘的压力明显比图４ｂ和图４ｃ中相

高压明显，同时，轴向长度相同处，压力面静压远大

同位置处的压力大；③图５ａ中叶片压力面静压比图

于吸力面静压；③在叶片压力面最外边缘区域，由

４ｂ和图４ｃ中的静压提升幅度快，在出口处静压达

于叶片吸力面和压力面存在压差，从而有回流产生

到最大．

图４叶片吸力面静压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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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叶片压力面静压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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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截面静压分布云图如图６所示．从图中可

面压力较低，在轮缘处压力差更为明显，是造成回流

以看出，三者的共同点：０）３个流道区域的静压分布

的主要因素．三者的不同点：①出口轮毂附近处的相

基本对称，压力面到吸力面之间的流道静压，以逆时

同静压下，图６ａ中区域面积远比图６ｂ和图６ｃ中的

针方向呈均匀递减分布；②静压沿着径向的增加而

区域面积小，即是低压区域小；②图６ａ中出口处静

逐渐上升，压力面附近的压力较高，相同半径处吸力

压沿着径向方向，压力分布梯度更均匀合理．

图６出口截面静压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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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吸力面空泡体积分布如图７所示．从图中

在径向上扩展速度较慢，而主要以狭长的形式沿周

可以看出，压力的最低点位于叶片吸力面的入口修

向延伸，诱导轮产生的静压缓慢减小．如图７ａ中叶

圆叶尖处，而空泡体积分布与叶片表面压力分布相

片表面的空泡体积分数和表面空泡区域范围，明显

对应，空泡体积组份较高的区域就是压力较低的

小于图７ｂ和图７ｃ中的空泡体积分数与区域范围．

区域．

因此，变螺距诱导轮入口修圆叶尖处，抗汽蚀性能随

随着变距系数的增大，空泡体积分数逐步增大，

着变距系数的增大而变差．

图７叶片吸力面李泡体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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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试验验证
根据以上对模拟结果的分析，可得出变螺距诱

论

４结

导轮模型１的性能比模型２，３的性能有明显提高．
按ＧＢ／Ｔ ３２１６－－２００５（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

１）采用空化模型和混合模型相结合，模拟得出

验ｌ级和２级》标准，在泵闭式试验台，对配置模型

叶片静压力图、叶片吸力面空泡体积分布图以及出

１变螺距诱导轮的泵机组进行汽蚀试验．试验装置

口截面静压力图，能形象地展示其内部流场特征．

将试验泉牢固地固定在试验台上，并确保进口管路

２）变螺距诱导轮入口修圆叶尖处，抗汽蚀性能

具有良好的密封性．汽蚀试验，保持流量不变，通过

随着变距系数的增大而变差，轴向长度随着变距系

调节进口压力来进行。

数的增大而增加，但随着轴向长度的增加，介质沿程

经测试，作出配置和未配置模型１变螺距诱导

摩擦损失随之加大，产生的能量下降．

轮的泵机组的汽蚀性能曲线，如图８所示．在设计工

况下，配置诱导轮的泵机组ⅣＰｓ艘＝２．２

３）变螺距诱导轮设计程序能方便可靠地设计

ｍ，低于泵

机组的装置汽蚀余量ＮＰＳＨＡ＝２．５ ｍ，满足设计要

出高件能的变螺距诱导轮，经试验验证，配置的变螺
距诱导轮采机组，具有优良的抗汽蚀性能．

求．未配置诱导轮的泵机组ＮＰＳＨＲ＝４．５ ｍ，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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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泵机组汽蚀性能曲线
Ｆｉｇ．８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万方数据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

Ｌｉ

Ｙａｏｊｕｎ，Ｗａｎｇ Ｆｕｊｕ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ｅｅ

ｏｆ ａｎ 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ｃ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７

［５］

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９（６）：７０５—７１１．

Ｓｕｎ

许友谊，奚伟永，杨敏官．高速诱导轮三维非定常湍

ｏｎ

流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３）：５９—６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Ｘｕ

Ｙｏｕｙｉ，Ｘｉ

Ｗｅｉｙｏｎｇ，Ｙａ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ｉｎｄｕｃｅｒ［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６］

Ｍｉｎｇｕ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ｉｎ

Ｊｉａｎ，Ｋｏｎｇ Ｆａｎｙｕ，Ｊｉ 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ｉｔｃｈ ｉｎｄｕｃ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２）：１０２

～１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曲－ｓｐｅｅｄ

［８］朱荣生，付强，李维斌．低比转数离心泵叶轮内汽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

蚀两相流三维数值模拟［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６，

２６（３）：５９—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５）：７５—７９．

孔繁余，黄建军，吕毅，等．离心泵变螺距诱导轮的

Ｚｈｕ Ｒ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ｕ

开发［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３）：１０—１４．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Ｋｏｎｇ Ｆａｎｙｕ，Ｈｕａｎｇ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ｉｔｃｈ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ｊｕｎ，¨Ｙｉ，ｅｔ

ｉｎｄｕｃｅｒ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Ｊ］．

Ｍａｅｈｉｒｉｅｒｙ，２００８，２６（３）：１０

Ｑｉａｎｇ，Ｌｉ Ｗｅｉｂ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

ｆｌｏｗ ｉ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ｓｐｅｃｉｅ ｓｐｅｅ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记时知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３７

（５）：７５－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孙建，孔繁余，季建刚．变螺距诱导轮的设计计算

（责任编辑贾国方）

［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２）：１０２—１０５．

。—卜’十‘。＋‘＋。。Ｐ“。１。。十’‘’’’。卜。—。卜。—‘卜。—卜。。卜。‘●”。＋。‘卜。‘＇．。十。十。’＋’。‘１’。。十。—ｔ１。＇。。。１一——■——＋。＋——＋＿－＋－＋。＋－＋．－４－－．＋－＋—＋—＋呻－＋－＋－＋一＋－＋－＋。＋·
（上接第１１页）
ｊｅｔ

ｐｕｍｐ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ｔ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３０（３）：２７０

一２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技术，２００３（４）：３３—３８．
Ｐｅｉｊｉｅ．Ｒｅｖｉｅｗ

Ｄ Ｏ，Ｆｏｒｔｅｓ Ｐ Ｒ，Ｒｅｂｏｕｄ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Ｋｎｉｏ ０ Ｍ，Ｋａｔｚ

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ｅｔ ｐｕｍｐｓ［Ｊ］。Ｐｕ唧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４）：３３—３８．

ｈｉｓｈ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２４４４—２４５８．

［５］Ｗｉｅｓｃｈｅ

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

ｈｉ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Ｈｅａｔ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ｉｎ锄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ｆｕｅｌ ｊｅｔ ｐｕｍｐ［Ｊ］．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０５，４１：６１５—６２４．

ｉｎｄｕｃｅｒ ｇｅｏ一

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０５，４８：１３５一

１６７．

［８］Ｃｅｒｕｔｔｉ
ｏｎ

Ｊ Ｌ，ｅｔ ａ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ｉｎ ２Ｄ ａｎｄ ３Ｄ

ｍｅｔｒｉｅｓ［Ｊ］．／ａｔ，Ｎｕｍｅｒ Ｍｅｔｈ

［４］龙新平，何培杰．射流泵汽蚀问题研究综述［Ｊ］．水泵

ｌ ｏｎｇ Ｘｉｎｐｉｎｇ，Ｈｅ

［７］Ｃｏｕｔｉｅｒ

［９］Ｓｅｎｏｅａｋ

ｎｅａｒ

Ｊ．Ｎｕｍｅｆｉｃ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ｅａｖｉｔａ－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ｌｌ

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万方数据

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Ｊ］．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ｓ，２０００，１２

Ｉ．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ｓ［Ｄ］．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ｌｌｅ，Ｆｌｏｒｉｄａ：Ｕ—
ｒ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嘶ｄａ，２００２．

［６］蔡标华．射流泵初生空化及其试验研究［Ｄ］．武汉：武
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２００５．

ｊｅｔ

（责任编辑

赵

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