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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建立二维非稳态导热的数学模型 ,模拟了瞬态热流计测量低温金属表面与高温流体换热

时影响测量精度的五种主要因素。计算得出 ,由于热流计测头的出现 ,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会给热流测

量带来较大误差。其次 ,热流计测头自身因素的变化也会给测量带来误差。测头越薄 ,测量误差越小 ,

稳定越迅速 ;测头边长越长 ,测量误差越小。但当被测物表面积较大时 ,测头边长存在一个最优值 ,能达

到测量精度与测头尺寸的最佳结合 ,这个值约为 20mm ;测头与被测物粘贴越紧密 ,误差越小 ,稳定越迅

速 ;被测物导热系数越小 ,则测量误差越小。模拟计算的结果能够为热流计的设计制作以及实际应用提

供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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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航空航天、动力工程

以及日常生活中 ,存在着大量的热量传递问题有待

解决[1 ] 。为了实现节能的要求 ,需要掌握各种热设

备的热量收支情况 ,例如要求直接测量热流密度的

变化和热流密度的分布等等[2 ] ,热流密度计的出现

满足了这种需求。在测量过程中 ,由于热流计测头

的类型、尺寸、热阻、测头与被测物体之间性质的差

异等因素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测试误差[3 ,4 ] 。就辅

壁式热流计而言 ,即使热流计本身是准确的 ,但由于

热流计的介入引起了被研究的物理模型产生畸变 ,

也会给热流计的测量带来误差[5 ] 。为了分析辅壁

式热流计在测量过程中测量误差的影响因素 ,本文

建立了二维非稳态导热的数学模型 ,通过数值模拟

来分析热流计测量过程中对流换热系数、热流计测

头厚度、边长、测头与被测物粘贴紧密程度以及被测

物性质等因素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1 数学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建立的物理模型 ,模拟了薄膜辅壁式热

流计测量低温金属表面与高温流体换热的情况。之

所以采用这样的物理模型 ,首先是因为模型中热流

较大。其次 ,金属对温度和热流的感应灵敏 ,响应迅

速 ,能够对热流微小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从而能更

加清晰的反映热流测量过程中热流计测头各种因素

的改变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具体的物理模型描述如下 :为了测量工业锅炉

设备中烟道壁的热流损失 ,利用热流计测头进行动

态的热流测量。设烟道壁初始温度接近环境温度 ,

为 T1 = 300 K。突然有温度为 Tf = 400 K的高温气

体从烟道中经过 ,与烟道壁面进行对流换热 ,并将其

加热。为了知道壁面与流体的换热情况 ,将一个以

二氧化硅为基片的薄膜热流计贴附在烟道壁金属表

面 ,进行动态的热流测量。热流计测头的厚度δ、测

头的边长在 y 轴上的节距、金属壁的材料、热流计

测头与气体的对流换热系数等众多因素 ,在数学模

型中将根据研究的需要给出不同值 ,以便于计算对

比。

下面 ,将针对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建立数学模型

并进行数值求解。

贴上薄膜热流计测头后 ,金属壁与高温气体的

传热情况 ,从原来的近似可以认为是一维传热变成

了三维传热。但由于薄膜热流计测头的厚度相对于

被测物来说非常微小 ,且由于正方形的对称性 ,故只

考虑纵剖面上的传热情况就足够了[6 ] 。因此 ,为了

便于问题的求解 ,决定采用二维导热模型并作如下

假设 :

(1)认为传热为二维问题 ,只考虑纵剖面上的传

热。

(2)热流计测头对于被测物表面来说非常薄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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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测物为半无限大物体。

(3)各种材料的热物性为常数 ,与温度无关。

(4)由于热流计测头表面热电堆的金属膜非常

薄且金属的导热性良好 ,故忽略热流计测头表面金

属膜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热流计测头模型可近似看

作一个二氧化硅薄层。

(5)认为热流计测头与被测壁面之间存在一个

很薄的空气薄层。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 ,针对所研究的物理模型

建立坐标系 ,并列出描述热流计测量过程中传热的

二维非稳态导热偏微分方程和定解条件。

111 控制方程

被测壁面的导热微分方程为 :

ρ1 c1
9 T1

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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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流计测头的导热微分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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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定解条件

(1)几何条件

根据所建的物理模型 ,设被测物为半无限大墙

体 ,热流计测头厚度及宽度根据计算需要将给出不

同值。

(2)初始条件

假设被测金属壁开始处于稳定状态 ,所以初始

条件为 :

τ= 0 , T = T1

(3)边界条件

x →- ∞: T = T1

x = 0 , y2 < y < y1 :
( T | x = 0 - Tf)

1
α2

+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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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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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a

= λ2
9 T2

9x

x = 0 , y < y2或 y > y1 :( T | x = 0 - Tf)α1 =λ1
9T1

9x

x =δ, y2 < y < y1 : ( T | x =δ - Tf)α2 = λ2
9 T2

9x

热流计边缘截面的边界条件为 :

　　0 < x <δ, y = y1 或 y = y2 :

　　 ( T | x = x′- Tf)α2 = λ2
9 T2

9x
(3)

　　以上诸式中 , T1 , T2 , Tf 为被测壁面、热流计测

头及高温气体的温度 ;δ,δa 为热流计测头和空气薄

层厚度 ;λ1 ,λ2 ,λa 为被测物壁面、热流计测头以及

空气薄层的导热系数 ;α1 ,α2 为壁面及热流计测头

表面分别与高温气体的对流换热系数 ; c1 , c2 为壁

面及热流计测头的比热 ;ρ1 ,ρ2 为壁面及热流计测

头物质的密度。

2 模拟计算

根据前面所建立的数学模型 ,通过给定不同的

边界条件和参数来进行模拟计算。

211 对流换热系数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根据前面所建的物理模型 ,假定空气夹层的厚

度为 0102mm ,热流计测头的边长为 20mm ,厚度为

015mm。当烟道内的气体流速为 10m/ s 时 ,热流计

测头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约为 40W/ ( m2·

K) ,并假定后面所有模型的对流换热系数都为该

值。根据不同的气体流速 ,分别假定热流计测头与

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为 10、20、40 以及 60W/

(m2·K)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并定义未粘贴热流计测

头时通过被测壁面的热流值为实际值 ,对流换热系

数为 40W/ (m2·K)时 ,计算得该值为 401419W/ m2 。

通过计算 ,将不同对流换热系数下 ,通过热流计

测头热流值和实际热流值随时间的变化绘制曲线如

图 1 所示。

图 1 　对流换热系数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到 ,当环境对流换热系数为 10

W/ ( m2 ·K) 时 , 经过测头的热流值比实际高

4188 %。当对流换热系数为 60 W/ (m2·K) 时 ,经过

热流计测头的热流值比实际高 1155 %。对比可以

看到 ,对流换热系数越大 ,测量的偏差越小。这主要

是由于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大 ,加大了换热量 ,使测头

引入的偏差相对较小 ,从而使稳定值接近真实值。

反之 ,测头所引入的误差相对较大 ,使稳定值偏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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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从图 1 还可以看到 ,不同对流换热系数下的热

流稳定时间几乎相同。这说明虽然对流换热系数的

改变增大了换热效果 ,但对热流的稳定时间没有太

大影响。综上所述 ,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会给所测

热流的大小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流换热系数越大 ,所

测热流值越接近真实值 ;反之 ,则与真实值偏差较

大 ,但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不会明显影响稳定的时

间。

212 测头与被测物粘贴紧密程度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在其他基本条件与上面模型相同的情况下 ,分

别就空气层的厚度为 0101、0102、0104 和 0106mm

四种情况进行计算。通过测头的热流密度值和实际

热流密度值随时间的变化绘制曲线如图 2 所示。

空气层较薄时 ,热流计测头与被测壁面之间的

热阻较小 ,热量传递较快 ,热流值也因此而迅速稳

定。随着空气薄层的加厚 ,热阻加大 ,热量传递变

慢。由于热量不能很快地传导 ,热流计测头温度会

逐渐升高 ,测头与被测物之间的温差加大。因此 ,虽

然空气层的加厚增加了测量热阻 ,但由于两者之间

的温差也同时增大 ,所以当热流达到稳定时 ,通过测

头的热流值并没有明显减小。

分析图 2 还可以看到 ,热流稳定的时间相差非

常大。空气层厚度为 0101mm 时 ,热流的稳定时间

约为 115s ,而当空气层厚度为 0106mm 时 ,热流稳

定的时间达到了 9s ,是原来的 6 倍。这主要是由于

空气层的增厚 ,加大了热流计测头和被测物之间的

热阻 ,使温差的稳定时间大大增加的缘故。对于薄

膜瞬态热流计 ,它需要测量瞬变的热流值 ,因而要尽

量短的稳定时间。稳定时间加长 ,势必影响瞬态热

流的测量结果 ,给测量带来较大的误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决定采用导热胶来进行热

流计测头的粘贴。现在市场上所能购得的导热胶导

热系数约在 01913W/ ( m·K) 左右。将空气薄层由

导热胶来代替 ,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结果如图 3 所

示。

从图 3 可以看到 ,由导热胶代替空气薄层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热流的稳定时间和热流值几乎不受

导热胶厚度变化的影响 ,且热流稳定非常迅速 ,仅为

015s ,大大提高了热流的稳定时间和测量准确度。

图 2 　空气薄层的厚度对流测量的影响 图 3 　导热胶薄层的厚度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 ,热流计与被测物粘贴的紧密程度 ,对

热流的稳定时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粘贴越紧密 ,

稳定越快 ,测量偏差越小 ;反之 ,测量偏差越大。因

此 ,在瞬态热流计的制造和使用过程中 ,要尽量保证

热流计能够紧密地粘贴被测物体 ,这样才能减少测

量时间 ,提高测量精度。导热胶的应用 ,为解决这个

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213 测头厚度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在其他基本条件与上面模型相同的情况下 ,分

别假定热流计测头的厚度为 011、0125、015 和

1mm ,通过对这几个不同厚度的热流计测头模型进

行计算 ,来分析测头厚度对被测物温度场计热流场

的影响情况。

将通过测头的热流值和实际热流密度值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绘制曲线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到 ,随着测头厚度的改变 ,不但热

流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被测物表面热流的稳定时

间也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当测头厚度为 011mm 时 ,

被测物表面热流稳定非常快 ,从开始到稳定只用了

约 015s 的时间 ,通过测头的热流值与实际值相差

2192 %。当测头厚度增加到 1mm 时 ,稳定时间达到

了 8s , 为原来的 16 倍 , 热流值的偏差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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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6 %。这主要是由于测头厚度的增加 ,加大了测

头引入的热阻 ,使通过测头的热流值产生了较大偏

移。

图 4 　热流计厚度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由此得出 ,测头越薄 ,热流值偏离越小 ,稳定越

迅速 ;测头越厚 ,热流值偏离越大 ,稳定越缓慢。因

此 ,瞬态热流计在制造过程中 ,要尽量减小热流计测

头的厚度 ,来提高测量精确度 ,减少稳定时间。利用

薄膜技术进行热流计测头的制作便是达到这个目的

的有效途径。

214 测头边长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热流计测头边长的不同 ,对被测热流场的影响

也有着显著的区别。设所用的热流计测头为正方

形 ,由于对称性 ,只考虑其中一个方向就足够了。同

样设对比的四组热流计测头除了在边长上的不同

外 ,其它条件都与上述模型相同 ,分别取 5、10、20 和

30mm 四种测头边长来对比计算。通过热流计测头

的热流密度值和实际热流密度值随时间的变化绘制

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 5 　热流计边长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计算结果可得 ,热流计边长的改变并没有给热

流的稳定时间造成太大影响 ,却给稳定值带来较大

的偏差。边长从 5mm 变成 10mm 时 ,稳定热流值减

小了 814 % ,与实际值相差 6151 % ;边长从 10mm 变

为 20mm 时 , 热流减小了 413 % , 与实际值相差

1194 % ;边长从 20mm 变为 30mm 时 ,热流仅仅减小

了 014 % ,已经和真实值基本重合。这说明 ,热流计

测头边长越长 ,稳定值越准确 ,且边长一定存在着一

个最优值。这个最优值既能保证测头尽可能小 ,又

能保证所测热流的准确性。从本文的计算来看 ,这

个最优值约为 20mm。当被测物表面近似认为半无

限大时 ,20mm 可能是测量精度和测头尺寸的最佳

结合点。

215 被测材料种类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瞬态热流计主要应用于工业或航天工业中。在

这些领域中 ,铝、钛、铜和钢这几种金属是最常见 ,也

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为了分析热流计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的测量误差 ,本文就上述四种金属材料为测量

对象进行了分析和模拟计算。四种情况下热流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以看到 ,由于

四种金属导热系数的差异 ,通过测头的热流值相差

也很大。为了方便对比 ,将四种情况下通过测头的

热流值与实际热流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绘制如图 7

(a) 、(b) 、(c)和 (d)所示。

图 6 　被测材料种类对热流测量的影响

　　分析图 7 ,并将被测金属的导热系数与测量偏

差列于表 1 中。可以看到 ,四种情况下热流稳定时

间都约为 3s。此时 ,通过铜和铝的稳定值大于实际

值 ,而通过钢和钛的稳定值则小于实际值 ,且随着金

属导热系数的减小 ,测量偏差也逐渐减小。热流计

测头导热系数为 1911W/ (m·K) ,对比可知 ,被测物

导热系数大于测头时 ,则热流稳定值大于实际值 ;反

之 ,稳定值小于实际值。且被测物导热系数越大 ,测

头热阻影响越明显 ,测量偏差越大 ;反之 ,测量偏差

越小。

　　综上所述 ,被测物导热系数越大 ,稳定值偏差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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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且被测物导热系数大于测头时 ,稳定值大于实际

值 ;反之 ,测量偏差越小 ,被测物导热系数小于测头

时 ,稳定值小于实际值。

3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二维非稳态导热数学模型 ,对辅

壁式热流计测量过程中影响测量误差的因素进行了

数值模拟与计算 ,并得出如下结论 :

(1)被测物表面对流换热系数越大 ,则测量误差

越小 ,测量越准确。

　　(2)热流计测头越薄 ,所测热流越准确 ,稳定时

间越短。

(a)铜 (b)铝

(c)钢 (d)钛

图 7 　通过不同被测材料热流的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对比

表 1 　不同金属导热系数下热流测量误差的对比

铜 铝 钢 钛

导热系数/ W·(m·K) - 1 38716 20214 16127 7144

　　测量偏差/ % 5112 2108 114 0143

　　(3)热流计测头边长越长 ,对热流场影响越小 ,

热流值越准确。经计算 ,在被测物表面可近似认为

半无限大时 ,热流计的边长存在一个最优值 ,能达到

测量精度与测头尺寸的最佳结合 ,约为 20mm。

　　(4)测头与被测物接触越紧密 ,热流的稳定时间

越短 ,所测瞬态热流值越准确。为了减少空气热阻 ,

利用导热胶进行热流计测头的粘贴比较理想。

(5)被测物导热系数大于测头时 ,热流稳定值大

于实际值 ;反之 ,小于实际值。被测物导热系数越

小 ,则测量偏差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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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heat flux sensors’measurement precision

L I Chao ,XIAO Jin2song ,ZHAN G Min ,et al.
A two - dimensional unsteady heat conduction mathematical model

is presented. Through this model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measurement
precision using surface - mounted transient heat flux gage on heat flux
measurement exchanged between low temperature metal board and high
temperature gases are simulated.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at changes
of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s can bring error because of the
appearance of heat flux sensors. Furthermore , the changes of the heat
flux gages’characteristics can bring measurement error too. The thinner
heat flux sensor is ,the bigger sensor’s dimension is ,the tighter the sen2
sor be pasted and the smaller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he measured mate2
rial is ,the higher measurement precision could be and the shorter time of
steady could be. Through calculation ,there is an optimum length of the
dimension ,which is nearly 20mm square. Results of the calculation can
give a reference to manufacture and applications of heat flux gages.

Key words :heat flux ;heat flux sensor ;unsteady heat conduction ;

measurement precision 3
Feasibility investigation on direct
air2cooling system in power plant

L IU J i2jiang ,J IANG Su2hong
According to the basic situation in domestic , expound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air - cooling power plant at present . Compared the characters
of direct air - cooling system and wet cooling system and the disparity of
related main facilities that related to it . Analyzed the essentiality of
source of water to cooling system form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Combined the instanc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direct air -
cooling unit and present some discussion opinions at last .

Key words :power plant ;cooling system ; direct air - cooling sys2

tem ;feasibility 8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technology used for recovery

low grade industrial waste heat
ZHANG Wei2ren , ZHAO Zong2chang

The principle and thermodynamic cycle of the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used for upgrading low grade industrial waste heat are intro2
duced.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the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under the ideal and real thermodynamic cycles condition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thermodynamic proper2
ties of the LiBr aqueous solution. The effects of the operation parameters
on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and temperature lift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industrial waste heat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co2

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 thermodynamic cycles 11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energy - saving

for intermediate coal pulverizing system
QUAN Bing2wen , HAO Wei2lai

With the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est ,analysis have been made for
mill capacity and mill power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the optimizing
adjustment ,reasonable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energy2
saving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 :coal mill ; intermediate coal pulverizing system ;ener2

gy2saving 20
Field measurements of airtight performance of

Shanghai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the
analysis the performance of ventilation

ZHANG Cai2cai ,L I Zhen2hai
Based on the field measurements of airtight performance in thirteen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ith the devel2
opment of the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 the airtight performance of the
new bulidings increases greatly.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thumb , the
quantity of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peci2
fications. How to improve the indoor ai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though the passive ventilation.

Key words :performance of airtight ;field measurement ; ventila2

tion 35
Building outer wall instantaneous load calculation

and air2condition energy economy analysis
WANG Yan2li , XU Yu2gong ,WANG L u2lei , et al

Three typical building outer walls have been taken as cases that
were calculated instantaneous loa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outer air
temperature vary unsteadily in periodicity. According to the cold load’s
change characters made by the different walls and PMV index about
body comfortable nature , the outer wall structure and the inside air -
condition design parameters’effects on the air - condition energy econo2
my have been give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envelop structure ;air - condition cold load ;air - con2

dition energy economy ;body comfortable nature 38
Experiment of the solar distillation

XU J in2yang ,L I Ye2fa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le and structure of

the solar distillation. A simple distillation has been made in laboratory.
Then the related test has been performed. The test result shows the heat
efficiency is about 32 %.

Key words :solar energy ;distillation ;testing 42
Researching of a performance testing system

for the small size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HEN Bing2yun ,WANG Tao ,L IU Zhi2zhang

Based on the visual instruments technology , this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researching of a performance testing system for the small size
wind turbine generator ( WTG) . This performance testing system is
based on the virtual instruments (VI) and relative hardware. We can get
the output performance of the WTG with the analysis ad process of such
parameters as current、voltage、temperature、pressure and wind speed.
Then we can estim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TG an improve it ac2
cording to the results.

Key words :wind turbine generator ( WTG) ; virtual instruments

(VI) ;LabVIEW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 44
The application of benchmark in energy2saving at enterprise

WEI J ian2xi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thods using benchmark to reduce ener2

gy consumption since“the Tenth Five2year Plan”began and the effect of
energy2saving.

Key words :energy2saving ;benchmark ;energy management ;tech2

nical progres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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