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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灯泡贯流装置灯泡体形式的数值模拟
周济人１”，成

立２，刘

超２，汤方平２

（Ｉ．河海大学雇利水电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２．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为了深入研究灯泡体形式对装置流动特性及水力性能的影响，采用ＲＮＧ ｋ一占素流模型和
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基于多旋转坐标系模型，计算了总长均为１０．７２Ｄ（Ｄ为叶轮直径）的传统筒形灯泡
体和纺锥细长形灯泡体两种典型形式的后置贯流泵定常流动，获得了整体流场结果．分析了不同灯
泡体对泵装置整体流动的影响，灯泡体段设计不当将引起局部脱流和漩涡区，从而影响整体水力性
能．分析了两种灯泡体贯流泵装置方案的叶片表面静压分布，显示出两个方案在最优工况、大流量
工况和小流量工况下的叶片压力分布相似，这表明出水灯泡体形式不影响叶片工作状态．计算表
明，纺锥细长形灯泡体水力损失最小值出现在约１．１２Ｑ。。，（ＱＢＥＰ为设计点流量）处，而圆筒形灯泡体
水力损失最小值出现在约１．０６Ｑ。。，处，且出水灯泡体的水力损失与流量的关系不满足传统管道内
水力损失与流量成二次方比例关系的规律，而表现为与泵装置运行工况相关的特性．因此，纺锥细
长形灯泡体结构泵装置形式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灯泡体；贯流泵；数值模拟；优选；水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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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流泵作为适应较低扬程的泵刑。具有扬程低、
流馈大、装置效率高、卧式布置和机组结构紧凑等特

区域的交界面处交换惯性坐标系下的绝对速度，保
证交界面的连续性．

点．其结构形式有轴伸贯流式、竖井贯流式、灯泡贯
流式和伞贯流式等４种．与轴伸式和竖井贯流式相

２灯泡体形式及计算区域

比，灯泡贯流式的泵在低扬程大流量工况下具有较
好的水力性能…．

根据前期工程设计和研究摹础，选择两种典型

日本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建立了叶轮直径达

灯泡体形式的后置贯流泵装置进行整体数值模拟计

ｍ的灯泡贯流泵站——新川口泵站．国内对贯流

算和分析，一种为常见的筒形灯泡体，另一种为纺锥

泵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陆林广等Ｂ’

细长形灯泡体．根据文献［３］，灯泡体的支撑对水力

指出灯泡贯流泵进、出水流道的控制尺寸及过流边界

性能影响较小，因此计算区域中未含支撑．为了便于

的形线，对贯流泵装置的水力性能具有较为明显的影

比较性能，两种方案的总长度均设计为１０．７２Ｄ（Ｄ

响．秦钟建等旧１分析了我国首座采用齿轮箱传动的大

为叶轮直径）．图１分别为方案１和方案２的泵装置

型灯泡贳流泵机组的泉站水力性能．

结构纵剖面图．

４．２

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灯泡贯流泵的流道外部
线型的优化，而对该泵装置形式中蘑要的组成部分

——灯泡体的研究很少．本研究结合工程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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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装置整体数值模拟技术，研究灯泡体结构形式对
内部流动和水力性能的影响．研究成果将对工程建
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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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方案２

计算模型及数值方法

图ｌ贯流泵装置方案
Ｆｉｇ．１

考虑泵装置内水流为不可压缩湍流流动，该流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ｂｕｌｂ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ｕｍｐｓ

动可用雷诺时均Ｎ—Ｓ方程和连续性方程描述．由

计算区域包括进水流道、叶轮、导叶、出水流道、

于其流动为复杂的强曲率流动，采用ＲＮＧ ｋ一占紊

出水灯泡体等．采用对复杂结构适应性强的非结构

流模型要优于标准ｋ一占紊流模璎【４“】．

化四面体网格，将整个流道划分为节点数为５．４５×

数值离散格式采用有限容积有限元方法，插值

１０５、单元数为２．９３

Ｘ

１０６的计算区域．根据文献［５，

格式采用二阶迎风插值格式．用交替方向隐式法

７］及笔者的计算经验，计算网格数已能满足计算精

（ＡＤＩ）求解离散后的线性方程组．基于ＳＩＭＰＬＥＣ算

度的要求，计算残差控制值为ｌｏ一．计算域网格结

法进行迭代计算．计算基于随用ＣＦＤ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平

点数及单元数见表１．

台．

表ｌ

贯流泵装置中包含了旋转的叶轮，以及静止的

Ｔａｂ．１

计算域网格结点数及单元数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ｓ

导叶、进Ｈｊ水流道．其中进水流道与叶轮，叶轮与导
叶之间有较强的流动耦合作用＂。１ ０】。因此动静交界
面的处理埘整个泵装置流动计算有霞要影响．本研
究采用多参考系模型（ＭＲＦ）处理这一问题．多参考
系模型的基本思想足把旋转流场简化为在某一位骨

３计算参数及边界条件

的瞬时流场，将非定常问题Ｊ｝Ｊ定常方法计算．旋转部
件Ⅸ域的刚格在计算时保持静止，在惯性坐标系中
以作Ｊ｝ｊ的科氏力和离心力进行定常计算；ｍｉ静止部
件区域足红惯性坐标系咀进行定常计算．在两个子

万方数据

叶轮直径０．３ ｍ，叶片数３片。导叶数７片，转
速ｌ

４５０

ｒ／ｒａｉｎ；计箅流墩范Ｉ例：０．１６—０．４２

ｍ３／ｓ．

进口条件：进Ｌ］设臂在进水流道进口，给定流

速，进口湍动能ｋ¨湍流耗散率占ｊ。由式（１）给定：

出水流道内旋转环量较小，因此在前期研究中将出

ｆｋｉ。＝０．００５

水流道分段进行水力设计时采用均匀进水假设是可

｛

ｕ２ｉｎ，

丘后：２

卜２下’

（１）

行的．

式中比油为进口流速，Ｚ油为进口断面当量直径，气为
常数０．０８５．
出口条件：出口边界设置在出水流道出口处，设
为出流条件，即各变量沿水流方向的梯度为０．
边壁条件：在固体壁面采用壁面函数求得近壁
处流速．
图３泵装置纵断面流速与压力分布（最优工况）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ＢＥＰ）

４计算结果分析

Ｆｉｇ．３

４．２叶片表面压力分布
４．１

泵装置粒子迹线及流态

图４，５给出了最优工况（１．０ｑ。。，）（Ｑ哪为设计

通过计算获得了泵装置内部的流动状况，图２

点流量）、大流量工况（１．２４Ｑ哪）、小流量工况

为最优工况下方案１和方案２的贯流泵装置内粒子

（０．５３Ｑ哪）下，方案ｌ和方案２的叶片表面静压力

迹线图．

云图．计算表明，两种方案的叶片表面的静压分布合
理，两个方案在各工况下的叶片压力分布相似，这是
由于它们的进水条件较好，均为直接收缩进水．因
此在贯流泵装置中，保证进水均匀收缩是至关重要
的．而出水灯泡体形式的不同，不影响叶片的工作状
态．

图２泵装置粒子迹线（最优工况）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ｒａｃｋ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ＥＰ）

由图２可知，两个方案的贯流泵进水流道内的
水流是逐步收缩的．比较两个方案的灯泡体处流态，
由于方案１中圆筒形灯泡体结构的影响，出水流道
分两阶段扩散，在Ａ—Ａ断面处因水流粒子与边壁
作用使得迹线发生偏转，此处易产生边肇脱流；而方
案２中采用了纺锥细长型灯泡体结构，使得出水流
道出水断面面积沿水流方向变化平缓，水流逐步扩
散，粒子迹线无明显的转折偏转现象．
图３为最优工况下方案１和方案２的贯流泵装
置中间断面流速与压力分布，由图可见。泵装置进水
流道内流速均匀收缩和扩散，压力分布均匀．方案ｌ
灯泡体尾部后有明显的尾迹流，而方案２出水灯泡
体无明显的尾迹流，这是由于方案２灯泡体后部逐
步收缩，使得尾部面积扩大不致过于剧烈，流速逐步
降低的缘故．
图４方案ｌ叶片表面静压力云图

总体上来说，方案２贯流泵装置内灯泡体内的
水流流态较好．计算显示，上述两方案在最优工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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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表现为与泵装置运行工况相关的规律．方案２中
的最小水力损失流量点出现在偏大流量处，表明该
灯泡体具有较好的水力特性．

５性能预测
根据伯努利能量方程计算泵装置扬程，由计算
得到的流速场和压力场以及叶轮上作用的扭矩，预
测泵装置的水力性能．
泵站进水流道进口与出水流道出口的总能量差
定义为装置扬程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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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右边第ｌ项为静压能水头差，第２项为高程差，
图５方案２叶片表面静压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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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出水、进水断面高程；ｓｌ，ｓ２分别为泵装置出水、

计算显示，各工况下叶片上压力面静压大于吸

进水断面；“，，Ｕ：分别为泵装置出水、进水断面各点

力面静压；最优工况及小流量工况下，吸力面进水边

流速；ｕ。为泵装置断面流速法向分量；Ｐ．，Ｐ：分别为

压力出现最小值，压力面进水边压力出现最大值；在

泵装置出水、进水断面静压；Ｐ为流体密度；ｇ为重
力加速度．

大流量工况下，由于头部进水边流速过大导致脱流，
压力面的头部出现局部低压区，吸力面的头部出现
局部高压区．

因此，泵装置效率田即为

２百’

，７：ｐ＿ｇｒＱＨ—ｎｅｔ，
，７

４．３灯泡体段水力损失

（３）Ｊ
【ｊ

为了定量比较两种灯泡体段的水力性能，计算

式中咒为扭矩，等于叶轮吸力面、压力面、轮毂表面

了导叶出口处到出水流道处的水力损失．图６给出

的压力和摩擦力对叶轮旋转轴（计算中为ｚ轴）的

了两种方案在不同流量下的灯泡体水力损失比较．

力矩之和；∞为叶轮角速度．
依据性能预测公式（２）计算了各个流最工况点
的水力性能，并与模型试验（试验方案和计算方案１
相同）进行了比较，数值模拟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
比较见图７，可见方案ｌ计算值与试验值较为接近，
计算得到的扬程高于试验值，计算扬程一流最曲线
与试验曲线平行，这是因为试验中的叶片安放角可
能存在偏差，试验角度略小造成的．计算的效率值高
于试验值，这是计算中未考虑泵的机械效率、传动效

图６灯泡体水力损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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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其他效率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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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方案２泵装置的能量性

由图６可知，纺锥细长型灯泡体的水力损失较

能优于方案ｌ，且在低扬程大流最工况，方案２的水

小，水力损失最小值｝ｎ现在约１．１２Ｑ。。，处；而【６ｌ｜简形

力性能有明湿优势，装置效率有较大提高．通过计算

灯泡体的水力损失较大，水力损失最小值出现在约

还准确地预测了轴流泵马鞍区的位置，与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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