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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泵叶轮结构改进及
固液两相流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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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混输圆盘泵在输送原油介质时存在的扬程和效率低下的状况，在原有叶轮的基础上
进行了结构改进，并采用欧拉多相流模型，标准ｋ—ｓ湍流方程与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改进后的圆盘泵
内部固液两相湍流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泵内流场压力和速度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固相颗粒浓度
与泵的扬程、效率和出１：２质量流量的关系曲线．结果表明：流体在从泵进１２到出口的过程中，静压和
总压持续上升，最高压力出现在蜗壳螺旋段与扩散段结合处的外壁面处；固相颗粒主要集中在叶片
工作面，从而会加剧叶轮叶片的磨损破坏速度；泵的扬程和效率随着固相颗粒浓度的增大而略有增
加，通过比较改进前后圆盘泵的扬程曲线发现，改进后的泵的扬程提高明显．
关键词：圆盘泵；固液两相湍流；颗粒浓度；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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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边际油田、沙漠油田的油井产物一般说来
都是由油、水、气体、砂及石蜡等组成的多相混合物，
它们可以依靠油层能量进行短距离输送，但当油层能
量不足时，就需要多相混输泵来提供动力…．圆盘泵
作为多相混输泵的一种，它是依靠粘性流体与光滑圆
盘之间摩擦力的作用来进行能量传递的旧Ｊ，从而避免
了一般叶片泵易堵塞、缠绕和流体对过流部件磨损严
重的问题，可以大大提高泵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实际
工况条件下，流体的介质属性（粘度）、固相颗粒浓度
是不断变化的，当介质与介质，介质与圆盘之间提供
的摩擦力不足时，圆盘泵的扬程和效率就会很低一Ｊ，
这就给圆盘泵的使用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图２单个圆盘的几何模型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ｓｃ

１．２网格划分

笔者参考国外的技术文献，对圆盘泵的叶轮进

对泵的进口区域采用了非结构化的四面体网格

行结构改进，并对改进后的圆盘泵进行数值模拟分

划分，对叶轮的流场区域部分采用了混合网格进行

析，分析其内部流体的压力、速度变化规律和固相颗

划分‘４１，划分网格后的几何模型如图３所示．

粒浓度的分布情况，以及不同的固相颗粒浓度与泵
的扬程和效率的关系曲线．

１模型建立与网格划分
１．１模型建立
圆盘泵的整个流场区域主要由旋转流体区域、
流体入口区域和流体出口区域３部分组成．笔者对
圆盘泵的叶轮进行了结构改进，在原有圆盘的表面
加上了若干个不同形状的径向式叶片，其主要几何
参数如图ｌ所示．当叶轮旋转时，可以将叶轮的机械

图３模型的网格划分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ｓ’ｍｅｓ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能转化为流体介质的动能，而不会单纯的依靠介质
与圆盘之间的摩擦力进行流体输送，利用Ｐｒｏ／Ｅ软

２数值方法

件，建立叶轮的几何模型，其单个圆盘的几何模型如
图２所示．

采用标准ｋ一占方程＿’６ Ｊ，计算采用分离、隐式
ｒｋ

ｂ～

方法，定义液相为基本相，固相颗粒为第２相，将固
相考虑成拟连续介质，不考虑温度的变化．液固动量
交换系数模型选用Ｇｉｄａｐｏｗ模型．在计算时对流项、

扩散项都采用一阶迎风格式离散，压力一速度耦合
方法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近壁面处理采用标准壁面
函数法，多相流动计算则使用欧拉模型一ｑ’．
ｑ相的动量方程
Ｖ·（ａｑ Ｐｑｌ’ｑ＇，ｑ）＝一ａｑ

Ｖｐ＋Ｖ·％＋∑（ｆＩＰｑ＋
ｐ２１

琉叩‰）＋ａ，。（Ｆ。＋Ｆｌ洫，ｑ＋Ｆ。，ｑ）
Ｌ．Ａ

图１叶轮主要几何参数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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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毛为压力应变张量；‰与摩擦力、压力、内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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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力有关，且‰＝一Ｆ叩＝０．ＦＬＵＥＮＴ中采用以
下简化形式计算‰：

９７

泵出口直径Ｄ。＝７０ ｌｎｍ，圆盘数Ｚ＝２，单个圆盘的
叶片数，＝１６．
用于计算的液相的密度８８７．３ ｋｓ／ｍ３，粘度

∑‰＝∑ｋ（咋一Ｐｑ）
ｐ＝Ｉ

（３）

０．０６５ ９

ｋｓ／ｍ·ｓ；固相的密度２

３００

ｋｓ／ｍ３，粘度

ｐ＝１

式中ｋ＝ｋ为相界面动量交换系数．对于固液两
相界面动量交换系数

瓦＝和３型掣一（４）

式中

ｋｓ／ｍ·ｓ，固相颗粒的平均直径０．０５ ｍｍ，固相颗

１０

粒浓度４％．
３．１

圆盘泵内流体压力和速度变化规律
由图４可见，叶轮各流道内的压力分布均匀；沿

叶轮流道流体的压力逐渐增加，在叶轮出口处达到
最大，这是由于叶轮对流体做功的原因造成的；最低

ｃ。＝蓑Ｅ

压力出现在叶轮进口区域，这与通常叶轮发生汽蚀
１＋ｕ．０

１５（ａｉＲｅ。）吣７］（５）

的部位一致；相同半径上，叶片工作面的压力高于叶
片背面的压力．

湍动能ｋ方程

—Ｆ＝瓦【Ｉｐ＋盯。，ａｚｉ
掣＝茜№ｐ刊，／吲ａｋｌ崛叩（６）
Ｊ＋ｂｔ—ｐ占Ｉ

ｏ，

湍动耗散率占方程

业ａｔ盟＋丛掣Ｏｘ＝毒Ｏｘ［（ｐ＋瓮）鸶】＋
ｉ

，Ｌ＼严。盯，缸Ｊ

等（Ｃ。。Ｇ＾一Ｃ２∥占）

（７）

Ｇｔ酏［詈＋眠ＯＵ，ⅧｌＯＵ＿！，

（８）

式中Ｇ。为由于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能ｋ的产生
项．

图４叶轮表面总压分布云图
Ｆｉｇ．４

（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湍动粘度“可表示为ｋ和占的函数Ｈ们，即：

“＝ｐｑ等

Ｔｏｔａｌ

由图５和图６可见，流体在从泵进口至出口的
过程中，静压和动压持续上升，最高压力出现在蜗壳

在标准ｋ一占模型中，根据Ｌａｕｎｄｅｒ等的推荐值
及后来的实验验证，模型常数Ｃ。。，Ｃ：。，Ｑ，１７＂。，盯。的
取值为：Ｃｌ。＝１．４４，Ｃ２。＝１．９２，巳＝０．０９，
盯Ｉ＝１．０，盯。＝１．３．

螺旋段与扩散段结合处的外壁面处．流体从蜗壳螺
旋段进入扩散段后，压力沿流动方向有所上升．
由图７和图８（其中叶轮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方
向）可见，从２叶片流道进口至出口，流体的绝对速

边界条件：进口边界条件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

度逐渐增大，主要是由于泵叶轮的圆周线速度的增

件，给定来流速度，这里假定固液两相以相同的速度

大形成的；在叶轮出口处，由于液流已经流出叶轮，

进入泵入口．出口给定流动完全发展条件，即假定出

进入扩散的蜗壳流道，速度又逐渐减小．

口除压力之外的所有流动变量的正法向梯度为０．
壁面采用速度无滑移固定壁面条件，壁面附近采用
标准壁面函数来处理，叶轮设为旋转壁面边界．
３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结构改进后的圆盘泵参数：流量Ｑ＝９５

扬程Ｈ＝８０ ｍ，叶轮转速凡＝２

９５０

ｍ３／ｈ，

ｒ／ｍｉｎ；叶轮进口

直径Ｂ＝７６ ｍｍ，叶轮出ＥＩＡ径Ｄ。＝２５４ ｍｍ，叶轮
出口宽度ｂ。＝６ ｍｌｎ以及泵进１２１直径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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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泵内静压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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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不同固相颗粒浓度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对固相颗粒浓度分别为１％，２％，３％，４％，
５％，６％和７％时的７种工况下进行分析计算，泵的
叶轮内部固相颗粒浓度为４％时的分布云图如图１０
所示，其中叶轮为顺时针旋转，从图中可以看出，固
相颗粒主要集中在叶片工作面，叶片根部尤其明显，
这是由于惯性力的作用，较重的固体颗粒有向叶片
工作面靠近的趋势，甚至还可能与工作面相撞，从而
会加剧叶轮工作面磨损破坏速度，相应的液相主要
集中在叶片背面，同时，在泵的隔舌部位固相颗粒浓
度也稍大．从泵内整体的固相颗粒浓度分布云图１１
计算出颗粒浓度波动范围在５％以内，也就是说该
泵的水力性能能够满足要求．

图８叶片表面同相绝对速度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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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比较液相和固相的绝对速度值可以发现，在叶
轮进口处，液相的速度要稍大一些，在２叶片流道
间，相同位置的两相速度差异很小，这是由于颗粒平
均粒径比较小的缘故．可以预知，随着固体颗粒平均
直径的增加，液固两相流体的速度差值会有所增大．
比较图７和图９可知，液相速度比输送单相流
体时的速度要小，这是由于固体颗粒是在液相的裹
胁作用下运动，要消耗液相的一部分能量．

图１ｌ
Ｆｉｇ．１ １

泵内固相颗粒浓度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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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外特性分析
图１２为固相颗粒浓度和泵的扬程关系曲线，从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固相颗粒浓度的增加，泵的扬程
也随之略有增大，这是因为进口条件为进口流速和
固体颗粒浓度，固相颗粒浓度不同时，出口的流体质
量流量也不同如图１３所示，故出口总压不同，颗粒
图９叶片表面单相介质绝对速度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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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大的流体总压高，泵的扬程也随之增大．
通过比较叶轮改进前后泵的扬程变化，可以发
现，改进后的泵的扬程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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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流体在从泵进口到出口的过程中，静压和总
压持续上升，最高压力出现在蜗壳螺旋段与扩散段
结合处的外壁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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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固相主要集中在叶片工作面，从而会加剧叶

＋改进后

．

轮叶片的磨损破坏速度，相应的液相主要集中在叶

－．１１＝－改进前

片背面．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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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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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泵的扬程和效率随着固相颗粒浓度的增大

７

固相颗粒浓度／％

而有所增加．
图１２

固相颗粒浓度和泵的扬程关系曲线

４）泵内固相颗粒浓度增加时，流体的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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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增大．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ｄ

５）叶轮结构改进后的圆盘泵的扬程较之改进
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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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混输圆盘泵的叶轮进行了结构改进，主要是
在原有圆盘的基础上加上了若干个径向式叶片，并
对改进后的圆盘泵数值模拟分析，得到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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