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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介绍了超常工业热管的研制过程。我们所制作的超常工业热管已在石化行业投入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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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热管是一种利用工质相变进行热量传递的高效

传热元件[1 ] 。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作为一种卓有

成效的节能新技术而在国内外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

应用。特别是传热效率高、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的碳

钢 - 水热管的问世 ,更为热管换热器在烟气温度低

于 350 ℃的工业余热回收方面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

前景。为了区别其它类型的热管 ,我们将此种热管

称之为工业热管。在温度计量部门中 ,正是利用了

工业热管均温性能好的优点 ,研制出了温场非常均

匀的水沸点炉来进行铂电阻温度计日常的检定工

作。

然而 ,碳钢 - 水热管的相容性仍然是制约工业

热管使用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 ,

碳钢与水要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不可凝结气体氢

气[2 ] 。因此 ,碳钢 - 水热管失效的原因归根到底是

热管的上端产生了不凝结气体氢气 ,其累积在热管

中阻碍工质蒸汽在冷却段的流动范围和冷凝换热 ,

从而使热管的传热性能逐渐下降 ,以致热管失效。

热管的失效主要表现为 :起初热管上端有一小段不

热 ,慢慢不热段越来越长 ,最终致使热管整根失效。

正是鉴于目前常规工业热管所存在这些问题 ,我们

决定开发研制超常工业热管。所谓超常 ,是指研制

的多相多组分混合工质比通常以水为工质的热管具

有更优良的传热性能 ,并且该工质在热管的运行中

能减缓甚至阻止不可凝结气体产生 ,达到延长热管

使用寿命的目的。

二、超常工业热管研制过程

超常工业热管的研制可分为如下五个步骤 : (1)

翅片管的清洗 ; (2)多相多组分工质的研制 ; (3)真空

除气、检漏 ; (4)充液 ; (5) 加热、封口、密封焊。下面

分别进行阐述 :

11 翅片管的清洗

对翅片管内壁及端盖进行除锈、除油及钝化处

理。首先用蒸馏水清洗 ,用布擦干或用风吹干 ,然后

加钝化液 ,在翅片管内壁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物保

护膜 ,阻止碳钢与水接触发生化学反应。钝化液的

浓度必须按配方中的要求配比 ,钝化液的浓度不应

太低 ,这样效果不明显。钝化时间至少 12 天 ,时间

太短 ,不能生成致密的氧化物保护膜。

21 多相多组分工质的研制

在调研分析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 ,确定所选工

质的最佳充液率。在研究中发现 ,冲液量对热管的

传热性能有很大的影响。若冲液量过大 ,会有很多

的液体被携带到冷凝段 ,出现携带现象 ,严重时会引

起热管纵向窜动 ;若冲液量过小 ,加热段会出现局部

干枯 ,造成局部过热 ,引起热管失效。因此 ,最佳的

冲液量是热管正常工作的保证 ;并且 ,在最佳冲液量

下 ,热管加热段具有最大的对流换热系数[1 ] 。我们

利用所建立的热管实验装置 ,测出不同加热功率下

热管加热段的表面温度 ,进而可以计算出加热段的

对流换热系数。从图 1 中可以直观看出不同热流密

度下 ,加热段对流换热系数随充液率的变化规律。

当充液率较小时 ,对流换热系数就很小。但当充液

率小于 65 % ,加热段的对流换热系数随之降低。因

此 ,我们认为最佳充液率为 60 %～65 %。

为了强化热管内部的沸腾换热 ,在工质中加入

了颗粒很小的金属固体颗粒。由于金属粉末的引

入 ,增大了工质的密度、比热和导热系数 ,增大了流

体传输热的能力 ,达到强化传热的目的。也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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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边界层的分离理论来解释其强化传热的原因 :当液

体绕固体颗粒向上运动时 ,将发生边界层分离 ,使得

湍流加强。同时 ,流体绕过固体颗粒的流动产生一

个径向力 ,形成流体的径向脉动流 ,其可以促进边界

层内流体的更新而使传热强化。固体颗粒杂乱无章

的运动可以撞击加热面 ,破坏传热边界层 ,是使传热

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气泡动力学角度考虑 ,粗

糙的表面还有利于形成气泡核心 ,增大气泡产生的

频率 ,从而达到强化传热的目的。

为了延长热管的使用寿命 ,不仅采用了化学钝

化 ,而且在工质中加入了缓蚀剂、除氢剂来解决碳钢

与水的相容性问题。从原理上看 ,标准电极电位为

正值的元素氧化物均能与氢起氧化还原反应生成

水。如 : SnO2 + 2H2 Sn + 2H2O ,CuO + H2

Cu + H2O

总之 ,所研制的多相多组分工质不仅可以解决

碳钢与水的相容性问题 ,而且起到强化传热的目的。

由于涉及到知识产权 ,在此不对工质的配方作详细

的说明。

31 真空除气、检漏

用真空泵抽真空 ,除去管内壁吸附的多余气体 ,

同时对焊缝起到检漏作用。

41 充液

用医用注射器 ,沿注射管注如最佳的充液量。

51 加热、封口、密封焊

采用加热排气法 ,达到一定的真空度后 ,用机械

方法把注液口压紧封口 ,套上保护帽再密封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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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用表直流低电压档测量精度的改善

张　伟
(江苏省邳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邳州 221300)

　　万用表的直流 215V 电压档 ,在使用过程中 ,往

往不能达到理想的准确度要求。万用表的测量精

度 ,除了和万用表的准确度等级有关外 ,在电压档还

与万用表的内阻有关。

万用表内阻 ,在数值上等于电压的灵敏度 (Ω/

V)和电压档量程 (V) 的乘积。因为灵敏度是一定

的 ,所以 ,电压档越低 ,其内阻越小。以 500 型万用

表为例 ,其直流 215V 电压档内阻为 : 20000Ω/ V ×

215V = 50000Ω。当用该表的 215V 电压档测量图

1bc 间电压应为 0175V ,由于万用表并接在 R2 上 ,

使得 bc 间并联电阻为 47619Ω ,从而使

V bc =
115 ×47619
106 + 47619

= 01068 (V)

以上表明 ,万用表的内阻对低电压的测量准确度影

响很大。那么 ,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

经过实践 ,我制做一简单的电路装置 ,如图 2 所

示。它可以将电压灵敏度为 2000Ω/ V 以上的万用

表的 215V 档的内阻提高到 100MΩ以上 ,从而达到

提高测量精度的目的。

图 2 中 ,B G1 、B G2 复合管等组成射极跟随器 ,

E1 为本装置的主电源 , E2 为测量直流电压用的辅

助电源 ,B 为公共端 ,A 为直流被测电压输入端 ,V

为万用表的低电压档。当进行直流电压测量时 , E2

为 B G1 、B G2 组成的复合管偏置电源 ,由于复合管工

作于集电极状态 ,其输入阻抗 R入 = (1 +β1 3β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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