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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is one of the hotspots 
in the solar energy research of the world in the current time, but 
there is few study on the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s 
coupled with turbine. In this paper the whole system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the collector, the chimney and the 
turbine, and different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heat transfer and 
flow have been set up for these regions. Using the solar 
chimney prototype in Manzanares, Spain, as a practical 
exampl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output power of the system a little higher than 50 kW, which 
shows great agreement with the prototype model.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the rotate speed of the turbine on the outlet 
parameters of the chimney is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convection of the systems, which shows that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advanced by the author. Later,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MW-graded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 
with turbine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system 
surpasses 10 MW. The methods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design in this paper present a guidance to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large-scale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 

KEY WORDS：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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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阳能热气流发电技术是目前国际太阳能研究领域的

一个热点之一，但对负载条件下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研

究并不多。该文将整个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分成集热棚、

烟囱和透平 3个区域，分别建立各个区域的传热与流动数学
模型。以西班牙试验电站模型为实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结果表明，系统的最大输出功率略大于 50 kW，与西班牙电
站模型的额定功率相近，烟囱出口参数随透平转速的变化与

自然对流原理相符，证明该文方法的正确性。此外，对MW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金项目(104127)。 

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进行了透平设计与计算，计算结果

表明，系统输出功率超过 10 MW。该文数值方法和设计方
案为大规模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设计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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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德、美、南非等国
的研究人员对太阳能热气流发电技术展开了一系列

的探索性研究[1-7]。1980 年，Schlaich 等[8-9]就对太

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轴流式透平的运行机制进行

了初步阐述。以 Schlaich[10]为首的研究组在西班牙

建立了太阳能热气流试验电站，将轴流式风力透平

置于烟囱底部并测试了系统的性能参数。1985年，
Kustrin 等[11]认为安装在烟囱底部的风力透平应当

是单级且基于压力式的，描述了透平运行的基本原

理，以西班牙试验电站的风力透平为基础进行了计

算。南非的 Backstrom 课题组[12-18]对风力透平的运

行原理、流道设计及优化、输出功率等特性参数进

行了详尽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其主要工作

如下：①设计了单机转子，引入烟囱进口导流叶片

以诱导流体通过转子之前预旋流动，这有助于减少

转子入口处的动能损失，基于相似模型给出了透平

两组运行工况下的性能和效率实验结果；②基于透

平区域流体流动、负荷因素、反动度建立了系统输

出功率数学模型，数学模拟分析结果得到了最优的

反动度、最大透平效率下的输出功率以及最大透平

效率下的透平尺寸；③对包含入口导流叶片、单机

透平的集热棚出口和烟囱进口的太阳能热气流发电

系统的透平区域进行流体流动数值模拟，分析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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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损失系数、集热棚顶棚高度、烟囱直径、透平

直径和叶片形状对透平进出口压降的影响。 
2004 年，Pastohr 等[19]以西班牙太阳能热气流

发电系统为基础进行了数值模拟。他将西班牙原始

模型简化为轴对称二维模型，考虑了蓄热层的影响，

将透平视为逆向风扇，该逆向风扇的进出口条件根

据贝茨理论人为给定一个压降。对包括蓄热层、集

热棚、透平、烟囱的整个系统进行了稳态数值模拟。 
上述文献表明：①Pastor 等在进行数值模拟时

就已基于贝茨理论确定了透平压降，对于二维问题

这可以较好的预测系统内部流动与传热特性，但与

实际三维问题存在一些偏差，因为风扇进出口两端

的压降随透平特性的影响比较显著；②关于透平的

特性对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输出功率、效率等性

能参数及系统出口参数的影响，目前尚无文献报道。

因此，本文基于 Fluent软件对负载条件下太阳能热
气流发电系统进行三维稳态耦合数值模拟，与西班

牙试验电站模型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并分析是否符

合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运行原理，分析数值模

拟方法的可行性；对带有透平的MW级太阳能热气
流发电系统进行三维稳态数值模拟，为大中型太阳

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设计提供参考。 

1  物理模型 

考虑包括集热棚、透平和烟囱3个主要部件的太
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物理模型的难点在于透平区

域，本文以西班牙模型为基础，其主要尺寸参数见

文献[10]，在烟囱底部安装三叶片轴流式透平，设
计方案采用CLARK翼型。此外，本文还建立了MW
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模型，集热棚半径1 500m，
进出口高度分别为4 m和8 m，顶棚小角度倾斜设计，
烟囱半径30 m，高400 m，在烟囱底部30~40 m处安
装5叶片风力透平，透平设计方案同样采用CLARK
翼型[20]，如图1所示。 

 
图 1  MW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透平模型 

Fig. 1  Turbine model of MW-graded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叶片的实际安装角根据叶片各截面处的相对

迎风角和平均迎角计算确定。由于本文只对稳态

问题进行数值模拟，故可不考虑蓄热层与整个系

统的耦合。 

2  数学模型 

判断系统内流体流动过程是湍流还是层流，可

根据流体在系统中自然对流过程的Ra数来判断： 
3

h c( )g T T L
Ra

β
αν
−

=              (1) 

式中： hT 、 cT 分别为系统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
L为特征尺寸； β 、α 和ν 分别为流体热膨胀系数、
热扩散率和运动黏度。经分析，太阳能热气流发电

系统的Ra>1010，故系统内是湍流流动。在集热棚和

烟囱通道内相应的控制方程通用形式如下： 
  ( ) ( ) Sφ φρ Γ∇ ⋅ = ∇ ⋅ ∇ +Vφ φ         (2) 

其中，对于连续性方程、NS 方程、能量方程和 k-ε
方程，φ分别为 1、V、T、k和ε；广义扩散系数 φΓ
取值及相应的常数确定参见文献[21]。 
透平区域流体的流动与集热棚及烟囱内不同，

由于流体推动透平转动，流体除了轴向流动外，还

和透平一起以给定的转速转动，在任意时刻其流动

是非定常的，这给数值模拟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对

此建立一个与旋转设备一起运动的参考坐标系，参

考坐标系的旋转角速度与透平旋转角速度相等且方

向相同，则基于运动参考坐标系下透平区域流体的

流动转化为定常流动，使问题得到简化。当流动区

域被定义于旋转坐标系中时，由于旋转边界与参考

系以相同的速度运动，故旋转边界相对于旋转参考

系是静止的。流体的运动必定对旋转设备产生一个

与相对运动参考系同方向的扭矩，扭矩乘以转速即

为流体对旋转机械所做的功。在太阳辐射及其他条

件给定情况下，透平进出口压差和系统流量随透平

转速的变化而变化。 
上述处理方法要求对动量方程作一些改变，在

旋转坐标系中动量方程将附加流体的加速度项。绝

对速度v和相对速度vr之间的关系如下：  

( )r = − ×v v rΩ              (3) 

其中，Ω为角速度向量，即为旋转坐标系的角速度；
r为旋转坐标系中的位置向量。于是旋转坐标系中的
动量方程可表述如下：  

( ) ( ) ( ) ( )
rr r S

t
ρ ρ ρ µ∂

+ ∇ ⋅ + × = ∇ ⋅ ∇ +
∂ vv v v r v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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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v和vr的关系代入式(4)，消去v得： 

( ) ( ) (2 )r r rv
t
ρ ρ ρ∂

+ ∇ ⋅ + × + × × +
∂

Ω Ω Ωv v r r   

( )
rr S

t
ρ µ∂

× = ∇ ⋅ ∇ +
∂
Ω

vr v       (5) 

定义单位时间内推动透平转动的流体体积流量

与透平进出口压降的乘积为流体可供透平输出的总

功，即热气流能 N为 
N V p= ∆                (6) 

其中，V为体积流量，取透平进口截面来计算； p∆
为透平进出口压差。通过透平可输出的轴功 P为 

2
60

nIP π
=                (7) 

式中：n为透平转速；I为由透平叶片产生的总动量
矩。则由式(6)、(7)可得透平效率η为[13] 

2
60

P nI
N V p

η π
= =

∆
            (8) 

3  数值处理方法 

由于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内的传热流动是与

环境相通的自然对流，在不同太阳辐射条件下，系

统的入流条件是未知的。因此将集热棚、烟囱和透

平进行耦合计算时，系统进出口速度、系统流量，

透平的进出口压差等重要参数均未知，这给本问题

的数值模拟造成了很大困难。 
为了得到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负载条件下的

性能参数，作如下考虑：①在确定的太阳辐射条件

下，通过Pasumarthi热平衡模型[22]计算得到蓄热表

面和集热棚顶棚温度分布；②人为给定透平转速；

③不用给定透平进出口边界条件，认为透平进口为

集热棚和透平2个区域的接口，透平出口为透平和烟
囱区域的接口，3个区域耦合计算，其间数据可以在
接口面上自动传输。 
因此，虽然透平功率、效率、流量等参数均未

知，但由条件①可根据自然对流计算得到集热棚进

口速度和流量；由条件②可以根据式(7)计算得到透
平在给定转速下的动量矩，从而计算输出功率；同

时可根据透平区域进出口压差及式(6)计算得到系
统的热气流能，从而得到系统的效率。 
值得指出，透平的转动方向对数值模拟结果具

有重要影响。流体推动透平转动，系统热气流能转

变成机械能，系统流量会随着透平转速的增加而减

小。若转速设置相反，则透平相当于向整个系统输

入机械功，导致系统在一定的外力作用强制流动，

系统的流量会随透平转速的增大而增大。 
边界条件可利用Pasumarthi热平衡模型[22]计算

得到，作如下假设：①天气晴朗无云，太阳辐射为

1000W/m2且恒定不变，环境空气温度恒定；②蓄热

层吸收太阳辐射处处相等，且不随太阳高度角变化；

③集热棚内的空气密度变化采用Boussinesq假定；
④忽略蓄热层和烟囱外壁面的能量损失。建立蓄热

层、集热棚、透平和烟囱整个系统的热平衡方程，

可得到集热棚玻璃表面和蓄热层表面的温度分布，

数值模拟时，以上述结果作为集热棚玻璃和蓄热层

表面的温度边界条件。同时考虑系统内外压力分布

关系[19,23]，得到集热棚进口为相对压力进口边界，

烟囱出口为相对压力出口边界，烟囱壁面考虑较小

的散热损失。透平区域只需设定转速条件即可(其中
pr表示相对压力)。 

集热棚进口：pr,i=0, Ta=293 K；集热棚玻璃：
( , , )cT f x y z= ，uc=0；蓄热层表面： ( , , )sT f x y z= ，

us=0；烟囱内壁面：qw=60 W，ui=0；烟囱出口：pr,o=0；
透平转速：ω=n。 
数值计算在Fluent6.0中进行，计算中均选取

RNG k-ε 双方程湍流模型，计算方法采用segregate
隐式方法，压力项采用PRESTO！格式，湍流动能、
湍流耗散项、动量方程都采用Quick格式；压力和速
度的解藕采用SIMPLEC算法。西班牙试验电站模型
的透平区域网格数达50万个，整个系统的网格数达
150万以上，计算结果与网格数无关。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4.1 数值方法可靠性验证 
为验证数值模拟结果的可行性，以西班牙试验

电站模型[10]为基础，对集热棚、透平和烟囱 3个区
域进行耦合数值模拟。负载条件下西班牙模型的计

算结果如图 2~4所示。 
图2为西班牙模型的烟囱出口平均速度和出口

平均温度随透平转速的变化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

随着透平转速的增加，烟囱出口平均速度显著减小，

这是因为当太阳辐射、环境温度以及太阳能热气流

发电系统的几何参数一定时，轴流式透平转速的增

加导致系统较高的阻力和压降。阻力的增加导致系

统流量的减小，流量的减小引起2个方面的变化，一
个方面是使流体速度减小，另一个方面是由于流速

的减小使流体在集热棚内加热的时间增大，从而导

致流体密度的减小。正因为如此，加热时间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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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流体出口温度的升高，图2中烟囱出口平均温度
的变化趋势与分析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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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透平转速对西班牙模型烟囱出口参数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urbine rotate speed on the chimney outlet 
parameters of the Spanish prototype 

图3为透平进出口压降和系统流量随透平转速
的变化关系。由图中可见，系统流量的变化随透平

转速的变化非常显著。当透平转速低于50 r/min时，
系统的流量高于1 000 kg/s，随着透平转速的增加，
系统的流量几乎呈线性减小。这说明由透平转速增

加导致的透平区域阻力非常显著。可以预测，当透

平叶片数增大时，透平的密实比[20]增大，阻力将会

更大，从而系统流量的减小将会更加显著。另外，

当透平转速增加时，其进出口压降增大，这说明随

着透平转速增加，系统提供给透平能量转换的压头

增大，这与风力透平的运行原理相一致。但从图中

还可以看到，随着透平转速的增大，透平进出口压

降增大的趋势减小，这说明能量的可利用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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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透平转速对西班牙模型透平压降和系统流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turbine rotate speed on the pressure drop 

across the turbine and the mass flow rate of  
the Spanish prototype 

图4为系统热气流能和透平轴功以及透平效率
随透平转速之间的变化关系。对于本文所设计的西

班牙模型的三叶片透平，系统的热气流能在透平转

速为180 r/min时到达最大值，超过了100 kW，此后
系统热气流能减小。但此时透平输出的轴功尚未达

到最大值，而是当透平转速达到210  r/min时，透平
输出轴功达到最大值，略大于50 kW。该计算值能
够达到西班牙模型的原始设计要求，且此时透平效

率达到最大值，约为52%。需要指出，本文所设计
的三叶片透平模型与西班牙模型的原始模型存在差

异，其原始模型的预定叶片数为4个，但可以预测，
当采用本文方法建立四叶片模型的数值模拟时，其

轴功取最大值和效率取最大值时的透平转速将会显

著减小，优化透平结构以及透平区域流道结构可望

实现更高效率的能量转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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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透平转速对西班牙模型透平的轴功与效率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turbine rotate speed on the output power 

and efficiency of the Spanish prototype 

由西班牙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随着透平

转速的增加，系统出口平均速度减小，出口平均温

度增加，透平压降增大，系统的热气流能、透平轴

功和透平效率都存在一个峰值。模拟结果与自然对

流式系统、轴流式透平的运行原理相符合，证明数

值模拟方法是正确的，且本文模拟结果和西班牙模

型的设计值相符，说明本文的数值模拟结果是有效

的，设计方案是可行的。 
4.2  MW级负载系统概念设计 
为给中型规模或大规模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

的设计提供参考，本文对负载条件下MW级太阳能
热气流发电系统进行了概念设计和数值模拟。图 1
为MW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透平模型。图 5~7
为负载条件下 MW 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数值

模拟的结果。 
图5为MW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模型烟囱

出口参数随透平转速的变化关系。由图可见，该模

型的出口参数随透平转速的变化趋势与图2中的变
化趋势完全相同。随着透平转速的增加，系统流速

减小比较显著，而出口温度变化也不明显。流速的

显著变化来源于透平转速增大造成了显著阻力，而

温度变化微弱的原因在于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

集热棚范围相当大，在整个集热棚内，系统有足够

的时间将其内部流动的气体加热至一个较高的温

度，因此，透平转速的变化不至于对系统出口温度

产生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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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透平转速对MW级电站模型烟囱出口参数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turbine rotate speed on the chimney  
outlet parameters of the MW-graded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 

图6显示了MW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模型
的透平压降和系统流量随透平转速之间的变化。从

图中可以看到，当透平转速低于50 r/min时，随着透
平转速的增大，透平进出口压降显著增大，系统流

量显著减小。但当透平转速高于50 r/min时，透平进
出口压降和系统流量变化平缓，这为MW级太阳能
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认为，

采用本文设计的5叶片透平时，将透平转速定为
50r/min左右，可望取得较高的系统输出功率和较高
的能量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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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透平转速对MW级电站模型透平压降 

和系统流量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turbine rotate speed on the pressure drop 

across the turbine and the mass flow rate of the  
MW-graded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 

图7的计算结果正好印证了上述判断，当透平转
速为50 r/min时，其热气流能达到最大值，但此时的
轴功和透平效率不是最大。当透平转速45 r/min时，
其最大轴功超过10 MW，透平效率超过了50%。 
需要指出，本文提出的 5叶片透平模型只能给

MW 级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设计提出一个参

考，其翼型、密实比、尖速比等重要参数的选择和

设计要经过进一步的优化[20]，同时对于大、中规模

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需要考虑采用多透平设计

方案，但这将为数值计算可能带来更大的困难。本

文的数值模拟方法和设计方法为负载条件下的太阳

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设计提供一种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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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透平转速对MW级电站模型透平的 

轴功与效率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turbine rotate speed on the output  

power and efficiency of the MW-graded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ystem 

5  结论 

通过对负载条件下西班牙太阳能热气流发电

系统进行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发现： 
（1）随着透平转速的增大，系统的平均出口

速度减小，平均出口温度升高，系统流量减小，透

平压降增大，与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的运行原理

相一致，透平轴功和透平效率存在一个峰值，且轴

功最大值达到了西班牙模型的设计值，说明本文关

于透平的设计方案可行，对包括透平的太阳能热气

流发电系统数值模拟方法有效。 
（2）进一步对负载条件下 MW级太阳能热气

流发电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变化趋势与

西班牙模型相关计算结果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当 5
叶片透平的转速为 45 r/min时，系统的最大轴功超
过 10 MW，透平效率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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