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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雾化特性的ＰＤＰＡ实验研究进展
魏琪，岑旗铜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喷嘴雾化在能源动力、化工、农业和环境工程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研究喷嘴霉化的
流动特性是两相流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对粒度分布等雾化特性的研究，有助予对喷嘴雾化机理的
了解以及雾化结构的优化。本文简要介绍了ＰＤＰＡ基本原理和研究状况．综述了应用ＰＯＰＡ测量喷嘴
雾化特性的实验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对此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喷嘴雾化；激光测量技术；ＰＤ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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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频率来测量速度，其粒径测量原理则是利用

引言

测量信号的相位来测量粒径，其基本原理娃利用

液体雾化是能源动力、化工、农业和环境工
程中一个关键性多相流与传热传质学课题，在农

激光光线通过球形透明粒子产生的光散射多普勒
频移信号，它的测量公式为
曲＝Ｆ（ｍ）ｄ－

作物的喷淋浇灌、杀虫剂的喷洒、各种大型锅炉
设备中过热器的喷水减温和烟气脱硫装置等中都

式中妒为相位差，ｍ为粒子的折射系数，，（厕为

有广泛的应用。

某一转换函数（根据散射类型不同而定），啡为粒

雾化喷嘴有多种类型，通常使用的喷嘴有：

子直径‘”。
ＰＤＡ／ＰＤＰＡ可以实现对粒子尺寸、一维到三

直射式喷嘴、旋流离心式喷嘴、气泡雾化和气动
雾化喷嘴等。喷雾雾化特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有：

维速度和粒子浓度及对流场进行同步无干扰实时

①喷雾粒径，包括平均直径、分散度、平均偏差和

测量，具有空间分辨率高。动态响应快，测量量

标准偏差；②喷雾粒径的分布特性．主要用粒径

程大等优点，也可以在高温、高压、高湍流等高

分布曲线来描述；③喷雾的空间特性，包括喷雾

难度测量环境中工作。相位多普勒测速系统主要

的贯穿度、空间分布度、喷射率和粒子的速度。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对喷嘴雾化特性

由激光器、光发射单元、光电接收单元、光电转换
单元、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微处理器等组成”）。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在应用先进的激光

到了９０年代，随着激光测量技术不断发展．

相位多普勒技术进行实验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光路布置和接收处理方面的改进很好地解决了轨

本文将综述应用ＰＤＰＡ澳］量喷嘴雾化特性的实验研

迹效应和狭缝效应等一些技术问题。现在ＰＤＡ／

究进展，并提出对此研究的展望。

ＰＤＰＡ测试系统已得到完善，被国内外的研究人员

１

ＰＤＰＡ基本原理和研究状况

广泛应用于两相流的实验研究。
２

相位多普勒技术发明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应用

喷嘴雾化的ＰＤＰＡ实验研究

于８０年代，是在传统的激光多普勒测速仪（ＬＤＡ／

由于喷嘴雾化是一个多相、瞬态的复杂运动

ＬＤ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国外习惯上叫相

过程，影响因素也很多，对喷雾射流的实验研究

位多普勒风速计（Ｐｈａｓｅ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Ａｎｅｍｏｍｅｔｒｙ，

显得尤为重要。国外研究者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开

简称ＰＤＡ），或是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Ｐｈａｓｅ

始应用相位多普勒技术（ＰＤＡ／ＰＤＰＡ）进行喷嘴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简称ＰＤＰＡ）。相位多普

雾化特性的实验研究。国内到９０年代才引进激光

勒风速计的测速原理与ＬＤＡ／ＬＤＶ相同，就是利用

相位多普勒技术，并应用其开始对气液两相雾化

作者简介：魏琪【Ｉ ９６２一），扛苏淮安人．教授，主要从事传热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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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进行实验研究．这些研究分析ｒ外部条件对

律、雾粒粒径大小及分布，为进一步研究喷嘴雾

雾化的影响，对雾化机理地了解以及喷嘴结构的

化特性与喷嘴结构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很好的基

优化设汁和雾化效果的改善提供了帮助。

础‘“Ｉ。

２．１喷嘴性能研究

程圣清等利用ＰＤＰＡ研究了气，液喷嘴压降

ＭｃＤｏｎｅｌｌ等和Ｍａｏ等较早地于１９８６年使用

比，液体流量对不同结构形式喷嘴的雾化特性的

ＰＤＰＡ简单测量了气动喷嘴雾化的液滴尺寸和速

影响。通过试验，揭示了不同喷注器的性能，燃

度１１

气温度分布，燃烧稳定性和点火性能差异”７Ｉ。

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Ｑ Ｐ等用一维ＰＤＰＡ测量了高压下实际
燃气透平喷嘴雾化的液滴尺寸分布，分析ｒ气流

气泡雾化喷嘴结构和工作参数对雾化及流动特性

和燃料流率对雾化场的影响，结果发现，雾化锥

的影响。用２Ｄ－ＰＤＰＡ在常温常压下测量了液雾的

角和体积随燃料流率增加而增加，随气体压力增

平均直径尺寸分布和速度分布，实验研究了端面

加而减小”ｌ。

注气方式下，注气孔７Ｌ径及数目、混合管长度、液

梁雪萍等研究了水平喷射．端面注气方式的

Ｎｕｑｉａｎｇ等应用１’ＤＰＡ分析了空气中锥形

体流动状态及工作参数对雾化特性的影响。结果

喷嘴非稳态雾化，研究了预燃柴油机内的大角度

表明，水平喷射的气泡喷嘴注气孔尺寸及数目对

锥形喷雾的流动及粒子的直径分布，结果发现，

雾化产生影响，混和段存在一最佳值范围，液体

在喷雾开始时，喷嘴喷出的粒子尺寸小速度高，

旋转流动对雾化特性无显著影响，但影响两相流

但速度快速下降．后来逐渐合并成更大的粒子被

动中气泡的分布ｌ】…。

Ｌａｎｇ

基大更慢的粒子所取代”Ｉ。

郭志辉等应用２Ｄ－ＰＤＰＡ研究了一种新型锥俩

ＳｈｅｎＪｉｈｕａ等对环形气动喷嘴的雾化特性进行

注气方式的气泡雾化喷嘴，测量了液雾的平均寞

了实验研究，使用ＰＤＰＡ在离喷嘴不同距离及在

径尺寸分布及速度分布。结果发现，气泡发生器

不同液体和空气流速下测得了液滴的索太尔直径

的锥角存在一最佳值，提高液体的喷射压力和气

（ＳＭＤ）、平均速度和数量密度。发现ＳＭＤ在喷雾

液比能够改善雾化，增大液雾速度；锥面多孔注

中心有最小值并向外围不断增加；液滴的数量密

气能有效地抑制水平喷射情况下由浮力产生的气

度的径向分布近似于ＳＭＤ分布，并在喷雾中心上

泡聚合，能够使气泡均匀分布实现稳定连续地雾

随离喷嘴口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但随气体和液

化‘２“。

体速度的增加而减小∞】。

徐行等对一种由环缝射流和中心旋转射流组

Ｈｏｓｎｙａ等在稳态条件下使用ＰＤＰＡ对内燃机
燃油喷雾特性进行了多次实验研究，测定了液滴

成的复合燃油射流所形成的气动雾化喷嘴的喷雾

的二维平均和波动速度及粒子在两个方向上的尺

下游几个截面上气流和液滴的平均速度和脉动速

寸分布…”。

度，以及液滴的粒度和浓度沿径向的分布进行了

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用二维ＰＤＰＡ对喷嘴

诸惠民等应用ＰＤＰＡ获得了双油路喷嘴详细的

测量。研究了中心旋流强度对喷雾的影响。测量

喷雾挣陆，将测得的空间点数据分别沿径向和测

结果显示喷雾中心存在低速区和刚性涡核，而喷

量截面积分，得到液滴的线平均和面平均直径。

雾边缘具有较高的速度和浓度．喷雾具有很大的

结果面积分平均直径与液膜波不稳定理论计算的

湍流脉动”“。

初始平均直径相符合，研究结果表明ＰＤＰＡ是研

２．２雾化机理研究

究喷雾特性的可靠测量装置””。

ＭｃＣＩ

ｅｅｒｙ等用ＰＤＰＡ进行实验研究，描述了

曾卓雄等利用ＰＤＰＡ对３种新型的喷嘴进行

平板喷嘴雾化液滴形成的机理以及直径分布，测

了测试，并根据结果分析了喷头、混合管的影响

得了液滴平均直径、索太尔直径（ＳＭＤ）与压力

及这３种喷嘴的性能。实验发现雾化效果在很大

和平板问的影响关系，并提出由两相流的不稳定

程度ｌ二取决于喷嘴和其他各组成部分匹配的好

性和湍动的剪切应力与液体表面张力的平衡状态

坏，为喷嘴的模型设计和雾化的改善途径提供了

决定液滴的尺寸分布【５Ｉ。

实验论证ＩＩ“。

Ｓｉｄａｈｍｅｄ等通过对三种扇形喷嘴（ＸＲＳ００Ｉ，

褪圜栋等应用ＰＤＰＡ系统研究了用于矿井喷雾

ＸＲ￥００２，８０００６１）在２０７ｋＰａ压力下水的喷射雾化

除尘的喷嘴的雾化特性，得到了喷雾速度分布规

的实验研究，榆验了基于能量平衡的液滴尺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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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关联方程，应用ＰＤＰＡ同步测量了粒子尺寸
和速度‘…。

但现在已经进行的喷嘴雾化特性的ＰＤＰＡ实验
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外部条件对雾化的影响，由

Ｂｒｅｎａ等应用２Ｄ—ＰＤＰＡ研究了在等温雾化射

于多种原因对喷嘴雾化的复杂流动形式研究较

流中有旋对液滴的动态行为和速度以及湍流区的

少，还存在不少不足有待我们去完善和改进，这

影响效果，得出了旋流对液体雾化的稳定性及对

就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

污染物排放的影响１１１Ｉ。

就雾化特性研究的发展以及激光相位多普勒技术

沈熊等在几何光学近似原理基础上分析了相

在这方面的应用研究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位多普勒方法的理论模型和相位一粒径特性关

１）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应更深入全面对

系．分析了实验应用的光纤型激光多普勒系统的

液体喷雾的物理和运动机理进行调查研究，建立

原理和组成，并应用此系统（ＰＤＰＡ）对雾化喷

较完整的喷嘴雾化数学模型。

嘴的流动和颗粒特性进行了测量，得到了液滴的
二维速度与粒径的相关和统计特性”“。

２）由于ＰＤＡ／ＰＤＰＡ测量实验条件的限制，已
有的实验研究绝大多数只是在实验室模拟状态下

徐行等用二维ＰＤＰＡ对直射式喷嘴在横向气流

进行的，这样测试与真实的喷雾场状况有一定的

中所形成喷雾的粒度，平均和脉动速度以及浓度

偏差，参数并不完全准确。所以今后应更多地实

进行了测量。研究了喷雾的结构，气流速度以及

现在真实情况下的实验研究。

喷射方向对喷雾特性的影响，不同直径的粒子在

３）已经进行的研究中多数仅限于对雾化的传

横向的扩散。为两相流模型的研究以及数值计算

质过程进行调查研究，而对喷雾中的传热问题涉

结果的验证提供了实验数据ｌＩ”。

及很少，而在很多雾化应用中传热问题也极其关

邢小军等人使用ＰＤＰＡ对冷态下模型燃烧室内
双油路离心压力喷嘴喷雾场进行了实验研究，测

键。因此以后在应用ＰＤＡ／ＰＤＰＡ测试雾化场特性
时需要对雾化流场中温度场进行同步研究。

量了喷雾场不同］：况下的三维速度、粒度、通量
等参数。并研究了工况与喷雾场参数的关系，分

参考文献：

析了喷雾压力和旋流器对喷雾场的影响。证明了

ｆ１１

喷嘴压力提高可以增大雾化场中粒子速度、通量
及降低平均直径；空气流则可改变喷雾场的速度

展Ｉ Ｊ】力学与实践．２００２，２４：１一１４．
【２】

分布，形成回流区并扩大喷雾场范围”“。
胡春波等运用３Ｄ－ＰＤＰＡ进行了实验研究靶式

盛森芝，徐月亭，袁辉靖．近二十年流动测量技术的新发

盛森芝，沈熊．舒玮．流速测量技术［Ｍ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３ｌ

ＭｅＤｏｎｅｌｌ

Ｖ

Ｇ．Ｗｎｏｄ Ｃ

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ｅｎ ｃ Ｓ．Ａ‘＿ｏｎｌｐａｒｉｓｏ．ｏｆ

喷嘴雾化机理，测出了不同截面上粒子的平均速

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ｄｒｏｐ

度和粒径分布．以及气液比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ｉｎａｎｉｓｏｔｈｅｍａｌｅｈａｍｂｅⅢｄａ ｓｗｉｆ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ｚ酣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Ｔｗ—

研究结果显示喷雾中心粒度较小，粒度随气液质

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量比增大呈减小趋势，重力对喷嘴场粒子速度分

ｔｉｌｕｔｅ，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８６：６８５—６９４．

布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气液比下，粒子平均速度

ｆ４Ｊ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ｔ｜ｔｇ

ｄｒｏ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ｂｌｓ—

Ｍａａ Ｃ Ｐ，Ｗａｎｇ Ｇ，Ｃｈｉｇｉｅｒ 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ｆ

及ＳＭＤ沿喷雾方向分布趋势不变。为靶式喷嘴雾

ａｉｒ－ａｓｓｉｓｔ ａｔｏｍｉｚｅｒ

化理论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验数据１２０１。

ｌ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ｎ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ｉｔ—

３

【５】

利用激光相位多普勒技术对于研究雾化喷嘴

ＭｅＣｒｅｅｒｙ Ｇ Ｅ，Ｓｔｏｏｔｓ Ｃ Ｍ．Ｄｒｏ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的颗粒和流动特性具有独特的优点，它不仅可用

ｆｏｒｓｐｒａｙ ｐｌａｔｅ ｎｏｚｚ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ｎ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ｕｈｉ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ｖ

【６】６

Ｚｈｅｎｇ

Ｑ Ｐ，Ｊａｓｕｊａ

２２，ｎ

３．Ｊｕｎ．１９９６：４３Ｉ一４５２

Ａ Ｋ，Ｌｅｆｅｈｖｒｅ Ａ

各种流动参数与粒径之问的定量分析。本文综述

ｆｕｅｌｆｌｏｗｓ

了应用ＰＤＰＡ测量喷嘴雾化特性的实验研究进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ｉ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ｖ

为喷嘴雾化机理的了解、雾化效果的改善、雾化

Ｓｙｍｐｌｌｓｈｍｌ（１ｎ——

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８６：６６５—６７３

结束语

来获得各种宏观的统计特性，还可以进一步得到

ｓｐｒａｙｆｌａｍ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ｏｎ

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

ｓｐｒａｙｓ

ａｌ

Ｈ

ｌｎｆｌ．ｅｎｃｅ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２，１９９６

ｏｆ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２７５７－２７６２

【７】Ｌｏｎ８Ｗｕｑｉａｎｇ，Ｏｈｔｓｕｋａ，Ｉｔｉｒｏｙｕｋｉ．Ｏｂｅｋａｔａ．Ｔｏｍｉｎ

Ｃｈ—

喷嘴结构的选择以及燃油雾化燃烧器的设计优化

ａｒａｅｔｅｆｉｚａｆｉｏｎ

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

提供ｒ有效的参考。

ｏｆｌａｓｅｒ

ｐｉ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ＡｍｅａｓｕｍｍｅＮＩ

万方数据

Ｄｏｐ

ｓｐｒａｙ ｆｌｏｗ ｆｕｒ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ｂｙ“ｅ—
ｎｒ

＝＝＝＝＝＝＃—￡＝＝＝＝＝＝＝＝＝＝＝＝＝＝＝＝＝＝＝＝＝＝ｊ＝＝＝＝＝＝＝＝＝＝＝＝＝＝＝＝＝＝＝＝＝＝：＝＝＝＝＝＝＝＝＝＝＝＝＝＝＝＝＝＝＝；＝＝＝＝＝＝＝＝＝＝＝＝＝＝＝＝＝＝＝＝＝＝一＝
ＤＲＡＩ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ＯＮ

－３０

ｄｉｓｌｒｉｈｕｔｉｎｎ Ｌ

ｔｈｅ ｄｒｎｐｌｅｔ ｓｉｚｅ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ｉ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ｎｒｔ

Ｊａｐａｎ Ｓｏ—

Ｂ．ｖ６０．ｎ５７６，Ａｕｇ·

１４ｆ２１

Ｈ

１９９４：２９１７－２９２３
Ｓｈｅ．１ｉｈｕａ．Ｌｉ

【８】

ｕｉｄ｛ｅｈ
ｌｅｕｒａ

【９Ｊ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ｆａｎｎｕｌａｒｌｉｑ—

Ｍ．Ｂｒ，＋ｗｎ

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ｖｅｉｎ｛一

ｆｒｏｍ ｆａｎ ｎｏｚｚｌｅｓ

Ｈｏｓｏｙａ，Ｈａｉｉｍｅ，Ｏｂａｋａｔａ．Ｔｏｍ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ｇｕｒａｌｌｏｎ

ｏ

Ｊ１

！。

１１１ｌ

Ｈ

博

ｓｐｒａｙ

ｓｗｉ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Ｄ，Ｒｕｄｏｆｆ 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ｆｌｈｅ

ａｎ

ｉｓｏｌｈｅｒｍａｌ

∞

ＡＳＭＥ，ｖ

１１２．ｎ

１．Ｊａｎ．

２１

翟国栋，张样珍．麻用Ｐ

Ｄ

Ａ系统研究喷嘴的雾化特性

程圣清．宋连忠，王珏．氧氧火箭发动机预燃室喷注器特

邢小军．馀行，郭志辉，李继保．徐华胜模型燃烧室冷

梁雪萍．郭志辉，等气泡雾化喷嘴水平喷射的雾化特性

胡春波．孙得川，蔡体敏．靶式喷嘴雾化模型理论研究
【Ｊ】．推进技术，２０００，２（５）：６６—６８

引

１９９０：砷一６６
１１

棘行．郭志辉．边寿华．直射式喷嘴喷雾特性的实验研

研究【Ｊｌ北京航空航无太学学报，１９９８．Ｚ４（１）：２４—２７

Ｃ、Ｓｐｒａ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ａｎｄ

Ｐ㈣ｒ．Ｔｒａｎｓａｅｌｉｏｎｓ

曾卓雄．姜培正，谢蔚明．晴嘴雾化粒径的实验研究叭

态喷雾场的实验研究Ⅱ】推进技术．２０００．２ｌ（５）：６１—６５．
旧

Ａ，ＢａｅｈａｌｏＷ

Ｂｒｅｎａ ｄｅｌａ Ｒｏｓａ

ｓｐｒａｙ ｗｉｔｈ

５４。６０

诸惠昆，苏克．应用相多普勒粒度仪研究喷雾特性（英

性研究ｍ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１９９８，２３１（１）：６－１５

ｃ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Ｈ，１９９３：１９－３０．

ｃｈａｒａｅｔｅｒｉｚａｌｉｏｎ

４

【ＪＪ煤矿机械，２０００．６：１３—１４

Ｔｒａｎｓ－

ｏｆ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ｌａｔｅｄｉｅｓｅｌ

ｅ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ｌｉｃｓ ｏｆ

＝宝

ＳＡＥ ＳｐｅｅｉＭＰｕｈｌｋ－ａｌｉｏｎｓ．ｎ ９７Ｉ，９３０５９３，ＤｉｅｓｅｌＥｏｍｂｕｓ－
ｔｉｔ，ｎ

Ｎｏ

究【ＪＪ．航空动力学报．１９９７，１２（４）３４１－３４５

Ｒ Ｂ．Ｄａｒｖｉｓｈｖ Ｍ

ＡＳＡＥ，～４２，“，Ｎｏｖ，１９９９：１５５７一１５６４

ａｃｔｉｏｖ，ｓ ｏｆｔｈｅ

２１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３４ｉ４）：７５－７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９．

ｉｔｙ ｅｏｒｔｅ］ａｔｉｏｔｌ＾ａ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ｐｒａｙ

【１０１

¨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ｌｅ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ｅｔｒｏ—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Ｄ。ＥＴＣＥ９９’６７０１．Ｅｍｅｒｇ－

Ｓｉｄａｈｍｅｄ Ｍ

Ｖｏｌ

文）［Ｊｌ推进技术，１９９８，１９（５）：５５—６５
ｂｌａｓｔ

Ｘｉａｎｇｕｏ．Ａｉ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郭志辉，徐行．粱雪萍，顾善建一种新型气泡雾化喷嘴
水平喷射特性的研究Ⅱ１．推进拉术．１９９７，１８（５）－７８－８１

沈熊．魏乃也，彭涛．应用激光相位多昔勒系统测量雾

舱

化｛８【漓颗粒和漉动特性Ⅱ】流体力学实验与测量，２０００，

棣行，郭志辉，顾善建．额型气动雾化喷嘴喷雾特性的
宴验研究【Ｊ１．航空动力学报，１９９７，ｌ（３）·２９５—３０１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ＤＰ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ｐｒ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ＥｌＯｉ，ＣＥＮＱｉ－ｇａｎｇ

ａｎｄ Ｐｎｗ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ｆ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ｉ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ｚｚｌｅ Ｓｐｒａｙ ｉｓ ｖｅｒ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ｐｏｗ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ｓ

ａｌ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ｅ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ｙ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ＤＰＡ

ａｒ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ＰＤＰ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ｏｚｚｌｅ ｓｐｒａｙ １

Ｌａｓ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ＤＰＡ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掌会
关于征集排灌机械学术交流会议论文的通知
从４月２５日至８月３０日为论文征集时间。凡反映流体机械、排灌机械与工程方面的科研、生产、
工艺、销售、管理、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均可投稿，并提供不多于５００字的作者简介。对优秀论文届时
评奖，并将其优先推荐到《排灌机械》杂志发表。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邮编：２ｌ ２０１ ３

联系电话：０５１ １—８７８０２８０、８７８８２８４

联系人：王洋

万方数据

Ｅ－ｍａｉｌ：ＬＴＺＸ＠ｕｊｓ．ｅｄｕ．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