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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开发出一套基于一维热力设计、准三维设计分析和优化、全三维流场分析以及

叶片结构设计、强度、振动分析的开发体系。通过以空冷低压级组为实例进行设计，结果表

明通过该设计开发体系，能够方便可靠地进行汽轮机通流和结构的设计及优化，这对汽轮机

设计和改型具有很好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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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汽轮机应用范围及其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用高性能的汽轮

机可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1 ] 。 

高背压大流量空冷汽轮机在国内电力行业和工业驱动行业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其高效设

计逐渐凸现其重要性。空冷机组是一种典型的变工况运行机组，相对于水冷机组，空冷机组

的设计背压高且背压变化范围大，大气的环境温度变化范围之大致使末级叶片必须满足能由

阻塞工况到鼓风工况下运行，无论在低背压、阻塞工况或高背压、鼓风情况下，末级叶片的

工作条件都十分恶劣。所以低压级组末级叶片成了设计中的关键环节。只有准确地把握整个

机组特别是低压级组的通流性能才能设计出高效可靠的末级叶片[2，3]。 

对于大流量高背压空冷机其末级叶片高度相对较高，全三维设计的扭叶片是其高效率的

关键。合理的叶片高度和排汽面积能够使整个机组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和安全可靠性 [4]。这

就要求对通流各个参数进行详细的分析和优化，这部分包括一维和二维求解方法以及相关的

经验损失模型基础上的在一维热力参数计算，以及S1、S2流面优化过程中，采用了DoE和

BRS等优化算法，可以进行空气动力学、应力和振动、传热、传质等多学科问题的综合优化

设计研究，这部分商用软件AxSTREAM给出了较好的解决方案。结合CFX和ANSYS等三维

分析软件，可以更准确地给出通流内部的流动情况，并可应用商用软件进行进一步的三维气

动优化，同时可方便地进行强度、振动和流固耦合分析，来评判通流叶片的整体可靠性[4-6]。 

 

2．叶片设计及优化开发体系 

对于通流部分，本体系应用一维热力计算，进行级组的初始设计，对于高压级组和大多

数的中压级组，通常一维设计就能够给出足够精确的结果，这里建议只应用一维计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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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低压级组部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和优化。本文部分采用商用软件 AXSTREAM

对低压级组进行二维热力设计和优化，并实现准三维设计、分析和优化，并对各级叶片进行

造型设计，再应用商用软件 CFX 进行气动校核计算，之后对叶片进行结构设计及优化，对

于结构设计部分，首先根据已设计好的叶身轮廓，进行叶片其他部位的设计，如叶根、叶冠

以及各种阻尼形式的设计。对于直叶片，可进行叶根等部位的规格化系列化，进行选型设计，

对于长叶片，除叶根形式等设计外，还需要进行阻尼结构的设计。最后应用商用软件 ANSYS

对各级叶片进行强度和振动分析。具体开发体系流程图见图 1[7，8]。 

本文所述体系将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已有叶型库和经验与 AXSTREAM、CFX、

ANSYS 和 Numeca 等商用软件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方便地进行一维、二维和准三维

的设计和优化，结构设计和优化，还可以方便地进行三维气动分析、强度振动分析和流固耦

合分析。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叶片通流设计、优化、分析、校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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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叶片设计及优化开发体系流程图 



3．开发流程实例介绍 

这里以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某低压叶片级组的开发为例，对本文设计开发体系进行

详细说明。在该开发中，基于可靠性和实用性的考虑，选择了我公司已成功运行的某低压叶

片级组为设计母型，对母型级组进行一维热力分析和多流线分析，得到该级组的整体特性，

图2是其流线图；图3给出了进出口压力的变工况特性曲线图，从该图可知，此母型低压机组

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好的变工况特性。 

 

 
      图 2 某母型低压机组 S2 流面图   图 3 某母型总静效率与进、出口压力特性曲线图 

 

3.1 准三维低压级组快速设计 

首先将母型级组模化为与所设计参数相近的级组，然后通过对流型进行优化，确定子

午面形状；再对叶栅进行优化，优化叶片的扭转规律，设计出满足要求的低压级组。 

图 4 给出了应用该方法设计出的低压机组的 S2 流面流线图，流型均匀，流量分配合理；

对静叶和动叶扭曲规律的优化如图 5 和 6 所示，通过优化，找到最合适的扭转规律；反动度

分布如图 7 所示，其末级反动度从叶根到叶顶为 0.33~0.74，能够满足空冷级组大区间的变

工况需要；级组总静效率与进、出口压力变工况曲线如图 8 所示，从结果可见，该级组具有

较好的气动性能[9]。 

 
图4 某低压机组S2流面图 



 
图5 末二静叶扭转因子优化过程图          图6 末级动叶扭转因子优化过程图 

 
      图7 末级叶片反动度沿叶高分布    图8 级组总静效率与进、出口压力变工况曲线图 

 

3.2全三维流场计算 

为了更好地确定该级组详细的气动性能，应用商用软件CFX对该级组进行全三维流场计

算，图9给出了该低压级组的流道图，图10给出了该低压级组流道网格图，图11给出了该低

压级组的子午面速度图，图12给出了该低压级组子午面压力图，图13给出了该低压级组流量

效率变工况曲线图，图14给出了该低压级组流量轴向推力变工况曲线图，从各特性曲线图可

以看出，该级组设计满足了设计要求。 

 

 

        图9 某低压级组流道图                  图10某低压级组流道网格图 



 

        图11 某低压级组子午面速度图          图12某低压级组子午面压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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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某低压级组流量效率变工况曲线图   图14某低压级组流量轴向推力变工况曲线图 

 

3.3 结构设计及强度振动分析 

下图是以上设计级组的末级动叶片以及各叶片的配合图，图15给出了该低压级组9只末

级叶片正视图，图16给出了该低压级组9只末级叶片俯视图，该级组叶根采用枞树型叶根，

叶身采用凸台围带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各自由叶片很好地成组，大大地降低了叶片的动应

力，这使得该叶片组能够承受更大的质量流量。 

图17给出了该9只末级叶片的应力图，图18给出了该叶片此时凸台和围带的接触应力图，

从该图可知，叶身应力均在350MPa以下，各接触单元的接触压力大多在90-150MPa以内。

很好地满足了强度的要求，进一步还可以进行振动及流固耦合分析[10]。 

  

 
图15 某低压级组9只末级叶片正视图        图16某低压级组9只末级叶片俯视图 

 



 
图17 某低压级组9只末级叶片应力图 图18 某低压级组9只末级叶片凸台围带接触应力图 

 

4．结论 

本文针对高背压大流量低压叶片级组开发出一套基于一维热力设计、准三维设计分析和

优化、全三维流场分析以及叶片结构设计、强度、振动分析的开发体系。该体系将我公司的

已有叶型库和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其通流设计和优化方便可靠，并应用CFX和ANSYS

等三维分析软件，综合判定叶片级组的性能和可靠性，开发实例表明本开发体系对汽轮机通

流设计和改型具有很好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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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ed a development system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thermal design, 

quasi-three-dimensional desig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full-three-dimensional CFD analysis 

and blade design, strength and vibration analysis. Through the design of air-cooled low pressure 

stage turbin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rbine can be easily and reliably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system, which has a good practical sense for turbin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Air-cooled steam turbine, Low pressure stage, High back pressure, Large flow, 

Twisted bl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