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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析液固两相流对化工泵性能的影响
刘

栋，杨敏官，董祥，王群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解决卤水输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盐析现象，减少由于盐析物质堵塞泵的内部流道而给
相关工业生产带来的不良后果，采用卤水中常见的硫酸钠作为溶质，利用动态盐析实验台测量了不

同流速、不同温度下的延迟时间，研究了延迟时间随着流速和温度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初始温度
降低，延迟时间缩短；流速小于ｌ Ｉｎ／ｓ时，延迟时间随速度增加而增加；流速大于１ Ｉｎ／ｓ时，延迟时
间变化不明显．研究了化工泵的性能随着盐析过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扬程、功率以及效率随系统
运行时间的变化规律，并运用晶体动力学和两相流体力学理论对相关结果进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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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纸工业碱回收工艺流程中，由于盐溶液输

中长大形成大量的晶体颗粒，悬浮于溶液中，当晶体

送管道较长，使得溶液的温度降低而形成较大的过

颗粒群的重力大于颗粒群阻力的时候，产生重力沉

饱和度，导致输送过程中析出大量晶核¨］．根据传

降，因而形成盐析；另一方面部分晶核直接吸附于过

统的晶体生长动力学理论，一方面，晶核部分二次溶

流通道的壁面四周，使得壁面粗糙度增加，加速了晶

解到溶液中，部分晶核随着溶液的输运，在过流通道

体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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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硫酸钠溶解度

以上盐析现象普遍存在于化工行业中，在盐溶
Ｔ曲．１

液的输运过程中，一旦发生盐析现象，析出的晶体会
吸附在泵叶片的表面，导致流道逐渐变小，严重时会
将泵的流道全部堵塞．本研究针对以上现象，设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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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１００ ｇ水）

究化工泵动态盐析特性的实验台，通过改变温度、质
量浓度等来考察化工泵性能随着盐析过程的变化情
况，得到不同条件下的外特性曲线，为解决盐析问题

２试验结果及分析

提供一定的参考．
２．１延迟时间
过饱和溶液中析出晶核从无到有的时间，称为

１试验装置及流程

延迟时间¨。１．系统的延迟时间受溶液温度、流速等
因素的综合影响，试验中通过阀门调节化工泵的流

１．１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试验中采用ＩＨ

６５—５０

量，获得不同流速条件下的延迟时间的变化规律，如

型化工离心泵，其设计流量２５ ｍ３／ｈ，扬程２０ ｍ，泵

图２所示；通过容器中的电阻加热装置调节溶液的

的进出口均安装了压力传感器，用于监测泵的进出

温度，并保持流量稳定，获得了不同温度对延迟时间

口压力变化，扭矩仪用于测量化工泵的功率及转速，

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利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试验过程中的流量变化；试
验所用管道均为碳素钢管，试验段主管道长度为１
ｍ，采用法兰连接，主要考虑为了方便拆装以及清洗

管壁盐析层，管道上均匀布置了１０个热电偶，测量
沿程的温度变化，传热模拟段上均匀布置了８个热
敏电阻，利用其采集的温度数据获得盐析层热阻．试
验过程的所有温度、压力、流量等信号，均通过数据
采集系统输入并保存在计算机中，以便分析盐析过
程对泵性能影响．
图２延迟时间随流速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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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扭矩传痘景试验泵泵进口控制一髓加热容量
图ｌ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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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验段的内表面在试验前用清水冲洗干

图３延迟时间随温度变化

净，试验中硫酸钠溶液连续使用，首先将工业硫酸钠
溶解到水中，用加热电阻对恒温搅拌器内的溶液加

３５

Ｆｉｇ．３

Ｃｈ蚰ｇｅ ｏｆ ｄｅｌａｙ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脆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ｍｔｕ陀

热至试验需要温度，并搅拌均匀．由于恒温容器容积

由图２可知，在保持溶液箱中温度为４０℃的情

较大，经检测在试验过程中，硫酸钠的质量浓度基本

况下，当流速小于１ ｍ／ｓ时，随着流速的逐渐增大，

保持不变，可忽略由于盐析造成的质量浓度降低．打

延迟时间从流速为０．５ ｒｎ／ｓ时的１０ ｈ迅速减小至

开泵进口控制阀，根据所需流量调节泵出口控制阀，

流速为１—ｎ／ｓ时的５ ｈ．其降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流

保持化工泵稳定运行在设计工况下．硫酸钠溶解度

速小于１ ｚｎ／ｓ的工况下，盐析晶体的成核主要受传

由表１给出‘２｜．

质过程控制，流速增加，溶液中离子的传质速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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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栋等：盐析液固两相流对化工泵性能的影响６３ 大，成核速率随之增大，使得延迟时间明显缩短；在
流速大于ｌ

降慢缓间时迟延，大增速流着随，后ｓ∥ｎ
低，其主要原因就是流体的剪切作用随着流速增加
聚集和生长，由于传质和剪切的共同作用口】，使得流
的粒颗体晶的面表道通流过于利不，大增应相也
．
显明再不响影的间时迟延对速
由图３可知，保持泵的流量稳定在设计工况下，
温
随，变不ｓ／ｎ—５．３＝移速流的内道管验试持保即
度着
的升高，溶液中析出晶核的时间明显变长，其主要
２．２盐析过程对泵性能影响
溶
解度增加，使得盐析驱动力变小，增加了延迟时间．
，高升度温着随即，度解溶向正有具钠酸硫是因原
利用电阻加热装置将溶液箱中的溶液保持在 ４０℃，该状态下溶液质量浓度为３４０
工
泵的外特性在盐析晶体生长不同阶段的变化．由图
化察考，Ｌ／ｇ
要
比输送清水时低，这一点与数值模拟的结果一
程扬的泵，时液溶送输下量流一同在，出看以可４
的下件条等同比度粘及以度密的液溶于由；¨’∞致

水
时要大，化工泵效率有所下降．
清送输比率功的时液溶送
Ｏ输
５１０
在统
２０
得２５
使，
３０
大水
漉量／岔脚
清
图４扬程随时间变化Ｆｉｇ．４ Ｈｅａｄ
１５系

如图５，图６所示：在系统稳定运行４

ｈ
ｔ而ｅｇ柏ｈｃ
ｔ
ｉｍｅ

工
化，
后
ｈ
泵的性能才发生变化，由上述延迟时间的分析，本研
ｈ盐析过程处于延迟阶段，溶液中没有
析出大量晶体；在系统运行５
究认为这４

程扬的泵工
化，后ｈ
前较
一阶段明显下降，功率显著增加，效率下降；在之
后的ｌ ｈ内，化工泵的扬程、功率以及效率基本在一
ｈ后，系统的
液中晶体的析出和沉积速度相近，基本保持了溶液
中的晶体数量稳定；在系统稳定运行１０
溶
段阶一这为认，析分步初
．动波下上内围范小很
个
ｍ３／ｈ，化工泵的
８
．８２有
效率进一步降低．待停机，拆开试验装置（包括管道和
只量流大最其，泵），检查发现叶轮的工作面靠近出口处吸附了大量
降下所有量流
一断面到第八断面的流道壁面上吸附的晶体颗粒越
轮
叶
进口前被堵塞了近１／４左右；在蜗壳流道内，从第
，粒颗大分部了附吸上面
背，粒颗体晶的小较径粒

了附吸地度程同不均上面壁内
道管的中统系；多越来
晶体颗粒，部分弯头和管道连接处有所堵塞，经研究，
这些现象均是造成系统流量降低的原因．
的间时析盐着随率效工泵的功率呈逐渐增大的趋势，效率逐渐下降，在系
及以率功的泵下量流计
设
变化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在盐析的整个过程中，化
统运行１０
Ｏ 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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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功率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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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设计流量下功率及效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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