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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非饱和多孔介质应用于建筑节能 , 使低品位 、低密度的太阳能通过工质的相变得以利用 , 对实现建筑物

的采暖具有应用价值。通过对非饱和多孔材料内的二维流场 、温度场以及蒸发量场的数值计算 , 分析了两端开口

的圆柱环型多孔腔内非饱和多孔介质的传热传质特性 , 研究了流体雷利数及边界条件的变化对多孔床热质迁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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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期以来 ,常规能源利用效率低 、对环境影响大

一直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开

发和利用新能源 ,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势在必

行。对太阳能的开发和利用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

题。我国能源消费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部门 ,但是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耗能在我国总能耗中

的比重将迅速提高 ,因此 ,充分利用太阳能 ,实现建

筑物节能有着重要意义。

从建筑物能量综合利用来看 ,过去较为注重发

展“主动式”太阳能建筑能量系统 ,如由电力驱动的

太阳能空调 、采暖及蓄能系统 。这类系统将太阳能

作为低温热源 ,利用相变或非相变工质的强制或热

力循环 ,达到制冷 、制热或储能的目的。这样的主动

式太阳能利用 ,可以有效地利用低品位 、低密度的太

阳能 ,但设备的初投资较大 ,投入产出比低 ,难以实

际推广应用。因此 ,就中国的国情来看 ,“被动式”太

阳能利用应该是建筑物能量综合利用的发展方向之

一
[ 1]
,也就是要通过各种非强制循环或非热力循环

的方法 ,不消耗大量的电力 ,使热量以自然对流等形

式传递 ,同时 ,利用建筑物内部空间和外部构造 ,使

其在冬天能采集 、保持 、贮存和分配太阳能 ,从而解

决或部分解决建筑物的采暖问题;在夏天又能遮蔽

太阳辐射 ,隔绝室外高温环境 ,逸散室内热量。

近年来 ,国内外在节能建筑对太阳能的利用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 。如英国推广的被动式

太阳房 ,不需要外界机械作功 ,以建筑吸热保温材料

为媒介 ,利用冷热空气的自然交换 ,达到利用太阳能

的目的 。据统计 ,被动式太阳能住宅中 ,太阳能供给

的能源占其总耗能的 30%。美国科罗拉多洲太阳

能研究所成功地研制了一种可取代空调的建材 ,用

其建造的房屋具有吸收太阳能 、调节室温的作用。

这种建材内含有聚醇化合物 ,当室温超过所需温度

时 ,墙壁开始吸热 ,自动制冷;反之 ,所用材料则会自

动放热 ,使室温升高 ,其温度临界点由聚醇化合物的

含量决定[ 2] 。

本文介绍一种新的建筑节能方法 。这一系统与

分离式热管类似 ,但是在蒸发器部分填充多孔介质 ,

利用多孔介质来强化传热 ,采用在常温附近发生相

变的低温制冷剂作为工质。无需提供额外的能量 ,

具有被动式太阳能采暖的特点。与前面所提到的被

动式建筑节能系统相比 ,因为工质的相变可释放潜

热 ,其传热量可以高一个量级 ,即具有高传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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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孔介质中存在毛细驱动机制 ,而且还可以利

用由冷凝器向蒸发器的液体重力回流 ,使系统循环

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 。实验系统回路如图 1 所示 。

该系统利用所吸收的太阳能来实现室内温度的调

节 ,其有效运行依赖于蒸发器和冷凝器结构的合理

设计。因此 ,研究蒸发器内相变工质在多孔介质中

的传热与流动特性 ,以及系统运行受边界条件的影

响 ,有助于获得蒸发器的最佳换热工况 ,并籍此对蒸

发器和冷凝器进行最优设计。

图 1　伴随流体相变的非饱和多孔介质传热系统

Fig.1　Heat transfer system of unsaturated po rous

media with phase change o f fluid

1　数学模型[ 5～ 8]

含湿非饱和多孔介质中的物质运动的机制十分

复杂
[ 3 , 4]

,本文采用目前能够较全面描述多孔介质

内热湿迁移机制的“七场量[ 5] ”多耦合机制的数学

模型。所计算的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真实的物理过

程 ,可以比较完善地描述热量 、液体和蒸汽在多孔介

质中的迁移 。“七场量”包括:温度 T ,水含量 ε,压

力 P , 液体速度 V l , 气相速度 Vg ,蒸汽扩散速度

Vν,d ,单位体积的蒸发和冷凝率 ﹒m 。

对于二维问题 , “七场量” 耦合模型的控制方程

包括连续性方程 ,蒸汽补充方程 ,动量方程和能量方

程。

1)连续性方程

在非饱和多孔介质中 ,液相蒸发率和气相中蒸

汽的生成率是对应相等的 ,因此各组分的连续性方

程分别为:

液相:

 (εlρ1)
 t

+ ·(εlρ1 V l)=-﹒m (1)

气相:

 (εgρg)
 t

+ ·(εgρg Vg)= ﹒m (2)

蒸汽:

 (εgρν)
 t

+ ·(εgρνVν)= ﹒m (3)

2)动量方程

在非饱和多孔介质中 ,因相含量变化 ,液相流动

受到毛细抽吸力的驱动;液相流动也受到 Darcy 阻

力的作用 ,同时粘性力和惯性力不可忽略;对于多孔

空隙中的气体 ,其运动的驱动力是由温度和密度的

变化所致 ,同时 ,还要计及液体运动的影响 。

液相:

 V l

 t
+V l· V l-

﹒m
εlρl

V l =-
gDl

K l
 ε1

-
gεl
K l

V l -
gεg
K g
(V l-V g)-g +v l 

2
V l (4)

气相:

 Vg

 t
+Vg · V g +

﹒m
εgρg

Vg

=-
1
ρg
 p -

gεg
K g
(V g -V l)

-gβ +(T -T c)+v g 
2
Vg (5)

　　3)蒸汽扩散方程

本文模型认为 ,在蒸汽随空气运动的同时 ,由于

温度梯度和湿分的变化 ,会引起蒸汽相对于空气的

扩散 ,所以蒸汽运动的速度应为二者的迭加值(Vν

=Vg+Vν,d),其中蒸汽扩散速度为:

Vν,d =-D Tν T -Dlv εl (6)

　　4)能量方程

封闭腔中能量的平衡应同时考虑工质的流动和

相变换热。若整个腔体中始终处于局部热力学平衡

态 ,即有 T s =T l=T g , 则能量平衡的数学表达式

为:

(ρc)m
 T
 t
+[(ρc)l V l +(ρc)g Vg +(ρc)vVv] ·  T

+[(ρc)l V l· εl+(ρc)g Vg·  εg+(ρc)v Vv· εg] T

= k eff 
2
T -﹒mγ+S (7)

　　以上方程中各参数的物理意义分别是:ε———

相含量;V l ———液相速度矢量;Vg ———气相速度矢

量 ,即蒸汽与空气作为整体运动时的速度矢量;

V v ———蒸汽扩散速度矢量 ,即由于温度梯度引起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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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密度变化而造成蒸汽相对于空气的扩散;c———

比热容;ρ———密度;T ———温度;P ———压力 ,这里

采用分压不分容的原理 , P =Pv +Pa;﹒m ———蒸发

量;S ———内热源;μ———流体的动力粘度;K ———流

体的渗流参数;D Tv 、Dlv ———分别为由于温度梯度

或湿分梯度引起的蒸汽扩散运动的扩散系数[ 6 ,7] ;

t ———时间;λe ———有效热传导系数。下标中:g———

气相;a———空气等残留气体;v———蒸汽;l———液

相 , s———固相。

本文主要研究非凝性气体和蒸汽的自然对流及

蒸发冷凝问题 ,因此 ,可以考虑下面的假设 ,并结合

无量纲理论来简化方程(4)～ (7):

1)孔隙内蒸汽分压达到蒸汽的饱和压力 ,即蒸

汽在各处均处于饱和状态;

2)混合气体由不凝性气体和蒸汽组成 ,可按照

理想气体处理;

3)填料颗粒表面覆盖了薄的凝结液体膜 ,其运

动满足 Darcy 定律 ,且对气体的流动不产生影响 ,因

此可不考虑液相和气相的相对运动 。

2　物理模型及其边界

蒸发器计算的物理模型如图 2所示 。圆柱环型

多孔床由水套加热 ,以提供外壁面恒温条件。考虑

两种内壁面热边界条件:保持内壁面温度不变或使

图 2　蒸发器计算的物理模型

Fig.2　The physical model of the evaporato r

内壁面绝热 。多孔介质充填在内外壁之间 ,工作工

质为 R113 ,其沸点为 47.68℃,是被动式太阳能利

用的理想介质。启动前腔体内温度均匀 ,为 30℃。

将外壁面突然升温到 80℃,由于内外壁面的温度

差 ,工质受毛细驱动力和温度梯度的影响产生自然

对流 ,并伴随蒸发相变 。蒸发后的蒸汽从顶部离开 ,

在冷凝器中被环境温度下的冷空气冷却成液体后再

回到多孔床 ,即冷却液体由腔体底部流入 ,如此循

环 ,一段时间后系统将处于稳定工况 。

针对上述物理模型 ,我们对环型圆柱体内部的

自然对流进行了数值模拟。前期研究曾对水作过计

算[ 8] ,本文采用 R113作为相变工质 ,其物性数据由

有关资料[ 9]提供。由于非饱和多孔介质中压力变

化小 ,流动过程十分微弱 ,流动与传热的耦合性较

强 。本文以流场计算的 SIMPLE算法
[ 10]
为基础 ,对

介质内部各物理量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并采用误差

反馈 、低松弛及坐标变换等一系列方法保证迭代的

收敛。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非饱和流动分析

图 3 分别给出了当 Da =10
-4
、A =5 、 T 0 =

303.15K 、T 1=350.15K 时 ,空腔内温度场 、流函数

场及内部蒸发量随雷利数 Ra
＊=ΛRa 变化的场

图 , Λ为蒸汽导热系数与表观导热系数之比 。图中

计算结果皆为无量纲数据。图(3a)对应雷利数较低

的情况 ,此时流动比较微弱 ,无论流函数还是蒸发量

场的无量纲值都很低 。等温线基本上是竖直向上

的 。蒸发区域还没有占据整个腔体 ,在靠近冷壁面

处有稍许冷凝。由于此时浮升力较弱 ,因此 ,由于浮

升力而引起的流体的循环流动还比较弱 ,工质蒸发

后大部分气体逸出多孔床 。随着雷利数的增长(图

3b),流函数值增大 ,此时流动加强 ,相变更为剧烈 ,

蒸发量较大的区域扩大 ,冷凝区域大大减小 ,同时冷

凝量也渐小 ,对应于温度场的等温线开始发生扭曲。

此时流函数曲线大部分封闭 ,说明相当一部分气体

在腔体内部形成循环自然对流 ,而流动最强烈的涡

心与蒸发场中蒸发量最大处大致对应 ,都位于腔体

左上部分 。当雷利数进一步增加(图 3c),温度场逐

渐在中心区域形成一个分层水平流动 ,蒸发场在腔

体中心部分也出现类似现象 ,基本不再有冷凝区域

出现 ,流函数值也进一步增大 ,并且涡心进一步向左

上方迁移 ,流线向热壁上方处偏移。这种分层水平

流动使腔体的蓄热能力增强 ,大部分受热蒸发的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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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型圆柱体内等温线 、流函数及蒸发量场分布

Fig.3　Temperature contour , streamline and evaporation rate field in the annular cylinder porous media

体在腔体内部循环流动 ,储存了大量潜热。

根据以上分析 ,雷利数的增强可以增强腔体内

工质的流动加强多孔床的换热 ,但是雷利数过高 ,会

引起腔体顶部区域温度普遍偏高 ,如果供液不足 ,可

能造成局部干涸 ,在系统中产生过热蒸汽 ,从而造成

局部分压的不均匀 ,系统产生压力震荡等 。另外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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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系统获热能力的出口处蒸汽流量并不一定随雷利

数的增长而增长 ,虽然在一定范围内 ,雷利数的增长

加强了流动 ,提高了工质的相变程度 ,有利于系统有

效吸收太阳能 ,但从流函数场图可以发现 ,随着流动

的加强 ,越来越多的蒸汽会在腔体内循环流动而非

形成出口蒸汽流量 ,这对整个系统的热量传输是不

利的 。

图 3是在内壁面为定温条件下计算得到的。对

于内壁面为绝热条件的情况 ,开口系内的非饱和流

动特性随雷利数的变化趋势与图 3基本相同 。

3.2　传热特性分析

为了预测多孔填料床的传热能力 ,定义一个无

量纲传热系数 Nuh ,它用于表征通过多孔介质所传

递的热量与纯粹依靠导热传递的热量之比:Nuh =

1
A
∫
A

0
- λm

 Θ
 X
 X=0dY

 λm(Θh -Θc)
,其中 , Θh , Θc———分别代表

热端和冷端(对内壁面绝热情况 ,冷端温度定义为冷

却液体入口温度)的无量纲温度;λm———表观导热

系数 。

图 4　相同初始条件下不同内壁面边界

条件多孔床外壁面平均换热系数的影响

Fig.4　Comparison of averag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between porous beds with different boundary conditions

at the same initial condition

　　图 4显示了两种边界条件下外壁面(即热壁面)

上平均 Nu h 数随雷利数的变化 。由图可见 ,平均

Nuh 数随雷利数的增加而增加 ,这是因为雷利数的

增加强化了多孔床内部的自然对流 ,进而改善了换

热条件 。不同的内边界对热壁面换热会产生影响 ,

雷利数越大 ,这种影响越明显 。在雷利数为 106时 ,

两种内边界条件的平均 Nuh 数近似相等;而当雷利

数达到 10
8
时 ,内边界保持定温下的平均 Nuh 数大

约是内边界绝热条件下平均 Nuh 数的 1.5 倍。这

说明 ,若初始条件相同(温度为 30℃),雷利数较大 ,

内壁面为定温边界条件 ,多孔床的传热性能要优于

绝热边界条件时的传热性能 ,也即可以更好地吸收

外界太阳能 。

图 5和图 6给出了两种不同边界下 ,雷利数对

外壁面局部换热情况的影响。图中可以发现 ,无论

保持内壁面为定温条件还是绝热条件 ,在雷利数较

低时(Ra =106),热壁面局部换热都比较均匀。但

随着雷利数增强(Ra =107 , 108),将导致外壁面局

部换热的不均匀 ,底部换热越来越大 。相对底部换

热而言 ,顶部换热却越来越差 ,且雷利数越大 ,这种

不均匀程度越大。这种趋势与图 3所反映的现象相

吻合 。比较图 5和图 6 ,内边界定温比内边界绝热

有更大的局部换热系数 Nu ,即意味着定温条件下 ,

在外壁面各处有更大的热流密度 。但这对系统获热

并非有利 ,因为部分热量由温度较低的内壁面传走 ,

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图 5　当内壁面为定温条件下

Ra 数对外壁面传热的影响

Fig.5　The influence of Ra number on the outside w all

with an inside wall of constant temperature

对于本系统而言 ,为实现热量向室内的迁移 ,

只有用于工质相变蒸发的系统吸热量才是有效的系

统吸热量。一般地 ,在环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系统

蒸发率的大小代表了系统吸热效率的高低 ,蒸发率

越高 ,系统的热效率越高。为此 ,我们计算了两种内

边界条件下多孔床内总相变蒸发率随雷利数的变化

(图 7)。计算结果表明 ,在初始条件相同 、其它参数

一致的情况下 ,保持内壁面定温会使总蒸发率较低。
这是因为 ,内壁面温度一定时 ,有一部分热量会通过

内壁面转移 。对于系统来说 ,这部分热量被浪费了。

而内壁面绝热时 ,可以将所吸收的热量百分之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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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内壁面为绝热条件下 Ra 数对外壁面传热的影响

Fig.6　The influence o f Ra number on the heat transfer

of outside wall w ith an insidew all adiabatic

于对工质加热 ,这样 ,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系统的热效

率。虽然由前面分析可知 ,保持定温内边界可以形

成更有利的对流场 ,从而吸收更多的太阳能 ,但是对

于能量的利用效率而言 ,绝热边界更有利。尤其是

当雷利数较低(Ra <106)时 ,采用绝热内边界可以

向室内提供更多热量 。

图 7　不同内边界条件下多孔床内的总蒸发量

Fig.7　To tal evapora tion rate in porous bed

with different boundary conditions

4　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计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空腔内雷利数的增加 ,温度场的等温线

逐渐在中心处趋于水平 ,传热主要集中在腔体边界

处 ,流动大大增强 ,相变也越来越剧烈。在高雷利数

条件下 ,可以观察到蒸发场与温度场有类似的分层

现象 。这些结果表明雷利数的增长在一定范围内是

有利于多孔床的换热。但雷利数过高有可能会对系

统稳定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2)本文比较了两种内边界条件对多孔床换热

的影响。保持内边界为定壁温 ,有利于更好地吸收

外界太阳能;而保持内边界绝热 ,有利于提高系统的

吸热效率 ,因此 ,如何使系统传热性能最佳需要综合

考虑这二种情况。

3)无论对哪一种边界条件 ,雷利数的增长都加

强了系统的换热 ,但会使多孔床上下部分换热的差

异越来越明显 ,底部换热越来越强 ,顶部换热则相对

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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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OF HEAT TRANSFER

IN POROUSMEDIA WITH FLUID PHASE CHANG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UILDING ENERGY SAVING

Huang Xiaoming , Liu Wei , Zhu Guangming , Wang Chongqi
(Huazhong Universi 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 430074 , China)

Abstract:The exploi 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 sources(especially solar energy)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economic of our country .The application of unsaturated porous media in building

energy saving is benefit for the ut ilization of solar energy of which the quality and densi ty is bo th low .Because of

phase change of the wo rking media in porous media , the heat transferred by the porous media is more valuable

than heat go t direct ly f rom natural solar energ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2D f luid f ield , temperature field

and evaporation rate field for an annular cylinder porous bed wi th open ends is given.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data ,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Ra number and different boundary condi tion on the

porous media is especially discussed.

Keywords:utilization of solar energy;building energy saving;annular cylinder;unsaturated;porous media;nu-

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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