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ＣＦＤ的高温减压塔底泵次级叶轮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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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利用有限体积法对雷诺时均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进行数值离散，采用
标准ｋ一８湍流模型及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进行求解，对９组由不同出１２宽度的次级叶轮与不同喉部
面积的蜗壳所组合成的高温减压塔底泵的次级内部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与性能预测，基于预测
结果绘制了性能曲线，并分析了叶轮出１２宽度与蜗壳喉部面积对性能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随
着喉部面积的增大，蜗壳进１２宽度增大，小流量区蜗壳中更易产生回流，致使扬程降低，高效区向
大流量偏移；增大叶轮出口宽度，可扩大高效范围．分析结果为高温减压塔底泵次级叶轮的优化
设计提供了参考，选择Ｃ—ｂ组合为最终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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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减压塔底泵是大型高温流程泵，多用于高

在不断增大，目前国内对该类泵研究很少，产品基本

温、高压、大流量、高扬程、高汽蚀性能的应用场合．

上还是空白．如果能成功研制该类泵并完全替代进

随着国内石油化工行业的迅速发展，此类泵的需求

口，将大型高温流程泵标准化、系列化，则能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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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服务于国内石油化工行业．然而塔底泵为两级离心

由３组叶轮和３组蜗壳两两组合产生９组次级

泵，提高次级的效率对整台泵的性能要求十分重要．

流道，组合为Ａ—ａ，Ａ—ｂ，Ａ—ｅ，Ｂ—ａ，Ｂ—ｂ，Ｂ—ｃ，

当前ＣＦ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技术已

经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离心泵内部流场的分布情况，

Ｃ—ａ，Ｃ—ｂ，Ｃ—ｃ．

１．２模型的建立及网格划分

并能对指定工况下泵的扬程、轴功率、效率、气蚀
余量等性能参数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ｌ－３］，因此可

利用Ｐｒｏ／Ｅ三维绘图软件进行整体造型，建立
整体流道模型，如图１所示．

以用流场分析结果来初步检验泵的性能是否达到
设计要求，并对相关元件做进一步的优化设计，从
而缩短产品设计周期，降低设计成本．为此，笔者
应用ＣＦＤ软件对减压塔底泵的次级叶轮和蜗壳进
行优化设计．通过对各组模型的性能比较分析．选
出最优模型，完成高温减压塔底泵次级叶轮的优
图１次级流道模型

化设计．
Ｆｉｇ．１

１计算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ａｓｓａｇｅ

由于几何模型较为复杂，网格划分采用分块划
分网格的方法，分成次级吸入段、次级叶轮、次级压

高温减压塔底泵首级叶轮为双吸，采用高气蚀设

出窀３个计算区域．主要采用非结构网格【４ Ｊ．整个

计；次级叶轮为单吸，采用高效率设计，泵的主要技术

流道区域计算单元总数为１

参数为：流量，４０６ ｍ３／ｈ；扬程，２８０ ｍ；效率，７０％；温

１．３控制方程及边界条件

度，３６０—３９０ ｏＣ；转速，２

９６０ ｒ／ｎｆｉｎ。

１８０

１３２个．

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模拟时，采用标准ｋ一８湍流

１．１模型设计

模型封闭控制方程组，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速度与压力

在优秀水力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损失极值法、相

耦合算法．速度项、湍动能项和涡粘系数项采用二

似换算法以及离心泵设计软件ＰＣＡＤ等进行优化设

阶迎风差分格式，压强项采用二阶中心迎风差分

计，结合非设计工况的优化设计方法，通过改变叶轮

格式”。．为了加速收敛，松弛系数为０．３，速度项为

参数，延迟叶轮内产生回流和脱流，设计出３种不同

０．２，湍动能项为ｏ．２，湍动能耗散率项为０．２¨“Ｊ．

出口直径的叶轮模型，叶轮主要参数如表１所示．

叶轮进口采用速度进口，出口采用自由出流，固壁
上取无滑移边界条件．旋转叶轮和静止蜗壳之间

表１叶轮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耦合采用多重参考坐标系法（ＭＲＦ）．计算过程中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通过监控控制方程的残差和出口的平均压力来判
断是否收敛．
每组模型分别计算０．２５倍、Ｏ．５０倍、０．７５
倍、１．００倍、１．２５倍、１．５０倍、１．７５倍设计流量共
７个工况点．
为提高泵的效率，设计出３种不同喉部面积的

２结果与分析

压水室模型分别与３种叶轮模型相匹配，主要参数
如表２所示．

２．１性能计算公式
根据扬程的定义可得，水泵扬程为

表２压水室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Ｈ＝Ｐ—ｏ—ｏ．ｔ—Ｐ—０—ｉ．＋△ｚ．
ｐｇ

ｐｇ

式中Ｐ‰和Ｐ。抽分别是出口和进口总压；Ａｚ为叶轮
出ＶＩ与叶轮进口在垂直方向上的距离，对卧式泵位
取０．
水泵的水力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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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叼：＝ｌ一０．０６—－．

ｐｇＱＨ

叩“２面’

（志）６

式中Ｍ为作用在叶轮前后盖板的内外表面及叶片
上的力矩矢量和；ｍ为叶轮旋转的角速度．
由于物理模型的简化，在数值计算时没有考虑

根据公式ｒ／＝田。７７。叩：，得到修正效率．
２．２计算结果与优选方案的确定
为更加直观地对９种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容积损失、机械损失等，因而要对效率进行修正．修

将每组在各工况下计算出的进出Ｌ－］压力及力矩矢量

正方法‘９ｊ如下：

利用上述性能公式得出相应的扬程与效率，将扬程

１

容积效率叼，＝——土—了．

与效率绘成扬程一流量、效率一流量曲线，如图２，３

１＋０．６８ｎ。３

所示．

只考虑圆盘摩擦损失时的机械效率：

图２扬程一流量曲线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ｈｅａｄ

ｃｌｌｒｖｅｓ

图３效率一流量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①对于面积比较大的蜗壳

ｃｕｒｖＬ＊

大流量区的高效运行．

ａ，扬程曲线陡峭；在小流量区扬程较高，随着流量的

比较ａ，ｂ，Ｃ这３个蜗壳，其中ｂ，ｃ具有更宽广

增加，扬程下降较快．②对于面积比较小的蜗壳Ｃ，

的高效区，这对于扩大化工工艺范围以及提高泵的

扬程曲线趋于平坦，在较宽的流量范围内扬程变化

稳定性都是有利的，但蜗壳也不是越大越好．比较

很小．另外，可以看出扬程普遍保持较低的水平，经

ｂ，Ｃ两个蜗壳模型，可知：①如图３ｂ中，Ｂ—ｃ曲线

分析可能是由于在较大流量区域内蜗壳中产生回

最为平坦，但最高效率点偏低，这说明叶轮Ｂ与蜗

流，造成能量的损失，致使扬程的降低，这一点也可

壳ｃ的匹配属于不合理匹配；②小流避区两条曲线

以从下面的效率曲线中得到印证．

重合较好，但在３００～６００ ｍ３／ｈ的流量范围内，Ｃ—ｂ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随着蜗壳面积比的不断减

的效率比Ｃ—ｃ效率高；③如图３ａ中，ｂ蜗壳的优势

小，最高效率点向右偏移．其中蜗壳ａ，高效区很窄，

更为明显，在整个工况范围内，Ａ—ｂ效率始终高于

特别在大流量时，效率急剧下降．在小流量区，效率

Ａ—ｃ．综合以上分析，优选ｂ蜗壳为样泵设计的优
选方案所用．

普遍高于其他两种组合，这呵以证明对于面积比较
小的蜗壳，由于喉部面积增大，蜗壳断面、蜗壳进口

将ｂ蜗壳与３组叶轮分别组合的扬程一流量、效

宽度也随之增大，ｆ且在小流龟区，蜗壳中更易产生回

率一流鼙曲线绘在一起进行比较，如图４所示．从图

流造成水力损失，使得扬程降低，但这并不影响泵在

４ａ中町看出，叶轮Ｃ的扬程曲线最为平坦，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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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扬程较其他两组叶轮的要小；而大流量时较之又

率为２０３．３ ｋＷ，扬程为１４８．５ ｍ，效率为７１．７％，其

最大；在整个流量范围内，扬程下降很少．从图４ｂ中

最高效率达７７．１９％，满足设计要求．

可看出，叶轮Ｃ的效率曲线也最宽广，虽然在一定
范围内效率不如Ａ，Ｂ，但相差无几，处于可接受的

３模型试验分析

范围内；并且该叶轮在小流量区，效率较其他两个叶
轮有所提升，这也充分说明，增大叶轮出口宽度可以

为了确定优化设计的次级叶轮是否成功，将设

抑制回流的产生，这种设计可保证化工泵在非设计

计成功的高温减压塔底泵做成试验模型，并进行试

工况下能保持稳定运行．综合以上分析优选Ｃ叶轮

验测定，试验发现泵的各项运行都比较好，试验结果

为设计的优选方案所用．

如表３所示，试验曲线如图５所示．
表３高温减压塔底泵试验数据
’Ｉ．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ｗｅｒ
ｂｏｔｔｏｍ ｐｕｍｐ ｏｎ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表３可看出随流量的增大，扬程逐渐减小，并
且变化缓慢．当流量为４０１ ｍ３／ｈ时，效率达到
６９．９０％，接近７０％．
图４蜗壳与３组叶轮的组合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ｔｅ ｂ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限于篇幅，简单地结合流场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从预测静压结果分析，９种方案压力分布趋势一致，
静压在叶轮的作用下不断增大，进入蜗壳后，随着蜗
壳将部分动能转化为静压能，流体在蜗壳内部静压
进一步增大；从局部进行分析，有的方案明显存在压
力分布不均匀、局部损失较大、叶轮出口与蜗壳扩压

图５泵的性能曲线

区存在二次回流等现象，这些可能是叶轮与蜗壳不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

匹配的结果．经综合考虑，方案Ｃ—ｂ更为理想，从

从图５可看出，泵的扬程曲线变化平坦，扬程较

整体上看压力分布、速度分布较均匀，对称性较强，

高；效率曲线高效区较宽，且在大流量区效率保持较

局部高压区较少，只是在叶轮的旋转作用下，流场在

高水平；另外泵的设计技术指标都完全达到，因此可

叶片出口与割舌处由于冲击较大，压力梯度较大，存

得出该高温减压塔底泵的设计是成功的，从而可表

在一定的损失，但基本在允许的范围内．另从预测速

明基于ＣＦＤ数值计算的次级叶轮优化设计是成

度结果分析，方案Ｃ—ｂ在割舌附近变化不稳定，流

功的．

速方向发生改变，存在冲击与回流现象，从而降低效
率，因此可以对喉部的流动规律做进一步研究，以优

４结论

化喉部设计，进一步提高泵的性能．
综上所述，确定Ｃ—ｂ组合作为设计的优选方

应用ＣＦＤ软件对优化设计的９组次级叶轮进

案．计算结果表明Ｃ—ｂ组合在设计工况点处，轴功

行数值计算，通过对扬程、效率的对比分析，可得出

万方数据

１３０

以下几点结论：

Ｌｏｎｇ

（１）随着蜗壳面积比的减小，喉部面积增大，蜗

效率点向右偏移．

０１１

ｐｕｍｐ［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壳进口宽度增大，且在小流量区蜗壳中更易产生回
流，造成水力损失，从而扬程降低；在大流量区最高

Ｘｉｎｐｉｎｇ，Ｇｕａｎ Ｙｕｎｓｈｅｎｇ，Ｈａｎ Ｎｉｎｇ，ｅｔ ａ１．Ｎｕ—

ｍｅｆｉ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ｊｅｔ
ａｎｄ ｌｒｒｉｇｍｗ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

２６（６）：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王文全，张立翔，闫妍，等．节能离心泵全流道内部
湍流的动态大涡模拟［Ｊ］．流体机械，２００８，３６（１）：１４

（２）增大叶轮出口宽度可以抑制回流的产生，

一１８．

提高效率，扩大高效范围．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ｘｉａｎｇ，Ｙａｎ Ｙａｈ，ｅｔ ａ１．Ｄｙ—

（３）确定Ｃ—ｂ组合为设计的优选方案，其最高

ｕａｍｉｃ ｌａｒｇｅ 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ｉｎ

效率达７７．１９％．

ｇＹ－ｓａｖｅ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ａｌｌ ｅｎｅｒ－

ｐｕｍｐ［Ｊ］．Ｈｕｉ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

３６（１）：１４—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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