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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与旋流器串联分离泥沙对见。的影响
孙步功１，龚俊２，辛舟２
（Ｉ．甘肃农业大学工学院．甘肃＝Ａｔ．州７３００７０；２．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针对农业滴灌中黄河水泥沙含量高的问题，根据黄河水泥沙的基本特征，研制了适于黄河
水泥沙分离的礤式离心机，选用了Ｆ）（Ｊ一１５０一Ｉ型水力旋流器．将碟式离心机与水力旋流器串联进
行黄河水泥沙分离．通过一次回归正交试验，分析了影响溢流颗粒中位径Ｄ∞的主次因素并找出了
最佳参数组合．通过回归正交设计得到了以Ｄ舶为试验目标的回归方程，通过方差分析可知该方程
极显著（ａ＝０．０１）并且拟合较好．试验结果表明：旋流入口压力对Ｄ∞影响极显著，旋流器底流口直
径和转鼓转速对Ｄ∞影响显著．
关键词：碟式离心机；滴灌；水力旋流器；回归正交试验；中位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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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的西北地区，农业采用滴灌等节水措

价黄河水泥沙分离的重要指标‘１１．

施势在必行．黄河泥沙分离的目的是用于节水农业。
因此，不宜采用化学分离方法．采用碟式离心机与水

１分离设备及流程

力旋流器串联分离方式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的有效途径．将黄河水用于农业滴灌时，为了防止黄

１．１分离设备

河水所含泥沙在滴管内沉积、堵塞小孔，要求被引入

碟式离心机采用兰州理工大学自行研制的喷嘴

的黄河水所含泥沙的粒度分布较窄．所以在进行黄

排渣碟式离心机‘２１．旋流器选用ＦＸＪ一１５０一Ｉ型水

河水泥沙分离时，其溢流颗粒中位径Ｄ如便成为评

力旋流器，其基本结构参数为内径Ｄ＝１５０ ｍ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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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高ｈ＝１５０ ｍｍ，进料口直径Ｄ；＝３２ ｍｉｌｌ，溢流管直
径Ｄｏ＝４０ ｍｍ，锥角０＝１５０．

２性能试验

１．２分离流程

…６

试验流程如图１所示，将试验用２００６年夏季兰

州段黄河水加入水箱２，经搅拌混合均匀后经１—５
７

８进入离心机９，分离后清液经１０—１１—

１２进入水箱３２，浑液经１５—１６—１７进入水箱２；水
箱３２中的水经搅拌混合均匀后经１９—２１—２２进入
旋流器２４，分离后溢流液经２３—２９—３０进入水箱
２，底流液经２５—２６—２７进入水箱２．在每条进出料
管路上均装有开关阀、流量计和压力表，并开有取样
口．试验过程中随时取样，利用ＢＴ一１５００型离心沉
降式粒度分布仪测定溢流液粒度分布并通过粒度分
布函数计算中位径旧Ｊ．

２．１试验指标
悬浮液颗粒粒度分布是悬浮液中不同粒径的颗
粒在全体颗粒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数．将粒度分布函
数等于５０％所对应的粒径值作为平均粒径，称为中
位径，用Ｄ卯表示．在黄河水泥沙分离时，为保证分
离效率，应考虑溢流颗粒粒度分布的范围宽窄．为了
计算方便，选取１０×Ｄ卯Ｉｘｍ作为试验指标．
２．２试验因素
根据串联分离设备基本原理可知，影响Ｄ∞的
因素主要有旋流器底流口直径、旋流入口压力和离
心机转鼓转速，故选为本次试验的３因素Ｈ１．
２．３试验方案
为了初步确定试验因素对Ｄ∞影响的主次作用
和最佳参数组合，试验采用一次回归正交设计，其因
素水平编码见表１．试验方案如表２所示．每个处理
试验做３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处理的试验指标

值Ⅲ］．
表１因素水平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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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平（一１）

１６

６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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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泵２、３２．水箱３、１３、１８、２０、船、３１．取样口

图ｌ黄河泥沙分离试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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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试验方案与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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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直径为１２ ｒａｉｎ，旋流人口压力为０．０４ ＭＰａ，转鼓转

３试验结果及分析

０００

速为４

ｒ／ｒａｉｎ．根据节水灌溉中对微灌水质粒径

及含量的要求，兰州段黄河水经碟式离心机与水力
试验结果与数据处理见表２．方差分析见表３．

旋流器串联分离后，可直接应用于微灌工程．

由表２可见，３个因素对Ｄ卯影响的作用依此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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