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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泥沙分离用水力旋流器分离效率的研究
刘永平，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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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模拟黄河水泥沙分离试验装置上，改变底流口直径、进口压力、进口物料浓度以及进口物

料颗粒粒度分布等参数，进行了正交对比试验．通过对不同试验条件下的溢流口悬浮液进行粒级效
率分析，定性地总结出旋流器的某些结构和操作参数对分离效率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水力
旋流器的分离效率与进料口颗粒分布有关；在进料口悬浮液固相颗粒粒级分布相同的情况下，进料
口压力和底流口直径的变化同样对分离效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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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用于农业滴灌时，为了防止黄河水所含

率高，无转动部件等优点外，还可通过改变水力

泥沙在滴管内沉积，堵塞小孑Ｌ，要求被引入的黄河水

旋流器的结构和操作参数适应进口物料特性的变

必须经过前级处理才能进行滴灌．黄河水作为待分

化∞－８］，因此采用水力旋流器对黄河水进行沙水分

离的悬浮液其特点是泥沙含量高，粘度低，且物料特

离，是一种有效的分离手段．

性随季节、地域不同而变化．对其进行沙水分离要求
设备生产能力高，投资成本低，且随进口物料特性的
变化，能够适当更换结构或操作参数来达到沙水分
离的指标要求ｏｌ’２｜．水力旋流器是一种通用的固液
分离设备，除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大，分离效

１

水力旋流器分离效率的计算方法与
影响参数

１．１水力旋流器分离效率的计算方法
分离效率是衡量分离过程完善程度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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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给料中各粒级物料进入旋流器溢流产品中的质
量百分率表示该粒级物料的分离效率（总效率）∞＇５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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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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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试验过程
选择一种基准旋流器，改变进料口悬浮液的颗

粒粒度分布，测量并计算各粒度分布下的分离效率
即粒级效率．同时，不断更换基准旋流器的结构参数

式中，肘ｕ；为第ｉ粒级颗粒在底流口的质量流率，肘ｉ
为第ｉ粒级颗粒在进料口的质量流率．

率．通过正交对比试验可深入了解该结构参数和操

如果已知第ｉ级物料在进料口、溢流口、底流口

作参数对旋流器分离效率的影响，同时寻找出旋流

＝～

的质量浓度分别为Ｇ，ｃｏｉ，ｃ“ｉ，则总效率可表示为
（Ｃｆ—Ｃｏｉ）ＣＭｉ
（Ｃｕｉ—ＣＤｉ）Ｃｆ

１．２

（２）

水力旋流器分离效率的影响参数

水力旋流器的分离效率主要取决于旋流器的结

和操作参数，进行正交对比试验，再测量其粒级效

器结构参数和操作参数的最佳配比．
２．３试验装置

本试验采用Ｆ）（Ｊ一１５０—Ｉ型水力旋流器，其基
本结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ｌ水力旋流器基本结构参数

构和操作参数∞Ｊ．其结构参数主要有水力旋流器直
径Ｄ、底流口直径Ｄ“、溢流管直径Ｄｏ、锥体角度等；
操作参数又可分为进口压力和进口物性参数等．通
过实践分析并结合现有条件，采用影响分离效率的
底流口直径、进口压力、进口物料浓度和进口物料颗

试验装置原理如图２所示．先后将几组与不同

粒粒度分布等参数进行筛选试验．

时段、区段黄河水泥沙粒度分布相似的固相颗粒与

２试验方法与试验装置

合均匀后，再经离心泵加压进入水力旋流器．分离完

２．１试验方法

成后，富含泥沙的底流液体自底流管线排出进入水

自来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加入循环水箱，经搅拌器混

旋流器的分离效率（总效率）值，并不能完全代

箱，泥沙含量很低的溢流溶液经溢流口管线也进入

表其分离效率，只有粒级效率才能准确反映旋流器

水箱，重新混合形成一个循环．在底流口和溢流口处

的分离性能ＨＪ．目前国内应用于固液分离领域的旋

分别设有取样口，试验过程中随时可以取样分析．

流器研究文献中，都没有给出旋流器进料口悬浮液
颗粒粒级分布，因此各文献所列分离效率没有可比

压力计水力旋流器

流量计

性．为了正确比较进口的不同粒度分布、不同结构尺
寸对旋流器的分离性能的影响，试验采用粒级效率

流

曲线进行分离性能比较．
试验根据不同时段，区段的黄河水粒度分布，制
备具有不同粒度分布的进料口悬浮液．利用ＢＴ一
１５００型离心沉降式粒度分布仪测定进料口悬浮液
固相颗粒粒度分布和中位径．图１为典型悬浮液固

图２试验装置原理图

相颗粒粒度分布图．具有不同中位径的进料口悬浮
液与所对应的旋流器分离效率组成粒级效率曲线．

３试验结果及分析

粒级分布和粒级效率的测定为旋流器结构对比筛选
提供了科学依据．

３．１进料口压力的影响

根据试验装置所选基准旋流器的结构特性，在
进料口悬浮液颗粒粒级分布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三
组进口压力变化的试验．表２是底流口直径为１２
ｍｍ，不同进口压力下的试验数据，利用激光粒度分
布仪测量各种试验条件下进料口和底流口悬浮液粒
度分布状态，通过比较可求得不同进料口压力下旋
图１进料口悬浮液固相颗粒粒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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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器的粒级效率，参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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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不同进料口压力下的试验数据

降趋势趋于平缓．而在进料口颗粒粒度分布相同的
情况下，随着底流口直径的增加，分离效率有先增加
后减小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底
流口直径的增加，底流的含固量可增加到某一限度．
并且底流口直径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降低分离粒

度，提高分离效率．但是，在底流含固量达到极限值
的条件下，再增加底流口直径，分流比将继续增加，

使底流口排固量降低，分离效率降低．

结

４
粒径／ｏｍ

图３不同进料口压力下旋流器的粒级效率曲线

论

（１）应用于黄河水泥沙分离的水力旋流器的分

由图３可看出，随着进料口悬浮液固粒粒径的

离效率与进料口颗粒分布有关．在旋流器结构参数

增加，分离效率明显降低．其原因是当进料口悬浮液

和其他操作都相同的条件下，进料口悬浮液颗粒中

颗粒较粗时，底流口排除的固体颗粒量较大，因此底

位径从３斗ｍ增至４．５斗ｍ时，分离效率最高下降了

流口的阻力也较大，无法排除所有的固体颗粒，一部

３８％．

分就从溢流口排出，造成分离粒度增加，分离效率降
低．另一方面，在进料口固粒粒度分布相同的情况

（２）进料口悬浮液固相颗粒粒级分布相同的情
况下，进料口压力和底流口直径的变化同样对分离

下，随着进料口压力的增加，分离效率增加．特别当

效率产生影响．当进料口压力从０．０２ ＭＰａ增至

压力从０．０４ ＭＰａ增至０．０６ ＭＰａ时，分离效率明显

０．０６

增加，最高时达到８５％．

直径从１２ ｍｍ增至１６ ｍｍ时，分离效率有先增后减

３．２底流口直径的影响

和３．１一样，在进料口悬浮液颗粒粒级分布不
同的条件下，进行三组底流口直径变化的试验．表３

的趋势．当底流口直径从１２ ｍｍ增至１４ ｍｍ时，分
离效率最大增加１１％；当底流口直径从１４ ｍｍ增至
１６

ｍｍ时，分离效率最大减小２１．４％．

是进料口压力为０．０６ ＭＰａ，不同底流口直径下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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