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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间相互碰撞融合与破碎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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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液滴间的相互碰撞对发动机液体燃料雾化、燃烧效率及颗粒物排放的减少均有重要影响；为了探究液滴间相

互碰撞后的液滴融合与破碎过程，采用高速摄影技术对液滴间相互碰撞的融合过程、融合振荡无量纲宽长比变化历程、
破碎过程以及液体物性参数对碰撞破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液滴间相互碰撞后主要呈现融合振荡与破碎两
种运动形态；对融合振荡形态而言，两液滴间的碰撞速度及初始无量纲尺寸比越大，融合后液滴振荡的宽长比的最大
值越大；对破碎形态而言，两液滴间的碰撞速度越大、初始无量纲尺寸比越小以及大液滴的表面张力越小，液滴发生
破碎的时刻越小。研究结果可以为改善发动机缸内雾化，增大气/液间的接触面积，强化气/液间传热传质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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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collision coalescence and breakage between drop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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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ision between droplets is important on engine liquid fuel atomization, combus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tion of particulate emiss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droplet coalesence and breakage processes after
collision, high-speed photography was used to study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change of coalescence
oscillation processes, breaking processes and liquid properties. The effects of collisional breakag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scillating and breaking motion are the main form after collision. For oscillating
motion, larger collision speeds and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s lead to larger aspect ratios of droplet oscillation.
For breaking motion, larger collision speed results in smaller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and smaller surface
tension of the liquid leads to smaller break time with easier droplet breakage.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for
studying atomization in engine cylinder,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increasing the contact area between
gas/liquid, and enhancing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of gas/liquid heat transfer to improve combustion
efficiency of engines.
Key words: collision between droplets; size ratio; relative velocity; broken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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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间相互碰撞是自然界和工程领域各种流体动力学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雨、雪的形成过
收稿日期：2018-12-10；修订日期：2019-06-02。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3184064，3182030)。
作者简介：张涛(1987-)，男，山西大同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工程师，博士。通讯联系人：吕明，E-mail：lvming@bjtu.edu.cn

394

高

校

化

学

工

程

学

2020 年 4 月

报

程，内燃机、火箭发动机的喷雾燃烧过程，化工工程中的液液萃取过程等[1]。其中，在发动机燃油喷雾
与雾化过程中，液滴间的相互碰撞对发动机工作性能产生重要影响[2]。
目前，国内外针对液滴间相互碰撞研究采用的方法包括理论解析[3-5]、数值模拟[6-10]和实验方法[11-14]。
其中，理论解析和数值模拟方法虽然可以省时、低成本地得到研究结果，但由于采用了一定的假设
与简化，得到的结果往往与实际有一定偏差。实验方法可以更加直观、准确地反映液滴间相互碰撞
后的运动过程，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青睐。国内外一些学者根据不同研究目的，从不同角度对
液滴间相互碰撞的运动进行过许多研究 [9~14]，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GAO 等 [15] 采用实验方法对
同等大小乙醇液滴和水滴的碰撞融合展开了实验研究；GUNN[16] 通过改变水滴相对速度以及碰撞角
度对水滴下落过程中的相互碰撞融合进行了实验研究。从目前发表的文献看，国外研究者对于液滴
间的碰撞实验研究大多集中在液滴间的碰撞融合与反弹运动以及卫星液滴的产生，且所研究液滴的
尺寸比较大；国内由于实验设备及拍摄手段的限制，对液滴间碰撞融合与破碎的研究大都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
鉴于研究现状及不足，本文从液滴间相互碰撞时液滴融合与破碎角度开展液滴间碰撞运动的实验研
究。在搭建液滴间相互碰撞的可视化实验系统基础上，对液滴间相互碰撞的碰撞融合过程、振荡运动无
量纲宽长比的变化历程、碰撞破碎运动发生的临界条件以及液滴物性参数对液滴间相互碰撞运动的影响
等进行分析。

2

液滴间相互碰撞的可视化实验系统
液滴间碰撞运动可视化实验研究的核心技术就是液滴间相互碰撞时运动过程的记录，高速摄影技术

的发展为液滴间相互碰撞运动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测试基础。
根据液滴间相互碰撞运动实验研究的需要，建立一套液滴间相互碰撞运动可视化实验系统，该系统
主要包括液滴生成系统、图像采集系统两个子系统，其构成如图 1 所示。
Drop generator
Light source

Microsampler
High speed camera

Bracket

Container
Computer
(a) experimental system diagram
图1
Fig.1

(b) experimental system scene photo

液滴之间互相碰撞的可视化实验系统

The visualization experimental system for collision study between droplets

液滴生成系统主要包括液滴发生器、微量进样器以及用于液滴发生器固定的支架等部分。考虑到液
滴生成过程中液滴尺寸大小和液滴速度的控制，使用单分散气溶胶液滴发生器生产射流状液滴，微量进
样器生成单液滴。美国 TSI 公司的 MODEL PAID3450 型液滴发生器，能够生产直径为 25~240 μm 的液
滴，微量进样器能够产生 0.5~2.5 mm 的液滴。实验过程中，液滴之间相互碰撞的速度差可以在 0 ~10.0 ms1
进行调节，相撞液滴的无量纲尺寸差 0~2 000 μm，无量纲尺寸比 0.8~3.0。
液滴之间相互碰撞运动可视化实验研究的关键是液滴相互碰撞时运动过程的采集与记录。图像采集
系统主要用于高速捕捉液滴之间发生相互碰撞过程的运动形态及变化历程，主要包括高速摄影仪、微距
镜头、辅助光源和计算机等部分。高速摄影仪采用美国 IDT 公司生产的 MotionPro Y4，最高拍摄帧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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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30 000 fps，最大分辨率为 1 024×1 024，最小曝光时间为 5 μs。微距镜头采用的是尼康 24~105 mm
f/2.8-4D AI Zoom-Nikkor。实验中采用背光广源法对液滴间相互碰撞过程进行拍摄，背光在经过柔光纸分
散以后光源变得均匀，便于调节摄像机镜头的光圈和快门等参数。

3

液滴间相互碰撞后的运动形态分析

Scale

160 μm

以两个无水乙醇液滴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尺寸比及不同
碰撞速度的两个乙醇液滴之间发生碰撞后的运动形态进行分
析。液滴碰撞过程中，碰撞角度始终为 90°，即单分散气溶胶

t = 0.0 ms

t = 0.4 ms

t = 0.8 ms

t = 1.2 ms

t = 1.6 ms

t = 2.0 ms

t = 2.4 ms

t = 2.8 ms

t = 3.2 ms

t = 3.6 ms

t = 4.0 ms

t = 4.4 ms

液滴发生器产生的液滴水平运动，微量进样器产生液滴垂直
下落。
图 2 是无量纲尺寸比 1.8 的两个乙醇液滴以相对速度为
3.14 ms1 发生相互间碰撞时液滴形态的变化历程。由图 2 可
见，两个液滴运动形态为融合。在液滴融合过程的早期，两
个液滴首先融为一个扁平状的大液滴。该大液滴随时间的增
加而逐渐拉长，直至为一个中间细两头大的哑铃状液滴。而
当该液滴拉长到最大时，液滴又出现了收缩，最终哑铃状的
液滴收缩为一个大液滴。液滴的形态在融合过程中呈现出比

图 2

无量纲尺寸比为 1.8 的乙醇液滴以相对速度
3.14 ms1 的速度相互碰撞时的运动形态

Fig.2

较明显的反复拉伸特点。

Variation of ethanol droplets with a size ratio
of 1.8 colliding at 3.14 ms1

为了研究相同初始液滴尺寸比、不同碰撞速度时的运动

形态，图 3 给出了两个乙醇液滴相互碰撞后的形态变化历程，无量纲尺寸比为 1.8，相对速度为 4.95 ms1。
从图 3 可见，两个乙醇液滴相互撞击的相对速度增大到 4.95 ms1 后，两个液滴相撞以后出现了不同
现象。在两个液滴相撞以后的 0.4 ms 时刻，大液滴被小液滴撞击成了扁平状，在相互碰撞的 1.2 ms 时刻，
液滴由扁平状变为长条状。随着时间增加，该长条状中间逐渐变细出现了内凹现象，在 2.0 ms 时刻内凹
部位变得极细，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在 2.4 ms 时刻该内凹处开始断裂，最终形成了两个大小
相近的液滴，说明撞击的相对速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液滴相互撞击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破碎。
Scale

t = 0.0 ms

t = 0.4 ms

t = 1.2 ms

Scale

t = 0.8 ms

t = 1.6 ms

t = 2.4 ms
图3

160 μm

t = 2.0 ms

t = 2.8 ms

液滴尺寸比为 1.8 液滴以 4.95 ms1 的相对速度

t = 0.0 ms

t = 1.2 ms

t = 2.4 ms
图4

相互碰撞后的运动形态
Fig.3

Shape variation of the droplets after collision at a

160 μm

t = 0.4 ms

t = 0.8 ms

t = 1.6 ms

t = 2.0 ms

t = 2.8 ms

t = 3.2 ms
1

液滴尺寸比 1 液滴以 3.14 ms 相对速度相互碰
撞后的运动形态

Fig.4

relative velocity of 4.95 ms1

Shape variation of the droplets after collision at
a relative velocity of 3.14 ms1

为了研究相同碰撞速度、不同初始液滴尺寸比时的运动形态，图 4 给出了两个乙醇液滴互相碰撞后
的形态变化历程，无量纲尺寸比为 1，相对速度为 3.14 ms1。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两个乙醇液滴的尺寸比为 1 的时候，它们之间发生互相撞击后，首先融合成一
个单液滴，然后单液滴变成扁平状；1.6 ms 时刻该扁平状液滴变为中间细两头大的哑铃状，随着时间的
增加，哑铃杆逐渐被拉长；在 2.0 ms 时刻被拉长的哑铃杆出现了断裂，形成若干个大小不均的小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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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到，当两个液滴相互撞击的相对速度进一步增大到 4.95 ms1 后，两个液滴相
撞以后出现液滴被拉长断裂现象。而相对速度为 3.14 ms1 时，两个液滴撞击以后被拉长但并未断裂，两
个液滴融合为一个大液滴。对比图 2 和 4 可以看出，当两个液滴的尺寸比比较小时，两个液滴相撞同样
出现液滴融合的现象，但是融合以后的液滴互相拉长，出现很长的哑铃杆状，该哑铃杆断裂时产生尺寸
很小的液滴。
从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到，两个液滴相互撞击时，液滴之间的运动以融合为主。但当两个液滴撞击
的相对速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液滴拉长断裂现象，且初始碰撞的相对速度越大以及液滴的尺寸比
越小，两个液滴相互碰撞后产生的拉长断裂现象现象越明显。

4

碰撞融合振荡过程研究
无论是否发生拉长断裂现象，两个液滴相互撞击后的运动均以融合运动为主。无量纲宽长比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个液滴相互碰撞后的运动情况，是表征液滴间相互碰撞后振荡运动特性的重要特征参
数。定义无量纲宽长比



和无量纲时间  为：
  d / d 0 ,   t / ( d 0 / V0 )

式中，d 为液滴碰撞融合后的径向宽度；d0 为液滴碰撞融合后的轴

(1)
Droplet

向长度，图 5 所示为液滴振荡过程中，宽与长示意图；t 为液滴间
相互碰撞后实际的物理时间；V0 为液滴间相互碰撞的初始相对速

d0

d

度；d0/V0 为特征时间。
无量纲宽长比取决于液滴间相互碰撞融合以后的径向长度和
轴向长度，但是两个液滴的初始尺寸比对于碰撞融合以后的液滴

图5

变形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首先对两个液滴的初始尺寸比对碰

Fig.5

液滴振荡过程中宽与长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droplet width
and length at oscillation

撞融合后的液滴振荡运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图 5 是不同初始尺寸

比的两个液滴以 2.93 ms1 的相对速度互相碰撞后，无量纲宽长比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以及无量纲宽长比
最大值随两个液滴初始尺寸比的变化。
对比液滴尺寸比为 2.5 和液滴尺寸比为 1.8 两种情况，从图 6(a)中可以看到，在Ⅰ区尺寸比为 1.8 的
两个液滴碰撞融合以后振荡运动的宽长比大于液滴尺寸比为 2.5 的两个液滴的振荡运动，在该区域中尺
寸比为 2.5 的两个液滴的宽长比变化比较平缓；在Ⅱ区域中，宽长比变化呈现出衰减振动趋势，在该区
域中尺寸比为 2.5 的液滴振荡运动的宽长比明显大于尺寸比为 1.8 的液滴的振荡运动，而且尺寸比为 1.8
的两个液滴碰撞融合的振荡运动的宽长比变化比较平缓；在Ⅲ区域中，液滴振荡运动的宽长比呈现出下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ζ

4.0

droplet size ratio 1.8
droplet size ratio 2.5

3.2
2.4
1.6
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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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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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1

2

3
4
5
Dimensionless time 

(a)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图6
Fig.6

6

7

Maximum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ζm

降趋势。从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液滴尺寸比比较大的液滴的振荡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4.0
3.5
3.0
2.5
2.0
1.5

1.0

2.0
1.5
1.3
Droplet size ratio λ

2.5

(b) maximum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液滴尺寸比对无量纲宽长比和无量纲宽长比最大值的影响

Effects of droplet size ratio on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and maximum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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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初始尺寸比液滴碰撞融合后，液滴无量纲宽长比随无量纲时间的增加呈现出振荡衰减运动。相
比较，两个液滴初始尺寸比对碰撞融合后液滴振荡运动无量纲宽长比的峰值以及振荡运动持续的时间影
响十分明显。
从图 6(b)中可见，液滴碰撞融合后，无量纲宽长比最大值随液滴初始尺寸比的增加而呈现出递增的
趋势；但总体上，两个液滴的初始尺寸比对液滴振荡运动的无量纲宽长比最大值的影响大。
为了研究不同碰撞速度条件下，同一尺寸比的两组液滴碰撞融合后，液滴在振荡运动过程中无量纲
宽长比随时间变化过程。图 7 给出了两个乙醇液滴互相碰撞后，无量纲宽长比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及无
量纲宽长比最大值随碰撞相对速度的变化，无量纲尺寸比为 1.8，相对速度分别为 2.92 和 3.54 ms1。
从图 7 (a)中见，随着时间增加，不同速度条件下的液滴振荡宽长比变化规律基本相同，呈现出振荡
衰减趋势，而且速度越大，液滴振荡的宽长比幅值变化越剧烈，速度为 2.92 ms1 时的两个液滴碰撞后，
出现的宽长比幅值比速度为 3.54 ms1 的两个液滴振荡后出现的幅值时间早。从图 7(b)可见，无量纲宽长
比的最大值随着碰撞速度先增加后减小，在碰撞速度达到 ~3.6 ms1 时，液滴振荡运动的宽长比达到最
大值，随后随着速度的进一步增加，宽长比的最大值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初始碰撞的相对速度较小
时，碰撞相对速度对无量纲宽长比的最大值影响相对较大。初始碰撞相对速度超过 3.6 ms1 后，由于液
滴的动能过大，液滴的表面张力不足以消耗多余动能，使得液滴在很短时间里出现了拉伸断裂，不再继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ζ

5

droplet relative velocity 2.92 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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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0

0

1

2

3
4
5
6
Dimensionless time 

7

(a)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图7
Fig.7

8

Maximum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ζm

续振荡。
4.5
4.0
3.5
3.0
2.5
2.0
1.5
2.5

3.0

3.5

4.0

4.5

Droplet relative velocity V0 / (ms1)
(b) maximum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碰撞的相对速度对无量纲宽长比和无量纲宽长比最大值的影响

Effects of relative velocity of collision on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and maximum dimensionless aspect ratio

综合上述实验结果可知，两个液滴初始尺寸比对无量纲宽长比最大值的影响与初始碰撞速度对无
量纲宽长比最大值的影响结果是不同的。无量纲宽长比的最大值随液滴初始尺寸比的增大而增大，而
无量纲宽长比的最大值随初始碰撞速度的增加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相对速度较小才对无量纲宽长
比最大值产生一定作用，初始碰撞相对速度超过一定值后，由于液滴表面张力的作用使得液滴在很短
时间内出现了拉伸断裂。因此，两个固定尺寸比的液滴相互碰撞时无量纲宽长比的最大值存在一个稳
定值。

5
5.1

碰撞破碎过程研究
同种物质两液滴间相互碰撞的破碎分析
液滴间相互碰撞的初始相对速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虽然液滴间碰撞后的主体运动仍为融合振荡运

动，但产生一定程度的破碎现象。以下就液滴间相互碰撞时的破碎运动进行分析，并探寻液滴发生破碎
运动的影响因素，在这过程中用无量纲液滴破碎时刻 T (液滴从开始接触到破碎所历经的时间与相机曝光
时间的比值)表征液滴破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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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初始碰撞相对速度是液滴间相互碰撞破碎运动的重要影

160 μm

响因素。图 8 是无量纲尺寸比 1.8 的液滴以不同初始相对速
度相互碰撞后 1.2 ms 时刻运动形态的比较。

(a) V0 = 2.78 ms1

(b) V0 = 2.92 ms1

(c) V0 = 3.54 ms1

(d) V0 = 3.78 ms1

从图 8 可以看到，当液滴互相碰撞的初始相对速度小于
3.78 ms1 时，两个液滴互相碰撞融合以后，液滴主要是拉伸
振荡运动，此时的液滴宽长比变大。而当液滴互相碰撞的初
始速度超过 3.78 ms1 后，拉伸振荡运动过程中液滴中间某个
部位出现一定的凹陷，液滴最终在此处断裂成若干个尺寸不
均的小液滴。初始撞击速度越大，液滴拉伸内凹产生断裂的
时刻就越早，也就越容易断裂。由此可见，在液滴互相碰撞

(e) V0 = 3.85 ms1
图8

(f) V0 = 4.00 ms1

不同初始相对速度互相碰撞时液滴
在1.2 ms时刻运动形态的比较

振荡运动过程中碰撞的初始速度达到一定值是液滴拉伸断裂

Fig.8

产生尺寸不均小液滴的先决条件。

collided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relative

Comparison of droplet profiles
velocities at 1.2 ms

图 9 是无量纲尺寸比为 1.8 的两个液滴发生碰撞以后，

Scale

160 μm

液滴破碎的最终形态随初始撞击速度的变化。从图 9 可见，
液滴碰撞破碎后最终形态随初始撞击速度的不同而不同，当
初始碰撞速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液滴拉伸断裂产生的小液滴

(a) V0 = 2.78 ms1

(b) V0 = 2.92 ms1

(c) V0 = 3.54 ms1

(d) V0 = 3.78 ms1

(e) V0 = 3.89 ms1

(f) V0 = 4.30 ms1

滴的破碎时刻逐渐减小，当液滴的无量纲尺寸比超过某一值

(g) V0 = 4.70 ms1

(h) V0 = 5.00 ms1

时，液滴的破碎时刻又出现增加的趋势。每一速度条件下液

图9

尺寸更加微小。值得注意的是，在较大初始碰撞速度下，液
滴破碎方式由原先的拉伸断裂中间局部位置破碎转变为液
滴的整体破碎，在这种情况下液滴的表面积变大，破碎得更
加彻底。
图 10 给出两个同种液滴分别在 3.08、
3.44 以及 3.77 ms1
速度条件下产生碰撞破碎时的破碎时刻随无量纲尺寸比的变
化关系曲线。通过曲线可以看出随着无量纲尺寸比的增加液
不同相对速度互相碰撞时液滴破碎时
的运动形态

滴都存在一个无量纲尺寸比使得液滴破碎时刻最短，即该尺

Fig.9

寸比条件下液滴最容易破碎，说明固定速度条件下存在一个

Comparison of droplet breakage

profiles collided under different

稳定的无量纲尺寸比使得液滴发生破碎。

relative velocities

5.4
Droplet relative velocity V0 / (ms1)

Dimensionless breakage time T

5
4
3
2
1

relative velocity 3.08 ms
relative velocity 3.44 ms1
relative velocity 3.71 ms1

1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8
4.2
3.6
3.0
2.4
0.5

1.0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图 10
Fig.10

1.5

2.0

2.5

Dimensionless breakage time T

无量纲尺寸比对液滴破碎时刻的影响

图 11

液滴破碎时刻随着速度的变化曲线

Effects of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on

Fig.11

Profile of droplet relative velocity as a

dimensionless breakage time

3.0

function of breakage time

图 11 给出尺寸比为 1.8 的两个同种液滴之间发生碰撞后液滴破碎时刻与破碎速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液滴破碎时刻随着碰撞初始速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速度越大液滴振荡运动发生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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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刻越短，即液滴越容易破碎，说明碰撞的初始速度对于液滴碰撞破碎具有重要影响。
图 12 给出的是两个同种液滴在碰撞后 1.2 ms 时刻发生破碎运动时，液滴破碎速度随着无量纲尺寸
比变化的关系图。从图 12 中可以看到，液滴破碎时的无量纲尺寸比随着碰撞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无量
纲尺寸比大于某一个值后，碰撞破碎所需要的速度产生了一个突变，即低于该尺寸比时，液滴破碎所需
速度稳定增加。
不同物质两液滴间相互碰撞的破碎分析

5.2

液滴振荡破碎运动是不同尺寸两个液滴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下采用实验方法对无水乙醇液滴、
柴油液滴以及 AND (二硝酰胺铵 NH4N(NO2)2)溶剂液滴分别在相同条件下与无水乙醇液滴发生碰撞，对
该碰撞运动过程中涉及的无量纲尺寸比以及碰撞速度进行定量研究。表 1 是 3 种液体的物性参数对照表。
Scale

Droplet breakage velociyt V /ms1

5.0

160 μm

t = 0.0 ms

4.5
t = 0.4 ms

4.0
t = 0.8 ms

3.5
t = 1.2 ms

3.0

t = 1.6 ms

1.1

1.2

图 12
Fig.12

1.3
1.4
1.5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1.6

无量纲尺寸比对液滴破碎速度的影响

表1
Liquid
Ethanol
Diesel
ADN

t = 2.4 ms

Effects of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on droplet
breakage speed

Table 1

t = 2.0 ms

t = 2.8 ms

不同液体的物性参数

Phys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liquids
Density /
(gmL1)
0.785
0.83~0.855
1.29

Viscosity /
(mPa·s)
1.003
2.49~6.84
4.60

t = 3.2 ms

Surface tension /
(mN m1)
21.2
26.8
44.7

Ethanol
图 13

滴、柴油液滴以及 ADN 溶剂液滴 3 种液体的物性参数
不同，但它们与一定尺寸的无水乙醇液滴互相发生碰撞
后，液滴形态的变化历程都基本相同，物性参数对液滴
互相碰撞形态的变化无明显影响。
图 14 是 3 种不同种类的液滴分别与无水乙醇液滴发

Comparison of droplet morphology when

different droplets colliding at a speed of 4.3 ms1

4.8
Dimensionless breakage time T

形态的变化历程。从图 13 中可以看到，尽管无水乙醇液

Diesel

不同种类液滴以 4.3 ms 速度碰撞时液滴形态的比较
Fig.13

图 13 是初始尺寸比为 1.8 的无水乙醇液滴、柴油液
滴和 ADN 液滴以 4.3 ms1 的初始速度互相碰撞时液滴

ADN
1

ADN
ethanol
diesel

4.0
3.2
2.4
1.6
0.8

1.5

生碰撞后液滴破碎时刻与两个液滴的无量纲尺寸比之间

2.0

2.5

3.0

3.5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关系。从图 14 中可以看到，ADN 溶剂液滴与无水乙醇

图 14

液滴发生碰撞后形成的液滴最难破碎，两个无水乙醇液

Fig.14

滴发生碰撞后形成的液滴在这 3 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破

破碎时刻随着无量纲尺寸比变化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eaking

moment and the dimensionless size ratio

碎，柴油液滴居于其中。另外无水乙醇液滴最易发生破碎的无量纲尺寸比最小，说明在一定初始碰撞速
度条件下，物性参数影响不同种液滴碰撞后产生的破碎运动特性。
图 15 是 3 种不同种类液滴分别与无水乙醇液滴发生碰撞后液滴破碎时刻与初始碰撞速度之间的关系。

高

校 化

学

工

从图 15 可见，初始尺寸比为 1.8 的柴油液滴和无
水乙醇液滴分别与无水乙醇液滴发生碰撞的破碎时刻
与破碎速度变化曲线走势基本一致，但是 ADN 溶剂
的液滴与无水乙醇液滴发生碰撞后破碎时刻与破碎速
度之间的变化曲线稍有偏差。无水乙醇液滴和柴油液
滴与相同条件下的无水乙醇液滴发生碰撞后，破碎时
刻都随碰撞初始速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在同一碰撞
速度下，柴油液滴所发生破碎消耗时间大于无水乙醇
液滴的破碎时间，即在相同条件下，柴油液滴要比无
水乙醇液滴更难发生破碎。除此之外，表面张力更大
的 ADN 溶剂液滴与无水乙醇液滴发生碰撞后，碰撞
破碎的速度虽然随破碎时刻的增加而减小，但是通过

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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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DN
diesel
ethanol

4.8
4.5
4.2
3.9
3.6
0.6

1.2

1.8

2.4

3.0

3.6

Dimensionless breakage time T
图 15
Fig.15

碰撞初始速度随着破碎时刻的变化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itial velocity

of collision and the moment of brakeage

曲线的形状可以看出此时液滴破碎的速度变化要比前两种情况下液滴破碎速度变化得剧烈。再次说明了
无水乙醇、柴油和 ADN 溶剂的物性参数对液滴之间碰撞破碎运动的影响很大。实验结果表明，液体的
物性参数尤其是表面张力对液滴之间互相碰撞发生的破碎运动具有一定影响。

6

结

论

通过搭建液滴间相互碰撞的可视化实验系统对液滴间相互碰撞后的融合与破碎进行了实验研究，主
要结论如下：
(1) 液滴间相互碰撞后主要呈现出融合振荡与破碎两种运动形态。
(2) 对融合振荡形态而言，液滴振荡运动的无量纲宽长比呈现出振荡衰减趋势，两液滴间的初始无
量纲尺寸比越大，融合后液滴振荡宽长比的最大值越大，而且无量纲宽长比的最大值随着初始碰撞速度
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3) 对破碎形态而言，两液滴间的碰撞速度越大，液滴越容易发生破碎。液滴破碎时刻随液滴初始
无量纲尺寸比增大而减小，液滴发生破碎时所对应的临界尺寸比随碰撞速度增加而增加。
(4) 不同种液滴发生碰撞后，相同条件下 ADN 溶剂液滴最难发生破碎，柴油液滴次之，无水乙醇液
滴最易，且 ADN 溶剂液滴破碎所对应的碰撞速度以及临界无量纲尺寸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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