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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流二次沉淀池中温差对异重流影响的数值模拟

谭立新1，李博2，李尔康1
(1．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陕西西安710048；

2．北方重工设计研究院散料成套工程技术研究所，辽宁沈阳110141)

摘要：由于进水与池内水的浓度差异及不同季节进水与池内水的温度差异，会在沉淀池内产生异

重流现象，会对池内的流态产生影响。以城市污水处理厂中平流二次沉淀池为研究对象，针时池内

的异重流现象应用数值模拟的方法，选取RNG k-e双方程模型和两相流混合模型作为计算的数学

模型，对平流式二沉池池内单纯由浓度差引起的异重流，进一步引入温度差，进行了流动的二维数

值模拟。研究了温差对平流二沉池中异重流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差产生的影响随温差类型及温

差大小的不同而改变，低温水流入产生下异重流效应，高温水流入产生上异重流效应；温差越大，影

响越明显；随着温度达到平衡，温差的影响渐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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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胁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Gravity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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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11e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influent water and tanks’water．or the different inlet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seasons would produce gravity flow phenomena in the sedimentation tanks．In this

paper，gravity flow effected by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n rectangular secondary settling tanks is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In aspect of mathematical model．the RNG k一8 two．equation turbulence model and

the Mixture model a弛selected嬲the simulation secondary setting tank mathematical model．and the tern．

perature differences are further introduced into the density flow caused by the simple concentration differ-

．ences in the rectangular secondary setting tanks to carl'y out the flowing Z-D numerical simulation．’11le

effect 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upon the density flow in the rectangular secondary setting tanks is studied

．’11l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 changes with the types and size of the temper-

ature difference，and that low-temperature inflow would produce the gravity flow in the substrate，while

hish—temperature inflow produces the gravity flow on tlle top．Accordingly，the greater is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the more obvious the influence will be，and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with the temperature reaching balance．

Key words：numerical simulation；recmsular secondary setting tanks；garvity flow

由于进水与池内水的浓度差异及不同季节进水

与池内水的温度差异，会在沉淀池内产生异重流现

象。二沉池中的异重流对二沉池的运行效果有明显

的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对沉淀池流动数值模

拟进行了研究⋯1。在平流式二沉池舁重流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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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方面，邓云、李嘉等对水库温差异重流现象进行了

数值模拟”1，对比不同的紊流模型，认为RSM模型

和k-e模型对温差异重流模拟具有较好的精度和可

用性；王欣、黄利彬等对平流二沉池中的异重流进行

了实验研究旧o，重点研究了浓度差异引起的异重流

现象；刘百仓、罗麟等模拟计算了圆形沉淀池内的温

差异重流¨-，得到了圆形沉淀池内温差异重流的流

动特点。李开展等对浓度差异重流进行了二维数值

模拟"J，李博等模拟计算了平流二次沉淀池内的清

水条件下的温差异重流【9J，研究了平流二次沉淀池

内温差异重流的流动特点。

本文选取RNG．|}嚼∽4叫两方程紊流模型和Mix-

ture模型，对单纯浓度差产生的异重流，在平衡稳定

后，进一步引入温度差，模拟计算温差对已产生的异

重流动的影响，为平流沉淀池运行、设计提供参考。

1数学模型及模型验证

1．1数学模型

连续方程为：

茜(pm)+V‘(Pm v。)=m (1)

∑a鼽％ 。式中，l，m=}；“= 荟a以；aI是第五相
的体积分数。

动量方程为：

景(p。l，。)+V·(”。％)=一唧+
v·[p。(Vv。+Vl，：)]+p。g+F+

V·(∑a以％。tl，蚶) (2)

式中，p。=∑a肛I；％，I=l，I—l，。；，l是相数；F是

体积力。

第二相P的体积分数方程为：

茜(％)+V·(al”opv=)=
一V‘(a,。opv帅) (3)

湍流动能k和湍流动能耗散率占的运输方程分

别为：

逖+—apu—ik：
at axi

爿(卢+p叫,l训ak l+G叩 (4)

a!p占．即ui8—-一+一=

毒【(肛+尝)老】+c-}c—c加}2 (5)

式中，G=以(警+垫axil／垫axj；p=(2略‘岛)÷÷；

E#=丢(薏+簧)；叽和吒为Ji}和8的紊动普朗特
数；cl=1．44，c2=1．92，17"t=1．O，dote=1．3。

能量方程：

景(pr)h-div(pvT)=diV(}目阻dr)+Sr(6)a‘ C．

式中，Cp为比热容，r为温度，A为流体传热系数，
Is，为流体的内热源及由于粘性作用产生的源项。

将密度定义为温度的函数，引人以下能量方程

计算温度场[11|。以此考虑温差引起的密度变化和

浮力作用。

1．2模型验证

文献[8]将模型计算结果同埃施(Esch R E)提

出的明流弗劳德数理论以及二沉池实际运行状态进

行比较，初步验证了该模型对存在密度差异的二沉

池流动模拟的适用性。为了对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

进行比较，下面分别从流速和沉降性两方面进行

对比【11|。

1．2．1流速场验证

流速场的验证采用Imam[121测得的矩形沉淀池

内速度分布试验结果。模拟的沉淀池几何形状和计

算区域如图1所示¨1 J。

图1几何模型简图

Fig．1 Sketch of geometric model

计算参数如下：流量为109．4 cnl3／(s·cm)，

进口悬浮物质量浓度为3．2 ms／L(体积分数为

2．7 X10‘6)，悬浮物密度为1 200 ks／m3，沉淀池几

何尺寸L=73．7 cm，日=11．95 cm，hi。=5．0

cm，h。t=3．45 cm。

图2为计算值与Imam试验值的比较。计算值

为茹方向上的水流和悬浮物的流速分布。从图2可

以看出，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由此，本文

研究所选的RNG k-s紊流模型和混合模型在二维异

重流流场的模拟上有较好可用性。

1．2．2沉降特性验证

选用Jeriffa De Clercq【l引等应用高分辨率的伽

马摄像机测量、对流体无扰动的固体放射性物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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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示踪剂进行的静止沉淀试验得出的污泥浓度分布

曲线作为验证实例。试验在1 m高的圆柱形沉淀柱

中进行，浑水初始浓度为3 230 mg／L，由静止开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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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记录不同时间内浓度分别为3 000、5 000、7 000

和9 000 mg／L的分界面高度的变化情况。

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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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垂线上的流速分布比较

Fig．2 Velocities comparison at down 8U'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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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计算值与试验值比较图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ue

从图3可看出，计算值与试验值在变化时间、趋

势和平衡点上基本吻合，模型有一定适用性。但试验

值界面变化有一个升到最高点再下降的过程，而计算

值没有，这主要是由于模型未考虑絮凝作用的原因。

综上，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及方法研究温差对平

流式二沉池异重流的影响。

2二次沉淀池数值模拟及结果分析

应用本文的数学模型，对二沉池进行二维流场

计算，研究温差对异重流动的影响【l¨。

2．1几何模型及边界条件

几何模型如图4所示。沉淀池长30 m，有效水

深3 in，进口尺寸0．5 m，出口采用溢流堰，出口0．1

m。挡板距进口的距离为0．7 m，淹没深度1 m。池

底坡度取i=0．05，泥斗底部设有排泥管，直径为
300 mill。

图4几何模型简图

Fig．4 Sketch of geometric model

1)进水口：采用速度进口，并假定断面上速度、

湍动能和湍动耗散率均匀分布，取值为：

M=盖，孟=∥，占=西等 (7)

式中，q为单宽流量(m2／s)；矗i。为进口高度(m)；Z蛔

为混合长度，ft。=q(o．5h；。)，q=0．09；口为经验
系数，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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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水El：采用自由出流边界，按回流比计算

两个出口占总流出量的权重。

3)自由液面：采用对称边界条件。

4)固体壁面：壁面处无滑移，近壁区采用标准

壁面函数。

2．2研究方法

在浓度差异重流计算稳定的基础上，加入温度

差的影响。具体方法为：①不考虑进水与池内水的

温度差，从污水流人池内清水开始非稳态计算，至池

内的流场和浓度场达到稳定，其中进水单宽流量为

0．024 I／13／(s·m)，进水浓度3 000 mg／L，悬浮物粒

径取75斗m，密度取1 180 kg／m3，回流比为0．6；

②分别使不同温度的高温水和低温水流人沉淀池，

比较有温差和无温差稳定时的流态和颗粒沉淀情

况，得出相应结论。

2．3计算结果及分析

2．3．1大温差计算结果

二沉池内的水可以看作地表水，在夏季，地表水

水温约为27。C～28。C，曝气池混合液的温度低，最

低为21 oC；在冬季，南方不结冰的地表水水温至少

有4。C～5℃H J。因此，夏季选用进水温度为21℃，

池内水温度28℃；冬季选用进水温度2l℃，池内水

温度5。C。分别对夏季和冬季二沉池内不同温度差

流动情况进行模拟，如图5所示。图中无温差指无

温差稳定时的情况(下同)。

b1夏季水流入：；)C淀池10 min

(c)冬季水流入沉淀池i0 rain

图5沉淀池内的流线图

Fig．5 Stream lines in the sedimentation tank

由流线图5可以看出：夏季冷水流入对流态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图5(b))，污泥斗处旋流向污泥斗方

向收敛，上方由反向回流代替，沉淀池前半部受到此

旋流的控制，整个后半部池体由另一个顺时针的大旋
流控制。冬季时，进水流入后浮于上部，形成上异重

流现象，在池中所形成的旋流中，以顺时针的旋流为

主；从图5(C)可以看到，整个池体被一个大的旋流

占据。

图6为悬浮物浓度变化。图6(b)中来流贴着

池壁流动，在污泥斗壁面处可见一个明显的来流运

动的轨迹，回流污泥受到来流的影响，原本回流的污

泥部分随来流向出El方向推进，沉淀池后半部清浑

水交界面上升。图6(C)表现为进水沿池上表面向

前推进，污泥斗高浓度污泥增加。

在冷水流人400 min后温差基本消失，流态与无温

差时基本相同(图6(d))。高温水流入400 min后(图

6(e))，温度梯度基本消失，浓度分布恢复正常状态。

b)夏季水流入沉淀池10 min

(e)冬季水流入沉淀池400 min

图6悬浮物浓度分布图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concentration

流入冷水后，图7(a)上层反向回流速度较

无温差时增加，中层正向流速增大，下层回流变化不

大；图7(b)和图7(c)中，中层异重流高度下降，下

层污泥回流变为正向流速，下异重流效应明显。

图8表明，在冬季有温差情况下，上层水及下层

水流速变得很大，上异重流的现象明显。

2．3．2大、小温差计算比较

除了上述典型的夏季和冬季大温差情况外，再

对小温差情况进行模拟。低温入水：进水2l℃，池

内水温22℃；高温入水：进水21％，池内水温

度20℃。

I。C温差低温水流人与夏季7℃温差的悬浮物

浓度比较如图9所示。表明温差越大，影响越明显。

1℃温差高温水流人与冬季大温差热水流人的

悬浮物浓度比较如图10所示。图10(b)显示，由于

温差增大，冬季入水上异重流效应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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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夏季水流入30 min时刻距人口5 m、15 m及25 m断面上的流速分布图

Fig．7 Velocity distribution at 5 m，15 m and 25 m section downstream from inlet in summer at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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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冬季水流入10 min时刻距入口5 m、15 m及25 m处底面中垂线上的流速分布图
Fig．8 Velocities comparison at 5 m，15 m and 25 mdownstream from inlet in winter at 30 min

(b)夏季7。C温差水流入沉淀池10min

图9 l℃温差低温水流入与夏季7℃温差

时的悬浮物浓度

Fig．9 Contours of volume fraction of l oC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and 7℃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in summer

(b)冬季人温差水流入衫‘淀池30 rain

图10 I。C温差高温水流人与冬季大温差时的悬浮物浓度

Fig．10 Contours of volume fraction of 1 oC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and large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in winter

3结论

本文采用RNG k-e两方程紊流模型和Mixture

模型，通过二维数值模拟，研究了温差对平流二沉池

中的异重流的影响。结果表明，夏季低温水流人二

沉池会进一步产生下异重流，使得异重流得到加强；

冬季高温水流入二沉池产生上异重流，则会减弱浓

度差引起的下异重流。温差越大，影响越明显；随着

温度达到平衡，温差的影响渐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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