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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优化设计
胡敬宁，肖霞平，周生贵，周广凤，潘金秋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结合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能耗状况，合理选择了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泵
型，提出了一种轴向吸入节段式高压多级泵的新型结构型式．在已有高效水力模型的基础上，对影
响效率的几个关键水力尺寸进行不同的优化组合，设计了６种叶轮模型和２种导叶模型，组合成６
组水力模型．应用ＣＦＤ方法对６组水力模型进行了性能预测，挑选出２组效率高（预测）的水力模
型制作成２台单级模型泵进行试验研究．２组水力模型试验表明，泵的流量、扬程满足高压泵的要
求，其中最优模型的效率达到了７９．７２％．
关键词：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多级泵；离心泵；轴向吸入；效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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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有关专
家分析提出，淡化海水是解决我国沿海地区淡水严
重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海水淡化也有望成为我
国新兴的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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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淡化系统的能耗指标主要取决于高压泵、提升泵
和能量回收装置的能耗指标Ｈ＇３ Ｊ．
国内外用于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的高压泵主要
是往复式柱塞泵和多级离心泵．国内的往复式柱塞

反渗透技术是一项效率高、易于大规模使用的

泵、多级离心泵制造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并被成功地

海水淡化技术，在水资源紧缺的今天，有着广阔的应

用于油田注水、高压锅炉给水等行业，但这些产品不

用前景．高压泵是反渗透法海水淡化技术应用中的

能直接应用于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主要存在效率

一个关键设备．在反渗透膜选定的情况下，反渗透海

不高、机型不经济等问题Ｈ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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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图２所示．此种结构的具体优点如下．

所用高压泵等的技术参数，提出一种新型轴向吸人
的多级离心泵，并对其结构进行优化、水力模型进行
试验研究．这对加速海水淡化高压泵的国产化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１技术参数确定
１．１

反渗透海水淡化流程

图２轴向吸入节段式多级泵结构示意图

图１是反渗透海水淡化工艺流程框图∞３．在反
渗透海水淡化工程中，待处理的海水经过高压泵进
行加压后，进入反渗透膜堆；经过渗透后的为所需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ｐｕｍｐ

２．１．１轴向吸入结构

淡水，剩余部分为浓度较高的海水，这部分具有高压

轴向直管吸入结构取代了传统节段式多级泵径

力能的浓海水通过能量回收装置将待处理的海水升

向入口的环形吸入室．直管吸人室流速分布均匀，水

压，再经过提升泵进一步提升压力后进人高压管道，

力损失小，有利于效率的提高．由于在叶轮的吸入口

又与高压泵中的海水混合后，送往反渗透膜堆．

侧没有轴承，叶轮进口不穿过轴，轴向式吸入的叶轮
由原来的穿轴结构变成悬臂结构，就可以对首级叶
轮进行优化设计，无需考虑太多汽蚀性能，而与次级
叶轮一样主要考虑提高效率的设计原则．轴向吸人
的结构，减少了一套机械密封和机械密封辅助冲洗
系统，不仅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也可以减少专门冲
洗机械密封的容积损失．
２．１．２结构紧凑

图ｌ
Ｆｉｇ．１

反渗透海水淡化工艺流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ＲＯ

减少了一套机械密封腔与轴承座，轴向尺寸大

ｓｙｓｔｅｍ

大缩短，轴向尺寸、轴承跨距分别为两端支撑节段式
１．２主要技术指标

多级泵的２／３和１／２．在保持刚度不变的条件下，可

从流程图中可以得出，海水淡化装置的产水量指

以采用更细的轴径．有研究表明∞１：对泵效率影响

标就是高压泵全天累积流量．国内万吨级海水淡化工

最大的因素就是叶轮当量进口直径．轴径的减少，可

程中一般采用两台泵并联运行．则高压泵流量为

以使轮毂减小，故能更好地控制叶轮当量进口直径、

Ｑ＝ｒ１０ ０００／２４）／２—２０８

叶轮口环直径、级间口环直径，给提高效率设计提供

ｍ３／ｈ

高压泵所需的扬程与海水淡化生产装置操作压

了机会．海水淡化多级泵由前置泵供水，无需考虑汽

力有关．海水反渗透操作压力越高，产水率就越高．

蚀性能，可选择更小的叶轮当量进口直径．

但随着压力的提高，设备投资也越来越高．我国海水

２．１．３水润滑轴承的应用

淡化选择的是６．４ ＭＰａ压力等级，一般要求高压泵

水润滑轴承的应用简化了轴承结构，缩小了泵

扬程为６００一６２０ ｍ．考虑到产水量有一定的余量，

的尺寸，减轻了机组重量．在多级泵中，比起采用滚

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中的高压泵的技术指标

动轴承的传统结构，转子不需要克服滚动轴承外圈

为：流量Ｑ＝２２０ ｍ３／ｈ；扬程Ｈ＝６２０ ｍ；效率指标不

和轴承体之间的比较大的摩擦力，转子轴向运动更

低于８０％．

加灵活．除了能减少机械损失外，也给轴向力平衡装
置减少容积损失提供了条件．

２泵结构的优化设计

２．２级数确定
离心泵的效率与比转速有很大关系．在相同流

２．１总体结构

量下，比转速高的泵，其效率相对高些；比转速低的

结合技术指标和各种高压泵的优缺点，采用一

泵，其效率要低些．根据ＧＢ／Ｔ １３００７－－１９９１《离心泵

种新型结构，即轴向吸入节段式多级离心泵，泵的结

效率》中的规定，流量为２２０ ｍ３／ｈ，扬程６２０ ｍ，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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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ｉｎ的多级泵效率和级数的关系见图３．

综合转子动力学特性和泵效率两方面的因素，
海水淡化高压泵采用六级泵方案．
２．３轴向力平衡装置
提高节段式多级泵的效率，不仅应设法降低泵
叶轮和导叶内的损失，还应减少平衡装置的泄漏损
失．因为平衡装置是靠压差而工作的，没有泄漏就不
能产生平衡１８ Ｊ．据文献［９］统计：节段式多级泵一般
泄漏量为额定流量的４％～１０％，高扬程小流量多
级泵高达２０％．

图３级数与效率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ｅｒｉｅ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高压泵采用平衡鼓和平衡盘联合机构¨驯来平

ｃｕｒｖｅ

仅仅从效率来说，级数越多效率越高，但从结构

衡轴向力，采用水润滑轴承兼作平衡鼓．此结构不仅

和可靠性来说，级数越少越可靠＂Ｊ．新型多级泵采

减少了泄漏量，而且拥有水润滑轴承的所有优点，比

用的是液体滑动轴承，其液膜是不稳定的，并且转子

滚动轴承的摩擦力小，平衡鼓的间隙选取要以水润

不平衡，口环间隙处的缝隙流动对液膜刚度存在很

滑轴承的设计为依据．平衡装置结构见图６．

大影响，在结构有着很大的限制．
高压泵转子动力学特性分析计算表明：相同的泵
型，随着级数的增加，轴承跨度增加，轴上惯性元件增
加，从而导致工作转速下第一阶临界转速呈递减趋
势．图４表示叶轮级数ｉ与转子系统临界转速ｎ。关
系．从图４中可见，四级到六级下降最快；当十、十二
级时，第一阶临界转速接近工作转速．图５表示工作
转速下转子系统的对数衰减率（６面。）变化情况，艿。油越
大表示转子系统越稳定．相同泵型条件下，随着级数
增加，最小对数衰减率呈递减趋势，相比之下，四级泵
稳定性最好，八级以后曲线趋于平稳．

图６平衡鼓和平衡盘联合结构
Ｆｉｇ．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ｄｒｕｍ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ｄｉｓｋ

高压泵轴向力及轴向力平衡计算表明，随着灵
敏度提高（值变小），泄漏量也随之降低．灵敏度ｋ＝
０．２６，平衡装置泄漏量小于６ ｍ３／ｈ，平衡装置泄漏
损失不到３％．图７为泄漏量ｇ，和灵敏度关系曲线．
平衡间隙减小趋势时，平衡装置有很大的抵抗力，足
以保证平衡盘和静止的耐磨环不发生研磨现象．图
图４叶轮级数与转子系统临界转速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ｒｏ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４

图５

８为轴向不平衡力，和转子位置关系曲线．

工作转速下转子系统的对数衰减率变化图
ｏｆ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ｄｅｃａ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ｄ

Ｆｉ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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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泄漏量和灵敏度关系曲线

ｒｏｔｏｒ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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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导叶的主要参数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ｖａｎｅｓ

图８轴向不平衡力和转子位置关系曲线（ｋ＝０．２６）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ｘｉａｌ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ｔ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水力部件的优化设计
４模型试验

３．１叶轮与导叶的匹配
在水力设计中，叶轮、导叶各个参数的选择对泵
的性能均有很大影响，将导叶与叶轮统一考虑，各个
参数选择配合恰当，可提高水力效率．

为了保证泵的性能要求，进行了单级模型泵试
验研究．两组单级水力模型泵的性能曲线图见
图９，１０．

３．２叶轮的主要参数

堋

考虑到多级泵轴向吸入的结构形式，应用损失
极值法、相似换算法、优秀水力模型与水力设计软件

∞

相结合的方法，设计出６种首级叶轮，应用ＦＬＵＥＮＴ
∞

软件对其进行内部流场模拟与性能预测，选出２种
较好的模型，叶轮主要参数见表１．

蚰

表１叶轮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０

图９
Ｆｉｇ．９

Ａ组模型泵性能曲线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ｌｅ ｐｕｍｐ Ａ

ｌ∞

１５０

１３０

∞

１１０

３．３导叶的主要参数
分段式多级泵中，从叶轮出来的液体靠导叶收

ｆｉ０

善９０
４０

集并输送到下一级叶轮的进口．
导叶的水力损失在多级泵中占的比例较大，

７０
２０

∞

合理设计导叶十分重要．因此对导叶总的要求是：在
其收集和输送液体的过程中损失最小，并使液体均

３０

Ｏ

留心汹

匀地进入下一级叶轮．优化设计后的导叶，其主要
参数见表２，其中，导叶Ａ与Ｂ分别与叶轮Ａ与Ｂ相
匹配．

万方数据

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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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组模型泵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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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敬宁等：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优化设计
优化选择［Ｊ］．水处理技术，２００８，３４（９）：７９－８１．

由图９可见，在模型泵采用砂模铸造条件下，Ａ
组模型的效率达到了７９．７２％．在实型泵中，通过采

Ｙｅ Ｘｉａｏｙａｎ，Ｘｕ Ｇｕｏｌｅ，Ｈｕ

用精密铸造提高过流部件的水力尺寸精度和表面质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量，效率指标有望突破８０％，可达到万吨级海水淡
化工程对高压泵的效率要求·

ｈｉ。ｓ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ｕｍｐ

ｉｎ

ｒｅｖｅｉ’ｓｅ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ｓｍｏｓ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ｎｔ—

ｍｅｒｉｔ，２００８，３４（９）：７９—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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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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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８—１７５．

［６］何希杰，黄毓文，赵艳霄，等．离心泵多参数对效率影

１）针对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装置用高压泵，

响的大小和排序［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２，２０（４）：９一ｌＯ．
ａ１．Ｔｈｅ

采用过流部件内安装一组液体自润滑轴承的方法，

Ｈｅ

在大型多级泵中实现了轴向吸入式结构．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２）采用液体润滑轴承的多级泵，应充分考虑转
子动力学特性，在大型多级泵中最好不采用超过６

Ｘｉｊｉｅ，Ｈｕａｎｇ

Ｙｕｗｅｎ，Ｚｈａｏ Ｙａｎｘｉａｏ，ｅｔ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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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７］刘在伦，邢乐斌，朱亮．潜水泵设计时值得注意的

级的结构．
３）平衡鼓和平衡盘联合平衡轴向力装置，可以
通过优化设计，达到减少平衡装置泄漏损失的目的．
４）对水力部件进行了优化设计，借助于ＣＦＤ
技术的，通过性能预测筛选，进行了模型泵的试验研
究．模型泵最优效率达到７９．７２％．通过进一步提高

几个问题［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３，２１（２）：１２一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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