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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ＦＤ的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性能预测
宫恩祥，周生贵，肖霞平，王

俊，杨孙圣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运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在双参考坐标系下，采用基于雷诺时均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和标准
ｋ一占湍流模型，对万吨级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６组水力模型的叶轮与导叶组合的内部流场进
行了数值模拟和性能预测，并挑选出两组效率高的水力模型制作成２台单级模型泵进行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根据计算的数据预测该泵单级的特性曲线，并与试验数据进行了比较，两者在高效
区流量一扬程曲线比较接近，误差在工程应用允许范围内．ＣＦＤ计算中没有计入容积损失和机械
损失，实测轴功率普遍都要比模拟轴功率稍大，进行修正后试验所得出的效率和模拟所得到的效率
接近．经试验模型泵的效率接近８０％．
关键词：高压泵；反渗透海水淡化；数值模拟；效率；预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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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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２１，高压泵效率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海水淡化系统的经济性．

重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１｜．海水淡化的意义至关重

在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中，待处理的海水经过

要，但也要考虑其能耗指标，高压泵的能耗是反渗透

高压泵进行加压后，进入反渗透膜堆，经过渗透后的

海水淡化系统（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Ｏｓｍｏｓｉｓ，ＳＷＲＯ）能

为所需的淡水．目前ＳＷＲＯ中使用的高压泵主要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２００６ＢＡＢ０３Ａ０２）；江苏省高新技术项目（ＢＧ２００６０２４）
作者简介：宫恩样（１９６５一）。男．安徽合肥人，副研究员（ｈｓｐｕｍｐｓ＠２６３．ｎｅｔ），主要从事流体特殊耐腐蚀材料的研究
周生贵（１９８ｌ一），男，湖北武汉人，硕上研究生（ａｇｕｉ＿ｚｈｏｕ＠１６３．ｃｏｍ），主要从事流体机械的研究．

万方数据

第２期

１０１

宫恩祥等：基于ＣＦＤ的反渗透海水淡化高压泵的性能预测
表２导叶的基本参数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３种：往复式容积泵、多级离心高压泵和高速离心
泵．这些产品在国外技术都已比较成熟，产品已系列

Ｔａｂ．２

ｖａｎｅｓ

化．目前，国内仅有个别产品用于反渗透海水淡化装
置中．
笔者采用ＣＦＤ方法通过计算机进行样机性能
试验，在设计阶段预测流体机械的性能和内部流动
产生的漩涡、二次流、边界层分离、尾流等不良现象，
通过这些流场信息的反馈，在图纸设计阶段发现设
计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提高设计质量＿。ｏ．

１设计模型
我国反渗透压力等级一般采用６．０ ＭＰａ．考虑
到一定的余量，日产万吨级（两台机组并联运行）反
渗透海水淡化工程中的高压泵的技术指标为：流量
２２０

ｍ３／ｈ，扬程６２０ ｍ，效率不低于８０％．

表３水力模型组合方案
Ｔａｂ．３

笔者介绍的是一种新结构的高压泵，即轴向吸
人节段式多级离心泵的设计方案．
要想提高多级泵的效率，不仅要设计一个好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组合编号

ｌ

叶轮编号

Ａ

Ｂ

导叶编号

Ａ

Ａ

２

一 曩

叶轮，还要有一个好的导叶与之配合，才能达到提高
效率的目的∞．７】．因而在已有高效水力模型的基础

２数值计算方法

上，采用损失极值法、相似换算法、水力设计软件等
方法对水力部件进行优化设计．对影响效率的几个

２．１控制方程

关键水力尺寸进行不同的优化组合，设计了６种叶

数值计算运用商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于不可压

轮模型和２种导叶模型，组合成６组水力模型．导叶

缩流体，相对定常流动，采用雷诺时均控制方程

的结构示意图见图ｌ，其主要参数见表１—３．

（ＲＡＮＳ）为㈤１

券＝。；％筹一ｌｐ弧ｏｐ＋毒（口警一再刁
式中ｐ为液体密度；“ｉ为ｉ方向的雷诺平均速度；ｐ为
雷诺平均静压；Ⅱ’ｉ为脉动量．
标准ｋ一艿方程

ｏ七２

肌２‘＿

爿哗一（ｐ＋州ｌ叫ａｋ ｌ＝妒ｔ叫

图１导叶结构示意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Ｆｉｇ．１

表１
Ｔａｂ．１

６种叶轮的主要参数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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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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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计算区域和算法
模型泵计算区域如图２所示．流体质点流经泵

排

灌

机

第２７卷

械

体人口（位置１）、叶轮出口（位置２），正导叶入口

幅，只给出差别较大的第３组和第６组在额定工况

（位置３）、正导叶出口（位置４）、反导叶人口（位置

Ｑ＝２２０ ｍ３／ｈ设计下的预测结果图，见图３一图５．

５）及反导叶出口（位置６），然后进入下一级泵单元．
本文模拟计算选取从位置１到位置６的流动空间作
为计算区域．

图２模型泵计算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ｌｅ ｐｕｍｐ

采用三维定常湍流计算方法．对基本方程的离
散差分主要采用如下格式：速度项、紊动能项和紊粘
系数项采用二阶迎风差分格式，压强项采用二阶中
心迎风差分格式．压力和速度的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Ｃ
算法，迭代过程采用欠松弛因子进行．
２．３网格划分
采用Ｐｒｏ／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软件对空间扭曲叶片，导叶
内部流道进行三维造型，利用ＧＡＭＢＩＴ软件对其进
行网格划分，由于进行整级计算，几何模型比较复
杂．故采用适应性强的非结构化四面体网格划分计
算区域．经过前期计算校核，最后确定的６种模型网
格总数都在１２０万左右时，可得到稳定的计算结果．
２．４边界条件

图５第３组和第６组中心回转面的速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ｓｉｘ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ｕｍｐ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１静压分布

进口边界采用速度进口，出口边界采用压力出

由图３、图４可见，由于叶轮旋转做功，叶轮内

口，固壁边界：叶轮和导叶与流体相接触的所有壁面

的静压值随流动方向逐渐增加．进入正导叶后，液流

均采用无滑移固壁条件，在近壁区采用标准壁面函

的动能逐渐转换成势能，使得在正导叶出口附近，泵

数法．计算中没有考虑重力对流场的影响．

级内的静压值达到最大．进入反导叶后因沿程出现

３计算结果及分析

轮导叶相对位置不断发生改变，叶轮出口流速受干

的水力损失，静压值略有降低．随着叶轮的旋转，叶
扰的周向位置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导致叶轮相对流
判别离心泵ＣＦＤ分析的结果主要看压力分布

场出现不对称、不稳定的状态．中心回转面的静压分

是否均匀，速度矢量是否合理，有没有旋涡和撞

布也是随着流动方向逐渐增加．

击，流线分布是否合理，数值效率是否高．通过对６

３．２速度分布

个模型的０．４倍、０．６倍、０．８倍、１．０倍、１．２倍、１．４

由图５可见，流体在进１３处流动比较均匀，进口

倍和１．６倍设计流量点分别进行了模拟分析，可以

流速比较低，叶轮内各流道的流动具有明显的不对

得到这７个流量点下的内部流场分布结果，限于篇

称性，各流道的出口靠近叶片的地方速度都很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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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是各流道总的说来流速变化趋势还是和理论分析一

Ｔａｂ．４

致的，即从叶轮进口到叶轮出１：１流速逐渐增大；导叶

６组模型额定点的效率及扬程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ｓｉｘ

ｒａｔｅｄ ｐｏｉｎｔ

内的流动顺着流体流动方向，流速逐渐降低．随着叶
轮的旋转，叶轮导叶相对位置不断发生改变，叶轮出
口流速受干扰的周向位置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导致
叶轮相对流场出现不对称、不稳定的状态．

４性能预测与试验结果的比较
通过在ＦＬＵＥＮＴ中得到的模拟数据，可计算出
各组水力模型在不同流量点的扬程、功率、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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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第ｌ组预测性能与试验性能曲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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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刀＝叼。＇７，ｒｌ。，得到６组模型额定点的

·预测扬程
。试！｝令扬程
·预测功率

１３０

ａ试验功率
▲预测效率
Ａ试验效率

１３０

∞

修正轴功率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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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选择预测效率高且高效区宽的第１
组和第６组，采用砂型铸造制成模型泵，按照国家标
准ＧＢ／Ｔ ３２１６—２００５（（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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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第６组预测性能与试验性能曲线对比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ｉｎ ｓｉｘｔｈ ｇｒｏｕｐ

对图７和图８中性能曲线的误差分析如下：
１）由流量一扬程曲线可知，模拟值与试验值有
较小的差别，究其原因：在模拟计算中，采用假定各
图６水力模型试验泵
Ｆｉｇ．６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

部分流体分别在不同坐标系下稳定流动的多旋转坐
ｐｕｍｐ

标模型来处理非稳态成分较大的流动，模型有不合

将试验值与预测值进行对比分析，见表４．

理之处，所以会带来误差．在高效区流量一扬程曲线

第１组与第６组的预测性能与试验性能曲线对

比较接近，误差在工程应用允许范围内．

比图分别如图７、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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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由轴功率一流量曲线可知，对ＣＦＤ计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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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功率进行修正后，模拟所得出的功率和试验所得
到的功率接近，但是因为ＣＦＤ模拟是理想状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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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轴功率仍然小于试验功率．

与謦拟效率的修正值有／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源于三＝嚣瓮＝ｔ２ｒｉ００７ｆｕｇａ，ｌ
－２８．ｉｉｎ

两方面：试验叶轮是砂型铸造，过流表面比较粗糙，

制造误差相对精密铸造较大，造成效率的偏低；水泵

［５］Ｈｏｒｎ。ｂｙ

试验台允许不大于２．５％误差，也是误差产生的一
个原因．在优先选用工作区内（１５０～２６０ ｍ３／ｈ），第

Ｔａｏ，Ｙ舳Ｙｏｎ鹊ｉａｎｇ，ｕ锄ｇ ｗｕｋｅ·Ａｐｐｌｉ。砒‘ｏｎｏｆ

Ｒｅｎ

３）由效率一流量曲线可知，试验所得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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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和第６组的平均效率分别为７４．５６％，

术，２００７（１）：１１—１７．

７６．３５％，所以第６组性能较好．

Ｆｅｎｇ

由图８可知，如采用精密铸造，进一步提高过流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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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质量，第６组模型的性能就有望达到８０％这
一要求的性能指标．从试验结果可看出预测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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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６组水力模型内部流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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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了分析，并对６组模型进行了性能预测．挑选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ｄｅ ｄｅｓｉｇｎ

出２组效率高的水力模型制作成２台单级模型泵进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０９，３８（２）：２８４—２８９．

行试验研究．虽然在数值模拟基础上得出的预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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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谈明高，刘厚林，吴贤芳·基于ＦＬＵＥＮＴ的离心泵水力
性能预测技术［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３）：２２－２５．

率只是水力效率，无法确认预测效率的准确性，但为

系列模型中的相互对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Ｔ鲫Ｍｉｎｇｇ∞，Ｌ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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