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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值模拟的Ｖ形管压电泵优化设计
何秀华，杨

嵩，邓许连，毕雨时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分析了Ｖ形管内的流动损失，并初步优化Ｖ形管无阀压电泵结构，利用ＣＦＤ软件对改进
前后的Ｖ形管内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直角汇流管口改为圆角后的Ｖ形管流阻系数有
了明显提高．通过对比改进前后两种Ｖ形管流场速度矢量图，发现圆角Ｖ形管可抑制正向流动时
管内回流和漩涡的发生，减小流动损失．对不同圆角半径的Ｖ形管内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不同
圆角半径Ｖ形流管的流阻系数，表明较大的圆角半径可有效地提高Ｖ形管流阻系数，即提高了Ｖ
形管无阀压电泵的效率．此优化设计可为Ｖ形管压电泵的进一步改进提供思路．
关键词：无阀压电泵；Ｖ形管；流阻特性；数值模拟；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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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瑞典的Ｓｔｅｍｍｅｄ Ｅ等人制

所引起的正反向流阻不对称性来实现流体的泵送，

造出基于扩散／渐缩管结构的第一台无阀压电泵…

扩展了压电泵的使用领域，并使压电泵向着更小尺

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无阀压电泵的工作原理

度发展成为可能．

和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２。３．无阀压电泵放弃传

随着微流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小体积大流量的压

统压电泵的单向阀片结构，利用特殊流管不对称性

电泵目前正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传统的扩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１７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ＩＭＫＪＢ４７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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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缩管结构压电泵已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为此提出了

度Ｌ。，分流扩散管长度￡：，分流角０，分流管扩散角

Ｖ形管无阀压电泵．Ｖ形管压电泵利用Ｖ形管的流阻

度咖以及流管的深度日．由于Ｖ形管特殊的管路结

特性Ｍ Ｊ，弥补了扩散／收缩管压电泵和三通管一。压电

构，使其正向流动流阻小于反向流动流阻，Ｖ形管中

泵的不足，适用于生物芯片、微流控芯片等微型全分

正向流量大于反向流量，形成的正反流量差使流体

析系统以及临床药物微量输液系统等领域旧Ｊ．

沿正向输出．

为提高Ｖ形管压电泵的效率，本研究改进Ｖ形
管的结构，并利用ＣＦＤ软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预

２

Ｖ形管流动损失理论分析

测其流阻性能，对改进前后的Ｖ形管进行比较分
析，为Ｖ形管压电泵的优化设计和制造提供参考．

对于无阀压电微泵，其进出口流管结构的流阻
特性决定了泵的性能一Ｊ，所以需要对Ｖ形流管中的

１

Ｖ形管压电泵的结构

流动损失进行分析．如图３所示，针对Ｖ形管流动
损失，可将流动区域分为５部分，从截面Ａ。到氐的

图ｌ所示的是Ｖ形管压电泵的结构图，它主要
包括压电振子、泵盖和泵体等部件．

正向流动压力损失可表示为
△ｐ：＝ａｐｌ－２＋△ｐ２—３＋△ｐ３－４＋２△ｐ４—５＋△ｐ５＿６
（１）

式中卸：为截面Ａ。到Ａ６的正向流动压力损失，Ｐａ；
卸。一：为截面Ａ，到截面Ａ：突缩处压力损失，Ｐａ；
△ｐ２—３为截面Ａ：到截面Ａ３的沿程压力损失，Ｐａ；
△ｐ３一。为截面Ａ３到截面Ａ。分流处压力损失，Ｐａ；
△ｐ。一，为截面Ａ。到截面Ａ，扩散管压力损失，Ｐａ；
△ｐ¨为截面Ａ，到截面Ａ。突扩处压力损失，Ｐ乱

图ｌ
Ｆｉｇ．１

Ｖ形管无阀压电泵结构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ｌｅｓｓ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Ｖ—ｓｈａｐｅ ｔｕｂｅ

图２为Ｖ形管的平面结构示意图．Ｖ形管由一
个汇流管和两个对称的分流管组成，分流管为扩散／
收缩管．汇流管和分流管截面形状均为长方形，每个
分流管最小截面面积为汇流管截面面积的一半．

图３
Ｆｉｇ．３

Ｖ形管流动区域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Ｖ—ｓｈａｐｅ ｔｕｂｅ

同样从截面Ａ。到Ａ。反向流动压力损失表示为

卸ｆ＝卸６—５＋２卸５－４＋卸４—３＋△ｐ３—２十卸２一ｌ

堕目

（２）

蕊

图２
Ｆｉｇ．２

Ｖ形管平面结构示意图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Ｖ·ｓｈａｐｅ ｔｕｂｅ

Ｖ形管的主要参数有汇流管宽度日，汇流管长

万方数据

式中卸，为截面Ａ。到Ａ。的反向流动压力损失，Ｐａ；
卸¨为截面Ａ。到截面Ａ，突缩处压力损失，Ｐａ；
△ｐ，一。为截面Ａ，到截面Ａ。收缩管压力损失，Ｐａ；

卸。一，为截面Ａ。到截面Ａ，汇流处压力损失，Ｐａ；
卸，一：为截面Ａ，到截面Ａ：的沿程压力损失，Ｐａ；
△ｐ：一。为截面Ａ：到截面Ａ。突扩处压力损失，Ｐａ．
这里使用ｆ表示压力损失系数，Ｖ形管正反方
向上的压力损失系数可分别表示为

何零华等：基于数鲤堕ｙ形管压皇至垡竺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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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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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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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塾彬塾衍

（４）

式中也为图３截面Ａ：处正向流动平均速度，ｍ／ｓ；ｖ，
为图３截面Ａ：处反向流动平均速度，ｍ／ｓ；ｓｒ：为正向
流动压力损失系数；卉为反向流动压力损失系数．

（８）

参照式（１），正向流动压力损失系数可表示为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ｂｕｓ ｔｕｂｅ

２

ｐｖ：

Ｖ形管模型建立及边界条件设定

３．２

（５）

孝１—２＋亭２—３＋岛－４＋２甑～５＋孝５—６

参照式（２）反向流动压力损失系数可表示为
２ｚｗ６—５＋４△ｐ５＿４＋２ｚｗ４—３＋２ＡＰ３—２＋２ａｐ２一ｌ

轰＝

图４两种汇流管结构图

２卸ｌ一２＋２卸２—３＋２△ｐ３－４＋４△“一５＋２△：Ｐ５－６

孝。＝

（ｂ）

２

选取Ｖ形管的结构尺寸如下：层＝１５０斗ｍ，
Ｌ１＝２００斗ｍ，Ｌ２＝９００

Ｉｘｍ，Ｈ＝８０ Ｉｘｍ，０＝９００，

咖＝４。，圆角半径月分别为３０，６０，９０和１２０“ｍ．网
格划分使用结构网格．本研究利用ＣＦＤ软件对Ｖ形

ｐＵｆ

（６）

管流动情况进行模拟．Ｖ形管尺寸非常小，最小截面

将正反向流动压力损失系数之比定为Ｖ形管流

为７５斗ｍ Ｘ ８０ ｐｍ，其管内雷诺数较低，本研究所做
的数值计算中雷诺数在１０到６５０之间，参考相关资

磊一５＋鸳５－４＋＆一３＋邑一２＋孝２一ｌ
阻系数
Ａ＝＿ｂｆ

（７）

言２

无阀压电泵平均流量以及效率公式分别为Ⅲ］

弓＝芋［黼】
叼＝蕞＝器
２瓦２阿
＇７

㈩

料ｕ¨，选用层流模型用于计算．选用水为流体介质，
密度Ｐ＝１ ０００ ｋｇ／ｍ３，动力粘度系数／ｘ＝１．０１ ｘ
１０～Ｐａ·ｓ．边界条件：进口采用静压边界条件，出口
为自由出流，固擘采用无滑移速度边界条件．
３．３

㈩
Ｌ ｙ，

其中攻是由压电振子振动变形所引起的泵腔的体

模拟结果分析
对Ｖ形管进行数值模拟，通过改变模型进出口压

差，研究Ｖ形流管中的流动情况．图５为不同进出口
压差△ｊＰ下两种不同形状Ｖ形管正反向流量Ｑ对比

积变化的幅值，ｒ为压电振子的振动周期，％为一个
完整的泵冲程所泵出的总体积．由式（８）和（９）可
知，不改变压电振子的前提下，泵的流量和效率随Ｖ
形管流阻系数Ａ的增大而增大．因此，Ａ可作为压电
泵性能优劣的衡量指标．
要提高Ａ就要提高Ｖ形管正反向流阻不对称
性，增大轰，减小亭：，在设计上可针对上文提出的Ｖ
形管５部分流动损失对流管结构进行优化改进．

Ｖ形管的优化及模拟分析

３

图５
Ｆｉｇ．５

两种Ｖ形管流量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Ｖ—ｓｈａｐｅ Ｔｕｂｅ

３．１

Ｖ形管的优化设计

由图５知，两种流管反向流动流量基本相同，但

针对截面Ａ。到截面Ａ：的流动损失，可将直角汇

正向流动中圆角流管流量明显增大，使得圆角的Ｖ

流管改为圆角，降低正向流动压力损失系数ｆ㈦．即

形流管比直角Ｖ形管正反向流量差大，即前者流阻

减小芋：，以达到提高Ａ的目的．
图４为Ｖ形管改进前后的汇流管口结构．图４ａ

系数比后者大，效率更高．图６是Ａｐ＝５０ ｋＰａ时不

为直角汇流管，图４ｂ为改进后的圆角汇流管．下面

图知，反向流动时，两种流管的流速分布和压力梯度

就这两种Ｖ形管进行模拟，并对它们的流阻特性进

变化大致相同，所以两者流量大致相同；正向流动

行比较分析．

时，倒圆角汇流管流场流速分布均匀，压力梯度变化

万方数据

同Ｖ形汇流管口流场压力与速度矢量分布对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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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未出现回流，而直角汇流管管壁附近出现回流

由图７可知，圆角Ｖ形管流阻系数明显大于直

和漩涡，增大了截面Ａ。到Ａ：突缩处△ｐＨ，所以直角

角Ｖ形管，且随着半径从３０ ｔｉｍ到１２０斗ｍ，Ｖ形管

Ｖ形管流量小于圆角流量，使得前者效率低于后者．

流阻系数逐渐增大，表明较大的圆角半径可有效提
高Ｖ形管无阀压电泵的效率．

４结论
１）对Ｖ形管流动损失进行理论分析，认为Ｖ形
管流动损失由５个部分组成，并针对其中截面Ａ．到
截面Ａ：流动损失对压电泵进行了初步优化设计．
２）对改进的Ｖ形管结构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圆角Ｖ形汇流管口可降低汇流管口的突缩压

力损失卸。一：，提高Ｖ形管压电泵的效率．
３）对改进前后的汇流管流场进行比较，发现圆
角Ｖ形管可抑制突缩后汇流管管壁附近回流和漩
涡的产生，降低流动损失．
４）通过对不同圆角半径的Ｖ形管的流阻系数
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表明较大的圆角半径可有效提
高Ｖ形管无阀压电泵的效率，在压差为５０ ｋＰａ下圆
角半径为１２０ ｔｒｍ的Ｖ形管流阻系数比直角Ｖ形管
高出约１７％．
以上结论可为Ｖ形管压电泵的进一步优化设
计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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