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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柴油机微粒沉降的脉动湍流管流内
近壁流场特性
孙春华，姜玲玲，宁

智，付娟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根据湍流管流中柴油机微粒热泳沉降和湍流脉动沉降研究的需要，对脉动排气时排气管内
近壁流场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变化规律等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脉动排气时气流速度的脉动振
幅和脉动频率对管内近壁处温度场和湍动能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稳态排气流动相比，脉动
排气时近壁流场的分布和变化特征有很大不同，从而会对微粒的热泳沉降和湍流脉动沉降产生很
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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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柴油机微粒排放问题及其研究已受到国

短程作用力，对冷却通道内微粒热泳沉降和湍流脉

内外普遍高度重视【１－３］，关于柴油机排气管中微粒

动沉降影响的主要因素是通道内近壁流场的结构，

沉降的研究也逐渐进入研究视角１４－５ Ｊ．

微粒在冷却通道内的沉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道内

柴油机微粒在冷却通道内的最主要的沉降方式
是热泳沉降和湍流脉动沉降【６－８』，其主要驱动力是
热泳力和湍流脉动力．热泳力和湍流脉动力都属于

近壁处的气流运动．

近年，人们对柴油机微粒在冷却通道内的热泳
沉降和湍流脉动沉降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Ｌ９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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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影响微粒沉降的湍流管流内的近壁流场的结

的近壁区域当作黏性亚表层来处理；双层模型是增

构及其特性的分析却很少；特别是柴油机排气中存在

强壁面处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被用来确定湍

着较大气流速度的脉动情况，这种排气脉动对湍流管

能耗散率ｅ和近壁面单元格的湍流黏性．整个计算

流内的近壁流场结构及其特征产生较大影响．

区域被划分为有黏性影响的底层区域和完全湍流区

根据湍流管流中柴油机微粒热泳沉降和湍流脉
动沉降研究的需要，本文作者对排气速度存在脉动

域；这两个区域的划分由距壁面的距离Ｙ和湍流雷

诺数＆。决定．Ｒｅｖ定义为

时的湍流管流内近壁流场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以
及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脉动排气时速
度脉动振幅和脉动频率对湍流管流内近壁处温度场

Ｒｅｙ＝ｅｙ＇ｇ／１１

（２）

式中：ｋ为湍动能；岸为流体的动力黏性系数．

和湍动能场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柴油机微粒在

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中，Ｙ表示从壁面到单元格中
心的垂直距离．这种表示方法可以在复杂形状的多

排气系统中不同结构管道内沉降规律的研究提供一

壁面流动区域中给Ｙ一个唯一的定义，而且这样定

定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

义的Ｙ不受网格布局的约束，并且对非结构化网格
也同样适用．

１数学模型及近壁处理
描述流体运动的控制方程主要包括连续性方
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以及湍流模型等．尽管在各
控制方程中因变量都不相同，但它们均反映了单位
时间、单位体积内物理量的守恒性质．用≯作为通
用变量，将方程中的因变量、瞬态项、对流项和扩散
项写成标准形式，并将方程右端的其余各项集中在
一起定义为源项，则可得到控制方程的通用形式

掣＋ ＝鑫（Ｄ差）＋Ｓｔ
ａ

在完全湍流区域（Ｒｅｙ≥２００），将使用ｋ－ｅ湍流
模型；在近壁区域（Ｒｅｙ＜２００），使用Ｗｏｌｆｓｔｅｉｎ的一
方程模型．在Ｗｏｌｆｓｔｅｉｎ的一方程模型中，湍流黏度
系数卢。由下式计算
户。，２１。ｙｃ，＝ＩＤ巴缸般
其中

（３）

ｚ。。＝ｙｃ，（１一ｅ一鸭Ｍ一），

式中：Ａ。、Ｇ、ｑ为经验常数，分别取Ａ，＝７０，ＡＰ
＝７０，ｑ＝０．０９，ｑ＝志巴＿３／４；以为湍流涡团的特

３ａ： ｉ

ａｚ，＼～

３ｘ ，／＿

”７
ｔ（１）
９

征长度尺度．

由于壁面函数法无法得到近壁处的“真实”流

式中：Ｐ为流体密度；ｔ为时间；ｚ，为ｉ方向位移；ｕｊ
为速度分量；ｎ为广义扩散系数；Ｓ≠为广义源项．

场，根据近壁流场的特点，本文采用了近壁面模型法

对于特定的控制方程，９５、ｎ和Ｓｔ具有不同的特定

中的一种方法，即增强壁面处理法来对近壁区域进

形式．

行处理．另外，为了配合该种处理方法，在对几何模

本文利用流体动力学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对湍流管
流内的近壁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和分析．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提供了７种湍流模型．根据本文

型进行网格划分时，对近壁区域运用了边界层网格，
以保证近壁区域的网格质量．为了使计算量不至于
过大，管道中心区域的网格划分则比较稀疏．

计算问题的特点，由于在直圆管情况下不存在强旋

在对脉动湍流管流内近壁流场进行计算时，人

流、弯曲壁面流等流动情况，因此在直圆管的中心区

口边界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出口边界采用压力

域选用的是标准ｋ－ｅ湍流模型．

出口边界条件；气道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壁面

湍流流动受壁面的影响很大．在近壁区，黏性力

将抑制流体速度的变化．标准ｋ－ｅ模型仅适用于湍
流核心区域（一般都远离壁面）．对于近壁处的处理
主要有两种方法，即壁面函数法和近壁面模型法．壁

温度采用恒壁温３００

Ｋ．

２脉动排气湍流管流内近壁流场分析
２．１周期性脉动排气

面函数法能够很好地解决壁面的存在对流动的影

对于往复活塞式柴油机来说，即使是多缸柴油

响，但难以解决受黏性力影响区域（黏性底层及过渡

机，排气管中的排气速度也会呈现出较大的脉动．文

层）的计算问题，无法得到黏性底层和过渡层内“真

献［１１］对柴油机排气管中对微粒沉降具有重要影响

实”的速度和温度分布；而近壁面模型法则可以很好

的流场结构特征进行了初步的计算分析，但没有考

地解决这一问题．

虑到排气脉动对湍流管流内近壁流场的影响；而排

增强壁面处理属于一种近壁面模型方法，它通

气速度的脉动会对管道中近壁流场产生影响，进而

过增强壁面函数结合一个双层模型对近壁区进行处
理．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的近壁面模型中，有黏性影响

对微粒的热泳沉降和湍流脉动沉降产生影响．本文
将着重对排气速度存在周期性脉动时的湍流管流内

！！塞奎望奎兰兰堡

墨生

近壁流场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特性进行计算分析．
为了研究方便，假设管道中的排气速度呈正弦
规律变化

篁！！堂

ｍｍ后，温度沿壁面法线方向的梯度较小，且变化比
较平缓．在同一管道截面处，脉动气流的速度越大，近
壁处的温度梯度也越大；脉动速度达到波峰时，近壁

Ｖ＝Ａｓｉｎ（２７ｃｎｔ）＋２０

（４）

式中：Ｖ为管道入口排气速度；Ａ为管道入口排气

处温度梯度也达到最大值；但随着距管道入口距离的
增加，相同脉动速度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下降．

速度的脉动幅值；以为管道人口排气速度的脉动频
率；排气人口平均速度取为２０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在ｔ２和ｔ４时刻，尽管在同
一管道截面上气流速度大小相同，但气流速度在ｔ２

ｍ／ｓ．

排气入口速度脉动幅值、脉动频率以及排气人
口温度等在一般的柴油机排气参数范围内进行选

时刻处于上升过程，而在ｔ。时刻处于下降过程．而
从图２中，可以发现：在相同气流速度条件下，气流

取．计算时，排气速度脉动幅值取２

速度处于上升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小于气流速度处

ｍ／ｓ、４ ｍ／ｓ、６

ｍ／ｓ和８ ｍ／ｓ；排气速度脉动频率取２０
３０

Ｈｚ和３５ Ｈｚ；排气人口温度取７００

Ｈｚ、２５ Ｈｚ、

于下降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
从图２中还可以发现，气流脉动速度大小不同

Ｋ．

在计算分析时，主要对如图１所示的脉动排气

时，不同管道截面上的近壁处温度梯度存在很大不

一个周期内的ｔ１、ｔ２、０３和ｔ４等４个特征时刻的结

同．距管道入口距离较近时（如ｚ＝０．２ ｍ和０．４

果进行分析

ｍ），不同气流脉动速度时近壁处温度梯度大小差异

一

如
巧

如

博

｛ｓ／壬墨型 ｌ＿１＜ｒ芝

不很明显；而距管道人口较远时（如ｚ＝０．６ ｍ和

零习

０．８

ｍ），不同气流脉动速度时近壁处温度梯度大小

则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距管道入口较远时，气流脉动

ｂ

速度最小值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要远小于气流脉动

０

速度最大值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且随入口距离的
增加，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ｚ＝０．６ ＩＴＩ时，气流脉
动速度最小值时的最大近壁处温度梯度是气流脉动

８

ｔ／ｓ

速度最大值时的最大近壁处温度梯度的１／２左右；
图１脉动排气及计算分析点
Ｆｉｇ．１

而ｚ＝０．８ ｍ时，气流脉动速度最小值时的最大近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ｏｉｎｔ

２．２脉动气流对近壁温度场的影响

壁处温度梯度不到气流脉动速度最大值时的最大近
壁处温度梯度的１／１０，这说明在距人口较远时，气

热泳效应是指小颗粒或气溶胶粒子因冷热区分

流的脉动对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较大，此时微粒

子与其碰撞时传递动量不同，在总体上表现为受到

的热泳沉降主要发生在气流脉动速度的波峰附近，

与温度梯度方向相反的力作用，使小颗粒向与温度

而气流脉动速度在波谷附近时，微粒的热泳沉降将

梯度相反的方向运动并沉积于低温表面上的过程．

会变得较弱．

热泳力是微粒在管道壁面沉降的重要驱动力．在热
泳力作用下，微粒沉降速度可表示为

较远时（ｚ＝０．６ ｒｎ和０．８ ＩＴＩ），处于速度上升过程

Ⅳ．

Ｖ，ｈ＝一等Ｖ Ｔ
‘‘‘

１

另外，从图２（ｃ）和图２（ｄ）中可以看到，距人口

（５）

式中：Ｋ。ｈ为热泳系数；Ｔ为绝对温度．

和下降过程的相同气流脉动速度（ｔ２和ｔ４时刻）下
的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与ｚ＝
０．２

１ＴＩ和０．４ ｍ时相比），此时流场延迟的影响显

从式（５）中可以看到，微粒热泳沉降的驱动力是

著．从图２（ｄ）中看到，尽管ｔ２和ｔ４时刻气流脉动速

流场中的温度梯度，微粒的热泳沉降主要受温度场

度相同，但ｔ２时刻近壁处温度梯度远小于ｔ４时刻近

结构的影响．热泳力属于短程作用力，只在近壁区域

壁处温度梯度；而ｔ。时刻的近壁处温度梯度却与气

对微粒的热泳沉降起作用．

流脉动速度波峰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相当．

图２给出的是不同位置管道截面上不同时刻近

图３给出的是ｚ＝０．４ １ＴＩ截面上速度脉动幅值

壁处温度梯度沿壁面法线方向的变化，ｚ为截面距

不同时近壁处温度梯度沿壁面法线方向的变化．
从图３中可以看到，气流脉动速度在波谷时，即

管道入口的距离．

从图２中可以看到，在计算条件下，近壁处温度

ｔ，时刻，速度脉动幅值越大，近壁处温度梯度越小；

梯度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距壁面０．４ ｍｍ的范围

气流脉动速度在波峰时，即ｔ，时刻，速度脉动幅值

内，即这一区域是微粒热泳沉降的主要区域；超过０．４

越大，近壁处温度梯度就越大．总体上看，速度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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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擘面距离Ｊ√ｍ…

距壁衙距离ｊ，ｍｍ

（ａ）ｘ＝０ ２ｍ

ｆｂ）』＝０．４ｍ

一ｌＬ；１）Ｄ＼Ｌ型鼙 ｑ】； ｛

距壁面距ｉ葛ｙ／ｎｕｎ

距壁画距高Ｊ√ｍｍ

（ｃ）ｘ＝０．６ｍ

乳

（ｄ）Ｊ－＝０．８ｍ

不同截面上不同时刻近壁处温度梯度沿壁面法线方向的变化（脉动幅值Ａ＝４ ｍ／ｓ、脉动频率ｎ＝２５ Ｈｚ）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ａ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４ ｍ／ｓ，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行＝２５

Ｈｚ）

一■ｕＬ

ｕ－）＂亡型鏊型延

距壁吲距禹Ｊｊ／ｉｎｌｌｌ

距壁面距离Ｊ’／ｍｍ

（ｂ）气流脉动速度波峰时（，＝ｂ）

（ａ）气流脉动速度波谷时（Ｆ¨

图３工＝Ｏ．４ ｍ截面上速度脉动幅值不同时近壁处温度梯度沿壁面法线方向的变化（脉动频率ｎ＝２５ Ｈｚ）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ｚ＝０．４

ｍ（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ｚ＝２５

Ｈｚ）

幅值对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且速度脉

下，处于速度上升过程和下降过程的相同气流脉动速

动幅值仅在距壁面０．４ Ｆｆｌｌ＇ｎ范围内对近壁处温度梯

度（ｔ２和ｔ。时刻）下，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差异略小于

度有影响，超过０．４ ｒｎｌＴｌ后，速度脉动幅值对近壁处

较低速度脉动频率下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差异．

温度梯度的影响就变得很小．

随着距管道入口距离的增加，速度脉动频率对

另外，从图３中还可以发现，在湍流管流中，气

管道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逐渐显现．从图４（ｂ）和

流脉动速度在波谷和波峰时，速度脉动的幅值对近

图４（ｄ）中看到，距人口距离０．６ ｍ时，两种速度脉

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气流脉动速度

动频率下的近壁处温度梯度表现出较大差别．速度

在波谷时（ｔ＝ｔ．），速度脉动幅值对近壁处温度梯度

脉动频率为３５ Ｈｚ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小于速度脉

的影响较大；而气流脉动速度在波峰时（ｔ＝ｔ，），速

动频率为２５ Ｈｚ时的近壁处温度梯度；特别在气流

度脉动幅值对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脉动速度处于波谷时，差别更大，如速度脉动频率为

图４给出ｚ＝０．２ ｍ和ｚ＝０．６ ｍ两个不同截

２５

Ｈｚ时的近壁处最大温度梯度为４００ Ｋ／ｍｍ左

面上，速度脉动频率不同时近壁处温度梯度沿壁面

右，而速度脉动频率为３５ Ｈｚ时的近壁处最大温度

法线方向变化的比较．从图４（ａ）和（ｃ）中可看到，在

梯度仅为４０ Ｋ／ｍｍ左右．另外，在较高的速度脉动

距入Ｅｌ较近位置，即ｚ＝０．２ ｍ时，速度脉动频率对近

频率下，处于速度上升过程和下降过程的相同气流

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较小；只是在较高速度脉动频率

脉动速度（ｔ２和ｔ４时刻）下的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差

！！塞奎望奎兰兰堡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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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表现得更加明昆．

趴ｌ键面趴离Ｊ’／ｍｍ
（ｂ）Ｔ＝０．６ｍ．ｎ＝２５Ｈｚ

（ｃ）ｘ＝０．２ｍ．ｎ＝３５Ｈｚ

（ｄ）ｘ＝０．６ｍ，疗３３５Ｈｚ

图４两个不同截面上速度脉动频率不同时近壁处温度梯度沿壁面法线方向变化的比较（脉动幅值Ａ＝４ ｍ／＇ｓ）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图５给出的是ａＴ＝０．４ ｍ截面上近壁处最大温

度梯度随速度脉动频率的变化．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４ ｍ／Ｓ）

好；因此，流体的湍流脉动对微粒沉降同样具有非常
大的影响．湍流的随机脉动使微粒与固体壁面接触
并沉降．微粒的湍流脉动沉降主要受流场结构的影

二、

响，特别是近壁处的湍动能场的影响．

Ｅ

晕
卫

图６给出的是不同管道截面上不同时刻管道近

亡
世
鏊
魁
赠

壁处湍动能的变化情况．从图６中可以看到，在贴近
固体壁面处，由于受固体壁面的约束，流体质点难以
产生横向脉动，气流的湍动能很小．随着距壁面距离

的增加，流体质点横向脉动掺混能力增强，湍动能迅
速增大，在距壁面０．５～１ ｍｍ左右时湍动能达到最
图５工＝０．４ ｍ截面上近壁处最大温度梯度随

大；达到湍动能最大值后，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

速度脉动频率的变化（脉动幅值Ａ＝４ ｍ／ｓ）

湍动能开始有所下降，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从这里可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ｌｍｉｔ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４ ｍ／Ｓ）

从图５中可以看到，近壁处的最大温度梯度随

以看到，与微粒热泳沉降作用区域不同，微粒湍流脉
动沉降的作用区域主要在距壁面０．５～１ １ＴＩＩＴＩ左右

以外的区域，且该作用区域要比微粒热泳沉降作用
区域大得多；在距壁面４ ｍｍ的位置处，气流湍动能

速度脉动频率呈现出一种二次曲线的变化．气流脉
动速度处于波谷时（ｔ．时刻），随着速度脉动频率的

仍能保持一个较大的数值．

增加，近壁处的最大温度梯度先减小后增加，在２７

似，在同一管道截面处，脉动气流的速度越大，近壁

Ｈｚ左右时达到极小；而气流脉动速度处于波峰时

处的湍动能也越大．气流脉动速度达到波峰和波谷

（ｔ，时刻），随着速度脉动频率的增加，近壁处的最

时，近壁处湍动能分别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随着距

大温度梯度先增加后减小，在２７ Ｈｚ左右时达到极

管道人口距离的增加，相同脉动速度时的近壁处湍

大．但总体上看，速度脉动频率的影响不是很大．

动能有所下降．从图６中可以看到，气流速度的脉动

２．３脉动气流对近壁湍动能场的影响

对湍动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距壁面５ ｍｌＴｌ以内的区

柴油机微粒为亚微米级微粒，其运动跟随性较

与近壁处的温度梯度受气流速度脉动的影响类

域；距壁面的距离超过５ ｍｍ后，气流的湍动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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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受气流速度脉动的影响．

８２

流湍动能．

从图６中可以看到，在距管道人口较近的截面

与近壁处的温度梯度会受到气流速度脉动所造

处（ｚ＝０．２ ｍ时），近壁处湍动能达到极大值后会

成的延迟影响类似，近壁处气流湍动能也会受到气

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而快速下降；而在距管道入

流速度脉动所造成的延迟影响．从图６中可以发现，

Ｅｌ较远的截面处，在距壁面较远的位置上气流湍动

在ｔ２和ｔ４时刻，尽管此时在同一管道截面上气流速

能仍可以保持较高的数值．
从图６中可以发现，气流脉动速度达到波峰时（

度大小相同，但由于ｔ２时刻气流速度处于上升过
程，而ｔ。时刻气流速度处于下降过程，从而造成气

ｔ３时刻），近壁处湍动能达到最大值后随着距壁面

流湍动能的差异．在相同气流速度条件下，气流速度

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其他几个时刻

上升时的湍动能小于气流速度下降时的湍动能．从

下的湍动能下降速度；距壁面距离超过５ ｍｎｑ后，气
流脉动速度达到波峰（ｔ、时刻）时的气流湍动能甚

图６中可以看到，ｔ２时刻和ｔ４时刻湍动能的差异在
湍动能峰值处不大，但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这种

至会小于气流脉动速度达到波谷（ｔ，时刻）时的气

差异会变得非常明显．

距壁嘶距离ｊ’／ｍｎｌ

距壁【面斟ｉ离ｊ’／ｒａｍ
ｆｂｌｆ０．４ｍ

（ａ１ ｘ＝０．２ｍ

趴擎¨１Ｊ距高、’／ｒａｍ

ｍ壁ＩＨＪ斟！闲ｊ／ｍｉ］１

（ｃ）＿、２０．６ｍ

（ｄ１－＝０．８ｍ

图６不同截面上不同时刻近壁处湍动能的变化（脉动幅值Ａ＝４ ｍ／ｓ、脉动频率ｎ＝２５ Ｕｚ）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４ ｍ／ｓ，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２５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Ｈｚ）

图７给出的是ｚ＝０．４ ｍ截面上速度脉动幅值

下降；而速度脉动幅值较大时（如Ａ＝６ ｍ／ｓ和８

不同时近壁处湍动能的变化．
从图７中可以看到，气流脉动速度在波谷时，即

ｍ／ｓ），近壁处湍动能则会在一个较大的距离范围内

ｔ。时刻，速度脉动幅值越大，近壁处的湍动能越小；

维持较大的数值．气流脉动速度在波峰时（ｔ３时
刻），情况则略有不同；在图中给出的４种速度脉动

反之，气流脉动速度在波峰时，即ｔ，时刻，速度脉动

幅值条件下，近壁处湍动能达到峰值后都会随距壁

幅值越大，近壁处湍动能就越大．总体上看，速度脉

面距离的增加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动幅值仅在距壁面４ ｍｍ的范围内对近壁处的湍动
能产生影响；超过４ ｍｍ后，速度脉动幅值对近壁处
湍动能的影响将会变得较小．

图８给出的是ｚ＝０．４ ｍ截面上速度脉动频率
不同时近壁处湍动能的变化．

从图８中可以看到，速度脉动频率同样对近壁

从图７中可以发现，气流脉动速度在波谷和波

处气流湍动能产生影响．气流脉动速度处于波谷时，

峰时，速度脉动幅值对近壁处湍动能的影响规律略
有不同．气流脉动速度在波谷时（ｔ，时刻），速度脉

即ｔｌ时刻，速度脉动频率为３５ Ｈｚ时的最大湍动能
最大；其次是速度脉动频率为２０ Ｈｚ和３０ Ｈｚ时的

动幅值较小的情况下（如Ａ＝２ ｍ／ｓ和４ ｍ／ｓ），湍

湍动能；速度脉动频率为２５ Ｈｚ时的最大湍动能最

动能达到峰值后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有较大幅度

小．而在气流脉动速度处于波峰时，即ｔ３时刻，情况

１１窒茎望奎兰兰堡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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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正好相反．从图８中可以发现，气流脉动速度处于

降的幅度则相对较小．气流脉动速度处于波峰时，情

波谷时，尽管速度脉动频率为３５ Ｈｚ时的近壁处的

况类似；速度脉动频率为２５ Ｈｚ时的近壁处的最大

最大湍动能最大，但湍动能达到峰值后随距壁面距

湍动能最大，且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的幅

离的增加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其他速度脉动频

度也是最大的．

率下的近壁处的湍动能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而下

硝ｉＩ挂面心ｉｔＳ＞’／Ｔ１１ｍ

心ｉｌ连ⅡｌｉＰ瓦ｆ葛１ ７ｍｍ

（ａ）‘（ｆ，ｒＪｌ永动速度波备时（，＝…

（ｈ）’气流Ｈ水动述度波峰时（，＝¨

图７工＝Ｏ．４ ｍ截面上速度脉动幅值不同时近壁处湍动能的变化（脉动频率ｎ＝２５ Ｈｚ）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ｇ．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ｋｍ ３５＝０．４

ｍ（ｐｕ［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ｙ”＝２５ Ｈｚ）

距避面距离Ｊ’／１１１１１１

距壁曲距离ｙ／ｎｌｎ］

（ａ）气流脉动速度波谷时（户，．）
图８

ｘ＝０．４

Ｆｉｇ．８

（ｂ）气流脉动速度波峰时（ｔ＝ｔ３）

ｍ截面上速度脉动频率不同时近壁处湍动能的变化（脉动幅值Ａ＝４ ｍ／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ｚ＝０．４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图９给出的是ｚ＝０．４ ｍ截面上近壁处最大湍
动能随速度脉动频率的变化．

Ａ＝４ ｍ／ｓ）

（ｔ１时刻），随着速度脉动频率的增加，近壁处最大
湍动能先减小后增加；气流脉动速度处于波峰时
（ｔ３时刻），随着速度脉动频率的增加，近壁处最大
湍动能先增加后减小．

３

结论
根据湍流管流中柴油机微粒热泳沉降和湍流脉

动沉降研究的需要，对排气存在脉动时的湍流管流
内近壁流场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变化规律等
排气脉动频率ｎ／Ｈｚ
图９

ｘ＝０．４

Ｉｒｎ截面上近壁处最大湍动能随

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获得如下结论：
１）近壁处温度梯度较大的区域集中在距壁面

速度脉动频率的变化（脉动幅值Ａ＝４ ｍ／ｓ）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ａｒ－ｗａｌ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０．４

１ＴＩＩＴＩ的范围内；气流速度越大，近壁处温度梯度

也越大；随着距管道人口距离的增加，近壁处温度梯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４ ｍ／ｓ）
从图９中可以看到，与近壁处最大温度梯度随

度下降．在相同气流速度下，气流速度处于上升时的

速度脉动频率的变化规律相类似，近壁处最大湍动

口较近时，不同气流速度时近壁处温度梯度差异不

能随速度脉动频率也呈现出一种二次曲线的变化，

大；距管道入口较远时，气流速度最小值时的近壁处

但影响程度更加显著．气流脉动速度处于波谷时

温度梯度远小于气流速度最大值时的温度梯度，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

近壁处温度梯度小于下降时的温度梯度．距管道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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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距人口距离的增加，这种差异会变得更加明显，

ａ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说明在距管道人口较远时，气流脉动对近壁处温度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Ｊ 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梯度的影响较大．

２）气流速度在波谷时，速度脉动幅值越大，近壁
处温度梯度越小；气流速度在波峰时，速度脉动幅值
越大，近壁处温度梯度越大。相比较，气流速度在波
谷时，速度脉动的幅值对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相
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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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距管道人口较近时，速度脉动频率对近壁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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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

度梯度的影响不明显；随着距入口距离的增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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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频率对近壁处温度梯度的影响逐渐增大．在较高

ｉＴｍｎ

的速度脉动频率下，处于速度上升过程和下降过程的

４７．

相同气流速度下的近壁处温度梯度表现出较大差异．
气流速度处于波谷时，近壁处最大温度梯度随速度脉
动频率先减小后增加；气流速度处于波峰时，近壁处
最大温度梯度随速度脉动频率先增加后减小．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近壁处湍动能下降．气流速度
ｉＴｌｒｎ以

特性模拟［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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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距离的增加而快速下降；而距管道人口较远时，

的湍动能；且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差异会变得非
常明显．

壁处湍动能越小；速度脉动的幅值较小时，湍动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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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壁处的最大湍动能最大，但随着距壁面距离的
增加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其他速度脉动频率下的
近壁处湍动能的下降幅度则相对较小；气流速度处
于波峰时的情况类似．气流速度处于波谷时，近壁处
最大湍动能随速度脉动频率先减小后增加；气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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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值较大时，则下降较为平缓．气流速度在波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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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脉动的幅值越大，近壁处湍动能越大，且近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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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５］Ｚｕｃｃａｒｏ Ｇ，Ｌａｐｅｎｔａ Ｇ，Ｆｅｒｒｅｒｏ

内的区域．距管道入口较近时，近壁处湍动能随着距

随着距壁面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１２）：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ｉｄｅ

下降则较为平缓．气流速度在波峰时，近壁处湍动能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６９：３２—

［４］宁智，白振霄，孙春华，等．湍流通道内微粒受力沉降

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４）在距壁面０．５～１ １ＴＩＩＴＩ时湍动能达到最大；随

的脉动对湍动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距壁面５

ｌｕ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９］Ｔｈａｋｕｒｔ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Ｏｔ

ｐｉｐｅｓ［Ｊ］．Ｊｏｕｍａｔ

Ｄ Ｇ，Ｃｈｅｎ Ｍ，Ｍｅ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Ｊ Ｂ，ｅｔ ａ１．Ｔｈｅｒ—

ｍ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ｎｕｍｅｒｉ．

ｆｌｏｗ［Ｊ］．Ｈｅ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８，４１（２４）：４１６７—４１８２．
［１０］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

Ｒ，Ｓｈ０ Ｓ Ｔ，［３ａｖｉｄ Ｙ Ｈ Ｐ，ｅｔ ａｔ．Ｔｈｅｒ—

ｍ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ｎｏｗ［Ｊ］．Ｊｏｕｍａｔ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ｐｉｐｅ

Ｓｃｉ，１９９８，２９（８）：９４３—

９５９．

［１１］卢晓，宁智，付娟，等．湍流管流中柴油机微粒沉降特性

度处于波峰时，近壁处最大湍动能随速度脉动频率

的模拟研究［Ｊ］．内燃机学报，２００９，２７（１）：４１—４７．

先增加后减小，变化非常显著．

ＬＵ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 Ｚｈｉ，ＦＵ Ｊｕａｎ，ｅｔ ａｔ．Ｓｔｕｄｙ
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ｅｓｅｌ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Ｘｕｅｓｏｎｇ

Ｇｕｏ，Ｔｏｍｏｋｉ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Ｈｉｒｏｙｕｋｉ Ｙａｒｎａｄａ，ｅ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ｏｎ

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ＣＳＩＣＥ，２００９，２７（１）：４１—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