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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电喷雾两相流场的试验
王贞涛，罗惕乾，岑旗钢
（江苏大学能源！ｊ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为研究荷电喷雾两相流动中雾滴在静电力与流体力的共同作用下运动特性和湍流脉动
特性对其传热传质的影响，采用相位多普勒粒子动态分析仪（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ＰＤＡ）对

荷电喷雾两相流场进行了测量．将荷电两相流动中粒径小于１０斗ｍ的雾滴作为连续相，其余粒
子作为离散相，实现了荷电喷雾两相流动的测量．获得了不同液气比下雾滴粒径、两相速度与湍
流脉动强度等随荷电电压的变化关系．试验结果表明：雾滴粒径随着荷电电压的增大而明显减
小；不同的荷电电压下气液两相流动速度趋于一致，荷电雾滴具有良好的跟随性；荷电喷雾两相
的湍流脉动强度差异较大，雾滴本身在静电力作用下产生较大的脉动．
关键词：荷电两相流动；雾滴速度；脉动强度；ＰＤＡ；荷电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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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电喷雾技术在农药喷洒、工业喷涂、材料薄膜

体系，因此采用试验手段研究荷电喷雾流场对荷电

制备、燃油雾化燃烧、工业脱硫除尘等许多领域得到

喷雾理论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１。３１．荷电两

ｒ广泛的应．｝｛ｊ，由此产生的荷电喷雾两相流动是长

相流场主要采用非接触式方法进行测琏．

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荷电两相流动理论

有关研究表明，影响荷电雾滴传热传质的主要

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

因素为粒径大小、尺寸分布、接触时间、雾滴带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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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及极化强度等［４山Ｊ．在荷电喷雾流动中，浆液喷雾特

式为双流体荷电雾化，喷嘴直径为１．５ ｍｍ．气体和

性较普通喷雾产生较大变化，雾滴在库仑力作用下

液体的压力均为０．２５ ＭＰａ．流量调节为２０，３０，４０

产生的破碎将有助于增多雾滴数日。增加浆液雾滴

Ｌ／ｈ；气体流量保持为０．４５

与气体接触的总体表面积，增强吸收效果；雾滴在库
仑力、极化力及流体力的作用下，速度、湍流脉动强
度等特性也产生较大变化，雾滴径向速度的增大以
及湍流脉动强度的提高对雾滴的传热传质效果带来
积极的影响Ｈ

巨陋矾母寒罔
Ｌ／ｍｉｎ．

倒甓裂赳娑型ｌｌｌＩ．

Ｊ．

接受晃单元

本研究通过相位多普勒粒子动态分析仪对不同

入射尧单元

ｉ

荷电电压下浆液的荷电喷雾流场进行测硅，探讨荷
电电压与速度分布、湍流脉动强度之间的关系．采用
粒径分离法实现荷电喷雾两相流动的测量，分析静

数据处理Ｈ电子计算机ｌ

图１荷电喷雾试验装置

电场对气体、雾滴两干Ⅱ流动速度、湍流脉动特性的影
响以及相间作用，为荷电喷雾两相流动的研究提供
试验基础．

Ｉ激光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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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试验测量点布置
本试验系统是开放性荷电喷雾系统，雾化形成

１试验装置及方案

的雾滴就足流场中的颗粒相，作为ＰＤＡ系统测试的
示踪粒子，获得喷雾流场的运动特性．

１．１

ＰＤＡ简介

试验中荷电喷雾射流采用环形电极和网形喷

相位多普勒技术在多相流动测量中占有很苇要

孔，相关试验表明喷嘴射流雾化后的水雾流场大致

的地位，在雾滴粒径、速度的测量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呈圆锥状”ｊ．因此认为雾化射流是轴对称图形，雾

势．ＰＤＡ是利用接收到的运动粒子散射光多普勒频

滴的运动速度和雾粒分布也具有轴对称性，即雾化

移获得粒子的速度信息，并利用不同探测器接收到

流场沿ｚ轴对称．在实际测量中，只需将测量点布

的散射光的相位变化求得雾滴的粒径大小【８。．其测

置在通过射流中心线的ＸＺ平面上，测量ＸＺ平面上

试系统由激光器、入射光单元、接收光单元、光电转

各点的流场信息，采用二维方向上的测量来简化三

换器、信号处理器及计算机等组成．激光发生器为氩

维测量．

离子激光器，型号为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ｅ２０１７，额定输出功率５

荷电喷雾形成的射流为锥状，试验选取距喷嘴

Ｗ，激光波长４５７．９—５１４．５ ｎｍ．发射和接收镜头的

距离为３００ ｍｍ的断面的１５个试验点进行测量，测

焦距均选为ｆ＝３００ ｍｍ．光路布置采用前向接收偏

餐点布置如图２所示．测量时通过三维坐标架实现

置角为６０℃，粒度测量采用一级折射光模式．信号

全部测量点的自动测量．每一工况测龟结束后，坐标

处理由光电倍增管和ＦＦｒ傅立叶转换器组合完成，

架自动恢复到原先的位嚣，调节气体、液体流量及荷

应用ＢＳＡ

Ｆｌｏｗ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Ｖ２．１对测量信号进行实时

电电压后，继续下一工况试验．

处理．测试系统达到的主要性能指标：测速范围０～
５００

ｍ／ｓ，速度测量精度０．５％；颗粒粒径测量范围

０．５—１３

０００¨ｍ，粒径测量精度０．５％．

１．２试验装置
为了研究不同液气比和荷电电压下石灰浆液的

ｏ

．一罂婴
ｏｊ｛ｏ

ｏ ｏ

雾滴运动规律和荷电喷雾两相湍流流场，设计了如
图１所示荷电喷雾ＰＤＡ试验装置．其中静电电压
表、静电发乍器的壳体和雾化喷嘴接地，为零电位．

图２
Ｆｉｇ．２

ＰＤＡ测点布置（二维）

ＰＤＡ ｓｐｏ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荷电电极为环形，半径为５０ ｍｍ，电极平面与喷嘴平
面的垂直距离为２０

ｍｍ．

２荷电喷雾两相流动测量结果

雾化介质为质繁分数等于１．０％的石灰浆液，
测量时荷电电压分别为０，５，１０，１５，２０ ｋＶ．雾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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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ＰＤＡ测量中获得的信息为喷雾雾滴的信息，

７０

是不能直接获得气体流动的速度的，采用分离粒径

３０ ｃ，４０

法来获得荷电喷雾两相速度场及对应的湍流脉动强

２０，３０，４０

Ｃ和２０

Ｐ，３０ Ｐ，４０

Ｌ／ｈ，气体流量为０．４５ Ｌ／ｍｉｎ时的气相和

度等流动特性．假定粒径小于１０斗ｍ的雾滴具有良

雾滴相参数．

好的跟随性，对这些粒子进行统计，可获得气相速度

２。ｌ荷电喷雾两相速度

和湍流脉动强度等信息一一０｜．荷电喷雾两相速度和
湍流脉动强度分布分别如图３，４所示．其中２０

Ｃ，

Ｐ分别表示浆液流量为

图３为不同浆液流量和电压下的荷电喷雾两相
速度场分布．

图３荷电喷雾两相速度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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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中可以看出，荷电喷雾两相轴向射流速

雾滴相具有良好的跟随性，尤其是喷雾两相的轴向

度和径向速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充分说明荷电

速度分布形态几乎重合，只是在边缘处气相速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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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ｌ

小于雾滴相速度．这是因为雾滴相具有较大的惯性，

受到涡流作用产生卷吸现象，因此气相轴向速度比

速度在气流中的衰减慢，气相速度惯性小，而且在静

雾滴相小…１．

电力的作用下其运动特性容易发生改变．

气相与雾滴相径向速度相比，尽管变化趋势基

在射流雾化中心区，当荷电电压较低时，雾滴相

本相同，但速度差别较大．原因是大颗粒其惯性大，

轴向速度大于气相，这是因为电压较低时雾滴相粒

受到气流和静电力作用时其横向扩散作用小，因此

径较大，其惯性作用较强．随着荷电电压的升高，浆

雾滴径向速度均小于气相的径向速度．气相是由小

液雾滴粒径不断减小，其惯性逐渐与气相一致，气相

于１０．０岬的细小雾滴组成，其质量小，惯性小，受

的轴向速度与雾滴相轴向速度基本重合．在射流边

到气流和静电力作用大，产生较强的横向扩散作用，

缘区，尽管在荷电电压作用下浆液雾滴粒径有所减

因此其径向速度大于雾滴相．

小导致雾滴的惯性减小，但雾滴相的轴向速度始终

２．２荷电喷雾两相湍流脉动强度

大于气相轴向速度，这是因为在射流的边缘区荷电

图４为不同浆液流量和电压下的荷电喷雾两相

喷雾流动结构比较复杂，在库仑力、流体力的作用下

湍流脉动强度分布．湍流脉动强度ＵＲＭＳ是指平均平

形成漩涡结构，漩涡结构的出现使得极细小的雾滴

方脉动速度（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图４荷电喷雾两相湍流脉动强度
Ｆ 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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