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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置双向液体撞击流的振荡特性
张建伟，马红越，董鑫，冯颖
（沈阳化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142）
摘要：利用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技术对水平对置双向液体撞击流流场进行了实验研究，考察了等动量下撞
击面驻点在不同喷嘴间距、不同进液流量下的稳定性和振荡特性。结果表明，撞击面驻点的振荡并没有一个固定
的周期，并且频率主要集中在低频，而其幅度集中在 0.1d～0.5d 范围内：在 L∈[1d，3d]（L 为喷嘴间距，d 为喷
嘴直径）范围内，振荡幅度随着 L 的增加而增大；在 L∈[3d，5d]范围内，振荡幅度随着 L 的增加而减小。同时，
撞击面的振荡幅度并不会随着流速的增大而一直增大，而是在达到一个峰值后逐渐降低。撞击面驻点的这种振荡
特性对混合和传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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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wo horizontal opposed liquid-liquid
impinging streams
ZHANG Jianwei, MA Hongyue, DONG Xin, FENG Ying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11014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The flow field of two horizontal opposed liquid-liquid impinging streams was experimentally studied
with the PLIF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ability of impingement plane and th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agnation point at various nozzle separations and fluxes. Oscillation period was not regular and frequency
concentrated on the low frequency region. While amplitude concentrated on 0.1d—0.5d. When L belonged to [1d,
3d] ( where L was nozzle separation and d was nozzle diameter ), amplitude in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L, but
when L belonged to [3d, 5d], amplitude de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L. The amplitude of impingement plane did
not always grow up with increasing flux, which gradually decreased after reaching a peak. Th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mpingement plane and stagnation point were favorable to mixing and mass transfer.
Key words: impinging stream; stagnation point oscillation; stability; PLIF

引 言
撞击流的最初构想是：两股等量气体充分加速
固体颗粒后形成的气固两相流，
同轴高速相向流动，

在两加速管的中间，即撞击面上相互撞击，在撞击
的瞬间达到极高的相间相对速度，从而极大地强化
相间传递。Tamir 等[1-2]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做的大量
研究说明，在几乎所有涉及传递的化学单元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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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流都可以大幅度提高相间传递系数。因而在气
化、燃烧、吸收、干燥、结晶和催化反应等工业领
域，相比于传统的生产方式，撞击流以低能耗、高
效率为特点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水平对置双向撞击流中，撞击面的不稳定性
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伍沅[3]在研究浸没循环撞击
流反应器中发现撞击面位置存在微小振荡。
Denshchikov 等[4-5]在两股平面水射流进行撞击时，
发现其撞击面存在自持性振荡，遂对其振幅及周期
进行了研究，发现当流量相等时，两股平面撞击流
在撞击面处相互上下错开，
并且周期性地转换方向。
[6]
Johnson 等 利用实验和模拟研究了层流下的两喷
嘴撞击流的自持振荡频率。Kind 等[7]和 Rew 等[8]
对在大间距下的平面壁射流进行了研究，证明两喷
嘴的出口动量比决定了撞击流的驻点偏移。李伟锋
等[9-10]对气体对置撞击流驻点在大、中、小 3 种喷
嘴间距下的偏移规律做了详细的研究，并且发现两
喷嘴在等动量下、喷嘴间距 L 在[2d，4d]范围内，
撞击面在喷嘴轴线中心位置振荡现象显著。孙志刚
等[11]的气体平面撞击流实验，发现了撞击面存在有
周期性的偏斜振荡和无周期性的流向拟周期振荡。
许宏鹏等 [12] 对平面气固撞击流周期振荡进行了模
拟，通过分析射流压力和速度，认为周期振荡是由
于撞击面上压力释放和持续射流的共同作用导致。
屠功毅等 [13] 通过实验和模拟也证明偏斜振荡是由
于速度-压力的周期性变化引起的。
以上成果多集中于气体连续相的撞击流，对于
湍射流下的液体连续相撞击的撞击面振荡现象研究
较 少 。平 面激 光 诱导 荧光 （planar 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PLIF）技术[14-17]作为一种新型无干扰
流场测试技术，
可以定量地测量液相流场中的浓度、
温度等信息。本研究利用平面激光诱导荧光技术，
以荧光剂进行流场示踪，并经 PLIF 软件进行图像
后处理，研究了水平对置双向撞击流在等动量情况
下，喷嘴间距和进液流量对撞击面驻点的偏移振荡
的影响。

1 实验装置与测量
1.1 实验装置
本实验由 PLIF 测试系统和撞击流反应器两部
分组成，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反应器由有机玻璃
制成，内径 130 mm，筒体高度为 500 mm，上设溢
流口，下设排水口，两个对置喷嘴安置在反应器竖
直方向的中间位置，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1
Fig.1

实验系统

Sketch ma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1—water tank; 2—pump; 3—small-scale container; 4—peristaltic pump;
5—flowmeter; 6—impinging stream mixer; 7—CCD camera; 8—laser
generator; 9—laser controller; 10—synchronizer; 11—computer

图2

撞击流混合器结构

Fig.2 Structure chart of impinging stream mixer

实验中采用罗丹明 6 号溶液作为荧光剂，浓度
为 0.1 mg·L−1，储存于容器 3 中；流量计 5、水泵
2、水箱 1 之间由 PPR 管连接；流量计出口端接足
够长度的 PPR 硬管，再接橡胶软管后连接反应器。
实验时，清水从水箱 1 被离心泵 2 吸入，荧光剂经
蠕动泵 4 注入其中一根水管中，经过一定的距离充
分混合后，进入反应器，从反应器喷嘴中喷射而出，
形成撞击。实验时，反应器底部的出水口关闭，混
合后的液体经上部的溢流口排出。蠕动泵 4 的流量
极小，对流量平衡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1.2 PLIF 测试系统
实验所采用的 PLIF 测试系统系丹麦 DANTEC
公司生产，主要由连续激光器、同步器、CCD 相机
及图像处理系统组成。激光器为波长为 532 nm 的
连续激光器，CCD 相机为 DANTEC 公司配套的
FlowsenseEo 2M 相机，图像分辨率为 2048×2048，
曝光时间为 500 ms，采用单帧模式拍摄，在相机前
加滤光片以去除荧光波长外的光信号。激光器型号
为 RayPower 2000，聚焦模块规格为 80×91，发射
片状光源，照射反应器，照射平面如图 2 所示，CCD
相机置于与照射平面垂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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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喷嘴对置撞击流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 opposed streams

本实验中利用 PLIF 系统的荧光剂示踪，通过
坐标系统的标定工作，建立测量平面的实际尺寸与
所拍照片的像素点的映射关系，以实现测量功能。
[18-19]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现象

曾得出撞击流的压力波动集中在低频

按 时 间 序 列 取 实 验 条 件 为 Q = 1.39 × 10−4

区，并测得撞击面处的压力波动频率为 0.46～3.7

m3·s−1、d = 6 mm 时，不同的喷嘴间距下、较为明

Hz，故本实验图片采集频率采用 15 Hz。开始进行

显的撞击面显示照片如图 4 所示，图中右侧喷嘴含

实验后，在每种操作条件下采集照片 400 张，实验

荧光剂溶液。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时刻获得的照

时进行等动量撞击。利用 DynamicStudio 及 Matlab

片显示的撞击面位置都不一样，这与实验中观察到

软件进行图像的后续处理分析，每种操作条件下图

的现象一致，即撞击面驻点围绕喷嘴轴线的中心振

片采集完成以后及时清洗反应器以避免对后续测量

荡。这说明等动量的液体连续相撞击流中撞击面的

造成影响。

振荡幅度很小，但仍然存在。并且从图中可以比较

1.3 实验测量

明显地看出：随着喷嘴间距从 L = d 增大到 L = 3d，

孙怀宇等

实验选取直角坐标系，如图 2 中所示：以两喷

撞击面的振荡现象逐渐变得明显；从 L = 3d 增大至

嘴间的几何中点为坐标原点，X 轴为喷嘴轴线所在，

L = 5d，撞击面的振荡现象逐渐减小。

水平向右为正，Y 轴正向竖直向下，单位为 mm。

2.2 撞击面驻点振荡特性分析

反应器的喷嘴结构如图 3 所示，d 为喷嘴直径，喷

2.2.1

嘴间距为 L，实验选取喷嘴直径 d 分别为 6、8、10、

m3·s−1、d = 6 mm，L = 4d 工况下撞击面驻点的原

12 mm，喷嘴间距 L 以 d 进行量纲 1 处理，分别取

始信号，截取其中 23 s 的信号如图 5 所示。从图 5

1d、2d、3d、4d、5d，进液流量 Q 分别为 400、500、

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一定的低频信号。

−1

−4

−4

600、750 L·h ，即 1.11×10 、1.39×10 、1.67×
10−4、2.08×10−4 m3·s−1。

频率 f 分布

选取图 4 中 Q = 1.39×10−4

孙怀宇等[19]曾在实验中注意到，在浸没撞击流
的波动频率空间分布中，在撞击面上的波动频率主

由于喷嘴轴线所在为 X 轴，两喷嘴间的几何中

要集中在 0.46~3.7 Hz 范围内，撞击中心区域的频率

点为坐标原点，则设撞击面驻点所在位置为 x，振

要低于撞击流其他区域的波动频率，并且随着流体

荡幅度 A（mm）可以定义为 A = |xmax|。
取常温下水的密度 ρ = 0.997044×103 kg·m−3，
du ρ
计算结果
黏度 μ = 1.005×10−3 Pa·s，由 Re =

进给量的提高，撞击面区域的波动强度始终较弱。

μ

见表 1。由此可见，上述实验条件下均属于完全湍
流研究的范围。
表1
Table 1

Reynolds 数计算结果
Results of Reynolds number

d/mm

u/m·s−1

Re

6—12

0.98—7.37

11702—43882

因 图 片 较 多 ， 故 选 取 最 大 流 量 Q = 2.08 × 10−4
m3·s−1，d=6 mm 下的不同喷嘴间距 L 下的原始信
号，做时-频转换后，得到图 6 中的频谱图。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在最大进给量下，除个别
工况外较为明显的振荡频率最大存在于 4 Hz 左右，
振荡频率主要集中在 3 Hz 以下的低频区。这说明撞
击面驻点的振荡频率较为稳定，没有随着其他参数
的变化出现较大波动。同时也证实了孙志刚等[11]所
观测到的在流向拟周期振荡中，并不存在一个固定
的周期，其振荡频率只是集中在一个范围内。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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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1.39×10−4 m3·s−1 时不同喷嘴间距下的流场的瞬时照片

Fig.4 Instantaneous photographs at various nozzle separations at Q = 1.39×10−4 m3·s−1

图5
Fig.5

原始信号

Original signal graph

这也是本文所选 15 Hz 拍照频率的一个实验依据。
2.2.2 振幅 A 随喷嘴间距 L 的变化 对实验所得的
原始图像经 DynamicStudio 及 Matlab 软件做后续处
理，可以得到喷嘴直径 d 相同时，不同出口射速 u
下撞击面振幅 A 随喷嘴间距 L 的变化关系，如图 7
(a)～(d)所示，横坐标为 L/d，纵坐标为 A/d。
由图 7 中可见，在两喷嘴动量相等的情况下，

液体连续相撞击流的撞击面振荡幅度 A 相对于气体
撞击流要小得多，主要集中于 0.1d～0.5d 范围内。
并且，随着喷嘴间距 L 从 d 增大到 3d，A 也随之增
大；而当 L 从 3d 增大到 5d，A 值不再继续变大，
而是逐渐减小，在[2d，4d]区间较为明显，这一结
果与李伟锋等[10]发现的 L 在[2d，4d]内撞击面驻点
位置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偏移距离要远远小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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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喷嘴间距下的频谱图

Frequency spectrogram at various nozzle separations

图7

不同喷嘴间距下的振幅

Fig.7 Amplitude at various nozzle sepa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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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口射速下的振幅

Fig.8 Amplitude at various exit velocity

所测量到的 0.5d 和 1.4d，这说明了液体连续相撞击
流中，撞击面驻点的稳定性要远远高于气体连续相
的撞击。撞击面驻点的不稳定性是由于撞击产生的
压力变化与射流施加于撞击区的静压的相互作用而
引发。轴向上两股射流的边界层中存在着不稳定的
涡结构，这种不稳定性易受外界扰动而失稳[9]。这
种涡结构的不稳定性造成撞击区压力与射流静压两
者之间的平衡的不稳定性，两者之间由平衡至失衡
再到新的平衡，从而出现撞击面驻点的振荡现象。
然而，与气体连续相撞击流对比，液体具有远大于
气体的密度和黏度，这种差异性一方面显著地削弱
了外界的扰动，维持涡结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
能减弱由于涡结构失稳而导致的撞击面驻点的偏
移，使失衡的双方进行能量交换，迅速地回到平衡
位置，从而使撞击面驻点保持相对稳定。
驻点可以看成是径向射流的“射流源”，撞击
面驻点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径向射流的不
稳定性，这种径向射流的不稳定性能有效地促进了

撞击流的混合和传质。
2.2.3 振幅 A 随流量 Q 的变化 图 8 所示为相同的
喷嘴直径 d 下，振幅 A 随进液流量 Q 的变化情况，
其横坐标为进液流量 Q 分别为 1.11×10−4、1.39×
10−4、1.67×10−4、2.08×10−4 m3·s−1 工况下、不同
的喷嘴内径的出口射速 u，纵坐标为 A/d。由图 8
中可知，在相同的喷嘴内径下随着出口射速 u 的增
大，撞击面驻点的振荡幅度 A 并不会一味地增大，
而是开始时随着出口射速 u 的增大而增大，在增大
到最大值后，开始逐渐降低，最后趋于稳定。
这是由于撞击区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系统特征
的运动造成的。本课题组曾对浸没撞击流反应器的
压力波动进行过系统的非线性研究[20-23]，发现当两
股流体在撞击区相互碰撞时，撞击区中存在两种不
同特征系统动力学信号，分别由单个粒子的涡运动
和粒子团的涡运动产生，
其中后者能够产生较大的、
[19]
具有一定周期的涡运动 。
当两股流体在撞击区相互碰撞时，随着两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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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进给量的增加，压力波动的概貌信号呈现统一
的线性关系，宏观上则表现为撞击面的振荡现象减
弱，最后趋于稳定。而在压力波动的细节信号中可
以看出，随着液体进给量的增大，出射流体对撞击
区所造成的静压逐渐增大，粒子团涡运动在低尺度
呈现出逐渐增大随后减小的趋势，这就导致了宏观
上撞击面的振幅会出现一个峰值，然后逐渐减弱；
而在高尺度上则由单个粒子的涡运动一直占据主导
位置，且 Hurst 指数接近 1，表明了整个流体的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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