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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分离式热管的内部沸腾、流动和凝结换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与大、中型分离式热管有较大的差异，为

获得其最佳工作参数，利用自行设计的带有短管束的试验装置进行了试验研究。工作温度!")!!*%+，热流密度

!,$&*!#($#*-.·/0"；测定1种不同充液率下平均沸腾换热系数和凝结换热系数随热流密度和工作温度的变化

情况。试验结果表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小型分离式热管的最佳充液率按管束总容量计为!1!!#1!；按蒸发段总

容量计为()!!1%!。根据试验结果拟合出最佳充液率（")!，按管束总容量计）下的蒸发段平均沸腾换热系数经

验公式，及同样工况下冷凝段凝结换热努赛尔数综合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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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对大中型分离式热管的性能已有了比较充

分的研究，其应用也较为广泛［!］；但在许多应用场

合，尤其在小空间领域，采用具有短管束的小型分离

式热管，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例如，笔记本计算机的

发展日益“超薄小型”化，随着其处理能力的增强及

运行的高速化，功率器件的热流密度上升，控制温升

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小型分离式热管的内部沸腾、

流动和凝结换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与大、中型分离

式热管有较大的差异，目前国内外有关小型分离式

热管的研究报道尚较少，为此笔者对小型分离式热

管的性能进行了实验研究，拟为实际应用提供合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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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装置与方法

实验装置（图!）的蒸发段和冷凝段均由"根

!#$%%&!%%的无缝钢管短管束组成，管长!"#
%%，带有紧套的钢帛环形肋片（外径’$%%，厚!
%%，片间距’%%）。蒸发段下端连一较粗的集液管

（!()%%&#*"%%），其中焊一套管（!#)%%&!
%%），套管内插入管状电加热器。此外，在集液管、

带肋管束外部还缠绕电加热带。管状电加热器和电

加热带并联，作为蒸发段的加热电源。通过稳压器、

调压器和精密电流电压表控制和测量加热功率。冷

凝段上端接一集汽管（!()%%&#*"%%），其中焊

一带盲端的紫铜套管（!+%%&!%%），紫铜套管内

插入#$副热电偶，用以测量蒸汽温度。蒸汽上升管

和冷凝液回流管均为!#"%%&!%%的无缝钢管。

冷凝段带肋管束安置在开式风道中，可用小型离心

式风机进行强制对流冷却，除此之外整个装置都用

保温材料严密包裹起来。在试验装置上共敷设#$
副热电偶，用以测量相应各点的温度。图!中示出

测点位置。在冷凝段带肋管束之前的风道中，安装

!副热电偶，在其后的风道中均布(副热电偶，用以

测量空气的温升。热平衡试验结果表明，在本试验参

数范围内，试验装置保温部分的热损失不超过("。

图! 试验装置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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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先使冷凝段处于自然对流冷却状态，然

后接通蒸发段的加热电源，在适当的功率水平下使

试验装置逐步升温。当蒸发段外壁温达到!!$8左

右时，打开排气阀排出不凝结气体，根据冷凝段外壁

温的水平和分布，确定排气次数。排气时夹带的蒸

汽由玻璃冷凝器冷凝收集，仔细计量热管内充注的

液体。断开加热电源，启动风机对冷凝段进行强制

对流冷却，在冷却过程中要注意关严排气阀。当冷

凝段外壁温降到"$8以下时，重新接通蒸发段的加

热电源，并在不同功率水平下进行试验。温度数据

由9:;)(<多回路温度显示记录仪采集，功率由$*#
级精密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试验装置内部经过预

处理，试验工质为预处理过的蒸馏水。试验参数：工

作温度!#"!!=$8，热流密度!<*)=!(’*(=>?·%@#。

" 试验结果与分析

许多实际应用场合要求具有短管束的小型分离

式热管在#"$8的工作温度下使用，在这种运行工

况下，不凝结气体、沸腾及两相流不稳定性对热管性

能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的工作温度为!#"!
!=$8。测定+种不同充液率下平均沸腾换热系数

和凝结换热系数随热流密度和工作温度的变化，由

此确 定 具 有 短 管 束 的 小 型 分 离 式 热 管 的 最 佳 充

液率。

根据所测定的壁温和加热功率，按下述公式计

算平均沸腾换热系数和凝结换热系数。

!1A#／（$B-1@$C）

!DA#／（$C@$B-D）

式中：!1和!D分别为平均沸腾换热系数和平均凝

结换热系数，?·（%#·E）@!；#为热流密度，?·%@#，

#A%／""!&，其中%为热管蒸发段的加热功率，?；

!和&分别为热管蒸发段和冷凝管束基管的外径

和长度，%%；$C为工作温度，即工质饱和温度，是图

!中测点!，#，(测定值的平均值。$B-1和$B-D分别为

测定的蒸发段和冷凝段相应外壁温$B 减去或加上

按一维导热计算的沿管壁厚度的温降。考虑到各支

管间实际存在着压力分布和流量分配的不均匀性，

故以中间支管作为整理数据的基准。处理实验数据

时用到的热物性数据均取自文献［#］。

图#示出不同工作温度下热管各点的温度分

布，可以看到，随着工作温度的升高，冷凝段各点温

度趋于均匀，这也说明了冷凝段存在不凝结气体。

蒸发段各点的温度一直比较均匀，这是由沸腾引起

的强烈扰动所导致的。

图(示出不同工作温度下平均沸腾换热系数与

充液率的关系。若按管束充液量与管束内部总容量

定义充液率，最佳充液率为!+"!(+"。由于本试

验装置蒸发段集液管装有电加热器，若把集液管容

量计算在内，则最佳充液率应为’""!+$"。

蒸发段的沸腾蒸发过程是包括充分发展的泡态

沸腾、薄液膜对流蒸发以及振荡流动沸腾在内的一

个复杂过程。试验中，用听棒可以听到振荡流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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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工作温度!!下热管各点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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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平均沸腾换热系数!)与充液率的关系

"#$%7 ’()0#!)-1#4#5.*#6364!).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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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频 率 随 热 流 密 度 的 增 大 而 加 快。参 照 经 验 公

式［7］，将本研究最佳充液率下（按管束充液量与管

束内部总容量定义充液率，最佳充液率为&;"）的

沸腾换热系数试验数据分析整理做图<，并拟合出

经验公式：

!)=<>?@AB#C>CB;<$C><@77 （B）

其中$为压力，D.。

图# 平均沸腾换热系数!)与热流密度#的关系

"#$%< ’()-)8.*#631(#,2)*9))3!).30#
相同压力下，当热流密度相同时，本研究结果比

经验公式给出的高得多，笔者认为这是管内沸腾包

含着脉冲振荡沸腾和薄液膜蒸发等诸多因素强化作

用的结果。

图;示出最佳充液率（&;"）下热管冷凝段内平

均凝结换热系数!5与凝结液膜雷诺数%&8的关系，

由此拟合出经验公式：

’(=B;>;EBCF<%&B>&7B （&）

其中

’( （= !5" ）（
B

#B)&B
（#BF#)） ）*

B／7
（= !5" ）（

B

)&B）*
B／7

%&B=
<+

;,B)#B$B!-,
式中："8，#8和$8分别为冷凝液的导热系数、密度和

运动黏度，按定性温度（!!G!9#5）／&取值；#!为蒸汽

密度，因其远小于#8，故不予计及；,8!为汽化潜热，按

定性温度（!9#)G!!）／&取值；-#为冷凝段支管内径。

图$ 冷凝段内平均凝结换热系数!5与凝结液膜

雷诺数%&8的关系

"#$%; ’()-)8.*#631(#,2)*9))3!5.30%&8#35630)316-

由图;可以看出，凝结换热系数!5随凝结液膜

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这表明液膜流动不是平滑层

流，而是具有某种形态界面波的波纹层流，依据自由

降膜流动表面波特性的观测，界面波的扰动随凝结

液膜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强［<］。

" 结 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小型分离式热管的最佳充液

率按管束总容量计为B?""7?"；按蒸发段总容量

计为<;""?C"。根据试验结果拟合出的最佳充

液率（&;"，按管束总容量计）下的蒸发段平均沸腾

换热系数经验公式为!)=<>?@AB#C>CB;<$C><@77；同

样工况下，冷凝段凝结换热努赛尔数综合关系式为

’(=B;>;EBCF<%&B>&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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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情况最为理想，这说明了本文中所提出的针对

工程图纸的阈值和阈值函数的选择方案是合理的。

! 结束语

本文中主要针对具有高斯白噪声的工程图纸数

字图像讨论了阈值和阈值函数的选择以及消噪的具

体实现过程。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图像中的噪声可

能是非高斯分布的。有关非高斯分布噪声的消除一

般借用高斯分布噪声的处理方法，但效果不很理想，

其关键还在于阈值和阈值函数的选取，这需要做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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