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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前言

《化工原理(少学时)》是根据高等院校少学时“化工原理”课程教学需要编写的,自2008
年第一版出版后,2013年再版至今,已有10余年,教材应用中得到各高等院校同行的大力支

持,并且一些院校教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本教材第二版2015年获得上海普通高校优

秀教材奖。
本教材经过各高校的教学实践,教材章节体系和内容能够满足少学时教学需要。这次

修订基本保持第二版的原有框架,对部分内容做了删除、修改或增补。修订的原则是化繁为

简、精益求精,文字叙述与公式推导力求简洁,体现“少而精,学到手”的指导思想,注重基础

概念与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
为适应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并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本版首次尝试电子教学课件,供

读者使用。十分感谢参与视频拍摄的黄婕老师、叶启亮老师、曹正芳老师、丛梅老师和宗原

老师。
本教材第三版编者为陈敏恒、潘鹤林和齐鸣斋,十分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原理教研组

的同事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编 者

2019年1月



第二版前言

本教材第一版出版后,一些院校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鉴

于单元操作的不断发展与教学改革的深入,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对本课程的要求各异,为适应

少学时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需要,有必要对本教材加以修订。本教材第二版内容仍以单元

操作基础知识和基本设备原理为主,力求少而精和简明扼要。在上述前提下,第二版删除了

一些不适合少学时教学需要的内容,增补了必要的新内容。
本教材第二版章节安排仍沿用第一版,但对某些章节做了删改和增补。如流体流动章

节增加了质量流速的概念;传热章节删除了传热基本方程的推导过程;吸收章节则删除了气

液两相在填料层内的流动和填料塔的传质部分内容;精馏章节删除了恒沸精馏和萃取精馏

法的简介,增补了汽相回流比的概念。这些删改和增补体现了少学时教材内容少而精、简明

扼要的要求。
本教材第二版承方图南先生百忙之中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正意见,特此致谢。
限于编者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教师和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3年3月



第一版前言

本书是为适应高等院校少学时化工原理课程教学的要求,以少学时相关专业、高职高专

化工技术类专业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编写而成的。
本书尊重学科,但不恪守学科,从应用需要出发,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组织教学内容,

贯彻“少而精,学到手”的教学理念,了解与各专业相关的工程概念,从技术应用角度去介绍

必要的原理、概念,侧重运用概念和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本书每章从基本概念开始,介绍各单元操作的原理、计算方法及相应设备;每章后配有

适量的思考题,以期读者思考并提高学习兴趣;同时配有习题,方便读者学以致用,复习

提高。
本书淡化了过程的推导,以物料平衡、能量守恒为侧重点,致力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将工程观点的培养作为重点,努力将培养读者的以工程观念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技术

问题的能力落到实处。
本书根据当前教学与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力求深浅适中,简单明了,层次分明,便于读

者学习。
本书主要介绍了各主要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典型设备及相关计算方法,内容依次

包括绪论、流体流动与输送机械、传热、非均相机械分离过程、吸收、精馏、其他传质分离方

法、干燥等。流体流动是传热的基础,流体流动和传热是各分离过程的基础,分离过程涉及

化工生产过程常见的分离操作,也涉及新型单元操作。各院校可根据各专业实际选择教学

内容。
全书由华东理工大学陈敏恒、潘鹤林、齐鸣斋编写。陈敏恒审定全书。本书的编写还得

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校领导的支持关心,校内外化工原理全体同仁的无私支持帮助,在此一并

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十分感谢方图南教授为本书的出版审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限于教学时数,时间仓促,欠妥及未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仁和读者指正。

编 者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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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化工原理课程性质
“化工原理”是一门技术基础课程。它以物理、数学、化学及物理化学的理论为基础,系

统介绍化工、轻工、石油、冶金等诸多工业中具有共同特点的各单元操作。每一单元操作基

于一定理论基础,其过程都具有定量的数学描述,并配以典型设备来完成单元操作过程。它

着重探讨各类操作过程的普遍机理,为学生学习各专业课程做理论和能力的准备。这样一

门课程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人们在长期不断的探索研究中,提出问

题,做出假设,并予以不断的实践检验,得到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结果。
2. 化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各工艺过程的共性问题

最早的化工生产可以追溯到古代,火药、造纸、炼金术等都是古老而简单的化工生产。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化学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最初,面对种类繁多的化工产品以及各

种各样的化工工艺,人们感到这些过程难以统一起来,因此最早出现的是“化工工艺学”。
它是依据各种化工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分类的,例如“硫酸工艺学”“制碱工艺学”等。随

着化工产品种类逐渐多样化,“化工工艺学”的体系日渐庞大,几乎每一种产品都可以形成

一门“工艺学”。最终人们还是发现,化学工业中任何产品的制造程序无论工艺如何错综

复杂,都可以归纳为若干个基本过程,同时这些基本过程与生产的具体要求结合以后,还
可以加以串联组合,构成一个新的产品制造工艺。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研究各工艺过程

共性的问题。例如乙烯氧氯化法制取聚氯乙烯塑料的生产,它以乙烯和氯为原料进行加

成反应,经分离获得二氯乙烷;二氯乙烷再经550℃、3MPa的高温裂解生成氯乙烯;裂解

所得氯化氢与空气、乙烯在200℃、0.5MPa下进行氧氯化反应,生成二氯乙烷和水,经分

离后二氯乙烷再进行裂解;精制后的氯乙烯单体在55℃、0.8MPa左右进行聚合反应获

得聚氯乙烯。在进行加成反应前,必须将乙烯和氯中所含各种杂质除去,以免反应器中的

催化剂中毒失效。反应产物又需进行分离,除去副产物四氯化碳、苯、三氯乙烷以及未反

应的原料等。分离精制后的氯乙烯单体须经压缩、换热,达到聚合反应所需的纯度和聚集

状态。聚合所得的塑料颗粒和水的悬浮液须经脱水、干燥成为产品。生产过程可简要地

图示如下。

上述生产过程除加成、裂解、氧氯化和聚合属化学反应外,原料和反应物的提纯、精制、

(扫 描 二 维 码

观看单元操作

及其发展历程

视频)

分离等工序均属前、后处理过程。前、后处理工序所进行的过程多数是物理过

程,但却是化工生产所不可缺少的。
由上述例子及大量的化工工艺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各种产品生产工艺各不

相同,但都经过“原料→前处理(预处理)→化学反应→后处理→产品”这一过程。
化学工业发展史上,根据物理过程的目的,同时兼顾过程的原理、物质的相

态等,将各种前、后处理过程归纳为一系列的单元操作,如表0 1所示。

1



表0 1 化工常用单元操作

单元操作 目  的 物 态 原  理 传递过程

流体输送 输送 气、液 输入机械能 动量传递

搅拌 混合或分散 气、液、固 输入机械能 动量传递

过滤 非均相混合物分离 气、液、固 不同尺度的截留 动量传递

沉降 非均相混合物分离 气、液、固 密度差引起的沉降 动量传递

加热、冷却 升、降温,改变相态 气、液 利用温度差传入或移出热量 热量传递

蒸发 溶剂与非挥发性物质的分离 液 供热以汽化溶剂 热量传递

吸收 均相混合物的分离 气 各组分在溶剂中溶解度的差异 物质传递

精馏 均相混合物的分离 液 各组分挥发度的差异 物质传递

萃取 均相混合物的分离 液 组分在溶剂中溶解度的差异 物质传递

干燥 去湿 固 供热汽化 热、质同时传递

吸附 均相混合物的分离 气、液 各组分在吸附剂中吸附能力不同 物质传递

  单元操作形成于化学工业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一发展创造性地把不同体系存在的相似

或相同的内容加以归类,并进一步探索其共同的原理,而这些原理正是基于物理、数学、化学

及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既能使各单元操作具有理论基础,
又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在配备各单元操作相应的典型设备后,形成相对完整的独立体系。
因此,各单元操作包括两个方面:过程和设备。

就各单元操作的本质而言,不外乎三种,即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这样就将各

单元操作归纳为三传过程,这种归纳既揭示了单元操作的过程本质,又反映了各种现象,从
而使传递过程成为统一的研究对象,这是联系各单元操作的一条主线。同时,各单元操作有

着共同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各单元操作既依据不同的原理和操作目的加以分类,又要用一

定的设备去实现具体操作目的。各单元操作面对的是真实而复杂的实际工程问题,如实逼

真的数学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求合理、实用的研究方法。经验法(即实验研究法)和
数学模型法(即半经验半理论法)就这样形成了。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加上具体单元操作的实质内容,形成“化工原理”课程。
3. 化工原理课程的实践检验与发展

如前所述,化工原理课程所包含的各单元操作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相容性。每一单元操

作都基于一定原理,在应用于实际工程问题的分析时,必须确定定量的数学描述,配备适宜

的设备来完成。如精馏单元操作,其理论基础是物理化学中的相平衡理论。应用相平衡理

论来分析具有不同挥发性的液体物质,给予一定热量和冷量,使各组分在不断达到相平衡的

过程中趋向于纯物质。该过程在热量衡算假设的基础上,用气 液两相之间的相平衡与物料

衡算来进行数学描述。而为了实现该过程,设计了各种型式的精馏塔,并探索出塔顶液相回

流、塔釜气相回流的特殊操作方法。该种设备及其操作完成了液体混合物分离成纯物质这

一完整过程。
化工原理课程之所以稳固成为化工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因为它以基础理论课为

前续课程,并应用了其中的许多原理,使学生懂得了前续课程的用途。除了自然科学严格的

理论分析方法(解析法)外,配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所用的实验研究法和数学模型法,引导学

生解决复杂的实际工程问题,并在课程结束之后安排典型设备的设计,更增添课程的实践

性。激发学生从单纯的理论学习模式中跳出来,开始接触实际工程问题,逐渐熟悉分析、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渐进方法,这种方法为后继的专业课程打下基础。这恰恰反映了该课程

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必要性。
化工原理课程是工业发展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实践基础和坚实的理

论基础,其还将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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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工原理重要基本概念

在化工原理的学习中必须掌握以下基本概念,它们是从事化工生产的操作者和管理者

所要掌握的重要基本概念。
1)物料衡算

在单元操作中,对于任一系统,凡是向该系统输入的物料量必定等于从该系统输出的物

料量与在该系统累积的物料量之和,即

输入系统的物料量 = 输出系统的物料量+系统累积物料量

这是物料衡算的通式,它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建立的。因为化工生产贯穿着物料的转

化,所以在化工操作中应该进行物料衡算,它是企业进行生产核算的重要内容。据此可以判

断操作的优劣、分析经济效益、提供工艺数据等,为严密控制生产的正常运行、减少物料损失

打下基础。上述物料衡算的方法既适用于连续操作系统,也适用于间歇操作系统,还适用于

对系统任一组分的物料衡算。对于含化学反应的系统,它适用于任一元素的衡算。
物料衡算的步骤可概括为划定物料衡算的范围、确定物料衡算的基准、列出物料衡算的

方程和求解方程四个步骤。
① 划定范围 确定物料衡算所包括或涉及的范围,一般可用封闭虚线框(即控制体)将

需要衡算的设备的局部,或一个车间、一个工段、一个塔段等划定出来,控制体就是要进行物

料衡算的对象。进出控制体的物料均用带箭头的物流线标明,物流线一定与范围线相交(若
不相交表示该物流没有进入或者离开体系)。

② 确定基准 对于间歇操作,可以规定以一批物料为基准;对于连续操作,一般以1h
作为基准,必要时也可以用1天、1月、1年作为基准。

③ 列出方程 可以列出整个物料衡算的方程,也可以列出某组分的衡算方程。所列方

程应包含已知条件和所求的量,对于有几个未知量的衡算问题,需要列出几个互相独立的衡

算方程。
④ 求解方程 从联立方程组解出未知量。列出物料衡算表,并用衡算表验算。
应当注意:物料衡算时,应严格按以上步骤进行;计算时使用的单位要统一;物料衡算实

际上是质量守恒,计算时常用质量单位。
2)能量衡算

在化工生产操作中,始终贯穿着能量的使用是否完善的问题。提高输入体系能量的有

效利用率和尽量减少能量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产品成本和生产的经济效益。能量

衡算是定量计算能量有效利用率和能量损失的一种形式,它是基于能量守恒定律的。在任

何一个化工过程中,凡向体系输入的能量必等于从该体系输出的能量和能量损失之和,即

输入能量 = 输出能量+能量损失

式中,能量损失是指输入体系能量中未被有效利用的部分。
按照这一规律进行计算,称为能量衡算,其计算步骤除按物料衡算外,还应确定基准温

度。习惯上选0℃为基准温度,并规定0℃的液体焓为零。
3)平衡关系

化工过程中的每一单元操作或化学反应可称为过程,研究过程的规律,目的是使过程向

有利于生产的方向进行。平衡关系,就是研究过程进行的方向和过程进行的极限(过程进行

的最大程度)。
平衡关系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过程的变化达到了极限,即达到平衡状态。例如,高温

物体自动地向低温物体传热,直至两个物体的温度相等。宏观上热量不再进行传递,即达到

了传热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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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条件改变时,原有的平衡状态被破坏并发生转移,直至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平衡。
在化工生产中经常采用改变平衡条件的方法,使平衡向有利于生产的方向移动。为有效地

控制生产,应掌握生产过程的平衡状态和平衡条件的相互关系,进而判断过程进行的程度,
做到心中有数地驾驭生产、完善操作。
4)过程速率

过程速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过程的变化,即表明过程进行的快慢。在化工生产中,过程

进行的快慢远比过程的平衡更重要。若一个过程可以进行,而速率非常慢,那么这个过程就

失去了工业规模生产的意义。
对于一个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体系,必然会产生使体系趋于平衡的过程;但过程以怎样的

速率趋向平衡,这不仅与平衡关系有关,也与影响过程的诸多因素有关。由理论研究和科学

实验证明,过程速率是过程推动力与过程阻力的函数,过程推动力越大,过程阻力越小,则过

程速率越大;否则反之,即

过程速率 =
过程推动力
过程阻力

式中,过程推动力指的是直接导致过程进行的动力,如水从高处自动流向低处的推动力是位

能差。过程阻力因素较多,与体系物性、过程性质、设备结构类型、操作条件都有关系。对过

程速率问题的讨论,将在各章中进行介绍。在化工单元操作中,应努力寻求提高过程速率的

途径。怎样加大过程推动力和减少过程阻力,是提高设备生产能力的重要问题。
5)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也称为经济效果,一般指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与劳动消耗之比,即

经济效益 =
劳动成果
劳动消耗

式中,劳动成果是指最终的合格产品的价值;劳动消耗包含操作费用(消耗的人力、原材料、
水电、维修等)、设备折旧费用(设备的造价和使用年限折算)以及占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

资金。
可见,在一定的劳动消耗条件下,适合市场需求的合格产品越多,经济效益越好。为了

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从提高生产操作者的技术素质、提高劳动成果和降低消耗三个方面去开

展技术革新,加强生产管理和经济核算,降低操作费用,提高设备的生产能力,以达到优质、
高产、低消耗、高效益的目的。
5. 化工常用量和单位

1)化工常用量

量是指物理量,任何物理量都是用数字和单位联合表达的。每种物理量都有规定的符

号,这些符号都是国际上认定和国家标准规定的。目前,国际上逐渐统一采用国际单位制单

位(SI单位);我国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物理量分为基本量和导出量。一般先选几个独立的物理量,如SI单位中,长度、时间、

质量、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电流强度、发光强度确定为基本量。化工单元操作中,用前5
个基本量就足够了。由基本量导出的量都是导出量,如体积、重力加速度等。
2)单位

用来度量同类量大小的标准量称为计量单位。基本量的主单位称作基本单位。在确定

了基本单位后,按照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用相乘、相除的形式构成的单位称为导出单位。
我国在1984年公布实施的法定计量单位主要以SI单位制为基础,它具有统一性、科学

性、简明性、实用性、合理性等优点。我国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了一些非国际单位构成了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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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如吨(t)、升(L)等。
3)化工常用的5个SI基本量及单位

长度:基本单位是米(m),其倍数单位有千米(km)、毫米(mm)、微米(μm)等。
时间:基本单位是秒(s),国家选定的SI制外的时间单位有分(min)、小时(h)、天(d)、

年(a)。
质量:千克(kg)、克(g)及其部分倍数单位,如毫克(mg)、吨(t)等。
热力学温度:基本单位是开尔文(K),等于水的三相点热力学温度的1/273.16。
物质的量:基本单位是摩尔(mol),其倍数单位有kmol,mmol等。
4)化工常用的4个SI导出单位

力、重力:牛顿(N)及倍数单位,如 MN,kN,mN等。
压力、压强:帕斯卡(Pa)及其倍数单位,如kPa,MPa,mPa等。
能量、功、热 量:焦 耳(J)及 其 倍 数 单 位,如 kJ,MJ以 及 瓦 特 秒(W·s),千 瓦 时

(kW·h)等。
功率:瓦特(W)及其倍数单位,如kW,MW等。
5)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写法及读的规则

① 使用规则 词头代号用正体,词头代号和单位代号之间不留间隙,如1km,1Mm,
1mm等;如带词头的单位代号上有指数,则表明倍数单位的系数值可由词头自乘而得,如
1cm3 =1×(10-2)3m3=10-6m3,1cm-1=1×(10-2)-1m-1=102m-1;不允许两个以

上国际单位制词头并列而成的组合词头,如106g,可用1Mg,不许用1kkg;选用国际单位

制词头时,一般应使单位前系数值在0.1~1000,如12000m可写成12km,0.00394m可

写成3.94mm。
② 写法规则 量的符号用斜体字母,单位的符号用正体字母,单位符号一般为小写,不

能写成大写,如m不能写成 M;两个以上单位的乘积应最好用圆点作为乘号,当不致与其他

单位代号混淆时,圆点可省略,如N·m可以写成Nm,但不应写成mN,因为后者会误认为

是毫牛;但导出单位系由一个单位除以另外一个单位构成时,可以用斜线形式书写,分子、分

母应同在一水平线上,如kg/(m·s2),不能写成 kg
m·s2

;当词头符号表示的因数小于106 时

小写,大于106 时大写,如兆写为M,1MPa不能写成1mPa;千写为k,1kg不能写成1Kg。
③ 读的规则 可按单位或词头的名称读音读,如“km”读“千米”,“mm”读“毫米”,“℃”

读“摄氏度”。读的顺序与序号顺序一致,乘号按顺序读,如“N·m”读“牛顿米”。除号的对

应名称是“每”,如速度“m/s”读“米每秒”,不能读“秒分之米”;传热系数“W/(m2·K)”读“瓦
特每平方米开尔文”。
SI还规定一些辅助单位和基本单位并用,如时间采用日(d)、小时(h)、分(min),质量采

用吨(t),容积采用升(L)等,以上括号中为单位代号。除此之外,在本书中还遇到一些不属

于任何单位制的单位,因为它们是由于习惯而保留下来的,故称为惯用单位。
应当提出,在使用物理量方程进行计算时,一开始应选定一种单位制度,并贯彻到底,中

途不应改变,本书中未特别提出处均采用SI单位制。在计算之前,如遇到其他单位制的单

位,应把它们换算成SI单位。单位换算在书中各章节的计算例题中进行应用训练。化工常

用法定计量单位及单位换算见附录一。
6. 学习本课程的主要方法

本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一门工程课程,学习时既要注意理论的系统性,又要充

分重视课程的实践性。由课堂教学讲授基本理论,再通过实验、实习,巩固和加深对基本理

论的理解,用掌握了的基本理论去指导单元操作训练,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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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注意下列几点。
1)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

重视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公式的学习,尤其要抓住各单元过程的平衡、速率关系问

题,因为这是学好本课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联系实际、逐步深入,才能将理论灵活应用于

生产操作中。
2)树立工程观念

学习本课程还需让学生初步树立工程观念,学会从工程角度去分析和处理生产中的技

术问题。也就是说必须同时具备四种观念,即理论上的正确性、技术上的可行性、操作上的

安全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其中经济是核心。这四种观念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所谓工程观念,就是要从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出发,全面地考虑和决定工程问题的观点。
3)熟悉工程计算,培养基本计算能力

在单元操作计算中,涉及的物理量很多,有些数据计算时较烦琐,常需利用有关图表或

手册查取。正确应用和熟练掌握有关图表和手册的使用方法,并将其用于单元操作过程计

算也是本课程学习的基本技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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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流体流动与输送机械

1.1 概  述

化工生产涉及的物料多数是流体,涉及的过程绝大部分是在流动条件下进行的。流体

流动的规律是化工原理课程的重要基础,涉及流体流动规律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流动阻力、流量计量及输送。各种流体的输送,需要进行管路的设计、输送机械的

选择以及所需功率的计算。化工管道中流量的常用计量方法也都涉及流体力学的基本原

理。输送机械是完成流体输送必不可少的设备。
第二,流动对传热、传质及化学反应的影响。化工设备中的传热、传质以及反应过程在

很大程度上受流体在设备内流动状况的影响。例如,各种换热器、塔、流化床和反应器都十

分关注流体沿流动截面速度分布的均匀性,流动的不均匀性会严重影响反应器的转化率、塔
和流化床的操作性能,最终影响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各种化工设备中还常伴有颗粒、液滴、
气泡和液膜、气膜的运动,掌握粒、泡、滴、膜的运动状况,对理解化工设备中发生的过程非常

重要。
第三,流体的混合。流体与流体、流体与固体颗粒在各类化工设备中的混合效果都受流

图1 1 水塔供水示意图

体流动的基本规律的支配。
1.1.1 流体流动的实例

生活中,每个家庭每天需要用水,江河湖海流

水随处可见,工厂生产也离不开水的供应。图

1 1是简化后的水塔向居民楼供水示意图。如图

1 1所示,利用水泵将水送到高位水塔,再由水塔

源源不断地送到处于不同楼层的用户,流量根据

不同需要,各为qV1、qV2、qV3。要完成用户水的

输送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为确保各层楼面的水量,输水总管和各

支管大小是怎样?
第二,要确保每层楼有水可用,必须维持楼底

水管有一定的水压;为维持此水压,水塔的高度 H 为多少?
第三,确定水塔高度 H 后,需要选择何种类型的泵? 如何选泵?
本章将系统解决上述问题。

1.1.2 流体流动的基础概念

连续性假定

流体包括液体和气体,超临界物质和离子液体也是流体。流体是由大量的彼此之间有

一定间隙的单个分子所组成的,而且各单个分子做随机的、混乱的运动。但是,在流动规律

的研究中,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单个分子的微观运动,而是流体宏观的机械运动。因此,可以

取流体质点(或微团)而不是单个分子作为最小的考察对象,这和物理学的描述方法有区别。
所谓质点指的是一个含有大量分子的流体微团,其尺寸远小于设备尺寸,但比分子自由

程大得多。这样,可以假定流体是由大量质点组成的、彼此间没有间隙、完全充满所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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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介质。流体的物理性质及运动参数在空间呈连续分布,从而可以使用连续函数的数

学工具加以描述。
实践证明,这样的连续性假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适合的,然而,在高真空稀薄气体的

情况下,这样的假定将不复成立。
流体在运动时,各质点间可改变其相对位置,这是它与固体运动的重要区别。由此造成

对流体运动规律的描述上的种种不同。
系统与控制体

系统(封闭系统)是包含众多流体质点的集合。系统与外界可以有力的作用与能量的交

换,但没有质量交换。系统的边界随流体一起运动,因而其形状和大小都随时间而变化。
化工生产中往往在某些固定体积空间来考察问题,该空间称为控制体。构成控制体的

空间界面称为控制面。控制面总是封闭的固定界面,流体可以自由地进出控制体,控制面上

可以有力的作用与能量的交换。控制体在化工原理课程中较常用。
定态流动与非定态流动

如果运动空间各点的状态不随时间而变化,则该流动称为定态流动。显然,对定态流

动,指定点的速度ux,uy,uz 以及压强p 等均为常数而与时间无关。反之,则为非定态流

动,如图1 2所示。

图1 2 定态流动和非定态流动

图1 2(a)中,水箱上部不断有水补充,水从下部排水管不断排出,以维持水箱内水位恒

定。水箱内任意截面的流速和压强皆不随时间而变化,这种流动是定态流动。图1 2(b)
中,没有外加水补充,水箱内的水仍然不断排出,水位随时间不断下降,各截面上的压强也随

时间不断下降,这种流动即为非定态流动。
化工生产中,生产的开工、停车阶段属于非定态流动,而正常连续生产属于定态流动。

多数流动是在各式各样的管道内进行的,因此本章只讨论定态管流问题。
流体流动中的作用力

流动中的流体受到的作用力可分为体积力和表面力两种。
体积力 体积力作用于流体的每一个质点上,并与流体的质量成正比,所以也称质量

力,对于均质流体也与流体的体积成正比。流体在重力场运动时受到的重力,在离心力场运

动时受到的离心力都是典型的体积力。重力与离心力都是一种场力。
表面力———压力与剪力 表面力与表面积成正比。若取流体中任一微小平面,作用于

其上的表面力可分为垂直于表面的力和平行于表面的力。前者称为压力,后者称为剪力(或
切力)。

压强 单位面积上所受垂直方向的压力称为压强,用p 表示,其单位为Pa。压强的单

位除直接以Pa表示外,工程上还有另外两种表示方法。
(1)间接地以流体柱高度表示,如米水柱或毫米汞柱等。液柱高度h与压强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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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ρgh (1 1)

注意,当以液柱高度h表示压强时,必须同时指明为何种流体。
(2)以大气压作为计量单位。
1atm(标准大气压)=1.013×105Pa,即0.1013MPa,相当于760mmHg或10.33mH2O。
压强的大小常以两种不同的基准来表示:一种是绝对真空;另一种是大气压强。以绝

对真空为基准量所得的压强称为绝对压强,以大气压强为基准量所得的压强称为表压或真

空度。取名表压,是因为压强表直接测得的读数按其测量原理往往是绝对压强与大气压强

之差,即

表压 = 绝对压-大气压

真空度是真空表直接测量的读数,其数值表示绝对压比大气压低多少,即

真空度 = 大气压-绝对压

图1 3 压强的基准和度量

图1 3表示绝对压、表压或真空度之间的关

系。图中p1 的压强高于大气压,p2 的压强低于大

气压。
流量 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物质量

称为流量。流过的量如以体积表示,称为体积流量,
以符号qV 表示,常用的单位有m3/s或m3/h。如以

质量表示,则称为质量流量,以符号qm 表示,常用的

单位有kg/s或kg/h。
体积流量qV 与 质 量 流 量qm 之 间 存 在 下 列

关系:

qm =qV·ρ (1 2)

式中,ρ为流体的密度,kg/m3。
注意,流量是一种瞬时的特性,不是某段时间内累计流过的量,它可以因时而异。当流

体做定态流动时,流量不随时间而变。

图1 4 剪应力与速度梯度

流速 单位时间内流体质点在流动方向上流经的距离称为流速,以符号u表示,单位为m/s。
流体在管内流动时,由于黏性的存在,流速沿管截面各点的值彼此不等而形成某种分

布。在工程计算中,为简便起见,常常希望由一个平均速度来代替这一速度的分布。选取物

理量的平均值应当按其目的采用相应的平均方法。在流体流动中通常按流量相等的原则来

确定平均流速。
质量流速 单位时间内流体流过单位流动截面积的质量称为质量流速,以符号G 表示,

单位为kg/(m2·s),也称为质量通量。G 与qm,qV,u之间的关系为

G=
qm

A =ρqV

A =ρu (1 3)

对于气体,因其体积流量与平均流速随压强和温

度而变化,采用质量流速较为方便。

1.1.3 牛顿黏性定律

设有间距很小的两平行平板,其间充满流体(图
1 4)。下板固定,上板施加一平行于平板的切向力

F,使此平板以速度u做匀速运动。紧贴于运动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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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流体层以同一速度u流动,而紧贴于固定板上方的流体层则静止不动。两板间各层流

体的速度不同,其大小如图1 4中箭头所示。单位面积的切向力F/A 即为流体的剪应力

τ。对大多数流体来说,剪应力τ服从下列牛顿黏性定律:

τ=-μ
du
dy

(1 4)

式中,du
dy

为法向速度梯度,1/s;μ为流体的黏度,N·s/m2,即Pa·s;剪应力τ的单位是Pa。

牛顿黏性定律指出,剪应力与法向速度梯度成正比,与法向压力无关。
静止流体是不能承受剪应力抵抗剪切变形的,换言之,流体受到剪应力必定产生运动,

这是流体与固体的力学特性的又一不同点。
黏度是黏性大小的度量,因流体而异,是流体的一种物性。黏度愈大,同样的剪应力将

造成愈小的速度梯度。剪应力及流体的黏度只是有限值,故速度梯度也只能是有限值。由

此可知,相邻流体层的速度只能连续变化。据此可对流体流经圆管时的速度沿半径方向的

变化规律做出预示。紧贴圆管壁面的流体因受壁面固体分子力的作用而处于静止状态(即
壁面无滑移),随着离壁距离的增加,流体的速度也连续地增大。这种速度沿管截面各点的

变化称为速度分布(或称速度侧形)。流体无黏性时称为理想流体。引入理想流体概念在研

究实际流体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黏性的存在给流体流动的数学描述和处理带来

很大困难,因此,对黏度较小的流体,如气体等,在某些情况下,往往首先将其视为理想流体,
找出规律后,根据需要再考虑黏性影响,对理想流体的分析结果加以修正。

自然界中存在的流体都具有黏性,具有黏性的流体称为黏性流体或实际流体,即自然界

不存在真正的理想流体,它只是为了便于处理某些流动问题所做的假设而已。
上述不同速度的流体层在流动方向上具有不同的动量,层间分子的交换也同时构成了

动量的交换和传递。动量传递的方向与速度梯度方向相反,即由高速层向低速层传递。因

此,无论是气体或液体,剪应力τ的大小即代表此项动量传递的速率。式(1 4)中的负号表

示动量传递的方向与速度梯度的方向相反。
流体的黏度是影响流体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物理性质。许多流体的黏度可以从有关手册

中查取。本书附录四、附录五中列有常用气体和液体黏度的表格和共线图。通常液体的黏

度随温度上升而减小,气体的黏度随温度上升而增大。液体的黏度成百倍地大于气体的黏

度。表1 1列举了常压、室温下一些熟悉材料的黏度。
表1 1 一些熟悉材料常压室温下的黏度

材  料 近似黏度/(Pa·s) 材  料 近似黏度/(Pa·s)

玻 璃 1040 甘 油 100
熔融玻璃(500℃) 1012 橄榄油 10-1

沥 青 108 自行车油 10-2

高分子熔体 103 水 10-3

金 浆 102 空 气 10-5

液体蜂蜜 101

  黏度的单位是Pa·s,较早的手册也常用泊(达因·秒/厘米2)或厘泊(0.01泊)表示。
其相互关系为

1厘泊(cP)= 1
100

泊(P)= 1
100

达因·秒
厘米2  = 1

100

1
100000N

·s

1
100  

2
m2

=10-3N·s
m2

=10-3Pa·s=1mPa·s

01




	扉页
	版权
	第三版前言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目 录
	绪 论
	第1章　流体流动与输送机械
	1.1 概 述
	1.2 流体静力学
	1.3 流体流动中的守恒原理
	1.4 流体流动阻力
	1.5 流体输送管路的计算
	1.6 流速和流量的测量
	1.8 * 往复泵
	1.9 * 气体输送机械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第2章 传 热
	2.1 概 述
	2.2 热传导
	2.3 对流给热
	2.4 间壁式传热过程
	2.5 传热过程计算
	2.6 换热设备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第3章 * 非均相机械分离过程
	3.1 概 述
	3.2 沉降分离
	3.3 过 滤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第4章 吸 收
	4.1 概 述
	4.2 吸收和气液相平衡关系
	4.3 吸收速率
	4.4 相际传质
	4.5 低含量气体吸收
	4.6 填料塔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第5章 精 馏
	5.1 概 述
	5.2 双组分溶液的气液相平衡
	5.3 精 馏
	5.4 双组分精馏理论塔板数的计算
	5.5 双组分精馏的核算
	5.6 * 板式塔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第6章 * 其他传质分离方法
	6.1 液液萃取
	6.2 结 晶
	6.3 吸附分离
	6.4 膜分离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第7章 固体干燥
	7.1 固体干燥过程概述
	7.2 湿空气的性质及湿度图
	7.3 湿物料中水分的性质
	7.4 干燥过程物料衡算
	7.6 干燥设备(干燥器)
	习 题
	思 考 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
	参 考 文 献

	附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