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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颗粒堆积理论为基础，对不同粒径的铝粉进行级配振实装填实验研究，探讨了装填工艺、振
动时间和级配参数对铝粉致密装填率的影响，并对致密装填所得的铝粉粒径分布均匀性及粉末流化

性进行了实验检测分析。 结果表明，对粉体进行分批装填、搅拌和振动，可以极大地提高粉体装填率；
初期的振动对装填率提升比较明显，随着振动时间的逐渐加长，装填率提升增益将逐渐减小；级配参

数的选取应尽量保证小颗粒能填满大颗粒间形成的空隙，最终在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ｍ１ μｍ ＝ ６．８９ ∶ ２．９７ ∶ １
的级配参数下获得了高达 ７３．０２％的致密装填率；检测分析结果表明该装填工艺所得铝粉在同一高度

处均匀性良好，不同高度处均匀性还有待改善，致密装填所得铝粉的流化性能良好，且粉末供给精度

达到了 ３．６％，可以满足粉末火箭发动机供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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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末火箭发动机使用金属粉末作为燃料，可通

过控制进入燃烧室的粉末流量来控制推力大小，因
而具有推力调节功能，也可以通过控制阀门的开闭

实现多次启动关机，是一种具备先进的能量管理技

术的火箭发动机［１⁃２］。 粉末火箭发动机理论体积比

冲很高，但由于其使用的燃料、氧化剂均为固体粉末

状，导致其实际装填率不可能达到 １００％，从而其实

际体积比冲要低于理论体积比冲。 因而提高粉末燃

料的实际装填密度对提升粉末火箭发动机的比冲性

能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单一粒径球形颗粒的堆积，随意松排、随意

密排和规则密排是 ３ 个比较常见的颗粒堆积概念，
国外研究者们围绕这 ３个概念做了大量的研究［３⁃６］。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Ｙｅｒａｚｕｎｉｓ 等［７］对不同粒度大小的

二元（尺寸）粒子堆积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得到了

堆积密度随大、小颗粒尺寸比变化的理论分析结果，
同时也分析了大、小颗粒所占质量比对混合物堆积

密度的影响。 Ｍｃｇｅａｒｙ［８］得到了颗粒堆积密度随着

大、小颗粒尺寸比的增加而增大，当这个比值大于

１０ 之后，二元系统堆积密度值的增加变得十分缓

慢。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细小粉体的实际堆积问

题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数值研究。 Ｌｉ 等［９］通过

实验方法研究了干式充填法和湿式填装法对包含胶

结材料、细骨料和粗骨料的混凝土混合物堆积密度

的影响，结果发现湿式填装工艺下混凝土混合物堆

积密度更大，孔隙率更小，并且超细辅助胶结材料充

填效果更好。 Ｐａｒｔｅｌｉ 等［１０］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相

结合的手段研究了 ４ ～ ５２ μｍ 细玻璃粉体的堆积密

度，研究发现在数值模拟过程中若忽略颗粒间范德

华力的作用，则模拟结果将与实验结果相差甚远，表
明了实际粉体装填时，细小颗粒间的范德华力对粉

体堆积密度的影响不可忽略。
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粉体堆积问题进

行了大量的数值计算和实验研究。 清华大学的吴成

宝等［１１］探讨了多级配规则球形粉体颗粒致密堆积

密度的理论值与级配数的关系，致密堆积状态下粒

径分布特征，以及粉体堆积密度的理论值与单一粉

体颗粒干扰宽度和初始空隙率的关系。 国防科技大

学的欧阳鸿武等［１２］研究了二元球形粉体颗粒堆积

密度与颗粒配位数、粒径尺寸比和大颗粒体积分数

的关系。 国防科技大学的杨晋朝等［１３］提出了一种

粉末燃料高效装填方法，可将粉末燃料的松装密度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３７卷

提高近 １０％，然而其指出振实状态的粉末燃料不易

于流化，却未给出相关验证。
为了进一步提高粉末燃料的装填密度，本文基

于已有的颗粒堆积理论，对不同粒径的铝粉进行级

配振实装填，研究了不同因素对装填率的影响规律，
同时对级配振实装填所得铝粉的均匀性和流化性能

进行了检测分析和实验验证研究。 实验所得结果可

为粉末火箭发动机燃料储箱的粉体装填提供参考。

１　 实验系统及原理

１．１　 粉体样本

为了保证粉末火箭发动机的点火、燃烧性能，实
际中所使用的金属粉末燃料粒径一般为 １ ～ １００ μｍ
之间，因而本文选取了该粒径范围内的 ５ 种不同粒

径铝粉作为实验样本，其实物图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铝粉样本实物照片

实验前对所用铝粉进行电镜扫描分析和激光粒

度分析以获得实验样本球形度及粒径等参数的详细

信息。 各个型号样本的电镜扫描照片如图 ２ 所示。
总体说来，１＃～４＃样本颗粒的形状较为规则，球形度

较好，但仍然存在部分小颗粒附着于大颗粒表面的

现象。 ５＃样本颗粒的形状很不规则，球形度较差，颗
粒之间相互干涉现象严重。

图 ２　 铝粉样本电镜扫描照片

为了获得粉体样本的实际粒径分布参数，使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型激光粒度分析仪（英国 Ｍａｌｖｅｒｎ

公司产），检测这 ５ 种粉末样本的粒度分布，测试结

果如图 ３所示。

１＃：Ｄ［４，３］ ＝ ２．２６５ μｍ，Ｄ［３，２］ ＝ １．８８０ μｍ，ｄ（０，１）＝ １．１７２ μｍ，
ｄ（０．５）＝ ２．０７９ μｍ，ｄ（０．９）＝ ３．５９９ μｍ
２＃：Ｄ［４，３］ ＝ １５．０９２ μｍ，Ｄ［３，２］ ＝ １３．９９５ μｍ，ｄ（０，１）＝ １０．１９７
μｍ，ｄ（０．５）＝ １４．５１６ μｍ，ｄ（０．９）＝ ２０．７３５ μｍ
３＃：Ｄ［４，３］ ＝ ４４．０９３ μｍ，Ｄ［３，２］ ＝ ３２．１８７ μｍ，ｄ（０，１）＝ １８．１８３
μｍ，ｄ（０．５）＝ ３６．５７３ μｍ，ｄ（０．９）＝ ８０．０３３ μｍ
４＃：Ｄ［４，３］ ＝ ７６．０５７ μｍ，Ｄ［３，２］ ＝ ５８．０８４ μｍ，ｄ（０，１）＝ ３８．０４２
μｍ，ｄ（０．５）＝ ７１．１７７ μｍ，ｄ（０．９）＝ １２２．４７３ μｍ
５＃：Ｄ［ ４，３］ ＝ １４２． ２６２ μｍ，Ｄ［ ３，２］ ＝ １２１． ８７７ μｍ，ｄ（ ０，１） ＝

７８．５９０ μｍ，ｄ（０．５）＝ １３０．９９１ μｍ，ｄ（０．９）＝ ２２１．７７８ μｍ

图 ３　 铝粉样本激光粒度分析测试结果

由图 ３可以看出，实际铝粉粒径并非单一值，而
是呈现正态分布。 分析测试结果中 Ｄ［４，３］，Ｄ［３，

２］分别称为体积平均径和表面积平均径，它们相差

越大表示粒径分布越宽。 ｄ（０．１），ｄ（０．５）和 ｄ（０．９）
分别为粒度仪的 １０ 值、５０ 值和 ９０ 值（达到该百分

比的粒度），即粒径按从小到大排列，１０％，５０％和

９０％处颗粒的粒径大小，因而 ｄ（０．５）值就代表中间

粒径的大小。
根据分析测试结果，１＃ ～ ２＃样本的粒径分布比

较集中，而 ３＃～５＃样本的粒径分布范围较宽。 １＃～ ４
＃样本的中间粒径与所期望直径非常接近，而 ５＃样
本的中间粒径与期望值相差较大，这可能与其形状

不规则有关。
１．２　 装填实验装置及装填率测量方法

图 ４为粉体致密装填实验装置。 实验系统主要

由振动台、粉末储箱、活塞、搅拌棒、电子天平等组

成。 其中振动台购自浙江省上虞市智腾仪器设备

厂，型号为 ＺＤＴ⁃８００，振动频率为 ２ ８６０ 次 ／分，振幅

为 ０．３～０．６ ｍｍ。 粉末储箱及活塞部分结构参数如

表 １所示。
表 １　 粉末储箱及活塞部分结构参数

粉箱深度

Ｈ ／ ｍｍ
粉箱内径

Ｄ ／ ｍｍ
活塞厚度

ｄ ／ ｍｍ
活塞杆长

ｌ ／ ｍｍ
２５６ ８０ １８ １５２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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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铝粉致密装填实验装置

　 　 实验前首先用精密电子天平称量质量为 ｍＡｌ 的
铝粉，并将其倒入粉末储箱中。 使用搅拌棒搅拌一

定时间使其掺混均匀，之后用活塞压住，以防止在振

动过程中粉体弥散从而影响实际装填率测量计算精

度。 实验时接通振动台电源并使用秒表记录振动时

间。 实验结束后，测量计算装填率。
装填率测量计算方法示意图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装填率测量计算方法示意图

测量露在储箱外的活塞杆长为 Ｘ，则储箱内铝

粉高度为

ｈ ＝ Ｈ ＋ Ｘ － ｌ － ｄ （１）
从而振实后铝粉体积为

ＶＡｌ ＝
π
４
Ｄ２ｈ ＝ π

４
Ｄ２（Ｈ ＋ Ｘ － ｌ － ｄ） （２）

则其实际密装密度为

ρ０ ＝
ｍＡｌ
ＶＡｌ

＝
ｍＡｌ

π
４
Ｄ２（Ｈ ＋ Ｘ － ｌ － ｄ）

（３）

　 　 已知铝的密度为 ρＡｌ ，从而该铝粉样本实际密

装装填率为

η ＝
ρ０
ρＡｌ

＝
ｍＡｌ

π
４
Ｄ２ρＡｌ（Ｈ ＋ Ｘ － ｌ － ｄ）

（４）

１．３　 流化性能验证实验系统及原理

使用如图 ６所示的粉末供给系统来验证振实装

填后铝粉的流化性能。 该系统由流化驱动气路、活
塞驱动式储箱、气动球阀、位移传感器和背压模拟装

置组成。 活塞在驱动气的作用下向前推进，同时流

化腔内的粉末燃料与流化气形成气固两相流，并经

由气动球阀一起流出粉箱，背压模拟装置用来建立

一定的背压以模拟发动机工作时的燃烧室压强。 活

塞速度由进入驱动腔内的驱动气控制，其相互关系

如（５）式所示。
ｍ̇ａｇ ＝ ρａｇｖＡ （５）

式中， ｍ̇ａｇ 为驱动气质量流率，ρａｇ 为驱动腔内驱动气

的密度，ｖ 为活塞速度，Ａ 为活塞的横截面积。

图 ６　 粉末燃料供给系统构型

活塞位移测量采用德国 ＦＥＳＴＯ 公司生产的电

位器式位移传感器，该位移传感器输出信号大，且能

够实现在线采集，其线性精度误差为 ０．０５％。
在驱动气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若粉末燃料流

化性能良好，则由于活塞向前运动被挤到流化腔出

口附近的粉末燃料会在流化气的作用下稳定的流出

粉箱，从而活塞会以设计的速度稳定前进。 反之，若
粉末燃料流化性差，则会导致到达流化腔出口处的

粉末不能及时被带出粉箱，从而堆积在粉箱出口，导
致粉末被压实，并阻碍活塞的平稳推进，具体表现为

活塞位移的曲折振荡。 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活塞

位移曲线的走势来判定粉末流化性能的优劣。
１．４　 级配理论及实验工况

由颗粒堆积理论［１４⁃１６］，粉末颗粒级配装填时，
首先在容器中装填大颗粒（１ 级颗粒），若已知大颗

粒装填率为 η１，则在大颗粒间会形成 １ － η１ 的空隙

率；此时继续填入 ２ 级颗粒（装填率 η２），理想情况

下，２级颗粒刚好填充于 １级颗粒形成的间隙，则需

填入 ２级颗粒的量为（１ － η１）η２；依此类推。 因而可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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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粉末级配装填时的理论最佳质量配比为

ｍｄ１ ∶ ｍｄ２
＝ η１ ∶ （１ － η１）η２ （６）

式中， ｍｄ１，ｍｄ２ 分别为 １级颗粒和 ２级颗粒的装填质

量；η１ 和 η２ 分别为该 ２种粒径粉末的实际装填率。
计算表明［１７］，单级球颗粒在六方最紧密排列情

况下， 其 间 隙 可 容 纳 小 颗 粒 的 最 大 半 径 为

０．２２４ ７Ｒ。 因而相邻粒级颗粒粒径比（小颗粒与大

颗粒粒径之比） 理论上至少应小于 ０．２２４ ７。
由上述级配理论可知，粉末颗粒装填率的大小

与单一粒径粉体样本装填率和级配参数有关，并且

考虑到实际粉体振实装填过程中装填工艺和振动时

间可能对粉体实际装填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最

终设置了如表 ２所示的实验工况。 首先对 ５种粒径

铝粉分别进行振实装填，获得其相应的致密装填率

η，从而由（６）式计算可得级配装填时的理论最佳质

量配比。 对于级配装填，本文设置了 ３ 组对比实验

工况来分别研究装填工艺、振动时间和级配参数对

铝粉致密装填率的影响。 其中工况 １，２和 ３探讨了

不同装填工艺对装填率的影响；工况 ３ 和 ４ 研究了

振动时间对装填率的影响规律；工况 ３，５，６，７ 和 ８
验证了级配参数对装填率的影响；工况 ９ 是在本文

研究基础之上为获得更高的装填率而增加的一组实

验工况，并对该工况下所得铝粉进行了均匀性分析

和流化性验证。
表 ２　 实验工况

装填形式 装填工艺 振动时间 ／ ｍｉｎ 颗粒粒径 ／ μｍ 质量配比

单一粒径装填

／
／
／
／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１５
４０
７５
１００

／
／
／
／
／

级配装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整体填料无搅拌

分批填料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分批填料加搅拌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 ２ ／ ４ ／ ６ ／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１００ ／ １５

２．３２ ∶ １
２．３２ ∶ １
２．３２ ∶ １
２．３２ ∶ １
２．０ ∶ １
２．６ ∶ １
２．２１ ∶ １
２．２６ ∶ １

６．８９ ∶ ２．９７ ∶ １
注：整体填料指将大、小粒径的铝粉依次一次性全部倒入粉箱中；分批填料指将大、小粒径

的铝粉分 ４批次交替倒入粉箱中。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一粒径铝粉装填结果与分析

根据 ２．２节装填率测量计算方法对 ５ 种铝粉样

本的致密装填率进行测量，结果如图 ７所示。
由图 ７可以看出，当颗粒粒径位于 １～７５ μｍ之

间时，随着粒径的不断增大，其密装装填率随之上

升，其中 １５ μｍ的铝粉装填率比 １ μｍ 的铝粉装填

率高了约 ２５．４％；而 １５ μｍ，４０ μｍ和 ７５ μｍ铝粉的

装填率比较接近；但所有粉体的实际装填率都小于

等径颗粒粉体的理论装填率 ６２％。 理论上来说，单
一粒径球体的密装装填率（同一堆积方式下）应该

图 ７　 铝粉样本致密装填率

相同。 导致实验测得的不同粒径铝粉之间装填率差

异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超细颗粒之间的干扰干

涉作用。 粒径越小，这种颗粒间的作用力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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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１ μｍ铝粉的装填率很低。 然而从图 ７ 中还发

现 １００ μｍ铝粉的装填率低于 １５ μｍ，４０ μｍ 和 ７５
μｍ铝粉的装填率，这是由于 １００ μｍ铝粉的颗粒形

态很不规则，球形度很差，此时颗粒形态对装填率的

影响占了主导地位，导致其实际装填率的降低。
２．２　 级配装填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装填工艺对装填率的影响

表 ３为不同装填工艺下的装填率。 由工况 １，２
对比可以看出，分批填料方式所获得的装填率略高

于整体填料方式，但相差不大，仅高了 １．９％。 究其

原因，整体填料方式与分批填料方式对粉体装填均

匀性影响较小。 而通过对比工况 ２，３可以发现搅拌

与否对装填率的影响较大，分批填料加搅拌工艺下

的装填率比分批填料无搅拌工艺下的装填率高了约

９％。 因而实际粉体装填时，若要提高粉体装填率，
必须得将其先充分搅拌均匀后再振实。

表 ３　 不同装填工艺下的装填率

工况 装填工艺 装填率 η ／ ％
１ 整体填料无搅拌 ６４．７１
２ 分批填料无搅拌 ６５．９４
３ 分批填料加搅拌 ７１．８１

２．２．２　 振动时间对装填率的影响

图 ８为装填率随振动时间变化曲线。 从图中可

以看出，在振动初期，装填率随振动时间上升的幅度

较大，振动 ６ 分钟后，装填率上升幅度较小，８ 分钟

后，装填率达到最大值并保持不变。 由于铝粉上面

有活塞压着，所以没有出现装填率下降的现象。

图 ８　 致密装填率对振动时间变化曲线

在振动初期，由于颗粒间空隙较大，颗粒间相接

触的面积比较小，从而相互之间的摩擦力、应力等都

较小，所以在外部振荡的激励下，颗粒间的空隙迅速

减小，装填率显著提升。 而随着空隙的逐渐减小，颗
粒间的斥力越来越大，在相同的外部激励条件下，颗

粒越来越难靠近。 直到最后，粉体颗粒达到最大变

形，即使继续振动，装填率也不会再上升。
因而在实际粉体装填时，初期的振动对装填率

的提升比较明显。 随着振动时间的逐渐加长，装填

率的提升增益将很小。
２．２．３　 级配参数对装填率的影响

不同级配参数下装填实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 其

中工况 ３，５和 ６ 研究了质量配比对装填率的影响，
工况 ３，７和 ８研究了相邻粒级颗粒粒径比对装填率

的影响。 由于 １００ μｍ和 １５ μｍ铝粉的单一粒径装

填率分别为 ５７．２６％和 ５７．７９％，则根据公式（６），１００
μｍ ／ １５ μｍ铝粉级配装填时的理论最佳质量配比为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５７．２６％ ∶ （１ － ５７．２６％） × ５７．７９％ ＝ ２．３２ ∶ １

同理可得 １００ μｍ ／ ７５ μｍ 和 １００ μｍ ／ ４０ μｍ 铝粉级

配装填时的理论最佳质量配比分别为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７５ μｍ ＝
　 ５７．２６％ ∶ （１ － ５７．２６％） × ６０．６５％ ＝ ２．２１ ∶ １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４０ μｍ ＝
　 ５７．２６％ ∶ （１ － ５７．２６％） × ５９．２４％ ＝ ２．２６ ∶ １

由工况 ３，５和 ６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实际质量配

比偏离理论最佳质量配比过大（无论偏高还是偏

低）的情况下，粉体混合后的密装装填率都有所下

降。 质量配比偏高，意味着大颗粒数量增多，而小颗

粒只能部分填充大颗粒的间隙，多出来的大颗粒之

间会留出许多空隙不被填充，导致系统总的装填率

下降。 而质量配比变小，意味着小颗粒数量增多，在
填满了大颗粒的间隙后还会剩出一部分的小颗粒，
这就相当于原本应该是大颗粒位置的地方替换为了

一群小颗粒，从而多出来很大一部分空隙，从而局部

装填率减小，导致整体的装填率下降。
由工况 ３，７ 和 ８ 可以看出，相邻粒级颗粒粒径

比对装填率的影响很大。 对于工况 ７ 和工况 ８，由
于粒径比均大于 ０．２２４ ７，粉体系统处于挤塞状态，
即小颗粒尺寸过大，不能刚好填充于大颗粒之间的

空隙中，粉体颗粒间的空隙仍然很大。 而对于工况

３，颗粒尺寸比小于 ０．２２４ ７，小颗粒刚好填入大颗粒

形成的间隙中，导致系统整体的空隙率大大减小，从
而大幅提高了粉体装填率（约 ２０％）。

所以，应选取合适的级配参数，尽量保证小颗粒

刚好填满大颗粒间的空隙，这样才能保证整体的装

填率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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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级配参数下装填实验结果

工况 级配参数 装填率 η ／ ％
３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２．３２ ∶ １ ７１．８１
５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２．０ ∶ １ ６９．２６
６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２．６ ∶ １ ６９．３３
７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７５ μｍ ＝ ２．２１ ∶ １ ５９．７３
８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４０ μｍ ＝ ２．２６ ∶ １ ６０．７４

２．３　 致密装填铝粉均匀性分析及其流化性验证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考虑到 １００ μｍ，
１５ μｍ 和 １ μｍ这 ３种粒径的铝粉相邻粒级颗粒粒

径比（小颗粒与大颗粒粒径之比）分别为 ０． １５ 和

０．０６７，均小于 ０．２２４ ７，因而使用 １００ μｍ，１５ μｍ 和 １
μｍ ３ 种粒径的铝粉进行 ３ 级粒径级配装填实验。
结合公式（６），求得理论最佳质量配比为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ｍ１ μｍ ＝
　 ５７．２６％ ∶ （１ － ５７．２６％） × ５７．７９％ ∶
　 （１ － ５７．２６％）（１ － ５７．７９％） × ４６．０７％ ＝
　 ６．８９ ∶ ２．９７ ∶ １

在该质量配比条件下进行致密装填实验，最终获得

了高达 ７３．０２％的致密装填率。
２．３．１　 均匀性分析

对该工况所得铝粉进行取样分析。 在其上层和

下层各取一个样，中层不同位置处取 ３ 个样，共计 ５
个样本，对其进行激光粒度分析，检测该装填工艺下

所得铝粉在不同高度处及同一高度不同位置处的粒

径分布均匀性。 激光粒度分析测试结果如图 ９ 所

示，分析激光粒度测试结果所得的各粒级铝粉体积

含量分布见表 ５。

图 ９　 致密装填铝粉均匀性分析测试结果

表 ５　 各粒级铝粉体积含量分布

粒径 ／
μｍ

不同位置的铝粉体积含量

上层
中层

（１）
中层

（２）
中层

（３）
下层

理想值

１ ８．８７ １４．５２ １１．９１ １３．１７ １２．０９ ９．２１
１５ ６２．６２ ３１．０４ ３１．４８ ３０．８３ ３０．３４ ２７．３５
１００ ６２．６２ ５４．４４ ５６．６１ ５６ ５７．５７ ６３．４４

从表 ５可以看出，对于不同高度处的铝粉样本，
上层各粒级颗粒含量与理想值较为接近，而中、下层

１ μｍ，１５ μｍ铝粉含量均高于理想值，１００ μｍ 铝粉

含量明显偏低。 这说明在振动搅拌过程中，细小颗

粒很容易通过大颗粒间的空隙沉入到下层中，而一

旦小颗粒沉入下层之后，便很难再进入上层，同时也

就意味着大颗粒很难进入下层，从而导致中、下层细

粉含量比较高，而粗粉含量偏低。 这也说明了本装

填工艺搅拌均匀性并不是很好，若采用更好的搅拌

工艺，进一步提高粉体级配装填的均匀性，则将会获

得更高的装填率。 从图 ９ｂ）和表 ５ 中均可发现对于

同一高度不同位置处的铝粉样本，各粒级颗粒质量

含量基本相一致，说明采用本装填工艺得到的铝粉

在同一高度处的均匀性比较好。
２．３．２　 流化性验证

使用图 ６所示的粉末供给装置，在 ０．５ ＭＰａ 的
背压下对工况 ９ 所得铝粉进行冷态供粉实验，所得

实验曲线如图 １０所示。

图 １０　 流化性能验证实验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活塞位移一开始有所下降，这
有可能是由于球阀打开滞后导致流化腔内压强瞬间

增大并超过驱动腔压强，从而导致活塞后退。 待球

阀完全打开后，流化腔压强迅速下降并恢复正常，驱
动腔与流化腔保持一定的压差并驱动活塞平稳前

进，整个工作过程持续 ８秒钟。 在工作结束时，活塞

位移有明显的突跃，这可能是由于球阀关闭滞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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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流化腔内残余气体继续排出粉箱，导致活塞两侧

压差迅速增大，从而活塞向前突进。 由图可以看出

在工作过程中活塞位移曲线基本平稳，未出现曲折

振荡现象，说明该铝粉流化性能较好，能够在流化气

的曳力作用下及时流出粉箱。 活塞速度与设计值误

差为 ３．６％，由文献［１８］可知，若假设粉箱内粉体装

填密度在工作过程中基本保持恒定，则粉末质量流

率与活塞移动速度呈正比关系，从而粉末供给精度

即为 ３．６％，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能够满足粉末火

箭发动机供粉要求。

３　 结　 论

本文基于已有的颗粒堆积理论，针对粒径范围

在 １～１００ μｍ之间的 ５种铝粉样本进行致密装填实

验研究，探讨了不同因素对铝粉致密装填率的影响

规律，并分别对致密装填所得铝粉的均匀性及流化

性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１） 对粉体进行分批装填、搅拌和振动，可以极

大的提高粉体装填率；初期的振动对装填率的提升

比较明显，随着振动时间的逐渐加长，装填率的提升

增益将逐渐减小；
２） 在进行颗粒级配装填时，相邻粒级颗粒粒径

比至少应小于 ０．２２４ ７，从而保证小颗粒能填充于大

颗粒间形成的空隙。 同时若其实际质量配比偏离理

论最佳质量配比过大将会导致装填率降低。
３） 在 ｍ１００ μｍ ∶ ｍ１５ μｍ ∶ ｍ１ μｍ ＝ ６．８９ ∶ ２．９７ ∶ １ 的

级配参数下获得了 ７３．０２％的致密装填率。 均匀性

分析和流化性验证结果表明所得铝粉在同一高度处

均匀性良好，不同高度处均匀性还有待改善；致密装

填所得铝粉流化性能良好，粉末供给精度达到了

３．６％，可满足粉末火箭发动机供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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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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