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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４０—９Ｆ型屏蔽泵的设计
飞

孔繁余，周水清，沈小凯，王文廷，邵
（江苏大学漉体机械ＪＩ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提高屏蔽泵的性能和缩短设计周期，在数值模拟的基础土对ＧＰＳ４０—９Ｆ型屏蔽泵的
屏蔽电机和泵的水力元件进行了设计．利用ＡＮＳＹＳ参数化设计语言ＡＰＤＬ编写命令流完成磁场
模拟过程，并对屏蔽电机的两个模型所计算得到的磁力线、磁流密度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对屏蔽
泵的水力部件进行三维建模，运用ＣＦＸ软件对多个不同工况点下的流场进行模拟，分别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及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进行迭代运算，对比分析了后处理得到的压力云图．结果表明，模
型２的气隙磁通大于模型ｌ，说明屏蔽电机设计成细长型更有利于机电能量转换．在相同模型、

相同网格条件下，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的计算效率要高于ＳＩＭＰＬＥ算法，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具有更好
的收敛效果，并将模拟计算结果与试验数值进行对比，验证了数值模拟计算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屏蔽泵；屏蔽电机；气隙磁通；磁场；流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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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泵集屏蔽电机、屏蔽套和离心泵于一体，用
于输送易燃、易爆、腐蚀性强的液体，输送时具有完

作．首先，建立工作名，指定磁场分析，其命令流如
下：

全无泄漏、运转平稳、噪声低、防爆等特点¨’２ Ｊ，在石
油、化工、航天、制冷等现代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但

！／ＢＡＣＨ，ＬＩＳＴ／ＴＩＴＬＥ，２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定义工作名

是由于普通屏蔽泵的结构导致它的电机功率因数和
效率较一般异步电机低，屏蔽泵的机组效率并不理

／ＦＩＬＮＡＭＥ，ＣＡＮＮＤ

ＭＯＴＯＲ一２Ｄ，ｌ！定义工作

文件名

想．近年来，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技术，可以准确地

／ＫＥＹＷ，ＭＡＧＮＯＤ，ｌ！指定磁场分析

预测电机磁场、水力机械流场等性能参数旧。Ｊ，为屏
蔽泵性能研究提供了方便．

利用设计的ＣＡＤ电机模型，保存为ＳＡＴ格式，

文中以ＧＰＳ４０—９Ｆ型屏蔽泵为例，结合有限元

导人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ＰＤＬ（ＡＮＳＹＳ），进行布尔运算

ＡＮＳＹＳ软件电磁场模块和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

Ｍａｉｎ Ｍｅｎｕ＞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ｅ＞

ＣＦＸ，分别对该屏蔽泵内部磁场、流场进行数值模拟

Ｂｏｏｌｅａｎｓ＞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ｒｅａｓ，打开“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ｒｅａｓ”，对

计算．其中利用命令流对屏蔽电机整体性能进行分

所有的面进行叠分操作，最后得到的几何模型如图

析预测，实现加载、选材、划分网格、求解及后处理．

２所示．

应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能获得理想的收敛速度和可信
的模拟结果．最后将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以验证模拟结果．

１模型计算
ＧＰＳ４０—９Ｆ型屏蔽泵的流量Ｑ＝５ ｍ’／ｈ，扬程
ｍ，三相屏蔽电机的额定功率Ｐ＝０．５ ｋＷ，额

Ｈ＝９

定电压Ｕ＝３８０ Ｖ，转速ｎ＝２

９００

图２屏蔽电机ＡＮＳＹＳ模型

ｒ／ｍｉｎ，额定频率

Ｆｉｇ．２

，＝５０ Ｈｚ，极对数Ｐ＝ｌ，铁心长度Ｌ＝６０ ｍｍ，线圈采

ＡＮＳＹ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ａｎｎｅｄ ｍｏｔｏｒ

用三角形接法，选用ＨＡＳＴＥＬＯＹ—Ｃ作为屏蔽套材

１．２定义属性及加载荷

料，其导磁率接近于ｌ，且具有高电阻系数及良好的

１．２．１定义单元类型

耐腐蚀性．屏蔽电机铁心为“细长型””Ｊ，采用两种
不同屏蔽电机模型，一种为较大的转子铁心和较小

ＥＴ，ｌ，ＰＬＡＮＥ５３，０

的定子槽型（梨形槽），外径为４０ ｍｍ，另一种为较
小的转子铁心和较大的定子槽型（半圆底、平行齿

１ ＡＺ自由度，用于空气和绝

缘区域
ＥＴ，２，ＰＬＡＮＥ５３，３

１用于定义线圈导体ＡＺ，

ＣＵＲＲ。ＥＭＦ自由度

槽），外径为３５ ｍｍ．其二维截面如图ｌ所示．

ＥＴ，３，５３，０

１ ＡＺ自由度，用于铁芯部分

Ｒ，２，ＣＡＲＥＬ，ＴＵＲＮｌ，ＬＥＮＧｌ，，ＦＩＬＬｌ

１定义线

圈单元的实常数
１．２．２定义材料属性
ＭＰ，ＭＵＲＸ，ｌ，ｌ！定义空气材料属性
ＭＰ，ＭＵＲＸ，２，５０００

１定义铁心材料属性（硅钢

片）
（Ｉ）模型１

图ｌ
Ｆｉｇ．１

（ｂ）模型２

屏蔽电机模型二维截面

２Ｄ ｃｒｏｇ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ｎｅｄ ｍｏ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１．１建模
为了实现对该屏蔽电机的数值模拟计算．利用
ＡＰＤＬ（ＡＮＳＹＳ参数化设计语言）编写命令流完成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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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定义线圈电阻率

ＭＰ，ＭＵＲＸ，４，ｌ！定义屏蔽套材料（ＨＡＳＴＥ－
ＬｏＹ—Ｃ）
ＭＰ。ＲＳＶＸ，４，１２５Ｅ一８

１定义线圈电阻率

对相应部件赋予属性后。进行二维网格划分，文

中采用智能化三角形网格，划分等级为３．由于假设

定子槽形可以提高电机效率的设计经验．由于屏蔽

模型边缘边界上没有磁漏，则磁通量与边界平行，用

套的存在，磁力线穿越定转子两层屏蔽套，势必在屏

“ＦＬＵＸ

ＰＡＲＡＵ．ＥＬ”施加模型的边缘边界条件．
１建立三相电源

ＥＴ，４１，１２４，４，０
Ｒ，４１，３８０，０ １

Ａ相，电压３８０ Ｖ，相位为００

Ｒ，４２，３８０，１２０ １
Ｒ，４３，３８０，１２０

蔽套内部产生漩涡电流（涡流）从而减小定转子间
的磁通量，影响电机效率，这也正是屏蔽电机效率较
普通电机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Ｂ相，电压３８０ Ｖ，相住为１２００

１ Ｃ相，电压３８０ Ｖ，相位为一

在后处理中，还可以得到电流密度矢量图，如图
４所示．

１２００

／ＰＯＳＴｌ ＳＥＴ，ＬＡＳＴ，１，，０

１读入第一步结果

数据
１．２．３

求解

ＰＬＶＥＣＴ，Ｂ，，，ＶＥＣＴ，ＥＬＥＭ，ＯＮ，０

定义电机场路耦合分析边界条件进行求解：

１绘制

二维电流密度矢量图

／ＳＯＬＵ
ＡＮＴＹＰＥ，ＨＡＲＭＩＣ
ＴＲＮＯＰＴ．ＦＵＬＬ
ＣＳＹＳ，１
ＬＳＥＬ，Ｓ，ＬＯＣ，Ｘ，Ｒ１

ＤＬ，ＡＬＬ，，ＡＳＹＭ！电机外壳磁力线平行条件
Ｄ，Ｎ０１，ＶＯＬＴ，０

１零线端接地

．ＡＵ５ＥＬ
ＣＳＹＳ，０

１．３后处理
对模拟结果进行后处理分析，图３为屏蔽电机
磁力线分布情况．

图４屏蔽电机电流密度矢量图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ａｎｎｅｄ

ｍｏｔｏｒ

由图４可以看出，两种电机的气隙电流密度矢

／ＰＯＳＴｌ
ＳＥＴ，ＬＡＳＴ，１，，０

Ｆｉｇ．４

１读入第一步结果数据

ＰＬＦ２Ｄ，２７，０，１０，１

１绘制二维磁力线图

量分布基本一致，模型ｌ的气隙电流密度最大值为
０．３０２

Ａ／ｍ２，模型２的气隙电流密度最大值为

０．０４７ Ａ／ｍ２．

由定子屏蔽套能耗的计算式［３１可知，定子屏蔽
套损耗与定子铁心内径的立方成正比，与气隙磁密
的平方成正比．模型２中气隙电流密度较大，因而屏
蔽套损耗也相应增大．经分析表明，模型２采用较小
转子铁心，较大定子槽形可以增加气隙磁通量，从而
提高电机效率；但转子外径过小，转子没有足够空间
而使转子导条电流密度过高，使转子铜耗过大，屏蔽
套损耗增大，引起电机升温，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和
图３屏蔽电机磁力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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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ｌｉｎ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ｎｅｄ ｍｏｔｏ

可靠性旧Ｊ．设计时，一般控制长径比为１．５—４．５，在
电机其他参数不变时，改变定子内径，结合磁场模拟

由图３可以看出，两种电机气隙磁通的路径基

结果优化参数进行设计．

本相同，从定子磁轭经过定子齿、定子屏蔽套、空气
隙、转子屏蔽套到转子，再经过屏蔽套、定子齿回到

２流场模拟及分析

定子磁轭，形成闭合磁路．磁力线分布对称与两极电
机的磁场分布理论相符；另外，还可以看出模型２中

根据泵的设计参数设计叶轮和蜗壳，并对其进

屏蔽电机的气隙磁通较为密集，而气隙磁通作为机

行三维造型及数值模拟．

电能量转换的媒介，表明模型２中屏蔽电机的气隙

２．１流场数值计算方法

磁通势高于模型１，验证了采用细长电机铁心、较大

万方数据

ＳＩＭＰＬＥ算法是目前工程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

种流体计算方法。它属于压力修正法的一种，其核心
是采用“猜测一修正”的过程，在交错网格的基础上
计算压力场，从而达到求解动鼍方程的目的一Ｊ．在
进行ＣＦＸ模拟计算时采用改进的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
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中，为了确定动量离散方程的
系数，一开始就假定了一个速度分布，同时又独立地
假定一个压力分布．由于在推导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的离
散化压力方程时，没有任何项被忽略，不必在初始时
刻单独假定一个压力场．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中，初始
的压力场与速度场是协调的，且由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算

图６模型流线云图

出的压力场不必作欠松弛处理，迭代计算时比较容
易得到收敛解哺Ｊ．

Ｆｉｇ．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ｍｐ

图７为分别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和ＳＩＭＰＬＥ算

２．２模拟及结果
利用Ｐｒｏ／Ｅ软件对叶轮、蜗壳及进口段进行三
维造型并装配，如图５所示．用ＩＣＥＭ软件对诱导轮
水力部件进行非结构化四面体网格划分．

法所求得的模型中间截面静压分布云图，可以看出，
叶轮流道内的流体静压的趋势为随叶轮半径的增大
而增大。随叶轮半径的增大而周向分布变得不均匀，
局部出现高压．图７ａ中叶轮、蜗壳处压力等级数值
高于图７ｂ，具有更好的收敛效果．在同样模型、网格
条件下，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的计算效率要高于

ＳＩＭＰＬＥ算法．模拟结果与理论计算吻合，数值模拟
值满足设计要求．

图５模型泵三维造型
Ｆｉｇ．５

３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ｍｐ

采用有限体积法将空间域上连续的控制方程转
化为离散方程，用ＳＩＭＰＬＥＲ算法求解压力与速度耦
合，在基本方程的离散差分格式中，速度项采用一阶
迎风差分格式，湍动能项和紊黏系数项采用二阶迎

图７不同算法时模型泵中间截面静压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风差分格式，压强项采用标准差分格式，通过调整欠
松弛因子控制收敛速度．

３试验验证

将划分好的网格导入ＣＦＸ软件，在ＣＦＸ—Ｐｒｅ
中设定域、边界条件、结合面、速度进口、压力出口等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屏蔽电机模型２的性能比

初始条件．导入ＣＦＸ—Ｓｌｏｖｅｒ中进行求解运算，求解

模型ｌ有明显提高．根据ＧＢ／Ｔ ３２１６－２００５《回转

收敛后进入ＣＦＸ—Ｐｏｓｔ进行后处理操作．

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ｌ级和２级》标准，在

图６为模型的流线云图．对于定常流动而言。流

泵闭式试验台上，对配置屏蔽电机模型ｌ的泵机组

线形状不随时间变化，而且流线质点的迹线与流线

进行性能试验一。１０｜．泵的流量、扬程、效率性能的测

重合．在实际流场中除驻点或奇点外，流线不能相

定按ＧＢ／Ｔ ３２１６－－－－２００５的规定进行，分别将０．４Ｑ，

交，不能突然转折，图中流线与理论相符，说明ｒ模

０．６Ｑ，０．８Ｑ，１．ＯＱ，１．２Ｑ，１．４Ｑ时的数值模拟值对

拟的正确性．

应的扬程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如图８所示．

万方数据

［３］孔祥花，孔繁余，季建刚．屏蔽泵能耗的计算与试验
［Ｊ］．｛４｝灌机械，２００７，２５（２）：２６—２９．
Ｋｏｎｇ）【ｉ肌ｇＩｌ岫，Ｋｏｎｇ Ｆａｎｙｕ，ｊｉ 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ｎｎｅｄ

ｍｏｔｏｒ

ｐｕｍｐ［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２５（２）：２６—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许友谊，奚伟永，杨敏官．高速诱导轮三维非定常湍
流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３）：５９—６３．
Ｘｕ

Ｙｏｕｙｉ，Ｘｉ

Ｗｅｉｙｏｎｇ，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ｕ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图８模犁泵特性曲线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ｉｇ．８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ｒ［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ｕｍｐ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

２６（３）：５９—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对于扬程，通过对数值模拟方法与试验得到的
曲线类比分析可知，小流量工况数值计算值略低于
试验实测值，设计的大流量工况均高于试验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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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运用ＣＦＸ软件对模型泵进行模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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