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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流下强吸水表面上结霜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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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行研制的强吸水表面上进行了结霜实验研究 ,测得了其上的霜表面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并与普通

金属表面上的进行了对比。进行了不同实验条件下吸水表面上霜厚的测量 ,与普通金属表面进行了对比 ,研究了涂

层厚度对结霜的影响。结果表明 ,这种涂层在较易结霜的实验条件下可使初始霜晶出现时间延迟 555 分钟左右 ,在

低于冰点的一定范围内 ,初始霜晶出现可延迟 3 小时以上 ;并且霜厚减少可达 40 %以上 ,霜层疏松 ,在外力的作用下

很容易除去。涂层越厚 ,吸水能力越强 ,抑霜作用也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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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ydrophilic polymer coating was prepared and used to release the fro st formation in a serie s of experi2

ments. The fro st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fro st thickness were measured on the coated surface and uncoated copper

surface , re spectively , and the re sult s were compared. The experimental re sult s show that the onset of the fro st forma2

tion on the coated surface can be retarded about 5 - 55mins , even over 3 hours in some certain conditions below the

freezing point . Moreover , the fro st thickness greatly reduces by 40 %. Furthermore , the fro st layer depo sited on the

coated surface is loo ser than that on the uncoated surface s and thus can be removed by external force more easily. The

effect s of the polymer coating thickness on fro st formation was studied and it is found that under ordinary condi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fro st suppre ssion of the polymer coatings increase s with the coating thickness due to the increased abil2

ity to absorb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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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暴露在湿空气中的表面温度低于露点时 ,会

发生凝结现象 ,如果表面温度在 0 ℃以下 ,水蒸气就

会转变成固态的霜 ,沉积在表面上。霜在形成的初

始阶段充当肋片 ,开始时壁面的热传导率会提高 ,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霜的导热系数小 ,所以变厚的

霜层成为绝热体 ,使传热恶化。结霜是制冷和低温

设备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它使传热效率降低 ,能耗

增加。除霜的方法有许多种 ,例如根据时间、压力和

温度等参数控制除霜法[1 ] ,但是这些方法都会消耗

大量的能源。所以应该转换思路 ,采用新型的除霜

方法 ,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国外学者 E. U. Oko2

roafor 采用高聚物亲水表面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结

霜实验测量[2 ] ,可使结霜速率和霜厚减少 10 %～

30 %。这说明 ,对着霜表面进行处理或采用合适的

涂层 ,可以有效抑制霜层的生长。以此为出发点 ,研

制了一种强吸水低能表面 ,并对表面上的结霜现象

进行了观察分析 ,发现这种表面具有抑霜的特性 ,霜

厚减少可达到 40 %以上 ,并且可使致密的霜层变得

疏松 ,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容易除去。

2 　实验装置

实验中的冷却装置采用半导体温差电制冷器

件 ,制冷电源采用单相桥式硅元件整流 ,最低温度可

达到 - 26 ℃。用可拆卸的紫铜板 4 作为结霜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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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为 150mm ×52mm ×6mm ,在铜板的两侧靠近表

面处钻孔 ,深度为 13mm ,布置 4 根 T 型热电偶来测

定铜表面温度。CCD 摄像镜头与显微镜连接 ,通过

视频电缆将显微镜放大的图像传输到计算机 ,由图

像采集卡记录实验过程 ,采集速度为 30f/ s。图 1 为

实验系统图。

图 1 　实验系统图

3 　实验过程

3. 1 　测试表面的制作

先将紫铜表面抛光 ,对表面进行清洁处理。把

吸水颗粒充分研磨 ,并按一定的质量比与涂料混合 ,

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稀释 ,用喷枪将涂料均匀的喷

涂到光滑的紫铜表面上 ,在通风处放置 30～60 分

钟 ,再将一定质量的亲水涂料喷涂到表面上。待涂

层干燥后 ,进行显微测厚。

分别制作了三种不同的试件表面 ,进行了结霜

特性的对比。

试样 1 :在紫铜板左半侧涂强吸水涂料 ,厚度为

0. 3mm

试样 2 :在紫铜板上涂强吸水涂料 ,厚度为 0. 3mm

试样 3 :在紫铜板上涂强吸水涂料 ,厚度为 0. 8mm

3. 2 　实验步骤及内容

所列的实验均为自然对流下竖直平板上的结霜。

实验前 ,将试件表面用塑料薄膜覆盖 ,使表面与空气

隔绝 ,等到壁温达到设定温度且恒定不变时 ,揭开薄

膜 ,同时开始计时。结霜的过程通过计算机实时监

控 ,霜厚通过显微测量软件读取 ,霜表面的温度用红

外测温仪测量 (发射率设为 0. 95) 。对试样 1 ,通过观

察和表面温度的测定来研究左右两侧表面上的结霜

量 ,并进行各种条件下反复的结霜实验来研究试件的

稳定性与重复使用性能。将试样 2 和试样 3 与紫铜

表面进行结霜对比实验 ,通过霜厚的测定来研究结霜

量的多少 ,并比较涂层厚度对结霜的影响。

图 2 　试样 1 表面结霜对比照片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试样 1 的左半侧因涂有吸水涂料 ,初始霜晶出

现较晚 ,而且霜晶分布不均匀 ,开始只在有限的几个

点处出现 ,并且出现了强烈的枝晶生长 ,枝晶粗大且

疏松。图 2 拍摄了试样 1 上 T ∞= 22 ℃, ( = 70 % ,

Tw = - 18. 3 ℃时结霜 30 分钟的图像。对试样 1 进

行了两个月的重复性实验 ,发现其仍旧能起到一定

的抑霜作用 ,持久性较好 (如图 3 (a) 、(b) 、(c) ) ,但

由于涂层吸水反复膨胀 ,使其附着力下降 ,在边缘处

出现剥落现象。

图 3 　试样 1 不同时间下的结霜试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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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中 (a) 、(b) 、(c) 分别记录了 T∞= 26 ℃, ( =

60 % ,Tw = - 18. 3 ℃实验条件下试样 1 表面温度随

时间的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出 ,霜表面的温度是随

时间逐渐升高的 ,即随着霜层的增厚霜表面温度逐

渐升高 ,而且由于结霜表面为竖直平面 ,冷表面附近

的空气受冷下沉 ,所以不难理解 ,冷板表面的传热系

数及传质系数从上向下逐渐减小 ,导致霜层沿板壁

从上向下逐渐变薄。板壁的最上边缘又由于边缘效

应使霜层明显高于平均厚度 ,从图 4 中也可以明显

看出上边缘霜层表面温度最高 ,恰好反应了霜层的

厚度变化。图 4 (a)中左右两侧温度的对比 ,可以看

出左侧的温度要低于右侧 ,而且左侧温度曲线起伏

较大 ,这是因为左侧表面初始霜晶出现晚 ,结霜量

少 ,而且霜晶稀疏 ,出现霜晶位置的表面温度要高于

没有霜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左侧表面的霜层逐

渐增厚 ,与紫铜上霜表面的温差逐渐缩小 ,如图 4

(b) 、(c) 所示 ,图 4 (c) 中可以看出左侧的温度稍低

于右侧 ,温度基本达到相同。上边缘的霜层表面温

度由于升高至 0 ℃以上 ,霜层经历了融化变薄再结

冰的过程 ,所以图 4 (c) 中上边缘的温度略低于图 4

(b)中的边缘温度。

图 4 　不同时间时试样 1 的霜层表面温度分布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防霜涂料对结霜过程的影

响 ,分别对试样 2 和试样 3 测量了在相同条件下防

霜涂层与裸紫铜表面上着霜厚度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由于测量手段的限制 ,测得的霜厚均为板壁上

端的 ,所以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 ,测量结果 (霜厚)远

大于竖直平板上的平均霜厚 ,这对于涂有防霜涂料

的情况更为突出。由图 5 (a) 中和 (b) 可以看出 ,相

同条件下 ,试样 2 上的霜厚明显低于紫铜表面的 ,在

实验 (a)中 ,结霜量减少 40 %以上 ,实验 (b) 中 ,结霜

量减少 25 %以上 ,随着壁温的降低和湿度的增加 ,

吸水表面上的霜厚也是逐渐增大的。

试样 3 涂层的厚度较厚 ,在实验中发现 ,在较高

的壁温和较小的湿度下 ,可以保持几乎不结霜的状

态。图 6 中试样 3 上测得的霜厚是板壁的最上边缘

出现的少量霜晶 ,实验观察了三个多小时 ,板壁上均

没有结霜。图 7 为不同壁温下吸水表面的霜厚测

量 ,Tw = - 10. 2 ℃时 (曲线 B) ,实验进行了 55 分钟

时在涂层表面的上端出现了少量霜晶 ,测得的曲线

为板壁上端的霜厚 ,整个实验过程中 ,板壁内部并没

有结霜。将壁温降低到 Tw = - 15. 5 ℃(曲线 A) ,再

进行实验 ,初始霜晶在 15 分钟时出现 ,随着时间的

推移 ,壁面上逐渐长满霜晶。图 8 是用红外测温仪

测得的

图 7 中实验B 的壁温图 ,可以看出 ,板壁温度始

终在 - 8. 0 ℃左右 ,可见涂层的热阻影响并不大 ,而

且在此低温下 ,可以保持 3 小时以上不结霜。图 9

是与图 7 中实验 A 对应的壁温图 ,可以看到沿板壁

从上向下霜晶逐渐减少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霜晶

增多 ,有霜晶出现的地方温度明显较高。实验 A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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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 ,向表面上加少量的风量 ,发现枝晶很容易的折 断 ,脱落。

　　以上研究表明 ,这种防霜涂料具有延迟初始霜

晶的出现 ,并且抑制霜层生长的作用 ,形成的霜层非

常疏松 ,使霜可以很容易除去。这种涂层之所以具

有这种抑霜的作用 ,是因为涂层具有吸收大量水并

且使吸收的水保持在冰点以下不冻结的作用 ,现在

一些学者做了水在类似的涂层上结冰的研究[3 ,4 ] ,

研究指出最低可到 - 20 ℃不结冰[3 ] 。由于涂层先吸

收了大量的水 ,然后在膨胀的涂层上逐渐出现霜晶 ,

这样交界面处包含冻结和未冻结的水分子 ,大大削

弱了霜晶的附着力 ,因而霜层变的非常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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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通过对所研制的强吸水表面结霜实验研究发

现 ,这种涂层可以使初始霜晶出现时间晚 ,并且成霜

速率慢 ,结霜量减少 ,霜层疏松 ,可以在外力的作用

下很容易除去。在低于冰点的一定范围内 ,还具有

保持不结霜的能力。研究发现 ,涂层越厚 ,吸水能力

越强 ,抑霜的功能也就越明显。涂层由于吸水膨胀 ,

附着力会逐渐变弱 ,并且涂层的坚固性不好 ,所以表

面抑霜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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