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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叶顶问隙下的轴流泵内部流场数值计算
施卫东，张

斌，张德胜，张磊

华，陈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基于标准ｋ一８双方程湍流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采用结构化网格技术，对轴流泵分别
为０．１５，Ｏ．５０，１．ｏｏ，２，００ ｍｍ的叶顶间隙进行了多工况数值模拟，讨论了不同叶顶间隙大小对

泵性能的影响，并分析了叶轮出口轴面速度、出口环量的分布以及叶顶泄漏流和泄漏涡随叶顶间
隙的变化情况．数值计算结果表明，当叶项间隙超过Ｏ．５０ ｍｍ时，泵性能下降的幅度明显增大；
叶轮出口轴面速度在轮毂壁面和叶顶间隙处减小，而环量增加；叶顶间隙越大，轴面速度和环量
受泄漏流的影响越大；通过数值模拟捕捉到不同间隙下叶顶泄漏流和泄漏涡，分析得出泄漏涡是
由于泄漏流与主流发生卷吸作用而形成的，且泄漏涡在流道内的运动轨迹与叶顶间隙大小关系
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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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泵内部流场属于复杂的三元非定常粘性湍

合求解．

流流场，流动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冲击、二次流、旋涡

轴流泵的物理模型包括进口段、转轮段、导叶

等现象，尤其在轴流泵端壤区，由于叶片外缘与转轮

段．考虑到对网格单元数和有效节点数的控制，采用

室之间问隙的存在，造成叶顶泄漏并在通道内产生

六面体网格进行划分．在叶轮处采用Ｊ型拓扑结构，

泄漏涡，对轴流泵的运行稳定性、振动噪声等都有重

导叶处采用Ｈ型拓扑结构，并通过Ｏ型网格控制叶

要的影响．因此，弄清叶顶间隙大小变化对轴流泵性

片表面边界层和其附近网格质量．对叶轮进行加密

能的影响至关重要．

处理，叶顶间隙内布置１０～１５个节点数，最终网格

黄欢明ｕ ｏ应用数值模拟得到了出口叶轮根部的

数量约为１．０ Ｘ１０６，模型泵网格如图１所示．

速度流线分布，并利用ＰＩＶ试验验证了轴流泵数值计
算的准确性．张德胜等旧１利用五孔球形探针测出了轴
流泵进出口的轴面速度和环量等分布．Ｈａｈ Ｃ【３１采用
雷诺平均Ｎ—Ｓ方程对带叶顶间隙的压缩机转子进
行了数值计算．Ｋｏｃｈｅｖｓｋｙ

Ａ

Ｎ等一ｊ应用ＣＦＤ软件分

析了带可调式后导叶的轴流泵内部流动情况．Ｚｉｅｒｋｅ
ｗ Ｃ”１研究了高雷诺数轴流泵叶顶间隙的流动特性

图１模型泵网格
Ｆｉｇ．１

及试验技术．梁开洪等旧‘８。各自对不同轴流泵叶顶间

Ｇｒｉ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ｍｐ

隙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并捕捉到了叶顶间隙的泄
漏流动和泄漏涡，但并没有对叶轮出口环量进行分

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析，对泄漏流和泄漏涡随间隙的变化描述较为简单．
由于轴流泵叶顶间隙非常小，试验测量的难度大、成

本研究模型为他＝７００的模型泵．为研究不同

本高．随着ＣＦＤ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值计算已成为研

间隙大小对泵性能的影响，要保证叶轮的相同性，故

究水力机械内部流动的重要手段．

采用扩大转轮室直径的方法，模拟大小分别为０．１５，

文中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分析叶

Ｏ．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ｍｍ共４种叶顶间隙在７个工况下

轮出口处轴面速度、环量的分布以及对比分析叶顶

的流动情况，并通过对计算结果及试验数据的分析

间隙变化对泄漏流和泄漏量的影响，为轴流泵叶片

和比较，阐述不同叶顶间隙大小下的叶轮内部流动

的设计，以及从理论上弄清叶顶间隙内复杂的流动

情况．

机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文中引入２个无量纲参数：①Ｑ／Ｑ。，Ｑ为不同
工况点的实际流量，Ｑ。为设计工况点的流量；②

，‘：ｒ。＝上，ｒ为测量点的半径，ｒｆ为叶轮出口所

１计算方法与网格划分

ｒ—ｒ．

７ｔ一“

本研究数值计算以时均Ｎ—Ｓ方程作为基本控
制方程，调用标准ｋ一占双方程湍流模型．并采用二

测平面上轮缘半径，ｒ。为同一平面上轮毂半径．
２．１扬程一流量曲线和效率一流量曲线的分布
图２为不同间隙下的扬程一流量曲线和效率一

阶精度上风格式，以基于微元中心有限体积法空间
离散的方式，通过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实现压力速度的耦

流量曲线，其中５表示间隙大小，单位为ｉｎｌｎ．

图２模型泵外特性曲线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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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以看出，计算结果比试验值略低，变化

内扬程和效率下降的幅度明显增大．

趋势基本吻合，从而验证了ＣＦＤ计算的准确性．同

随着叶顶间隙的继续增大，泄漏量继续增大，但

时发现，扬程和效率的下降并不与叶顶间隙的增大

叶顶间隙射流能力相对减弱，因此扬程和效率的下

呈线性关系．当间隙从Ｏ．１５ ｍｍ增大到０．５０ ｍｍ的

降幅度相比之前又有所减小．

过程中，扬程和效率变化较小；随着叶顶间隙的不断

２．２间隙变化对叶轮出口轴面速度的影响

增大，在间隙从０．５０ ｍｍ增大到１．００ ｍｍ过程中，

叶轮出口轴面速度的分布是轴流泵设计的重要

叶顶泄漏增加，致使容积损失增加，叶轮相对做功能

依据，叶顶间隙的大小直接影响出口轴面速度分布．

力下降；同时由于与主流方向不一致的流体增多，对

图３为３个工况点（Ｑ／Ｑ。＝１．１５，１．００，０．８５）下不

流场的破坏更大，使流动更加复杂化，在此变化阶段

同间隙的叶轮出口处轴面速度分布．

图３不同工况下不同间隙处叶轮出口轴面速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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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ｌａｄｅ ｔｉｐ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由图３可以看出，在大流量工况点下，由于受到
球形轮毂壁面摩擦力和液体粘滞阻力的影响，导致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者之间．
２．３

轮毂壁面附近轴面速度较小．而叶顶间隙附近，由于

间隙变化对叶轮出口环量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对于轴流泵叶轮都希望获得其出

泄漏原因，造成轴面速度突然下降，且叶顶间隙越

口的速度环量沿半径等值分布。轴流泵的叶片可以

大，对轴面速度沿半径方向分布的影响范围越大．轮

认为是无限翼展机翼，如果沿机翼宽度速度环量不

毂和轮缘的中间段基本保持等轴面速度分布．在小

相等，则在其后缘就会产生很强的旋涡层，这将带来

流量工况点下，叶顶间隙的泄漏和设计工况点及大

很大的水力损失一Ｊ．因此，本研究将叶轮出口速度

流量区域相似．但是叶轮内部流动较为复杂，轮毂处

环量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传统的设计方

除了壁面的摩擦阻力外，叶轮出口也容易产生二次

法很难获得叶轮出口速度环量沿半径的等值分

流等复杂流动，使得轴面速度从轮毂向外缘的分布

布¨引，笔者在计算时采用非线性环量修正系数对其

过渡比较缓慢，破坏了轴面速度沿半径的等值分布

进行修正．通过对数值计算结果的处理，将圆周方向

规律．设计工况点下的轴面速度分布情况则介于两

的分速度转换成环量分布，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不同工况下不同间隙处叶轮出１２１环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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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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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工况点下，当间隙为０．１５ ｍｍ时，叶顶泄

２．００

ｍｍ时，影响范围约为２０％，但叶轮出口环量的

漏对环量分布的影响很小，只在间隙附近很小范围内

上升斜率逐渐平缓．靠近轮毂的很小比率范围内，由

呈上升趋势，但上升斜率较大；随着间隙的增大，叶顶

于受到轮毂的旋转作用，加强了轮毂壁面附近处的液

泄漏对出口环量的分布影响范围也加大，在间隙达到

体轴向旋转，使得环量增大．除轮毂和间隙附近外，基

万方数据

本上沿半径等值分布，进一步验证了通过对环量进行

分边界层网格，网格数量均在３．０

非线性系数修正的叶轮设计方法，从而获得叶轮出口

１０６左右．图５，６

分别为在Ｑ／Ｑ。＝０．８５工况下，不同间隙下单流道

等环量分布方法的优越性．这种等值分布在大流量工

内间隙处的相对速度矢量图和流线图．

ｘ

况点处更为明显．而在小流量区域，由于流动的不稳

综合图５，６可以看出，当间隙在０．１５ ｒａｍ（间隙

定性，间隙对叶轮出口环量的影响范围加大，对环量

大小与叶轮直径比Ｓ／Ｄ＝０．５０％０）时，叶顶头部相对

沿半径等值分布的规律破坏严重．

于其他部位泄漏较大，此处也是叶片压力面与吸力

２．４

面压差最大的部位．由于间隙很小，壁面对泄漏流的

间隙变化对叶顶泄漏的影响
考虑到间隙大小与叶轮直径比值很小，在对模

摩擦阻力作用相对较大，泄漏量也比较小，泄漏出来

型泵进行数值模拟时，粗网格并不能很好地模拟出

的总能量相对主流很小，经过主流液体的作用后，很

叶顶泄漏流动状态，同时兼顾到现有计算机的计算

快在叶片背面下方恢复到与主流相同的方向，对流

速度后决定对叶轮加密之后单独计算．同样采用结

场影响很小．因此，在此间隙大小内叶轮容易获得较

构化网格技术，并对叶片周围及轮毂、转轮室内壁划

好的性能．

图５叶顶弦长１０％处的相对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ａｔ

１０％ｃｈｏｒ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ｂｌａｄｅ ｔｉｐ

图６流线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ｇｒａｐｈ

当间隙增大到０．５０ ｍｍ（Ｓ／Ｄ＝１．６７％０）时，图５
中显示在吸力面下方贴近转轮室壁面处产生明显的

３

结论

泄漏涡，并从图６中得知泄漏最严重的位置开始向
后移动，泄漏涡对流场的影响也开始增大，泄漏到叶

（１）随着叶顶间隙的增大，扬程和效率均有所

片背面的液体偏离主流方向较大，并沿着与叶轮旋

下降，但是下降的程度并不与间隙的增大呈线性关

转的反方向运动，大约运动到叶片轴向高度的一半

系；当间隙大小与叶轮直径比超过１．６７％０时，泵性

时，经过主流的整合作用后，涡基本消失．

能下降幅度增大．

当间隙增大到１．００ ｍｍ（Ｓ／Ｄ＝３．３３％０）时，图５

（２）叶轮出口轴面速度在轮毂附近的分布规律

中显示叶顶泄漏涡紧贴吸力面，并靠近间隙叶片外

受流量变化的影响较大，叶顶间隙越大，轴面速度减

缘处，造成一部分间隙的拥堵，使得间隙内的流体向

小越大．

转轮室壁面方面偏转，加剧泄漏流在叶片外缘处的

（３）叶顶泄漏量和泄漏涡大小随着间隙的增大

分离．从图６中发现此时叶顶泄漏最严重的地方约

而增大，泄漏涡沿着与叶轮旋转的反方向螺旋向前

在叶顶距进口边１５％处，且泄漏涡存在于整个单通

运动．当间隙小于Ｓ／Ｄ＝１．６７％０，泄漏量较小，通过

道内，影响整个叶轮内的流场．

间隙泄漏到叶片背面的液体，经过主流的整合作用

当叶顶间隙为２．００ ｍｍ（Ｓ／Ｄ＝６．６７％０）时，随

之后，很快就恢复到与主流相同的方向；当间隙大小

着泄漏鼍进一步增加，泄漏流与主流发生更为严重

在Ｓ／Ｄ＝３．３３％ｏ附近时，泄漏涡充斥于整个叶轮流

的卷吸现象，且造成叶轮流道内的通道涡的运动方

道内，使得泵性能急剧下降．

向偏离叶片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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