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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直扩张通道中柱状物的取向数值模拟
张启华１，李月仙２，林建忠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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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为了获得柱状物的轨迹和取向演变过程，对旋转直扩张通道中的柱状物悬浮流进行了
数值模拟．采用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生成通道的数值网格，使用有限体积法求解流场，然后采用Ｒｕｎｇｅ—
Ｋｕｔｔａ法沿轨迹积分Ｊｅｆｆｅｒｙ方程来获得柱状物的取向演变．通过求解概率分布函数获得柱状物稳
态取向分布．结果表明，流场的进口速度和柱状物所处的进口位置对于柱状物的取向演变具有重
要影响，而通道的旋转速度和柱状物的初始取向对于柱状物的取向演变影响不大．当柱状物的长
径比大于５时，取向分布对于长径比的变化不敏感；小于５时，长径比越小，柱状物旋转的速度越
快，并且出现指向围绕流动方向振荡的情况越频繁．柱状物的取向总体上朝着流线方向，在壁面
附近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结论对于含柱状物悬浮流泵送过程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柱状物悬浮流；旋转；扩张通道；取向；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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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灌机械经常涉及液同混合介质的输运．尽管

竺ｖ：Ⅱ一旦。

固相介质通常可以近似为形状均匀各向同性的圆

（２）

ｐ

Ｐ

球，但实际情形中也存在大量具有主轴的固相物质，

式中口为速度，Ｐ为压力，Ｐ为密度，肛为动力粘度，∞

而这类物质中圆柱具有代表性．柱状物在悬浮液中

为旋转角速度，，为径向矢量，２∞Ｘ即为科氏力，∞Ｘ

的取向影响流动过程中的阻力乃至能耗，所以已受

（∞Ｘ，）为离心力．

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１．２

Ｃｈｉｂａ等。１１通过对含柱状物悬浮流的模拟，认
为进口区域柱状物取向呈现明显的各向异性．Ｙａｓｕ—
ｄａ等∽。通过柱状物的取向和浓度信息，建立了柱状

稀相柱状物悬浮流中柱状物取向方程
在稀相柱状物悬浮流中，忽略柱状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所以可用Ｊｅｆｆｅｒｙ方程旧１计算柱状物取向的
演变．柱状物的取向角演变方程为

物取向角和流速应变之间的关系．Ｌｉｎ等ｐ１数值模

咖＝妒＋Ｂ［ｄ，ｒｃ。ｓ ２４，一寺（ｄ。一ｄ＂）ｓｉｎ ２咖】＝

拟了层流和湍流场中柱状物的取向和分布，表明层
流时剪切率是影响取向的主要因素，而在湍流时随

八咖。），

（３）

着雷诺数的增加，柱状物取向分布更为均匀．最近，
Ｋｒｏｃｈａｋ等Ｈ１对平面收缩通道中的柱状物取向进行

式中咖是柱状物的取向角；９＝（塞一詈）／２，其中

了模拟，结果表明柱状物的存在较明显地改变了收

Ⅱ和秽分别是菇和Ｙ方向的速度分量；ｄ。＝ａｕ／Ｏｘ；

缩通道内的速度剖面．Ｚｈａｎｇ等口。数值研究了弯曲
通道内纤维的取向分布，结果表明，纤维的取向具有

ｄｒｒ＝ａｖ／ａｙ；ｄ，ｙ＝（Ｔ枷ｘｘ＋嚣）／２；Ｂ＝并，其中

明硅的区域特征，纤维在壁面附近更容易趋向流动

ｒＤ＝Ｌ／ｄ，为柱状物的长径比．

方向，而在流道中间区域，纤维取向偏离流向比较明
显．

Ｊｅｆｆｅｒｙ方程适用于无布朗效应的柱状体颗粒，
所以其尺寸相比流场尺度要小．微观流场结构与柱

然而，柱状物悬浮流在旋转直扩张通道中的研

状体间的相互作用的宏观描述就是力矩的作用，简

究却未开展过，而这类流动在排灌机械中很常见．扩

单的描述：局部流场的剪切作用产生对柱状物的转

散通道的流场是逆压流动，在数值模拟上比收缩通

动力矩，从而促使其产生旋转．

道有更大的难度，再加上旋转效应，使得柱状物悬浮
流场变得更加复杂．目前，大多数工程应用中采用常

２

规的固液两相流∞。Ｊ．而笔者则是从柱状体与流场
微结构相互作用模型出发，来研究柱状体的取向演
变及分布．由于柱状物取向的Ｊｅｆｆｅｒｙ方程哺１是在二
维不可压缩流场条件下获得的，所以需先假设模型
为二维流动．三维流动下只能采用类似Ｙｕ等一。的
柱状物级别的直接数值模拟，但其复杂度和计算量
不适合实际工程计算．因此，文中对二维旋转直扩张
通道内的柱状物悬浮流进行数值模拟，探讨进口速
度、旋转速度、柱状物初始位置及初始取向对柱状物
运动的影响，同时，在考虑柱状物间相互作用的情况
下，获得稳态时的柱状物取向分布．
１

基本方程

２．１

数值计算方法
贴体网格生成
对任意形状的边界，可以通过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来生

成数值网格：

ＯｔＩ孑０３２Ｘ也：高鸲％Ｏｒ／２

０．（４）

ｈ誊乞ａｚ高Ⅶ，拳－ｏ，
其中ａ－＝（嚣）２＋（嚣）２她＝霎嚣＋嚣鸶幽＝
（篓）‘＋（≯
求解上述方程可获得数值网格．文中的计算采用
了旋转坐标系，坐标系及旋转直扩张通道几何结构如

１．１流体运动方程

图ｌａ所示，相应的１６

定常不可压粘性流体在旋转直扩张通道内的连
续性方程和运动方程为
Ｖ·如＝０，
职·Ｖ“＋２ｔａ ｘ砧＋甜×（ｍ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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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４０数值网格在图Ｉｂ中给出．

旋转坐标系采用逆时针方向旋转的笛卡儿正交
坐标系，即在每个局部网格单元上采用正交坐标系．

（１）

这样有利于在数值计算过程中获得所有方向的通量
分量．并保证在局部网格Ｅ守恒．

蜀１

４２４

１
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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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韭缸

。驴㈨。∑㈨Ｈ。

堕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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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町Ｊ

（． ，１）
旋转方向

（１。１）

４

３

喜

（１）几何结构

０

ｌ

（．１，．１）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４

２

（１。．１）

等参单兀变换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ｑｕ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方程的数值求解
第一，用微分法求得任意边界的网格；第二，基

图１
Ｆｉｇ．１

２．２

几何模型及网格

于非正交同位网格，用有限体积法求解流场，得到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ｉｄｓ

计算点上的流场速度和速度梯度；第三，运用等参单

非正交同位网格有限体积法

元法，用方程（７）求解流场任意点处的参数；第四，

对任意边界流场，采用非正交同位网格的有限

采用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沿柱状物的轨迹积分Ｊｅｆｆｅｒｙ

体积法具有一些优点，比如保证全域的物理量守恒

方程（３），得到单根柱状物的轨迹和取向的演变过

特性，以及采用直角坐标分量描述更简洁清晰等．求

程．积分时，时间步长采用最小网格除以进口速度获

解过程略．

得，积分采用以下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格式：

２．３

等参变换插值场变量

ｒｋＩ＝以咖。），

由于在求解中需要确定任意点处的流场变量，

｛ｋ２＝厂（咖。＋ｋ１ Ａｔ），

所以需将图２ａ所示任意四边形区域内的（菇，Ｙ）点

坂咖。缸）＝咖。＋０．５（ｋｌ＋ｋ２）．

转换到图２ｂ的正方形区域（亭，叼），然后采用等参单
元法求取任意点处的流场变量．转换公式为

（８）

３

４

计算结果分析及讨论

∑札（孝，叩）省；，
ｉ＝Ｉ

３．１

计算条件

４

计算的流体介质是清水，其密度及粘度分别为

∑札（ｆ，，７）），；；

ＮＩ（孝，叼）：尘掣，
ｉ＝ｌ

（５）

Ⅳ２（孝，叼）：坠旦生型，

‰）：坐池，∞’

Ⅳ４（细）：坠掣．

Ｐ＝１０３

ｋｓ／ｍ３和肛＝１０～Ｐａ·ｓ．柱状物长径比ｒＤ＝

５０．柱状物放置在进口网格点处，其初始取向平行于
进口边，即与髫轴正向夹角为３１『／４．
３．２

进口速度对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的影响
将柱状物置于进口第６网格点处，初始取向平

行于进口边，转速为０．０１ ｒ／ｓ．由图３，在通道运动过
程中，柱状物取向逐渐趋向于流动方向．因为柱状物
在运动中受到来自流场作用的力矩，而这个力矩由
流场速度梯度导致，在力矩作用下，柱状物取向往受
力矩最小的状态变化，其取向就趋向于流向．柱状物

由式（７）可以准确计算出流场中任意点的流体

移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旋转，而且随着进口速度的

速度及速度梯度，从而为获得柱状体颗粒在该位置

变小，柱状物旋转的速度也变慢，因为对目前所计算

处取向提供了必需的流场信息．

的层流流场的情形，在同一个通道和相同转速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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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进口速度小对应着速度梯度小，因而导致作用

ｘ／ｍ

在柱状物上的力矩小，柱状物旋转变慢．

ｘ／ｍ
（ｂ）（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ｍ／ｓ

∞（０．Ｏｌ，０．０１）ｍ／ｓ

ｘ／ｍ
（ｃ）（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ｍ／ｓ

图３不同进口速度下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过程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ｅ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３．３进口位置对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的影响

０．０１

动方向越慢，例如在进口第８个网格上，柱状物只是

给定进口速度为（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ｍ／ｓ，转速为

在接近出口处才指向流动方向．这是因为在中心线

ｒ／ｓ．图４给出了进口处不同网格点上柱状物的

附近，流场的速度梯度最小，因而力矩最小．相反，在

轨迹及取向的演变过程．

壁面附近具有较大的速度梯度，柱状物很快就朝向

可见柱状物越接近流道的中心线，取向趋于流

流动方向．

ｘ／ｍ

ｘ｜ｎｌ

ｘ／ｍ

（ａ）进口第１个网格点

（ｂ）进口第８个喇格点

（ｃ）进口第１８个网格点

Ｆｉｇ．４

图４不同进口位置下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过程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ｅ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３．４旋转速度对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的影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过程．

将柱状物置于进口第６网格点处，初始取向平

可见柱状物最终都指向流动方向，而且在不同

行于进口边，进口速度为（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ｍ／ｓ．图５

的旋转速度下，柱状物取向趋向于流动方向的速度

给出了不同旋转速度下柱状物的轨迹以及取向演变

没有大的变化．

图５不同转速下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过程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３．５柱状物长径比对其轨迹及取向演变的影响
将柱状物置于进口第６网格点处，初始取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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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行于进口边，进口速度为（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ｍ／ｓ，转速
为０．０ｌ ｒ／ｓ．由图６不同长径比时柱状物的取向演

变过程可见，当ｒｏ＞５时，柱状物的取向分布对于长

振荡的情况越频繁，这是由于小长径比的柱状物完

径比的变化不敏感，这与Ｋｒｕｓｈｋａｌ和Ｇａｌｌｉｌｙ‘１０１在静

成旋转所需的时间短．对于长径比为１的特殊情况，

止直通道中得到的结果一致．而当ｒ。＜５时，长径比

柱状物长度与直径相同，沿长度方向已经没有占优，

越小，柱状物旋转速度越快，并且取向围绕流动方向

所以指向最终也没有趋向于流动方向．

Ｆｉｇ．６

图６不同长径比ｒ。下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过程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３．６柱状物初始取向对其轨迹及取向演变的影响

过程可见，尽管初始取向不断变化，但柱状物最终都

将柱状物置于进口第６网格点处，进口速度为
（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ｍ／ｓ，转速为０．０１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ｓ

指向流向，区别仅在于柱状物指向达到流向所需的
时间．可见柱状物初始取向分布对最终取向分布没

ｒ／ｓ．

由图７不同的初始取向角下的柱状物取向演变

有影响．

图７不同初始取向角下柱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过程
Ｆｉ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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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３．７考虑柱状物间相互作用时柱状物的取向分布

在浓柑隋况下，柱状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为了

警＝ｃｉ，凳一引砂（妒＋ｄ＝ｒｃＯＳ
ｉ乩∥孑一引ｌｆ，Ｉ”

一

６０６２

给出在柱状物之间相互作用下的柱状物取向分布，
下Ｉ（ｄ。一ｄ∥）ｓｉｎ ２ｂ

必须计算柱状物取向的概率分布函数．柱状物的取

Ｊ Ｉ．

（１１）

向概率分布函数方程”’为

取翌：ｏ，求解右端的稳态方程．由边界条件
ｍ

一＝一一．

一ＤＯ：一—ａ（０—６），
Ｄ￡
ａ击

（９）
Ｉ

Ｊ

１

·

咖＝妒＋ｄ，ｙｃｏｓ

２咖一寺（ｄ。一ｄ∥）ｓｉｎ

业堂
ｌｆ，

２咖一

却’

（１０）

沙（咖）＝砂（６＋１『）＝ｌ／１Ｔ，求解方程（１１）即可获得
稳态的取向分布．该算法已在简单剪切流中获得验
证，如图８ａ和ｂ所示．在简单剪切流中，柱状物的稳
态取向几乎都指向流动方向．在方程（１ １）中取Ｃ；＝

式中砂是取向概率分布函数；Ｉ，ｌ＝／巧丽，

Ｏ．０１，计算稳态的旋转扩张流道中的柱状物取向分

，＝ＶＭ＋Ｖ“’；ｃ；为Ｆｏｌｇａｒ—Ｔｕｃｋｅｒ常数．

线方向，壁面附近这一现象更明显．考虑柱状物之间

假设柱状物悬浮流均匀分布在流场中，则上述
方程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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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如图８ｃ所示，可见柱状物的取向总体上是朝着流
相互作用后，柱状物的取向分布与单根柱状物的情
况相比，没有质的差别．

图８简单剪切流及旋转直扩张通道中柱状物的稳态取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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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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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分析了流场进口速度、进口位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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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旋转速度、柱状物长径比、柱状物初始取向等对柱

ｄｕｅ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ｏｎ

状物轨迹及取向演变的影响．随着流场进口速度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变小，柱状物旋转速度变慢，取向转至流向的时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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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柱状物初始位置对于其后续的取向变化有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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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计算的纸浆泵设计．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度越慢；通道的旋转速度和柱状物的初始取向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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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物取向演变影响不大；而柱状物的长径比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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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数值模拟［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９。２７（５）：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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