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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设备中换热器是重要的部件，在进行换热器设计或对实际系统中换热性能进行

计算时，采用的翅片效率的准确与否将会关系到整个系统的工作状况。对于换热器表面
处于干或湿工况时，文献中的翅片效率公式形式较统一，但对结霜情况下的研究相对没
有一致的结论【１｜。ｓａｎｄｅｒｓ［１｜、Ｂａｒｒｏｗ［２］和Ｋｏｎｄｅｐｕｄｉ［３］都曾提及霜工况下换热器翅片

效率公式，此外还有包含析湿系数的翅片效率形式。由于所采用的结霜翅片效率表达式
不同，最终得到的翅片效率及翅片温度分布也难免存在差别。因而，从众多公式中选择
相对准确的公式或推导更佳的公式来获得准确的翅片效率值和翅片温度分布是必要的。

２结霜翅片效率公式的分析
结霜后换热器翅片的形状如图１所示。
Ｂａｒｒｏｗ认为结霜导致流道阻力升高是影响换热器性能的主要因素，而霜层热阻只是
次要因素【引，因此，这里对Ｂａｒｒｏｗ的公式不作分析。其它公式在推导过程中采用了不
同假设，

ｓａｎｄｅｒｓ认为饱和湿空气焓可作线性化处理（＾。＝口ｏ＋６ｔ。）；

Ｋｏｎｄｅｐｕｄｉ则认

为传质和传热相结合的换热系数可直接表示为综合换热系数ａ ７；而包含析湿系数的公式

假设霜表面温度恒等于翅基霜表面温度，且综合换热系数为析湿系数与对流换热系数相
乘。这三个结霜翅片效率公式所基于的假设虽不同，却具有大致相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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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入ｆ，分别指翅片热导率和霜热导率；６，、６ｆ，分别指翅片厚和霜厚。翅片过
余温度９亦有相同形式ｐ＝秽ｏｃ＾［ｍ（ｚ一＾）］／ｃ＾（ｍ＾），ｐｏ＝￡。一￡ｏ。。式中ｋ、￡。ｏ分别指
翅基温度和环境空气温度，＾指翅片高度。三个公式之间的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翅片参数
ｍ表达式中的划线部分１／ａ’。它们因假设不同分别表示为：
ｑ／６，１／ａ７，１／ａ∈。
以上三个公式虽形式相同并能体现霜对翅片换热的影响，但Ｋｏｎｄｅｐｕｄｉ公式采用了
结合传热和传质的综合换热系数ａ’，实际过程中如何获得值得商榷；ｓａｎｄｅｒｓ公式基于
饱和空气焓表达式线性化假设．（＾。＝ｎｏ＋６￡。），推导翅片效率和翅片温度分布时并未明确
本文曾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传热传质学学术会议上宣读。
修改稿于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３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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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空气湿度的影响，而空气焓不仅与空气温度有关，还与含湿量有关。同时，ｓａｎｄｅｒｓ
公式中空气焓线性表达式的适用温度范围为一１０一一３００Ｃ，较狭窄。在析湿系数的翅片
效率公式中，析湿系数的准确性将影响翅片效率的准确性。析湿系数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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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为潜热；ｄ。。，ｔ。为空气湿度和温度；也，ｔ。为霜表面饱和湿度和温度；恐：为对流
质交换系数；Ｑ为空气对流换热系数。该式认为霜表面温度均等于翅基霜表面温度，但

实际并非如此。图２是霜厚１ ｍｍ、空气温度为一２０。ｃ、空气相对湿度为Ｒ日＝０．８条
件下霜表面温度随翅片高度变化的曲线。翅顶与翅基霜表面温度差别较大，采用霜表面
温度恒等于翅基霜表面温度得到的翅片效率将有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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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结霜翅片示意图

图２霜表面温度随翅片高度变化曲线

３更合理的结霜翅片效率公式的推导
假设饱和湿空气焓在较大温度范围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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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Ｃ的饱和空气焓与温度的关系图。饱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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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焓与温度的关系拟合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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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线性函数。图３是温度范围为一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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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霜工况下换热器翅片的传质及换热特
性，作以下假设：

（１）传热沿翅片方向；（２）
霜层内传热垂直于翅片表面；（３）各处霜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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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饱和空气焓与温度关系图

致；（４）各处换热系数相同；（５）翅片顶部绝热。 在对空气焓作线性化处理和以上假设基
础上，推导出换热器霜工况下翅片效率１４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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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可知结霜翅片效率公式的形式与干工况下相似。只是霜工况下换热器翅片效率
公式中的系数ｍ还与霜厚度和霜热导率有关，但与翅片周围的空气相对湿度兄日无关。
从霜工况翅片过余温度分布公式【４Ｊ可知：结霜翅片温度分布不仅同影响系数ｍ的各类
因素有关而且同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有关。推导过程【４Ｊ中，按照能量守恒确定霜表面温度
与空气温度、翅基温度、霜厚及霜离翅基距离之间的关系。因此，此公式要较将各处霜
表面温度定为翅基霜表面温度的采用析湿系数的翅片效率公式更为符合真实物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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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各公式结果比较
对新公式与ｓａｎｄｅｒｓ公式及引入析湿系数公式之间的差别进行比较。由于Ｋｏｎｄｅｐｕｄｉ
公式中综合换热系数难以确定，因而不对其进行比较。图４是三个公式在霜厚为１ ｍｍ、
空气温度为２０。ｃ、翅片基部温度为一２０。ｃ条件下计算得的翅片过余温度绝对值分布睦

线。标有“Ｒ日＝０．２…”的曲线是指由新公式算得的空气相对湿度为０．２…时的曲线，
标有“ｓａｎｄｅｒｓ”指由ｓａｎｄｅｒｓ公式计算的与空气湿度无关的曲线，标有“析湿Ｒ日＝０．８”

指当空气相对湿度为兄Ｈ＝ｏ．８时由引用析湿系数的翅片温度分布公式计算得的曲线。
图４可见，随着空气中含湿量的上升，翅片温度变化加快。而带析湿系数的公式因本
身的缺陷，使计算出的冗日＝０．８时过余温度分布曲线几乎与新公式求得的在Ｒ日＝１．ｏ
时的过余温度分布曲线重合，因为析湿系数公式认为翅片各处的霜表面温度为翅基的霜
表面温度，使空气与翅片霜表面之间的焓差增加，换热增强从而使翅基和翅顶间的温差
变大。由三种公式算得的随相对湿度变化的翅片效率如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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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各公式翅片过余温度分布曲线

图５各公式翅片效率与相对湿度关系图

由于Ｓａｎｄｅｒｓ公式的适用范围较窄，下文仅对包含析湿系数翅片效率公式与本文公
式作比较。图６、图７的三维曲面图是空气温度为２０。Ｃ、翅片基部温度为一２００Ｃ条件下

根据这两个翅片效率公式得出的空气相对湿度从ｏ．２变化到１．０、霜厚从ｏ．ｏ ｍｍ变化到
２．ｏ ｍｍ所对应的翅片效率值。从图６和图７可以看出：两个公式算出的翅片效率值均随
着霜厚的增加而增加，这与Ｓａｎｄｅｒｓ博士论文【１ Ｊ中的结论相一致。但两者也存在差异：
新推导公式的翅片效率不随相对湿度而变，而包含析湿系数的翅片效率公式则不然。新
公式对饱和湿度空气的焓作了线性化处理，传质换热的空气湿度差折合成温差形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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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本文公式翅片效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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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含析湿系数的翅片效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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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翅片与空气间温差一起考虑。由于这种综合温差同时考虑了造成换热的温差和湿
差的影响，翅片实际换热量公式与翅片处于翅基温度下换热量公式有一个公约数一综合
温差可约去，使翅片效率值与空气湿度无关。只要饱和湿空气在某一温度范围内的基本
保持线性，湿度变化而造成的翅片换热量变化率和翅片处于翅基温度下的换热量变化率
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温度范围内翅片效率值将不随空气湿度变化而变化。

５结

论

本文列出多个结霜翅片效率公式，分析了各自的不足。通过重新对饱和空气焓作了
线性化处理并对空气相对湿度的影响作了考虑，推导出新的霜工况下换热器翅片效率公
式。新公式表达形式与传统形式一致。与ｓａｎｄｅｒｓ公式相比，新公式扩大了空气焓线性

化拟合范围并考虑了空气含湿量的影响。与包含析湿系数的公式相比，新公式考虑翅片
上霜表面温度为分布参数而并非将霜表面温度统一地规定为翅基霜表面温度。因此，本
文公式能更为真实地体现了换热器表面结霜时的翅片换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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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 高建卫 圆孔翅片管积霜工况下传热与制冷性能研究及矩形整体平翅片效率通用程序 2005
随着能源的日渐紧缺，节能措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国，换热设备能源利用率较低，有着很大的节能空间，特别是在翅片管式换热器领域，气侧
的强化换热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干工况下理论研究与实验结果都表明，在翅片表面穿孔是一种很好的强化传热措施，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在最窄通
道截面风速Umax=1~8 m/s的范围内，大直径圆孔翅片最优片型的风侧当量换热系数h比平翅片增加了22.6％~30.4％，平均增幅达29.5％，压降△P最大增
幅不超过8％。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大直径圆孔翅片管只进行了干工况下的传热性能研究，而缺乏结霜工况下的研究成果。
本文利用冰箱制冷系统，分别采用交叉翅片、圆孔翅片以及平翅片管式换热器，进行了结霜工况下蒸发器换热和制冷性能的对比性实验。考察了结
霜过程中孔径大小的变化；比较分析了三种实验条件下有效制冷量、传热系数以及实际制冷系数的大小；比较了强化翅片的节能效果；采用有限元方法
求解出翅片效率，并分离出实际对流换热系数，显示了翅片表面实际换热状况。结果表明：实验条件下，穿孔翅片仍然保持较好的强化传热性能；与平
翅片相比，交叉翅片换热与制冷效果较好，圆孔翅片的效果最好：① 圆孔翅片的有效制冷量比平翅片平均高6.02％，圆孔－半圆孔交叉翅片效果次之
，有效制冷量比平翅片平均高2.37％；② 交叉翅片和圆孔翅片表面的对流换热系数比平翅片分别高出4.15％和18.84％；③ 与平翅片相比，霜层形成过
程中，圆孔翅片的传热系数平均高出11.53％；交叉翅片平均高出3.47％；④ 圆孔翅片管式换热器的实际制冷系数比平翅片平均高出6.83％；交叉翅片
的实际制冷系数比平翅片平均高出3.19％；⑤ 与平翅片相比，圆孔翅片可以节能6.39％，交叉翅片可以节能3.09％。
本文还采用有限元方法，编制了圆管矩形整体平翅片的翅片效率通用计算程序。简要介绍了编制该程序的数学基础，翅片的网格形成和程序的功能
；并运用实例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通用计算程序的准确性。

3.会议论文 冯寅山.于兵 换热器表面结霜状态下翅片效率公式的理论分析及改进 1997
该文对换热器表面结霜后的翅片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已有的一些霜工况下翅片效率公式的不足，并在饱和湿空气焓线性化的基础上重新推导
出一个新的翅片效率公式。新公式综合考虑翅片表面温度分布情况及传质对传热的加强作用，更准确地体现了实际过程中换热器表面对换热性能的影响
。分析比较的结果发现：根据新公式计算的翅片效率与空气相对湿度无关。

4.期刊论文 张兴群.袁秀玲.黄东.陈蕴光.Zhang Xingqun.Yuan Xiuling.Huang Dong.Chen Yunguang 强制对流翅
片管式换热器结霜性能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40(3)
建立了恒流条件下的强制对流翅片管式换热器的结霜模型,并用实验结果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将结霜模型和风机性能曲线联合起来考虑,在更加切合
实际的情况下,模拟了换热器在结霜工况下的热力性能.研究发现,换热器结霜引起了翅片效率、空气流通率及翅片性能的显著降低,同时还伴随着空气侧
压力降上升.讨论了改变风机类型、翅片间距以及翅片厚度在内的几种设计参数对结霜性能的影响.

5.期刊论文 陈丽萍 结霜工况下风冷热泵翅片管蒸发器传热特性分析 -流体机械2002,30(7)
在对饱和空气焓作了线性处理的基础上,推导出风冷热泵蒸发器结霜工况翅片温度分布、传热量及翅片效率的公式.通过实例分析了蒸发器的传热特
性.

6.学位论文 郑晓峰 冷库液体冷媒融霜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2008
冷库是发展冷藏业的基础设施，也是在低温条件下储藏货物的建筑群。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冷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蒸发器结霜影响了冷库的性能，如何有效地融霜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冷库提出一种新的融霜方式--液体冷媒融霜。
针对冷库的制冷系统，分别对压缩机、冷凝器、热力膨胀阀、制冷蒸发器和融霜蒸发器五个部件建立数学模型，进而建立冷库液体冷媒融霜制冷系
统的数学模型，然后用MATLAB编程求解，分析制冷系统融霜过程的性能变化规律。
设计实验方案，在原有实验装置的基础上，对实验台进行整改搭建。进行漏冷实验，拟合漏冷量关于室内外温差的三次幂多项式，以便计算不同室
内外温差的漏冷量。通过实验确定液体冷媒融霜的时间为15分钟。
本文对不同工况下液体冷媒融霜对冷库性能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1)冷库液体冷媒融霜过程中，库温波动约5℃；(2)液体冷媒融霜
能达到很大的过冷度，在整个融霜过程中，融霜蒸发器充当了过冷器的作用，有利于制冷系统制冷量的提高。(3)液体冷媒融霜过程中蒸发器盘管表面温
度最高不超过30℃，与热气融霜相比，对换热器翅片效率影响小。
本实验模拟的冷库条件与实际的冷库条件差距较大，因此，实验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另外，由于系统采用手动切换，导致切换时间不够准确
，不能达到工程上的要求，如何对其自控系统进行改造成为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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