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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泵模型多叶片安放角的数值计算
陈红勋，朱兵，李随波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在同一轴流泵模型００安放角数值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应用ＡＮＳＹＳ ＣＦＸ软件，选择标准
ｋ一占湍流模型和可伸缩壁面函数，在不同的叶片安放角下，采用全六面体网格和经网格无关性
分析的网格数，分别在定常和非定常条件下进行了多工况的数值模拟和外特性计算，并将计算结
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在规范使用工具软件的条件下，分析了ＣＦＤ数值模拟技术预估轴流泵
性能的精度及其误差的特点．结果表明，非定常计算扬程值略高于试验值，而定常计算扬程值低
于试验值，非定常计算的总体精度高于定常计算，且误差可控制在５％以内；定常和非定常预测
的效率误差可控制在７％以内，且非定常计算的效率与试验效率存在一相对固定幅度的偏差，据
此可用于修正同类模型效率的预测值．基于非定常计算的结果，进一步分析了叶轮和导叶圆柱面
上流线分布、叶片截线压力分布和轴流泵过流部件各部分水力损失随叶轮叶片安放角和流量的
变化规律，发现在小流量工况，靠近轮毂位置存在旋涡堵塞现象；在计算工况范围内，导叶段和出
水段水力损失随流量的增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关键词：轴流泵模型；多安放角；性能曲线；数值计算；可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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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系是研发高性能轴流泵的基础，也是指导轴流

后以合适的格式导出仅含有表面的模型，再由专业

泵优化运行的基础．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值方法的

的网格划分工具ＡＮＳＹＳ

发展，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为实现轴流泵的性能

划分，其六面体网格划分的思想是：通过建立类似于

ＩＣＥＭ

ＣＦＤ进行后续网格

预测和内部流场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在

目标几何的空间矩形拓扑，并建立几何和拓扑之间

轴流泉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ｕ“Ｊ．

的关联，采用点、线和面的映射技术，生成高质量的

虽然ＣＦＤ技术的应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

全六面体网格．这种网格划分的方法区别于以往直

体卜数值模拟的精度，在很多工况下还难以达到工

接对几何模型进行操作的方法（实体布尔运算），而

程实用的精度要求，且提高ＣＦＤ技术在轴流泵应用

是直接对独立创建的拓扑进行操作（切割、合并、点

中的可信度的研究还不多见．

的移动等），极大地提高了网格划分的质量和效率．

本研究是作者在文献［７］工作基础上的继续，
在文献［７］中，作者采用定常和非定常的方法对轴

在边界表面附近，可借助０型网格环绕技术，控制
壁面网格边界层的分布．

流泵模型在００叶轮叶片安放角下进行了不同工况

由于叶轮叶片在空间上是扭曲的，且与轴向有

的数值模拟，经网格无关性分析，认为网格单元节点

较大夹角，为保证网格的角度和空间的分布，一般选

规模控制在１００万左右是合适的；总体而言，非定常

用双Ｊ型拓扑，允许网格从叶片前缘和后缘转向．网

计算要优于定常计算，但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效率预

格划分时先针对一个叶片进行网格划分，再利用周

测的精度都有待提高．这些主要结论是否对于不同

期性，旋转复制生成整个叶轮的网格．临近叶片表面

叶片安放角下的运行工况具有普适性，有待进一步

区域，采用０型网格环绕技术，控制边界层网格的

分析．作者采用与００叶轮叶片安放角一致的分析方

分布．叶轮空间拓扑和最终生成的叶轮单通道网格

法对同一轴流泵模型进行了多角度（一２。，＋２０，＋

如图１所示．在００叶轮叶片安放角网格无关性分析

４。）、多工况的数值模拟，以期能回答这个问题，为

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叶片安放角的叶轮（一２０，＋２０，

轴流泵模型性能的完整颁测提供ＣＦＤ技术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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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作者还将进一步分析叶轮和导叶圆柱面

保证后续的ＣＦ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

上流线分布、叶片截线压力分布和轴流泵过流部件
各部分水力损失随叶轮安放角和流量的变化规律．

１数值模拟
１．１物理模型和计算区域
图１

轴流泵模型转轮叶片数４片，导叶叶片数７片，
转轮直径３００ ｍｍ，额定转速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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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ｉｎ．设定计算

区域包括进口延伸段、进水锥管、叶轮室、导叶、出水
弯管和出口延伸段．
１．２网格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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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轮拓扑和单通道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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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模型的选择直接影响要求的近壁面网格分
布状况．本研究采用工程上通用的ｋ一占模型和壁面

函数相结合的方法．若采用标准的对数率壁面函数

文献［７］指出六面体网格可以很好地控制流向

方法，一般要求ｙ＋大于１１．０６（对数率层和线性层

型分布以及边界层方向的正交性，故本研究仍将采

流粘性底层的分界点），所以盲目增加ｌ临近壁面网

用全六面体网格对计算区域进行离散．

格的数目并不能提高数值预测的精度旧Ｊ．本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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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Ｉ宏观性能预测精度
奉日｝究舟史献７

Ｊ‘作的毡础ｌ：．进一少淋＾

计析托水川帕【Ｉ¨世放如下．ＣＦＤ颅测轴｛］；ｃ泉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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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槲庄常和惟，￡常１１并站ｍ颤测们扬程和做
半“尢；１｝蜊晌形式柬＾币小㈣ｆｆｌ度Ｆ符Ｉ况的流

耻Ｈ惭稚均选鼠＂安坡角Ｆ敲高妓。＊点流扯和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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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定常和非定常计算扬程和试验值对比可

由图５预测的效率相对误差图可以看出，非定

以看出，非定常计算的扬程略高于试验值，定常计算

常计算的效率误差变化幅度较小。在偏大流量工况，

的扬程值低于试验值．

随着流墙的增大，效率的计算误差呈现逐渐减小趋

由图３预测的扬程相对误差图可以看出，非定

势．由于计算效率是由扬程和叶片轴向扭矩共同决

常计算的总体精度高于定常计算，且与试验相比，误

定的，而扭矩的误差由作用于叶片表面的分布力的

差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５％）；而定常计算的

预测精度决定，应与湍流模型和近壁面处理方法的

误差，在偏大流量工况，从某一流量开始，误差随流

合理性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提高效率计算精度的

量的增大而增大．

方法．

由图４定常和非定常计算效率和试验值对比可

２．２叶轮和导叶内部流动

以看出，非定常计算的效率在各计算工况下均大于

为了便于分析叶轮和导叶内的流动情况，定义

试验值，但非定常的效率曲线和试验曲线的变化趋

从轮毂到轮缘的无量纲数Ｓｐａｎ，取值范围为０～１，

势却是一致的，说明在最高效率点附近工况点，两者

分别选取Ｓｐａ，，＝Ｏ．１，０．５和０．９处的圆柱面展开．

间存在一固定范围的偏差，据此町用于指导计算结

在０。叶片安放角设计流量工况下，叶轮和导叶

果的修正．而定常计算效率曲线与试验效率曲线存

不同的Ｓｐａｎ位置内部流线比较平顺，未见大结构的

在交点，此交点位于最高效率点的偏大流量侧，这可

旋涡流动．但经比较不同的叶片安放角和流量工况

能与叶轮和导叶相对位置有关，需要针对此问题进

发现，在小流量工况下，靠近轮毂位置（ｓｐａｎ＝０．１）

行进一步的研究．

存在明显的旋涡结构，如图６所示．

图６小流嚣工况叶轮和导叶内部流线分布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ｒ ｂｌａｄｅｓ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ｗ ｆｌｏｗ

由图６可以看出，叶轮和导叶存在强烈的干涉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３叶片表面截线压力分布

作用；小流鼍工况，导叶的人流偏角较大；在靠近轮

选取设计工况点（最高效率点）的计算结果，在

毂位置，发现旋涡堵塞现象．这说明如果导叶安放角

不同的Ｓｐａｎ位置采用圆柱面截取叶轮和导叶叶片，

也能够像叶轮叶片安放角度那样进行调节，则可适

形成截线，将不同的叶片安放角下截线上的相对压

应工况的变化，减小水力损失．

力分布绘制在同一张图上，如图７，８所示．

图７叶轮截线压力分布
Ｆｉ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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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导叶叶片截线压力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ｒ ｂｌａｄｅｓ

由图７，８可以看出，在叶轮和导叶叶片的前缘

段、出水弯管段，不计及进、出口延伸段．选取瞬态工

存在驻点压力急剧升高，背压面脱流压力大幅下降

况最后一个旋转周期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计算不

的现象．叶轮尾缘由于仿真时尾部几何为切割处理，

同时刻截面质量流平均总压值，并对不同时刻再进

存在一定厚度的台阶，因此发现局部压力下降现象．

行平均，计算各段的水力损失．以０。安放角下最高

２．４过流部件分段水力损失

效率点流量和各段水力损失为参照进行无量纲化，

将轴流泵模型沿流向分为进水段、叶轮段、导叶

图９为各段水力损失随流造和安放角的变化．

图９分段水力损失随流毋和角度变化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ｓ

由图９可以看出，进水段水力损失随流量和叶

假定叶轮位置固定，采用的定常交界面模型不能考

片安放角的增大而增大；在选取的工况点中，导叶段

虑不同相对位置的动静ｆ涉影响．定常和非定常预

和出水段水力损失随流量增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

测的效率误差在７％以内，预报精度还有待于提高，

趋势，这说明导叶段和出水段的水力损失受上游叶

但发现非定常计算的效率与试验效率存在一相对固

轮流态的影响较大，且导叶段水力损失存在一个最

定幅度的偏差，据此町用于修正同类模型效率的预

优的运行工况点．

测值．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非定常计算总体而言
优于定常计算的结论．

３结论

（２）基于非定常计算的结果，进一步分析了叶
轮和导叶不同Ｓｐａｎ圆柱面七内部流态，发现在小流

在对轴流泵模型叶片００安放角数值分析工作

量工况，靠近轮毂位置存在旋涡堵塞现象．

的基础上，采用一致的分析方法，进一步对同一模型

（３）在设计点附近，导叶段和出水段水力损失

在叶片一２。，＋２０和＋４０安放角下进行了多工况定

随流量增大呈现先减小后增大趋势，说明导叶段和

常和非定常计算，以分析ＣＦＤ预测宏观性能的精度

出水段水力损失受叶轮内部的流态影响较大，导叶

和误差规律，得到结论如下：

段也需要适应流量变化进行町调节设计．

（１）非定常计算预测轴流泵模型的扬程在高效

（４）为保证不同分析结果具有相似可比性，本

工况点附近具有较好的精度，而在某些叶片安放角

研究详细介绍了叶轮网格生成方法和过程，临近壁

下，定常计算的误差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定常计算时

面边界层的控制及对应选择模型的ｙ＋要求，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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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Ｊｏｕｒ－

—１１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４５．

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ｙｕｎ，Ｈｕ Ｓｈａｏｈｕａ，Ｚｈｏｕ Ｌｏｎｇｃａｉ，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Ｘｉｎ

（４）：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李江云，胡少华，周龙才，等．新滩Ｉ－１泵站改造方案全
流道仿真分析［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ｕｌｌ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ｕｍｐ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４３（１２）：３９—４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９．
Ｙａ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ｎｄｅｍ ａｘ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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