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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冷散热器开缝翅片管束外空气流动传热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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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平直翅片上表面上开孔、开缝是有效强化翅片管空气侧传热的方法。通过对典型空冷翅片管束的流动
传热性能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开缝翅片管束的流动阻力和传热系数随迎面风速变化规律，拟合得到了流动摩擦因子和
努谢尔特数随雷诺数的无因次关系式。结果表明：随着迎面风速加大，空气会对换热阻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
换热性能的增加幅度高于压降的增加幅度。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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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lot or punch on a plain fin surface for improving heat conduc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obtained the variation laws of resistance and heat conduction coefficient with the frontal velocity outside a pipe bundle of a
radiator with slotted fins from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flow heat con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air-cooled pipe
bundle and got a no-causal fitting relationship expression between the friction factor and Nusselt number versus Reynolds
numb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ir could make the effect on heat exchange resista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ontal
velocity in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increased range in heat exchange was greater than pressure drop. There is a better
consistence betwee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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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片管是一种常见的间壁式换热器，广泛应用在空调制冷、化工、汽车等领域的换热器中。其
管内侧为单相或相变流体，管外侧为空气、烟气等气体介质。由于翅片管换热器管外侧的气体换热
热阻在换热器热阻中占主要的比重，往往通过改进管外侧的翅片形式来提高气体侧的换热系数。在
普通的平直翅片上表面上开孔、开缝是一种有效的强化空气侧传热方法。对开缝翅片的研究，文献[1,2]
给出了单向和双向开缝翅片实验关联式，但由于开缝翅片结构复杂，尺寸参数不同程度影响其流动
和换热。He 等学者[3]选择了场协同原理作为切入点，针对平翅片管展开数值模拟研究，并对雷诺数
与翅片参数对翅片管换热性能产生的作用深入分析。学者 Mon 和 Gross[4]则选择 4 排环形翅片管错
列及顺列布置这一状态下，其管束性能展开数值与流场等一系列可视化的实验与研究。Yan 和 Sheen[5]
两位学者借助实验对比的办法，对平翅片、波形翅片、百叶窗翅片的管束换热器性能展开研究与分
析，最终经过数据分析获得对流换热系数和压降与迎面风速的关系。学者杨立军等[6]采用数值模拟
就
研究的办法，对间接空冷系统空冷散热器翅片管束流动传热性能展开深入研究。学者党艳辉等[7] 翅
片上有无扰流孔矩形翅片表面的传热系数展开分析，并总结其分布规律。综上关于翅片管束流动传
热性能的研究不少，但针对电站空冷换热元件的研究不多，加上空冷散热器结构形式多样，现有的
数值研究对翅片管模型过于简化。本文拟通过数值模拟结合实验研究获得常用福哥型四排开缝翅片
管散热器的性能参数，为电站冷端系统设计、运行和系统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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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数学模型
物理模型间冷基本换热元件

空冷四排管换热器为圆形铝管铝翅片散热器，外形图如图 1 所示，空气外掠交错布置的四排管
束，翅片管基管管径为 25 mm，基管壁厚 1.5 mm，开桥高度为 2 mm，开桥宽度 2.75 mm。翅片采
用开桥设计以增强扰流效果强化传热。该四排翅片管散热器水侧的流通面积有所增加，流动阻力减
小，冷却循环水采用双流程逆向交叉流。

图 1 基管和四排翅片管外形图
Fig.1 Basic pipes and four-row finned tubes

1.2

图 2 几何模型及边界条件
Fig.2 Computational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数学模型和边界条件

空冷散热器的圆形基管借助导热来实现管内水带有的热量的传递，使得铝翅片获得热量，基管
与翅片则借助对流的办法进一步将热量传递，使得外掠空气获得热量，这一过程是实现了空气对流
换热和固体导热相互耦合。因为翅片管换热器所带有的几何结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与对称性，因此
可以选择翅片管的对称部分展开分析，构建起研究模型，具体如下图 2 所示。所有的计算区域可以
划分为三大部分，依次为进口、中间、出口部分，并构建成网络状。为了降低入口驻点与出口回流
所带来的干扰，分别将其延长到 80 mm 与 160 mm。借助多种网格书面来展开模拟计算，以次来确
知其与网格是否有关[8]，确保计算结果不会被网格质量与疏密程度所干扰，最后明确模型的总网格
数为 10,607,540 个。计算域采用速度入口，空气迎面风速在 0.5~2.4 m/s 范围内变化，空气入口温度
为 25.5 ℃，出口为压力出口边界条件，上下为周期性边界，前后为对称性边界。通用的控制方程为：
 u j



( 
)  S j  1, 2,3
(1)
x j

x j

x j

ρ代指密度；uj 则是 xj 方向的速度分量；φ、Гφ与 Sφ依次表示控制变量、扩散系数、源项。

2
2.1

结果和讨论
数据整理

参照文献《火力发电厂空冷塔及空冷凝汽器试验方法》（DL/T552—95）中空冷散热器试验室热
力及阻力性能试验数据来展开各项资料的整理。借助对各个迎面风俗下空气降压与进出口温度展开
计算，从而获得到压降和对流换热系数与迎面风速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而拟合获得努赛尔特数和摩
擦因子的特征数关联式。整理数据的具体方法如下：
以空气进出口压差△p 代指流动性能：△p=pin-pout
(2)
在此公式内，pin 是入口空气平均总压；pout 是出口空气平均总压。
以空气侧总表面换热系数为： h 

Q
ATm

式中，Q 为传热量；A 为模型翅片管外表面积；△Tm 为传热对数平均温差。
(Tw  Tin )  (Tw  Tout )
Tm 
ln[(Tw  Tin ) / (Tw  Tout )]
式中，Tw 为基管内表面壁面温度；Tin 为进口空气温度；Tout 为出口空气温度。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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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侧（管外）雷诺数 Re 为：Re  uD
(5)

努塞尔特数 Nu 定义为： Nu  hD
(6)

摩擦因子 f 定义为：f  2 p
(7)
u 2
式中，u 代表的是翅片间最小流通截面上的流速；D 代表的是翅片管特征尺寸，取圆管外径；v
代表的是空气运动黏度。
采用强化传热综合性能评价准则数（performance evaluation criteria, PEC）来作为标准，综合评
价翅片管束的换热流动性能的综合流动传热性能。PEC  Nu f 1 3
(8)
2.2

流场和温度场

图 3 为在迎面风速 1.5 m/s 时开缝翅片四排管束的流场、温度场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空气在
流经圆管附近流速因流道面积减小流速增大，但由于扰流孔的作用在流通区域流速接近均匀，在扰
流孔的两端流速因边际效应较高，基管后部的尾涡得到改善。基于扰流孔对边界层的干扰和掺混效
应，温度场在整个翅片上的分布得到改善，从而翅片管平均传热性能得以提高。

(a)速度场 Contour of velocity magnitude

(b)静压场 Contour of static temperature

图 3 开缝翅片四排管周期面的流场和温度场
Fig.3 Velocity magnitude and static temperature of four-row tubes with slotted fins

图 4 不同迎面风速下四排管的流动阻力
Fig.4 Air flow resistance at different air velocities

2.3

图 5 不同迎面风速下四排管的传热系数
Fig.5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t different air velocities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模拟结果，计算工况下翅片管的压降和传热系数随空气迎面风速的变化规律如图 4 和图 5
所示，由图可见：在迎面风速不断加大的过程中，四排管具有的流动阻力与传热系数都会相应变大。
其中随换热系数的增加较压降的增加明显。模拟值和实验值的对比分析表明：模拟值和实验值吻合
较好。在相同的迎面风速下，模拟传热系数比试验传热系数高 4.30%~15.76%；模拟阻力高于试验阻
力 2.57%~14.01%。
计算得到摩擦因子、努谢尔特数随雷诺数变化规律如图 6 所示，结果表明：f 随 Re 增加明显降
低，在低 Re 时尤为显著；与之相反，Nu 随 Re 增加而升高。PEC 能够全面体现流体流经传热表面时
单位功耗的对流换热状况，PEC 越高则意味着管束的综合热力性能越趋于优良。由图 6(c)可见随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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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增加，翅片综合流动传热性能增强，即传热性能提高的幅度优于流动阻力的增加。

图 6 摩擦因子, 努谢尔特和 PEC 随 Re 的变化关系
Fig.6 Friction factor, Nusselt and PEC number versus Reynolds number

2.4

特征数关联式

将数值模拟最终的结果里有关压降、对流换热系数于性能评价指标与迎面风速的变化关系借助
拟合得到摩擦因子、努谢尔特数、性能指标随雷诺数变化的无因次关系式，见式(9)~(11)，可用于该
间冷换热器的设计和校核计算。
f=335.92Re-0.475
(9)
0.3885
Nu=1.529Re
(10)
0.5467
PEC=0.22Re
(11)
对于圆管翅片管束，关联式的适用范围为：1000≤Re≤18000。

3

结 论

通过对空冷换热器四排开缝翅片管束的流动传热性能进行数值模拟，从而得到四排管空冷散热
器的流动阻力与传热系数和迎面风速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拟合获得摩擦因子和努谢尔特数随雷诺数
的无因次关系式，该结论可用于间接空冷系统的设计和校核计算。经数据分析和实验比较发现：间
接空冷换热器四排管的换热性能和压降随着迎面风速的增大而增大，整体流动换热性能有所提高。
模拟结果和实验值吻合较好，在相同的迎面风速下模拟传热系数比试验传热系数高 4.30%~15.76%；
模拟阻力高于试验阻力 2.57%~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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