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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级数的优化选择
胡敬宁，江伟，叶晓琰，刘三华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多级离心泵为新型轴向吸入节段式多级泵．为了提高其效率以及
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利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软件，对不同级数的海水淡化多级泵转子一轴承系
统进行了模态分析，计算了转子系统的临界速度，研究了临界转速与级数的关系以及对数衰减率
与级数的关系，并结合多级泵效率与级数的关系，讨论了海水淡化高压泵级数的最优选择．综合
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两方面因素，海水淡化用高压多级泵选用６级较为合适．可为设计过程
中对参数的合理选择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关键词：多级离心泵；转子一轴承系统；模态分析；临界转速；对数衰减率；海水淡化
中图分类号：ＴＨ３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ｐｕｍｐ ｆｏｒ １０ ｋ ｔｏｎ·ｓｃａｌｅ
Ｈｕ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５３０《２０１０）０ｌ一００４３—０４

ｏｓｍｏｓｉｓ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Ｊｉｎｇｎｉｎｇ，肋，ｚｇ

Ｗｅｉ，Ｙｅ Ｘｉａｏｙａｎ，Ｌｉｕ Ｓａｎｈｕａ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ｉｓ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ｕｍｐ ｆｏｒ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ｏｓｍｏｓｉｓ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ｐｕｍｐ．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ｕｍｐ 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ＳＹＳ．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ｇｅ

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ａｘｉａｌ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ｏｔｏｒ—

ｏｓｍｏｓｉｓ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ｌｌ鸽ｔｈｅ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ａｙ

ｒａｔｅ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ｍｐ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６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Ｓ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ｐｕｍ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ｒｏｔ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ａｙ ｒａｔｅ；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高压多级泵是膜法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装置

题．离心泵的效率与比转速有很大关系．对于流量、

中的关键设备之一，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反渗透

扬程一定的多级离心泵，泵的级数越多、单级比转速

海水淡化系统的能耗指标…，而泵的安全可靠性更

越高，泵的水力效率也越高；但随着级数的增多，泵

是影响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能否安全可靠运行的重

轴的稳定性变差．以往，针对多级泵所进行的提高效

要因素．

率并同时结合转子系统动力学分析的研究，几乎没

提高泵的效率和可靠性一直是泵领域的重要课

有；转子动力学的分析大部分也只是针对其强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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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是转子一轴承系统力学模型，轴径、不同级

靠性来进行【２’７】，或者只是纯粹的计算其临界转
速【８ｊ．

数所对应的跨度如图所示，其中首级叶轮质量为

本研究采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高压多级泵在不同

０４

ｋｇ，次级到未级叶轮质量为９．０８４

８．３９８

４

ｋｇ，平衡

级数时的转子系统进行模态分析，用有限元方法计

盘质量为１１．５３７

算出其临界转速，并结合高压泵转子动力学特性的

４９３．２５

Ｎ，偏心率占。＝０．５２８，轴承Ｂ２的支反力疋＝

分析结果和提高泵效率等两方面因素，来作出海水

７５２．８２

Ｎ，偏心率ｓ：＝Ｏ．１２４．

淡化用高压多级泵级数的优化选择．

ｋｇ，轴承Ｂｌ的支反力Ｆ，＝

首级叶轮

末级叶轮

转子一轴承系统力学模型
万吨级海水淡化用高压多级泵采用轴向吸入节

水润滑滑动轴ｇｍ２

水洞滑滑动轴承Ｂｌ

段式结构．本研究旨在对泵的设计作出优化选择．其
主要参数为：扬程６２０ ｍ，流量２２０ ｍ３／ｈ，转速２

图１转子一轴承系统力学模型

９８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ｏｔ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１

ｒ／ｍｉｎ；其转子系统是由一根阶梯轴与安装在此轴上

用ＡＮＳＹＳ分别对４级、６级、８级、１０级、１２级

的多个叶轮、一个平衡盘以及一对水润滑滑动轴承

转子系统建模．在ＡＮＳＹＳ中，６级转子系统的简化

构成．
本研究没有考虑叶轮口环间隙、级间节流套、平
衡蕊径向间隙中流体膜对转子旋转稳定性的影响，

模型如图２所示．
１

７

１１

】５

２１

２７

２３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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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仅考虑＇ｒ两端轴承液体膜的作用，因此结果是
近似的．

前支和１

后支承Ｂ２

分别对海水淡化多级泵的４级、６级、８级、１０
图２转子系统的简化模型

级、１２级转子系统进行ＡＮＳＹＳ分析．叶轮的密度为
７．８０×１０３

Ｆｉｇ．２

ｋｓ／ｍ３，弹性模量为１９０ ＧＰａ，泊松比为

０．２７；轴、平衡盘、轴套的密度为７．８８×１０３ ｋｓ／ｍ３，
弹性模量为２１０ 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２７，
在ＡＮＳＹＳ环境中，多级泵的轴承座、底座及基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轴承Ｂ１的刚度与阻尼为

矗。ｋ，ｙ｛

后ｐ＿ｊ｝∥ｌ—Ｉ

｝１．８０６

８×１０７

—２．３３８ ５×１０７

３．３１９ １×１０７

２．６２７ ４×１０７

础等结构，可认为其刚度远远大于转子的刚度，分析
计算时仪考虑滑动轴承的刚度和阻尼作用对转子系
统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泵轴采用ＢＥＡＭｌ８９单元进行模拟．该单元是３
节点二次三维梁单元，基于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 ｂｅａｍ理论，
包括切应变，适宜分析细长和适度短而粗的梁结构，
缺省情况下考虑应力刚化效应，适宜分析弯曲稳定
性、横向稳定性、扭转稳定性．

（Ｎ／ｍ）

刁。刁甜ｌ

７．５１７ ７×１０４

ａ”

５．９５ｌ １

ａ＂Ｉ＝Ｉ

ｘ

１０４

的戈，Ｙ，２轴方向的移动和绕ｘ，Ｙ，ｚ轴的转动，每个坐

元模拟．

３．１ １７ ３×１０５

轴承Ｂ２的刚度和阻尼为

：二：＂ｘｙ Ｉ＝Ｉ一８２．．４０５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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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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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６ ０×１０

７

（Ｎ／ｍ）

乏ｄ瓦ｘｙ ｌ＝ｆ一６５．．５２８２７４。１×ｘ。１。０。４

６．５８７ １×１０４

。ｌ

５．７５７ ６×１０’ｌ

（Ｎ·ｓ／ｍ）

标方向上可以设置不同的质量和转动惯量．
联轴器通过当量轴段简化，采用ＢＥＡＭｌ８９单

一５．９５１ １×１０４

（Ｎ·ｓ／ｍ）

叶轮、平衡盘采用ＭＡＳＳ２１单元进行模拟．此单
元是集中质量点单元，具有６个自由度，分别为节点

ｌ

轴承Ｂ１和Ｂ２对应节点ＮＯＤＥｌｌ，ＮＯＤＥ４５；首
级叶轮、第二级叶轮、第三级叶轮……对应节点

滑动轴承采用ＣＯＭＢｌ２１４单元模拟．此单元具

ＮＯＤＥ７，ＮＯＤＥＩ ５，ＮＯＤＥ２１，ＮＯＤＥ２７，ＮＯＤＥ２３，

有轴向及轴向交叉耦合能力，有２个节点和１个备

ＮＯＤＥ３９；平衡盘对应节点ＮＯＤＥ５３；轴系左右端点

选节点，每个节点具有２个自由度：菇，Ｙ，ｚ任意两轴

和联轴器对应节点ＮＯＤＥｌ，ＮＯＤＥ８１．单元数增加到

方向的移动．

６６２时，结果不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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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９］中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的公式，

２转子一轴承系统模态分析

可知轴承Ｂｌ的无量纲的刚度系数、阻尼系数分别为
麒
＝

任何结构或部件都有固有频率和相应的模态振
＂

型，这是属于结构或部件自身的同有属性．模态分析
就是用来确定结构的固有频率和振型，实质是计算

，

院

以＆以厶
ｘ

的运动微分方程式为

髂岛“白

４．８６

４．２９

３．４０

３．４０

１７．８２

＝

结构振动特征方程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转子系统

４．３３

根据文献［９］中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的公式，

Ｍ五＋（Ｃ＋Ｇ）五＋Ｋｕ＝Ｑ

（１）

式中肘，Ｃ，Ｇ，置分别是转子系统的质量矩阵、阻尼

可计算出轴承Ｂ２的无量纲的刚度系数、阻尼系数分
别为

Ｉｋ Ｋ

矩阵、陀螺矩阵、刚度矩阵；Ｃ，Ｇ，鬈均是转速忍的函
是转子系统节点位移、速度、加速度．
为了求解转子的振动模态，令Ｑ＝０，于是，式

ｏ．３９

ｌ气％ｆ：ｆ４．６５

ｏ．８９

ｂ

ｃ＂ｃ＂ｌ

（１）变为齐次二阶常微分方程组：

１０．８９

０．７２

ｆ

把以上数据代入式（５）和（６）可得：
（２）

该方程组解的形式为

雎＝／ｇＯｅ¨州’＝Ｈｏｅ＾‘ｅ训

２．２７

２．５１

ｋ

数；Ｑ是作用在转子系统上的广义外力；Ⅱ，ｌ；，五分别

Ａ疝＋（Ｃ＋Ｇ）五＋Ｋｕ＝０

１４．４９

２

Ｋｅｑｌ＝２．０２７ ８３４

５６６，圪ｌ＝一０．３５１

５０１ ３１２

‰＝０．１６５ ９３１

５７０，圪＝一０．２４４

６３２ ２０３

（３）

式中跖。为初始位移；复频率Ａ＋油为特征值，其中
实部Ａ为衰减指数，ｉ为虚部符号，虚部∞为阻尼圆
频率；ｅａ与临界转速的关系为ｎ。＝６０ｗ（ｒ／ｍｉｎ）；
／ｇｏｅ舢为振幅随时问的变化关系；对数ｅ“为周期性
变化量．

由此可知轴承稳定，说明水润滑滑动轴承设计
合理．
３．１

临界转速与级数的关系
本研究分别对４级、６级、８级、１０级和１２级海水

淡化多级泵的转子系统进行模态分析，并从中提取

了前四阶临界转速．一阶临界转速ｎ。。与叶轮级数后

将式（３）代人式（２）可得：

的关系见图３．前四阶模态特征值见表１．

Ｍ（Ａ＋ｉｗ）２＋（Ｃ＋Ｇ）（Ａ＋ｉｗ）＋Ｋ＝０
（４）
求解该方程可得到特征值和相应的模态．在
ＡＮＳＹＳ模态分析中，本研究选用ＱＲ Ｄａｍｐｅｄ法进行
特征值计算，以便考虑轴承阻尼作用．
３

结果与讨论
图３

轴承无量纲膜的综合刚度氏和圪是滑动轴承

Ｆｉｇ．３

一阶临界转速ｎ。．与叶轮级数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好坏的重要指标，前者反应了油膜综合刚度的相对
值，后者反映了油膜中涡动因素对阻尼因素的相对

由表１可知，当级数在４～１２级变化时，实部Ａ

比例关系．ｋ＞０，圪＜０是轴承稳定的充要条

均为负数，转子的振幅随时问而衰减，表明转子都是

件‘９Ｉ．其中

稳定的．但是随着级数的增加，Ａ的绝对值减小，振

Ｋ＝竖出苦芦（５）
砭＝监专等铲Ｃ
㈩

幅随时间的衰减速度变慢．因此，增加泵级数将降低
转子的稳定性．另外，增加级数将使虚部ＯＪ值减小，
降低泵转子的临界转速（见图３）．当临界转速趋向
于或低于泵的工作转速时，引起共振．因此，从转子

、。７

１“Ｃ。Ｇ。一

万方数据

，，Ｃ。

稳定性和避免共振角度来看，应该减少级数．

４６

表１

模态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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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３●９

—１．２＋４４７．７ｉ

根据文献［１０］，当泵的工作转速满足ｎ。。＝
（１．２５—２）ｎ条件时，泵的转子才是刚性的．海水淡
化用多级泵的工作转速凡＝２

９８０

ｒ／ｍｉｎ，设计成刚

性转子所要求的一阶临界转速至少在３

７２５～５ ９６０

ｒ／ｍｉｎ范围内．从图３可知，满足该条件对应的级数
应介于６一１０级之间．
３．２

对数衰减率与级数的关系
对数衰减率口是准确判断转子系统稳定性的参

数之一，同时，矿越大，转子系统越稳定．
盯：一２竹尘

图５效率与叶轮级数关系曲线
Ｓｔ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ｇ．５

（７）

ｃｃ，

由表２中的数据，可计算出一阶对数衰减率盯
与叶轮级数ｋ的关系，见图４．

ｃｕｒｖｅ

由图５可见，从３级到９级，效率上升很快；但
是９级以后效率就基本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从提高
泵效率角度来看，泵的级数至少可以达到８级．
综合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两方面因素，海
水淡化用高压多级泵选用６级较为合适．

４结论
考虑轴承支承刚度、阻尼及刚度、阻尼交叉耦合
作用对泵转子的影响，使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海水淡化
高压多级泵的转子一轴承系统进行了模态分析，并
一阶对数衰减，卒与叶轮级数的关系

图４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从图４可见，从４级到８级，盯呈很快减小的趋
势，表明转子系统最为稳定．８级以后曲线比较平
缓，盯较小，转子系统较为不稳定．因此，泵级数应介
于６—８级之间．考虑到没有考虑叶轮口环间隙、级

给出了转子系统的前四阶临界转速．
１）一阶临界转速和对数衰减率随着泵级数的
增加而减小，泵转子的稳定性必定也随之减小；ｆＨ是
效率随级数增加而增大，所以设计泵转子时，要考虑
效率和稳定性两方面因素．
２）综合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海水淡化用
高压多级泵的最优级应为６级．

间节流套、平衡盘径向问隙中流体膜对转子旋转稳

３）由于忽略叶轮口环间隙、级间节流套、平衡盘

定性和临界转速的不利影响，泵级数调整到５—７

径向间隙中液体膜对转子稳定性和临界转速的不利

级之间．

影响，故本研究方法有待完善，结果有待进一步确认．

另一方面，离心泵的效率与比转速有很大的关
系．当流黾、扬程一定时，比转速高，泵的效率相对
高；比转速低，泵的效率较低．根据ＧＢ／Ｔ １３００７—
１９９１（离心泵效率）的规定，得到图５所示的流量为
２２０ ｍ３／ｈ，扬程为６２０ ｍ，转速为２ ９８０ ｒ／ｍｉｎ的多级
泵效率和级数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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