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３

数值仿真在泵阀参数优化中的应用
高希彦，王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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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ＲＮＧ ｋ一占湍流模型、动网格技术以及用户自定义程序，对往复泵泵阀的启闭过程
进行了非定常数值仿真，得出了不同弹簧因素下、阀门从开启到关闭的过程中，阀芯的升程随时
间的变化规律、阀的迟滞关闭时间以及阀芯落座的瞬时速度．仿真结果表明，在同时保证阀芯有
较大的开启度和较短的滞后关闭时间时，弹簧刚度和预紧力因素之间存在着最佳组合：ｋ＝１０

Ｎ／

ｃｍ。厂＝１５ Ｎ；同等地改变预紧力比改变弹簧刚度，对阀门的运动影响更大．设计了往复泵泵阀试

验台；通过对往复泵进行性能测试，对不同弹簧预紧力下阀门升程进行了测定，验证了仿真结果
的合理性．该仿真方法对往复泵泵阀参数优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阀门；弹簧；刚度；预紧力；迟滞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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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稠油输送中，泵阀是影响往复泵向大功率、高

了很大困难，限制了产品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发展起

压力和大排量方面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泵阀的优

来的数值仿真技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化研究成为往复泵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传统的泵

通过数值仿真［１。４１，不但能取得产品设计所需的流

阀设计优化主要依据建立在一元流理论基础上的半

动特性参数，掌握流场内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缩短

经验公式与工程设计手册、图表，这给设计工作带来

设计周期，节约试验成本，有效地指导阀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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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很多关于阀门结构参数（例如阀门尺
寸、锥角等）优化的文献，对阀门的模拟也从基于阀

Ｉ一

Ｎ ｉｌ

ｋ—ｓ湍流模型米用．ｒ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１砹设的

雷诺应力关联式…Ｊ：

门在某一开度下的定常模拟［５“ｊ，发展到现在给定

叩毗吻２肌【嘉＋若Ｊ＿
一ｐ面＝肌（詈＋差）一３¨ｔｐ后＋Ｍ等）毛
¨Ｍ磊廖

阀门某一运动规律下的非定常仿真＂。８１．但还没有

（３）

关于弹簧冈素对阀门影响的仿真研究，阀门弹簧的
设计仍局限于依靠经验公式和试验研究．对于靠液

胁为湍流黏性系数，高雷诺数时：

动力和弹簧作用下的流固耦合问题，阀门的运动极

地＝ｐｑ等

其复杂，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反映其运动规律．
本研究利用编程来给定阀芯运动的位移、时间、
速度、加速度和液动力等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与
ＣＦＤ进行结合，来模拟阀门的开启和关闭的非定常
过程，从仿真分析的角度研究弹簧因素对泵阀升程
和滞后的影响，提出合理的辅助弹簧．

湍动能ｋ和湍动能耗散率占的输运方程：

幽ａｔ＋掣Ｏｘ＝毒ａｘ（…差Ｏｘ）“节
必Ｏｔ＋掣Ｏｘ＝毒Ｏｘ（仪舶蓑Ｏｘ）＋箪ｋ
ｒ、一”“

ｉ

‘

。

；，

（５）

ｉ＼一矿“

ｉ

１仿真模型的建立

Ｇ。一
‘

；，

Ｃ２∥管

（６）

２肛＋ｐｔ

（７）

肛。。为等效黏性系数：

１．１几何模型

肛，ｆｆ

往复泵的单缸理论平均流量为７．１４３ Ｉｎ３／ｈ，泵
的转速为１８０ ｒ／ｍｉｎ，泵阀为弹簧阀．泵阀通常由阀

Ｇ；为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能ｋ的产生项：

Ｇｋ＝４。ＳＦＳ目

座、阀盘、导向杆、弹簧和升程限制器等零件组成．阀
的结构参数按经验公式选取：阀门半锥角为４５。，阀

（８）

Ｓ。为平均应变率张量分量：

ｓ；ｉ＝÷ｆ垫＋垫１

门质量为０．９ ｋｇ，阀座孔径为１０．４ ｃｍ，阀板直径为
１ｌ

（４）

三＼ａｘｉ

ｃｍ，阀盘与阀座密封接触面宽度为０．４３ ｃｍ．图１

（９）

ａｘｉ｜

以上式中ｐ为流体密度，ｋｇ／ｍ３；ｐ为平均压力，Ｐａ；ｕｉ

所示为往复泵锥阀阀口结构简图．

为时均速度，ｍ／ｓ；Ｈ：，配：分别为ｉ和歹方向的脉动速度
分量，ｍ／ｓ；／ｚ为流体粘度，Ｐａ·ｓ；ｏｒＩ，ａ。，ｑ，Ｃ∽Ｃ２。
为湍流模型系数，由经验值确定．
１．３

进
口

网格划分
为描述阀芯的运动，需要采用动网格技术．本研

究采用了一种局部区域运动及动态分层法相结合的
动网格更新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将动网格的更新边
界从形状复杂的边界转移到形状相对简单的边界

图１锥阀几何模型简图
Ｆｉｇ．１

处．首先确定计算区域，以及划分运动区域和静止区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ｏｐｐｅｔ ｖａｌｖｅ

域．可取阀门周围局部流场区域为分层动网格更新

１．２数学模型
考虑到阀口结构及液流的对称性，将其简化为二
维轴对称模型【９。，并假设流体为不可压缩的牛顿流
体，模拟采用ＲＮＧ ｋ—ｓ湍流模型，主要方程如下．

域前后边界静止，并使静止边界在该局部区域运动
后进行网格的动态分层更新．运动边界（即阀芯）周
围的网格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只是随运动区域运动，

连续性方程：

而不进行复杂的网格更新运算．设定阀芯运动区域

誓＋÷（ＰⅡｉ）＝ｏ
ａ￡
ａ戈ｉ
ｕ

‘７

（１）
、

’

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界面为分界面．
１．４

动量方程：

告ｃ腿，＋毒ｃ腭吁，＝一毒＋苦（ｐ詈一ｐ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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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作用区域，其他区域静止不动．同时，限制该区

边界条件
为得到更真实的阀门运动规律，在动态仿真中，

阀门的人口速度为口＝０．７５４ ０ｓｉｎ（１８．８５ｔ）ｍ／ｓ，出
口边界为压力边界，Ｐ。＝２．５ ＭＰａ．阀芯的运动通过

６５

ＵＤＦ（用户自定义程序）来描述．

同作用下，阀门较大开启度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

由于阀门的启闭依靠弹簧力和液压综合作用，

而从图２中可以看出，等同地改变预紧力比改

假设弹簧力为Ｆ。＝ｋ（ｓ＋ｓ洲。），液压力为Ｆ：＝ＡＦ。，

变弹簧刚度对阀开启度的影响更明显．对比弹簧刚

合力为Ｆ＝Ｆ．＋疋．其中，ｋ为弹簧刚度，ｓ为阀的位

度为１０ Ｎ／ｃｍ不变、预紧力分别为１０，１５，２０ Ｎ的情

移，ｓ黼。为弹簧初始压缩量，Ａ为网格面积，ｔ为每个

况，以及预紧力为１０ Ｎ不变、弹簧剐度分别为１０，

壁面网格上的压力．

１５，２０
Ｊ一

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Ｆ＝ｍａ＝ｌｌｔｉＬｌ／Ｊ，其中ｄｔ为
Ｕ‘

Ｎ／ｃｍ的情况，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阀芯的

运动对预紧力的改变更敏感．
对于３种弹簧刚度（１０，１５，２０ Ｎ／ｃｍ）和３种弹

设定的时间步长．当出足够小时，可以将阀门在每

簧预紧力（１０，１５，２０ Ｎ）构成的９种组合，计算结果

个时间步内运动作为匀速处理．设当前时间步时，阀

显示，当ｋ＝１０ Ｎ／ｃｍ。厂＝１０ Ｎ和ｋ＝２０ Ｎ／ｃｍ。厂＝

的速度为％，闼的位移为ｓ。；下一时问步时，阀的速

２０

度为口ｌ，阀的位移为ｓｌ，则耖１＝Ｖ０＋ｄｖ，ｓ１＝ｓｏ＋ｖｏｄｔ．

分析发现，｜｜｝＝１５ Ｎ／ｃｍ，厂＝１０ Ｎ和ｋ＝１０

其中，液压力Ｆ：通过软件解算器由每个壁面网格上

ｆ＝１５ Ｎ这两种组合对阀开启度的影响比较接近．

的压力凡乘以网格面积Ａ所得．壁画采用无滑移边

类似地，ｋ＝１５ Ｎ／ｃｍ。厂＝１５ Ｎ和ｋ＝２０ Ｎ／ｃｍ。厂＝

界条件，在壁面附近采用壁面函数法处理．

１０

Ｎ，阀的开启度分别达到最大和最小．进一步对比

Ｎ以及ｋ＝１０ Ｎ／ｃｍ。厂＝２０ Ｎ这３种组合，以及

ｋ＝２０

仿真结果与分析

２

Ｎ／ｃｍ，

Ｎ／ｃｍ；厂＝１５ Ｎ和ｋ＝１５ Ｎ／ｃｍ。厂＝２０ Ｎ这

２种组合，对阔开启度的影响也比较接近．
２．２

阀门的关闭时间

弹簧是影响泵阀性能的一个重要零件．根据往

对于往复泵，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当柱塞运动到

复泵泵阁设计经验公式，初步得出阀ｆ Ｊ弹簧的弹簧

上止点时，阀门立即关闭，从而进入下一个循环．在

刚度为１５ Ｎ／ｃｍ左右，预紧力为１５ Ｎ左右．为ｊ，使

实际应用中，阀门不能立即关闭．从柱塞运动到上止

泵阀弹簧设计跟往复泵结构参数和柱塞运动速度相

点时开始，到阀门完全关闭时结束的过程，称为阀的

匹配，对９种不同弹簧刚度ｋ与预紧力／组合下排阀

滞后关闭过程．

的启闭过程进行了瞬态模拟．弹簧刚度和预紧力的

泵阀滞后关闭不仅了降低容积效率，还会增大

选取原则是，将根据经验公式得出的数据，分别上、

阀芯下落时的撞击力，使缸内动态压力值急剧增大，

下波动ｌ／３再进行排列组合．

造成了缸内的压力脉动振荡，噪声加大，直接影响到

２．１

泵的性能．因此，在选择弹簧刚度和预紧力时，既要

阀门开启度
图２为不同弹簧刚度与预紧力下阀门的开启度

￡随时间ｔ的变化曲线．

考虑到阀芯有较大的开启度，也要考虑到阀芯有较
短的滞后关闭时间．
在模拟仿真计算中，时间步长取为１．６６６

７×

１０～ｓ，迭代ｌ ０００步时，柱塞达到上止点的位置（柱
塞从下止点运动到上止点的时间为０．１６６

６７

ｓ），之

后阀门进入滞后关闭过程．根据ＵＤＦ中的程序设
定，当阀芯离阀座的距离为０．５ ｍｍ时，就认为阀门
已经完全关闭．
图３反映的是阀门关闭滞后过程中的不同时
图２
Ｆｉｇ．２

不同弹簧刚度与预紧力下阀门的开启度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由图２可知，当弹簧作用冈素较小时，阀的开启

刻，阀芯离完全关闭位置的距离ｓ。．由图３可见，增
大阀门的开启度和阀门快速关闭是相互矛盾的，减
小弹簧刚度和减小弹簧初始顶紧力均会延长阀门关
闭的时间．

曲线与柱塞运动规律比较接近，阀门运动主要受液

在９种组合中，不论ｋ的值为多少，预紧力厂越

动力作用，由于流体的惯性，阀门不能及时关闭．随

大时，阀门的关闭时间越短．故在阀门优化中，可以

着弹簧作用因素加大，阀ｆＪ的开启曲线呈纺锤形，阀

选择较大的弹簧预紧力，此处首先排除ｆ＝１０ Ｎ时

芯的关闭过程比开启过程慢，在液动力和弹簧的共

的组合．

万方数据

６６

３试验及数据分析
该试验台采用了本设计的成品、型号为７ＫＨ一
５０—２．５的７缸往复泵，其额定流量为５０ ｍ３／ｈ，额
定转速为１８０ ｒ／ｍｉｎ，额定排出压力为２．５ ＭＰａ，柱
塞直径为１１０ ｍｍ，柱塞行程长度为８０ ｍｍ，泵阀弹
图３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Ｆｉｇ．３

２．３

不同弹簧刚度与预紧力下阀门的关闭时间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阀门的关闭速度

簧刚度为１０ Ｎ／ｃｍ，预紧力为１５ Ｎ；试验介质为乳化
剂，试验温度为７５℃．通过一周的连续运转测试得
出，该泵在额定工况下效率可达８９％，容积效率呵
达９４％，且运行平稳无故障，无泄漏．在泵的排口管

阀盘作为往复泵的主要易损件，要保证泵阀有

道处安装有型号为ＢＰＲ一３的压力传感器，并与示

足够的使用寿命，就要控制阀门关闭瞬闻的速度．因

波器相连．通过对排口压力进行采样，从示波图中取

为泵阀关闭速度和其质量形成的动能，在阀关闭瞬

时间长度为一个周期的图示，读取其中的３６个点，

间对阀盘造成冲击．阀芯质量一定，关闭瞬时速度越

将电压值转换为压力值，得到压力采样曲线如图５

大，冲击能量也越大，久之就造成泵阀的损坏．

所示（图中Ｐ为采样压力值），得出脉动值：

艿：丛凸×１００％：

图４中将９种组合情况下阀关闭的速度”以图

Ｐｍｉ“

形的直观形式反映出来．图中３组弹簧刚度ｋ的情况

经拿黑箜×１００％：９．６２８％

下，每组的曲线变化趋势均随着弹簧预紧力．厂的增

。

１，＇ｏＣ

大而趋于平缓．虽然泵阀上的弹簧因素对阀芯运动
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在泵及泵阀其余结构参数已定
的情况下，弹簧因素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即当弹
簧刚度ｋ，预紧力，增大到一定限度后，再要使关闭

式中Ｐ。。。和Ｐ晌分别为最大和最小压力值．
这说明泵阀的工作状况良好，阀ｆ】设计能够达
到工程设计的要求．

速度下降，就会得不偿失：ｋ。厂会增加很多，而关闭速
度却下降有限，阻力损失将增大到使阀无法使用．这
说明存在着ｋ与．厂的最佳组合．此外，在一定范围内，

增大厂值比增加ｋ值会更有效地降低关闭速度．故可
以考虑选用较小ｋ值，而通过适当增加，值，来达到
最优化效果．

图５泵在额定工况下排口压力采样图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ｔｌ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ｕｍｐ
ａｔ ｒ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为了研究弹簧因素对泵阀性能的影响，通过调
节弹簧预紧螺丝的松紧来调节弹簧预紧力，进行了
一系列试验．用ＷＣＹ一２０型位移传感器记录排阀
阀芯升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通过动态电阻应变仪
图４
Ｆｉｇ．４

不同弹簧刚度与预紧力下阀门关闭时的速度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的转换，输出到示波器卜进行显示．试验中保持弹簧
刚度１０ Ｎ／ｃｍ不变，选取了弹簧预紧力分别为１０，
１２，１５，１８，２０

通过以上对模拟结果的分析，充分考虑弹簧因

Ｎ这５组情况下的阀芯最大升程数

素对阀芯的升程、关闭迟滞时间和关闭瞬时速度的

据，并结合模拟值进行对比，如图６所示．图中￡…
为阀Ｉ’Ｊ的最大开肩度．

影响，可以选出一组最佳的弹簧刚度和预紧力的组
合：蠡＝１０ Ｎ／ｃｍ．ｆ＝１５ Ｎ．

值上也比较接近，最大偏差值不超过５％，证明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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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表明模拟值与试验值的变化规律一致，数

６７

■■—●—豳———■■————■———■—●————■———■—————一Ｉ
［３］Ｍａｙｎｅｓ

研究所采用的模拟仿真方法是可行的．

Ｉ［Ｉ

＿

Ｂ Ｄ

Ｉｌｌｌ————啊一

Ｊ，Ｋｅｅ Ｒ Ｊ，Ｔｉｎｄａｌｌ Ｃ Ｅ，ｅｔ ａ１．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ＣＦＤ［Ｊ］．／Ｅ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ｏ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３，１５０（２）：１４６—１５２．

［４］Ｃｈｅｎ

Ｊｉａｈｏ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Ｈｏｎｇｘｕｎ，Ｇｕｏ

——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ｉｎｔａｋｅｓ ｓｕｍｐ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ｍａｔ ｏｆ

ｐｕｍｐ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９

（１）：４２—４７．

［５］

冯ｐ民，肖光宇，宋立．偏心球阀流场的数值模拟
及性能预测［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４）：８—１３．

图６不同弹簧预紧力下阀门最大开度的
模拟值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６

Ｆｅ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Ｘｉａｏ Ｇｕａｎｇｙｕ，Ｓｏｎｇ Ｌｉ．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ｔｒｉｃ ｂａｌｌ

ｖａｌｖｅ［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ｃｅｅ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８，２６（４）：８—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结论

［６］Ｕｒａｔａ

Ｍ，Ｌｉ Ｘｉｎ，Ｋａｗａｓｈｉｍａ Ｋ，ｅｔ ａ１．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ｕｉｄ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ｌｖｅ［Ｃ］／／２００８

建立了往复泵锥阀内部流场的物理模型和数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模型，利用ＣＦＤ软件的动网格技术实现了对阀门启

Ａｓ／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一７ｔｈ

Ｓｙ，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ＣＳＣ ２００８．Ｐｉｓｅａｔａｗａｙ：ｌｎｓｔ ｏｆ

闭过程的非定常模拟，并对模拟进行了试验验证．

Ｉｎ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ｌｅｃ

ａｎｄ

Ｅｌｅｃ Ｅ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４５６—４５９．

１）利用动网格技术实现锥阀运动流场的数值

［７］郑淑娟，权龙，陈青．阀芯运动过程液压锥阀流

模拟，提高了模拟的真实性．该方法对其他运动流场

场的ＣＦＤ计算与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

和流同耦合问题的数值模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１６８—１７２．

２）突破了在采阀设计中多采用经验公式来确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ｕｊｕａｎ，Ｑｕａｎ

ＬｏＩ培，Ｃｈｅｎ

ｏｆ ｔｈｅ

定弹簧刚度和预紧力范围的瓶颈．通过数值模拟计

ＣＦ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算，确定．广最佳的弹簧刚度和预紧力的组合：ｋ＝１０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ｃｍ／＝１５

［８］

ＡｓｇＩＩ撕Ｔ

Ｑ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ｖｅ

ｐｏｐｐｅ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Ａ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ｅｄ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阀门启闭的运动规律，当弹簧作用因素较小时，阀的
开启曲线与柱塞运动规律比较接近；随着弹簧作用
因素加大，阀ｆＪ的开启曲线呈纺锤形．同等地改变预
紧力比改变弹簧刚度对阀门的运动影响更大．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

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跏ｍｐｏｓｉｕｒａ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Ｂｒａｓｅｈ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ｏＣ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ｓ Ｉｎｃ．，２００１：３６６～３７１．

［９］Ｉｂｒａｈ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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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３８（８）：２７—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ｍｂｅｒ［Ｊ］．Ｊｏｕ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

３０（１）：２７—３１．
Ｙａｈ

３７ｔｈ

２７—３０。

２６（６）：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１）：１６８—１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

３）通过ＵＤＦ与ＣＦＤ软件的结合，仿真得出了

［１］

ｆｌｏｗ ｉ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张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