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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粒径选择的水力旋流分离装置。包

括外层旋流筒、外层锥筒、外层底流管以及外层

溢流管、内层旋流筒、内层锥筒、内层底流管以及

内层溢流管；还包括入口和弯管；入口沿垂直方

向与弯管的入口端相连接；弯管的出口端内置有

一块中央封隔板，中央封隔板把弯管的出口端分

成两个彼此不相通的平行空腔，两个平行空腔分

别为外层切向入口和内层切向入口；内层旋流筒

与内层切向入口沿着切向连接，外层旋流筒与外

层切向入口沿着切向连接；内层溢流管与外层溢

流管的出口方向均沿着内层溢流管、外层溢流管

的轴向方向。利用本种旋流分离器,对处理液中

不同粒径大小的分散相均具有较大的分离效率，

使旋流分离的效率整体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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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粒径选择的水力旋流分离装置，包括顺次连接的带有上筒盖的外层旋流筒

(7)、外层锥筒(5)、外层底流管(3)以及外层溢流管(2)，外层溢流管位于外层底流管中，外

层溢流管的顶端位于外层锥筒中，外层溢流管的末端伸出外层底流管外，所述外层旋流筒、

外层锥筒和外层底流管连接后形成的空腔为外层旋流腔，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力旋流分离装置还包括有上筒盖的内层旋流筒(8)、内层锥筒(6)、内层底流管

(4)以及内层溢流管(1)；其中，内层旋流筒(8)、内层锥筒(6)和内层底流管(4)顺次连接后，

位于所述外层旋流腔内，内层旋流筒(8)、内层锥筒(6)与内层底流管(4)顺次连接后所形成

的内部空腔为内层旋流腔；内层溢流管(1)位于内层底流管(4)中，通过筋板连接，内层溢流

管(1)的顶端位于内层锥筒(6)中，内层溢流管(1)的末端伸出所述外层溢流管外；

内层旋流筒(8)的上筒盖突出于外层旋流筒(7)的上筒盖；

所述水力旋流分离装置还包括入口(12)和弯管(11)；入口(12)沿垂直方向与弯管(11)

的入口端相连接；弯管(11)的出口端内置有一块中央封隔板，所述中央封隔板把弯管的出

口端分成两个彼此不相通的平行空腔，两个所述平行空腔分别为外层切向入口(9)和内层

切向入口(10)；所述内层旋流筒(8)与内层切向入口(10)沿着切向连接，所述外层旋流筒

(7)与外层切向入口(9)沿着切向连接；

内层溢流管(1)与外层溢流管(2)的出口方向均沿着所述内层溢流管、外层溢流管的轴

向方向；所述内层底流管与外层底流管的出口均为切向出口，即外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3)

与外层底流管(3)沿着切向方向连接，内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4)穿过外层溢流管(2)与内层

底流管(4)沿着切向方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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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径选择的水力旋流分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两相分离技术领域中的旋流分离器，可应用于石油、化工、环保等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用于两相不互溶介质的快速分离方法主要有气浮选、过滤、膜分离和旋流分

离等。气浮选方法适应分散相浓度变化的范围较小；过滤可以较好地实现两相的分离，但需

要频繁的反冲洗来保证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膜分离设备成本较高，对介质条件要求又较

为严格。旋流分离具有设备体积小等优点，其分离原理是利用不互溶介质间的密度差而进

行离心分离，密度差越大，分散相的粒径越大，分离效果相对就越好。目前旋流分离器在石

油开采、化工、食品加工、环境保护等涉及到不互溶多相介质分离的领域均获得了一定应

用，但还存在自身的不足，如对细小颗粒或液滴去除效果差等问题，导致后续分离处理成本

的负担加重。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所提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粒径选择的水力旋

流分离装置,利用该装置对大粒径和小粒径颗粒或液滴均具有较高的分离效率，具有分离

效率高、设备体积小、处理液预分离、内外两层旋流分离等突出的优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该种基于粒径选择的水力旋流分离装置，包括顺次连接的

带有上筒盖的外层旋流筒、外层锥筒、外层底流管以及外层溢流管，所述外层旋流筒、外层

锥筒和外层底流管连接后形成的空腔为外层旋流腔，其独特之处在于：

[0005] 所述水力旋流分离装置还包括有上筒盖的内层旋流筒、内层锥筒、内层底流管以

及内层溢流管；其中，内层旋流筒、内层锥筒和内层底流管顺次连接后，位于所述外层旋流

腔内，内层旋流筒、内层锥筒与内层底流管顺次连接后所形成的内部空腔为内层旋流腔；内

层溢流管位于内层底流管中，通过筋板连接，内层溢流管的顶端位于内层锥筒中，内层溢流

管的末端伸出所述外层溢流管外。

[0006] 内层旋流筒的上筒盖突出于外层旋流筒的上筒盖。

[0007] 所述水力旋流分离装置还包括入口和弯管；入口沿垂直方向与弯管的入口端相连

接；弯管的出口端内置有一块中央封隔板，所述中央封隔板把弯管的出口端分成两个彼此

不相通的平行空腔，所述两个平行空腔分别为外层切向入口和内层切向入口；所述内层旋

流筒与内层切向入口沿着切向连接，所述外层旋流筒与外层切向入口沿着切向连接。

[0008] 内层溢流管与外层溢流管的出口方向均沿着所述内层溢流管、外层溢流管的轴向

方向；所述内层底流管与外层底流管的出口均为切向出口，即外层底流管切向出口与外层

底流管沿着切向方向连接，内层底流管切向出口穿过外层溢流管与内层底流管沿着切向方

向连接。

[000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应用本种分离装置对具有密度差的不互溶两相处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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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离时，由入口进入，首先经过弯管的惯性分离作用，将处理液预分离成富含大粒径颗

粒的液流和富含小粒径颗粒的液流。富含小粒径颗粒的液流沿着内层切向入口进入内层旋

流腔内部并形成高速旋转流，小粒径颗粒受离心力作用被甩向内层旋流腔内壁附近，并集

中于内层溢流管与内层底流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向下排出，轻质相水则集中于旋流中心区

域，并由内层溢流管向下排出；富含大粒径颗粒的液流沿着外层切向入口进入外层旋流腔

内部，同样形成高速旋转流，大粒径颗粒受离心力的作用被甩向外层旋流腔内壁附近区域，

并沿着外层溢流管与外层底流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向下排出，轻质相水则集中于内层旋流

管、内层锥段和内层底流管的外壁处向下运移，最终由内层底流管与外层溢流管之间的环

形空间向下排出。

[0010] 本种分离器结合入口处理液预惯性分离及旋流分离的思想，实现对处理液中不同

粒径大小的颗粒或液滴均具有较大的分离效率，使旋流分离的整体效率得到提高。另外，本

种分离器可用于具有密度差的不互溶两相分离。既可应用于油田、化工生产，又可应用于市

政环保等领域，具有可观的推广应用前景。

[0011]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纵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的顶视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的B-B截面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的基于粒径选择分离的旋流分离原理图。

[0018] 图7为入口处采用180°弯管的布置形式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为入口处采用螺旋弯管的布置形式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为本发明入口处三维局部剖面图。

[0021] 图10本发明出口处三维局部剖面图。

[0022] 图中1-内层溢流管；2-外层溢流管；3-外层底流管；4-内层底流管；5-外层锥筒；6-

内层锥筒；7-外层旋流筒；8-内层旋流筒；9-外层切向入口；10-内层切向入口；11-弯管；12-

入口；13-外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4-内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5-富含大粒径颗粒的液流；16-

富含小粒径颗粒的液流。

[002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5] 若想实现部分细小颗粒或液滴的高效分离，则需要在旋流分离过程中，加大细小

颗粒或液滴所受的离心力，即，使分散相受到沿着径向更大的迁移力。

[0026] 基于以上原因,本发明给出如下技术方案:  本种基于粒径选择的水力旋流分离装

置，包括顺次连接的带有上筒盖的外层旋流筒7、外层锥筒5、外层底流管3以及外层溢流管

2，所述外层旋流筒、外层锥筒和外层底流管连接后形成的空腔为外层旋流腔。其独特之处

在于：

[0027] 所述水力旋流分离装置还包括有上筒盖的内层旋流筒8、内层锥筒6、内层底流管4

以及内层溢流管1；其中，内层旋流筒8、内层锥筒6和内层底流管4顺次连接后，位于所述外

层旋流腔内，内层旋流筒8、内层锥筒6与内层底流管4顺次连接后所形成的内部空腔为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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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腔；内层溢流管1位于内层底流管4中，通过筋板连接，内层溢流管1的顶端位于内层锥

筒6中，内层溢流管1的末端伸出所述外层溢流管外。

[0028] 内层旋流筒8的上筒盖突出于外层旋流筒7的上筒盖。

[0029] 所述水力旋流分离装置还包括入口12和弯管11；入口12沿垂直方向与弯管11的入

口端相连接；弯管11的出口端内置有一块中央封隔板，所述中央封隔板把弯管的出口端分

成两个彼此不相通的平行空腔，所述两个平行空腔分别为外层切向入口9和内层切向入口

10；所述内层旋流筒8与内层切向入口10沿着切向连接，所述外层旋流筒7与外层切向入口9

沿着切向连接。

[0030] 内层溢流管1与外层溢流管2的出口方向均沿着所述内层溢流管、外层溢流管的轴

向方向；所述内层底流管与外层底流管的出口均为切向出口，即外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3与

外层底流管3沿着切向方向连接，内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4穿过外层溢流管2与内层底流管4

沿着切向方向连接。

[0031] 具体实施时，弯管11可以为90°弯管、180°弯管或者是螺旋弯管。

[0032] 由于，入口与弯管相连接；液流经过弯管后，分别进入外层切向入口和内层切向入

口内；内层旋流腔与内层锥段分别位于外层旋流腔和外层锥段的内部，且内层旋流腔突出

外层旋流腔外一段，内层旋流腔的突出段与内层切向入口沿着切向连接；外层切向入口与

外层旋流腔7沿着切向连接。本发明出口部分采用四层套管结构，由内至外依次为内层溢流

管、内层底流管、外层溢流管和外层底流管。

[0033] 具体应用时，具有密度差的不互溶两相处理液，以固、液两相处理液为例，由入口

进入，首先经过弯管，受惯性分离作用，大粒径颗粒由于自身惯性大，在转向过程中，主要聚

集于弯管的外壁处流动，而小粒径颗粒由于自身惯性小，与液流的跟随性好，这部分颗粒的

流动状态受弯管的结构变化影响很小，从而实现通过弯管的设置，将固、液两相处理液预分

离成富含大粒径颗粒的液流15和富含小粒径颗粒的液流16。

[0034] 分别在富含大粒径颗粒的液流15和富含小粒径颗粒的液流16对应位置设置外层

切向入口9和内层切向入口10。富含小粒径颗粒的液流16沿着内层切向入口10进入内层旋

流腔8内部并形成高速旋转流，内层旋流腔8的直径小，使小粒径颗粒受到的旋转离心力大

幅增加，促进对小粒径颗粒的分离及提高其分离效率。此外，内层锥段6的设置有利于补偿

旋流分离过程中的旋转流体速度损失，有利于两相的分离。小粒径颗粒受离心力作用被甩

向内层旋流腔8内壁附近，并集中于内层溢流管1与内层底流管4之间的环形空间向下排出，

轻质相水则集中于旋流中心区域，并由内层溢流管1向下排出；同样的，富含大粒径颗粒的

液流15沿着外层切向入口9进入外层旋流腔7内部，同样形成高速旋转流，尽管外层旋流腔7

的直径明显大于内层旋流腔8，但位于外层旋流腔7中的颗粒相粒径大，同样能够保证较大

的旋转离心力，使该部分大粒径颗粒的分离效率较高，同时，外层锥段5的设置有利于补偿

分离过程中的旋转流体速度损失，有利于两相的分离。大粒径颗粒受离心力的作用被甩向

外层旋流腔7内壁附近区域，并沿着外层溢流管2与外层底流管3之间的环形空间向下排出，

轻质相水则集中于内层旋流管8、内层锥段6和内层底流管4的外壁处向下运移，最终由内层

底流管4与外层溢流管2之间的环形空间向下排出。经过内、外层旋流分离后，由内层溢流管

1和外层溢流管2流出的两股富水相液流，最终汇聚到一起由底部沿着轴向排出，由外层底

流管3和内层底流管4流出的两股富颗粒相液流，分别沿着外层底流管切向出口13和内层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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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切向出口14排出。

[0035]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适用于具有密度差的不互溶两相分离，当处理液中的分散

相密度小于连续相时，需要对入口处弯管的弯曲方向进行调整，以分散相为油滴、连续相为

水为例，此时需要改变入口处弯管的弯曲方向，使入口液流由顺时针方向进入改为逆时针

方向进入，从而实现经过入口弯管的惯性分离后，富含小粒径油滴的液流由内层切向入口

进入到内层旋流腔内，实现该部分细小液滴的高效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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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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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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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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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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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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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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