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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在电晕充电试验过程中出现的瞬时不稳定而引起的突变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用
简洁的电学模型描述电晕充电过程，探讨了电晕充电的伏安特性突变的机理。分析表明：突变现象
是感应充电进入电晕充电的固有特性，电压降低，电流突然增大，产生突变，且不稳定的起始（着火）
电压与电极的结构形式、尺寸、液体介电物理性质有关。理论和试验表明电晕充电中雾滴的荷电量
与充电电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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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方便灵活的室内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

引言

静电喷雾试验装置由使喷头产生雾化的压力

在静电喷雾技术中，雾滴经过充电区时，

雾化部分、检测雾滴荷电量和雾滴总质量的数据

在高压电极的作用下，雾滴被充电而带上电荷。

采集部分及供给电极电能的充电装置三部分组

电晕充电是指借助于电极的尖端产生的放电使雾

成。充电装置和电极的结构形式如图２所示。根

滴荷电。文献『１～４１中描述电压与电流（电荷）间的

据目前常用喷头的使用情况，试验中工作压力值

关系都是半ｕ形曲线。作者在对针状组合环形电

取０．２

极进行雾滴荷电试验时，缓慢改变施于电极上的

１．２荷质比测量

ＭＰａ。

电压，发现在稳定电晕放电的起始电压低于感应

雾滴上的电荷量与雾滴质量之比（即荷质比）

充电的最高电压，即：感应充电进人微电晕放电

是衡量雾滴充电效果的重要指标，雾滴的荷电状

状态会产生电压降低、电流增大的突变过程，随

况在静电喷雾技术研究中始终处于关键地位。雾

后随充电电压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滴的荷电机理及其测试方法¨’３１一直是静电喷雾

１

技术探索的目标之一。测量荷质比的方法有法拉

雾滴荷电特性的试验研究

第桶法和网状目标法，这里采用网状目标法，在

１．１试验装置

距喷口２００ ｍｍ处测定雾滴的荷质比。它由采样

根据荷质比测量要求建立起参数可控、调

装置、计时器及精密微安表等组成。

图１静电喷雾试验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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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当荷电雾滴群体到达网状接收
装置后形成回路。电荷聚集在金属丝网上，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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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电机理分析
电晕充电过程中的伏一安特性可以用空气电

地面构成回路时，即产生微电流，用精密微安表
测出其电流，同时接收目标收集雾滴群体至雾流

离的等离子体理论来解释。

采样筒，在一定的时间ｔ内雾滴群体的平均荷质

２．１电学模型

电晕充电工作在图４曲线的Ⅲ区一电流激增

比为

ｑ／Ｍ＝Ｉｔ／ｐＬｔ＝Ｊ／肛

（１）

区瞪ｌ，当电压升至％点，不仅迁移率较大的负离

式中，ｑ、Ｍ分别为收集液体的电荷和质量；

子能与中性分子发生碰撞电离，迁移率较小的正

，、￡为，时间间隔内的稳定电流和液体流量。

离子也因获得足够能量与中性分子碰撞使之电
离，当电压至ｕ，点，因电晕范围扩大，电极间

介质全部产生电击穿一电离，极间阻抗变小，放
电结果使电压急剧下降，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大量
电流。

电晕充电时，电极尖端放电击穿空气而使
雾滴荷电的电离过程中，电阻Ｒ是随电离的加强
而急剧减小，因此可用可变电阻来代替，其等效
电路如图５所示。
电流，

图２电晕充电原理图

１．３试验结果
试验用喷头为流量为４．９２ ｍＬ／ｓ，雾锥角为

％／Ｅ２

ｕ－／Ｅ，

径为５０ ｍｍ的环形和８个针状电极组成，电极中

心相对于喷嘴端面的距离分别为０
１ ０ ｍｍ、１ ５ ｍｍ、２０ ｍｍ

ｇａｌ玉，∽电场
强度Ｅ

９０。的ＴＲ８０—０２Ｃ空心圆锥雾喷头，电极由直
图４气体的伏安特性

ｍｍ、５ ｍｍ、
尺ｌ

ｏ

图３是由从感应充电到电晕充电的实测数据
绘制的充电过程的电极电压与荷质比之间的关系
曲线。曲线呈倒ｚ形关系变化。

Ｃ

图５电晕充电等效电路
２．２

电导率
电晕放电使气体电离的程度非常有限，属

于部分电离气体和弱电离气体，也就是只有部分
或少量的气体分子（或原子）电离成电子和离子，
其它为中性分子（原子），实际上如有１％的电离度
就可使电导率接近完全电离时的电导率。斯必泽
图３电压一荷质比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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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间的电流变化。当电晕放电开始时的起辉电
压为砜时的电流为

铲等＝志＝鼍

式中，ｒ为绝对温度；ｎ。为气体中的电子密度。
查普曼一柯林理论给出弱电离时的电导率公
式

㈣

当达到起辉放电后的稳定状态，极间电压

‰＝３．３４×１０。１２斋

（３）

为Ｕ。，则流过Ｒ ７的电流为

ｆ，：堡旦：二Ｌ：终

式中，Ｓ为碰撞截面；Ｔ为绝对温度；ａ为电
离度。

卡切罗维兹认为完全电离和弱电离是两个极
端情况，而任意电离是一般情况，因此采用电

，，

ｙｗ

一

Ｆ的电压，则流过电极间的电流随电源电压的升
高而增大，即

导率并联模型来计算电导率，即

上：上＋上

ｆ６）

尺’
足
Ｒ＋Ｒ’
此时极问电阻Ｒ ７为一定值，继续增大电源

（４）

ｆ：击
仁赢

（７）
（７’

ｙ。

２．３电压及电流

当气体发生火花放电后，由于电子的雪崩
作用，两极之间的电位将发生“突变”，其关系如
图６所示。在产０刚击穿时，两极间的电压为起
始电压‰，电极间各点的电位由图中的虚线表
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极附近就会出现大量的
由电离倍增产生的离子和电子，等离子体中的电

Ⅳ

子就会屏蔽阳极上的电荷，使电位分布中的平坦
部分ｆ等离子体状态）出现在靠近阳极一侧，并且

图６电晕曲线

３

分析与讨论

很快地向阴极延伸，使阳极侧的电位降至乩，阴
极侧的电位升至Ｕ，中间部位的电位变化不大，

图７是电晕充电状态时的充电电压与雾滴荷

所有电压几乎都加到阴极前面在区域０＜ｘ＜ｄ的薄

质比之间的关系曲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拟

鞘层内，从而成为稳定的气体放电。

合，拟合得到的相干系数在ｏ．９５以上，呈线性关

等效电路反映在高压静电作用下，流过电

系的可信度较高。同时拟合结果表明：拟合直

荷质比（ｍＣ／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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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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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晕充电电压一荷质比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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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斜率随电极安装的轴向距离的增加而增大。
在整个充电过程，充电电压与荷质比间存
在倒ｚ形关系。电极的充电过程经历充电欧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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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用、可靠。

４结语

导区，电流饱和区和电流激增区。在欧姆电导区，

１）电路的阻容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电晕充

电流（电荷１随充电电压的增大而线性增加，由于

电时的雾滴荷电伏一安特性，起晕时的不稳定

采用针状环形组合电极，一旦电流饱和就引起电

并因此产生的突变是由感应充电进入电晕充电的

晕放电，在饱和区持续的时间极短，很快进入电

过渡过程，是电晕充电所具有的瞬变特性，由

流激增区。当电极电压达到起辉电压时，产生电

于作用的时间极短，往往被忽视。

晕放电，空气电离，极间电导增大，即阻抗减小。

２）电极与雾滴形成的雾体的间隙小，起晕电

由于放电的脉动，变化极不稳定，如果供给的电

压低，充电效果好，但应注意系统的绝缘，防止雾

功率较大，极问空气很快电离，并稳定在比起辉

滴与电极直接接触造成短路。

电压低而电流大的工作点上。

３）从静电喷雾技术安全高效使用工作点电

针状组合电极与锥形雾体之间的间隙大小对

压应高于起晕电压低于饱和电压。

电晕充电雾滴的荷电量影响最大。间隙大，荷电
量少，起晕电压高，消耗的能量大，雾滴荷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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