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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空化特征数值计算
张宁，杨敏官，高波，李忠，陆胜
（江苏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基于 CFD 方法，采用混合两相模型、标准κ-ε方程和 sighal 发展的全空化模型，对具有特殊结构形式的侧壁式压水

室离心泵空化特征进行数值计算。预测了泵在未发生空化和空化条件下的能量性能，并且分析了设计流量下叶片表面和流道内
的空泡分布情况。结果表明：在大流量工况下，泵的必须汽蚀余量大，容易产生空化现象。随着泵进口压力的降低，空泡最先
出现在泵叶片背面靠近进口边附近；当进口压力进一步降低时，空泡区域开始快速增加，向叶片出口延伸，泵的扬程开始大幅
下降。进口压力继续降低时，叶片工作面开始出现空泡，叶轮周向流道内开始充满空泡，此时泵的扬程急剧下降，泵的稳定运
行条件被破坏。不同汽蚀余量下，叶频处压力幅值变化明显，在临界汽蚀点处几乎达到极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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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ll cavitation model、mixture and standardκ-εmodel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cavitation flow in a
centrifugal pump with slope volute. Performance of model pump at cavitation and non-cavitation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and cavitation bubbles distribution in blade surface and channel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high flow rate, cavitation easily occurs in model pump. When static pressure at pump inlet decreases, cavitation
bubbles firstly appear in suction pressure side of blade inlet. With pressure reducing further, cavitation region
expands to impeller outlet, and head of model pump is affected obviously. Then cavitation regions transforms to
blade pressure side, and the whole impeller channel are filled with cavitation bubbles leading to pump performance
dropping rapidly. At full cavitation condition, steady operating status of model pump is destroyed. Under different
NPSH working conditions, pressure amplitude at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differs, and pressure amplitude almost
reaches minimum value at critical NP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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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下降，并且伴随大幅振动噪声的出现。因此如何
0 前言
最大限度的抑制空化现象的产生并且准确预测空
、
化发生位置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3 4]。
水力机械中，由于局部压力的降低诱发的空化
现象一直是研究的重难点问题，空化产生的振动噪
为降低离心泵振动水平，提出一种压水室扩散
声和对叶片表面的破坏作用影响水力机械的安全
段呈一定倾斜角的侧壁式压水室。空化是离心泵振
[1]
稳定运行 。空化现象属于典型的非稳态气液两相
动重要激励源，因此深入研究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
内部空化发展演变规律对认清空化诱发振动关系
运动，空化产生、发展、溃灭过程涉及传质传热，
有较大的意义。
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2]。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对比转速 130 的侧壁式压水
离心泵广泛应用于工业运输、城市生活、农业
室离心泵进行分析。基于 fluent 软件，采用 sighal
灌溉等领域。受空化现象的影响，离心泵扬程将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06063)；
作者简介：张宁（1987-），男，江苏宿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离心泵内部多相流动的研究。

建立的全空化模型和两相混合模型在不同工况下

对模型泵进行定常和非定常空化数值计算，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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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表面空化产生部位和发展过程规律以及泵的
能量性能变化趋势。

1

设计一台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表1给出了模
型泵的基本性能参数。
表1模型泵性能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model pump
数值
3

流量 Q

48 m /h

扬程 H

7.8 m

转速 n

1450 r/min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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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转速 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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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泡连续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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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基本参数

参数


   (  )  0
t

叶轮进口直径 Dj

100 mm

叶轮外径 D2

172 mm

数值计算方法

根据离心泵流动特性，将流动区域分为 4 个区
域：静止区—进口段、出口段、压水室；旋转区—
叶轮。由于空化现象的复杂性，空化区密度梯度大，
低质量网格容易造成计算过程发散。采用 ICEM 对
几何模型进行结构网格划分，壁面附近进行加密处
理，并且进行网格无关性检查以保证计算结果的精
度，网格总数为 120 万。

（2）

动量方程

1
(  )    (  )  p  [(   t )  ]
3
t
[(   t )  ]   g

标准    方程
C  2
t  

   ui 


xi
x j


t
  




（3）

（4）
  
  G  

 x j 

   ui 
t    C1 
 
2
G  C2 

  


xi
x j 
   x j  

 u u j  ui
GK   t  i 


 x j xi  x j

（5）

(6)
（7）

C1 =1.44 C2 =1.92 C  =0.09   =1.3   =1.0

ρ为气/液混合流体质量密度，V 为混合流体速
度，ƒ 为空泡相的质量组分，Re 为水蒸气凝结率，
p 为静压力，μ 为分子粘性系数，μt 为湍流粘性
系数。
计算中的水的温度设为 30℃,水的饱和蒸汽压
pv=3540Pa,水/空泡表面张力σ=0.0717 N/m。假定
-6
水中不凝结性气体的质量组分 fg=0.8×10 。计算
中流场的压力均为绝对压力。
2.2 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固体壁面采用无滑移条件，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处理近壁区域复杂流动。采用一阶迎风格式对速
度、湍动能耗散率及湍动能进行离散。
采用 SIMPLE
算法实现速度和压力之间的耦合。在计算域的进口
断面采用绝对速度进口，并且在进口给定    的
数值，该值由式（8）确定。采用压力出口条件，
并降低松弛因子以保证计算过程稳定。

图 1 计算域
Fig.1 Computational domains

3

3

  0.005uin 2 ,   (C 4 2 ) / l

(8)

l  0.07 Din

3

计算结果分析

3.1y+检验
图 2 单流道叶轮网格图
Fig.2 Mesh of impeller single channel

2.1 控制方程
混合流体相连续方程

标准    模型适用于高雷诺数湍流流动，对
于近壁面附近复杂层流及过渡流动状态，标准
   则无法求解，近壁区的流动则采用壁面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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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因此近壁面第一层网格节点应处于湍流边
界层内。y+取值范围一般为 30—200。图 3 给出了
叶片表面的 y+值分布，可以看出其变化范围满足要
求，网格满足计算精度要求。

图 4 泵性能曲线
Fig.4 Performance of model pump

下泵的必须汽蚀余量 NPSHc 分别为 1.12 m、1.25
m、1.7 m。从 NPSHc 可以得到大流量下泵抗汽蚀
性较差，这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随着进口压力的
进一步降低，泵的扬程会急剧下降，严重影响离心
泵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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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叶片表面 y+分布
Fig.3 y+ distribution of impeller

3.2 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能量性能分析
图 4 给出了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性能曲线，泵
的最高效率点偏到 1.05ФN 附近，在设计流量点上，
泵的扬程为 7.4m,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图 5 给出了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 3 个典型工况
下（0.8ФN,1.0ФN,1.2ФN）的空化性能曲线。当进
口总压较大时，泵内无空化现象产生，离心泵能量
性能未受影响，扬程几乎保持不变。随着进口总压
的降低，离心泵叶片表面开始产生空泡，使得泵扬
程开始下降。根据扬程下降 3%准则可得 3 种工况

图 5 离心泵空化性能曲线
Fig.5 Cavitation performance of pump

空泡体积分数

NPSH=5.15 m

NPSH=3.18 m

NPSH=2.66 m

NPSH=2.19 m

NPSH=1.69 m

NPSH=1.25 m

NPSH=0.96 m

NPSH=0.92 m

图 6 叶片背面空泡分布
Fig.6 Bubbles distribution on blade suction side

ChinaXiv合作期刊

图 6 给出了 1.0ФN 工况下，不同 NPSH 值时叶
片表面空泡体积分布图。从图中可以得到：在无空
化时，叶片进口边是低压区，因此当进口总压降低
时，低于液体汽化压力，空泡将最先在叶片进口边
附近产生，此时空泡区域和空泡体积分数还处于较
低水平，空化对泵的性能影响较小。当压力进一步
降低时，最大空泡体积分数区域还处于叶片进口边
附近，空泡区域开始增加，向叶片出口边延伸。此
时泵扬程受到影响，当 NPSH=1.25 m 时，泵扬程
下降 3%。进一步降低进口压力时，空化区域继续
增加，空泡运动到高压区时产生溃灭，形成明显的
气/液分界面。当 NPSH=0.92 m 时，空化区域占据
整个叶片 1/2 左右，此时泵的扬程急剧下降，工作
性能恶化，空泡体积分数最大值出现在叶片前盖板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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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化流动非定常计算结果
离心泵叶轮内部产生空化现象时，稳定的流动
结构被破坏，空泡初生、发展和溃灭过程将对叶轮
内流动产生明显影响。叶轮—隔舌动静干涉作用诱
发的压力脉动是诱导离心泵低频振动的重要激励
源。为了得到空化流动对泵内部压力脉动的影响规
律，在 1.0ФN 工况下对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进行空
化非定常数值计算，时间步长设置为 1.15×10-5 s。
监测点设置如图 7 所示。

图 8 叶频幅值变化规律
Fig.8 Pressure pulsation amplitude

4

结论

应用数值计算方法对侧壁式压水室离心泵进
行空化数值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大流量下，泵的必需汽蚀余量大，泵容易产生
空化。
2、空泡最先出现在叶片背面进口边附近，进口压
压区溃灭形成明显的汽\液分界面；压力继续降低
时，流道内充满空泡，泵的扬程急剧降低。
3、临界汽蚀点处，叶频处压力脉动幅值几乎达到
最小值，之后随着有效汽蚀余量的降低压力幅值迅
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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