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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水表面抑制结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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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憎水涂层的研究 ,从理论和实验上分析验证、其抑制换热器湿空气侧结霜的可能性 ,通过对比实验观察

到的现象及测量霜高的生长情况 ,从理论上分析了有憎水涂层表面霜层生长较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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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Hydrophobic Coating Restraining Frost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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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straining of frost deposit on wet air side of heat exchanger by studying the hydrophobic coat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2

mentally was analyzed and certificated. The reasons of frost growing slowly on the hydrophobic coat are theoretically analyzed with phe2

nomena observing and frost thickness meas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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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霜现象广泛存在于制冷、低温液体储存、气

体液化及航天等领域。换热器表面结霜对换热器

工作性能的影响很大 ,实测显示 ,当室内空气相对

湿度为 40 %时 , 每千克空气中含水份 0. 006kg。

当换热器管束表面温度达到 11 ℃,空气达到饱和

并开始冷凝。当换热器管束表面温度低于 0 ℃,

霜开始形成。当空气以 3m/ s 的速度流过壁面为

- 15 ℃的换热器管束表面时 ,每秒钟约有 0. 008kg

的水分变成霜沉积在管束表面上。假设温度恒

定 ,空气速度恒定 ,这意味着每天单位横截面上有

不少于 0. 75m3 的霜形成[1 ] ,显然 ,如果不采取措

施 ,将会造成流道堵塞 ,恶化换热性能。

在换热器中为避免大量霜的形成 ,影响系统

和装置工作性能 ,可采用以下方法除霜 : (1) 用电

加热器 ; (2) 热的再覆盖 ; (3) 有规律的关闭系统 ;

(4) 外加电场 ; (5) 机械法等。但是这些方法均是

以消耗能量为代价或存在影响系统和装置正常工

作的问题。因此笔者通过对憎水涂层的研究 ,从

理论和实验上分析和验证了抑制换热器湿空气侧

结霜的可能性。

2 　实验验证

在小型调温闭式风洞 (图 1) 中进行的试件可

视对比实验[2 ] 。涂有硅油或硅脂的憎水涂层和无

涂层铜金属试件在相同条件下实验 ,温度从常温

下降到可控制的 - 35 ℃,观察到 :

　　无涂层表面 :

表面结露 →露珠变大 →形成水膜 →结成冰层

→冰层上结霜

憎水涂层表面 :

表面结露 →露珠变大 →形成冰球 →在冰球上

结霜

两种情况霜生长基础不同 ,其结构也不同。

在相对湿度为 78 %、风速为 7. 7m/ s、壁温从室温

15 ℃降至 - 24 ℃时 ,有涂层与无涂层金属表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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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比较曲线如图 2 所示。

图 1 　小型调温闭式风洞

图 2 　憎水涂层与无涂层表面结霜比较曲线

3 　理论分析

控制换热器湿空气侧结霜 ,是由传热传质学

中加热面粗糙度对液体沸腾过程的影响和在低能

表面上能形成珠状凝结的启示而提出的[3 ] 。但由

于水蒸汽分子系强极性分子 ,换热器金属表面也

是极性的 ,因而提出在换热器壁面涂以高疏水性

材料 (低能表面) 以阻止或减缓结霜。

根据冰核生长理论 ,冰晶在壁面是以球冠状

与壁面粘着的 ,能够形成冰核的最低条件是壁面

温度低于湿空气中水蒸汽分压力所对应的饱和温

度 ,并要使壁面温度低于 0 ℃,相变热力学中以相

变驱动力Δg > 0 表示 ,即 :

Δg = RT1ln (
P1

P0
) > 0

式中 　R ———水蒸汽的气体常数

　T1 ———水蒸汽的绝对温度 , ℃

　P1 ———绝对温度 T1 所对应的水蒸汽饱和

压力 , Pa

　P0 ———对应壁面温度 T0 的水蒸汽饱和压

力 , Pa

Δg 必须大于零才具有相变驱动 ,也即 P1 必

须大于 P0 才能促成由汽相转变为固相的凝华过

程 ,并生成冰核。在壁面上凝华形成冰核的形状

决定于壁面 S 、过冷蒸汽相 i、冰核相 j ,三者中各

二者之间表面张力的大小如图 3 所示。

图 3 　表面张力示意
σij1 汽相和冰核之间的表面张力 ,N/ m;σjs1 冰核和壁面之间的

表面张力 ,N/ m;σis1 汽相和壁面之间的表面张力 ,N/ m; ajs1 冰

核和壁面之间的接触表面积 , N/ m ; V j1冰核球冠的体积 , m3 ;

θ1 冰核与壁面的接触角 ,θ< 90°为润湿 ,θ> 90°为不润湿

θ满足力学平衡条件 :

σis =σjs +σijcosθ

cosθ=
σis - σjs

σij

冰核球冠底面积 :

ajs =πr2sin2θ

可见壁面物性与冰核愈不润湿 , 即θ角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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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球冠与壁面的接触面积 ajs就愈小。其极限为

θ= 180°时 ,则 ajs为零 ,也就是冰核不能粘着在壁

面上。由于粘着力是与粘着面积 ajs成正比例的。

在体积 V j 不变的条件下 ,若壁面的润湿角愈小 ,

则 ajs愈大 ,即一旦在壁面上结霜就有较大的粘着

力而不易被外力除去。

一旦形成冰核 ,若冰面上的温度仍很低 ,相变

驱动力Δg 足够的话 ,则新的冰核就能在原冰核

上形成。

目前有以下几种理论 :

(1) 机械联接理论。认为被粘接的物体表面

是粗糙的、多孔的 ,胶液渗入到二物体表面的孔隙

中凝固后形成许多微小的“销钉”将二物体连接起

来。

(2) 物理吸附理论。认为物质分子之间存在

着物理吸附作用 ,粘接剂使分子紧密而充分地接

触 ,形成的物理吸附力将物体连接起来。

(3) 扩散理论。认为粘接剂分子与物体表面

分子都处于运动状态 ,二物体的分子通过扩散作

用相互渗透而使粘接剂与物体牢固地连接起来。

(4) 化学键理论。认为粘接剂与被粘接剂表

面之间发生化学作用 ,形成了化学键 ,如同链条一

样把二物体连接。

壁面上的冰核是水蒸气分子在壁面上凝结而

成的 ,壁面又是有一定 的粗糙度并有微孔的表

面 ,所以冰核与壁面的粘接是上述理论中前 3 种

的综合作用。

下例可以说明冰核与壁面的粘附强度的大小

与接触面积、表面粗糙度有关。在蒸发器金属壁

面上涂有聚四氟乙烯或某种乙烯聚合物 ,由于它

们对冰核的接触角θ大 ,具有不润湿性 ,使球冠

的接触面积小、表面又光滑 ,使上述 3 种粘接机理

都较弱 ,因此其粘附强度远较金属壁面为小[4 ] 。

Jellinek 等曾通过实验证明[4 ] ,冰在铝表面的粘附

强度为 7. 5kg/ cm2 ,而在聚四氟乙烯等聚合物表面

的粘附强度为 0. 04kg/ cm2。Oksanen 也做过类似

的实验 , 在 - 10 ℃钢表面冰的粘附强度为

0. 84MPa ,而在聚合物表面粘附强度为 0. 18MPa。

所以对换热器金属表面喷镀高疏水性镀层

(μm 级) ,能降低其与水蒸气之间表面能 ,增大接

触角。从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及理论分析可知 ,憎

水涂层表面在冰球上结霜 ,曲率对结霜初期产生

影响。从汽相生长系统中的吉布斯一汤姆逊关

系 :

RTln (
P1

P0
) =

γvs

r

RTln (
P1

P0
) =

γvl

r

式中 　vs ———晶体克分子体积

　vl ———液体克分子体积

　r ———曲率半径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 ,当 r > 0 时 ,曲率半径越

小 , P1 越大 ,即相对于平面平衡的饱和蒸汽压越

大。憎水涂层表面的露珠曲率半径小 ,相对饱和

蒸汽压大 ,露珠生长慢 ,初期冰球的生长也慢 ,使

得有憎水涂层表面最初的霜高较低[4 ] 。

孙玉清等通过在相同实验台上作对比实验后

发现 :高疏水性镀层表面较之普通金属表面 ,在其

他条件相同时[3 ] ,观察到的开始结霜 (露) 温度 ,前

者比后者低 3 ℃。实验还间接验证了试件冷壁面

湿空气边界层内冰微粒和亚稳态的过冷水珠沉积

作用对结霜的影响。

4 　结论

(1) 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 ,验证了憎水涂层表

面抑制换热器湿空气侧结霜的可能性。当接触角

越大 ,球冠与壁面接触面积越小。其极限为接触

角为 180°时 ,冰核就不能粘附在壁面上。

(2) 通过对比实验观察到的现象及测量霜高

的生长情况 ,从理论上分析了有憎水涂层表面时

霜层生长较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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