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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

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通过对轴流泵三维几何建

模、划分计算网格以及建立空化流动计算流体动

力学模型，采用基于涡判别方法修正的空化模型

对轴流泵空化流场进行数值计算，分析获得轴流

泵空化性能及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流动特性。本

方法充分考虑旋涡流动对空化相变过程的影响，

提高了涡空化数值计算结果可信度，实现了对轴

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快速、高精度的数值预

测，有助于对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流动

机理及抑制措施研究奠定良好的数理基础，同时

也可推广应用于混流泵、水轮机等其他叶片式水

力机械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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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其特征是：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轴流泵三维几何建模，根据给定的轴流泵设计图纸，设计图纸包括轴流泵叶轮

和导叶的木模图、进出水流道以及泵段结构尺寸，利用几何建模软件建立轴流泵三维几何

模型，并输出计算网格划分软件要求的格式文件；

步骤一所述的轴流泵的进水流道进口截面当量直径为D1、出水流道出口截面当量直径

为D2，轴流泵进水流道的进口前方设置长度为D3的延长段且其满足D3＝(1～5)D1，轴流泵

出水流道的出口后方设置长度为D4的延长段且其满足D4＝(5～10)D2；

步骤二：计算网格划分，将步骤一输出的几何文件导入网格划分软件，采用六面体结构

化网格划分方式，通过对计算网格离散误差进行估计并确定网格数量；

步骤三：轴流泵空化流动计算流体动力学模型建立，包括空化流动控制方程、湍流模型

以及空化模型；

步骤三所述的空化流动控制方程是由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以及组分输运方程构成，

即：

连续性方程：

动量方程：

组分输运方程：

上述公式中，t为时间，xj为网格节点坐标且j＝1,2,3，ρm、μm和μmt分别为汽液混合相的

密度、动力粘性系数和湍流粘性系数，ui、uj为流场各速度分量，P为流场的压力，ρv和ρl分别

为汽相密度和液相密度，μv和μl分别为汽相的动力粘性系数和液相的动力粘性系数，αv和αl

为汽相体积分数和液相体积分数，组分输运方程中的源项 和 分别表示汽液两相间的

蒸发和冷凝的转换量；

对于混合相的密度ρm和动力粘性系数μm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ρm＝ρvαv+ρlαl   (4)

μm＝μvαv+μlαl   (5)

汽相体积分数αv和液相体积分数αl满足：

αv+αl＝1   (6)

对于湍流模型，基于网格尺度滤波的湍流模型输入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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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湍动能、ε为湍动能耗损率、Gk是湍动能的生成项，模型常数C1ε＝1.44、C2ε＝

1.92、σk＝1.0、σε＝1.3；

对于湍流粘性系数μmt取值为：

其中，模型系数Cμ＝0.09，Δ为平均网格特征尺度；

空化汽液相变过程模拟基于简化Rayleigh-Plesset方程的空化模型，兼顾考虑流场局

部压力脉动对空化影响，对于蒸发率 和冷凝率 分别为：

其中，Rb为空泡半径，αb为成核区体积分数，Pv为液体饱和蒸汽压强，Fv为蒸发系数，Fc为

凝结系数；

步骤四：基于步骤三的空化流动控制方程组，采用CFD计算软件ANSYS  CFX，设定边界条

件对轴流泵空化流场进行数值计算，根据轴流泵的运行工况，计算步骤三得到模型的进口

设定压力边界、出口设定流量边界，设定液相体积分数为1，固壁采用无滑移边界，动静交界

面的数据插值采用通用网格界面方法处理；

在步骤四的计算过程中，根据每一子步计算结果，采用涡判别系数ΩA对轴流泵内部流

场进行涡判别，涡判别系数ΩA定义为：

上式中||*||F为Frobenius范数，Ω为涡度张量，S为应变率张量；

根据轴流泵空化流场中涡判别系数ΩA的分布辨识出叶顶间隙泄漏涡区域，并基于涡判

别系数ΩA分布情况采取对空化模型凝结系数Fc进行修正获得新的凝结系数Fc*：

Fc*＝f·Fc   (13)

其中，

则空化模型凝结率 新的计算公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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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对步骤四的计算结果进行后处理，采用后处理软件对计算输出的结果进行分

析处理，获得轴流泵的空化性能参数和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流场信息；

步骤五所述的空化流场信息包括速度场、压力差、涡量场、湍动能、汽相和液相体积分

数，以及叶顶泄漏涡形态及其演化发展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一所述的轴流泵三维几何建模的软件为Croe、AutoCAD、Solidworks、UG或CATIA。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二所述的计算网格划分软件为ANSYS  Icem  CFD、ANSYS  Gambit、Hypermesh或

TrueGrid。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二所述的对计算网格离散误差进行估计的方法为网格不确定度估计法，包括基于理查

德森外推法的GCI、GCI-OR、GCI-LN、GCI-R、CF、FS或FS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五所述的后处理软件如CFX-POST、Tecplot、Para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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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力机械空化数值模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

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轴流泵在工农业生产、跨流域调水、城市防洪排涝以及船舶喷水推进等诸多领域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轴流泵重要的做功部件叶轮与壳体之间存在一定间隙，虽然间

隙尺寸很小，但在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的压差作用下，流体会以较高速度通过间隙并与主

流相互掺混卷吸形成叶顶泄漏涡。叶顶间隙泄漏涡极易诱导产生旋涡空化，不仅会恶化轴

流泵叶顶区流态、降低叶顶载荷分布、引起流道阻塞，造成轴流泵性能下降，还会引起机组

振动噪声，造成泵内过流部件空蚀破坏，严重影响轴流泵运行使用寿命。特别是目前轴流泵

正朝着大型、高速化方向发展，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叶顶间

隙泄漏涡空化中旋涡与空化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而有效数值预测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

空化对于研究其流动机理及解决引发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0003] 关于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普遍采用的是基于均质平衡流

理论的均相流模型，又具体包括基于状态方程和基于输运方程的空化模型。其中，基于状态

方程的空化模型假定混合物密度满足正压状态定律，汽液混合物的密度在两相过渡区内以

一个较大的斜率曲线进行过渡；但是，基于状态方程的空化模型对假定的密度与压力之间

的关系曲线有很强的依赖性，此类模型的压力与密度项具有相同的变化梯度，特别是在捕

捉空化流场中的旋涡流动结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基于输运方程的空化模型，常采用

一个包含源项的连续性方程表示汽相分量的输运过程，且输运方程本身具有对流扩散特

性，而源项的给定方式可以采用直接给定显式表达式来描述汽泡的生成和扩散行为，或通

过简化的Reyleigh-Plesset方程来描述汽泡群的动力学演化过程。由于基于输运方程的空

化模型是从空泡动力学理论和两相流理论发展演绎而来，能够描述两相流体的热力学非平

衡效应、模拟液体的蒸发和水蒸汽的凝结过程；但是，此类模型的建立过程未能考虑叶顶间

隙泄漏涡空化流动中旋涡对空化相变过程的影响，低估了旋涡旋转角动量会延长叶顶间隙

泄漏涡空化寿命的作用，导致轴流泵空化性能的预测精度较差，所预测的旋涡空化流态与

试验观测结果相差较大，存在偏短偏小的不足。因此，目前仍缺乏有效反映叶顶间隙泄漏涡

空化流动特点的数值模拟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问题中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轴流

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步骤一：轴流泵三维几何建模，根据给定的轴流泵设计图纸，包括轴流泵叶轮和导

叶的木模图、进、出水流道以及泵段结构尺寸图，利用几何建模软件，Croe、Aut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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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works、UG或CATIA等，建立轴流泵三维几何模型并按照步骤二计算网格划分软件要求

格式输出相应文件，轴流泵的进水流道进口截面当量直径为D1、出水流道出口截面当量直

径为D2，轴流泵进水流道的进口前方设置长度为D3的延长段且其满足D3＝(1～5)D1，轴流

泵出水流道的出口后方设置长度为D4的延长段且其满足D4＝(5～10)D2；

[0007] 步骤二：计算网格划分，将建立输出的几何文件导入网格划分软件ANSYS  Icem 

CFD、ANSYS  Gambit、Hypermesh或TrueGrid等，采用高质量的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划分方式，

叶片表面和叶顶区域进行网格局部加密以更好地获得叶顶区域流场的各种流动细节包括

叶顶区域流场中的速度、压力及压力脉动、湍动能、湍流耗散率、涡量及其各分量、汽、液相

的体积分数等各种物理信息，通过基于理查德森外推法的GCI(Grid  Convergence  Index)、

GCI-OR、GCI-LN、GCI-R、CF(Correction  Factor  Method)、FS(Factor  and  Safety)或FS1等

网格不确定度估计方法，对计算网格离散误差进行估计确定网格数量；六面体结构化网格

划分方式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08] 步骤三：轴流泵空化流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模型建立，包括空化流动控制方

程、湍流模型以及空化模型；

[0009] 步骤三所述的空化流动控制方程是由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以及组分输运方程构

成，即：

[0010] 连续性方程：

[0011]

[0012] 动量方程：

[0013]

[0014] 组分输运方程：

[0015]

[0016] 上述公式中，t为时间(单位s)，xj为网格节点坐标且j＝1,2,3，ρm、μm和μmt分别为汽

液混合相的密度(单位kg/m3)、动力粘性系数(单位N·s/m2)和湍流粘性系数(单位N·s/

m2)，ui、uj为流场各速度分量(单位m/s)，P为流场的压力(单位Pa)，ρv和ρl分别为汽相密度

(单位kg/m3)和液相密度(单位kg/m3)，μv和μl分别为汽相的动力粘性系数(单位N·s/m2)和

液相的动力粘性系数(单位N·s/m2)，αv和αl为汽相体积分数和液相体积分数，组分输运方

程中的源项me+和mc-分别表示汽液两相间的蒸发和冷凝的转换量；

[0017] 对于混合相的密度ρm和动力粘性系数μm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0018] ρm＝ρvαv+ρlαl   (4)

[0019] μm＝μvαv+μlαl   (5)

[0020] 汽相体积分数αv和液相体积分数αl满足：

[0021] αv+αl＝1   (6)

[0022] 对于湍流模型，基于网格尺度滤波的湍流模型输入方程如下：

说　明　书 2/7 页

6

CN 109977345 A

6



[0023]

[0024]

[0025] 式中，k为湍动能、ε为湍动能耗损率、Gk是湍动能的生成项，模型常数C1ε＝1.44、C2ε

＝1.92、σk＝1.0、σε＝1.3；

[0026] 对于湍流粘性系数μmt取值为：

[0027]

[0028] 其中，模型系数Cμ＝0.09，Δ为平均网格特征尺度；

[0029] 空化汽液相变过程模拟基于简化Rayleigh-Plesset方程的空化模型，兼顾考虑流

场局部压力脉动对空化影响，对于蒸发率 和冷凝率 分别为：

[0030]

[0031]

[0032] 其中，Rb为空泡半径，αb为成核区体积分数，Pv为液体饱和蒸汽压强，Fv为蒸发系

数，Fc为凝结系数；

[0033] 步骤四：基于步骤三的空化流动控制方程组，采用CFD计算软件ANSYS  CFX，设定边

界条件对轴流泵空化流场进行数值计算，根据轴流泵的运行工况，计算步骤三得到模型的

进口设定压力边界、出口设定流量边界，设定液相体积分数为1，固壁采用无滑移边界，动静

交界面的数据插值采用通用网格界面方法处理；

[0034] 在步骤四的计算过程中，根据每一子步计算结果，采用涡判别系数ΩA对轴流泵内

部流场进行涡判别，涡判别系数ΩA定义为：

[0035]

[0036] 上式中||*||F为Frobenius范数，Ω为涡度张量，S为应变率张量；

[0037] 根据轴流泵空化流场中涡判别系数ΩA的分布辨识出叶顶间隙泄漏涡区域，并基

于涡判别系数ΩA分布情况采取对空化模型凝结系数Fc进行修正获得新的凝结系数Fc*：

[0038] Fc*＝f·Fc   (13)

[0039]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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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则空化模型凝结率 新的计算公式变为：

[0041]

[0042] 步骤五：对步骤四的计算结果进行后处理，采用后处理软件CFX-POST、Tecplot或

Paraview等对计算输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处理，获得轴流泵的空化性能参数和叶顶间隙泄漏

涡空化流场信息，包括速度场、压力差、涡量场、湍动能、汽相和液相体积分数，以及叶顶泄

漏涡形态及其演化发展过程等。

[004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4] 本发明的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相比现有技术，充分

考虑了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流动中旋涡与空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旋涡对空化相变过

程的影响更加突出，提高了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数值计算结果可信度，实现了对轴流泵叶

顶间隙泄漏涡空化快速、高精度的数值预测，有助于对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流动

机理及抑制措施研究奠定良好的数理基础，同时也可推广应用于混流泵、水轮机等其他叶

片式水力机械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研究。

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本发明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的流程图；

[004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轴流泵结构示意图；

[0047]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轴流泵计算网格图；

[0048]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空化性能曲线(NPSH-η')对比图；

[0049]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流态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51] 实施例

[0052] 一种轴流泵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数值模拟方法，如图1所示，主要由以下步骤实

现：

[0053] 步骤一：轴流泵三维几何建模，根据给定的轴流泵设计图纸，如图2所示，利用几何

建模软件Croe建立轴流泵三维几何模型，并输出*.igs格式文件，轴流泵进水流道进口截面

当量直径D1＝0.75m、出水流道出口截面当量直径D2＝0.4m，轴流泵进水流道进口延长段的

长度D3＝D1＝0.75m，轴流泵出水流道出口延长段的长度D4＝5D2＝2.0m；

[0054] 步骤二：计算网格划分，将步骤一建立输出的*.igs几何文件导入网格划分软件

ANSYS  Icem  CFD中，采用高质量的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划分方式，叶片表面和叶顶区域进行

网格局部加密以更好地获得叶顶区域流场的各种流动细节包括叶顶区域流场中的速度、压

力及压力脉动、湍动能、湍流耗散率、涡量及其各分量、汽、液相的体积分数等各种物理信

息，通过基于理查德森外推法的GCI(Grid  Convergence  Index)网格不确定度估计方法，对

计算网格离散误差进行估计确定网格数量为450万，如图3所示；

[0055] 步骤三：轴流泵空化流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模型建立，包括空化流动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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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湍流模型以及空化模型；

[0056] 步骤三所述的空化流动控制方程是由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以及组分输运方程构

成，即：

[0057] 连续性方程：

[0058]

[0059] 动量方程：

[0060]

[0061] 组分输运方程：

[0062]

[0063] 上述公式中，t为时间(单位s)，xj为网格节点坐标且j＝1,2,3，ρm、μm和μmt分别为汽

液混合相的密度(单位kg/m3)、动力粘性系数和湍流粘性系数，ui、uj为流场各速度分量(单

位m/s)，P为流场的压力(单位Pa)，ρv和ρl分别为汽相密度(单位kg/m3)和液相密度(单位kg/

m3)，μv和μl分别为汽相的动力粘性系数(单位N·s/m2)和液相的动力粘性系数(单位N·s/

m2)，αv和αl为汽相体积分数和液相体积分数，组分输运方程中的源项 和 分别表示汽液

两相间的蒸发和冷凝的转换量；

[0064] 对于混合相的密度ρm和动力粘性系数μm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0065] ρm＝ρvαv+ρlαl   (4)

[0066] μm＝μvαv+μlαl   (5)

[0067] 汽相体积分数αv和液相体积分数αl满足：

[0068] αv+αl＝1   (6)

[0069] 对于湍流模型，基于网格尺度滤波的湍流模型输入方程如下：

[0070]

[0071]

[0072] 式中，k为湍动能、ε为湍动能耗损率、Gk是湍动能的生成项，模型常数C1ε＝1.44、C2ε

＝1.92、σk＝1.0、σε＝1.3；

[0073] 对于湍流粘性系数μmt取值为：

[0074]

[0075] 其中，模型系数Cμ＝0.09，Δ为平均网格特征尺度；

[0076] 空化汽液相变过程模拟基于简化Rayleigh-Plesset方程的空化模型，兼顾考虑流

场局部压力脉动对空化影响，对于蒸发率 和冷凝率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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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0079] 其中，空泡半径Rb＝10-6m，成核区体积分数αb＝0.0005，水体饱和蒸汽压强Pv＝

2340Pa，蒸发系数Fv＝50，凝结系数Fc＝0.01；

[0080] 步骤四：基于步骤三的空化流动控制方程组，采用CFD计算软件ANSYS  CFX，设定边

界条件对轴流泵空化流场进行数值计算，根据轴流泵的运行工况，计算步骤三得到模型的

进口设定压力边界、出口设定流量边界，设定液相体积分数为1，固壁采用无滑移边界，动静

交界面的数据插值采用通用网格界面方法处理，对于本实施例中的汽相和液相分别为水蒸

汽和水，汽化压力为20℃的饱和蒸汽压；

[0081] 在步骤四的计算过程中，根据每一子步计算结果，采用涡判别系数ΩA对轴流泵内

部流场进行涡判别，涡判别系数ΩA定义为：

[0082]

[0083] 上式中||*||F为Frobenius范数，Ω为涡度张量，S为应变率张量；

[0084] 根据轴流泵空化流场中涡判别系数ΩA的分布辨识出叶顶间隙泄漏涡区域，并基

于涡判别系数ΩA分布情况采取对空化模型凝结系数Fc进行修正获得新的凝结系数Fc*：

[0085] Fc*＝f·Fc   (13)

[0086] 其中，

[0087] 则空化模型凝结率 新的计算公式变为：

[0088]

[0089] 步骤五：对步骤四的计算结果进行后处理，采用后处理软件CFX-POST对计算输出

的结果进行分析处理，获得轴流泵的空化性能参数和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流场信息，包括

速度场、压力差、涡量场、湍动能、汽相和液相体积分数，以及叶顶泄漏涡形态及其演化发展

过程等，其中，空化性能参数这里选取空化余量NPSH进行分析，NPSH计算公式为：

[0090]

[0091] 其中，Pin和vin分别为轴流泵叶轮进口前的静压和平均速度。

[0092] 图4及图5分别给出了本实施例轴流泵的实验测量结果与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和传

统数值模拟方法预测的空化性能曲线和空化流态对比图。图4中纵坐标为轴流泵效率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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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化率η′，η′＝[(η-η0)/η0]×100％，其中η0为起始无空化工况的效率值，η为空化实验各

测点的效率值，由图4可以发现，相比传统的空化数值模拟方法，本发明所提出的数值模拟

方法可以更加精确的预测轴流泵的空化性能。

[0093] 图5给出了叶顶间隙处空化流态图，其中采用汽相体积分数为0.9的等值面来反映

数值计算的空化流态情况。由图5可知，相比实验观测到的空化流态，传统的空化数值模拟

方法所预测的叶顶间隙泄漏涡的空泡团体积偏小且在靠近叶片尾缘处时迅速溃灭消失；而

本发明提出的方法所预测的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的流态与实验观测结果更为相符，同时叶

顶泄漏涡区内的脱落空泡团并不马上溃灭，在强烈的旋涡运动作用下，空泡团在向下游运

动的过程中，旋涡结构逐渐耗散，空泡团才逐渐消失。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出

由于旋涡旋转作用影响下的相间质量传输过程，故可以更好地预测叶顶间隙泄漏涡空化流

动现象。

[0094]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所描述的技

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本发明的原理和技术思想的范围内，对这些实施

方式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改进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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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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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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