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在启动阶段的瞬态三维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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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离心泵启动瞬态过程的内部流动机理，建立了求解叶轮启动和加速过程非定常
流动的数学模型，以三维模型泵为对象进行启动过程内部流动的数值模拟．采用ＲＮＧ ｋ—ｓ湍流
模型计算叶轮启动过程内部非定常流动结构和演化过程，得到不同时刻的瞬态外特性曲线，并与
定常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定性分析了离心泵在启动过程中的瞬态效应，得到叶片及蜗壳压力分布
的变化规律．从叶片的压力分布图也清楚地看出压力的不平衡分布，说明存在严重的压力脉动现
象，这是引起叶轮不稳定振动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离心泵；非定常流动；启动过程；压力分布；叶轮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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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常流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边界移动引

的成果‘１。．近年来离心泵启动、停机瞬态过程随着

起流场的非定常变化，二是由流体自身诱发的周期

应用领域的拓展以及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得到重

性非定常流动．离心泵的启动和停机过程属于第一

视．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瞬态操作过程区别于稳态过

种情况．离心泵一般工作在稳定工况下，因此对离心

程，表现出明显的瞬态效应㈦．Ｔｓｕｋａｍｏｔｏ等对一台

泵恒定转速条件下的性能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

在Ｏ．１２ Ｓ内从静止加速到２

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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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ｒ／ｒａｉｎ的离心泵瞬

和扬程明显滞后于转速，且无量纲扬程在启动完成

８旦ｇＱ（警一华岸ｄｔ㈩

时有一个低于准稳态假设值的阶段，试验结果表现

式中Ｄ。，Ｄ：，ｂ。，ｂ：分别为水泵叶轮中间流面翼栅

出离心泵启动过程中外特性变化是直接由内部瞬时

进、出Ｉ：１所在点的直径和过水断面宽度；卢。，皮分别

流动状态所决定的．计算流体力学方法是求解泵启

为进、出口相对液流角；砂。，砂：分别为进、出Ｉ＝Ｉ叶片

动过程内流场的有力手段，近年来许多数值计算方法

的排挤系数．

态外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现启动过程瞬态流量

＼

妒：

Ｊ

砂。

’一７

得到了发展，如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和有限体积法

由式（１）可看出，离心泵启动性能除了受本身

等，其中有限体积法由于其高效性和精确性在工程中

结构尺寸的影响外，还受叶轮的旋转加速和流体加

应用广泛．目前求解旋转机械内部流动采用多参考坐

速的影响．

标系模型、混合面模型均只能处理转速恒定问题，人
们对转速不恒定的流体机械内流场模拟几乎未涉及．

２计算方法

鉴于分析流体机械突然启动等瞬态过程内部流动机
理对一些实际工程问题的重要意义，建立叶轮变转速

２．１控制方程及湍流模型

过程内部流动的数值模拟方法显得很有必要．

文中采用商业流体计算软件ＣＦＸ求解三维不

文中针对离心泵在启动阶段的瞬态特性及其内

可压缩雷诺平均守恒型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由于

部流动特性，进行数值计算方法和数值模拟的研究，

旋转加速度不为零，湍流模型选用带旋流修正的

通过分析叶轮旋转加速对离心泵外特性的影响，对离

ＲＮＧ

心泵内部流场建立解析模型，利用描述叶轮加速时离

流修正的ＲＮＧ ｋ一８模型为湍流粘性增加了一个公

心泵内瞬态流动的控制方程，充分考虑加速质量力的

式和为耗散项增加了新的传输方程．最后将流场解

影响，提出离心泵启动过程瞬态流场解析方法，最终

析的结果按时间顺序连接起来便获得整个启动过程

分析叶轮旋转加速时流体流动对叶片受力的影响．

ｋ一８模型【６。Ｊ．与标准的ｋ一占模型比较，带旋

流场的变化过程．
２．２物理模型及网格划分

１

基本理论

文中采用型号为Ｄ２８０—４３的多级离心泵的首
级叶轮，采用自行设计的螺旋形蜗壳，基本参数为额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泵的瞬态特性开展了一定
的研究工作．吴大转等阻５１对离心泵和混流泵的启

定流量２８０ ｍ３／ｈ，扬程４３ ｍ，转速１

４８０ ｒ／ｍｉｎ．

为保证叶轮内的流场能够真实地反映流体的流

动过程外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并对混流泵进

动及叶轮的受力情况，采用全流道划分网格，运用

行了启动试验、瞬态调阀试验、调速试验、关机试验、

ＡＮＳＹＳ所特有的ＭＥＳＨ网格划分软件对叶轮蜗壳

瞬态工况下汽蚀试验等，表明开机后转速在２ ｓ左

进行宏观上的网格控制，通过选用网格拓扑模块实

右就达到最大值．根据理论分析，得到离心泵在叶轮

现网格拓扑的自动管理和优化，提高网格生成的质

加速过程中某一时刻瞬时理论扬程即为该时刻对应

量和效率．叶片附近采用边界层网格，层数２０，第一

转速下的稳态扬程与非稳态扬程之和，即

层高度０．０００

０１

ｍ，增长率１．２，以保证在叶片处分

析准确．网格划分如图１所示．

日＝詈［詈ｃ卧川＋罢（謦一鬻）卜
葫（磋６２’Ｄ４ ６１）警一

８旦ｇＱ（警一半謦㈩
＼

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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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稳态扬程

以＝粥互－（Ｄ２－ＤＩ）＋罢（丽ｃｏｔｌ３２一面ｃｏｔ届１）】，（２）
非稳态扬程

图１计算网格系统

矾＝茹（Ｄ：６：一Ｄ㈤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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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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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ｅ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面ｄ

ｓｙｓｔｅｍ

点后又急剧下降然后平滑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启动

２．３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采用商业ＣＦＸ软件所特有的旋转机械控件进

过程中存在脉动现象．刚启动时进口压力大于出口

行全流场的数值模拟，该软件采用基于附加修正技

压力，由效率计算公式（５）町以看出，出Ｅｌ压力减去

术的多重网格代数求解器，求解策略保证方程充分

进口压力为负值，效率必然存在负值，且最高效率点

耦合（动量方程和连续方程同步求解），从而使求解

在稳定工况附近．

ｃＦｘ软件采用有限体积法，但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几

叩２—］ｒ，

何描述使其保持了有限元法的几何剖分的灵活性以

式中Ｑ为流量；ｐ。为出口压力；ｐ；。为进口压力；Ｍ为

及有限体积法十分重要的守恒性，空间离散格式采

力矩；∞为叶轮角速度．

器具有较强的功能和效率．在离散控制微分方程时，

Ｑ（Ｐ。。一Ｐ。。）

，

、

【５）

为验证瞬态计算的准确性，在定常状态下取不

用一阶迎风显示格式．
采用全流场分析，流场分为叶轮的动流场和蜗

同转速进行计算得到外特性曲线如图３所示．在此

壳的静流场两部分，两者之间采用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边界进

取０．叭，０．２０，０．４０，Ｏ．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ｌ ｓ时分别

行连接．叶轮的动流场需要设置轮毂边界和外围边

对应非定常状态下的转速Ｉ，２２，４７，７６，１０９，１４６，

界，进口采用速度进口，由流量与进口面积之比算得

１５７ ｒａｄ／ｓ．

进口速度为３．９６ ｍ／ｓ，出口采用自由出流．

３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１性能曲线
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中转速随时间变化，通过统
计规律得到
ｎ（ｔ）＝ｎ。。（１一ｅ百），

（４）

式中玎一为启动完成后的最大转速；ｂ为转速从０
到最大的启动过程所需的时问，其值与电动机型号
和启动载荷有关．

图３在定常状态下不同转速的外特性曲线
Ｆｉｇ．３

根据划分网格的大小与进ＩＺｌ流速的比值确定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ｐｅｅｄｓ

ａｔ

ｅｕｌＮｆｆｔ；ａｌ

ｓｔｅａｄ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次计算时ｌ’日】步长为０．０１ ｓ，总计算时间为１．１ ｓ，即

对比非定常时离心泵外特性曲线（即罔２）与定

启动开始到１．１ ｓ时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这就包含

常Ｄ，ｆ夕ｂ特性曲线（即图３）可以看出，图２中的扬程

了启动过程中的所有瞬态速度．图２为离心泵瞬态

日，流量Ｑ，力矩Ｍ，效率卵与图３中的对应项相比，

变化的外特性曲线．

总体趋势摹本一致，即非定常的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３．２结果分析
非定常计算包括一系列的连续的状态，随时间
的变化，离心泵的流动状态会发生连续的变化，取启
动过程中３个时间点０．０１，０．６０，１．１０ ｓ对整个流
场、叶片、叶片间进行压力分布的比较分析．
首先对整个流场进行分析，３个时间点的静压
分布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以看出，当泵启动０．０１￥时，由于泵
刚开始运转，流体处于一层压一层且压力由隔舌处
逐层降低，到蜗壳出口处压力降为最低．这是因为隔

图２
Ｆｉｇ．２

离心泵瞬态变化的外特性曲线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舌处的排挤鼍最大，因此产生的压力也最大．各个压
ｃｕｒｖｅｓ

力层之间的压力相差不大，最小压力与最大压力仅

从图中的效率曲线可可以看出，在非定常计算

仅相差１．Ｏｌ×１０４ Ｐａ．当泵启动０．６ ｓ时，叶片问的

中泵的效率刚开始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到达一个顶

压力达到均匀分布，这时由泵的进口到泵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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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压力旱现增长状态．当泵启动１．１０ ｓ时，泵的蜗壳

的压力由２．０２２×１０５ Ｐａ上升到５．３９３×１０５ Ｐ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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