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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ＸＢ型消防用多级泵全流场ＣＦＤ数值模拟
刘建瑞，张立胜，向宏杰，刘亮亮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基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时均Ｎ—Ｓ方程，采用标准ｋ一８湍流模型，压力速度耦合使用ＳＩＭＰＬＥＣ
计算，对ＳＸＢ型消防用多级泵进行三维定常全流场湍流数值模拟，得到该泵的速度矢量图、静压
图、湍动能分布图等，并对其内部流动规律进行定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首级叶轮一导叶、次级叶
轮一蜗壳中间轴向截面的速度场分布均匀，导叶与蜗壳起到很好的整流作用；首级叶轮一导叶、
次级叶轮一蜗壳中间轴向截面的压力场分布均匀，叶片上压力分布非常规则，仅在首级叶轮与导
叶的间隙区存在具有对称性的局部高压区；首级叶轮一导叶区湍动能分布较为规则，而次级叶轮
一蜗壳区域的湍动能在沿叶轮旋转方向靠近隔舌的区域分布紊乱，在远离隔舌区湍动能较小，隔
舌区湍流损失大．模拟结果显示出了泵内能量损失严重的区域，可为改进泵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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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ＸＢ型消防用多级泵具有流量小、扬程高、质量

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基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时均Ｎ—Ｓ方程和

轻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森林防火领域．该泵采用蜗壳

标准｜｜｝一占湍流模型，对ＳＸＢ型消防用多级泵进行

一导叶式结构，其结构简单，体积小，便于携带．文中

全流场模拟，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为深入了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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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防多级泵内部流动规律及优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轮流人径向导叶，经过渡段改变液流的流向并消除
预旋流人次级叶轮。再经过蜗壳流出．计算区域为从

１泵内部流场数值模拟

首级叶轮到蜗壳出口延伸部分在内的全流场区域．
计算区域采用非结构化四面体网格，各单独的流域

１．１控制方程

均进行合理的合并处理，并在蜗壳的隔舌处局部加

对于文中所讨论的消防用多级泵，假定工作介

密网格．各单独计算区域的具体网格划分数目分别

质为不可压缩牛顿流体，对Ｎ—Ｓ方程进行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为首级叶轮２５４ ９９０个，次级叶轮２００ ７４６个，径向

平均化，并表示为张量形式，得到如下表达式…：

导叶３７６ ８５６个，蜗壳３１３ １０１个．

警：０，

（１）

毒ｃ肚叶，＝一妻＋茜（ｐ考一
ｐｕｆ

７叶’Ｉ＋５ｆ，

（２）

式中Ｐ为流体密度；“ｉ，Ｍｉ为流体的速度分量；ｚ；，茁ｉ为
各坐标分量；Ｉｘ为分子粘性系数；ｐ为包含湍动能和
离心力的折算压力；Ｓｉ为源项．
１．２湍流模型
采用近年来在泵内流计算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标
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在相对坐标系中，其基本方程为

—Ｆ＝瓦【【肛＋盯，，ａ菇ｉ
掣＝爿（肛＋叫Ｉｘ，ｌ吲ａｋ ｌ“＋Ｇｂ一

Ｊ＋ｂ＾＋ｂｂ—

ｐ占一ｙＭ＋Ｓｔ，

（３）

Ｃ３朋Ｇ）一ｃ印等＋Ｓ。，

（４）

掣＝爿∽堕ｉｒｋｌｌ塑ａ勺】＋ｃ１。詈（Ｇｔ＋
图１网格划分

式中Ｇ。为平均速度引起的湍动能ｋ的产生项；Ｇ。为
浮力引起的湍动能ｋ的产生项；ＹＭ为可压湍流中脉
动扩张的贡献；Ｃ∽Ｃ：。，Ｃ，。为经验常数，Ｃ。。＝
Ｉ．４４；Ｃ２。＝Ｉ．９２；盯＆为湍动能ｋ对应的Ｐｒａｎｄｔｌ数；
盯。为湍流耗散率占对应的Ｐｒａｎｄｔｌ，矿。＝１．３；ＳＩ和

Ｆｉｇ．１

采用一阶迎风格式进行离散，压力、速度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Ｃ方法进行耦合，当残差小于五阶精度时认
定模拟收敛．
进口边界条件：进口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为

湍动能粘度地可表示成ｋ和占的函数，即

防止叶轮进口与叶片进口相邻太近导致叶片进口处
（５）

式中ｑ为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常数，ｑ＝０．０９．
式（１）一（４）构成封闭的非线性偏微分控制方
程组．

２计算模型
２．１计算区域及网格的生成
消防用多级泵首级叶轮、径向导叶、次级叶轮、
蜗壳的网格划分如图１所示．流体质点通过首级叶

万方数据

ｍｅｓｈｉｎｇ

２．２方程的离散及边界条件的设定

Ｓ。为用户定义的源项【２ Ｊ．

地＝ｐｑ等，

Ｇｒｉｄ

液流剧烈掺混，将叶轮进口适当延长，同时假定叶轮
进口处速度均匀分布．
出口边界条件：出口采用自由出流边界条件，为
防止出口处过早地出现同流现象，出口处延伸至出
口直径的６倍处，并采用充分发展的湍流假设，即变
量沿出口截面的法向导数为０．
固壁边界条件：固壁上流体满足无滑移条件，
＾ｎ

即相对速度∞＝０，压力取第二类边界条件，且［Ｉｖｒ－＝
ａ凡

０．

导流作用．图２ｄ为叶轮一蜗壳绝对速度矢量图，可

３流动计算及结果分析

以看出，叶轮与蜗壳的相对位置不同叶轮内绝对速
度的分布也不同，邻近隔舌区域绝对速度明显大于

文中所研究的消防用多级泵的设计参数为流量
Ｑ＝９ ｍ３／ｈ，扬程Ｈ＝８０～９０ ｍ，转速／－ｇ＝６

５００ ｒ／

ｒａｉｎ，叶轮进口直径Ｄｉ＝４０ ｍｍ，叶轮外径Ｄ２：８５
ｍｍ，出口宽度ｂ２＝６

ｍｍ．

远离隔舌区域．
３．１．２压力场分析
图３，４分别为首级叶轮叶片压力面、吸力面和
次级叶轮叶片的压力面、吸力面的静压分布图，可以

３．１速度场、压力场的分析

看出，由于叶轮旋转做功，叶片上的静压值随流动方

泵在运行过程中，液体经叶片的作用获得能量，

向逐渐增加＂。８ Ｊ．

叶片的形状对泵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叶片表
面的速度分布、压力分布通常是分析泵内流场的重
要依据一Ｊ．
３．１．１速度场分析
图２ａ为首级叶轮一正导叶绝对速度矢量图，可
以看出，沿叶轮径向方向，速度分布总体上呈均匀增
大趋势；沿叶轮周向方向，速度从叶片的压力面到吸
力面逐渐减小且分布均匀∞舶ｊ．在叶轮一导叶问隙
区域，叶轮出流因受到导叶叶片前缘的阻挡干扰，导
致局部液流逆叶轮旋转方向运动；对于正导叶来说，
叶片凹面的绝对速度值略大于叶片凸面速度值，且
沿径向均匀减小．

图３
Ｆｉｇ．３

首级叶轮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静压分布图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ｂｌａｄｅ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图４次级叶轮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静压分布图
图２叶轮一正导叶、反导叶、反导叶出口和
叶轮一蜗壳绝对速度矢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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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ｖａｎ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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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ａ，ｂ分别为首级叶轮一导叶，次级叶轮一蜗
壳静压分布图，可以看出，总体上，首级叶轮静压沿

图２ｂ为反导叶速度矢量图，可以看出，反导叶

径向均匀增大，叶轮出流受正导叶叶片前缘的阻挡

叶片凸面绝对速度值大于凹面速度值，在反导叶流

干扰，造成首级叶轮、导叶的间隙处出现局部的低压

道区域，反导叶人流因受转弯段过于平坦的影响，造

区，且沿叶轮周向均匀分布，流入正导叶后，液流的

成液流积聚于反导叶凹面区域并且带动反导叶凸面

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使得在正导叶出口附近首级

区域的静止液流做反向运动，形成漩涡．图２ｃ为反

叶轮内的静压值达到最大．次级叶轮静压值同样有

导叶出口绝对速度矢量图，可以看出，叶轮进口处绝

沿流动方向均匀增大的趋势，但是在叶轮出口处相

对速度值相差不大、方向基本相同，导叶起到很好的

对蜗壳位置不同静压分布很不均匀；扩散管内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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