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000358.3

(22)申请日 2019.10.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73218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1.31

(73)专利权人 西安交通大学

地址 710049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

路28号

(72)发明人 卫鹏凯　王栋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智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 61215

代理人 何会侠

(51)Int.Cl.

B01D 45/16(2006.01)

B01D 4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261814 A,2000.08.02

CN 101053723 A,2007.10.17

JP 4199465 B2,2008.12.17

DE 60116030 T2,2006.08.31

陈阳.旋流型气液分离器壁面小孔处气液相

分离特性.《化学工程》.2018,第46卷(第8期),全

文.

审查员 杨蕊

 

(54)发明名称

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

置和方法

(57)摘要

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

置和方法，该装置主要由主路管道、旋流装置、环

形窗口、液体收集管和倾斜排液管组成；先通过

采用管内相分隔技术把气液两相流体分隔为均

匀的旋流液膜和气芯，当旋流液膜和气芯流经环

形窗口的时候，流体分为两路流动：一路为大部

分的气芯，仍然在主路管内流动并直接旁路至气

路出口；另一路为旋流液膜和一小部分气体，经

环状窗口的上半部分进入液体收集管，这一小部

分气体在液体收集管中依靠离心力和重力与液

膜分离后再通过环形窗口的下半部分返回主路

管并从分离器气相出口流出；由于本分离装置把

大部分气体都旁路了，只需要分离两相流来流中

的一部分，结构更紧凑，体积大大减小，成本降

低，相比传统分离器阻力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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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相分隔的上游主路

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通过外面包裹的液相收

集管(4)相固结并连通，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位于液相收集管(4)上方安装有旋流装置

(2)，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的分隔段在液相收集管(4)内形成一个环形窗口

(3)；上游主路管道(1)和液相收集管(4)之间通过液膜导向椎管(7)相连接；所述液相收集

管(4)的下部或者底部与向下倾斜排液管(5)相连通，液相收集管(4)除了与上游主路管道

(1)相连接的环形窗口(3)和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出口外，液相收集管(4)形成一个密闭的

空间；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下游安装有调节阀门(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内形成的环形窗口(3)的长度通

过机械结构调节，环形窗口(3)的长度是上游主路管道(1)直径的0.1倍～4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游主路管道(1)和液相收集管(4)的连接处液膜导向椎管(7)为一圆锥管，其入口直径

等于上游主路管道(1)，出口直径大于入口直径，内壁与上游主路管道(1)轴线的夹角为0°

～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下游主路管道(8)入口没有外倒角或有外倒角。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下游主路管道(8)位于液相收集管(4)内的部分设置有一段紧密连接的外套管(9)或者内

套管(10)，外套管(9)或者内套管(10)能够自由调节超出下主路管道(8)的高度；或者下游

主路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内的部分没有任何套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液相收集管(4)由一个单独的整体构成；或者液相收集管由液相收集上管(12)和液相收

集下管(11)通过套接在液相收集上管(12)和液相收集下管(11)外部的连接套管(13)相连

接构成，连接套管(13)的安装位置完全包覆环形窗口(3)或者包覆一部分环形窗口(3)，通

过连接套管(13)调节环形窗口(3)的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及液相收集管(4)、旋流装置(2)、液膜导向椎管

(7)、液相收集上管(12)、液相收集下管(11)、连接套管(13)均为同轴布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轴线与液相收集管(4)轴线的夹角为小于50°。

9.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的两相流

体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高速气液两相流体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流经旋流装置(2)后，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气液两相流体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被分隔为紧贴管壁的均匀的旋流

液膜和在管道中心流动的气芯；当旋流液膜和气芯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流经下游的环形

窗口(3)时，分为两路流动：一路为大部分的气芯，仍然在上游主路管道(1)中流动并被直接

旁路至气路出口即下游主路管道(8)出口；另一路为旋流液膜和一小部分气体，经环形窗口

(3)的上部进入液相收集管(4)，这一小部分气体在液相收集管(4)内经重力和离心力的作

用下分离后再经过环形窗口(3)的下部返回至下游主路管道(8)并从气相出口排出，液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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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收集管(4)下部或者底部的向下倾斜排液管(5)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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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气液两相流体分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

气液分离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气液两相流体分离技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能源动力和天然气等领域中。传统

气液分离器主要利用重力和离心力来分离液相，例如应用最为广泛的旋风分离器。但为了

防止分离器中上升气流速度过高引起的液膜撕裂和气相出口的液相夹带，对分离筒体内上

升气流速度都有明确的限制，根据设计经验，上升气速的范围一般为0.1m/s～4.0m/s，所以

分离器筒体的直径是入口直径的好几倍，导致传统分离器大都属于压力容器式，体积大、笨

重、造价贵，同时维护很不方便。为了降低成本，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紧凑型气液分离器。

[0003] 管柱式旋流分离器(GLCC)是由塔尔萨大学提出的一种紧凑型分离器，它是一种带

有倾斜切向入口及气体、液体出口的垂直管，依靠旋流离心力实现气、液分离。上升气速过

高会引起气路出口严重的液滴夹带，所以在常规GCLL中，通常入口气相折算速度小于9.2m/

s。Wang  et  al .(2003)  (文献Wang  S .,Gomez  L .E .,Mohan  R .S .,et  al .Gas-Liquid 

Cylindrical Cyclone Compact  Separators  for  Wet  Gas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Energy  Resources  Technology,2003,125(1) .)提出了一种改进型的GLCC，

通过在GLCC上部加装AFE，利用旋流作用来分离气路出口中的液相夹带，入口气相折算流速

提高到18m/s。

[0004] 旋叶气液分离器被广泛应用在核电站中来提高蒸汽发生器出口蒸汽干度，采用轴

流式叶片使得流体在分离器内产生旋转运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气液两相流体来流形成

液膜和气芯流动，流经安装在叶片下游的孔板时，液膜通过下降管排出，气芯通过孔板流

出。但在气芯和液膜分离的过程中，气芯在孔板处会发生一个突然的收缩和加速，极易夹带

液相进入气路出口，所以对入口流速也有限制，常温常压下入口气相折算速度一般小于

24m/s。与此类似的包括直流锅中使用的俄罗斯MOЦKTИ型分离器，与旋叶气水分离器不同

的是蒸汽和水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向下流动，但也是依靠离心力产生液膜后，通过在

分离筒内同轴安装内径稍小的内筒，液膜从内筒外壁和外筒内壁之间的环形空间排出，气

芯进入内筒流至下游出口。在液膜和气芯分离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气芯流入内筒发生收缩流

动，流速过高容易夹带液滴的现象。另外，气液两相流体仍然在分离筒中进行分离，分离筒

的直径是入口管径的好几倍，分离器体积很大，属于一种常规分离器。

[0005] 美国专利US3884660和US4180391提出了一种管式气液分离器。一个沉降室内包含

着一个主路管道，在主路管内安装有一个旋流装置，该主路管在旋流装置的下游设置有一

个或两个环形喷射口。气液两相流体流经旋流装置后，由于一部分液相没有足够的动能克

服环形喷口的阻力，为了让全部液膜通过环形喷射口排出，所以一部分气体不得不同液膜

一起通过环形喷射口喷射到沉降室中，最后在沉降室中依靠重力分离。然而，这使得它仍然

是一个容器式分离器，体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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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另一种分离气液两相流体的方法是在管壁上开孔或者槽。美国专利  US4856461、

US4909067和US7381235都是利用这一方法。美国专利US4856461和US4909067提出了一种气

液两相流体分离装置。气液两相流体流经安装在管内的同轴螺旋纽带产生旋流运动。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液滴通过管壁上的孔分离出管路，落在液体收集器中。但是，当气流速度超

过4.9m/s时，液滴无法被完全去除。温以千(2009)(文献：温以千.多孔管气液分离器实验研

究[D].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009)在此基础提出了一种改进型气液分离器，把直管段换成

了管壁带孔的锥形管，同时在锥形管的入口中心安装一个旋流装置，实验结果表明，气相折

算流速度可以达到30m/s。美国专利US7381235与此类似，是在管壁上开槽，通过结合离心力

的方法分离液相。这些方法都是试图通过在径向方向(即离心力的方向)分离液相，但液相

在离开管壁后由于惯性的作用，将继续沿着离开壁面时的切向方向运动，因此，该方法使得

液相通过管壁径向的孔或者槽的阻力大大增加，不利于液相分离。

[0007] 综上所述，通过离心方法使得气液两相流形成液膜和气芯并不难，但一起流动的

液膜和气芯之间仍然存在着强烈的耦合，所以最后一步分离气芯和液膜都是在低流速的情

况下进行的，因此分离器的体积较大，造价昂贵。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

分离装置和方法。

[0009] 本发明中的“相”是指多相流体中物理性质相同的各部分，如气相，液相、油相、水

相等。其中气相和液相既可以是单组分物质，也可以是多组分物质的均匀混合物，如空气，

原油等。管内相分隔是指把各相分别汇聚隔离到管道内一个特定的区域流动，各相之间有

明显清晰的相界面。本发明方法先通过管内相分隔技术，将气液两相流体转变为特殊的环

状流型，即管壁附近形成均匀厚度的液膜，气芯在管道中心流动，气芯中间几乎没有小液

滴。当液膜和气芯流经环形窗口时分为两路流动：一路为大部分气芯，仍然在管道中流动并

直接旁路至出口；另一路为旋流液膜和一小部分气体，经环形窗口的上部进入液体收集管，

这一小部分气体在液体收集管内受到离心力和重力的作用与液相分离后再通过环形窗口

的下部返回主路管并从分离器出口流出，液相通过液体收集管底部排出。由于大部分的气

芯被直接旁路了，液体收集管只需要分离来流中的一小部分流体，大大减小了分离器的体

积，降低了成本，相比传统分离器阻力更小，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海上平台，天然气管

道去除积液，气液两相流体在线测量等领域。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1] 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包括相分隔的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

游主路管道8，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通过外面包裹的液相收集管4相固结并连

通，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位于液相收集管4  上方安装有旋流装置2，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

路管道8的分隔段在液相收集管4内形成一个环形窗口3；上游主路管道1和液相收集管4之

间通过液膜导向椎管7相连接；所述液相收集管4的下部或者底部与向下倾斜排液管5相连

通，液相收集管4除了与上游主路管道1相连接的环形窗口3和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出口外，

液相收集管4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下游安装有调节阀门6。

[0012] 所述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内形成的环形窗口3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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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械结构调节，环形窗口3的长度是上游主路管道1直径的0.1倍～4倍。

[0013] 所述上游主路管道1和液相收集管4的连接处液膜导向椎管7为一圆锥管，其入口

直径等于上游主路管道1，出口直径大于入口直径，内壁与上游主路管道1轴线的夹角为0°

～60°。

[0014] 所述下游主路管道8入口没有外倒角或有外倒角。

[0015] 所述下游主路管道8位于液相收集管4内的部分设置有一段紧密连接的外套管9或

者内套管10，外套管9或者内套管10能够自由调节超出下主路管道8的高度；或者下游主路

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内的部分没有任何套管。

[0016] 所述液相收集管4由一个单独的整体构成；或者液相收集管由液相收集上管12和

液相收集下管11通过套接在液相收集上管12和液相收集下管11外部的连接套管13相连接

构成，连接套管13的安装位置完全包覆环形窗口3或者包覆一部分环形窗口3，通过连接套

管13调节环形窗口3 的长度。

[0017] 所述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及液相收集管4、旋流装置2、液膜导向椎管

7、液相收集上管12、液相收集下管11、连接套管13均为同轴布置。

[0018] 所述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轴线与液相收集管4轴线的夹角为小于50°。

[0019] 所述的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的两相流体分离方法：当高速

气液两相流体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流经旋流装置2后，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气液两相流体在

上游主路管道1内被分隔为紧贴管壁的均匀的旋流液膜和在管道中心流动的气芯；当旋流

液膜和气芯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流经下游的环形窗口3时，分为两路流动：一路为大部分的

气芯，仍然在上游主路管道1中流动并被直接旁路至气路出口即下游主路管道8  出口；另一

路为旋流液膜和一小部分气体，经环形窗口3的上部进入液相收集管4，这一小部分气体在

液相收集管4内经重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分离后再经过环形窗口3的下部返回至下游主路

管道8并从气相出口排出，液相经液相收集管4下部或者底部的向下倾斜排液管5排出。

[0020]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

[0021] (1)大部分的来流气体被直接旁路至气路出口，分离器只需要分离来流的一部分，

大大缩小的了分离器的体积，结构更加紧凑，成本较低。

[0022] (2)分离器体积小，可以根据来流流量和分离需要通过调节环形窗口的长度来调

节分离效率，维护简单方便，使用相分隔技术可以广泛适用于多种流型。

[0023] (3)分离器只需要分离来流的一部分，分离器的阻力也相应减小了，提高了经济

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两相流体分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下游主路管道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其中图2(a)为下游主路管道连

接外套管的示意图，图2(b)为下游主路管道连接内套管的示意图。

[0026] 图3是液体收集管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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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实例1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分离装置，主要由上游主路管道1、

下游主路管道8、液相收集管4、旋流装置2、环形窗口3  组成。具体连接方式如下：上游主路

管道1下游主路管道8通过外面包裹的液相收集管4相固结并连通，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位于

液相收集管4上方安装有旋流装置2，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 内形

成一个环形窗口3；上游主路管道1和液相收集管4之间通过液膜导向椎管7相连接；所述液

相收集管4的下部或者底部与向下倾斜排液管5  相连通，液相收集管4除了与上游主路管1

相连接的环形窗口3和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出口外，液相收集管4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向下

倾斜排液管5的下游安装有调节阀门6。

[0030] 上游主路管道1和下游主路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内形成的环形窗口  3的长度可以

通过机械结构调节，环形窗口3的长度一般是主路管1直径的0.1倍～4倍。

[0031] 上游主路管道1和液相收集管4的连接处液膜导向椎管7为一圆锥管，其入口直径

等于上游主路管道1，出口直径大于入口直径，内壁与轴线的夹角为0°～60°。

[0032] 下游主路管道8入口可以没有外倒角，也可以有外倒角。

[0033] 如图2所示，为下游主路管道8在液相收集管4内的部分另一种结构图。在下游主路

管道8外设置有一段紧密连接的外套管9，如图2(a)所示，或者在下游主路管道8内是指有紧

密连接的内套管10，如图2(b)  所示，外套管9或者内套管10都可以自由调节超出下游主路

管道8的入口的高度从而来调节环形窗口3的长度。

[0034] 向下倾斜排液管5的轴线与液相收集管4的轴线的夹角为小于50°。向下倾斜排液

管5可以更好的防止气体进入液体出口。

[0035] 实例2

[0036] 如图3所示，下游主路管道8没有设置套管。液相收集管由液相收集上管12、液相收

集下管11和连接套管13组成，液相收集上管12和下管  11通过套接在液相收集上管12和液

相收集下管11外部的连接套管13连接，连接套管13通过机械装置结构(如齿轮传动或者螺

纹连接)可以调节液相收集管的长度，从而达到调节环形窗口3长度的目的。实例2中管内相

分隔分流式高速气液分离装置的其他结构和实例1中完全相同。

[0037] 所述主路管道1和8及液相收集管4、旋流装置2、液膜导向椎管7、液相收集上管12、

液相收集下管11、连接套管13都为同轴布置。

[0038] 本发明管内相分隔分流式高流速气液两相流体分离方法：当高速气液两相流体在

上游主路管道1内流经旋流装置2后，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气液两相流体在上游主路管道1内

被分隔为紧贴管壁的均匀的旋流液膜和在管道中心流动的气芯。当旋流液膜和气芯流经上

游主路管道1下游的环形窗口3时，流体分为两路流动：一路为大部分的气芯，仍然在上游主

路管道1中流动并被直接旁路至气路出口；另一路为旋流液膜和一小部分气体，经环形窗口

3的上部分进入液体收集管，这一小部分气体在液相收集管4  内经重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

分离后再经过环形窗口3的下部返回至下游主路管道8并从气路出口排出，液相经液相收集

管4下部或者底部的向下倾斜排液管5排出。其中，环形窗口3的长度是可以调节的。在流经

环形窗口3时，第二路分支，即进入液相收集管4的气体和液相的流量随着环形窗口3的长度

的增加而增加。但环形窗口3长度过小时，进入液相收集管  4内的气体过早返回上游主路管

道1极易造成在液相收集管4内未被分离液体的二次夹带；环形窗口3长度过大时，将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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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阻力增加，针对不同的入口流量和实际需要的分离效率，可以调节选择合适的环形窗

口3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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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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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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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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