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网格的活动导叶流道内湍流场数值模拟
黄剑峰，张立翔，王文全，姚激
（昆明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５１）

摘要：基于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框架下的二维时均Ｎ—Ｓ方程，应用非结构动网格技术。对某型
号混流式水轮机活动导叶单流道内的导水机构关闭过程，进行了动态湍流数值模拟．利用ＣＦＤ
软件Ｆｌｕｅｎｔ ６．３，采用非结构化三角形网格，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和压力速度耦合的ＰＩＳＯ算法，真
实地模拟了导水机构关闭的动态过程中，活动导叶流道内的压力场和速度场的瞬态变化过程．数
值计算结果表明，导水机构两段折线关闭过程中，随着活动导叶开度的减小，流场发展呈现明显
的非定常特性，水流绕过活动导叶后出现强的旋涡，对过渡过程的动态特性产生了影响．该方法
能有效地模拟由于活动导叶动作诱发的流场脉动．
关键词：混流式水轮机；活动导叶；动网格；瞬态湍流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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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的过渡过程，是流体、机

升或下降，对压力过水系统和机组的安全构成了严

械、电气甚至结构相互耦合的复杂的动态过程．水电

重威胁．转速上升和最大水压都与导叶关闭速度有

站运行中经常会遇到由于各种事故，而致机组突然

关．导叶关闭越快，水压上升越大；导叶关闭越慢，转

与系统解列甩掉负荷的情况．此时，机组转速急剧上

速ｈ升越快．为此，必须进行调节保证计算，寻求合

升，严重时会导致机组损坏．为此，调速器必须迅速

理的关闭时间和关闭规律，使最大水压和转速上升

关闭导叶，使引水管道中流量急剧减小．但此时，水

值均在允许范围内…．

轮机压力过水系统又会产生水击，使水压大幅度上

近年来，随着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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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数

１．２

究．数值模拟手段加深了水轮机设计者和科研人员

ＡＬＥ动网格模型控制方程
对于通量西，在任意控制体ｙ内，其边界是运动

值模拟手段广泛应用于水轮机内部的复杂流动的研

的，守恒方程的通式为【１０］

对其内部复杂流动的认识，从而有可能从改善其内

面ｄ

部流场结构出发，达到降低流动损失，改善水轮机振

ｐ州ｙ＋ｐ咖（Ⅱ一Ｈ。）·ｄＡ＝

动性能的目的．但以往的数值模拟多局限于定常或

Ｉ厂７咖－ｄＡ＋ＪｓｍｄＶ，

；ｙ

非定常静态（即导叶静止）研究，例如文献［２—６］，

（１）

々

个特殊位置（开度）时的流动状态．这对于模拟水轮

式中Ｐ是流体的密度；／．／是流体的速度矢量；Ⅳ。是动
网格的网格变形速度；Ａ是控制体ｙ界面的面积；厂

机稳定工况是合理的，但作为设计参考，必须考虑变

是扩散系数；Ｓ击是通量咖的源项；ＯＶ代表控制体ｙ

工况以及导叶起闭过程等．

的边界．

它们的共同点是分别具体研究活动导叶停留在某几

在方程（１）中，第一项可以用一阶向后差分形

在水电工程实践中采用的两段折线关闭规律，
与一段直线关闭规律相比，在改善水轮机甩负荷过

式表示为

段折线关闭规律：当水轮机甩掉负荷时，导叶首先以

未ｐ州＝ 堕！！兰尘型，（２）

较快的速度等速关闭到某开度，而后再以较慢的速

式中ｎ和ｒｔ＋１分别代表当前步和紧接着的下一时

度等速关闭至零．由于第一段关闭的速度较快，转速

间步．第（Ｉｔ＋１）步的体积矿“由式（３）计算：

渡过程品质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越性．导水机构两

Ａｔ

上升值将被降低；导叶第二段关闭速度较慢，从而限

矿“：矿＋华血，

位置和两段关闭速度选择适当，这种关闭方式不论

（３）

ｄｆ

制引水系统水压上升值．只要两段关闭拐点的所在

式中譬是控制体的时间导数．为了满足网格守恒定

对于限制机组转速卜升，还是限制压力上升，均有好
处¨Ｊ．导叶不同的控制规律对水轮机过渡过程的动

律，控制体的时间导数由式（４）计算：

态特性影响很大．

面ｄＶ＝ｆｕ ｓ‘ｄＡ＝∑Ⅱ∥，，
Ｊ）４（
Ａ

本研究以某型号混流式水轮机的活动导叶单流
道为计算对象，应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和动网格方

式中嘶为控制体积的面网格数；Ⅱ“为对应于面，的

法，对活动导叶两段折线关闭过程进行二维瞬态湍

网格变形速度；Ａｉ为面，的面积向量．点乘Ｕ¨·Ａｊ由
式（５）计算：

流数值模拟，获得导水机构关闭过程中不同瞬时活
动导叶单流道内的压力场和速度场，捕捉在导水机

～．Ａ：髻，

构的关闭过程中活动导叶尾部的涡旋，找到导致水

（５）

轮机产生涡激振动、影响机组安全运行的因素．

式中６ｙｉ为控制体积面歹在时间间隔血中扫过的空

１数值模拟方法

１．３边界条件

１．１计算对象及网格设计

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近壁区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活

间体积．
采用速度进口和自由出流边界条件，在壁面处

计算对象为某混流式水轮机活动导叶二维单流

动导叶的运动方式采用动边界文件（ｐｒｏｆｉｌｅ）来控

道，计算网格采用适应性强的三角形非结构化网格

制ｎ ０｜．活动导叶采用两段折线关闭规律．计算中时

划分．网格节点数共约２０３ ０００个，网格单元数共约
４０３

０００个．计算程序由商用ＣＦＤ软件Ｆｌｕｅｎｔ ６．３完

间步长为０．００１ Ｓ．第一段以较快速度关闭的时间为
５

Ｓ，关闭到导叶开度的５０％；第二段以较慢速度关

成．采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喁Ｊ．采用有限体积法对

闭到全关的时间为１０

瞬态Ｎ—Ｓ方程进行离散一Ｊ，对流项的离散采用二

１．４可动区域计算的动网格模型

ｓ．

阶迎风格式，扩散项的离散采用具有二阶精度的中

动网格技术用于计算运动边界问题，可以用来模

心差分格式．在时间离散上，采用一阶全隐式格式．

拟由于流域边界运动引起流域形状随时间变化的流

压力和速度的耦合求解采用适于非定常计算的ＰＩ．

动情况．由于在动网格技术中，是根据边界或物体的

ＳＯ算法．

移动，自动进行计算域的网格重建，因此，动网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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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是求解非定常问题的，而且对计算资源要求比较高．

或拆分后重新划分新的网格．

动网格模型是Ｉ在每一个时间步迭代之前，根据边界或
物体的运动、变形，来更新和重新构建计算域的网格，

２结果及分析

从而达到计算各种非定常的流同耦合、计算域随时间
变形变化问题的日的．动网格的含义就是计算域的网

２．１活动导叶关闭过程不同瞬时的压力场

格是运动的、不断更新变化的．动网格重新构建的计

活动导叶关闭过程各个时刻的压力场（静压）

算方法，采用弹性光顺法（ｓｐｒｉｎｇ—ｂａｓｅ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和局

分布如图１所示．第一阶段关闭初期ｆ＝２ ｓ（导叶转

部网格重划法（１０ｃａｌ ｒｅｍｅｓｈｉｎｇ）．弹性光顺法是将网

过１８０）时，活动导叶关闭速度较快，活动导叶工作

格系统看作是由节点之间用弹簧相互连接的网格系

面形成较大范围的高压区，背面压力相对较小，在活

统，初始网格就足系统保持平衡的弹簧网格系统．任

动导叶前缘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低压区，而在活动

意一个网格节点的位移都会导致与之相互连接的弹

导叶后缘产生了一个很小的负压中心；在第一阶段

簧中产生弹性力，进而导致临近网格节点上的力的平

关闭快要结束的￡＝４ ｓ（导叶转过３６０）时，流场压力

衡被打破．由此波及出去，经过反复迭代，最终在整个

分布变得不均匀，活动导叶尾端的负压中心逐渐扩大

弹簧网格系统达到新的平衡时，就可以得到一个变形

并向后转移．第二阶段关闭开始ｔ＝８ ｓ（导叶转过

后的、新的网格系统．局部网格霞划法是对弹性光顺

５９。）时，活动导叶关闭速度减慢，负压中心继续增大

法的补充．如果边界的移动和变形过大，可能导致局

并向下游传递；第二阶段关闭基本结束的ｔ＝１４ ｓ（导

部网格发生严重的歧变，甚至出现网格体积为负的情

叶转过８６０）时，活动导叶工作面之前整个流场已处

况．局部网格再划法可对这些质量差的网格进行合并

于高压区，背面后部低压区有一个明显的负压中心．

图１
Ｆｉｇ．１

活动导叶关闭过程中不同瞬时压力分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２．２活动导叶关闭过程不同瞬时的速度场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ｅ

ｖａｎｅｓ

ｐａｓｓａｇｅｓ

大向下游转移．第二段关闭速度较慢，在时刻ｔ＝

活动导叶关闭过程各个时刻的速度场分布如图

１０

ｓ（导叶转过６８０）时，活动导叶尾端涡旋已明显

２所示．第一段关闭速度较快，在ｔ＝２ ｓ（导叶转过

增长形成强的旋涡并向下游传播；在ｔ＝１４ ｓ（导叶

１８。）时，活动导叶后缘已形成一个很小的旋涡；在

转过８６。）时，活动导叶背面前端有较大的撞击和脱

ｔ＝４

流，活动导叶尾端的强涡旋继续向下游转移和传递，

ｓ（导叶转过３６０）时，活动导叶前缘已有较为明

显的撞击和脱流，活动导叶尾端的涡旋继续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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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诱发水轮机产生涡激振动．

图２活动导叶关闭过程中不同瞬时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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