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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迷宫螺旋泵内部流场数值计算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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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三角形迷宫螺旋泵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商用计算软件ＦＬＵＥＮＴ，采用雷诺时均Ｎ—Ｓ
方程和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运用基于非结构网格的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对清水状态下三角形迷宫螺旋
泵内三维湍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从而得到了螺旋泵内部流动的主要特征和外特性变化规律．根据
试验结果得出泵的外特性曲线，并与数值模拟计算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外特性规律非常一
致，这说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基本符合泵内部流动的实际情况．研究结果可用来了解三角形迷宫螺
旋泵的内部流场特征，为螺旋泵的设计、改进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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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螺旋泵的研发最早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

旋泵的原理及工作特性，并提出了迷宫螺旋泵的基本

苏联科学家ｒｏ删６ｅｓ为解决当时含颗粒的粘性介质

结构型式；江苏大学以提高泵性能参数为目标，对不

输送问题，并填补离心泵在高扬程、小流量的性能空

同使用条件下螺旋槽形状与螺旋升角、槽深、间隙、螺

白区，进行了迷宫螺旋泵及其密封的理论和试验研

旋体长等几何参数的选取进行了系统研究¨ｔ２ Ｊ．

究．国内对迷宫螺旋泵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始于２０

迷宫螺旋泵的主要结构是由转子和定子构成，

世纪８０年代末，北京化工学院对迷宫螺旋体内的流

表面上车有形状相同但旋向相反的螺旋槽，组成一

动提出了若干假定，建立了层流模型，阐述了迷宫螺

对迷宫螺旋体．螺旋转子和螺旋定子为迷宫螺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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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几何参数的确定

要的有效增能升压作用，其螺旋槽的几何参数对泵

螺旋槽作为迷宫螺旋泵的重要做功部件，其螺

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螺旋槽不同几何参数

纹几何尺寸的选取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泵的流量、

的组合产生不同的泵性能．

扬程、效率等性能参数．由文献［２］知：

由于目前迷宫螺旋泵设计理论还不成熟，不能

１）螺旋升角Ｏｌ＜７０。时，螺纹对泵送的能力较

用理论方法预测性能，采用试验研究则花费巨大，周

低；当ｎ＞７５。时，扬程系数达到最大，且基本不再随

期长．因此，本研究尝试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内部流

着螺旋升角的增大而变化．因此，螺旋升角常取７０。

动规律，作为预测泵性能的重要手段，以期对今后同

～８００之间；

类产品的设计和改进提供有益的参考．

２）从流量、扬程、功率、效率、液膜厚度、介质粘
性、转速、汽蚀等几方面综合考虑，通常取槽深ｔ＝

１模型泵基本情况

１．５—５．０

ｍｉｌｌ．当流量大，介质黏度小，转速较低时，ｔ

取小值；当扬程高，转速高，螺旋转子直径大时取大
１．１设计参数及基本结构

值；

流量Ｑ＝１．８ ｍ３／ｈ，扬程Ｈ＝７２ ｍ，转速ｎ＝
２ ９５０

ｒ／ｒａｉｎ，比转速凡。＝９．７，三角形迷宫螺旋泵基

３）在其它参数不变情况下，定子与转子之间的
径向间隙ｃ越大，泵扬程越小，Ⅳ一Ｑ曲线越平缓．综
合考虑，一般ｃ取值介于０．１—０．６ ｍｍ之间．

本结构见图１．

本设计中的定子、转子螺纹头数都为２０，螺旋
轴
承
座

升角为７５。，定子与转子之间的ｃ为０．３ ｍｍ，螺旋体
长３００ ｍｍ．

２数值模拟
图１
Ｆｉｇ．１

三角形迷宫螺旋泵结构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ｓｃｒｅｗ

ｐｕｍｐ

２．１控制方程
根据三角形迷宫螺旋泵内部流动特点，认为局

１．２螺旋槽形状及几何参数

部各向同性，考虑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涡团粘性模型，在定常

１．２．１螺旋槽形状
迷宫螺旋泵螺旋槽形状主要有梯形、三角形、矩

条件下，对迷宫螺旋泵内部不可压缩轴对称流动采

形等，在转速和主要几何尺寸相同的情况下，三种形

用三维雷诺时均Ｎ—Ｓ方程，并以标准ｋ一占湍流模

状螺纹对应的泵送压力关系为Ｐ矩形＜ｐ梯形＜ｐ－角形，

型使方程封闭．控制方程的通用形式，使用散度符号

在本研究设计中，采用截面形状为三角形的迷宫螺

表示如下¨Ｊ：

掣＋ｄｉｖ（ｐｕ．４ｂ）＝ｄｉｖ（Ｆｇｒａｄ自ｂ）＋Ｓ

旋槽，如图２，图３所示．

ｏ‘

（１）
式中西为求解通量，可以代表速度Ⅱ，秒，埘等求解变
量；其中厂表示广义扩散系数，Ｓ表示源项，ｐ表示
流体密度．
２．２

图２定子上面的三角螺旋槽
Ｆｉｇ．２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ｃｒｅｗ

ｇｒｏｏｖｅ

ｏｌｌ

ｓｔａｔｏｒ

方程的离散及算法
使用多重参考系（ＭＲＦ）模型来模拟泵的整个

流场，具体计算时，转子计算区域设在运动坐标系，
其余计算区域设在固定坐标系一’５１．选择目前ＣＦＤ

领域广泛应用的离散化方法——有限体积法去近似
逼近微分形式的控制方程．对于源项和广义扩散系
数的离散采用二阶精度的中心差分格式，对流项的
图３转子上面的三角螺旋槽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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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采用混合差分格式．离散方程求解采用基于非
结构网格的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代数方程的求解采用交

第２期

王春林等：三角形迷宫螺旋泵内部流场数值计算及试验

７５

替方向隐式叠代方法．
２．３

边界条件

２．３．１

３模拟结果及分析

进口条件

由于流量已知，使用均匀来流条件，进口压力取
大气压．Ｑ为进Ｅｌ流量，Ａ为进１２１面积，ｎ为进１２１断
面法向单位，进口绝对速度ｙ；。（即为轴面速度）：

‰＝＇，。＝宰

（２）

３．１数值计算结果
以清水为流体介质，转速ｎ＝２ ９５０＃ｍｉｎ的情
况下，对三角形迷宫螺旋泵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了其
速度场和压力场分布（见图４一图８）．

，Ｉ

其中周向速度’，。为０［６］．
湍动能后¨湍动能耗散值占采用经验公式
ｒＩ｜｝ｉ。＝０．０３ｕ，；２

｛ｐ

２

ｉ
ｃ：３／４‰Ｉ．５

（３）

式中己ｉ。为进ＩＳｌ的混合长度，设进口当量直径为Ｄ∽
则Ｌｉ。＝０．５Ｄｉｎ．
２．３．２

出口条件

由所设计三角形迷宫螺旋泵的出口结构可知，
出口断面面积不变，认为具有均匀的出流．因此，在
计算域的出口，各速度分量（“，秽，ｔｔ，）以及Ｊｊ｝，占均取
为第二类齐次边界条件，即压力、速度、Ｉ｜｝，Ｆ均按出
口截面的法线方向梯度为０处理．
２．３．３

固壁条件

壁面采用无滑移条件，近壁区域采用壁面函数法．
２．３．４内部边界条件
ＦＬＵＥＮＴ中有一个专门的内部界面（ｉｎｔｅｒｉｏｒ）边
界条件，它的作用是将不同的流动区域分开．在本研
究中，整个流道可看成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进口及
进液环腔和出口及出液环腔这两部分是不旋转的，
而中间的螺旋腔区域是旋转的，因而需要将这些区
域相互隔开．
２．４内部流动区域网格生成
在网格划分过程中，将整个计算区域分为３个
子区域：子区域一，由进口与进液环腔组成；子区域
二，为出口和出液环腔部分；子区域三，为中间螺旋
腔部分，它是由反向螺旋定子和正向螺旋转子耦合
而成的复杂流动区域．对该敏感区域首先要融合掉
一些不必要的线条，并采用了局部网格加密技术和
平移网格来提高网格质量，通过螺旋旋向区分转子
和定子，并分别定义边界条件，再通过调整松弛因子
来加快收敛速度，以保证求解的收敛性和稳定
性＂］．由于这部分区域结构比较复杂，因而选用适
应性最强的Ｔｇｒｉｄ型网格，经过多次尝试，网格结点
距离定义为１．８，最终生成网格６４４ ４８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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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定子螺旋槽内静压等值线分布（×１０５ 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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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迷宫螺旋泵扬程随流量减少而增加，接近于线

…

㈣是踮Ｍ爹 ¨ｌ殴昭婚蓄

机

性规律变化，功率曲线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减少，这有
利于工程的运用．
预测的最优工况点：Ｑ＝２．０

ｍ３／ｈ，日＝７４．０

ｎｌ，

图８转子螺旋槽内静压等值线分布（×１０５ Ｐａ）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ｔｉｃ
ｒｏｔ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ｃｒｅ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ｏｖｅ

３．２结果分析
在螺旋转子的作用下，使螺旋槽内的介质获得能
量．在定子内介质的绝对速度沿螺旋槽方向周向旋转
前进，而在转子内介质的相对速度也沿螺旋槽方向周
向旋转前进．在定子、转子螺旋槽内中径上的绝对速
度在螺旋长度上基本相同，且定子中径上的绝对速度
Ｑ娃恼

比转子大．在定子、转子螺旋槽出口的绝对速度有所

图９预测与实测性能曲线

降低，起到降速增压作用，有利于能鼍转换．
总压和静压从进口到出口沿螺旋槽逐渐升高，
其增加幅度定子比转子要大一些，这说明在定子上
车有与转子几何参数相同且方向相反的螺旋槽是必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ｅｄ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５试验研究

要的，有利于能量转换．
迷宫螺旋腔内流动情况非常复杂，非定常流并
４

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强三维性和有旋性流动，流动计

ＣＦＤ性能预测

算并不能提供准确的特性，同时，数值模拟用的物理

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泵内流动进行数值模拟

模型还没有很好地考虑多种因素对流动所造成的影

以获得泵内部流场特征及泵的外特性．迷宫螺旋泵

响．所以，要知道设计方法及数值计算是否正确、合

设计理论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尝试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数值模拟方法对三角形迷宫螺旋泵进行水

理，必须靠试验来验证．当然，物理模型是否准确、可
靠，也需要试验数据的验证．所以，试验方法是最准

力性能预测，以期对迷宫螺旋泵的设计、改进具有一

确、最直接和最可靠地获得迷宫螺旋泵性能的方法．

定的参考意义．

５．１试验系统
试验研究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实验室Ｃ级闭

４．１预测计算模型
使用ＦＬＵＥＮＴ提供的表面积分功能，可得到泵

进口总压ｐｉ。和出口总压Ｐ。叭．将总压除以偌，就得到
某一点的总水头（卧式泵，位置势能差△ｚ＝０）

Ⅳ＝塾业

通过ＦＬＵＥＮＴ后处理环节所报告的力矩值，就

度为±０．３５％，扬程测量采用ＷＴ—１１５１型智能电
测量选用ＪＮ３３８—１００ＡＧ型转矩转速仪，转速测量
精度为±０．０５％．
本试验系统运行稳定，重复性好，其效率的综合

可以计算得到泵的水利效率
（５）

式中ｒ为扭矩，∞为旋转角速度．ｍ这样就获得了一个
工况下的性能，通过计算多个工况点，就可以预测出
Ｑ一日，Ｑ一叼关系曲线，直观的预测其水力性能∞］．
预测性能曲线

４．２

图９中，三角形实心点构成的曲线为通过数值
模拟得到的预测曲线，从预测曲线图中可以看出，三

万方数据

测量采用ＬｗＧＹ一１５Ａ型涡轮流量传感器，测量精
容式压力变送器，测量精度为±０．２５％，功率、转速

（４）

Ｐｇ

＇７：趔Ｐ：趔Ｔ

式性能实验台上进行．以常温清水为试验介质，流量

误差为±０．８１６％，各测量精度均达到ＧＢ／Ｔ

３２１６—

２００５级规定的要求．
５．２试验结果
图９中，正方形实心点构成的曲线为实测得到
的试验性能曲线．从试验情况看，三角形迷宫螺旋泵
的确具有小流量、高扬程的特点．从实测曲线中可以
看出，最优工况点为：Ｑ＝２．１ ｍ３／ｈ，Ｈ＝６３．５
１．５１ ｋＷ，，７＝２４．Ｏ％．

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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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ｌ ２］王春林，邢岩，阮劲松，等．迷宫螺旋泵螺旋槽的实

５．３试验结果对比
１）预测、实测的最优工况点与设计点不相吻

验研究［Ｊ］·水泵技术，２００６（２）：１８—２０．

合，向大流量偏移．这说明目前的设计理论还不够成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ｍｉｎ，Ｘｉｎｇ Ｙａｈ，Ｒｕａｎ Ｊｉｎｓ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ｘｐ面－

熟，尤其在扬程系数的确定上存在不足，缺乏试验验
证．

［Ｊ］．Ｐｕｍ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１８—２０．（ｉｎ

ｍ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８ｐｉｒａｌ ８ｃｍｕｉ“ｔｈｅ

１ａｂｙｒｉｍｈ８０删ｐｕｍｐ
ｃＩＩｉ．

ｎＦ·，ＩＰ－

…．２）从预测、实测性能曲线得知，两者的变化罂

［３］王磊，司艳雷，郑海霞，等．旋流自吸泵内部流场的

律是～致的，但存在一定的偏差·实测扬程较预测值

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２）：３卜３５．

低，在实测最优工况点，扬程相对误差为６．３％。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Ｓｉ Ｙａｒｄｅｉ，Ｚｈｅｎｇ Ｈａｉｘｉａ，ｅｔ ａ１．Ｎｕｍｅ．

３）实测效率较预测值低，尤其在高效率区域更

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ｈａｌ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ｌｏｗ ｉｎ ｓｅｌｆ－Ｄｒｉｍｉｎｇ

为明显，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是定子、转子加工精度

ｐｕｍｐ［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不够，且在泵的装配中，定子与转子的径向间隙没能

（２）：３１—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较好的控制；计算模型选择与实际流动存在差异．

［４］Ｊｏｓｅ

Ｃ，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Ｋ·ＣＦＤ

ｐｕｍｐｓ（ｇｓＰ）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Ｍ蒯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２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Ｔｒａｎ一

＝，篆＿鬻：嚣＝乏．～‰一融。

６结论

ｌ㈣值模拟与试验结瓤数值计算和黼¨３＝嚣≥怒｝＝盅＝：
ｌｏａｄ。。叫ｒｃｅ『Ｊ］．如ｏ

所反映的外特性规律非常一致，这说明本研究采用ｌａｒｇｅ

ｏｆ

ｂｌａｄｅ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

的ｋ一占计算模型基本符合三角形迷宫螺旋泵内部，研，２００２，１２４（７）：４２９—４３７．
流动的实际情况，为迷宫螺旋泵数值计算的深入研
究提供借鉴．

［６］陈松山，葛强，周正福，等．大型泵站双向进水流道
三维紊流数值模拟［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数值计算对迷宫螺旋泵的性能有较客观的
预测作用，能够反映内部流动的规律特点和外特性

２００５，２６（２）：１０２—１０５．
Ｃｈｅｎ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ｅ

Ｑｉａｎｓ，Ｚｈｏｕ

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 ａｌ·Ｎｕ一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ｍ ｔｉｐｗ ｆｏｒ

变化规律，尤其目前在迷宫螺旋泵设计理论尚不完ｍ明浏射舢｜砒１０ｎ
蝌吣ｉｂｌｅ Ｉｎｔａｋ。ｐａｓｓａｇｅ
善的情况下，可用数值计算作为泵的性能预测和改

进设计魏

３）实测的最优工况点与设计点存在误差，这说
明目前三角形迷宫螺旋泵的设计理论还不成熟，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ｍ １ａｒｇｅ ｐｕｍｐｍｇ

８雠１０ｎ８ｌ ｏ

Ｊ·

慕盎篙：美～胁饥

［７］ｃ面ｄ≥Ｊ．矗删７＇Ｕｓｅｒ＇。、仇池［Ｍｊ．［。．１．］：Ｆｌｕ眦
Ｔ。，，ｍ１
［８］杨军虎，张炜，王春龙，等．潜水轴流泵全流道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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