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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泵固液两相流动的数值模拟与磨损特性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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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ｋ一占一Ａ。模型模拟了脱硫泵内固液两相流动，并对３种直径的颗粒浓度分布、速度
分布及磨损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直径的固体颗粒在叶片压力面上的体积浓度均比吸力
面上高，其浓度随颗粒直径增加而增加；在蜗壳中，颗粒主要分布在蜗壳近壁处，并随颗粒直径增大
而浓度增加．其相对速度矢量方向基本沿叶片表面，与叶片相切，因此在叶片上主要发生滑动磨损；
固体颗粒以较小角度与蜗壳壁面相碰撞，随颗粒直径增大，角度略有增加，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固体
颗粒以较大径向速度挤压蜗壳壁面，并沿蜗壳周壁向出口运动，导致蜗壳发生严重滑动磨损；颗粒
在蜗壳隔舌附近的运动比较紊乱，导致在隔舌部位主要发生冲击磨损．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际磨损情
况比较吻合，表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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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煤炭消耗量逐年增加．二氧化硫

互渗透的各相，采用Ｎ—Ｓ方程进行模拟．

排放量呈逐年增加之势，这是降水呈酸性的主要原

詈（∥ｆ）＝０
瓦Ｌ以，５

因，故电厂及相关化工企业烟气脱硫就变得十分紧
迫．其中湿法脱硫技术效率高，适用煤种范围宽，是我
国脱硫所采用的主流工艺．而泵在湿法脱硫装置中的
应用是很广泛的，包括石灰石浆供给泵、石膏尾浆输

毒ｃｐ嘴，＝一嚣＋茜ｋ（赛＋詈）】＋
Ａｏｇｉ＋∑丛芋型地ｓ＋氏

送泵或排出泵、吸收剂制备泵、吸收塔循环泵等．
因为输送介质种类繁多，要求脱硫泵具有良好

流体相采用ｋ一占模型方程

的耐腐蚀、耐磨损性能，脱硫泵目前基本上还是采用
常规的清水泵设计方法加以修正来进行设计，未能
从其内部流动来分析磨损特性并建立相应的设计方
法．为了设计出高质量的脱硫泵，就必须了解泵内的
流动和磨损规律，以解决以上技术难题．

考ｃ以后）２专（尝差）＋Ｇｔ－ｐｅ＋ｑ
毒（ｐ垆）２毒（瓮寒）＋詈［ｃｌ（Ｇｔ＋ＧＰ）一ｃ妒８］
颗粒相采用代数Ａ。模型

随着ＣＦＤ技术的发展，许多研究者采用数值方
法对固液两相流进行模拟，文献［１］、［２］采用ＬＮＳ

鲁＝譬＝（－＋｝）叫

方法对颗粒流动进行数值模拟，在欧拉型网格上求
解流体相连续性和动量方程，采用拉格朗日逼进法

秽．

庀

、

ｆ，

模拟颗粒相，在流体相动量方程中处理颗粒与流体

式中Ｇｔ为湍动能产生项，Ｇｔ＝肛。（蠹＋善）薏；ｑ

之间的动量交换，文献［３］采用标准Ｊｉ｝一占模型对含

为颗粒湍能与流体湍能相互作用造成的湍能产生

狭长颗粒两相流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与ＤＰＩＶ试验
结果进行对比，表明其流场与球形颗粒类似，文献

项＇ＧＰ＝一孚Ｐ－．巾ｅ－Ｐ［２（ｋ一《压ｍｉ去鲁】；其

［４］考虑不同颗粒尺寸、流速、流道弯曲程度的影

中％＝０．０９，ｃｌ＝１．４４，ｃ２＝１．９２，ｃ：＝０．７５，ｏｒ＾

响，采用欧拉一拉格朗日耦合方法对二维固液两相

＝１，盯。＝１．３３，％＝０．７．

管流进行了数值模拟．但上述文献均是针对两相管
流进行研究，文献［５］分析了颗粒直径以及初始固

２

脱硫泵几何参数与边界条件

相浓度对渣浆泵叶轮和蜗壳磨损的影响，得出其叶
轮与蜗壳内的速度分布、固相浓度分布以及旋涡结

流量为５５７ １１１３／ｈ，扬程为２６ ｍ，转速为９８０

构等流场信息．文献［６］对旋流泵内氯化钠盐析两

ｒ／ｍｉｎ．叶轮的主要几何参数：叶片数Ｚ＝４枚，叶片

相流场进行研究，发现在整个流道内，盐析晶体颗粒

出口宽度ｂ２＝６４ ＩＴｌｍ，叶轮轮毂ｄｈ＝１２５ ｍｍ，颈部

大部分均匀分布于无叶腔，进入叶轮后向叶片工作

直径Ｄ。＝２１０ ｍｍ，出口直径Ｄ２＝４２０ ｍｍ．固相的

面靠拢，颗粒浓度最低处是在叶轮进口叶片背面，靠

流动参数：体积浓度５％，材料密度Ｐｐ＝ｌ

近叶轮后盖板附近，液固两相在叶轮与无叶腔中的

ｋｇ／ｍ３．

１４０

周向速度分布差异明显，两相间速度及脉动速度有

为了减小进出口对计算区域的影响，适当延伸

滑移，但总体差异不显著．由于这类泵所输送介质

求解区域．由质量守恒及进口无旋条件确定流速，假

一般为固液两相甚至多相流，固体颗粒在泵内的运

定出口边界处流动已充分发展，固壁表面上的流速

行规律比较复杂，而且其中所含颗粒的大小、密度、

无滑移，压力取第二类边界条件，在近壁区采用壁面

硬度性质不尽相同，流动的复杂程度相比单相流动

函数法进行计算．计算过程中，不考虑颗粒间碰撞及

大大增加，所以许多研究者的结论不完全相同．

颗粒撞击壁面后的破碎现象．

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基于三维流动分析，模拟
脱硫泵内固液两相流动，并对流道内颗粒浓度分布、

３数值模拟结果

速度分布及磨损特性进行研究．
１

控制方程

３Ｊ黑嚣化网格技术对计算区域进行网格划

将颗粒与流体作为在宏观上占据同一空间而相

分，网格总数为９８４ ４６２，网格图见图１．

万方数据

排

灌

机

械

第２７卷

在叶轮流道中，３种直径颗粒均是在叶片压力面上
体积浓度较大，在吸力面上分布较少＂Ｊ Ｊ．而颗粒直径
越大，进口附近的体积浓度越大，磨损严重的部分是
叶片出口处及叶轮头部，这与实际磨损情况是吻
合的．
在蜗壳中，颗粒体积浓度在壁面附近较大，这主
要是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导致颗粒沉积．随着半径增
加，颗粒直径越大，其浓度分布越大，因为直径越大，
其离心力就越大．蜗壳壁面上的颗粒沉积层对壁面
图１计算区域网格图

Ｆｉｇ．１哳ｄ

产生一定滑动磨蚀，由于离心力作用，颗粒以较大的

ｏｆ ｃａｔｃｕｌａ“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径向速度挤压到蜗壳周壁，并沿着蜗壳周壁向泵体

３·２计算结果与分析

出口运动，对蜗壳周壁产生切削滑动，这种类型磨损

３．２．１

会使蜗壳磨穿．由大颗粒的分布还可以清晰看出，隔

固体颗粒在流道内的分布情况
ａｎｌ，ｄｚ＝０．５ ｌｎＩｎ，ｄ３＝１ ｍｍ

直径分别为ｄ·＝０．１

舌附近部位处颗粒体积浓度也较大，这也是实际磨

的固体颗粒在流道内的体积浓度分布情况见图２．

损较为严重的部位．

图２不同直径颗粒在流道内体积浓度分布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ｉｇ．２

３．２．２

固体颗粒在叶片压力面上的分布情况

处，３种直径固体颗粒在叶片压力面上的体积浓度

分别考察前盖板、叶高中线截面、后盖板位置

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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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Ｆｉｇ．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０

１９５

２１０

不同直径颗粒沿叶片压力面体积浓度分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ｉｄｅ

固体颗粒在叶片压力面上体积浓度随颗粒直径

置处，颗粒浓度沿整个叶轮流道普遍较低，半径最大

及半径变化而变化，由图３ａ可知，颗粒在进口附近

处浓度最大．由图３ｃ后盖板处可知，颗粒在出口附

半径约１３０ ｍｍ位置浓度最大，随后下降，到出口附

近半径约２００ ｍｍ位置浓度最大，直径为ｄ。的颗粒

近有所升高，而且随着颗粒直径增加及浓度增大，颗

体积分数达到６．６９％，直径为ｄ：和ｄ，的颗粒体积

粒直径为ｄ，时，前盖板出口附近其体积分数达到

分数均达到９．５０％．即颗粒沉积层沿着压力面从进

９．５０％，接近平均浓度的２倍．由图３ｂ可知，在该位

口到出Ｉ＝Ｉ，并逐渐扩散到整个叶轮宽度，这正是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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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际运行中所发现的主要磨损区域．

由图４ａ一４ｅ可知，在叶轮内部，固体颗粒的相对速

３．２．３

度矢量方向基本沿叶片表面，与叶片相切，与颗粒直

固体颗粒沿壁面处的运动轨迹情况

３种直径固体颗粒在叶片位置处的相对速度矢

径关系不大．固体颗粒沿叶片壁面运动，导致叶片表

量如图４所示，其中图４ａ～４ｃ为叶轮内部颗粒相对

面主要发生滑动磨损，严重者甚至有清晰沟槽划痕

速度矢量总图，图４ｄ一４ｆ为叶片中部局部放大图．

存在．

图４不同直径颗粒叶轮内相对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ｅｌｅ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３种直径固体颗粒在蜗壳壁面处的绝对速度矢

蜗壳壁面相碰撞，随着颗粒直径增大和蜗壳半径增

量如图５所示，，其中图５ａ一５ｃ为蜗壳内部颗粒绝

加，碰撞角度均略有增加，磨损最严重的位置即发生

对速度矢量总图，图５ｄ一５ｆ为蜗壳半径最大处局部

在半径最大处．因为有径向速度存在，离心力使得固

放大图，图５９一５ｉ为隔舌部位局部放大图．由图５ａ

体颗粒压在蜗壳壁面上，并沿着蜗壳周壁向出口运

－Ｓｆ可知，在蜗壳内部，固体颗粒以较小的角度与

动，导致蜗壳壁面发生较为严重的磨损．

（ｄ）蜗壳半径最大处放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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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蜗壳半径最大处放大吃

（ｆ）蜗壳半径最大处放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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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不同直径颗粒蜗壳内绝对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ｖｏｌｕｔｅ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ｒｉ·。

随着颗粒直径增加，发生冲击磨损的比例增加．
由图５９一５ｉ可知，隔舌附近的固体颗粒运动比较紊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ｅｎｄ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乱，导致隔舌发生冲击磨损．

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６０（２４）：７０４５—７０５６．

Ｈｕｉ

Ｇｕｏ，Ｘｉｍｉｎ Ｚｈａｎｇ．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ｌｉｄ ｓｅｐａｒａ·

ｒＬ ４ １Ｊ

Ｇａｏ，Ｌｉｅｊｉｎ

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４结论

ｐｆ

ａ

ｓｔｉｒｒｅｄ

ｔａｎｋ［Ｊ］．Ｃｈｅｍ－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ｐｉｐ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ｉｎ

ｃｕ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０２，４５（２４）：４９９５—５００５．

１）固体颗粒在叶片压力面的体积浓度大于在

ｒＬ ５ １ｊ

李仁年，徐振法，韩伟，等．渣浆泵内部流场数值模

吸力面的体积浓度，且其浓度随着颗粒直径增加而

拟与磨损特性分析［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７，２５（２）：５—

增加．

８．

２）固体颗粒在叶片压力面上的分布为进口附

Ｌｉ Ｒｅｎｎｉａｎ，Ｘｕ Ｚｈｅｎｆａ，Ｈａ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近前盖板位置的浓度最大，在出口附近则是后盖板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ｐｕｍｐｓ［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位置处的浓度最大．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ｓｌｕｒｒ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

２５（２）：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固体颗粒在蜗壳中的分布为体积浓度在蜗
壳壁面外圆周较大，随着半径的增加，颗粒直径越

Ｗｅｉ，ｅｔ ａ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ｗｅａｒ

６ １Ｊ

杨敏官，高波，李辉，等．旋流泵内盐析两相流场
的计算及试验研究［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４４

大，其浓度分布越大．

（１２）：４２—４８．

４）固体颗粒的相对速度矢量方向基本沿叶片

Ｙａｎｇ

表面，与叶片相切，与颗粒直径关系不大．
５）固体颗粒以较小的角度与蜗壳壁面相碰撞，

ｖｏｒｔｅｘ

ａ

随颗粒直径增大，角度略有增加，在蜗壳隔舌附近的
运动比较紊乱．

Ｍｉｎｇｕａｎ，Ｇａｏ Ｂｏ，Ｌｉ Ｈｕｉ，ｅｔ ａ１．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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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ｍｐ［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４４（１２）：４２－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１Ｊ

杨敏官，刘栋，贾卫东，等．离心泵叶轮内部三维湍
流流动的分析［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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