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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ＦＬＵＥＮＴ的单一双涡室 离心 泵径向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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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某电厂３７１５Ｌ型脱硫泵为模型，应用商业软件ＦＬＵＥＮＴ，采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和

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对单一双涡室离心泵内部流场进行模拟，分析了这两种泵静压力和速度场的分布
规律，并对径向力进行了计算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单涡室离心泵在非设计工况点时隔舌两侧
区域出现较大压差，作用于叶轮产生径向力，小流量时叶轮出口出现不对称的高速流体；双涡室结
构能够有效地改善非设计工况点时压水室能量的转化，小流量时叶轮出口的高速液体呈对称分布，
从而降低了压水室压差，起到了平衡径向力的作用；通过计算发现，偏离．Ｔ－况点时双涡室结构设计
能有效地减小径向力．数值模拟的结果与现有理论的基本吻合，实际运行情况稳定，可以为更好地
认识和设计双涡室离心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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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型涡室因流动比较理想，适应性强，高效范
围宽而被广泛应用¨Ｊ．一个设计正确的光壁蜗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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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并基于Ｒｅｐｏｒｔ功能，对径向力进行计算
分析．

是一种良好的出流部件．采用螺旋型涡室时，泵的效
率可达９０％以上口１．然而，具有螺旋型压水室的泵，

１数学模型的建立

在运转中会产生作用于叶轮的径向力，使轴受交变
应力，产生定向的挠度…．这种挠度会使轴承磨损、

１．１计算区域及网格

填料函泄露以及轴因疲劳而断裂。２ Ｊ．目前，大量文

以某电厂３７１５Ｌ型脱硫泵为模型，用同一叶轮、

献对离心泵流道内的流动进行了数值研究口。８ Ｊ，但

不同涡室结构进行分析，具体参数：Ｑ＝２

基本上都是针对单涡室进行的，很少有详细涉及单、

日＝４０ ｍ，ｎ＝９９０

双涡室离心泵所产生径向力，以及利用软件对此径

逆时针叶片依次编号为１—６，叶片间流道标号为Ａ

向力所作的分析研究．

４４０ ｎ１３／ｈ，

ｒ／ｍｉｎ，Ｚ＝６．规定从隔舌处开始，

一，．构成双涡室的隔板位于蜗壳Ⅵ一Ⅷ断面处．利

电厂脱硫泵一般体型大，流量大，径向力不可忽

用Ｐｒｏ／Ｅ创建物理模型，在ＧＡＭＢＩＴ中进行网格划

略．本研究针对某电厂６００ ＭＷ机组脱硫系统用泵，

分，考虑到泵内流道几何形状复杂，将其划分为混合

结合理论，综合分析单、双涡室离心泵的内部流场

网格．单一双涡室计算区域网格及流道、叶片分布见

规律；在此基础上对单、双涡室产生径向力的原因

图１．

图１单一双涡室计算区域网格及流道、叶片分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西ｄ ａｎｄ

１．２边界条件的定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ｔｕｎｎｅｌ

一双涡室结构，Ｑ＜Ｑｏ时，双涡室在隔板处区域的

假定流道中的流动定常，应用多重参考坐标系

静压力明显地小于单涡室时的压力且区域面积较

法（ＭＲＦ），分别建立以叶轮为代表的旋转区域和以

大；Ｑ＞Ｑ。时，双涡室结构整个蜗壳中的静压力明

涡室为代表的定子两个区域；采用无滑移壁面条件；

显小于单涡室结构中的静压力且压力分布均匀，单

进口采用速度边界条件，流速由流量与进口面积的

涡室中压力明显分布不均．

比值确定；出口采用自由出流条件，通过改变进口速

２．２

度的大小来模拟离心泵在不同工况下的流场分布情
况；考虑重力的作用．

单一双涡室速度场分布
对单、双涡室结构泵在３个不同流量点（０．５Ｑ。，

Ｑ。，１．３Ｑ。）的速度场进行了分析．分析图３可知，对
双涡室Ｑ＜Ｑ。时，Ａ—Ｃ流道流出流体的速度逐渐

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减小，部分流体通过隔板下部流道，流体速度继续减
小，导致小流量时隔板下部区域压力稍大；Ｄ一，流

２．１单一双涡室静压力场分布

道流出的流体在Ⅵ一Ⅷ断面的双涡室内减小，Ａ—Ｃ

本研究对单、双涡室结构泵在３个不同流量点

区域与Ⅵ一Ⅷ断面双涡室区域的速度呈对称分布。

（０．５Ｑ。，Ｑｏ，１．３Ｑ。）的流场进行分析．图２为不同工

在２，３，４与５，６，１号叶片出口处有一明显呈对称分

况下单一双涡室泵的静压力分布云图．分析图２可

布的高速区；Ｑ＞Ｑｏ时，涡室中相对速度平均值明

知，单一双涡室结构压水室有相似的分布规律，从

显较大．对单涡室，Ｑ＜Ｑ。时，流道流出流体的速度

隔舌处开始，压水室的静压力逐渐增大．对比分析单

沿压水室方向减小，从２号叶片逆时针到１号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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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区域出现高速区且不对称；Ｑ＞Ｑ。时，流体流

８５

向压能的转化，防止隔舌两侧出现较大压差产生径

速不均匀分布明显，涡室右侧相对速度大于左侧．对

向力．由此可见，该电厂３７１５Ｌ型脱硫泵采用双涡室

比分析可知，Ｑ＜Ｑ。时，流体速度在单涡室结构压

结构，对泵的稳定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水室中减小比较明显，且叶片出口高速区呈现不对
称分布；Ｑ＞Ｑ０时，单涡室压水室中平均流速高于
双涡室压水室中流速．

图３
Ｆｉｇ．３

不同工况单一双涡室结构速度分布云图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ｖｏｌｕｔｅ

２．４径向力分析

２．３

图２

不同工况单一双涡室结构静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ｖｏｌｕｔｅ

综合分析
这里结合静压力和速度的分布云图来分析．对

对０．３Ｑ。一１．３Ｑ。不同流量点进行了计算，利
用ＦＬＵＥＮＴ提供的Ｒｅｐｏｒｔ功能求解不同流量时作
用于叶轮的径向合力，图４为不同流量时径向合力
曲线图．

单涡室结构压水室，一方面，小流量时压水室中的速
度从隔舌开始减小，动能转化为压能，压力增加；另

４

咖

３

咖

２

啪

１

咖

一方面，液流从叶片出口处流入压水室时绝对速度
增大，并与压水室中的低速流体相遇，因两者速度大
小和方向不一致，导致高速流体能量损失，一部分转

，＜Ｒ如厘搿

化为压能，则压力进一步增加．压水室中压力不平衡
ｏ

导致了径向力的产生．而双涡室结构压水室，Ⅵ一

流量比佴

Ⅷ断面有效地阻止了叶片出口高速流体与低速流

图４不同流量比时径向力曲线图

体的相遇，减小了流体能量的损失，改善了隔舌两侧
压水室的压力差，起到了平衡径向力的作用．Ｑ＞

Ｆｉｇ．４

Ｒａｄ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ｉｏ

Ｑ。时，压水室流体在隔舌处受到挤压，流体在压水

分析图４可知，流量小于设计工况时，双涡室结

室中能量转换不充分，压水室相对速度较大，双涡室

构能够有效地改善流道能量转化情况，平衡径向力，

结构缓冲了两部分流体的交汇时间，促使流体动能

其产生的径向力明显小于单涡室结构的；双涡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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嘶，２００６，１２８（３）：４５４—４６２．

构最小径向力出现在设计工况点附近的０．９Ｑ０时；
设计点下，单双涡室径向力差别不大；流量大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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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潘地林，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Ａ．蜗壳内部流动特性数值分析及
改进设计研究［Ｊ］·流体机械，１９９９，２７（１）：１４一１８·

工况时，双涡室结构同样能够平衡部分径向力．考虑

流量点附近，双涡室结构产生的径向力小于单涡室Ｐ锄Ｄｉｌｉｎ，ｗｈｉｍ。１ｄ

苎望，孽堂登妻登兰减尘嚣。在要善篓以及流量不
稳定时所产生的径向力对轴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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