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比转速混流泵叶轮优化设计
贾瑞宣，徐鸿
（电站设备状态监测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北电力大学）。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摘要：针对传统的低比转速混流泵设计中对叶型径向参数变化规律研究不足的情况，提出了
借鉴汽轮机轴流式叶片设计经验的方法．首先依据内流损失理论。分析了叶轮流道过流断面二次
流形成的原因，再应用先进控制流理论，找到了削弱二次流的方法，然后在对叶片参数化建模的
基础上，利用商用ＣＦＤ软件ＮＵＭＥＣＡ实现了叶型径向参数的优化设计，使泵效率有较大提高．
实例计算表明，先进控制流理论是将内流分析与优化设计结合起来的有效方法，能够实现叶轮的
快速高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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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流泵结构和性能介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

低比转速混流泵更加接近于离心泵，在现有的

因兼有离心泵与轴流泵两方面的优点而得到广泛应

设计方法中，更多的是借鉴比较成熟的离心泵一元、

用，尤其是低比转速混流泵（又称蜗壳式混流泵），

二元设计理论．随着该类泵的大型化发展，叶轮流道

应用范围很广．

内二次流影响愈加突出，采用三元理论进行设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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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经成为研究热点‘１。５｜．

部地干扰了主流的流向，所造成的损失称为补偿流

为了削弱叶轮流道内二次流的影响，笔者借

动损失．

用汽轮机轴流式叶轮设计的相关理念…，将先进

与此同时，在靠近端面的叶型背面出口部分，叶

控制流理论应用于混流泵优化设计，取得了很好

型附面层不断增厚，与端壁上横向流过来的附面层

的效果．

相互汇合，厚度急剧增加，使附面层严重脱离而形成
漩涡，然后，在粘性力的影响下，漩涡被主流带出叶

１

内流损失理论

栅，在上下端壁处构成了两个方向相反的对涡流动，
如图ｌ左侧所示，严重地消耗了主流的动能．

在实际的叶轮机械内流过程中，每一过流通道

综上所述，端部损失就是端面附面层中的摩擦

都是由一个叶型的背面、相邻叶型的腹面和上下端

损失、补偿流动损失和对涡损失的总和，对涡损失所

面组成的，如图ｌ所示．发生在流道中的损失包括两

占的比重最大．

类：一类是叶型损失，另一类是端部损失．其中叶型
损失和叶栅绕流关系比较密切，指腹面和背面上附

２先进控制流理论

面层中的摩擦损失、附面层脱离引起的涡流损失和
尾迹损失，这种损失在叶栅流动中研究得已经比较

先进控制流概念是徐大懋院士在１９９９年工程

深入，且在水泵设计过程中也有较多的应用．端部损

热物理学会年会上最早提出的拍Ｊ，主要是关于汽

失就是通常所说的广义上的二次流损失，这种损失

轮机的优化设计．汽轮机的工作原理涉及热力过

在近ｌＯ年水泵内流研究中才被更多地引起注意，在

程，结构属于轴流式的，而混流泵的工作原理只涉

设计时也很少考虑其影响．

及水力过程，结构介于离心式和轴流式之间，可见
先进控制流在混流泵优化设计中能否应用还需要
实践的检验．
先进控制流的原理是合理组织叶片流道内压力
沿叶高的分布，从而降低端部损失来提高效率．简言
之，就是消除或削弱二次流的影响．
在进行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先从运动微分方程
入手，在流道中任一位置取流体微团如图２所示．

图１

叶栅中的二次流示意图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ｌｏｗ ｉ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Ｆｉｇ．１

当流体通过流道时，在上下端面上，由于流体的
粘性形成一层很薄的附面层，附面层内粘性力损耗
流体的动能，形成了端部附面层中的摩擦损失．
在流道中部，流体速度大，叶片背面到腹面的

图２混流泵叶轮流道内任一流体微元
Ｆｉｇ．２

Ｆｌｕｉｄ ｃｅｌｌ ｉｎ 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横向压力差与离心力相平衡，不会引起主流的横
向流动．但在上下两端面的附面层内，流体速度相
对很小，所产生的离心力不足以抵消上述的压力
差，于是在这个横向压力差的作用下，两端面附面
层内的流体便产生了由叶片腹面向叶片背面的横
向运动．为了区别于主流，通常称这种流动为二次
流或次流．
当附面层内质点由腹面向背面横向流动时，根
据流动的连续性条件，在靠近端壁的腹面附近，必有
少量的流体从主流中补入，形成如图１右侧中右上
角和右下角各用３个箭头表示的那种补偿流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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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流体在ｒ，ｕ，三坐标系中的运动微分方程为

警＝，一１Ｃ ｚ，言＋屯孟＋，：去）ｐ．

（·）

将式（１）在ｒ，“，ｚ方向投影，则可写为

丝
ＯＶｒ．一生２：Ｒ一上塑，
ＯＶｒ＋吼ｊＯＶｒ
．一Ｏｔ＋Ｖｒ－ｇｆｒ栅“而＋Ｖｚ ＯＺ—■圳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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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ｖ－ｚ帆笔他警＝ｚ一古蓑．

ｃ ４，
（４’

正负号相一致．如图２所示，沿流线王ｄｏ－为正值，此时

式（１）中．厂为作用于单位质量流体上的质量力；

Ｒ。应取为负值，即与半径ｒ的符号相反．将式（１１）

畜
蔷０ｖ石０ｖ４－Ｖｒ 石枷ｎ荔枷ｚ蔷’ｚ一万ｉ。

尺，Ｕ，ｚ为该质量力在径向（ｒ向）、周向（Ⅱ向）和轴

代人式（１０），则

筹寺２＋惫２ｃｏｓ矿‘盯ｄｖｍ－ＶｍＳｌｎ

向（ｚ向）的投影．式中秽，，口。，也为流体实际速度在３

石；２了＋万ｃｏ河

个方向的投影．

盯

¨纠
Ｘｆｆｍ．（１２）
·

式（２）一般称为径向平衡方程式，因为它规定

式（１２）右端的第二项和第三项之和（代数和）

了流体在ｒ坐标轴方向获得力学平衡的条件．若略

代替了式（５）右端的第二项，它们分别表示流体微

去质量力，则Ｒ＝０，这时，如果将速度分量”的变化

团沿流线运动时，在子午面内产生的流面母线的法

表示为全微分，则式（２）就变为

向加速度和切向加速度在径向的分量．

韭：墅２一＿．ｄｖｒ
Ｐ Ｏｒ

由于叶片边界层附近的流体对内流的影响比较
（５）

ｄｔ

ｒ

式（５）的物理意义是：流体压力沿径向的变化
率必须与圆周向分速度所产生的向心加速度力

大，将流体微团取在靠近叶片边界层的位置，此时叶
片壁面对流体的作用力就必须考虑，将叶片壁面对流
体的作用力的径向分量记为ｆ，则式（１２）可修正为

芋＋宰＋Ｆｒ－ｖ＝ｓｉｎ

Ｐ坠以及径向加速度力Ｐ竿两者互相平衡．
ｏｔ

ｒ

当秽，＝０时，式（５）可简化为

上翌：垡．
Ｐ Ｏｒ

ｔｒ·而ｄｖｍ＝面Ｏｐ．（１３）

基于二次流形成的原因，先进控制流实质就是
（６）

控制式（１３）左边各项，使竺。０．首先分析左边最后

ｒ

ｃｇｒ

式（６）称为简单径向平衡方程．由式（６）可以看
出，即使流体的径向分速度为零，但只要存在着周向
分速度％，则压力沿叶片高度就不再保持为常数．而
对于混流泵叶轮内流动，以≠０，在进行微元分析时，

一项秽。ｓｉｎ盯．＿ｄｌ；ｍ，由于流面母线的倾斜角盯为锐
角，。ｉｎ盯＞Ｏ，叶轮叶片流道是渐扩流道，ｉｄｕｍ＜Ｏ，从

还是以式（５）为主．
将叶轮叶片流道内的流动分解为Ｚ平面和口
平面（又称子午面）内的流动．流速移在石平面内的
分速度用秽。表示，而在０平面内的分速度用。。表

而Ｆ。ｓｉｎ盯‘而ｄｖｍ＜ｏ．显然，为了使塑Ｏｒ—ｏ成立，必须

有堕｛竺＋Ｆ，＜ｏ，可见Ｒ。和Ｆ，两者必须有一个
小于０，先进控制流主要就是通过控制Ｒ。和Ｆ，，使

示，即
影＝Ｖｕｆ。＋秽。ｆ。，

（７）

式中ｉ。为在流线切线方向的单位矢量；ｍ为子午面

堕｛竺＋Ｆ，＜ｏ，为了控制便于实现，最好Ｒ。和Ｆｒ
同时小于０．简便起见，文中只考虑对Ｐ的控制，对

的流线方向．
０平面的分速度移。又可分解为径向和轴向分

Ｒ。的控制以及对两者的同时控制，待以后深入研究．
为了达到控制Ｆ，，使Ｆ，＜０，须采用径向弯曲

速度：
或

ｔ）。ｉ。＝Ｖｒｆ，＋ｔ，：ｉ：，

（８）

秽，＝Ｖｍｓｉｎ盯，

（９）

式中ｔＴ为流面母线的倾斜角．将式（９）代入式（５）经

叶ｇ－．

３叶片的参数化建模

运算得

筹寺２吨２

针对叶轮内部流道型线的特性，可利用Ｂｅｚｉｅｒ样

ｃｏｓ仃而ｄｏｔ－ｖａｓｉｎ ｔｒ丽ｄｖｍ．（１０）

若以Ｒ。表示在子午面内某点的曲率半径，则

＿ｄｏ＂＝一瓦１ｄｍ

，

代。。

‘

（１１）
’

条曲线等参数化建模曲线来表示叶轮几何形状的型
线ｏ ７。．例如可以利用Ｂｅｚｉｅｒ样条曲线表示叶轮的子午
面上、下端壁线，叶片各分截面的压力面和吸力面曲
线等．文中主要是利用Ｂｅｚｉｅｒ样条曲线构造叶片径向

式中负号表示当ｄｍ的变化引起的倾斜角变化ｄ盯

的弯曲情况．如图３所示，利用ＮＵＭＥＣＡ软件的Ｄｅ．

为正值时，曲率半径Ｒ。定为负值，使其与半径ｒ的

ｓｉｇｎ３Ｄ模块进行叶片弯曲程度的参数化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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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优化前后总体性能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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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径向弯曲程度的参数化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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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弯曲叶片的实现及优化数据

４

应用先进控制流理论，将叶片设计成“Ｃ”型弯

分析

曲，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或削弱二次流的影响．这一点
要想得到最佳弯曲叶型，可以针对不同的届。和

可以从优化前后腹面（非工作面）和背面（工作面）

及组合，构造多组叶型，利用商用ＣＦＤ软件经流场

静压分布图显示出来（见图５和６）．如图５等压线

数值模拟后，选取效率最高的那一组卢。和卢：组合

图所示，优化前，工作面中部滑流线法线方向存在压

即可，对众多商用ＣＦＤ软件而言，这个过程略显繁

力梯度；优化后，工作面沿流线法线方向有较好的压

琐．文中利用ＮＵＭＥＣＡ软件的Ｄｅｓｉｇｎ３Ｄ模块，直接

力分布，压力梯度比较小，说明叶片“Ｃ”型弯曲呵以

优化出最佳卢。和卢：组合．

使这些区域二趋近于零，利于消除或削弱漩涡．该图

ａＤ

优化前后的角度见表１，优化前后的叶轮形状

ａｒ

如图４所示，为了更加明显地显示叶片弯曲情况，图

形象地表达了叶型对内流的控制，从而控制损失和

中没有显示前盖板．根据表１和图４的显示，优化前

能耗．

叶片从轮毂到前盖板近似于直线变化，属于传统的
设计方法，优化后偏向工作面呈“Ｃ”型弯曲．优化前
后总体性能参数对比见表２．优化前泵的效率是
８６．２ｌ％，优化后的效率是９１．８３％，优化后效率提
高超过了５个百分点，接近该类水泵目前最高水平，
证明了先进控制流理论在混流泵优化设计中应用是
可行的．显然，内流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应用是我国赶
图５工作面上静压分布

超西方先进泵产品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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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叶轮优化前后角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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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非工作面ｊ：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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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ｄｅ

该数值模拟从整机角度进行模拟和优化，从而
保证了优化结果和数据对实际设计的指导意义；而
对于二次流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留待后续工作。

图４优化前后叶轮对比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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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优化的叶轮模型取自对田家庵电厂循环水

１０１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６（３）：１８５—１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泵的节能改造．从改造前后实际运行参数测算（见
表３）来看，和上述优化后的模拟数据比较吻合，证

［２］

王春林，郑海霞，张浩，等．可调叶片高比转速混流
泵内部流场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９，２７（１）：３０

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造．

—３４．

表３改造前后试验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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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ａｎａ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３，Ｐａｒｔ 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０１，２１５
（１）：１３３—１３８．

５结论

［４］

（１）在传统设计方法提高混流泵设计效率比较
困难的情况下，先进控制流理论是进一步提高设计
效率，赶超国际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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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３，１７（１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１０９７一ｌｌｌ４．

［５］

（２）由于离心式流道比较长，叶型损失占有最

Ｕｎｏ Ｍｉｔｓｕｏ，Ｍａｔｓｕｎａｇａ Ｓｈｉｇｅｎｏｆｉ，Ｍｉｙａｚａｗａ Ｈｉｄｅｔｏｍｏ，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ｆｌｏｗ

大比重，先进控制流理论中“Ｃ”型弯曲叶片带来的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节能效果不太显著，而混流式、轴流式由于流道比较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Ｄｎ

短，二次流损失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应用先进控制流
［６］

理论带来的节能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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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９９０，５６（５２５）：１４０８—１４１４．

徐大懋．先进控制流透平设计的展望［ｃ］／／中国工程
热物理学会．热机气动热力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３）内流分析和优化设计相结合，是进一步提

１９９９．

高设计水平的有效方法；目前也缺乏基于内流分析
的模拟结果的评价准则，这两方面都有待深入研究．

［７］

张人会，杨军虎，李仁年．离心泵叶轮的参数化设计
［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９，２７（５）：３１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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