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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器内湍流场的ＣＦＤ模拟研究
张林进，叶旭初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９）
摘要：采用ｃＦＤ技术研究了ＤＴ和ｆｒｒｕ型桨叶搅拌器内的湍流场，结果表明：对于盯ｕ和ＤＴ桨叶，理论预测速
度场分布规律与ＬＤＡ测试结果吻合较好，理论预测漩涡的空间位置坐标与实测值完全一致。预测速度值与实测值

在桨叶叶尖附近相对误差比较大，在离旋转中心轴线２肜３处竖直线上，对于ＤＴ桨叶搅拌器，ｃＦＤ预测的速度值
和ＬＤＡ测试值吻合比较好，最大相对误差在１１％左右。而对于ＰｒＵ桨叶，在同样的空间位置上，ＣＦＤ预测值与测
试结果的变化趋势相吻合，速度峰值附近的误差较大，相对误差高达３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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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是化工混合、传递、反应的主要过程之一，
其中约８５％的为槽式搅拌容器，充分掌握搅拌器

去（厂，警）＋÷杀（曲警）＋．ｓ，

内的湍流特性、温度、组分浓度分布等规律对搅拌器

式中：妒分别代表ｕ，秽，加及湍流动能后和湍流耗散

的性能优化设计、指导操作、自动化控制具有重大的

率占等变量，ｊ；。代表源项，其具体表达式及湍流模型

现实意义¨一。。ＣＦ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ｎ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技

可见文献［７］。

术是对流动、传热、传质、燃烧、化学反应等工程现象

网格划分采用滑移方法，即在桨叶内部的网格

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的总称，ＣＦＤ技术应用在新产品

采用随桨叶转动的移动网格（ｓｌｉｄｅ一酣ｄｓ），在桨叶

开发、工程研究与优化设计、工程评估中是本世纪的

外部的网格采用静态网格，如图１所示。数值方法

重要发展方向。Ｍｏｎｔａｎｔｅ Ｇ＂１等人对胛ｕ桨叶搅拌

为ＳＩＭＰＬＥ［８。。

器内固体颗粒的分布进行了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
结果证明理论预测的颗粒轴向浓度分布和实验结果

２计算条件

比较吻合。侯拴弟‘４ Ｊ、马青山¨ｏ等人采用｜｜｝一ｓ湍
流模型模拟了搅拌槽内流体流动状态，对流动场进

模拟计算采用的搅拌器的几何结构如图２所

行了宏观分析研究，成功反映了搅拌槽内流体流型，

示，桶底类型为平底，桶体高度为２５０ ｍｍ，直径２Ｒ

然而，理论预测与实测之间的定量比较与误差分析

为２５０ ｍｍ，桨叶类型分别为Ｐｉｔｃｈｅｄ—ｂｌａｄｅ

还未见报导。本文以典型的ＤＴ和盯Ｕ型桨叶搅拌

（ＰＩ’Ｕ）和Ｄｉｓｃ Ｔｕｒｂｉｎｅ（ＤＴ）两种，周边均布４个挡

器内复杂的搅拌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数值计算结果

板（宽度为桶体直径的１／１０），结构参数见表ｌ。

Ｔｕｒｂｉｎｅ

与ＬＤＡ激光测试值∞１进行了量化的比较分析。

３结果与分析
１

基本原理
３．１

搅拌器的主要流动特征是湍流，描述湍流的基
本方程可用通用形式表达为：

径向剖面速度场分布规律
图３是理论预测的１号搅拌器径向剖面上的流

场与ＬＤＡ测试结果比较图。

昙（ｐ９）＋未（ｐ婶）＋÷杀（掣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０６—０ｌ
作者简介：张林进（１９８ｌ一），男，江苏通州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模拟与工程数字化设计。
叶旭初（联系人），教授，Ｅｍａｉｌ：ｙｅｘｕｃｈｕ＠ｎｊｕｌ．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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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搅拌器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ｍ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ｒＴ℃ｄ ｔａｎｋｓ

从图３（ａ）可以看出，流体一方面被高速旋转的
桨叶“甩出”，另一方面还受到桨叶的挤压作用，因
此在桨叶上缘的叶尖附近速度值最大，并且带有较
（ａ）起始阶段

（ｂ）一段时间之后

强的轴向分量，该点理论模拟与实测的结果相一致。
由于流体受到桶壁的制约与桨叶附近的负压区的引

图ｌ网格滑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ｌｌｕｓｔ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ｔａｔｉ叫０ｆ ｔｈｅ

导，在桶内的流体似乎分成上下两股，形成了纵向截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ｍｅｓｈ

面上一大一小的两个涡区，涡心位置分别是（８５，５）
和（８５，７５），参见ＬＤＡ的测试结果图３（ｂ），预测与
实测的涡心位置几乎完全相同，如图中虚线的交点
所示。图３（ｂ）中，桨叶区的空白是因为ＬＤＡ测试
受桨叶旋转的干扰而无法准确测量造成的。
图４、图５分别是理论预测的２、３号ＤＴ型桨叶
的搅拌器在径向剖面上的速度矢量场与ＬＤＡ测试
结果对比图。从图４、图５中均可以看出，在ＤＴ桨
叶的叶尖附近，排出的流体仅具有径向速度，同时，
流体在桨叶的径向剖面的上下各形成一个漩涡，比
较理论预测与ＬＤＡ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理论预测的

图２搅拌器的几何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Ｇｅ埘ｍｔｒｙ

涡心位置与实测位置吻合较好。

ｏｆ ｌＩＩｉｘｅｒ

（ａ）ｃＦＤ模拟的瞬时速度场（单位：ｍｍ）

图３

ｆｒｒｕ浆叶搅拌器内典型截面上的流场速度分布比较图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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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实测的时均速度场（单位：ｍ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８ ｉｎ ＰＵＴ ｉｍｐｅｌｋｒ ｓｔｉｒｒｅｄ ｔａｎ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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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ＦＤ模拟的瞬时速度场（单位：ｌｎｆｎ）

图４

ＤＴ浆叶搅拌器内典型截面上的流场速度分布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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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实测的时均速度场（单位：ｍｍ）

ＤＴ浆叶搅拌器内典型截面上的流场速度分布比较图

Ｃｏｍｐａ矗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Ｔ

上述结果表明：无论是倾斜式的Ｐｒｒｕ桨叶，还
是直桨叶（ＤＴ型桨叶），ｃＦＤ模拟预测的速度场的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ｓｔｉｒＴｅｄ

ｔａｎｋｓ（８ｐｅｅｄ：２００ ｌ／ｍ）

线２肜３处竖直线上的速度变化规律作为比较对
象。

整体流动与实测结果特征完全相一致，说明ｃＦＤ用

图６、图ｊ７分别是理论预测的阳Ｕ和ＤＴ桨叶在

于搅拌器的理论分析研究，不但可行，而且准确性也

离旋转轴中心线２肜３处竖直线上的速度变化规律

较高。

与实测值的比较图。从图６可以看出：对于阳Ｕ桨

３．２速度值的比较

叶来说，理论预测值与测试结果的变化趋势吻合较

理论预测的整体速度场虽然能达到理想的结

好，对应峰值的空间坐标基本一致，但是，理论预测

果，但是，相应的速度值的大小在定量上的吻合程度

值普遍比实测值偏高，尤其在桨叶以上的区段，两者

如何？通过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定量分析比较后发

的相对误差高达３０％左右。图７中，ＤＴ桨叶搅拌

现：理论预测的速度值与实测值相对误差比较大的

器中理论预测值与ＬＤＡ测试结果和在定量上吻合

区域是在桨叶的叶尖附近，因此，选择离旋转中心轴

较好，最大相对误差在１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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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另一方面，在数值计算过程中是假定流体与桨
叶之间不发生速度滑移的，但是，实际上，当转速较
快时，流体跟叶片之间就有可能发生速度滑移，由

于门ｕ是倾斜桨叶，发生速度滑移的趋势比ＤＴ强，
所有这些可能是造成ＰＩ＇ｕ桨叶在菇＝２Ｒ／３处数值
计算值与试验测试值相对误差高达３０％的原因。
４

结论
（１）对于ＰｒＵ和ＤＴ桨叶，理论预测的速度场

图６阴ｕ桨叶戈＝号Ｒ处的速度值比较图
Ｆｉｇ．６

ｃ。ｍｐａｒｉｓ。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ｎ ＰＴＵ ｊ”Ｐｅｌ】ｅｒ

ｖｅｌ诎ｉｅｓ

ｓｔｊｍｄ

ａｔ

分布规律与ＬＤＡ测试结果吻合较好，理论预测的漩
涡的空间位置坐标与实测值完全一致。
（２）理论预测速度值与实测值在桨叶叶尖附近

ｘ＝÷尺

的相对误差比较大，在离旋转中心轴线２｜Ｒ／３处竖

ｔａｎｋ８

直线上，对于ＤＴ桨叶搅拌器，ＣＦＤ预测的速度值和
ＬＤＡ测试值吻合比较好，最大相对误差在１１％左
右。而对于Ｐ１ｒｕ桨叶，在同样的空间位置上，ｃＦＤ
预测值与测试结果的变化趋势相吻合，速度峰值附
近的误差较大，相对误差高达３０％左右。
（３）ｃＦＤ预测的结果较试验研究可能更合理，
而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对各种几何结构的搅拌器、
多层桨叶，牛顿、非牛顿流体，组分流、反应流等过
程，能够提供较为准确的数值模拟结果，为实现搅拌
器的性能优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
参考文献：
图７

Ｆｉｇ．７

ＤＴ桨叶＊＝÷尺处的速度值比较图

ｃ。ｍ叫ｓ。ｎ
ｉｎ Ｆｒｒ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ｌ础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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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平，张锁龙，葛乐通，等．三叶折叶桨搅拌流场三维速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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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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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锐度普遍较测量值偏高。理论预测值高于实测值

五吣ｒ

ｐｉｔｃｈｅｄ ｂｌａｄｅ

可能是合理的现象，这因为，理论预测结果是桨叶在

¨ｄ

Ｄｅｓ咖，２００１，７９（８）：１

该位置上的瞬时速度值，而ＬＤＡ测得的值是在测试

ａ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Ｉｓ ａｎｄ ｃＦＤ

Ｆ，ｅｔ

ｄｉｓ试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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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ｖｅｓ∞ｌ

ａ西ｔａｔｅ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００５一ｌ

ｗ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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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

［４］侯拴弟，张政，王英琛，等．涡轮桨搅拌槽流动场数值模拟
［Ｊ］．化工学报。２００１，５２（３）：２４ｌ一２４５．

ｎ

的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值，即石＝上∑ｑ，最大值

［５］

马青山，聂毅强，包雨云，等．搅拌槽内三维流场的数值模拟

和最小值均被平均掉了。而桨叶在通过该剖面的瞬

［６］

毛德明，冯连芳，许国军，等．用ＬＤＡ研究搅拌器内的流场

［７］

叶旭初，胡道和．窑内多通道喷煤燃烧器的旋转射流场的数值

［Ｊ］．化工学报，２００３，５４（５）：６１２—６１８．

［Ｊ］．高校化学工程学报，１９９６，１０（３）：２５８～２６２．

间，桨叶附近的速度肯定大于桨叶经过前后的一段
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值。此外，由于在ＬＤＡ测试过程
中，测量点沿径向移动也容易出现测点偏移，导致实
测结果偏低。

对于胛Ｕ桨叶，结构比ＤＴ复杂，测量误差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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