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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二氧化碳压缩机非平衡冷凝研究进展
赵明冉，裴瑾泽，赵远扬
（青岛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压缩机是超临界二氧化碳（S-CO2）动力循环系统的核心设备，其工作在 S-CO2 的近临界
区域，因此 S-CO2 工质在压缩机内流动时易发生非平衡冷凝，影响系统性能与可靠性。压
缩机内部的 S-CO2 非平衡冷凝实验观测难度大，数值模拟复杂，相关 S-CO2 压缩机设计经
验也较为缺乏。本文结合近年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数学模型和实验研究等角度总结了
目前 S-CO2 非平衡冷凝的研究进展，指出了需进一步开展的研究方向，如改变喷管几何结
构参数，从而改变成核区体积，以改变流体在亚稳态区的滞留时间；改进气体状态方程进
而提高亚稳态区域热物性精度，从而准确进行数值模拟；在设计 S-CO2 压缩机时，利用实
验测得的 Wilson 线设定压缩机进口条件，构建新的安全边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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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ssor is the core equipment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S-CO2) power cycle system, which
runs near the critical region of S-CO2. Therefore, the non-equilibrium condensation of S-CO2 is easy to occur when
S-CO2 flows in the compressor, which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S-CO2 non-equilibrium condensation in the compressor is difficul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complex, and the S-CO2 compressor design experience is also relatively lacking.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S-CO2 non-equilibrium conden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methods,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Moreover, it points out the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such as: changing the geometry parameters of nozzle to change the volume of nucleation zone,
so as to change the residence time of fluid in metastable state; improving the gas equations of state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working fluid in metastable state, so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accurately; using the Wilson line measured in the experiment to set the inlet conditions of the
compressor in the design of S-CO2 compressor, to construct a new safe boundary.
Key words: S-CO2 compressor; metastable state; nozzle test; non-equilibrium condensation; thermophysical property
超临界二氧化碳（S-CO2）因其特有的物理性
质，被研究应用于碳捕集和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提高原油采收率（EOR）和热力发
电等领域。自 19 世纪以来，全球热力发电行业使用

的主流发电技术是以水为工质的朗肯循环系统，而
S-CO2 动力循环作为一种布雷顿循环，也可用于热
力发电领域。在 S-CO2 动力循环系统中，处于超临
界状态的 CO2 工质同时拥有气体的流动和液体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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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特性，因此 S-CO2 动力循环系统结构更紧凑，

冷凝问题被深入研究[5]。刘晓薇[6]对 H2O 和 CO2 混

体积更小。以 S-CO2 为工质的布雷顿循环有望取代
传统蒸汽朗肯循环，应用于新一代热力系统[1]。

合工质的凝结流动特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增加工质
中 CO2 的浓度使初凝区位置后移，相比单一工质，

在 S-CO2 动力循环系统中，完成循环压缩过程
的设备——压缩机的入口条件接近临界点，流体在

混合工质对降低湿气损失有显著作用。倪壮[7]总结
了 H2O 和 CO2 混合工质条件下液滴沿叶高方向的

压缩机内的局部区域会产生膨胀加速，在压缩机中

分布规律，并对冷凝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酸性气体腐

发生先冷凝后蒸发的相变过程。在朗肯循环的透平
机械中，冷凝可能引起运动松弛损失（摩擦损失）
、

蚀问题进行了分析。
美国桑迪亚实验室研发了一套 S-CO2 布雷顿循

破碎损失和热力学湿度损失（湿气损失）
。Starzmann

环系统（图 2）
，在压缩机进口为两相区内的条件下

等人[2]计算得出汽轮机中冷凝产生的额外湿气损失

进行了长期运行，未发现腐蚀问题 [8] 。这可能是

大小占设计条件下总损失的 6.5%。
压缩机是 S-CO2 布雷顿热力循环的核心设备，

因为，S-CO2 的非平衡冷凝需要到达到一定阈值才
会发生腐蚀现象，实验压缩机叶轮的尺寸仅有 30~

发生在压缩机内部的非平衡冷凝会造成热力学损

40 mm，S-CO2 在冷凝区域的停留时间可能过短而

失，甚至零部件破坏[3]。准确预测非平衡冷凝发生

不能满足其成核条件[9-10]。

的位置和条件可以有效降低 S-CO2 压缩机的功耗，
保证压缩机的稳定性。因此，针对 S-CO2 非平衡冷
凝的研究对 S-CO2 动力循环中的压缩机高效设计和
可靠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1 S-CO2 压缩机冷凝现象
a) S-CO2 布雷顿循环系统

1.1 非平衡冷凝
高速流动的 S-CO2 在温度和压力低于流体饱和
线的条件下发生的冷凝现象，被称为非平衡冷凝。
图 1 为非平衡冷凝过程 p-T 图，显示了平衡冷凝和
非平衡冷凝之间的差异。图 1 中：路径 A—B 代表
在高于流体饱和温度和压力下的等熵膨胀过程；如
果冷凝在平衡状态下发生，液滴将开始形成，路径
B—C 表征了这个过程。而实验数据表明，有些膨胀
过程会穿过 B 点向 D 点进行，流体穿过饱和线仍表
现为气态，直至到达 Wilson 线才发生冷凝，在这些
条件下，流体被定义进入亚稳态[4]。

b) 压缩机叶轮

图 2 美国桑迪亚实验室 S-CO2 布雷顿循环系统及压缩机实物
Fig.2 The S-CO2 Brayton cycle system of Sandia
Laboratory and the compressor

1.2 S-CO2 压缩机冷凝数值研究
Lettieri 等人[11]评估了 S-CO2 离心压缩机发生
冷凝现象的条件及影响，实验和数值分析结果均表
明，当入口条件接近临界点时发生工质非平衡冷凝
的可能性大大提升。Wright 等人 [12] 研究发现了
S-CO2 动力循环系统中压缩机入口的潜在冷凝现
象。Pecnik 等人[13]通过数值模拟验证了压缩机中的
冷凝区，其范围由于叶顶间隙的存在而增强。
Allison
等人[14]依据温度、压力等压缩机进口条件归纳了避
免冷凝发生的边界条件，提出了一个随马赫数增加
而增加的安全临界温度范围。Brinckman 等人[15]使

图 1 非平衡冷凝过程 p-T 图
Fig.1 The p-T diagram of non-equilibrium phase change process

大量水蒸气在汽轮机末级膨胀时，往往会发生
非平衡冷凝。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汽轮机中的

用非平衡模型模拟了压缩机叶轮发生冷凝的过程，
该模型预测冷凝现象为局部的（纳米级别）
、快速的
（凝结潜热释放导致的蒸发），实际工程中冷凝现
象的发生取决于压缩机的设计和运行条件。
徐骏等[16]将实验测得的 Wilson 线当作非平衡
冷凝的“饱和线”，使用均相平衡模型（HEM）模拟
S-CO2 压缩机不同进口压力工况。赵航等 [17] 使用
NUMECA 软件对比分析了叶顶间隙对 S-CO2 压缩
机叶顶区域是否发生两相流动的影响，指出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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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顶间隙会增加叶顶前缘发生冷凝的可能性。

问题，Yang 等人[27]对 SW 方程进行了改进，将多参

2 数学模型

数状态方程与跨接方法相结合，去除了原始状态方
程的非解析项，并提出一个 8 阶跨阶函数以实现偏
离临界点时的快速收敛。

S-CO2 冷凝的亚稳态过程研究难点之一是亚稳
态区域热物性的准确性。在一般的分析过程中，可
使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流体热
力学数据库（REFPROP）提供的软件数据调用得到，
但其在 CO2 的近临界点区域仍存在一定误差[18]，准
确性有待提高。S-CO2 冷凝的亚稳态过程另一研究
难点是确定冷凝发生的边界条件，亚稳态冷凝对数
值模拟的准确性提出了较大挑战。以下从气体状态
方程和冷凝模型的角度总结相关研究进展。
2.1 气体状态方程
由于 S-CO2 动力循环系统中的工况涵盖较宽的
压力和温度范围，在这些压力和温度范围内，CO2
与理想气体有较大偏离。为了得到其准确的热物
性，
须结合实际气体效应开发针对 CO2 的状态方程，
从而对 CO2 热物性进行准确的计算。

2.2 非平衡冷凝模型
2.2.1 非平衡冷凝分析模型
非平衡冷凝分析模型包括液相、气相及成核
与液滴生成模型，各模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
图 3 给出了各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信息传递过
程[7]。具体为：1）由气相模块向成核与液滴生长模
型提供 m 时刻的气动参数，成核与液滴生长模型根
据气动参数计算凝结潜热、凝结质量等参数并反馈
给气相模块；2）气相模块接收到反馈后更新三大守
恒方程中的源项，得到气相向液相转移的质量、动
量等参数给液相模型；3）液相模型接收成核与液滴
生长模型的成核率和凝结质量的信息，得到液滴的
分布与湿度；4）液相模型根据接收到的气相模块的
信息计算 m+1 时刻的流场。

以 BWR 方程和 LKP 方程为代表的多参数状态
方程以偏心因子为第三参数，可以提供一个压缩因
子估算方法，但此类方程不适用近临界区[19-21]。以
PR 方程和 SRK 方程为代表的立方型状态方程形式
简单、通用性强，但在液相区和近临界区计算误差
较大 [22-23] 。杨富方等 [24] 基于 Kiselev 跨阶方法对
SRK 方程进行改进，建立了跨阶比热容平移 SRK
状态方程，采用三阶跨阶函数计算 CO2 物性时精度
最高。
目前，在 S-CO2 领域使用较多的状态方程为亥
姆霍兹自由能型方程，
如 SW 方程和 GERG-2004 方
[25]
程 。SW 方程是专门针对 CO2 开发的，NIST 在其
热力学特性数据库中默认使用基于 SW 方程的 FEQ
模型来计算 CO2 物性。该方程采用的模型借助亥姆
霍兹函数计算 CO2 热物性参数，其中无量纲亥姆霍
兹自由能由理想部分0 和修正部分r 2 部分组成。
无量纲亥姆霍兹自由能表示如下：
 ，  =0 ，   r ， 

(1)

S-CO2 热力学参数可以表示为亥姆霍兹自由能
及其关于温度和密度的导数的函数，如压缩系数 Z
可写为式(2)，具体数据详见文献[26]。
(2)
Z  ,   1  r
SW 方程属于经验性状态方程，在近临界点处
其计算结果会出现非物理的结果，例如比定压热容
和比定容热容在趋于临界点的发散行为。针对这些

图 3 非平衡冷凝分析模型数值模拟过程
Fig.3 Simulation process of non-equilibrium condensation model

质量守恒方程为：
g
(3)
   ( gU )   m
t
式中：ρg 为气相密度，ρ 为气液混合密度， m 为质
量凝结（蒸发）速率。由于忽略速度滑移，两相具
有相同速度 U。
动量守恒方程为：
( gU )
   ( gUU )=  p      mU
(4)
t
式中： mU 为由气相向液相转移的动量。
能量守恒方程为：
E
   ( EgU )    pU    U  m(hl  hfg ) (5)
t
式中：Eg 为总能, mh1 为总焓, mhf g 为凝结过程中释
放的潜热。
2.2.2 经典成核及修正模型
非平衡热力学过程的处理需要适当的模型，即

http://rlfd.tpri.com.cn

第 10 期

赵明冉 等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缩机非平衡冷凝研究进展

17

表征液滴是否形成的经典成核模型，来模拟冷凝。

式中：l 为冷凝区空间范围，cavg 为平均流速，Jmax

在数值模拟中，这种附加模型均作为源项与三大基
本方程相联系。经典成核模型的指数型规律很好地

为最大成核速率，V 为流体冷凝体积。

表征了自发成核现象，但该模型仍存在一些问题，
如：表面张力在指数项中以三次项存在，模型假设

起来：对于平衡冷凝，在饱和温度和压力下 τcl 远大

蒸汽过饱和度保持不变等。针对这些问题，多位学

对于非平衡冷凝，当 τcl 远小于 l 时，流体在两相区

者对经典成核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改进。
经典成核模型假设所有液滴温度等于气相温
度，Kantrowitz 等人 [28] 对其进行了非等温修正，
Feder 等人[29]验证了 Kantrowitz 的理论，并做了更
详尽的分析，改进后的成核模型计算精度得到了很
大提升。在高速蒸汽非平衡冷凝模拟中，目前应用
较多的便是 Kantrowitz 的经典成核模型。成核模型
使用吉布斯自由能的形式来表示凝结需要的能量，
吉布斯自由能表征了恒定温度和压力下在系统中
获取的有用功[6]。修正后的均质成核公式为：

不发生冷凝，而是穿过饱和线继续膨胀；当 tn 减小

J

qc 
1   l



2
v

 G 
2
exp  

3
πm
 kTv 
*

2(  1) hlv  hlv 1 
 

  1 RTv  RTv 2 

(6)

该无量纲比将流体的过饱和程度与流场联系
于 l 时，说明流体在两相区有足够的时间发生冷凝；

直到 τcl 满足成核条件时，大量冷凝同时发生。

3 基于喷管的数值模拟与实验
在旋转机械中直接测量流体的冷凝特性非常
困难，而在喷管中测量流动过程则较为容易。此外，
通过改变不同几何参数的喷管可以控制膨胀速率
和成核过程时间。因此，拉瓦尔喷管成为实验研究
工质非平衡冷凝的首选方法[33-34]。
3.1 喷管数值模拟
基于 CFD 软件的非平衡冷凝数值模拟常使用
欧拉-拉格朗日法或欧拉-欧拉法的两相流模型[35]。

(7)

Furusawa 等人[36]使用 REFPROP 生成 RGP 查找表
来调用物性，模拟了进口为高压条件下 S-CO2 在喷

式中：G*为吉布斯自由能，J 为成核率，为表面张
力，为等温修正因子,hlv 为汽化潜热,为蒸汽比

管内的流动，对比了理想气体和实际气体模型，结

热容比，l 为液相密度。
此外，Courtney 等人[30]针对分子聚团分压力的
遗漏问题对经典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改后的自由能
形式满足 Kashchiev 第一成核定理。Wölk 等人[31]依
据低温试验数据，使用简单经验函数对经典成核模
型进行了修正，并外推至高温区域。该模型被应用
于汽轮机内冷凝问题，在 220~260 K 之间，该修正
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Hale 等人[32]在
自由能表达式中增加了修正温度对成核率影响的
附加项。
决定流体是否发生平衡或非平衡冷凝的主要
因素之一是流体成核所需的时间与其在过冷区域
停留的时间之比，其中成核所需时间 tn 为：
1
tn 
(8)
J maxV

力上升。Ameli 等人[37]也使用外部查找表的方法表
征热物性。由于 SW 状态方程无法准确计算近临界
点物性，而且在求解器中是通过线性插值得到查找
表隔点之间的物性，如果表格分辨率过高可能导致
某个点逼近临界点而引起计算偏差。对此，Ameli 等
人将表格分辨率降低得到初始解，将此结果作用于
高分辨率的表格，从而得到计算物性最合适的表格
断点间隔，为数值模拟中得到准确的 CO2 近临界点
物性提供了新的方法。
Zhang 等人[38]研究了不同边界条件对成核的影
响，验证了欧拉-欧拉模型对非平衡凝结流动预测
的准确性。模拟结果表明，入口蒸汽过热度对成核
区域大小和成核起始位置有重要影响，但对成核所
需最小过冷度没有影响，无论膨胀速率如何变化，
成核所需最小过冷度均保持不变，约为 17 K。但是，
随着膨胀速率的增加，非平衡冷凝引起的压力上升

流体停留时间 tr 为：
tr 

果发现，喷管喉部后方发生冷凝时潜热释放引发压

l
cavg

定义 2 个时间之比为：
J Vl
t
 cl  r  max
tn
cavg

(9)

(10)

明显，凝结区向喷管尾端移动。
Zanzi[39]分析了非平衡冷凝模型的解决方案，并
将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包括流体喷管
管内压力变化和冷凝起始位置。Deng 等人[40]使用
NUMECA 软件对水蒸气和 S-CO2 进行了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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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水蒸气和 CO2 在拉瓦尔喷管中的凝结和膨
胀特性，提出影响湿度变化趋势的主要因素不是工
作流体的类型而是喷管入口条件，这为后续模拟工
作提供了思路。
Brown 等人[41]使用均相松弛模型（HRM）对
CO2 泄压的瞬态过程进行了计算，引入了松弛时间
来描述热不平衡程度。汪杨乐等[42]通过与实验对比
发现，HRM 模型相比 HEM 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
平均误差为 0.61%。由于受上游工况影响，松弛时
间不是定值，因此超临界区具体松弛时间的确定仍
需进一步研究。
3.2 喷管实验
拉瓦尔喷管实验是研究工质非平衡冷凝过程
的一种方便手段，通过对 CO2 高速流动的实验数据
进行分析可以使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工质的亚稳
态过程特性。Duff[43]最先通过实验验证了 S-CO2 在
超音速喷管内发生的非平衡冷凝现象。
Yang 等人[44]搭建了一种模块化实验台，得到了
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相对误差小于 1%。该实验台采
用一种利用亥姆霍兹谐振器测量声速的方法，测量
的主要参数为声速和压力。实验结果表明，在远离
CO2 临界点时，即使流体达到声速条件也不会发生
冷凝现象。在临界点附近利用 SW 气体状态方程进
行的数值计算和实验测量结果吻合良好。
Paxson[45]改进了 Yang 的实验台，使用了 1 个
更高压力和温度的加注罐，通过添加液体 CO2 输送
泵来改进加注条件，并在 LabVIEW 中实现了控制
软件的改进，以更好地控制入口条件。在新一代装
置中，首次测量了 Wilson 线，并更深入地研究了 SCO2 非平衡冷凝特性。Crespo[46]在 Paxson 的基础
上，测量并提高了 Wilson 线的精度，确定了 SW 方
程亚稳态性质外推法的准确度在 4%以内，分析了
膨胀率沿喷管轴线的变化对工质冷凝的影响。
Lettieri 等人[47]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分析
了拉瓦尔喷管内处于亚临界区和超临界区不同进
口条件下工质的流动特性，实验中使用剪切干涉方
法测量密度，通过光学可视化成像技术测量了不同
工况下的冷凝开始位置（图 4）
，揭示了入口压力与
成核的关系以及冷凝开始时压力突增的现象。图 4
中灰色阴影区域表示非平衡冷凝发生的亚稳态区
域，区域界限分别为 SW 方程模型外推的旋节极限
和实验确定的 Wilson 线。Lettieri 的实验得到的压
力和密度测量数据为近临界点的数值模拟提供了
重要参考[48]。

图 4 拉瓦尔喷管实验观测到的冷凝现象与测定的 Wilson 线[47]
Fig.4 The condensation observed in Laval nozzle
experiment and the calculated Wilson line[47]

4 结论与展望
1）现有关于 S-CO2 非平衡冷凝的实验方法以
控制工质入口条件为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改变喷
管几何结构参数，从而改变成核区体积，以改变流
体在亚稳态区的滞留时间。此外，现有实验的喷管
膨胀率还未完全覆盖 S-CO2 压缩机运行范围，对更
高膨胀率喷管的实验研究有助于进行整个压缩机
运行范围内的冷凝分析。
2）从数值模拟角度，利用 SW 状态方程外推得
到的热物性表格与实验数据相比，误差在 4%以内。
但是，实验测得的 Wilson 线穿过了旋节线（图 4），
这显然是错误的，提高亚稳态区域热物性精度是准
确进行数值模拟的基础，气体状态方程的改进可能
解决该问题。
3）为了避免发生冷凝，可通过提高设备工作温
度和压力使压缩机运行条件远离近临界点区域，但
该方法会使设备功率功耗增加[9]。在进行 S-CO2 压
缩机设计时，可以利用实验测得的 Wilson 线设定压
缩机进口条件，构建新的安全边界，而提高 Wilson
线的准确性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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