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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机器人过流部件流动分析与优化设计
施卫东，王敏，曹卫东，张德胜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ｉ对清洗机器人原有过流系统进行了分析。针对其效率低、成本高等缺点，重新设计了叶轮
和出水盒．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及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把清洗机器人过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不同
优化方案下的流场进行了数值计算．在出水盒不同位置安置挡水块进行优化的方案下，讨论了功率
消耗、湍动能和效率等参数的变化．试验结果表明，新设计的流线型叶轮与新出水盒配合使用后，过
流系统内部流动稳定，效率高，明显地减少了清洗机器人的功率消耗，降低了电机的转速，降低了清
洗机器人的生产成本，延长了清洗机器人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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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洲的宾馆、饭店、社区、学校和个人家庭等

制板的小车３部分组成，核心部分为清洗机，能在电

场所普遍设有各类水池，如蓄水池、清水池、游泳池、

脑程序控制下完成爬行、爬壁、清洗等任务¨１．目前

鱼池等，一般都配备大量的清洗设备，又称液下清洗

主要以装有３叶片旋流式叶轮的清洗机器人应用为

机器人，可在无人看管时对池底部及池壁进行洗刷，

主，其主要技术指标为：转速，ｌ＝３

７５０

对池水进行持续、细致地过滤，去除水中沉淀物，以

ｒ／ｍｉｎ，出流
量Ｑ＝１５ ｍ’／ｈ，输入功率Ｐ＝４８０ Ｗ，配用６５０ Ｗ直

保持池水的清洁与卫生．这种机器能减轻繁重的体

流配电仪，其结构如图１所示．但由于过流系统采用

力劳动，节约水资源，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３叶片旋流式叶轮，其进口无密封装置，出水盒内高

清洗机器人一般由清洗机、电源控制箱及带控

压区的水一部分通过出水弯头排出，另一部分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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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流至进水滤网所在的区域．叶片内部存在循环流，水

叶轮旋转时在叶轮前面的无叶腔内形成贯通流和循

力损失大，效率低‘２｜，清洗机器人配备了大功率直

环流．叶轮结构形式简单，容易制造，但是存在循环

流配电仪，导致整机成本高，并且由于电机转速高，

流，造成很大的水力损失，效率低㈧．

电机轴承和密封容易损坏，返修率高．
避水滤网出水盒旋流叶轮出水弯管直流潜水电机

图３旋流式叶轮
Ｆｉｇ．３

Ｖｏｒｔｅｘ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对清洗机器人原过流系统的水力损失进行了试

变速齿轮爬行刷外壳

验，水力损失ｈ，＝１．１ ｍ．试验结果表明，流量大于
图１清洗机结构
Ｆｉｇ．１

１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３／ｈ，清洗机器人可稳定地完成爬壁与清洗等正

常工作，考虑安全性、可靠性，改造设计将流量定为

若能降低叶轮的功率消耗，配备较低功率的直

１５

ｍ３／ｈ．依据流量、扬程和出水盒空间，反复调整设

流配电仪，可大幅降低成本，降低转速可增加电机与

计转速ｎ，通过试算叶轮的进口直径Ｄ。、出口直径

轴承寿命．笔者将以降低功率与电机转速为优化目

Ｄ：、出口宽度ｂ：，出口安放角卢。，包角展，叶片数Ｚ
最终确定叶轮的设计转速ｎ＝２ １００ ｒ／ｍｉｎ．叶轮采

标，尽可能降低成本．利用商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液下
机器人的叶轮和出水盒进行优化设计．

用扭曲流线型离心式叶轮，叶轮的主要参数为Ｄ：＝
６６ ｍｍ，ｂ２＝２２

１过流部件改型设计

ｍｍ，卢ｌ＝１８。，口２＝９０。，Ｚ＝４枚，其

三维造型如图４所示．

１．１流线型叶轮设计
清洗机机器人原过流系统的结构如图２所示，
主要包括：旋流式叶轮、出水盒、出水弯管等．

出水弯瞥

图４扭曲流线型离心式叶轮

出水盒

Ｆｉｇ．４

Ｔｗｉｓｔｙ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麓流式叶轮

１．２出水盒优化
由于原有出水盒为环形压水室，室中的液体与
从叶轮中流出来的液体发生互相碰撞，水力损失较
大，效率低，导致电机轴功率大．而且在设计工况下
会产生很大的径向力，不利于叶轮的稳定运行．

图２清洗机器人原过流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ｐｒｉｍ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

其旋流式叶轮如图３所示，叶片为直叶片，叶片
数为３．该类型叶轮一般退缩在压水室后面的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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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螺旋形压水室符合叶轮出口的流动规律，保
证了叶轮内相对流动的稳定性，且损失较小．笔者在
出水盒某部位加挡水块，减少由于流动紊乱带来的
能量损失，起到回收部分能量的作用．

排

灌

优化设计的具体方案如图５所示，挡水块分别
加在叶轮外周且与水平方向成４５。（方案１见图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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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过流系统内的定常不可压流场进行模拟．
连续性方程

地尘：０

５ａ）、９０。（方案２见图５ｂ）、１３５０（方案３见图５ｃ），图
５ｄ为原有出水盒（方案４）．

（１）

ａ石ｉ

动量方程

必：鲤＋！堕！耋二耋塑

≤卜

ａ戈ｔ

厂。 ‘、

ａｘｉ

ａｘｉ

（２）
式中ｐ为液体密度，Ⅱｉ为ｉ方向的雷诺平均速度，Ｐ为

隧勃

雷诺平均静压．
定常计算采用标准ｋ一８湍流模型

毒（础蚶＝毒【盯舭差】＋Ｇｔ—ｐ占
（３）

毫（舻ｕｊ）＝未【盯班。。蓑】＋字Ｇｔ—ｃ印百８２
（４）
式中ｐ甜为有效粘性系数，弘硝＝ｐ＋肌，地为湍流粘

度，地＝ｐｑ等．
根据Ｌａｕｎｄｅｒ等的推荐值，在标准ｋ一占模型中，
（ｃ）１３５‘

（ｄ）原出水盒

通常取Ｃｌ。＝１．４４，Ｃ如＝１．９２，巳＝０．０９，盯Ｉ＝

图５几种方案下出水盒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１．０，Ｇｒ。＝１．３．
ＣｒｉＳｅＳ

试验获得清洗机器人进水部分（过流系统以外
的部分）沿程阻力损失为０．４ ｍ，所以计算时过流系

２数值计算

统压力进口条件取为一３

９２０

Ｐａ，出水１３压力出Ｅｌ

条件取为０，并调整叶轮转速直至流量Ｑ＝１５

ｍ３／ｈ．

数值计算采用商用软件ＦＬＵＥＮＴ，采用三维定

当计算区域内的三维速度、湍动能ｋ，耗散率占的残

常Ｎ—Ｓ方程和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４·５１、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差小于１０～，并且弯管出口流量趋于稳定时，认为

解法、Ｉｍｐｌｉｃｉｔ求解器，把叶轮内水体、出水盒内部水

计算已经收敛㈧７｜．

体及出水弯管内的水体作为计算对象，采用非结构
化网格进行划分．过流系统水体网格如图６所示．

３计算结果与讨论
３．１不同优化方案下的转速与功率数值结果
表ｌ为挡水块处于不同位置时，叶轮转速与功
率消耗的数值计算结果．
表１
Ｔａｂ．１

不同几何参数下出水盒计算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图６过流系统水体网格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鲥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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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叶轮转速／（ｒ／ｍｉｎ）

２ １００

２ １５０

２ １５０

方案４
２

轴功率／Ｗ

３５．２６

６８．７３

７２．２７

６９．９３

１００

不同的方案，叶轮转速变化很小，且与“初始”
设计值接近，挡水块设置在出水盒图５ａ位置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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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最小，图５ｂ位置其次，图５ｃ位置最大且超过了

８ｌ

出水盒均匀．

图５ｄ位置．说明出水盒图５ａ位置或图５ｂ位置设置
挡水块有利于回收能量，降低叶轮功率消耗．
３．２流场数值计算结果
图７是４种出水盒的静压力分布图．４种出水
盒内的静压力都是在出水盒底部达到最大值，未加
挡水块和挡水块加在图５ａ位置的静压力比其他两
个要大，降速扩压明显．挡水块加在图５ａ位置的出
水盒，其进入弯管处的静压力比未加挡水块的要大
一些，说明挡水块起到了减少损失的作用．

Ｆｉｇ．７

图７

４种形式出水盒内的静压等值线图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ｇｒＯＷ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图８是４种形式出水盒的速度矢量分布图．在
出水盒底部，４种形式的速度矢量变化都不大，且大
小也接近．但到了出水盒上部，速度大小都有一个跳
跃．图５ａ位置有挡水块的出水盒与其它３个出水盒
相比，出水盒上部两侧的速度变化量小，说明挡水块
起到了很好的导流作用，符合盒内水的流动，减少了
由于回流或流动紊乱带来的能量损失．
图９显示了出水盒内湍动能的变化．湍动能ｋ
跟脉动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湍动能小比湍动能大的

图９
Ｆｉｇ．９

ＯＲｔｆｌＯＷ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运行要稳定，由于扰动带来的损失就会减小【８ Ｊ．对
比图９所示４种形式出水盒的湍动能分布，挡水块

４种形式出水盒湍动能图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３．３

改变边界条件后数值模拟结果比较

在图５ｂ和图５ｃ位置，湍动能要比不加挡水块和加

计算结果说明挡水块置于图５ａ位置是一个较

在图５ａ位置大，其稳定性不好．挡水块加在图５ａ位

优的方案，本研究以图５ａ，图５ｄ为例，将清洗机器

置的出水盒其内部湍动能分布又相对不加挡水块的

人过流部件水体改变边界条件，流量设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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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ｈ，

排

８２

灌

进Ｉ＝Ｉ为速度第一类边界条件，出口为自由出流，以相

机

械

第２７卷

节约了成本，延长了使用寿命．

同的转速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如表２所示，效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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