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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ＲＥ／ＣＦＤ带分流叶片离心泵叶轮快速开发
杰，顾佳方，许美玲，罗

任乃飞，江

艳

（江苏：ｋｑ：－机械：【：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带分流叶片离心泵叶轮结构复杂，传统水力设计需要设计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开发
周期长，成本高，很难适应产品快速开发需求的问题，采用逆向工程技术与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
技术相结合的叶轮快速开发方法．利用ＡＴＯＳ流动式光学扫描仪对ＩＳ８０—５０—２００型离心泵的
带分流叶片叶轮进行数据测量，测量的点云导入ＣＡＴＩＡ中精确完成逆向建模，然后利用ＣＦＤ软
件Ｆｌｕｅｎｔ对建立的模型进行额定工况下全流场的数值模拟来进行评价，对模拟结果中的相对速
度，静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叶轮设计满足要求，此设计方法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了叶轮
的设计成本．
关键词：离心泵；叶轮；分流叶片；逆向工程；ＣＦＤ；快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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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流叶片离心泵叶轮是解决低比转速离心

能．而分流叶片叶轮设计时还需要考虑分流叶片的

泵效率低、扬程曲线易出现驼峰、易过载等问题最有

偏置距离、设计长度、叶片数等因素，从而使带分流

效的方法之一．传统叶轮水力设计主要依靠设计者

叶片叶轮的设计更加有难度．

经验进行，然后通过试验改进优化．不但开发周期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带分流叶片叶轮的设计进

长，成本高，设计人员的经验水平直接影响产品的性

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ｊ，显著的成果¨３｜，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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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制造与测试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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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９

尚未形成成熟的分流叶片叶轮设计方法，由于设计

方位进行多次扫描．扫描得到的云图，在ＡＴＯＳ自带

周期长，开发成本高仅局限于科研机构和实力雄厚

的软件中，通过公共参考点合并为一个整体．并且进

的企业，不能广泛臆用于通用领域的快速开发．

行预处理，包括排除异常点，点云对齐、三角化、光顺

为适应产品快速开发的需求，采用逆向工程技
术与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技术，以一个设计优良的

和稀化，得到叶轮外形点云文件，输出ＳＴＬ文件．图
２为带分流叶片叶轮点云图．

分流叶片叶轮为基础，完成高性能低比转速离心泵
设计开发，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
笔者利用ＣＡＴＩＡ对ＩＳ８０—５０—２００型离心泵带
分流叶片叶轮进行逆向建模，并利用ＣＦＤ软件Ｆｌｕ—
ｅｎｔ模拟带分流叶片离心泵内部全流场，对模型进行
评价，对叶轮进行开发．

带分流叶片叶轮逆向建模
逆向工程（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是一项以
图２叶轮点云

先进产品、设备的实物为研究对象，利用ＣＡＤ／ＣＡＭ
等先进设计。制造技术来复制、仿制乃至创新开发的
一种技术手段一Ｊ．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产品设计开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１．２用ＣＡＴ认软件重构叶轮曲面

发模式，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的时间周期．其设计流

ＣＡＴＩＡ是由法国达索系统公司开发的大型

程包括数据测量、点云数据处理、曲面重构、三维实

ＣＡＤ／ＣＡＥ／ＣＡＭ应用软件，在ＣＡＤ／ＣＡＥ／ＣＡＭ领域

体建模等过程．

中处于主导地位Ｈ Ｊ．其具有强大的曲面造型功能，

１．１叶轮零件的数字化

同时ＣＡＴＩＡ Ｖ５提供了逆向工程的专用模块——数

点云数据测鼍也称实物零件的数字化，采用德

字曲面编辑模块（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Ｓｈａｐｅ

Ｅｄｉｔｏｒ，ＤＳＥ）和快

国ＧＯＭ公司开发的ＡＴＯＳ流动式光学扫描仪．其工

速曲面霞构模块（Ｑｕｉｃｋ

作原理是采用结构光测量技术，借助高分辨率的

ＱＳＲ）．其精度虽不及专用逆向软件，但其操控性能

ＣＣＤ数码相机对复杂工件表面进行高速扫描测量．

强，往往在点云质量较好的情况下拟合的曲面比专

适用于叶轮这类复杂自由曲面的数据测量．

业的逆向软件要好．ＡＴＯＳ测量的点云质量较好，因

在测量之前，鉴于ＡＴＯＳ光学扫描仪适合于亮而
不反光的被测表面，需对叶轮表面进行喷涂白色显像
剂．同时在叶轮表面粘贴参考点标签，准确定位．图１
为点云数据测量前经过表面处理的叶轮实物．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此选用ＣＡＴＩＡ作为叶轮的定向建模软件．
１．２．１点云数据处理
在ＣＡＴＩＡ专用的逆向模块ＤＳＥ导入点云，通过
过滤，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点，根据表面特征在一些规
则表面降低点云密度、平滑等，得到优化的点云．最
后由点云构造３Ｄ轮廓线框．
１．２．２叶轮模型重建
主要包括数据分割，特征线及特征曲面的提取
与分析，曲面拟合，实体建模．由于不同零件有不同
的表面结构，所以需要根据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一般零件表面不是由相同特征表面构成，需要对
其分割，分割后的表面，根据相应特征提取特征线及
曲面．特征线的提取是整个模型重构的关键．
对于带分流叶片叶轮，根据旋转体及叶片旋转

图１
Ｆｉｇ．１

原利泵带分流叶片叶轮实物图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阵列的特点，主要是底盘特征线的提取，还有长短两
ｖａｎｅｓ

由于叶轮表面是复杂的自由曲面，需从不同的

万方数据

个叶片表面各个特征曲面的提取．在ＣＡＴＩＡ软件
ＱＳＲ模块及创成式陷面造型模块中根据叶片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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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直接拟合曲面，完成叶片特征曲面的提取．底
盘特征线是对叶轮底盘点云做出必要截面线，然后
剔除截面点云的杂点进行必要的光顺，最后把截面
点云拟合成曲线，完成底盘特征线的提取．在提取过
程中要随时检查点云与提取的特征线特征曲面的偏
差，及时调整，才能保证重构模型的精度．最后，对所
得的特征曲线、曲面，进行一系列的修补、缝合、裁
剪、旋转、扫描阵列等完成叶轮曲面重构，然后在实
体造型模块中完成叶轮的三维实体建模．图３为
ＣＡＴＩＡ逆向重建的叶轮三维实体模型．
图４离心泵伞流场流道ｊ维模型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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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２．１．１泵主要参数
用于模拟的泵的基本参数：流量ｐ＝５０
扬程Ｈ＝５５ ｍ，转速／／，＝２

９５０

ｍ３／ｈ，

ｒ／ｒａｉｎ，比转速ｎ。＝６３，

入口直径Ｄｌ＝０．０８ ｍ，出口直径Ｄ２＝０．０５ ｍ．工作
介质为清水，并认为是牛顿流体且局部各向同性．
２．１．２网格划分
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Ｇａｍｂｉｔ进行网格划分．由于计
图３叶轮三维实体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ｌ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算区域的复杂性，采用非结构四面体网格．计算单元
总数３７８ ６９７个，叶轮流道部分１９２ １６２个，蜗壳流
道部分２９６ ３２３个．

２叶轮流场的ＣＦＤ分析

２．１．３数学模型
离心泵流场数值模拟是可动区域中流动问题

离心泵内部流动非常复杂，分析其流动情况对

的模拟．其中叶轮区域是旋转的，蜗壳区域是静止

于提高离心泵效率和改善其性能具有承要的意义．

的．它们的耦合采用了多参考坐标系模型（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利用传统的试验方法分析其流动情况需要反复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验，浪费大量时间，开发周期变长．同时试验装置非

轮在某一位置的瞬时流场，将非定常问题用定常方

常昂贵，往往只有少部分大型泵厂及相关高校科研

法计算．选用分离式求解器．压力方程的离散采用标

机构才有．因此做试验不仅麻烦而且费用很高．随着

准格式；控制方程采用三维非定常不可压雷诺平均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ＣＦＤ技术分析研究离心泵内

Ｎ—Ｓ方程；压力速度耦合采用标准ＳＩＭＰＬＥ方法；

过流部件流场，已成为改进和优化离心泵叶轮和其

湍流模型选取标准ｋ一占模型；动量方程、湍动能与

他过流部件设计的重要手段．利用ＣＦＤ商业软件

耗散率输运方程的离散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计算

Ｆｌｕｅｎｔ对逆向完成的模型进行评价，以保证所设计

迭代残差取１０～；在迭代计算的过程中，通过监测

的叶轮符合性能要求．

管路出口单位面积平均总压力的变化情况来判断计

２．１计算模型

算是否收敛．

一个准确有效且工程实用的计算模型，对于准
确反映离心泵内部流动情况，评价叶轮设计的优劣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参照几位学者对带分流
叶片离心泵叶轮流场计算模型∞‘６１，从而能较真实
的反应叶轮内部的流场．为了进一步保证数值模拟
的准确性，设计一个叶轮相匹配的蜗壳流道进行全
流场模拟．图４为离心泵全流场流道模型图．

万方数据

Ｒｒａｍｅ，ＭＲＦ）：把离心泵内流场简化为叶

２．１．４边界条件
进口条件：采用速度进口条件（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ｌｅｔ），
其值由流量与进口面积比值得到．
出口条件：采用自由出流条件（ｏｕｔｆｌｏｗ）．
固肇条件：固壁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
２．２计算结果与分析
判别离心泵ＣＦＤ分析的结果主要观察压力分

２１

布是否均匀，速度矢量是否合理，有无旋涡和撞击．

要求．但是由于受蜗壳的影响，在靠近蜗壳隔舌出口

取ｚ＝０中间截面的速度场和压力场进行分析．

处附近出现局部冲击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泵的性

２．２．１速度分析

能．对于整个离心泵的设计，需要改进优化蜗壳，以

图５为ｚ＝０中间截面的相对速度矢量图．在

达到提高性能的要求．

额定工况下，叶轮从进口到出口速度逐渐增大，受蜗
壳的影响，整机的速度场成明显的不对称，速度沿蜗

３

结论

壳的人口到出口逐渐增大．同时，由于叶轮的旋转，
在靠近叶片的流体速度明显增大，越是靠近蜗壳出

利用逆向技术和ＣＦＤ技术在原有成熟离心泵

口速度越大，基本与离心泵叶轮内部实际流动的规

带分流叶片叶轮基础上进行快速开发．在此过程中，

律一致，此外在蜗壳隔舌处有冲击现象，但冲击幅度

采用逆向工程技术，对离心泵叶轮进行精确建模，相

较小，对泵的性能影响不大，总体上流动状况良好，

对传统叶轮的水力设计方法，精确度可靠性大大提

没有出现大的流动分离．

高．采用ＣＦＤ技术对叶轮流场进行数值模拟，能够
较准确反映内部流动规律，从而评价叶轮设计的合
理性，为改进优化提供信息．两者相结合能缩短开发
周期，节约开发成本，提高离心泵的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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