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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层流条件下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的分布规律， 运用电荷耦合组件（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ＣＤ）成像技术结合

激光扫描及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在水和甘油混合液中对无黏性均匀玻璃颗粒的起动拖曳力进行测量， 并根据层

流绕流理论建立了无黏性均匀颗粒的滚动起动模型， 提出层流条件下无黏性均匀颗粒的量纲一起动拖曳力公式。
试验观测发现在层流范围内希尔兹数呈规则的带状分布， 流体作用引起颗粒床表面粗化并导致床面颗粒突起减小，
使颗粒起动拖曳力增大 １ 倍以上。 结果表明颗粒床表面结构性状直接影响着颗粒起动拖曳力的大小， 在层流区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具有带状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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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在流体中的运动广泛存在于自然现象及工业生产中， 如河道的泥沙冲淤、 管道及搅拌罐中的泥浆运

动， 地层断裂带中的特殊颗粒流动及浊流等。 颗粒起动作为颗粒运动的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国内

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观测及理论研究［１⁃５］。 由于形式简单、 物理意义明确，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至今仍被广

泛应用于无黏性均匀颗粒的起动， 但其在颗粒雷诺数小于 ２ 的层流区实测数据有限， 分布规律仍不明确， 补

充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层流区数据， 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颗粒起动的认识。
在颗粒雷诺数小于 ２ 的层流区内， Ｓｈｉｅｌｄｓ 根据试验数据外推认为希尔兹数和颗粒雷诺数成 ４５°直线［１］，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该区域内仅有两个数据点可供参考。 后继学者对细砂的试验研究表明 Ｓｈｉｅｌｄｓ 的推论和事

实不符［３］。 综合考虑 Ｇｒａｓｓ［６］、 Ｗｈｉｔｅ［７］及 Ｖａｎｏｎｉ［８］的试验数据， Ｍａｎｔｚ［９］ 提出在层流区希尔兹数和颗粒雷诺

数的 ０ ３ 次方成反比， 但数据分布规律仍不明确且离散度很高； Ｙａｌｉｎ 和 Ｋａｒａｈａｎ［１０］ 对层流条件下细砂在水

和甘油中的起动试验表明 Ｍａｎｔｚ［９］的关系式不全面。 Ｂ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和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１］ 在对这些试验总结时提出试

验中流体状态不明确、 颗粒床填充率未知、 起动标准不统一及人工观测误差等是造成观测结果离散度高的主

要原因。 但近期西方学者在严格的试验室环境中对无黏性均匀球形颗粒在层流区的起动研究表明： 当颗粒雷

诺数小于 ２ 时希尔兹数为定值 ０ １２±０ ０３［１２⁃１４］。 其中， 代表性的有 Ｃｈａｒｒｕ 等［１３］ 在硅油中对均匀球形树脂颗

粒运动形态的观测， 指出在持续的剪切作用下颗粒起动拖曳力增大， 并首次提出均匀颗粒床的床面粗化概

念， 给出饱和希尔兹数为 ０ １２； 然而， Ｌｏｂｋｏｖｓｋｙ 等［１５］在相似试验中希尔兹数为 ０ ３， 和其他在层流区进行

的类似试验相比要高出许多。 由此可知， 即便是在试验条件精确的情况下， 观测结果依然差别很大。 同时，
现有理论也缺乏对层流区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分布规律的研究。 常见的颗粒起动模型主要是针对紊流条件下颗粒起

动的滑动模型及滚动模型［１６⁃１７］， 多数模型采用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及假设， 如颗粒形状为理想球体、 颗粒完

全暴露于流体当中、 颗粒接触角为定值、 忽略升力及力的作用点通过球心等， 无法全面反映颗粒起动时的复



８３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杂受力情况。
针对层流区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分布规律不明确的问题， 参考 Ｂｒｉｄｇｅ 和 Ｓｅａｎ［１８］提出的采用颗粒不再冲刷时的临

界状态可以使得起动更清晰的观点， 综合利用电荷耦合组件（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ＣＤ）成像、 激光扫描

及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等更为精确的测量技术， 在水和甘油混合液中通过改变颗粒雷诺数， 对层流区无黏性

均匀玻璃颗粒的起动拖曳力进行测量。 并综合考虑颗粒床表面的结构特性及流场特征， 对层流区无黏性均匀

颗粒的起动机理进行分析。

１　 模型试验系统

１ 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采用有压透明玻璃水槽， 截面为矩形， 放置于水平面上。 水槽试验区域长 ２４５ ｍｍ， 宽 ２６ ｍｍ，

１ ＣＣＤ 相机； ２ 高通滤波器； ３ 计算机数据传输线；
４ 水槽； ５ 周期泵； ６ 稳流器； ７ 颗粒过滤器； ８ 激光

图 ２　 试验架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高 ３３ ｍｍ， 如图 １ 所示。 水槽出入口两端通过橡胶管道连

接， 形成闭合回路。 周期泵放置于管道中段， 对回路系

统提 供 恒 定 流， 周 期 泵 的 流 量 调 节 范 围 为 ５０ ～
１ ０００ ｃｍ３ ／ ｍｉｎ。 流体从入口端经过金属栅格流入颗粒床

后从出口端流出。 出口端添加有颗粒过滤器， 以免颗粒

回流堵塞水槽入口。 同时管道中添加有稳流装置。 整体

架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试验水槽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ｕｍｅ

１ ２　 试验材料

玻璃和无黏性砂密度相近且性能稳定， 为了便于对试验参数进行控制， 选用 Ｊａｙｇｏ 公司的 Ｄ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均匀

球形透明玻璃颗粒作为试验材料， 并对其在试验流体中的最大休止角 ϕｍ进行测量。 根据颗粒粒径 ｄ 不同将

试验分为 ４ 组， 材料属性列于表 １。
表 １ 试验分组及材料属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组 ｄ ／ μｍ 离散度 ／ ％ 材料 形状 密度 ／ （ｇ·ｃｍ－３） ϕｍ ／ （ °）
１ ３７５±２５ ６ 玻璃 球体 ２ ６５ ２４ ０±０ ５
２ ４７０±３８ ８ 玻璃 球体 ２ ６５ ２４ ０±０ ３
３ ６８６±２５ ４ 玻璃 球体 ２ ６５ ２４ ０±０ ６
４ １ ０６０±６０ ６ 玻璃 球体 ２ ６５ ２４ ０±０ ８

　 　 水和甘油的混合物具有高黏度特性， 且为牛顿流体［１９］， 化学性能稳定无毒性， 便于试验操作和皮肤直

接接触。 为了在水槽中得到预计的层流流态， 整个试验在 ２０℃恒温下进行， 采用体积比为 １ ∶ ５的水和甘油

混合物作为试验流体。 均匀混合后， ２０℃时混合物的密度为 １ ２３ ｇ ／ ｃｍ３， 运动黏度为 １ ０８×１０－４ ｍ２ ／ ｓ。
１ ３　 ＣＣＤ 成像系统

ＣＣＤ 成像可将光学图像转换为电荷信号， 实现图像的存储、 处理和显示。 采用 ＣＣＤ 成像系统可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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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观测误差及实现结果的批量处理， 系统主要由 ＣＣＤ 相机、 激光、 荧光染剂 Ｒｈｏｄａｍｉｎｅ Ｂ、 高通滤波器及计

算机处理器组成。 试验中采用 Ｐｉｘｅｌｉｎｋ 公司的 ＰＬ⁃Ｂ９５５Ｈ 型 ＣＣＤ 相机， 分辨率为１ ３９２ ｐｘ×１ ０４０ ｐｘ， 可生成

２５６ 级灰度的图像。 为了配合 ＣＣＤ 相机的使用， 流体中添加有荧光染剂 Ｒｈｏｄａｍｉｎｅ Ｂ。 在波长为 ５２３ ｎｍ 的绿

色激光辅助下， ＣＣＤ 相机可记录颗粒床表面以上流体深度 ｈｆ随时间的变化， 并将图像传回计算机处理。 图

像处理由 ＩｍａｇｅＪ 及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共同完成。 试验中像素和距离的转换比例为 １ ｍｍ～２６ ｐｘ， 通过识别图像灰度

曲线的突变点可以确定床面位置， 从而确定水槽中流体深度 ｈｆ。 由于 ｄ 不同， 该突变点的观测误差范围为

１ ／ １０ ｄ～１ ／ ２８ ｄ， ｄ 越大误差越小。 并通过布拉修斯边界层方程对进口边界影响段长度进行计算， 计算表明对

于试验中粒径为（１ ０６０±６０） μｍ的大颗粒， 进口影响距离为 ６０ ｄ， 从而选用距离进口栅格 １００ ｍｍ 的平面作

为图像采集平面， 采集图像如图 ３ 所示。
１ ４　 试验原理　

试验准备阶段， 将表 １ 中的某一组颗粒装入充满流体的水槽中， 并将水槽竖直， 入口朝下， 颗粒将自由下

落堆积于入口端栅格处， 再将水槽缓慢放至水平。 此方法形成的颗粒床填充率约为 ５８％。 颗粒总体积占水槽试

验段容积的 １ ／ ２， 水槽末端预留有颗粒沉积段。 随后通入微小流量， 在顶部玻璃片和颗粒床之间形成 ２ｄ～３ｄ 的

均匀缝隙。 当通过流量 Ｑ 时， 在冲刷作用下， 水槽中 ｈｆ将发生变化。 层流时颗粒床表面以上各处 ｈｆ相等， 可对

床面进行激光扫描来验证。 ｈｆ随时间 ｔ 的变化见图 ４（示意颗粒粒径为 （３７５±２５） μｍ）， ｔ ＝ ０ 时刻为冲刷作用的

开始时刻， 表层颗粒逐渐向预留沉积段运动（如图 １ 所示）， ｈｆ也将逐渐增大。 在 ｈｆ增大的过程中， 床面颗粒受

到的流体作用力将逐渐减小， 当作用力减小至某一临界值时， 流体已不能够继续带动表层颗粒运动， 此时 ｈｆ达

到水槽冲刷极限流体深度 ｈｆ ｍａｘ。 同一粒径颗粒， 每个 Ｑ 对应的 ｈｆ ｍａｘ为定值。 通过观察颗粒床表面， 当 ｈｆ达到

ｈｆ ｍａｘ后， 床面无颗粒运动； 再次通入微小流量后， 床面颗粒由静止进入运动， 表明上述方法得到的临界状态为

颗粒起动的临界状态。 该临界状态定义明确， 解决了以往试验中起动标准难以选取的问题， 显著提高了试验

精度。

图 ３　 水槽中流体深度

Ｆｉｇ ３ Ｉｍａｇ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 ｄｅｐｔｈ
图 ４　 不同流量时 ｈｆ—ｔ 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ｈｆ—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由 ｈｆ ｍａｘ可计算得到临界状态下颗粒床表面沿主流方向的剪切速率 ｋ０。 Ｃｏｒｎｉｓｈ［２０］ 从理论上给出了层流条

件下矩形断面有压管道中的流速分布公式。 Ｇｏｈａｒｚａｄｅｈ 等［２１］ 对层流流态下由均匀玻璃珠组成的颗粒床表层

流场分布测量也表明颗粒床孔隙对 ｋ０的影响微弱。 因此， 仍可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对 ｋ０进行计算， 根据 Ｃｏｒ⁃
ｎｉｓｈ 模型推得本次试验中 ｋ０的表达式如下：

ｋ０ ＝ ６Ｑ
ｗｈ２

ｆ ｍａｘ

１ － ８
π２ｓｅｃｈ

πｗ
２ｈｆ 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１ －
１９２ｈｆ ｍａｘ

π５ｗ
ｔａｎｈ πｗ

２ｈｆ 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ü

þ

ý

ï
ïï

ï
ï

（１）

式中　 ｗ 为水槽内宽。
流态为层流时， 无需考虑紊流的影响， 颗粒床表面沿主流方向的切应力 τ 为



８４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τ ＝ μ ｄｕ
ｄｙ

＝ μｋ０ （２）

式中　 μ 为流体动力黏度； ｄｕ
ｄｙ

为流速梯度。

结合式（１）、 式（２）， 层流流态下的希尔兹数 θｃ为

θｃ ＝
τｃ

（ρｇ － ρｆ）ｇｄ
＝

μｋ０

（ρｇ － ρｆ）ｇｄ
（３）

式中　 τｃ为起动拖曳力； ρｇ、 ρｆ分别为颗粒和流体的密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且 θｃ为颗粒雷诺数 Ｒｅ∗的函数， 表达式如下：

Ｒｅ∗ ＝ ρｆｕ∗δ ／ μ （４）
式中　 δ 为颗粒床表面粗糙程度， 对于由均匀球形颗粒组成的颗粒床， δ 取为颗粒粒径 ｄ ［１４］； ｕ∗为摩阻流

速， 表达式为 τｃ ／ ρｆ ， 具有速度量纲。
经验算试验过程中 Ｒｅ∗均小于 ０ ３， 水槽雷诺数 Ｒｅ 也均小于 １２， 可保证表层颗粒浸没于黏性底层中且

水槽中的流态为层流。 水槽雷诺数的表达式为 ρｆＵｗｈｆ ／ μ， Ｕｗ为主流垂线最大流速。
１ ５　 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 ｄ 不同试验分为 ４ 组进行， 系统地对不同 Ｑ 时的 ｈｆ ｍａｘ进行了观测。 首先在 ｈｆ—ｔ 曲线水平段对 ｈｆ进

行平均， 在此基础上对每一测点进行 ５ 次重复试验并取平均值为 ｈｆ ｍａｘ。 则根据式（１）—式（４）可计算得到希

尔兹数及颗粒雷诺数。 相关试验参数及详细测量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试验参数及测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ｄ ／ μｍ Ｑ ／ （ｃｍ３·ｍｉｎ－１） ｈｆ ｍａｘ ／ ｍｍ Ｋ０ ／ ｓ－１ θｃ Ｒｅ∗ Ｒｅ
５０ ５ ９３ ６ ３６ ０ １８ ０ ０５１ ０ ３４６

２００ １０ ４７ ９ ０８ ０ ２６ ０ ０６１ １ ５８７

３７５±２５ ４００ １３ ５４ １１ ４５ ０ ３２ ０ ０６８ ３ ５１６
６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２ ７４ ０ ３６ ０ ０７２ ５ ７５３
８００ １９ １３ １２ ３７ ０ ３５ ０ ０７１ ８ ６１１

１ ０００ ２０ ９７ １３ １６ ０ ３７ ０ ０７３ １１ ５３４

５０ ５ ５３ ７ ２４ ０ １６ ０ ０６８ ０ ３４２
２００ ９ ５７ １０ ６８ ０ ２４ ０ ０８３ １ ５４２

４７０±３８ ４００ １２ ８７ １２ ５５ ０ ２８ ０ ０８９ ３ ４３５
６００ １５ ２０ １３ ９７ ０ ３２ ０ ０９４ ５ ５９０
８００ １７ ５３ １４ ４４ ０ ３３ ０ ０９６ ８ １１３

１ ０００ １９ ４０ １５ ０９ ０ ３４ ０ ０９８ １０ ８７２

５０ ４ ９０ ９ ０８ ０ １４ ０ １１１ ０ ３３６
２００ ９ ００ １１ ９２ ０ １９ ０ １２７ １ ５１５

６８６±２５ ４００ １１ ９０ １４ ４３ ０ ２２ ０ １４０ ３ ３２５
６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６ １８ ０ ２５ ０ １４８ ５ ３５８
８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６ ９９ ０ ２６ ０ １５２ ７ ６７１

１ ０００ １８ ０７ １７ １１ ０ ２７ ０ １５３ １０ ３４３

５０ ４ ５７ １０ ３６ ０ １０ ０ １８３ ０ ３３３
２００ ７ ６７ １５ ９３ ０ １６ ０ ２２８ １ ４５５

１ ０６０±６０ ４００ １０ ０７ １９ ４９ ０ ２０ ０ ２５２ ３ １３３
６００ １１ ９０ ２１ ６５ ０ ２２ ０ ２６５ ４ ９８８
８００ １３ ６７ ２２ ５２ ０ ２３ ０ ２７０ ７ ０６２

１ ０００ １５ １３ ２３ ４６ ０ ２４ ０ ２７６ ９ ２９５



　 第 ６ 期 洪安宇， 等： 层流区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分布规律试验 ８４１　　

　 　 ｈｆ ｍａｘ关于 Ｑ 的变化曲线绘于图 ５， ｈｆ ｍａｘ的误差线来源于 ５ 次重复试验的标准方差， 误差线和绘图标记保

持在一个数量级或小于绘图标记， 表明规律稳定。 从图 ５ 中可看到， ｄ 相同时， ｈｆ ｍａｘ随 Ｑ 增大而增大； Ｑ 相

同时， ｈｆ ｍａｘ随 ｄ 增大而减小。 θｃ随 Ｑ 的变化曲线绘于图 ６ 中。 从图 ６ 中可看出， Ｑ 相同时， ｄ 越大 θｃ反而越

小， 表明黏性力对小粒径颗粒的影响更大； ｄ 相同时， θｃ随着 Ｑ 增大而增大并趋于定值， 表明颗粒起动拖曳

力在逐渐增大。 根据 Ｃｈａｒｒｕ 等［１３］提出的均匀颗粒床表面粗化理论可知， 在此过程中颗粒床表面结构发生了

粗化， 且 Ｈｏｕｓｓａｉｓ 等［２２］有关颗粒起动的研究也明确指出， 建立颗粒运动模型时， 应考虑颗粒床自身结构调

整带来的蠕变效应。

图 ５　 不同粒径时 ｈｆ ｍａｘ—Ｑ 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５ ｈｆ ｍａｘ—Ｑ ｃｕｒｖ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图 ６　 不同粒径时 θｃ—Ｑ 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６ θｃ—Ｑ ｃｕｒｖ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将 θｃ和 Ｒｅ∗及以往试验成果［６⁃１０，１２⁃１５，２３⁃２５］共同绘于图 ７， 可清晰看到 Ｓｈｉｅｌｄｓ 推论和事实不符； 文献 ［１２］
中提到即便是在试验条件相似且精确控制的情况下， 试验数据的离散度仍然很高， 因此， Ｍａｎｔｚ 经验公式不

能合理地解释前人观测数据中的高离散度问题； 同时， 也表明 Ｏｕｒｉｅｍｉ 等［１２］西方学者指出的 θｃ在层流条件下

为定值是由于其测量范围刚好位于水平离散带上， 观测数据不全面所致。 本文试验数据和 Ｍａｎｔｚ［９］经验公式

线的趋势相似， 规则地分布在其两侧， 如图 ７ 中带状阴影部分所示， 且在 Ｒｅ∗＜０ ２ 的范围内和 Ｗｈｉｔｅ［７］、
Ｍａｎｔｚ［９］、 Ｙａｎｌｉｎ 和 Ｋａｒａｎｈａｎ［１０］及 Ｌｏｉｘｅｌｅｕｘ 等［１４］数据均有重合部分， 但试验条件更明确， 观测误差相对最

小。 从观测结果可以看到， ｄ 相同时， θｃ和 Ｒｅ∗成线性增长， 从式（３）、 式（４）可知， 该线性关系是由于 θｃ和

Ｒｅ∗同为 ｋ０的函数。 但从整体上看， 无论是松散颗粒床或粗化颗粒床， θｃ总是随着 Ｒｅ∗的增大而减小， 整个

试验数据呈现规则的带状分布， 粗化的床面结构可以使得 θｃ增大 １ 倍以上， 且 Ｍａｎｔｚ［９］ 公式计算结果刚好位

于本次试验结果带状区域的中心线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图 ７ 中虚线框中的 １ 组数据［９］， 该组数据也存在 θｃ和

Ｒｅ∗成线性关系的趋势， 且斜率和本文试验中 θｃ和 Ｒｅ∗斜率一致。 因此结合 Ｃｈａｒｒｕ 等［１３］粗化理论， 认为带状

分布是 θｃ在层流区的分布特性。

图 ７　 θｃ—Ｒｅ∗曲线

Ｆｉｇ ７ θｃ—Ｒｅ∗ ｃｕ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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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层流流态下颗粒起动模型

层流流态下影响颗粒起动的力如图 ８ 所示， 主要有黏性拖曳力 Ｆｄ， 剪切升力 Ｆ ｌ（与伯努利升力不同）及
颗粒的有效重力 Ｆｇ。 下面将逐一分析以上作用力对颗粒起动的影响， 并对层流流态下无黏性均匀颗粒的起

动机理进行探讨。
２ １　 黏性拖曳力

受到周围颗粒的遮蔽， 床面颗粒部分暴露于流场中。 考虑到周围颗粒的遮蔽效应， Ｐｏｚｒｉｋｉｄｉｓ［２６］ 曾对不

同颗粒突起 α 时的三维静止非完整球体在层流流态下的 Ｆｄ进行了分析， 其定义 α 为颗粒能够感受到流场作

用的相对高度， α ＝ｄα ／ ｄ 且 ０≤ α ≤ １。 ｄα为起动颗粒出露周围接触颗粒高度的平均值， 忽略周围颗粒之间

的高度差， 可简化为同一平面， 如图 ９ 所示。

图 ８　 床面颗粒起动受力示意

Ｆｉｇ ８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 ９　 床面颗粒示意

Ｆｉｇ 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并且 Ｐｏｚｒｉｋｉｄｉｓ 给出了不同 α 情况下的 Ｆｄ及 Ｆｄ对于颗粒球心 ｏ 点的力矩 Ｔｏ
ｄ， 公式如下：

Ｆｄ ＝ ０ ２５πμｋｄ２ε　 　 　 　 Ｔｏ
ｄ ＝ ０ １２５πμｋｄ３ζ （５）

式中　 ｋ 为颗粒周围流场剪切速率； ε、 ζ 为量纲一参数， 取值随 α 变化， 参照图 １０。

图 １０ 　 ε、 ζ—α 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１０ ε ， ζ—α ｃｕｒｖｅ

２ ２　 剪切升力

流体绕经颗粒时的流线弯曲产生和运动方向垂直的力称为剪切升力。 虽然有试验［２７］ 对黏性底层中颗粒

受到的剪切升力进行了观测， 但受到主流紊流的影响， 试验结果精度有限。 采用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和 Ａｃｒｉｖｏｓ［２８］模型，
试验中颗粒受到的剪切升力 Ｆ ｌ可表示为

Ｆ ｌ ＝ ０ ５７ρｆｋ２ｄ４ （６）
式中　 ρｆ为流体的密度； ｋ 为颗粒周围流场剪切速率； ｄ 为颗粒粒径。
２ ３　 起动拖曳力公式　

颗粒起动方式可分为滑动、 滚动及跳跃， 在起动概率相同时， 滚动时的临界条件最小［２９］。 采用滚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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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起动颗粒相对于下游接触点 Ｐ 的力矩平衡方程为

Ｔｄ ＋ Ｔｌ ＝ Ｔｇ （７）
式中　 Ｔｄ、 Ｔｌ及 Ｔｇ分别为 Ｆｄ、 Ｆ ｌ及 Ｆｇ对于 Ｐ 点的力矩。

Ｆｇ可写为

Ｆｇ ＝
π
６
（ρｇ － ρｆ）ｇｄ３ （８）

且由力的平移可知

Ｔｄ ＝ Ｆｄ
ｄ
２
ｃｏｓφ ＋ Ｔｏ

ｄ （９）

式中　 φ 为休止角［１８］， 定义为起动颗粒球心到下游颗粒接触点间直线和垂线方向的夹角（图 ８）。
将式（５）、 式（６）、 式（８）及式（９）代入式（７）中化简得

μｋ０

（ρｇ － ρｆ）ｇｄ
＝ ｓｉｎφ
１ ５εｃｏｓφ ＋ １ ５ζ ＋ １ ０９Ｒｅ２∗ ｓｉｎφ

（１０）

式（１０）给出了层流流态下无黏性均匀颗粒的量纲一起动拖曳力公式， 从公式的形式可以看出 θｃ的取值

和 Ｒｅ∗、 φ 及 ε、 ζ 有关； 又因 ε、 ζ 均为 α 的函数， 表明 θｃ的取值与反映床面结构性状的 α 有关。 且所有参

数均和颗粒床的表面结构形式相关。 参考以往试验将 φ 取为 ５２°［３０］， 利用式（１０）计算得到 Ｒｅ∗在（０， ２］ 的

范围内， 不同 α 时的量纲一起动拖曳力 θｃ， 以虚线绘于图 １１。 α 的变化范围为 ［０ １， １］， 变化率为 ０ １。
为便于分析对比， 将本次试验结果及前人试验成果共绘于图 １１。 从图 １１ 中可以看出， 反映床面结构性状的

α 不同时， 量纲一起动拖曳力 θｃ不同， 起动拖曳力曲线的形式也不同； 当 α ＝ １ 时， 颗粒最易起动； 相反，
当 α＝ ０ １ 时， 颗粒最难起动； 实际起动过程中， 由于床面粗化， α 在不断减小， 多数试验数据分布在

０ ２＜α＜１范围内， 当 α＜０ ２ 时， 已不能观测到颗粒的起动。 同时可以注意到， Ｙａｎｌｉｎ 和 Ｋａｒａｈａｎ［１０］的观测数

据主要落在 α＝ ０ ４ 的起动曲线附近。 式（１０）表明床面结构的改变对颗粒起动拖曳力的影响很大， 以往 Ｍａｎ⁃
ｔｚ［９］、 Ｙａｎｌｉｎ 和 Ｋａｒａｈａｎ［１０］等学者的试验中并没有注意到床面结构的影响问题， 纯粹建立在试验数据基础上

的经验公式不能从本质上揭示层流区无黏性均匀颗粒的起动规律。 结合试验数据， 认为式（１０）能够合理地

反映层流流态下无黏性均匀颗粒的起动特性。

图 １１　 不同 α 取值时 θｃ—Ｒｅ∗关系曲线

Ｆｉｇ １１ θｃ —Ｒｅ∗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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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层流区域内希尔兹数呈规则的带状分布。 随着颗粒床的表面粗化， 希尔兹数逐渐增大； 同一粒径

颗粒， 床面粗化时测得希尔兹数可达床面松散时测得希尔兹数的两倍。
（２） 在流体作用下， 颗粒床自身的表面结构调整使得颗粒突起减小， 导致颗粒起动拖曳力增大， 因此

在层流区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呈带状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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