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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三维雷诺平均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ＲＮＧ ｋ一占素流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一灯泡
贯流泵装置模型的内部三维流场进行了全流道数值模拟．对同一转速下流量为２０～３５ Ｌ／ｓ范围
内的７个工况点的扬程、轴功率和效率等性能参数进行了预测，分析了泵装置内部速度场的分
布．计算结果表明：在最优工况点，泵装置内部水流流态较好，压力分布也比较均匀；而在小流量
和大流量工况下，包括灯泡体在内的出水流道内流态紊乱，出现偏流、脱流和旋涡等不良流态．为
了验证计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该装置模型进行了性能试验，并将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模型试
验的数据进行了对比，两者在高效区附近吻合较好，但在小流量和大流量工况下存在偏差．
关键词：灯泡贯流泵装置；内部流动；数值模拟；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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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贯流泵的结构设计借鉴了灯泡式水轮机的
设计理念…，将电机和齿轮箱安装在一个灯泡形的

ｔｅｓｔ

畅，水力效率较高．南水北调第一期工程江苏境内多
座泵站均采用了灯泡贯流泵装置旧Ｊ．

金属壳体中，电机的主轴与转轮水平连接．泵机组的

灯泡贯流泵装置的内部流场是十分复杂的三维

轴系支撑结构、导轴承和推力轴承等均布置在灯泡

流动．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流体力学技术的发展，

体内，结构紧凑．水泵进出水流道顺直，水流基本上

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是轴向通过流道，直进直出，进水流态均匀，水流顺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流体机械的内部流动研究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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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几年在贯流泵装置的研究中也逐步得到应用”Ｊ．与
最初的理论研究和试验研究相比，数值模拟不但可
以获得贯流泵装置的外特性，还可以模拟装置内部
的流动情况，显示泵内任意位置的速度场和压力场，
具有开发周期短、设计成本低等优点．
本研究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一灯泡贯流泵装置进
行全流道的数值模拟，计算灯泡贯流泵装置的水动
力性能，分析其内部流场，并将其计算结果与模型试
验所得的结果进行对比，以便为今后灯泡贯流泵装
置的设计、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学模型与边界条件
图２泵装置各部分网格
Ｆｉｇ．２

１．１计算模型和网格剖分
计算模型的三维几何建模和网格剖分均采用
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完成．进出水流道直接在Ｇａｍｂｉｔ中绘
制，叶轮和导叶则是将宰．ｔｕｒ文件导入Ｇａｍｂｉｔ中生
成．整个计算区域从贯流泵装置的进水流道进口到
出水流道的出口（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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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Ｇ紊流模型ｋ方程和占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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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算和试验采用的模型泵，其主要参数包
括：叶轮直径为１２０ ｍｍ，叶轮转速为２

（２）

ｃｉ：－ － Ｃｌｓ－帮，其中叼＝（２Ｅ。·Ｅ。）１以詈，
式中ｐ硪＝ｐ＋“，其中Ｍ＝ｐｑ等；瓯＝瑾。＝１．３９；

图１计算区域
Ｆｉｇ．１

（１）

０００

ｒ／ｍｉｎ，流

量范围为２０—３５ Ｌ／ｓ，叶轮叶片数为３片，导叶叶片

驴÷隆羚以上式中ｑ＝０．０８４ ５；气＝

数为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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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灯泡贯流泵装置的结构比较复杂，生成

本研究应用有限容积法离散和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计

体网格时采用了非结构化网格进行剖分，并对叶

算求解流速场和压力场．

轮和导叶部分的网格进行了加密；而对于进出水

Ｉ．３边界条件

流道的网格，则将其密度适当降低．这样，在保证

１．３．１进１：２边界条件

计算精度的前提下，避免了计算资源的浪费．网格
总数为１

０３１

７６６，各部分的网格见图２．

进水流遭前加一段进水段，以保证水流进入进
水流道时的流态尽量平顺；采用的是质量进１３

１．２基本控制方程及湍流模型

（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ｉｎｌｅｔ），给定进１３边界上的质量流量．

采用三维雷诺时均Ｎ—Ｓ方程来描述冕流泵内不

１．３．２

出口边界条件

可压缩流体的湍流流动＂１．湍流模型采用ＲＮＧ ｋ—ｓ模

在出水流道的后部加一段出水延伸段，并且将

型．与标准ｋ一占模型相比，ＲＮＧ ｋ一占模型通过修正湍

计算流场的出１３设置在出水延伸段中距离出水流道

流粘度考虑了平均流动中的旋转及旋转流动情况，并

出口足够远处，使水流充分发展．由于出流边界上的

在占方程中增加ｒ一项反映主流的时均应变率Ｂ．这
使得ＲＮＧ ｋ一８模型中的产生项不仅与流动状况有关，

压力或者速度均未知，因此采用了自由出流（ｏｕｔ．

而且还是空间坐标的函数从而，ＲＮＧ ｋ—ｓ模型可更
好地处理高应变率及流线弯曲程度大的流动．

万方数据

１５６

ｆｌｏｗ）．出口处，除了压力之外，其他参数梯度为０，即

等＿ｏ．

１．３．３固壁条件

图５为最优工况点下叶片表面的速度云图，叶

泵装置中的同体壁面包括进出水流道边壁、叶轮
和导叶的外壳、轮毂及灯泡体外壳等．在固体壁面处规

片表面的流速从轮毂到轮缘逐渐增大，在接近轮缘
处达到最大．３片叶片表面的流速基本上对称．

定无滑移条件，速度分布由标准壁面函数来处理㈨．

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灯泡贯流泵内部流动十分复杂，通过数值模拟，
可以得到内流场的速度、压力以及流线等信息，以判
别设计的合理性，从而进一步为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图３为灯泡贯流泵装置内部粒子迹线图．由于
图５

灯泡贯流泵进水流道顺直且逐步收缩，水流经过进
水流道后均匀进入叶轮，流态较好；水流从导叶流出

Ｆｉｇ．５

Ｑ＝２８ Ｌ／ｓ时叶片速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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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于进人孔、灯泡体以及灯泡体支承等过流部件

图６分别为３种工况下叶片表面的静压力云

的存在，流态出现不稳定，并在灯泡体尾部出现回流

图．计算显示，随着流量的增大，叶片压力面和吸力

和低速区．

面的静压力都有减小的趋势．最优工况及小流量工
况下，吸力面进水边压力出现最小值，压力面进水边
出现最大值．但是在大流量工况下，由于进水边头部
的流速过大导致脱流，压力面的头部靠近轮毂处出
现低压区，而吸力面的头部则出现高压区．

图３灯泡贯流泵装置内部粒子迹线
Ｆｉｇ．３

Ｐａｔｈ ｌｉｎｅ ｏｆ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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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为各流量工况下装置纵断面流速等值线图
和静压云图．由图４ｂ可以看出，在高效点，水流流态
较好，压力分布也比较均匀，但是，由于灯泡体底部
的两个支承相隔距离较近，从而出现旋涡和低速区．
在小流量工况下，灯泡体支承和进人孔及灯泡体尾
部的流态紊乱，出现偏流和小旋涡（见图４ａ）；而在
大流量工况下，流速的增大，使得灯泡体尾部出现明
显的脱流、偏流和旋涡，压力分布不均匀（见图４ｃ）．

图４泵装置纵断面轴向流速和静压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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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叶片表面静压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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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试验与计算结果对比
为了验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对该灯泡贯流泵
装置进行了外特性试验，获得了从小流量到大流量
共７个工况点的装置扬程、轴功率和效率等的特性
参数值．将这些数据与计算值进行对比，结果见图
７，图中ＣＦＤ与ＥｘＰ分别为计算值与试验值，

图８换算后的装置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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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论
通过对后置灯泡贯流泵装置内部三维流场的数
值模拟，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高效点，装置内部水流流态较好，纵断面
流速和压力分布均匀，３片叶片表面的流速基本上
对称，叶片表面的流速从轮毂到轮缘逐渐增大．在小
流量和大流量工况下，由于叶轮内易产生脱流，水流
经导叶调整后仍有较大的速度环量，使得出水流道
内出现偏流和旋涡等现象．
（２）计算结果与试验值比较后发现，两者在高
效区吻合较好，但是在小流量和大流量工况下，两者
差异比较明显．计算时针对有压的管道内部流动，故
没有考虑重力的影响，主要是在非设计工况下易产
生脱流、回流等不良流态而使得计算模型不适用引
起的误差．
（３）计算获得的内流场流动规律与实际情况相
符，且在高效区对水动力性能的预测较为准确，说明
图７灯泡贯流泵装置性能曲线比较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采用ＣＦＤ方法对贯流泵内部流场进行数值模拟是

ｏｆ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

可行的．
由对比结果可见，在高效区，无论是扬程一流
量曲线、效率一流量曲线，还是功率一流量曲线，计
算值和试验值吻合得都比较好；而在非设计工况
下，由于水泵叶轮、导叶和出水流道内易产生脱
流，流态紊乱，紊流模型与实际情况偏差增大，导

本研究工作还得到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ｋ０８０１９）和扬州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基
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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