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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一种新型湿空气除湿装置的基本结构和除湿机理, 并且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影响其除湿性能

的主要因素, 找到了该除湿装置设计与进一步改进的关键, 为该新型除湿装置除湿性能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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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湿空气除湿技术广泛应用于建材、化工、暖通

空调、轻纺等各行业。目前, 人们已经研究出了一

些湿空气除湿技术, 如: 冷却除湿、压缩除湿、固体

吸附式除湿、液体吸收式除湿、干式除湿等。这些

除湿方式有它们各自的优点, 如: 除湿深度大、不

影响空气流动、能够连续不断地提供低露点干燥

空气等[ 1 ]。因此, 这些湿空气处理技术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 它们也有许多缺点,

如: 除湿处理量小、设备所占空间大、投资高、要消

耗机械功、设备维护工作量大等。因此, 有必要开

发一种新的湿空气除湿技术, 以满足当前市场需

求。

利用气体动力学、传热传质学相关理论知识,

作者研究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湿空气处理装置

—— 涡流气体净化分离装置 (已经申请发明专

利)。目前, 已完成各实验部件的设计, 建立了国内

第一个涡流气体净化分离装置实验台, 进行了大

量的实验, 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实验结果。与传

统湿空气除湿技术相比, 该装置具有结构简单、无

运动部件、无泄漏、免维护、环境友好等优点。

1　装置结构及除湿机理

从工程热力学的观点来看, 涡流气体净化分

　　

离装置 (简称涡流管) 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如

图 1 所示) : (1)L aval 喷管: 用来产生低温和超音

速; (2) 旋流器: 相当于一台气 2液旋风分离器, 用

以产生高速旋流, 以获得较大的离心力; (3) 扩压

管: 相当于一台压缩机, 用以降低气流速度, 恢复

一部分压力 (出口压力为涡流管入口压力的 60%

～ 85% )。

1. L aval 喷管 2. 旋流器和分离段 3. 扩压管 4. 湿

气出口 5 . 干气出口 ①～ ⑤ 热电偶

图 1　 涡流气体净化分离装置结构及热电偶

分布示意图
F ig11　 Schem atic configu rat ion of sw irl separato r

and thermocoup le location

　　首先, 湿空气通过一个L aval 喷管, 其温度和

压力下降, 速度增大, 气流在L aval 喷管出口处达

到超音速。从工程热力学的角度看, 如不考虑流动

阻力损失, 气流在L ava l 喷管内部的整个流动过

程接近于一个可逆过程 —— 没有得到和消耗任

何热量, 为一绝热等熵过程。同时, 气流温度降低

会使其中的水分发生凝结, 形成液滴夹杂在流体

当中成为汽水混合物。然后, 由L aval 喷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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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流体 (液 2汽混合物) 进入旋流器, 旋流器的

作用与传统的旋风分离器类似, 通过它的流体会

产生高速旋转, 液滴在强大的离心力的作用下被

甩到管内壁面上, 形成很薄的一层液膜。然后, 这

些附着在管壁上的液体通过一个环形槽道流出分

离装置进入一个二次分离罐进行二次分离。最后,

除去水分的干气进入一个扩压管。在扩压管中, 气

流的速度降低, 温度和压力升高, 扩压管出口处压

力可以恢复到涡流管入口处压力的 60%～ 85%。

2　实验系统

根据实验要求, 设计了图 2所示的空气 2水分

离实验台。工作流体为压缩湿空气。首先, 从压缩

机出来的空气进入加湿器, 加湿后的饱和湿气接

着进入涡流管产生气液分离, 经涡流管分离后的

干气进入稳压罐, 被分离出来的湿气则从湿气出

口进入一个二次分离罐进行二次分离。最后, 从稳

压罐出来的干气与二次分离罐出来的干气混合排

入大气。

1. 压缩机 2. 加湿器 3. 分离装置 4. 湿气出口

5. 干气出口 6. 稳压罐 7. 二次分离罐

图 2　实验系统图
F ig12　 F low chart

　　实验系统中所用的压缩机为A tlas Copco 公

司生产的 GA 55P 型全封闭低噪音螺杆式空气压

缩机; 其额定功率为 55kW , 最大工作压力为 1

M Pa, 排气量 145 L ös; 整个装置采用5对铜2康铜

热电偶测温 (测点布置见图 1) , 其精度为 ± 0. 1

℃。为了不影响分离段流场, 本实验中只在分离段

末端布置一个热电偶。在旋流管的进口、干气出口

装有H T S31D 型温湿度传感器, 湿度测量精度为

± 2. 0% , 温度测量精度为 ± 1. 5% , 用以测量对

应点处气体湿度、温度。在旋流管进口、干气出口、

湿气出口装有压力表, 精度为± 0. 4% , 用以测量

对应点处压力。在装置进口、干气出口还装有

LU X - 50 型旋进漩涡流量计, 流量计精度为

± 1. 5% , 用以测量气体流量。

另外, 在干气出口设有一稳压箱, 用以调整干

气出口背压, 以试验不同压损比下装置的除湿性

能及各参数变化。整个装置的测点全部接到一台

P III工程机上, 实现过程参数实时显示。

3　实验方案及过程

由于涡流管内部存在超音速流动, 由涡流管

工作原理和工程热力学、气体动力学知识可知, 涡

流管内会发生激波, 通过测量温度场可以确定激

波具体发生位置及激波对温度场的影响 ; 另外,

由涡流管的工作机理以及工程热力学、气体动力

学知识还可以判断, 激波必然会对涡流管的除湿

性能产生重要影响, 而激波发生的位置又与涡流

管干气出口背压的大小有关, 因此, 以下试验不但

需要考察评价涡流管工作性能的重要参数如进

口、出口露点在不同工况下的变化规律, 同时还需

要考察压损比、涡流管内部流场、激波发生位置的

变化情况。

保持涡流管入口参数不变, 调整干气出口背

压。测量涡流管干气和湿气出口压力、温度、流量、

相对湿度、露点温度以及涡流管内部温度场, 以确

定涡流管除湿性能、压损比 (涡流管干气出口相对

其入口的压力损失与涡流管入口压力的百分比)、

激波发生位置和不同压损比下各参数的变化。

首先, 开启压缩机, 调整压缩机出口压力, 使

分离装置进口参数达预定数值。稳定后, 保持进口

参数不变, 调整干气出口背压以改变涡流管的压

损比。在一定的背压条件下, 待系统进入稳定运行

工况后记录各测点参数。实验背压的调整范围为

从实际可能的最小背压 (接近环境压力) 开始, 逐

步增大, 直到涡流管的流量随背压发生变化 (说明

装置中的激波已经越过L ava l 喷管的最小界面进

入L ava l 喷管的渐缩段) 对应的背压。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 3～ 7 给出了部分实验结果。

由图 3～ 5 可以看出: 压损比为 26%～ 71%

时, 涡流管入口湿空气的温度、露点温度基本不

变, 干、湿气出口露点温度均随压损比的升高而降

低 (注: 湿气出口露点指经过二次分离后的气体露

点温度) , 露点最多可以降低约 18. 0 ℃。干气出

口露点温度随压损比的增大下降的较快, 而湿气

出口露点温度随压损比的增大下降的较慢。气流

经过涡流管后, 湿气出口温度较涡流管入口气流

温度稍有下降, 而干气出口温度和涡流管入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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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温度基本相同。调整干气出口背压, 湿气出口压

力变化很小。

图 3　进出口露点 (ΗL ) 随压损比 (∃p ) 变化图
F ig13　D ew po in t vs p ressure lo ss rat io

图 4　进出口温度 (Η) 随压损比 (∃p ) 变化图
F ig14　 T emperatu re vs p ressu re lo ss ra t io

图 5　湿气出口压力随压损比 (∃p ) 变化图
F ig15　 P ressure of w et gas ou tlet vs p ressu re lo ss

rat io

图 6　 涡流管入口流量 (qV ) 随压损比 (∃p )

变化图
F ig16　F low rate vs p ressure lo ss ra t io

　　由图 6、7 可以看出, 压损比在 26% ～ 71%

时, 涡流管入口流量基本不变, 涡流管轴向温度分

布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轴向各点温度值随压损比

增大而降低。

由图 7 还可以看出, 压损比在 26% ～ 71%

时, 在测点 3 或 4 (位于L aval喷管渐扩段内部) 处

温度开始大幅度升高, 这说明气流在此处发生了

激波[ 2 ] , 从而使流速急剧降为压音速, 导致此后气

流温度大幅度升高。因此, 由激波前气流为超音

速, 所以可以断定,L aval 喷管喉部M ach 数等于

1. 0, 由此结论及图 6 所示调整压损比流量保持稳

定这一事实可以确认此时涡流管内气流为临界

(最大) 流量[ 3 ]。另外, 压损比为 71% 时, 激波发生

在测点 4 处, 随着压损比的减小, 激波位置前移到

测点 3处, 由此可知: 压损越大, 激波离L ava l喷管

喉部越远, 因此,L aval喷管出口速度越高, 装置的

分离性能就越好。

图 7　涡流管轴向温度 Ηz 分布随压损比变化图

F ig17　A x ial temperatu re distribu tion of sw irling

separato r

5　结　论

由实验结果及其分析可以看出, 如果要获得

较低的干气出口露点温度, 气流通过分离装置的

压力损失必然会较大, 因此, 要使本装置能够应用

于实际生产, 必须在保持较低的干气出口露点温

度的同时, 设法减小装置的压力损失。

由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出, 激波发生在L aval

喷管渐扩段。在激波后气流为亚音速, 气流速度的

降低势必会降低分离段的旋流强度, 从而降低装

置的除湿性能, 这与最初的设计原则是相悖的。因

此, 要想提高除湿性能, 设法控制激波位置使分离

段旋流强度达最大 (同时保证装置具有较低的压

力损失) , 就成为进一步改进本装置除湿性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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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最后, 本实验是在保持涡流管入口流量不变

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试验时发现涡流管入口流

量随干气出口背压变化而变化, 则说明此时激波

发生在L aval 喷管喉部, 即整个装置内部为亚音

速流。显然, 这一工况会大大降低装置的除湿性

能。因此, 保持涡流管内气体为最大流量是保证涡

流管良好工作性能的低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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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 im en ta l study on dehum id if ica tion

character ist ics of novel un it

L IU　He ng2w e i1, 　L IU　Zhong 2lia ng 1, 　FENG　Yong2xun2, 　GU　Ke 2yu2, 　YAN　T ing2m in2

( 1. Co llege of Environm en tal and Energy Eng. , Beijing U n iv. of T echno l. , Beijing 100022, Ch ina;

2. Shengli Eng. & R esearch Inst. , Shem gliO il F ield L td. , Dongying 257026, Ch ina )

Abstract: A new 2type of dehum idif ica t ion un it fo r w et a ir w as in troduced w ith the basic st ructu re

p resen ted and the w o rk ing p rincip le exp la ined. A n indoo r test rig fo r p redict ing the un it′s

perfo rm ance w as set up and som e of the experim en ta l resu lts w ere show n.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un it cou ld a tta in a m ax im al dew 2po in t drop abou t 18 ℃w ithou t the need of any m echan ica l pow er and

chem icals. A nd the p ressu re lo ss ra t io , shock w ave and flow rate can have sign ifican t influence on the

un it′s perfo rm ance. F rom the system at ic ana lysis of the facto rs that affected the perfo rm ance of

dehum idifica tion, modif ica t ion s fo r imp 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un it w ere p ropo sed.

Key words: sw irling separa to r; dehum idif ica t ion; p ressu re lo ss ra t io; dew po i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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