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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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湍流特性、温度、组分浓度分布等规律对搅拌器

的性能优化设计、指导操作、自动化控制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一。。CFD(computation nuid dynamics)技

术是对流动、传热、传质、燃烧、化学反应等工程现象

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的总称，CFD技术应用在新产品

开发、工程研究与优化设计、工程评估中是本世纪的

重要发展方向。Montante G"1等人对胛u桨叶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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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吻合。侯拴弟‘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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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宏观分析研究，成功反映了搅拌槽内流体流型，

然而，理论预测与实测之间的定量比较与误差分析

还未见报导。本文以典型的DT和盯U型桨叶搅拌

器内复杂的搅拌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数值计算结果

与LDA激光测试值∞1进行了量化的比较分析。

去(厂，警)+÷杀(曲警)+．s，
式中：妒分别代表u，秽，加及湍流动能后和湍流耗散

率占等变量，j；。代表源项，其具体表达式及湍流模型

可见文献[7]。

网格划分采用滑移方法，即在桨叶内部的网格

采用随桨叶转动的移动网格(slide一酣ds)，在桨叶

外部的网格采用静态网格，如图1所示。数值方法

为SIMPLE[8。。

2计算条件

模拟计算采用的搅拌器的几何结构如图2所

示，桶底类型为平底，桶体高度为250 mm，直径2R

为250 mm，桨叶类型分别为Pitched—blade Turbine

(PI’U)和Disc Turbine(DT)两种，周边均布4个挡

板(宽度为桶体直径的1／10)，结构参数见表l。

3结果与分析
1 基本原理

3．1 径向剖面速度场分布规律

搅拌器的主要流动特征是湍流，描述湍流的基 图3是理论预测的1号搅拌器径向剖面上的流

本方程可用通用形式表达为： 场与LDA测试结果比较图。

昙(p9)+未(p婶)+÷杀(掣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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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起始阶段 (b)一段时间之后

图l网格滑移示意图

Fig．1 lllustlation of the mtati叫0f the sliding mesh

图2搅拌器的几何效果图

Fig．2 Ge埘mtry of lIIi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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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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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在桶内的流体似乎分成上下两股，形成了纵向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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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心位置与实测位置吻合较好。

(a)cFD模拟的瞬时速度场(单位：mm) (h)实测的时均速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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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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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4 Comparison 1)etween velocities in DT impeller stirI训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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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FD模拟的瞬时速度场(单位：“n) (h)实测的时均速度场(单位：mm)

图5 DT浆叶搅拌器内典型截面上的流场速度分布比较图

Fig．5 Compa矗son between velocities in DT impeller stirTed tanks(8peed：200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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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流动与实测结果特征完全相一致，说明cFD用

于搅拌器的理论分析研究，不但可行，而且准确性也

较高。

3．2速度值的比较

理论预测的整体速度场虽然能达到理想的结

果，但是，相应的速度值的大小在定量上的吻合程度

如何?通过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定量分析比较后发

现：理论预测的速度值与实测值相对误差比较大的

区域是在桨叶的叶尖附近，因此，选择离旋转中心轴

线2肜3处竖直线上的速度变化规律作为比较对

象。

图6、图j7分别是理论预测的阳U和DT桨叶在

离旋转轴中心线2肜3处竖直线上的速度变化规律

与实测值的比较图。从图6可以看出：对于阳U桨

叶来说，理论预测值与测试结果的变化趋势吻合较

好，对应峰值的空间坐标基本一致，但是，理论预测

值普遍比实测值偏高，尤其在桨叶以上的区段，两者

的相对误差高达30％左右。图7中，DT桨叶搅拌

器中理论预测值与LDA测试结果和在定量上吻合

较好，最大相对误差在1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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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阴u桨叶戈=号R处的速度值比较图
Fig．6 c。mparis。nbetween vel诎ies at x=÷尺

jn PTU j”Pel】er stjmd tank8

图7 DT桨叶*=÷尺处的速度值比较图

Fig．7 c。m叫s。n between Vel础ies at x=÷R
in Frru impeller stiITed taIlks(300 r／min)

综合图6、图7可知：cFD预测的速度峰值、变

化锐度普遍较测量值偏高。理论预测值高于实测值

可能是合理的现象，这因为，理论预测结果是桨叶在

该位置上的瞬时速度值，而LDA测得的值是在测试
n

的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值，即石=上∑q，最大值

和最小值均被平均掉了。而桨叶在通过该剖面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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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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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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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对误差比较大，在离旋转中心轴线2|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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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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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urbulent now in stirred tanks

ZHANG Lin-jin，YE Xu—chu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The turbulence 6eld in IyrU and DT impeUer stiITed tanks had 1)een studied by CFD．The numerical sim．

ulations of the speed distribution of flow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The relative error is la卜

ger around the blade tip． On the line of the DT impeller stin℃d tank which was at the distance of 2R／3 to the axis，

the predicted velocities were satisfaction with U)A and the ma)【imum relat沁e ermr was about 1 l％．0n the same lo．

cation of the IyrU impeller stin．ed tank，though the changing tendency of velocities was approximately identical，the

eITor of peak value was lager and the relative error was about 30％．

Key words：stirred tank；turbulence；CFD；LDA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