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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ＦＤ技术脱硫泵的设计与试验
刘建瑞，肖志杰，王鸿睿，滕人博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Ｔ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采用经验系数设计法对脱硫泵进行水力设计，适当增大叶片出１２宽度，以改善颗粒通过性
和叶轮出１２的磨损情况．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采用欧拉多相流模型，分别计算了颗粒直径为Ｏ．０６，
０．０８和Ｏ．１０ ｍｍ，体积浓度为１ｌ％工况下脱硫泵的两相流内部流场．得到以下结论：叶轮流道内，
工作面上的静压值明显高于背面上的静压值；最低压力点出现在叶片进口背面侧，容易发生汽蚀；
随着粒径的增大，颗粒逐渐向叶片工作面迁移．叶片的磨损主要发生在叶片进口处和叶片的出口
段．通过试验验证：设计的脱硫泵效率为８２．０％，性能曲线平坦，高效范围宽，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
设计要求．
关键词：脱硫泵；水力设计；叶轮；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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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火电厂燃煤系统排放的烟气中含有大量的

对我国烟气脱硫关键设备国产化具有推动作用，同

ＳＯ：，对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脱硫泵是火电厂烟

时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和学术价值口．３ Ｊ．目前脱硫泵

气脱硫工艺中的关键设备．脱硫泵输送的介质具有

的设计存在着过流部件磨损和泵效率偏低的问题．

腐蚀性，对脱硫泵产品可靠性和效率要求较高，目前

为此，利用ＣＦＤ技术对脱硫泵进行数值模拟，

还主要依赖进口．因此，研究开发成本低、效率高、耐

分析影响脱硫泵性能的因素和内部流动规律，对过

磨蚀、可靠性好的脱硫泵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不仅

流部件进行优化设计，从而达到提高泵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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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脱硫泵的水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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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经验系数设计法为基础，结合云南滇
东电厂脱硫系统用脱硫泵，进行水力设计Ｈ］．脱硫
泵的设计参数为：流量Ｑ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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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叶轮水力设计
１）叶轮进口直径

＝‰孺
式中Ｑ为流量，ｍ３／ｈ；ｎ为转速，ｒ／ｍｉｎ；‰为系数，
Ｋｏ＝３．５—４．５．

图Ｉ叶轮水力模型图

２）叶轮出口直径

Ｆｉｇ．１

叶轮出口直径Ｄ：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泵的扬程．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ｈａｒｔ

为了减少压水室的水力损失，在满足泵设计参数的

２脱硫泵网格划分

条件下使叶片出口绝对速度减小，由此确定

Ｄ，：堕堕屈
几

（２）

利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对脱硫泵实体模型做网格划
分，考虑到脱硫泵内流道几何形状比较复杂，本研究

式中Ｋ为系数，岛＝４．１２～４．３０．

采用混合网格进行网格划分，网格总数约１１０万油Ｊ．

３）叶片数
一般在满足泵的通过能力的情况下，应采取较

划分网格后，经过网格检查，脱硫泵的叶轮和压

多的叶片数ｚ．若抽送的介质中含有较大的固体颗

水室计算区域网格的等角斜率和等尺寸斜率均不超

粒时，可采用２—４片；抽送细颗粒固液混合物时，可

过０．８２，符合网格的等角斜率和等尺寸斜率不超过

采用４～６片．

０．８５的质量要求．脱硫泵实体模型网格划分示意图
如图２所示．

４）叶片出口宽度

３府

ｂｚ＝Ｋｂ√普

（３）

式中甄为系数，Ｋｂ＝１．７５—２．００．
为了保证输送的浆体顺利通过叶轮，适当增大
出口叶片宽度，颗粒通过性就越好，同时也可以改善
叶轮出口的磨损情况”］．
５）叶片出口安放角
叶片出Ｉ：Ｉ安放角伤的选取对泵性能曲线有明
显的影响，在２００一４０。之间选取．
６）叶片包角
叶片包角妒应考虑固液混合物对叶片的磨损、

图２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鲥ｄ

流道最小宽度允许的通过能力以及流道的有效长度
等，一般取妒＝９０。一１３０。．叶轮水力设计模型主要

３脱硫泵数值模拟

几何参数为：Ｄ２＝５６０ ｍｍ，Ｚ＝６，岛＝３８。，ｂ２＝９３
ｍｍ，妒５ ９０。．

叶轮水力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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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多相流模型把固相作为拟流体，认为固相
与流体是共同存在且相互渗透的连续介质，两相同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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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拉坐标系下处理，即连续流体模型．

械

第２７卷

已经收敛【７。１０ Ｊ．

计算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及欧拉多相流模型进

叶轮流道内，从叶轮进口到出口静压值逐渐增

行，介质为水和石灰石颗粒的两相流，定义水为第一

大，同一半径处，工作面上静压值明显高于背面上的

相，石灰石为第二相．分别计算了颗粒直径为０．０６，

静压值；最低压力点出现在叶片进口背面侧，也是汽

Ｏ．０８和０．１０ ｍｍ，体积浓度为１１％工况下脱硫泵的

蚀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内部流场．

压水室流道内，静压从压水室进口到压水室最大

当泵进出口边界质量流量误差小于１０一ｋｇ／ｓ，

半径处逐渐增大，除隔舌附近存在较大的压力梯度

并且３个方向的速度分量吒，％，也，连续性系ｃｏｎ湍

外，沿主流方向压力变化不大．不同颗粒直径时中截

流项ｋ和占的所有残差都小于１０‘５时，认为计算结果

面静压分布如图３所示．

（ｂ）ｄ－－Ｏ．０８

ｍｌｌｌ

（ｃ）ｄ＝Ｏ．１０Ⅱ岫ｄ

图３不同颗粒直径时中截面静压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ａｉｎ

当颗粒直径从０．０６ ｍｌｎ增大到０．１０ ｈｉｍ时，固

粒越来越趋向于叶轮的工作面，因而造成叶轮工作面

体颗粒集中分布在靠近叶轮工作面的区域，表明颗粒

上的固体颗粒的体积浓度增大，由于固体颗粒的增

直径变化对固相的离析作用影响较大．

多，结果必将导致叶轮工作面的切削磨损．不同颗粒

当颗粒直径较小时，固体颗粒在运动过程中有向

直径时叶轮中截面固相体积浓度分布如图４所示．

叶轮背面靠近的趋势．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固体颗

（ａ）ｄｂＯ．０６ｍ

（Ｉｏ）ｄ－－ｏ．０８ｍ

（ｃ）示司．１０砌

图４不同颗粒直径时叶轮中截面固相体积浓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ｍ砣ｔｒｙ 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伊ａｉｎ

效率为８１．５％．设计点的效率增加了０．５％左右．泵
４

结果及分析

性能曲线稳定、平坦，高效率区范围宽，工况佳，而且
泵的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脱硫泵外特性曲

经试验脱硫泵的效率为８２．０％，对应原型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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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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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脱硫泵外特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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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ｉ，ｅｔ ａ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ｓｌｕｒｒｙ ｐｕｍｐｓ

５结论

［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本研究采用经验系数法对脱硫泵进行水力设计，
结合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脱硫泵内部流场进行数值计算
和分析，揭示了脱硫泵内部流动的以下规律：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２５（２）：５

—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付强，朱荣生，李维斌．扭曲叶片离心泵叶轮内三
维湍流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３）：１４—
１６．

１）叶轮流道内，工作面上的静压值明显高于背面
上的静压值；最低压力点出现在叶片进口背面侧，容
易发生汽蚀．

Ｆｕ

Ｑｉａｎｇ，Ｚｈｕ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ｗｉｓ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２）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固体颗粒逐渐趋向于叶
轮的工作面，因而造成叶轮工作面上的固体颗粒增

Ｗｅｉｂ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Ｒ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５，２３（３）：１４—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赵斌娟，袁寿其，刘厚林，等．基于ｌ～ｌｉｘｔｕｒｅ多相流模
型计算双流道泵全流道内固液两相湍流［Ｊ］．农业工

多，容易对叶轮工作面产生切削磨损．
３）试验结果表明：脱硫泵效率为８２．０％，性能曲
线平坦，高效范围宽，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该泵已在云南滇东电厂运行１０个月，用户反映良好．

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１）：７—１２．
Ｓｈｏｕｑｉ，“ｕ Ｈｏｕｌｉｎ，ｅｔ ａ１．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ｉ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ｕｍｐ
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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