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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撞击高温壁面的运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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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相界面追踪复合 Level Set-VOF 方法，综合考虑液滴蒸发传热及接触热阻作用，对单液滴撞击高温
壁面运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液滴蒸发传热作用，液滴撞击高温壁面会发生 Leidenfrost 现
象；撞击速度较小时，液滴撞壁后发生铺展反弹，随着撞击速度的增大，液滴撞壁后会发生破碎现象；壁面温度
的升高利于液滴破碎发生；液滴初始直径的减小有利于液滴撞壁后的反弹，而液滴直径的增大有利于液滴撞壁后
破碎．通过数值模拟，给出了一定条件下柴油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反弹及破碎的临界条件．
关键词：液滴；高温壁面；反弹；Leidenfrost 现象；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TK40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8740(2017)05-0451-07

Dynamics of Droplet Impacting onto Heated Surface
Zhang Yu，Ning Zhi，Lü Ming，Sun Chunhua
(School of Mechanical，Electronic and Control Engineering，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droplet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en it impacts onto
heated surface above the Leidenfrost temperature，a numerical model was developed using the coupled Level SetVOF method including evaporation heat transfer and contact resista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Leidenfrost effect
will occur when the droplet impacts on the heated surface because of its evaporation．The droplet with low velocity
will levitate and bounce after impacting onto the heated surface，while the droplet with high velocity will breakup
after impacting onto the heated surface．The high temperature of wall exert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breakup．The
decrease of initial droplet diameter easily leads to the rebound phenomenon. While the increase of initial droplet
diameter is likely to cause the spreading-breakup phenomenon．Finally，the critical conditions of rebound and
breakup are summarized，respectively，by numerical simulation.
Keywords：droplet；heated surface；rebound；Leidenfrost effect；numerical simulation

液滴撞击壁面现象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工业领
域中，在内燃机中，随着燃油喷射压力的不断提高，
喷雾撞壁现象越来越明显．
液滴撞壁是多尺度、强瞬变过程，且影响因素众
[1]
多 ．根据液滴属性和壁面状态的不同，撞击过程存
在 很 大 差 异 ，液 滴 撞 击 热 壁 面 过 程 存 在 一 个 临 界

Leidenfrost 温度点，当温度低于此温度点时液滴会与
壁面发生浸润，发生对流换热或核状沸腾现象，随着
壁面温度的升高，固液换热增加，会在接触面上产生
气膜，使液滴像弹力球撞在固体表面一样，瞬间接触
后反弹离开，此现象称为 Leidenfrost 现象[2]．研究液
滴撞击高温壁面过程及 Leidenfrost 现象不仅能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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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自由界面气液两相流动传热理论，并且对指导生产
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国内外研究者对液滴撞击加热壁面进行了多年
实验研究．Spiegler[3]指出 Leidenfrost 温度等于液体
的最大过热温度，没有考虑液滴动力特性和撞击表面
属性的影响．Crafton 等 [4] 研究了水滴和庚烷液滴在
不同壁面上的蒸发过程，通过对液滴接触直径和高度
的测量，计算了液滴的接触角、蒸发率以及热流密
度．Moita 等[5]对水滴和燃油液滴撞击加热壁面进行
了实验研究，发现加热壁面的表面特性会影响液滴的
形态，随壁面粗糙度增大，液滴撞击壁面后形成的二
次液滴尺寸增大．刘浩鹏等[6]对液滴撞击热钢板表面
形变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壁面温度在
300,℃以上时液滴撞击会发生 Leidenfrost 现象．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液滴撞击加热壁面及撞击加
热壁面后的运动过程研究多以实验为主，已有实验研
究表明，液滴蒸发传热对液滴撞壁后运动特性具有重
要作用，且在涉及传热的撞壁过程中，接触热阻作为
描述液固耦合的重要参数对液滴撞壁后运动特性具
有较大影响．而相关的数值模拟研究中，所用模型在
针对液滴撞击加热壁面后运动过程的模拟研究时，大
都忽略了液滴蒸发传热的作用，且并未考虑接触热阻
对液滴撞壁的影响．
本文将利用相界面追踪的复合 Level Set-VOF 方
法，建立单个柴油液滴撞击水平高温壁面的计算模
型，并在模型中综合考虑蒸发传热及接触热阻的作
用；在此基础上，探究液滴撞壁后铺展反弹及破碎等
运动形态，并就壁面温度、液滴初始直径和液滴撞击
速度对柴油液滴撞壁后运动特性的影响规律进行
研究．

1 计算模型及模型验证
液滴与高温壁面的作用过程包含了一系列复杂
的物理变化，涉及自由表面流动和传热传质等问题．
1.1

复合 Level Set-VOF 方法
气液两相流动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确定相界面
位置和各相分布．气液两相流动相界面追踪方法主
要有 VOF 方法和 Level Set 方法．其中，VOF 方法计
算相对简单，相界面的锐利程度相对较高，但方法的
不连续性会造成虚假流动；Level Set 方法对复杂相
界面的追踪能力较强，但计算时不能保证质量守恒.
因此，一些学者结合以上两种方法优缺点，提出复合
Level Set-VOF 方法，并将 3 种方法进行对比，证明复
合 Level Set-VOF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相界面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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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的精度[7]．
本文将利用气液两相流动相界面追踪的复合
Level Set-VOF 方法对微小液滴撞击高温壁面铺展、
反弹及破碎现象进行研究．
1.2

蒸发模型
当壁面温度高于液滴沸腾温度时，液滴撞壁过程
存在相变，需考虑液滴撞壁过程中汽化相变过程．在
已有的相变模型中，Lee[8] 提出的模型得到了最广泛
的应用，其具体表达式为
T −T
m lv = Acoeff α l ρl l sat
(1)
Tsat
3

式中：m lv 为液相的相变率，kg/(m ·s)；α l 、ρl 和 Tl
分别为液相的体积分数、密度和温度；Tsat 为饱和温
度，将饱和温度设置为其沸点；Acoeff 为控制相变强度
的因子，该变量的设定依据为使包含相界面的计算网
格的温度值维持在饱和温度，针对不同问题该变量具
有不同的取值[9]，在本文仿真计算时取 Acoeff＝1．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运动和蒸发过程复杂，故作出
如下假设和简化：不考虑高温壁面对液滴和空气的热
辐射效应；液滴达到饱和温度时才发生蒸发，无化学
反应；忽略传热、传质过程中的交叉效应，即忽略
Soret 效应和 Dufour 效应．
1.3

数值计算模型
数值计算模型中假定液滴为球形，液滴初始直径
D0＝40,µm，初始温度 T0＝300,K，以一定碰撞速度 v
撞击高温不锈钢壁面，壁面温度 T＝600,K，环境压力
为 0.1,MPa．
将 物 理 模 型 简 化 为 二 维 结 构 ，计 算 区 域 取 为
0.8,mm×0.4,mm 的长方形，采用二维结构化网格，使
用 GAMBIT 进行网格划分．计算区域的顶部及两侧
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出口边界设定为零压力梯
度，底部为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液滴与壁面间的接
触角采用摄像分析法实验测量的静态接触角 θ ＝
140°[10]．将壁面的粗糙度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Ra 设定
为 0.1,µm；壁面传热系数取为 16.27,W/(m·K)，计
算过程中考虑壁面接触热阻对液滴撞壁过程的影响.
1.4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建立的液滴撞击高温壁面计算模型的
准确性，将利用水滴计算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已有的水
滴撞击高温壁面的实验结果 [11] 进行对比，对比结果
如图 1 所示．图 1 给出的是液滴初始温度 T0 ＝
290,K、壁面温度及周围环境温度 Twall＝800,K 的条
件下，初始直径为 130,µm 的水滴以 2.0,m/s 的速度撞
击高温不锈钢壁面时，数值模拟结果(图 1(b))与实
验结果(a)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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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验结果[11]

98.3,µs

136,µs
157,µs
（b）模拟结果

269,µs

图 1 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11]的对比

从图 1 可以看出，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运动形态
变化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实验观测
值和模拟结果存在偏差是由于现有数值图像处理技
术和相界面追踪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对比结果
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数值模拟方法及模型的有
效性．

直径．壁面温度较高时，由于液滴与壁面间蒸气层的
存在，液滴并不直接接触壁面，但仍将其底部直径作
为接触直径．
为研究高温壁面对液滴撞壁后运动历程的影响，
图 2 给出了液滴以不同撞击速度分别撞击常温壁面
(壁面与液滴温度均为 300,K)、高温壁面(壁面温度
为 600,K)后无量纲润湿长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液
滴初始直径为 40,µm，撞击速度分别为 2,m/s、5,m/s
和 10,m/s．

2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运动特性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燃油喷雾液滴撞击壁面时的粒径
大 多 在 5 ～ 100,µm 之 间 ，撞 击 速 度 一 般 低 于
20,m/s[12]，因此在本文计算中液滴初始条件的确定将
在以上范围内选取．发动机气缸中空气温度在喷油
时刻温度为 400～1,200,K，故选取环境气体温度与壁
面 温 度 为 600,K ，此 壁 面 温 度 高 于 柴 油 液 滴 的
Leidenfrost 温度[13]．
本文以柴油液滴作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液滴撞击
高温壁面运动过程研究时，采用的相关参数如表 1 所
示[12]．
表 1 计算时采用的相关参数
参 数

数 值

液滴密度/(kg·m-3)
表面张力系数/(N·m-1)
空气密度/(kg·m-3)
空气黏度/(Pa·s)
蒸气密度/(kg·m-3)
蒸气黏度/(Pa·s)
液滴初始直径/m
液滴初始温度/K
撞击速度/(m·s-1)

684
1.98×10-2
1.138
1.789,4×10-5
4.25
7.0×10-6
5.0×10-6～1.0×10-4
300
0.1～20

在液滴撞击壁面后的铺展运动过程中，液滴的形
态特征及变化可以用铺展运动特征参数来表征，铺展
运动特征参数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液滴
撞壁后的铺展运动特性．
定义无量纲润湿长度 β 为
d
β=
(2)
D0
式中：d 为液滴底部与壁面接触直径；D0 为液滴初始

图 2 液滴撞击常温、高温壁面无量纲润湿长度随时间
的变化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液滴撞击常温壁面、高温壁
面后运动历程有很大区别．液滴以 2～10,m/s 范围内
速度撞击常温壁面时，撞壁后铺展至最大长度后回
缩，然后反弹离开壁面．而当液滴以 2,m/s 速度撞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撞壁后经历铺展-回缩-反弹
离开壁面；当液滴以 5,m/s 速度撞击高温壁面时，液
滴撞壁后铺展至最大长度后回缩，在回缩过程中液滴
破碎；当液滴以 10,m/s 速度撞击高温壁面时，液滴撞
壁后铺展，在铺展过程中液滴破碎．可见，由于液滴
受热蒸发传热的影响，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的运动历
程与以往撞击常温壁面的运动历程出现明显差别，本
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图 3 给出的是 40,µm 柴油液滴以 2,m/s 速度撞
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形态随时间变化过程．

图 3 液滴以 2,m/s 速度撞击高温壁面后形态变化

由图 3 可以看出，0～20,µs 是液滴撞击高温壁面
后的铺展过程，20,µs 时液滴铺展达到最大润湿长
度，而后进入回缩过程，到 55,µs 时液滴回缩过程结
— 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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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开始反弹离开壁面．在整个过程中，可以明显观
察到液滴上浮于壁面之上．
液滴撞壁过程是液滴的动能与表面势能相互转
化过程，液滴在壁面温度较高、接触直径最大时的动
能为零，表面能最大，且远大于静态液滴的表面能，
处于不平衡状态，会沿表面能减小的方向运动从而发
生回缩．当液滴回缩时的能量大于回缩过程能量的
消耗与液滴初始表面能之和时，液滴从壁面反弹．此
外，由于壁面温度高于液滴的 Leidenfrost 温度，液滴
蒸发使液滴与壁面间产生蒸气层，减小了液滴运动中
能量的耗散，同时蒸气压力对液滴有一定的推力，推
动液滴向上运动．壁面上液滴的蒸发气化产生的反
冲力是发生 Leidenfrost 现象的重要因素．
图 4 给出的是 40,µm 柴油液滴以 5,m/s 速度撞
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形成二次液滴破碎脱离．随后，液滴边缘出现不规则
的波纹，外边缘液体逐渐与母液滴颈部脱离，出现较
多的细小的二次液滴，形成链状液滴群，二次液滴仍
然具有较大的动能，快速向外飞溅．最终，液滴破碎
分裂成许多小液滴并与壁面分离．
综上，考虑液滴蒸发传热影响，液滴撞击高温壁
面都会发生 Leidenfrost 现象，受气化反冲力作用脱
离壁面．当液滴以较低速度撞击高温壁面时液滴反
弹；液滴以较高速度撞击高温壁面会发生破碎现象，
其中增大液滴初速度有利于液滴破碎的发生，更易形
成较小均匀的破碎液滴．

3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影响因素分析
液滴撞壁涉及到液滴运动形态改变以及与壁面
之间热传递等复杂的物理过程，不同的初始条件会对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运动特性有较大的影响．本节
将对壁面温度、液滴初始直径、液滴撞击速度对液滴
撞壁后运动特性的影响规律进行研究．
3.1

图 4 液滴以 5,m/s 速度撞击高温壁面后的形态变化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液滴以 5,m/s 速度撞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快速铺展达到最大铺展长度
后，随后进入回缩阶段，回缩阶段初期液滴呈现带有
凸起外缘的扁盘状，颈部出现极薄液膜区域，在表面
张力作用下，射流颈部开始收缩．当表面张力足够
大、射流颈部直径足够小时，射流在颈部断裂，产生
破碎液滴，液滴中间部分继续回缩直至形成稳定液
滴．最终，破碎后的小液滴由于气化反冲力作用反弹
脱离壁面，发生 Leidenfrost 现象．
图 5 给出的是 40,µm 柴油液滴以 10,m/s 速度撞
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形态随时间变化过程．

壁面温度的影响
为研究壁面温度对液滴碰撞后运动特性的影响，
仿真计算不同壁面温度下无量纲润湿长度 β 随无量

纲时间 t*(t*＝tv/D0 ，t 为液滴撞击壁面后的运动时
间)的变化规律．图 6 给出的是初始直径为 40,µm 柴
油液滴以2,m/s 速度分别撞击 500,K、600,K 和 700,K
壁面时，无量纲润湿长度 β 随无量纲时间 t*的变化
曲线．

图 6 液滴以 2,m/s 速度撞击不同温度壁面后无量纲润湿
长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图 5 液滴以 10,m/s 速度撞击高温壁面后形态变化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40,µm 柴油液滴以 10,m/s 速
度撞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撞壁后铺展形成较薄
的液膜上浮于壁面之上，20,µs 时，液滴边缘处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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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不同壁面温度下，液滴以相
同速度 2,m/s 撞击壁面过程中，液滴的最大无量纲润
湿长度基本相同，且铺展达到最大润湿长度时间基本
相同，表明壁面温度对液滴铺展阶段影响较小．
在液滴进入回缩阶段后，随壁面温度的升高，液
滴 回 缩 到 反 弹 所 需 时 间 先 增 加 后 减 小 ，壁面温度
600,K 时液滴反弹所需时间最长．这是因为在壁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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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于液滴 Leidenfrost 温度情况下，壁面温度在
450～750,K 范围内，柴油液滴蒸发寿命随温度升高
先增大后减小，壁面温度 600,K 时柴油液滴蒸发寿命
较大，热传递速率较低[14]．壁面上热传递速率越低，
液滴气化产生的反冲力越小，液滴反弹所需时间越长.
图 7 给出的是初始直径为 40,µm 柴油液滴以
5,m/s、10,m/s 速度分别撞击 500,K、600,K 和 700,K
壁 面 时 ，无 量 纲 润 湿 长 度 随 无 量 纲 时 间 的 变 化 曲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壁面温度条件下，液滴以
较大速度撞击壁面，壁面温度越高，液滴铺展越快，
破碎时达到的无量纲润湿长度越大．这是因为壁面
温度的升高，导致液滴温度上升，由式(1)可知蒸发
产生液滴蒸气速率也相应增大，液滴与壁面间蒸气层
的存在使黏性耗散减小，液滴铺展速度加快．

据球形液面附加压强表达式 ps＝2 σ /R 可知，液
滴的初始直径越小，附加压强越大，因此发生收缩的
趋势越明显．因此，减小液滴的初始直径有利于液滴
回缩反弹．

图 8 不同初始直径液滴以 2,m/s 速度撞壁无量纲润湿长
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图 9 给 出 的 是 初 始 直 径 为 40,µm 、60,µm 和
80,µm 的柴油液滴以 10,m/s 速度撞击 600,K 壁面时，
无量纲润湿长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a）撞击速度为 5,m/s

图 9 不同初始直径液滴以 10,m/s 速度撞壁无量纲润湿
长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b）撞击速度为 10,m/s

图 7 液滴撞击不同温度壁面后无量纲润湿长度随无量
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不同初始直径的柴油液滴以
10,m/s 速度撞击 600,K 高温壁面后，液滴铺展过程中
出现破碎飞溅现象．在铺展前期，液滴初始直径越
大，无量纲润湿长度增长越快，液滴破碎出现时的无
量纲时间越小，液滴破碎时的无量纲润湿长度越大．
根据球形液面附加压强表达式 ps = 2σ / R 可知，

3.2

液滴初始直径的影响
为研究液滴初始直径对碰撞后运动特性的影响，
仿真计算液滴不同初始直径下无量纲润湿长度 β 随

液滴曲率半径越大，表面张力越小，对液滴边缘破碎
的抑制作用也越小，因此，增大液滴的初始直径有利
于液滴铺展破碎的发生．

无量纲时间 t*的变化规律．图 8 给出的是初始直径
为 40,µm、60,µm 和 80,µm 的柴油液滴以 2,m/s 速度
撞击 600,K 壁面时，无量纲润湿长度随无量纲时间的
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当不同初始直径的柴油液滴以
2,m/s 速度撞击 600,K 高温壁面时，液滴均出现铺展
反弹现象．在铺展前期，液滴初始直径越小，液滴铺
展越快，越快达到最大无量纲润湿长度．而液滴初始
直径越大，达到的最大无量纲润湿长度越大．

3.3

撞击速度的影响
为研究液滴撞击速度对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运
动特性的影响，仿真计算不同碰撞速度下无量纲润湿
长度 β 随无量纲时间 t*的变化规律．图 10 给出了初

始直径为 40,µm 的柴油液滴分别以 0.5,m/s、1,m/s、
2,m/s、4,m/s、8,m/s、20,m/s 速度撞击 600,K 高温壁面
时，无量纲润湿长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随着液滴撞击速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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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最大无量纲润湿长度随之增大．这是因为随着液
滴撞击速度的增加，液滴的动能相应增加，在液滴铺
展过程中液滴的冲击力会增强，液滴铺展长度增加．
当撞击速度较小时，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出现反
弹现象，液滴铺展反弹所需无量纲时间随撞击速度的
增大而增大；当撞击速度较大时，液滴发生回缩破
碎；当撞击速度继续增大时，液滴发生铺展破碎，在
铺展破碎过程中，液滴铺展破碎所需的无量纲时间随
撞击速度的增大而减小．

对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的运动特性有很大影响．

图 11 不同 We 条件下液滴撞击高温壁面无量纲润湿长度
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图 10 不同撞击速度下液滴撞击高温壁面无量纲润湿长
度随无量纲时间的变化曲线

4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运动状态发生转变的临
界条件

液滴撞壁过程是液滴的动能与表面势能相互转
化过程，液滴撞壁后可能发生反弹、铺展、飞溅，大多
数模型都是以韦伯数 We 作为判别标准．韦伯数 We
是液滴动能与表面势能的比值，因而是影响液滴铺展
的主要因素．
We =

ρl v 2 D0
σ

(3)

式中：ρl 、σ 分别为液体的密度和表面张力系数；v
为液滴的撞击速度．
当壁面初始温度较高、液滴的撞击 We 数较小
时，由于底部液体在短时间内气化形成蒸气层，使得
液滴更容易在壁面出现反弹现象．随着 We 数的增
大，在液滴铺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飞溅现象，甚至出
现剧烈的液滴破碎现象．
图 11 给出的是不同 We 条件下液滴撞击 600,K
高温壁面过程中无量纲润湿长度 β 随无量纲时间 t*
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We＝5.52 时，液滴撞壁后铺
展至最大长度后进入回缩阶段，回缩至一定程度后反
弹离开壁面；We＝22.21 时，液滴撞壁后快速铺展至
最大长度后进入回缩阶段，并在回缩阶段发生破碎，
曲线中断．We＝88.44 时，液滴撞壁后快速铺展，在铺
展阶段，液滴发生破碎，因此曲线中断．可见，We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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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运动情
况相对复杂，产生多种运动状态，而目前对于微小液
滴撞击高温壁面后运动状态转化的临界条件的研究
并不全面．本文通过数值计算，得出初速度在 20,m/s
以内直径为微米级的柴油液滴，撞击 600,K 高温壁面
后运动状态转变的临界条件如表 2 所示．
表 2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反弹及破碎临界条件
壁面条件

撞壁后运动状态

临界条件

高温壁面

反弹
回缩破碎
铺展破碎

We＜20
20＜We＜80
We＞80

由表 2 可知，当 We＜20 时，液滴撞击 600,K 高
温壁面后铺展至最大长度后进入回缩阶段，并在气化
反冲力作用下反弹离开壁面；当 We＞80 时，液滴撞
击高温壁面后，在铺展过程中表面张力无法维持界面
稳定，液滴分裂成二次液滴飞溅．当 20＜We＜80 时，
在液滴铺展至最大长度后进入回缩阶段时，液滴发生
破碎．

5 结 论
(1) 考虑液滴蒸发传热，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的
运动历程与撞击常温壁面后的运动历程出现明显差
别；液滴撞击高温壁面后会发生 Leidenfrost 现象，而
壁面上液滴的蒸发气化产生的反冲力是发生
Leidenfrost 现象的重要因素．
(2) 液滴撞击高温壁面时，若液滴撞击速度较
小，表面张力将阻碍液滴在壁面上的铺展，液滴将回
缩，上浮在壁面上，反弹离开壁面；若液滴撞击速度
较大，动能将克服表面势能，液滴将发生破碎现象．
(3) 壁面温度对液滴铺展过程影响较小；液滴以
较大速度撞击壁面时，壁面温度的升高，利于液滴破
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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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大液滴的初始直径，有利于铺展破碎；减
小液滴的初始直径，有利于铺展反弹．
(5) 在液滴铺展反弹过程中，所需的无量纲时间
随撞击速度的增大而增大；随撞击速度的增大，液滴
撞壁后出现回缩破碎、铺展破碎；当液滴发生铺展破
碎时，液滴破碎所需的无量纲时间随撞击速度的增大
而减小．
(6) 获得初速度在 20,m/s 以内、直径为微米级
的柴油液滴在撞击 600,K 高温壁面后运动形态发生
转变的临界条件．液滴 We 低于 20，液滴变形无分
裂，反弹离开壁面；20＜We＜80 时，液滴撞壁后回缩
过程发生破碎；液滴 We 高于 80，液滴撞壁后铺展过
程会破碎成小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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