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喷泵复合叶轮型式及性能对比
王春林，史亚婷，吕亚云，李长军，丁

剑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Ｊ：程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设计了两种型式的旋喷泵常用的复合叶轮，并应用ＣＦＤ软件对叶轮内部流动进行了数
值模拟，得到叶轮流道内压力和相对速度分布．设计时安装合适的短叶片可以减小流道的扩散程
度。起到很好的分流、导流效果；通过两个模型泵的预测性能曲线对比分析表明，采用“Ｓ”形复合
叶片。可满足旋喷泵性能的要求．但在２个“Ｓ”形叶片之间布置２个短叶片时，叶轮流道出现明
显的旋涡，且其中一个短叶片附近有回流产生，使得水力损失增大，泵效率较低．而布置１个短叶
片时泵的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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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喷泵是一种小流量、高扬程、极低比转速

少，学者多停留在对样机或引进泵的改造上．文中

泵，其过流部件的结构与普通离心泵不同，泵内只

通过对旋喷泵叶轮的水力设计进行研究，并在此

有两个基本工作部件，一个旋转的转子和一个固

基础上设计两种不同形式的复合叶轮．为使两个

定的集流管．流体从进Ｅｌ管轴向吸入，在离心力的

叶轮流道通过的流量趋于均衡，改变叶轮出口相

作用下，速度和压力增大，从叶轮外缘径向甩出，

对速度分布，阻止二次流的产生和发展，设计时安

随后进入旋转的转子腔，继续高速旋转时被集流

装了合适的短叶片．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其内部流

管滞止，速度能进一步转化为平稳、无脉动的压力

动状况和水力性能，以选定较好的叶片形式，为旋

能从出口管排出…．由于国内对旋喷泵的研究较

喷泵叶轮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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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０３

证液流的稳定性和叶片对液体的充分作用，取复合

１复合叶轮设计

叶轮进ｕ叶片数ｚ。及出口叶片数ｚ：分别为

１．１设计理论
从离心泵工作原理可知，在泵的级数和转速已定
的前提下，要获得更高的扬程，就必须加大叶轮外径和
叶片出口安放角．而叶片出口安放角不能无限制加大，

程，但圆箍摩擦损失随之增大，泵的效率也随之降低．
针对卜述问题，设计时采用复合叶轮．在叶轮流
道容易产生回流和脱流的部位增设短叶片旧Ｊ，以改
善叶轮流道内的速度分布，有效阻止附面层分离和

（６）
（７）

１．２．５叶片进口安放角
考虑进口安放角口．。对汽蚀性能的影响，结合设
计经验，叶片进口安放角ＪＢ。。取

否则会使流道扩散严重，容易引起叶轮流道产生脱流，
导致泵的性能恶化．加大叶轮外径可有效提高采的扬

４≤Ｚｌ≤８，

邑＝（１—３）互．

（８）

１５。≤口ｌ ６≤２５。．
１．２．６

叶片出口宽度

由于流量小，旋转喷射泵的叶片宽度较窄，旋转
喷射泵叶轮出Ｅｌ宽度ｂ：的预估公式旧。４１为

％３５㈦届（鲁）１／２酏姐７８。（志九矿

脱流产生．同时，由于总叶片数的增加，可以采用较
大的叶片出口角．

（９）
对于极低比转速泵，水力损失是次要的，主要的

泵的理论扬程

即詈卜一砸面赢Ｊ，（１）

即詈ｈ一面矗毛丽）＇（１）

是叶轮的圆盘摩擦损失．采用加大流量法设计时，ｂ：
取值一般比上述值大１０％～３０％．
１．２．７短叶片在流道中的位置

式中ｏｒ为斯托道拉滑移系数；砂：为叶轮出口排挤系

为减小复合叶轮短叶片两边流道内的旋涡损

数；Ｄ：为叶轮外径；ｂ：为叶片出口宽度；届：。为叶片

失，应使短叶片两边流道中流量尽叮能相等．据此，

出口安放角；Ⅱ：为叶轮出口圆周速度．

设计叶轮时可以取为

１．２叶轮设计
１．２．１

式中Ｊｓ。为短叶片距背面的周向长度；ｓ：为短叶片距

㈩

Ｄ：＝巽（钟２，
式中妒为扬程系数．当ｎ。≤３０，／／，＝２

９００

ｒ／ｍｉｎ时，

建议取ｐ＝０．６７．
１．２．２短叶片入口处直径的确定

工作面的周向长度．

２设计实例
２．１叶轮设计参数

在叶片数较多的情况下确定短叶片人口处直径
Ｄ；的一个准则＂ｏ为

Ｑ＝１０

，

幻ｉ

（（３））

埘２

Ｄｉ＝（０．４—０．６）（Ｄ，＋Ｄ：），

（４）

式中Ｗ。，Ｗ：，埘ｉ为叶片进口、出口和短叶片起始处的
液流相对速度．

ｒ／ｍｉｎ，介质为

针对上述旋喷泵内部流动机理和设计方法，设计了两

种不同形式的叶轮，并匹配同一集流管进行数值模拟
叶轮１和２都有８片“ｓ”形叶片，其中叶轮１在两“Ｓ”
形叶片之间设置１个短叶片，而叶轮２在两“Ｓ”形叶片
之间设置２个短叶片．其具体几何参数如表１所示．

叶片出口安放角

表１两种叶轮的几何参数

由于转子腔和叶轮一起旋转，从而降低了相对
速度，使圆盘摩擦损失显著降低，泵的特性曲线相对
平坦，同时设置短叶片有效地阻止脱流和二次流的
产生，这样旋转喷射泵的出口安放角可以取大些，以
提高扬程系数．根据经验可取
８５。≤卢２６≤９５０．

（５）

１．２．４叶片数
设计时考虑到旋转喷射泵叶轮流道狭长，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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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ｈ，Ｈ＝１６０ ｍ，１７，＝２ ９５０

水．该泵的比转速ｎ。＝１２．７，属于极低比转速泵．文中

９－ｖ１
０．≤堕≤一Ｗｌ≤１．７０．≤～≤一≤１．。

１．２．３

（１０）

Ｓ２／Ｓｌ＝１．３～１．６，

叶轮外径

１０４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２．２数值模拟

２．２．３控制方程

２．２．１物理模型

采用散度符号表示式＂Ｊ如下：

两种不同形式叶轮流道的三维造型如图ｌ所

掣掣＋ｄｉｖ（ｐｕｑｂ）＝ｄｉｖ（Ｆｇｒａｄ６）＋５，（１１）

示．叶轮出Ｌ］端外延伸２．５ ｍｍ，与叶轮匹配的转子

Ｕ‘

式中咖为求解通鼍；Ｆ为扩散项；Ｓ为源项；Ｐ为流

腔内侧内延２．５ ｍｍ，定义结合面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体密度；Ｈ为速度矢量．
２．２．４边界条件
对应于相应的质量流量给定入口速度，在出口
给定Ｏｕｔｆｌｏｗ条件即可．在所有的壁面卜均采用无滑
移边界条件和壁面函数法．动静之间的耦合采用多
重旋转坐标系隐式方法．
２．３模拟结果分析
图３为模型１和２叶轮流道静压分布．从图３
可看出相同半径时叶轮工作面的压力大于叶片背面

图１叶轮流道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的压力．静压在叶片背面进Ｕ附近处最小，因此该处

ｐａｓｓａｇｅ

最容易发生汽蚀；模型２叶轮沿半径方向的压差分

２．２．２网格划分
在数值模拟中，方程的离散差分压强项采用

布相对较均匀．

二阶差分格式，动量方程采用二阶迎风格式，紊动
能和湍流耗散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离散方程采
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计算域采用非结构化网格”。６ Ｊ．
由于集流管的尺寸与转子腔相比差别较大，为节
省计算时间，只对集流管网格进行了加密．如图２
所示．整个计算区域的网格数如表２所示．
图３模型１和２叶轮流道静压分布罔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１ ａｎｄ ２

设置短叶片主要目的是使两个叶道通过的流量
趋于均衡，改变叶轮出口相对速度分布，阻止二次流
的产生和发展，控制尾流区的形成．图４为模型ｌ和
２叶轮流道相对速度图．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短叶
片的作用，在它附近没有发现回流、脱流现象，安装
短叶片分流导流效果理想．而从图４ｂ中可清晰看到
在两个短叶片之间存在旋涡，并且在一个短叶片附
近出现回流，使叶轮的水力损失加大，因此其性能应

图２计算网格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鲥ｄ

低于模型ｌ叶轮．

表２两个模型过流部件的网格数
Ｔａｂ．２

Ｇｒｉ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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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模型１和２叶轮流道相对速度图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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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相比之下模型２的效率偏低，为４５．５％，且

３性能预测

该泵的扬程较设计值也低，这主要是由于流道内有
旋涡，且在短叶片附近有回流，导致流速极不均匀，

选取７个工况点进行计算，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提

使得水力损失增大的缘故．模型１效率较高，且性能

供的表面积分功能得到各个流量下的泵进、出口总

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同时考虑到加工的方便性，优

压Ｐ∽Ｐ。，根据式（１２）计算扬程

先选择模型１．至于两泵的扬程曲线在大流量区快

Ｈ＝ｈ，一ｈ，＋Ｆ—ｏｕｔ—Ｆｉｎ。
‘Ｐｇ

（１２）

‘。

速下掉，这主要跟旋喷泵的另一过流部件集流管的
水力设计有很大关系坤。１

０｜．

式中ｈ。，ｈ：为泵进、出口到基准面的高度．
同时根据Ｆｌｕｅｎｔ软件的后处理报告可得叶轮、

结论

４

转子腔和轮毂受到的绕ｚ轴的力矩之和肘，根据式
（１３）计算泵的总功率

（１）安装合适的短叶片以减小流道的扩散程

Ｐ＝ｎ此／９ ５５０，

（１３）

吼＝ｐｇＱＨ／Ｐ．

（１４）

（２）通过流场数值模拟和性能预测表明，在两

根据上式计算得到泵不同工况点的扬程、总功

个“Ｓ”型叶片之间布置ｌ枚短叶片的性能要好于布

叶轮的水力效率

度，可以有效地阻止二次流的产生和发展，控制尾流
区的形成，改善泵的性能．

率和水力效率，并进行曲线拟合，得到两种叶轮的旋

置２枚短叶片的性能．

喷泵的性能预测曲线，如图５所示．由于模型计算时
没有考虑机械损失和容积损失．若考虑上述因素，该

（３）两个模型泵叶轮内部流动情况与预测的性
能曲线，为旋喷泵叶轮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泵扬程将有所下降，设计点实际效率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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