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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筛网一体式微灌式过滤器的试验研究
孙新

忠

（山西省运城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山西运城Ｏ“０００）

摘要：合砂水流是微灌水源中一种常见的水质形式，目前国内对于合砂水流的过滤主要采用的是
离心筛网组合式过滤器，但此种过滤器普遍存在构造复杂、水力损失大、造价较高等不足．针对其不
足，通过试验对比，研究出了一种适于ｐ＝８０—１４０ ｍ３／ｈ流量范围段应用的新的一体式结构过滤
器．测试结果表明，该过滤器的滤砂效果达到了国内同类产品的水平，而水力损失仅相当于同类产

品的３２．５％～６８．６％，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３０％一４０％．考核结果表明，使用情况与试验结果相
符，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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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筛网组合式过滤器为主，但该型过滤器却普遍存
引

吾

在结构复杂、水力损失大以及价格较高等不足，在一

微灌水源的水质形式较多，其中含砂水是一种

定程度上影响了微灌技术的推广与发展．针对这一

常见的水质形式，例如我国北方地区广泛提取的地

实际问题，山西省水利厅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下水及引用的含砂河流水¨ｏ等．作为微灌水源，这

于２００３年适时提出了进行新的先进的离心筛网过

些水质如果不进行严格的净化过滤，将造成灌水器

滤器研究的科研计划，并委托运城市水科所承担这

的严重堵塞，甚至可致整个微灌系统瘫痪乃至报废．

一研究任务．通过三年的试验研究，一种结构简单、

过滤器是承担灌溉水源水质过滤的专用关键设备．

性能优良、造价低廉的离心筛网一体式微灌过滤器

目前，用于含砂水过滤的微灌过滤设备主要还以离

终于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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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水流要进入下游管道，就必须通过筛网，由于筛网
１

组合式过滤器工作原理及存在问题

占据了内旋流流场的空间，使强烈旋转的水流流场
尺寸变小，亦即水流通过粘性摩擦与紊动而消耗能

图１为目前广泛应用的离心筛网组合式过滤器

量的空间变小了，加之由于筛网具有一定的梳流作

结构示意图．其工作原理旧Ｊ：水流从离心过滤器上

用，使得筛网内的水流旋转速度及压能明显下降，受

部进口切向进入，在水流旋转离心力的作用下分离

水流粘滞力的影响，内旋流旋速的下降必将造成外

出水中绝大部分砂粒或大于水密度的固体物质，分

旋流旋速的下降，而外旋流旋速的下降又将直接导

离出的这些砂粒或固体物质则在重力作用下沿壁面

致水砂分离能力的下降，这是研究中不希望出现的．

自然下落至储污罐中；清水、部分小粒径砂粒及小于

为此，研究中采取了缩小进口直径来加大初始流速

水密度的杂物则在中部高压能作用下上升并通过上

借以增大离心作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考

部出口及连接管道进入筛网过滤器进行二次过滤，

虑到内旋流压能的降低，在结构上将原上出水结构

经筛网二次过滤后，清水即进入灌溉供水管道．从流

改为了下出水结构，这样改变不仅减少了原结构中

体特征上看，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离心过滤器内部流

的两个９００弯管，而且大大简化了整体结构．另外，

体呈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三维强旋转剪切湍流运动，

对储污室的处理也采取了与离心过滤器连为一体的

它由两种旋转液流构成，即顺螺旋线向下运动的外

结构，并将其断面予以适当扩大．这样处理，一方面

旋转流和沿螺旋线向上运动的内旋转流，它们的旋

可有效降低下部水流的旋速，利于砂粒的自然下沉，

转方向相同，但轴向方向相反，这主要是由于内旋流

另一方面也相应扩大了储污室的容积，减少了管理

旋速（线速度）低于外旋流而压能却高于外旋流所

工作量．对于其各部结构尺寸的拟定，原则上参照相

致．从结构组成上看，该型过滤设备结构组成比较复

同适应流量范围下原组合式结构中离心过滤器的罐

杂，主要表现在离心、筛网过滤器及储污罐三者各自

体尺寸进行．其结构示意图详见图２．

独立，而要组成一个完整的过滤系统就必须依靠管

、

旋流加速隔离筒
进水口

道来连接，这势必将带来连接件的增多，加之筛网过
滤器分组所形成的多叉管结构，必然导致系统水力

筛网过滤器

损失增大，设备的整体重量及造价也将相应提高，这

离心过滤器（罐体）

是该型结构过滤器的主要不足之处．

冲洗阀
支架

Ｊｌ【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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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离心筛网一体式过滤系统结构示意图
。

錾 ：
图１

室

排污口

离心筛网组合式过滤系统结构示意图

３水力及滤砂性能测试与生产考核
３．１水力及滤砂性能测试

水力及滤砂性能测试在太原理工大学水流实验
大厅进行．结合生产实际，试验选择了适用于Ｑ＝８０

２一体式过滤器结构的研究思路

～１４０

ｍ３／ｈ流量范围段的过滤器作为研究对象．为

了选出较优的结构型式，对确定的研究对象共拟定
从组合式结构中离心过滤器的工作原理可以看

了两种不同的进口直径Ｄ１００、Ｄ８０（目前同流量范

出，外旋流主要进行水砂分离，内旋流则依靠较高的

围段组合式过滤器对应的进出口直径为Ｄ１５０），两

压能将清水自然送出．利用这一流体运动特征和原

种不同的罐体高ｑ、必（甄为高罐体，必为低罐

理，研究中采取了将筛网过滤器置于离心过滤器之

体，口，＞也），以及两种不同的筛网型式圆锥形、圆

中的研究思路，即设想将筛网设计成圆柱形或圆锥

柱形，共计８组组合试验设置进行试验．试验含砂量

形结构，并使其轴线与离心过滤器的中心轴线相吻

（体积比）的选取考虑到试验工作量并参照有关规

合．但是这一设计，筛网恰好占据了内旋流的位置，

范取１／ｌ ０００．筛网则采用目前国内微灌设备中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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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柱形被舍弃．后对同流量下Ｄ１００与Ｄ８０进口直

试验是在对比测试中进行的．首先进行的是Ｑ

径的设置进行试验，结果Ｄ１００设置失败，Ｄ８０成功，

ｍ３／ｈ情况下锥形筛网与柱形筛网的对比试

则Ｄ１００设置被舍弃．最后则对Ｄ８０进口直径下不

＝７０

验，结果锥形筛网成功，柱形失败（砂粒覆满表面，

同罐体高的两种设置进行了水力与滤砂性能的对比

整个骨架被压扁破坏），说明锥形筛网结构优于柱

试验，试验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Ｄ舳进口不同罐高设置的滤砂率及水头损失测试结果表

３．２测试结果分析

滤砂率（除砂效果）是评价过滤器性能的一个主

从表中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如下特点：①流量

要技术指标．目前国内生产的（离心筛网）组合式过滤

愈大，滤砂率及水头损失亦愈大．②高罐体的滤砂率

器中的离心过滤器的除砂效果为旧Ｊ：泥砂颗粒在６０

及水头损失均大于低罐体．分析结果认为：对于特点

一１５０目时，清除效果为９８％～９２％．经查阅有关资

①，在相同的进口直径下，流量愈大，进入离心过滤

料Ｈ１对于不锈钢丝筛网（微灌普遍要求采用不锈钢筛

器的初始流速愈大，其相应所产生的旋流离心作用

网），６０目对应的孔（净）径为Ｏ．３０３ ｍｍ，１５０目对应

也愈强，因而水砂分离效果也愈好．但旋流速度愈

的孔（净）径为０．１０９ ｎⅡｎ．对照试验结果（详见图３）

大，水流的紊动则愈强烈，水流的能量消耗也愈大，

可以看出，当下限流量在７５ ｍ３／ｈ左右时，大于

因而水力损失也愈大，这与“水头损失与流速的平

Ｏ．１

方成正比”的关系是相符的．对于特点②，虽然水流

达到了国内同类产品９２％的水平，说明其适宜的下

进人离心过滤器的初始速度是相同的，但由于罐体

限流量较国内同类产品还略低，上限流量由于试验条

高度（实际上是分离室高度）的不同，导致了其旋转

件所限未能予以测试，但从其“流量一滤砂率曲线”

ｎⅡｎ（约对应１５０目孔径）粒径砂粒的除砂效果即

流场大小的不同．对于高罐体而言，旋流分离室的轴

的变化趋势分析，其适宜的上限流量应可达到１４０一

向长度较低罐体为长，相应地其流场也大，在相同的

１５０

ｍ５／ｈ，甚至更高．

流量工况下，水流在过滤器旋流分离室内强烈旋转
运动的路径和时间都要较低罐体为长，因而高罐体
过滤器的水砂旋流分离效果要较低罐体充分，其滤
砂效果也就必然高于低罐体．相应地高罐体内的水
流紊动能耗也必然大于低罐体，这也是高罐体水头

《井念蕊

损失大于低罐体的原因所在．但在本试验对比条件
下，水头损失相差不大，这可能与两罐体高度相差值
不大有关．
对比结果表明，虽然高罐体设置的水头损失略
大于低罐体，但滤砂率却较为明显地高于低罐体，经
综合分析，高罐体设置方案最终被作为本研究的最
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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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大于０．１嗍粒径流量一滤砂率曲线
水头损失是评价过滤器水力性能及运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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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

的又一重要的技术经济指标，与同类产品相比，在相

少，也为管理维护带来极大方便，是一种新的先进的

同的适应流量（８０～１４０ ｍ３／ｈ）范围内，本研究过滤器

微灌过滤设备．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由山西省科学技

的水头损失相当于同类产品的３２．５％～６８．６％，节能

术厅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技术鉴

效果十分突出．

定”Ｊ，鉴定认为：该“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

设备造价是衡量设备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本研

景，达到同类研究的国内领先水平”．

究过滤器总重不足１４０ ｋｇ，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总

当然，该项研究只是针对适于８０—１４０ １１１３／ｈ流

重的３０％一４０％，且结构构造简单，保守估算，其成本

量范围段过滤器的试验研究结果，为使之形成系列

造价最高也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３０％－４０％．

化、产品化，还应对其他不同的流量范围进行试验研

３．３生产考核

究．同时，对结构形式还需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使之

为检验一体式过滤器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达到经济效果与水力效果的最佳组合．

于２００５年３月一６月在运城市万荣县汉薛镇南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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