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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冷却泵的数值模拟与优化设计
刘建瑞，王董梅，苏起钦，徐永刚，张立胜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ｌ：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ｆｔ．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了适应船用泵的发展，研制开发新型高效船用冷却泵，采用了Ｆｌｕｅｎｔ模拟泵内流场，
对ＣＢ８０—６５—１２５型船用冷却泵进行优化．模拟分析了设计工况下，叶轮优化前后，叶片背面与
工作面的相对速度分布及Ｚ－＝０平面上的静压分布．根据模拟得到的结果，通过修改叶片进口安
放角和叶片形状，对泵进行了优化设计，并对叶轮优化前后的流场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泵做了性
能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作了对比．结果表明，叶轮内部流场和相对速度分布都得到了
改善，优化后的叶轮形状更符合流动特性，泵流量和扬程都能满足要求，高效区宽，设计工况点的
效率提高了３．５６％．因此，结合Ｆｌｕｅｎｔ模拟泵内流场来进行优化设计的方法是可行的．
关键词：船用冷却泵；离心泵；流场；数值模拟；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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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船用冷却泵起步晚，主要为仿制国外产品，

开发研制新型高效船片ｊ冷却采，是市场的需要．

产品较为笨重，品种少，效率低．因此，研制开发新型

为了适Ｊ澎船月】泵的发展，考虑到船用泵的使用

高效船崩冷却泵是市场的需求…．Ｆｌｕｅｎｔ是用于模拟

条件，根据Ｆｌｕｅｎｔ模拟的内部流场情况，拟对ＣＢ８０

泵流场及优化改型设计的先进方法，而日前国内应用

—６５—１２５型船用泵进行优化改造，并结合试验结

该技术对船用冷却泵进行设计研究还比较少‘２ Ｊ．随着

果对优化的叶轮进行分析讨论，町为结合Ｆｌｕｅｎｔ模

船用泵需求量的Ｈ益增加，结合Ｆｌｕｅｎｔ等先进技术，

拟结果的优化设计方法提供理论依据，以期缩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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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周期．

模型建立及网格划分
ＣＢ８０—６５—１２５型船用冷却泵技术参数为流量
Ｑ：５０ ｍ３／ｈ，扬程Ｈ＝２０ ｍ，转速ｎ＝２

９００

ｒ／ｍｉｎ，叶

片数Ｚ＝６．用Ｐｍ／Ｅ创建叶轮和蜗壳流道的几何物
理模型，利用Ｆｌｕｅｎｔ的前处理软件Ｇａｍｂｉｔ来划分网
格．网格单元为混合网格，主要由六面体组成，个别
位置允许有楔形体．

图２优化前的泵：＝０平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２

２

数值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０ ｐｌａ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由图１可知，原型叶片设计基本合理，但在叶片
旋转叶轮和静止蜗壳之间采用了多参考坐标系

进口附近有撞击损失，在叶片进口工作面附近相对

模型（ＭＲＦ），泵内不可压缩牛顿流体的运动满足连

速度分布出现了脱流及旋涡，工作面中部部分流态

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其输运方程参考文献［３］．选

不够稳定；另外，在叶片背面进口附近流态不够稳

用分离式求解器，假定流动定常．湍流模型选取标准

定，且出现厂旋涡．由此可知，该处液流角大于叶片

ｋ一占方程．压力与速度的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

角Ｌ４－５］，叶片形状需要改进．综上所述，提出以下一

压力方程的离散采用标准格式，动量方程、湍动能与

些改进方案：

耗散率输运方程的离散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进口
采用速度边界条件，流速由流量与进口面积的比值
确定，出Ｕ采用自由出口，壁面处无速度滑移．

１）适当增大叶片角，使叶片进口处无撞击损
失，无旋涡损失，以提高泵效率．
２）改变叶片的形状，以符合流场流动特性，减
小流场水力损失，提高泵效率冲－．

３模拟计算结果的分析

３．２改进后叶轮的内部流场

３．１原型叶轮内ＣＦＤ流场

计［７。８。．图３所示为设计工况下，优化后泵的叶片背

根据分析结果，对原有叶型进行优化改型设
按照上述方法对该泵设计工况进行模拟，图１

面与工作面相对速度分布矢量图．

所示为优化前泵的叶片背面与工作面相对速度分布
矢量图，图２为优化前泵的：＝０平面静压分布图．

图３优化后叶片背面与工作面的相对速度分布矢适图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ｇ．３
图ｌ
Ｆｉｇ．１

优化前叶片背面与：ｒ作面相对速度分布矢最图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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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所示为优化后泵的彳＝０平面静压分布．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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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泵优化前后的矢量图可以看出，优化后的泵叶片
工作面相对速度分布比较均匀，叶轮进口附近水流
撞击损失基本消失，没有脱流及旋涡现象，且背面相
对速度分布有了明显的改善，说明改进后的叶片进
口安放角更适合水流的流动特性．此外，叶轮进口附
近的旋涡消失，且泵改进后隔舌附近的静压分布比
较均匀，改型后叶轮型线更适合水流的流动特性．
图６优化后泵的水力性能曲线
Ｆｉｇ．６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对试验结果的分析说明，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
采用增大叶轮进口曲率半径（将后盖板处半径由４８
ｍｍ改为５２ ｍｍ），增大叶轮出口宽度（出口宽度由
１６

ｍｍ增大到１７ ｍｍ），修改叶轮的扭曲度和型线

（将进口安放角从１９０增大到２４０）等方法，实现了泵
水力性能的优化．优化后的泵，其流量扬程都能满足
要求，高效区比较宽，且设计工况点的效率提高ｒ
图４优化后的泵。＝０平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３．５６％．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ｚ＝０ ｐｌａ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综上所述，结合Ｆｌｕｅｎｔ模拟泵内部流动，并据其
结果所进行的改型设计是可行的．该方法能够很好
地在图纸设计阶段，预测泵内的性能以及内部流动

４试验结果的比较分析

所产生的漩涡、二次流等不良现象，使泵的设计成本
和设计周期都大大减小，同时也提高了设计质量．

原型泵的试验结果为，规定点：Ｑ＝５０．００
Ｈ＝２０．００
日＝２０．８６

ｍ，田＝６９．００％；交点：Ｑ＝５０．４０

ｍ３／ｈ，
ｍ３／ｈ，

ｍ，叼＝６８．７４％；偏差：ａＱ＝０．８％，埘＝

４．３％，ＡＴ＝－０．３７６％．图５为优化前泵的水力性能
曲线，图中Ｐ为轴功率．

５结论
１）优化后的泵性能满足设计要求，设计工况点
的泵效率提高了３．５６％，高效区宽；泵的性能得到
了优化．
２）采用Ｆｌｕｅｎｔ技术对泵内流场进行流动模拟
计算，根据模拟计算的结果，对泵作出改型设计是可
行的．
３）该方法能够很好地在设计阶段预测泵内的
性能和内部流动产生的旋涡、二次流等不良现象，缩
短小了泵的设计周期、降低了设计成本，提高了泵的
设计质量，可为泵的改型设计提供依据．

图５优化前泵的水力性能曲线
Ｆｉｇ．５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优化后泵的试验结果为，规定点：Ｑ＝５０．００
ｍ３／ｈ，舀＝２０．００

ｍ，ｒ／＝６９．００％；交点：Ｑ＝５１．９９

ｍ３／ｈ，Ｈ＝２０．８０

ｍ，竹＝７２．５６％；偏差：△Ｑ＝

３．９８％，ＡＨ＝４．０％，△田＝５．１６％．图６为优化后泵
的水力性能曲线，图中Ｐ为轴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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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两段变曲率叶型离心泵最高扬程点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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