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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遗传算法的离心泵叶轮参数化造型及优化设计
郭

涛，李国君，田

辉，孙秀玲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根据流面流动理论，通过坐标变换实现离心泵叶轮子午面及叶片结构的参数化造型．采
用自适应策略等技术对遗传算法的遗传操作进行改进以提高算法搜索效率，并设计了多目标决
策的适应值函数．采用ＣＦＤ软件ＮＵＭＥＣＡ对叶轮及压水室等主要过流部件内部流动进行三维
定常计算，从而预测离心泵的水力性能．编写ＦＯＲＴＲＡＮ程序实现参数化、搜索算法及性能预测３

部分的联合，开发出一种离心泵叶轮造型的自动优化方法．以离心泵的２个外特性参数——效率
和扬程作为优化目标，应用该方法对Ｄｎｌ０００型潜油泵及ＩＳ８０—６５—１２５型清水泵的叶轮结构进
行多目标优化．优化后两泵的水力性能有了明显提高，在设计工况下扬程分别提高了０．２１ ｍ和
ｍ，效率分别提高了１．９％和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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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通用机械，其用途及

值计算及搜索算法在离心泵叶轮优化领域得到了应

性能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传统设计手段难以快捷、

用．Ｗａｈｂａ Ｗ Ａ等…首先将遗传算法应用于离心泵

准确地满足要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ＣＦＤ数

叶片的优化设计．闫永强等㈦分析了遗传算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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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在离心泵优化设计上存在的困难．席光等ｐ－以叶片

图１中离心叶轮子午面用８个参数近似表示，

角作为叶片参数，采用向前神经网络技术拟合了适

饥为叶轮出口延伸段直径，Ｄｉ为叶轮入Ｉ＝Ｉ直径，尺。

应函数并用遗传算法对混流泵叶片进行了优化．郑

为前盖板转弯半径，Ｒ：为后盖板转弯半径，ｂ。为前

贽韬等‘４。以叶轮进出口参数及叶片数为优化变量，

盖板转弯前长度，ｂ：为后盖板转弯前长度，￡，为入口

对航天发动机氧化剂泵进行多日标优化．孙秀玲、田

距扩压室的水平距离，曰：为叶轮延长至扩压窒的宽

辉等‘５。钆分别采用小同的参数化方法，对离心泵的

度．叶轮盖板的水平段和竖直段采用光滑连续的弧

叶片形状进行多目标优化．

段连接以使二次流动及分离流动最小化．

上述研究虽然进行了不少优化实践，但仍存在

１．２叶片参数化

优化变龟有限、优化范围较小等问题．文中通过改进

传统的叶片参数化通常先给定叶片形状（圆

遗传算法设置提高其搜索效率，设置合理的多目标

弧、螺旋线等），然后给出形状的具体参数‘８｜，这

函数，结合基于流面理论的参数化方法，采用ＣＦＤ

要求叶片型线必须是规则的曲线，限制了叶片形状

数值计算对叶轮性能进行评价，建立一种适应性强、

的多样性．由于非均匀有理Ｂ样条（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搜索范围广的叶轮结构优化方法，并应用该方法对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两台离心泵进行检验．

为定义工业产品形状的唯一数学方法，因此文中采

Ｂ—Ｓｐｌｉｎｅｓ，ＮＵＲＢＳ）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呵

用多条ＮＵＲＢＳ曲线描述叶片与不同＿ｓ１流面的交

叶轮参数化造型

１

线，然后通过蒙面法生成弯扭式叶片．这种将多条流
面截线蒙面生成叶片的方法具有如下优势：①曲线

根据流面理论，将叶轮结构分成叶片和子午面

形状不依靠传统的径向高度和叶片弯曲之间的关

两部分，分别进行参数化，然后通过参数的合并与关

系，而足通过流面在子午面上的投影长度与叶片弯

联将两部分统一成完整的叶轮．

曲之间的关系产生，保证了叶片前缘附近（在Ｓｌ流

１．１子午面参数化

面水平段及弧段位置处）造型精确；②光滑的前后

观流面的轴面投影即子午面反映了叶轮的入

盖板面与５ｌ流面平行，流面卜的叶片型线和子午面

口直径、出口宽度以及前后盖板的几何形状．根据文

通道不会在空间位置上产生几何冲突，便于叶轮子

献［７］，对于相同的载倚分布，满足式（１）的流型可

午面形状发生较大改变．

以得到最佳的叶轮子午面形状．

百ｄｃｍ：ｃｏｎｓｔ，
ｄＺ

通过坐标变换将某５１流面平铺在以叶轮旋转
轴为极点的平面极坐标系中，使用由多个控制点
（１）

（含叶片前、尾缘点）拟合的ＮＵＲＢＳ曲线表示叶片

式中三。为按流量平均的子午速度；Ｚ为子午流线长

与该流面的交线．曲线控制点围成的多边形为控制

度．

多边形，则一个控制多边形町以确定唯一的ＮＵＲＢＳ

、１

７

式（１）要求子午流线与旋转轴的夹角在远离或

曲线．除流馒、扬程等性能有特殊要求的情况外，离

靠近９０。时，子午流线的曲面半径足够大．据此原

心泵通常采用后弯叶片以减少效率损失并防止动力

理，图ｌ给出了子午面及其延长段的几何形状．

机过载，且叶片不应在各Ｉｓｌ流面的截面上呈“Ｓ”
型，“Ｓ”型叶片会造成流道不畅而使流动恶化，因此
除平直叶片（如径向叶片等）外，多数离心泵叶片在
５１流面上保持单调凸出．根据ＮＵＲＢＳ曲线的性质，
控制多边形也会单凸，满足所有内角均小于１８００的
约束．叶片的后弯程度、进出口安装角度、叶片所包
圆心角等可通过对多边形内角施加约束实现．
尽管町变参数的数量对遗传算法稳定件及寻优
能力影响较小，但减少参数有利于提高算法效率．为
了减少确定叶片所需的可变参数，可通过给定控制
顶点的相对位置，确定叶片壁厚度的变化规律等方

图１
Ｆｉｇ．１

万方数据

叶轮子午面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ｐｌａｎｅ

式来精简参数．实践表明，合理的参数简化对叶片造
型多样性的削弱影响非常小．

拟合适应值函数的寻优方法需要与搜索域成比例的

２数值模拟方法

已知函数值，常应用于少量参数问题的快速寻优，过
高的维度将严重影响搜索效率与精度．而遗传算法

省时经济的ＣＦＤ数值计算已经广泛用于离心

采用“适应值”作为搜索向导，并不需要考虑各个参

泵叶轮内流的三维流动模拟及水力性能评测旧】，文

数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参数在性能表达时的相互影

中采用的ＣＦＤ数值分析软件为ＮＵＭＥＣＡ．

响，因此健壮性强，适用于高维度大空间上的优化计

在ＡｕｔｏＧｒｉｄⅢ模块中建立旋转叶轮流道及其延

算，除了编码过程外的其他部分的设计难度并没有

伸段的几何模型并完成网格划分，在ＩＧＧ。”模块中

随问题的复杂化而增大．而且，遗传算法在有限代数

建立压水室的模型并进行网格划分．以ＩＳ８０—６５—

内能够快速逼近满意解邻域，这使得采用遗传算法

１２５型泵为例，该泵压水室为圆形截面蜗壳．为保证

对叶轮结构的众多参数进行寻优具有明显的优势．

蜗壳的网格质量，使用分块网格技术划分蝶型网格，

为解决大量次数的ＣＦＤ数值计算进行性能评

如图２所示，网格数为４１０ ３０４．叶轮采用Ｈ—Ｉ型网

价需要消耗较多时间的问题，文中采用参数搜索范

格，单流道网格数为１３８ ３０６．第一层网格到壁面的

围在遗传操作过程中根据遗传代数及个体适应值而

厚度为４．０×１０一ｍ，以保证ｌ，＋满足湍流模型的要

改变的自适应策略，设计了如式（２）所示的适应值

求．调整网格拓扑结构并保存，保证可变的叶轮流道

标准化公式，结合期望值选择、最佳个体保存、小生

能够在该拓扑结构下生成质量较高的结构化网格．

境等算法技术【ｌ ０｜，发展了一种有限代的遗传算法，
以提高搜索效率．

．

唧（争）

一扣（黔

㈩

＝（·一忐）栅＿一，
式中．ａｔｉ以；’分别为个体ｉ的适应值与标准化适应
图２圆截面蜗壳的蝶形网格
Ｆｉｇ．２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ｓｈａｐｅｄ ｇｒｉｄｓ ｏｆ ｖｏｌ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ｏｕ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在ＦＩＮＥｌＭ模块中完成对流道的旋转映射及参
数设置并采用时间相关法稳态求解三维ＲＡＮＳ方
程，计算工质为不可压缩流体．应用“混合平面法”
处理叶轮与蜗壳间动静耦合流动的参数传递和相互
干扰问题，采用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一方程湍流模型，
时间离散采用显式四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时间推进方

值；ｌｇｅｎ，ｍｇｅｎ分别为目前与最大的算法进行代数；
∥￡一为当前代最大适应值；ｔａｓ为控制参数；ｍ为种
群数量．
采用Ｄｅ Ｊｏｎｇ

Ｋ

Ａ【１川提出的测试函数Ｅ及疋

对文中改进算法及其他遗传算法进行对比评测，计
算１００次后的平均精度如表ｌ所示．
表１不同算法的收敛能力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法，使用当地时间步长和三重“Ｖ”型网格技术加速
收敛．入口边界条件为质量流量入口，出口边界条件
为平均压力出口，固体壁面为绝热旋转壁面，推算壁
面压力，计算力与扭矩．计算终止条件设置为残差达
到１０曲或最大迭代步数达到１

０００．

改进算法在５００代后的搜索精度已高于另两种
算法在２ ０００代后的精度，说明了改进算法的优越

３遗传算法设置

性．在测试过程中，改进算法有效地避免了“停滞”
或“早熟”现象发生．

对于一些“黑箱”或“灰箱”问题，问题的实质机

在多目标决策上，采用基于支配阶位的Ｐａｒｅｔｏ

理并不明确，因此制定高效稳定的优化搜索策略比

秩选择：若个体菇的所有子目标均小于个体Ｙ，则髫

较困难，搜索容易陷入停滞或局部最优．传统使用的

被Ｙ所支配，个体被支配的次数越多，适应值越小．

万方数据

启用子目标惩罚函数以保证被选个体的效率及扬程

０．２１

ｍ，效率提高了约１．９％．

均满足设计要求；为避免Ｐａｒｅｔｏ解的过度分散从而
影响效率，给出子目标的侧重指数使搜索在解窄间
中定向进行；为避免Ｐａｒｅｔｏ解在搜索初期过度集中
而造成“早熟”，采用了基于浓度的相似个体排斥策
略：该策略使处在相似群体内部的个体适应值相对
降低．多目标综合适应值的计算如式（３），详细的算
法设置可参考文献［１２］，从而保证在合理的搜索方

图３

向上得到合理分布的Ｐａｒｅｔｏ解群．

缸％∥（罢）Ｂ０．７［每】＋等，
Ｐ。＝｛三？９５“矗“’’苎Ｚｎ后‘ｉ’≤３’
巴

Ｄｎｌ０００型泵优化前后的叶片型线

Ｍｏｌｄ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Ｄｎｌ０００ ｐｕｍｐ ｂｌａｄ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ｃ ３，

＝

善酗
式中魍，叩ｉ分别为个体ｉ的扬程及效率；Ｈｅ，仉分别
为设计要求满足的扬程及效率；ｒａｎｋ（ｉ）为个体ｉ的

图４

被支配次数；５ｉ为个体ｉ在解窄间中到其他所有个体

Ｆｉｇ．４

Ｄｎｌ０００型泵优化前后的扬程及效率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ｎｌ０００ ｐｕｍ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距离之和；Ａ，Ｂ分别为优化目标的侧重指数．

Ｉ鹃Ｏ一６５—１２５型清水泵叶轮优化

４．２

优化前后的叶轮造型对比如图５所示．

４优化实例
通过试验得到工质总压力的提升计算泵的扬
程，通过原型泵的水力效率及泵台试验的实测效率
推算出泵的机械及容积损失并假定它们为定值（不
随叶轮结构及流量变化而改变），可以计算出泵的
效率．以设计工况下的扬程和效率为优化目标对两
种不同型号的离心泵进行优化设计．
４．１

Ｄｎｌ０００型潜油泵叶轮优化
该泵为多级节段式离心潜油泵，由几十甚至上

图５

百级组成，原型泵动轮进口直径为１７．５ ｍｍ，出口直
径为８１．０ ｍｍ，进出口均宽度为４．５ ｍｍ，叶片数为
７，叶片出１：３安装角为３７。．设计流量为１．５０５
设计扬程为４．９５ ｍ，额定转速２

９１５

ｋｓ／ｓ，

ｒ／ｍｉｎ．考虑到

Ｆｉｇ．５

ＩＳ８０—６５—１２５型泵叶轮优化前后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ｍ ｏｆ ＩＳ￥０－６５—１２５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ｂｅ蛔ｒｅ ａｎｄ．，ｔｉｔｅｒ

’

ｏｐｔｉｍｉ删１０ｎ

原型泵为单级单吸悬臂式水泵，采用后弯直叶
片，叶轮外半径为６８．５ ｍｍ，入口半径为３８．０

ａｍ，

叶片展向高度较小，优化时采用叶顶及叶底流面型

叶片前端的径向平均高度为３０．５ ｍｍ，叶片出Ｅｌ宽

线蒙面生成弯斜叶片，不优化子午面形状．遗传算法

度为１６．０ ｍｉｌｌ，叶片数为６，出口安装角为２８。．压水

的多目标决策为Ａ＞Ｂ，种群规模为２０，终止计算代

室为等变面积的圆形蜗壳，蜗壳入口半径为７０．０

数为２５代．优化前后叶片型线变化如图３所示．

ｍｉｌｌ，人１＝Ｉ宽度为２８．０ ｍｉｌｌ，蜗壳喉部面积约为２

图４为该泵优化前后的扬程和效率的对比．在

ｍｍ２，喉部安装角为１５。，蜗壳出口直径为６５．０

１２４
ｍｍ．

０．６倍至１．２倍设计流量的工况下，优化后比优化

设计流餐为１３．８８９ ｋｇ／ｓ，设计扬程为２０ ｍ，额定转

前该泵的扬程及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设计

速为２

流量的工况下，优化后的泵比优化前扬程提高了约

泵，叶片展向高度较大，且前缘向水平的入Ｉ＝１延伸，

万方数据

９００

ｒ／ｍｉｎ．该泵叶片不同于Ｄｎｌ０００型潜油

前盖板附近的叶片前缘超过了其肇面拐角处，因此

［３］席光，卢金铃，祁大同．混流泵三元叶片优化设计

优化时采用叶顶、叶中及叶底３条流面型线蒙面生

方法研究［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１１）：９５２—

成叶片，能清楚地反映叶片的弯扭及叶片头部的形

９５５．
Ｘｉ

状．遗传算法的多目标决策为Ａ＝Ｂ，种群规模为

Ｇｕａｎｇ，Ｌｕ Ｊｉｎｌｉｎｇ，Ｑｉ Ｄａｔ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３Ｄ

３５，终止计算代数为４０代．

ｂｌａｄｅ ｉｎ ｍｉｘｅｄ ｆｌ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

ｐｕｍｐ［Ｊ］．

Ｊｏｕｒｎａ／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ｏｈｙｓｉｃ，２００４，２５（１ １）：

图６为该泵优化前后的扬程及效率对比．在０．６
倍至１．２倍设计流量的工况下，优化后该泵比优化

９５２—９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前的扬程及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设计流量

郑赞韬，蔡国飙，尘军．用于概念设计的离心泵叶
轮多日标优化［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７，２２（９）：

工况下，优化后扬程提高了约１．７０ ｎｌ，效率提高了

１５５４—１５５９．

约２．３％．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ｎｔａｏ，Ｃａｉ Ｇｕｏｂｉａｏ，Ｃｈｅｎ

Ｊｕｎ．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７，２２（９）：
１５５４—１５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孙秀玲．基于遗传算法对离心泵叶片型线优化设计
［Ｄ］．西安：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００７．

［６］

田辉．离心泵内部流动数值计算及叶片型线优化
设计［Ｄ］．西安：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２００８．

图６

ＩＳ８０—６５—１２５型泵优化前后的扬程及效率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ｅｆｌｑ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Ｓ８０－６５—１２５ ｐｕｍ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６

［７］

沈大耀．离心叶轮的内流理论基础［Ｍ］．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８］严敬，张江源，何敏，等．离心泵呵控包角阒柱
形叶片型线方程［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５）：４６—

５结论

４９．
Ｙａｎ

文中发展了一种离心泵叶轮的自动优化方法，

ｏｆ

其中基于流面理论的参数化方法能够造型出多样化

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Ｈｅ Ｍｉｎ，ｅｔ ａ１．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ｎ州ｔｙｐｅ

ａｎｇｌｅ

的叶轮盖板及三维弯扭叶片，改进后的遗传算法搜

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ｂｌ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列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ｒｒｉｇ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２６（５）：４６—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索效率提高，在搜索过程中能够避免“停滞”或“早

［９］杨敏官，刘栋，贾Ｈ东，等．离心泵叶轮内部ｉ维湍

熟”．对两种不同的离心泵叶轮进行优化实践，泵的

流流动的分析［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效率及扬程均有明显的提高，说明发展的优化方法

２００６，２７（６）：５２４—５２７．

有效、适用性强，可以尝试广泛应用于离心泵叶轮的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ｕａｎ，“ｕ
Ｏｉｌ

优化设计领域．

Ｊｏｕｍａ／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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