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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建龙等：荷电两相流动颗粒运动锻分方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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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电两相流动颗粒运动微分方程的建立
闻建龙，陈汇龙，王军锋，陈松山
（江苏大学，江苏镶豇２１２０Ｉ ３）

摘要：荷电两相流动主要研究荷电颗粒的群体行为．从研究连续相中的荷电颗粒受力着手，
选择ｓｔｏｋｅｓ殂力作为基准，确定了荷电两相流动中的主要受力．并对在荷电情况时颠粒群的牯性阻力
系数进行了修正。根据牛顿运动定律，给出了一般形式的运动微分方程。这一方程的导出．对荷电两
相流动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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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电两相流动广泛存在于生产实际，如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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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压差力

喷涂、静电除尘、静电农药喷洒、静电燃油喷雾

瓦＝一；耐：即

等。由于荷电两相流动的复杂性，目前尚未形成
其理论体系。本文旨在建立描述荷电两相流动颗
粒运动微分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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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功为压强梯度。
５）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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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电颗粒的受力情况
荷电两相流动主要研究荷电颗粒的群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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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附加质量力

为，群体荷电颗粒的运动规律同单个颗粒的运动

颗粒以相对加速度在连续相中加速度时，必将

不完全一样，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

带动其周围的部分流体加速，引起对颗粒的阻力。

单个颗粒运动是研究群体颗粒运动的基础。

这种效应等价于颗粒具有一个附加质量。

以无界流场中直径为ｄ，密度为儿的单个球
形颗粒为例给出每个力的表达式。

只～击砒ｆ鲁哥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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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以，Ｐ，Ⅳ分别为连续相流体的密度、动
力粘性系数、运动粘性系数，ｇ为重力加速度，

７）巴西特加速度（Ｂａｇ Ｂｅｔ）力

ｆ，为颗粒速度，ｔ为连续相速度，ｇ为颗粒带电
量，豆为外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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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力
这是荷电两相流动特有的力，当荷电粒子在
电场中运动时受到的作用力。
Ｅ＝ｇ·Ｅ

８）马格努斯（Ｍａｇｎｕ ｓ）力
颗粒以角速度西旋转时，产生的俐向力，称
为Ｍａｇｎｕ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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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惯性力

９）萨夫曼（ｓａｆｆｍａ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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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续相流场存在速度梯度，颗粒受到附
加侧向力，即ＳａｆｆＴｎａｎ力。

３）阻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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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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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０为升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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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设ｓａｆｆｍａｎ力达到ｓ１０ｋｅｓ阻力的１，２０，

荷电颗粒的受力分析及量级比较

则从上式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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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受力分析及量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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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各种力的相对重要性，对荷电颗粒
所受各力进行量级比较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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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ｄ＝Ｏ．０１ｃｍ，＂＝０．叭ｃｍ２，ｓ（２０‘ｃ水）。则

在荷电两相流中．阻力是十分重要的力，对
于单个球形颗粒在无界流场中的阻力，这方面的

研究已相当充分。为此，选择ｓｔｏｋｅｓ阻力丘（在
阻力丘．的表达式中令，（ｍ）＝１，即为ｓ１０ｋｅｓ阻力）
作为ＢａｓｓｅＩ力、Ｍａｇｎｌ】ｓ力和ｓａｆｆｍａｎ力量级比较
的基准。
由阻力公式（３），令“月Ｐ）；ｌ，则可得ｓｌｏｋｅｓ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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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附加质量力
时产生的力，选择惯性力作为附加质量力量级比较
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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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ａｓｓｅ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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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颗粒密度远大于连续相流体的密度，则附
加质量力远小于惯性力。如连续相流体为空气，
则附加质量力可以忽略。

设Ｂａ８ｓ ｅｌ力达到ｓｔｏｋｅ９力的１，２０，则从上式
可解得

６）升力
对于球形颗粒．升力系数０＝ｏ，对于非球形
颗粒，每个颗粒虽有不为零的升力，但颗粒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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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ｏ．０１ｃｍ，ｖ＝０．叭ｃｍ２，ｓ（２０℃水），则，＿
ｂ≤０．０８ｓ。只有在加速运动初期，即（，一，０）小
于或近于３１ｄ ２，Ｄ时．Ｂａｓｓｅｔ力才是重要的，否则

南于各颗粒取向的随机性，这些力互相抵消，因
此，在荷电两相流中可以不考虑升力。
２．２荷电两相流动主要的受力
在一般的气液、气固荷电两相流动中，由于
ｐ，，Ｐ。＜＜１．Ｏ，且无高剪切区，所以附加质量力、

可以忽略。

Ｂａｓｓｅｔ力、ｓａｆｆｍａｎ力、Ｍａｇｎｕｓ力、升力均可忽略。

３）Ｍａｇｎｕｓ力

荷电颗粒主要受力为：静电力尹、惯性力户、阻

拿：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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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重力丘、压差力只。、附加质量力户，其

２４ｕ

同样，设ＭａｇＴｌｕｓ力达到ｓｔｏｋｅｓ阻力的１，２０
则从上式解得

中只、只为相间阻力。
２．３颗粒群对粘性阻力的影响
同单颗粒情况相比，荷电颗粒群的运动需要
考虑：荷电颗粒之间的相互影响引起的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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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ｄ＝Ｏ．０１ｃｍ，”＝０．０ｌｃｍ２，ｓ（２０℃水）．则山≥
ｒ，ｓ。所以除非颗粒旋转很强，否则ＭＢｇｎｕｓ力
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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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流场速度梯度很大，或近壁面处高剪切
区，否则ｓａｆｆＩｎａｎ力可忽略。
附加质量力是荷电颗粒在连续相中加速运动

Ｊ）Ｓｔｏｋｃｓ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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璺≥９０（ｃｍ，ｓ）／ｃｍ。
Ｗ

的变化。在荷电两相流中，当颗粒被充以相同极
性的电荷后，由于同种电荷之间的相互排斥作
用，从而降低了颗粒之间的碰撞机会，应对ｓｔｏｋｅｓ
阻力公式加以修正。
对ｓ【ｎｋｅｓ阻力公式的修正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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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叫＋÷象，，ａ＝；象，ｃ：ｃ－一象，

式中ｐ为荷电影响系数．％为离散相颗粒浓度。
３

颗粒运动微分方程

则式（Ｉ ８）可写成

荷电颗粒运动遵循牛顿运动定律，将各种力

每卅＋孚十嚎＋喀㈤，

叠加，给出一般形式的运动微分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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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连续相流体是气体时，成，ｎ＜＜１．０，因而
ａ—ｂ，ｃ一１，ｂ。Ｏ，则式（１９）可简化为

将以上各力的表达式代人并整理可得

鲁一，豆＋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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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 ７）和式（１ ９）或式（２０）组成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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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荷电单颗粒及连续相流体的运动方程组。
以上根据牛顿运动定律，给出了一般形式的

式中４＝』＿称为荷质比，即单位质量的物质所带

的电荷量，‘＝煞称为速度驰豫时间。
的电荷量，‘＝褊称为速度驰豫时间。
删．

运动微分方程，这一方程的导出，对荷电两相流
动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不计荷电颗粒对流体的反作用力，可写出连
缍相流体的话动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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