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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式前轴伸泵装置流道三维流动及水力损失
陆林广，梁金栋，陈阿萍，刘荣华
（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对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的三维流场及水力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获得了
设计流量时进、出水流道的流场图以及水力损失值．同时，还采用透明流道模型试验的方法，分别对
卧式前轴伸泵装置进、出水流道数值计算的结果进行了试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卧式前轴伸泵装
置进、出水流道内的流态，数值计算的结果与试验结果一致，进水流道内的水流仅在泵轴后有很小
范围的局部旋涡，进水流道出口断面的流速均匀度为９６．９％；出水流道进口的水流具有一定环量，
水流呈螺旋状流入流道。流道外侧的流速较大，流道中心附近流速较小．进、出水流道水力损失值，
数值计算值分别为０．１４２ ｍ和０．１６３ ｍ，流道模型试验值为０．１３７ ｍ和０．１６８ ｍ，两者非常接近．该
泵装置在低扬程泵站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贯流泵装置；前轴伸式；卧式泵；流道； 水力性能；数值计算；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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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流式泵装置可以分为灯泡式、竖井式和轴伸

流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剩余环量，而环量对流道

式等３种形式…．轴伸式贯流泵装置又可分为卧式

的水力损失具有较大影响，故需在这里相应地预置

和斜式两种类型，卧式贯流泵装置还可进一步分为

一定的环量．预置环量的大小，可借助于流道模型试

卧式前轴伸泵装置和卧式后轴伸泵装置．贯流式泵

验的方法测出一１．

装置具有水流条件好、水力损失小的优点，在泵站扬
程较低的条件下可望得到较高的泵装置效率旧’３

Ｊ．

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的主要特点是，泵主轴穿过
流道，电机、轴承及传动设备等均设在流道外面，可
采用常规机电产品．这种形式的贯流泵装置在前苏
联的一些低扬程泵站得到较多应用一－．

出水流道计算流场的出口断面设置在出水池中
距出水流道出口足够远处，出口断面为一垂直于水
流方向的断面．在这里，流动是充分发展的，可采用
自由出流边界条件．
固壁边界

１．２．３

在进、出水流道的计算流场中，固壁边界包括

过去对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研究得较少，一般认

进、出水池的底壁，进、出水流道的边壁，泵轴及水泵

为其水力性能低于灯泡式贯流泵装置．为了更全面

进、出１：３的导流帽边壁等，其边界条件按固壁定律处

地认识和比较不同形式贯流泵装置的水力性能，本

理。１ ０１．固壁边界条件的处理对所有固壁处的节点应

研究采用三维湍流流动数值模拟和透明流道模型试

用了无滑移条件，而对紧靠固壁处节点的紊流特性，

验的方法，对这种形式贯流泵装置进、出水流道的水

则应用了所谓对数式固壁函数处理之．

力性能进行初步研究，为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１．２．４

作必要的准备．

自由表面

进、出水池的表面为自由水面，若忽略水面上由
风引起的切应力，以及与大气层的热交换，则自由面

１进出水流道三维流动数学模型

对速度和紊动能均可视为对称平面处理¨０｜．
１．３进、出水流道的网格剖分

１．１控制方程
进、出水流道内部三维湍流流动数值模拟的控
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及ｋ一占模型中

应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分别完成进水和出水流道三
维流动计算区域的建模和网格剖分工作，进、出水流
道计算区域的网格剖分情况示于图１．

的ｋ方程和占方程．对此，已有很多文献作了介
绍‘５—８ｆ．
１．２边界条件
１．２．１进水流道计算流场的进、出口边界
将进水流道计算流场的进Ｅｌ断面设置在进水池
中距进水流道进口足够远处，进口断面为一垂直于
水流方向的断面．在这里，可认为来流速度在整个断
面上均匀分布．计算流量可作为已知条件，故而进口

图ｌ
Ｆｉｇ．１

卧式前轴伸泵装置进、出水流道的网格图
Ｇｒｉ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ｌｅｔ＆ｏｕｔ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ｈａｆｔ

边界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
为了较为准确地应用出口边界条件，将计算流

２进出水流道三维流动数值计算结果

场从进水流道出口断面沿垂直于该断面的方向等直
径延长，使计算流场的出口断面设置在距进水流道

某低扬程泵站，单泵设计流量为３４ ｍ３／ｓ，平均

出口２倍圆管直径处．在这里，流动是充分发展的，

扬程为３．０６ ｍ，水泵叶轮直径为３．３ ｍ．根据该泵站

可采用自由出流边界条件．

的主要参数，设计了卧式前轴伸泵装置，并对该站泵

１．２．２

装置的进水流道和出水流道进行了三维流动数值计

出水流道计算流场的进、出口边界

将出水流道计算流场从出水流道的进口断面沿

算．可以看到：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的进水流道向下弯

垂直于该断面的方向逆水流方向等直径延伸，使计

曲，以便泵轴从进水流道穿出，并在流道上方留出一

算流场的进口断面设置在距出水流道进口２倍圆管

定空间布置电机；出水流道向上微弯，以抬高流道出

直径处．在这里，可认为来流速度在整个断面上均匀

口断面的高程．

分布，计算流量作为已知条件，故而计算流场的进口

２．１进水流道三维数值计算

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件．由于轴流泵导叶出口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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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场数值计算，给出了该进水流道设计流量时的表面
流场图和流道竖向中剖面流场图（图２）．由流场图
可以看到：进水流道内的水流转向有序，收缩均匀，
仅在泵轴后有很小范围的局部旋涡，流道出口断面
的流速均匀度为９６．９％，水流入泵平均角度为
８８．００；流道水力损失计算结果为０．１４２

ｍ．

图４出水流道表面流场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ｏｕｔ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透明流道模型试验验证
３．１

流道模型试验方法及装置
为了验证进水流道三维流动数值计算的结果，

对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的进水流道进行了透明流道模
图２进水流道流场图
Ｆｉｇ．２

２．２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出水流道三维数值模拟计算
对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的出水流道进行了三维流

型试验．图５为专门设计制作的试验装置示意图．
原、模型试验流量及流道水力损失的换算关系见文
献［１１］．
整流段

进口测压断面

出口测压断面

场数值计算，给出了该出水流道设计流量时的剖面
流场图（图３）和流道表面流场图（图４）；流道水力
损失计算结果为０．１６３ ｍ．由流场图可以看到：流道
进口的水流具有一定环量，水流呈螺旋状流人流道；
受水流旋转运动的影响，出水流道外侧的流速较大，
流道中心附近流速较小．
供水泵软接头

电磁流量计

图５进水流道模型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ｎ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为了验证出水流道三维流动数值计算的结果，
对卧式前轴伸泵装置的出水流道进行了透明流道模
型试验．图６为专门设计制作的试验装置示意图．
原、模型试验流量及流道水力损失的换算关系见文
献Ｅ９，１１］．
３．２流道模型试验结果
在透明流道模型试验中观察到的卧式前轴伸泵
装置进水流道和出水流道内的流态，与数值计算的
图３出水流道剖面流场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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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田．贯流式机组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４，２２（５）：ｌ一６．

与流道模型试验的结果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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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流道水力损失数值计算与模型试验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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