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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自吸泵气液分离室结构对性能影响的预测
崔玉松１，司艳雷２，易同祥２，吴志旺２，王春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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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旋流自吸泵的气液分离室是影响泵性能的重要因素．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选用标准后

一占模型和多重参考坐标系模型，对旋流自吸泵内部三维不可压缩湍流定常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得到了气液分离室内部流场分布情况。并对其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性能预测模型，对不同
分离室高度下的模型进行了性能预测，并将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分离室对泵基本
性能影响较大，在小流量区分离室高度对效率影响很小．为了得到最好的综合性能，对于某一方案，
分离室的高度存在一个最佳值．最佳值的选取可以通过ＣＦＤ进行性能预测，根据对比结果进行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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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自吸泵是一种新型的自吸泵，其工作原理

形与普通离心泵基本相同，位于泵体上部的小流道

与一般的自吸泵有着很大的区别，它采用强制气液

不影响泵的正常工作，具有参数相近的普通离心泵

分离技术实现自吸．优点是泵体结构简单、紧凑，外

的效率指标．由于小流道位于泵体上部，过流面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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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即使输送杂质较多的介质也不易堵塞，工作可靠

半ＧＩ—ｃ２∥｝

性高川．
王耀红等对旋流自吸泵的设计方法及试验做了

一些分析和研帮２’３ 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１９９６年，

（４）

式中Ｃｌ。＝１．４４；Ｃ２。＝１．９２；ｏｒＫ＝１．０；ｏｒ。＝１．３．
模型泵的基本结构及网格划分

１．２

张立臣、刘培成讨论了旋流自吸泵自吸原理，对其设

旋流自吸泵的叶轮采用离心式叶轮，蜗壳结构

计方法做了初步探讨，并进行了试验研究．但是由于

较为特殊，腔内有一导壁，出口附近是气液分离室，

设计理论不太成熟，一些参数的选取都是按经验选

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中Ｆ和Ｓ分别是导流壁的终点和

取的．目前关于旋流自吸泵结构对性能影响规律的

起点，Ｄ代表的是凸台结构．为了使分离室流动的流

详细研究还未见报道．

体运动更加顺畅，减小流动的水力损失，其边界采用

本研究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旋流自吸泵流场进行

的是螺旋线形式，气液分离室横截面如图２所示．旋

模拟计算，采用雷诺时均方程和标准ｋ一占湍流模

流自吸泵模型的设计点基本参数：流量Ｑ＝２５

型，得到旋流自吸泵气液分离室的流场；并进行模型

ｍ３／ｈ，扬程Ｈ＝３０ ｍ，转速凡＝２

性能预测，通过性能曲线的对比研究，分析分离室高

ｎ．＝６８．８．

９００

ｒ／ｍｉｎ，比转速

度对性能的影响，为旋流自吸泵优化设计提供理论
依据．

１模型的建立
１．１数学模型
三维湍流数值模拟的方法很多，离心泵湍流模
拟多见于ｋ一占等双方程数值模拟一］．本研究数值分
图Ｉ旋流自吸泵结构图

析控制方程为三维定常不可压雷诺时均方程、连续
Ｆｉｇ．１

性方程和标准ｋ—ｓ湍流模型方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ｓｅｌｆ－ｐｒｉｍｉｎｇ ｐｕｍｐ

对旋流自吸泵稳定工作时的单液相流动进行模
拟．三维不可压缩湍流的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
为‘５】
连续性方程
（１）

ｄｉｖ（ｐｕ）＝０

式中Ｐ表示流体密度，Ｈ表示速度矢量．
动量方程
ｄｉＶ（ｐ“Ｈ）＝ｄｉＶ（／ｚｇｒａｄ“）一塑Ｏｘ＋ｓ。

图２气液分离窜横截面图

ｄｉｖ（掣）．ｄｉｖ（牌ａ㈣一考幢（２）
度，ｎ，∥，卯表示３个方向的速度分量．

Ｏｘ印舻
螋Ｏｔ＋掣＝毒№ｐ州，／ａｋ；】＋ｌａｘ
必ａｔ＋掣Ｏｘ＝毒Ｏｘ№参嘲ａ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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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网格总数为９６０ ４３２个．通过Ｆｌｕｅｎｔ报告功能得
到，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ｓｉｚｅ为２．０时，泵出口总压为

。

ｉ】

（３）

ｉ

域做了网格划分，划分结果：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ｓｉｚｅ为２．０
时，网格总数为６７０ ５０３个；而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ｓｉｚｅ为１．７

标准ｋ一占模型的控制方程

。Ｌ、ｐ。ｆｒ，７

应用Ｐｍ／Ｅ对模型泵流道进行三维造型，在
网格无关，本研究采用两种粗细不同的网格对计算

式中Ｐ表示压力；Ｓ。一Ｓ，Ｓ。表示广义源项；肛表示粘

ａｘ

Ｃｒｏｓｓ－ｓｅｔ，ｏｎ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Ｇａｍｂｉｔ中进行网格的划分．为了检验数值解是否与

ｄｉＶ（ｐ埘Ｈ）＝ｄｉＶ（／ｚｇｒａｄ埘）一ａ以ｌ，＋ｓ。

ｉ

Ｆｉｇ．２

３０３ ８６７．９７

Ｐａ，出口速度为３．４４０ ｍ／ｓ；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ｓｉｚｅ为１．７时，泵出口总压为２９８
度为３．４８８

ｍ／ｓ．

泵出口总压的相对误差为

４２２．２５

Ｐａ，出口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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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ｏｕｔ一—Ｐ２０ｕｔ×１００％：１．８２％

长度，Ｚ＝０．０７ Ｄ，Ｄ为水力直径；Ｑ为湍流模型的经
验常数，一般取０．０９．

‘

ｐ２０ｕｔ

Ｅ：挚×１００％：－０．２３％

泵出口速度的相对误差为

１．３．２

出口边界条件

假定在出口截面上满足所有流动变量具有零扩

‘

散通量和全部的质量平衡修正，出口截面条件是由

Ｖ２０ｕ‘

采用两种网格计算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小，可以

区域内部推导得来，而对上游流动没有影响Ｌ７ Ｊ．当

认为在此两种网格附近的计算结果与网格无关．为

流出边界面积不变时，在假定与完全发展的流动相

了节省数值计算时间，本研究网格划分都采用Ｉｎｔｅｒ－

容的基础上，Ｆｌｕｅｎｔ使用相应的推导程序，更新流出

ｖａｌ

ｓｉｚｅ取２．０，划分结果：蜗壳流道网格数４２６

９０９，

叶轮流道网格数为２４３ ２６９，计算网格系统如图３所
示．

速度和压力．
１．３．３壁面边界条件
壁面边界条件用来限制流体的边界，计算中取
粘性流体无滑移条件，壁面附近采用标准壁面函
数－８ ｏ．此时，Ｆｌｕｅｎｔ运用靠近流体壁面的流场特性，
来预测壁面上的切应力．本研究计算中忽略了壁面
粗糙度对流场的影响．

２结果与分析
用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方法分析流场已经被广
泛采用，通过数值模拟，可以比较具体地描述流体内
图３计算网格系统
Ｆｉｇ．３

部的流态分布一Ｊ．图４为气液分离室横截面流线图．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ｓｈ

可以看出，左侧区域有一个小漩涡，右侧有一较大漩

１．３边界条件

涡．分析原因：小通道速度较大的流体进入分离室

针对含有运动固体边界的流动问题，Ｆｌｕｅｎｔ提供

后，一部分流体绕分离室作旋转运动，右侧主通道向

了多重参考坐标系模型、混合平面模型和滑移网格模

分离室作扩散运动，在左侧遇到正在作旋转运动的

型．本研究中，旋转叶轮与静止蜗壳之间的耦合采用

流体的阻挡，产生漩涡，主流外侧受旋转运动流体影

多参考坐标系模型（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旧Ｊ，它的

响作螺旋运动，形成一个较大的漩涡．

基本思想是将泵的流场简化成旋转叶轮固定在某一
位置时的瞬时流场．其计算结果仅代表当前的叶轮
与泵体所处相对位置时的流动状况．具体计算时叶
轮计算区域设在运动坐标系，其余计算区域设在固
定坐标系．
１．３．１进口边界条件
假定进口无旋，切向速度与径向速度为０，且湍
流充分发展，进口截面上速度均匀分布．根据流量与
进口截面面积设定速度，进口处的湍动能ｋ及湍动
能耗散率８采用经验公式

Ｏｉ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ｆｋ＝÷（瓦，）２
，

图５为分离室附近流线图，可以看出，在小流道
（５）

Ｉ占＝ｑ等

式中ｕ为平均流速；，为湍流强度，，＝詈＝
０．１６（Ｒｅ。Ｈ）。１／８，其中ＲｅＤ“为湍流雷诺数；Ｚ为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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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Ｊ

图４气液分离室横截面流线图
Ｆｉｇ．４

进入分离室入口处存在漩涡．分析原因：流体经小流
道流入分离室后，向上运动遇到分离室顶壁，然后沿
分离室绕流，在分离室下角发生边界层分离，产生漩
涡．沿分离室绕流的流体与主流通道的流体混合，螺
旋流出泵的出口．

排

灌

机

械

第２７卷

计算，对比分析气液分离室尺寸对泵稳定运行时性
能的影响．
通过图７可以看出，分离室高度危，对扬程影响
很大，扬程差距最大高达７ ｍ．高度ｈｆ－２０ ｍｍ时扬
程最小；在小流量区，ｈｆ＿３０ ｍｍ的扬程大于其他两
者，其设计工况点扬程达３３ ｍ．而在大流量区，ｈ，＝
３０

ｍｍ与ｈ，＝４０ ｍｍ时的扬程基本重合．

图５分离室附近流线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ｎｅａ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图６为分离室横截面的湍动能图．可以看到３
个湍动能较大的区域，分别是小流道对应的区域，分
离室外侧区域和主流通道的中心区域．结合前面的
流线图分析，小流道对应区域和主流通道中心区域

图７扬程对比图

位置存在较大湍动能的原因是，这两个位置存在漩
涡；而分离室外侧区域则是因为沿分离室边界绕流
的流体与主流通道的流体相遇，产生冲击，造成一定
的湍动．

Ｆｉｇ．７

Ｈｅａｄ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从图８可以看出，分离室高度对效率影响较大．
在小流量区，三者差距不大．其他区域，ｈｆ－３０

ｍｍ

时效率最高，ｈｆ．４０ ｍｍ时效率次之，ｈ，＝２０ ｍｍ时
最低．ｈ，为３０，４０ ｍｍ时高效区较宽，ｈ，＝２０ ｍｍ时
高效区很窄．ｈｆ－３０ ｍｍ时，最优工况点效率高达
７３％，ｈｆ＝２０

ｍｉｌｌ时效率差为１０％左右．

ｏ．

Ｏ．

膏０．

图６分离窜横截面的湍动能图
Ｆｉｇ．６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Ｃ１＂０８８－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

３分离室结构对性能影响的预测

ＱＸ １０－３１６－％）

图８效率对比图

在泵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中，ＣＦＤ技术具有很
Ｆｉｇ．８

高的应用价值．对于那些基于传统设计方法的初级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水力模型，可以应用ＣＦＤ技术在指定的工况下对其

分析图９可以得出，分离室高度对功率有一定

扬程、轴功率、效率、汽蚀余量等性能参数进行预测，

影响．总体上，ｈ，＝３０ ｍｍ时，功率曲线较为平缓．在

以检验其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并且可以根据流

小流量区，ｈ，＝３０ ｍｍ时的功率略大于其他两者，且

场分析结果对相关元件做进一步的优化设计¨引．

随着流量的增大，不同ｈ，的功率差值减小．

旋流自吸泵的气液分离室的空间形状尺寸对于

预测对比数据表明，气液分离室高度对旋流自

泵的性能影响较大，由于没有成熟的公式可以参考

吸泵性能影响较大．通过分析，可知在原设计方案

设计，一般按照经验进行选取．本研究设计了气液分

下，ｈ，＝３０ ｎｌｍ时，效率较高，且高效区范围较宽，扬

离室高度分别为２０，３０和４０ ｍｍ的３个模型，分别

程曲线比较平缓，且能达到设计要求，综合性能

对它们进行数值模拟，并对不同流量下的性能进行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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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松等：旋流自吸泵气液分离室结构对性能影响的预测
［３］

１２３

王耀红．低比转速自吸泵５０ＢＰ７＿ＡＯ型——设计和实
验研究［Ｊ］．水泵技术，１９７９（１）：２５—３２．
Ｗａｎｇ Ｙａｏｈｏｎｇ．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５０ＢＦＺ４０ ｔｙｐｅ ｓｅｌｆ－ｐｒｉｍｉｎｇ

ｐｕｍｐ．［Ｊ］．Ｐｕｍｐ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９（１）：２５—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Ｋ．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ｏｗ ｉｎ ｅ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Ｍａｊｉｄ

ｐｕｍ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ｏｆ Ｔｕｒｂｏ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１２７（２）：
３６３—３７１．

嵌心｛心墒

［５］

版社，２００４：７一１１．
图９功率对比图
Ｆｉｇ．９

王福军．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

Ｆ．ＣＦＤ

［６］Ｃａｒｉｄａｄ Ｊ，Ｋｅｎｙｅ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ｉ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ｕｂｍｅｒ－

ｐｕｍｐｓ（ＥＰＳ）ｈａｎｄｉｎｇ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４

结论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２６（２）：９９—１０２．

［７］

动的数值模拟［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

通过对旋流自吸泵叶轮和蜗壳耦合的三维湍流

２７（６）：５２８—５３１．

数值模拟，得到了气液分离室内部的流场分布情况．

Ｓｈｉ

并对不同分离室高度下的模型进行了性能预测，分

Ｗｅ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Ｑｉｈｕａ，ｈ Ｗｅｉｇａ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ｄｅ·

ｓｉｇｎ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ｄｅｅｐ ｗｅｌｌ ｐｕｍ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ｌｏ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析了分离室高度对旋流自吸泵性能的影响．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ｎｇｓｕ

１）气液分离室内部流动复杂，存在较多的漩
涡．在其横截面上存在两个较大的漩涡，在小流道进

施卫东，张启华，陆伟刚．新型井泵水力设计及内部流

Ｕｎｗｅｒｓ矗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

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７（６）：５２８—５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Ｚｈｏ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ｏ

口处也存在漩涡．

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２）气液分离室横截面有三个湍动能较大的区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域，主要是漩涡的存在和流动冲击形成的．

ｚｈｉｍｅｉ，Ｌｅｅ Ｔ Ｓ，ｅｔ ａ１．１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３，９（１）：４９—６１．

３）通过对不同分离室高度的性能曲线的对比．

［９］

常洪军，朱熠．液体射流泵内部三维流场的数值模

认为在小流量区，分离室高度对效率影响很小．对于

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６）：１３—１５．

某个设计方案，分离室高度存在一个最佳值．最佳值

Ｃｈａｎｇ

的选取可以通过使用ＣＦＤ进行性能预测，根据对比

Ｈｏｎｇｊｕｎ，Ｚｈ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Ｙｉ．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结果进行估算得到．

ｊｅｔ ｐｕｍｐ［Ｊ］．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２３（６）：１３

—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王秀勇，王灿星．基于数值模拟的离心泵性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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