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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叶片泵内非定常流动的数值模拟
朱荣生１”，胡自强１，杨爱玲２
（ｉ．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江苏国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９）

摘要：为研究双叶片泵内非定常流动特性，采用ＲＮＧ ｋ一占模型对由叶轮水体、蜗壳水体及叶
轮进口延伸段水体组成的三维计算区域在设计工况下进行了非定常计算．比较了不同时刻泵内
静压和相对速度的分布情况，同时分析了双叶片泵内压力脉动的时域图与频谱图以及瞬时扬程
的变化．结果表明，在不同时刻同一流道的静压及相对速度分布并不相同，同一时刻不同流道的
静压及相对速度分布也不相同，这主要和流道与隔舌的相对位置有关；双叶片泵内存在明显压力
脉动，其中隔舌处的压力脉动最为剧烈．随着与隔舌距离增大，压力脉动强度逐渐减弱，压力脉动
的主频等于叶轮转频与叶片数的乘积．该模拟对掌握双叶片泵内的流动规律、减少水力损失、提
高泵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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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泵的应用领域越
来越广，在化工、矿山、食品、建筑、造纸等诸多行业
的工艺流程、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中，都需要输
送含有固体颗粒悬浮物或纤维悬浮物液体的各类
泵．无堵塞泵由于形状特殊，流动复杂，因而成为近
年来国内外热门的前沿研究课题和重点开发的泵类
新产品．根据叶轮型式的不同，无堵塞泵分为单叶片
式、双叶片式、旋流式、流道式、螺旋离心式等．
双叶片泵由于效率高、运行工况稳定以及设计
时叶轮成型简单等优点，有着广泛的应用．目前，对
于通过非定常数值模拟来分析泵内非定常流动特性
图１计算域网格

已有较多的研究，文献［１—２］分别对双流道泵内定
常与非定常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时刻泵内压
力、速度的非定常特性．文献［３—４］分别对部分流
泵及清水离心泵内非定常流动主要内流特征及瞬时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ｇｒｉｄ

Ｆｉｇ．１

２数值求解方法

扬程特性进行了分析．在非定常计算的基础上，文献
［５—６］分别研究了高速泵及轴流泵内部叶轮与导

２．１边界条件

叶动静耦合诱发的压力脉动．文献［７］对叶轮与蜗

２．１．１进口边界条件

壳动静耦合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在设计流量点下泵

在计算域进口边界条件采用的是速度边界条

内蜗壳流道及叶轮流道内部监测点压力波动及压力

件，由质量守恒和进口无旋假设定出进口速度即为

脉动频谱．文献［８］分析了离心式纸浆泵压力脉动

轴向速度埘¨切向速度及径向速度为０．其进口湍

产生的机理及气蚀、回流、涡流对压力脉动的影响，

动能ｋ为

并提出改善纸浆泵压力脉动的措施．而在对叶轮型
式为双叶片的无堵塞泵非定常数值模拟研究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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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动能耗散率８为

内并未见有相关文献报道．

，，１／４－３／＇２

文中通过对双叶片泵进行数值模拟基础上，揭

●

示其内部的非定常流动规律，并分析叶轮与蜗壳耦
合作用产生的压力脉动，为掌握双叶片泵内部流动、
减少水力损失、提高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式中Ｇ。为经验常数，可取值Ｏ．０９［９】．
２．１．２

出口边界条件

在计算域的出口边界上速度及压力未知，采用
１

叶轮基本参数及计算域网格划分

自然出流边界条件．
２．１．３壁面条件

叶轮的设计参数分别为流量Ｑ＝２５０ ｍ３／ｈ，扬

壁面用于限定ｆｌｕｉｄ和ｓｏｌｉｄ区域，固体壁面采

ｒ／ｍｉｎ．采用Ｐｍ／Ｅ软件

用无滑移边界条件．根据壁面相邻的单元区的运动

生成三维计算区域模型，为使模拟结果更加稳定，对

状态，定义壁面的运动状态，运动速度的大小采用相

叶轮进口进行了适当延伸，整个模型由一个动叶轮

对相邻单元区速度定义．

水体、一个静止蜗壳水体及进口延伸水体组成．模型

２．２模型的建立

程Ｈ＝２８ ｍ，转速，ｌ＝１

４７０

中未考虑容积损失及叶轮前后盖板与流体的机械损

文中模拟为在定常计算基础上进行非定常计

失．采用Ｆｌｕｅｎｔ中自带的网格划分软件Ｇａｍｂｉｔ进行

算，定常模拟采用多重坐标系下的ＭＲＦ求解，动量

网格划分，结果如图ｌ所示，其中网格采用四面体非

方程和连续性方程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联立求解，计

结构化网格，叶轮的网格数为５８１ ０１４，蜗壳网格数

算求解模型采用分离求解器．非定常计算时，采用适

为３７１ ３６７．通过网格检查．叶轮和蜗壳计算区域的

用于非定常计算的滑移网格技术。动量方程和连续

网格等角斜率与等尺斜率均不超过０．８３，满足等角

性方程采用ＰＩＳＯ算法联立求解，计算采用ＲＮＧ七一

斜率与等尺斜率不超过０．８５的质量要求．

８湍流模型‘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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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越紊乱，叶轮上侧流道在１／４Ｔ时刻时比在其他时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

刻压力分布紊乱．在蜗壳流道内，同一时刻同一半径
下，静压随着半径的增大而增大，当流体进入蜗壳扩

进行非定常计算时，一个周期定义为叶轮旋转

散段后，由于速度下降，静压值不断增大；随着叶轮的

一周的Ｉ／Ｎ，其中Ⅳ为叶轮的叶片数，叶片数为２

位置不同，蜗壳内部静压分布大不相同，将呈现周期

时，一周期为叶轮旋转１８００所需要的时间．一个周

性变化的特征；在蜗壳出口处，在一个周期内其静压

期采用１００个时间步长来完成，一个时间步长迭代

值为一个先增大后减少再增大的过程．

２１次收敛，一个周期为

３．２中间截面的相对速度变化

，６０

通过计算得一个周期时间为０．０２０

图３为不同时刻叶轮中间截面的相对速度分

，，、

Ｂ磊‘

。ｊ’

布．
４０８

ｓ．以下

结果的分析为非定常计算收敛后，再进行４个周期
计算所得的结果，静压与相对速度为其中一个周期．
３．１中间截面的静压变化
图２为不同时刻中间截面静压分布．

图３不同时刻相对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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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以看出，在叶轮流道内，吸力面的相对
速度大小随着半径的增大不断增大，而在压力面上，
相对速度随着半径的增大为一个先减小，后增大的
过程，这将在叶片压力面上形成低速漩涡区．在各个
时刻压力面上都存在漩涡，在不同时刻同一流道内
的这种漩涡存在明显差别，这同样与流道与隔舌的
图２不同时刻静压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ｆ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８试ｂｕｂ伽砒枷‘ｅｍｍ妇

相对位置有关．叶轮上侧流道在１／４Ｔ时漩涡小于在
２／４７＂

；随着叶轮的旋转，叶轮相对速度在

从图２可以看出，由于叶轮与蜗壳的动静干涉作

出口处的大小也随之变化，在１／４Ｔ时出口相对速度

用，在同一时刻，各个叶轮流道的静压分布并不相同，

值最大，在３／４Ｔ时为最小；在同一时刻，不同的流道

在靠近隔舌处存在明显的压力梯度．每个流道内，随

相对速度分布不同，在靠近隔舌的流道内的低速漩

着半径的增大，静压值逐渐增大，同一半径下压力面

涡要大于远离隔舌的流道，这主要是由于靠近隔舌

侧的静压大于吸力匝，最小静压都位于叶轮进口处的

流道受隔舌影响大，而且有一部分流体从叶轮直接

吸力面．在不同时刻，同一流道随着与隔舌相对位置

进入蜗壳的扩散段，导致速度相对减小，压力面的低

的不同压力分布存在差异，越靠近隔舌的流道压力分

速漩涡区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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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蜗壳内压力脉动
蜗壳内的压力脉动是非定常流动现象的莺要特

周期计算公式（３）可知，在一个周期内叶轮旋转
１８０。需要的时间为０．０２０

４０８

ｓ，而监测点２与监测

征，这种非定常现象的存在及其强度不但会影响泵

点３之问在空间位置上相差９０。，因此监测点２与监

整机的性能，而且还会对机组的振动和噪声产生巨

测点３相位差为０．０１０

大影响．各个监测点都位于中间截面蜗壳进口处，如

的相位差．由图５ｂ可以看出，在卓越频率对应的幅

图４所示．

值中，监测点１有最大的幅值，这表明监测点１处即

２０４

ｓ，等于时域图中两点间

隔舌处的非定常特性最为剧烈，在越远离隔舌处监
测点幅值越小，如监测点４在卓越频率对应的幅值
为２３ ０００，明湿小于监测点ｌ幅值３ｌ ０００，因此在叶
轮与蜗壳的动静耦合产生的压力脉动中，隔舌为主
要原因之一．
频谱图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从时域的波
形分解出各个频率所含有振动成分大小，从中可以
获得波形的卓越振动频率；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将
时域的波形转换到频域，或将频域的信号返回到时
域．因此文中可以从时域图中分析出频谱图，利用频
图４监测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谱图分析出造成泵内压力波动的卓越频率，从而找
出压力波动主要影响因数，卓越频率即为幅值最大

图５为非定常计算４个周期内监测点的压力波

点对应的频率．因此从各监测点中频谱图中可以看

动时域图及从时域图中通过Ｆ盯变换所得的压力

出，其最大幅值对应的频率都为５０ Ｈｚ左右，这刚好

脉动频谱图．

等于叶轮转频与叶片数的乘积（叶轮转频即为转速
除以６０），这种卓越频率也即泵内压力脉动的主频，
与文献［１１—１３］所得的结果相一致．
４

结

论

采用滑移网格技术在设计工况下对双叶片泵内
进行了非定常数值计算，对比分析了不同时刻中间
截面的静压及相对速度非定常分布图，同时分析了
叶轮蜗壳动静耦合产生的压力脉动及特性，得到结
论如下：
（１）同一时刻叶轮内不同流道及不同时刻同一
流道静压及速度分布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别．
（２）双叶片泵内存在明显非定常特性，其中隔
舌处的压力脉动最为剧烈，随着与隔舌距离增大。压
图５各监测点的压力波动时域图及频谱图
Ｆｉｇ．５

力脉动强度逐渐减弱．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双叶片泵内的压力脉动的卓越频率即主频

ｐｏｉｎｔｓ

等于叶轮转频与叶片数的乘积．
由图５ａ可以看出，各个监测点的压力波动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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