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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水轮机水轮机制动区的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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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水泵水轮机水轮机制动区的不稳定流动特性，根据某抽水蓄能电站建立水力模
型，应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ＦＩｕｅｎｔ模拟其流动特征．采用ＳＳＴ ｋ一‘ｃ，模型和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计算
水轮机制动工况的内流场和外特性，并结合试验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水泵水轮机在水
轮机制动工况随流量的变化水头变化不大，在力矩为Ｏ时的水头最低；导叶开度越大，进入制动
区时所需的转速越高，且流量越大，可以通过调节导叶开度防止水泵水轮机进入制动区；导叶工
作开度下力矩为０时的流场不存在涡结构，随着流量的减小，在叶片和活动导叶的进口以及固定
导叶和活动导叶之间出现大量的回流涡，并且呈现出类周期性分布特征；转轮中的回流涡是由于
前倾式叶片的倾角较大产生的，导叶中的回流涡是由于流体流动方向与导叶叶片的冲角引起的．
以土结论可为水泵水轮机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水泵水轮机；制动工况；数值模拟；ＳＳＴ ｋ一∞模型；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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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目前我国电力系统中使用的发电机组容量愈来
愈大，虽然大型热力发电机组燃料消耗率低，但由于
其结构原因，并不适合在变化载荷条件下运行，急需

拟，为了能较好地捕捉壁面区域流动特征，采用ＳＳＴ
ｋ一∞湍流模型，其控制方程为

有调节能力的设备以满足电力需求．抽水蓄能电站可

言（础）＋毒（础¨＝毒（ｎ差）＋Ｇｔ—Ｋ＋ｓ¨

将电网多余电能转变为高峰时期的高价值电能，还可

（１）

用于调频、调相，稳定电力系统的周波和电压，作为事

去（舢）＋毒（ｐ蚍）＝杀（Ｌ蓑）＋

故备用设备，提高系统中火电站和核电站的效率…．
对于水泵水轮机而言，其转轮直径大，离心力作
用大，在水轮机工况运行过程中，受水流自身惯性驱
动的影响，水的进流速度会很快下降，当其转速超过
飞逸转速，水泵水轮机就会进入水轮机制动工况，流
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这种惯性力不消失反而
增加，转轮离心力将水反向推出，则会进入反水泵工
况心Ｊ．掌握水轮机制动工况的流动特性，可以有效
地防止水泵水轮机不稳定运行，为水泵水轮机的优
化设计提供指导．目前有关水轮机制动工况的研究
较多＂“Ｊ，但是针对水泵水轮机制动工况的研究，主
要在模型试验以及真机测试方面展开，通过数值模
拟的方法分析其流场特征和外特性的报道却很少
见¨。引．为研究水轮机制动工况的流场特性，文中
详细分析了转轮、导叶以及尾水管内的流动特征，并
对其外特性进行研究．

Ｇ。一ｙ０＋Ｄ。＋Ｓ。，

（２）

式中Ｇ。＝“Ｓ２，为由层流速度梯度而产生的湍流动
能，其中Ｓ为表面张力系数，“为湍流黏度；吒＝
ａｔｏＧ。／ｋ，∞为单位耗散率；Ｆｋ，Ｆ。分别为ｋ与∞的有
效扩散项；Ｄ。为正交发散项；Ｓ＾与Ｓ。为自定义项；
Ｋ，圪来源于扩散产生的湍流．
计算过程中采用定常方法研究水泵水轮机制动
区不同流量下的流动特征，即式（１）和（２）中的时间
项为Ｏ．压力和速度的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计算
过程中压力项采用二阶精度来重建表面压力，湍动能
项、湍动能耗散率项和速度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２．２

边界条件
在蜗壳进口给定进口速度；水泵水轮机出口定

为压力出口；转轮的进出口与活动导叶和尾水管的
交界面采用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类型，近壁处采用壁面函数进

数值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
水泵水轮机的几何参数分别为转轮直径Ｄ＝０．３

行处理；调整近壁区的ｙ＋值，使其小于ｌ，其中Ｙ＋＝
ｐｕｙ／ｔｚ，Ｐ为流体的密度，“为壁面剪切速度，Ｙ为近
壁点到壁面的距离，ｐ为流体的黏度．

ｍ，叶片数Ｚ，＝９，导叶数Ｚ２＝２０，导叶高度ｈ＝３３．３６
ｔｏｎｉ，其结构如图ｌ所示．采用ＩＣＥＭ建立非结构化的

３网格无关性验证

六面体与四面体网格，叶片和导叶采用８层边界层网
格结构．水泵水轮机的转速为９００ ｒ／ｍｉｎ，以导叶开度

为了验证网格大小对计算精度的影响，选取６种

２０。为例，工作流量为０．２６５ ｍ３／ｓ，水泵水轮机制动区

尺度的网格，对同一流量下的水头Ｈ进行模拟计算，

即转轮力矩小于０的流动区域，流量为０．１５０ ｍ３／ｓ时

并以试验测得的水头为参照，比较结果如图２所示．

力矩为０，单位化后对应的Ｑ，，＝３２０

Ｌ／ｓ．

图２不同网格的水头曲线

２湍流模型及边界条件

Ｆｉｇ．２

Ｈｅａｄ

ｃｕＩｖ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ｓｈｅｓ

由图２中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网格尺度的减小，
２．１湍流模型
应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Ｆｌｕｅｎｔ进行数值模

万方数据

水头与试验值逐渐趋近．为了节省计算时间。以下结
果均选取第５组尺度网格进行计算．水泵水轮机水

力模型的网格数分别为转轮８６８ ８４１；蜗壳和导叶

尺度的涡结构．流体出现回流涡的原因是由于在单

２ ４７５

位流量较小时，流体从蜗壳进入导叶的流动方向与

７２６；尾水管３８８ ４５５；节点总数ｌ

４０４ ３４９．

导叶进口边存在较大的冲角，并且由于转轮叶片流
道长，离心力作用大，使转轮外缘形成了一个旋水

４结果与分析

环，旋水环产生的惯性阻力超过流体流动的动力，阻
选取活动导叶开度ｙ＝２００，对等开度线上水轮

碍流体正常的流动，使流体产生回流，导致大量涡结

机制动区域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不同流量下水泵水

构的出现．随着流体流速的增大，转轮外缘的旋水环

轮机特性．

产生的阻力小于流体的动力，蜗壳内的涡结构首先

图３为：＝０截面的局部速度矢量图．可以看

消失，活动导叶出现较小尾迹涡．在水泵水轮机力矩

出。当水泵水轮机的单位流量较小时，在导叶之间以

为Ｏ时旋水环的阻力已不能抑制流体顺利地进入转

及蜗壳内部会出现一系列的涡结构，而且涡结构成

轮内部，在导叶和蜗壳内部流体流动规则，不存在完

类周期性分布，每个固定导叶的入口都存在一个大

整的涡结构．

图３不同流量下：＝０截面局部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ｓ

图４为转轮展开面速度矢量图．可以看出，转轮

的流动被转轮的转动带人高速旋转区域，动能的变

叶片展开面速度矢量随流量的变化而改变．水轮机

化梯度较大，蜗壳和导叶间的低速旋流经过活动导

制动工况零流量附近时在叶片间进口处存在较大的

叶出口和转轮叶片进口处的环流突变为较大流速的

回流涡结构，回流涡结构随着流量的增大向叶片出

流动．高速的环流由于流向与转轮叶片进口存在较大

口方向移动并且逐渐消失．随着流量的增大，当水泵

冲角，在叶片间产生类似的射流现象，高速射流使叶

水轮机处于零力矩时，转轮内部已不存在回流涡结

片进口处存在低压区，当势能大于流体的动能时，会

构（见图４ｃ）．水泵水轮机转轮的叶片属于前倾式叶

诱导流体在叶片进口产生一个较强的涡．随着流量的

片，水轮机制动工况处于零流量附近时，导叶间缓慢

增大，转轮内的失速现象向人口移动并逐渐消失．

图４不同流量下转轮展开面速度矢鼍图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ｕｎｆｏｌｄ ｂｌａｄｅｓ

图５为活动导叶开度分别为２００和３０。时的特
性曲线．可以看出，导叶开度越大，同一单位流量所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ｓ

值模拟方法计算的制动区特性曲线完全满足工程计
算需要．

需的转速越高，水轮机制动区的流茸范围越大，但是

图６为制动工况的水头曲线．可以看出，随着导

其进入制动区的转速越高，水轮机方向运行稳定性

叶开度的增大，水轮机制动区对应的水头减小．在力

高．数值模拟的结果与试验结果误差很小，因此用数

矩为Ｏ时水轮机方向的水头最低，这是由于转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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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前倾式叶片倾角过大和叶片内流道过长造成的．

图６水轮机制动工况水头曲线
图５水轮机制动区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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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ｂｉｎｅ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图７为截面的涡量图．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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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６

ｙ＝２０。时不同流最下：＝Ｏ截面的涡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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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７可以看出，水轮机制动工况的涡量较大
即能量损失较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转轮进出口以及

５结论

活动导叶之间的流域．随着流量的增加，转轮出口的
涡量值逐渐减小，转轮入口及叶片流道内的涡量逐

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计算水泵水轮机同一开度下

渐增大．当流量大于飞逸转速下的流量时，涡量分布

的特性曲线，选取试验测试中的工况点进行数值模

均匀，涡量较大的区域出现在水轮机工况的压力面，

拟，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符合良好．

此时能鼍损失减小．水轮机制动区的能量损失主要
集中在叶片出口活动导叶的压力面附近．

（１）活动导叶开度越大，水轮机方向进入制动
区的转速越高，运行稳定性增加．

水轮机方向流量较小时，由于转轮的高速旋转

（２）水轮机方向零流量附近时，转轮流道、固定

尾水管内的流体呈螺旋状运动，在尾水管中间形成

导叶和活动导叶之间以及蜗壳中会出现较多的漩

螺旋的低压回流区，在尾水管出口段产生同流涡结

涡，并且回流涡结构呈现类周期性分布．随着流鼍增

构，如图８所示．尾水管内部流动复杂，螺旋状运动

加，在力矩为Ｏ时水泵水轮机内已没有完整的回

与回流相互作用，易诱发较大的压力脉动，最终使水

流涡．
（３）转轮流道内的回流涡主要是由于叶片的倾

轮机制动区运行不稳定．

角过大造成的，导叶之间的回流涡是由于导叶叶片
与流体流动方向存在较大冲角产生的．
（４）水轮机制动工况能量损失主要集中在转轮
流道内以及转轮旋转运动所形成的环隙附近，零力
矩附近水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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