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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粒度颗粒在非恒定管流中跟随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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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道中固液两相流水击对管道和输送系统可能产生严重的破坏， 而固液两相在这种非恒定流中的运动特性

是计算最大水击压力变化的重要依据。 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ＰＩＶ）， 通过试验研究水

击发生时， 水平圆管中不同平均流速、 颗粒粒径条件下， 流体介质和粗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以及粗颗粒跟

随性的变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 ① 在水击发生的不同时刻， 圆管流中粗颗粒的流速在管道断面分布呈不规则的

抛物线型分布， 主要表现为靠近管道壁面底部的颗粒流速略小于靠近管道顶部流速， 当颗粒粒径大于 １ ５ ｍｍ， 平

均流速小于 ２ ５ ｍ ／ ｓ 时， 粗颗粒表现出明显的沉降特性； ② 粗颗粒的跟随性与颗粒受力有密切关系， 其中颗粒速

度与流体速度的变化量是影响颗粒受力的重要参数； ③ 基于试验数据拟合得到了水击条件下粗颗粒跟随性系数 ｋ
的经验公式， 并分析了颗粒粒径、 管道直径、 两相流平均流速以及水击发生时间等不同参数对粗颗粒跟随性系数

的影响， 公式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在 ５％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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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水力输送以其高效和环境友好性得到广泛应用， 如深海矿石管道提升、 陆地铁精矿长距离输送等。
然而， 粗颗粒不同于细颗粒， 其跟随性较差， 容易沉降， 加之泵阀启闭等问题， 极易引发水击现象， 造成管

道系统振动、 噪声和空化， 甚至使管道严重变形或爆裂［１］。 因此， 研究固液两相在有压管道中水击的运动

特点对于分析长距离管道输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固液两相水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 其研究手段主要包括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１⁃２］。

其中， 数值模拟的方法主要针对液体和伪均质流方面的研究， 如 Ｃｈｅｎ 等［３］研究了管道中单一液相输送的水

击问题， 提出了采用非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优化边界条件从而解决流体管道阀门关闭过程中降低水击的有

限时间最优控制问题。 对于细颗粒伪均质流输送， Ｔｃｈｅｎ［４］ 提出了大气湍流中细小颗粒的非恒定扩散问题，
并提出了“推广的 ＢＢＯ 方程”； 基于 Ｔｃｈｅｎ 的研究成果， 黄社华和魏庆鼎［５⁃６］ 定量分析了不同典型流场中粒

径、 密度等参数对不同流动中颗粒跟随性的影响； 刘阁等［７］ 通过相空间和非对称分析的数值模拟方法得到

了颗粒运动轨迹的近似解； Ｈｉｎｚｅ［８］利用谱分解方法分析了该方程及颗粒跟随脉动流的特性等。 由于粗颗粒

动力学特性的复杂性， 数值模拟的方法无法针对非均质流的水击问题进行模拟。 试验研究成为非均质流水击

研究的重要方法。 目前关于非均质流水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粗颗粒对水击压力变化规律的影响。 如韩文亮

等［９］就非均匀流直接浆击附加压强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 王英伟等［１０］ 基于浆体水击波速公式， 利用试验数

据得出粗颗粒与流体的跟随性计算公式， 引入颗粒孔隙气体分数修正颗粒弹性模量， 推导出了含粗颗粒物料

在垂直管流中水击波速公式。 Ｚｈｏｕ 等［１１］以深海采矿作为研究背景分析了粗颗粒体积浓度对水击最大瞬时压

力以及压力波衰减的影响。 由于粗颗粒在管流中跟随性较差的原因， 水击压力的变化往往取决于水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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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颗粒动力学特性， 而目前从力学机制的角度就粗颗粒在水击发生时动力学特性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的成果， 分析粗颗粒在水击条件下的力学机制， 探讨流体属性、 颗粒物性对粗颗粒在

水击条件下运动特点的影响， 并给出粗颗粒跟随性的数学表达式； 通过管道试验系统， 利用 ＰＩＶ 技术研究不

同粒径、 不同输送速度条件下粗颗粒的运动参数， 并进一步验证粗颗粒跟随性的数学表达式。

１　 试验系统与方法

为了研究粗颗粒在管道垂直断面的速度分布， 设计并建立了粗颗粒管道水力输送试验系统， 该系统主要

由管道输送系统、 动力控制系统、 试验测量系统 ３ 部分组成（如图 １ 所示）， 系统全长 ２０ ｍ， 管道内径

５０ ｍｍ。
试验前， 首先启动输送动力泵， 待系统运行稳定后， 系统采用叶轮式给料机均匀给料， 经固液分离滤网

后固体颗粒直接进入给料机料箱， 不需要过泵， 有效地避免了颗粒的破碎和粉化， 给料机和涡流泵均采用变

频调速器可以进行无级调速。 试验测量系统主要包括利用靶式流量计测量恒定流状态下的管道流量； 利用粒

子跟踪测速技术（ＰＩＶ）分析不同粒级颗粒在管道断面的浓度分布， 其中 ＰＩＶ 系统采用合肥君达高科技信息有

限公司生产的千眼狼 ５Ｆ 系列高速摄影仪， 拍摄区域为 ３００ ｍｍ×６６ ｍｍ 矩形， 采集频率为 １ ５００ ＦＰＳ， 全画幅

５００ 帧 ／ ｓ， 小画幅高达 ５２ ０００ 帧 ／ ｓ 的拍摄速度， 可自动跟踪多分析点的运动轨迹、 速度、 加速度； 采集板卡

（ＰＣＩ⁃１７１０ＵＬ）采用研华 ＰＣＩ， 采集频率不低于 ８００ 次。

图 １　 管道水力输送试验系统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试验的流体介质为清水， 固体颗粒为天然石英砂， 密度为 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颗粒平均粒径分别为 ０ １ ｍｍ、
０ ５ ｍｍ、 １ ５ ｍｍ 和 ２ ５ ｍｍ； 试验系统的平均流速分别为 １ ５ ｍ ／ ｓ、 ２ ５ ｍ ／ ｓ 和 ３ ５ ｍ ／ ｓ。 试验采用的固体颗

粒的体积浓度为 ３％。 如果颗粒浓度过高， 无法分辨单个颗粒， 不适用于跟踪单颗粒运动轨迹； 颗粒浓度过

低， 颗粒在管道垂直断面上不能充分悬浮， 管道断面上颗粒分布较少， 统计颗粒运动规律时， 随机性较大。
通过粒子图像测速技术（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ＰＩＶ）分辨粒子， 并追踪其运动轨迹， 计算得出运动

速度作为粒子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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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粗颗粒在非恒定流中的受力分析

在水平圆管中， 粗颗粒的运动特点与颗粒受力密切相关。 固液两相流中颗粒主要受到粒间作用力、 惯性

力、 有效重力、 压力梯度力、 附加质量力、 Ｂａｓｓｅｔ 力、 脉动升力、 Ｍａｇｎｕｓ 力、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以及与颗粒运动状

态有关的相间阻力等。 根据非恒定流的运动特点， 粗颗粒在非恒定流中主要受到水流拖曳力、 有效重力、 附

加质量力、 Ｂａｓｓｅｔ 力和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１２］。
在颗粒非恒定运动方程中， 附加质量力和 Ｂａｓｓｅｔ 力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不可忽略［８］。 这主要是因为颗粒

以相对加速度在流体中做变速运动时， 必将带动其周围的部分流体与颗粒一起做变速运动， 这相当于颗粒具

有一个附加质量。

ＦＭ ＝ － １
１２

πｄ３ρｆξ （１）

式中： ｄ 为颗粒的粒径； ρｆ 为流体的密度； ξ 为相对加速度， ξ ＝
ｄｖｆ
ｄｔ

－
ｄｖｓ
ｄｔ

æ

è
ç

ö

ø
÷ ； ｄｖｆ、 ｄｖｓ 分别为流体运动速度的

变化量、 颗粒运动速度的变化量。
与此同时， 当颗粒速度变化时， 即颗粒存在相对加速度时， 颗粒周围流场不能马上达到稳定。 因此， 流

体对颗粒的作用不仅依赖于当时颗粒的相对速度和相对加速度， 还依赖于在这以前加速度的历史［１４］。

ＦＢ ＝ ３
２
ｄ２ ρｆπυ∫ｔ

ｔ０

ｄ（ｖｆ － ｖｓ）
ｄτ
ｔ － τ

ｄτ （２）

式中： υ 为流体的运动黏性系数； ｖｆ、 ｖｓ 分别为流体的运动速度、 颗粒的运动速度； ｔ０ 表示起动时间。
在非恒定流中， 由于存在较大的速度梯度， 在固壁附近，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不可忽略［１３］。

Ｆｓ ＝ １ ６２ｄ２ ρｆ μ （ｖｆ － ｖｓ）
ｄｖ
ｄｙ０

（３）

式中： μ 为动力黏性系数； ｖ 为 ｙ０ 处流体的运动速度。
通过上述分析， 粗颗粒的受力与两相流之间的速度差存在密切关系， 当两相流存在明显速度差时， 附加

质量力、 Ｂａｓｓｅｔ 力和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是决定颗粒运动的主要作用力， 而这 ３ 种力的大小主要与流体和粗颗粒速度

的变化量有关。 在水击发生过程中， 由于粗颗粒惯性较大， 其与流体之间存在明显的速度差， 这种速度差从

颗粒运动特性的角度分析即粗颗粒的跟随性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 这 ３ 种力往往被忽略或者简化， 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两相流运动特性非常复杂， 尤其是水击等非恒定流。 本文基于水击试验研究， 引入 “粗颗粒的

跟随性” 这一概念， 并定义水击过程中粗颗粒跟随性为颗粒速度的变化量与流体速度变化量的比值（见式

（４））， 探讨粗颗粒跟随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定量关系。

ｋ ＝
Δｖｓ
Δｖｆ

（４）

式中： ｋ 为粗颗粒的跟随性； Δｖｓ、 Δｖｆ 分别表示颗粒、 流体的速度差。

３　 水击过程中流体与颗粒在管流断面的速度及其变化

３ １　 管道中水流速度及其变化

为了研究不同平均流速条件下， ０ １ ｍｍ 粒径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规律， 本文以 ｙ ／ Ｄ 表征颗粒在

管道断面的不同位置， 其中 ｙ 表示颗粒距离管道底部的距离， Ｄ 表示管道内径。 由图 ２ 可知， 阀门开始关闭

记为０ ｓ时刻， 分别记录 ０ ２ ｓ、 ０ ３ ｓ 和 ０ ４ ｓ 时， ０ １ ｍｍ 粒径的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规律。 在水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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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程中， ０ １ ｍｍ 粒径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呈对称性的抛物线型， 这与以往清水在管道断面速度分

布规律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两相流平均流速一定的条件下， 从 ０ ｓ 至 ０ ４ ｓ， ０ １ ｍｍ 粒径颗粒在管道断面的

速度分布越接近直线且逐渐接近于 ０； 而随着两相流平均流速的增加， 不同时刻 ０ １ ｍｍ 粒径颗粒在管道断

面流速分布的变化幅度明显增加。 如图 ２ 所示， 在两相流平均流速为 １ ０ ｍ ／ ｓ 时， 管道断面流速分布曲线的

曲率较小， 而流体平均流速为 ２ ０ ｍ ／ ｓ 时， 管道断面流速分布曲线的曲率明显变大。

图 ２　 水击过程颗粒在管道断面的流速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ｐｅ ｏｆ ａｒｃｕａｔ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通过 ＰＩＶ 系统测试结果发现， 粒径为 ０ １ ｍｍ 的颗粒具有良好的跟随性。 试验中以粒径为 ０ １ ｍｍ 的颗

图 ３　 水击过程平均流速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粒作为示踪颗粒， 并以其流速分布表征清水的流速分布。
本试验中， 在０ ４ ｓ时， ０ １ ｍｍ 粒径颗粒表现出摆动、 跳

跃等无规律、 不稳定的复杂运动现象， 而颗粒速度接近于

０。 进一步分析不同时刻和两相流平均流速条件下，
０ １ ｍｍ粒径颗粒的平均流速发现（如图 ３ 所示）， 阀门开始

关闭 ０ １ ｓ 内， 颗粒速度变化缓慢； 当阀门关闭 ０ ２ ｓ 以

后， 颗粒速度逐渐减小且接近于 ０， 即由球阀完全打开时

的最大速度 Δｕｍａｘ降低至 ０ １ ｍｍ 粒径颗粒速度接近于 ０ 所

需的时间差 Δｔ＝ ０ ４ ｓ， 则当流体平均流速分别为 １ ５ ｍ ／ ｓ、
２ ５ ｍ ／ ｓ 和 ３ ５ ｍ ／ ｓ 时， 其加速度 Δｖｆ ／ Δｔ 分别为 ３ ７５ ｍ ／ ｓ２、
６ ２５ ｍ ／ ｓ２和 ８ ７５ ｍ ／ ｓ２。
３ ２　 粗颗粒在管流中的速度及其变化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在水击发生的不同时刻， 粗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也呈抛物线型， 但与流体介质

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曲线比较， 粗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曲线并不对称， 如图 ４（ａ）、 图 ４（ｃ）、 图 ４
（ｄ）所示， 在 ｔ＝ ０～０ ３ ｓ 内， 其主要表现在颗粒分布于整个管道断面且分布呈现 “上少下多”、 “上小下大”、
“上快下慢” 的特点， 这是因为在满管流条件下， 由颗粒受力分析可知， 管道顶部分布颗粒较少且颗粒形状

为扁平状或粒径偏小（由于颗粒磨蚀和碰撞）， 故而颗粒运动速度较快， 而对于粒径较大的粗颗粒由于重力

作用较强多沉积于管道下半部分， 在同样水流拖曳力的作用下颗粒的沉积势必导致阻力增加故而速度较小。
但是随着水击过程中的结束， 在 ｔ＝ ０ ４～０ ５ ｓ 内， 由于两相流的平均流速小于 ０ ５ ｍ ／ ｓ， 管道顶部和底部的

速度差并不明显， 且粒径越大越容易出现沉积， 对于 ｄ＝ ２ ５ ｍｍ 的颗粒仅出现在 ｙ ／ Ｄ ≤ ０ ８ 以下的位置。
同一平均流速的条件下， 颗粒粒径越小， 其在管道断面的分布越均匀且颗粒的跟随性越好， 随着颗粒粒

径增加， 粗颗粒在管道断面流速减小且颗粒的跟随性变差。 如图 ４（ｂ）所示， 在两相流平均流速为 １ ５ ｍ ／ ｓ
的条件下， 与粒径为 ０ ５ ｍｍ 的颗粒比较， １ ５ ｍｍ 粒径颗粒仅出现在 ｙ ／ Ｄ ≤０ ８ 的位置， 且在水击发生的过

程中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始终呈现 “上小下大” 的特点。
同一颗粒粒径， 两相流平均流速越大， 颗粒在管道断面的分布越均匀且随着两相流平均流速的增加，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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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水击过程中粗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

Ｆｉｇ 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ｐｅ ｏｆ ａｒｃｕａｔ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道断面颗粒速度越大。 如图 ４（ｄ）所示， 对于 ２ ５ ｍｍ 粒径的颗粒， 当两相流平均流速为 ２ ５ ｍ ／ ｓ 时， 在 ｔ ＝
０ ５ ｓ， 颗粒平均流速小于 ０ ５ ｍ ／ ｓ 时仅出现在 ｙ ／ Ｄ ≤０ ７ 的位置且管道顶部和底部的速度差并不明显， 而当

两相流平均流速为 ３ ５ ｍ ／ ｓ 时， 在 ｔ＝ ０ ３ ｓ， 颗粒平均流速小于 １ ０ ｍ ／ ｓ 时仅出现在 ｙ ／ Ｄ≤０ ９ 的位置且管道

顶部和底部的速度差并不明显。

图 ５　 水击过程中颗粒跟随性系数变化（ ｖ ＝ １ ５ ｍ ／ ｓ）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３ ３　 颗粒与水流的跟随性

根据 ＰＩＶ 技术测试结果， 不同粒径颗粒在不同两相

流平均流速条件下， 表现出明显的跟随性差异（图 ５），
本文以跟随性系数 ｋ （式（４））表示粗颗粒跟随性能力的

大小。 由于当初始流速为 １ ５ ｍ ／ ｓ 时， 粒径为 ２ ５ ｍｍ 的

颗粒大部分靠近管底部流动， 阀门关闭过程中， 颗粒停

止较快。 因此， 本文对初始流速为 １ ５ ｍ ／ ｓ、 ２ ５ ｍｍ 的

颗粒不做跟随性分析。
根据跟随性系数的定义， 在阀门关闭过程中， 同一

时刻， 粒径越大， 颗粒惯性越大， 颗粒速度的变化较流

体速度的变化越慢； 同一粒径， 在水击的初始阶段， 流

体的紊动作用力较强， 此时颗粒速度的变化大于流体的

速度变化， 而随着水击过程结束， Ｂａｓｓｅｔ 力和附加质量力的作用越来越强， 颗粒加速度的变化越来越小， 随

着阀门关闭过程中颗粒速度逐渐减小。 同种流速下， 颗粒越大， 跟随性越差。

４　 跟随性系数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４ １　 不同粒径跟随性分析

根据 ＰＩＶ 技术测试结果， 不同粒径颗粒在不同的流速下， 粗颗粒的跟随性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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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分析粗颗粒跟随性与颗粒粒径的关系， 本文引入量纲一数 ｄ ／ Ｄ， 其中 Ｄ 表示管道内径， ｄ 表

示颗粒平均粒径。 由图 ６ 可知， 粗颗粒的跟随性系数 ｋ 与 ｄ ／ Ｄ 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符合指数函数的关系。
同一平均流速条件下， 粗颗粒的跟随性系数随着粒径的减小而增大， 即颗粒粒径越小， 颗粒的跟随性越

好。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颗粒的质量越大， 颗粒的惯性力作用越强， 这就意味着颗粒相对速度的变化越小，
而流体相对速度的变化较大从而造成两相流之间存在明显的速度差， 由受力分析可知， 在附加质量力、
Ｂａｓｓｅｔ 力和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的作用下， 粗颗粒的跟随性随着粒径的增加而减小。
４ ２　 不同流速跟随性分析

从图 ７ 可知， 粗颗粒的跟随性与流速呈正相关关系且符合线性关系， 本文引入管道量纲一数 Ｆｒ ＝ ｖ２ ／ ｇＤ，
其中 ｖ 为两相流的平均流速， ｇ 为重力加速度（ｇ＝ ９ ８ ｍ ／ ｓ２）。

同一粒径条件下， 速度越大， 粗颗粒的跟随性越好。 主要由于水流的平均流速越大， 其水流拖曳力越

强， 颗粒从水流中获得的能量也越大， 其跟随性系数也越大。

图 ６　 不同粒径条件下粗颗粒跟随性系数分析

Ｆｉｇ ６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ｎ ｉｔｓ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图 ７　 不同流速条件下粗颗粒跟随性系数分析

Ｆｉｇ ７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４ ３　 不同时刻跟随性分析

由图 ８ 可知， 粗颗粒的跟随性与水击发生时间呈正相关关系且符合幂函数的关系， 本文引入量纲一数

Δｔ ／ Δｔｃ， 其中 Δｔ 表示水击正在发生的时刻， Δｔｃ 表示气动阀门完全关闭时间。
在水击发生的初始时刻， 粗颗粒的跟随性系数最大， 而颗粒粒径一定的条件下， 两相流平均速度越小，

粗颗粒的跟随性系数越小； 两相流平均流速一定的情况下， 颗粒粒径越大， 粗颗粒的跟随性系数越小。 根据

受力分析， 水击发生的初始时刻， 由于粗颗粒与水流之间存在明显的速度差， 且速度差的变化较大， 根据附

加质量力和 Ｂａｓｓｅｔ 力的力学机制， 此时粗颗粒主要受到这两种力的作用；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粗颗粒的质量

越大， 其惯性力作用较水流的惯性力作用越强， 因此， 水流流速的变化较粗颗粒更快， 即水流流速较低时，
颗粒依然保持一定的运动速度， 此时由于两相流之间存在较大的速度差，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起主要作用， 故而粗颗

粒需要更长的时间以接近流体的速度差； 随着水击结束， 同一粒径粗颗粒的加速度越接近流体的加速度， 此

时颗粒的惯性力起主要作用， 故而粗颗粒需要更长的时间使运动速度降至为 ０。 因此， 颗粒粒径越大， 虽然

其跟随性越小， 但是其对水击的影响越大， 主要表现在二次水击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因此， 根据图 ６—图 ８ 中的试验数据拟合得到了水击过程中粗颗粒的跟随性系数 ｋ 的计算公式为

ｋ ＝ ０ ０７ ｄ
Ｄ

æ

è
ç

ö

ø
÷

－０ ０２ Δｔ
Δｔｃ

æ

è
ç

ö

ø
÷

０ ２

（Ｆｒ ＋ ８） （５）

通过比较实测值与计算值， 式（５）的误差在±５％之间， 见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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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时刻条件下粗颗粒跟随性系数分析

Ｆｉｇ ８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

　
图 ９　 管道颗粒跟随性系数实测值与计算值比较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５　 结　 　 论

（１） 根据 ＰＩＶ 系统的测量， ０ １ ｍｍ 粒径的颗粒具有良好的跟随性， 在水击过程中可以 ０ １ ｍｍ 粒径的颗

粒流速变化作为清水流速变化。 且在不同两相流平均流速条件下， ０ １ ｍｍ 粒径的颗粒流速降低至接近 ０ 所

需的时间差 Δｔｆ ＝ ０ ４ ｓ。
（２） 在水击发生的不同时刻， 圆管流中粗颗粒在管道断面的速度分布均呈抛物线型， 且靠近管道壁面

底部的流速略小于靠近管道顶部流速。 原因在于满管流的条件下， 颗粒形状扁平或由于磨损粒径偏小的颗粒

更容易漂浮在管道顶部， 管道顶部的颗粒浓度小于管道底部， 流体的紊动作用力较强且水流阻力较小； 同

时， 由于颗粒有效重力的作用， 粗颗粒多集中在管道底部， 颗粒浓度的增加使得水流阻力较大。
（３） 根据颗粒的受力分析可知， 粗颗粒的跟随性与颗粒受力有着密切关系， 其中颗粒速度的变化量与

流体速度的变化量是影响颗粒受力的重要参数， 并基于试验数据拟合得到颗粒跟随性系数与颗粒粒径、 管道

直径、 两相流平均流速与水击发生时间的定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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