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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luent 的榨汁机流场模拟及优化
陈

荣1

肖桂香1

李希宏2

(1.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福建 厦门 361005；2.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福建 漳州 363107)
摘

要：针对企业生产的刀片式榨汁机存在果料沉淀，出汁率不高的情况，运用Fluent6.3对其内部流场进行模拟，

分析整体流场分布情况及刀片组切割范围内的流体流动情况，以榨汁机杯体和刀片组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就杯体外形和
刀片扭转角度提出改进方案，为榨汁机的设计和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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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社会对饮食营养均衡性的要求越来越
高，人们更加注重对果蔬类营养的摄取，榨汁机
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果蔬营养，并且
为人们带来了自制食品饮料的乐趣。现在市场上
的榨汁机种类繁多，刀片式榨汁机由于果汁与果
肉纤维保留完整而受到市场青睐。
某企业生产的旋转刀片式榨汁机工作时果料
易沉积杯底，使果料无法被充分切碎，造成出汁
率不高，且影响果汁口感。本文通过对榨汁机内
部流场的模拟，分析刀片组切割区域和杯底的流
场分布，通过改进刀片的扭转角度和杯体外形，
加大杯体底部流体的轴向上升速度，使果料在流
体的作用下反复进入刀片组的切割范围内，从而
达到果料充分切碎的目的。

1

流场数值模拟

流场数值模拟是运用计算流体动力学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通过计算
机数值计算和图像显示，对包含有流体流动和热
传导等相关物理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它将原来在
时间域及空间域上连续的物理场，用有限个离散
点上的变量值的集合来替代，按照一定的原则和
方式建立这些离散点上场变量之间关系的代数方
程组，然后求解代数方程组获得场变量的近似值。
流场数值模拟在基本方程(质量守恒方程、动
量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控制下对流体进行数
值计算，可以得到复杂流场的分布情况，因其适
应性强、应用面广，图像显示直观方便，因而在
流体机械仿真分析和优化中得到广泛应用[1]。

2

Fluent 软件包简介

Fluent 是在复杂几何区域内模拟和分析流体
流动与热交换的CFD软件[1]。它具有丰富的物理

模型、先进的数值方法以及强大的前后处理功能，
在航空航天、汽车设计、涡轮设计等方面都有广
泛应用[2]。
Fluent软件包含三大部分：前处理、求解器、
后处理。
1) 前处理软件用于创建所要求解模型的几
何结构，并对其进行网格划分[2]。本文采用Gambit
作为Fluent的前处理软件。
2) 求解器是流体计算核心，主要功能是导入
前处理生成的网格模型、提供计算的物理模型、
确定材料特性、施加边界条件、完成计算[2]。本
文采用Fluent6.3作为求解器进行计算。
3) 后处理软件：Fluent具有较强大的后处理
功能。此外还可使用其他后处理软件，如运用
Tecplot进行曲线、图形等绘制[2]。本文采用Fluent
自带的后处理模块对分析结果作图形显示及曲线
绘制。

3

几何模型的建立

本文利用Por/E建立榨汁的几何模型，因重点
分析榨汁机杯体内部及刀片组切割区域的流体运
动，故去除榨汁机底座、杯盖等不影响内部流场
的零部件，对榨汁机的物理模型进行适当简化，
仅保留杯体和刀片组结构。
针对刀片组和杯体外形，提出了两种改进方
案：一种方案同时改变刀片组上下刀片的扭转角
度，将0°扭转角改变为30°；另一方案将杯体形
状改为抛物线形杯体。

3.1

原有榨汁机模型

原有榨汁机简化后的物理模型如图1所示，其
中杯体外形及刀片组结构的具体尺寸参数如图 2
及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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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表1

简化后的榨汁机几何模型

榨汁机杯体和刀片的几何尺寸

杯体外形及刀片组结构尺寸参数表

尺寸参数

尺寸值/mm

尺寸参数

尺寸值/mm

D

150

d

50

H

180

h

38

Hb

30

3.2

改变刀片扭转角度方案的几何模型

此方案改变了刀片组上下刀片的扭转角度，
将原来的0°改为30°(如图3所示)。改进后刀片
最大旋转直径d为55 mm，刀片组高度h为
30 mm。

图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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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果汁和果肉同时存在，因此为多相流体，为
简化计算，本文研究单相流场[4]。
将几何模型用 STEP 格式导入 Gambit 中划分
网格，采用非结构化网格类型 (Tet/hybrid 单元格
式)。建立转子区域及静子区域，两个区域之间通
过交界面(Interface)传递插值函数连接[3]。考虑到
杯口处流体有回流现象产生，在杯口处采用压力
出口边界条件。
Fluent软件基于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
离散，采用压力基求解器求解离散方程，压力速
度耦合方式采用SIMPLE算法，湍流模型选择标准
k-e两方程粘性模型，采用MRF多重参考系模拟方
，
法[5 6]。设置转速为5000 r/min。

5

计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基于上述提出的两种改进方案，组合成4组计
算模型，具体如下：
a组：原有刀片组+原有杯体；
b组：改进后刀片组+原有杯体；
c组：原有刀片组+改进后杯体；
d组：改进后刀片组+改进后杯体。

5.1

整体流线分布

图5所示为4组模型内部整体流场的流线分布
情况。由图可见，在刀片的旋转作用下，流体总
体呈现螺旋式运动趋势，与实际观察相一致。

改进后的刀片模型

改变杯体外形方案的几何模型

此方案是改变杯身的形状，将圆桶形杯体改
为抛物线形，保持杯体高度和杯口直径不变，经
过计算，杯体母线抛物线方程为 y=(1.125×106)x2
(如图 4 所示)。

(a) a 组模型

(b)

b 组模型

(c) c 组模型

(d)

d 组模型

图5

5.2

图4

4

改进后的杯身模型

数值计算
榨汁机内部流场为复杂的非线性湍流，并且

4 组模型流线分布

流场的速度分析

5.2.1 整体速度分析
图 6 所示为两种杯形的榨汁机在初始刀片结
构下内部流场速度矢量分布，基于榨汁机内部流
体的轴对称旋转运动，截取杯体中间截面作为研
究对象。由图可见，由刀片组旋转中心向外，流
体的整体趋势为：沿着斜下方流出，并紧贴内壁

第3期

47

陈荣 等：基于 Fluent 的榨汁机流场模拟及优化

向上运动，行至杯口处，一部分溢出，一部分流
向杯体中心，并向刀片组中心汇集。

图6

内部流场速度矢量

在中间截面任意选取一条自杯口至杯底的轴
向线段La，及自刀片组旋转中心至杯体内壁的径
向线段 Lr( 如图 7 所示 ) ，分别为沿 Z 轴与 X 轴的线
段。研究其上流体的整体速度。

体平均速度成正比，可知a组的内部流场湍流强度
最弱。而B组的整体速度最大，且在刀片组切割
区域的速度波动最小，说明刀片组在旋转过程中
较其余三组稳定。由图8看出，a组和c组速度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b组和d组速度变化基本一致，可
见，改变刀片组结构和杯体外形对流体整体速度
都有影响，而改变刀片结构对流体的影响较显著。
5.2.2 分速度分析
果料的沉积情况主要取决于流体的轴向运
动，杯体底部流体的轴向运动使果料上升，进而
在整体流场的作用下进入刀片组的切割范围。故
进一步对杯底流体的轴向速度进行研究。在上述
径向线段Lr上取4个点a1、a2、a3，a4，其轴向速
度(如表2所示)。
表2

图7

a1

a2

a3

a4

均值

轴向线段的速度分布

由图9可见，流体自刀片组中心向外，速度呈
平稳上升趋势。

图9

径向线段的速度分布

由各组的轴向和径向速度曲线可以看出， a
组流体的整体速度值最小，由于湍流雷诺数与流

a组

-0.348490

-0.292520

-0.183466

-0.039520

-0.215999

b组

-0.806635

-0.672158

-0.576808

-0.126596

-0.545549

c组

0.844452

0.391561

-1.229534

-1.478784

-0.368076

d组

-0.175265

-0.276438

-0.935915

-0.927449

-0.578767

注：“-”表示轴向上升

由表2可看出，各点处的流体基本呈现轴向上
升运动，与期望相符。再比较其速度均值，b组与
d组接近，且其轴向速度明显高于其余两组，可见
杯体流体的轴向速度主要取决于刀片组的结构，
且改变扭转角度对其影响显著。

6
图8

m/s

组别

轴向和径向线段示意图

由图8可见，自杯口向下，流体速度逐渐增大，
至刀片组切割区域，速度急剧增加，达到峰值，
而随着杯底流体与刀片组的距离增大，其速度值
逐渐减小。

底部径向各点的轴向速度

结论

本文从榨汁机的整体流场入手，通过对杯体
底部流体的轴向速度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结论：
单独改变杯体外形，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
场的整体速度；而改变刀片切割部分的扭转角度，
可同时提高流体湍流强度，并显著提高杯底流体
的轴向速度。
综合改变杯体外形与刀片组结构，则对流场
湍流强度有明显提高，且能显著改善果料出汁率
情况。
由此可见，刀片组结构是影响果料出汁率的
主要因素。而综合改进则能更好地改善流场情况
及榨汁机效率。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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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斯噪声均值滤波

(b) 高斯噪声低通滤波

噪声时，中值滤波器的效果比均值滤波好。因为
这些干扰值与其邻近像素的灰度值有很大的差
异，经过排序后取中值的结果就将此干扰强制变
成与其邻近的某些像素值一样，从而达到去除干
扰的效果。但是由于中值滤波方法在处理过程中
会带来图像模糊，所以对于细节丰富，特别是点、
线和尖顶细节较多的图像不适用。频域低通滤波
具有更好的选择性，对噪声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
起到抑制作用，同时也对图像的边缘细节和高频
信息分量有更好的保持作用。使得图像在轮廓上
显得更清晰[5]。但是由于低通滤波器对噪声等寄
生成分滤除的同时，对有用的高频成分也有滤除
作用，因此，这种去噪的美化处理是以牺牲清晰
度为代价而换取的[6]。

3
(c) 椒盐噪声均值滤波

(d) 椒盐噪声低通滤波

(e) 乘性噪声均值滤波

(f) 乘性噪声低通滤波

图4

5*5 中值滤波和低通滤波效果

于椒盐噪声或脉冲式干扰具有很强的滤除作用，
但对于高斯和乘性噪声效果不佳。当噪声为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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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不同的平滑算法适应于特定类型的噪声模
型，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实际图像中包含的噪声
情况灵活地选取适当的平滑算法。本文对噪声模
型及分类，图像平滑处理的两大方面即空间域和
频率域，以及两种处理方向里的几种处理方法进
行了介绍，并对一种常用的简单平滑算法进行了
分析。结合不同的噪声类型，分析讨论了均值滤
波、中值滤波和频域低通滤波 3 种平滑滤波技术
在对几种典型噪声方面性能的优劣和视觉效果
的对比，对在图像平滑处理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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