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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流件排列对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效率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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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７１００４９）

要：燃煤工业亚微米颗粒物的排放会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而团聚方法是脱除亚微米颗粒的主要

手段之一。 通过搭建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试验台，利用扫描电迁移率粒径谱仪（ ＳＭＰＳ） 测量湍流段
前后进出口亚微米不同粒径数量浓度，研究不同扰流柱排列对亚微米颗粒团聚效率的影响，并结合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分析了流场对颗粒团聚效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效率与颗粒粒径大
小有关，粒径较小的亚微米颗粒团聚效果较好，小粒径颗粒（ 粒径＜３０ ｎｍ） 团聚效率在 １０％ ～ ９０％，但
对于大粒径颗粒（ 粒径＞３０ ｎｍ） 团聚效率均在 １０％以下，颗粒直径大于 ５０２ ｎｍ 时，不同流速下颗粒的
团聚效率变为负值；对流速分析，发现亚微米颗粒团聚效率随流速增大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是
由扰流区湍流强度及颗粒停留时间造成；探究扰流柱布置及排列对团聚效率的影响时，发现亚微米颗
粒的团聚效率随扰流件的增大而减小，随扰流件横向间距的增大而逐渐减小，随纵向间距的增大先变
大后减小，随排数的增大而变大，主要是扰流件尾迹区域内涡街强度与涡街长度的综合作用，涡街强
度大会促进颗粒的碰撞几率，而涡街长度能提高颗粒在湍流区的停留时间，进而提高团聚效率。
关键词：扰流柱；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团聚效率；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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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颗粒浓度对超细颗粒物湍流团聚的影响进行数值模

言

拟；刘忠课题组 ［１５－１６］ 针对扰流装置形状，排列方式、

细颗粒物是导致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细颗粒物污染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特别是
当量动力学直径小于 １ μｍ 的亚微米颗粒（ ＰＭ １ ） 能

间距等做了大量工作，模拟了不同条件下的湍流流
场情况。 此外，２００２ 年澳大利亚 Ｉｎｄｉｇｏ 公司首次开
发出了包括双极静电和湍流团聚的商业颗粒物凝聚

够在空气中长时间悬浮和远距离输送，且由于其颗

器，并进行了相关试验；孙德帅等 ［１７］ 在可吸入颗粒

粒粒径小，比表面积大，易直接或间接吸附空气中的

团聚室中引入气体射流，并以撞击式采样器和激光

重 金 属 和 其 他 有 毒 物 质 进 入 人 体， 危 害 人 类 健

粒子计数器测量可吸入颗粒团聚前后质量与数量变

康 ［１－２］ 。 而燃煤工业是细颗粒物排放的主要来源之

化来评价颗粒的团聚效率。 然而由于亚微米颗粒的

一。 目前电厂常用的除尘设备有电除尘装置、布袋

团聚过程复杂且没有较好的观测手段，湍流团聚的

除尘装置、湿法除尘装置及传统除尘设备等，其中静

试验研究 还 有 所 欠 缺， 特 别 是 数 量 浓 度 方 面 的 研

电除尘装置具有能耗低、效率高、烟气处理量大、技

究等。

术成熟等优点，应用最广泛。 静电除尘器装置除尘

本文研究不同扰流件大小、排列方式对湍流团

效率高达 ９９． ９％，但由于其荷电机理，对亚微米颗

聚效率的影响规律。 搭建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试验

不高。 亚微米颗粒物的团聚技术可以促进烟气中颗

段前后进出口亚微米不同粒径数量浓度，研究扰流

粒，特别是 ０．１ ～ １ μｍ 颗粒存在穿透窗口，脱除效率
粒的碰撞黏附，减少颗粒数量，增大颗粒平均粒径，
是提高亚微米颗粒脱除效率的有效措施，目前常用
的团聚技术有湍流团聚、声团聚、化学团聚、磁团聚、
相变团聚等以及各种耦合团聚方法

［３－７］

。 湍流团聚

方法简单、高效、易于推广，易与其他团聚方法耦合，
湍流团聚技术的研发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大 量 学 者 对 湍 流 团 聚 技 术 进 行 探 索， １９５６

年，Ｓａｆｆｍａｎ 和 Ｔｕｒｎｅｒ

［８］

首次基于球碰撞概念提出了
精确的超细颗粒（ 颗粒 Ｓｔｏｃｋｅｓ 数 Ｓｔｋ ＝ ０） 的碰撞 －团
聚方程模型，但其模拟只是基于理想的均匀各向同
性简单的湍流运动， 有很大的 局 限 性；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
等

［９］

在分子混沌理论假设条件下得到了大惯性颗
粒（ Ｓｔｋ ＝ ∞） 的湍流团聚方程模型；湍流作用对有限
惯性颗粒团聚的影响包括湍流输运效应和局部富集
效应 ２ 方面；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Ｃｒａｎｅ 等

［１０］

从牛顿第二定

台，利用扫描电迁移率粒径谱仪 （ ＳＭＰＳ） 测量湍流
柱 特 性 对 亚 微 米 颗 粒 团 聚 效 率 的 影 响， 并 借 助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结合试验数据，分析不同扰流柱排列下
流场对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效率的影响。

１
１ １

试

验

试验装置
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试验台由离心风机、空气

压缩机、多分散气溶胶发生器、湍流团聚试验管道、
颗粒粒径测试系统组成（ 图 １） 。 空气压缩机鼓入清

洁空气，使气溶胶发生器产生多分散亚微米颗粒。
离心风机为团聚试验系统提供动力，湍流团聚管道
内放置扰流件（ 图 ２） ，产生湍流效应。 在湍流区，不
同粒径颗粒由惯性产生的速度梯度导致颗粒间发生
碰撞。 由于范德华力的作用以及超细颗粒的物理特
性，超细颗粒在碰撞后容易黏附在较大颗粒上发生

律出发，分析颗粒的受力情况，考虑湍流的加速作用
和剪切作用，试图得到在考虑湍流输运效应情况下
的有限惯性颗粒湍流团聚方程模型；Ｋｉｍ 等 ［１１］ 对多
分散纳米级颗粒进行了湍流团聚研究，湍流的能量
越大，颗粒越容易受影响，从而使流场中细颗粒产生
团聚现象；Ｓｅｒｃａｎ 等 ［１２］ 对三角柱后方流动结构进行
研究，发现三角扰流柱后方出现涡流后会使湍流场
中扰动性更强。 国内学者对湍流团聚效率的研究也
很多，陈亚伟等 ［１３］ 考虑了烟气流速对湍流涡旋及团
聚效率的影响；章鹏飞等 ［１４］ 对装置元件排列间距和
１７４

Ｆｉｇ．１

图１

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试验台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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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经团聚后颗粒由出口排到室外。 湍流团聚区
间前后设置测点孔，方便颗粒采样及粒径浓度测量。
颗粒采样装置前段设 ＰＭ １ 切割器，后依次接过

滤器、流量计、抽气泵，采样膜片为特氟龙滤膜。 浓
度测量以扫描电迁移率颗粒物粒径谱仪（ ＳＭＰＳ） 为
主，由差分电迁移率分析仪（ ＤＭＡ） 和凝聚粒子计数

器（ ＣＰＣ） 组成，ＤＭＡ 按颗粒尺寸将颗粒进行分级，

Ｆｉｇ．２

图２

分级后的亚微米颗粒进入 ＣＰＣ，对 １５．７ ～ ８５０．５ ｎｍ

的亚微米颗粒数量浓度进行在线监测。 亚微米颗粒

三棱柱扰流件

采样，测量系统如图 ３ 所示。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ｐｒｉｓｍ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ｇ．３

图３

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测量系统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湍流团聚通道宽高为 １５０ ｍｍ × １００ ｍｍ，团聚区

度，个 ／ ｃｍ ３ 。

间长度为 ５５０ ｍｍ，测点 １ 与气溶胶发生器入口距离

１ ３

间末端距离足够长，满足湍流团聚后使颗粒充分碰

稳定性对试验的稳定性、准确性都有较大影响，通过

撞的试验需求。 湍流团聚区间内设置可拆卸型扰流

预试验，发现气溶胶发生器入口压力、喷口数量、通

柱，提供湍流条件，促使亚微米颗粒发生湍流团聚。

道风速等对颗粒的数量浓度及稳定性均有影响，经

经模拟可使亚微米充分扩散，测点 ２ 与湍流团聚区

为降低流体阻力

［１８］

，加强湍流涡旋和易于加工，采

颗粒发生器稳定性验证

气溶胶发生器作为亚微米颗粒的产生装置，其

测试，暂定入口压力为 ２０６． ８４ ｋＰａ，通道中心风速

用三棱柱型扰流件，扰流件高 １００ ｍｍ（ 图 ２） ，通过

３．０ ｍ ／ ｓ。 对亚微米产生的颗粒进行时间稳定性验

聚的影响。 通道出口伸出窗外，防止亚微米颗粒再

粒总数量浓度随时间变化如图 ４ 所示，不同粒径亚

调整扰流柱大小及位置来探究扰流件对颗粒湍流团

微米颗粒数量浓度占比随时间变化如图 ５ 所示。

次进入试验管道，减少环境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１ ２

证，４５ ｍｉｎ 内亚微米颗粒浓度及 ３０ ｍｉｎ 内空气中颗

试验方法
试验由空压机及气溶胶发生器构成亚微米产生

系统，以 ３％ 的（ ＮＨ ４ ） ２ ＳＯ ４ 溶液为雾化介质，产生亚
微米颗粒，通过调节气溶胶发生器入口压力及喷口

数量调节产生的亚微米颗粒数量浓度大小。 试验与
采样时，采用导电硅管作为连接管路，减少管内黏附
与二次碰撞引起的误差。 试验测量以 ３０ ｍｉｎ 为一
个测量周期，每个周期内分别测 ３ 组进口和出口颗

粒粒径数量浓度，每组工况测 ３ 个测量周期，通过数
据处理减少误差，保证数据准确性。 以颗粒物团聚
效率为参考标准，颗粒团聚效率定义为
Ｎ ｉｎ － Ｎ ｏｕｔ
× １００％ ，
η＝
Ｎ ｉｎ

（１）

式中， Ｎ ｉｎ 、 Ｎ ｏｕｔ 分 别 为 进 出 口 亚 微 米 颗 粒 数 量 浓

Ｆｉｇ．４

图４

总数量浓度随时间变化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由图 ４ 可知，亚微米颗粒浓度在刚开始 ３ ｍｉｎ

与之后时间段有较大浓度差，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气
溶胶发生器与风机刚开始运行，稳定性不够；另一方

面可能是由于 ＳＭＰＳ 内残余气体使测量出现误差；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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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Ｆｉｇ．５

洁净煤技术

第 ２６ 卷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ａ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３．０ ｍ ／ ｓ

图６

各粒径数量浓度占比随时间变化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测量过程中以 １５ ｍｉｎ 为一个测量时长，将所测数据

风速 ３．０ ｍ ／ ｓ 时颗粒粒径分布

分粒径颗粒的团聚效率如图 ７ 所示，可知小粒

分为 ３ 组取平均值，去掉误差较大的 ３ 和 ６ ｍｉｎ 数

径颗粒具有较大的团聚效率，随粒径增大，团聚效率

３％，符合误差要求。 对环境空气中颗粒数量浓度进

为负数。

据，发现整体亚微米颗粒总数量浓度误差稳定在 ０ ～

逐渐减小，颗粒粒径大于 ７４ ｎｍ 时，颗粒团聚效率变

行测量，发现空气中颗粒浓度相对稳定，且数量级在
试验亚微米颗粒浓度的 １ ／ １０ 左右，影响较小。

由图 ５ 可知，除 ３ ｍｉｎ 数据外，其余各组数据随

时间变化较小，重复性好。 通过亚微米颗粒产生稳

定性试验分析，发现除了第 １ 组数据外，亚微米颗粒
浓度随时间的稳定性较好，为确保准确，每次试验
前，先将仪器运行 ３０ ｍｉｎ 再开始测量。

１ ４

误差性分析

试验过程中，误差可能主要来自源头及过程 ２

方面，源头即由于气溶胶发生器不稳定导致气溶胶
颗粒产生变化，过程是由于管道内壁吸附气溶胶颗
粒导致颗粒减少。 １．３ 节验证了气溶胶发生器的稳
定性满足要求。 为测得壁面吸附的结果，在壁面沾
附滤膜，测量半小时后，滤膜称量基本没有变化，因
此视为可忽略壁面吸附的影响。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亚微米颗粒粒径对湍流团聚的影响
亚微米颗粒的团聚特性与其离散相参数密切相

关，尤其是亚微米颗粒粒径，颗粒越小，扩散程度越

大；随着颗粒粒径减小（ Ｓｔｋ＜１） ，颗粒扩散程度趋于
相同。 为研究不同粒径下颗粒的团聚效率，设定 ６

图７

Ｆｉｇ．７

风速 ３．０ ｍ ／ ｓ 时颗粒分粒径团聚效率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ｔ ａ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３．０ ｍ ／ ｓ

为确保 试 验 可 靠 性， 本 文 又 测 试 了 不 同 风 速

（１．２、１．８、２．４、３．４、４．２、４．８ ｍ ／ ｓ） 下管道内的颗粒团
聚效率，经雷诺数计算，符合湍流条件。 在几种不同
雷 诺 数 下， 发 现 同 样 具 有 以 上 规 律， １． ２、 ３． ０ 及

４．２ ｍ ／ ｓ 风速下分粒径的脱除效率如图 ８ 所示。 可

知随着亚微米颗粒粒径的增大，团聚效率整体减小，
原因可能在于小颗粒受流场的作用较为强烈，扩散
程度较大，与大颗粒的碰撞率增加，加大了其团聚效
率 ［１９］ ，而随着颗粒增大，碰撞率降低，其团聚效率随
之减小。 ３ 种不同风速时，对 ＜ ３０ ｎｍ 的颗粒，湍流

团聚效率在 １０％ ～ ９０％，而＞１００ ｎｍ 亚微米颗粒团聚

排扰流柱，绕流件边长为 １０ ｍｍ，横向间距 １０ ｍｍ，
纵向间距 ４０ ｍｍ，测定了风速 ３．０ ｍ ／ ｓ 下粒径分布
与分粒径颗粒的脱除效率。 颗粒粒径分布情况如图

６ 所示，可知小粒径颗粒易发生团聚，因此小于 ７４

ｎｍ 的颗粒在入口处均大于出口处，颗粒直径大于

７４ ｎｍ 时，由小粒径颗粒团聚而成的大颗粒数增多，
出口颗粒数量浓度大于进口；从整体看，出口峰值较
进口峰值由 ４４ ｎｍ 处移到４８ ｎｍ处，也从一定程度上
说明颗粒发生了团聚现象。
１７６

Ｆｉｇ．８

图８

分粒径的团聚效率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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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较低，均在 １０％以内，３．０ ｍ ／ ｓ 时团聚效率甚至

流柱时团聚效率最小，呈现一种对数分布规律。 不

颗粒团聚效率均变为负数，一方面是因为大粒径颗

１０ ｍｍ 扰流柱时，管道内流场涡街较多，且均匀分布

为负。 此外，颗粒粒径大于 ５０２ ｎｍ 时，３ 种风速的
粒的团聚效率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小颗粒团聚增
加了大粒径颗粒的数量。

不同流速下，ＰＭ ０．１ 与 ＰＭ １ 的团聚效率如图 ９ 所

示，可知团聚效率的峰值出现在 ３．０ ～ ４．０ ｍ ／ ｓ，低风

速时，随着风速提高，湍流团聚区的湍流强度加大，
小颗粒的扩散程度增大，碰撞几率也随之加大，所以
ＰＭ ０．１ 和 ＰＭ １ 的团聚效率不断增大；而随着流速再次

同大小扰流柱的流场情况如图 １１、１２ 所示。 可知
于整个流场，而随着扰流柱大小的增大，以 １０ ｍｍ

扰流柱与 ５０ ｍ 扰流柱对比，发现 ５０ ｍｍ 扰流柱仅
在扰流柱后前方与后方出现了涡街，而相邻扰流柱
之间部分形成通道，气体流速较快，没有产生涡街，
大量颗粒由此处直接流出，颗粒间的碰撞与团聚减
少，因而团聚效率下降；而 １０ ｍｍ 扰流柱时，广泛的
涡街分布加强了颗粒之间的碰撞效率，通道内流速

提高，颗粒在湍流团聚区的停留时间减小，颗粒间的

降低为颗粒团聚提供了充分的碰撞时间。 因此随着

碰撞次数减少，因此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扰流柱的增大团聚呈现对数式的分布规律。

与孙宗康等

［２０］

研究有相似规律。 各流速下，ＰＭ １ 的

团聚效率均小于 ＰＭ ０．１ ，与图 ８ 规律相符。

Ｆｉｇ．１０

２ ２

Ｆｉｇ．９

图９

图 １０

扰流柱边长对团聚效率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ｚｅ ｏ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不同流速下团聚效率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ｓ

扰流件大小及布置位置的影响
本文湍流团聚区间依靠扰流件的布置产生湍流

效应，为了探究扰流件对湍流团聚产生的影响，在 ４

种工况下，探究扰流柱大小、扰流柱布置横向间距、
纵 向 间 距 及 纵 向 排 数 的 影 响， 公 共 工 况 为 风 速

３．４ ｍ ／ ｓ，扰流柱大小 １０ ｍｍ，横向节距 １０ ｍｍ，纵向

节距 ４０ ｍｍ，纵向排数 ６ 排，通过调整扰流柱大小、
横向间距、纵向间距以及纵向排数来获得不同工况。
为了解扰流柱大小及布置位置对团聚区域内流

场的分布影响，利用 ＩＣＥＭ 软件对流场区域物理模

型进行了网格划分，网格使用为非结构性网格，在扰
流柱及壁 面 边 界 处 对 网 格 进 行 加 密， 总 网 格 数 为

１１７ ２８１ 个。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对流场分布进行模拟
时，采用标准 ｋ － ε 湍流模型，进口条件设置为速度

图 １１

不同大小扰流柱流场模拟

Ｆｉｇ．１１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入口，出口条件设置为压力出口，采用 Ｔｅｃｐｌｏｔ 软件
进行计算结果图像后处理。

２ ２ １

扰流柱大小的影响

选边长为 １０、２０、３０ 和 ５０ ｍｍ 四个扰流柱进行

试验，其他条件设置为公共工况。 扰流柱大小对团
聚效率的影响如图 １０ 所示。 可知随着扰流柱的增

大，亚微米颗粒的团聚效率逐渐减小，在 ５０ ｍｍ 扰

图 １２

Ｆｉｇ．１２

流场局部图
Ｌｏ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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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间距的影响

调节横向间距为 １０、２０、３０ 和 ４０ ｍｍ，其他试验

条件设为公共工况，横向间距对团聚效率的影响如
图 １３ 所示，可知随着横向间距的增加，亚微米颗粒

的脱除效率呈现先下降后趋于稳定的特点。 颗粒的
团聚效率主要与扰流柱产生的湍流流场相关，随着
扰流柱横向间距的增大，迎风面同一截面处扰流柱
的数量减小，产生的涡街数量减小。 不同扰流柱横

大；而随着横向间距的增大，扰流柱数量减少，产生
的涡街数量减少，湍流强度减弱，亚微米颗粒碰撞率
减小，团聚效率降低，当湍流强度较弱时，颗粒间只
受到布朗扩散的作用，湍流脉动不再对颗粒团聚起
作用，团聚效率趋于较低的稳定状态。

２ ２ ３

纵向间距的影响

调节纵向间距为 ２０、４０、６０ 和 ８０ ｍｍ，其余试验

条件为公共工况，纵向间距对团聚效率的影响如图

向间距的流场情况如图 １４、１５ 所示。 可知 １０ ｍｍ

１６ 所示，可知随着扰流柱纵向间距的增大，团聚效

部涡街密度较大且强度较大，能够产生较理想的湍

不同扰流柱纵向间距的流场情况如图 １７、１８ 所示。

间距工况时，扰流柱产生的涡街尺度较大，扰流柱尾
流效应，亚微米颗粒的碰撞率较高，因此团聚效率最

Ｆｉｇ．１３

图 １３

图 １４

不同扰流柱横向间距的流场模拟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１５

１７８

可知扰流柱产生的涡街除了受到相邻涡街影响外，

图 １６

横向间距对团聚效率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ｇ．１４

率先增大后减小，纵向间距为 ４０ ｍｍ 时达到最大。

Ｆｉｇ．１５

流场局部图
Ｌｏ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纵向间距对团聚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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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Ｆｉｇ．１７

不同扰流柱纵向间距的流场模拟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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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局部图
Ｌｏ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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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后面扰流柱的影响，当间距过短，如 ２０ ｍｍ 时，

于小粒径颗粒（ 粒径＜３０ ｎｍ） 具有较好的脱除效率，

粒产生相互作用的距离过短，团聚效率最差；当间距

以下，团聚效果有限。 因此对于较大颗粒粒径的团

产生的涡街遭到破坏，涡街没有充分发展，亚微米颗

过大时，涡街可以充分发展，如纵向间距 ８０ ｍｍ 时，

但对于大粒径颗粒（ 粒径＞ ３０ ｎｍ） 脱除效率在 １０％

聚还需要结合其他团聚方法，如化学团聚、电团聚等

涡街充分发展，分布整个流场，但此时流场中涡街的

进行进一步耦合处理。

强度较低，亚微米颗粒间的相互作用较弱，颗粒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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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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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扰流柱排数对团聚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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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１） 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效率与颗粒粒径有关，
粒径较小的亚微米颗粒团聚效果较好， 尤其对 ３０
ｎｍ 以内的亚微米颗粒，团聚效率在 １０％ ～ ９０％；随
着粒径增大，亚微米颗粒的团聚效率随之减小；而伴
随着小颗粒的团聚，形成的颗粒的数目增多，会导致
颗粒直径＞５０２ ｎｍ 时，不同流速下颗粒的团聚效率
变为负数。

２） 通过改变扰流件大小及位置，发现亚微米颗

大后减小，随排数的增大而变大。 发生这种规律的
原因主要是与扰流件产生的湍流流场有密切关系，
扰流件的调整引起了通道内流场涡街强度与长度的

［６］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ｔｏｍｉｚ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５，１７（２） ：３３５－３３９．

ＨＡＵＴＡＮＥＮ Ｊｕｋｋａ， ＫＩＬＰＥＬÄＩＮＥＮ Ｍａｒｋｋｕ， ＫＡＵＰＰＩＮＥＮ Ｅｓｋｏ
Ｉ，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ｅｌｄ ［ Ｊ ］ ．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７］

［８］

［ ９］

［１０］

［１１］

变化，进而影响了亚微米颗粒的团聚效率。

３） 亚微米颗粒湍流团聚试验发现，湍流团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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