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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式旋涡泵空化分析及试验
丛小青，张晓炜，陈向阳，王冠军，袁丹青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半开式旋涡泵采用新型的半开式叶轮，为研究其空化特性，采用基于雷诺时均方程和
ＲＮＧ

ｋ一占湍流模型的单相模型对其内部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了叶片表面速度和压力的分

布规律，半开式旋涡泵的叶片根部是发生空化的危险区域．在对空化监测方法进行总结分析的基
础上，针对半开式旋涡泵的具体特点，选择能量和噪声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半
开式旋涡泵工作性能稳定，半开式叶轮改善了旋涡泵的空化性能．在同等条件下半开式旋涡泵比
闭式旋涡泵的性能有较大改善，对深入研究半开式旋涡泵的理论计算和设计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半开式旋涡泵；半开式叶轮；数值模拟；空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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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化和空蚀会损坏水泵的过流部件，引起机组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结构参数及流动

振动，最终影响泵的整体特性，它们是提高水泵性能

特性对旋涡泵性能的影响¨。３１；只有少数学者对旋

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

涡泵的空化问题进行过研究，如朱祖超”。通过对离

半开式旋涡泵应用一种新型的半开式叶轮，如

心式旋涡泵分别进行清水和气液两相流的对比试

图１所示，具有小流量、高扬程的特点，可广泛应用

验，分析了气体体积分数对旋涡泵性能的影响；对半

于工业、农业和航空航天．为保证半开式旋涡泵运行

开式旋涡泵空化问题的研究尚未见到．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对其进行空化分析和研究十分
必要．

本研究利用计算软件Ｆｌｕｅｎｔ立足于单相模型对
半开式旋涡泵进行数值模拟，以计算结果为依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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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量法和噪声法对旋涡泵进行空化试验，并对其

空化特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２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通过对流场的压力进行分

析，发现在半开式旋涡泵进口处出现明显的负压，并
有回流现象发生，当负压和回流集中出现在叶轮叶
片区域时，容易引发窄化．本研究旋涡泵采用矩形流
道，其压力最低点在叶轮叶片根处，该点是最容易发
生空化的位置．
由流场压力分析可知，矩形流道的半开式旋涡
泵的窄化主要发生在叶轮叶片根部，对叶片问的速
度和压力分布进行分析，有助于空化问题的研究．

图１半开式叶轮实物图

２．１叶片速度分析

Ｓｅｍｉ－ｏｐｅ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Ｆｉｇ。ｌ

图２，３分别是叶片背面和工作面的速度图．叶
轮内流体是由流道流入，在整个流道中有较强的剪

１数值模拟控制

切力．图２ａ是叶片径向速度分布大小，在叶片根部
速度最小，速度值大约为６．６ ｍ／ｓ；从叶片根部到叶

１．１控制方程及湍流模型
据半开式旋涡泵内部流动的特点和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涡粘性系数的假设，得到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

型：０

片顶端，速度值成线性增长，最大值约９ ｍ／ｓ．图２ｂ
为叶片背面速度矢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叶片顶端
速度最大，且最大范围由中间向两边分散，这是因为

（１）

ｄ戈ｉ

叶片运动时受到流道内流体的冲撞，其速度变化不
规则，半开叶片直径顶端的速度明显较大．

型一逆＋坐二型童二割
Ｊ

Ｉ

ａｘｔ

ａｘｉ

８ｘｉ

（２）
式中ｐ为流体密度；％为时均速度∥为体积力分量；
Ｐ’为折算压力泓为粘性系数；Ｍ为湍动粘度．
采用ＲＮＧ ｋ—ｓ湍流模型来确定粘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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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为湍动能的牛成项；盯。，ｏｒ。分别为ｋ方程和占
方程的湍流Ｐｒａｎｄｔｌ数；巳＝０．０８４

５；Ｃｌ。＝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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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设置
图２叶片背面速度

流道进ｔ－Ｉ断面为矩形，边界条件应用速度进口
移抽＝２．１

ｍ／ｓ，方向垂直于进口截面，进Ｅｌ湍流强度

Ｆｉｇ．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ｉｌ

ｂａｃｋ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为５％，水力直径为１６ ｍｍ；出口应用自由出流边界

从图３的工作面速度图可以看出，其速度分布

条件．固馕流体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应采用壁面函

规律与叶片背面基本相同；但工作面上整体速度较

数法进行修正．

大，且受流道内流体干扰较小，叶片速度分布规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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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变化．

上的速度比背面大，由伯努利方程知速度大，静压则
小；由于叶片顶端与流道外围流体比较接近，其静压
要明显小于叶片根部；从进口到出口面上，叶片背面
压力逐渐增大，其增大方向为由上到下，而工作面上
的压力变化是由下到上，其叶片根部的静压也要比
背面叶片根部大．
叶片工作面和背面～ｌ－＿压力分布的共同点是叶片
左右两端压力很小，这主要是由旋涡泵内的纵向旋
涡引起．

３试验研究
３．１空化诊断方法
泵的汽蚀余量还无法通过理论计算准确求得，
空化试验是确定汽蚀余量值的唯一可靠方法．而空
化是泵性能和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寻找适当
的空化诊断识别方法，成为控制空化研究的重点．
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测量方法有能量法、
图３叶片工作面速度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噪声法、振动法、压力脉动法、电测法和图像法
等‘５—８｜．

２．２叶片压力分析

能量法简便易行，能在测量泵特性时测量空化

图４为中间断面处叶片工作面和背面上的静压
分布图．

特性，这种方法的依据是空化发生时，特性曲线急剧
下降．通常在泵空化特性曲线上取扬程曲线急剧变
化阶段中扬程下降３％的点作为空化发生的临界
点．但是在泵发生空化的初始阶段，特性曲线变化很
不明显，而发生明显变化时，空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
度．能蹙法诊断空化具有一定滞后性，无法诊断空化
的初始阶段．
旋涡泵发生空化时，气泡会在高压区连续发生
突然破裂，并伴随强烈水击，产生振动和噪声，根据
噪声可监测汽蚀的初生．当调节阀减小流量到某一
点时，会产生噪声，随着流龟的减小噪声逐渐增大．
半开式旋涡泵体积小，工艺装配要求高，根据上
述分析，采用结合能量法和噪声法的方法进行空化
试验，即空化发生的初始阶段采用噪声法测定，再用
能量法进行修正．
３．２试验方案
旋涡泵临界汽蚀余量
ｆ７２

ＮＰｓＨ，，＝盯芸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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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叶片压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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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口。。为流道中液体平均圆周分速度；仃为汽蚀系
数，一般取０．１５—０．２０．

从图４可以看出，相对位置处叶片背面压力比

空化试验是为了确定泵的临界汽蚀余量与流量

工作面大，这是因为能量由工作面传给流体，工作面

之间的关系，或者验证临界汽蚀余量小于或等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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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必须汽蚀余量值．本研究用常温清水进行试验，

旋涡泵压力最低、最容易发生空化的位置；

对某～特定的流量，通过减小ＮＰＳＨ直接测出空化
对旋涡泵性能的影响，可有效地反映其空化性能．
ｎ

，＃

ｐｇ

３）空化试验得到的曲线说明半开式旋涡泵运

ｎ

Ｍ９ＳＨ＝业＋≥一生
２９

２）叶片工作面和背面速度、压力的分析结果说
明半开式旋涡泉具有较好的空化性能；

（６）

Ｐｇ

行性能较好．

式中ｐ。。，口。分别为泵进口压力和速度Ｉｐ。为汽化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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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半开式叶轮有利于改善空

［６］Ａｌｆａｙｅｚ

化性能，即采用三角形半开叶片具有较好的窄化性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能．半开式叶片相对疏散，过流面积相对较大，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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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根部使压力最低点向叶片外径移动，液流住进口
和叶片根部的相对速度减小，减小了旋涡采的汽蚀
余茸，使窄化性能得到改善．半开式叶轮使旋涡泵在
小流域点的漉量、扬程和效率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即
扬程一流最、轴功率一流鼍、效率一流量曲线在小流
量点没有发生陡降，空化曲线仍趋于平缓，能够达到
安全稳定运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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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论
１）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叶轮叶片根处是半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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