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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涡量以及湍动能分布图．试验发现：当充电电压低于一１０
ｋＶ时，颗粒的荷质比随充电电压的降 低而增加，在一６０

荷电气固两相流动管内输运流场的试验研究
正

高正平，罗惕乾，康灿，王晓英，王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基于输运段对荷电颗粒凝并效率的影响，建立了荷电颗粒输运试验系统，以研究管内颗粒输
研统系ＶＩＰ术技量测场流用应，量电荷均平群粒颗定测法标目状网用利．况情化变的压电随场流运
究外加电场对颗粒运动的作用，运用二值化互相关图像处理算法，获得输运断面上的荷电颗粒速

ｋＶ时基本达到饱和荷电量；输运段中颗粒速度、涡量的分布值随电压的降低而

增加；湍动能的分布呈现单峰特性，在一５０ ｋＶ时出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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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然自和践实产生于在存泛广动流相两电荷
喷油燃电静、ｏ”尘除）粉，雾（’２ｔｌ【涂喷电静：如

以粒颗大较为并凝微细将．点难和热的内围
可见，颗粒凝并【＿列是实现这一转化的主要研究方
向．理论上颗粒凝并的方式有多种，如：热凝并，声凝
并，磁凝并，电凝并旧１等．对比现有的凝并技术，利

易容很，中气空在浮漂离距长间时质物害有毒

用电凝并方式除去细微颗粒物是一种高效率，低消

耗的方法．
论无，粒颗尘粉类这而．康健身人害危部肺入吸被是对工业除尘还是对空调净化，都由于其粒径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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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惕乾（１９３８一）。男，湖南衡东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荷电两相流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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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电流场进行ＰＩＶ测量，从获得的结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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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大，即在电场力作用下颗粒受流体的约束变小．

发现由于流场和电场间耦合作用导致颗粒流场特性

荷电颗粒旋转角速度随充电电压的降低而变大，即

的变化明显，且电场对颗粒流场的作用规律随电压

自由度变大．

的变化呈非线性．

（４）比较各工况湍动能图，荷电颗粒的湍动能

在一３０ ｋＶ的充电电压下，与非荷电流场相比，
颗粒沿轴向速度有所增大，且颗粒速度沿底面法线

值随电压的降低而呈现单峰特性，在一５０ ｋＶ时达
到最大值．

负方向的梯度变大，从流场的整体看湍动能有所减
小，涡的尺度减小，涡量值分布明显增大．充电电压
降至一４０ ｋＶ，颗粒沿中心轴线的速度增大，与一３０

［１］应保胜，高全杰，王家青．静电喷涂中荷电油液的雾
化研究［Ｊ］．表面技术，２００３，３２（５）：１２—１５．

ｋＶ充电电压下的流场相比，颗粒速度沿底面法线负

方向衰减得更快，且沿轴线方向速度梯度减小，湍动
ｋＶ

时的流动情况，涡量值分布增大，但与荷电一３０

ｋＶ

时相比流动变化不是很明显．电压降至一５０ ｋＶ，与
线负方向的梯度减小；颗粒沿中心轴线速度变化与

［３］

［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

Ｅｕｌｅｒ／蛔ｇｅ

许德玄．静电除尘预荷电的研究［Ｊ］．环境工程，

于水，李理克，胡宗杰，等．静电喷雾液滴破碎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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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梯度增大，涡的尺度减小，且有较大的涡量值，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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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值与一５０ ｋＶ的工况下相比有所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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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涡量值与一４０ ｋＶ相比有所增大．电压降低到
ｋＶ，与一５０ ｋＶ相比，速度沿底面法线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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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Ｖ的情况相似，但湍动能值分布较一４０ ｋ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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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Ｖ充电电压下流动相比，颗粒速度沿底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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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不同充电工况下管内输运流动有界流场

—

的测量，从荷电气固两相流动流场速度、涡量、湍动
能的分布可以发现，流场在随电压降低的过程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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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比非荷电与荷电的速度云图，荷电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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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建龙，王霉锋，陈松山，等。荷电改善喷雾均匀性的
实验研究［１］．排灌机械，２０００，１８（５）：４５—４７．

（２）从非荷电与荷电工况的流场涡量图可以看

边界相互吸引，荷电工况下的流场边界的涡量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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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呈现波动性．归纳如下：

出，边界区域的涡量值最大，由于带电颗粒与零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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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轴向的速度衰减梯度要小于非荷电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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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洁川。近代流动显示技术［Ｍ］．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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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荷电工况，且随荷电电压降低而增加．

王灿星．粒子图像速度仪图像处理的理论研究及应
用［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０．

（３）中心轴线区域，涡量值随充电电压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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