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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超声二次雾化喷头声悬浮过程仿真
高建民１’２，李扬波１
（Ｉ．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蠹点实验室，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２．美国农业部农业工
程应用技术国家实验室，美国俄亥俄州４４６９１）

摘要：为研究声悬浮的悬浮机理，以对喷头二次雾化提供理论依据，进行设计指导，采用有限
元数值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整个声悬浮系统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喷头的端面振动频率为２８

ｋＨｚ，

振幅为５“ｍ；在声固耦合有限元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显式动力学软件ＬＳ—ＤＹＮＡ对其进行了求
解；对金属球在悬浮过程中的运动状态进行了分析，得到了金属球质心上下运动随时问的位移、
速度、加速度曲线图和金属球绕质心转动的角速度、角加速度图．计算结果表明：当低频超声二次
雾化喷头振动时，喷头周围的声场分布很不均匀；喷头振动产生的声场辐射力能够将金属球悬浮
起来做上下运动，并且金属球在上下运动的同时还发生了绕质心的旋转；通过仿真计算获得了悬
浮球在悬浮过程中的各动力学参数，为喷头的设计提供了参考数据．
关键词：声悬浮；超声雾化；有限元仿真；声固耦合；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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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低频超声雾化栽培器在根域水、肥环

作者在对喷头进行声固耦合有限元分析的基础

境调控中应用的可行性，高建民等¨１提出了基于聚

上，利用显式动力学软件ＬＳ—ＤＹＮＡ开发其虚拟样

焦式超声悬浮的低频超声二次雾化原理，以在低频

机系统，达到定量研究声悬浮过程的目的．

超声雾化栽培系统中生成超细营养雾滴和实现超细
营养雾滴的大小调控．喷头通过控制悬浮间隙来控

１

工作原理

制雾滴的大小，因而定鼍研究声悬浮过程是喷头设
计的关键，为如何实现悬浮间隙的控制提供理论
基础．

聚焦式超声悬浮的低频超声雾化喷头工作原理
如图ｌ所示．在聚焦式超声喷头的辐射声场作用下，

在聚焦式超声悬浮方面，解文军等旧３和潘祥生

金属球被悬浮起来，在雾化面与金属球之间形成一

等【３１通过试验和数值模拟的方式都做过一些研究，

间隙ｄ．营养液雾滴在聚焦式超声喷头的雾化面处

但他们主要侧重于对声场的强度及分布的研究，对

被超声振动第一次雾化后，与金属球发生碰撞，实现

悬浮物体的悬浮高度和运动状态的研究则没有

二次雾化，再经过金属球和雾化ｌｌｉｉ之间的间隙挤出，

涉及．

只有粒径小于该间隙高度ｄ的雾滴才能通过Ｈ Ｊ．

雾化面

流道

能嚣

换能嚣

（Ｉ）营养液到达超声雾化面

（ｂ）营养液在超声雾化面作用下的第一次雾化
金■球
聚焦式悬浮声场

二次

．厂 、

雾化面
营彝雾漕
营养液漉

漉道

‘念 ≮’
（ｃ）雾化后雾滴与悬浮钢球碰撞产生二次雾化

图ｌ
Ｆｉｇ．１

换能器

“）二次雾化后的雾滴在悬浮间隙挤出

基于聚焦式超声悬浮的低频超声雾化喷头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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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方法难以解决‘５１，所以笔者主要运用ＬＳ—ＤＹ．
２

ＬＳ—ＤＹＮＡ简介

ＮＡ软件对其进行有限元求解：６１．

ＬＳ—ＤＹＮＡ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通用显式动力分

３声悬浮仿真及分析

析程序，能够模拟真实世界的各种复杂问题，特别适
合求解各种二维、三维非线性结构的高速碰撞、爆炸
和金属成型等非线性动力冲击问题．同时可以求解

３．１建立有限元模型
如ｌ奎｛２ａ所示，建立了包含喷头、金属球和空气

传热、流体及流固、声同耦合等问题．在工程应用领

的整个声悬浮系统的三维几何模型．其中粉红色部

域被广泛认可为最佳的分析软件包．与试验的无数

分为喷头，绿色部分为空气，金属球隐藏在窄气中．

次对比证实了其计算的町靠性

图２ｂ为屏蔽掉空气后的喷头与金属球．喷头雾化面

聚焦式悬浮声场足由雾化面的振动所产生的，
因雾化面形状及声【占Ｉ耦合算法本身的复杂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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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凹部分是一个半圆．半径为７ ｍｍ，她图３ａ，金
属球的半径为９ ｍｍ．其材料都是４５号钢．

喷头与金属球用的材料是４５号钢，所以它们材料的
密度都为７

８２０

ｋｇ／ｍ３，弹性模量为１．９３×１０。３

Ｐａ，

泊松比为０．３１．
３．２边界条件及主要关键字
对图３ａ所示的喷头雾化面施加频率为２８

ｋＨｚ，

幅值为５斗ｍ的方波位移激励（见图３ｂ），对外围空
气面施加无反射边界条件，喷头底面固定．考虑到重
力对喷头及空气在仿真计算中影响不大，所以只对
金属球施加重力一·．
进行数值分析所用的关键字＇Ｉ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Ｎ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是用来模拟空气的真实的无限
域，水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关键字
用来实现金属球、喷头与空气的声固耦合，木ＬＯＡＤ－
ＢＯＤＹ＿Ｚ用来施加重力．
３．３结果分析
图４是金属球的质心在声场辐射力作用下的ｚ
方向（即曙直方向）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图．在图４ａ
中，因为建模时金属球与喷头之间没有接触，所以零
时刻金属球在重力作用下有向下运动的趋势，经过
０．００６

ｓ后，质心下降到离初始位置下方０．１５

ｍｍ

的点Ｂ处．此时，金属球所受的声辐射力已大于其
所受的重力，金属球被声场力浮了起来，开始向上运
动，一直到离初始点上方０．５ ｍｍ的点Ｃ，才又向下
运动．此后一直重复上述的运动过程．从图中可以看
出点Ｅ是金属球下降的最低点，因为在图４ｂ的速

图３喷头模型及对其所施加的位移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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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ｚｚｌ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度图中，在点Ｅ（距初始点的距离为０．１９３ ｍｍ）所处

在有限元网格划分时，所有单元都采用ＳＯＬ－
ＩＤｌ６４实体单元，其中金属球和喷头都选２号单元

的时刻，金属球的速度已经是正的，即点Ｅ时金属
球已经开始向上运动．

方程，空气选用８号声场单元方程．金属球的材料模

另外，从图４ｂ中可以看出，金属球的运动速度

型为ＲＩＧＩＤ，喷头的材料模型为ＰＬＡＳＴＩＣ—ＫＩＮＥ－

变化比较快，这一点也可以从图４ｃ的加速度图上看

ＭＡＴＩＣ，空气的材料模型为ＮＵＬＬ＂。８１．因为实际中

出，这说明喷头振动所产生的声场是非常不稳定的．

｛：耋似ｂ
０

ｔ／ｓ

ｔ／ｓ

（Ｉ）位移一时间关系

０．Ｏｌ

０．０２

ｏ．０３

ｏ．０４

ｔ／ｓ

（”速度一时问关系

（ｃ）加速度一时间关系

图４金属球质心在Ｚ方向的位移、速度、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ｂａｌｌ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 ｉｎ Ｚ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在仿真的动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金属球不仅

这一现象与试验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完全吻合．

沿ｚ轴方向上下运动，它还产生了绕圆心的向下转

在时间ｆ：０ ｓ与ｆ－０．０３７

动，如图５ａ，ｂ所示．

与质心节点３７１７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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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５

ｆｌ，时相比，节点２１８２

６ａ，ｂ是依计算结果所绘制的金属球的转动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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