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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壁射流在倾斜顶板上扩散特征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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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顶板导流设计的通风系统中，不同倾斜角度的顶板通过改变射流气流冲击后流体的扩散特征，从而决定通

风系统的设计，因此研究不同倾斜顶板中冲击射流流速的变化规律是设计通风系统中一项重要。基于附壁射流和冲

击射流理论与试验，对近壁面射流气流在不同倾角顶板结构中的扩散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近壁面圆形孔射流

扩散过程的过程中，随着顶板倾角的增加，使射流轴线流速降低、射流流速半宽增加。顶棚射流中轴线流速的分布

与扩散距离成反比，倾角从 0~90°时，无量纲比例系数会从 8.07降低到 4.95。同时，沿顶板水平方向轴向速度的分

布符合高斯分布模型，高斯模型参数 K随倾角从 0~90°增大而从 0.91降低到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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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Wall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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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of diversion structure, the top plate with different inclination angles determines the
design of the dust collecting system by changing th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id after the jet impact. Therefore,
studying the variation law of the impinging jet flow velocity in different inclined ceiling is an important thing in designing
the dust collecting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all jet and impinging je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airflow
velocity in the ceiling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dip ang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jet diffusion in the
near-wall circular hole, as the inclination angle of the ceiling increases, the flow velocity of the jet axis decreases and the jet
flow velocity boundary increas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xial velocity along the top plat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diffusion distance. When the inclination angles change from 0 to 90°, the dimensionless scale coefficients reduce from 8.07
to 4.95. 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 along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of the top plate conforms to the Gaussian distribution model,
and the model parameter K reduces from 0.91 to 0.30 along the plate from 0 to 90°.
Keywords:Wall jet; inclined ceiling;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在导流通风系统的设计中，从工业、农业日常生活中都会出现，如在一个单侧受限烟气沿着一

个倾斜顶板的导流结构再进入通风中，然而国内外关于顶板倾角的设计及顶板对扩散过程的影响的

研究比较缺乏，使导烟结构的设计存在很多的盲目性，因此对射流气流在顶板导流以后的流速变化

及流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使导流结构的设计中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倾斜导流板导烟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倾斜冲击过程，这种现象在切削加工、工件加热冷却、材料

喷涂等得到了广泛存在。Schauer[1]等人给出水射流倾斜冲击的流速的扩散理论模型与实验结果，张

成光[2]等在倾斜水射流切削的研究中发现，冲击角度等对切削过程有较大的影响，高昂[3]等人研究发

现表面冲击角度的变化对传热过程影响较大，众多的研究表明冲击倾角是影响射流冲击扩散的一项

重要参数，但是水射流与气流射流由于流体密度、粘度等性质的差异，使结果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基于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在近壁面射流在倾斜顶板中的轴线速度扩散模型

及沿顶板水平方向上速度分布规律进行研究，为导流集尘设计及导流通风系统设计等提供依据。

1 数学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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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中，近壁面烟气在倾斜顶板中的扩散过程与自由冲击射流过程类似，依然分为三个区域，

Ⅰ区是附壁射流区而非自由射流区，Ⅱ冲击区，Ⅲ区顶棚射流区，由于侧板和顶板的限制，射流冲击

到顶板后只能向单侧扩散与自由射流冲击中的顶棚射流不同。

图 1 近壁面射流冲击扩散模型 图 2 试验模型
Fig.1 Diffusion model of wall jet impact Fig.2 Experimental model

Verhoff[4]等人的研究指出在附壁射流主体段，光滑表面的附壁射流中，射流流速在 X轴方向、

Y轴方向上、Z轴方向速度分布特征模型如下： )].([./ /  6801481 71 erfuu zx  (1)
2)(/ K

zy euu  (2)

00 bzkuu z ///  (3)
在顶棚射流区，顶棚射流也是一种附壁射流过程。Beltaos[5]的研究指出在自由冲击后轴线速度

的分布模型为： )//()(/ 0bxcuu z  (4)
Z方向上流速扩散与扩散的距离相关，在附壁射流轴线流速与初始射流速度的比和沿轴线扩散

距离与射流速度半宽的平方根比成反比，K为高斯模型参数，k比例系数。=y/b，b为射流半宽值，erf
为误差函数。ux、uy、uz为 X轴方向、Y轴方向上、Z轴方向上指向射流方向的速度。

2 试验方法

试验装置如图 2所示，发烟器在发烟箱(1)内产生烟雾，通过风机(2)进入管道(3)中，管道(3)与流

量调节阀(4)连接，流量调节阀(4)通过调节通过管道的流量控制出口截面的流速，烟气沿着换向弯管

(5)及直管(6)从平台(7)平面排出，垂直板侧板(8)和顶板(9)之间通过不同角度的角铁(10)连接，使侧板

与顶板形成一定的夹角。在弯管(5)和直管(6)之间设计安装了整流网，使从直管(6)端面排除的烟气在

射流端面流场特征能够尽量保持一致。

试验对烟气速度的测试通过一个 ZRQF-D30智能热球式风速计。试验主要参数包括射流出口初

始速度 3 m/s，射流孔径φ0.03 m，射流出口的雷诺数 R=6250。c为公式 3与公式 4中的反比例函数

的比例系数，c为顶板上 0.7 m、0.75 m、0.8 m三个位置处比例系数的均值，无量纲比例系统误差的

均方根值： 2)/( cccp  (5)

图 3 轴线上速度测试结果理论速度结果比较 图 4 比例系数的无量纲误差结果
Fig.3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 and theoretical results Fig.4 Dimensionless error results

如图 3，在θ=0及侧板与顶板平行时，测试获得的射流轴线流速沿射流方向的分布与理论给出的

附壁射流轴线速度分布曲线，测试结果与 Rajaratnam[6]整理的关于附壁射流轴线流速的测试结果中

C=3.50的结论基本一致，最大误差结果在 5%以内，结果可信。

3 射流扩散特征分析

3.1 射流轴线流速的分布特征

图 5给出了侧板与顶板夹角从 0~90°时，顶板上轴线速度的沿着 Z1方向的分布。在 Z=0.47 m时，

轴线上速度结果随着顶板倾角的增大而降低。Z1从 0.47 m 到 0.65 m时，0~90°每一组速度值均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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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变化，并且随着倾度的增大速度降低值增大。在 Z1从 0.47 m 到 0.65 m 为射流的冲击区时，

实验结果与理论中冲击射流冲击区在 Z1＜0.675 m的研究结果一致[1]。图 4比较了两个公式 3与公式

4两个描述附壁射流轴线流速模型中反比例函数比例系数 c的无量纲误差结果，在大部分情况下公式

4明显比公式 3误差值小，说明公式 4的模型能够较好的拟合冲击射流轴线流速沿顶板的分布特征。

图 5 不同倾角时，侧板上轴线速度 图 6 c(θ)的分布
Fig.5 Axial velocity at different angles of inclination Fig.6 Distribution of c(θ)

图 6 给出在顶板倾角从 0-90°时，在 Z1方向上，沿着顶板轴线上射流速度与初始速度的比和扩

散距离与射流速度半宽的比成反比，而比例系数从 8.1降低到了 4.9，这与 Beltaos 的研究结论中在

Ⅲ区附壁射流区，轴线上射流速度与初始速度的比和扩散距离与射流速度半宽的比成反比的结果一

致。比例系数差异性主要是由于两种不同的导流冲击结构。

3.2 平行于顶板方向上速度分布特征

(a)Z1=0.7 m (b) Z1=0.8 m (c) 不同高度 K值

图 7 顶棚射流区不同倾角时 Y轴方向速度分布
Fig.7 Velocity distribution in the Y-axis direction at different inclination angles of the ceiling jet area

图 7(a)、(b)给出了在顶棚射流区 Z1=0.7 m、Z1=0.8 m时，沿 Y轴向的速度分布结果及拟合高斯

模型参数 K随侧板与顶板夹角θ的分布关系。在图 7(a)、(b)中随着倾角的增加，沿 Y轴方向的速度

均降低，且随着角度增加，速度沿 Y轴分布的曲线趋于平缓，同时在图 7(c)中显然在同一高度位置，

K值基本相同，说明射流满足自相似性。而在 40°以后，随着倾角的增加 K值变化趋于平缓，主要

因为射流在冲击顶板后，沿着 Z方向的扩散受到顶板的制约，使更多的流速沿着 Y方向扩散，从而

使 Y方向射流半宽增大，K值降低。

4 结 论

（1）在倾斜顶板上的冲击导流扩散中，射流轴线速度在不同的倾斜导流结构中，射流速度均能

较好的符合 Beltaos给出的沿顶板射流轴线流速模型，轴线流速的无量纲值与扩散距离和孔径的比成

反比关系，比例系数随着倾角从 0~90°而从 8.1降低到 4.9；
（2）在沿导流顶板的水平方向上，在 Z1=0.7 m 到 Z1=0.8 m 区间流速分布满足自相似特征，流

速分布服从一个高斯分布模型，这段可以认为是沿顶板的顶棚射流或者附壁射流；

（3）在沿导流顶板上，流速分布的高斯模型参数 K会随着倾角从 0~90°增大而从 0.91 降低到

0.30，表现为随着倾角的增加射流半宽增加，速度分布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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